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謝您購買本產品，請您在仔細閱讀使用說明書後，正確使用本產品。
請務必閱讀 P2" 安全及注意事項 "。

保證書於本書最後頁

完全鎖住食材的營養

恒溫全營養乾果機

FR-011パン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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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環境

嚴禁下列事項

安全事項

請不要使用規定以外的插座及配線，勿使用交流電110V以外的電源。

在乾果機主機上蓋、電源線、電源插頭出現明顯損壞時，不得使用乾果機。

使用乾果機時如電機運轉出現突然停止（不出風），必須立刻關掉乾果機。

請勿放在小孩可以觸及的地方。(電線也可能絆倒小孩或被小孩翻倒)

請置於乾燥及空氣流通之室內水平位置，並在周圍保留足够空間。
( 至少10cm 以上周圍無其它物品)。

1.

2. 置於桌面時，請注意桌面不平整或食材過多均可能造成乾果機掉落。

嚴禁拉扯電源線，在移動乾果機前需先拔出插頭，並用雙手搬乾果機。

使用本產品時應單獨使用一條線路，防止電路過載。

不要用潮溼的手拔電源插頭。

使用完後，請關閉乾果機電源並拔掉電源插頭。

乾果機使用運轉中，禁止移動機器。

任何時間不允許將水(或液體)撒到電熱烘乾器上蓋，否則可能導致短路。

果架盤上不能放過多食物，可能影響烘乾效果及時間。

損壞時嚴禁自行拆解、修理或改造。請直接交給原由原廠或經銷商檢測。

正確使用插頭及電源線

電器運轉時，不可讓機器處於無人看管情況。3.

僅供家庭使用，不可做為營業使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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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使用

請不要使用規定以外的插座及配線，勿使用交流電110V以外的電源。

清潔前後須拔掉插頭，等待機器完全冷卻。

上蓋主機的部份，只能用濕布試乾淨，不可以水洗及浸泡！

1.

2.

3. 果架盤使用完清潔時，可用溫水沖洗或浸泡(不能用熱開水清洗)， 清洗
    時軟棉布的輔助是沒有問題的，必要時也可使用少量的碗盤清潔劑進行
    清洗然後擦乾。

清潔保養

1. 使用前請用清水清洗果架盤，也可使用中性清潔劑搭配軟性海綿 (或溼
    布)清洗，並用抹布擦乾。

2. 將果架盤及上蓋放置好後打開機器(不放任何食物)，調到35°C工作10分
    鐘，作用於清除新機的塑料味。

4. 乾果機不能使用除鏽功能(內含研磨劑)的清潔劑、有機溶劑及金屬刷子
     進行清潔。

溫度旋紐調整至最低保持2分鐘將餘熱散出後，將電源切斷可以延長電
熱絲壽命。

清潔果架盤後涼乾，可避免滋生蚊蠅。

1.

清潔時需注意

使用完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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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各部位名稱

溫控旋紐

把手

果架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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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特色

1. 本產品可以快速的烘乾蔬菜、菇類、水果、肉乾、香草料、藥材及
     花瓣…等，乾淨又衛生。

2. ON / OFF 單鍵開關，方便使用。

3. 35-68°C可調溫設計，根據食物設定不同溫度，以達到最佳效果。

4. 恆溫控制溫度，脫水風乾蔬果，濃縮鎖住食物所含的營養。

5. 5層果架盤，可根據需求自由增減層數。

工作原理

果架盤

通風口 通風口

PS. 上蓋通風口請勿覆蓋，避免產品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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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操作方法

1. 將處理好的食物均勻的放到每層果架盤， 再將放好食物的果架盤
    放置到底座上，並蓋好主機上蓋。

2. 電源線插頭插入插座， 並將溫度旋轉鈕調節到合適食物烘乾的溫
    度。(根據個人口味和不同食物，進而調整溫度高低)

3. 乾果機進入工作狀態時，上蓋主機的氣孔會有明顯的熱風吹出   
    來，並可聽到主機風扇的聲音。
    注意：上蓋請勿覆蓋布或放置物品，以免產品故障。

4. 食物烘乾完成後，將溫度旋鈕調節到最低溫2分鐘降低溫度後再拔
    下插頭，利於保護產品的發熱器，延長使用壽命。

    注意：每次最長使用時間不要超過36小時，以增加產品使用命。

使用時須注意

1. 食物雖然只被鋪一層，須將其餘層架都架上，並蓋好上蓋以達到最
    佳的風乾效果。

2. 當食物放置太滿時，會導致內部循環溫度過高，造成保險絲燒毀、
    發熱絲損毀。

3. 若將食物重疊，會增加烘乾時間，建議將食物平放，不可疊放，以
    利食物的烘乾。

4. 肉類務必與蔬果分開風乾；深色蔬果 (如辣椒、火龍果) 與味道較重
    之蔬果 (如辣椒、薑、榴槤等) 建議分開風乾，以免其他蔬果被染色
    或影響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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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由於水果含糖量高，  糖遇熱後會變軟，  所以不容易烘到酥脆的口
    感，市面上販售之水果乾吃起來是脆的，是因為在烘乾之前進行脫
    水，接著再使用高溫烘烤，以此法做出來的果乾口感是脆的，但也
    同時破壞了水果本身的營養價值。

6. 一般溫度只要超過60°C，就會破壞水果本身的維生素，所以建議烘
    乾時不要超過60°C，才能保存水果原有的營養價值。

7. 因為乾果機溫度乃屬恆溫低溫設計， 所以食材經風乾後仍是生的，
    有些食材 (如肉類或部份蔬果) 無法生食，請務必於風乾前先煮或是
    風乾後再經烹調煮熟，才能食用。

8. 使用パン師傅乾果機之前， 請將機器放在平整的檯面上，並在出風
    口周圍保留足夠空間沒有任何物品遮擋。

9. 乾果機運轉時不能加水或任何其他液體。 果架盤上食物少量水滴是
    允許的。

10. 烘乾的時候請保持機器裡的熱氣自然暢通。

11. 在乾果機運轉時， 果架盤越接近出風口溫度越高， 為讓食物烘乾
       更均勻，建議定時交換果架盤的位置，烘乾效果更佳！

使用時須注意

fr010.indd   7 2015/6/16   上午 09:54:55



8

食材保存

1. 脫水及烘乾好的果乾可以放到有夾鏈的保鮮袋、密封瓶並放入冰箱保存。
2. 若置於未密封之環境，食材會吸收空氣的水份，會有軟化現象。
3. 水果類常溫可保存約2星期；肉類常溫可以保存約1個月。
4. 保存時間跟烘烤的乾燥程度有關，較溼潤會減少保存時間。較乾燥則可以保
    鮮更長時間。

食材保存

食材準備及保存

     實際所需的時間和溫度，需根據食物的特性、厚度以及個人喜好的口感做  
     出具體的調整。
     溫度越低烘乾時間越長；反之，溫度越高烘乾時間越短。
     食物烘乾前的先洗淨、切片、醃製等工作，會影響食物烘乾的口感和色
     澤。

A.水果類的準備工作

     1. 將水果洗淨，處理掉不能食用的部分。
     2 .將水果切成片狀，為了防止水果氧化或退色，可將水果片先泡檸檬汁或
        鹽水，瀝乾後再乾燥。

B.蔬菜類的準備工作：以下兩種方法任選一種。

    1. 用蒸氣或油先將蔬菜煮熟處理、瀝乾水份放入果架盤烘乾。
    2. 將準備好的蔬菜放入沸水中，大約3至5分鐘，瀝乾後放入果架盤烘乾。

C.肉類的準備工作

    先將肉切片或切條，不建議過大和過厚。以下兩種方法任選一種。
    1. 用清水將肉煮熟後瀝乾水份再進行乾燥。
    2. 用醃料先將肉醃製兩個小時以上，再將肉蒸熟或煮熟，瀝乾後放入果架
        盤烘乾。

D.花草及藥材的風乾建議

    1. 沖洗後瀝(甩)乾多餘的水，去掉變質的葉子。
    2. 香草擺放不宜過密，風乾的時間根據大小和種類而定。
    3. 乾燥後將草本植物裝入紙袋或玻璃罐裡密封，並放置在陰涼的地方。

各類食物的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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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食譜

  處理方法：洗淨去皮
  切片厚度：2~4mm
  烘烤時間：12~18 小時
  溫度設定：60 度

鳳梨乾

    處理方法：洗淨去皮 ( 也可不去皮 )
    切片厚度：2~4mm
    烘烤時間：12~16 小時
    溫度設定：55 度

柳橙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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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方法：洗淨去皮
  切片厚度：2~3mm
  烘烤時間：6~10 小時
  溫度設定：60 度

香蕉乾

  處理方法：洗淨去皮
  切片厚度：2~3mm
  烘烤時間：6~12 小時
  溫度設定：60 度

奇異果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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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方法：洗淨去皮，可泡鹽水防氧化
                      ( 也可不去皮 )
  切片厚度：2~3mm
  烘烤時間：6~10 小時
  溫度設定：60 度

  
  處理方法：洗淨去皮
  切片厚度：2~4mm
  烘烤時間：8~14 小時
  溫度設定：60 度

芒果乾

蘋果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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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易食譜

  切片厚度：2~5mm
  烘烤時間：6~12 小時
  溫度設定：60~68 度

  準備工作：牛 / 豬 / 羊肉 500 克，鹽 3 克
 （適量米酒、黑胡椒、魚露或醬油）
  1 將內切片或成細條狀，再和各種醬料調味攪
     拌勻醃製 2 小時。
  2 將醃製好的肉用清水煮熟或蒸熟，均勻的放
     在果盤架上。

  貼心提醒：
  1. 醃醬調味可依個人喜好調整。
  2. 若是給寵物食用建議省略醃製。

肉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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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食譜 食譜照片皆為實際成品

  簡易食譜

名稱 準備工作 烘乾時間 ( 小時 ) 溫度 ( 度 )

橘皮 切成條狀 8-12 55-60
菠蘿 去皮、切片 2mm 10 55-60
葡萄 整個 10-24 55-60
梨子 去皮、切片 2mm，泡鹽水 5-12 55-60
蘋果 去皮、切片 2mm，泡鹽水 8-12 55-60

小辣椒 整條 8-12 50-55
大蒜 去皮、切片 4-12 50-55
黃瓜 蒸軟、切片 6-18 50-55

白蘿蔔 去皮切片，泡鹽水 10~20 50~55
洋蔥 切片 5~10 50~55
香茹 切片或整個 4~12 50~55
蕃薯 蒸熟切片 4~10 55~60
肉乾 參考 P8, P12 6~12 60~68

花草類 參考 P8 4~8 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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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問題

異常狀況 需確認事項

機器不遲轉
插頭是否有電 ?

機器是否故障 通知原廠服務人員處理

口感徧軟
水份過多 ? 延長烘烤或提高溫度

切太厚 ? 愈薄時間愈短

產品冒煙或起火 盡速拔掉插頭 通知原廠服務人員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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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恒溫全營養乾果機

商品型號 FR-011

額定電壓 / 頻率 AC 110V/60HZ

總額定消耗電功率 500W

產品尺寸 35x35x25(cm)

外箱尺寸 37x37x28(cm)

生產國別 中國

產品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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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保證

    • 如需服務時，請提示本服務保證卡。
    • 為了確保您的權益，請妥善保管本服務保證卡，遺失恕不補發。

    一、服務保證內容
    1. 因生產製程因素導致產品故障，自購買日起主要零件免費保固 1 年。
    2. 送修時，消費者需親送或是自付運費至公司，維修完成後由公司送回。
    3. 第二年起維修，需由消費者自付來回運費（或親送自取）及工資材料。
    4. 贈品不在服務保證範圍內。

    二、雖在保證期內，如有以下情形要求服務，恕無法免費維修。
    1. 因天災、地震、雷擊、異常電壓、環境因素等而發生之故障或毀損者。
    2. 因使用不當而造成產品故障。
    3. 未經本公司授權人員或消費者自行維修拆裝者。
    4. 使用非本公司之配件。

保證卡

購買時請加蓋經銷商店章，所有售後服務請

附上此保證卡

機型：

序號：

用戶名稱：

電話：

地址：

購買日期：        年         月          日

佳盈實業社
維修服務專線：02-8200-3200, 信箱：service@breadpan.com.tw 
維修寄件地址：333 桃園縣龜山鄉萬壽路一段 69 巷 6 弄 29 號 3 樓（親送需先來電）

經銷商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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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盈實業社
服務信箱：service@breadpan.com.tw
地址：桃園縣龜山鄉萬壽路一段 69 巷 6 弄 29 號 3 樓
電話：02-8200-3200 傳真：02-820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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