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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放置於地面的高度為6cm(含毛氈)。
※不裝床腳時請務必使用附屬的毛氈。為不讓濕氣滲透堆積，請定期立起床墊進行換氣。
※請使用床用床墊。

薄型設計，不易產生壓迫感的簡單床架。
重視舒適的躺臥感，有橡木和胡桃木兩種材質可以選擇。

組合床台

床腳
收納

床墊

床頭板
(2種選擇 )

床板

※床腳為另外販售。
※無法使用於某些組合床台本體。
※詳細請洽門市服務人員。

本體：[橡木]中空夾層構造・橡木貼皮 

         [胡桃木]中空夾層構造・胡桃木貼皮

亮光漆塗裝   

組裝配件：鋼・環氧樹脂粉體塗裝
※床頭板的厚度為2.5cm。裝上20cm的床
腳後使用約為80cm。
※使用床頭板時，請務必搭配另外販售的床
腳。
※因天然木材會有紋路不同的情形產生。
※床頭板的角度可能會有些微不同。可用附
屬的器具進行調整。

本體：[橡木]中空夾層構造・橡木貼皮 

         [胡桃木]中空夾層構造・胡桃木貼皮

亮光漆塗裝   

組裝配件：鋼・環氧樹脂粉體塗裝
※床頭板的厚度為2.5cm。裝上20cm的床腳後使用約為72cm。
※使用床頭板時，請務必搭配另外販售的床腳。
※因天然木材會有紋路不同的情形產生。

組合床台 組合床用床頭板

組合床用床頭板/平板

單人

單人加大 

雙人

雙人加大

單人

單人加大 

雙人

雙人加大

單人

單人加大 

雙人

雙人加大

可不裝床腳直接放置於地面。

 02850623  橡木      02850661  胡桃木 

37285538  橡木      37285583  胡桃木 3,980元
寬103×深8×高53cm 

 02850630  橡木     02850678  胡桃木
37285590  胡桃木 4,290元

寬123×深8×高53cm 

 02850647  橡木     02850685  胡桃木  

37285552  橡木     37285606  胡桃木 5,200元
寬147×深8×高53cm 

 02855468  橡木     02855475  胡桃木    6,000元
寬171×深8×高53cm 

 82579598  橡木     82579659  胡桃木 3,980元
寬103×深2.5×高45cm 

 82579604  橡木     82579666  胡桃木 4,290元
寬123×深2.5×高45cm 

 82579611  橡木     82579673  胡桃木 5,200元
寬147×深2.5×高45cm 

 82579628  橡木     82579680  胡桃木    6,000元
寬171×深2.5×高45cm

82944204  橡木     82944266  胡桃木 組合價8,900元
寬103×深202×高5.5cm    重量：20kg 

82944211  橡木     82944273   胡桃木 組合價10,700元
寬123×深202×高5.5cm   重量：26kg 

82944228  橡木     82944280  胡桃木 組合價12,500元
寬147×深202×高5.5cm   重量：29kg 
82944235  橡木     82944297   胡桃木 組合價16,400元
寬171×深202×高5.5cm   重量：36kg 

床框：[橡木]積層材・橡木貼皮・鋼
        [胡桃木]：積層材・胡桃木貼皮・鋼
床板：樺木積層材
※床腳為另外販售。此為與木製腳/20cm的組
合價格。
床板：積層材

單人、單人加大 

雙人、雙人加大

鋼製腳/4入 
床下26cm 02528911  600元
床下20cm 02528904  500元
床下12cm 02528898  500元
黑(M8)・4入組 直徑6cm 鋼・環氧樹脂塗裝

木製腳/4入
原色     棕色

床下26cm 02529444  02528041  600元
床下20cm 02528355  02529437  500元
床下12cm 02529406  02529413  500元
M8・4入組 直徑6cm 橡膠木・亮光漆塗裝

20cm木製腳

20cm鋼製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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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天然木材質特性，其顏色・紋路等會有個別差異。

※為了使床架可以長久利用，請搭配床用床墊。請勿直接於床台使用墊被，可能造成本體毀損及床板龜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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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床用 /沙發床配件
02855420  橡木     14,260元
座面有效尺寸：寬195×深60×高41.5cm

(未放置背墊時深度為80cm)   座墊厚：16cm

背墊尺寸：寬96.5×深(上面11.5・座面20)×高34.5cm

背板：中空夾層構造・原木貼皮     亮光漆塗裝
背墊・座墊：聚氨酯泡棉・樹脂棉
組合含背板1片・座墊1個・背墊2個。

可將組合床台/SS尺寸作為沙發床使用的配件組合。
※僅限使用於組合床台/SS尺寸。※無法直接置於地面使用。
※無法與床用床墊搭配使用。※無法與白蠟木組合床用/床頭板併用。

組合床台 /SS(沙發床用 )

02528843  橡木 7,500元
寬85.5×深202×高5.5cm
重量：19kg   

床框：積層材・橡木原木貼皮・鋼・環氧基樹脂粉體塗裝
床骨板：樺木積層材・亮光漆塗裝

固 固

固 固

※圖中的沙發床配件搭配使用另外販售的「沙發床套 /棉平織 /米色」。
※腳為20cm款式

沙發床套（適用於組合床用/沙發床配件）                         
37096929  深棕 /棉平織 4,230元
37747036  棕色 /棉聚酯織 8,000元

組合床台用帆布收納籃 

 38370338  大 1,620元
外寸：寬76.5×深55×高13.5cm   內寸：寬69.5×深49.5×高12.5cm 
耐重：7kg

38370321  小 1,260元
外寸：寬76.5×深37.5×高13.5cm  內寸：寬69.5×深32×高12.5cm 
耐重：5kg

收納籃：聚酯纖維65.5%・棉34.5%

框架：鋼・環氧樹脂粉體塗裝
附蓋設計可防止灰塵進入。
※搭配床腳12cm時無法使用收納籃。

組合床台帆布收納籃用軌道(兩組入) 
38370260  SS 寬2.5×深76×高3cm 1,620元
38370277  單人 1,800元
38370284  單人加大 1,980元
38370291  雙人 2,160元
38370307  雙人加大 

寬2.5×深93.5×高3cm 

寬2.5×深113.5×高3cm 

寬2.5×深137.5×高3.5cm 

寬2.5×深161.5×高4cm 2,340元
鋼・環氧樹脂粉體塗裝
2組: 包含收納籃兩列用(4個) 含收納手把
組合床台帆布收納籃用軌道。

組合床台用 /床下盒  

02554019   大 /橡木        02554026   大 /胡桃木 3,300元
外寸：寬80×深90.5×高19cm

內寸：寬76.5×深83.5×高13.5cm

分隔板：大×1片・小×4片
02554033   小 /橡木      02554040  小 /胡桃木 2,900元
外寸：寬80×深60.5×高19cm  內寸：寬76.5×深53.5×高13.5cm

分隔板：大×1片・小×2片

組合床台用 /床下盒用蓋
61133812  大・寬80×深85.5cm        800元
61133805  寬80×深55.5cm   600元
表布：聚酯纖維34%・棉22%・麻22%・縲縈22%

芯材：聚丙烯
【不可洗滌】
放置於床下盒上方便可防止灰塵進入。附防止滑
動的磁鐵。

組合床台用 /床下盒高 25cm  

02550929   大 /橡木         02550936   大 /胡桃木 3,900元
外寸：寬80×深90.5×高25cm  內寸：寬76.5×深83.5×高19.5cm

分隔板：大×1片・小×4片
02550943   小 /橡木         02550950  小 /胡桃木 3,300元
外寸：寬80×深60.5×高25cm  內寸：寬76.5×深53.5×高19.5cm

分隔板：大×1片・小×2片

壓克力樹脂塗裝
※僅搭配床腳26cm時可以使用25cm的床下收納盒。
※組裝時需要一字型螺絲起子。

[橡木]MDF・橡木貼皮
[胡桃木]MDF・胡桃木貼皮

※木製床架 /橡木：圖片為單人尺寸。※組合範例內之床墊、床下收納盒為另售商品。

※附1片遮蔽板。
可安裝於床尾或床頭。

木製床架用床下收納盒/橡木/2個入
82219517 3,900元
＜1個＞寬95×深59.5×高35cm

內寸：寬88×深56×高21cm

本體材質：MDF・橡木貼皮※內側:人造木紋貼皮
表面加工: 漆塗裝　※部分為壓克力樹脂塗裝

木製床架用棉麻混床下收納盒用蓋
82531435   1個入 990元
約寬91×深58.5cm

材質：聚酯纖維34%・棉22%・亞麻22%・嫘縈22%

芯材：PP・鋼

木製床架/橡木 
82219463  單人 寬101×深203×高88cm 10,900元
82219470  單人加大 寬124×深203×高88cm 13,900元
82219487  雙人 寬144×深203×高88cm 17,900元
82219494  雙人加大 寬164×深203×高88cm 20,900元
材質:本體：化妝塑合板・橡木貼皮 ※內側:人造木紋貼皮  

床腳：橡木  床板：合板・松木  

表面加工・漆塗裝

造型簡約的木製床架，可融入各種房間設計。
床下高度為30cm，搭配另售的床下收納盒，可有效活用床下空間進行收納。

木製床架/橡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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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198cm單人：寬 98cm

深約 65cm

PP衣裝盒/小(高18cm)

寬約 40cm

高 18cm

高46cm
(床腳：

 床下20cm樣式)

高52cm
(床腳：

 床下26cm樣式)

PP衣裝盒/大(高24cm)

寬約 40cm

使用26cm床腳時

高 24cm

床腳

床套

床墊

鋼製床框

可以更換床套
（床墊外層表布）
附床板床墊系列商品是由可分離式的床套將床墊·鋼
製床框包覆起來的設計；若有消耗品的更換需求或廢
棄時亦可拆卸分開，可另外添購更換處理，以減少對
環境所造成的負擔。※鋼製床框無另售。 

使用20cm床腳時

※使用12cm的床腳時，無法放入收納盒。

附床板床墊用床套/鋼製床框用   

02526962   單人    1,350元
聚酯纖維100%【可機洗 (搭配洗衣袋 )】
替換用的附床板床墊用床套。附床板床墊用床套 (表布 )可用家庭洗衣機清洗。洗衣機可對應約為8kg以
上。可洗床套的更換變得更為容易。

※此為鋼製床框專用款式。
之前所販售的附床板床墊 (木製框架 )的床套固定方法不同，故無法使用。
※獨立筒・彈簧床墊為共用。詳細請洽詢門市服務人員。

鋼製腳/4入 
床下26cm 02528911  600元
床下20cm 02528904  500元
床下12cm 02528898  500元
黑(M8)・4入組 直徑6cm 鋼・環氧樹脂塗裝

木製腳/4入
原色     棕色

床下26cm 02529444  02528041  600元
床下20cm 02528355  02529437  500元
床下12cm 02529406  02529413  500元
M8・4入組 直徑6cm 橡膠木・亮光漆塗裝

共用腳
從三種腳的高度和三種素材與顏色，
可依喜好搭配選擇。

替換床套

20cm木製腳 20cm鋼製腳

以札實獨立筒填滿以達到安定的睡臥感，減輕因搖晃所產生的不適感。
重視睡眠品質和素材，設計出簡潔俐落的床架。
附床板獨立筒床墊改為鋼製網架，舒適而柔軟的睡臥感。

附床板床墊·床套可水洗

※木製腳 /原色的組合例 ※木製腳 /棕色的組合例

附床板獨立筒床墊/床套可水洗/鋼製床框

附床板床墊連接帶/ 
2件組 

37235991            550元

02508074  單人+20cm木製腳 組合價9,400元
寬98×深198×高26cm
筒數510個
包裝 : 98×199×27cm

附床板彈簧床墊/床套可水洗/鋼製床框 
02509071  單人+20cm木製腳   組合價7,400元
寬98×深198×高26cm    
筒數204個 
包裝 : 98×199×27cm

固固

床框：鋼・環氧樹脂粉體塗裝
床套：聚酯纖維
床墊：［獨立筒］鋼製獨立筒・聚氨酯・椰纖
　　  ［彈簧］鋼製彈簧・聚氨酯・椰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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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麻混床下用收納盒用蓋
18601332    870元
寬95×深63cm 
【不可洗滌】
安裝於附隔間床下收納盒後，可保護內容物不受塵埃等汙染。
可配合盒子方向由任意角度掀蓋。
※盒蓋承載重物恐發生變形。

松木床架
18154081   單人 4,700元
寬100.5×深201.5×高58cm（床面32/床下20cm）
重量：19kg

床架：松木原木集成材・亮光漆塗裝   

床板：桐材・白楊木
展現天然木紋特色，造型簡約。

松木床下收納盒 /附隔板
76605676  1,980元
寬94×深62.5×高18cm

附隔板1片
松木原木集成材・亮光漆塗裝
床下收納個數：橫2個・縱3個
※中央隔間為可拆式。
※可另購床下收納盒蓋搭配使用。
使用盒蓋時需先安裝隔板。

※組合例：床墊另售。

床下放入3個收納盒時。

松木床為組合式設
計，包裝體積精巧。
不需工具即可簡單
完成組裝。

 請搭配床墊使用，床墊可分散體重於床架，避免集中施力造成床板損壞。 (請勿搭配日式墊被使用，因體重不易分散，有損壞床板之虞。)

 原木製床板為達到排除濕氣的效用，表面不加任何塗裝，使用時請保持床下的通風，並建議室內溫度維持在50%~60%之間，常保人體與傢俱的最適狀態。
※因天然木材質特性，其顏色・紋路等會有個別差異
※松木的特性質地較軟，碰撞後易出現壓紋，但不影響床架使用。

床板採透氣性結構。

羽毛枕
82257915  43×63cm   充填物重量：0.7kg 299元
82257922  50×70cm　  充填物重量：0.9kg   399元
外側：棉100%　內側：聚酯纖維100%  

填充物：羽毛99% ・羽絨1%  防絨加工 

 【可乾洗】
使用輕量且富彈力的水鳥羽毛。具有能將頭部包覆的柔軟觸感。
※1

單面PE可水洗枕頭
82927375  43×63cm 699元
表面面料：聚酯纖維100%

填充物：單面：聚酯纖維100%單面：聚乙烯樹脂
【洗滌時請使用洗衣袋】 
單面使用PE，透氣性佳，改變了上下二邊的高度。弧形設計可貼合肩部的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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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固

松木系列散發出天然木質感，
經過時間的洗鍊，將呈現深沉風貌。

松木床架

聚氨酯低反發縫線枕

頭部支撐舒適枕頭 頭部支撐舒適枕頭/低型

塊狀聚氨酯低反發枕
37288607  43×63cm 899元
表布：聚酯纖維85%・棉15%

填充物：聚酯纖維100%

【不可清洗】
枕內使用能令頭部緩緩下沉的低反發素材。以聚酯棉包覆，使用時柔軟舒適為其特點。 

1,359元82586879 40×60cm     

表布：表側：棉100%  裡側：聚酯纖維100%

填充物：硬質棉花：聚酯纖維100%  捲棉：聚酯纖維100%

【不可清洗】
手工填充柔軟棉花芯材，枕頭兼顧蓬鬆柔軟度及支撐性，舒適不易塌陷。

1,299元82586893 40×60cm     

表布：表側：棉100%  裡側：聚酯纖維100%

填充物：硬質棉花：聚酯纖維100%  捲棉：聚酯纖維100%

【不可清洗】
手工填充柔軟棉花芯材，枕頭兼顧蓬鬆柔軟度及支撐性，舒適不易塌陷。

37750364  43×63cm 599元
表布：聚酯纖維57%・棉43%

填充物：聚氨酯   

【不可清洗】 
以低反發聚氨酯發泡材為填充物，能讓頭部緩緩下沈、觸感柔軟舒適。

※1 羽毛・羽絨製品於使用初期或濕度高時可能出現異味，請徹底壓出臭氣交換新鮮空氣晾至通風良好處3~4小時即可改善。請勿用別針・縫針等尖銳物刺布面以免羽毛・
羽絨露出。
※2 聚氨酯素材有變色的可能，但不會影響到商品性能。聚氨酯在使用初期可能會散發素材特有的味道，此時可將商品擺放在通風處陰乾。

左右每日睡眠「品質」的枕頭，特講究其貼合感。提供強調嚴選素材、絕佳透氣性等
豐富種類，以便選擇個人偏好的臥感。

枕頭

適切的高度

棉：具彈性的卷棉
芯材：不易於塌陷的硬棉
表布：有伸縮性的棉針織素材

保持睡姿，
以自然的高度支撐頸部
※20~69歲的平均頸高

1.不易塌陷，保持睡姿，以適當的高度支撐頭部。 2.多層構造設計，內層芯材上下都放入了卷棉

支撐頭部不易塌陷的頭部支撐舒適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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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簧床墊
15901838  單人          重量 ：18.5kg 4,690元
15901845  單人加大   重量：25.5kg 5,990元
15901852  雙人         重量：31kg 7,990元

   單人： 25×32    800個             
單人加大： 31×32    992個     

 雙人： 36×32  1152個
 雙人加大： 42×32  1344個     

單人： 28×33    924個              
     單人加大： 35×33  1155個     

雙人： 40×33  1320個
      雙人加大： 47×33  1551個     

  單人： 22×28    616個         
單人加大： 27×28    756個    

 雙人： 32×28    896個

 單人：   9×31   279個
      單人加大： 12×31   372個          

雙人： 14×31   434個

 獨立筒規格  線徑1.6mm 

 獨立筒規格  線徑1.9mm  

 連結彈簧  線徑2.2mm 

獨立筒規格  線徑1.4mm 

超高密度防震舒眠床墊
61133850  單人          重量：20.5kg          23,990元
61133867  單人加大   重量：22.5kg          26,990元
61133874  雙人         重量：28kg 35,990元
61133843  雙人加大  重量：30.5kg        39,990元

固

固
第一層：15mm聚氨酯海綿
第二層：毛氈
第三層：毛氈

彈簧構造
線徑 ：2.2mm  

簧高：135mm

彈簧 不織布

更加輕柔地支撐身體的床墊

使用必要最小限度的低反發材質等填充物並將彈簧舒適性發揮到極限。
彈簧的粗細與數量，產生不同的坐臥感。
藉由彈簧外層不織布上的開孔提升透氣度，汗水等濕氣不易囤積於床墊內。

床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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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墊尺寸對應表
單人 單人加大 雙人 雙人加大

寬97×深195×高19cm 寬120×深195×高19cm 寬140×深195×高19cm 寬160×深195×高19cm

高密度防震舒眠床墊
82259001  單人         重量：22kg 13,990元
82259018  單人加大   重量：26kg    19,990元
82259025  雙人          重量：32kg   23,990元
82259032  雙人加大   重量：39kg 29,990元

防震舒眠床墊
82258820   單人        重量：23kg 8,990元
82258837   單人加大  重量：27kg 11,990元
82258844   雙人         重量：34kg 16,990元
82258851   雙人加大  重量：39.5kg         19,990元

※每款床墊皆盡可能地減少填充物，重視內材機能性的效果。外層省去多餘的裝飾性車紋，徹底發揮床墊應有的機能。

 因包裝體積較大，購買前煩請務必事先確認家具型錄「附錄2-配送說明」，以免商品送達後無法順利通過走道・階梯・玄關等。

固

固

獨立筒規格
線徑：1.9mm 高180mm

不織布內裝時：140mm

第一層：15mm聚氨酯海綿
第二層：15mm聚氨酯海綿

密集排列的彈簧芯，用許多「點」來承受體壓的
構造。能夠均衡地支撐身體。保有安定姿勢，有效
減緩床墊搖晃與凹陷。

連結鼓狀彈簧，以穩固的「面」來支撐體壓之構造。
使用當今最普遍，備受消費者信賴，且彈性佳的彈
簧床墊。

大幅增加彈簧數，追求躺臥舒適度的床墊。彈簧增
加，以利用極微小密集的支撐點均衡地托住全身，
達到更服貼身體曲線，安定睡姿。

增加彈簧數，能幫助分散體壓，降低脊椎與腰部負
擔。彈簧會隨身體曲線連動變化，均衡地支撐身
體，能夠長時間保有安定姿勢。

第一層：20mm聚氨酯海綿
第二層：聚酯毛氈

獨立筒規格
線徑1.4mm 高180mm

不織布內裝時140mm

第一層：20mm聚氨酯海綿
第二層：聚酯毛氈

獨立筒規格
線徑：1.6mm 高180mm

不織布內裝時：140mm

大量的彈簧幫助維持安定睡姿

獨立的彈簧以「點」支撐身體

彈性佳，以穩固的面支撐身體



棉
被

保
潔
墊關於灰羽毛棉被

是由烏克蘭農村地區所放養的灰鴨、
灰鵝羽毛所製成。由候鳥雁子家禽化
而來，殘留濃厚野生種色彩。
在自然環境中充分成長，運動能力優
異的灰鵝羽毛既強韌又溫暖，最適合
製成棉被。
其中灰鵝羽毛的最終加工在日本的
三重縣實施。利用大台原山系的地下
軟水仔細清洗，充分引導出了天然羽
毛本來具有的保暖性·吸散濕性和彈
力。並將羽毛獨特的氣味也抑制到最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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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鵝毛天然水水洗羽毛被/立體縫線一層式
02529758   單人 150×210cm　 11,490元
02529765   單人加大         170×210cm　 13,190元
02529772   雙人 190×210cm　 14,790元
02529789   雙人加大         210×210cm　 16,490元
表面面料：聚酯纖維100%・防絨加工　填充物：羽絨85%・羽毛15%

抗菌加工(抑制羽毛表面的菌增殖)　
使用放養的灰鵝羽毛。鵝比鴨的體型大，羽毛較為保暖與柔軟。

灰鴨毛羽毛被/輕量一層式
82049565   單人 150×210cm　 6,590元
82049572   單人加大         170×210cm　 8,190元
82049589   雙人 190×210cm　 9,890元
82049596   雙人加大         210×210cm　 11,490元
表面面料:聚酯纖維100%・防絨加工  填充物:羽絨80%・羽毛20%

抗菌加工
以烏克蘭農村地區所健康放養的灰鴨羽毛製作，輕量且保暖。

灰鴨毛羽毛薄被
82049657   單人 150×210cm　 3,290元
82049664   單人加大         170×210cm　 3,890元
82049671   雙人 190×210cm　 4,590元
82049688   雙人加大         210×210cm　 5,190元
表面面料： 聚酯纖維100%・防絨加工    填充物： 羽絨80%・羽毛20% 

抗菌加工
以烏克蘭農村地區所健康放養的灰鴨羽毛製作。 

輕薄且可收納為小巧尺寸。

※羽毛・羽絨製品所用布料皆經過防外漏加工。請勿使用針・安全別針戳刺布料。當從縫邊跑出少量羽毛時，為正常現象，不會造成使用問題，請安心使用。
※羽毛・羽絨製品剛購買或溼度高時，可能會出現異味。此時請用手將異味壓出交換新空氣，並晾於空氣流通處3~4小時。

提供蓬鬆柔軟的3種厚度的羽毛被。 

棉被

抗菌聚酯棉保潔墊
37288157   單人      1,590元
100×200cm  填充物：0.8kg

37288164   單人加大 2,000元
120×200cm  填充物：0.96kg

37288171   雙人 2,410元
140×200cm  填充物： 1.12kg

37288188   雙人加大 2,820元
160×200cm  填充物：1.28kg

表布：棉52%・聚酯纖維48%
填充物：棉50%・聚酯纖維50%・壓紋縫製加工。
具有抗菌功能材質的保潔墊。附鬆緊帶，方便固定於床墊使其不易鬆脫。
【洗衣機（搭配洗衣網）】
※請參照商品上的洗標說明。

床墊上     日式墊被上

日式墊被上也可使用保潔墊
只要放置於平常使用的床墊或日式墊被上
使用方式十分簡單，並可挑選喜好的種類。

裝置時，附鬆緊帶，不易鬆脫的款
式。

保潔墊
加上洗衣網便可使用洗衣機清洗的保潔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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