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憂戶外生活，從NewTechWood 開始 

COMPOSITE DECKING, CLADDING, DECK TILES, RAILING AND FE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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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推出全新炫彩色系戶外地板 

2013 

2006 

第1代戶外型材 

推出圍欄、欄杆系列 

2016 

在中國設立生産基地 

2004 

NewTechWood作為戶外型材的領導品牌，從2004年在中國設立生産基地以來，堅持環保、健康、安全的準則，融入其對新生 

活的獨特诠釋，不斷開發各類戶外地板、牆板、圍欄等産品；致力於喚醒人們回歸自然的需求，將NewTechWood所代表的美觀 

與實用帶入我們的戶外生活，引導人們走出鋼筋水泥的建築，親近自然，回歸自然，享受更加廣闊的戶外生活空間。 

 
憑藉世界級的先進研發能力，NewTechWood在全球首創了 表面處理工藝，通過獨特的複合共擠一次成型擠出技術賦予 

了每根戶外地板360度的全面保護，同時又具有如實木一樣自然的顔色深淺變化及紋理質感，其無與倫比的性能與客戶滿意度，  

再次成為戶外地板行業的標杆。 

 
NewTechWood——時尚、健康、環保、溫情、輕鬆、甯靜、優雅、品味的戶外新生活典範 

co-extrusion 

研發複合共擠技術 

2009 

Deck Tiles  

進軍DIY市場  

2012 

推出 系列 

推出 

戶外牆板 

2014 

2011 

推出 

戶外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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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TechWood 技術，獨步天下 

摒去浮躁之心，用藝術的態度打造每一個産品。NewTechWood深刻認 

識到每一根自然生長的天然原木，板面的紋路和顔色是千變萬化，無一相 

同。為達到這種渾然天成的顔色變化效果，全球首創的 系列産 

品，賦予了其産品天然原木般的自然顔色變化和紋理質感。鍾情於其博 

大，凝練於其心。造就的每一根NewTechWood産品，都是屬於您獨一無 

二的傳奇。 

品其微，賞其精。New Te chWood作為戶外型材的領導品牌，其開  

發的 産品採 用高品質進口原料，高分子複合 

保護層在全面提升産品強度的同時，確保産品都能承受戶外環境的嚴 

苛考驗，避免了傳統實木、防腐木産品、舊式塑木等産品的各種缺 

陷。 

採用的多層共擠複合技術一次成型，型材表面 

360度全包覆致密均勻分布的高分子保護層，芯體材料由木粉和PE塑料助劑組 

成，可100%回收再製。 

依據國際綠色産品標準生産的NewTechWood産品，採 用一次成型技術，保護 

層與芯體之間不使用任何有毒粘合劑。獲得國際CE認證，Intertek Green Leaf  

綠葉認證標志，ICC-ES美國建材高級認證，FSC永續林業認證。 

超卓表現在： 

√ 抗汙漬和刮傷 

√ 防黴變、腐爛 

√ 耐候性強，顔色穩定 

√ 不開裂、不粉化 

 
√ 無需油漆保養 

 
√ 無需額外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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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美國的NewTechWood潛心綠色産業多年，是綠色理念的先行者。母公司從事塑料回收利用近30年，每個月有12,000,000磅 

塑料經再生處理利用，免遭永久性堆埋。美新監控整個塑料再生流程，包括清洗、分類、篩選。 嚴格控制塑木原料質量，保持了 

塑木穩定的品質和性能。 

• 95% 産品原料為再生材料，包括回收的塑膠瓶和木粉 

• 每年獨立第3方全面審核認證，確保符合環保、健康、安全守則 

• 替代木材，減少森林砍伐 

• 100%可回收重複利用的戶外型材 

NewTechWood 綠色理念 

The Comprehensive Warranty 

It’s really simple. 

Our decking is backed by the most comprehensive warranty in the industry. 

 
NewTechWood stands behind its products, backed by a 25-year limited, transferable  

warranty. We are so confident in the quality of our decking that we’ll refund the cost or  

replace the decking if it underperforms. 

That’s really simple, so you have nothing to 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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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柚木色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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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其微，賞其精 

源於木，勝於木 

H1 H6 

木産品具有豐富的顔色和超強耐候性能，最新的 系列産品打造出超強實木質 

感，在殘酷戶外環境的嚴苛考驗下能長年保持原有顔色，曆久彌新。NewTechWood似木非木而勝於木。 

- 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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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部分顔色僅限於特殊型號及銷售區域，具體請聯系當地代理商 

- 22種顔色 - 

優雅、品味的戶外生活自然離不開豐富絢麗的顔色搭配。NewTechWood與全球知名設計師一起開發設計了從熱情如火的瑞紅 

到甯靜夢幻的天藍色全系列顔色，讓您針對各種戶外環境，總能找到適宜的顔色。 

幻灰 (MIRAGE GRAY) 

銀灰 (SILVER GRAY) 

石灰 (STONE GRAY) 

橡木 (OAK) 

沙白 (SAND) 

炭黑 (CHARCOAL) 

淺灰 (LIGHT GRAY) 

楓木(MAPLE) 

香柏木 (CEDAR) 

菠蘿格 (MERBAU) 

紅木 (REDWOOD) 

春綠 (SPRING GREEN) 

古木 (ANTIQUE) 

紫檀 (IPE) 橙色 (ORANGE) 

天藍 (SKY BLUE) 

麥哥利 (MAHOGANY) 

柚木 (TEAK) 

灰白 (SMOKE WHITE) 

胡桃 (WALNUT) 

瑞 紅 (SWEDISH RED) 

紅柏木 (RED CE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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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TechWood開發的 産品憑借實木 

般顔色變化與木紋質感，高分子複合保護層360度全包覆技術，  

全色系的豐富顔色選擇進一步強化了其在戶外地板領域的高端地 

位，依托分布於全球的代理商體系確保了NewTechWood能與來 

自於全球不同文化背景、設計風格的設計師時時互動，開發適應 

産品，時刻保持業界領先地位。 

地板 DECKING 

南非，古木色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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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系列 • 封邊板 

時尚、健康、 

環保、溫情、輕鬆、 

甯靜、優雅、品味的戶外新生活典範 

型號：US08  

138 x 10 mm 

型號：US06  

138 x 15 mm 

型 號 : US33  

138 x 22.5 mm 

地板系列 • 面板 

型 號 ：US07  

138 x 22.5 mm 

型號：UH02  

138 x 22.5 mm 

型 號 ：US01  

138 x 22.5 mm 

型號：UH22  

210 x 22.5 mm 

型號：US03  

180 x 15 mm 

型號：US05  

285 x 15 mm 

地板有空心、實心2大類産品，分別適宜於普通家用和人流密集的商業應用場所。在每個細微的 

凹槽處都全部採用高分子複合保護層360度全包覆技術，避免傳統實木、防腐木産品、普通戶外型材等産品的黴變、吸水開 

裂、褪色、變形翹曲等缺陷。 

 
US07型號的實心地板需要採用明釘固定，其他帶卡槽的地板則搭配隱藏式安裝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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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飾筆套裝 

適用於修飾劃痕、刮痕 

可選顔色：柚木、紫檀、胡桃、紅木、 

古木、淺灰、炭黑、灰白色 

1套內裝2只修飾筆，配小刮片 

不鏽鋼彩色頭螺絲 

與地板顔色一致，適用於封邊、樓梯踏 

板 

可選顔色： 柚木、紫檀、淺灰、古木色 

#8X2”號螺絲，100顆/盒，配有2#方 

頭起子頭1枚 

使用NewTechWood原廠配套卡件、依照正確方法進行安裝，對於戶外地板來說非常重要。NewTechWood地板卡件系統由 

CEC活動卡件（Control Expansion & Contraction）和固定卡件組成。這兩種卡件配合使用能讓戶外地板在保持熱脹冷縮的同 

時，控制其收縮方向，以達到美觀安全的安裝效果。 

MG-3 隱藏式卡件適用於起邊或收邊地板的安裝 

起/收邊卡件 

適用於圓孔類空心地板的封邊用途，簡潔的設計適合於快 

速施工 

封邊蓋 

地板配件 

NewTechWood 墊片 

適用於在底樑、地面等施工面填補縫  

隙、調整水平用途 

南非，紫檀色地板 

☆ 採用MG迷你微縫系列卡件需搭配専用鋁合金底樑 

T 系列卡件系統 迷你微縫系列卡件系統 

 

 

 

 

 
TC-2 

 
Joist 

 

 

 

 

 
TC-10 

 
Joist 

 

 

 

 

 
MG-1 

 
Joist 

 

 

 

 

 
MG-2 

 
Joist 

TC-2 CEC (活動卡件) TC-10 (固定卡件) MG-1 (CEC活動卡件) MG-2 (固定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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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紫檀色地板 

澳大利亞，柚木色地板 

波蘭，淺灰色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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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TechWood設計研發的牆板系統採 用獨特的鋁合金卡件 

系統。強度高、耐腐蝕、耐磨損，不變形。在惡劣的戶外環境 

下使用依然保證NewTechWood的高端品質。鋁合金卡件系 

統在固定牆板的同時又能有效控制牆板的熱脹冷縮，充分保證 

牆板與牆體之間的空氣流通，在保持牆體的乾燥同時能避免雨 

雪滲入牆體內。 

牆板 CLADDING 

墨西哥，淺灰色牆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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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耐候型牆板 封邊 

全面耐候型牆板有3種，分別為疊壓式、細縫式、溝槽式 搭配同色封邊條，安裝輕鬆簡單 

• F型封邊——起邊/收邊用途 

• 外角封邊——外牆角封邊 

• 工字封邊——連接牆板之間的無縫拼接 

• 內角封邊——內牆角封邊用途 

疊壓式 

型號：US30 

141 x 13 mm 

細縫式 型

號：US09 

142 x 13 mm 

溝槽式 型

號：US31 

142 x 13 mm 

外角封邊 

型號：US46 

58.2 x 58.2 mm 

F型封邊型 

號：US44 

46.2 x 44.2 mm 

工字封邊 

型 號 ：US45  

79 x 26.7 mm 

內角封邊 

型號：US47 

71.5 x 71.5 mm 

澳大利亞，拼槽式胡桃色牆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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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耐候型牆板系列 

AW08鋁合金卡件的匠心設計，在固定牆板時又能有效控制牆板的熱脹冷縮；  

充分保證牆板與牆體之間的空氣流通與乾燥，並有效避免雨雪滲入牆體內。 

牆板卡件 

型號：AW08  

材質：鋁合金 

尺寸：20 X 15 X 28 mm 

圓形底墊 

型號：T-7  

材質：橡膠 

尺寸：18 X 8 mm 

起邊條 

型號：AW02  

材質：鋁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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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號 ：US01  

138 x 22.5 mm 

型號：US17  

80 x 15 mm 

型 號 ：US07  

138 x 22.5 mm 

型號：US06  

138 x 15 mm 

型號：US03  

180 x 15 mm 

型號：US05  

285 x 15 mm 

掛牆卡件系統 

• 隱藏式安裝卡件安裝簡易快速 

• 有效控制牆板的熱脹冷縮 

• 適用於寬度在50mm, 厚度在12mm以上的各類牆板型材 

• 水平、垂直安裝均可適用 

WH01 WH02 

WH04 WH05 

外牆，除了冰冷的水泥色，還有... 

南非，古木牆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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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UH17 

材質：塑料 

EC-UH17封住格柵型材端頭 

K-33 

材質：201不鏽鋼 

K-33固定格柵於骨架上 

型號：UH17  

60 x 42 mm 

型號：UH25  

100 x 52 mm 

型號：UH26  

120 x 62 mm 

格柵型材 

格柵配件 

K-33上的方形螺絲孔位固定格柵能控制型材 

的熱脹冷縮，圓形螺絲孔位固定型材在骨架上 

EC-UH17應配合矽利康膠粘合使用 

格栅 SCREEN & PARTITION 

在NewTechWood所倡導的戶外新生活典範中， 格柵類産品在美化空間保持個人 

隱私的同時，徹底打破對於我們傳統生活空間的狹窄定義，使家居生活向戶外延伸，成為一種更惬意和更享 

受的生活方式。 

☆ 格栅方孔爲管内預留空間，可搭配金屬管以增加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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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組地板 DECK TILE 

300 x 300 mm 600 x 300 mm 

900 x 300 mm 

尺寸 

台灣，古木色簡易地板 

快組地板採用獨特TPO彈性塑料底托，具有強度高多次折疊長期使用後不變形不斷裂的特點。 

獨特實木質感與紋理，容易清洗維護，適合於陽台、露台、乾式廁所、樓頂、庭院等場所使用。 

 
• 高分子複合保護層360度全包覆技術 

• 可選顔色：柚木、古木、楓木 

• TPO彈性塑料排水底板，不鏽鋼螺絲 

• 可四個方向任意組合 

• 安裝簡易，無需工具 

• 配有相應顔色封邊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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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複合保護層360度全包覆技術  

TPO彈性塑料底板，四面卡扣設計 

天然實木質感，超強抗UV性能 

不鏽鋼螺絲防鏽耐腐蝕 

隨意組合，輕鬆安裝 

直線收邊條 

內角收邊條 

與地板同色，分為直邊、外角、內角3種設計。底板採用TPO彈性塑料和不鏽鋼螺絲固定, 安裝方法輕鬆簡單。 

直線收邊條 

外角收邊條 

內角收邊條 

DECK TILE 快組地板 斜邊/直角封邊條 自由組合，隨心所欲 

安裝前 安裝後 

改變就是這麽簡單 

外角收邊條 

直角封邊條 斜角封邊條 



* 所顯示之紋路及顔色僅供參考， 實際紋路及顔色之變化請以實物為準。 * 所顯示之紋路及顔色僅供參考， 實際紋路及顔色之變化請以實物為準。 35 36 

花箱 PLANTER BOX 

柚木(TEAK) 

香柏木 (CEDAR) 

白色 (WHITE) 

顔色選擇 

尺寸 

•簡單&快捷安裝：無需專業工具及螺絲困擾，適合家庭DIY。可用於園藝花箱蔬菜種植， 

鋪上沙子後更可瞬間變身為兒童沙池遊樂世界。 

 
•綠色環保：高分子複合保護層360度全包覆技術，輕鬆維護，可保持顔色持久如新。 

不開裂、不腐爛，無有毒化學物質。 

 
•特製過濾篩網底墊：排出多余水分保留土壤的同時，又有效保證植物根系透氣性能， 

有利於花箱內植物茁壯成長。 

 
•可疊高多層設計，最多可以疊高至3層。 

型號：PB_3 X 3 

高245 X 長1095 X 寬1095 mm 

型號：PB_1X3 

高245 X 長1095 X 寬365 mm 

型號：PB_2 X 2 

高245 X 長730 X 寬730 mm 

型號： PB_2 X 3 

高245 X 長1095 X 寬730 mm 



* 所顯示之紋路及顔色僅供參考， 實際紋路及顔色之變化請以實物為準。 * 所顯示之紋路及顔色僅供參考， 實際紋路及顔色之變化請以實物為準。 37 38 

欄杆 HYBRID COMPOSITE RAILING 

1 小立柱上蓋 4 腳托 7 金屬內襯管端部卡件 10 立柱 13 下扶手角鐵卡件 

 

2 小立柱下蓋 
 

5 上扶手金屬內襯管 
 

8 上扶手L形角鐵 11 下封蓋 14 立柱底裙 

3 小立柱 6 上封蓋 9 欄杆帽 12 下扶手L形角鐵 15 欄杆金屬底座 

1 

2 

3 

6 

4 

8 

10 

11 

12 

13 

14 

15 

9 

 
5 7 

欄杆組件 

簡單、典雅的設計，滿足您高品味的戶外生活追求 

 
• 高分子複合保護層360度全包覆技術 

• 顔色可選：柚木、胡桃、淺灰 

• 同色欄杆配件 

• 簡單快捷安裝 

• 創新卡扣安裝技術設計 

韓國，柚木色欄杆 



39 * 所顯示之紋路及顔色僅供參考， 實際紋路及顔色之變化請以實物為準。 * 所顯示之紋路及顔色僅供參考， 實際紋路及顔色之變化請以實物為準。 40 

圍欄 ULTRAEASY FENCE 

圍欄系統採用高分子複合保護層360度全包覆技術，具有逼真的實木質感與紋 

理變化。採用鋁合金立柱，使您的家居生活向戶外延伸，暢享NewTechWood倡導的戶外新生活方式。 

波蘭，淺灰色圍欄 



* 所顯示之紋路及顔色僅供參考， 實際紋路及顔色之變化請以實物為準。 * 所顯示之紋路及顔色僅供參考， 實際紋路及顔色之變化請以實物為準。 41 42 

增強內襯管 

簡潔、典雅、品味的 

戶外生活首選 

可選顔色 

• 圍欄板：標準顔色 

• 其他鋁配件：黑灰色 

1 

 

2 
3 

6 

4 

7 

8 9 

5 

1 立柱帽 

2 立柱側邊條 

3 鋁製上封邊 

 
4 鋁立柱 

6 圍欄板 

 
7 鋁製下封邊 

 
8 固定卡扣 

 
9 鐵底座 

5 

圍欄組件 

波蘭，淺灰色圍欄 



UltraShield®  , 美新塑木 ® , 美新超越® 是惠东美新塑木型材制品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本公司拥有本宣传册内所有文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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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TechWood Ltd.  
19111 Walden Forest Dr. Suite B  

Humble,TX 77346, USA 

Tel: 1-281-570-6450 

Fax: 1-281-661-1167 

Email: inquiry@newtechwood.com  

Web: www.newtechwood.com 

NewTechWood Composite Manufacturing  
NGA Industrial Park, Daling, Huidong,Guangdong,  

516321, China 

中國廣東惠州市惠東縣大嶺鎮新興亞洲工業園  

Tel: 86-752-6531999 

Fax: 86-752-6531600 

NewTechWood Taiwan 
1F., No.192, Qingjiang Rd., Beitou Dist.,  

Taipei City, Taiwan 

11264 台湾台北市北投區清江路192號1F 

Tel: 886-2-7730-7088 

Fax: 886-2-2891-8800 

Email: newtechwood.tw@gmail.com  

Web: www.newtechwood.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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