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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紹
Bright Future Group 才進企業有限公司是⼀一個提
供綠⾊色，智能，簡便便家居產品和⽅方案服務公司。我
們的產品包括⼀一系列列智能家居控制系統和LED照明
系統。所有產品均透過專業設計達到⾼高質量量，耐
⽤用，⾼高安全標準。我們的服務主要夥伴裝飾公司及
⼯工程公司配合⾼高科技產品，為顧客提供更更舒適和絕
對不昂貴的智慧⽣生活。

Apshon是智能家居系統，擁有⼀一系列列產品，可以
提供⽤用家無論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均可以透過⼿手
機/平板控制全屋燈飾，窗簾和電器，令⽣生活更更有品
味和⽅方便便，此外所有產品均通過CE，FCC，Rohs
驗證，令智能⽣生活更更加安全，節省能源和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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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產品系列列

產品特點

燈制（單向/雙向）
曲架/冷氣制
插蘇

電動窗簾/捲簾
紅外線遙控

產品系列列

聯聯絡⽅方式

產品編號和顏⾊色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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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特點

智能化

時尚

簡單

    無論任何時間，任何地點
      ⼿手機⼂丶平板遙控

    全屋燈飾⼂丶窗簾及電器

配合室內設計，5 種顏⾊色外殼任意配搭(⽩白⾊色，銀
⾊色，香檳⾦金金，太空灰，棕⾊色)，超過1000種的組合

無須額外裝置簡單設定 無須重新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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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特點

強⼤大功能

安全保證

				場景設定	

					⼀一⼿手機接駁全屋電器

    ⼿手機即時更更新狀狀態
    密碼保護

多個⼿手機同時遙控

多段預設定時功能

資料料分享

反應迅速   

2年年保養安全證書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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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系列列

燈制（單向/雙向）

曲架/冷氣制/插蘇

電動窗簾/捲簾

紅外線遙控

單向1/2/3/4位
雙向1/2/3/4位

20A

曲架/冷氣制20A
插蘇13A

拉簾制+摩打組合
捲簾制+摩打組合

⼀一個 = 多個
家庭遙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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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編號和顏⾊色編碼

AP8x5x               （a        b        c        d）            
產品編號                                            顏⾊色編號                        任何顏⾊色組合

顏⾊色
0 - ⽩白⾊色
1 - 銀⾊色
2 - 香檳⾦金金
3 - 太空灰
4 - 棕⾊色

產品編號 顏⾊色編號

燈制（單向）
AP815， AP825，

AP835，AP845 abcd

燈制（雙向） AP825m，AP845m abcd
曲架/冷氣制20A AP815c abcd
插蘇13A AP515uk ab00
電動窗簾 AP825k/AP211 ab00
電動捲簾 AP825k/AP221 ab00
紅外線遙控 AP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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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系列列 - 燈制（單向）

AP8x5系列列
AP8x5 是Apshon 燈制（單向）系列列，燈制分別有1位
（AP815），2位（AP825），3位（AP835）和4位
（AP845）。所有產品均可隨時隨地透過⼿手機/平板控制所
有燈飾；⽽而且更更可⽀支緩Google assistant，體驗聲控的⽅方
便便。

AP8x5採⽤用V0防火材料料，抗⾼高溫，抗碰觸，防脫⾊色。加上
配有5種顏⾊色（⽩白⾊色，銀⾊色，香檳⾦金金，太空灰，和棕⾊色）超
過1000個不同顏⾊色的組合，⼀一定能適合整個室內設計和⽣生
活的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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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系列列 - 燈制（雙向）

AP8x5m 系列列
AP8x5m 是Apshon 燈制（雙向）系列列，燈制分別有1位
（AP825m）和2位（AP845m）。所有產品均可隨時隨地
透過⼿手機/平板控制所有燈飾；⽽而且更更可⽀支緩Google 
assistant，體驗聲控的⽅方便便。

AP8x5m採⽤用V0防火材料料，抗⾼高溫，抗碰觸，防脫⾊色。加
上配有5種顏⾊色（⽩白⾊色，銀⾊色，香檳⾦金金，太空灰，和棕⾊色）
超過1000個不同顏⾊色的組合，⼀一定能適合整個室內設計和
⽣生活的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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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系列列 - 曲架/冷氣制20A

AP815c
AP815c 是Apshon 曲架/冷氣制20A，產品可隨時隨地透
過⼿手機/平板控制冷氣，熱⽔水爐，浴室寶，抽氣扇；⽽而且更更
可⽀支緩Google assistant，體驗聲控的⽅方便便。

AP815c採⽤用V0防火材料料，抗⾼高溫，抗碰觸，防脫⾊色。加
上配有5種顏⾊色（⽩白⾊色，銀⾊色，香檳⾦金金，太空灰，和棕⾊色）
超過1000個不同顏⾊色的組合，⼀一定能適合整個室內設計和
⽣生活的品味

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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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系列列 - 插蘇13A

AP815uk
AP815uk 是Apshon 插蘇13A，產品可隨時隨地透過⼿手機/
平板控制冷氣，各⼤大電器；⽽而且更更可⽀支緩Google 
assistant，體驗聲控的⽅方便便。

AP815uk採⽤用V0防火材料料，抗⾼高溫，抗碰觸，防脫⾊色。加
上配有5種顏⾊色（⽩白⾊色，銀⾊色，香檳⾦金金，太空灰，和棕⾊色）
超過1000個不同顏⾊色的組合，⼀一定能適合整個室內設計和
⽣生活的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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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系列列 - 窗簾系列列

AP825k
AP825k 是Apshon 窗簾制，產品配合AP121/AP221摩打
可隨時隨地透過⼿手機/平板控制拉簾和捲簾，⽽而且更更可⽀支緩
Google assistant，體驗聲控的⽅方便便。

AP825k採⽤用V0防火材料料，抗⾼高溫，抗碰觸，防脫⾊色。加
上配有5種顏⾊色（⽩白⾊色，銀⾊色，香檳⾦金金，太空灰，和棕⾊色）
超過1000個不同顏⾊色的組合，⼀一定能適合整個室內設計和
⽣生活的品味

拉簾制+摩打組合

捲簾制+摩打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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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系列列 - 紅外線遙控

Lighting

TV

Fans

A/C

CD/DVD

Infra-RedBluetooth

AP101 是Apshon 智能紅外線遙控，產品可以取代家中紅
外線遙控器，⽽而且⼀一個Apshon智能紅外線遙控可以取代
多個現在家中的紅外線遙控器，產品可以透過⼿手機/平板控
制，另外更更可⽀支緩Google assistant。

AP101採⽤用V0防火材料料，抗⾼高溫，抗碰觸，防脫⾊色。加上
獨特的鋼琴⿊黑⾊色，更更突出⽤用家對⽣生活的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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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組合

AP815 (0000) AP825 (1111) AP835 (2222)

AP8x5x               （a        b        c        d）            
產品編號                                            顏⾊色編號                        任何顏⾊色組合

顏⾊色
0 - ⽩白⾊色
1 - 銀⾊色
2 - 香檳⾦金金
3 - 太空灰
4 - 棕⾊色

AP835 (3333)

AP845 (4444) AP835 (0030) AP835 (0300) AP825 (0202)

AP825 (2020) AP835 (3030) AP845 (4040) AP835 (3003)

********顏⾊色可以⾃自由配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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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組合

AP845 (031m)AP835 (4343)AP825 (4242)AP815 (3323)

AP835 (4434)AP815 (2333)AP845 (4440)AP835 (3124)

AP825 (4242)AP835 (3241) AP825 (2341)AP825 (4222)

AP835 (4333)AP835 (4334)AP815 (1100)AP815 (2322)



http://www.brightfuturegroup.com.hk

顏⾊色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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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brightfuturegroup.com.hk

Tel：55095011				91837999

Bright	Future	Group	Limited

Apshon	Smart	Ho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