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Oster隨行電子保溫飯盒SCSTPLC240保證書
型
號

SCSTPLC2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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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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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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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銷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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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 購買後請要求
經銷商在本保證
書蓋章(店家名
稱、地址)，同
時填寫購買日
期，並妥善保
管，遺失恕不
補發。

1. 本商品保固期：商品購買日起一年，提供恆隆行於台澎金馬地區售出商品保固服務。
2. 保固期認定：自商品購買日起算，以購買憑證及保證書上店家登記日期為準，如無以上日期資料或商品
非經購買取得，將以商品出廠日期加上三個月認定。
3. 保固期內，如按照使用說明書正常使用下，商品故障無法使用，憑本保證書，商品檢驗及零件更換一律
免費。
4. 在下列情況，不論是否在保固期限內，維修得酌收維修費及零件費用：
A. 因天災(如：火災、水災、地震、鼠禍、蟲害、雷擊⋯等)而導致之損壞或故障。
B. 經判定為操作因使用不當造成的產品損壞(包括但不限於自行使用變壓器、使用錯誤的電流、電壓,將
產品插入不合適的插座及其他人為損壞) 。
C. 擅自改裝商品或經外人檢修所引起之故障或損壞
D. 係起因於外來因素者(如電壓誤用、裝置不當、搬運碰撞、進水、進沙、進塵、硫磺氣或油酸等化學
因素所引起之腐蝕生鏽⋯等)。
E. 未能出示服務保證書，證明為保固期間內；或保證書損毀至字跡無法辨認時；或保證書記載內容與實
務不符者(機型、機號、購買日期)。
F. 產品之配件如外鍋、外蓋、內鍋、內蓋、電熱盤等正常使用所致產品耗損、老化。
G. 產品附件，包括但不限紙盒、內鍋、內蓋、說明書⋯等各種隨機附贈之附件等損耗品，如有損壞或遺
失，將不在保證範圍內，請另行購買。
H. 因使用致外觀自然污舊或刮傷，或其他不符服務保證規定者。
5. 保固期內天災人為因素以及非保固期內之維修，按維修及零件工本計費，如經維修單位檢驗報價後不維
修時，將收取檢驗工本費用300元整。
6. 零件備料均有期限，超過期限者以替代零件維修，如無代用零件敬請見諒。
7. 商品維修時請檢附保證書正本，如無其他購買憑證證明為保固期內，將以保固外維修方式處理。
8. 保固期間商品經維修或替換後，保固期仍以原購買日起算，如無購買憑證資料，將以原始商品出廠日期
加上三個月認定。
9. 商品故障送修方式：
A. 網路報修：請上網www.hengstyle.com登錄會員，填寫維修紀錄單。
B. 電話報修：請直撥客服專線0800-251-209
本公司特約物流公司收送貨，單趟運費為100元整。
11. 維修收費方式：委由物流公司貨到收款

美國Oster®隨行電子保溫飯盒
使用手冊

12. 請注意透過郵購，網購或電視購物購買本公司商品之法定鑑賞期間內，退/換貨須保持商品之原樣及完
整性(含原包裝、配件及贈品)，若有缺件或一經使用後恕不接受退/換貨。

使用產品前請先閱讀使用手冊並妥善保管

※ 請特別注意：鑑賞期間猶豫期，非試用期！

總代理：114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88號7樓

服務專線：0800-251209

TEL：(02) 8751-0599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9:00-下午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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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客服：0800-251015

www.hl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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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指南
1. 為避免人身傷害、或觸電等風險，使用本產品時請仔細閱讀使用指南並遵
循以下安全注意事項：
2. 使用本產品前，請詳閱使用手冊所載之操作說明。
3. 移動本產品時請使用提把。開啟電子保溫飯盒或內鍋時，請使用外蓋或內
蓋上的拉環，不可直接觸摸電子保溫飯盒外鍋表面或內鍋，以免燙傷。
4. 為防止觸電，切勿將將電線、插頭或電熱盤浸泡在水中或其他液體中。
5. 在兒童周圍使用本產品時必須謹慎，請勿讓兒童玩耍本產品。
6. 以下情形請在電子保溫飯盒充份冷卻後，將插頭自電源插座拔除：
－不使用本產品時
－清潔本產品時
－卸除或安裝零件時
7. 發生以下狀況時請停止繼續使用本產品
－電源線或插頭受損
－外鍋或零件因摔落或其它方式受損
8. 切勿使用非Oster®原廠配件或零件，否則將可能導致人身傷害、觸電或火
災等風險。
9. 本產品僅供家庭使用，請勿使用於戶外或營業用途。
10. 請勿讓電源線接觸灼熱表面，或懸掛在桌子或料理檯邊緣，以免造成電源
線損壞。電源線損壞時，須由本公司維修服務人員更換，避免發生危險。
11. 請勿將本產品置於電暖爐、烤箱、微波爐、洗碗機或其它任何加熱／發熱
裝置之上或周圍。
12. 請於平坦、乾淨、穩固的乾燥表面使用本產品。
13. 開啟電源開關前請確認電子保溫飯盒已正確地與電熱盤組裝。
14. 移動裝有熱食的內鍋時請小心濺出。如需移動電子保溫飯盒，請確保外鍋
已冷卻，以免燙傷。
15. 請勿在加熱後溫度還很高的內鍋中立即加入冷凍食物或冰冷的液體，或在
冷藏後的內鍋中加入滾燙的食物或液體。
16. 盛裝食物前，請先將電子保溫飯盒自電熱盤移下，或將插頭自插座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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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介紹
外蓋

內蓋

內蓋拉環
內鍋

提把

外鍋
電熱盤

電源開關/
電源指示燈
電線收納座

型

號：

SCSTPLC240

電

壓：

110V ~ 60Hz

消耗功率：

50W

內鍋容量：

710ml

產品尺寸(W*H*D)：

170*170*153(mm)

產品淨重：

0.77kg

內鍋材質 :

不銹鋼304

內鍋耐熱溫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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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

注意事項

1. 在使用Oster®隨行電子保溫飯盒前，請先移除所有的包裝，以中性清潔劑
及溫水清洗外蓋、內蓋和內鍋後晾乾。
2. 將食物盛入內鍋，蓋上內蓋。內鍋的容量是710毫升(24盎司)，不可盛裝過
量食材。
3. 將內鍋放入外鍋後，蓋上外蓋，並以順時鐘方向旋轉外蓋直到卡榫固定。
4. 將外鍋扣上電熱盤，以順時針方向旋轉直到卡榫固定。
5. 將電源線插入插座後，按下電源開關，此時電源指示燈將亮起並開始食物
加熱程序。
6. Oster®隨行電子保溫飯盒無法快速加熱食物。加熱時間視食物種類和食物
原本溫度而異。加熱過程適時打開內蓋攪拌鍋內食物可以幫助加速加熱。
7. 當食物已經加熱到滿意的溫度時，即可將電源開關關閉，將外鍋自電熱盤
取下，打開外蓋及內鍋蓋後即可享用餐點。

˙ 請勿直接將液體或食物放入電子保溫飯盒的外鍋，加熱時請務必將食物盛
裝於內鍋，以免造成觸電或機器毀損。
˙ 部分材質的桌面或檯面（例如拋光的木質桌面）不適合放置加熱 / 保溫器
具，建議在電子保溫飯盒下放置隔熱墊或金屬台架，以避免損壞桌面。
˙ 本產品初次使用時可能會產生些微煙霧或氣味，這是加熱 / 保溫類電器的
正常現象，經過數次使用後就不會再發生。
˙ 若發現電源中斷，且不確定電源已經中斷多久，建議將鍋內食物丟棄，以
免食用後產生不適或其它危險。
˙ 本產品不可微波，亦不可放入烤箱
˙ 移動剛加熱完的外鍋或內鍋時請使用提把並戴上隔熱手套。
˙ 注意：本產品僅供加熱熟食之用，不適用於烹煮生食。將食材放入本產品
內鍋進行加熱之前請確保食材已完全煮熟。

警告：由於內鍋在加熱後表面溫度很高，餐點食用完畢前請勿先將內鍋取
出，以免燙傷。
8. 使用完畢後，請將電源開關關閉，並將插頭自插座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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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與清潔
˙ 在清潔前，請務必關閉電源開關，並將插頭自插座拔除
˙ 請以中性清潔劑及溫水清洗內鍋，不可使用腐蝕性清潔劑。正常使用下，
以軟布、海綿即可清除食物殘渣。如欲清除水垢或其他汙點，請使用非腐
蝕性清潔劑或食用醋。
˙ 內鍋、內蓋及外蓋可放入洗碗機頂層清洗。
˙ 外鍋提把和表面請使用軟布、中性清潔劑和溫水擦拭後洗淨，不可使用腐
蝕性清潔劑。
˙ 切勿將電熱盤及外鍋浸泡在水或任何液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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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製造號碼
For product and consumer services questions, please visit:
www.oster.com.tw
© 2014 Sunbeam Products, Inc. doing business as Jarden Consumer Solutions.
All rights reserved. Distributed by Holmes Products (Far East) Ltd., 40/F Manhattan
Place, 23 Wang Tai Road, Kowloon Bay, Hong Kong.
One Year Limited Warranty – see back cover for details.
Sunbeam Products, Inc. and Holmes Products (Far East) Ltd. are subsidiaries
of Jarden Corporation (NYSE: JAH).

Printed in China
SCSTPLC240-082_14CM2

SCSTPLC240-082_14CM2.indd 7-8

製造號碼標示在電源插頭的兩側，英文字母表年份，例如F代表2013年生
產，G代表2014年生產，H代表2015年生產，其餘以此類推；數字代表於當
年度第幾天生產，G189即代表是在2014年第189天生產。

P.N. 9100990000282
GCDS-OST37016-SL

5/11/14 10:39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