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活动更加灵便、穿着更加舒适、外形更加时尚。

二月

男士

女士

采用符合人体工学的外形设计，实现了出色的活动灵便性和穿着舒适度。
我们潜心研究高尔夫球手下半身的动作，采用了利于稳定挥杆的设计。

四月

五月

潜心研究高尔夫球手的动作，采用不易变形的 3D 设计，
与日本知名高尔夫衫厂商共同开发。

六月

服装

凉爽

吸汗速干

防紫外线

防泼水

防风

弹力拉伸

定制 POLO 衫

保暖

便于活动，精美舒适的 3D 设计

定制长裤
便于活动，精美舒适的 3D 设计

侧边调节
腰部更加宽松舒适

雨衣

弹力拉伸

防风

防水

空气流通

袖子可拆卸

插袋

下摆长度可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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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VER JACQUARD S/S POLO
LOB80 零售价：1,090 元

2 月上旬

短袖 Polo 衫

特点：季节性三角形图案提花

材质：100% 聚酯纤维
尺寸：M,L,O

TAILORED PIQUE BD S/S POLO
LOB94 零售价：990 元

2 月上旬

短袖 Polo 衫

特点：TaylorMade 标志性定制 Polo 衫，让穿着者更舒适
肩膀独特的切割线设计，看上去更加美观

材质：49% 棉，46% 聚酯纤维，5% 氨纶
尺寸：S,M,L,O,XO

背面

U24272 / 白色

TAILORED PANTS

U24273 / 黑色

背面

U24274 / 红色

2 月上旬

长裤

KY336 零售价：1,690 元

特点：3D 设计和 4 向弹力面料为高尔夫球手提供更好的贴合度和舒适度

材质：90% 聚酰胺纤维，10% 氨纶

U24334 / 白色

吸汗速干 弹力拉伸

尺寸：73,76,79,82,85,88,91,94

U24335 / 黑色

U24336 / 麻灰色

UNLINED LIGHT WEIGHT WIND JACKET
KY395 零售价：2,390 元

U24337 / 红色

U24338 / 蓝色

吸汗速干 防紫外线 弹力拉伸

2 月上旬

防风夹克

特点：迷你人字纹弹性防水面料，让穿着者更加舒适灵活后背
中间有三角形通风图形，和 TaylorMade 字体图案

材质：85% 聚酰胺纤维，15% 氨纶
尺寸：S,M,L,O,XO

背面
背面

U24447 / 黑色

UNLINED ALL CONDITION JACKET
KY394 零售价：2,390 元

防紫外线

夹克

材质：100% 氨纶

防泼水

U24618 / 白色

弹力拉伸

2 月上旬

特点：防水弹性面料的全天候夹克，可拆卸式风帽，穿着舒适时尚

尺寸：S,M,L,O,XO

BASIC V NECK SWEATER
KY406 零售价：1,390 元

U24619 / 黑色

2 月上旬

针织衫

特点：两边袖子采用对比色的不对称设计后背中间使用不同的方式编制

材质：67% 棉，33% 聚酰胺纤维
尺寸：M,L,O

背面

U24615 /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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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汗速干 弹力拉伸

U24616 / 黑色

U24617 / 红色

背面

防紫外线

防泼水

弹力拉伸

U24658 / 黑色

U24659 / 麻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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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 TM GRAPHIC S/S POLO
LOB81 零售价：1,290 元

短袖 Polo 衫

材质：64% 棉，32% 聚酯纤维，4% 氨纶

2 月上旬

特点：左胸有 TaylorMade 刺绣图案肩部独特的切割线，美观舒适

尺寸：S,M,L,O,XO

BASIC MOCK L/S INNER
KY383 零售价：790 元

2 月上旬

长袖内衣

特点：基础立领设计，颈部与肩部采用对比色设计

材质：100% 聚酯纤维
尺寸：S,M,L,O,XO

背面

背面

U24275 / 白色

JACQUARD COLLAR S/S POLO
LOB82 零售价：1,090 元

U24588 / 白色

弹力拉伸

2 月上旬

短袖 Polo 衫

特点：两边袖子采用对比色的不对称设计

材质：54% 棉，46% 聚酯纤维
尺寸：S,M,L,O,XO

BASIC NYLON PANTS
KY339 零售价：1,690 元

U24589 / 黑色

吸汗速干 防紫外线 弹力拉伸

2 月上旬

长裤

特点：垂直轮廓版型
侧腰部的三角形设计美观、舒适

材质：90% 聚酰胺纤维，10% 氨纶
尺寸：73,76,79,82,85,88,91,94

背面
背面

U24278 / 白色

TAILORED PIQUE L/S POLO
LOB93 零售价：1,190 元

U24279 / 黑色

U24280 / 红色

吸汗速干 防紫外线

2 月上旬

长袖 Polo 衫

特点：肩部独特的切割线，美观舒适

材质：49% 棉，46% 聚酯纤维，5% 氨纶
尺寸：S,M,L,O,XO

U24457 / 白色

TRIANGLE GRAPHIC PANTS
KY337 零售价：1,790 元

U24458 / 黑色

长裤

材质：73% 棉，24% 聚酯纤维，3% 氨纶
尺寸：73,76,79,82,85,88,91,94

U24459 / 深蓝色

U24460 / 蓝色

防紫外线

防泼水

弹力拉伸

2 月上旬

特点：垂直轮廓版型
侧腰部的三角形设计美观、舒适

背面
背面

U24329 / 白色

09

U24330 / 黑色

U24332 / 红色

防紫外线 吸汗速干 弹力拉伸

U24452 / 白色

吸汗速干 防紫外线

弹力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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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 SUITS

2 月上旬

雨衣套装

KL927 零售价：2,390 元

特点：高弹性防风防水材质让高尔夫球手在雨天轻松运动
透气性好，袖子可拆卸
裤管下摆可调节大小

材质：100% 聚酯纤维
尺寸：S,M,L,O,XO

4 月上旬

短袖 Polo 衫

TAILORED LIGHT WEIGHT S/S POLO
LOB95 零售价：1,090 元

特点：面料表面光滑，有光泽
肩部独特的切割线，美观舒适

材质：86% 聚酰胺纤维，14% 氨纶
尺寸：S,M,L,O,XO

背面

N64995 / 深蓝色

弹力拉伸

防风

防水

空气流通 下摆长度可调节

插袋

袖子可拆卸

U24340 / 白色

U24341 / 黑色

U24342 / 深蓝色

TAILORED LIGHT WEIGHT PANTS
KY340 零售价：1,490 元

U24343 / 薄荷绿

长裤

材质：100% 氨纶

尺寸：73,76,79,82,85,88,91,94

U24344 / 蓝色

U24345 / 青柠

吸汗速干 防紫外线 弹力拉伸

4 月上旬

特点：3D 设计和 4 向弹力面料为高尔夫球手提供更好的贴合度和舒适度
侧腰部的三角形设计美观、舒适

背面

U24462 / 黑色

U24463 / 深蓝色

HERRINGBONE PANTS
KY341 零售价：1,690 元

U24464 / 薄荷绿

防紫外线

防泼水

防风

弹力拉伸

4 月上旬

长裤

特点：垂直轮廓版型
侧腰部的三角形设计美观、舒适

材质：94% 聚酰胺纤维，6% 氨纶
尺寸：73,76,79,82,85,88,91,94

背面

U24467 / 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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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紫外线

防泼水

弹力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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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LINED WOVEN VEST
KY397 零售价：1,390 元

4 月上旬

背心

特点：轻薄材质的背心，适合春季和初夏穿着，带来服饰层次感
侧面、背部支撑的网布材料降低身体运动时摩擦的温度

材质：85% 聚酰胺纤维，15% 氨纶
尺寸：S,M,L,O,XO

SOLID S/S POLO

4 月上旬

短袖 Polo 衫

LOB84 零售价：1,290 元

特点：肩部独特的切割线，美观舒适

材质：72% 人造丝，28% 聚酯纤维
尺寸：S,M,L,O,XO

背面

背面

U24623 / 白色

V NECK SWEATER VEST
KY409 零售价：1,090 元

U24624 / 深蓝色

防泼水

弹力拉伸

4 月上旬

针织背心

特点：基本款设计，后背对比色设计，造型别致，风格干净

材质：70% 铜氨纤维，30% 聚酯纤维
尺寸：S,M,L,O,XO

U24286 / 白色

H/Z S/S MOCK SHIRTS
KY380 零售价：1,090 元

U24287 / 深蓝色

U24288 / 薄荷绿

4 月上旬

短袖上衣

特点：领口半拉链设计
面料光滑具有弹性，让高尔夫球手穿着舒适，移动方便

材质：79% 聚酰胺纤维，21% 氨纶
尺寸：S,M,L,O,XO

背面

U24660 / 白色

U24661 / 深蓝色

BD ALLOVER GRAPHIC S/S POLO
LOB83 零售价：990 元
材质：100% 聚酯纤维
尺寸：S,M,L,O,XO

短袖 Polo 衫

背面

U24662 / 薄荷绿

U24579 / 白色

4 月上旬

特点：独特的季节性图案
肩部独特的切割线，美观舒适

BD V JACQUARD S/S POLO
LOB85 零售价：1,090 元

U24580 / 深蓝色

U24581 / 薄荷绿

4 月上旬

短袖 Polo 衫

特点：胸前有大 V 提花图案，设计别致

材质：100% 聚酯纤维
尺寸：S,M,L,O,XO

背面

背面

U24284 / 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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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汗速干 防紫外线 弹力拉伸

吸汗速干

U24289 / 白色

U24290 / 深蓝色

U24291 / 薄荷绿

吸汗速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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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 ALL OVER TRIANGLE S/S POLO
LOB86 零售价：1,090 元

4 月上旬

短袖 Polo 衫

特点：季节性三角形图案提花

材质：100% 聚酯纤维

HEATHER TAPERED PANTS
KY342 零售价：1,490 元

4 月上旬

长裤

特点：锥形轮廓裤管，造型简洁干净
侧腰部的三角形设计美观、舒适

材质：48% 聚酯纤维，33% 人造丝，14% 聚酰胺纤维，5% 氨纶
尺寸：73,76,79,82,85,88,91,94

尺寸：S,M,L,O,XO

背面
背面

U24293 / 白色

SUMMER V NECK L/S INNER
KY384 零售价：890 元

U24294 / 深蓝色

U24295 / 薄荷绿

吸汗速干

4 月上旬

长袖内衣

特点：夏季 V 领设计，面料触感舒适，弹性更高，便于高尔夫运动
可伸缩的网布设计，为背部、侧面和前半身底部提供舒适的
透气性，让穿着者在春夏季倍感舒适

材质：84% 聚酰胺纤维，16% 氨纶
尺寸：S,M,L,O,XO

U24468 / 深蓝色

CORDLANE SHORTS
KY417 零售价：990 元

BASIC LIGHT WEIGHT PANTS
KY345 零售价：1,690 元

U24470 / 薄荷绿

防紫外线

防泼水

弹力拉伸

4 月上旬

短裤

特点：特殊编制面料，在夏季穿着舒适凉爽
侧腰部的三角形设计美观、舒适

材质：78% 聚酯纤维，18% 人造丝，4% 氨纶
尺寸：S,M,L,O,XO

背面

U24590 / 白色

U24469 / 麻灰色

背面

U24592 / 黑色

吸汗速干 防紫外线 弹力拉伸

U24688 / 白色

防紫外线

防泼水

弹力拉伸

4 月上旬

长裤

特点：夏季 V 领设计，面料触感舒适，弹性更高，便于高尔夫运动
可伸缩的网布设计，为背部、侧面和前半身底部提供舒适的
透气性，让穿着者在春夏季倍感舒适

材质：100% 氨纶

尺寸：73,76,79,82,85,88,91,94

背面

U24474 /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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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24475 / 黑色

防紫外线

防泼水

弹力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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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上旬

短袖 Polo 衫

PUNCHING POCKET S/S POLO
LOB88 零售价：990 元

特点：肩部独特的切割线，美观舒适
衣领和口袋使用不用的编制材料

材质：89% 聚酯纤维，11% 氨纶
尺寸：S,M,L,O,XO

SIDE VENTILATION SHORTS
KY418 零售价：1,390 元

5 月上旬

短裤

特点：侧边独特的拉伸透气网设计有助于加快散热

材质：100% 聚酯纤维
尺寸：S,M,L,O,XO

背面

U24301 / 黑色

U24302 / 蓝色

TAILORED SUMMER PANTS
KY343 零售价：1,690 元

背面

U24691 / 白色

弹力拉伸

5 月上旬

长裤

特点：高弹性防风防水材质让高尔夫球手在雨天轻松运动
透气性好，袖子可拆卸
裤管下摆可调节大小

材质：85% 聚酰胺纤维，15% 氨纶
尺寸：73,76,79,82,85,88,91,94

U24692 / 黑色

COLOR BLOCK JACQUARD S/S POLO
LOB87 零售价：1,190 元

U24693 / 青柠

吸汗速干 防紫外线

5 月上旬

短袖 Polo 衫

材质：80% 聚酯纤维，20% 聚酰胺纤维
尺寸：S,M,L,O,XO

背面
背面

U24471 / 白色

TM GRAPHIC S/S POLO
LOB92 零售价：990 元

U24472 / 黑色

防泼水

U24298 / 黑色

弹力拉伸

5 月上旬

短袖 Polo 衫

材质：59% 聚酯纤维，41% 棉

U24299 / 麻灰色

TM GRPAPHIC VENTILATION S/S POLO
LOB89 零售价：1,090 元

吸汗速干

5 月上旬

短袖 Polo 衫

特点：背部侧面和中间的通风设计有助于加快散热
肩部独特的切割线，美观舒适

材质：100% 聚酯纤维

尺寸：S,M,L,O,XO

尺寸：S,M,L,O,XO

背面

U24327 / 青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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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

吸汗速干

U24303 / 黑色

U24304 / 蓝色

U24305 / 青柠

吸汗速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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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 VENTILATION S/S POLO
LOB90 零售价：1,090 元

5 月上旬

短袖 Polo 衫

特点：背部中间的通风设计有助于加快散热

材质：65% 聚酯纤维，35% 棉
尺寸：S,M,L,O,XO

VENTILATION S/S POLO
LOB97 零售价：1,190 元

材质：86% 聚酰胺纤维，14% 氨纶
尺寸：S,M,L,O,XO

背面

U24308 / 白色

BICOLOR S/S POLO
LOB91 零售价：990 元

U24309 / 黑色

U24310 / 蓝色

U24311 / 青柠

背面

吸汗速干 防紫外线

5 月上旬

短袖 Polo 衫

材质：54% 棉，46% 聚酯纤维

U24353 / 白色

SIDE PUNCHING SHORTS
KY420 零售价：1,190 元

U24354 / 橙红色

6 月上旬

短裤

尺寸：S,M,L,O,XO

背面

U24313 / 白色

TRIANGLE CARGO SHORTS

U24315 / 蓝色

背面

吸汗速干 防紫外线

5 月上旬

短裤

材质：51% 棉，45% 聚酯纤维，4% 氨纶

U24695 / 橙红色

BIG V GRAPHIC S/S POLO
LOB96 零售价：1,090 元

U24696 / 黑色

特点：背部中间的通风设计有助于加快散热
肩部独特的切割线，美观舒适

尺寸：S,M,L,O,XO

U24687 / 蓝色

弹力拉伸

6 月上旬

短袖 Polo 衫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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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泼水

材质：86% 聚酰胺纤维，14% 氨纶

尺寸：S,M,L,O,XO

U24685 / 白色

吸汗速干 防紫外线

材质：85% 聚酰胺纤维，15% 氨纶

尺寸：S,M,L,O,XO

KY416 零售价：1,390 元

6 月上旬

短袖 Polo 衫

背面

防紫外线 弹力拉伸

U24346 / 白色

U24348 / 橙红色

吸汗速干 防紫外线 弹力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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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OVER JACQUARD S/S POLO
KY300 零售价：1,090 元

2 月上旬

短袖 Polo 衫

材质：100% 聚酯纤维
尺寸：XS,S,M,L,O

背面

U24385 / 红色

TAILORED PANTS

吸汗速干

2 月上旬

长裤

KY346 零售价：1,590 元

材质：90% 聚酰胺纤维，10% 氨纶
尺寸：XS,S,M,L,O

背面

U24478 / 黑色

UNLINED WIND VEST
KY436 零售价：1,490 元

防紫外线

防泼水

弹力拉伸

2 月上旬

防风背心

材质：100% 氨纶
尺寸：XS,S,M,L,O

背面

职业高尔夫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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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依霖

U24740 / 白色

U24741 / 黑色

U24742 / 红色

防紫外线

防泼水

弹力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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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ZIP LONG VEST
KY437 零售价：1,990 元

2 月上旬

长款背心

材质：90% 聚酰胺纤维，10% 氨纶

2 月上旬

短袖 Polo 衫

TAILORED PIQUE S/S POLO
KY301 零售价：990 元

材质：50% 棉，47% 聚酯纤维，3% 氨纶

尺寸：XS,S,M,L,O

尺寸：XS,S,M,L,O

背面

背面

U24743 / 白色

U24744 / 黑色

TAILORED PIQUE L/S POLO
LOB99 零售价：1,090 元

防紫外线

防泼水

弹力拉伸

2 月上旬

长袖 Polo 衫

特点：肩部独特的切割线，美观舒适

材质：50% 棉，47% 聚酯纤维，3% 氨纶
尺寸：XS,S,M,L,O

U24387 / 白色

U24390 / 红色

RIB NECK L/S MOCK SHIRTS
KY382 零售价：1,190 元

吸汗速干 防紫外线 弹力拉伸

2 月上旬

长袖上衣

尺寸：XS,S,M,L,O

U24363 / 麻灰色

KY390 零售价：1,290 元

U24392 / 薄荷绿

材质：85% 聚酰胺纤维，14% 氨纶

背面

CREW NECK L/S SWEAT

U24391 / 麻灰色

U24364 / 红色

长袖上衣

U24365 / 薄荷绿

背面

U24586 / 黑色

吸汗速干 防紫外线 弹力拉伸

2 月上旬

材质：65% 人造丝，30% 聚酰胺纤维，5% 氨纶

BASIC NYLON PANTS
KY347 零售价：1,590 元

吸汗速干 防紫外线 弹力拉伸

2 月上旬

长裤

材质：85% 聚酰胺纤维，15% 氨纶

尺寸：XS,S,M,L,O

尺寸：XS,S,M,L,O

背面

背面

U24606 / 麻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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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紫外线 弹力拉伸

U24480 / 白色

U24481 / 黑色

U24482 / 红色

防泼水

弹力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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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SKORT

2 月上旬

短裙

KY427 零售价：1,290 元

特点：由 4 项弹力面料制成基本款，可以随意搭配任何款式上衣

材质：85% 聚酰胺纤维，15% 氨纶
尺寸：XS,S,M,L,O

TAILORED LIGHT WEIGHT S/S POLO
KY312 零售价：1,090 元

4 月上旬

短袖 Polo 衫

材质：86% 聚酰胺纤维，14% 氨纶
尺寸：XS,S,M,L,O

背面

背面

U24712 / 白色

U24713 / 黑色

防泼水

2 月上旬

长袖内衣

BASIC MOCK L/S INNER
KY385 零售价：690 元

弹力拉伸

特点：基本的立领款式，颈部有内衬图案作为设计特征
左袖口开口处 TaylorMade 标志

材质：100% 聚酯纤维
尺寸：XS,S,M,L,O

U24423 / 白色

SIDE SLIT SKORT

KY429 零售价：1,290 元

U24425 / 深蓝色

U24427 / 青柠

4 月上旬

短裙

材质：90% 聚酯纤维，10% 氨纶
尺寸：XS,S,M,L,O

背面

U24593 / 白色

BASIC INNER TIGHTS
KY387 零售价：790 元

U24594 / 黑色

背面

吸汗速干 防紫外线 弹力拉伸

2 月上旬

长裤

材质：79% 聚酰胺纤维，21% 氨纶
尺寸：XS,S,M,L,O

吸汗速干 防紫外线 弹力拉伸

U24720 / 白色

ALL OVER GRAPHIC SKORT
KY428 零售价：1,390 元

U24721 / 深蓝色

U24722 / 薄荷绿

防紫外线

防泼水

弹力拉伸

4 月上旬

短裙

材质：100% 聚酯纤维
尺寸：XS,S,M,L,O

背面

背面

U24597 /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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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汗速干 防紫外线 弹力拉伸

U24717 / 深蓝色

吸汗速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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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ILATION LIGHT WEIGHT JACKET
KY435 零售价：1,490 元

4 月上旬

夹克

特点：后背具有独特的网眼通风设计
侧袋有隐藏式拉链封口

材质：100% 氨纶
尺寸：XS,S,M,L,O

JACQUARD COLLAR S/S POLO
KY308 零售价：990 元

ALL OVER GRAPHIC S/S POLO
KY302 零售价：990 元

U24739 / 深蓝色

短袖 Polo 衫

材质：100% 聚酯纤维

特点：半拉链提花衣领，袖口采用对比色设计
肩部独特的切割线，美观舒适

材质：86% 聚酰胺纤维，14% 氨纶
尺寸：XS,S,M,L,O

背面

U24738 / 白色

4 月上旬

短袖 Polo 衫

背面

防紫外线

防泼水

弹力拉伸

4 月上旬

特点：柔软轻盈印花面料搭配纯属衣领，让穿着者更加优雅

尺寸：XS,S,M,L,O

U24414 / 白色

HIGH BACK WAIST PANTS
KY350 零售价：1,490 元

吸汗速干 防紫外线 弹力拉伸

4 月上旬

长裤

材质：50% 棉，47% 聚酯纤维，3% 氨纶
尺寸：XS,S,M,L,O

背面

背面

U24395 / 灰色

JACQUARD HALF ZIP S/S POLO
KY304 零售价：990 元

U24487 / 白色

吸汗速干

短袖 Polo 衫

材质：100% 聚酯纤维
尺寸：XS,S,M,L,O

4 月上旬

特点：前胸大 V 图案提花设计
肩部独特的切割线，美观舒适

HIGH WAIST PLEATS CULOTTES
KY423 零售价：1,390 元

U24488 / 深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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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泼水

弹力拉伸

4 月上旬

百褶裙

材质：50% 棉，47% 聚酯纤维，3% 氨纶
尺寸：XS,S,M,L,O

背面

U24405 / 薄荷绿

防紫外线

背面

吸汗速干

U24700 / 白色

U24702 / 深蓝色

防紫外线

防泼水

弹力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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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 V NECK L/S INNER
KY386 零售价：790 元

4 月上旬

长袖内衣

材质：84% 聚酰胺纤维，16% 氨纶

CAP SLEEVE POLO

KY309 零售价：1,090 元

5 月上旬

短袖 Polo 衫

特点：正面假门襟设计，别致时尚
肩部独特的切割线，美观舒适

材质：100% 聚酯纤维

尺寸：XS,S,M,L,O

尺寸：XS,S,M,L,O

背面

U24595 / 白色

U24596 / 黑色

背面

吸汗速干 防紫外线 弹力拉伸

U24417 / 黑色

BACK PLEATS SKORT
KY431 零售价：1,590 元

U24418 / 蓝色

吸汗速干

5 月上旬

短裙

特点：褶皱裙摆设计更加女性化
腰部独有的通风结构设计，更加凉爽舒适

材质：51% 棉，45% 聚酯纤维，4% 氨纶
尺寸：XS,S,M,L,O

背面

U24726 / 白色

VENTILATION S/L POLO
KY310 零售价：890 元

U24728 / 蓝色

无袖 Polo 衫

弹力拉伸

5 月上旬

材质：100% 聚酯纤维
尺寸：XS,S,M,L,O

背面

U24422 / 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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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汗速干 防紫外线

30

BICOLOR SHORTS

KY421 零售价：1,390 元

5 月上旬

短裤

材质：100% 聚酯纤维

SIDE VENTILATION GRAPHIC S/S POLO
KY306 零售价：1,190 元

材质：59% 聚酯纤维，41% 棉

尺寸：XS,S,M,L,O

尺寸：XS,S,M,L,O

背面

背面

U24698 / 黑色

U24699 / 青柠

PLAIN LIGHT WEIGHT S/S POLO
KY303 零售价：1,190 元

吸汗速干 防紫外线

5 月上旬

短袖 Polo 衫

特点：肩部独特的切割线，美观舒适
左边袖子开口处有 TaylorMade 标志

材质：86% 聚酰胺纤维，14% 氨纶
尺寸：XS,S,M,L,O

U24409 / 白色

U24410 / 黑色

BORDER COLLAR S/L POLO
KY307 零售价：990 元

U24397 / 白色

KY305 零售价：990 元

U24398 / 黑色

U24399 / 青柠

尺寸：XS,S,M,L,O

LIGHT WEIGHT SKORT
KY430 零售价：1,290 元

U24413 / 青柠

弹力拉伸

5 月上旬

短裙

材质：100% 氨纶

尺寸：XS,S,M,L,O

尺寸：XS,S,M,L,O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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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4 项弹力面料为穿着者带来更舒适的体验感

材质：89% 聚酯纤维，11% 氨纶

U24412 / 黑色

吸汗速干 防紫外线 弹力拉伸

材质：65% 聚酯纤维，35% 棉

U24408 / 蓝色

5 月上旬

背面

5 月上旬

短袖 Polo 衫

吸汗速干

无袖 Polo 衫

背面

BICOLOR S/S POLO

5 月上旬

短袖 Polo 衫

背面

吸汗速干 防紫外线

U24724 / 黑色

U24725 / 青柠

防紫外线

防泼水

弹力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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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PERFORMANCE SKORT
KY433 零售价：1,490 元

5 月上旬

短裙

特点：侧边三角形打孔设计，透气精致
内附打底裤设计，美观安全

材质：85% 聚酰胺纤维，15% 氨纶
尺寸：XS,S,M,L,O

SUMMER CAP SLEEVE POLO
KY314 零售价：1,090 元

材质：86% 聚酰胺纤维，14% 氨纶
尺寸：XS,S,M,L,O

背面

背面

U24732 / 白色

U24733 / 黑色

U24734 / 蓝色

6 月上旬

短袖 Polo 衫

弹力拉伸

U24429 / 白色

WAIST VENTILATION SKORT
KY434 零售价：1,190 元

U24431 / 橙红色

吸汗速干 防紫外线 弹力拉伸

6 月上旬

短裙

特点：腰部透气通风设计，穿着更加舒适凉爽
内附打底裤设计，美观安全

材质：85% 聚酰胺纤维，15% 氨纶
尺寸：XS,S,M,L,O

背面

U24735 /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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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24736 / 黑色

U24737 / 橙红色

防泼水

弹力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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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士

Tops

身高（cm）
胸围（cm）

上衣

Bottoms
下装

臀围（cm）

Bottoms
下装

臀围（cm）

女士

Tops
上衣

Bottoms
下装

Bottoms

臀围（cm）

下装

臀围（cm）

Men,s

身高（cm）
胸围（cm）
臀围（cm）

Women,s

身高（cm）
胸围（cm）
臀围（cm）

男士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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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cm）
胸围（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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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aylormadegolf.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