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報印製

生 活 無 污 染

對我來說，水和空氣是載體，被承載的是 - 生命。
雅佳淨水 Michael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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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佳淨水客戶服務承諾

以專業的知識、誠懇的態度，
將淨水和空氣產品不斷普及。
耐心聆聽你的要求，確實回答你的問題。
為你安裝的系統，會附送一或兩年，
雅佳淨水額外提供的免費上門維修。
電話查詢，終生免費。
因為只有你再次選用或推介雅佳淨水的時候，
我們的服務才算合格。

目錄

凡攜同  雅佳淨水生活無污染特刊
選購任何中央淨水系統套裝
均可獲＄100 折扣（不能跟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第2版  201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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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無污染
   因為你們的支持，第一版的「生活無污染」特刊早已
派發完。基於客戶需求及同事的反映，特此提早加印第
二版，希望能繼續將水和空氣的正確觀念，與更多人
分享。在此，我亦希望對所有新舊客戶，表示衷心的
謝意。無論你是剛到埗的新移民；跟爸媽一樣選用雅佳的
年青夫婦、父母；由唐人街搬到埠仔再輾轉搬到密市、旺市、
Newmarket，搬了五、六次屋依然信賴雅佳的創業及投資專家；
抑或由家庭式拓展至連鎖式的企業家 --- 雅佳淨水多謝您！
   當然，我亦要多謝雅佳淨水不同崗位，同樣緊守專業的同事，
以及像明報一樣對雅佳淨水積極幫忙的媒體朋友。
   在成為WQA第六級水質專家和American IAQ Council 室內空氣
環境專家之前，我就是個新移民。為家庭拼搏一點，看着女兒成
長。然後，我創立了雅佳淨水，認識了很多好朋友。無論是因為
合作或從客戶開始，能夠成為朋友，我都想在此說一聲多謝。
   身處高速增長、極速變化中的大城市，我們都回不了兒時那個
簡簡單單，吃甚麼喝甚麼都不用擔心污染的世界。但說到污染，
其實又豈止水和空氣會受污染？紛亂的信息和人云亦云的情況，
大概每日都會接觸到。這些信息有時能影晌到我們作出的決定。
因此，我和雅佳淨水只相信專業。用科學化實事求是的角度，分
享淨水和空氣過濾的知識、產品以及服務。
    對我來說，水和空氣是載體，被承載的是 - 生命。

雅佳淨水        Michael Chiu

雅佳淨水特刊 雅佳淨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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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00 Plus
中央淨水系統
●Tank Size: 8"x 47"

●Capacity: 24,000 grains
● 高效軟水功能
● 去除重金屬及鐵銹
● 內置活性炭高效除氯

   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Digital Control Valve
● 按時操作  全自動清洗
● 水流量: 27gpm
● 內置後備電源  

   無需較對時間

SF3000
中央淨水系統
●Tank Size: 9"x 48"

●Capacity: 36,000 grains
● 高效軟水功能
● 去除重金屬及鐵銹
● 內置活性炭高效除氯

   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Digital Control Valve
● 按用水量操作  

   全自動清洗
● 更慳水慳鹽
● 時限定期功能 

   確保系統清新
● 水流量: 27gpm
● 內置後備電源 

   無需較對時間

S2000
中央軟水系統
●Tank Size: 8"x 44"

●Capacity: 24,000 grains
● 高效軟水功能
● 去除重金屬及鐵銹

●Digital Control Valve
● 按時操作  全自動清洗
● 水流量: 27gpm

價格與效能
的完美平衡

ATI-Pure   Artisans of Water Quality

雅佳淨水特刊

I had been working with Michael for more than 10 years, his dedication to quality excellence is what 
made Aqua Technologies Inc. different. Petwa/Hydrotech is glad to be a strategic manufacturer for 
Aqua Technologies Inc.                                                                          
                     Brian Mills, Director of Sales, WaterGroup Companies Inc. Hydrotech - Petwa

雅佳淨水特刊

每部系統出廠前，均有專人簽署，認證質量及規格

ATI - Pure® ATI - Pure® ATI - P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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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水
會變硬？

硬水的硬，並非指其物理上像鑽石般的剛

硬，硬所指的其實是化學成份。當水中所含礦

物濃度過高，尤其是鈣和鎂的含量高，我們便

稱之為硬水。

硬水的主要問題，是洗滌功能差。由於水

經已處於半飽和，清洗（溶解）能力自然大打

節扣。硬水的另一弊病是沉積物。沉澱在水

煲底的水垢，不但不雅觀，更可能成為細菌溫

床，和令能源費上漲。同一情況在中央熱水爐

或喉管內亦會發生，長遠造成更大破壞。
ATI Pure® Platinum 
中央淨水系統
●Tank Size: 9"x 48"

●工業級 403不銹鋼外殼   穩固  美觀

●Capacity: 36,000 grains

五層過濾  抗菌專家
● 天然砂礫   水流暢順清澈
● 高效軟水功能
● 高效去除重金屬及鐵銹
● 內置活性炭高效除氯   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 內置KDF®持久抗菌   將有害物質轉化清除

Digital Control Valve
● 按用水量操作  全自動清洗
● 更慳水慳鹽
● 時限定期功能 確保系統清新
● 水流量: 27gpm
● 內置後備電源 無需較對時間

Puronics® Clarius™
無鹽中央淨水系統
●Tank Size: 9"x 48"

●316L 食具級全不銹鋼機身  堅固耐用

無鹽淨化  環保專家
● 無需加鹽或任何化學劑
● 活性炭高效除氯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 HYgene® 銀植活性炭   NASA航天抗菌科技
● 保存水中礦物   清澈而自然

Lead Free Brass Control Valve
● 工業級用料及設計   堅固耐用
● 全自動清洗簡單易用
● 1" 水管保持水流水壓強勁

同時，水垢積聚在衣物纖維內，會令顏色

變灰，物料變得脆硬欠彈性。當然，最令人感

覺切身的，還是水垢令頭髮乾旱脆弱，失去光

澤彈性，皮膚因毛孔堵塞而失去光采，甚至發

炎。

以離子交換技術，可以將硬水變回軟水。

若再配以活性炭，去除水中的氯和其它揮

發性有機化合物，我們便稱之為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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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貴
其實是一種
生活態度

機王ULTRAMAXTM中央淨水系統，由設

計到經美國水質協會金章認證，由濾材選配

到電腦程式設定，由美國原廠生產到在你家

中的專業安裝，其中參與的每一位專業人

仕，都對機王ULTRAMAXTM有同一份一絲不

苟的要求。

機王ULTRAMAXTM的不銹鋼外殼加上電

子控制器，散發出高科技的氣派；高效濾材

不但能令全屋水質變得柔潤，更能為你一家

帶來除鉛、除氯、除鐵銹、除各種重金屬的

保障；特大進出喉管，水流暢通無阻﹔獨家

的原廠無菌消毒程式，清潔衛生，維持過濾

系統最佳狀態。

機王ULTRAMAXTM中央淨水系統的優越

之處不能盡錄，只可以親身體會。

選材至尊   獨家無菌至淨
● 天然砂礫   水流暢順清澈
● 頂級Fine Mesh Resin 軟水功能最強
● 高效除鉛、除鐵銹及各種重金屬
● 頂級環保活性炭高效除氯、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及多種有害物質
● 高效過濾  水質清澈  沖泡飲品 

 煮食味道更佳
● 原廠獨家無菌程式  

   系統全面消毒  潔淨衛生首選
● Water Quality Association 

   水質協會金章認證等同

   NSF/ANSI-44
● Limited Lifetime Warranty

Digital Control Valve
● 按用水量操作  全自動清洗
● 更慳水慳鹽
● 時限定期功能 確保系統清新
● 特大進出喉管 適合水流量及

   用水量大的物業
● 內置式記憶體  記錄分析水質及

   用水資料
● 多種智能選項  適合任何環境及

   水質  包括井水

Model: UM-8100
●Tank Size: 9" x 48"

●工業級403不銹鋼外殼高貴耐用

●Capacity: 36,000 grains

●適合 4 - 6 人家庭

Model: UM-8150
●Tank Size: 10" x 54"
●工業級403不銹鋼外殼高貴耐用
●Capacity: 48,000 grains
●適合 6 人以上家庭

機王Ultramax™ 中央淨水系統Water Quality Association 
Gold Seal Mission
水質協會金章認證，致力為美國及全球公眾提供健
康和安全的服務保障，同時亦為保證業界服務專業
水平，卓越的信譽，和公平定價。

林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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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CWS100MECJ
● Tank Size: 8" x 44"
● 銀色機身  時尚典雅
● Capacity: 28,000 grains

體形小巧  功效強勁

● 同級機種  最高效軟水功能
● 高效去除重金屬及鐵銹
● 加州環保標準認可  慳水慳鹽
● 獨家旋渦水流  清洗更徹底

清除鐵銹 功效特強

● Digital Control Valve
● 按用水量操作  全自動清洗
● 時限定期功能 確保系統清新
● 內置後備電源 無需校對時間
● Limited Lifetime Warranty

雅佳淨水獨家代理
3M專業系列

中央軟水系統
加州環保標準   獨家旋渦水流

Model：AP-RO5500

設計簡約 體積小巧

● 易換式濾芯及薄膜  保養無難度
● 逆滲透／超濾技術  

   溶於水中雜質一樣清除乾淨
● 高效清除 環境污染而進入水源之有害物質
● 特選活性炭 味道更清純
● 純水速度特快
● NSF認證 信心之選

3M Aqua-Pure

雅佳淨水特刊

經濟型超濾純水器

Aqua Technologies Inc. is a highly successful Authorized Dealer of 3M Purification Inc. products.  
Being a Certified Water Specialist, having a strong knowledge of 3M Purification Inc. products 
and a passion to serve clients, Michael Chiu can ensure the best 3M Purification Inc. solution is 
recommended for your household needs!                      
           Jim Newton, Specialist, 3M Purification Inc., 3M Canada Company

雅佳淨水特刊

NSF International (National Sanitation Foundation) 1944年創立，為國際認可的第三方認
證機構，為不同企業測試和認證產品，以證產品能保障市民健康和合符安全標準。合符標
準的產品，方能擁有NSF認證的標誌。NSF是世界衛生組織的合作機構，主力負責食品和
食水的安全，以及室內環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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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 AP430SS
● 安裝簡單

● 有效減少水垢沉積
● 保障熱水爐喉管其他設備

● 最高使用量 4-6 個月

3M綜合濾芯科技
1) 堅固的聚丙烯外殼設計

2) 高密度褶膜  過濾微粒、寄生蟲卵

    及病菌而不阻水壓流量

3) 壓縮炭芯 比同類產品濾氯功能強4倍加

    有抑菌能力更衛生

4) 強化高密度褶膜是同類產品接觸面的6倍

5) 新型濾芯設計 新增最外5 micron過濾層

3M住宅過濾
全屋濾水
AP101T / AP102T
內置開關 

方便更換濾芯  微粒過濾

( 可配合3M UV-8系統 )

AP Easy Cyst-FF
● 高速過濾微粒、

   寄生蟲卵及氯化物 
● 水質更安全可口
● SQC易換式安全濾芯

飲水過濾
AP Easy Complete
● 高效去除微粒、寄生蟲卵、氯化

物、鉛、水銀、石棉及其它揮發

性有機化合物使用量約750gallons

適合住宅或商業
● SQC易換式安全濾芯  

更換濾芯安全簡易
● 快速過濾
● 無須另外安裝飲用水龍頭
● 使用量約100,000gallons

SF165
咖啡機水垢過濾系統

AP902/903
● 微粒 或 微粒+活性炭過濾
● 1”喉管  20gpm水流量
● 適合住宅或商業
● 物料符合FDA標準

DP290 / DF290-CL
餐飲業過濾系統

ICE190-S / ICE260-S
製冰機濾水系統

AP Easy CS-FF
● 高速過濾微粒及氯化物 
● 水質更可口
● SQC易換式安全濾芯
● 使用量約2,000gallons

1902年創立，一間生產超過5,500種產
品的跨國企業。3M一直著重於科研和
生產線的完善化，對產品質量要求一絲
不苟。因此，無論是在建築、醫療、文
儀、環境污染過濾等範疇，3M都是一個
國際信賴的品牌。

3M商業、食品加工及餐飲業濾水系統，秉承3M專業

傳統，簡易、方便、可靠，主流連鎖企業如Costco、

McDonald's 及 Dairy Queen 亦紛紛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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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水、淨水及純水
Condo 

隨著城市人口不斷增加，近年不少追求都市節奏及生活

品味的家庭，都搬上Condo居住。但由於空間及供水設計上

有較大限制，不少客戶都想知道，怎樣才可在Condo水質過

濾上做到盡善盡美，保障自己及家人？

Condo 飲用水、純水系統
其實，Condo和House於廚房設計上相若，因此除了空間

的考慮外，安裝飲用水或純水系統都沒有問題。而由於大

部份高樓住宅都使用中央儲水箱的設計，因此在廚房安裝

過濾，必能對食水質素提供更大保障。正常情況下，純水

一定是食用水質最好的選擇。

Condo 軟水、淨水系統
由於Condo住宅沒有獨立供水，因此無法安裝中央式的

軟水、淨水系統。但想用最優質的淨水沐浴，令肌膚秀髮

保持彈性柔潤、散發亮麗光采，卻絕無難度。選用Hyundai 

Condo淨水系統，一定是你最精明的選擇！

WS-4000
Condo 淨水系統
韓國製造  設計高貴、時尚
● 體型纖巧  適合任何浴室
● Silver Nano 消毒衛生
● 清除鐵銹及氯化物 
● 特強軟水功能
● 保持肌膚、秀髮柔潤光澤
● 安裝簡易 
● 易換式綜合濾芯 無需另外加鹽
● 亦適合餐廳及咖啡店

WS-4000
● W180mm x D200mm x H600mm
● Capacity : 4-5 ion/cycle

● Temperature : Max 70°C

● Restoration cycle : 1 month (filter)

*雅佳淨水獨家代理

WS-4000

比市面上其他機種  設計更新  使用更簡易  無須另外加鹽或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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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佳淨水衷心感激各位 客戶及星級用戶的支持

林嘉華 苗可秀

劉健民 何志宏 雨薇 曉露

蕭康迪胡懿恩Marina

木然

王偉興

魏綺清 陳家蓀江雪

李亭

楊虹

雅佳淨水總店
Unit 8-1Raymerville Dr, 
Markham, ON L3P 5J5
24小時熱線 (416) 576-9920

免費熱線
1-855-231-AQUA(2782)

雅佳淨水烈治文山直銷中心
556 Edward Ave., Unit 67, 
Richmond Hill, ON L4C 9Y5
(905) 770-8933

溫哥華分店
Unit 115 - 2639 Viking Way, 
Richmond, BC V6V 3B7     (604) 303-7768

中國及香港辦事處
inquiry@aquasolutions.ca

雅佳淨水城市廣場陳列室
B10 - Market Village, Box 139,
4390 Steeles Ave E, Markham, 
ON L3R 9V7    (905) 305-1229

雅佳淨水特刊 雅佳淨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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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以前見過的蒸餾水

廣告嗎？由於近年能源費不

斷上漲，加上現代科技上的

突破，蒸餾水彷彿已是上世

紀產物。而這個科技上的突

破，就是薄膜逆滲透技術。

薄膜逆滲透研究源於軍方和

科學界，最初是為海水化

淡。直至近年，由於技術成

熟和量產化，因此越來越普

及。

一般家用薄膜逆滲透不

需用電，非常環保。市府經

消毒的自來水，透過正常水

壓，經過前期濾芯和只有純

水才能通過的R.O.薄膜，進

入到小儲水缸，使用前再經

活性炭過濾，便成為家家戶

戶可口清甜的純水。

純水是純正的、身體所

需的H2O。絕無雜質。有

人因此關心純水失去礦物質

的問題，但這是個對水份的

誤解。水，要是多含這個那

個，就早已變為果汁或飲

料。從極微量之中，希望攝

取身體所需，倒不如均衡飲

食，多吸收大自然的精華。

況且大城市的水源，絕對談

不上天然。太多人沉醉在兒

時的小村落，和那個無污染

的世代，忘記了保留城市水

中那丁點的礦物質，就是要

將所有污染的可能，大口大

口的喝下去。

最清潔 最安全純水

關於鹼性水
外用並無不妥。但用高價去買廉價的電解設備或後期濾芯，則

有點不合經濟原則。要知道水分吸收是在胃部以後，一經胃酸，任

何高酸鹼值流質／水分必成酸性。

江雪

MicromaxTM 雙重薄膜純水系統

將完善的純水技術  再升一級！
MicromaxTM純水系統，擁有獨家研發的雙重薄膜，將

Ultrafiltration的納米級過濾技術，與逆滲透薄膜結合。

不但能加強對細菌病毒的過濾，更能保障及延長逆滲透

薄膜有效期限。SQC易換式濾芯設計，操作簡易安全。

MicromaxTM純水系統。

MicromaxTM 6000純水系統
選用綜合濾芯，慳位慳錢，小家
庭首選。

MicromaxTM 6500純水系統
濾材獨立分存於不同濾芯，濾材
更充足。適合4人以上家庭。小型
Office亦可。

MicromaxTM  7000純水系統 
全新經濟型，體積小，黑色時尚型格。

WQA金章認證。經已登陸雅佳淨水。

苗可秀

楊虹

NSF認證,10 years Limited WarrantyNSF認證,10 years Limited Warranty

At Puronics, we strongly believe in professionalism. Michael Chiu's commitment to product knowledge and excellent customer 
service had made Aqua Technologies Inc. our long-term partner in Toronto.   
                                                                                                      Ed Gueth, Director of Dealer Development, Puronics, Incorporated

雅佳淨水獨家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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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過濾
呼吸質素的優化
   Health Canada 再三提醒國民，加拿大人平均花近90％時間於室內，因

此，改善室內空氣質素，是健康的一個關鍵。

室內空氣污染

懸浮粒子
   纖維、灰燼、沙粒和塵埃受氣流牽

引，能一直懸浮於空中。平均我們每日

會吸入大概2茶匙的分量。懸浮粒子能成

為細菌病毒進入人體的有效媒介。

生物污染
   花粉、黴菌、病毒、細菌和

塵蟎都能存在於空氣中，按個

人體質抵抗力不同，吸入後

可引至疾病及過敏反應。

化學污染
   吸煙、煮食、燃燒，甚至

家具建材和清潔用品等都能

讓化學污染物，揮發於空

氣中。因此要全面過濾室

內空氣，必須針對以上污

染。

  

IQAir HealthPro® Plus
● New Edition 更寧靜、更高效能、濾芯更耐用

● 全球推介第一位 

     過敏及哮喘病醫護級首選

● 獨家HyperHEPA®科技比HEPA精密100倍

● 一般HEPA系統整體效率只得37％  

     IQAir完美密封式設計整體效率達99.5％

● V5-Cell™兩種高級濾材 精確比例 高效

     吸收或轉化氣體污染  無臭無味更清新

● 每部均由人手檢驗

     並有獨立證書記錄系統效率測試

● 附遙控器及預設開關功能

● 電子顯示濾芯剩餘用量及更換提示

● 5 year Limited Warranty

IQAir GC MultiGas
● 全球推介煙味過濾及Multiple Chemical

     Sensitivity敏感症醫護級首選

● 4層精密過濾有害氣體及微粒全面消失

● 去除VOC功效最強

● 每部均由人手檢驗並有獨立證書記錄

     系統效率測試

● 附遙控器及預設開關功能

● 電子顯示濾芯剩餘用量及更換提示

● 1 year Limited Warranty

IQAir Dental Pro / IQAir Dental Hg FlexVac
● 牙醫診所及手術室針對性專業過濾

● 可選配強化水銀過濾

● 可選配手術範圍強力吸管

● 1 year Limited Warranty

Aqua Technologies Inc. is a Preferred IQAir Dealer, because Michael Chiu is professionally trained by IQAir's very own Air 
Cleaning College. In terms of product knowledge Aqua Technologies is clearly dedicated to clean air.             
                                                                      Ryan Albretsen, Senior Territory Manager, IQAir North America, Inc. 60年代初創立至今，總部位於瑞士的IQAir，一直於國

際空氣淨化衛生領域擁有領導地位。不但成為American 
Lung Association的合作夥伴；2003 SARS爆發期間，更
成為香港不少醫院之首選；2008 北京奧運期間，更是
每位美國運動員酒店房間必備。IQAir 絕不採用臭氧、
離子及UV等過濾方法，因此絕無有害副作用。

HEPA空氣過濾技術
    40年代，由美國原子能委員會研發。標準

為能夠清除99.97％的0.3微米或以上粒子。市

面上普遍空氣機都能達HEPA水平，但要留意

濾芯達HEPA沒甚麼大不了，要整個系統設計

密封完美，才能真正稱作 True HEPA，提供

高效的空氣過濾。

IQAir Health Pro Plus

IQAir GC MultiGas

IQAir Dental Pro / IQAir Dental Hg FlexV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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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 Series 中央隔塵網
● MERV14級數 功能更強

● 專業級物料 更耐用 有效期高達一年

HealthWay Compact
●採用獨家DFS技術  殺菌專家

●DFS技術比HEPA更高效 達99.99%

●超級寧靜  有效範維近750sq.ft.

●獨立醫學實驗室測試結果表明：

 ● 病毒殺滅率99-100％
 ● 細菌殺滅率達到98-100％
 ● 黴菌/真菌殺滅率94-100％

Airwash Whisper 350 及 
Airwash Whisper 675 中央HEPA系統
● 安裝式中央系統  全屋過濾

● Perfect Seal HEPA技術

● 高效過濾 350 / 675 CFM 

     (Cubic Feet per Minute) 

● 5 year Limited Warranty

濾芯使用期限:
● Pre-Filter: Washable (12 months)

● HEPA Filter: 2-5 years

● Carbon Filter: 6 months

Clean Station
● 採用獨家DFS技術  殺菌專家

● DFS技術比HEPA更高效 達99.99%

● 超級寧靜  有效範維近2,000sq.ft.

● 獨立醫學實驗室測試結果表明：

 ● 病毒殺滅率99-100％
 ● 細菌殺滅率達到98-100％
 ● 黴菌/真菌殺滅率94-100％

●FDA Listed Class II Medical Device

(ISO9001:2 - CE - CSA - UL - EMI)

空氣過濾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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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致力追求專業
   不但創辦人Michael Chiu為安省第一位華

人高級水質專家CWS-VI + CI，加盟數載的

傳媒人Joseph Tsang（碧咸）亦早已考獲

所有認可資格，兩人均為第六級認可水質

專家Water Quality Association - Certified 

Water Specialist VI (WQA CWS-VI)。當

然，Michael Chiu更在美國考獲室內空氣環

保師。再加上總共四位認可安裝技師WQA 

- Certified Installer，和另外兩位 CWS-I，

雅佳淨水在專業領域上獲得肯定，絕對理所

當然。

   因此，雅佳淨水經常獲得俗稱衛生幫的監

察員推薦，為水質有問題的商業，進行緊急

工程。

   雅佳淨水的專業精神，早於多年前，已吸

引不少大小商業及社會機構。時至今日，雅

佳淨水的業務範圍，除了住宅以外，還有政

府辦公室、銀行、高球場、寫字樓、學校、

幼兒園、老人護理中心、大小食肆、工廠、

飲品廠、食品廠等。

雅佳淨水

大型自助餐館選用的全天候軟水系統

專上學院選用的全天候軟水系統

10"和 20"Big Blue系統

20"Big Blue系統

20"Slim Line系統

3M AP1610SS 及 AP2610SS 
高壓(300psi)不銹鋼系統

多重Big Blue系統

    水質過濾，除了要對來源質素清楚外，最後的應用要求亦

絕對不能忽視。因此包括簡單的辦公室飲水，雅佳淨水的水

質專家都會細心分析客戶應用水質要求和用水量，水壓、喉

管及分佈，從而為客戶度身訂造出，不但附合客戶最終產品

質量，而且應用上簡單，更要在價錢及長遠維修上應慳則慳

的水質過濾系統。

   近年，越來越多客戶邀請雅佳淨水，為其食

品工場作水管消毒。其實，水龍頭長期處於

濕潤的室溫狀態，再加上附近假如經常

處理食材，當然容易成為細菌溫床。久

而久之，細菌會沿水管滋長。因此，衛生處的

檢查員都會從食品廠提取水源樣本，測試細菌

量。定期的保養和消毒，不但能確保食品質素

安全，更能確保商業運作正常，免除不必要的意

外損失。

商業水質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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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pure成立於1933年，在質量、可

靠性和創新科技上，都是全球公認的

業界頂尖，分公司遍佈全球。因此大

企業像星巴克，可口可樂公司，Walt 

Disney，美國聯合航空公司，甚至美國

海軍和空軍都使用Everpure。

Hyundai Countertop 
RO W2-1000
●5層逆滲透過濾

●全自動製造純淨水

●按裝簡易無需特別工具

●無需用電

●8公升存儲容量

Everpure H54
●Capacity: 750 gallons (2,840 L)

●Flow Rate: 1/2 GPM

●Certifications: NSF 42, NSF 53

Everpure H300
●有效去除氯化物和副產品，

    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s

●Capacity: 300 gallons (1,135 L)

●Flow Rate: 1/2 GPM

●Certifications: NSF 42, NSF 53

Everpure H104
●適合人數較多之家庭或自來水質

    素較差時使用

●Capacity: 1,000 gallons (3,785 L)

●Flow Rate: 1/2 GPM

●Certifications: NSF 42, NSF 53

Everpure Quantum 1000
●Capacity: 750 gallons (2,840 L)

●Flow Rate: 0.5 GPM

●Certifications: NSF 42, NSF 53

Everpure MC2

●抗菌功能去除寄生蟲卵

●Capacity: 9,000 gallons

●Maximum Flow: 1.67 gpm 

    (6.3 Lpm)

●Micron Rating: 0.50

●Certifications: NSF 42, NSF 53

1) 陶瓷過濾
●過濾微粒、鐵鏽、寄

   生蟲卵和0.9微米以上

   的污染物

2) Calcium Sulphite
●過濾任何剩餘的漂白

   劑、氯及平衡pH值

水龍頭裝4層過濾 省錢又方便

桌面濾水系統

Dual Counter Top
●可自行選配兩種濾芯

●按裝簡易無需特別工具

Single Counter Top
●可自行選配濾芯

●按裝簡易無需特別工具

3) 活性炭
●去除氯氣味道、

    農藥等化學物質

4) 納米銀纖維
●微納米銀纖維過濾控制

    微菌達99.99％

●Service Flow Rate:

     2-3 liters per minute

●Service Life: 6-12 months

●Filter Capacity: 2,500 liters

●Pressure: 40-150 psi

●Temperature Range:

    40°F-100°F

X-Green水龍頭過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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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V系統大小是根據水流量而定，通常會配備前期的微粒過

濾，以保障系統功能理想。UV系統的內置紫外光管必須按時更

換，因此水質公司的售後服務，尤其關鍵。

井水及湖水
       水質工程
   雖然大部份城市人都慣

於享用，經政府過濾的自

來水，但其實有不少家庭

用戶仍然靠物業內的地下

井或湖水生活。

   對於這些客戶，雅佳淨

水 作 為 負 責 任 的 水 質 專

家，必會提醒客戶定期為

水井消毒，並將水質樣本

送到地方政府檢測，等待

細菌報告。因為地面及地

下水的質量，能基於氣候

及污染而出現季度變化。

然後，我們的水質專家便

會到現場考察及檢驗水質

的其他問題。

   一般在細菌污染不高的

情況下，客戶亦有可能受

高硬度、鐵銹、淤泥和微

粒 、 硫 磺 臭 味 、 錳 及 丹

寧染色等水質問題困擾。

雅佳淨水會針對這些不同

的水質問題，提供由不同

過濾組合，最節省資源的

綜合過濾系統。雅佳淨水

亦經常與其他為客戶服務

的團隊，例如水井服務、

泳池及裝修等技師充分合

作，務求令客戶準時入伙

並住得安心。

   假如客戶供水有細菌污

染，雅佳淨水便會提供額

外的消毒過濾，例如使用

臭氧或氯化等技術，而其

中最普及的是UV紫外光殺

菌。

Sterilight
為不同水流量而定的五種系統選擇

S1Q-PA   S2Q-PA   S5Q-PA   S8Q-PA   S12Q-PA

UV-8系統
● 3/4" MNPT inlet and outlet ports

● 40mj/cm2 dose at 8 gpm (30 lpm)

● 30mj/cm2 dose at 10gpm (37 lpm)

● 304 Stainless Steel Chamber

● 9000 hr lamp life

● Lamp change timer reminder

UV紫外光
消毒過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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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熱水機
     相信不用多提，你也一定知道樽裝

水如何不環保。因此，無論在辦公

室、學校、宗教禮堂或家中，一部

無需使用樽裝水的冷熱水機，不但方

便、美觀和環保，更在無形之中傳播

出一個        愛地球的信息！

Coway 
CHP-06DL
TRI-TEMPERATURES - 
COUNTERTOP   

●內置純水功能

●提供冷、熱及室溫飲用水

Crystal Mountain
Mogul
●內置供水配件 

●無需更換樽裝水

●同時供應冷、熱水

Coway
CHP-06EL
TRI-TEMPERATURES
FLOOR STANDING     
●內置高速純水功能

●提供冷、熱及室溫飲用水

Crystal Mountain
Avalanche
●座枱式設計

●內置供水配件 

●無需更換樽裝水

●同時供應冷、熱水

Crystal Mountain
Glacier
●內置供水配件 

●無需更換樽裝水

●同時供應冷、熱水

Electrotemp
●不銹鋼冷熱水機

●可額外選購內置式純水

●提供冷、熱及室溫飲用水

方便、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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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r Hose
濾芯期限: 三個月

花灑過濾器
Sprite Shower

   有效去除氯化物鐵銹硫磺臭味及微粒，令頭髮更柔軟肌膚更

嫩滑，安裝及更換濾心方便簡單

High Output
濾芯期限: 一年

Slim Line
濾芯期限: 六個月

SS - LED
●全新設計
●內置濾芯更換提示
●Chrome 或 Brushed
   Nickel 質料可供選擇

ATI - LED
●全新設計
●內置濾芯更換提示
●Chrome 或 Brushed
   Nickel 質料可供選擇

SSL - LED
●全新設計
●內置濾芯更換提示
●Chrome或Brushed 
   Nickel 質料可供選擇

雅佳淨水
體貼客戶品味

精選高級
不銹鋼水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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