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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AXX0000009

Yamaha平台型鋼琴
 C3XPE   

尺寸：高101cm、寬149cm、深186cm

UKAXX0000001

Yamaha平台型鋼琴
 GB1KPE  

尺寸：高99cm、寬146cm、深151cm

● YAMAHA外型最精巧且價格最實惠的平台鋼琴
● 非常適合空間較小的場地
● 完整的共鳴音色與許多較大型號相當

定價：335,000 特價：268,800

除濕機
(隨貨附贈)

加贈

UKDCX0000007

Yamaha直立鋼琴
  YUS5PE  

尺寸：高131cm、寬152cm、深65cm

● 最頂級製琴原料、一絲不苟的工藝精神
● 精緻典雅的立式鋼琴設計
● 演繹表現力與平台鋼琴相似的超凡絕妙音色

定價：408,000 特價：346,800

琴 燈
(隨貨附贈)

加贈

UKDCX0000001

Yamaha直立鋼琴
 U3PE  

尺寸：高131cm、寬153cm、深65cm

● 響板與空間的聲音傳導性讓高達131公分的U3更具震撼力與穿透力
● 有著Yamaha名聞遐邇的音色
● 登峰造極的觸鍵表現力

定價：270,000 特價：226,800

琴 燈
(隨貨附贈)

加贈

定價：880,000 特價：685,000

除濕機
(隨貨附贈)

加贈

● 嶄新平台鋼琴CX系列傳承YAMAHA演奏型平台鋼琴「CFX」的因子
● 音色透澈無暇、絢爛豐富
● 完美展現細膩且和諧的聲音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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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鋼琴

<<以上商品,來店另有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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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鋼琴

UEBXX0000075

Yamaha數位鋼琴
 YDPS34WH   

尺寸：高79.2cm、寬135.3cm、深29.6cm

贈 耳機 (隨貨附贈)

定價：75,000 特價：68,800

UEBXX0000059

Yamaha數位鋼琴
CLP645R  
尺寸：高92.7cm、寬146.1cm、深45.9cm

贈 耳機 (隨貨附贈)

UEBXX0000067

Yamaha數位鋼琴
 CSP150B   

尺寸：高104.0cm、寬141.2cm、深46.5cm

定價：78,000 特價：69,800

贈 耳機+麥克風 (隨貨附贈)

UEBXX0000039

Yamaha數位鋼琴
  YDP163   

● 具備Graded Hammer 3鍵盤，配備三個感應器以及仿象牙鍵盤
● YDP-163的Pure CF 引擎讓其更能展現Yamaha CFIIIS演奏平台鋼琴音調
● 192音符複音，讓您彈奏許多繁複鋼琴作品時不會有遺漏的音符
● 限量商品，售完為止

定價：65,000 特價：39,999

耳 機
(隨貨附贈)

加贈

UEBXX0000027

Yamaha數位鋼琴
 CVP701B  

尺寸：高84.9cm、寬135.7cm、深42.2cm

定價：98,000 特價：85,800

贈 耳機 (隨貨附贈)

UEBXX0000020

Yamaha數位鋼琴
 P45B   

尺寸：高15.4cm、寬132.6cm、深29.5cm

贈 防塵套 (隨貨附贈)

UEBXX0000079

Yamaha數位鋼琴
 P125B   
尺寸：高16.6cm、寬132.6cm、深29.5cm

贈 防塵套 (隨貨附贈)

● 精巧型數位鋼琴，輕鬆便攜
● 高品質的聲音和自然鋼琴觸鍵感應
● 真實再現Yamaha CFIIIS 9'平台鋼琴的聲音

● 傳統鋼琴般的演奏觸感
● 重現真實的平台鋼琴迴響
● 精簡輕便的設計方便攜帶

● 旗艦級 CFX 演奏平台鋼琴的悠揚樂音
● 立體聲優化器─新的耳機體驗
● 現代且時尚的外型

定價：48,660 特價：40,880

定價：30,000 特價：19,800定價：36,000 特價：29,500

● 木質鍵盤的舒適觸鍵及飽滿琴音
● CFX及貝森朵夫帝王級琴音源取樣
● 256最大發聲數、36種音色、
     20種節奏、16音軌錄音

● 擁有Graded Hammer 3X 鍵盤觸感
● 仿真象牙與黑檀木鍵盤面
● 搭配APP可以做無限音樂創作

● 擁有傑出的平台鋼琴GH3X的仿真象牙琴鍵
● 有多樣的互動音樂娛樂、教育與表演功能
● 連接麥克風就能開唱，是屬於全家人的音
     樂逸品與音樂娛樂享受。

激
省
價

內
建
錄
音

連
接

APP

尺寸：高84.9cm、寬135.7cm、深42.2cm

附

升降琴椅

<<以上商品,來店另有優惠>>

限
量
商
品



數位鋼琴

UEBXX0000069

CASIO數位鋼琴
  AP270BN   

尺寸：高82.1cm、寬141.7cm、深43.2cm

贈 耳機
● 仿象牙黑檀木鍵盤
● 內建交響樂曲背景伴奏
● 可搭配專屬APP

定價：36,900 特價：29,900
７

UEBXX0000068

ROLAND數位鋼琴
 RP102BK   

尺寸：高97.7cm、寬137.9cm、深41.3cm

贈 耳機

定價：47,000 特價：39,800

UEBXX0000053

ROLAND數位鋼琴
RP302CRL   
尺寸：高15.4cm、寬132.6cm、深29.5cm

贈 耳機

UEBXX0000086

ROLAND數位鋼琴(單主機)

FP10BK   
尺寸：高14cm、寬128.4cm、深25.8cm

贈 耳機

UEBXX0000038

ROLAND數位鋼琴(單主機)

FP30WH   
尺寸：高15cm、寬130cm、深28.4cm

贈 耳機

● 音源的豐富、動人的鋼琴音色
● 耳機輸出與安靜的鍵盤機制，
     隨時都能享受演奏之樂
● 小巧而輕量的琴體，輕鬆攜帶至家庭、
     錄音室或教室

● 家庭第一部鋼琴的最佳選擇
● 領先的Bluetooth藍牙連線功能
● 超過200種內建歌曲，包括傳統音樂、
     古典名曲、以及重要的練習曲

定價：45,000 特價：37,800

定價：19,800 特價：17,000定價：28,000 特價：23,800

● 經濟實惠家用鋼琴，內建多種練習輔助功能
● 迷人、價格實惠的家用型鋼琴
● 豐富的內建樂曲庫，還有新的音階練習曲，
     加上節拍器與錄音功能讓練習學習如虎添翼

● 逼真鋼琴觸鍵
● 豐富、充滿表現力的音色
● 配備耳機輸出和安靜的鍵盤機制

KORG 數位鋼琴 

G1 AIR BK

C1 AIR WH

●Made in japan。日本設計及製造 –重現日本卓越的高質感。
●Korg公司旗艦級的RH3琴鍵觸感，完全擬真於平台鋼琴的觸鍵手感。
●最新研發的放大器及喇叭系統，使鋼琴音色真實重現

● 即日起至07/14期間
● 至功學社任一家門市購買KORG琴款：
     G1 Air/C1 Air，即贈送乙張理查克萊德門
     音樂會門票(票價$1,700)
●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贈  票

<<以上商品,來店另有優惠>>

ROLAND

C1 AIR WH 網路價：41,000 UEBXX0000091

G1 AIR BK  網路價：52,000 UEBXX0000089

神秘特惠價
請洽全省門市  

藍芽播放系統

內含二軌錄音功能





定價：93,000 特價：79,000

PWDBX0000177

ALTUS 手工長笛
AFL-1007REO   

●吹口管925純銀，管身925純銀
●開孔按鍵，附E鍵裝置
●法式鍵臂

HERCULES  DS640BB長笛/豎笛放置架 
BERGEN MTRCT02 三合一調音節拍器
Trevor Wye 的長笛課(教本) 

贈
純銀管身滿足您的演奏需求

定價：17,200 特價：16,000

UWDBX0000043

Yamaha 長笛
YFL-222   

●鎳銀吹頭管，初階者易奏設計
●曲列式閉鍵設計
●法式鍵臂設計，絕佳演奏感

BERGEN MTRCT02 三合一調音節拍器
吸水紙
長笛速效練習
YAMAHA POLO衫 (尺寸隨機出貨，送完為止)   

贈
小資長笛學習者最實惠的選擇

定價：５1,000 特價：43,000

PWDBX0000055

ALTUS 手工長笛
AFL-807REO   

●吹口板925純銀，鎳銀吹口管鍍銀
●開孔按鍵，附E鍵裝置
●法式鍵臂

HERCULES  DS640BB長笛/豎笛放置架
BERGEN MTRCT02 三合一調音節拍器
Trevor Wye 的長笛課(教本) 贈

最受初學者喜愛專業款

定價：21,500 特價：20,000

UWDBX0000044

Yamaha 長笛
YFL-212   

●鎳銀吹頭管，初階者易奏設計
●曲列式閉鍵設計，附E鍵
●法式鍵臂設計，絕佳演奏感

BERGEN MTRCT02 三合一調音節拍器
吸水紙
長笛速效練習
YAMAHA POLO衫 (尺寸隨機出貨，送完為止)

贈
長笛初學者第一首選

定價：64,800 特價：55,000

PWDBX0000058

ALTUS 手工長笛
AFL-907REO II   

●907材質升級款，音色表現更優異
●吹口管958純銀，鎳銀管身鍍銀
●開孔按鍵，附E鍵裝置
●法式鍵臂

HERCULES  DS640BB長笛/豎笛放置架
BERGEN MTRCT02 三合一調音節拍器
Trevor Wye 的長笛課(教本) 贈

熱銷NO.1系列

定價：106,000 特價：90,000

PWDBX0000070

ALTUS 手工長笛
AFL-1107REO   
●吹口管958純銀，管身958純銀
●開孔按鍵，附E鍵裝置
●法式鍵臂

HERCULES  DS640BB長笛/豎笛放置架
 BERGEN MTRCT02 三合一調音節拍器
Trevor Wye 的長笛課(教本) 

贈
品牌大使-潘竫詒老師推薦型號

定價：34,000 特價：29,500

UWDBX0000042

Yamaha 長笛
YFL-272   

●鎳銀吹頭管，初階者易奏設計
●曲列式開鍵設計，附E鍵
●法式鍵臂設計，絕佳演奏感

BERGEN MTRCT02 三合一調音節拍器
吸水紙
長笛速效練習
YAMAHA POLO衫 (尺寸隨機出貨，送完為止) 

贈
開鍵長笛入門推薦型號

定價：45,000 特價：38,500

UWDZX0000002

Yamaha 長笛
YFL-372   

●純銀吹頭管，音色豐厚扎實
●曲列式開鍵設計，附E鍵
●法式鍵臂設計，絕佳演奏感

BERGEN MTRCT02 三合一調音節拍器
吸水紙
長笛速效練習
YAMAHA POLO衫 (尺寸隨機出貨，送完為止)

贈
進階級演奏者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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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笛

(台山隨貨附贈)

APP

<<以上商品，來店另有優惠>>



定價：30,500 特價：21,000

PWDBX0000006

JUPITER 長笛
JFL700REC   

●吹口台925純銀，鎳銀吹口管鍍銀
    音色更清亮
●開孔按鍵，附E鍵裝置

BERGEN MTRCT02 三合一調音節拍器
吸水紙 
長笛速效練習  贈

獨家設計純銀吹口台規格

定價：29,500 特價：20,000

PWDBX0000009

JUPITER 長笛
JFL700RE   

●鎳銀吹口管鍍銀，鎳銀管身鍍銀
●開孔按鍵，附E鍵裝置

BERGEN MTRCT02 三合一調音節拍器
吸水紙 
長笛速效練習  贈

進階規格，初階價格，經濟實惠選擇

定價：22,000 特價：13,000

PWDBX0000008

JUPITER 長笛
JFL700   

●鎳銀吹口管鍍銀，鎳銀管身鍍銀
●閉孔按鍵

BERGEN MTRCT02 三合一調音節拍器
吸水紙 
長笛速效練習  贈

最多學習者選擇的第一把長笛

定價：25,700 特價：19,000

PWDBX0000003

JUPITER 長笛
JFL-510ES   

●135cm以下幼童適用，符合人體工學
●C尾管
●附E鍵裝置
●可搭配直式吹口管(直式吹口管需另購)
●德國紅點設計大獎

BERGEN MTRCT02 三合一調音節拍器
吸水紙 
長笛速效練習  贈

專利滴波彎管長笛

PWDBX0000041AZ-Z2REO   
●吹口管925純銀，鎳銀管身鍍銀
●開孔按鍵，附E鍵裝置
●法式鍵臂

長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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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獲得AZUMI 限量購物袋？
於2019/7/1~2019/9/30至功樂門市購買Z2

1. 在門市拍照打卡

2. 以公開貼文形式發佈於Facebook

3. Hashtag #双燕樂器 #功學社音樂中心 #AZUMI-Z2

    完成上述步驟、經確認無誤後即可獲得。

4.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定價：40,000 特價：34,000

HERCULES  DS640BB長笛/豎笛放置架 <
BERGEN MTRCT02 三合一調音節拍器
長笛速效練習  贈

特別
贈送

AZUMI

 限量購物袋

AZUMI 長笛功學社
獨家商品 使用Altus特有 Z-Cut吹口管

定價：25,500 特價：17,000

PWDBX0000007

JUPITER 長笛
JFL700E  

●鎳銀吹口管鍍銀，鎳銀管身鍍銀
●閉孔按鍵，附E鍵裝置

BERGEN MTRCT02 三合一調音節拍器
吸水紙 
長笛速效練習  贈

初學者最貼心的選擇

<<以上商品，來店另有優惠>>



定價：52,000 特價：36,400

JUPITER 
中音薩克斯管

PWFBX0000011JAS700Q   

●金漆黃銅管身
●藍鋼彈針
●義大利品牌L.PISONI塑膠反射板皮墊
●專利可調式掌鍵及G鍵調整螺絲

最熱銷中音薩克斯風

HERCULES 中音/次中音薩克斯放置架
薩克斯風其實很簡單-入門教材   贈

定價：56,250 特價：39,000

UWFBX0000005

Yamaha 
中音薩克斯風

YAS280   

●可調整式拇指座，絕佳舒適度
●易吹奏設計，音準穩定平均

學生入門最佳推薦

HERCULES 中音/次中音薩克斯放置架
薩克斯風其實很簡單-入門教材
YAMAHA POLO衫 (尺寸隨機出貨，送完為止)   

贈

APP

定價：112,000 特價：79,000

UWFAX0000004

Yamaha 
中音薩克斯風

YAS6204   

●藍鋼針提供更精準的演奏反應
●職人級手工雕花揚聲口
●62專用頸管，優異吹奏操控性

高品質專業級玩家首選

HERCULES 中音/次中音薩克斯放置架
薩克斯風其實很簡單-入門教材
YAMAHA POLO衫 (尺寸隨機出貨，送完為止)   

贈

PWFBX0000003

JUPITER 
中音薩克斯管

JAS1100SGQ   

●鍍銀管身,金漆按鍵, 雷射雕花
●Sona-Pure特殊熱處理吹口管
●藍鋼彈針
●義大利品牌L.PISONI金屬反射板皮墊
●專利可調式掌鍵及G鍵調整螺絲

HERCULES 中音/次中音薩克斯放置架
薩克斯風其實很簡單-入門教材   

中階價格，專業規格

贈
定價：89,000 特價：65,000 定價：96,000 特價：72,000

PWFCX0000003

JUPITER 
次中音薩克斯管

JTS1100SGQ   

●鍍銀管身,金漆按鍵, 雷射雕花
●Sona-Pure特殊熱處理吹口管
●藍鋼彈針
●義大利品牌L.PISONI金屬反射板皮墊
●專利可調式掌鍵及G鍵調整螺絲

HERCULES 中音/次中音薩克斯放置架
薩克斯風其實很簡單-入門教材

中階價格，專業規格

贈

定價：91,000 特價：63,700

定價：41,000 特價：28,700

PWFBX0000007

JUPITER 
中音薩克斯管

JAS500Q   

●金漆黃銅管身
●藍鋼彈針
●塑膠皮墊反射板
●可調式拇指座

最經濟實惠的入門款 

HERCULES 中音/次中音薩克斯放置架
薩克斯風其實很簡單-入門教材   贈

PWFBX0000007JAS500Q   PWFBX0000007JAS500Q   PWFBX0000007JAS500Q   

定價：57,000 特價：39,900

PWFCX0000012

JUPITER 
次中音薩克斯管

JTS700Q   

●金漆黃銅管身
●藍鋼彈針
●義大利品牌L.PISONI塑膠反射板皮墊
●專利可調式掌鍵及G鍵調整螺絲

最熱銷次中音薩克斯風

HERCULES 中音/次中音薩克斯放置架
薩克斯風其實很簡單-入門教材   贈

PWFCX0000012JTS700Q   PWFCX0000012JTS700Q   PWFCX0000012JTS700Q   

定價：47,000 特價：32,900

PWFCX0000007

JUPITER 
次中音薩克斯管

JTS500Q   

●金漆黃銅管身
●藍鋼彈針
●塑膠皮墊反射板
●可調式拇指座

最經濟實惠的入門款

HERCULES 中音/次中音薩克斯放置架
薩克斯風其實很簡單-入門教材   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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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克斯風

另有JTS1100Q(表面與按鍵烤漆)

定價：83,000 特價：58,000
另有JAS1100Q(表面與按鍵烤漆)

<<以上商品，來店另有優惠>>

次中音薩克斯管

JTS1100SGQ   

另有JTS1100Q(表面與按鍵烤漆)
PWFCX0000001PWFBX0000001



豎笛＆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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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43,800 特價：35,000

UWEBB0000013BUFFET 豎笛 E12F   
●非洲黑木管身
●鍍銀按鍵
●可調式拇指座

定價：49,800 特價：38,000

UWEBB0000015

Yamaha 豎笛
YCL650   

●專業級演奏者一至好評
●手工錐狀音孔，延伸更寬廣的音樂表現力
●可調整式拇指座，提高流暢手感
●嚴選黑檀木管身，聲音豐沛動人

專業級演奏者一至好評

定價：45,900 特價：39,500

UWAAA0000011

Yamaha 小號
YTR4335GS

●金銅揚聲口，聲音溫暖飽滿滿
●外層鍍銀，音色響亮迷人
●中量級設計，好吹易上手

各級學生樂團首選型號 

定價：24,000 特價：18,000

PWAAA0000128

JUPITER 小號
JTR700RQ   

●紅銅吹口管，紅銅喇叭管
●不鏽鋼活塞
●標準式調音管

樂 團 首 選

PWEBB0000002

JUPITER 豎笛
JCL1100S

●嚴選非洲黑木
●C/G上提音孔
●鍍銀按鍵
●Eb 連動鍵(Lever Key)

進階級豎笛

定價：38,700 特價：34,000

UWAAA0000010

Yamaha 小號
YTR4335G 

●金銅揚聲口，聲音溫暖飽滿滿
●外層金漆，音色集中動人
●中量級設計，好吹易上手

各級學生樂團首選型號

定價：25,000 特價：17,000

PWAAA0000007

JUPITER 小號
JTR500SQ

●表面鍍銀
●紅銅吹口管，黃銅喇叭管
●不鏽鋼活塞
●標準式調音管

CP值最高鍍銀小號

定價：58,500 特價：46,000

全球最暢銷

豎笛

 BERGEN MTRCT02 
   三合一調音器    

贈送

BERGEN MTRCT02 三合一調音器
YAMAHA POLO衫

 (尺寸隨機出貨，送完為止)   

贈 BERGEN MTRCT02 三合一調音器   贈

定價：38,800 特價：25,000定價：48,000 特價：30,000

HERCULES 小喇叭放置架
YAMAHA POLO衫

 (尺寸隨機出貨，送完為止)   

贈

HERCULES 小喇叭放置架   贈 HERCULES 小喇叭放置架   贈

HERCULES 小喇叭放置架
YAMAHA POLO衫

 (尺寸隨機出貨，送完為止)   

贈

●另有YCL450(各級學生樂團首選型號) ●另有JCL750SQ(CP值最高木管豎笛)

<<以上商品，來店另有優惠>>

UWEBB0000017 PWEBB00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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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琴

UGGAX0000067

功學社嚴選小提琴
OTTO VN75   
●30年歐洲楓木及雲杉老料製成
●Guarneri樣式，手工提琴
●音量大、音色甜美、拉奏容易
●附：日本Super Light 方盒、
    德國巴西木八角琴弓、肩墊、
    松香、擦琴布

定價：120,000

特價：92,000

贈 BERGEN MTRCC03夾式調音器
練習絃(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UGGAX0000058

功學社嚴選小提琴
OTTO VN-K66   
●琴聲寬厚響亮，具穿透力
●高低音音響共鳴，呈現專業演奏等級提琴
●中德合作提琴：德國自然乾燥白琴半成品，
    專業仿古樣式手工上漆。
●附：演奏級弓、實木方盒、楓木美聲專利
    肩墊、防過敏松香

定價：60,000

特價：48,000

UGGAX0000056

功學社嚴選小提琴
OTTO VN-K11   
●初換全琴學者輕鬆入手的高質量琴
●嚴選中國高級雲衫及楓木製琴
●手工佳，精細油漆，精準裝配
●附：方盒、琴弓、肩墊、松香、擦琴布

定價：18,800

特價：15,000

功學社嚴選小提琴
JOYLINK KVEZ II   

●商品尺寸：4/4、3/4、1/2、1/4
●松木面板，楓木背板，側板，烏木指板
●附：方盒、馬尾琴弓、肩墊、松香、擦琴布

定價：11,000

特價：7,200

贈 BERGEN MTRCC03 
夾式調音器

UGGAX0000064 (黑盒)
UGGAX0000065 (白盒)
UGGAX0000066 (紅盒)

功學社嚴選小提琴
OTTO K35
●德國手工琴，附證書，M.F.Bieg標籤
●德國製作完工，台灣精調音色
●高級仿古漆，聲音集中。
●附：PC方型盒(黑、白、紅可選)、
    德國巴西木雙眼八角琴弓、肩墊、
    松香、擦琴布

定價：100,000

特價：80,000

UGGAX0000057

功學社嚴選小提琴
OTTO VN-K33    
●超過15年乾燥中國雲衫及楓木製成
●專業高級手工酒精漆
●聲音甘甜，深厚底蘊的共響，是值得
    珍藏的演奏級琴。
●附：方盒、琴弓、肩墊、松香、擦琴布

定價：28,800

特價：23,000

UGGAX0000063

功學社嚴選小提琴
OTTO KF15   
●易發聲,初學者的最佳選擇
●附：方盒、琴弓、肩墊、松香、擦琴布

定價：15,000

特價：12,000

功學社嚴選小提琴
JOYLINK KV230   

●商品尺寸：4/4、3/4、1/2、1/4
●面板雲杉、背板楓木（虎背紋）、棗木配件
●附：方盒（圖片內裡布僅作參考）、
    琴弓（弓尾毛止箱黑檀木製）、肩墊、松香

定價：6,600

特價：5,300
贈 BERGEN MTRCC03 

夾式調音器

UGGAX0000016 (1/4)
UGGAX0000017 (1/2)
UGGAX0000018 (3/4)
UGGAX0000019 (4/4)

UGGAX0000012 (1/4)
UGGAX0000013 (4/4)
UGGAX0000020 (1/2)
UGGAX0000029 (3/4)

贈 BERGEN MTRCC03夾式調音器
練習絃(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贈 BERGEN MTRCC03夾式調音器
練習絃(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贈 BERGEN MTRCC03夾式調音器

練習絃(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贈 BERGEN MTRCC03夾式調音器
練習絃(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贈 BERGEN MTRCC03夾式調音器

練習絃(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以上商品，來店另有優惠>>

新品
上市

新品
上市

新品
上市



HERCULES 樂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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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3,150 特價：2,520

HERCULES 吉他立架

C1 AIR BR

●AGS(Auto Grip System)重力自鎖系統
●附贈NINA窄頸專用配件(Narrow Instrument
    Neck Adjustment)適用烏克麗麗、古典吉他、
    斑鳩琴
●底座接觸面積增加更穩固
●EVA泡棉保護樂器不受損

新品

上市

GS432B PLUSGS414B PLUSGS412B PLUS

定價：1,510 特價：1,210
定價：1,470 特價：1,180

(GS432B PLUS)

(GS414B PLUS)

(GS412B PLUS)

PSAGX0000200 PSAGX0000196 PSAGX0000206

PSADX0000180

HERCULES 
長笛/豎笛放置架
DS640BB   
●尺寸可符合法式及德式豎笛

定價：900

特價：720

PSADX0000080

HERCULES 
薩克斯風放置架
DS530BB   
●適用中音/次中音薩克斯風

定價：960

特價：770

PSADX0000037

HERCULES 
小喇叭放置架
DS510BB   

定價：830

特價：660

PSAGX0000178

HERCULES 
小提琴架
DS571BB   
●AGS(Auto Grip System)
   重力自鎖系統

定價：1,360

特價：1,090

PSAKX0000042

HERCULES 
鍵盤架
KS120B
●雙X鍵盤架
●EZ-LOK方便快速調整高度
●高強度鋼管提供穩固的支撐

定價：2,000

特價：1,600

PSADX0000176

HERCULES 
薩克斯風放置架
DS630BB   
●適用中音/次中音薩克斯風

定價：1,180

特價：940

PSADX0000080

薩克斯風放置架

●適用中音/次中音薩克斯風

本頁售價均不包含展示樂器

PSAGX0000178

HERCULES 
小提琴架

●AGS(Auto Grip System)

1,090

<<以上商品，來店另有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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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他

UGDAX0000131

SUSTAIN 
單板木吉他 (附袋)
DC-351BR   
●D桶缺角、亮面褐色
●雲杉面單板、桃花心木側背板
●擦色復古風，音色與舞台魅力十足
●附AGB10吉他袋

定價：9,500 特價：8,100

初入
單板琴
首選

UGDAX0000133

SUSTAIN 全單板木吉他
D-650   
●D桶、平光
●全桃花心木單板吉他
●擁有溫暖的音色與絕佳的延音
●附AGB30吉他袋

定價：17,900

特價：15,200

延音吉他旗艦款

UGDAX0000132

SUSTAIN 單板木吉他
DC-471   
●D桶缺角、亮面原木色
●高級雲杉面單板、胡桃木側背板
●高頻明亮、低頻具深度聲響、
    桶身設計俐落，彈過肯定愛不釋手！
●附AGB20吉他袋

定價：12,900

特價：11,000

UGDAX0000130/UGDAX0000128

SUSTAIN 單板木吉他
G-450/D-450   

●兩種經典桶身可供選擇：
    --G桶、平光原木色
    --D桶、平光原木色
●高級雲杉面單板、桃花心木側背板
●簡約設計，提供純粹且高品質的聲響
●附AGB20吉他袋

定價：11,000

特價：9,380

UGDAX0000129

SUSTAIN 木吉他
O-251TB   
●OM桶、亮面漸層色
●雲杉面板、桃花心木側背板
●附AGB10吉他袋

定價：6,000

特價：3,800

CP值最高的第一把琴

UGDAX0000015

Yamaha 木吉他
F310   
●雲杉木面板、梅蘭蒂木側背板
●音準佳品質穩定
●附YAMAHA吉他袋

定價：4,200

特價：3,990

初階款首選

UGDAX0000126／UGDAX0000127

SUSTAIN 木吉他

●二種經典桶身可選擇:
    -G桶缺角、平光原木色 
    -D桶、平光原木色
●雲杉面板、桃花心木側背板
●附AGB05吉他袋

定價：5,800 特價：3,600

CP值最高的第一把琴

GC-250/D-250

SUSTAIN 單板木吉他
DC-471   
●D桶缺角、亮面原木色
●高級雲杉面單板、胡桃木側背板
●高頻明亮、低頻具深度聲響、
    桶身設計俐落，彈過肯定愛不釋手！
●附AGB20吉他袋

定價：12,900

特價：

SUSTAIN 全單板木吉他SUSTAIN 全單板木吉他
SUSTAIN 單板木吉他

SUSTAIN 木吉他
O-251TB   
●OM桶、亮面漸層色
●雲杉面板、桃花心木側背板
●附AGB10吉他袋

定價：6,000

特價：

CP值最高的第一把琴

SUSTAIN 木吉他
CP值最高的第一把琴

SUSTAIN 木吉他

3,600

CP值最高的第一把琴

 吉他烏扥邦-董運昌CD 贈

 吉他烏扥邦-董運昌CD 贈  吉他烏扥邦-董運昌CD 贈

 吉他烏扥邦-董運昌CD 贈  吉他烏扥邦-董運昌CD 贈

 吉他烏扥邦-董運昌CD 贈 吉他烏扥邦-董運昌CD 贈

<<以上商品，來店另有優惠>>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 新品上市 ♥

SUSTAIN 單板木吉他SUSTAIN 單板木吉他

SUSTAIN 單板木吉他SUSTAIN 單板木吉他



烏克麗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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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3,160 特價：2,530

KOHALA 
烏克麗麗套組

C1 AIR BR

●提供三種尺寸選擇：21吋、23吋、26吋
●椴木合板
●附原廠琴袋、調音器

定價：3,520 特價：2,820
定價：4,060 特價：3,250

(KPP-S)

(KPP-C)

KPP-S/KPP-C/KPP-T

UGBAX0000051

LANIKAI 烏克麗麗
MA-S   
●尺寸：21吋
●桃花心木合板
●附原廠琴袋
●受訂商品

定價：4,400 特價：3,520

UGBBX0000031

LANIKAI 烏克麗麗
MA-C   
●尺寸：23吋
●桃花心木合板
●附原廠琴袋
●受訂商品

定價：5,100 特價：4,080

UGBAX0000014／UGBBX0000010／UGBCX0000007

KOHALA 烏克麗麗
AK-S／AK-C／AK-T   

●提供三種尺寸選擇：21吋、23吋、26吋
●桃花心木合板
●另加贈琴袋 (原廠未附琴袋)

UGBEX0000001

KOHALA 烏克麗麗
AK-SP   
●21吋鳳梨型
●桃花心木合板
●另加贈琴袋 (原廠未附琴袋)

定價：2,940 特價：2,350

UGBBX0000011

KOHALA 烏克麗麗
AK-CAE   
●尺寸：21吋
●桃花心木合板
●含EQ可插電
●另加贈琴袋 (原廠未附琴袋)

定價：4,380 特價：3,500

(KPP-T)

定價：2,940 特價：2,350
定價：3,535 特價：2,830
定價：4,070 特價：3,260

(AK-S)

(AK-C)

(AK-T)

KPP-S KPP-C KPP-T
UGBAX0000032 UGBBX0000013 UGBCX0000014

皆贈送
凡購買此頁烏克麗麗產品

烏克麗麗琴入門教材(附音樂CD)

UKULELE CHORD DECK IN COLOUR   

AM1001561

<<以上商品，來店另有優惠>>

♥ 新品上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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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EX＆ZILDJIAN

PDDDX0000036

MAPEX 小鼓
BPMH460LNW   
●規格：14''x5''
●桃花心木

定價：23,000 特價：16,100

MAPEX PRODIGY系列 
爵士鼓組

●PRODIGY系列 五件式爵士鼓組
●大鼓22''x16''、中鼓10''x8''、中鼓12''x9''、落地鼓14''x14''、小鼓14''x5''
●腳架組： 銅鈸架*1、Hihat架*1、小鼓架*1、踏板*1、鼓椅*1
●不含銅鈸、鼓棒
●受訂商品

定價：19,900 特價：13,900
PDG5245TDK (黑)
PDG5245TDR (紅)
PDG5245TYB (藍)

黑

紅
藍

MAPEX MARS系列 爵士鼓組 ●大鼓22''x18''、中鼓10''x7''、中鼓12''x8''、落地鼓16''x14''、小鼓14''x6.5'' 
●中鼓座TH676
●不含銅鈸、腳架組、鼓椅、鼓棒
●受訂商品

定價：26,800 特價：18,800

MA529SFBAW(白)
MA529SFGW(灰)
MA529SFBZW(黑)

PDAAX0000066

PDAAX0000067

PDAAX0000068

PDAAX0000135

PDAAX0000136

PDAAX0000138

灰 白

PDDDX0000002

MAPEX 小鼓
BPMW255LWH   
●規格：12'' x 5.5''
●6層楓木/核桃木混合

定價：18,300 特價：12,800

PDFGX0000034

MAPEX  腳架組
HP8005   
●規格 P800踏板, H800 Hihat架, 
   S800 小鼓架, B800 銅鈸架*2

定價：17,100 特價：12,000

PDFGX0000022

MAPEX  腳架組
HP6005    
●規格 P600踏板, H600 Hihat架, S600 小鼓架, 
    B600 銅鈸架*2

定價：12,100 特價：8,500

PDFEX0000019

MAPEX  大鼓雙踏
P800TW   

定價：9,900 特價：6,900
PDFEX0000015

MAPEX  大鼓雙踏
P600TW   

定價：7,400 特價：5,200 UPFAC0000237

ZILDJIAN 
S系列套鈸
S390   
●14"" S Mastersound HiHat Pair
●16"" S Medium Thin Crash
●18"" S Medium Thin Crash
●20” S Medium Ride

定價：22,500 特價：15,800

UPFAS0000015

ZILDJIAN 
ZBT套鈸
ZBTP390-A   
●14"" ZBT HiHat Pair
●16"" ZBT Crash
●18"" ZBT Crash (原廠贈送)
●20"" ZBT Ride

定價：17,400 特價：12,200

Lamb of god鼓手 Chris Adler 簽名小鼓

THE WARBIRD 

<<以上商品，來店另有優惠>>

Black Panther Design Lab Heartbreaker 

黑豹小鼓

加購套組
 
●PLZ4PK套鈸                                        (原定價：10,600 / 優惠價：7,400)
●MAPEX B200銅鈸架                          (原定價：1,300 / 優惠價：900)
●ZILDJIAN ASHU 黃瑞豐簽名鼓棒    (原定價：500 / 優惠價：350)

大優惠：21,000 (原合購定價：32,300 / 特價：22,550)

黑



RO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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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AND 電子鼓

率先在日本市場上市的是TD-17K-L，是一套集家庭練習，
錄音，舞臺演出於一身的電子鼓，尤其是強大而專業的練習功能。
如果你已下定決心成為一名鼓手，絕對必須擁有一套。

定價：43,000 特價：39,800

UEDAA0000008

ROLAND 電子鼓
TD25KV   
TD-25KV提供優異的演奏體驗，
承襲來自旗艦級電子鼓音源TD-30的Roland的
SuperNATURAL技術結合Behavior Modeling。
音源引擎可自然而靈活地反應所有演奏細節，
提供富有動態、互動的反應，
讓您盡情展現更高階的音樂表現。

定價：98,000

特價：85,000

UEDAA0000015

ROLAND 電子鼓
TD17KVX   
ROLAND TD17系列的旗艦級電子鼓，
比TD17KL多配備了12吋小鼓PDX-12、
VH-10 hi-hat。

定價：62,000

特價：54,500

UEMXX0000001/UEMXX0000003

ROLAND 數位吹管
AE10(白)/AE10G（黑）   
●融合傳統薩克斯風指法同時具有多種需內建音色。
●吹嘴具靈敏的呼吸感應器與簧片結構，
    輕鬆控制顫音和滑音等技巧
●專利的SuperNatural音源技術，
    重現不同細膩的音色表情
●黑、白二色可供選擇

定價：33,000

特價：28,800

TD17K-L UEDAA0000014

UEEZX0000009

ROLAND 
電子鼓監聽喇叭
PM100   
●全音域的音響系統，具80瓦功率，
    特製10吋喇叭和高音喇叭
●傾角設計，為坐著的鼓手提供
    最佳的聲音覆蓋性能
●多功能的內建混音功能
●獨特的全幅寬把手，便於調整位置和攜行

定價：13,000

特價：10,900

專為V-Drums電子套鼓設計的優質全功能監聽音箱

UEEGX0000020

ROLAND 多功能立體聲擴大音箱
CUBESTREETEX   
50瓦的功率以及配備雙低音及高音喇叭的
立體聲喇叭系統，提供乾淨、具有衝勁的聲音，
可適用於更多觀眾的場合使用。
使用i-CUBE LINK，您甚至可以連接您的iPhone
或iPad，在音箱播放音樂及錄下您的演奏！

定價：23,000

特價：17,800

適合街頭演出的最高音質音箱

UEDAA0000017

ROLAND 電子鼓
TD-1DMK   
採用雙層網狀鼓面打擊板，
安靜且能展現絕佳的打擊感。
重量只有7公斤，
可以輕而易舉地在家裡輕鬆移動。

定價：31,000

特價：26,800

最強悍的入門級電子鼓

<<以上商品，來店另有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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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LDJIAN 鼓棒

UPGSX0000178

ZILDJIAN 鼓棒
ASHU   
●台灣天王巨星御用鼓手黃瑞豐簽名鼓棒
●黃瑞豐親自參與設計研發

定價：500 特價：350

UPGSX0000184

ZILDJIAN 鼓棒
ASMRQDS   
●周杰倫御用鼓手Mr.Q陳柏州簽名鼓棒

定價：500 特價：350

UPGSX0000191 / UPGSX0000192

ZILDJIAN 鼓棒
ASTB/ASTBF   

●龐克天團BLINK 182鼓手Travis Baker簽名鼓棒

定價：500 特價：350
ZUPGSX000104

ZILDJIAN 鼓棒
LAZLZASSK   
●爵士女伶鼓手川口千里簽名鼓棒

定價：600 特價：400

UPGSX0000771

ZILDJIAN 鼓棒
ZASJD2   
●Twenty One Pilots鼓手Josh Dun簽名鼓棒

定價：510 特價：400 UPGSX0000773

ZILDJIAN 鼓棒
Z5ACS   
●Chroma系列鼓棒消光金屬色

定價：600 特價：400

UPGSX0000145

ZILDJIAN 鼓棒
5ANN   
●基本款5A膠頭鼓棒

定價：450 特價：320

ZUPGSX000102

ZILDJIAN ASKAI 鼓棒
ASKAI   
●日本視覺系天團The GazettE鼓手戒簽名鼓棒

定價：500 特價：350

日本限定
獨家引進

熱門
暢銷款

<<以上商品，來店另有優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