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亮模式 3/6 小時長亮模式 低階照明模式 高節能模式

微亮模式

景觀美學

全亮模式 全亮模式

可調式亮度 - 兼具美學與照明連續照明模式兩階段照明功能

3/6 小時長亮適用於夜間戶外活動使用

3/6 小時後，自動恢復感應模式

安全導航 - 居家安全警示

美學省電 - 景觀照明兼具省電節能

可調式亮度在 0~50% 間調節，兼具景觀美學與照明作用

全方位感應範圍

家的守護者

全亮模式
LED 戶外照明警示燈



LED 戶外照明警示燈 LED 戶外照明警示燈光感照明系列 單階照明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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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功能
● 太陽下山後啟動感應模式

型號 E3824 E3825 E3825BZ

系列 光感照明系列

顏色 白色 深棕色

功率 12W 26W

適用溫度 -20℃ ~ 45℃

防水係數 IP44

LED 時效 35000 小時

尺寸 (長 x寬 x高 ) 13.5x13x15.1 公分 13.5x23.8x13.2 公分

重量 0.5 公斤 0.75 公斤

材質 鋁

感應距離 /範圍 N/A

流明值 800 2000

色溫 5000K

演色性 80

大亮到滅燈 /大亮到小亮 N/A

備註

E3824 E3825BZ

E3825
產品功能
● 感應角度 180 度，感應距離 21 公尺
● 太陽下山後啟動感應模式
● 採用紅外線感應模式，人 / 物體進入感應範圍，即開啟 100% 亮度，達到警示照明功能

型號 E3902 E3801 E3802

系列 單階照明系列

顏色 白色

功率 36W 11W 22W

適用溫度 -20℃ ~ 45℃

防水係數 IP44

LED 時效 35000 小時

尺寸 (長 x寬 x高 ) 22.8x23.5x14.6 公分 21.8x12.6x15.1 公分 16.7x25.7x15.1 公分

重量 0.97 公斤 0.5 公斤 0.65 公斤

材質 PVC

感應距離 /範圍 21 公尺 / 180 度

流明值 2400 800 1600

色溫 5000K

演色性 80

大亮到滅燈 /大亮到小亮 5 秒鐘 ~ 3 分鐘

備註

E3902

E3801 E3802



LED 戶外照明警示燈 雙階照明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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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功能
● 具雙階亮度
● 3 小時 /6 小時 100% 光源長亮功能
● 感應角度 240 度，感應距離 21 公尺
● 太陽下山後啟動感應模式
● 採用紅外線感應模式，無感應啟動時，可開啟 0%~50% 的照明光源
● 採用紅外線感應模式，人 / 物體進入感應範圍，即開啟 100% 亮度，達到警示照明功能

產品功能
● 具雙階亮度
● 3 小時 /6 小時 100% 光源長亮功能
● 感應角度 360 / 240 / 180 度，感應距離 21 公尺
● 太陽下山後啟動感應模式
● 採用紅外線感應模式，無感應啟動時，可開啟 0%~50% 的照明光源
● 採用紅外線感應模式，人 / 物體進入感應範圍，即開啟 100% 亮度，達到警示照明功能

型號 E3805 E3806 E3806BZ

系列 雙階照明系列

顏色 白色 深棕色

功率 15.5W 25.5W

適用溫度 -20℃ ~ 45℃

防水係數 IP44

LED 時效 35000 小時

尺寸 (長 x寬 x高 ) 21.8x12.6x15.1 公分 16.7x25.7x15.1 公分

重量 0.55 公斤 0.75 公斤

材質 鋁

感應距離 /範圍 21 公尺  / 240 度

流明值 1200 2000

色溫 5000K

演色性 80

大亮到滅燈 /大亮到小亮 5 秒鐘 ~ 3 分鐘

模式 自動 /3、6 小時長亮 /日夜

備註

型號 E3893 E3883 E3883BZ OS0003

系列 雙階照明系列

顏色 深棕色 白色 深棕色 白色

功率 34W 33W 4W

適用溫度 -20℃ ~ 45℃

防水係數 IP44

LED 時效 35000 小時

尺寸 (長 x寬 x高 ) 22.9x33.4x16.1 公分 20x29.3x17 公分 19.1x13.3x21.6 公分

重量 1.2 公斤 1公斤 0.8 公斤

材質 鋁 PVC

感應距離 /範圍 21 公尺 / 360 度 21 公尺 / 240 度 12 公尺 / 180 度

流明值 2600 1200

色溫 5000K

演色性 80

大亮到滅燈 /大亮到小亮 5 秒鐘 ~ 3 分鐘

模式 自動 /3、6 小時長亮 /日夜

備註

E3805

E3806 E3806BZ

E3893

E3883 OS0003

E3883BZ



LED 戶外照明警示燈 Wifi 遠端監控系列

5 6

產品功能
● 全天候感應式監控
● APP 遠距監控功能，即時影像傳送推播，隨時隨地掌握居家安全
● 內建麥克風與擴音器，即時對講雙向溝通
● 單一平台可以同時支援多螢幕裝置整合，居家守護更全面

型號 OS0001

系列 Wifi 遠端監控系列

顏色 白色

功率 25W

適用溫度 -20℃ ~ 45℃

防水係數 IP44

LED 時效 35000 小時

尺寸 (長 x寬 x高 ) 24.8x24.8x16.5 公分

重量 0.96 公斤

材質 鋁

感應距離 /範圍 12 公尺 / 180 度

流明值 1400

色溫 5000K

演色性 80

大亮到滅燈 /大亮到小亮 5 秒鐘 ~ 10 分鐘

備註 SD 卡不內附

OS0001

即時攝錄影 APP 遠距控制 即時對講 多螢幕裝置整合

Wifi 遠端監控照明警示燈

更智慧的居家守護
Camera Light



廚房的好幫手

LED 多功能櫥櫃燈

● 節能省電
● 安裝簡便

● 便利使用

● LED 環保節能光源

● 適用於各種場所 : 櫥櫃、衣櫃、層板櫃、辦公桌、工作檯等

適用於各式場所

廚房照明 浴廁照明 書桌照明 衣櫃照明



LED 多功能櫥櫃燈 按鍵式 / 感應式系列

7 8

型號 U4632 U4634 U4636

系列     按鍵式櫥櫃燈

顏色 砂鎳色

功率 5.3W 8W 10.5W

LED 時效 35000 小時

尺寸 (長 x寬 x高 ) 30x3.1x1 公分 50.8x3.1x1 公分 76x3.1x1 公分

重量 0.33 公斤 0.44 公斤 0.48 公斤

材質 鋁合金、PVC

流明值 310 480 680

色溫 5000K

演色性 80

最多可串連燈數 5 3 2

備註

型號 U4642 U4644 U4646

系列    感應式櫥櫃燈

顏色 白色

功率 4W 6W 10W

LED 時效 35000 小時

尺寸 (長 x寬 x高 ) 30.5x6x1.2 公分 45.8x6x1.2 公分 61x6x1.2 公分

重量 0.29 公斤 0.41 公斤 0.5 公斤

材質 鋁合金、PVC

流明值 240 360 620

色溫 4000 / 5000K

演色性 80

最多可串連燈數 5 3 2

備註

產品功能
● LED 光源，超高亮度不炫光
● 超薄流線設計
● 按鍵式開關
● 安裝簡便
● 可串連多燈只需一個插座
● 5000K 晝光

產品功能
● 鋁合金材質，一體成型
● LED 側發光式設計，光源亮度均勻柔和
● IR 感應式開關
● 可串連多燈只需一個插座
● 4000K 自然光 /5000K 晝光

U4632 / U4634 / U4636 U4642 / U4644 / U4646



LED 吸頂燈

● 高效能 LED 光源

● 環保節能省電

● 安裝簡便

● 輕量合金材質

● 美國專業設計

更明亮的室內照明



LED 吸頂燈 LED 吸頂燈三段調光吸頂系列 吸頂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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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號 C0002 C0003

系列 14 吋 LED 三段調光吸頂燈

顏色 砂鎳色 深棕色

功率 24W

LED 時效 35000 小時

尺寸 (長 x寬 x高 ) 35.6x35.6x9.2 公分

重量 1.29 公斤

材質 金屬、PVC

流明值 1800

色溫 5000K

演色性 80

備註

C0002

C0003

型號 C0004 C0005 C0006 C0001

系列 13 吋 LED 吸頂燈 15 吋 LED 吸頂燈 13 吋 LED 吸頂燈 15 吋 LED 吸頂燈

顏色 砂鎳色 深棕色

功率 14W 18W 14W 18W

LED 時效 35000 小時

尺寸 (長 x寬 x高 ) 33x33x6.5 公分 37.5x37.5x6.5 公分 33x33x6.5 公分 37.5x37.5x6.5 公分

重量 0.93 公斤 1.18 公斤 0.93 公斤 1.18 公斤

材質 金屬、PVC

流明值 1100 1500 1100 1500

色溫 5000K 4000K

演色性 80

備註

C0004/C0005

C0006/C0001

三段式明亮度

● 夜燈模式 ● 省電模式 ● 全亮模式

● C0004 -13 吋
● C0005 -15 吋

● C0006 -13 吋
● C0001 -15 吋



LED 吸頂燈 LED 吸頂燈吸頂壁燈兩用系列 大吸頂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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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號 C0010 C0009 C0008

品名 6吋 LED 兩用吸頂壁燈 9吋 LED 兩用吸頂壁燈 (方形 ) 9 吋 LED 兩用吸頂壁燈 (圓形 )

顏色 白色

功率 7.5W 13W

LED 時效 35000 小時

尺寸 (長 x寬 x高 ) 15.2x15.2x18.5 公分 22.5x22.5x4 公分

重量 0.4 公斤 0.83 公斤 0.67 公斤

材質 金屬、玻璃 金屬、PVC 

流明值 520 700 800

色溫 4000K

演色性 80

備註

型號 C0012

品名 22 吋 LED 兩用大吸頂壁燈

顏色 白色

功率 40W

LED 時效 35000 小時

尺寸 (長 x寬 x高 ) 55.1x55.1x12 公分

重量 1.46 公斤

材質 PVC

流明值 2600

色溫 4000K

演色性 80

備註

C0010

C0008

C0012

C0009



負離子美燈扇

● 吊扇與燈二合一，應用更廣

● 智能遙控

● 金屬烤漆材質

● 美國專業設計

● 特殊結構設計，不產生光源殘影

● 負離子空氣淨化功能

機能美學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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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燈扇 機能美學系列

型號 FCK901205A-BKPG-1

品名 負離子美燈扇 -蒙特羅

顏色 黑色

總功率 (含燈 ) 150W

風扇額定功率 26W

尺寸 (長 x寬 x高 ) 86.1x86.1x70.2 公分

重量 11.3 公斤

電壓 110V

燈頭 E27x5

光源 25W 以下省電 /LED 燈泡 (另計 )

機身材質 鐵合金

燈罩材質 玻璃

備註 內附遙控器

型號 FCK901008-PNI-1 FCK902006-AB13-1

品名 負離子美燈扇 -蘇比克 負離子美燈扇 -卡慕斯

顏色 白鎳色 古銅色

總功率 (含燈 ) 235W 175W

風扇額定功率 34W 26W

尺寸 (長 x寬 x高 ) 90x90x70.5 公分 75.9x75.9x67.9 公分

重量 16.11 公斤 10.2 公斤

電壓 110V 110V

燈頭 E27x8 E27x6

光源 25W 以下省電 /LED 燈泡 (另計 ) 25W 以下省電 /LED 燈泡 (另計 )

機身材質 鐵合金

燈罩材質 玻璃 玻璃、鐵合金

備註 內附遙控器

FCK901205A-BKPG-1

FCK901008-PNI-1

FCK902006-AB13-1



Ai Fan 自然風循環扇燈

● 高效能 DC 變頻直流馬達

● LED 環保節能光源

● 智能遙控

● 輕量鋁合金材質

● 美國專利設計

● MIT 臺灣製造

空氣循環新思維

02000133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驗證



自然風循環扇燈 維納斯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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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號 FN36326WH FN36326YL FN36326SN FN36326OR

系列 自然風循環扇燈 -維納斯系列 (36 吋 )

顏色 白色 黃色 砂鎳色 油棕色

總功率 (含燈 ) 72W

風扇額定功率 52W

尺寸 36 吋 ( 旋轉直徑 92 公分 )

吊桿尺寸 15、45 公分

重量 7.6 公斤

電壓 110V / 220V

光源 16W LED( 不可調光 )

機身材質 鋁合金

燈罩材質 玻璃

葉片材質 合板

葉片顏色 楓木 紅木 胡桃木

備註 內附遙控器 x1、吊桿 x2(15、45 公分 )

型號 FN42323WH FN42323SN FN42323OR

系列 自然風循環扇燈 -維納斯系列 (42 吋 )

顏色 白色 砂鎳色 油棕色

總功率 (含燈 ) 72W

風扇額定功率 52W

尺寸 42 吋 ( 旋轉直徑 106 公分 )

吊桿尺寸 15、45 公分

重量 7.8 公斤

電壓 110V / 220V

光源 16W LED( 不可調光 )

機身材質 鋁合金

燈罩材質 玻璃

葉片材質 合板

葉片顏色 楓木 紅木 胡桃木

備註 內附遙控器 x1、吊桿 x2(15、45 公分 )

FN36326WH

FN36326SN

FN42323WH

FN42323SN

FN42323OR

FN36326YL

FN36326OR



自然風循環扇燈 加伯特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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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號 FNA36336WH FNA36336YL FNA36336SN FNA36336OR

系列 自然風循環扇燈 -加伯特系列 (36 吋 )

顏色 白色 黃色 砂鎳色 油棕色

總功率 (含燈 ) 99W

風扇額定功率 76W

尺寸 36 吋 ( 旋轉直徑 92 公分 )

吊桿尺寸 15、45 公分

重量 9公斤

電壓 100~240V

光源 21W LED( 可調光 )

機身材質 鋁合金

燈罩材質 玻璃

葉片材質 合板

葉片顏色 楓木 紅木 胡桃木

備註 內附遙控器 x1、吊桿 x2(15、45 公分 )

FNA36336WH

FNA36336SN

FNA36336YL

FNA36336OR

全新機能吊扇體驗！棉花感自然風從功能到美感都完美療癒

在家就能享受自然擬微風 

Ai Fan 自然風循環扇燈系列



    產品索引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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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風扇 美式摩登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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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號 FN0004 FN0005

系列 美式摩登系列 (52 吋 )

顏色 油棕色 砂鎳色

總功率 (含燈 ) 98W

風扇額定功率 65W

尺寸 (長 x寬 x高 ) 132x132x45 公分 (旋轉直徑 132 公分 )

重量 7.72 公斤

電壓 120V

光源 33W LED

機身材質 鐵合金

燈罩材質 PVC

葉片材質 合板

葉片顏色 胡桃 /玫瑰木 銀 /黑色

備註

FN0004

FN0005

LED 戶外照明警示燈系列
● P1    E3824 / E3825 / E3825BZ
● P2    E3902 / E3801 / E3802
● P3    E3805 / E3806 / E3806BZ
● P4    E3893 / E3883 / E3883BZ / OS0003
● P5    OS0001

LED 多功能櫥櫃燈系列
● P7    U4632 / U4634 / U436
● P8    U4642 / U4644 / U446

LED 吸頂燈系列
● P9    C0002 / C0003
● P10  C0004 / C0005 / C0006 / C0001
● P11  C0010 / C0009 / C0008
● P12  C0012

美燈扇系列
● P13  FCK901205A-BKPG-1
● P14  FCK901008-PNI-1 / FCK902006-AB13-1

AiFan 自然風循環扇系列
● P15  FN36326WH / FN36326YL / FN36326SN / FN36326OR
● P16  FN42323WH / FN42323SN / FN42323OR
● P17  FNA36336WH / FNA36336YL / FNA36336SN / FNA36336OR

傳統風扇系列
● P19  FN0004 / FN0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