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填寫基本資料（運費計算會用到） 

姓名  

電話  

送貨地址  

送貨樓層  

是否有電梯  

送貨日期  

備註  

※請於下方欲選購的產品，填寫紅色底線部分選擇想訂購之掀床架或

獨立筒彈簧床墊即可 

※填寫完後請回傳 email: sam@bed.tw 或以 Line（ID: bangshin）

傳檔案或截圖回傳皆可 

  

mailto:sam@bed.tw


款式一：安全掀床（側掀/後掀） 

若要此款請於右方填寫「是」，若要其他款式則不用填寫：       

 

產品特色  

 

此款掀床加裝安全裝置 

左右兩側任何一邊都可以安裝 

 

可選尺寸，請填編號：       

1.單人床【3 尺】 8,200 元 

2.單人床【3.5 尺】  8,200 元 

3.雙人床【5 尺】 8,500 元 

4.雙人床【6 尺】 11,000 元 

5.雙人床【6 尺 x7 尺】  13,000 元 

6.客製化尺寸 估價 

 

可選顏色，請填顏色：       

 

 

可搭配床墊請參考 DM 

  

可搭配件，請填編號：       

1.兩側 LED  1,200 元 

2.耐鏽高腳【9/11/14 cm】 2,500 元 

3.去邊框加厚【附美觀把手】  1,000 元 

 



 

  



款式二：安全緩衝掀床（側掀/後掀） 

若要此款請於右方填寫「是」，若要其他款式則不用填寫：       

 

產品特色  

 

此款掀床除有安全裝置外 

還加裝可使面板緩降之緩衝器 

 

可選尺寸，請填編號：       

1.單人床【3 尺】 9,200 元 

2.單人床【3.5 尺】  9,200 元 

3.雙人床【5 尺】 9,500 元 

4.雙人床【6 尺】 12,000 元 

5.雙人床【6 尺 x7 尺】  14,500 元 

6.客製化尺寸 估價 

 

可選顏色，請填顏色：       

 

 

可搭配床墊請參考 DM 

  

可搭配件，請填編號：       

1.兩側 LED  1,200 元 

2.耐鏽高腳【9/11/14 cm】 2,500 元 

3.去邊框加厚【附美觀把手】  1,000 元 

 



 

  



款式三：安全省力緩衝掀床（側掀/後掀） 

若要此款請於右方填寫「是」，若要其他款式則不用填寫：       

 

產品特色  

 

此款掀床除有安全裝置(旋扭型和

壓扣型安全扣)外，還加裝可使面板

緩降之緩衝器及易掀蓋省力裝置 

 

可選尺寸，請填編號：       

1.單人床【3 尺】 9,700 元 

2.單人床【3.5 尺】  9,700 元 

3.雙人床【5 尺】 10,000 元 

4.雙人床【6 尺】 12,500 元 

5.雙人床【6 尺 x7 尺】  15,000 元 

6.客製化尺寸 估價 

 

可選顏色，請填顏色：       

 

 

可搭配床墊請參考 DM 

影片操作說明：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W5dszx_oIA 

可搭配件，請填編號：       

1.兩側 LED  1,200 元 

2.耐鏽高腳【9/11/14 cm】 2,500 元 

3.去邊框加厚【附美觀把手】  1,000 元 

 



 

  



款式四：電動後掀床 

若要此款請於右方填寫「是」，若要其他款式則不用填寫：       

 

產品特色  

 

此款電動掀床採用無線搖控全自

動掀蓋模式，附有遙控器乙支 

 

可選尺寸，請填編號：       

1.單人床【3 尺】 19,800 元 

2.單人床【3.5 尺】  19,800 元 

3.雙人床【5 尺】 20,000 元 

4.雙人床【6 尺】 24,000 元 

5.雙人床【6 尺 x7 尺】  28,000 元 

6.客製化尺寸 估價 

 

可選顏色，請填顏色：       

 

 

可搭配床墊請參考 DM 

影片操作說明：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Ejn3fW-F3U 

可搭配件，請填編號：       

1.兩側 LED  1,200 元 

2.耐鏽高腳【9/11/14 cm】 2,500 元 

3.去邊框加厚【附美觀把手】  1,000 元 

 



 

  



款式五：安全輕力自動緩降後掀床 

若要此款請於右方填寫「是」，若要其他款式則不用填寫：       

 

產品特色 

 

此款掀床採全程輕力抬升床板，旋

扭型安全裝置設定掀開定位，解除

設定自動緩降，氣壓棒緩衝下降速

度及重力 

 

 

可選尺寸，請填編號：       

1.單人床【3 尺】 29,000 元 

2.單人床【3.5 尺】  29,000 元 

3.雙人床【5 尺】 29,500 元 

4.雙人床【6 尺】 36,000 元 

5.雙人床【6 尺 x7 尺】  41,000 元 

6.客製化尺寸 估價 

 

可選顏色，請填顏色：       

 

 

可搭配床墊請參考 DM 

影片操作說明：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7SdI2lMcUU  

可搭配件，請填編號：       

1.兩側 LED  1,200 元 

2.耐鏽高腳【9/11/14 cm】 2,500 元 

 



 

 

  



款式六：可調式輕力緩降後掀床 

若要此款請於右方填寫「是」，若要其他款式則不用填寫：       

 

產品特色 

 

此款是安全輕力掀蓋，全程緩降後

掀床，可根據不同彈簧床墊重量，

調整氣壓棒支撐點位置，進而達到

超省力，輕力抬升與蓋合掀床面板

的目的，旋扭型安全裝置自動設定

掀開定位，解除安全裝置後，輕力

按壓面板全程緩降 

 

可選尺寸，請填編號：       

1.單人床【3 尺】 13,200 元 

2.單人床【3.5 尺】  13,200 元 

3.雙人床【5 尺】 13,500 元 

4.雙人床【6 尺】 16,000 元 

5.雙人床【6 尺 x7 尺】  18,500 元 

6.客製化尺寸 估價 

 

可選顏色，請填顏色：       

 

 

可搭配床墊請參考 DM 

影片操作說明：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ybntxbbwCE  

可搭配件，請填編號：       

1.兩側 LED  1,200 元 

2.耐鏽高腳【9/11/14 cm】 2,500 元 

 



 

  



款式 A：BS51 型高碳鋼連結式彈簧彈簧床墊 

若要此款請於右方填寫「是」，若要其他款式則不用填寫：

★產品特色：頂級提花布，天然乳膠，高碳鋼彈簧。

★100%台灣製，讓您買的放心、睡的安心。

★通過 ISO9001 品質認證、ISO14001 環境認證，安全無毒。

選尺寸，請填編號：

1.單人床【3 尺】 13,250 元 

2.單人床【3.5 尺】 13,250 元 

3.雙人床【5 尺】 13,750 元 

4.雙人床【6 尺】 17,250 元 

5.雙人床【6 尺 x7 尺】 20,750 元 

6.客製化尺寸 估價 



款式 B：BS55 型獨立筒彈簧床墊 

若要此款請於右方填寫「是」，若要其他款式則不用填寫：       

 

★產品特色：頂級提花布，天然乳膠，高碳鋼彈簧。 

★100%台灣製，讓您買的放心、睡的安心。 

★通過 ISO9001 品質認證、ISO14001 環境認證，安全無毒。 

 

 

  

可選尺寸，請填編號：       

1.單人床【3 尺】 14,000 元 

2.單人床【3.5 尺】  14,000 元 

3.雙人床【5 尺】 14,500 元 

4.雙人床【6 尺】 18,000 元 

5.雙人床【6 尺 x7 尺】  21,500 元 

6.客製化尺寸 估價 



款式 C：BS75A 型獨立筒彈簧床墊 

若要此款請於右方填寫「是」，若要其他款式則不用填寫：       

 

產品特色：蜂巢式獨立筒，聚合矽膠，加強護邊、透氣布。 

★100%台灣製，讓您買的放心、睡的安心。 

★通過 ISO9001 品質認證、ISO14001 環境認證，安全無毒。 

 

 

  

可選尺寸，請填編號：       

1.單人床【3 尺】 19,250 元 

2.單人床【3.5 尺】  19,250 元 

3.雙人床【5 尺】 19,750 元 

4.雙人床【6 尺】 23,250 元 

5.雙人床【6 尺 x7 尺】  26,750 元 

6.客製化尺寸 估價 



款式 D：BS75B 型獨立筒彈簧床墊 

若要此款請於右方填寫「是」，若要其他款式則不用填寫：

★產品特色：M 型輔助彈簧，專利雙透氣環繞式設計，新光涼

感紗表布，HR 高密度釋壓泡棉，2.0mm 線徑高碳鋼獨立筒。 

★100%台灣製，讓您買的放心、睡的安心。

★通過 ISO9001 品質認證、ISO14001 環境認證，安全無毒。

可選尺寸，請填編號：

1.單人床【3 尺】 19,250 元 

2.單人床【3.5 尺】 19,250 元 

3.雙人床【5 尺】 19,750 元 

4.雙人床【6 尺】 23,250 元 

5.雙人床【6 尺 x7 尺】 26,750 元 

6.客製化尺寸 估價 



款式 E：BS85 型獨立筒彈簧床墊 

若要此款請於右方填寫「是」，若要其他款式則不用填寫：       

 

★產品特色：616 顆長纖獨立筒，M 型輔助彈簧，專利 360 度

3D透氣布，天然乳膠，表層抗菌防螨甲殼素纖維布。 

★100%台灣製，讓您買的放心、睡的安心。 

★通過 ISO9001 品質認證、ISO14001 環境認證，安全無毒。 

 

 

可選尺寸，請填編號：       

1.單人床【3 尺】 21,850 元 

2.單人床【3.5 尺】  21,850 元 

3.雙人床【5 尺】 22,350 元 

4.雙人床【6 尺】 25,850 元 

5.雙人床【6 尺 x7 尺】  29,350 元 

6.客製化尺寸 估價 



款式 F：BS125 型獨立筒彈簧床墊 

若要此款請於右方填寫「是」，若要其他款式則不用填寫：       

 

★產品特色：672 長織獨立筒，10cm 科技膠，護邊，銀離子抗

菌布。 

★100%台灣製，讓您買的放心、睡的安心。 

★通過 ISO9001 品質認證、ISO14001 環境認證，安全無毒。 

 

  

可選尺寸，請填編號：       

1.單人床【3 尺】 32,250 元 

2.單人床【3.5 尺】  32,250 元 

3.雙人床【5 尺】 32,750 元 

4.雙人床【6 尺】 36,250 元 

5.雙人床【6 尺 x7 尺】  39,750 元 

6.客製化尺寸 估價 



款式 G：BS145 型獨立筒彈簧床墊 

若要此款請於右方填寫「是」，若要其他款式則不用填寫：       

 

★產品特色：2500 顆獨立筒，護邊，荷蘭馬毛，溫控緹花布。 

★100%台灣製，讓您買的放心、睡的安心。 

★通過 ISO9001 品質認證、ISO14001 環境認證，安全無毒。 

 

 

 

可選尺寸，請填編號：       

1.單人床【3 尺】 37,550 元 

2.單人床【3.5 尺】  37,550 元 

3.雙人床【5 尺】 38,050 元 

4.雙人床【6 尺】 41,550 元 

5.雙人床【6 尺 x7 尺】  45,050 元 

6.客製化尺寸 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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