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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項

正確使用插頭及電源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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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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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嚴禁拉扯電源線，在移動乾果機前需先拔出插頭，並用雙手移動乾

果機。
※	使用完畢，請關閉乾果機電源並拔掉電源插頭。

※	乾果機主機、電源線、電源插頭出現明顯損壞時，不得使用乾果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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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乾果機使用運轉中，禁止移動機器。移動時請把掉插頭。
※	任何時間不允許將水 ( 或液體 ) 灑到乾果機，否則可能導致短路。
※	粉末或酒精類食材不可以放入乾果機內烘烤。
※	在主機的正後方是熱源的位置，周圍需保留 5cm 以上空間並嚴禁有

布或其他物品覆蓋。
※	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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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烘烤或完成時，如果需要接觸層架	，請使用隔熱手套或抹布。

嚴禁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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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將
水濺到乾
果機的主
體上

不要放在幼兒可以觸及的
地方

不可以自行改造或修理乾
果機

使用延長線時需注意過多
設備共同使用易超過額定
功率產生過熱

請勿用潮溼的手拔插頭

乾果機與周圍牆面距離
5 公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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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
作
說
明 使用環境

1.	 請置於乾燥及空氣流通之室內水平位置，並在周圍保留足夠空間。
2.	 機器週圍至少 5cm	以上無壁面或其它物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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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電器運轉時，不可讓機器處於無人看管情況。若有孩童及貓狗接近

時請特別留意。
5.	 只可置於室內使用，不可置於戶外使用。
6.	 僅供家庭使用，不可做為營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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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各部位名稱

層架盤

門板

時間 ( 小時 )

調整 設定

電源
剩餘的工
作時間

選擇設定
時間或溫度

開	關

時間或溫度
遞增

調整
時間或溫度

遞減

接屑盤

控制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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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電源鍵：電源啟動及關閉。
2.	 溫度 / 時間：可以選擇需要設定時間或是溫度的切換。當左側溫度

或時間閃礫時按▲鍵或▼鍵就可以進行遞增或遞減。
3.	 ▼鍵：每按一下，溫度遞減 5℃，時間則是減少 30 分鐘。
4.	 ▲鍵：每按一下，溫度遞增 5℃，時間則是增加 30 分鐘

1.	 將處理好的食物均勻的放到層架盤上，	再將層架盤放置到乾果機
裡。

2.	 電源線插頭插入插座，	按下電源鍵開機，並將溫度調整到適合食物
烘乾的溫度及設定需要的時間。( 根據個人口味和不同食物，進而調
整溫度高低，可以參考 P.12）

3.	 乾果機進入工作狀態時，內部烤箱會有明顯的熱風吹出來，並可聽
到主機風扇的聲音。注意：主機的正後方及兩側出風口，請勿覆蓋
布或放置物品，以免產品故障。

4.	 乾果機運行中，需將乾果機的門確實關上，減少熱氣散逸。
5.	 食物烘乾完成後，在按下電源鍵關機時，主機會持續運轉 10 秒鐘為

散熱作用，有利於保護產品發熱器，延長使用壽命。注意：建議每
次最長使用時間不要超過 24 小時，以增加產品使用壽命。

操作方法

按鍵說明

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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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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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保養

1.	 使用前請用清水清洗層架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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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層架盤放置好後打開機器 ( 不放任何食物 )，調到 55℃工作 10 分
鐘，目的在於清除新機的味道。

1.	 清潔前須拔掉插頭，等待機器完全冷卻。
2.	 主機的部份，只能使用微濕布擦拭，不可以水洗及浸泡。
3.	 層架盤清潔時，可用溫水沖洗或浸泡，	使用軟棉布的輔助，必要時

也可使用少量的碗盤清潔劑進行清洗然後擦乾。

1.	 關機時，主機會持續自動加熱 10 秒讓電熱絲進行散熱以延長電熱絲
壽命。

2.	 清潔層架盤後涼乾，主機用微濕的布將艙體殘餘的果膠 ( 或食材 ) 擦
拭乾淨，可避免滋生蚊蠅。

初次使用

清潔時需注意

使用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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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將食物重疊，會增加烘乾時間；建議將食物均勻平放，以利食物
的烘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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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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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炸脫水的方式。

4.	 因為乾果機溫度屬於低溫烤焙設計，	所以食材經風乾後仍是生的，
有些食材	( 例如肉類或部份蔬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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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使用乾果機之前，	請將機器放在平整的檯面上，並在門縫四周出風
口周圍保留足夠空間沒有任何物品遮擋。

6.	 在乾果機運轉時，	層架盤越接近出風口溫度略高，	為讓食物烘乾更
均勻，建議定時將層架盤前後掉頭，烘乾效果更佳！

7.	 擺放食材在層架時，左右兩側可保留約 1cm 的空間，以利層架順利
置入乾果機中。

貼心提醒

乾果機fr506.indd   9 2018/7/23   下午 09:06:05



10

貼
心
提
醒

1.	 精準的電子式控溫及定時控制面板。	
2.	 長達24小時定時器/溫控範圍35℃~75℃，根據食物設定不同溫度，

以達到最佳效果。(70 度以上可用於做寵物肉乾 )
3.	 高效率平行氣流風乾技術整體的循環，均勻的烘乾食材。
4.	 低溫慢焙能保留住食材的養份及酵素活性	。
5.	 採用 304 不鏽鋼層架盤。
6.	 外部結構為不銹鋼全金屬材質。
7.	 可根據需求自由增減層數。

產品特色

4~512

30cm

32.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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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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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溫度越低烘乾時間越長；反之，溫度越高烘乾時間越短。
3.	 食物烘乾前洗淨、切片、醃製等工作，	對於食物烘乾的口感和色澤

會有不同的影響。

食材準備及保存

各類食物的準備工作

1.	 想要乾燥的食物能長久的保存，建議風乾取出後冷卻，待熱氣蒸發
後再包裝保存，可以避免空氣中的溼氣造成食材復水軟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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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肉類、魚類及蔬菜乾燥密封後、建議放置於冰箱冷藏或冷凍儲存以
延長保存時間。

4.	 如有使用真空包機可以再延長 2-3 倍的保存時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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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盡速密封保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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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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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類的準備工作：( 以下三種方法任選一種 )

1.	 將蔬菜洗淨、處理掉不能食用的部份，切成適當大小放入乾果機烘
乾。

2.	 有部份蔬菜例如：白蘿蔔 ( 去苦水 )、高麗菜等處理後會先醃鹽再
入乾果機烘乾。

3.	 根莖類的蔬菜例如：馬鈴薯、蕃薯或南瓜…等，可以先將準備好的
食材先蒸熟或沸水煮熟、瀝乾後放入果架盤上烘乾。

簡易食譜

本簡易食譜的風乾時間，謹供參考；實際所需時間隨食物
的特徵、厚度及個人喜愛之口感自行決定為準。
此外，設定的時間及溫度會影響風乾的效果。

乾燥蔬菜小筆記

蔬菜 處理方法 溫度 烘乾時間 延伸料理

香菇 洗淨切片或整株 55℃ 6-20 小時 燉湯提味、入菜

蕃茄 洗淨切片約 0.5CM 55℃ 8-18 小時 燉菜、燉湯、醬料

洋蔥 洗淨切片約 0.5-1CM 55℃ 8-18 小時 燉菜、燉湯

牛蒡
洗淨但不去皮，切成
約 0.5CM 的條狀或
片狀

55℃ 3-10 小時 泡茶、燉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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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 處理方法 溫度 烘乾時間 延伸料理

蘋果 去 皮 切 片 0.4-
0.7CM 55℃ 8-12 小時 零嘴、歐式麵包、蘋果派、

果醬、加入牛奶或優格

芒果 去 皮 切 片 0.8-
1CM 55℃ 10-24 小時 零嘴、歐式麵包、果醬

加入牛奶、優格或沙拉

奇異果 去 皮 切 片 0.4-
0.6CM 55℃ 6-14 小時 零嘴、加入牛奶、優格

或沙拉

草莓 切半或整顆 55℃ 10-24 小時 零嘴、果醬、加入牛奶、
優格或沙拉

芭樂 去 籽 切 片 0.5-
1CM 55℃ 8-14 小時 零嘴、加入牛奶、優格

或沙拉

鳳梨 去 皮 切 片 0.6-
1.2CM 55℃ 10-28 小時 零嘴、加入牛奶、優格

或沙拉

香蕉 去 皮 切 片 0.4-
0.7CM 55℃ 6-12 小時 零嘴、烘焙乾果、加入

牛奶、優格或沙拉

木瓜 去 皮 切 片 0.5-
0.8CM 55℃ 8-18 小時 零嘴、加入牛奶、優格

或沙拉

西瓜 削 皮 切 片 0.4-
0.5CM 55℃ 15-26 小時 零嘴、加入牛奶、優格

或沙拉

檸檬 洗 淨 切 片 約
0.5CM 55℃ 8-14 小時 泡茶、加入汽水、零嘴

柑橘類 洗 淨 切 片 約
0.5CM 55℃ 8-14 小時 泡茶、加入汽水、零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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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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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燥肉類小筆記

肉類 處理方法 溫度 烘乾時間 延伸料理

豬肉乾 切片 ( 或火鍋肉片 ) 70℃ 3-10 小時 入菜、寵物零食

牛肉乾 切片 ( 或火鍋肉片 ) 70℃ 3-10 小時 入菜、寵物零食

雞肉乾 切片 ( 或火鍋肉片 ) 70℃ 3-8 小時 入菜、寵物零食

丁香魚 洗淨整隻烘 70℃ 8-14 小時 入菜、寵物零食

透抽 洗淨整隻烘 70℃ 5-12 小時 入菜、寵物零食

鯖魚 切半或整隻 70℃ 8-14 小時 入菜

肉類的準備工作 ( 以下三種方法任選一種 )

1.	 先將肉切片或切條，不建議過大和過厚直接進行乾燥。若是做給家
中毛小孩的食物，肉片或絞肉不調味，直接入烘乾機烘乾。

2.	 用清水將肉煮熟後瀝乾水份再進行乾燥。
3.	 用醃料先將肉醃製兩個小時以上，直接乾燥或再將肉蒸熟、煮熟，

瀝乾後放入層架盤烘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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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燥香料小筆記

香料 處理方法 溫度 烘乾時間 延伸料理

蒜頭 切片 55℃ 6-12 小時 提味、中西料理皆宜

青蔥 切段 55℃ 5-12 小時 提味、中西料理皆宜

辣椒 整支或切段 55℃ 8-18 小時 中西料理皆宜

薑 不去皮切片 55℃ 8-16 小時 入菜或燉湯提味

羅勒 切段 35-40℃ 12-20 小時 調味

迷迭香 切段 35-40℃ 12-20 小時 調味

巴西里 切段 35-40℃ 2-5 小時 調味

1.	 沖洗後瀝 ( 甩 ) 乾多餘的水，去掉枯黃的葉子。
2.	 香草擺放不宜過密，風乾的時間根據葉片的大小和種類而定。
3.	 乾燥後將草本植物裝入不透光的紙袋或玻璃罐裡密封，並放置在陰

涼的地方。
4.	 烘小葉片的香草時，可以使用烘焙布防止香草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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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特滅菌標準

穩定熱源
（度）

安全滅菌時間
( 一般肉類 )

安全滅菌時
間 ( 家禽 )

穩定熱源
（度）

安全滅菌時間
( 一般肉類 )

安全滅菌時
間 ( 家禽 )

55 89 分鐘

家禽類不建
議 60 度 以
下使用

63.3 169 秒 8 分鐘
55.6 71 分鐘 63.9 134 秒 7 分鐘
56.1 56 分鐘 64.4 107 秒 5 分鐘
56.7 45 分鐘 65 85 秒 192 秒
57.2 36 分鐘 65.6 67 秒 102 秒
57.8 28 分鐘 66.1 54 秒 90 秒
58.4 23 分鐘 66.7 73 秒 84 秒
58.9 18 分鐘 67.2 34 秒 72 秒
59.5 15 分鐘 67.8 27 秒 66 秒
60.0 12 分鐘 17 分鐘 68.3 22 秒 54 秒
60.6 9 分鐘 16 分鐘 68.9 17 秒 48 秒
61.1 8 分鐘 14 分鐘 69.4 14 秒 42 秒
61.7 6 分鐘 13 分鐘 70 1 秒 30 秒
62.2 5 分鐘 11 分鐘 70.6 1 秒 24 秒
62.8 4 分鐘 10 分鐘 71.1 1 秒 12 秒

備註：
1 以上溫度是指食材必須達到的中心溫度。
2	海鮮類必須是可以生食的才能在乾燥後直
接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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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temp( 低溫烹調 )料理小筆記

1.	 低溫烹調之前，我們得先把食材裝入大小合適的塑膠製材質的真空
袋或保鮮膜裡。真空袋或保鮮膜須需注為 BPA	Free 的規格及耐高
溫。

2.	 抽真空：為了讓食材表面與袋子緊密接觸，這樣才能夠讓溫度快速
地傳導進入食材。如使用保鮮膜則盡量使用一層包緊。

3.	 若是沒有將多餘的空氣排出，袋子與食材之間就會空氣，會阻隔溫
度的傳導，結果造成烹調的效率降低及食材受熱不均勻。

4.	 使用食物乾燥機做低溫烹調，跟使用專業的舒肥機有不同的溫控及
操作，下頁表格僅供參考。

近來頗受注目的舒肥料理（sous	vide），透過長時間的低
溫烹調，保留食物的美味，簡化了食物料理最不容易的火候
控制，在家也能煮出 5 星級料理。

乾果機fr506.indd   17 2018/7/23   下午 09:06:07



18

食
譜

食材 部位 厚度 溫度 烘乾時間

牛肉
牛排
牛肋排

25mm
直徑 100mm

57℃
58℃

40 分鐘 -4 小時
12-18 小時

羊肉

羊肋排
羊菲力
羊腿
帶前肩腿肉

30mm
40mm
120mm
50mm

56℃
56℃
56℃
56℃

1-4 小時
1-4 小時
12-24 小時
36-72 小時

豬肉
豬菲力
豬肋排

50mm
30mm

62℃
62℃

2-4 小時
4-8 小時

雞肉
雞胸肉
雞大腿肉
雞小腿肉

30mm
65℃
72℃
72℃

2-6 小時
9-15 小時
4-8 小時

魚肉
鮭魚
鱈魚

25mm
30mm

45℃
60℃

20-30 分鐘
12-20 分鐘

low-temp( 低溫烹調 )料理小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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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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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問題一 那些食材可以使用乾果機烘乾 ?

Ans：大部份的水果、蔬菜、肉類、香料、藥材、花卉或
寵物零食都適合乾果機使用。

問題二

問題三

問題四

Ans：建議乾燥同樣類型的食材，例如柑橘類可以一起烘，
水果類與其他水果類一起烘，蔬菜類與蔬菜類，如此才不
會互相影響食物的風味。
肉類務必與蔬果分開烘，深色蔬果 ( 例如辣椒、紅色火龍
果 ) 與味道較重的蔬果 ( 榴槤、洋蔥、蒜頭…辛香料等 ) 建
議也要分開烘乾，味道才不會交錯混合。

食材如果是泥狀?或是太小該如何處理?

Ans：乾果機有內附烤焙布，水果泥、較小、較軟的水果
可以利用烤焙布或烘焙紙，以防止沾黏或掉落。

花卉可以入乾果機嗎 ?

Ans：乾果機也可以做乾燥花，像是瑪格利特、玫瑰及小菊
花等。花卉及香草類適合以 35-40℃做低溫慢焙，以保持
花色及其香味。

乾燥果機一次可以同時烘乾多種食材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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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五

Ans：乾燥的蔬菜復水的方法類似平常我們使用乾燥香菇
的方式一樣，把乾燥的食物放置在碗中，加入淹蓋過食物
的水量 ( 使用沸水或熱水的速度會更快 )，浸泡大約 0.5-2
小時即可入菜使用。

問題六 口感徧硬或是徧軟 ?

Ans：口感徧硬可能是溫度高於 60 度或是烘焙時間過長，
水果一般建議是 55 度。徧軟可能是因為乾燥不足，或溫
度過低可以再進行調整。市面上有些脆的果乾多是透過油
炸處理，工序不同。	

乾燥的蔬菜要如何復水 ?

問題七

Ans：通常是因為食材乾燥速度過慢或食材過熟，造成鳳梨、
芒果等在烘烤時產生深色區塊 ,	可以透過減少食材厚度或
是提高烘乾溫度 ( 以減少烘乾時間 ) 並使用熟成適中的食
材來改善。

如果食材 ( 蔬菜或水果 ) 烘乾過程會產生
部份黑點或深色區塊該如何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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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微電腦恒溫乾果機

商品型號 FR-506

額定電壓 / 頻率 AC	110V/60HZ

額定功率	 500W

產品尺寸	 45cm(L)x34cm(W)x31cm(H)

外箱尺寸 49cm(L)x38cm(W)x36cm(H)

生產國別 中國

產品規格

パンの鍋（胖鍋）粉絲團
www.facebook.com/breadinside

家有パンの鍋（胖鍋）社團
www.facebook.com/groups/2187060911528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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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狀況

狀況一 開機時完全沒風？

Ans：風扇故障 ,	請把機器送回原廠或經銷商處理。

狀況二 開機時只有冷風 ?

Ans：發熱元件故障 ,	請把機器送回原廠或經銷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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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豆年糕選單16時間(小時)1:20提示1紅豆沙300ml2糯米250g先浸泡

產
品
服
務

	•	 如需服務時，請出示本服務保證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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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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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產序號：
	•	 用戶名稱：
	•	 電話：
	•	 地址：

	•	 購買日期：								年									月										日

維修服務專線：02-82003200,	信箱：service@breadpan.com.tw	

維修寄件地址：242 新北市新莊區萬壽路一段 21 巷 17 弄 4 號

																												（親送需先來電）

服務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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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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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年起維修，需由消費者自付來回運費（或親送自取）及維
修工資材料。

4.	 贈品及配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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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非本公司之零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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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盈實業有限公司
服務信箱：service@breadpan.com.tw

地址 : 新北市新莊區萬壽路一段 21 巷 17 弄 4 號
電話 :02-8200-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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