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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雅達環保工程致力提升大眾生活質素，並推廣環保概念在日常

生活的實踐。 

• 我們是一間持續創新的環保企業，一直關注現今城市的生活模式。

無論是備受關注的食水和室內空氣質素，以至廚餘，我們都希望

能有所貢獻。 

• 飛雅達環保工程獲委任為美國空氣淨化設備生產商Air Oasis的 

亞太區代表暨香港及澳門總代理，其產品如空氣清新機和空氣淨

化器適用於汽車、家居、商業及工程範疇。 



• 室內空氣質素顧問服務 

– 室內空氣質素問題諮詢 

– 室內空氣質素改善方案及建議 

– 實地視察服務 

• 室內空氣質素測量及評估服務 

– 可吸入懸浮粒子 (PM10) 

– 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TVOC) 

– 其他與室內空氣質素有關的參數及室內空氣質素證書 

• 室內空氣質素改善服務 

– 改善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TVOC)及甲醛服務 

– 空氣淨化機租賃服務 



LANDMARK EAST 

型號: Induct 9” 
安裝位置: 中央空調系統 

現在，人們在密封的工作環境中也能享受優質空氣 – 觀塘Landmark East兩座大廈， 
共86層，已經成功獲得了由室內空氣質素資訊中心頒發的“卓越級”室內空氣質素認證。 



就算鄰近堆填區也不用受難聞的氣味所困擾！透過在中央空調系統安裝Induct及完善的調控
系統，V.E.E. 成功減去電視廣播城內因為堆填區所帶來的惡臭和毒氣，並改善室內的空氣質量。 

 

型號: Induct 9”, Induct 14” 
安裝位置: 中央空調系統 

電視廣播城 



港燈 電燈中心 

在中央空調系統安裝了Air OasisTM Induct Air Purifier及專業的調控系統後，港燈電燈中心
的客戶中心也獲得了由室內空氣質素資訊中心授權頒發的“卓越級”室內空氣質素認證。 

 

型號: Induct 14” 
安裝位置: 中央空調系統 



美麗華商場、美麗華大廈 

型號: Induct 9”,14”/ AO3000X 
安裝位置: 中央空調系統/ 洗手間 

美麗華商場已經成功在其中央空調系統中安裝了 Induct，而同期美麗華大廈整棟的 
洗手間位置也安裝了Air OasisTM AO3000X G3  Air Purifier。 



室內空氣質素與員工的健康息息相關！Air OasisTM的產品可有效去除TVOC以及細菌， 
並為長期於室內工作的人員提供一個舒適的室內工作環境。 

型號: AO1000, AO3000X 
安裝位置: 辦公室 

港鐵荃灣車廠 



Giorgio Armani 

V.E.E.的室內空氣質素改善方案，能有效消除甲醛和TVOC。目前，喬治·亞曼尼的 
駐港新總部成功獲得由室內空氣質素資訊中心授權頒發的“卓越級”室內空氣質素認證。 

型號: AO3000X, AO5000, Induct 
安裝位置: 辦公室 



東捷煙草廠 

透過由V.E.E.提供的一星期室內空氣淨化方案，三個合共一萬呎的新廠房內的可吸入懸浮
粒子、甲醛和TVOC已得到顯著的減少，空氣質素更有明顯的改善。 

型號: AO5000 
安裝位置: 廠房 



現崇山 

位於黃大仙現崇山一個實用面積720呎的單位採用了V.E.E. 的去甲醛及除TVOC的室內 
空氣潔淨服務，於裝修後數天已能有效地改善室內空氣質素環境！  

型號: Mobile250, AO3000X, AO5000 



跑馬地大坑道350號 

位於跑馬地大坑道一座7層高的私人住宅採用了V.E.E.的去除TVOC及甲醛室內空氣潔淨 
服務，於入伙前已能有效地改善室內空氣質素環境！  

型號: Mobile250, AO5000, Induct 14” 



大生貨櫃倉庫中心 

V.E.E.一直致力改善不同區域的空氣質素問題, 最近 Air OasisTM AO1000 G3 及 AO5000
空氣淨化機已成功安裝到電梯內！ 

型號: AO1000,AO5000 
安裝位置: 電梯／車場樓層 



利東邨 

在利東邨的居民已經不再受從垃圾房釋放出來的難聞氣味困擾！Air OasisTM的產品已經 
安裝在該範圍內，並已有效去除異味和細菌！ 

型號: AO5000 
安裝位置: 垃圾房 



尖沙咀青年會YMCA酒店 

尖沙咀香港基督教青年會一直致力確保室內空氣的質素，一套專業的空氣改善方案能有效
消除並控制難聞氣味在酒店內擴散！ 

型號: AO3000X, AO5000 
安裝位置: 垃圾棄置區 



竹園區神召會  
康樂庇護工場暨宿舍 

除了可以去除裝修後殘留的TVOC及甲醛，Air OasisTM 醫療級空氣淨化機也可殺滅空氣中
及物體表面達99%的病毒和細菌，為院舍及庇護工場提供一個更健康的室內環境! 

型號: Mbl175, AO1000, AO3000 
安裝位置: 庇護工場及宿舍 



寵物寶寶娛樂城 

因為寵物引起的過敏問題越來越受到關注，故此寵物寶寶娛樂城也分別於大埔及將軍澳 
分店的美容房安裝了Air OasisTM的產品，從而改善了因寵物而引起的味道及室內空氣問題。 

型號: AO3000, AO3000X  
安裝位置: 寵物店美容房 



新大嶼山巴士有限公司 

新大嶼山的巴士已經成功採用了一系列的提升空氣質素方案，現在乘坐新大嶼山巴士的 
乘客已經不會再受異味影響，可以安心享受清新的空氣。 

型號: Induct 6”  
安裝位置: 巴士車廂 



型號: AO3000X 
安裝位置: 餐廳 

Air OasisTM 也適用於不同類型的餐廳! 在享用地道美食的同時，印尼餐廳1968的顧客也 
可以在獨特的用餐環境中享受到更清新的空氣。 

印尼餐廳1968 



位於中環威靈頓街的鏞記酒家在日前安裝了Air OasisTM 空氣淨化機，令到食客可在空氣
清新又衛生的環境中享受美食! 

鏞記酒家 

型號: AO3000 
安裝位置: 餐廳洗手間 



CAVE DARTS AND PUB 

娛樂場所的空氣質素問題近幾年已經開始備受關注。位於旺角的一間飛鏢酒吧 
CAVE DARTS AND PUB已經率先安裝了Air OasisTM AO5000 Air Purifier 。 

型號: AO5000 
安裝位置: 酒吧 



飛雅達環保工程現於中環設立了陳列室。展覽出一系列的空氣淨化產品，讓客戶有機會 
更直接、更清楚的了解到產品的資訊。 

中環陳列室 



飛雅達環保工程的產品已成功進駐位於西環的展廳內。陳列的一系列空氣淨化產品， 
讓客戶有機會更直接、更清楚的了解到產品的資訊。 

西環陳列室 



寵物店 及 獸醫診所 
飛雅達環境工程令你不再因寵物的味道而受到困擾！現在在以下的寵物店及獸醫診所也可以
買到Air OasisTM空氣淨化機，為飼養寵物的家庭帶來更清新的空氣。 



將軍澳展銷攤位 

優質空氣是舒適家居的不可或缺一部份。早前V.E.E.在多個將軍澳屋苑的住客會所擺設 
展銷攤位，令到住戶可以更了解Air OasisTM 高效能納米空氣淨化機的空氣淨化技術 。 



飛雅達環境工程一直於各大醫院內擺設展銷攤位！AHPCOTM的技術一直備受醫生和 
患者們的歡迎與肯定！ 

醫院展銷攤位 



良好的室內空氣質素能有效減少病毒和疾病滋生和繁殖！ 

醫務診所 



良好的室內空氣質素能有效減少病毒和疾病滋生和繁殖！ 

 
以下診所正在使用Air OasisTM 空氣淨化機 

 
• 梅窩普通科門診診所  

  
• 西醫陳語堂醫務診所 

 
• 西醫蔡學勤醫務診所 

 
• 亞聯醫務中心 - 陸加寧婦產科專科 

 
• 健聯醫務中心 
 
 

 
 
 
• 黃秀芬醫生診所   

  
• 現代醫學X光化驗所 

 

醫務診所 



亞洲國際環保博覽2011 

飛雅達環境工程出席了由香港環境保護署舉辦的第六屆亞洲國際環保博覽2011， 
其次展覽以“環保科技．共創低碳經濟”為主題。 

主辦單位:亞洲國際博覽館 
活動時間: 2011年10月 



飛雅達環境工程在最近參加了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四合一可持續發展建築、設計、
建築服務和電氣工程展覽會。 

主辦單位: 灣仔會議展覽中心 
活動時間: 2012年6月 

四合一可持續發展展覽會2012 



亞洲國際環保博覽2013 

飛雅達環境工程第二次參展亞洲國際環保博覽，除展出Air OasisTM獨立式家用、商用及 
工程空氣淨化機外，更參加了綠色市集，獲得熱烈回響。 

主辦單位: 亞洲國際博覽館 
活動時間: 2013年10月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 香港區植樹日 

飛雅達環境工程參加了“2012年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香港區植樹日”，為保護環境及地球
可持續發展出一分力！ 

活動地點: 東坪洲 
活動時間: 2012年4月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 香港區樹木處理及植樹日 2013 

2013年飛雅達環境工程再次與香港綠色自然聯盟合作，第二次參加“2013年國際百萬森林
計劃- 香港區樹木處理及植樹日 ”，持續關心及為香港的可持續環境出力！ 

活動地點: 南丫島 
活動時間: 2013年4月 



飛雅達環境工程出席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賣旗日。 

活動地點: 旺角 
活動時間: 2012年9月 

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 賣旗日 



新世代環保空氣淨化技術 



Air Oasis兩大專利技術 

• 專利納米HCTTM光觸媒技術(nano Nickel HCT PCO Technology) 

– 我們的專利納米HCTTM光觸媒包括五種不同的稀有金屬塗層，再加上納米

技 術 以 增 加 塗 層 的 效 能 反 應 ， 並 不 是 市 場 上 一 般 使 用 普 通 

光觸媒的空氣淨化機可以媲美。 

– 這種技術的好處在於不需要過濾網或將空氣抽進機內進行淨化，它 

產生出一系列的過剩氧化物能同時淨化空氣及消毒物件表面。 

• 醫療級LongLife+™殺菌級紫外光燈 

– LongLife+™殺菌級紫外光燈配備專利塗層，能有效降低高强度 

紫外光燈的損耗，即使使用17,500小時仍能維持80%效能。 

 



AHPCO™科技 

Air OasisTM以美國太空總署(NASA)研發的淨化技術為藍本，

在2003年12月推出AHPCO™科技 

 (Advanced Hydrated Photocatalytic Oxidation Cell） 

 



AHPCO™科技 

1. 當空氣經過這支管的時候，殺菌級紫外光燈就會將細菌、甲醛、

VOC等清除。 

2. 當紫外光射到光觸媒塗層上，就會產生光催化的作用。 



 

 

 

3. 空氣中的水分子和氧分子經過光觸媒塗層的時候，就會被轉化為 
光觸媒離子，簡稱為催化粒子，這些粒子就會散佈在整個空間， 

去除空氣中的污染物，將碳基粒子轉化為無害的水及二氧化碳。 

AHPCO™科技 



醫療級LongLife+™殺菌級紫外光燈 

LongLife+™殺菌級紫外光燈配備專利塗層，能有效降低高强度紫外光燈的損耗，即

使使用17,500小時仍能維持80%效能。 

利用254nm紫外光管可做到太陽在大自然的氧化及離子化，配合Air OasisTM專利納

米HCT光觸媒技術更達到史無前例的效果。 

 



Air Oasis的七大好處 

1. 安全測試  

通過美國專業血細胞測試證實，不會引起血球變化，對人體細胞並無損害。 

2. 大學及醫院測試報告 

減少空氣及表面細菌病毒高達99.99%，快速去除霉菌、致敏源、揮發性 

有機化合物、甲醛及臭味等污染物。 

3. 效能超卓 

比HEPA過濾網更有效去除細小至0.001微米的污染物 

(微粒、微生物、氣體或化學氣體，氣味) 

 



Air Oasis的七大好處 

4. 專利技術 

專利納米HCTTM光觸媒技術，經大學及醫院測試證實效能超卓。 

5. 持久耐用  

醫療級殺菌紫外光燈配合專利特長壽命光管塗層，達到使用產品壽命終端的

環保目的。 

6. 節能環保 

新世代環保空氣淨化技術，秏電量比慳電膽更低。 

7. 輕巧方便 

纖巧設計可放桌上或任何地方使用。 

 

 



醫療級汽車及房間系列 
Mobile175 / Mobile250 

• 可在汽車上使用，適用範圍高達175或250呎 

• 3段離子及風速設定 

• 快速去除氣味、塵埃、致敏原、細菌、霉菌、病毒及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 迷你纖巧設計適用於任何地方使用 

• 超低耗電量，保護環境 

• 專用迷你旅行袋，可隨身攜帶 

 



• 適用範圍高達1,000或3,000呎 

• 快速去除氣味、致敏原、細菌、霉菌、病毒及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 2-3年內不用更換消耗性配件 

• 超靜音運作 

• 超低耗電量，保護環境 

醫療級家用系列 
 AO1000 / AO3000 



• 適用範圍高達3,500呎 (高污染水平適用) 

• 快速去除氣味、致敏原、細菌、霉菌、病毒 

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 2-3年內不用更換消耗性配件 

• 超靜音運作 

• 超低耗電量，保護環境 

 

商用系列 
AO3000 Xtreme 

 



• 適用範圍高達5,000呎 

• 快速去除乙烯氣體、氣味、致敏原、細菌、霉菌、病毒及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 2-3年內不用更換消耗性配件 

• 附設手柄，方便攜帶 

• 超低耗電量，保護環境 

 

工業用系列 
AO5000 



參數 單位 
NanoHCT-9 開啟時間(小時) 

3 小時後參數去除率 
0 1 2 3 

臭氧（O3） ppmv 0 0 0 0 N/A 

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TVOC) ppbv 3600 603 <20 <20 >99% 

空氣中細菌含量參數(TBC) CFU/m3 410 120 140 71 82.70% 

甲醛(HCHO) ppmv 6.8 1.6 1.5 0.1 98.50% 

可吸入懸浮粒子(RSP) mg/m3 0.107 0.095 0.072 0.069 35.50% 

阿摩尼亞(NH3) ppbv 1200 620 300 320 73.30% 

硫化氫(H2S) ppbv 85 9.9 <2 <2 >97% 

性能測試報告 

測試是在一個約2000 ft.sq.倉庫。兩個系列的測試包括： 
控制測試 (NanoHCT-9 關閉) 及 表現測試 (NanoHCT-9 開啟) 



• 減少表面細菌達99.99%  

• 減少揮發性有機化合物達80% 

• 減少空氣中細菌達97%  

• 減低氣味達85%  

• 減少空氣中霉菌達97%  

 

 

• 在BSA醫院測試證實Air Oasis空氣淨

化機不但能淨化空氣，更可消毒物件

表 面 ， 而 測 試 亦 證 實 可 去 除 

物件表面的抗藥性金黃葡萄球菌。 

• 研究發現Air Oasis空氣淨化機能於 

8小時內去除75%的微生物及真菌。 

• 在Coulter動物醫院測試證實Air Oasis

空氣淨化機能在1小時內去除85%的揮

發性有機化合物。 



為何選擇 Air Oasis 

• Air OasisTM 專利納米HCT光觸媒技術有效去除細小至0.001微米的 

污染物 (標準過濾網只可過濾細小至0.3微米的污染物) 

 



為何選擇 Air Oasis 

• 微粒： 
微塵、塵蹣、煙微粒、致敏原等。 

• 微生物： 
細小至0.001微米的細菌、病毒、真菌黴菌等。 

• 氣味： 
寵物、食物、二手煙、雪茄等。 

• 氣味或化學氣體：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化學物質如苯、甲醛、 

硫化氫、阿摩尼亞、二手煙等。 

 



為何選擇 Air Oasis 

減少空氣中的致敏原 



為何選擇 Air Oasis 

去除空氣中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VOCs) 



為何選擇 Air Oasis 

減少空氣中的細菌及霉菌 



CT2日本專利除味去甲醛塗層 

• 24小時有效分解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及甲醛。 

• 無需光激活，適用於抽屜內部、鞋櫃、貨倉。 

• 三天內可去除100%甲醛及82%乙醛。 

• 配合專用龍捲風噴槍，產生的3D立體效果及 

超微細的噴霧，穏定地平均應用在各種表面。 

 



OG®美國專利殺菌除味全天然噴霧 

• 含OG消毒殺菌劑 （US EPA 1839-86-84717） 

• 有效中和空氣中浮游之臭氣粒子， 

並非用香精覆蓋遮蓋臭味。 

• 不含氯，沒有漂白作用。 

• 環保，可生物降解。 

• 可有效殺死SARS 、金黃色葡萄球菌、 

沙門氏菌、霍亂弧菌、肺炎克雷伯菌、 

志賀氏痢疾桿菌 等。 

 



Clean Station®  DFS 
美國專利空氣消毒過濾系統 

• 可過濾0.3微米之懸浮微粒達99.99% 

（ ISO9001:2 - CE - CSA - UL - EMI ） 

• 六層前置過濾網 

– 聚丙烯網：收集大顆粒灰塵，頭髮，皮棉 

– 抗微生物：減少細菌在過濾器生長 

• 高磁性HEPA電漿濾網能有效殺死微生物及病毒。 

• 專用SSTTM旋轉密封技術，增加進氣量， 

並提供靜音的操作。 



飛雅達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Viesta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地址:  香港葵涌葵豐街17-23號華業大廈B座9樓D室 
辨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 早上10時至晚上7時 
查詢電話:  3616 6958 
傳真:  3616 6400 
電郵:  info@vee-veco.com 

mailto:info@vee-veco.com
mailto:info@vee-veco.com
mailto:info@vee-vec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