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美沙發行專注於沙發傢俱 30 年，於 2010 年成立網路平

台，向大眾分享各種沙發訂做與修理過程的專業工藝，沙發

是居家生活的靈魂傢俱之一，我們與您一樣珍惜它。當您愈

了解它，就愈知道如何愛護與使用它。我們特別編撰沙發常

識小百科，以平實中肯的描述，分享知識給大家參考。 

上美沙發行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 28 號 

服務專線: 03-2184932 

行動電話:0918-530823  

週一至週六 09:00~18:00 

service@sofa888.com.tw 

https://www.sofa888.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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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美沙發行  簡介  

上美沙發行專業經營沙發訂作與沙發修理的服務，累積二十

多年的製作經驗與客戶的口碑，上美沙發行提供專業的沙發

訂製，包括居家沙發傢俱，或是旅館、KTV/卡拉 OK、餐廳、

民宿、咖啡廳…等商業營業場所的量身訂做的沙發座椅或西

餐椅、床頭片、繃板...等等，提供訂製的服務，可針對裝潢

需求製作。 

上美沙發行經營沙發工廠二十多年，時常處理各種沙發傢俱

的疑難雜症，更具有按照消費者需求訂製的生產能力。 

隨著沙發的使用磨損，消費者對於節約與環保的需求，因此

提供了沙發翻新、沙發修理、沙發換皮...等服務，歡迎您來

電洽詢訂製或維修的需求，提供您實在的沙發修理價格，用

合理的沙發修理費用來延續沙發家具的可用性。讓有歷史的沙發傢俱在翻新與維修之後，重現

新面貌。 

沙發修理者就是沙發新生命的重生者，是為您的沙發原址重建的建築師，摸透了各種沙發的骨

子、裡子還有面子，診斷出沙發故障的原因，對症下藥；上美沙發行用口碑來打造品牌，所以

提供出來的材料來源，都經過耐用舒適的市場考驗；更因為手藝道地，作品毫無保留地用網站

展示供鄉親朋友如同親臨檢閱。 

 

講究品質與注重質感是我們追求的目標，讓顧客滿意

即是我們服務的動力。專業經驗及永續經營理念，將

最完整的服務呈獻給客戶。 

 上美沙發行 統一編號：31557431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六 09：00~18：00 

 地址：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 28 號  

           (靠近桃園監理站) 

 電話： 03-2184932  

 聯絡人： 蔡順良先生 行動電話： 0918-530823 

 Email： service@sofa888.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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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常見問題  

2.1 沙發壞了，要修理沙發還是買新的?  

沙發傢俱是居家生活不可或缺的要角，由於消費者的生活習慣與喜好，因此沙發的樣式有各式

各種，例如:法式古典沙發的造型相當典雅，歐式沙發的風格氣派豪華，英式沙發充滿著紳士

格調。而面對形形色色的沙發傢俱，維修的師傅需具備相當的技術與經驗，才能夠讓損壞的沙

發再現生氣。 

在我們所接觸的客戶中，有很多相同的想法，”沙發壞了，

要修理沙發還是買新的?”，這個問題沒有絕對的答案，但

希望藉由以下二點的評估，讓您在判斷與抉擇時，心裡能有

個底。 

沙發修理成品這套沙發的紀念價值與當初購買的價格，會是

這套沙發要不要修理的一個考量的要素。 

 紀念價值： 

我們遇過許多客戶，一套沙發從他結婚到現在，經過了

十年，經濟能力也好了不少，而家裡客廳的沙發破了髒了，捨不得！捨不得這十年來的陪

伴，念這一份感情！而這一套十年前的沙發要修理，修理的工藝如果不夠好，那修回來的

沙發只會愈看愈難過了。因此，師傅的手藝就顯得相對重要。 

 當初購買價格高低： 

我們也遇過許多案例，客戶的沙發當初購買的價格不貴，但使用了二、三年就發生了問題，

這時候，回歸到一個使用者付費的原始點。我們都知道，成本低廉的原因來自於大量製造，

大量製造、快速製造的產品，為了在市場上跟同行競價，只能在材料上作變化，這也就是

為什麼短短二年，沙發就會壞了。如果是這種情況，一般傢俱行可能會直接建議您買新的，

而我們則會建議消費者在衡量修理材料時，可以採用二種材質搭配，兼顧到價格與耐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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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沙發座墊為什麼最常壞掉?  

在許多客戶送修的沙發裡中，客戶反應是否這沙發的彈

簧已經疲乏，怎麼會愈來愈軟， 坐下去覺得自己都陷

了進去。大部份的消費者都會以為座墊凹陷是因為彈簧

壞了。 

事實不然，大部份的真正原因是：沙發座墊泡棉經過長

期的壓力，已經彈性疲乏了。有許多牛皮沙發的皮革破

損也是因為泡棉材質太差了，無法支撐壓力，就像是一

顆包子，如果內饀不紮實，從外面施予壓力一按，包子就會凹陷，如果用了不好的皮革，就像

是包子皮風乾了沒有彈性與張力，只要再大力一點，連皮都裂了，如果內饀紮實，則充實飽實

感，可以提供良好的人體工學支撐力度。 

因此，上美沙發行在接到您所送修的沙發時，都會作徹底的檢查，若待修沙發的故障屬於上述

原因，即使您並沒有要更換泡棉，但上美沙發行仍會予以必要的補強，為您杜絕這方面的困擾。 

2.3 沙發大抱枕的填充物，有什麼不同? 

大靠枕，大抱枕，為許多高級沙發所採用，許多市售低價大抱枕，由於生產效率與成本考量，

裡表採用不織布，而填充物則為絲棉、低密度泡棉，裡布可以輕易撕破，填充物採用整條絲棉，

便能提高量產的效率。 

 

上美沙發生產的大抱枕，真材

實料，工法精細，採用呢絨裡

布，耐用，穩固，而且採用格

狀結構，大抱枕採用格狀結構，

讓填充物能分散分隔，格狀結

構營造出大抱枕的舒適度與飽

滿，這種工法，由傳統老匠師

的慢工出細活打造，填充物採

用羽毛與泡棉混合，二種材質

充份混合，讓大抱枕具備質輕、保暖、飽滿，以及絕佳的彈性，堅固的呢絨裡布，羽毛與泡棉

混合填充在格狀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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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美沙發布料選擇多樣化，為您的沙發量身訂作大抱枕! 

 

2.4 椅墊耐用度有什麼關鍵? 

實木沙發在傢俱市場的使用比例相當高，而隨著傢俱而來的椅墊在使用多年之後，難免發生凹

陷、失去彈性、破損等情況，由於實木沙發傢俱的尺寸不盡相同，所以，市售量產的沙發椅墊

難以 100%符合。實木沙發在傢俱設計的過程中，均有注入設計創意與人體工學的理念，因此，

後續要替代故障的椅墊就必須採用訂做，才能讓提供舒適的乘坐感受。 

 

椅墊與椅子本體是否服貼將影響使用壽命。在服貼的情況下，

身體的力量將經過椅墊用的泡棉，平均分散在椅子本體。如果

只求表面曲度，而沒有考量到椅墊是否與椅子本體的密合，除

了椅墊較不耐用之外，乘坐著也不會舒適。 

 

坊間的量產型椅墊由於要求生產效率與成本節省，在泡棉的處

理方面，不一定都會先包覆內裡布，通常將泡棉直上椅墊套，

需實際觀看。 

上美沙發所訂做沙發椅墊的高密度泡棉採用高級內裡布包覆，內裡布套同樣採用拉鏈式，所採

用的內裡布，成本單價高，但優異的布質特性，讓在泡棉與沙發布套中間扮演絕佳的角色，是

確保沙發椅墊壽命持久的關鍵之一。 

 

2.5 不就是布包著泡棉嗎? 椅墊工藝有什麼細節? 

為什麼上美沙發的椅墊訂製絡繹不絕? 這是因為我們多了細心與用心，用真材實料與工藝細節

來回饋客戶，而得到”上美品質，我推薦! “，並非在節省材料成本之後，換來”上美好便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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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墊的製作看似簡單，但隱涵著台灣數十年來沙發業界的匠心工藝，例如： 

1. 採用皮革製作的椅墊，在座墊下方是使用布料，而不是全部都用皮革。有部份不是源自沙

發業界的製作者，可能會解釋為”偷工減料”，實際上這是為了讓泡棉能夠透氣，因為皮

革毛細孔更為緊密，空氣中有水份有溼氣，乘坐時有溫度，下方採用布質，能讓泡棉透氣，

亦能延長使用壽命。 

2. 內裡布的配置方面，以布料製作的椅墊，泡棉要包覆內裡布，因為客戶可以按清潔需求清

洗布套，有內裡布包覆著，才容易穿脫。而內裡布料的質量與成本差異很大，因為它存在

於椅墊裡面，不會被看到，用再好的材質，也不會被欣賞到，但是，上美沙發採用的是呢

絨裡布，緊緻耐用，泡棉先以絲棉包覆妥當增加摩擦力再穿上內裡布套，雖然平時不會被

看到，但這卻是用心細心的表現。 

3. 而皮革椅墊的泡棉通常不會穿上內裡布套，因為皮革的裡層相對光滑，與內裡布套的摩擦

力太小，反而會造成鬆動、滑動，舒適度大減，而且不耐用。 

2.6 真皮沙發價格差異大，怎麼選? 

坊間的真皮沙發價格差異大，沙發選購的常識： 

沙發骨架是否結實，這關係到沙發的使用壽命和品質保證。可以檢測的方法是抬起三人沙發的

一頭，注意當抬起部分離地 10cm 時，另一頭的腿是否離地，只有另一邊也離地，檢查才算通

過；一套好沙發，必須用方木釘成框架，側面用板固定。 

當然，木架藏在沙發里面是拿不出來看的，我們可以用手托起沙發感覺一下重量，如果是用包

裝板、夾板釘成的沙發分量輕，實木架則比較重，也可以坐在沙發上左右搖晃，感覺其牢固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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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發的填充材料的質量。檢測方式可以用手去按沙發的扶手及靠背，如果能明顯地感覺到木架

的存在，則證明此套沙發的填充密度不高，彈性也不夠好。輕易被按到的沙發木架也會加速沙

發外套的磨損，降低沙發的使用壽命。填充物主要指泡棉，泡棉按彈性分高彈、高彈超軟和中

彈三種。不同彈力的泡棉會運用在不同

的部位，如：靠背和扶手部分與座墊部

位。 

檢驗沙發的回彈力。方法是讓身體呈自

由落體式坐在沙發上，身體至少被沙發

坐墊彈起 2 次以上，才能確保此套沙發

彈性良好，並且使用壽命會更長。 

注意沙發細節處理。打開配套抱枕的拉

鍊，觀察並用手觸摸裡面的襯布和填充物；抬起沙發看底部處理是否細緻，沙發腿是否平直，

表面處理是否光滑，腿底部是否有防滑墊，等等細節部分。好的沙發在細節部分品質也同樣保

持精緻。 

用手感覺沙發表面，是否有刺激皮膚的現象，觀察沙發的整體各部分面料顏色是否均勻，各接

縫部分是否結實平整，做工是否精細。真皮沙發其實是個泛稱，豬皮、馬皮、驢皮、牛皮都可

以用作沙發原料，消費者一定要弄清楚用的是什麼皮革。其中牛皮皮質柔軟、厚實，質量最好，

現在的沙發一般採用水牛皮，皮質較粗厚，價格實惠。更好的還有黃牛皮、青牛皮。馬皮、驢

皮的皮紋與牛皮相似，但表面皮青鬆弛，時間長了容易剝落，不耐用，所以價格便宜。 

普通沙發的壽命大約是三四年，一張好的皮沙發則可以在七八年的時間裡不凹陷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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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不同風格的沙發款式，主要的差異是在哪裡? 

美式沙發： 

強調舒適但佔地較多。美式沙發主要

強調舒適性，讓人坐在其中感覺像被

溫柔地環抱住一般。目前許多沙發已

經全部由主框架加不同硬度的海綿製

成。而許多傳統的美式沙發底座仍在

使用彈簧加泡棉的設計，這使得這種

沙發十分結實耐用。 

日式沙發： 

強調舒適，自然，樸素。日式沙發最

大的特點是成柵欄狀的木扶手和矮小

的設計。這樣的沙發最適合崇尚自然

而樸素的居家風格的人士。日式沙發也經常被一些辦公場所選用。 

中式沙發： 

強調冬暖夏涼，四季皆宜。中式沙發的特點在於整個裸露在外的實木框架。上置的海綿椅墊可

以根據需要撤換。這種靈活的方式，使中式沙發深受許多人的喜愛：冬暖夏涼，方便實用。 

歐式沙發： 

強調線條簡潔，適合現代家居。歐式沙發的特點是富於現代風格，色彩比較清雅、線條簡潔，

適合大多數家庭選用。這種沙發適用的範圍也很廣，置於各種風格的居室感覺都不錯。近來較

流行的是淺色的沙發，如白色、米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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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椅墊訂做之尺寸量測  

人體脊椎具有曲度，在坐下時，全身的力量分散於椅子的座墊與靠背；因此椅墊的靠背通常設

計有曲度。坊間大量生產的椅墊，通常靠背的後方是直線式，而前方則為泡棉曲度，從外觀正

面觀察，它雖具有曲度，但不一定與您府上的椅子相符與服貼。 

沙發椅墊、沙發布套的訂製，所採用的布料品質與泡棉是您必須考量的要素，一般家庭如果是

採用實木、木製傢俱，因為木製傢俱乘座比較生硬，很多家庭都喜歡定製沙發椅墊，上美沙發

工廠所採用的泡棉是高密度泡棉，非常耐用。 

沙發布料選擇多樣化，有高貴典雅也有時尚品味，為您府上的沙發傢俱量身訂作，讓您輕鬆為

沙發傢俱添新妝，重現嶄新的面貌。歡迎各式沙發椅墊、布套、椅墊訂做洽詢！ 

椅墊訂做流程： 

由於椅墊訂做的客戶來自各縣市，建議您提供府上的椅子相片數張，以利辨別椅子型式，同時

請協助測量 4 個尺寸數字 (單位為公分)，可作為報價的參考指標。 

 椅背高度：請以直線方式測量。 

 座墊深度 

 座墊寬度 

 座墊離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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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沙發主要部品  

3.1 皮革材質的常識  

沙發是重要的家具之一，擺置在居家客廳或營業場所裡，可以帶給人

們舒適的休憩感受，搭配室內的裝修陳設，可以展現主人家的氣度與

格調。然而，針對皮沙發而言，從皮沙發的結構框架、坐墊的泡棉組

織到外表的皮料，都有學問。 

 

上美沙發工廠希望大家都能擁有屬於自己品味的沙發家具，讓各位消

費者在選購沙發家具時，能具有更好的基礎常識，用合理的預算選擇

工藝道地的沙發工廠，來設計打造您專屬的沙發。秉持童叟無欺的敬

業精神，為廣大的消費者提供最優質的訂製沙發。 

以下向您介紹，您必須知道的沙發皮革材質的常識! 

 

3.1.1 皮革定義 

天然獸皮所含之蛋白質經鞣製過程而成為蛋白纖維，也就是我們所稱的皮革。人類多從所居之

環境，周圍飼養及屠宰之動物來決定所用的原料來製革；例如普遍的牛，羊、豬、魚等；而皮

革本身的特性與取自之動物而有所不同，要熟練的利用一種原料，應先瞭解其獨特性才能製造

出好的品質；再者其品種、年齡、性別、飼養環境、氣候、屠宰剝製方式等都會間接影響生皮

(Rawhides)之品質進而影響到皮革製品。 

3.1.2 生皮組織 

一張生皮就是一整隻動物之展開形狀，部位有頭頸、腰背、腹股、四肢、尾等。 

3.1.3 生皮與皮革成品的關聯 

動物本身之質量會直接影響到生皮原料，而生皮原料之素質又與製成革本身有密切的關係，因

此我們可以說製成革之品質、級別、使用率、生產方式、製作成本等一切變化，都由生皮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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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幾項主要影響生皮以及製成革品質的因素：1.動物產地之環境，氣候、地勢、飼養方式；

2.動物之品種、年齡、性別；3.屠宰方式、剝製技術；4.保存方法；5.運輸條件等 

 

3.1.4 苯染牛皮 

外國人認定最頂級的牛皮，因為它是天然無添加化學成份，最主的缺點是它怕水，為什麼它的

壽命會很長呢? 因為它吸收保養油的速度很快，能完全吸收保養油。 

 

3.1.5 半苯染和苯染有何差別 

半苯染因為它多一層染料防水，它跟一般的牛皮差別在於一張牛皮畢竟有瑕疵和油脂，所以用

化學物品填補，一張牛皮最厚為五厘米，可以剝出二層 1.8 厘米，可以剝出多層 1.2 厘米，通

常，第一層拿來作沙發，第二、三層拿來作皮包、皮鞋、皮衣。以動物皮的構造來說，第一層

它有高纖維蛋白質，所以富有彈性，第二、三層仔細看，會有毛細孔，比較沒有彈性。 

為什麼一般菜市場販售食用的動物皮(豬皮、羊皮)那麼多，就是沒有看到過牛皮，因為它含有

高蛋白質纖維，比較厚的皮當然比較耐用。 

為什麼是第二、三層作皮包、皮衣、皮鞋呢? 因為第一層牛皮它通常會有瑕疵跟烙印，而第二、

三層藏在第一層底下，很少有瑕疵，它本身比較沒有彈性，但是它卻比較硬，容易龜裂，第二

層皮上面又再加工一層 PU 仿冒為馬鞍皮，現在市面上很多我們一般作沙發的桍墊和扶手是使

用牛皮中最好的牛背的皮，其餘拿來作靠背，因為靠背比較少摩擦。 

3.1.6 為什麼小牛皮不適合作沙發呢 

因為小牛皮顧名思義是小牛身上的皮，所以皮面沒有那麼大，如果用在較大的座墊上沒有接縫

的話，有時連一張座墊都作不出來，所以相對的，它的成本比一般牛皮高出許多，小牛皮只可

取二層，成本高。 

3.2 布料  

3.2.1 沙發布料材質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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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沙發與沙發椅墊所採用的布料除了編織方式、花樣以及材料品質的差異之外，舉凡大廠所生

產的布料在樣品冊上，都標明了這塊布料的組成材質，按照了多少比例的材質混合，或是採用

單一材質所構成。 

不同材質的纖維組成，展現了不同的觸感、外觀以及使用方式，也影響到了成本價格。而且抗

皺、耐洗滌性、耐潑水性、吸水性極低與透氣性，亦有差異。 

以下是常見的布料材質的介紹，歡迎各位朋友參考了解。 

3.2.2 天然纖維 

Cotton 棉： 

原料棉花，是天然的植物纖維，手感涼爽與柔軟，無彈性。耐用、易洗、舒適、觸感良好，不

會導致皮膚過敏；屬於親水性纖維，吸水快、乾也快；不易產生靜電和起毛毬。缺點是易皺、

光澤度較差及蛀蟲的侵害，也比較有縮水的情況產生。 

Linen 亞麻： 

植物纖維，手感冷且平滑，觸感粗刺。具透氣、易乾及舒適感覺；但易縐，需燙直；相對於棉

較不易縮水。擁有與棉相似的性能。 麻纖維擁有強度高、吸溼性好、耐磨、耐水、導熱強的

特性。尤其強度居天然纖維之首。麻布染色性能好，色澤鮮豔，不易褪色。對鹼、酸都不太敏

感，抗黴菌性好，不易受潮發霉，具有良好的透氣性、吸濕性、清爽性和排汗性。 

Wool 羊毛： 

動物纖維，手感觸感溫暖，且有彈性保溫透氣性極佳。蛋白質纖維，光澤柔和自然，手感柔軟，

比棉、麻、絲等其它天然纖維更有彈性，抗折皺性好，保暖性好，吸汗及透氣性較好與舒適。 

SILK 蠶絲： 

動物纖維，手感溫暖且平滑涼爽，富有彈性。有良好之觸感、有優良之光澤、無起毛球之現象，

有豪華、高級的感受。 

3.2.3 人造纖維 

Viscose 嫘縈： 

屬於人造纖維。英文 Rayon 或 Viscose，又稱人造絲，嫘縈的名字是為纪念中國傳說中發明

養蠶的嫘祖而來。由天然的植物纖維素加工制造而成，所以嚴格地說不屬於合成纖維。 

 優點： 耐用性良好、吸濕快、抗蟲蛀 

 缺點： 濕水後會易收縮、在濕潤情況下強度轉弱、易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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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ester 聚酯纖維： 

屬於人造纖維，表面光滑無孔隙。雖然和棉、麻等天然纖維相比，傳統聚酯纖維的觸感較硬也

不吸水(吸水率約 0.4%)，但在紡織技術發達的今天，與其他材質混紡後，大大了改善聚酯纖

維材質的舒適性與觸感等，已經顛覆大家對傳統聚酯纖維手感較硬的刻版印像。當然，在聚酯

纖維原料的應用上也是有分好壞的，這也是為什麼市面上的聚酯纖維衣物價差非常極端。 

 優點： 彈性良好、耐用、易洗快乾、不易皺、熨燙後有良好的打褶性、抗蟲蛀及抗霉 

 缺點： 吸濕力弱、不易清洗、易有靜電、易起毛毬、不易染色、容易沾上塵埃 

Nylon 尼龍： 

化學名稱為聚酰胺纖維，屬於天然纖維性質的合成纖維，所以非常適合與其它纖維交織混合，

成為高質感又耐用的複合纖維。 

 優點：強韌、耐磨、平滑、重量輕、抗蟲、抗霉而且材質不易產生靜電、變形、起毛球和

老損等。 

 缺點：較不耐熱，所以避免使用高溫洗滌、烘乾或整燙。 

3.3 泡棉  

沙發運用泡棉來建構出座墊與靠背面，在上美沙發工廠接觸無數的客戶中，在委託修理的沙發

裡，有相當高的比例都是因為沙發座墊凹陷、一坐上就陷下的情況，在此利用此篇文章與各位

分享有關高密度泡棉的分類以及應用，並說明密度與硬度的衡量常識。 

 

3.3.1 沙發泡棉種類 

泡棉按照其密度，通常區分為以下幾種： (密度 是一個物理量，用來描述物質在單位體積下

的質量。國際單位制中密度的單位是 kg/ m3) 

 一般泡棉與中密泡綿，即一般普通的泡綿 

 密度：10~19 kg/ m3 

 特色：吸水  保溫  保濕  彈性  防撞防護 

 常見用途：包裝材料,保護器材, 易碎物 . 電器用品 . 水果等之包裝材料） 

 中密泡綿 

 密度：20~29 kg/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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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一般平價沙發均用此泡綿等級  使用年限約五到十年 

 主要用途：椅墊,彈簧床,包裝與保護器材 

 高密度泡棉 (上美沙發一律採用台灣製造的高密度泡棉) 

 密度：30~40 kg/m3  

 特色：一般中高價位沙發專用，許多客戶均使用超過十年仍不變形。 

 用途：沙發、床墊、醫療床 、瑜珈墊、運動護墊、運動器材之軟墊..等 

 聚合泡綿（合成泡綿），聚合泡綿由泡綿碎料壓縮再製 

 密度：120 kg/ m3 

 適合用途：寺廟拜墊, 沙發家具,隔音 

3.3.2 泡棉製造過程與成本差別 

泡棉是用聚胺基甲酸和發泡劑適量混合，放入閉合模中由於發泡劑引起反應，使樹脂膨脹，

充滿模腔，待反應完成後取出即為泡棉。 

泡棉的製造方式 (俗稱發泡) 

〔原料＋發泡劑〕混合→放入閉合模 →加熱→樹脂膨脹→泡棉成型取出密度愈高的泡棉，

彈性愈好，高密度泡棉回彈性良好，持久耐壓，不易疲勞，其柔軟度與身體達到緊密舒適

的貼合，但品質好的泡綿同時發泡過程中危險性極高，所以成本相對升高，沙發泡棉價格

也會有差異。 

3.3.3 硬度的基準 

密度與硬度度量衡單位不同，硬度是以 35 度為基準，35 度,40 度,45 度為較硬，30 度,25 度,20

度為較軟，同樣密度的泡棉可以有不同的軟硬度，而泡棉最低密度通常為 14kg/ m3。 

上美沙發老師傅累積數十年經驗，無論是沙發修理或客戶委託訂做的沙發，在分析材料的應用

上，按客戶的沙發款式、扶手高低與使用者的舒適度要求，除了讓沙發傢俱的壽命擁有堅韌的

基本盤之外，採用不同層次的組合，並非一成不變，在靈活應用與搭配之下，提供了符合人體

工學的乘座舒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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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沙發修理案例  

4.1 典雅布沙發修理改皮  

本套布沙發的修理改皮來自於桃園的客戶，實木柱型骨架營造出典雅風格，由於使用多年，舒

適度不如以往，業主希望修理，同時希望採用皮革取代布料。 

只要沙發墊的製作工藝到位，尤其是上美沙發所經手修理或製造的沙發，布沙發與皮沙發的使

用壽命相差無幾，最大的差異在清潔保養方面，有不同的特性。 

有許多客戶坐膩了皮沙發而改為布質沙發，也有客戶坐久了布沙發而改為皮沙發，這些情形都

是常見的，但是布沙發與皮沙發的製造過程是不同的，唯有實際維修成品的比較，讓您親眼所

見才能安心付託。以下相片是布沙發改皮的前後相片，歡迎大家參考。 

沙發是居家生活的重心家具，充滿精神與活力的沙發，能讓家庭氣氛和樂圓滿，上美沙發衷心

期盼每個家庭有舒服的沙發家具，包圍著全家豐富的生活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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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實木皮沙發改布  

無論皮沙發、布沙發或實木型沙發…等，都有不同喜愛的人群，本套沙發採實木骨架，非常氣

派，而且乘座相當舒適。 

然而由客戶提供的修理前的相片，您可以看到那一面黑花布並不是沙發的真正表面，而是一塊

遮住原本皮革的布，由於主人家的細心，所以，這塊布並不突兀。許多家庭的客廳都有類似的

情況，因為沙發的皮革破損或使用久了，產生許多龜裂損壞，但因為細心專業的維修工匠難尋，

只能採用這樣的臨時解決方案，把它遮起來。 

上美沙發在過去這幾年來，將經典的維修案例成果，分享在網站上，為的是讓有相同疑難雜症

的鄉親朋友，從維修前後的對照相片，可以預見您府上沙發的維修成果，尤其是皮沙發改為布

沙發，或布沙發改為皮沙發。 

如此的改變與差異，需要更多的實務成果來讓您的想像成真，以下相片歡迎您參觀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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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體貼長輩訂做的加寬布沙發  

本套布沙發的客戶出自於對長輩的孝心，特別訂製加寬的布沙發，一般沙發寬度約為 280 公

分，而本套布沙發寬達 350 公分，考量到長輩對於乘坐的舒適需求，泡棉的硬度上有特別的

指定，沙發在訂製的過程中，客戶也邀請長輩前來試坐，對於上美沙發行所舖陳的座墊舒適度，

感到非常滿意。 

訂做沙發的優點在於客製化，按照居家空間大小、裝潢色調、家庭成員、生活習慣（例如：躺

在沙發小憩），將一套屬於您的沙發傢俱，從無到有地呈現在您府上。 

客戶挑選三塊不同顏色的布料，搭配得十分巧妙，座墊部份採用較深的類咖啡色，靠背為淺綠

色，抱枕則為鵝黃色，藉由色彩的反差，讓本套沙發綻放出明亮感，而且易於整理。以下相片

歡迎各位朋友瀏覽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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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採用竉物適用耐磨布修理沙發  

客戶選用適合於飼養竉物的超耐磨沙發布料，延長沙發的使用壽命與環境的整潔。上美沙發承

製很多採用耐磨布料的沙發修理，尤其飼養了竉物的居家沙發；目前台灣市場上，除了進口的

專用貓抓布之外，消費者在預算考量上，可以有不同的選擇，亦即挑選耐磨指數高的皮革或布

料，超耐磨與抗污的的特性。 

 

竉物適用耐磨布能讓居家飼養寵物時，減少沙發的破損與勾絲，一旦有髒污時，能輕易地擦拭

清潔，抗菌性能避免細菌大量繁衍，讓愛犬愛貓與家庭成員相處和諧，大幅改善許多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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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把沙發修理好，徹底除掉影響家人健康的因素  

沙發是每天都會接觸到的傢俱，有許多假牛皮、假皮沙發在使用一段時間後，儘管骨架、泡棉

或彈簧都完整如初，但是表皮的部份硬是發生了狀況，假皮的構成通常是採用合成的，所以剝

落是最常見的損壞現象。 

本件沙發是桃園的客戶委託，各位可以看到沙發在修理前整體結構大致良好，但是皮革的部份

剝落的相當明顯，我們在電視上都看過一些成長食品的廣告: 小孩的成長不能等。 

是的，不止小孩的成長不能等，全家人的健康也不能擔誤！ 

從一片一片剝落的假皮屑裡，這裡面不知是充斥了什麼化學成份？餐廳的大餐可以少吃一頓，

但家人的健康如果因為傢俱材料的不確定而受到影響，這真的不是我們身為家長願意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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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法式沙發修理採用土耳其花布  

本套法式沙發原先是皮革材質，位於桃園某豪宅內，主人家走訪知名品牌沙發後，希望將本套

沙發改用具有典雅花樣的沙發布，來呈現溫暖高雅的氛圍。最特別的在於原先的皮面是以車縫

的方式，而上美沙發老師傅改以手工抓摺的方式，讓沙發呈現飽滿立體，而且細心的您可以發

現，從靠背面到乘座面，對花相當準確，讓這一面土耳其花布，有如一幅畫烙印在沙發上。 

考量到布沙發的優點之一，在於主人家能視情況拆洗，保持沙發的清潔，再加上本款布料的耐

洗防污特性，於是上美沙發老師傅將此沙發的乘座區改為活墊方式，並另外車製扶手套，讓本

套沙發在修理後，更臻完善，沙發修理雖然是手工行業，但豐富的經驗與巧思，能讓沙發更舒

適地服務著主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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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一套因孝順長輩而修理的沙發  

桃園客戶在新年開工之後，便積極地委託我們予以修理，而修理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沙發破損嚴

重，而是因為孝心與體貼，這位客戶朋友希望家裡的長輩乘坐得舒適、舒服，不傷筋骨。 

在工商社會裡，許多長輩老人家基於某些情況，即使子女再三邀請同住，有些長輩老人家仍會

婉拒，或許客廳裡的靈魂家具–沙發，是一個潛在的原因；試想在以前，老一輩坐慣了板椅，

但年輕一輩喜歡用沙發，然而老人家筋骨較乏力，如果沙發設計不良，容易讓老人家要從沙發

起身時，感到吃力與不適，長輩們平日守著家園，長時間乘坐不舒服卻不好意思與晚輩反應，

怕造成負擔或困擾。 

本套沙發經過客戶要求與指定予以必要的修改，維持原設計的態勢，並且在關鍵部位予以改善，

客戶也帶著八十多歲的老人家到工廠來試坐，對於本套沙發維修成果表達肯定與感謝。 

因孝心而送修的牛皮沙發，上美沙發以使命必達的精神，完成客戶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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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父母的滿意笑容值多少? 

父母的滿意笑容值多少呢? 這位來自台北的業主，從詢價的郵件、現場溝通以及完修的郵件裡，

每每提到母親對於本套沙發的重視，以及希望原汁原味回復的期盼。 

在閒聊過程中，我們了解到這套沙發是在十多年前購置的，經過了這麼久，這一套沙發傢俱始

終陪在老人家身邊，要老人家把一個習慣多年的物品換掉，談何容易，更別說天天在乘坐的沙

發，以及沙發上面屬於家庭的味道與記憶。我們可以想像業主在尋訪修理沙發過程的謹慎，不

能換掉，因為有滿滿的記憶在裡頭，然而老人家的標準也很高，連車縫線都十分在意，肯定當

時買這套沙發時，評估地相當仔細。 

從事沙發行業二十多年，我們時常為鄉親圓夢，坊間有許多傳統手藝技巧失傳，技術失傳大多

因為費工，不符成本效益，但是，上美沙發面對每一件委託，都奉獻出專業的技藝，不嫌工序

繁瑣，一針一線，找回那一年的味道，用心地完成業主的委託，更得到業主全家人的滿意肯定。

感謝業主惠賜以下相片，而且拍照角度掌握專業，讓我們得以展示這一套可貴與幸福的沙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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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用智慧，免於重蹈覆轍 ! 

脫皮嚴重的美式皮沙發修理來自桃園客戶的委託，當時的售價不菲，使用三年多，已發生嚴重

的脫皮情況，抹滅掉了美式沙發獨具的大器舒適格調，留下了遺憾。 

經過這麼多年市場開放的消費心得，我們會有個基本觀念 “我花一分錢，應會有一分貨”，

然而現實總是不盡如人意，令人難過的現像，除了類似本件高貴大器的美式沙發在短短三年就

脫皮損壞之外，在我們生活中，也存在很多令消費者的信心低落的事情。 

購置新沙發，錢不是大問題，而是，原本沙發基本上是好的啊，大部份的部位都正常，就是脫

皮、掉皮妨礙健康，造成居家整潔不易，惱人不已；而且如果這沙發陪伴我們久了，有了感情，

丟棄了它，也會不捨。那如果送修呢? 送修總行了吧! 但是，連尖端的醫美技術都可能把雙眼

皮割成三眼皮了，沙發修理回來的樣子會變成怎樣? 會不會沒多久又要再傷心一次? 

沒想到，光是一套沙發傢俱就會讓人們如此傷腦筋，其實解決的方案可以很簡單，就是找到對

的人! 就可以解決您的種種問題，因為，沙發製造過程，您來不及參與，也無從參與，但是沙

發修理過程，您可以的，靠您的智慧與觀察，可以為您找到對的沙發修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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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參考資料  

上美沙發行官方網站 

https://www.sofa888.com.tw 

 

上美沙發行椅墊訂做網 

https://www.sofa888.tw/ 

 

上美沙發行國民沙發網 

https://sofa.taipei/ 

 

上美沙發行 FB 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sofa888.com.tw/ 

 

上美沙發行 Youtube 影音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KeKeM7b2pMq18_N1qQJLmQ 

 

本刊物版權所有，如欲引用，請取得同意 

 

上美沙發行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 28 號 

服務專線: 03-2184932 

行動電話:0918-530823  

週一至週六 09:00~18:00 

service@sofa888.com.tw 

https://www.sofa888.com.tw 

https://www.sofa888.com.tw/
https://www.sofa888.tw/
https://sofa.taipei/
https://www.facebook.com/sofa888.com.tw/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KeKeM7b2pMq18_N1qQJLm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