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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EMGAS崁入式多功能烤箱

（GFM 52）

操作手冊INSTRUCTION MANUAL
操作前請詳閱本使用說明書。
本手冊中各圖片僅供參考，請以實物為準。



規格 

型號 GFM 52 

電壓及頻率 220V / 60Hz 

容量 60 公升 

機體尺寸(寬 x 深 x 高) mm W597*D543*H590mm 

安裝尺寸(寬 x 深 x 高) ㎜ W554-564*D550*H583-585mm 

最大功率 2670W 

注意： 

因產品改進和技術更新，參數如更改，請以產品的銘牌為准，恕不另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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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與叮嚀
感謝您選購 Glem Gas 產品。您選擇的這項產品，融合了數十年的專業經驗與創
新特色。本產品兼具精巧與時髦的特點，採用以客為尊的設計理念。因此無論您何
時使用，保證您都能獲得絕佳的效果。
歡迎使用 Glem Gas產品。

造訪我們的網站以獲取更多的品牌與產品的相關資訊

客戶關懷與服務

建議您使用原廠零配件。
與「授權服務中心」聯絡時，請確保您已備妥下列資料：型號、出廠、序號。
您可在銘牌上找到該資訊。

 警告 / 注意 - 安全資訊
 一般資訊和提示
 環境資訊

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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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資訊
請在安裝和使用本機之前，仔細閱讀所提供的指示。對於安裝
和使用錯誤所造成的人身傷害或損害，製造商概不負責。請務
必將說明書擺放在安全可隨手取得的地方，以便將來參考。

1.1 兒童和易受傷者安全事項
• 9 歲 (含) 以上之兒童，生理、感知或心智能力衰退者，或是

經驗與使用知識缺乏者，在負責其安全的人員在旁監護或指
導本機的使用方法，並讓他們了解可能之危險的情況下，方
可使用本機。

• 除非有人持續監督，否則年齡介於 5 至 9 歲的兒童以及有
非常廣泛及複雜殘疾情況的人應遠離本機。

• 5 歲以下的兒童應遠離本機，除非有人持續監督。
• 請勿讓孩童將本機當成玩具，不嘻玩電器。
• 將所有包裝放在兒童不易觸及之處，並妥善丟棄。
• 本機運作中或冷卻時，請讓兒童和寵物遠離本機。可觸及的

配件會在使用時會變得灼燙。
• 如果本機配有兒童安全裝置，請將其啟用。
• 不得由兒童在無人監督的情況下進行清潔與使用者維護。

1.2 一般安全須知

• 僅能由合格人員安裝本機及更換電源線。
• 警告：本機及其可觸及的配件會在使用時會變得灼燙。請務

必小心，避免碰觸加熱元件，孩童宜保持距離。
• 務必戴上烘烤箱用的手套來移除或放入配件或烤盤。
• 進行任何維護作業前，請先拔除本機的電源線。
• 警告：確定先關閉本機再更換燈具，以避免遭到電擊的危

險。
• 在內建結構中安裝之前，請勿使用本機。
• 請勿使用蒸汽清潔機來清潔本機。
• 請勿使用具有磨蝕性的強烈清潔劑或尖銳的金屬刮刀來清潔

玻璃門，以避免刮傷表面而導致玻璃碎裂。
• 如果主電源線已損壞，則必須由製造商、其維修代理商或類

似的合格人員更換，以避免發生觸電危險。
• 若要移除層架滑軌，請依序將烤架滑軌的前端和後端，從側
邊拉出來。以相反的順序裝上烤架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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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全信息

2.1 安裝
警告!
僅能由合格人員安裝本機。

• 移除所有的包裝。
• 本機若受損，請勿安裝或使用。
• 請按照本機隨附的安裝指示進行安裝。
• 因為器具很重，移動本機時務必小心。

請務必使用本機附送的安全手套，並穿
上有包覆性的鞋子。

• 不要使用把手來拖動本機。
• 請與其他器具和裝置保持最小的距離。
• 將本機安裝在安全適當且符合安裝要求

的位置。

2.2 電氣連接
警告!
可能會導致火災和觸電危險。

• 所有的電氣連接皆應由合格的電工執
行。

• 本機必須接地。
• 確定銘牌上的參數與主電源電功率額

定值相容。
• 一律使用已正確安裝的防震插座。
• 請勿使用多插頭轉接插座和延長線。
• 請確認本機的電源插頭和電線不會遭

到損壞。若需要更換電源線，應該交由
我們的授權服務中心執行。

• 請勿讓電源電纜觸碰或接近機門或電
器下的壁龕，尤其是在操作或機門非常
燙時。

• 防震的帶電零件和絕緣零件，必須鎖緊
到需使用工具才能卸下的程度。

• 只有在安裝結束時才能將電源插頭接
上電源插座。請確認於安裝之後，電源
插頭位於伸手可及之處。

• 如果電源插座鬆脫，請勿連接電源插
頭。

• 請勿以拉扯電源線的方式拔掉本機電
源線。請一律從電源插頭處拔下。

• 僅能使用良好的絕緣裝置：線路保護切
斷、保險絲 (從固定器取下的螺絲型保
險絲)、接地漏電跳脫和接觸器。

• 供電線路必須有絕緣裝置，使您可以
切斷本機與所有主電源的連接。

• 本機隨附電源插頭和電源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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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正確的使用方式
警告!
可能會導致受傷、燙傷和觸電
或爆炸的危險。

• 本機僅供一般家庭使用。
• 請勿變更本機的規格。
• 請確定通風開口沒有阻塞。
• 請勿在無人監管的情況下讓本機運作。
• 每次使用後，請將本機停用。
• 在本機運作過程中開啟機門時，請務必

小心。可能會冒出熱氣。
• 雙手潮濕或本機沾到水時，請勿操作本

機。
• 請勿在打開的門上施壓。
• 請勿將本機當作工作檯或儲存檯。
• 小心地打開機門。使用含酒精成分的

食材可能會導致酒精和空氣混合。
• 當您打開機門時，不要讓火花或明火接

觸到本機。
• 請勿將燃產品或沾染可燃產品的物品

放在本機內部、附近或上方。
警告!
對本機造成損害的風險。

• 如何避免瓷漆損壞或變色：
– 請勿將烤盤或本機中的其他物體直

接放在底部。
– 請勿將鋁箔紙直接放在本機箱體底

部。
– 當本機溫度很高時，切勿將水直接

加入其中。
– 烹飪後，請勿將潮濕的碗碟與食物

留在本機中。
– 移除或安裝配件時，請謹慎小心。

• 瓷漆或不銹鋼變色對本機的效能沒有任
何影響。

• 若是濕潤的糕點，請使用深盤。果汁足
以造成永久性的污漬。

• 本機僅適用於烹飪用途。本機不得使
用於其他用途，例如室內保溫加熱。

• 烹飪時始終保持烘烤箱機門關閉。
• 若本機安裝在傢俱板材 (例如門) 的後

方，此門絕不能在本機運作的過程中關
上。傢俱板材一旦關上，後方會蓄積熱
氣和濕氣，之後將會損及本機、住處或
是地板。除非本機在使用之後已完全
冷卻，否則請勿關上該傢俱板材。

2.4 保養與清潔
警告!
會有受傷、起火或對本機造成
損壞的危險。

• 維護前，請先停用本機，並從電源插座
將電源插頭拔下。

• 請確定本機已冷卻。而且玻璃面板有
可能破裂。

• 機門玻璃面板一旦損壞，請立即更換。
請聯絡授權服務中心。

• 請定期清洗本機以避免表面材質惡化。
• 以柔軟的濕布清潔本機。僅限使用中

性清潔劑。請勿使用任何研磨性產品、
研磨性清潔抹布、溶劑或金屬物體。

• 若您使用烘烤箱噴霧劑，請遵循包裝上
的安全指示操作。

• 請勿使用任何一種清潔劑來清潔催化
瓷漆 (如適用)。

2.5 內部指示燈
警告!
可能會導致觸電危險。

• 本機所用的燈泡或鹵素燈泡類型僅供
家用器具使用。勿用於家居照明。
• 更換照明燈前，請先拔除本機的電源
線。
• 限用相同規格的照明燈 。
2.6 服務中心
• 聯絡服務中心(0800-707168)以修復
本機。
• 請只使用原廠備用零件。
2.7 廢棄處理

警告!
受傷或窒息的風險。

• 拔除本機的主電源線。
• 剪斷本機附近的主電源線並丟棄。
• 移除機門門閂，以防止兒童或寵物被關

在本機內。

3. 安裝
警告!
請參閱「安全性」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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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內嵌式

3.2 將烘烤箱固定至機殼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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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產品說明
4.1 一般概述

7

6

10 8

9
0

5

4

1

2

3

1 42

4.2 配件 (依產品不同配置會有所不同)
• 烤架

適用於放置炊具、蛋糕盤和烤肉。
• 燒烤 / 烤盤

用於烘烤或當作收集油脂的
托盤。

5. 控制面板介紹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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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對照各機型實際設計)

   

3

 9   層架，可取下
10 層架位置

5 1 控制板
 2 加熱功能旋鈕
 3 溫度控制旋鈕 
 4 時間選擇旋鈕   
5 j溫度指示燈/符號
6 加熱元件
 7 照明燈
 8 風扇

烘烤箱功能 應用

「關閉」位置

烘烤箱已經關閉。

下火+旋風

底部加熱及旋風運作, 
適合做舒芙蕾。

上下火+旋風

火力穩定, 適用於烘烤
及蛋糕類製作。

燒烤+旋風

熱度分布均勻, 適用於
肉類炙燒。

上下火

用於傳統烹飪及糕點美
食。

5.1加熱功能旋鈕

下火
適合作派

1．此旋鈕操作時，可順、逆時針操作，使用完
畢後，須將旋鈕選擇「關閉」位置
2．加熱功能選擇，可參考市售烤箱專用食譜，
或參考右圖功能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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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溫度控制旋鈕

℃ 1.順時針旋轉可選擇溫度50℃-250℃。
2.選擇至所需溫度後，溫度指示燈亮起，代表

加溫中，熄滅代表溫度已到達所需溫度。
3.運作中若溫度下降，會在自動升溫，溫度指

示燈即再亮起。

使用完畢後，務必將溫度控制旋鈕歸
零，逆時針轉至    。

5.3時間選擇旋鈕

1.定時功能：
以順時針方式選擇所需時間10-120分鐘，旋
鈕順時針選擇所需時間後，即開始計時，
時間到達會有聲響提醒。

2.手動功能：

     選擇        符號，即開始運作，待烘烤完畢
  後，需手動轉至

操作定時功能時，食材若提前完成，此
時旋鈕不須歸零。強迫歸零易造成零件
損壞。

三項旋鈕操作無優先順序，待均完成選擇後，加熱指示燈
會亮起。若熄滅代表溫到到達或停止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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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首次使用須知

警告!
請參閱「安全性」一章。

6.1 初步清潔
從烘烤箱移除所有的配件及可移除的層架。

請參閱「保養與清潔」一章。

第一次使用前，請先清潔烘烤箱與配件。請將配件及可移除的
層架放回原來的位置。

6.2 預熱
第一次使用前請先預熱空的烘烤箱。
1. 首次使用烤箱時, 需要將其加熱到最高溫度 (250°C)讓烘烤
箱運轉, 當橘燈熄滅, 預熱即完成
2. 殘留物製造油,可能給食物帶來難聞的氣味。
3. 烹飪時,請勿用鋁箔或錫箔蓋住烤箱底部,不要將鍋碗瓢盆
傾斜,以免損壞釉質層。
4. 如果想使用烘焙紙,將其放置妥當,使其不會干擾烤箱內的
熱空氣迴圈。
5. 關閉烘烤箱並讓它冷卻。

配件可能會變得比平常還燙。烘烤箱可能會發出異味與煙
霧。請確認室內通風充足。  



7. 使用配件

警告!
請參閱「安全性」一章。

7.1 插入配件
烤架：
將烤架推入層架的導桿之間，確認機腳朝
下。

烤盤/深盤：
將烤盤/深盤推入層架的導桿之間。

烤架及烤盤/深盤放在一起：
將烤盤/深盤推入烤架的導桿以及上述導桿
上方的烤架之間。

位於頂端的小凹槽可提高安
全性。這些凹槽也是防傾倒
裝置。周圍的高起邊緣可避
免炊具滑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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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保養與清潔

警告!
請參閱「安全性」一章。

8.1 清潔注意事項
使用溫水和溫和清潔劑沾濕軟布以清潔烘
烤箱正面。
若要清潔金屬表面，請使用專用清潔劑。
每次使用後請清潔烘烤箱內部。積聚的油
脂或其他食物可能引發起火災。烤盤的風
險更高。
每次使用後，請清潔所有的配件，並使其
乾燥。使用沾了溫水和清潔劑的軟布。不
要在洗碗機內清潔配件。
請使用特殊烘烤箱清潔劑來清潔頑固污
漬。
如果您有不沾式配件，請勿使用強力清潔
劑、尖銳物品或洗碗機來清潔。這麼做會
使不沾外層受損。
濕氣可能會凝結在烘烤箱或機門玻璃片
上。為了減少凝結現象，請先運作烘烤箱
10 分鐘，然後再烹飪。每次使用之後，從
箱體清潔濕氣。

8.2 不鏽鋼或鋁製烘烤箱
僅能使用濕布或是海綿清潔烘烤箱機門。
使用軟布將其擦乾。
請勿使用鋼絲絨、酸性或研磨性清潔劑，
因為它們可能損壞烘烤箱的表面。清潔烘
烤箱的控制面板時，請採用相同的預防措
施。

8.3 清潔機門墊片
定期檢查機門墊片。機門墊片環繞烘烤箱
箱體外框。如果機門墊片損壞，切勿使用
烘烤箱。請聯絡授權服務中心。
若要清理機門墊片，請參閱關於清潔的一
般資訊。

8.4 取出層架滑軌
若要清潔烘烤箱，請取出烤架滑軌。

警告
取出層架滑軌時請小心。

1. 將烤架前端從側邊拉出。

2. 將烤架滑軌後端從側壁拉出並卸下。

2
1

以相反的順序裝上移除的配件。

8.5 烤箱使用後清潔
清潔程序會使用濕氣來幫助從烘烤箱上去
除殘留的脂肪與食物殘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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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 300 毫升的水放進烘烤箱底部的箱
體浮雕中。

2. 設定功能： 。
3. 將溫度設定在 90 °C。
4. 讓烘烤箱運轉 30 分鐘。
5. 關閉烘烤箱並讓它冷卻。
6. 當烘烤箱冷卻時，使用軟布進行清潔。

警告!
觸摸烘烤箱前請先確認本
機已冷卻。會有灼傷的危
險。

8.6 移除與安裝機門
烘烤箱機門有兩塊玻璃片。 您可以移除烘
烤箱機門和內部玻璃片來進行清潔。 請先
閱讀「移除與安裝機門」的完整指示，然
後再移除玻璃片。

如果您在移除烘烤箱機門之
前嘗試移除內部玻璃片，烘烤
箱機門可能會關閉。

警告
沒有內部玻璃片時切勿使用
烘烤箱。

1. 完全打開機門，抬起並轉動兩側的鉸
鏈控制桿。

2. 輕輕將烘烤箱機門關閉, 直到卡在鉸練位
置處。握住門的兩側,將雙手放在鉸鏈附近。
向上抬起機門,形成約 45% 的角度,並小心地
將其從烤箱中提起然後抬起並向前拉，將機
門從其原位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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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重新組裝烤箱門, 請插入鉸鏈, 確保它們
位於鉸鏈底部的凹槽中。讓門完全打開,確保
門留在凹槽中。將鎖定片翻轉過來並關閉車
門。如果門出線, 重複此過程



4. 使用水和肥皂清潔玻璃片。小心擦乾
玻璃片。請勿將玻璃片放入洗碗機中
清潔。

清潔完成後，安裝玻璃片和烘烤箱機門。
網版印刷區必須面對機門內側。請確定在
安裝之後，網版印刷區上的玻璃片框表面
摸起來不會粗糙不平。
正確安裝時，門緣會卡入定位。
請確定您正確地將內部玻璃片安裝在原
位。

8.7 更換燈具
警告!
可能會導致觸電危險。
照明燈可能極高溫。

1. 關閉烘烤箱。
待至烘烤箱冷卻為止。
2. 將烘烤箱從電源插座拔除。
3. 將一塊布放在箱體底部。

警告
請務必使用一塊布拿取鹵素
燈泡，以預防殘留在燈上的油
漬點燃。

後方照明燈
1. 旋轉照明燈玻璃蓋，將其取下。
2. 清潔玻璃蓋。
3. 換上適當的 300 °C 耐熱照明燈 。
4. 裝上玻璃蓋。

9. 疑難排解

警告!
請參閱「安全性」一章。

9.1 狀況的處理方法

問題 可能原因 解決辦法
烘烤箱沒有加熱。 烘烤箱已經停用。 啟用烘烤箱。

烘烤箱沒有加熱。 沒有設定時鐘。 設定時鐘。

烘烤箱沒有加熱。 必要的設定尚未設定。 確定設定正確。

烘烤箱沒有加熱。 保險絲熔斷。 請確定保險絲是故障的原
因。若保險絲一再熔斷，請
洽詢合格的電工。

照明燈無法正常運作。 照明燈有損壞。 更換照明燈。

中文 13



9.2 保固書
如果您自己找不到問題的解決辦法，請聯
絡經銷商或授權服務中心。

服務中心所需的必要資訊標示於銘牌上。
定額牌位於烘烤箱的前架上。請勿將銘牌
自烘烤箱箱體上取下。

建議您將資料填寫於此：
機型 (MOD.) .........................................

產品號 (PNC) .........................................

序號 (S.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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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環境關懷
回收有標誌      的材料。請將包裝材料放
到適當的容器中予以回收。回收電子和電
氣器具廢棄物有利於保護環境及人類健
康。請勿將有標記     的器具與家用廢棄

物一同處理。 請將產品送至當地回收廠或
聯絡市政府辦公室。



維修保固卡 

維修保固卡 

★產品名稱

型號
用戶姓名 

★經銷商 ★電話號碼

★購買日期
發票

號碼 
★機身編碼

用戶地址 E-Mail

維修記錄 

序號 日期 故障情況 處理意見 維修員簽字 

★ 必填

★ 個資保護法相關聲明

保固除外條款 

1. 無保固卡、無有效憑證或者經過塗改；

2. 未按說明書的要求操作引起故障。

3. 自行改裝或加裝其他功能後出現故障、以及非專業維修人員拆動造成損壞的；

4. 因移動或者跌落而造成的故障、劃傷或破損的；

5. 因顧客保管、維修、使用不當造成損壞的；

6. 因不可抗拒原因造成故障或損壞的

7. 不在保修範圍內的產品(或零件)，維修時將合理收費。

台灣總代理：創匯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電話：0800-707168 

服務時間：一般工作日上午 9:00-下午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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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用戶環境影響書 

本產品超過使用期限或者經過維修無法正常工作後，不應隨意丟棄，請交由廢電

器電子產品處理資格的企業處理，正確的處理方式請查閱國家或者當地有關舊電

器電子產品處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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