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水龍頭搞掂晒
100 °C 滾水、室溫水、凍水及有氣凍水，全部經已過濾。

全新
抵港

什麽是 Quooker?

Quooker 非常方便，使你能
直接從水龍頭取得已過濾的
100 °C 滾水、室溫水、凍水
以及有氣凍水。

Fusio Round chrome

Quooker 系統由一套水龍頭及連接到
廚櫃中的水箱構成。 Quooker 的水
箱就像一個連接到水喉的真空瓶，水
箱中的水會被加熱至 108 °C 高溫。
當你打開水龍頭時，水會在水龍頭流
出時稍微冷卻，但依然維持在沸點
(100 °C)，而新鮮的水會馬上流入水
箱，並由水箱內的 HiTAC® 特別活性碳
過濾器進一步過濾潔淨。除了熱水箱
以外，Quooker 更推出了可提供已過

濾凍水及有氣凍水的系統 - Quooker
CUBE。它是一個安裝在櫥櫃中的額外
水箱。CUBE 包含一套活性炭過濾器和
中空纖維膜過濾器，令食水變得更潔
淨；CUBE 連接至二氧化碳瓶後，更能
為你提供 60 公升的有氣凍水。你可以
選擇一體式的冷熱混合水龍頭，也可
以選擇分別帶獨立過濾水和自來水出
水口的雙水龍頭。

為什麼選用 Quooker?

荷蘭品質

極致便利

優質過濾

快捷省時

節省空間

搬遷容易

最安全的選擇

保護地球

這款產品於 1970 年在荷蘭
誕生，始於 Henri Peteri 先
生的一個簡單卻極具革命性
的構思 - 從水龍頭直接取用
滾水。這個發明已成為現
代廚房的必備功能，全球有
超過一百萬 Quooker 用戶
享受著從水龍頭直接提供滾
水及過濾水所帶來的便利。
此外，在 Quooker CUBE 上
市之後，用戶亦可於一個水
龍頭中享用已過濾的凍水及
有氣凍水。Quooker 的先進
理念獲得多項專利保護，我
們以成為創新的領導者而驕
傲。為了確保最高品質，所
有 Quooker 產品均在我們自
設的荷蘭工廠製造，並提供
2 年產品保用。
我們的產品系列包含採用各
種飾面工藝的水龍頭型號。
無論是任何類型的廚房，總
有一款 Quooker 適合你！

Quooker 非常方便，無論是

我們深知飲用水品質的重要
性。因此，Quooker 中的水
會被加熱至 108 °C 進行殺
菌，並透過我們的 HiTAC®
特別活性炭過濾器予以過
濾。除此以外，你更可以加
購 NSF 認證的活性碳過濾
器以取得已過濾的室溫飲用
水。CUBE 可供應凍水及有
氣凍水，並配備一套中空纖
維膜及活性碳過濾器，能有
效去除沉澱物、氯化物、細
菌、農藥及其他影響飲用水
品質的污染物。所有這些特
性確保了來自 Quooker 的水
始終保持潔淨新鮮。

Quooker 幫助你節省寶貴的

Quooker 可以節省工作檯的

時間；你可以從水龍頭中即
時取得滾水，直接泡茶或開
始烹調。你隨時都能取得高
品質的過濾飲用水，甚至是
凍水及有氣凍水，無需再購
買樽裝水或安排送水服務。

寶貴空間，騰出原先由電熱
水壺所的佔用位置，讓你有
更多空間切菜、揉麵糰和剁
肉。而且你終於可以擺脫那
難看的飲水機啦！Quooker
水箱小巧精密 ，不會佔用工
作檯或廚櫃的過多空間。

租樓也可以擁有 Quooker!
如果你決定要搬家，
Quooker 的專業團隊可以協
助拆除原有的 Quooker 系
統，並在你的新家重新安
裝。

「直接從水龍頭流出滾水，
夠安全嗎?」 實際上，
Quooker 是每個家庭最安全
的選擇。所有 Quooker 的
設計都包含一系列重要的安
全功能，包括兒童防護把
手，水流以氣霧而非射流
式流出，可避免造成嚴重
的燙傷或灼傷。更重要的
是，Quooker 不會像熱水壺
或水煲一樣翻倒。

使用 Quooker 有助減少使用
一次性塑膠樽，避免造成大
量污染，推動可持續發展。
選用 Quooker CUBE 可以避
免使用樽裝有氣水，令你的
生活更加綠色環保。
Quooker 可有效節省能源，
待機耗能僅為 10 W! 這樣
的能源效益表現令 Quooker
在歐洲獲得最佳的能源評級
（A 級）；除此之外，我們
都知道節約用水的重要性。
很多家庭中都會有不必要地
浪費水的情況，例如你煲的
水是所需水量的兩倍。透過
使用 Quooker，你可以準確
地控制用水量，避免造成
浪費。

泡茶、煮麵、灼菜、蒸魚、
蒸餃子，又或是消毒奶瓶
等，都無需再等待水滾；清
潔鍋具更是無比容易。加購
CUBE 之後，你還可以在同
一水龍頭上取得凍水及有氣
凍水。

使用 Quooker

煮飯
泡茶
煮即食麵
煮薯仔
優質過濾
清潔油膩的鍋具
消毒奶瓶
煮魚
煲粥
清潔砧板
熬湯
製作醬汁
清潔攪拌器
灼菜
消毒奶嘴
蒸點心
給番茄去皮
享用有氣凍水
清潔烹調工具
消毒食物瓶
製作雞尾酒
煲湯

Nordic Square 雙水龍頭（拉絲不鏽鋼)

選擇你的 Quooker 系統

配搭 Quooker 混合式水龍頭：
熱水 (未過濾)
冷水 (未過濾)
HK$ 3,000 起

你喜歡哪種
Quooker
水龍頭？

一體式水龍頭，可供應：
滾水 (已過濾)
熱水 (未過濾)
冷水 (未過濾)
HK$ 11,999 起

還想要已過濾的室
溫水？

獨立式水龍頭，可供應：
滾水 (已過濾)
HK$ 9,999 起

或

還想要已過濾的凍
水及有氣凍水？

或

還想要已過濾的凍
水及有氣凍水？

選購室溫水過濾器
(CWF) 以提供
室溫水 (已過濾)
+ HK$ 2,999

選購室溫水過濾器
(CWF) 以提供：
室溫水 (已過濾)
+ HK$ 2,999

選購 CUBE 以提供：
凍水 (已過濾)
有氣凍水 (已過濾)
+ HK$ 12,000

Fusion Square （霧面黑）

還想要已過濾的室
溫水？

選購 CUBE 以提供：
凍水 (已過濾)
有氣凍水 (已過濾)
+ HK$ 12,000

Nordic 皂液器（閃亮鍍金）及 Fusion Square（閃亮鍍金）

Nordic 皂液器（閃亮鍍金）及 Fusion Round（閃亮鍍金）

選擇你的水龍頭
Fusion Square

Fusion Round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水龍頭。你可以選擇一體式的冷熱混合水龍頭，也可以選擇帶獨立過濾水和自來水出水口的雙水龍
頭。你還可以選擇一個 Nordic 系列獨立式單水龍頭，配合家中現有的水龍頭使用。
所有型號都可提供各種飾面工藝。你可從中選擇最適合你的水龍頭。

Flex

高度：291 mm
把手長度：220 mm
檯面開孔：Ø 35 mm
半徑範圍：360°

高度：336 mm
把手長度：220 mm
檯面開孔：Ø 35 mm
半徑範圍：360°

拋光鍍鉻
(CHR)

拉絲不鏽鋼
(RVS)

Classic Fusion Square *

高度：291 mm
把手長度：220 mm
檯面開孔：Ø 35 mm
半徑範圍：360°

高度：412 mm
把手長度：220 mm
檯面開孔：Ø 35 mm
半徑範圍：270°

拋光鍍鉻
(CHR)

拉絲不鏽鋼
(RVS)

霧面黑
(BLK)

拋光鍍鉻
(CHR)

* 亦提供弧形款

拉絲不鏽鋼
(RVS)

復古黃銅
(PTN)

霧面黑
(BLK)

復古黃銅
(PTN)

閃亮鍍金
(GLD)

Classic Nordic Round 單水龍頭 *

最大高度：405 mm
最小高度：170 mm
把手長度：160 mm
檯面開孔：Ø 32 mm
半徑範圍：360°

拋光鍍鉻
(CHR)

* 亦提供方形款

拉絲不鏽鋼
(RVS)

Nordic Square 雙水龍頭

高度：270 mm
把手長度：220 mm
檯面開孔：Ø 35 mm
半徑範圍：360°

選擇你的水箱

Nordic Round 雙水龍頭

最大高度：350 mm
最小高度：115 mm
把手長度：160 mm
檯面開孔：Ø 32 mm
半徑範圍：360°

拋光鍍鉻
(CHR)

高度：345 mm
把手長度：220 mm
檯面開孔：Ø 35 mm
半徑範圍：360°

最大高度：405 mm
最小高度：170 mm
把手長度：160 mm
檯面開孔：Ø 32 mm
半徑範圍：360°

拉絲不鏽鋼
(RVS)

Nordic Square 單水龍頭

Nordic Round 單水龍頭

最大高度：350 mm
最小高度：115 mm
把手長度：160 mm
檯面開孔：Ø 32 mm
半徑範圍：360°

最大高度：405 mm
最小高度：170 mm
把手長度：160 mm
檯面開孔：Ø 32 mm
半徑範圍：360°

PRO3

PRO7

COMBI+

提供3公升滾水。
有了 Quooker PRO3，
你可隨時取用滾水。

提供7公升滾水。
有了 Quooker PRO7，
你可隨時取用滾水。

提供7公升滾水及無限量熱水。
COMBI+ 連接到冷水管及熱水
管。你無需再等待熱水，也不會
再浪費飲用水。它同時連接到熱
水管，令你可以無限使用熱水。

直徑：153 mm

直徑：200 mm

直徑：200 mm

高度：467 mm

高度：472 mm

高度：472 mm

加熱時間：10 分鐘 *

加熱時間：20 分鐘 *

加熱時間：20 分鐘 *

功率：1600 W

功率：2900 W

功率：2200 W

待機功耗：10 W *

待機功耗：10 W

待機功耗：10 W

100 °C 水容量：3公升

100 °C 水容量：7公升

100 °C 水容量：7公升

是否提供安裝支架：是

是否提供安裝支架：是

60 °C 水容量：15公升



40 °C 水容量：27公升
是否提供安裝支架：是
* 此類數值為平均值。

拋光鍍鉻
(CHR)

拉絲不鏽鋼
(RVS)

Quooker CUBE

加購 CUBE，你的 Quooker 不但可以提供冷、熱水 (未過濾)
及滾水，還可以提供凍水及有氣凍水（已過濾）。它為你節
省時間及空間，令你不再需要使用塑膠樽，用水從此安全無
憂。按下-等待-旋轉，水龍頭環即亮起藍燈，表示流出經過濾
的凍水。按下-旋轉，水龍頭環即閃爍藍燈，表示流出經過濾
的有氣凍水。也就是說，不會出現使用有氣凍水時卻流出滾
水的情況。
CUBE 如何搭配 Quooker 水箱使用?
CUBE 安裝在廚櫃中的 Quooker 水箱旁邊。CUBE 配備一
套活性炭過濾器以及中空纖維膜過濾器。兩種過濾器搭配使
用，能夠過濾水中的細菌、氯化物、化學物質及農藥，確保
帶來更好的水質。水箱過濾器的使用壽命為一年。當水箱開
始發出響鬧聲時，就該換新的濾芯了。你可在 quooker.hk 上
訂購濾芯。

二氧化碳氣瓶
CUBE 連接到二氧化碳氣瓶，可直接從 Quooker 水龍頭中
供應 60 公升的有氣凍水。當水流速度變慢並且水中的二氧
化碳變少時，這意味著需要更換二氧化碳氣瓶。你可以透過
quooker.hk 輕鬆訂購新的氣瓶。Quooker提供免費回收舊氣
瓶服務，並會循環再用。
規格
高度430 mm
寬度：235 mm *
深度：440 mm
冷凍時間：40 分鐘
待機功耗：12 W
* 連接二氧化碳氣瓶時，CUBE 的正面或側面需要留有 55 mm 的空間。

室溫水過濾器

室溫過濾水
室溫水過濾器讓你通過水龍頭控制環上的按-轉功能，快速由
自來水切換至過濾室溫水。水會經過一個活性炭濾芯，確保
水的味道更好。濾芯更換簡易，每 12 個月需更換一次。如你
已選擇安裝 CUBE 以提供過濾凍水及有氣凍水，則無需安裝
此室溫水過濾器，因為 CUBE 已內置過濾器。

規格
高度275 mm
底部直徑85 mm
最低水壓要求2 bar
最高水壓限制8 bar
室溫水過濾器需固定於櫃板上。

為你的水龍頭選購配件

Nordic 皂液器（霧面黑）

Fusion Round（霧面黑）

你可以在 quooker.hk 上輕鬆搭配你的水龍頭系統。在你喜歡的飾面工藝中選擇一款水龍頭，
然後與適合你的水箱搭配。選擇系統時，還可以加購可供應凍水及有氣凍水的 CUBE。
你亦可以找到一些有用的配件，例如配套的皂液器或電源開關。

Nordic 皂液器（復古黃銅）及 Fusion Square（復古黃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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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oker 增強現實體驗
透過 Quooker 增強現實體驗，你可以用虛擬的方式將你所選的水龍頭安裝在自己的廚房中，
輕鬆又有趣。這樣，你可以即時看到任何 Quooker 水龍頭的安裝效果，並知道它是否適合你的廚房。

掃描二維碼。

Quooker 官方網頁

Quooker Hong Kong Ltd.
10/F, YF Life Tower
33 Lockhart Road
Wanchai
Hong Kong
T +852 2386 6326
F +852 2386 6122
info@quooker.hk
www.quooker.hk

擁有 50 年的發展歷史，50 項專
利技術，我們卻從未止步，時至
如今，Quooker 已成為廚房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2005

2015

為了在英國推出滾水水龍頭，
我們製作了一系列圖片，僅展
示了黑色背景下的水龍頭及其
用途。沒有廚房設備，只有一
團團巨大的蒸汽白霧。

1970

1976

1985

1993

2016

第一個水箱系列（40 個）。

完成學業後，Henri 的兒子
Niels 開始在父親的地窖裡工
作。最終，父親的構想成為了
產品，Quooker 誕生了。

Henri 的兒子 Walter 是法律
專業的畢業生，在他的支持
下，Henri 最終向市場推出了
這款產品。

推出 Flex 系列。我們的滾水
水龍頭的另一新功能：可抽
拉式的軟管出水口。

當時的 Henri Peteri 正在為一間國際食品公司開發新款的即
沖湯包，他意識到，如果身旁沒有滾水，即冲湯包
就不可能成為真正的即食湯。從那時起，他就一直執著於實
現這個想法，並開始在家裡的地下室中不斷努力，希望能夠
研發出一種可以即時產生滾水的設備。

1978
1970-1973

儘管他有著堅定的信念，
但經過數年的努力，仍未能超
越原型機階段。當時產品的銷
量不佳，並且經常出現故障。

1970-1976

Quooker 在中東阿布扎
比開設了第一間辦事處，
為慶祝阿拉伯市場的開
拓，Quooker 推出了一款鍍
24k 真金的新飾面產品。

在用自己的房子抵押出第七筆
貸款之後，他的發明所需要的
資金也耗盡了。 Henri Peteri
不得不放下這個項目，回歸到
養家餬口的平常生活。

試用過原型機的用戶反應非常
熱烈。用過 Quooker 的都對
它愛不釋手。

2000
Quooker VAQ 於 2000 年
推出。VAQ的水箱採用了革
命性的高真空隔熱技術。
這種隔熱技術大大提高了
Quooker 的節能效率，減小
了體積，因此即使在使用櫥
櫃抽屜的廚房中也可以輕鬆
安裝。

1995
1988
Niels Peteri 生產的第一套產
品（100 個）。

1995 年 12 月，即使公司
仍在虧損，他們還是在
Ridderkerk 的 Staalstraat 購
買了一棟建築。他們還分別在
1998 年、2001 年、2002 年
及 2006 年買下了旁邊的建
築（包括床褥工廠，後轉為生
產車間）。Quooker 自此不
斷成長和發展。

2006

2010

Quooker COMBI 於 2006 年
推出。得益於它採用的隔熱
技術，新型號的體積比其他
滾水或熱水設備小 60%，而
能源效率遠遠高於它們。現
在，在荷蘭銷售的 Quookers
有超過一半是 COMBI 系列。

推出雙水龍頭系列
，即同一設計的滾水水龍頭和
混合式水龍頭

2019
搭配全新的 CUBE，你還可
以從 Quooker 水龍頭中取得
已過濾的凍水及有氣凍水。

2004
Quooker 於 2004 年首次出
口。

2012
2007

1992
1972
第一項專利。

1976

1978

第一個水龍頭系列（40 個）
配有安全可拆卸的控制旋鈕。

原型機。 IDEI 設計（首款「
雷諾 Espace」的設計者）。

Quooker Basic 於 1992 年推
出。這是 Niels Peteri 設計的
第一個水龍頭系列。接下來，
他在 1997 年推出了 Classic
系列，在 1998 年推出了
Design 系列，並在 2005 年
推出了 Modern 系列。

1997
Classic 系列。首款加入水龍
頭系列中的產品。

Henri Peteri 於 2007 年去
世。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他
在家族企業中一直保持低調。
他認為，他一生中最大的成
就是 Walter、Niels 及自己父
子三人在地下室中共同奮鬥
的日子。

經過漫長的籌備，我們於
2012 年推出了 Fusion 系
列。為了打消人們「從水龍
頭直接流出滾水會不安全」
的疑慮，因此在開發「多合
一水龍頭」這個問題上我們
曾經猶豫不決。我們最終
決心突破一切障礙，並在
2012 年 5 月向經銷商交付
了第一款 Fusion 產品。

2020
廚房必備的好幫手終於來到
東方。Quooker 在香港設立
亞洲首間辦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