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8309840 白  型號：AT-CF26RTW-W

尺寸：約寬33.1×深25.5×高37.5cm 

重量：4kg 

電源：AC110V　 

消耗電力 (W)： [60Hz] 強 33.0．中 23.0．弱8.0 

風量 (m³/min)： [60Hz] 強 22.5．中 17.1．弱 6.0  

運轉分貝 (dB)： [60Hz] 強44．中36．弱16 

電源線長度：1.5m 　3段式風量切換 

同時具備大風量與靜音的循環扇。格柵可拆，方便清潔扇葉。

上下90度擺動
上下的擺動幅度最廣可達90

度。可以90度垂直向上送風，
對促進冷暖氣房的循環都具
有效果。

左右180度擺動
左右的擺動角度最廣可到180

度。左方向90度/右方向90度。
即便家中有很多客人時，也能
讓大家都感到舒適。

3D立體擺動
綜合上下及左右的立體擺動。對於空氣的攪
拌與室內衣物的乾燥效果良好。

7枚葉片採用飛機羽翼般的翼尖整流片形狀設計，減緩外
圍頂端空氣旋渦的變動，有效降低運轉音量。

高效率的DC馬達電扇，低噪音、低消費電力，可滑順無礙
的分五階段細微調整所需風量，也搭載自然風功能。

可以縱向橫向擺動，流轉出令人感到舒適的風。

在客廳和寢室都不會在意的靜音運轉。
風量5時和輕聲耳語聲相當的30db，風量1時比樹葉落下聲(20db)還要安靜的12db。

102cm高度時可以當作一般風扇使用，取出
中間支柱時，高度降為58cm，適合促進空氣
流動的高度，也可作為空氣循環扇使用，一
年中都可使用。

有兩種使用高度，可做到節省空
間，一年中都可以方便使用。

搭載
DC馬達

舒適空氣
現代居家的多使用高氣密化與高斷熱化的窗戶而使房間難以換氣呼吸。
但透過使用空氣清淨機淨化空氣，再用循環風扇使空氣循環，能讓房間
內溫度、濕度均一，製造出使心情愉悅的流通空氣。

有效的循環風扇使用方法

輔助冷氣
將循環風扇設置在冷氣機同一壁面的反側，向房
間中間斜45度角吹，能防止冷氣滯留在地面，造
成腳部感覺過冷，也能讓房間裡的冷氣均勻分
佈。此外，還能提高冷氣的效能，達到省電的效
果。

使空氣達到循環效果
為了消除房內的溫度差，循環風扇可以產生直進
式強風，使空氣循環，讓空間更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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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馬達風扇
82122763 型 號：MJ-EFDC2TW 9,900元
尺寸：寬37×深37×高58~102cm(高度可調整 )  

重量：6.0kg  

電壓：110V~  

頻率：60Hz  

功耗：13W  

左右擺頭角度 3段 :50°、90°、180°
上下擺頭角度 2段 :40°、90°
7片扇葉設計，在強力運轉模式下只有30分貝的靜音風扇。可立體擺動，幫助
室內空氣循環。
※另販售可替換零件：DC馬達風扇用遙控器，請洽官網『零件專區』查詢。

DC馬達風扇
採用 7枚葉片，在最大運轉時也只會產生 30db的低噪音電風扇。
上下左右皆可擺動，對於空氣的循環流動效果良好。

冷氣

空氣循環風扇

空氣循環風扇
　(低噪音．大風量)

空氣清淨機

約6m(風速1m/秒)
空氣循環風扇

約4m(風速1m/秒)
空氣循環風扇/小

空氣循環風扇 （低噪音．大風量）
2,980元

※另販售可替換零件：空氣循環風扇側邊卡榫，請洽官網『零件專區』查詢。

空氣循環風扇
能使室內空氣對流，讓冷氣、暖氣更具效果的循環風扇。
四季皆適用。

空氣循環風扇/小
1,980元02435769 白  

尺寸：約寬28.5×深21.4×高29.7cm 

重量：2.2kg 

消耗電力 (W)： [60Hz] 強 16.5．中 10.0．弱4.7 

風量 (m³/min)： [60Hz] 強 16.0．中 13.0．弱 8.8  

運轉分貝 (dB)： [60Hz] 強 38.5．中 30.5．弱 19.5 

電源線長度：1.6m 　3段式風量切換 

重新檢視扇葉，確保足夠風量並以低噪音運轉的空氣循環風扇。格柵可拆，方
便清潔扇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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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並非對全部的有害物質皆有效。效果因使用環境及房間條件而異。
※2 PM2.5，是2.5μm以下的微細顆粒物質的總稱。此空氣清淨機尚未證實可以除去未滿0.1μm的微細顆粒物質。
※3 「適用地板面積」及「清淨時間」的數值為「JEM1467」的數值。

智慧型運轉模式
操作模式中可產生強大氣流的「噴射清潔模式」，與
吸塵器同時使用時，可讓效能更加顯著。最久可以持
續運轉30分鐘，然後慢慢降低風扇轉數，讓房間內
的空氣呈穩定狀態後，再回到原來的運轉模式。「自
動模式」會根據機體內藏的「灰塵感測器」及「異味
感測器」，一邊調整風扇轉數，一邊進行自動運轉。

15987863 13,900元
適用地板面積 (標準 )： ~15坪     
清淨時間：4坪10分鐘      
運轉模式：3階段風量切替 /噴射清潔模式 /自動模式     
感測器： 灰塵感測器、異味感測器     
電源線：約2m   
附屬品： 360°集塵脫臭濾網、濾網開始使用標籤、電源線

15987887  2,500元
以「不織布濾網 (集塵 )」夾包住「粒狀活性碳 (脫臭 )」的百褶裙狀摺疊式集塵、
脫臭一體成型濾網。

空氣清淨機用 360°集塵脫臭濾網

空氣清淨機

打造風景般的廚房電器為設計思考，
低調的設計，可輕鬆的融入生活空間中。

家用電動食品混合器 (攪拌機，附研磨功能)
38886020 型號：MJ-JM1ATW  1,680元
尺寸：寬14.5X深11.6X高28.4cm       

重量：0.97kg（加裝攪拌杯時）　　　　
消耗電力：200W

容器容量：（攪拌杯）400ml、（研磨杯）75ml

容器材質：AS樹脂
連續使用時間：連續使用4分以內　
附屬品：攪拌杯、研磨杯
電源線：約1.2m

適合1~2人份使用，400ml的食品混和器。方便調理果汁及湯品。研磨杯可用
於處理液體、乾燥食品，也能對應離乳食品調理。
※另販售可替換零件：家用電動食品混合器 /攪拌杯瓶身蓋子、家用電動食品混
合器 /攪拌杯瓶身、家用電動食品混合器 /研磨杯、家用電動食品混合器 /研磨杯
墊片，請洽官網『零件專區』查詢。

炊飯電子鍋/附飯匙架.3杯
37186552 4,980元
尺寸：寬20.8×深25.4×高18.6cm

重量：2.4kg

容量：0.09L~ 0.54L (3杯 )

量杯、飯匙：樹脂
外蓋附有微凸的設計，能方便放置飯匙。1.7mm的內鍋厚度，可煮出口感蓬鬆
Ｑ軟的米飯並且減少受熱不均的現象。內蓋為可卸式，方便清洗。
※另販售可替換零件：炊飯電子鍋 /附飯匙架 .3杯用內蓋、炊飯電子鍋 /附飯匙
架 .3杯用內鍋、炊飯電子鍋 /附飯匙架 .3杯用量杯、炊飯電子鍋 /附飯匙架 .3杯
用飯匙、炊飯電子鍋 /附飯匙架 .3杯用電源線，請洽官網『零件專區』查詢。

太陽能廚房用秤
18919321   1,560元
寬12.2×深20×高4cm

最大計量：2kg

最小計量：1g (0~500g) 

2g (500~1000g) 

5g (1000~2000g) 

附CR2032乾電池×1顆，太陽能電池與鈕釦電池的兩用電源電子秤。在明亮
處，僅靠太陽能電池即能使用。

自動按壓式烤麵包機
15968602  2,900元
四角略帶圓潤的長方型設計， 可同時烘烤二片厚片的土司。土司和加熱器距離
近、可創造出外酥內軟的口感。針對冷涷土司也一樣能夠進行烘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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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集塵脫臭濾網
採用可以高效率地清淨周
圍的「360°集塵脫臭濾
網」。※1      

能有效除去0.1μｍ微細粒
子及花粉※2。料理等生
活上的味道及寵物、香菸
等異味也可以消除得非常
乾淨的脫臭功能。

空氣清淨機
利用風扇送出大量的風、讓室內空氣流動、360°有效清除微粒雜質。
專門為看不見的空氣流動，而設計出的空氣清淨機。

雙重對轉風扇
將上下功能分別經過特殊
化的風扇逆向迴轉，可
讓小型機體送出大量的空
氣。下方的風扇讓浮游物
質吸附在濾網上，上方的
風扇以特殊化設計，將淨
化的空氣送到遠處，產生
循環氣流，發揮高效果的
空氣淨化力。

 
30μm

PM2.5
2.5μm

病毒
0.1μm

毛髮
80μm

  花粉 

適用地板面積
(標準) 

~15坪 ※3

清淨時間

運轉模式 噴射清潔模式 風量3 風量2 風量1 怠速運轉

風量(m³/分) 6.7／min 3.1／min 1.9／min 1.1／min —

消耗功率(W) 40W 10W 7W 4W 4W

運轉音(dB) 60dB 43dB 34dB 27dB 19dB以下

10分鐘/32立方公尺

自動模式

透過「雙迴圈計數風扇」及「360°集塵脫臭濾網」產生循環氣
流，  快速將PM2.5與花粉等浮游物質集塵、脫臭。 

裝載可以自動清淨空氣的智慧型「AUTO模式」，
以及快速清淨空氣的「噴射清潔模式」。

Good Design
得獎作品

廚房電器

秤盤倒置時可用來
秤量麵條。

操作面板

研磨杯

空
氣
清
淨
機

廚
房
電
器



使生活更加舒適便利的各式電器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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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家電

76475620 4,980元
尺寸：寬17.2×深4.1×高17.2cm 

附屬品：AC轉接頭、壁掛用背板、遙控器
輕拉電源線即可播放、停止的播放專用CD PLAYER，新增FM調頻廣播功能。搭
配專用壁掛用背板即可安裝於牆面使用。可播放CD-R，附重複播放功能，附遙控
器。
※請將壁掛式CD音響安裝於牆面使用。
※FM/MP3/WMA播放功能。
※另販售可替換零件：壁掛式CD音響用變壓器 /1S/白、
壁掛式CD音響用遙控器，請洽官網『零件專區』查詢。

壁掛式CD音響

操作部分

             

600元  37494541 型號：MJ-1601     

尺寸：約寬10×深15×高28㎝
重量：約800g

配件：專用螺絲5隻
可裝置壁鐘、壁掛式CD音響的立架。

壁鐘·壁掛式CD音響立架

使用家電製品時，可能會因使用方法使電源線、插頭損傷，如繼續使用可能會造成冒煙、起火等危險。

電源線、插頭使用方法與注意事項

使用注意事項
•請勿扭轉、拉長、強力扭曲、加工、損毀、以蠻力使用電源線。
•請勿以電源線纏繞本體。
•使用中的電源線請勿綁束。
•插頭若長時間插於插座中，可能會因為灰塵或濕氣而發生火災。請定期檢查電
源接續狀態。

•將插頭拔起時，請以手握住插頭，勿拉扯電源線。
•使用後請關閉電源，將插頭拔離插座。

• 部分電源線或是插頭有無異常發熱(※)?

• 電源線或是插頭有無變形、變色、損傷?

• 移動電源線時是否有電源斷斷續續的現象?

• 扭轉之後是否無法變回原狀?

• 插頭插入插座後是否會搖晃、變熱?

※異常發熱：最近常有溫度快速上升、過熱致無法手持的狀況。

檢查重點

如有異常狀況或是不清楚的地方，請洽原購買門市服務人員。

體重計
38967378  型號：MJ-WS1K  1,590元
約寬20.8×深26.5×高3.5cm    
重量：750g（含電池）
使用電源：3號電池×2顆 
可測量範圍：0kg～150kg 
最小表示：100g (0~100kg)，200g (100~150kg)
感受12kg以上的力道時會自動開啟。
裸足也能感受到舒適的表面設計，站立測量時方便閱讀的大型液晶設計。直接站
上電源即會自動開啟，20秒後會自動關閉。LCD顯示部分有背光燈設計。

旅行用吹風機
37143517  型號：MB-1002TW     1,400元
直徑6.1×長12.3×高14.7cm (含集風罩)   
重量：330g (不含集風罩) 
熱風溫度約110℃    
電源線長度：1.7m 
消耗電力：最大1000W   
附屬品：旅行收納袋 
電源：100V~120V． 200V~240V切換式
出差或旅行時攜帶便利的旅行用吹風機。

專用收納袋

行動無水香氛機
02494063 1,190元
尺寸：寬7.5×深7.5×高3.7cm

重量：72g（含充電池）
電源：搭載鋰離子充電電池
運轉時間：約8小時 (2小時後自動停止 ) 

※使用充電池時
充電時間：約3.5小時
附屬品：專用USB連接線、附毛氈夾板 (替換用 )、 

專用收納袋
無論是旅行時、在家中或辦公室裡都能享受精油的無線香
氛機。不需加水使用，且能以內藏的充電電池驅動，無線
操作更方便。在自家或辦公室時，也可使用USB連接線。

大容量超音波芬香噴霧器
37765511 2,590元
尺寸：約直徑16.8×高12.1cm

連續運轉時間：約3小時
適用地板面積：約6~7.5坪
4段定時器 (180/120/60/30分 )

附2段式照明亮度調整
利用超音波震動原理擴散精油香氣，讓精油保持原始芬
芳，營造滿室馨香。
※另販售可替換零件：大容量超音波芬香噴霧器AC轉接
器、大容量超音波芬香噴霧器蓋 (附內蓋 )，請洽官網『零件專區』查詢。

超音波芬香噴霧器
93519649  1,690元
尺寸：約直徑8×高14cm

連續運轉時間：約3小時
適用地板面積：約3~4坪
4段定時器 (180/120/60/30分 )

附2段式照明亮度調整
藉超音波震動釋放精油香氣，輕鬆享受光與香味所營造
出的氣氛。
※另販售可替換零件：超音波芬香噴霧器AC轉接器、
超音波芬香噴霧器蓋 (附內蓋 )，請洽官網『零件專區』查詢。

LED手電筒
38940814  小（3號乾電池對應）  840元
型號：MJ-TBS62   
尺寸：直徑5.7×高15.7cm
重量：41g（不含電池）
光源：內裝LED　光源色：白晝光　電池：3號乾電池×1顆（另售）
調光：2階段調整
電池壽命：(Hi)約10小時 (Low)約20小時
防水性能：IP×3（等同防水保護等級3）
光源壽命：40,000小時（初期的70%亮度)
尺寸便於攜帶的手電筒。

行動無水香氛機/更換用毛氈
02480295                                          190元
行動無水香氛機專用的更換毛氈。內含更換用毛氈×5

片、夾板×1個、毛氈夾取工具×1個。

生
活
家
電

生
活
家
電



※ 因電池電力耗盡而使機器停止運作，或長時間不使用機器時，請務必將電池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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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
顏色、形狀簡約，自然融入任何空間、與其他家具協調搭配。

數位時鐘 /大
15831975  白 
15831982  黑 2,259元
寬24×深 5.7×高11.5cm

數位時鐘 /中 /附鬧鐘功能
15831999  白    
15832002  黑 1,559元
寬18×深5.2×高8.8cm

數位溫濕度計
15832392 白      

15832408 黑                           899元
寬 5.5×深  5.3×高9.1cm
攝氏 /華氏的轉換：有    
使用電源：鈕扣電池 (CR2032)×1個
精度 (誤差 )：溫度±2℃、濕度±8%
附立架

數位時鐘 /小 /附鬧鐘功能
15832019  白      
15832026  黑 1,259元
寬12×深 4.8×高6.1cm
使用電源：3號電池×2個 

日曆： 至多可顯示2099年12月31日   

時間顯示：可切換12小時或24小時制  

鬧鐘貪睡功能 ：無      

夏季日光節約時間功能：有   

時間 /日曆切換功能：有        

附立架

指針式壁鐘 /大
44275689  白
44275696  黑  1,930元
重量：694g(含電池時 )

直徑約26.4×深度4.5cm
使用電源：3號碳鋅乾電池R6P(1.5V)×1個
秒針動作：無聲式秒針　

指針式壁鐘 /小
44275702  白
44275719  黑                                        1,270元
重量：198g(含電池時 )

直徑約12.4×深度4.4cm(不含立架時 )
使用電源：3號碳鋅乾電池R6P(1.5V)×1個
秒針動作：無聲式秒針
將一般業務用時鐘中所使用的數字字體改良，
數字表面凸加工化使其清晰度佳的壁鐘。

白 黑

白

 白
 白

黑
黑

黑

車站鬧鐘
38673576  象牙白                             1,160元
寬12.5×高9 ×厚4cm
重量：196g(含電池 )
使用電源：3號乾電池x1個 
沿用車站、街頭時鐘文字盤設計，時間視辨度
高。 

公園時鐘/迷你
44275757   黑
44275740   白 780元
寬5.5×深5.5×高18.2cm

重量：62g(含電池時 ) 

使用電源：鈕扣型電池 (LR44)×1個 (內附 )

外殼 : ABS，透明鐘面 : PMMA  
造型取材自公園所常見的時鐘形狀，數字盤讓
人一眼就能看清目前時刻。

山毛櫸鬧鐘
15832682        1,590元
寬7×深4.15×高7cm

選用堅固耐用的山毛櫸作為外框的鬧鐘。
使用電源：3號電池×1個 (內附 )

數位時鐘/ 附可調整式大音量鬧鈴
15832637 白                                   1,399元
寬14.8×深6.4×高5.9cm

重量：230g(含電池)

使用電源：3號電池×2個        

精準度：(誤差)溫度±2℃、濕度±10%

外殼：ABS 液晶螢幕：玻璃
可調整鬧鈴音量大小的數位時鐘。具有LED螢幕
照明、12小時制/24小時制切換、鬧鐘貪睡功能、
夏季日光節約時間功能。附有溫濕度計顯示功能，
可供日常生活參考。

指針式浴室鐘 
82114317    型號：MJ-BC1                720元
尺寸：寬8.55×深 3.95×高8.6cm(掛勾未展開
時 )
重量：約130g(含電池 )
使用電源：3號碳鋅乾電池R6P(1.5V)x1個 
外殼：ABS樹脂，透明鐘面：PMMA樹脂 
防泡沫型時鐘，可掛於浴室門把或毛巾架上，亦
可當作座鐘使用。
防水性能： IPX4。

指針式鬧鐘
82114300  型 號：MJ-AC1                   890元
尺寸：寬7.6×深3.6cm×高7.6cm

重量：約100g(含電池 )

使用電源：3號碳鋅乾電池R6P(1.5V)x1個 

外殼：ABS樹脂，透明鐘面：PMMA樹脂
外型小巧，連續秒針設計，無滴答聲響。旋轉前蓋即
可設定鬧鈴時間。

計時電子鐘
37494527 799元
型號：DKC-52

約寬8×深2×高3.6cm

重量：50g(含電池)

使用電源：鈕扣型電池(CR2032)×1個
時間顯示：可切換12/24小時制。
計時功能：計時/倒數計時、自動停止功能、再現
重設功能。
可貼在冰箱使用的計時電子鐘。計時功能、時間、
日期可切換放大顯示。

咕咕鐘/大
15832606  白                                   2,820元
寬25.5×深12.5×高26.7cm
重量：777g(含電池 )
使用電源：3號乾電池×1個
仿照傳統咕咕鐘的樣式，每整點、半點都會有
小鴿子彈出報時。附明暗感應器，光線不足、
或在較暗的場所時則不會報時。

咕咕鐘
15832491  白 2,100元
寬9.5×深10.8×高20.4cm
重量：480g(含電池 )
使用電源：3號乾電池×1個

白黑

浴室電子鐘
61152516 699元
約寬9.3×深2.6×高5.3cm
防潑水 (溫度計、計時器 )

重量：83g(含電池 )

能放在浴室使用的防泡沫電子鐘。可利用溫度
計功能來確認浴室溫度。附計時器功能。

鐘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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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內裝LED 　光源已經固定於商品中，無法進行更換。

長臂式檯燈/正方形　+　長臂式檯燈用落地燈座
組合價格　9,350元

長臂式檯燈用燈座
38326526 770元
型號：MJ-ALB1

尺寸：約直徑20×高6.7cm　
重量：約3.1kg

使用例

長臂式檯燈用固定夾
38326533 570元
型號：MJ-ALC1

尺寸：約寬3×深6.5×高17~22cm　
重量：約255g

固定夾可組裝之厚度：
2~5cm

長臂式檯燈/正方形 

38397977 5,980元
型號：MJ-ALS1GL
器具尺寸：約寬12×深57×高57cm
燈罩尺寸：約寬12×深12×高1.5cm　重量：660g　光源：內裝LED

主燈：500lm　　
投射燈：110lm

光源色：黃光、晝白光　調光：無階段調光（10~100%）
消耗電力：6.5W（主燈）　3.3W（投射燈）
可以遮罩上方的觸控感應器開關電燈。於開燈狀態持續觸摸
可調光。可切換黃光和晝白光。
※器具尺寸為軸臂和燈罩水平時。
※單品無法使用。請和另外販售的「落地燈座」「燈座」「固
定夾」組合使用。

附屬：內裝LED 

長臂式檯燈用落地燈座
38326540   3,370元
型號：MJ-ALF1

尺寸：約直徑26×高73cm　
重量：約5.1kg

操作部分

細長而設計簡約的燈桿為長臂式檯燈的特色，內藏有彈簧構造。
有一種本體和三種立架，可配合用途、情境、喜好選擇搭配。

長臂式檯燈

長
臂
式
檯
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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