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效清除各種飲用容器及食具器皿， 如不銹鋼、 

金屬、搪瓷、玻璃、塑膠等水杯碗碟、咖啡杯、

水樽、水壺、茶壺、保溫壺、濾水器、儲水容器

等茶漬、咖啡漬、果汁漬、水垢、油份及難刷污

漬、異味及細菌。 

 亦可浸洗嬰兒奶瓶奶咀、 兒童水樽、寵物飲水

器， 無需用刷， 過水即爽， 無味不磨損。 

 輕便粒裝，上班、公幹、旅行必備。 
1. 最快30秒*能迅速殺死多種細菌及病毒，如流

感病菌、甲型H1N1、MRSA、諾沃克病毒等*。 

2. 消毒食具及廚房設備如砧板、刀具、餐盤、廚
具等預防李斯特菌、沙門氏菌等*。安全適用
於嬰兒或寵物床舖、食具及玩具，無需過水。 

3. 消除強烈異味如尿味、垃圾、鞋襪臭味等。 

4. 有效消除及防止霉菌及黴菌滋生達7個月*。 

5. 防過敏，可噴口罩外層及手作個人防護。  

6.  消毒地毯、床褥和織物，不會褪色脫毛。 

WINDOW CLEANER & AIR PURIFIER      

潔窗同時改善空氣質素 

美國 PURETiTM
「飄雅迪」 

玻璃及空氣潔淨噴塗劑 

    輕便套裝 經濟噴裝 

使用前            使用後 

*參考產品內標籤 

五星級酒店選用 

最快 30 分鐘 有效清除各種水杯碗碟、咖啡
杯、酒杯酒壺、水樽、水壺、保溫壺、膽壺、
濾水器、食用設備、攪拌機、儲水容器等    
各種廚房用具之難洗灣位之污漬如烤焗、    
燒焦、異味及細菌。  

可浸洗任何物料如不銹鋼、金屬、搪瓷、
玻璃、塑膠、木器等難刷部份。亦可加入
洗碗碟機及清洗洗衣機內膽，潔後無殘留
物，過水即爽，無味不磨損。 

FALCON® Commercial Kitchenware 

Stain & Odor Remover 

美國 FALCON®                             

天然廚具專用清潔去漬粉 

SafeGuard® OXY Power          

Multi-purpose Cleaner 

Hospital Grade Disinfectant  

美國 Vital Oxide®「衛奧沙」                 
6 合 1 殺菌除臭去霉噴劑 

美國「爽潔麗」  
天然容器專用去漬片  

 PURETi 與美國太空署共同研發新一代科技清潔產品，透過

太陽光或LED燈照射水基納米二氧化鈦(TiO2)塗層轉化光觸

媒(光催化)作用，有效長期自動分解及毀滅空氣中有害物如

VOC、甲醛、化學劑(新裝修)、煙霧、塵埃、煙味、異味、

細菌及病菌逹70％以上，提升空氣質素。 

 只須於室內玻璃噴上「飄雅迪」噴塗劑後擦乾，保護層即時

晶亮透徹，輕易抺走手指模油膜，防塵防污。可直接於窗

簾、燈盤及空氣中噴灑除異味，淨化室內環境。 

 適合家居、臥室、大堂、辦公室、課室、圖書室、醫院、  

診所、育嬰室、遊戲室、吸煙室、寵物房、車廂、船艙等  

任何室內空間。有效長達6個月，節省清潔時間及減少使用

化學清潔劑或香味劑，保障健康同時保護環境。 

 無味、安全、高質、高效。獲美國國家衛生基金會(NSF)及  

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認可安全產品。共榮獲九項國

際科技環保等大獎，成績超然。 

Bottle Bright® Drinking Containers 

Stain & Odor Remover Tablets 

美國NPA認證 

 適合清潔各種地磚及罅隙、雲

石、地毯、牆身、牆紙、傢俱、

廚房、油煙機、冷氣、隔塵網、

浴室廁所、 雪櫃冰箱、 喉管等

所有可清潔物料: 如不銹鋼、  

金屬、瓷磚、玻璃、塑膠、    

皮革、纖維等。人畜安全。 

✓ 有效消除細菌霉菌及異味。 

✓ 無需調較，即可使用。 

✓ 不含揮發性及VOC，不刺激皮膚。 

✓ 適用於任何埸所及物品表面。 

✓ 無色無臭無香料，無刺激性氣味，安全可靠。  

FALCON® High-Density  

Microfiber Towel 
FALCON®  高密度超輕軟 

清潔磨光抺布 

✓ 最快15分鐘有效 

✓ 全天然成份，一沖即爽 

✓ 可生物降解 

✓ 絕無漂白劑、氯及     

有害化學物 

  致力搜羅代理  

環 球優 質名 牌及 環 保 生活 清潔 用品。    

為追求環保健康及優質生活環境帶來更  

方便、更出色的成效力臻完美。 

Hexigon Holdings Limited 

Glass Cleaning & Coating Expert 

SafeGuard 

NANOMITE 

Vital Oxide DFI 

FALCON 
PURETi 

五星級酒店選用 

✓ 天然香矛及檸檬葉成份  

✓ 可生物降解 

✓ 絕無漂白劑、硫磺及阿摩尼亞 

 迅速溶解任何難洗污垢、油漬、咖啡漬、酒漬、 

     膠漬、水溶性墨水漬、霉菌、異味及細菌等。  

     一抺即潔，無損物品表面或褪色，氣味清新乾 

     爽，可無須過水，經濟耐用。  

五星級酒店選用 852-3499 1462            852-3499 1258  

enquiry@hexigonholdings.com 

www.hexigonholdings.com 

地毯去霉測試 

無使用 

使用7個月後 

五星級酒店選用 

美國NPA認證 

易洗、快乾、耐用 
 

 快捷有效吸水、除灰塵、 

     去污漬、手指印及油膜不留痕 

 有效拋光物品表面明亮 

 清洗多次亦不脫毛褪色 

 備有 3 種顏色方便分類清潔 

 適合家居、商務及車船內外清潔好幫手 

✓ NSF 食品級安全標準 

✓ 全天然成份  

✓ 可生物降解 

✓ 絕無漂白劑 

✓ 無須洗刷 

美國 SafeGuard®「思格麗」 

OXY 多用途無害速效清潔噴劑  



 1:400 超濃縮: 每次只須用 1 樽蓋可稀

釋約 8-10 公升清水，一樽份量足夠清

洗 20 次以上。 

 清洗容易:  開水打泡、過洗、抹乾。

輕易抺走深厚污物如泥濘、膠漬及柏

油粒等。日常只須用清水或濕布清潔

即可保持亮麗。防止污染物積聚，容

易打理，適合汽車及船身漆面、塑

膠、玻璃、倒後鏡及任何光滑表面。 

 免打蠟:  使用後，效果更勝蠟水。(隨

後可使用 FALCON® Glass Shield 玻璃

專用防護液及 FALCON® Nano Shield 

疏水防護液，效果更佳)。 

 長效保護 90 天: 除油污、除菌去異

味、具有納米層保護，超亮麗、有效

護色、防銹、抗氧化、防酸雨侵蝕、

抗紫外線、不易燃、耐高溫等。長期

使用，可延長物品表面的夀命。 

NANOMITE ™ WASH & SHINE                
Instant Nano Polymer Protection   

瑞士 NANOMITE™                      

納米環保亮麗(車/船)潔護液  

Step 1 表面受灰塵、

污垢、泥漬、膠漬  

污染 

Step 2  經過

Nanomite™納米環保

亮麗潔護液清洗  

Step 3  納米活性

碳粒子迅速將污垢

溶解和混和 

Step 5  沖洗或抹

去浮面的污染物 

Step 6  抹乾後不用打

蠟可達致 100% 超亮

麗及長效納米層保護 

SCREEN BRITE  

電子屏幕潔護液  

OPTICAL   

鏡片潔護液  

JEWELLERY    

珠寶腕錶潔護液   

✓ 徹底清潔

溶解污垢

皮脂油份 

✓ 回復原有

光澤閃亮  

✓ 任何珠寶

首飾腕錶

絕無工業用酒精、無阿摩尼亞、            

石油等化學物、可生物降解 

100%清潔光滑、亮麗、保護一剔過! 

方便易潔、除菌、抗 UV、防氧化        

納米保護層長效達 90 天                                                         

直接噴上抹乾， 簡單易用!  

納米清潔 6 步曲: 

FALCON®      
Nano Shield Coating     

FALCON®  

納米疏水防護液  

 美國配方, 納米水基二氧化鈦(TiO2)疏水配方，100% 能 

生物降解，無油膩、酒精、蠟質及有害化學物。 

 只須一噴一抺，長效納米保護層有效自動清潔、疏水、防

油膜、酸雨、水痕、抗污、除菌、防腐蝕、用後一抺即潔

易打理，節省清潔時間。 

 適合各種光滑表面，如任何漆面、玻璃、鏡面、金屬、不

銹鋼、呔鈴、桃木、錶板、瓷器、塑膠等。長期保持光亮

防污不脫落，隨時可作局部打理。無使用次數及限期。如

汽車使用前配合“FALCON® 全能玻璃清潔液 (除酸雨) 配方” 

或 ”瑞士 NANOMITE™ 納米環保亮麗(車/船)潔護液” 先深層 

清潔效果更佳。 

 亦適用於家居、酒店、車船、窗戶、玻璃、雲石、傢俱、

鏡子、擺設、樂器、廚窗、屏幕等任何光滑硬性表面，   

用途廣泛，方便易用。 

✓ 徹底清潔  

油膜污漬 

✓ 清徹透亮  

✓ 不損鏡面  

塗層  

✓ 任何鏡片、

相機、攝錄  

鏡頭適用 

✓ 去塵、去油

污、除膠漬   

✓ 減低靜電、 

防塵、防指模  

✓ 不會破壞保護

貼，任何電子

屏幕適用 

Swiss Made 瑞士製造 

Step 4  納米正電粒子

立即附著物件表面將

污垢浮起與表面分離 

FALCON® 全能玻璃清潔液 

(除酸雨) 配方 

全新一步式終極清除硬水漬及污垢配方 

 有效發揮去除任何玻璃上之極難洗之硬化污漬及水漬，適合

任何透明及磨沙玻璃: 如車船檔風玻璃、浴屏、 玻璃窗、玻璃

門、廚窗、天窗等。 

 有效清除深硬水漬、淚痕、酸雨漬、番梘漬、油膜、污垢及細

菌，回復玻璃原本清透潔淨面。潔後如使用  FALCON® 玻璃

專用防護液 保護玻璃表面，高效防污，疏水更快更清透。 

FALCON®        
All In One Glass      
Cleaning Solution Kit   

玻璃使用前            

佈滿污垢、水漬、油膜 

玻璃使用後   

回復玻璃原本清透潔淨面 

玻璃使用後           

雨水形成水珠，

防止酸雨痕腐蝕 

玻璃使用前            

雨水形成水柱，

日久變成酸雨痕 

FALCON® Glass Shield Coating 

玻璃專用防護液  

✓ 提升玻璃清晰度及透視度◦ 

✓ 增強10倍玻璃堅硬度，可抵擋及

減低外來沙石泥撞擊之損壞， 

延長玻璃壽命◦ 

✓ 日夜間駕駛時減低被日光及夜間

被對面強光照射達35%以上◦ 

✓ 頂級納米超疏水效果，防UV， 

易清潔，防護層一次有效期長達

5年以上*◦ 

✓ 全球專利超過120個國家，包括

香港◦ 

 

* 配合定時保養 

✓ 頂級納米保護層能阻擋難洗

水垢及番梘漬積聚、阻擋霉

菌及細菌滋生◦ 

✓ 減少清潔浴室玻璃次數，無

須使用化學清潔劑，大大減

低清潔成本亦保護環境健康◦ 

✓ 減 低 因 頻 密 清 潔 而 刮 花 玻

璃，延長玻璃壽命，保持清

晰透亮 ◦ 

汽車/遊艇 

浴屏 

五星級酒店選用 

五星級酒店選用 

清除浴屏番梘漬污垢 

一噴一抺 • 高效疏水 • 清透防護 

美國配方，具有高透視保護膜，一次使用

便能發輝強效疏水、抗雨及防污功能。    

最適合車船檔風玻璃及戶外玻璃。無論

日、夜或任何天氣都能使玻璃清晰明亮。 

5 
分鐘
清透 

五星級酒店選用 
世界NO.1 知名玻璃修護專家，信心保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