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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用)

在使用本產品之前請仔細閱讀此說明書，並保存好以備日後參考

廢電池、紙類、
塑膠類請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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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事項須知
01. 使用砧板刀具自動烘乾消毒機之前，請仔細閱讀相關的說明；
02. 請將本產品放置兒童不容易觸碰到的地方，防止造成跌落、觸電等傷害；
03. 請看管小孩，以確保他們不會把此電器當玩具；
04. 產品使用前，請按照說明書指示安裝，請勿擅改操作，防止在使用途中發生意外
掉落；
05. 初次使用有異味屬正常，使用幾天後異味漸除；
06. 產品開機前務必確認進風口無異物遮擋或覆蓋，以免影響消毒效果或導致過熱
保護而停機
07. 放置刀具、砧板時，請對應餐槽，確保穩固，避免跌落；
08. 在接通電源之前，請確認產品所需的電壓與當地電源電壓是否相同。
09. 產品工作時，嚴禁把手放入機器內或使用工具置入機器內，以免造成意外傷害；
10. 產品工作時請勿移動機器，以免出現意外如需清潔維護或搬運本產品，請斷開
電源；
11. 產品後殼下側配積水盒，請根據使用情況定時清理積水；
12. 產品表面有污漬時，請使用濕毛巾擦洗，請勿使用汽油等有機浴液或腐蝕性溶
液擦拭，以免給產品帶來不可逆的破壞；
13. 若機器出現異常情況無法正常工作時，請立即關閉電源，聯繫經銷商，請勿自行
拆卸、維修及更換零件；
14. 若長時間不使用本產品，請斷開電源；
15. 產品不用時應放於通風乾燥的地方，以免內部電子零件受潮。
16. 請勿將本產品用於超出其功能範圍用途；
17. 若電源線損壞，請到指定維修站購買同類號電源線。
18. 產品所有技術的改進，產品外觀、顏色如有改動以實物為准。
19. 一切維修事項須由專業的維修人員進行。



砧板x3片

主機外殼

蔬果用 肉類用魚類用

功能按鍵/上
功能按鍵/下
功能按鍵顯示燈

刀架

*掛閉孔間距240mm

主機背殼

儲水空間電源孔

部件名稱

注：1.產品外觀各有差異，上圖僅供參考，具體請以實物為准。
注：2.產品外觀若有技術改進，會編進新版說明書中，怒不另行通知。



1. 模式一： 上按鍵；按一下，啟動全自動殺菌烘乾功能，對應藍燈亮起，工作週
期為60分鐘，紫外線殺菌和烘乾同時工作，紫外線殺菌工作30分鐘後，停止工作，
烘乾繼續，直到工作週期完成；
2. 模式二： 上按鍵；按第二下，啟動加強全自動殺菌烘乾功能，對應紅燈亮起，
工作週期為 90分鐘，紫外線殺菌和烘乾同時工作，紫外線殺菌工作40分鐘後，停止
工作，烘乾繼續，直到工作週期完成；
3. 模式三： 下按鍵；按一下，啟動殺菌功能。對應藍燈亮起，紫外線殺菌工作週
期為 30分鐘，直到工作週期完成；
4. 模式四： 下按鍵；按第二下，啟動烘乾功能。對應紅燈亮起，烘乾工作週期為 
60分鐘，直到工作週期完成；
5. 在工作週期完成後，會聽到三聲提示音；
6.中途停止工作或強制關閉電源後，再次啟動殺菌功能時，機器將重新計時工作，
不會延續上次未完成的工作時間；
7. 本產品使用過程中禁止斜倒或者倒立。

操作說明
溫馨提示：
1. 工作前，請務必按照說明操作，請勿直視紫外線燈管，以免對視力造成傷害
2. 把清洗乾淨的菜板及餐具擦乾，放入保潔機刀架對應的槽位內
功能鍵使用說明：

牆面掛釘式安裝：
1. 測量好掛釘位置（孔距為240mm 水平線）用紙巾或抹布擦拭牆面，保持乾淨乾燥；
2. 掛上本產品，並測試承重及是否牢固。

模式 烘乾/殺菌 指數 按鍵開關 工作時間

模式一 開關按鍵（上）按一次 60分鐘60min全行程 (藍光)

90min全行程 (紅光)模式二 開關按鍵（上）按兩次 90分鐘

模式三 開關按鍵（下）按一次 30分鐘

模式四 開關按鍵（下）按兩次 60分鐘

殺菌行程 (藍光)

烘乾行程 (紅光)



警告
1. 在清潔產品前首先應拔掉電源插頭,方可進行清潔或收藏；
2. 嚴禁將本產品浸泡于水中清洗，或用水沖洗本機；
3. 請勿直視紫外線燈，以免對視力造成傷害；
4. 嚴禁在易燃易爆環境內使用本產品；
5. 嚴禁插入非餐具、菜板，以防損壞紫外線元件；
6. 當電源插頭或電源線出現破損或功能失效時，請停止使用並立即聯繫經銷商；
7. 不要試圖自行修理或改裝分解本產品，可能會引起火災、觸電等意外事故。

常見故障及處理方法

產品規格

序號 故障現象/代碼 故障原因 額定總功率

1 電源不運行 插頭沒插好 檢查電源插頭是否插緊

2 指示燈不亮
確認是否按下功能鍵 自行檢測

3 機器無法運作

內部線路損壞

確認是否按下功能鍵

機體觸發過熱保護

內部線路損壞

確認進/出風口是否堵住

確認風扇是否正常運行

送回原廠維修

自行檢測

送回原廠維修

自行檢測

等待機器冷卻後再次使用

4

5

風扇無法運作

烘乾效果下降

產品型號
產品名稱
額定電壓
額定功率
電線長度
商品尺寸

JY-NF01
砧板刀具自動烘乾消毒機

50W
150cm
40X11X26.5cm

110V 60Hz



備考1.”超出0.1wt%”及”超出0.01wt%”係指限用物質之百分比含量超出百分比含量基準值
備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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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考3.”         ”表示該有害物質至少在該部件的某一均材質中的含量超過GB/T 26125-2011規定
的限值要求。但是上表中打“×”的部件，器含量超出是因為目前業界還沒有成熟的可替代的技術。

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示

食品接觸清單表

設備名稱: 砧板刀具自動烘乾消毒機 型號:JY-NF01

單元Unit

塑膠部件組件

線路板（電子）元件

連接線

電源線

螺釘

鉛
(Pb)

汞
(Hg)

鎘
(Cd)

多溴聯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限用物質及其化學符號

六價鉻
(Cr   )+6

與食物接觸部件材料符合標準目錄

部件材料名稱 材質 執行標準 檢測結構

水果砧板 TPU GB4806.11-2016 符合標準要求

肉類砧板 TPU GB4806.11-2016 符合標準要求

魚類砧板 TPU GB4806.11-2016 符合標準要求

溫馨提示：
根據產品機型的不同，包含的部件也不同，所以請以實際購買的產品機型為准。



備忘錄



商品保證書
機型:JY-NF01

顧客
姓名 電話:

地址

經銷商

購買日期: 年      月      日

一.上列保證書應確實填寫，並蓋有經銷商店章始為有效。凡檢具購買憑證(或發票)者，亦符合保固
資格。
二.保證書內容購買日期未填寫或經塗改或與現物不符者，則失去保證書保證效力。
二.免費服務年限為一年，自購買日起一年內，在正常使用下，如發生故障，則免費維修，但人為或天
災地變或蟲害，不在此限。(如需服務換修零件，則按本公司服務規定，收取維修費)。
三.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雖在保證期限內亦不予免費優待:
(a.)由於天災地變、蟲害或人為引起之故障或毀損(b.)因使用過失或使用錯誤，以致商品故障或損
毀(c.)擅自改裝商品或經外人檢修所引起之故障或損毀(d.)安裝位置遷移或搬運所引起之故障或
損毀(e.)故障之起因發生在機體以外者
三.收費服務年限為兩年，收費服務兩年內，如需維修則按本公司服務規定，收取維修費。
四.本保證書遺失恕不補發，但如需服務，則依出廠日期，計算保證年度。
五.本商品無外修服務，如有另行約定則外出檢修費，依公司規定收取；若發生故障請送回原購買經
銷商或親洽本公司所屬營業所。
六.自然耗材不在保固範圍內(例:電池、充電電池、天線、磁頭、雷射頭、耳機、遙控器、信號線、燈泡、
刀具組、濾網、線材與隨機附贈之軟體及其他配件......等)。
七.本商品維修範圍僅餘”台灣本島地區”(需負擔一趟郵資)，外島地區(澎.金.馬)及其餘地區請自付
來回郵資。
八.本商品使用於營利商用時，其保證期限按保證書所載期限減半保固。

宣告:

說明書業經仔細檢視及檢對，但仍不排除文字拼寫及技術錯誤之可能，此種錯誤或疏漏將於新版予

以修正。本手冊之全部內容，本公司享有隨時修改之權利，且不另行通知。

消費者專線及售後服務據點

(02)-2988-1776

( 0 2 ) - 2 9 8 8 - 1 7 7 6

政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 北 市 三 重 區 名 源 街 4 4 號

新北市三重區名源街44號

委製/進口商

掃描QR Code_JWAY線上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