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見問題常見問題常見問題常見問題



電壓問題電壓問題電壓問題電壓問題：：：：

首先首先首先首先，，，，“電壓問題電壓問題電壓問題電壓問題”, 多是指多是指多是指多是指"是否足夠供電是否足夠供電是否足夠供電是否足夠供電"。。。。 [因電壓是因電壓是因電壓是因電壓是Voltage; 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我們統一的單我們統一的單我們統一的單我們統一的單
相供電電壓為相供電電壓為相供電電壓為相供電電壓為220V]

至於供電方面至於供電方面至於供電方面至於供電方面，，，，一般為一般為一般為一般為60A (全部的公屋均已全部的公屋均已全部的公屋均已全部的公屋均已upgrade至至至至60A)，，，，最可能有問題的最可能有問題的最可能有問題的最可能有問題的，，，，多是舊多是舊多是舊多是舊
樓或一些很舊的村屋樓或一些很舊的村屋樓或一些很舊的村屋樓或一些很舊的村屋，，，，因他們有機會是因他們有機會是因他們有機會是因他們有機會是30A供電供電供電供電，，，，如有電熱水爐及冷氣如有電熱水爐及冷氣如有電熱水爐及冷氣如有電熱水爐及冷氣，，，，更需留意更需留意更需留意更需留意。。。。不不不不
過過過過，，，，這些客這些客這些客這些客户户户户多已知此問題多已知此問題多已知此問題多已知此問題，，，，因在日常買其他電器時因在日常買其他電器時因在日常買其他電器時因在日常買其他電器時，，，，都需都需都需都需/已留意已留意已留意已留意。。。。

請也留意以下數點請也留意以下數點請也留意以下數點請也留意以下數點:

1. 無論無論無論無論13A, 20A 及及及及30A都只是單相都只是單相都只是單相都只是單相, 所有家庭均可安裝所有家庭均可安裝所有家庭均可安裝所有家庭均可安裝 (除了以上樓宇要多加注意除了以上樓宇要多加注意除了以上樓宇要多加注意除了以上樓宇要多加注意)

2. 60A是否足夠是否足夠是否足夠是否足夠? 如用如用如用如用13A型號型號型號型號,應沒有問題應沒有問題應沒有問題應沒有問題。。。。20A 及及及及30A, 則建議不要則建議不要則建議不要則建議不要同時同時同時同時使用下列電器使用下列電器使用下列電器使用下列電器:

• 電熱水爐(儲水式)

• 電熱水煲 (那種只需數分便可煮熱那種)

• 乾衣機 (包括2in1中時的乾衣)

• 電磁爐

但相信可以看到以上但相信可以看到以上但相信可以看到以上但相信可以看到以上4件產品同時使用的機會不大件產品同時使用的機會不大件產品同時使用的機會不大件產品同時使用的機會不大，，，，此外電熱水煲開的時間也只不過是數此外電熱水煲開的時間也只不過是數此外電熱水煲開的時間也只不過是數此外電熱水煲開的時間也只不過是數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故此應不難配合故此應不難配合故此應不難配合故此應不難配合。。。。

3. 曾經聽到有顧客說曾經聽到有顧客說曾經聽到有顧客說曾經聽到有顧客說:用了電磁爐後用了電磁爐後用了電磁爐後用了電磁爐後，，，，有天突然全屋跳掣有天突然全屋跳掣有天突然全屋跳掣有天突然全屋跳掣，，，，甚辦甚辦甚辦甚辦?

有些情況可能是電磁爐問題有些情況可能是電磁爐問題有些情況可能是電磁爐問題有些情況可能是電磁爐問題，，，，但有不小的過案但有不小的過案但有不小的過案但有不小的過案，，，，卻是室內之電線引致卻是室內之電線引致卻是室內之電線引致卻是室內之電線引致，，，，要知一般的電要知一般的電要知一般的電要知一般的電
線線線線，，，，在使用十年以上在使用十年以上在使用十年以上在使用十年以上，，，，已可能開始已可能開始已可能開始已可能開始”老化老化老化老化”，，，，加上天氣潮濕加上天氣潮濕加上天氣潮濕加上天氣潮濕，，，，及其間因裝修而損害了電線及其間因裝修而損害了電線及其間因裝修而損害了電線及其間因裝修而損害了電線
又不察覺又不察覺又不察覺又不察覺，，，，因電磁爐所需的電流較大因電磁爐所需的電流較大因電磁爐所需的電流較大因電磁爐所需的電流較大，，，，故此會把這些隱藏的問題帶出來故此會把這些隱藏的問題帶出來故此會把這些隱藏的問題帶出來故此會把這些隱藏的問題帶出來，，，，特別是如顧客特別是如顧客特別是如顧客特別是如顧客
是全屋跳掣是全屋跳掣是全屋跳掣是全屋跳掣，，，，此類的可能性更大此類的可能性更大此類的可能性更大此類的可能性更大 (因如問題是由爐引發因如問題是由爐引發因如問題是由爐引發因如問題是由爐引發，，，，多只會使到多只會使到多只會使到多只會使到厨厨厨厨房之獨立掣跳房之獨立掣跳房之獨立掣跳房之獨立掣跳，，，，但但但但
如引致全屋停電如引致全屋停電如引致全屋停電如引致全屋停電，，，，則可能是屋內之線路問題則可能是屋內之線路問題則可能是屋內之線路問題則可能是屋內之線路問題)所以顧客除了找供應商外所以顧客除了找供應商外所以顧客除了找供應商外所以顧客除了找供應商外，，，，也可能需要聘請也可能需要聘請也可能需要聘請也可能需要聘請
電工檢查電工檢查電工檢查電工檢查。。。。特別是如顧客已有此情況發生了數次以上特別是如顧客已有此情況發生了數次以上特別是如顧客已有此情況發生了數次以上特別是如顧客已有此情況發生了數次以上 (因上門修理之供應商電工因上門修理之供應商電工因上門修理之供應商電工因上門修理之供應商電工，，，，只會檢只會檢只會檢只會檢
查其電磁爐的供電線路查其電磁爐的供電線路查其電磁爐的供電線路查其電磁爐的供電線路，，，，而不會檢查室內其他裝置或線路而不會檢查室內其他裝置或線路而不會檢查室內其他裝置或線路而不會檢查室內其他裝置或線路)



玻璃面問題玻璃面問題玻璃面問題玻璃面問題：：：：

所有電磁爐的煮食區均為陶瓷片所有電磁爐的煮食區均為陶瓷片所有電磁爐的煮食區均為陶瓷片所有電磁爐的煮食區均為陶瓷片(Ceramic)，，，，與玻璃不同與玻璃不同與玻璃不同與玻璃不同，，，，其特性如下其特性如下其特性如下其特性如下﹕﹕﹕﹕

1. 煮食時熱力只會向上下傳送而不會橫泄煮食時熱力只會向上下傳送而不會橫泄煮食時熱力只會向上下傳送而不會橫泄煮食時熱力只會向上下傳送而不會橫泄，，，，從而令煮食區保持涼快從而令煮食區保持涼快從而令煮食區保持涼快從而令煮食區保持涼快

耐熱可達攝氐耐熱可達攝氐耐熱可達攝氐耐熱可達攝氐750度度度度

2. 承受承受承受承受强强强强大的撞力大的撞力大的撞力大的撞力（（（（一個重約一個重約一個重約一個重約1.8kg的標準鍋具於的標準鍋具於的標準鍋具於的標準鍋具於0.5米高處墜下的撞擊力米高處墜下的撞擊力米高處墜下的撞擊力米高處墜下的撞擊力））））

但要留意其撞力是以整片平面撞擊計數但要留意其撞力是以整片平面撞擊計數但要留意其撞力是以整片平面撞擊計數但要留意其撞力是以整片平面撞擊計數，，，，如以尖角或鍋邊撞擊如以尖角或鍋邊撞擊如以尖角或鍋邊撞擊如以尖角或鍋邊撞擊，，，，則可能撞裂爐則可能撞裂爐則可能撞裂爐則可能撞裂爐
面面面面，，，，而保養是不包括有關破壞而保養是不包括有關破壞而保養是不包括有關破壞而保養是不包括有關破壞。。。。

撞擊力並不是承受力撞擊力並不是承受力撞擊力並不是承受力撞擊力並不是承受力，，，，ceramic的承受力也很高的承受力也很高的承受力也很高的承受力也很高，，，，家用的鍋具在全滿的重量下家用的鍋具在全滿的重量下家用的鍋具在全滿的重量下家用的鍋具在全滿的重量下
也不會有問題也不會有問題也不會有問題也不會有問題。。。。

有些爐面在一段時間使用後有些爐面在一段時間使用後有些爐面在一段時間使用後有些爐面在一段時間使用後，，，，會產生會產生會產生會產生”花痕花痕花痕花痕”，，，，這是由於鐵鍋與陶瓷面摩擦導這是由於鐵鍋與陶瓷面摩擦導這是由於鐵鍋與陶瓷面摩擦導這是由於鐵鍋與陶瓷面摩擦導
至至至至，，，，雖然外表上不美觀雖然外表上不美觀雖然外表上不美觀雖然外表上不美觀，，，，但在結構及使用上並沒有影響但在結構及使用上並沒有影響但在結構及使用上並沒有影響但在結構及使用上並沒有影響。。。。如想減低此情況發如想減低此情況發如想減低此情況發如想減低此情況發
生生生生，，，，可留意避免此摩擦可留意避免此摩擦可留意避免此摩擦可留意避免此摩擦。。。。此外也可選擇備有此外也可選擇備有此外也可選擇備有此外也可選擇備有”暗花暗花暗花暗花”之爐面之爐面之爐面之爐面，，，，其損害應較低其損害應較低其損害應較低其損害應較低。。。。

一般的清潔很簡單一般的清潔很簡單一般的清潔很簡單一般的清潔很簡單，，，，於每次使用後於每次使用後於每次使用後於每次使用後，，，，以濕布輕抹以濕布輕抹以濕布輕抹以濕布輕抹，，，，即能清潔並降溫即能清潔並降溫即能清潔並降溫即能清潔並降溫 (煮食區也煮食區也煮食區也煮食區也
會由鍋具傳送部份的溫度至陶瓷表面會由鍋具傳送部份的溫度至陶瓷表面會由鍋具傳送部份的溫度至陶瓷表面會由鍋具傳送部份的溫度至陶瓷表面)；；；；但如遇上頑固污積但如遇上頑固污積但如遇上頑固污積但如遇上頑固污積，，，，可在表面塗上清潔可在表面塗上清潔可在表面塗上清潔可在表面塗上清潔
液液液液 (eg Jeff)並以鍚紙並以鍚紙並以鍚紙並以鍚紙/保鮮紙以保鮮紙以保鮮紙以保鮮紙以”打圈打圈打圈打圈”方式清潔方式清潔方式清潔方式清潔，，，，(不使用抹布的原因是布質會不使用抹布的原因是布質會不使用抹布的原因是布質會不使用抹布的原因是布質會
吸收了清潔液而降低了效能吸收了清潔液而降低了效能吸收了清潔液而降低了效能吸收了清潔液而降低了效能)之後以濕布輕抹則可之後以濕布輕抹則可之後以濕布輕抹則可之後以濕布輕抹則可。。。。



電線安裝問題電線安裝問題電線安裝問題電線安裝問題：：：：

*多頭拖板及萬能插蘇均不適用多頭拖板及萬能插蘇均不適用多頭拖板及萬能插蘇均不適用多頭拖板及萬能插蘇均不適用，，，，因這些爐頭在最高段數時可能已接近因這些爐頭在最高段數時可能已接近因這些爐頭在最高段數時可能已接近因這些爐頭在最高段數時可能已接近13A，，，，如拖板及萬如拖板及萬如拖板及萬如拖板及萬
能插蘇駁上任何電器會可能導致其能插蘇駁上任何電器會可能導致其能插蘇駁上任何電器會可能導致其能插蘇駁上任何電器會可能導致其fuse 保險絲因過度負苛而燒斷保險絲因過度負苛而燒斷保險絲因過度負苛而燒斷保險絲因過度負苛而燒斷。。。。

13A插頭多數為環形線路其總最高輸出需低於插頭多數為環形線路其總最高輸出需低於插頭多數為環形線路其總最高輸出需低於插頭多數為環形線路其總最高輸出需低於32A

#20A及及及及30A為獨立供應線路為獨立供應線路為獨立供應線路為獨立供應線路，，，，除非爐頭旁已預先安裝了有關電源接駁位除非爐頭旁已預先安裝了有關電源接駁位除非爐頭旁已預先安裝了有關電源接駁位除非爐頭旁已預先安裝了有關電源接駁位，，，，否則需於總制否則需於總制否則需於總制否則需於總制
箱中拖出以箱中拖出以箱中拖出以箱中拖出以 “明線明線明線明線”安裝安裝安裝安裝。。。。故此如客故此如客故此如客故此如客户户户户想以想以想以想以 “暗線暗線暗線暗線”安裝安裝安裝安裝，，，，則需於屋內裝修時預備好則需於屋內裝修時預備好則需於屋內裝修時預備好則需於屋內裝修時預備好。。。。

從以往案例從以往案例從以往案例從以往案例，，，，大部份購買大部份購買大部份購買大部份購買20A及及及及30A型號的顧客型號的顧客型號的顧客型號的顧客，，，，多是於裝修多是於裝修多是於裝修多是於裝修厨厨厨厨房時一併購買房時一併購買房時一併購買房時一併購買，，，，故此請提故此請提故此請提故此請提
醒他們把供電位如上表所列準備好醒他們把供電位如上表所列準備好醒他們把供電位如上表所列準備好醒他們把供電位如上表所列準備好。。。。

13A

15A 或或或或 20A

20A

30A

需要三相供電需要三相供電需要三相供電需要三相供電

安裝要求安裝要求安裝要求安裝要求爐頭的總火力爐頭的總火力爐頭的總火力爐頭的總火力 留意留意留意留意

6,600 火火火火 (W) <總火力總火力總火力總火力 只有很少只有很少只有很少只有很少 (多是超高價多是超高價多是超高價多是超高價)爐需三相爐需三相爐需三相爐需三相

4,400 火火火火 (W) <總火力總火力總火力總火力<6,600 火火火火 (W) #

3,300 火火火火 (W) <總火力總火力總火力總火力<4,400 火火火火 (W) #

2,800 火火火火 (W) <總火力總火力總火力總火力<3,300 火火火火 (W) 15A 或或或或 20A

總火力總火力總火力總火力<2,800 火火火火 (W) 需要獨立插頭供應需要獨立插頭供應需要獨立插頭供應需要獨立插頭供應 *



爐面安裝問題爐面安裝問題爐面安裝問題爐面安裝問題：：：：

大部份的嵌入式電磁爐供應商大部份的嵌入式電磁爐供應商大部份的嵌入式電磁爐供應商大部份的嵌入式電磁爐供應商，，，，都已考慮了普遍家庭因要更換現已使用都已考慮了普遍家庭因要更換現已使用都已考慮了普遍家庭因要更換現已使用都已考慮了普遍家庭因要更換現已使用
的爐頭而沒有電源或開孔尺吋不同的情況的爐頭而沒有電源或開孔尺吋不同的情況的爐頭而沒有電源或開孔尺吋不同的情況的爐頭而沒有電源或開孔尺吋不同的情況。。。。他們都能為客他們都能為客他們都能為客他們都能為客户户户户安排有關的安排有關的安排有關的安排有關的”
上門上門上門上門䏲䏲䏲䏲位位位位”，，，，”明線明線明線明線”安裝以至因開孔太大而需改動之有關工程安裝以至因開孔太大而需改動之有關工程安裝以至因開孔太大而需改動之有關工程安裝以至因開孔太大而需改動之有關工程。。。。價錢會因價錢會因價錢會因價錢會因
不同公司及不同工作範圍而有所不同不同公司及不同工作範圍而有所不同不同公司及不同工作範圍而有所不同不同公司及不同工作範圍而有所不同。。。。

基本上有下列情況基本上有下列情況基本上有下列情況基本上有下列情況:

此外此外此外此外，，，，大部份的供應商都能替客大部份的供應商都能替客大部份的供應商都能替客大部份的供應商都能替客户户户户封上氣喉封上氣喉封上氣喉封上氣喉。。。。

大小剛好大小剛好大小剛好大小剛好 直接更換直接更換直接更換直接更換

太小太小太小太小 把開孔放大把開孔放大把開孔放大把開孔放大，，，，有些供應有些供應有些供應有些供應啇啇啇啇能代為開大能代為開大能代為開大能代為開大，，，，但視乎物料但視乎物料但視乎物料但視乎物料，，，，有些能代做有些不能有些能代做有些不能有些能代做有些不能有些能代做有些不能，，，，

當然價錢也有所不同當然價錢也有所不同當然價錢也有所不同當然價錢也有所不同

太大太大太大太大 客客客客户户户户可選擇自行更換可選擇自行更換可選擇自行更換可選擇自行更換桌桌桌桌面或以面或以面或以面或以 Adoptor Plate (一塊不銹鋼片一塊不銹鋼片一塊不銹鋼片一塊不銹鋼片 / 强强强强化玻璃化玻璃化玻璃化玻璃，，，，

其呎吋能蓋過現時過大的開孔其呎吋能蓋過現時過大的開孔其呎吋能蓋過現時過大的開孔其呎吋能蓋過現時過大的開孔，，，，而片上則會有合適的開孔而片上則會有合適的開孔而片上則會有合適的開孔而片上則會有合適的開孔



鍋具小貼士鍋具小貼士鍋具小貼士鍋具小貼士：：：：

為能幫助客為能幫助客為能幫助客為能幫助客户户户户能更得心應手能更得心應手能更得心應手能更得心應手，，，，以下為一些鍋具小貼士以下為一些鍋具小貼士以下為一些鍋具小貼士以下為一些鍋具小貼士。。。。

物料物料物料物料 特質特質特質特質 煮食留意事項煮食留意事項煮食留意事項煮食留意事項

生生生生/熟鐵鍋熟鐵鍋熟鐵鍋熟鐵鍋 傳熱快傳熱快傳熱快傳熱快，，，，重手及有機會生重手及有機會生重手及有機會生重手及有機會生

銹銹銹銹

如想減少黏底情況如想減少黏底情況如想減少黏底情況如想減少黏底情況，，，，可要依以下情序可要依以下情序可要依以下情序可要依以下情序:

1. 熱鍋熱鍋熱鍋熱鍋 2. 關爐關爐關爐關爐 / 移開鍋具移開鍋具移開鍋具移開鍋具 3.下油及食物下油及食物下油及食物下油及食物 3. 開爐開爐開爐開爐 / 放回放回放回放回

鍋具於煮食區鍋具於煮食區鍋具於煮食區鍋具於煮食區

不銹鋼鍋不銹鋼鍋不銹鋼鍋不銹鋼鍋 傳熱快傳熱快傳熱快傳熱快，，，，重手重手重手重手；；；；較厚身的較厚身的較厚身的較厚身的，，，，

能提供更皆效果能提供更皆效果能提供更皆效果能提供更皆效果

如想減少黏底情況如想減少黏底情況如想減少黏底情況如想減少黏底情況，，，，可要依以下情序可要依以下情序可要依以下情序可要依以下情序:

1. 熱鍋熱鍋熱鍋熱鍋 2. 關爐關爐關爐關爐 / 移開鍋具移開鍋具移開鍋具移開鍋具 3.下油及食物下油及食物下油及食物下油及食物 3. 開爐開爐開爐開爐 / 放回放回放回放回

鍋具於煮食區鍋具於煮食區鍋具於煮食區鍋具於煮食區

鋁鋁鋁鋁鍋鍋鍋鍋 (備有導磁備有導磁備有導磁備有導磁

複合底複合底複合底複合底)
傳熱快傳熱快傳熱快傳熱快，，，，輕身輕身輕身輕身；；；；但如經常過但如經常過但如經常過但如經常過

熱熱熱熱，，，，會較易變形而導至不會較易變形而導至不會較易變形而導至不會較易變形而導至不

再能在電磁爐使用再能在電磁爐使用再能在電磁爐使用再能在電磁爐使用

基本上不用特別技巧基本上不用特別技巧基本上不用特別技巧基本上不用特別技巧，，，，凍油凍油凍油凍油涷鑊涷鑊涷鑊涷鑊

易潔易潔易潔易潔 (多是備有多是備有多是備有多是備有

導磁複合底的導磁複合底的導磁複合底的導磁複合底的

鋁鋁鋁鋁鍋鍋鍋鍋)

傳熱快傳熱快傳熱快傳熱快，，，，輕身輕身輕身輕身；；；；但如經常過但如經常過但如經常過但如經常過

熱熱熱熱，，，，會較易變形而導至不會較易變形而導至不會較易變形而導至不會較易變形而導至不

再能在電磁爐使用再能在電磁爐使用再能在電磁爐使用再能在電磁爐使用

基本上不用特別技巧基本上不用特別技巧基本上不用特別技巧基本上不用特別技巧，，，，凍油凍油凍油凍油涷鑊涷鑊涷鑊涷鑊

但如發現易潔塗層開始出現但如發現易潔塗層開始出現但如發現易潔塗層開始出現但如發現易潔塗層開始出現”花痕花痕花痕花痕”或或或或脫脫脫脫落落落落，，，，便應停用便應停用便應停用便應停用

瓦瓦瓦瓦煲煲煲煲/沙鍋沙鍋沙鍋沙鍋(適合適合適合適合
電磁爐電磁爐電磁爐電磁爐)

保温能力高保温能力高保温能力高保温能力高 因因因因瓦瓦瓦瓦煲煲煲煲/沙鍋保温及吸熱能力高沙鍋保温及吸熱能力高沙鍋保温及吸熱能力高沙鍋保温及吸熱能力高，，，，而電磁爐之加熱能力特而電磁爐之加熱能力特而電磁爐之加熱能力特而電磁爐之加熱能力特

强强强强，，，，故此需使用中火或以下煮食故此需使用中火或以下煮食故此需使用中火或以下煮食故此需使用中火或以下煮食，，，，否則鍋具容易破裂否則鍋具容易破裂否則鍋具容易破裂否則鍋具容易破裂



例題例題例題例題



第第第第1部部部部份份份份: 爐頭爐頭爐頭爐頭



用電用電用電用電,ＤＤＤＤ電費係唔係好貴電費係唔係好貴電費係唔係好貴電費係唔係好貴?：：：：

當然不是當然不是當然不是當然不是，，，，電磁爐的效能高達電磁爐的效能高達電磁爐的效能高達電磁爐的效能高達90%，，，，所以燃料費上可節省所以燃料費上可節省所以燃料費上可節省所以燃料費上可節省5
成以上成以上成以上成以上。。。。

有數可計有數可計有數可計有數可計，，，，一度電為一度電為一度電為一度電為1千火用足千火用足千火用足千火用足1小時小時小時小時，，，，1個個個個2千火的電磁爐煮千火的電磁爐煮千火的電磁爐煮千火的電磁爐煮
半個鐘半個鐘半個鐘半個鐘(此乃大部份人煮食的時間此乃大部份人煮食的時間此乃大部份人煮食的時間此乃大部份人煮食的時間)也只不個為大約也只不個為大約也只不個為大約也只不個為大約1度度度度
電電電電，，，，換言之差不多換言之差不多換言之差不多換言之差不多$1左右左右左右左右，，，，相對用氣體卻要貴相對用氣體卻要貴相對用氣體卻要貴相對用氣體卻要貴1倍有倍有倍有倍有
多多多多！！！！



聽講電磁爐有幅射聽講電磁爐有幅射聽講電磁爐有幅射聽講電磁爐有幅射,長期咁用長期咁用長期咁用長期咁用,對身體有影響喎對身體有影響喎對身體有影響喎對身體有影響喎!：：：：

當然不是當然不是當然不是當然不是，，，，電磁爐和一般電器同樣地會產生電磁波電磁爐和一般電器同樣地會產生電磁波電磁爐和一般電器同樣地會產生電磁波電磁爐和一般電器同樣地會產生電磁波，，，，但都遠但都遠但都遠但都遠
低於國際標準的標準值以下低於國際標準的標準值以下低於國際標準的標準值以下低於國際標準的標準值以下。。。。

其實電磁爐已在工業上應用了好一段時間其實電磁爐已在工業上應用了好一段時間其實電磁爐已在工業上應用了好一段時間其實電磁爐已在工業上應用了好一段時間，，，，如酒樓餐廳的如酒樓餐廳的如酒樓餐廳的如酒樓餐廳的厨厨厨厨
房房房房，，，，他們更長期的使用他們更長期的使用他們更長期的使用他們更長期的使用，，，，都沒見問題都沒見問題都沒見問題都沒見問題。。。。



個電磁爐在你公司買個電磁爐在你公司買個電磁爐在你公司買個電磁爐在你公司買,點解唔係你地做保養維修呀點解唔係你地做保養維修呀點解唔係你地做保養維修呀點解唔係你地做保養維修呀,你地會唔你地會唔你地會唔你地會唔
會好似煤氣公司咁會好似煤氣公司咁會好似煤氣公司咁會好似煤氣公司咁,定期有人檢查呀定期有人檢查呀定期有人檢查呀定期有人檢查呀!

我們中電沒有出自己品牌的電磁爐我們中電沒有出自己品牌的電磁爐我們中電沒有出自己品牌的電磁爐我們中電沒有出自己品牌的電磁爐，，，，而在本公司銷售的均是而在本公司銷售的均是而在本公司銷售的均是而在本公司銷售的均是
市場出名而普遍的品牌市場出名而普遍的品牌市場出名而普遍的品牌市場出名而普遍的品牌，，，，所以所有的保養維修均由原廠所以所有的保養維修均由原廠所以所有的保養維修均由原廠所以所有的保養維修均由原廠
負責負責負責負責。。。。

至於檢查方面至於檢查方面至於檢查方面至於檢查方面，，，，我們不像煤氣公司每月已收取檢查費我們不像煤氣公司每月已收取檢查費我們不像煤氣公司每月已收取檢查費我們不像煤氣公司每月已收取檢查費，，，，所以所以所以所以
並沒有提供有關服務並沒有提供有關服務並沒有提供有關服務並沒有提供有關服務。。。。



你地公司都唔專業你地公司都唔專業你地公司都唔專業你地公司都唔專業嘅嘅嘅嘅,我買我買我買我買咗咗咗咗個電磁爐個電磁爐個電磁爐個電磁爐,無人話比我無人話比我無人話比我無人話比我
知嵌入式知嵌入式知嵌入式知嵌入式嘅嘅嘅嘅電磁爐要留位散熱電磁爐要留位散熱電磁爐要留位散熱電磁爐要留位散熱,攪到我失晒預算攪到我失晒預算攪到我失晒預算攪到我失晒預算.

嵌入式電磁爐是需要留小許位置作通風散熱嵌入式電磁爐是需要留小許位置作通風散熱嵌入式電磁爐是需要留小許位置作通風散熱嵌入式電磁爐是需要留小許位置作通風散熱，，，，但因不同組合但因不同組合但因不同組合但因不同組合
(如桌面安上電磁爐如桌面安上電磁爐如桌面安上電磁爐如桌面安上電磁爐，，，，而下方安裝如洗衣乾衣機而下方安裝如洗衣乾衣機而下方安裝如洗衣乾衣機而下方安裝如洗衣乾衣機，，，，與下方與下方與下方與下方
是抽櫃是抽櫃是抽櫃是抽櫃)其預留空間都有所不同其預留空間都有所不同其預留空間都有所不同其預留空間都有所不同，，，，故此這些技術建議故此這些技術建議故此這些技術建議故此這些技術建議，，，，均均均均
需由原廠提供需由原廠提供需由原廠提供需由原廠提供。。。。



煲水滾瀉晒煲水滾瀉晒煲水滾瀉晒煲水滾瀉晒,個爐會唔會漏電個爐會唔會漏電個爐會唔會漏電個爐會唔會漏電㗎㗎㗎㗎,唔識自動唔識自動唔識自動唔識自動CUT 咪好危險咪好危險咪好危險咪好危險.

首先首先首先首先，，，，據國際及香港的安全條例要求下據國際及香港的安全條例要求下據國際及香港的安全條例要求下據國際及香港的安全條例要求下，，，，電磁爐在煲水滾瀉電磁爐在煲水滾瀉電磁爐在煲水滾瀉電磁爐在煲水滾瀉
的情況下都不會引起任何安全問題的情況下都不會引起任何安全問題的情況下都不會引起任何安全問題的情況下都不會引起任何安全問題。。。。

此外此外此外此外，，，，輕觸式的按鍵如接觸到熱水輕觸式的按鍵如接觸到熱水輕觸式的按鍵如接觸到熱水輕觸式的按鍵如接觸到熱水 (多是滾瀉水的情況下多是滾瀉水的情況下多是滾瀉水的情況下多是滾瀉水的情況下)，，，，
也會自動關閉也會自動關閉也會自動關閉也會自動關閉。。。。

在煲乾水時在煲乾水時在煲乾水時在煲乾水時，，，，鍋具也會鍋具也會鍋具也會鍋具也會過過過過熱而熱而熱而熱而導致導致導致導致電磁爐自動關閉電磁爐自動關閉電磁爐自動關閉電磁爐自動關閉。。。。[但需留但需留但需留但需留
意意意意，，，，此乃此乃此乃此乃最後最後最後最後之保之保之保之保障障障障，，，，經常過經常過經常過經常過熱熱熱熱，，，，是會是會是會是會減減減減低爐低爐低爐低爐頭頭頭頭之之之之壽命壽命壽命壽命]



用電磁爐用電磁爐用電磁爐用電磁爐,,,,睇睇睇睇唔到唔到唔到唔到ＤＤＤＤ火火火火,,,,都唔都唔都唔都唔知知知知有有有有幾幾幾幾大火大火大火大火,,,,幾細幾細幾細幾細火火火火,,,,點點點點調較調較調較調較呀呀呀呀!  / !  / !  / !  / 

1111----9 9 9 9 段火段火段火段火力力力力,1,1,1,1段火段火段火段火力力力力有多有多有多有多少少少少火火火火啊啊啊啊??9??9??9??9段火段火段火段火力力力力有多有多有多有多少少少少火火火火啊啊啊啊????????

所有的電磁爐都有數所有的電磁爐都有數所有的電磁爐都有數所有的電磁爐都有數字顯示現字顯示現字顯示現字顯示現時之火時之火時之火時之火力力力力。。。。

因不同因不同因不同因不同型號型號型號型號不同火不同火不同火不同火力力力力，，，，段數都段數都段數都段數都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不同不同不同不同，，，，大約上小大約上小大約上小大約上小 (1-3)多多多多
是數是數是數是數百百百百至至至至１１１１千火千火千火千火，，，，中中中中(4-6)千多火千多火千多火千多火，，，，大大大大(7-9)千多到千多到千多到千多到2千多千多千多千多

其實煮食時其實煮食時其實煮食時其實煮食時，，，，需留需留需留需留意意意意的是鍋中的的是鍋中的的是鍋中的的是鍋中的清清清清況況況況，，，，電磁多有電磁多有電磁多有電磁多有九九九九段以上的段以上的段以上的段以上的
調教調教調教調教 (相對於氣體爐的相對於氣體爐的相對於氣體爐的相對於氣體爐的3-4火火火火力力力力)，，，，應更應更應更應更容易調容易調容易調容易調至所需的效至所需的效至所需的效至所需的效
果果果果。。。。



如果如果如果如果A型號有型號有型號有型號有７７７７段火力段火力段火力段火力，，，，B型號有型號有型號有型號有9段火力段火力段火力段火力，，，，但它們但它們但它們但它們
的總輸出是一樣的總輸出是一樣的總輸出是一樣的總輸出是一樣，，，，例如例如例如例如2.8kW,是否是否是否是否B型號較好型號較好型號較好型號較好?

段數只是眾多功能的一種段數只是眾多功能的一種段數只是眾多功能的一種段數只是眾多功能的一種，，，，每款電磁爐都有不同的每款電磁爐都有不同的每款電磁爐都有不同的每款電磁爐都有不同的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時間制時間制時間制時間制、、、、兒童鎖兒童鎖兒童鎖兒童鎖…)，，，，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外形外形外形外形、、、、品牌品牌品牌品牌、、、、
售後服務售後服務售後服務售後服務、、、、贈品贈品贈品贈品、、、、價錢價錢價錢價錢。。。。全都是考慮的因素全都是考慮的因素全都是考慮的因素全都是考慮的因素。。。。



「「「「電磁爐都唔夠力電磁爐都唔夠力電磁爐都唔夠力電磁爐都唔夠力，，，，聽講用聽講用聽講用聽講用「「「「智能分電智能分電智能分電智能分電」」」」的型號的型號的型號的型號，，，，趕時間過陣趕時間過陣趕時間過陣趕時間過陣，，，，兩邊爐兩邊爐兩邊爐兩邊爐
頭不可以同時一起用來炒有鑊氣的頭不可以同時一起用來炒有鑊氣的頭不可以同時一起用來炒有鑊氣的頭不可以同時一起用來炒有鑊氣的「「「「送送送送」，」，」，」，如果一邊爐炒菜如果一邊爐炒菜如果一邊爐炒菜如果一邊爐炒菜，，，，另一邊最另一邊最另一邊最另一邊最
好唔好開好唔好開好唔好開好唔好開，，，，會唔夠力會唔夠力會唔夠力會唔夠力，，，，都係用煤氣爐好都係用煤氣爐好都係用煤氣爐好都係用煤氣爐好D」」」」如何回答客人較好呢如何回答客人較好呢如何回答客人較好呢如何回答客人較好呢?

一個一個一個一個13A13A13A13A插頭只能支持最高插頭只能支持最高插頭只能支持最高插頭只能支持最高2800280028002800火的輸出火的輸出火的輸出火的輸出。。。。

配合配合配合配合「「「「智能電源分配系統智能電源分配系統智能電源分配系統智能電源分配系統」，」，」，」，每邊爐頭均可輸出每邊爐頭均可輸出每邊爐頭均可輸出每邊爐頭均可輸出2800280028002800火火火火（（（（視乎型號視乎型號視乎型號視乎型號），），），），
但兩邊總和輸出仍然不會超過但兩邊總和輸出仍然不會超過但兩邊總和輸出仍然不會超過但兩邊總和輸出仍然不會超過2800280028002800火火火火。。。。

例如當一邊輸出為例如當一邊輸出為例如當一邊輸出為例如當一邊輸出為2000200020002000火時火時火時火時，，，，另一邊最高可輸出另一邊最高可輸出另一邊最高可輸出另一邊最高可輸出800800800800火火火火，，，，一邊為一邊為一邊為一邊為1400 1400 1400 1400 火火火火
時時時時，，，，另一邊最高亦另一邊最高亦另一邊最高亦另一邊最高亦1400140014001400火火火火，，，，如此類推如此類推如此類推如此類推。。。。

這種安排完全配合大部份香港家庭煮食習慣這種安排完全配合大部份香港家庭煮食習慣這種安排完全配合大部份香港家庭煮食習慣這種安排完全配合大部份香港家庭煮食習慣，，，，一邊爐炒一邊爐炒一邊爐炒一邊爐炒餸餸餸餸時時時時，，，，另一邊可另一邊可另一邊可另一邊可
以煲湯以煲湯以煲湯以煲湯。。。。

所有設有該系所有設有該系所有設有該系所有設有該系统统统统的電磁爐只須一個獨立的電磁爐只須一個獨立的電磁爐只須一個獨立的電磁爐只須一個獨立13A13A13A13A插頭插頭插頭插頭。。。。

這是一這是一這是一這是一項既方便又環保的設計項既方便又環保的設計項既方便又環保的設計項既方便又環保的設計。。。。

如客如客如客如客户户户户想要想要想要想要 ““““兩邊都能勁抄兩邊都能勁抄兩邊都能勁抄兩邊都能勁抄””””，，，， 可選擇可選擇可選擇可選擇20A / 30A20A / 30A20A / 30A20A / 30A型號型號型號型號



個爐面個爐面個爐面個爐面平平平平,個個個個鑊鑊鑊鑊會會會會滑來滑去滑來滑去滑來滑去滑來滑去,好好好好容易滑落容易滑落容易滑落容易滑落地地地地,咁咪好危險咁咪好危險咁咪好危險咁咪好危險

當鍋具內有食物時當鍋具內有食物時當鍋具內有食物時當鍋具內有食物時，，，，其重量已使鍋具不容易滑走其重量已使鍋具不容易滑走其重量已使鍋具不容易滑走其重量已使鍋具不容易滑走，，，，
加上可以用手幫助加上可以用手幫助加上可以用手幫助加上可以用手幫助。。。。需保持爐面及鍋底乾爽需保持爐面及鍋底乾爽需保持爐面及鍋底乾爽需保持爐面及鍋底乾爽，，，，因因因因
水份會使爐面特別滑水份會使爐面特別滑水份會使爐面特別滑水份會使爐面特別滑。。。。

此外此外此外此外，，，，某些型號爐面備有某些型號爐面備有某些型號爐面備有某些型號爐面備有 “暗花暗花暗花暗花”，，，，此能增加其對鍋此能增加其對鍋此能增加其對鍋此能增加其對鍋
具的摩擦力具的摩擦力具的摩擦力具的摩擦力。。。。



長時間使用低段數煲老火湯長時間使用低段數煲老火湯長時間使用低段數煲老火湯長時間使用低段數煲老火湯, 電磁爐會否自動關爐電磁爐會否自動關爐電磁爐會否自動關爐電磁爐會否自動關爐?如何避免中途自動如何避免中途自動如何避免中途自動如何避免中途自動
關爐關爐關爐關爐? / 電磁爐有持續恆溫運作措施電磁爐有持續恆溫運作措施電磁爐有持續恆溫運作措施電磁爐有持續恆溫運作措施. 如長期用低火段煲湯如長期用低火段煲湯如長期用低火段煲湯如長期用低火段煲湯，，，，會中會中會中會中

途停火途停火途停火途停火(湯水會大約停湯水會大約停湯水會大約停湯水會大約停5秒唔滾秒唔滾秒唔滾秒唔滾，，，，持續又滾又停持續又滾又停持續又滾又停持續又滾又停)，，，，何解何解何解何解?

原因在於某些加熱設計原因在於某些加熱設計原因在於某些加熱設計原因在於某些加熱設計。。。。要知能達到低火數要知能達到低火數要知能達到低火數要知能達到低火數 (假切假切假切假切 200W)有有有有兩個兩個兩個兩個方方方方法法法法：：：：1. 以以以以輸輸輸輸出火力出火力出火力出火力控控控控制制制制 2. 以以以以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控控控控制制制制

輸輸輸輸出火力出火力出火力出火力: 輸輸輸輸出不同大小火力出不同大小火力出不同大小火力出不同大小火力，，，，200W便輸便輸便輸便輸出出出出200W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控控控控制制制制: 爐頭的最低爐頭的最低爐頭的最低爐頭的最低輸輸輸輸出假切是出假切是出假切是出假切是 1,000W，，，，它便它便它便它便會以開會以開會以開會以開 1秒秒秒秒關關關關 5秒秒秒秒的方的方的方的方法法法法達致最達致最達致最達致最終終終終 200W的的的的輸輸輸輸出出出出

前者前者前者前者會較小出會較小出會較小出會較小出現現現現 “滾滾滾滾-停停停停-滾滾滾滾”的情的情的情的情况况况况; 但需留意這情但需留意這情但需留意這情但需留意這情形形形形可能是因可能是因可能是因可能是因鍋具鍋具鍋具鍋具已很熱而導致電磁爐已很熱而導致電磁爐已很熱而導致電磁爐已很熱而導致電磁爐自動恆溫自動恆溫自動恆溫自動恆溫

後後後後者者者者方方方方法法法法不會不會不會不會對煮食對煮食對煮食對煮食時間或電時間或電時間或電時間或電費費費費有有有有影響影響影響影響。。。。但如想但如想但如想但如想平平平平均這情均這情均這情均這情况况况况，，，，可用可用可用可用鍋壁鍋壁鍋壁鍋壁較較較較厚厚厚厚，，，，吸吸吸吸熱能力較高的熱能力較高的熱能力較高的熱能力較高的
鍋具鍋具鍋具鍋具。。。。

以時間以時間以時間以時間控控控控制方制方制方制方法運作法運作法運作法運作的爐頭的爐頭的爐頭的爐頭，，，，多用於多用於多用於多用於 “打邊打邊打邊打邊爐爐爐爐”式式式式爐頭爐頭爐頭爐頭，，，，在中電在中電在中電在中電售售售售買的買的買的買的牌子牌子牌子牌子，，，，多是多是多是多是採採採採用用用用前者前者前者前者(輸輸輸輸出出出出
火力火力火力火力)設計設計設計設計



白色陶瓷表白色陶瓷表白色陶瓷表白色陶瓷表面面面面(炉炉炉炉面面面面)經過經過經過經過10次次次次8次次次次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後後後後，，，，會出會出會出會出現焦黑現焦黑現焦黑現焦黑，，，，如如如如
何何何何清潔清潔清潔清潔﹖﹖﹖﹖

一般的清潔很簡單一般的清潔很簡單一般的清潔很簡單一般的清潔很簡單，，，，於每次使用後於每次使用後於每次使用後於每次使用後，，，，以濕布輕抹以濕布輕抹以濕布輕抹以濕布輕抹，，，，
便能清潔並降溫便能清潔並降溫便能清潔並降溫便能清潔並降溫 (煮食區也會由鍋具傳送部份的煮食區也會由鍋具傳送部份的煮食區也會由鍋具傳送部份的煮食區也會由鍋具傳送部份的
溫度至陶瓷表面溫度至陶瓷表面溫度至陶瓷表面溫度至陶瓷表面)。。。。

但如遇上頑固污積但如遇上頑固污積但如遇上頑固污積但如遇上頑固污積，，，，可在表面塗上清潔液可在表面塗上清潔液可在表面塗上清潔液可在表面塗上清潔液 (eg Jeff)
並以鍚紙並以鍚紙並以鍚紙並以鍚紙/保鮮紙以保鮮紙以保鮮紙以保鮮紙以”打圈打圈打圈打圈”方式清潔方式清潔方式清潔方式清潔，，，，(不使用抹不使用抹不使用抹不使用抹
布的原因是布質會吸收了清潔液而降低了清潔效布的原因是布質會吸收了清潔液而降低了清潔效布的原因是布質會吸收了清潔液而降低了清潔效布的原因是布質會吸收了清潔液而降低了清潔效
能能能能)之後以濕布輕抹則可之後以濕布輕抹則可之後以濕布輕抹則可之後以濕布輕抹則可。。。。



究竟所謂合乎世衛電磁波標準究竟所謂合乎世衛電磁波標準究竟所謂合乎世衛電磁波標準究竟所謂合乎世衛電磁波標準，，，，此標準之定義及基此標準之定義及基此標準之定義及基此標準之定義及基
數是如何演譯方可解釋給顧客清楚明白數是如何演譯方可解釋給顧客清楚明白數是如何演譯方可解釋給顧客清楚明白數是如何演譯方可解釋給顧客清楚明白

所有電器運作時都會產生電磁波所有電器運作時都會產生電磁波所有電器運作時都會產生電磁波所有電器運作時都會產生電磁波

一些世界組織一些世界組織一些世界組織一些世界組織, 例如世界衛生組織例如世界衛生組織例如世界衛生組織例如世界衛生組織(WHO), 已發出有關安全及測試指引已發出有關安全及測試指引已發出有關安全及測試指引已發出有關安全及測試指引 ，，，，
並有國並有國並有國並有國際際際際組織組織組織組織定定定定立立立立相相相相關關關關標準標準標準標準 EN5EN5EN5EN50303030366666666

基本上基本上基本上基本上在在在在不同的波段不同的波段不同的波段不同的波段 (Hz)(Hz)(Hz)(Hz)，，，，也也也也有不同的有不同的有不同的有不同的標準標準標準標準及測試方及測試方及測試方及測試方法法法法，，，，而電磁爐而電磁爐而電磁爐而電磁爐除除除除了了了了
和一和一和一和一般般般般電器電器電器電器在在在在55550000HzHzHzHz有有有有讀讀讀讀數數數數，，，，在在在在一些高一些高一些高一些高頻頻頻頻 ((((1111kkkk----100100100100k)k)k)k)波段波段波段波段也也也也有有有有其其其其獨獨獨獨特特特特的的的的
表表表表現現現現。。。。

而而而而在在在在此兩個波段此兩個波段此兩個波段此兩個波段，，，，電磁爐發出的電磁電磁爐發出的電磁電磁爐發出的電磁電磁爐發出的電磁場場場場不但不但不但不但符符符符合該類指引合該類指引合該類指引合該類指引,亦亦亦亦遠遠遠遠低低低低於於於於該類該類該類該類
指引所指引所指引所指引所定定定定下的電磁波下的電磁波下的電磁波下的電磁波標準標準標準標準



曾曾曾曾用用用用測測測測電電電電筆筆筆筆﹝﹝﹝﹝可可可可測測測測幅射幅射幅射幅射））））離離離離爐爐爐爐邊邊邊邊半半半半米米米米有有有有反反反反應應應應，，，，究竟究竟究竟究竟這些能這些能這些能這些能
量量量量是是是是什麼什麼什麼什麼？？？？除除除除電磁電磁電磁電磁塲塲塲塲外有其他外有其他外有其他外有其他嗎嗎嗎嗎？？？？電磁電磁電磁電磁塲塲塲塲對人體有對人體有對人體有對人體有害害害害
否否否否？？？？

首先需要知道什麼是電磁場首先需要知道什麼是電磁場首先需要知道什麼是電磁場首先需要知道什麼是電磁場

正如名字所說正如名字所說正如名字所說正如名字所說，，，，電磁場是由電磁場是由電磁場是由電磁場是由 "電場電場電場電場" 及及及及 "磁場磁場磁場磁場" 組成組成組成組成，，，，而這兩種都是大自然界都有的東西而這兩種都是大自然界都有的東西而這兩種都是大自然界都有的東西而這兩種都是大自然界都有的東西

冬天時的冬天時的冬天時的冬天時的 "靜電靜電靜電靜電" 或平日的閃電都是電場的表現或平日的閃電都是電場的表現或平日的閃電都是電場的表現或平日的閃電都是電場的表現。。。。至於磁場至於磁場至於磁場至於磁場 -地球本身便有一大磁場地球本身便有一大磁場地球本身便有一大磁場地球本身便有一大磁場 (這是為什這是為什這是為什這是為什麽麽麽麽指南針能指南針能指南針能指南針能
操作操作操作操作!)

此外此外此外此外，，，，所有的電器皆會產生電磁場所有的電器皆會產生電磁場所有的電器皆會產生電磁場所有的電器皆會產生電磁場，，，，試舉一例子吧試舉一例子吧試舉一例子吧試舉一例子吧:

一支桌燈在插上電源時一支桌燈在插上電源時一支桌燈在插上電源時一支桌燈在插上電源時 (未開啟燈時未開啟燈時未開啟燈時未開啟燈時)，，，，電線上已有電場電線上已有電場電線上已有電場電線上已有電場，，，，當開燈時當開燈時當開燈時當開燈時，，，，除了電場除了電場除了電場除了電場，，，，也會產生磁場也會產生磁場也會產生磁場也會產生磁場。。。。

而電磁場於不同的波段而電磁場於不同的波段而電磁場於不同的波段而電磁場於不同的波段，，，，有不同的標準及測試方法有不同的標準及測試方法有不同的標準及測試方法有不同的標準及測試方法，，，，一些國際標準如一些國際標準如一些國際標準如一些國際標準如 EN50366已有明確指引已有明確指引已有明確指引已有明確指引。。。。

故此故此故此故此，，，，以測電以測電以測電以測電 / 幅射筆幅射筆幅射筆幅射筆(?) 測試是不準確的測試是不準確的測試是不準確的測試是不準確的，，，，一方面不知測試器的準確度如何一方面不知測試器的準確度如何一方面不知測試器的準確度如何一方面不知測試器的準確度如何，，，，此外不同的波段是需要以不此外不同的波段是需要以不此外不同的波段是需要以不此外不同的波段是需要以不
同的測試器才能量度同的測試器才能量度同的測試器才能量度同的測試器才能量度，，，，而這些測試器往往要數萬元至數十萬元而這些測試器往往要數萬元至數十萬元而這些測試器往往要數萬元至數十萬元而這些測試器往往要數萬元至數十萬元，，，，一支一支一支一支 "測試筆測試筆測試筆測試筆"有多準確可想而知有多準確可想而知有多準確可想而知有多準確可想而知。。。。

而電磁波是很容易阻擋及消散而電磁波是很容易阻擋及消散而電磁波是很容易阻擋及消散而電磁波是很容易阻擋及消散，，，，電磁爐的外殼或廚櫃已能擋下電磁爐的外殼或廚櫃已能擋下電磁爐的外殼或廚櫃已能擋下電磁爐的外殼或廚櫃已能擋下，，，，而爐面的而爐面的而爐面的而爐面的，，，，已被鍋具吸收並轉化為熱能已被鍋具吸收並轉化為熱能已被鍋具吸收並轉化為熱能已被鍋具吸收並轉化為熱能。。。。

故此無須擔心故此無須擔心故此無須擔心故此無須擔心



電磁電磁電磁電磁炉炉炉炉內有幾多組電磁線圈內有幾多組電磁線圈內有幾多組電磁線圈內有幾多組電磁線圈，，，，是否愈多電磁圈愈好是否愈多電磁圈愈好是否愈多電磁圈愈好是否愈多電磁圈愈好?   
電磁圈對能源效益有否幫助電磁圈對能源效益有否幫助電磁圈對能源效益有否幫助電磁圈對能源效益有否幫助?

電磁爐一般每個煮食電磁爐一般每個煮食電磁爐一般每個煮食電磁爐一般每個煮食區分別區分別區分別區分別有有有有 1 1 1 1 或或或或 2 2 2 2 組組組組線圈設線圈設線圈設線圈設計計計計，，，，視乎視乎視乎視乎不同不同不同不同
牌牌牌牌子子子子有所不同有所不同有所不同有所不同。。。。

線圈線圈線圈線圈的數的數的數的數目目目目和能和能和能和能源源源源效效效效益益益益沒有沒有沒有沒有直直直直接關係接關係接關係接關係。。。。

這這這這設設設設計是在鍋計是在鍋計是在鍋計是在鍋壁薄或導壁薄或導壁薄或導壁薄或導磁磁磁磁極佳極佳極佳極佳的鍋具的鍋具的鍋具的鍋具才才才才見見見見分別分別分別分別，，，，原因是原因是原因是原因是2222組組組組
線圈線圈線圈線圈的的的的設設設設計計計計，，，，理論理論理論理論上能上能上能上能把把把把電磁波電磁波電磁波電磁波分佈平分佈平分佈平分佈平均些均些均些均些，，，，所以在鍋所以在鍋所以在鍋所以在鍋
壁薄或導壁薄或導壁薄或導壁薄或導磁磁磁磁極皆極皆極皆極皆的鍋具上的鍋具上的鍋具上的鍋具上，，，，使使使使導導導導熱面更熱面更熱面更熱面更平平平平均均均均。。。。但在一般但在一般但在一般但在一般
鍋具上鍋具上鍋具上鍋具上 ((((其其其其吸吸吸吸熱能熱能熱能熱能力力力力己不己不己不己不錯錯錯錯))))，，，，效效效效果果果果並不並不並不並不明顯明顯明顯明顯。。。。



第第第第2部部部部份份份份: 安裝安裝安裝安裝



我住我住我住我住XXX苑苑苑苑,邊邊邊邊款款款款電磁爐電磁爐電磁爐電磁爐啱啱啱啱我我我我用用用用,我我我我用用用用緊緊緊緊３３３３個頭煤氣爐個頭煤氣爐個頭煤氣爐個頭煤氣爐,有邊有邊有邊有邊款款款款可以裝可以裝可以裝可以裝翻落翻落翻落翻落
去去去去：：：：

有以下有以下有以下有以下地地地地方需要注意方需要注意方需要注意方需要注意:

1. 爐頭爐頭爐頭爐頭附附附附近有沒有獨立近有沒有獨立近有沒有獨立近有沒有獨立13A插插插插座座座座?

2. 平平平平時時時時煮食煮食煮食煮食會否經常使用會否經常使用會否經常使用會否經常使用两两两两個個個個或以上或以上或以上或以上煮食區作煮食區作煮食區作煮食區作高高高高温温温温煮食煮食煮食煮食 (換言換言換言換言之會否例用之會否例用之會否例用之會否例用兩兩兩兩只只只只鑊抄鑊抄鑊抄鑊抄餸餸餸餸….)

而而而而崁入式崁入式崁入式崁入式之安裝之安裝之安裝之安裝，，，，需要留意開需要留意開需要留意開需要留意開孔孔孔孔大小大小大小大小:

此外此外此外此外，，，，大部份的供應商都能替客大部份的供應商都能替客大部份的供應商都能替客大部份的供應商都能替客户户户户封上氣喉封上氣喉封上氣喉封上氣喉。。。。

可考慮選擇可考慮選擇可考慮選擇可考慮選擇13A型號型號型號型號,而可自行找合格電工而可自行找合格電工而可自行找合格電工而可自行找合格電工/供應商安裝供應商安裝供應商安裝供應商安裝獨立獨立獨立獨立13A插座插座插座插座可考慮選擇可考慮選擇可考慮選擇可考慮選擇13A型號型號型號型號, 一插即煮一插即煮一插即煮一插即煮2 –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可考慮選擇可考慮選擇可考慮選擇可考慮選擇20A - 30A型號型號型號型號可考慮選擇可考慮選擇可考慮選擇可考慮選擇20A - 30A型號型號型號型號2 – 是是是是

1 – 冇冇冇冇1 – 有有有有

客客客客户户户户可選擇自行更換可選擇自行更換可選擇自行更換可選擇自行更換桌桌桌桌面或以面或以面或以面或以 Adoptor Plate (一塊不銹鋼片一塊不銹鋼片一塊不銹鋼片一塊不銹鋼片 / 强强强强化玻璃化玻璃化玻璃化玻璃，，，，其其其其

呎吋能蓋過現時過大的開孔呎吋能蓋過現時過大的開孔呎吋能蓋過現時過大的開孔呎吋能蓋過現時過大的開孔，，，，而片上則會有合適的開孔而片上則會有合適的開孔而片上則會有合適的開孔而片上則會有合適的開孔

太大太大太大太大

把開孔放大把開孔放大把開孔放大把開孔放大，，，，有些供應有些供應有些供應有些供應啇啇啇啇能代為開大能代為開大能代為開大能代為開大，，，，但視乎物料但視乎物料但視乎物料但視乎物料，，，，有些能代做有些不能有些能代做有些不能有些能代做有些不能有些能代做有些不能，，，，當然當然當然當然

價錢也有所不同價錢也有所不同價錢也有所不同價錢也有所不同

太小太小太小太小

直接更換直接更換直接更換直接更換大小剛好大小剛好大小剛好大小剛好



我屋企我屋企我屋企我屋企用電用電用電用電熱熱熱熱水爐水爐水爐水爐,又有又有又有又有三三三三部部部部冷冷冷冷氣氣氣氣机机机机,重重重重有有有有其其其其他電器他電器他電器他電器,我我我我又想又想又想又想買買買買部火數較大部火數較大部火數較大部火數較大
的電磁爐的電磁爐的電磁爐的電磁爐,咁咁咁咁個個個個附荷附荷附荷附荷會唔會唔夠會唔會唔夠會唔會唔夠會唔會唔夠桇桇桇桇 /家家家家裏裏裏裏安裝有安裝有安裝有安裝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電器電器電器電器,如何如何如何如何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電力電力電力電力負荷負荷負荷負荷供應是否可供應是否可供應是否可供應是否可足足足足夠夠夠夠添加添加添加添加電磁爐電磁爐電磁爐電磁爐?

如用如用如用如用13A型號型號型號型號,應沒有應沒有應沒有應沒有問題問題問題問題。。。。20A 及及及及30A, 則建議則建議則建議則建議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同時同時同時同時使用下列電器使用下列電器使用下列電器使用下列電器:

• 電熱水爐 (儲水式)

• 電熱水煲 (那種只需數分便可煮熱那種)

• 乾衣機 (包括2in1中時的乾衣)

• 電磁爐

但但但但相信相信相信相信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看到看到看到看到以上以上以上以上4件件件件產產產產品品品品同時使用的同時使用的同時使用的同時使用的機機機機會不大會不大會不大會不大，，，，此外電此外電此外電此外電熱熱熱熱水煲開的時水煲開的時水煲開的時水煲開的時
間間間間也也也也只不只不只不只不也也也也只不過是數分只不過是數分只不過是數分只不過是數分鐘鐘鐘鐘，，，，故故故故此應不此應不此應不此應不難難難難配合配合配合配合。。。。



第第第第3部部部部份份份份: 鍋具鍋具鍋具鍋具



我我我我想煲想煲想煲想煲薑醋薑醋薑醋薑醋,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有電磁爐有電磁爐有電磁爐有電磁爐專專專專用用用用瓦瓦瓦瓦煲煲煲煲,但係但係但係但係我我我我想要大個想要大個想要大個想要大個ＤＤＤＤSIZE：：：：

現現現現時電磁爐時電磁爐時電磁爐時電磁爐專專專專用用用用瓦瓦瓦瓦煲的煲的煲的煲的選擇選擇選擇選擇已有不小已有不小已有不小已有不小，，，，而而而而最最最最大體大體大體大體積積積積為為為為3.5公公公公
升升升升。。。。

但市場也不但市場也不但市場也不但市場也不停推停推停推停推出出出出新新新新的產品的產品的產品的產品，，，，以電磁爐以電磁爐以電磁爐以電磁爐專專專專用用用用瓦瓦瓦瓦煲為例煲為例煲為例煲為例，，，，在在在在過過過過
去去去去的半的半的半的半年年年年間間間間，，，，也已有也已有也已有也已有3、、、、4個個個個新新新新牌牌牌牌子子子子，，，，7至至至至8個個個個新型號新型號新型號新型號。。。。



瓦瓦瓦瓦煲煲煲煲置放於鐵板置放於鐵板置放於鐵板置放於鐵板上上上上，，，，然然然然後再放在後再放在後再放在後再放在電磁爐上運作電磁爐上運作電磁爐上運作電磁爐上運作，，，，可可可可行嗎行嗎行嗎行嗎？？？？危險嗎危險嗎危險嗎危險嗎? / 電電電電
磁爐只要磁爐只要磁爐只要磁爐只要感感感感應應應應到到到到有有有有鐵鐵鐵鐵的的的的成成成成份份份份，，，，就就就就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加熱加熱加熱加熱，，，，如果如果如果如果在在在在電磁爐電磁爐電磁爐電磁爐面加塊面加塊面加塊面加塊
鐵片鐵片鐵片鐵片，，，，咁咁咁咁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任任任任何鍋具都可以用何鍋具都可以用何鍋具都可以用何鍋具都可以用，，，，但有但有但有但有無危險無危險無危險無危險 ?

放片鐵片放片鐵片放片鐵片放片鐵片上上上上去再放傳去再放傳去再放傳去再放傳統統統統瓦瓦瓦瓦煲煲煲煲，，，，是不能運作的是不能運作的是不能運作的是不能運作的! 原原原原因係電磁爐全都有因係電磁爐全都有因係電磁爐全都有因係電磁爐全都有
防防防防高溫高溫高溫高溫斷路斷路斷路斷路裝裝裝裝置置置置 (防止防止防止防止煲煲煲煲乾乾乾乾水水水水後繼後繼後繼後繼續續續續狂狂狂狂煲煲煲煲)，，，，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放放放放了了了了鐵片鐵片鐵片鐵片，，，，早早早早期可期可期可期可
能會能會能會能會熱熱熱熱，，，，但但但但很快很快很快很快電磁爐便電磁爐便電磁爐便電磁爐便感感感感應應應應到到到到過過過過熱熱熱熱，，，，便會自動便會自動便會自動便會自動cut機機機機，，，，與與與與此同時此同時此同時此同時，，，，
瓦瓦瓦瓦煲又煲又煲又煲又未吸未吸未吸未吸夠夠夠夠熱熱熱熱，，，，所以是用不所以是用不所以是用不所以是用不到到到到的的的的。。。。

再者再者再者再者，，，，試想試想試想試想像那片鐵片像那片鐵片像那片鐵片像那片鐵片有有有有多熱多熱多熱多熱!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嘗嘗嘗嘗試試試試!

現時電磁爐現時電磁爐現時電磁爐現時電磁爐專專專專用用用用瓦瓦瓦瓦煲的選擇煲的選擇煲的選擇煲的選擇其實其實其實其實已有不小已有不小已有不小已有不小，，，，而而而而很多地很多地很多地很多地方都有方都有方都有方都有銷售銷售銷售銷售，，，，
百貨百貨百貨百貨公司如公司如公司如公司如千色店千色店千色店千色店、、、、永永永永安安安安。。。。再者再者再者再者，，，，上上上上海街海街海街海街都有都有都有都有 (平平平平啲啲啲啲)

不過要不過要不過要不過要留意留意留意留意，，，，瓦瓦瓦瓦煲煲煲煲吸熱吸熱吸熱吸熱力高力高力高力高，，，，而電磁爐而電磁爐而電磁爐而電磁爐加熱加熱加熱加熱又又又又快快快快，，，，所以只可以用中所以只可以用中所以只可以用中所以只可以用中
火來煮火來煮火來煮火來煮，，，，否否否否則底則底則底則底部部部部啲啲啲啲塗層塗層塗層塗層會會會會很快破損很快破損很快破損很快破損，，，，嚴重嚴重嚴重嚴重的的的的瓦瓦瓦瓦煲煲煲煲也也也也會因過會因過會因過會因過熱熱熱熱而而而而破破破破
裂裂裂裂!



長時間使用低段數煲老火湯長時間使用低段數煲老火湯長時間使用低段數煲老火湯長時間使用低段數煲老火湯, 電磁爐會否自動關爐電磁爐會否自動關爐電磁爐會否自動關爐電磁爐會否自動關爐?如何避免中途自動如何避免中途自動如何避免中途自動如何避免中途自動
關爐關爐關爐關爐? / 電磁爐有沒有持續恆溫運作措施電磁爐有沒有持續恆溫運作措施電磁爐有沒有持續恆溫運作措施電磁爐有沒有持續恆溫運作措施. 如長期用低火段煲湯如長期用低火段煲湯如長期用低火段煲湯如長期用低火段煲湯，，，，
會否中途停火會否中途停火會否中途停火會否中途停火?

使用低段數煲使用低段數煲使用低段數煲使用低段數煲老老老老火火火火湯湯湯湯,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來說來說來說來說，，，，是不應會自動關爐是不應會自動關爐是不應會自動關爐是不應會自動關爐。。。。

但一些有時間但一些有時間但一些有時間但一些有時間制制制制的的的的型號型號型號型號，，，，因因因因避免避免避免避免用用用用户户户户忘記忘記忘記忘記而而而而 “狂狂狂狂煲煲煲煲”，，，，所所所所
以會於爐以會於爐以會於爐以會於爐頭啟頭啟頭啟頭啟動動動動後後後後，，，，如如如如 2-3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內內內內沒有沒有沒有沒有再再再再按動任何鍵按動任何鍵按動任何鍵按動任何鍵，，，，
便便便便會自動關閉會自動關閉會自動關閉會自動關閉，，，，其解其解其解其解決決決決方方方方法法法法，，，，是是是是設設設設定時間定時間定時間定時間制制制制 (一般能長一般能長一般能長一般能長
達達達達 9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這這這這便便便便能能能能延延延延長長長長運運運運作時間作時間作時間作時間。。。。

有些有些有些有些歐洲設歐洲設歐洲設歐洲設計計計計，，，，是按不同段數而有不同自動關閉時間是按不同段數而有不同自動關閉時間是按不同段數而有不同自動關閉時間是按不同段數而有不同自動關閉時間，，，，
在在在在最最最最低段數之時間為低段數之時間為低段數之時間為低段數之時間為 10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以電磁爐的以電磁爐的以電磁爐的以電磁爐的表現表現表現表現，，，，已已已已很很很很有有有有
可能煲乾水可能煲乾水可能煲乾水可能煲乾水)



瓦瓦瓦瓦煲在氣煲在氣煲在氣煲在氣体体体体爐煲爐煲爐煲爐煲過後過後過後過後，，，，煲煲煲煲底焦黑底焦黑底焦黑底焦黑，，，，再再再再用在電磁爐上用在電磁爐上用在電磁爐上用在電磁爐上，，，，會會會會否否否否
影影影影响响响响效能效能效能效能嗎嗎嗎嗎?電費因而會電費因而會電費因而會電費因而會昂昂昂昂貴貴貴貴嗎嗎嗎嗎?

首先首先首先首先，，，，絕絕絕絕不不不不建議把建議把建議把建議把電磁爐電磁爐電磁爐電磁爐適適適適用之用之用之用之瓦瓦瓦瓦煲煲煲煲，，，，同時用同時用同時用同時用於於於於氣氣氣氣體體體體爐及電磁爐爐及電磁爐爐及電磁爐爐及電磁爐。。。。
因這會大大因這會大大因這會大大因這會大大減減減減低鍋具之低鍋具之低鍋具之低鍋具之壽命壽命壽命壽命。。。。

原原原原因是火因是火因是火因是火舌舌舌舌的的的的温温温温度度度度不不不不平平平平均均均均，，，，而因而因而因而因熱脹泠縮熱脹泠縮熱脹泠縮熱脹泠縮的的的的效效效效應應應應，，，，會使電磁爐會使電磁爐會使電磁爐會使電磁爐適適適適用用用用
瓦瓦瓦瓦煲煲煲煲底底底底部的部的部的部的導導導導磁磁磁磁層容易被破壞層容易被破壞層容易被破壞層容易被破壞。。。。

此外此外此外此外，，，，瓦瓦瓦瓦煲煲煲煲吸熱吸熱吸熱吸熱力高力高力高力高，，，，而氣而氣而氣而氣體體體體爐的火力爐的火力爐的火力爐的火力 (縱縱縱縱使使使使在在在在低火數時低火數時低火數時低火數時) 卻難控卻難控卻難控卻難控
制制制制，，，，故故故故此此此此瓦瓦瓦瓦煲因過煲因過煲因過煲因過熱熱熱熱而而而而破裂破裂破裂破裂的情的情的情的情况况况况經常經常經常經常出現出現出現出現 (這是為這是為這是為這是為什什什什麽麽麽麽新瓦新瓦新瓦新瓦煲要煲要煲要煲要
以以以以鐵絲縛鐵絲縛鐵絲縛鐵絲縛外外外外身身身身以以以以盡量延盡量延盡量延盡量延長使用時間長使用時間長使用時間長使用時間)。。。。

氣氣氣氣體體體體中中中中也也也也有不小有不小有不小有不小物質物質物質物質，，，，在在在在火火火火燃燒燃燒燃燒燃燒時時時時，，，，會會會會形成形成形成形成 “碳屎碳屎碳屎碳屎”粘粘粘粘着着着着鍋具鍋具鍋具鍋具表表表表
面面面面，，，，這不但使這不但使這不但使這不但使到到到到較為較為較為較為污穢污穢污穢污穢，，，，這這這這污積層也污積層也污積層也污積層也會會會會降降降降低鍋具低鍋具低鍋具低鍋具傳熱效傳熱效傳熱效傳熱效能能能能。。。。相對相對相對相對
能源的能源的能源的能源的浪費也浪費也浪費也浪費也會會會會相相相相應應應應提提提提高高高高。。。。



“我是我是我是我是否否否否要要要要從新添從新添從新添從新添置置置置新新新新的的的的煑煑煑煑食器食器食器食器皿皿皿皿，，，，這樣會這樣會這樣會這樣會很破很破很破很破費費費費" 怎怎怎怎樣會樣會樣會樣會
答較得答較得答較得答較得體體體體?

首先首先首先首先，，，，並不是現時所有的鍋具都不合用並不是現時所有的鍋具都不合用並不是現時所有的鍋具都不合用並不是現時所有的鍋具都不合用，，，，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不的不的不的不銹鋼銹鋼銹鋼銹鋼鍋具都可鍋具都可鍋具都可鍋具都可在在在在
電磁爐上使用電磁爐上使用電磁爐上使用電磁爐上使用 (除除除除了一些了一些了一些了一些舊舊舊舊有的有的有的有的 7 或或或或 5層層層層鍋鍋鍋鍋，，，，但但但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都是都是都是都是彎底彎底彎底彎底鑊鑊鑊鑊，，，，
都不能用都不能用都不能用都不能用在平面在平面在平面在平面的電磁爐的電磁爐的電磁爐的電磁爐)，，，，可用磁可用磁可用磁可用磁石石石石測試測試測試測試，，，，磁磁磁磁石石石石如能如能如能如能「「「「攝攝攝攝」」」」於底於底於底於底
部部部部，，，，該鍋具便該鍋具便該鍋具便該鍋具便適適適適用用用用於於於於IC電磁爐煮食電磁爐煮食電磁爐煮食電磁爐煮食。。。。

至至至至於易潔於易潔於易潔於易潔鍋具鍋具鍋具鍋具，，，，很很很很有可能是上不了電磁爐有可能是上不了電磁爐有可能是上不了電磁爐有可能是上不了電磁爐。。。。但但但但其實易潔其實易潔其實易潔其實易潔鍋具鍋具鍋具鍋具，，，，一一一一般般般般
只有只有只有只有1-2年壽命年壽命年壽命年壽命 (基本上有基本上有基本上有基本上有花痕花痕花痕花痕出現便應停用出現便應停用出現便應停用出現便應停用，，，，因因因因易潔塗層易潔塗層易潔塗層易潔塗層已開已開已開已開始脫始脫始脫始脫
落落落落)，，，，所以不會有太大分所以不會有太大分所以不會有太大分所以不會有太大分別別別別。。。。

要要要要注意注意注意注意的是有些鍋具因長期過的是有些鍋具因長期過的是有些鍋具因長期過的是有些鍋具因長期過熱熱熱熱，，，，可能可能可能可能巳變形巳變形巳變形巳變形而而而而導致導導致導導致導導致導磁不磁不磁不磁不良良良良，，，，測測測測
試方試方試方試方法簡單法簡單法簡單法簡單，，，，只需只需只需只需把把把把鍋具鍋具鍋具鍋具平放桌平放桌平放桌平放桌上上上上，，，，把雙把雙把雙把雙手手手手放在放在放在放在鍋邊鍋邊鍋邊鍋邊 / 把把把把手上用手上用手上用手上用
力力力力，，，，如鍋具會如鍋具會如鍋具會如鍋具會搖搖搖搖來來來來搖去搖去搖去搖去，，，，顯示顯示顯示顯示鍋具已鍋具已鍋具已鍋具已變形變形變形變形，，，，應停用應停用應停用應停用。。。。

此外此外此外此外，，，，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供應商已供應商已供應商已供應商已提提提提供鍋具作供鍋具作供鍋具作供鍋具作贈品贈品贈品贈品，，，，故故故故此此此此顧顧顧顧客客客客未必未必未必未必需要需要需要需要破費破費破費破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