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保障您的權益，產品購買後建議盡速寄回回函卡或上網作登錄，

以避免因實體購買憑證遺失或毀損而導致保固權益受損之事發生。

若本公司未能接收到您的回函或線上登錄資料，且實體購買憑證遺

失或毀損，保固日期將以產品製造日起算。

各品牌保固期限：

・伊萊克斯系列產品2年保固

・Svago 產品1年保固

・Elica 產品1年保固

讓您完全放心的
   櫻花整體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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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樂．生活

0201 品牌介紹 蒸烤箱

機體尺寸：W595xD480xH460mm
安裝尺寸：W560xD550xH455mm
電    壓：220V/60Hz
電    流：約9.36A
最大消耗功率：2060W

普通蒸氣／蒸烤雙重／燒烤功能

熱風對流／解凍／食物保溫／高溫殺菌

1.3 公升大水箱／PTC 防積水設計／304不鏽鋼腔體

SK1664S $38,000
崁入式蒸烤箱

機體尺寸：W530xD457xH405mm
電    壓：110V/60Hz
電    流：約13.6A
最大消耗功率：1500W
最高溫度設定：230℃

蒸烤／蒸氣（純蒸359分）／高溫蒸氣
預熱／燒烤／旋風燒烤

解凍／發酵／自清除垢

40 道自動食譜／前排風散熱／三層隔熱玻璃

ST5000B $25,000
獨立式舒美蒸烤箱

svago是源自歐洲的美學廚電品牌，

其品牌名稱為義大利文「享樂」之意，

我們認為生活應該保持輕鬆的步調:

與其匆忙過活，不如慢下來，好好享受當下正在做的事。

因此svago貫徹「樂在廚房每一刻」的精神，

讓您每一次都能專注烹飪該有的樂趣，

體驗歐洲獨有的慢活風尚。

svago相信，您的生活，將從此變得很不一樣。

機體尺寸：W595xD496xH384mm
安裝尺寸：W560xD530xH380mm
電    壓：110V/60Hz
電    流：13.6A
最大消耗功率：1500W

純蒸 / 純烤 / 蒸烤雙重 / 旋風燒烤 / 

發酵 / 解凍 / 保溫 / 殺菌 / 蒸氣清潔

1.2 公升大水箱 / 自動食譜 / 繁體中文

SN1282 $33,000
崁入式蒸烤箱 新品上市



機體尺寸：W595xD575xH595mm
安裝尺寸：W560xD570xH590mm
電    壓：220V/60Hz          
電    流：約13.6A
最大消耗功率：3000W

8 段功能選擇 / 超大 65 公升內部容量 / 易清塘瓷內壁
三層隔熱玻璃，中層 Low-E 玻璃加強隔熱效果

FDT4007 $23,500
崁入式電烤箱

機體尺寸：W595xD575xH595mm
安裝尺寸：W560xD570xH590mm
電    壓：220V/60Hz
電    流：約12.7A
最大消耗功率：2800W

8 段功能選擇 / 超大 65 公升內部容量 / 雙層隔熱玻璃
易清塘瓷內壁 

FDT1007A $18,000
崁入式電烤箱

0403 電烤箱/微波烤箱 感應爐/電陶爐

機體尺寸：W595xD415xH388mm
安裝尺寸：W560xD500xH380mm
電    壓：110V/60Hz          
電    流：約13.18A
最大消耗功率：1450W
2 種微波燒烤雙重模式 / 5 段微波火力選擇
一體成型之不鏽鋼外框面板 / 8 種自動烹飪菜單

AG925 $15,500
崁入式微波烤箱

機體尺寸：W770xD520xH60mm
安裝尺寸：W740xD490mm
電壓：220V/ 60Hz
電流：約32A
最大消耗功率：7000W

德國 SCHOTT 陶瓷玻璃面板
9 式滑動觸控火力設定 / 計時烹調
一鍵橋接合併加熱區 / 一鍵火力加速 / 安全鎖

小型物件偵測 / 過熱保護

餘熱“Ｈ”警示

TID7040
橫式多口感應爐

$35,000

機體尺寸：W650×D430×H65mm
安裝尺寸：W570xD375mm
電壓：220V/ 60Hz
電流：約16A
最大消耗功率：3500W

德國 SCHOTT 陶瓷玻璃面板 / 分區操控
8 段式觸控火力設定 / 計時烹調
一鍵火力加速 / 安全鎖 / 小型物件偵測 

過熱保護 / 餘熱“Ｈ”警示

TID3580
橫式雙口感應爐

$28,000

機體尺寸：W590xD520xH60mm
安裝尺寸：W560xD490mm
電    壓：220V/60Hz 
電    流：約29.55A
最大消耗功率：6500W

德國 SCHOTT 陶瓷玻璃面板
9 段式滑動觸控火力設定 / 一鍵火力加速
計時烹調 / 安全鎖 / 小型物件偵測

過熱保護 / 餘熱“Ｈ”警示

TID6516 $32,000
橫式三口感應爐（60cm）

以上感應爐運作時會因鍋具材質及使用情境不同產生不同聲響，屬正常現象，相關內容請參考使用說明書。



0605 感應爐/電陶爐 油機

機體尺寸：W288xD520xH56mm
安裝尺寸：W268xD500mm
電    壓：220V/60Hz 
電    流：約15.9A
最大消耗功率：3500W

法國 EuroKera 陶瓷玻璃面板
９ 段式觸控火力設定 / 餘熱“Ｈ”警示

TID3510 $16,000
雙口感應爐

機體尺寸：W302×D374×H72mm
安裝尺寸：W274xD350mm
電    壓：110V/60Hz 
                220V/60Hz    
電    流：約13.6A / 8.1A
最大消耗功率：1500W(110V) 
                       1800W(220V)

６ 段式觸控火力設定
德國 SCHOTT 陶瓷玻璃面板

TSR-1503 $9,000
單口電陶爐

(110V)

TSR-1803 $9,000(220V)

機體尺寸：W302xD374xH80mm
安裝尺寸：W280xD355mm
電    壓：110V/60Hz 
                220V/60Hz    
電    流：約13.6A / 11.8A
最大消耗功率：1500W(110V) 
                       2,600W(220V)

德國 SCHOTT 微晶玻璃面板，防爆耐高溫
8 小時定時設定 / 8 段恆溫加熱功能
溫度過熱自動停止加熱功能 / 

兒童安全鎖與餘熱警示功能 / 

鍋具自動偵測功能

TID2310 $9,000
單口感應爐

(220V/110V)

中島式油機

吸力：800m³/h (5段風速)   
電壓：110V/60Hz                                     

PLANA  SV IS 90 $29,000

自動提醒油網清洗(60hr) / N-RV 出風口設計

(90cm)

掛壁式油機  

吸力：800m³/h (5段風速)   
電壓：110V/60Hz                                     

PLANA  SV  90 $18,000
PLANA  SV  120 $21,500

自動提醒油網清洗(60hr) / N-RV 出風口設計

(90cm)

(120cm)

掛壁式油機  

吸力：960m³/h (風洞測試)   
電壓：110V/60Hz                                     

VR7150SXL $24,000
VR7150SXXL $27,000

超大吸力 / 黑鋼外型 / 3 段風力自由切換
按鍵式電子控制介面 / LED 照明

(90cm)

(120cm)

新品上市

即將除役

※油機底部對齊兩側櫥櫃之底部。

抽拉式油機

吸力：800m³/h (5段風速)   
電壓：110V/60Hz                                     

抽拉式設計，可崁進櫥櫃 / N-RV 出風口設計

SL 90-1 $12,000(90cm)

即將除役

以上感應爐運作時會因鍋具材質及使用情境不同產生不同聲響，屬正常現象，相關內容請參考使用說明書。



機體尺寸：W596xD510xH840mm
洗衣/脫衣容量：9 kg
烘衣容量：6 kg
電壓：220V/60Hz
最大功率/電流量：1500W

變頻馬達設計 / 15 種洗程選擇 / 59 分鐘快速洗脫烘
義大利 All in One 洗淨科技

SWD596A $30,900
洗脫烘衣機

07 08洗碗機/紅酒櫃洗脫烘

機體尺寸：W598xD570xH815mm
安裝尺寸：W598xD580xH820mm
用 水 量：11公升
電　　壓：120V/60Hz
最大功率/電流量：1050W/8.75A
Dual Fan 雙風烘乾系統
7 段洗程 5 種水溫 
中式碗籃架貼心設計

歐盟3A等級標準

MW7711 $25,000
全崁式洗碗機

機體尺寸：W598xD550xH815mm
安裝尺寸：W600xD580xH820mm
用 水 量：11公升
電　　壓：120V/60Hz
最大功率/電流量：1050W/8.75A
Dual Fan 雙風烘乾系統
7 段洗程 5 種水溫
中式碗籃架貼心設計

歐盟3A等級標準

MW7709 $26,500
半崁式洗碗機

機體尺寸：W595xD562xH825mm
容    量：134公升
電    壓：110V/60Hz
最大功率：100W

雙區獨立溫控

雙層節能抗UV玻璃+Low-E 玻璃
冷卻循環保鮮裝置

JG45B $48,000
紅酒櫃

機體尺寸：W595xD677xH1390mm
容　　量：312公升
電　　壓：110V/60Hz
最大功率：155W

雙區獨立溫控

雙層節能抗UV玻璃+Low-E 玻璃
冷卻循環保鮮裝置

JG110B  $60,000
紅酒櫃

新品上市



品牌介紹09 10蒸烤箱/烤箱

伊萊克斯品牌源自瑞典，並為全球最大的家電集團之一
，成立至今已有百年歷史。在全球有三分之一的跨國連
鎖飯店，採用伊萊克斯的廚房及洗衣設備；在歐洲約有
二分之一的米其林星級餐廳使用伊萊克斯的專業廚房設
備。

承載北歐文化底蘊，採用簡潔外觀設計，並將其源自專
業商用設備的經驗，轉化至家用電器，讓你我也能以更
為直覺的使用方式，享受美好的生活體驗。

瑞典設計 
與眾不同

機體尺寸：H594xW594xD567mm
安裝尺寸：H590xW560xD550mm
容 積 量：73 公升
電    壓：220V/60Hz
消耗瓦數/電流量：3500W/15.9A

3 種蒸氣模式 / 5 種自清功能 / 外部進水 / 蒸氣噴發式設計
19 種加熱模式

EOB8857AAX   蒸烤箱               $99,000
機體尺寸：H594xW594xD567mm
安裝尺寸：H590xW560xD550mm
容 積 量：71 公升
電    壓：220V/60Hz
消耗瓦數/電流量：3680W/16.72A

Pyrolytic480℃ 高溫自清功能 / 食物氣味濾網
食物溫度探針 / 18 種加熱模式

EOC5851FAX   烤箱               $73,500
優惠價 $67,000

機體尺寸：H594xW594xD567mm
安裝尺寸：H590xW560xD550mm
容 積 量：71 公升
電    壓：220V/60Hz
消耗瓦數/電流量：3300W/15A

8 種加熱模式 / 加大旋風風扇 / Plus Steam 蒸氣旋風烤功能

EOB5454AAX   烤箱                 $39,000
機體尺寸：H594xW594xD567mm
安裝尺寸：H590xW560xD550mm
容 積 量：74 公升
電    壓：220V/60Hz
消耗瓦數/電流量：2780W/12.6A

7 種加熱模式 / 加大旋風風扇 / 易清內壁塗裝

EOB3400AAX   烤箱               $27,000

機體尺寸： H455xW594xD567mm
安裝尺寸： H448xW560xD550mm
容 積 量： 43公升
電    壓： 220V/60Hz
消耗瓦數/電流量： 3000W/13.64A

3種蒸氣模式 / 14 種加熱模式

EVY9747AAX     $105,000
$85,000

蒸烤箱  
優惠價

機體尺寸： H455xW594xD567mm
安裝尺寸： H448xW560xD550mm
容 積 量： 54公升
電    壓： 220V/60Hz
消耗瓦數/電流量： 1400W/6.4A

蒸氣自清功能 / 外部進水設計 / 門板緩衝回歸

EVY8740BAX $63,000蒸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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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 咖啡機/保溫抽屜/真空包裝機

機體尺寸： H455xW594xD361mm
安裝尺寸： H448xW560xD550mm
蒸氣壓力： 15bar
電    壓： 220V/60Hz
消耗瓦數/電流量： 1350W/6.14A

全自動製作卡布奇諾咖啡 / 附專用牛奶壺 / 可對線烤箱、蒸爐、蒸烤箱

EBC54524AX    咖啡機      $109,000

機體尺寸： H140xW594xD535mm
電    壓： 220V/60Hz
消耗瓦數/電流量： 430W/2A

四種溫度設定 / 按下彈出式設計 / 搭配45公分機種可對線60公分機種

EED14700OX   保溫抽屜    $27,000

機體尺寸： H140xW560xD550mm
安裝尺寸： H139xW560xD550mm
內腔容量： 8L
電    壓： 220V/60Hz
消耗瓦數/電流量： 1150W/5.2A

5 種真空包裝行程 / 獨家真空醃漬功能 / 按下彈出式設計
防手紋不鏽鋼表面 / 專業級304不鏽鋼內腔

EVD14900OX 真空包裝機 $140,000

感應爐



1615 感應爐/配件 Infinite 系列爐具

機體尺寸：W360xD520mm
安裝尺寸：H38xW340xD490mm
電    壓：220V/60Hz
消耗瓦數/電流量：1800W/8.2A

ThickFilm 加熱技術 / 三段式餘熱顯示
前後加熱區可獨立 / 合併控制

EQT4520BOZ
$128,000

鐵板燒
Gemline 系列

$26,000

機體尺寸： W700xD420xH55mm
安裝尺寸： H55xW680xD400mm
電    壓： 220V/60Hz
左烹飪區功率： 2000/2400W
右烹飪區功率： 1200/1500W
消耗瓦數/電流量： 3200W/14.5A

三段式餘熱顯示 / Stop&Go 暫停功能 / 14 段火力設定

EHI7260BA $33,000
雙口感應爐

Infinite Grill 

配件尺寸：H59xW518xD238mm

感應爐專用鐵板烤架配件 $10,000

Infinite Wok Set 

配件尺寸：炒鍋直徑340mm
適用尺寸：20cm 以上感應爐烹飪區

感應爐專用中式炒鍋爐架配件 $10,000

機體尺寸：W290xD520mm
安裝尺寸：H44xW270xD490mm
電    壓：220V/60Hz
消耗瓦數/電流量：2900W/13.18A

餘熱顯示 / Stop & Go 暫停功能
9 段火力設定

EHF3320NOK
$20,000

雙口電陶爐

機體尺寸：W290xD520mm
安裝尺寸：H41xW270xD490mm
電    壓：220V/60Hz
消耗瓦數：3900W

不同大小前後爐，提供更大烹調彈性

鑄鐵爐架 / 玻璃爐面 / 自動點火裝置

EGC3322NVK ( NG )
$20,000

玻璃雙口瓦斯爐

機體尺寸：W290xD520mm
安裝尺寸：H44xW270xD490mm
電    壓：220V/60Hz
消耗瓦數/電流量：3700W/16.8A

餘熱顯示 / Stop & Go 暫停功能
9 段火力設定

EHH3320NVK  
$21,000

雙口感應爐

Domino 系列

機體尺寸：W290xD520mm
安裝尺寸：H41xW270xD490mm
電    壓：220V/60Hz
消耗瓦數：3800W

三圈爐火 / 鑄鐵爐架 / 玻璃爐面

自動點火裝置

EGC3313NVK ( NG / LPG )
$20,000  

玻璃單口瓦斯爐 

機體尺寸： W910xD410mm
安裝尺寸： H44xW880xD380mm
電    壓： 220V/60Hz
每烹飪區功率： 2300W/3200W/210mm
消耗瓦數/電流量： 6900W/31.4A

三段式餘熱顯示 / 鍋具自由擺放功能 / 14 段火力設定

EIT913   三口感應爐        新品上市
加贈感應鐵板烤架或中式炒鍋爐架

$58,000

機體尺寸： H62xW900xD508mm
安裝尺寸： W832xD470mm
電    壓： 直流電池1.5V

最大功率： 左爐4800W 右爐4800W 中爐1650W

SABAF Crown 高品質燃燒器 / Aerated Dual-Jet 雙噴嘴
PDVC 精密雙控制閥 / 自動偵測熄火安全裝置
無邊框黑色玻璃爐面 / 旋鈕式控制 / 鑄鐵爐架、爐蓋

EGT9239CK ( NG / LPG )
三口瓦斯爐

機體尺寸： H62xW780xD460mm
安裝尺寸： W732xD421mm
電    壓： 直流電池1.5V

最大功率： 左爐4800W 右爐4800W

SABAF Crown 高品質燃燒器 / Aerated Dual-Jet 雙噴嘴
PDVC 精密雙控制閥 / 自動偵測熄火安全裝置
無邊框黑色玻璃爐面 / 旋鈕式控制 / 鑄鐵爐架、爐蓋

EGT7828CK ( NG / LPG )
雙口瓦斯爐

新品上市

$32,000
新品上市



+RE�ょ䃎 �方攴䃎塍㛺奨㓌

EIT913 EHI7260BA
$58,000 $33,000⏬ᾷ

⅞密 ,QILQLWH�*ULOO� ょ拳㘽
㾢㙴�ピ ,QILQLWH�:RN�6HW�ᳫ
ⷍ㽐戉䃎㙴

⏬ᾷ

᳇⊡ょ䃎 㤩ⷍ斗⊡ょ䃎

䃎‵
Hob

塍㛺奨㓌

ㄾ�圑�塍�㛺

䇷杉娔姯 恱妹₥㖃溸剙䇷杉 䄈㠭溸剙䎢䑪䇷杉

㩆檻Ⱑ⯟ !"#$%&'#$(( �:���['���P

⭰壄Ⱑ⯟ ��+��[:���['���PP �+��[:���['���PP

曢⢺ ))$*+,$-. ))$*+,$-.

㛧⤎⊆䍮 �曢㴨憶 �����:�����$ �����:�����$

㮶䃠棑⌧⊆䍮 )/$$!+/)$$!+)#$(( ⷍ䃠棑⌧����������:����PP��
⏚䃠棑⌧����������:����PP�

䏠�⍿�䄷�儰

㎎∝Ẳ杉 䳬剙 /('㺸⊼姟㎎
� ⅏暘営 � �/(' 㺸⊼姟㎎

䁒⊂ ��㮜䁒⊂ ��� 㮜䁒⊂

棿䆘桖䤡 ᷰ㮜 ᷰ㮜

凑⊼旃㩆 ˅ ˅

㗺㷬䇷杉 ˅ ˅

⭰⅏壄何 ℹ䫌⭰⅏捽 �捽⮁ ℹ䫌⭰⅏捽 �捽⮁

姯㘩⊆僤 ˅ ˅

凑⊼⁜㸓挲⅞ ˅ ˅

㥜怆⿒㺸㮜㕟孱㏂ - -

挲⅞凑䔘㓡㔥 ˅ -

㨲㎌⊆僤 - -

6WRS	*R㚒⁃⊆僤 ˅ ˅

(FRWLPHU
䮧僤棿䆘∐䔏

˅ -

䞓敺⼞⊂⊇䆘 ˅ ˅

凑⊼⿒怆⊇䆘⊆僤 ˅ ˅

䎢䑪杉㝦 㲼⛲ .(5$晝䓞䎢䑪 ⾞⛲ 6&+277 晝䓞䎢䑪

�䔉✗ ⾞⛲ Ḕ⛲

ㄾ�圑�塍�㛺

䄈㠭溸剙䎢䑪䇷杉 䄈㠭溸剙䎢䑪䇷杉�

�:���['���PP !"#$%&'"$((

��+��[:���['���PP �+��[:���['���PP

""$)*+$,- ""$)*+$,-

�����:�����$ �����:������$

∴䇷 ����:�����:����PP�
⽳䇷 ����:�����:����PP

∴䇷 ����:����PP�
⽳䇷 ���:�����:��������PP

䏠�⍿�䄷�儰

姟㎎Ẳ杉 姟㎎Ẳ杉

�㮜䁒⊂ �㮜䁒⊂

˅ ˅

˅ ˅

˅ ˅

 �ℹ䫌⭰⅏捽 �捽⮁ ℹ䫌⭰⅏捽 �捽⮁

˅ ˅

˅ -

- -  

- -

- -

˅ ˅

- -

˅ ˅

˅ ˅

㲼⛲ .(5$晝䓞䎢䑪 㲼⛲ .(5$晝䓞䎢䑪

�侐⤎∐ �侐⤎∐

EHF3320NOK
$20,000⏬ᾷ

斗⊡方攴䃎

EHH3320NVK
$21,000⏬ᾷ

斗⊡ょ䃎

1817 感應爐/電陶爐規格說明 感應爐/電陶爐規格說明

感應爐運作時會因鍋具材質及使用情境不同產生不同聲響，屬正常現象，相關內容請參考使用說明書。 感應爐運作時會因鍋具材質及使用情境不同產生不同聲響，屬正常現象，相關內容請參考使用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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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拉式下籃架貼心設計，

最符合人體工學，放置與

拿取碗盤不再成為負擔!

ComfortLift Dishwasher

20上拉式洗碗機19 瓦斯爐規格說明



21 22洗碗機 洗碗機

機體尺寸：H818xW596xD550mm
安裝尺寸：H820-900xW600xD550mm
用 水 量：11公升
電    壓：220V/60Hz
最大功率/電流量：2200W/10A

獨家 ComfortLift 上拉式設計 / 籃架自動回歸設計
獨家衛星環形噴射水臂 / AirDry 多重烘乾科技 / 投影鐘時間顯示
專屬餐具抽屜架設計 / 30 分鐘 60 ℃ 快洗

ESL7845RA $88,000
全崁式洗碗機

加贈 Glass Basket 精緻紅酒杯架

機體尺寸：H818xW596xD550mm
安裝尺寸：H820-900xW600xD550mm
用 水 量：11公升
電    壓：220V/60Hz
最大功率/電流量：2200W/10A

獨家衛星環形噴射水臂 / AirDry 多重烘乾科技 / 專屬餐具抽屜架設計
全自動智慧洗程 / 30 分鐘 60℃ 快洗

ESL8523RO $64,000
全崁式洗碗機

$66,000
機體尺寸：H850xW596xD610mm
用 水 量：11公升
電    壓：220V/60Hz
最大功率/電流量：2200W/10A

獨家衛星環形噴射水臂 / AirDry 多重烘乾科技 / 專屬餐具抽屜架設計
全自動智慧洗程 / 30 分鐘 60℃ 快洗

ESF8820ROX
獨立式洗碗機

機體尺寸：H818xW596xD550mm
安裝尺寸：H820-880xW600xD550mm
用 水 量：9.9公升
電    壓：220V/60Hz
最大功率/電流量：2200W/10A

AirDry 多重烘乾科技 / 投影燈時間結束顯示 / 全自動智慧洗程
精緻洗程 45°C / 30 分鐘 60℃ 快洗

ESL5360LA $39,000
全崁式洗碗機

$39,000
機體尺寸：H818xW596xD575mm
安裝尺寸：H820-880xW600xD550mm
用 水 量：9.9公升
電    壓：220V/60Hz
最大功率/電流量：2200W/10A

AirDry 多重烘乾科技 / 全自動智慧洗程 / 30 分鐘 60℃ 快洗
精緻洗程 45°C / TimeSaver 省時管家

ESI5525LAX
半崁式洗碗機

機體尺寸：H818xW446xD570mm
安裝尺寸：H820-900xW450xD550mm
用 水 量：9.9公升
電    壓：220V/60Hz
最大功率/電流量：2200W/10A

獨家衛星環形噴射水臂 / 全自動智慧洗程 / 30 分鐘 60℃ 快洗
45℃ 精緻洗程 / Airdry 多重烘乾科技

ESI4621LOX
45cm半崁式洗碗機

$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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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壁式油機  

吸力：1100m³/h
電壓：110V/60Hz                                     

ERC936ST
ERC236ST

（掛壁式 90cm）
（掛壁式120cm）

LED 顯示+觸控面板 / LED 燈光（可調式燈光亮度）
100 小時油網清潔提醒 / 15 分鐘延遲關閉功能
兒童安全鎖 / 24 小時靜音除味功能

$39,000
$43,000

新品上市

中島式油機  

吸力：1100m³/h
電壓：110V/60Hz                                     

ERI937ST
ERI237ST

（中島式 90cm）
（中島式120cm）

LED 顯示+觸控面板 / LED 燈光（可調式燈光亮度）
100 小時油網清潔提醒 / 15 分鐘延遲關閉功能
兒童安全鎖 / 24 小時靜音除味功能

$56,000
$63,000

新品上市

吸力：800m³/h
電壓：110V/60Hz

四段風速 / 電子式控制介面

EFC924SAT 90 $33,000
掛壁式油機

（掛壁式 90cm）

25 26洗碗機 油機

機體尺寸：H818xW596xD550mm
安裝尺寸：H820-900xW600xD550mm
用 水 量：10.5公升
電    壓：220V/60Hz
最大功率/電流量：2200W/10A

獨家 QuickSelect 快捷式操作介面 / 獨家衛星環形噴射水臂
自動髒污感測 / AirDry 多重風乾科技 / 投影燈號指示
玻璃軟柄放置架

KESB7200L
全崁式洗碗機

即將上市

*實際內容與外觀以實機為主

機體尺寸：H818xW596xD550mm
安裝尺寸：H820-900xW600xD550mm
用 水 量：11公升
電    壓：220V/60Hz
最大功率/電流量：2200W/10A

獨家 SprayZone 深層強洗區設計 / 獨家 QuickSelect 快捷式操作介面
獨家衛星環形噴射水臂 / 自動髒污感測 / AirDry 多重風乾科技
投影燈號指示 / 專屬餐具抽屜架設計 / 玻璃軟柄放置架

KEZB9300L
全崁式洗碗機

即將上市

*實際內容與外觀以實機為主

機體尺寸：H818xW596xD550mm
安裝尺寸：H820-900xW600xD550mm
用 水 量：11公升
電    壓：220V/60Hz
最大功率/電流量：2200W/10A

獨家 ComfortLift 上拉式籃架設計 / 籃架自動回歸設計
獨家 QuickSelect 快捷式操作介面 / 獨家衛星環形噴射水臂
自動髒污感測 / AirDry 多重風乾科技 / 投影鐘時間顯示
專屬餐具抽屜架設計 / 玻璃軟柄放置架

KECA7300L
全崁式洗碗機

即將上市

*實際內容與外觀以實機為主



27 28洗脫烘 冰箱

機體尺寸：H850xW600xD585mm
洗衣／脫水容量：8 kg
烘衣容量：5 kg
電    壓：220V/60Hz
最大功率/電流量：2100W/10A

99.9% 防過敏蒸氣 / 變頻馬達設計 / OKO專利太空浮球洗滌科技
獨家乾衣防震系統 / Time Manager 時間管家功能

EWW12853（洗8kg/烘5kg） $41,999
洗脫烘衣機

機體尺寸：H850xW600xD659mm
洗衣／脫水容量：11 kg
烘衣容量：7 kg
電    壓：220V/60Hz
最大功率/電流量：2000W/9.1A

Wi-Fi 無線便利操控，提供最佳衣料呵護建議
99.9% 蒸氣抗菌除辅，衣物平整親膚舒適
國際藍色羊毛標章認證 / 負載量智慧感應

Ultramix 智慧高效混合科技，護色潔淨
SensorWash 智能洗淨科技，洗劑不殘留

EWW1141AEWA（洗11kg/烘7kg） $61,900
Wi-Fi 智能洗脫烘衣機

機體尺寸：H1769xW556xD549mm
安裝尺寸：H1780xW560xD550mm
淨 容 量：255公升
電    壓：220V/60HZ
最大功率/電流量：140W/1.1A

雙重獨立循環系統 / 急速冷凍 / 低溫保鮮櫃 / 蔬果極致保水抽屜

歐盟A+++級能源效率

ENC2858AOW $68,500
70/30 全崁式冰箱

機體尺寸：H1725xW796xD717mm
總容量：524公升
電壓：220V/60Hz
電流量：1-2A

極致凍齡保鮮 / 空氣循環淨化 / 急速冷藏冷凍 / 直覺式操作介面

EHE5220AA $72,000
法式三門冰箱



3029 Infinite Chef Collection 鍋具系列 爐具/冰箱/洗滌 配件

配件PNC：902 979 236

60 分鐘計時

$800
計時器

鍋具直徑(cm)：24
鍋具高度(cm)：19
容量(L)：9
內部/把手材質：304不鏽鋼

容量大且深度夠 / 鍋內有刻度標示

可選購義大利麵專用內鍋配件

多層材質設計

E9KLSP01
$12,000

不鏽鋼湯鍋

鍋具直徑(cm)：22
鍋具高度(cm)：9
容量(L)：2
內部/把手材質：304不鏽鋼

獨家多層材質設計/錐形設計加快烹調速度

鍋內有刻度標示/可選購深煎鍋用篩網配件

E9KLCS01
$7,000

深煎鍋

直徑(cm)：24
材質：304不鏽鋼

加熱時湯汁呈漩渦狀，不需翻攪也不黏鍋

深度夠 / 適用於不鏽鋼湯鍋

E9KLPS01
$7,600

義大利麵專用內鍋

鍋具直徑(cm)：22
鍋具高度(cm)：9
容量(L)：3
內部/把手材質：304不鏽鋼

獨家多層材質設計 / 鍋內有刻度標示

適合加熱、攪拌、 熬煮與蒸煮

E9KLSA01
$9,000

單柄小湯鍋

鍋具直徑(cm)：22
材質：304不鏽鋼

錐形設計/精緻孔洞的設計/適用於深煎鍋

E9KLCS01A
$3,500

深煎鍋用篩網

配件PNC：902 979 231

可以輕鬆清潔廚房裡的食物殘渣和頑固的

污漬

$360
玻璃陶瓷刮刀

配件PNC：242 587 1015

空氣濾網有效過濾吸附異味分子，

循環淨化，保持冰箱內氣味清新

適用ENC2858AOW

$700
崁入式冰箱空氣濾網

清潔保養粉 $1,200
(每盒6包，每包50g)

強力深層清潔粉 $600
(每盒 2 包，每包50g）

纖細衣物專用洗衣袋 $800
(每盒 2 個，尺寸：40 x 60cm / 30x40cm)

洗脫烘清潔保養組可讓您的洗衣機與衣

物常保如新，並保持洗脫烘的清潔與運

作正常，本保養組內含的清潔包可清除

洗脫烘滾筒內的水垢、異味以及門封、

水管內的沉積物，同時洗衣袋可保護您

的纖細衣物。

$1,800
洗脫烘清潔保養組

配件PNC：902 979 235

適用獨立式、崁入式洗碗機

$1,200
餐具籃架

配件尺寸：D330xW220xH260mm

徹底保護- 輕柔而穩固地保護玻璃杯
彈性放置- 最多可放置8 支不同尺寸的
玻璃杯

細心呵護- 可放入伊萊克斯洗碗機中清
洗，洗滌過程中細心呵護寶貝的玻璃杯

適用伊萊克斯 45 公分及60 公分洗碗機

$1,500
精緻紅酒杯架

配件尺寸：H310xW600xD610
配件PNC：919 090 361

適用洗脫烘衣機EWW14113/EWW1141AEWA

$6,800
滾筒底座

容量：250ml
配件PNC：902 979 307

清潔烤箱內腔、烤盤與烤架

$600
烤箱腔體清潔噴霧



31 水槽水槽 32

規格：W850xD515xH204mm
導流凹槽與排水口一體成型

不易積水且減少髒汙殘留、30R角大空間

PDS850W $6,800
大單槽

51
5±

2

80
44

0

36
0

50

770

236 (힏컮쭎)

850±2

R30

規格：W880xD525xH213mm
日式18cm防蟑防臭提籠

PDS880 $10,000
大單槽

規格：W840xD510xH205mm
專利前方導流凹槽設計，可加強排水功能

有效沖掉殘渣

PDS840 $10,000
大單槽

440 440

112

525±2489

810

35

17
18

360

18
18

17

18 18

880±2

114

R90

R90R90

R90
450

48.6308

3577035

115

35

360

290

35

158

448

840±2

R90 R90

R90 R90

510±2440

規格：W840xD510xH198mm
日式18cm防蟑防臭提籠

PRS840 $6,000
大單槽

±2

힏컮쭎

±2

規格：W740xD515xH190mm
日式18cm防蟑防臭提籠

DS740 $5,000 
大單槽

±2

規格：W740xD460xH230mm
厚度：1.2T
304不鏽鋼／拉絲表面處理／10R 俐落轉角
防噪音、防汗處理／附不鏽鋼提籠、

不鏽鋼大滴水籃

SQE 740 $10,500
手工方形槽

規格：W510xD460xH230mm
厚度：1.2T
304不鏽鋼／拉絲表面處理／10R 俐落轉角
防噪音、防汗處理／附不鏽鋼提籠

SQE 510 $9,450
手工方形槽 專案批量訂購（最低60組）

專案批量訂購（最低60組）



34油機33 品牌介紹

超過40年
兼具專業與美感的油機新體驗!

       為來自義大利的全球排油煙機領導者，自1970年發明世
界第一台排油煙機，秉持著創新研發及精湛卓越的設計，引領全

球排油煙機每年生產超過1,900萬台的排油煙機，事業版圖擴及
全球五大洲。

優美線條與鮮豔色彩的呈現，承襲著義式完美超凡的工藝設計，

將時尚品味融入整體居家風格，顛覆傳統廚電的形象，讓您在維

護居家的空氣品質之時，也不犧牲您居住空間的優雅美感!

El ica Design Center

電 壓：110V/60Hz(3段風速)
吸 力：800m3/h

瞬吸功能 / 電子式操控面板 / 自動提醒油網清洗(40hrs) 
易洗易拆式鋁製油網

HIDDEN 60 隱藏式 60 公分 $21,000
隱藏式油機

電 壓：110V/60Hz(3段風速)
吸 力：800m3/h

旋鈕式操控面板 / 玻璃前蓋設計，防止蒸氣滲入廚櫃 

易洗易拆式鋁製油網

BOX IN PLUS 60 隱藏式 60 公分

BOX IN PLUS 90 隱藏式 90 公分

$22,000
$25,000

隱藏式油機



3635 (蒸)烤箱安裝圖 烤箱/微波烤/洗脫烘安裝圖

機體尺寸：W595xD575xH595mm
安裝尺寸：W560xD570xH590mm

FDT4007
電烤箱

機體尺寸：W595xD575xH595mm
安裝尺寸：W560xD570xH590mm

FDT1007A 
電烤箱

機體尺寸：W595xD496xH384mm
安裝尺寸：W560xD530xH380mm

SN1282
蒸烤箱

機體尺寸：W595xD415xH388mm
安裝尺寸：W560xD500xH380mm

AG925
微波烤

機體尺寸：W595xD480xH460mm
安裝尺寸：W560xD550xH455mm

SK1664S
蒸烤箱

機體尺寸：W596xD510xH840mm
安裝尺寸：W600xD540xH845mm

SWD596A
洗脫烘衣機 新品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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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7 感應爐安裝圖 感應爐/電陶爐安裝圖

機體尺寸：W770xD520xH60mm
安裝尺寸：W740xD490mm

TID7040
四口感應爐

機體尺寸：W590xD520xH60mm
安裝尺寸：W560xD490mm

TID6516
三口感應爐

機體尺寸：W650xD430xH65mm
安裝尺寸：W570xD375mm

TID3580
雙口感應爐

機體尺寸：W288xD520xH56mm
安裝尺寸：W268xD500mm

TID3510
雙口感應爐

機體尺寸：W302xD374xH80mm
安裝尺寸：W280xD355mm

TID2310
單口感應爐

機體尺寸：W302xD374xH72mm
安裝尺寸：W274xD350mm

TSR-1503/TSR-1803
單口電陶爐

        

     

 

  

L(mm) W(mm) H(mm) D(mm) A(mm) B(mm) X(mm) F(mm)
590 520 60 56 560+4

+1
490+4

+1 
50min. 3min.

提醒：請配置無熔絲開關於感應爐電源線可接續到

之處，並將此電源線接於無熔絲開關。

A(mm)  B (mm)  C (mm)  D (mm)  E (mm)  F (mm) 

375 +2
        -0

570  +4
         -0   

50 min 50 min 50 min        50 min
         

AB

C

D
E

F

52cm

5cm mini

5cm mini

5cm mini

5cm mini
50    cm+0.4
-0 26.8    cm+0.4

-0

28.8cm

280mm

355mm



4039 油機安裝圖 油機/洗碗機安裝圖

機體尺寸：W598xD570xH815mm
安裝尺寸：W598xD580xH820mm

MW7711
全崁式洗碗機

機體尺寸：W598xD550xH815mm
安裝尺寸：W600xD580xH820mm

MW7709
半崁式洗碗機

PLANA SV IS 90
中島式油機

PLANA SV 90/120
掛壁式油機

SL 90-1
抽拉式油機

550
598

815

600

150

40

VR7150SXL 90cm 
VR7150SXXL 120cm

壁掛式油機 新品上市

570

598

815

600

150

40

150

120



41 42蒸烤箱/蒸爐安裝圖

機體尺寸：H594xW594xD567mm
安裝尺寸：H590xW560xD550mm

EOB8857AAX 
蒸烤箱

20

30

200

590

550 min.

530 min.

560 min.

cm2

機體尺寸：H455xW594xD567mm
安裝尺寸：H448xW560xD550mm

EVY9747AAX 
蒸烤箱

機體尺寸：H455xW594xD567mm
安裝尺寸：H448xW560xD550mm

EVY8740BAX 
蒸爐

紅酒櫃安裝圖

機體尺寸：W595xD677xH1390mm

JG110B
紅酒櫃

安裝側視圖

機體尺寸：W595xD562xH825mm

JG45B
紅酒櫃

安裝側視圖



機體尺寸：H594xW594xD567mm
安裝尺寸：H590xW560xD550mm

EOC5851FAX
電烤箱

機體尺寸：H594xW594xD567mm
安裝尺寸：H590xW560xD550mm

EOB5454AAX
電烤箱

機體尺寸：H594xW594xD567mm
安裝尺寸：H590xW560xD550mm

EOB3400AAX
電烤箱

43 44烤箱安裝圖 咖啡機/保溫抽屜/真空包裝機安裝圖

機體尺寸：H455xW594xD361mm
安裝尺寸：H448xW560xD550mm

EBC54524AX
咖啡機

機體尺寸：H140xW594xD535mm
安裝尺寸：H140xW560xD550mm

EED14700OX
保溫抽屜

機體尺寸：H140xW560xD550mm
安裝尺寸：H139xW560xD550mm

EVD14900OX
真空包裝機



45 46感應爐安裝圖 電陶爐/瓦斯爐安裝圖

機體尺寸：W700xD420xH55mm
安裝尺寸：H55xW680xD400mm

EHI7260BA
橫式雙口感應爐

400 680

機體尺寸：W290xD520mm
安裝尺寸：H44xW270xD490mm

EHH3320NVK
雙口感應爐

490

520

560 270
850

870
290

290
290

40*
4

機體尺寸：W290xD520mm
安裝尺寸：H44xW270xD490mm

EHF3320NOK
雙口電陶爐

490

520

560 270
850

870
290

290
290

40*
4

機體尺寸：H62xW900xD508mm
安裝尺寸：W832xD470mm

EGT9239CK
玻璃三口瓦斯爐

機體尺寸：H62xW780xD460mm
安裝尺寸：W732xD421mm

EGT7828CK
玻璃雙口瓦斯爐

機體尺寸：W910xD410mm
安裝尺寸：H44xW880xD380mm

EIT913
三口感應爐

若檯面厚度小於4.5cm，建議於櫃體兩側板材上
方作局部下挖，局部下挖深度以4.4cm扣掉檯面
厚度為最低基準、兩側板材下挖寬度以可預留底
座寬度87cm為最低基準，以確保感應爐之玻璃面
板確實定位於流理檯面上。



機體尺寸：W290xD520mm
安裝尺寸：H41xW270xD490mm

EGC3313NVK
Domino玻璃單口瓦斯爐

490

520

560 270
850

870
290

290
290

40*
4

機體尺寸：W290xD520mm
安裝尺寸：H41xW270xD490mm

EGC3322NVK
Domino玻璃雙口瓦斯爐

490

520

560 270
850

870
290

290
290

40*
4

機體尺寸：W360xD520mm
安裝尺寸：H55xW340xD490mm

EQT4520BOZ
鐵板燒

47 48瓦斯爐/鐵板燒安裝圖 洗碗機安裝圖

機體尺寸：H818xW596xD550mm
安裝尺寸：H820-900xW600xD550mm

ESL7845RA
上拉式洗碗機

機體尺寸：H818xW596xD550mm
安裝尺寸：H820-900xW600xD550mm

ESL8523RO
全崁式洗碗機

機體尺寸：H818xW596xD550mm
安裝尺寸：H820-880xW600xD550mm

ESL5360LA
全崁式洗碗機



機體尺寸：H818xW596xD575mm
安裝尺寸：H820-880xW600xD550mm

ESI5525LAX
60cm半崁式洗碗機

528-598

116

機體尺寸：H818xW446xD570mm
安裝尺寸：H820-880xW450xD550mm

ESI4621LOX
45cm半崁式洗碗機

機體尺寸：H850xW596xD610mm

ESF8820ROX
獨立式洗碗機

49 50洗碗機安裝圖 油機安裝圖

掛壁式90cm/掛壁式120cm

ERC936ST/ERC236ST
油機

中島式90cm/中島式120cm

ERI937ST/ERI237ST
油機

898  -  1198

EFC924SAT 90
油機



機體尺寸：H850xW600xD659mm
安裝尺寸：H850xW600xD659mm

EWW1141AEWA
洗脫烘衣機

659mm

850mm

600mm

機體尺寸：H1769xW556xD549mm
安裝尺寸：H1780xW560xD550mm

ENC2858AOW
冰箱

720 

機體尺寸：H850xW600xD585mm
安裝尺寸：H850xW600xD585mm

EWW12853
洗脫烘衣機

585mm

850mm

600mm

49 洗脫烘衣機/冰箱安裝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