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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成為世界領導品牌 ECOWATER台灣總代理。美國
ECOWATER是MARMON 集團企業之一，為華倫‧巴菲特旗下世
界上最大、最受人尊敬的企業之一，並連續多年居《財富》全國
500強排行榜第6位及2016-2020年全國最讚賞公司排行榜第4位。

1925年，美國 ECOWATER誕生，發明並專利註冊全世界首台家
用全自動軟水機。90餘年來，美國 ECOWATER始終堅持對至高
「水」準的追求，近500項全球專利，並擁有 4 個全球研發中心，

11個全球生產基地，全球 2000多家授權銷售合作夥伴，是家庭
生活公認的高品質軟淨水享受，專業科技、高標準產品和精密
品質管制，使美國 ECOWATER在世界各地廣獲認可。

2019年引進同屬 MARMON集團旗下品牌 FINITY。FINITY是為
商用餐飲服務業打造的淨水解決方案，所開發的 FACT專利濾芯
多層複合摺疊膜，過濾孔徑高達 0.2微米，全系列產品都通過
NSF/ANSI 42&53認證及伊斯蘭教清真認證。

FINITY針對不同用水設備提供多種選擇，在當今競爭激烈的餐
飲服務市場中，FINITY專有技術使運營商僅在必要時才更換濾
芯，同時保持最高水質，是一種更經濟，更環保的方式。

EVERPURE成立於 1933年，總部位於美國伊利諾州，產品暢
銷世界 120多個國家。倍受國際知名客戶信賴。為食品製造和
加工業、自動售賣機、家用、商用、航海、航空等提供水處理
方案，是全世界的領軍企業。憑著精良的製造工藝、嚴格的品
質監控和定期的第三方測試認證，贏得了良好的國際聲譽。

2003年，PENTAIR收購 EVERPURE，屬水集團旗下企業之一。

2019年，台灣諾得獨家代理  EVERPURE英國限定型號。

PENTAIR成立於 1966年，隸屬於美國明尼蘇達州的水集團。

水集團是世界權威的專業水處理設備製造公司之一，並遍布全
球 6大洲 53個國家，在全球各角落為我們的客戶提供產品和
服務，年營業額約 80億美元，是美國工業 500強企業之一。

2011年 PENTAIR收購荷蘭 NORIT品牌。NORIT為業界最高規
格的「高碘值活性碳」 ，碘值越高的活性碳其吸附水中 V.O.C
揮發性化學物質效果越好， 搭配 PENTAIR X-Flow技術的 UF
中空絲膜，高精密 0.02微米絕對過濾孔徑，可有效過濾病毒、

微生物等有機化合物，亦可保留有益人體水溶性之礦物質。並
具備體積小卻功能強大，免插電，免排廢水，環保、綠能兼具。

居家用水的 4 大問題
就交給諾得淨水幫您解決

自來水輸送過程中伴隨著泥
砂、鐵銹等顆粒雜質，累積
久即會造成永久沉積並造成
管線堵塞和鏽蝕，進而對廚
房衛浴設備造成損壞。因此，

德國在 1988 年即立法規定，

凡是新建或翻新的建築物，

均需安裝雜質過濾器。

自來水廠都會加氯消毒，台
大檢測單位發現會產生有毒
的副產物，恐怕會讓人體出
現昏迷、呼吸困難，甚至還
有致癌性，而盥洗、洗澡時
導致吸入的氯的含量更高達 6
到 100倍。重金屬污染主要
來自工業污染、水管污染，

透過飲食、呼吸、接觸等路
徑進入人體，漸進式損壞身
體正常功能。

台灣處於石灰質硬度較高的
國家，而所謂 "硬水 "是指水
中含有較多、可溶性、鈣鎂
化合物。並給生活帶來相當
多麻煩：

1. 淋浴後皮膚乾澀、粗糙、

發癢；頭髮乾枯、打結。

2. 淋浴間及衛浴等設備不易
清潔維護。

3. 熱水、鍋爐、輸水管道等
設備危害。

在台灣，每人每日用水量約為 280公升，而多數人對於淨水概
念，僅停留在飲用水的過濾，飲用水只占用水量的 2%，大部分
的 98%是生活用水 (洗衣 22%、蔬果洗滌 10%、洗臉刷牙 1%、

泡澡用 60%、其它 5%)，因此想要給予全家乾淨無氯的環境，

就需要安裝全屋淨水系統。

水經漫長的輸水管路等設施，

並通過極其複雜的相互作用
而滋生微生物，而水中常見
的微生物包括細菌、酵母菌、

黴菌、藻類、病毒、原生動
物、後生動物等，只要有單
個病原體進入人體，就會感
染疾病。這個看不見的世界
對於我們的生活也有著舉足
輕重的影響。

洗衣 22%

蔬果洗滌 10%

自來水

飲水用 2%
洗臉刷牙用 1%

泡澡用 60%

其它 5%

顆粒雜質 水垢硬水 有機化合物、重金屬 微生物

為何需要使用全屋淨水？

我們日常生活中自來水來自台灣自來水公司。自來水公
司透過添加「氯」 進行消毒，所產生的餘氯，並沒有經
過淨化而直接使用，而在刷牙、洗臉、沐浴、洗滌、烹
飪等家庭用水動作，直接由皮膚、毛髮、呼吸等有毛細
孔的器官吸收，尤其使用熱水時，易形成三鹵甲烷直接
吸入呼吸道或透過皮膚吸收，侵蝕人體健康。

水源管線老舊
經過自來水廠處理後的自來水，會因颱
風、管路鏽蝕、施工、水塔未清洗或管路
釋出物質產生二次污染。保護冷熱水管路
及家庭用水設備，濾除鐵鏽泥沙等雜質，

保護及延長冷熱水管路、廚房淨水器、熱
水器和其他用水設備使用壽命。

諾得淨水讓您「安心用好水」

全球形象大使
華倫．巴菲特

說起好水 我只信賴

台灣諾得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8年，深耕淨水產業多年，我們
不斷自我提升，陸續引進世界頂級淨水品牌，拓展產品種類以
符合用戶對品質的不斷要求，致力於水領域多年後，2019年我
們也成立屬於自己的品牌「諾得淨水」，從代理商到自有品牌，

開始研發全屋淨水系統、廚下淨水設備等，提供更多元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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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屋軟淨水系統為家庭用水防護網，從源頭就進行水質把關，

層層過濾，讓生活用水和飲用水擁有相同的純淨，

讓水質回歸無色無味的自然本質。

全屋式軟淨水

         廚房用水
透過廚下飲水設備，使自來水經過過濾為飲用等
級的潔淨好水，無論飲用、洗米、烹飪、泡茶、

沖咖啡都能確保所使用的水都是安全無氯的好水。

※煮沸可殺菌、卻無法去除重金屬與化學物質，

重金屬、化學物質會導致器官病變。

         洗衣機
透過全屋軟淨水系統，使洗衣服的水變成安全無氯
的水，只需少量的洗劑，可達到清潔的效果，不易
殘留化學劑，降低對肌膚和環境的傷害。

※水中雜質長期磨擦衣服纖維容易變黃、變薄導致破
損。

         洗碗機
透過全屋軟淨水系統，讓家中碗筷無氯殘留，同時
軟水系統可抑制水垢生成，保護洗碗機等用水設
備，提高效能並延長設備壽命。

※水質硬度太高，容易產生水垢，導致效能降低、

管路阻塞的問題。

         盥洗用水
透過全屋軟淨水系統去除餘氯，

使日常刷牙洗臉的用水也安全無氯。

※在水中含有氯長期接觸下，皮膚容易老化，

漱口時口腔更能以極快速度將氯吸收。

         浴缸用水
透過全屋軟淨水系統去除餘氯，

避免餘氯在長時間泡澡時吸入皮膚。

※含氯的水經加熱後產生三鹵甲烷，

皮膚大面積吸收易造成對健康的危害。

         淋浴用水
透過全屋軟淨水系統軟化水質，減少洗髮精與
護髮的用量，髮質更加柔順飄逸，自然光澤。

※含氯的水經加熱後產生三鹵甲烷，

皮膚大面積吸收易造成對健康的危害。

水質過濾
四大方向

STEP.1
前置過濾

泥沙、鐵鏽、雜質過濾

STEP.2
全屋淨水

去除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STEP.3
全屋軟水

去除水中鈣、鎂離子，軟化水質

STEP.4
飲水設備

去除微生物、增加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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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寶的肌膚非常柔嫩，只有成年人的 1/3 厚度，水中的沉澱物或顆粒雜質，

可能會給寶寶帶來細微的傷口，細菌就會侵入體內，前置反洗過濾器是一個

可靠地雜質過濾裝置，把關淨水的第一關防線。

濾除水中大於 100micron的泥沙顆粒、
大型藻類，並有效保護家中各種自來水
管線、水龍頭、高級用水家電等設備免
受侵蝕、堵塞困擾；確保後端中央淨水
器的濾料、軟水機樹脂免受顆粒雜質的
侵害，大大延長使用壽命。

規格 ESF05-M ESF10-A

自動沖洗週期 (自定義 ) 每月至少一次 1-99 天

排污模式 手動 自動 + 手動

智能觸控操作 - 是

過濾精度 100 微米 100 微米

自動沖洗耗時 - 25 秒

手動沖洗耗時 (建議 ) 約 30 秒 約 30 秒

日常使用量 5m3/h 5 m3/h

淨水流量 (水批 ) 3m3/h 3 m3/h

單次沖洗排水 約 5 升 @0.2MPa 約 5 升 @0.2MPa

進出水管徑 1" 英吋 1" 英吋

產品尺寸 241 x 96 x 352 mm 241 x 96 x 387 mm

售價 19,500 元 38,000 元

ECOWATER
前置反洗過濾器

ESF05-M

ESF10-A

POINT OF ENTRY POINT OF ENTRY

※最佳工作壓力為 2kg/cm²~5kg/cm²，以達到最佳過濾效能及水量，如水壓不足 2kg，建議搭配加壓馬達；如水壓過高，請調整減壓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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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的一體式旁通閥設計

專門設計的智能操作系統

進口高品質活性碳

美國專利 MetSorb®濾料

高硬度火山礫石

採用生活用淨水的標準處理程序，可攔截所有肉眼可見雜質、懸浮
物，出水清澈，無色無味，保護家人不受有害物質侵害。ECOWATER

淨水機內部濾材經久耐用，提供全家最優質的潔淨水源。

(MG系列獨有 )

規格 610WHF 618WHF ETF2100 PF10

工作水量 2.0m3/h 2.4m3/h 3.0m3/h

工作水壓 1.5~3.5kg 1.5~3.5kg 1.5~3.5kg

工作水溫 5~48℃ 5~48℃ 5~48℃

進出水管徑 1"英吋 1"英吋 1"英吋

適用電壓 110V or 220V 110V or 220V 110V or 220V

活性碳使用量 2.3kg 4.5kg 15kg

石英砂使用量 2.7kg 10kg 7.7kg

濾料建議更換週期 2~3年 (視當地水質狀況而定 ) 2~3年 (視當地水質狀況而定 ) 2~3年 (視當地水質狀況而定 )

產品尺寸 (長 x寬 x高 ) 341x267x575mm 341x267x857mm 365x375x1485mm

售價 78,000元 96,000元 156,000元

ECOWATER
微電腦全屋淨水系統

610WHF

618WHF

ETF2100 PF10

POINT OF ENTRY POINT OF ENTRY

※最佳工作壓力為 2kg/cm²~5kg/cm²，以達到最佳過濾效能及水量，如水壓不足 2kg，建議搭配加壓馬達；如水壓過高，請調整減壓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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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再生控制 盤式多路閥

逆流再生技術雙重加強式灌體 專用陽離子樹酯

利用智能操作系統，可依家中需求調
整最佳軟水品質，另有旁通閥，可以
保證正常供水。

ECOWATER專利技術體積小，運行
穩定，有效減少耗鹽量和耗水量。

採用 ECOWATER獨特配方的高效能
樹脂，產水週期長，使用壽命長。

優質內膽不生鏽、耐腐蝕，外纏繞
玻璃鋼纖維，輕巧、堅固、耐用。

ECOWATER獨特的逆流再生水技術，

有效降低使用成本，再生耗水量、

耗鹽量有效減少。

規格 611ECM 615ECM 925ECM

工作流量 1.8m3/h 2.0m3/h 3.5m3/h

工作水壓 1.5~3.5kg 1.5~3.5kg 1.5~3.5kg

工作水溫 5~48℃ 5~48℃ 5~48℃

進出水管徑 1"英吋 1"英吋 1"英吋
適用電壓 110V or 220V 110V or 220V 110V or 220V

高效樹脂容量 10.5kg 14.7kg 25.8kg

儲鹽量 32kg 45kg 91kg

濾料建議更換週期 5年 (視當地水質狀況而定 ) 5年 (視當地水質狀況而定 ) 5年 (視當地水質狀況而定 )

產品尺寸 (長 x寬 x高 ) 324x442x673mm 324x442x838mm 356x518x1146mm

售價 108,000元 117,000元 167,000元

ECOWATER
微電腦全屋軟水系統

領先世界軟水工藝，深得股神華倫‧巴菲特信賴。有效
減少水垢生成，達到居家水管線永保如新、柔軟衣物、
沐浴美容、保護衛浴設備及用水家電設備等效果，全面
提升生活品質。

611ECM

615ECM

925ECM

POINT OF ENTRY POINT OF ENTRY

※最佳工作壓力為 2kg/cm²~5kg/cm²，以達到最佳過濾效能及水量，如水壓不足 2kg，建議搭配加壓馬達；如水壓過高，請調整減壓閥。



 13  12

沐浴美容

柔軟衣物

節能環保 保護設備

易於清洗

飲食健康
使用軟水沐浴能去除皮膚中的角質，讓皮膚光滑
細緻還能促進保養品吸收，使用軟水洗髮，頭髮
更加飄逸光澤，並改善毛燥的髮質。

使用軟水清洗，讓毛巾不再變黑、變硬，洗衣時
洗衣精易起泡，色澤如新同時衣服更加柔軟。

軟水洗衣清潔更徹底，每次可省下 1/3以上洗衣
劑用量，同時使用軟水可使家中洗衣機節省約
20%以上能源消耗。

使用軟水也可避免結垢對輸水管道的損害有效保
護家庭用水的設備，如洗衣機、洗碗機、熱水器、

咖啡機等，大大延長其使用壽命。

用軟水清洗水果、蔬菜，潔淨效果佳，在廁所使用
軟水，水槽、馬桶、浴缸不再發黃結垢，易於清洗。

使用軟水煮湯煮飯，口感更佳。軟水煮飯，米粒
更 Q彈，口感更好吃，軟水泡豆子，豆子更飽滿。

軟水讓生活更美好

規格 RS4 RS30

工作流量 0.21m3/h 3m3/h

工作水壓 2.5~3.5kg 2.5~3.5kg

工作水溫 5~48℃ 5~48℃

進出水管徑 1"英吋 1"英吋
適用電壓 110V 110V

高效樹脂容量 3.5公升 30公升
濾料建議更換週期 3~5年 (依使用水量 ) 3~5年 (依使用水量 )

儲鹽量 6kg 50kg

產品尺寸 (長 x寬 x高 ) 178x367x435mm 310x445x1135mm
售價 39,800元 79,800元

PENTAIR  RIVERSOFT
微電腦全屋軟水系統

RS30

RS4

PENTAIR RiverSoft系列軟水系統，由 100%Pentair

義大利生產，採用 Pentair流量型控制閥，操作、設
定簡單，7個步驟高效再生。RS30適用於大流量使
用，RS4適用於廚下飲水設備使用，為目前業界體
積最小可循環再生的軟水系統。

POINT OF ENTRYPOINT OF ENTRY

※最佳工作壓力為 2.5kg/cm²~5kg/cm²，以達到最佳過濾效能及水量，如水壓不足 2.5kg，建議搭配加壓馬達；如水壓過高，請調整減壓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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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除泥沙、雜質、膠狀物
● 去除餘氯、氣味、有機化學物
● 超高濾水量可達 30萬公升

● 一體成形 ByPass功能，不怕濾芯堵塞
● 濾料通過美國 NSF42認證

諾得淨水   BG-300  
全屋除氯淨水系統

This  F i l ter  Cartr idge is 
Tested and Certified by NSF 
international against NSF/
ANSI Standard 42 for material 
requirements only.

POINT OF ENTRY

規格 BR-1035

工作水量 2.5m3/h

工作水壓 1.5~3.5kg

工作水溫 5-48℃

進出水管徑 1"英吋
適用電壓 110V

活性碳使用量 20公升
石英砂使用量 5公升
濾料建議更換週期 2~3年
產品尺寸 260x388x1080mm

售價 49,800元

諾得淨水  BR-1035
微電腦全屋淨水系統
採用美國原裝Pentair電子式控制閥頭，操作設定簡單，可設定手動立即再生，以及預定清洗日，
最小可設定每 12小時就啟動清洗 1次，最多可設定每 99天啟動清洗，以及設定星期日數來啟
動清洗。濾料使用高碘值活性碳，品質保證、高吸附率、除氯效果佳。

POINT OF ENTRY

※最佳工作壓力為 2kg/cm²~5kg/cm²，以達到最佳過濾效能及水量，如水壓不足 2kg，建議
     搭配加壓馬達；如水壓過高，請調整減壓閥。 

※最佳工作壓力為 2kg/cm²~5kg/cm²，以達到最佳過濾效能及水量，如水壓不足 2kg，建議
     搭配加壓馬達；如水壓過高，請調整減壓閥。 

規格 BG-300

過濾孔徑 5微米
總處裡量 30萬公升
機體材質 尼龍耐熱
機體耐溫 4~73.9℃

濾芯週期 8-12個月 (視當地水質狀況而定 )

濾芯耗材 活性碳複合濾芯
建議水壓 2.0~7.0kgs/cm

進出水管徑 1"NPT

產品尺寸 (長 x寬 x高 ) 200x200x680mm
最大流速 每分鐘 38公升 (10gpm)
售價 16,800元

濾頭內置
旁通、壓力錶

免插電／免反洗／免排廢水／符合綠色節能減碳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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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TAIR ／ X-FLOW BV
廚下飲水設備

免插電／免清洗／免排廢水／符合綠色節能減碳趨勢
24.2.101A 

PENTAIR ／ X-FLOW BV

24.2.101-200A 

24.2.101-500A 

除病毒型

濾芯材質 UF中空絲膜 +高碘值活性碳

濾芯更換 8-12個月

有效濾水量 3800公升 (視當地水質狀況而定 )

流量 1.9公升 /分鐘 (視進水壓力而定 )

尺寸 100x88x265mm(換芯空間約 40-60mm)

開孔尺寸 15mm

售價 14,500元

濾芯材質 第一道PP纖維 /第二道UF中空絲膜+高碘值活性碳

濾芯更換 第一道 2-4個月 / 第二道 8-12個月

有效濾水量 3800公升 (視當地水質狀況而定 )

流量 1.9公升 /分鐘 (視進水壓力而定 )

尺寸 195x90x270mm(換芯空間約 40-60mm)

開孔尺寸 15mm

售價 16,000元

濾芯材質 第一道 離子交換樹脂 /第二道UF中空絲膜 +高碘值活性碳

濾芯更換 第一道 2-4個月 / 第二道 8-12個月

有效濾水量 3800公升 (視當地水質狀況而定 )

流量 1.9公升 /分鐘 (視進水壓力而定 )

尺寸 195x90x270mm(換芯空間約 40-60mm)

開孔尺寸 15mm

售價 16,600元

 ● UF中空絲膜技術，高精密 0.02微米絕對過濾孔徑，有效去除病毒等微生物。

 ● 高碘值活性碳改善味道及增加口感，快速吸附毒性化學物及氯等有機化合物。

 ● 前置 PP纖維濾芯，有效去除小至 5微米的沉積物、泥沙及鐵鏽，延長保護主
 ● 體濾芯壽命。

 ● UF中空絲膜技術，高精密 0.02微米絕對過濾孔徑，有效去除病毒等微生物。

 ● 高碘值活性碳改善味道及增加口感，快速吸附毒性化學物及氯等有機化合物。

 ● 前置離子交換樹脂濾芯，可降低水質硬度 (結垢因子：鈣、鎂及石灰質 )避免
 ● 水垢的產生，保留水中有益礦物質。

 ● UF中空絲膜技術，0.02微米絕對過濾孔徑，有效去除病毒等微生物。

 ● 高碘值活性碳改善味道及增加口感，快速吸附毒性化學物及氯等有機化合物。

以上配件均有 NSF61認證 (RO管線、活絡三通 )、NSF372認證 (圓柱水龍頭 )無鉛無毒配件

POINT OF USE POINT OF USE

配件通過美國 NSF61&372 認證

 ● 圓柱水龍頭 ● 活絡三通  ● RO管線

即濾即飲 — 濾除水中細菌雜質及化學污染物，適量保留水中礦物質

節省空間 — 雙層過濾技術一體成型，體積更小，節省安裝空間

安心保證 — 漏水斷路器自動偵測漏水，自動切斷水源避免淹水產生

 ● 不鏽鋼編織軟管 
      (Finity系列獨有 )

 安裝情境示意

自
來
水

飲
用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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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芯材質 高碘值活性碳 / 加強除鉛配方
濾芯更換 8-12個月
有效濾水量 9500公升 (視當地水質狀況而定 )
有效重金屬鉛
過濾量 3800公升 (視當地水質狀況而定 )

流量 1.9公升 /分鐘 (視進水壓力而定 )
尺寸 100x88x265mm(換芯空間約 40-60mm)
開孔尺寸 15mm
售價 10,000元

濾芯材質 第一道  PP纖維 /第二道  高碘值活性碳 +加強除鉛配方
濾芯更換 第一道 2-4個月 / 第二道 8-12個月
有效濾水量 9500公升 (視當地水質狀況而定 )
有效重金屬鉛
過濾量 3800公升 (視當地水質狀況而定 )

流量 1.9公升 /分鐘 (視進水壓力而定 )
尺寸 195x90x270mm(換芯空間約 40-60mm)
開孔尺寸 15mm
售價 11,500元

濾芯材質 第一道 離子交換樹脂 /第二道 高碘值活性碳 +加強除鉛配方
濾芯更換 第一道 2-4個月 / 第二道 8-12個月
有效濾水量 9500公升 (視當地水質狀況而定 )
有效重金屬鉛
過濾量 3800公升 (視當地水質狀況而定 )

流量 1.9公升 /分鐘 (視進水壓力而定 )
尺寸 195x90x270mm(換芯空間約 40-60mm)
開孔尺寸 15mm
售價 12,100元

以上配件均有 NSF61認證 (RO管線、活絡三通 )、NSF372認證 (圓柱水龍頭 )無鉛無毒配件

24.2.351A 

PENTAIR ／ X-FLOW BV

24.2.351-200A 

24.2.351-500A 

 ● 高碘值活性碳改善味道及增加口感，快速吸附毒性化學物及氯等有機化合物。

 ● 加強除鉛配方，有效去除重金屬鉛等。

 ● 前置 PP纖維濾芯，有效去除小至 5微米的沉積物、泥沙及鐵鏽，延長保護主
 ● 體濾芯壽命。

 ● 高碘值活性碳改善味道及增加口感，快速吸附毒性化學物及氯等有機化合物。

 ● 加強除鉛配方，有效去除重金屬鉛等。

 ● 前置離子交換樹脂濾芯，可降低水質硬度 (結垢因子：鈣、鎂及石灰質 )避免
 ● 水垢的產生，保留水中有益礦物質。

 ● 高碘值活性碳改善味道及增加口感，快速吸附毒性化學物及氯等有機化合物。

 ● 加強除鉛配方，有效去除重金屬鉛等。

以上配件均有 NSF61認證 (RO管線、活絡三通 )、NSF372認證 (圓柱水龍頭 )無鉛無毒配件

24.2.201A 

PENTAIR ／ X-FLOW BV

24.2.201-200A 

24.2.201-500A 

除細菌型

濾芯材質 MF中空絲膜 +高碘值活性碳

濾芯更換 8-12個月

有效濾水量 3800公升 (視當地水質狀況而定 )

流量 1.9公升 /分鐘 (視進水壓力而定 )

尺寸 100x88x265mm(換芯空間約 40-60mm)

開孔尺寸 15mm

售價 13,000元

濾芯材質 第一道PP纖維 /第二道MF中空絲膜+高碘值活性碳

濾芯更換 第一道 2-4個月 / 第二道 8-12個月

有效濾水量 3800公升 (視當地水質狀況而定 )

流量 1.9公升 /分鐘 (視進水壓力而定 )

尺寸 195x90x270mm(換芯空間約 40-60mm)

開孔尺寸 15mm

售價 14,500元

濾芯材質 第一道 離子交換樹脂 /第二道MF中空絲膜 +高碘值活性碳

濾芯更換 第一道 2-4個月 / 第二道 8-12個月

有效濾水量 3800公升 (視當地水質狀況而定 )

流量 1.9公升 /分鐘 (視進水壓力而定 )

尺寸 195x90x270mm(換芯空間約 40-60mm)

開孔尺寸 15mm

售價 15,100元

 ● MF中空絲膜技術，高精密 0.15微米絕對過濾孔徑，有效去除細菌等微生物。

 ● 高碘值活性碳改善味道及增加口感，快速吸附毒性化學物及氯等有機化合物。

 ● 前置 PP纖維濾芯，有效去除小至 5微米的沉積物、泥沙及鐵鏽，延長保護主
 ● 體濾芯壽命。

 ● MF中空絲膜技術，高精密 0.15微米絕對過濾孔徑，有效去除細菌等微生物。

 ● 高碘值活性碳改善味道及增加口感，快速吸附毒性化學物及氯等有機化合物。

 ● 前置離子交換樹脂濾芯，可降低水質硬度 (結垢因子：鈣、鎂及石灰質 )避免
 ● 水垢的產生，保留水中有益礦物質。

 ● MF中空絲膜技術，高精密 0.15微米絕對過濾孔徑，有效去除細菌等微生物。

 ● 高碘值活性碳改善味道及增加口感，快速吸附毒性化學物及氯等有機化合物。

POINT OF USE POINT OF USE

除重金屬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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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381A 

24.2.381-200A 

24.2.381-500A 

濾芯材質 高碘值活性碳
濾芯更換 8-12個月
有效濾水量 5000公升 (視當地水質狀況而定 )

流量 1.9公升 /分鐘 (視進水壓力而定 )

尺寸 95x95x260mm(換芯空間約 40-60mm)

開孔尺寸 15mm

售價 8,900元

濾芯材質 第一道PP纖維 /第二道  高碘值活性碳
濾芯更換 第一道 2-4個月 / 第二道 8-12個月
有效濾水量 5000公升 (視當地水質狀況而定 )

流量 1.9公升 /分鐘 (視進水壓力而定 )

尺寸 195x90x270mm(換芯空間約 40-60mm)

開孔尺寸 15mm

售價 10,400元

濾芯材質 第一道 離子交換樹脂 /第二道 高碘值活性碳
濾芯更換 第一道 2-4個月 / 第二道 8-12個月
有效濾水量 5000公升 (視當地水質狀況而定 )

流量 1.9公升 /分鐘 (視進水壓力而定 )

尺寸 195x90x270mm(換芯空間約 40-60mm)

開孔尺寸 15mm

售價 11,000元

以上配件均有 NSF61認證 (RO管線、活絡三通 )、NSF372認證 (圓柱水龍頭 )無鉛無毒配件

諾得淨水 標準型

 ● 高碘值活性碳改善味道及增加口感，快速吸附毒性化學物及氯等有機化合物。

 ● 前置 PP纖維濾芯，有效去除小至 5微米的沉積物、泥沙及鐵鏽，延長保護主
 ● 體濾芯壽命。

 ● 高碘值活性碳改善味道及增加口感，快速吸附毒性化學物及氯等有機化合物。

 ● 前置離子交換樹脂濾芯，可降低水質硬度 (結垢因子：鈣、鎂及石灰質 )避免
 ● 水垢的產生，保留水中有益礦物質。

 ● 高碘值活性碳改善味道及增加口感，快速吸附毒性化學物及氯等有機化合物。

24.2.281A 

24.2.281-200A 

24.2.281-500A 

濾芯材質 MF中空絲膜 +高碘值活性碳
濾芯更換 8-12個月
有效濾水量 5000公升 (視當地水質狀況而定 )

流量 1.9公升 /分鐘 (視進水壓力而定 )

尺寸 95x95x260mm(換芯空間約 40-60mm)

開孔尺寸 15mm

售價 11,000元

濾芯材質 第一道PP纖維 /第二道MF中空絲膜+高碘值活性碳
濾芯更換 第一道 2-4個月 / 第二道 8-12個月
有效濾水量 5000公升 (視當地水質狀況而定 )

流量 1.9公升 /分鐘 (視進水壓力而定 )

尺寸 195x90x270mm(換芯空間約 40-60mm)

開孔尺寸 15mm

售價 12,500元

濾芯材質 第一道 離子交換樹脂 /第二道MF中空絲膜 +高碘值活性碳
濾芯更換 第一道 2-4個月 / 第二道 8-12個月
有效濾水量 5000公升 (視當地水質狀況而定 )

流量 1.9公升 /分鐘 (視進水壓力而定 )

尺寸 195x90x270mm(換芯空間約 40-60mm)

開孔尺寸 15mm

售價 13,100元

以上配件均有 NSF61認證 (RO管線、活絡三通 )、NSF372認證 (圓柱水龍頭 )無鉛無毒配件

諾得淨水 除細菌型

 ● MF中空絲膜技術，高精密 0.1微米絕對過濾孔徑，有效去除細菌等微生物。

 ● 高碘值活性碳改善味道及增加口感，快速吸附毒性化學物及氯等有機化合物。

 ● 前置 PP纖維濾芯，有效去除小至 5微米的沉積物、泥沙及鐵鏽，延長保護主
 ● 體濾芯壽命。
 ● MF中空絲膜技術，高精密 0.1微米絕對過濾孔徑，有效去除細菌等微生物。
 ● 高碘值活性碳改善味道及增加口感，快速吸附毒性化學物及氯等有機化合物。

 ● 前置離子交換樹脂濾芯，可降低水質硬度 (結垢因子：鈣、鎂及石灰質 )避免
 ● 水垢的產生，保留水中有益礦物質。
 ● MF中空絲膜技術，高精密 0.1微米絕對過濾孔徑，有效去除細菌等微生物。
 ● 高碘值活性碳改善味道及增加口感，快速吸附毒性化學物及氯等有機化合物。

POINT OF USE POINT OF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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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芯材質 專利活性碳 +多層復濾膜
濾芯更換 8-12個月
有效濾水量 5670公升 (視當地水質狀況而定 )

流量 1.9公升 /分鐘 (視進水壓力而定 )

尺寸 110x85x400mm(換芯空間約 40-60mm)

開孔尺寸 15mm

售價 9,900元

濾芯材質 專利活性碳 +多層復濾膜 +國際級除鉛配方
濾芯更換 8-12個月
有效濾水量 3780公升 (視當地水質狀況而定 )

流量 1.9公升 /分鐘 (視進水壓力而定 )

尺寸 110x85x400mm(換芯空間約 40-60mm)

開孔尺寸 15mm

售價 9,900元

BW-100A 

BW-400A 

PENTAIR ／ EVERPURE

PENTAIR ／ EVERPURE

抑垢型

除重金屬鉛

 ● 專利活性碳改善味道及增加口感，快速吸附毒性化學物及氯等有機化合物 。
 ● 過濾效果通過美國 NSF42&53測試標準，常見的細菌、囊孢菌及新興汙染物
 ● 皆能有效去除，把關水質安全。

 ● 添加安全無毒的複磷酸鹽，能抑制水中鈣與鎂離子，自然減少結合機率，避免 
 ● 水垢的形成，保持高品質口感。

 ● 專利活性碳改善味道及增加口感，快速吸附毒性化學物及氯等有機化合物 。
 ● 過濾效果通過美國 NSF42&53測試標準，常見的細菌、囊孢菌及新興汙染物
 ● 皆能有效去除，把關水質安全。

 ● 將鉛含量降低到國際規範標準 (NSF)以下。

以上配件均有 NSF61認證 (RO管線、活絡三通 )、NSF372認證 (圓柱水龍頭 )無鉛無毒配件

POINT OF USE

英國限定 
獨家代理

英國限定 
獨家代理

POINT OF USE  23  22 POINT OF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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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 ST304不銹鋼龍頭不僅造型優雅時尚，
並採按壓解鎖及隔熱雙重防燙設計，安全又方便。
旋鈕式控溫器，高低溫度調整旋鈕冷熱自如，直覺式操作。
零件通過 UL、CE、3C及台灣商檢局 ...等認證標準，
無鉛無毒耐壓性高的配件，避免重金屬釋出對人體的危害。

ONE TOUCH 觸控式電子龍頭

觸控式電子龍頭，新穎科技並醞釀歐式極簡風格之設計外觀。LED觸控
面板顯示熱水溫度，並設計節電、安全鎖、避免燙傷意外發生。龍頭及
面板採防水設計。

諾得淨水
廚下型雙溫加熱器

POINT OF USE POINT OF USE

規格 NEX-25A1

電壓 110V/60Hz

功率 650W

龍頭 ST304不鏽鋼

外殼材質 防火材料無燃點

熱膽材質 ST304不鏽鋼
熱膽容量 2.5L

尺寸 200x220x300mm

開孔尺寸 35mm

售價 17,000元 (不含淨水設備，需另外選購 )

規格 NEX-780BN   ／   NEX-780BK

電壓 110V/60Hz

功率 650W

龍頭 智能觸控
外殼材質 鍍鋅鋼板烤漆
熱膽材質 ST304不鏽鋼
熱膽容量 2.5L

尺寸 170x310x290mm

開孔尺寸 35mm

 售價 27,000元 (不含淨水設備，需另外選購 )

NEX-780BK( 黑色 )NEX-780BN( 不鏽鋼色 )

節能蒸氣
回收槽

節能蒸氣
回收槽

加熱管防護
防空燒裝置

加熱管防護
防空燒裝置

ST316不銹鋼
環形加熱管

ST316不銹鋼
環形加熱管

可拆式
不銹鋼熱桶

可拆式
不銹鋼熱桶

電源 /節電開關
•首次使用需先按壓童鎖鍵，再按熱水鍵待龍頭出水，

  才可押壓電源鍵。　
•開啟電源 -按押 6-10秒。

•再按押 1次節電燈亮，機器進入休眠節電模式 (8h後自動加熱 )

冷／熱水按鍵
•本機預設連續出水 120秒。

兒童安全鎖關鍵
•使用熱水前須按童鎖鍵解除保護，

  待童鎖燈亮時熱水才可使用。

三段式
•L(60).C(85).100。

濾芯壽命
•當溫度顯示 LF，濾芯壽命到達 360天
•壽命鍵長按 3秒解除，面板恢復溫度顯示

 安裝情境示意

自
來
水

熱
水
出

冷
水
進

飲
用
水

NEX-25A1

最高溫度設定 ( MAX)
•可達 93(±5)℃。

LED紅燈 /綠燈
•顯示亮紅燈代表加熱。

•顯示亮綠燈代表保溫。

最低溫度設定 (MIN)
•為 60(±5)℃。

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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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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