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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接式插座】  

AR-6C 分接式插座 2 插座 1 開關 規格 力祥代碼 建議價 入數

1650W SH0100 100 36/盒  

●插頭刃片絕緣套     
●獨立迴路附燈開關 x1 
●自動插座安全護蓋    
●專利無焊接點省電結構模組  
●緊迫式插頭設計，不易脫落，避免接觸不良而

過熱 
●特殊珍珠烤漆,造型優美   
●15A 125V 1650W 
 

AR-7 轉向分接式插頭 (2 入) 規格 力祥代碼 建議價 入數

1650W SH0079 75 60/盒  

●180 度轉向 2P 極性插頭   
●插頭刃片絕緣套 
●插頭刃片絕緣套,可有效阻隔插頭刃片因灰塵

溼氣累積所引起的微電流短路起火,安全更有

保障。   
●插頭可 180 度轉向,不易脫落。 
●適用於壁櫥,傢俱,家電後方狹窄空間處。 
 

AR-11C 分接式插座 4 插座 2 開關 規格 力祥代碼 建議價 入數

1650W SH0101 180 24/盒  

●插頭刃片絕緣套      
●獨立迴路附燈開關 x2 
●自動插座安全護蓋    
●專利省電結構設計   
●15A 125V 1650W 
 

R-19C 分接式插座 4 插座 規格 力祥代碼 建議價 入數

1650W SH0102 95 36/盒  

●正、側面 4 插座  
●插頭刃片絕緣套   
●迷你造型 
●插座防火 PC 材質   
●突波吸收保護器 
●立體設計不受空間限制,可平穩貼壁。 
●15A 125V 165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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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0OL 雙用分接式插座 4 插座 規格 力祥代碼 建議價 入數

1650W SH0103 100 30/盒  

●2P+3P 雙用正側面 4 插座 
●插頭刃片絕緣套   
●附接地線 
●防雷突波指示燈/突波吸收保護器 
●插座防火 PC 材質   
●15A 125V 1650W 
 

R-21C 分接式插座 2 插座 2 開關 規格 力祥代碼 建議價 入數

1650W SH0104 125 30/盒
  

●正面 2 插座 2 開關     
●插頭刃片絕緣套 
●突波吸收保護器        
●插座防火 PC 材質 
●立體設計不受空間限制,可平穩貼壁。 
●15A 125V 1650W 
 

R-22C 分接式插座 2 側插 2 開關 規格 力祥代碼 建議價 入數

1650W SH0105 125 30/盒  
  

●插頭刃片絕緣套     
●插座防火 PC 材質 
●正面 2 開關,側面 2 插座 
●省電結構超低阻抗   
●突波吸收保護器 
●立體設計不受空間限制,可平穩貼壁 
●超炫飾板造型       
●15A 125V 1650W 

R-26 分接式插座 3 插座 規格 力祥代碼 建議價 入數

1650W SH0106 55 80/盒 
 

 
 

 ●180 度轉向插頭   
●插頭刃片絕緣套 
●平貼牆壁，不佔空間   
●迷你立體插座 
●插座導電片特殊設計,強化夾持力與耐用性 
●15A 125V 1650W 
 

 

R-27 分接式插座(附突波吸收器) 4 插座 規格 力祥代碼 建議價 入數

1650W SH0058 65 80/盒 
 

 
 

 
●180 度轉向插頭      ●插頭刃片絕緣套 
●內置防雷突波吸收器  ●平貼牆壁，不佔空間

●插座導電片特殊設計,強化夾持力與耐用性   ●

15A 125V 1650W 
●最大突波吸收電壓：2500V (1.2/50s )      ●最大突波吸

收電流：1750A (8/20uS)  ●最大突波吸收能量：35 焦耳(J) 

(10/1000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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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8 D 型三面插 (附突波吸收器) 規格 力祥代碼 建議價 入數

1650W SH0107 50 80/盒 
 
 

 

●D 型三面插座       
●內置防雷突波吸收器 
●插座導電片特殊設計,強化夾持力與耐用性 
●智慧型插拔設計,插拔輕鬆容易  ●15A 125V 
1650W 
●最大突波吸收電壓：2500V (1.2/50uS)●最大突波吸收電

流：1750A (8/20uS) 

●最大突波吸收能量：35 焦耳(J) (10/1000Us) 

R-28N D 型三面插 規格 力祥代碼 建議價 入數

1650W SH0059 49 80/盒 
 
 

 
 

 ●D 型三面插座   

●15A 125V 1650W 

●插座導電片特殊設計,強化夾持力與耐用性 

●智慧型插拔設計,插拔輕鬆容易 
 

R-30/OE 電子式-預約定時雙用分接器 4 座 規格 力祥代碼 建議價 

1650W SH0109 450 

 

●2P+3P 雙用正側面 4 插座 

●插頭刃片絕緣套  ●附接地線 

●防雷突波指示燈(內置突波吸收保護器) 

●三段模式獨立迴路定時器 

●插座防火 PC 材質  ●15A 125V 1650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