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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產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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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摩利臣山道22號  22 Morrison Hill Road, Wanchai  T. +852 3110 2030

香港 Hong Kong

俾利喇街寶豐工業大廈
Edificio Industrial Pou Fung,
R. de Francisco Xavier Pere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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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心 相 伴 3 5 載

產品配件  Accessories

產品規格及設計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最新版本以www.germanpool.com網上版為準。

Specifica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Refer to www.germanpool.com for the most 
up-to-date version.
中英文版本如有出入，一概以中文版為準。

If there is any inconsistency or ambiguity between the English version and the Chinese version, 
the Chinese version shall prevail.

JUS-102

220 - 240 V ~ 50 Hz

200 W

38 rpm

(H) 450  (W) 257  (D) 202

3.9 kg

型號 Model

電壓/頻率 Voltage/Frequency

功率 Power

轉速 Rated Speed

機身尺寸 Dimensions (mm) 

淨重 Net Weight

規格 Specifications

SINCE 1982

肥媽推介

榮獲香港品牌局頒授
卓越品牌及10年成就獎

冷 壓 原 汁 機
原 汁 原 味 純 體 驗 JUS-102

全新

果肉杯
Pulp Container

果汁杯
Juice Container

攪拌器
Chamber

蔬果濾網
Fruit Strainer

螺旋擠壓器
Auger

進料斗
Hopper

推壓棒
Pusher

冰沙製作器 (需另購)
Smoothie Strainer (Optional)

原汁機主體
Main Body

清潔刷
Cleaning Brush

www.germanpool.com 德國寶 C O L D  P R E S S E D  J U I C E R

模仿傳統石磨壓榨原理，配合不銹鋼微孔濾網，

38轉/分鐘冷壓榨取，不發熱且能減少空氣混入，

有效延緩氧化保留營養，萃取純天然原果汁。

四環螺旋冷壓技術

四環螺旋
冷壓技術

雪葩、冰沙、純果汁*

樣樣做到

四環螺旋
冷壓技術

仿石磨壓榨原理，螺旋推
進榨取更多果汁

延緩氧化，保留蔬果
維他命及酵素

無需加水，冷壓榨取
高純度原果汁

*雪葩、冰沙需配合另購配件：冰沙製作器

嚴選獲得美國FDA認證物料



VS

無毒物料 使用更安心

嚴選獲得美國      認證的物

料，不會釋放有害物質，榨

取果汁更安心

全方位無阻設計

無需點對點安裝濾網與攪拌

器，易拆易裝輕鬆扣合，方

便清潔

安全啟動裝置

機身穩定裝好，才能啟動安

全開關從而讓原汁機正常運

作，確保使用安全

乾濕調節得心應手

可根據個人偏好、烹調目的

及食物本身的特性輕鬆控制

果肉乾濕度，利用不同濕度

的果肉製作不同點心、菜餚

特製DC靜音摩打

強勁動力，榨取更多果汁；

低噪音運作，更寧靜

雙重壓榨 萃取更多果汁

特設反向鍵，按住即可反向運

轉，雙重反復壓榨，榨盡果汁

減少浪費

雪葩、冰沙、純果汁  樣樣做到！

冰沙* 雪葩* 果醬 蛋糕 石榴汁 番茄甘筍汁 橙汁 五青汁

果肉濕度 低高

德國寶冷壓原汁機徹底將果肉與果汁分離，分別萃取純天然原果汁與果肉纖維，配合不同配件可製作純蔬果汁、

冰沙*、雪葩*，更可利用果肉入饌炮製果醬、點心等。

分隔開的果肉含有豐富的纖維，還可用來製作不同健康美食 無添加高純度果汁，保留蔬果原有味道和維他命

色澤鮮艷 均勻不分層 色澤暗淡 嚴重分層

德國寶冷壓原汁機 離心式榨汁機

德國寶冷壓原汁機，不僅能對多種蔬果食材進行

冷壓榨取純天然原果汁，還能製作冰沙*、雪葩*，

甚至利用果肉入饌炮製果醬、點心等，輕鬆玩轉

蔬果料理。

採用創新冷壓技術，有效延緩氧化，果汁不僅味

道純正、色澤鮮艷，還能保留蔬果中豐富的維他

命和酵素，原汁原味，無添加，帶給你不一樣的

純正體驗。

原 汁 原 味 純 體 驗

*需配合另購配件：冰沙製作器
注：- 以上所提及的健康之道只供參考。請向您的醫生或營養師等專業人士詢問有關專業意見
      - 部份蔬果的皮、肉、莖、籽等含有豐富營養，但壓榨原個蔬果前請先洗凈，並向醫生或營 
        養師等專業人士瞭解蔬果各部份包括皮、肉、莖、籽是否適宜食用
      - 部份食材如奇異果、鳳梨、櫻桃、蘋果等需先去皮、莖或籽才能攪拌食用

*需配合另購配件：冰沙製作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