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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窗的選擇有許多種，但您的房子不單只是一棟建築物，更是您的家，在未來的無數日子裡，您所
選用的門窗質材樣式將決定您的視野與風景，並為您遮風擋雨 — 因此，請花點時間仔細研究您的選
擇，確保為自己的居家與家人做了最完美的決定吧！

與您的居家共存的恆久保障

為什麼選擇VINYLTEK門窗？
Vinyltek 從事門窗製造已達 25 年之久，並為太平洋西北地方的第一個乙烯窗製造商。至目前為止，Vinyltek 已供應數以萬計門

窗，其設計和製造皆著重於保護您的住家免於遭受暴風大雨的襲擊。

與您的居家共存的恆久門窗保障。Vinyltek 擁有 25 年的企業經營經驗，當您有需要，我們能隨時提供迅速與友善的售後服務。

並非所有窗戶都擁有相同製作品質



與您的居家共存的恆久保障 我們提供了終身保固，讓您安心不煩惱。

我們決定以打造最高品質門窗為目的。當然，您可以找到許多更平價的門窗，但我們深深體認到，打造專屬於自己的居家正

是一個大好機會，讓您得以挑選具有最完美性能，並能長久保護家園的最佳產品。因此，我們堅信每一個居家都值得裝上最

好的 Vinyltek 門窗。

我們與建築師、設計師、建商和屋主密切配合，如此便能確保我們的門窗可以滿足所有家人對於性能的需求與符合設計目

標。我們希望從建造前期就開始參與整個過程，讓大家了解自己能擁有的所有選擇。我們能為建商減輕許多壓力，接手處理

所有門窗相關問題，因此建商得以專注於解決其他難題。我們盡可能地縮短前置時間，同時亦安排時間於製造前確認框架的

開口，確保每款產品都符合要求。待門窗送達和完成安裝後，我們還會繼續跟進追蹤，務必確使所有人都能為自己的選擇感

到興奮不已。

每一款 Vinyltek 門窗皆獲得能源之星（Energystar）標章，並遠遠超越加拿大標準協會（Canadian Standard Association; CSA）
有關空氣和水滲透、結構強度、安全性與操作便利性的制定標準；我們更定期將成品的隨機抽樣送至獨立認證實驗室進行檢

驗，徹底確保我們出品的所有門窗維持一致的最高品質和性能。

並非所有窗戶都擁有相同製作品質



因此您的居家值得安裝 VINYLTEK 門窗

1 - 精確設計
為了能提供具備絕佳強度、提高能源效率與性能的產品，Vinyltek 門窗皆經過精密的規劃與設計。PVC 框增設更多溝道並加厚

框壁，能加強窗框的強度並阻檔冷、熱空氣與聲音穿透框架。每個開口共設置三個密封條，可以確保其具有持久密封特性，同

時足以抵擋挾著強風而來的大雨。 

框架由 PH Tech 製造，使用 100% 原 uPVC 射出成型 PH Tech — 是與我們合作近 20 年的企業夥伴，亦為北美地區具有設計與製作

出高品質乙烯門窗元件的領導佼佼者。

2 - 頂級窗戶五金元件
我們的搖窗器、鎖、鉸鏈與把手由深受 Vinyltek 信賴的 Truth Hardware 所提供，讓您在家中輕鬆、有效率地操作使用我們的窗

戶。Truth Encore 系統的豎鉸鏈窗、天棚搖窗器與把手，提供您最高品質、性能和美學，而 Vinyltek 的滑拉窗則具備拉出窗框和

無軌底木，極為方便清洗。 

秘密大公開

Truth Hardware–打造無可比擬
的門窗與五金素材Cardinal Glass-全球玻璃技術與創新領

導者

PH Tech-我們PVC射出型材
料供應商



秘密大公開

3 - 尖端玻璃技術
Vinyltek 門窗獨家運用了 Cardinal 的密封中空玻璃，能夠達到最佳能源效率和持久性能。Cardinal 為全球最具創新技術的玻璃製

造公司，為Vinyltek 的所有客戶提供玻璃塗層，滿足他們對門窗性能的目標。 

選用 LowE366™ 阻隔有害紫外線與太陽熱氣；LowE180™ 能確保能源效率，同時讓陽光照射入屋內，提供溫暖；或是 Cardinal 
以最新技術開發的 LowEi81™，能提供具有三層玻璃能源性能的雙層玻璃窗。另外，Cardinal 的 XLEdge™ 暖邊間隔條系統擁有

業界最低的密封裝置故障率。 

擁有可輕鬆清理的窗戶不正是最完美的情況嗎？添加 Cardinal 獨家的 
NEAT™ 輕鬆清玻璃塗層，結合太陽光和偶陣雨，使您的窗戶外部清潔無

污漬。 

4 - 人員經驗純熟和訓練有素
在 Vinyltek，我們提供特優方案，只為能吸引並留住最棒的門窗組裝技

術人員 —在 Vinyltek，進行生產製造產品的員工皆平均任職了 15 年，

他們為製造高級優質門窗所作出的貢獻，讓我們為其致上最高敬意。

每一個製作步驟都經過Vinyltek 決定的品質保證計畫，確保所有門窗皆

為完美製品，並符合嚴格規範。



多種窗戶種類

符合您生活品味的相稱風格

從我們所挑選的高價 uPVC 窗框，到運用於每一片玻璃上的保護膜，隨處可見 Vinyltek 對於品質的堅持
承諾。請與 Vinyltek 代表聯繫，協助您選擇能為住家房間增添品味、功能和舒適性的窗戶。



單懸式
Vinyltek 的傳統單懸式窗戶採用垂直滑動

方式，適合小空間，亦可結合固定式假

窗，產生更大功用。

雙懸式
在多功能雙懸式窗戶上，兩個窗框皆可垂

直滑動。同時內傾式窗框讓框架內的兩片

窗戶向內傾斜，便於清洗窗戶內外部。  

假窗
亦稱為固定式窗戶，此類窗戶的設計在於

讓光線進入，獲得良好採光。由於無法開

啟或用於通風，特別適用於高處，或與能

打開的窗戶搭配使用。

雙扇滑動式
雙扇滑動式窗戶上的兩個可動窗框進行水

平滑動，兩端皆可通風；使用尼龍滑軌。

天篷式
天篷式窗戶鉸接於框架頂部，可向外傾斜

通風。安裝在假窗上方或下方，可以打造

美麗空間。可用於曲軸或外推技術。

廣角窗和弓形凸窗戶
這些款式的特色在於使用了多片窗戶的拼

接，會突出於外牆。結合固定式與可開式

窗戶能形成廣角窗或弓型凸窗，兼具採光

與通風效果。 

弓型凸窗戶的角度通常約為 10 或 15 度，廣角窗
則為30 或 45 度。

豎鉸鏈式
典雅的豎鉸鏈式窗戶鉸接於框架側面，可

向外開啟。豎鉸鏈式窗常搭配固定式窗戶

一起使用。可用於曲軸或外推技術。

內開內倒式
歐式風格的內開內倒式窗戶皆傾斜，同時

能朝內完全開啟。這種美麗窗戶以令人讚

賞的旋轉度提供最大視野與通風度。只於 
Boreal line 供應。

除了另有附加說明的情況之外，所有配置皆可於 Boreal 和 Primera 兩處購得。

單扇滑動式
在受歡迎的單扇滑動式窗上，可移動窗扇

會在尼龍滑軌上水平滑動，為標準滾輪系

統的「輕鬆清洗」替代首選。

符合您生活品味的相稱風格



安祥寧靜 擁有 Vinyltek 落地窗，自然享受安祥與寧靜。

最佳散熱性能與隔音效果
多腔室剖面和三密封條設計特色，使這種落地窗幾乎能消除所有外部噪音並提供更優良的散熱效率。我們的頂級門鎖系統能夠徹底緊閉

門扇，讓您安心入睡。由於 PVC 可抵抗天氣的影響，因此這種落地窗幾乎完全不需維護 — 不會腐爛、生銹、凹陷或起泡。

多門結構
分有兩片面板、三片面板和四片面板的結構，並有多種智慧

節能玻璃窗和裝飾格柵可供選擇。 

最大尺寸可達 8 呎高乘以 16 呎寬。 

滑動式落地窗

此款特色在於專利的自動潤滑滑動系統與可調整的前後雙

輪，讓操作順暢又方便。每個系統兼具自動清潔軌道。

內開內倒法式落地窗

就像我們的內開內倒式窗一樣，這種法式落地窗具有獨特的

歐式設計，因而可以利用便利的單一把手設計，輕鬆向內傾

斜進行通風或完全開啟。 

性能優越的落地窗

Without hinges

Without hinges



您的專屬門窗

訂製

擁有 Vinyltek 落地窗，自然享受安祥與寧靜。

仿真大片分割（STDL）和格柵設計
多款獨一無二的仿真大片分割（STDL）和格柵設計，

為您的窗戶備添光彩。STDL 分割條有三種寬度可供選

擇，被永久裝設於密封玻璃組合外部，且顏色可與窗

框架相襯搭配；另一種替代方法則是將窗格柵永久固

定於密封玻璃內部，可方便清潔。

性能優越的落地窗

您的窗戶應該襯托您的居家美感。選擇 Vinyltek 窗戶，您就有機會大大增添您居家的街道景觀魅力。
請從我們的多樣選項精心挑選，突顯您房子的其他設計特色吧！

磚線與凸緣
使用各種磚線與凸緣搭配，量身訂做您的窗戶與住家外部的接合介面。磚線

有1吋或2吋的尺寸，或者您也可以利用我們的頂級4吋款，仿製做成全木飾

條外觀。 

裝飾用內部飾條與底木
運用乙烯外框、內部飾條和乙烯花飾來妝點您的 Vinyltek 窗。我們的底木和飾

條不需使用塗漆—在油漆牆壁時，只需先將乙烯飾條取下，待油漆完底部後

再將它們扣回。



表面裝飾

決定您的住家外觀 表面裝飾能提升您的居家美感

上漆框架
多虧過去十年中水性 PVC 塗料技術的大躍進，讓 Vinyltek 門窗得以提供多款顏

色選擇。我們可以在窗與門框的內部、外部，或於雙面皆塗上持久耐用的 PVC 
油漆。這種訂製的水性漆設計成能與窗戶和門框永久接合，同時顏料能阻擋

表面的得熱性，確保門窗的結構完整性。我們保證 15 年內絕不褪色、剝離、

起泡或裂開。 

可從我們的標準顏色挑選一個顏色，或提供色票，讓我們為您量身打造找出

相符的顏色。

木紋染
多年來，Vinyltek 都很自豪能提供以最新 PVC 科技製作的木紋染門窗，讓您享

受木材的有機和天然溫暖特色，卻無需煩惱維護問題。這種逼真、自然的木

材表面設計混合了其他材料和紋理，帶給您的住家兼具美觀與實用的完美結

合。

可選擇進行內部染色、外部染色或兩者皆染色。亦可選擇一側染色而另一側

塗漆的組合，為令人感到無比驚喜的客製化訂作設計。

我們的所有窗框和門都是白色或米色，但您可將乙烯框架上漆或進行染色，為您的窗戶增添風情，搭
配您的住家。



587 Ebury Place, Annacis Island (Delta),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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