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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RESH WITH GROHE BLUE® PROF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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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爽口感
GROHE BLUE 的濾芯能去除水中雜質，使飲用水口感新鮮純淨，遠超過瓶裝水

節省費用與空間
GROHE BLUE 省去了購買瓶裝水的成本和運輸與回收的困擾。而使用GROHE BLUE 每

年能為家庭節省一筆可觀的費用。

輕鬆便利
無時無刻隨時享用新鮮的飲用水與氣泡水。

永續發展
保護環境，相比瓶裝水減少了塑膠包裝和加工上的浪費，且二氧化碳排放量更低於瓶

裝飲用水，減少了碳足跡。

使用GROHE BLUE 氣泡淨水機，您可以每天享受經過完美過濾、冷藏和充滿氣泡的

好水。透過GROHE BLUE 的淨水系統轉換，將普通自來水過濾，成為可供完美品嚐

的新鮮飲用水，每週7天每天24小時無時無刻隨時飲用。

GROHE BLUE®

PROF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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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水是地球上最珍貴的元素，是生命之源，對人體

健康至關重要，良好的健康基礎是喝足夠的水，對皮膚、身心

層面都有所益處。因此，如果您想要美麗和智慧兼具，您只需

要GROHE BLUE® PROFESSIONAL 就可以了。

PURITY
YOU CAN TASTE
一切歸於口感

一項有代表性的GROHE BLUE 純淨水對消費者口感測試的

調查顯示，相比其他業內領先品牌的普通礦泉水，GROHE 

BLUE 純淨水口感更佳。

有73%的顧客評價GROHE BLUE 純淨水口感新鮮，只有

63%的受訪者評價其他礦泉水有新鮮口感。GROHE BLUE 

純淨水不僅自身口感純正，用來煮咖啡、泡茶時也可以提升

飲品質感，讓其更加香醇。

您不需要待在家裡就能享受GROHE BLUE 
的純淨。無論是在上班途中還是在鍛鍊途

中，外出時以GROHE水瓶裝水，確保您無論

身在何處都能始終享受健康美味的飲用水。

口味和健康的秘訣：GROHE BLUE 獨家水

食譜。由GROHE和BWT共同開發。由專業侍

酒師測試調配，保留水中的天然成分，製成

令人垂涎的調飲。您也可以試試看。

喝多少才夠？專家建議我們每天至少喝2公

升。但是GROHE BLUE 能如此輕鬆愉快地

裝滿玻璃杯，您會發現自己會喝得更多。

為生活
帶來更多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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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HE BLUE 一直致力於保護未來最珍貴的資源：水。這是GROHE BLUE 產品不斷發展的動機，在為人們提供舒適便利的同

時，能幫助管理水資源與減少能源的消耗。GROHE BLUE 巧妙地取代礦泉水，可明顯的減少生產過程中的浪費，更比一般瓶裝

水大幅減少61%的二氧化碳排放。

安裝GROHE BLUE 是一項良好的投資。當您看著一年365天為家人和親

朋好友提供優質飲用水的成本，您會發現與瓶裝水相比，您開始儲蓄的

速度有多快。這是一個簡單的算數運算。您很快就會省下您喝下的每一

杯飲用水的費用。而且，這還不包括您節省的時間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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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1公升的瓶裝水需要7公升的水。而瓶裝水在生產過程中的能源消耗、

二氧化碳排放和塑膠包裝材料更是為地球產生負擔。

使用GROHE BLUE 1公升的水可產生1公

升飲用水，減少85%水資源消耗。

對於『水』最好的包裝
就是無包裝

我們要對我們居住的藍色小家園-地球負責。它要求我們關心環境，並珍

惜其寶貴的水資源。GROHE BLUE 的目標是：一次一杯水，珍惜地球做

環保。

永續的解決方案

讓飲水成為良好投資

固定龍頭 $95,000

GROHE 氣泡淨水機 市售瓶裝氣泡水

德國 法國

36個月

$320,000

濾芯  3,000L

僅需定期更換濾芯

$1,200/12瓶 1000ml



※圖片為情境示意，僅供參考，實際販售品項請以台灣當地經銷商之銷售為主。8 9

將您的居住與辦公空間變成無塑膠瓶專區

獨特的GROHE BLUE® PROFESSIONAL 淨水系統，帶來新

鮮、美味的飲用水。結合了帶有高性能過濾器與現代外觀的專

業廚房水龍頭，並透過冷卻器和二氧化碳氣瓶，產生優雅宜人

的氣泡飲用水，也可以作為日常廚房用水之使用。

GROHE BLUE®

PROF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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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水口
內部帶有分開的水路，適用於未過濾的自來水和已過濾的飲用水，並可搭配抽拉式伸縮廚房龍頭

2 按鈕
不同的LED顯示顏色，用於標示純水、微量氣泡水、氣泡水

3 液晶顯示
顯示純水和氣泡水供應狀況，可連接WLAN

4 濾芯
3000ml濾芯，有效過濾水中雜質

5 氣瓶
提供425克（60公升），更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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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水管，可旋轉150 °

內含兩路出水，衛生乾淨

旋轉把手刻花結構設計帶有止滑效果，

使用上更佳安穩

普通出水時即可感受到

GROHE絲綢柔順操控技術

分開的內部水路設計，將未經過濾的自來

水和過濾後的飲用水分開

GROHE BLUE®

PROFESSIONAL
智能設計

壓縮機(冷卻系統)

•每小時12公升供應量

•冷卻溫度設置為6 – 10°C

400 m
m

永續設計

•標準電壓 115V

•多種出水選擇，滿足不同需求

•減少瓶裝水的使用

液晶顯示

•簡易的軟件操作模式

•文字形式顯示

按鈕與旋轉

•透過按鈕與旋轉方式來控制

系統設置

WLAN功能

•可連接智慧型手機 /平板電

腦，毫不費力追踪目前濾芯與

氣瓶的使用狀況

分離式內外雙水道

造就臻至完美的100%純淨口感

為確保GROHE BLUE 水經過過濾後不會接觸到未過濾的水或金

屬零件，高品質零件擁有兩條單獨的內置管路：一條用於一般日

常用水；一條用於GROHE BLUE 過濾飲用水。這有助於防止污

染，保持過濾後的最佳口感。

265 mm

451 mm

純 水

＋

微量氣泡水

＋

氣泡水

符合NCC認證



醫療級過濾孔徑 中空絲膜

專利0.02微米，有效濾除

99.99%的細菌病毒，(一般業

界標準為0.05微米)

高效活性碳

過濾水中餘氯、農藥、殺蟲劑、

異色、異味、有機物質等汙染

物，提供全屋淨水

前置保護性 雜質過濾器

主要過濾水中的雜質、泥砂及

鐵銹等，避免家中用水管路阻

塞及對用水設備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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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HE 玻璃瓶

建議售價 $2,600
GROHE 玻璃杯6件組

建議售價 $3,000

專業配件組

GROHE BLUE® PROFESSIONAL

GROHE cO2 鋼瓶 425g
建議售價(含鋼瓶) $1,200
建議售價(填充cO2) $600

GROHE 濾芯 3000 公升

建議售價 $7,000

最寶貴的資源握在最安全的手中

您可將現在的自來水轉換為安全、清爽純淨並採用GROHE BLUE® ULTRA- SAFE創新技術的產品。GROHE BLUE® ULTRA-

SAFE過濾水技術是由歐洲領先專業過濾器公司-德國BWT提供。GROHE BLUE® ULTRA-SAFE濾芯可移除細菌、餘氯和其他不

必要的礦物質，然後冷卻到理想中的溫度供您享受，以確保能獲得更安全和新鮮的飲水體驗。

產品特色

• 雙水路龍頭：防止污染，保持過濾後的最佳口感

• 擁有cnS8088無鉛龍頭認證

• 頂級專業濾芯：三道過濾程序把關，給您最純淨的水質

• 3種選擇：冰水、微量氣泡水、氣泡水

• 擺脫瓶裝水的不便，只需啟動水龍頭便可即時擁有無與倫比的清爽體驗

• 飲水無需消耗地球資源：免除瓶裝水所帶來的垃圾、水及二氧化碳環境汙染

• 絲綢柔順操控龍頭陶瓷軸心

• 龍頭優異電鍍技術：閃耀恆久光彩

• 龍頭陶瓷軸心2年保固

• 壓縮機2年保固

產品規格

尺寸：W265xH400xD451mm
電源：ac115V/60Hz
功率：270W
噪音值：39 分貝

產地：德國

建議售價 $ 95,000（固定龍頭）

GROHE BLUE® 
BWT FILTER TECHNOLOgY

※到府更換鋼瓶，需酌收更換服務費。



Q1  GROHE BLUE® PROFESSIONAL 的安裝需注意哪些問題

呢？

請保留適當散熱空間，需移除廚櫃背板或於櫥櫃開孔，以促進空氣流

通，確保機器正常運轉。

Q2  什麼時候該更換濾芯與鋼瓶呢？我可以從機器上得知嗎？

(1)濾芯：龍頭把手的LED燈會閃爍警示，請立即操作主機液晶螢幕，查

閱說明。

濾芯壽命大於10%，仍可使用

濾芯壽命小於10%，請於24小時內訂購新濾芯

濾芯壽命小於1%，請於12小時內更換濾芯

濾芯壽命歸零，請立即更換新濾芯，不建議繼續使用

請於濾芯壽命小於10% 燈號顯示時，撥打免費客服專線0800-707168
換購濾芯。

(2)鋼瓶：同濾芯，當龍頭把手的LED燈閃爍警示，請立即操作主機液晶

螢幕，查閱說明。

cO2>10%, 仍可正常使用

5%≦cO2≦10%, 請於24小時內換購鋼瓶

cO2≦5%, 請於12小時內更換鋼瓶

Q3  氣瓶裡面有多少容量的cO2？可以製作出多少升的氣泡水？

GROHE鋼瓶含425g二氧化碳，約可以製作60公升的氣泡水。若以４人

家庭為例，每人每天500cc的飲用量，約可以使用一個月。當然還是要

以使用者的習慣為基準。

GROHE BLUE®
q&A

14

通過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序得以控制GROHE BLUE 淨水系統，為您帶來極大的便利。不僅會讓您知道何時過濾器和二氧化碳容

量不足或需要更換，也可以監測您的消耗品庫存。OnDUS 應用程式確保您永遠都有足夠的耗材，隨時享用新鮮、過濾的飲用

水與氣泡水。

GROHE ONDUS 應用程序可將GROHE 

BLUE® PROFESSIONAL 連結至您的

WLAN網路。該應用程序可提供監控，偵測

濾芯或二氧化碳氣瓶目前容量。軟件設置也

很容易，只要通過應用程序製作或調整即

可。萬一發生故障，您可以通過推播系統發

送相關問題，並收到故障排除說明。

iOS與Android系統皆適用。*

可從Apple App Store或 Google Play Store下

載GROHE ONDUS 應用程式。

*不相容所有裝置

•將數據透過WLan連接至數位設備

•設置軟件數據

•容量不足時發出通知

aLWaYS In cOnTROL  
WITH WLAN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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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對產品有任何問題，歡迎您撥打客服專線：0800-707168

我們將有專人為您服務。

WWW.GROHE.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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