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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產品、配件、更換零件和服務的資訊，請瀏覽：
www.siemens-home.com以及網上商店www.siemens-eshop.com

: 重要安全資訊
請詳細閱讀說明，以能安全及正確地操作電器。
請妥善保管說明手冊及安裝說明，以便您在未
來，或供下一位使用者使用時查閱。
此設備只能完整地安裝於廚房中。請遵照特定
的安裝說明。
打開包裝後，請檢查電器有否損壞。如電器在
運送過程中損壞，切勿安裝。
只有持牌的專業人士才可以不經插頭來連接電
器。保養不包括因不當連接而造成的損壞。
此設備只供家居使用。同時只限用作預備食物
及飲料。使用時請務必留意設備的操作狀況。
只供室內使用。

凡 （一） 8 歲以上兒童；（二）身體、感官或
心智能力欠佳者；或 （三）欠缺使用經驗與知
識者，在使用本電器時，須由負責其安全並明
暸相關風險之人士從旁監督或指導，以安全地
使用電器。
不可讓兒童把玩電器，或在此電器附近玩耍。
除非有人監督，否則 8 歲以下兒童不可清潔本
電器或進行一般修護工作。
請勿讓 8 歲以下兒童走近此電器及其電源線。
烤箱爐腔內的配件必須正確放置。請參閱說明
手冊中的 「配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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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風險！
■ 存放在爐腔中的可燃物可能會造成火災。切

勿在爐腔中儲放可燃物。如果爐腔冒煙，切
勿開啟設備的機門。請關閉設備並拔下插頭，
或關閉保險絲盒內的斷路器。

火警風險！

■ 烤箱機門打開時，會有熱氣流湧出。防油紙
如果接觸到加熱元件，可能會起火。預熱時，
請務必將防油紙固定於配件上。請務必用碟
子或焗模壓住防油紙。請將防油紙鋪在需要
遮蓋的表面上。防油紙不可超出配件範圍。

灼傷風險！
■ 設備會在使用時變得非常灼熱。請勿觸碰爐

腔內壁或加熱元件。請務必讓設備冷卻。請
勿讓孩童接近設備。

嚴重燙傷風險！

■ 配件和耐熱器皿的溫度極高。必須戴上隔熱
手套後，方可從爐腔取出配件或耐熱器皿。

灼傷風險！

■ 在高溫的烹煮空間內，氣化酒精或會起火。切
勿製作含大量高酒精濃度飲料的食物。請只
使用含少量高酒精濃度的飲料。請小心開啟
機門。

燙傷風險！
■ 可接觸的部件在操作期間會變得非常灼熱。

請勿觸碰高溫部件。請勿讓孩童接近設備。
燙傷風險！

■ 開啟設備機門時，熱氣可能會一下子竄出。請
小心開啟機門。請勿讓孩童接近設備。

燙傷風險！

■ 在高溫爐腔內的水分可能會轉化成高溫水蒸
氣。絕對不要將水倒入高溫的爐腔中。

受傷風險！
設備機門玻璃上的刮痕可能會變成裂痕。切勿
使用玻璃刮刀、強效或腐蝕性的清潔輔助功能
或清潔劑。

觸電風險！
■ 不當維修會造成危險。設備只可由我們受過

訓練的售後服務技術工程師維修。烤箱如有
故障，請拔掉烤箱插頭或更換保險絲盒內的
保險絲。請聯絡售後服務中心。

觸電與重傷風險！

■ 電器的電線絕緣部分，可能會因接觸電器高
溫部分而融化。切勿讓電線接觸電器的高溫
部分。

觸電風險！

■ 切勿使用任何高壓或蒸氣清潔器，以免觸電。
觸電風險！

■ 更換爐腔燈泡時，請注意燈泡座接點為帶電
部件。更換燈泡前，請拔掉烤箱電源插頭，或
關閉保險絲盒中的斷路器。

觸電風險！

■ 損壞的電器可能導致觸電。切勿開動已損壞
的電器。請從插座拔掉電器插頭，或關閉保
險絲盒內的斷路器。請聯絡售後服務中心。

損壞原因
注意！
■ 爐腔板上的配件、鋁箔紙、防油紙或耐熱器皿：不可將配件放在

爐腔板上。不可在爐腔板鋪上任何鋁箔紙或防油紙。如果烹調溫
度設定在 50 ºC 以上，請勿在爐腔板上放置耐熱器皿，以免熱量
累積。烘焙與烘烤時間將變得不正確，令搪瓷物質受損。

■ 高溫爐腔中的水分：爐腔處於高溫狀態時，請勿將水倒入爐腔中，
否則將產生水蒸汽。溫度變化亦可能損壞搪瓷物質。

■ 濕潤的食物：烤箱機門關上時，請勿將濕潤的食物長時間放在爐
腔中，以免損壞搪瓷物質。

■ 果汁：由於水果餡餅水分較多，烘烤時烤盤中的餡餅份量不要太
多。從烤盤滴落的果汁會留下無法清除的污漬。如果可能的話，
請使用較深的萬用盤。

■ 打開機門，讓冷卻烤箱：請在機門關閉的情況下讓爐腔冷卻。即
使機門只打開些微縫隙，與前方面板相鄰的組件在一段時間後仍
可能會損壞。

■ 機門密封條過於骯髒：若機門密封條太髒，運作時機門將無法緊
閉。這會造成烤箱前方附近的組件損壞。請保持密封條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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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烤箱機門當作座椅、雜物架或工作檯：請勿坐在烤箱機門上，
或將任何東西放置或懸掛於機門上。請勿將廚房用具或配件放在
機門上。

■ 安裝配件：若將配件裝在不兼容的烤箱機型裏，關上烤箱機門時
就可能刮傷機門面板。務必將配件儘量插入爐腔之中。

■ 搬運烤箱：請勿利用機門手柄搬運或扶住烤箱。機門手柄無法承
受烤箱的重量，或會斷裂。

您的全新家電
瞭解你的電器。你可以在本章節找到控制面板、烤箱、加熱類型與
配件等相關詳細資訊。

功能旋鈕
使用功能旋鈕設定所要的加熱功能。

備註 : 設定加熱功能時，烤箱爐腔內的照明將會開啟。
備註 : 啟用 「環保式熱風」加熱功能後，烤箱照明燈將會維持關閉
狀態。

溫度旋鈕
使用溫度旋鈕以設定溫度或燒烤設定。

烤箱加熱時，指示燈將亮起。暫停加熱時，燈光會關閉。

說明
1 電子時鐘
2 功能旋鈕
3 指示燈
4 溫度旋鈕

設定 使用
Û 關機位置 關閉烤箱。
% 上／下加熱 適用於糕點、烘烤食品與帶骨瘦肉塊。

由上往下或由下往上均勻加熱。
: 熱風 適合同時為一層或兩層的糕點與酥皮

點心加熱。風扇會將背板環狀加熱元件
產生的熱氣均勻送往爐腔各處。

‘ 節能熱風 * 適合同時為一層或兩層的糕點與酥皮
點心加熱。風扇會將背板環狀加熱元件
產生的熱氣均勻送往爐腔各處。
啟用此功能後，烤箱照明將會關閉。

2 循環熱風 適合同時為一層或兩層的糕點、酥皮點
心與新鮮薄餅加熱。風扇會將加熱元件
的熱氣均勻送往爐腔各處。

* 加熱功能節能效率符合 EN 50304 規範。

1

2

3

4

; 薄餅設定 無需預熱，即可快速解凍冷凍產品，例
如薄餅、薯條或餡餅卷。將由底部與環
狀加熱元件進行加熱。

4 熱風燒烤 適合為烘焙食品、烤肉、禽肉與全條魚
加熱。烘烤元件與風扇將交替啟用。風
扇可讓熱風在菜餚之間流動。

( 表面完全燒烤 適合燒烤肉排、香腸、多士和魚片。燒
烤元件下方的整個區域將處於高溫狀
態。

* 中央區域燒烤 適合燒烤少量肉排、香腸、多士和魚
片。燒烤元件的中央區域會變得灼熱。

$ 底部加熱 延長烹調時間。只從底部散發熱能。
^ 照明 開啟烤箱照明。

設定 說明
Ú 關機位置 烤箱無法加熱。
50-250 溫度範圍 爐腔內的溫度單位為 °C。

設定 使用

* 加熱功能節能效率符合 EN 50304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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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時鐘
你可以使用電子時鐘控制你的烤箱。例如，你可以預設烤箱的啟動
時間，或設定自動終止烘焙或烹調程序的時間。電子時鐘亦可作用
計時器。

電子時鐘功能按鈕

配件
配件可分別安裝四個爐腔隔層中。務必將配件插入到 深的位置，
以免碰觸到機門面板。請確認配件已正確安裝至爐腔中。

抽取式軌道可讓你完全抽出配件。

配件即使抽出了三分之二，仍可避免翻倒。這令碟盤器皿可以更易
取出。
配件在高溫下可能會變形。變形的情況會在配件冷卻之後消失，不
會對其功能造成任何影響。
您可以在我們的售後服務中心、專賣店或網上商店訂購配件。

首次使用前
在本章節裏，會提到在首次使用前必須處理的事項。請先詳讀
「重要安全資訊」一節。
拆下烤箱包裝，以適當方式丟棄。

設定時鐘
將烤箱連接到主電源或切斷電源後，顯示屏上會閃爍三個 0 及「A」
符號。
1. 按下 0 按鈕，直到顯示屏上的點開始閃爍。
2. 使用 「+」和 「-」按鈕設定目前的時間。
七秒鐘後，系統就會儲存設定的時間。
備註 : 如要變更時間設定，請按下 「+」和 「-」按鈕，直到顯示屏
上的點開始閃爍。然後使用 「+」和 「-」按鈕設定目前的時間。

預熱烤箱
預先清潔烤箱
1. 從爐腔中移除配件及掛勾式托架。
2. 將任何剩餘的包裝移除，例如爐腔中的小型聚苯乙烯材料。
3. 某些部件會由保護膜覆蓋。請拆下這些防刮保護膜。
4. 使用軟質濕布清潔烤箱外殼。
5. 用熱肥皂水清潔爐腔。

符號 說明 使用
0 電子時鐘 設定烹調時間或時鐘時間
- 下調 下調烹調時間或時鐘時間
+ 上調 上調烹調時間或時鐘時間

4
3
2
1

配件 說明
烘焙與燒烤架
適用於耐熱器皿、蛋糕模型、帶骨
肉塊、燒烤食品與冷凍肉類。

搪瓷烤盤
適用於濕潤的糕點、酥皮點心、冷
凍肉類與大型燒烤肉類。亦可用來
盛接滴下來的油脂。

固定插銷
用來固定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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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熱烤箱
若要去除新烤箱的氣味，可在烤箱空置並關上時加熱。
1. 轉動功能旋鈕，設定上／下加熱操作模式。
2. 將溫度旋鈕轉至 高溫。
3. 40 分鐘後關上烤箱電源。

重新清潔烤箱
1. 用熱肥皂水清潔爐腔。
2. 將掛勾式托架裝回原位。

清潔配件
使用配件前，請用布料與溫肥皂水徹底清潔配件。

如何操作
按鈕式操作控制旋鈕
功能旋鈕和溫度旋鈕可以彈出。按下有關的操作控制旋鈕，讓它壓
下或彈起。

啟動烤箱
1. 使用功能旋鈕設定所要的加熱功能。
2. 使用溫度旋鈕設定溫度。
烤箱會開始加熱。
關閉烤箱
將功能旋鈕和溫度旋鈕轉至關閉位置。
變更設定
你隨時可以使用個別旋鈕，以變更加熱功能和溫度，或是燒烤設定。
加熱
若需要盡快加熱爐腔，請使用 「循環熱風」加熱功能。如果已達到
設定的溫度 （指示燈熄滅），即可設定所需的加熱功能。

操作電子時鐘
顯示屏上除會顯示時鐘和剩餘時間，有時還會出現下列符號：

設定時鐘時間
將烤箱連接到主電源或切斷電源後，顯示屏上會閃爍三個 0 及「A」
符號。
1. 按下 0 按鈕，直到顯示屏上的點開始閃爍。
2. 使用 「+」和 「-」按鈕設定目前的時間。
七秒鐘後，系統就會儲存設定的時間。
備註 : 如要變更時間設定，請按下 「+」和 「-」按鈕，直到顯示屏
上的點開始閃爍。然後使用 「+」和 「-」按鈕設定目前的時間。

設定計時器
計時器不會影響烤箱的功能。計時器可設定的時間長度介乎 1 分
鐘至 23 小時 59 分鐘。
1. 按下 0 按鈕，直到顯示屏上的 V 符號開始閃爍並顯示三個 0。
2. 使用 「+」和 「-」按鈕設定所需的烹調時間。

如烹調時間已過，會有訊號聲響起。
備註
■ 如要變更剩餘間，請按下 0 按鈕，直到顯示屏上的 V 符號開始閃

爍。然後使用 「+」和 「-」按鈕變更剩餘的時間。
■ 如要取消設定，請按下 0 按鈕，直到顯示屏上的符號開始閃爍。

然後同時按下 「+」和 「-」按鈕。
關閉訊號聲
按下 「0」按鈕，直到 V 符號消失。
七分鐘後，訊號聲會自動關閉。
變更訊號音調
有三種不同的訊號音調可供選擇。
1. 同時按下 「+」和 「-」按鈕。
2. 按下 0 按鈕。

目前的訊號音調會出現在顯示屏中，例如 「Tone 1」。
3. 按下 「-」按鈕選擇不同的訊號音調。

設定自動計時器
電子時鐘可以用來自動開啟或關閉烤箱。

自動關閉
1. 按下 0 按鈕，直到顯示屏上的 V 符號開始閃爍並顯示三個 0。
2. 再次按下 0 功能按鈕，直到顯示屏交替閃爍 「dur」與

「0.00」，且 「A」符號會閃爍。
3. 使用 「+」和 「-」按鈕設定烹調時間。

烹調時間的可設定範圍介乎 1 分鐘至 10 小時。
4. 設定所需的加熱功能及溫度。

烤箱啟動，A 符號與目前的時間會出現顯示屏上。
烹調時間已過
訊號音調響起，顯示屏上的Û符號消失且 A 符號閃爍。
1. 關閉溫度旋鈕和溫度旋鈕。
2. 按下 0 按鈕，直到Û符號出現。

烤箱會切換回手動模式。

符號 說明
û 在小時與分鐘之間的點。

閃爍時表示可以設定時鐘時間。
V 計時器

顯示計時器的操作狀態。
A 自動模式

顯示自動模式的操作狀態。
Û 操作準備就緒

顯示時，表示烤箱已準備就緒，可供使用。
8



自動開啟和關閉
預先選擇所需的烘焙或燒烤時間。
1. 按下 0 按鈕，直到顯示屏上的 V 符號開始閃爍並顯示三個 0。
2. 再次按下 0 功能按鈕，直到顯示屏交替閃爍「dur」與「0.00」，

且 「A」符號會閃爍。
以目前時間 17:30 為例。

3. 使用 「+」和 「-」按鈕設定烹調時間 （例如 1 小時）。
烹調時間的可設定範圍介乎 1 分鐘至 10 小時。

4. 再次按下 0 功能按鈕，直到顯示屏上交替閃爍「End」和烤箱關
閉時間 「18:30」（目前時間加上設定的烹調時間）。

5. 使用 「+」和 「-」按鈕設定關閉時間 （例如 19:30）。
關閉時間的可設定範圍 長為 23 小時 59 分鐘。

6. 設定所需的加熱功能及溫度。
顯示屏上的Û符號消失。
在此範例中，烤箱啟動時間為 18:30，而關閉時間為 19:30。

烹調時間已過
訊號音調響起，顯示屏上的Û符號消失且 A 符號閃爍。
1. 關閉溫度旋鈕和溫度旋鈕。
2. 按下 0 按鈕，直到Û符號出現。

烤箱會切換回手動模式。

顯示與變更設定值
利用顯示屏上的電子時鐘，你可以隨時查看或變更多種操作模式的
設定值和剩餘時間。
顯示計時器的剩餘時間。
按下 0 按鈕，直到顯示屏上的 V 符號開始閃爍。
使用 「+」和 「-」按鈕可以變更顯示屏上的剩餘時間。
顯示與變更烹調時間和關機時間。
1. 按下 0 按鈕，直到顯示屏上的 V 符號開始閃爍。
2. 再次按下 0 功能按鈕，直到顯示屏交替閃爍「dur」和剩餘的烹

調時間，以及 A」符號在閃爍。
使用 「+」和 「-」按鈕變更烹調時間。同時按下 「+」和 「-」按
鈕關閉自動計時器。

3. 再次按下 0 按鈕，直到顯示屏上的「End」和設定的關機時間交
替閃爍。
使用 「+」和 「-」按鈕變更關閉時間。同時按下 「+」和 「-」按
鈕關閉自動計時器。

保養與清潔
妥善的保養與清潔，可以讓烤箱長期保持良好外觀與功能。本章
節將說明如何正確保養與清潔烤箱。
備註
■ 烤箱正面顏色的些許差異，是使用不同材質的結果 （例如玻璃、

塑膠與金屬）。
■ 乍看之下，機門上的陰影或似是斑紋污漬，其實這只是由烤箱照

明燈反光所造成。
■ 搪瓷物質會經歷非常高溫的烘焙，並可能因而出現些許變色。這

是正常情況，不會影響正常功能。薄型托盤邊緣無法完全造出搪
瓷效果。因此，邊緣的質地可能較為粗糙。但是這並不會損及抗
腐蝕保護能力。

: 觸電風險！
切勿使用任何高壓或蒸氣清潔器，以免觸電。
: 灼傷風險！
設備會在使用時變得非常灼熱。請勿觸碰爐腔內壁或加熱元件。請
務必讓設備冷卻。請勿讓孩童接近設備。

清潔劑
錯誤的清潔劑可能會令不同的表面受損。請遵照下列指示，以防
發生此類情況。
切勿使用
■ 強效或腐蝕性的清潔劑
■ 含高濃度酒精的清潔劑
■ 硬質百潔布或清潔海綿
■ 使用高壓清潔器或蒸氣清潔器。
使用全新的海綿布前，請先將之徹底清洗。

區域 清潔劑
烤箱外部 熱肥皂水：

使用洗碗布清潔，再用柔軟乾布擦乾。請勿
使用玻璃清潔劑或玻璃刮刀。

不鏽鋼 熱肥皂水：
使用洗碗布清潔，再用柔軟乾布擦乾。立即
移除水垢、油脂、澱粉和蛋白。這類殘留物
會造成腐蝕。
如需適用於高溫表面的特殊不鏽鋼清潔劑，
可以在我們的售後服務處或專賣店購買。在
軟布上沾上薄薄一層清潔劑產品。

鋁質與塑膠 玻璃清潔劑：
使用軟布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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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媒爐腔板
觸媒爐腔板表面具有可自動清潔的搪瓷物質。
烤箱運轉時，其表面將自動清潔。至於較大的污漬，則可能要多次
運轉後才可清除。
自動清潔表面
側壁以觸媒板覆蓋 請勿在這些表面上使用烤箱清潔劑。搪瓷表面輕
微變色，不會影響自動清潔功能。

拆除與安裝機門嵌板
你可以拆下烤箱機門的玻璃嵌板，以增加清潔效率。

拆除機門嵌板
1. 將烤箱機門完全打開。
2. 使用固定插銷固定左右兩邊的樞紐。

備註 : 固定插銷必須完全插入樞紐孔之中。

3. 輕輕從底部拉起內嵌板，直到固定插銷從固定座鬆開 （1）。

4. 小心從頂部拉起內嵌板，直到固定插銷從固定座鬆開 （2）。
注意！
拉起內嵌板時，中央嵌板可能會黏附在內嵌板上。切勿讓中央嵌
板掉落。

5. 拆下內嵌板。
6. 拆下中央嵌板。

備註 : 中央嵌板由橡膠襯套固定，不是固定插銷。

使用玻璃清潔劑與軟布清潔嵌板。
: 受傷風險！
設備機門玻璃上的刮痕可能會變成裂痕。切勿使用玻璃刮刀、強效
或腐蝕性的清潔輔助功能或清潔劑。

搪 瓷 表 面 （光 滑 表
面）

如需加強清潔效果，你可以開啟內部照明
燈，並拆下烤箱機門。在濕的軟布或麂皮
上，沾上市面可購買到的一般清潔濟或醋類
溶劑，使用乾布擦乾。使用濕布與清潔劑，
清除黏在烤箱上的食物殘渣。如烤箱過於骯
髒，建議使用烤箱專用清潔膠。可以在受影
響區域使用。清潔完畢後，請讓爐腔保持開
啟狀態，使其自然風乾。

自動清潔表面 （粗糙
表面）

請見本章節備註：自動清潔表面

機門面板 玻璃清潔劑：
使用軟布清潔。切勿使用玻璃刮刀。

烤箱照明燈玻璃罩 熱肥皂水：
使用洗碗布清潔。

密封條
請勿拆除。

熱肥皂水：
使用洗碗布清潔。請勿沖刷。

隔層 熱肥皂水： 
浸泡並使用洗碗布或刷子清潔。

配件 熱肥皂水： 
浸泡並使用洗碗布或刷子清潔。

區域 清潔劑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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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機門嵌板
1. 將中央嵌板裝回原位。

備註 : 務必正確安裝嵌板。所有橡膠襯套必須平置並貼合外嵌板。
2. 將內嵌板裝回原位。

備註 : 所有固定插銷必須與對應的固定座接合。
3. 拆下固定插銷後關上機門。

拆除與安裝烤箱的機門
如果烤箱嚴重髒污，可拆除機門以方便清潔。在正常情況下不需
要拆下機門。

拆除設備機門
1. 將烤箱機門完全打開。
2. 使用固定插銷固定左右兩邊的樞紐 （a）。

備註 : 固定插銷必須完全插入樞紐孔之中。
3. 用雙手捉住烤箱機門兩側，並將機門關上約 30° （b）。

4. 輕輕抬高烤箱機門，然後拔出。
備註 : 請勿完全關閉烤箱機門。否則樞紐或會彎曲，令搪瓷損壞。

安裝設備機門
1. 用雙手捉住機門兩側。
2. 將樞紐插入烤箱樞紐槽中 （a）。

備註 : 樞紐下方槽口必須嵌入烤箱外框 （b）。

3. 放下機門。
4. 拆下固定插銷。
: 受傷風險！
若烤箱機門意外掉落或樞紐意外咬合，請勿伸手碰觸樞紐。請與售
後服務中心聯絡。

拆除與安裝掛勾式托架
你可以拆除掛勾式托架，以方便清潔。

拆除掛勾式托架
掛勾式托架可固定於爐腔側板的三個點上。
1. 握住托架前端掛勾，並將托架拉到爐腔中央。

托架前端掛勾將從固定孔中鬆開。
2. 將掛勾式托架從內側固定孔與側板向外拉出。
3. 固定觸媒爐腔板。
4. 將掛勾式托架從爐腔中拆下。

安裝掛勾式托架
1. 固定觸媒爐腔板。
2. 將掛勾式托架的掛勾壓入側板後方的固定孔。
3. 將掛勾式托架的前掛勾壓入固定孔。

a b

ba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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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大多數故障都可以輕易地解決在聯絡售後服務中心前，請先詳讀下
列說明。

: 觸電風險！
不當維修會造成危險。設備只可由我們受過訓練的售後服務技術工
程師維修。
錯誤的維修方式將會讓使用者暴露於嚴重的風險之下。

更換烤箱照明燈
必須更換故障的烤箱照明燈泡。可向我們的售後服務中心或專賣店
訂購耐熱燈泡。請提供設備的產品編號及生產編號。請勿使用其他
類型的燈泡。
: 觸電風險！
更換爐腔燈泡時，請注意燈泡座接點為帶電部件。更換燈泡前，請
拔掉烤箱電源插頭，或關閉保險絲盒中的斷路器。
1. 請先讓烤箱冷卻。
2. 打開設備機門。
3. 請在爐腔中鋪上抹布，避免造成損害。
4. 拆除掛勾式托架。
5. 拆除玻璃罩。請先用手開啟玻璃罩前端。若無法順利拆下玻璃罩，

可使用湯匙輔助。
6. 拆下烤箱照明燈泡。

7. 裝上同型號的照明燈泡：
電壓： 230 V；
功率： 40 W；
接頭類型：G9；
耐受溫度：300 °C

8. 將烤箱照明燈泡玻璃罩裝回原位。
9. 將掛勾式托架裝回原位。
10.取出抹布。
11.開啟斷路器。
12.確認烤箱照明是否再次正常運作。

售後服務
如果您的電器需要維修，請聯絡我們的售後服務中心。我們將找出
正確的解決方法，以免工程師為瑣事上門。

產品編號及生產編號
與我們聯絡時，請提供產品編號 （E no.）和生產編號 （FD no.）
以便提供正確的建議。如需查看紀錄了資訊的銘牌，請打開烤箱機
門，並查看爐腔底部前方區域。為節省時間，你可以在以下空白處
寫下設備的編號及售後服務中心的電話，以備不時之需。 請注意，即使是在保養期內，技術人員上門仍需收費。

您可以在隨附的清單中，找到各國售後服務中心的資料。

故障 可能原因 說明／解決方法
烤箱無法運作。 斷路器故障。 查看保險絲盒中的斷路器是

否正常運作。
停電 檢查廚房燈有無失靈。

烤箱無法關閉。 電子元件故障。 關閉斷路器。請聯絡售後服務
中心。

時 鐘 顯 示 屏 閃
爍。

停電 重設時鐘。

烤箱無法加熱。 斷路器故障。 檢查斷路器，必要時請更換斷
路器。

未 設 定 功 能 旋
鈕。

設定功能旋鈕。

機門玻璃碎裂。 關閉設備電源。請聯絡售後服
務中心。

搪瓷表面上有果
汁或蛋白污漬。

來自濕潤的蛋糕
或肉汁。

無害的搪瓷改變，無法清除。

產品編號
（E no.）

生產編號
（FD no.）

售後服務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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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工程師上門並提供產品建議

信賴生產商的專業水準。因此，您可確保設備由曾受訓的維修技術
人員使用原廠配件來維修。

能源及環保提示
本章節將說明烘焙與燒烤工作的節能提示，以及如何以正確回收本
烤箱。

節能
■ 食譜要求時，才預熱烤箱。
■ 使用深色、黑色或搪瓷模型。這類廚具吸熱效率較高。
■ 烹調、烘焙或燒烤期間，盡量不要打開烤箱機門。
■ 烘焙多個蛋糕時，輪流烘焙效果 佳。因為這樣可以充分利用烤

箱餘溫，減少接下來的蛋糕烘焙時間。你也可以並排放入兩個蛋
糕模。

■ 若烹調時間較長，你可以在設定的烹調時間結束前十分鐘關閉烤
箱，利用餘熱完成烹調。

符合環保規定的棄置方式
請以環保方式丟棄包裝材料。

食材內的丙烯醯胺
丙烯醯胺主要來自經高溫處理的穀類或馬鈴薯產品，例如馬鈴薯
片、多士、麵包捲或精緻烘焙食品 （餅乾、薑餅、甜餅）。

GB 0344 892 8999 
通話價格視乎當地電話或手提電話費率。

IE 01450 2655 
繁忙時段每分鐘 0.03 € 。其他時段每分鐘 0.0088 € 。

此電器根據歐盟關於舊電器及電子產品之指令2012/19/
EU （棄置的電器及電子產品 - WEEE），貼有相關標籤。
該指引訂明了在歐盟範圍內舊電器退還及回收的做法。

在處理食品時，如何將丙烯醯胺降至 低
一般處理方式 ■ 儘量縮短烹調時間。

■ 將食材烹調至金黃色，但顏色不宜過深。
■ 體積較大或較厚的食材，含有較少丙烯醯胺。

烘焙 上／下加熱 高溫 200 °C。
立體熱風或熱風 高溫 180 °C。

餅乾 上／下加熱 高溫 190 °C。
立體熱風或熱風 高溫 170 °C。
蛋或蛋黃可減少丙烯醯胺。

烤薯條 在烤盤上平均地鋪上單層薯條。烤盤上至少放入 400 公克的薯條，以免薯條太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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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烤箱的提示
本章節提供一系列關於如何選擇耐熱器皿與食材處理的提示。
備註
■ 使用隨附的配件。可向專賣店與售後服務中心購買其他特殊配件。

使用前，請先從爐腔中取出不必要的配件與耐熱器皿。
■ 從烤箱爐腔中取出配件或耐熱器皿時，必須使用隔熱布或隔熱手

套。

烘焙
焗模
■ 盡量使用淺色焗模與烤盤。
■ 務必將焗模放在烘烤網架中央。

烘焙提示

燒烤
耐熱器皿
你可以使用任何耐熱器皿。請務必將耐熱器皿放在網架中央。搪瓷
烤盤亦適用於大型燒烤肉類。

燒烤提示
■ 較低的溫度，可令燒烤效果更均勻。
■ 依照帶骨肉塊的大小，在瘦肉上加入 2-3 湯匙的液體，在燉肉上

加入 8-10 湯大匙的液體。
■ 烹煮鴨肉或鵝肉時，撕開翅膀下方的皮以便油脂滲出。
■ 燒烤禽肉的尾聲時，如果塗上牛油、鹽水或柳橙汁，可以令肉變

得金黃香脆。
■ 烹調到一半時，可以將肉塊翻面。

■ 燒烤後，關閉烤箱並靜置十分鐘。這樣可讓肉汁更好地在肉塊中
分配。

■ 燒烤大型肉類時，烤箱機門上可能會出現比平常更多的蒸汽與凝
結物。這是正常現象，不會影響烤箱功能。燒烤後，請用布擦乾
烤箱機門和機門窗。

■ 如在網架上燒烤，請在第一層放置搪瓷烤盤盛接滴落的油脂。

如何確認海綿蛋糕已經焗好。 在食譜指定的烘焙時間結束前十分鐘，將一根牙籤插入蛋糕 深處。如果牙籤抽出後未沾黏
蛋糕，即蛋糕已準備好。

蛋糕塌陷。 下次請減少水量，或將烤箱溫度降低十度。注意食譜中所載的攪拌時間。
蛋糕中央膨脹，周圍塌縮。 請勿在圓形蛋糕模型內側塗油。烘焙完畢後，請小心用刀具從焗模中取出蛋糕。
蛋糕頂部焦黑。 將蛋糕放在烤箱低一層的位置，並以較低的溫度與較長的時間烘焙。
蛋糕過乾。 烘焙後，使用牙籤在蛋糕上製造細小的孔洞。在蛋糕上噴灑一些果汁或酒清飲料。下次請將

烘焙溫度提高十度，並減少烘焙時間。
麵包或蛋糕 （如芝士蛋糕）外觀良好但內
部黏稠 （潮濕區呈條塊狀）。

下次請減少水份，並使用較低的溫度與較長的時間設定。蛋糕頂部如有濕潤的配料，請從底
部開始加熱。可先在蛋糕頂部灑上杏仁或麵包屑，再加上配料。請遵照食譜上的指示與烘焙
時間。

糕點外層未呈現均勻褐色。 稍微降低溫度設定，以確保蛋糕均勻受熱。使用過多防油紙會妨礙空氣循環。務必裁走烤盤
上多餘的防油紙。

水果餡餅底部未熟透。 下次請將餡餅放至更低一層的位置。
有果汁溢出。 下次請使用較深的萬用盤 （如有）。
使用發酵麵團製做的小麵包，在烘焙期間
黏在一起。

每個麵團之間必須保持大約 2 公分的距離。如此，每個麵團才有足夠的空間膨脹並呈現均勻
的褐色。

烘焙濕潤蛋糕時出現凝結物。 烘焙過程中可能產生水蒸汽，並從機門上方溢出。水蒸汽凝結後，會在控制面板或前方附近
的組件上形成水滴。這是自然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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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烤提示
■ 可能的話，請盡量讓燒烤食材維持一致大小。每個食材厚度至少

為 2-3 公分。如此可確保呈現均勻的褐色，同時保持肉汁分量。
■ 將燒烤食材放在網架中央。在搪瓷烤盤中倒入些許清水，並下方

隔層裝上烤盤盛接滴落的油脂。請勿將烤盤放在爐腔底板上。
■ 將燒烤食材放到網架上前，先在食材上噴灑一些橄欖油。

■ 如果燒烤的食材厚度較薄，可在燒烤到一半時翻轉食材。若食材
厚度較厚，可在燒烤時多次翻轉。請用夾子翻轉食材，以免破壞
食材 （特別是燒烤肉類時，以鎖住肉汁）。

■ 紅肉 （小羊肉與牛肉等）比白肉 （豬肉與小牛肉等）更容易烤
至褐色。

燒烤提示

建議的烹調時間
本章節提供多種菜餚的理想烹調設定。包括加熱類型、溫度、烤箱
隔層位置等設定資訊。
備註
■ 表中時間只供參考。表中時間只供參考。實際時間將取決於食材

的特性與成分。
■ 使用隨附的配件。可向專賣店與售後服務中心購買其他特殊配件。

使用前，請先從爐腔中取出不必要的配件與耐熱器皿。
■ 從烤箱爐腔中取出配件或耐熱器皿時，必須使用隔熱布或隔熱手

套。
所有設定值皆預定烤箱已預熱。

如何判斷燒烤食材已經熟透？ 使用肉類溫度計 （可從專賣店購買）或湯匙測試。用湯匙壓住燒烤肉塊。若感到肉塊堅實，
表示肉塊已經煮熟。若湯匙可以壓入肉中，則表示肉塊還需要再烤上一段時間。

燒烤食材太焦黑，而且許多地方已經燒得
裂開。

檢查隔層位置與溫度設定。

烤肉外觀良好，但肉汁已乾。 下次請使用較小的碟子，並多加一點水。
烤肉外觀良好但肉汁過多且稀。 下次請使用較大的碟子，並少加一點水。

菜餚 重量 （公斤） 隔層位置 加熱方式 溫度 （°C） 烹調時間 （分鐘）
寬麵條 3-4 1 % 200-230 50-60

焗麵 2 1 % 220-230 40-45

小牛肉塊 1.5 2 ‘ 180-190 70-80

豬腰肉 1 2 2 180-190 50-60

帶骨兔肉 1.5 2 ‘ 180-190 70-80

烤雞 1 2 2 180-190 50-60

烤雞 2 2 2 180-190 80-90

香腸 1 3 4 高溫 第一面 7-9 分鐘
第二面 5-6 分鐘

豬排 2 4 ( 高溫 第一面 12-15 分鐘
第二面 5-7 分鐘

鮮魚 1.5 2 ; 160-170 50-60

新鮮薄餅 3 1 2 高溫 9-11

麵包 2 2 < 190-200 40-50

海綿蛋糕 1 2 < 150-160 50-60

果醬餡餅 1 2 % 160-170 40-50

奶油蛋捲 1 2 ‘ 160-170 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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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嵌入式烤箱
	÷目錄[zh-hk] 說明手冊
	: 重要安全資訊
	請詳細閱讀說明，以能安全及正確地操作電器。 請妥善保管說明手冊及安裝說明，以便您在未 來，或供下一位使用者使用時查閱。
	此設備只能完整地安裝於廚房中。請遵照特定 的安裝說明。
	打開包裝後，請檢查電器有否損壞。如電器在 運送過程中損壞，切勿安裝。
	只有持牌的專業人士才可以不經插頭來連接電 器。保養不包括因不當連接而造成的損壞。
	此設備只供家居使用。同時只限用作預備食物 及飲料。使用時請務必留意設備的操作狀況。 只供室內使用。
	凡（一）8歲以上兒童；（二）身體、感官或 心智能力欠佳者；或（三）欠缺使用經驗與知 識者，在使用本電器時，須由負責其安全並明 暸相關風險之人士從旁監督或指導，以安全地 使用...
	不可讓兒童把玩電器，或在此電器附近玩耍。 除非有人監督，否則8歲以下兒童不可清潔本 電器或進行一般修護工作。
	請勿讓8歲以下兒童走近此電器及其電源線。
	烤箱爐腔內的配件必須正確放置。請參閱說明 手冊中的「配件說明」。
	火災風險！
	■ 存放在爐腔中的可燃物可能會造成火災。切 勿在爐腔中儲放可燃物。如果爐腔冒煙，切 勿開啟設備的機門。請關閉設備並拔下插頭， 或關閉保險絲盒內的斷路器。
	火警風險！
	■ 烤箱機門打開時，會有熱氣流湧出。防油紙 如果接觸到加熱元件，可能會起火。預熱時， 請務必將防油紙固定於配件上。請務必用碟 子或焗模壓住防油紙。請將防油紙鋪在需要 遮蓋的...


	灼傷風險！
	■ 設備會在使用時變得非常灼熱。請勿觸碰爐 腔內壁或加熱元件。請務必讓設備冷卻。請 勿讓孩童接近設備。
	嚴重燙傷風險！
	■ 配件和耐熱器皿的溫度極高。必須戴上隔熱 手套後，方可從爐腔取出配件或耐熱器皿。

	灼傷風險！
	■ 在高溫的烹煮空間內，氣化酒精或會起火。切 勿製作含大量高酒精濃度飲料的食物。請只 使用含少量高酒精濃度的飲料。請小心開啟 機門。


	燙傷風險！
	■ 可接觸的部件在操作期間會變得非常灼熱。 請勿觸碰高溫部件。請勿讓孩童接近設備。
	燙傷風險！
	■ 開啟設備機門時，熱氣可能會一下子竄出。請 小心開啟機門。請勿讓孩童接近設備。

	燙傷風險！
	■ 在高溫爐腔內的水分可能會轉化成高溫水蒸 氣。絕對不要將水倒入高溫的爐腔中。


	受傷風險！
	設備機門玻璃上的刮痕可能會變成裂痕。切勿 使用玻璃刮刀、強效或腐蝕性的清潔輔助功能 或清潔劑。

	觸電風險！
	■ 不當維修會造成危險。設備只可由我們受過 訓練的售後服務技術工程師維修。烤箱如有 故障，請拔掉烤箱插頭或更換保險絲盒內的 保險絲。請聯絡售後服務中心。
	觸電與重傷風險！
	■ 電器的電線絕緣部分，可能會因接觸電器高 溫部分而融化。切勿讓電線接觸電器的高溫 部分。

	觸電風險！
	■ 切勿使用任何高壓或蒸氣清潔器，以免觸電。

	觸電風險！
	■ 更換爐腔燈泡時，請注意燈泡座接點為帶電 部件。更換燈泡前，請拔掉烤箱電源插頭，或 關閉保險絲盒中的斷路器。

	觸電風險！
	■ 損壞的電器可能導致觸電。切勿開動已損壞 的電器。請從插座拔掉電器插頭，或關閉保 險絲盒內的斷路器。請聯絡售後服務中心。



	損壞原因
	注意！
	您的全新家電

	功能旋鈕
	備註
	備註

	溫度旋鈕
	電子時鐘
	配件
	首次使用前
	設定時鐘
	1. 按下0按鈕，直到顯示屏上的點開始閃爍。
	2. 使用「+」和「-」按鈕設定目前的時間。
	備註



	預熱烤箱
	預先清潔烤箱
	1. 從爐腔中移除配件及掛勾式托架。
	2. 將任何剩餘的包裝移除，例如爐腔中的小型聚苯乙烯材料。
	3. 某些部件會由保護膜覆蓋。請拆下這些防刮保護膜。
	4. 使用軟質濕布清潔烤箱外殼。

	5. 用熱肥皂水清潔爐腔。
	加熱烤箱
	1. 轉動功能旋鈕，設定上／下加熱操作模式。
	2. 將溫度旋鈕轉至最高溫。


	3. 40分鐘後關上烤箱電源。
	重新清潔烤箱
	1. 用熱肥皂水清潔爐腔。


	2. 將掛勾式托架裝回原位。

	清潔配件
	如何操作

	啟動烤箱
	1. 使用功能旋鈕設定所要的加熱功能。
	2. 使用溫度旋鈕設定溫度。

	操作電子時鐘
	1. 按下0按鈕，直到顯示屏上的點開始閃爍。
	2. 使用「+」和「-」按鈕設定目前的時間。
	備註
	1. 按下0按鈕，直到顯示屏上的V符號開始閃爍並顯示三個0。
	2. 使用「+」和「-」按鈕設定所需的烹調時間。
	備註
	1. 同時按下「+」和「-」按鈕。
	2. 按下0按鈕。
	3. 按下「-」按鈕選擇不同的訊號音調。



	設定自動計時器
	自動關閉
	1. 按下0按鈕，直到顯示屏上的V符號開始閃爍並顯示三個0。
	2. 再次按下0功能按鈕，直到顯示屏交替閃爍「dur」與 「0.00」，且「A」符號會閃爍。
	3. 使用「+」和「-」按鈕設定烹調時間。
	4. 設定所需的加熱功能及溫度。
	1. 關閉溫度旋鈕和溫度旋鈕。
	2. 按下0按鈕，直到Û符號出現。

	自動開啟和關閉
	1. 按下0按鈕，直到顯示屏上的V符號開始閃爍並顯示三個0。
	2. 再次按下0功能按鈕，直到顯示屏交替閃爍「dur」與「0.00」， 且「A」符號會閃爍。
	3. 使用「+」和「-」按鈕設定烹調時間（例如1小時）。
	4. 再次按下0功能按鈕，直到顯示屏上交替閃爍「End」和烤箱關 閉時間「18:30」（目前時間加上設定的烹調時間）。
	5. 使用「+」和「-」按鈕設定關閉時間（例如19:30）。
	6. 設定所需的加熱功能及溫度。
	顯示屏上的Û符號消失。
	1. 關閉溫度旋鈕和溫度旋鈕。
	2. 按下0按鈕，直到Û符號出現。



	顯示與變更設定值
	1. 按下0按鈕，直到顯示屏上的V符號開始閃爍。
	2. 再次按下0功能按鈕，直到顯示屏交替閃爍「dur」和剩餘的烹 調時間，以及A」符號在閃爍。
	3. 再次按下0按鈕，直到顯示屏上的「End」和設定的關機時間交 替閃爍。
	保養與清潔
	備註
	: 觸電風險！
	: 灼傷風險！



	清潔劑
	觸媒爐腔板
	拆除與安裝機門嵌板
	拆除機門嵌板
	1. 將烤箱機門完全打開。
	2. 使用固定插銷固定左右兩邊的樞紐。
	備註
	3. 輕輕從底部拉起內嵌板，直到固定插銷從固定座鬆開（1）。
	4. 小心從頂部拉起內嵌板，直到固定插銷從固定座鬆開（2）。

	注意！
	5. 拆下內嵌板。
	6. 拆下中央嵌板。

	備註
	: 受傷風險！

	安裝機門嵌板
	1. 將中央嵌板裝回原位。
	備註
	2. 將內嵌板裝回原位。

	備註
	3. 拆下固定插銷後關上機門。



	拆除與安裝烤箱的機門
	拆除設備機門
	1. 將烤箱機門完全打開。
	2. 使用固定插銷固定左右兩邊的樞紐（a）。
	備註
	3. 用雙手捉住烤箱機門兩側，並將機門關上約30°（b）。
	4. 輕輕抬高烤箱機門，然後拔出。

	備註

	安裝設備機門
	1. 用雙手捉住機門兩側。
	2. 將樞紐插入烤箱樞紐槽中（a）。
	備註
	3. 放下機門。
	4. 拆下固定插銷。

	: 受傷風險！


	拆除與安裝掛勾式托架
	拆除掛勾式托架
	1. 握住托架前端掛勾，並將托架拉到爐腔中央。
	2. 將掛勾式托架從內側固定孔與側板向外拉出。
	3. 固定觸媒爐腔板。
	4. 將掛勾式托架從爐腔中拆下。
	安裝掛勾式托架
	1. 固定觸媒爐腔板。
	2. 將掛勾式托架的掛勾壓入側板後方的固定孔。
	3. 將掛勾式托架的前掛勾壓入固定孔。


	疑難排解
	: 觸電風險！
	更換烤箱照明燈
	: 觸電風險！
	1. 請先讓烤箱冷卻。
	2. 打開設備機門。
	3. 請在爐腔中鋪上抹布，避免造成損害。
	4. 拆除掛勾式托架。
	5. 拆除玻璃罩。請先用手開啟玻璃罩前端。若無法順利拆下玻璃罩， 可使用湯匙輔助。
	6. 拆下烤箱照明燈泡。
	7. 裝上同型號的照明燈泡：
	電壓： 230 V；
	功率： 40 W；
	接頭類型：G9；
	8. 將烤箱照明燈泡玻璃罩裝回原位。
	9. 將掛勾式托架裝回原位。
	10. 取出抹布。
	11. 開啟斷路器。
	12. 確認烤箱照明是否再次正常運作。




	售後服務
	產品編號及生產編號
	預約工程師上門並提供產品建議


	能源及環保提示
	節能


	符合環保規定的棄置方式
	食材內的丙烯醯胺
	使用烤箱的提示
	備註
	烘焙
	烘焙提示


	燒烤
	燒烤提示
	燒烤提示
	燒烤提示

	建議的烹調時間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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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Ø Inhaltsverzeichnis[de] Gebrauchsanleitung
	: Wichtige Sicherheitshinweise
	Diese Anleitung sorgfältig lesen. Nur dann können Sie Ihr Gerät sicher und richtig bedienen. Die Gebrauchs- und Montageanleitung für einen späteren Gebrauch oder für Nachbesitzer aufbewahren.
	Dieses Gerät ist nur für den Einbau bestimmt. Spezielle Montageanleitung beachten.
	Das Gerät nach dem Auspacken prüfen. Bei einem Transportschaden nicht anschließen.
	Nur ein konzessionierter Fachmann darf Geräte ohne Stecker anschließen. Bei Schäden durch falschen Anschluss besteht kein Anspruch auf Garantie.
	Dieses Gerät ist nur für den privaten Haushalt und das häusliche Umfeld bestimmt. Das Gerät nur zum Zubereiten von Speisen und Getränken benutzen. Das Gerät während des Betriebes beaufsichtigen. Das Gerät nur in geschlossenen Räumen verwenden.
	Dieses Gerät kann von Kindern ab 8 Jahren und Personen mit reduzierten physischen, sensorischen oder mentalen Fähigkeiten oder Mangel an Erfahrung oder Wissen benutzt werden, wenn sie von einer Person, die für ihre Sicherheit verantwortlich ist, b...
	Kinder dürfen nicht mit dem Gerät spielen. Reinigung und Benutzer-Wartung dürfen nicht durch Kinder durchgeführt werden, es sei denn, sie sind 8 Jahre und älter und werden beaufsichtigt.
	Kinder jünger als 8 Jahre vom Gerät und der Anschlussleitung fernhalten.
	Zubehör immer richtig herum in den Garraum schieben. Siehe Beschreibung Zubehör in der Gebrauchsanleitung.

	Brandgefahr!
	■ Im Garraum gelagerte, brennbare Gegenstände können sich entzünden. Nie brennbare Gegenstände im Garraum aufbewahren. Nie die Gerätetür öffnen, wenn Rauch im Gerät auftritt. Das Gerät ausschalten und Netzstecker ziehen oder Sicherung im S...
	Brandgefahr!
	■ Beim Öffnen der Gerätetür entsteht ein Luftzug. Backpapier kann die Heizelemente berühren und sich entzünden. Nie Backpapier beim Vorheizen unbefestigt auf das Zubehör legen. Backpapier immer mit einem Geschirr oder einer Backform beschwere...


	Verbrennungsgefahr!
	■ Das Gerät wird sehr heiß. Nie die heißen Garraum-Innenflächen oder Heizelemente berühren. Das Gerät immer abkühlen lassen. Kinder fernhalten.
	Verbrennungsgefahr!
	■ Zubehör oder Geschirr wird sehr heiß. Heißes Zubehör oder Geschirr immer mit Topflappen aus dem Garraum nehmen.

	Verbrennungsgefahr!
	■ Alkoholdämpfe können sich im heißen Garraum entzünden. Nie Speisen mit großen Mengen an hochprozentigen alkoholischen Getränken zubereiten. Nur kleine Mengen hochprozentiger Getränke verwenden. Gerätetür vorsichtig öffnen.


	Verbrühungsgefahr!
	■ Die zugänglichen Teile werden im Betrieb heiß. Nie die heißen Teile berühren. Kinder fernhalten.
	Verbrühungsgefahr!
	■ Beim Öffnen der Gerätetür kann heißer Dampf entweichen. Gerätetür vorsichtig öffnen. Kinder fernhalten.

	Verbrühungsgefahr!
	■ Durch Wasser im heißen Garraum kann heißer Wasserdampf entstehen. Nie Wasser in den heißen Garraum gießen.

	Verletzungsgefahr!
	Zerkratztes Glas der Gerätetür kann springen. Keinen Glasschaber, scharfe oder scheuernde Reinigungsmittel benutzen.


	Stromschlaggefahr!
	■ Unsachgemäße Reparaturen sind gefährlich. Nur ein von uns geschulter Kundendienst-Techniker darf Reparaturen durchführen. Ist das Gerät defekt, Netzstecker ziehen oder Sicherung im Sicherungskasten ausschalten. Kundendienst rufen.
	Stromschlaggefahr!
	■ An heißen Geräteteilen kann die Kabelisolierung von Elektrogeräten schmelzen. Nie Anschlusskabel von Elektrogeräten mit heißen Geräteteilen in Kontakt bringen.

	Stromschlaggefahr!
	■ Eindringende Feuchtigkeit kann einen Stromschlag verursachen. Keinen Hochdruckreiniger oder Dampfreiniger verwenden.

	Stromschlaggefahr!
	■ Beim Auswechseln der Garraumlampe stehen die Kontakte der Lampenfassung unter Strom. Vor dem Auswechseln den Netzstecker ziehen oder Sicherung im Sicherungskasten ausschalten.

	Stromschlaggefahr!
	■ Ein defektes Gerät kann einen Stromschlag verursachen. Nie ein defektes Gerät einschalten. Netzstecker ziehen oder Sicherung im Sicherungskasten ausschalten. Kundendienst rufen.

	Ursachen für Schäden
	Achtung!

	Ihr neues Gerät
	Funktionswähler
	Hinweis
	Hinweis

	Temperaturwähler
	Die Elektronikuhr
	Zubehör

	Vor dem ersten Benutzen
	Uhrzeit einstellen
	1. Taste 0 drücken, bis in der Anzeige der Punkt blinkt.
	2. Mit den Tasten “+” und “-” die aktuelle Uhrzeit einstellen.
	Hinweis

	Backofen ausheizen
	Backofen vorreinigen
	1. Entnehmen Sie das Zubehör und die Einhängegitter aus dem Garraum.
	2. Entfernen Sie Verpackungsrückstände z.B. Styroporteilchen vollständig aus dem Garraum.
	3. Einige Teile sind mit einer Kratzschutzfolie überzogen. Entfernen Sie diese Kratzschutzfolie.
	4. Reinigen Sie das Gerät außen mit einem weichen, feuchten Tuch.

	5. Reinigen Sie den Garraum mit heißer Spüllauge.
	Backofen aufheizen
	1. Drehen Sie den Funktionswähler auf die Betriebsart Ober-/ Unterhitze.
	2. Drehen Sie den Temperaturwähler auf die maximale Temperatur.


	3. Schalten Sie nach 40 Minuten den Backofen aus.
	Backofen nachreinigen
	1. Reinigen Sie den Garraum mit heißer Spüllauge.


	2. Montieren Sie die Einhängegitter.

	Zubehör reinigen

	So bedienen Sie Ihren Backofen
	Backofen einschalten
	1. Mit dem Funktionswähler die Heizart einstellen.
	2. Mit dem Temperaturwähler die Temperatur einstellen.

	Elektronikuhr bedienen
	1. Taste 0 drücken, bis in der Anzeige der Punkt blinkt.
	2. Mit den Tasten “+” und “-” die aktuelle Uhrzeit einstellen.
	Hinweis
	1. Taste 0 drücken, bis in der Anzeige das Symbol V blinkt und 3 Nullen angezeigt werden.
	2. Mit den Tasten “+” und “-” die gewünschte Dauer einstellen.

	Hinweise
	1. Die Tasten “+” und “-” gleichzeitig drücken.
	2. Taste 0 drücken.
	3. Drücken Sie die Taste “-” um einen anderen Signalton auszuwählen.


	Zeitschaltautomatik einstellen
	Automatisches Ausschalten
	1. Taste 0 drücken, bis in der Anzeige das Symbol V blinkt und 3 Nullen angezeigt werden.
	2. Funktionstaste 0 ein weiteres Mal drücken, bis im Anzeigefeld “dur” und “0.00” im Wechsel und das Symbol “A” blinken.
	3. Mit den Tasten + und - die Betriebszeit-Dauer einstellen.
	4. Gewünschte Heizart und Temperatur einstellen.
	1. Temperaturwähler und Funktionswähler ausschalten.
	2. Taste 0 drücken, bis das Symbol Û erscheint.

	Automatisches Ein- und Ausschalten
	1. Taste 0 drücken, bis in der Anzeige das Symbol V blinkt und 3 Nullen angezeigt werden.
	2. Funktionstaste 0 ein weiteres Mal drücken, bis im Anzeigefeld “dur” und “0.00” im Wechsel und das Symbol “A” blinken.
	3. Mit den Tasten + und - die Betriebszeit-Dauer einstellen (z. B. 1 Stunde).
	4. Funktionstaste 0 ein weiteres Mal drücken, bis im Anzeigefeld “End” und die Ausschaltzeit “18:30” (aktuelle Uhrzeit zuzüglich der eingestellten Betriebszeit-Dauer) im Wechsel blinkt.
	5. Mit den Tasten + und - die Ausschaltzeit einstellen (z. B. 19:30 Uhr).
	6. Gewünschte Heizart und Temperatur einstellen.
	Im Anzeigefeld verschwindet das Symbol Û.
	1. Temperaturwähler und Funktionswähler ausschalten.
	2. Taste 0 drücken, bis das Symbol Û erscheint.



	Eingestellte Werte anzeigen und ändern
	1. Taste 0 drücken, bis im Anzeigefeld das Symbol V blinkt.
	2. Taste 0 ein weiteres Mal drücken, bis im Anzeigefeld “dur” und die restliche Betriebszeit-Dauer im Wechsel und das Symbol A blinkt.
	3. Taste 0 ein weiteres Mal drücken, bis im Anzeigefeld “End” und die eingestellte Ausschaltzeit im Wechsel blinken.


	Pflege und Reinigung
	Hinweise
	: Stromschlaggefahr!
	: Verbrennungsgefahr!

	Reinigungsmittel
	Katalytische Garraumverkleidung
	Türscheiben aus- und einbauen
	Türscheiben ausbauen
	1. Backofentür ganz öffnen.
	2. Beide Scharniere links und rechts mit dem Sicherungsstift sperren.
	Hinweis
	3. Den unteren Teil der inneren Scheibe leicht anheben, bis sich die Befestigungstifte aus der Halterung lösen (1).
	4. Den oberen Teil der inneren Scheibe vorsichtig anheben, bis sich die Befestigungsstifte aus der Halterung lösen (2).

	Achtung!
	5. Innere Scheibe herausnehmen.
	6. Mittlere Scheibe herausnehmen.

	Hinweis
	: Verletzungsgefahr!

	Türscheiben einbauen
	1. Mittlere Scheibe wieder einsetzen.
	Hinweis
	2. Innere Scheibe wieder einsetzen.

	Hinweis
	3. Sicherungsstifte entfernen und Backofentüre schließen.



	Gerätetür aus- und einhängen
	Gerätetür aushängen
	1. Backofentür ganz öffnen.
	2. Beide Scharniere links und rechts mit dem Sicherungsstift sperren (a).
	Hinweis
	3. Backofentür seitlich mit beiden Händen greifen und Backofentür um etwa 30° schließen (b).
	4. Backofentür leicht anheben und herausziehen.

	Hinweis

	Gerätetür einhängen
	1. Backofentür seitlich mit beiden Händen greifen.
	2. Scharniere in die Aussparungen des Backofens schieben (a).
	Hinweis
	3. Tür nach unten absenken.
	4. Sicherungsstifte entnehmen.

	: Verletzungsgefahr!


	Einhängegitter aus- und einhängen
	Einhängegitter aushängen
	1. Einhängegitter an der Vordersite fassen und zur Mitte des Garraums ziehen.
	2. Einhängegitter weiter aufklappen und aus den hinteren Bohrungen der Seitenwand ziehen.
	3. Katalytische Garraumverkleidung festhalten.
	4. Einhängegitter aus dem Garraum herausnehmen.
	Einhängegitter einhängen
	1. Katalytische Garraumverkleidung festhalten.
	2. Die Haken des Einhängegitters in die hinteren Bohrungen der Seitenwand stecken.
	3. Den vorderen Haken des Einhängegitters in die Bohrung drücken.




	Eine Störung, was tun?
	: Stromschlaggefahr!
	Backofenlampe auswechseln
	: Stromschlaggefahr!
	1. Garraum abkühlen lassen.
	2. Gerätetür öffnen.
	3. Geschirrtuch in Garraum legen, um Schäden zu vermeiden.
	4. Einhängegitter herausnehmen.
	5. Glasabdeckung abnehmen. Dazu mit der Hand die Glasabdeckung von vorne öffnen. Falls sich die Glasabdeckung schwer abnehmen lassen sollte, einen Löffel zu Hilfe nehmen.
	6. Backofenlampe herausziehen.
	7. Backofenlampe durch den gleichen Lampentyp ersetzen:
	Spannung: 230 V;
	Leistung: 40W;
	Fassung: G9;
	8. Glasabdeckung der Backofenlampe wieder einsetzen.
	9. Einhängegitter montieren.
	10. Geschirrtuch wieder herausnehmen.
	11. Sicherung wieder einschalten.
	12. Prüfen, ob die Backofenbeleuchtung wieder funktioniert.




	Kundendienst
	E-Nummer und FD-Nummer
	Reparaturauftrag und Beratung bei Störungen


	Energie- und Umwelttipps
	Energiesparen
	Umweltgerecht entsorgen

	Acrylamid in Lebensmitteln
	Anwendungstipps
	Hinweise
	Backen
	Tipps zum Backen
	Braten und Grillen
	Tipps zum Braten
	Tipps zum Grillen


	Tipps zum Braten
	Für Sie in unserem Kochstudio getestet
	Hinwei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