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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本手冊包含安全安裝重要資訊，可協助你有效率的使用本產品。

　 請將手冊放在容易接近的安全地方，以便未來的你或任何不熟悉本產品操作的人參考。



2

Content目錄

1  環保注意 .............................................................. 03

2  面板說明 ..............................................................04

3  功能介紹 ..............................................................05

4  使用說明 ..............................................................06

5  水自清功能 ...........................................................09
 
6 碳化自清 ..............................................................10



3

環境保護

請將所有包裝物料如硬紙板，泡棉，塑膠物料等放

入紙箱內，以便確保這些物料可以再利用，所有包

裝物料必須遠離孩童，因為可能造成窒息危險。

廢棄設備處理

依照歐洲 2002/96/EC有關廢棄電子和電器設備
(WEEE)指令，家用電器產品不可利用一般廢棄物
處理系統處理。

過期產品組件應分開收集，使產品零件的回收再利

用達到最高效率，可以防止對人類健康與環境的潛

在危害。對角線上畫有直線的垃圾車符號印在所有

類似產品上，藉以提醒人們對於這類物品應該分開

回收。

請詢問當地資源回收業者或回收站，有關回收舊家

電用品的適當地點。

處理廢棄產品前請先切斷電源，裁去電源線，讓它

無法利用後再拋棄它。

! 警告
1.本電器不預期供生理、感知、心智能力、經驗
或知識不足之使用者 (包含孩童 )使用，除非在對
其負有安全責任的人員之監護或指導下安全使用。

2.孩童應受監護，以確保孩童不嬉玩電器。

1 環保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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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B-840 P外觀說明

HLB-840 P 控制面板說明

2 面板說明2

1.選擇功能旋鈕
2.電子鐘 /計時器
3.溫度選擇鍵

1.操作面板
2. 門鎖 (僅限於部分機種 )
3.上加熱管
4.支撐架
5.烤架

6.烤盤
7.鉸鍊
8.內玻璃
9.排氣口
10.固定螺絲孔

11.燈
12.後牆板
13.3D旋風扇
14.烤箱封條
15.烤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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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功能介紹

功能選擇器符號

型號 HLB-830

型號 HLB-840

型號 HLB-830P

型號 HLB-840P

通知

有關如何使用每一個功能的說明，請參見隨烤箱附

帶的烹飪指引。

      烤箱開關 

   上下全火

   斷續加熱（上火炙烤）

   加強斷續加熱（高溫上火炙烤）
  

   下火

   高溫炙烤 +熱旋風

   上下火 +熱旋風

  

  3D旋風

  披薩

   環保

    解凍
  

    水自清

    碳化自清

    快速預熱

注意 !烤箱使用中請勿外出，並且經常注意烤箱狀況，避免意外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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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說明

! 注意
• 部分功能為觸控功能。請於玻璃面板上輕觸即可
使用。

• 觸控敏感度可能會因周遭環境狀況而改變。於插
電使用時，請保持觸控面板玻璃表面乾淨，清除障

礙。

• 若未於觸碰時正確反應，請拔除插頭數秒鐘後重
新插回。讓感應器自動調整，即可感應觸控。

 

電子時鐘 /計時器說明

1.按鍵

 、 與 ：讓你能設定電子時鐘 /計時器功能。

2.符號
時鐘設定

AVISADOR：當選擇時鐘 /計時器時，燈會亮起。
當計時時間到時，會發出聲響信號。烤箱在計時階

段結束時，並未關閉。這個功能也可以用於烤箱烹

煮食物的期間。 

 與  程式設定：燈亮起時，表示烤箱已設定
(烹煮時間、停止時間或兩者 )。

●   烹煮時間：這個功能讓你可以設定烹煮時
間，時間到後，烤箱會自動關閉。

●   烹煮停止時間：這個設定讓你可以設定烹煮
停止的時間，時間到後，烤箱會自動關閉。

  與   烹煮時間與烹煮停止時間：這個設定讓
你可以編輯設定烹煮時間與烹煮停止時間。烤箱在

設定的時間，自動啟動，並執行所選擇的烹煮時間

(烹煮時間 )。然後它會在所指示的時間自動關閉 (烹
煮停止時間 )。

時鐘 /計時器鎖定：代表面板上時鐘 /計時器的
觸碰式按鍵被鎖定，預防被年幼孩童修改。

其他功能

加熱：表示烤箱正傳輸熱能到食物上。

水自清：當 Teka Hydroclean®功能運作中，
燈號亮起。

碳化自清：只適用於部分機種。當碳化自清功
能運作中時，燈號亮起。

安全鎖：只適用於部份型號。代表在碳化自清
功能運作時，以手動或自動將門鎖定。

! 警告
觸碰式按鍵的靈敏度，持續順應環境的條件。當烤

箱插上插頭時，務必確保控制面板面板是乾淨的。

如果當你觸碰按鍵時，時鐘沒有正確回應，將烤箱

的插頭拔除幾秒鐘，然後再重新插上。這麼做會造

成感應器的自動調整，所以它們能再一次對手指頭

的控制，有所反應。

設定時間

●當你將烤箱的插頭插上時，你會看到時中閃爍

12:00。

●觸碰 與 ，調整小時，然後調整分鐘。時間

設定完成後，你會聽到雙嗶嗶聲。

●如果你想修改時間，觸碰 與 ，直到時間開

始閃爍。觸碰 並依照前一條的指示。

! 注意
時鐘燈光有夜晚模式，所以在 0:00到 6:00之間，
顯示燈光會變暗。

! 警告
萬一碰上停電，電子時鐘 /計時器設定會被清除，
恢復電後 12:00會在時鐘顯示上閃爍。請再重新設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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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箱的使用

手動操作

●在設定時鐘後，烤箱就可隨時使用。選擇烹煮功

能與溫度。

訊息通知

在擁有電子溫度控制的型號中，當選擇器開關開啟

時，時鐘顯示會展示溫度。

在選擇溫度後，時鐘顯示會自動重新出現。

如欲知道烤箱溫度，可按OK鍵顯示幕會顯示溫度，
此時轉動溫度旋鈕則可更改溫度設定。

●你會注意到 符號，在烹煮時亮起，表示熱度已被

傳輸到食物上。在此所選擇的溫度已到達後，此符

號會消失。

●將控制設定到 ，關閉烤箱。

訊息通知

當烹煮週期開始時，烤箱會自動顯示烹煮的總時

間。

烤箱計時器操作

設定蜂鳴器

1.觸碰 與 ，直到顯示器上 符號開始閃爍，

然後按下 。”00:00”的標示會出現在顯示器上。
2.以按下 與 ，調整你想要警示的時間。完成

設定時，你會聽到兩聲嗶嗶聲，確認時間已設定，

且時鐘將開始從所選擇的時間倒數。 符號會開

始緩慢閃爍。

3.一旦計時完畢，聲響信號會持續 90秒，且 符

號會開始快速閃爍。

通知

設定蜂鳴器功能時，僅提醒計時時間結束，烤箱將

不會關閉。

4.觸碰任何一個按鍵，停止鬧鐘警示。 符號會

消失。

若想要修改蜂鳴器上的時間，重複以上所顯示步驟。

當進入計時器控制，目前剩餘時間會出現，你就可

以調整。

通知

設定蜂鳴器功能後，剩餘時間會在顯示器上永久顯

示。當此功能啟動時，將無法檢視時間或設定的總

烹煮時間。

設定烹煮時間

1.觸碰 與 ，直到顯示器上的  符號開始閃
爍，然後按下 。”00:00”的顯示將會展示在顯
示器上。

2.以按下 與 ，選擇你想要警示的時間。你會

聽到兩聲嗶嗶聲，確認時間已設定，且時鐘將開始

從所選擇的時間倒數。  符號會開始緩慢閃爍。
3.使用烤箱烹煮旋鈕，選擇功能與烹煮溫度。
4.一旦烹煮時間完成，烤箱會關閉，警示會響起且

 符號會快速閃爍。
5.觸碰任何按鍵來停止鬧鐘，並關閉  符號。烤
箱會再次開啟。

6.將控制鈕設定到 的位置，關閉烤箱。

你可以觸碰 與 ，直到  符號開始快速閃爍，
來改變剩餘的烹煮時間。最後按下 ，改變時間。

通知

有了烹煮時間功能，剩餘的時間將會顯示於顯示器

上。當此功能被設定時，你無法在這個顯示器上，

看到目前的日常時間。

設定烹煮停止時間

1.觸碰 與 ，直到顯示器上的  符號開始閃
爍，然後按下 。”00:00”的顯示將會展示在顯
示器上。

2.以按下 與 ，選擇你想要警示的時間。你會

聽到兩聲嗶嗶聲，確認時間已設定，且時鐘將開始

從所選擇的時間倒數。  符號會開始緩慢閃爍。
3.使用烤箱烹煮旋鈕，選擇功能與烹煮溫度。
4.一旦烹煮時間完成，烤箱會關閉，警示會響起且

 符號會快速閃爍。
5.觸碰任何按鍵來停止鬧鐘，並關閉  符號。烤
箱會再次開啟。

6.將控制鈕設定到 的位置，關閉烤箱。

你可以觸碰 與 ，直到  符號開始快速閃
爍，來改變剩餘的烹煮時間。最後按下 ，改變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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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烹煮時間與烹煮停止時間

1.觸碰 與 ，直到顯示器上的  符號開始閃
爍，然後按下 。”00:00”的顯示將會展示在顯
示器上。

2.以按下 與 ，選擇烹煮時間。接下來，你會

聽到兩聲嗶嗶聲，剩下的時間將會出現於顯示器上，

且 符號會緩慢閃爍。

3.觸碰 與 ，直到顯示器上的  符號開始閃
爍，然後按下 。”00:00”的顯示將會展示在顯
示器上。

4.以按下 與 ，選擇烹煮結束時間。接下來，

你會聽到兩聲嗶嗶聲，目前的時間將會出現於顯示

器上。

5.選擇烹煮功能與溫度。烤箱會維持未啟動的狀態，

 與  符號皆會亮起。烤箱烹煮設定現在可以
被調整了。

6.當開始烹煮的時間到了，烤箱會開啟並會以所設
定的烹煮時間運作。

7.當烹煮運作中，剩餘的烹煮時間將會被顯示出來，

且  符號會緩慢閃爍。
8.當烹煮時間完成，烤箱會被關閉，蜂鳴器會響起，

且  符號會快速閃爍。
9.觸碰任何感應器來停止蜂鳴器，並關閉  符號。
烤箱會再次開啟。

10.將控制設定到 的位置，關閉烤箱。

安全說明

兒童安全保護鎖 (面板 )
此功能在使用烤箱的任何時候，都可以選擇。

要啟動此功能，隨時觸碰並長按 與 按鍵數秒

鐘，直到你聽到嗶嗶聲，且  符號出現在顯示器
上。時鐘 /計時器被鎖定。

如果你在烤箱未開啟的情況下，啟動兒童安全保護

鎖功能，烤箱將不會運作，即使已選擇了烹煮功能。

如果此功能在你烹煮時被啟動，它只會鎖住電子時

鐘 /計時器設定。

要終止此功能，同時按住 與 按鍵數秒鐘，直

到你聽到嗶嗶聲。

手動操作門鎖

僅在部份型號中適用。

此功能讓烤箱門被鎖定。

重要訊息

此功能只在烤箱控制功能設定於靜止位置 時，
才能被選擇。

要啟動或終止啟動門鎖，請依照底下步驟：

1.觸碰 與 ，直到 符號在顯示器上開始閃
爍。

目前的門鎖狀態會被顯示為”On”，如果功能啟動；
顯示為”Off”，
如果功能被停止。

2.觸碰 ，門鎖狀態就會相反：如果門未上鎖，就

會被鎖定；如果門上鎖了，就會被解除鎖定。

3.一旦門已被鎖定 /停止鎖定，新的鎖定狀態將會
出現於顯示器上。

要是在鎖定系統啟動的狀態下， 符號會持續於顯
示器上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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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自清功能

Teka Hydroclean®功能
此功能讓清除沾黏於烤箱側邊的油汙與其他食物殘

渣變得很容易。

若要使烤箱容易清潔，請勿累積髒污，並經常清理

烤箱。

設定 Teka Hydroclean®功能

! 警告
不要在有溫度的烤箱中倒入水，這可能會破壞烤箱

的釉質。

務必在烤箱冷卻的情況下，運作此一循環。若在烤

箱過熱的情況下運作，結果可能會受影響，且搪瓷

烤漆可能會被破壞。

首先，移除烤箱內部的托盤以及所有配件，包含托

盤支撐與伸縮式滑軌。操作此動作時，請依照隨烤

箱附送的安裝與維修指引中的說明。

1.在烤箱冷卻後，輕輕地倒入 250ml的水到烤箱
內，並加入幾滴溫和的洗碗清潔劑。

2.將控制鈕轉到 的位置。
3.你會聽到嗶嗶聲，表示 Teka Hydroclean®循環

已經開始。 符號會緩慢閃爍，完成此循環所剩
餘的時間，會顯示於顯示器上。

這個循環所需的時間無法改變。要在完成前停止此

循環，將控制鈕轉到 的位置。

4.當循環完成後，烤箱會自行關閉，警示聲會響起，

且 符號會快速閃爍。

重要

請不要打開烤箱門，直到Hydroclean®功能完成。
冷卻循環對此功能的適當運作是必要的。

5.以手指頭碰觸任何顯示幕按鍵來停止警示，並將

 符號關閉。
6.將控制鈕轉到 的位置。
7.現在可以用濕布，從烤箱中移除任何髒污痕跡以
及多餘的水。

Hydroclean®功能可以在較低溫度的情況下運作。
然而，冷卻會依據室溫而變化。

! 警告
在觸碰烤箱內部表面時，務必確認烤箱已適當冷

卻。

如果在使用 Hydroclean®功能後，仍需要更深層
的清潔，使用中性清潔劑以及非研磨性的海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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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化自清自動清洗功能

此功能只出現在 HLB P系列。

! 警告
在設定自清清洗循環前，仔細閱讀安全說明，此說

明可於安裝與維修指引的最前面部分找到。

此功能可以進行碳化自清清洗循環，由於烤箱內部

所達到的高溫，所累積的油汙將經歷碳化過程。

一般的建議是在每 4-5次的使用後，依據烤箱所呈
現的污垢程度，使用最適當的設定，執行碳化自清

循環。烤箱污垢程度越大，設定的時間就越長。

在碳化自清循環的過程中，烤箱內部的燈光將會持

續關閉。

設定碳化自清功能

重要

在進行碳化自清作用前，你必須移除烤箱中的所有

配件與盤子，包含架子及伸縮式滑軌。所需步驟請

依照隨烤箱附送的安裝與維修指引裡的說明。

! 警告
清理側邊任何溢出或多餘的髒污，因為那些這碳化

自清作用時，可能會被點燃，而引起火災危害。

1.將烹煮控制鈕轉到碳化自清的位置 。

2.在幾秒鐘後， 符號會在時鐘顯示器上亮起，
顯示”P2”(碳化自清設定 2)。

3.你現在可以按住 與 鍵，改變碳化自清設定

到 P1、P2或 P3：
P1：輕度碳化自清。持續時間約 1個小時。
P2：正常碳化自清。持續時間約 1個小時 30分鐘。
P3：加強碳化自清。持續時間約 2個小時。

4.一旦選擇了所想要的設定，按下 。自動門鎖將

會立即啟動。

5.一旦門被上鎖後， 符號會在時鐘顯示器上亮
起，在碳化自清結束前所剩餘的時間會被顯示。

重要

烤箱被設定且碳化自清清理循環正在進行。在循環

過程中，沒有任何烤箱計時器功能可被選擇 (除了
兒童安全鎖外 )。
不要試著打開烤箱門，因為這可能會打斷清理程

序。

6.當碳化自清清理循環完成後，警示聲將會響起，

符號將會閃爍，而你會看到時間”0:00”顯示逾
時中顯示器上。

7.按下任何計時器按鍵，停止警示聲響。

8.將控制鈕轉到 的位置。
9.烤箱的加熱過程已完成。然而，烤箱溫度非常高，
而無法使用。

冷卻過程將會繼續運作，且 符號會持續亮起，直
到烤箱冷卻。

重要

因為烤箱內部的高溫，冷卻過程會依據室溫做變

化。

10.一旦烤箱冷卻下來， 符號將會關閉。
11.打開烤箱門並以濕布擦拭內部，移除清洗循環中
所留下的灰燼。烤箱難以擦拭接觸的區域，需要以

非金屬纖維清潔布清理。

12.一旦烤箱清理後，請勿忘記重新置入支架與配
件。

13.烤箱可以隨時使用。

重要

若在功能設定與使用上有任何問題，請參考隨烤箱

附帶的安裝與維修指引。

6 碳化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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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碳化自清功能

碳化自清作用是一個自動功能，因此它只能從計時

器設定中啟動。要取消進行中的碳化自清，必須以

下列說明重新設定烤箱：

1.將控制鈕設定到 的位置。計時器將會顯示如
下：

2.依照烤箱內部溫度而定，可能會有下列兩種情況
產生：

a.危險的內部溫度：在這種情況下，烤箱門將會持
續鎖定，直到溫度到達安全程度。

b.安全的內部溫度：如果烤箱內部溫度是安全的，
烤箱門會立刻鎖住。

3.一旦門被解除鎖定且可被打開，時間會再次顯示
於計時器顯示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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