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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緣起與目的： 

    臺南分局為國內電器及燈具專業實驗室，經手電器案件數量眾

多，對整個電器發展及日新月異種類擁有更多資訊，是國內電器消費

者使用安全小幫手。 

    基於上述因素，本專題開發電器選購與使用指南資訊，先以電熱

型電器為主，彙整 9 種列屬標準檢驗局強制性應施檢驗商品範圍電熱

式電器產品，後續可持續擴充，並新增電動型電器以增加選購指南的

完整性。藉由本選購指南，使消費者增加選購電器時可評估的面向，

以及使用上的注意事項，讓消費者買得開心、用得安心。 

（二） 研究方法與過程： 

    電器分類成電熱類電器、電動類電器、燈具類電器、市售最新電

器產品等，本發展將就電熱類電器參考各自經手產品及網路擇優資訊

等經驗進行編撰。 

 

（三） 研究發現與建議： 

    電器商品致動原理與結構拆解，目前學界缺乏此類課程，雖屬

傳統產業商品，卻是民眾家中必備品，隨著物聯網、AI、IC 設計、

手機 APP 控制、WIFI 等技術發展，電器商品致動原理與結構拆解內

容解析正可導引學生開發出新功能產品之動機，對於臺灣電器商品

的研發與精進將有正面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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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專題開發電器選購與使用指南，針對 9 項電熱型電器(電鐵板

燒器、離子夾燙髮器、滾軸式電烤箱、懸掛式烘碗機、智能變頻電磁

爐、電蒸烤箱、水波爐、烘烤爐及氣炸鍋)進行探討，每項產品內容

將包括基本介紹、構造與運作原理、適用標準、使用指南及清潔保養

等五部份，讓使用者深入了解日常生活所用的電器如何運作以及使用

時應注意的相關事項，並促進國內新電器產品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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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臺南分局為國內電器及燈具專業實驗室，經手電器案件數量眾多，

對整個電器發展及日新月異種類擁有更多資訊，是國內電器消費者使

用安全小幫手。鑑於國內民眾對電器使用與購買知識欠缺，網路資訊

參差不齊多以訛傳訛。基於上述因素，本專題開發電器選購與使用指

南資訊，先以電熱型電器為主，彙整 9 種列屬標準檢驗局強制性應施

檢驗商品範圍電熱式電器產品，後續可持續擴充，並新增電動型電器

以增加選購指南的完整性。藉由本選購指南，使消費者增加選購電器

時可評估的面向，以及使用上的注意事項，讓消費者買得開心、用得

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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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各式電熱電器 

第一節 電鐵板燒器 

一、前言 

     

 

   

圖 1 電鐵板燒器 

鐵板燒發源於日本歷史已超過 40 年，由廚師於食客面前即時烹飪，

除挑動食客味覺，更能欣賞廚師烹製過程，堪稱視覺與味覺大融合，

對食慾促進有激化作用，對用餐而言是一大享受。為了實現民眾家中

也能獨享鐵板燒的烹調樂趣，市面上這幾年來已有數款電鐵板燒器出

現(圖 1)，強調鐵板採用不粘鍋鐵氟龍材質更易清洗，火源採用電熱

管通電取代瓦斯，鐵板底下直接嵌入電熱管，熱傳導迅速均勻，功能

上除增加自動保溫功能外，有些機種具備溫度調整能力，對於電器異

常溫升則有溫控開關切離電源，因此對食材的煎、炒、烙等可掌控的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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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使用上也更安全，使此類電器漸漸受到喜歡生活品味之民眾所

接受。其實電鐵板燒器在業界被稱為「電烤盤」，運作跟傳統電鍋很

相似，只是不用添加水的蒸煮方式，而是添加食用油的煎炒，跟傳統

家中油煎鍋是一樣的，不過鍋體被攤成平板狀，讓人可欣賞到食材的

新鮮度與逐漸轉熟的過程，平添不少用餐樂趣。 

二、構造與運作原理 

圖 2 顯示電鐵板燒器外觀及結構，主要由塗有鐵氟龍之鐵板、高功率

電熱管、集油盤、溫控開關、保過載保護熔絲構成，為了防止漏電，

鐵板底部通常會有接地線連接至外部；為防止操作疏忽所引起鐵板異

常溫升，鐵板底部裝置有溫控開關；為防止電器運轉於過載狀況，另

於電源端串接保護熔絲；為了讓鐵板立即升溫，鐵板底端直接鑿溝嵌

入電熱管，因此使用此器材需留意不要碰觸鐵板部位，因溫度可能都

在 200 ℃左右，尤其家中有小孩及失能老人，尤應小心。 

   

圖 2 電鐵板燒器外觀與內部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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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適用標準 

電鐵板燒器列屬標準檢驗局強制性應施檢驗商品範圍，檢驗範圍為單

相交流 250V 以下者，其適用之檢驗標準為 CNS 60335-1、CNS 

60335-2-9、CNS 13783-1。 

四、使用指南 

詳細閱讀產品使用說明書，遵照說明書內容使用，尤其所列警告、注

意事項（如：接地及使用後之清洗作業等），另下列事項也需留意： 

(1)爲了避免燙傷，請勿以手或身體觸碰發熱部位。 

(2)請勿將電烤盤曝置於雨水或濺水處的環境使用，以免發生短路及

觸電的危險。 

(3)切勿以尖銳物品敲擊電烤盤面，以免發生觸電危險，如發現烤盤

有裂痕，請勿再使用並洽廠商。 

(4)電烤盤沒有防水，不可在水龍頭下或浸泡於水中清洗。 

(5)爲避免觸電危險，勿將機體拆開，需維修時請委託專門維修人員。 

(6)勿將機體側邊散熱通氣孔遮蓋，以免造成散熱不良。 

(7)使用時切勿將電源線壓於烤盤下、擱置於發熱體表面或掛於銳利

物品上，以免受損壞。 

(8)沒有成人的正確指引下，請勿讓兒童或殘弱人士單獨使用電烤盤，

以免發生燙傷或觸電之危險。 

(9)接地線應適當的連接，以免因漏電短路或絕緣體劣化產生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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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電烤盤使用時，應放置於平穩平面上，切勿置於傾斜或不平穩的

檯面上，以免使用中機體翻覆發生危險。 

(11)集油盤的使用： 

a.集油盤的作用是當烹煮時有過多的油或水份，使用者可將這些

油或水撥至集油盒裡，使用時注意集油盒中的液體不要過滿，

以免取出時溢出而發生燙傷危險。 

b.勿讓兒童自行拿取集油盤，以免盒內液體高溫燙傷；另請取出

者應戴用烹調手套，以免燙傷。 

c.集油盤若為塑膠製品，請勿敲擊、碰撞及掉落地面，以免破裂

造成高溫液體滲出而燙傷。 

(12)電烤盤屬高功率電熱產品，電源插座應使用獨立電源插座，避免

與其它電器共用，且避免使用延長線連接電烤盤。  

(13)所附電源線插頭應儘可能牢固插入電源插座，如果插頭未完全插

入時，可能因接觸不良產生高溫而發生危險。 

(14)如長時間不使用電烤盤時，請將電源線插頭從插座拔出。  

五、清潔保養 

(1)清洗時，切記不可用清潔球等硬質工具清洗烤盤表面，以免刮傷

不粘塗層。 

(2)每次燒烤完畢清洗烤盤表面時，可趁烤盤餘溫用清水澆淋少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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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帶柄鬃毛刷清洗盤體，並將污水推入集油盒內，最後以濕布

擦淨即可，注意烤盤及污水具高溫，應防燙傷。 

(3)清洗集油盤時，注意油水水位不要過高，以免不易取出。 

(4)若於清洗時不慎讓水流入機體內部，切記不可插電使用，一定要

等到水份完全乾燥才可插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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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離子夾燙髮器 

一、前言 

 

 

 

 

 

 

圖 3 離子夾燙髮器外觀與使用方式 

 

離子夾燙髮器可將頭髮整燙成直髮或波浪狀，並解決髮尾毛躁撫平問

題，加上塑型可維持一、二個月及明亮感，深受廣大美髮者喜歡，雖

然產品對髮質是種熱傷害，不過目前護髮霜的開發(如隔熱抗熱

霜及護髮素)倒也解決這方面的問題。離子夾通常有溫度調控功能

以適用髮型設計，但溫度設定多少、壓燙時間長短及採用平板或弧板

等，因屬美髮技巧並不在本文探討範圍內，反而其與人體碰觸時間過

長，安全性與使用注意事項才是本文重點。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已於

96 年 3 月將該商品列檢，對該商品電源線及機體外殼耐熱性、

標示及警示內容、漏電、握柄及機殼溫升等安全性特別重視，已

多次在市場抽樣檢驗，目的就在維護消費者使用安全，督促廠商

依安全規範執行生產，故只要確認該商品本體貼有本局商品安全

標章，都是可放心使用。離子夾的調溫範圍約在攝氏 80℃~240℃，

加上採手持操作型態及直接接觸人體，被本局列為高風險商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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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驗證模式歸類於模式二加七，除產品需符合安規檢驗規範外，工

廠還需接受本局每年一次的工廠檢查，確保廠商品質製造能力，其商

品知識與選購使用指南更值得介紹。 

 

二、結構與運作原理 

離子夾燙髮器的運作原理是利用兩片導熱面板，以手動方式逐次夾取

適當髮量，使頭髮接受來自面板溫度而塑型，其髮型是燙直或波浪端

視板面形狀是平板或弧板而定，這就如同熨斗燙平衣服塑形原理，不

過離子夾除熱燙外，還有釋出大量負離子的需求，原因就在人體動作

或氣流作用下，頭髮常因磨擦產生靜電而出現披頭散髮與交黏情形，

而離子夾釋放負離子可中和靜電荷讓頭髮變得更柔順，此時立即熱燙

效果最佳，故此種燙髮器被稱為「離子夾」；圖 4 則顯示其內部結構，

包括：電源線組、調溫控制機板、中空金屬夾板上下片(外層噴陶瓷

漆)、塞入夾板內的金屬陶瓷發熱片(Metal Ceramics Heater，簡稱

MCH)、過載保險絲、微動開關等元件組成，茲說明如下： 

(1)電源線及內部配線 

通常是採用高耐熱線材並有認證，電源供電方式可通交流插電或

鋰電池充電。 

(2)夾板(面板)採用金屬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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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子夾板為上下兩片，每片大部份為金屬板彎曲中空構成，中空

處方便塞入發熱體作為夾板熱源，夾板接觸頭髮之板面會噴灑一

層陶瓷釉漆，此漆遇熱會釋放大量負離子；金屬板最常見為鋁板，

其次是鈦合金，再其次是奈米鈦金，後兩者之升溫與回溫比鋁板

更快，價格成本也相對變高，整燙效果與金屬板的導熱速度有很

大的關係，回溫需求是因頭髮吸走板面溫度下降造成；至於夾板

面又區分為寬板、中板、窄版及迷你板等規格，以分別適用長髮、

短髮及瀏海者之整燙；另板面形狀也有平板與圓弧板等兩種，

平板用來整燙成直髮，圓弧板用來作波浪狀的捲髮。  

(3)發熱體大都採用陶瓷 

陶瓷發熱體材質有兩種，一種是應用在電暖器的一般陶瓷，另一

種是金屬陶瓷 MCH，同功率下後者有比前者體積更小、升溫更快(約

30~45 秒可升溫至 200℃)、更耐高溫、高效節能、溫度均勻及熱

補償速度快等優點，故離子夾內置放的發熱體幾乎都是 MCH，有

關 MCH 的製程是將金屬鎢印刷在陶瓷坯體，再經 1600℃熱壓疊層

使陶瓷與金屬燒結成發熱體，因陶瓷材質電阻具隨溫度上升而變

大特性，故也稱正比溫度係數發熱體(Positive Temperative Co

efficient，簡稱 PTC)，當電阻值隨溫度上升至最大臨界值時始

為定值，此特性恰使發熱體呈現升溫快速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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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護熔絲及微動開關 

保護熔絲通常位於 MCH 元件配線的前端，用來切斷電路過載與異

常狀況下的電源；微動開關則是離子夾使用過程掉落地面瞬間可

立即切斷電源，避免撞擊地面造成線路短路情形。 

(5)機型分濕式與乾式兩款 

大部份離子夾屬乾式，使用前須將頭髮先吹乾，但有些離子夾具

有蒸氣孔，可直接使用在濕頭髮上，當水滴滲入離子夾內，會被

導入集水道高熱蒸發，故稱為濕式。 

 

 

 

 

圖 4 離子夾燙髮器內部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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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適用標準 

離子夾燙髮器適用標準為 CNS 60335-1、CNS 60335-2-23 及 CNS 

13783-1，其列屬標準檢驗局公告應施檢驗商品範圍。 

四、使用指南 

詳細閱讀產品使用說明書，遵照說明書內容使用，尤其所列警告、注

意事項（如：接地及使用後之清洗作業等），另下列事項也需留意： 

(1)使用前請徹底保持機體於乾燥狀態。 

(2)插電使用前，請先檢查標示於機種面板上的電壓(V 伏特數)是否
符合您家中的主要電壓 110V。 

(3)接通電源指示燈發亮，表示電路已導通並處於加熱狀態，通常預

熱 1-2 分鐘便可開始使用。  

(4)使用完畢應拔掉電源插頭。  

(5)不得用物件覆蓋產品，以免溫度過高造成部件損壞。   

(6)整燙板面不得貼近皮膚，以免燙傷。  

(7)使用電器用品，務必遵循基本安全規定，尤其是家中有小孩時更

應特別注意。 

(8)請勿於浴室及雙手潮濕時使用本產品，或讓本產品受潮。 

(9)請勿將本產品放置在容易掉落水中處，使用電器時也不得接近裝

水的浴缸、洗臉盆及其他容器。 

(10)本產品啟動後，請勿逕行離開，且於用畢收存前先靜置冷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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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當小孩或病人使用本產品，請務必從旁指導並密切注意。 

(12)請勿使用非原廠製造商所推薦或銷售之配件。 

(13)請將電源線遠離熱源處，定期檢查電源線是否有磨損或損壞現象，

尤其是銜接本產品本體及插頭的部位，如有疑慮請將該產品送往合格

授權之服務中心檢修。 

(14)勿將電線纏繞在機體周圍，使用後請讓電源線呈直線方式擺放。 

(15)當機體發熱或使用狀態下，勿將其直接放在任何物體的表面。 

(16)遇到緊急狀況時(如地震或火災)，請盡速將電源插頭拔除。 

(17)夾板應保持清潔乾淨，確認不沾灰塵、造型噴霧及髮膠。 

(18)使用後請將開關切至 OFF 狀態。 

(19)使用中避免電源線繞入高溫夾板內。 

五、清潔保養 

(1)清潔產品前必須先拔掉電源並靜置冷卻。 

(2)清潔時，以海綿或濕抹布為之。 

(3)切勿使用粗糙清潔劑、研磨劑、溶劑及洗劑洗滌。 

(4)清潔時勿將產品浸於水中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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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滾軸式電烤箱 

一、前言 

     

圖 5 滾軸式電烤箱 

 

滾軸式電烤箱改變一般電烤箱以輻射燈管照射靜置食材方式，可省去

操作者烹調過程中需調整食材烘烤面及位置的問題，避免稍不留神即

烤焦食材的缺點，其除具備一般電烤箱應該有的控溫、控時、控功率

等裝置外，最大差異點增加了具轉動結構的烤架，雖然大部份轉動烤

架是針對雞隻或大排骨肉設計，但也可以抽換置換任何食材切塊的烤

籠，因此也適用一般電烤箱烹調食材如酥餅、蛋糕、麵包、煎餃、花

生、烙餅、叉燒、魚、鴨雞塊、花生、牛扒、雞翼、燒肉等。滾軸式

電烤箱主要優勢就是針對烤雞、烤魚、豬牛羊大排等烘烤，容量都在

12 公升以上，燈管輸出功率也有 1000 W 以上，具 360 度旋轉烘烤結

構，使食物烘烤均勻受熱，搭配使用說明書指導之食材對應烘烤時間

與溫度設定，食材烹調過程幾乎不會出現焦烤，更不必如一般電烤箱

要不定時翻面食材、或包覆鋁箔紙、或不停視察烘烤程度，時間到自

動關機，並採用雙金屬片恆溫器控溫以防止異常溫升及保持定溫，在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3Fq%3D%25E9%259B%25BB%25E7%2583%25A4%25E7%25AE%25B1%252B%25E7%2599%25BE%25E5%25BA%25A6%25E7%2599%25BE%25E7%25A7%2591%26rlz%3D1C2OPRB_enTW567TW567%26biw%3D800%26bih%3D505&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b.baidu.com/view/31512.htm&usg=ALkJrhhInTIrA1ZTD1hK-WpUTl_kjwCZBg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3Fq%3D%25E9%259B%25BB%25E7%2583%25A4%25E7%25AE%25B1%252B%25E7%2599%25BE%25E5%25BA%25A6%25E7%2599%25BE%25E7%25A7%2591%26rlz%3D1C2OPRB_enTW567TW567%26biw%3D800%26bih%3D505&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b.baidu.com/view/31512.htm&usg=ALkJrhhInTIrA1ZTD1hK-WpUTl_kjwCZ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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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電烤箱機種中逐漸獲消費者青睞(圖 5)，本文介紹其商品知

識。 

二、構造與運作原理 

圖 6 顯示滾軸式電烤箱由箱體、箱門、電熱元件、同步馬達驅動轉動

結構、控溫、控時等裝置組成，箱體採雙層薄鋼板製成，外殼分金屬

烤漆或噴塑兩種，箱門嵌入耐高溫觀察玻璃窗，電熱採取石英燈管及

碳素燈管組合，燈管設計於爐身後方並加保護蓋，防止食材汁液噴灑

到燈管，機體內箱有滾軸齒輪來帶動烤籠或叉架的旋轉，此種滾動翻

轉設計不但可縮短烘烤時間，使食材全面熟透，成品在外觀上也更為

美觀；不像一般電烤箱會受托盤阻礙，食材面向燈管面者易焦烤，放

置托盤面者卻不易熟透，另機體底層也置有可拆式分離集屑盤來收集

食材滴落油脂。至於電熱為何採用兩種不同類燈管組合，是因石英燈

管可以發射 0.7～3 μm 短波長紅外線，碳素燈管則放射 25~1000 μm

長波長遠紅外線，碳素燈管比起石英燈管更能深入食材內部，石英燈

管使食材外皮酥脆，碳素燈管則在食材內層傳熱使食材裏嫩多汁，在

雙金屬片恆溫器控溫下呈現出煎烤炸等不同火候下的口感。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3Fq%3D%25E9%259B%25BB%25E7%2583%25A4%25E7%25AE%25B1%252B%25E7%2599%25BE%25E5%25BA%25A6%25E7%2599%25BE%25E7%25A7%2591%26rlz%3D1C2OPRB_enTW567TW567%26biw%3D800%26bih%3D505&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b.baidu.com/view/40979.htm&usg=ALkJrhhw1bHxcNspvWKAh8Cew1Y0bGOCmw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3Fq%3D%25E9%259B%25BB%25E7%2583%25A4%25E7%25AE%25B1%252B%25E7%2599%25BE%25E5%25BA%25A6%25E7%2599%25BE%25E7%25A7%2591%26rlz%3D1C2OPRB_enTW567TW567%26biw%3D800%26bih%3D505&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b.baidu.com/view/2617931.htm&usg=ALkJrhiGdDfYAUTUtPYE8rqC2uacGoQJQw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3Fq%3D%25E9%259B%25BB%25E7%2583%25A4%25E7%25AE%25B1%252B%25E7%2599%25BE%25E5%25BA%25A6%25E7%2599%25BE%25E7%25A7%2591%26rlz%3D1C2OPRB_enTW567TW567%26biw%3D800%26bih%3D505&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b.baidu.com/view/2268369.htm&usg=ALkJrhg7LtGf1rU7Lu4vNXwJxWwD5RJ-vg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3Fq%3D%25E9%259B%25BB%25E7%2583%25A4%25E7%25AE%25B1%252B%25E7%2599%25BE%25E5%25BA%25A6%25E7%2599%25BE%25E7%25A7%2591%26rlz%3D1C2OPRB_enTW567TW567%26biw%3D800%26bih%3D505&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b.baidu.com/view/2268369.htm&usg=ALkJrhg7LtGf1rU7Lu4vNXwJxWwD5RJ-vg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3Fq%3D%25E9%259B%25BB%25E7%2583%25A4%25E7%25AE%25B1%252B%25E7%2599%25BE%25E5%25BA%25A6%25E7%2599%25BE%25E7%25A7%2591%26rlz%3D1C2OPRB_enTW567TW567%26biw%3D800%26bih%3D505&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b.baidu.com/view/2327092.htm&usg=ALkJrhj3Ei2pELW8h2_LjUVWHsvLQlpAH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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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外觀、集屑盤、視察窗   b.頂蓋+烤籠              c.旋轉結構與石英、

碳素燈管 

                           

  d.同步馬達及定時器       e.可調溫之雙金屬片恆溫器  f.雙金屬片恆溫器 

圖 6 滾軸式電烤箱外觀與內部結構 

 

三、適用標準 

滾軸式電烤箱列屬標準檢驗局強制性應施檢驗商品範圍，限檢驗單相

交流250 V以下者，其適用之檢驗標準為 CNS 60335-1、CNS 60335-2-9、

CNS 13783-1。 

四、使用指南 

詳細閱讀產品使用說明書，遵照說明書內容使用，尤其所列警告、注

意事項（如：接地及使用後之清洗作業等），另下列事項也需留意： 

(1)電烤箱設計按使用說明書要求進行操作。  

機身滾輪與烤籠滾輪的連動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3Fq%3D%25E9%259B%25BB%25E7%2583%25A4%25E7%25AE%25B1%252B%25E7%2599%25BE%25E5%25BA%25A6%25E7%2599%25BE%25E7%25A7%2591%26rlz%3D1C2OPRB_enTW567TW567%26biw%3D800%26bih%3D505&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b.baidu.com/view/5975.htm&usg=ALkJrhgXAdiAkI_7orm1Xd2RJDQet1Z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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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勿放置於嬰幼兒容易觸摸的地方或由兒童、老人、行動不便者單

獨使用，否則會因傾倒而引起燙傷、觸電等意外傷害。 

(3)產品勿近火源及易燃物，易發生故障和危險，因容易引起變形、

變色或破損。 

(4)產品避免用水直接沖洗，易造成生銹絕緣不良、漏電危險。 

(5)應單獨使用 110 V/15 A 以上之插座。 

(6)電烤箱應放在平整、穩固的地方，並避免靠近流理台等濕氣多的

地方使用。 

(7)應在通風良好地方使用，及離牆壁或傢俱 30 公分距離以上地方。 

(8)使用中若發生停電，應將定時器旋轉至關的位置，再將電源插頭

拔起。 

(9)使用中或使用後，勿觸摸機體外殼以免燙傷。 

(10)清理集屑盤及漏到機器裏面其他殘留食品時，不得插上電源。 

(11)待食材料理完畢，水平拿起烤籠，將籠口作 45°~60°傾斜倒出食

物，適當搖動烤籠。 

(12)勿將冷凍食物直接烘烤，應先進行解凍。 

(13)使用中勿以水潑灑擦拭玻璃窗，以免破裂。 

五、清潔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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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潔之前，最好先將電源插頭從插座拔掉，待烤箱降溫後再清理，

以免發生觸電或燙傷等意外。 

(2)烤箱外側（含玻璃門）可先噴上廚房清潔劑，稍待片刻後再用擰

乾的抹布擦拭乾淨。也可以 

趁烤箱還有餘溫時用抹布擦拭，更易清除污垢。 

(3)烤箱內部的清潔 

1.用餘熱 

油垢在溫熱狀態下較易清除，所以可以趁烤箱還有餘溫時（不

燙手）以乾布擦拭，也可以在烤盤上加水，以中溫加熱數分鐘

後使烤箱內部充滿溫熱水汽，再擦拭可輕鬆去除油垢。 

2.利用清潔劑 

烤箱內部難以去除的油垢，可用抹布沾少許中性清潔劑來擦拭，

便需注意的是，抹布不可濕或滴水，以免使烤箱出現故障。 

3.利用醋水、檸檬水抹布沾上醋水（水+白醋）或檸檬水來擦拭，

也可去除油垢；醋水或檸檬水中加入鹽，清潔效果更佳。 

4.利用麵粉 

當烤箱內有較大面積的末乾油漬時，可以先撒麵粉吸油，再予

以擦拭清理，效果較佳。 

5.切勿使用鋼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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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去除黏附在烤盤或網架上的焦黑殘渣，可先將烤盤或網架浸

泡在加了中性清潔劑的溫水中，約半小時後再海綿或抹布輕輕

刷洗，切忌使用鋼刷以免刮傷生鏽，洗後應立即用乾布擦乾。 

(4)除異味 

若烤箱殘留油煙味，可放入咖啡渣加熱數分鐘，即可去除異味。 

(5)電熱管的清潔 

烘烤中若有食物湯汁滴在電熱管上，會產生油煙並燒焦黏附在電

熱管上，因此必須在冷卻後小心刮除乾淨，以免影響電熱管效能。 

六、答問集 Q&A 

問題 1 電烤箱和微波爐在加熱原理上的不同? 

答:微波爐 

1.通過微波使物質分子之間相互碰撞、磨擦振動而產生熱量，分

子運動越快溫度越高。 

2.加熱是由內至外。 

3.微波爐加熱效果不均勻，水份容易流失。 

4.微波爐加熱出來的食物偏乾燥且營養素流失嚴重。 

電烤箱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3Fq%3D%25E9%259B%25BB%25E7%2583%25A4%25E7%25AE%25B1%252B%25E7%2599%25BE%25E5%25BA%25A6%25E7%2599%25BE%25E7%25A7%2591%26rlz%3D1C2OPRB_enTW567TW567%26biw%3D800%26bih%3D505&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b.baidu.com/view/9668.htm&usg=ALkJrhgleUx_q1Hz2GPjVJ5ZIWlpjTpT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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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採用燈管輻射能來加熱食物類似太陽輻射，一樣是利用光波振

盪食材水份磨擦生熱，但此種振盪比起微波爐的微波振盪方式

較為緩和。 

2.加熱是由外至內。 

3.電烤箱加熱效果可使食物均衡受熱，更好保持食材內部的水份

與營養成份。 

4.電烤箱加熱出來的食物不會太乾燥且口感較佳。 

因此，快速加熱食物就用微波爐；作麵包、蛋糕、比薩類、烤雞、

肉類等烹調就用電烤箱。 

 

問題 2 電烤箱、烘烤爐、氣炸鍋有何不同? 

答： 

1.電烤箱及烘烤爐都是採用紅外線局部加熱空氣煮食，主要部份

為紅外線穿透食材煮食；氣炸鍋則全部採用加熱空氣煮食，故

氣炸鍋使用是高溫電熱管加風扇，自外界抽入空氣瞬間將空氣

加熱並於鍋體內部形成熱循環流，包覆食材流動使其熟透，不

會採用燈管照射原理。 

2.電烤箱與烘烤爐也略有差異，一般電烤箱並無風扇結構，但烘

烤爐加入電扇，因此烘烤爐可使爐內熱空氣流動產生緊貼食材



20 

表面的額外加熱效果，比起靜態空氣不流動的電烤箱有較佳烘

烤效果。外觀上，電烤箱都是長方體，燈管至於六面任兩面；

烘烤爐則因其裝有電扇擴散熱流循環，烹調容量更大，均採用

鍋體設計，光源都置於機頂上。 

3.烘烤爐與氣炸鍋差異在，氣炸鍋加強鍋體內部熱流循環，並加

入空氣流體力學原理，使食材完全被熱高溫熱空氣緊壓，但烘

烤爐部份主要為光線加熱食材，部份採熱流循環加熱食材，基

本上高熱並非完全用在加熱空氣煮食，外觀上採鍋體狀設計，

並無沿襲傳統電烤箱長方體形狀，是為了在市場上與氣炸鍋競

爭。 

三者都可以呈現食材煎烤炸口感，要作的只是控制溫度與烹調時

間，而且都不用加入任何食用油，是現代人重視養生飲食的烹調

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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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懸掛式烘碗機 

一、前言 

  

                           

    

圖 7 懸掛式烘碗機 

 

目前的烘碗機除基本電熱風乾功能，也增加紫外線殺菌及臭氧、負離

子、光觸媒等抑菌功能；也談到烘碗機型式可分成落地型(桌上型)、

嵌入型、懸掛式等機種；結構以落地型及嵌入型舉例，惟對另一

款使用者不少的懸掛式烘碗機著墨較少。懸掛式烘碗機具有許多的優

點，包括：不佔空間、蟑螂不易爬入、紫外線殺菌、臭氧除臭、熱風

循環系統、電熱溫控開關保護、烘乾時間設定、拉窗式前蓋、不銹鋼

內壁、機體底部及內部設計有照明燈具、歐式置物架等；再加上其常

安裝在廚房水槽上方，底座提供的照明恰讓洗碗洗菜工作變得方便(圖

1)。 

二、結構與運作原理 

圖 8 顯示懸掛式烘碗機結構及運作，結構上包含：箱體內部嵌有紫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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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殺菌燈管 1，外觀上設計有可推入及拉出的透明拉門 2，可設定烘乾

時間的控制面板(20 分/45 分/60 分)3，底部機體內設計有照明燈具 4，

控制運轉時間的機板盒 5，熱風吹入與餐盤上水滴混合產生濕氣的集水

盒 6，而主要的熱風循環系統包括：送風渦流扇 7、陶瓷電熱片 8、電

熱片溫控保護開關(75℃斷電)9，其中可電擊空氣產生臭氧的電擊針也

被嵌入風扇盒內 10。運作時，隱藏在底部的風扇會將外部空氣抽入熱

風循環系統，空氣流經產生臭氧的電擊針，使含臭氧的氣流進入裝有

電熱片的加熱盒內變成熱氣流，再被導入置盤區烘乾餐盤，由於餐盤

上有水滴，行經的熱氣流會蒸發水滴並帶往集水盒，最後熱空氣經由

集水盒上緣出風口排出機外，至於臭氧除臭與紫外線殺菌原理說明如

下： 

(1)臭氧除臭原理 

臭氧產生器是一種高壓電擊裝置，電擊針放電電壓升高至-2.4kV～

-7.0kV 間，可對風扇抽入的空氣進行電擊以釋放臭氧，由於臭氧的

第三個氧原子不穩定容易釋出，因此餐盤上的異味分子會被氧原子

結合而失去原本活性，餐盤不留殘味。 

(2)紫外線殺菌原理 

UVC 紫外線對微生物的殺滅機制在於菌體的核甘酸會吸收紫外線波

長而破壞其 DNA 結構，使其複製功能喪失；UVC 紫外線對於塵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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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腸桿菌、沙門氏菌、金黃色葡萄球菌、立克次體、藻類、苞菌、

香港腳霉菌、克沙奇病毒、霍亂弧菌等有殺滅效用，因其對生物性

的破壞，眼睛最好不要直視紫外線放射燈管。 

 

                                                     

圖 8 懸掛式烘碗機結構 

 

三、適用標準 

使用單相交流 250V以下電源的懸掛式烘碗機列屬標準檢驗局強制性檢

驗商品範圍，其公告適用之檢驗標準為 CNS 60335-1、CNS 60335-2-5、

CNS 13783-1。 

四、使用注意事項 

(1)請勿在電熱烘碗機下方使用加熱器具(如瓦斯爐、電爐等)，機

體內熱風出口亦不得堵塞或沾到水，否則極易造成機器故障或烘

乾不良等情形。 

(2)耐熱度欠佳之塑膠類餐具，以及厚度不均的玻璃杯，最好不要

放入烘乾，極易導致餐具發生變形及變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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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放置碗盤時，碗盤之間最好排列整齊由左至右，由小至大的方

向排列碗盤，碗盤才容易烘乾。 

(4)請徹底清除襯盤上的菜渣及油污，若餐具沒有清除乾淨，仍留

有污垢就放入烘碗機內，會使得烘碗機有異味產生，無論任何餐

具一定要清洗乾淨，才可放入烘碗機內。 

(5) 請勿將超過 30公斤以上之重物放入電熱烘碗機中，以免造成廚

櫃崩塌的危險。  

(6)長期不使用烘碗機時，請將電源線插頭拔離插座。 

(7)積存於集水盒的水在達到滿水線之前就應倒掉。 

(8)更換燈管時，請務必將電源關閉，以防止觸電發生危險。 

(9)請勿在未裝上空氣濾網的狀態下使用烘碗機。 

(10)電源線損壞時，必須由製造廠或其服務處，或具有

專業資格人員作更換以避免危險。 

五、清潔保養 

(1)使用中性清潔劑來清洗烘碗機。 

(2)進氣口濾網應每月清洗一次，以確保運作效能。 

(3)機台門板當沾有油污時，應使用中性清潔劑清洗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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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智能變頻電磁爐 

一 、前言 

電磁爐的發展史起於 1957 年的德國，直到 1972 年美國才開始大量

生產，至 1980 年流行於歐美日市場，直至今日，其電子機板引入變

頻技術與智慧型可程式微控器晶片MCU(Microprocessor Control Unit)，

使得功率輸出更為精準且可進行微調，連帶炒菜、鐵板燒、火鍋、蒸

煮、煎炸、燉補等烹調模式變得可行，也使得電磁爐更融入現代化家

庭中。安全使用上，電磁爐空鍋煮食或無人看管下湯底蒸發下，由於

渦電流持續加熱鍋具會有高溫起火的危險性，所幸目前爐面下均設計

有偵溫裝置，鍋底一旦異常溫升系統自動切斷電源，消費者可放心使

用。智能變頻電磁爐是家電偉大的發明，其原理、選購、使用注意要

點等，值得介紹給消費者認識。 

二、結構與運作原理 

2.1 渦電流原理 

圖 9 顯示電磁爐產生的磁場(磁力線)流動方式，鍋具放入前，爐面上

下會有磁力線環繞，但此時並不會有感應電流產生，也就無功率輸出

問題；鍋具放入後，由於鐵鍋比起空氣有更佳導磁率，爐面上磁力線

會被導入鍋底層再返回至回路上，至於爐面下的磁力線則因線圈座架

安裝有磁條與導磁罩，故整個磁力線範圍緊臨機體導回線圈，因此電

http://baike.baidu.com/view/37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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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爐電磁場對人體的危害不必太擔心，本局六組市售抽測的結果也都

能符合 CNS14978 低頻電磁場量測與評估要求規範。電磁感應原理－

「電生磁，磁生電」，線圈通入電流可在四周建立感應磁場，反之，

磁場穿過金屬線圈也可使線圈感應出電流，兩者方向關係由安培右手

定則決定。圖 10 顯示金屬鍋具是由有厚度 h 的金屬層板金而成，事

實上可視為由無數金屬線圈疊繞後擠壓成型構成，當爐面下線圈產生

磁場被導入鍋底層穿透時，鍋底層產生感應渦電流，且由於集膚效應，

電流會在鍋底層的表面環繞。圖 11 顯示於鍋底切一小塊金屬分析其

渦電流產生功率過程，藉由磁場及渦電流走向與金屬塊電阻的關係，

可分析出電磁爐輸出功率分別與線圈頻率與感應磁場強度平方成正

比(式 1)，但因電源電壓已固定為 110V/220V，故線圈產生的感應磁

場強度是定值，所以要調變功率輸出只剩調變頻率，此藉由變頻電子

電路即可作到。智能微控晶片 MCU 可被寫入程式以控制半導體切

換開關的啟斷及延時，應用在電磁爐上可精準控制電磁線圈頻

率輸出及保護功能。另電磁爐為擴大爐面磁通量，線圈通常纏繞

百匝以上，相對線圈體積龐大衍生積熱問題，需設計風扇與散

熱孔。  

2

max

2' BfkPe           (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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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鍋子擺放前後對磁力線環繞途徑的影響 

 

 

 

 

 

 

 

 

 

 

 

 

 

圖 10 鍋具鍋底產生渦電流過程           圖 11 鍋底-產生的渦電流功率推導          

 

2.2 智能及變頻原理 

圖 12 說明變頻電路架構與智能可程式微控晶片，變頻技術跟交換式

電源供應器與電子安定器等電路非常相似，都是控制高速半導體開關

IGBT(Insulated-Gate Bipolar Transistor)對整流電壓進行切換，

使電源頻率可調變至更高頻。一般都是先將市電整流成直流電壓，再

控制高速半導體開關切換直流電壓成正負直流脈波，最後再經 LC 電

路轉換成交流高頻振盪弦波電壓，整個變頻技術關鍵就在設計觸發

i:渦電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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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BT 動作的控制電路，電磁爐工作頻率一般設計在 20KHz~40KHz，才

有辦法產出百瓦~千瓦以上的渦電流，控制電路上也會加入智慧控制

微晶片 MCU，此晶片可寫入程式並與觸控面板溝通，執行兒童安全

鎖、延時散熱、防乾燒、面板過熱、金屬物品警示、電源電壓過低及

過高保護、自動關機、過熱保護、一分鐘無鍋自動關機等保護功能，

並可在火候段數設定後進行溫度微調功能，靠的就是精確啟動、

關閉及延時電磁線圈動作的能力。 

   

圖 12 變頻電路架構與可程式控制微晶片 MCU 

 

2.3 智能變頻電磁爐內部結構 

圖 13 顯示實際智能變頻電磁爐內部結構，包括電源機板、觸控電子

機板、電磁線圈控制機板、電磁線圈等基本架構組成，電源機板上佈

滿各種防制電磁干擾的電容電感對策元件 1.，甚至電源功率因素改

善兼諧波抑制 IC 都有裝置 2.；觸控面板功能包含爆炒、火鍋、煮水、

蒸煮、鐵板燒等烹調模式 3a，溫度輸出可設定 80℃/100℃/120℃/160

℃/200℃3b，也可設定後以調小(－)/調大(+)來微調溫度 3c；電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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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圈本身會被導磁罩 4.及磁條 5a 所構成的架座包覆，目的就在縮小

磁力線行徑範圍，使磁力線儘量緊臨機體流動；線圈中央會設計熱敏

電阻件 5b，功用在傳送爐面溫度信號給智能晶片，以執行各種保護

功能；線圈頻率及智能控制機板位於線圈架座下方 6a，此機板是變

頻電磁爐技術核心，重要組件包括四腳整流電路 6b、三腳半導體高

速開關 IGBT6c、智能控制晶片 6d 等，可與電源機板與觸控機板進行

連線溝通，一台功能極佳的變頻電磁爐，其電磁線圈控制機板必是設 

計到位的。

 

圖 13 智能變頻電磁爐內部結構 

 

三、選購注意事項 

(1)電磁爐功率的選擇 

加熱速度與電磁爐的功率成正比，也就是說功率越大加熱速度也

就越快，很多消費者在購買時往往注重加熱速度，挑選大功率產

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功率越大耗電也就越多，價格也隨之水

http://baike.baidu.com/view/2844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44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71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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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船高，而且很有可能影響總負量。因此選購時應根據家庭人數、

主要用途、鍋具大小等因素綜合而定。一般來說，3 人以下家庭

選 1700W 左右；4－5 人選 1800W 左右：6－7 人選 2000W 為宜；8

人以上選 2200W 電磁爐。 

(2)品質的選擇 

電磁爐好壞主要取決於主板電路設計、風機及風道設計，及高頻

大功率晶體管和微晶玻璃面板的質量優劣。消費者在購電磁爐買

時要根據自己的需求具體分析，而不能以價格來區分質量與功能

的優劣。建議選購時：一看功率、二看面板選料、三看 IGBT---

主功率大晶體管、四看功能、五看外觀。 

(3)面板的選擇 

面板是電磁爐的關鍵配件之一，市場上電磁爐的面板分為陶瓷面

板與微晶玻璃面板兩種。陶瓷面板按品質又分為 ABC 三級： 

A 級陶瓷板 

白色的微米級結晶體，經過 45 天、1500℃高溫燒製，一次成型，

耐高溫 1100℃，耐冷熱溫差 800℃，抗衝擊性強。其質地結構緊

密、易清洗、不變色、磁力線穿透充分、熱效率高，即使上面有

髒物，經正確清理也可以潔淨如新。 

B 級白色陶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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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製週期約為 7 天，在 500℃－600℃的溫度下燒製，再經 200

℃的溫度冷卻切割。它非一次成型，雖然也是白色，但相比 A 級

面板易發黃、變色。 

C 級板 

一眼即可辨認，電磁爐頂板上印有花、草、蟲、魚的大都為 C 級

板，因其發黃、變色快，很多廠家印製花樣來掩飾缺點。 

D.黑晶面板 

因易於清潔，無發黃變色之憂，且總體質量優於陶瓷板，故商業

電爐的陶瓷面板已被黑晶板替代。 

(4)可靠性與有效壽命選擇 

電磁爐可靠性指標採用平均故障間隔 MTBF(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s,單位:小時)表示，優質產品應在 1 萬小時以上；電磁爐

壽命主要取決於使用環境、維護保養及主要元器件的壽命，電磁

爐使用三四年後即會進入失效期。 

(5)外觀與結構 

優質產品一般外觀整潔、圖案字形清晰、色澤鮮豔，塑料配件無

明顯的凹凸不平，上下蓋配合緊密，給人以舒適感；內部結構佈

局合理、安裝牢固、通風良好、接觸可靠，灶板以選用陶瓷玻璃

為佳，若選鋼化玻璃則性能略差。 

http://baike.baidu.com/view/458299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58299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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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適用標準 

使用單相交流 250V 以下電源的電磁爐列屬標準檢驗局強制性檢驗商

品範圍，其公告適用之檢驗標準為 CNS 60335-1、CNS 60335-2-6、

CNS 60335-2-9、CNS 13783-1。 

五、使用指南 

(1)使用前 

 a.應檢視爐面是否有裂縫或破損現象，如已損壞勿使用。 

 b.電源線若已損壞勿使用。 

 c.爐具若有任何形式損壞，不要嘗試自行維修。 

 d.遠離水與熱源，確保煮食時有足夠空間。 

 e.未放上鍋具前不宜啟動電源。 

 f.電磁爐僅限家用，不可用於商業用途。 

g.鍋具必須是由金屬製成的，鍋底要平整，而且要具有良好的導磁 

  性（磁鐵可吸附在鍋具底部），底部直徑與電磁爐加熱區域直徑  

  相當。如果烹煮器具選擇不當，可能會產生火力段異常或噪音等 

  現象。 

(2)安裝和連接 

 a.切勿與其它大功率電器共用同一插座。 

 b.不要安裝在洗碗機、洗衣機、乾衣機或雙門冰箱之上，因電磁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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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發的電磁波可能引起下面電器之電子機板誤動作。 

(3)保護爐面及爐具不受損壞 

 a.不要朝面板丟任何東西，即使小而輕物件也可能造成損壞。 

b.面板若發現裂縫，應立即關掉電源並停止煮食，送經銷商維修。 

c.勿讓熱的物件與觸控面板部位接觸，可能造成煮食出現誤動作。 

d.不要將金屬物如刀、叉、勺子、蓋子、鐵罐或鋁箔等放在爐面上， 

  因這些物品會吸收面板熱度而造成取用時燙傷。 

e.不要加熱空的爐具或使之過熱，也不要將加完熱的爐具擺在觸控

面板上，熱度可能損壞控制區的電子組件。 

f.不要阻塞進氣孔和出氣口，因這樣會導致爐具溫度上升，也會引

起過熱保護功能啟動，使煮食爐停止工作。 

g.烹飪時請小心勿將糖或甜食撒在加熱區上，或將有可能融化的材

質或物體（塑膠或鋁箔包裝）放置其中，以及將食材直接置於爐

面上燒烤，如果發生這樣的情況，為了避免損害玻璃表面，應立

即關閉電源，並趁熱度仍殘留時清除表面。如果沒有立即清潔，

有可能會在爐子冷卻後留下無法除去的痕跡。 

(4)防止電磁爐起火與燙傷 

a.電磁爐溫度感應功能可能失效而導致過熱起火，操作時應有人在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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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煮食後爐面仍有餘溫，須小心以防燙傷。 

c.爐具冷卻下來後，才能對其清洗。 

d.當用脂肪或油烹飪，須在旁看管以防止油引起火焰。 

e.不要在爐面或儲放附近放置引起小孩感興趣東西，以避免誘使小

孩爬至爐面燙傷。 

f.煮食時，因油或脂肪起火，勿用水滅火，應使用滅火毯或滅火器。 

g.不要嘗試加熱沒有開封的罐頭食品，因氣壓升高可能造成罐頭爆

炸，導致受傷和燙傷。 

h.使用後，可以不用立即切斷電源，因爐具內部風扇有助爐面及機

體的降溫。 

(5)電磁爐放置要平穩 

如果電磁爐某一腳懸空，使用時鍋具重力將會迫使爐體傾斜，導致

鍋內食物溢出；如果爐面放置不平整，鍋具產生的微震也容易使鍋

具滑出而發生危險。另鍋內量勿超過七分滿，避免加熱後湯汁溢出

造成短路故障。 

(6)保證進氣孔和出氣孔通暢 

運轉中的電磁爐隨鍋具升溫而升溫，故電磁爐應放置於空氣流通處，

使出風口處與牆壁或其他物品離開 25cm 以上，並保證爐體進、排氣

http://baike.baidu.com/view/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263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60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293.htm


35 

孔無任何物體阻擋。當電磁爐在工作中如發現其內置的風扇不轉，

應立即停用並送修。 

(7)選用合適鍋具 

電磁爐外殼和爐面承載重量有限，一般電磁爐連鍋具帶食物不應超

過 5 公斤；鍋具底部也不宜過小，以防止電磁爐爐面承受壓力過於

集中而破裂。 

(8)使用與保藏需防水、防潮、防蟑螂 

一般電磁爐大部份沒有防水功能，當受潮或進入水，甚至蟑螂爬入

排泄物等，都可能引起短路故障，因此擺放應遠離潮氣和蒸汽，並

嚴禁用水沖洗。 

(9)操作與干擾預防 

a.不要將手錶、錄音磁帶等易受磁場影響的物品放在爐面上，或

帶在身上進行電磁爐的操作，以免被電磁爐干擾。 

b.嚴禁鍋具空燒、乾燒，以免電磁灶面板因受熱量過高而裂開。

且爐面板破裂時應停止使用。 

c.鍋具必須放置電磁爐中央，以避免加熱不均勻。 

d.不要在高溫或大功率輸出狀態下，頻繁拿起容器鍋具再放下，

否則易造成故障，因瞬間功率忽大忽小易損壞主板。 

http://baike.baidu.com/view/3152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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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鍋具應選用導磁性佳之材料如鐵，不銹鋼等，最好使用專門適

配鍋具，如用其他代替品可能受影響；通常配送鍋具都是 304

和 430 不鏽鐵，其質量比普通鍋具好很多，建議使用專用鍋具。 

f.玻璃表面觸控功能區及手指上有液體時會降低操作靈敏度，此

為正常現象，請用抹布擦乾後再操作。 

g.鍋子不可蓋住觸控鍵，否則IH微晶調理爐可能自動停止運作。 

h.配帶心律調節器的人必須確保其植入的儀器不受電磁爐  

 （20-40KHz）的影響。 

i.使用前請先將表面之水滴擦拭乾淨，以避免鍋具滑動。 

j.請將任何易受磁力影響之物品遠離電磁爐，如金融卡、磁卡、 

  信用卡等。 

k.不可將可燃、易燃或易變形的物品、食物、罐頭及調味料放在

電磁爐下方，或下方櫥櫃內儲藏空間。 

L.請勿在IH微晶調理爐上使用密封罐頭或容器，否則在烹煮中有  

  可能因容器內壓力過大而有爆炸危險。 

五、清潔保養 

(1)面板清潔 

如果是輕微的污垢用柔軟的濕抹布擦拭；如果是油污垢用柔軟的

濕抹布沾少量牙膏或中性洗潔劑在電磁爐處於熱態時擦拭，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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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軟的濕抹布擦拭至不留殘渣；為防止面板發黃，每次使用時保

持鍋底乾淨，不要有乾燒情形發生，不要墊報紙再放鍋具煮食；

若已變色可使用牙膏或洗潔劑擦洗降低色調。 

(1) 機身外殼清潔，用一般的中性洗潔劑清洗，每次使用時保持鍋底 

 乾淨並不要乾燒，關機時需要等風扇完全停止再拔掉電源。 

(3)清洗內部散熱風扇，風扇網罩用軟毛刷擦洗即可。 

(4)清潔時應避免接觸液體，更不可把電磁爐放入水中清洗或用水進

行直接沖洗；也不能用溶劑、汽油來清洗爐面或機身。 

(5)不要用金屬刷、砂布等較硬的工具來擦拭爐面上的油污；油污可

用軟布沾一點低濃度洗衣粉水來擦。 

(6)正在使用或結束時，爐面不要馬上以冷水擦拭，以免熱脹冷縮損 

   壞面板。 

 

 

 

 

 

 

 

 

 

 

 

 

 

 

http://baike.baidu.com/view/136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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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電蒸烤箱及水波爐 

一、前言 

電蒸烤爐及水波爐都是可以「蒸煮」與「烘烤」雙重功能組合的新一代

家電廚具，加上蒸煮及烘烤溫度與火候個別控制範圍廣，設定組合結果

幾乎可完成一般烹調家電無法做到的專業廚師手藝，故逐漸深受美食主

義者歡迎，但兩者烹調功能、原理、結構、選購、使用注意、清潔保養

等仍存在一些差異。 

1.1 電蒸烤爐 

電蒸烤爐同時具備「蒸煮」與「烘烤」功能，但為什麼要將兩種功能合

併呢？因蒸煮類電器如電鍋類與電蒸籠，烹調後食材大多濕潤不利撕咬；

而烘烤類電器如烘烤爐與氣炸鍋，烹調後食材雖可呈現煎炒炸口感，但

過於乾澀吃多易渴，若兩者能搭配組合，幾乎就可烹飪所有菜色並作出

專業級廚師手藝。最健康的食物烹調方式就是不加油鹽，電蒸烤爐有烘

烤爐不添油特色，又有電蒸鍋不加鹽特點，並引入電子機板進行如預約、

蒸氣量輸出、烘烤溫度輸出、僅烘烤、僅蒸煮、先蒸後烘、先烘後蒸、

加熱循環、炫風烘烤、加熱燒烤、熱風燒烤、手動蒸氣、重新加熱、解

凍、時程控制等運轉模式，搭配專屬溫度探針，對於較難烹調的豬牛羊

排，甚至整隻雞隻或大魚，都可精準輸出適當火候烹煮，故成為各式餐

廳、中央廚房及高級飯店廚房必備工具，近年更縮小體積引入家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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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蒸烤爐優點，包括：一、可保留食物原味並預防酸化變質；二、

烹調過程不會破壞維他命與礦物質；三、烘烤過程使食材逼出多餘油脂，

蒸汽過程使多餘鹽份滲出；四、蒸氣可阻隔不同食物混味問題，故其一

次可烹調多種食材。電蒸烤爐個別安規標準歸屬於「CNS 60335-2-6 放置

型家用烤爐類」，並不歸屬在「CNS 60335-2-9 攜帶型之家用烤爐類」，這

說明此類器材體積通常龐大不易搬動，功率也較大都在 3000W 以上，使

用時除專線供電更需留意用電安全(圖 14)，表一顯示其可處理眾多食材

的烹調模式。 

 

   

圖 14 電蒸烤爐 

 

1.2 水波爐 

「水波爐」是日本夏寶(SHARP)公司創造出來的術語，基本上跟前述

電蒸烤爐一樣可蒸煮與烘烤雙重組合，差異在「蒸煮」功能上的蒸氣

溫度範圍可調控在 100℃~340℃，但電蒸烤爐的蒸氣僅止於 100℃，

這使得水波爐有更多元的烹調模式，尤其在蒸氣設定 300℃以上輸出

時，此種過熱蒸氣除可穿透食材內部蒸煮外，還可將食材表層燒烤，

完全實現蒸煮與烘烤一體特點。除此，水波爐也加入微波爐磁控管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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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也單獨設置電熱管烘烤裝置，使水波爐也可用來微波及烹調出外

酥內較乾燥口感之食物。琳瑯滿目的食材烹調設定指導，使手冊內容

更為豐富，這是蒸氣溫度與濕度範圍可調範圍寬廣所致，總計有五種

加熱調理模式(過熱水蒸氣、水蒸氣蒸煮、烘烤、燒烤、微波）及十

一種烹調料理方式（酥脆加熱、保濕加熱、水波烤箱、水波燒烤、水

波烤箱發酵、低氧烹調、蒸煮烹調、烤箱烘烤、燒烤烹調、微波加熱、

解凍），幾乎也是集各式烹調方式於一身(圖 15)。 

 

 

圖 15 水波爐 

 

二、結構與運作原理 

2.1 電蒸烤爐 

圖 16a 顯示電蒸烤爐由箱體及箱門、背部循環扇、頂部及底部及背部

電熱管、底部蒸氣皿及噴孔、放置烤盤及支架的槽溝、電子機板、蒸

汽致動等裝置；另機體底層也置有可拆式分離集屑盤來收集食材滴落

油脂，廠商一般隨電器附贈烤架(用於放置炊具、蛋糕罐、烘烤盤)、

平板烤盤(用於放置蛋糕和餅乾)、深烤盤(用於烘烤或當作收集油脂

的托盤)、法式西點烤盤(用於蛋捲、扭結餅及小鬆餅)、肉類探針(用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3Fq%3D%25E9%259B%25BB%25E7%2583%25A4%25E7%25AE%25B1%252B%25E7%2599%25BE%25E5%25BA%25A6%25E7%2599%25BE%25E7%25A7%2591%26rlz%3D1C2OPRB_enTW567TW567%26biw%3D800%26bih%3D505&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b.baidu.com/view/40979.htm&usg=ALkJrhhw1bHxcNspvWKAh8Cew1Y0bGOC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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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測量肉類的生熟程度)、伸縮滑軌(用於烤架和烤盤拉推)、快速吸

收海綿(用於吸收蒸氣皿剩餘水分)等，其中肉類探針可插入較難烹煮

的厚塊肉排、雞隻、大魚內部，用以監測肉質核心溫度，具以判定是

否停止蒸烤依據，因此對於牛排三分熟、五分熟、七分熟等火候都能

上手。電蒸烤爐原理即是電蒸鍋原理+烘烤爐原理，因此電蒸鍋應有

的蒸器皿、加水管、雙金屬片恆溫器等都會出現在電蒸烤爐內部，至

於烘烤爐應有的風扇及電熱管也都會具備，因烘烤爐本身就是利用循

環熱空氣煮食。在用電安全上，防止異常高溫的微動開關與過載保護

元件都有設計，不過因用電量大過載保護需以無熔絲斷路器來取代熔

絲。另為精準控制電熱輸出，也有類似電子鍋的熱敏電阻感知器，以

便傳送偵測溫度信號至電子機板進行運算，決定下一步程序的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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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電蒸烤爐原理與內部結構 

 

2.2 水波爐 

水波爐採用“過熱水蒸氣”技術，將水蒸氣加熱至 340℃~400℃，使

其分子更細緻而可穿透食材煮食，由於蒸氣處於極高溫狀態，食材外

皮一碰幾乎酥脆，再藉由電子機板控制蒸氣溫度與濕度，可營造

出煎、烤、炒、炸等口感；而更低溫蒸氣如 100℃的輸出，水

波爐此時就變成電蒸鍋般的蒸煮，不管何種火候烹調，蒸氣煮

食的優點就是可將食材滲出之油鹽包覆，因此水波爐一種具少

油、少鹽、營養素不流失的烹調優點。另其為保持微波爐與電

烤箱之個別功能，水波爐內部也設置有產生微波所需的磁控管，

但主要用途在解凍食材；電熱管則是為呈現電烤箱的乾烤口感。

圖 4a 說明過熱蒸氣產生的過程與特性，燒瓶內的水是先經小酒精燈

煮沸以產生 100℃水蒸氣，再於輸送管外以大酒精燈額外加熱至 340

℃~400℃，最後噴出的過熱蒸氣幾乎瞬間點燃乾火材，故可瞬間燒烤

食材外層；圖 4b 說明過熱蒸氣煮食原理，解釋穿透食材及包覆油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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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蒸煮烹調。圖 17 說明水波爐內結構與重要零組件，包括：(a)說明

微波及電烤箱電熱放射位置、過熱蒸汽噴出孔、裝水水箱、散熱孔等

(b)進一步指出過熱蒸氣的製造結構，包括水箱、抽水幫浦、輸送管

路、過熱蒸氣產生器、蒸氣輸出箱及其上嵌入溫度與濕度的感測元件

(c)標示電子控制基板與微波系統的位置，電子基板利用蒸氣溫濕度

傳回數據，動作蒸氣產生器及抽水幫浦的時間長短，以達成對輸出征

氣溫度與濕度的調控(d)顯示最重要的蒸氣產生器及其溫濕度偵測零

組件。 

 

 

圖 17水波爐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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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適用標準 

電蒸烤爐列屬標準檢驗局強制性應施檢驗商品範圍，商品品名歸屬電

烤箱或烤爐類(限檢驗單相交流 250V以下者），其適用之檢驗標準為CNS 

60335-1、CNS 60335-2-6 及 CNS13783-1；水波爐則因有額外微波功能，

故品名除可歸屬上述外，也可同時歸屬在微波爐（限檢驗單相交流 250V

以下者），但需增列 CNS 60335-2-25 及 CNS 13803 工科醫射頻設備電

磁干擾兩種檢驗標準。 

四、使用指南 

詳細閱讀產品使用說明書，遵照說明書內容使用，尤其所列警告、注

意事項（如：接地及使用後之清洗作業等），另下列事項也需留意： 

4.1 電蒸烤爐 

(1)兒童及失能者的安全 

•請勿讓體能感官能力弱、心智不全或缺乏經驗和知識的人(含兒童)

使用本電器。他們需要有負責其安全的人員在旁看護，方可使用。 

•不可讓兒童玩弄本電器。 

•操作電器或當電器冷卻時，請保持孩童和寵物遠離本電器。可接近

的零件會是燙的，請勿觸摸。 

•請勿在無人監管的情況下讓兒童獨自進行清潔和使用保養。 

(2)一般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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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時，電器內部會變燙。請勿碰觸電器內的加熱器。取出或放入

配件或烤箱器皿時，請務必穿戴隔熱手套。 

•只可使用建議用於本電器的肉類探針。 

•拆下烤架支架時，首先拉出烤架支架的前方，然後讓後端離開側壁。

安裝烤架支架時，依相反順序進行。 

(3)安全須知 

•移動本電器時，務必小心，因為它很重。務必穿戴安全手套。 

•請勿使用多線路的插頭、轉接器及延長線。 

•與其它電器和裝置保持最起碼的距離。 

(4)使用 

•不可變更本電器的規格。 

•確定通風開口未被堵塞。 

•電器操作中，不可無人看顧。 

•每次使用完後請關閉本電器。 

•操作時，電器內部會變燙。請勿碰觸電器內的加熱器。取出或放入

配件或烤箱器皿時，請務必穿戴隔熱手套。 

•在烤箱操作時打開烤箱門，請小心謹慎。有可能會冒出熱蒸氣。 

•不可用濕的手操作本電器，也不可在電器與水接觸時操作。 

•烤箱操作時，請務必關閉烤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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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打開門。使用含酒精成分的食材可能會導致酒精和空氣混合。 

•當您打開門時，不要讓火花或火源靠近本電器。 

•請勿將易燃產品或潮濕的物品放在電器內、附近或上方。 

(5)電器有損壞的危險 

•請勿將烤箱器皿或其他物品直接放在本電器底部。 

•請勿將鋁箔紙直接覆蓋在本電器底部。 

•不可將水直接放入熱的電器內。 

•烹飪後，請勿將潮濕的碗碟與食物留在本電器中。 

•移除或安裝配件時，請小心謹慎。 

(6)蒸氣烹飪 

•蒸氣烹飪時，請勿開啟烤箱門。有可能會冒出蒸氣。 

(7)烤箱照明燈 

•本電器使用的照明燈泡或鹵素燈泡僅供家用電器使用。不可用來作

為家中照明。 

•更換燈泡前，請先斷開電器的電源。 

•只可使用相同規格的燈泡。 

4.2 水波爐 

(1)為減少水波爐內部發生火災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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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除室溫可飲用水外，其他水質不得放入水箱，因水波爐就是應用過

熱蒸氣煮食，其水質需純質的飲用水，以免含雜質水堵塞噴口及污

染食材。 

b.水波爐運作期間需有人監督，因其烹調溫度過高或時間過久，可能

導致食物過熱而起火。 

c.若食材包覆塑膠、紙張、可燃材質等拋棄式容器或有綁線，應經常

查看水波爐是否產生煙霧或起火跡象，除非拆開這些可拋性容器，

並以適當餐盤來盛裝食材烹調。 

d.如果水波爐內食材已冒煙或燃燒，應保持爐門關閉下，關閉電源並

拔下插頭。 

e.烹調時不要使用合成材料製成的容器盛裝食材，可能在高溫下融化，

也不要用金屬盤，因選用解凍功能及微波功能時，機台同時放射微

波，但金屬類餐具會反射微波導致無法料理食材。 

f.燒烤或烹調蛋糕或甜點時，如果添加酒精飲料會發生危險，這是因

酒精所釋放的蒸氣於接觸到電器加熱元件時可能著火。 

(2)水波爐的蒸氣達 340℃，短時間內就可熱食及煮沸液體，但會發生

沸騰延遲現象，導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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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拿取時才爆沸或炸開現象，因此依說明書指導設定烹調時間及功

能很重要，若無法取得相關資訊，最好由低功率強度及短時間設定

開始，直到食材被均勻煮食，除此尚需注意： 

a.配有旋轉瓶蓋或奶嘴的嬰兒奶瓶不要放入水玻爐中，其可能耐不了

達 340℃的過熱蒸氣。 

b.煮沸液體最好配置廣口容器。 

c.烹調結束最好放置至少 20秒後，以避免沸騰延遲現象發生的燙傷。 

d.烹調前應攪拌使液體均勻。 

(3)當任何物體卡住或堵塞爐門時，切勿操作。 

(4)端烹調後食材時使用手套，以防止處理熱食時因接觸餐具而燙傷。 

(5)電源線放置勿穿過水玻爐下方或放置其機殼上，避免過熱而損壞。 

(6)烹調後打開爐門需小心，因內部熱氣及蒸氣可能排出而燙傷，應等

其逸散後再開。 

(7)運作期間，勿將任何東西置於水波爐外殼，可能導置機台過熱。 

(8)烹調期間，確認餐具不會碰觸到水波爐內部牆面。 

(9)水波爐不適用行動不便或失能者或兒童使用，除非在有人監督下。 

(10)使用期間，可觸及的零件如爐門、爐內、盤子、配件等可能變熱，

拿放食材使最好使用手套防止燙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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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水波爐在設定烤箱、水波烤箱、燒烤、水波燒烤、蒸煮等操作模

式時，通常會產生高溫，兒童更需在成人監督下才操作。 

(12)運作期間，勿碰觸爐門、外殼、外殼後方、爐內、通風口、附件、

盤子及通風蓋排出的蒸氣，這些地方都處於高溫狀態。 

(13)水波爐的水箱若龜裂或漏水，勿操作水波爐，應聯絡維護廠商。 

(14)水波爐烹調後勿長時間置放熟食，因食材放出的熱量會使爐內結

露而損壞設備，並應定期清潔並除去爐內及爐門上的食物殘渣。 

(15)勿將手指及物體插入蒸氣出口或通風口，這會損壞機台的運作並

可能引起觸電。 

(16)運作期間不得移動機身，若要移動，務必先使用排水功能排放掉

爐內的水，以防觸電。 

(17)水波爐是設計放置在櫃台上，不應放置在過熱或有水氣的區域內

使用，也不要置放在易燃材料如窗簾附近，更不要放置在會堵塞

通風口的地方使用。另水波爐頂端至少有 13 公分空間以便空氣流

通，也不要將其嵌入牆壁內或櫥櫃內使用。 

(18)產品屬高功率家電，勿與其他電器設備共用電源插座。 

五、清潔保養 

5.1 電蒸烤爐 

(1)清潔之前，最好先將電源插頭撥掉，待烤箱降溫後再清理，以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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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觸電或燙傷等意外。 

(2)維護前，請確定本電器已冷卻。避免玻璃面板破裂的危險。 

(3)定期清潔本電器以免表面材料劣化。 

(4)殘留在電器內的油脂或食物可能引發火災。 

(5)使用微濕的柔軟布料來清潔本電器。只可使用中性清潔劑。不可

使用研磨性產品、研磨清潔墊、溶劑或金屬物品。 

(6)請勿使用腐蝕性清潔劑或銳利的金屬刮刀來清潔玻璃門，否則會 

  刮傷玻璃表面，甚至可能導致玻璃破碎。 

5.2水波爐 

(1) 為使烹調時所噴出之蒸氣有較好效果，蒸氣管路需定期清潔，清

潔方式於水箱注入水與檸檬酸，接著啟動微量蒸汽功能進行管路

清潔，應於蒸氣噴孔附近置放濕毛巾來吸收噴出之堵塞雜質。 

(2) 烹調完畢後，為預防爐體及管路留有水，應啟動微溫加熱功能烘 

 乾機體。 

(3) 爐內可能留有食材噴灑的油漬，可採用高溫功能先將油漬融化，  

 再以蒸氣功能使油漬清理後，以乾抹布拭乾。 

(4) 不管擦拭機身內外或烤盤烤架，均不得使用稀釋劑(汽油及酒精)、

特殊清潔劑(去污粉及漂白劑)、特殊洗滌劑(酸鹼)、硬質毛刷(金

屬刷及硬質海棉)等，以免傷害機身塗裝生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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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機身內部及機殼、爐門玻璃的一般清潔，以濕毛巾擦拭即可。 

(6) 底盤因盛裝油漬容易髒污，可使用去污劑清洗。 

(7) 烤盤、烤架、置放架、調理網等清潔，為避免刮傷，可使用海棉 

 清洗再晾乾；若難以清洗，可以先淨泡清水再使用中性清潔劑清  

 洗。勿使用菜瓜布或乳狀清潔劑。 

(8) 水箱的清潔，勿使用洗碗乾燥機清洗，若有水漬附著可以使用海 

 棉，搭配中性清潔劑清潔，並每天清除一次水，以保衛生。 

(9)集水盤的清潔，每次使用完畢均需清潔，清理完畢後確實安裝。 

(10)吸氣孔及排氣孔的清潔，注意灰塵的清理並保留通暢無阻。 

 

 

 

 

 

 

 

 

 

 

 

 

 

 

 

 

 

 

 

 



52 

第七節 烘烤爐及氣炸鍋 

一、前言 

食物煎炒炸必需藉助各種食用油如豬油、沙拉油、植物油等，但油成

份就是脂肪，吃煎炒炸食物等於被迫額外吃下這些沾油，加上現代人

疏於運動，最後堆積人體形成高血脂心血管疾病，於是大家都在問：

「難道沒有那種不沾油就能達成煎炒炸口感的家電嗎？」。其實十幾

年前市場曾出現一種『烘烤爐』，就標榜無需沾染食用油即可完成食

材煎烤炸等口感，構造上由電烤箱+風扇組成，但在當時外觀不起眼，

並未引起消費者太多注意，直到這一、二年飛利浦公司改良其外觀、

熱流循環、操作便利性，並重新取名為『氣炸鍋』，強調零油脂負擔

的烹調方式，此類商品才又熱賣起來。圖 1 顯示氣炸鍋各式機種；圖

2 顯示烘烤爐為迎戰氣炸鍋，外觀上也作調整並打低價策略。烘烤爐

與氣炸鍋因外觀與名稱不同，市場上常讓消費者混淆不清，但無需沾

油的烹調方式，確實比傳統油鍋減少 80%以上油脂含量，而成為忙祿

現代人的健康守護神，尤其對西點、蔬果、肉類、海鮮、綜合餐點、

中式點心、煎魚、牛排等食材煎烤炸口味，都能處理的相當不錯，其

商品知識值得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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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8 氣炸鍋 

 

   
           圖 19 烘烤爐 

 

二、結構與運作原理 

2.1 烘烤爐結構 

電烤箱採用石英燈管或鹵素燈管來產出波長 2um～4um 的紅外線，穿

透食材表層使內層水份震盪摩擦生熱，熱度除先焦烤表層，也逐漸擴

散至食材內層，採用這樣的方式已可熟食。烘烤爐是改良電烤箱而增

加了風扇結構，除燈管輻射加熱食材，也善用爐內升溫的熱空氣產生

循環熱流來烘烤食材，使食材更均勻受熱而呈現出煎炒炸口感，故也

稱為「旋風式電烤箱」。圖 20 顯示其外觀與結構，溫度及時間控制基

板、風扇、加熱裝置等位於懸臂式機頭內部，加熱裝置因採用燈管輻

射方式，故需搭配碟狀反射鋁板來擴大照射食材面積；風扇採取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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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者，主要在推動爐內熱空氣產生循環流，使熱流能緊貼食材表面

均勻加熱。 

 

 

圖 20 烘烤爐外觀與內部結構 

 

2.2 氣炸鍋結構 

氣炸鍋跟烘烤爐結構有點相似，一樣有由溫度及時間控制基板、風扇、

加熱裝置等三種結構組成，不過其特別重視熱循環，除風扇功率加大

外，也提供風速控制功能。圖 21 顯示氣炸鍋外觀與內部結構，烘烤

食材通常經過三項步驟(如圖 21c)：一、使空氣通過機台頂部電熱管

裝置快速加熱；二、採用風扇將加溫後空氣轉成急速熱流往內鍋衝擊；

三、置放內鍋的烤盤與煎盤採特製紋路，使衝擊流轉換成循環渦流，

最後食材在全方位 360 度熱氣流浸潤下，表層逐漸金黃酥脆，內餡水

份也漸蒸發，呈現出不同程度的外酥內嫩口感(煎、炒、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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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氣炸鍋外觀與內部結構 

 

2.3 相異點 

顯然烘烤爐與氣炸鍋運作原理是相似的，兩者都不需任何食用沾油並

利用熱空氣烘烤，差異點在：一、氣炸鍋直接採用高功率電熱管來取

代烘烤爐的石英燈管照射，並直接加熱風扇抽入的空氣，屬完全熱空

氣煮食；至於烘烤爐烘烤熱功率用於不均勻性照射食材，少部份加熱

空氣產生熱流來包覆食材煮食。二、氣炸鍋內鍋操作方式採用抽屜型，

握住大把手拉出鍋體就可取出食材；烘烤爐則是將食材置於強化玻璃

鍋內，需先掀開笨重機頭，才能取出食物。三、氣炸鍋重視流體力學，

除內鍋增加專利紋路導流，風扇功率也較大並可控速，徹底實現熱流

緊貼包封食材的熱空氣煮食原理，時間與火候控制較為精準，但價格

比烘烤爐貴上五倍，消費者到底要採購烘烤爐亦是氣炸鍋，見人見智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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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適用標準 

氣炸鍋與烘烤爐均列屬標準檢驗局強制性應施檢驗商品範圍，其適用

之檢驗標準為 CNS 60335-1、CNS 60335-2-9 及 CNS 13783-1。 

四、使用指南 

使用前請詳細閱讀產品使用說明書，遵照說明書內容使用，尤其所列

警告、注意事項（如：接地及使用後之清洗作業等），另下列事項也

需留意： 

(1)應使用獨立電源插座，首次使用時應將油炸籃等配件組合以備用，

並使用最少 15A 以上的電源插座或線材。 

(2)使用中若冒黑煙，應立即拔除電源，待冷卻後移出內鍋檢查 

食材是否燒焦。 

(2) 勿讓 12 歲以下兒童、身心障礙者、感覺或精神障礙者，在無人

監督下使用，確保其安全。 

(4)使用時勿引用延長線。 

(5)勿將產品靠牆或靠其他產品擺放使用，應於產品後方、兩側和上

下方各留20cm縫隙；若需靠牆擺設，應保持至少5公分距離，避免

牆體因受熱而發生損壞。 

(6)放入食材量勿超過內鍋容量八分滿，過多食材會影響烘烤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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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產品利用熱空氣對流加熱，勿倒入食用油於氣炸鍋內鍋(少量可以

以滴計算)，避免發生噴油危險。 

(8)使用時，應安裝在穩固場所，避免傾斜。 

(9)避開會濺水場所，以免漏電或故障。 

(10)勿安裝於瓦斯爐旁邊，氣炸鍋抽風扇可能抽入熱氣導致故障。 

(11)勿將電源線懸掛桌角或門檻等銳利地方，亦勿讓電源線靠近發熱

的物體如電暖器及瓦斯爐。 

(12)使用中勿擋住本機的進風口或出風口。 

(13)使用中本機出風口會散出高溫蒸氣，勿靠近出風口以避免燙傷。 

(14)烘烤過程，可將內鍋拉出看食材熟成程度，若發現食材已熟但烹

飪時間尚未結束，可用手動方式將定時器轉至關以停止烘烤。 

(15)烹調食材後，炸鍋與食材仍很燙，有可能有高溫蒸氣由炸鍋內噴

出，移出內鍋務必小心。 

(16)操作中，切勿觸碰玻璃上蓋與內鍋或任何與發熱體靠近的元件。

產品內部的熱空氣可高達250°C/482°F，可造成燙傷，使用時請

務必注意。 

(17)在產品運行過程中，切勿遠離，並隨時注意運行狀況。切勿無成

人在家，仍讓電器運行，此行為可能導致危險的發生。 

(18)在烘烤過程中所有的玻璃表面、玻璃鍋中的零配件會發燙，切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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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碰以免燙傷。若需要移動，請等待它自然冷卻後，或使用防燙

物品操作，但仍須謹慎為之。 

五、清潔保養 

(1)每次使用後都需立即清潔本產品，避免油污殘渣留於煎烤盤及內 

   鍋中。 

(2)清理前，應先拔插頭並待機冷卻後，以濕布擦拭本體外觀，內鍋

和煎烤盤可以熱水浸泡 10 分鐘後，加洗滌劑以海棉清潔。 

(3)勿用金屬刷具或叉子清洗內鍋和煎烤盤，避免刮傷。 

(4)勿將機台置於水中或水龍頭下沖洗，避免水滲入機體內部。 

(5)保持烘烤爐乾燥•清洗完畢後，請以乾布拭乾鍋身及鍋蓋部位，

打開上蓋讓水份自然蒸發，待完全乾燥後再收藏存放，避免水蒸

氣凝結於上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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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篇專題彙整九種電熱式電器產品，皆列屬標準檢驗局強制性應

施檢驗商品範圍，目前檢驗方式採「驗證登錄」或「型式認可逐批檢

驗」雙軌並行制，無論國內產製或自國外進口前，須先取得本局認可

之指定實驗室所出具之型式試驗報告，再向本局申請驗證登錄證書或

型式認可證書，其中若採取「型式認可逐批檢驗」方式者，於取得型

式認可證書後，尚需向本局報請檢驗，符合檢驗規定後，於商品本體

上標貼「商品安全標章」（ 或 ）始得出廠陳列銷售。故消

費者購買時應檢視本體上是否有安全標章， 選購時應注意事項： 

(1)檢視產品包裝是否標示產品規格(如電壓、功率或電流)、型號、廠

商名稱、地址等，尤其本體上需貼有或印製「商品安全標章」。 

(2)選購時要檢查是否附有產品使用說明書及保證書，讓消費者瞭解

使用方法、保養維護方法、使用應注意事項及保固期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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