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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世靈活電力系統
絕不輕易妥協的工作效率
博世 18V 鋰電工具，不僅高效、持久，
更重要的是它所提供的通用性：
所有 18V 鋰電池可通用所有
18V 鋰電工具

鑽孔、鎖螺絲

工作燈及其它

切割及金屬研磨

FLEXIBLE
POWE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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鋸切

四溝鎚鑽

砂磨、刨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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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box App
自我升級—Toolbox App.

Bosch Toolbox 是創新的數位專業工具聚集，支援您
的日常工作，為了協助您完成卓越工作而設計。

口袋助理
使用您的手機簡單
掃描您的電動工具
或套裝配件。

測量照相機
拍攝工作現場的照
片， 在 照 片 上 建 製
測 量 值， 做 記 號 與
分享。

報告表
快速記錄您的旅程、
已完成工作及現場
使用的材料。

經銷商搜尋工具
快速尋找最近的博
世電動工具經銷商，
從地圖上的位置取
得聯絡所需的詳細
資料。

換算器
便 利 的 轉 換 單 位，
隨時確保正確結果
與正確測量。

試試看
在 Apple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Store 搜尋
「Bosch Toolbox」免費下載

www.bosch-pt.com.tw

聯絡我們
任何與產品或服務
相 關 的 問 題？ 隨 時
歡迎來信
pt.contact@tw.
bos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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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CH GO 鋰電起子機

產品特色
簡單的推動 , 工作完美達成：聰明的鋰電起子機，革新以往工作方式，輕鬆
推動，機台啓動
1. 小巧有力：比起同等級別中的起子機，享有多 4 倍的動力
2. 簡單直觀：操作形式更直觀 - 衹要推動即時啓動機臺
3. 精準便捷：電子智能離合器的設計，可在您需要停止機臺的時候即時停止

推薦配件
  32 件式起子頭組             26 件式棘輪起子頭組          43 件 起子頭套裝組

技術參數 Bosch GO
額定電壓 3.6V
最大扭力（硬 / 軟） 5 / 2.5 Nm
空載轉速（每分鐘） 360 rpm
最大螺絲直徑 5 mm
啓動開關 按壓式
電池 内置 1.5Ah
充電方式 微型 -USB
重量 0.28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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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R 12V-15 FC 12V 鋰電電鑽／起子機

產品特色
輕鬆便捷 小精靈 : 可更換夾頭 5 合 1: 隨時隨地準備就緒 ! 
1. 緊湊的設計 : 在難以施工的地方工作 , 提供解決方案
2. 多樣性 : 可多樣更換夾頭 , 亦可依使用者需求混合搭配夾頭的使用
3. 方便操作 精準度高 : “One-Click” 安裝系統 , 夾頭可輕鬆 緊密的與機台

連接

推薦配件
勝利 68 配件組  ( 折疊萬用刀 +           萬用鑽頭                8 件組 HSS 鐵工鑽頭                            
L 型雙頭扳手 + 伸縮磁鐵棒 )          (4-5-6-8 四支盒裝 ) 

      

技術參數 GSR 12V-15 FC
額定電壓  [V] 12V
可配夾頭數 4
空載轉速 – 高 / 低檔 ( 每分鐘 ) [rpm] 0-400 / 0-1300
最大扭力 ( 硬 / 軟 ) [Nm] 30 / 15
最大鎖螺絲直徑 [mm] 7
最大鑽孔 ( 木材 / 鋼材 ) [mm] 19 / 10
重量 ( 含 2.0Ah 電池 ) 0.8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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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B 18-2-LI Plus  18V 鋰電震動電鑽起子機

產品特色
專業級別中，CP 值高的產品，13mm 無匙夾頭，適用於市場上通用的配件
1. 性價比高 適用與專業師傅的輕量級產品
2. 迎合專業師傅的需求而設計：13mm 夾頭可適用於絕大多數應用要求，機

台的運作時間也一如期待
3. 機台帶有 ECP 電子電路保護 / EMP 電子馬達保護，增強運作功能

推薦配件
70 件 X-line 鍍鈦套裝組         11 件 穴鑽套裝組            六角柄磁磚鑽頭

技術參數 GSB 18-2-LI Plus
額定電壓 18V
空載轉速 ( 每分鐘 ) 0-500 / 0-1900 rpm
震動功率（每分鐘） 0 - 28500 bpm
最大扭力 ( 硬 / 軟 ) 63 / 24 Nm
最大鎖螺絲能力（木材） 10 mm
最大鑽孔能力（木材）  38 mm
最大鑽孔能力（鋼材） 13 mm
最大鑽孔能力（磚材） 13 mm
夾頭尺寸 13 mm
重量 ( 含 4.0Ah 電池 ) 1.81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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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S 18 V-EC 300 ABR 18V 鋰電免碳刷衝擊扳手機

產品特色
300Nm 强勁扭力，搭配内置軟件 ABR 設計，鷹架作業師傅的貼心幫手，工
作輕鬆快速
1. ABR Auto bolt release 自動螺栓釋放功能，前端指示燈提示，表明内置

軟件正在檢測螺栓退出時機器本身的扭力值
2. EC 馬達，高達 300 牛頓米的扭力，裝卸螺絲倍感輕鬆
3. 新齒輪組的耐磨設計，比 GDS 18V-LI 提高了 2 倍的使用壽命纖細手柄設

計，降低使用者作業的疲勞

推薦配件
1/2' 方頭轉 1/4" 六角接桿 3 件式套筒組 1/2" 方頭

技術參數 GDS 18V-EC 300 ABR  
額定電壓 18V
最大扭力 300Nm
空載轉速 ( 每分鐘 ) 0~2400 rpm
衝擊功率 ( 每分鐘 ) 0~3400 bpm
螺杆尺寸 1/2“ 正方型
適用六角螺絲尺寸 M10~ M18
重量 ( 含 6.0Ah 電池 ) 1.86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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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H 18V-26 18V 鋰電免碳刷四溝免出力鎚鑽

產品特色
更強動力，更多便利：強達 2.6 焦耳的動力，搭配專業吸塵模組，各類鑽孔
作業無塵輕鬆完成，鑽孔過程及環境保持整潔清新。
1. 高效率 : EC 馬達與現有博世 GBH 18V-EC 相比較 多 50% 的動能
2. 無塵作業 : 配備全新無線吸塵模組，鑽孔無塵清潔
3. 加强安全性能：獨有電子精準控制 EPC，電子電路保護 ECP，電子馬達保

護 EMP，反衝制動功能 KBC，讓鑽孔作業可控安全

推薦配件
 筆型尖鑿         4 分夾頭及四溝接桿組        SDS plus-5X 四溝四刃鎚鑽鑽頭 

技術參數 GBH 18-26
額定電壓 18V
最大鎚擊能量（焦耳） 2.6J
空載轉速（每分鐘） 0 - 890 rpm
震動功率（每分鐘） 0 - 4350 bpm
最大鑽孔能力（混凝土 / 鋼材 / 木材 ) 26/13/30 mm
重量 ( 含 6.0Ah 電池 ) 3.5kg
無綫吸塵模組 GDE 18V-16 可選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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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H 18V-26 F 18V 鋰電免碳刷四溝免出力鎚鑽 ( 帶 4 分夾頭 )

產品特色
更強動力，更多便利 ： 強達 2.6 焦耳的動力，搭配專業吸塵模組和快裝夾頭，
操作應用清潔更多樣。
1. 高效率 :  EC 馬達與現有博世 GBH 18V-EC 相比較多 50% 的動能，含快

裝夾頭，應用更多樣
2. 無塵作業 : 配備全新無線吸塵模組， 鑽孔無塵清潔
3. 加强安全性能 : 獨有電子精準控制 EPC，電子電路保護 ECP，電子馬達保

護 EMP，反衝制動功能 KBC，讓鑽孔作業可控安全

推薦配件
   四溝自銳式寬平鑿               四溝夾頭      SDS plus-5X 四溝四刃鎚鑽鑽頭

技術參數 GBH 18-26 F
額定電壓 18V
最大鎚擊能量（焦耳） 2.6J
空載轉速（每分鐘） 0 - 890 rpm
震動功率（每分鐘） 0 - 4350 bpm
最大鑽孔能力（混凝土 / 鋼材 / 木材 ) 26/13/30 mm
快裝夾頭 有
重量 ( 含 6.0Ah 電池 ) 3.6kg
無綫吸塵模組 GDE 18V-16 可選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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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E 18V-16 18V 充電鎚鑽吸塵模組

產品特色
專為 GBH 18V-26/F 而設計的集塵鑽孔裝置 
1. 無須插電的集塵裝置
2. HEPA 過濾器，可存儲約 40 個 (6x40mm) 鑽孔的塵土量
3. 自動起停控制

技術參數 GDE 18V-16
適用 GBH 18V-26 / F
鑽孔直徑 最大 16mm
最大鑽孔深度 100 mm
重量 1.2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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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S 18 V-100 C 18V 鋰電免碳刷砂輪機

產品特色
動力更強勁，電池更持久，工作更高效，體驗來自更高一級的新型產品。
1. EC 馬達 +EneRacer 電池：最大可增加 35% 的功率，動力同等於 1000W

的插電砂輪機 
2. 更高一級的用戶保護：機台跌落控制，2 秒智能制動系統，反衝制停控制， 

防震手柄，再啓動保護，緩式啓動功能
3. 可拆卸式除塵過濾防護，馬達使用壽命更持久，纖細手柄設計，使用更便

捷

推薦配件
      4" 砂輪片 ( 切 )                    砂布輪                         鋼刷

技術參數 GWS 18V-100 C
額定電壓 18V
最大磨片 / 切片直徑 100mm
空載轉速 ( 每分鐘 ) 9000rpm
心軸羅紋 M10
重量 ( 含 6.3Ah 電池 ) 2.8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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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S 18 V-100 SC 18V 鋰電免碳刷砂輪機

產品特色
動力更強勁，電池更持久，工作更高效，體驗來自更高一級的新型產品。
1. EC 馬達 +EneRacer 電池：最大可增加 35% 的功率，動力同等於 1000W

的插電砂輪機。 3 種速度可供選擇，據用戶使用需求，自行預先設定
2. 更高一級的用戶保護：機台跌落控制，2 秒智能制動系統，反衝制停控制， 

防震手柄， 再啓動保護，緩式啓動功能
3. 可拆卸式除塵過濾防護，馬達使用壽命更持久，纖細手柄設計，使用更便

捷

推薦配件
      4" 彎曲磨盤               標準缺口邊鑽石鋸片              4" 可彎曲砂布輪

技術參數 GWS 18V-100 SC  
額定電壓 18V
最大磨片 / 切片直徑 100mm
空載轉速 ( 每分鐘 ) 4500 – 9000 rpm
心軸羅紋 M10 
重量 ( 含 6.3Ah 電池 ) 2.8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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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A 18V 6.3Ah EneRacer  18V 鋰電電池

產品特色
強勁有力，新 EneRacer 電池科技的運用，爲在嚴苛環境下應用的機台提供
更持久的動能。
1. 為嚴苛的工作需求提供充足的電源，與一般電池相比，此電池可提供多達

80%*** 的輸出功率
2. 運用優化組件，新款 CoolPack 2.0 和智能化電池管理系統，使電池更具

持久性，散熱能力更佳 ( 與一般 Coolpack 電池相比， 散熱能力增加高達 35% ,   
與一般沒有 Coolpack 電池相比， 散熱能力增加高達 135% ) 

3. 緊湊輕巧 更多動能
                               * 最大輸出功率 只體現在為實現此技術而設計的機台（目前研發中）
                               ** 博世内部測試，與 18V 雙層電池相比
                               *** 6.3Ah 電池目前只搭配 GWS 18V-100C/SC 在台灣販售

技術參數 GBA 18V 6.3Ah
額定電壓 18V
電池容量 6.3Ah
充電時間 80% / 100% (GAL 1880 CV) 41 / 55min
充電時間 80% / 100% (GAL 1860 CV) 60 / 85 min
尺寸（長 x 寬 x 高） 114 x 76 x 64 mm
重量 0.8 kg
電力燈顯示 5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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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KM 18V-LI 18V 鋰電圓鋸機

產品特色
快速精準的金屬切割 - 幾乎無火花：幾乎無需修補，切割后色差與毛邊生成
微小，爲金屬切割需求而專門設計。
1. 高效率：優化金屬切割速度，精準作業，幾乎無需重新再次加工切割毛刺

和切割後產生的色差
2. 耐用性高：與同等級產品比較，馬達更持久耐用
3. 加强安全性能：幾乎無火花，作業更安全產品設計操作平衡，更緊凑

推薦配件
                         切鋁圓鋸片                               鐵工圓鋸片 

技術參數 GKM 18V-LI
額定電壓 18V
空載轉速（每分鐘） 4250 rpm
最大切割能力（90 度） 50 mm
鋸片直徑 136 mm 
鋸片內孔 20 mm
重量（含 4.0Ah 電池） 2.7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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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KS 18V-57 18V 鋰電圓鋸機

產品特色
快速又精準切割的有效工作夥伴：馬達強勁，操作靈活，切割精准，右邊切
割設計，讓您工作得心應手
1. 性能卓越：馬達強勁，切割進度快速，運行時間長
2. 操作方便：右邊裝卸鋸片的新機台設計，便於操作
3. 堅固耐用：適用各式切割要求，即使是在屋頂作業或鷹架作業時也能輕鬆

應對

推薦配件
木工圓鋸片 

技術參數 GKS 18V-57
額定電壓 18V
空載轉速 ( 每分鐘 ) 3400 rpm
最大切割能力（90 度）  57 mm
最大切割能力（45 度） 39 mm
鋸片直徑 165 mm
鋸片內孔 20 mm
重量（含 4.0Ah 電池）  3.91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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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A 18V-32 18V 鋰電免碳刷軍刀鋸

產品特色
獨特的人體工程學設計手柄和超大開關設計，使得頭頂作業和狹窄處施工時，
操作更便捷和容易掌控。 
1. 人體工程學設計 : 創新機型設計，容許多方位施工操作，更便捷
2. EC 無刷馬達，高效能，低震動 : 更長馬達壽命，更高工作效率，更長連

續作業時間，效能不遜色與插電機臺，並有防震設計
3. SDS 更換配件系統安全，快捷的更換軍刀鋸片

推薦配件
軍刀鋸片 S1122EF 

軍刀鋸片 S1531L 

軍刀鋸片 S1226BEF

技術參數 GSA 18V-32
額定電壓 18V
衝程長度 32 mm
空載轉速 - 高／低檔（每分鐘） 0 - 2500 spm
切割深度（金屬型材和金屬管） 175 mm
最大切割能力（木材） 230 mm
最大切割能力（金屬） 20 mm
重量（含 6.0Ah 電池） 4.12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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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 18V-1 18V 鋰電吸塵器

產品特色
博世專利的雙層濾淨系統，人性化的設計，帶給您輕鬆吸塵體驗
1. 雙層濾淨系統 : 3 個強有力的旋轉氣流，保證了高效的清潔，在整個清潔

的過程中動能損失十分有限
2. 高效來自於機台的頭部：強力馬達，可達到最大低壓 60 毫巴，每安培可

使用 6 分鐘
３. 使用超級方便：人體工程學的平衡設計，快速清空攻能，幾秒就能輕鬆組

裝和拆卸集塵杯， 所有部件（過濾器除外）均可輕鬆的洗滌

推薦配件

技術參數 GAS 18V-1 
額定電壓 18V
集塵容量（升） 700 ml
吸塵技術 旋轉氣流 (Dual-stage 雙階段 )
最大低壓 60 毫巴
最大空氣吸力 10 升 / 秒
使用時間 6 分鐘 / 安時
重量 ( 含 4.0Ah 電池，不含配件 ) 1.91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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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 18V-10 L 乾濕兩用吸塵器

產品特色
輕便携帶，18V 共享電池系統，配備適用配件，給需要乾濕吸塵的您帶來更
多便利。
1. 持續的吸力 : 旋轉氣流技術，機臺運行時間更持久
2. 便於運輸和携帶 : 機臺重量輕，設計緊凑，并可一鍵鏈接博世吸塵器
3. 應用廣泛 : 配備過濾器，地板吸嘴，轉角，縫隙吸嘴，3 個吸管和軟管，

乾濕應用皆可

推薦配件

技術參數 GAS 18V-10 L
額定電壓 18V
最大空氣吸力 24 升 / 秒
最大吸力 90 毫巴
集塵容量 - 乾 / 濕（升）  600 ml
使用時間 4 分 / 安時
重量（含 6.0Ah 電池） 5.22 kg



-20- -21-

GIS 1000 C 藍牙測溫儀

產品特色
儲存 / 紀錄溫、濕度測量值的最佳利器！  
▶大型 2,8“ 彩色螢幕，獨特且人性化的操作介面
▶配備藍牙可將資料傳輸到 app 應用程式，方便資料儲存與紀錄
▶內建相機能以相片格式儲存測量值，提供最佳紀錄
▶精準且外露的感應器能偵測四週環境溫度及相關的空氣中濕度 (±2%)
▶高精準度 ±1.0° C & 測溫範圍廣： -40° C …+1000° C
▶雙電源供應：10.8V 鋰電充電電池 或 4x AA 鹼性電池

技術參數 GIS 1000 C
料號 0 601 083 340
作業範圍 ( 標準 ) 0.1 - 5m
測溫範圍 ( 標準 )： 表面 / 接觸溫度：  - 40 -- 1000˚ 環境濕度：-10 

-- 50˚ 相對濕度 0 -- 100˚
測量精準度 -- 表面溫度 -40 -- -20.1˚/±2.5˚；-20 -- -0.1˚/±1.5˚ 

0 -- 100˚/±1˚；>100˚/±1% (>400˚/±2%)
測量精準度 -- 環境溫度 ± 1˚
測量精準度 -- 環境濕度 < 2 0 % / ± 3 % ； 2 0 - 6 0 % / ± 2 % ； 

60-90%/±3%"
電力供應 12/10.8V鋰電充電電池或/4 x 1,5V LR6 (AA)
尺寸 ( 長 / 寬 / 高 ) 136 x 89 x 214 mm
重量 0.55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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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M 500 雷射測距儀

產品特色
最新輕巧、耐用，測距、水平尺二合一測距儀 
▶ 進化的操作介面具背光照明、隨角度翻轉彩色螢幕顯示， 操作簡易
▶ 超強功能：內建 360° 角度感應器能測量角度及作為水平尺應用
▶ 具 ISO 認證與 IP54 防塵防潑水保護

推薦配件
 BT 150 腳架

技術參數 GLM 500
雷射作業範圍 ( 典型 ) 0,05 – 50m
精準度 ( 典型 ) *± 1,5 mm 
傾角測量範圍 0° - 360° 
角度精準度 *0,2°
最小讀數 0,1 mm
雷射等級 Class 2, 635 nm, <1mW 
電力供應 2 x 1,5 V LR03 (AAA)
最多可執行單次測量 10,000 次
三腳架螺紋尺寸 ¼”
測量起始點選擇 前端 / 三腳架接點 / 底緣
防塵防潑水保護 IP 54
作業有效溫度範圍 –10 ° C...+45 ° C
儲放有效溫度範圍 –20 ° C...+70 ° C
尺寸 106 x 45 x 24mm
重量 0.10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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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L 2-50 CG 點線儀

產品特色
真綠光科技搭配 藍牙，亮！還要更亮！
▶真綠光科技，亮度超群
▶藍牙搭配手機 app 及旋轉底座 RM 3 可無須觸碰儀器即可無線操控，更精準
▶全台首創可隨作業場所亮度需求，調整雷射射出亮度
▶可使用一般 AA 鹼性電池或 12V/10.8V 鋰電池

推薦配件
          RM3 底座                      LR 7 接收器                BT 150 腳架

技術參數 GCL 2-50 CG
雷射線作業範圍  20m (5-50m 接收器 )
基點作業範圍  10m ( 上下 ) 
雷射線精準度  ±0.3 mm/m
基點精準度  ±0.7 mm/m
自動校平範圍  ±4°
灰塵潑水防護  IP54
三腳架螺紋尺寸  ¼”
電力供應 12V Li-ion / 4xAA 電池 / AA1 鹼性電池轉接盒
操作溫度範圍  -10° C…+50° C
儲放溫度範圍  -20° C…+70° C
雷射等級  2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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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L 2-15 G 點線儀

產品特色
真綠光科技，亮度為紅光 4 倍 
400% 更佳能見度：在不使用接收器下能有較遠的作業距離，4 倍能見度的
綠光雷射可提升工作效率快速定位：雷射線的定位是繁瑣且耗時的，博世 
GCL 2-15 G Professional + 旋轉底座 RM 1 是解決此問題最佳儀器！

推薦配件
                     BT 150 腳架                         BT 150 5/8" 腳架

技術參數 GCL 2-15 G Prof.
雷射線作業範圍 15m
基點作業範圍 ( 紅 ) 10m ( 上 、 下 )
雷射線精準度 ±0.3 mm/m
基點精準度 ±0.7 mm/m
自動校平範圍 ±4°
灰塵、潑水防護系數 IP54
連接三腳架螺紋尺寸 ¼” 、 5/8”
電池規格 3x1.5V AA
操作溫度 -10° C…+50° C
作業環境溫度 -20° C…+70° C
雷射等級 Class 2; <10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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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L 3-80 墨線儀

產品特色
超亮紅光 + 3 條 360 度雷射線，讓工作更省時、更便捷，最高工作效率與便
利性
• 一機搞定，不需使用多種儀器來處理多方面的調校作業
• 360° 最佳亮度的雷射線，讓用戶在執行調校作業時，可 不需重新定位
• 任何校平作業只要一機就可搞定

推薦配件
    LR 7 接收器             BM 1 底座            BT 150 & BT 150 5/8" 腳架

技術參數 GLL 3-80 
作業範圍  (⌀) 30m (未使用接收器) | >80m (使用接收器)
精準度，典型  ±0.2 mm/m
自動校平範圍  ±4° 
自動校平時間  <4 秒
防塵防潑水保護  IP54
三腳架螺紋尺寸  ¼” / ⅝” 
電力供應  4 x 1.5 V LR6 (AA)
作業溫度範圍  -10° C…+40° C
儲放溫度範圍  -20° C…+70° C
雷射等級  Class 2 (630–650 nm, <10mW)
RM 3 適用性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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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MEL 8220 12V MAX 鋰電調速刻磨機

產品特色
多功能細節應用幫手 
具備高轉速 32000rpm 的強勁馬達六大應用，範圍包含切割、砂磨、研磨、
清潔拋光、雕刻、鑽孔適合木工、珠寶加工、金工、電子業應用等工藝應用
或居家修繕輕巧機身，可久握作業搭配 Dremel 一系列輔件、配件，應用更
精準、廣泛。

推薦配件
52 件通用配件組

技術參數 DREMEL 8220 12V MAX
額定功率 144 W
無負載轉速 5000-32000 rpm
研磨輪直徑 最大 50.8mm
夾頭直徑 最大 3.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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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MEL 3000 調速刻磨機

產品特色
多功能修繕應用幫手，鋰電設計，應用無線自由 
具備高轉速 35000rpm 強勁馬達的鋰電刻磨機六大應用，範圍包含切割、砂
磨、研磨、清潔拋光、雕刻、鑽孔適合木工、珠寶加工、金工、電子業應用
等工業應用或居家修繕無線鋰電設計，應用更自由搭配 Dremel 一系列輔件、
配件，應用更精準、廣泛。

推薦配件
多功能鑽台 220-01

技術參數 DREMEL 3000
額定電壓 10.8V
無負載轉速 5,000-35,000 rpm
研磨輪直徑 最大 50.8mm
夾頭直徑 最大 3.2mm



-28-

18V 鋰電聯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