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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山型吸頂燈 

型號：LF-14311EB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尺寸： 584 ㎜長 129 ㎜寬 67 ㎜高 

適用燈管：T5 14W × 1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02 

山型吸頂燈 

型號：LF-14311CEB (附燈腳飾蓋)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尺寸： 584 ㎜長 129 ㎜寬 67 ㎜高 

適用燈管：T5 14W × 1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03 

山型吸頂燈 

型號：LF-14321EB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尺寸：584 ㎜長 129 ㎜寬 50 ㎜高 

適用燈管：T5 14W × 2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04 

山型吸頂燈 

型號：LF-14321CEB (附燈腳飾蓋)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尺寸：584 ㎜長 129 ㎜寬 50 ㎜高 

適用燈管：T5 14W × 2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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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山型吸頂燈 

型號：LF-14331EB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尺寸：584 ㎜長 129 ㎜寬 67 ㎜高 

適用燈管：T5 14W × 3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06 

山型吸頂燈 

型號：LF-14331CEB (附燈腳飾蓋)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尺寸：584 ㎜長 129 ㎜寬 67 ㎜高 

適用燈管：T5 14W × 3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07 

山型吸頂燈 

型號：LF-28311EB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尺寸：1184 ㎜長 129 ㎜寬 67 ㎜高 

適用燈管：T5 28W × 1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08 

山型吸頂燈 

型號：LF-28311CEB (附燈腳飾蓋)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尺寸：1184 ㎜長 129 ㎜寬 67 ㎜高 

適用燈管：T5 28W × 1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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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山型吸頂燈 

型號：LF-28321EB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尺寸： 1184 ㎜長 129 ㎜寬 50 ㎜高 

適用燈管：T5 28W × 2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10 

山型吸頂燈 

型號：LF-28321CEB (附燈腳飾蓋)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尺寸： 1184 ㎜長 129 ㎜寬 50 ㎜高 

適用燈管：T5 28W × 2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11 

山型吸頂燈 

型號：LF-28331EB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尺寸： 1184 ㎜長 129 ㎜寬 67 ㎜高 

適用燈管：T5 28W × 2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12 

山型吸頂燈 

型號：LF-28331CEB (附燈腳飾蓋)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尺寸： 1184 ㎜長 129 ㎜寬 67 ㎜高 

適用燈管：T5 28W × 2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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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工字型吸吊燈 

型號：LF-14211EB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OR 鏡面鋁反射板 

尺寸： 584 ㎜長 91 ㎜寬 57 ㎜高 

適用燈管：T5 14W × 1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14 

工字型吸吊燈 

型號：LF-14221EB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OR 鏡面鋁反射板 

尺寸： 588 ㎜長 166 ㎜寬 66 ㎜高 

適用燈管：T5 14W × 2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15 

工字型吸吊燈 

型號：LF-28211EB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OR 鏡面鋁反射板 

尺寸： 1184 ㎜長 91 ㎜寬 57 ㎜高 

適用燈管：T5 28W × 1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16 

工字型吸吊燈 

型號：LF-28221EB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OR 鏡面鋁反射板 

尺寸： 1188 ㎜長 166 ㎜寬 66 ㎜高 

適用燈管：T5 28W × 2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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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工字型吸吊燈 

型號：LF-28231EB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OR 鏡面鋁反射板 

尺寸： 1188 ㎜長 193 ㎜寬 77 ㎜高 

適用燈管：T5 28W × 3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18 

工字型吸吊燈 

型號：LF-28231CEB (附燈腳飾蓋)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OR 鏡面鋁反射板 

尺寸： 1188 ㎜長 193 ㎜寬 77 ㎜高 

適用燈管：T5 28W × 3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19 

中東型吸吊燈 

型號：LF-14111EB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尺寸： 570 ㎜長 35 ㎜寬 57 ㎜高 

適用燈管：T5 14W × 1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20 

中東型吸吊燈 

型號：LF-28111EB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尺寸： 1170 ㎜長 35 ㎜寬 57 ㎜高 

適用燈管：T5 28W × 1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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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型吸吊燈 

型號：LF-28121EB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尺寸： 1173 ㎜長 110 ㎜寬 72 ㎜高 

適用燈管：T5 28W × 2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22 

教室課桌吸吊燈 

型號：LF-28521EB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 鏡面鋁格柵 

尺寸：1170 ㎜長 240 ㎜寬 65 ㎜高 

適用燈管：T5  28W × 2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23 

教室課桌吸吊燈 

型號：LF-28522EB (無格柵)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尺寸：1170 ㎜長 240 ㎜寬 65 ㎜高 

適用燈管：T5  28W × 2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24 

教室黑板吸吊燈 

型號：LF-28611EB 

LF-28611AEB (鏡面)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OR + 鏡面鋁反射板 

尺寸：1172 ㎜長 170 ㎜寬 114 ㎜高 

適用燈管：T5  28W × 1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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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教室黑板吸吊燈  

型號：LF-28621EB 

LF-28621AEB (鏡面)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OR + 鏡面鋁反射板 

尺寸：1172 ㎜長 170 ㎜寬 114 ㎜高 

適用燈管：T5  28W × 2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26 

標準型吸頂燈 

型號：LF-14721EB 

      LF-14721AEB（鏡面鋁反射板）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 鏡面鋁格柵 

尺寸：617 ㎜長 315 ㎜寬 55 ㎜高 

適用燈管：T5  14W × 2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27 

標準型吸頂燈 

型號：LF-14731EB 

      LF-14731AEB（鏡面鋁反射板）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 鏡面鋁格柵 

尺寸：617 ㎜長 615 ㎜寬 55 ㎜高 

適用燈管：T5  14W × 3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28 

標準型吸頂燈 

型號：LF-14741EB 

      LF-14741AEB（鏡面鋁反射板）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 鏡面鋁格柵 

尺寸：617 ㎜長 615 ㎜寬 55 ㎜高 

適用燈管：T5  14W × 4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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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標準型吸頂燈 

型號：LF-28721EB 

      LF-28721AEB（鏡面鋁反射板）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 鏡面鋁格柵 

尺寸：1227 ㎜長 315 ㎜寬 55 ㎜高 

適用燈管：T5  28W × 2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30 

標準型吸頂燈 

型號：LF-28731EB 

      LF-28731AEB（鏡面鋁反射板）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 鏡面鋁格柵 

尺寸：1227 ㎜長 615 ㎜寬 55 ㎜高 

適用燈管：T5  28W ×3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31 

標準型吸頂燈 

型號：LF-28741EB 

      LF-28741AEB（鏡面鋁反射板）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 鏡面鋁格柵 

尺寸：1227 ㎜長 615 ㎜寬 55 ㎜高 

適用燈管：T5  28W ×4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32 

鋁框吸頂燈 

型號：LF-14722EB 

      LF-14722AEB（鏡面鋁反射板） 

材質：烤漆鋼板 + 鋁材 + 鏡面鋁格柵 

尺寸：642 ㎜長 339 ㎜寬 55 ㎜高 

適用燈管：T5  14W × 2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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鋁框吸頂燈 

型號：LF-14732EB 

      LF-14732AEB（鏡面鋁反射板） 

材質：烤漆鋼板 + 鋁材 + 鏡面鋁格柵 

尺寸：642 ㎜長 639 ㎜寬 55 ㎜高 

適用燈管：T5  14W × 3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34 

鋁框吸頂燈 

型號：LF-14742EB 

      LF-14742AEB（鏡面鋁反射板） 

材質：烤漆鋼板 + 鋁材 + 鏡面鋁格柵 

尺寸：642 ㎜長 639 ㎜寬 55 ㎜高 

適用燈管：T5  14W × 4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35 

鋁框吸頂燈 

型號：LF-28722EB 

      LF-28722AEB（鏡面鋁反射板） 

材質：烤漆鋼板 + 鋁材 + 鏡面鋁格柵 

尺寸：1252 ㎜長 339 ㎜寬 55 ㎜高 

適用燈管：T5  28W × 2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36 

鋁框吸頂燈 

型號：LF-28732EB 

      LF-28732AEB（鏡面鋁反射板） 

材質：烤漆鋼板 + 鋁材 + 鏡面鋁格柵 

尺寸：1252 ㎜長 639 ㎜寬 55 ㎜高 

適用燈管：T5  28W ×3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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鋁框吸頂燈 

型號：LF-28742EB 

      LF-28742AEB（鏡面鋁反射板） 

材質：烤漆鋼板 + 鋁材 + 鏡面鋁格柵 

尺寸：1252 ㎜長 639 ㎜寬 55 ㎜高 

適用燈管：T5  28W ×4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38 

標準型 T-Bar 崁燈 

型號：LF-14421EB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 鏡面鋁格柵 

尺寸： 600 ㎜長 300 ㎜寬 62 ㎜高 

適用燈管：T5 14W × 2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39 

標準型 T-Bar 崁燈 

型號：LF-14423EB（鏡面鋁反射板）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 鏡面鋁格柵 

尺寸：600 ㎜長 600 ㎜寬 62 ㎜高 

適用燈管：T5 14W × 2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40 

標準型 T-Bar 崁燈 

型號：LF-14431EB 

      LF-14431AEB（鏡面鋁反射板）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 鏡面鋁格柵 

尺寸：600 ㎜長 600 ㎜寬 62 ㎜高 

適用燈管：T5 14W × 3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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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型 T-Bar 崁燈 

型號：LF-14441EB 

      LF-14441AEB（鏡面鋁反射板）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 鏡面鋁格柵 

尺寸：600 ㎜長 600 ㎜寬 62 ㎜高 

適用燈管：T5 14W × 4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42 

標準型 T-Bar 崁燈 

型號：LF-28411EB 

      LF-28411AEB（鏡面鋁反射板）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 鏡面鋁格柵 

尺寸： 1209 ㎜長 200 ㎜寬 55 ㎜高 

適用燈管：T5 28W × 1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43 

標準型 T-Bar 崁燈 

型號：LF-28421EB 

      LF-28421AEB（鏡面鋁反射板）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 鏡面鋁格柵 

尺寸： 1209 ㎜長 300 ㎜寬 62 ㎜高 

適用燈管：T5 28W × 2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44 

標準型 T-Bar 崁燈 

型號：LF-28423EB（鏡面鋁反射板）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 鏡面鋁格柵 

尺寸： 1209 ㎜長 600 ㎜寬 62 ㎜高 

適用燈管：T5 28W × 2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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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型 T-Bar 崁燈 

型號：LF-28431EB 

      LF-28431AEB（鏡面鋁反射板）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 鏡面鋁格柵 

尺寸： 1209 ㎜長 600 ㎜寬 62 ㎜高 

適用燈管：T5 28W × 3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46 

標準型 T-Bar 崁燈 

型號：LF-28441EB 

      LF-28441AEB（鏡面鋁反射板）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 鏡面鋁格柵 

尺寸： 1209 ㎜長 600 ㎜寬 62 ㎜高 

適用燈管：T5 28W × 4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47 

PS 遮罩型 T-Bar 崁燈 

型號：LF-14428EB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 PS 遮罩板 

尺寸： 600 ㎜長 300 ㎜寬 55 ㎜高 

適用燈管：T5 14W × 2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48 

PS 遮罩型 T-Bar 崁燈 

型號：LF-144D8EB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 PS 遮罩板 

尺寸：600 ㎜長 600 ㎜寬 55 ㎜高 

適用燈管：T5 14W × 2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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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PS 遮罩型 T-Bar 崁燈 

型號：LF-14438EB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 PS 遮罩板 

尺寸：600 ㎜長 600 ㎜寬 55 ㎜高 

適用燈管：T5 14W × 3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50 

PS 遮罩型 T-Bar 崁燈 

型號：LF-14448EB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 PS 遮罩板 

尺寸：600 ㎜長 600 ㎜寬 55 ㎜高 

適用燈管：T5 14W × 4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51 

PS 遮罩型 T-Bar 崁燈 

型號：LF-28428EB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 PS 遮罩板 

尺寸： 1209 ㎜長 300 ㎜寬 55 ㎜高 

適用燈管：T5 28W × 2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52 

PS 遮罩型 T-Bar 崁燈 

型號：LF-284D8EB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 PS 遮罩板 

尺寸： 1209 ㎜長 600 ㎜寬 55 ㎜高 

適用燈管：T5 28W × 2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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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PS 遮罩型 T-Bar 崁燈 

型號：LF-28438EB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 PS 遮罩板 

尺寸： 1209 ㎜長 600 ㎜寬 55 ㎜高 

適用燈管：T5 28W × 3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54 

PS 遮罩型 T-Bar 崁燈 

型號：LF-28448EB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 PS 遮罩板 

尺寸： 1209 ㎜長 600 ㎜寬 55 ㎜高 

適用燈管：T5 28W × 4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55 

簡易型 T-Bar 崁燈 

型號：LF-14430CEB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尺寸：600 ㎜長 600 ㎜寬 57 ㎜高 

適用燈管：T5 14W × 3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56 

簡易型 T-Bar 崁燈 

型號：LF-14440CEB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尺寸：600 ㎜長 600 ㎜寬 57 ㎜高 

適用燈管：T5 14W × 4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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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經濟型 T-Bar 崁燈 

型號：LF-144320EB 

材質：烤漆鋼板 + 鏡面鋁格柵 

尺寸：600 ㎜長 600 ㎜寬 55 ㎜高 

適用燈管：T5 14W × 3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58 

經濟型 T-Bar 崁燈 

型號：LF-14442EB 

材質：烤漆鋼板 + 鏡面鋁格柵 

尺寸：600 ㎜長 600 ㎜寬 55 ㎜高 

適用燈管：T5 14W × 4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59 

層板燈 

型號：LF-14011EB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尺寸： 800 ㎜長 30 ㎜寬 37 ㎜高 

適用燈管：T5 14W × 1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60 

層板燈 

型號：LF-14012EB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尺寸： 579 ㎜長 30 ㎜寬 37 ㎜高 

適用燈管：T5 14W × 1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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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層板燈 

型號：LF-14022EB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尺寸： 579 ㎜長 30 ㎜寬 37 ㎜高 

適用燈管：T5 14W × 2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62 

層板燈 

型號：LF-21011EB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尺寸： 1100 ㎜長 30 ㎜寬 37 ㎜高 

適用燈管：T5 21W × 1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63 

層板燈 

型號：LF-21012EB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尺寸： 879 ㎜長 30 ㎜寬 37 ㎜高 

適用燈管：T5 21W × 1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64 

層板燈 

型號：LF-21022EB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尺寸： 879 ㎜長 30 ㎜寬 37 ㎜高 

適用燈管：T5 21W × 2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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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層板燈 

型號：LF-28011EB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尺寸： 1400 ㎜長 30 ㎜寬 37 ㎜高 

適用燈管：T5 28W × 1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66 

層板燈 

型號：LF-28012EB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尺寸： 1179 ㎜長 30 ㎜寬 37 ㎜高 

適用燈管：T5 28W × 1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67 

層板燈 

型號：LF-28022EB 

材質：金屬粉體烤漆  

尺寸： 1179 ㎜長 30 ㎜寬 37 ㎜高 

適用燈管：T5 28W × 2 

安 定 器：110／220V  60H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