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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書

目錄
特點������������������������������������������ 4
安全注意事項������������������������������ 6
本公司致力提供您卓越體驗，不定期進行產品韌體
及功能優化，歡迎您線上瀏覽最新版本說明書。

各部位名稱����������������������������� 10
初次使用������������������������������������� 11
使用說明�������������������������������������� 12
面板說明������������������������������������ 14

s.idrip.coffee/guides

狀況排除������������������������������������ 18
清潔保養����������������������������������� 19
規格及認證������������������������������� 24
保固證明��������������������������������� 24

下載 iDrip App 連線咖啡機
・ 更新最新推出的咖啡風味沖煮手法。
・ 為您的咖啡風味體驗留下評價。
・ 瀏覽咖啡師新訊以及多元的咖啡文化內容。
・ 沖煮咖啡時收到咖啡風味故事推播。
・ 紀錄咖啡沖煮紀錄。
・ 訂購咖啡機與咖啡包。

下載 iDrip App 訂購咖啡包及探索更多咖啡文化內容。

【貼心提醒】
咖啡機在沒有連接 Wi-Fi 的情況下也能沖煮咖啡，iDrip 已為您內建已上市之咖啡風味沖煮手法。
但未來如需沖煮新推出的咖啡風味時，仍須請您連接 Wi-Fi 下載最新沖煮手法。

特點
雲端智能的專利注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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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

水溫︒

水量︒

以精準的水溫、流速、注水量、注水次數及中斷時間，加上模擬咖啡師手沖時的迴圈注水方式，重現咖啡冠軍的完美
手法，讓你喝到如同大師親臨沖煮的咖啡風味。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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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沖咖啡正常的沖煮溫度範圍在
85° C~95° C。精準控溫的鍋爐能讓
每次出水的溫度都保持一致，讓每一
杯都能重現最好的風味。當沖煮完成
後溫度約 60° C~70° C，符合咖啡評
鑑起始的最佳飲用溫度。

即刻品味世界冠軍咖啡
來自世界的冠軍咖啡師
iDrip 延攬數十位世界咖啡冠軍及咖啡職人，涵蓋 WCE 七大賽事世界冠軍及國家比賽冠軍，攜手為您呈現最完美的頂
級咖啡風味地圖。
未來將持續有更多咖啡師加入 iDrip 精品咖啡，提供多元的咖啡風味及沖煮手法讓使用者更新！

Martin Hudák

Agnieszka Rojews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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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每個人對於咖啡濃淡的要求不
同，水量的比例也會不同。我們依
照咖啡師針對他們所提供的咖啡設
定最好的粉水比，以符合大師們想
要呈現給您的咖啡濃度。

2018 World Barista Champion

2017 World Coffee in Good Spirits
Champion

粕谷 哲

陳天樂

2016 World Brewers Cup
Champion

2017 World Coffee Taster
Champion

吳則霖

陳志煌

2016 World Barista Champion

2013 Nordic Roaster Champion

3.5

咖啡中的芳香物質、層次感、酸值、
口感能否完整的釋放出來，關鍵就
在於注水手法。透過專利的注水頭
控制水量大小，能夠讓整個沖煮過
程中的水流均勻一致。

手機中的咖啡香
透過 Wi-Fi 與手機連動的 iDrip，沖煮時會推播告訴您這次萃取的是屬於哪一份感動的風味，讓喝咖啡不再只是一個動
作，而是知識與社群的連接，前進未來的生活風格。

取得新沖煮手法
接收咖啡推播

Dave Jameson

咖啡沖煮紀錄

快速連接 Wi-Fi

林東源

2016 United Kingdom Coffee in
Good Spirits

取得咖啡相關知識

首屆台灣咖啡大師賽冠軍

購買咖啡機與咖啡包
趙家寶

賴昱權

2014 2nd Place of World Barista
Championship

2014 World Coffee Roasting
Champion

雲端完美沖煮手法
與冠軍咖啡師及咖啡職人合作，由他們提供每款咖啡風味的專屬沖
煮手法，所有手法皆儲存在雲端，當您沖煮新上市的咖啡風味時，
iDrip 能自動配對從雲端下載手法沖煮。

咖啡豆來源
iDrip 所使用的專屬濾掛包中的咖啡豆，皆由合作冠軍咖啡師及咖啡職人嚴格挑選並精心烘焙，再由 iDrip 的生產廠依
照咖啡師指定的研磨條件進行研磨，並充氮氣保鮮封裝。
* 根據精品咖啡協會（ SCA ）杯測評鑑表 80 分以上精品咖啡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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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項

接續

關於警告的種類標記

關於電源插頭與插座

在此使用說明書中，為安全使用本產品並防止用戶或他人受到任何傷害，使用本產品的注意事項帶有警告標記，如下
所示。該標記根據傷害、損壞、緊急程度明確指示可能由於錯誤操作而導致的內容。
在充分理解每個標記的含義之後，請閱讀此使用說明書。所有標有這些標記的項目都是與安全相關的重要項目，因此
請務必遵守。

警告標示的種類

例

警告

表示如果忽略和錯誤處理，可能會導致用戶死亡或重傷。

注意

可能對人造成傷害或物品損害的內容。

＋

＝

「觸電注意」
例

＋

＝

「不允許拆解」
例

警告標示的內容

＋

拆裝電源插頭時，請務必確認手部
乾燥，並緊握插頭絕緣部份施力，
不可觸碰金屬部份，亦不可施力於
導線端，以避免電線斷裂。

請務必把電源插頭完全插入插座，
以避免觸電、短路、過熱電線走火。

長時間不使用時，建議把電源關閉，
以免造成電器損害或火災。

連接接地線以防止觸電。

移動機器請先將插座上的電源線插
頭拔起，並保持電源線之乾燥。

勿將機器本身和其電源線、插頭淋
濕、浸入水及其他任何液體中，以
避免起火、觸電及其他傷害。

符號表示是被禁止的行為。
在圖中繪製特定的禁止內容。
（ 例如左圖所示的示例為「不允許拆解」）

＝

「從插座上拔下電源插頭」
＋

符號表示存在會引起注意的內容。
在圖中繪製特定的警告內容。
（ 例如左圖所示的示例為「觸電注意」）

警告

＝

符號表示是強制或指示動作。
在圖中繪製特定的指示內容。
（ 例如左圖所示的示例為「從插座上拔下電源插頭」）

關於使用場所
警告

「請遵循指示」
機器請水平置放在堅固、安定、平整
的地方，請勿放置在不穩定的地方，
以避免人員遭受砸傷、壓傷、夾傷、
撞傷等傷害。

關於電源插頭與插座

機器必須放置在合格操作員的監督
範圍內，並請勿置放在嬰幼兒能觸
碰到的地方。

請勿將機器靠近熱源、火源、易燃
物，或其他發熱設備。

警告
不可使用 110 伏特以外之電源。請
單獨使用額定 15 安培以上的電源
插座。如果與其他設備共同使用，
可能會過熱並引起火災。

請定期清除電源線上的灰塵。如果
灰塵累積在插頭上，則可能因潮濕
而導致接觸不良並引起火災。請拔
下電源插頭並用乾布擦拭。

勿將電源線及插頭加工、過度彎曲、
拉扯、扭轉、重物加壓⋯等使之破
損、毀壞。若發現電源線及插頭有
損壞，請勿使用機器，其維修與更
換請由授權技術人員進行。

注意
請勿將機器置放於太過潮濕或直接
受到陽光、雨雪侵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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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避免潑灑水分或將物品置放於機
器上，以避免短路、漏電及其他對
人或機器的傷害。

7

請勿將機器放置在可能達到冰點的
環境中，以免機器內部的水分凝固，
造成機器損壞。

安全注意事項
關於使用相關操作

關於使用相關操作
警告

請勿拆解或改裝機體、配件，也請不要將機器交由非原廠授權之維修人員維
修。不當的處理，可能造成燙傷、割傷、刮傷、電擊⋯等危險，並會導致保
固失效。若發現機器及配件有任何問題，請洽詢購買的販賣店家，或廠商指
定的維修單位。

請避免兒童靠近冲煮中及冲煮後未冷卻之機體，避免燙傷；加熱中或使用後
之機體水箱仍處於高溫狀態，請成人及兒童勿用手觸摸，以避免燙傷。

請 注 意 水 量， 勿 加 超 過 九 分 滿。
加 完 水 後 務 必 將 水 箱 蓋 蓋 上， 以
避免熱水溢出燙傷。

電線、插頭請勿靠近熱源。

水箱內有水時，請小心移動機器、
不要讓機器傾倒，以避免水箱內的
水溢出，損壞機器。

飲用咖啡請注意溫度，避免燙傷。

注意
身體、精神或心智有障礙，以及缺乏
足夠知識、經驗、操作能力，以致無
法安全、正確使用機器的成人或孩
童，不可在無人監督下操作機器。

請依照使用說明書進行操作，不可
於沖煮流程中任意關機、阻礙出水
頭動作，或按壓非相關按鍵。

水箱加熱及機器運行中，請勿打開
水箱蓋。

本電器為家用或類似用途，如下列所示：
1. 商店、辦公室及其他工作環境之員工廚房區域。
2. 旅館、汽車旅館及其他居住型環境之住戶。
3. 提供床鋪及早餐型式之環境。

為確保最佳的使用效能，本產品出廠前經過廠內用水測
試。因此可能會有水氣殘留在水箱的情況，屬正常現象，
不影響所有產品功能。

水箱請加入飲用水。沖煮咖啡之用水，建議選擇軟水加
入。若使用富含礦物質的硬水，加熱後水箱可能會出現
礦物質，此為正常現象。

發生問題及故障時，請立刻停止使用，並聯絡購買的販
賣店家，或廠商指定的維修單位。

水箱不會到達沸點，請使用可飲用水作為冲煮用水，放
入水箱內加熱使用。

水箱蓋皆為消耗品，請定期每年檢查外觀，並定期更換。
以避免水箱蓋出現生鏽、剝落⋯等情況。

避免在沒有水的情況下使用咖啡機，避免空燒，以免造成
電器損害或火災。

請勿投入飲用水外之物體到水箱內。

切勿將機器浸在水中，以避免短路、
漏電及其他對人或機器的傷害。

請勿倚靠、拍打、撞擊、擠壓、堆
疊機台，或使之於高處墜落、傾倒。

請確保兒童不使用及觸碰機器，特別
注意請勿讓嬰幼兒將零件放入口中。

關於廢棄物處置
警告

注意

請妥善處理塑膠包材，以防孩童或寵物因塑膠包材窒息。

處置廢棄物時，舊咖啡機有用的原物料還可以回收再利
用，請洽詢各地環保單位適當的處理方式。

攝取過量咖啡因可能導致心悸、失眠等，請適量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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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時，請關閉電源並拔下電源線。

9

各部位名稱

初次使用
水箱蓋

條碼掃描窗透明薄膜移除
初次使用請先將條碼掃描窗的薄膜撕下，以免影響條碼掃描。

水箱掀蓋

水箱清潔方式

排氣孔

初次使用或一段時間沒使用時，請先倒入飲用水並進行「選單④」的排水功能進行清潔，步驟如下：

水箱蓋側扣

液晶螢幕

水箱
插上咖啡機電源，開啟咖啡機後方開關。
請參考第

濾掛包架拆裝方式

操作面板

頁的拆裝清洗方式

20

OK / 沖煮
左鍵

打開水箱蓋。（ 按壓箭頭處翹起後，拉起上蓋。）

右鍵

主頁

退出

Low

xx°C

條碼掃描窗

濾掛包架扣環

以容器盛裝飲用水（ 約 700ml ）填充至水箱，
加水至螢幕出現「Water：xx℃」字樣即表示水量充足。
「Water：Low」：表示「水量不足」
「Water：xx℃」：表示「水量充足」，顯示當前水溫

濾掛包架

蓋上水箱蓋。

滴水盤

蓋上時，請確認水箱蓋側扣「咔」聲扣上。
注水頭

附屬配件 － 滴水盤

1. 把適當之容器（ 約 700ml ）置於濾掛包架下方準備接水。

滴水盤提取凹槽

4. Water
Drain

2. 點選４次「
」到「4. Water Drain」。按下「
按任意鍵停止排水。

」鍵，進行排水。

3. 排水完畢後，請將排出的水倒掉，即完成初次清潔流程。
滴水盤蓋子

滴水盤底座

滴水盤翼板
10

開關
11

使用說明
濾掛包安裝與沖煮方式
連接 Wi-Fi 網路
開機

水箱加水

沖煮

享受咖啡

把濾掛包架向右旋開，按照濾掛包外包裝背面的使用說明（ 也可參考操作影片 ），把濾掛包打開，
放到濾掛包架上；闔上濾掛包架後，確認扣至濾掛包架扣環上。

未連網（原廠出貨時內定的既存手法）
【貼心提醒】
咖啡機在沒有連接 Wi-Fi 的情況下也能沖煮咖啡，iDrip 已為您
內建已上市之咖啡風味沖煮手法。但未來如需沖煮新推出的咖啡
風味時，仍須請您連接 Wi-Fi 下載最新沖煮手法。

操作影片

①
1. 撕開
沿著濾掛包上 ① 箭頭標示方向撕開截角。

請 參 考 第 14 頁「 選 單 ②、 ③ 」 連 接
Wi-Fi 方式。

如何使用 iDrip 咖啡機，
透過使用咖啡師的專屬手法，沖煮最佳風味 :

②

2. 撐開
於撕開處兩邊 ② 向外拉開濾掛包。
需撐開包裝，確認撕開至標示處。

水箱裝水方式

②
④

③
插上咖啡機電源，開啟咖啡機後方開關。

3. 拉開按壓

③

將濾掛包兩面掛耳 ③ 拉開按壓中間
④ 撐開濾掛包。
拉開時請勿撕開標示處連結點。

打開水箱蓋。（ 按壓箭頭處翹起後，拉起上蓋。）

4. 掛上
將掛耳 ③ 掛在濾掛包架上，確認濾掛包條碼面
對實心半圓直線區域，把杯子放在濾掛包下方。

Low

xx°C

以容器盛裝飲用水（ 約 700ml ）填充至水箱，
加水至螢幕出現「Water：xx℃」字樣即表示水量充足。
「Water：Low」：表示「水量不足」
「Water：xx℃」：表示「水量充足」，顯示當前水溫

5. 開始沖煮
闔上濾掛包架，按下「

」按鈕，等待咖啡開始沖煮。

蓋上水箱蓋。
蓋上時，請確認水箱蓋側扣「咔」聲扣上。

6. 咖啡沖煮中
「 199 secs 」: 總共沖煮的剩餘時間
「 1st / 5 」: 目前注水筆數 / 總共注水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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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rip
Brewing ．
．
．
13

199 secs
1st / 5

7. 沖煮完成
機器傳出嗶嗶兩長聲。

面板說明

接續

連線 / 水位狀態

咖啡沖煮中

選單③：〔若無法使用 選單② 連線〕直接連接 Wi-Fi（ 自動更新沖煮數據 ）
若無法使用「選單②」連線，可直接透過咖啡機，將咖啡機連接網際網路。

iDrip

iDrip

Wi-Fi: O

Water: 60℃

199 secs

Brewing ．．
．

「Wi-Fi：X」：表示「網路未連線」
「Wi-Fi：O」：表示「網路已連線」
「Water：Low」：表示「水量不足」
「Water：xx℃」：表示「水量充足」，顯示當前水溫

1st / 5

「 199 secs 」: 總共沖煮的剩餘時間
「 1st / 5 」: 目前注水筆數 / 總共注水筆數

」，選擇要連線的 SSID。
」鍵。

Wi-Fi Connected

̲̲̲̲̲̲̲̲

Please Restart ．．．
開關

輸入密碼：按「
」或「
」選定數字或英文等符號；確認後，輕按「
」
跳至下一位；若欲往左刪除，請按「
」；離開請按「
」（８碼以內 ）。
輸入完長按「
」（５秒 ）或「
」儲存。

完成後，
請重新啟動側邊底部開關。

僅限 Wi-Fi 2.4Ghz（ 802.11 b/g/n ）

選單④：排水

1. Warm Water

當您需要清潔，或是移動咖啡機時，排水功能可以協助您將水箱內的水排出。

80 C

」到「1. Warm Water」。

4. Water
Drain

先放入適當杯子（ 約 150ml ），按下「
」鍵，當
水溫加熱至 80° C 後，將進行數秒之排水動作。

若無法排水，請確認水箱水量是否足夠；如水量不足，請打開水箱蓋，將飲用水倒入水箱。

把適當之容器（約 700ml ）置於濾掛包架下方準備接水。

點選４次「
」到「4. Water Drain」。
按下「
」鍵，進行排水。按任意鍵停止排水。

選單⑤：更新沖煮手法
（ 手動更新沖煮數據 ）

選單⑥：系統資訊

加熱中或使用後之機體水箱仍處於高溫狀態，請成人及兒童勿用手觸摸，以避免燙傷。

選單②：配對 iDrip App 以連上 Wi-Fi（ 取得最完整 iDrip 咖啡機服務 ）
透過咖啡機與 iDrip App 配對，將咖啡機連接上網路，並讓您經歷完整的 iDrip 咖啡體驗。

」到「2. App Pairing」。
」鍵，啟 動 iDrip App 配 對

系統資訊顯示 iDrip 軟體的資訊，協助您與 iDrip 客服溝
通所需。

連網手動下載最新沖煮手法，即使到無 Wi-Fi 環境也能享受
最新沖煮手法。

2. App
Pairing

點選２次「
按下「
模式。

點選「
」或「
選定後，按下「

Wi-Fi Password

沖咖啡前，建議可先預溫管線，讓咖啡在注入杯子的過程中，不流失半點溫度，使咖啡保持在最佳風味。

推薦的
連線方式

to select SSID

點選３次「
」到 Wi-Fi 設定功能「3. Wi-Fi setting」，
按下「
」鍵。

選單①：預溫管線

點選１次「

Press < and >

3. Wi-Fi
Setting

6. System
Info

5. Recipe
Update
觀景窗藍燈閃爍。
進入配對模式後，可透過 iDrip App 設定
Wi-Fi 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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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
iDrip App

點選６次「
」到「6. System Info」。
按下「
」鍵，螢幕顯示為韌體版本。
再按下「
」鍵，螢幕顯示機器序號。

點選５次「
」到「5. Recipe Update」。
按下「
」鍵，從網路下載最新沖煮手法。
15

面板說明
咖啡機韌體更新（ Over the Air, OTA ）

出熱水方式

當有韌體可更新時，iDrip App 會主動推播韌體更新訊息，請您透過以下步驟更新韌體：

當您水箱加滿飲用水，放置加熱３~４分鐘後，可透過出熱水功能取得熱水。

Low

iDrip
Wi-Fi: O

Water: 60℃

xx°C
スイッチ

1. 確認咖啡機已與網路進行連線，螢幕出現「Wi-Fi：O」
字樣。

2. 關閉咖啡機電源。

1. 在首頁加入飲用水，使螢幕出現「Water：xx℃」，
水箱才會進行加熱。

Connecting Wi-Fi

2. 加熱３~４分鐘後即可將飲用水加熱至 80° C。

．．．

iDrip
Wi-Fi: O

3. 在關機狀態下按著「
電源。

」，並同時打開咖啡機

4. 螢幕出現「Connecting Wi-Fi」，等待確認網路訊號
完成，會自動開始韌體下載。

Water: 80℃

Dispense Water
xx℃ (Long Press)

Downloading ．．．
101v1.xx.xx 0%

Update Completed
Please Restart

スイッチ

開關

5. 韌體下載中。（ 下載時間約５分鐘左右 ）正常韌體更
新時間為５分鐘左右即可完成，如更新超過 20 分鐘，
請確認 Wi-Fi 網路狀態。

6. 等待更新進度完成後，手動關閉咖啡機，再次開啟咖
啡機電源即完成韌體更新。

3. 把適當之容器（ 約 700ml ）置於濾掛包架下方準備
接水。

4. 首頁長按「
熱水選單。

Dispense Water

」（５秒），嗶聲後放開，顯示出

Dispensing Water

xx℃ (Long Press)

xx℃ ．．．

如出現「No Internet. Check Wi-Fi.」時，
請重新開啟咖啡機並設定咖啡機連線。

No Internet
Check Wi-Fi

請 參 考 第 14 頁「 選 單 ②、 ③ 」 連 接
Wi-Fi 網路方式。

Latest Version

如螢幕出現「Latest Version. Please Restart.」，
表示已是最新版本，請重開咖啡機即可。

Please Re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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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螢幕出現「Dispense Water xx℃（ Long Press ）」，
持續按著「
」即可出熱水。螢幕上會顯示目前
出水水溫，按其他任意按鍵即可返回首頁。

6. 放開「

」即可停止出水。

為保護您的安全，在此選單時不會進行加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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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排除

清潔保養

注意提示

接續

咖啡機本體清潔方式

iDrip

Unstable Network

Wi-Fi: O

Water: Low

Download Failed

水量不足

手法下載失敗，網路不穩定。

請加水至指示「Water：xx℃」出現。

請確認 Wi-Fi 網路狀態。
請用擰乾水分的抹布擦拭。

No Recipe & Wi-Fi
Default Brew?

勿將咖啡機整個拿來清洗，或將水澆淋到
操作面板上。

電源線請用乾抹布擦拭。

新增口味提醒（ 機器傳出嗶嗶嗶三短聲 ）
按下「
」鍵繼續沖煮；或按其他四顆鍵返回主頁，設定連接 Wi-Fi
網路後，自動下載新沖煮手法，再重新掃描濾掛包條碼。

條碼掃描窗請用拭鏡布清潔，以免造成鏡片刮傷無法讀取。

咖啡機水箱清潔方式
Wi-Fi Fail
Please Restart ．．．

Wi-Fi 連線失敗
請重開咖啡機後再試，請透過以下方式檢查：
1. 確認咖啡機與 Wi-Fi 路由器的位置是否過遠。
2. 可能是密碼輸入錯誤，請再次輸入密碼。

Please Check Bag

總加水量請勿超過 700ml，

建議用約 80 ～ 100°C 熱水

濾掛包掃描失敗（ 機器發出嗶一聲 ）
iDrip

建議每１~３個月以檸檬酸進行清洗。
（ 清洗週期依據水箱污垢程度及根據當地的水質和使用次數而不同 ）

當出現此畫面，請您透過以下方式處理：

1. 先將檸檬酸放入杯中， 以熱水溶化。

並確認檸檬酸確實溶解後再倒入

2. 再打開水箱蓋，將溶化的檸檬酸液，加入水箱中。

1. 初次使用，請將咖啡機條碼掃描窗的掃瞄膠膜撕下來。

4. Water
Drain

2. 條碼掃瞄窗可能被髒污噴濺；或連續沖煮時可能產生水蒸氣，影響條碼
掃描時，請清潔條碼掃描窗。
3. 請確認濾掛包放置的位置。濾掛包開啟方式請參見濾掛包背面或網路
影片。

可視汚垢清況，調整靜置時間

3. 關閉水箱蓋，拔掉電源線，並靜置２小時。

4. 使用選單④：排水功能，將水箱內檸檬酸液排乾淨。

掃描窗請用拭鏡布清潔，以免造成鏡片刮傷無法讀取。
操作影片

iDrip
Barcode Error u
iDrip
Barcode Error f
iDrip
Barcode Used

條碼不正確，請聯絡 iDrip 客服。

5. 在已淨空的水箱中，加入 700ml 清水（ 建議用約 80~100° C 熱水 ），並將水箱內水排乾淨，以去除檸檬酸味。
若仍有殘餘酸味，可反覆進行此步驟。
條碼不正確，請將咖啡機連接 Wi-Fi 網路。
排水方式，請依本說明書第 15 頁的排水功能進行
操作。
條碼已使用過；若有疑問，請聯絡 iDrip 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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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污垢難以去除、或出水不順暢時，請反覆使用檸
檬酸清洗。

如有異物跑入水箱，請以鑷子清理，並注意安全，
以免燙傷。

請不要飲用檸檬酸洗淨中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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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保養
滴水盤清潔方式
取出滴水盤上蓋與滴水盤底座清洗，以維持咖啡機清潔。
滴水盤建議每次使用完後清洗，避免咖啡液殘留於滴水盤上影響後
續使用；若咖啡液無法於滴水盤上以清水沖除，建議您以溫水清洗，即可
將滴水盤之咖啡液清潔乾淨。
蓋上滴水盤蓋子時，請確實按壓滴水盤蓋子邊緣以確保蓋子扣上滴
水盤底座。

濾掛包架清洗方式
建議每次使用後可清洗濾掛包架上的矽膠環，以維持咖啡機清潔。
〔方法１〕以濕抹布擦拭矽膠環，以維持咖啡濾掛包架清潔。

〔方法２〕濾掛包架上的矽膠環可拆下清洗，拆裝方式如下：

拆下方式

扳開矽膠環直線區域拉出即可。

裝回方式

將矽膠環直線區域對準濾掛包架直線
區域。

按住矽膠環直線區域固定，將矽膠環
其餘部位塞入。

裝回矽膠環時，請確實將矽膠環對準濾掛包架邊緣，以免
影響條碼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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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及認證
• 型號：IDE101-1

• 外型尺寸：長・寬・高 19 x 19 x 48cm

• 重量：7.8kg

• 額定功率：1200 瓦

• 額定電壓及頻率：110 伏特  60Hz 交流電

• 水箱容量：700ml

• USB：僅供專業工程師使用（ 請勿接入任何充電器材 ）
• RoHS 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示資訊，請參考網址：rohs.idrip.coffee
• 產地：台灣

保固證明
感謝您選購本公司產品，為確保您的權益，請詳閱以下事項：
• 本產品提供自購買日起一年內之免費保固。在正常操作使用下發生故障，本公司將提供免費維修服務。保固期限以保固
證明書所載日期為準。
• 如未能提出完整保固證明書正本（ 包含產品序號、購買日期、經銷憑證章 ）或購買憑證（ 發票或收據 ）正本或影本，
保固期以出廠日為起算日。
• 維修、檢查所衍生之郵資、運費由購買者自行負擔。
• 超過保固範圍及超過保固時限的維修將在報價確認後進行並收取維修費用。
• 如有維修，故障產品所取下之零件其所有權歸屬於艾聚普股份有限公司。
• 使用本產品務必連接 Wi-Fi 網路，以供確保保固起始日。
符合下列任一情況者不在免費保固服務之範圍：
1. 超過一年之免費保固期限。
2. 非處於台灣本島（ 離島及海外 ）。
3. 非台灣地區販售之機型、序號。
4. 天然災害、人為災害及環境因素等造成的故障、傷害、損壞。如地震、雷擊、火災、異常電壓等。
5. 未按使用說明書規定操作，或因人為不當使用、拆裝造成的故障、傷害、損壞。
6. 使用環境不符合使用說明書中規定。
7. 標籤貼紙、序號貼紙有毀損、移除或塗改、置換、變造之痕跡。
8. 機體序號與保固證明書序號不符。
9. 機殼或／及機體經自行或未經本公司授權之廠商、技術人員拆卸、移除、置換等操作。
艾聚普股份有限公司
•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AM10:00 ～ PM18:00

• 官網：www.iDrip.coffee

• 電子郵件：service@idrip.coffee

• 客服專線：0800-009-707

產品序號

購買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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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銷憑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