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o高效消毒烘乾鍋
Pro Steam Sterilizer & Dryer

專利產品，仿冒必究

11493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360巷6號6樓

統一編號：12946262

消費者服務專線：(02)7720-8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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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考下面部件圖示)

本消毒烘乾鍋，集高溫蒸氣消毒與熱烘功能於一體，超大的容量不僅可以一次消毒9支

奶瓶或是各類適用於蒸汽消毒的嬰兒用品，讓繁瑣的用品消毒，簡單完成，為寶寶提供

更加衛生、安全的防護。自動消毒烘乾功能約47分鐘即可快速完成消毒、烘乾的需求，

幫媽媽們節省了寶貴的時間。

高效能蒸氣消毒

7分鐘左右(依實際水量與氣溫將有變化)快速消毒，並經實驗室驗證能有效殺除

大腸桿菌及金黃色葡萄球菌。

9支超大容量

可以一次消毒9支奶瓶(瓶寬7cm以內，瓶高18cm以內)，或是各類可耐熱蒸氣

消毒的家庭用品。方形設計不浪費空間，讓空間獲得最大利用。

4項智慧功能

消毒+烘乾、單獨消毒、單獨40分鐘烘乾、單獨10分鐘烘乾，4種功能、多樣

選擇，滿足您的需求。

觸控操作面板

2鍵式操作按鍵(選單鍵、啟動/停止鍵)，操作簡單、快速上手，LCD大尺寸狀態

顯示螢幕，不論是消毒溫度或是烘乾剩餘時間，一目了然，全盤掌控。

符合BSMI認證

電器安全符合BSMI認證規格，確保居家使用安全。

底座主機採密閉式防蟑設計。奶瓶置放筒可附加密封底盤及防塵堵片成為奶瓶

保管箱(加購)，作為奶瓶消毒置放筒或奶瓶保管箱互換使用，讓消毒前、後奶瓶

分開放置，一物二用，衛生安全，防止二次汙染。(請洽Combi經銷商)

衛生及收納(可加購)

多重安全防護

微動開關、無水消毒斷電、30秒功能未啟動自動關閉、結束自動斷電、三重電路

保護裝置等多重安全防護措施。

全材質FDA認證

全機塑料採F.D.A等級，與食品接觸無慮、耐高溫的安全素材製成，無毒性、

好清洗。

專利渦旋熱烘

專利氣動引流扇可平均熱風，加強烘乾效果，低音量、不吵雜，40分鐘快速達成

烘乾效果。



請將引流扇依定位點安裝於底座

主機盛水盤上

請將奶瓶置放筒安裝於底座主機上

請蓋上透明上蓋 請將本機電源插頭插接於110V

電源插座上(單獨插座或有電源

切換開關者佳)當接上電源時主

機將會進行自動偵測程序

＊長時間不使用本機時，請關

   掉電源，或拔除插頭

請將奶嘴籃安裝於奶瓶置放筒中

請將底座主機置放於室內平坦桌面，

並注意本機周圍不要置放其他物品，

並注意必須保持底部通風順暢

1.請先確認欲消毒的物品材質，可承受100℃的高溫蒸氣消毒環境。

2.請先將欲消毒的物品用清潔劑清洗乾淨，確保消毒效果更完全。

3.請確認本機基本組裝完整，並已將本機電源線插頭接上電源插座。

4.確認上蓋上的防塵堵片(選購)已取下 。(如圖六)

5.請用量杯或其他容器量取約80ml的水，注入底座主機的盛水盤中，務必先取出引流扇

  始可注水(若只需烘乾而不消毒，則不必加水)。 (如圖七)

6.奶嘴籃上，物件擺放避免過度堆疊，需保留些許間隔空間，欲乾面朝下。(如圖八)

  (若需處理高度較高的物品時，可依照您的需求取下奶嘴籃)

7.使用全自動消毒烘乾功能時，偶爾會有水珠殘留於奶瓶、上蓋或部份角落，此為正

  常現象；如欲將水珠完全烘乾，可再選擇“單獨烘乾”功能單獨烘乾。

8.消毒運作時，因盛水盤會直接將水加熱，而有煮沸的響聲，此為正常的狀況。

9.如欲消毒餐具類、較多物品，亦可加入90ml水量，以增加消毒時間。

圖六 圖七

圖八

取出

注水

保持間隔



因本機採高溫蒸氣消毒，及熱風烘乾

的原理，所以當運作停止後機體與鍋

內消毒烘乾物品尚餘高溫，建議在取

出鍋內消毒烘乾物品時，請用所附贈

之奶瓶夾夾取物件使用，以免燙傷

烘乾作業完成時

LCD中的時間和m顯示閃爍2次，並同時“嗶-嗶”

2次，結束所有工作。

消毒功能完成後，自動切換到烘乾作業，LCD

中的烘乾功能指示圖標(風扇)開始轉動，即已開

使盡進行烘乾工作。

烘乾時間約需40分鐘

此階段中LCD顯示的數值為烘乾所需的剩餘時間

(單位分鐘)

消毒作業完成時

LCD中的溫度數值及℃顯示閃爍2次

消毒+烘乾功能

啟動本功能前，請用量杯或其他容器量

取80ml的水，移開氣動引流扇後再注入

底座主機的盛水盤中

啟動後，將先進行消毒作業，LCD中的消毒功能

指示圖標(水滴)開始閃爍，即已開始進行消毒工

作。

消毒時間約需7分鐘(依實際水量與氣溫將有所變

化)。

此階段中LCD顯示的數值為主機內側底部的溫度

數值變化(溫度誤差值±5℃)

自動斷電關機

℃

請點觸選單鍵

選擇所需功能

＊點觸按鍵觸請停留2-3秒，在聽到“嗶-嗶”提示音、螢幕顯示後再移開手指

請點觸啟動/停止鍵

啟動所有功能

如需操作中途中斷所選功能，請按

下停止鍵本機即進入待機關閉狀態

本機運作自動停止出現“嗶-嗶”

提示音後將進入待機關閉狀態



自動斷電關機。

自動斷電關機。

自動斷電關機。

烘乾作業完成時

LCD中的時間和m顯示閃爍2次，並同時“嗶-嗶”

2次，結束所有工作。

啟動後，將進行烘乾作業，LCD中的烘乾功能指

示圖標(風扇)開始轉動，即已開始進行烘乾作業

烘乾時間約需40分鐘

此階段中LCD顯示的數值為烘乾所需的剩餘時間

(單位分鐘)

烘乾作業完成時

LCD中的時間和m顯示閃爍2次，並同時“嗶-嗶”

2次，結束所有工作。

啟動後，將進行烘乾作業，LCD中的烘乾功能指

示圖標(風扇)開始轉動，即已開始進行烘乾作業

烘乾時間約需10分鐘

此階段中LCD顯示的數值為烘乾所需的剩餘時間

(單位分鐘)

消毒作業完成時

LCD中的溫度數值和℃顯示閃爍2次，並同時

“嗶-嗶”2次，結束所有工作。

啟動後，將進行消毒作業，LCD中的消毒功能指

示圖標(水滴)開始閃爍，即已開始進行消毒工作

消毒時間約7分鐘左右(依實際水量與氣溫將有所

變化)

此階段中LCD顯示的數值為主機內側底部的溫度

數值變化(溫度誤差值±5℃)

℃

單獨消毒功能

啟動本功能前，請用量杯或其他容器量

取約80ml的水，移開氣動引流扇後再注

入底座主機的盛水盤中

單獨烘乾40分鐘功能

單獨烘乾10分鐘功能

＊10分鐘烘乾功能建議使用於物件太多，

   正常烘乾不完全情況下，追加烘乾時間

   時使用



初次使用

‧主機及加熱盤用微濕布擦拭乾淨，其餘塑膠配件清洗後擦乾，預先運作一次後再

   放入餐具用品開始使用。

固定清潔

‧主機：禁止直接放在水龍頭下沖水或浸水清洗(防止主機進水故障)，使用微濕布擦   

   拭即可。

‧塑膠配件：上蓋、奶嘴籃、奶瓶置放筒、奶瓶夾等塑膠配件可直接用水洗，再以

   乾布餐巾紙擦乾即可。

‧重要部件：每周至少清洗一次「盛水盤」 & 「進氣濾網」 ，方法說明如下：

   盛水盤：

1. 每次加水前，請使用乾淨濕布擦拭。不銹鋼盛水盤於加水使用過後皆會產生水垢，    

   此為正常狀況；如欲減少水垢產生，建議可使用蒸餾水(純水)或逆滲透水、煮沸過的

   常溫水。

2. 水垢清除建議方式：

(1) 醋水浸液：以食用級白醋1:5熱水(100℃)的比例，浸液勿超過100c.c.，倒入盛水盤。

     浸泡時間：至少1小時(視水垢程度)，並在水尚有餘溫時，用牙刷刷洗。

     浸液清理：浸液依產品標示箭頭方向倒出，反覆用少量清水將浸液清洗乾淨，直          

     到無醋味殘留，再用乾布擦乾。 

(2) 新鮮檸檬汁液：用一顆檸檬切片併100c.c.水煮滾後，將檸檬汁液(不含檸檬片)，

     倒入加熱盤，浸泡、清理方式同上。

(3) 食用檸檬酸溶液：依食用檸檬酸粉末1:10熱水(100℃)的比例，浸液勿超過100c.c.，                

     倒入加熱盤，浸泡、清理方式同上。

     *使用食用檸檬酸方式者，需用牙刷清除加熱盤縫隙，並加強清水潤洗四周塑膠面；

      避免殘留引發氣味或有色沉澱物質。

   氣動引流扇：有水垢附著時，可以使用上列溶液浸泡後, 用清水反覆沖洗乾淨。

   進氣濾網(主機前右下方)：用水清洗乾淨並瀝乾後，務必組裝回去(預防蟲蟻進入

   機體內)。

微動開關警示

奶瓶置放筒必須垂直放置於主機上方，並與微動開關接觸良好才能正常運作。

若奶瓶置放筒離開主機，或與主機接觸不完整，機器會發出“嗶-嗶”警示15

聲，同時LCD出現“E1”並閃爍；直到奶瓶置放筒重新放回主機上並且接觸良

好，“E1”才會消失，機器自動執行未完成運作。

無水消毒斷電警示

當盛水盤忘記加水或加入過少的水量(低於20ml)，啟動“消毒+熱烘”, 或

“單獨消毒”功能，主機會偵測消毒運作時間不足而發出“嗶-嗶”警示15聲，

同時LCD出現“E2”並閃爍；直到按停止鍵，切斷電源“E2”才會消失，請重

新注入80ml水，重新啟動。

30秒功能未啟動自動關閉

如按下選單鍵後，30秒內未按下啟動/停止鍵，啟動所選功能，主機將會自動切

斷電源、停止運作。

三重電路保護裝置

1.過電壓的保護

  電路板上裝有突波保護(Varistor) 07D241K，耐壓180VAC

2.過電流的保護

  電路板上裝有保險絲(Fuse)，7A

3.過熱的保護

  蒸氣加熱系統：溫度開關(Thermostat) 125℃

                      溫度保險絲(Thermal Fuse) 192℃

  烘乾加熱系統：溫度開關(Thermostat) 95℃

                      溫度保險絲(Thermal Fuse) 142℃

結束自動斷電

選單功能啟動運行後，當所有程序執行完畢時，本機將自動關機。

‧請務必每周清潔盛水盤及進氣濾網(主機前右

   下方)，以防水垢累積，降低本機壽命，或產

   生異味有礙使用衛生。

‧當盛水盤內有水需要傾倒時，請務必依照底

   座內的箭頭指示方向倒出，切勿讓水流入出

   風口。



固定清潔

‧主機：禁止直接放在水龍頭下沖水或浸水清洗(防止主機進水故障)，使用微濕布擦   

   拭即可。

‧塑膠配件：上蓋、奶嘴籃、奶瓶置放筒、奶瓶夾等塑膠配件可直接用水洗，再以

   乾布餐巾紙擦乾即可。

‧重要部件：每周至少清洗一次「盛水盤」 & 「進氣濾網」 ，方法說明如下：

   盛水盤：

1. 每次加水前，請使用乾淨濕布擦拭。不銹鋼盛水盤於加水使用過後皆會產生水垢，    

   此為正常狀況；如欲減少水垢產生，建議可使用蒸餾水(純水)或逆滲透水、煮沸過的

   常溫水。

2. 水垢清除建議方式：

(1) 醋水浸液：以食用級白醋1:5熱水(100℃)的比例，浸液勿超過100c.c.，倒入盛水盤。

     浸泡時間：至少1小時(視水垢程度)，並在水尚有餘溫時，用牙刷刷洗。

     浸液清理：浸液依產品標示箭頭方向倒出，反覆用少量清水將浸液清洗乾淨，直          

     到無醋味殘留，再用乾布擦乾。 

(2) 新鮮檸檬汁液：用一顆檸檬切片併100c.c.水煮滾後，將檸檬汁液(不含檸檬片)，

     倒入加熱盤，浸泡、清理方式同上。

(3) 食用檸檬酸溶液：依食用檸檬酸粉末1:10熱水(100℃)的比例，浸液勿超過100c.c.，                

     倒入加熱盤，浸泡、清理方式同上。

     *使用食用檸檬酸方式者，需用牙刷清除加熱盤縫隙，並加強清水潤洗四周塑膠面；

      避免殘留引發氣味或有色沉澱物質。

   氣動引流扇：有水垢附著時，可以使用上列溶液浸泡後, 用清水反覆沖洗乾淨。

   進氣濾網(主機前右下方)：用水清洗乾淨並瀝乾後，務必組裝回去(預防蟲蟻進入

   機體內)。

1. 限用110V電源，並插入單獨插座(有電源切換開關者佳)，不使用時請切斷電源或拔

    除插頭。

2. 請勿將消毒烘乾鍋、電源線、插頭浸入水裡或別的液體裡或接觸高溫物體表面。

3. 當電源線有損壞時或故障情形發生請務必送回原購買處或指定服務處維修，切勿自

    行拆解更換，以免發生危險。

4. 遇緊急情況時，請先將插頭拔掉。

5. 本電器產品使用後，需要做清潔時，請以濕布擦拭乾淨，絕對禁止浸入水中洗滌，

    以維護安全。

6. 消毒鍋上蓋須確定蓋好，蒸氣孔保持暢通。使用中切勿遮蔽上蓋蒸氣釋出孔，阻礙

    蒸氣排出，以免影響正常功能，導致機件損壞。

7. 消毒烘乾鍋使用中會產生高熱及高溫蒸氣，請勿碰觸、接近上蓋蒸氣釋出孔，尤其   

    切勿讓嬰幼兒接近，謹防燙傷。

8. 消毒鍋須置於穩固平坦無易燃物之檯面上使用時，其它物品請勿擁擠靠近主機，以

    免影響空氣濾網進風量。

9. 避免與電風扇、冷氣對吹，或置於門邊風口處影響主機運作。 

10.奶瓶、碗盤等欲消毒物品務必先用清潔劑洗淨；洗淨後將餘水甩乾再置入，預防過

    多油脂雜質或餘水流入主機內。

11.不要把消毒烘乾鍋用於其它用途。

12.不要在戶外及高濕的環境下使用。

13.使用奶瓶夾時為防止2次污染，

    請利用調整旋鈕來調整夾頭部

    位，勿用手直接接觸夾頭。

    (如右圖)

簡易故障排除安全事項

LCD閃爍並發出“嗶-嗶”
15聲，無法使用

按鍵無反應，LCD無顯
示，無法使用

1.無電源供應
2.使用錯誤電壓
3.手指潮濕或戴
  手套接觸不良

1.110V電源插座供電不正常，請使用規
   定的電壓
2.觸控時請保持手部乾燥，勿配戴手套
3.觸控時停留2-3秒，提示聲響後再離開

奶瓶置放筒未
垂直放妥

請將奶瓶置放筒重新垂直放妥，機器將
自動執行未完成的運作

請先關機，倒入80ml 的水於盛水盤中，
再重新啟動
*務必移開引流扇再加水，避免引起機
件故障*

盛水盤未加水

機件異常警示 請拔除插頭，聯絡客服返廠檢修

LCD閃爍並發出“嗶-嗶”
15聲，無法使用

LCD閃爍並發出“嗶-嗶”
15聲，無法使用

其他異常

消毒時產生異味

烘乾時產生異味

殘留水珠
空氣中相對濕度過高

盛水盤殘留焦化或異物
(奶脂殘渣)

請清潔盛水盤 (請參考第10頁)

1.使用或清潔時，切勿讓液體由出風口流入
2.請將本機置放於乾淨、通風、安全的場所
3.加水時務必，移開引流扇，避免水流入出風口
   內，引起機件氣味

液體由出風口流入主機內

空氣濾網阻塞 影響進風順暢

請選擇單獨烘乾功能再次烘乾

1.請清洗消毒鍋底部空氣濾網(每周一次)
2.請確認底部與周圍沒有物品阻擋進氣

螢幕顯示

無反應

E1

E2

E3

故障狀況 可能原因 排除方法

機器使用中如遇下列狀況請勿使用，並請通知客服人員安排返回檢查

1.經常性多支奶瓶殘留大量水珠(已加強烘乾10分鐘，或40分鐘)

2.馬達運轉聲音出現明顯異常，熱風量明顯變少或出現冷風

3.主機底部漏水現象，例如進氣濾網或底部鐵蓋下方致使桌面明顯積水

4.運作不正常的情況越來越頻繁

5.出風口殘留過多水垢無法清除



奶嘴籃、奶瓶置放筒、氣動引流扇

底座主機、空氣濾網盤、奶瓶夾

耐熱PP (聚丙烯)

120℃

部 位

材 質

耐 溫

常見Q&A

奶瓶消毒烘乾鍋

TM-708C1

110V 60Hz

消毒600W烘乾300W

80ml

高溫蒸氣消毒約7分鐘（依實際水量與氣溫濕氣將有所變化）

約47分鐘（7分鐘消毒+40分鐘烘乾）

淨重 2.7 kg

30cm(L)*28cm(W)*39cm(H)

請於室內使用（建議室溫：15~30℃ 建議濕度：50~70%）

40、10分鐘二段時間選擇
＊10分鐘烘乾功能建議使用於若物件太多，或環境太潮濕、氣溫較低，可能讓正常烘乾不完全的情況下

烘乾程度

Q:為何有時會有水珠殘留、烘不乾的現象?

A:每次烘乾的程度會因(1)外在室溫(2)天氣濕度環境(3)奶瓶及奶嘴頭洗淨後的殘餘水

   量(4)奶瓶/奶嘴頭/及其他物品的擺放方式(5)進氣口週遭是否保持乾燥通風(6)進氣口

   濾網是否定期保持清潔 等因素而略有不同，但不影響消毒品質。若仍有少量水滴，

   可再行選擇單獨烘乾10分鐘或40分鐘功能，持續加強熱烘或靜置，待些許蒸氣揮發

   過後，也讓奶瓶微涼後方便使用。

   --- 溫馨提示 ---

   (1)奶嘴洗淨後先將殘留水珠輕甩後再放置奶嘴籃上消毒

   (2)奶嘴籃上擺放物品之間請保留適當空間，以保持熱烘氣流通過順暢

定期檢視

Q:為何建議消毒鍋需要定期送原廠檢視?

A:任何商品都有一定的壽命，端視使用頻率和習慣不同，會有程度不一耗損狀況。如果

   您不確定所使用的消毒鍋是否有老化問題，建議超過保固期（一年）的消費著可以聯

   絡客服人員安排檢修，我們提供原廠標準檢查以及水盤清潔保養。

消毒加水

Q:為何要以所附量杯加入80ml的水量?

A:加入過多的水量有可能導致烘不乾的狀況，同時根據實驗室測試80ml的水量即可有效

   殺死金黃色葡萄球菌以及大腸桿菌

Q:為何加水之前要將氣動引流扇取出?

A:加水之前若未取出氣動引流扇，所加的水有可能直接順流入出風口，導致機體嚴重故障。

清潔相關

Q:為何要先使用清潔劑將奶瓶奶嘴清洗乾淨?

A:未使用清潔劑或僅用熱水清洗的奶瓶，可能會殘留奶脂，在消毒過程中可能會經由蒸氣

   帶下，殘留在盛水盤上變成焦黃水垢，進而影響消毒加熱的效率或產生焦味。

Q:為何要定期清理進氣濾網?

A:進氣濾網若未定期清理，可能會妨礙進氣效率，造成機體溫度升高，損壞主機。

   進氣濾網請務必『每周』定期清理。

盛水盤

不鏽鋼SUS304

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