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eam Cooker Easy Meal
多功能食物調理機

重要提醒！請仔細閱讀此說明書，並妥善保管，以備日後之需！
警告：使用前請先將所有的塑膠袋與包裝材料拿開並且處理掉，
且遠離兒童可拿取之處。

6. 當攪拌流程完成，拿起攪拌碗(10)把手，讓攪拌碗與底座
(1)分開。接著，打開上蓋(13)，將食物倒在盤子上。
警告：請勿將手伸進攪拌碗中，以避免割傷。
強烈建議將混合好的食物給孩童前，請先檢查其溫度，避免
孩童被燙傷。

Vc.保溫及解凍功能
本食物調理機可將已切成小塊的食材或已準備好的嬰兒食品
，進行保溫或解凍。
˙若要保溫或解凍食材，請參照第Va章【食物烹煮功能 】。
˙若要保溫或解凍準備好的嬰兒食品，請依照以下步驟。
1. 請將嬰兒食品放在合適的容器內(將容器蓋子移除)，並放
   在烹煮籃(12)內。
2. 依需要保溫/解凍食材的量，倒入攪拌碗中刻度1~3的水至
    水箱內。接著，進行烹煮流程。
    解凍或加熱的時間長短，取決於食材最初的溫度及容量。
3. 當烹煮流程結束後，本調理機會發出嗶嗶的提示聲。此時
   ，請使用布或毛巾小心地打開上蓋，注意不要被燙傷；可
   攪拌食材，讓溫度可以較快降下來。把食物給孩童前，請
   先檢查溫度不會太熱，避免孩童被燙傷。
警告：基於衛生理由，請勿重複加熱食物或加熱超過一個小
時。

VI.清潔與保養
警告：所有清潔與保養，必須在本產品關閉、完全冷却及拔
除插頭的情況下才能進行。
每次結束烹煮/攪拌/保溫流程時，請依照以下步驟進行清潔。

攪拌碗及配件的清潔
攪拌碗(10)及其他塑膠配件：上蓋(13)、烹煮籃(12)、食物切
割器(8)和手指保護配件(9)，可使用一般洗碗精(不可使用研
磨或除垢產品)以手清洗或使用洗碗機。在清洗攪拌碗前，先
將攪拌器刀片拆下。

攪拌器刀片的清潔
為了防止/降低刀片的氧化和鏽化，每次使用完畢後，務必清
潔並擦乾攪拌器刀片(11)。
請參照第IV章【使用流程說明】的攪拌裝置說明，將攪拌器
刀片從攪拌碗上拆下，並使用肥皂水清潔，請小心不要被割
傷。
請勿使用強力清潔劑，例如漂白劑，因為可能會永久地影響
刀片的材質、使其染色和氧化。
避免使用含氯或含氯化合物的清潔劑。
請在流動水下清洗，並立刻用軟布擦乾。
警告：請勿使用洗碗機，避免刀片損傷。
請勿把攪拌器刀片的固定環拆下，並確保固定環在正確位置
。若有需要，請小心地將它移動到正確的位置。

底座的清潔
禁止使用洗碗機或流動的水清洗底座(1)，也不能將底座浸在
任何液體中。若有需要，請使用軟布清潔。請勿使用洗碗機
清洗水箱蓋(14)。

水箱的清潔
每次使用完畢，請將水箱內的水清空(如圖C)。
若超過8個小時未使用，請盡快清潔水箱。
a) 倒入約至攪拌碗刻度2的冷水到水箱內(如圖D)，蓋上水箱  
   蓋(14)並上下搖晃。接著，打開水箱蓋，關閉蒸氣流出孔
   (6)，慢慢將機器傾斜把水倒光(如圖C)。確保水不會流進攪
   拌碗固定鎖(7)旁邊的上蓋溝槽內。
b) 小心地清潔蒸氣流出孔的周遭，避免阻塞。
   清潔完後，使用軟布仔細地將產品擦乾。
   若有需要，請參照第VII章【機器保養】步驟來清理水垢。

VII.機器保養
為了確保產品的正常運行和水箱的保養，必須定期進行完整
的除垢循環。
重要：水垢的形成與水質的硬度成正比。當要長期存放本產
品時，建議至少每15天除垢清潔一次。

VIII.問題排除

問                    題                                可 能 原 因                                               解 決 方 法

調理機或LED燈無法開啟 ˙插頭沒有正確地插入插座 ˙確認是否正確連接插座且狀態良好

調理機沒有進行攪拌或烹煮流程 ˙攪拌碗或上蓋沒有固定在正確位置 ˙攪拌碗和上蓋正確地固定在攪拌碗固定鎖上

當進行攪拌時，調理機產生異味或
發出噪音

˙初次使用的新機器
˙放入過多食材
˙放入的食材太堅硬
˙攪拌時間過長

˙當初次使用完畢後，可能會有異味產生，屬於正常現象
˙減少食材量
˙請勿攪拌太堅硬或未解凍的食物；攪拌前，請將食物解凍
˙依照建議的攪拌時間操作。避免機器過熱，每次操作務必保
   留冷卻時間

當進行攪拌時，食物從碗中洩漏 ˙放入過多食材或液體 ˙減少食材或液體的量

調理機產生蒸氣的時間過久或無法
產生蒸氣

˙過多的水垢堆積在水箱 ˙使用白醋去除水箱內的水垢(請參照第VII章【機器保養】)

蒸氣從水箱蓋或後排氣管洩漏 ˙水箱蓋未正確固定
˙蒸氣流出孔被食物殘渣或水垢阻塞

˙將水箱蓋正確固定
˙使用白醋去除水箱內的水垢(請參照第VII章【機器保養】)。
   若有需要，請清理蒸氣流出孔，但務必不要損壞固定環。

烹煮結束後，無法打開上蓋 ˙調理機過熱 ˙待機器冷卻後再打開上蓋

烹煮結束後，有水殘留在攪拌裝置
與底座間

˙攪拌裝置遺失或未正確固定
˙攪拌刀片固定環遺失或未正確固定

˙將攪拌裝置正確固定在攪拌碗上
˙檢查固定環是否存在，及其位置是否正確

IX.技術規格
型號：06776T
額定電壓/頻率：110V~，60Hz
額定功率(烹煮功能)：500W
額定功率(攪拌功能)：130W
攪拌功能操作循環：開啟10秒 – 關閉10秒(調至“O”)
中國製造

保固
如果產品有任何損壞需要修理，請參考購買本產品之國家的相關
規定。正常使用所導致的磨損不包含在保固範圍內。
Artsana S.p.A.公司保留不需提前通知，可隨時修改本使用手冊內
容的權利。若無Artsana S.p.A.公司書面授權，嚴禁以任何形式全
部或部分複製、傳播、轉載本手冊或將其翻譯為其它語言。

SN0001907

a) 確認機器已冷卻，並把開/關轉鈕(3)關閉(調至“O”)。
   重要：若本產品未正常冷卻，在水箱內可能仍殘留熱水
   或蒸氣，有燙傷危險。
b) 接著，慢慢將機器傾斜把水箱內的水倒光(如圖C)，請參
   照第VI章內的【水箱的清潔】。
c) 在攪拌碗中加入刻度1的冷水，然後倒入白醋溶液至刻度
   3。把混合好的水-白醋溶液倒入水箱。
本產品請勿使用純水或除垢產品(溶液、粉末、錠劑)，因為
除垢產品成分可能有毒性或不適用於會接觸食品的配件。
d) 蓋上水箱蓋(14)，讓水-白醋溶液在水箱內靜置至少10個
    小時。
警告！當水-白醋溶液在水箱正在進行除垢作業時，請勿開
啟調理機開關。
e) 經過最少10個小時的除垢作業後，輕輕搖晃機器，打開
   水箱蓋，關閉蒸氣流出孔(6)，慢慢將機器傾斜把水倒光(
   如圖C)，請參照第VI章內的【水箱的清潔】。
備註：因為利用除垢溶液將鹽類沉澱物溶解在水中，所以
         除垢後的沉澱物若呈現深色是正常的。
f) 用水持續清潔水箱數次，直到沒有任何殘留物出現為止:
   倒入約攪拌碗刻度2的冷水到水箱內(如圖D)，蓋上水箱蓋
   (14)並上下搖晃。接著，打開水箱蓋，關閉蒸氣流出孔
   (6)，慢慢將機器傾斜把水倒光(如圖C)。
g) 使用軟布仔細地將蒸氣流出孔或底座附近的水都擦乾。
   若水垢堆積過多或很難清除，請提高白醋的比例並重複
   以上步驟。
重要：當除垢時，請不要移除和/或損壞水箱蓋(14)和蒸氣
排出孔(6)的固定環。

設備名稱：CHICCO多功能食物調理機                       型號(型式)：06776T

限用物質及其化學符號

1. 杯組總成

2. 主機總成

3. 電線元件

4. 馬達元件

5. 電路板元件

鉛
Lead
(Pb)

汞
Mercury
(Hg)

鎘
Cadmium
(Cd)

六價鉻
Hexavalent
chromium
(Cr6+)

多溴聯苯
Polybrominated
biphenyls
(PBBs)

多溴二苯醚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BDEs)

備註1.〝超出0.1 wt %〞及〝超出0.01 wt %〞係指限用物質之百分比含量超出百分比含量基準值。
備註2.〝○〞係指該項限用物質之百分比含量未超出百分比含量基準值。
備註3.〝－〞係指該項限用物質為排除項目。

單元



警告！
˙本產品僅能在一般家庭使用，務必依照使用說明書內容操
   作。本產品僅能作為食物調理機使用，非此用途皆不適當
   ，可能導致危險產生。本產品不適用於：在商店、辦公室
   或其他工作區域、旅館、汽車旅館和其他住宿設施或出租
   房間內作為廚房使用的空間。
   若不按照說明手冊使用，或本身操作不當而造成的意外，
   Artsana S.p.A.公司不需負任何責任。
˙本產品僅可在室內使用，請勿置於日曬、雨淋及其他不良
   氣候條件的場所。
˙此產品及其零配件須由成人來組裝與操作，請勿由兒童、
   心智有障礙或缺乏相關知識或經驗的成人操作。
   生理或心理有障礙或失能者，在有經驗者的監督或是詳讀
   使用及安全說明書後，了解有可能發生的危險後，便可使
   用本產品。如果由買方出售或提供給第三方用戶，必須將
   產品的使用說明書一併提供，執行前請詳閱並遵照說明書
   上指示。
˙本產品需要定期保養。保養與清潔的動作必須僅能由成人
   來執行。
˙為了避免嬰幼兒食物內的細菌增殖，請在料理製備後立即
   使用，或根據食物類型採用最適當的方法儲存。請勿使用
   攪拌碗保存食物。
˙本產品不可讓孩童使用，請將產品及電源線放置在孩童無
   法碰觸的地方 。
˙請勿讓孩童把本產品當作玩具玩耍。
˙請勿拉扯電源線或從主電源拔下設備。
˙警告：本產品必須使用備有接地線裝置的電力系統，以確
   保安全。
˙使用本產品前，請確認蒸氣流出孔(6)沒有阻塞。
˙當蒸煮或攪拌時，請勿將攪拌碗(10)的上蓋(13)打開。因
   為滾燙的液體可能會突然冒出，導致燙傷或燒傷。
˙當保溫或加熱時，高溫蒸氣可能會從攪拌碗冒出來，造成
   燙傷。因為蒸氣加熱，水箱和其他配件會呈現高溫狀態，
   當使用或拿取本產品時務必格外小心。
˙當產品正在使用時，請勿打開水箱上蓋(14)，以免燙傷。
˙當關閉機器後，請等待至少10分鐘再打開或移動水箱上蓋
   (14)。
˙當安裝、拆卸、清潔或不使用調理機時，請將電源線插頭
   從插座上拔除。
˙在移動、清潔、存放、保養前或不使用本產品時，請確保
   調理機已完全降溫且插頭已拔除。
˙在碰觸刀片前，請確保調理機的插頭已拔除。
˙警告：每次操作攪拌功能時，請勿開啟攪拌刀(11)超過10
   秒鐘，每次結束後需要靜置10秒鐘才可再使用。
˙當使用刀片(8及11)時，由於刀片很銳利，請提高警覺避
   免造成傷害。
˙警告：請勿將攪拌刀(11)放在洗碗機內清洗，因為潮濕環
   境和清潔劑，可能會導致損壞。
˙請勿用水或其他液體浸泡或弄濕插頭、電器本體(1)或電
   線。此電器不得浸水，以免導致危險或造成產品毀損。
˙以上的使用說明可在Chicco官方網站(www.chicco.com)上
   取得。
˙如欲清潔本產品請參照第VII章【清潔與保養】。
˙若電源線損壞時，請與經銷商或Artsana S.p.A.公司聯繫做
   電源線或配件的更換。
警告：未遵守本產品說明書中的規定，因而造成的人員傷害
及物品損壞，Artsana S.p.A.公司概不負責。請勿將本產品、
相關配件和任何包裝材料(塑膠袋、紙箱等)放在孩童可碰觸

到的地方，其並非玩具且可能產生危險。

警告：所有電器產品的使用都需要遵守以下的基本規則：
˙電器產品必須符合當地現行的安全規定。
˙產品的電壓及頻率(請見產品下方標籤)必須與其電源系統
   一致。
˙當手潮濕、光腳、腳潮濕或靠近噴濺的水時，請勿使用電
   器產品。

警告：當電器浸水時，請勿直接觸摸，先將電源插頭拔下，
暫時不要使用，並與經銷商或Artsana S.p.A.公司聯繫。
˙當產品故障和/或無法正確運作，請關機，拔掉插頭，並與
   經銷商或Artsana S.p.A.公司聯繫。請勿自行打開或維修。
˙建議不要使用變壓器和/或延長線。如有必要，只能使用符
   合現行安全標準的產品，並且不能超過變壓器和/或延長線
   的限制功率。
˙本產品只可放在平坦穩固且孩童無法碰觸的平面(地面)上
   使用。請勿將產品直接靠近熱源，或放置在高溫表面、壁
   爐或電爐上，也不要直接放在平滑表面或對潮濕/高溫敏感
   的地方。
˙當產品仍在運作時，請勿離開。
˙剛結束運作時，因本機內部和表面仍處高溫，請勿用任何
   物品遮蓋。
˙使用前，檢查所有零件(特別是碗和底座)是否安裝正確，
   並確保水箱蓋正確關閉。
˙攪拌碗(10)僅能與所搭配之底座(1)一起使用。

警告：攪拌碗(10)自底座(1)移開前，應確保已切斷電源。
˙使用前，檢查攪拌碗中沒有頭髮、衣物、廚房用具，且手
   不會碰到攪拌裝置。
˙請勿在水箱中加入自來水，或非於第VIII章【水箱保養】
   中列出的物質。
˙在加熱/烹煮的過程時，若蒸氣由水箱蓋(14)或蒸氣排氣管
   (16)洩漏，代表蒸氣迴路的操作故障：請勿打開或取下水
   箱蓋(14)，並立即關閉電源，使其完全冷卻。請勿再次使
   用，並與經銷商或ARTSANA公司聯繫。
˙如果液體從電器本體洩漏，請停止使用本產品。在這種情
   況下，請立即關閉開關並拔下電源插頭。
˙當產品剛結束烹煮流程，本機內部和表面仍處高溫時，若
   要將上蓋(13)打開，請特別注意蒸氣危險，以避免燙傷。
   請注意烹煮籃的手柄可能很燙。
˙建議不要使用刀片切堅硬的食物，例如冷凍食物，避免造
   成割傷。
˙如果您對產品說明書仍有疑問，請與經銷商或
   Artsana S.p.A.公司聯繫。

Artsana S.p.A.公司保留不需提前通知，可隨時修改本使用手
冊內容的權利。
若無Artsana S.p.A.公司書面授權，嚴禁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
分複製、傳播、轉載本手冊或將其翻譯為其它語言。

 

 

 

 

警告 使用者說明 警告！高溫蒸汽 請參閱本說明書 警告！高溫表面

符號說明

功能指示符號說明

攪拌功能

關閉

烹煮功能

I.包裝內含

◆ 調理機本體
◆ 攪拌碗上蓋
◆ 配有把手的攪拌碗 
  (攪拌時，請將食物放置於此)
◆ 烹煮籃 
  (烹煮時，請將食物放置於此)
◆ 手指保護配件 
   (使用食物切割器時，防止手
   指割傷)
◆ 食物切割器
◆ 使用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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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零組件介紹

1. 本體/水箱
2. 電線組區
3. 開/關轉鈕
4. LED顯示燈
5. 攪拌器刀片固定系統
6. 蒸氣流出孔
7. 攪拌碗固定鎖
8. 食物切割器
9. 手指保護配件
10. 食物攪拌碗
11. 攪拌器刀片
12. 烹煮籃
13. 上蓋
14. 水箱蓋
15. 水箱注水處
16. 蒸氣排氣管
17. 電源線

III.如何準備及使用本產品
初次使用本調理機前：
1. 使用本調理機前，請檢查產品及相關配件是否損壞。如有損壞
   ，請勿繼續使用，應與專業人員或經銷商聯絡。
警告：請勿將本產品、相關配件和任何包裝材料放在孩童可碰觸到
的地方。
2. 如欲安裝本產品配件請參照第IV章【產品的安裝及使用方式】。
3. 基於衛生安全考量，請先在沒有食物的情況下，讓調理機進行
   一次烹煮循環 (請在水箱加入攪拌碗刻度3的水量)，請參照第Va
   章【食物蒸煮的使用方式】。
警告：為了避免讓本調理機進水(如圖D)，請勿直接使用水龍頭注
水，且不可使用純水。
當初次使用完畢後，可能會有異味產生，屬於正常現象，並非產品
故障或損壞。
4. 當烹煮循環結束後，請將開/關轉鈕(3)關閉(調至“O”)，並讓
    機器冷卻(至少15分鐘)。警告：當調理機未冷卻前，請勿使用
    攪拌功能，因為仍可能會有蒸汽噴發，導致燙傷。
5. 將電源插頭拔下。接著，用溫水清洗配件。並使用軟布擦乾本
   體及底座的表面。
6. 將水箱內殘留的水倒掉(如圖C)。

IV.使用流程說明
烹煮裝置
警告：當開/關轉鈕(3)關閉(調至“O”)，才可以打開上蓋及烹煮裝
置。
˙把食物攪拌碗(10)置於機器本體上，再將它以順時針方向旋轉固
   定 (如圖B)。若要移除，則反向逆時針方向旋轉。
˙將上蓋(13)放在攪拌碗相對應位置 (如圖A)，再以順時針方向旋
   轉固定。若要移除，則反向逆時針方向旋轉。
˙將烹煮籃(12)放入攪拌碗上，確認側邊固定釘插入對應位置中，
   使其可以旋轉，以便食物烹煮完畢後，可直接倒入下面的碗中。

攪拌裝置
˙若要將攪拌器刀片裝置(11)與攪拌碗分離，先把攪拌碗從調理機
   上移開。從碗下方抓住攪拌器刀片裝置，接著，順時針旋轉。
˙從攪拌碗的上方取出刀片裝置，請注意不要割傷。若要固定刀片
   裝置，請反向操作以上步驟，直到刀片裝置固定。
警告：當攪拌器刀片裝置未固定在調理機上，請勿放在孩童可碰觸
到的地方。

V.寶寶食物的準備方式
Va.食物烹煮功能
本食物調理機可用來煮水果、蔬菜、肉及魚，並可保留食物
的營養素。
若攪拌器刀片裝置(11)尚未固定在攪拌碗(10)上，以及未將飲用水
倒入水箱中，則請勿使用烹煮功能。
請確保在使用烹煮功能時，攪拌器刀片裝置(11)已固定在攪拌碗
(10)上，且已將飲用水倒入水箱中。

烹煮流程如下：
1. 確認調理機電源插頭已拔下，開/關轉鈕(3)關閉(調至”O”)。
2. 請檢查蒸氣流出孔(6)沒有阻塞，必要時請參照第VI章
   【清潔和保養】，在不損壞蒸氣流出孔固定環的情況下，將流
    出孔打開。
3. 根據需求，可順時針或逆時針轉動並抽出或插入水箱蓋(14)，
    以打開/關閉水箱。
4. 請倒入適當的冷水至水箱(可先使用攪拌碗刻度測量水量，再倒 
    入水箱)，才能進入烹煮循環。而烹煮的時間是隨著水量的增
    加而增加。

˙請勿使用純水或含有其他物質的水(例如：鹽、糖等)。
˙根據攪拌碗上面的3個刻度，可估算平均的烹煮時間，如下表
   所示。

＊在本產品的主機電壓為110伏特~的情況下，平均的烹煮時間。
   若電源的電壓不同或沒有完全的清潔機器，則烹煮的時間可能
   會改變。
5. 將水箱蓋(14)插回水箱注水孔，並旋轉固定。
6. 將已裝上攪拌刀片裝置(11)的碗(10)放在調理機上。
7. 接著，把烹煮籃(12)放在攪拌碗上(10)。
8. 先將食物切成小塊(小於1公分)放入籃中，且不可超出烹煮籃。
    為了加快備料速度，可搭配使用配有手指保護配件(9)的食物
    切割器(8)，僅需要切割器固定在攪拌碗上，便可輕鬆使用。
9. 食材都放入碗後，蓋上上蓋(13)。
10. 將調理機電源插在插座上。
11. 把開/關轉鈕(3)向右轉，便可開啟烹煮功能。開啟後，LED顯
     示燈會亮起，再過幾分鐘蒸氣便會從蒸氣流出孔產生。
12. 烹煮時間的長短取決於水箱的水量。當水箱內的水耗盡，烹
     煮功能會自動停止，並發出嗶嗶的提示聲。當烹煮流程結束
     後，將開/關轉鈕(3)關閉(調至“O”)。
13. 接著，把調理機電源拔下。
14. 把攪拌碗(10)的上蓋(13)打開，檢查食物是否有煮熟。
15a. 如果沒有要使用攪拌功能，則可拿起烹煮籃(12)把手，注意
      不要被燙傷，將食物倒入準備好的盤子上。
15b. 如需攪拌烹煮完的食物，請參照第Vb章【食物攪拌功能】。
備註：請等調理機完全冷卻後，再啟動新的烹煮流程。
為了避免細菌增殖，每次使用完畢，請將水箱內的水清空(如圖C)
。請依照第VII章【機器保養】指示去除水垢。

Vb.食物攪拌功能
本食物調理機可依據嬰幼兒斷奶期的不同階段，進行食材的選擇
及混合。
攪拌流程如下：
1. 確認調理機電源插座已拔下，且開/關轉鈕(3)關閉(調至
“O”)。
2a. 若要混合先前烹煮的食材，請翻轉烹煮籃(12)將食材倒
     入攪拌碗中，接，移開烹煮籃並將上蓋(13)固定。
2b. 若要混合未烹煮的食物，請先將食物切成小塊後，直接
     放入已裝好刀片(11)的攪拌碗(10)中。您也可使用食物切割
      器，把食材切成小塊，讓材直接落入攪拌碗中。
請加入適量的水，讓食材可充分的攪拌。
警告：為防止對刀片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害，請勿放入堅硬、冷凍
         的食物，或是裝入超過攪拌碗的最大標示量的食材。並切
         記不要使用任何物品，在攪拌碗內按壓食材，避免造成機
         器故障或刀片損壞。
3. 將調理機電源插在插座上。
4. 把開/關轉鈕(3)向左轉，便可開啟攪拌功能。請持續攪拌
    約10秒後，接著關掉開關，以此方式操作較不易損壞機器。
5. 重複以上步驟，每次間隔10秒，必要時加水幫助攪拌，直到達
    到您理想的濃度。
警告：請勿直接將油倒入攪拌碗中。
備註：若食材黏在攪拌碗(10)側邊，請先關上調理機，使
用湯匙將食材推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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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提 醒

刻度 平均的烹煮時間*
刻度1     13分鐘
刻度2     25分鐘
刻度3     30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