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傳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23943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311號
電話：02 8677 3888
傳真：02 8677 3886
郵件：service@c-chair.com.tw
網站：www.c-chair.com.tw

本公司基於不斷研究改良產品的原則，

保有修改產品材質與規格的權利。

本目錄之圖片印刷與實品略有差異，

以實際出貨為準。

本目錄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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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目錄產品已投保產品責任保險，

投保內容為每一個人身體傷害300萬元。

保險期間內之累計保險金額3000萬元。

保單號碼 08-8507PDT0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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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Chairs主管椅總裁型

AMseries

產品型號  #AM01SGA
產品名稱  雅蒙高背線控網椅
外形尺寸  W66D66H116-129
人因尺寸  W49D46H42-50
建議售價  $23,380

1.頭枕：黑色牛皮，可調整上下高度5公分及角度
2.網布：黑色高韌性特級網布
3.背框：塑鋼射出成形，可以前後調整
4.腰靠：腰墊可以上下調整
5.坐墊：進口超高韌性網布，可以前後調整深度
6.扶手：6段式電鍍升降手。可以上下、左右角度調整
7.機構：線控同步式後仰，附4段鎖定安全裝置
8.升降：電鍍氣壓棒，行程8公分縮6
9.椅腳：鋁合金五爪腳，半徑35公分
10.椅輪：電鍍PU輪，直徑6公分

產品型號 #AM01SGCA
產品名稱 雅蒙牛皮線控網椅
外形尺寸 W66D66H116-129
人因尺寸 W49D46H44-50
建議售價 $25,580

＊坐墊：黑色牛皮

特色說明：
尊爵。質感。紓壓

＋頭枕可調高低5公分 
＋椅背可向前調整
＋腰靠可上下調整高度
＋坐墊可前後調整
＋扶手可上下及左右角度調整
＋右手附線控式氣壓棒調整裝置
＋左手附線控式後仰鎖定裝置

ARseries

產品型號  #AR01SGA
產品名稱  雅諾特級高背網椅
外形尺寸  W66D60H115-128
人因尺寸  W50D48H40-48
建議售價  $9,980

1.頭枕：可調整上下高度5公分及角度
2.網布：黑色高韌性特級網布
3.椅背：腰墊可上下及前後調整
4.坐墊：高密度PU發泡成形
5.曲木：塑鋼一體成形內外板
6.扶手：升降式扶手，配PU軟墊
7.機構：4段鎖定同步式後仰，附安全防反彈裝置
8.升降：電鍍氣壓棒，行程8公分縮6
9.椅腳：鋁合金五爪腳，半徑35公分
10.椅輪：電鍍PU輪，直徑6公分

產品型號  #AR02SGA
產品名稱  雅諾特級低背網椅
外形尺寸  W66D60H98-106
人因尺寸  W50D48H40-48
建議售價  $9,480

特色說明：
厚實。氣派。現代。穩重
 
＋腰墊可上下及前後調整
＋升降式扶手，配PU軟墊
＋4段鎖定同步式後仰機構
＋鋁合金拋光五爪椅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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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Chairs主管椅總裁型

AJseries

產品型號  #AJ01SG
產品名稱  艾杰高背主管椅
外形尺寸  W65D60H112-127
人因尺寸  W50D45H40-50
建議售價  $7,980 

1.頭枕：可調整上下高度5公分及角度
2.網布：暗紅色編織網布
3.背框：白色塑鋼射出成形，腰墊可調高低
4.坐墊：高密度PU發泡成形
5.扶手：3D白色升降扶手，上下、前後、角度可調
6.機構：4段鎖定同步式後仰，附安全防反彈裝置
7.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縮8
8.椅腳：尼龍加纖高叉腳，半徑35公分 
 
價格說明：
＊選色＋$600元

產品型號   #AJ02SG
產品名稱   艾杰低背主管椅
外形尺寸   W65D60H94-104
人因尺寸   W50D45H40-50
建議售價   $7,580
#AJ03SG  $6,180 
 
價格說明：
＊選色＋$600元 

特色說明：
典雅。明亮。舒適。品味

＋白色升降扶手可調7公分
＋白色背框配黑色支架
＋腰墊可調整高低
＋4段鎖定同步式後仰機構

AXseries

產品型號  #AX01SG
產品名稱  艾克高背全網椅
外形尺寸  W62D59H114-129
人因尺寸  W47D41H41-51
建議售價  $6,380

1.頭枕：可調整上下高度5公分
2.網布：黑色高韌性特級網布
3.背框：PP塑鋼射出成形，腰墊可調高低
4.坐墊：黑色高韌性特級網布
5.扶手：鋼骨升降扶手，配PU軟墊
6.機構：3段鎖定同步式後仰，附安全防反彈裝置
7.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縮8
8.椅腳：尼龍加纖高叉腳，半徑35公分

產品型號  #AX02SG
產品名稱  艾克低背全網椅
外形尺寸  W62D59H92-102
人因尺寸  W47D41H41-51
建議售價  $5,880

特色說明：
多功能。簡潔。現代。舒適

＋背座皆為黑色高韌性特級網布
＋鋼骨升降扶手，配PU軟墊
＋3段鎖定同步式後仰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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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Chairs主管椅總裁型

AVseries
產品型號  #AV01SG
產品名稱  艾維高背網椅
外形尺寸  W60D65H110-118
人因尺寸  W48D47H41-49
建議售價  $5,980 

1.布料：藍洞網布CD-237/三明治布黑TW-11
2.頭枕：可以調整角度
3.椅背：塑鋼射出成形框架，藍色透氣網布
4.腰墊：可上下及前後調整
5.坐墊：高密度PU發泡成形
6.曲木：一體成形曲木板，厚11mm
7.扶手：PU軟墊6段式升降扶手
8.機構：4段鎖定同步式後仰，附安全防反彈裝置
9.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8公分縮4
10.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5公分

產品型號  #AV02SG
產品名稱  艾維扶手網椅
外形尺寸  W60D65H91-99
人因尺寸  W48D47H41-49
建議售價  $5,380

＊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2公分

特色說明：
多功能。高雅。現代。舒適

＋頭枕、坐墊布料可選，椅背網布顏色可選
＋腰墊可上下及前後調整
＋PU軟墊6段式升降扶手，柔軟舒適
＋4段鎖定同步式後仰機構，附安全防反彈裝置

AVseries

產品型號  #AV03SG
產品名稱  艾維低背網椅
外形尺寸  W48D65H91-99
人因尺寸  W48D47H41-49
建議售價  $4,780

＊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2公分

產品型號  #AV06
產品名稱  艾維網背洽談椅
外形尺寸  W60D62H88
人因尺寸  W59D47H45
建議售價  $4,280 

1.布料：黑洞網布CD-111/三明治布黑TW-11
2.椅背：塑鋼射出成形框架
3.坐墊：高密度PU發泡成形。一體成形曲木板，厚11mm
4.扶手：PP塑鋼射出成形
5.腳架：鋼管彎製而成，表面鍍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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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Chairs主管椅總裁型

HKseriesHCseries

產品型號      #HC01KV 
產品名稱      荷西高背黑透氣皮椅
外形尺寸      W63D66H115-123
人因尺寸      W51D48H44-52
建議售價      $6,400
黑半牛皮椅  $9,000
黑全牛皮椅  $12,800 
 
1.布料：高彈性透氣皮
2.泡棉：高密度泡棉，厚度達6公分
3.曲木：一體成形六層曲木板，厚11mm
4.扶手：PP塑鋼射出成形，表面包覆泡棉及透氣皮
5.機構：前置式後仰氣壓，可調整彈性，一段鎖定
6.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8公分縮4
7.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5公分

產品型號      #HC02KV
產品名稱      漢克中背黑透氣皮椅
外形尺寸      W62D65H92-100
人因尺寸      W48D47H44-52
建議售價      $6,200
黑半牛皮椅  $9,000
黑全牛皮椅  $12,000 

特色說明：
古典。舒適。豪華。雅緻
 
＋表面為高彈性透氣皮
＋高密度泡棉，柔軟舒適
＋扶手表面再包覆一層海綿及皮面，柔軟舒適
＋彈簧鋼前置式後仰氣壓機構

產品型號      #HK01KV
產品名稱      漢克高背黑透氣皮椅
外形尺寸      W62D73H111-119
人因尺寸      W48D47H44-52
建議售價      $6,900
黑半牛皮椅  $10,200
黑全牛皮椅  $13,600

1.布料：高彈性透氣皮
2.泡棉：高密度泡棉，厚度達6公分
3.曲木：內外雙層曲木板，內板厚6mm，外板厚11mm
4.扶手：PU發泡一體成形，表面包覆泡棉及透氣皮
5.機構：前置式後仰氣壓，可調整彈性，一段鎖定
6.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8公分縮4
7.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5公分

產品型號      #HK02KV
產品名稱      漢克中背黑透氣皮椅
外形尺寸      W62D65H92-100
人因尺寸      W48D47H44-52
建議售價      $6,600
黑半牛皮椅  $9,600
黑全牛皮椅  $12,600

特色說明：
古典。舒適。豪華。雅緻

＋表面為高彈性透氣皮
＋高密度泡棉，柔軟舒適
＋扶手表面再包覆一層海綿及皮面，柔軟舒適
＋彈簧鋼前置式後仰氣壓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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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Chairs主管椅總裁型

HMseries

產品型號      #HM01KV
產品名稱      荷馬高背黑透氣皮椅
外形尺寸      W62D77H113-121
人因尺寸      W48D50H49-57
建議售價      $8,400
黑半牛皮椅  $11,700
黑全牛皮椅  $16,900

1.布料：高彈性透氣皮
2.泡棉：高密度泡棉，厚度達8公分
3.曲木：內外雙層曲木板，內板厚6mm，外板厚11mm
4.扶手：PU發泡一體成形，表面包覆泡棉及透氣皮
5.機構：前置式後仰氣壓，可調整彈性，一段鎖定
6.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8公分縮4
7.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5公分

產品型號      #HM02KV
產品名稱      荷馬中背黑透氣皮椅
外形尺寸      W62D70H96-104
人因尺寸      W48D50H49-57
建議售價      $7,700
黑半牛皮椅  $10,200
黑全牛皮椅  $15,800

特色說明：
古典。舒適。豪華。氣派

＋表面為高彈性透氣皮，可選牛皮
＋高密度泡棉，柔軟舒適
＋扶手表面再包覆一層海綿及皮面，柔軟舒適
＋彈簧鋼前置式後仰氣壓機構

HR / HPseries

產品型號      #HR01KVA
產品名稱      哈里高背黑透氣皮椅
外形尺寸      W76D70H129-137
人因尺寸      W52D49H45-53
建議售價      $11,900

1.布料：高彈性透氣皮
2.泡棉：高密度泡棉，厚度達12公分
3.曲木：一體成形六層曲木板，厚11mm
4.扶手：PU發泡一體成形，表面包覆泡棉及透氣皮
5.機構：前置式後仰氣壓，可調整彈性，一段鎖定
6.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8公分縮4
7.椅腳：鋁合金腳，半徑35公分

＋表面為高彈性透氣皮
＋高密度泡棉，柔軟舒適
＋彈簧鋼前置式後仰氣壓機構

產品型號  #HP01KV
產品名稱  惠普高背黑透氣皮椅
外形尺寸  W68D70H115-123
人因尺寸  W52D49H45-53
建議售價  $6,300

1.布料：高彈性透氣皮
2.泡棉：高密度泡棉
3.曲木：一體成形六層曲木板，厚11mm
4.扶手：PU發泡一體成形，表面包覆泡棉及透氣皮
5.機構：前置式後仰氣壓，可調整彈性，一段鎖定
6.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8公分縮4
7.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5公分

產品型號  #HP02KV
產品名稱  惠普中背黑透氣皮椅
外形尺寸  W6869DH98-106
人因尺寸  W51D49H45-53
建議售價  $5,900

特色說明：
古典。舒適。豪華。氣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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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G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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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工學椅 Ergonomic Chairs

JMseriesBEseries
產品型號  #BE01SGA
產品名稱  本澤馬人體工學椅
外形尺寸  W70D65H122-135
人因尺寸  W49D48H44-52
建議售價  $19,980 

1.頭枕：黑色高韌性特級網布，可調整上下高度及角度
2.網布：黑色高韌性特級網布
3.背框：塑鋼射出成形，可調整高低
4.腰靠：塑鋼射出成形，可前後調整
5.坐墊：黑色高韌性特級網布，可前後調整深度
6.扶手：3D電鍍升降手，可上下、左右角度調整
7.機構：線控同步式後仰，附4段鎖定安全裝置
8.升降：電鍍氣壓棒，行程8公分縮6
9.椅腳：鋁合金五爪腳，半徑35公分
10.椅輪：電鍍PU輪，直徑6公分 
 
特色說明：
高貴。豪華。大氣

產品型號  #JM01SGA
產品名稱  吉米高背線控網椅 
外形尺寸  W66*D68*H117-130 
人因尺寸  W49*D46*H43-51
建議售價  $19,000 

1.頭枕：黑色高韌性特級網布，可調整上下高度5公分及角度
2.網布：黑色高韌性特級網布
3.背框：塑鋼射出成形，可以前後調整
4.腰靠：腰墊可以上下調整
5.坐墊：進口超高韌性網布，可以前後調整深度
6.扶手：6段式電鍍升降手。可以上下、左右角度調整
7.機構：線控同步式後仰，附4段鎖定安全裝置
8.升降：電鍍氣壓棒，行程8公分縮6
9.椅腳：鋁合金五爪腳，半徑35公分
10.椅輪：電鍍PU輪，直徑6公分

產品型號 #BE05
產品名稱 本澤馬腳墊
外形尺寸 W46D25H38
人因尺寸 W46D25H38
建議售價 $2,380 

1.網布：黑色高韌性特級網布
2.腳架：尼龍射出三爪腳
2.腳架：半徑27公分，限重45公斤

產品型號  #JM02SGA
產品名稱  吉米高背線控網椅 
外形尺寸  W66*D68*H99-107
人因尺寸  W49*D46*H43-51
建議售價  $18,400 

特色說明：
高貴。豪華。大氣

1 2 43

4.背部可上下調整高度1.頭枕可上下高度調整 2.頭枕可調整角度 3.扶手可上下高度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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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工學椅 Ergonomic Chairs

產品型號  #BL01SG
產品名稱  比利高背網椅
外形尺寸  W61D58H111-126
人因尺寸  W48D42H41-51
建議售價  $5,980

1.布料：高韌性特級網布，鯊魚網藍CS-02B
2.頭枕：可調整上下高度可調5公分，角度可調
3.椅背：藍色高韌性特級網布
4.腰墊：可上下調整
5.坐墊：藍色高韌性特級網布
6.扶手：PU軟墊6段式升降扶手，扶手墊可前後移動 
7.機構：3段鎖定同步式後仰，附安全防反彈裝置
8.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縮8
9.椅腳：尼龍加纖高叉腳，半徑35公分

產品型號  #BL02SG
產品名稱  比利扶手網椅
外形尺寸  W61D54H90-100
人因尺寸  W48D42H41-51
建議售價  $5,580

＊椅腳：尼龍加纖高叉腳，半徑32公分

特色說明：
多功能。高雅。現代。舒適。透氣

＋頭枕、椅背、坐墊網布顏色可選
＋泡棉頭枕 
＋腰墊可上下調整
＋PU軟墊6段式升降扶手，扶手墊可前後移動 
＋網框座墊，透氣舒適，不悶熱
＋3段鎖定同步式後仰機構，附安全防反彈裝置

產品型號  #BL03SG
產品名稱  比利低背網椅
外形尺寸  W48D54H90-100
人因尺寸  W48D42H41-51
建議售價  $4,780

＊椅腳：尼龍加纖高叉腳，半徑32公分

BLseriesATseries

產品型號  #AT02SG
產品名稱  奧斯頓中背主管椅
外形尺寸  W66*D68*H94-102
人因尺寸  W49*D46*H42-50
建議售價  $10,400 

1.布料：黑色高韌性特級網布
2.頭枕：透氣網框，上下可調公分，角度可調
3.背框：塑鋼射出成型
4.坐墊：進口超高韌性網布，可以前後調整深度
5.扶手：PU軟墊4D扶手，可任意升降，行程7公分
6.機構：4段鎖定同步式後仰，附安全防反彈裝置
7.氣壓：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8公分縮6
8.椅腳：尼龍加纖高叉腳，半徑35公分

產品型號  #AT01SG
產品名稱  奧斯頓高背主管椅
外形尺寸  W66*D68*H112-120
人因尺寸  W49*D46*H42-50
建議售價  $11,600 

1.布料：黑色高韌性特級網布
2.頭枕：透氣網框，上下可調公分，角度可調
3.背框：塑鋼射出成型
4.坐墊：進口超高韌性網布，可以前後調整深度
5.扶手：PU軟墊4D扶手，可任意升降，行程7公分
6.機構：4段鎖定同步式後仰，附安全防反彈裝置
7.氣壓：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8公分縮6
8.椅腳：尼龍加纖高叉腳，半徑35公分 
 
特色說明：
高貴。豪華。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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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工學椅 Ergonomic Chairs

產品型號  #BV01SG
產品名稱  畢維斯高背網椅
外形尺寸  W65*D63*H109-123
人因尺寸  W50*D46*H41-51
建議售價  $5,780

1.布料：椅背鎏金藍尼龍網CG-96A/三明治布黑TW-11 
2.頭枕：透氣網布，上下可調6公分
3.背框：PA塑鋼射出成形，腰墊上下可調6公分
4.坐墊：高密度PU發泡成形
5.扶手：PU軟墊9段式升降扶手
6.機構：3段鎖定同步式後仰，附安全防反彈裝置
7.氣壓：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縮8
8.椅腳：尼龍加纖高叉腳，半徑35公分

產品型號  #BV02SG
產品名稱  畢維斯扶手網椅
外形尺寸  W65*D63*H90-100
人因尺寸  W50*D46*H41-51
建議售價  $5,580

＊椅腳：尼龍加纖高叉腳，半徑32公分

特色說明： 
簡約。舒適

＋頭枕、椅背、坐墊網布顏色可選 
＋透氣網枕
＋腰墊可上下調整，背框有銀色裝飾
＋PU軟墊9段式升降扶手，柔軟舒適
＋泡棉座墊
＋3段鎖定同步式後仰機構，附安全防反彈裝置

產品型號  #BV03SG
產品名稱  畢維斯網椅
外形尺寸  W50*D65*H90-100
人因尺寸  W50*D46*H41-51
建議售價  $4,780

＊椅腳：尼龍加纖高叉腳，半徑32公分

BVseriesBSseries
產品型號  #BS01SG
產品名稱  班森主管網椅
外形尺寸  W65*D57*H109-126
人因尺寸  W49*D43*H41-51
建議售價  $7,980

1.布料：椅背鎏金紅尼龍網CG-900，座墊彈性布黑
2.頭枕：透氣網框，上下可調5公分，角度可調
3.背框：PA塑鋼射出成形
4.坐墊：高密度PU發泡一體成形
5.扶手：PU軟墊6段式升降扶手，柔軟舒適
6.機構：自載重4段鎖定底盤，可依乘坐者體重自動調整底盤 
 鬆緊度，附安全防反彈裝置。適用40~100公斤使用者
7.氣壓：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縮8
8.椅腳：尼龍加纖高叉腳，半徑35公分

產品型號  #BS02SG
產品名稱  班森主管扶手網椅
外形尺寸  W65*D57*H92-102
人因尺寸  W49*D43*H41-51
建議售價  $6,580

*椅腳：尼龍加纖高叉腳，半徑32公分

產品型號  #BS03SG
產品名稱  班森主管網椅
外形尺寸  W65*D57*H92-102
人因尺寸  W49*D43*H41-51
建議售價  $5,380

*椅腳：尼龍加纖高叉腳，半徑32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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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工學椅 Ergonomic Chairs

產品型號  #GD01SG
產品名稱  戈登高背辦公椅
外形尺寸  W65*D61*H104-124
人因尺寸  W49*D41*H41-49  
建議售價  $5,380

1.布料：立體網C3D-2003抹茶綠，座墊彈性布黑
2.頭枕：可調整上下高度10公分
3.背框：PA塑鋼射出成形，腰墊上下可調6公分
4.腰墊：可上下調整
5.坐墊：高密度PU發泡成形
6.扶手：PU軟墊9段式升降扶手，柔軟舒適
7.機構：3段鎖定同步式後仰，附安全防反彈裝置
8.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縮8
9.椅腳：尼龍加纖高叉腳，半徑35公分

產品型號  #GD02SG
產品名稱  戈登扶手辦公椅
外形尺寸  W62*D57*H90-100
人因尺寸  W49*D41*H41-49  
建議售價  $4,480

＊椅腳：尼龍加纖高叉腳，半徑32公分

特色說明：
多功能。現代。舒適 

＋頭枕、椅背、坐墊網布顏色可選
＋腰墊可上下調整
＋PU軟墊9段式升降扶手，柔軟舒適
＋3段鎖定同步式後仰機構，附安全防反彈裝置

產品型號  #GD03SG
產品名稱  戈登網背辦公椅
外形尺寸  W49*D57*H90-100
人因尺寸  W49*D41*H41-49  
建議售價  $3,580

＊椅腳：尼龍加纖高叉腳，半徑32公分

產品型號  #GV01SGA
產品名稱  格羅福高背主管網椅
外形尺寸  W66*D58*H110-124
人因尺寸  W50*D45*H39-47 
建議售價  $6,980

1.布料：立體網C3D-2011孔雀藍，座墊彈性布黑
2.頭枕：可調整上下高度6公分
3.背框：尼龍加纖射出成形，透氣舒適，堅固耐用
4.腰墊：可上下調整
5.坐墊：高密度PU發泡成形
6.曲木：一體成形曲木板，厚11mm；下方鎖塑鋼膠殼
7.扶手：PU軟墊6段式升降扶手，柔軟舒適
8.機構：自載重4段鎖定底盤，可依乘坐者體重自動調整底盤  
 鬆緊度，附安全防反彈裝置。適用40~100公斤使用者
9.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8公分縮4
10.椅腳：鋁合金五爪腳，半徑35公分

產品型號  #GV02SGA
產品名稱  格羅福中背扶手網椅
外形尺寸  W64*D57*H94-102
人因尺寸  W50*D45*H39-47 
建議售價  $6,180

＊椅腳：鋁合金五爪腳，半徑32公分

特色說明：
多功能。現代。舒適

＋頭枕、椅背、坐墊網布顏色可選
＋腰墊可上下調整
＋PU軟墊6段式升降扶手，柔軟舒適
＋自載重4段鎖定底盤，可依乘坐者體重自行調整底盤鬆緊度   
＋附安全防反彈裝置。適用40~100公斤使用者

產品型號  #GV03SGA
產品名稱  格羅福中背網椅
外形尺寸  W64*D57*H94-102
人因尺寸  W50*D45*H39-47 
建議售價  $4,980

＊椅腳：鋁合金五爪腳，半徑32公分

GVseriesGD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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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工學椅 Ergonomic Chairs

KMseries
產品型號  #KM01STG
產品名稱  凱米高背網椅
外形尺寸  W62D60H105-127
人因尺寸  W50D42H39-49
建議售價  $4,980

1.布料：藍洞網布CD-237/三明治布黑TW-11
2.頭枕：上下可調12公分，角度可調
3.椅背：塑鋼射出成形框架
4.腰墊：上下可調6公分
5.坐墊：高密度PU發泡成形
6.曲木：一體成形曲木板，厚11mm
7.扶手：PU軟墊9段式升降扶手
8.機構：同步式後仰，可調整彈性，一段鎖定
9.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縮8
10.椅腳：尼龍加纖高叉椅腳，半徑35公分

產品型號  #KM02STG
產品名稱  凱米扶手網椅
外形尺寸  W62D58H90-100
人因尺寸  W50D42H39-49
建議售價  $4,180

＊椅腳：尼龍加纖高叉椅腳，半徑32公分

特色說明：
曲線。雅緻。多功能

＋頭枕上下高度可調12公分

產品型號  #KM03STG
產品名稱  凱米低背網椅
外形尺寸  W50D58H90-100
人因尺寸  W50D42H39-49
建議售價  $3,280

＊椅腳：尼龍加纖高叉椅腳，半徑32公分

LKseries
產品型號  #LK01SGH
產品名稱  莉凱高背辦公網椅
外形尺寸  W62*D56*H107-127
人因尺寸  W48*D43*H42-50
建議售價  $5,980

1.布料：立體網C3D-2011孔雀藍
2.頭枕：上下可調12公分，角度可調
3.背框：PA塑鋼射出成形，腰墊可調高低
4.坐墊：高密度PU發泡一體成形
5.扶手：黑色PU軟墊，6段式升降扶手白色
6.機構：同步式後仰3段鎖定底盤，附安全防反彈裝置
7.氣壓：電鍍氣壓棒，行程8公分縮3
8.椅腳：鐵電鍍高叉五爪腳，半徑33公分

產品型號  #LK02SGH
產品名稱  莉凱中背扶手辦公網椅
外形尺寸  W62*D56*H91-99
人因尺寸  W48*D43*H42-50
建議售價  $5,380

*椅腳：鐵電鍍高叉五爪腳，半徑33公分

特色說明：
典雅。明亮。獨特。品味

＋白色升降扶手可調6段式
＋時尚鐵電鍍高叉五爪腳，質感大方

產品型號  #LK03SGH
產品名稱  莉凱中背辦公網椅
外形尺寸  W48*D56*H91-99
人因尺寸  W48*D43*H42-50
建議售價  $3,980

*椅腳：鐵電鍍高叉五爪腳，半徑33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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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型號   #VS02SG
產品名稱   維斯塔扶手網椅
外形尺寸   W58D54H87-99
人因尺寸   W48D40H43-55
建議售價   專案價 
#VS03SG  專案價

1.布料：立體網C3D-2000松露黑/VS-206蘋果紅 
2.背框：黑色塑鋼射出成形 
3.座墊：VS-206蘋果紅
4.扶手：黑色升降扶手，塑鋼射出成形
5.機構：4段鎖定同步式後仰機構，附安全防反彈裝置
6.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2公分縮7
7.椅腳：尼龍加纖高叉腳，半徑32公分

產品型號    #VN02SG
產品名稱    福恩扶手網椅
外形尺寸    W58D54H87-99
人因尺寸    W48D40H43-55
建議售價    專案價 
#VN03SG  專案價

1.布料：立體網C3D-2001銀絲灰/VN-103土耳其藍
2.背框：黑色塑鋼射出成形
3.座墊：VN-103土耳其藍
4.扶手：黑色升降扶手，塑鋼射出成形
5.機構：4段鎖定同步式後仰機構，附安全防反彈裝置
6.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2公分縮7
7.椅腳：尼龍加纖高叉腳，半徑32公分

*椅背下方可放置名牌標示，附透明ABS保護片

VSseriesVNseries

C3D-2000 松露黑C3D-2000 松露黑

Back Mesh 背網布 Back Mesh 背網布 

Seat Farbic 座網布 Seat Farbic 座網布 

VS-201 松露黑VN-101 隕石黑 VS-202 卡其灰VN-102 石灰灰 VS-203 森林綠VN-103 土耳其藍 VS-204 橄欖米VN-104 橄欖綠 VS-205 水波藍VN-105 金盞紅

C3D-2020 卡其灰

( 以下背座布料只適用於VS系列款式 )( 以下背座布料只適用於VN系列款式 )

C3D-2020 卡其灰 C3D-2001 銀絲灰C3D-2001 銀絲灰 C3D-2002 橄欖米C3D-2002 橄欖米 C3D-2005 水波藍C3D-2005 水波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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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h Chairs辦公網椅

產品型號  #KL03STG
產品名稱  凱莉低背網椅
外形尺寸  W50D64H86-100
人因尺寸  W50D48H39-49
建議售價  $4,800

＊椅腳：尼龍加纖高叉腳，半徑32公分

KLseries
產品型號  #KL01STG
產品名稱  凱莉高背網椅
外形尺寸  W63D64H106-126
人因尺寸  W50D48H39-49
建議售價  $6,000

1.布料：橘色編織網布 
2.頭枕：高密度泡棉面覆布料。可調整上下高度及角度
3.椅背：塑鋼射出成形框架，可上下4段調整，面覆編織網布
4.坐墊：高密度PU發泡成形
5.曲木：一體成形曲木板，厚11mm
6.扶手：PP塑鋼扶手加PU軟墊
7.機構：同步式後仰，可調整彈性，一段鎖定
8.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縮8
9.椅腳：尼龍加纖高叉腳，半徑35公分 
 
價格說明：
＊選色＋$600元

產品型號  #KL02STG
產品名稱  凱莉扶手網椅
外形尺寸  W63D64H86-100
人因尺寸  W50D48H39-49
建議售價  $5,400

＊椅腳：尼龍加纖高叉腳，半徑32公分

特色說明：
曲線。雅緻。多功能

＋椅背可以上下4段4公分調整
＋PP塑鋼加PU軟墊扶手
＋同步式後仰機構

產品型號  #KV02STG
產品名稱  凱文扶手網椅
外形尺寸  W66D55H87-97
人因尺寸  W49D42H40-50
建議售價  $4,800

1.椅背：塑鋼射出成形框架，面覆綠色編織網布
2.坐墊：高密度PU發泡成形
3.曲木：一體成形曲木板，厚11mm
4.扶手：PP塑鋼扶手加PU軟墊
5.機構：同步式後仰，可調整彈性，一段鎖定
6.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縮8
7.椅腳：尼龍加纖高叉腳，半徑32公分

價格說明：
＊選色＋$600元

產品型號  #KV03STG
產品名稱  凱文低背網椅
外形尺寸  W49D55H87-97
人因尺寸  W49D42H40-50
建議售價  $4,200

特色說明：
雅致。有型。品味。柔和

＋網布包覆塑鋼背框
＋PP塑鋼加PU軟墊扶手
＋同步式後仰機構

KV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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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h Chairs辦公網椅

LGseries
產品型號  #LG02TG
產品名稱  樂金扶手網椅
外形尺寸  W59D57H85-95
人因尺寸  W50D44H42-52
建議售價  $2,380

1.布料：綠洞網布CD-8A3/三明治布黑TW-11
2.背框：PP塑鋼射出成形，有腰靠
3.坐墊：高密度PU發泡成形
4.扶手：PP塑鋼射出成形
5.機構：中置式後仰機構
6.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縮2
7.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0公分

特色說明： 
實用。造型。曲線。活潑

LHseries
產品型號  #LH02TG
產品名稱  樂活扶手塑鋼網椅
外形尺寸  W54D56H81-91
人因尺寸  W50D44H41-51
建議售價  $2,680

1.布料：三明治布黑TW-11
2.背框：PP塑鋼射出成形
3.坐墊：高密度PU發泡成形
4.扶手：可向上收合PP手
5.機構：中置式後仰機構
6.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縮8
7.椅腳：尼龍加纖高叉腳，半徑32公分

特色說明：  
樂活。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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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h Chairs辦公網椅

LIseries
產品型號  #LI01STG
產品名稱  莉莉高背主管網椅
外形尺寸  W62D56H105-115
人因尺寸  W48D43H42-52
建議售價  $4,180

1.布料：酒紅洞網布CD-733/三明治布黑TW-11
2.頭枕：上下可調12公分，角度可調
3.背框：PP塑鋼射出成形，腰墊可調高低
4.坐墊：高密度PU發泡成形
5.扶手：銀色飾條PP扶手
6.機構：同步式後仰，可調整彈性，一段鎖定
7.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縮8
8.椅腳：尼龍加纖高叉腳，半徑35公分

產品型號  #LI02STG
產品名稱  莉莉扶手網椅
外形尺寸  W62D56H91-101
人因尺寸  W48D43H42-52
建議售價  $3,180

＊布料：灰洞網布CD-999/三明治布黑TW-11
＊尼龍加纖高叉腳，半徑32公分

特色說明：
舒適。品味。時尚。雅緻

＋背網顏色可選
＋塑鋼背框，腰墊可調高低
＋成形泡棉坐墊，布料顏色可選
＋銀色飾條PP扶手
＋同步式傾仰機構
＋高叉尼龍腳

產品型號  #LI03STG
產品名稱  莉莉網椅
外形尺寸 W48D56H91-101
人因尺寸  W48D43H42-52
建議售價  $2,780

＊布料：橘洞網布CD-B63/三明治布黑TW-11

LOseries
產品型號  #LO02STG
產品名稱  里歐扶手網椅
外形尺寸  W57D55H84-94
人因尺寸  W50D41H40-50
建議售價  $2,880

1.布料：酒紅洞網布CD-733/三明治布黑TW-11
2.背框：PP塑鋼射出成形
3.坐墊：高密度PU發泡成形
4.扶手：PP射出造型扶手
5.機構：同步式後仰，可調整彈性，一段鎖定
6.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縮8
7.椅腳：尼龍加纖高叉腳，半徑32公分

產品型號  #LO03STG
產品名稱  里歐網椅
外形尺寸  W50D55H84-94
人因尺寸  W50D41H40-50
建議售價  $2,480

特色說明：
光鮮。平實。有型。舒適。實用

＋椅背雙層網布，顏色可選
＋塑鋼背框
＋坐墊布料顏色可選
＋同步式傾仰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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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h Chairs辦公網椅

LQseries
產品型號  #LQ02TG
產品名稱  樂泉扶手網椅
外形尺寸  W64D56H87-97
人因尺寸  W50D47H41-51
建議售價  $2,380

1.布料：橘洞網布CD-B63/三明治布黑TW-11
2.背框：PP塑鋼射出成形，有腰靠
3.坐墊：高密度PU發泡成形
4.扶手：塑鋼射出成形PP手
5.機構：中置式後仰，可調整彈性
6.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縮2
7.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0公分

產品型號  #LQ03TG
產品名稱  樂泉網椅
外形尺寸  W50D56H87-97
人因尺寸  W50D47H41-51
建議售價  $1,980

特色說明： 
光鮮。平實。有型。經濟。實用

＋背網布色可選
＋背框有造型腰靠
＋高密度成形泡棉坐墊
＋中置式後仰機構，可調整彈性

產品型號  #OM02STG
產品名稱  澳瑪塑鋼扶手網椅
外形尺寸  W64*D63*H89-97
人因尺寸  W49*D44*H42-50
建議售價  $3,980

1.布料：立體網C3D-2014藍莓藍，座墊彈性布黑
2.背框：塑膠射出成形，舒適透氣，堅固耐用
3.泡棉：高密度PU發泡成形
4.曲木：一體成形曲木板，厚11mm
5.扶手：塑鋼PP扶手，白色
6.機構：中置同步式後仰
7.升降：氣壓棒升降，行程8公分縮6
8.椅腳：尼龍加纖高叉腳，半徑32公分

產品型號  #OM03STG
產品名稱  澳瑪塑鋼網椅
外形尺寸  W49*D63*H89-97
人因尺寸  W49*D44*H42-50
建議售價  $3,380

特色說明：
經濟。簡約。現代

OMseries

護腰造型腰墊，腰部支撐有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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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h Chairs辦公網椅

NRseries
產品型號  #NR02SG
產品名稱  諾爾瑪扶手網椅
外形尺寸  W65*D59-64*H97-105
人因尺寸  W48*D43-46*H42-52  
建議售價  $5,980

1.布料：椅背鎏金橘尼龍網CG-900，座墊彈性布黑
2.背框：尼龍加纖射出成形，透氣舒適，堅固耐用
3.泡棉：高密度PU發泡成形
4.曲木：一體成形曲木板，厚11mm；下方鎖塑鋼膠殼
5.扶手：PU軟墊10段式升降扶手
6.機構：自載重4段鎖定底盤含滑軌，可前後移動5公分， 
 附安全防反彈裝置。可依乘坐者體重自行調整底 
 盤鬆緊度，適用40~100公斤使用者。
7.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縮8
8.椅腳：尼龍加纖高叉腳，半徑35公分

產品型號  #NR03SG
產品名稱  諾爾瑪網椅
外形尺寸  W48*D59-64*H97-105
人因尺寸  W48*D43-46*H42-52  
建議售價  $5,180

*椅腳：尼龍加纖高叉腳，半徑35公分 
 
特色說明：
時尚。簡約。現代

產品型號  #NX02SG
產品名稱  諾克斯扶手網椅
外形尺寸  W65*D59-62*H98-106
人因尺寸  W48*D43-46*H42-50 
建議售價  $6,980

1.布料：椅背鎏金灰尼龍網CG-EEE，座墊彈性布黑
2.背框：白色尼龍加纖射出成形，透氣舒適，堅固耐用
3.泡棉：高密度PU發泡成形
4.曲木：一體成形曲木板，厚11mm；下方鎖塑鋼膠殼
5.扶手：黑色PU軟墊，6段式升降扶手白色
6.機構：自載重4段鎖定底盤含滑軌，可前後移動5公分， 
 附安全防反彈裝置。可依乘坐者體重自動調整底 
 盤鬆緊度，適用40~100公斤使用者。
7.升降：電鍍氣壓棒，行程8公分縮3
8.椅腳：白色尼龍加纖高叉腳，半徑32公分
9.椅輪：電鍍PU輪，直徑6公分

產品型號  #NX03SG
產品名稱  諾克斯網椅
外形尺寸  W48*D59-62*H98-106
人因尺寸  W48*D43-46*H42-50
建議售價  $5,580

*椅腳：白色尼龍加纖高叉腳，半徑32公分 
 
特色說明：
優雅。時尚。簡約。現代

NXseries

4140



Mesh Chairs辦公網椅

WAseries
產品型號  #WA02TG
產品名稱  藍鯨扶手全網椅
外形尺寸  W61D52H88-98
人因尺寸  W49D44H43-53
建議售價  $3,980

1.網布：藍色高韌性特級鯊魚網CS-02B
2.背框：黑色塑鋼射出成形
3.坐墊：高韌性網布
4.扶手：PP射出一體成形
5.機構：中置式後仰機構，可調整彈性
6.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縮8
7.椅腳：尼龍加纖高叉腳，半徑32公分

產品型號  #WA03TG
產品名稱  藍鯨全網椅
外形尺寸  W49D52H88-98
人因尺寸  W49D44H43-53
建議售價  $3,580

特色說明：
有型。獨特。美觀。俐落

＋全網椅，背座皆為高韌性特級網布

WLseries
產品型號  #WL02TG
產品名稱  白鯨扶手網椅
外形尺寸  W61D52H89-97
人因尺寸  W49D44H44-52
建議售價  $5,180

1.網布：橘色高韌性特級格網CL-F86
2.背框：白色塑鋼射出成形
3.坐墊：橘色高韌性網布
4.扶手：白色塑鋼一體射出成形
5.機構：中置式後仰機構，可調整彈性，黑色
6.升降：電鍍氣壓棒，行程8公分縮3
7.椅腳：尼龍加纖高叉腳，半徑32公分
8.椅輪：電鍍PU輪，直徑6公分

產品型號  #WL03TG
產品名稱  白鯨網椅
外形尺寸  W49D52H89-97
人因尺寸  W49D44H44-52
建議售價  $4,480

特色說明：
有型。雅緻。獨特。亮麗。清新

＋全網椅，背座皆為高韌性特級網布
＋白色塑鋼背座框
＋白色扶手
＋白色高叉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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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RY

會 議 椅 當 代 型 #EA #EC #EM

#SL #FM#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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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ry Chairs會議椅當代型

EAseries
產品型號  #EA01HGA
產品名稱  愛馬士高背橫紋椅
外形尺寸  W57D64H107-113
人因尺寸  W51D44H42-49
建議售價  $8,580

1.布料：高韌性透氣皮加高韌性牛筋皮
2.背框：鋁合金壓鑄成形，表面鍍鉻
3.扶手：鋁合金扶手，環狀典雅造型
4.機構：彈簧鋼中置式後仰機構，可調整彈性
5.升降：電鍍氣壓棒，行程6公分
6.椅腳：鋁合金五爪腳，半徑32公分
7.椅輪：電鍍亮面輪

產品型號  #EA02HGA
產品名稱  愛馬士扶手橫紋椅
外形尺寸  W56D60H88-94
人因尺寸  W50D43H42-48
建議售價  $7,980

特色說明：
時尚。典雅。復刻。經典。質感 
 
＋鋁合金背框，表面拋光再鍍鉻
＋鋁合金扶手，典雅環狀造型
＋鋁合金五爪腳
＋選色不加價，紅、橘、土黃、綠、咖啡、白、灰

產品型號  #EA03HGA
產品名稱  愛馬士橫紋椅 
外形尺寸  W50D43H88-94
人因尺寸  W50D43H42-48
建議售價  $7,380

ECseries
產品型號  #EC01HGA
產品名稱  愛馬士高背軟墊椅
外形尺寸  W57D66H106-112
人因尺寸  W50D45H45-51
建議售價  $9,980

1.布料：高級透氣皮包覆高密度泡棉
2.背框：鋁合金壓鑄成形，表面鍍鉻
3.扶手：鋁合金扶手
4.機構：彈簧鋼中置式後仰機構，可調整彈性
5.升降：電鍍氣壓棒，行程6公分
6.椅腳：鋁合金五爪腳，半徑32公分
7.椅輪：電鍍亮面輪

產品型號  #EC02HGA
產品名稱  愛馬士扶手軟墊椅
外形尺寸  W56D61H91-97
人因尺寸  W49D42H45-51
建議售價  $9,380

特色說明：
光澤。時尚。經典。豪華。復刻

＋鋁合金背框，表面拋光再鍍鉻
＋鋁合金扶手，典雅環狀造型
＋鋁合金五爪腳
＋選色不加價，紅、橘、土黃、綠、咖啡、白、灰

產品型號  #EC03HGA
產品名稱  愛馬士軟墊椅
外形尺寸  W49D61H91-97
人因尺寸  W49D42H45-51
建議售價  $8,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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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ry Chairs會議椅當代型

EMseries
產品型號  #EM01HGA
產品名稱  愛馬士高背網椅
外形尺寸  W56D64H107-113
人因尺寸  W50D45H42-48
建議售價  $8,580

1.布料：高韌性編織網布
2.背框：鋁合金壓鑄成形，表面鍍鉻
3.扶手：鋁合金扶手，環狀典雅造型
4.機構：彈簧鋼中置式後仰機構，可調整彈性
5.升降：電鍍氣壓棒，行程6公分
6.椅腳：鋁合金五爪腳，半徑32公分
7.椅輪：電鍍亮面輪

產品型號  #EM02HGA
產品名稱  愛馬士扶手網椅
外形尺寸  W56D57H87-94
人因尺寸  W50D45H41-47
建議售價  $7,980

特色說明：
光澤。時尚。品味。復刻。質感

＋鋁合金背框，表面拋光再鍍鉻
＋鋁合金扶手，典雅環狀造型
＋鋁合金五爪腳

產品型號  #EM03HGA
產品名稱  愛馬士網椅
外形尺寸  W50D45H87-94
人因尺寸  W50D45H41-47
建議售價  $7,380

SLseries
產品型號  #SL02HG
產品名稱  莉會議網椅
外形尺寸  W58D54H84-94
人因尺寸  W48D40H40-53
建議售價  $5,380

1.布料：黑色特級尼龍網布
2.背框：黑色塑鋼射出成形
3.扶手：塑鋼射出成形
4.機構：H架中置式後仰，按鈕式線控氣壓裝置
5.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縮8
6.椅腳：尼龍加纖高叉腳，半徑32公分

產品型號  #SL02HGA
產品名稱  莎莉會議網椅
外形尺寸  W58D54H87-99
人因尺寸  W48D40H43-55
建議售價  $5,980

＊布料：銀灰色特級尼龍網布
＊背框：灰色塑鋼射出成形
＊氣壓棒：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2公分縮7
＊椅腳：鋁合金高叉腳+銀心輪

特色說明：
造型。特色。復刻

＋按鈕式線控氣壓裝置

特級彈力尼龍灰網，透氣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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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ry Chairs會議椅當代型

R68	 土黃 
Brown

H01	 紅 
Red

FAseries
產品型號  #FA01KGA
產品名稱  愛馬士電鍍高背橫紋椅
外形尺寸  W55D65H106-114
人因尺寸  W47D47H43-51
建議售價  $5,980

1.布料：高級透氣皮加高韌性牛筋皮
2.背框：鋼管彎製焊接成形，表面鍍鉻
3.扶手：鋼管彎製焊接成形，表面鍍鉻，外覆皮套
4.機構：前置式後仰氣壓，可調整彈性，一段鎖定
5.升降：電鍍氣壓棒，行程8公分縮3
6.椅腳：鋁合金五爪腳，半徑35公分

產品型號  #FA02KGA
產品名稱  愛馬士電鍍扶手橫紋椅
外形尺寸  W55D63H87-95
人因尺寸  W47D45H43-51
建議售價  $5,180

＊椅腳：鋁合金五爪腳，半徑32公分

特色說明：
光澤。時尚。實用。復刻

價格說明：
＊選色＋$600元，紅、土黃、咖啡、橘、綠、灰、白

產品型號  #FA03KGA
產品名稱  愛馬士電鍍橫紋椅
外形尺寸  W47D63H87-95
人因尺寸  W47D45H43-51
建議售價  $4,580

＊椅腳：鋁合金五爪腳，半徑32公分

產品型號  #FA02N
產品名稱  愛馬士電鍍橫紋洽談椅
外形尺寸  W55D63H91
人因尺寸  W47D45H44
建議售價  $4,580

1.布料：高級透氣皮加高韌性牛筋皮
2.背框：鋼管彎製焊接成形，表面鍍鉻
3.扶手：鋼管彎製焊接成形，表面鍍鉻，外覆皮套
4.彎管腳：鋼管彎製焊接成形，表面鍍鉻

皮卡系列：適用於EA、EC、FA椅款，以上色樣，僅供參考，以實品為準。FA選色需加價。

R01	 黑 
Black

R83	 綠 
Green

R73	 咖啡 
Coffee

R84	 灰 
Grey

S11	 白 
White

R75	 橘 
O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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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ry Chairs會議椅當代型

FMseries
產品型號  #FM01KGA
產品名稱  愛馬士電鍍高背網椅
外形尺寸  W55D65H106-114
人因尺寸  W47D47H43-51
建議售價  $5,980

1.布料：高韌性編織網布
2.背框：鋼管彎製焊接成形，表面鍍鉻
3.扶手：鋼管彎製焊接成形，表面鍍鉻，外覆皮套
4.機構：前置式後仰氣壓，可調整彈性，一段鎖定
5.升降：電鍍氣壓棒，行程8公分縮3
6.椅腳：鋁合金五爪腳，半徑35公分

產品型號  #FM02KGA
產品名稱  愛馬士電鍍扶手網椅
外形尺寸  W55D63H87-95
人因尺寸  W47D45H43-51
建議售價  $5,180

＊椅腳：鋁合金五爪腳，半徑32公分

特色說明：
光澤。時尚。實用。復刻

產品型號  #FM03KGA
產品名稱  愛馬士電鍍低背網椅
外形尺寸  W47D63H87-95
人因尺寸  W47D45H43-51
建議售價  $4,580

＊椅腳：鋁合金五爪腳，半徑32公分

產品型號  #FM02N
產品名稱  愛馬士電鍍網背洽談椅
外形尺寸  W55D63H91
人因尺寸  W46D46H44
建議售價  $4,580

1.布料：高韌性編織網布
2.背框：鋼管彎製焊接成形，表面鍍鉻
3.扶手：鋼管彎製焊接成形，表面鍍鉻，外覆皮套
4.彎管腳：鋼管彎製焊接成形，表面鍍鉻

FM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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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公 椅 時 尚 型

#AP

#CN

VOGUE

#CR

#DV #FK

#CN

#DT

#MS

#CM

5554



Vogue Chairs辦公椅時尚型

APseries
產品型號      #AP01STGD
產品名稱      阿波羅PP手主管椅
外形尺寸      W61D53H113-123
人因尺寸      W50D44H43-53
建議售價      $6,380
目錄色加價  $300

1.布料：斑馬布V369-80黑底藍條紋/C小梨紋P-111黑 
2.泡棉：高密度PU發泡成形，泡棉厚達8公分
3.曲木：人體工學一體成形曲木板，厚11mm
4.扶手：PP塑鋼射出成形，搭配銀色鋁管
5.機構：同步式後仰，可調整彈性，一段鎖定
6.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縮8
7.椅腳：鋼製鍍鉻五爪腳，半徑32公分
8.椅輪：電鍍輪

產品型號      #AP02STGD
產品名稱      阿波羅PP手辦公椅
外形尺寸      W61D53H87-97
人因尺寸      W50D44H43-53
建議售價      $5,380
目錄色加價  $200

＊布料：斑馬布FC110黑底白條紋/小梨紋CP-111黑
 
特色說明： 
厚實。精緻。柔軟。彈性 

＋8公分厚的成形泡棉，柔軟舒適
＋塑鋼扶手搭配銀色鋁管，美觀大方
＋鋼製鍍鉻五爪腳，造型明亮好整理

產品型號      #AP03STGD
產品名稱      阿波羅辦公椅
外形尺寸      W50D53H87-97
人因尺寸      W50D44H43-53
建議售價      $4,780
目錄色加價  $200

＊布料：斑馬布FC116黑底橘條紋/小梨紋CP-111黑

產品型號  #CM03SGA
產品名稱  共契CM-低背辦公椅
外形尺寸  W49D55H95-103
人因尺寸  W49D45H41-49
建議售價  $4,400

＊椅腳：鋁合金五爪腳，半徑32公分

CMseries
產品型號  #CM01SGA
產品名稱  共契CM-高背辦公椅
外形尺寸  W64D58H110-118
人因尺寸  W49D45H41-49
建議售價  $5,000

1.布料：黑色PVC合成透氣皮
2.背框：鋼管彎製焊接成形
3.泡棉：高密度PU發泡成形
4.曲木：一體成形六層曲木板，板厚11mm
5.扶手：PU發泡一體成形，柔軟舒適
6.機構：4段鎖定同步式後仰，附安全防反彈裝置
7.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8公分縮4
8.椅腳：鋁合金五爪腳，半徑35公分

產品型號  #CM02SGA
產品名稱  共契CM-扶手辦公椅
外形尺寸  W59D55H95-103
人因尺寸  W49D45H41-49
建議售價  $4,700

＊椅腳：鋁合金五爪腳，半徑32公分

特色說明： 
豪華。穩重。高貴

5756



Vogue Chairs辦公椅時尚型

產品型號  #CN01SGA
產品名稱  肯妮升降手主管椅
外形尺寸  W66D66H110-120
人因尺寸  W48D45H44-54
建議售價  $5,580

1.布料：小梨紋CP-677深灰/CP-111黑 
2.泡棉：高密度PU發泡成形
3.曲木：人體工學一體成形曲木板，厚11mm
4.扶手：升降手可上下高度調整
5.機構：3段鎖定同步式後仰，附安全防反彈裝置
6.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縮2
7.椅腳：鋁合金五爪腳，半徑35公分

產品型號  #CN02SG
產品名稱  肯妮升降手辦公椅
外形尺寸  W66D61H91-101
人因尺寸  W48D45H44-54
建議售價  $4,380

＊布料：小梨紋CP-8B4綠/CP-111黑
＊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2公分

特色說明： 
柔和。亮麗。有型。典雅。品味。時髦

＋布料可做色彩搭配
＋扶手造型現代感，兼具舒適美觀

產品型號  #CN03SG
產品名稱  肯妮辦公椅
外形尺寸  W48D62H91-101
人因尺寸  W48D45H44-54
建議售價  $3,580

CNseries
產品型號      #CN01STG
產品名稱      肯妮扶手主管椅
外形尺寸      W61D61H110-120
人因尺寸      W48D45H44-54
建議售價      $4,600

1.布料：小梨紋CP-56A淺藍/CP-111黑
2.泡棉：高密度PU發泡成形
3.曲木：人體工學一體成形曲木板，厚11mm
4.扶手：PP塑鋼射出成形，搭配銀色鋁管
5.機構：同步式後仰，可調整彈性，一段鎖定
6.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縮2
7.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5公分

產品型號      #CN02STG
產品名稱      肯妮扶手辦公椅
外形尺寸      W61D61H91-101
人因尺寸      W48D45H44-54
建議售價      $4,000

＊布料：小梨紋CP-922紅/CP-111黑，可做色彩搭配
＊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2公分

特色說明： 
亮麗。有型。典雅。品味。時髦 
 
＋布料可做色彩搭配

產品型號      #CN03STG
產品名稱      肯妮辦公椅
外形尺寸      W48D61H91-101
人因尺寸      W48D45H44-54
建議售價      $3,400

CNseries

5958



Vogue Chairs辦公椅時尚型

產品型號  #CR02STG
產品名稱  卡羅PP手電腦椅
外形尺寸  W60D56H86-96
人因尺寸  W48D46H42-52
建議售價  $2,900

1.布料：小梨紋CP-411酒紅
2.泡棉：高密度PU發泡成形
3.背殼：PP塑鋼射出成形內外板
4.扶手：採用PP塑鋼射出成形，堅固耐用
5.機構：同步式後仰，可調整彈性，一段鎖定
6.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縮2
7.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0公分

產品型號  #CR03STG
產品名稱  卡羅電腦椅
外形尺寸  W48D56H86-96
人因尺寸  W48D46H42-52
建議售價  $2,500

特色說明：
簡單。活潑。舒適 
 
+背座膠殼

CRseries DTseries
產品型號      #DT01STG
產品名稱      丹緹PP手高背塑鋼網椅
外形尺寸      W60D55H113-123
人因尺寸      W48D31H43-53
建議售價      $4,400
目錄色加價  $100

1.布料：小梨紋CP-56A淺藍/CP-888淺灰
2.椅背：塑鋼射出成形，容易維護。腰靠可上下調整
3.泡棉：高密度PU發泡成形
4.曲木：一體成形曲木板，厚11mm
5.扶手：PP塑鋼射出成形，搭配銀色鋁管
6.機構：同步式後仰，可調整彈性，一段鎖定
7.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縮2
8.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5公分

產品型號      #DT02STG
產品名稱      丹緹PP手塑鋼網椅
外形尺寸      W60D50H89-99
人因尺寸      W48D31H43-53
建議售價      $3,200
目錄色加價  $100

＊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2公分

特色說明：
堅固。獨特

＋塑鋼椅背堅固耐用
＋塑鋼扶手搭配銀色鋁管，美觀大方

產品型號     #DT03STG
產品名稱     丹緹低背塑鋼網椅
外形尺寸      W48D50H89-99
人因尺寸      W48D31H43-53
建議售價      $2,600
目錄色加價  $100

＊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2公分

6160



Vogue Chairs辦公椅時尚型

產品型號  #DV02STG
產品名稱  大衛升降手塑鋼網椅
外形尺寸  W61D56H91-101
人因尺寸  W49D44H40-50
建議售價  $4,400

1.布料：小梨紋CP-411酒紅色
2.椅背：塑膠射出成形，透氣舒適，堅固耐用
3.泡棉：高密度PU發泡成形
4.曲木：一體成形曲木板，厚11mm
5.扶手：升降式扶手，配PU軟墊
6.機構：同步式後仰，可調整彈性，一段鎖定
7.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縮8
8.椅腳：尼龍加纖高叉腳，半徑32公分

產品型號  #DV03STG
產品名稱  大衛塑鋼網椅
外形尺寸  W49D56H91-101
人因尺寸  W49D44H40-50
建議售價  $3,600

特色說明：
獨特。現代。造型

＋塑鋼網背、造型典雅

DVseries FKseries
產品型號      #FK01TGA 
產品名稱      法蘭克高背辦公椅
外形尺寸      W66D63H117-125
人因尺寸      W49D44H42-50
建議售價      $5,380
目錄色加價  $200

1.布料：透氣皮899-26黃赭
2.泡棉：高密度泡棉
3.曲木：內外雙層曲木板，內板厚6mm，外板厚11mm
4.背面：薄泡棉加壓克力布，質感好
5.邊條：圓形布面邊條，整體顏色一致
6.扶手：鋼管彎製焊接成形，表面鍍鉻，外覆皮套
7.機構：中置式後仰機構，可調整彈性，黑色
8.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8公分縮4
9.椅腳：鋁合金五爪腳，半徑35公分

產品型號      #FK02TGA
產品名稱      法蘭克電鍍扶手辦公椅
外形尺寸      W57D60H87-96
人因尺寸      W49D44H42-50
建議售價      $4,780
目錄色加價  $100

＊布料：透氣皮899-27棕色
＊機構：中置式後仰機構，可調整彈性
＊椅腳：鋁合金五爪腳，半徑32公分

特色說明：
造型。光鮮。柔和。高雅。清新

＋雙層曲木板，由內外板組合
＋圓形布面邊條，整體顏色一致
＋電鍍扶手，造型典雅、明亮

產品型號  #FK03TG
產品名稱  法蘭克低背辦公椅
外形尺寸  W49D63H87-96
人因尺寸  W49D44H42-50
建議售價  $3,380
#FK03G   $3,180

＊布料：透氣皮黑899-01 
＊機構：中置式後仰機構，可調後仰鬆緊度
＊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0公分

6362



Vogue Chairs辦公椅時尚型

MSseries
產品型號      #MS01KG
產品名稱      密絲扶手高背椅
外形尺寸      W61D63H98-106
人因尺寸      W52D45H42-50
建議售價      $4,380
目錄色加價  $200

1.布料：背座轉折處車線，泡棉無接縫，V302-41
2.泡棉：高密度PU發泡成形
3.曲木：內外雙層曲木板，內板厚11mm，外板厚5mm
4.背面：薄泡棉加壓克力布，質感好
5.扶手：PP塑鋼射出成形
6.機構：前置式後仰氣壓，可調整彈性，一段鎖定
7.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8公分縮4
8.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2公分

產品型號      #MS02TG 
產品名稱      密絲扶手椅
外形尺寸      W59D63H83-93
人因尺寸      W49D45H43-53
建議售價      $3,180
目錄色加價  $100

＊布料：背座轉折處車線，泡棉無接縫，V302-81
＊機構：中置式後仰機構，可調整彈性
＊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縮2
＊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0公分 
 
特色說明：
雅緻。柔和。柔軟。實用。簡約
＋泡棉座背接合平整
＋雙層曲木板，由內外板組合，獨特無邊條設計
＋後背薄泡棉加壓克力布，質感好
＋PP塑鋼扶手，環保又耐用

產品型號      #MS03G
產品名稱      密絲辦公椅
外形尺寸      W49D55H83-93
人因尺寸      W49D45H43-53
建議售價      $2,580
目錄色加價  $100

＊布料：背座轉折處車線，泡棉無接縫，V302-40
＊機構：氣壓式升降機構
＊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0公分

價格說明：
＊PU手：＋700元
＊T：後仰＋200元
＊KG：前置式後仰氣壓＋900元

產品型號      #MS0LKG
產品名稱      密絲扶手超高背椅
外形尺寸      W61D63H118-126
人因尺寸      W52D45H42-50
建議售價      $5,380
目錄色加價  $300

1.布料：背座轉折處車線，泡棉無接縫，V302-80
2.泡棉：高密度PU發泡成形
3.曲木：內外雙層曲木板，內板厚11mm，外板厚5mm
4.背面：薄泡棉加壓克力布，質感好
5.扶手：PP塑鋼射出成形
6.機構：前置式後仰氣壓，可調整彈性，一段鎖定
7.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8公分縮4
8.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5公分

產品型號      #MS03OG
產品名稱      密絲吧台椅
外形尺寸      W49D55H92-112
人因尺寸      W49D45H52-72
建議售價      $3,380
目錄色加價  $100

1.布料：背座轉折處車線，泡棉無接縫，V302-40
2.泡棉：高密度PU發泡成形
3.曲木：內外雙層曲木板，內板厚11mm，外板厚5mm
4.背面：薄泡棉加壓克力布，質感好
5.機構：氣壓式升降機構
6.腳踏圈：電鍍腳踏圈，可上下調整，直徑46公分
7.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20公分
8.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0公分

MS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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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Chairs職員椅商務型

產品型號  #CY01STG
產品名稱  共契CY-高背扶手網椅
外形尺寸  W60D60H114-122
人因尺寸  W48D47H41-51
建議售價  $3,800

1.布料：黑洞網布CD-111/黑色透氣皮
2.背框：鋼管彎製焊接成形
3.泡棉：高密度PU發泡成形
4.曲木：一體成形曲木，板厚11mm
5.扶手：PP塑鋼射出成形，搭配銀色鋁管
6.機構：同步式後仰，可調整彈性，一段鎖定
7.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縮2
8.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5公分

產品型號  #CY02STG
產品名稱  共契CY-中背扶手網椅
外形尺寸  W60D60H89-99
人因尺寸  W48D47H41-51
建議售價  $3,600

＊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2公分

特色說明：
簡潔。經濟

＋附贈活動式腰墊

產品型號  #CY03STG
產品名稱  共契CY-中背網椅
外形尺寸  W48D60H89-99
人因尺寸  W48D47H41-51
建議售價  $3,000

＊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2公分

CYseries
產品型號  #DF01STG
產品名稱  德芙折疊手高背網椅
外形尺寸  W64D60H112-122
人因尺寸  W48D47H41-51
建議售價  $4,600

1.布料：洞橘網布CD-B63/黑色透氣皮
2.背框：鋼管彎製焊接成形
3.泡棉：高密度PU發泡成形
4.曲木：一體成形曲木板，厚11mm
5.機構：同步式後仰，可調整彈性，一段鎖定
6.扶手：後折式升降扶手，配PU軟墊
7.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縮2
8.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5公分

產品型號  #DF02STG
產品名稱  德芙折疊手低背網椅
外形尺寸  W64D60H89-99
人因尺寸  W48D47H41-51
建議售價  $4,000

＊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2公分

特色說明：
簡潔。機動。效率 
 
＋鋼管彎製焊接成形背框
＋同步式後仰氣壓機構
＋可向後收折的升降式扶手，收放自如
 
價格說明：
＊A：鋁合金腳亮輪電鍍氣壓棒＋800元

產品型號  #DF03STG
產品名稱  德芙低背網椅
外形尺寸  W48D60H89-99
人因尺寸  W48D47H41-51
建議售價  $3,000 
 
＊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2公分

DF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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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Chairs職員椅商務型

DNseries
產品型號      #DN01STG-PP
產品名稱      丹尼爾PP手高背網椅
外形尺寸      W61D58H111-121
人因尺寸      W48D46H42-52
建議售價      $4,200
目錄色加價  $100

1.布料：密織網CC-111黑/座墊透氣皮899-27棕色
2.背框：鋼管彎製焊接成形
3.泡棉：高密度PU發泡成形
4.曲木：一體成形曲木板，厚11mm
5.扶手：PP塑鋼射出成形，搭配銀色鋁管
6.機構：同步式後仰，可調整彈性，一段鎖定
7.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縮2
8.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5公分

產品型號      #DN02STG-PP
產品名稱      丹尼爾PP手中背網椅
外形尺寸      W61D54H95-105
人因尺寸      W48D46H42-52
建議售價      $3,600
目錄色加價  $100

＊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2公分

特色說明：
典雅。專業。現代。舒適。實用

＋塑鋼扶手搭配銀色鋁管，美觀大方
＋同步式後仰氣壓機構

產品型號      #DN03STG
產品名稱      丹尼爾中背網椅
外形尺寸      W48D54H95-105
人因尺寸      W48D46H42-52
建議售價      $3,000
目錄色加價  $100

＊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2公分

產品型號  #DK03STG
產品名稱  迪克中背網椅
外形尺寸  W48D53H95-105
人因尺寸  W48D44H43-53
建議售價  $2,600

＊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2公分

產品型號  #DK01STG
產品名稱  迪克PP手高背網椅
外形尺寸  W62D56H112-122
人因尺寸  W48D44H43-53
建議售價  $3,600

1.布料：黑洞網布CD-111/三明治布黑TW-11
2.背框：鋼管彎製焊接成形
3.泡棉：高密度PU發泡成形
4.曲木：一體成形曲木板，厚11mm
5.扶手：PP塑鋼射出成形，堅固耐用
6.機構：同步式後仰，可調整彈性，一段鎖定
7.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縮2
8.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5公分

產品型號  #DK02STG
產品名稱  迪克PP手中背網椅
外形尺寸  W62D53H95-105
人因尺寸  W48D44H43-53
建議售價  $3,000

＊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2公分

特色說明：
簡單。平實。機能。透氣

DK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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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Chairs職員椅商務型

產品型號  #NK01SGA
產品名稱  尼克高背網椅
外形尺寸  W63D74H103-116
人因尺寸  W53D51H42-20
建議售價  $9,600

1.頭枕：高韌性特級網布，可上下調整高度
2.椅背：鯊魚網CS-555深灰/後背密織網CC-111黑， 
 鋼管彎製焊接成形
3.坐墊：鯊魚網CS-555深灰高韌性特級網布
4.扶手：PU軟墊6段式升降扶手，扶手墊可前後移動
5.機構：3段式鎖定同步式後仰，附安全防反彈裝置
6.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8公分縮4
7.椅腳：鋁合金腳，半徑35公分
8.椅輪：電鍍PU輪，直徑6公分

產品型號  #NK02SGA
產品名稱  尼克中背網椅
外形尺寸  W63D74H88-96
人因尺寸  W53D51H42-50
建議售價  $8,800

＊椅腳：鋁合金腳，半徑32公分

特色說明：
透氣。舒適。實用。多功能

產品型號  #NK03SGA
產品名稱  尼克低背網椅
外形尺寸  W53D74H88-96
人因尺寸  W53D51H42-50
建議售價  $8,000

＊椅腳：鋁合金腳，半徑32公分

NKseries DRseries

產品型號    #DR02G
產品名稱    德里PP手低背網椅
外形尺寸    W59D60H83-93
人因尺寸    W48D49H42-52
建議售價    $2,580
#DR02TG  $2,780

1.布料：黑洞網布CD-111/小梨紋CP-111黑
2.背框：鋼管彎製焊接成形
3.泡棉：高密度PU發泡成形
4.曲木：一體成形曲木版，厚11mm
5.扶手：PP塑鋼射出成形，堅固耐用
6.機構：氣壓式底盤
7.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縮2
8.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0公分

產品型號    #DR03G
產品名稱    德里低背網椅
外形尺寸    W48D60H83-93
人因尺寸    W48D49H42-52
建議售價    $2,180
#DR03TG  $2,380

特色說明：
經濟。簡約。平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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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Chairs職員椅商務型

產品型號      #DW01STGH
產品名稱      杜威電鍍框高背網椅
外形尺寸      W62D59H94-102
人因尺寸      W49D45H41-49
建議售價      $5,000
目錄色加價  $300

＊布料：藍色編織網布018-8/三明治布黑TW-11

特色說明：
光澤。時尚。高貴

＋椅背有3種高度可選
＋表面顏色可選
＋時尚感金屬鍍鉻背框
＋超厚高密度PU成形泡棉，柔軟舒適
＋塑鋼扶手搭配銀色鋁管，美觀大方
＋同步式後仰氣壓機構

產品型號      #DW02STGH
產品名稱      杜威電鍍框扶手網椅
外形尺寸      W62D56H84-92
人因尺寸      W49D45H41-49
建議售價      $4,600
目錄色加價  $200

＊布料：紫色編織網布018-3/三明治布黑TW-11

產品型號      #DW03STGH
產品名稱      杜威電鍍框網椅
外形尺寸      W49D56H84-92
人因尺寸      W49D45H41-49
建議售價      $4,000
目錄色加價  $200

DWseries
產品型號      #DW0LSTGH
產品名稱      杜威電鍍框超高背網椅
外形尺寸      W62D62H104-112
人因尺寸      W49D40H41-49
建議售價      $5,600
目錄色加價  $400

1.布料：淺灰色編織網布018-9/三明治布黑TW-11
2.背框：鋼管彎製焊接成形，表面鍍鉻
3.泡棉：高密度PU發泡成形
4.曲木：一體成形曲木板，厚11mm
5.扶手：PP塑鋼射出成形，搭配銀色鋁管
6.機構：同步式後仰，可調整彈性，一段鎖定
7.升降：電鍍氣壓棒，行程8公分縮6
8.椅腳：電鍍高叉腳，半徑33公分

DW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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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 Chairs辦公椅經濟型

產品型號      #CK03TG
產品名稱      共契CK-低背辦公椅
外形尺寸      W59D62H89-99
人因尺寸      W59D50H43-53
建議售價      $2,400
目錄色加價  $100

＊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2公分

CKseries
產品型號      #CK01TG
產品名稱      共契CK-高背辦公椅
外形尺寸      W69D65H109-119
人因尺寸      W59D50H43-53
建議售價      $2,800 
目錄色加價  $200

1.布料：小梨紋CP-788中綠
2.泡棉：高密度PU發泡成形
3.曲木：一體成形六層曲木板，厚11mm
4.邊條：半圓形護邊條，防碰撞效果佳
5.扶手：PP塑鋼射出成形，堅固耐用
6.機構：中置式後仰機構，可調整彈性
7.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縮2
8.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5公分

產品型號      #CK02TG
產品名稱      共契CK-扶手辦公椅
外形尺寸      W69D62H89-99
人因尺寸      W59D50H43-53
建議售價      $2,600
目錄色加價  $100 

＊椅腳：PP塑五爪腳，半徑32公分

特色說明： 
造型。實用。經濟

CQseries
產品型號  #CQ01KG
產品名稱  共契CQ-高背辦公椅
外形尺寸  W64D60H108-116
人因尺寸  W53D44H43-51
建議售價  $3,800

1.布料：小梨紋CP-56A淺藍
2.泡棉：高密度PU發泡成形
3.曲木：一體成形曲木板，厚淺藍11mm
4.扶手：PU發泡成形，柔軟舒適
5.腰靠：旋轉式調整腰靠
6.機構：前置式後仰氣壓，可調整彈性
7.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8公分縮4
8.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5公分

產品型號  #CQ02KG
產品名稱  共契CQ-低背扶手椅
外形尺寸  W64D60H86-94
人因尺寸  W50D44H43-51
建議售價  $3,600

＊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0公分

特色說明： 
樸實。功能

＋旋轉式調整腰靠

產品型號 #CQ03KG
產品名稱 共契CQ-低背辦公椅
外形尺寸 W50D60H86-94
人因尺寸 W50D44H43-51
建議售價 $3,000

＊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0公分

隱藏式挺腰器調整旋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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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 Chairs辦公椅經濟型

產品型號  #CT02KG
產品名稱  共契CT-扶手辦公椅
外形尺寸  W72D60H90-98
人因尺寸  W51D45H44-52
建議售價  $3,400

＊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0公分

CTseries

產品型號  #CT03KG
產品名稱  共契CT-低背辦公椅
外形尺寸  W51D60H90-98
人因尺寸  W51D45H44-52
建議售價  $2,800

＊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0公分

產品型號  #CT01KG
產品名稱  共契CT-高背辦公椅
外形尺寸  W72D62H114-122
人因尺寸  W51D45H44-52
建議售價  $3,700

1.布料：小梨紋CP-237中藍
2.泡棉：高密度PU發泡成形
3.曲木：一體成形六層曲木板，厚11mm
4.邊條：半圓形護邊條，防碰撞效果佳
5.扶手：PU發泡成形，柔軟舒適
6.機構：前置式後仰氣壓，可調整彈性
7.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8公分縮4
8.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5公分

DAseries
產品型號  #DA01TG
產品名稱  黛安娜扶手高背椅
外形尺寸  W58D60H106-116
人因尺寸  W50D44H40-50
建議售價  $3,180

1.布料：小梨紋布CP-922紅
2.泡棉：高密度PU發泡成形
3.曲木：一體成形六層曲木板，厚11mm
4.背面：薄泡棉加壓克力布，質感好
5.邊條：半圓形護邊條，防撞擊效果佳
6.扶手：PU發泡一體成形，柔軟舒適
7.機構：中置式後仰機構，可調整彈性
8.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縮2
9.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5公分

產品型號        #DA02G
產品名稱        黛安娜扶手椅
外形尺寸        W58D58H88-89
人因尺寸        W50D44H40-50
建議售價        $2,480
#DA02-PP     $2,280

＊布料：小梨紋CP-C52橘
＊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0公分

特色說明： 
設計。造型。平價

＋表面顏色可選
＋特殊腰身造型設計

產品型號    #DA03G
產品名稱    黛安娜辦公椅
外形尺寸    W50D58H88-98
人因尺寸    W50D44H40-50
建議售價    $2,080
#DA03       $1,880
#DA03TG  $2,280

＊布料：小梨紋CP-C52橘
＊機構：氣壓式底盤
＊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0公分

價格說明：
＊T：後仰＋200元
＊KG：前置式氣壓＋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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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 Chairs辦公椅經濟型

產品型號  #LC02TG
產品名稱  露西PP扶手椅
外形尺寸  W58D62H87-97
人因尺寸  W50D47H44-54
建議售價  $2,780

＊布料：小梨紋CP-C52橘
＊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0公分

特色說明： 
實用。曲線。典雅

產品型號  #LC03G
產品名稱  露西辦公椅
外形尺寸  W50D62H87-97
人因尺寸  W50D47H44-54
建議售價  $2,180

＊布料：小梨紋CP-C52橘
＊機構：氣壓式升降機構

價格說明：
＊PU手：＋1000元
＊T：後仰＋200元

產品型號  #LC01TG
產品名稱  露西PP手高背椅
外形尺寸  W62D67H116-126
人因尺寸  W54D48H41-51
建議售價  $3,580

1.布料：小梨紋CP-411酒紅
2.泡棉：高密度PU發泡成形
3.曲木：一體成形六層曲木板，厚11mm
4.背面：薄泡棉加壓克力布，質感好
5.邊條：半圓形護邊條，防撞擊效果佳
6.扶手：PP塑鋼射出成形，堅固耐用
7.機構：中置式後仰機構，可調整彈性
8.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縮2
9.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5公分

LCseries

產品型號  #SA03G
產品名稱  莎拉辦公椅
外形尺寸  W46D56H84-94
人因尺寸  W46D40H42-52
建議售價  $1,780

＊機構：氣壓式升降機構
＊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0公分

SAseries
產品型號  #SA01TG
產品名稱  莎拉高背椅
外形尺寸  W58D61H108-118
人因尺寸  W46D40H42-52
建議售價  $3,280

1.布料：小梨紋CP-237中藍
2.泡棉：高密度PU發泡成形
3.曲木：一體成形六層曲木板，厚11mm
4.邊條：半圓形護邊條，防碰撞效果佳
5.扶手：PP塑鋼射出成形，堅固耐用
6.機構：中置式後仰機構，可調整彈性
7.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縮2
8.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2公分

產品型號  #SA02G
產品名稱  莎拉扶手椅
外形尺寸  W58D56H84-94
人因尺寸  W46D40H42-52
建議售價  $2,280

＊機構：氣壓式升降機構
＊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0公分

特色說明： 
造型。實惠。簡單

價格說明：
＊T：後仰＋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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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 Chairs辦公椅經濟型

SMseries

產品型號  #SM02G
產品名稱  沙漠風暴扶手椅
外形尺寸  W56D60H89-92
人因尺寸  W46D43H42-45
建議售價  $2,000

＊布料：小梨紋CP-56A淺藍/CP-888淺灰

特色說明： 
經濟。實惠。造型。美觀

產品型號  #SM03G
產品名稱  沙漠風暴辦公椅
外形尺寸  W46D53H89-92
人因尺寸  W46D43H42-45
建議售價  $1,600 

＊布料：小梨紋CP-922紅/CP-56A淺灰

價格說明：
＊PU手：＋700元
＊T：後仰＋200元

產品型號  #SM01TG
產品名稱  沙漠風暴高背椅
外形尺寸  W56D60H111-114
人因尺寸  W46D43H42-45
建議售價  $2,900

1.布料：小梨紋CP-888淺灰/CP-56A淺藍
2.泡棉：高密度PU發泡成形
3.曲木：一體成形六層曲木板，厚11mm
4.背面：薄泡棉加壓克力布，質感好
5.邊條：半圓形護邊條，防撞擊效果佳
6.扶手：PP塑鋼射出成形，堅固耐用
7.機構：中置式後仰機構，可調整彈性
8.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縮2
9.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5公分

SMseries
產品型號  #SM02N
產品名稱  沙漠風暴洽談椅
外形尺寸  W57D60H91
人因尺寸  W48D42H46
建議售價  $2,480

1.布料：小梨紋布系CP-56A淺藍/CP-888淺灰
2.泡棉：高密度PU發泡成形
3.曲木：一體成形六層曲木板，厚11mm
4.背面：薄泡棉加壓克力布，質感好
5.邊條：半圓形護邊條，防撞擊效果佳
6.扶手：PP塑鋼射出成形，堅固耐用
7.彎管腳：鋼製彎管腳，黑色圓管烤漆，簡單耐用

產品型號  #SM03OG
產品名稱  沙漠風暴高吧椅
外形尺寸  W46D53H94-114
人因尺寸  W46D43H53-73
建議售價  $2,480

1.布料：小梨紋CP-922紅/CP-56A淺灰
2.泡棉：高密度PU發泡成形
3.曲木：一體成形曲木板，厚11mm
4.背面：薄泡棉加壓克力布，質感好
5.邊條：半圓形護邊條，防撞擊效果佳
6.機構：氣壓式底盤
7.腳踏圈：電鍍腳踏圈，可上下調整，直徑46公分
8.升降：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20公分
9.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0公分，固定腳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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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 Chairs辦公椅經濟型

產品型號      #SQ02TG
產品名稱      史考特雙層板扶手椅
外形尺寸      W60D60H85-95
人因尺寸      W50D43H43-53
建議售價      $3,880
目錄色加價  $100 
 
＊小梨紋色號15-175
＊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0公分

特色說明： 
厚實。柔軟

＋泡棉較厚，柔軟舒適
＋雙層曲木板，由內外板組合
＋圓形布面邊條，整體顏色一致

產品型號  #SQ03TG
產品名稱  史考特雙層板辦公椅
外形尺寸  W50D60H85-95
人因尺寸  W50D43H43-53
建議售價  $2,980

＊小梨紋色號15-175
＊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0公分

價格說明：
＊G：氣壓＋200元 
＊T：後仰＋200元
＊KG：前置式後仰氣壓＋900元

產品型號      #SQ01TG
產品名稱      史考特雙層板高背椅
外形尺寸      W63D67H99-109
人因尺寸      W53D47H44-54
建議售價      $4,580
目錄色加價  $200 

1.布料：小梨紋色號15-175
2.泡棉：高密度PU發泡成形
3.曲木：內外雙層曲木板，內板厚11mm，外板厚5mm
4.扶手：PU發泡一體成形，柔軟舒適
5.機構：中置式後仰機構，可調整彈性
6.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縮2
7.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2公分

SQseries

產品型號  #SP03G
產品名稱  蘇菲亞辦公椅
外形尺寸  W52D60H85-95
人因尺寸  W50D42H40-50
建議售價  $2,080 

＊布料：小梨紋CP-56A淺藍

價格說明：
＊T：後仰＋200元

產品型號  #SP01TG
產品名稱  蘇菲亞高背椅
外形尺寸  W62D64H110-120
人因尺寸  W52D46H42-52
建議售價  $3,180

1.布料：小梨紋CP-12深藍
2.泡棉：高密度PU發泡成形
3.曲木：一體成形六層曲木板，厚11mm
4.背面：薄泡棉加壓克力布，質感好
5.邊條：半圓形護邊條，防撞擊效果佳
6.扶手：PP塑鋼射出成形，堅固耐用
7.機構：中置式後仰機構，可調整彈性
8.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縮2
9.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5公分

產品型號  #SP02G
產品名稱  蘇菲亞扶手椅
外形尺寸  W58D60H85-95
人因尺寸  W50D42H40-50
建議售價  $2,480

＊布料：小梨紋CP-237中藍
＊機構：氣壓式升降機構
＊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0公分

特色說明： 
實惠。樸實

SP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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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 VISITOR / BAR STOOLS

#24

#RB#CS

#C101

#H211

#TY

#23

#TT#TX

上 課 椅 / 洽 談 椅 / 吧 檯 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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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 Visitor / Bar Stools上課椅 / 洽談椅 / 吧檯椅

TXseries
產品型號  #TX08
產品名稱  德克斯上課椅
外形尺寸  W64D55H88
人因尺寸  W43D46H47
建議售價  $3,980

1.網布：黑洞網布CD-000/彈性布黑
2.背框：塑鋼射出成形，有彈性
3.坐墊：高密度PU發泡成形
4.扶手：PP塑鋼射出扶手
5.椅架：鋼製烤銀灰色
6.椅輪：活動輪或固定墊

產品型號  #TX08T
產品名稱  德克斯課桌椅
外形尺寸  W70D70H88
人因尺寸  W43D46H47
建議售價  $4,780

*藍洞網布CD-237/彈性布黑

特色說明： 
多用途。時尚。專業

＋網背上課椅
＋可加選寫字板附筆槽
＋坐墊可收折，併排收藏
＋可選活動輪或固定墊
＋寫字板尺寸W39D23

TXseries
產品型號  #TX09
產品名稱  德克斯上課椅.無扶手
產品尺寸  W64D55H88
人因尺寸  W43D46H47
建議售價  $3,980

1.網布：黑洞網布CD-111/彈性布黑
2.背框：塑鋼射出成形，有彈性
3.坐墊：高密度PU發泡成形
4.扶手：PP塑鋼射出扶手
5.椅架：鋼製烤銀灰色
6.椅輪：固定墊或活動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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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 Visitor / Bar Stools上課椅 / 洽談椅 / 吧檯椅

TTseries
產品型號  #TT08
產品名稱  泰坦上課椅
產品尺寸  W60*D60*H86
人因尺寸  W45*D43*H45
建議售價  $3,380

1.背框：塑鋼射出成形，有彈性
2.坐墊：塑鋼射出成形，有彈性
3.扶手：PP塑鋼射出扶手，可向上收折，高度64公分
4.椅架：鋼製銀灰色
5.椅輪：固定墊
  
＋背座有四色可選，黑、綠、藍、白

TYseries
產品型號  #TY08
產品名稱  泰勒上課椅
產品尺寸  W53*D56*H87
人因尺寸  W50*D45*H46
建議售價  $3,380  

1.網布：橘洞網布CD-B63/彈性布黑
2.背框：塑鋼射出成形，有彈性
3.坐墊：高密度PU發泡成形
4.扶手：PP塑鋼射出扶手
5.椅架：鋼製烤銀灰色
6.椅輪：活動輪或固定墊 
 
＋坐墊可收折，併排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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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 Visitor / Bar Stools上課椅 / 洽談椅 / 吧檯椅

23series
產品型號  #23
產品名稱  麥可塑鋼椅
外形尺寸  W48D52H75
人因尺寸  W45D41H42
建議售價  $1,799

1.後背：塑鋼射出成形椅背
2.坐墊：塑鋼射出成形坐墊
3.椅腳：鋼管彎製焊接成形，表面鍍鉻 
 
＋背座有四色可選，白、黑、紅、藍

產品型號  #23C
產品名稱  麥可塑鋼椅
外形尺寸  W48D52H80
人因尺寸  W45D41H47
建議售價  $1,799

＊輪子：前面２顆為煞車輪

特色說明： 
實用。造型。耐用。舒適
 
＋背座有四色可選，白、黑、紅、藍
＋椅子可疊高收藏
＋可加裝輪子

24series
產品型號  #24
產品名稱  柯比培訓椅
產品尺寸  W64D56H86
人因尺寸  W40D43H42
建議售價  $2,380

1.布料：彈性布或透氣皮，可選色
2.背框：PP射出成形，包背棉、座棉
3.腳架：灰色鐵管彎折，附黑色塑膠墊，可連結，可堆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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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 Visitor / Bar Stools上課椅 / 洽談椅 / 吧檯椅

CLEANROOM
產品型號  #C101
產品名稱  無塵椅
產品尺寸  W43*D58*H81-93
人因尺寸  W45*D58*H45-55
建議售價  $6,400

1.背座：高密度PU發泡自成皮，鋼骨連接座墊
2.機構：氣壓式升降機構，採用鍍鉻處理
3.升降：電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
4.椅腳：鋁合金五爪腳，半徑30公分
5.椅輪：導電輪104~106歐姆，不產生黑色壓痕與微粒

特色說明： 
專業。易清潔 
 
+消除靜電 
+無塵室：Class1~100級 
+表面阻抗值：1.0x106~9.99x109歐姆

產品型號  #C103
產品名稱  吧台無塵椅
產品尺寸  W60*D60*H44-54
人因尺寸  W60*D60*H44-54
建議售價  $3,900

1.坐墊：高密度PU發泡自成皮
2.機構：氣壓式升降機構，採用鍍鉻處理
3.升降：電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0公分
4.椅腳：鋁合金五爪腳，半徑30公分
5.椅輪：導電輪104~106歐姆，不產生黑色壓痕與微粒

+加裝電鍍圓踏圈20公分氣壓棒＋1200元（座高50-67）
+電鍍圓踏圈27公分氣壓棒＋1500元（座高60-85） 
+消除靜電 
+無塵室：Class1~100級 
+表面阻抗值：1.0x106~9.99x109歐姆

產品型號  #CS38G
產品名稱  護士氣壓椅
外形尺寸  W38D38H41-53
人因尺寸  W38D38H41-53
建議售價  $1,380

1.表面：黑色透氣皮
2.泡棉：高密度泡棉
3.曲木：六層曲木板，厚11mm，直徑38公分
4.機構：氣壓式底盤
5.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2公分
6.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24公分

產品型號  #CS38OG
產品名稱  護士吧台椅
外形尺寸  W38D38H53-73
人因尺寸  W38D38H53-73
建議售價  $2,380

＊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20公分
＊腳踏圈：電鍍腳踏圈，可上下調整，直徑46公分
＊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30公分
＊椅輪：可選活動輪或固定墊

特色說明： 
實用。專業

產品型號  #CS38T
產品名稱  圓凳椅電鍍喇叭腳
外形尺寸  W38D38H39-51
人因尺寸  W38D38H39-51
建議售價  $1,980

＊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2公分
＊椅腳：鋼製電鍍喇叭圓盤腳，直徑39公分

特色說明： 
時尚。美觀

CSseries

9796



School / Visitor / Bar Stools上課椅 / 洽談椅 / 吧檯椅

RBseries
產品型號  #RB03G
產品名稱  露比吧台椅
外形尺寸  W41D41H66-78
人因尺寸  W36D36H66-78
建議售價  $3,980

1.布料：色號899-41透氣皮白
2.泡棉：高密度PU發泡成形
3.座板：內、外殼皆塑鋼一體射出成形
4.機構：氣壓底盤，球形氣壓控制桿
5.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12公分
6.腳踏：電鍍腳踏圈
7.椅腳：鋼製圓盤腳，表面鍍鉻

特色說明：  
實用。造型。專業。時尚

#H211-CT-619S

#H211-PW-028

#H211-LEAF-02

#H211-NET-07

#H211-NET-BAR

#H211-FL-09

#H211-NET-10

#H211-PW-028-S

#H211-NET-20W

#H211-CT-398-S

#H211-CT-619

#H211-FL-06BS

H211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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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場 椅 / 公 共 座 椅

PUBLIC

#JH

#SP

#BN

#BN

#ST

#SM

#BN

#JC #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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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32W

#JC34

#JC30

#JC32TC

School / Visitor / Bar Stools上課椅 / 洽談椅 / 吧檯椅 Public Chairs機場椅 / 公共座椅

JCseries

產品型號  #JC32C
產品名稱  三人2手機場椅
外形尺寸  W180D68H80
人因尺寸  W162D46H45
建議售價  $9,980
#JC30C    三人無手機場椅  $9,580

特色說明： 
剛毅。耐用。舒適。優質。穩重

產品型號  #JC42C
產品名稱  四人2手機場椅
外形尺寸  W238D68H80
人因尺寸  W220D46H45
建議售價  $11,980
#JC40C    四人無手機場椅  $11,580

價格說明：
＊全皮墊每人位+600元
＊中間扶手每支+600元
＊皮墊改顏色每位＋600元
＊不要皮墊每位－300元
＊茶几與椅身同價
＊人工搬上2樓600元，3樓1000元
＊外縣市運費另外報價

產品型號  #JC22C
產品名稱  二人2手機場椅
外形尺寸  W122D68H80
人因尺寸  W104D46H45
建議售價  $7,980
#JC20C    二人無手機場椅  $7,580

1.座墊：黑色合成皮加10mm泡綿加9mm板材組合而成
2.座板：厚度1.5mm冷軋鋼板沖孔成形，表面粉體塗裝
3.飾條：厚度2mm管材加內芯合成，鍍鉻處理
4.橫樑：管徑40*80mm，厚度2mm 黑色粉體塗裝
5.扶手：厚度1.2mm沖壓焊接成形，表面鍍鉻
6.椅腳：厚度1.2mm沖壓焊接成形，表面鍍鉻

產品型號  #JC52C
產品名稱  五人2手機場椅
外形尺寸  W296D68H80
人因尺寸  W278D46H45
建議售價  $14,980
#JC50C    五人無手機場椅  $14,580

價格說明：
＊人工搬上2樓800元，3樓1200元
＊外縣市運費另外報價

JC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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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 Visitor / Bar Stools上課椅 / 洽談椅 / 吧檯椅 Public Chairs機場椅 / 公共座椅

JHseries

產品型號  #JH50C
產品名稱  五人無背機場椅
外形尺寸  W255D50H45
人因尺寸  W255D50H45
建議售價  $11,180

價格說明：
＊人工搬上樓2樓工資800 元，3樓工資1200元
＊外縣市運費另外報價

產品型號  #JH30C
產品名稱  三人無背機場椅
外形尺寸  W151D50H45
人因尺寸  W151D45H45
建議售價  $7,380 
#JH20C    $5,980

特色說明： 
耐用。舒適。優質

產品型號  #JH40C
產品名稱  四人無背機場椅
外形尺寸  W203D50H45
人因尺寸  W203D45H45
建議售價  $8,780

價格說明：
＊皮墊改顏色每位＋400元
＊不要皮墊每位－200 元
＊人工搬上樓2樓工資600 元，3樓工資1000元
＊外縣市運費另外報價

FMseries

產品型號  #FM45
產品名稱  愛馬士四人5手機場網椅
外形尺寸  W238D68H80
人因尺寸  W220D46H45
建議售價  $15,980

特色說明： 
透氣。耐用。舒適。優質 
 
價格說明：
＊人工搬上樓2樓工資800 元，3樓工資1200元
＊外縣市運費另外報價

產品型號  #FM32
產品名稱  愛馬士三人2手機場網椅
外形尺寸  W180D68H80
人因尺寸  W162D46H45
建議售價  $13,980

1.布料：高韌性編織網布
2.背框：鋼管彎製成形，表面鍍鉻
3.扶手：鋼管彎製成形，表面鍍鉻
4.橫樑：管徑40*80mm，厚度2mm 黑色粉體塗裝
5.椅腳：厚度1.2mm沖壓焊接成形，表面鍍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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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 Visitor / Bar Stools上課椅 / 洽談椅 / 吧檯椅 Public Chairs機場椅 / 公共座椅

SPseries
產品型號      #SP30
產品名稱      SP排椅三人無扶手
外形尺寸      W156D60H84
人因尺寸      W156D46H43
建議售價      $7,600
目錄色加價  $300
#SP20          SP排椅二人無扶手  $6,000
#SP40          SP排椅四人無扶手  $9,000

1.布質：透氣皮899-7深咖啡
2.泡綿：高密度PU發泡成形
3.曲木：一體成形六層曲木板，厚11mm
4.背面：薄泡綿加透氣皮，質感好
5.邊條：半圓形護邊條，防撞擊效果佳
6.彎管腳：鋼製彎管腳，黑色圓管烤漆，簡單耐用

SMseries

產品型號  #SM30
產品名稱  SM排椅三人無扶手
外形尺寸  W153D61H81
人因尺寸  W153D43H43
建議售價  $6,900
#SM20     SM排椅二人無扶手  $5,600
#SM40     SM排椅四人無扶手  $8,200

1.布質：小梨紋紅CP-922
2.泡綿：高密度PU發泡成形
3.曲木：一體成形六層曲木板，厚11mm
4.背面：薄泡綿加壓克力布，質感好
5.邊條：半圓形護邊條，防撞擊效果佳
6.彎管腳：鋼製彎管腳，黑色圓管烤漆，簡單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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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 Visitor / Bar Stools上課椅 / 洽談椅 / 吧檯椅 Public Chairs機場椅 / 公共座椅

BNseries

產品型號  #BN204
產品名稱  4人座PP排椅
外形尺寸  W200D50H79
人因尺寸  W45D45H43
建議售價  $10,125 
 
#BN202  W100D50H79    $6,625 
#BN203  W150D50H79    $8,500 
#BN205  W250D50H79  $12,125
#BN206  W300D50H79  $15,000 ( 3支腳 ) 
 
*椅背：水藍、綠、黃、白、橘 
*腳架：鋁合金腳

產品型號  #BN303
產品名稱  3人座無背PP排椅
外形尺寸  W150D40H45
建議售價  $9,875 
 
#BN302  W100D40H45    $6,875 
#BN304  W200D40H45    $8,500 
#BN305  W250D40H45  $11,750
#BN306  W300D40H45  $14,000 ( 3支腳 )

*椅背：黃、橘、藍、綠 
*腳架：烤漆銀色、黑色

產品型號  #BN104
產品名稱  4人座PE排椅
外形尺寸  W200D50H79
人因尺寸  W42D42H43 
建議售價  $11,250 
 
#BN102  W100D50H79    $7,500 
#BN103  W150D50H79    $9,250 
#BN105  W250D50H79  $13,250
#BN106  W300D50H79  $17,000 ( 3支腳 ) 
 
*椅背：紅、綠 
*腳架：烤漆銀色、黑色 

AUDITORIUM

產品型號  #ST63
產品名稱  雙人位視聽椅 

特色說明： 
透氣。耐用。舒適。優質

產品型號  #ST63
產品名稱  單人位視聽椅

1.布料：高級防火沙發布
2.泡棉：高密度PU發泡成形
3.曲木：一體成形六層曲木板，厚12mm
4.背殼、座殼：PP塑鋼射出成形，厚4mm
5.扶手：鋼板沖壓一體成形，厚2mm。裝飾板A.B.S.射出 
 一體成型，外覆泡棉後貼附沙發布
6.寫字板：密集板，厚18mm，雙面貼附耐刮美耐皿板
7.椅架：方管厚2.6*40*80mm烤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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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發  / 休 閒 椅

SOFAS

#SF962

#SF321#SF331#SF522

#LS#LS

#SF762 #SF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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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as / Lounge Chairs 沙發 /休閒椅

SFseries
產品型號  #SF672-1
產品名稱  SF672單人座沙發
建議售價  $19,000 
 
#SF672-2  SF672二人座沙發  $26,250
#SF672-3  SF672三人座沙發  $33,500 
#ST672B    清玻大茶几             $10,500 
#ST672S    清玻小茶几             $7,000 

#SF672-1 
W90*D80*H69

#SF672-2 
W144*D80*H69

#SF672-3 
W200*D80*H69

#ST672S 
W60*D60*H50

#ST672B 
W120*D60*H45

SFseries

產品型號  #SF832-1
產品名稱  SF832單人座沙發
建議售價  $17,500 
 
#SF832-2  832二人座沙發       $22,250 
#SF832-3  832三人座沙發       $26,750 
#ST201L    ST202玻璃大茶几  $9,000 
#ST202S    ST202玻璃小茶几  $7,000

產品型號  #SF738-1
產品名稱  SF738單人座沙發
建議售價  $15,500 

#SF738-2  738二人座沙發       $19,250
#SF738-3  738三人座沙發       $23,250 
#ST214B    ST214玻璃大茶几  $11,250 
#ST214S    ST214玻璃小茶几  $8,750 

#ST962-3 
W214*D88*H79

#SF832-1 
W79*D78*H84

#SF738-2 
W149*D85*H80 #ST214S 

W60*D60*H43

#ST214B 
W120*D60*H44

#SF738-1 
W91*D85*H80

#SF832-2 
W140*D78*H84

#ST210L 
W125*D65*H44

#SF832-3 
W193*D78*H84

#ST210S 
W65*D65*H49

#ST962-1 
W94*D88*H79

#ST202L 
W120*D60*H44

產品型號  #SF834
產品名稱  巴塞隆納單人座沙發 
外形尺寸  W74D75H81
建議售價  $18,000 
 
#SF834-2    巴塞隆納雙人座沙發 $31,750 
#SF834-3    巴塞隆納三人座沙發 $37,250 
#SF834-1F  巴塞隆納沙發腳墊椅 $10,500

#SF834-1 
W74*D75*H81

#SF834-1F 
W59*D61*H43

產品型號  #SF962-1
產品名稱  SF962單人座沙發
建議售價  $17,000 
 
#SF962-2  962二人座沙發       $21,250 
#SF962-3  962三人座沙發       $25,750 
#ST202L    ST202玻璃大茶几  $9,000 
#ST202S    ST202玻璃大茶几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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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as / Lounge Chairs 沙發 /休閒椅

SFseries
產品型號  #SF522-3T+3H
產品名稱  SF522L型沙發
建議售價  $62,500 
 
*布料：透氣布/壓克力布 

#SF522-3T+3H 提花布  $72,500 
#ST968L 簡約風小茶几   $12,000 

產品型號  #SF331 
產品名稱  SF33大廳造型沙發
建議售價  $40,500 
 
*布料：透氣布/壓克力布 
 
#SF331 提花布  $45,500 
#ST-36R 白色小茶几  $9,500

產品型號  #SF529-3T+3H
產品名稱  SF529L型居家沙發(含抱枕)
建議售價  $57,000 

*布料：透氣布/壓克力布 

#SF529-3T+3H 提花布  $67,500

產品型號  #SF321
產品名稱  SF321多功能造型沙發(不含圓桌)
建議售價  $37,750 

*布料：透氣布/壓克力布 
 
#SF321   提花布      $43,250 
#ST-21R 圓桌茶几  $6,500

產品型號  #SF331-ML
產品名稱  #SF331-ML米蘭沙發沙發(不含抱枕) 
產品尺寸  W150*D78*H74 
建議售價  $34,000 

*布料：壓克力布2010灰

產品型號  #SF528-4A+2S
產品名稱  SF528L型居家沙發(抱枕選配) 
建議售價  $55,000 
 
*布料：透氣布/壓克力布 

#SF528-4A+2S 提花布  $63,750

#SF522-3T 
W180*D100*H82

#SF529-3T 
W190*D85*H75

#SF321Q 
W154*D90*H40

#SF528-2S 
W110*D75*H67

#SF522-3H 
W130*D170*H82

#SF529-3H 
W180*D90*H75

#SF321W 
W119*D75*H40

#SF331 
W250*D78*H74

#ST-21R 
W75*D75*H45

#ST-36R 
W45*D45*H50

#SF528-4A 
W255*D75*H75

#ST968L 
W120*D60*H45

SF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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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as / Lounge Chairs 沙發 /休閒椅

產品型號  #LS01
產品名稱  盧梭一人會客沙發
外形尺寸  W65D74H75
人因尺寸  W61D53H40
建議售價  $4,780

1.布質：辦公椅專用壓克力布10-15
2.泡綿：高密度泡綿
3.曲木：一體成形六層曲木板，厚11mm
4.扶手：PU發泡成形，柔軟舒適
5.彎管腳：鋼製彎管腳，黑色圓管烤漆，簡單大方

產品型號  #LS21
產品名稱  盧梭二人會客沙發
外形尺寸  W126D74H75
人因尺寸  W122D53H40
建議售價  $7,780
#LS31      $11,380

特色說明：
舒適。耐用。簡約。柔軟

LSseries
產品型號  #LS02
產品名稱  盧梭茶几45*60
外形尺寸  W60D45H49
人因尺寸  W60D45H49
建議售價  $2,680

1.玻璃：８mm厚茶色玻璃
2.彎管腳：鋼製雙彎管腳，黑色圓管烤漆，簡單大方

產品型號  #LS64
產品名稱  盧梭茶几60*120
外形尺寸  W120D60H49
人因尺寸  W120D60H49
建議售價  $6,180

特色說明：
簡約。經濟

LS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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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DESKS

高 階 主 管 桌
OBM H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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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Desks 高階主管桌

產品型號  OBM1607P＋1005
產品名稱  歐巴馬主管桌160*170
主桌尺寸  W160D70H75
側桌尺寸  W100D70H75
建議售價  $19,800

＊桌面：面貼白山毛櫸美耐板，下方貼平衡板

特色說明： 
端莊。清新。優雅

＋美耐板桌面可選色、耐磨、耐刮
＋鋼製橫樑與桌腳堅固耐搖晃
＋鋼製橫樑與桌腳粉體烤漆可選灰色或黑色
＋鋁合金接頭電鍍光澤亮麗
＋美耐板桌面可用水擦拭

產品型號  OBM1407P＋1005
產品名稱  歐巴馬主管桌140*170
主桌尺寸  W140D70H75
側桌尺寸  W100D50H75
建議售價  $19,000

1.桌面：面貼雪白色美耐板，下方貼平衡板，厚27mm
2.橫樑：五角形鋼管，管厚1.5mm，表面粉體烤漆
3.接頭：鋁合金壓鑄成形，表面拋光鍍鉻
4.桌腳：特殊造型六角形鋼管，銀色烤漆
5.腳墊：塑鋼射出高18mm，表面鍍鉻
6.調整腳：直徑38mm，可調整高度10mm
7.擋板：板厚1mm，表面粉體烤漆

產品型號  OBM1808P＋1005
產品名稱  歐巴馬主管桌180*180
主桌尺寸  W180D80H75
側桌尺寸  W100D50H75
建議售價  $21,400

＊桌面：面貼艾利斯胡桃木美耐板，下方貼平衡板

OBMseries
產品型號  OBM2009P＋1205
產品名稱  歐巴馬主管桌200*210
主桌尺寸  W200D90H75
側桌尺寸  W120D50H75
建議售價  $23,800 
 
＊桌面：面貼黑色美耐板，下方貼平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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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Desks 高階主管桌

產品型號  HLR1607P＋0905
產品名稱  希拉蕊主管桌160*160
主桌尺寸  W160D70H75
側桌尺寸  W90D50H75
建議售價  $15,200

＊桌面：面貼白山毛櫸美耐板，下方貼平衡板

特色說明： 
清新。現代。亮麗

＋美耐板桌面可選色、耐磨、耐刮
＋鋼製橫樑與桌腳堅固耐搖晃
＋鋼製橫樑與桌腳白色粉體烤漆清新脫俗
＋鋁合金接頭電鍍光澤亮麗
＋美耐板桌面可用水擦拭

HLRseries
產品型號  HLR1407P＋0905
產品名稱  希拉蕊主管桌140*160
主桌尺寸  W140D70H75
側桌尺寸  W90D50H75
建議售價  $14,400

1.桌面：面貼雪白色美耐板，下方貼平衡板，厚27mm
2.橫樑：四角形鋼管，管厚1.5mm，表面白色粉體烤漆
3.接頭：鋁合金轉接頭，壓鑄成型，表面拋光鍍鉻
4.桌腳：正方形鋼管，管厚1.5mm，表面白色粉體烤漆
5.腳墊：塑鋼射出高18mm，表面鍍鉻
6.調整腳：直徑38mm，可調整高度10mm
7.擋板：板厚1.2mm，表面白色粉體烤漆

產品型號  HLR1808P＋0905
產品名稱  希拉蕊主管桌180*170
主桌尺寸  W180D80H75
側桌尺寸  W90D50H75
建議售價  $16,600

＊桌面：面貼艾利斯胡桃木美耐板，下方貼平衡板

特色說明： 
典雅。品味。時尚。現代。端莊

產品型號  HLR2009P＋1005
產品名稱  希拉蕊主管桌200*190
主桌尺寸  W200D90H75
側桌尺寸  W100D50H75
建議售價  $18,800

＊桌面：面貼黑色美耐板，下方貼平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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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Desks職員辦公桌

產品型號  OBM1607P
產品名稱  歐巴馬辦公桌160*70
外形尺寸  W160D70H75
人因尺寸  W146D63H69
建議售價  $13,800

＊桌面：面貼白山毛櫸美耐板，下方貼平衡板

特色說明： 
端莊。清新。優雅

＋美耐板桌面可選色、耐磨、耐刮
＋鋼製橫樑與桌腳堅固耐搖晃
＋鋼製橫樑與桌腳粉體烤漆可選灰色或黑色
＋鋁合金接頭電鍍光澤亮麗
＋美耐板桌面可用水擦拭

產品型號  OBM1407P
產品名稱  歐巴馬辦公桌140*70
外形尺寸  W140D70H75
人因尺寸  W126D63H69
建議售價  $13,000

1.桌面：面貼雪白色美耐板，下方貼平衡板，厚27mm
2.橫樑：五角形鋼管，管厚1.5mm，表面粉體烤漆
3.接頭：鋁合金壓鑄成形，表面拋光鍍鉻
4.桌腳：特殊造型六角形鋼管，灰色烤漆
5.腳墊：塑鋼射出高18mm，表面鍍鉻
6.調整腳：直徑38mm，可調整高度10mm
7.擋板：板厚1mm，表面粉體烤漆

產品型號  OBM1808P
產品名稱  歐巴馬辦公桌180*80
外形尺寸  W180D80H75
人因尺寸  W166D73H69
建議售價  $15,400

＊桌面：面貼艾利斯胡桃木美耐板，下方貼平衡板

OBMseries
產品型號  OBM2009P
產品名稱  歐巴馬辦公桌200*90
外形尺寸  W200D90H75
人因尺寸  W186D83H69
建議售價  $17,200

＊桌面：面貼黑色美耐板，下方貼平衡板

127126



Office Desks職員辦公桌

產品型號  HLR1607P
產品名稱  希拉蕊辦公桌160*70
外形尺寸  W160D70H75
人因尺寸  W149D57H67-69
建議售價  $11,000

＊桌面：面貼白山毛櫸美耐板，下方貼平衡板

特色說明： 
清新。現代。亮麗

＋美耐板桌面可選色、耐磨、耐刮
＋鋼製橫樑與桌腳堅固耐搖晃
＋鋼製橫樑與桌腳白色粉體烤漆清新脫俗
＋鋁合金接頭電鍍光澤亮麗
＋美耐板桌面可用水擦拭

HLRseries
產品型號  HLR1407P
產品名稱  希拉蕊辦公桌140*70
外形尺寸  W140D70H75
人因尺寸  W129D57H67-69
建議售價  $10,200

1.桌面：面貼雪白色美耐板，下方貼平衡板，厚27mm
2.橫樑：四角形鋼管，管厚1.5mm，表面白色粉體烤漆
3.接頭：鋁合金轉接頭，壓鑄成型，表面拋光鍍鉻
4.桌腳：正方形鋼管，管厚1.5mm，表面白色粉體烤漆
5.腳墊：塑鋼射出高18mm，表面鍍鉻
6.調整腳：直徑38mm，可調整高度10mm
7.擋板：板厚1.2mm，表面白色粉體烤漆

產品型號  HLR1808P
產品名稱  希拉蕊辦公桌180*80
外形尺寸  W180D80H75
人因尺寸  W169D67H67-69
建議售價  $12,400

＊桌面：面貼艾利斯胡桃木美耐板，下方貼平衡板

特色說明： 
典雅。品味。時尚

產品型號  HLR2009P
產品名稱  希拉蕊辦公桌200*90
外形尺寸  W200D90H75
人因尺寸  W189D77H67-69
建議售價  $14,200

＊桌面：面貼黑色美耐板，下方貼平衡板

＋擋板：正方凸點質感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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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Tables  會議桌

產品型號  OBM1608
產品名稱  歐巴馬會議桌160*80
外形尺寸  W160D80H75
人因尺寸  W146D66H69
建議售價  $12,600

＊桌面：面貼白山毛櫸美耐板，下方貼平衡板，厚27mm

特色說明： 
端莊。清新。優雅

＋美耐板桌面可選色、耐磨、耐刮
＋鋼製橫樑與桌腳堅固耐搖晃
＋鋼製橫樑與桌腳粉體烤漆可選灰色或黑色
＋鋁合金接頭電鍍光澤亮麗
＋美耐板桌面可用水擦拭

OBMseries
產品型號  OBM1407
產品名稱  歐巴馬會議桌140*70
外形尺寸  W140D70H75
人因尺寸  W126D56H69
建議售價  $11,200

1.桌面：面貼雪白色美耐板，下方貼平衡板，厚27mm
2.橫樑：五角形鋼管，管厚1.5mm，表面粉體烤漆
3.接頭：鋁合金壓鑄成形，表面拋光鍍鉻
4.桌腳：特殊造型六角形鋼管，銀色烤漆
5.腳墊：塑鋼射出高18mm，表面鍍鉻
6.調整腳：直徑38mm，可調整高度10mm

產品型號  OBM1809
產品名稱  歐巴馬會議桌180*90
外形尺寸  W180D90H75
人因尺寸  W166D76H69
建議售價  $14,000

＊桌面：面貼艾利斯胡桃木美耐板，下方貼平衡板

特色說明：
穩重。時尚。現代。優質

產品型號  OBM2010
產品名稱  歐巴馬會議桌200*100
外形尺寸  W200D100H75
人因尺寸  W186D86H69
建議售價  $15,800

＊桌面：面貼黑色美耐板，下方貼平衡板

產品型號  OBM2211
產品名稱  歐巴馬會議桌220*110
外形尺寸  W220D110H75
人因尺寸  W206D96H69
建議售價  $18,400

＊桌面：面貼灰色美耐板，下方貼平衡板
＊桌腳：特殊造型六角形鋼管，銀砂色烤漆

產品型號  OBM2412
產品名稱  歐巴馬會議桌240*120
外形尺寸  W240D120H75
人因尺寸  226D106H69
建議售價  $19,400

＊桌面：面貼艾利斯胡桃木美耐板，下方貼平衡板
＊桌腳：特殊造型六角形鋼管，銀黑色烤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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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型號  HLR1608
產品名稱  希拉蕊會議桌160*80
外形尺寸  W160D80H75
人因尺寸  W149D69H67-69
建議售價  $9,800

＊桌面：面貼白山毛櫸美耐板，下方貼平衡板

特色說明： 
清新。現代。亮麗

＋美耐板桌面可選色、耐磨、耐刮
＋鋼製橫樑與桌腳堅固耐搖晃
＋鋼製橫樑與桌腳白色粉體烤漆清新脫俗
＋鋁合金接頭電鍍光澤亮麗
＋美耐板桌面可用水擦拭

HLRseries
產品型號  HLR1407
產品名稱  希拉蕊會議桌140*70
外形尺寸  W140D70H75
人因尺寸  W129D59H67-69
建議售價  $8,600

1.桌面：面貼雪白色美耐板，下方貼平衡板，厚27mm
2.橫樑：四角形鋼管，管厚1.5mm，表面白色粉體烤漆
3.接頭：鋁合金轉接頭，壓鑄成型，表面拋光鍍鉻
4.桌腳：正方形鋼管，管厚1.5mm，表面白色粉體烤漆
5.腳墊：塑鋼射出高18mm，表面鍍鉻
6.調整腳：直徑38mm，可調整高度10mm

產品型號  HLR1809
產品名稱  希拉蕊會議桌180*90
外形尺寸  W180D90H75
人因尺寸  W169D79H67-69
建議售價  $11,200

＊桌面：面貼艾利斯胡桃木美耐板，下方貼平衡板

特色說明： 
典雅。品味。時尚

產品型號  HLR2010
產品名稱  希拉蕊會議桌200*100
外形尺寸  W200D100H75
人因尺寸  W189D89H67-69
建議售價  $12,800

＊桌面：面貼黑色美耐板，下方貼平衡板

產品型號  HLR2211
產品名稱  希拉蕊會議桌220*110
外形尺寸  W220D110H75
人因尺寸  W209D99H67-69
建議售價  $14,600

＊桌面：面貼白山毛櫸美耐板，下方貼平衡板

產品型號  HLR2412
產品名稱  希拉蕊會議桌240*120
外形尺寸  W240D120H75
人因尺寸  W229D109H67-69
建議售價  $16,400

＊桌面：面貼艾利斯胡桃木美耐板，下方貼平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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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Cseries
產品型號  LNC1809
產品名稱  林肯會議桌
外形尺寸  W180D90H74
建議售價  $32,200

1.桌面：黑色強化烤漆玻璃，厚10mm
2.橫樑：鋁合金押出成形，白色粉體烤漆
3.桌腳：鋁合金壓鑄成形，表面拋光鍍鉻

產品型號  LNC2010
產品名稱  林肯會議桌
外形尺寸  W200D100H74
建議售價  $32,200

1.桌面：黑色強化烤漆玻璃，厚10mm
2.橫樑：鋁合金押出成形，白色粉體烤漆
3.桌腳：鋁合金壓鑄成形，表面拋光鍍鉻 
 
特色說明：尊爵質感、氣派大器

產品型號  MDL2010
產品名稱  曼德拉船型會議桌
外形尺寸  W200D100H75
建議售價  $17,400

1.桌面：面貼紅山毛櫸美耐板，下方貼平衡板，厚27mm
2.桌架：方形鋼管表面粉體塗裝
3.腳架：鋁合金托架和1.5mm厚的錐形鋼管組成
4.腳座：錐形管下面是鋁合金調節桿，螺絲調節高度

特色說明：創造現代新視覺美學空間 
MDL1407   $12,400        W140D70H75
MDL1608   $13,800        W160D80H75
MDL1809   $15,400        W180D90H75
MDL2010   $17,400        W200D100H75
MDL2211   $19,600        W220D110H75
MDL2412   $21,800        W240D120H75
MDL2814   $31,000        W280D140H75（6支腳）

產品型號   MDL2010
產品名稱   曼德拉會議桌
外形尺寸   W200D100H75
建議售價   $16,400

1.桌面：面貼黑色美耐板，下方貼平衡板，厚27mm
2.桌架：方形鋼管表面粉體塗裝
3.腳架：鋁合金托架和1.5mm厚的錐形鋼管組成
4.腳座：錐形管下面是鋁合金調節桿，螺絲調節高度

特色說明：強調空間視覺重心 
MDL1407   $12,000        W140D70H75
MDL1608   $13,200        W160D80H75
MDL1809   $14,600        W180D90H75
MDL2010   $16,400        W200D100H75
MDL2211   $18,400        W220D110H75
MDL2412   $20,600        W240D120H75
MDL2814   $29,200        W280D140H75（6支腳）

MDL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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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R1414

^DCAB

DCAC-T2

HLR3207

DCAC

DCAC-T3

系 統 桌 / 工 作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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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tation系統桌 / 工作站

產品型號  HLR1414G
產品名稱  希拉蕊系統桌140*140
外形尺寸  W140D140H75
人因尺寸  W130D130H67-69
建議售價  $17,000

*綠色消音板

產品特色： 
清新。現代。亮麗

＋白色美芯板耐磨、耐刮
＋鋼製橫樑與桌腳堅固耐搖晃
＋鋼製橫樑與桌腳白色粉體烤漆清新脫俗
＋鋁合金接頭電鍍光澤亮麗
＋桌面可用水擦拭

HLRworkstation
產品型號  HLR1414B
產品名稱  希拉蕊系統桌140*140
外形尺寸  W140D140H75
人因尺寸  W130D130H67-69
建議售價  $17,000

1.桌面：面貼白色美芯板，下方貼平衡板，厚27mm
2.橫樑：四角形鋼管，管厚1.5mm，表面白色粉體烤漆
3.接頭：鋁合金轉接頭，壓鑄成型，表面拋光鍍鉻
4.桌腳：正方形鋼管，管厚1.5mm，表面白色粉體烤漆
5.腳墊：塑鋼射出高18mm，表面鍍鉻
6.調整腳：直徑38mm，可調整高度10mm
7.桌上屏風夾
8.茶色壓克力板

產品型號  HLR1414W
產品名稱  希拉蕊系統桌140*140
外形尺寸  W140D140H75
人因尺寸  W130D130H67-69
建議售價  $17,000

*白色霧面壓克力板

產品型號  HLR1614B
產品名稱  希拉蕊系統桌160*140
外形尺寸  W160D140H75
人因尺寸  W150D140H67-69
建議售價  $18,200

1.桌面：面貼白色美芯板，下方貼平衡板，厚27mm
2.橫樑：四角形鋼管，管厚1.5mm，表面白色粉體烤漆
3.接頭：鋁合金轉接頭，壓鑄成型，表面拋光鍍鉻
4.桌腳：正方形鋼管，管厚1.5mm，表面白色粉體烤漆
5.腳墊：塑鋼射出高18mm，表面鍍鉻
6.調整腳：直徑38mm，可調整高度10mm
7.桌上屏風夾
8.茶色壓克力板

產品型號  HLR1614B
產品名稱  希拉蕊系統桌160*140
外形尺寸  W160D140H75
人因尺寸  W150D140H67-69
建議售價  $18,200

*綠色消音板

產品特色： 
清新。現代。亮麗

＋白色美芯板耐磨、耐刮
＋鋼製橫樑與桌腳堅固耐搖晃
＋鋼製橫樑與桌腳白色粉體烤漆清新脫俗
＋鋁合金接頭電鍍光澤亮麗
＋桌面可用水擦拭

產品型號  HLR1614W
產品名稱  希拉蕊系統桌160*140
外形尺寸  W160D140H75
人因尺寸  W150D130H67-69
建議售價  $18,200

*白色霧面壓克力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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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型號  HLR2807G
產品名稱  希拉蕊系統桌280*70
外形尺寸  W280D70H75
人因尺寸  W132D700H67-69
建議售價  $22,600

*綠色消音板

產品特色： 
清新。現代。亮麗

＋白色美耐板耐磨、耐刮
＋鋼製橫樑與桌腳堅固耐搖晃
＋鋼製橫樑與桌腳白色粉體烤漆清新脫俗
＋鋁合金接頭電鍍光澤亮麗
＋桌面可用水擦拭

HLRworkstation
產品型號  HLR2807B
產品名稱  希拉蕊系統桌280*70
外形尺寸  W280D70H75
人因尺寸  W132D700H67-69
建議售價  $22,600

1.桌面：面貼白色美耐板，下方貼平衡板，厚27mm
2.橫樑：四角形鋼管，管厚1.5mm，表面白色粉體烤漆
3.接頭：鋁合金轉接頭，壓鑄成型，表面拋光鍍鉻
4.桌腳：正方形鋼管，管厚1.5mm，表面白色粉體烤漆
5.腳墊：塑鋼射出高18mm，表面鍍鉻
6.調整腳：直徑38mm，可調整高度10mm
7.桌上屏風夾
8.茶色壓克力板

產品型號  HLR2807W
產品名稱  希拉蕊系統桌280*70
外形尺寸  W280D70H75
人因尺寸  W132D700H67-69
建議售價  $22,600

*白色霧面壓克力板

產品型號  HLR3207B
產品名稱  希拉蕊系統桌320*70
外形尺寸  W320D70H75
人因尺寸  W152D70H67-69
建議售價  $24,200

1.桌面：面貼白山毛櫸美耐板，下方貼平衡板，厚27mm
2.橫樑：四角形鋼管，管厚1.5mm，表面白色粉體烤漆
3.接頭：鋁合金轉接頭，壓鑄成型，表面拋光鍍鉻
4.桌腳：正方形鋼管，管厚1.5mm，表面白色粉體烤漆
5.腳墊：塑鋼射出高18mm，表面鍍鉻
6.調整腳：直徑38mm，可調整高度10mm
7.桌上屏風夾
8.茶色壓克力板

產品型號  HLR3207G
產品名稱  希拉蕊系統桌320*70
外形尺寸  W320D70H75
人因尺寸  W152D70H67-69
建議售價  $24,200

*綠色消音板

產品特色： 
清新。現代。亮麗

＋面貼白山毛櫸美耐板耐磨、耐刮
＋鋼製橫樑與桌腳堅固耐搖晃
＋鋼製橫樑與桌腳白色粉體烤漆清新脫俗
＋鋁合金接頭電鍍光澤亮麗
＋桌面可用水擦拭

產品型號  HLR3207W
產品名稱  希拉蕊系統桌320*70
外形尺寸  W320D70H75
人因尺寸  W152D70H67-69
建議售價  $24,200

*白色霧面壓克力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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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型號   ZSP1203G
產品名稱   桌上屏風綠色消音板
外形尺寸   W120H30cm
建議售價   $1,600

1.桌上屏：綠色消音板，板厚8mm
2.屏風夾：鋁合金壓鑄成形，表面白色烤漆
3.屏風夾：矽膠保護墊

產品型號   ZSP1203B
產品名稱   桌上屏風棕色壓克力
外形尺寸   W120H30cm
建議售價   $1,600

1.桌上屏：棕色壓克力，板厚4mm
2.屏風夾：鋁合金壓鑄成形，表面白色烤漆
3.屏風夾：矽膠保護墊

產品型號   ZSP1203W
產品名稱   桌上屏風白色霧面壓克力
外形尺寸   W120H30cm
建議售價   $1,600

1.桌上屏：白色霧面壓克力，板厚4mm
2.屏風夾：鋁合金壓鑄成形，表面白色烤漆
3.屏風夾：矽膠保護墊

產品型號   ^DCAB-S
產品名稱   銀色活動櫃
外形尺寸   W40D57H65
建議售價   $3,600

1.銀灰色鋼板烤漆
2.附文具盒、隔板各1個，鎖匙2支

產品型號   ^DCAB-K
產品名稱   鋁型碳灰活動櫃 
外形尺寸   W44D59H62
建議售價   $9,600

1.碳灰色鋼板烤漆，四腳銀色鋁柱
2.附文具盒、隔板各1個，鎖匙2支

產品型號   ^DCAB-W
產品名稱   白色弧面活動櫃
外形尺寸   W40D58H65
建議售價   $3,500

1.白色鋼板烤漆
2.附文具盒、隔板各1個，鎖匙2支

ACCESS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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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型號   DCAC-4810
產品名稱   鋁製三孔線槽盒
外形尺寸   W480D100H129
人因尺寸   W468D78H129
建議售價   $2,400

1.銀灰色單掀鋁線盒蓋
2.銀灰色鋼板盒子
3.桌板挖孔尺寸：W470D80，內角R8mm

產品型號   DCAC-2808
產品名稱   希拉蕊小線槽蓋
外形尺寸   W280D80H27mm
人因尺寸   W270D68mm
建議售價   $400

1.銀灰色鋁蓋
2.搭配希拉蕊小吊籃使用

產品型號   DCAC-4817
產品名稱   鋁製六孔線槽盒
外形尺寸   W480D176H129
人因尺寸   W468D156H129
建議售價   $3,200

1.銀灰色雙掀鋁線盒蓋
2.銀灰色鋼板盒子 
3.桌板挖孔尺寸：W470D160，內角R8mm

產品型號   DCAC-T2
產品名稱   希拉蕊小吊籃
外形尺寸   W60D18H8
建議售價   $700

1.線槽掛鈎鋼板厚2mm
2.線槽鋼板厚0.7mm
3.表面白色粉體烤漆

產品型號   DCAC-T3
產品名稱   蛇護管
外形尺寸   W75D38H740mm
建議售價   $500

1.塑鋼射出成形，銀灰色烤漆 
2.搭配桌板圓孔走線蓋使用

產品型號   DCPU-H
產品名稱   電腦主機架
外形尺寸   W40D22H39-52
人因尺寸   W50D14-23H30-46
建議售價   $1,400

1.鋼板彎製，黑色粉體烤漆
2.顏色：黑 / 白 / 銀灰 

特色說明：
＋電腦主機懸掛置於辦公桌下方，可節省空間又防塵
＋可以旋轉主機方便背面插線

ACCESS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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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9006	 巧克力靚木
Fineline Chocolate

F9578	 馬利鐵刀木
Mali Wenge

F9205	 集層木
Legno Fineline Brown

F1143	 水波西卡檬
French Sycamore

F5904	 天然櫻桃木
Wild Cherry

F5997	 艾利斯胡桃木
Silent Walnut

F0949	 雪白色

White

F2726	 白山毛櫸
Natural Beech

F0756	 天然楓木
Natural Maple

F0905	 銀灰
Silver

F0909	正黑
Black

F0933	 正白
White

美耐板系列：常用不加價美耐板色號。桌板厚度27mm。

F2567	 紅山毛櫸
Copper Beech New

＊以上色樣，僅供參考，以實品為準。 
＊美耐板尺寸為客製化產品，經過裁切即為買斷，無法退換貨。

F0927	 曉灰
Silver

F9005	 靚木
Fineline

美耐板系列：加價美耐板色號，需依尺寸來電詢價。桌板厚度27mm。

＊以上色樣，僅供參考，以實品為準。 
＊美耐板尺寸為客製化產品，經過裁切即為買斷，無法退換貨。

SWAT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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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DING TABLES / ROUND TABLES

~MKL

~TED

LV

~TNY

LT

MDL

折 疊 桌 / 洽 談 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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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ding Tables / Round Tables 折疊桌 / 洽談桌

MKLseries
產品型號        ~MKL1506
產品名稱        梅克爾培訓摺疊桌150*55
外形尺寸        W150D55H74
建議售價        $8,780 
~MKL1806   $10,580    W180D55H74

1.桌面：白色桌面，灰色斜角安全貼條
2.桌腳：圓管造型鋼管，表面白色粉體烤漆
3.腳輪：前輪PU活動輪；後輪PU煞車輪
4.擋板：與桌腳連結，表面灰色粉體烤漆

＋有置物架
＋手動旋鈕左右各一，操作其一即可輕鬆收折桌面
＋附桌面連結鉤，扣合可以保持桌與桌之間緊密排列
＋輕巧，易移動，創造且增加空間使用便利性

TNYseries
產品型號   ~TNY1406
產品名稱   東尼摺疊桌
外形尺寸   W140D60H75
人因尺寸   W122D50H65
建議售價   $12,800

1.桌面：面貼富美家美耐板，下方貼平衡板，厚27mm
2.橫樑：四角形鋼管，管厚1.5mm，表面粉體烤漆
3.桌腳：六角形鋼管，特殊造型
4.腳輪：煞車輪
5.擋板：板厚1.5mm，表面粉體烤漆

產品型號    ~TNY1606
產品名稱    東尼摺疊桌
外形尺寸    W160D60H75
人因尺寸    W142D50H65
建議售價    13,200
~TNY1806   $14,200    W180D60H75
~TNY1807   $14,500    W160D70H75

特色說明：易收納，創造且增加空間使用便利性

＋桌面可垂直摺起來，並排省空間
＋美耐板桌面可選色、耐磨、耐刮
＋鋼製橫樑與桌腳堅固耐搖晃
＋鋼製橫樑與桌腳白色粉體烤漆清新脫俗
＋美耐板桌面可用水擦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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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ding Tables / Round Tables 折疊桌 / 洽談桌

LTseries LVseries

產品型號   LTW90
產品名稱   樂透洽談圓桌D90
外形尺寸   W90D90H74
建議售價   $6,800
LTW75       $5,600

1.桌面：強化霧玻璃，厚10mm
2.中管：直徑50mm鍍鉻鋼管
3.腳座：鍍鉻鋼製五爪椅腳，半徑32公分

特色說明：亮麗。典雅。品味。時尚

＋直徑可做65-90公分，價格另計

產品型號   LTM75
產品名稱   樂透洽談圓桌D75
外形尺寸   W75D75H74
建議售價   $4,400
LTM90      $5,200

＊桌面：白色美芯板，厚25mm

特色說明：可創造獨立談話空間

＋直徑可做65-90公分，價格另計

產品型號   LTM75G
產品名稱   洽談氣壓圓桌D75*40G
外形尺寸   W75D75H74-114
建議售價   $4,680

1.桌面：白色美芯板，厚25mm
2.中管：六角形電鍍氣壓棒，行程40公分
3.腳座：鍍鉻鋼製五爪椅腳，半徑32公分

特色說明：桌面可以升降

＋直徑可做65-90公分，價格另計

產品型號   LTQ75
產品名稱   樂透洽談圓桌D75
外形尺寸   W75D75H74
建議售價   $4,800
LTQ90       $5,800

＊桌面：強化清玻璃，厚10mm

＋直徑可做65-90公分，價格另計

產品型號   LVW75
產品名稱   露威洽談圓桌D75
外形尺寸   W75D75H69
建議售價   $6,000

1.桌面：強化霧玻璃，厚10mm
2.中管：直徑50mm鍍鉻鋼管
3.腳座：鋼製鍍鉻喇叭腳，直徑39公分

特色說明：簡約。俐落

＋直徑可做60-75公分，價格另計

產品型號   LVM60
產品名稱   露威洽談圓桌D60
外形尺寸   W60D60H70
建議售價   $3,700
LVM75      $4,600

＊桌面：白色美芯板，厚25mm

特色說明：典雅。品味。時尚。現代

價格說明：
＊可改成氣壓升降桌+1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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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ding Tables / Round Tables 折疊桌 / 洽談桌

產品型號    ~TOB1805G
產品名稱    托比折疊式會議桌.905色
外形尺寸    W180D45H74
建議售價    $3,250
~TOB1806G   W180D60H74   $3,500
~TOB1808G   W180D75H74   $4,500 
~TOB1809G   W180D90H74   $4,750

*桌面905灰色
*桌腳灰色烤漆 

特色說明：易收納，好清潔

＋桌腳可收摺起來，節省空間
＋桌面可用水擦拭 
＋有抽屜

產品型號    ~TOB1805
產品名稱    托比折疊式會議桌.2567木紋色
外形尺寸    W180D45H75
建議售價    $5,250
~TOB1806   W180D60H74   $5,750
~TOB1808   W180D75H74   $7,500 
~TOB1809   W180D90H74   $8,000
 
*桌面2567木紋色 

特色說明：易收納，好清潔

＋桌腳可收摺起來，節省空間
＋桌面可用水擦拭
＋有抽屜

MDLseries
產品型號   MDL090
產品名稱   曼德拉洽談桌
外形尺寸   W90D90H75
建議售價   $8,000

1.桌面：白色美芯板，厚25mm
2.腳架：鋁合金托架和1.5mm厚的錐形鋼管組成， 
               表面粉體塗裝
3.腳座：錐形管下面是鋁合金調節桿，螺絲調節高度

特色說明：穩重。典雅。現代

＋直徑可做90-120公分，價格另計

產品型號   MDL120
產品名稱   曼德拉洽談桌
外形尺寸   W120D120H75
建議售價   $10,400

1.桌面：灰色美芯板斜角封邊，厚25mm
2.腳架：鋁合金托架和1.5mm厚的錐形鋼管組成， 
               表面粉體塗裝
3.腳座：錐形管下面是鋁合金調節桿，螺絲調節高度

TEDseries
產品型號    ~TED1805W
產品名稱    泰德折疊桌
外形尺寸    W180D45H75
建議售價    $4,500
~TED1806W   W180D60H75   $5,000
~TED1808W   W180D75H75   $5,500

特色說明：易收納，好清潔

＋桌腳可收摺起來，節省空間
＋桌面可用水擦拭
＋環保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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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series
產品型號  #DJ01TGB
產品名稱  藍寶堅尼電競椅
外形尺寸  W66D67H124-132  
人因尺寸  W38D48H44-52
建議售價  $6,780 
 
價格說明：腳墊+890元

1.布料：高級纖維皮面材質，舒適透氣不悶熱
2.頭枕：枕靠高度可調
3.椅背：全機械結構調節150度，穩定可靠
4.腰墊：高度可調，完美支撐
5.坐墊：3D立體側翼內包裹式設計
6.曲木：一體成形曲木板，厚11mm
7.扶手：PU曲線升降扶手
8.機構：中置式後仰機構，可調整彈性
9.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8公分
10.椅腳：炫麗烤漆尼龍腳

產品型號  #DJ01TGG
產品名稱  綠巨人電競椅
外形尺寸  W66D67H124-132  
人因尺寸  W38D48H44-52
建議售價  $6,780 
 
價格說明：腳墊+890元

特色說明：
曲線。極速。多功能

產品型號  #DJ01TGR
產品名稱  藍法拉利紅電競椅
外形尺寸  W70D72H126-134  
人因尺寸  W42D51H44-52
建議售價  $9,980

*坐墊：高密度PU發泡成形，3D立體側翼內包裹式設計 
價格說明：腳墊+890元

產品型號   ~NBL0805
產品名稱   諾貝爾成長書桌
外形尺寸   W82*D48*H64-76

1.桌面：環保無毒防水美耐皿桌板，厚度25mm， 
               扶手支撐桌面處有黑色造型軟墊。
2.角度：桌板可調整傾斜角度，10段鎖定，第11段拉伸 
               則可恢復原本最初水平角度。
3.升降：桌子使用左右旋鈕調整升降高度，五段鎖定， 
               桌面最低64公分~76公分，每格間隔3公分。
4.桌腳：扁圓造型鋼管W47*D8，表面白色粉體烤漆。
5.腳墊：PP塑鋼射出型，直徑8公分，可微調高度5mm。

＋配件顏色：粉藍/粉紅，本體白色

產品型號    #NB03G
產品名稱    諾貝爾成長書椅
外形尺寸    W42*D50*H37-48
人因尺寸    W42*D38*H72-83

1.布料：彈性布粉藍/粉紅，本體灰白色
2.背框：PP塑鋼射出成形內外板
3.座墊：高密度PU發泡成型
4.機構：氣壓升降式機構
5.升降：可鎖定，可自由選擇旋轉與否
6.椅腳：PP塑鋼五爪腳，半徑25公分
7.椅輪：重力開關輪
 
 
建議售價    $10,980元/整套

NBLseries

緩降油壓，簡易操控桌面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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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型號      ~TRP1607
產品名稱      川普電動升降桌W160D70H70-115 
外形尺寸      W120-200，D70-80，H70-115
建議售價      $28,900 
~TRP1407   W140D80H70-115   $28,400

1.桌面：塑合板面貼美耐板，下方貼平衡板，厚27mm
2.桌腳：四角形鋼管，管厚1.5mm，表面白色粉體烤漆
3.腳墊：黑色固定墊
4.蛇管：長度120公分，白色
5.吊籃：鋼板彎製成形，厚度0.7mm，白色

＋可設定記憶4段常用高度，創造舒適工作環境
＋美耐板桌面可選色、耐磨、耐刮，可用水擦拭
＋鋼製橫樑與桌腳白色粉體烤漆，堅固耐搖晃
＋附吊籃W60*D18*H8公分

產品型號   ~TRP1808
產品名稱   川普電動升降桌W180D80H70-115
外形尺寸   W120-200，D70-80，H70-115
建議售價   $29,900

產品型號   ~TRP2008
產品名稱   川普電動升降桌W200D80H70-115
外形尺寸   W120-200，D70-80，H70-115
建議售價   $30,900

TRPseries
產品型號   ~ZBK0705
產品名稱   佐伯克氣壓升降邊桌70*48白
外形尺寸   W70D48H66-105
建議售價   $7,160

1.桌面：中密度纖維板表面貼覆PVC白色，厚度25mm
2.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39公分
3.桌腳：三星造形鋼管W58*D50，表面白色粉體烤漆
4.桌腳：固定墊，可微調高低，增加穩固性

＋輕巧，易移動，創造且增加空間使用便利性
＋白色粉體烤漆鋼製桌腳，堅固耐搖晃
＋可當邊桌使用

ZBKseries

產品型號   ~ZBK1207
產品名稱   佐伯克氣壓升降120*68黑
外形尺寸   W120D68H74-116
建議售價   $12,560

1.桌面：中密度纖維板表面貼覆PVC黑色，厚度18mm
2.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42公分，壓力10牛頓
3.桌腳：四角造形鋼管W110*D6.5，表面黑色粉體烤漆
4.腳輪：桌腳前緣有輪子可移動，增加便利性；後緣固定 
 墊，可微調高低，增加穩固性
5.擋板：板厚1.5mm，表面黑色粉體烤漆

＋輕巧，易移動，創造且增加空間使用便利性
＋黑色粉體烤漆鋼製橫樑與桌腳，堅固耐搖晃
＋靜態承重100KG；動態承重6~10KG

產品型號   ~ZBK1206
產品名稱   佐伯克氣壓升降120*60白
外形尺寸   W120D60H77-119
建議售價   $13,180

1.桌面：中密度纖維板表面貼覆PVC白色，厚度18mm，
 桌面可調範圍為75度，共5個角度
2.升降：氣壓棒升降裝置，行程44公分，壓力10牛頓，
 可承重6~8KG
3.桌腳：四角造形鋼管W110*D6.5，表面白色粉體烤漆
4.腳輪：桌腳前緣有輪子可移動，增加便利性；後緣固定墊
 ，可微調高低，增加穩固性
5.擋板：板厚1.5mm，表面白色粉體烤漆
 
＋附筆槽，不用可拆除

電動升降桌設定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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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el Furniture鋼製辦公家具

CDseries
產品型號  ^CD-180
產品名稱  CD桌18型寬180
外形尺寸  W180D70H74
建議售價  $4,250

^CD-070  CD桌18型寬  70公分  $2,750
^CD-100  CD桌18型寬100公分  $3,000
^CD-120  CD桌18型寬120公分  $3,125
^CD-140  CD桌18型寬140公分  $3,500
^CD-150  CD桌18型寬150公分  $3,625
^CD-160  CD桌18型寬160公分  $4,000

價格說明：
 
^CD-070  CD桌18型寬  70公分  $3,150
^CD-100  CD桌18型寬100公分  $3,400
^CD-120  CD桌18型寬120公分  $3,525
^CD-140  CD桌18型寬140公分  $3,900
^CD-150  CD桌18型寬150公分  $4,025
^CD-160  CD桌18型寬160公分  $4,400 
^CD-180  CD桌18型寬180公分  $4,650

價格說明：

^CD-070  CD桌18型寬  70公分  $3,450
^CD-100  CD桌18型寬100公分  $3,700
^CD-120  CD桌18型寬120公分  $3,825
^CD-140  CD桌18型寬140公分  $4,200
^CD-150  CD桌18型寬150公分  $4,325
^CD-160  CD桌18型寬160公分  $4,700 
^CD-180  CD桌18型寬180公分  $4,950

價格說明：

^CD-070  CD桌18型寬  70公分  $3,050
^CD-100  CD桌18型寬100公分  $3,300
^CD-120  CD桌18型寬120公分  $3,425
^CD-140  CD桌18型寬140公分  $3,800
^CD-150  CD桌18型寬150公分  $3,925
^CD-160  CD桌18型寬160公分  $4,300
^CD-180  CD桌18型寬180公分  $4,550

*桌面905色，本體905色

*桌面2567木紋色，本體905色

*桌面2567木紋色，本體黑色

*桌面905色，本體黑色

■^CD-160     ■^CD-150     ■^CD-140

■^CD-160     ■^CD-150     ■^CD-140

■^CD-160     ■^CD-150     ■^CD-140

■^CD-160     ■^CD-150     ■^CD-140

■^CD-120     ■^CD-100

■^CD-120     ■^CD-100

■^CD-120     ■^CD-100

■^CD-120     ■^CD-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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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el Furniture鋼製辦公家具

CDseries

■^CD-160+^CD-B2     ■^CD-180+^CD-B2

■^CD-160+^CD-B2     ■^CD-180+^CD-B2

■^CD-160+^CD-B1     ■^CD-180+^CD-B1

■^CD-160+^CD-B2     ■^CD-180+^CD-B2

產品型號  ^CD-160+^CD-B2
產品名稱  CD桌寬160+CD雙腳側桌 
外形尺寸  主桌W160D170H74、側桌W100D45H74
建議售價  $7,550
 
價格說明：
*側桌加吊櫃  +1,625元 
^CD-180+^CD-B2  CD桌寬180+CD雙腳側桌  $7,800

產品型號  ^CD-160+^CD-B2
產品名稱  CD桌寬160+CD雙腳側桌 
外形尺寸  主桌W160D170H74、側桌W100D45H74
建議售價  $6,750
 
價格說明：
*側桌加吊櫃  +1,625元 
^CD-180+^CD-B2  CD桌寬180+CD雙腳側桌  $7,000

產品型號  ^CD-160+^CD-B1
產品名稱  CD桌寬160+CD側桌附櫃 
外形尺寸  主桌W160D160H74、側桌W90D45H68 
建議售價  $8,900

價格說明： 
^CD-180+^CD-B1  CD桌寬180+CD側桌附櫃  $9,150 
 
備註：主側高低桌，側桌內縮10公分，實際使用側桌W90D45
 

產品型號  ^CD-160+^CD-B2
產品名稱  CD桌寬160+CD雙腳側桌 
外形尺寸  主桌W160D160H74、側桌W90D45H68 
建議售價  $7,350
 
價格說明：
*側桌加吊櫃.黑  +1,750元 
^CD-180+^CD-B1  CD桌寬180+CD雙腳側桌  $7,600 
 
備註：主側高低桌，側桌內縮10公分，實際使用側桌W90D45

ACCESSORIES

產品型號  ^OA-KB1
產品名稱  ABS鍵盤抽
外形尺寸  W56*D27*H9.5
建議售價  $500

產品型號  ^OA-KB2
產品名稱  ABS中抽905色
外形尺寸  W52*D41*H52
建議售價  $500

產品型號  ^OA-KB3
產品名稱  鐵中抽無鎖905色 
外形尺寸  W54*D40*H11
建議售價  $875

產品型號  ^OA-KB4
產品名稱  鐵中抽帶鎖905色
外形尺寸  W54*D40*H11
建議售價  $1,000

產品型號  ^MC-GG
產品名稱  活動櫃905色
外形尺寸  W40*D56*H68
建議售價  $2,100 
 
1.銀灰色鋼板烤漆
2.附文具盒、隔板各1個，鎖匙2支

產品型號  ^MC-WG
產品名稱  活動櫃905色.
   2567木紋台面
外形尺寸  W40*D56*H68
建議售價  $2,650

1.銀灰色鋼板烤漆，木紋台面
2.附文具盒、隔板各1個，鎖匙2支

產品型號  ^MC-WB
產品名稱  活動櫃黑色.
   2567木紋台面
外形尺寸  W40*D56*H68
建議售價  $2,750

1.黑色鋼板烤漆，木紋台面
2.附文具盒、隔板各1個，鎖匙2支

產品型號  ^MC-BB
產品名稱  活動櫃黑色
外形尺寸  W40*D56*H68
建議售價  $2,200

1.黑色鋼板烤漆 
2.附文具盒、隔板各1個，鎖匙2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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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el Furniture鋼製辦公家具

*桌面905色，本體905色

*桌面2567木紋色，本體905色

*桌面2567木紋色，本體黑色

*桌面905色，本體黑色

HUseries
產品型號  ^HU-180
產品名稱  HU桌18型寬180
外形尺寸  W180D70H74
建議售價  $4,250

^HU-070  HU桌18型寬  70公分  $2,750
^HU-100  HU桌18型寬100公分  $3,000
^HU-120  HU桌18型寬120公分  $3,125
^HU-140  HU桌18型寬140公分  $3,500
^HU-150  HU桌18型寬150公分  $3,625
^HU-160  HU桌18型寬160公分  $4,000

價格說明： 
 
^HU-070  HU桌18型寬  70公分  $3,150
^HU-100  HU桌18型寬100公分  $3,400
^HU-120  HU桌18型寬120公分  $3,525
^HU-140  HU桌18型寬140公分  $3,900
^HU-150  HU桌18型寬150公分  $4,025
^HU-160  HU桌18型寬160公分  $4,400 
^HU-180  HU桌18型寬180公分  $4,650

價格說明：

^HU-070  HU桌18型寬  70公分  $3,450
^HU-100  HU桌18型寬100公分  $3,700
^HU-120  HU桌18型寬120公分  $3,825
^HU-140  HU桌18型寬140公分  $4,200
^HU-150  HU桌18型寬150公分  $4,325
^HU-160  HU桌18型寬160公分  $4,700 
^HU-180  HU桌18型寬180公分  $4,950

價格說明：

^HU-070  HU桌18型寬  70公分  $3,050
^HU-100  HU桌18型寬100公分  $3,300
^HU-120  HU桌18型寬120公分  $3,425
^HU-140  HU桌18型寬140公分  $3,800
^HU-150  HU桌18型寬150公分  $3,925
^HU-160  HU桌18型寬160公分  $4,300
^HU-180  HU桌18型寬180公分  $4,550

■^HU-120     ■^HU-100

■^HU-160     ■^HU-150     ■^HU-140

■^HU-160     ■^HU-150     ■^HU-140

■^HU-160     ■^HU-150     ■^HU-140

■^HU-160     ■^HU-150     ■^HU-140

■^HU-120     ■^HU-100

■^HU-120     ■^HU-100

■^HU-120     ■^HU-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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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el Furniture鋼製辦公家具

HUseries

■^HU-160+^HU-B2     ■^HU-180+^HU-B2

■^HU-160+^HU-B2     ■^HU-180+^HU-B2

■^HU-160+^HU-B1     ■^HU-180+^HU-B1

■^HU-160+^HU-B2     ■^HU-180+^HU-B2

產品型號  ^HU-160+^HU-B2
產品名稱  HU桌寬160+HU雙腳側桌 
外形尺寸  主桌W160D170H74、側桌W100D45H74
建議售價  $7,550
 
價格說明：
*側桌加吊櫃  +1,450元 
^HU-180+^HU-B2  HU桌18型寬180+HU雙腳側桌18型  $7,800

產品型號  ^HU-160+^HU-B2
產品名稱  HU桌寬160+HU雙腳側桌 
外形尺寸  主桌W160D170H74、側桌W100D45H74
建議售價  $6,750
 
價格說明：
*側桌加吊櫃  +1,450元 
^HU-180+^HU-B2  HU桌18型寬180+HU雙腳側桌18型  $7,000

產品型號  ^HU-160+^HU-B1
產品名稱  HU桌寬160+HU側桌附櫃 
外形尺寸  主桌W160D160H74、側桌W90D45H68 
建議售價  $8,900

價格說明： 
^HU-180+^HU-B1  HU桌寬180+HU側桌附櫃  $9,150 
 
備註：主側高低桌，側桌內縮10公分，實際使用側桌W90D45
 

產品型號  ^HU-160+^HU-B2
產品名稱  HU桌寬160+HU側桌附櫃 
外形尺寸  主桌W160D160H74、側桌W90D45H68 
建議售價  $8,100
 
價格說明： 
^HU-180+^HU-B1  HU桌寬180+HU側桌附櫃  $8,350 
 
備註：主側高低桌，側桌內縮10公分，實際使用側桌W90D45

產品型號  ^OA-KB1
產品名稱  ABS鍵盤抽
外形尺寸  W56*D27*H9.5
建議售價  $500

產品型號  ^OA-KB2
產品名稱  ABS中抽905色
外形尺寸  W52*D41*H52
建議售價  $500

產品型號  ^OA-KB3
產品名稱  鐵中抽無鎖905色 
外形尺寸  W54*D40*H11
建議售價  $875

產品型號  ^OA-KB4
產品名稱  鐵中抽帶鎖905色
外形尺寸  W54*D40*H11
建議售價  $1,000

產品型號  ~DCAA-G
產品名稱  活動櫃905色
外形尺寸  W40*D56*H68
建議售價  $2,100 
 
1.銀灰色鋼板烤漆
2.附文具盒、隔板各1個，鎖匙2支

產品型號  ~DCAA-G
產品名稱  活動櫃905色.
   2567木紋台面
外形尺寸  W40*D56*H68
建議售價  $2,650

1.銀灰色鋼板烤漆，木紋台面
2.附文具盒、隔板各1個，鎖匙2支

產品型號  ~DCAA-G
產品名稱  活動櫃黑色.
   2567木紋台面
外形尺寸  W40*D56*H68
建議售價  $2,750

1.黑色鋼板烤漆，木紋台面
2.附文具盒、隔板各1個，鎖匙2支

產品型號  ~DCAA-G
產品名稱  活動櫃黑色
外形尺寸  W40*D56*H68
建議售價  $2,200

1.黑色鋼板烤漆 
2.附文具盒、隔板各1個，鎖匙2支

ACCESS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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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el Furniture鋼製辦公家具

CABINETseries

產品型號  ^UP-2
產品名稱  理想櫃二掀74
外形尺寸  W90*D45*74
建議售價  $6,125

產品型號  ^UP-3
產品名稱  理想櫃三掀106
外形尺寸  W90*D45*106
建議售價  $8,000

產品型號  ^UD-2
產品名稱  理想櫃二大抽74
外形尺寸  W90*D45*H74
建議售價  $5,625

產品型號  ^UD-3
產品名稱  理想櫃三大抽106
外形尺寸  W90*D45*H106
建議售價  $7,375

產品型號  ^UC-2
產品名稱  理想櫃一掀一抽74
外形尺寸  W90*D45*H74
建議售價  $5,875

產品型號  ^UC-3
產品名稱  理想櫃一掀二抽106
外形尺寸  W90*D45*H106
建議售價  $7,750

產品型號  ^UD-3A
產品名稱  理想櫃二小一大74
外形尺寸  W90*D45*H74
建議售價  $7,125

產品型號  ^UD-4
產品名稱  理想櫃二小二大106
外形尺寸  W90*D45*H106
建議售價  $8,875

產品型號  ^UD-4B
產品名稱  理想櫃四小抽74
外形尺寸  W90*D45*H74
建議售價  $7,875

產品型號  ^UD-6
產品名稱  理想櫃六小抽106
外形尺寸  W90*D45*H106
建議售價  $12,000

產品型號  ^US-2
產品名稱  理想櫃鐵拉74
外形尺寸  W90*D45*74
建議售價  $3,250

產品型號  ^US-3
產品名稱  理想櫃鐵拉106
外形尺寸  W90*D45*106
建議售價  $4,000

產品型號  ^UD-4A
產品名稱  理想櫃四中抽106
外形尺寸  W90*D45*H106
建議售價  $8,875

產品型號  ^U4-2
產品名稱  直立式二抽公文櫃 
外形尺寸  W46.2*D62*H74
建議售價  $5,750

產品型號  ^U4-3
產品名稱  直立式三抽公文櫃
外形尺寸  W46.2*D62*H106.2
建議售價  $6,750

產品型號  ^U4-4
產品名稱  直立式四抽公文櫃
外形尺寸  W46.2*D62*H140
建議售價  $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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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el Furniture鋼製辦公家具

CABINETseries

產品型號  ^UN-2
產品名稱  理想櫃開棚74
外形尺寸  W90*D45*H74
建議售價  $2,875

產品型號  ^UN-3
產品名稱  理想櫃開棚106
外形尺寸  W90*D45*H106
建議售價  $3,750

產品型號  ^UG-2A
產品名稱  理想櫃玻璃無框74
外形尺寸  W90*D45*H74
建議售價  $3,750

產品型號  ^UG-3A
產品名稱  理想櫃玻璃無框106
外形尺寸  W90*D45*H106
建議售價  $4,500

產品型號  ^UG-2
產品名稱  理想櫃玻璃加框74
外形尺寸  W90*D45*H74
建議售價  $3,500

產品型號   ^DF-04D51S
產品名稱   四人置物櫃
外形尺寸   W119D51H180
建議售價   $21,000

*全鋼製門 
*門片顏色：905色/綠色/藍色 
＋配件：每片大門內附鏡片*1     
    、吊衣架*1、隔板*1

產品型號  ^UG-3
產品名稱  理想櫃玻璃加框106
外形尺寸  W90*D45*H106
建議售價  $4,250

產品型號   ^DF-08D51S 
產品名稱   八人置物櫃
外形尺寸   W119D51H180
建議售價   $25,600 
 
*全鋼製門
 
特色說明： 
簡潔。多用途。便利。美觀。

產品型號  ^KG-088G
產品名稱  連座玻璃拉門.有中隔 
外形尺寸  W88*D40*H176
建議售價  $8,625

產品型號   ^DF-12D51S
產品名稱   十二人置物櫃
外形尺寸   W119D51H180
建議售價   $26,000

*ABS塑鋼門片
 
價格說明： 
*全鋼製門  $27,500

產品型號  KG-118G
產品名稱  連座玻璃拉門.有中隔
外形尺寸  W118*D40*H176
建議售價  $9,625

產品型號  ^KG-088
產品名稱  H型書櫃3*3玻拉
外形尺寸  W88*D40*H88
建議售價  $3,500

產品型號  ^KS-088
產品名稱  H型書櫃3*3鐵拉
外形尺寸  W88*D40*H88
建議售價  $3,500

產品型號  ^KG-118
產品名稱  H型書櫃4*3玻拉
外形尺寸  W118*D40*H88
建議售價  $3,750

產品型號  ^KS-118
產品名稱  H型書櫃4*3鐵拉
外形尺寸  W118*D40*H88
建議售價  $3,750

產品型號  ^UF-T
產品名稱  理想櫃面板.905灰
外形尺寸  W90*D45*H1.8
建議售價  $1,000

產品型號  ^UF-B
產品名稱  理想櫃底座
外形尺寸  W90*D45*H6
建議售價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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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Cabinet系統櫃

SYSTEM CAB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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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Cabinet系統櫃

SYSTEM CAB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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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合 屏 風

PAR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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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ition組合屏風

框架 H102框架
上面板 H30面板
下面板 H70面板  

型號                             寬度          建議售價
^P25H102W045      W45           $1,390 
^P25H102W060      W60          $1,550 
^P25H102W070      W70          $1,610 
^P25H102W080      W80          $2,020 
^P25H102W090      W90          $2,090 
^P25H102W100      W100          $2,250 
^P25H102W120      W120         $2,440 
^P25H102W140      W140          $2,580 
^P25H102W150      W150          $2,690 
^P25H102W160      W160          $2,820 

框架 H112框架
上面板 H40面板
下面板 H70面板  

型號                             寬度          建議售價 
^P25H112W045      W45          $1,460 
^P25H112W060      W60          $1,630 
^P25H112W070      W70          $1,680 
^P25H112W080      W80          $2,140 
^P25H112W090      W90          $2,200 
^P25H112W100      W100          $2,360 
^P25H112W120      W120          $2,540 
^P25H112W140      W140          $2,680 
^P25H112W150      W150          $2,800 
^P25H112W160      W160          $2,920 

框架 H112框架
上面板 H20霧玻
中面板 H20面板
下面板 H70面板

型號                             寬度          建議售價 
^P25H112W045      W45          $1,590 
^P25H112W060      W60          $1,760 
^P25H112W070      W70          $1,850 
^P25H112W080      W80          $2,260 
^P25H112W090      W90          $2,350 
^P25H112W100      W100          $2,560 
^P25H112W120      W120          $2,800 
^P25H112W140      W140          $3,000 
^P25H112W150      W150          $3,180 
^P25H112W160      W160          $3,410 

框架 H122框架
上面板 H20霧玻
中面板 H30面板
下面板 H70面板

型號                             寬度           建議售價
^P25H122W045      W45            $1,660  
^P25H122W060      W60           $1,870 
^P25H122W070      W70           $1,960 
^P25H122W080      W80           $2,380 
^P25H122W090      W90           $2,470 
^P25H122W100      W100           $2,670 
^P25H122W120      W120           $2,940 
^P25H122W140      W140           $3,140 
^P25H122W150      W150           $3,300 
^P25H122W160      W160           $3,550 

框架 H132框架
上面板 H20霧玻
中面板 H40面板
下面板 H70面板 

型號                             寬度           建議售價 
^P25H132W045      W45           $1,730 
^P25H132W060      W60           $1,950 
^P25H132W070      W70           $2,030 
^P25H132W080      W80           $2,500 
^P25H132W090      W90           $2,590 
^P25H132W100      W100           $2,800 
^P25H132W120      W120          $3,040 
^P25H132W140      W140           $3,240 
^P25H132W150      W150           $3,420 
^P25H132W160      W160           $3,650 

框架 H132框架
上面板 H30霧玻
中面板 H30面板
下面板 H70面板 

型號                             寬度           建議售價
^P25H132W045      W45           $1,740 
^P25H132W060      W60           $1,940 
^P25H132W070      W70           $2,030 
^P25H132W080      W80           $2,460 
^P25H132W090      W90           $2,550 
^P25H132W100      W100           $2,770 
^P25H132W120      W120           $3,040 
^P25H132W140      W140           $3,280 
^P25H132W150      W150           $3,440 
^P25H132W160      W160           $3,680 

PARTITION 2.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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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ition組合屏風

框架 H172框架
上面板 H40霧玻
中面板 H60面板
下面板 H70面板 

型號                             寬度          建議售價
^P25H172W045      W45          $2,180 
^P25H172W060      W60          $2,440 
^P25H172W070      W70          $2,600 
^P25H172W080      W80          $3,150 
^P25H172W090      W 90          $3,280 
^P25H172W100      W100          $3,500 
^P25H172W120      W120          $3,880 
^P25H172W140      W140         $4,170 
^P25H172W150      W150          $4,330 
^P25H172W160      W160          $4,600 

框架 H152框架
上面板 H40霧玻
中面板 H40面板
下面板 H70面板 

型號                             寬度          建議售價
^P25H152W045      W45          $1,930 
^P25H152W060      W60          $2,170 
^P25H152W070      W70          $2,300 
^P25H152W080      W80          $2,820 
^P25H152W090      W90          $2,940 
^P25H152W100      W100          $3,120 
^P25H152W120      W120          $3,430 
^P25H152W140      W140          $3,700 
^P25H152W150      W150          $3,880 
^P25H152W160      W160         $4,120 

PARTITION 2.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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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ition組合屏風

產品型號  ^PDT5050
產品名稱  屏風桌板905灰深45
外形尺寸  W45D45T3
建議售價  $1,360
 
*側桌板深度固定D45，905灰色 
 
建議售價：
^PDT5060     W60D45T3     $1,430
^PDT5070     W70D45T3     $1,550
^PDT5080     W80D45T3     $1,640
^PDT5090     W90D45T3     $1,660
^PDT5100     W100D45T3   $1,740
^PDT5120     W120D45T3   $1,990
^PDT5140     W140D45T3   $2,240
^PDT5150     W150D45T3   $2,410
^PDT5160     W160D45T3   $2,450

產品型號  ^PDT7060
產品名稱  屏風桌板905灰深70
外形尺寸  W60D70T3
建議售價  $1,700
 
*主桌板深度固定D70，905灰色 
 
建議售價：
^PDT7070     W70D70T3     $1,740
^PDT7080     W80D70T3     $1,780
^PDT7090     W90D70T3     $1,820
^PDT7100     W100D70T3   $1,940
^PDT7120     W120D70T3   $2,060
^PDT7140     W140D70T3   $2,450
^PDT7150     W150D70T3   $2,490
^PDT7160     W160D70T3   $2,570
^PDT7180     W180D70T3   $2,770 

產品型號  ^PDW5050
產品名稱  屏風桌板2567木紋色深45
外形尺寸  W45D45T3
建議售價  $1,410
 
*側桌板深度固定D45，2567木紋色 
 
建議售價：
^PDW5060     W60D45T3     $1,540
^PDW5070     W70D45T3     $1,680
^PDW5080     W80D45T3     $1,770
^PDW5090     W90D45T3     $1,770
^PDW5100     W100D45T3   $1,850
^PDW5120     W120D45T3   $2,160
^PDW5140     W140D45T3   $2,440
^PDW5150     W150D45T3   $2,620
^PDW5160     W160D45T3   $2,660

產品型號  ^PDW7060
產品名稱  屏風桌板2567木紋色深70
外形尺寸  W60D70T3
建議售價  $1,800
 
*主桌板深度固定D70，2567木紋色 
 
建議售價：
^PDW7070     W70D70T3     $1,850
^PDW7080     W80D70T3     $1,890
^PDW7090     W90D70T3     $1,930
^PDW7100     W100D70T3   $2,060
^PDW7120     W120D70T3   $2,180
^PDW7140     W140D70T3   $2,600
^PDW7150     W150D70T3   $2,640
^PDW7160     W160D70T3   $2,730
^PDW7180     W180D70T3   $2,930

DESKTOP

189188



           Partition組合屏風

HIGH COM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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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TCHES

布 料 
CD 洞洞網

CL 格網

CP 小梨紋

CC 密織網

C3D 立體網

CS 鯊魚網

CG 鎏金網

L207-899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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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tchs 布料 / 色板

SWATCHES

＊以上色樣，僅供參考，以實品為準。 ＊以上色樣，僅供參考，以實品為準。

密織網布系列：適用於鐵框、塑鋼背框椅款，標準不加價布色。

CC-111	 密織網	黑
Black

CC-9B4	 密織網	綠
Green

CC-24A	密織網	藍
Blue

CC-C72	密織網	橘 
Orange

CC-622	 密織網	紅 
Red

CC-677	 密織網	灰 
Grey

洞洞網布系列：適用於鐵框、塑鋼背框椅款，標準不加價布色。

CD-111	 洞洞網	黑
Black

CD-8A3	洞洞網	綠
Green

CD-237	 洞洞網	藍
Blue

CD-999	洞洞網	淺灰
Light Grey

CD-555	洞洞網	深灰
Dark Grey

CD-A22	洞洞網	紅
Red

CD-733	 洞洞網	酒紅
Red Wine

CD-B63	洞洞網	橘
Orange

鯊魚網布系列：適用於塑鋼全網椅款，AX、BL、NK、WA、WL，標準不加價布色。

CS-02B	 鯊魚網	藍
Blue

CS-555	 鯊魚網	深灰
Dark Grey

CS-CF2	 鯊魚網	綠
Green

CS-111	 鯊魚網	黑
Black

CS-F74	 鯊魚網	橘
Orange

CS-522	 鯊魚網	酒紅	
Red Wine

CS-FE4	 鯊魚網	黃
Yellow

CS-CCC	鯊魚網	淺灰
Light Grey

格網布系列：適用於塑鋼全網椅款，AX、BL、NK、WA、WL，標準不加價布色。

CL-798	 格網	粉藍 
Blue

CL-DDE	格網	灰 
Grey

CL-DF7	 格網	綠 
Green

CL-F68	 格網	粉紅 
Pink

CL-F86	 格網	橘
O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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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tchs 布料 / 色板

SWATCHES

＊以上色樣，僅供參考，以實品為準。

立體網布系列：適用於塑鋼背框椅款，GD、GV、LI、LK、OM，標準不加價布色。

C3D-2000		立體網	
松露黑		Black

C3D-2014		立體網		
藍莓藍		Dark	Blue

C3D-2003		立體網	
抹茶綠		Green

C3D-2009		立體網		
鐵炭灰	Grey

C3D-2011		立體網			
孔雀藍		Light	Blue

鎏金網布系列：適用於塑鋼背框椅款，BS、BV、NR、NX，標準不加價布色。

CG-9C4	鎏金網	綠
Green

CG-AA9	鎏金網	深灰
Dark Grey

CG-46A	鎏金網	藍
Blue

CG-900	 鎏金網	橘 
Orange

CG-111	 鎏金網	黑
Black

CG-ED4	鎏金網	黃 
Yellow

CG-900	 鎏金網	紅
Red

CG-EEE	 鎏金網	淺灰 
Light Grey

L207-899-01	透氣皮	黑 
Black

L207-899-12	透氣皮	深綠
Dark Green

L207-899-27	透氣皮	棕色 
Brown

L207-899-26	透氣皮	黃赭 
Sienna

L207-899-41	透氣皮	米黃 
Beige

L207-899-05	透氣皮	深灰
Dark Grey

L207-899-17	透氣皮	翠綠
Green

L207-899-30	透氣皮	土黃 
Khaki

L207-899-43	透氣皮	淺黃 
Light Yellow

L207-899-07	透氣皮	深咖啡
Dark Brown

L207-899-19	透氣皮	藍 
Blue

L207-899-33	透氣皮	鮭色 
Salmon Red

L207-899-45	透氣皮	紅 
Red

L207-899-35	透氣皮	灰 
Grey

L207-899-09	透氣皮	深藍
Dark Blue

L207-899-23	透氣皮	咖啡 
Brown

透氣皮L207-899系列：適用於泡棉椅款、泡棉座墊，除黑皮不加價， 
其它選色低背+100元，高背+200元，顏色僅供參考，以實品為準。

＊以上色樣，僅供參考，以實品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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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tchs 布料 / 色板

SWATCHES

CP-111	 小梨紋	黑
Black

CP-56A	 小梨紋	淺藍
Light Blue

CP-8B4	 小梨紋	青綠
Green

CP-123	 小梨紋	深藍
Dark Blue

CP-677	 小梨紋	深灰
Dark Grey

CP-922	 小梨紋	紅 
Red

CP-236	 小梨紋	中藍
Middle Blue

CP-788	 小梨紋	中綠
Middle Green

CP-C52	 小梨紋	橘 
Orange

CP-411	 小梨紋	酒紅
Red Wine

CP-888	 小梨紋	淺灰
Light Grey

小梨紋布系列：適用於泡棉椅款、屏風，標準不加價布色。 
顏色僅供參考，以實品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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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NOTES

辦公椅布料加價表

訂購須知

桌椅安全注意事項

辦公椅運送加價表

辦公桌椅常見問題

訂購憑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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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ing Information 訂購須知

辦 公 椅 布 料 加 價 表 辦 公 椅 運 送 加 價 表

203202



Ordering Information 訂購須知

訂 購 須 知 訂 購 憑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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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ing Information 訂購須知

※請勿將任何物體或身體部位塞入桌椅任何的空隙。 
---------------------------------------------------------------------------------------------------------------------
※請勿將桌椅用於睡覺。在不正確的使用狀況下，可能會損害健康或導致死亡。 
---------------------------------------------------------------------------------------------------------------------
※請勿過度傾仰椅背，導致椅腳翹起，超出應有的活動範圍。 
---------------------------------------------------------------------------------------------------------------------
※請勿坐在扶手上或對扶手施予過度的力量與壓力。請勿站立於桌椅上，以免摔倒。
--------------------------------------------------------------------------------------------------------------------- 
※請勿推擲椅子，移動椅子時請施予適當的力量並緩慢移動。
--------------------------------------------------------------------------------------------------------------------- 
※請勿將桌椅靠近火焰或點火的香菸。並請遠離尖銳物品，以免導致破損。
--------------------------------------------------------------------------------------------------------------------- 
※請勿讓陽光直射桌椅，可能會導致椅子褪色或變質龜裂等狀況。
--------------------------------------------------------------------------------------------------------------------- 
※請勿將桌椅曝露在潮濕的環境中，可能導致桌椅發霉或生鏽等狀況。
--------------------------------------------------------------------------------------------------------------------- 
※操作氣壓升降時請施予適當的力量，過度的力量可能會造成斷裂與損壞。 
--------------------------------------------------------------------------------------------------------------------- 
※桌腳、椅輪可能會在較軟材質的地板上造成損害，在這種情況下建議使用地墊。
--------------------------------------------------------------------------------------------------------------------- 
※請保持桌腳、椅輪及地面清潔，灰塵或其他異物可能會造成地面汙損或卡住損壞。
--------------------------------------------------------------------------------------------------------------------- 
※因不當使用所造成的桌椅損傷，皆不在保固範圍內。乘坐椅子可能會產生靜電。
--------------------------------------------------------------------------------------------------------------------- 
※較乾的天氣或環境可能會產生靜電。
--------------------------------------------------------------------------------------------------------------------- 
本工廠通過ISO 9001：2015國際品質管理系統
---------------------------------------------------------------------------------------------------------------------

桌 椅 安 全 注 意 事 項
1.何謂人體工學?
　A：『人體工學』又稱『人因工程』，主要是改善『人』與『工作環境』及『器物』間的效率，並使人更健康。『人體工學』是
          相對而言。例如坐在石頭上比坐在地上符合人體工學。背靠在樹上比只坐在石頭上舒服。所以每張辦公椅都可以說 
          是符合人體工學，但是兩兩相比就有程度上的差異了。 
---------------------------------------------------------------------------------------------------------------------
2.買多少錢的椅子比較好？
　A：多數人買２千５百元上下的椅子。超過１萬元的椅子非常豪華了。１千元以下的椅子不建議購買。 
---------------------------------------------------------------------------------------------------------------------
3.有需要頭枕嗎？
　A：如果環境允許最好選購有頭枕的，偶而頭部能靠著休息總是好的。頭枕靠到頭部或是頸部都可以，舒適為原則。 
---------------------------------------------------------------------------------------------------------------------
4.選擇尼龍布、透氣皮、網布有何差異？
　A：好的布料手感好，透氣皮好清潔，網布透氣。全網椅的坐墊需要超高韌性網布才能支撐。
--------------------------------------------------------------------------------------------------------------------- 
5.網椅好還是泡棉椅好？
　A：一般而言網椅的視覺效果比較漂亮，泡棉坐墊的款式較為耐用。建議選擇背網加泡綿坐墊的款式。
--------------------------------------------------------------------------------------------------------------------- 
6.網椅背框有何區別？
　A：鐵框堅固耐用，塑膠框漂亮舒適。
--------------------------------------------------------------------------------------------------------------------- 
7.怎樣的腰部支撐比較舒服？
　A：臀部要盡量坐到椅墊的裡面才能靠到腰部。部分網椅有獨立腰靠可以上下調整，機能性比較好。
--------------------------------------------------------------------------------------------------------------------- 
8.坐墊也是網布好嗎？
　A：坐墊以PU發泡成形的泡棉較耐用，超高韌性網布透氣清爽。高級椅款可以前後調整深度。
--------------------------------------------------------------------------------------------------------------------- 
9.需要配扶手嗎？
　A：有扶手較符合人體工學，升降手可提供不同身高的人使用鍵盤架打字時的手部支撐。
--------------------------------------------------------------------------------------------------------------------- 
10.那種機構比較好？
　A：同步式後仰機構比較舒服，高級椅款會附鎖定及安全防反彈裝置。非座背分離式的椅款適用一般中置式後仰或是前 
         置式後仰機構。
--------------------------------------------------------------------------------------------------------------------- 
11.一定要裝氣壓棒嗎？
　A：使用氣壓棒較容易調整坐墊的高度，建議採用。
--------------------------------------------------------------------------------------------------------------------- 
12.金屬椅腳？還是塑鋼椅腳？
　A：金屬椅腳明亮美觀，容易擦拭較堅固。塑鋼椅腳經濟實惠。
--------------------------------------------------------------------------------------------------------------------- 
13.PU輪有何好處？
　A：PU輪在輪子的外圈加上較軟的PU材質，所以比較不會傷木質地板。
--------------------------------------------------------------------------------------------------------------------- 
14.為何地面會有黑垢？
　A：灰塵掉落地面累積並經過輪子摩擦，會形成黑垢，跟滑鼠下方會累積黑垢，是一樣的道理。請保持地面清潔就可避免                     
          黑漬的產生。塑膠地板或拋光石英磚亦可用PU輪。
--------------------------------------------------------------------------------------------------------------------- 
15.品質保固為何？
　A：椅座下面的保固標籤有我們公司的電話及出廠日期，有任何問題歡迎來電洽詢。產品第一年完全免費保固，第二、三     
         年免工資，只收材料費。
--------------------------------------------------------------------------------------------------------------------- 
16.辦公桌高度為何？
　A：世界通用的桌子高度為75公分，不同身高者可用椅子的坐墊高度來調整。
--------------------------------------------------------------------------------------------------------------------- 
17.需要裝鍵盤架或是中抽屜嗎？
　A：因為筆電是放在桌面上打字，所以鍵盤也放在桌面上打字。鍵盤架與中抽屜會影響雙腳的伸展，
         不建議安裝。
--------------------------------------------------------------------------------------------------------------------- 
18.如何選擇辦公桌的款式？
　A：以視覺上的美觀及顏色的意象感覺為主要考量。另外考慮電源、網路、電話等機能性需求。
--------------------------------------------------------------------------------------------------------------------- 
19.辦公桌的機能性需要要考慮那幾項？
    A：電腦、螢幕、印表機、手機充電、電話、網路等是基本需求，再加上適當的預留擴充性。
---------------------------------------------------------------------------------------------------------------------

辦 公 桌 椅 常 見 問 題

以上有任何疏漏或是錯誤之處，歡迎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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