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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項 請務必遵守下列注意事項

為了防止對使用者或他人造成危害，或財產損失，請務必遵守下面說明的事項。
■錯誤的使用方法將造成生命財產不同程度的危害與損失，以下區分說明。

警告 注意

警告

傷害

傷害 火災

  

      ●本體請不要沖水或泡水。
        ‧本體內有帶電零件，進水易引起觸電。

           ●絕對禁止私自分解、修理、改造
修理（消耗零件的更換除外）相關事

● 請勿損壞電源線、插頭
．加工、過度的曲折、扭曲、拉伸、重
物壓迫、靠近發熱器具等均易造成電源
線、插頭損壞。

．電壓超出額定電壓時，易造成異常發

熱。

 ●手濕時請勿拔取插頭

 ●電源插頭務必確實插入插座

．損壞的插頭，鬆動的插座請不要使用

●請定期清除電源插頭上的灰塵

刀具高速運轉
●使用時，請放置在小孩觸摸不到的地方

●刀具未完全停止運轉時，請勿將手指、湯匙、筷子等非調理物品放入果汁機中。

。
。

的防止

的防止

 

        ● 異常故障發生時請立即停止使用
       （否則可能發生火災、觸電、受傷）
．電源插頭和電源線異常發熱
．電源線破損，接觸時電流的導通不良
．本體變形、異常發熱
．使用過程中有異常音
．果汁杯有裂痕發生
請馬上拔除電源插頭，停止使用，速洽購買時
之經銷商或服務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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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請與購買時之經銷商或服務站聯繫。

．濕氣等會造成絕緣不良
 電源插頭拔取後用乾布擦拭

異常
故障例

      本產品請勿提供下列人員（包括兒童）使

用，如：體力、視覺、智能等較弱的人，或者使

用經驗及知識缺乏的人。除非負責他們安全的人

員能給予監督或說明指導如何使用本產品。

請注意不要讓兒童玩耍。

不使用時，請放置在小孩拿取不到的地方 

有可能導致死亡或重傷的事項。 有可能發生人身傷害或損壞財
產的事項。

        ●請勿使用超過110V電源電壓。



■針對務必需要遵守的事項，用以下符號予以區分說明。

禁止事項 務必做到的事情

注意

●不可將熱度超過60度的材料放入果汁杯內
不可使用超過60度的熱水清洗或用火進行
烘乾。
不可在容器及杯蓋沒完整裝置的情況下啟
動。

   ●請勿長時間持續不間斷的操作。

        ●請勿攪拌如下材料：
           ．堅硬的食物或粘稠的物質
           ．冷凍食品
           ．乾燥食品及硬質或帶骨肉品

   緊急處理方法
●發生異常時（燒焦味等）請立即停止使用，並

拔除電源插頭，若繼續使用，可能因發熱引起
火災或觸電等危險。

●發生異常時，應速洽購買時之經銷商或服務站，
請勿自行進行修理工作，修理不善是引起火災
及觸電的原因。

●若電源線損壞時，請速聯絡就近的服務站，由
服務人員進行更換，以避免危險。

      ●將電源插頭從插座拔除時請握住電源
插頭端部，將其拔出，不可拉取電源線。

●不使用時請將電源插頭從插座拔除

 

●請在乾淨、乾燥的硬質平台上操作本產
品。

●移動果汁機前，必須先將開關確實關閉
後將電源插頭拔除。

 

 

 ● 使用產品前，確保操作旋鈕在「0」
的位置。

●更換附件或接觸運轉的部件前，請關閉
本產品並斷開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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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 的防止火災

傷害 的防止

            連續操作時，請務必遵守4分鐘運轉2分
    鐘停止。



第一次使用本裝置之前，請清洗所有部件。（P7）

上蓋

果汁杯（容器）

一格刻度約
250ml

墊圈

刀具

杯座

本體

操作旋鈕

電源線

電源插頭

內蓋

最大容量約
1,5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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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轉

零件名稱



安全鎖定保險栓

安全鎖定的設計目的是為防止在未置妥容器時就開啟

果汁機。

請勿使用任何工具或棒狀物體等推動安全鎖定的保險栓。
組裝中，當果汁機杯座背面的滑塊被壓住時，馬達將不會
運轉。

正確組裝容器和容器刀座。
設置後，應確保果汁機杯座背面如同圓○中所顯示。

保險栓

杯座

保險栓

杯座

如果馬達承載的負載過大，便會啟動其保護裝置，自動使馬達停止操作。
您可以採取下列所述的步驟來重新啟動馬達運轉。

將操作旋鈕旋轉至「0」的位置 將容器中的材料減量至一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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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保險栓都未突出。 一個以上的保險栓突出。
→ 重新安裝容器。

1 2 3

重新開始操作。
當不轉動時，
請再次進行步驟   和步驟   。

安全鎖定

斷路器保護裝置



當攪拌完成後，將操作旋鈕旋轉
至「0」的位置。
電源插頭從插座拔除。

逆時針旋轉，從本體上取下果汁
杯。倒出材料。
拔出電源插頭時，不要拿電線，
而應握住插頭端部，再將其拔出。

將電源插頭插上。
用手按住上蓋，然後將操作旋
鈕旋轉至「1」或「2」的位置
。

加入材料或調味料時，應握穩
容器後再拆下/裝上內蓋。
如上圖所示加入材料。

1

3

212 3

將果汁機杯座逆時針方
向旋轉取下。

將果汁杯順時針方向旋
轉裝上。
．正確裝好墊圈，以使
容器牢固、防止材料洩
漏。

。

．將果汁杯組立放置於
本體上後，請勿
汁杯

取下果
，否則馬達

將材料放入果汁杯內，然後將
杯蓋蓋上。

請將杯蓋完全蓋緊，以免材料
飛出。將果汁杯置於本體上。

順時針轉動果汁杯，將其鎖定。

拆卸 組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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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不會運

1

2

4

5

6

3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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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汁機的使用方法
1500

2

馬鈴薯

每次操作不可操作超過  分鐘，必需停止  分鐘，再操作。24



注意：

‧清潔之前，務必拔出電源插頭。

‧在對刀具進行處理時，應多加小心。

‧若要清潔部件，請使用冷水或溫水及軟海綿。

‧請勿使用清潔劑、鋼刷，或其他具研磨性的清潔材料或器具。

‧請勿使用烘碗機或洗碗機。

‧杯蓋和容器內壁可能會隨使用情況而發生輕微變色。

然後充分地清洗、擦乾。

使用柔軟濕布將本體擦淨。

用流水沖洗刀具，並用毛刷小心地進行清洗。

電源供應
額定功率

額定工作時間

容器容量
容器材質
尺寸

（高×寬×深）
重量

110V ～ 60Hz

約40.0×20.0×24.4公分

約2.1公斤

235W

持續運轉
(以運轉4分鍾，停止2分鍾的方式重復操作)

最大容量1,500毫升
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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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方式

規格

容器和塑膠部件

刀具

本體

‧請勿使用酒精等揮發性溶劑擦拭本體表面。

使用柔軟海綿在冷水或溫水中清洗各部件。



0800-098800

579
(02)2223-5121

2010 Panasonic Taiwan Co.,Ltd. All Right Reserved

03 9380004 85
03 8323841 153
089 323184 184
02 24292958 1 272
02 27457390 233
02 28850435 4 22
02 23091008 229
082 324963  231
02 82267500 57
02 22802579
03 3014782   629
03 5259817 152
03 267132 46

04 24720117 280
04 25266091 487
04 7266511 208
049 2351291 1 300
05 6323428 214
05 2852710 70
06 6322970 339
06 2228681 6
06 9273051 377
07 5559839 322
07 6262868 75
08 7352212 429

Panasonic.com.tw

10
21 100

製

是否有
以下情
況發生
呢

電源插頭或者電源線異常發熱。
電源線上有損傷或者出現接觸不良情況。
本體變形，異常發熱。
使用過程中異常旋轉，並且有異常音。
果汁杯的裂痕發生。

發生這些情況時，
為了避免發生事故，
請停止使用，從插座
上拔下電源插頭，與
Panasonic服務站聯繫
修理。

愛情點檢 對您長期使用的全能果汁機進行點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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