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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您選擇這部機器，此說明書提供如何安全與正確的使用，

我們建議你仔細讀完這本使用說明書。 

這本使用說明書提供您一步一步了解機器功能，同時清楚的說

明及完整的圖表。 

這些說明是給予您正確的使用洗碗籃、沖洗棒、洗碗機內筒、

過濾器、洗碗程式及操作控制。 

為延長機器壽命最好經常清潔，如此才能保持完好的工作

狀態。 

這本說明書提供您有關使用這台洗碗機的快速且簡易的解答。 

安裝說明： 包含即將要安裝的技術人員，有關安裝水、

電源與測試機器等。 

使用者說明：這包含推薦如何使用本機器，以及控制說明

及正確清潔及保養。 

 

1.安全與操作說明 

此說明書屬於機器的一部分必須完整的隨同機器，在您使

用洗碗機之前請仔細的閱讀這本說明書。 

此機器僅提供一般家庭使用，必須由合格技術人員安裝，此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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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依據 EEC 72/23，89/336（含 92/31）現行的規定，包含預

防與排出的電磁干擾。 

這台洗碗機的設計是根據:歐盟洗碗機的清洗與烘乾規定；若

用於其他用途，製造商與代理商拒絕承擔任何責任，是因為沒

有詳細閱讀與遵照說明書操作使用。 

 CE 銘牌 ：打開洗碗機門，這銘牌貼在門的內部邊緣位

置，註明技術資料、機號及明顯的生產地，這個銘牌必須永遠

與機器一起不可撕毀。 

請勿隨意丟棄外箱包裝，並依照垃圾分類處理。  

此機器必須依據電器安全規範予以接地處理，製造

廠商或供應商拒絕承擔未接與漏接地線，所造成的個人

與財產上的損失。  

如果機器是嵌入安裝或安裝在舖有地毯時，必須確

保機器打開時，不會造成洗碗機門開關上的困難。  

並在沒有使用洗碗機時，請關閉電源以免浪費電源。  

廢棄機器時必須確認不能再收回使用，請剪掉電源

線並依照地區相關廢棄物回收制度，將報廢機器依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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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報廢處理。  

如果您懷疑機器可能有因運輸上損傷，請不要使

用，立即連絡經銷商或是代理公司。  

機器安裝時必須依廠商提供的說明書，依照其方式安

裝，且須由合格的水電專業人員來安裝。  

機器必須由成年人操作，禁止兒童靠近機器玩耍，

禁止兒童接近洗碗粉或是打開的洗碗機門。  

如果是弱智以及/或身體殘障人士使用此機器，請必須要有監

護人留意他們的安全。 

機器拆開後的包裝材料（包裝塑膠袋、聚苯乙烯、金屬…

等）必須丟棄避免兒童接觸到。  

洗碗機門打開後請勿讓兒童接近，因為洗碗機內可能還

含有清潔劑的殘渣，可能會造成兒童不必要的危險，也

可能傷害到眼睛、嘴、喉嚨等，過敏者可能會有窒息的

危險。  

不可放入溶劑到洗碗機內，例如酒精或松節油，這有可能

會造成爆炸。 

不可將沾有泥土、灰燼、蠟或油漆的餐具放入洗碗機內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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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的洗碗機門上，不可施壓或坐在上面，如此會

造成洗碗機傾倒損壞及人員的傷害。  

打開門放置或取出餐盤時請注意，避免會絆倒人。 

不要飲用洗碗機內殘餘的水，這些都是洗碗機清洗餐具

後，以及烘乾前的殘餘水，這會影響到健康。 

餐刀或其他筷子或尾端有尖銳的器皿等，必須要放入到刀

叉盤內，尖銳部分朝下，或是平放在上層洗碗籃上，請小心不

要割傷到手。 

自動止水模式 

自動止水裝置可以預防機器漏水的情況，當裝置故障的時候，

請通知代理商安排技術人員前往檢修。 

在管頭附近有一個螺紋含進水閥的裝置，是具有自動止水模式

的設備，進水管有漏水的情況不可以將進水管切斷，這會損壞

到進水管的功能，並會切斷電磁閥電源與進水供應。 

在剛裝好洗碗機後，請依照說明書敘述進行快速測試，如

果機器無法正確操作時，請切斷電源並報修，不可以自行維修

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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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在開始使用前，必須確定是依照相關安全與電

器規範所完成的安裝，任何技術性檢查，必須由專業服

務人員或經訓練過的人員來授權執行。非正式的技術人

員維修機器將使保固無效，而且會造成使用者的潛在危

險。  

若因上述安全與預防上的疏忽，因而造成個人及財產上

的損失，包含刻意造成零組件損害，及使用非原廠零件

所造成的情況，製造廠商或供應商將不負任何損害責任。 

此機器為清洗及自然烘乾設計，若用於其他用途，製造廠商或

供應商拒絕承擔任何責任。 

 

2.安裝與配管 
請移除洗碗機內固定籃架的保麗龍。 

將洗碗機放置於規劃好的位置，洗碗機的背面與側面會接近牆

壁或是櫥櫃單元，如果安裝洗碗機靠近熱源時，請準備特殊隔

熱板隔開，以預防因過熱造成機器發生故障。 

要確保機器的平穩，崁入安裝後請將廚具檯面放上，並固定廚

具檯面。 

為方便機器安裝，進水的管路與排水管路，可以配合現場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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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配置，安裝時不要讓進水軟管扭曲或擠壓或太緊。 

並記得將進水管螺牙鎖緊，櫃體須留 8 公分直徑的孔讓電源線

與進水管穿過。 

洗碗機可用調整腳來調整機器是否平穩，以確保機器可以

正常操作使用。 

不可以在崁入式安裝的洗碗機上方配置電陶爐或是電磁

爐。 

崁入式洗碗機上方，僅可以安裝一般不銹鋼的瓦斯爐 ，並正

確的安裝固定，不會產生危險。 

當崁入式洗碗機安裝時，在旁邊有安裝其他的機器時，請遵從

這些機器的安裝說明(例如最少距離，安裝程序等)。 

某些機型僅在後方配置一隻調整腳，且能靠前方的連結旋

轉螺絲來調整後方機器高低。 

 

2.1 進水管路 

預防進水軟管阻塞：  

如果是新的水管或是剛用不久的管路，在接上進水龍頭前，請

先檢查進水管路是否正常與水質是否乾淨，如此可以預防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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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障，機器的進水軟管需保持與進水龍頭連接，請勿使用老

舊的進水管路。 

連接進水軟管（因機型而異） 

進水軟管連接冷水進水龍頭是採用 3/4英吋螺牙

來銜接，安裝時機器有附送 1 片小過濾網 A 需

放在兩螺牙間，然後用手平穩的旋緊螺牙至大約

螺牙的 1/4 處。 

有裝配自動止水裝置的洗碗機，濾網必須裝入鎖牙

環中。 

洗碗機可以外接低於攝氏 60 ℃的熱水，大約可以

縮短 20 分鐘的洗碗時間，但是會稍微降低清洗效

率，這是因為自動縮短洗碗時間的結果。 

排水軟管連接 

排水孔的直徑至少為 4 公分，固定排水

軟管時需使用塑膠支撐固定勾，注意不

要擠壓或是過度彎折排水軟管。預防排

水軟管放置不穩或掉落，需使用塑膠支

撐固定勾固定於牆上，或是勾在水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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繩索固定在進水龍頭上。 

排水軟管須懸掛在高度 30~100 公分之間，且需注意不可浸泡

於水中。 

如果排水軟管長度不夠須延長（軟管最長不可超過 3 公尺），

排水軟管從地上算起懸掛高度最高為 85 公分。 

 

2.2 電源與預防措施 

請檢查洗碗機的電壓與頻率是否符合規定，銘牌於洗碗機

門內側邊。 

安裝完成後，將洗碗機插頭插到 110V 電壓的插座內。並

須符合相關政府法規規定。 

拔掉插頭時，請不要拉扯電線。 

要更換損壞的電線必須由代理商技術服務人員或是經授權的

專業人員為之。 

請不要使用電源轉接頭，以免過熱引起燃燒。 

如果電線沒有附帶插頭時 

可以選用符合政府規定的插頭安裝，或是相關的斷路器。 

但同時必須要實施接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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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施上述作業時，必須是專業技術人員施工。 

電線說明如下 

L =褐色 N=藍色 , 地線=黃綠色 

更換損壞的電線，必須由代理商技術人員，或是經由授權

的專業人員來更換，以避免危險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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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制說明 
3.1 控制面板 

 

 

 

 

 

1. 電源開/關按鈕 ON/OFF 

2. 開始/暫停按鈕 

3. 選擇程式按鈕 

4. 程式指示燈 

5. “3/1”選擇按鈕 

6. “3/1”選擇指示燈 

7. 1/2 上層洗淨設定按鈕 

8. 1/2 上層洗淨指示燈 

9.    硬水調整指示燈：閃燈代表“水質硬度調整”模式中。 

無洗碗鹽指示燈：亮燈表示即將缺洗碗鹽。 

10. 無亮光劑指示燈 

11. 洗碗機門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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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清洗程式  

請依據下表的歸類，根據餐盤鍋具的種類與髒的程度的歸類指

示，選擇最適當的清洗程式。 

程式 選擇 碗盤與油污程度 程式順序 

持續時間 消耗量 

分鐘 水量 功率

Kwh(2) (2) 公升(1) 

浸泡 

 
等待鍋具與餐具

放滿洗碗籃 
冷水預洗 15' 5.5 0.02 

標準洗程 

EN 50242 
 

正常髒汙的餐

具，含餘溫乾碗 

冷水預洗 

熱水洗 50℃ 

潤絲 66℃  

餘溫乾碗 

** ** ** 

自動洗程 

IEC/DIN 
 

正常髒汙的餐

具，含餘溫乾碗 

冷水預洗 

熱水洗 65℃ 

冷水潤絲 

70℃潤絲 

餘溫乾碗 

113 18 1.55 

快速清洗  

精緻的餐具，輕微

的髒汙，使用結束

後立即清洗 

38℃溫水洗  

冷水潤絲 

58℃熱水潤絲 

38' 13 0.85 

加強清洗  

非常髒污的鍋具

與餐具，含餘溫乾

碗 

熱水預洗 

熱水洗 70℃ 

冷水潤絲(2) 

 70℃潤絲 

餘溫乾碗 

150' 21 1.90  

 

只有浸泡功能。 

其他的洗程沒有浸泡功能。 

洗程的消耗功率/時間會有所不同，這是根據水溫與室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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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餐盤鍋具的數量與種類有所差異。 

洗碗機門打開或是沒關好，清洗程式將無法動作。 

 

3.2 洗碗程式 

在第 3 章節詳細說明洗碗機的控制面板、開、關與洗碗程式的

操作方式。 

 

 

 

 

 

在開始操作洗碗機前請確認: 

 供水龍頭有打開。 

 洗碗粉盒已放入正確洗碗粉數量，並關好。 

 碗盤有正確放於洗碗籃上。 

 沖水臂可以自由轉動，不能受到阻礙。 

 洗碗機門有關好。 

打開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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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1)電源開/關按鈕，電源打開後指示燈會顯示洗碗機的狀

態。 

   程式選擇 

按下(3)來選擇所要選擇的程式功能，每按一次會改變功能選

擇。 

開始程式操作 

按下(2)開始/暫停按鈕幾秒鐘，直到選定的程式指示燈開始閃

爍(會有嗶聲) 洗碗機開始啟動。 

只要洗碗程式在進行中，指示燈會一直閃爍。 

end 結束程式操作 

當洗程結束時，會有短暫的嗶聲，以及程式顯示燈第 4 及第 5

個會閃爍(如圖 end 標示)。如圖示: 

暫停程式操作 

․按下(2)開始/暫停按鍵，閃爍的指示燈會停止閃爍，變成持

亮的燈號(會有嗶聲)。 

․再按(2)開始/暫停幾秒，您可以

繼續完成洗程。 

更改程式操作 

․按下(2)開始/暫停按鍵，閃爍的指示燈會停止閃爍，變成持

亮的燈號(會有嗶聲)。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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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3)重新設定新的清洗程式，每按一次會改變功能程式。 

․按下(2)開始/暫停按鍵幾秒，停止的指示燈會開始閃爍 (會

有嗶聲)。 

․開始新的清洗程式操作(參考開始程式操作)。 

關閉程式操作 

按下(2)開始/暫停按鍵幾秒，直到程式暫停(指示燈亮與嗶聲)。 

再按(2)一次直到第 4 與第 5 個指示燈亮。如圖示: 

 

洗碗機的殘餘水會被排出後，第 4 與第 5 個指示燈變成閃爍。 

洗碗機在操作中門被打開過再關上門時，程式會從中斷的

位置重新開始。 

如果洗碗機內槽的溫度高於 50℃時，程式將會在 30 秒後開始

啟動。 

 “3/1”功能選擇按鍵 

 (除了浸泡的洗程不適合外，適用於所有清洗程式) 

按下(5)按鍵相關的指示燈亮，此項功能是有計畫的使用洗碗

粉、軟化鹽、亮光劑結合成”3 合 1”的設計。選擇此功能時洗

碗機會自行選擇最理想的方式，以避免軟化鹽跟亮光劑的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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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注意:當您選擇”3/1”三合一按鍵，如果洗碗機內槽是空的，軟

化鹽與亮光劑也會保持正常釋放。 

重要:要取消此項功能請再按(5)鍵。 

3/1 功能不適合硬度過高的水質。因此如果水質硬度超過

（H3：dH 24-31）功能指示燈(6)會閃爍，代表水質硬度設定錯

誤。但 3/1 功能一樣能啟動，但是洗程結束後的效果並不好。 

 

 

 

 

 

1/2 清洗設定 

(除了浸泡的洗程不適合外，適用於所有清洗程式) 

此功能特別適用清洗少量餐盤，可以省水及省電，減少清洗餐

具的時間，按上層清洗按鈕（7），放置的餐具應放置於上下層

碗籃，洗碗粉添加量少於正常使用量。 

節省能源!...以及保護環境 

15 



 儘可能等碗盤放滿後再使用洗碗機清洗。 

 避免在打開的水龍頭中清洗碗盤。 

 請選擇最適當的程式清洗。 

 請勿執行任何的預洗潤絲的動作。 

 如果可能，可連接低於 60℃熱水到洗碗機。 

減少洗碗粉消耗量及生態環境保護 

洗碗粉含有磷酸鹽成分有害於生態環境。要避免使用過量與節

省電力，請遵守下列: 

 將較精緻或脆弱的碗盤餐具，與耐高溫及適合洗碗粉的碗

盤分開。(只放耐高溫與適合洗碗粉的碗盤於洗碗機內洗) 

 請勿將洗碗粉直接傾倒於待清洗的碗盤中。 

取出餐具 

當洗碗機洗程結束後將門微開，請最少等 20 分鐘待碗盤冷卻

後再取出碗盤。 

建議先取出下層碗盤再取出上層碗盤，如此可防止上層水滴掉

到下層碗籃內的碗盤上。 

 

4.操作使用 
當洗碗機正確安裝完成後，在開始操作前，請準備動作如下: 

․調整水質軟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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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洗碗鹽 

․添加洗碗粉與亮光劑 

如果水質已是正常軟水，前面兩個動作請不要理會。 

 

4.1 使用水質軟化系統 

硬水(請參考地區自來水公司說明)在洗碗機清洗完成

後，會有白色斑點的髒污出現在餐具表面，並在長時間之後，

餐具會變成晦暗的色澤。本洗碗機配備有水質軟化的系統，並

使用添加洗碗鹽可以降低水質的硬度。 

本洗碗機在生產時，已經設定在硬水等級 3 的位置(平均硬度

為 41- 60°dF – 24-31°dH)。 

當在中硬度的水質使用洗碗機時，大約在洗碗機清洗到 20 次

的時候，就必須重新添加洗碗鹽到水質軟化的容器內，大約為

1.7kg 的顆粒狀洗碗鹽。這個容器位置

在洗碗槽內底部，反時鐘方向將容器的

蓋子打開，放上洗碗機配件中的漏斗，

透過漏斗將洗碗鹽添加到容器內，然後

將漏到蓋子鎖牙的洗碗鹽清乾淨，最後

再鎖上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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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要第一次使用洗碗機，而且必須要添加洗碗鹽時，請同

時添加一公升的水到容器內。 

 在每一次添加完洗碗鹽後，請關緊容器槽的蓋子，以免洗

碗粉或是亮光劑等混合物流到洗碗鹽槽內，這會造成軟水

系統的損壞與失效。 

 請使用家用洗碗專用的洗碗鹽配方，如果您使用的是小塊

狀的鹽，請不要投入到容器槽內。 

 
 請不要放入塊狀鹽，因為這會不容易在容器內融解，超過

時間後，可能會損壞水質軟化系統。 

 請在要開始清洗餐具之前添加洗碗鹽，在這種方式下過量

的鹽水才會被排到洗碗機內，才不至於因過量的鹽水長時

間存在於洗碗機內，這會腐蝕洗碗機的內部。 

請小心不要放入洗碗粉或是亮光劑到洗碗鹽的容器槽

內，這會損壞到水質軟化系統。 

調整水質軟化系統 

18 



本洗碗機有適應於不同硬水的水質軟化系統，這個設定可以用

按鍵(3)來調整。 

要開始設定這項功能時，請按住(3)這個按鍵超過 15 秒鐘。這

時候水質軟化指示燈(9)會閃動，過一會程式指示燈(4)會依不

同的水質硬度顯示而亮燈，每按一次按鍵都會改變設定狀態，

請依照下表繼續您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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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硬度參考表 
水質硬度表 

設 定 德制硬度

(odH)） 

法制硬度

(odF) 

0-4 0-7 
指示燈都不亮 (沒

有添加洗碗鹽) 

 

5-15 8-25 一個指示燈亮  

16-23 26-40 兩個指示燈亮  

24-31 41-60 三個指示燈亮  

32-47 61-80 四個指示燈亮  

48-58 81-100 五個指示燈亮  

請參考您當地自來水公司有關供應水的資訊。台灣大部分區域

都是屬於軟水。1ppm=1mg/L=0.056(odH)）=0.1(odF) 

當您調整好有關硬水轉換軟水設定後，請不要再碰觸按鍵，洗

碗機會自動的回歸到標準模式，並離開水質軟化調整的設定程

式。 

 

4.2 添加亮光劑與洗碗粉 

洗碗粉與亮光劑分配盒位於洗碗機

門內側，洗碗粉分配盒在左側，亮

光劑分配盒在右側。 

除了潤絲外，在每次洗程設定前將所需的洗碗粉加入左側

分配盒內，亮光劑可依需求是否要添加。 

end 

end 

end 

end 

end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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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亮光劑 

亮光劑是幫助碗盤的乾碗效果，與預防沉澱物沾污碗盤，當洗

碗機在第一次潤絲時會隨水自動添加，位置在亮光劑分配盒的

表面洞孔。 

 打開洗碗機門                                                                                                                                                                                                                                                                                                                                                                                                                                                                                                                                                                          

 反時鐘方向轉動亮光劑分配盒蓋 1/4 圈，並取下蓋子。 

 裝滿亮光劑後透明視窗會呈現暗暗的，當您發覺到透明視

窗變成清澈時，便需要再次添加亮光劑，裝滿大約是

140cc，透明視窗是位於亮光劑分配盒的表面的外側。 

 將蓋子放回並順時鐘方向轉緊。 

 拿一塊布將溢出的亮光劑擦乾，以免產生過多泡沫。 

調整亮光劑設定刻度 

出廠時亮光劑設定在中間位置，可以

依所需調整刻度。 

當您碗盤洗完後有晦暗及環型沾污

時，請增加亮光劑出量。 

 調整亮光劑刻度時，將蓋子反時鐘方向轉動約 1/4 圈，即可

取下亮光劑的蓋子。 

 使用螺絲起子轉動到所需的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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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回蓋子再順時鐘方向轉緊。 

 
 如果洗好後的碗盤有沾黏狀況或是白色的斑紋，請減少亮

光劑出量。 

 亮光劑出量的多寡，是以刻度數字大小為依據，數字大出

量多數字小出量少。 

添加洗碗粉 

輕壓小按鈕 P，打開洗碗粉添加盒蓋，加入洗

碗粉後小心的把蓋子蓋上。 

在洗碗機清洗中，洗碗粉分配盒會自動打開。 

 
 當洗碗程式設定在熱水預洗時(請參

考洗碗程式表)，額外的洗碗粉必須放

置在 H 的凹處(依據機型款式設計)。 

 需使用洗碗機專用洗碗粉，不可使用

其他清潔劑，使用品質好的洗碗粉可以有最好的洗淨效果。 

 平常洗碗粉需密封好放置於乾燥通風處，如此可以預防洗

碗粉受潮變成塊狀，這樣才不會影響洗淨效果，洗碗粉不

可打開過久，以免影響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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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使用一般手洗的沙拉脫於洗碗機內，因為會產生很多

泡沫，如此會影響洗碗機操作，過多的泡沫甚至會溢出來

產生漏水現象。 

 請添加適量的洗碗粉，洗碗粉數量不夠會造成洗淨效果不

佳，用量太多則會造成浪費，而且不會增加洗淨效果。 

 市場上有銷售液態與粉狀的洗碗粉，這些成分可能有磷酸

鹽或是活化磷酸鹽，也有的是含天然酵素等不同化學成分。 

洗碗粉含磷酸鹽在攝氏 60 ℃以上時，最容易去除油脂與澱

粉。 

酵素洗碗粉，在較低溫就有生物性分解功能（從 40 ℃到

55 ℃），相對的傳統洗碗粉則需要達到 65 ℃。 

 為了保護環境，我門建議使用磷酸鹽及活氯洗碗粉。 

如果誤將洗碗粉倒入亮光劑分配盒，會造成洗碗機損壞。 

 

4.3 一般警告與建議 

 
我們建議在第一次使用洗碗機前，最好閱讀有關碗盤種類與放

置的數量。 

通常並未強迫一定要使用何種餐盤，重要的是要了解碗盤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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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不適合在洗碗機內清洗。 

在餐具放入洗碗籃時請注意: 

 將碗盤內殘渣清除，例如骨頭、魚骨頭…等，這些會造成

過濾網阻塞與排水泵故障。 

 鍋子燒焦時先浸泡，並將燒焦附著在鍋具上的食物清除，

然後放在下層洗碗籃內清洗。 

在清洗碗盤前不需要預洗，這只會浪費水。 

正確的放置碗盤在碗籃上，有助於最好的洗淨效果。 

警告: 

 碗盤放置時需確定放好，在清洗時不可阻礙洗碗機沖洗棒

的轉動。 

 請勿放置很小的物體於洗碗籃內，這可能會掉入或卡住沖

洗棒或阻礙清洗泵動作。 

 容器類如杯子、碗、玻璃杯和鍋具必須開口朝下，以便讓

水自然向下，不會存積在容器內。 

 不要將盤子堆成一疊，或是緊靠在一起。 

 玻璃杯類放置請勿太靠近導致沾汙，或是因為清洗時碰撞

導致破裂。 

請確認餐具的材質是可以安全在洗碗機內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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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放在洗碗機內清洗的餐具: 

 洗碗機清洗時的高溫，可能會損壞木製材質的碗盤、鍋子

或平底鍋。 

 洗碗粉與高溫的清洗，可能會造成手工器皿的損壞。 

 塑膠餐盤：一般無法耐熱而且遇熱會變形，不可放入洗碗

機清洗，若是耐熱塑膠餐具清洗時請放置於上層洗碗籃。 

 電鍍：餐盤與餐具上有鍍銅、錫、鋅或黃銅，這些都將會

污損，不適合放入洗碗機清洗。 

 鋁製：這些餐盤洗過後會造成退色。 

 銀器：這些餐盤與餐具洗過後都將會污損。 

 玻璃和水晶：一般而言玻璃與水晶器皿是可使用洗碗機清

洗，經過多次清洗後，玻璃及水晶會變成晦暗沒光澤，因

此對於這些器皿，我們建議使用最弱的洗程來清洗。 

 漆器類：一般市場上漆器類器皿，清洗過後會造成退色，

即使是不退色也請最好一個月洗一次。 

 

4.4 洗碗籃 

這是歐式 12 人份包含小盤子的洗碗機。 

下層洗碗籃 

下層洗碗籃是用下層沖洗棒的強力水柱來清洗，因此最髒的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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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應放置在下層洗碗籃內清洗。 

下層洗碗籃可以放置多樣式的盤子、鍋子及平底鍋等餐具，下

層強力水柱透過沖洗棒的噴嘴噴出，會

將餐具表面上沾汙部分清洗的很乾淨。 

下層洗碗籃有時需要較大空間來放置

大型餐具時，可調整碗籃內的活動支

架，來配合較大型的餐具。 

下層洗碗籃的擺放 

請小心並垂直放置平盤、湯盤、點心盤及小盤子，當放置湯盤

及點心碗時，不要靠在一起，鍋子與平底鍋等必須倒放。 

刀叉籃 

刀叉盤的上蓋是可以拆卸，您也可以將上蓋移除，以便讓刀

叉、筷子等擺放有空間讓水柱通過，這樣清洗會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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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叉、筷子等餐具要整齊有序的方式放置在內，將把手或較大

的一端向下，並小心不要被刀子割傷手，除

了長度不要過長會影響到沖洗棒運作外，基

本上刀叉籃適用於刀叉等。杓子、木湯匙與

烹飪刀具可以放置於上層碗架清洗，但請小

心刀刃的部分突出到碗籃架外面。 

刀叉籃可以滑動放放置於下層碗籃架。 

 

  

 

 

 

上層洗碗籃 

建議上層洗碗籃放置中小型餐具如杯子類、小盤子、茶杯或咖

啡杯，上層洗碗籃內較低的位置，也可以放置小盤子、小碗及

小型的耐熱塑膠餐具。 

為了使上層洗碗籃有較大空間，有兩個格架可以往上掀來放置

如高腳杯。 

上層洗碗籃的擺放 

放置參考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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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子正面向前，杯碗類必須是底部向上，左側可以放置兩層咖

啡杯類，中間位置可以垂直插入小

盤子與碟子類。 

根據機型的不同，上層碗籃架有些

會有一些配件裝置如下: 

 在右側的刀叉伸縮餐具架，設

計可以放置刀叉與湯匙用，針對湯匙可以放置在在可滑動

的架子上。 

調整上層洗碗籃(需依據機型是否有配備) 

使用者可以依需要調整上層洗碗籃，來配合餐具的高度。請依

照下列說明調整。 

 拉出上層洗碗籃。 

 打開右邊滑軌上的制止塑膠塞，如下方左圖所示。 

 將滑軌向後推，以便改換碗籃上的滑輪。 
28 



 依使用需要將較高或較低的滑輪，重新放入滑軌。 

 將制止滑輪塑膠塞恢復原狀。 

 上層洗碗籃斜一邊是正常狀況。 

 

 

 

 

 

5.清潔與保養 

在進行工作前，請先將電源關閉。 

5.1 一般警告與建議 

不可使用酸性或腐蝕性清潔劑。 

可以使用沾濕的棉布，或是沾一些清潔液輕微擦拭洗碗機門及

門縫處。使用沾濕的海綿清潔門框。可使用沾濕的棉布，定期

性的將內筒及門框上的沉積髒東西清潔乾淨(一年一次或兩

次)。 

清潔進水口的過濾網（因機型而異） 

必須經常清潔進水過濾網，如圖 A 位置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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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關閉進水龍頭停止進水，轉開進水管接頭螺牙移出過濾

網，清潔完後將過濾網放回，然後轉緊進水管接頭螺牙。 

清潔沖洗棒 

沖洗棒可以容易取下以便清洗出水噴嘴，將沖洗棒放在一般水

龍頭下用水沖洗，然後放回原先位置，並檢查轉動時是否順暢。 

 將上沖洗棒的固定螺牙 R 轉開，就可以取下。 

 將下沖洗棒垂直的向上，就可取下。 

 

 

 

 

 

 

清潔內筒過濾器 

請隨時檢查洗碗機內筒過濾器 C，如果有殘渣清洗後再放回

去， 

 首先握住過濾器 C 突出的把柄，反時鐘方向轉動並向上提

起。 

 將過濾器 D 從下面輕輕向上推動，並從外層細的過濾器內

取出過濾器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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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濾器分開為兩部分後，將塑膠過濾器 1 與結合在一起的

過濾器 2 分開，如圖箭頭所示。 

 將底部整片過濾網 E 向上取出。 

 將取出的過濾器，放在一般水龍頭下用水沖洗。 

 

 

 

 

 

有關正確保養的一般警告與建議 

 
 請使用刷子放在一般水龍頭下，用水清洗過濾器的組合套

件。 

 當取出過濾器後，請確認是否還有其他食物殘渣，因為這

些殘渣掉入清洗的管路內時，可能會阻塞加壓元件，或是

塞住沖洗棒的噴嘴。 

 過濾器必須徹底清洗，清潔後不能發生阻塞，否則洗碗機

無法操作。 

 請依序反向小心放回原位，放置不妥可能會損壞清洗泵。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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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時間不使用 

 先重複使用兩次浸泡洗程結束後。 

 將插頭從插座上拔下。 

 將洗碗機門稍微打開，可以避免產生臭味。 

 將亮光劑分配盒加滿。 

 將洗碗機水龍頭關閉。 

 
在長時間沒有使用後重新使用 

 進水管路在長時間沒有水的流動下，管路內會容易產生沉

澱物，重新送水前最好將進水軟管拆除後，打開水龍頭讓

水流幾分鐘。  

 將洗碗機插頭插入插座。 

 然後再接上進水軟管轉緊接頭螺牙，最後打開進水龍頭。 

簡易故障問題排除 

在有些故障狀況是可以依照下列方法自行排除: 

洗碗機不動作時，請檢查： 

 插頭是否有插好。 

 電源是否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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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碗機進水龍頭有沒有打開。 

 洗碗機們有沒有關好。 

 洗碗機進水管是否糾結阻塞。 

洗碗機底盤上有殘餘水，請檢查: 

 排水管是否有阻塞。 

 排水管懸吊高度是否不足。 

 洗碗機過濾器是否阻塞住。 

 洗碗粉是否放置正確。 

 是否為硬水水質，如果是的話，有沒有放置洗碗鹽。 

 餐盤與餐具是否放置好。 

 是否設定的洗碗程式不適合。 

 過濾器有沒有清潔乾淨。 

 沖洗棒噴嘴是否有阻塞。 

 有沒有餐盤器皿阻礙沖洗棒旋轉。 

烘乾碗效果很差或是洗後餐盤餐具晦暗: 

 有沒有添加亮光劑。 

 亮光劑調整的刻度是否不足。 

 是否選擇好品質的洗碗粉，或是過期失效(例如:洗碗粉不正

確保存，或是開口使用後沒有閉合，導致洗碗粉硬化失效)。 

洗後餐盤上出現條狀或環狀白色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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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亮光劑添加過量。 

如果洗碗機內筒生銹 

 本機器內筒為不鏽鋼製成，因此有生鏽情形為外來因素造

成(如進水管路內生鏽、鍋具、或餐具刀叉等因素)。有一些

特殊的不銹鋼清潔用品，可以去除這些銹斑。 

 檢查所有的清潔劑用量是否正確，因為大部分清潔劑均會

有腐蝕性。 

 檢查洗碗鹽蓋是否有蓋好，水質軟化設定的刻數是否剛好。 

 

做過簡易故障排除後，這些問題還在，請聯絡專業服務人員前

來檢修。 

警告:非代理商服務人員或是經由授權的維修，所導致機器的

損害，並不包含在產品保固內，消費者需付費維修。 

故障號誌顯示 

此款洗碗機會顯示出幾種故障方式，透過各種不同指示燈閃爍

的方式來表示，如下表說明:   
故 障 問 題 說 明 

E1 
 “Acquastop 自動止水”故障                               

防漏水裝置已經啟動。但系統有漏水情況發生。

連絡代理公司派人前往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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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安全水面標準故障                                                     

這個系統是限制洗碗機內水位標準的故障顯

示，會中斷洗程並關閉機器重新設定程式並開始

洗程，如果還是相同問題，連絡代理公司派人前

往維修。 

E3 

 水加熱系統發生故障                                         

水沒有加熱或是加熱過程不正常，重複洗碗程式

操作，如果還是相同問題，連絡代理公司派人前

往維修。 

E4 

 水溫監控系統發生故障                               

中斷洗碗程式及關掉洗碗機。將洗程重新設定並

重新啟動。如果還是同樣問題，連絡代理公司派

人前往維修。 

E5 

 進水入口發生故障                                      

洗碗機沒有進水或無法清洗。檢查進水管是否擠

壓到，或進水龍頭是否有打開，檢查洗碗槽內過

濾網是否骯髒，如果還是同樣問題，連絡代理公

司派人前往維修。 

E6 

 排水馬達發生故障                                      

洗碗機沒有排水或無法清洗。檢查排水管是否正

確，是否有打結或是壓擠，或是有虹吸作用問

題，或是過濾網太髒，如果還是同樣問題，請報

修。 

E7 

 渦輪流動調整器故障                                   

洗碗機無法精確測量槽內的水量。中斷洗碗程式

並關掉洗碗機，重新設定洗碗程式重新開機，如

果還是同樣問題請通知報修。 

E8 
 交替清洗系統故障                                      

中斷洗碗程式並關掉洗碗機，重新設定洗碗程式

重新開機，如果還是同樣問題請通知報修。 

E9 
 進水系統發生故障                                       

請通知報修。                                

 

□ 燈關掉        ■ 燈亮           燈閃爍     

如果有"警示聲"產生，洗碗機會中斷進行中的程式，並且有故

障的信號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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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示 E1、E2、E3、E4、E8、E9: 會立即中斷目前洗程。 

 警示 E5、E6: 會中斷執行中的洗碗程式。 問題解決時，

洗碗程式會再執行。 

 警示 E7：表示洗碗程式已經進行到最後結束階段。讓機器

操作到結束並沒有危害。 

 重設: 打開再關上洗碗機的門，或是關掉再打開洗碗機的

電源。此時就可以重新設定洗碗機的洗碗程式。 

 
機器有故障時請聯絡代理商提供必要的服務。 

 

技術資料 

寬        ：597~599mm 

深        ：600mm 獨立式 

          ：570mm 崁入式 

高        ：850~870mm 獨立式 

          ：820~870mm 崁入式 

容量      ：12 人份標準放置設定 

進水壓力  ：最小 0.05~最大 0.9Mpa(最小 0.5 ~最大 9bar) 

電器規格 ：參考機器銘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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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號  LP8 790T 

品名  洗碗機 

額定電壓  115V 

額定頻率 60Hz 

額定消耗功率 1300W 

製造年月或號碼  標示見機體上 

製造國家 義大利 

製造廠名稱或商標 TEKA 

進口商  民夏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新北市新店區永平街 82 號 1 樓 

電話 (02)29416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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