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安裝說明書

IH微晶調理爐

感謝您購買並使用豪山牌電陶爐
使用前請仔細閱讀使用說明書，以便正確操作。

請確認保證書上已填妥購買日期及加蓋店章。

請妥善保存本使用說明書，以便隨時查閱。

如無特別註明，本說明書的內容對上述機種均適用。

本公司產品已投保產品責任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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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關 功率調整 加速

  使用後尚有

餘溫請勿觸摸

嚴禁空鍋乾燒     請勿放置

非調理用鍋具

    請勿尖刺

重擊玻璃表面

計時 按鍵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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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關 功率調整 加速

  使用後尚有

餘溫請勿觸摸

嚴禁空鍋乾燒     請勿放置

非調理用鍋具

    請勿尖刺

重擊玻璃表面

計時 按鍵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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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說明

1.　　使用說明

玻璃表面觸控功能區及手指上有液體時會降低操作靈敏度，此為
正常現象，請以抹布擦拭清潔後，再次進行產品之操作。

如果因觸控鍵發生問題而無法關閉IH微晶調理爐，應立即切斷電
源，並連絡本公司服務人員。

按壓觸控功能區之功能按鍵時，若3秒後無正常執行按鍵功能，
請將手指移開玻璃表面10cm以上再操作一次。

請維持觸控功能區清潔，否則產品有可能將污漬誤認作手指而啟
動電源或執行其他操作。

本說明書隨附於產品包裝，應保持完整，並且在產品使用壽命期
間確保可隨時查閱。建議您在開始使用本產品前先行閱讀本手冊
及所有說明書內容。產品安裝必須由符合現行法律規範之合格人
員進行。本產品為家用產品，遵循現行CNS12339、CNS3765
製造。本產品專為以下功能設計：烹飪和加熱食品；不得作為其

他用途使用。製造商不承擔因作其他用途而造成的損害責任。

請勿將 IH微晶調理鍋具放置於觸控功能區，否則 爐有可能自動停
止運作。

為避免家中孩童或寵物誤啟動IH微晶調理爐電源，發生危險或燙

請勿使用金屬刷子或尖銳的物品清潔本產品，以免刮傷表
面。應使用一般非研磨性清潔產品。

IH微晶調理爐上方不可拿來堆置物品。

IH微晶調理 不可用於加熱房間或作為其他暖氣用途。爐

傷情況，待機時請啟動按鍵鎖。

微晶玻璃表面雖具有極高的耐衝擊力，但若微晶玻璃表面(尤其
是玻璃角落)受到尖銳或堅硬物體重壓或撞擊，仍有可能會導致
玻璃表面損傷甚至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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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說明

在烹煮的過程中，本產品與鍋底接觸的部份會變得極燙，請小心
不要碰觸面板加熱區。

烹飪時請小心勿將糖或甜食撒在加熱區上，或將有可能熔化的材
質或物體（塑膠或鋁箔包裝）放置其中，以及將食材直接置於微

晶玻璃上燒烤，若發生這樣的情況，為了避免損害玻璃表面，應
立即關閉電源，並趁仍有餘溫時清理爐面。如果沒有立即清潔，
有可能會在爐子冷卻後留下無法除去的痕跡。

產品規格標籤及服務電話位於產品外殼底部，包含型號及製造號
碼。請勿基於任何理由移除此產品規格標籤。

請勿讓身心功能不足的人（包含孩童），或缺乏電器用品使用經
驗的人使用本產品，除非有能夠擔負安全責任的成人在旁監督或
指導。

微晶調理爐旁。當油類著火時，嚴禁以灑水方式滅火，應儘速蓋
上鍋蓋，並切斷加熱區電源。

油類過熱時可能會著火，建議在烹飪含有油類的食物，應待在IH

如果長時間離開不使用，請將IH微晶調理爐關閉並切斷電源，以
免危險。

請勿隨地丟棄或放置包裝的任何部份，尤其是塑膠袋容易造成孩
童窒息的危險。

本產品應由成人使用，請勿讓孩童接近或玩耍。

使用結束後，請立即按下電源開關鍵關閉電源。

配帶心律調節器的人，必須確保其植入的儀器不受IH微晶調理爐
（20-50KHz）的影響。

IH微晶調理爐接上電源後，用濕抹布擦拭觸控功能區，有時會開
啟，這屬於正常現象。20秒內未選擇火力段，就會自動關閉電源
。



一般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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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勿在IH微晶調理爐面板上使用其他調理設備，如燜燒鍋、電子
鍋等。

若烹煮食物溢出或潑灑到觸控鍵時，建議立即關閉電源並進行擦
拭，待清潔完成後，再重新啟動電源進行操作。

首次使用本產品時，請先移除玻璃面板上之保護層。

攪動鍋內食物時，請確實扶握鍋柄以防止鍋具滑動。

使用高溫段烹煮食物時，因為油溫較高，請先將火力段調降再放
入食材，以避免熱油噴出鍋外。

請將任何易受磁力影響之物品遠離IH微晶調理爐。如金融卡、磁
卡、信用卡等。

如玻璃面板蓄積水滴，請先將表面之水滴擦拭乾淨，以避免鍋具
滑動。

產品首幾次使用時，可能會有少量異味(機體內部氣味)，此屬正
常狀況，待使用數次後，即無此情況。

重要訊息：由於孩童視線高度無法看到餘熱指示，請勿讓孩童接
近加熱區。即使在電源關閉之後，加熱區的餘溫仍會維持一段時
間，因此請勿讓孩童接近或碰觸IH微晶調理爐。

請勿將過熱的鍋具放在面板警告標籤上，標籤可能會熔化。

若未遵守以上的警告，擅自更改IH微晶調理爐內零件或使用非原
廠之零件，導致對個人或財產造成損傷時，本製造商一概不予負
責。若因違反上述事項造成產品故障，於修復產品時，將酌收相
關零件費用及服務費用。

IH微晶調理爐玻璃面板的顏色變化，不會影響玻璃的功能及穩定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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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全措施

4

不可將可燃、易燃或易變形的物品、食物、罐頭及調味料放在IH
微晶調理爐下方，或下方櫥櫃內儲藏空間。

安裝之後，請立即依照本手冊指示，檢測產品功能。如果無法運
作，應切斷電源，並連絡最近的經銷商或豪山營業據點。

請勿在IH微晶調理爐上使用密封罐頭或容器，否則在烹煮中有可
能因容器內壓力過大而有爆炸危險。

請勿嘗試維修、拆解或改裝本產品，所有維修工作都必須由本公
司服務人員進行。

本產品使用220V/60Hz電源，請依據適用規範連接電源，符合安
全電器法規，電器電源必須確實實施接地，若因接地線路不良造
成意外傷害及損失，將無法延用產品保固。

如果微晶玻璃表面破裂、裂痕或縫隙，應立即關閉本產品電源，
並連絡本公司服務人員。

本產品為精密結構器具，零部件均符合安全認證標準，但零部件
在長期使用後，皆會有老化的情況，建議產品使用5年後更新，
以確保使用安全。

。

為了保障您的權益與安全，請參閱安裝說明以了解電器與通風功
能的安全規範。電器產品之安裝與維修需依據現行法規執行。

電線如果損傷，請立即連絡本公司服務人員，進行替換。

請勿阻塞出風口與進風口，以避免過熱產生危險。

本產品請勿安裝在船上或旅行車中。

在進行安裝或維修之前，請先確認產品插頭已自電源插座端拔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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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烹煮器具　　

鍋底不平整 鍋底為弧形有腳的鍋子 陶瓷鍋具或水壺塑膠鍋

用於IH微晶調理爐的鍋具必須是由金屬製成的，鍋底要平整，而且要
具有良好的導磁性（磁鐵可吸附在鍋具底部），底部直徑與IH微晶調
理爐加熱區域直徑相當。

適合的烹煮器具

厚底座的搪瓷鐵鍋、
搪瓷底座的鑄鐵鍋、
IH爐專用鍋

不適合的烹煮器具

塑膠鍋、鋁鍋、銅鍋、木質鍋、
陶瓷鍋、耐熱玻璃鍋、
鍋具底部太薄、鍋底不平整、
非磁性不銹鋼鍋、
使用過後鍋底變形之鍋具

鍋底需為是平坦的(內凹不可超過1mm)。

若為上表不適合的烹煮器具之材質鍋具，即使其標註為電磁
爐相容器具，仍不建議使用，若強行使用可能導致鍋子底部
變形或是加熱單元毀損。

如果烹煮器具選擇不當，可能會產生火力段異常或噪音等現

IH爐專用鍋具，於全國各大百貨/量販通路均可選購……
象。

5



6

放置合適鍋具，本產品將無法進行正確之加熱程序。使用鍋具建議為
下表之鍋底直徑範圍，將可達到較佳烹飪效果。

本產品具備鍋具檢測功能，當加熱區開啟加熱功能時，若該加熱區未

一般說明

加熱區直徑（毫米） 鍋底的最小直徑（毫米）

160 90

(正常顯示火力段數) ( )未放置鍋具

若加熱區上未放置鍋具，火力段顯示燈將閃爍如下。

開啟電源後，若有鍋具放置於加熱區上，則火力段數將依據設
定顯示於操作區上方。

如因人為操作或使用疏失而造成本產品損壞，則不在本產品
保固及產品責任險之範圍內。



觸控功能區

微晶玻璃面板

加熱區

標籤 進氣口 電源線

出氣口

爐腳

底座

使用說明

4.　　認識產品

4.1　外觀及各部位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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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1032

Booster

開關 功率調整 加速

  使用後尚有

餘溫請勿觸摸

嚴禁空鍋乾燒     請勿放置

非調理用鍋具

    請勿尖刺

重擊玻璃表面

計時 按鍵鎖

圖示為IH-1032機種參考示意圖，實際請依各型號實物為準。



4.2　主要性能規格

使用說明

1850W(Booster)

IH加熱單元直徑(mm)

型號

外觀尺寸(mm)

挖孔尺寸(mm)

消耗電功率(W)

電壓

面板材質

淨重(kg)

額定電流

IH-1032

320×340×81

1400W

300×320

IH-1132

AC230V/60Hz

Ceramic Glass 

3.6kg

Ф160

8.1A 6.1A

1850

1400

1220

950

750

555

390

230

130

Booster

9

8

7

6

5

4

3

2

1

8

90

90

90

90

120

120

120

120

12060

IH-1032 IH-1132
火力段

功率(W) 最長連續烹調時間
(分鐘)

4.3　限制烹煮時間

基於安全考量，本IH微晶調理爐具有限制連續使用時間的安全功能，
以避免長時間烹煮而產生危險（若設定 時器進行烹煮時，則不受此定

用時間限制如下表。當烹煮到達此一限制時間時，加熱區會自動關閉
，並發出蜂嗚聲提示（唯獨Booster在達到最長工作時間8分鐘時，會

限）。如果於烹煮時未變更加熱區火力段設定，則每一火力段最長使

自動降到第9段火力，並以第9段火力繼續烹煮）。

上表各火力段功率數據僅供參考，實際功率將依所使用的鍋具材質而有所差異。

／

1400

1220

950

750

555

390

230

130

60

8



5.　　操作說明

5.1　操作面板

行各項功能操作，若為有效的觸碰就會發出確認聲響。
觸控按鍵位於前方面板上，碰觸微晶玻璃面板表面上的操作圖示進

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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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控功能區按鍵

開關鍵：開機 關機。／

減少鍵： 火力段或定時時間。減少

增加鍵：增加火力段或 時時間。定

加速鍵：啟動或解除Booster或開啟最大火力。

定 器 啟動定時功能。時 鍵：

按鍵鎖：啟動或解除按鍵鎖。

5.2　啟動電源

5.3　火力段調整

如果啟動電源後直接按　　鍵，則直接設定為第9段火力，

如果啟動電源後直接按　　鍵，則直接設定為第4段火力。

若於電源開啟後20秒內未選擇火力段，將會自動關閉電
源。

加熱區在開機模式下，可按壓　　鍵或者　　鍵來控制加

熱區火力段，且加熱火力段可由0至9間進行調整。

電源關閉狀態下，按下　　開啟產品電源，IH微晶調理爐將顯示

，可藉由按壓　　鍵或　　鍵進行火力段設定。



使用說明

5.4　加速鍵功能

若啟動電源後，直接按壓　　鍵，依機種將啟用Booster功能（ 火

力段燈號將顯示為　　），或將火力設定為最大火力（火力段燈號

將顯示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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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蜂嗚器為短按任意鍵。

5.5　定時器功能

Booster功能僅可藉由按壓 鍵而啟用，且最長工作時間　　

為8分鐘，然後自動降到第9段火力。如需解除Booster功能

，則可直接按壓       鍵降低火力。

5.5.2　定時器提示聲

定時過程中可按壓　　鍵，並配合　　或　　重新修改設

定時間。關閉 時器方式可利用關閉電源方式或是將定 定
時器設定時間歸零，皆可關閉 時功能。定

當定時器已達所設定時間，加熱區電源會自動關閉，蜂嗚器會

發出提示聲響，此提示聲響將持續2分鐘，聲響期間可觸摸任意

5.5.1　設定定時器

　 （此時 時鍵上方出現閃爍燈號），表示 時器功能已開啟定 定

，若直接按壓　　鍵預設時間為1分鐘，或直接按壓　　鍵預設

定 定時器時間設定範圍為1分鐘至5小時， 時數值若介於1~99分

時間為30分鐘，可再依所需時間按下　　鍵或　　鍵做調整。

鐘之間，操作區將顯示其設定分鐘數值，若 時數值大於99分定

鐘， 時數值則以2H~5H顯示於面板上（每次按壓　　鍵或　　定

鍵將以1小時為單位進行調整，若同時按下　　鍵及　　鍵，可
直接將 時器歸零）。定

如需啟用定時器功能，請於加熱區進行工作時，按壓 時器鍵定

鍵停止提示聲響。

IH-1032最大火力段為      ； IH-1132最大火力段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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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

產生危險。
按鍵鎖主要用途為避免孩童或不熟悉產品操作之人員，隨意操作而

5.6.1  啟動按鍵鎖  

起，此時表示已啟動按鍵鎖功能，觸控功能區之各按鍵功能均

電源開啟後按壓住　　鍵，直至按鍵上方之燈號　　　　　　亮

無法操作【開關鍵　　與按鍵鎖鍵　　除外】。

5.6　按鍵鎖功能 

5.6.2 解除按鍵鎖  

電源開啟後按壓　　鍵，直至按鍵上方燈號熄滅即解除鎖定，
面板之按鍵功能均恢復正常使用。

基於安全性考量，即使已啟動按鍵鎖功能，開關鍵　　仍

正常維持運作，可隨時按壓開關鍵關閉IH微晶調理爐。 

按鍵鎖功能具有記憶性，若未解除按鍵鎖功能就關閉電源
，按鍵鎖功能仍維持鎖定狀態，此時按壓觸控功能區之任

意鍵（開關鍵除外）蜂嗚器都會產生雙響，且按鍵鎖指示
燈亮起1秒，若要解除按鍵鎖功能，請依照上述解除按鍵
鎖步驟操作。

在電源關閉後，加熱區的餘溫仍會維持一段時間，由於孩
童視線高度可能無法看到餘熱指示燈，因此請勿讓孩童接
近或觸碰IH微晶調理爐。

關閉電源後，若加熱區溫度高於65°C時，操作區將顯示餘熱指示燈

號　　，在餘熱指示燈號未熄滅之前，請勿觸摸該加熱區。

5.7　餘熱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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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

各火力段均有限制連續使用時間（如下表），若該火力段連續加熱
達到所限制時間，則該加熱區將會自動關閉，如果在烹煮中有調整
火力段數，則以目前火力段重新計算限制時間（若有啟用定時器功
能，將以定時器設定時間為自動關閉時間）

1

2

3

4

5

6

120

90

火力段 最長加熱時間（分鐘）

7

8

9

120

120

120

120

90

90

90

5.8　自動關機功能

進行長時間烹調時，如果因為櫥櫃密封而造成散熱不良時
，IH微晶調理爐將隨櫥櫃內之溫度升高，而自動降低加熱
功率直至自動關機為止。此時請將櫥櫃開啟散熱，待櫥櫃
內溫度降低後，再重新開機進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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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清潔與維護

清潔本產品時請勿使用蒸氣清潔器或類似的產品來清潔微
晶玻璃。

使用說明

在處理任何必須接觸電源配件的部份前，請務必先確實切
斷電源。

請務必遵守製造商的指示，定期以清潔玻璃用中性清潔劑清潔維
護IH微晶調理爐。

清潔後應以乾淨的布擦乾，確保爐面沒有清潔劑殘留。否則在下
次加熱時，可能會產生強烈反應，影響正常使用。

玻璃爐面變色不會影響微晶玻璃的功能與穩定性。玻璃變色並非
材料變質而導致，而是因為殘留物未完全清除所產生。

在清理萵苣或馬鈴薯等食物時，若泥沙掉落在爐面，將可能在移
動鍋子時刮傷爐面。因此必須立刻去除掉落在烹調爐面的泥沙。

若玻璃爐面有燒焦的糖和熔化的塑料，應趁玻璃還有餘溫時立即

如遇燒焦的食物，請先用濕抹布覆蓋將其軟化後，再以乾淨的抹
布來清除殘留的污漬。

當鍋底摩擦玻璃爐面，或使用腐蝕性清潔劑（特別是強酸、強鹼
）清潔玻璃時，將有可能磨去爐面裝飾，並形成黑色的污點，此
類污點雖不影響使用，但此類情況很難以一般清潔產品清除。

清除。

請勿使用研磨或腐蝕性的清潔劑（例如：強酸或強鹼清潔劑、鐵
刷......等)。

IH微晶調理爐必須定期清潔，建議於每次使用後，待餘熱
指示燈熄滅即進行清潔。

以微濕抹布和少許清潔劑進行清潔，再使用乾抹布將爐面擦拭乾
淨，確保無清潔劑殘留於玻璃表面。

6.1　清潔IH微晶調理爐

6.2　定期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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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故障排除

使用說明

問題 可能原因 解決方式

1.空鍋乾燒。
2.散熱不夠。

1.鍋子異常。
2.加熱模組故障。

請立即關閉IH微晶調理爐
並切斷電源，連絡本公司
服務人員。

　

請關閉IH微晶調理爐並待
冷卻後重新啟動。

關機後重試，如果一直出
現，請連絡本公司服務人
員。

2.檢查通風、散熱情況，
待 即可正常溫度下降後

1.停止烹調，將鍋子移開。

使用。

其他Ex閃爍
(如E5、E6...等)

請連絡本公司服務人員。

無法運作

Er22......等)
Erxx閃爍(如

閃爍

E3閃爍

E4閃爍

E2閃爍

請連絡本公司服務人員。觸摸 器內部故障。控制

2.正確操作觸摸按鍵。

1.將觸控功能區處玻璃擦
乾淨。

1.打開主開關。

2.檢查電源供應。

4.除去障礙物。

3.解除感應鍵鎖(按鍵鎖)。
2.電源異常。
3.感應鍵被鎖住(按鍵鎖)。

1.沒有連接電線，或是主開
關沒有打開。

4.感應鍵被濕布、液體或金

屬物品覆蓋。

EH閃爍 溫度傳感器錯誤

爐面出現裂痕 玻璃面板遭受硬物撞擊。

2.長時間觸摸單一或多個按
鍵超過10秒。

1.觸控功能區上有水或髒物
殘留。

請連絡本公司服務人員。

IH微晶調理爐內部組件故
障。

未配置或無法通信。
1.IH微晶調理爐內部組件

2.IH微晶調理爐內部組件
故障。



8.　　安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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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本產品時，請先確認產品未接上電源。

安裝說明

8.1　安裝於廚房的安全措施

置於IH微晶調理爐附近的傢俱薄板、黏著劑、塑膠膜必須能
夠耐熱>75℃。如果耐熱力不足，時間久了就有可能發生捲
翹。
如果直接與廚櫃相鄰的安裝，至少須保持40mm的安全距離

如果附帶的電源線有破損，請立刻聯繫製造商或經銷商進行
更換，以免發生危險。

電器配線作業應委託電器專業人員施工，線路安裝要使用至
少能承受220V/11A以上的電線，且不得與其它電器共用插
座，同時必須考慮線體的總承受能力。請確認在底座的電源
線出口端1米內設有專用電源插座。使用前請先拆除綁於電
源線上之束線，避免因線纜受縛而產生發熱的情況。

請使用250V/20A型插座(如圖)。

切勿以拉扯電線方式拔除電源，請緊握電線插頭將產品電源
線至插座移除。

如果因不遵守以上規範或竄改產品任何部份，造成人身或財

物損害，製造商不負任何責任。

包裝材料（塑膠袋、釘子等）必須放在孩童接觸不到的地方

排油煙機與烹調爐面的最短距離必須遵守排油煙機的安裝指
示。

。

。



8.2　工作檯挖孔尺寸

安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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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mm

340m
m

320mm

挖孔尺寸

32
0m
m

1
0
m
m

以
上

間
隙

300mm

保留高度約為10mm
之間隙，或是在後背
板保留約40平方公分

本產品可安裝在周圍有高出工作台的牆壁之處，但必須與牆壁保持一
段距離約30mm以上，以避免造成損傷或過熱。
IH微晶調理爐正上方如果有櫃子遮覆，必須保持約750mm以上的距離
。

IH微晶調理爐底下必須有20cm的空間，以確保IH微晶調理爐
可以充分的通風。
IH微晶調理爐不得安裝在冰箱、洗碗機、洗衣機或烤箱上方。
在安裝過程中，如果IH微晶調理爐發生傾斜或受壓之現象，
都將提高產品破損的風險。

當IH微晶調理爐有插電時，請勿將任何物品放置於觸控功能
區上方。進行長時間烹調時，如果因為櫥櫃密封而造成散熱
不良時，IH微晶調理爐將隨櫥櫃內之溫度升高，而自動降低
加熱功率直至自動關機為止，此為正常現象，請等待櫥櫃內
溫度降低後，即可正常使用。建議安裝時須於櫥櫃前方開出

風口，增加其通風效果。

牆

30mm以上

10mm

7
5

0
m
m
以

上



安裝說明

8.3　連接電路

請勿嘗試自行修理本產品。

安裝後應立即依照指示進行簡短檢測，若IH微晶調理 無法爐
正常操作，若已確認操作與安裝皆正確無誤，請立即切斷主
電源並連絡最近的服務中心。

請依據適用規範連接電源。在產品安裝後，電源必須隨時可
遮斷，且電源插座端必須確實實施接地，以避免因未配置接
地線路或接地線路不良，導致各項意外傷害及損失。

確認電源電壓與線路總承受安培數，符合外殼底部規格標籤
上的數據，並請勿因任何理由撕除或塗改此規格標籤。

在進行任何維修或拆卸動作前，請務必確實拔除IH微晶調理
爐的電源插頭。

避免使用轉接器或分流器，否則有可能導致過熱或起火。

如果不遵守以上規範或竄改產品任何部份，造成人身或財物
損害，製造商不負任何責任。

17



<免費修理規定>

按使用說明書、安裝說明書 規格標籤使用注意事項正常使用發生故障時，本公司負責維修。、
保固期內發生故障需免費修理時，請向本公司維修部或服務據點提供保證書，另外邊遠地區需出差維修時，收取
一定的服務費用。
需搬遷時應與本公司維修部或服務據點聯繫新地址，以便日後上門服務。
作為贈品在購買商品處不能代理維修時，請與本公司維修部聯繫。

保固期內如有下列情況不屬於免費修理範圍。
未按使用說明書、 使用注意事項正常使用、及因私自修理或改造造成的故障或損壞。規格標籤
購買後，因安裝場所的移動、跌落等造成的故障或損壞。

建築物的變形等因機器主機以外的原因造成的本機器故障、烤漆褪色等長期使用的變化或因使用中發生的磨
耗等原因發生的外觀上的現象。

波、鼠、鳥、蜘蛛、昆蟲等的侵入及其它不可抗力造成的故障或損壞。
作為配備品配於車輛、船舶時造成的故障或損壞。
未按安裝說明書指示的方法進行安裝工程等造成的不良、故障或損壞。

本產品為家庭使用，如用於營業等非家庭用途時，將減短產品壽命，故不屬於免費修理範圍內。

未出示保證書和發票時。
保證書上沒有填寫購買日期、用戶姓名、購買商店、發票等內容或塗改過時。

保證書在台灣境內有效。
請勿遺失本說明書，並進行妥善保管。

※ 關於保固期以外的修理，請閱讀使用說明書。
在保固期內，按標準保證免費修理，持保證書和發票的用戶在法律上享有不變的權力，所以在保固期內用戶有不
明之處，請向本公司維修部或服務據點聯繫。

其它法律法規規定的非保固情況。

火災、地震和水災、雷擊、煤煙、沙塵、酸雨、腐蝕性等的有害氣體、灰塵、異常天氣、異常電壓、異常電磁

站註冊。保證書請勿遺失，妥善保管。

全國服務網

http://www.hosun.com.tw
E-mail: service@hosun.com.tw

為提高服務品質及效率，請直接撥打當地服務電話，
其他地區或電話因故變更無法撥通，請改撥服務專線

0800-035568  服務專線:

<敬告用戶>

購買時，請詳細填寫保證書內資料、並將「客戶寄回聯」寄回豪山公司或傳真至04-25326165或上本公司網

42754台中市潭子區栗林里豐栗路100巷88弄1號

高雄 ：地區 07-733-3511

宜蘭 ：地區 039-552-424

台北地區：02-2299-1580 花蓮 ：地區 038-344-824

桃園 ：地區 03-439-5988   

竹苗 ：地區 03-439-5988   

台東 ：地區 089-346-819

中彰 ：地區 04-2535-2557

雲嘉 ：地區 05-233-6007

金門 ：地區 082-332-859

台南 ：地區 06-355-0111

澎湖 ：地區 06-922-1010

總公司：04-2534-3566

使用非 所示的電源。規格標籤

基隆 ：地區 02-2431-0095

用戶須知

本保證書規定了免費修理範圍，從購買日起一年內如發生下述故障請與本公司服務據點聯繫。

說明書內容或零部件若有更替等未盡事宜之處，本公司保有修改之權利，不另行通知。

2014.11


	頁面  1
	頁面  2
	頁面  3
	頁面  4
	頁面  5
	頁面  6
	頁面  7
	頁面  8
	頁面  9
	頁面  10
	頁面  11
	頁面  12
	頁面  13
	頁面  14
	頁面  15
	頁面  16
	頁面  17
	頁面  18
	頁面  19
	頁面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