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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於 Inspiration

重新定義
現代生活
你從冰箱拿出了像是昨天才買的新鮮食材
( 實際上已經存放了一週 )。
你輕觸面板打開了主廚菜單，一鍵開始蒸
烤美味的料理，再簡單不過了。
用跟餐廳廚房一樣的處理方式把鍋碗瓢
盆通通塞進洗碗機，輕鬆洗滌。

另一方面，洗衣也變得輕鬆無比，因為它
記得你最喜歡的洗程，節省水電還有你燙
衣服的時間。

享受我們的專業經驗為你家帶來的便利。
Electrolux Inspiration系列讓生活更直覺、
有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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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萊克斯
的設計重點

給你
充滿創意
的自由度伊萊克斯的產品設計，沒有任何

無關緊要的部分，所有要素都被
用心地考慮過。從 Inspiration 系
列乾淨的建築風格線條與柔軟的
曲線中，你可以發現和它相呼應
的其他設計元素：現代主義建築、
當代產品設計、以及室內設計趨
勢。

在產品的優越功能性以外，我們
的設計團隊加入了優雅簡單的風
格並且強調純淨材料的運用與精
緻的紋理。

你 可 以 從 Inspiration 系 列 中
任意選擇最適合自己、你家以
及你的生活方式的產品。無論
你的選擇是什麼，這些產品都
可以完美地組合在一起。

關 於 In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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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理想廚房的
最後一塊拼圖

環繞著“當代、出眾、卓越”的中心思想，Inspiration 提
供了良好的功能性與優雅的家族外觀而且完全對線，讓你
的廚房呈現一氣呵成的整體感

此情境僅為示意，實際內容以實機為主  

關 於 In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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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領域的
領導品牌
伊萊克斯提供世界最知名的餐廳

與飯店專業廚房與洗衣設備已有

90 年之久，是唯一能夠橫跨專業

與家用領域，提供全系列高性能

解決方案的品牌。

二分之一的米其林餐廳選用伊萊

克斯廚房設備，三分之一的跨國

連鎖飯店採用伊萊克斯廚房與洗

衣設備。

經過專業領域嚴苛考驗的

know-how 如今盡數轉化為

Inspiration 系列。

源自專業．為您設想

關 於 In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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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視覺與味蕾
的用餐經驗
伊萊克斯移動餐廳將米其林名廚的絕佳手藝與世界

知名地標的壯麗美景大膽地結合在一起。從 2011

年起，令人迷炫的移動餐廳已在布魯塞爾、米蘭、

斯德哥爾摩與倫敦等歐洲各地的歷史建築上展露風

采。伊萊克斯以獨具特色的超現代料理建築，向世

界展現美食饗宴的無限可能！

The Cube 移動餐廳 

Cube Celebrity
Sang-Hoon Degeimbre 出生

於韓國，5 歲時被領養，從此生

活在比利時。於 2000 及 2006

年榮獲米其林殊榮。2011 年，

Electrolux 布魯塞爾移動餐廳邀

請到 Sang-Hoon Degeimbre，

將 在 地 食 材 結 合 E l e c t r o l u x

電 器 ， 完 美 展 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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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移動餐廳的落地窗向外眺望

令人屏息的城市美景盡收眼底。

布魯塞爾獨立紀念公園凱旋門、米蘭大教堂廣場、

倫敦皇家節日音樂廳、斯德哥爾摩皇家歌劇院，

移動餐廳座落在這些著名景點上，提供你獨一無

二的美食饗宴。

世界級的米其林名廚在你眼前展現絕技，

用精挑細選的在地天然食材以及伊萊克斯頂級廚

配，精心烹調出讓人食指大動的美味料理。

賓客享受美食的同時，可以同步欣賞到主廚準備

餐點的過程，以及分享伊萊克斯廚房電器的使用

要訣。

透過移動餐廳別開生面的體驗活動，

你會發現有了 Inspiration 系列，烹調美味料理真

的不難。

更多資訊請連結以下網址

http://www.electrolux.co.uk/cube/

The Cube

 The Cube 移動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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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坎城影展中
閃耀光芒

在充滿魅力的影展裡，

伊萊克斯怎麼樣加入了美食與時尚？

在眾星雲集的 2012 坎城影展開幕宴會中，

主廚 Alain Ducasse

用伊萊克斯廚房電器奉上了絕佳美食，

造型師也藉由伊萊克斯洗衣設備

來確保影星進場的裝扮萬無一失。

Inspiration 系列讓你在家時

宛如坎城巨星般閃耀光輝，

你已經有了正確的工具，

聽從專家的指導烹飪並造型吧！

永續發展 創造美好經驗 追求卓越

Cannes  坎城影展 

瑞典百年經典
刻劃優雅生活
為了讓世界更美好，並能夠永續經營，伊萊

克斯重新定義廚房電器、洗衣設備及小家電

產品的消費者使用經驗，為消費者塑造更美

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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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 調
Cooking
伊萊克斯的大容量烤箱

有著各式各樣的聰明創意，

把它們跟爐具搭配起來，

可以讓你的廚房更加便利！

Cooking 烹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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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蒸氣烹調的料理不僅美味，更健康，比起其他
烹調方式，結合蒸氣烹調能夠保存 50% 食物中的
維他命與礦物質。結合烘烤與蒸氣亦可降低烹調所
需時間，更具經濟效益。

SousVide
真空低溫烹調

專業星級
烹飪手法 

就是要蒸氣

SousVide = 真空包裝 ( 食材凍齡保鮮 ) + 
蒸氣低溫燉煮概念 ( 燉透不燉老 )

透過長時間低溫 (80 度 ~100 度 ) 燉煮過程，提升
高級食材質地鮮度與原味口感，保留蒸煮後食物之
營養價值，鎖住原味，原汁重現 !

蒸氣模式

蒸烤箱

SoftSteam
(2 分之 1 蒸氣 )

PureSteam
( 純蒸 )

SousVide 
真空低溫烹調

CrispSteam
(4 分之 1 蒸氣 )

可以創造出讓人口水
直流的鮮嫩度以及酥
脆的外皮，特別適合
肉類、禽類、麵包及
蛋糕。

適合食物的再加熱，
讓料理吃起來像剛出
爐的一樣。

特別適合飯類、魚類、
以及蔬菜料理。

水分、佐料風味與味
道能緊密地與食物結
合，適合長時間烹調，
特別適合魚類、肉類。

 

1. 備料
清潔、切、調味

SousVide
made simple:

2. 真空包裝
使 用 真 空 包 裝 機
將 所 有 食 材 封 存
於真空包裝袋中

3. 低溫烹調
放置於蒸烤箱中
並 選 擇 低 溫 烹
調， 將 溫 度 調 整
至您的理想溫度

4. 美味上桌
柔軟且入味的佳
餚即可上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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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保鮮
SousVide 烹調
獨家特色

真空低溫烹調

蒸滲透
因為 SousVide 先做真空包裝，100% 不接觸蒸氣，
除了真正保存食物原味 ! 更能煮熟煮透食物 !

蒸保存
一般人說蒸是保存食物原味，而 SousVide 則是更保
存食物的原味 ! 因為 SousVide 先做真空包裝，連蒸
氣都沒有碰到，100% 鎖住鮮味 !

蒸溫度
你可以用 100 度去蒸，也可以用低溫 60 度、58 度去
蒸，更可以依食材去調整蒸氣量。

蒸專業
這就是為什麼每個人家裡都要有一台 SousVide，從
簡單的馬鈴薯烹調到牛排，都可以輕易烹調出食物原
汁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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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材凍齡保鮮

真空包裝機
Q&A
空氣的氧化會影響食物的營養、風味及口感，真空包裝能減
緩食物氧化速度並抑制微生物生長，保存期限較一般保鮮方
式延長 5 倍 !

伊萊克斯專業級真空包裝袋可耐熱至 120 度，但 120 度高溫加
熱不可超過 30 分鐘

Q1 為什麼要真空包裝 ?

Q2 伊萊克斯真空包裝袋耐熱至幾度 ?

杜絕滋生
有效抑制微生物如細菌病毒滋生，有效阻隔外界污染。

降低氧化
有效減緩肉中脂肪的氧化 ( 腐敗 ) 速度，對酶活性
( 導致腐化原因 ) 亦有一定抑制效果。

保留水份
原汁原味減少食物因烹飪過程失水，保持水份重量。
 
方便使用
便於存放冷藏冷凍皆合宜，更利於攜帶。
 
完美搭配
高度較低，容量適中 ! 不占空間，能與蒸烤箱做完美
搭配 !

多重選擇
可以任意調整真空包裝率及時間，不論是需要較高真
空率的肉類或較低真空率的蔬菜，都能適用，輕鬆烹
調 ! 更獨家搭載真空醃漬行程，烹調更快速美味 !

輕鬆保養
一鍵自清，機器保養毫不費力！

真空包裝機獨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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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B9956XAX $168,000售價

SousVide 蒸烤箱

產品特色

・獨家外部進水裝置 (950ml)

・滑動式全彩觸控螢幕

・蒸氣噴發式設計

・4 種自清功能 - 清潔保養毫不費力

・自動除垢提醒裝置

・食物溫度探針

・快速預熱功能

・UltraFanPlus 加大旋風風扇

・VelvetClosing 門板緩衝回歸

・InfiSpace 73 公升超大空間

・4 層防燙玻璃門板

・防眩燈照設計 ( 頂部 & 側邊照明 )

・Enamel 易清內壁塗裝

・歐盟 A+ 級能源標準

・可完全對線 60 公分機種

・電子式全自動精準控溫

・配件：全展烤架延伸軌道配件一組、     

     烤架二組、烤盤一個、烘培盤一個、    

     法式甜點盤一個、蒸氣組一組

・可拆式門板與玻璃易於清潔

・防手紋不鏽鋼表面

・白色 LED 觸控式控制介面

・4 種蒸氣模式 +1 種 SousVide 模式 +    

     20 種加熱模式

・220 道自動食譜 & 自動重量烹調

・一鍵進入我的最愛選單

・閒置自動關機功能

・5 個可調整烤架位置

・保溫 & 解凍 & 計時功能

・餘熱指示

・雙重管道機體散熱風扇

機體尺寸
H594xW594xD567mm
安裝尺寸
H590xW560xD550mm
容積量
73 公升
電壓
220V/60HZ 
燒烤最高溫度
230℃
蒸氣最高溫度
99℃
最大功率 / 電流量
3500W/16A

產品規格

A-20%

EVD14900OX $140,000售價

SousVide Drawer 真空包裝機

・5 種真空包裝行程，能針對不同食物屬性，   

設定合適的真空包裝行程

・獨家真空醃漬功能

・專業自清行程

・真空率可達 99.9%

・防手紋不鏽鋼表面

・專業級 304 不鏽鋼內腔

・LCD 觸控式控制介面

・按下彈出式設計

・配件：SousVide 專業級真空包裝袋，

    可耐熱至 120 ℃ (120 ℃ 高溫加熱不可超 

    過 30 分鐘 )，耐冷至 -15 ℃，可儲存、

    醃漬、真空烹調、微波

・可搭配一般真空包裝袋使用

機體尺寸
H139xW540xD510mm
安裝尺寸
H139xW560xD550mm
內腔容量
8L 
電壓 / 頻率
220V/60Hz
最大功率 / 電流量
1150W/5.2A

產品特色 產品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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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B8851AAX EOB8857AAX$138,000售價

即將上市

Combi Oven 蒸烤箱 Steam Oven 蒸烤箱

產品特色 產品特色

・獨家外部進水裝置 (800ml)

・蒸氣自清功能

・食物溫度探針

・快速預熱功能

・UltraFanPlus 加大旋風風扇

・VelvetClosing 門板緩衝回歸

・InfiSpace 74 公升超大空間

・4 層防燙玻璃門板

・防眩燈照設計 ( 頂部與側邊照明 )

・Enamel 易清內壁塗裝

・歐盟 A+ 級能源標準

     ( 較 A 級烤箱更省電 20%)

・可完全對線 60 公分機種

・配件：全展烤架延伸軌道配件一組、

     烤架二組、烤盤一個、烘培盤一個、

     法式甜點盤一個

・獨家外部進水裝置 (950ml) 

・蒸氣噴發式設計

 ・5 種自清功能 - 清潔保養毫不費力 

・自動除垢提醒裝置 ・食物溫度探針

・快速預熱功能

・UltraFanPlus 加大旋風風扇

・VelvetClosing 門板緩衝回歸

・InfiSpace 73 公升超大空間

・4 層防燙玻璃門板

・防眩燈照設計 ( 頂部照明 )

・Enamel 易清內壁塗裝

・歐盟 A+ 級能源標準

・可完全對線 60 公分機種 

・配件 : 全展烤架延伸軌道配件一組、烤架二   

    組、烤盤一個、烘培盤一個、法式甜點盤一個

・Easy Insert 烤盤快速抽換設計

・電子式全自動控溫

・可拆式門板與玻璃易於清潔

・防手紋不鏽鋼表面

・白色 LED 觸控式控制介面

・5 種蒸氣模式 +19 種加熱模式

・100 道自動食譜 & 自動重量烹調

・一鍵進入我的最愛選單

・閒置自動關機功能

・5 個可調整烤架位置

・保溫 & 解凍 & 計時功能

・餘熱指示

・雙重管道機體散熱風扇

・電子式全自動精準控溫

・可拆式門板與玻璃易於清潔

・防手紋不鏽鋼表面

・白色 LED 觸控式控制介面

・4 種蒸氣模式 +18 種加熱模式 

・100 道自動食譜 & 自動重量烹調 

・一鍵進入我的最愛選單 

・閒置自動關機功能

・5 個可調整烤架位置

・保溫 & 解凍 & 計時功能 

・餘熱指示 

・雙重管道機體散熱風扇

機體尺寸
H594xW594xD567mm
安裝尺寸
H590xW560xD550mm
容積量
74 公升
電壓
220V/60HZ 
燒烤最高溫度
230℃
蒸氣最高溫度
96℃
最大功率 / 電流量
3500W/15.9A

機體尺寸
H594xW594xD567mm
安裝尺寸
H590xW560xD550mm
容積量
73 公升
電壓
220V/60HZ 
燒烤最高溫度
230℃
蒸氣最高溫度
99℃
最大功率 / 電流量
3500W/15.9A

產品規格 產品規格

A-20%

20

30

200

590

550 min.

530 min.

560 min.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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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體尺寸
H455xW594xD567mm
安裝尺寸
H448xW560xD550mm
容積量
43 公升
電壓
220V/60HZ 
燒烤最高溫度
230℃
蒸氣最高溫度
99℃
最大功率 / 電流量
3000W/13.64A

・獨家外部進水裝置 (950ml)

・蒸氣噴發式設計

・4 種自清功能 - 清潔保養毫不費力

・自動除垢提醒裝置

・食物溫度探針

・快速預熱功能

・UltraFanPlus 加大旋風風扇

・VelvetClosing 門板緩衝回歸

・InfiSpace 43 公升超大空間

・4 層防燙玻璃門板

・防眩燈照設計 ( 頂部照明 )

・Enamel 易清內壁塗裝

・歐盟 A+ 級能源標準

     ( 較 A 級烤箱更省電 10%)

・Easy Insert 烤盤快速抽換設計

・可完全對線 45 公分機種

     配件：烤架二組、蒸氣調理組一組

・電子式全自動控溫

・可拆式門板與玻璃易於清潔

・防手紋不鏽鋼表面

・白色 LED 觸控式控制介面

・4 種蒸氣模式 +13 種加熱模式

・9 道自動食譜 & 自動重量烹調

・一鍵進入我的最愛選單

・閒置自動關機功能

・4 個可調整烤架位置

・保溫 & 解凍 & 計時功能

・餘熱指示

・雙重管道機體散熱風扇

EVY9747AAX $105,000售價

Combi Oven 蒸烤箱

產品特色 產品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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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n 烤箱 

Oven
從觸控設計到食物探針，

伊萊克斯的烤箱全方位的創新設計

為您設想最完善的使用情境。

FoodProbe

寂靜且安全的關門動作

烤箱玻璃增大 20%

毫不費力地進行
操作，面板內建
有直覺的圖示與
文字

伊萊克斯的頂級烤箱比 A
級標準更節能 20%

完美地把烹調過程
顯現出來，不用打
開門就可以輕鬆瞭
解進度

同業中最大
infispace 烤盤

自動回歸

精 準 烹 調

輕鬆查看

觸控設計

減少能源消耗

完全照明 一次烘培更多食材

不燙手設計

在任何角落都可以得到均勻火力

自由烹調

隨心所欲

無論內部溫度幾度，烤箱門板僅高出室溫 20 度

Ultrafanplus 讓烤箱能夠提供一致的強力火
力，無論食材放在哪裡都可以均勻烹調

74 公升超大容量，與 5 層可調烤架位置

用我的最愛快速進入你最喜歡的烹調設定

將需要的溫度設定好，
插入食物探針，
剩下的事情
烤箱會自動幫你處理，
並在烹調完成後通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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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n 烤箱 

變大 20% 伊萊克斯的 Infispace     烤盤比一般烤盤大上 20%，可以一次烤更多美味的馬卡龍                 (Infispace    烤盤 43x34 公分 ( 內徑 ) TM

你應該了解
的烤箱創新特色

Infispace TM 容量
最有彈性的烹調空間，伊萊克斯先進的工
程技術，把烤箱在尺寸不變的情況下，加
大了 25% 內部容量！ 74 公升容量和五個
層架位置讓你可以一次烹調更多食材。

UltraFanPlus 新型增大 1.5 倍
加大風扇與重新設計的氣流走向讓空氣循
環更有效率，更能均勻地烹調料理，讓你
可以一次烤好幾盤食材。

Inspiration 系列位置
輕 鬆 查 看 烘 烤 效 果
新的燈泡設計移到前方向內照射，
你可以輕鬆看到目前的烘烤進度，
而且不會被炫目的光線刺到眼睛。

看看伊萊克斯 Inspiration 系列的技術
如何幫助你的家居生活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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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rolytic
高溫自清 輕鬆搞定

專業 : 專業廚師相當重視清潔，易清

塗裝讓食物殘餘轉化成可以輕鬆抹

除的灰燼，是相當專業的清潔方式 !

高溫 : 烤 箱 加 熱 到 480 度 極 高 溫， 

剩餘灰燼等冷卻後擦去即可，不需要

費時擦拭，不需要使用強力清潔劑，

且電費耗費相當低 !

清新 : 自清進行的同時，烤箱會自動

在通風孔過濾氣味，確保空氣清淨。

智能 : 烤 箱 會 自 動 提 醒 應 該 進 行 清

潔，亦可以預約進行。

・

・

・

・

自清程序進行時烤箱會加熱到 480 度，只留下烤箱冷卻後，可以簡單用抹布擦去的灰燼。 

根據髒汙的不同，烤箱可以設定 1 小時、1.5 小時、2.5 小時的執行時間。 由於高溫自清

的需要，烤箱設有四層防燙玻璃。 烤箱超過 300 度前，門會自動上鎖，並且不會在降回

250 度以下前解鎖。

EOC5851FAX

Oven 烤箱特色 

獨家
PlusSteam
蒸氣旋風烤功能
專業烤箱兼具蒸氣旋風烤功能；在底盤中加入 100 毫升的水，烘焙麵包及蛋糕時，

水氣除了可以幫助麵糰成形外，更能創造外酥內軟的絕佳烘焙效果 !

開啟旋風烤程，在底盤加入 100 毫升的水，便能透過高溫蒸氣自動清除內部髒汙及油漬，並去除

異味，腔體清潔無死角。

1. 在 底 盤 中 加

入 100 毫 升 的

水，並開啟烤箱

2. 選 擇 旋 風 燒

烤 / 蒸 氣 旋 風

烤 功 能， 並 調

整溫度

3. 按 下 蒸 氣 按

鈕，讓蒸氣開始

運作，並讓烤箱

預熱 5 分鐘

4. 蒸氣按鈕指示

燈 亮 起， 代 表 蒸

氣旋風烤功能已

啟動

5. 預 熱 5 分 鐘

後，烤箱內將充

滿水氣，此時，

即可放入麵糰 !

蒸氣自清

EOB5454A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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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n 烤箱 

小空間
大利用
小型不代表妥協，小型代表你可以完整地利用

廚房的每一吋空間。儘管空間受限，伊萊克斯

的小型化 45 公分系列仍然可以讓您擁有所有

想要的功能，就跟標準 60 公分機型一樣，只

是機體較小！

水平 Horizontal 方塊 Square

豪宅
小型化系列

垂直 Ver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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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萊克斯烤箱
Q&A

烘烤程序取決於您選擇的食材，Electrolux 烤箱帶有多段烘烤行
程，讓您隨心所欲烹飪美食。

烤箱運作烘烤時，表面溫度極高，利用雙層以上玻璃除了可降低
表面溫度之外，也可減少烹調時熱能的散失，有助於內部加熱及
聚熱的速度。

烤程選擇若僅選擇上下火，在烹飪大型食材如烤全雞時，可能會
產生受熱不均的現象。旋風功能可加強食材烘烤的均勻度及烘烤
速度。

烤箱仍有餘溫時，請利用中性的烤箱清潔劑及軟布輕輕擦拭烤箱
內部殘渣；蒸烤箱則可利用蒸氣模式先將油漬溶解，再利用濕抹
布輕輕拭去。伊萊克斯蒸烤箱內建蒸氣自清功能，讓清潔烤箱不
再成為困擾，清潔一鍵搞定 !

預熱不僅可除味殺菌，透過烤前預熱至食材所需的溫度約 10 分
鐘，亦能符合食譜上的烹調時間。

Q1 如何選擇烘烤程序？

Q2 為何要使用多層玻璃？

Q3 旋風功能的作用是什麼 ?

Q4 如何正確清潔烤箱 ?

Q5 烤箱是否要預熱 ?

Oven 烤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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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n/Steam 烤箱 / 蒸爐

・Pyrolytic 480℃高溫自清功能 
・食物氣味濾網 
・食物溫度探針 
・快速預熱功能 
・UltraFanPlus 加大旋風風扇 
・VelvetClosing 門板緩衝回歸 
・4 層防燙玻璃門板 
・防眩燈照設計 ( 頂部與側邊照明 ) 
・Enamel 易清內壁塗裝 
・歐盟 A+ 級能源標準 
   ( 較 A 級烤箱更省電 20%) 
・可完全對線 60 公分機種 
・配件：半展烤架延伸軌道配件一組、  
   烤架二組、烤盤一個

・Easy Insert 烤盤快速抽換設計 
・電子式全自動控溫 
・可拆式門板與玻璃易於清潔 
・防手紋不鏽鋼表面 
・白色 LED 觸控式控制介面 
・18 種加熱模式 
・90 道自動食譜 & 自動重量烹調 
・一鍵進入我的最愛選單 
・閒置自動關機功能 
・5 個可調整烤架位置 
・保溫 & 解凍 & 計時功能 
・餘熱指示 
・雙重管道機體散熱風扇

・獨家 PlusSteam 蒸氣旋風烤功能

・UltraFanPlus 加大旋風風扇 

・VelvetClosing 門板緩衝回歸  

・3 層防燙玻璃門板 

・防眩燈照設計 ( 頂部照明 ) 

・Enamel 易清內壁塗裝 

・歐盟 A+ 級能源標準 

   ( 較 A 級烤箱更省電 20%) 

・可完全對線 60 公分機種 

・配件：半展烤架延伸軌道配件一組、

   烤架二組、烤盤一個

・Easy Insert 烤盤快速抽換設計 

・電子式全自動控溫 

・可拆式門板與玻璃易於清潔 

・防手紋不鏽鋼表面 

・白色 LED 按壓式旋鈕控制介面 

・8 種加熱模式 

・5 個可調整烤架位置 

・解凍 & 計時功能 

・雙重管道機體散熱風扇

機體尺寸
H594xW594xD567mm
安裝尺寸
H590xW560xD550mm
容積量
71 公升
電壓
220V/60HZ 
燒烤最高溫度
300℃ ( 專業等級 ) 
最大功率 / 電流量
3680W/16.72A

機體尺寸
H594xW594xD567mm
安裝尺寸
H590xW560xD550mm
容積量
71 公升 
電壓
220V/60Hz
燒烤最高溫度
275℃
最大功率 / 電流量
3300W/15A

Oven 電烤箱

Oven 電烤箱

產品特色

產品特色

產品規格

產品規格

EOC5851FAX $73,500售價
新品上市

新品上市
EOB5454AAX $39,000售價

・UltraFanPlus 加大旋風風扇 

・InfiSpace 74 公升超大空間 

・2 層防燙玻璃門板 

・防眩燈照設計 ( 頂部照明 )

・Enamel 易清內壁塗裝 

・歐盟 A+ 級能源標準 

     ( 較 A 級烤箱更省電 20%) 

・可完全對線 60 公分機種

・配件：烤架一組、烤盤二個

・電子式全自動控溫 

・可拆式門板與玻璃易於清潔 

・防手紋不鏽鋼表面 

・白色 LED 旋鈕控制介面 

・6 種加熱模式

・5 個可調整烤架位置 

・計時功能 

・單管道機體散熱風扇 

・獨家外部進水裝置 (800ml)

・蒸氣自清功能

・VelvetClosing 門板緩衝回歸

・InfiSpace 54 公升超大空間

・3 層防燙玻璃門板

・防眩燈照設計 ( 頂部照明 )

・Enamel 易清內壁塗裝

・歐盟 A+ 級能源標準

     ( 較 A 級烤箱更省電 10%)

・可完全對線 45 公分機種

・配件：烤架一組、蒸氣調理組一組

・Easy Insert 烤盤快速抽換設計

・可拆式門板與玻璃易於清潔

・防手紋不鏽鋼表面

・白色 LED 觸控式控制介面

・自動關機功能 & 餘熱指示

・4 個可調整烤架位置

・計時功能

・雙重管道機體散熱風扇

EOB3400AAX

EVY8740BAX

$27,000

$63,000

售價

售價

Oven 電烤箱

Steam 蒸爐

產品特色

產品特色

產品規格

產品規格

機體尺寸
H594xW594xD567mm
安裝尺寸
H590xW560xD550mm
容積量
74 公升
電壓
220V/60HZ 
燒烤最高溫度
250℃
最大功率 / 電流量
2780W/12.6A

機體尺寸
H455xW594xD567mm
安裝尺寸
H448xW560xD550mm
容積量
54 公升
電壓
220V/60HZ 
蒸氣最高溫度
96℃
最大功率 / 電流量
1400W/6.4A

40 41



Oven 蒸烤箱 / 烤箱 / 蒸爐規格說明

技 術 規 格

機體尺寸 H594xW594xD567mm H594xW594xD567mm H594xW594xD567mm H455xW594xD567mm

安裝尺寸 H590xW560xD550mm H590xW560xD550mm H590xW560xD550mm H448xW560xD550mm

容量 73 公升 74 公升 73 公升 43 公升

電壓 220V/60Hz 220V/60Hz 220V/60Hz 220V/60Hz

最大功率 / 電流量 3500W/16A 3500W/15.9A 3500W/15.9A 3000W/13.64A

最高溫度 燒烤 230℃ / 蒸氣 99℃ 燒烤 230℃ / 蒸氣 96℃ 燒烤 230℃ / 蒸氣 99℃ 燒烤 230℃ / 蒸氣 99℃

產 品 特 色

外部進水 · · · ·

加熱模式 25 種加熱模式 19 種加熱模式 18 種加熱模式 13 種加熱模式

蒸氣模式 4種蒸氣模式+1種SousVide模式 5 種蒸氣模式 4 種蒸氣模式 4 種蒸氣模式

食物溫度探針 · · · ·

自動食譜 220 道 100 道 100 道 9 道

快速預熱 · · · ·

門板玻璃 4 層 4 層 4 層 4 層

控制面板 滑動式全彩觸控 隱藏式觸控 隱藏式觸控 觸控

我的最愛 · · · ·

可用層架 5 個可調整烤架位置 5 個可調整烤架位置 5 個可調整烤架位置 4 個可調整烤架位置

門板緩衝 · · · ·

加大風扇 · · · ·

計時功能 · · · ·

自清功能 4 種自清功能 蒸氣自清 5 種自清功能 4 種自清功能

節能等級 A+ 較 A 級烤箱更省電 20% A+ A+

防手紋不鏽鋼 · · · ·

機體散熱風扇 雙重管道設計 雙重管道設計 雙重管道設計 雙重管道設計

其 他

2013 紅點獎 · · · ·

產地 德國 德國 德國 波蘭

EOB8851AAX EOB8857AAXEOB9956XAX EVY9747AAX
$138,000$168,000 $105,000售價 即將上市售價 售價

蒸烤箱 蒸烤箱SousVide 蒸烤箱 蒸烤箱

烤箱
Oven

規格說明

技 術 規 格

H594xW594xD567mm H594xW594xD567mm H594xW594xD567mm H455xW594xD567mm

H590xW560xD550mm H590xW560xD550mm H590xW560xD550mm H448xW560xD550mm

71 公升 71 公升 74 公升 54 公升

220V/60Hz 220V/60Hz 220V/60Hz 220V/60Hz

3680W/16.72A 3300W/15A 2780W/12.6A 1400W/6.4A

燒烤 300℃ 燒烤 275℃ 燒烤 250℃ 蒸氣 96℃

產 品 特 色

- - - ·

18 種加熱模式 8 種加熱模式 +
PlusSteam 蒸氣旋風烤

6 種加熱模式 -

- - - 1 種蒸氣模式

· - - -

90 道 - - -

· - - -

4 層 3 層 2 層 3 層

隱藏式觸控 按壓式旋鈕 旋鈕 觸控

· - - ·

5 個可調整烤架位置 5 個可調整烤架位置 5 個可調整烤架位置 4 個可調整烤架位置

· · - ·

· · · -

· · · ·

480℃高溫自清 自清 - 蒸氣旋風烤程 - 蒸氣自清

A+ A+ 較 A 級烤箱更省電 20% 較 A 級烤箱更省電 10%

· · · ·

雙重管道設計 雙重管道設計 單管道設計 雙重管道設計

其 他

· · - ·

德國 德國 義大利 波蘭

EOC5851FAX EOB5454AAX EOB3400AAX EVY8740BAX
$73,500 $39,000 $27,000 $63,000售價 售價 售價 售價

電烤箱 電烤箱 電烤箱 蒸 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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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機 / 保溫抽屜

EBC54524AX $109,000售價

Coffee Machine 咖啡機

・全自動製作卡布奇諾咖啡

・附專用牛奶壺

・一次製作 6 人份的咖啡

・一次製作 2 杯咖啡

・咖啡杯量可調

・口味濃淡可調

・可完全對線 45 公分機種

・缺水 & 清理提醒

・防手紋不鏽鋼金屬表面

・白色 LED 觸控式控制介面

・水質軟硬度設定

・時鐘設定

・自動開關機功能

・適用咖啡粉

・熱水供應

機體尺寸
H455xW594xD361mm
安裝尺寸
H450xW560xD550mm
水箱容量
1.8 公升
咖啡豆容量
200 克
蒸氣壓力
15bar
電壓
220V/60HZ
最大功率 / 電流量
1350W/6.14A

產品特色 產品規格

EED14700OX $27,000售價

Warming Drawer 保溫抽屜

・四種溫度設定 :

     解凍 30℃、玻璃類碗盤保溫或麵糰發酵

     40℃、陶瓷碗盤保溫 60℃、食物保溫 80℃

・Push Pull 式設計 ( 按下彈出 )

・搭配 45 公分機種使用

     可完全對線 60 公分機種

・最高載重 25 公斤

・可移動式易清防滑墊

・可裝載 6 人份碗盤

・防手紋不鏽鋼金屬表面

機體尺寸
H140xW594xD535mm
安裝尺寸
H140xW560xD550mm
電壓
220V/60HZ 
最大功率 / 電流量
430W/2A

產品特色 產品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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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ction Hob 感應爐

感應爐
驚人的鍋具放置彈性
自由發掘料理的各式可能！

建立屬於自己的風格！

打破傳統的使用方式
鍋具可以橫跨爐面，給你更大的創造力！

利用這些模組化的爐具組合出適合你烹調方式的搭配。

EcoTimer™
有效利用餘熱，更進一步減少能源消耗。

電話響起怎麼辦？
Stop&Go 功能讓你一鍵暫停與啟動！

CleverHeat
3 段式餘熱指示讓你清楚知道目前殘餘的熱度，  
方便利用餘熱保溫與避免燙傷。

直覺觸控設計
無論是滑動式或旋轉式，都可以一鍵設定想要的溫度。

想吃魚嗎？
伊萊克斯感應爐的橋接功能讓你可以輕鬆使用像煮魚鍋
的大型鍋具。

簡約雅緻
白 / 紅色 LED 顯示與黑色玻璃爐面的對比獨特且優雅。

InfinitePure
全隱藏控制介面設計，讓爐面完全純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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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應該了解的
感應爐創新特色

滑動、旋轉與設定
直覺式的觸控介面讓你可以
輕鬆設定想要的加熱設定，
節省你寶貴的時間。

無縫設計
選用 InfinitePure 系列感應
爐，全隱藏控制介面設計讓
爐面在不用時完全純淨，只
像是一塊漂亮平整的精緻黑
色玻璃，可以輕易搭配各種
廚房風格。

感應爐就是這麼快
感應爐可以只用四分五秒就
煮沸一公升的水，能源使用
更有效率。

·伊萊克斯內部測試資料電熱爐 紅外線輻射爐 感應爐

只要鍋具底部完整覆蓋住十字區域，
你想用什麼型狀的鍋具就可以用什麼
型狀的鍋具。
你甚至可以使用橫跨兩個加熱區的長
平底鍋或煮魚鍋。

不受限的創造力！

6:4
9 m

in

6:
06

 m
in

4:05 min

*

Induction Hob 感應爐

選擇伊萊克斯
感應爐的七個
理由
1 自由：可以使用各種形狀之鍋底含鐵烹調器具。
2 速度：功率直接傳遞到鍋具，瞬間加熱食物。
3 控制：你可以精準控制溫度，而且即刻生效。
4 節能：只對需要被加熱的鍋具做功，能源毫不浪費。
5 安全：在有放置鍋具的狀態下，感應爐才會進行加熱，
               且溫度偵測器會避免機器過熱。
6 方便：機器本身不會燙手，可以輕鬆擦拭清潔。
7 風格：可以搭配任何現代廚房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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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ction Hob 感應爐

選擇你想要的
爐具
模組化的併爐系列
提供你客製化的奢華選擇。

現代爐具的混搭美學，擁有絕美外觀的同
時也滿足各種烹飪需求。

充滿變化可能的併爐設計可以滿足每個人
獨特的需求，你可以搭配各種廚具材質：
原木、人造石、不鏽鋼，一切都可以依照
你的喜好規畫。

烹飪是相當自我的行為，專業主廚都會依
照自己的習慣與特長挑選設備，我們的併
爐系列讓你也可以如此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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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萊克斯爐具
Q&A

伊萊克斯爐具擁有多段式火力供您選擇，依據您的烹飪需求，調整
火力大小，讓您的料理煮熟不煮老，兼具便利及實用等多功能。

市面上所有類型的平底鍋具皆適合用伊萊克斯電陶爐。但感應爐
則需挑選具有磁性之含鐵、特殊不鏽鋼等平底鍋搭配使用。鍋具
可利用磁鐵置於鍋底測試，若吸附於鍋子則代表此鍋適合感應爐
使用。

感應爐利用磁場導熱使鍋底發熱，熱效率約 85%；電陶爐則為導
熱系統加熱面板，再由加熱面板傳熱給鍋具，熱效率約 75%，皆
較瓦斯爐熱效率約 40% 來得高，故較使用瓦斯爐節能。像電陶爐
比起瓦斯爐，就節省了 20% 至 30% 的效益。

電陶爐 / 感應爐使用後待其降至餘溫不燙手後，可使用爐具專用
清潔劑擦拭，再以乾淨的抹布擦拭即可。若爐面上滴有食物殘渣
與油漬，建議可以專用爐具刮刀進行刮除，並擦拭；若爐面上具
有黏性較高之鋁箔物質，建議可趁熱刮除，以減少冷卻後刮除而
造成爐具受損之風險。

Q1 如何使用爐具 ?

Q2 使用爐具時，是否有需要使用特殊鍋具 ?

Q3 感應爐、電陶爐及瓦斯爐的差異 ?

Q4 爐具該如何清潔 ?

Induction Hob 感應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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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Zone 感應爐

無限制自由烹飪感應爐  極致科技釋放廚藝創造力

FreeZone 感應爐 

PowerSlide 極速快滑段數變換 InfiSight 智慧觸控面板
隨意變換段數，輕鬆滑動鍋具，即可調整火力 ! 全彩直覺觸控螢幕介面

EHX8H10FBK $138,000售價
加贈 Infinite Grill 感應鐵板烤架

或 Infinite Wok Set 中式炒鍋爐架

FreeZone 感應爐

產品特色

・極速快滑段數變換 

・全彩直覺觸控螢幕介面

・FreeZone 鍋具 任您放 ! 任您擺 ! 任感應 ! 

・14 段火力設定

・CleverHeat 三段式餘熱指示

・EcoTimer 節能餘熱利用設計

・Stop & Go 暫停功能

・瞬間強力加熱

・兒童安全鎖

・計時器功能：碼表、倒數計時

・易清爐面

・邊角傾斜設計

・自動偵測鍋具

・自動關機

・自動快速加熱功能

・鎖定功能

・關機音效

機體尺寸

W780xD520mm

電壓

220V/60HZ 

左烹飪區功率

500W/3200W/W300xD460mm

右烹飪區 ( 前 ) 功率

1400W/2500W/145mm

右烹飪區 ( 後 ) 功率

2300W/3700W/210mm

消耗瓦數 / 電流量

7400W/33.6A

產地

德國

產品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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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ction Hob 感應爐

EHD8740FOK $66,000售價
加贈 Infinite Grill 感應鐵板烤架

或 Infinite Wok Set 中式炒鍋爐架

Induction 四口感應爐

產品特色

・InfinitePure 全隱藏背光控制介面

・Infinite 鍋具自由擺放功能

・Connect 前後爐橋接功能

・CleverHeat 三段式餘熱指示

・EcoTimer 節能餘熱利用設計

・Stop & Go 暫停功能

・瞬間強力加熱

・兒童安全鎖

・14 段火力設定

・計時器功能：碼表、倒數計時

・紅色 LED 直覺式環形觸控設計

・易清爐面

・邊角傾斜設計

・自動偵測鍋具

・自動關機

・自動快速加熱功能

・鎖定功能

・關機音效
機體尺寸
W780xD520mm
安裝尺寸
H50xW750xD490mm
電壓
220V/60HZ 
每烹飪區功率
2300W/3200W/210mm
最大功率 / 電流量
7400W/33.6A
產地
德國

產品規格

Red

min. 25

min. 5mm

min. 20mm 

加贈 Infinite Grill 感應鐵板烤架
或 Infinite Wok Set 中式炒鍋爐架

・Infinite 鍋具自由擺放功能

・CleverHeat 三段式餘熱指示

・EcoTimer 節能餘熱利用設計

・Stop & Go 暫停功能

・瞬間強力加熱

・兒童安全鎖

・14 段火力設定

・計時器功能：碼表、倒數計時

・紅色 LED 直覺式滑動觸控設計

・易清爐面

・邊角傾斜設計

・自動偵測鍋具

・自動關機

・自動快速加熱功能

・鎖定功能

・關機音效
機體尺寸
W910xD410mm
安裝尺寸
H50xW880xD380mm
電壓
220V/60HZ 
每烹飪區功率
2300W/3200W/210mm
最大功率 / 電流量
6900W/31.4A
產地
德國

EHL9530FOK $56,000售價

Induction 三口感應爐

產品特色 產品規格

*

Red

min. 25

min. 5mm

min. 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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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I7260BA $33,000售價

Induction 橫式雙口感應爐

・CleverHeat 三段式餘熱指示 

・Stop & Go 暫停功能 

・瞬間強力加熱

・兒童安全鎖

・14 段火力設定 

・計時器功能 : 碼表、倒數計時 

・LED 直覺式滑動觸控設計

・易清爐面

・自動偵測鍋具

・自動關機

・自動快速加熱功能

・鎖定功能

・關機音效

機體尺寸
W700xD420xH55mm
安裝尺寸
W680xD400mm
電壓
220V/60HZ
每烹飪區功率
左烹飪區 
2000/2400W(210mm) 
右烹飪區 
1200/1500W(145mm) 
最大功率 / 電流量
3200W/14.5A

產品特色 產品規格

Induction Hob 感應爐

270

400 680

EHH3320NVK

EHF3320NOK

$21,000

$20,000

售價

售價

Induction 雙口感應爐

Ceramic 雙口電陶爐

・Stop & Go 暫停功能

・餘熱指示

・瞬間強力加熱

・兒童安全鎖

・9 段火力設定

・自動快速加熱功能

・自動關機

・自動偵測鍋具

・計時器功能：倒數計時、計時提醒

・觸控式控制介面

・無框黑色玻璃爐面

・易清爐面

・鎖定功能

・關機音效

・Stop & Go 暫停功能

・餘熱指示

・兒童安全鎖

・9 段火力設定

・自動快速加熱功能

・自動關機

・計時器功能：倒數計時、計時提醒

・觸控式控制介面

・無框黑色玻璃爐面

・易清爐面

・鎖定功能

・關機音效

機體尺寸
W290xD520mm
安裝尺寸
H44xW270xD490mm
電壓
220V/60HZ
每烹飪區功率
前爐 2300W/3700W/210mm
後爐 1400W/2500W/145mm
最大功率 / 電流量
3700W/16.8A
產地
義大利

機體尺寸
W290xD520mm
安裝尺寸
H44xW270xD490mm
電壓
220V/60HZ
每烹飪區功率
前爐 1200W/145mm
後爐 700W/1700W/120/180mm
最大功率 / 電流量
2900W/13.18A
產地
義大利

產品特色

產品特色

產品規格

產品規格

Domino 系列併爐

9

9

490

520

560 270
850

870
290

290
290

40*
4

490

520

560 270
850

870
290

290
290

4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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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C3313NVK

EGC3322NVK

Domino 玻璃單口瓦斯爐

Domino 玻璃雙口瓦斯爐

・三圈爐火

・電子式點火

・瓦斯安全裝置

・鑄鐵爐架

・玻璃爐面

・旋鈕控制

・鑄鐵爐架

・電子式點火

・瓦斯安全裝置

・不同大小前後爐

     提供更大烹調彈性

・玻璃爐面

・旋鈕控制

機體尺寸
W290xD520mm
安裝尺寸
H41xW270xD490mm
電壓
220V/60HZ
烹飪區功率
3800W/129mm
最大功率
3800W
產地
義大利

機體尺寸
W290xD520mm
安裝尺寸
H41xW270xD490mm
電壓
220V/60HZ
每烹飪區功率
前爐 1000W/54mm
後爐 2900W/100mm
最大功率
3900W
產地
義大利

產品特色

產品特色

產品規格

產品規格

Domino 系列併爐

$20,000

$20,000

售價
即將上市

即將上市
售價

490

520

560 270
850

870
290

290
290

40*
4

490

520

560 270
850

870
290

290
290

40*
4

EGG3313NOX $14,000售價

Gas Hob 單口瓦斯爐

・三圈爐火

・電子式點火

・瓦斯安全裝置

・不鏽鋼爐面

・旋鈕控制

・鑄鐵爐架

機體尺寸
W290xD510mm
安裝尺寸
H30xW270xD490mm
電壓
220V/60HZ
最大功率
4000W
產地
義大利

產品特色 產品規格

2.50

min. 30

910
590

270

min. 40

min. 55

490

510

50

290
290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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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L4520BOZ

EQH4512BOZ

$45,000

$42,000

售價

售價

Induction 雙區感應爐

Induction 雙圈感應爐

・Infinite 鍋具自由擺放功能

・Stop & Go 暫停功能

・EcoTimer 節能餘熱利用設計

・CleverHeat 三段式餘熱指示

・前後加熱區可獨立操控

・Bridge 前後加熱區合併控制

・瞬間強力加熱

・兒童安全鎖

・14 段火力設定

・相容 Infinite Grill 鐵板烤架

・計時器功能：碼表、倒數計時、計時提醒

・白色 LED 直覺式滑動觸控設計

・無框設計玻璃爐面

・自動偵測鍋具

・自動快速加熱功能

・易清爐面

・自動關機

・鎖定功能

・關機音效

・Stop & Go 暫停功能

・EcoTimer 節能餘熱利用設計

・CleverHeat 三段式餘熱指示

・瞬間強力加熱

・兒童安全鎖

・14 段火力設定

・相容 Infinite Wok Set 感應爐架

・計時器功能：碼表、倒數計時、計時提醒

・白色 LED 直覺式滑動觸控設計

・無框設計玻璃爐面

・自動偵測鍋具

・自動快速加熱功能

・易清爐面

・自動關機

・鎖定功能

・關機音效

機體尺寸
W360xD520mm
安裝尺寸
H38xW340xD490mm
電壓
220V/60HZ
每烹飪區功率
2300W/3200W/265mm
最大功率 / 電流量
3700W/16.8A
產地
德國

機體尺寸
W360xD520mm
安裝尺寸
H55xW340xD490mm
電壓
220V/60HZ 
每烹飪區功率
1800W/2800W/3500W/
3700W/180/280mm
最大功率 / 電流量
3700W/16.8A
產地
德國

產品特色

產品特色

產品規格

產品規格

Gemline 系列併爐

EQT4520BOZ $128,000售價

Teppanyaki 鐵板燒

・Thick Film 加熱技術

・EcoTimer 節能餘熱利用設計

・CleverHeat 三段式餘熱指示

・前後加熱區可獨立操控

・Bridge 前後加熱區合併控制

・快速預熱 (4 分鐘達 180℃ )

・80℃低溫清潔功能

・兒童安全鎖

・計時器功能：碼表、倒數計時、計時提醒

・白色 LED 直覺式滑動觸控設計

・易清爐面

・自動關機

・鎖定功能

・關機音效

機體尺寸
W360xD520mm
安裝尺寸
H55xW340xD490mm
電壓
220V/60HZ
每烹飪區功率
900W/145mm
最高溫度
220℃
最大功率 / 電流量
1800W/8.2A
產地
德國

產品特色 產品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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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b 感應爐 / 電陶爐規格說明

技 術 規 格

無框黑色玻璃爐面 無框黑色玻璃爐面 無框黑色玻璃爐面 無框黑色玻璃爐面

 W290xD520mm W290xD520mm  W360xD520mm  W360xD520mm

  H44xW270xD490mm  H44xW270xD490mm  H38xW340xD490mm   H55xW340xD490mm

220V/60Hz 220V/60Hz 220V/60Hz 220V/60Hz

 3700W/16.8A  2900W/13.18A  3700W/16.8A   3700W/16.8A

前爐 2300W/3700W/210mm 
後爐 1400W/2500W/145mm

前爐 1200W/145mm 
後爐 700W/1700W/120/180mm 2300W/3200W/265mm 1800W/2800W/3500W/ 

3700W/180/280mm

產 品 特 色

 觸控介面 觸控介面 觸控介面 觸控介面

9 段火力 9 段火力 9 段火力 9 段火力

 三段式   三段式 三段式 三段式

● ● ● ●

● ● ● ●

  兒童安全鎖 / 鎖定 兒童安全鎖 / 鎖定 兒童安全鎖 / 鎖定 兒童安全鎖 / 鎖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國 KERA 陶瓷玻璃 法國 KERA 陶瓷玻璃 法國 KERA 陶瓷玻璃 法國 KERA 陶瓷玻璃

 義大利  義大利 德國  德國

EHD8740FOK EHF3320NOKEHL9530FOK EQL4520BOZEHX8H10FBK EHH3320NVKEHI7260BA EQH4512BOZ
$66,000 $20,000$56,000 $45,000$138,000 $21,000$33,000 $42,000售價 售價售價 售價售價 售價

加 贈 Infinite Grill 感 應 鐵 板
烤架 或 Infinite Wok Set 中
式炒鍋爐架

加 贈 Infinite Grill 感 應 鐵 板
烤架 或 Infinite Wok Set 中
式炒鍋爐架

加 贈 Infinite Grill 感 應 鐵 板
烤架 或 Infinite Wok Set 中
式炒鍋爐架

售價 售價

四口感應爐 雙口電陶爐三口感應爐 雙區感應爐FreeZone 感應爐 雙口感應爐橫式雙口感應爐 雙圈感應爐

爐具
Hob

規格說明

技 術 規 格

爐面設計 邊角傾斜黑色爐面 邊角傾斜黑色爐面 邊角傾斜黑色爐面 無框黑色玻璃爐面

機體尺寸 W780xD520m W780xD520m W910xD410mm  W700xD420m

安裝尺寸  H70xW750xD490mm  H50xW750xD490mm   H50xW880xD380mm  H55xW680xD400mm

電壓 220V/60Hz 220V/60Hz 220V/60Hz 220V/60Hz

最大功率 / 電流量 7400W/33.6A 7400W/33.6A  6900W/31.4A  3200W/14.5A

每烹飪區功率

左烹飪區功率 
500W/3200W/ 

W300xD460mm 
右烹飪區 ( 前 ) 功率 

1400W/2500W/145mm 
右烹飪區 ( 後 ) 功率 

2300W/3700W/210mm

2300W/3200W/210mm 2300W/3200W/210mm

左烹飪區 
2000/2400W(210mm) 

右烹飪區 
1200/1500W(145mm)

產 品 特 色

控制介面 全彩觸控螢幕 紅色 LED 滑動觸控
( 全隱藏 )

紅色 LED 滑動觸控
( 全隱藏 )  LED 滑動觸控

火力   14 段火力 14 段火力 14 段火力  14 段火力

餘熱顯示  三段式   三段式 三段式 三段式

自動關機 ● ● ● ●

易清爐面 ● ● ● ●

安全裝置   兒童安全鎖 / 鎖定 兒童安全鎖 / 鎖定 兒童安全鎖 / 鎖定 兒童安全鎖 / 鎖定

計時功能 ● ● ● ●

自動偵測鍋具 ● ● ● ●

極速快滑段數變換 ● -  - -

鍋具自由擺放 ● ● - -

橋接功能 ● ● - -

Stop&Go 暫停功能 ● ● ● ●

Ecotimer
節能餘熱利用

● ● ● -

瞬間強力加熱 ● ● ● ●

自動快速加熱功能 ● ● ● ●

玻璃面板 法國 KERA 陶瓷玻璃 法國 KERA 陶瓷玻璃 法國 KERA 陶瓷玻璃 德國 SCHOTT 陶瓷玻璃

 產地  德國 德國 德國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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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 Hob 瓦斯爐

瓦斯爐
更強的火力與更高的熱效率

義大利燃燒器
世界知名 SABAF 出產高品質、安全、耐用的
燃燒器，高效率產熱，火焰更穩定，更省時、
省瓦斯。

日本安全裝置科技
PDVC 雙精密控制裝置 +SFD 自動熄火安全裝
置避免瓦斯漏氣，居家使用更安全。

最佳化出火角度
全新設計的 EGT9637CKN、EGT7627CKN 玻
璃瓦斯爐，瓦斯注入燃燒的角度經過電腦計算
優化，使火焰更湛藍，維持穩定的高溫。

人性化易拆裝爐蓋設計
清潔瓦斯爐時可以輕鬆拆卸與組回，方便性一流。

鑄鐵爐架
提供穩固且耐久的支撐。

寬敞的爐面空間
伊萊克斯瓦斯爐規畫了加大的爐面空間來搭配大
型鍋具，可以輕鬆使用亞洲炒鍋同時烹煮多樣料
理，毫無困難！

全新設計的 EGT7627CKN、EGT9637CKN
玻璃瓦斯爐，只需 5 分 40 秒就煮沸 1.5 公
升的水，一般瓦斯爐則需要 8 分 30 秒才能
沸騰。

Dual-Jet

全新設計的 EGT9637CKN、EGT7627CKN 玻璃瓦
斯爐，熱效率更升級，5000 瓦的火力加上更廣的
加熱區域，除了加熱更快速，更能減少瓦斯消耗 !

Blue Power Flame Gas Hobs Standard Gas Hobs

Comparison of heat effciency between gas h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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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T9637CKN

EGT7627CKN

$24,000

$21,000

售價

售價

Gas Hob 玻璃三口瓦斯爐

Gas Hob 玻璃雙口瓦斯爐

・雙環精確火力控制

・SABAF Crown 高品質燃燒器

・Aerated Dual-Jet 雙噴嘴超大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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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點火 ( 電池 1.5V)

・能源效率第 4 級

・雙環精確火力控制

・SABAF Crown 高品質燃燒器

・Aerated Dual-Jet 雙噴嘴超大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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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點火 ( 電池 1.5V)

・能源效率第 4 級

機體尺寸
H57xW894xD508mm 
安裝尺寸
W832xD470mm
電壓
直流電池 1.5V
最大功率
左爐 5000W
中爐 1800W
右爐 5000W

機體尺寸
H65xW780xD460mm 
安裝尺寸
W732xD421mm
電壓
直流電池 1.5V
最大功率
左爐 5000W
右爐 5000W

產品特色

產品特色

產品規格

產品規格

Gas Hob 瓦斯爐

EGT9637CKN          894       832       57       508      470

EGT7627CKN          780       732       65       460      421

EGT9637CKN          894       832       57       508      470

EGT7627CKN          780       732       65       460      421

EHT9331X $23,000售價

Gas Hob 不鏽鋼三口瓦斯爐

・不鏽鋼爐面

・自動偵測熄火安全裝置

・旋鈕式控制

・鑄鐵爐架

・易拆式爐蓋

・電子點火 ( 電池 1.5V)

機體尺寸
H57xW860xD498
安裝尺寸
W832xD470mm
電壓
直流電池 1.5V
最大功率
左爐 3700W
中爐 1800W
右爐 3700W

產品特色 產品規格

後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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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ge/Freezer 冷藏

冷藏
Fridge/Freezer
源自專業廚房的技術
讓食物鮮度可以保存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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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
Inspiration 系列冰箱的
專業技術與體貼設計，
讓食物保存更加容易 !

Fridge/Freezer 冷藏

兩個冷卻系統比一個好！ Twintech FrostFree
雙重獨立循環確保了冷藏庫裡有足夠的濕度，
不會被冷凍庫裡的乾空氣吹到導致食物風乾，
也確保了冷凍庫裡不會結霜，冷凍與冷藏的食
物絕不混味！

貯藏在採用 Twintech FrostFree 技術冰
箱中的蔬果，保鮮時間更加延長！

選擇購物模式來確保放入大量食物時冰箱可以
保持正確溫度。

更久的保鮮時間

購物模式

LED 光源

要出門了嗎？

節能省電

直覺觸控

長效的 LED 內部照明不只清晰而且節能。

選擇假日模式與經濟模式來省下更多能源吧！

使用最少的電進行食物保鮮，省下更多電費。

伊萊克斯冰箱搭載了直覺的觸控科技，你可以
輕鬆上手。

No.1
領鮮科技

72 73



冰箱
Inspiration 系列冰箱創新科技精準控制濕度，
食材保鮮，養分不流失 !
Inspiration 的溼度控制技術可以讓相對濕度
維持在 65%-90%，食材處在最佳保存環境，
不會風乾，可以保存更長時間與更多養分。

FreeStore 多層同步冷卻技術讓冰箱內的冷空
氣能均勻擴散到各個層架，確保每層食材都被
正確的溫度設定保存。你在放入食物的時候無
需著急，在關上門後，FreeStore 會快速讓溫
度回到理想的狀態。

實驗證明在伊萊克斯冰箱中的草莓，10 天後
仍保存完整維生素。

草莓僅有
8% 重量損失

競品最高達
23% 重量損失

Free Store 系統 一般冷卻系統

由德國 SGS Institut Fresenius Gmbh 與市面
上無霜冰箱進行比較測試。

No.1 鮮度保存科技

小白菜多存放 5 天

任意放置食材的自由度

保存你的維生素

Fridge/Freezer 冷藏

全面性的

穩定溫度

上層溫

度較高

草莓多存放 3 天 奇異果多存放 3 天

資料來源：伊萊克斯實驗室

芹菜多存放 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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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萊克斯冰箱
Q&A

冰箱櫃頂、底板須後縮 5CM 以上且無背板設計。如冰箱上方有
疊櫃，疊櫃部分頂、底板及背板亦應後縮 5CM。以促進空氣流
通，確保機器正常運轉。

兩個冷卻系統比一個好 ! 雙重獨立循環系統讓冷藏庫內部空氣維
持應有的濕度，讓食物可以保鮮更久；冷凍庫利用無霜技術進行
運轉，不需除霜；兩個腔室間的食物不混味，冰塊不會有洋蔥味！

蔬果極致保水抽屜可以自由調整濕度，保存蔬果的天然水份，
讓蔬果保鮮更久；低溫保鮮櫃的溫度較冷藏室溫度再低 15%，
是魚、肉、海鮮類食材專屬的最佳保存空間，讓鮮味完美封存。

去除冰箱的異味，最基本的就是要定期清理及管理冰箱，像是過
期的食物要趕快扔掉，泡菜、臭豆腐等味道較重的食物最好以密
封保鮮盒保存，這些都是防臭的最基本工夫。若冰箱已有臭味，
可以用以下幾種居家常見方式：

1 活性碳利用白紗布包裹，放入冰箱，可將異味吸附去除。
2 將榨完汁的檸檬放在冰箱內當作天然除臭劑！
3 將泡過的的茶葉，曬乾後，用空盒放入盛裝，放入冰箱進出風
   口，可有效去除異味！
4 咖啡渣或蘇打粉，用空盒放入盛裝，放入冰箱進出風口，就可
   以吸收冰箱的異味。 

Q1 崁入式冰箱的安裝需注意哪些問題，冰箱四周須預留多少
       空間以保持機器運作正常？

Q2 雙重獨立循環系統的特色為何 ?

Q3 蔬果極致保水抽屜與低溫保鮮櫃的作用是什麼 ?

Q4 冰箱除臭的方法有哪些 ?

Fridge/Freezer 冷藏

ENC2858AOW $68,500售價

Fridge Freezer 70/30 冰箱

機體尺寸
H1769xW556xD549mm
安裝尺寸
H1780xW560xD550mm
淨容量：255L
氣候等級：T
電壓：220V/60HZ
最大功率 / 電流量：140W/1.1A

產品特色 產品規格

178 255・Twintech 雙重獨立循環系統 延長保          

     鮮時間

・FastFreeze 急速冷凍確保所有養分、      

     風味、口感被完美保存

・HumidityControl 蔬果極致保水抽屜

・TemperatureControl 低溫保鮮櫃

・冷藏、冷凍庫自動除霜功能

・歐盟 A+++ 級能源效率

・LCD 觸控式控制介面

・冷凍、冷藏溫度可分別調整

・精準溫度與功能控制

・活性碳空氣濾清器

・全崁式機型 ( 需搭配門板 )

・內部節能 LED 燈提供清晰照明

・關門緩衝系統

・門未關警示音與顯示

・冷藏庫層架：箱內層架：3 個全寬層架、

     1 個半深層架、1 個全寬抽屜、2 個半

     深抽屜

・門上層架：1 個全寬乳製品架、2 個全

     寬層架、2 個蛋架、1 個全寬瓶罐架、

     1 個半寬可移動層架

 ・冷凍庫層架：3個全寬抽屜、1個冰盤

720 

76 77



MRAD19V9QS

MUFD19V9QS

TRIMKITEZ1(Single) TRIMKITEZ2(Pair)

 $119,000

 $119,000

 $18,000  $25,000

售價

售價

售價崁入式尺寸 ( 無 Trim Kit 外框 )
單台 (A)190.5cm (E)83.8cm (C)64.1cm 
雙台 (A)190.5cm (E)167.6cm (C)64.1cm

崁入式尺寸 ( 有 Trim Kit 外框 )
單台 (A)200.6cm (E)83.8cm (C)64.1cm 
(D)191cm (E)86.7cm

雙台 (A)200.6cm (E)167.6cm
 (C)64.1cm (D)191cm (E)169.5cm

售價

Fridge 全冷藏

Fridge 全冷凍

全冷藏全冷凍不鏽鋼外框 ( 單 ) 全冷藏全冷凍不鏽鋼外框 ( 雙 )

產品特色

產品特色

・獨立 & 崁入雙用設計

・熱帶氣候等級

・XL 魔術大空間

・靈活空間配置

・循環淨化系統

・多層同步冷卻技術

・IQ Touch 智慧觸控面板

・控制面板鎖

・溫度控制 1 至 8 ° C

・蔬果極致保水抽屜

・關門緩衝系統

・箱門未關警示音

・LED 內部燈清晰照明

・防手紋不鏽鋼表面

・獨立 & 崁入雙用設計

・熱帶氣候等級

・XL 魔術大空間

・靈活空間配置

・循環淨化系統

・多層同步冷卻技術

・IQ Touch 智慧觸控面板

・控制面板鎖

・微冷凍保鮮技術 : 門上層架溫度較內

    部溫度稍高，可保存軟質食材，如冰

    淇淋等

・溫度控制 -23 至 -12 ° C

・100% Frost Free 無霜設計

・關門緩衝系統

・箱門未關警示音

・LED 內部燈清晰照明

・箱內層架 : 3 層精緻玻璃層架、1 個置

     物籃、1 個全寬抽屜、1 個蔬果極致

     保水抽屜

・門上層架 : 2 個固定全寬層架、4 個可

     調整式半寬層架、 1 個乳製品半寬架

・產品不含外框

・絞鏈位於右側

・急速冷凍 : 確保所有養分、風味及口

    感完美封存

・防手紋不鏽鋼表面

・箱內層架 : 3 層精緻玻璃層架、2 個   

     置物籃

・門上層架 : 2 個固定全寬層架、5 個

     可調整式半寬層架

・產品不含外框

・絞鏈位於左側

機體尺寸
W812.8xD717.5xH1794mm
淨容量：522 公升
電壓：220V/60HZ

機體尺寸
W812.8xD717.5xH1794mm
淨容量：567 公升
電壓：220V/60HZ

產品規格

產品規格

75 mm

75 mm)

75 mm Air Space

75 mm

75 mm

75 mm

75 mm

Insta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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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凍齡保鮮

空氣循環淨化

360 度智慧保鮮技術

急速冷凍 / 快速製冰

讓蔬果保持超過 7 天的新鮮鮮度，
讓美味加分 !

他牌冰箱
(7 天後 ) (7 天後 )

伊萊克斯冰箱

氣味濾網確保冰箱氣味清新 ! 可消
除 99.8% 細菌及有效除臭 ! 保持食
材新鮮衛生，同時避免強烈氣味影
響其他食物的味道，時刻保持新鮮 !

讓所有冷藏隔層鎖住食材的鮮度與
美味 !

提供最強的冷凍效果，加速冷凍效
果及製冰速度，確保所有養分、口
感被完美保存
 

Fridge/Freezer 獨立式冰箱

EHE5220AA $72,000售價

Refrigerator 法式三門冰箱

機體尺寸
H1725xW796xD717mm
淨容量：524L
冷藏容量：358L
冷凍容量：166L
電壓：220V/60HZ
電流：1.5A

產品規格產品特色

・極致保鮮 : 讓蔬果保持超過 7 天的新鮮

・變頻壓縮機 : 節省 37% 以上的能源

・循環淨化 : 消除 99.8% 細菌及有效除臭 

・可調式層架 : 提供更大的存放容量 !

・直覺式操作介面

・開門警示系統

・ 急速冷藏 / 冷凍模式 : 當您放入大面積或數量多的食物

      至冷凍或冷藏室，能短時間迅速降溫

・節能省電 & 度假模式

・自動製冰功能

・飲料製冷貼心提醒

・冷藏箱內層架 : 1 個玻璃層架、1 個拉出式層板、1 個專屬

      保鮮室及 1 個蔬果保鮮室

・冷藏門上層架 : 1 個可上鎖儲存格、1 個乳製品放置隔間、

     1 個袋夾、1 個蛋架、1 個可滑動層架、2 個半寬層架、

     2 個瓶架

・冷凍箱內層架 : 2 個冷凍抽屜、1 個冷凍隔層、1 個自動

     製冰盒

Refrigerator 獨立式冰箱

80 81



EW28BS87SS  $189,000售價

Fridge獨立式三門冰箱

產品特色

機體尺寸
H1765xW914xD838
淨容量

753公升
電壓
120V/60HZ 
最大功率 /電流量
2400W/15-20A

產品規格

Fridge獨立式三門冰箱

177 753

精緻食材
魔法凍齡保鮮密室
雙製冰系統設計
外部製冰機可以製冰、碎冰及冰水

冷藏室內置睡眠保鮮室，溫度可調整範圍為 -2 至 3 度 C，共 9 種保鮮選項可自行選擇，
亦可設定 3 種我的最愛記憶您最愛的溫度 !

有效過濾吸附異味分子，循環淨化，保持冰箱內氣味清新 !

低速運轉，大幅減少電力的浪費，更可以避免冰箱內部
溫度起伏過大，而影響食物品質。

活性碳過濾裝置

變頻馬達

上視圖 水路

至少需預留25.4mm，
以利通風

側面需預留12.7mm

電源

609.6mm
Cabinet

 

635mm
Countertop

 

B

C

A

(A)1784.4  (B)914.4  (C)733.4mm

CL

803.3mm  

 1739.9mm
with

9.5mm
 

rollers

123.8mm

917.6mm 

733.4mm 

1774.8mm 
with

9.5mm
 

rollers

 
 

911.2mm

914.4mm

・雙製冰系統：快速製作碎冰/冰塊/水

・蔬果極致保水抽屜

・精緻食材「魔法凍齡保鮮密室」(含9種

     選項可自行調+3種我的最愛記憶溫度)

・急速冷凍：確保所有養分、風味及口感完美

封存

・假期模式：節省長時間離開時的電力消耗並

     減少不佳氣味

・魔術大空間-大容量+多層架彈性調整

・玻璃精緻設計層架

・高質感觸控面板設計

・LED內部燈清晰照明

・獨家空氣濾清系統：循環淨化，常保清新!

・濾芯更換自動提醒

・箱門未關警示音

・關門、抽屜緩衝系統

・箱內層架：個半寬層架、1個全寬層架、

2個半寬保鮮抽屜、1個全寬低溫保鮮櫃

・門上層架：5個全寬層架、1個半寬層架、

1個全寬蛋架

Standard Depth

Counter Depth
606.4mm

733.4mm

崁入式安裝尺寸圖

總深度847.7mm
(至箱門圓弧中心)

水路位置
(底部左邊)

電源位置
(底部右邊)

1409.7mm
(抽屜全開時的
深度，含把手)

1203.3mm
(門開啟90度
時之深度)82 83



Fridge/Freezer 冰箱規格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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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hWasher 洗碗機

碗盤清潔
伊萊克斯洗碗機是針對真實生活需求
所設計的，把碗盤全放進去就對了

RealLifeTM 洗碗機讓你無後顧之憂地嘗試
烹調各種料理！ XXL 超大容量與可調籃架
給你最有彈性的碗盤裝載方式

慵懶的假日午後
周末總是需要進行放鬆，
在忙碌的一周後，
沒有人還想要洗碗。
衛星環型水臂 FlexiSpray 的雙重迴旋設計，
讓每個角落都被徹底清洗到，
碗盤裝到最滿同樣可以洗得晶瑩剔透！

ComfortLift Dishwasher
全球專利

上拉式洗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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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hWasher 洗碗機

洗碗機
清潔這種麻煩事
就交給伊萊克斯洗碗機！
多樣創新設計幫你把碗盤輕鬆洗淨！

全球獨家
上拉式籃架
ComfortLift

上層柔洗
下層強洗
FlexiW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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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時滿足兩種洗滌需求，
上層洗滌玻璃器皿時，
下層可以洗滌成堆的鍋具。

1

2

3

多重風乾科技
AirDry

伊萊克斯獨家自動開門設
計，在洗程最後階段機門
會 自 動 開 啟 約 10cm 左
右，不僅加強烘乾效果，
更節省能源 ! 空氣的流通
更能消除機內異味，並讓
碗盤快速冷卻不燙手 !

加強烘乾
XtraDry

提高最後一道程序的洗滌
溫度，烘乾效果完美展現！

投影鐘
TimeBeam

智慧顯示洗程時間，輕鬆
掌握每個洗程，時尚兼具
科技感 !

高溫快洗
QuickWash

獨家衛星環形水臂 
FlexiSpray Arm

30 分鐘 60 度快洗洗程，
節省時間又可以消毒，速
度、高溫一次滿足。

雙迴旋水流控制，能徹底
沖洗每個角落，洗淨所有
碗盤，沒有死角！

軟柄杯腳扣設計
SoftGrips

軟柄放置杯架
SoftSpikes

牢牢固定您最愛的水晶
杯，洗滌過程中細心呵護 !

讓易碎器皿與水晶杯能夠
輕柔地放置，徹底洗淨並
溫柔守護 !

精緻水晶杯架
Glass Basket

可以輕柔而穩固地保護玻
璃杯，最多可放置 8 支不
同尺寸的玻璃杯，洗程中
細心呵護寶貝的玻璃杯 !

空間配置極佳化
RealLife

XXL 超大裝載量，不但可
裝載大碗盤鍋具，並可一
次同時裝載並洗淨 15 人份
的碗盤餐具！上層專屬餐
具抽屜架的新設計，不僅
方便餐具放置與拿取，讓
您有更大的餐具放置空間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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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hWasher 洗碗機

你需要知道
的洗碗機
創新特色

RealLifeTM 洗碗機
雙迴旋立體球形沖洗網

傳統洗碗機
單迴旋沖洗網

標準使用情形

耗水量

10 公升 vs. 103 公升

手洗 手洗

洗碗機
洗碗機

1.5 kwh vs. 2.5 kwh

能源消耗量

XXL 加大容量
伊萊克斯 高階款 15 人份

標準容量
14 人份以下

真實使用情形

雙迴旋水流控制
能徹底沖洗每個角落，洗淨所有碗盤，沒有死角！

更大的容量
RealLifeTM 籃架有著更大的空間，可以放入更大的鍋
子、更高的杯子、更多的碗盤。全新的設計讓內部容量
變大，同時維持一樣的外部尺寸。

你知道嗎？
洗碗機比手洗還要省水省電。

德國波恩大學 2008 年歐洲研究

AutoFlex
輕鬆一鍵啟動全自動智慧洗程，洗碗機會全程利用雷射
感應自動選擇最佳化 45 度 -70 度的洗滌水溫與時間，
且最低用水量僅需 7 公升！

RealLifeTM 洗碗機
經過測試與驗證，可以給你最高的使用彈性。

德國 LGA 認證 RealLife 洗碗機針對日常使用情形有更佳
的裝載與清潔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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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萊克斯洗碗機
Q&A

洗碗機加入適當的清潔劑並透過高溫殺菌的 360 度無死角的清
洗過程 ( ㄧ般手洗溫度通常不會太高 )，可達到碗盤的除菌效果
及清潔油膩的汙漬外，更要呵護您的雙手免除觸碰洗碗劑造成的
粗糙，同時亦可避免長時間的站立所產生的頸部、腰部傷害。

Electrolux 洗碗機清洗所有餐具平均耗水量為 11L，相較於手洗
餐具用水量約 100 公升，即洗碗機比手洗省水約 10 倍之多。

洗碗機可清洗大部分的餐具如不鏽鋼、玻璃、瓷器等碗盤餐具，
但不建議將鋁製品、不耐熱且易變形的塑膠碗盤、無上漆的木製
品放入洗碗機，避免餐具因高溫清洗及烘乾而造成變形。

Electrolux 洗碗機上層柔洗下層強洗，上籃可放置較精細且較輕
的碗盤，例如玻璃杯、咖啡杯與茶杯，下層則可放置大型碗盤及
鍋具。清洗前請留意，碗盤若有卡垢 ( 如咖啡漬或口紅印 ) 則需
先用清水稍微刷過再放入洗碗機，洗淨效果才能達到 !

洗碗機較常使用的洗劑為洗碗粉 ( 或小蘇打粉 )、亮蝶劑及軟化
鹽，發泡量少的洗碗粉主要避免因使用洗碗精產生過多的泡沫而
造成機器故障。另可搭配亮蝶劑讓碗盤快乾閃亮及使用軟化鹽有
效預防洗碗機的水垢沉積提升洗碗機的清潔效能。

Q1 用洗碗機清洗與手洗的差異?

Q2 洗碗機耗水、耗電嗎 ?

Q3 洗碗機適合清洗所有碗盤餐具嗎 ?

Q4 碗盤清潔小撇步

Q5 洗碗機洗劑的選擇

DishWasher 洗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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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hWasher 崁入式洗碗機

榮獲 2017 年
德國 iF 設計大獎

ESL7845RA $88,000售價
加贈 Glass Basket
精緻紅酒杯架

Dishwasher 上拉式全崁洗碗機

產品特色

・獨家 ComfortLift 上拉式籃架設計

・ComfortRails 籃架自動回歸設計

・AirDry Technology 多重風乾科技

・獨家 Flexi Spray Arm 衛星環型噴射水臂

・獨家 Timebeam 投影鐘時間顯示設計

・WaterSave 超省水技術

・QuickPlus 30 分鐘 60℃快洗

・FlexiWash 上層柔洗下層強洗

・AutoFlex 智慧洗程自動偵測裝載及決定

     最佳洗滌設定

・XtraPower 加強 40% 沖洗力

・TimeSaver 省時管家

・AutoOff 自動關機功能

・MyFavorite 我的最愛

・SmartFit 雙軸絞鏈系統，免切踢腳板

・39dB 極靜節能之變頻馬達

・5 種水溫、7 種洗程：AutoFlex 45-70 ° C

     洗程、50℃ ECO 洗程、FlexiWash 洗

     程、45℃精緻洗程、70℃強力洗程、

     Quickplus30 分鐘 60℃快洗、預洗

・籃架：SoftSpikes、SoftGrip 玻璃軟柄放

     置架、可摺疊碗盤架、獨家餐具抽屜架

・1-24 小時預約啟動功能

・Floating Switch 防漏水系統

・觸控式 LED 控制介面

・可接熱水進水 ( 水溫最高 60℃ )

・洗碗機內部燈

・濾網自清功能

・軟化鹽、亮潔劑不足顯示

・適用洗碗錠

・歐盟 A+++ 能源標準

產品規格

全崁式機型需搭配門板

機體尺寸
H818xW596xD550mm
安裝尺寸
H820-900xW600xD550
門板尺寸
H670-820xW596mm
門板承重
1.5-10kg
用水量：11 公升
運轉分貝數：39dB
電壓：220V/60HZ
最大功率 / 電流量：2200W/10A
容量：13 人份 

ESL8523RO $64,000售價

Dishwasher 全崁式洗碗機

產品特色

・獨家 Flexi Spray Arm 衛星環型噴射水臂

・AirDry Technology 多重風乾科技

・WaterSave 省水技術

・獨家 QuickPlus 30 分鐘 60 度快速洗程

・FlexiWash 上層柔洗下層強洗雙重洗程

・AutoFlex 智慧洗程自動偵測裝載及決定

    最佳洗滌設定

・XtraPower 加強 40% 沖洗力

・雙色投影洗程指示

・XXL 超大裝載量

・TimeSaver 省時管家

・AutoOff 自動關機功能

・MyFavourite 我的最愛

・SmartFit 雙軸絞鏈系統，免切踢腳板

・42dB 極靜節能之變頻馬達

・5 種水溫 &7 種洗程 :AutoFlex 45-70 ° C

     洗程、 30 分鐘 60° C 快洗、強力洗程

     70 ° C 、經 濟洗程 50 ° C 、精緻洗程

     45 ° C 、上層柔洗下層強洗、預洗

・籃架：SoftSpikes、SoftGrips 玻璃軟

    柄放置架、可折疊碗盤架、獨家餐具

    抽屜架

・1-24 小時預約啟動功能

・Floating Switch 防漏水系統

・按鍵式控制介面

・可接熱水進水 ( 水溫最高 60℃ )

・洗碗機內部燈

・濾網自清功能

・軟化鹽、亮潔劑不足顯示

・適用洗碗錠

・歐盟 A+++ 能源標準

機體尺寸
H818xW596xD550mm
安裝尺寸
H820-900xW600xD550mm
門板尺寸
H670-820xW596mm
門板承重
1.5-10kg
用水量：11 公升
運轉分貝數：42dB
電壓：220V/60HZ
最大功率 / 電流量：2200W/10A
容量：15 人份 

產品規格

11

615 42

全崁式機型需搭配門板

新品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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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體尺寸 : H818xW596xD550mm
安裝尺寸 : H820-880xW600xD550mm 
用水量 : 9.9 公升
運轉分貝數 : 42dB
電壓 : 220V/60HZ
最大功率 / 電流量 : 2200W/10A
容量 : 13 人份 

ESL5360LA $39,000售價

Dishwasher 全崁式洗碗機

產品規格

9.9

413 45

DishWasher 崁入式洗碗機

產品特色

・AirDry Technology 多重風乾科技

・雙色投影洗程指示

・QuickPlus 30 分鐘 60 度快速洗程

・AutoFlex 智慧裝載偵測及最佳洗程設定

・TimeSaver 省時管家

・AutoOff 自動關機功能

・1-24 小時預約啟動功能

・4 種水溫 &6 種洗程 :AutoFlex 45-70 ° C

     洗程、30 分鐘快洗 60 度、 強力洗程

     70度、經濟洗程50度、精緻洗程45度、

     預洗

・籃架：可調式上籃架＋杯架、

     固定式下籃架、SoftSpikes

・Drytech 烘乾系統

・按鍵式 LCD 控制介面

・可接熱水進水 ( 水溫最高 60℃ )

・防漏水系統

・軟化鹽、亮潔劑不足顯示

・適用洗碗錠

・歐盟 A+++ 能源標準

・SmartFit 雙軸絞鏈系統，免切

     踢腳板

全崁式機型需搭配門板

新品上市

機體尺寸 : H818xW596xD575mm
安裝尺寸: H820-880xW600xD550mm
用水量 : 9.9 公升
運轉分貝數 : 47dB
電壓 : 220V/60HZ
最大功率 / 電流量 : 2200W/10A
容量 : 13 人份 

ESI5525LAX $39,000售價

Dishwasher 半崁式洗碗機

產品特色 產品規格

・AirDry Technology 多重風乾科技

・QuickPlus 30 分鐘 60 度快速洗程

・AutoFlex 智慧裝載偵測及最佳洗程設定

・TimeSaver 省時管家

・AutoOff 自動關機功能

・1-24 小時預約啟動功能

・My Favorite 我的最愛

・4 種水溫 &6 種洗程 : AutoFlex 45-70 ℃

    洗程、50℃經濟洗程、70℃強力洗程、

    45℃精緻洗程、Quickplus30 分鐘 60 ℃

     快速洗程、預洗

・籃架：可調式上籃架＋杯架、

     固定式下籃架、SoftSpikes

・按鍵式 LCD 控制介面

・可接熱水進水 ( 水溫最高 60℃ )

・防漏水系統

・軟化鹽、亮潔劑不足顯示

・適用洗碗錠 

・歐盟 A++ 能源標準

9.9

13 45
5

半崁式機型需搭配門板

528-598

116

新品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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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4620RAX $34,000售價

Dishwasher 45cm 半崁式洗碗機

產品特色

・獨家 Flexi Spray Arm 衛星環型噴射水臂

・QuickPlus 30 分鐘 60℃快洗

・FlexiWash 上層柔洗下層強洗

・AutoFlex 智慧裝載偵測及最佳洗程設定

・AutoOff 自動關機功能

・1-24 小時預約啟動功能

・MyFavorite 我的最愛

 ・4 種水溫 & 6 種洗程：AutoFlex 45- 70 ° C

    洗程、50℃ ECO 洗程、45℃精緻洗程、

    70℃強力洗程、Quickplus 30分鐘60℃快洗、

    預洗

・洗碗機內部燈

・濾網自清功能

・剩餘時間顯示

・軟化鹽、亮潔劑不足顯示

・按鍵式 LCD 控制介面

・可接熱水進水 ( 水溫最高 60 ° C)

・歐盟 A++ 能源標準

機體尺寸
H818xW446xD570mm
安裝尺寸
H820-900xW450xD550mm
用水量
9.9 公升
運轉分貝數
46dB
電壓
220V/60HZ
最大功率 / 電流量
2200W/10A
容量
9 人份

產品規格

9.9

4
45 9 46

半崁式機型需搭配門板

DishWasher 洗碗機

・AirDry Technology 多重風乾科技

・獨家 Flexi Spray Arm 衛星環型噴射水臂

・獨家 QuickPlus 30 分鐘 60 度快速洗程

・FlexiWash 上層柔洗下層強洗雙重洗程

・AutoFlex 智慧洗程自動偵測裝載及決定

    最佳洗滌設定

・XtraDry 加強烘乾

・XtraPower 加強 40% 沖洗力

・XXL 超大裝載量

・TimeSaver 省時管家

・AutoOff 自動關機功能

・MyFavourite 我的最愛

・5 種水溫 &7 種洗程 : AutoFlex 45- 70 ° C

    洗程、30 分鐘 60 度快洗、強力 洗程 70 度、

    經濟洗程 50 度、精緻洗程 45 度、 

   上層柔洗下層強洗、 預洗

・籃架：SoftSpikes、SoftGrips 玻璃軟

     柄放置架、可折疊碗盤架、獨家餐具

     抽屜架

・1-24 小時預約啟動功能

・Floating Switch 防漏水系統

・觸控式 LED 控制介面

・可接熱水進水 ( 水溫最高 60℃ )

・洗碗機內部燈

・濾網自清功能

・軟化鹽、亮潔劑不足顯示

・適用洗碗錠

・歐盟 A+++ 能源標準

機體尺寸 : H850xW596xD610mm
用水量 : 11 公升
運轉分貝數 : 40dB
電壓 : 220V/60HZ
最大功率 / 電流量 : 2200W/10A
容量 : 15 人份 

11615

ESF8820ROX $66,000售價

Dishwasher 獨立式洗碗機

產品特色 產品規格

新品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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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L7845RA
$88,000售價

上拉式洗碗機

DishWasher 洗碗機規格說明

ESL5360LA
$39,000售價

全崁式洗碗機

ESL8523RO
$64,000售價

全崁式洗碗機

洗碗機
規格說明

技 術 規 格

機體尺寸 mm H818xW596xD550 H818xW596xD550 H818xW596xD550

安裝尺寸 mm H820-900xW600xD550 H820-900xW600xD550 H820-880xW600xD550

用水量 11 公升 11 公升 9.9 公升

噪音值 39dB 42dB 42dB

電壓 220V/60Hz 220V/60Hz 220V/60Hz

消耗功率 2200W 2200W 2200W

電流量 10A 10A 10A

馬達 變頻 BLCD 變頻 BLCD 變頻 BLCD

面板形式 觸控式 按鍵式 按鍵式

容量 ( 人份 ) 13 15 13

洗程 / 水溫 5 種水溫 / 7 種洗程 5 種水溫 / 7 種洗程 4 種水溫 / 6 種洗程

快速 60℃ 30 分鐘 /60℃ 30 分鐘 /60℃ 30 分鐘 /60℃

自動 45-70℃ ● ● ●

FlexiWash 洗程 ● ● -

經濟洗程 50℃ ● ● ●

強力洗程 70℃ ● ● ●

精緻洗程 45℃ ● ● ●

預洗 ● ● ●

內 部 規 格 

餐具抽屜 ● ● -

可調整式上層籃架 ● ● ●

杯架 ● ● ●

下層籃架 ComfortLift 專利上拉式 ● ●

玻璃器皿軟柄放置架 ● ● ●

特 色  

獨家特色 衛星環型水臂 衛星環型水臂 -

投影指示 投影鐘 ● ( 紅、綠 ) ● ( 紅、綠 )

延遲功能 ● (1-24 小時 ) ● (1-24 小時 ) ● (1-24 小時 )

防漏水系統 ● ● ●

烘乾系統 AirDry Technology 
多重風乾科技

AirDry Technology 
多重風乾科技

AirDry Technology 
多重風乾科技

自動關機功能 ● ● ●

TimeSaver 省時管家 ● ● ●

我的最愛 ● ● -

歐盟能源效率 A+++ A+++ A+++

產地 義大利 義大利 波蘭

ESI4620RAX
$34,000售價

半崁式洗碗機

ESF8820ROX
$66,000售價

獨立式洗碗機

技 術 規 格

機體尺寸 mm H818xW596xD575mm H818xW446xD570 H850xW596xD610

安裝尺寸 mm H820-880xW600xD550 H820-880xW450xD550 -

用水量 9.9 公升 9.9 公升 11 公升

噪音值 47dB 46dB 40dB

電壓 220V/60Hz 220V/60Hz 220V/60Hz

消耗功率 2200W 2200W 2200W

電流量 10A 10A 10A 
馬達 變頻 BLCD 變頻 BLCD 變頻 BLCD

面板形式 按鍵式 按鍵式 觸控式

容量 ( 人份 ) 13 9 15

洗程 / 水溫 4 種水溫 /6 種洗程 4 種水溫 /6 種洗程 5 種水溫 / 7 種洗程

快速 60℃ 30 分鐘 /60℃ 30 分鐘 /60℃ 30 分鐘 /60℃

自動 45-70℃ ● ● ●

FlexiWash 洗程 - - ●

經濟洗程 50℃ ● ● ●

強力洗程 70℃ ● ● ●

精緻洗程 45℃ ● ● ●

預洗 ● ● ●

內 部 規 格 

餐具抽屜 - - ●

可調整式上層籃架 ● ● ●

杯架 ● ● ●

下層籃架 ● ● ●

玻璃器皿軟柄放置架 ● ● ●

特 色  

獨家特色 - 衛星環型水臂 衛星環型水臂

投影鐘 - - -

延遲功能 ● (1-24 小時 ) ● (1-24 小時 ) ● (1-24 小時 )

防漏水系統 ● ● ●

烘乾系統 AirDry Technology 
多重風乾科技 Drytech 烘乾系統 AirDry Technology 

多重風乾科技
自動關機功能 ● ● ●

TimeSaver 省時管家 ● ● ●

我的最愛 ● ● ●

歐盟能源效率 A++ A++ A+++

產地 波蘭 波蘭 義大利

ESI5525LAX
$39,000售價

半崁式洗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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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favourites look ne wer for longer

Washer Dryer 洗脫烘衣機

洗脫烘衣機
伊萊克斯洗脫烘衣機幫你打理衣物，

可靠的專業技術讓你完全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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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洗脫烘

變頻馬達
變頻馬達在 95% 的洗程時間中都會持續運作，
能夠縮短約 20% 的洗衣時間，讓您可以在短時
間內洗完更多衣物 !

60℃ 棉質洗程比較 ( 一般馬達 v.s 變頻馬達 )

節省 21% 時間

三超：超低耗損、超長壽命、超低噪音

V.S
一般馬達

150分鐘
變頻馬達

119 分鐘

Washer Dryer 洗脫烘衣機

省水、省時、省電

獨家專利太空浮球設計
OKO 獨家綠能洗滌科技 -> 強力省水省電
採用太空浮球設計，運用優勢技術有效精準控
制耗水量，降低水資源浪費。相較傳統同級品
省水 15%，內建變頻馬達極靜耐用，有效省電
45%。只需使用少量洗滌劑，即可擁有良好的
清潔效果，達到超級雙省效果 !

洗程管家
一指靈：任您彈性調整洗滌時間
先選擇合適洗衣程序後，再以 Adjust Time 及 Delay 
Start 自行調節合適的洗衣時間，省時又節能。

獨家蒸氣循環防過敏技術
衣物防皺、 99.9% 抗菌去塵蟎， 衣物更加
舒適親膚 !

獨家蒸氣清新
啟動蒸氣清新行程，讓衣物在蒸 氣中翻
滾，30 分鐘輕鬆搞定皺巴 巴的衣物，讓衣
物煥然一新 !

用 水 量 能 源 消 耗 洗 滌 劑 用 量

OKO 洗滌科技 較傳統省 15% 較傳統少 45% 少

傳統洗滌科技 高 高 高

水位

排水幫浦

水位

Oko-ball
太空浮球

排水幫浦
有效控制水流
超級雙省 !

傳統洗滌科技 OKO 洗滌科技

Water Level

Drain Pump Drain Pump

Water Level

全天洗衣
深夜洗衣需求 ! 怎麼辦 ?

˙ 多種炭化物合成，永久防鏽，不易卡垢
˙ 強度比鋼鐵堅硬三倍，更具有極優秀的
     避震及減噪效能

Electrolux 專利材質註冊商標

專利炭纖維洗衣外筒
特殊材質：堅固耐用、品質保證

˙ 在高速脫水時，自行啟動內置衣物平衡系統。
˙ 只要偵測到衣服側聚單邊而不平衡時，會立即自動平衡做出調
     整，讓洗衣筒內的衣物均勻分佈， 便可避免衣物纏結，達到最
     棒的脫水效果，同時更能減低機身震動及噪音。讓深夜洗衣不
     再尷尬 !

1. 脫水時完全不會打結
2. 有效降低機體共振現象，增加機器使用壽命

更佳的脫水低噪音，讓您充分享受愉悅的洗衣時光。

採用 Automatic Balance Clothes
自動平衡衣物技術

讓衣物之間不再糾糾纏

讓您幾乎忘記在洗衣

全天靜音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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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乎想像
大容量

歐規
乾衣容量
8kg

日規
濕衣容量
12kg

擁有乾衣 12kg 洗衣 / 脫衣容量、乾衣 8kg
烘衣容量，衣物再多、被單再厚實也不怕 !

Washer Dryer 洗脫烘衣機

IEC A-10% ( 較 A 級標準再節能 10%)

SG WELS 3 TICKS ( 新加坡政府水量 
效率標準最高等級 ) － 8L/Kg

洗淨 A、烘乾 A、省水 A、節能 A+

歐洲最佳省水等級

新加坡最高省水等級

榮獲歐洲 4A+ 等級

卓越節能大賞

獨家洗滌
烘衣技術

給衣物三『不』保證 : 不糾結、不拉扯、不縮水！
提供比傳統手更細緻的洗衣過程！比手洗更呵護您的
衣物 !

烘乾效果最佳 !
烘出有如太陽光照射的被單 ( 舒適、殺菌、去塵蟎 )

洗脫烘一機搞定 !
三機一體，幫您實現洗衣、脫衣及烘乾一次輕鬆完成，
創造舒適的居家大空間 !

獨家柔洗技術
Gentle Drum
滾筒內部微小孔洞設計，
水流能快速通過滾筒，溫
柔洗淨寶貝衣物；密集的
孔洞設計，在滾筒高速轉
動時，防止衣物過度拉扯，
給衣物手洗等級的呵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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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萊克斯
洗脫烘衣機
Q&A
洗脫烘三機一體幫您實現洗衣、脫衣及烘乾一次輕鬆完成，創造
舒適的居家大空間。

按最大衣物量洗滌可以使水和能源得到高效利用。對於髒汙程度
嚴重的衣物，應適當減少衣物量。

盡量把衣物 / 被單 / 被子攤開，均勻分佈於洗衣桶內，亦可
盡量把不同大小的衣物放進洗衣桶，幫助洗衣及脫水效率，
亦避免放入單一或過量衣物。伊萊克斯洗脫烘衣機自動平衡
衣物技術，在高速脫水時會自動啟動，讓洗衣桶內的衣服均
勻分布，降低機身振動及噪音。

由於上蓋板拆掉後，洗衣機的水氣和熱氣會散發出來，容易
造成櫃體的損傷，所以一定要加裝一個不鏽鋼上隔板。

洗脫烘滾筒需定期進行清潔，步驟如下： 

1 應清空滾筒內的衣物。
2 選擇溫度最高的棉質織物洗衣程式。
3 使用正常用量的洗滌劑。 

Q1 選擇洗脫烘的好處是什麼 ?

Q2 滾筒洗衣機的最大衣物量建議為何 ?

Q3 滾筒洗衣機衣物該如何擺放 ?

Q5 為什麼不能拆除洗脫烘上蓋板 ?

Q4 洗脫烘滾筒該如何清潔 ?

棉麻織物 裝滿滾筒，但不能 塞得太滿

化纖織物 不超過滾筒容量的 一半

精緻織物和羊毛織物 不超過滾筒容量的 三分之一

Washer Dryer 洗脫烘衣機

EWW12853 $41,999售價

洗衣

烘衣

Washer Dryer 洗脫烘衣機

產品特色

・OKO 太空浮球洗滌科技：45% 節能、     

     15% 省水

・獨家蒸氣循環技術：衣物防皺，烘出如太  

     陽光照射的被單 !

・ 99.9% 防過敏蒸氣：衣物舒適親膚 !

・獨家柔洗技術：給衣物手洗等級的呵護 !

・變頻馬達設計 - 極靜耐用

・時間管家設計：輕鬆掌握衣物洗滌時間

・洗衣 / 剩餘時間顯示

・Carboran 炭纖維材質底盤 & 外筒

・兒童安全鎖

・XXL 滾筒門：方便放置與取出衣物

・獨家乾衣防震系統

・獨家烘衣技術：不糾結、不拉扯、不縮水

・純羊毛標誌認證

・6 段轉速選擇 : 1200/800/600/400/ 不脫 

     水 / 純沖洗 ( 不脫水 )

・9 種洗程選擇：棉質 / 一般髒汙 / 精緻衣

    物 / 寢具 / 羊毛柔洗 / 清新蒸氣 / 脫水 /

     漂洗 / 節能

・ 2 種烘衣選擇：合成纖維 / 棉質

・3 段烘乾程度：加強烘乾 / 晾乾 / 熨乾

・6 種洗衣溫度 : 90℃ /60 ℃ /50℃ /40 ℃ /

    30℃ / 冷水

・歐盟 4A+ 節能等級

・榮獲金質省水標章

・需搭配滾筒式專用洗衣精使用

     註：・排水管高度一定要高於機身 90cm 以上
               ・採崁入式安裝時，不能移除上蓋

機體尺寸

H850xW600xD585mm

洗衣容量

8kg

脫衣容量

8kg

烘衣容量

5kg

電壓

220V/60HZ 

電流

10A

最高轉速

1200RPM

最大功率 / 電流量

2100W/10A

產品規格

8
5

kg

kg

585mm

850mm

600mm

·僅供尺寸示意，實際內容以實機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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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od 油機

油機
Hood
為完美的料理創造完美的
用餐氣氛

創新的排煙設計
讓油機可以為你牢牢抓住油煙，
不讓它溜進廚房。

簡單且直覺的觸控設計
讓你可以輕鬆操作油機，一切
都掌握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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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萊克斯油機
Q&A

ㄧ般而言，家庭料理的排油煙機至少 600 m³/ ｈ以上的吸力，
Electrolux 油機擁有 800m³/ ｈ以上的烹飪吸力，有效吸附烹煮
過程中的油煙，減少油煙吸入體內的機會。另外，Electrolux 油
機採 4 段式風速選擇，可依據您的烹飪類型，挑選適合的風速，
以降低馬達的耗能。

安裝高度太高，會使油機集油能力不佳；安裝高度太低，則會影
響烹飪時的視線。因此，最佳的安裝高度應距離爐具檯面 60~80
公分左右，才是較適中的安裝高度。排煙管則越直、越短，排煙
效果越好。因此，最佳的排煙管長度應盡量不超過 6 公尺，而排
煙管的轉彎應盡量不超過 3 個，以免降低油機的吸力效果。

機體清潔可使用微濕的抹布和中性清潔劑擦拭；油網則可使用小
蘇打粉或中性清潔劑以熱水刷洗 ( 清洗前請將油網浸泡至少 20
分鐘 )，或以洗碗機清洗效果更佳。使用頻率高者（每天使用或
採用重油烹飪者），建議每二週清潔一次；使用頻率低者（每週
一次或採輕油烹飪），則建議至少一個月清潔一次。

烹飪後不應立即關閉油機，應持續運轉至少 5 分鐘，以達到油機
較完全的淨化效果。您可以選擇具有延遲關閉功能的油機，使用
完會持續運轉，讓廚房內不會殘留油煙，讓室內空氣更清新。

Q1 排油煙機吸力多少才夠 ?

Q2 排油煙機該如何安裝 ?

Q3 機體及油網該如何清潔 ?

Q4 烹飪後，廚房如何不殘留油煙 ?

Hood 油機

油網尺寸

掛壁式 90 公分：278x301mm

掛壁式 120 公分：285x301mm

電壓

110V / 60Hz

噪音值

44-67dB 

・四段風速

・電子式控制介面

・5 層複合結構油網可拆可洗

・內附活性碳濾網

・15 分鐘延遲關閉裝置

・30 小時油網清潔提醒

掛壁式尺寸圖

EFC924SAT 90
EFC224SAT 120

$33,000
$36,000

售價
售價

掛壁式 90 公分
掛壁式 120 公分

Range Hood 油機

產品特色 產品規格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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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Accessory

Accessory 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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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級的設計
頂級的材質
多層材質特色

鍋蓋

中間為三層鋁

外部為磁性鋼

內部為 304 不鏽鋼

鍋底 把手

確保熱能可以快速均勻傳導至整個鍋具表面，
節省料理時間與能源。

304 不鏽鋼
最安全的頂級材質，不鏽鋼鍋
蓋能完全密合，防止食材中的
水氣蒸發。

極佳的熱傳導，導熱比不鏽鋼快 14 倍。

在感應爐受熱上有更優越的表現，且
易於清理。

最常被用來製作高級食用器皿的材質，
衛生安全、易清理、抗腐蝕。

獨家多層材質，適用各種爐具
平坦的鍋底讓鍋具能完全貼附
於爐具表面，確保熱能轉換與
傳導的最高效率，獨家多層材
質除了最佳化感應爐性能外， 
也適用於各種爐具。

304 不 鏽 鋼， 耐 熱 至 250 ° C
可以耐熱至 250° C，可以放入
洗碗機清洗，亦可放入烤箱烹
調，方便又實用 !

鍋身多層材質，完美結合

Cookware 鍋具

伊萊克斯鍋具
Q&A
隨著國人越來越注重健康，加上層出不窮的食安問題，越來越多
人選擇使用最無健康疑慮的不鏽鋼鍋具，不鏽鋼無塗層、不易變
質，加上五層鋼的設計，讓導熱速度變快，耐用、安全、快速導
熱等特性，衛生安全又耐用。

購買新鍋後先使用少許清潔劑將鍋面清洗乾淨，再裝入 8 分滿的
水，加 2 湯匙食用油用中火煮開，再轉小火煮沸 4~5 分鐘，將
水倒掉後以小火讓鍋內水滴自然烘乾，加入 2 匙食用油潤開放
涼，完成上述養鍋步驟能讓鍋具更好使用。

不鏽鋼鍋搭配伊萊克斯洗碗機清洗，方便又省力，但要注意不沾
平底鍋組不可以放入洗碗機清洗 ! 若無洗碗機，可以使用以下清
潔方式：

1  不鏽鋼鍋具可用小蘇打清洗，常保鍋具如新，當然也可以購買
    不鏽鋼專用的清潔劑來清潔保養。
2  食材燒焦的話，可以將食材取出後加入水煮沸，熄火後浸泡一
    段時間，就可以去除沾黏焦黑的食材。
3  建議使用軟布或是軟性海綿清洗鍋具，鋼刷與菜瓜布會讓鍋具
    產生細紋，失去原有的鏡面光澤。
4  料理完畢可以利用餘溫倒入一些水，之後就可以很方便清洗乾淨。
  

Q1 伊萊克斯創意大廚系列鍋具材質，有何特別之處？

Q2 新鍋子買回家後該如何養鍋？

Q3 鍋具該如何清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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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KLSP01 $12,000售價

Stock Pot 不鏽鋼湯鍋

・容量大且深度夠，可以輕鬆烹調

    大型魚類、肉類及義大利麵

・鍋內有刻度標示，可以精確掌握

    鍋內食物份量

・獨家多層材質設計

・完美搭配伊萊克斯感應爐

・可選購義大利麵專用內鍋配件

鍋具直徑 (cm)：24
鍋具高度 (cm)：19
容量 (L)：9
內部材質：304 不鏽鋼
把手材質：304 不鏽鋼
適用於各種爐具

產品特色 產品規格

E9KLSA01 $9,000售價

Sauce Pan 單柄小湯鍋

・適合加熱、攪拌、 熬煮與蒸煮

・鍋內有刻度標示，可以精確掌握

     鍋內食物份量

・獨家多層材質設計

・完美搭配伊萊克斯感應爐

鍋具直徑 (cm)：22
鍋具高度 (cm)：9
容量 (L)：3
內部材質：304 不鏽鋼
把手材質：304 不鏽鋼
適用於各種爐具

產品特色 產品規格

E9KLCS01 $7,000售價

Conical Pan 深煎鍋

・適合煎炒與油炸

・錐形設計讓接觸面積更大，加快

     烹調速度 

・鍋內有刻度標示，可以精確掌握

     鍋內食物份量

・獨家多層材質設計

・完美搭配伊萊克斯感應爐

・可選購深煎鍋用篩網配件

鍋具直徑 (cm)：22
鍋具高度 (cm)：9
容量 (L)：2
內部材質：304 不鏽鋼
把手材質：304 不鏽鋼
適用於各種爐具

產品特色 產品規格

E9KLPS01 $7,600售價

Pasta Insert 義大利麵專用內鍋

・深度足以讓您在夠大量的水中

     烹煮義大利麵

・加熱時湯汁呈現漩渦狀，不需

     翻攪也不黏鍋，烹調更輕鬆

・適用於不鏽鋼湯鍋

直徑 (cm)：24
材質：304 不鏽鋼

產品特色 產品規格

Cookware 鍋具

E9KLFP01 $7,000售價

Frying Pan 平底鍋

・適合炸、炙燒、煎、表面上色等

     多種烹調方式

・低身鍋具設計與細緻底部設計，

     加速熱傳導，熱能分布更均勻

・獨家多層材質設計

・完美搭配伊萊克斯感應爐

鍋具直徑 (cm)：28
鍋具高度 (cm)：5.5
容量 (L)：9
內部材質：304 不鏽鋼
把手材質：304 不鏽鋼
適用於各種爐具

產品特色 產品規格

E9KLLC01 $11,500售價

Low Casserole 平底燉鍋

・適合悶煮、水煮、燉湯、煎炒等

     多種烹調方式

・獨家多層材質設計

・完美搭配伊萊克斯感應爐

鍋具直徑 (cm)：30
鍋具高度 (cm)：7.5
容量 (L)：4.5
內部材質：304 不鏽鋼
把手材質：304 不鏽鋼
適用於各種爐具

產品特色 產品規格

E9KLFPS2 $7,800售價

Aluminum Pan Set 不沾平底鍋組

・適合炸、炙燒、煎、表面上色等
     多種烹調方式

・鋁製不沾鍋是最佳的熱傳導體，確保
     快速加熱與熱能傳導速度的一致性

・不沾塗層為 杜邦認證的高品質塗層，
     不含全氟鋅酸銨 (PTFE-PFOA free)

・獨家多層材質設計

・完美搭配伊萊克斯感應爐

・不可放入洗碗機與烤箱使用

鍋具直徑 (cm)：26/30
鍋具高度 (cm)：5.5/6
內部材質：鋁
把手材質：304 不鏽鋼
適用於各種爐具

產品特色 產品規格

E9KLCS01A $3,500售價

Chinois Colander 深煎鍋用篩網

・錐形設計與精緻孔洞的設計，適用

     於過濾醬料、湯、卡士達醬等質地

     滑順的食物

・適用於深煎鍋

直徑 (cm)：22
材質：304 不鏽鋼

・鍋具產品不屬於伊萊克斯 3 年保固服務範圍中

產品特色 產品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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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品 尺 寸

鍋具直徑 Φcm 24 22 22 28

高度 cm 19 9 9 5.5

容量 9 3 2 -

材 質

外部材質 磁性鋼 磁性鋼 磁性鋼 磁性鋼

內部材質 304 不鏽鋼 304 不鏽鋼 304 不鏽鋼 304 不鏽鋼

顏色 不鏽鋼 不鏽鋼 不鏽鋼 不鏽鋼

其 他

鍋內刻度標示 Y Y Y X

附鍋蓋 Y Y X X

把手 2 1( 長柄 ) 1( 長柄 ) 1( 長柄 )

配件（非附贈） 義大利麵專用鍋 - 深煎鍋用篩網 -

E9KLSP01 E9KLSA01 E9KLCS01 E9KLFP01
$12,000 $9,000 $7,000 $7,000售價 售價 售價 售價

不鏽鋼湯鍋 單柄小湯鍋 深煎鍋 平底鍋

創意大廚
系列鍋具
規格說明

Cookware 鍋具

產 品 尺 寸

鍋具直徑 Φcm 30 26     30 24 22

高度 cm 7.5 5.5      6 - -

容量 4.5 -          - - -

材 質

外部材質 磁性鋼 鋁塗層 不鏽鋼 不鏽鋼

內部材質 304 不鏽鋼 杜邦認證塗層
不含全氟鋅酸銨 304 不鏽鋼 304 不鏽鋼

顏色 不鏽鋼 香檳 不鏽鋼 不鏽鋼

其 他

鍋內刻度標示 X X X X

附鍋蓋 Y X X X

把手 2 1( 長柄 ) 2 1( 長柄 )

配件（非附贈） - - - -

E9KLLC01 E9KLFPS2 E9KLPS01 E9KLCS01A
$11,500 $7,800 $7,600 $3,500售價 售價 售價 售價

平底燉鍋 不沾平底鍋組 義大利麵專用內鍋 深煎鍋用篩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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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ory 烤箱類配件

Wire shelf $1,200售價

烤架

・用於放置炊具、蛋糕盤及烘烤

・適用蒸烤箱、烤箱及蒸爐

配件尺寸
466x385mm
配件 PNC
944 189 361

配件特色 配件規格

$1,500售價

平板烤盤

・用於放置蛋糕和餅乾

・適用蒸烤箱、烤箱及蒸爐

配件尺寸
466x385x22mm
配件 PNC
387 885 5208

配件特色 配件規格

$2,800售價

法式西點烤盤

・用於蛋捲、扭結餅及小鬆餅

・適用於蒸氣烹飪功能

・適用蒸烤箱、烤箱及蒸爐

配件尺寸
463x385x8.8mm
配件 PNC
902 979 399
備註
表面褪色不會影響其功能

配件特色 配件規格

Baking tray

Patisserie 
tray

Roasting pan $1,500售價

深烤盤

・用於烘烤或當作收集油脂的托盤

・適用蒸烤箱、烤箱及蒸爐

配件尺寸
466x385x40mm
配件 PNC
387 885 6206

配件特色 配件規格

SousVide
Bag

Oven
cleaning
spray

Kitchen timer

$1,800售價

真空包裝袋

・SousVide 真空包裝袋

・專業級真空包裝袋，可耐熱至 120 ℃

     (12 0℃ 高溫加熱不可超過 30 分鐘 )，

     可儲存、醃漬、真空烹調、微波

配件尺寸
25 入 (20x30 cm)
25 入 (25x35 cm)
配件 PNC
9029793941

配件特色 配件規格

$600售價

烤箱腔體清潔噴霧

・完美的清潔烤箱內腔、烤盤與烤架 容量
250ml
配件 PNC
902 979 307

配件特色 配件規格

$800售價

計時器

・60 分鐘計時器 配件 PNC
902 979 236

配件特色 配件規格

Telescopic
Runners

$4,000售價

烤架延伸軌道配件

・全展烤架延伸軌道

・蒸烤箱、蒸爐、烤箱加購配件

配件尺寸
H42xW383xD14mm
重量
0.9kg
備註
一組兩支滑軌可適用同一層烤架

配件特色 配件規格

（一組）

配件產品提供 1 年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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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inite Grill $10,000售價

感應爐專用鐵板烤架配件

・本產品提供 1 年保固

・易清表面

・雙把手設計

・可用於燒烤、煎炒、燉煨、表面上色等

     多種烹調方式

・適用於具前後爐橋接功能感應爐

配件尺寸
H59xW518xD238mm

配件特色 配件規格

Glass
Ceramic
Hob Scraper

$360售價

玻璃陶瓷刮刀

・可以輕鬆清潔廚房裡的食物殘渣和頑固

     的污漬

產品 PNC
902 979 231

配件特色 配件規格

Infinite Wok Set 
(E: Motion)

$10,000售價

感應爐專用中式炒鍋爐架配件

・本產品提供 1 年保固

・爐架為鍍鉻鋁合金材質，不受感應

     爐加熱

・炒鍋為不鏽鋼材質，加熱快速

・專為亞洲烹調習慣設計

・絕美彎曲弧度，雕塑風格優雅造型

配件尺寸
炒鍋直徑 340mm
適用尺寸
20cm 以上感應爐烹飪區

配件特色 配件規格

Accessory 爐具類配件

配件產品提供 1 年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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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ory 冰箱類配件

Air Filter

Air Filter

$700

$500

售價

售價

崁入式冰箱空氣濾網

獨立式冰箱空氣濾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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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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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FD19V9QS、MRAD19V9QS、     

     EW28BS87SS

產品 PNC
2425871015

產品 PNC
405517509

配件特色

配件特色

配件規格

配件規格

配件產品提供 1 年保固

洗滌類配件 Accessory

Laundry
Pedestal with 
Drawer

$6,800售價

・適用洗脫烘衣機

配件尺寸
H310xW600xD610mm
配件 PNC
919090361

滾筒底座

配件特色

配件規格

伊萊克斯滾筒底座將洗脫烘衣機墊高，符合人體工

學設計，放置與拿取衣物更輕鬆便利 ! 此外，滾筒

底座內部大容量，是儲藏各式洗滌配件的好幫手，

隨時維持洗衣間乾淨整齊 !

滾筒底座
Laundry Pedestal 
with Dra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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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ass Basket Degreaser

Descaler

Dishwasher Salt

Fresh Plus

$1,500 $400

$500

$300

$400

售價 售價

售價

售價

售價

精緻紅酒杯架 洗碗機除油清潔劑

洗碗機 / 洗衣機除垢劑

洗碗機軟化鹽

洗碗機氣味清新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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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碗機除油清潔劑 : 200g 

・洗碗機除垢劑 : 200g

・洗碗機軟化鹽 : 1kg

・氣味清新錠 : 2 包

・每個芳香劑大約可使用 50 個洗程

配件尺寸
D330 x W220x H260mm

配件 PNC
902979241

配件 PNC
902979269

配件 PNC
902979226

配件 PNC
902979290

配件特色 配件特色

配件特色

配件特色

配件特色

Dishwasher 
Care and 
Maintenance Kit

$1,500售價

洗碗機清潔保養組

・洗碗機除油清潔劑 - 徹底清除洗碗機

     內的油汙與食物殘渣

・洗碗機除垢劑 - 特別針對水質較硬的區

     域，除垢可以確保洗碗機的最佳效能

・洗碗機軟化鹽 - 軟化水質，不僅洗淨碗

     盤，更確保碗盤亮晶晶

・氣味清新錠 2 包 - 有效去除洗碗機內腔

     體內異味

洗碗機除油清潔劑 : 200g
洗碗機除垢劑 : 200g
洗碗機軟化鹽 : 1kg
氣味清新錠 : 2 包

配件特色 配件規格

配件規格 配件規格

配件規格

配件規格

配件規格

Accessory 洗滌類配件 Accessory 洗滌類配件

Cultery Basket $1,200售價

餐具籃架

・適用獨立式、崁入式洗碗機 配件 PNC
902979235

配件特色 配件規格

配件產品提供 1 年保固 配件產品提供 1 年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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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n 圖標

Oven/Steam Oven

Hob

Coffee Machine

Dishwasher

Fridge/Freezer

Washer Dryer

42

DRY
TECH

15

9.9

255

蒸烤雙重（25% 蒸氣）

披薩烘烤

含溼度旋風烘烤

麵包烘烤

強力上火燒烤

快速預熱功能

食物探針

防手紋不鏽鋼塗漆

份數

用水量

噪音值

節能功能

溫度數
上下火烘烤

解凍

下火烘烤

上火烘烤

保溫

觸控式面板

單杯咖啡製作

附專用咖啡壺

蒸氣清潔

咖啡同時雙杯製作

濃淡度選擇

熱水供應

無霜設計

急速冷凍

容量

購物模式

節能蒸烤：烹調中使用
最少的能源 ( 需自行設
定烹調時間 )

FreeZone 自由擺放，
鍋具任您放 !
任您擺 ! 任感應 !

PowerSlide 
極速快滑段數變換

Power Boost 超大功率
使用感應爐也能大火快炒 !

節能烘烤：烹調中使用
最少的能源 ( 需自行設
定烹調時間 )

計時器功能：倒數
計時、計時提醒

烹飪區數量

環型觸控

全隱藏介面

滑動觸控

觸控式面板

14 段火力設定

LCD 螢幕

適用炒鍋

兒童安全鎖功能

瓦斯爐自動偵測
熄火安全裝置

Drytech 烘乾系統 :
能快速冷凝濕熱蒸氣，
讓洗碗機內部空氣乾燥。

變頻馬達設計：節能省電

直覺式觸控設計

獨家直噴潔淨系統

時間管家：
輕鬆掌握衣物洗滌時間

獨家蒸氣循環技術：
衣物防皺，烘出如太陽光
照射的被單 !

99.9% 防敏蒸氣：
衣物舒適親膚 !

我的最愛功能：
記憶自己最愛的行程

XXL 滾筒門：
方便放置與取出衣物

ComfortLift 
全球獨家上拉式籃架

ComfortRails 
籃架自動回歸

AirDry 旋風烘乾科技 

獨家衛星環形水臂

軟柄杯腳扣設計

軟柄放置杯架

投影鐘 TimeBeam
智慧顯示洗程時間 負載量自動感應

全天洗衣，極致寧靜

真空包裝 ( 食材凍齡保鮮 )
+ 專業蒸氣低溫調理概念

TFT 滑動式全彩觸控螢幕

內建智慧食譜，
一鍵完成專業料理，
您也是專業廚師 !

專業溫控設計
蒸氣及溫度
隨心所欲精準調控 !

旋風 + 強力上火烘烤

加大旋風風扇

自動提醒蒸氣自清功能
內建 4 種自清行程，
清潔保養毫不費力 !

純蒸（100% 蒸氣）

蒸烤雙重（50% 蒸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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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ility 永續發展

永續發展
藉由創新，伊萊克斯朝著建立
永續標準與更加節省資源的目
標前進

新科技是改善能源效率的關鍵

道瓊永續指數 
DJSI

伊萊克斯在永續經營方面有著優越的成
績，已連續 5 年被 DJSI 列為永續企業
領導者，在環保、節能與社會關懷等層
面位列全球 2500 強企業前 10%。

永續發展是伊萊克斯的策略核心。基於
消費者洞察，我們發展了更創新的科
技，並且提供了節水節電的產品。

Henrik Sundstrom
伊萊克斯
永續發展部副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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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門市：章記衛廚
地址：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號
電話：��-�������
信箱：service@cbk.tw

台南生活館：永昕衛廚
地址：台南市南區健康路二段���號 
電話：��-�������
信箱：service@ysbk.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