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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粉笔而已！

但是，我们有我们的骄傲
品牌名称“ HAGOROMO”

刻在每个粉笔上
真诚！



优质日本HAGOROMO粉笔
与传统！
技术转让100％
(机器，技术，原材料和人员）
远销世界各地！

Since 1932

最好的老师需要最好的粉笔！

HAGOROMO



我与Hagoromo总裁建立并保持了长期稳定的可靠关
系。由于某些关键原因，例如生病和没有继任者，他
决定关闭公司。他将Hagoromo Chalk的所有机器和制
造专业知识移交给了我，该家族已经由他的家族经营
了三代（大约8年）。

因此，世宗商城能够以更低的价格制造和提供用“韩
国”制造的优质粉笔。我们现在的目标是打入海外市
场。作为拥有全球最佳技术的粉笔制造商，我们正在
发展成为美国领先的出口商之一。

当前，由于高质量和经济优势，更多的学校，私立学
院和大学使用Hagoromo Chalk。现在，韩国几乎所
有著名的讲师都只选择Hagoromo Chalk。特别是由于
“可见度高（足够清晰，生动，可以辨别颜色）”，因
此在互联网上的在线讲座中非常受欢迎。

在“最好的质量是我们自己的资产”的座右铭下，我们
将不断努力，以最好，最方便的产品来回应客户。

www.sejongmall.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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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优点！

的关键
你最好的演讲

白垩粉尘少

不要只是比较粉笔的价格！
尽管由于断裂而损失了4-5枚
粉笔，但Hagoromo Chalk仍
然完好无损。 从经济角度来
看，它的优势是其3-4倍。
现在，更多的学校和私人机构
选择了Hagoromo Chalk。

您想发表最好的演讲吗？
Hagoromo Chalk具有出色的
颜色可见度和平滑度，使学生
更加专注。
讲师的重要工具！
准备与Hagoromo Chalk进行
最好的演讲！

Hagoromo Chalk由最好的碳
酸材料制成。
通过特殊的压缩成型和干燥系
统，其颗粒较重且很少飞散，
因此它们大多掉落在黑板上的
支撑槽上。

最好的老师需要最好的粉笔！

HAGOROMO



※因为我们使用对人体无害的原材料，所以您可以放心使用
我们的产品“通过”了所有安全认证。

信任，信心
和最高的质量！

这些是我们的宝贵资产！

明智而理性的选择！
是韩国制造的 

www.sejongmall.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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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老师需要最好的粉笔！

HAGOROMO

01.	被确认为风险企业（No.20180105136）
02.	通过ISO 9001：2015认证（Q167017）
03.	逐项原产地认证的出口商认证（010-16-200200）
	 (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韩国-欧盟自由贸易区，
	 韩国-中国自由贸易区）
04.	KC质量安全认证
	 (KOLAS安全确认书，CB111H046-6001、6002）
05.	知识产权局
	 “ HAGOROMO”商标注册（No.40-1082215）
06.	残障人士确认（No.0015-2018-00496）
07.	优秀原产企业认证管理（编号KOR2016CHEM22）
08.	韩国贸易协会会员
09.	韩国文具公司会员
10.	韩国创业企业协会正式会员
11. KCCI发行标准代码的成员
12. CE标志（欧盟安全认证SGS）。
13.	“超细纤维磁铁橡皮擦”的设计专利
	 (韩国知识产权局第41-0324624号）。

认证状态

Since 1932



www.sejongmall.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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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2016.10 SISOFAOR上获得“ KBIZ总统奖”（第2016-856号）
02. 2016.11 获得“中小企业总裁表彰” 示范商人”（编号14306）
03. 2017.05 董事长致辞 KBIZ韩国中小企业联合会（No.2017-663）
04. 2017.10 SISOFAIR 2017杰出新产品竞赛，KBIZ总裁奖（＃2017-749）
05. 2017.10 纽约优秀产品奖（KHFC金奖）
06. 2017.12 本月领先的中小企业产品（一套粉笔和黑板纸，中小企业部和韩国初创企业等）
07. 2017.12 2017首尔市优秀产品品牌奖（SBC）

获奖情况

2016
2016. 02	 推出“韩国制造” Hagoromo Chalk。
2016. 05	 将我们的产品放置在领先的文具商店中，包括京瓷图书的HOTTRACKS和1300K。
2016. 07	 我们的产品出口到中国和美国。
2016. 09	 将产品出口到日本。

2017
2017. 10	 将产品放置在Alpha，梦想仓库，梦想办公室和巴博萨朗等领先的固定商店中。
2017. 11	 参加越南胡志明市国际婴儿儿童博览会。

2018
2018. 01 	 参加香港国际文具展。
2018. 01 	 参加德国法兰克福Paperworld 2018。
2018. 02 	 我们的产品出口到德国。
2018. 03 	 将产品出口到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
2018. 05 	 2018参加印度孟买G-FAIR 2018
2018. 09 	 2018被指定为阿联酋2018年贸易代表团（文具行业）的成员。

最新更新



最好的老师需要最好的粉笔！

HAGOROMO

越南婴幼儿展览会

单展

德国纸世界

NHK涵盖了Hagoromo遗产的继承
在大韩民国！

获得韩国认证！！（KC）

国内和
海外展览

2015年4月30日，NHK播出了SEJONGMALL对日本优质粉
笔“ Hagoromo”系列的特别报道，播出了约30分钟。

除了来自美国数学协会（MAA）的大约200名教授以外，
还有很多人真诚地赞扬和使用Hagoromo Chalk。



www.sejongmall.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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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touch Chalk (碳化的)
对人体健康无害，手上没有粉尘它由最好的碳酸钙制成，并获得了韩国认证。
(KC）和CE。

■	它由最优质的碳酸钙制成，重量轻，拉制非常顺滑。 颜色清晰，可见度高，使学生更加专注。 可以
很好地擦除，并且几乎不会产生粉尘。

■	细粉笔容易折断，经常被丢弃。 但是，Hagoromo Chalk又厚又长，因此从经济角度来看非常有
效。 它易于握持，并且涂层良好。 不会在手上造成粉尘。

■	由于压缩成型和特殊热处理，Hagoromo Chalk的密度很高，消耗非常缓慢。 它又厚又硬，所以非
常经济。

■	将白垩一个一个地插入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插槽中，以免损坏。

■	Hagoromo Chalk已根据日本工业标准（JIS）生产。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获得了韩国认证（KC）和
CE认证，该认证证明我们的产品没有受到韩国合格实验室的危害。 Hagoromo Chalk是安全的，并
且是质量上最好的。



最高品质的羽衣粉笔被带到大韩民国

在包装方面，1箱由72支（粉笔）组成，而1大箱（纸箱）则包含18箱。

提供白色粉笔和9种彩色粉笔（红色，黄色，蓝色，黄绿色，猩红色，橙色，紫色，绿色和棕色）。 此外，还提
供5色混合（红色，黄色，蓝色，黄绿色和橙色）和3色混合（红色，黄色和蓝色）。

就小包装而言，可提供白色包装（5个），3色混合（白色，黄色和红色）（5个）和10色混合（白色和所有彩色
粉笔）（12个）。

最好的老师需要最好的粉笔！

HAGOROMO

New York
Excellent

Products Awards

2017 Hi Seoul Award:
Innovative Brands,

stationery

‘문구부문’



将粉笔插入
发泡胶插槽一
一种避免破损。

18箱/ 1大箱（纸箱）

类型 类型
白（FC720L） 紫罗兰（FC726L）

红色（FC721L） 橙色（FC727L）
黄色（FC722L） 猩红色（FC728L）
蓝色（FC723L） 黄绿色（FC724LY）
绿色（FC724L） 5色混装（FC729L）
布朗（FC725L） 3色混装（FC729-3L）

Fulltouch Chalk涂层良好，导致
手上没有粉尘。

类型 类型
白色5pcs（FC50） 白色12pcs（FC120）

3色混合5个（FC59）
白色3个，黄色1个，红色1个

10色混合12个（FC129）
白色3pcs，9color 1pcs

www.sejongmall.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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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可乐红粉笔 全触摸

碳酸粉笔 - 小包装



在包装方面，1箱由72支（粉笔）组成，而1大箱（纸箱）则包含18箱。

它有8种类型：5色混合（72个），6色混合（72个），粉红色，黄色，蓝色，黄绿色，橙色和紫色。 在小包装
方面，提供5色混合（5个）和5色混合（20个）。

最好的老师需要最好的粉笔！

HAGOROMO

高级夜光彩色粉笔，无与伦比的视野！
New York
Excellent

Products Awards

2017 Hi Seoul Award:
Innovative Brands,

stationery

‘문구부문’



•彩色粉笔的革命！！！
•由碳酸盐材料制成，与石膏发光粉笔相比，它产生的粉笔灰尘更少。

•色彩清晰鲜艳，有效突出显示。它使学生		更加集中。

•在互联网上以多种颜色强调在线讲座非常方便。出色的色彩区分使讲座更加有效。

•即使在远处，也可以以明亮生动的方式轻松看到。它特别适用于色觉较弱（颜色识别的感觉）和近视的学生。

•如果使用粉笔夹，将更容易，更耐用。

•Hagoromo Chalk已按照日本工业标准（JIS）生产。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获得了韩国认证（KC）和CE认
证，该认证证明我们的产品没有受到韩国合格实验室的危害。 Hagoromo Chalk是安全的，并且是质量上最
好的。

•在工作场所或工厂等黑暗的地方写作业指导书或绘制安全标志时，非常有用。

•将粉笔逐一插入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插槽中，以免损坏。

www.sejongmall.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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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发光粉笔
类型 类型

粉红（FK721L） 5色混装（FK729L）
黄色（FK722L） 6色混装（FK729-6L）
蓝色（FK723L） 5色混合5个

（FK59L）黄绿色（FK724LY）
橙色（FK727L） 5色混合20pcs

（FK209L）紫罗兰（FK726L）
18箱/ 1大箱（纸箱）



配件使Hagoromo Chalk更引人注目！

附件

粉笔夹盒
•粉笔架盒是存放粉笔架的盒。 因为从一个班级转移到另一个班级时很难携带多个支架，所以我们要求设计公司

和韩国一家木材专业制造公司使用机器切割后手工制作。

•由于其表面涂有紫外线，因此耐水，并且将海绵插入内部时可以防震。

•它有一个额外的空间，以便可以将仍插入粉笔的笔夹放入盒中。

•盖板上有间隙，因此可以平滑打开，并且由于后端固定而不会被拉出，因此盖板不会滑落。 但是，将其推入约
10厘米时会有间隙，因此可以拉出盖子并将其完全分开。

粉笔盒
•容量为6pcs / 5pcs / 10pcs（粉笔）。
•海绵垫和时间表； 容易挑选粉笔。

类型 类型
粉笔盒[6EA]（CC06）

粉笔盒[10EA]（CC10）
粉笔盒[5EA]（CC05）

类型 类型
手提箱（6EA）（HC-6） 手提箱（5EA）（HC-5）

最好的老师需要最好的粉笔！

HAGOROMO



粉笔架
•敲击背面的按钮时粉笔会掉出的敲击型（锋利的铅笔型）（如果在空中按下按钮，粉笔会跳出来。将粉笔架放

在您的黑板前面 按下按钮之前，请握住手掌。）

•有盖，方便携带，口袋不会乱七八糟。

•您可以将其粘贴在黑板上，因为它的盖子上有磁性，因此不会在粉笔架上沾上粉笔粉。

•您可以使用粉笔直到它变小。 这是经济的，因为它可以防止粉笔掉落。

•适用于截面直径为1.1cm〜1.2cm的粉笔（适用于Hogoromo，Fulltouch和新宝等所有产品）。 但是，我们没
有大型碳酸粉笔的支架。

•对于截面直径小于1.1cm的粉笔不是很好。

粉笔夹：自动铅笔型； 能够容纳各种类型的粉笔粉笔夹盒
- 手工制作的优质白桦树
- 防紫外线涂层

粉笔盒：海绵垫，可附时间表

类型 类型

粉红（CH12P） 蓝帽（CH12BC）

黄色（CH12Y） 粉红帽（CH12PC）

蓝色（CH12B） 黄帽（CH12YC）

绿色（CH12G） 橙盖（CH12OC）

白色（CH12W） 绿帽（CH12GC）

www.sejongmall.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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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goromo的专利产品。 磁性黑板擦和各种黑板擦！

橡皮

水黑板擦
•它由优质木材制成，外观精致。

•由于喷雾器和手柄是一体式制造的，因此当您无法轻松擦拭黑板时，如果稍微按一下喷雾按钮以喷水，则可以
非常干净地擦拭黑板而不会吹起灰尘。

•当您使用水粉笔时，您无需用一只手繁重地擦去黑板，而用一只手又用橡皮擦。

•由于使用了超细纤维垫，因此不会产生大量灰尘，并且可以非常顺畅，干净地擦拭黑板。

•使用后最好清洗并干燥垫子。

•由于您只能另外购买一个垫子，因此可以长期经济地使用它。

•支架上有很强的磁性，您可以将其放入水黑板擦中，也可以将其粘贴在黑板上的任何位置。而且在两侧还可以
放置两个粉笔架。

•沿顺时针方向旋转圆形盖后，可以倒水。装满后，您可以通过逆时针旋转将其锁定。

最好的老师需要最好的粉笔！

HAGOROMO

类型 类型
水黑板擦（WR100） 水黑板擦垫（WRP）

尺寸：135X60X190（单位/毫米）



黑板擦
•它由轻巧易擦的优质材料制成。 它的设计目的是从手柄的后部排出压缩空气，因此几乎可以消除粉笔粉尘，并

且擦除效果非常好。

•它由干净且坚韧的聚乙烯组成，支撑着柔软的海绵垫。

•时尚且易于抓握的设计。

•螺钉组装，易于处置。

•比其他传统黑板更耐用并持续2-3倍。
	 这对学生的健康也有好处，因为它会产生粉笔粉尘少。

水黑板擦：它不仅可以擦除普通粉笔，而且可以很好地擦除水粉笔
黑板擦：轻巧易擦，采用最佳材料制成
超细纤维磁性全方位橡皮擦
-完全贴在黑板上。 -可用于所有类型的黑板。
-使用优质的超细纤维垫进行水洗

www.sejongmall.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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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goromo超细纤维磁性全方位橡皮擦
SEJONGMALL制造的最好的全板擦，弥补了其他黑板擦的不足。

•适用于所有类型的黑板，例如石膏，碳粉笔黑板，水粉笔黑板，水粉笔黑板和白板。

类型 尺寸（cm）
黑板擦（S）（R100） 40X53X120
黑板擦（M）（R500） 50X72X165
黑板擦（L）（R600） 55X72X303

（单位/毫米）



世宗商城BB双面黑板和高品质木制陈列画架！

黑板

最好的老师需要最好的粉笔！

HAGOROMO



世宗商城：木制展示架（黑板用）
•它由优质木材制成，外观精致。

•稳定的H形腿。

•较大的型号在中央有抽屉。

•较大的模型需要客户组装（随附组装图）。

•放置的最大长度（例如，黑板或图画书）：小型型号为30cm，中型型号为50cm，大型型号为80cm。

•非常适合放置咖啡馆或餐厅的菜单。

•非常适合放置我们的双面黑板，并让孩子们练习在其上书写和绘图。

BB双面黑板
•一种超高质量的钢质黑板，您可以在其两侧用碳基或石膏基粉

笔书写。

•一侧为绿色，另一侧为黑色。

•绿色面是比利时制造的特级瓷质黑板（黑色面是韩国制造）。

•框架由塑料制成，有绿色或粉红色。

•您可以用普通的毛毡黑板擦或湿布清洁它。

•非常适合与我们的木制画架，超细纤维磁铁黑板擦和粉笔夹一
起使用，以最大程度地提高便利性。

•中小型型号带有塑料支架（绿色，粉红色），用于展示黑板。

www.sejongmall.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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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尺寸（cm）
木质陈列架（大）（WE500） 45X45X130
木质陈列架（中）（WE300） 30X35X80
木质陈列架（小）（WE100） 15X15X45

*黑板另售

类型 尺寸（cm）
大号[绿色支架/粉红色支架]

（BB500G / BB500P） 58X42

中[绿色支架/粉红色支架]
（BB300G / BB300P） 42X30

小[绿色支架/粉红色支架]
（BB100G / BB100P） 30X21



总部：韩国京畿道抱川市永北面厚国路3498-15，[邮编：11109]
T. +82-31-532-2325   FAX. +82-31-534-2325

www.sejongmall.co.kr

“最好的老师需要最好的粉笔！”
每月将收集您购买的百分之一并将其捐赠给弱势儿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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