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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會員可以享有什麼專屬優惠？ 

牛頭牌藍卡、金卡會員專屬優惠：

1

生日禮
藍卡 1pc
金卡 2pcs

2

免費贈品兌換
藍卡2pcs /年
金卡4pcs /年

3

食譜免費下載
藍卡線上閱讀版
金卡下載保存版

4

名師課程免費上課
藍卡1次/年
金卡2次/年

5
新商品
專屬優惠
藍卡、金卡

6
洗劑類6折
藍卡、金卡 

7
全商品折扣後
再95折

8
享有全商品零配件免費
更換與維修

9
金卡會員可享有一張分享卡，分享給親友共同使用

為了回饋廣大消費者的支持，
2015年9月起牛頭牌會員制度開跑囉！
你想成為牛頭牌的VIP會員嗎？
趕快至全國牛頭牌炊具百貨專櫃
或直營門市消費辦理。

分享卡使用期限與主卡相同、分享卡只享有消費優惠，所有消費累計金額
皆累計在主卡身上，若想成為正式會員，享會員獨家優惠，應放棄分享卡
的使用，以個人身分消費滿額，即可成為正式會員。

金卡
獨享

金卡
獨享

金卡
獨享

更多資訊請洽
牛頭牌官網VIP會員專區

如何成為VIP會員：
單筆消費滿8,000元即可成為牛頭牌藍卡(普卡)會員
單筆消費滿18,000元即可成為牛頭牌金卡(VIP卡)會員
會員從填妥會員申請單當日起，可享14個月有效優惠

如何續卡成為VIP會員：
1. 金卡會員生效日起14個月內，
    主卡消費累積滿額18,000元，可續金卡1年；
    滿額8,000元則續藍卡1年。

2. 藍卡會員生效日起14個月內，
    主卡消費累積滿額18,000元，可升等金卡1年；
    滿額8,000元則續藍卡1年。

3. 會員在使用期間內，任何消費或參與課程的金額，
     都列入累積金額中。

Buffalo會員熱烈招募中 

-5%

小福牛撲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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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耐皿裝湯 逾30℃傷腎
高醫大環境醫學研究中心主任吳明蒼說，美耐皿餐具在攝氏三、四十
度即會釋出三聚氰胺，釋出量與餐具所接觸的溫度和面積成正比，今
年挑選八十名高醫大學生分組，一組是過去三天曾食用以美耐皿餐具
盛裝熱湯麵者，一組是未使用美耐皿者，發現使用美耐皿者，尿中三
聚氰胺濃度高出未用組的三至四倍，建議美耐皿器具只裝冷食。
高醫大另挑選四十四名在美耐皿工廠工人為實驗組，再以一百多名一
般民眾做對照組，發現愈直接參與美耐皿製程、會接觸三聚氰胺的工
人，腎功能低下的檢驗數值愈高，雖未達腎衰竭須洗腎程度，但腎功
能已損傷。高醫大也曾檢測腎結石患者與非患者尿液，發現結石組尿
中三聚氰胺濃度，是非結石組的三至七倍。
詳細報導：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
headline/20141024/ 36165658/

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研究指出：
用美耐皿裝熱食尿液立即驗出三聚氰胺 ！   
近期一篇登載於國際期刊的台灣醫學研究顯示，食用美耐皿盛裝的麵湯，受試者尿液立即可檢
出三聚氰胺，高達12小時才代謝至最低濃度。專家指出，一碗美耐皿麵湯釋出毒物量不高，但
長期使用美耐皿餐具，恐有健康風險，特別是小孩、孕婦等易敏感族群，最好別使用美耐皿餐
具盛裝熱食。
詳細研究：http://nehrc.nhri.org.tw/toxic/news.php?cat=knowledge&id=21

柯P拚環保：瓶裝水、紙餐具退出北市校園
高中以下禁紙餐盒 砸千萬買不鏽鋼餐具
台北市從八月份開始，瓶裝水將退出，國中、小學校園，未來高中職以下學校，也全面禁
用紙餐盒和美耐皿餐具。台北市長柯文哲想將環保觀念，向下紮根，還砸千萬預算，為35
所公、私立高中職，買不鏽鋼餐具。這項政策，目前已經有部分國中小學，開始實施。
文章摘至台視新聞報 http://www.ttv.com.tw/news/view/10502260014000I/ 573

根據國家食品容器包裝衛生標準規範顯示，美耐品餐具合格標準為，

產品溶出測試三聚氰胺不得超出2.5ppm、鉛和鎘不得超出100ppm，

而美耐皿加熱使用三聚氰胺指數則立刻超標危害人體。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http://www.tami.org.tw/sp1/ 
bulletin/other/other_1010928-2.pdf)

原材料 材料試驗項目
及合格標準

溶出試驗

項目及合格標準溶出條件溶媒

以甲醛—
三聚氰胺為合成
原料之塑膠

鉛：100ppm以下

鎘：100ppm以下

水

4％醋酸

4％醋酸

60℃，30分鐘（食品製造加工
或調理等過程中之使用溫度達
100℃以上者，其溶出條件為95
℃，30分鐘）

95℃，30分鐘 三聚氰胺：2.5 ppm 以下

蒸發殘渣：30 ppm 以下

酚：陰性；
甲醛：陰性。

美食王國變成洗腎王國成因之一
美耐皿餐具

國家食品容器包裝衛生標準

塑膠類規定⸺美耐皿

．美耐皿餐具為了美觀
．通常會印上印花塗料
．遇熱釋放鉛等有毒物質
．影響孩童神經發育
．孕婦早產...等危害問題

美耐皿餐具的問題

．不可加熱使用
．30度以上溶出三聚氰胺
．不耐熱、不耐酸鹼
．嚴重恐傷腎影響健康

．建議只装常溫食物
．不耐高溫、易變形
．遇熱會釋出三聚氰胺
．有害物質傷害人體

．店家常使用的餐具
．菜瓜布、鋼刷易留刮痕
．容易藏污納垢
．衛生安全無法保證

健康園地

外食餐館請盡量挑選
非使用美耐皿餐具的店家
或是自備不銹鋼餐具安全

衛生好處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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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鍋補鐵？

市售有那些是鐵鍋?

現代人外食多，常額外補充維他命補充營養，董氏基金會今警告，

保健食品並非多多益善，例如攝取鐵質過頭，罹癌機率恐提高25%。

國人不缺鐵，補過頭恐致癌

健康園地

補鐵過頭 罹癌風險增25％
常有廣告宣傳女性要多補鐵，但據國家衛生研究院針對
國人所做的大型研究發現，缺鐵的人並不多，血鐵值超
過80μg/dL正常值的女性比率卻逾5成7，男性更超過7成
7，更發現當血鐵值達120μg/dL以上，罹癌風險會提高
25％，死於癌症的機率更增加39％。醫師並建議民眾少
吃紅肉，以免鐵質過量堆積體內。
主導該研究的國衛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教授溫啟邦昨
說，研究團隊分析某健檢機構於1997至2008年，所採集
的血液樣本逾30萬人份，分析血鐵與罹癌的相關性，結
果顯示，台灣人並不缺鐵，血鐵超標的人太多。 針對血
鐵偏高為何會罹癌，溫啟邦說，人體代謝鐵由肝臟負
責，若血中鐵過多，肝會吃不消，甚至會引起肝癌。

「補鐵維他命別碰」
溫啟邦說，此研究是史上最大規模的血鐵流行病學調
查，首度證明高血鐵會提高罹癌風險，成果日前已登上
國際知名期刊《癌症研究》。
不少女性習慣補鐵，溫啟邦說，除非經血液檢查證實有
嚴重缺鐵，不然從日常飲食中攝取的鐵質已十分足夠，
不必再補；男性因血鐵多已偏高，某些強調補充鐵質的
維他命，千萬不要碰。
文章擷取：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
ly/article/headline/20150131/36362305/

【真的嗎】用對鍋，才能補鐵質？
相同食材和烹飪方式，換成鐵鍋煮就能營養加分?專家均表示的確能釋出鐵質，但
長庚大學保健營養學系教授劉珍芳說，不建議從容器補充營養，其影響因素太
多，無法確知每次釋出的量與質，且容易誤導忽略飲食均衡重要性。 
林口長庚醫院臨床毒物科主任顏宗海醫師說，1999年一份刊載於國際臨床內科醫
學期刊《刺絡針》(The Lancet) 研究中，已證實鐵鍋有助人體攝取鐵質，但實驗對
象為非洲衣索比亞、家庭年收入32美元以下幼童，像民生資源不虞匱乏的地區，
根本無需依賴鐵鍋補充鐵質。台灣糧食豐富，不需鐵鍋作為鐵質來源，若有較嚴
重貧血症狀應就醫治。

網傳 【鍋具解毒調體質】 專家破解資訊過度誇大
食安話題受重視，民眾除食材挑選，鍋具也要講究安全、健康，以往主婦偏好的
不沾鍋由於其塗層可能傷身，使得鑄鐵鍋開始受消費者喜愛，但許多虛實難辨的
傳言也甚囂塵上，像是鐵鍋料理可為菜餚增加鐵質、煮水飲用還能過濾毒物等，
《蘋果》副刊整理幾點常見說法，由毒物科醫師顏宗海、營養師劉珍芳、吳映蓉
與材料系教授林樹均等專家一一澄清。
顏宗海醫師表示，並沒有單靠鐵質就能夠解毒的說法，若重金屬
中毒需要使用螯合劑治療，即倚賴一種有機的胺基酸結合
無機的金屬，有點像爪子一般抓住毒物，然後透過尿液排出
體外。至於常見喝鐵鍋煮的水便能改變身體酸鹼值之說法，
新光醫院腎臟科醫師江守山表示，只要腎臟功能健全，身體
自然會維持正常酸鹼值，而不會受到飲食、飲水的影響。
詳細報導：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
supplement/20150519/36557439/

人體代謝鐵由肝臟負責，若血中鐵過多，
肝會吃不消，甚至會引起肝癌。

日常生活攝取鐵質已足夠，非特殊狀況不
需特別吃補鐵維他命！

鐵

鐵

琺瑯鍋(鑄鐡) 鐵炒鍋 鐵平鍋 鐵壺

  

鐵鍋對人體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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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GO 創立於美國芝加哥
人生充滿挑戰，生活亦是如此

吸嘴自動開關技術
很多人喜歡用吸管喝飲料，於是開發了這項
技術，只要單手操作ONE TOUCH，就可輕
易開或關，無論是在運動、開車、騎車、戶
外、學校或是在家裡，再也
不用移開視線或是放下手
邊工作， 輕輕鬆鬆就可
以飲用。

AUTOSEAL是我們第一款的創新技術，成
為美國排名第一的暢銷隨行杯款。100 ％
的防灑、防漏設計，避免在車上、辦公室

或家中等任何可能打翻的狀
況。用一隻手，一按一

推，啜飲之間自
動密封。

自動密封技術
將果汁或咖啡等和冰塊一起倒入，用力搖一
  搖就能製造一杯美味的飲料，拔下吸管後杯
蓋會自動閉合不會讓水漏出，隨時插入吸管
即可以飲用。

自動閉合技術

一體式防漏蓋
單手即可快速操作開關，同時防止外漏。

美國第一的旅行杯

清洗方便  
零件易拆解與組裝，適用於洗碗機

我們都曾有為了喝一杯咖啡

毀了一件襯衫的經驗，

一群永不怠惰的美國年輕設計師

將創意融入生活、運動、休閒，

研發並創造了"CONTIGO"。

讓生活便利與你在一起！

全 球 專 利

Cortland Waveland Jackson

Striker

Sheffield West Loop 
  

Metro Randolph8 9



V I P
獨 享 活 動

Pinnacle不銹鋼汽車杯414ml+Jackson可樂瓶710ml

原價1,550  特價1,240  
VIP獨享價800

原價1,650  特價1,320
VIP獨享價1,073

Free調理刀+毛竹脚墊砧板(中)

原價2200  特價1760
VIP獨享價1,210 

(不銹鋼複合筷+不銹鋼湯匙+防水袋)

原價390   特價299
VIP獨享價250

隨身餐具組

CONTIGO不銹鋼隨行杯 牛頭牌刀砧組

雅潔古典笛音壺3L

防滑螺紋好夾取

 
獨家底部複底結構，精省能源

儲熱效果更佳

FREE調理刀採德國高碳鋼製造
銳利好切可磨刀

 一體成型無縫不卡垢

 高溫碳化而成、天然無添加，
市售生菌數最少的砧板
 脚墊設計穩固不滑動

VIP獨享價8折
再送CONTIGO可樂瓶

(市價550)

一體式防漏蓋
單手快速操作

105/4/25 - 105/5/31

提把為木材質
耐高溫好提拿

自動密封技術
防灑、防漏 壺身外採鏡面拋光

內面採高電解處理

料理好幫手
套組雙滿足
最划算

夏天多喝水有益建康
自己煮更安心
精緻笛音設計，典雅上市

外食族必備
輕便環保

買一
送一

JIS SUS304不銹鋼
安全衛生

防水外袋好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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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地區 四月份課程 五月份課程 六月份課程

全省VIP專屬課程表 (四、五、六月份)

北部地區
VIP專屬課程

中部地區
VIP專屬課程

南部地區
VIP專屬課程

4/23 (六)
忠孝sogo 
主題鍋具：快鍋
報名專線/02-7711-3111

4/23 (六)
新竹巨城 
主題鍋具：厲害電鍋
報名專線/03-532-0160

4/24 (日)
中壢sogo
主題鍋具：厲害電鍋
報名專線/03-427-7690

5/8 (日)
信義A8 
主題鍋具：快鍋
報名專線/02-2722-9183

5/22 (日)
忠孝sogo
主題鍋具：快鍋
報名專線/02-7711-3111 

6/18 (六)
信義A8 
主題鍋具：快鍋
報名專線/02-2722-9183

6/25 (六)
忠孝sogo
主題鍋具：快鍋
報名專線/02-7711-3111 

4/30 (六)
台中中友
主題：厲害電鍋發表會
報名專線/04-2225-2996 

歡迎撥打
0800-000-720
洽詢五月課程

歡迎撥打
0800-000-720
洽詢六月課程

4/16(六)
西門新光三越 
主題鍋具：厲害電鍋
報名專線/06-303-1225

4/30(六)
統一時代高雄店 
主題鍋具：厲害電鍋
報名專線/07-823-0982

5/21 (六)
嘉義新光三越
主題鍋具：快鍋
報名專線/05-222-4510

5/28(六)
左營新光三越
主題鍋具：快鍋
報名專線/07-345-2232 

6/4 (六)
西門新光三越 
主題鍋具：快鍋
報名專線/06-303-1225

6/18(六)
統一時代高雄店 
主題鍋具：快鍋
報名專線/07-823-0982

最新課程消息，報名要趁早喔！

歡迎洽詢牛頭牌百貨專櫃報名！原味煮坊

發行名稱：日新不銹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蕭東欣       發行所地址：台北市南京西路10號6樓      
發行日期：每季發行 本刊圖文版權所有，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台中服務中心  0800-000720
台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456號1樓

台南營業處  06-255-9900
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二段66號

台北服務中心  0800-221027
台北市南京西路119號

更多資訊請上牛頭牌鍋具官網：
www.bfw.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