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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收納椅凳
98x73x49

扶手一件裝
18x93x68

單人座沙發 
( 不含扶手 )
71x98x104

雙人座沙發 
( 含扶手 )

141x98x104

三人座沙發 
( 含扶手 )

211x98x104

儲物躺椅	 
( 不含扶手 )
81x164x104

搭配椅套
Inseros 白色 $6,000 $1,500 $7,000 $13,900 $17,900 $9,000
棉 / 聚酯纖維 192.547.75 592.546.60 392.546.42 992.547.81 692.547.87 992.546.96
布套單價 $1,000	 $500	 $1,200	 $3,700	 $4,900	 $2,000	

Ljungen 淺綠色 $7,000 $2,000 $8,000 $15,900 $19,900 $10,000
聚酯纖維 892.562.81 192.562.27 992.562.09 592.562.87 392.562.93 592.562.68
布套單價 $2,000	 $1,000	 $2,200	 $5,700	 $6,900	 ww$3,000	

Ljungen 灰色 $7,000 $2,000 $8,000 $15,900 $19,900 $10,000
聚酯纖維 192.560.48 992.559.93 692.559.75 992.560.54 692.560.60 692.560.36
布套單價 $2,000	 $1,000	 $2,200	 $5,700	 $6,900	 $3,000	

Ljungen 深紅色 $7,000 $2,000 $8,000 $15,900 $19,900 $10,000
聚酯纖維 492.564.57 892.564.03 092.563.84 292.564.63 992.564.69 292.564.44
布套單價 $2,000	 $1,000	 $2,200	 $5,700	 $6,900	 $3,000	

Sporda 自然色 $8,000 $2,500 $9,000 $17,900 $21,900 $11,000
棉 / 聚酯纖維 / 亞麻 392.556.46 692.557.01 892.556.82 092.557.61 892.556.58 892.557.43
布套單價 $3,000	 $1,500	 $3,200	 $7,700	 $8,900	 $4,000	

GRÖNLID
布沙發

GRÖNLID 10年品質保證

GRÖNLID
雙人座沙發
寬177x深98,	高104cm
Sporda	自然色	092.557.61

$1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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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角沙發
93x93x104

三人座沙發 
含儲物躺椅

258x98-164x104

雙人座沙發床
196x98x104

三人座沙發床	
含開放式座椅
231×98×104

$8,300 $22,900 $24,900 $29,400
392.547.03 492.547.93 592.780.91 492.781.38

$1,500	 $5,700	 $3,900	 $4,400	

$9,300 $25,900 $26,900 $31,900
092.562.75 092.562.99 592.781.09 592.781.52
$2,500	 $8,700	 $5,900	 $6,900	

$9,300 $25,900 $26,900 $31,900
492.560.42 392.560.66 092.781.16 092.781.59

$2,500	 $8,700	 $5,900	 $6,900	

$9,300 $25,900 $26,900 $31,900
792.564.51 992.564.74 092.781.02 992.781.45
$2,500	 $8,700	 $5,900	 $6,900	

$10,300 $28,900 $28,900 $34,400
592.557.49 892.556.63 692.781.23 592.781.66
$3,500	 $11,700	 $7,900	 $9,400	

城市裡的天堂
是否曾有一股衝動，想遠離這個煩囂俗世
好讓腦袋關機、喘口氣，就算只有一下子 ?
你並不孤單。雖然夢想看似難以達成
但其實比你想得還要簡單
踏進這個家，視線隨玄關延伸展開，
客廳景色映入眼簾
讓你瞬間卸下肩頭緊繃壓力——
一張「喔好柔軟」沙發
然後添上大量布料織品點綴
這裡就成了休息充電的完美天堂

GRÖNLID
雙人座沙發床
寬196x深98,	高104cm
Ljungen	淺綠色		592.781.09

$ 2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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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夜，還是追劇?它給你依靠
我們喜歡它的圓弧造型和寬敞舒適椅墊
獨立筒彈簧給你堅實支撐，又服貼身體曲線移動
搭配纖維球材質頂層，柔軟包覆，你儘管將全身託付給它
當你瘋狂追劇，給你最忠實的倚靠	

FÄRLÖV
布沙發

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收納椅凳 扶手椅 三人座沙發
84x64x51 93x101x88 218x106x88

搭配椅套

Flodafors 白色 $7,900 $13,900 $25,900
棉 / 聚酯纖維 / 亞麻 291.926.64 291.917.06 491.926.39
布套單價 $2,900 $3,900 $8,900

Flodafors 米色 $7,900 $13,900 $25,900
棉 / 聚酯纖維 / 亞麻 791.926.71 491.922.53 991.926.46
布套單價 $2,900 $3,900 $8,900

Djuparp 深灰色 $9,900 $15,900 $28,900
聚酯纖維/黏液嫘縈纖維 491.926.77 691.923.89 791.926.52
布套單價 $4,900 $5,900 $11,900

Djuparp 黃色 / 米色 $9,900 $15,900 $28,900
聚酯纖維/黏液嫘縈纖維 291.926.83 391.923.95 491.926.58
布套單價 $4,900 $5,900 $11,900

FÄRLÖV 10年品質保證

FÄRLÖV
三人座沙發
寬218x深106,	高88cm
Djuparp	深灰色		791.926.52

$2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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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長凳 扶手椅 三人座沙發
144x49x47 92x97x84		 199x97x84

搭配椅套

Nolhaga 灰米色 $8,900 $10,900 $19,900
腳	:	黑色 090.336.28 390.335.42 690.338.09
腳	:	淺棕色 490.336.31 990.335.82 690.338.14
布套單價 $1,900 $2,900 $4,900

Nolhaga 深綠色 $8,900 $10,900 $19,900
腳	:	黑色 192.747.35 092.747.45 092.747.50
腳	:	淺棕色 292.747.30 192.747.40 992.747.55
布套單價 $1,900 $2,900 $4,900

Ljungen 藍色 $9,900 $11,900 $22,900
腳	:	黑色 191.293.43 591.293.03 491.297.99
腳	:	淺棕色 091.293.48 491.293.08 291.298.04
布套單價 $2,900 $3,900 $7,900

Segersta 彩色 $9,900 $11,900 $22,900
腳	:	黑色 792.747.75 992.750.19 992.747.60
腳	:	淺棕色 892.747.70 192.749.43 892.747.65
布套單價 $2,900 $3,900 $7,900

堅持細節 始終如一
STOCKSUND沙發系列
經典造型讓你感受IKEA沙發的優良質感
它具有烙印著手工風格的典雅圓潤實木椅腳
還有讓人忍不住想窩進去的獨立筒彈簧座墊
儘管投入它的懷抱！
椅套可任你拆卸，			

STOCKSUND
布沙發

STOCKSUND 10年品質保證

STOCKSUND
三人座沙發
寬199x深97,	高84cm
Nolhaga	深綠色		092.747.50

$19,900



06

EKTORP  10年品質保證

EKTORP 
三人座沙發含躺椅
寬252x深88-163,	高88cm
Nordvalla	深灰色	191.649.06

$1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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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收納椅凳 扶手椅 雙人座沙發 三人座沙發 三人座沙發含躺椅
82x62x44 104x88x88 179x88x88 218x88x88 252x88-163x88

搭配椅套

Lofallet 米色 $3,500 $5,990 $7,900 $9,900 $14,900
聚酯纖維 / 棉 391.291.15 591.290.82 991.291.79 591.292.04 291.291.54
布套單價 $1,000 $1,490 $1,900 $2,900 $4,900

Vittaryd 白色 $3,900 $6,990 $9,900 $11,900 $15,900
聚酯纖維 / 棉 491.291.29 591.290.96 691.291.90 191.292.15 891.291.65
布套單價 $1,400 $2,490 $3,900 $4,900 $5,900
Nordvalla 深米色 $4,900 $7,990 $11,900 $13,900 $17,900
聚酯纖維 091.291.07 491.290.87 291.291.87 891.292.12 391.291.63
布套單價 $2,400 $3,490 $5,900 $6,900 $7,900

Nordvalla 深灰色纖維 $4,900 $7,990 $11,900 $13,900 $17,900
聚酯纖維 891.649.03 691.648.95 391.649.10 291.649.15 191.649.06
布套單價 $2,400 $3,490 $5,900 $6,900 $7,900

Lingbo 彩色 $4,900 $7,990 $11,900 $13,900 $17,900 
棉 992.575.05 792.570.97 892.575.15 892.575.20 992.575.10
布套單價 $2,400	 $3,490	 $5,900	 $6,900 $7,900

圓嘟嘟設計
給你放鬆好心情
我們就是愛EKTORP系列的經典圓形設計
座墊內襯高回彈泡棉材質
就算陪伴你多年，依舊舒適不易變形
牢固的沙發縫線、雙面使用的座/靠墊
高品質選材，及琳琅滿目的椅套花色
都是EKTORP系列獨有的傲人優點
椅套不但好拆卸也好清洗
一整年都有潔淨如新的沙發，很讚吧！

EKTORP
布沙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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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床：寬×長(cm)

三人座沙發 三人座轉角沙發 轉角沙發床
212x78x69 212x78-149x69 212x78-149x69

140x200
搭配椅套

Lofallet 米色 $9,500 $11,500 $13,500
聚酯纖維 / 棉 192.178.01 392.178.43 092.179.05
布套單價 $3,400	 $3,900	 $3,900	

Frillestad 淺灰色 $10,500 $13,500 $15,500
聚酯纖維 / 棉 892.177.94 692.178.32 992.178.97
布套單價 $4,400	 $5,900	 $5,900	

SANDBACKEN
沙發/沙發床

SANDBACKEN 
三人座轉角沙發
寬212x深78-149,	高69cm
Lofallet	米色	392.178.43

$1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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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雙人座沙發 三人座沙發
150x95x89 205x95x89

搭配椅套

Samsta 深棕色 $8,990 $10,900

聚酯纖維 / 尼龍 504.262.32 804.262.35

Samsta 深灰色 $8,990 $10,900

聚酯纖維 / 尼龍	 104.262.34 604.262.36

KNISLINGE
布沙發

KNISLINGE  10年品質保證

KNISLINGE 
三人座沙發
寬205x深95,	高89cm
Samsta	深棕色	804.262.35

$1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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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午睡及夜晚和家人
朋友一起放鬆的舒適空間
LIDHULT 沙發有高椅背和頸部支撐設計
可提供絕佳舒適感
具有包覆感，漂亮又寬敞的外觀
獨立筒彈簧，可提供適當支撐及貼合身形
讓你坐得舒服

LIDHULT  10年品質保證

LIDHULT 
雙人座沙發
寬189x深98,	高102cm
Gassebol	淺米色	692.569.27

$1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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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收納椅凳 扶手一件裝 單人座沙發

( 含扶手 )
雙人座沙發
( 含扶手 )

三人座沙發
( 含扶手 )

儲物躺椅
( 含扶手 )	 轉角沙發 三人座沙發 

含儲物躺椅 雙人座沙發床

72x101x42 24x98x55 119x98x102 189x98x102 259x98x102 138x160x102 154x98x95 281x98-
164x102 208×98×102	

搭配椅套

Gassebol 淺米色 $7,500 $2,400 $12,300 $18,900 $23,900 $16,400 $11,000 $30,500 $28,900

棉 / 聚酯纖維 492.899.95 292.900.80 992.568.98 692.569.27 292.569.72 892.661.24 392.899.72 192.571.61 192.570.62

布套單價 $1,500	 $900	 $3,800	 $6,300	 $8,300	 $4,300	 $3,000	 $8,800	 $5,300	

Lejde 灰色 / 黑色 $8,000 $2,600 $13,200 $19,900 $24,900 $18,200 $11,500 $32,900 $30,900
棉 / 聚酯纖維 /
黏液嫘縈纖維 292.899.82 392.900.65 192.569.01 092.569.25 192.569.77 792.661.29 292.899.63 892.571.67 692.570.74

布套單價 $2,000	 $1,100	 $4,700	 $7,300	 $9,300	 $6,100	 $3,500	 $11,200	 $7,300	

Lejde 紅棕色 $8,000 $2,600 $13,200 $19,900 $24,900 $18,200 $11,500 $32,900 $30,900
棉 / 聚酯纖維 /
黏液嫘縈纖維 392.899.86 292.900.61 792.569.03 192.569.20 092.569.87 692.661.39 392.899.53 792.571.77 992.570.77

布套單價 $2,000	 $1,100	 $4,700	 $7,300	 $9,300	 $6,100	 $3,500	 $11,200	 $7,300	

LIDHULT
布沙發

LIDHULT  10年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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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扶手椅 扶手椅

附邊桌 / 燈 雙人座沙發 雙人座沙發
附邊桌 三人座沙發 三人座沙發 

附邊桌 / 燈 躺椅附扶手	 躺椅 
附邊桌 / 燈

94x84x79 114x84x79 149x84x79 169x84x79 204x84x79 224x84x79 149x84x79 149x104x79

搭配椅套

Hillared 碳黑色 $18,500 $19,290 $23,900 $23,900 $29,400 $32,190 $19,400 $22,190 
棉 / 聚酯纖維 /
黏液嫘縈纖維 / 亞麻		  192.537.33 392.537.51 992.537.72 592.596.72 392.596.87 392.597.67 692.599.16 492.598.75

布套單價 $2,500	 $1,500	 $3,900	 $3,400	 $5,400	 $4,900	 $2,900	 $2,400	

Hillared 深藍色 $18,500 $19,290 $23,900 $23,900 $29,400 $32,190 $19,400 $22,190 
棉 / 聚酯纖維 / 黏液
嫘縈纖維 / 亞麻	 692.537.35 292.537.61 692.537.78 492.596.77 392.596.92 492.597.76 092.599.24 492.598.99

布套單價 $2,500	 $1,500	 $3,900	 $3,400	 $5,400	 $4,900	 $2,900	 $2,400	

Tallmyra 白色 / 黑色 $18,500 $19,290 $23,900 $23,900 $29,400 $32,190 $19,400 $22,190 
棉 / 聚酯纖維 692.537.40 392.537.70 692.577.43 492.596.82 292.596.97 592.597.85 592.599.31 392.599.08
布套單價 $2,500	 $1,500	 $3,900	 $3,400	 $5,400	 $4,900	 $2,900	 $2,400	

GUNNARED 米色 $18,500 $19,290 $24,500 $24,500 $29,400 $32,190 $20,000 $22,790
100% 聚酯纖維 492.890.09 192.890.20 292.890.53 392.890.62 692.890.70 292.890.91 492.890.33 892.890.45
布套單價 $2,500	 $1,500	 $4,500	 $4,000	 $5,400	 $4,900	 $3,500	 $3,000	

GUNNARED 深粉色 $18,500 $19,290 $24,500 $24,500 $29,400 $32,190 $20,000 $22,790
100% 聚酯纖維 992.893.04 592.893.15 892.893.47 892.893.52 792.893.57 492.893.68 892.893.28 592.893.39
布套單價 $2,500	 $1,500	 $4,500	 $4,000	 $5,400	 $4,900	 $3,500	 $3,000	

GUNNARED 灰 $18,500 $19,290 $24,500 $24,500 $29,400 $32,190 $20,000 $22,790
100% 聚酯纖維 292.894.49 992.894.60 092.894.93 992.894.98 692.895.03 392.895.14 292.894.73 692.894.85
布套單價 $2,500	 $1,500	 $4,500	 $4,000	 $5,400	 $4,900	 $3,500	 $3,000	

DELAKTIG
布沙發

IKEA X TOM DIXON
IKEA 和湯‧迪克森（Tom	Dixon）
共同推出 DELAKTIG 系列。
堅持挑戰設計陳規，歡迎大家在 DELAKTIG 系列中
加入自己的創意、甚至徹底改造。
此外，這充滿動力的雙重組合也設計了配件及延伸附件，
讓這個平台的功能更加完備。組合方式千變萬化，
可配合不同的外觀、活動與生活型態。
簡單來說，有了DELAKTIG，你就能大展身手。

DELAKTIG  
雙人座沙發附邊桌	(不含燈)
寬169x深84,	高79cm
Hillared	深藍色	492.596.77

$2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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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躺椅 雙人座沙發 三人座沙發 三人座沙發含躺椅

110x157x85 153x88x85 213x88x85 231x88-157x85

搭配椅套

Edum 米色 $11,900 $12,900 $15,900 $21,800 
腳	:	樺木 592.397.97 992.398.18 292.401.94 292.400.09
腳	:	金屬 592.400.79 392.400.99 692.402.05 792.401.20
布套單價 $2,900	 $3,900	 $4,900	 $5,800	

Edum 亮綠色 $11,900 $12,900 $15,900 $21,800 
腳	:	樺木 192.398.03 992.398.23 192.401.99 292.400.14
腳	:	金屬 792.400.83 192.401.04 892.402.09 192.401.23
布套單價 $2,900	 $3,900	 $4,900	 $5,800	

Finnsta 白色 $13,900 $13,900 $16,900 $23,800 
腳	:	樺木 891.254.31 891.248.65 191.249.44 991.249.97
腳	:	金屬 292.421.31 192.421.41 992.421.56 092.421.51
布套單價 $4,900	 $4,900	 $5,900	 $7,800	

Finnsta 深灰色 $13,900 $13,900 $16,900 $23,800 
腳	:	樺木 091.254.11 091.248.45 391.249.24 591.249.80
腳	:	金屬 192.422.16 092.422.26 992.422.41 992.422.36
布套單價 $4,900	 $4,900	 $5,900	 $7,800	

強大凝聚力 
讓全家窩在一起
NORSBORG沙發是客廳的核心主角
不知不覺就吸引全家窩在一起
它集所有必備功能於一身
除了寬敞座椅，還有厚實扶手
高度正好讓你舒服倚靠貼心附有收納袋
讓遙控器及其它雜物都有藏身之處。
沙發椅腳設計，輕鬆就能將底下打掃清潔溜溜
更好的是，可拆換椅套，
髒了就丟進洗衣機隨時常保如新！

NORSBORG
布沙發

NORSBORG  10年品質保證

NORSBORG    
雙人座沙發
寬153x深88,	高85cm
Edum	米色/樺木	992.398.18

$1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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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收納椅凳 扶手一件裝 單人座沙發 

( 不含扶手 )
雙人座沙發 
( 含扶手 )

三人座沙發 
( 含扶手 )

儲物躺椅 
( 不含扶手 ) 轉角沙發 頭靠墊

98x73x48 15x93x68 71x98x80 171x98x80 241x98x83 81x164x83 93x93x83 70x13x20
搭配椅套

Orrsta 藍黑色 $6,000 $1,500 $7,500 $14,900 $19,900 $10,000 $9,000 $990
聚酯纖維 / 棉 592.854.97 392.853.61 692.201.32 692.847.13 192.847.58 192.854.04 292.854.46 292.583.15
布套單價 $1,000	 $500	 $1,500	 $3,900	 $5,900	 $2,000	 $1,500	 $390	

Dalstorp 彩色 $7,000 $2,000 $8,500 $16,900 $21,900 $11,000 $10,000 $990
聚酯纖維 / 棉 892.994.31 392.988.01 793.035.08 592.987.58 492.987.73 092.988.07 692.988.14 593.035.28
布套單價 $2,000	 $1,000	 $2,500	 $5,900	 $7,900	 $3,000	 $2,500	 $390	

Gunnared 米色 $7,000 $2,000 $8,500 $16,900 $21,900 $11,000 $10,000 $990
聚酯纖維 392.854.79 192.853.43 592.201.04 092.846.93 992.847.40 292.853.85 092.854.28 692.582.95
布套單價 $2,000	 $1,000	 $2,500	 $5,900	 $7,900	 $3,000	 $2,500	 $390	

Gunnared 灰色 $7,000 $2,000 $8,500 $16,900 $21,900 $11,000 $10,000 $990
聚酯纖維 892.854.91 592.853.55 992.201.16 892.847.07 492.847.52 792.853.97 592.854.40 592.583.09
布套單價 $2,000	 $1,000	 $2,500	 $5,900	 $7,900	 $3,000	 $2,500	 $390	

Tallmyra 米色 $8,000 $2,500 $9,000 $18,900 $23,900 $12,000 $10,500 $990
聚酯纖維 / 棉 192.855.07 292.853.71 392.532.61 092.847.25 092.847.68 092.854.14 192.854.56 192.583.25
布套單價 $3,000	 $1,500	 $3,000	 $7,900	 $9,900	 $4,000	 $3,000	 $390	

Tallmyra 黑色 / 灰色 $8,000 $2,500 $9,000 $18,900 $23,900 $12,000 $10,500 $990
聚酯纖維 / 棉 992.855.13 992.853.77 492.535.19 892.847.31 892.847.74 792.854.20 992.854.62 992.583.31
布套單價 $3,000	 $1,500	 $3,000	 $7,900	 $9,900	 $4,000	 $3,000	 $390	

VIMLE
布沙發

VIMLE
三人座沙發
241×98x83cm
Orrsta	藍黑色	192.847.58

$19,900
VIMLE 10年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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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座沙發 
含儲物躺椅

四人座轉角沙發 
含開放式座椅 雙人座沙發床 三人座沙發床

252x98-164x83 249x98-235x83 190×98-241×83 261×98-241×83

$24,900 $35,900 $24,900 $32,400
392.849.17 992.851.41 692.855.95 192.922.92

$5,900	 $7,400	 $3,900	 $5,400	

$27,900 $40,400 $26,900 $35,400
592.994.80 892.996.62 092.987.65 192.987.79

$8,900	 $11,900	 $4,900	 $7,400	

$27,900 $40,400 $26,900 $35,400
592.848.98 792.851.23 292.855.83 492.922.76

$8,900	 $11,900	 $5,900	 $8,400	

$27,900 $40,400 $26,900 $35,400
692.849.11 192.851.35 992.855.89 892.922.84
$8,900	 $11,900	 $5,900	 $8,400	

$30,900 $43,900 $28,900 $37,900
292.849.27 892.851.51 492.856.00 692.922.99
$11,900	 $15,400	 $7,900	 $10,900	

$30,900 $43,900 $28,900 $37,900
092.849.33 592.851.57 192.856.06 792.923.07

$11,900	 $15,400	 $7,900	 $10,900	

VIMLE
三人座沙發含儲物躺椅
寬252×深164,	高83cm
Gunnared	米色		592.848.98

$27,900

VIMLE
三人座沙發床
寬261×深98-241,	高83cm
Gunnared	米色	492.922.76

$35,400

VIMLE 10年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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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愜意沙發
KIVIK是我們最舒服且最有型的沙發
座墊採用耐久記憶泡棉，貼合身體曲線
一起身，沙發又乖乖彈回原型
雖然柔軟蓬鬆，卻提供了絕佳支撐
只要自由搭配所需組件
就能輕鬆打造專屬於你的愜意小窩
晚餐後，想看場電影消磨時光?
兩張躺椅，馬上讓你放鬆置身家庭影院中！

KIVIK
三人座沙發含躺椅	
寬280x深95-163,	高83cm
Orrsta	淺灰色	590.114.12

$20,800

KIVIK  10年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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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收納椅凳 躺椅 雙人座沙發 三人座沙發 三人座沙發含躺椅 四人座沙發含躺椅
90x70x43 90x163x83 190x95x83 228x95x83 280x95-163x83 318x95-163x83

搭配椅套

Orrsta 淺灰色 $4,900 $8,900 $11,900 $14,900 $20,800 $23,800
聚酯纖維 / 棉 590.113.94 590.113.89 290.114.18 790.114.30 590.114.12 090.114.24
布套單價 $900	 $1,900	 $2,900	 $4,900	 $4,800	 $6,800	

Orrsta 紅色 $4,900 $8,900 $11,900 $14,900 $20,800 $23,800
聚酯纖維 / 棉 292.529.45 492.529.30 092.529.65 992.529.75 192.529.60 092.529.70
布套單價 $900	 $1,900	 $2,900	 $4,900	 $4,800	 $6,800	

Borred 灰綠色 $4,900 $8,900 $11,900 $14,900 $20,800 $23,800
聚酯纖維 / 尼龍	 591.840.02 091.839.86 391.840.22 291.840.32 391.840.17 291.840.27
布套單價 $900	 $1,900	 $2,900	 $4,900	 $4,800	 $6,800	

Hillared 米色 $6,900 $9,900 $13,900 $16,900 $23,800 $26,800
棉 / 聚酯纖維 / 黏液
嫘縈纖維 / 亞麻 991.943.77 191.943.62 591.943.98 291.944.08 891.943.92 391.944.03

布套單價 $2,900	 $2,900	 $4,900	 $6,900	 $7,800	 $9,800	

Hillared 深藍色 $6,900 $9,900 $13,900 $16,900 $23,800 $26,800
棉 / 聚酯纖維 / 黏液
嫘縈纖維 / 亞麻 491.937.14 791.936.99 291.937.34 791.937.55 291.937.29 891.937.45

布套單價 $2,900	 $2,900	 $4,900	 $6,900	 $7,800	 $9,800	

Hillared 碳黑色 $6,900 $9,900 $13,900 $16,900 $23,800 $26,800
棉 / 聚酯纖維 / 黏液
嫘縈纖維 / 亞麻 491.936.48 591.936.19 291.936.68 191.936.78 391.936.63 291.936.73

布套單價 $2,900	 $2,900	 $4,900	 $6,900	 $7,800	 $9,800	

KIVIK
布沙發

KIVIK
雙人座沙發	
寬190x深95,	高83cm
Hillared	米色	591.943.98

$13,900
KIVIK  10年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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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小雙人座沙發 雙人座沙發
138x87x67 180x87x66

搭配椅套
Vissle 灰色 $4,990 $5,990
聚酯纖維 291.581.08 490.106.15
布套單價 $990	 $1,490	

Vissle 黃色 $4,990
-聚酯纖維 192.502.92

布套單價 $990	

Vissle 淺藍色
-

$5,990
聚酯纖維 092.846.26
布套單價 $1,490	

Kabusa 深灰色 $4,990 $5,990
聚酯纖維 392.502.91 892.517.78
布套單價 $990	 $1,490	

MATTSBO 彩色
-

$6,990
棉 692.846.33
布套單價 $2,490	

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雙人沙發

177x88x66
搭配椅套

Bomstad 黑色 
合成皮革

$9,990
103.993.15

常坐到捨不得起來的...
懶洋洋沙發！
KLIPPAN系列沙發椅套豐富又多樣
從沈穩、明亮的純色，到繽紛花色應有盡有
你可以依照不同居家風格搭配不同椅套
想窩在家裡懶洋洋?總有KLIPPAN陪著你
它絕對是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居家夥伴

KLIPPAN
皮沙發

KLIPPAN
布沙發

KLIPPAN 10年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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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STAD
三人座沙發
寬205×深93,	高80cm
Knisa	淺灰色	191.326.99

$9,900
布套單價	$1,900

從不搖擺的態度
就是經典舒適
KARLSTAD沙發的態度就是不被流行左
右的經典設計與絕佳舒適並對沙發細節
的設計堅持

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椅凳 單人座椅 轉角座椅

67x85x44 67x85x71 85x85x71
搭配椅套

Idekulla 米色  $3,500 $4,500 $5,500 
聚酯纖維 692.481.93 592.481.84 392.453.70
布套單價 $1,000	 $1,500	 $2,000	

Idekulla 粉紅色 $3,500 $4,500 $5,500 
聚酯纖維 992.481.96 892.481.87 992.453.67
布套單價 $1,000	 $1,500	 $2,000	

Yttered 彩色   $3,500 $4,500 $5,500 
棉 392.481.99 292.481.90 892.453.39
布套單價 $1,000	 $1,500	 $2,000	

KUNGSHAMN
布沙發

KARLSTAD 10年品質保證

KUNGSHAMN 10年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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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LENTUNA
系統沙發/沙發床

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扶手 靠墊 椅背 椅背 座椅模組 座椅模組附沙發床 座椅模組附

收納功能
80x13x64 40x75 100x13x84 80x13x84 80x100x46 80x100-200x45 80x8045

搭配椅套

Orrsta 淺灰色 $1,700 $900 $2,700 $2,400 $5,400 $10,000 $5,300
聚酯纖維 / 棉 591.495.70 591.496.07 091.495.82 391.495.90 591.495.94 691.495.98 891.496.01
布套單價 $500	 $400	 $900	 $900	 $1,300	 $2,000	 $1,000	

Orrsta 橄欖綠 $1,700 $900 $2,700 $2,400 $5,400 $10,000 $5,300
聚酯纖維 / 棉 792.793.77 692.793.92 392.794.02 892.794.14 492.794.25 392.794.35 292.794.45
布套單價 $500	 $400	 $900	 $900	 $1,300	 $2,000	 $1,000	

Hillared 淺藍色 $1,900 $1,000 $2,900 $2,600 $5,900 $10,500 $5,800
棉 / 聚酯纖維 / 黏液
嫘縈纖維 / 亞麻 892.793.72 792.793.82 592.793.97 092.794.08 592.794.20 492.794.30 392.794.40

布套單價 $700	 $500	 $1,100	 $1,100	 $1,800	 $2,500	 $1,500	

Hillared 深灰色 $1,900 $1,000 $2,900 $2,600 $5,900 $10,500 $5,800
棉 / 聚酯纖維 / 黏液
嫘縈纖維 / 亞麻 891.498.04 991.498.08 191.498.12 491.498.20 691.498.76 891.498.80 291.498.83

布套單價 $700	 $500	 $1,100	 $1,100	 $1,800	 $2,500	 $1,500	

MURUM 白色 $2,400 $1,200 $3,200 $2,800 $7,000 $12,000 $6,800
合成皮革 404.174.69 904.176.69 204.176.82 204.176.96 804.177.02 004.178.43 904.178.48

MURUM 黑色 $2,400 $1,200 $3,200 $2,800 $7,000 $12,000 $6,800

合成皮革 203.294.64 303.294.68 503.294.72 803.294.80 003.294.84 103.294.88 303.294.92

VALLENTUNA 10年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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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出自己的專屬沙發！
  
豐富多樣的VALLENTUNA系列，讓你儘管別出心裁，
自由搭配，隨心所欲打造符合居家風格的快意組合，
座墊採經久耐用的獨立筒彈簧
提供足夠的支撐，坐起來更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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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座沙發 三人座轉角沙發 轉角沙發床
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床 : 寬 x 長 ( 公分 )

212x78x69 212x78-149x69 212x78-149x69
140x200

搭配椅套

Vissle 紅 / 橘色 $7,900 $9,900 $11,900
聚酯纖維 092.178.11 392.178.24 692.178.46
布套單價 $1,900	 $2,400	 $2,400	

Borred 灰綠色 $8,900 $12,400 $14,400 
聚酯纖維 / 尼龍 492.178.09 992.178.21 292.178.48
布套單價 $2,900	 $4,900	 $4,900	

BRÅTHULT
沙發/沙發床

BRÅTHULT
三人座沙發	
寬212x深78,	高69cm
Vissle	紅/橘色	092.178.11

$ 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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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雙人座沙發
145x72x72

搭配椅套

Knisa 灰色
聚酯纖維

$3,490
602.825.82

Bomstad 黑色
合成皮革

$4,490
102.950.25

Bomstad 深棕色
合成皮革

$4,490
102.942.81

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三人座沙發
176x81x81

搭配椅套
KNISA 深灰色 $6,990
聚酯纖維 892.978.18
布套單價 $1,790

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雙人座沙發
173x49x73

搭配椅套

KNISA 淺灰色 $5,490
聚酯纖維 804.571.18

YPPERLIG
三人座沙發床
寬200×深80,	高85cm
Orrsta	淺灰色	703.465.88

$ 19,900

HEMLINGBY
布沙發/皮沙發

HÄSSELBY 
布沙發

ANGERSBY
布沙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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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TÄNKSAM
布沙發

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雙人座沙發 椅凳 扶手椅
160x95x101 43x57x49 72x88x109

搭配椅套

Gunnared 深灰色 $22,900 $2,990 $8,990
聚酯纖維 304.228.57 804.234.92 004.272.67

Gunnared 灰色 $22,900 $2,990 $8,990
聚酯纖維 504.228.61 604.234.93 604.272.74

Orrsta 藍黑色 $19,900 $2,490 $8,990
聚酯纖維 / 棉 404.190.53 404.234.94 504.273.02

Orrsta 淺灰色 $19,900 $2,490 $8,990
聚酯纖維 / 棉 604.190.52 104.234.95 704.307.04

OMTÄNKSAM系列
讓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更簡單、安全，也更獨立。
高度較高，容易坐下和起身，含直挺的座椅和高
扶手；高椅腳設計，容易清理地板	，含4個抱枕，
可任意移動，讓你坐得舒適	

OMTÄNKSAM
雙人座沙發
寬160x深95,	高101cm
Orrsta	藍黑色	404.190.53

$ 19,900

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三人座沙發
180x92x88

搭配椅套

Katorp 自然色
棉 / 亞麻

$15,900
403.484.90

輕鬆有型跟你走
你永遠不知道生命會將你帶到何處，
所以家當要能跟你走一起落腳
輕質有型又靈活的沙發，輕鬆就能移動，
不管在哪裡定居，立刻就有家的感覺

EKEBOL
三人座沙發
寬180×深92,	高88cm
Katorp	自然色	403.484.90

$ 15,900

EKEBOL
沙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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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ÖDERHAMN
布沙發

打造你的沙發桃花源
每個人對沙發都有不同想像及需求，SÖDERHAMN系列正是為此而生它舒適耐用，還有能自由搭配的各式組件，不但
能因應你的生活方式自由混搭，還能隨時增加組件或重新排列組合座墊底部採用高彈力泡棉，實現了舒適回彈的坐感
新境界，提供背部舒適支撐的兩個大小靠墊能依照你的喜好，自由拆卸挪動，靠得更舒服！

SÖDERHAMN 10年品質保證

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扶手椅 單人椅 躺椅 轉角沙發 三人座沙發 扶手

105x99x83 93x99x83 93x151x83 99x99x83 186x99x83 82x6x53
搭配椅套

Samsta 淺粉紅色 $11,500 $8,500 $9,500 $10,500 $16,500 $1,500
聚酯纖維 / 尼龍 291.512.77 591.513.13 091.512.97 691.513.03 391.513.28 291.512.82
布套單價 $3,500	 $2,500	 $2,500	 $3,500	 $4,500	 $500	

Samsta 深灰色 $11,500 $8,500 $9,500 $10,500 $16,500 $1,500
聚酯纖維 / 尼龍 998.994.80 099.018.64 399.008.15 499.009.71 899.018.84 299.007.88
布套單價 $3,500	 $2,500	 $2,500	 $3,500	 $4,500	 $500	

Finnsta 土耳其藍 $12,900 $9,500 $11,500 $11,500 $18,500 $1,700
棉 / 聚酯纖維 391.356.49 091.360.56 591.357.47 591.357.52 691.359.40 391.356.54
布套單價 $4,900	 $3,500	 $4,500	 $4,500	 $6,500	 $700	

Finnsta 白色 $12,900 $9,500 $11,500 $11,500 $18,500 $1,700
棉 / 聚酯纖維 191.335.66 191.352.78 791.336.72 491.337.77 791.352.56 891.336.19
布套單價 $4,900	 $3,500	 $4,500	 $4,500	 $6,500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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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KRONA
布沙發

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椅凳 扶手椅 躺椅 / 延伸組件 雙人座沙發 三人座沙發
77x65x44 89x89x78 78x158x78 164x89x78 204x89x78

搭配椅套
Gunnared 淺綠色
聚酯纖維
椅腳	:	木質
椅腳	:	金屬

$5,900 $9,900 $12,900 $17,900 $21,900
992.697.49 392.697.28 992.702.53 192.702.90 192.703.27
092.697.44 492.697.23 292.702.56 192.702.85 292.703.22

Gunnared 深灰色 
聚酯纖維 
椅腳	:	木質 
椅腳	:	金屬

$5,900 $9,900 $12,900 $17,900 $21,900
692.697.36 892.691.65 392.702.46 292.702.80 392.703.12
892.697.35 792.691.61 592.702.45 292.702.75 392.703.07

LANDSKRONA 10年品質保證

LANDSKRONA
三人座沙發含躺椅	
寬242x深89-158,	高78cm
Gunnared 淺綠色/木質	492.726.88

$3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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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椅凳 扶手椅 躺椅 / 延伸組件 雙人座沙發 三人座沙發
77x65x44 89x89x78 78x158x78 164x89x78 204x89x78

搭配椅套
Grann/Bomstad 金棕色 
全染牛皮 / 合成皮革 
椅腳	:	木質 
椅腳	:	金屬

$7,900 $14,900 $16,900 $22,900 $27,900
292.691.87 992.691.98 392.691.77 792.702.68 692.702.97
192.691.83 892.691.94 792.691.75 192.702.71 092.703.04

Grann/Bomstad 黑色 
全染牛皮 / 合成皮革 
椅腳	:	木質 
椅腳	:	金屬

$7,900 $14,900 $16,900 $22,900 $27,900
890.318.14 390.317.79 291.240.38 090.317.47 390.317.03
690.318.10 190.317.75 391.240.33 990.317.43 790.317.01

Grann/Bomstad 灰綠色
全染牛皮 / 合成皮革 
椅腳	:	木質 
椅腳	:	金屬

$7,900 $14,900 $16,900 $22,900 $27,900
392.757.53 892.756.80 392.757.34 792.757.65 292.757.77
192.757.54 092.756.79 592.757.33 592.757.66 092.757.78

Grann/Bomstad 深米色 
全染牛皮 / 合成皮革 
椅腳	:	木質 
椅腳	:	金屬

$7,900 $14,900 $16,900 $22,900 $27,900
992.757.50 692.756.95 692.757.42 692.757.61 192.757.73
192.757.49 492.756.96 892.757.41 292.757.58 792.757.70

LANDSKRONA
皮沙發

LANDSKRONA 10年品質保證

LANDSKRONA
三人座沙發含躺椅	
寬242x深89-158,	高78cm
Grann/Bomstad	金棕色/金屬	392.726.36

$3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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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HULT  10年品質保證

收納椅凳 單人座沙發
( 含扶手 )

雙人座沙發
( 含扶手 )

三人座沙發
( 含扶手 )

儲物躺椅
( 含扶手 )	 轉角沙發

三人座沙發 
含儲物躺椅 雙人座沙發床

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72x101x42 119x98x102 189x98x102 259x98x102 138x160x102 154x98x95 279x98-
164x102 208×98×102	

搭配椅套
Grann/
Bomstad 深棕色 
全染牛皮/合成皮革      

$9,900 $19,500 $33,900 $39,000 $27,000 $17,500 $53,900 $46,000
604.058.04 492.570.27 592.570.17 892.570.30 592.661.49 804.055.96 092.571.28 192.660.09

LIDHULT
皮沙發

LIDHULT 
三人座沙發
寬259x深98,	高102cm
Grann/Bomstad	深棕色			892.570.30

$3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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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MLE
雙人座沙發
寬171×深98,	高83cm
Farsta	深棕色	292.052.04

$18,900

VIMLE 10年品質保證

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收納椅凳 扶手一件裝 單人座沙發 

( 不含扶手 )			 儲物躺椅 轉角沙發 雙人座沙發 三人座沙發

98x73x45 15x93x68 71x98x80 81x164x80 93x93x80 171x98x80 241x98x80
搭配椅套

Farsta 深棕色                
合成皮革

$8,000 $2,500 $10,000 $11,000 $10,000 $18,900 $21,900
803.535.02	 603.534.90 603.534.14 703.534.23 903.534.17 292.052.04 792.068.90

Farsta 黑色                    
合成皮革

$8,000 $2,500 $10,000 $11,000 $10,000 $18,900 $21,900
903.534.98 403.534.86 603.533.91 403.534.10 703.534.04 992.051.87 792.068.85

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頭靠墊 三人座沙發 

含儲物躺椅
四人座轉角沙發 
含開放式座椅 雙人座沙發床 三人座沙發床

70x13x20 252x98-164x83 249x98-235x83 190×98-241×83 261×98-241×83
搭配椅套

Farsta 深棕色                
合成皮革

$1,190 $29,900 $44,400 $31,000 $41,000
604.099.44 192.069.92 192.114.94 692.855.76 392.922.67

Farsta 黑色                    
合成皮革

$1,190 $29,900 $44,400 $31,000 $41,000
904.099.14 192.069.87 192.114.89 992.855.70 092.922.59

VIMLE
皮沙發

VIMLE
皮沙發



30

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收納椅凳98x73x49 扶手一件裝
18x93x68

單人座沙發 
( 不含扶手 )
71x98x104

雙人座沙發 
( 含扶手 )

141x98x104

三人座沙發 
( 含扶手 )

211x98x104

儲物躺椅	 
( 不含扶手 )
81x164x104

搭配椅套

KIMSTAD 深棕色 
合成皮革

$12,000 $2,000 $8,900 $17,900 $19,900 $10,000
603.986.34 403.979.99 503.979.94 292.565.85 292.565.90 603.986.29

GRÖNLID
皮沙發

GRÖNLID 10年品質保證

GRÖNLID
雙人座沙發
寬177x深98,	高104cm
Sporda	自然色		292.565.85

$1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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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角沙發
93x93x104

三人座沙發 
含儲物躺椅

258x98-164x104

雙人座沙發床
196x98x104

三人座沙發床	
含開放式座椅
231×98×104

$12,000 $27,900 $30,000 $40,000
703.986.24 192.565.95 192.781.30 192.781.73

城市裡的天堂
是否曾有一股衝動，想遠離這個煩囂俗世
好讓腦袋關機、喘口氣，就算只有一下子 ? 你並不孤單
雖然夢想看似難以達成，但其實比你想得還要簡單
踏進這個家，視線隨玄關延伸展開，客廳景色映入眼簾
讓你瞬間卸下肩頭緊繃壓力——
這裡就成了休息充電的完美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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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VIK
三人座沙發含躺椅	
寬280x深95-163,	高83cm
Grann/Bomstad	深棕色	799.046.99

$49,900
KIVIK  10年品質保證

 收納椅凳 躺椅 雙人座沙發 三人座沙發
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90x70x43 90x163x83 190x95x83 227x95x83
搭配椅套

Grann/Bomstad 深棕色 $9,900 $20,000 $29,900 $34,900

全染牛皮 / 合成皮革 302.048.21 502.048.15 902.048.42 602.048.53

Grann/Bomstad 黑色 $9,900 $20,000 $29,900 $34,900

全染牛皮 / 合成皮革 501.985.98 501.986.02 401.985.89 801.985.92

KIVIK
皮沙發

	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雙人座沙發 三人座沙發
148x85x80 203x85x80

搭配椅套

Glose/Bomstad 黑色
全染牛皮 / 合成皮革

$14,900 $19,900
202.144.15 802.144.17

可調式三人座沙發
	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185x58x98
搭配椅套

Kimstad 黑色
聚酯纖維

$27,900
604.692.78

SKOGABY
皮沙發

TOMBÄCK
皮沙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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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三人座沙發 三人座沙發 椅凳
211x88x80 228x112x72 50x50x42

搭配椅套

Seglora 自然色
全染牛皮

$69,900 - -
302.450.44

Seglora 深棕色
全染牛皮

$69,900 - -
602.450.47

Sandbacka 深藍色
聚酯纖維/棉 - 59,900 $4,990

303.445.91 303.446.14

Sandbacka 深灰色
聚酯纖維/棉 - $59,900 $4,990

403.445.95 003.446.20

最愛就是STOCKHOLM
STOCKHOLM演繹的經典北歐傳統，是我們深愛的原因
皮沙發獨特的全牛皮材質，經久使用，更加柔軟
呈現美麗的仿古風格

STOCKHOLM
三人座沙發
寬211×深88,	高80cm
Seglora	自然色	302.450.44

$69,900

STOCKHOLM
三人座沙發
寬228×深112,	高72cm
Sandbacka	深藍色	303.445.91

$59,900

STOCKHOLM 10年品質保證

STOCKHOLM
皮沙發/布沙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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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HETEN
轉角沙發床附收納空間
寬230x深105-151,	高83cm
Skiftebo	深灰色	092.167.55

$ 13,900
去年價格	$1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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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沙發床 轉角沙發床 
附收納空間

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225x105x83 230x105-151x83
床 : 寬 x 長 ( 公分 ) 140x200 140x204
搭配椅套

Skiftebo 深灰色 $12,900 $13,900
聚酯纖維 303.411.49 092.167.55

Skiftebo 藍色 $12,900 $13,900
聚酯纖維 104.315.65 092.975.58

HYLLIE 米色 $14,900 $15,900
聚酯纖維 804.317.17 092.975.63

HYLLIE 深灰色 $14,900 $15,900
聚酯纖維 604.320.82 992.975.68

Bomstad 黑色 $14,900 $15,900
合成皮革 003.411.36 292.168.20

日夜兼備 讓你一夜好眠
沙發床是神奇的好夥伴，白天看似尋常的沙發，夜晚則變身成床舖
要省空間或省荷包，它都是上上之選，可當作自己的睡床，
也能招待留宿貴客，但不是只有這麼簡單，
我們一系列豐富多樣的顏色跟款式
從附躺椅或收納空間的雙人沙發床
到轉角沙發床，一應俱全，
任你挑選最佳良伴

FRIHETEN
沙發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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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沙發床          轉角沙發床附收納空間
寬×深×高(cm)	 			230×99×96	 									230×90-151×96
床：寬×長(cm)	 			140×200	 									140×204

搭配椅套

Orrsta 淺藍色    $18,900          $23,900
聚酯纖維/棉	 			692.407.57	 									092.282.06

Orrsta 淺白灰色    $18,900          $23,900
聚酯纖維/棉	 			692.407.62	 									092.282.11
 

Nordvalla 灰色    $19,900          $24,900
聚酯纖維	 			592.407.72	 									591.507.47

Nordvalla 米色    $19,900          $24,900
聚酯纖維	 			592.407.67	 									591.507.52

HOLMSUND
沙發床

空間雖有限
框不住無限的你
家就像指紋一樣，獨一無二、與眾不同
不論大或小，每個家都有空間讓你做自己
儘管秀出所愛並滿足生活所需
我們在客廳中心區域擺放了舒適的沙發
爸媽與孩子都能在這自在的安樂窩
玩樂、用餐、梳洗、睡覺和更多玩樂……
然後在空檔中，抓住一些屬於自己的時光

HOLMSUND
三人座沙發床
寬230x深99,	高96cm
Orrsta	淺藍色	692.407.57

$ 1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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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沙發床

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211×137×64
床：寬×長(cm) 125x190

搭配椅套

Vissle 灰色 
聚酯纖維

$11,900
703.222.19

三人沙發床

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225x86x74
床：寬×長(cm) 141x195

搭配椅套

LYSED 深灰色 
100%聚酯纖維

$13,900
004.354.51

三人沙發床

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191x83x81
床：寬×長(cm) 131x191

搭配椅套

Vissle 深灰色 
聚酯纖維

$6,900
804.166.65

FLYBACKEN
沙發床

GRÄLVIKEN 
沙發床

ASARUM
沙發床



38

沙發床附邊桌

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200x120x79
床：寬×長(cm) 120×200

搭配椅套

VISSLE 深灰色 
聚酯纖維

$17,890
092.974.31

VISSLE 紫色 
聚酯纖維

$17,890
392.974.39

GUNNARED 灰色 
聚酯纖維

$19,890
592.974.24

座椅底下儲物空間大
可以收納寢具等物品
含獨立筒彈簧，可隨身體
移動提供支撐

FLOTTEBO
沙發床附邊桌

FLOTTEBO
沙發床附邊桌
寬200x深120,	高79cm
VISSLE	紫色	392.974.39

$17,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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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沙發床
泡棉床墊

三人沙發床
獨立筒彈簧床墊 三連式靠墊

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200×97×90 200×97×90 200×40
床：寬×長(cm) 140×200 140×200 -

搭配椅套

Knisa 灰色/米色 
聚酯纖維

$8,990 $9,990
-491.976.46 291.976.52

Skiftebo 碳黑色 
聚酯纖維

$10,990 $11,990 $1,290
591.976.17 091.976.34 903.437.96

Skiftebo 黃色 
聚酯纖維

$10,990 $11,990
-592.975.94 192.975.72

HYLLIE 米色 
聚酯纖維

$11,990 $12,990
-992.975.87  

NYHAMN
沙發床

NYHAMN
三人座沙發床附泡棉床墊
寬200×深97,	高90cm
Skiftebo	黃色	592.975.94

$10,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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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ÖVAS/ MURBO/ HÅVET/ LÖVAS/ MURBO/ HÅVET/ 雙人沙發床
 冷塑泡棉 高回彈泡棉 乳膠頂層 冷塑泡棉 高回彈泡棉 乳膠頂層 收納盒
 單人沙發床 單人沙發床 單人沙發床 雙人沙發床 雙人沙發床 雙人沙發床 黑色

寬×深×高(cm)	 80×100×87	 80×100×87	 80×100×87	 142×100×87	 142×100×87	 142×100×87	 92×55×21
床：寬×長(cm)	 80×188	 80×188	 80×188	 140×188	 140×188	 140×188	 -

搭配椅套

Ransta 白色 - - - $6,995 $7,995 $8,995 $750
棉	 	 	 	 598.755.70	 598.755.89	 498.755.80	 801.924.58

Vallarum 灰色 $5,995 $6,995 $7,995 $7,995 $8,995 $9,995 -
聚酯纖維	 191.341.32	 691.341.39	 591.342.05	 391.499.34	 291.499.39	 691.499.37	

Vallarum 土耳其藍 $5,995 $6,995 $7,995 $7,995 $8,995 $9,995 -
聚酯纖維	 791.341.34	 491.341.40	 091.342.03	 291.498.97	 091.499.16	 891.499.17	

Ebbarp 黑色/白色 $5,995 $6,995 $7,995 $7,995 $8,995 $9,995 -
棉	 291.341.36	 291.341.41	 891.342.04	 892.050.55	 991.661.81	 791.499.46

Vallarum 桃紅色 $5,995 $6,995 $7,995 $7,995 $8,995 $9,995 -
聚酯纖維	 392.808.44	 492.808.48	 392.808.39	 692.808.85	 692.808.90	 392.808.82

LYCKSELE
沙發床

LYCKSELE
雙人沙發床/LÖVAS床墊
寬142×深100,	高87cm
Vallarum 土耳其藍	291.498.97

$ 7,995



41

讓沙發搖身一變成為床鋪
又能馬上變回原狀

沙發床

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128×85×78
床：寬×長(cm) 120×190

搭配椅套

Knisa 深灰色/黑色 
聚酯纖維

$2,590
803.614.94

雙人沙發床

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130×75×64
床：寬×長(cm) 110×203

搭配椅套

Bomstad 黑色 
合成皮革

$6,990
703.407.94

三人沙發床

寬 x 深 x 高 ( 公分 ) 190x105x96
床：寬×長(cm) 130x190

搭配椅套

Bomstad 黑色 
合成皮革

$5,490
592.760.49

HOLARNA
沙發床

BÄCKEFORS
沙發床

HAMMARN
沙發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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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布料耐用度
嚴格的測試對確保布套的耐用度很重要，不只如此，布料的材質、結構
和使用方式也會影響布套品質。厚實質感、密織而成的布料，表面平
坦，耐用度高。天然纖維與人造纖維混紡製成的布料，其耐用度比天
然纖維布料更好。紗染布料又比印花布料更加耐用。而且，保持布套清
潔，可增加耐磨度，同時沙發的使用方式也會影響布料的耐用度及沙發
的品質。

布料皆通過嚴格測試
IKEA沙發和扶手椅的布套皆通過耐磨度測試。我們用機器將製作沙發布
套的布料用力壓在另一塊布料上，磨擦15,000次，符合一般家庭的日常
使用標準。如果磨擦測試可以超過3萬次，更能符合我們對布料耐磨度
的嚴格要求。所有布料都容易受到陽光照射的影響，因此我們也對布料
進行抗照測試，以確保布料的品質，不易褪色。

椅套材質與清洗說明

DELAKTIG 沙發
布套系列 清洗說明 耐磨度(次數) 色牢度(0-6)

HILLARED:	多種纖維混紡，紗染結構。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30,000 5

TALLMYRA:	柔軟的雪尼爾絨線，略帶光澤，溫暖質感，具有雙色效果。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30,000 5

GUNNARED:	100%	聚酯纖維，平織製成，雙色效果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50,000 6

EKTORP 沙發
布套系列 清洗說明 耐磨度(次數) 色牢度(0-6)

LINGBO:	100%棉。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25.000 5
NORDVALLA:100	%	聚酯纖維。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50,000 5
VITTARYD:	65%	聚酯纖維、35%	棉。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45,000 5
LOFALLET:	55%	棉、45%	聚酯纖維。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25,000 5

FÄRLÖV 沙發
布套系列 清洗說明 耐磨度(次數) 色牢度(0-6)

DJUPARP:	62%聚酯纖維,	38%	黏液嫘縈纖維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25,000 6
FLODAFORS:	59.5%棉,	24%聚酯纖維,	16.5%亞麻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25,000 5

FLOTTEBO 沙發床
布套系列 清洗說明 耐磨度(次數) 色牢度(0-6)

GUNNARED:	灰色，100%	聚酯纖維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50,000 5
VISSLE:	深灰色，紫色，100%	聚酯纖維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50,000 5

BRATHULT 沙發/ 沙發床
布套系列 清洗說明 耐磨度(次數) 色牢度(0-6)

VISSLE:  橙紅色，100%	棉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50,000 5
BORRED: 灰綠色，95%	聚酯纖維，5%	尼龍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25,0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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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IPPAN 沙發
布套系列 清洗說明 耐磨度(次數) 色牢度(0-6)

VISSLE:	100％聚酯纖維。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50,000 5
MATTSBO:	100%棉，印花棉布。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25,000 5
KABUSA:	100%聚酯纖維，平織製成。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25,000 5
BOMSTAD:	 合成皮革是在布料表面加上一層塗層，使布料具有如皮革般的外觀，且十分耐用、容易保養。定期使用安裝軟刷的吸塵器清潔，以及用
微濕的軟布擦拭乾淨。  

GRÖNLID 系統沙發/ 沙發床
布套系列 清洗說明 耐磨度(次數) 色牢度(0-6)

INSEROS:	100%棉，平織製成，表面質感光滑。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30,000 5
LJUNGEN:	布套材質為100%聚酯纖維，非常耐用，質感柔軟、光滑。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45,000 5

SPORDA:	57%棉、24%聚酯纖維、19%亞麻，表面有天然紋理及雙色效果。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25,000 5

KIMSTAD:	75%	聚酯纖維，25%	棉，100%	聚氨酯，KIMSTAD合成皮革柔軟且
耐用，擁有如皮革般外觀和質感

用安裝軟刷的吸塵器清理，再用濕
布擦拭乾淨。 50,000 5

KARLSTAD 沙發
布套系列 清洗說明 耐磨度(次數) 色牢度(0-6)

KNISA：100％聚酯纖維。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50,000 5

KIVIK 沙發
布套系列 清洗說明 耐磨度(次數) 色牢度(0-6)

ORRSTA:	棉和聚酯纖維混紡布料，質地柔軟耐用。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20,000 5

HILLARED:	多種纖維混紡布料，紗染。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30,000 5

BORRED：柔軟的超細纖維結構，略帶混色效果。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20,000 5

1

2

KIVIK皮沙發採用柔軟、高品質GRANN粒面皮革，搭配同時擁有皮革質感的BOMSTAD合成皮革製成。我們經常使用兩種
皮革製作沙發：(1)椅面和扶手等直接接觸的地方採用粒面皮革製作，(2)其他表面使用合成皮革。

FRIHETEN 沙發床
布套系列 清洗說明 耐磨度(次數) 色牢度(0-6)

SKIFTEBO 椅套：100%	聚酯纖維 35,000 5
HYLLIE:	米色，深灰色，100%	聚酯纖維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30,000 5
BOMSTAD:合成皮革是在布料表面加上一層塗層，使布料具有如皮革般的外觀，且十分耐用、容易保養。定期使用安裝軟刷的吸塵器清潔，以及用
微濕的軟布擦拭乾淨。

HOLMSUND 沙發床
布套系列 清洗說明 耐磨度(次數) 色牢度(0-6)

NORDVALLA:	耐用斜紋布。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50,000 5
ORRSTA:	兩種色調，細緻結構，65%	聚酯纖維，35%	棉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20,0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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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BACKEN 沙發/ 沙發床
布套系列 清洗說明 耐磨度(次數) 色牢度(0-6)

FRILLESTAD: 淺灰色，60%	聚酯纖維，40%	棉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25,000 5
LOFALLET: 米色，55%	棉，45%	聚酯纖維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25,000 5

NYHAMN 沙發床
布套系列 清洗說明 耐磨度(次數) 色牢度(0-6)

KNISA:	100%	聚酯纖維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40,000 5-6
BORRED:	95%	聚酯纖維，5%	尼龍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20,000 5
SKIFTEBO:	100%	聚酯纖維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35,000 5
HYLLIE:	米色，100%	聚酯纖維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30,000 5

LYCKSELE 沙發床
布套系列 清洗說明 耐磨度(次數) 色牢度(0-6)

EBBARP:	印花棉布。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20,000 5
RANSTA:	漂白棉布。 可用洗衣機以60°C水溫洗滌。 30,000 5
VALLARUM:	100%	聚酯纖維，加軟襯縫製，質感柔軟。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20,000 5

LIDHULT  沙發/ 沙發床
布套系列 清洗說明 耐磨度(次數) 色牢度(0-6)

GASSEBOL:	76	%棉，24	%聚酯纖維，棉與聚酯纖維混紡織成，柔軟又耐用。 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30,000 5
LEJDE:	76%棉，24%聚酯纖維，彩色的不規則精紡紗線織成，賦予細緻紋路及
深色效果。

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30,000 5

GRANN/BOMSTAD:	直接接觸的地方採用GRANN皮革製成，天然又有彈性，
其他表面使用合成皮革，擁有如皮革般外觀和質感

用安裝軟刷的吸塵器清理，再用濕
布擦拭乾淨。 50,000 5

LANDSKRONA 沙發

1

2

LANDSKRONA皮沙發採用柔軟、高品質GRANN粒面皮革，搭配同時擁有皮革質感的BOMSTAD合成皮革製成。我們經
常使用兩種皮革製作沙發：(1)椅面和扶手等直接接觸的地方採用粒面皮革製作，(2)其他表面使用合成皮革。

KUNGSHAMN 沙發
布套系列 清洗說明 耐磨度(次數) 色牢度(0-6)

IDEKULLA:	100%聚酯纖維，略帶雙色效果。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25,000 5
YTTERED:	100%棉，有印花圖案。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25,000 5

NORSBORG 沙發
布套系列 清洗說明 耐磨度(次數) 色牢度(0-6)

FINNSTA:	厚實的紗染棉/聚酯纖維混紡布料，具有雙色效果和細緻結構。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25,000 5

EDUM	:	棉/聚酯纖維混紡布料，具有細緻的條紋效果。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20,0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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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OGABY 沙發

1

2

SKOGABY皮沙發採用柔軟、耐用的GLOSE全染皮革，搭配同時擁有皮革質感的BOMSTAD合成皮革製成。我們經常使
用兩種皮革製作沙發：(1)椅面和扶手等直接接觸的地方採用牛表皮製作，(2)其他椅面使用合成皮革。

STOCKHOLM 沙發
布套系列 清洗說明 耐磨度(次數) 色牢度(0-6)

SANDBACKA：棉/聚酯纖維布料，具天鵝絨質感。		 請乾洗。 35,000 5

SEGLORA：全染皮革

STOCKHOLM皮沙發採用柔軟、高品質SEGLORA全染皮革，表面經過薄層防護處理。不可使用任何皮保養劑護理，包含
ABSORB皮革保養組。可用安裝軟刷的吸塵器除塵，需要時可用微濕抹布擦拭乾淨。

STOCKSUND 沙發

布套系列 清洗說明 耐磨度(次數) 色牢度(0-6)

LJUNGEN：耐用的聚酯纖維布料，質感柔軟又光滑，具有滾邊和皺褶的細緻結
構。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45,000 5

NOLHAGA：耐用的紗染棉/聚酯纖維混紡布料，具有雙色效果、滾邊和皺褶的
細緻結構。 可用洗衣機以30°C水溫洗滌。 35,000 5

SEGERSTA:	78%棉，22%聚酯纖維，棉與聚酯纖維混紡織成，耐用、柔軟平滑，
表面有格紋圖案。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50,000 5

VIMLE 沙發
布套系列 清洗說明 耐磨度(次數) 色牢度(0-6)

GUNNARED:	100%聚酯纖維，平織布料，深淺同色效果。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50,000 6
ORRSTA:	65%聚酯纖維、35%棉，兩種細緻結構。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20,000 5
TALLMYRA:	78%棉、22%聚酯纖維，雪尼爾絨線布料，質感柔軟。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30,000 5
DALSTORP: 100%	棉，表面質感光滑，現代風格，印花棉布 可用洗衣機以40°C水溫洗滌。 25,000 5
FARSTA:	合成皮革，聚酯纖維(29%)、棉(7%)、黏液嫘縈纖維(2%)、聚氨酯(62%)混紡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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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凡事自己來
但我們非常樂意效勞！
要實現夢想，有時你需要的只是一點助力
所以，我們提供了各式各樣的貼心服務
決心一路挺你到底—也許你只需部分協助
或需有人幫你一手包辦所有雜務
不論如何，我們永遠都是你的後援部隊
也期待為你打造專屬的服務組合
當然，你愈事必躬親，所需價格便愈低
而你需要我們為你代勞的愈多
就愈能坐享清閒，放輕鬆！

專人取貨運送服務
若你有搬運重物或找不到商品的困擾別擔心！
我們可以為你代勞
我們完整的專人取貨運送服務
能幫你取貨並運送到府或商業空間

舊床墊/沙發搬運服務
為你運送新床墊或沙發的同時
我們也樂意協助將你淘汰的舊愛
搬運至就近的回收地點

運送服務
把貨物扛回家不是件易事
你可以利用我們的運送服務
挑一天方便的送貨日
我們就會把商品送至指定房間
你儘管輕鬆回家，無物一身輕

組裝服務
如果你沒有多餘時間精力
來組裝新買的IKEA家具的話
歡迎選擇我們的組裝服務
你根本不需要耗費體力移動家具
組裝後，我們會為你擺在想要的地方

如果你需要一些援手，以下是我們店內提供的部分服務：

品質保證涵蓋範圍：
• 沙發框架   • 沙發坐墊    • 沙發背墊  

註：本保固限一般家庭正常使用情況下，涵蓋範圍包括材料和

製造上的瑕疵。

以下系列產品在保固期間內皆享有品質保證

• DELAKTIG 系列沙發                       • EKEBOL 沙發

• EKENÄS 扶手椅及腳凳                  • EKTORP 系列沙發

• FÄRLÖV 系列沙發                          • GRÖNADAL 搖椅

• GRÖNLID 系列沙發、沙發床      • KARLSTAD 沙發

• KIVIK 系列沙發                               • KLIPPAN  沙發

• KNISLINGE 系列沙發                    • KUNGSHAMN 系列沙發

• LANDSKRONA 系列沙發             • LIDHULT 系列沙發、沙發床

• NOCKEBY 系列沙發                      • NORSBORG 系列沙發

• POÄNG 扶手椅及腳凳                   • SKOGABY 系列沙發

• STOCKHOLM 系列沙發                 • STOCKSUND 系列沙發 

• STRANDMON 扶手椅及腳凳          • SÖDERHAMN 系列沙發

• VALLENTUNA 系列沙發                   • VEDBO 扶手椅

• VIMLE 系列沙發、沙發床

本品質保證不涵蓋的範圍：
• 固定式真皮椅套、合成皮革椅套			• 固定式布料椅套

• 單獨販售的可拆式布料椅套				• 單獨販售的靠枕

• 單獨販售的腳凳：POÄNG椅墊，POÄNG椅套及POÄNG兒童扶手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