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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製304不銹鋼隔熱碗14cm(可疊式)-1入
市價：120　　4714663045150
單位：個／約14x7.2cm

台灣茶製吸管10入(可分解環保吸管)-茶吸管
市價：21　　4711126551012
單位：包／約21.5x0.6cm

輕旅行天然竹纖維叉匙組-台製可分解環保湯匙
叉子組
市價：21　　4713218980953
單位：包／約16cm

日本製不銹鋼保養液(刃物樁、刀刃保養液)
100ml
市價：265　　4901508966132
單位：瓶／約:直徑4高15cm

印花水桶-大  31.5c28cm    (c40)
市價：100　　4714663181445
單位：個／31.5x28cm,13.5L

印花水桶-中  28x23cm    (c50)
市價：80　　4714663181452
單位：個／28x23cm,8.5L

Garden 雙耳鍍鋅鐵桶7吋
市價：349　　4712933708019
單位：個／本體約23.2x21.7cm

不銹鋼 304 水桶 38cm
市價：900　　4714663180363
單位：個／37.5x31.5cm

<慶>不鏽鋼特長柄水杓(柄長62cm)
市價：375　　4710933435706
單位：支／杓直徑16cm

304不銹鋼木柄水杓大-長
市價：248　　4710945571768
單位：支／約21.2x9x52cm

304不銹鋼木柄水杓中-長
市價：218　　4710945571782
單位：支／約19.5x7.8x51cm

不銹鋼水杓 (大) ＃430
市價：100　　4714663300013
單位：個／約31x21x8.7cm

不銹鋼水杓 (中)  ＃430
市價：94　　4714663300020
單位：個／約19.3x7.5x18.5cm

備長炭除濕片(日本製)
市價：63　　4956810230259
單位：個／25g, 約12x32cm

日本製綠風高台茶杯150cc
市價：40　　4714663267354
單位：個／約9x5.5cm

佳佳(XL)圓底無心垃圾袋155g  66L    (c50)
市價：14　　4711493150016
單位：個／約72x94cm

佳佳(大)圓底無心垃圾袋155g  33L     (c50)
市價：14　　4711493150023
單位：個／約64x76cm

佳佳3入垃圾袋(大)     (c24)
市價：65　　4711493160022
單位：包／67x72cm/張

佳佳3入垃圾袋(小)          (c24)
市價：65　　4711493160046
單位：包／46x58cm/張

佳佳3入垃圾袋(中)        (c24)
市價：65　　4711493160039
單位：包／55x63cm/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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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佳3入垃圾袋(特大)          (c24)
市價：65　　4711493160015
單位：包／76x92cm/張

黑垃圾袋超大(特大粒)3.5kg
市價：232　　4714663431328
單位：個／28張左右一袋6粒

日式分類附蓋垃圾桶26L 1入（藍蓋／黃蓋／綠
蓋）
市價：420　　4711713010717
單位：組／約34x29.4x46.5cm

日式分類附蓋垃圾桶42L 1入(綠蓋／黃蓋／藍蓋
)
市價：580　　4711713010700
單位：組／約38.6x32x57mm

美式附蓋垃圾桶 105L 1入(藍／綠／粉紅)
市價：1000　　4711713010809
單位：組／51x42x87.5cm

現代方型垃圾桶40L(踏式)-無內桶1入 （紅／藍
）
市價：610　　4711713010687
單位：個／約42.5x31.5x55cm

現代垃圾桶(大)25L 踏式／無內桶 ※
市價：410　　4711713010670
單位：個／約37x29.5x47cm

023 煙灰缸(美耐皿)
市價：36　　2004663290950
單位：個／約10.5x2.2cm

109 花型玻璃煙灰缸(c12)
市價：10　　2004663290967
單位：個／約10.6x3.6cm

全國白瓷圓型煙灰缸  特價品
市價：14　　2004663290936
單位：個／約7.8x7.8x3.5cm

萬用手套100支入(塑膠袋外包)HDPE      (c200)
市價：26　　4713400136120
單位：包／萬用經濟手套

康乃馨工業手套-黑 8.5x10
市價：48　　4715343123014
單位：雙／

康乃馨工業手套-黑 8.5x13
市價：60　　4715343123038
單位：雙／約:長34寬12cm

康乃馨工業手套-黑 9.5x14吋
市價：97　　4715343123236
單位：雙／

康乃馨工業手套-黑 9x14吋
市價：84　　4715343123137
單位：雙／約:長34寬13.5cm

朝日手套 本色10x15   4兩
市價：80　　4714663500079
單位：雙／約:長38寬14cm

朝日手套(長)-本色 9x13 3兩
市價：60　　4714663500024
單位：雙／

朝日手套(長)-黑 10x15 4兩
市價：84　　4715343998056
單位：雙／約:長37寬14cm

朝日手套(長)-黑 9x13 3兩
市價：63　　4715343998025
單位：雙／約:長34寬13cm

Dunlop 日本製PVC薄手套(L) 1雙
市價：72　　4904510887518
單位：雙／全長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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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nlop 日本製PVC薄手套(M) 1雙
市價：72　　4904510887501
單位：雙／全長30cm

卡好NBR耐油手套-略薄 (L) 100支-抽取式
市價：460　　4713400169838
單位：盒／約23.5x15cm

卡好NBR耐油手套-略薄 (M) 100支-抽取式
市價：460　　4713400169821
單位：盒／約23x11.8cm

卡好NBR耐油手套-略薄 (S) 100支-抽取式
市價：460　　4713400169814
單位：盒／約22x11.2cm

卡好通用PVC無粉手套(L) 50雙-抽取式
市價：330　　4906353295994
單位：盒／全長25cm

卡好通用PVC無粉手套(M) 50雙-抽取式
市價：330　　4906353134477
單位：盒／全長24cm

卡好通用PVC無粉手套(S) 50雙-抽取式
市價：330　　4906353611497
單位：盒／全長24cm

百利防霉抗菌手套-中
市價：66　　4710367814160
單位：雙／12x33cm

康乃馨伸縮超長手套580mm
市價：117　　4715343300194
單位：雙／全長58cm

康乃馨單色手套L
市價：38　　4715343001817
單位：雙／長約33cm

康乃馨雙色手套 7.5吋     (c288)
市價：44　　4715343001756
單位：雙／長約32.5寬約12.5cm

康乃馨雙色手套 7吋   (c288)
市價：44　　4715343001701
單位：雙／

康乃馨雙色手套 8.5吋    (c288)
市價：44　　4715343001978
單位：雙／長約33寬約13.5cm

康乃馨雙色手套 8吋    (c288)
市價：44　　4715343001800
單位：雙／長約33寬約13cm

潔美利NBR耐油手套-厚 (L) 100支-抽取式
市價：460　　4710445000775
單位：盒／約24x10.5cm

潔美利NBR耐油手套-厚 (M) 100支-抽取式
市價：460　　4710445000768
單位：盒／約24x9.5cm

潔美利NBR耐油手套-厚 (S) 100支-抽取式
市價：460　　4710445000751
單位：盒／約24x9.5cm

潔美利NBR耐油手套-厚 (XL) 100支-抽取式  紫
色
市價：740　　4710445000782
單位：盒／約24x11.5cm

康乃馨伸縮加長型手套L x18吋
市價：95　　4715343300064
單位：雙／

雪花加長手套
市價：100　　4715343001954
單位：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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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霸棉紗沾膠手套    (c288)  售完即止
市價：35　　4715343861688
單位：雙／長約23.5cm

KM 矽膠指尖型防燙夾附磁鐵（碗盤夾）1入
市價：86　　4947989235923
單位：支／約7.4x4.5x4.5cm

加長型矽膠棉布隔熱手套37.5cm
市價：590　　4714150411468
單位：雙／約37.5x19cm

巧婦矽膠隔熱手套（防燙手套）
市價：270　　4712933714980
單位：支／約18.3x30cm

專業耐高熱隔熱手套36.5cm(204℃ )
市價：760　　4718288478300
單位：雙／長約36.5cm

專業耐高熱隔熱手套43.2cm(204℃)
市價：840　　4718288478409
單位：雙／長約43.2cm

專業隔熱手套25.7cm(10.5吋)-美國製  耐溫93℃
市價：540　　4714663500789
單位：雙／

專業隔熱手套35cm(15吋)-美國製 耐溫93℃
市價：640　　4714663500796
單位：雙／

專業隔熱手套40.5cm(17吋)-美國製  耐溫93℃
市價：720　　4714663500802
單位：雙／

07521  3M不銹鋼專用菜瓜布60片裝 (c4)
市價：860　　0511310752140
單位：捲／每片 20.3x10.2cm

3M 不銹鋼專用菜瓜布(20＋2)
市價：300　　4710367110347
單位：捲／尺寸：每片 20.3 x 10.2 cm，一捲 22 片

3M 不銹鋼專用菜瓜布(厚)50片  (c24)
市價：910　　4710367835189
單位：捲／片20.3x10.2cm

3M 百利大綠菜瓜布(2入)      (c50)
市價：56　　4710367809623
單位：包／約23x14.2x0.9cm/片

3M 百利小黃菜瓜布3入  ＃41YS
市價：90　　4710367431886
單位：包／約14x8.9x1.2cm/片

3M 百利海棉菜瓜布(2入)       (c50)
市價：56　　4710367807421
單位：包／約11.4x7.6x3cm/片

3M 百利鋼絨菜瓜布3片裝 966S-3M
市價：58　　4710367245155
單位：包／15.8x11.5x0.6cm

3M 細緻餐具好握菜瓜布(小黃木漿棉) 410T-2M
市價：62　　4710367301400
單位：個／約11.5x8x1.9cm

3M 紫色鋼絨菜瓜布10入裝
市價：130　　4710367245391
單位：小包／19x11.2x0.6cm/片

3M 黃妃紅爐具海綿菜瓜布3入 (c20)
市價：84　　4710367701064
單位：小包／14x8x3.3cm/片

3M 綠勇士菜瓜布(3入)     (c20)
市價：100　　4710367813408
單位：組／13x12x1.8cm/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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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 綠勇士菜瓜布(整捲24片) NO.9650
市價：500　　4710367702023
單位：捲／每片12x13x1.6cm

3M不銹鋼變形絨菜瓜布50片裝
市價：594　　4710367354017
單位：捲／21x10.5x0.76cm(片)

3M-白光小棕5入菜瓜布 (c30)
市價：60　　4710367607908
單位：包／約11.5x17cm

3M-白光小綠5入菜瓜布 (c30)
市價：60　　4710367607892
單位：包／11.5x17cm

3M黑金鋼菜瓜布3入 10x15cm     (c20)
市價：160　　4710367811039
單位：小包／

日本製金蔥菜瓜布 MA-1
市價：70　　4964501002047
單位：個／約14.5x9x1.8cm

百利大綠菜瓜布-無包裝1片
市價：20　　4710367861010
單位：個／約22x14.5x0.9cm

金蔥菜瓜布 1入
市價：13　　4711554667057
單位：包／約13.5x9cm

洗碗布 21cm 1入 (c100)
市價：28　　4714663391936
單位：條／約21x21cm

紅色菜瓜布-厚 30尺
市價：640　　4714663390168
單位：捲／寬約8cm厚約2cm

高科技清潔海棉(小)-魔術擦／科技泡棉
市價：50　　4982839289299
單位：個／11x7x4cm

紫絨除焦菜瓜布整捲(30台尺)
市價：840　　4714663392155
單位：捲／67x27x10cm

日本創和免洗劑兩用海綿
市價：110　　4944201001793
單位：個／約8x15x2cm

百寶魔布(細緻抹布)
市價：60　　4712566000122
單位：條／約23.5x26.5cm

特吸力長纖去污抹布5入裝
市價：150　　4712933716731
單位：個／每條約30x30cm

特吸力極長細纖維纖萬用巾5入裝（可當抹布、
市價：150　　4710069071144
單位：個／每條約30x30cm

高密度九層純棉抹布40x40cm(c100)
市價：38　　4714663391882
單位：條／

愛心三效魔術抹布(大)40x40cm    (c540)
市價：60　　4714663391639
單位：條／約40x40cm

愛心三效魔術抹布(小)30x30cm    (c700)
市價：35　　4714663391622
單位：條／約30x30cm

碳纖維除臭家事抹布8入裝 30cm
市價：300　　4718008373168
單位：個／每條約30x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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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美利超細纖維吧台布60x40cm
市價：110　　4710445000126
單位：條／約60x40cm

潔美利極超細纖維擦拭布30x32cm (c400)
市價：40　　4710445000119
單位：條／約30x32cm

潔美利極超細纖維擦拭布-大40x40cm  (c288)
市價：60　　4710445000102
單位：條／約40x40cm

白毛巾(16兩)-方巾 33x33cm  1打裝(c75)
市價：272　　4714663400348
單位：打／每條約33x33cm

白毛巾kg
市價：425　　4714663400201
單位：kg／約70x34.5cm

白毛巾厚(36兩)
市價：820　　4714663400331
單位：打／每條約36x80cm

Inomata 日本製磁吸收納架 (餐巾紙架)
市價：75　　4905596510277
單位：個／約13.9x4.3x9.5cm

三角透明餐巾紙架（PS塑膠紙巾架）
市價：100　　2004663165425
單位：個／約16.5x6x19cm

竹製多用途置物架 15.5x6x13cm 售完即止
市價：328　　4714663165070
單位：個／約15.5x6x13cm

竹製紙巾架(餐巾紙架) 15.5x6x9.5cm
市價：160　　4714663165063
單位：個／約15.5x6x9.5cm

竹製紙巾盒(餐巾紙盒) 12.5x12.5x8cm
市價：328　　4714663165056
單位：個／約12.5x12.5x8cm

壓克力餐巾紙架(菱型) (c12)
市價：140　　4714663160358
單位：個／

韓製竹子紋餐巾紙盒-塑膠
市價：220　　8809021732943
單位：個／約12x12x9cm

洗手給皂機-單孔
市價：160　　4713316006012
單位：個／約8x7x21cm,台製

洗手給皂機-雙孔
市價：260　　4717302001968
單位：個／約14x7x21.5cm

日本製不鏽鋼保溫瓶專用洗淨劑(清潔粉)
市價：70　　4984324015499
單位：包／一包內含5包x5g

日本製電熱水瓶專用洗淨劑(清潔粉)
市價：75　　4984324013433
單位：包／一包內含4包x25g

木洗衣刷
市價：24　　4714663220274
單位：個／約11.3x5x3.5cm

梅花特級洗衣刷 -勝利
市價：20　　4714663220441
單位：個／約13.3x5.8x4.3cm

潔歌高雅廁刷組(馬桶刷組)  (c12)
市價：160　　4711713020457
單位：組／約10.1x10.1x3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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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透明圓噴槍270cc
市價：48　　4711713450582
單位：個／約8x15cm

噴槍 1000cc
市價：68　　4714663350247
單位：個／高約28cm直徑12.5cm

噴槍 300cc 售完即止
市價：30　　4714663350278
單位：個／高約15.5寬約10cm

3M 不銹鋼 球刷(1入)  NO 188
市價：66　　4710367800415
單位：個／直徑約8公分

SANDRA 木柄油切洗鍋刷(不沾鍋可用)
市價：144　　4718201711286
單位：支／約7x23cm

工業用清潔刷組3入(銅刷、尼龍刷、不鏽鋼刷)
市價：52　　4717302302706
單位：組／每支約17.5x2.4cm

不銹鋼木柄清潔鏟(平口)(c12)
市價：160　　4710933434778
單位：支／10x19cm

不鏽鋼清潔鏟(漆刀)2寸
市價：60　　4717302315126
單位：支／約19.2x5cm

日本製AISEN砧板雙面海綿(砧板磨) 1入  KKS02
市價：130　　4901105150026
單位：個／約5x10x2.5cm

味道不銹鋼球刷100g
市價：120　　4714150281153
單位：個／ 約10x5cm

附柄棕刷(c10)
市價：34　　4714663220090
單位：支／約23x11cm

粗竹刷 8寸(c24)
市價：100　　4714663220342
單位：支／約24cm

掌上型附柄棕刷(手柄棕刷) ※
市價：70　　4956810233007
單位：支／約12.5x5.5x3cm

棕刷(椰子)    (c300)
市價：32　　4714663220076
單位：個／約11x9x4.5cm

硬粗竹刷(大)32cm
市價：89　　4714663220380
單位：支／約4x32cm

黑柄不鏽鋼清潔鏟(小尖)
市價：140　　4715862772236
單位：支／約25x6cm

黑柄不鏽鋼清潔鏟(斜口)
市價：120　　4715862770362
單位：支／約24x8cm

廚房爐台金屬刷
市價：72　　4991203182265
單位：支／長約17cm

廚師台製高級鋼絲球刷60g  (c240)
市價：62　　4956497052779
單位：個／

廚師台製高級鋼絲球刷80g (c240)
市價：82　　4956497052786
單位：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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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鬃鍋刷(附柄)
市價：90　　4715862778627
單位：支／約22x9cm

3M 抗菌海綿洗杯刷-瓶刷  888-9(c20)
市價：152　　4710367608516
單位：組／

日本MAM保溫瓶內塞清潔刷(茶壺刷) 3支裝
市價：105　　4930419448086
單位：組／約17.2x0.8cm

伸縮洗杯刷(瓶刷)-海綿
市價：78　　4956810235759
單位：支／約35x70x5cm

洗茶壺刷4入 (細口刷)
市價：76　　4947989320124
單位：組／19.5/19.5/18.5/10.cm

細口用海綿洗杯刷(瓶刷)
市價：84　　4956810238590
單位：支／約4x30.5cm

豬鬃瓶刷(洗杯刷)
市價：70　　4715862778603
單位：支／約21x5cm

水晶專利掃把笨斗組 NO.304(豬鬃掃) 售完即止
市價：440　　4714663890811
單位：組／豬鬃製,可掃狗毛

巧巧杯 036 (c10)
市價：27　　4711077000751
單位：個／7.5x5.2cm 約245CC

富貴吉祥招財貓存錢筒(撲滿)-小／百寶袋
市價：125　　4710069072172
單位：個／本體約10x9x11.5cm

三變二電源轉接插頭-台灣製
市價：28　　4717302972541
單位：個／

東芝無鉛綠碳鋅3號電池(4入) (c10)
市價：50　　4904530588013
單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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