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電器設備時, 請遵守基本的安全相關規範
以確保機器正常運作及操作人員的使用安全

11. 請勿將機器置放在接近熱源的處所, 請遠離所有會產生熱度的處所!

12. 請勿在戶外無遮蔽處使用此機器!

13. 此機器僅用於烘培咖啡生豆, 請勿用在其他用途!

14. 請勿將咖啡生豆以外的物品, 放入機器中!

15. 烘培過程會產生高溫, 請勿讓任何易燃物質接近機器! 

16. 機器本身所搭配的電源線或插頭, 是針對此機器所使用的規格!   

    請勿嘗試改裝其他電源線或插頭! 可能會造成無法預期的災害!

17. 烘培過程中, 請勿嘗試以強迫且非建議的方式取出咖啡豆!

18. 烘培過程中, 請勿離開機器旁!

19. 請妥善保存機器及其他附屬配件!

20. 清潔機器時, 請勿使用金屬毛刷! 機器的零組件可能會損壞, 也可   

    能造成意外的觸電情形!

21. 使用機器前務必先檢查使用電壓是否正確, 並妥善接妥電線插頭!

    不使用機器時, 請將插頭拔離插座!

22. 此機器是針對咖啡生豆烘培所設計, 請勿使用於其他物品之烘培!

23. 請妥善保存此手冊!

 1. 請先閱讀此手冊內的所有內容

 2. 烘培過程中,請勿直接接觸機器上任何會發熱的表面!

    任何動作前請戴上防燙手套!

 3. 機器運轉中,請勿以外力迫使機器停止運轉, 若有任何問題或銀皮

    起火, 機器會自動停止!

 4. 在烘培過程中,建議您打開排油煙機或排風扇!

 5. 為避免機器損壞或觸電, 請勿將機器本體, 電源線, 放入水或其他液   

    體中!

 6. 在機器運轉中, 請禁止孩童接近或使用此機器!

 7. 不使用機器時或執行清潔動作時, 請將插頭從插座處拔離! 在一般狀

    況下,請等機器冷卻到安全溫度時, 再執行任何動作或清潔!

 8. 電源線或插頭損壞時, 請勿使用機器. 機器有任何異常情況時, 請勿

    持續使用此機器!若機器不慎摔落, 造成機器損傷時, 也切勿使用機

    器! 請先與原購買廠商或經銷商聯絡!

 9. 使用非原廠建議的附屬配件, 或改裝品,可能會造成使用上的危險及

    機器故障

10. 請勿將電源線接觸在尖銳的桌緣, 熱源, 或其他位置!

1.重要安全守則 1.重要安全守則

1 2





4.機器特點 5.主要元件

世界首創的3D滾動設計，使得咖啡豆在烘培室中是
3D立體翻攪，咖啡豆受熱更均勻！

烘培完成，自動強制送風，達到冷卻咖啡的作用！
同時促使咖啡豆開始釋放香氣

溫度控制採用電子式控制，精準達到各種不同烘培度的要求！

使用者可隨時增減烘培時間

烘培室採用可取出設計.方便您放入或取出咖啡豆，並
且方便清潔保養！

最大烘培容量是300g. 非常適合咖啡玩家及一般咖啡店
的少量烘培用途！. 

內建機器式及電子式超溫保護裝置，機器超過安全
溫度時.將自動切斷加熱器電源

外接式銀皮收集盒，將銀皮吹出烘培室外，避免咖啡
豆吸收銀皮燃燒的雜味，且方便銀皮清理

熱風來自一組鋁合金外殼的的加熱模組，提供持續及穩
定的熱能供應

採用透明耐熱玻璃的烘培室，讓您隨時可以清楚觀察
咖啡豆的烘培情形.

獨特的外殼設計，擺在咖啡店或器具專賣店中，
絕對會吸引顧客的目光.

人性化結構設計，方便各項維修處理

65dB 超低運轉聲音，清楚掌控一、二爆時間

5 6

3D 立體翻攪設計3D 立體翻攪設計

前衛外型前衛外型

透明烘培室透明烘培室

熱風式烘培熱風式烘培

可取出設計可取出設計

靜音設計靜音設計

簡易的維修保養簡易的維修保養

銀皮收集盒銀皮收集盒

冷卻系統冷卻系統

烘培時間設定功能烘培時間設定功能

超溫保護程式超溫保護程式

烘培溫度設定功能烘培溫度設定功能

大型烘培室大型烘培室300g

烘培機本體 烘培室

大型銀皮收集盒 / 容量2公升
※此為選配配件

中型銀皮收集盒

烘培室專用腳座 咖啡豆量匙(約100g.) 使用者手冊



6.元件名稱及用途 6.元件名稱及用途

電源開關，時間及溫度設定，
時間及溫度顯示

安裝銀皮收集盒，以便收集銀皮

啟動烘培動作前，請確認已經
改好護蓋避免燙傷及其他意外
發生！

烘培室與此處緊密接合，熱風
亦由此處供應

大型 中型

安全護蓋

烘培室接合處

按下此固定栓，將烘培室由機
器本體取出（如：下方圖示）固定栓

控制面板

銀皮收集盒接合處

可以收集烘培過程中，咖啡豆脫落的銀皮銀皮收集盒

銀
皮
收
集
盒

安
裝
示
意
圖

提供烘培室良好的支撐，避免破損！烘培室腳座

將銀皮碎裂並撥入收集盒中. 活動葉片

烘培室

控制面板

機器本體

銀皮收集盒

※ 選配

1.時間設定,右:增,左:減

1.溫度設定,右:增,左:減

2.電源開或關 (按下旋鈕)

顯示烘培及冷卻溫度.

顯示烘培及冷卻時間.

時間設定旋鈕

溫度顯示幕

時間顯示幕

2.烘培啟動 或 冷卻啟動
及停止(按下旋鈕)

溫度設定旋鈕※ 詳細操作說明
請參閱

本手冊第11,12頁

7 8

烘培過程中，均勻攪拌咖啡豆. 攪拌片

電源按鍵

烘培啟停按鍵



7. 操作說明 7. 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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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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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培前準備事項1

1. 掀起護蓋，拇指壓下烘培室固定栓，緊握烘培室

把手，向上施力即可取出烘培室.

2. 將烘培室妥善置放在腳座上，並打開烘培室上蓋.

注意

注意

注意

注意

注意

烘培室外型是傾斜設計，請小心放置在

專用的腳座上，避免破損！

烘培量上限是300g，加入過多的咖啡生

豆，可能會造成烘培不均勻或起火燃燒

，或損壞機件功能！

請勿加入過量的咖啡生豆！

咖啡生豆中可能雜物(如：棉線，麻布袋纖維）

烘培前請仔細清除所有非咖啡生豆的雜物.

3. 一量匙約100g 

   在烘培室中加入適量的咖啡生豆

   亦可參考烘培室側面所示的烘培量上限指示

4. 關上烘培室上蓋，上蓋面向左方，將烘培室向下

安裝到本體上，並確認固定栓已經扣上！並稍微施

力向上拉動，確定烘培室已經裝置妥當！

安裝烘培室之前，請確認上蓋方向是

面向左方！ 

不正確的裝上烘培室，可能會造成機

器無法運作，甚至造成機件嚴重損壞.

5. 為確保機器能安全運作，請蓋上安全護蓋，並妥

善安裝銀皮收集盒.

請務必蓋上安全護蓋

烘培過程中，高溫的烘培室，可能會造

成燙傷．護蓋也可避免易燃物接觸烘培

室，造成起火！ 

烘培過程中，烘培室周圍會產生高溫，請戴上

防燙手套，並請將所有易燃物遠離機器．

孩童禁止操作此機器，且烘培過程中，操作人

員請勿離開機器旁邊，需全程注意烘培過程！

 沒有裝上烘培室就啟動機器，是非常危險的

請勿嘗試，以免造成災害！

※ 基於安全考量，請留意下列各點說明：

1 銀皮收集盒務必清潔乾淨

2 安裝烘培室之前．請清潔本體接合處的任何髒污或雜物

3 移除任何會阻礙烘培室運轉的雜物

4 務必在通風良好處使用此機器，烘培過程中可能會產生煙霧

5 移除機器周遭所有的易燃物品，並禁止孩童接近此機器

6 如情況允許，請先準備好滅火裝置，以備不時之需

"壓下"

請沿著軌道安裝烘培室.

( 正確 )

檢查烘培室左右兩端

( 錯誤)

銀皮收集盒 安全護蓋  烘培室腳座

固定栓

烘培量上限

巴西生豆

烘培量上限

 量匙 x2.5

在烘培前，銀皮收集盒務必清潔乾淨，並務必

使用原廠設計的收集盒，任意使用其他不合適

的替代品，將會造成不可預期的災壞！

請小心烘培室內部的金屬攪拌片，以免刮傷.

( 正確 ) ( 錯誤)

1

4

5

2

3



7. 操作說明 7. 操作說明

溫度顯示(紅色)

下壓

下壓

下壓

持續
下壓

下壓

旋轉

時間顯示(綠色)

旋轉

下壓

旋轉

電源供應及時間設定2

溫度設定及啟動烘培3

冷卻開始及停止 4

1. 請先確定您的機器所需的電壓規格(標示在機器底部)

並將插頭正確安裝在插座上.

台灣地區機種 所需電壓為- 110V, 60Hz
110V

2. 按下TIME(POWER ON) 時間設定旋鈕開啟電源

- 螢幕會顯示溫度及時間

- 2秒內是機器自我檢測，此時無法操作機器

3. 向右(或向左)旋轉旋鈕，可以改變時間設定 

    - 向右旋轉旋鈕,預設的時間是15分鐘(向右：增加，向左：減少)

    - 可設定的時間從0~30分鐘(每6秒為一單位)

    - 建議的烘培時間設定，請參閱手冊的第12頁

時間螢幕

溫度螢幕

烘培行程中: 顯示剩餘時間

冷卻行程中: 顯示已經進行的時間

交替顯示 →  顯示2秒:目前排風口溫度

            顯示1秒:設定溫度值(有小圓點)

顯示分鐘(十位數)
顯示分鐘(個位數)
顯示分鐘(0.1分=6秒)

顯示溫度(百位數)
顯示溫度(十位數)
顯示溫度(個位數)

1. 向右(或向左)旋轉旋鈕，可以改變溫度設定

    - 可設定的溫度從0~250度C (每1度C為一單位)

    - 建議的烘培溫度設定，請參閱手冊的第12頁

2. 按下TEMP(START) 溫度設定旋鈕開始烘培行程

3. 烘培過程中，延長烘培時間

- 向右旋轉時間設定旋鈕，可以延長烘培時間

1. 當設定的烘培時間倒數完畢時，會自動進入冷卻行程，直到溫度達到機器預設的安全溫度值60度C時

機器會自動停止運轉!

2. 強制中斷烘培 -  設定的烘培時間尚未結束，強制進入冷卻行程

3. 中斷冷卻行程

- 冷卻行程中按下 溫度設定旋鈕 1次

- 溫度達到溫度值100度C時，機器會自動停止運轉.

4. 強制停機

- 烘培行程中連續按下 溫度設定旋鈕 2次，再持續按住該旋鈕

直到上螢幕出現＂E＂為止

- 機器立即停止運作，但風扇能持續運作，直到安全溫度為止！ 

5. 連續烘培

- 烘培行程 → 強制停機 → 按下 溫動設定旋鈕 1次.

   → 機器回復原始待機狀態 (風扇會停止運轉)

- 戴上防燙手套，取出咖啡豆後，按照前面所敘述的準備步驟，即可再度執行烘培

※ 使用此方式時，務必全程戴上防燙手套！我們不建議一般咖啡玩家使用此方式！

- 烘培行程中按下 溫度設定旋鈕 1次

- 機器將立即進入冷卻行程，直到溫度達到機器預設的安全溫度值60度C時

機器會自動停止運轉.

11 12

螢幕
顯示
資訊

時間

溫度

溫度

時間

時間

時間

溫度

溫度



7.操作說明 8.烘培指南

取出咖啡豆及清潔5

1. 當烘培室停止轉動後, 掀起護蓋，拇指壓下烘培室固定栓，緊握烘培室

把手，向上施力即可取出烘培室.

什麼是烘培咖啡豆呢?

烘培度種類及           程度設定

1

2

3

4

固定栓

自動關機

!
注 意

!
注 意

此時烘培室溫度可能還處於高溫, 

為確保安全, 進行所有動作前,請

戴上耐熱手套, 以防燙傷!

2. 打開烘培室上蓋, 將咖啡豆倒在適當的容器中, 

並可使用風扇將咖啡豆冷卻到更低的溫度! 

3. 自動關機

當整個烘培行程結束後, 若一分鐘內, 使用者沒有

操作機器, 機器將自動切斷電源!

機器運轉中, 請勿中途拔掉電源插頭

可能會造成機器損壞, 或造成其他危

險情況!

(電力中斷的相關說明,請參閱手冊第

20頁中的說明)

4. 取出咖啡豆後,請清潔烘培室內部, 再將烘培室置

放在專用的腳座上!   烘培室清潔:請參閱手冊第18頁

中的說明!

極輕度烘培
(Light Roasting)

強酸性, 豆表成小麥黃棕色
生豆之清澀味尚存! 無明顯香氣

肉桂烘培
(Cinnamon Roasting) 微酸性, 豆表成肉桂色

美式風格

中度烘培
(Medium Roasting) 栗子色, 酸甜度平衡, 一般口味

美式風格

深度烘培
(High Roasting)  苦味稍強, 適合冰飲

城市烘培
(City Roasting)

源自紐約市,為目前最普遍的烘培度
適合大眾口味

全城市烘培
(Full city Roasting) 苦味稍強, 適合冰飲

法式烘培
(French Roasting)

苦味強, 強烈口感
豆表泛油

義式烘培
(Italian Roasting)  

苦味強無酸度
豆表接近碳色

 咖啡生豆並無法產生任何的口感或香氣, 但是生豆可長期保存, 並維持一定的品質水準! 

然而, 若要享受一杯香濃咖啡, 生豆必須經過適度的烘培! 烘培時的環境溫度約在200~250℃, 將生豆中所含的成份

轉變成我們所知的咖啡的酸味, 苦味,或者甜味及香氣!

烘培造成咖啡能產生各種的味道及香氣,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過程! 而烘培程度, 則取決於咖啡生豆本身的特性. 

適當的烘培程度可以增加咖啡的口感及增強香氣. 

一般而言, 烘培會將咖啡豆中的水份含量由 10% 降低到 1% 左右, 其他成份也會有變化, 例如: 脂肪由-12% 到16% 

, 糖份由 -10% 至 2%..., 但是咖啡因, 纖維素, 果膠卻是不變的! 生豆體積大約會增加1.5 ~2.0倍, 但是重量則會

減少20% 左右, 

而較深度的烘培, 則會降低酸度, 但苦味增加!  一般常用的烘培程度分為8類, 

烘培度 時間設定

12分 230度

13分 235度

14分 240度

15分 245度

17分 250度

19分 250度

21分 250度

23分 250度

溫度設定 特徵敘述

13 14

烘培室腳座

 以上僅供參考, 實際表現會因電壓,生豆種類, 環境溫度而有所差異!



9. 注意事項 9. 注意事項

!
提醒提醒

※ 使用機器前, 請先閱讀下列資訊

!
注意

!
注意

!
注意注意

!
提醒

!

每一個警示符號, 所標示的內容, 皆能幫助您正確及安全地使用此咖啡生豆烘培機.

程度分為＂注意＂, 及＂提醒＂, 分別表達以下意思:

此符號會出現在此手冊中許多重要的說明處, 請特別留意此符號下的說明項目! 

注意:表示不遵守此項說明, 可能會造成極嚴重的傷害或人身安全!

提醒:表示不遵守此項說明, 可能會造成機器本身嚴重的損壞!

請保持乾燥, 請勿將機器接近水源

機器進水會造成電路短路!

 使用此機器, 請遠離所有易燃物質或氣體!

 機器產生的溫度可能會點燃易燃物質, 或引發

易燃氣體爆炸!

請勿在潮濕的場所使用此機器, 可能會造成機器

嚴重損壞或造成人體觸電!

 請勿將機器放置在毛毯, 電毯或其他

毛毯類上使用, 可能會引起火災! 

 請勿使用任何金屬或其他材質的尖銳

物品, 企圖撬開或入機器!

可能會引發機器故障及電擊!

 請勿在陽光直接照射的場所, 或接近任何熱源的

 處所使用此機器

 請勿將機器放置在傾斜的桌面

!
注意注意

瓦

斯

瓦

斯

瓦

斯

噴
罐
噴
罐
噴
罐

稀
釋
劑

稀
釋
劑

稀
釋
劑

!
注意

!
注意

!
注意

!
提醒

 

!
提醒

 烘培室上下兩端為傾斜設計, 無法直接置放

在桌面上, 請使用專用腳座!

當取下烘培室後, 請將

烘培室置放在專用的腳座上! 

 不使用機器時, 請將插頭從插座處分離!

 雙手潮濕時, 請勿觸摸電源線及插頭, 可能會

造成觸電!

 請勿扭轉電源線及插頭或將電源線打結, 

可能會造成電路短路起火! 將插頭與插座

分離時, 請勿直接拉扯電源線!

請勿以任何方式去使用其他加熱源來加熱機器, 

將會造成機器嚴重損壞!

 請勿以紙張或膠帶阻塞機器本體上的

任何散熱孔或出風口!

烘培過程中, 若有異物不小心進入機器內, 

請立即拔掉電源插頭, 中斷烘培行程!

(烘培進行中, 按下面板上的電源按鍵是

無法立即停止機器運作的!)

 如果電源線或插頭損壞, 請洽合格的電器技師. 

或授權的經銷商, 更換新的電源線組!

機器運作時, 請勿使用其他電器在同一電力迴路上!

避免使用延長線, 若需使用延長線

請先確定延長線可以負載機器的電力需求!

15 16

面紙
紙張



9.注意事項 10. 機器保養及銀皮清潔

烘培後, 油汙會積存在烘培室內

請使用軟性清潔劑, 搭配毛刷或海棉, 適度清洗!

每次烘培完畢, 請確實清理收集盒. 避免下次烘培時產生濃煙或銀皮起火!

1. 將收集盒由本體取出

打開側方旋蓋,倒出銀皮

2. 使用軟毛刷清潔

銀皮收集盒

3. 使用軟性清潔劑, 徹底洗淨.並風乾, 已備下次使用! 

烘培室

銀皮收集盒

17 18

此濾網為消耗品
須定期更換

大型收集盒 中型收集盒

小孔處請用毛刷清理

海棉

海棉

大型收集盒
中型收集盒

!
注意

!
注意

!
提醒

!
提醒

!
提醒

!
提醒

清潔時, 請小心,以免手指割傷! 

!
注意

 咖啡烘培過程會產生油煙, 

排煙機或風扇是必要的!. 

勿拉扯,改變 

滅火器

 如果情況允許,亦請備妥滅火器!以備不時之需!

 請勿嘗試自行拆解或改裝機器

 若機器產生任何故障, 請勿自行維修, 

或更換零件!

請先參閱下頁的故障排除. 

並洽詢授權的經銷商! 
 烘培行程中, 請勿空手觸摸機器本體. 

任何動作, 請戴上防燙手套! 

啟動烘培行程前, 請先確定安全護蓋有

妥善關上, 避免燙傷! 

並禁止孩童接近或觸摸此機器!

 熱風出口的金屬片.在烘培後仍然可能處

於高溫,請勿以手觸摸!

 請勿重擊機器本體

或將機器從高處摔下! 會造成機器嚴重損壞!

 請勿拉扯 攪拌片上的活動葉片

 請勿試圖改變活動葉片的外型, 或其他改裝!. 

 請勿嘗試改變烘培室上下2片柵網的形狀! 



11. 故障排除 12.錯誤訊息及故障排除

緊急措施

錯誤代碼

機器無法啟動電源
 

生豆沒有被烘培
到合適的程度

油煙太多

排風孔阻塞

烘培室無法停止轉動

無法取出烘培室

無法安裝烘培室
到本體上

1.電源插頭是否正確裝置
  在插座上?
2.保險絲燒毀
3.不正確的動作

1.電壓不正確 
2.放入生豆的量太多
3.原設定的烘培度不適合
4.溫度及時間設定不適合
5.銀皮收集盒阻塞
6.使用其他加熱源

 

1. 濾網已經失效
(大型收集盒才有此濾網)
2. 烘培室及銀皮收集盒
   沒有清潔乾淨
3. 烘培度太深
4. 生豆量太多

1.烘培的生豆量太多
2.生豆原本處理不完全, 
銀皮或碎屑太多!
  

1.尚未冷卻到設定的溫度

1.沒有正確按下固定栓

1.烘培室左右方向錯誤,
或沒有正確地放置在
引導軌道上!

1. 正確地安裝插頭
2. 更換保險絲
3. 請先詳細閱讀手冊,再按下＂電源按鍵＂ 
再設定時間

 
1. 檢查使用電壓是否正確
2. 降低生豆的數量
3. 重新設定適合的烘培度
   (適用於數位機種)
4. 增加溫度或延長時間設定
5. 徹底清潔銀皮收集盒
6. 請勿使用其他加熱源

1. 清潔濾網所積存的汙垢, 或換新濾網
2. 徹底洗淨烘培室及收集盒內的油垢
3. 降低烘培度
4. 請至入適量的咖啡生豆

 
1. 請至入適量的咖啡生豆
2. 銀皮或碎屑太多的生豆, 需斟酌
降低每次的烘培數量.

1.機器烘培室的轉動,會自動冷卻到預設
的溫度後才停止
2.按下烘培啟停按鍵一次,滾筒會在100℃時
停止轉動!

1. 持續按下固定栓, 將烘培室向上方拉出 

 
1.烘培室上蓋應位於面對機器的左方
順著引導軌道向下押入, 直到固定栓
卡住為止!

錯誤產生,自動停機時 

戴上防燙手套, 將電源打開,等到烘培室轉到起始位置並停止轉動時, 將烘培室取出!

重新啟動機器, 檢查錯誤代碼是否存在! (※ 若烘培室沒有停止轉動,請勿強迫取出烘培室, 請直接拔除電源插頭)

電力供應異常,導致停機  

電力供應異常會導致機器自動停機, 此時烘培室仍然處於高溫狀態, 請小心將機器移到安全的場所, 使其自然冷卻 

(※任何動作前, 務必戴上防燙手套)

烘培室內起火

由於烘培室內的高溫, 可能引起烘培室內或銀皮收集盒內積存的油汙起火, 或銀皮著火!

請遵照以下步驟, 小心處理!  

若烘培室內起火, 首先請勿慌張! 請持續按住＂烘培啟停鍵＂,停止烘培室的轉動!

接著戴上防燙手套, 將烘培室取出, 放置載水槽中,或其他安全的地方!

(※移動烘培室時, 請小心燙傷!)

若銀皮收集盒內起火 - (收集盒材質可以承受高溫) 

收集盒內的銀皮燃燒後會迅速自然熄滅, 請勿慌張, 只需在旁留意即可! 

每3個月或 30次

自動停止的
預設溫度是60℃

第1組溫度感測器斷路或故障

第2組溫度感測器斷路或故障

排煙溫度超過255℃

烘培室轉動速度異常

第2組溫度感測器異常

烘培室內起火, 或其他情形!

不規折轉動
控制旋鈕故障 

加熱器電力斷路, 或燒毀 
風扇 或 感測器損壞!

第2段冷卻
預設溫度是100℃

徵兆 可能原因 處理方式 Remarks

在一般情形下, 有可能因為錯誤的操作動作, 導致機器運轉不正常! 請先對照下方所列的情形及原因!

若仍無法排除問題, 請與原購買廠商聯繫!

錯誤代碼 描述 備註

19 20

最多300g./每次



13. 備忘錄 13. 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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