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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專案
2019



CLASS FIVE 
五級旋風馬桶 $28,800

超強排污
加大的沖水閥使瞬間水流更強勁，搭配水道

前的輔助噴水口，確保卓越的沖水與大量污

物的清除效果有效預防馬桶堵塞。

綠色環保
節水設計達到LEED及綠建築標準。

更加潔淨
360度水流，徹底洗淨缸體內側
各個角落，清潔表現及衛生更

加提升。

SAN RAPHAEL  
單體馬桶
K-3722K-NS-0 (不附馬桶蓋)
管距305mm
749 x 519 x 610 mm

AERODYNE®

單體馬桶
K-3869T-NS-0 (不附馬桶蓋)
管距305mm
749 x 392 x 708 mm

銀離子抗菌瞬熱 智慧夜燈溫暖座圈烘乾除臭

C -150 電腦馬桶蓋
K-8297TW-0

3

3/4.8L 4.8L

免費升級
法弧座圈 
舒適入座享受

黃金操控面板
貼合使用習慣

恆溫
瞬熱系統

指定 指定

CLASS FIVE五級旋風 馬桶

單購優惠價 $13,900

購買CLASS FIVE五級旋風指定馬桶
免費升級  C3-150電腦馬桶蓋



優惠價 $110,000 優惠價 $99,000

Veil Wall Hung Intelligent Toilet
壁掛式智能馬桶
K-5402TW-0
牆排水
675 x 437 x 525 mm

Veil Intelligent Toilet
智能馬桶
K-5401TW-0
管距305 mm
670 x 438 x 533 mm

3/6L3/6L

強力沖水
極速水動力沖水系統，

衝力強勁不留污漬

微波感應
先進技術，自動開閉蓋

及沖水感應更精確

三種沖洗模式
輕柔 - 女性沖洗

脈衝 - 按摩功效

螺旋 - 沖洗潔淨

噴管除菌
UV紫外線＋電解水清潔，

雙重除菌，關愛健康

法弧座墊
符合人體工學，入座

倍感舒適

遙控器界面優美
按鍵排列符合人體工學，

全介面選單操作更便捷

智能馬桶



組合優惠價 $23,890

組合優惠價 $20,000

優惠價 $17,500

JULY
K-45396T-CP
610 mm 毛巾桿

單購價 $1,650

JULY
衛生紙架
K-45403T-CP
 

單購價 $1,300

JULY
單衣鈎
K-45394T-CP

單購價 $600

JULY
毛巾環
K-45401T-CP

單購價 $1,000

JULY
雙層毛巾架
K-45400T-CP

單購價 $3,300

ALEO
雙花灑淋浴柱
K-97826T-4-CP

單購價 $17,500

ALEO
單槍面盆龍頭
K-72275T-4-CP
出水口長100 mm，
高88 mm

單購價 $6,000

MAXISPACE 
900 mm鏡櫃
K-96107T-NA
890 x 158 x 776 mm

含壓克力儲物盒3個，
門板掛勾3個

 

MAXISPACE 
600mm鏡櫃
96106T-L/R-NA
590 x 158 x 776 mm

含壓克力儲物盒2個，
門板掛勾2個

ELOSIS
900 mm鏡櫃
K-15239T-NA
890 x 122 x 664 mm

FOREFRONT
浴櫃組
K-45764T-C38(左開門)
892 x 517 x 550 mm

一體化檯盆(單孔)
K-2749T-1-0
900 x 520 x 145 mm

鋁合金支撐腳
K-45765T-NA
75 mm高，15mm

可調，每副2個，共2副

MAXISPACE
900 mm浴櫃組 
K-20020T-M-H14
890 x 445 x 663 mm

含壓克力儲物盒4個，
門板掛勾2個

一體化檯盆
K-96121T-1-0
900 x 450 mm 
(附造型洗衣板)

鋁合金支撐腳
K-76082T-LK
 110 mm高，10mm

可調，每副2個，共2副

MAXISPACE 
600 mm浴櫃組
K-20019T-M-H14
590 x 445 x 663 mm

含壓克力儲物盒2個，
門板掛勾2個

一體化檯盆
K-96120T-1-0
600 x 450 mm

鋁合金支撐腳
K-76082T-LK
 110 mm高，10mm

可調，每副2個，共2副

優惠價 $16,900 優惠價 $11,900優惠價 $9,250優惠價 $35,600

浴櫃&鏡櫃

龍頭&配件

KOHLER體驗館KEC TPE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48號
洽詢專線 02-2511-9928

KOHLER.COM.TW
Facebook.com / KohlerTaiwan   IG / KohlerTW

* 活動若有任何疑義，KOHLER保留活動最終決定權 認證所屬經銷商



台北 KOHLER 體驗館 02-2511-9928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48號
02-2713-0055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60號
04-2452-9009 台中市西屯區黎明路三段398-3號
07-216-4588 高雄市前金區民生二路200號

金時代開發國際有限公司 02-2719-8068  台北市松山區長春路498號
亘鴻國際有限公司 02-2791-1555 台北市內湖區行善路388號5樓
澄美興業有限公司 03-335-0862 桃園市三民路一段140號
鑫銳廚衛有限公司

(原漢諾國際有限公司)
03-358-6969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593號

雋凱國際設計建材館 03-761-3153 苗栗縣頭份市自強路二段506號
誠寶精品衛浴 04-2462-0512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772號
羅力衛浴股份有限公司 04-2302-0789 台中市西區英才路517號
高鑫渼企業有限公司 05-223-1357 嘉義市林森西路261號
永昕衛廚有限公司 06-263-5899 台南市南區健康路二段213號
章記衛廚 07-2868-111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166號
麗室建材有限公司 07-348-9997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一路127號
海勒廚具衛浴精品 03-932-8088 宜蘭縣宜蘭市宜興路三段103號
和昌勝股份有限公司 08-922-6107 台東市更生路1152號

北部

麗舍生活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中部

南部

東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