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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盤：合金鋼錐刀
材質：胡桃木握柄、鋁合金機身
豆倉尺寸：20-25g

黑金限定版

鐵灰色

便攜式手搖磨豆機
MANUAL GRINDER

獨創式的外部按鈕，顆細度調整不弄髒手，豆倉容量20-25g，一到兩人份的咖啡一
次搞定。雙軸承固定中軸，保持軸心穩定，咖啡粉均勻。硬度高的合金鋼錐刀，搭
配符合人體工學的握把，碾磨省力容易。鋁合金的外殼搭配陽極上色，外觀俐落有
型。內附清潔毛刷以及束口袋，方便外出也方便清潔。應用範圍從義式、摩卡壺到
虹吸的可以達成。



600ml 手沖壺
新上市的600ml手沖壺，圓潤的底部，外觀看起來溫和可人。好握的手把，讓出水好控制，小水流或是大水柱都輕
鬆掌握。壺內附有600ml的刻度，方便計算水量。附壺蓋，確保溫度不會掉落的太快，穩定萃取品質。且壺蓋把手
可方便轉動卸除，放入溫度計。

不鏽鋼色

綠色

接受客製化LOGO

產品規格
容量：600ml
長寬：直徑 9 x 高12(不含蓋子)cm
顏色：
純色款-銀色、黑色、白色、綠色、黃色
特殊款-木紋把柄、迷彩把柄

木紋、迷彩特殊色款壺內有刻度毫升標示握把可轉下置入溫度計

白色

白色木紋

黃色

迷彩軍綠

黑色

黑色木紋

轉印木紋

轉印迷彩



接受客製化LOGO

容量：300ml
尺寸：22cm x 9 cm
材質：把手 - 胡桃木 / 壺身 - 304 不鏽鋼

出水口管徑Ø：4mm 

木柄掛耳手沖壺(無蓋)

4mm偏細的管徑，適合小水柱的沖煮，是新手也能
好掌控的出水量。

烤漆黑 石洗灰烤漆白

玻璃下壺 300ml / 600ml

容量：300ml
尺寸：10.3x13cm
材質：耐熱玻璃-20度～120度

容量：600ml
尺寸：11.5x15cm
材質：耐熱玻璃-20度～120度

耐熱玻璃咖啡壺，有300和600ml兩種選擇。壺口大小可配
合各種濾杯使用。1-2人 適合用300ml，2-4人可以選擇
600ml。上窄下寬的形狀，方便沖煮完飲品之後，搖晃均勻
融合。輕盈的玻璃搭配原點的容量標示，俐落簡單好用。



接受客製化LOGO

304不鏽鋼的拉花鋼杯，耐用好清洗。
內附刻度，直觀地注入需要的液體量，不用額外測量。
三種顏色兩個大小，可依照需求做選擇。
把手有做凹槽，方便穩定抓取以及做圖。

容量：300ml / 600ml
材質：304 不鏽鋼
顏色：黑色、白色、銀色
注意事項：請勿使用鋼刷清潔，以免刮傷產品。

拉花鋼杯 300ml / 600ml
Milk Frothing Pitcher

300ml 拉花鋼杯內附刻度 白色600ml奶鋼



磨豆機專用接粉杯

規格：54mm / 58mm 把手適用 
顏色：不鏽鋼原色 / 黑色
材質：304不鏽鋼

磨豆機接粉杯，EK43專用，可夾在EK43出粉口下方。54mm和58mm兩種規格，可直接扣上義式把手使用。上寬下窄的
設計，讓粉杯可堆疊，不但節省空間，且出杯量大時，可以預先備好每份豆量，尖峰時刻一樣快速出杯。

不鏽鋼雙層水杯

尺寸: 高 103 x 底部直徑 69 mm
容量: 200ml
材質: 304不鏽鋼

不鏽鋼雙層杯，高度拋光的處理，俐落亮眼。約200ml
的小容量，可以當作單人份的酒水杯、也可當作磨豆時
的接粉杯。雙層設計減緩溫度傳遞，溫熱飲不燙手，冰
冷飲不滴水。

54mm可搭配Staresso 粉杯使用58mm也有黑色的可以選擇



袖珍型密封罐
全新推出mini款，外型小一號，質感大一倍！第一波五色選擇，有bling bling的金屬色，也有極簡的黑
白兩色。名牌框設計，內容品項直接標示，清楚簡單。150g的容量，輕巧適中。用來搭配禮盒組合，質
感升級。氣密效果佳，可用來保存咖啡豆、茶葉、中藥以及零食等，各種需要保鮮的食材。

尺寸: 直徑92 x 高133mm
容量: 150g
材質: 304不鏽鋼

提供客製化 LOGO

經典款260g  vs 迷你款 150g

不鏽鋼銀 烤漆白 亮金色 烤漆黑 玫瑰金 紅銅金



雞翅木半圓形豆匙
一平匙約10g的容量，厚實的木柄，飽滿好握，僅12公
分的長度，方便攜帶。

單層冷水壺

金色 玫瑰金 霧金色 銀色 黑色

單層的不鏽鋼冷水壺，約一公升的容量。廣口的
設計方便加水，矽膠的密合搭配萬向水壺蓋，防
落塵的污染，倒水方向也不受限制。窄頸曲線的
設計，方便握取。

材質規格
容量：約1公升，滿瓶可達1.2公升
尺寸：長x寬(不含蓋子)：245 x85 mm
材質：304不鏽鋼、矽膠材質

*瓶身為單層不鏽鋼，並無隔熱效果，請注意內  
  容物的溫度，避免造成危險。

提供客製化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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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
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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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14 beige
Small/300ml

29513 white
29515 brown 29516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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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OFF TUMBLER 提把保溫杯
可持續保溫六小時 69°C ; 保冷六小時7°C以下

21091 21092 21093 21094 21095 21096 21097 21098 

21091 米白色
21092 紅莓色
21093 芥末黃
21094 海軍藍
21095 軍綠色
21096 灰咖色
21097 亮橘色
21098 青草綠

350ml
尺寸：直徑 70 x H170 mm

容量：350ml

重量：235g

材質：不鏽鋼

500ml
尺寸：直徑 74 x H197 mm

容量：500ml

重量：310g

材質：不鏽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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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TLIT
簡約俐落的玻璃儲物管，極簡的透明瓶身，讓瓶內乾物的豐富色
彩，成為一於美好的空間裝飾。

在家享受午餐的時光，弧形的木製托盤，讓人有放鬆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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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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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oz 容量，採用BPA FREE的無毒材質
透明帶手把的設計，操作上更得心應手
可看見蒸奶的過程，適合觀察發奶的狀況

提供客製化LOGO透明拉花杯

彩色矽膠桌墊 430x320mm

彩色矽膠杯墊 
小：100mm 20入 / 包 | 大：120mm 10入 / 包

彩色塑膠豆匙 
顏色隨機  | 15支 / 把

Z5-6001~6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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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式濾紙盒 富士山不鏽鋼濾紙盒

黑色 / 白色

容量260g，304不鏽鋼。
台灣製造，安全可靠，不鏽鋼鎖扣
搭配食品級矽膠，氣密保鮮。

密封罐配件-豆匙收納專用矽膠圈

大不列顛密封罐
ER-BRST-0260

提供客製化顏色 / 雷刻LOGO

提供客製化LOGO

100%矽膠材質，時間久也不黏手。豆匙用完直接收納，保持整潔。
七種顏色搭配密封罐。

灰色

咖啡

米白

紅色

黑色

綠色

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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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味聞香瓶 (軟木塞 / 單向透氣閥 / 短噴頭 / 長噴頭 )

矽膠氣密蓋

聞香噴頭

加厚玻璃試管

試管架12孔-不鏽鋼款

試管架12孔-黑鐵烤漆款

小試管架-15孔 試管架-45孔

風味試管架（烤漆款/不鏽鋼款/混搭款)
提供客製化LOGO

聖誕樹款-45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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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ffee House 彩色杯盤組
一杯一盤組合
卡布杯(200ml) / 濃縮杯 (80ml)

旋轉杯架黑色款
不鏽鋼烤漆旋轉杯架，直立式收納杯具更節省空間
使用方便，讓吧台俐落、整潔美觀。
卡布杯架：單孔可放卡布杯、杯測杯(12孔)
濃縮杯架：三孔收納空間

六款顏色選擇

不鏽鋼長柄豆匙
約可容納12-15g的豆子
平底設計，可當臨時的填壓器
細扁的長柄，可搭配密封罐的矽膠收納圈使用
顏色選項：銀色 / 金色 / 玫瑰金 /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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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k Glass For Espresso
雙口玻璃量杯-鯊魚款

雙口玻璃量杯，標示毫升刻度，滿杯容量可達90ml。
帶把手設計，操作使用不燙手，兩款一組的個性鯊魚街頭風

頭文字Ｔ
不鏽鋼填壓器底座 / 填壓器 | 黑/金/紅/綠/銀

接受客製化圖案

適用於Staresso SP300的下壺使用

素面款: ml & oz 雙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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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客製化顏色 / 尺寸 / LOGO訂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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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客製化顏色 / 尺寸 / LOGO訂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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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鏽鋼抽屜式敲渣盒
兼具實用與美觀的不鏽鋼敲渣盒，更輕鬆的
保持咖啡吧台的整潔。
圖片產品尺寸：40x29x11cm

提供客製化顏色 / 尺寸 / LOGO訂製

提供客製化顏色 / 尺寸 / LOGO訂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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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不鏽鋼水盤 （有邊框 / 無邊框 | 含噴水頭 / 無噴水頭 ）
304不鏽鋼水盤，台灣製造。排水孔極限距離，高處倒水不易噴濺。扁平化噴水頭設計，清洗容器不滑動。
結構強化，延長噴水頭的壽命，重壓不斷裂。
公板尺寸：長61x寬18x深3.5cm (不含排水孔) / 長87x寬18x深3.5cm (不含排水孔)

特殊高度設計，操作方便。附上訂製掛勾以及專用抹布，讓作業流暢。
尺寸規格：23x23x86cm

提供客製化尺寸

立式敲渣桶

有邊框版

無邊框版

客製化版本-Acaia秤嵌入

9cm

18cm

61cm

61有邊無噴

87cm

18cm 18cm

有邊無噴秤孔版本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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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客製化尺寸

Barista 職人工作圍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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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案例工作制服訂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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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人冰滴咖啡壺 (700ml)

快顯示電子溫度計
溫度計防潮套(6色)

填充式迷你登山爐
溫度:1300C | 填充量:30g±5g

燃燒時間:40±10min
消耗量: 約43g/ hr | 燃料: 純丁烷 

環保過濾系列

職人專區

豬鬃毛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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珈琲サイフォン株式會社創始人河野彬，1923年開發利用氣壓萃取咖啡的直
立式器具。世界上第一個賽風壺就此誕生。河野敏夫不斷繼續地將器具改良
使他成為家中也容易使用並能夠穩定萃取咖啡的器具。

尺寸: 81x103mm
重量: 306 g
容量: 380ml
材質: 蘇打玻璃 / 馬口鐵
產地: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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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g EKG 600 & 900
電子溫控手沖壺

Stagg V1.2 
不鏽鋼測溫細口手沖壺

Pearl Model S 智能科技咖啡秤

STAGG MINI - 0.6L 版本

LCD 顯示即時水溫
旋鈕精準控制想要的溫度
HOLD鍵保溫60分種
攝氏華氏自由切換
電量：120V 50/60 HZ 1200W
溫控範圍：攝氏40-100度

內建指式溫度計，準確掌握溫度狀態
適用瓦斯爐、耐熱爐及部分電磁爐
握柄設計及配重符合人體工學

尺寸 : 160 X 160 X 32 mm
重量 : 606g | 秤重範圍 : 0.1g -3000g
LED 點陣顯示器搭配四種亮度變化

精準測量咖啡粉重量與比例，提升咖啡沖泡技術，簡約現
代、一體成型的外觀以及觸控式按鍵。可連接藍芽連接
app，觀察、修正每次沖煮。

滿水容量 : 1.0L
淨重 : 488g
尺寸 : 壺底直徑 13cm x 高 15.5cm
材質 : 壺身＆壺蓋 304不鏽鋼
            手把 : 尼龍
            溫度計 : 銅、不鏽鋼

EKG 600 : 600ml
EKG 900 : 9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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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on 豆量計 

Lunar 濃縮咖啡電子秤  

自動且精準的控制每一把豆量，省去了對準那零點幾克的時間，尖峰
時刻也能專注於顧客的體驗。就算是自烘豆的大量裝填包裝，Acaia 
Orion，也會貼心的幫忙分裝好每一份。

延續Pearl科技的Lunar，體積縮小精緻，且為鋁合金防水設計，
可以直接放在義式咖啡機的水盤上，搭配智慧計時功能，方便觀
察每把濃縮的萃取情況，穩定咖啡出品。

尺寸 : 105x50x15.5mm
秤重範圍 : 0.1g -2000g
重量 : 270g

HIROIA Samantha 雲端智能手沖機HIROIA Jimmy 分離式電子秤

產品型號：AO101
測量上限：3kg
單位：公克(g) / 盎司 (oz)
尺寸:W335xL200xH360mm
豆槽容量：350g-400g

可另外加購2kg 豆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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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胡桃木手沖壺 550ml

TAKAHIRO 不鏽鋼手沖壺

[ 雫 Shizuku ] 
口徑約0.5cm的極細口版本

水流好控制，初學也很好上手

專利壺嘴角度設計，點滴或是大小水柱等方式，均有良好表現。
壺內加裝穩定水流檔片，初學者也能細膩穩定的注水表現。

不鏽鋼手沖壺 0.5L
寬口: 670512 / 雫(細口): 670758
不鏽鋼手沖壺 0.9L
寬口: 670529 / 雫(細口): 670741

霧面銀 1A007BK

0.5L 0.9L

有田燒麥飯石濾杯

麥飯石是一種很棒的天然濾材，利用毛細孔作
用的原理萃取出的咖啡液，雜質稀少、卻保有
醇厚濃郁的純淨口感。流速比一般濾紙慢，在
使用前過一次冷水，可以加快萃取的速度。

麥飯石過濾器 10.6x5.8cm
陶瓷濾杯:12.8x10.5x7.3 cm
粉量:16-20g (建議不要超過35g)
產地: 日本製造

麥飯石濾器 #NS01

葡萄濾杯 #B031

純白濾杯 #B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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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納後

KOANDRO 調節式濾杯
適用於2-4人份錐形濾紙

攜帶式彈簧濾杯
尺寸: 11.5 x 7.5cm
適用於1-2人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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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不同研磨度，如土耳其、義式等，方
便快捷的挾帶裝置，無需手提磨粉。亦可作
為簡單情節的咖啡振盪器(袋夾架)。豆槽附
帶滑動開關，可輕鬆更換不同咖啡豆。

刀盤規格: 98mm 鋼合金平刀
研磨速度: 1200-1500g/ min
豆槽容量: 1500g / (S)800g

整體尺寸: EK43: 23x77x41cm
EK43S: 23x68x41cm

EK43 / EK43S 磨豆機

電子螢幕介面，讓操作設定更簡易輕
鬆，可存取高達六種研磨粗細設定。
低噪研磨，維持店內氣氛。可調式出
口粉，適用所有濾杯把手。首創細長
型機身設計，吧台擺設更靈活。

刀盤規格: 65mm 平刀
研磨速度: 4-10g / sec
豆倉容量: 1.2kg
尺寸: 195x283x583mm

E65S 磨豆機

E80 Supreme 為義式研磨又提升了一個境界。超高速的研磨能力搭配刀盤
的紋路，可以兼顧完美的萃取品質以及大量的出杯速率。專利的刀盤距離偵
測，精確的研磨出您所需要的顆細度。E80 Supreme 成就你的完美萃取。

刀盤規格: 80mm 平刀
豆倉容量: 1.8kg
尺寸: 240x630x340mm

E80 SURPREME 磨豆機

內建磅秤可以實際研磨出所需重量，研
磨後無需再過磅，完全掌控比例調控。
3.5寸彩色觸控螢幕設計，簡單直覺好操
作。研磨完畢的咖啡粉落於咖啡把手中
央，減少咖啡豆浪費及避免食安風險
防過熱系統設計，避免刀盤高溫影響研
磨風味。

刀盤規格: 65mm 平刀
研磨速度: 4-5g / sec
豆倉容量: 1.2kg
尺寸: 195x283x600mm

E65S GbW磨豆機

EK43 定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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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豆桶通用款 壁掛式/磨豆機
#Coffeehouse-0001 / 0004

簡單俐落的直立型儲豆桶，插銷式開關，防呆機制。多種單品
出杯，不用再清空豆槽，直接更換整管豆桶，俐落方便。除了
作為壁掛豆槽之外，也相容於EK43(S)、K30磨豆機之豆槽。

顏色選擇: 白色 、黑色、銀色、玫瑰金
尺寸: Ø128x300mm
材質: 鋁合金、壓克力豆桶

獨特的上下磨刀設計，將咖啡豆分為三段式研磨，引入-切割-精磨。ditting還搭配有適度的馬達扭力，與
自轉式的散熱設計，冷靜精細的處理您每一顆咖啡豆，堪稱當今市售研磨最精準的磨豆機。LAB SWEET 
是Ditting 的最新力作，完美的研磨度，提供更高層次的甜度與醇厚度，

提供客製化尺寸、容量

與PEAK同款的刀盤搭載無段式
刻度調整，應用範圍更寬廣。

刀盤: 80mm
研磨能力: 510g / 分鐘
豆倉容量: 500g
尺寸: 200x480x260 mm

鑄鋼刀盤以及精細的紋路，精細的紋
路，強化研磨，讓萃取出的咖啡提升
醇厚和甜感。

刀盤: 80mm
研磨能力: 550g / 分鐘
豆倉容量: 500g
尺寸: 292 x 685 x 377 mm

804 LAB SWEET
807 LAB SWEET

可
客

製
長

度

壁掛座

開關

47



客製化咖啡機硬體改裝服務
提供各式咖啡機外殼造型改款、客製化烤漆顏色，以及相關配件製作

機殼改造、改色 | Logo樣式客製化 | 嵌入式帶秤接水盤
各式品牌形式、特殊需求歡迎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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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孔冰滴客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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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01T

V60-樹脂濾杯

V60-金屬濾杯 101/102

VD-02T
VDC-01W

SSD-200-B 

VD-02T VD-03T

讓咖啡粉在熱水中浸泡，溶解擴散已釋出咖啡的
風味與芳香，並在析出雜味之前完成萃取。
手沖模式: 2-4人、浸泡模式: 1-2人

VDPC-02CPVDM-02BC

VDM-02HSV VDM-02CP

VDC-02W

Hario Switch 浸泡式濾杯

V60-陶瓷濾杯 101/102

型號: SSD-200-B
容量: 200ml
原產國: 日本
材質: 矽膠、PCT樹脂、
            不銹鋼、耐熱玻璃
尺寸: 118x115x133mm
內含40張濾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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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F-01 VCF-02 VCF-03

100% 無漂白天然紙漿。可充分過濾咖
啡粉、萃取精華，流水順暢不積水。每
包濾紙100張，日本製造品質保證。

2014世界盃手沖大賽美國區選拔賽冠軍Todd Goldsworthy 於
比賽中使用。平底的設計，巧妙地幫粉量高度降低。沖煮
300ml以上的咖啡，傳統濾紙造型上下粉層萃取與濃度差異的
現象，能夠大幅改善。

1-2人份 155 
漂白-波浪濾紙-50入
22195 

2-4人份 185 
漂白-波浪濾紙-50入

22173 

V60 錐形濾紙

Kalita 波浪濾紙

Kalita 梯形濾紙 101/102/103

咖啡濾紙

53

1-2人份 155 
漂白-波浪濾紙100入*4袋

＃22201

2-4人份 185 
漂白-波浪濾紙100入*4袋

＃22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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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25

尺寸: 175x230x400 mm
功率: 100V / 400W 
產品重量: 15kg
研磨能力: 600g / min 

功率：100V/200W 50/60HZ 100Wx2
定額電流：2A
尺寸：380x210x85mm
重量：2200公克

功率：100V/80W 50/60HZ
定額電流：0.8A
尺寸：350X170X67mm
重量：2200公克

101/102 梯形陶瓷濾杯 波佐見燒101梯形濾杯

保溫燈爐 66003

波佐見燒波浪濾杯

02135

Clean Cut 燈塔磨豆機保溫燈爐 66025

0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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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系列特殊底部設
計，可直接使用電
磁爐加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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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iR是一家透過捐贈平台"Product to Project"
商業模式的公司，將其收入的3％捐贈給可追蹤
的"Give Projects"捐贈項目。

MiiR開發的產品具備設計感與功能性，創新且不
過時，主要產品為可重複使用，且可保溫、保冷
的環保隨行杯。

NEW

露營杯 Camp Cup 12oz | 354ml

黑色 白色 藍色 藍綠 紅色 螢光 灰色 粉色

吸管上蓋 手拿杯 16oz寬口提把杯 20oz寬口提把杯 窄口提把杯 64oz保溫桶

Tumbler 
12oz

Wide Mouth 
Bottle 16oz

Wide Mouth 
Bottle 20oz

Narrow Mouth 
Bottle 23oz

Growler
64oz

Straw Lid
(for Wide Mouth)

全系列接受客製化LOGO：雷刻、網版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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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拆式的吧台，體積小好移動。適合小空間吧台、快閃店或是市集出攤使用。厚實的柚木作為桌板，提升質感、耐
用，且適合拍照。角鋼搭配鍍鋅花板的底座，除了增添幾分工業風的氣息，也很方便拆裝，更能活用僅限的空間。
桌面也可以根據需求做客製化：嵌入式設備的溝槽、電線的預留空間，或是帶有個人特色的logo。

90cm

規格A:90cm 規格B:120cm 80cm

可客製化濾水盤

快拆式移動吧台

公版規格

90cm 款：長90x深80x高90cm
基本配備：走線開孔(含蓋子)、無噴頭61cm水盤*1、敲渣盒*1

120cm 款：長120x深80x高90cm
基本配備：走線開孔(含蓋子)、有噴頭87cm水盤*1、敲渣盒*1

*水盤可升級為Acaia秤專用或是帶噴頭款。桌面實際開孔細節亦可依照需求客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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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紮實柚木桌版

E.搭配輪子提高移動性

90cm 款 120cm 款

D.logo雕空客製化服務

A.滑蓋走線孔 C.可依照需求做開孔設計

F.側板可選擇斜切樣式

A
B

C

D

E

F

吧台底下空間
方便儲放嵌入式機台、大型設備
或是擺攤時的備品、私人物品

可另外加購遮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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