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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框及固定上牆資訊，請見第19頁

門板及抽屜面板，請見第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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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Å給你風格與質感俱佳的儲物體驗
有琳琅滿目的款式與尺寸供你挑選
你可以直接選購現有收納組合，依家中格局做調整
或是從零開始，親手打造你的個人化收納方案
BESTÅ最擅長展示你的珍愛飾物或相片
也是你擺放電視的最佳戰略位置
從玩具到遙控器等雜物，它也都能大度收納
就算家族有新成員加入
或是旅行戰利品愈來愈豐富，也別擔心
儘管依照你的需求，擴增或調整組合
它能跟著你家一起長大

量身打造個人收納組合，含門鈕、把手、頂板或櫃腳，請見第34頁

收納盒及隔板，請見第43頁

照明燈具，請見第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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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Å 電視收納組合
寬240×深42×高166公分
白色/LAPPVIKEN 白色/ 
SINDVIK 透明玻璃  
按壓式抽屜軌道 793.026.22
緩衝式抽屜軌道 993.026.16

$12,800

BESTÅ系統電視收納組合
細心收納你的電視和所有物品
從遊戲設備 到3C用品、
桌遊及玩具
通通都能收納
利用BESTÅ收納組合
充分運用牆面空間
幫你解決地板空間不足的困擾

BESTÅ系列有眾多現代風格、高品質的收納組合
讓你依自己的喜好、空間和其他需求調整搭配
BESTÅ 給電視一個美麗的家
玩具、遊戲用品、相簿等所有物品都能收納
還能展示你心愛的收藏品

打造BESTÅ系統收納組合
從一個簡單的收納組合開始
在有限空間提供足夠的儲物空間
不論是搬家或家族有新成員加入

都能依照你的需求，擴增或調整組合

先在琳琅滿目的門板款式中
挑選喜歡的顏色和風格
再搭配門鈕、把手、頂板或櫃腳
即可打造個人化收納方案  

BESTÅ收納組合無論放在哪裡都很適合
不妨家裡不同地方擺放BESTÅ
創造漂亮又一致的家具風格 

BESTÅ 系統收納櫃/電視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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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Å 玻璃門櫃組合
寬120×深42×高240公分
白色/HANVIKEN 白色/ 
STUBBARP 櫃腳  
按壓式抽屜軌道 293.017.95
緩衝式抽屜軌道 693.019.01

$14,600

BESTÅ 附門收納組合
寬180×深42×高74公分
黑棕色/STOCKVIKEN 碳黑色/ 
STUBBARP 櫃腳 693.025.71

$10,600

餐廳旁擺放BESTÅ收納組合
方便儲物和展示
寬敞抽屜收納餐巾紙、
餐墊等餐桌用品
玻璃門後展示精美餐具
搭配照明燈具
還能營造舒適氣氛

BESTÅ邊櫃組合
不只能將物品藏在門後
上面還能展示漂亮的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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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凌亂 專心享受視聽娛樂
BESTÅ讓你的視聽娛樂更豐富、更輕鬆
把電視放在中間，收納所有視聽設備
有了BESTÅ，你就能輕而易舉
讓所有物品各安其位，空間從此井井有條
亂糟糟掰掰！哈囉！門板關上就是乾凈整潔的家！

系統電視收納組合

BESTÅ 電視收納組合/玻璃門板 
寬240×深42×高231公分  
黑棕色/LAPPVIKEN 黑棕色/ 
SINDVIK 透明玻璃  
按壓式抽屜軌道 491.867.42  
緩衝式抽屜軌道 291.871.15 

$2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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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抽屜時，自動啟動LED櫃燈
照亮櫃內空間，輕鬆找到所需物品

調整層板位置，滿足不同的儲物需求
玩具放在孩子溝得到的高度，方便他們拿取和收拾

電視櫃後的整理孔，讓線路從你眼前消失，又能輕易收拾
即使櫃體安裝上牆，櫃頂上的電線孔，讓電線輕鬆向下連接

玻璃門板可保護視聽設備，避免染塵
即使隔著玻璃，也能使用遙控器

安裝櫃燈讓找物品更輕鬆
還能營造舒適氣氛
柔和來自電視與房間內更暗的燈光 

BESTÅ抽屜空間大，收納玩偶也沒問題
如裝設把手、門鈕，或利用按壓開關裝置，風格各有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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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電視櫃

BESTÅ 系統電視櫃
附門板及抽屜，寬180×深42×高39公分 
白色/NOTVIKEN 灰綠色

按壓式抽屜軌道  092.986.71 $6,100
緩衝式抽屜軌道  492.986.74 $6,100

系統電視收納組合  

BESTÅ 系統電視櫃
附玻璃門板及抽屜，寬180×深42×高48公分
白色/SELSVIKEN 高亮面 白色/GLASSVIK 
霧面玻璃/NANNARP 櫃腳
按壓式抽屜軌道 991.850.90 $7,500
緩衝式抽屜軌道 291.851.21 $7,500

不只電視聰明！
BESTÅ系統電視櫃結合漂亮設計與實用功能 
更多儲物空間，還讓電線有條不紊，空間保持乾淨

BESTÅ 系統電視櫃
附門板，寬180×深42×高38公分
白色/VASSVIKEN 白色
 492.991.88 $6,500

BESTÅ 系統電視櫃
附門板，寬120×深42×高74公分
黑棕色/KALLVIKEN 深灰色/STUBBARP 櫃腳

492.766.48 $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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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電視櫃

BESTÅ 系統電視櫃 
附抽屜，寬180×深42×高74公分 
黑棕色/HANVIKEN 黑棕色/ 
SINDVIK 透明玻璃/STUBBARP 櫃腳

按壓式抽屜軌道 192.820.33 $9,300
緩衝式抽屜軌道 292.820.37 $9,300

BESTÅ 系統電視櫃
附門板及抽屜，寬280×深42×高74公分
白色/NOTVIKEN 藍色/STUBBARP 櫃腳

按壓式抽屜軌道 192.975.53 $12,000
緩衝式抽屜軌道 892.975.40 $12,000

系統電視收納組合 

BESTÅ 系統電視櫃
附抽屜，寬120×深40×高48公分
白色/LAPPVIKEN 白色/STUBBARP 櫃腳

按壓式抽屜軌道 491.846.15 $4,800
緩衝式抽屜軌道 591.848.94 $4,800

BESTÅ 系統電視櫃
寬120×深40×高48公分 黑棕色 
 392.194.08 $3,000

我們有一系列精心設計的BESTÅ系統收納組合
供你在店裡或IKEA.com.tw網上悠遊瀏覽、盡情選購
但若你找不到屬意的款式，或是想要打造專屬收納組合
歡迎使用我們的BESTÅ規劃設計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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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電視收納組合

BESTÅ 系統電視收納組合
附玻璃門板，寬240×深42×高166公分
白色/NOTVIKEN 灰綠色/LAPPVIKEN 白色/
SINDVIK 透明玻璃
按壓式抽屜軌道 193.026.44 $13,800
緩衝式抽屜軌道 793.026.41 $13,800

BESTÅ 系統電視收納組合
附玻璃門板，寬300×深42×高231公分
黑棕色/LAPPVIKEN 淺灰色/SINDVIK 透
明玻璃
按壓式抽屜軌道 292.032.76 $26,800
緩衝式抽屜軌道 692.032.79 $26,800

BESTÅ 系統電視收納組合
附玻璃門板，寬240×深42×高231公分
白色/SELSVIKEN 白色/GLASSVIK 透明玻璃
按壓式抽屜軌道 991.867.49 $23,300
緩衝式抽屜軌道 291.871.20 $23,300

系統電視收納組合

BESTÅ系統電視收納組合給電視一個家
滿足五花八門的儲物需求，讓所有活動流暢順利 
在多功能的收納組合內
空間井然有序，展示心愛收藏！

BESTÅ 系統電視收納組合
附玻璃門板，寬300×深20/42×高211公分
白色/LAPPVIKEN 淺灰色/ 
SINDVIK 透明玻璃

按壓式抽屜軌道 992.021.60 $18,100
緩衝式抽屜軌道 392.021.63 $1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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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電視收納組合

BESTÅ 系統電視收納組合
附玻璃門板，寬240×深42×高129公分
白色/LAPPVIKEN 白色/SINDVIK 透明玻璃
按壓式抽屜軌道 191.853.10 $9,600
緩衝式抽屜軌道 691.853.41 $9,600

BESTÅ 系統電視收納組合
寬240×深42×高230公分
白色/HANVIKEN 白色/STUBBARP 櫃腳
按壓式抽屜軌道 093.029.46 $19,000
緩衝式抽屜軌道 793.029.43 $19,000

BESTÅ 系統電視收納組合
附玻璃門板，寬300×深42×高193公分
黑棕色/HANVIKEN 黑棕色/
SINDVIK 透明玻璃
按壓式抽屜軌道 392.993.82 $17,300
緩衝式抽屜軌道 992.993.79 $17,300

系統電視收納組合

BESTÅ 系統電視收納組合
附玻璃門板，寬180×深42×高192公分 
黑棕色/LAPPVIKEN 黑棕色/
SINDVIK 透明玻璃

按壓式抽屜軌道 591.866.09 $13,500
緩衝式抽屜軌道 891.867.16 $13,500

我們有一系列精心設計的BESTÅ系統收納組合
供你在店裡或IKEA.com.tw網上悠遊瀏覽、盡情選購
但若你找不到屬意的款式，或是想要打造專屬收納組合
歡迎使用我們的BESTÅ規劃設計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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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儲物、展現自己 
所有物品放入寬敞的抽屜或收納櫃
隱藏雜亂，玻璃門後或收納櫃上方展示珍藏
結合儲物和展示功能
方便實用，盡展個人特色

系統收納組合

BESTÅ 系統收納組合
附門板，寬180×深42×高64公分
白色/RIKSVIKEN 淺古銅色
893.017.35

$10,200

層板可以依需求自由調整 

櫃上擺設美麗小物
營造溫暖及個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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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開燈，破壞和諧氛圍
只要拉開抽屜，LED燈照亮內部空間
輕鬆找到所需物品

隱藏式櫃燈，讓精美餐具閃閃發亮
散發柔和光線
安裝照明的玻璃門櫃，搭配玻璃層板
讓底部清晰可見

BESTÅ 系統收納組合/玻璃門板
寬60×深42×高193公分
染白橡木紋/LAPPVIKEN 染白橡
木紋/SINDVIK 透明玻璃
按壓式抽屜軌道 093.008.67
緩衝式抽屜軌道 393.008.61

$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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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收納組合

系統收納組合

BESTÅ 系統收納組合 
附玻璃門板及抽屜，寬120×深42×高240公分
染白橡木紋/LAPPVIKEN 染白橡木紋/SINDVIK 
透明玻璃/STUBBARP 櫃腳
按壓式抽屜軌道 993.017.92 $13,600
緩衝式抽屜軌道 393.018.94 $13,600

BESTÅ 系統收納組合
附門板，寬120×深42×高193公分
白色/VASSVIKEN 白色

792.666.57 $15,000

BESTÅ 系統收納組合
附門板，寬120×深42×高202公分
白色/KALLVIKEN 深灰色/STUBBARP 櫃腳

893.050.69 $11,100

BESTÅ 系統收納組合
附玻璃門板，寬60×深22×高202公分 
黑棕色/SINDVIK 透明玻璃

993.019.28 $7,350

BESTÅ讓你結合理想的功能及風格
你可以選擇高櫃、矮櫃或壁櫃
打造獨立式收納組合，或擺設心愛物品
賦予個人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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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收納組合

BESTÅ 系統收納組合 
附門板及抽屜，寬120×深402×高74公分
染白橡木紋/LAPPVIKEN 淺灰色/
STUBBARP 櫃腳

按壓式抽屜軌道 592.049.05 $6,200
緩衝式抽屜軌道 992.049.08 $6,200

系統收納組合

BESTÅ 系統收納組合 
附門板，寬120×深42×高74公分
黑棕色/STOCKVIKEN 碳黑色/STALLARP 
櫃腳

293.027.28 $7,200

BESTÅ 系統收納組合
附門板及抽屜，寬180×深42×高74公分
白色/LAPPVIKEN 白色/SINDVIK 透明玻璃/
STUBBARP 櫃腳
按壓式抽屜軌道 893.026.88 $8,900
緩衝式抽屜軌道 693.026.89 $8,900

BESTÅ 系統收納組合
附門板，寬180×深42×高74公分
黑棕色/RIKSVIKEN 淺古銅色/STUBBARP 
櫃腳

093.025.74 $10,600

我們有一系列精心設計的BESTÅ系統收納組合
供你在店裡或IKEA.com.tw網上悠遊瀏覽、盡情選購
但若你找不到屬意的款式，或是想要打造專屬收納組合
歡迎使用我們的BESTÅ規劃設計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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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BESTÅ系統收納組合

BESTÅ系統收納組合靈活多變
滿足你的品味、空間和儲物需求
所有物品通通收納
挑選我們精選的現有收納組合
或利用BESTÅ規劃設計軟體量身打造
就從這四個簡單的步驟開始吧！

1

掃描 QR code，造訪www.IKEA.com.tw
連結到BESTÅ規劃設計軟體 

2
3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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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BESTÅ系統收納組合 

櫃框固定上牆，請見第18頁

門板、抽屜面板和鉸鏈，請見第26頁 把手、門鈕、櫃腳或頂板，請見第34頁

抽屜框和抽屜軌道，請見第25頁

挑選電視櫃框和其他櫃框。 

挑選喜歡的門板和抽屜面板。

選擇適合的內部配件。

打造個人收納組合。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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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精選多款BESTÅ電視櫃框和其他櫃框，
有些適合落地，有些能讓你選擇放在地上或固定上牆
電視櫃框皆有電線孔，讓電線保持井然有序
如果想要增加額外的儲物空間，可以在原本的BESTÅ系統收納組合之外
搭配櫃框來打造你理想的尺寸及櫃型

注意事項！
如果想要放在地上，務必使用產品所附的固定配件，將櫃框上牆固定
不同的牆壁材質需使用不同類型的固定配件
請另行購買適合家中牆壁材質的固定配件

電視櫃框及其他櫃框

落地式電視櫃框  

BESTÅ 電視櫃框 寬120×深40×高64公分 
顧及安全，不宜將此櫃框懸掛上牆使用
落地使用需加裝4個櫃腳及1個支撐腳，每一面最高可承重50公斤

黑棕色 202.998.86 $2,600
白色 202.998.91 $2,600
染白橡木紋 802.998.93 $2,600
組合範例：

1

BESTÅ 電視櫃框 寬180×深40×高64公分
顧及安全，不宜將此櫃框懸掛上牆使用
落地使用需加裝4個櫃腳及1個支撐腳，每一面最高可承重50公斤

黑棕色 502.998.75 $3,500
白色 502.998.80 $3,500
染白橡木紋 102.998.82 $3,500
組合範例：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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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BESTÅ系統收納組合 – 電視櫃框及其他櫃框

BESTÅ 電視櫃框 寬180×深40×高38公分
附固定配件
落地使用需加裝4個櫃腳及1個支撐腳，每一面最高可承重50公斤
固定上牆的最高承重量依牆壁材質而不同

黑棕色 002.945.16 $2,000
白色 102.945.25 $2,000
染白橡木紋 802.948.57 $2,000
組合範例：

落地/上牆式電視櫃框   

電視櫃框固定上牆的方法
產品包裝附上牆用固定配件，依照組裝
說明將電視櫃框固定在牆上。
不同的牆壁材質需使用不同類型的固定
配件，請另行購買適合家中牆壁材質的
螺絲配件。
更多螺絲配件資訊，請洽詢服務人員。

BESTÅ 電視櫃框 寬120×深40×高38公分
附固定配件
落地使用需加裝4個櫃腳及1個支撐腳，每一面最高可承重50公斤
固定上牆的最高承重量依牆壁材質而不同

黑棕色 202.945.20 $2,600
白色 902.945.26 $2,600
染白橡木紋 602.948.58 $2,600
組合範例：

注意！產品包裝附固定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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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PLEVA電視掛牆架及整線器

電線收納

UPPLEVA電視掛牆架可固定和調整電視角度
方便整理及連接電線
內建電線收納空間，讓你輕鬆隱藏收納 

UPPLEVA整線器方便集中和隱藏電線
還能上色或貼上壁紙，搭配牆壁顏色
想要裁切需要的長度也沒問題

UPPLEVA 固定式電視掛牆架
適用37-55吋平面電視 
37–55吋 702.267.98 $995

UPPLEVA 旋轉式電視架
適用37-55吋平面電視  
37-55吋 403.306.02 $2,495

UPPLEVA 整線器 
白色，75公分 602.273.69 $300

規劃BESTÅ系統收納組合 – 電視櫃框及其他櫃框

BESTÅ能夠輕鬆解決有礙美觀的雜亂電線
電視櫃後的整理孔，讓線路從你眼前消失，又能輕易收拾

即使櫃體安裝上牆，櫃頂上的電線孔，讓電線輕鬆向下
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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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BESTÅ系統收納組合 – 電視櫃框及其他櫃框

美麗藏在細節裡
電線孔和整線器幫你隱藏收納惱人的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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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Å 櫃框 寬120×深40×高38公分
若選擇固定上牆，需使用2根BESTÅ壁面懸掛軌道
落地使用需加裝4個櫃腳和1個BESTÅ支撐腳
每一面最高可承重20公斤
固定上牆的最高承重量依牆壁材質而不同
黑棕色 902.459.51 $1,500
白色 302.458.45 $1,500
染白橡木紋 602.483.76 $1,500
組合範例：

落地/上牆式櫃框  

規劃BESTÅ系統收納組合 – 電視櫃框及其他櫃框

BESTÅ 櫃框 寬120×深40×高64公分 
若選擇固定上牆，需使用2根BESTÅ壁面懸掛軌道
落地使用需加裝4個櫃腳和1個BESTÅ支撐腳
每一面最高可承重20公斤
固定上牆的最高承重量依牆壁材質而不同
黑棕色 302.459.54 $2,000
白色 902.458.47 $2,000
染白橡木紋 402.483.77 $2,000
組合範例：

落地式櫃框  

BESTÅ 櫃框 寬60×深40×高192公分
顧及安全，不宜將此櫃框懸掛上牆使用
落地使用需加裝4個BESTÅ櫃腳，每一面最高可承重20公斤
黑棕色 702.459.47 $2,000
白色 802.458.43 $2,000
染白橡木紋 802.483.75 $2,000
組合範例：

BESTÅ 櫃框 寬60×深40×高128公分
顧及安全，不宜將此櫃框懸掛上牆使用
落地使用需加裝4個BESTÅ櫃腳，每一面最高可承重20公斤
黑棕色 102.459.45 $1,500
白色 202.458.41 $1,500
染白橡木紋 402.948.59 $1,500
組合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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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Å 櫃框 寬60×深40×高64公分
若選擇固定上牆，需使用1根BESTÅ壁面懸掛軌道
落地使用需加裝4個BESTÅ櫃腳，每一面最高可承重20公斤
固定上牆的最高承重量依牆壁材質而不同
黑棕色 402.459.63 $1,200
白色 102.458.51 $1,200
染白橡木紋 002.483.79 $1,200
組合範例：

BESTÅ 櫃框 寬60×深40×高38公分
若選擇固定上牆，需使用1根BESTÅ壁面懸掛軌道
落地使用需加裝4個BESTÅ櫃腳，每一面最高可承重20公斤
固定上牆的最高承重量依牆壁材質而不同
黑棕色 802.459.61 $800
白色 502.458.49 $800
染白橡木紋  202.483.78 $800
組合範例：

BESTÅ 櫃框 寬60×深20×高64公分
若選擇固定上牆，需使用1根BESTÅ壁面懸掛軌道
落地使用需加裝4個BESTÅ櫃腳，每一面最高可承重20公斤
固定上牆的最高承重量依牆壁材質而不同
黑棕色 002.459.60 $900
白色 402.459.20 $900
染白橡木紋 102.474.16 $900
組合範例：

BESTÅ 櫃框 寬60×深20×高38公分
若選擇固定上牆，需使用1根BESTÅ壁面懸掛軌道
落地使用需加裝4個BESTÅ櫃腳，每一面最高可承重20公斤
固定上牆的最高承重量依牆壁材質而不同
黑棕色 402.459.58 $700
白色 802.459.18 $700
染白橡木紋 002.474.12 $700
組合範例：

落地/上牆式櫃框  

規劃BESTÅ系統收納組合 – 電視櫃框及其他櫃框

安裝BESTÅ櫃框時，你會需要搭配壁面懸掛軌
道來固定上牆，不僅能加強固定，也同時讓安裝
工作更輕鬆、更安全，軌道有多個安裝孔供鎖入
螺絲，方便固定在壁柱上

附連接配件，容易將多個櫃框並排懸掛在相同
高度，將櫃框懸掛在壁面懸掛軌道上時，確保
櫃框頂部與天花板之間至少保持5公分的距離

BESTÅ 壁面懸掛軌道 長60公分 銀色 
寬60cm櫃框需搭配1根BESTÅ壁面懸掛軌道
寬120cm櫃框需搭配2根BESTÅ壁面懸掛軌道
壁面懸掛軌道不適用於BESTÅ電視櫃
確保櫃框頂部與天花板之間距離至少保留5公分
以便安裝壁面懸掛軌道
所有壁櫃/上牆組合皆內附BESTÅ壁面懸掛軌道

60公分 102.848.47 $200

櫃框固定上牆的方法

注意！壁面懸掛軌道不適用於BESTÅ電視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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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Å 層板 寬56×深16公分
尺寸適合深40公分BESTÅ櫃框，最高承重13公斤

玻璃 802.955.31 $150
白色 303.526.80 $150
黑棕色 503.526.79 $150
染白橡木紋 103.526.81 $150

規劃實用的內部空間，考慮需要收納的物品
搭配層板、抽屜和抽屜軌道，打造夢想BESTÅ系統收納組合 
從紀念品到玩具等雜物都能收納

內部配件

層板
你可以自由選搭2種深度，3種顏色，讓層板、櫃框得以協調搭配
玻璃層板也等候差遣，所有層板高度可以依需求自由調整

2

BESTÅ 層板 寬56×深36公分
尺寸適合深40公分BESTÅ櫃框和電視櫃框，最高承重20公
斤

玻璃 402.955.33 $200
白色 703.526.83 $200
黑棕色 903.526.82 $200
染白橡木色 503.526.84 $200

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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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BESTÅ系統收納組合 – 內部配件

抽屜軌道

抽屜框

緩衝式抽屜軌道
可和緩、安靜地關上抽屜
亦可搭配門鈕或把手

2件裝 203.487.16 $200

按壓式抽屜軌道 
內建按壓式開關，不需加裝把手或門鈕。輕
壓一下，即可打開抽屜

2件裝 803.487.18 $200

BESTÅ抽屜有2種高度，內部顏色與外觀和諧一致
還可選擇按壓式或緩衝式抽屜軌道，不管哪種，你愛就好！

BESTÅ 抽屜框 寬60×深40×高25公分=
可搭配BESTÅ抽屜軌道及BESTÅ抽屜面板
(寬60×高38cm)，最高可承重10公斤

白色 303.513.60 $600
黑棕色 503.513.59 $600
染白橡木紋 103.513.61 $600

BESTÅ 抽屜框 寬60×深40×高25公分
可搭配BESTÅ抽屜軌道及BESTÅ抽屜面板
(寬60×高26cm)，最高可承重10公斤 
白色 903.513.57 $400
黑棕色 103.513.56 $400
染白橡木紋 703.513.58 $400

門鈕或把手較合你心意?
這樣的話，我們推薦你使用緩衝式抽屜軌道
它與門鈕/把手最是絕配
而且能讓抽屜輕柔和緩關上，且悄然無聲

不喜歡使用門鈕或把手?
那我們為你推薦按壓式抽屜軌道
輕輕一按，抽屜就能輕鬆滑開！

注意事項
按壓式抽屜軌道  需在櫃框和抽屜面板之間保
持適當空間，方便按壓打開抽屜；小縫隙是
操作此功能的必要設計，並非產品誤差。

額外資訊
如果選擇緩衝式抽屜軌道，建議加裝門鈕
或把手，方便打開抽屜及櫃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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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資訊
如果選擇緩衝式抽屜軌道，建議加裝門鈕或把手，方便打開抽屜及
櫃門。

打造個人特色！
不論你喜歡的是時髦高亮面、低調霧面或溫暖木質
色彩繽紛或是內斂沉穩，我們應有盡有
所有門板及抽屜皆可搭配門鈕及把手

門板及抽屜面板

安裝資訊

BESTÅ 緩衝式/按壓式鉸鏈
可選擇使用緩衝或按壓功能
搭配按壓式開關，不需加裝門鈕或把手，輕壓一下
即可打開櫃門，含緩衝功能，可使櫃門和緩、安靜的關上
抽屜框和抽屜軌道資訊，請見第頁

2件裝 602.612.59 $300

門板/抽屜面板：
可當作門板或抽屜面板使用
需搭配BESTÅ鉸鏈或寬60×深40×高25公分
BESTÅ抽屜框及BESTÅ抽屜軌道(需另購)

抽屜面板：
需搭配寬60×深40×高15公分BESTÅ抽屜框及抽
屜軌道(需另購)

門板：
需搭配BESTÅ鉸鏈(需另購)

31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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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BESTÅ系統收納組合 – 門板及抽屜面板

LAPPVIKEN 白色
材質：密集板、紙製箔皮
白色表面
光滑、簡約的設計，賦予收納組合
明亮、現代的外觀
提供好品質、好價格

抽屜面板 寬60×高26公分 902.916.79 $300
門板/抽屜面板 寬60×高38公分 702.916.75 $400
門板 寬60×高64公分 302.916.77 $600

LAPPVIKEN 淺灰色
材質：密集板、紙製箔皮
淺灰色表面
光滑、簡約的設計，賦予收納組合
明亮、現代的外觀
提供好品質、好價格

抽屜面板 寬60×高26公分 303.640.70 $300
門板/抽屜面板 寬60×高38公分 703.640.68 $400
門板 寬60×高64公分 203.640.61 $600

LAPPVIKEN 黑棕色
材質：密集板、紙製箔皮
黑棕色表面
光滑、簡約的設計，具有木頭外觀
賦予收納組合自然、現代質感
提供好品質、好價格

抽屜面板 寬60×高26公分 202.916.73 $300
門板/抽屜面板 寬60×高38公分 202.916.68 $400
門板 寬60×高64公分 602.916.71 $600

LAPPVIKEN 染白橡木紋
材質：密集板、紙製箔皮
白色橡木紋表面
光滑、簡約的設計，具有橡木外觀
賦予收納組合自然、現代質感
提供好品質、好價格

抽屜面板 寬60×高26公分 902.954.65 $300
門板/抽屜面板 寬60×高38公分 702.954.66 $400
門板 寬60×高64公分 202.954.64 $600

門板及抽屜面板

可搭配SINDVIK玻璃門板 
請見第32頁

可搭配SINDVIK玻璃門板 
請見第32頁

可搭配SINDVIK玻璃門板 
請見第32頁

可搭配SINDVIK玻璃門板 
請見第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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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BESTÅ系統收納組合 – 門板及抽屜面板

玻璃門板及特色門板

HANVIKEN 白色
材質：纖維板、紙製箔皮
白色邊框表面
增添溫暖、自然質感
和傳統風格

抽屜面板 寬60×高26公分 202.918.52 $400
門板/抽屜面板 寬60×高38公分 802.918.49 $600
門板 寬60×高64公分 202.918.47 $900

HANVIKEN 黑棕色
材質：纖維板、紙製箔皮
黑棕色邊框表面，
具有細緻的木紋圖案
增添溫暖、自然質感和傳統風格

抽屜面板 寬60×高26公分 402.947.98 $400
門板/抽屜面板 寬60×高38公分 802.947.96 $600
門板 寬60×高64公分 302.947.94 $900

NOTVIKEN 灰綠色
材質：密集板、塑膠箔皮
灰綠色表面，亞麻壓紋
賦予獨特觸感及立體視覺效果
增添豐富色彩、現代風格
可搭配BODARP灰綠色廚房門板 

抽屜面板 寬60×高26公分 804.443.81 $400
門板/抽屜面板 寬60×高38公分 204.443.79 $600
門板 寬60×高64公分 604.443.77 $900

NOTVIKEN 藍色
材質：密集板、塑膠箔皮
藍色表面，亞麻壓紋
賦予獨特觸感及立體視覺效果
增添豐富色彩、現代風格
可搭配HAMNÅS、HOKKSUND黑藍色櫃門

抽屜面板 寬60×高26公分 604.443.63 $400
門板/抽屜面板 寬60×高38公分 004.443.61 $600
門板 寬60×高64公分 404.443.59 $900

可搭配SINDVIK玻璃門板 
請見第32頁

可搭配SINDVIK玻璃門板 
請見第32頁

可搭配SINDVIK玻璃門板 
請見第32頁

可搭配SINDVIK玻璃門板 
請見第32頁

新品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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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BESTÅ系統收納組合 – 門板及抽屜面板

玻璃門板及特色門板

SELSVIKEN 高亮面 白色
材質：密集板、箔皮
高亮面白色表面
光滑、簡約的設計
經久耐用，容易清潔
增添現代、清新風格

抽屜面板 寬60×高26公分 402.916.34 $500
門板/抽屜面板 寬60×高38公分 002.916.31 $800
門板 寬60×高64公分 602.916.33 $1,200

SELSVIKEN 具圖案/高亮面 棕色
材質：密集板、箔皮
高亮面棕色表面
具有圖案，光滑、簡約的設計
經久耐用，容易清潔
增添特色和現代風格

抽屜面板 寬60×高26公分 802.963.52 $500
門板/抽屜面板 寬60×高38公分 402.963.49 $800
門板 寬60×高64公分 502.963.44 $1,200

SELSVIKEN 高亮面 黑色
材質：密集板、箔皮
高亮面黑色表面
光滑、簡約的設計
經久耐用，容易清潔
增添典雅時尚的外觀

抽屜面板 寬60×高26公分 602.916.28 $500
門板/抽屜面板 寬60×高38公分 202.916.25 $800
門板 寬60×高64公分 802.916.27 $1,200

可搭配GLASSVIK玻璃門板 
請見第33頁

可搭配GLASSVIK玻璃門板 
請見第33頁

可搭配GLASSVIK玻璃門板 
請見第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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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SSVIKEN 白色/六邊形圖案
材質：纖維板

白色外觀
表面有溝槽
創造六角形圖案效果
增添工藝、現代風格

抽屜面板 寬60×高26公分 604.142.62 $500
門板/抽屜面板 寬60×高38公分 004.142.60 $800
門板 寬60×高64公分 404.142.58 $1,200

KALLVIKEN 深灰色/仿混凝土
材質：密集板、
高壓美耐皿層壓板
深灰色混凝土表面
具有細緻紋理
增添時尚的工業外觀

抽屜面板 寬60×高26公分 104.259.89 $500
門板/抽屜面板 寬60×高38公分 504.259.92 $800
門板 寬60×高64公分 903.645.24 $1,200

門板及抽屜面板

TIMMERVIKEN 黑色/木紋
材質：密集板
黑色的浮凸表面
增添自然、質樸風格
經典設計
獨特的木紋圖案

抽屜面板 寬60×高26公分 004.443.99 $400
門板/抽屜面板 寬60×高38公分 404.443.97 $600
門板 寬60×高64公分 804.443.95 $900

可搭配SINDVIK玻璃門板 
請見第32頁 

可搭配SINDVIK玻璃門板 
請見第32頁 

可搭配GLASSVIK玻璃門板 
請見第33頁

規劃BESTÅ系統收納組合 – 門板及抽屜面板

可搭配GLASSVIK玻璃門板 
請見第33頁

SELSVIKEN 高亮面 深紅棕色
材質：密集板、箔皮
高亮面深紅棕色表面 
光滑、簡約的設計
經久耐用，容易清潔
增添活力和現代風格

抽屜面板 寬60×高26公分 104.443.89 $500
門板/抽屜面板 寬60×高38公分 504.443.87 $800
門板 寬60×高64公分 904.443.85 $1200

將於2020年2月上市 將於2020年2月上市新品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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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門板

混搭對比、圖案或顏色變化，展現個人特色
只有1種尺寸，專為BESTÅ設計

RIKSVIKEN 淺古銅色
材質：密集板、塑膠箔皮
淺古銅色表面，金屬飾面
增添特色和個人風格

寬60×高64公分 404.443.83 $1,500

STOCKVIKEN 碳黑色 
材質：纖維板、塑膠箔皮
裝飾橫木設計，營造富有表現力的外觀和手工質感
箔皮以回收PET塑膠瓶製成

寬60×高64公分 304.443.93 $1,500

LAXVIKEN 白色
材質：密集板、塑膠箔皮
白色外觀，波紋表面呈現獨特的光影效果
增添活力和現代風格 

寬60×高64公分 702.916.99 $1,200

規劃BESTÅ系統收納組合 – 門板及抽屜面板

可搭配GLASSVIK玻璃門板 
請見第33頁

可搭配GLASSVIK玻璃門板 
請見第33頁

可搭配GLASSVIK玻璃門板 
請見第33頁

新品

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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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DVIK 染白橡木紋/透明玻璃
材質：纖維板、紙製箔皮、強化玻璃
結合染白橡木紋門板和透明玻璃，適合搭配BESTÅ染白橡木紋櫃框
俐落線條，簡約設計，突顯精美物品之美
可搭配傳統和現代風格的門板
玻璃門板/抽屜面板 寬60×高38公分 302.963.16 $600
玻璃門板 寬60×高64公分 902.963.18 $900

規劃BESTÅ系統收納組合 – 門板及抽屜面板

玻璃門板

SINDVIK 淺灰色/透明玻璃
材質：纖維板、紙製箔皮、強化玻璃
結合淺灰色門板和透明玻璃，適合搭配LAPPVIKEN淺灰色櫃框
俐落線條，簡約設計，突顯精美物品之美
可搭配傳統和現代風格的門板 
玻璃門板/抽屜面板 寬60×高38公分 303.639.90 $600
玻璃門板 寬60×高64公分 903.639.92 $900

SINDVIK 白色/透明玻璃
材質：纖維板、紙製箔皮、強化玻璃
結合白色門板和透明玻璃，適合搭配BESTÅ白色櫃框
俐落線條，簡約設計，突顯精美物品之美
可搭配傳統和現代風格的門板 
玻璃門板/抽屜面板 寬60×高38公分 502.918.55 $600
玻璃門板 寬60×高64公分 702.918.59 $900

SINDVIK 黑棕色/透明玻璃
材質：纖維板、紙製箔皮、強化玻璃
結合黑棕色門板和透明玻璃，適合搭配BESTÅ黑棕色櫃框
俐落線條，簡約設計，突顯精美物品之美
可搭配傳統和現代風格的門板
玻璃門板/抽屜面板 寬60×高38公分 202.963.12 $600
玻璃門板 寬60×高64公分 802.963.14 $900

額外資訊
請小心使用！邊緣破損或表面刮傷會導致玻璃突然破
裂，應避免碰撞玻璃側面而造成破裂。

安裝資訊

門板：
需搭配BESTÅ鉸鏈

門板：
需搭配BESTÅ鉸鏈

BESTÅ 緩衝式/按壓式鉸鏈
具內建緩衝功能，可使櫃門和緩、安靜地關上。
可搭配按壓式開關打開門板，或選擇加裝門鈕
把手(皆需另購)

2件裝 602.612.59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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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BESTÅ系統收納組合 – 門板及抽屜面板

玻璃門板

GLASSVIK 白色/霧面玻璃
材質：鋁、強化玻璃
白色霧面玻璃表面，適合搭配IKEA高亮面、特色門板
打造簡潔線條和現代風格，隱藏物品，營造整潔外觀
即使關上櫃門，也能使用遙控器
附把手
玻璃門板/抽屜面板 寬60×高38公分 502.916.57 $800
玻璃門板 寬60×高64公分 102.916.64 $1,200

GLASSVIK 紅棕色/透明玻璃
材質：鋁、強化玻璃
深紅棕色門板搭配透明玻璃
適合搭配SELSVIKEN深紅棕色高亮面門板
打造簡潔線條和現代風格，展示精美物品
附把手
玻璃門板/抽屜面板 寬60×高38公分 504.443.49 $800
玻璃門板 寬60×高64公分 104.443.51 $1,200

GLASSVIK 黑色/煙燻色玻璃
材質：鋁、強化玻璃
黑色門板搭配煙燻色玻璃，適合搭配IKEA高亮面、特色門板
打造簡潔線條和現代風格，展示精美物品
附把手 
玻璃門板/抽屜面板 寬60×高38公分 402.916.53 $800
玻璃門板 寬60×高64公分 702.916.61 $1,200

GLASSVIK 白色/透明玻璃
材質：鋁、強化玻璃
白色門板搭配透明玻璃，適合搭配IKEA高亮面、特色門板
打造簡潔線條和現代風格，展示精美物品
附把手
玻璃門板/抽屜面板 寬60×高38公分 902.916.55 $800
玻璃門板 寬60×高64公分 302.916.63 $1,200

GLASSVIK 黑色/透明玻璃
材質：鋁、強化玻璃
黑色門板搭配透明玻璃，適合搭配IKEA高亮面、特色門板
打造簡潔線條和現代風格，展示精美物品
附把手
玻璃門板/抽屜面板 寬60×高38公分 802.916.51 $800
玻璃門板 寬60×高64公分 102.916.59 $1,200

新品 將於2020年2月上市



34

門鈕和把手就像蛋糕上的糖霜
為BESTÅ增添個人色彩
打造截然不同的風格
任意混搭，玩出你最喜歡的風貌
 
額外資訊
選擇加裝把手或門鈕
建議安裝緩衝式抽屜軌道
方便打開抽屜及櫃門

量身打造個人收納組合

LAPPVIKEN 門板 淺灰色/BAGGANÄS 把手 
黑色，長143公厘

HANVIKEN 門板 黑棕色/ENERYDA 把手，
直徑27公厘

SELSVIKEN 門板 高亮面 白色/ÖSTERNÄS 把手 鞣革，長65公厘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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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BESTÅ系統收納組合 – 門鈕及把手

門鈕及把手

BAGGANÄS 門鈕，黑色 BAGGANÄS 門鈕，黃銅色 BAGGANÄS 門鈕，不鏽鋼
直徑13公厘 403.384.29 $150/2件裝 直徑13公厘 103.384.35 $150/2件裝 直徑13公厘 803.384.32 $150/2件裝
直徑20公厘 203.384.30 $150/2件裝 直徑20公厘 903.384.36 $150/2件裝 直徑20公厘 603.384.33 $150/2件裝
直徑21公厘 003.384.31 $150/2件裝 直徑21公厘 703.384.37 $150/2件裝 直徑21公厘 403.384.34 $150/2件裝

  

BAGGANÄS 把手 ，黑色 BAGGANÄS 把手，黃銅色 BAGGANÄS 把手，不鏽鋼
長143公厘 703.384.23 $200/2件裝 長143公厘 803.384.27 $200/2件裝 長143公厘 203.384.25 $200/2件裝
長335公厘 503.384.24 $400/2件裝 長335公厘 603.384.28 $400/2件裝 長335公厘 003.384.26 $400/2件裝

   

HACKÅS 把手，白色
長100公厘 804.086.89 $300/2件裝
長300公厘 604.086.90 $400/2件裝

HACKÅS 把手，白色
直徑15公厘 404.086.91 $150/2件裝

BERGHALLA 把手，灰色
長235公厘 303.228.86 $350/2件裝
長56公厘 503.228.85 $200/2件裝

白色
長235公厘 803.228.84 $350/2件裝
長56公厘 003.228.83 $200/2件裝

GUBBARP 把手，白色
長116公厘 603.364.34 $30/2件裝

GUBBARP 門鈕，白色

直徑21公厘 303.364.35 $30/2件裝

BILLSBRO 把手，白色
長40公厘 403.343.13 $100/2件裝
長120公厘 703.343.02 $150/2件裝
長320公厘 803.343.11 $250/2件裝
長520公厘 703.343.16 $350/2件裝
長720公厘 303.343.18 $400/2件裝
長2220公厘 403.343.08 $500/1件裝

不鏽鋼色
長40公厘 303.236.16 $100/2件裝
長120公厘 903.236.18 $150/2件裝
長320公厘 703.236.19 $250/2件裝
長520公厘 503.236.20 $350/2件裝
長720公厘 303.236.21 $400/2件裝
長2220公厘 903.236.23 $500/1件裝

   

HACKÅS 把手，碳黑色
長100公厘 903.424.81 $300/2件裝
長300公厘 703.424.82 $400/2件裝

HACKÅS 把手，碳黑色
直徑15公厘 503.424.83 $150/2件裝

KALLRÖR  把手，不鏽鋼
長213公厘 003.570.28 $250
長405公厘 603.570.30 $350
長597公厘 803.570.29 $400

BJÄRRED 把手，不鏽鋼/黑色皮革 KLACKBERG 門鈕，銀色
長175公厘 903.489.30 $450/2件裝 Ø35公厘 503.731.77 $200/2件裝

ORRNÄS 把手，不鏽鋼色
長170公厘 502.361.52 $250/2件裝
長234公厘 602.254.12 $300/2件裝
長300公厘 002.254.10 $350/2件裝

ORRNÄS 門鈕，不鏽鋼色
直徑17公厘 102.361.54 $150/2件裝



36

   

MOSSARYD 垂墜式把手，黑色
長49公厘 003.703.55 $200/2件裝

不鏽鋼色
長49公厘 303.703.54 $200/2件裝

   

EDVALLA 垂墜式把手，黑色
長39公厘 403.478.91 $200/2件裝

黃銅色
長49公厘 803.478.89 $200/2件裝

 

SKÄRHAMN 把手，黑色/鍍鉻 SKÄRHAMN 門鈕，黑色/鍍鉻 SKÄRHAMN 垂墜式把手，黑色/鍍鉻
長148公厘 903.487.89 $250/2件裝 直徑22公厘 503.487.91 $150/2件裝 長65公厘 903.694.37 $250/2件裝

直徑30公厘 103.710.57 $150/2件裝

 

ENERYDA 杯形把手，黑色 ENERYDA 杯形把手，黃銅色 ENERYDA 杯形把手，鍍鉻
長89公厘 103.475.24 $200/2件裝 長89公厘 603.475.26 $200/2件裝 長89公厘 203.475.28 $200/2件裝

ENERYDA 把手，黑色 ENERYDA 把手，黃銅色 ENERYDA 把手，鍍鉻

長112公厘 303.475.23 $200/2件裝 長112公厘 803.475.25 $200/2件裝 長112公厘 403.475.27 $200/2件裝

  

ENERYDA 門鈕，黑色 ENERYDA 門鈕，黃銅色 ENERYDA 門鈕，鍍鉻

直徑20公厘 003.475.29 $150/2件裝 直徑20公厘 403.475.32 $150/2件裝 直徑20公厘 303.475.37 $150/2件裝
直徑27公厘 803.475.30 $150/2件裝 直徑27公厘 203.475.33 $150/2件裝 直徑27公厘 703.475.35 $150/2件裝
直徑35公厘 603.475.31 $150/2件裝 直徑35公厘 003.475.34 $150/2件裝 直徑35公厘 503.475.36 $150/2件裝

ÖSTERNÄS 把手，鞣革
長153公厘 303.489.28 $450/2件裝
長65公厘 303.489.33  $350/2件裝

BORGHAMN 把手，鋼
長40公厘 403.160.50 $200/2件裝
長170公厘 603.160.49 $350/2件裝
長426公厘 203.189.79 $500/2件裝

    

HISHULT 把手，瓷/白色
長140公厘 402.700.66 $250/2件裝
 
HISHULT 門鈕，瓷/白色
直徑23公厘 002.731.42 $100/2件裝
直徑30公厘 202.700.67 $150/2件裝

   

MÖLLARP 把手，黑色
長106公厘 002.700.68 $150/2件裝

MÖLLARP 門鈕，黑色
直徑14公厘 902.730.91 $75/2件裝

HEDRA 門鈕，碳黑色
直徑32公厘 201.765.45 $150/2件裝

規劃BESTÅ系統收納組合 – 門鈕及把手

門鈕及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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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BESTÅ系統收納組合 – 頂板

頂板

BESTÅ 頂板
120×40公分
黑色 101.965.39 $595
白色 901.965.40 $595

180×40公分
黑色 001.965.30 $895
白色 701.965.36 $895

60×40公分
黑色 002.707.23 $295
白色 502.707.25 $295

BESTÅ 頂板
仿混凝土/淺灰色
120×42公分 404.444.01 $1,000
180×42公分 004.444.03 $1,500

隨時安裝新頂板
輕鬆變換組合風格
不只賦予新樣貌
還能保護電視櫃及收納櫃上方

仿混凝土紋表面，保護電視櫃和收納櫃上方
還能變換不同風格

額外資訊
請小心使用！邊緣破損或表面刮傷會導致玻璃突然破裂，
應避免碰撞玻璃側面而造成破裂。

強化玻璃頂板，堅固又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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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ARP 櫃腳，高10公分，1件裝
寬120公分櫃框及電視櫃需加裝4個櫃腳
及1個BESTÅ支撐腳
寬180公分電視櫃需加裝4個櫃腳
及2個BESTÅ支撐腳

鍍鉻 203.907.67 $400

STUBBARP 櫃腳，高10公分，2件裝
寬60公分櫃框需加裝4個櫃腳，寬120公分櫃框及電視櫃需
加裝4個櫃腳及1個BESTÅ支撐腳，寬180公分電視櫃需加裝
4個櫃腳及2個BESTÅ支撐腳，使用產品附的連接板連接2個
櫃框時，只需安裝1個櫃腳 

黑棕色 203.527.94 $200
白色 903.527.95 $200
染白橡木紋 703.527.96 $200

STALLARP 櫃腳，高10公分，2件裝
寬120公分櫃框及電視櫃需加裝4個櫃腳
及1個BESTÅ支撐腳
寬180公分電視櫃需加裝4個櫃腳
及2個BESTÅ支撐腳

鍍鉻 903.905.75 $300

NANNARP 櫃腳，高10公分，2件裝
寬60公分櫃框需加裝4個櫃腳，寬120公分櫃框及電視櫃需
加裝4個櫃腳及1個BESTÅ支撐腳，寬180公分電視櫃需加裝
4個櫃腳及2個BESTÅ支撐腳

黑色 002.935.93 $300
白色 802.935.94 $300
鋁質 302.935.96 $300

櫃腳

規劃BESTÅ系統收納組合 – 櫃腳

櫃子若要離開地球表面，需要櫃腳來幫忙
賦予輕盈、通風的樣貌
要清潔下方地板也輕鬆簡單

BESTÅ 支撐腳，高10-11公分 
加裝支撐腳，使BESTÅ系統收納組合更加穩固
隱藏式安裝設計，讓你不容易看見
寬度超過120公分的BESTÅ系統收納組合
皆需加裝支撐腳

灰色 202.936.05 $200

額外資訊
寬120公分櫃框及電視櫃需搭配4個櫃腳及1個BESTÅ支撐腳
寬180公分電視櫃需搭配4個櫃腳及2個BESTÅ支撐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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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BESTÅ系統收納組合 – 櫃腳

搭配喜歡的櫃腳
增添BESTÅ收納組合的魅力
滿足你獨特的品味和家具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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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燈具 

輕鬆控制 照亮居家
良好的照明，可以讓生活更輕鬆
幫你調好恰如其分的氣氛
這裡的燈具是專為了BESTÅ這樣的收納組合而設計
你可以打亮珍藏的照片及紀念物，享受溫暖映照的柔和
之光。當然，只要光芒普照，不論是在層架上
或是櫃內空間，你都能迅速找到所需物品

智慧遙控器是貼心幫手，不僅能夠調暗燈光
還能從冷色光轉成溫馨的暖色光，隨時轉換情調
而且不管你改變心意多少次，都不用爬下沙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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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BERG LED聚光燈
可安裝在收納櫃、書櫃和衣櫃等密閉空間
此燈具內建LED燈泡，無法任意更換

4件裝 903.517.34 $399

搭配URSHULT、LINDSHULT櫃燈
營造舒適氣氛照明，還能輕鬆找到所需物品

櫃燈

聚光燈

燈條

URSHULT LED櫃燈
提供良好集中照明，適合小空間使用，需另購ANSLUTA驅動器
搭配使用，此燈具內建LED燈泡，無法任意更換

鍍鎳 402.604.06 $799
白色 502.604.01 $799

LINDSHULT LED櫃燈
提供良好集中照明，適合小空間使用，需另購ANSLUTA驅動器
搭配使用，此燈具內建LED燈泡，無法任意更換

鍍鎳 102.604.41 $799

OMLOPP LED聚光燈，直徑6.8公分
OMLOPP聚光燈照亮你的收納空間
便於輕鬆找到所需物品
需另購ANSLUTA驅動器搭配使用
此燈具內建LED燈泡，無法任意更換

鋁色 404.303.38 $499
黑色 204.303.39 $499
白色 004.303.40 $499

LEDBERG LED多用途裝飾燈 
這款燈具可安裝在抽屜、電視後方、收藏品旁
或床底下，讓你盡情發揮想像力和創造力用不
同方式使用燈具。此燈具內建LED燈泡，無法
任意更換

彩色RGB 004.308.30 $499
白色 204.308.29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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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動器

遙控器

STÖTTA LED多用途裝飾燈使用電池供電
幫你照亮櫃內物品

櫃燈

STÖTTA LED多用途裝飾燈，電池式，白色
燈光會隨著開關抽屜亮起或關閉，達到省
電效果
需使用2個3號電池；電池需另購
建議使用LADDA充電電池
32公分 503.600.85 $299
52公分 903.600.88 $499
72公分 303.600.91 $599

LADDA 充電電池，4件裝，白色
可重複充電約500次

703.038.76 $299

ANSLUTA LED驅動器
在總瓦數不超過10瓦的情況下，最多可連
接3組燈具
10 W 803.201.87 $500
30 W 002.978.12 $900

ANSLUTA 遙控器
可安裝在牆上或櫃子底下
白色 002.797.09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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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納盒及隔板

完美整理 展現特色
搭配收納盒及隔板，內部空間就能有條不紊
輕鬆找到你貯藏的各式小物
BESTÅ收納盒是儲物聖品
讓遙控器、DVD、玩具到嗜好玩意，都能有一席之地
而它的鏤空把手，讓你輕鬆提取
KUGGIS及TJENA收納盒為附蓋設計

從遊戲機、USB、充電線，到紙筆等文具都可收服其中
KUGGIS儲物格可以放進最大的KUGGIS收納盒或單獨
使用
不同尺寸的KUGGIS收納盒為可堆疊設計
可依據個人需求輕鬆組合
TJENA收納盒也這麼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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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納盒及隔板

KUGGIS 附蓋收納盒，白色

18×26×8公分 302.802.02 $129
26×35×8公分 202.823.05 $249
26×35×15公分 902.802.04 $329
37×54×21公分 402.802.06 $699

KNIPSA 置物籃，32×33×32公分 
海草 901.732.99 $799

BESTÅ 收納盒，32×51×21公分

灰色 903.075.57 $595

FJÄLLA 附蓋收納盒
25×36×20公分
白色 603.956.78 $229
深灰 903.956.72 $229

BESTÅ 抽屜隔板
51×32×6公分

灰色 603.075.54 $395

STUK 分格收納盒
20×51×10公分

白色/灰色 203.095.50 $149

RAGGISAR 收納盤，深灰色 
40×30公分 803.480.25 $449

BESTÅ 收納盒，25×15×31公分

黃色 903.098.44 $395
灰色 103.075.56 $395

BESTÅ 收納盒
25×15×31公分

黃色 903.098.44 $395
灰色 103.075.56 $395

TJENA 雜誌匣，2件裝
白色 703.954.75 $129
黑色 903.954.17 $129

BULLIG 收納盒，32×35×33公分
黑色       904.096.26 $549

GNABBAS 置物籃
32×35×32公分

404.003.17 $299

KUGGIS 8隔層儲物格

白色 802.802.09 $300

層架專用

抽屜專用

KUGGIS 附蓋收納盒
18×26×8公分

白色 302.802.02 $129

BESTÅ 收納盒，32×51×21公分

灰色 903.075.57 $595

BESTÅ 抽屜墊，51×32公分

灰色 303.075.55 $195

KOMPLEMENT 收納盒
25×27×12公分，2件裝

淺灰色 004.057.79 $400

STUK 分格收納盒
20×51×18公分

白色/灰色 403.095.87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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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Å 系統收納櫃/電視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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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QR code
或上網www.IKEA.com.tw
下載購物指南 

你可以瀏覽所有產品
儘情混搭、規劃和選購
滿足你的獨特需求
打造夢想收納組合

線上購物指南

規劃設計軟體

我們有一系列精心設計的BESTÅ系統收納組合
供你在店裡或IKEA.com.tw網上悠遊瀏覽、盡情選購
但若你找不到屬意的款式，或是想要打造專屬收納組合
歡迎使用我們的BESTÅ規劃設計軟體
利用BESTÅ規劃設計軟體
你可以依個人需求改造原有BESTÅ收納組合
或是從零開始打造只屬於你的收納利器

BESTÅ規劃設計軟體讓你自由嘗試各種可能
你能放肆把玩櫃框、門板、層板、門鈕及顏色
夢想中的系統收納組合/視聽組合就在你手中誕生
滿足你的獨特需求及時尚品味

當完美契合你的BESTÅ系統收納組合終於現身
BESTÅ規劃設計軟體還能協助你精算價格，掌握預算
你還可以儲存購買清單並印下，帶來IKEA店內選購時絕不遺漏

在IKEA店內的BESTÅ風格情境區
我們設有規劃站，讓你享受設計軟體帶來的樂趣
你也可以造訪我們的線上客廳專區www.IKEA.com.tw
再連結到BESTÅ規劃設計軟體，隨時創造你的風格！

BESTÅ規劃設計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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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換貨服務
你可在365天內，攜帶：1.完好商品、2.原始包裝
3.統一發票及明細 (刷卡購買者需信用卡與簽單)
到IKEA分店退換貨。很抱歉，特價品區 (AS-IS)
食品及客製化商品不適用上述條例
相關條款與細則內容，請上網IKEA.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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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期零利率
刷指定銀行信用卡單筆消費滿$30,000
即可享有12期分期0利率
滿$20,000可享6期0利率*！
*單筆滿$30,000，12期0利率限使用國泰世華、花旗信用卡
單筆滿$20,000，6期0利率合作銀行：國泰世華、中國信託
台北富邦、台新、花旗、玉山銀行及滙豐銀行

更多服務資訊，請上網
www.IKEA.com.tw
或掃描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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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凡事自己來
但我們非常樂意效勞！

我們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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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需要一些援手，以下是我們店內提供的部分服務：



BESTÅ 電視收納組合
寬240×深42×高230公分
染白橡木紋/NOTVIKEN 灰綠色/STUBBARP 櫃腳  
按壓式抽屜軌道 393.029.64
緩衝式抽屜軌道 993.029.61

$18,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