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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式瓦斯爐

操作手冊

感謝您購買這個產品。
使用此產品之前，請確實閱讀過整份操作手冊。
依照此份手冊內之各項指示說明正確地使用。
並請就近保管本書，以便隨時查閱。

本產品的製造用途為家用烹調專用。
若在非常嚴苛的環境中使用此產品，或者使用於非預
期的用途，可能會導致使用者受傷或火災。
請依照此份手冊內之各項注意事項操作，以確保能夠
正確地使用此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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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

為了確保安全以及能夠正確使用本產品，同時為了避免造成您和其他人員受傷或肢體損傷，
在這份操作手冊和產品上使用了許多符號來說明此項產品。以下會解釋這些符號以及其代表
的意義。在閱讀主要的文字內容之前，請確實仔細閱讀並了解這些說明。

危險 這個符號代表忽視或者處理不當時，可能會導致死亡、嚴重受傷或者
發生火災的情況。

這個符號代表忽視或者處理不當時，可能有死亡或嚴重受傷等立即
性風險的情況。

這個符號代表忽視或者處理不當時，可能會導致使用者受傷或材料
出現損壞的情況。

〈這些符號具有以下意義〉

危險、警告或
注意事項

確實遵照
指示操作

禁止 請勿碰觸 請勿拆解

台灣岩谷股份有限公司



各項零件的名稱及使用方法
(使用狀態)

爐架

  腳架
（3處）

    燃燒器
（生產時可能會因燃燒試驗
    而變色，但並非產品不良）

點火旋鈕

外殼(收納狀態)

隔熱板

隔熱板收納部 橡膠套

瓦斯罐
此產品請使用以下指定瓦斯罐。

瓦斯罐蓋

瓦斯罐切口

標示有[Iwatani 卡式瓦斯 Junior]
[Iwatani 卡式瓦斯][Iwatani 卡式瓦斯
Power Gold] 字樣的產品

瓦斯罐配接
軌道的突出部分

磁鐵
（固定瓦斯罐）

製造日期

型號

爐體銘板

瓦斯罐槽蓋

（產生火花
進行點火）

瓦斯爐腳架

壓力感測安全裝置

隔熱板

隔熱板

導熱板

把手
（移動爐子時，請將外殼單元
    收納後拿起把手搬運。）

爐體

壓力感測安全裝置

當瓦斯罐內的壓力（即溫度）異常升
高（大約 40 攝氏度以上）的時候，
就會自動退出瓦斯罐，熄滅火焰。

本產品各項功能及規格
加速瓦斯氣化的加熱板

隨著液態燃氣氣化，燃燒中的瓦斯罐的溫度不斷下降，
會導致火力減弱，或瓦斯殘留，不能充分消耗乾淨。為
此，將正在燃燒中的瓦斯噴嘴的火焰熱量適當傳導給瓦
斯罐，加速瓦斯氣化，維持火焰大小，直至最後將瓦斯
消耗乾淨。因此，瓦斯罐會有所變熱，但這不是異常現象。

使用磁鐵安裝拆卸瓦斯罐

此產品是利用磁鐵的磁力安裝瓦斯
罐，而無需使用手柄。
此安裝方法不易發生裝錯瓦斯罐。

壓力感測安全裝置被觸發時，請將開 / 關旋鈕轉至「消」的位置，從爐子拆下瓦斯罐。

其後，請仔細閱讀「使用注意事項」（第 4 ~ 6 頁）找到原因，重新安裝用水冷卻後的瓦斯罐或使用新的瓦斯罐。

主要規格
機型名稱

型號 FW-FS01-BK、FW-FS01-SL

點火方式 壓電點火式

安全功能
壓力感測安全裝置（瓦斯罐彈出型）

瓦斯罐安全設定裝置

最大外部尺寸 使用狀態:317mm（寬） x288mm(深)×120mm(高)
收納狀態:111mm（寬） x285mm(深)×114mm(高)

機體重量 大約 1.6 公斤（不包含瓦斯罐）

使用瓦斯 丁烷

瓦斯消耗量 氣溫

連續燃燒
約120分鐘
<以最大火力使用新瓦斯罐時的實測值。
氣溫20~25℃>

使用的瓦斯罐
標示有 Iwatani 卡式瓦斯 FORE WINDS、Iwatani 
卡式瓦斯或Iwatani 卡式瓦斯 Power Gold
※ 字樣的專用瓦斯罐

可使用之鍋具 鍋口直徑小於24cm，鍋內盛有食物時的總重量小於5kg

2.2 1,900 約169



組裝方法

從外殼上拆下橡膠套和隔熱板。

橡膠套
隔熱板

打開瓦斯罐槽蓋，拉出燃燒器單元，打開腳架（3處）。

瓦斯罐槽蓋

燃燒器單元

瓦斯爐腳架

支架需充分的完全打開。

充分拉出燃燒器單元

如未充分拉出，無法安裝瓦斯罐，
使用過程中可能會導致瓦斯罐接頭
處漏氣、火災或燒傷。

請旋轉90度

放下腳架（3處），
爐架4處，安裝在止動件上。

腳架
爐架

止動件

如果無確實降低，爐子會
傾斜，火勢會變大，非常
危險。
請確認接地面朝下。

腳架請踏實地安裝在腳踏板上

如有偏差時， 鍋不穩， 可能會掉落。

腳架要牢牢地放下來

若取下了隔熱板狀態下使用, 有些廚具可能會燒焦地面。

打開隔熱板安裝在燃燒器單元上, 再把瓦斯罐槽蓋蓋上。
使用時請務必安裝隔熱板。

隔熱板

將隔熱板電極位置凹部對準電極位置安裝。



燃料的瓦斯罐,請務必使用標示有「Iwatani 卡式瓦斯 FORE WINDS」「Iwatani 卡式瓦斯」或「Iwatani 卡式瓦斯 Power Gold」字樣的產品

瓦斯罐的安裝方法 請遵守以下說明的各項步驟來安裝瓦斯罐。
請小心，若沒有正確地安裝瓦斯罐，可能會造成不可預期的危險。

請確認隔熱板是否正常安裝。

打開瓦斯罐槽蓋。

將開 / 關旋鈕轉到「OFF」的位置。

如果開 / 關旋鈕沒有轉到「OFF」的位置，
瓦斯罐安全設定裝置就會起作用，將無法裝配瓦斯罐。

確定沒有東西卡在磁鐵上。

磁鐵上附著有異物時

如果磁鐵上吸附有一些鐵屑或者粉末，可能會導
致漏氣，或者讓瓦斯罐無法被插進去。如果出現
這種情況，請使用黏性膠帶將其清除。

鐵屑、粉末

黏性膠帶

請將瓦斯罐蓋取下。

將瓦斯罐放在加熱板上，并將瓦斯罐切口對準瓦斯
罐配接軌道的突出部分。

如右圖所示，用手扶住瓦斯罐的罐頭附近，
直接將其水平推進去，直到完全密切貼合磁鐵。

瓦斯罐切口

瓦斯罐配接
軌道的突出部分

當連接瓦斯罐所需要的力道變
高時，可以在瓦斯罐的尖端
（下圖    的位置）塗抹一層
薄薄的植物油。

塗抹植物油
的位置

進行安裝時，請確定磁鐵和瓦斯罐之間沒有空隙。

瓦斯罐安裝正確時，瓦斯罐後側有約2.5cm的間隙。
瓦斯罐安裝部分多少有些【間隙】，設計可以移動。 
沒有問題，請放心使用。

使用Iwatani 卡式瓦斯罐時

<單手鍋、平底鍋的情況>

安裝瓦斯罐後，蓋上瓦斯罐槽蓋蓋子。

裝烹飪器材時

確保外殼單元與鍋柄不重疊，請如下圖所示放置。

< 雙手鍋的情況 >

外殼 外殼

鍋具把手
鍋具把手



開火、調整火焰大小及關火
點火

將開 / 關旋鈕轉向
「ON」的位置，直
到有卡噠聲，並檢查
爐子是否已經點燃。

如果沒有點燃，請立即將開 / 關旋鈕轉到「OFF」
的位置，然後重複點火程序。在一開始用時，如果
瓦斯罐是在低溫的情況下，則可能會不容易將爐子
點燃。請在執行各種注意事項的情況下，重複點火
的程序幾次。

點火操作過快的話，煤氣無法充分進入燃燒器內，
很難點火。

調整加熱強度

將開 / 關旋鈕朝向
「ON」的位置轉動，
就可以提高加熱強度，
而朝向「OFF」的位置
轉動則可以降低加熱
強度。

在使用低加熱強度時，請確實檢查火焰。
因為您可能會不容易看到火焰。

要注意的是如果火焰變得太小，
可能很容易被風被吹熄。

關閉

請將開 / 關旋鈕轉
到「OFF」的位置。

使用完畢後（關火後的措施）
請檢查火焰是否完全熄滅

取出瓦斯罐之前，請讓裝置冷卻下來。
剛使用完畢時，爐體和瓦斯罐會變得
非常熱。

取出瓦斯罐
每次使用完畢之後都要將瓦斯罐取出。
否則，可能會導致器具故障或瓦斯外洩。

在取出瓦斯罐的狀態下點火
將瓦斯罐取出之後，爐子的瓦斯管路中可能
還會殘留有一些瓦斯。為了您的安全，
請再次點火以便將瓦斯全部燒完。

建議

點火裝置有時會因天氣或海拔高度而無法點火。 請準
備點火棒（煤氣火柴）等備用品。

在難以點火情況下,                                                 ， 
一邊將點火旋鈕向"ON"方向旋轉, 請點燃燃燒器頭部。

用點火棒（煤氣火柴等）點火

點火棒（煤氣火柴等）

將使用後的瓦斯罐取出 使用後，請務必取出瓦斯罐，並將瓦斯罐蓋蓋上進行保存。

打開瓦斯罐槽蓋，握住瓦斯罐，朝著與裝上瓦斯罐相反的方向稍微施加力量，
然後沿著水平方向，將瓦斯罐從磁鐵上拉出來。

要將取下的瓦斯罐儲存起來之前，請確定將瓦斯罐蓋重新蓋上去。

關上瓦斯罐槽蓋。



收納方法 使用後會變熱。請在各部位充分冷卻後再進行收納。
如，支撐腳、支架未摺疊至收納位置，則無法正確收納燃燒器單元。
此外，可能會導致外殼單元內部損傷，敬請注意。

拆下隔熱板, 打開瓦斯罐槽蓋蓋子。

瓦斯罐槽蓋蓋子

將爐架（4處）和腳架（3處）摺疊至收納位置。

腳架

爐架

摺疊支架（3處）， 將燃燒器單元放入外殼單元后關閉瓦斯罐槽蓋。

支架

燃燒器單元

收納燃燒器單元時請將點火旋鈕放回"OFF"位置。

請確實插入，直至固定在隔熱板收納部上。
未確實插入時，隔熱板可能會掉落。

摺疊隔熱板後放入隔熱板收納袋中，安裝橡膠套後進行保管。

將隔熱板插入缺口部。

隔熱板收納
缺口部

隔熱板收納
缺口部

橡膠套

隔熱板



使用注意事項
如果您發現瓦斯外洩，請立即熄滅火焰
（若點火可能會有爆炸的風險）

若出現瓦斯外洩的情況，您會聞到像是瓦斯的味道（像是發霉的洋蔥）。
由於丁烷氣體比空氣重，因此會累積在底部的位置。此時請避免用火，且應立即採取以下措施。

立即熄滅火焰。（將開/關旋鈕轉到【OFF】的位置）

取出瓦斯罐。
打開窗戶或門，以便讓外洩的瓦斯散到戶外。（                      ）切勿使用風扇

有關產品使用的場合

危
險

絕對不可在這類的場合使用此產品
（在以下的場合使用此產品，可能會導致火災或爆炸、人員死亡、燒傷事故）

不可在密閉的場所以及通風不良的場所使用

請勿在帳篷或車內、交通工具等狹小場所使用
此產品。在使用的期間會消耗掉大量的氧氣，
因此可能會導致                                           
    。
另外，也可能會引發火災。

人員窒息或一氧化碳中毒而死
亡

請勿在可能會導致瓦斯罐過熱的場所使用此產品

請勿在夏日的海灘或瀝青等有日光直射，
會導致瓦斯罐過熱的場所使用此產品。

請勿在交通工具內或不穩定的地點使用

請勿在使用的期間爐子出現傾斜或者
劇烈移動，則火焰可能會變大，非常
危險。
這樣也會有爐子傾倒的危險。
請在平坦、有穩固支撐的地點使用此
產品。

請勿靠近高溫使用

請遠離高溫至少2公尺。

請勿在強風中使用

如果在強風中使用此產品，爐嘴的火焰會與爐子的主體交疊，
可能會發生意外，或燒壞主體。

請勿在周邊放置瓦斯罐、
髮膠噴霧等禁止靠近高溫的物品，
或放置了布料、紙類等易燃物質的
附近使用此產品

不可在這類的場合使用此產品
（否則會導致燙傷或主體燒壞、變形、變色、財產損失等）

請勿在榻榻米、地毯或
桌布等對高溫敏感的材
料上使用此產品

請勿在可能有物品掉落之
危險（例如在貨物之下）
的情況下使用此產品

不可在有風，或者有抽風
的地點使用

不可在空氣或煙霧從爐子底部吸入的地點
使用（像是無煙燒烤桌等）

不可在下方有沙石或草、植物余茬等地點
使用爐子，避免瓦斯罐或爐嘴後到輻射熱
或物理影響

應確保在防災所需要的安全距離內
安裝爐子

在使用期間，請讓產品
與家具、牆壁（木造建
築）以及其他易燃物品
保持大於15公分的距離
。
爐子上方與可燃性天花
板、棚架、電器之間應
保留大於100公分的距
離。

使用前
瓦斯罐（底部、在本體之間
不要塞東西（小石子、厚紙等）

（壓力感應裝置不起作用，
瓦斯罐會有爆炸的可能）

這裡不要塞東西。

絕對不可將任何易燃物品、對高溫敏感的
材料或其他物件（桌巾、尼龍布、報紙等）
放在爐子的下方阻絕通風

請務必確認有無漏氣，點火、關火動作無異常後
在使用。
切勿使用看似故障或破損的產品。

瓦斯罐必須裝好
（漏氣可能會導致火災）

在實木、實木整板、玻璃桌子、塗漆、塗裝、
聚氨酯塗層、合成樹脂材料等不耐熱材質的桌
子上使用時，請確認桌子的耐熱溫度及使用注
意事項後在判斷是否可以使用。
（使用期間爐子的底部會變得極為高溫，桌子會有裂開、變形、
破損、燒焦的風險）



使用中和使用後

要避免以下所示的使用方法
（否則，主體內或瓦斯罐可能會因過熱而引發爆炸的風險）

請勿讓鍋具空燒 請勿將2個以上的爐子
直接並排放置使用

請勿使用會遮蓋住瓦斯罐槽蓋的鍋具（鐵板等）

使用較小的鍋具時，使用前請
確認鍋具已經放穩。
否則，會有傾覆的危險。

請勿使用爐子作為乾衣的
替代工具，或者作為加熱器

（掉落的衣物以及其他狀
況可能會引發火災）

不要在容易的物品附近使用此產品
請勿在容易起火的物品，像是髮膠噴
霧、汽油或煤油等附近使用此產品。
（否則，會因物品被點燃而發生
爆炸或起火）

不可在其他熱源（電爐、電磁爐等）
上使用或存放此產品

請勿使用利用沙石、陶器、陶瓷等蓄熱的烹調器具

絕對不可讓兒童獨自使用此產品
絕對不得讓兒童獨自使用此產品，並且請將產品放在兒
童無法觸及的位置。

請勿在爐子上放置特別重的鍋具，或給予
過大負荷
使用大鍋或烹調大量食物時，請避免讓瓦斯爐腳架承受
超過10公斤的負荷（含鍋具）。燃燒過程中，過重有可
能造成爐體發生變形等問題，非常危險。此外，將較重
鍋具放在瓦斯爐腳架上時，請從瓦斯爐腳架的正上方小
心、慢慢地放上去。

拆下【隔熱板】後不使用此產品

請勿使用於烹飪以外的用途

（會有因為過熱或異常燃燒而導致燒傷或起火的風險）請勿使用此產品進行點燃煤
炭等作業

請勿使用會發出強烈輻射的烹療器具

絕對不可使用鋁箔覆蓋在
瓦斯爐腳架及烤架上
（輻射熱使爐內蓄熱，會有導致
瓦斯罐過熱而發生爆炸的危險）

如果用防風罩或油炸護板、石頭等包裹，
瓦斯罐會異常吸收熱量。
瓦斯爐體放上鍋具的話， 請切勿
蓋上蓋子，否則會導致熱量異常
上升並引發爆炸。

不要用防風、油炸護板、石頭圍爐

設備在開啟的情況下，一定要有人員在旁監控

在有點火的情況下，絕對要有人員在
爐子在旁進行監控。如果要外出或睡
覺，一定要檢查爐子是否已經熄滅。
即使是因為電話或者有人來訪而受到
干擾，也要確定將爐子關閉。
特別是在進行高溫油炸時，必須隨
時注意爐子的火勢。

（傾倒可能會導致燙傷或火災）

使用中不許傾斜或移動此產品

請不要讓臉或手靠近爐子的瓦斯噴嘴附近

（火焰可能會造成燒傷）

使用期間請注意通風

使用期間請確定將通風扇打開。
（若在密閉的空間中使用，可能會因為窒息或一氧化碳
中毒而造成人員死亡）

如果第一次嘗試點火時爐子無法使用，請小
心點火

第二次進行點火之前，請確定沒有聞到瓦斯味。
逸散出來的瓦斯可能會造成火災。

使用完畢後請將瓦斯罐取出

使用完畢之後，請將瓦斯罐從爐子上取出以避免火災。
請勿在還有瓦斯罐的情況下存放產品，因為如果開/關
旋鈕被轉動，可能會造成瓦斯外洩或引燃的情況，非常
危險。

絕對不可改造或拆解此產品

（拆解可能會造成一氧化碳中毒致死，或因氣體外洩而
引起意外事故或故障、火災）



使用期間以及關閉之後，一段時間內仍要
避免碰觸到開/關旋鈕以外的其他部分

（否則，會有被燙傷的危險）

發生異常或緊急情況時，請冷靜地遵照以下
指示說明進行操作

將開/關旋鈕轉至【OFF】，以便將火焰熄滅
將瓦斯罐從主體中取出（第5頁）
參考第11頁的【當您認為『是不是發生了故障』
時】章節內容，並遵照裡面的指示說明進行操作

異常例子）  有異常聲音和異常氣味、出現紅色的火焰等

除了使用時要讓爐子點火，以及使用後要將
其熄滅的情況之外，使用期間仍需不時檢查
爐子是否正常燃燒
如果在未點火的狀態下，開/關旋鈕被轉至【OFF】以外的
位置，瓦斯就會外洩，非常危險。請務必注意。

請勿使用非本設備專屬配件或指定以外的輔具

（否則可能會導致意外事故）

（可能會因零件損壞等引起意外事故。）

請勿用手搖晃或劇烈移動

即使在外觀上沒有問題情況下, 可能是內部器具受損。
即使在外觀上沒有問題情況下, 購買經銷商或請向本公司諮詢。

如果本體掉落或受到強烈衝擊，請停止使用。



使用後的保養與檢查
檢查、保養時的注意事項 使用後請進行檢查、保養。

為了保護手指和手，請務必使用手套等。

切勿清洗主機。
當水進入煤氣通道時，或者煤氣不出來， 否則會導致生鏽。
檢查、保養前請務必拆下瓦斯罐。

請在爐子涼了之後再檢查和修理。

切勿分解氣體通道部分。
煮沸時請務必清掃燃燒器頭部。

檢     查

有無漏水、髒污

燃燒器堵塞

        電極污垢
（點火點不起來時）

本體·瓦斯罐的髒污

保養方法

用擰得很緊的布把髒東西擦掉。 難以去除污垢時，使用中性
洗滌劑進行護理後， 用乾布擦乾水分。

請用刷子或抹布等清潔乾淨。（此時請勿移動電極的位置）

電極上的污漬用乾布擦拭， 請勿用力擦拭，以免錯位。

請用乾布仔細擦拭。 難以去除污垢時，使用中性洗滌劑進行
護理後， 用乾布擦乾水分。

放置水分或污垢可能會導致故障或生鏽，因此請始終保持內
外清潔。保養時請勿移動電極。

否則會導致不完全燃燒或火焰不均勻。
請經常把燃燒器弄乾淨。

否則會導致點火不良。 保養時， 若向"ON"方向操作點火旋
鈕，則可能會觸電， 請注意不要在"OFF"位置移動點火旋
鈕。

稀釋劑、磨粉等使用時， 可能會損傷表面。 另外，用尼龍
或金屬製的毛巾擦的話， 請勿損傷本體及瓦斯罐。

無論是否使用，為確保陳舊的爐具安全，請在使用前進行檢查修理。
超過配件持有期限的產品可能會無法修理。

長時間不使用時
確認本體與配件等是否髒污，擦拭後請確認一下有沒有乾透。
爐子的各部位充分冷卻後， 放入包裝箱或袋子裏， 請放在乾燥的地方保管。

切勿在爐子上裝有瓦斯罐的狀態下保管。 請各別單獨保管。

偶爾檢查一下爐子，請注意避免生鏽。

產品老化相關注意事項
本產品的氣體連接口使用橡膠部件，但橡膠部件與使用頻率
無關，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老化。
本產品以製造後10年為標準，請考慮更換。

製造年月記載在額定銘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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