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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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drip.coffee/guides

iDrip智 能 職 人 手 沖 咖 啡 機
使 用 說 明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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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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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位名稱

條碼掃描窗

公杯固定點

排氣孔

液晶螢幕

用於暫時承裝使用後的濾掛包

水箱掀蓋

水箱蓋側扣

水箱蓋

水箱

注水頭

操作面板

手法選單

左鍵

OK	/	沖煮

右鍵

退出

開關

盛水杯

公杯

滴水盤

濾掛包架
底座

濾掛包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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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啟咖啡機電源

設備

4. 點擊該設備卡片，即可選擇您想要使用的功能	
(自訂手法、設定	Wi-Fi	⋯等 )。

3. 找到欲連接的咖啡機設備名稱序號

2. 進入	iDrip	App，點擊	App	下方的「設備」。

　　如果無法在此頁看到咖啡機，點擊「新增咖啡機」
並依照	App	提示開啟手機藍牙與允許使用手機位置的
請求。請稍候30秒，若仍無法看見設備，請將手機藍
牙、App	與咖啡機完全關閉，再重新啟動。

透過	App	連線網路，使咖啡機持續上網更新雲端資料。也能透過	App	操作咖啡機部分功能，自訂沖煮手法，記錄沖煮
資訊，隨時瀏覽咖啡知識。

如何使用 App 連線設定咖啡機透過 App 設定咖啡機網路

V60	濾杯 蛋糕濾杯iDrip	專用濾掛包架

下載	iDrip	App	訂購咖啡包及探索更多咖啡文化內容。

了解更多	App 設定功能
請至線上教學頁面

以手機	App	操作，依照個人喜好設定沖煮方式。自由設定注水的溫度、水量、時間、旋轉速度、路徑等，搭配自己的
咖啡豆，萃取出您喜愛的口感、風味，沖煮的樂趣無窮。App	可儲存多組手法，快速取用，與親友分享手法參數。

創造自己喜愛的沖煮手法

獨家設計，滿足各種沖煮需求
iDrip	開發的獨家矽膠濾杯組，適用	iDrip	專用濾掛包，亦與市面上常見的
濾杯相容。可搭配習慣的濾杯，自訂手法創造熟悉的味道，或可更換不同
濾杯，嘗試不同變化的沖煮方式。矽膠濾杯組的底部定位點設計，可避免
注水路徑偏差，沖煮的成品穩定又精準。

沖煮中...

大師手法及韌體即時更新
咖啡機連網後可自動下載更新	iDrip	咖啡包的大師沖煮手法，無儲存空間
限制。並可自動提示更新韌體，升級最新版本的系統介面與功能，享受
持續優化的服務。

個人化沖煮紀錄
App	即時推播已配對咖啡機正沖煮之咖啡風味故事，並將沖煮歷程記錄，累積
個人咖啡品飲歷史，達成會員專屬咖啡沖煮成就。iDrip	也將根據沖煮紀錄，
提供個人化的咖啡推薦，讓您輕鬆找到喜愛的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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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使用

1. 把適當之容器（	約	700ml	）置於注水頭下方準備接水。

2.點選２次「　　」到「2.	出水」。按下「　　　」鍵，進行出水。	
按任意鍵停止出水。

3. 出水完畢後，請將排出的水倒掉，即完成初次清潔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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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箱清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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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的出水功能進行清潔，步驟如下：

以容器盛裝飲用水（	約	700ml	）填充至水箱，	
加水至螢幕出現「水：xx℃」字樣即表示水量充足。

「水：不足」：表示「水量不足」	
「水：xx℃」：表示「水量充足」，顯示當前水溫

打開水箱蓋。（	按壓箭頭處翹起後，拉起上蓋。）

插上咖啡機電源，開啟咖啡機後方開關。

蓋上水箱蓋。

　　蓋上時，請確認水箱蓋側扣「咔」聲扣上。

不足 xx°C

2. 出水

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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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連接 Wi-Fi

接收咖啡推播 咖啡沖煮紀錄

取得咖啡相關知識

取得新沖煮手法 購買咖啡機與咖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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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端智能的專利注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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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喝到如同大師親臨沖煮的咖啡風味。

3.5sec
HOLD

12sec
POUR

水
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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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0°C86

96

91

水
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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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cc
AMOUNT

12sec
POUR

水
量
。

3
.5 g/sec

5
.0 g

/sec

2
.0 g/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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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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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

不足 x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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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水箱裝水方式

開機 水箱加水 沖煮 享受咖啡

連接	Wi-Fi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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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水箱蓋。（	按壓箭頭處翹起後，拉起上蓋。）

插上咖啡機電源，開啟咖啡機後方開關。

蓋上水箱蓋。

　　蓋上時，請確認水箱蓋側扣「咔」聲扣上。

5. 開始沖煮
擺上咖啡機，按下「　　　」按鈕，等待咖啡開始沖煮。

7. 沖煮完成
機器傳出嗶嗶兩長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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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煮中
iDrip 199 secs

1st  /  5

以容器盛裝飲用水（	約	700ml	）填充至水箱，	
加水至螢幕出現「水：xx℃」字樣即表示水量充足。

「水：不足」：表示「水量不足」	
「水：xx℃」：表示「水量充足」，顯示當前水溫

2. 撐開
於撕開處兩邊	②	向外拉開濾掛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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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撕開
沿著濾掛包上	①	箭頭標示方向撕開截角。

3. 拉開按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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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影片

濾掛包安裝與沖煮方式
參考使用說明與操作影片，將濾掛包打開，放到濾掛包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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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已連線    水: 60℃
iDrip

連線 / 水位狀態

沖煮中
iDrip 199 secs

1st  /  5

咖啡沖煮中

面板說明

選單④：系統訊息
系統資訊顯示軟體的資訊，協助與	iDrip	客服溝通所需。

4. 系統訊息

點選４次「　　」到「4.	系統訊息」。
按下「　　　」鍵，螢幕顯示為韌體版本。
再按下「　　　」鍵，螢幕顯示機器序號。

選單③：大師手法更新
手動下載沖煮手法，無	Wi-Fi	環境也能享受最新沖煮手法。

3. 大師手法更新

點選３次「　　」到「3.	大師手法更新」。
按下「　　　」鍵，從網路下載最新沖煮手法。

選單②：出水
當您需要清潔，或是移動咖啡機時，出水功能可以協助您將水箱內的水排出。

2. 出水

把適當之容器（約	700ml	）置於注水頭下方準備接水。 點選２次「　　」到「2.		出水」。
按下「　　　」鍵，進行出水。按任意鍵停止出水。

選單①：熱水溫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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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C
1. 熱水溫杯

點選１次「　　」到「1.	熱水溫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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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無法出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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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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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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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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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咖啡的淺、中、深焙以及茶特製不同內建
手法，長按快捷鍵進行快速沖煮，萃取出屬於
您喜愛的口感、風味，方便又迅速。		

一鍵沖煮的快速手法

咖啡機內建快速沖煮手法
長按咖啡機快捷鍵或選單，以啟動內建的快速沖煮手法，讓您不需任何設定，即可沖煮手邊準備的咖啡豆。
輕鬆享受手沖咖啡的風味層次，縮短準備時間，投入於工作，專注於家庭。放鬆地聊聊近況，快速沖煮美味的手沖咖
啡款待親友、貴賓吧！

適合忙碌的早晨，２分鐘快速沖煮
大杯深焙咖啡，口感厚實，瞬間喚
醒你的工作魂。

1. 288ml / 109sec
Dark / 18g

2. 288ml / 200sec
Light / 18g

3. 168ml / 85sec
Dark / 10gL

喜愛品嘗淺焙咖啡，用２分半鐘沖
煮大杯咖啡，喝出花香、果香。

L

起床後，喝杯咖啡提神，1 分半即
可完成咖啡沖煮，商務人士的首選
手法。

M

以加大分段注水量設計的快速萃取
手法，喜愛淺焙的您，等待２分鐘
就能享有淺焙手沖好咖啡。

4. 158ml / 168sec
Light / 10g

M

沖煮市面上常見的方型掛耳包，當
然也要講究，旋轉注水，仔細萃取
咖啡風味。

5. 170ml / 109sec
Drip / 10g

iDrip 精心調教的經典手法，經悶
蒸，兼顧香氣與口感，深焙淺焙豆
皆能沖出好風味。

6. 158ml / 180sec
Classic / 10g

長按5秒
    Beast Brew
1. 300ml / 60sec

在首頁長按咖啡機上的按鍵（５秒	），觸發該快捷鍵對應的快速沖煮手法。按下「　　　」鍵，進行沖煮。

主頁點選「　　　」進入手法選單

Wi-Fi 已連線    水: 60℃
iDrip

    Beast Brew
1. 300ml / 60sec

在主畫面按下「　　」，進入手法選單。點選「　　」或「　　」，選擇要使用的手法，按下「　　　」鍵，進行沖煮。

進行快速沖煮

Light Roast 
4. 300ml / 122sec

長按5秒

設定快速沖煮快捷鍵

Light Roast 
設定快速沖煮1 ?

　　也可以透過 iDrip	App，
快速設定沖煮快捷鍵喔！

在主畫面按下「　　」鍵，進入手法選單，找到要設定快捷的手法項目後，
在咖啡機上長按５秒您想指定設為快捷鍵的按鍵，即設定為該沖煮手法快捷鍵。

一鍵沖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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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排除
注意提示

Wi-Fi 已連線    水: 60℃
iDrip 水量不足

請加水至指示「水：xx℃」出現。

大師手法更新失敗
連線品質不佳 手法下載失敗，網路不穩定。

請確認	Wi-Fi	網路狀態。

掃碼錯誤 u
iDrip

條碼不正確，請聯絡	iDrip	客服。	

掃碼錯誤 f
iDrip

條碼不正確，請將咖啡機連接Wi-Fi網路。

此包已沖煮過
iDrip

條碼已使用過；若有疑問，請聯絡	iDrip	客服。

取得大師手法沖煮
請設定 Wi-Fi 新增口味提醒（ 機器傳出嗶嗶嗶三短聲 ）

濾掛包掃描失敗（ 機器發出嗶一聲 ）

iDrip
掃碼失敗，請確認位置

當出現此畫面，請您透過以下方式處理：

1. 初次使用，請將咖啡機條碼掃描窗的掃瞄膠膜撕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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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描窗請用拭鏡布清潔，以免造成鏡片刮傷無法讀取。

咖啡機韌體更新（ Over the Air, O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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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確認咖啡機已與網路進行連線，	
螢幕出現「Wi-Fi 已連線」字樣。

2.關閉咖啡機電源。

Wi-Fi 已連線    水: 60℃
iD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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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necting Wi-F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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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nloading．．．
101v1.xx.xx 0%

スイッチ
Please Restart
Update Completed

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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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est Version

Check Wi-Fi
No Internet

3.在關機狀態下按著「　　　」，並同時打開咖啡機
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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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韌體更新

操作影片

如出現此訊息，請參考本說明書第７頁連線設定，將咖啡機連上網路取得
最新沖煮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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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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濾掛包架清洗方式

　　裝回濾掛包架時，請確實將濾掛包架對準濾掛包架底座邊
緣，以免影響條碼掃描。

〔方法１〕以濕抹布擦拭，以維持咖啡濾掛包架清潔。

〔方法２〕濾掛包架可拆下清洗，拆裝方式如下：

扳開錐形部分拉出即可。

將 iDrip	Logo 對準 iDrip 文字，將其餘部位塞入。

裝回方式

拆下方式

清潔保養
滴水盤清潔方式

取出滴水盤清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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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機本體清潔方式

請用擰乾水分的抹布擦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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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出水

4. 使用選單②：出水功能，將水箱內檸檬酸液排乾淨。3. 關閉水箱蓋，拔掉電源線，並靜置２小時。

1. 先將檸檬酸放入杯中，	以熱水溶化。

建議用約 80 ～100°C 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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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機水箱清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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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再打開水箱蓋，將溶化的檸檬酸液，加入水箱中。

總加水量請勿超過 700ml，
並確認檸檬酸確實溶解後再倒入

　　條碼掃描窗請用拭鏡布清潔，以免造成鏡片刮傷無法讀取。

　　出水方式，請依本說明書第 10頁的出水功能進行
操作。

　　	請不要飲用檸檬酸洗淨中熱水。
　　如有異物跑入水箱，請以鑷子清理，並注意安全，
以免燙傷。

　　如污垢難以去除、或出水不順暢時，請反覆使用檸
檬酸清洗。

可視汚垢清況，調整靜置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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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項 接續

關於警告的種類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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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電源插頭與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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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如果忽略和錯誤處理，可能會導致用戶死亡或重傷。警告

可能對人造成傷害或物品損害的內容。注意

警告標示的內容警告標示的種類

例

例

例

＋ ＝

「觸電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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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允許拆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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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遵循指示」

＋ ＝

「從插座上拔下電源插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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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關於電源插頭與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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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接接地線以防止觸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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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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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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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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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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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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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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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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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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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使用場所

警告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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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項
關於使用相關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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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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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勿倚靠、拍打、撞擊、擠壓、堆
疊機台，或使之於高處墜落、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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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取過量咖啡因可能導致心悸、失眠等，請適量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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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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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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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線、插頭請勿靠近熱源。

警告

水箱加熱及機器運行中，請勿打開
水箱蓋。

清潔時，請關閉電源並拔下電源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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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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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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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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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關於使用相關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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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關於廢棄物處置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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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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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勿投入飲用水外之物體到水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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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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超過一年之免費保固期限。

•	使用本產品務必連接	Wi-Fi	網路，以供確保保固起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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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下列任一情況者不在免費保固服務之範圍：

保固證明

•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AM10:00～PM18:00

•	電子郵件：service@idrip.coffee

•	官網：www.iDrip.coffee

•	客服專線：0800-009-707

艾聚普股份有限公司

規格及認證
•	型號：IDE-102-1T

•	額定功率：1200瓦

•	外型尺寸：長・寬・高19	x	19	x	48cm

•	額定電壓及頻率：110	伏特		60Hz	交流電 •	水箱容量：700ml

•	重量：6.6k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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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nciS

•	產地：台灣

產品序號 購買日期 經銷憑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