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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O 的品質 ─ Caring For Quality 

有幾件事是瑞典人所堅持的。瑞典以熱愛大自然為名並樂意
頌揚，他們擁有新鮮的空氣、乾淨的水和未受污染之地。另
一件事就是獨特的瑞典品質和盡善盡美的技術。

在 ASKO，設計和製造方面都承襲著獨特的斯堪地納維亞風格
的外觀設計及功能。早在 1950 年代早期就生產頂級洗碗機，
總是能符合消費者的需求。ASKO 是如何確保產品品質的耐
久性呢？ ASKO 洗碗機通過 12,500 小時長時間的耐用測試，
相當於一般家庭 20 年使用量，品質皆經過國際 ISO9001 的
品質認證，洗淨、省電與烘乾效能也都通過歐盟的 A 級評鑑。

ASKO 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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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歐天鵝環保標章 ─ GO GREEN 

A sko 賽寧家電是第一家瑞典授權貼示天鵝環保標章的洗碗
機製造商。天鵝標章洗碗機是指達到低耗電、低噪音及低耗
水量的機種。天鵝標章同時也是減少使用某些對環境有害的
物質的一種保證。愛護地球外，還能為您省錢，節省水電費。

ASKO 對於環保的投入與要求，已成為堅持的企業傳統文
化，所有產品並於 1999 年獲得 ISO14001 環保認證，所屬
產品內只要重量超過 50 公克的零件，都有”可回收再生”
的認證標誌，所以 ASKO 洗碗機機體內部所採用不鏽鋼的比
例非常高，也相繼獲得國際性環保標章的肯定。ASKO 也是
第一家獲得此國家環保標章殊榮的洗碗機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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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O 設計擁有融入斯堪地納維亞設計的理念，除了具有
良好的功能與品質，更結合環保概念。乾淨和令人愉悅的
簡約明亮線條，人性化的操作介面等設計，更贏得社會精
英人士所喜愛，選擇 ASKO 家電就是選擇了品味與質感。

ASKO 賽寧洗碗機曾多次獲得國際設計獎項的殊榮，包
括德國 iF 及 reddot 設計大獎、美國 ADEX 白金獎、
I.D.Magazine 設計獎、美國建材協會創新獎及北歐最廣
為人知的天鵝環保標章等大獎，這些獎項的肯定更代表著
ASKO 家電精良的品質與美學內涵。

ASKO 洗碗機
一次滿足您的所有需求

ASKO 的設計概念

ASKO 堅持用瑞典最耐久材質，在洗碗機中 6 個
最重要的零件皆比其他品牌採用更多高品質的不
鏽鋼材質。在功能設計上更是目前洗碗機市場中
的最高等級。

我們細心研究並根據多年消費者的經驗設計出靈
活性最佳且載重力最高的碗籃。這也使得 ASKO
洗碗機堪稱是世界上最大容量的洗碗機。我們正
持續不斷地創造出更新更頂級的技術功能，讓
ASKO 洗碗機不僅是目前市場上最具代表性的指
標，更是全球洗碗機中最優秀的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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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O 洗碗機之堅實工藝
為強化機身結構，ASKO 的機身皺摺非常多，
並且當其他品牌為降低成本而多使用塑膠材質
時，ASKO 仍堅持採用堅固耐用但成本較高的
18/9( 鉻 / 鎳 ) 不鏽鋼材質，抗蝕性最強，是市場
上最高規格的洗碗機品牌。

ASKO 洗碗機在 6 個最重要的零件 
採用高品質鋼質材料 :
機體 / 噴水管 / 濾網 / 機體底座 / 噴水臂 / 電熱管 
他牌產品之零件多採用塑膠材質

ASKO 洗碗機
堅持瑞典的堅固耐久材質

ASKO 洗碗機的內照明燈設計，
讓您在任何時候拿取餐具都更
方便、安全。(D5656 系列 )

ASKO 獨立型的洗碗機是以 13 公
斤的鑄鐵作為配重裝置，保障上
下碗籃同時拉出時的重心穩定，
相較於其他品牌是以填充沙子作
為配重，ASKO 更具安全性。

結構堅固的門板 - 可停在任何角
度達到平衡，並經 30 萬次開關
門拉力測試。

鍍鋅防鏽底座及腳架

18/9 成份高級不鏽鋼機身，結構最紮實堅固

PEX 銅管級進水管 ( 可耐 95℃
高溫 ) 壽命可達 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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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將玻璃杯、杯子、碗、小餐具與醬料碟擺在上層碗籃。
若您需要更多空間給下層碗籃，經典款洗碗機的上層碗籃能
輕易的被往上移。當您想盛放較高的餐具時只要再次將碗籃
下移即可。旗艦款的機型在上層碗籃中更增添了四個用於固
定餐具的裝置，ASKO 貼心的設計讓您即使在清洗塑膠器皿
等輕巧餐具時，容器內也不會灌滿水或四處翻覆。

多功能上層碗籃 
適用各種類型碗碟

高密度結構碗籃
Rilsan 材質最堅固耐用

碗籃空間運用最靈活

ASKO 碗籃使用 Rilsan 材質，表面光滑柔細，遇高溫不
會產生化學變化，無毒性不會老化或龜裂、生鏽；高密
度的碗籃結構，經久耐用且承載力強大。配合堅固不鏽
鋼做的鋼體拉軌，操控碗籃極為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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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拆式中層碗籃 
專為形狀不規則餐具設計

ASKO 獨創可拆式中層碗籃 (D5656 系列 ) 包含淺
口餐具籃及刀叉籃。淺口餐具籃適合放置小型的
杯碗及其他不規則的餐具配件，例如長柄勺、攪
拌器和類似器具。刀叉籃可放置湯匙、筷子及刀
叉等，擺放餐具輕鬆不費力。左右兩個活動式的
碗籃架設計，您可依據餐具尺寸任意更換位置。
參圖 A

超大容量下層碗籃 
可利用空間最多最靈活

下層碗籃增加了全新的瓶罐支架，能簡單有效的
清洗花瓶、奶瓶和其它很難洗淨的高窄器皿。碗
籃右後方的雙排支架不僅可調整寬度擺放各種尺
寸的餐盤，同時也能加強保護您精緻的碗盤。

圖 A

圖 B

在您盡情享受烘焙的樂趣後也可將中層兩個碗籃
架皆拆除，將烘焙用品例如烤盤、大型碗具和砧
板放入下層碗籃中清洗，最大可放置到 35 公分
高度的烘焙烤盤和湯鍋。參圖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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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
容量最大的
洗碗機
隨著我們碗籃支架系統不斷提高，新一代 ASKO
旗艦款的洗碗機從原先 16 人份的容量升級至 17
人份，目前市面上其它同等級品牌的洗碗機大多
只能容納至 13 人份，所以 ASKO 洗碗機堪稱為
目前世界上最大容量的洗碗機，能夠洗淨 17 套
餐具至完全乾淨與乾燥，並且還是歐盟評鑑 A 級
的洗淨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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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級洗淨力
完美的噴淋系統
讓碗盤光亮如新

洗淨力再提升

ASKO 的洗碗機因為優秀的洗滌效果而聞名。其秘密
就在於我們細心設計和測試的噴淋系統。旗艦款整機
設計了 9 處的噴水區塊，上、下各都有一支旋轉的噴
水臂做清洗，360 度環狀沖水設計無死角。另外中層
碗籃後有兩個出水口，每個餐具籃底部都帶有兩條平
行的不鏽鋼噴淋管道，刀叉籃及餐具籃可左右更換位
置，讓您隨心所欲擺放餐具，空間使用最靈活。

兩種噴淋效果
ASKO 洗碗機引用兩個獨立的高壓 power zone 技術給下層碗
籃。Jetspray 柱狀型噴淋技術能清洗又高又窄的器皿，比如
奶瓶或花瓶 ( 圖 A -6)。Widespray 扇形噴淋技術可增加碗碟
接觸到水量的面積，對於清洗湯鍋跟平底鍋上的髒汙非常有效
( 圖 A -7)。(※D5656 系列 )

全程濾網清洗系統
ASKO 獨家專利的濾網清理系統 ( 圖 A -1 扇形噴嘴 )，有獨立
的噴頭對底部的濾網做全程沖洗，把殘留在濾網周圍的油垢、
殘渣持續進行過濾，確保使用在沖洗碗盤上的水維持在最清
淨的狀態。

圖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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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程輕鬆選 讓碗盤更臻完美
※ 暖盤程式
可預熱餐具，維持餐具品質，並避免餐
具在使用時因溫差過大造成損害，亦可
作為獨立烘乾功能。

※ 精緻洗程
此洗程適用於才剛使用過且不需要以強
力洗程清洗的玻璃製品與瓷器，也可用
於易碎的碗盤。

※ 快速洗程
歷時 15 分鐘的短洗程，就可將稍微骯
髒的碗盤洗得乾乾淨淨。

※ 塑膠器皿洗程
適用於清洗原本不適合使用洗碗機清洗
的塑膠製品，此洗程具有超長的烘乾循 
環周期，也可清洗瓷器和玻璃製品。

※ 定時洗程
洗程會配合指定的運作時間或完成時
間。對此洗程而言，選擇適合碗盤骯髒
程度的時間是非常重要的。

※ 省時鍵
強力洗程或一般洗程等，可搭配此功能
鍵縮短洗程的時間。

超強清洗
此洗程適用於非常骯髒的碗盤 ( 如平底
鍋、砂鍋碗盤和烤箱烤盤 )。

自動洗程，洗碗自有定〝鍵〞
只要按下 "Auto" 鍵，ASKO 洗碗機就會
自動啟動清洗感應 (SensiClean) 及烘乾
感應 (SensiDr y) 系統，精準判定碗盤量
及髒污程度後即自行決定洗多久、烘多
久。

※ 除菌洗程
除菌洗程在進行主洗及最後沖洗的過程中
將水溫提高到 70 度，對於容易滋生細菌
的奶瓶、花瓶、沾版能達到更深層的清潔
及異味清除效果。

高級玻璃器皿保護系統
一般洗碗機在最後一次清洗時，會提高溫
度來維持機器內溫度以便烘乾，長期下來
容易損傷較細緻的玻璃器皿。唯 ASKO 洗
碗機的溫度感應器在最後一段清洗時，水
溫如果低於 6℃時會先進行 2 分鐘溫和加
熱提高水溫，同樣的，當水溫高於 60℃
時也會在清洗時逐漸降溫，以避免因溫度
變化太大而讓高級器皿或瓷器受損。

CROCKERY 
WARMING

TIME PROGRAM

SUPER QUICK 
WASH

PLASTIC WASH

WASH

TIME SAVER

(※ 適用 D5656 系列 )

SANITATION
WASH

DELICATE
WASH

HYGIENE
WASH

H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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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級烘乾效果
歐盟評鑑

ASKO 獨家設計 抽氣冷凝烘乾系統
一般洗碗機洗完都需開門，讓蒸氣散發或是靠餘溫烘乾， 
否則機內熱氣無法釋出，造成碗盤濕答答不容易乾。ASKO
獨家設計的 Turbo Dr yingTM 抽氣冷凝烘乾系統，烘乾時
會啟動抽氣風扇裝置，強制將機內熱氣抽入隱藏在門內的
冷凝管，管內水氣經冷凝後排出，然後關閉抽氣閥門達到
完全密閉；此設計可使洗完後的碗皿達到最好的烘乾效果，
也是 ASKO 洗碗機能取得歐盟 A 級烘乾評鑑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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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暖盤智慧 - 烘碗功能
除了賽寧獨有的抽氣冷凝烘乾系統，旗艦機種並增
加 Turbo Dr ying ExpressTM 獨立暖盤烘乾功能，
讓暖盤行程可兼具單獨烘乾功能，使用者可自行沖
洗碗盤後再放入洗碗機內烘乾，更符合個人的使用
習慣，是在歐盟 A 級節能評鑑的嚴格標準下，率先
實現單獨烘乾暖盤的洗碗機。

兼具暖盤機功能
在家中享受美食也可以很專業，在國際餐飲藝術中，很
重要的一個規定就是熱食要放在暖盤上 ( 但在家中常常
被忽視 )。現在，ASKO 的暖盤功能可以讓您像專業咖啡
廳一樣，將熱騰騰的拿鐵早餐放在暖暖的杯中。

Turbo Dr ying ExpressTM

獨立暖盤烘乾功能 (D5656 系列 )

獨立暖盤快速烘乾功能 
TURBO DRYING EXPRESSTM

強力出風裝置，
將熱風導入洗碗機

進行烘乾
暖盤烘乾效果提升 25%
新一代洗碗機的風扇及風管面積加大，它的抽風效
率每從原本的每小時 3.7 立方米小時提高到每小時
7.0 立方米。在烘乾時間不變的條件下抽風量增加，
將使得整體烘乾效果提升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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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效率 A+++
業界最高能源效益等級

新一代的風扇系統效能提升
當洗程進行到最後沖洗階段時不需要很高的
溫度就能達到完美的烘乾效果。較低的溫度
則代表加熱器運作時間縮短，相對耗電量也
就降低。這就是新一代 ASKO 洗碗機節能效
率能再提升至 A+++ 的關鍵 ! 

如果您是擔心使用洗碗機造成能源浪費的人，ASKO 可以
興奮地告訴您〝不會〞。

ASKO 的企業宗旨是研發能省水、省電、省洗劑，又能達
到傑出的洗淨效果。洗碗機所有設計都是以不造成自然環
境生態負擔為原則，比手洗更省水，使用洗碗機一年的用
水量比手洗可省下約 18,000 公升的水資源（手洗一次約
60-80 公升，17 人份的餐具洗碗機平均只需 12 公升）。

ASKO 所屬產品內只要重量超過 50 公克的零件，都有”
可回收再生”的認證標誌，是對地球及環保最友善的家電
產品。

用水、用電超省
ASKO 洗碗機平均 12 公升的用水量即可洗淨
17 人份約 200 件餐具；清洗一次的水費只要
0.1 元，比手洗方式需消耗將近 80 公升的水
量 ( 約 0.72 元 )，可節省將近 87% 的水費！

待機狀態下 ( 未關閉電源時 )，總消耗電量低
於 3%，相較於其他品牌平均用電量均高於
15% 以上是遙遙領先的。

以日常洗程為例，洗碗每小時需 0.8 度電，
洗程時間為 2 小時又 20 分鐘，電費約 5.7 元。
假設每天清洗一次水電費需要 5.8 元，一個
月花費不到 180 元。( 註：以電費一度 3 元，
水費一度  8 元計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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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載洗程設計
碗盤數量不多時，由於有清洗 1/2 半載量的設計，可選擇僅
清洗上層碗皿或下層碗皿，為您更精省水費、電費及寶貴的
時間！

溫度感應器
ASKO 洗碗機的階段式加熱溫度感應系統，可將溫度控制在
±1℃誤差內，除了省電以外，也同時避免精製玻璃器皿及
瓷器表面受損，或塑膠容器因溫差大而變形。

資源再回收
ASKO 洗碗機採用各種可資源回收的材質，如不鏽鋼、可分
解的環保塑膠等，所屬產品內只要重量超過 50 公克的零件，
皆有可回收再利用的認證標誌，是對地球及環保最友善的家
電產品

24 小時防漏偵測
為確保您家的廚房不會遭受水患，ASKO 研發出最先進的防
漏程式 -AQUASAFE，即使在關機狀態下，只要插頭未拔除，
一但底盤積水，浮盤便會浮起自動關閉進水閥，排水馬達也
會自行啟動排水，直到積水障礙排除！

※ 自動偵測水量及補充
ASKO 微電腦水量自動偵測感應器設計，精確控制洗碗過程
中的進水量，如果感應器偵測到家中水壓不穩或機器內的碗
因傾倒而積水，偵測後將會自動進水補足，確保最佳洗淨效
果；萬一忘記打開水龍頭，此設計確保機器不會啟動，以免
空轉而造成故障，影響機器壽命。

※ 適用 D5656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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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436 系列
經典型

D5436( 白色獨立型 ) NT $67,000
D5436 BI( 白色嵌入型 ) NT $67,000

D5436/S BI( 不鏽鋼嵌入型 ) NT $73,000

110V/60Hz
1150W/10.5A

W600xD596xH861-905mm
W596xD550xH824-872mm

15 人份
46dB(A)

52kg
1235mm
1189mm
A+++ 級

A 級
A 級

V

V
V

經典款

經典款

自動溫度控制
65/70
55/65
30/60
55/60
冷水

V

型號
機種
建議售價

規格
電壓 / 頻率 (V/Hz)
功率 / 電流 (W/A)
機體尺寸 ( 獨立型 )
機體尺寸 (BI 嵌入型 )
容量
噪音值
重量
開門後總深 ( 獨立型 )
開門後總深 ( 崁入型 )
歐盟評鑑 ( 節能 )
歐盟評鑑 ( 洗淨 )
歐盟評鑑 ( 烘乾 )
兒童安全鎖
LED 內部照明
軟化鹽裝置
全程濾網清洗

碗籃
上層碗籃
中層碗籃
下層碗籃

洗程 ( 正常 / 高溫 )
自動洗程
超強洗程
一般洗程
快速洗程
節能洗程
沖水待洗
日常洗程
精緻洗程
上層碗籃洗程
下層碗籃洗程
塑膠器皿洗程
除菌模式
定時洗程
抽氣冷凝式烘乾系統
烘盤

D5656 系列
旗艦型

D5656( 白色獨立型 ) NT $85,000
D5656 BI( 白色嵌入型 ) NT $85,000

 D5656/S( 不鏽鋼獨立型 ) NT $89,000
D5656/S BI( 不鏽鋼嵌入型 ) NT $89,000                                               

110V/60Hz
1150W/10.5A

W600xD596xH861-905mm
W596xD550xH824-872mm

17 人份
44dB(A)

52kg
1235mm
1189mm
A+++ 級

A 級
A 級

V
V
V
V

旗艦款
旗艦款
旗艦款

自動溫度控制
65/70
55/65
30/60
55/60
冷水

60/65
40/50
55/65
55/65
55/65

最高 70
最高 65

V
只烘不洗

洗碗機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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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536CBFI
全崁型 ( 需自備門板 )

NT$73,000 

110V/60Hz
1150W/10.5A

W596xD550xH824-872mm
17 人份

46dB(A)
49kg

1189mm
A++ 級

A 級
A 級

V
V

V

基本款

基本款

自動溫度控制
65/70
55/65
30/60
55/60
冷水

60/65
40/50
55/65
55/65

最高 70

V

安裝尺寸

全嵌型

獨立型

嵌入型

[ 單位 mm]

※ 慎達公司與瑞典原廠保有變更設計與規格之權利，本表格僅提供
產品基本資訊，實際規格配備請依原廠出貨實物為準。

需自備門板，門板尺寸 : 寬 596x 高 680-76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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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型號
碗盤支架
玻璃杯支撐架
側邊杯碗層架
置刀架及擋板
輕巧餐具固定夾

D5536CBFI
固定式
固定式
固定式

V

D5536CBFI
固定式

D5436 系列
固定式
固定式
摺疊式

V

D5436 系列
分段式 / 摺疊式

V
V

D5656 系列
V
V

D5656 系列
分段式 / 摺疊式

摺疊式
摺疊式

V
V

D5656 系列
分段式 / 摺疊式

V
V

適用型號
淺口刀叉籃
淺口餐具籃

適用型號
碗盤支架
可折叠瓶 / 罐支架
雙排碗盤支架

基本款

基本款

經典款

經典款

旗艦款

旗艦款

旗艦款

上層碗籃

中層碗籃

下層碗籃

碗籃規格



19



瑞典賽寧洗碗機

台北旗艦店      
新竹展示中心
台中展示中心
服務專線

展售據點

北 歐 簡 約 風 格 ‧ 極 緻 工 藝 設 計
台灣總代理

台北：02-8913-2086  新竹：03-657-3390 台中：04-2382-2630
嘉義：05-276-3682    高雄：07-382-2234

www.asko.tw
SOGO百貨公司(忠孝/復興/天母/新竹)、遠東百貨(寶慶/板橋中山/桃園/新竹/台中)/板橋大遠百
新光三越(信義A8/台中)/南港CITYLINK/大葉高島屋/阪急台北/美麗華百樂園/特力家居南崁
新竹巨城/台中中友/嘉義耐斯/夢時代(台南/高雄)/漢神巨蛋

vol 2015.11

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356號 02-27000038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十三路17號 03-657-3390
台中市南屯區惠中路三段367號 04-2382-2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