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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廚衛經典

 品牌引領廚衛潮流，結合藝術生活，營造不同風格的廚衛空間，其豐富多樣的產品，滿足

各個層次的需求，無論是超五星奢華飯店還是時尚居家，  均可提供相應的產品巧妙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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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HLER Co., Kitchen & Bath
Historic Milestones

1927
研制推出彩色衛浴用品
KOHLER 領先同業 , 首次
將大 量 清雅 色 彩引入 搪
瓷浴缸 , 陶瓷馬桶和陶瓷
臉盆等衛浴用品 , 成功做
到了最高品質和最美設計
的融合

1930s
與中國结下深厚淵源
著名的和 平飯 店和 上 海
大劇院均使用 KOHLER產
品

1965
The Bold Look of Kohler

發 表‘THE BOLD LOOK 
OF KOHLER’設計系列 , 
以其創新的設計和大膽
的色 彩 掀 起了衛 浴界的
一場時尚風潮 , 同時也鞏
固 發 揚了 KOHLER 的 創
新文化和態度

1995
KOHLER 第一個中國工廠
KOHLER 中國佛山工廠成立

2002
KOHLER 收購 Karat 衛浴
KOHLER 收 購 了 泰 國
Karat 陶 瓷 潔 具 公 司
同 時 在 上 海 成 立 了
KOHLER( 中國 ) 投資有限
公司 , 作為亞太區總部

1883
首個鑄鐵浴缸誕生
第一個“馬槽”式鑄鐵浴
缸的誕生見證了一段傳奇
的開始

1929
亮相紐約大都會博物馆
KOHLER 的 Kathryn 黑
色系列 衛 浴產品入 選 紐
約 大 都 會 藝 術 博 物 館 , 
標示著 KOHLER 設計開
始踏入藝術的殿堂

1985
藝術系列粉墨亮相
讓 您 的 浴 室 風 格 迥 異
KOHLER 把 對 生 活 的 靈
感用藝術的筆觸呈現 , 其
藝術系列產品 , 質地精良 ,
設計獨特 , 滿足不同個性
需求 , 讓您的喜好成為家
居的主題 , 為家居生活帶
來無限情趣

2000
KOHLER 收購 Englefield
KOHLER 紐西蘭
Engle eld 衛浴設備
製造廠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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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KOHLER 首個一體成型馬
桶  (Purist Hatbox)     驚
艷上市
Purist 超概念馬桶 (Purist 
Hatbox) 在 紐約 時裝周
驚艷亮相 同年秋季 , 於
上 海國 際 時裝 週與公眾
和媒體見面 , 引起轟動

2008
Karbon 廚房龍頭
閃亮登場
KOHLER 隆 重 介 绍 “ 隨 心
轉” 廚房龍頭系列 , 引發全
球廚房新革命

2010
入駐 2010 上海世博會
KOHLER 以其科技人性 , 
環 保 健 康和美輪美 奐的
設計在眾多品牌中脫穎而
出, 作為上海 2010 年世博
會唯一 代表上海地區入
選城市最佳實踐區的項目 
—— “滬上 • 生態家”

2011
Numi 頂級科技精品
智慧 性電腦馬桶 在 越南
胡志明市新品發布 , 並開
始全球上市

2015
Veil 智慧型電腦馬桶
結合科技及美學 首度登
場帶來超凡體驗

2008
2008 北京奧運會
主會場
KOHLER 成 功 被 選 為
北 京 奥 運 會 主 場“ 鳥
巢” 國 家 體 育 場 的 指
定供應商 

2009
360 隨心轉 赋予花灑别
樣表情 Flipside 手持花灑
KOHLER 誠 意 推 出
Flipside 手 持 花 灑 和 頭
頂花灑系列 帶來前所未
有的淋浴新體驗 ! 

2011
KOHLER 收購 Novita
在韓國成立 KOHLER 旗下
品牌 KOHLER Novita

2013
KOHLER 140 周年
以尖端設計與創新技術
慶祝品牌成立 140 周年

創  新  設  計

歷史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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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VD，防刮擦，耐腐蝕。使表面光澤，歷
久彌新。

PVD 龍頭鍍層技術

VEIL蓋板依照你的需求自動開合；水流和水溫變化
提供最貼心的沖洗呵護；在最舒適的位置，用最適宜
的暖風讓人舒身怡神；現在，你只需手指輕輕觸動，
一切尖端智慧科技就能輕鬆享受。 

引領業界的 3¼"超大直徑沖水閥門，帶來 360度超
強水流，全方位洗淨缸體。4.2升或 4.8升用水量，
一次沖淨，更省水。

劃時代科技精品 - VEIL CLASS FIVE 五級旋風 超強沖水

帶來國際領先的 0.5升超級節水型小便斗，
憑借著超凡極省的 0.5升用水量，就能達到絕佳的
潔淨目的，不須二次沖洗。

0.5L 超凡節水 引領綠色建築
 Katalyst親氧花灑，為每一滴水珠加入活

力的氧分子。圓潤飽滿的水滴，讓人仿佛置身雨後充
滿負離子的綠色森林中。

KATALYST 親氧花灑 水流科技

可靠的恆溫技術讓水溫恆久舒適；卓越的龍頭軸心技
術延長使用壽命達 5倍之久；出色的淋浴軸心兼具
卓越品質與精湛設計。

創新軸心技術
 提供從奢華的按摩體驗到舒適的家庭按

摩需求等多樣化選擇，每種 SPA都彷彿徜徉於一段
放鬆自在的身心旅程。

SPA 隨心所“浴”

創新電池動能，30年超長壽命，能有效減少 30年需
消耗的電池數量。無鉛龍頭也可有效降低環境污染。

超能動感應 /低鉛龍頭龙头

百年工藝，鑄鐵專家。超厚釉面，易潔耐用。
色彩豐富，晶瑩剔透。無鉛瓷釉，健康環保。

鑄鐵 晶彩永鑄
 特有的 CLEAN COAT鍍層技術，採用奈

米科技形成排斥膜，有效減少污漬殘留，玻璃更潔淨，
清潔更輕鬆。

超淨玻璃

Top 10 Bold. Innovations.
10大巔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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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大巔峰成就

 創始人憑借著對優雅生活的嚮往和自由不羈的美國精神，發明了史上第一只浴缸，並提出跨

時代的衛浴空間理念。143年來，  每天都在用創新改變世界，但唯一不變的，是對優雅生活

的持續追求和無拘夢想的品牌信仰。今日，  公司攜手旗下廚衛、家具、高爾夫、發電機四大

事業體，繼續為人類的明天，開創優雅的新篇章。

Since 1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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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成就 享譽全球

 相信，設計應以人為本，並同時帶來優雅生活。屢獲國際紅點大獎 reddot、美國工業設計協會 IDEA、

產品設計大獎 iF 等，是對我們143 年來追求頂尖設計的最大褒獎。

非凡性能 品質如一

 對每件產品品質要求完美，精益求精。我們擁有全球統一的品質認證，登峰造極的非凡性能加上精

雕細刻的工藝品質，讓 KOHLER 產品成為全球衛浴的首選之一！

PVD 鍍層 歷久彌新雙感應系統

人性設計 卓越性能

143 年來，始終堅持創新精神，將工業技術與藝術設計完美結合在一起。迄今為止，  在全

球各地都設立研發中心，以感性的色彩和流動的線條，演繹令人驚歎的優雅生活。

美國『室內設計』雜誌IDEA 工業設計優秀獎

Bold. Performance.

人性設計 卓越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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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藝術 演繹風尚

“Life without labor is gulit. Labor without art is brutality.”

“沒有勞動的人生是罪惡，沒有藝術的勞動是野蠻”---【英】John Ruskin

Bold. Art.

 藝術 源遠流長

 的藝術淵源，需追溯到遙遠的1929 年。在藝術上具有歷史性的 KATHRYN®凱薩琳梳洗台被美國藝

術殿堂“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永久收藏。  的藝術系列更融匯了全球的文化，從英倫三島到潘帕斯，

從古希臘到華夏，猶如史詩。

藝術之美‧經典再現 ﹣ 亞洲藝術展

美國經典廚衛品牌 ，至1974 年便開啟「駐廠藝術家」計畫，邀請藝術家與 一同創作，帶起

工藝結合的創作理念。現今， 將此創作理念擴展至亞洲地區，致力將藝術生活推廣到全世界。

分別於中國、香港、台灣、南韓舉辦亞洲巡迴藝術展，利用四地特殊的文化框架、經濟發展、扮演亞

洲重要地位等條件，邀請在地新銳藝術家進行創作，展示亞洲不同地區的藝術理念。「藝術之美‧經典再現」，

一同享受 藝術之美。

傳承藝術 演繹風尚



五星尊享 名家典藏

五星尊享 名家典藏

 馬桶高貴華麗的設計風格完全匹配世界級五星酒店豪華典雅的格調；為眾多世界級五星酒店的首選產品之一。

所有產品都採用嚴苛的全球統一標準製造，完全超越五星級酒店甄選標準，為您的衛浴家居更添尊貴，如同置身於五星級酒店之中，彰顯不

凡的品質生活，台灣經典五星酒店案例：

．台北 -誠品生活松菸店、大倉久和大飯店、君品酒店、文華東方酒店、亞都麗緻大飯店、福華苑

．台中 -日月千禧酒店、台中林酒店

．高雄 -國賓大飯店、君鴻國際酒店、漢來酒店、麗尊酒店、福華飯店

凱悅旗艦店  美國

THE WESTIN  美國 拉斯維加斯

君悅飯店  台北

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  澳門

和平飯店  上海

台中林酒店 台中

洲際大飯店  成都

希爾頓飯店  北京

W HOTEL 台北

湯臣洲際酒店 上海

鳥巢 北京

漢來飯店 高雄

Bold. Reference.

8



9

馬桶及馬桶座

Toilets and Toilet Seats

 馬桶始終引領業界風尚，為您提供完美性能服務的同時，不斷

隨著您的需求而創新。五星級的設計，榮獲多項國際設計大獎。完全匹配

世界級五星酒店豪華典雅的格調。Class Five五級旋風沖水系統，超強沖力、

省水、一步到位。在排污、省水、乾淨三方面帶來完美的解決方案，演繹

潔淨無憂的衛浴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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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號 K-3901-0
地排305mm

尺寸 654 x 368 x 454 mm
2.3升/4.8升沖水量 

電台和多媒體音樂播放功能 新穎獨特的夢幻背燈設計
remote

lighting

music

battery

手機觸控
從單一的搖控到手機觸控 手機也是遙控器

流光溢彩
從白色背光到七彩炫光 每天决定心情的顏色

無限樂動
從內置音樂到無限音樂庫 同步播放手機裡的海量音樂

雙重動力
從固定電源到雙重電源 即使斷電也能沖水百次



11

KARING INTEGRATED TOILETS

超感舒體 和悅新生

K-4026TW-0 標準版
地排305mm
670x424x528mm
4.8L用水量

和者，諧也。天圓地方，和悅新生。  新悅一體成型全自動智慧馬桶 ，以和

諧創意原點，宛若一朵綻放於藝術之上的奇葩。它和諧簡潔的設計，勾勒出優雅曼妙

的外形；先進科技，以一體化的人性方式呈現。  新悅，用現代科技理念演

繹優雅生活的真諦，實現人性科技和尖端設計的和諧統一。 

·臀部及女性前部智慧
清洗
 提供貼心周到的私人潔身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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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il展露的耀眼光環，凝聚創新精神--智美雙全的最佳代表。
Veil滿足都市雅痞對品味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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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il S-trap Intelligent Toilet
一體超感馬桶（地排落地款）
K-5410TW-0
尺寸：670×438×533 mm
地排305 mm
3/6L用水量

Flushing System 
Powerful water flow eliminates 
bowl residue.

Hygienic 
Valve spray uses ultra-violet 
rays and anti-bacteria fluid to 
keep out germs

French Curve
Flushing method through 
sensor, press down button or 
wave operation

Remote Control 
Touch control panel feature

Sensor Activated 
Auto sensor automatically lifts 
seat and flushes toilet.

Dual Nozzles 
Powerful water flow eliminates 
bowl residue.

Sensor Flushing Press Flushing

Wave Flushing

強力沖水（僅限地排落地款）：
極速水動力沖水系統，衝力強
勁，不留污漬

噴管除菌：
紫外線＋除菌水，雙重除菌，
關愛健康

弧形座墊： 
符合人體工學，入座倍感舒適

遙控器界面優美：
按鍵排列符合人體工學，全介
面選單操作更便捷

微波感應： 
先進技術，自動開閉蓋及沖水感
應更精確

三種水型： 
輕柔 - 女性沖洗
脈衝 - 按摩功效
螺旋 - 沖洗潔淨

感應沖水（僅限掛牆款） 按壓沖水（僅限掛牆款）

揮手沖水（僅限掛牆款）

Veil Wall Hung Intelligent Toilet
一體超感馬桶（掛牆款）
K-5402TW-0
牆排
尺寸：675×437×525 mm
3/6L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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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FIVE 五級旋風綠能 強勁沖水

開發更先進的馬桶，一直以來是 的歷史使命。名聞遐邇的五級旋風沖水系列，兼具超強排污和超

凡節水功能，一步到位。為消費者在排污、節水、乾淨三方面帶來完美解决方案。全新推出的4.2升五級旋

風綠能，蘊含的超凡節水性能，堪稱 史上的巔峰之作，不僅比其他同級產品節水30%，更繼承了五

級旋風超凡的潔淨表現！超強沖水配合超凡節水， 讓地球更潔淨、更環保。

超強排污
傳承五級旋風超強排污效果 爆破性瞬間
水流 瞬間流速 達國際的 2 倍以上 帶來
超強潔淨沖力 , 能有效沖走 2-3 倍左右的污
物 從此遠離堵塞煩惱
* 據數據顯示 成人每次排泄約 100-300g

徹底清潔
KOHLER 獨特喉面孔設計 讓 360 全方位
沖洗水流達到更大的沖刷面積 徹底洗淨
缸體內側各個角落 確保無清洗死角 污
漬無殘留 日常清潔更方便

綠色環保
僅憑4.2 升用水量 比GB國際節水型更節
省30% 就能達到Class Five五級旋風最佳
的沖洗效果 每年每戶家庭節省的水資源
可澆灌約13,000棵樹木  

ADAIR™
 "五級旋風綠能"單體馬桶
 K-5171T-CM-0
地排305 mm
K-4983T-CM-0
地排400 mm

REACH™
 "五級旋風綠能"單體馬桶
K-3983T-S2-0
地排305 mm
K-4012T-S2-0
地排400 mm

AERODYNE™
 "五級旋風綠能"單體馬桶
K-3869T-S-0
地排305 mm
K-4165T-S-0
地排400 mm

KARESS®

 "五級旋風綠能"單體馬桶
K-3902T-S-0
地排305 mm
K-4109T-S-0
地排400 mm

五   級   旋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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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HRYN®  
K-3940-0
地排305 mm
尺寸：711×445×727 mm

TRESHAM® 
K-3854T-C-0
地排305 mm
K-4131T-C-0
地排400 mm
尺寸：736×417×746 mm
配緩降馬桶蓋K-4713T

REVE®

K-17181T-S-0 現代型
地排305 mm
尺寸：690×370×710 mm
搭配REVE緩降蓋板K-17183T-CP-0
另有SBG絲光羅曼金系列

3/4.8L
3/4.8L

AERODYNE™
K-3869T-S-0
地排305 mm
K-4165T-S-0
地排400 mm
尺寸：749×392×708 mm
配加長型緩將馬桶蓋 K-4141T
建議搭配50cm進水軟管K-1116442-SP 

SAN RAPHAEL®

K-3722T-0 加長型
地排305 mm
K-4027T-0 加長型
地排400mm
尺寸：743×519×610 mm
配緩降馬桶蓋K-4195T

4.8L

SAN RAPHAEL®

K-3384K-2
地排305 mm
K-17510T-C2-0 加長型
地排400 mm
尺寸：741×528×603 mm
配緩降馬桶蓋K-4713T
可搭配法蘭金沖水把手組件

3/6L
4.8L

單體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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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LE®

K-3564T-S2-0 加長型
地排305 mm
尺寸：715×360×723 mm
配加長型緩降馬桶蓋K-4141T 

ARCHER®

K-3639T-C-0 加長型
地排305 mm
K-4003T-C-0 加長型
地排400 mm
尺寸：741×455×670 mm
配緩降馬桶蓋K-4713T

KARESS®

K-3902T-S-0 加長型
地排305 mm
K-4109T-S-0 加長型
地排400 mm
尺寸：735×367×750 mm
配加長型緩降馬桶蓋K-4141T - 2P

3/6L

4.8L

OVE®

K-17629T-S2-0 現代型
地排 305 mm
尺寸：730×370×700 mm
配加長型緩降馬桶蓋K-17660T-M 

3/6L

4.2L

REACH™
K-3983T-S2-0 加長型
地排305 mm
K-4012T-S2-0 加長型
地排400 mm
尺寸：724×366×722 mm
配緩降馬桶蓋 K-4087T

ADAIR™
K-5171T-C-0 加長型
地排305 mm
K-4983T-C-0 加長型
地排400 mm
尺寸：720×412×694 mm
配緩降馬桶蓋K-4713T

3/4.8L

3/4.8L

單體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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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ALE®

K-3588T-S2-0 現代型
地排305 mm
尺寸：695×395×830 mm
配ESCALE®緩降馬桶蓋K-4417T-2P

REVE®

K-17178T-S-0  現代型
地排305 mm
尺寸：685×370×880 mm
配REVE®緩降馬桶蓋K-17183T-CP
另有SBG羅曼金系列

3/6L

3/6L

3/6L

TRESHAM®

K-5332T-C-0 加長型
地排305 mm
K-4132T-C-0 加長型
地排400 mm
尺寸：737×426×783 mm
配緩降馬桶蓋K-4713T

PERSUADE®

K-3654T/-C-0 加長型
地排305 mm
尺寸：702×360×800 mm
配馬桶蓋板K-4653T-C 
可搭配緩降馬桶蓋K-4713T

羅曼金-SBG

3/4.8L

分離式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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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ER®

K-3614T-0 加長型
地排305 mm
K-4440T-0 加長型
地排400 mm
尺寸：741×455×705 mm
配馬桶蓋K-4653T-C
可搭配緩降馬桶蓋K-4713T

REACH™
K-3991T-S-0
地排305 mm
K-4153T-S-0
地排400 mm
尺寸：732×388×790 mm
配REACH™緩降馬桶蓋 K-4087T

4.8L

SERIF®

K-3444T-SW-0 加長型
地排305 mm
K-4727T-SW-0 加長型
地排400 mm
尺寸：755×505×780 mm
搭配緩降馬桶蓋K-4636T-U

3/6L4.2L

PINOIR™
K-7769T-0
地排305 mm
K-7784T-0
地排400mm
尺寸:754×430×752 mm
配加長型馬桶蓋K-4653T

KARSTEN™
K-17644T-B-0
地排305 mm
尺寸:780×359×761 mm
配加長型馬桶蓋K-4653T

ODEON™
K-8766T-S-0 現代型
地排305 mm
尺寸：736×390×776 mm
配馬桶蓋K-8020T 
可搭配緩降馬桶蓋K-8827T

3/4.8L

4.2L 3/6L

KARESS®

K-5331T-S-0 加長型
地排305 mm
K-5471T-S-0 加長型
地排400 mm
尺寸：730×370×805 mm
配加長型緩降蓋板K-4141T-2P

3/4.8L

分離式馬桶

OVE®

K-17737T-SM-0
地排305 mm
尺寸：730×396×786 mm
配緩降馬桶蓋K-17660T-M

3/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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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 TOILET SEATS

Leave it to KOHLER to provide innovation where you might least expect it. Our exclusive 
Quiet-Closetechnology, offered on select toilet seats, provides a slow, quiet close for 
safety, hygiene and minimal noise, while Quick-Release hardware simplifi es seat and 
toilet cleanup. Our unique C3 seats offer innovative features that enhance cleanliness, 
comfort and convenience. Moreover, all of our toilet seats are designed as surprisingly 
artful complements to your bathroom decor, including many that are harmoniously 
matched to the popular KOHLER suites.

我們秉持將不斷創新作為使命，而享受，便成了你使用Kohler時唯一的美妙任
務。創新的尖端科技，帶來滿足不同需求的馬桶蓋；安靜的緩降馬桶蓋降噪音
減少到最小；C3智慧型馬桶蓋讓舒適和方便與你形影不離。不僅如此，藝術化
的設計風格，讓馬桶蓋與馬桶和諧共生，讓衛浴空間更和諧。

清晨，從朦朧中甦醒，身體還處於睡眠狀態。C3智慧型馬桶蓋，在晨曦中給你
前所未有的身心問候。我們用革新的人性設計，點滴之處給你最貼心的關愛；
顛覆性的清潔方式，呵護人體最私密的秘密花園；創新的舒體功能，滿足不同
人的獨特需求，讓幸福的喜悅油然而生。C3智慧型馬桶蓋，將你的馬桶體驗帶
入全新的生活方式！

智慧感應殺菌系統，紫外線殺菌功能有效殺出99.9%的細菌，確保噴嘴的長久清
潔。根據使用者習慣智慧判斷殺菌時段，方便安全有保證。

恆溫瞬時加熱系統，帶來持續的熱水清晰，讓您舒適享受不間斷。水流即用即
熱，避免儲存熱水，滋生細菌。

3步驟建議安裝，自己動手也能完成。
1秒快拆設計，日常清潔更方便。

智慧型馬桶蓋，讓生活越創越新

馬桶的完美拍檔

KOHLER C3   智慧型馬桶蓋

C3智慧型馬桶蓋 乾淨 舒適 方便

乾淨 Clean

舒適Comfort

方便Conven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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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50
Comfort. Convenience. Cleanliness.
Ergonomically designed, the Kohler C3-150 series increases 
the height of seat back for a more comfortable experience of 
sitting.  The innovative hybrid quick heating system provides 
consistently warm water. Tailored angles and curves, and 
extra-large keys make the side panel convenient to use. 

Ｃ3 電腦馬桶蓋
由內而外 隨心舒適
全新C3-150，根據人體工學原理，增加座圈後座的高度，讓入
座更舒適，創新的瞬熱系統，熱水源源不斷，在寒冷冬夜關懷
備至，更量身定制側控面板的角度與弧度，放大常用按鍵，讓
您輕鬆掌控，便捷使用。由內而外的舒適體驗。Hybrid 瞬熱系統 

帶來源源不斷的沖洗熱水
全新座圈設計 

有效幫助改善如廁坐姿
全新操控面板
使用更方便

C3-150智慧型電腦馬桶座
K-8297TW-0
尺寸：522×448×13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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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brid 瞬熱系統
清潔用熱水源源不斷

全新座墊設計，有效幫助改善如廁坐姿 
符合人體工學設計

常用按鍵置於外側，符合人體工學。 
常用按鍵放大，女性沖洗顏色區別，更好識別。
側面板傾角設計，更方便操作。

Hybrid Quick Heating System A steady flow of clean water

The brand new seat effectively improves toilet posture  
Ergonomic design minimizes pressure point

Ergonomic d is t r ibu t ion of  commonly used keys 
Enlargement of commonly used keys and differentiation 
of front wash Angle design of side panel fits easily in 
your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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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30
智慧型電腦馬桶座 
K-4108-0

尺寸: 518 x 435 x 161 mm

乾淨 Clean

舒適Comfort

方便Convenience

不鏽鋼金屬噴嘴，UV紫外線消毒

一體成型流線超寬座墊，坐享舒適

前噴嘴
女性輕柔清洗，噴嘴位置可調
擺動、脈衝、按摩水流模式可選

人體工學設計，法弧加寬型舒適座墊
座墊後部一體流暢線條，座墊更舒適

個性化設計智慧遙控器，操作簡單 使用者預設模式，方便使用 140-210mm安裝孔距，適合更多
類型的馬桶

水流溫度、水流強度、座圈溫度可調
更大可調範圍，適合多種需求

ILH瞬間加熱系統，保證熱
水清潔源源不斷

後噴嘴
臀部密集清洗噴嘴，噴嘴位置可調
擺動、脈衝、按摩水流模式可選

UV紫外線殺菌
紫外線噴管除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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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25
智慧型電腦馬桶座 
K-4736TW-0

尺寸: 514×370×158 mm

C3-230
智慧型電腦馬桶座 
K-4108-0

尺寸: 518 x 435 x 161 mm

C3-150
智慧型電腦馬桶座 
K-8297TW-0

尺寸: 522×448×130 mm

產品功能比較

1秒快拆／落座感應

不鏽鋼噴嘴

UV紫外線殺菌

溫暖座圈，溫度可調

暖風烘乾，風溫可調

水流及溫度可調

馬桶自動沖水

噴嘴位置前後調整

自動翻蓋/自動開蓋

時尚超薄流線設計

C3-225 C3-230 C3-150

C3-130
智慧型電腦馬桶座 
K-4107TW-0

尺寸: 521×435×157 mm

C3-130

C3
™

 Toilet Seats

C3 Toilet Seats
智慧型電腦馬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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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系列與臉盆

Artist Editions & Lavatories

當衛浴與尊貴對話，高雅與文化並存，每件藝術品都在訴說自己的故事。

用凝脂般完美的瓷器彰顯色彩的藝術，將無暇的優雅充盈在柔和的線條之

中。  感受帝王般的尊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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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ringTM

Derring 藝術台盆系列
匠心手工，是對時間的尊重

致敬手工陶藝，致敬所有獨立的，真實的，執著的，不可複製的個性。科
勒德靈藝術台盆系列，每一個都在獨特的金紅石釉和手工施釉的工藝下，
泛著不同的流光溢彩。手工技藝讓釉的微妙色調變化在手工雕刻的映襯下
更栩栩如生。

‧Artisanal glazes are easy to care for and durable
‧Natural glaze variations make each sink unique yet

K-17890-RL-RB2

K-17916-RL-RB2

‧大師技藝，手工表面施釉，展現即視的生命力
‧珍稀金紅石釉面，散發流光溢彩的光暈

Inspired by studio pottery, the Derring collection celebrates the inherent beauty and 
authenticity of handcrafted ceramics. Each sink is a one-of-a-kind creation, finished with 
unique rutile glaze and artisanal glazes that produce fascinating surface effects. A hand-
carved texture accentuates the glazes’ subtle tonal variations. Featured in neutral hues, this 
sink can be the centerpiece of your bath, or it can serve as a unifying element that pulls 
everything else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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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ded
MeadowTM

-Gold

靈感來源於風景水彩畫，以蝴蝶戲入繁花深處為題，另以亞金色調將原野
的高曠、清新風物動人描繪。柔和圓錐造型、清透雅致的金屬質地，在傳
統藝術與現代風格中，尋找和諧的美感。

The Gilded Meadow Gold masterpiece adds sophisticated beauty to any bath or powder 
room with its dramatic shape and distinctive design. Inspired by landscape watercolors, the 
raised floral pattern and 24K Gold accents on a translucent background create a textured, 
harmonious look. Gilded Meadow’s neutral palette seamlessly blends with any decor, 
making this vessel-style sink an elegant focal point in both traditional and modern spaces.

Gilded Meadow 系列時尚碗盆

‧Decorated with a leaf-patterned band of Polished 24K Gold
‧Craftsmanship

‧靈感來源於風景水彩畫，蝴蝶在花卉中起舞的凹凸圖案和金屬   
   質感的黃金草甸點綴，創造出一幅生機盎然的景象
‧中性色調無論在傳統和現代的空間中，都能與任何裝飾完美結合

K-45922-DE-K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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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EATE，英文意指佩戴桂冠的人。傳說古希臘人將月桂樹葉編成花環，象徵無盡的榮譽與勝利。LAUREATE

葉形圖案靈感源自18 世紀立體凸面織品，純手工打造，內含真正 24K 純金，巴洛克奢華風格的點睛之作，盡顯

富麗堂皇，無上高貴之感。

LAUREATE™ 系列

LAUREATE™ 
單體馬桶 尊貴金
K-14347T-PD-0 
地排305 mm
尺寸：713×490×678 mm

K-14347T-RGD-0 玫瑰金

LAUREATE™ 
下嵌面盆 羅曼金
K-14008T-PD-0 
尺寸：480×381×140 mm

K-14008T-RGD-0 玫瑰金

LAUREATE™ 
下嵌面盆 鉑金 
K-14008T-PK-0
尺寸：480×381×140 mm

LAUREATE™ 
檯面盆 鉑金
K-14800T-PK-0
尺寸：418×418×203 mm

LAUREATE™ 
單體馬桶 鉑金
K-14347T-PK-0 
地排305 mm
尺寸：713×490×678 mm

LAUREATE™ 
方型下嵌面盆 玫瑰金
K-99180T-RGD-0
尺寸：524×348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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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感源自歐洲知名的建築“彼得大帝夏宮”中春意盎然，欣欣向榮的景色。

百花簇擁綻放，象徵著盛世吉祥。金色飛鳥沖上雲霄，寓意著蒸蒸日上。臉盆底部金色霞光四射，

暗喻旭日初升，朝氣蓬勃。將中國工筆劃的精湛工藝與西方的裝飾藝術融為一體。

EMPRESS BOUQUET™ 系列

EMPRESS BOUQUET™
單體馬桶
K-14338T-SMC2-0
尺寸： 715×360×723 mm
地排305mm

EMPRESS BOUQUET™
單體馬桶
K-14339T-SMC-0
尺寸： 743×519×610 mm
地排305mm

EMPRESS BOUQUET™
下嵌面盆
K-14273T-SMC-0
尺寸： 606×365 mm

建議搭配
PURIST™三孔面盆龍頭
K-14406T-3-BGD/K-14406T-4-BGD

EMPRESS BOUQUET™
時尚面盆
K-14223T-SMC-0
尺寸： 413×413 mm

建議搭配
PURIST™單槍高腳面盆龍頭
K-14404T-4-BGD/K-14404T-4A-B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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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AVAN™
藝術面盆
K-14223-SR1-K7
尺寸：413×413 mm
K-14404T-4/4A-BGD

建議搭配
PURIST™單槍高腳面盆龍頭
K-14404T-4-BGD/K-14404T-4A-BGD

BENJARONG™
藝術面盆
K-98420T-TS-0
尺寸：615×443 mm
K-14402T-4A-SN

建議搭配
SYMBOL單槍面盆龍頭
K-19480T-CP

BENJARONG™
藝術面盆
K-98420T-TG-0
尺寸：615×443 mm
K-14402T-4A-PGD

建議搭配
PURIST™單槍面盆龍頭
K-14402T-4A-PGD

PERSIA™
藝術面盆
K-14223-SR2-0
尺寸：413×413 mm
K-14404T-4/4A-BGD

建議搭配
PURIST™單槍高腳面盆龍頭
K-14404T-4-BGD/K-14404T-4A-BGD

PERSIA™
下嵌面盆
K-14218-SR2-0
尺寸：432×356 mm

建議搭配
PURIST™單槍高腳面盆龍頭
K-14404T-4-BGD/K-14404T-4A-BGD

CARAVAN™
下嵌面盆
K-14218-SR1-K7
尺寸：432×356 mm
K-14404T-4/4A-BGD

建議搭配
PURIST™單槍高腳面盆龍頭
K-14404T-4-BGD/K-14404T-4A-BGD

CARAVAN™ 系列

BENJARONG™ 系列

此戲劇性的設計，創作靈感來自穿梭於傳奇絲路的沙漠商隊。

兩款臉盆皆由珍貴金屬（黃金和白金）點綴，提供產品更豐富的裝飾層次。適合各式各樣的龍頭色澤。

靈感源於泰國的手工藝圖案。Benjarong 是梵文 “ 五色” 的意思。Benjarong 工藝是中國與印度兩大文化精髓的

詮釋與融合。自14 世紀阿雅哈亞王朝至20 世紀初，它憑藉細膩精湛的工藝，與鮮豔豐富的色彩，成為皇室

貴族的寵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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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卡拉拉白紋理 -WH卡拉拉白紋理

ANTILIA™
水漫式藝術面盆
K-2369-B11
尺寸：713×433 mm

PURIST™
大理石水漫式藝術面盆
K-2335-8-WH
尺寸：597×610 mm

PALLENE™
琉璃藝術面盆 
K-14016-B11
尺寸：479×400 mm

KAMALA®

藝術面盆
K-14281-TF
尺寸：503×194 mm

KALLOS®

琉璃藝術面盆
K-2361-B11
尺寸：346×346 mm

BRIOLETTE™
琉璃藝術面盆
K-2373-B11
尺寸：445×445 mm

BOTTICELLI®
藝術面盆
K-9324T-WH
尺寸：500×500 mm

藝術銅盆

琉璃時尚面盆

(-B11)水晶色

天然大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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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化檯面盆

SYLVA
K-1766T-0
尺寸:430×430 ×100 mm

ABRAZO™
K-2876T-0
尺寸：580×330 mm

PETALINE®

K-1044T-7
尺寸：600×300×120 mm
*無溢水孔

鑄鐵檯面盆

綺美石

PARLIAMENT™
K-14715T-1-0
(檯面單孔)
K-14715T-8-0
(檯面三孔)
尺寸 : 564×442×185 mm

URBANITY®

K-15096T-0
尺寸 : 1105×536×174 mm
K-15095T-0
尺寸:805×540×165 mm

FOREFRONT™
K-2749T-1-0
(檯面單孔)
K-2749T-8-0
(檯面三孔)
尺寸 : 900×520×100 mm

REVE®

K-5026-1-0
外尺寸：1000×465×189 mm

REACH™
K-18572T-0
尺寸：700×500 mm

REACH™
K-18571T-0
外尺寸：1055×500 mm
1000 mm臉盆支架
K-14743T-CP
尺寸：966×462×800 mm

AFFETTO™
K-9340-0
尺寸：420×4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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檯面盆

REVE®

K-4819T-0
尺寸：550×375 mm
另有K-4819T-HW1 (羊脂白)

FOREFRONT™
K-2660T-1-0
(單孔檯面盆)
尺寸：585×460×173 mm
K-5373T-0
(無龍頭孔)
外尺寸：580×410×82 mm

KARESS®

K-2764T-1-0
尺寸：615×443 mm

ARCHER®

K-2358TW-1-0
(單孔檯面盆)
K-2358TW-8-0
(三孔檯面盆)
尺寸 : 608×519×202 mm

TRESHAM
K-2979-1-0
(單孔檯面盆)
K-2979-8-0
(三孔檯面盆)
尺寸 : 646×534 mm

PARLIAMENT™
K-14715T-1-0
(單孔檯面盆)
K-14715T-8-0
(三孔檯面盆)
尺寸 : 564×442×185 mm

24吋
K-99182T-1/4/8-0
尺寸：600×472 mm

FOREFRONT™ 
K-2661T-0
尺寸：413×413 mm

CHALICE™
K-99183T-0
尺寸：508×379 mm

CHALICE™
K-14800T-0
尺寸：418×418×220 mm

LADENA®

K-9220T-0
尺寸：537×370×1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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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形下嵌盆

VINTAGE®
K-2940T-0
內尺寸：556×355×165 mm

K-2240T-0
內尺寸：540×311×162 mm

VERTICYL®
K-2889T-0
內尺寸：514×357×134 mm

另有K-2882-0
內尺寸：438×330×123 mm

ARCHER®
K-2355T-0
內尺寸：450×333×141 mm

VERTICYL®
K-2883-0
內尺寸：349×349 mm

LADENA®
K-2215T-M-0
内尺寸：591×410×203 mm

CHALICE™
K-99184T-0
内尺寸：533×380×148 mm

K-97102T-0
內尺寸:460×380×148 mm

FOREFRONT™
K-2949T-0
內尺寸：570×400×126 mm

CAXTON®
K-2210T-0
內尺寸:438×354×139 mm

K-2211T-0 
內尺寸:480×381×137 mm

KARESS®
K-2768T-1-0
内尺寸：583×420×145 mm

圓形下嵌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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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嵌盆／柱腳臉盆

FOREFRONT™
半嵌面盆
K-11479T-VC1-0
(單孔半崁盆)
K-11479T-VC8-0
(三孔半崁盆)
尺寸 : 578×462×172 mm

CHALICE™ 16"
K-97011T-0
內尺寸 : 406×406×157 mm

CHALICE™ 18"
K-97012T-0
內尺寸 : 460×380×148 mm

PARLIAMENT™
半嵌面盆
K-14715T-1G-0
(單孔半崁盆)
K-14715T-8G-0
(三孔半崁盆)
尺寸 : 564×442×185 mm

MEMOIRS® 
柱腳面盆 
K-2388T-1-0
(單孔面盆)
K-2388T-8-0
(三孔面盆)
含立柱K-2267T
尺寸 : 610×502×868 mm

FOLIO®
半柱掛牆式面盆
K-11341T-1-0
尺寸：610×479 mm
含K-11340半柱

PANACHE®
柱腳面盆
K-17656T-00 
(含K-17154半柱)
K-17654T-00
(含K-17153T立柱)
尺寸 : 600×480×200 mm

KARESS®
半嵌面盆
K-2772T-1-0
尺寸：615×442×197 mm

REACH®
柱腳面盆
K-72448T-1-0
(含K-18566T半柱)
尺寸 : 572×454×164 mm

PATIO™
柱腳面盆
K-2477T-1-0
尺寸：550×450×857 mm
含K-2019T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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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 Board
Wash Delicate Clothing Items

Lav-Hook + Boxes 
Universal Accessory System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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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邊儲物配件，
提供臨時放置沐浴用品

Pop Out Extend Desk

彈出式抽屜板可臨時放置手機、
配飾等小物件

Sanitary Rattan Basket

儲物籃，放置毛巾

Accessory Boxes
Universal Accessory System

櫃內儲物盒，物品分類放置

Push open drawer

彈出式抽屜,輕巧取物

置物板，伸展空間
同時提供搓洗衣物功能

Wall-Mount Accessory Deck 
(Optional)

牆上儲物配件（選購品）

Laundry Basket & Flip Door

內置洗衣拉籃，放換洗衣服

Door-Hook + Boxes 
Universal Accessory System

門上掛籃，放置輕巧用品

Free Drain Faucet Deck Design

創新FREE DRAIN 設計，
簡潔更省底櫃空間

Space : endless possibilities

MaxiSpace 
Vanity Series

2 size offering, 600/900 mm
2016新品 詳細資訊請洽相關業務

有條不紊的大空間魔法師

2種尺寸可選，600/900 mm

The average person has only 14.7 minutes each morning to prepare for 
the day in only 3 or 4sqm of space. Add to that our needs for storage 
space and all the idiosyncratic bathroom habits that we have. Kohler is 
here to help you make more of the space you already have. Blending 
function with design, we push back the drain on your vanity to give you 
more work and wash space. We help you expand and organize your 
space — with drawers, cabinets and shelves; with modular organizers 
for drawers, showers and kitchens; and more — all to help you have 
a place for everything. Kohler is here to help you get more from your 
space so that you can enjoy carefree, comfortable living. 

空間再大也感覺不夠用？那就讓           來幫你提升空
間的有效利用率：訂製封閉與開放式空間，乾濕分離，
左右分區放置，讓儲物有條不紊；更可搭配靈活可掛的
儲物配件，應對突如其來的任何需求⋯⋯19項空間優化
的魔法，能夠提升50%的儲物空間，等你來體驗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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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屜及開門設計，便於存放不同清潔用品

·半嵌入式一體化台盆，提供更舒適的使用空間

·搭配抽拉龍頭，滿足日常梳洗習慣

Delta
·

Delta 浴室櫃

Drawer and door structure providing more practical storage space
· Multiple storage accessories organized daily grooming needs
· Semi-recessed vanity offering more comfortable space
· Grooming faucet matching daily washing habits

FlexiSpace 
Vanity Series
Small space, big ideas

小空間，大儲物

Kohler provides solutions for small spaces. We increase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basins, provide pull-out taps for washing hair and 
rinsing delicate clothing items. What’s more, we push back the sink's 
drain just to ensure you have ample space in the vanity to organize 
your personal items. Keeping everything neat and tidy.

            為小型家庭，量身訂製小空間衛浴的解決方案。我們增
加臉盆的深度與寬度，最大化利用盆內空間，搭配抽拉式龍頭，
方便消費者洗頭和清洗衣物。而Free Drain設計將排水管道後置，
為底部浴室櫃提供更寬敞儲物空間，收納有序。內置毛髮收集
器，貼心設計高效防止水管堵塞，更易日常清理工作。

2016新品 詳細資訊請洽相關業務



37

按摩浴缸及浴缸

SPA & Baths

 浴缸持續不間斷地滿足人們對沐浴感受的需求。無論是產品設

計還是多功能浴缸，每一次創新都為您帶來尊貴優雅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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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ess 按摩浴缸
中西結合，最懂你的按摩浴缸

古法按摩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 其經脈骨絡的學理，被西醫稱為深奧的東方神技。我們

深知這門技法的博大精深，走訪多個醫學機構、經過多年實踐，終尋得這歷史瑰寶。我們

運用現代技術，整合並原樣還原古法按摩的手法、力道、經脈位置。我們懂你想要的按摩。

Karess 1.8M Drop in whirlpool
1.8米按摩浴缸
K-76445T-NWGR-0

‧模擬人手按摩手法, 超強按摩力度, 比一般流水強勁3-4倍

‧肩頸雙向揉捏熱療, 背部循環水流按摩，足底強勁水流按摩，全方

  位關注身體需求

‧一鍵式全管道水洗，徹底清潔

‧專利電子水溫度顯示，一鍵式排水，自動溢水、滿水警報

KaressTM

Whirlpool  Bath

2016新品 詳細資訊請洽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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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熱按摩浴枕，8個按摩點，提供雙

向揉捏按摩體驗。舒緩深層肌肉組

織，迅速而精準地放鬆頸肩緊繃及酸

痛感。

一鍵式電子控制出水面板和全管道

清洗功能，使用起來安全方便又舒適

衛生。

8個背部噴頭提供循環水療按摩，

由上至下滾動出水，疏通背部經

絡，提高血液循環，減緩背部疲勞

和酸痛。

腰部、足底著重水力按摩，最似模

擬人手按摩力度，按摩效果超越市

場上其他產品3~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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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K™
升级版泡泡浴缸
(含浴枕，創新柔觸面板)
K-45718T-G1P/G58-0
體驗型泡泡浴缸(含浴枕)
K-1744T-G1P/G58-0
尺寸：1800×800×550 mm

PURIST®
水療型按摩浴缸
K-1110-V-0
尺寸：1829×1168×589 mm

Comfortable1.3米嵌入式泡泡浴缸
(創新柔觸面板，含浴枕)
K-45600T-GLP1/G58-0
K-45600T-GGRLP/GGR58-0(帶扶手)
尺寸：1350×800×750 mm

1.8米
K-45604T-GLP1/G58-0
K-45604T-GGRLP/GGR58-0(帶扶手)
尺寸：1840×900×750 mm

EVOK™
橢圓形無缝裙邊獨立式泡泡浴缸
K-45964T-G-0(創新柔觸面板)
橢圓形無缝裙邊花纹獨立式泡泡浴缸
K-45965T-G-0(創新柔觸面板)
橢圓形無缝玫瑰色裙邊花纹獨立式泡泡浴缸
K-45965T-G-FZ(創新柔觸面板)
尺寸：1700×750×610 mm

EVOK™
橢圓形嵌入式泡泡浴缸
K-45720T-G-0(創新柔觸面板)
K-18346T-G-0
尺寸：1700×750×510 mm

OVE®
嵌入式泡泡浴缸(升级電子面板，含浴枕)
K-1709T-GE11P/GE158-0(左出水)
K-1709T-GE21P/GE258-0(右出水)
嵌入式泡泡浴缸(含浴枕)
K-1709T-G11P/G158-0(左出水)
K-1709T-G21P/G258-0(右出水)
尺寸：1700×750×470 mm

Comfortable 1.7米獨立式泡泡浴缸
(創新柔觸面板，含浴枕)
K-98155T-GLP1/G58-0
K-98155T-GGRLP/GGR58-0(帶扶手)
尺寸：1700×800×722 mm

Comfortable 1.7米嵌入式泡泡浴缸
(創新柔觸面板，含浴枕)
K-45602T-GLP1/G58-0
K-45602T-GGRLP/GGR58-0(帶扶手)
尺寸：1700×800×750 mm

EVOK™
橢圓形獨立式泡泡浴缸(含排水)
K-18348T-G-0
尺寸 1700×750×610 mm

EVOK™
長方形獨立式泡泡浴缸(含排水)
K-18344T-G-0
尺寸：1675×762×610 mm

橙色(-1P)

灰色(-58)

Sok®
溢流型水療按摩浴缸
K-1188T-RE-0/K-1189T-RE-0
K-1188T-C1-0/K-1189T-C1-0(燈光)
尺寸：1905×1041×635 mm

按摩浴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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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質配方

同類產品中的高檔配方 ( 純壓克力＋氫氧化

鋁 )，產品更耐用，防污防變色，安全無輻射。

極致設計表現 

耳目一新的設計表現，實現極致創意與完美，

彰顯奢華品味。

堅實耐用

採用整體澆鑄工藝，材質裡外如一，

堅固耐用，經打磨後即可修復，無需擔心磨損，

使用更持久。

ASKEW™
綺美石浴缸
K-1801T-0
尺寸：1838×877×625 mm

ABRAZO™
綺美石浴缸
K-1800T-0
尺寸：1676×800×725 mm

AFFETTO™
綺美石浴缸
K-1809T-0
尺寸：1500×600 mm

綺美石系列突破傳統設計局限，塑造完美衛浴空間。其卓越不凡的設計

所散發的質感，結合卓越的整體工藝，將華麗美感表現到極致，彰顯“綺

美主義”的衛浴精神。

綺美石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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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鉛瓷釉，健康環保

安全健康的無鉛瓷釉，

93％可循環使用材質

超厚釉面，易潔耐用

晶瑩剔透，歷久彌新

極耐刮擦，易於清潔

高溫熔燒，非凡耐用

燒製接近玻化，比加厚鋼板浴缸

高出 100℃

防滑工藝，安全無憂

防滑系數是加厚鋼板浴缸的 2.5 倍

低熱流失，溫暖愜意

保溫性能是加厚鋼板浴缸的 5倍

色彩豐富，晶瑩剔透

光澤度比加厚鋼板浴缸提升 15%

百年鑄鐵專家

領先工藝，優質保證

 專有色，品類齊全

樹
脂
加
強
普

通
搪
瓷
鋼
板

 
 
鑄
鐵

熱 量

低熱流失

加厚鋼板KOHLER 鑄鐵

鑄鐵浴缸
Cast Iron

運用非凡材質，搭配出眾氣質，宛如珍貴藝術品，耐久尋味。  鑄鐵始終傳

承品質優先的傳統。優秀工藝，歷經歲月的淬煉，結合創新技術和經典設計，鑄就了 

 的知名品牌形象。



43

鑄鐵浴缸

CLEO™
獨立式鑄鐵浴缸
K-11195T-RF (外面紅色)
浴缸腳K-11194T-0 
外面4種顏色可選：白，紅，紫，綠
尺寸：1750×800×640 mm

CLEO™
嵌入式鑄鐵浴缸
K-2901T-0
尺寸：1750×800×530 mm

ARCHER®
1.5米鑄鐵獨立式浴缸
K-45594T-0
K-45594T-GR-0(含扶手孔)
尺寸：1500×750×545 mm
1.7米鑄鐵獨立式浴缸
K-45595T-0
K-45595T-GR-0(含扶手孔)
扶手：K-45596T-F2
浴枕：K-45609T-LP1/58
尺寸：1700×800×545 mm

LOVEE™
獨立式鑄鐵浴缸(含支架、含毛巾架)
K-9271T-(GR)-0

LOVEE™
獨立式鑄鐵浴缸(含支架)
K-9289T-(GR)-0
扶手K-8243T-CP
尺寸：1700×750×570 mm

CLEO™ TELLIEUR®
獨立式鑄鐵浴缸(含實木支架)
K-1869T-0
尺寸：1750×800×683 mm

REVE™
獨立式鑄鐵浴缸
K-16497T-0
尺寸：1700×800×560 mm

VOLUTE™
1.6米獨立式鑄鐵浴缸
K-99313T-0
K-99313T-(GR)-0(含扶手孔)
K-99313T-(FD)-0(含三合一進排水)
K-99313T-(FDGR)-0(含扶手孔、三合一進排水)
尺寸：1600×750×500mm
1.7米獨立式鑄鐵浴缸
K-99311T-(GR)-0(含扶手孔)
K-99311T-(FDGR)-0(含扶手孔、三合一進排水)
尺寸：1700×800×550mm
1.8米獨立式鑄鐵浴缸
K-99718T-(GR)-0(含扶手孔)
K-99718T-(FDGR)-0(含扶手孔、三合一進排水)
尺寸：1800×800×550mm
扶手 K-5791T-CP

(-0) (-RF) (-RT) (-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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鑄鐵浴缸

TEA-FOR-TWO®

嵌入式鑄鐵浴缸
K-850T-7(黑)
K-850T-0(白)
K-850T-D-0(凹槽型溢水蓋)
尺寸：1524×813×464 mm
K-855T-7(黑，含排水K-7147T-AF)
K-855T-0(白)
尺寸：1676×914×610 mm
K-863T-0(白)
尺寸：1822×914×530 mm

DIAPASON
嵌入式鑄鐵浴缸
K-18208T-0
K-18208T-GR-0(含扶手孔) 
尺寸：1500×750×425 mm
扶手：K-8599T-CP 

REPOS™
嵌入式鑄鐵浴缸
K-18200T-0
K-18200T-GR-0(含扶手孔)
尺寸：1600×750×460 mm
K-18201T-0
K-18201T-GR-0(含扶手孔)
尺寸：1700×800×460 mm
K-18236T-0
K-18236T-GR-0(含扶手孔)
尺寸：1800×850×455 mm
扶手：K-8598T-CP

BIOVE®
嵌入式鑄鐵浴缸
K-99212T-0
K-99212T-GR-0(含扶手孔)
尺寸：1600×750×400 mm
K-99211T-0
K-99211T-GR-0(含扶手孔)
尺寸：1700×800×430 mm
K-99210T-0
K-99210T-GR-0(含扶手孔)
尺寸：1800×800×430 mm
崁入式橢圓型浴缸
K-99312T-0
K-99312T-GR-0(含扶手孔)
尺寸：1600×750×400 mm
K-99310T-0
K-99310T-GR-0(含扶手孔)
尺寸：1700×800×430 mm
K-99309T-0
K-99309T-GR-0(含扶手孔)
尺寸：1800×800×430 mm
扶手 : K-5791T

PRELUDE™
嵌入式鑄鐵浴缸
K-8266T-0
K-8268T-0(含扶手孔)
尺寸：1500×700×435 mm
K-8271T-0
K-8270T-0(含扶手孔)
尺寸：1600×700×435 mm
K-8275T-0
K-8273T-0(含扶手孔)
尺寸：1700×700×435 mm
扶手：K-8645T-CP

CARIBBEAN®

嵌入式鑄鐵浴缸(含扶手)
K-810T-0
尺寸：1829×914×464 mm

DIAPASON
嵌入式鑄鐵浴缸
K-18204T-0
K-18204T-GR-0(含扶手孔)
尺寸：1700×750×425 mm
扶手：K-8599T-CP 

BLISS™
嵌入式鑄鐵浴缸
K-17270T-0
K-17270T-GR-0(含扶手孔)
尺寸：1500×750×460 mm
K-15849T-0
K-15849T-GR-0(含扶手孔)
尺寸：1700×750×450 mm
扶手：K-17275T-CP

BIOVE®
嵌入式鑄鐵浴缸
K-8223T-0
K-8223T-GR-0(含扶手孔)
尺寸：1500×750×450 mm
K-8277T-0
K-8277T-GR-0(含扶手孔)
尺寸：1700×750×470 mm
扶手：K-8278T-CP
浴枕：K-18401T-1P/58

SOISSONS™
嵌入式鑄鐵浴缸
K-941T-0
K-941T-GR-0(含扶手孔)
尺寸：1500×700×430 mm
K-943T-0
K-943T-GR-0(含扶手孔)
尺寸：1600×700×423 mm
K-940T-0
K-940T-GR-0(含扶手孔)
尺寸：1700×700×426 mm
扶手：K-8599T-CP

橙色(-1P)

灰色(-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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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給您貼心空間

帶給您用心配件

·小空間的大舒適 1.3米獨立浴缸，緊湊空間內也能滿足獨立浴缸的需求。 

·多重產品選擇（1.3米/1.7米/1.8米，嵌入式/獨立式，普通浴缸/泡泡浴缸）

·三檔隨心調浴枕：可調節角度的浴枕，無論坐泡還是躺浴，浴枕皆可貼合頭部，找到最舒服的可靠角度。

·人體工學：柔軟材質的浴枕及扶手，使用時如觸肌膚更舒服、更安全。

1.3米獨立式浴缸
(含浴枕，含排水)
K-45599T-LP1/58-0
K-45599T-GRLP1/GR58-0(帶扶手)
尺寸：1350×800×732 mm

1.7米嵌入式浴缸(含浴枕)
K-45601T-LP1/58-0
K-45601T-GRLP1/GR58-0(帶扶手)
尺寸：1700 x 800 x 640 mm

1.7m獨立式浴缸(含浴枕)
K-98154T-LP1/58-0
K-98154T-GRLP1/GR58-0
(帶扶手，含排水)
尺寸：1700×800×722 mm

1.3米嵌入式浴缸(含浴枕)
K-45598T-LP1/58-0
K-45598T-GRLP1/GR58-0(帶扶手)
尺寸：1350×800×640 mm

1.8米嵌入式浴缸(含浴枕)
K-45603T-LP1/58-0
K-45603T-GRLP1/GR58-0(帶扶手)
尺寸：1840×900×640 mm

卓越設計風格

獨特設計，風格鮮明多樣

舒適美觀，盡善盡美

品質領先同業 

超厚背塗，強度出色

全面加固，堅實耐用

頂級優質板材

進口衛浴級板材，品質保證

持久光澤細膩，性能表現卓越

壓克力 鉑金品質 Comfortable Bath 前所未有的舒適泡澡體驗，帶給您舒心曲線

橙色(-1P)

灰色(-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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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ALE®
獨立式壓克力浴缸(含浴枕)
K-11344T-0
尺寸：1775×870×640 mm
嵌入式壓克力浴缸(含浴枕)
K-11343T-0
尺寸：1775×870×477 mm

EVOK™
橢圓形獨立式浴缸(含排水)
K-18347T-0
尺寸：1700×750×610 mm

EVOK™
長方形獨立式浴缸(含排水)
K-18343T-0
尺寸：1675×762×610 mm

EVOK™
正圓形獨立式壓克力浴缸(含排水)
K-18353T-0
尺寸：1500×1500×610 mm

ALEUTIAN™
整體化浴缸
K-99013T-0 (左靠牆)
K-99014T-0 (右靠牆)
尺寸: 1300×800×650 mm
K-99017T-0 (左靠牆)
K-99018T-0 (右靠牆)
尺寸: 1500×800×650 mm
K-99023T-0 (左靠牆)
K-99024T-0 (右靠牆)
尺寸: 1700×800×650 mm

壓克力浴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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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K™
橢圓形嵌入式壓克力浴缸
K-18345T-0
尺寸：1700×750×510 mm

EVOK™
長方形嵌入式壓克力浴缸
K-15341T-0(含浴枕)
尺寸：1500×750×514 mm
K-18341T-0
尺寸：1675×762×513 mm
K-1704T-1P/58-0
尺寸：1800×800×550 mm

OVE® 
嵌入式壓克力浴缸(含浴枕)
K-1707T-1P/58-0
尺寸：1700×750×470 mm

STRUKTURATM
嵌入式壓克力浴缸
K-75420T-0
尺寸 : 1500×750×410 mm
K-75418T-0
尺寸 : 1700×750×400 mm

DEEP SOAKTM
嵌入式壓克力浴缸
K-1490T-0
尺寸 : 1219×813×594 mm

DUO™
嵌入式壓克力浴缸
K-18776T-0
尺寸：1525×760×425 mm
K-18775T-0
尺寸：1670×760×425 mm

STUDIO™
嵌入式壓克力浴缸
K-17107T-0
尺寸：1525×760×525 mm
K-11201T-W02
尺寸：1670×760×525 mm

REACH™
嵌入式壓克力浴缸
K-15847T-0
尺寸：1500×700×460 mm
K-10896T-0
尺寸：1600×700×460 mm
K-15848T-0
尺寸：1700×700×460 mm

壓克力浴缸

橙色(-1P)

灰色(-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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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頭

Faucets

 龍頭在設計上獨具匠心，創造出屬於你的獨特空間 ；在功能上

引領衛浴業界的創新，不斷帶給消費者超乎想像的優雅感受。  

 龍頭致力於提供經久耐用，安裝簡便的產品。您可以隨心所欲

挑選出中意的款式妝點自己的浴室。



49

Avid 龍頭，將動態感官與至簡美學融合，以極簡主義為設計理念。

它悠長的把手弧度搭配平滑的龍頭表面，形成一個令人著迷曲線：

Avid 每個細節的設計，都是為了這開關時不期而遇的碰撞。它的

每個設計元素都是必不可少的。整套系列都傳遞著設計的靈活

性，完美搭配現代空間。

Avid 捨棄繁複的元素，用最簡單的設計語言表達出你與產品間

的情愫與感受。

簡約·清澈·優雅

設計·有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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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ID龍頭系列

AVID Access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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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簡約而不簡單的線條設計，無聲的訴說著經典永恆和內蘊非

凡的美學哲理。就如畢卡索所說：去除了冗餘，留下了經典的

Composed，在時間的長河中熠熠生輝。

Composed 龍頭系列，既保留了雋永的圓形把手，

又以乾淨的線條訴說著簡約之美。它的每一個

細節：簡約、透澈、經典、寧靜都蘊含著美學

意義上的自信。即使在 Kohler 頂級的龍家族中，

Composed 仍顯得那麼的與眾不同。

Delight i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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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ed龍頭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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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
香檳金 

TT
太空銀

R2B
黑曜金

BN
羅曼銀 

BGD
羅曼金

RGD
玫瑰金 

AF 
法藍金

DPW
凝脂白

DPR
胭脂紅

BV
羅曼銅 

2BZ
典雅黑 

PGD
永恆金 

PVD鍍層 歷久彌新

PVD太空金屬鍍層 流光溢彩
讓現代感十足的金屬元素，為您的衛浴帶來更多絢爛光彩。玫瑰金、羅曼金、永恆金、法藍

金、香檳金、羅曼銀等相互輝映，塑造前衛與現代或尊貴奢華的風格品味，使衛浴空間別

具一格；更有全新太空銀鍍層，以低調內斂的神祕氣息，帶來如浩瀚星河一般的科幻體驗。

浮雕映色 融匯中西
鼓樓中式窗紋的古韻線條，融匯西方教堂的紋理，這就是STRAYT™獨特的印花花紋。指尖

觸及它的那一刻，眼前彷彿映出了典雅的中式山水畫，又似巴黎聖母院的莊嚴圓頂彩窗。胭

脂紅的熱情、凝脂白的素雅，在中西文明的激盪中，散發出別緻的風韻。

美式經典主義 奢華精緻
FINIAL®龍頭古典的把手，營造奢華細膩的美感；REVIVAL®系列，完美融合歐洲古典風格；

龍頭將美式經典與現代風格完美融合，給浴室空間帶來無限創造力。

人本設計 關愛呵護
龍頭採用人性化的設計理念，從外觀到把手到水流的角度，都充分考慮台灣家

庭的使用習慣，創造便捷舒適的使用體驗。全新推出的ALEUTIAN™梳洗龍頭，提供輕柔流

水和自然雨淋兩種沖水方式，讓您的梳洗更加自然舒適，龍頭的高度可向上調整，方便洗

臉、漱口、洗頭等日常需求，多樣化的功能給您獨有的關愛與照顧。

自動清潔 一勞永逸
首款龍頭自動沖洗式起泡器，運用創新的Autoclean自潔功能，在日常使用中，

每一次出水都是一次自動化的起泡器清潔，省去您清洗的煩惱，有效杜絕雜質，防止水垢

堵塞龍頭，更經久耐用。獨特設計有7度可調節功能，完美搭配各種檯面，減少濺水的問

題，帶給您更便捷的體驗，讓您輕鬆享受浴室生活。

綠色節水科技
的龍頭採用綠色節水技術，同時還可以保證優良的出水效果，性能優越。

現代簡約設計 摩登時尚
不論是LOURE ®系列的簡約流暢、優雅精緻，抑或AIRFOIL™的純淨圓潤、返璞歸真，

的設計師們用獨到的眼光打造每一個龍頭的外型，讓您的浴室更時尚高檔。

綠色環保材料
龍頭採用優質材料，並採用嚴格的低鉛工法，保證產品的健康環保

舒適享受 個性設計

個性設計

易於維護

綠色環保

以人為本

綠色環保

節水先鋒

完美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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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BON®

面盆龍頭
K-6268-C11-CP
*需另外訂購安裝密封接頭
(1040341)

KARBON®

壁式出水面盆龍頭
K-6269-C11-CP
*需另外訂購安裝密封接頭
(1040341)

LAMINAR™
落地式浴缸龍頭
牆面固定
K-14401T-3/4-CP
出水口長458 mm，高635 mm
另有K-14403T-3/4-CP
落地式浴缸龍頭 浴缸固定
(-3) 十字型把手
(-4) 一字型把手

LAMINAR™
壁式出水/ 頂出水浴缸龍頭
K-923-CP
需另配閥芯 K-301-K
把手 K-T14429-4
滴水托 盤 K-924-CP

BEITOU™  
加高型面盆龍頭
K-99858T-4-CP
出水口長144 mm
高 272 mm

BEITOU™ 
檯面式恆溫浴缸龍頭 
K-99874T-9-CP
出水口長170 mm
高 70 mm

BEITOU™ 
面盆龍頭
K-99856T-4-CP
出水口長144 mm
高 88 mm

LAMINAR™
落地式浴缸出水口
K-8362-CP
出水口長356 mm，高660 mm
需另配閥芯把手
可搭配VibrAcoustic ™ 音樂浴缸

KARBON®/LAMINARTM /BEITOU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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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FOIL™ -XINYUE
單槍加高型面盆龍頭(瀑布式出水)
K-37264T-4-CP
出水口長151 mm

AIRFOIL™ -XINYUE
單槍面盆龍頭(瀑布式出水口)
K-37263T-4-CP
出水口長151 mm

AIRFOIL™ -XINYUE
檯面式浴缸淋浴龍頭(瀑布式出水口)
K-37266T-CP
出水口長151 mm
必須配合埋壁式閥芯及面板使用

MARGAUX®
恆溫淋浴花灑龍頭
K-72626T-9-CP
淋浴花灑龍頭
K-72628T-9-CP
恆溫淋浴花灑龍頭(有下出水)
K-72625T-9-CP
淋浴花灑龍頭(有下出水)
K-72627-9-CP
出水口長237 mm

MARGAUX®

8吋三件式面盆龍頭 - 十字形把手

K-16232T-3-CP

8吋三件式面盆龍頭 - 一字形把手

K-16232T-4-CP

出水口長134mm，高80 mm

MARGAUX®

單槍面盆龍頭

K-16230T-4-CP

出水口長135 mm，高124 mm

STILLNESS®
8吋三件式面盆龍頭
K-942T-4-CP
出水口長95 mm，高124 mm

LOURE®
三件式牆出水浴缸龍頭
K-14712T-4-CP
出水口長234 mm

LOURE®
8吋三件式面盆龍頭
K-14661T-4-CP
出水口長119 mm

LOURE®
單槍加高型面盆龍頭
K-14660T-4-CP
出水口長135 mm，
寬44 mm，高270 mm
另有K-10319T-4-CP
出水口長98mm，
寬32 mm，高177 mm

STILLNESS®
單槍面盆龍頭
K-979T-4-CP
出水口長134 mm，高162 mm

STILLNESS®
浴缸花灑龍頭(有下出水)
K-72629T-CP
出水口長208 mm
淋浴花灑龍頭
K-72630T-CP

AIRFOIL™/MARGAUX®/LOURE®/STILL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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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NSHIRE®
檯面式浴缸龍頭
K-T398-4-2BZ
出水口長229 mm

DEVONSHIRE®
8吋三件式面盆龍頭
K-394-4-2BZ
出水口長162 mm

PURIST®
8吋三件式面盆龍頭 - 十字型把手
K-14406T-3-CP/RGD
出水口長127 mm，高148 mm

PURIST®
單槍加高型面盆龍頭 - 一字型把手
K-14404T-4-CP/RGD
出水口長159 mm，高165 mm

PURIST®
單槍面盆龍頭 - 一字型把手
K-14402T-4/4A-CP/RGD
出水口長139 mm，高66 mm

PURIST®
浴缸花灑龍頭(有下出水)
K-7786T-4-CP
配FLIPSIDE 手持花灑 流線型
出水口長208 mm
淋浴花灑龍頭
K-72634T-4-CP/RDG

PURIST®/DEVONSH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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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ACTS™
浴缸用出水龍頭
K-72777-CP/BV
出水口長228 mm
浴缸用龍頭把手 - 古典型
K-T98071-3M-CP/BV

ARTIFACTS™
8吋高出水龍頭
K-72760-CP/BV
出水口長168 mm，高135 mm
8吋面盆龍頭把手 - 一字型
K-98068-4-CP/BV

ARTIFACTS™
8吋低出水龍頭
K-72759-CP/BV
出水口長135 mm，高75 mm
8吋面盆龍頭把手 - 古典型
K-98068-3M-CP/BV

ARTIFACTS™
浴缸用出水龍頭
K-72777-CP/BV
出水口長228 mm
浴缸用龍頭把手 - 一字型
K-T98071-4-CP/BV

ARTIFACTS™
單槍面盆龍頭
K-72762-9M-CP/BV
出水口長147 mm，高97 mm

ARTI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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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IAL®
浴缸花灑龍頭(有下出水)
K-72654T-4M/4P-CP/AF/SN/BN/R2B 
出水口長：227 mm，高51 mm

KELSTON®

浴缸花灑龍頭(有下出水)
K-99030T-4-CP/RGD/2BZ
出水口長：242.3 mm
淋浴花灑龍頭
K-99031T-4-CP/RGD/2BZ

KELSTON®

8吋三件式面盆龍頭
K-13491T-4-CP/RGD/2BZ
出水口長：116 mm，高104 mm

FINIAL®
8吋三件式面盆龍頭
K-8670T-4M/4P/3-CP/AF/SN/BN/R2B
出水口長：127 mm，高114.5 mm

FINIAL®
檯面式浴缸花灑龍頭
K-8785T-4M/4P-CP/AF/SN/BN/R2B 
出水口長：305 mm，高114 mm

KELSTON® / FINIAL®

表面處理：

SN
香檳金 

R2B
黑曜金 

BN
羅曼銀 

AF 
法藍金

CP
拋光鍍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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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E®
單槍面盆龍頭
K-10215T-4-CP/PGD
出水口長：131.5 mm，高100 mm

STANCE®
恆溫浴缸花灑龍頭(有下出水)
K-9103T-9-CP
浴缸花灑龍頭(有下出水)
K-9100T-9-CP
出水口長：245 mm

STANCE®
單槍面盆龍頭
K-7111T-4-CP
出水口長：136 mm

MEMOIRS®
8吋三件式面盆龍頭 - 一字型
K-454T-4V-CP/AF/SN/BN/RGD
出水口長：117 mm，高58.5 mm

MEMOIRS®
浴缸花灑龍頭(有下出水)
K-72661T-3S-CP/RGD
出水口長：224.5 mm

REFINIA®

8吋三件式面盆龍頭
K-5317T-4-CP
出水口長：112 mm，高138 mm

REFINIA®

浴缸花灑龍頭(有下出水)
K-99037T-4-CP
出水口長：160 mm

REFINIA®

單槍面盆龍頭
K-5313T-4-CP
出水口長：114 mm，高139 mm

FORTE®/REFINIA®/MEMOIRS®/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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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FAX®/STRAYT™

FAIRFAX®
浴缸花灑龍頭(有下出水)
K-72695T-4-CP/AF/SN/BN/BV
出水口長162 mm
PVD型號採用豪華多功能手持花灑

FAIRFAX®
單槍加高型面盆龍頭
K-12184T-CP/AF/SN/BN/BV
出水口長133 mm，高140 mm

FAIRFAX®
8吋三件式面盆龍頭
K-8658T-CP/AF/SN/BN/BV
出水口長132 mm，高58 mm

FAIRFAX®
單槍面盆龍頭
K-8657T-CP/AF/SN/BN/BV
出水口長133 mm，高57 mm

STRAYT™ 
單槍面盆龍頭
K-37327T-4/4DPR/4DPW-CP
出水口長 103 mm

ELLISTON 
單槍面盆龍頭
K-72782T-4-CP
出水口長 123 mm，高 104 mm

STRAYT™ 
8吋三件式面盆龍頭
K-37331T-4/4DPR/4DPW-CP
出水口長135 mm

STRAYT™ 
浴缸花灑龍頭(有下出水)
K-45370T-4/4DPR/4DPW-CP
出水口長239 mm

表面處理：

ELLISTON  
三件式面盆龍頭
K-72781T-4-CP
出水口長123 mm，高117 mm

ELLISTON  
浴缸花灑龍頭(有下出水)
K-75523T-4-CP
出水口長192-202mm
淋浴花灑龍頭
K-75522T-4-CP

SN
香檳金 

BN
羅曼銀 

AF 
法藍金

DPW
凝脂白

DPR
胭脂紅

BV
羅曼銅 

CP
拋光鍍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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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O™
浴缸花灑龍頭(有下出水)
K-72282T-4-CP
出水口長200~210 mm
淋浴花灑龍頭
K-72351T-4-CP

ALEO™
單槍加高型面盆龍頭
K-98868T-4-CP
出水口長159 mm，高268 mm

ALEO™
單槍臉盆龍頭
K-72275T-4-CP

TOOBI™
浴缸花灑龍頭(有下出水)
K-8963T-9-CP
出水口長223 mm
（含綠色及白色兩種出水口色扣）

TOOBI™
單槍加高型面盆龍頭
K-8960T-9-CP
出水口長116 mm，高199 mm
（含綠色及白色兩種出水口色扣）

TOOBI™
單槍面盆龍頭
K-8959T-9-CP
出水口長96 mm
（含綠色及白色兩種出水口色扣）

CUFF™
單槍面盆龍頭
K-37301T-4-CP
出水口長103 mm，高48 mm

CUFF™
浴缸花灑龍頭(有下出水)
K-45532T-4-CP
出水口長156.5 mm

CUFF™
單槍加高型面盆龍頭
K-37303T-4-CP
出水口長132 mm，高173 mm

SYMBOL®/ALEO™/TOOBI™/CUFF™

SYMBOL®
單槍面盆龍頭
K-19480T-CP
出水口長90 mm，高90 mm

SYMBOL®
浴缸花灑龍頭(有下出水)
K-72640T-4-CP
出水口長200 mm

SYMBOL®
單槍加高型面盆龍頭
K-19774T-CP
出水口長90 mm，高184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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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單槍面盆龍頭
K-16027T-B4-CP/AF/BN
出水口長110 mm，高74 mm

KUMIN
單槍面盆龍頭
K-98827T-4-CP
出水口長99 mm，高93 mm

KUMIN
單槍加高型面盆龍頭
K-99448T-4-CP
出水口長120 mm，高270 mm

SINGULIER® 
單槍面盆龍頭
K-10860T-4-CP/AF/BN 
出水口長100 mm，高99 mm

SINGULIER® 
單槍加高型面盆龍頭
K-10861T-4-CP/AF/BN
出水口長130 mm，高240 mm

OBLO® 
單槍面盆龍頭
K-10378T-9-CP
出水口長80 mm

OBLO® 
單槍加高型面盆龍頭 
K-10379T-9-CP
出水口長96 mm，高187 mm

KUMIN  
浴缸花灑淋浴龍頭
K-99460T-4-CP 
出水口長 172 mm
花灑淋浴龍頭(無下出水)
K-99463T-4-CP

SINGULIER®

浴缸花灑淋浴龍頭
K-72667T-4-CP/AF/BN
出水口長182 mm
花灑淋浴龍頭
K-72669T-4-CP/AF/BN

OBLO®

浴缸花灑淋浴龍頭
K-72649T-9-CP
出水口長190 mm
花灑淋浴龍頭
K-72648T-9-CP
PVD 產品中使用豪華
多功能手持花灑

JULY®
浴缸花灑淋浴龍頭
K-7686T-4-CP/AF/BN
(配Citrus多功能手持花灑)
花灑淋浴龍頭(無下出水)
K-7685T-4-CP/AF/BN
(配Citrus多功能手持花灑)

KUMIN/JULY®/SINGULIER®/OBLO®

JULY®
單槍加高型面盆龍頭
K-5241T-4-CP/AF/BN
出水口長125 mm，高178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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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產品系列

Showering

放鬆、舒適、酣暢、樂趣，這是我們為您營造的沐浴體驗。 淋浴，

採用流暢無痕的直管連接，還原視覺的自然純真，多樣化的風格選擇，任

意搭配各種浴室風格，人性化的恆溫設計，讓您安心沐浴，盡享舒適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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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IST® UPGRADE

PURIST® UPGRADE 
一字型(一扇固定片＋一扇活動門)
K-99167T-C-SHP
10 mm強化玻璃
尺寸：高度1850-2000 mm
        寬度900 mm-1200 mm

PURIST® UPGRADE 
L型(兩扇固定片＋一扇活動門)
K-99169T-C-SHP
10 mm強化玻璃
尺寸：高度1850-2000 mm
        正面寬900 mm-1600 mm
        側面寬250 mm-1100 mm

PURIST® UPGRADE 
一字密封型(兩扇固定片＋一扇活動門)
K-99171T-C-SHP
10 mm強化玻璃
尺寸：高度2000-2500 mm
         寬度1200 mm-2200 mm

10 mm汽車級安全強化清玻璃 精緻不鏽鋼把手，經久耐用 獨特鉸鏈設計，緩衝關門，穩定靜音

PURIST® UPGRADE 
一字型(兩扇固定片＋一扇活動門)
K-99168T-C-SHP
10 mm強化玻璃
尺寸：高度1850-2000 mm
        寬度1200 mm-2200 mm

PURIST® UPGRADE 
一字密封型(一扇固定片＋一扇活動門)
K-99170T-C-SHP
10 mm強化玻璃
尺寸：高度2000-2500 mm
        寬度900 mm-1200 mm

PURIST® UPGRADE 
L密封型(兩扇固定片＋一扇活動門)
K-99172T-C-SHP
10 mm強化玻璃
尺寸：高度2000-2500 mm
       正面寬900 mm-1600 mm
       側面寬250 mm-1100 mm

產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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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IRS® 

MEMOIRS®
一字型(兩扇固定片＋一扇活動門)
K-36940T-L-SHP/AF
10 mm強化玻璃
K-36933T-L-SHP/AF
8 mm強化玻璃
SINGULIER®
K-36954T-L-SHP
10 mm強化玻璃
K-36947T-L-SHP
 8mm強化玻璃
尺寸：高度1850-2000 mm
         寬度1100 mm-2000 mm

MEMOIRS®
單開門
K-36942T-L-SHP/AF
10 mm強化玻璃
K-36935T-L-SHP/AF
8 mm強化玻璃
SINGULIER®
K-36956T-L-SHP
10 mm強化玻璃
K-36949T-L-SHP
8 mm強化玻璃
尺寸：高度1850-2000 mm
         寬度600 mm-700 mm

MEMOIRS®
一字型(一扇固定片＋一扇活動門)
K-36980T-L-SHP/AF
10 mm強化玻璃
K-36979T-L-SHP/AF
8 mm強化玻璃
SINGULIER®
K-36982T-L-SHP
10 mm強化玻璃
K-36981T-L-SHP
8 mm強化玻璃
尺寸：高度1850-2000 mm
         寬度700 mm-1600 mm

MEMOIRS®
單開門
K-36942T-L-SHP/AF
10 mm強化玻璃
K-36935T-L-SHP/AF
8 mm強化玻璃
SINGULIER®
K-36956T-L-SHP
10 mm強化玻璃
K-36949T-L-SHP
8 mm強化玻璃
尺寸：高度1850-2000 mm
         寬度600 mm-700 mm

MEMOIRS®
一字型(兩扇固定片＋一扇活動門)
K-36941T-L-SHP/AF
10 mm強化玻璃
K-36934T-L-SHP/AF
8 mm強化玻璃
SINGULIER®

K-36955T-L-SHP
10 mm強化玻璃
K-36948T-L-SHP
8 mm強化玻璃
尺寸：高度1850-2000 mm
        寬度1500 mm-2400 mm

MEMOIRS®
鑽石型
K-36945T-L-SHP/AF
10 mm強化玻璃
K-36938T-L-SHP/AF
8 mm強化玻璃
SINGULIER®
K-36959T-L-SHP
10 mm強化玻璃
K-36952T-L-SHP
8 mm強化玻璃
尺寸：高度1850-2000 mm
         左寬度900 mm-1200 mm
         右寬度900 mm-1200 mm

MEMOIRS®
一字型(一扇固定片＋一扇活動門)
K-36939T-L-SHP/AF
10 mm強化玻璃
K-36932T-L-SHP/AF
8 mm強化玻璃
SINGULIER®
K-36953T-L-SHP
10 mm強化玻璃
K-36946T-L-SHP
8 mm強化玻璃
尺寸：高度1850-2000 mm
         寬度800 mm-1400 mm

MEMOIRS®
L型(一扇固定片＋一扇活動門)
K-36944T-L-SHP/AF
10 mm強化玻璃
K-36937T-L-SHP/AF
8 mm強化玻璃
SINGULIER®
K-36958T-L-SHP
10 mm強化玻璃
K-36951T-L-SHP
8 mm強化玻璃
尺寸：高度1850-2000 mm
         左寬度900 mm-1400 mm
         右寬度900 mm-14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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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LOGYTM

TRILOGYTM
單開門
K-72930T-L-SHP
10 mm強化玻璃
K-72921T-L-SHP
8 mm強化玻璃
尺寸：高度1850-2000 mm 
        寬度550-700 mm 

TRILOGYTM
一字型(一扇固定片＋一扇活動門)
K-72931T-L-SHP
10 mm強化玻璃
K-72922T-L-SHP
8 mm強化玻璃
尺寸：高度1850-2000 mm 
        寬度700-1600 mm 

TRILOGYTM
一字型(一扇固定片＋一扇活動門)
牆鉸鏈
K-72932T-L-SHP
10 mm強化玻璃
K-72923T-L-SHP
8 mm強化玻璃
尺寸：高度1850-2000 mm 
        寬度700-1600 mm 

TRILOGYTM
L型(兩扇固定片＋一扇活動門)
K-72934T-L-SHP
10 mm強化玻璃
K-72925T-L-SHP
8 mm強化玻璃
尺寸：高度1850-2000 mm
        正面寬900 mm-1450 mm
        側面寬250 mm-1000 mm

TRILOGYTM
L架浴缸型
K-72935T-L-SHP
10 mm強化玻璃
K-72927T-L-SHP
8 mm強化玻璃
尺寸：高度1850-2000 mm
        正面寬900 mm-1450 mm
        側面寬250 mm-1000 mm

TRILOGYTM
一字型(兩扇固定片＋一扇活動門)
K-72933T-L-SHP
10 mm強化玻璃
K-72924T-L-SHP
8 mm強化玻璃
尺寸：高度1850-2000 mm 
        寬度900-2000 mm 

TRILOGYTM
鑽石型
K-72936T-L-SHP
10 mm強化玻璃
K-72928T-L-SHP
8 mm強化玻璃
尺寸：高度1850-2000 mm
         左寬度800 mm-1200 mm
         右寬度800 mm-12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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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CE®
一字型雙開門
K-37465T-L-SHP/AF
8 mm強化玻璃
尺寸：高度1850-2000 mm 
        寬度1100-2000 mm 

一字型雙開門(兩扇固定片＋兩扇活動門)
K-45550T-SHP/AF
8 mm強化玻璃
尺寸：高度1850-2000 mm 
        寬度1500-2600 mm 

STANCE®
Ｌ型(兩扇固定片＋一扇活動門)
K-37464T-L-SHP/AF
8 mm強化玻璃
尺寸：高度1850-2000 mm
        正面寬1200 mm-1400 mm
        側面寬250 mm-1000 mm

Ｌ型雙開門(一扇固定片＋兩扇活動門)
K-45710T-L-SHP/AF
8 mm強化玻璃
尺寸：高度1850-2000 mm
        正面寬1100 mm-1800 mm
        側面寬250 mm-1000 mm

STANCE®
一字型三開門
K-45711T-L-SHP/AF
8 mm強化玻璃
尺寸：高度1850-2000 mm 
        寬度1000-1800 mm 

L型三開門
K-45709T-L-SHP/AF
尺寸：高度1850-2000 mm
         左寬度1000 mm-1600 mm
         右寬度250 mm-1000 mm

STANCE®
L型(兩扇固定片＋兩扇活動門)
K-37463T-L-SHP/AF
6 mm強化玻璃
尺寸：高度1850-2000 mm
        正面寬900 mm-1200 mm
        側面寬900 mm-1200 mm

STANCE®
圓弧型滑門
K-37466T-L-SHP/AF
6 mm強化玻璃
尺寸：高度1900 mm
         左寬度850 mm-1200 mm
         右寬度850 mm-1200 mm

STANCE®

雙導軌設計，減少滑輪與導軌的接觸
面積，滑動更順暢

上下導軌設計，玻璃門不易晃動 緩衝防撞設計，有效防止玻璃回彈 不鏽鋼軸承滑輪，通過15萬次疲勞測試

產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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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LLELTM

PARALLELTM
一字型雙開門 - 置物架型
K-36963T-SHP/AF
8 mm強化玻璃
尺寸：高度1850 mm 
        寬度1400-2200 mm 

L型雙開門 - 置物架型
K-45398T-SHP/AF
8 mm強化玻璃
方角直把手(-LR1-SHP/AF) 
圓角直把手(-LR2-SHP)
需另配 K-9151T-NA PARALLEL專用置物架
尺寸：高度1850 mm
        正面寬1400 mm-1800 mm
        側面寬250 mm-1000 mm

PARALLELTM
一字型雙開門浴缸淋浴間 - 置物架型
K-36965T-SHP/AF
8 mm強化玻璃
尺寸：高度1500 mm 
        寬度1500-1800 mm 
方角直把手(-LR1-SHP/AF) 
圓角直把手(-LR2-SHP)
需另配 K-9152T-NA PARALLEL專用置物架

PARALLELTM
一字型雙開門浴缸淋浴間 - 無置物架型
K-36965T-SHP/AF
8 mm強化玻璃
尺寸：高度1500-1700 mm 
        寬度1500-1800 mm 
方角直把手(-LR1-SHP/AF) 
圓角直把手(-LR2-SHP)

PARALLELTM
一字型雙開門 - 無置物架型
K-36962T-SHP/AF
8 mm強化玻璃
尺寸：高度1850-2000 mm 
        寬度1100-2000 mm 

L型雙開門 - 無置物架型
K-45399T-SHP/AF
8 mm強化玻璃
方角直把手(-LR1-SHP/AF) 
圓角直把手(-LR2-SHP)
尺寸：高度1850-2000 mm
        正面寬1100 mm-1800 mm
        側面寬250 mm-1000 mm

不鏽鋼把手，厚實穩重，握感舒適

平底軌設計，不易積水，容易清理

優質鋁材，表面光澤亮麗無瑕疵

可拆卸式置物架，可隨意調節高度，清潔方便 一體式置物空間，超大空間，輕鬆放置全家沐浴用品

產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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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5525T-NA  S3瞬熱型蒸汽機  5KW 220V 3m3 1.2m2 1400×900×2400 mm

K-50205T-NA  S2瞬熱型蒸汽機  3KW 220V 3m3 1.2m2 1400×900×2400 mm

型號/產品名稱 電壓 最大空間使用建議(立方)  最大空間使用建議(平方) 最大空間使用建議( 長寬高)

K-5526T-NA  S5瞬熱型蒸汽機  7KW 220V 5m3 2.0m2 2000×1030×2400 mm

K-5529T-NA  S7瞬熱型蒸汽機  9KW 220V 7m3 3.0m2 2000×1500×2400 mm

K-5531T-NA  S9瞬熱型蒸汽機 10KW 220V 9m3 3.7m2 2000×1850×2400 mm

Steam
蒸氣淋浴設備

輕鬆享受
·1 分鐘內快速產生超熱蒸汽,深層清潔有效滋潤肌膚

安心無憂
·自動感應並調整溫度與濕度，清晰顯示

·電子控制面板，一鍵式自動清潔，杜絕水垢異味

放鬆身心
·精油美膚，在芳香中感受美麗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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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TV Digital Thermostatic elevates the experience of showering with approachable, intuitive 
technology, providing six user presets for one-touch access to saved experiences, hydro-massage 
and temperature treatment programs, and integrated controls of Kohler steam, audio, lighting and 
chromatherapy.

®

DIGITAL THERMOSTATIC 

SHOWERING

智慧恆溫淋浴系統

A. DTV+ 數碼觸控面板 K-99693-NA
B/C. DTV prompt ®智能操作面板 K-527-0

我們突破傳統機械閥芯龍頭，運用尖端技術將淋浴帶入全新數位時代。
個人化使用模式，記憶並存儲理想水溫及出水方式，滿足您不同的淋浴
需求。幻彩燈光美輪美奐，溫柔音樂放鬆身心，更有按摩及溫度療法，
讓您足不出戶，享受家庭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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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TV Digital Thermostatic elevates the experience of showering with approachable, intuitive 
technology, providing six user presets for one-touch access to saved experiences, hydro-massage 
and temperature treatment programs, and integrated controls of Kohler steam, audio, lighting and 
chromatherapy.

®

DIGITAL THERMOSTATIC 

SHOWERING

智慧恆溫淋浴系統

A. DTV+ 數碼觸控面板 K-99693-NA
B/C. DTV prompt ®智能操作面板 K-527-0

我們突破傳統機械閥芯龍頭，運用尖端技術將淋浴帶入全新數位時代。
個人化使用模式，記憶並存儲理想水溫及出水方式，滿足您不同的淋浴
需求。幻彩燈光美輪美奐，溫柔音樂放鬆身心，更有按摩及溫度療法，
讓您足不出戶，享受家庭SPA。

B C

高解析度揚聲器
K-8033-CP
尺寸 124×124 mm

DTV prompt® 
智慧操作面板
K-527-0

DTV prompt® 
智慧操作面板
K-527-7

DTV+ 連接線
K-97172-NA

DTV® 智慧恆溫淋浴閥
K-682-K-NA
尺寸 541×233×84 mm
必須搭配 K-97172-NA

DTV+ 數位觸控面板
K-99693-NA
必须搭配 K-99694-CP 

DTV+ 數位觸控面板固定底座
K-99694-CP

DTV Prompt®  
智慧恆溫閥 三路出水
K-557-K-NA

DTV prompt® 
智慧恆溫閥
K-528-K-NA

表面處理

CP 抛光镀铬 0 白色7 黑色

DTV® 立體聲音源線 ( 可配一對喇叭 )
K-10609-A*-NA
DTV® 四聲道音源線 ( 可配四對喇叭 )
K-10609-B*-NA

 本頁產品屬客訂品 若無庫存須向美國訂購

DTV Prompt® 
智慧操作面板 三路出水
K-558-0
必须搭配 K-559-CP

DTV+ 數位主控箱
K-99695-CP

DTV Prompt® 3 way 
智慧操作面板 三路出水
K-558-7
必須搭配 K-559-CP

DTV prompt® 
操作面板底座 三路出水
K-559-CP

DIGITAL THERMOST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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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R PANEL 淋浴柱產品系列

WATERTILE™ 淋浴產品系列

創新淋浴柱系列，帶來多重沐浴樂趣。結合迷你WATERTILE配以熱帶

雨林花灑，流線型手持蓮蓬頭等奢華淋浴產品，提升您的生活品味，更

能體驗頂級衛浴享受。

AWAKEN™ SHOWER PANEL
淋浴柱 
K-45881T-CP
尺寸 : 1000×255×331 mm

AIRFOIL™ -XINYUE SHOWER PANEL
淋浴柱
K-45219T-7-CP
尺寸：1445×349×454 mm

親氧水流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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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XIE™
音樂魔雨頭頂花灑+ 無線迷你音箱
K-9245T-CP

MOXIE™
8吋音樂魔雨頭頂花灑 + 無線迷你音箱
K-99105T-CP

MOXIE™
無線迷你音箱
K-9246T-0

MOXIE™
8吋音樂魔雨頭頂花灑
RAIN DUET雙花灑淋浴柱
K-99106T-7-CP

MOXIE™
8吋音樂魔雨淋浴柱
K-99107T-CP

MOXIE™ 音樂魔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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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verage™

雨淋式

Kotton™

雲霧式

Komotion™ 
風暴式

Kurrent™
激射式

FLIPSIDE™ 蓮蓬頭系列

FLIPSIDE™
手持蓮蓬頭組
K-R15596T-CP

手持蓮蓬頭 流線型
豪華型昇降桿
豪華防纏繞軟管

FLIPSIDE™
手持蓮蓬頭組
K-R15599T-CP

手持蓮蓬頭 流線型
花灑托架
豪華防纏繞軟管

FLIPSIDE™
手持蓮蓬頭 流線型
K-17493T-CP

FLIPSIDE™
頭頂花灑
K-15996T-CP

隨心轉可調花灑臂
K-15704T-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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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 SPRAY 手持蓮蓬頭系列

AWAKEN™
手持蓮蓬頭 現代型
K-R72415T-CP

RAIN DUET™
多功能手持蓮蓬頭
K-98951Ｔ-L-CP/AF/SN/BN/BV/RGD/2BZ

CITRUS
多功能手持蓮蓬頭
K-12861T-CP/AF/BN

AWAKEN™
手持蓮蓬頭 流線型
K-R72421T-CP

RAIN DUET™ 
多功能手持蓮蓬頭
R97009T-CP 
97009T-AF/TT 

單功能手持蓮蓬頭 古典型
K-11641T-CP 

EXHALE™ 
多功能手持蓮蓬頭 
R72586T-CP

2017新品詳細資訊，
請與銷售人員聯繫。

RAIN DUET™
多功能手持蓮蓬頭
K-15344T-CP/AF/SN/
BN/BV/BGD/PGD/RGD

SHIFT™
多功能時尚桿型蓮蓬頭
K-10257T-CP/SN

多功能時尚桿型蓮蓬頭 方形
K-14788T-CP 
 
多功能時尚桿型蓮蓬頭 
K-10257T-A-CP(如圖)

親氧水流科技 親氧水流科技

親氧水流科技

表面處理：

CP 拋光鍍鉻        AF法藍金          SN香檳金           BN羅曼銀           BV羅曼銅        BGD羅曼金       PGD永恆金       RGD玫瑰金        2BZ典雅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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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三出水淋浴柱
K-99742T-C9-CP 

SINGULIER®
三出水直角型淋浴柱
K-72672T-C4-CP 
RAINJOY多功能手持花灑
另有
K-72672T-4-AF/BN

JULY®
恒溫三出水淋浴柱
K-99741T-C9-CP 
RAIN DUET™多功能手持花灑

ELEVATION®

三出水淋浴柱
K-72679T-C7-CP
Katalyst™花灑8吋方形
多功能手持蓮蓬頭 

RAIN DUET™
雙花灑淋浴柱
K-7789T-C7-CP
豪華平面花灑
FLIPSIDE手持蓮蓬頭 流線型

K-11827T-C7-CP
平面花灑
多功能手持蓮蓬頭

OBLO™
恆溫雙花灑淋浴柱
K-11717T-C9-CP
Katalyst™花灑8吋圓型

RAIN DUET™
淋浴滑桿組
K-18468T-CP
基本款手持蓮蓬頭組合
多功能手持蓮蓬頭
需另配嵌入式淋浴軸心及面板

APARU™
恆溫雙花灑淋浴柱
K-9114T-C-CP
Katalyst™花灑10吋方型

STRAYT™
三出水淋浴柱
K-45372T-C4-CP/RGD
K-45372T-C4DPW/4DPR-CP
Katalyst™花灑8吋方形

80cm昇降桿 
K-12879T-AF/SN/BN

RAINJOY
60cm昇降桿
K-72740T-CP

花灑淋浴柱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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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TILE®
54孔花灑/ 身體噴頭
K-8002T-CP

AIRFOIL™ -XINYUE
多功能頭頂花灑( 牆面安裝)
K-37269T-CP

AIRFOIL™ -XINYUE
單功能頭頂花灑( 天花板安裝)
K-37268T-CP

KATALYST™ AIR SHOWERHEAD
頭頂花灑12吋-經典型
K-15993T-CL-CP
10吋-K-15991T-CL-CP
8吋-K-15990T-CL-CP

KATALYST™ AIR SHOWERHEAD
頭頂花灑14吋-圓形
K-15994-CL-CP/AF/SN/BN/BGD/PGD
12吋 K-15992T-CL-CP
10吋 K-18359T-CL-CP
  8吋 K-18358T-CL-CP/AF/SN/BN/BV/BGD/PGD/RGD

KATALYST™ AIR SHOWERHEAD
頭頂花灑10吋-方形
K-18361T-CL-CP
頭頂花灑8吋-方型
K-18360T-CL-CP/AF/SN/BN/BV/BGD/PGD/RGD

KATALYST™ AIR SHOWERHEAD
頭頂花灑12吋-方型(超薄)
K-9301T-CL-CP

WATERTILE®
圓形54孔花灑/ 身體噴頭
K-8014T-CP

空氣與水充分混合，水滴飽滿豐富空氣從頂部注入

隨心雨親氧花灑
孔徑1.3mm

一般花灑
孔徑<1.0mm

創新的親氧水流科技和完美的設計相結合，帶給您暢快淋漓的淋浴體驗。親氧花灑
Katalyst™ Air Showerhead

自動回平技術

表面處理：

CP 拋光鍍鉻        AF法藍金          SN香檳金           BN羅曼銀           BV羅曼銅        BGD羅曼金       PGD永恆金       RGD 玫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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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室配件

Accessories

 不斷研發結合美觀設計與實用功能為一體的浴室配件系列，使

您的浴室更臻完美。  浴室配件擁有獨特款式、創新功能，給您

前所未有的愉悅體驗。無論是 PVD 鍍層系列，還是 LED 燈具，

皆能提供您具備人性化和個性化的浴室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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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ACTS™

18吋毛巾桿 
K-72567-CP*/BV* 
尺寸：457×89×76 mm

ARTIFACTS™

衛生紙架 
K-72573-CP*/BV* 
尺寸：159×152×67 mm

ARTIFACTS™

24吋雙層浴巾架
K-72575-CP*/BV* 
尺寸：610×254×127 mm

ARTIFACTS™

24吋毛巾桿 
K-72568-CP*/BV* 
尺寸：610×89×76 mm

ARTIFACTS™

衛生紙架（垂直型） K-72576-CP*/
BV* 
尺寸 ：144×171×162 mm

ARTIFACTS™ 

毛巾環 
K-72571-CP*/BV* 
尺寸：216×64×108 mm

ARTIFACTS™

24吋雙層毛巾桿 
K-72570-CP*/BV* 
尺寸：610×127×76 mm

ARTIFACTS™ 

雙衣鉤 
K-72572-CP*/BV* 
尺寸：124×57×67 mm

ARTIFACTS™ 

乳液瓶組装 
K-72574-CP*/BV* 
尺寸 ：270×127×168 mm

ARTIFACTS®  浴室配件系列

CP拋光鍍鉻 BV 羅曼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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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MIN 浴室配件系列

KUMIN
18吋毛巾桿
K-97878T-CP
尺寸：502×76×45 mm

KUMIN
24吋雙層毛巾桿
K-97890T-CP
尺寸：655×140×45 mm

KUMIN
衣鉤
K-97897T-CP
尺寸：45×85×65 mm

KUMIN
馬桶刷組
K-97899T-CP
尺寸：117×132×339 mm

KUMIN
24吋毛巾桿
K-97882T-CP
尺寸：655×76×45 mm

KUMIN
24吋雙層毛巾桿
K-97896T-CP
尺寸：655×166×123 mm

KUMIN
毛巾環
K-97898T-CP
尺寸：148×84×176 mm

KUMIN
衛生紙架(含蓋板)
K-97901T-CP
尺寸：139×116×97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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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浴室配件系列

JULY® 
18吋毛巾桿 
K-9314T-CP
尺寸：480×103×32 mm

JULY® 
24吋雙層浴巾架
K-45400T-CP 
尺寸：642×180×97 mm

JULY® 
毛巾環 
K-45401T-CP 
尺寸：212×83×32 mm

JULY®

衛生紙架 
K-45402T-CP 
尺寸：177×83×32 mm

JULY®

衛生紙架 (附蓋板)
K-45403T-CP 
尺寸：177×83×69 mm

JULY® 
肥皂盤 
K-45395T-CP 
尺寸：120×115×37 mm

JULY®   
24吋毛巾桿 
K-45396T-CP
尺寸：642×103×32 mm

JULY® 
衣鉤 
K-45394T-CP 
尺寸：32×71×32 mm

JULY® 
24吋雙層毛巾桿
K-45397T-CP 
尺寸：642×148×32mm

JULY®

雙衣鉤 
K-9317T-CP 
尺寸：102×67×3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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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系列

Kitchen Faucets & Sinks 

瑣碎而雜亂的廚房工作已經成為過去！我們了解廚房生活的瑣碎，所以

廚房系列的設計不僅將美感和功能最大化，更提高工作效率和

減輕清潔的煩惱。 廚房龍頭使用環保材質和 PVD 鍍層，綠色環

保的同時，也能和水槽、配件等完美結合。 水槽及配件，讓油污

遠離廚房，輕鬆享受烹飪樂趣！ 獨創的抗油盾和速漩技術，使水

槽可以輕鬆除去油垢，確保迅速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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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IST®
廚房伸縮龍頭
K-7505T-B4-CP/VS
出水口長203 mm，高226 mm

PROTASK
廚房龍頭
K-99887T-4-CP 
出水口長200 mm，高180 mm

ARTIFACTS™
廚房伸縮龍頭
K-99261-CP/VS
出水口長 194 mm，高 217 mm

FORTE®
廚房伸縮龍頭
K-10433T-B4-CP/VS
出水口長257 mm，高221 mm

ALEO™ 
廚房伸縮龍頭 
K-99175T-4-CP 
出水口長 221 mm，高 259 mm

KUMIN
廚房龍頭
K-99480T-4-CP
出水口長 227 mm，高 221 mm

KARBON®

廚房龍頭(檯面式)
K-6227K-CP/VS
檯面式安裝需2個
直徑60 mm 的龍頭開孔

CANDIDE®
廚房龍頭
K-668T-B-CP
出水口長164 mm，高198 mm

RESPONSE 
感應廚房伸縮龍頭
K-72218T-B7-CP
出水口長214 mm，高243 mm 

廚房龍頭

表面處理

CP 拋光鍍鉻 VS 不鏽鋼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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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鏽鋼水槽

Stainless Steel Kitchen Sinks

水槽及配件，讓油污遠離廚房，輕鬆享受烹飪生活！

獨創的抗油盾和速漩技術，使水槽可以輕鬆除去油垢，確保迅速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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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VE
不銹鋼下崁雙槽
K-97827T-F-NA
含速漩落水、50 mm抗菌S彎管
尺寸：813×464×229 mm

STRIVE
不銹鋼下崁水槽
K-97830T-F-NA
含速漩落水、50 mm抗菌S彎管
尺寸：610×464×229 mm统

MORAINE
不銹鋼下崁雙槽組合
K-99064T-F-NA拉絲
含速漩落水、50 mm抗菌S彎管、
砧板、玻璃蓋板、瀝水板、瀝水
籃、擋水條
尺寸：838×450×225 mm

不銹鋼下崁式雙槽
K-72913T-F-NA 拉絲
含速漩落水、50 mm抗菌S彎管
尺寸：838×450×228 mm
靜護™噪音吸收系統

TOCCATA™
不銹鋼上裝水槽
K-3348T-2KD-KS/NA
珍珠銀/ 拉絲
含簡版速漩落水、50 mm 抗菌S彎管、
不銹鋼瀝水籃、給皂器
尺寸：780×480×208 mm

EOLIA®

不銹鋼上裝/下崁兩用圓槽
K-3046T-S-NA/GP1 拉絲/優雅壓紋
含水槽落水、S彎管
尺寸：505×440×180 mm

廚房水槽

ROLIFIC
不銹鋼下崁水槽
K-5540T-S-NA 拉絲
含水槽落水、50 mm抗菌S彎管、竹製
砧板、塑膠浸泡藍、塑膠瀝水籃、塑膠
瀝水板
尺寸：838×450×254 mm

TOCCATA™
不銹鋼上裝雙槽 (含廚房配件)
K-3645T-2KD-NA 拉絲
含刀架、廚用刀具、雜物架、
不銹鋼瀝水籃、簡版速漩落水、
50 mm抗菌S彎管、給皂器
尺寸：800×480×200 mm

PROLOGUE
不銹鋼上裝 / 下崁兩用水槽
K-3884T-S-NA拉絲
含水槽落水、S彎管、不銹鋼瀝水籃
尺寸：480×416×200 mm

優雅壓紋(-GP3)

速漩技術

速漩技術

速漩技術

速漩技術

速漩技術

速漩技術

落水彎管 抗菌材質

落水彎管 抗菌材質

落水彎管 抗菌材質

落水彎管 抗菌材質

落水彎管 抗菌材質

落水彎管 抗菌材質

落水彎管 抗菌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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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產品

Commercial

 商用產品一直致力於省水環保，將環保概念融入產品。卓

越的省水性能，精準電子感應技術，將科技融入產品。多元化的設計

風格，時尚的潮流款式，將設計融入產品。  商用產品是公

眾建築場所的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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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D，是目前在世界各國的各類建築環保評估、環保建築評估以及建築可
持續性評估標準中被認為是完善且有影響力的評估標準之一。LEED 已經成
為國內外各大建築發展商、設計師競相追從的環保建築標準。其中保護水資
源是其重要的評估指標之一，因此選擇省水型衛浴產品，便是建築走向“環
保”重要的一步。

我們致力於為顧客提供創新的節水解决方案，幫助客戶滿足綠色建築標準。為了實現真正的節水改革，

 商用產品30年如一日地開發節水型產品以減少建築的高耗水量。我們在全力推動水環保概念上走

在最前端。商用陶瓷系列榮獲“十環”認證，並積極響應 LEED 國際綠色建築評估體系。

0.5升超級節水型小便斗系列

 對LEED的貢獻 

領先國際的0.5升超級省水型小便斗，憑借超凡出色的0.5升用水量，就能達到最佳的潔淨目的，杜絕

二次沖洗。作為0.5升省水產品的領導者， 綠色建築注入新鮮的環保活力！綠色建築的新時代，現已

來臨！

無水小便斗及0.5升超級省水型小便斗每年為各大商用建築節省了巨額水費，同時也大大降低了排污

及維修成本，是LEED環保首選產品。 

0…˝
LEED

0.5…˝
LEED

3.0…˝
LEED

3.8…˝

計

節
水

以
上

節
水

以
上

無
水
型
革
命
性
節
水
技
術

2.1萬 12.5萬 15萬

0.5升用水量，比LEED達

標線(3升)節水83%以上。
優化的排污管道設計，

提高污水置換能力。

Lead The Way To Green Building
引領綠色建築新時代

升小便斗 型小便斗

小便斗

小便斗每次沖水量

標準標準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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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ALE®
掛壁式馬桶(緩降馬桶蓋)
K-19045T-00
尺寸：600×375×350 mm

REVE®
掛壁式馬桶(緩降馬桶蓋)
K-19037T-S-0

HYDRO-TOWER
HYDRO 3/6L埋壁式隱藏水箱
K-4178T-NA
尺寸：1110×478 mm
HYDRO 3/4.5L埋壁式隱藏水箱
K-4179T-NA
尺寸：1110×478 mm
HYDRO  3/4.5L埋壁式隱藏水箱
(不帶支架)
K-10611T-NA
尺寸：1110×478 mm
隱藏水箱面板
K-8857T-CP
尺寸：215×150 mm
另可配：
隱藏水箱面板
K-4177T-CP
尺寸：215×150 mm

VIA
掛壁式馬桶(緩降馬桶蓋)
K-18609T-0
尺寸：590×378×370 mm
可配C3智慧型電腦馬桶蓋

VEIL 
掛壁式馬桶(緩降馬桶蓋)
K-5722T-S-0 
可配C3智慧型電腦馬桶蓋

PRESQU'ILE®
掛壁式馬桶(緩降馬桶蓋)
K-18133T-S-0
掛壁式馬桶(一般馬桶蓋)
K-18133T-0
尺寸：555×380×330 mm

ODEON™
掛壁式馬桶(緩降馬桶蓋)
K-8752T-S-0
掛壁式馬桶(一般馬桶蓋)
K-8752T-0
尺寸：540×360×385 mm

掛壁式馬桶

3/4.5L

3/4.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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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WARD® ECO TOUCHLESS
超級節水型自動感應小便斗
K-4888T-0
尺寸：415×381×750 mm

STRUKTURA WATER -SAVING FLOOR STANDING
節水型小便斗(上進水)
沖水量可選一升或三升
K-5889T-ET-0
節水型小便斗(後進水)
沖水量可選一升或三升
K-5889T-ER-0
尺寸: 398×370×952 mm

BARDON™  ECO TOUCHLESS
超級節水型自動感應小便斗(直流型)
K-4915T-Y-0
超級節水型自動感應小便斗(交流型)
K-4915T-YC05-0
尺寸：362×464×838 mm

PATIO™  ECO TOUCHLESS
超級節水型自動感應小便斗(直流型)
K-16321T-Y-0
超級節水型自動感應小便斗(交流型)
K-16321T-YC05-0
尺寸：335×332×642 mm

PATIO™ ECO
超級節水型小便斗(背進水式)
沖水量0.5升，1升或3升可選
K-18645T-Y-0
尺寸：335×332× 642 mm

BARDON™
海水版小便器感應器(直流型)3升
K-8122T-C01-SC/CP
尺寸：158×158 mm

PATIO™ 
超級節水型小便斗感應器(直流型)0.5升
K-8791T-YC01-SC/CP
超級節水型小便斗感應器(交流型)0.5升
K-8791T-YC03-SC/CP
尺寸：125×125 mm
節水型小便斗感應器(直流型)1升
K-8988T-C01-SC/CP
節水型小便斗感應器(交流型)1升
K-8988T-C03-SC/CP
尺寸：125×125 mm
小便斗感應器(直流型)3升
K-8791T-C01-SC/CP
小便斗感應器(交流型)3升
K-8791T-C03-SC/CP
尺寸：125×125 mm

小便斗

BARDON™  ECO
超級節水型小便斗(上進水式)
K-4904T-ET-0
超級節水型小便斗(背進水式)
K-4904T-ER-0
尺寸：360×475×71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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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GAUX™
高腳面盆感應龍頭-交流電
K-15539T-CP 單冷型含交流電源盒
K-15538T-CP 單冷型
可配超能動電池驅動系統

高腳面盆感應龍頭-直流電
K-15537T-CP 單冷型

MODERN
現代型感應龍頭-交流電
K-13468T-CP 冷熱混水型
可配超能動電池驅動系統
K-13470T-CP 冷熱混水型含交流電源盒
K-13469T-CP 單冷型
可配超能動電池驅動系統
K-13471T-CP 單冷型含交流電源盒

現代型感應龍頭-直流電
K-13466T-CP 冷熱混水型
K-13467T-CP 單冷型

CONTEMPORARY 
典雅型感應龍頭-交流電
K-13464T-CP 冷熱混水型含交流電源盒
K-13465T-CP 單冷型含交流電源盒
K-13462T-CP 冷熱混水型
可配超能動電池驅動系統
K-13463T-CP 單冷型
可配超能動電池驅動系統

典雅型感應龍頭-直流電
K-13460T-CP 冷熱混水型
K-13461T-CP 單冷型

OBLO®

檯面式感應龍頭 - 交流電 
K-9328T-CP 單冷型
含排水配件
需另配一對二交流電源盒 16305T-NA

檯面式感應龍頭 - 直流電 
K-9329T-CP 單冷型
含排水組件

*冷熱混合型需另配連接配件
恆溫型需另配恆溫閥

交流電源盒
K-16306T-NA(3V)
1個交流電源盒最多供
2個交流電感應器使用

KUMIN
檯面式感應龍頭 - 交流電
K-18655T-CP 冷熱混合型 
含排水配件
需另配一對二交流電源盒 
16305T-NA 
K-18657T-CP 單冷型
含排水配件
需另配一對二交流電源盒 
16305T-NA

檯面式感應龍頭 - 直流電
K-18658T-CP 冷熱混合型 
含排水配件
K-18656T-CP 單冷型 
含排水配件

STRAYT™
檯面式感應龍頭 - 交流電
K-72866T-CP 單冷型 
含交流電源盒,排水配件 
需另配一對二交流電源盒 16305T-NA

檯面式感應龍頭 - 直流電
K-72867T-CP 單冷型 
含排水配件

*冷熱混合型需另配連接配件
恆溫型需另配恆溫閥

FALLING WATER® 
附牆式感應龍頭-直流電
K-18082T-CP 單冷型
出水口長226 mm
需另配連接件元件K-16322T
即可成為冷熱混合型
另有K-18084T 交流電

K-11560T-CP 單冷型
出水口長194 mm
需另配連接件元件K-16322T
即可成為冷熱混合型
另有K-11602T 交流電

臉盆龍頭恆溫軸心
K-16294T-3-CP
可同時連接4個臉盆龍頭

HYBRID energy system 
30年電池 K-13683T-NA
輸出電壓為 3V

感應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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