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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品 品 名： 瓦 斯 爐

用 戶 姓 名：

用 戶 地 址：

購 買 日 期：

經銷商名稱：

經銷商電話：

(請蓋店章並詳填資料，以確保您的權益)

免付費服務專線：0800-380999
 
　　　　　　　　喜特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九、產品保固卡

九、產品保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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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購買本公司品牌或代理產品均享有自購買日期起一年內之產品保固
服務。

◆於產品保固期間內之正常使用下發生故障，本公司將提供免費維修服務。
◆正常使用之定義：機件故障非屬人為破壞、安裝不當、操作不當或天

災因素等造成。
◆自然耗損零件（如說明書內注意事項所示），非屬一年產品保固範圍內。
◆維修零件提供的最低保證為製造後五年，若超過五年，不保證有可供維修

的零件進行維修。
◆逾產品保固期如有故障報修，將酌收檢修工資，若有更換零件，則材

料費另計。
◆本公司關心您的產品使用安全，每年提供乙次免費到府安檢服務（安

檢時須出示本卡享有免費），請透過免付費電話預約安排。
◆服務人員到府安檢，維修時請出示本卡，遺失恕不補發（並可能喪失

您的保固權益），請妥善保管。



名部名稱

(本機為零件示意圖，正確零件以實機為主)

品名 型號
尺寸

(寬x深x高)
(mm)

挖洞尺寸
(寬x深/R)

(mm)

點火
方式

瓦斯總消耗量(kw)

面板材質
液化LPG 天然NG

檯面爐
左
旋
壓
電
式
點
火

JT-2100

700X400X140 670X350

8.0 8.0

不鏽鋼/琺瑯

9.0 9.0
JT-GC212S
JT-GC212E

嵌入爐 700X380X195 670X330 9.0

不鏽鋼

JT-GU210S 9.0

桌上
檯爐

JT-GT203S 700X380X170 × 9.0 9.0

■機型及規格若有變更，以本公司現況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八、產品規格 一、產品特性

開 關 旋 鈕

爐 　 　 架

爐 　 　 頭

面 　 　 板

二 、 各 部 名 稱

一、產品特性

清  潔  板

體 　 　 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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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系列採用優質熱電偶溫度感應裝置，當爐火熄滅時啟動切斷瓦斯
，避免瓦斯外洩。

2.特殊爐頭設計，火力強、熱效率高，節能滅碳，節省瓦斯、節省時
間。

3.使用國產開關，安全有保障。
4.提供不鏽鋼及琺瑯兩種材質之面板做選擇，可搭配各式櫥櫃與流理

檯設計；且面板堅固、耐磨、耐高溫，清理更容易。
5.檯面板防水膠條與流理檯密合，湯水不滲漏，保持櫥櫃內部不易髒汙。
6.點火率高，火力集中均勻，烹煮容易。
7.開關採用多段微調設計，自由調整火力，適合各式烹煮，安全、人

性、符合國人烹調習慣。



安裝前的準備

嵌入爐安裝檯面挖孔尺寸說明圖

長期不使用場合

三、安裝方式 七、保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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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裝方式 七、保養方法

1.將爐頭魔術繩拆除。
2.將高、低爐架確實置入面板凹槽孔洞內，使鍋具

放置穩當。

1.爐具面板表面保養：以乾布擦拭，若有髒污時，請以中性清潔劑擦

拭後，再以乾布擦拭。清理時，請勿使用尼龍刷、金屬刷、金屬刮

刀…等硬質清潔工具，以免造成表面處理脫落損傷。

2.爐頭保養：為使爐頭保持正常使用與維持良好燃燒狀態，請取出爐

頭以銅刷清除爐頭齒間髒污，切勿以水洗，避免影響加熱效率。

3.爐頭安全裝置：熱電偶之尖端，勿以硬質刷子清理，易導致故障，

若有湯汁溢出時，請馬上進行擦拭， 避免性能無法充份發揮，並縮

短使用壽命。

4.如爐頭、爐架…等零組件堵塞嚴重或損害，請聯絡服務人員更換。

5.點火電極：水或異物…等會影響正常火花放電，請以乾布擦拭清潔。

6.塑膠製品或烤漆印刷…等表面勿以強力洗潔劑及去漬油…等非中性清

潔劑清洗，以免造成字體模糊或烤漆褪色。

7.保養後如有拆卸須正確的組回！

1.請去除各零組件之髒污，並以包裝袋完整包裝，防止灰塵或異物沾

染。

2.使用包裝箱置放，保存於低濕氣及灰塵較少之處所。

3.請特別注意瓦斯通路如橡皮管接頭入口處應以套環保護，以防異物

阻塞孔內。

嵌入爐體框檯面

門板

挖孔尺寸L

與牆壁距離

挖
孔
尺
寸
D

330
200

670

孔與門板面之距離(依照嵌爐體框尺寸E)孔
與檯面前緣距離，依櫥櫃組裝狀況不同，
會有變化。



檯面爐安裝挖孔尺寸圖

按裝尺寸圖

安裝場所
1.無強風直接吹入的場所。
2.須堅固平穩的場所。
3.無物體從高處掉落之危險場所。

周圍防火措施

點檢時注意事項

檢查項目

關於爐頭之安全裝置及動作時處理方法

六、故障排除 三、安裝方式

670m/m

3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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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故障排除

1.點檢前應確認瓦斯（總）開關已關閉；爐具各部件已冷卻。
2.以下所記之檢查項目以外之檢查，請聯絡客服中心，特別是安全裝置及
瓦斯通路，請勿分解、拆卸。

3.點檢如有故障異常時，切勿使用，請聯絡服務中心派員來維修。
4.為了確保產品效能及產品安全，建議每年固定1～2次檢修。

1.橡皮管與爐具裝接之處是否在紅線位置，是否鬆動而漏氣。
2.橡皮管是否燒壞、腐蝕、老化，致使瓦斯外漏。
3.爐頭與爐座之間隙，爐架是否正確放置。
4.爐頭與爐座之間隙，是否被油和髒污堵塞。
5.爐具附近是否有易燃物（如油、紙、布、木等等）。
6.熱電偶之尖端是否被髒污覆蓋。
7.點火之電極之尖端有無異物附著。

1.使用中如爐火意外熄滅時，爐頭之安全裝置將會啟動關閉氣體通路以防
止氣體洩漏。

2.如在爐頭、安全裝置的熱電偶附著水份與溢出之湯水時，將導致不易點
火或熄火現象；此時請將鍋底之水份擦乾後再放在爐架上。（也請注意
湯水之溢出）。

3.火焰熱電偶部份請勿以用硬質物品碰撞，易影響點火及產生危險。
4.火焰熱電偶部份其安裝位置變動時，會影響點火，勿任意移動。
5.使用中熄火時：安全裝置將啟動關閉瓦斯，若至完全關閉狀態，仍需要
少許時間；如發現熄火時，請立即將開關旋鈕向右轉回｢關｣的位置，予
以熄火。

6.再點火時：請稍微等待周圍之未點燃瓦斯消失後，再依照｢操作方法｣之
操作順序予以點火。

7.此安全裝置只能防止因水或風等意外而使爐火熄滅所產生之漏氣事故，
不能防止其它原因所產生之漏氣事故，請小心使用瓦斯爐具，切勿過於
依賴安全裝置。

1.安裝位置的周圍為可燃性，如木製的牆壁…之場所：
器具的側面與背面要距離木製的牆壁等可燃物至少15cm以上（不鏽
鋼等…同），再者器具的上方之天花板、吊架…等可燃性的部份至少
距離100cm以上。



瓦　斯　種　類 使　用　壓　力

液化瓦斯（LPG） 2.8kPa

1.5kPa天然瓦斯（NG1）

2.可燃性的壁面請至少距離15cm以上（天花板面100cm以上），若為爐
具不能安裝之場合，請使用防熱板（如上圖所示），且調理檯或流理檯
之側面（可燃性） 高於器具之面板時，須以防熱板保護之。

10.不合適或異常的瓦斯壓力，會造成危險狀況發生。須使用適當壓力
或定壓的瓦斯調壓器，請參考瓦斯壓力說明。

11.瓦斯爐具已配備有多項安全裝置，但切勿適於依賴安全裝置，仍應
正確且小心地使用瓦斯爐具。

12.在煮食含酒精食物或油溫過高，而產生著火現象時，請勿慌張，應
迅速蓋上鍋蓋或以濕毛巾覆蓋，予以遮斷火源，阻斷空氣，即可撲減
，「切勿以水滅火」。

※「台灣區瓦斯器材工業同業公會」建議：瓦斯爐、家用熱水器、排油
煙機、烘碗機等設備，每５年須更新以保障使用安全。

※瓦斯壓力說明

※本公司家用液化石油氣爐具係依瓦斯壓力2.8kPa設計燃燒，若爐具未
內置穩壓器，請消費者務必使用依國家標準檢驗合格的R:2.8kPa，Q
：2kg/Hr以上之壓力調整器，切勿自行更換未經檢驗合格之不同瓦斯
壓力調整器，若因此衍生產品故障或事故，經鑑定確認後不予理賠。

※嚴禁自行安裝，應由專業人員或持有國家證照之技術士來進行安裝，
以確保安全。

※使用超過五年之機器，其零件皆已老化，本公司提供免費安檢。
※電線不得多條纏繞，或多條電源線（使用分接器）共用1個插座。

3.調理檯或流理檯的上面，有可燃性及側面和器具之面板大致等高的場所：
調理檯或流理檯的上面同樣要用防熱板保護，但要距離可燃性的壁要
15cm以上。

三、安裝方式 五、使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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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熱板

防熱板 防熱板

防熱板

15cm
以上

1cm以上的空間 1cm以上的空間

35cm以上 80cm以上

15cm
以上

15cm
以上

1cm以上

1cm以上

流理檯(調理檯)

流理檯(調理檯)的
上面為可燃性的場合

流理檯

的側面為可燃性
的場合



使用瓦斯注意事項

安裝的方法

五、使用注意事項 三、安裝方式

! 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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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使用注意事項

為安全、正確的安裝及使用本器具，
請詳讀本安裝使用說明書後，依指定
工程施工。

●請注意，若未依說明書內之安裝條件安裝，而造成的故障及損傷，
雖在保固期內，本公司不負保固責任。

●請於產品保固卡中填入必要事項，並於安裝完成後交付予客戶。
●自然耗損性零件之更換，如電池…等消耗性零件，非屬一年保固範
圍。　

1.除貼在瓦斯器具側邊之規格名牌所指示之瓦斯種類外，勿使用其它瓦斯種

類。

2.瓦斯器具只能用來煮食調理食物，不可作為其他用途；不當使用會有過熱

及不正常燃燒，使器具燒毀損壞及火災等危險。

3.非本公司爐具用之零組件，請勿代替使用，如市售品爐架及鋁箔製之湯皿

…等，切勿使用，避免產生危險。

4.使用中或使用後，爐頭、爐架、面板…等具尚為高溫狀態，請勿以手觸摸

；清潔保養擦拭時，請特別注意防止燙傷。

5.瓦斯爐上不可使用不良的補助用具，如大的鐵板覆蓋在爐上使用，以防器

具燒毀損壞及火災…等危險。

6.使用中切勿讓小孩在此玩耍，以避免危險發生。

7.橡皮管請採用瓦斯專用橡皮管，絕對禁止使用一般塑膠管，因沒有彈性又

不耐熱，受熱易熔化，並產生危險，橡皮管應隨時檢查更換，若老化或發

覺管壁裂開或管固定有鬆弛，應儘速更換。

8.使用後或外出就寢時，須確認瓦斯爐及瓦斯來源開關是否確實｢關閉｣。

9.如發生瓦斯洩漏，請勿打開抽風機或其他電器開關，火花或火源會引起瓦

斯爆炸事故；一旦發覺瓦斯洩漏，請馬上停止使用，並速將瓦斯（總）開

關關閉與開啟窗戶，使瓦斯流通至外部，並通知客服中心進行檢修。

1.除貼在器具側邊之規格名牌所指示之瓦斯種類外，勿使用其它種類瓦斯。

2.如係液化瓦斯請用一般家庭用低壓調器，液化瓦斯標準壓力為2.8kpa，天

然瓦斯為1.5kpa，進口天然瓦斯為1.5kpa。

3.請不要任意調高瓦斯壓力，壓力太高易產生｢浮火｣。

4.瓦斯桶切勿倒放使用，及置放在高溫或陽光直接照射處，將產生安全疑慮。

1.橡皮管請採用瓦斯專用橡皮管。

2.橡皮管安裝時，橡皮管不要有接觸到爐具本體

或從爐具底部穿過，以免高溫熔化產生危險。

3.橡皮管安裝時不可折彎，請保持適當長度（2M

以下）。

4.將橡皮管固定環套在橡皮管，連接於瓦斯爐具

正後下方的橡皮管接頭處，直至｢紅色｣記號為

止，接續使用固定環確實固定。

5.試漏氣：使用中性稀釋清潔液（肥皂水）塗佈

在接頭處，打開瓦斯，若有氣泡產生則表示有

洩漏。※不可用火種來試漏氣。

6.一個瓦斯桶(調整器)勿使用２個以上之瓦斯爐具

(瓦斯接續禁止使用三通…等再分接)。

紅線 橡皮管

橡皮管
固定環

肥皂



熄火的操作

空氣調節

使用注意事項

使用前的準備

1.開啟瓦斯總開關時，請先確認瓦斯爐具開關為｢關閉｣狀態。

2.若已開啟瓦斯總開關，發現瓦斯爐具開關為｢開啟｣的狀態，請不要立即點

火操作。

3.爐具的周圍，請不要放置如紙、布、油…等易燃品。

4.瓦斯橡皮管勿與爐具本體接觸，或在有加熱之位置處，避免高溫熔化，產

生危險。

1.押下開關旋鈕後，向左（逆時針）方向旋轉至

｢箭頭｣指示位置。

2.隨著｢卡嚓｣的聲響，火花將爐頭點燃，在確認

爐頭點火成功後約數秒鐘（即安全裝置作用後

）方可鬆手，以確保點火成功。

3.手離（如開關旋鈕放手時）會熄火，即開關旋

鈕旋轉保持時間不足，請重覆上述動作，將開

關旋鈕旋轉時間拉長。

1.使用後，請將開關旋鈕向右轉至｢關｣的位置， 
火焰即熄滅。

2.請確實將開關右轉至｢關｣的位置，否則易有瓦
斯洩漏之危險。

3.熄火後，請勿立即觸摸爐架、面板、爐頭…等
，以免燙傷。

4.若未使用瓦斯爐具時，請關閉瓦斯（總）開關
，預防瓦斯漏氣及火災。

1.調整空氣調節片，做適當之空氣調節，使瓦斯
能完全燃燒，提高效率。

2.請比較火焰之燃燒作適當之空氣調節。

1.點火時，請先將鍋子置於爐架上再進行點火。
2.請隨時注意火焰的燃燒狀態，確保有無不正常

燃燒現象。
3.湯汁沸騰滾開時，湯汁溢出會使火焰熄滅，也

會使爐具減少使用壽命。（湯汁沸騰後，如需
再烹煮，請調整至適當火力）

4.鍋具清洗後底部之水份，須擦乾再置放於爐架
，否則過多之水份易堵塞爐頭之焰孔，影響點
火成功（湯汁滾開溢出時同）。

5.熱電偶之安全裝置使用時請注意不要碰撞，避
免損傷。

3.藍色火燄表示空氣適當瓦斯完全燃燒，完全無臭味。
4.紅色火燄表示瓦斯燃燒不完全，浪費瓦斯且有臭味，此為不安全狀態

，請立即關閉瓦斯爐具開關。

點火的操作

火力調節的操作
火力 大火 中火 小火

開關旋鈕

對準位置

四、操作方法 四、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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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多

空氣適當(藍燄) 空氣不足(紅燄) 空氣過多(飛火)

關

空氣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