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熱保溫及洗滌設備

淨水設備

Technology

大昌華嘉
飯店暨餐飲設備事業處
您餐飲事業的最佳夥伴

想暸解更多產品資訊？
歡迎到大昌華嘉
全新餐飲設備網站

hos.dksh.tw
Panasonic NE - 1853 微波爐

Evetron Dr.Fry 油炸分子調理器

Alto-Shaam 767 - SK 煙燻烤箱

Antunes UF-216CC 超濾膜生飲淨水系統

Antunes VZN-511V 超濾膜生飲淨水系統

42.2*50.8*33.7 cm

23*2.75*9.9 cm

66*81*85 cm

28*10*66 cm

63.5*23*69 cm

單相 220V

單相 110V

單相 220V

單相 110V

單相 110V

‧加熱速度快，可達家用微波爐的2-3倍
‧各大連鎖便利商店指定使用
‧火力15段控制，可一鍵加熱2至3份產品
自動計算火力秒數

‧提高食物品質，抑制食物水份流失30%
‧更安全操作，油炸時減少油爆產生90%
‧混合油炸不串味，食物串味率下降90%

‧先進煙燻技術，讓煙燻味道更真實
‧多種用途，各種食材皆能處理
‧創新設計，減少人力及有效使用能源

13.5*46 cm

‧0.015微米超濾膜，有效過濾細菌與病毒
‧業界唯一智慧順洗 + 逆洗系統
‧適用於中西式餐廳、速食連鎖、便利商
店，主濾芯保固五年

‧0.015微米超濾膜，有效過濾細菌與病毒
‧業界唯一智慧順洗系統，自動沖洗濾芯
‧適用於早餐店、冷飲店、咖啡廳，主濾
芯保固三年

Antunes CBE3200 生飲淨水器

‧獨特設計，活性碳粉不外洩，安全無虞
‧安裝時濾芯可橫放，空間運用多元
‧濾效長達31000加侖，較一般品牌多3倍

大昌華嘉專業餐飲規劃
台灣大昌華嘉餐飲設備事業部門是全台規模最大的餐飲設備供應商。
我們的團隊由餐飲業的專家組成：專業的主廚與咖啡師、經驗豐富的銷售業務、專精各式設備的工程師、
與善於廚房規劃的設計師等。不論您是想購入最新、最實用的餐飲設備，抑或想找專業人士協助廚房規劃，
甚至尋求餐飲經營的諮詢，以上服務我們都能為您提供。
台灣大昌華嘉餐飲設備事業部門擁有最全面的解決方案與設備，與我們合作絕對是您的不二選擇。
Hold-o-mat 411 保溫烤箱

Granuldisk Maxi 顆粒潔洗鍋機

Granuldisk Smart 顆粒潔洗鍋機

42* 42*68 cm

146*109*204 cm

103*132*203 cm

單相 220V

三相 220V / 三相 380V

三相 220V / 三相 380V

‧市面上最穩定，磁吸式探針精準測溫
‧乾溼皆宜，可留住牛排肉汁，也可保持
薯條酥脆
‧無需風扇即可穩定、均勻保溫，食材表
面不乾燥

‧有效的節省時間和廚房空間-無需預洗浸
泡，所有洗滌程序均在一機器內完成
‧有效的節省能源-水電、清潔劑節省70%
以上並符合HACCP衛生規範
‧洗滌高效率-每小時180片以上標準烤盤

‧有效的節省時間和廚房空間-無需預洗浸
泡，所有洗滌程序均在一機器內完成
‧有效的節省能源-水電、清潔劑節省70%
以上並符合HACCP衛生規範
‧洗滌高效率-每小時120片以上標準烤盤

洗滌區

急速冷凍
四小時下降108度C
快速降溫延長食物保存期限

高效洗滌
53秒洗完16個8吋盤
節省大量時間及人力成本

冷凍區
吧台區

廚房必備
食物處理效率高於人力30-50倍
廚房中不可或缺的最佳助手

備餐區

德國極致工藝 400隻雞腿 25分鐘 一鍵搞定
自動計算烹飪路徑 一機完成多種需求

Hobart FX 洗碗機

Hobart F504 洗碗機

60* 60.3*82.5 cm

57.6*60.4*82 cm

63.5*74.2*196 cm

單相 220V / 三相 220V

三相 220V / 三相 380V

‧旋轉式清洗及潤洗洗臂，均勻水量分配
‧一體成型洗籃軌道，便於清潔
‧水槽過濾器減少水槽內的髒污

熟食區

自動清洗
淨水系統定時自動清洗
主濾芯5年保固 業界最長

Hobart H602 洗碗機

單相 220V / 三相 380V

‧2合1雙籃系統，可一次清洗雙籃碗盤
‧Genius-X2 精密過濾系統，可降低35%的
藥劑用量
‧主動偵測水槽的髒污程度來調整潤洗水量

自動咖啡機領導品牌
高效產能 咖啡品質無與倫比

冷食調理區

智能烹調

完美品質

‧上下旋轉洗滌系統，均勻洗滌每一個碗盤
‧一體成型水槽，角落及邊框無衛生疑慮
‧完全密閉的掀罩可節省能源並優化洗滌
空間

餐飲透視鏡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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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吧檯設備

Eversys c'2 Cameo 全自動咖啡機
43*57*60 cm
單相 220V

Carimali Armonia Soft Plus 全自動咖啡機
32.4*56.0*71.7 cm
單相 220V

‧每小時可沖泡約140-170杯的濃縮咖啡或
卡布奇諾
‧ㄧ次可沖泡兩種產品
‧微量空氣配置系統，做出最完美的奶泡

‧7吋全中文彩色觸控螢幕介面，易讀性佳
‧可提供30種產品選項，產品選擇性多元
‧標準配備咖啡液萃取加入熱水(bypass)功
能，風味更香醇乾淨

Nuova Simonelli Appia Life 半自動咖啡機

Nuova Simonelli Aurelia Wave 半自動咖啡機

Carimali Blue Dot 全自動咖啡機

食物調理及冷凍設備

Mnaitowoc ES-210 檯下型製冰機

Manitowoc IDT-600 主機型製冰機

BioSure 製冰機殺菌系統

加熱及保溫設備

RATIONAL XS 萬能蒸烤箱

36.8*55.5 *58.5 cm

66*67*98 cm

76.2*80*175 cm (總高)

5.6*22.5*18 cm

65.5*55.5*56.7 cm

單相 220V

單相 110V

單相 220V

單相 110V

單相 220V / 三相 380V

‧4.3吋全中文彩色螢幕介面，易讀性佳
‧標準配備咖啡液萃取加入熱水(bypass)功
能，風味更香醇乾淨
‧可提供12種產品選項，產品選擇性多元

Nuova Simonelli Mythos One 磨豆機

‧方塊冰晶瑩剔透，製冰時間短、產冰量
大，冰形適用於各類場所
‧內置淨化排水功能，冰塊更衛生、美觀
‧內建清洗及清毒程序，節省維護時間，
降低維護成本

Robot Coupe R301 Ultra 多功能食物處理機

‧智能型診斷系統:提供24小時的預防維護
‧冰製水探針:偵測進水的品質
‧冰塊定量系統:調整冰塊量或控制儲冰槽
冰塊量

Robot Coupe CL50 蔬菜處理機

‧製冰用水、製冰盤、儲水盤，食物區殺菌
‧天然、無臭氧及無化學殘留，符合美國
OSHA標準
‧大量減少定期人工清潔，節省費用

Robot Coupe J80 Ultra 快速榨汁機

‧超小體積，超強效能
‧可安裝於廚房任何角落，包含牆上
‧煎、煮、烤、炸、蒸、烘、燉一台搞定

Robot Coupe MP450 Ultra 手持攪拌棒

RATIONAL 61/101 萬能蒸烤箱
61 : 84.7*77.6*78.2 / 101 : 84.7*77.6*104.2 cm
電力版 : 三相 220V / 380V (亦有瓦斯版)

‧僅需1平方米的空間，可取代高達80%的
傳統設備
‧能源之星認證，節能第一
‧含強力蒸氣鍋爐，蒸氣飽滿度100%

Sammic Smart-Vide 8 低溫烹調機

RATIONAL 201/202 萬能蒸烤箱
201 : 87.9*79.1*178.2 cm /
202 : 108.4*99.6*178.2 cm

電力版 : 三相 220V / 380V (亦有瓦斯版)

‧輕鬆供應200人以上餐點
‧大量出餐，品質不妥協
‧全自動清洗功能，不再受清洗困擾

Sammic SU-310 真空包裝機

78.4*54.5*49.8 cm

80.2*60.5*53.7 cm

18.5*40*51 cm

32.5*30*55 cm

38*30.5*59.5 cm

23.5*53.5*50.2 cm

總長82.5 cm / 軸長45 cm

12.4*14*36 cm

38.4*46.5*40.3 cm

三相 220V / 三相 380V

單相 220V

單相 220V

單相 110V

單相 110V

單相 110V

單相 110V

單相 220V

單相 220V

‧每日高達250杯的高產量
‧專利獨有的預浸系統(SIS)可保證每杯咖啡
的穩定，即便填壓失敗也不影響風味
‧全新改良符合人體工學的設計，讓使用者
能夠舒適快速的產出咖啡

Probat 烘豆機 (1.2, 5, 12 kg 型號)
1.2kg : 50*120*90 cm / 5kg : 135*66.5*170 cm /
12kg : 166*91.5*198.5 cm /
1.2kg : 單相 220V / 5 kg : 3相220V 380V /
12kg : 3相 220V,380V，皆需瓦斯

‧獨特葉片設計確保烘焙品質
‧節省能源且穩定性高
‧可記錄烘培曲線，與電腦、平板及手機連
線操控，能夠有自動烘焙的效果

‧智能水質監測：偵測PH值與TDS值，提醒
水質變化，維持咖啡品質一致
‧獨有新一代WAVE「間歇萃取技術」，
3組沖煮頻率，充分發揮咖啡多元風味
‧自動沖煮頭短清，維持品質，清潔衛生

Mahlkonig EK43S 磨豆機

‧智慧溫控研磨室，恆溫控製系統保持咖啡
粉新鮮研磨
‧Clima Pro特殊擋片設計，避免咖啡粉結
塊問題
‧無段微調咖啡豆粗細度

Mahlkonig E65S 定量磨豆機

‧一機二用，切菜、攪拌全搞定
‧蔬果切片、切絲、切條、磨粉通通來
‧各種食材剁碎、揉捏、混合不再麻煩

Sidea 櫥上型氣泡水機

‧專業切菜機，支援50種刀片切出各種需
求，一機搞定
‧選用橫式、直式進料頭，操作方便
‧一體成型，清潔無死角，簡便好維護

Taylor C152 桌上型霜淇淋機

‧高速離心力去除殘渣，使細纖維保留於
果汁中
‧機身好拆卸易清洗，清洗過程只需兩分鐘
‧安全設計，延長機器使用壽命

Taylor C707 桌上型單口味霜淇淋機

‧馬達殼體上的外勾可作為調理棒與鍋緣的
支點，操控輕鬆省力
‧可拆卸式的不鏽鋼刀及刀罩方便清理與維護
‧輕巧機身結合好握易操作的設計，降低使
用者的疲勞

Alphatech RDM-051 急速冷凍

‧使用者友善的介面設計，操作簡單
‧溫度精確度達0.1ºC，確保水域均勻受熱
‧長時間烹煮24kg菜餚，省時且品質保證

‧沸點偵測功能，避免袋內液體溢出
‧標配雙封條功能，讓封口更牢固
‧(選配)可填充氣體，並透過標籤進行食
材管理

Garland M44R 西式四口爐附烤箱

Mareno NC9FE-8G28 歐式四口爐附烤箱

23*41*68 cm

29*28.6*54.8 cm

50L : 29*48*45 cm / 170L : 37*48*55 cm

44.4*74.6*67.3 cm

46*86*86 cm

79*70*85 cm

87* 97*93 cm

80*90*87 cm

單相 220V

單相 220V

單相 110 V

單相 220 V

單相 220V / 三相 220V

單相 220V

天然氣 / 液態瓦斯

天然氣 / 液態瓦斯

‧世界磨豆機領導品牌，WBC指定機型
‧垂直大直徑刀盤，提供完美研磨品質
‧研磨粒徑均勻，提高萃取率

‧定量設計，提供持穩定的研磨品質並減少
耗損
‧把手固定架符合各品牌咖啡機沖煮把手
‧研磨噪音低，高達四組研磨參數可變化

‧新鮮現製氣泡水與進口瓶裝口感相同
‧與瓶裝氣泡水相比，可節省90%的成本
‧義大利原裝進口，氣泡細緻，品質穩定

‧桌上型單口味(另有雙槽三口味可選擇)
‧通過美國NSF及UL實驗室認證
‧簡易操作，適合顧客DIY使用

‧經濟型單口味設計,節省採購成本
‧設計簡單,清洗容易
‧通過美國NSF及UL實驗室認證

‧快速降溫，四小時內將食物從90降至-18ºC
‧預防食物產生微生物，延長保存時間
‧控制面板操作簡便，可透過探針偵測食
物中心溫度

‧星型瓦斯設計，火力強
‧可搭配選用多種爐面及基座
‧美國NSF及GS瓦斯協會認證

‧304全不鏽鋼結構及外表，堅固耐用
‧多種尺寸規格，配合餐廳菜單及產能需求
‧歐式流線型設計，搭配規畫島型烹飪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