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奧司卡廚具奧司卡廚具‧系統傢系統傢俱俱工廠工廠

Brand 德盟系統櫥櫃-新竹奧司卡

廚具設計規劃廚具設計規劃

Description

★新竹廚具-廚房設計的領導者-奧司卡廚具-系統傢俱工廠★

提供歐式廚具、不銹鋼廚具、一字型廚具、L型廚具、M型廚具、浴櫃、
RO淨水器 經銷各廠牌熱水器、瓦斯爐、油煙機、烘碗機、一太淋浴拉門。
提供廚具、 櫥櫃 、浴櫃全客製化 完全不受規格限制,從 展示 丈量 設計 簽
約 製作 安裝 售後服務皆由工廠直接為客戶服務 提供人造石廚具檯面、不
鏽鋼廚具檯面、美耐板廚具檯面換新服務。 提供水晶板廚具門板、實木門
廚具門板、美耐板廚具門板換新服務。 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包括施工前的
整體規劃、設計、丈量、繪圖等。

★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從展示丈量-設計-簽約-製作-安裝-售後服務★

Brand 德盟系統櫥櫃-新竹奧司卡

奧司卡廚具奧司卡廚具 | 精品廚具精品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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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 台灣櫻花SAKURA

櫻花櫻花SAKURA-Q7598AXL嵌門板抽屜式烘碗機嵌門板抽屜式烘碗機

Description

機種：Q7598AXL
主機尺寸(寬×深×高)mm：898×542×350
主機淨重：23.5kg
顏色/材質：不鏽鋼桶身+嵌門板(本產品不含門板請依府上需求自由搭配)
內容量：約16人份
乾燥方式：熱風循環
殺菌方式：O3臭氧
功能：全自動功能(殺菌+烘乾) : 90/70/50 分鐘三種模式

Brand 台灣櫻花SAKURA

櫻花櫻花SAKURA-Q7596A殺菌烘碗機殺菌烘碗機

Description

機種：Q7596AML、Q7596AL
主機尺寸(寬×高×深)mm：495 x 695 x 536
                                         595 x 695 x 536
顏色/材質：不鏽鋼桶身+嵌門板(本產品不含門板請依府上需求自由搭配)
殺菌方式：O3臭氧
電源電壓及頻率：110V/60Hz
消耗功率：400W

Brand 台灣櫻花SAKURA

櫻花櫻花SAKURA-全平面玻璃觸控落地式烘碗機系全平面玻璃觸控落地式烘碗機系
列列

Description

Q7693 全平面玻璃觸控落地式烘碗機

Q7690 全平面玻璃觸控落地式烘碗機

★全平面玻璃門板，落地型整體設計

★玻璃觸控式開關，提高使用質感

★緩衝式滑軌設計，可防止碗盤碰撞受損

Brand 台灣櫻花SAKURA

櫻花櫻花SAKURA-Q7580 殺菌吊掛烘碗機殺菌吊掛烘碗機

Description

型號：Q7580 殺菌烘碗機

機種：Q7580SL、Q7580SXL
主機尺寸(寬×深×高)mm：796×332×400
                                         896×332×400
碗籃架尺寸(寬*深*高)mm：685x279x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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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5x279x181
主機淨重：19kg、21kg
機體色系：銀色/烤漆
內容量：約12人份
乾燥方式：熱風循環
殺菌方式：O3臭氧+紫外線殺菌
烘乾時間設定：三段（40 / 60 / 80分鐘）
電源電壓及頻率：110V/60Hz
消耗功率：270W

SAKURA 烘碗機
櫻花烘碗機高品質保證，具備科技LCD功能顯示及電子式開關，高效熱循
環出風口，臭氧殺菌除味最乾淨。購買烘碗機，櫻花烘碗機系列是您的第
一選擇。

Brand 台灣櫻花SAKURA

櫻花櫻花SAKURA-Q7583 殺菌吊掛烘碗機殺菌吊掛烘碗機

Description

SAKURA 烘碗機
櫻花烘碗機高品質保證，具備科技LCD功能顯示及電子式開關，高效熱循
環出風口，臭氧殺菌除味最乾淨。購買烘碗機，櫻花烘碗機系列是您的第
一選擇。

Q7583 殺菌烘碗機

★玻璃觸控式操作面板，專利機能型不鏽鋼碗籃(筷)架。

★臭氧、紫外線雙效殺菌+PTC熱風內循環烘乾，純烘乾.純殺菌.全自動。

★鏡面強化玻璃面板。

Brand 台灣櫻花SAKURA

櫻花櫻花SAKURA-防乾燒節能檯面爐系列防乾燒節能檯面爐系列

Description

G-2830KG 三口防乾燒節能檯面爐

顏色/材質：黑色/白色強化玻璃

G-2830KS 三口防乾燒節能檯面爐

顏色/材質：不鏽鋼

G-2820G 二口防乾燒節能檯面爐

顏色/材質：黑色/白色強化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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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 台灣櫻花SAKURA

櫻花櫻花SAKURA-G2633S三口三口/G2623S 二口大面二口大面
板易清檯面爐板易清檯面爐

Description

G2623S二口大面板易清檯面爐

G2633S三口大面板易清檯面爐

面板材質：不鏽鋼珍珠壓紋

Brand 台灣櫻花SAKURA

櫻花櫻花SAKURA-G2633G三口三口/G2623G二口大面二口大面
板易清檯面爐板易清檯面爐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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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633G 三口大面板易清檯面爐

G2623G 二口大面板易清檯面爐 

顏色：黑色/白色強化玻璃

Brand 台灣櫻花SAKURA

櫻花櫻花SAKURA-雙雙內內焰安全檯面爐系列焰安全檯面爐系列

Description

G-2720KS 雙內焰安全檯面爐-不繡鋼

    
G-2720KG 雙內焰安全檯面爐-黑色強化玻璃

Brand 台灣櫻花SAKURA

櫻花櫻花SAKURA-雙雙內內燄安全檯面爐系列燄安全檯面爐系列

Description

G2722G 二口雙內燄安全檯面爐

G2732G 三口雙內燄安全檯面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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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 台灣櫻花SAKURA

櫻花櫻花SAKURA-高效節能檯面爐系列高效節能檯面爐系列

Description

G2835AGB三口高效節能檯面爐

G2825AGB二口高效節能檯面爐

Brand 台灣櫻花SAKURA

櫻花櫻花SAKURA-雙炫火玻璃檯面爐系列雙炫火玻璃檯面爐系列

Description

G2932AGB三口雙炫火玻璃檯面爐

G2922AGB二口雙炫火玻璃檯面爐

Brand 台灣櫻花SAKURA

櫻花櫻花SAKURA-G2928G 3D雙炫火二口玻璃檯面雙炫火二口玻璃檯面
爐爐

Description

G2928G 3D雙炫火二口玻璃檯面爐

面板材質：黑色強化玻璃
機體尺寸(寬 x 深 x 高)：775 × 520 × 145 mm
挖孔尺寸(寬 x 深)：728 × 468 mm R113
淨重：19 kg
點火方式：電子連續點火 (DC1.5V x 2)
瓦斯管徑：∮ 3/8" (9.5mm) 標準式
燃氣總消耗量：LPG共8.7kW (0.626 k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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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共8.7 kW ( 7,482 kcal/h)
適用燃氣：液化瓦斯(LPG) / 天然氣(NG)
燃氣壓力：LPG 280 mm H2O
                  NG 150 mm H2O
能源效率等級：第1級

Brand 台灣櫻花SAKURA

櫻花櫻花SAKURA-G2926G智能雙炫火二口玻璃檯智能雙炫火二口玻璃檯
面爐面爐

Description

G2926G智能雙炫火二口玻璃檯面爐

面板材質：黑色強化玻璃
機體尺寸(寬 x 深 x 高)：730 x 420 x 145 mm
挖孔尺寸(寬 x 深)：670 x 350 mm R85
淨動：18.5 kg
點火方式：電子連續點火 (DC1.5V x 2)
瓦斯管徑：3/8” (9.5 mm) 標準式
燃氣總消耗量：LPG共8.7kW (0.626 kg/h)
                         NG共8.7 kW ( 7,482 kcal/h)
適用燃氣：液化瓦斯(LPG) / 天然氣(NG)
燃氣壓力：LPG 280 mm H2O
                  NG 150 mm H2O
能源效率等級：第1級

Brand 德盟系統櫥櫃-新竹奧司卡

系統收納櫃系統收納櫃/系統衣系統衣櫥櫥

Description

系統收納櫃/系統衣櫥

★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從展示丈量-設計-簽約-製作-安裝-售後服務★

Brand 德盟系統櫥櫃-新竹奧司卡

廁所廁所-防水防水櫥櫥櫃櫃+衛浴整體規劃衛浴整體規劃

Description

廁所-防水櫥櫃+衛浴整體規劃

『奧司卡廚具‧系統傢俱工廠』提供全方位居家裝修專業技術服務團隊~室內
裝修~系統家具、廚具、木作、油漆、泥作、浴室、水電工程、地板工程…
等全方位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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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歐式廚具、不銹鋼廚具、一字型廚具、L型廚具、M型廚具、 系統櫥
櫃、浴櫃~專業設計全客製化規劃，另提供系統檯面/門板換新服務。另經銷
各大廠牌~家用電熱水器 、瓦斯爐、抽油煙機、吊掛/落地式烘婉機、RO淨
水器、燈飾、衛浴設備、淋浴拉門、窗簾、木質地板~皆有配合室內設計全
方位規劃。

★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從展示丈量-設計-簽約-製作-安裝-售後服務★

Brand 德盟系統櫥櫃-新竹奧司卡

系統家具系統家具/系統系統櫥櫥櫃櫃

Description

系統家具/系統櫥櫃

★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從展示丈量-設計-簽約-製作-安裝-售後服務★

Brand 德盟系統櫥櫃-新竹奧司卡

入門玄關入門玄關+系統鞋櫃系統鞋櫃 規劃規劃

Description

入門玄關+系統鞋櫃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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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從展示丈量-設計-簽約-製作-安裝-售後服務★

Brand 德盟系統櫥櫃-新竹奧司卡

系統傢系統傢俱俱-電視櫃電視櫃+收納櫃收納櫃

Description

系統傢俱-電視櫃+收納櫃

★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從展示丈量-設計-簽約-製作-安裝-售後服務★

Brand 德盟系統櫥櫃-新竹奧司卡

系統傢系統傢俱俱-衣櫃衣衣櫃衣櫥櫥設計設計

Description

系統傢俱-衣櫃衣櫥設計

★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從展示丈量-設計-簽約-製作-安裝-售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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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 德盟系統櫥櫃-新竹奧司卡

餐廳廚房整體規劃餐廳廚房整體規劃

Description

餐廳廚房整體規劃

★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從展示丈量-設計-簽約-製作-安裝-售後服務★

詳細內容

Brand 德盟系統櫥櫃-新竹奧司卡

餐廳空間規劃餐廳空間規劃

Description

餐廳空間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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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從展示丈量-設計-簽約-製作-安裝-售後服務★

Brand 德盟系統櫥櫃-新竹奧司卡

室室內內設計設計-和室空間規劃和室空間規劃

Description

室內設計-和室+電視牆規劃

★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從展示丈量-設計-簽約-製作-安裝-售後服務★

Brand 德盟系統櫥櫃-新竹奧司卡

系統傢系統傢俱俱櫥櫥櫃整體規劃櫃整體規劃

Description

『奧司卡廚具‧系統傢俱工廠』提供全方位居家裝修專業技術服務團隊~室內
裝修~系統家具、廚具、木作、油漆、泥作、浴室、水電工程、地板工程…
等全方位整體規劃。

提供歐式廚具、不銹鋼廚具、一字型廚具、L型廚具、M型廚具、 系統櫥
櫃、浴櫃~專業設計全客製化規劃，另提供系統檯面/門板換新服務。另經銷
各大廠牌~家用電熱水器 、瓦斯爐、抽油煙機、吊掛/落地式烘婉機、RO淨
水器、燈飾、衛浴設備、淋浴拉門、窗簾、木質地板~皆有配合室內設計全
方位規劃。

★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從展示丈量-設計-簽約-製作-安裝-售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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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 德盟系統櫥櫃-新竹奧司卡

廚具設計規劃廚具設計規劃

Description

★新竹廚具-廚房設計的領導者-奧司卡廚具-系統傢俱工廠★

提供歐式廚具、不銹鋼廚具、一字型廚具、L型廚具、M型廚具、浴櫃、
RO淨水器 經銷各廠牌熱水器、瓦斯爐、油煙機、烘碗機、一太淋浴拉門。
提供廚具、 櫥櫃 、浴櫃全客製化 完全不受規格限制,從 展示 丈量 設計 簽
約 製作 安裝 售後服務皆由工廠直接為客戶服務 提供人造石廚具檯面、不
鏽鋼廚具檯面、美耐板廚具檯面換新服務。 提供水晶板廚具門板、實木門
廚具門板、美耐板廚具門板換新服務。 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包括施工前的
整體規劃、設計、丈量、繪圖等。

★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從展示丈量-設計-簽約-製作-安裝-售後服務★

Brand 德盟系統櫥櫃-新竹奧司卡

廚房設計廚房設計

Description

新竹廚具-廚房設計的領導者-奧司卡廚具-系統傢俱工廠

奧司卡廚具‧系統傢俱工廠
提供全方位居家裝修專業技術服務團隊~室內裝修~系統家具、廚具、木
作、油漆、泥作、浴室、水電工程、地板工程…等全方位整體規劃。

★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從展示丈量-設計-簽約-製作-安裝-售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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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 德盟系統櫥櫃-新竹奧司卡

廚房整體規劃廚房整體規劃

Description

★新竹廚具-廚房設計的領導者-奧司卡廚具-系統傢俱工廠★

提供歐式廚具、不銹鋼廚具、一字型廚具、L型廚具、M型廚具、浴櫃、
RO淨水器 經銷各廠牌熱水器、瓦斯爐、油煙機、烘碗機、一太淋浴拉門。
提供廚具、 櫥櫃 、浴櫃全客製化 完全不受規格限制,從 展示 丈量 設計 簽
約 製作 安裝 售後服務皆由工廠直接為客戶服務 提供人造石廚具檯面、不
鏽鋼廚具檯面、美耐板廚具檯面換新服務。 提供水晶板廚具門板、實木門
廚具門板、美耐板廚具門板換新服務。 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包括施工前的
整體規劃、設計、丈量、繪圖等。

★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從展示丈量-設計-簽約-製作-安裝-售後服務★

Brand 德盟系統櫥櫃-新竹奧司卡

廚具設計規劃廚具設計規劃

Description

★新竹廚具-廚房設計的領導者-奧司卡廚具-系統傢俱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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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從展示丈量-設計-簽約-製作-安裝-售後服務★

Brand 德盟系統櫥櫃-新竹奧司卡

廚具整體設計規劃廚具整體設計規劃

Description

★新竹廚具-廚房設計的領導者-奧司卡廚具-系統傢俱工廠★

提供歐式廚具、不銹鋼廚具、一字型廚具、L型廚具、M型廚具、浴櫃、
RO淨水器 經銷各廠牌熱水器、瓦斯爐、油煙機、烘碗機、一太淋浴拉門。
提供廚具、 櫥櫃 、浴櫃全客製化 完全不受規格限制,從 展示 丈量 設計 簽
約 製作 安裝 售後服務皆由工廠直接為客戶服務 提供人造石廚具檯面、不
鏽鋼廚具檯面、美耐板廚具檯面換新服務。 提供水晶板廚具門板、實木門
廚具門板、美耐板廚具門板換新服務。 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包括施工前的
整體規劃、設計、丈量、繪圖等。

★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從展示丈量-設計-簽約-製作-安裝-售後服務★

Brand 德盟系統櫥櫃-新竹奧司卡

廚具吧台廚具吧台/中島設計中島設計

Description

★新竹廚具-廚房設計的領導者-奧司卡廚具-系統傢俱工廠★

提供歐式廚具、不銹鋼廚具、一字型廚具、L型廚具、M型廚具、浴櫃、
RO淨水器 經銷各廠牌熱水器、瓦斯爐、油煙機、烘碗機、一太淋浴拉門。
提供廚具、 櫥櫃 、浴櫃全客製化 完全不受規格限制,從 展示 丈量 設計 簽
約 製作 安裝 售後服務皆由工廠直接為客戶服務 提供人造石廚具檯面、不
鏽鋼廚具檯面、美耐板廚具檯面換新服務。 提供水晶板廚具門板、實木門
廚具門板、美耐板廚具門板換新服務。 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包括施工前的
整體規劃、設計、丈量、繪圖等。

★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從展示丈量-設計-簽約-製作-安裝-售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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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 德盟系統櫥櫃-新竹奧司卡

廚具設計規劃廚具設計規劃

Description

★新竹廚具-廚房設計的領導者-奧司卡廚具-系統傢俱工廠★

提供歐式廚具、不銹鋼廚具、一字型廚具、L型廚具、M型廚具、浴櫃、
RO淨水器 經銷各廠牌熱水器、瓦斯爐、油煙機、烘碗機、一太淋浴拉門。
提供廚具、 櫥櫃 、浴櫃全客製化 完全不受規格限制,從 展示 丈量 設計 簽
約 製作 安裝 售後服務皆由工廠直接為客戶服務 提供人造石廚具檯面、不
鏽鋼廚具檯面、美耐板廚具檯面換新服務。 提供水晶板廚具門板、實木門
廚具門板、美耐板廚具門板換新服務。 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包括施工前的
整體規劃、設計、丈量、繪圖等。

★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從展示丈量-設計-簽約-製作-安裝-售後服務★

Brand 德盟系統櫥櫃

歐化廚具歐化廚具

Description

★新竹廚具-廚房設計的領導者-奧司卡廚具-系統傢俱工廠★

結合歐洲極簡線條、日系收納功能創造MIT新品
為了提供台灣消費者最新穎的觀念與產品，觀摩歐洲廚具大展的流行趨
勢，與台灣生活習慣較相近的日本，此外，更會透過傾聽顧客們的需求，
從中找出國人對於廚具的期望與不足，進而研發符合民情且融入歐、日風
格與功能的MIT（Made in Taiwan）廚具，我們的廚具不但擁有歐系的極簡
線條之美，同時也加入日系的精緻收納細節，精益求精的態度深受顧客信
賴，以最優質的品質，服務每一個客戶。

★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從展示丈量-設計-簽約-製作-安裝-售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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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 林內Rinnai

林林內內Rinnai-日本進口嵌入式瓦斯爐日本進口嵌入式瓦斯爐 + 小烤箱小烤箱

Description

嵌入式防漏瓦斯爐＋小烤箱

產品編號：
RS721W9S8R-VR-TR
美型設計，榮獲2010年日本GD大賞
兩口防空燒外焰式防漏爐頭
上下二段式親子爐頭
右大火功能
LED點火、火力顯示指示燈
美食家功能，油炸溫度設定
雙面燒小烤箱
電子連續點火
德國SCHOTT陶瓷玻璃天板
Auto cook計時器
油溫過熱安全機能
熄火安全裝置
忘記關火自動熄火
空燒熄火安全機能
兒童安全鎖
小烤箱過熱自動熄火
日本原裝進口，三年保固品質承諾(限家庭用)

Brand 林內Rinnai

林林內內Rinnai-洗碗機洗碗機

Description

洗碗機

產品編號：RKW系列
抽屜式人體工學
配合髒汙程度可供4段(401型)/6段(601、600型)清洗流程
獨立乾燥功能、持續乾燥功能
銀色外觀造型，隱藏式控制，門板可隨櫥櫃顏色搭配
預約、安全鎖、清洗及剩餘時間顯示
智慧型碗盤架，可視需要調整
塔式延伸噴嘴，洗淨無死角
DC馬達，強力又靜音
使用電源：AC110V
三年保固品質承諾(限家庭用)
建議使用洗碗機專用清潔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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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 林內Rinnai

林林內內Rinnai-日本進口熱水器日本進口熱水器

Description

屋外強制排氣型潛熱回收20/24L熱水器

產品編號：REU-E2010 / 2400W-TR

屋外型下置馬達強制排氣
每分鐘熱水量製熱能力(溫升25度) 20/24L / min
水量伺服馬達
數位恆溫設計
三段火排自動調整
低Nox排放
潛熱回收環保熱水器
二次熱交換超高效率
熄火、過熱、殘火、過壓、沸騰、防空燒等安全裝置
可外接溫控器(另售)
天然氣需使用4 / 5 立方公尺/每小時以上之瓦斯流量
日本原裝進口，三年保固品質承諾(限家庭用)

Brand 林內Rinnai

林林內內Rinnai-REH系列電熱水器系列電熱水器

Description

電熱水器

產品編號：REH系列
8/12/15/20/30/50加侖容量
不銹鋼SUS材質
防空燒等安全裝置，符合最新安規
填充式PU發泡材質，保溫效果佳
冷熱分層，縮短加熱時間

REH-0864 能效4級
REH-1264 能效4級
REH-1564 能效4級
REH-2064 能效4級
REH-3065 能效5級
REH-5064 能效4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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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 林內Rinnai

林林內內Rinnai-強制排氣型強制排氣型16L熱水器熱水器

Description

強制排氣型16L熱水器

產品編號：RUA-1621WF-DX
每分鐘熱水量製熱能力(溫升25度) 16L/min
屋內型下置馬達強制排氣
水量伺服馬達
三段火排自動調整
35-60℃共16段水溫設定
連續使用60分鐘安全熄火裝置
分流管降溫設計
液晶顯示溫度調整
微電腦數位恆溫設計
故障自動診斷功能
故障自動診斷功能
熄火、過熱、殘火、過壓、沸騰、防空燒等安全裝置
可移式本體溫控器
可外接溫控器(另售，搭配型號MC-94S-TR)
天然氣需使用3立方公尺/每小時以上之瓦斯流量

■ 屋內型強制排氣
DC直流風扇馬達，在風速多變的環境中，會依外在風壓改變，自動調節風
扇轉速，能有效地將熱水器在運作時所產生的廢氣排出屋外，安全更有保
障。

■ 16公升製熱能力（溫升25度）
每分鐘16L製熱能力（溫升25度），搭配水量伺服馬達，水溫穩定可享受舒
適淋浴的快感。

■ 數位液晶面板
LED溫度顯示及觸控式按鍵，操作簡單又方便。

■ 16段熱水溫度調控設定
從35度到60度之間，16段溫度設定，自由調節想要的水溫。

■ 可外接溫控器
最多可安裝三個溫控器(含本體溫控器)，讓在每間浴室洗澡的家人都可隨心
所浴。

■ 林內獨創分流管設計
分流管設計，當常態性連續開關水龍頭時仍能保持水溫，不被突來熱水燙
傷。

■ 多重安全保護功能，使用更放心
本熱水器有熄火保護、過熱保護、過壓保護、風扇運轉保護、過電流保
護、空燒安全裝置等安全保護功能，使用安全放心。

Brand 林內Rinnai

林林內內Rinnai-強制排氣式強制排氣式12L熱水器熱水器

Description

強制排氣式12L熱水器

產品編號：RU-B1251FE

環保無氧製程熱交換器，熱傳導提升
每分鐘熱水量製熱能力(溫升25度) 12L/ min
屋內型上置馬達強制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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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顯示溫度調整
數位控溫安全設計
37-70℃共18段水溫設定
連續使用50分鐘安全裝置
水量感知啟動
洩壓、防空燒、熄火安全裝置
天然氣需使用2.5立方公尺/每小時以上之瓦斯流量

Brand 林內Rinnai

林林內內Rinnai-強制排氣式強制排氣式13L/16L熱水器熱水器

Description

強制排氣式13L/16L熱水器

產品編號：RUA-B1301WF/RUA-B1601WF

環保無氧製程熱交換器，熱傳導提升
LED溫度顯示數字加大 
消耗電功率降低，更節能
每分鐘熱水量製熱能力(溫升25度) 13/16L /min
屋內型下置馬達強制排氣
水量感知啟動
35-60度共16段水溫設定
連續使用60分鐘安全熄火裝置
分流管降溫設計
故障自動診斷功能
熄火、過熱、殘火、過壓、沸騰、防空燒等安全裝置
13L型，天然氣需使用2.7立方公尺/小時以上瓦斯流量
16L型，天然氣需使用3立方公尺/小時以上瓦斯流量

Brand 林內Rinnai

林林內內Rinnai-電熱水器電熱水器(琺瑯琺瑯內內膽膽)

Description

REH電熱水器(琺瑯內膽)

產品編號：REH-0854/1255/2055/3055/5054

8/12/20/30/50加侖容量
琺瑯內桶五年保固，免費更新
琺瑯內膽，防鏽、抗腐蝕效果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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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鏽鋼外桶，堅固耐用
PU高密度發泡材質，保溫效果佳
內置鎂極棒，有效延長機體壽命
多重安全保護裝置，使用更放心

Brand 林內Rinnai

林林內內Rinnai-倒倒T式排油煙機式排油煙機(高速馬達高速馬達)

Description

倒T式排油煙機(高速馬達)

產品編號：RH-9129
歐化倒T造型
60公分深，可完全吸附烤箱熱氣及炒菜油煙
鋁質高密度易拆洗過濾油網
三段風速調整
LED電子彩色按鍵顯示
二段速自動關機選擇，清淨節能
TURBO鍵瞬間啟動，高速強力排煙
LED燈泡
材質：SUS#430

倒T式排油煙機(高速馬達)

產品編號：RH-9120
歐化倒T造型，沉穩黑色玻璃觸控面板
鋁質高密度易拆洗過濾油網
三段風速調整，高速強吸力，低速超靜音
專利開關設計，清潔超容易
延遲自動關機功能，清淨節能
LED燈泡
材質：SUS#430

Brand 林內Rinnai

林林內內Rinnai-倒倒T式排油煙機式排油煙機(高速馬達高速馬達)

Description

倒T式排油煙機(高速馬達)

產品編號：RH-9029H / 1229H
歐化倒T造型
鋁質高密度易拆洗過濾油網
三段風速調整，高速強吸力，低速超靜音
TURBO鍵瞬間啟動，高速強力排煙
省電燈泡
材質：SUS#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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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 林內Rinnai

林林內內Rinnai-隱藏式排油煙機隱藏式排油煙機

Description

全直流變頻排油煙機

產品編號：
RH-8628 / 9628
DC變頻雙渦輪增壓馬達
【外觀】
整機不鏽鋼，質感兼具耐用性
折疊式強化玻璃導煙板，搭配整體感黑色邊框
全平面玻璃觸控，無邊框設計美觀易潔
Logo背光專利設計
LED燈泡
材質：SUS#430
【功能】
低速超靜音，方便清新居家空氣
高速超省電，雙渦輪增壓吸力強
六段風速，高低速切換快捷鍵
延遲自動關機，可定時1-99分鐘
記憶風速功能
【特點】
林內變頻馬達穩定，高速運轉無時限
低速靜音省電，可搭配定時功能長時間清新空氣

Brand 林內Rinnai

林林內內Rinnai-全直流變頻倒全直流變頻倒T式排油煙機式排油煙機

Description

全直流變頻倒T式排油煙機

產品編號：RH-9621
DC變頻渦輪增壓馬達
【外觀】
極薄倒T型，時尚簡約
全平面玻璃觸控，無邊框設計美觀易潔
Logo背光專利設計
LED燈泡
材質：SUS#430
【功能】
低速超靜音，方便清新居家空氣
高速超省電，渦輪增壓吸力強
六段風速，高低速切換快捷鍵
延遲自動關機，可定時1-99分鐘
記憶風速功能
【特點】
林內變頻馬達穩定，高速運轉無時限
低速靜音省電，可搭配定時功能長時間清新空氣低速超靜音，方便清新居
家空氣

21 of 28



Brand 林內Rinnai

林林內內Rinnai-全直流變頻雙倒全直流變頻雙倒T式排油煙機式排油煙機

Description

全直流變頻雙倒T式排油煙機

產品編號：
RH-9173 / 1273
DC變頻雙渦輪增壓馬達
【外觀】
雙倒T造型
機箱美觀無焊點
新式logo，質感上乘不卡油
LED燈泡
材質：SUS#430
【功能】
低速超靜音，方便清新居家空氣
高速超強吸力，排風量稱霸業界
五段風速，可於電子顯示窗辨識
延遲90秒自動關機
低速空氣清新快捷鍵
【特點】
林內變頻馬達穩定，高速運轉無時限
低速靜音省電，搭配快捷鍵有效率清新空氣

Brand 林內Rinnai

林林內內Rinnai-懸掛式烘碗機懸掛式烘碗機(液晶顯示液晶顯示)

Description

懸掛式烘碗機(液晶顯示)

產品編號：
RKD-182 / 192 SY
科技時尚造型設計
內部不銹鋼材質
易拆門板設計
PTC陶瓷電熱系統
臭氧殺菌
液晶顯示操作面板
機體下方加裝PL燈照明
外殼顏色：銀色
隱藏式抹布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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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 林內Rinnai

林林內內Rinnai-嵌門式烘碗機嵌門式烘碗機

Description

嵌門式烘碗機

產品編號：RKD-5035S / 6035S

落地嵌入式設計，超大容量
門板與把手可自由搭配廚櫃設計
PTC陶瓷電熱系統
臭氧殺菌
緩衝式滑軌，關門靜音設計
滑軌帶動式雙層碗籃架，輕鬆拿取

Brand 林內Rinnai

林林內內Rinnai-IH智慧感應爐智慧感應爐

Description

IH智慧感應爐

產品編號：
RB-1130H / 2230H
SCHOTT CERAN陶瓷玻璃觸控面板
無火安全料理，時尚廚房新體驗
六段火力＋加速段，小火燉煮到大火快炒都隨心所欲
高熱效率85%以上搭載高火力，省時間省能源
簡易操作數位定時：1分鐘到9小時59分鐘

Brand 林內Rinnai

林林內內Rinnai-美食家、防空燒系列美食家、防空燒系列

Description

檯面式美食家三口/二口爐

產品編號：RB-3GMB / RB-2GMB
煮開水除氯、煮飯功能
防空燒安全裝置
油炸溫度設定功能(160/180/200℃)
防止油溫過熱裝置
熄火安全裝置
電子連續點火
強化玻璃天板(黑色、白色)

檯面式防空燒二口爐

產品編號：RB-25
防空燒感溫爐頭
高效率親子爐頭
防止油溫過熱裝置
熄火安全裝置
電子連續點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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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銹鋼(S)、琺瑯(W)天板

Brand 林內Rinnai

林林內內Rinnai-檯面式檯面式內內焰二口爐焰二口爐

Description

檯面式內焰二口爐

產品編號：
RB-201 GN / SN
日本專利高效率內焰爐頭
不銹鋼雙層湯盤
專利鋁合金吸氣遮罩(RB-201GN)
熄火安全裝置
電子連續點火
強化玻璃天板(GN型號)
不銹鋼天板(SN型號)
鑄鐵防滑爐架

Brand 林內Rinnai

林林內內Rinnai-檯面式檯面式LOTUS二口爐二口爐 RB-27

Description

檯面式LOTUS二口爐

產品編號：RB-27 GF / F
榮獲2009年台灣優良設計產品
榮獲2010年日本GD大賞
LOTUS上下二段親子爐頭
密閉構造，防漏好清潔
電子快速點火
熄火安全裝置
鑄鐵防滑爐架
強化玻璃天板(GF型號)
不銹鋼天板(F型號)
專利鋁合金吸氣遮罩(GF型號)

Brand 林內Rinnai

林林內內Rinnai-檯面式檯面式LOTUS二口爐二口爐 RB-26

Description

檯面式LOTUS二口爐

產品編號：
RB-26 GF / F
LOTUS上下二段親子爐頭
密閉構造，防漏好清潔
電子快速點火
熄火安全裝置
板金爐架
強化玻璃天板(GF型號)
不銹鋼天板(F型號)
專利鋁合金吸氣遮罩(GF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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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 林內Rinnai

林林內內Rinnai-檯面式檯面式LOTUS三口爐三口爐

Description

檯面式LOTUS三口爐

產品編號：RB-37 GF / F
榮獲2009年台灣優良設計產品
榮獲2010年日本GD大賞
LOTUS上下二段親子爐頭
密閉構造，防漏好清潔
電子快速點火
熄火安全裝置
鑄鐵防滑爐架
強化玻璃天板(GF型號)
不銹鋼天板(F型號)
專利鋁合金吸氣遮罩(GF型號)

Brand 林內Rinnai

林林內內Rinnai-檯面式檯面式內內焰三口爐焰三口爐

Description

檯面式內焰三口爐

產品編號：RB-300GN
日本專利高效率內焰爐頭
不鏽鋼雙層湯盤
專利鋁合金吸氣遮罩
熄火安全裝置
電子連續點火
鑄鐵爐架
強化玻璃天板(黑色)

Brand 林內Rinnai

林林內內Rinnai-義大利進口電烤箱義大利進口電烤箱

Description

義大利進口電烤箱

產品編號：
RBO系列
RBO-5CS1-TW
義大利原裝進口
61公升大容量
不銹鋼面板防手紋處理
5段火力設定
雙層鏡面隔熱玻璃
可拆卸式玻璃門板
旋轉烤肉架功能
高效能照明
定時功能，自動斷電
使用電源：AC220V

RBO-7MSO-TW
義大利原裝進口
61公升大容量
液晶電子式控制器
不銹鋼防汙特殊面板
7段烹飪功能，適合各式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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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面隔熱玻璃
分離式支撐架，容易清潔
循環風扇附加熱功能
強制散熱風扇
使用電源：AC220V

Brand 林內Rinnai

林林內內Rinnai-日本原裝進口微波烤箱日本原裝進口微波烤箱

Description

嵌入式瓦斯微波烤箱

產品編號：RBR-U51E-SV
智慧型高速多功能烤箱
容量：45公升
快速瓦斯加熱，最高溫達300℃
瓦斯烤箱、微波、烤箱＋微波，三種烹調方式
解凍、烘烤、發酵、加熱等烹飪功能
手動及自動行程調理設定
數位溫度控制
使用電源：AC110V
需與林內嵌入型瓦斯爐＋小烤箱機種搭配使用
日本原裝進口，三年保固品質承諾(限家庭用)

Brand 林內Rinnai

林林內內Rinnai-落地式烘碗機落地式烘碗機(雙門抽屜雙門抽屜)

Description

落地式烘碗機(雙門抽屜)

產品編號：RKD-4551 / 5051P / 6051P
強化抽屜式結構
日本溫控系統
PTC陶瓷電熱系統
臭氧殺菌
滾珠滑軌，門板可整組取出
液晶顯示操作面板
鏡面玻璃面板
外桶身材質：SUS#430(RKD-4551)、ABS(RKD-5051P、RKD-6051P)

Brand 林內Rinnai

林林內內Rinnai-落地式烘碗機落地式烘碗機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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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式烘碗機

產品編號：RKD-5030S / 6030S
強化玻璃門板，美觀易搭配
觸控面板操作/時間顯示
PTC陶瓷電熱系統
臭氧殺菌
自動/手動烘乾功能可切換
緩衝式滑軌，關門靜音設計
滑軌帶動式雙層碗籃架，輕鬆拿取

Brand 林內Rinnai

林林內內Rinnai-義大利進口電烤箱義大利進口電烤箱

Description

義大利進口電烤箱

產品編號：RBO系列

RBO-5CS1-TW
義大利原裝進口
61公升大容量
不銹鋼面板防手紋處理
5段火力設定
雙層鏡面隔熱玻璃
可拆卸式玻璃門板
旋轉烤肉架功能
高效能照明
定時功能，自動斷電
使用電源：AC220V

RBO-7MSO-TW
義大利原裝進口
61公升大容量
液晶電子式控制器
不銹鋼防汙特殊面板
7段烹飪功能，適合各式料理
鏡面隔熱玻璃
分離式支撐架，容易清潔
循環風扇附加熱功能
強制散熱風扇
使用電源：AC220V

林林內內Rinnai-炊飯器收納櫃炊飯器收納櫃
Description

炊飯器收納櫃

產品編號：RVD系列

嵌入式設計，完美搭配櫥櫃
強化玻璃門板
隱藏式排氣孔
智慧型自動偵測排氣
LED觸控面板簡易操作
門板鉸鍊無段式設計
金屬面防指紋處理
內桶身、托盤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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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03-6568111
傳真 03-6568001
手機 0926568111
E-Mail oscar6568111@yahoo.com.tw
網站 www.oscar6568111.com.tw
網站 www.iyp.com.tw/036568111
網站 https://www.facebook.com/oscar6568111/

奧司卡廚具奧司卡廚具‧系統傢系統傢俱俱工廠工廠

新竹縣, 竹北市, 中華路, 28號 Facebook 奧司卡廚具.系統傢俱工廠 新竹廚具工廠

奧司卡廚具‧系統傢俱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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