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名 : Mighty Plug Pro
          (MP-3)
定價 : 5400

建議售價 : 3799
品名 : Mighty Plug
          (MP-2)
定價 : 3400

建議售價 : 2800
品名 : CERBERUS

定價 : 13600

建議售價 : 9900

複合式效果器系列

MG-30、MG-300及MG-400混搭出貨量最少3台。混搭10台95折。混搭20台9折。
MP-2及MP-3出貨量最少5台:10台95折。20台9折。不可混搭其他型號。



品名 : MG-30

定價 : 13300

建議售價 : 9900
品名 : MG-400

定價 : 9800

建議售價 : 7500
品名 : MG-300

定價 : 6400

建議售價 : 4999

單顆效果器出貨量最少3顆。10顆95折。20顆9折(不含複合式效果器)。



品名：Voodoo Vibe
          (NCH-3)

定價：3300

建議售價：2900
品名：UKIYO-E
          (NCH-4)

定價：3300

建議售價：2900
品名：Edge Dealy
          (NDD-3)

定價：3300

建議售價：2900

Mini Core系列

單顆效果器出貨量最少3顆。10顆95折。20顆9折(不含複合式效果器)。



品名：Damp Reverb
          (NRV-3)

定價：3300

建議售價：2900

品名：Mini  SCF
          (NCH-5)

定價：3300

建議售價：2900

品名：Pulse
          (NSS-4)

定價：4000

建議售價：3500

單顆效果器出貨量最少3顆。10顆95折。20顆9折(不含複合式效果器)。



品名：FLOW TUNE
          (NTU-3)

定價：2800

建議售價：2799
品名：Horseman     
Overdrive(NOD-1)

定價：2800

建議售價：2799

品名：Tubeman
           (NOD-2)

定價：1800

建議售價：1800

單顆效果器出貨量最少3顆。10顆95折。20顆9折(不含複合式效果器)。



品名：Morning Star 
Overdrive(NOD-3)

定價：2200

建議售價：1999
品名：Brownie 
Distortion(NDS-2)

定價：1800

建議售價：1800

單顆效果器出貨量最少3顆。10顆95折。20顆9折(不含複合式效果器)。



單顆效果器出貨量最少5顆。10顆95折。20顆9折(不含複合式效果器)。

品名：Lacerate FET 
Boost(NFB-2)

定價：2200

建議售價：1999
品名：Sculpture 
Compressor(NCP-2)

定價：2200

建議售價：1999



品名：Atlantic Delay 
& Reverb(NDR-5)

定價：5700

建議售價：4999
品名：Masamune 
Booster & Kompressor
(NBK-5)
定價：4800

建議售價：3699
品名：Stageman 
Floor(NAP-5)

定價：6900

建議售價：5999

Verdugo系列

單顆效果器出貨量最少3顆。10顆95折。20顆9折(不含複合式效果器)。



品名：JTC Pro
          (NDL-5)

定價：6900

建議售價：5999
品名：MLD Bass 
Preamp+DI(NBP-5)

定價：8100

建議售價：6199
品名 : Optima Air
D.I+I.R(NAI-5)

定價 : 8100

建議售價 : 6199

單顆效果器出貨量最少3顆。10顆95折。20顆9折(不含複合式效果器)。



品名 : DUOTIME
          (NDD-6)
定價 : 5700

建議售價:4999

品名 : FIREMAN
          (NDS-5)
定價 : 4800

建議售價 : 3699

品名 : ACE of Tone
          (NOD-5)
定價 : 4800

建議售價 : 3699

單顆效果器出貨量最少3顆。10顆95折。20顆9折(不含複合式效果器)。



品名：Amp Academy
           (NGS-6)
定價：8400

建議售價：6900

品名：Tape Echo
          (NDD-7)
定價：6900

建議售價：5999

品名：Queen of Tone
          (NDO-6)
定價：5600

建議售價：4200

單顆效果器出貨量最少3顆。10顆95折。20顆9折(不含複合式效果器)。



品名 : Steel Singer  
          Drive

定價 : 1900

建議售價 : 1650
品名 : Plexi Crunch

定價 : 1900

建議售價 : 1650
品名 : XTC OD

定價 : 1900

建議售價 : 1650

復刻效果器系列

單顆效果器出貨量最少3顆。10顆95折。20顆9折(不含複合式效果器)。



品名 : Recto 
          Distortion

定價 : 1900

建議售價 : 1650
品名 :Analog Chorus

定價 : 2300

建議售價 : 1990
品名 : Analog Delay

定價 : 2300

建議售價 : 1990

單顆效果器出貨量最少3顆。10顆95折。20顆9折(不含複合式效果器)。



Deluxe系列

品名 :Drive Core       
         Deluxe
定價 : 2900

建議售價 : 2700
品名 :Boost Core     
         Deluxe
定價 : 2900

建議售價 : 2700
品名 :Komp Core
         Deluxe
定價 : 3120

建議售價 : 2900
品名 : Loop Core  
          Deluxe
定價 : 6500

建議售價 : 4990



品名：Nobels ODR-mini

定價：3700

建議售價：2850

品名：Nobels ODR-1

定價：4600

建議售價：3990

品名：BILLIONAIRE 'PRIDE OF 
TEXAS' OVERDRIVE PEDAL BY 
DANELECTRO  BP-1

定價：4920

建議售價：3200

品名：BILLIONAIRE 'BILLION 
DOLLAR BOOST' PEDAL BY 
DANELECTRO BB-1

定價：4400

建議售價：2950



配件類 NUX BUMBLE-BEE ⼤黃峰效果器板

品名 : NPB-L (含袋)

定價 : 6900 

建議售價 : 5300

備註 : 320(L)x445(M)x90(H)

品名 : NPB-M (含袋)

定價 : 5500

建議售價 : 4200

備註 : 243(L)x445(W)x90(H)

品名 : NPB-S (含袋)

定價 : 4600 

建議售價 : 3500

備註 : 243(L)x310(W)x90(H)



品名 : NMP-2切換開關

定價 : 1600

建議售價 : 1300
品名 : ACD006A

定價 : 360

建議售價 : 330
品名 : Pedal Topper
          效果器踩釘帽
定價 : 150

建議售價 :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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