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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用
一•本保證書需蓋經銷商章及註明商品型號、購買年月日，方屬有效。
二•保證期間内，凡購買日期未填寫、塗改、日期不實者，以本產品製
造或進口之日起計算。
三•自購買日起一年内，在正常使用狀態下發生故障時，本公司（憑本
保證書及購買發票或購買證明）免費保證維修。
四•超過免費服務年限必須更換零件時，依本公司收費標準收取零件材
料費。如係調整修理，則酌收技術維修費。
五•保證期内，如有下列情形本公司酌收（修理材料費）。
1. 未能出示保證書及購買發票或購買證明者。
2. 使用不當或自行拆修改造者。
3. 天災•地變•電擊及異常電壓•電壓不符規定或摔落損壞者。
4. 外觀因使用不當而污損者。
5. 本產品保固僅限於台灣地區(電源規格:110V∼ 60Hz)使用。
六•需用郵寄或貨運方式寄送修理時，其費用由顧客自行負擔。
七•本保證書如遺失恕不補發，請妥善保管，謝謝惠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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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虎牌服務專櫃： 請洽全國各大百貨公司虎牌專櫃或
台南總公司，台北分公司，台中分公司，台南直營店，高雄直營店
詳細地址請就近洽詢下方各服務中心或至官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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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上的注意事項
在使用前請仔細閱讀並嚴格遵守

* 此注意項目為事前防止對使用人及他人造成危險或財產損害所標示，內容攸關於安全性的問題，請務必遵守。
* 貼在本體上的注意貼紙請勿撕下。

以下標示是防止疏忽注意事項並將其誤用時所產生的危險與
損害的程度區分。

警告

表示「誤用時可能導致使用人死亡或
受傷」的內容

注意

禁止

*1: 重傷是指失明、負傷、灼傷( 高溫·低溫 )、觸電、骨折、中毒等所遺
留後遺症狀，以及須住院治療或須長期至醫院檢查的情況。
*2: 傷害是指必須住院治療或須長期至醫院檢查的負傷及灼傷、觸電等
情況。
*3: 物體損害是指房屋、家產及家畜、寵物等擴大損害的情況。

記號代表警告、注意。具體
的注意事項會標示在記號中或
在附近以圖文標註。

禁止分解

請勿沾濕

當產品異常時，請立即停止使用。
若繼續使用，可能造成火災、觸電或受傷。

以免引起短路、觸電或故障。



·拔除電源後仍然有間歇供電的狀況。

請格外留意以免造成觸電或受傷。

·溫度異常過高或有焦味。
·其他異常與故障。

本電器不預期供生理、感知、心智能力、
經驗或知識不足之使用者 ( 包含孩童 ) 使
用 , 除非在對其負有安全責任的人員之監
護或指導下安全使用。

請立即拔下電源插頭並聯絡購買店家進行檢
修。

注意
記號代表此行為請務必實
行。具體的指示事項會標示在
記號中或附近以圖文標註。

指示

不使用時請將插頭拔下。

使用前請清除異物與污漬。

以免造成受傷、燒燙傷、觸電或短路引起的火
災。

使用時若淺盤上、深鍋中、加熱盤或遮熱板有
異物或污漬，容易造成異常發熱，導致餐桌燒
焦或故障等情況。

拔取插頭

拔下插頭時，請確實握緊插頭拔出。

使用中請隨時注意。

以免造成觸電、短路或火災。

以免烹煮造成火災。

請將插頭確實插緊插座。

請使用本產品專用的電源線，請勿將本產
品電源線轉移它用或使用其他產品電源線。

以免引起觸電、短路、冒煙或起火。

以免造成故障或火災。

請勿在未裝置好淺盤或深鍋的情況下進行
通電。
以免造成燒燙傷或火災。

以免造成火災、觸電、受傷。

插頭及插座如有損傷，請勿使用損壞的電
源線或是鬆脫差不牢的插座。

請勿使用交流 110V 以外的電壓。
此產品使用在其他任何電壓下可能造成火災
和觸電。

請勿在同一插座上同
時插上數個插頭使用。

請勿將罐裝或瓶裝產品直接加熱。

以免造成火災。

以免因產品破裂或溫度過高導致燒燙傷等意
外。

以免引起觸電、短路或火災。

請勿將本產品使用於烹煮以外任何用途。
此產品請單獨使用在 15A 以上的電源插座。

手濕請勿插／拔插頭。

如與其他電器並用電源插座，可能造成插座過
熱導致火災。

以免引起觸電或受傷。

請勿使用破損電源線，並且不要讓電源線
破損。
(保護電源線，
請勿施以外力、
放置於高溫處、
拉扯、
扭轉、
束起、
承載重物、
夾住等)以避免火
災或觸電。
若電源線損壞時,必須從製造商或其原廠服務
處取得的原廠電線或配件加以更換。

若插頭上有灰塵附著，請仔細清除。
以免引起火災。



(異常範例)
·電源線或插頭異常發熱。

請勿使嬰兒或幼童誤食插座。

記號代表此行為是禁止的。
具體的禁止事項會標示在記號
中或在附近以圖文標註。

警告
請勿改造。
請勿讓非技術人員分解或修理。

請勿將產品主體或電源線浸泡水中或用水
澆淋。

記號說明

表示「誤用時可能導致使用人受傷害
或物體損害」的內容

注意

警告

請勿在加熱盤上放置，淺盤或深鍋原產品
配件以外的其他鍋具或盤子。

以免造成火災。

以免造成火災、觸電或故障。

請勿緊靠牆壁或傢俱。

請勿用
濕手觸碰

孩童應受監護，以確保孩童不嬉玩電器。
以免導致燙傷、觸電或受傷。

請勿油炸料理。
以免引起火災。

當您將上蓋蓋上煮水或煮湯，請注意別讓
水或湯沸騰後溢出。

蒸氣與高溫可能損害牆壁或傢俱導致掉色或
變形，也可能引起產品故障或引起火災。

以免造成觸電、短路、火災、燒燙傷或故障。

請勿在下列之處使用本產品：
·不耐熱的桌子、推車或塑膠材質上
·報紙或其他紙類附近
·塌塌米或地毯上
·不平穩處
·容易被水濺及處
·窗簾附近
·火源附近
·支架無法支撐本產品處(如三腳火爐架)
以免造成火災、觸電、故障、退色或髒污。

使用中打開上蓋時請小心蒸氣。
以免造成傷燙傷。

使用中及使用後，請勿觸摸高溫部分如上
蓋、淺盤、深鍋或加熱盤。
禁止觸碰

以免造成燒燙傷。由於上蓋的把手非常燙，請
勿徒手觸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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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上的注意事項

注意
長時間加熱後，請勿徒手觸摸上蓋把手。
合成樹脂部分將會變的很燙，請勿觸摸以免造
成燒燙傷。

使用中請勿放置淺盤或深鍋。同樣的，使
用中也不可移開淺盤或深鍋。

為能永續使用，請務必遵守
上蓋把手或深鍋把手若有鬆動，請務必將
把手背面的螺絲鎖緊。
如把手鬆脫可能造成燒燙傷或受傷。

可能造成鍋本體燃燒及淺盤變形而導致故障。

鎖緊

˙ 除烹煮火鍋食材外，請勿將深鍋以瓦斯爐加熱。

當鍋體溫度過高時或電源線尚未拔除時，
請勿搬動淺盤或深鍋。

使用瓦斯爐加熱深鍋油炸食物將造成深鍋高溫變形。

鎖緊

鎖緊

要將深鍋從瓦斯爐搬移時，請務必使用防
熱手套。
請勿直接徒手觸摸高溫的把手以免造成燒燙
傷。

深鍋在瓦斯爐上加熱時，請勿使用大火及
加熱超過10 分鐘。
長時間加熱會導致深鍋的把手熱燙，易釀成災
害。

請待鍋體冷卻後再進行清潔。
以免觸摸高溫部份而造成燒燙傷。

掉落或施以重擊可能造成故障。

˙ 請勿將鍋本體或淺盤至於瓦斯爐上。

以免造成燒燙傷。

以免造成燒燙傷或火災。

˙ 請勿以堅硬的物體撞擊鍋體。

˙ 請勿空燒深鍋或淺盤。
否則容易造成深鍋加工表面或是把手部分發生損壞或
變形。

˙ 使用中請勿堆疊淺盤或深鍋。
如遮熱板掉色或失去光澤請勿繼續使用。

以免造成刮傷、故障或無法加溫。

請立即更換以免造成過熱、燒到桌子或故障。

˙ 請勿使用金屬製的刮刀或刀子。
本電器為家用或類似用途，如下列所示。
·商店、辦公室及其他工作環境之員工廚房區
域。
·農莊。
·旅館、汽車旅館及其他居住型環境之住戶。
·提供床鋪及早餐型式之環境。
·民宿型態之環境。

請勿將本產品整機清洗。

產品本體上所標示之符號為〝注意：熱表面。〞

此電器不得浸水，可能導致短路和觸電。

使用中或剛使用完畢，請勿接觸產品高溫部
分，避免造成人員燙傷。

以免造成塗層表面受損或侵蝕。

˙ 請勿將高溫淺盤或深鍋直接接觸鍋本體。
高溫可能造成鍋本體變形。

˙ 請勿將高溫上蓋置於塑膠製品或桌子等處。

˙ 請勿以本產品長時間存放食物或湯汁。
可能造成深鍋及淺盤受侵蝕以及不沾塗層表面脫落。

˙ 上蓋是採用耐熱玻璃製，但為避免上蓋玻璃破裂損
壞，請避免以下行為：
˙請勿部份加熱上蓋。
˙請勿將上蓋直接接觸火源。
˙上蓋未蓋妥時請勿使用本產品。
˙請勿重擊上蓋。
˙上蓋高溫時，請勿沖水冷卻上蓋。
˙請勿使上蓋受損。(請勿以金屬粉末或鋼刷清潔上
蓋。)

˙除非必要否則請勿過度鎖緊螺絲。
˙ 淺盤及深鍋表面，背面經過加工處理，請勿使用容
易對鍋體造成傷痕的餐具、去污粉，硬性材質等器
具刷洗。
˙ 將深鍋裝入鍋本體或取出時，因底部 ( 黑色吸熱加
工處 )，接觸面為金屬材質關係，較易造成刮傷，
但無礙於使用品質。
˙ 使用完畢後，請儘速做清潔動作，以免因殘渣或是
湯汁久置，導致淺盤及深鍋加工表面腐蝕或剝落。
( 酸和鹽份是造成腐蝕的原因 )

以免造成表面燒痕。

請勿將阻塞鍋體底部的排氣口。
以免造成觸電、短路、火災或故障。



電器不得藉由外接計時器或分離遙控系統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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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位名稱
鍋本體元件
遮熱板
加熱盤

上蓋把手

請勿直接觸摸。

上蓋

插頭銜接處
波形盤
溫度調節桿
電源線

把手
深鍋

鍋體用插頭

插座插頭

連接鍋體插頭銜接處。

連接供電插座。

表示部
指示燈
時間急迫時可用瓦斯爐加熱深鍋。

請注意
· 使用中或使用後請勿移動深鍋以免造成燒燙傷。
· 淺盤與深鍋不適於 IH 調理爐 ( 電磁爐 ) 加熱。
· 上蓋為深鍋專用。
請勿使用於波形盤。

使用中因溫度調整關係指示燈會亮起，
並於到達預設溫度後熄滅。指示燈明滅
取決於烹調溫度控制。

請注意
· 加熱前請務必將深鍋置於瓦斯爐中央。
· 請勿空燒深鍋。
· 調整瓦斯爐火力請勿大火，以免燒及把手造成
受損。
· 由於加熱後把手高溫，請不要徒手觸摸並使用
防熱手套。
· 請勿在瓦斯爐上加熱深鍋超過10 分鐘。加熱時
間過長將導致深鍋熱燙，易釀成災害。
· 使用前務必蓋好上蓋。



當初次使用本產品或久未使用本產品
將本產品從盒中取出並移除包材。
以清水沖洗上蓋、淺盤和深鍋。(請參考第10頁)
初次使用或長期間未使用時，請先將上蓋、淺盤以及深鍋用清水清洗過後，用乾淨的布將深鍋背面
黑色吸熱出擦拭乾淨後再使用。擦拭完後，布上有時會附著黑色塗料，此情形不影響產品品質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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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使用方法

放入淺盤或深鍋。

[ 使用波形盤時 ]

4

請依據烹煮的食物調整溫度調節桿，
將淺盤或深鍋預熱後即可開始烹煮。

1

使用後

將溫度調整桿調至「關」。

· 清潔過後，將本產品置於專用收納箱中。
收納的方法都已經記載在箱子上。
· 如不將本產品置於專用收納箱中，請依下述方式疊
放：鍋體，深鍋，再來是波形盤。疊放時請在中間
各放一張紙以保護各器具。直接疊放可能造成不沾
塗層表面或內部的遮熱板受損。

達到預設溫度可能需時10分鐘左右( 無上蓋的情況下 )。
[ 新品初次通電 ]
初次通電時可能產生一些煙霧及焦味，隨著每次使用
將會逐漸減少。
[ 烹煮火鍋食材 ]
將清水或湯煮沸，打開上蓋，加入食材烹煮。
* 將食材放入的時候，請注意添加的水量，以避免湯汁
和食材從深鍋溢出。
[ 使用深鍋時 ]

保存方式

紙

溫度調整桿

2

波形盤

將插頭從插座拔下。
紙

溫度調節桿

請勿留任何殘餘物在淺盤或深鍋中。
否則可能造成不沾塗層沾黏。因此請務必清除燒焦的
殘餘物或醬料，再開始烹煮。( 請參考第10 頁 )

操作時的指示燈與聲音提示

置入前請確認

· 使用中因溫度調整關係指示燈會亮起，並於到達預
設溫度後熄滅。指示燈明滅取決於烹調溫度控制。
· 若有喀吱聲響，此為加熱盤預熱擴張的聲音，非屬故障。

淺盤或深鍋不可放置在加熱的遮熱板上。

避免食物燒焦
烹煮前
請塗一點油在淺盤或深鍋的表面上。

請注意
完全清除淺盤、深鍋、加熱盤或遮熱板上的水或異物。
以免造成燃燒或火災。

2

請注意
淺盤、深鍋、遮熱板冷卻之前請勿觸摸。
以免造成燒燙傷。

以清水濕潤淺盤或深鍋

保溫
將溫度調節桿調至「保溫」。然而若保溫時間太長，食
物可能會變乾並失去原來的口感。

溫度說明
牛排、日式燒肉、鐵板燒、炒菜、炒飯
煎餃、炒麵、煎魚、漢堡 ( 低溫運作 )
炒蛋、千層煎蛋、鬆餅、法國吐司
食材保溫

溫度調節桿

讓淺盤或深鍋稍微冷卻，在溫度微
溫時，可以先以紙巾清除燒焦的食
物殘渣。待完全冷卻後即可移除淺
盤及深鍋。

· 請務必拔下電源線。

* 烹煮火鍋食材後，請清除殘餘的醬汁。

清除燒焦的食物殘渣再開始烹煮。

烹煮範例

確認溫度調節桿被設為「關」。

3

深鍋

大約溫度
240
200
160
保溫

* 上述溫度為未使用上蓋時鐵板表面的溫度。
* 保溫溫度大約為攝氏70到90度。

請注意

3


將插頭正確地插入鍋體插頭銜接處
以及插座。

· 使用中請勿放置淺盤或深鍋。同樣的，使用中也不可
移開淺盤或深鍋。以免造成燒燙傷。
· 鍋本體冷卻之前請勿移動淺盤、深鍋和鍋本體。淺
盤和深鍋還在鍋本體中時也不要移動淺盤或深鍋。
淺盤與深鍋可能會從鍋本體上掉落。
· 淺盤或深鍋若是傾斜置入時，容易造成淺盤或深鍋
的溫度無法上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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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方法

有關其他維修、售後服務、請務必委託本公司指定的保修人員。

使用過後請隨時清潔

a 如有污漬，請將波型盤或深
請注意
鍋至於溫水中 ( 約 1小時 )。
· 請勿使用有害物質，如稀釋
b 使用清水或溫水沾濕的海綿
劑、清潔劑、漂白劑、金屬刷、
沾稀釋的去汙劑，再將去汙
尼龍刷和化學抹布。
劑沖洗掉。
· 請勿使用洗碗機、烘碗機或
c 以乾布將水擦乾。初次清潔
沸水清潔。
淺盤時，可能會有一些塗料
· 請勿過度刷洗淺盤或深鍋。
殘留，請以餐巾紙清除即可。

深鍋

上蓋

a 使用清水或溫水沾濕的海綿
沾稀釋的去汙劑，再將去汙
劑沖洗掉。
b 以乾布將水擦乾。

鍋本體

當器具變髒，
請隨時清潔

a 將抹布以溫水浸泡，用力擰
乾並擦拭遮熱板、加熱盤
和鍋本體外部。
b 使用乾抹布將水擦乾。

電源線

請注意

請至全省虎牌直營門市洽購。

深鍋

電源線

合成樹脂部件 ( 不能夠再使用時 )
上蓋把手的合成樹脂部件接觸時有發熱現象或產生蒸
氣時就不能夠再使用了。

規格
額定電壓及
額定頻率
110V～ 60Hz

深鍋
外型尺寸＊2 (cm)
總額定消耗 溫度調節範圍
重量 電源線長度
加熱器
電功率
＊1 (°C)
寬度 深度 高度 深度＊1 (cm) 滿水容量＊1 (L) ＊1 (kg) ＊1 (m)
1100W

保溫~240

加熱盤 40.7 32.9 18.7

6.1

調理物嚴重燒焦。

3.5

檢查要點

對策

參照頁

是否使用延長線插座或多個插頭
共用一個插座？

請將鍋本體插頭銜接處與插座的插
頭插牢。

8

插頭是否沒有插牢？

請單獨使用15A以上的插座。

3

溫度調節桿是否在「關」的位置？

請依食材份量調節溫度調節桿的位
置。

8

淺盤或深鍋是否搖晃或偏向一
邊？

請將淺盤或深鍋在鍋體上確實放
好。

8

淺盤上、
深鍋中或加熱盤是否有異
物附著？

移除附著的異物。

淺盤或深鍋表面是否確實清除乾
淨？是否仍有食物殘留？

清除殘餘物。

不沾塗層是否已剝落？如剝落會
造成食物燒焦。

即使不沾塗層剝落也對人體沒有傷
害，也對本產品的品質沒有影響。然
而如果您在意，可以聯絡虎牌零售
商購買。

5•10

是否已移除包材和保護材料？

使用前請先移除包材和保護材料。

7

狀況

· 請勿將鍋本體和電源線浸泡
水中或淋濕。
· 請勿用力擦拭鍋本體標籤
或印刷處。

購買消耗品和選購商品
上蓋

狀況

冒煙或異味。

使用乾抹布擦拭電源線。

波型盤

在送修前請確認。

深鍋的溫度無法上升。

拔下電源線等待冷卻之後再做清理。
只能使用廚房器具專用去汙劑 (碗盤和烹煮器材專用)。
只能使用軟性清潔用品如合成纖維或海綿。
波型盤

若發生故障疑慮

3.9

8

10

原因

上蓋把手合成樹脂處有髒汙
(破裂)。

鑄造合成樹脂時自然產生，不會影響產品品質。

某些塑膠區塊上出現線條或
波紋。

鑄造合成樹脂時自然產生，不會影響產品品質。

淺盤或深鍋不平坦或變色。

長時間使用過後，烹煮用油會使淺盤或深鍋變色，不會影響產品品質。

淺盤上或深鍋中有刮痕。

安裝／移除淺盤或深鍋過程中可能造成塗層刮痕，不會影響產品品質。

不沾塗層剝落。

食物殘渣或不經意的使用可能造成不沾塗層剝落，
對人體沒有傷害，
不會影響產品品質。
然
而如果您在意，
或有變形或腐蝕等問題，
可以聯絡虎牌零售商購買。

冒煙或異味。

初次通電時可能產生一些煙霧及焦味，隨著每次使用將逐漸減少。

指示燈亮起但溫度沒有升高。

可能是故障狀況。請聯絡虎牌零售商進行維修。

使用時指示燈熄滅。

使用時指示燈明滅取決於烹調溫度控制。

操作中有「隆隆聲」或喀吱聲。

若有聲響，
此為電熱盤遇熱擴張的聲音，
非屬故障。

電源線發熱。

由於此產品消耗大量電力，
電源線產生發熱狀況，
非屬故障。

把手螺絲無法旋緊。

請聯絡您購買此產品的虎牌零售商

1.5

＊1 近似值
＊2 外型尺寸為放入深鍋及蓋上上蓋後的近似值。
＊ 除本說明書所寄載的設計規格之外，若有助於提昇功能而變更零件的情況下，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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