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ladéo於1995年創立，在法國銷售全系列的刀具如LAGUIOLE拉垮歐、多功能刀、獵刀、服務生刀、餐具等，是戶
外運動，旅行者的忠實夥伴。如今，Baladéo提供了超過300個有趣的配件。
關於口袋刀市場，Baladeo產品分為三部分：武器、餐具及戶外用刀。於1999年，Baladeo決定針對戶外市場，開始
提供燈具、指南針、望遠鏡和露營及登山的配件。
2000年初，在世界各大戶外用品商場，如REI，Decathlon或Intersports，皆已引進 Baladéo產品。Baladéo並繼續
大力的朝國際發展 ，現今產品已廣泛地銷售於全世界的經銷網絡。
在過去的十年中，Baladéo的創新一再引起了愛好者、收藏家及專業人士的關注。2009年國際狩獵與自然博覽會為
Baladeo餐具頒發特別評委獎。在2010年，於德國Friedrichshafen戶外展展出全世界最輕名為'22克'的口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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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B050
LAGUIOLE斑馬木3功能折疊刀

DUB015
LAGUIOLE橄欖木折疊刀

420不鏽鋼刀刃，為小刀受歡迎的材質。
以高比例碳（鋒利的刀刃）和鉻(防鏽)為
特色。3螺旋不銹鋼拔塞鑽。不銹鋼穿孔
器。斑馬木刀柄有自然的紋路。兩層不鏽
鋼鍛造刀枕，保證這個刀柄的耐力度。
尺寸︰11.8x2.8x1.9cm
重量︰120g
售價︰$1,300

這支LAGUIOLE折疊刀是按照嚴格的規格，
用純手工製作的。橄欖木刀柄鑲精緻十字
架圖形。兩層不鏽鋼鍛造刀枕，保證這個
刀柄的耐力度。440不鏽鋼刀刃。
尺寸︰11x2.3x1.6cm
重量︰86g
售價︰$1,250

DUB039
LAGUIOLE 棕色折疊刀

DUB092
LAGUIOLE斑馬木摺疊刀

棕色耐力木刀柄鑲精緻十字架圖形，含拔
塞鑽。兩層不鏽鋼鍛造刀枕，保證這個刀
柄的耐力度。420不鏽鋼刀刃以高比例碳
和鉻(防鏽)為特色。
LAGUIOLE 手工刀。
尺寸︰12x2.5x1.5cm
重量︰120g
售價︰$1,200

使用420不鏽鋼刀刃和斑馬木刀柄的折疊
刀。不鏽鋼鍛造刀枕。附黑色尼龍刀套。
刀刃長度︰9cm
尺寸︰10.9x2.1x1.7cm
重量︰89g
售價︰$550

DUB040
LAGUIOLE 斑馬木紋折疊刀
斑馬木紋耐力木刀柄鑲精緻十字架圖形，
含拔塞鑽。 兩層不鏽鋼鍛造刀枕，保證這
個刀柄的耐力度。420不鏽鋼刀刃以高比例
碳和鉻(防鏽)為特色。LAGUIOLE手工刀。
尺寸︰12x2.5x1.5cm
重量︰120g
售價︰$1,200

DUB099
LAGUIOLE 鑰匙圈迷你橡木折疊刀
橡木握把，不鏽鋼刀刃，含鑰匙圈，兩層不
鏽鋼鍛造刃枕。LAGUIOLE手工刀。
尺寸︰6x1.5x1cm
重量︰30g
售價︰$550

DUB041
LAGUIOLE黑色牛角折疊刀

DUB213
LAGUIOLE VARIATION
斑馬木折疊刀

這支LAGUIOLE折疊刀是按照嚴格的規格，
用純手工製作的。3螺旋不銹鋼拔塞鑽。
兩層不鏽鋼鍛造刀枕，保證這個刀柄的耐
力度。440不鏽鋼刀刃。水牛角是自然的
黑色上面會有棕色或白色條紋，並鑲精緻
十字架圖形。
尺寸︰10.9x2.4x1.6cm
重量︰93g
售價︰$1,300

出色的不鏽鋼結合斑馬木握把。有消光表
面處理的420不鏽鋼刀刃，單手啟閉，有
鎖定系統。含不鏽鋼腰夾。
刀刃長度︰ 9cm
尺寸︰12x2.5x1.7cm
重量︰120g
售價︰$1,150

DUB042
LAGUIOLE斑馬木折疊刀
圓型和自然斑馬木製刀柄。420不鏽鋼刀
刃。不鏽鋼鍛造刀枕。3螺旋不銹鋼拔塞
鑽。附尼龍袋。
刀刃長度︰10cm
尺寸︰11.8x2.5x1.7cm
重量︰119g
售價︰$800

關於
Laguiole拉夸歐的刀具都強調手工打造，刀身
上的蜜蜂造型，相傳是拿破崙給予該城鎮的標
記，代表驍勇善戰且善於鑄造的Laguiole居民。
另外也因為當地亦盛產chess，故亦相傳此為
在牛隻上飛舞的蒼蠅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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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B215
LAGUIOLE VARIATION
G10摺疊刀
出色的不鏽鋼結合黑色G10握把，不導電，
耐180℃高溫。有消光表面處理的420不鏽
鋼刀刃，單手啟閉，有鎖定系統。含不鏽鋼
腰夾。
刀刃長度︰ 9cm
尺寸︰12x2.5x1.7cm
重量︰120g
售價︰$1,300

ECO021
LOUP DE MER 航海刀
不鏽鋼材質。一半薄的刀刃，一半鋸齒狀
的刀刃。 不鏽鋼刀柄結合黑色的橡膠握把。
單手啟閉，有鎖定系統，含不鏽鋼腰夾。
尺寸︰10x2.5x2cm
重量︰95g
售價︰$600

ECO035
RIVIERA 紫檀木口袋刀
霧面紫檀木和不鏽鋼刀柄含腰夾。420不
鏽鋼刀刃。所有不鏽鋼部分有消光表面處
理。單手啟閉，有鎖定系統。
尺寸︰11.5x3x2cm
重量︰135g
售價︰$950

ECO055
ALCANE 黑色口袋刀
具有現代和時髦感的小刀。來自航太工業
設計不鏽鋼和新合金G10組合的刀柄，不
鏽鋼刀刃，在手裡沉重而完美的精確感。
單手啟閉，有鎖定系統，含腰夾。
尺寸︰11.6x4.2x1.4cm
重量︰190g
售價︰$1,200

ECO061
BREIZH 黑錨口袋刀
不鏽鋼刀刃，黑色實木手把鑲嵌精美銀色
錨形圖案。
尺寸︰10x3.2x1.5cm
重量︰79g
售價︰$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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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081
TROOPER 騎警折疊刀
一把堅固的軍警刀，霧面鈦薄層的不鏽鋼
刀刃，避免任何反光，保護刀刃並且加強
它的硬度。黑色不鏽鋼和軍綠色G10新合
金組合刀柄。單手啟閉，有鎖定系統，含
腰夾。
尺寸︰10.9x3x1.6cm
重量︰143g
售價︰$1,250

ECO082
BLACK HAWK 黑鷹折疊刀
軍警刀，黑色霧面不鏽鋼刀刃，避免任何
反光。鋁合金和不鏽鋼組合刀柄，單手啟
閉，有鎖定系統 。
尺寸︰10.4x3x1.4cm
重量︰139g
售價︰$950

ECO087
CAMOUFLAGE 迷彩刀
黑色不鏽鋼刀刃，一半鋸齒狀耐用刀刃，
另一半是薄的刀刃，適合精準的切割。不
鏽鋼和鋁合金迷彩圖案刀柄，有鎖定系統，
單手啟閉，含腰夾。
尺寸︰11.5x3.3x1.8cm
重量︰140g
售價︰$1,000

ECO150
BILLHOOK 9公分鉤鐮摺疊刀
這把小刀最初是一把報攤切繩用刀。也被
用在植物嫁接用刀或電線裸露用刀。此外
又名為電工刀，由420不鏽鋼組成，彎型
刀刃。黑色ABS磨紗表面易握刀柄。
刀刃長度︰8cm
尺寸︰9x3x0.9cm
重量︰40g
售價︰$350

提示
簡單的方法保護你的小刀︰
• 將你的刀遠離潮濕。
• 當不攜帶小刀時，請將刀子拿出護套之外。
• 每次使用後，用一塊乾燥的布仔細擦拭 。
• 定期上油。
• 定期磨刀使你的刀子銳利。

石洗黑色鈦塗層

ECO152
TERROIR 橄欖木口袋刀

ECO198
RIO NEGRO折疊刀
420不繡鋼折疊刀。刀片用石洗黑色鈦塗層。
圓滑舒適的曲線。斑馬木刀柄。單手啟閉。
有鎖定系統。含腰夾。
刀刃長度：9cm
尺寸：11.4x1.9x1.2cm
重量：113g
售價︰$1,200

傳統的口袋摺疊刀。採用420不鏽鋼刀刃。
不鏽鋼和橄欖木刀柄。
刀刃長度︰9cm
尺寸︰10.5x2.3x1.7cm
重量︰96g
售價︰$620

NEW
ECO153
L'INTRÉPIDE 摺疊刀
簡單、效率和經濟，提供戶外使用者極好的選
擇。採用黑色420不鏽鋼刀刃。左右手皆可單
手開關。含鎖定系統。ABS內崁橡膠刀柄。刀
柄末端的洞可穿鈎環或繩索。含腰夾。
刀刃長度︰9cm
尺寸︰12.5x3.5x1.8cm
重量︰145g
售價︰$620

ECO199
AMARILLO口袋刀
大馬士革風格的不銹鋼刀片。 斑馬木刀柄。
有鎖定系統。 單手啟閉。 附黑繩。
尺寸︰10,3x2,3x1,2cm
重量︰85g
售價︰$1,400

ECO320
PAPAGAYO輕薄口袋刀
非常輕。徒步旅行者真正的敵人是重量。我
們設計這把刀給想要減少背包重量的人。
420不鏽鋼與鈦塗層。一半鋸齒狀刀刃適合
切硬物。有鎖定系統。斑馬木刀柄。
橘色吊繩。
刀刃長度︰7.5cm
尺寸︰10.3x2.5x0.7cm
重量︰62g
售價︰$700

ECO155
EXPLORER 短刀
專為獵人所設計。刀刃採用420不鏽鋼鈦
塗層。人體工學不鏽鋼和竹子材質刀柄。
刀柄的後方有穿繩孔。含600 D尼龍保護
套。
刀刃長度︰13cm
尺寸︰30x5.5x2.5cm
重量︰276g
售價︰$2,200

ECO331
PAPAGAYO橄欖木口袋刀
使用橄欖木刀柄，精美線條。420 不繡鋼
口袋刀。有鎖定系統。
刀刃長度：7.5cm
尺寸：10.3x2.4x1cm
重量：83g
售價︰$950

ECO180
NO LIMIT V3.0 無限折疊刀
登山和溪降運動最新的" 無限"折疊刀，
420不鏽鋼刀刃，方型刀頭。啟閉都有鎖定
系統為特色。一個簡單的按鈕允許刀刃鎖住
或者開起。當然這把刀仍然能被附在登山鈎
環上隨手可用。含13mm繩索切割器，左右
手皆可單手開關。黑色ABS結合橡膠握把含
直徑14mm鈎環孔。
尺寸︰12x3.2x1.4cm
重量︰110g
售價︰$850

關於
440 & 420不鏽鋼以高比例碳（鋒利的刀刃）和鉻（防鏽）
為特色。而440不鏽鋼刀刃，也叫“手術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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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工具組
ECO094
BARROW 多功能野營刀
堅固耐用的野營刀，登山健行旅遊等的理想伴
侶。人體工學設計，單手啟閉。鋁合金握把結
合橡膠外層， 堅固耐用的不鏽鋼刀刃和配件。
含12種功能︰刀子含鎖定系統、鋸子、開瓶
器、剪刀、十字頭螺絲起子、破窗器、登山扣
環、開罐器含鎖定系統、2 mm平頭
螺絲刀、拔塞鑽、穿線器、吊環。
附黑色尼龍帶護套。
尺寸︰11x2.1x3.5cm
重量︰235g
售價︰$1,400

LOCKER 多功能工具鉗組
新型好用的鉗子，人體工學舒適圓弧邊握把，鎖定系統。完美傑出的
功能組合設計。有紫色和灰色兩色。使用不鏽鋼(2 CR13)材質，鋁合
金握柄ABS塑膠包覆，鎖定系統，由螺絲組合，含18種功能︰通用鉗
子、剪鉗、刀子、開罐器、穿孔器、鋸子、拔塞鑽、鑽子、穿針、線
洞、3種平頭螺絲起子、3種十字頭螺絲起子、5種扳手。含耐用保護
套可繫於腰帶。

TEM060 藍色
TEM013 灰色
TEM017 卡其色

尺寸︰10.1x4.9x2.3cm
重量︰344g
售價︰$1,800

BARROW 多功能野營刀
一把經典的多功能2CR13不鏽鋼
野營刀，結構精巧、堅固、鋒利。
人體工學鋁合金橡膠包覆握把，
簡化了工具的開啟。平實的價格
也令人滿意。厚實的不鏽鋼零件，
有7種功能︰ 小刀、開瓶器、開
罐器、5mm和2mm的平頭螺絲刀
、拔塞鑽，附環圈。
刀片長度：7cm
ECO161 黑色
ECO162 紅色
尺寸︰9.2x2.2x1.3cm
重量︰98g
售價︰$550

TEM014
冒險家工具組
專為長期旅行者設計!
22個功能︰通用鉗子、剪鉗、剪線鉗、刀子、開罐器、直尺、穿孔
器、鋸子、拔塞鑽、鑽子、3種平頭螺絲起子、4種十字頭螺絲起子、
5種扳手。附咖啡色皮套。在鉗子兩邊的鋼帽為更舒適的握把。專業
高耐性不鏽鋼(2 CR13)材質，由螺絲組合。新鎖定系統，容易開啟。
尺寸︰12.5x5.5x2.5cm
重量︰425g
售價︰$1,900

ECO133
52克多功能不鏽鋼餐具組 紅色
超輕的餐具組，有5種功能︰湯匙，叉子，
刀子，開罐器及開瓶器。食品接觸面材質
為100% 420不鏽鋼(martensitic馬氏體鋼
符合EN10088-2 2005)，鏡面處理。二合
一快速組合鎖定系統。紅色半透明PC刀柄
背板。附網眼收納袋和鋁製鈎環。
尺寸︰9.5x3.5x2.5cm
重量︰87g
售價︰$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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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005
多功能鐵錘工具組
露營搭帳蓬，外出隨身攜帶，非常
方便實用。 不鏽鋼材質，含11種
功能︰鐵錘、拔釘器、刀子、鋸子、
開罐器、開瓶器、螺絲刀、十字螺
絲刀、3 種大小扳鉗。附黑色尼龍
帶護套。
尺寸︰14x6.6x1.9cm
重量︰320g
售價︰$1200

ECO008
不鏽鋼求生卡
含12種功能。信用卡大小的不鏽鋼卡片，
含有最多的工具數量。含開罐器、刀刃、
螺絲起子、尺、開瓶器、6種尺寸扳鉗、
測量工具等。附黑色尼龍護套。
尺寸︰6.8x4.5x0.2cm
重量︰50g
售價︰$260

PLR703
HAWAI 防水袋
保護照相機，打火機，文件或者行
動電話免於沾水和受潮。半透明的
藍色密封PVC 袋。雙層的'Ziplock'
封口+鈕扣。含掛繩。
尺寸︰20.3x11.3x0.6cm
重量︰40g
售價︰$280

ECO075
ELAG 摺疊鋸子

PLR704
MEMO 防水筆記本

一件方便、輕巧、露營實用工具。摺疊不鏽
鋼鋸子，橡膠與塑膠握把。有鎖定系統。
尺寸︰22x6x2.8cm
重量︰215g
售價︰$1,200

自然觀察員的記事本，半透明防水
材質。透明封面，白色頁面，50 頁
裝。
尺寸︰13x7.7x1cm
重量︰54g
售價︰$240

PLR062 緊急求生毯
預防重於一切，總是隨身攜帶一個緊急求生
毯，以備不時之需。鋁箔材質，緊急時包裹
於身上保持體溫。銀色面防熱(可用於帳蓬、
汽車、篷車調節溫度)，金色面可禦寒、
防潮溼、防雨。

尺寸︰200x120cm
重量︰44g
售價︰$200

PLR713 防火毯
這條防火毯用來停止像廚房那樣的火災。
也被推薦像壁爐、車庫之危險地區使用。
遵循EN-1869:1997規範。玻璃纖維毯子，
單獨使用。含保護袋及兩條帶子以
便快速使用。

毯子尺寸︰1mx1m
毯子的厚度︰0.43mm
耐溫︰550°C
尺寸︰23.5x16x3.5cm
重量︰557g
售價︰$1,200

KINZIG 彈性折疊水袋
質輕，可摺疊，3層彈性折疊水壺︰
內層 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PET)
適合與食品接觸，一層polyamide(PA)
與一層polyethylene(PE)確保強度，與不
滲透性，維持好的觸感。ABS塑膠小孔
和鋁合金鉤環。PE (polyethylene)旋轉
蓋吸嘴閥。適合冷或熱到 60 °C。可以
冷凍。不可微波。BPA Free無雙酚A。
容量︰500cc
厚度︰0.18mm
PLR716 藍色、PLR717 紅色、
PLR718 綠色、PLR719 橘色、
PLR720 粉紅色、PLR721 白色、
PLR722 黑色、PLR723 迷彩
尺寸︰12 x 29 x 3cm
重量︰30g
售價︰$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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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針
PLR201
鑰匙圈指南針和溫度計
你曾看見如此多功能又那麼特別的鑰匙
圈? 旅行時，檢查溫度並且為你自己定
向。黑色塑膠外殼。含鑰匙圈和繩子。
尺寸︰7.6x4.6x1.5cm
重量︰27g
售價︰$240

PLR020
地圖指南針
用這個指南針你不再容易迷路。有
放大透鏡、尺度和繩子的指南針。
尺寸︰13x6x1.5cm
重量︰65g
售價︰$360

PLR019
觀測指南針
觀測指南針的鏡子使一個標地點和指南
針的標點同時形象化，旅行使用相當理
想。用鏡子觀測指南針，透明的塑膠基
座。旋轉蓋的白色刻度容易讀取，大視
野的鏡子。磷光讀點，含放大鏡。英寸
和公分規格尺，附繩子。
尺寸︰10.8x6.2x1.7cm
重量︰80g
售價︰$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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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R200
迷你觀測指南針
精密的極小的指南針。用鏡子觀測指南
針。黑色塑膠基座。旋轉蓋的白色刻度
容易讀取。大視野的鏡子。磷光讀點。
含放大鏡，厘米規格尺，附繩子。
尺寸︰5.8x4.1x1.4cm
重量︰26g
售價︰$240

PLR202
EXCURSION 觀測指南針
經典的指南針：圓而輕巧，是您戶
外旅程實用的必備伴侶。黑色塑膠
外殼。旋轉環。放大鏡。
尺寸︰7.5x5.5x3cm
重量︰65g
售價︰$350

PLR203
OFF TRACKS 觀測指南針
精確耐用是冒險家愛用的指南針，
也是軍隊中指定使用的知名指南針
。黑色金屬外殼。含放大鏡。
尺寸︰8x6x3cm
重量︰100g
售價︰$660

望遠鏡

PLR006
10X25 FOCO 雙筒望遠鏡

PLR601
8x21 FOCO 單眼望遠鏡

塗層透鏡，不繡鋼架構橡膠表層，橡膠圈眼帽，屈光設定，
含小袋和繩子。
尺寸︰11x6.5x4cm
重量︰255g
售價︰$1,400

新款傳統的單眼望遠鏡，樣式小功能大。紅寶石塗層透鏡，
橡膠表面不鏽鋼架構，橡膠圈眼帽，含小袋和繩子。
尺寸︰9x3.5x2.8cm
重量︰92g
售價︰$750

哨子

放大鏡
PLR090
口袋型放大鏡
PLR051
緊急哨子含鑰匙圈

鋁合金緊急事件用哨子含鑰匙圈
尺寸︰Ø1x7.8cm
重量︰14g
售價︰$240

觀察花或昆蟲！無論到哪兒！隨時帶
著自己的小型放大鏡。塑膠材質口袋
型放大鏡。
尺寸︰7x5.5x1cm
重量︰35g
售價︰$240

PLR092
珠寶商放大鏡10X21
PLR204
SANTAREM 口哨指南針
指南針安裝在半透明黑色的塑膠盤上。
含刻度、口哨、鋁合金鈎環。
尺寸︰6.5x4.5x1.1cm
重量︰31g
售價︰$240

我們有時要細看欣賞整個圖片，要除
掉手指上的一根刺或觀察葉脈。
也可以使用此放大鏡來觀賞小小一張
郵票、石頭或手錶的細部。折疊式珠
寶商放大鏡10x21mm，金屬外殼。
尺寸︰3.9x2.5x1.7cm
重量︰54g
售價︰$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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