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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名稱  全新義大利天潔 JOLLY17/17-2 髓身型自動洗地機出租 

租金 短期每日 3000 元 (運費另計) 1 年期 2 年期租金面議 

產品說明 

￭義大利 fiorentini 工業品質與設計，100% Made in Italy 原裝進口。 

￭操作簡單-耐用，耗材便宜，適合買斷或租賃方式供貴企業節稅使用。 

￭超大工作效率達:300 m2/h，能有效涵蓋大面積清潔，一機可抵 3 個清掃人力.。 

￭針對各地面區域，可控制清理各角落。 

￭符合人體工學握把，依使用人員高度自動變換角度。 

￭優良的刷壓設計，比人力清潔更有效率，更有效節省工時。 

￭高工作量進行各類型地板面積清洗。 

￭操作簡易明瞭，短時間可上手。 

￭清水箱方便加水，無須搬運。 

￭污水箱可輕易移除，好清洗。 

適用地點 

大型辦公室、公共區域、商旅客房、宴會場所、泳池畔、室內停車場、餐廳、超市、飯

店、速食店、醫院、機場等。 

 

 

 

 

 

 

產品名稱  全新義大利天潔 ECOSTAR 駕駛式自動洗地機 (22吋) 
 

租金 短期每日 13000 元 (運費另計) 1 年期 2 年期租金面議(年租期間 3 個月內購

買免租金) 
 

產品說明 

ECOSTAR55 為 58cm 窄機身設計，容易操控，方便移動穿越清潔狹窄區域。工作

效率達:2200 平方米，為工業用及經濟型機種。 

 

￭義大利 fiorentini 工業品質與設計，100% Made in Italy 原裝進口。 

￭操作簡單-耐用，耗材便宜，適合買斷或租賃方式供貴企業節稅使用。 

￭超大工作效率達:2200 m2/h，能有效涵蓋大面積清潔，節省人力。 

￭58cm 窄機身設計，方便移動穿越清潔狹窄區域與大面積清掃。 

￭清水/污水箱(90/92L)大雙水箱系統設計，優於它牌機型，有更好清潔效果。 

￭符合人體工學座椅設計，方面操作，視野清晰，駕駛有舒適乘坐感，長時間工作也

不會感覺疲倦。 

適用地點 

賣場、學校、工廠、商辦、百貨公司、倉儲、飯店、車站、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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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名稱  全新義大利天潔 S150大型掃街車 

租金 長租面議 

 

產品說明 

全新義大利設計 S150 大型掃街車，媲美前衛工藝品，符合重工作量客戶環

境，全車油壓驅動，快速上手，搭配動力輔助方向盤。清潔刷頭轉速與順逆

方向，可依照使用環境進行調整，使清潔效率最佳化。非常適合全年度、長

時間使用。 

 

￭市場上唯一機型可全天候工作，每日工作時數可達 11 小時 (業界第一)。 

￭義大利 fiorentini 工業用等級，100% Made in Italy 原裝進口。 

￭操作簡單，耗材便宜、防鏽烤漆介面，堅固耐用，高投資報酬率，適合買斷

或租賃方式供貴企業節稅使用。 

￭1000 公升集塵箱、270 公升清水箱，優於市售同級車款。 

￭超大工作效率：標配雙刷每小時 15000 平方公尺；選配第三側刷每小時

24000 平方公尺。 

￭標配 6 顆投射大燈、後方尾燈與後霧燈、影像顯示系統、冷暖氣空調、人體

工學可調式座椅。 

￭標配高壓清洗機設備，清潔集塵箱及車輛外圍。 

￭標配集塵箱上方配備吸塵軟管，藉由控制撥桿，調整吸風轉速（1500 至

1800 rpm）。 

￭標配汽車性能胎，爬坡力達 25%。 

￭獨立油壓舉升達 1.52 公尺，高於台灣垃圾子車(1.29 公尺)，傾倒角度達 90

度。 

￭獨立清潔刷頭，皆配置雙噴水頭系統，有效抑制揚塵。 

￭市場上唯一大寬口吸塵設計，直接吸取瓶罐，落葉，碎石等，有別於它牌歐

美機型操作複雜。※ 需另行手動控制開蓋作業。 

￭KUBOTA V 150T，四行程柴油引擎，44.2 馬力，低油耗（符合歐盟標準

0.7 公升）。 

￭兩點式標準安全帶、全景安全前擋、全方位 270 度可視角度、左右超大後視

鏡。 

 

適用地點 

清潔隊、佛寺廟宇、城市及社區街道、公園及行人步道、大型物流倉儲中

心、大型工廠廠區內外、停車場及車站外圍、大型綠化環境、飯店渡假會館

外圍、各大校園內外、戶外活動區域、大型農場、遊樂區、軍艦、機場、及

外圍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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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名稱  全新義大利天潔 S32大型掃地機 

租金 短期租金 面議(一年租期中三個月內購買免租金) 

產品說明 

￭義大利 fiorentini 工業品質與設計，100% Made in Italy 原裝進口。 

￭操作簡單-耐用，耗材便宜，適合買斷或租賃方式供貴企業節稅使用。 

￭堅固的鋼性主機底盤架構，適合高工作量。 

￭原廠標配後輪驅動穩定系統。 

￭工作效率達:6600 m2/h；過濾面積達 6m2，有效過濾不揚塵。 

￭工業級 220L 超大垃圾箱容量，裝載率高、優於市售它牌商業用機種。 

￭搭配自動振塵雙過濾裝置，過濾效果不衰退，延長主機壽命。 

￭爬坡力 15%，可在有坡度和大廠區快速移動。 

￭配合車身超小迴轉半徑 1.56m，可方便操控與在狹窄地方穿梭。 

￭全自動油壓舉升集塵箱，堅固耐用，舉升高度 1.3m，自動開蓋方便傾倒。 

￭撥桿式控制介面，讓使用者即可上手操作。 

￭駕駛座椅可前後調整至最適當位置。 

￭可選配: 頭燈與後方警示燈設計，保障清掃環境與人員安全。  

適用地點 

惡劣髒污環境、清潔公司、中大型倉儲、鋼鐵廠、水泥廠、工廠、航空站、

大型購物中心、科學園區、遊樂園、碼頭、各大型公共設施。 
 

 

 

產品名稱  全新 ECOPRO40 髓身型自動洗地機出租 

租金 短期每日 3000 元 (運費另計) 1 年期 2 年期租金面議 

產品說明  

￭義大利 fiorentini 工業品質與設計，100% Made in Italy 原裝進口。 

￭操作簡單耐用，耗材便宜，適合買斷或租賃方式供貴企業節稅。 

￭工作效率達 500 m2/h，一機抵 3 個清掃人力。 

￭針對小且窄的區域，可手動 360 度控制清理各角落。 

￭符合人體工學握把，依使用人員高度自動變換角度。 

￭優良的刷壓設計，比人力清潔更有效率，更有效節省工時。 

￭高工作量進行小型地板面積清洗。 

￭橡膠刮片能有效刮除地板水分，一次性快速乾燥。 

￭操作簡易明瞭，短時間可上手。 

￭清水箱方便加水，無須搬運。 

￭污水箱可輕易移除，好清洗。 

￭配合車身超小迴轉半徑:1.56m，可方便操控與在狹窄地方穿梭。  

適用地點 

清潔公司、中大型倉儲、鋼鐵廠、水泥廠、工廠、航空站、大型購物

中心、科學園區、遊樂園、碼頭、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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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名稱 Mini Sweeper 駕駛型掃地機(2 年租約每日 270元) 

租金 短期 每日 3000 元 (運費另計) (一年租期中三個月內購買免租金) 

產品說明  

￭義大利 fiorentini 工業品質與設計，100% Made in Italy 原裝進口。 

￭操作簡單-耐用，耗材便宜，適合買斷或租賃方式供貴企業節稅使用。 

￭堅固的鋼性主機底盤架構，適合高工作量使用。 

￭超大工作效率達:4200 m2/h，能有效涵蓋大面積清潔，節省人力。 

￭窄車身設計，超小迴轉半徑 1.03m。 

￭大集塵箱容量 33L。 

￭吸塵過濾系統，清掃環境不揚塵、自動振塵系統，過濾效果不衰退。 

￭後方單邊垃圾箱，省力提把設計，方便進行傾倒。 

￭絕佳的行進速度與爬坡力，愜意輕鬆打掃環境。 

￭符合人體工學座椅，乘坐舒適，視野清晰，方面操作。  

適用地點 

大型倉儲、賣場、百貨公司、工業廠房、商辦、車站、航空站、購物中心、科

學園區、碼頭、遊樂園。 

 

 

 

 

產品名稱 S28駕駛型掃地機(2 年租約每日 270元) 

租金 短期 每日 3000 元 (運費另計) (一年租期中三個月內購買免租金) 

產品說明  

￭義大利 fiorentini 工業品質與設計，100% Made in Italy 原裝進口。 

￭操作簡單、耗材便宜，適合買斷或租賃供貴企業節稅使用。 

￭堅固的鋼性主機底盤架構，適合高工作量使用。 

￭高效率清掃面積，最大工作效率達:5000 m2/h。 

￭大集塵箱容量 70L，有效裝載大垃圾量。 

￭緊湊窄車身設計，超小回轉半徑 1.52m。 

￭行進速度佳與 10%強爬坡力。 

￭高效能過濾面積達 6 m2、自動振塵系統，過濾效果不衰退。 

￭鋼鐵防鏽烤漆集塵箱設計，有別於它牌塑膠材質。 

￭駕駛型低噪音設計，讓使用者不干擾舒適環境作業。 

￭市場上同規格機型唯一可選配:全自動油壓舉升系統、舉升高度

1.31m，方便傾倒，節省人力。 

適用地點 

清潔公司、中大型倉儲、鋼鐵廠、水泥廠、賣場、工廠、車站、航空

站、大型購物中心、科學園區、遊樂園、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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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名稱 I16B NEW自走式洗地機 (2 年租約每日 270元) 
 

租金 短期 每日 3000 元 (運費另計) (一年租期中三個月內購買免租金) 

  

產品說明  

￭義大利 fiorentini 工業品質與設計，100% Made in Italy，原裝進口。 

￭操作簡單-耐用，耗材便宜，適合買斷或租賃方式供貴企業節稅使用。 

￭超大工作效率達:1640 m2/h，能有效涵蓋大面積清潔，節省人力。 

￭輕巧緊湊的外型設計。 

￭輕量化設計，僅 60kg(淨重)方便移動又省力。 

￭本機具備輔助輪，迴轉半徑小，操控便利。 

￭特殊設計刮片座，地板不留水痕。 

￭超強真空吸風馬達，污水回收不殘留。 

￭可對應各種地板，更換清潔刷或鉤盤。 

適用地點:宴會場所、觀光商旅、醫院、健身中心、學校、工廠、超市、飯

店、速食店、倉儲、車站、航空站。 

 

 

 

 

 

    

產品名稱 GIAMPY 20BO&20B 自走式洗地機 (2年租約每日 270 元) 

租金 短期 每日 3000 元 (運費另計) (一年租期中三個月內購買免租金) 

 

產品說明  

￭義大利 fiorentini 工業品質與設計，100% Made in Italy，原裝進口。 

￭操作簡單-耐用，耗材便宜，適合買斷或租賃方式供貴企業節稅使用。 

￭超大工作效率達:2000 m2/h，能有效涵蓋大面積清潔，節省人力。 

￭超大 50/50L 清水/污水箱系統，分離式設計水箱好清理。 

￭自驅式設計移動，輕巧方便省力。 

￭首創方形刷設計與地板緊密接觸，搭配超大刷壓，有效清潔地面髒污。 

￭超強真空吸風馬達，污水回收不殘留。 

￭特殊刮片材質，地板不留水痕。 

￭可對應各類地板，更換不同菜瓜布滿足使用者需求。 

 

適用地點 

婚宴會館、觀光商旅、醫療中心、健身中心、加工廠、超市、飯店、速

食店、航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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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名稱  全新義大利天潔 SMART55 駕駛式自動洗地機 (22 吋) 

租金 短期每日 13000 元 (運費另計) 1 年期 2 年期租金面議(年租期間 3

個月內購買免租金) 

 

產品說明  

￭義大利 fiorentini 工業品質與設計，100% Made in Italy，原裝進口。 

￭操作簡單-耐用，耗材便宜，適合買斷或租賃方式供貴企業節稅使用。 

￭超大工作效率達:3200 m2/h，能有效涵蓋大面積清潔，節省人力。 

￭針對小且窄的區域，迴轉半徑僅為 1.55m，方便移動清潔狹窄區域和大

面積快速清潔。 

￭清水/污水箱(110/115L)超大雙水箱系統，適合大面積清掃。 

￭符合人體工學座椅，乘坐舒適，視野寬廣，長時間工作也不會感覺疲倦。 

 

適用地點 

中大型倉儲、大型宴會餐廳、連鎖展示中心、中大型工廠、科學園區、超

市、飯店、運動中心、航空站、高鐵車站。 

 

 

  

產品名稱  全新義大利天潔 SMART55 駕駛式自動洗地機 (34 吋) 

租金 短期每日 4000 元 (運費另計) 1 年期 2 年期租金面議(年租期間三個月

內購買免租金) 

 

產品說明  

￭義大利 fiorentini 工業品質與設計，100% Made in Italy 製造，原裝進口。 

￭操作簡單-耐用，耗材便宜，適合買斷或租賃方式供貴企業節稅使用。 

￭超大工作效率達:5000 m2/h，能有效涵蓋大面積清潔，節省人力。 

￭最大爬坡能力:10% 

￭最小迴轉半徑僅 1.72m，方便移動清潔狹窄區域和大面積快速清潔。 

￭雙盤刷設計，提升 30%清潔效率。 

￭清水/污水箱(150/150L)超大雙水箱系統設計。 

￭符合人體工學座椅，方面操作，乘坐舒適，長時間工作也不會感覺疲倦。 

 

適用地點 

大型倉儲、學校、工廠、商辦、百貨公司、飯店、食品工廠中央廚房、車

站、機場、科學園區、碼頭、公共設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