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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自由選擇每一個零件，配合個人使用方式的SUS層架。
洗衣間、更衣室、書架甚至書桌，能配合各種用途、充滿機能性的層架組。

SUS層架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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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範例

追加棚
可從五種素材中，依照空間的不同，挑選出最適合室內的追加棚。

追加棚

追加棚

交叉桿

側片

側片

175.5cm

120cm

83cm

18.5cm

41cm

84cm

56cm

42cm

橡木層架組/寬・大 背板/大・淺灰×2
橡木追加棚/寬×5

追加用側片/不鏽鋼×2
橫桿

胡桃木層架組/中

基本組  基本層架組合以尺寸區別。

SUS不鏽鋼系列

SUS不鏽鋼層架組
02999032  寬 /大                                          9,600元
02999063  大                                          7,900元
02999049  寬 /中                                          7,900元
02999070  中                                          6,600元
02999056  寬 /小                                          6,300元
02999087  小                                                 5,300元
側片：不鏽鋼・電解拋光      追加棚：不鏽鋼・髮絲紋加工

SUS橡木層架組
37238992   寬 /大                                          11,600元
37236493   大                                          9,600元
37239005   寬 /中                                          9,600元
37238978   中                                          7,900元
37239012   寬 /小                                          7,300元
37238985   小                                          6,300元
側片：不鏽鋼・電解拋光   追加棚：MDF・橡木貼皮・UV塗裝 

寬・大 
寬86×高175.5cm

※深度皆41cm

寬・中 
寬86×高120cm

寬・小 
寬86×高83cm

大 
寬58×高175.5cm

中 
寬58×高120cm

小 
寬58×高83cm

※此頁面商品皆含保固固

「SUS追加棚 /不鏽鋼」與「SUS

追加棚 /鋼製 /亮面淺灰」的側邊
掛勾形狀變更，層板不易變形。
※新舊款具互換性

不鏽鋼追加棚
02998509  寬84cm                 1,490元
02998516  寬56cm                   1,160元
02998523 寬42cm                  990元
鉤子：不鏽鋼
層板：不鏽鋼・髮絲紋加工

追加棚 /淺灰
37414525   寬84cm                     990元
37414532   寬56cm                       830元
37414549   寬42cm                      660元
鉤子：不鏽鋼
層板：鋼・環氧樹脂粉體塗裝

不鏽鋼網狀追加棚
61179322  寬84cm               1,490元
61179339  寬56cm               1,160元
61179346   寬42cm                       990元
鉤子：不鏽鋼
層板：不鏽鋼・電解拋光

橡木追加棚
37167025   寬84cm               1,660元
37167032   寬56cm               1,330元
37167049   寬42cm                1,160元
鉤子：不鏽鋼
層板：MDF・橡木貼皮・UV塗裝

追加棚 /深灰
37414488  寬84cm                     990元
37414495  寬56cm                    830元
37414501  寬42cm                  660元
鉤子：不鏽鋼
層板：鋼・環氧樹脂粉體塗裝

[ 層架組全體耐荷重 ]

層板：約30kg 

高175.5cm：100kg

高120cm：75kg

高83cm：50kg

高46cm：30kg

※均等承受重量下的狀況

[層板有效內寸 ]

寬84cm：寬80×深39.5cm

寬56cm：寬52×深39.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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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棚・小型
深度較窄的追加棚，可有效利用層架組層板之間的空間。

使用例

使用例

使用例

側板
可輕易安裝於直立式橫檔上的側板。組裝完成後還能作為書架使用。
SUS側板為深41cm款式專用，不可使用於深25cm 款式。

內側板
SUS層架組內側專用的側板。

SUS追加小棚·深度12cm
37413931   不鏽鋼                                                               1,160元
37413917   橡木                                                                      1,160元
層板：積層合板・橡木貼皮・UV塗裝           

鉤子：不鏽鋼
耐重：約5kg

棚內有效尺寸 : 寬79.5×深12cm  

SUS轉角追加棚
37413887   橡木                 2,990元
層板：積層合板・橡木貼皮・UV塗裝
耐重：層板約30kg  均等承受重量下

追加棚・轉角
L字型追加棚可有效活用空間。搭配連結金具可調整連結方向。

不鏽鋼小型推車
層板及托盤式層板組合的SUS小型推車。

A4

文庫本

文庫本

追加小棚的組合圖例
做為書桌使用時，可
設置於層板間，活用
收納空間。
A4尺寸的書或雜誌
後方設置時，可放文
庫本尺寸的書。

80cm

80cm
39.5cm

39.5cm

[層板有效內寸]

※如欲單獨使用「SUS追加棚．轉角用」，
必須搭配37525597 SUS轉角專用補強
零件3件組及交叉桿一同使用。詳細組裝
內容請洽服務人員。

※此頁面商品皆含保固固

SUS交叉桿2件組/轉角追加棚用  

37525603  中                           1,330元
37497917  小                           1,190元
使用轉角追加棚時所需的配件。

SUS不鏽鋼小型推車  

37167018                             8,300元
約寬64.5×深41×高70.5cm  

*輪子中兩個附固定器

側片
提供了基本組合中所沒有的迷你尺寸，
可從四種高度中，挑選出最適合室內空間的側片。

SUS追加用側片 /不鏽鋼
61179223   大・高175.5cm                                                2,190元
61179230   中・高120cm                                               1,660元
61179247   小・高83cm                                                     1,160元
61179254   迷你・高46cm                                                930元
不銹鋼・電解拋光

小中 迷你大 

SUS背板/大/3段對應   

76580775  寬84cm・深灰            760元
76580782  寬56cm・深灰             590元
鋼・環氧粉體塗裝

SUS背板/小/2段對應
76580997  寬84cm・深灰            490元
76581000  寬56cm・深灰                390元 
鋼・環氧粉體塗裝

背板
安裝於SUS層架上可增加穩定度，也可作為層架間的隔間使用。
磁鐵可吸附於背板上。

SUS側板/小/2段對應 

76580904  深灰                        390元
鋼・環氧粉體塗裝

SUS內側板/大/3段對應 

37414686  淺灰                     760元
37414693  深灰                        760元
鋼・環氧粉體塗裝

37414716  不鏽鋼                        1,330元

SUS內側板/小/2段對應 

37414662  淺灰                     560元
37414679  深灰                        560元
鋼・環氧粉體塗裝

37414709  不鏽鋼                        990元

SUS側板/大/3段對應 

76581406   深灰                        590元
鋼・環氧粉體塗裝

※此頁面商品皆含保固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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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交叉桿
61179261  大・寬84cm 490元
61179278  小・寬42~56cm用      390元
不鏽鋼・電解拋光

可以抑制層架組搖晃的補強用零件，增加層
架連接時的穩定性。

SUS側片補強零件
76580874  寬84cm用 830元
76580881  寬56cm用 660元
不鏽鋼・電解拋光

取代層板後，下層多餘空間即可置入洗衣
機或冰箱。

SUS不鏽鋼網籃 /深41cm用
82141221  寬84cm 1,260元
82141238  寬56cm用 1,090元
不鏽鋼・電解拋光

木製收納櫃 /開放 /寬
82011364  橡木 1,500元
02528683  胡桃木  1,800元
約寬52×深37×高34.5cm 

耐重 : 天板約5kg/底板約5kg

木製收納櫃 /抽屜式 /2段 /寬
82011319  橡木 2,000元
02528546  胡桃木     2,300元
寬52×深37×高34.5cm 

耐重 : 天板約5kg/抽屜各約5kg

木製收納櫃 /抽屜式 /4段
82011340  橡木 2,300元
02528669  胡桃木     2,600元
約寬26×深37×高34.5cm

耐重 : 天板約3kg/抽屜各約1kg

木製收納櫃 /抽屜式 /4段 /寬
82011357  橡木 2,600元
02528676  胡桃木     3,000元
約寬52×深37×高34.5cm 

耐重 : 天板約5kg/抽屜各約2kg

木製收納櫃 /抽屜式 /2段
82011302  橡木 1,600元
02528539  胡桃木     2,000元
約寬26×深37×高34.5cm 

耐重 : 天板約3kg/抽屜各約3kg

側片
提供了基本組合中所沒有的迷你尺寸，
可從兩種顏色與四種高度中，挑選出最適合室內空間的側片。

小大 中 迷你

SUS層板高度調整金具
76580850  4個入 330元
鋼・鍍鎳加工・環氧樹脂粉體塗裝

可替代層板所附的金具，將層板高度增加約
9.5cm。
※於一組層架內最多可裝置三組金具(三片
層板)。
※請搭配未安裝SUS層板高度調整金具的層
板一同使用。 

追加配件

木製收納櫃
不需另外組裝，可搭配無印良品的SUS層架使用，或直接放置地面使用。

SUS橫桿
61179797   寬84cm用 630元
61179803   寬56cm用 490元
不鏽鋼・髮絲紋加工
耐重：10kg(均等承受重量下的情況)

SUS輪子
61179780   4個入   330元
鋼・樹脂

附2個固定器
※ 請勿用於特大・大的側片。
※ 將可調式腳架換成輪子時，高度將增加
5.1cm。

SUS鋼製層架組 /亮面淺灰
02999094   寬・大 4,900元
02999131   大 3,900元
02999100   寬・中 3,900元
02999148   中 3,100元
02999117   寬・小 2,900元
02999155   小 2,600元
側片：鋼・環氧樹脂粉體塗裝
追加棚：鋼・環氧樹脂粉體塗裝

● 層架組全體耐荷重
層板：約30kg 

高175.5cm：100kg

高120cm：75kg

高83cm：50kg

高46cm：30kg

※均等承受重量下的狀況

● 層板有效內寸
寬84cm：寬80×深39.5cm

寬56cm：寬52×深39.5cm

基本組  基本層架組合以尺寸區別

SUS鋼製層架組

寬・大 
寬86×高175.5cm

※深度皆41cm

寬・中 
寬86×高120cm

寬・小 
寬86×高83cm

大 
寬58×高175.5cm

中 
寬58×高120cm

小 
寬58×高83cm

※此頁面商品皆含保固固

SUS追加用側片 /亮面淺灰 
02998394  大・高175.5cm 860元
02998387   中・高120cm 660元
02998370   小・高83cm 490元
02998363   迷你・高46cm 290元
鋼・環氧樹脂粉體塗裝

SUS鋼製追加用側片 /灰色

SUS鋼製追加用側片 /25cm/灰色

61179629   大・高175.5cm 860元
61179636   中・高120cm 660元
61179643   小・高83cm 490元
61179650   迷你・高46cm 290元
鋼・環氧樹脂粉體塗裝

760元
490元
390元
260元

61180021  大・高175.5cm 
61180038  中・高120cm 
61180045  小・高83cm 
61180052  迷你・高46cm

鋼・環氧樹脂粉體塗裝

SUS追加棚 /鋼製 /亮面淺灰 
02998547  寬84cm用 630元
02998554  寬56cm用 490元
02998561  寬42cm用 390元
層板：鋼・環氧樹脂粉體塗裝
鉤子：亮面淺灰

鋼製追加棚 /灰色 
61179551  寬84cm用 630元
61179568  寬56cm用 490元
61179575  寬42cm用 390元
層板：環氧樹脂粉體塗裝
鉤子：灰色

鋼製追加棚 /灰色 /25cm用 
61179988  寬84cm用 530元
61179995  寬56cm用 440元
層板：環氧樹脂粉體塗裝
鉤子：灰色

追加棚
提供了亮面灰色與灰色兩種顏色。

・放置於地上堆疊使用時，最多可堆疊2層。並請使用無印良品「環保收納
櫃用/金具」(另售見P.21)固定於背面。

※放置於家具上方時，請勿放置於距離地板高度超過46.5cm之處。
※放置於收納家具中，即使有層板或天板，可使木製收納櫃不至於傾倒，但請勿放置於距離地板高度超過85cm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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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交叉桿
02998738  大・寬84cm用・亮面淺灰 200元
61179667  大・寬84cm用            200元
02998745  小・寬42~56cm・亮面淺灰180元
61179674  小・寬42~56cm               180元
鋼・環氧樹脂粉體塗裝   

SUS側片補強零件
02998813  寬84cm用・亮面淺灰  490元
61179766  寬84cm用・灰 490元
02998820  寬56cm用・亮面淺灰     390元
61179773  寬56cm用・灰 390元
鋼・環氧樹脂粉體塗裝   

SUS追加帆布籃 /亮面淺灰       
(深41cm用 )    

02998790  寬84cm用 860元
02998806  寬56cm用 630元
金屬：鋼・環氧樹脂粉體塗裝   

帆布籃：聚酯纖維・棉
底板：MDF

SUS追加網籃 /亮面淺灰
(深41cm用 )    

82141245  寬84cm用 660元
82141252  寬56cm用 430元
鋼・環氧樹脂粉體塗裝   

SUS防傾倒輔助掛鉤
61179810  2入  160元
鋼・環氧樹脂粉體塗裝   

SUS層板高度調整金具
02998851  4個入・亮面淺灰 260元
76580867  4個入 260元
鋼・環氧樹脂粉體塗裝
可替代層板所附的金具，將層板高度增加約
9.5cm。※於一組層架內最多可裝置三組金
具 (三片層板 )。※請搭配未安裝SUS層板
高度調整金具的層板一同使用。

追加配件

SUS背板 /大
82141207  寬84cm用・亮面淺灰    760元
76580775  寬84cm用・深灰  760元
82141214  寬56cm用・亮面淺灰    590元
76580782 寬56cm用・深灰 590元

SUS側板 /大
82141160   亮面淺灰  590元
76581406   深灰  590元

SUS背板 /小
82141184  寬84cm用・亮面淺灰    490元
76580997  寬84cm用・深灰  490元
82141191  寬56cm用・亮面淺灰    390元
76581000  寬56cm用・深灰  390元

SUS側板 /小
82141177   亮面淺灰    390元
76580904   深灰 390元
61179704   灰  390元

SUS背板
61179681  小・寬84cm用 460元
61179698  小・寬56cm用         330元
跨2層※不可與舊型（有孔）合併使用。

側板
可輕易安裝於直立式橫檔上的側板。組裝完成後還能作為書架使用。
SUS側板為深41cm款式專用，不可使用於深25cm 款式。

背板
安裝於SUS層架上可增加穩定度，也可作為層架間的隔間使用。
磁鐵可吸附於背板上。

SUS橫桿
61179797   寬84cm用   630元
61179803   寬56cm用   490元
不銹鋼・髮絲紋加工
耐重：10kg(均等承受重量下的狀況)

※此頁面商品皆含保固固

[SUS側板・背板]

鋼・環氧樹脂粉體塗裝

使用例

SUS層架的使用情境範例

適用於寢室衣櫥的組合推薦。上方可依照吊掛衣服的長度自由調整層板
位置。下方也可依個人使用需求追加收納用品放置小物品。

※部分零件台灣未販售

可依照個人喜好自由變換層板位置及收納的樣式的基本組合。

適用於窗下或玄關的組合推薦。層架組下方的開放空間可讓室內空間視野
更為寬闊，清掃也更為便利。

適用於洗衣間的組合推薦。將洗衣用品全數收納在同一地方，更能讓洗衣
更為輕鬆。

※部分零件台灣未販售
組合範例

橡木層架組/寬/小
追加用側片/不鏽鋼/小+橡木追加棚×3

交叉桿/大×2

組合範例
亮面淺灰/追加棚×3

交叉桿/大×2

追加用側片/亮面淺灰/大×2

橫桿

組合範例
橡木層架組/寬/大

追加用側片/不鏽鋼/大+橡木追加棚
交叉桿/大×2

橫桿×2 

組合範例
橡木層架組/寬/大

追加用側片/不鏽鋼/大
橡木追加棚×5

交叉桿/大×2



可依個人使用習慣自由增高或拓寬。
採無背板式設計，除了用於收納書籍、裝飾之外也適合當隔間。
另有寬版系列，用途更為多元。  

自由組合層架

自
由
組
合
層
架

自
由
組
合
層
架

14 15

自由組合層架/5層(基本組)
38932116  橡木 5,990元
38932314  胡桃木 6,990元

自由組合層架/3層(基本組)
38932109  橡木 4,590元
38932307  胡桃木 5,590元

自由組合層架/2層(基本組)
38932093  橡木 3,590元
38932291  胡桃木       3,990元

[橡木 ] 

側板：塑合板・橡木原木貼皮・
壓克力樹脂塗裝
隔板：塑合板・橡木原木貼皮・
壓克力樹脂塗裝・鋼管

[胡桃木 ] 

側板：塑合板・胡桃木原木貼皮・
壓克力樹脂塗裝
隔板：塑合板・胡桃木原木貼皮・
壓克力樹脂塗裝・鋼管

自由組合層架/
寬版/5層(基本組)

38932178  橡木 8,590元
38932376  胡桃木 8,990元

自由組合層架/
寬版/3層(基本組)

38932161  橡木 6,590元
38932369  胡桃木 7,590元

自由組合層架寬版/2層
(基本組)

38932154  橡木 5,590元
38932352  胡桃木 6,590元

※此頁面商品皆含保固固

＋
＋

基本組 追加組 28.5cm

200cm

寬版 77cm37.5cm

121cm

81.5cm

內寸

基本組

追加組

基本組 

5層 

寬42×高200cm

※深度皆28.5cm

3層 

寬42×高121cm

2層 

寬42×高81.5cm

寬版・5層 

寬81.5×高200cm 

寬版・3層 

寬81.5×高121cm

寬版・2層 

寬81.5×高81.5cm

［ 耐重 ］
5層、寬版・5層（基本組) 

 耐重：層板1片20kg、全體60kg

3層、寬版・3層（基本組） 
 耐重：層板1片20kg、全體40kg

2層、寬版・2層（基本組） 
 耐重：層板1片20kg、全體30kg

［ 內寸 ］
基本：寬37.5×深28.5×高37.5cm

寬版：寬77×深28.5×高37.5cm

自由組合層架/5層(追加用)
37263208  橡木 5,590元
37265677  胡桃木       5,990元

自由組合層架/3層(追加用)
37263192  橡木 3,990元
37265660  胡桃木 4,990元

自由組合層架/2層(追加用)
37263185  橡木 2,990元
37265653  胡桃木 3,590元

※因天然木材質特性，其顏色、紋路等會有個別差異。※組裝時需將層架本體橫向放置，請先預留足夠空間。
※層板的耐重、全體耐重意指「平均受重」的情況。

自由組合層架/
寬版/5層(追加用)

37263260  橡木 7,590元
37265738  胡桃木 8,590元

自由組合層架/
寬版/3層(追加用)

37263253  橡木  5,990元
37265721  胡桃木 6,990元

自由組合層架/
寬版/2層(追加用)

37263246  橡木 4,990元
37265714  胡桃木 5,990元

※此頁面商品皆含保固固

5層3列開放追加棚 5層2列開放追加棚
37263284  橡木 3,590元
37265752  胡桃木 4,390元
耐重：40kg 

37263307  橡木 2,390元    

37267046  胡桃木 3,390元
耐重：30kg

5層3列開放追加組 5層2列開放追加組
38932215  橡木 9,990元
38932413  胡桃木 10,990元
開口部:寬116.5×深28.5×高116.5cm

耐重 上部：全體20kg  

        下部：層板40kg

38932239 橡木 7,990元
38932437  胡桃木 9,990元
開口部:寬77×深28.5×高116.5cm

耐重 上部：全體20kg 

        下部：層板30kg

［ 耐重 ］
5層、寬版・5層（基本組) 

 耐重：層板1片20kg、全體60kg

3層、寬版・3層（基本組） 
 耐重：層板1片20kg、全體40kg

2層、寬版・2層（基本組） 
 耐重：層板1片20kg、全體30kg

5層 

寬40×高200cm

※深度皆28.5cm

3層 

寬40×高121cm

2層 

寬40×高81.5cm

寬版・5層 

寬79.5×高200cm 

寬版・3層 

寬79.5×高121cm

寬版・2層 

寬79.5×高81.5cm

追加用  自由組合層架系列的追加用層架組。可擴大基本組收納空間。

5層3列開放追加組 

寬120×高200cm

※深度皆28.5cm

5層3列開放追加棚 

寬118×高40cm 

5層2列開放追加組 

寬80×高200cm

5層2列開放追加棚
寬78×高4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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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收納櫃/半型/抽屜/1段
02528720  橡木 1,000元
02528737  胡桃木 1,500元
寬37×深28×高18.5cm
耐重：天板5kg、各抽屜2kg、全體5kg                                                                  
抽屜內寸：寬33.5×深24.5×高15.5cm

組合收納櫃/半型/抽屜/2段
02528706  橡木 1,500元
02528713  胡桃木   1,900元
寬37×深28×高18.5cm
耐重：天板5kg、各抽屜3kg、全體5kg                                                                  
抽屜內寸：寬33.5×深24.5×高6cm

組合收納櫃/半型/抽屜/2個
02528515  橡木 1,500元
02528522  胡桃木    1,900元
寬37×深28×高18.5cm
耐重：天板5kg、各抽屜3kg、全體5kg          
屜內寸：寬15×深24.5×高15.5cm　　　

組合收納櫃/抽屜/4個
02554064  橡木 2,500元
02554095  胡桃木 2,900元
寬37×深28×高37cm

耐重：天板5kg、各抽屜2kg、全體5kg                                                                  

抽屜內寸：寬15×深24.5×高15.5cm

組合收納櫃/抽屜/2段
02554057  橡木 2,000元
02554088  胡桃木 2,500元
寬37×深28×高37cm

耐重：天板5kg、各抽屜3kg、全體5kg          

抽屜內寸：寬33.5×深24.5×高15.5cm

組合收納櫃/抽屜/4段
02554071  橡木      2,500元
02554101  胡桃木 2,900元
寬37×深28×高37cm

耐重：天板5kg、各抽屜2kg、全體5kg    

抽屜內寸：寬33.5×深24.5×高6cm

[ 橡木 ]
MDF・橡木原木貼皮 
壓克力樹脂塗裝   
[ 胡桃木 ]
MDF・胡桃木原木貼皮
壓克力樹脂塗裝

組合收納櫃/抽屜用底座
02874346 橡木 
02874353 胡桃木                        650元
當縱向堆疊組合收納櫃抽屜時，請搭配
底座及環保收納櫃用/金具/2入(見P.21)

使用。

自由組合層架組的構造 使用方式

■組合層架的結構

■組合圖與耐重量

■拆開層板僅使用鋼管

■組合不同層數

■當隔間使用

■組合寬度不同的層架

構造圖

鋼管 基本組 (螺絲 )

追加組

基本組 (層板 )

*橫放圖

基本組5段×1＋追加組5段×4

直立橫向連結的組合方法。
耐重量：全體150kg＝60kg×5組÷2

基本組3段×1＋追加組3段×1

倒臥縱向堆疊的組合方式
耐重量：全體40kg＝40kg×2組÷2

※上述耐重量使用條件 -全體荷重平均。
※請勿將重物置於上層以免搖晃・傾倒等危險情況發生。

隔板

隔板

鋼管

鋼管
倒臥層疊時，自下方算起第2層開始，
每列均可採間隔式穿插隔板（空一格）。
配合事項：
※如上圖所示，兩側任一端需保留隔板。
※使用時請勿拉扯鋼管。
※寬型不適用拆開隔板。

臥放重疊增高。
※最多可重疊橫5層。
※寬版不可橫放。

直立併排拓寬。

連結3層高的層架時， 不需加
裝防傾倒輔助零件。
※禁止拆開隔板。

將寬度不同的層架以直立方
式並排組合。
※寬版不可橫放。

運用基本組與追加組，
可自由組合出需要的收納層架。
追加的方式相當容易，如圖所示，
將基本組的鋼管連結追加組的鋼管。

自由組合層架開放款式的組合結構

  連結組合時
  全體耐重量＝層架組耐重量×組數÷2

  連結組合時
  全體耐重量＝層架組耐重量×組數÷2

■組合例1 ■組合例2

螺絲
螺絲

基本組 5層3列開放追加組 完成圖

螺絲

5層3列開放追加組
螺絲

基本組 追加組 完成圖5層3列開放追加棚

螺絲

組合收納櫃/半型/開放式
02528744  橡木 900元
02528751  胡桃木 1,200元
寬37×深27×高18.5cm
耐重：天板5kg、全體5kg

2

※此頁面商品皆含保固固

組合收納櫃  除了能單獨使用外，還能上下堆疊或左右並排等自由組合搭配的迷你收納櫃。尺寸大小可以剛好放入自由組合層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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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商品尺寸深度一致，可依喜好自由組合搭配使用。

橡木收納櫃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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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組合層架的使用情境範例

無背板式設計，適合當隔間。 可依照需求自由增高或拓寬，大壁面的收納也適合。

不同的組合方式，能當作電視櫃同時收納雜物。 搭配組合收納櫃一起使用，能符合收納需求選擇不同的收納櫃，自由擺放
於層架內。

組合範例
5層3列開放追加組

5層基本組
5層追加組

5層3列開放追加棚

組合範例
3層基本組

3層追加組×3

組合收納櫃/抽屜/2段
組合收納櫃/抽屜/4個

組合範例
5層基本組
5層追加組
3層追加組
2層追加組

組合範例
2層基本追加組
2層寬版追加組

5層基本組
5層寬版追加組

橡木收納櫃/木門        

 82218930 10,900元
寬88×深44×高83cm 

橡木收納櫃/玻璃門        

 82218954 10,900元
寬88×深44×高83cm

橡木影音櫃/寬90CM       

 82219203 8,900元
寬90×深44×高50.5cm

橡木收納櫃/木門/窄        

 82218923 7,500元
寬44×深44×高83cm 

橡木收納櫃/玻璃門/窄        

 82218947 7,500元
寬44×深44×高83cm

橡木影音櫃/寬110CM       

 82219210 10,900元
寬110×深44×高50.5cm

橡木影音櫃/寬150CM       

 82219227 12,900元
寬150×深44×高50.5cm

橡木四層櫃       

 82218916 10,900元
寬88×深44×高83cm

本體：化妝塑合板、橡木貼皮
側板・抽屜前板：MDF天然木化妝纖維板・ 橡木
貼皮
表面加工：聚氨酯樹脂塗裝

本體：化妝塑合板、橡木貼皮 

側板・木門・抽屜前板：MDF天然木化妝纖維
板・橡木貼皮

層板：印刷紙化妝塑合板
表面加工：聚氨酯樹脂塗裝

本體：化妝塑合板・橡木貼皮
側板：MDF天然木化妝纖維板・橡木貼皮

本體：化妝塑合板・橡木貼皮
側板・抽屜前板：MDF天然木化妝纖維板・橡木貼皮
層板：印刷紙化妝塑合板

※收納櫃可動層板有上下3段高度可調整，每段間隔3cm。
※部分材質使用天然木製作，因此商品可能會有若干色差。此外，依照明不同，視覺上的色澤亦有所變化。
※因天然木素材特性，每件商品的色澤和木紋等會有個體差異。　※耐重標示為均等荷重時之數據。　※商品背面有封釘痕跡。

玻璃門：天然木（橡木）・玻璃
表面加工：聚氨酯樹脂塗裝

※此頁面商品皆含保固固

層板：印刷紙化妝塑合板
玻璃門：天然木（橡木）・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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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輕巧堅固的紙板構成的環保收納櫃，可自由直立、橫列使用。
貼壁橫列時最多可重疊5層。
自A4尺寸至窄版，可依需求選擇外觀與大小。

DIY環保收納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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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環保收納櫃 /可動隔間 DIY環保收納櫃 /可動隔間
18121724 1,420元
寬37.5×深17.5×高109cm  

單格內寸：寬34×深16cm  可活動層：6

片（間距2.9cm）  
固定層：1片（由上算起第4層）  耐重：1片
層板8kg・全體25kg

18121731 1,240元
寬25×深29×高109cm  

單格內寸：寬21.5×深27.5cm  可活動層：3

片（間距2.9cm）  
固定層：2片（由上算起第2、4層）  耐重：1片層
板8kg ・全體25kg

可動式隔間櫃、多功能隔間櫃.3層櫃的
高度統一，可互相並列組合。

DIY環保收納櫃 /附輪
61789712  1,960元
橫放時：外寸約寬76(含把手)×深29×高64cm

收納部內寸：約寬34×深27×高16~37cm

(可9段  每段3cm調整)

耐重：固定棚15kg  可動棚：8kg 全體耐重：20kg

直放時：外寸約寬62(含把手)×深29×高79cm

收納部內寸：寬16~37cm

(可9段  每段3cm調整)×深27×高34cm

耐重：固定棚15kg・全體耐重：20kg

改良商品的尺寸及規格，藉由變換輪子的組
裝位置可自由選擇將櫃子直放或橫放，因此
可對應更多不同空間的收納功能。可動層板
也改良為以吊掛桿固定，因此層板較不易滑
動、掉落。

※DIY商品不另提供組裝服務。
※請避免收納潮濕物品。

直放時

3層 .5層型橫置堆疊時，
可空一格使用。

背面金具
使用示意圖

環保收納櫃用 /金具
82854817   2入     100元

防止環保收納櫃橫放時發
生傾倒。最多可重疊5層。
※僅限3層・4層・5層型使
用，2層不適用。

5層 

寬37.5×高180cm

※深度皆29cm

窄版・5層 

寬25×高180cm

3層 

寬37.5×高109cm

窄版・3層 

寬25×高109cm

4層 

寬37.5×高144cm

窄版・4層 

寬25×高144cm

DIY環保收納櫃 /5層 /A4 DIY環保收納櫃 /5層 /窄版 DIY環保收納櫃 /4層 /窄版

DIY環保收納櫃 /2層 /窄版DIY環保收納櫃 /3層 /窄版

47549201 1,480元
耐重：層板1片15kg・全體40kg

單格內寸：寬34×深27.5×高34cm

[窄版]

單格內寸：寬21.5×深27.5×高34cm

※2層尺寸不適合橫放重疊使用。 

側板・天板・底板・背板：塑合板（中空夾層構造：芯材）＋再生紙漿板（表面）

18121717  1,350元
耐重：1片層板15kg ・全體40kg

18511358 1,290元
耐重：1片層板15kg・全體35kg

DIY環保收納櫃 /4層 /A4
18511341   1,420元
耐重：層板1片15kg・全體35kg

18121700 850元
耐重：1片層板15kg・全體25kg

18121694 550元
耐重：1片層板15kg・全體20kg

DIY環保收納櫃 /3層 /A4
47549195 980元
耐重：層板1片15kg・全體25kg

DIY環保收納櫃 /2層 /A4
47549188 580元
耐重：層板1片15kg・全體20kg 

2層 

寬37.5×高73cm

窄版・2層 

寬25×高73cm

※DIY商品不另提供組裝服務。
※請避免收納潮濕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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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由於基本組合上加裝配件，量身訂作個人專屬收納櫃。
根據用途組合所需配件，即可輕鬆完成影音櫃、書櫃、客廳或寢室的收納櫃等各式收納家具。 

組合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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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木]

面板/層板/底板/木板門：中空夾層構造・橡木原木貼皮・壓克力樹脂塗裝側/

隔板/分隔板：中空夾層構造・橡木原木貼皮・壓克力樹脂塗裝・鋼管
抽屜：前板：塑合板・橡木原木貼皮・壓克力樹脂塗裝  本體：桐木 

腳：尼龍樹脂(高3cm）

[胡桃木]

面板/層板/底板/木板門：中空夾層構造・胡桃木原木貼皮・壓克力樹脂塗裝 

側板/隔板/分隔板：中空夾層構造・胡桃木原木貼皮・壓克力樹脂塗裝・鋼管
腳：尼龍樹脂(高3cm）
抽屜：前板:塑合板・胡桃木原木貼皮・壓克力樹脂塗裝   本體：桐木

追加組
寬162.5cm  

玻璃門 木板門

分隔板 抽屜／大

基本組
寬162.5cm  

＋

＝

※可上下間隔6cm・3段調整層板。
※背面電線孔及層板後方空隙可供上下電線通過。
※電線孔內寸約2.5cm。
※最多可重疊5層。可拆開櫃腳落地使用。 
※堆疊至3層時，基本組或追加組的背板，在收納揚聲器等發熱量大的
機器時，僅限拆開一處的背板。在此同時，各層架的使用是必須的。寬
82.5cm的組合櫃耐重為30kg。擺放的電視尺寸，請勿超出82.5cm，以
32寸為佳。 
※抽屜・大‒最多可重疊3層。玻璃門限用於最下層（1層）。  
※每件商品間的色澤、木紋等均有所差異，此為原木特性，屬正常現象。 

※使用例

追加配件

組合櫃用 /木板門
38917878  橡木 1,690元
38917946  胡桃木 1,690元
※如欲加裝門時，須先拆開本體底板。
※加裝木板門時，本體內寸為36cm。

組合櫃用 /木板門 /高型
38918004  橡木  2,860元
38917991  胡桃木 2,860元
橡木組合櫃高型專用，供客人選購的組裝配
件。
※如欲加裝門時，須先拆開本體底板。
※加裝木板門時，本體內寸為36cm。

組合櫃用 /玻璃門
38917861 1,270元
橡木・胡桃木兼用
※如欲加裝門時，須先拆開本體底板。
※加裝玻璃門時，本體內寸為37cm。

組合櫃用 /分隔板
38917892   橡木 850元
38917960  胡桃木 850元
厚2.5×深37.5×高37.5cm 

※當加裝分隔板時，不可加裝木門板或玻璃
門。

※此頁面商品皆含保固固

組合櫃用 /抽屜 /大
38917885  橡木 1,690元
38917953  胡桃木      1,690元
寬77.5×深37.5×高17.5cm

抽屜內寸：寬75×深32.5×高15.5cm

耐重：5kg 

組合櫃系列書桌組
38918042  橡木 15,500元
38918035  胡桃木 16,730元
寬82.5×深39.5×高165cm

內寸(上段)：寬78×深38×高91cm

耐重：桌面40kg・層板一片5kg

下段・側板・幕板：塑合板・橡木/胡桃木原木貼皮
組合櫃系列使用方法的新提案。適合電腦作業的尺寸，深度與組合櫃系列一致，
方便並排使用。

組合櫃 /寬82.5cm/基本組      
38918080  橡 木   6,540元
38918103  胡桃木 7,810元
寬82.5×深39.5×高45cm

單格內寸（層板位於中央・無門時）：寬78×
深38×高17.5cm

耐重：面板40kg・層板1片5kg

組合櫃 /寬82.5cm/追加組      

38917915  橡 木 5,700元
38917984  胡桃木  6,970元
寬82.5×深39.5×高40cm

單格內寸（層板位於中央・無門時）：寬78×
深38×高17.5cm

組合櫃 /寬82.5cm/高型基本組
38918066  橡木 11,420元
38918059  胡桃木 12,650元
寬82.5×深39.5×高85cm

單格內寸 (3片層板以均等間隔組裝時 )：寬
78×深38×高17.5cm

耐重：面板30kg・層板一片5kg

組合櫃 /寬82.5cm/高型追加組 

38918028  橡木 10,200元
38918011  胡桃木 11,420元
寬82.5×深39.5×高79.5cm

單格內寸 (3片層板以均等間隔組裝時 )：寬
78×深38×高17.5cm

耐重：面板30kg・層板一片5kg

組合櫃 /寬 162.5cm/基本組               

組合櫃 /寬 162.5cm/追加組        

38918073  橡木  10,770元
38918097  胡桃木 12,040元
寬162.5×深39.5×高45cm 

單格內寸（層板位於中央・無門時）：寬78×深
38×高17.5cm

耐重：面板 6 5 k g・層板 1片 5 k g（層板寬
78cm/37.5cm亦同）

38917908  橡木 9,500元
38917977  胡桃木 10,770元
寬162.5×深39.5×高40cm 

單格內寸（層板位於中央・無門時）：寬78×深
38×高17.5cm

橡木組合櫃 /寬 162.5cm加高組
38917939  橡 木 14,200元
38917922  胡桃木  15,400元
寬162.5×深39.5×高79.5cm

單格內寸：(大)寬118×深38×高77cm

(小) 寬37.5×深38×高77cm 附一片可動層板 

※可上下間隔6cm・9段調整層板
※背面電線孔及層板後方空隙可供上下電線通過
※電線孔內寸約2.5cm

※上方面板耐重30kg

※此頁面商品皆含保固固



即使在小空間也可以輕鬆使用的薄型收納架。
使用追加組即可以改變高度。
有效活用房間的角落，備有轉角用款式及可加購配件。

橡木薄型收納架

寬・大 

寛80×高175.5cm

※深度皆22cm

轉角用・大 

寛56×高175.5cm

轉角用・小 

寛56×高83cm

大 

寛40×高175.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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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狹窄的空間到房間的角落都可以當作收納空間。請搭配設置場所選用合適尺寸。
可收納B5尺寸書籍。

橡木薄型收納架 /寬·大
38749820   9,900元
寛80×深22×高175.5cm

內寸：
(上部)約寛74.5×深20×高90 cm

(下部)約寛74.5×深20×高69.5 cm

橡木薄型收納架/轉角用·大
38749615 13,200元
寛56×深56×高175.5 cm

內寸：
(上部)約寛32×深19.5×高90 cm

(下部)約寛32×深19.5×高69.5 cm

橡木薄型收納架 /大
38749530   7,600元
寛40×深22×高175.5cm

內寸：
(上部)約寛35×深20×高90 cm

(下部)約寛35×深20×高69.5 cm

橡木薄型收納架/轉角用·小
38749622 9,900元
寛56×深56×高83 cm

內寸：約寛32×深19.5×高69.5 cm

層板數：
[寛・大/大] 可動層板5片
可動層板間距：3cm

耐重 天板：約15kg、層板：約15kg

全體耐重 大：100kg

［本體］
側板：中空合板構造・橡木原木貼皮
層板：中空合板構造・印刷紙化粧纖維板
背板：印刷紙化粧纖維板
［腳部］
橡木集成材
［表面］
壓克力樹脂塗裝

橡木薄型收納架 /深 22cm/追加組
3,000元38749554 寬

寛80×深22×高37.5 cm

內寸：約寛74.5×深20×高34.5cm

38749561 2,600元
寛40×深22×高37.5 cm

內寸：約寛35×深20×高34.5 cm

側板 側板

橡木薄型收納架用層板擋板
38749721 寬     430元
寛75×深4×高4.5 cm

38749738 330元
寛35×深4×高4.5 cm

鋁・環氧樹脂粉體塗裝

橡木薄型收納架 /深 22cm/追加棚
38749653 寬 660元
寛75×深20×高2.1 cm

38749660 490元
寛35.5×深20×高2.1 cm

橡木薄型收納架 /深 22cm/
轉角用 /追加棚
38749691  寬   990元
寛52×深52×高2cm

橡木薄型收納架用書擋
38749714 260元
寛6×深12×高14 cm

鋼・環氧樹脂粉體塗裝

使用例

搭配防止傾倒用輔助零件，可安裝於指定材質的壁面。

側板 側板

木材壁面 水泥壁面

大 寬・大 轉角用・小

※相關安裝服務及規定，請洽門市人員。

轉角用・大

※此頁面商品皆含保固固※此頁面商品皆含保固固



有效利用壁面空間，用途廣泛的家具。
組裝方式簡單，能夠任意組合，相互搭配使用為其特色。

壁掛家具

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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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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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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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掛家具/轉角架 

37462038  橡木 1,080元 
寬22×深22×高10cm

耐重：約3kg

壁掛家具/小物盒 

44162309  橡木 490元 
寬11×深7×高8cm

耐重：2kg 

壁掛家具/L型棚板11cm 

44162293  橡木 380元 
寬11×深12×高10cm
耐重：2kg 

壁掛家具/小托盤 

44162286  橡木 490元 
寬11×深10×高8cm

耐重：2kg 

壁掛家具/L型棚板/88cm 

37287358  橡木 1,460元  
37287433  胡桃木  1,460元
寬88×深12×高10cm

耐重3kg

壁掛家具/L型棚板/44cm 

37287341  橡木 940元 
37287426  胡桃木 940元
寬44×深12×高10cm

耐重：約3kg

壁掛家具/長押/88cm 

37287396  橡木 1,310元 
寬88×深4×高9cm

耐重6kg

壁掛家具/長押/44cm 

37287389  橡木 710元 
寬44×深4×高9cm

耐重：約6kg

壁掛家具/箱/88cm 

37287372  橡木 2,210元
 37287457  胡桃木  2,210元
寬88×深15.5×高19cm 

內寸（1個）：寬27×深14×高15.5cm

耐重：約5kg（上層3kg以內、內側3kg以內）
可直立或橫放使用。

壁掛家具/箱/44cm 

 37287365  橡木 1,460元 
37287440  胡桃木  1,460元
寬44×深15.5×高19cm 

內寸（1個）：寬19.5×深14×高15.5cm

商品重量：約1.2kg。
耐重：約5kg（上層3kg以內、內側3kg以內）
可直立或橫放使用。

壁掛家具/箱/1個 

 37462052  橡木 940元 
寬19×深15.5×高19cm 

內寸：寬15.5×深14×高15.5cm

耐重：約3kg

可擺設較輕巧的物品。

壁掛家具/掛鉤 

 37287402  44162323  橡木 300元
橡木無垢材  聚氨酯樹脂塗裝
37287419  胡桃木  300元
胡桃無垢材  聚氨酯樹脂塗裝装

寬4×深6×高8cm 

耐重：2kg

可吊掛衣物、包包、鑰匙等物品，外型輕巧且使用
方便的掛鉤。

壁掛家具/三連掛鉤 

 37462045  橡木 1,310元
37462076  胡桃木 1,310元
寬44×深2.5×高10cm 

耐重：全體5kg（1個掛鉤：2kg）

可吊掛衣物、帽子等物品，不使用時可將掛鉤闔
上。

[橡木]

橡木原木貼皮  聚氨酯樹脂塗裝
芯材：MDF 

[胡桃木]

胡桃木原木貼皮  聚氨酯樹脂塗裝
芯材：MDF 

※組裝方式詳參包裝內附組裝說明書。※本系列商品不提供組裝服務；需自備直徑4.5mm的釘牆用螺絲。
※因天然木材質特性，其顏色、紋路等會有個別差異。※耐重量為平均分擔重量的情況下。

※以上說明書樣式僅供參考，實際以商品包裝內附為主。
※圖中螺絲造型僅供參考。

3. 將箱子本體掛在專用掛鉤上。

專用掛鉤

箱子背面的
附件

4. 取下設置�明書。1. 將設置�明書貼在牆上。 2. 將專用掛鉤固定於牆面
（需自備直徑4.5mm的釘牆用螺絲）。

設置方式 　使用壁掛家具 /箱 /寬44cm 橫向設置時

設置相當簡單，使用
4.5mm螺絲將專用掛
鉤固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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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木鞋櫃 14,280元
寬82.5×深度39.5×高85cm

38918066  ×1
38918004  ×1

商品詳細資料請見P.22

橡木組合衣櫃  17,310元
寬82.5×深度39.5×高85cm

38918080  ×1

38917915  ×1

38917878  ×1

38917885  ×2

商品詳細資料請見P.22~23

九宮格書櫃 12,570元
寬121×深度28.5×高121cm

38932109  ×1

37263192  ×2
商品詳細資料請見P.14~15

玻璃餐具櫃 10,900元
寬88×深度44×高83cm

82218954  ×1
商品詳細資料請見P.19

橡木電器櫃 14,780元
寬82.5×深度39.5×高85cm

38918080  ×1
38917915  ×1
38917892  ×1
38917878  ×1

商品詳細資料請見P.22~23

橡木電視櫃 15,420元
寬162.5×深度39.5×高45cm

38918073  ×1
38917861  ×1
38917885  ×2
商品詳細資料請見P.22~23

橡木影音櫃 12,900元
寬150 ×深度44 ×高50.5cm
82219227  ×1
商品詳細資料請見P.19

鋼製電視架 5,630元
寬168×深度41×高46cm

02998363 ×3

02998547  ×6

82141184  ×2
商品詳細資料請見P.11~12

格狀鞋櫃 8,580元
寬82×深度28.5×高121cm 

38932109  ×1
37263192  ×1

商品詳細資料請見P.14~15

橡木四層櫃         10,900元
寬88×深度44×高83cm 

82218916  ×1
商品詳細資料請見P.19

橡木組合四格櫃        13,940元
寬82.5×深度39.5×高85cm 

38918080  ×1

38917915  ×1

38917892  ×2
商品詳細資料請見P.22~23

橡木組合收納櫃        13,510元
寬82.5×深度39.5×高85cm 

38918080  ×1

38917915  ×1

38917861  ×1
商品詳細資料請見P. 22~23

橡木衣櫃層架組 13,490元
寬82×深度41×高175.5cm 

61179223  ×2

37167025  ×3

82141221  ×2

61179261  ×2

61179797  ×1
商品詳細資料請見P.7~10

輕型書櫃 2,060元
寬109×深度29×高75cm 

47549195  ×2

82854817  ×1
商品詳細資料請見P.20

橡木餐具層架組 12,120元
寬86×深度41×高120cm 

37239005  ×1

82141221  ×2
商品詳細資料請見P.7

格狀電器架 8,580元
寬121.5×深度28.5×高81.5cm  

38932093 ×1

37263246  ×1
商品詳細資料請見P.14~15

輕便可動隔間鞋櫃 2,580元
寬50×深度29×高109cm

18121731  ×2
82854817  ×1

商品詳細資料請見P.20

不鏽鋼電器架 10,420元
寬86×深度41 高120cm

02999049 ×1
82141221  ×2

商品詳細資料請見P. 7

收納家具功能推薦

| 鞋櫃 |

| 衣櫃 |

| 書櫃 |

| 餐具櫃 |

| 電器架 |

| 電視櫃 |

或
38932154  ×1

3726318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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