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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貴的客戶： 

多謝選購西門子家用電器！此實用現代化多功能爐具乃採用最優質材料製成，此等材料在整

個製造過程中均經嚴格的質量控制。此爐具經過仔細檢測，確保符合閣下之需求，並帶來完

美的烹飪效果。 
爐具未裝好之前請勿拆去其保護包裝。 

在安裝及使用本爐具之前請細閱本使用說明書。本使用說明書所載之資料對正確使用爐具尤

其對閣下之安全非常重要。 

閣下的爐具沒有使用多餘的包裝材料，所用的材料是保護爐具在運送過程中免受損壞。包裝

材料百分之百可循環再用，以減低對環境的負面影響。閣下亦可遵循以下建議，進一步保護

環境： 

– 將包裝材料棄置於適當的循環再用回收桶；

– 棄置舊爐具之前確保其失效。聯繫地方部門尋找最近的循環再用中心，以處置閣下

的舊爐具；

– 請勿將用過的油倒入下水道。將油收集於密封容器內，並送到合適的收集點，如未

能做到，請將油棄於垃圾桶（此舉為受控棄置，可能並非最佳選擇，但可避免污染

地下水）。

重要提示： 
若本爐具送達時有損壞或質量上未符合閣下預期（雖然甚少機會發生），請儘快告知我們。

為了令保養生效，不可蓄意損壞或不當使用本爐具。 

使用說明書的內容以英文版本為準。 

注意! 根據香港氣體安全條例，任何氣體裝置工程，包括爐具和接駁喉管的安裝， 必須

由註冊氣體裝置技工執行，而該技工已於相關的氣體工程類別註冊及受聘於 註冊氣體工

程承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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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項 
為確保閣下安全有效地使用本爐具，請細閱以下事項。 

煤氣膠喉之接駁 
使用認可印有機電工程署批准標記 (例如 : 機電工程

署批准EMSD APPROVAL GTXXXX) 的氣體接駁喉管

連接爐具，或使用機電工程署接納的其他恰當方法。 

煤氣不銹鋼軟喉接駁 
使用認可印有機電工程署批准標記 (例如 : 機電工程

署批准EMSD APPROVAL GTXXXX) 的氣體接駁喉管

連接爐具，或使用機電工程署接納的其他恰當方法。 

香港煤氣接駁 
接駁煤氣時須加上穩壓器Beckley(型號2300) 或 Elitre 
(型號EL-130)，操作氣壓為12.5毫巴。 

注意!  
根據香港氣體安全條例，任何氣體裝置工程，包括爐

具和接駁喉管的安裝，必須由註冊氣體裝置技工執

行，而該技工已於相關的氣體工程類別註冊及受聘於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 

當在灶櫃面安裝嵌入式氣體煮食爐時，灶櫃應設有透氣

設施，以確保煮食爐在使用時操作正常。 

不應將易燃物料、噴霧及壓縮容器放置在灶櫃內。 

此煮食爐的面板是用陶瓷玻璃製造，較一般玻璃安

全。唯玻璃面板煮食爐時還須注意以下事項，以避免

玻璃面板爆裂： 

1. 經常清潔爐頭組件以保持火蓋焰孔暢通，如滾瀉食

物及汁液，應在爐頭組件冷卻後儘快作出妥善清

理。

2. 如煮食爐出現不尋常聲音，應即停用並安排氣體

供應公司或爐具進口商檢查。

3. 切勿使用過大的器皿煮食。

4. 切勿以硬物撞擊或將重物放置於玻璃面板。

勿於爐頭與爐架之間放上其他配件, 如錫箔紙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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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安裝、調校氣體等之所有操作，必須由獲註冊氣體

承辦商所雇用之註冊氣體裝置技工遵照供氣及供電商之

適用規例、標準和規範進行 

請依照安裝指引來安裝本爐具。 

本爐具僅可根據現行規例及通風規範，安裝於良好通風

的地方，不得接駁至抽油煙裝置。 

本爐具僅供家居使用，不可用作商業或工業用途。此

爐具不可安裝於遊艇上或活動房屋內。如安裝或使用

與說明書不符，該產品的保養即時自動失效。 

本爐具按現行規例必須安裝於良好通風的地方。 

勿將本爐具置近抽風機以免將爐火吹熄。 
本爐具出廠時所設定的使用氣體已列明在產品銘牌上，

不可隨意更換氣體。 

請勿自行更改或移動本爐具的內部組件。如有必要，

請聯繫我們的技術支援服務部。 

請妥善保存本使用說明書及安裝指引。如轉售本爐具，

請將說明書及指引交予買家。 

如本爐具有損壞，切勿開啟爐具。請聯繫我們的技術支

援服務部。 

使用爐具時，爐具表面會變熱，使用時必須小心。兒童

須遠離本爐具。 

本爐具僅供烹煮之用，並非暖氣系統。 

過熱油脂容易搶火，煮食時請勿離開爐具，以免任由油

脂加熱。若油脂搶火，切勿用水滅火，當心燒傷！請用

鍋蓋蓋住搶火的烹調鍋及關掉爐具火頭。 

若爐具操作失誤，關上爐具的供電和供氣。請致電我們

的技術支援服務部安排維修。 

若某個控鈕不能轉動，不要勉強轉動它。請致電我們的

技術支援服務部安排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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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將不穩的烹調鍋置於爐架或爐頭上，因可能會意外

傾倒。 

勿用蒸汽清潔器清潔爐具，以免觸電。 

根據燃氣爐具EN 30-1-1規例，本爐具是第3類置入式爐

具。 

勿於本爐具下面或附近放置或使用腐蝕性化學品、會產

生煙霧的產品、易燃物或非食物的產品。 

本爐具非供體力、感覺力或智力不足人士或缺乏經驗及

知識的人士（包括兒童）使用，除非他們獲得負責其安

全的人士之監督或所提供關於本爐具使用的指引。 

絕不可讓兒童玩弄此爐具。 

絕不可在無人看管下使用該爐具。 

本說明書內之圖示僅供指引參考。 

若不遵守本說明書之指引及要求，製造商免於承擔所有

相關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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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下的新爐具 

產品描述 煤氣單頭爐，配有防漏熄火安全裝置 
額定熱負荷 6.0 (kW/千瓦) [使用12.5 mbar/毫巴香港煤氣] 
產品尺寸 520 x 302 x 87 mm/毫米 (深 x 闊 x 高) 
淨重 8.0 kg/公斤 

操作氣壓 12.5 mbar/毫巴 (香港煤氣) 

如使用接駁配件，本爐具可與其他同類爐具結合使用，詳情請參考產品目錄。 

爐架 

雙環火爐頭 

控制旋鈕 



8 

煤氣爐操作 
必須確保所有爐頭部件及烹調鍋架均正確安裝，使爐具 
可正常操作。(圖 1+2) 

手動開爐 

1. 按下爐頭控制鈕並向反時針方向旋至 “打火” 設定     
 
。

2. 用任何類型的打火機或火焰（香煙火機、火柴等）並

將火頭靠近爐頭。 

自動開爐 

1. 按下爐頭控制鈕並向反時針方向旋至“打火”設定

 

。 

當控制鈕仍被按下時，爐頭會産生火花。火焰會點燃起

(此時可鬆開按下的控制鈕)。 

2. 將控制鈕旋至所需的設定。

如未能點燃起火焰，將控制鈕旋至“熄火”設定，並重

覆以上步驟，是次需將控制鈕按下較長時間（長至10

秒）。 

警告！如過了15秒火焰仍點燃不起，關掉爐頭並打開附

近的門窗。等最少一分鐘後才可再開啟爐頭。 

爐頭蓋

外環火
擴散器

中間環

爐頭
分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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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系統 

閣下的爐具裝有安全系統（熱電偶），此系統可在爐

頭意外關停時防止燃料氣體流出。要確保此系統已啟

動，可如常開啟爐頭，但不鬆開控制鈕，點著火後繼

續緊按下它4秒。 

關停爐頭 

將相關控制鈕向順時針方向旋至熄火設定。 

火力等級 

可用漸進式控制鈕來控制火勢（從最弱火至最強火）。 

就雙火圈爐頭而言， 可分別控制內火圈及外火圈的火

力強弱。 
現有的火力等級如下： 

內外火圈最強。 

外火圈最弱，內火圈最強。 

內火圈最強 

內火圈最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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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爐頭啟動時聽到輕微噓噓聲乃屬正常。 

爐頭首次使用時發出氣味乃屬正常，並無危險，亦不

表示失誤，氣味不久後便會消散。 

在關閉爐頭後幾秒內會發出聲音（砰聲），這並非故障，

而是安全系統關停。 

盡量保持爐頭清潔。若火嘴髒，則不能正常打火。用細

小的非鋼絲刷定期清潔火嘴。切記火嘴不能承受任何猛

烈撞擊。 

火焰呈橙色屬正常，乃由空氣中的塵埃及液體濺泄等所

致。 

使用本爐具時，廚房會變熱和潮濕，因此廚房必須有良

好通風。可打開門窗保持自然通風透氣，或安裝抽油煙

機。 

若長時間密集地使用本爐具，需額外通風，(例如 打開

窗戶)；或可能需要更有效的通風，(例如 可能時增加爐

具通風)。 

如爐火偶然熄滅，關上控制鈕，一分鐘內勿再重新開啟。 

合適烹飪鍋具 

鍋的最小直徑 

22 cm 



11 

中式鑊 

鑊乃源自中國之烹調器皿，屬於深、圓形和輕量類，有耳
柄，帶平或凹座。 

可用鑊以不同方式烹調食物：燉、炒、慢火煮、煎或蒸均
可。可以說鑊既可用作平底深鍋亦可用作炒鍋，且因其形
狀及尺碼關係，可用來烹煮數量可觀的配料。 

用鑊烹調時，熱量可更均勻和輕柔地擴散；熱量廣泛聚集
意味著烹調食物時間縮短，用油少，使其成為其中最快及
最健康的烹調方式之一。用鑊烹調須遵循製造商的指引。 

配件 

爐具包括以下配件。技術支援服務部亦可提供該等配

件。 

只適用於直徑大於 26 厘米的烹調鍋（如烤皿、陶壺等）

及凹形底座的鍋。 

如不使用或不當使用此等額外爐架，製造商不承擔任何

責任。 

烹煮建議 

很高溫    高溫 中溫 低溫 
煮、蒸、煎、烤、煮西班牙

菜飯、烹亞洲食品（用鑊） 
已煮或預煮餸菜再加熱及

保溫 

額外烹調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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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注意事項 
以下指引旨在幫助閣下節省能源和防止烹調鍋具損壞: 

使用與爐頭尺寸配合的烹調鍋具。 

勿在大爐頭上使用小鍋具。火焰不應燒出鍋具邊。 

勿用已損壞的烹調鍋具（不能平穩置於爐架上），這

樣鍋具會傾倒。 

只用厚而平底的鍋具。 

勿進行不加蓋烹煮或烹煮時鍋具只有部分蓋上。此舉

會浪費能源。 

烹調鍋具要放正在爐架上，否則會傾倒。 

將烹調鍋具放在爐架上，切勿直接放在爐頭上。 

應小心將鍋具放在爐架上。 

請勿敲打爐架，勿將過重物置於架上。 

使用爐具前，確保爐架及爐頭蓋已正確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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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及保養 

清潔 

待爐具冷卻後，用海綿醮皂水清潔。 

每次使用爐具後，待爐具冷卻，清潔每個部件的表面。
若有食物殘餘（燒焦食物、油脂滴等），即使是一小點，
時間一久便會緊黏附在表面，更難清除。爐頭的孔和坑
必須清潔以利正確點火燃燒。 

在爐架上移動鍋具可能會留下金屬殘渣。 

應用肥皂水和非鋼絲刷清潔。如爐架配有膠墊，亦要確
保膠墊清潔。膠墊或會鬆動，爐架亦因此會劃花爐具。 

經常保持爐頭及爐架徹底乾爽。開始烹煮時爐架上的水
滴或濕氣會損壞搪瓷質料。 

爐頭清潔和抹乾後，確保爐頭蓋正確放置在爐頭分火器
上。 

不適合產品 

切勿將鍋在玻璃表面滑過以防劃花玻璃。此外，不要將
重物或尖物跌落玻璃上。切勿敲擊爐架的任何部分。 

勿用蒸汽清潔器，以防損壞爐具。 

切勿用磨料、鋼絲刷球、尖物、刀等清除爐具上變硬
的食物殘餘。 

若爐具配有玻璃或鋁板，切勿用刀、刮具或類似物品清
潔金屬接合的位置。 

勿用刀、刮具或類似物品清潔玻璃接合爐頭邊飾處、金

屬框、玻璃板或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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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 

儘快清除任何濺瀉出來的液體，此舉可減省日後不必要

的清潔功夫。 

清潔水果及蔬菜時或有沙粒掉出，沙粒會劃花玻璃的表

面。 

如熔糖或含有大量糖份的食物濺出，應立即使用玻璃刮

具清除濺出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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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 
有些故障是可輕易解決的，因此，在致電技術支援服

務部前，請先採取以下的解決方法： 

故障 可能原因 解決方法 
一般電力系統失效 - 保險絲失效 

- 自動安全開關跳制或保
險絲燒斷 

- 聯絡氣體裝置技工

- 檢查主控制板的自動安全
開關有否跳制或保險絲
是否燒斷 

自動開爐功能失靈 - 火嘴和爐頭之間可能黏附

食物或清潔產品 

- 爐頭濕 

- 爐頭蓋未放正 

- 爐具未接地，或接駁不當，
或接地不良 

- 火嘴和爐頭之間的空隙必

須清潔。 

- 小心弄乾爐頭及爐頭蓋 

- 檢查並將爐頭蓋放正 

- 聯絡氣體裝置技工 

爐頭火焰不均勻 - 爐頭組件放置不當 

- 分火器骯髒 

- 確保爐頭組件放置正確 

- 清潔分火器

煤氣不正常或無氣出 - 氣源關上 - 開上所有止制動閥 

廚房有氣體味 - 某供氣開關打開了 

- 煤氣喉管接駁不良

- 關上供氣開關 

- 聯絡氣體裝置技工

爐頭的安全閥不工作 - 按下控鈕的時間不足夠 - 爐頭點著後，按下控鈕多

幾秒時間 
- 清潔分火器 

- 氣體可能外漏

並立即通知合格的氣體裝置
技工檢查，確定安裝無虞。
在確保安裝或煮食爐本身無
氣體外漏風險前，請勿使用
煮食爐。

- 關掉氣體供應，讓場地通風

- 分火器骯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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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支援服務部 
聯繫我們的技術支援服務部時，請提供爐具的產品號碼

(E-Nr.)及生產號碼(FD)。此資料列於在爐架下段的產品

銘牌上。 

保養條件 

適用的保養條件是由位於購買地方的本公司代表所制訂，

零售點有詳細資訊。閣下必須提交購買證明文件以獲得

產品保養。本公司保留引入變更條件的權利。 

使用過的器皿和包裝 

環保廢物管理

倘產品銘牌上出現 符號，記住以下的指引。 

打開爐具的包裝，以環保的方式處置包裝物料。 

本爐具符合歐洲有關廢棄電器及電子設備的

2012/19/EU 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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