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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發結構

a.木質結構-結合實木和夾板兩種材質。b.鋼骨結構。

依據款式特性，選用不變形S型彈簧、線圈彈簧或強力繃帶來做為坐墊部位

的支撐。

選用強力繃帶來做為背靠部位的支撐。

運用高密度泡棉塑造沙發整體線條。

依據款式的不同設計訴求，選用羽毛或絲棉做為沙發內部填充，創造不一

樣的舒適坐感。

依據設計訴求，使用單一或是多層高密度泡棉，創造出不同的舒適坐感。

木質或是金屬沙發腳。

依據沙發款式、設計、尺寸的不同，某些座次會加裝木質/金屬/塑料輔助

支撐腳。



羽毛 絲棉

高密度泡棉

沙發內容物材質特性

高密度泡棉 舒適性佳，回彈力好，長期使用不易變形及塌陷。

絲          棉 包覆性佳，提供柔軟舒適性。

羽          毛 非常高貴的座墊材質，包覆性極高、會隨著個人體重、身型來

                  服貼曲線，擁有與眾不同的坐感，具有記憶人體曲線的特性。

※坐墊使用後表面會較容易出現不規則之皺褶，所以日常需做拍整的維護

   動作。

內容物使用上產生的自然現象

高密度泡棉  使用一段時間後坐墊的軟硬度會隨著使用的頻率而讓泡棉的軟

                    硬度有些為的差異。

絲          棉  會因為使用習慣和坐姿造成絲棉擠壓和移動，長期下來出現使

                   用後的痕跡。

羽          毛  羽毛同樣會記憶使用者的痕跡和使用習慣，長期使用下會有定

                   型的記憶性。另也會因為使用頻率以及環境濕度，而讓羽毛有

                   膨鬆度的差異。



皮革沙發特性

就如人類一樣，牛隻的成長過程中，皮膚會記錄其成長歲月中因受傷或撞傷，

所產生的不同疤痕，如下:

     因部位不同而有些微顏色差異

     因部位不同而有些紋路差異

     痘疤

     牛頸紋

     傷疤

     牛肚皮

     癒合傷疤

     牛隻編碼烙印

     靜脈紋路印記

     肥胖紋

     昆蟲咬痕

     牛肚紋

     圍籬劃痕

這些現象都是皮革之自然印記，是真正皮革的特徵，並非品質瑕疵，反而表示

著皮革的天然性，更被視為是否為高級皮革的的判別依據。



皮革沙發使用後的天然現象

使用後的皺摺

人們使用沙發時，因身體長時間重壓皮革而產生極大的拉扯力，皮革在承受

此拉扯力量時表面積會因此擴張，並於重量離開座位後是由結構之彈簧與泡

綿支撐恢復原狀。而皮革在多次拉扯後，已被延展擴張的皮革面積會互相推

擠形成皺摺。

所以，皮革沙發座墊上出現皺摺就像人類眼睛周圍的皺紋般自然。是一種天

然舒適的代表，是一種皮革隨歲月累積留下的記錄。尤其坐墊越是柔軟的皮

革沙發，其皮革使用之皺摺現象將越明顯，平常使用後的拍整習慣可以抒緩

皮革皺摺的情況，但無法完全避免皺摺的發生。

使用後的色差

牛皮是一種天然材料，經過多道程序處理後成為可使用的皮革。在長時間經

日光、空氣及濕氣等環境接觸下，顏色會有些許改變（如：直接接觸日照或

碰觸化學性的清潔劑下其狀況更是明顯），這是天然皮革正常現象。如果客

廳有日曬問題，建議拉下窗簾，如果長時間不在家，可以用布套將沙發蓋上

，這些簡單的小動作，都可以減少褪色問題，讓皮色維持在最佳狀態。

補充說明

若是「苯染皮」，其為了保留皮革的最真實感，製程中沒有其它保護層，也

因此在皮革的外觀呈現上，會隨時間、使用習慣，而呈現不同風貌，像是使

用後才會出現皮革油感、皮革層次感、皮面皺褶，空氣中濕度或是液體不小

心潑灑，這些過程都會在苯染皮革留下紀錄與印記，然而這些使用情況最終

將造就出一張具有個人家庭風格，獨一無二的沙發。



皮革沙發保養清潔方法

確實除塵 

先使用吸塵器（需配合適當的吸塵接頭）清潔沙發，或是使用除塵抹布抹去

沙發上灰塵。

選用適合的皮革保養組

皮革保養組包（清潔劑、乳液…等），經過測試合格的

保養品才可確保皮革持續美麗，彩胤傢飾有專用之皮革

保養組合。

合宜的環境

皮革喜歡待在陰涼處，不喜歡做日光浴。紫外線會帶走皮革上的顏色及

水分，導致褪色或因過度乾燥而龜裂。

嚴禁具有化學成分之清潔劑

嚴禁使用化學清潔劑或化學溶劑於皮革沙發上。

定期清潔保養

適度的保養對於延長皮革壽命有極大的幫助，建議依照使用狀況、

半年至一年進行一次皮革保養。



布質沙發特性

現今的生活上，顏色豐富、多元選擇的傢飾布開始大量的被運用在沙發上，

也因布沙發所選用的布料皆具備以下的特性。

   豐富的顏色選擇，易於搭配居家的環境。

   容易營造出溫馨氣氛。

   具有溫暖及透氣的特性、觸感柔軟。

布質沙發使用後的自然現象

沙發在長時間使用下，會因人體重量移動與布料摩擦產生磨損、褪色，以及

出現使用過的摺痕或是起毛球等現象。

另外，雖然布質製作技術不斷的進步，但因材料特性的關係，在使用上或多

或少都會有塵   產生的現象。若家中有易於過敏不抗塵的成員，建議挑選時

避免布質沙發或是必須經常的清潔整理布沙發。

布質沙發保養清潔方法

確實除塵 

先使用吸塵器(需配合適當吸塵接頭)清潔沙發，或除塵抹布抹去沙發灰塵。

表面擦拭

使用乾淨的微濕棉布擦拭表面，避免過濕的棉布造成布質吸入過多的水分。

髒污清潔

布質上污漬若是由咖啡、果汁、牛奶等液體所造成，可先用乾棉布或海綿直

接按壓吸乾 (請勿用力擦拭)，再用沾濕的棉布擦拭乾淨，特別注意的是，清

洗過的地方必須完全變乾後才能使用。

定期清潔保養

適度的保養對於延長布質沙發壽命有極大的幫助，布料的清潔沒有一定的時

間表，須依個人的使用狀況不同而定。



沙發使用注意事項

搬運注意事項

1. 為避免沙發或是搬運者損傷，請勿獨自

    一人移動或搬運沙發。

 

2. 為避免沙發底座�椅腳 / 支撐腳�，因施力

    不當而變形或損傷家中地板， 在搬運時，

    請於沙發底座施力抬起。

3. 為避免因施力不當而造成沙發變形或損傷，

    不可用拉扯沙發背靠、座墊或扶手的方式移

    動沙發。

靠背組裝注意事項

拉鍊式靠背

1.具有拉鍊頭的軟性鍊條，會固定在沙發背部

   的框架上

2.藉著拉鍊頭將組合式靠背和沙發背部框架的

   軟性鍊條固定後，拉上拉鍊後沙發靠背就固

   定完成。

分離式靠背

1.分離式靠背只要放置在相對位置即可固定



連接器組裝注意事項

鱷魚夾連接器 – 組裝/分離步驟

6. 將有母扣的沙發座位垂直向上

抬高即可拉開分離。

1. 連接器為公扣、母扣兩個元件所組成，

    並安裝在沙發底部。

5. 從沙發兩側底部往中間施力，確保

    沙發完全連結。

3. 讓公扣及母扣兩接口，成直線水平

    對齊。

4. 將公扣內推與母扣做連結。

o mi cil

omicil

o mi cil

omicil
i cil

2. 將連接的公扣向外旋轉90度。



連接器組裝注意事項

扣環式連接器 – 組裝/分離步驟

2. 開口朝上的下扣回會固定在待組

    合沙發的內側。
1. 開口朝下的上扣會固定在待組合沙發

    的內側。

4. 輕輕將有下扣座位抬起，可再

    次確認連接器是否固定。

5. 將有上扣的沙發座位垂直向上抬起， 

    即可將讓連接器分離。

3. 將有上扣的沙發座位抬起，靠緊扣入

有下扣的座次，垂直放下即可連結。



功能沙發操作事項

功能性頭枕-分離式

2. 將分離式頭枕的支架放進預先設

    計的裝置空間，即完成固定。

1. 可從沙發背靠中發現預先設計的

    裝置空間。

功能性頭枕-多段調整式

1. 不管是站姿或是坐姿，只要雙手平

    均施力，即可調整頭枕角度。

2. 多段式的功能設計可依個人喜好

    調整出舒適的角度。

3. 將可調式扶手往沙發內側推，約莫

    90度時，依據該功能特性，扶手

   即可恢復至未調整前的原始樣貌。

90°



功能沙發操作事項

功能性扶手

1. 將扶手由下往沙發座位方向推動即

    可調整。

3. 將可調式扶手往沙發內側推，約

莫90度時，依據該功能特性，扶手

即可恢復至未調整前的原始樣貌。

2. 多段式的功能設計可依個人喜

好調整出舒適的角度。

90°



功能沙發操作事項

1. 腳凳功能操作

    腳凳功能操作-將沙發上的功能

    把手往前拉起，即可讓腳凳延展。

2. 椅背功能操作

    運用身體的重量將重心後移並向後仰

    靠，沙發椅背可隨之後傾至您所想要

    的舒適角度。

4. 腳凳歸位操作

    將身體重心往前並運用小腿的力量

    下壓並後推，就可以讓腳凳恢復至

    原本的樣子。

■ 全新的功能沙發，使用初期時，功能的操作會稍為比較緊是正常現象，在使

    用一段時間後功能的操作會比較順暢。

■ 腳凳歸位時，需確認卡榫有固定(「喀」一聲)，避免腳凳彈出而發生危險。

3. 椅背歸位操作

    椅背歸位操作-將身體重心往前

    調正時，沙發椅背就會恢復原本

    直立狀態。

手動型功能沙發

 (以下圖示為絕大多數款式的功能操作，但仍有部分款式不同，因此實際操作方式，請仍

   以門市諮詢顧問教導為主。)

其他使用注意事項



1. 功能操作

    輕按沙發的功能按鈕，椅背、腳凳

    角度將同時調整變化；可持續按壓

    直到想要的舒適角度，只要放開按

    鈕，就會停止角度延展動作。

2. 歸位操作

    輕按沙發側面的按鈕，椅背、腳凳 

    角度將同時調整歸位；可持續按壓

    直到恢復原本樣貌。

電動功能型沙發

其他使用注意事項

為延長沙發的使用年限，請勿坐在沙發

扶手或是背靠上。

為延長沙發的使用年限，請勿站立於沙發

上或於沙發上跳動。

為了安全，請勿把易燃品放置在沙發上。

為維持沙發的良好狀態，請將沙發擺設

離熱源50公分以上的位置。

為維持沙發的良好狀態請勿讓陽光直射

沙發上。

為避免沙發椅腳\支撐腳在使用時與地板

擦、可在椅腳\支撐腳加上保護墊。



沙發座墊之支撐物包括彈簧、繃帶及泡綿等等，在使用一段時間後將會出現

自然的彈性疲乏現象，但只會有一定的程度彈性疲乏，並不會隨使用時間而

不斷下陷，同時，此自然現象也不會影響沙發的使用年限。以維持整體美觀

的考量下，使用上建議避免只使用相同的座位，請盡量平均使用每一座位，

將可讓沙發外觀維持在最佳狀態。

沙發維護方法

更換你乘坐沙發的習慣 

沙發皮面拍整方式及步驟

1. 拍打背靠及兩側扶手的皮面讓

    皮革回復平整。

2. 拍打座墊的皮面兩側讓皮革回復平

    整、再將皮面向後推平。

天然牛皮跟人的皮膚一樣，除了觸感柔軟外，一樣會因伸張拉扯而出現皮面

擴大的情況出現。但只要定期拍整，即可舒緩皮革皺摺產生；拍整的方式是

用雙手手掌於沙發皮面上拍打，施力角度稍微的對角向外，最後做簡單拉整

即可。以下為沙發皮面拍整的順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