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物中之產品訊息、貨況與價格，以店內公告與實際狀況為準。

保養與清潔：
請用濕抹布沾溫和清潔劑擦
拭，再用乾布擦拭乾淨。

請立即擦掉水漬，以免溼氣
滲入家具。

洗臉盆和水龍頭，請用抹布
沾 水 或 溫和清 潔 劑 擦 拭 乾
淨。

耐火黏土製的洗臉盆，適用
大部分的化學物質，強酸和
強鹼除外。因此，不可使用
沙粉、鋼絲刷、含鈣溶解成
份、酸性物質或酒精的清潔
劑或砂紙。

大理石粉末製(人造石)的洗
臉盆，不可接觸氨水、酸性
物質、強力清潔劑、染髮劑
或氯。不可使用沙粉、鋼絲
絨、堅硬或銳利工具，以免
刮傷洗臉盆表面。

安全建議：
有些家具必須固定上牆。注
意：螺絲/配件需另行購買，
請務必確認選用適合家中牆
壁材質的螺絲/配件。若你有
任何疑慮，歡迎洽詢服務人
員。

使用建議：
此系列商品須使用於乾溼分
離之浴室。

GODMORGON  浴室系列 

GODMORGON浴室系列
能幫你規劃出整齊乾淨的浴室，讓全家人從浴室開始美好的一
天，就算浴室空間不大，也不用擔心。如果你擁有大家庭，甚至
可以規劃大洗臉槽與雙頭水龍頭，省時又省水。此系列還提供
充足的收納空間；附可移動隔板的抽屜與玻璃鏡櫃，讓收納物
品一目暸然。選購時只需挑選洗臉盆、水龍頭及櫃腳即可，因
為每件包裝內皆已含洗臉盆底櫃和抽屜，讓你選購輕鬆不費功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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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方式

1
2 3

4 5

1.浴室裡大大小小的事情幾乎都會需要用到洗臉盆，規劃新
浴室時，應先考慮牆壁空間所能安裝洗臉盆和洗臉盆櫃的尺
寸。GODMORGON浴室系列有不同尺寸的洗臉盆和儲物組
合。

先挑選適合的洗臉盆櫃尺寸，再依你的需求和喜好選擇顏色
和材質。

若要將洗臉盆櫃固定上牆，可選擇是否加裝櫃腳。

GODMORGON洗臉盆櫃的抽屜滑順好開，容易看清收納
物，方便拿取。抽屜附止滑裝置，可防止抽屜滑落，適合有
小孩的家庭使用。抽屜內側附可移動隔板，能讓你整齊收納
小物品。

2.IKEA有不同尺寸和材質的洗臉盆供你選擇。你可以挑選單
槽、雙槽或洗臉盆檯面，以符合自己的需求和空間。洗臉盆
有兩種材質：瓷和大理石粉末(人造石)。

瓷製洗臉盆外覆釉料塗層，容易清潔，且堅固耐用，表面的
防刮性較好。

大理石粉末製洗臉盆的製造成分包含大理石粉末和黏著劑，
表面光滑、耐用又容易清潔。

3.IKEA有多款水龍頭供你選擇，你可以依功能及樣式挑選
適合的水龍頭。所有水龍頭皆附落水頭，OLSKÄR水龍頭除
外。水龍頭皆附省水裝置，可維持相同的水流，節省50%水
量。 

DANNSKÄR、DALSKÄR及ENSEN水龍頭具有冷啟動功能，
能有效節省能源。使用一般水龍頭時，往上扳動控制桿會
同時流出冷、熱水，且水不會立即變熱，多餘的水會積在水
管裡。使用具有冷啟動功能的水龍頭時，往上扳動控制桿，
只會流出冷水，可避免啟動熱水器或瓦斯。往左扳動控制桿
時，才會流出熱水。

4.接下來，你可以挑選搭配鏡子、鏡櫃、高櫃、鏡門高櫃和
壁櫃。浴室儲物組合有無限的組合搭配，你可依不同的需求
和空間選擇最適合的儲物組合。GODMORGON系列現在也有
傳統風格可供選擇，你可以在後面的產品資訊找到適合的產
品。

5 . 你 可 以 選 擇 TO L K E N 檯 面 或 K AT T E V I K 、 H Ö R V I K 及
GUTVIKEN洗臉盆檯面搭配GODMORGON洗臉盆櫃。我
們研發設計出好品質的浴室檯面，可防水、堅固耐用，
也 能 讓 你 長 久 使 用 。 浴 室 檯 面 有 3 種 尺 寸 供 你 選 擇 搭 配
GODMORGON洗臉盆櫃。 

6.最後，你可以搭配符合GODMORGON產品尺寸、風格的
VILTO和BROGRUND與KALKGRUND系列的浴室配件，創
造出兼具實用性和功能性的開放式儲物組合。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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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家中浴室安裝什麼樣的洗臉盆：IKEA有不同材質與風格
的洗臉盆供你選擇，以符合自己的需求和喜好。
洗臉盆－瓷
耐火黏土是一種陶瓷原料，為製造過程中的活化物質，有助
於防止產品彎曲變形。洗臉盆外覆釉料塗層，容易清潔，適
用大部分的化學物質，強酸和強鹼除外。
ODENSVIK與RÄTTVIKEN洗臉盆皆為陶瓷材質。

洗臉盆－大理石粉末（人造石）
大理石粉末製洗臉盆的製造成分包含大理石粉末和黏著劑，
表面的防刮性較耐火黏土製的洗臉盆低，但由於表面光滑，
氣孔較少，較易保持乾淨。若你想除去刮痕和汙漬，可用產
品所附的洗臉盆清潔組保養。
BRÅVIKEN洗臉盆的材質為大理石粉末（人造石），不可接 
觸酸性物質、氨水、強力清潔劑、染髮劑或氯，以免表面留
下汙漬。

選擇適合的洗臉盆

組合範例
下列有多種洗臉盆櫃組合可供選擇。簡單地從偏好的風格、尺寸及顏色開始，再搭配適合的內部配件。如果你無法從下列建
議找到適合的洗臉盆櫃組合，你仍然可以規劃個人專屬的洗臉盆櫃，請翻至第5頁。
下列售價皆不含水龍頭，水龍頭可依個人喜好選擇。

GODMORGON 
黑棕色或染白橡木，箔皮

寬x深x高 60X47X58公分 80X47X58公分 100X47X58公分

ODENSVIK 單槽洗臉盆 $6,990 $8,490 $9,990
RÄTTVIKEN 單槽洗臉盆 $7,490 $9,490 $10,990
BRÅVIKEN 單槽洗臉盆 $8,490 $10,490 $12,490
TÖRNVIKEN 洗臉盆搭配TOLKEN檯面，竹質 $8,390 $9,790
TÖRNVIKEN 洗臉盆搭配TOLKEN檯面，碳黑色 $9,590
* 以上售價不含水龍頭

GODMORGON 
高亮面白色

寬x深x高 60X47X58公分 80X47X58公分 100X47X58公分

ODENSVIK 單槽洗臉盆 $8,990 $10,490 $11,990
RÄTTVIKEN 單槽洗臉盆 $9,490 $11,490 $12,990
BRÅVIKEN 單槽洗臉盆 $10,490 $12,490 $14,490
TÖRNVIKEN 洗臉盆搭配TOLKEN檯面，竹質 $10,390 $11,790
TÖRNVIKEN 洗臉盆搭配TOLKEN檯面，碳黑色 $11,590

* 以上售價不含水龍頭

GODMORGON 
白色

寬x深x高 60X47X58公分 80X47X58公分 100X47X58公分

ODENSVIK 單槽洗臉盆 $6,490 $7,990 $9,490
RÄTTVIKEN 單槽洗臉盆 $6,990 $8,990 $10,490
BRÅVIKEN 單槽洗臉盆 $7,990 $9,990 $11,990
TÖRNVIKEN 洗臉盆搭配TOLKEN檯面，竹質 $7,890 $9,290
TÖRNVIKEN 洗臉盆搭配TOLKEN檯面，碳黑色 $9,090
* 以上售價不含水龍頭

可選擇是否加裝櫃腳。
如果不確定浴室牆壁的承重量
請使用GODMORGON 櫃腳。

GODMORGON 櫃腳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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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ÅVIKEN 洗臉盆，人造石，單槽，附落水頭
和排水管 

61x49x10公分 101.955.49 $4,500
80x48x10公分 301.808.01 $5,500
100x48x10公分 501.789.77 $6,500

GODMORGON系列所有配件、尺寸及價格
依你喜歡的風格，洗臉盆櫃及高櫃包裝內所附的把手皆不同
寬x深x高

RÄTTVIKEN 洗臉盆，陶瓷，單槽，附落水頭及
排水管
63x49x6公分 402.236.97 $3,500
83x49x6公分 602.237.00 $4,500
103x49x6公分 102.236.94 $5,000

TÖRNVIKEN 洗臉盆檯面，玻璃瓷器，附落水頭
和排水管 
45公分，白色 102.915.17 $3,000

TOLKEN 檯面，高壓美耐皿層壓板
82×49 公分，碳黑色 803.547.28 $1,600

TOLKEN 檯面，大理石紋
62×49 公分 303.546.98 $1,000
82×49 公分 303.547.02 $1,400

GODMORGON 洗臉盆櫃，60x47x58公分
高亮面白色 001.955.35 $5,990
染白橡木 202.261.97 $3,990
黑棕色 003.441.11 $3,990
白色 202.811.03 $3,490
Resjön白色 503.909.78 $3,990

GODMORGON 洗臉盆櫃，60x47x58公分

kasjön白色 803.876.39 $3,990
kasjön淺灰色 003.876.38 $3,990

GODMORGON 洗臉盆櫃，80x47x58公分

kasjön白色 103.876.47 $4,990
kasjön淺灰色 303.876.46 $4,990

GODMORGON 洗臉盆櫃，100x47x58公分

kasjön淺灰色 203.876.61 $5,990

GODMORGON 洗臉盆櫃，60x32x58公分

高亮面白色 703.304.55 $4,890
黑棕色 103.304.44 $3,590
白色 603.304.51 $3,290
 Resjön白色 003.909.85 $3,590

GODMORGON 洗臉盆櫃，60x32x58公分

kasjön淺灰色 403.876.22 $3,590

GODMORGON 洗臉盆櫃，80x47x58公分
高亮面白色 601.809.94 $6,990
染白橡木 202.262.01 $4,990
黑棕色 103.441.20 $4,990
白色 502.811.06 $4,490
Resjön白色 703.909.82 $4,990

GODMORGON 洗臉盆櫃，100x47x58公分

高亮面白色 703.440.99 $7,990
黑棕色 703.441.03 $5,990
白色 803.441.07 $5,490
Resjön白色 203.909.89 $5,990

GUTVIKEN 洗臉盆檯面，玻璃陶瓷，附落水頭及
排水管
29x39公分 703.549.60 $1,800

HÖRVIK 洗臉盆檯面，天然白雲石，附落水頭及
排水管
45X32X12公分 103.589.37 $3,500

KATTEVIK 洗臉盆檯面，天然白雲石，附落水頭
及排水管，40公分
灰色 003.908.91 $3,500
白色 103.589.42 $3,500

HAGAVIKEN 洗臉盆，陶瓷，單槽，附落水頭
及排水管
63x34x7公分 603.245.01 $3,000

        ODENSVIK 洗臉盆，陶瓷，附落水頭和排水管 

63x49x6公分，單槽 301.955.53 $3,000
83x49x6公分，單槽 901.808.03 $3,500
103x49x6公分，單槽 801.939.38 $4,000
103x49x6公分，雙槽 301.792.18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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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MORGON系列所有配件、尺寸及價格
寬x深x高

GODMORGON 櫃腳

圓形/不鏽鋼，14/25公分 103.498.39 $200

GODMORGON 櫃腳，kasjön/亮麗，

17/26公分 703.917.31 $200

GODMORGON 單門壁櫃，40x14x96公分

高亮面白色 701.789.95 $3,490
染白橡木 702.261.85 $2,490
黑棕色 001.789.94 $2,490
白色 202.810.99 $1,990
Resjön白色 703.910.00 $2,490

GODMORGON 鏡櫃

40x14x96公分 (單門) 902.302.28 $5,990
60x14x96公分 702.190.00 $7,990
80x14x96公分 903.043.56 $9,990
100x14x96公分 403.043.54 $11,990

kasjön 白色
60x14x96公分 403.923.17 $7,990
80x14x96公分 703.922.45 $9,990

kasjön 淺灰色
60x14x96公分 003.923.19 $7,990
80x14x96公分 503.922.46 $9,990

OLSKÄR水龍頭

黃銅鍍鉻 502.177.52 $750

 ENSEN 水龍頭，附落水頭

黃銅鍍鉻 802.813.79 $1,900

RUNSKÄR 水龍頭，附落水頭

黃銅鍍鉻 302.621.23 $1,900

 DALSKÄR 水龍頭，附落水頭

黃銅鍍鉻 102.812.93 $2,400
不鏽鋼色 802.812.99 $2,400

LUNDSKÄR 水龍頭，附落水頭

黃銅鍍鋯 302.400.13 $2,900
不鏽鋼色 102.400.14 $2,900

SVENSKÄR 水龍頭，附落水頭

黃銅鍍鉻 202.994.24 $2,900

ASPSKÄR 水龍頭，附落水頭
黃銅鍍鉻 203.430.64 $2,900

BROGRUND 水龍頭，附落水頭
黃銅鍍鉻 403.430.82 $2,400

BROGRUND 水龍頭，附落水頭
黃銅鍍鉻 903.430.94 $2,900

LÖVSKÄR 水龍頭，附落水頭
黃銅鍍鉻 903.430.70 $3,900

HAMNSKÄR 水龍頭，附落水頭
黑色 903.472.14 $2,900
鍍鉻 603.430.76 $2,900

VOXNAN 水龍頭，附落水頭
黃銅鍍鉻 103.430.88 $2,400

VOXNAN 水龍頭，附落水頭
黃銅鍍鉻 403.430.58 $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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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MORGON系列所有配件、尺寸及價格
寬x深x高

GODMORGON 高櫃，40x32x192公分

高亮面白色 603.440.66 $7,990
黑棕色 503.440.62 $6,990
白色 803.440.70 $5,990
Resjön白色 203.910.12 $6,990

GODMORGON 高櫃，40x32x192公分

kasjön 淺灰色 203.922.76 $6,990

VILTO 層架組，46×26×150公分

樺木 103.444.55 $2,799

VILTO 層架組，47×20×90公分

樺木 503.444.58 $1,499

VILTO 毛巾架，57×150公分

樺木 803.444.52 $799

VILTO 收納椅凳，48×30×45公分
樺木 203.444.50 $990

VILTO 墊腳凳，40×32×25公分
樺木 403.444.54 $699

 
BROGRUND 收納盒，３件組，含2個14x10x7公
分及1個28x10x7公分
透明灰色/ 白色 903.290.93 $259

BROGRUND 收納盒，14x7x20公分

透明灰色/ 白色 003.461.53 $129

BROGRUND洗手乳瓶架，9×5 公分

不鏽鋼 103.346.25 $159

BROGRUND 鏡子，3×49×27公分

不鏽鋼 303.285.29 $459

BROGRUND 玻璃層板，不鏽鋼

67公分 903.285.31 $459
47公分 103.340.03 $379

BROGRUND 轉角掛牆式層架，
寬19x深19x高58公分
不鏽鋼 604.089.87 $599

BROGRUND毛巾桿，不鏽鋼

67x13公分 003.285.35 $329
47x13公分 203.340.07 $279

BROGRUND 毛巾架，長43–63公分

不鏽鋼 404.267.08 $379

BROGRUND 層架附毛巾桿，不鏽鋼

67x27公分 303.339.84 $559
47x27公分 603.340.05 $459

BROGRUND 門後掛勾，29×14公分

不鏽鋼 903.285.45 $229

BROGRUND 掛勾架，29×4×7公分
不鏽鋼 503.285.33 $249

BROGRUND  掛勾，2件裝
不鏽鋼 403.285.43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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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LKGRUND 毛巾桿，63公分 
鍍鉻 702.914.73 $499

KALKGRUND 浴室架，24x6公分 
鍍鉻 502.914.88 $529

KALKGRUND 馬桶刷/馬桶刷架
鍍鉻 302.929.07 $329

KALKGRUND  捲筒衛生紙架
鍍鉻 802.914.77 $299

KALKGRUND 洗手乳瓶架
鍍鉻 303.048.54 $99

KALKGRUND 洗手乳瓶
鍍鉻 402.914.79 $299

GODMORGON系列所有配件、尺寸及價格
寬x深x高

    SÖDERSVIK LED 壁燈

70公分 302.480.71 $2,790

BROGRUND  捲筒衛生紙架，寬13公分
不鏽鋼 803.285.41 $149

BROGRUND 馬桶刷，長40公分
不鏽鋼 203.285.39 $259

BROGRUND 按壓式垃圾桶，4公升  

不鏽鋼 404.333.65 $459

GRUNDTAL 推車，48x24x77公分，不鏽鋼

801.714.32 $1,990

SÖDERSVIK LED 吸頂燈

21公分 302.480.66 $2,790

SÖDERSVIK LED 櫃燈/壁燈

21公分 002.480.77 $2,790

BOLMEN 墊腳凳

藍色 502.913.32 $129
白色 402.651.64 $129

SAXBORGA 收納盒附鏡蓋，24×17公分

塑膠/軟木 003.940.16 $399

SAXBORGA 附蓋萬用罐，5件組
玻璃/軟木 203.940.15 $279

SAXBORGA 收納盤，2件組，17×25×2公分
軟木 803.940.17 $129

KALKGRUND 牙刷架
鍍鉻 802.914.82 $249

KALKGRUND 香皂盤
鍍鉻 902.929.09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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