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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家用●

品名：香港MHP-R102取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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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保固卡 （封底）

感謝您購買本產品。

 ● 使用前請仔細閱讀本說明書以正確使用本產品。

 ● 使用前請務必仔細閱讀“安全注意事項”。

 ● 請務必向銷售店索取保固卡，並確認保固卡上

所記載的購買日期及銷售店名稱。

 ● 請妥善保管本說明書，以便日後隨時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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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項●

開始使用前，請仔細閱讀本“安全注意事項”，正確使用本產品。

為防止人身危害及財產損害，在此對務必遵守事項進行說明。

標誌的意思

表示注意的內容。 表示禁止的內容。 表示務必執行的內容。

務必執行

●● 發生異常時，請立即停止使用，●

切斷電源，從電源插座上拔下電●

源插頭

以免導致冒煙、火災及觸電。

〔異常事例〕

•●有異常的聲響或異味
•●電源插頭及電源線異常發熱
•●晃動電源線，時而通電時而斷
電●

•●觸摸時，有麻酥酥的觸電感
➡︎請立即停止使用，並諮詢購買

時的銷售店或代理商。

禁止沾水

●● 切勿在瓦斯爐、浴室等有濕氣的

場●所使用本產品

●● 勿用水清洗本體

以免因漏電或短路引發火災或觸

電。

禁止

●● 請勿進行油炸烹調

以免引發火災。

禁止

●● 請勿在烤盤下夾入可燃物體等

以免引發火災。 

禁止

●● 請勿採用本說明書中未記載的使●

用方法使用本產品●

以免導致火災、燙傷、觸電及受 

傷。

●● ●該器具不能由體力、感知和智力●

缺乏的人員,或經驗和常識缺乏●

的人員及兒童使用●

務必看護好兒童，確保他們不玩●

耍該產品●

免導致觸電、燙傷及受伤。 

禁止

●● 請勿將本產品置於直接烘烤的火●

(煤氣灶)、電磁爐(IH烹飪灶)或電

熱器上

以免引發火災。 

禁止拆卸

●● 請勿拆卸、修理及改造本產品

以免導致火災、觸電及受傷。

關於修理,請與購買時的銷售店或

代理商取得聯繫。 

●警告
本標識表示錯誤操作時可能有導致人員死亡或重傷●
危險。

務必執行

●● 如果電源線損壞,為了避免危險,●

必須由製造商維修部門或類似部●

門的專業人員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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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

●● 器具不能在外接定時器或獨立的●

遙控控制系統的方式下運行

務必執行

●● 為避免由熱斷路器的誤復位產生●

危險,器具不能通過外部開關裝●

置供電,例如定時器或連接到由●

通用部件定時進行通、斷的電路。●

請正確使用電源插頭及電源線

務必執行

●● 定期清理電源插頭上的灰塵

灰塵積累後,可能因濕氣導致絕 緣

不良,引發火災、觸電。

●● 使用時將電源插頭完全插入插座

以免因短路而導致火災及觸電。 

●● 請務必使用220V交流電

以免引發火災、觸電。

拔出插頭

●● 清潔、檢修或移動時,請務必將●電

源插頭從插座中拔出

以免導致觸電及受傷。

●● 使用後,將電源插頭從插座中拔出

以免引發火災。

禁止濕手

●● 請勿濕手插拔電源插頭

以免導致觸電、燙傷及受傷。 

禁止

●● 電源線及電源插頭破損或者插入●

插座鬆動時,請勿使用

以免因短路而導致火災及觸電。

電源線已破損時,請與銷售店或代

理商取得聯繫。

●● 請勿損壞電源線

●● 搬運或收納時請勿拉拽電源線

請勿損壞、加工、強行彎曲、拉拽、 

扭擰電源線或使用電源線懸掛或 

夾持重物。

以免因電源線損壞而導致火災及 

觸電。

●● 請勿在電源線捆扎狀態下通電

以免因過熱導致燙傷或引發火災。

請務必將電源線展開使用。

●● 切勿將電源線靠近高溫部分

以免導致火災及觸電。

●● 請勿讓嬰幼兒舔舐電源插頭

以免導致受傷及觸電。 

●注意
本標識表示錯誤操作時可能有導致人員受傷或造成物●
品損壞危險。

務必執行

●● 在烤盤及本體冷卻後,進行清潔或

收納

以免導致燙傷或引發火災。

●● 每次使用後進行清潔

請勿在異物及污垢附著在烤盤表

面或本體上的狀態下使用,以免引

發火災。

禁止

●● 請勿在烤盤上加熱罐頭及瓶裝物

以免因破裂或熾熱導致燙傷及受

傷。 

●● 使用過程中,請勿將金屬鏟子置●

於烤盤上

以免導致燙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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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

●● 請勿在室外使用本產品

以免引發火災。

●● 請勿在牆壁、傢具、窗簾等易燃●

物品附近使用本產品

●● 請勿在塌塌米、地毯、台布等不●

耐熱的物品上使用本產品

以免烤糊傢具及附近壁面或者引 

發火災。

●● 請勿在不穩定的場所使用本產品

以免因掉落及翻倒導致受傷或引

發火災。

禁止

●● 僅可使用本產品附帶的專用烤盤

●● 請勿在其它烹調器具上使用本產

品附帶的專用烤盤

以免引發火災。

安全注意事項●●續

使用注意事項

●● 請勿在殘留料理或放入水的狀態下放置保存本產品。

以免腐蝕產品或發生變形。

●● 在烤盤充分冷卻後進行清潔。

●● 請勿將熱烤盤放入涼水中快速冷卻。

以免損傷塗層。

廢棄

 ● 關於產品及包裝材料的廢棄,請按照所在地地方政府的規定進行處理。

拔出插頭

●● 拔下電源插頭時,請務必手持電●

源插頭部分,切勿拉拽電源線

以免因電源線損壞而導致火災及

觸電。 

務必執行

●● 除使用時,請務必關閉電源

●● 連接電源插頭前,請務必確認已安

裝烤盤並關閉電源開關

以免導致燙傷或引發火災。

禁止

●● 請勿扔下或對本產品施加強力

以免導致火災、觸電及受傷。 

禁止

●● 請勿用於家用以外的其他用途

本產品的設計為家用產品。如果 

用於家用以外的其他用途,可能 

導致火災。

禁止觸摸

●● 使用過程中及剛剛使用後,請勿觸

摸高溫部分

以免導致燙傷。請在本體充分冷

卻後進行清潔。

務必執行

●● ●●●●●●●●注意●:高溫表面

器具工作期間,某些表面溫度

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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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の名稱

1 根據烹調需求將所用烤盤安裝到本體上

• 根據烹飪菜單,選擇烤盤。

章魚燒烤盤

平面烤盤

警告  ● 請確認烤盤下方沒有可燃物。

2 連接電源插頭

3 烹調

 ● 請勿使用金屬制的扦子、叉子及鏟子等器具。以免

損傷烤盤導致塗層剝落。

使用平面烤盤烹時

•●本產品可用於烹調各種蔬菜、烤肉。

1 將火力調到5擋進行預熱。

2 烤盤的溫度上升後,倒入油、放入食材進行烹飪。

保溫

點亮

關 

•●加熱指示燈點亮,加熱開始。

•●達到設定溫度時,加熱指示燈熄滅。烤盤溫度降低,●

加熱指示燈點亮,自動開始重新加熱。

使用方法

繼續→

本體

加熱指示燈
 火力調節旋鈕

(兼電源開關)

蓋子

章魚燒烤盤

平面烤盤

加熱器

電源線

電源插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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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續

使用多功能電烤盤製作章魚燒

1 請將火力調節旋鈕旋轉至5進行預熱。

2 待多功能電烤盤的溫度升高後,薄薄地塗一層油,將面
糊倒入烤盤的煎孔內約5成滿。

3 略烤一會兒後,放入配料,再次倒入面糊將煎孔填●
滿。

4 待烤制到可翻轉的程度後,使用竹籤慢慢翻轉,使●其
最終變成圓形。

5 烤好後,將章魚燒放入碟子等器皿中,根據個人喜●好
加上調味汁、乾鰹魚或青海苔調味。

注意
 ● 使用過程中,烤盤會變熱,請注 意

避免燙傷。

4 烹調結束後,將火力調節旋鈕旋轉至關的位置並

拔下電源插頭
•●加熱結束,加熱指示燈熄滅。

•●待本體充分冷卻後,進行清潔。●

熄滅

保溫

關 

注意

 ● 使用過程中及剛剛使用後烤盤、加熱器

及隔熱板表面溫度很高,請勿用手接觸。

 ● 請絕對不要觸摸加熱器。

清潔保養

注意

 ● 請務必將電源插頭拔出並在烤盤及本體 

冷卻後進行清潔。

 ● 請勿在殘留食材及污垢的狀態下放置保 

存本產品。以免引發火災。

 ● 請勿對本產品直接淋水或整體用水清 

洗。

 ● 每次使用後,請務必清潔本產品。

 ● 請勿使用去污粉、硬毛刷、信那水及汽油。

 ● 請勿使用洗碗機乾燥機進行清洗及乾燥。 

烤盤
使用後,請使用廚房紙巾等擦去污垢,用稀釋後的廚●房

用洗滌劑清洗並用水沖洗。

•●清洗後,請充分乾燥。

本體
使用充分擰乾的抹布擦拭。

※ 清潔時,請使用浸有廚房用洗滌劑稀釋液的柔軟 抹

布擦拭後,再使用充分擰乾的抹布擦淨殘留的 洗滌

劑。 

收納方法
裝入塑料袋收納於避免陽光直射的乾燥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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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額定電壓 220〜
額定頻率 50Hz

額定功率 1,000W

溫度調節範圍 保溫~約250℃

電源線長(約) 1.8m

產品尺寸(約)

(不含電源線)

安裝多功能電烤盤時 W325×D243×H89mm

安裝平面鍋烤盤時(帶蓋子) W325×D243×H155mm

產品重量(約)
安裝多功能電烤盤時 1.7kg

安裝平面鍋烤盤時(帶蓋子) 1.7kg

※ 商品規格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烤盤傾斜

旋轉火力調節旋●
鈕無任何反應 (加●
熱指示燈不點亮 )

加熱過程中 , 發●

出“吱吱”聲●

 ● 電源插頭未牢固的插入插座

 ● 烤盤偏離設置位置

 ● 由加熱器的熱量引發金屬部

分膨脹所致 

 ● 請將電源插頭牢固的插入插座。

 ● 請將烤盤正確設置在中間位置。

 ● 並非故障。

常見故障 可能原因 解決方法

故障排除

在送修前請仔細閱讀本說明書,檢查是否是由於下述原因引起的異常。

➡︎

➡︎

➡︎

➡︎

➡︎

➡︎

如仍不能排除故障
請諮詢購買時的銷售店或代理商。

●
警告

 ● 請勿擅自拆卸、修理及改 

裝本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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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電烤盤●MHP-R102 保固卡
本保固卡是自購買之日起,在如下期限內發生故障時,將按照如下保固規定提供免費維修的憑證。

購買日期※ 保固期
自購買之日起:1年年　　　　月　　　　日

客
戶

姓名

※
銷
售
店

名稱●●地址

住址●郵編

電話（　　　　）　　　　-　　　　　 電話（　　　　）　　　　-　　　　　

保固規定
1 按照使用說明書和產品上粘貼的標識等注意事項,在正常使

用狀態下發生的故障及損壞,本公司將免費維修或更換。
2 在保固期內因故障等需要接受免費維修時,請出示保固卡或

發票委託購買時的銷售店修理。
3 保固內容僅限於本產品本身的免費維修。即使在保固期內,

也不提供其他保固服務。
4● 因搬遷或受贈品等原因,無法委託保固卡中所填寫的銷售店

維修時,請諮詢代理商。
5 保固期內以下情況需支付相關修理費用。

① 由於不當使用和擅自維修造成的故障及損壞
② 購買後由於不慎掉落造成的故障及損壞
③ 由於火災、地震或其他自然災害造成的故障及損壞
④ 用於家用以外的用途(如長時間用於工業、裝載於車輛、

船舶上使用)時出現的故障及損壞
⑤ 購買後搬運和運輸等過程中造成的故障及損壞

⑥ 無法出示保固卡或發票
⑦ 保固卡上未填寫購買日期、銷售店名或以上內容被塗改

6 本保固卡僅在香港•澳門地區有效。
7 保固卡僅此一份,請務必妥善保管。

保固備忘錄

※ 本保固卡是在本保固卡明確規定的期限、條件下提供免費維
修的憑證。但本保固卡不限制客戶從發行本保固卡的公司 (保
固責任人)及其他業者享有的法定權利。

※ 關於保固期外的維修等事宜,如有不明之處,請諮詢購買時的
銷售店或代理商。

※ 關於保固期外的維修,詳情請參閱“保固和售後服務”。

請務必仔細閱讀以下內容。

●■保固卡

請務必向購買時的銷售店索要保固卡或發票。保固

期內不能出示保固卡的需支付相關修理費用,因此請

妥善保管保固卡或發票。

●■ 保固期內

保固期: 自購買之日起一年。

在保固期內出現故障,依據“保固規定”本公司將免

費維修。

●■ 保固期外

請諮詢購買時的銷售店或代理商，需支付相關修理

費用。

●■ 關於售後服務

其他售後服務未盡事宜,詳情請諮詢購買時的銷售

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