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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多牌全自動洗杯(碗)機 
來至力多超音波有限公司，是一家專門製造各類清洗機的專業廠

家，從實驗室標準型至醫院大量容量使用的隧道式全自動清洗機，

一應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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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供各國─小、中、大型環保機
型洗杯機之各項優惠服務以響應政
府環保政策，包含直接銷售、滿足
您的各項需求。 

2.本機一機四用  具有洗杯機、烘杯機、
殺菌機、 存放櫃 四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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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格 (大型) 
1. 外形尺寸：170 x 100 x178cm。 

2. 內部尺寸：156 x 81x100cm。水槽容積：150 x 20x20cm。(60公升) 

   主體材質: 不鏽鋼板 sus304 製成。厚度:外部1.0mm厚、 內部1.2mm厚。  

3.儲存量容積：可容納480個杯子/24藍。 

4. 噴洗方式：360度旋轉、上下沖洗、高溫熱水噴射洗淨。 

5. 洗淨能力：480個杯/時。單一洗程最大洗淨量: 480 杯/小時。 

6.洗淨時間： 10分洗淨、 2分潤洗、8分高溫潤洗洗清、三段式洗淨 

                        30分烘乾、 共 60分可洗480個杯子/24籃。 

7.洗淨溫度：第1次洗淨溫度45 ℃ 、後潤洗溫度80 ℃ 。 

                        烘乾溫度110 ℃ 。 

8.洗淨水壓：23 Lb/in² 

9. 噴洗馬達：AC220v/1P/3HP x1個。 

10. 排水馬達：AC220v x 100w x 1個。 

11. 水槽加熱器：AC220V x 2KW。 

12. 烘乾加熱器：AC220V x 6KW。 

13.功能:具有洗杯機、烘杯機、殺菌機、 存放櫃 四用途/一次洗淨 、烘乾、 殺菌自動完成 ！  

14. 溫度控制：EGO30-110℃。 

15. 安全裝置： 

     1)門感應開關。 2) 溫度開關。3)防漏電: 附漏電開關。4)防燙傷: 保溫超薄壁 外層設計) 。 

16.控制方式：採微電腦DC低電壓控制回路。 

17.保固: 一年免費維護及維修服務，並於交貨時檢附保證書。  

18：隔熱材質: 保溫材料   超薄壁3公分。  

19.入水口徑：1/2”PT。 

20.排水口徑：11/2”PT。 

21.電源：AC220V/ 1P/40A。 

22.製造國: 台灣。 
備註:  

洗淨量及儲存量係以口徑8公分*高度12公分之杯體計算。 

所需水電管線距安裝點5公尺內由廠商免費搬運、安裝及試俥，超出部分另行估價請款。 

附加設備(如熱水爐、加壓泵等)另行協議採購。(其他配備以力多廠型錄為準。) 

LEADER®  LD-200T 

力多牌大型多功能高溫殺菌自動洗杯(碗)機 
LEADER®  LD-200T一次洗四層共24藍(480個杯子 )  
本機一機四用  具有洗杯機、烘杯機、殺菌機、 存放櫃 四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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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  型號 : LD-200T   
一次洗淨 、烘乾、 殺菌自動完成 ！  

一、配件: 
配件名稱： 

1. 洗杯籃架: 玻璃杯可容納25個杯子/1籃 

2.洗杯籃架: 馬克杯可容納20個杯子/1籃 

3.洗淨藍材質：採用不鏽鋼條 sus304 製成。 

4.安全裝置 :   獨立超溫保護器， 溫度異常，
過熱斷電   及漏電開關。 

5.防漏電: 附漏電開關。 

6.防燙傷: 保溫超薄壁 (附保溫外層設計)  

洗淨溫度：洗淨溫度45 ℃ 、潤洗溫度80 ℃ 。烘乾溫度110℃。 

電源：AC220V/ 1P/40A。耗電量： 8.2度/時。 

耗水量： 60公升/次(可洗480個杯子)。 

二、洗淨能力：洗淨能力：480個杯/時。三段式洗淨 

                                     最大洗淨量/儲存量: 480個杯子。 

玻璃杯25個杯子/1藍 

馬克杯20個杯子/1籃 

型號 : LD-200T 

大型多功能高溫殺菌洗杯(碗)機 

力多牌大型多功能高溫殺菌自動洗杯(碗)機 
LEADER®  LD-200T一次洗四層共24藍(480個杯子 )  
本機一機四用  具有洗杯機、烘杯機、殺菌機、 存放櫃 四用途。  

三、備註:  

1.洗淨量及儲存量係以口徑8公分*高度12公分之杯體計算。 

2.所需水電管線距安裝點5公尺內由廠商免費搬運、安裝及試俥，超出部分另行估價
請款。 

3.附加設備(如熱水爐、加壓泵等)另行協議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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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多牌中型高溫殺菌自動洗杯機 

 LEADER®  LD-150T 
一次洗四層共16藍(320個杯子)  

 

二、規格：(中型) 
1. 外形尺寸：110 x 100 x178cm。 

2. 內部尺寸：98 x 81x100cm。水槽容積：100 x 20x20cm。(40公升) 

   主體材質: 不鏽鋼板 sus304 製成。厚度:外部1.0mm厚、 內部1.2mm厚。  

3.儲存量容積：可容納320個杯子/16藍。 

4. 噴洗方式：360度旋轉、上下沖洗、高溫熱水噴射洗淨。 

5. 洗淨能力：320個杯/時。單一洗程最大洗淨量: 320 杯/小時。 

6.洗淨時間： 10分洗淨、 2分潤洗、8分高溫潤洗洗清、三段式洗淨 

                        30分烘乾、 共 60分可洗320個杯子/16籃。 

7.洗淨溫度：第1次洗淨溫度45 ℃ 、後潤洗溫度80 ℃ 。 

                        烘乾溫度110 ℃ 。 

8.洗淨水壓：23 Lb/in² 

9. 噴洗馬達：AC220v/1P/2HP x1個。 

10. 排水馬達：AC220v x 100w x 1個。 

11. 水槽加熱器：AC220V x 2KW。12. 烘乾加熱器：AC220V x 4KW。 

13.功能:具有洗杯機、烘杯機、殺菌機、 存放櫃 四用途/一次洗淨 、烘乾、 殺菌自動完成 ！  

14. 溫度控制：EGO30-110℃。 

15. 安全裝置： 

     1)門感應開關。 2) 溫度開關。3)防漏電: 附漏電開關。4)防燙傷: 保溫超薄壁 外層設計) 。 

16.控制方式：採微電腦DC低電壓控制回路。 

17.保固: 一年免費維護及維修服務，並於交貨時檢附保證書。  

18：隔熱材質: 保溫材料   超薄壁3公分。  

19.入水口徑：1/2”PT。20.排水口徑：11/2”PT。 

21.電源：AC220V/ 1P/30A。 

22.製造國: 台灣。 

備註:  

1.洗淨量及儲存量係以口徑8公分*高度12公分之杯體計算。 

2.所需水電管線距安裝點5公尺內由廠商免費搬運、安裝及試俥，超出部分另行估價請款。 

3.附加設備(如熱水爐、加壓泵等)另行協議採購。(其他配備以力多廠型錄為準。) 

型號 : LD-150T 

中型多功能高溫殺菌自動
洗杯(碗)機 

本機一機四用、具有洗杯機、烘杯機、殺菌機 、存放櫃…等 四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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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多牌中型多功能高溫殺菌洗杯(碗)機 
LEADER®  LD-150T一次洗四層共16藍(320個杯子 )  
本機一機四用  具有洗杯機、烘杯機、殺菌機、 存放櫃 四用途。  

LEADER®  型號 : LD-150T   
一次洗淨 、烘乾、 殺菌自動完成 ！  

洗淨溫度：洗淨溫度45 ℃ 、潤洗溫度80 ℃ 。烘乾溫度110℃。 

電源：AC220V/ 1P/30A。耗電量： 7.5度/時。 

耗水量： 30公升/次(可洗320個杯子)。 

二、洗淨能力：洗淨能力：320個杯/時。三段式洗淨 

玻璃杯25個杯子/1藍 馬克杯20個杯子/1籃 

型號 : LD-150T 

中型多功能高溫殺菌洗杯(碗)機 

一、配件: 
配件名稱： 

1. 洗杯籃架: 玻璃杯可容納25個杯子/1籃 

2.洗杯籃架: 馬克杯可容納20個杯子/1籃 

3.洗淨藍材質：採用不鏽鋼條 sus304 製成。 

4.安全裝置 :   獨立超溫保護器， 溫度異常，
過熱斷電   及漏電開關。 

5.防漏電: 附漏電開關。 

6.防燙傷: 保溫超薄壁 (附保溫外層設計)  

三、備註:  

洗淨量及儲存量係以口徑8公分*高度12公分之杯體計算。 

所需水電管線距安裝點5公尺內由廠商免費搬運、安裝及試俥，超出部分另行估價請
款。 

附加設備(如熱水爐、加壓泵等)另行協議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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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多牌 LEADER®  型號 : LD-70T   
一次洗淨 、烘乾、 殺菌自動完成 ！  

一、特點: 
機器名稱：力多牌多功能高溫殺菌洗杯機 

清洗方式：360度旋轉、上下沖洗、高溫熱水噴射洗淨。 

控制方式：微電腦控制、自動加熱、快速洗淨、洗清。 

獨特設計、除洗杯外、尚有自動洗門邊、四週之功能。 

本機一機四用、具有洗杯機、烘杯機、殺菌機 、存放櫃…

等 四用途。 

微電腦控制、一次洗淨、烘乾、殺菌一次完成。 

材質：外殼、內槽採用不鏽鋼 sus304 製成。  

二、規格 (小型) 
1. 外形尺寸：60 x 65 x178cm。 

2. 內部尺寸：48 x 48x100cm。水槽容積：50 x 20x18cm。(18公升) 

主體材質: 不鏽鋼板 sus304 製成。厚度:外部1.0mm厚、 內部1.2mm厚。  

3.儲存量容積：可容納80個杯子/4藍。 

4. 噴洗方式：360度旋轉、上下沖洗、高溫熱水噴射洗淨。 

5. 洗淨能力：80個杯/時。單一洗程最大洗淨量: 80 杯/小時。 

6.洗淨時間： 10分洗淨、 2分潤洗、8分高溫潤洗洗清、三段式洗淨 

                        30分烘乾、 共 60分可洗80個杯子/4籃。 

7.洗淨溫度：第1次洗淨溫度45 ℃ 、後潤洗溫度80 ℃ 。 

                        烘乾溫度110 ℃ 。 

8.洗淨水壓：23 Lb/in² 

9. 噴洗馬達：AC220v/1P/2HP x1個。 

10. 排水馬達：AC220v x 100w x 1個。 

11. 水槽加熱器：AC220V x 2KW。12. 烘乾加熱器：AC220V x 2KW。 

13.功能:具有洗杯機、烘杯機、殺菌機、 存放櫃 四用途/一次洗淨 、烘乾、 殺菌自動完成 ！  

14. 溫度控制：EGO30-110℃。 

15. 安全裝置： 

     1)門感應開關。 2) 溫度開關。3)防漏電: 附漏電開關。4)防燙傷: 保溫超薄壁 外層設計) 。 

16.控制方式：採微電腦DC低電壓控制回路。 

17.保固: 一年免費維護及維修服務，並於交貨時檢附保證書。  

18：隔熱材質: 保溫材料   超薄壁3公分。  

19.入水口徑：1/2”PT。20.排水口徑：11/2”PT。 

21.電源：AC220V/ 1P/20A。 

22.製造國: 台灣。 

備註:  

1.洗淨量及儲存量係以口徑8公分*高度12公分之杯體計算。 

2.所需水電管線距安裝點5公尺內由廠商免費搬運、安裝及試俥，超出部分另行估價請款。 

3.附加設備(如熱水爐、加壓泵等)另行協議採購。(其他配備以力多廠型錄為準。) 

力多牌小型多功能高溫殺菌自動洗杯機 
LEADER®  LD-70T一次洗四層共4藍(80個杯子 )  

本機一機四用  具有洗杯機、烘杯機、殺菌機、 存放櫃 四用途。  

型號 : LD-7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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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多牌小型多功能高溫殺菌自動洗杯機 
LEADER®  LD-70T一次洗四層共4藍(80個杯子 )  

本機一機四用  具有洗杯機、烘杯機、殺菌機、 存放櫃 四用途。  

LEADER®  型號 : LD-70T   
一次洗淨 、烘乾、 殺菌自動完成 ！  

三段式洗淨 

洗淨溫度：洗淨溫度45 ℃ 、潤洗溫度80 ℃ 。烘乾溫度110℃。 

電源：AC220V/ 1P/20A。耗電量： 2.7度/時。 

耗水量： 18公升/次(可洗80個杯子)。 

二、洗淨能力：洗淨能力：80-100個杯/時。 

玻璃杯25個杯子/1藍 

馬克杯20個杯子/1籃 

型號 : LD-70T 

多功能高溫殺菌洗杯機 

一、配件: 
配件名稱： 

1. 洗杯籃架: 玻璃杯可容納25個杯子/1籃 

2.洗杯籃架: 馬克杯可容納20個杯子/1籃 

3.洗淨藍材質：採用不鏽鋼條 sus304 製成。 

4.安全裝置 :   獨立超溫保護器， 溫度異常，
過熱斷電   及漏電開關。 

5.防漏電: 附漏電開關。 

6.防燙傷: 保溫超薄壁 (附保溫外層設計)  

三、備註:  

1.洗淨量及儲存量係以口徑8公分*高度12公分之杯體計算。 

2.所需水電管線距安裝點5公尺內由廠商免費搬運、安裝及試俥，超出部分另行估價
請款。 

3.附加設備(如熱水爐、加壓泵等)另行協議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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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  型號 : LD-W200 

二段式洗淨 、 殺菌自動完成 ！  

一、特點: 
機器名稱：力多高溫殺菌洗杯(碗)機 

清洗方式：360度旋轉、上下沖洗、高溫熱水噴射洗淨。 

控制方式：微電腦控制、自動加熱、快速二段式洗淨、洗
清。 

獨特設計、除洗杯外、尚有自動洗門邊、四週之功能。 

本機一機二用、具有洗杯(碗)機、用途。 

微電腦控制、一次洗淨、殺菌一次完成。 

材質：外殼、內槽採用不鏽鋼 sus304 製成。  

二、規格： 
1. 外形尺寸：70 x 77 x160cm。 

2. 內部尺寸：55 x 55x50cm。水槽尺寸：50 x 55x20cm。(50公升) 

3. 容積：一次可容納25個杯子/1藍。 

4. 二段式洗程控制：360度旋轉、上下沖洗、高溫熱水噴射洗淨、洗清。 

5. 洗淨能力：1000個杯/時。(40籃/時) 

6.洗淨時間： 1分洗淨、 潤洗30秒洗清、共 90秒可洗25個杯子/1藍。 

7.洗淨溫度：第1次洗淨溫度45 ℃ 、第2次潤洗溫度80 ℃ 。 

8.洗淨水壓：23 Lb/in² 

9.. 排水馬達：手動排水。 

10. 水槽加熱器：AC220V x 2KW。boster槽加熱器：AC220V x 6KW。 

11. 熱水器：需裝熱水器(客戶自備)。 

12. 溫度控制：EGO30-80℃。 

15. 安全裝置： 

     1)門感應開關。 2) 溫度開關。3)防漏電: 附漏電開關。4)防燙傷: 保溫超薄壁 外層設計) 。 

16.控制方式：採微電腦DC低電壓控制回路。 

17.保固: 一年免費維護及維修服務，並於交貨時檢附保證書。  

18：隔熱材質: 保溫材料   超薄壁3公分。  

19. *.入水口徑：1/2”PT。*.排水口徑：11/2”PT。 

20. 耗電量： 9度/時。 

21. 耗水量： 4公升/次(可洗25個杯子)。 

21.電源：AC220V/ 1P/40A。 

22.製造國: 台灣。 

23.保固: 一年免費維護及維修服務，並於交貨時檢附保證書。  

備註:  
1.洗淨量及儲存量係以口徑8公分*高度12公分之杯體計算。 

2.所需水電管線距安裝點5公尺內由廠商免費搬運、安裝及試俥，超出部分另行估價請款。 

3.附加設備(如熱水爐、加壓泵等)另行協議採購。(其他配備以力多廠型錄為準。) 

力多牌大型高溫殺菌洗杯(碗)機 
LEADER®  LD-W200 洗淨能力：1000個杯/時。 

本機一機具有二段式洗杯機、殺菌機、 用途。  

型號 : LD-W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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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  型號 : LD-W200  
二段式洗淨 、 殺菌自動完成 ！  

一、特點: 
機器名稱：力多高溫殺菌洗杯(碗)機 

清洗方式：360度旋轉、上下沖洗、高溫熱水噴射洗淨。 

控制方式：微電腦控制、自動加熱、快速二段式洗淨、洗
清。 

獨特設計、除洗杯外、尚有自動洗門邊、四週之功能。 

本機一機二用、具有洗杯(碗)機、用途。 

微電腦控制、一次洗淨、殺菌一次完成。 

材質：外殼、內槽採用不鏽鋼 sus304 製成。  

型號 : LD-W200 二、外觀圖：上掀式開門 

型號 : LD-W200  二段式洗淨 
洗淨能力：1000個杯/時。 

 

二、洗淨能力：洗淨能力：1000個杯/時。客戶自備加裝熱水器。 

洗淨溫度：第1次洗淨溫度45 ℃ 、第2次潤洗溫度80 ℃ 。 

電源：AC220V/ 1P/40A。耗電量： 9度/時。耗水量： 4公升/次(可洗25個杯子)。 

力多牌大型高溫殺菌洗杯(碗)機 
LEADER®  LD-W200 洗淨能力：1000個杯/時。 

本機一機具有二段式洗杯機、殺菌機、 用途。  

實際使用配置圖 



LEADER®  型號 : LD-D60 -2T(2層) 
二段式洗淨 、 殺菌自動完成 ！ 

洗淨能力：800個杯/時。  

一、特點: 
機器名稱：力多高溫殺菌洗杯(碗)機 

清洗方式：360度旋轉、上下沖洗、高溫熱水噴射洗淨。 

控制方式：微電腦控制、自動加熱、快速二段式洗淨、洗清。 

本機一機二用、具有洗杯(碗)機、用途。 

微電腦控制、一次洗淨、殺菌一次完成。 

材質：外殼、內槽採用不鏽鋼 sus304 製成。  

二、規格： 
1. 外形尺寸：62 x 65 x120cm。 

2. 內部尺寸：50 x 48x50cm。水槽尺寸：50 x 30x20cm。(30公升) 

主體材質: 不鏽鋼板 sus304 製成。厚度:外部1.0mm厚、 內部1.2mm厚。 

3.單一洗程最大洗淨量: 40 杯/。  容積：一次可容納40個杯子/2藍。 

4. 二段式洗程控制：360度旋轉、上下沖洗、高溫熱水噴射洗淨、洗清。 

5. 洗淨能力：800個杯/時。 

6.洗淨時間： 2.5分洗淨、 潤洗30秒洗清、共 3分可洗50個杯子/2藍。 

7.洗淨溫度：第1次洗淨溫度45 ℃ 、第2次潤洗溫度80 ℃ 。 

8.洗淨水壓：23 Lb/in² 

9.. 排水馬達：AC220v x 100w x 1個。 

10. 水槽加熱器：AC220V x 2KW。boster槽加熱器：AC220V x 6KW。 

11.隔熱材質: 保溫材料   超薄壁3公分 12. 溫度控制：EGO30-110℃。 

13.安全裝置： 

     1)門感應開關。 2) 溫度開關。3)防漏電: 附漏電開關。4)防燙傷: 保溫超薄壁 外層設計) 。 

14.功能: 具有洗滌、有效殺菌、之功能。一次洗淨 、殺菌自動完成 ！  

15.保固: 一年免費維護及維修服務，並於交貨時檢附保證書。 

16.入水口徑：1/2”PT。 

17.排水口徑：11/2”PT。 

18.電源：AC220V/ 1P/30A。 

19. 耗電量： 6度/時。 

20. 耗水量： 6公升/次(可洗50個杯子)。 

21.製造國: 台灣。 

22.保固: 一年免費維護及維修服務，並於交貨時檢附保證書。  

備註:  

洗淨量及儲存量係以口徑8公分*高度12公分之杯體計算。 

所需水電管線距安裝點5公尺內由廠商免費搬運、安裝及試俥，超出部分另行估價請款。 

附加設備(如熱水爐、加壓泵等)另行協議採購。(其他配備以力多原廠型錄為準。)  

       杯籃 

力多牌中型高溫殺菌洗杯(碗)機 
LEADER®  LD-D60-2T 洗淨能力：800個杯/時。 

本機一機具有二段式洗杯機、殺菌機、 用途。  

型號 : LD-D60-2T 

 

型號 : LD-D60-2T 

雙層洗杯機 

左右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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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觀圖： 

雙層洗杯機 

左右開門 

二、洗淨能力：洗淨能力：800個杯/時。客戶自備加裝熱水器。(可提高清洗效率至500個杯/時。) 

洗淨溫度：第1次洗淨溫度45 ℃ 、第2次潤洗溫度80 ℃ 。 

電源：AC220V/ 1P/40A。耗電量： 9度/時。耗水量： 6公升/次(可洗50個杯子)。 

LEADER®  型號 : LD-D60-2T雙層洗杯機左右開門 

                      

型號 : LD-D60-2T 

 

力多牌 中型高溫殺菌洗杯(碗)機 
LEADER®  LD-D60-2T 洗淨能力：800個杯/時。 

本機一機具有二段式洗杯機、殺菌機、 用途。  

12 

主體材質: 不鏽鋼板 sus304 製成。 

厚度:外部1.0mm厚、 內部1.2mm厚。 

防漏電: 附漏電開關。 

防燙傷: 保溫超薄壁  。 

隔熱材質: 保溫材料   超薄壁3公分  

製造國: 台灣。 



LEADER®  型號 : LD-D60 
一次洗淨 、烘乾、 殺菌自動完成 ！  

一、特點: 
機器名稱：力多高溫殺菌洗杯機 

清洗方式：360度旋轉、上下沖洗、高溫熱水噴射洗淨。 

控制方式：微電腦控制、自動加熱、快速洗淨、洗清。 

獨特設計、除洗杯外、尚有自動洗門邊、四週之功能。 

本機一機二用、具有洗杯機殺菌機 、等 二用途。 

微電腦控制、一次洗淨、殺菌一次完成。 

材質：外殼、內槽採用不鏽鋼 sus304 製成。  

單層洗杯機 

力多牌小型高溫殺菌洗杯(碗)機 
LEADER®  LD-D60  洗淨能力400個杯/時 

本機一機具有二段式洗杯機、殺菌機、 用途。  

二、規格： 
1. 外形尺寸：60 x 65 x95cm。 

2. 內部尺寸：48 x 48x30cm。水槽尺寸：45 x 20x20cm。(18公升) 

3. 容積：一次可容納20個杯子/1籃。 

主體材質: 不鏽鋼板 sus304 製成。厚度:外部1.0mm厚、 內部1.2mm厚。 

3.單一洗程最大洗淨量: 20 杯/次。  容積：一次可容納20個杯子/1藍。 

4. 二段式洗程控制：360度旋轉、上下沖洗、高溫熱水噴射洗淨、洗清。 

5. 洗淨能力：400個杯/時。 

6.洗淨時間： 2.5分洗淨、 潤洗30秒洗清、共 3分可洗20個杯子/1藍。 

7.洗淨溫度：第1次洗淨溫度45 ℃ 、第2次潤洗溫度80 ℃ 。 

8.洗淨水壓：23 Lb/in² 

9.. 排水馬達：AC220v x 100w x 1個。 

10. 水槽加熱器：AC220V x 2KW。boster槽加熱器：AC220V x 4KW。 

11.隔熱材質: 保溫材料   超薄壁3公分 12. 溫度控制：EGO30-110℃。 

13.安全裝置： 

     1)門感應開關。 2) 溫度開關。3)防漏電: 附漏電開關。4)防燙傷: 保溫超薄壁 外層設計) 。 

14.功能: 具有洗滌、有效殺菌、之功能。一次洗淨 、殺菌自動完成 ！  

15.保固: 一年免費維護及維修服務，並於交貨時檢附保證書。 

16.入水口徑：1/2”PT。 

17.排水口徑：11/2”PT。 

18.電源：AC220V/ 1P/20A。 

19. 耗電量： 4度/時。 

20. 耗水量： 3公升/次(可洗20個杯子)。 

21.製造國: 台灣。 
22.保固: 一年免費維護及維修服務，並於交貨時檢附保證書。  

備註:  

洗淨量及儲存量係以口徑8公分*高度12公分之杯體計算。 

所需水電管線距安裝點5公尺內由廠商免費搬運、安裝及試俥，超出部分另行估價請款。 

附加設備(如熱水爐、加壓泵等)另行協議採購。(其他配備以力多原廠型錄為準。 

型號 : LD-D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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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觀圖： 

單層洗杯機 

下掀式開門 

二、洗淨能力：洗淨能力：400個杯/時。 

洗淨溫度：第1次洗淨溫度45 ℃ 、第2次潤洗溫度80 ℃ 。 

電源：AC220V/ 1P/30A。耗電量： 6度/時。耗水量： 3公升/次(可洗20個杯子)。 

LEADER®  型號 : LD-D60(單層洗杯機下掀開門) 

型號 : LD-D60 

LD-D60(單層洗杯機下掀開門) 

力多牌小型高溫殺菌洗杯(碗)機 
LEADER®  LD-D60  洗淨能力400個杯/時 

本機一機具有二段式洗杯機、殺菌機、 用途。  

14 

主體材質: 不鏽鋼板 sus304 製成。 

厚度:外部1.0mm厚、 內部1.2mm厚。 

防漏電: 附漏電開關。 

防燙傷: 保溫超薄壁  。 

隔熱材質: 保溫材料   超薄壁3公分  

製造國: 台灣。 



TEL:26587810  FAX:26587801 E-mail:leador.washer@msa.hinet.net 
http//www.leader21tw.net 

力多超音波有限公司 

力多牌全自動烘乾機 
來至力多超音波有限公司，是一家專門製造各類烘乾機的專業廠

家，從實驗室標準型至醫院大量容量使用的隧道式全自動烘乾機，

一應俱全。 

17 

力多牌高溫殺菌 餐具消毒櫃 

高溫殺菌餐具烘乾消毒櫃 

小型餐具烘乾
消毒櫃 

中型餐具烘乾
消毒櫃 

大型餐具烘乾
消毒櫃 

特小型餐具烘乾消毒櫃 

mailto:leador.washer@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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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學校、幼稚園、部隊、機關團體……皆適合採用｡ 

現代化會議室專用烘杯機 

 

本公司 所提供之烘杯機為高性能、高效率，又符合行政院衛生
署餐飲烘乾管理之検測相關規定，所以敬請安心使用。  

 

烘杯機需有高溫 殺菌 烘杯機 烘乾機溫度使用溫度範圍   室溫 ~ 

110℃  

安全裝置    獨立超溫保護器， 溫度異常，過熱斷電   及漏電 

Model: LD-300T(烘乾機) 

力多牌四門大型高溫殺菌 餐具消毒櫃 

二、規格： 
 

1.外部尺寸    W1800*D750*H1780 mm (600個 杯子 / 8層) 

2.內部尺寸   W1670xD600xH1200mm 

3.內容積      1200L .一次烘24藍(600個杯子 )。 

4.材質 : 內部sus304不鏽鋼板，外部sus304不銹鋼板製成。 

              保溫材料   超薄壁3公分主體材質: 不鏽鋼板 sus304*1.0mm厚。  

5. 烘乾馬達：AC220v x 200w x2個。烘乾方式:強 制 送 風 循 環 烘 杯機。 烘乾加熱器4000W。 

6. 定時裝置 ：      LED數字顯示型  範圍0-99分 (烘乾流程需具定時定溫裝置 ) 

7.控制方式：德製烘乾溫度控制   西德 EGO 30~ 110℃ 溫控器、時間到自動停止 

8.採多層架設計，層架高度可自行調整。 

9.本機一機三用,具烘杯機、殺菌機、 存放櫃三用途。 

10.安全裝置 :   獨立超溫保護器， 溫度異常，過熱斷電   及漏電開關。 

11.防漏電: 附漏電開關。 

12.防燙傷: 保溫超薄壁 (附保溫外層設計) 。 

13.製造國: 台灣。 

14.保固: 一年免費維護及維修服務，並於交貨時檢附保證書。 

15.電源      AC220V 50/60Hz /20A 

16.儲存量係以口徑8公分*高度12公分之杯體計算。  

17.所需水電管線距安裝點5公尺內由廠商免費搬運、安裝及試俥，超出部分另行估價請款。 

 

 

 

內外材不鏽鋼板，備註：多層架設計. 層架高
度可自行調整. 

Model: LD-300T(烘乾機) 



19 

◆適用於學校、幼稚園、部隊、機關團體……皆適合採用｡ 

現代化會議室專用烘杯機 

 

本公司 所提供之烘杯機為高性能、高效率，又符合行政院衛生
署餐飲烘乾管理之検測相關規定，所以敬請安心使用。  

 

烘杯機需有高溫 殺菌 烘杯機 烘乾機溫度使用溫度範圍   室溫 ~ 

110℃  

安全裝置    獨立超溫保護器， 溫度異常，過熱斷電   及漏電 

力多牌雙門中型高溫殺菌 餐具消毒櫃 

二、規格： 
 

1.內部尺寸    W1000xD500xH1200mm  

2.外部尺寸   W1200xD650x1780mm 

3.內容積      600L .一次烘8層共16藍(400個杯子 )。 

4.材質 : 內部sus304不鏽鋼板，外部sus304不銹鋼板製成。 

              保溫材料   超薄壁3公分主體材質: 不鏽鋼板 sus304*1.0mm厚。  

5. 烘乾馬達：AC220v x 200w x1個。烘乾方式:強 制 送 風 循 環 烘 杯機。 烘乾加熱器3000W。 

6.定時裝置 ：      LED數字顯示型  範圍0-99分 (烘乾流程需具定時定溫裝置 )  
7.控制方式：德製烘乾溫度控制   西德 EGO 30~ 110℃ 溫控器、時間到自動停止 

8.採多層架設計，層架高度可自行調整。 

9.本機一機三用,具烘杯機、殺菌機、 存放櫃三用途。 

10.安全裝置 :   獨立超溫保護器， 溫度異常，過熱斷電   及漏電開關。 

11.防漏電: 附漏電開關。 

12.防燙傷: 保溫超薄壁 (附保溫外層設計) 。 

13.製造國: 台灣。 

14.保固: 一年免費維護及維修服務，並於交貨時檢附保證書。 

15.電源      AC220V 50/60Hz /15A 

16.儲存量係以口徑8公分*高度12公分之杯體計算。  

17.所需水電管線距安裝點5公尺內由廠商免費搬運、安裝及試俥，超出部分另行估價請款。 

 

 

 

內外材不鏽鋼板，備註：多層架設計. 層架高
度可自行調整. 

Model: LD-150T(烘乾機) 

Model: LD-150T(烘乾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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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學校、幼稚園、部隊、機關團體……皆適合採用｡ 

現代化會議室專用烘杯機 

 

本公司 所提供之烘杯機為高性能、高效率，又符合行政院衛生
署餐飲烘乾管理之検測相關規定，所以敬請安心使用。  

 

烘杯機需有高溫 殺菌 烘杯機 烘乾機溫度使用溫度範圍   室溫 ~ 

110℃  

安全裝置    獨立超溫保護器， 溫度異常，過熱斷電   及漏電 

Model: LD-70T(烘乾機) 

力多牌單門小型高溫殺菌 餐具消毒櫃 

二、規格： 
 

1.外部尺寸    W600xD650xH1780mm  

2.內部尺寸   W480xD480x1200mm 

3.內容積      276L .一次烘8層共8藍(200個杯子 )。 

4.材質 : 內部sus304不鏽鋼板，外部sus304不銹鋼板製成。 

              保溫材料   超薄壁3公分主體材質: 不鏽鋼板 sus304*1.0mm厚。  

5. 烘乾馬達： 

AC220v x 200w x1個。烘乾方式:強 制 送 風 循 環 烘 杯機。 烘乾加熱器2000W。 

6.定時裝置 ：      LED數字顯示型  範圍0-99分 (烘乾流程需具定時定溫裝置 ) 

7.控制方式：德製烘乾溫度控制   西德 EGO 30~ 110℃ 溫控器、時間到自動停止 

8.採多層架設計，層架高度可自行調整。 

 9.本機一機三用,具烘杯機、殺菌機、 存放櫃三用途。 

10.安全裝置 :   獨立超溫保護器， 溫度異常，過熱斷電   及漏電開關。 

11.防漏電: 附漏電開關。 

12.防燙傷: 保溫超薄壁 (附保溫外層設計) 。 

13.製造國: 台灣。 

14.保固: 一年免費維護及維修服務，並於交貨時檢附保證書。 

15.電源      AC220V 50/60Hz /10A 

16.儲存量係以口徑8公分*高度12公分之杯體計算。 

17.所需水電管線距安裝點5公尺內由廠商免費搬運、安裝及試俥，超出部分另行估價請款。  

 

內外材不鏽鋼板，備註：多層架設計. 層架高
度可自行調整. 

Model: LD-70T(烘乾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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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學校、幼稚園、部隊、機關團體……皆適合採用｡ 

現代化會議室專用烘杯機 

 

本公司 所提供之烘杯機為高性能、高效率，又符合行政院衛生
署餐飲烘乾管理之検測相關規定，所以敬請安心使用。  

 

烘杯機需有高溫 殺菌 烘杯機 烘乾機溫度使用溫度範圍   室溫 ~ 

110℃  

安全裝置    獨立超溫保護器， 溫度異常，過熱斷電   及漏電 

內外材不鏽鋼板，備註：多層架設計. 層架高
度可自行調整. Model: SM1 

力多牌高溫殺菌 餐具消毒櫃 

特小型烘杯機 

二、規格： 
 

1.內部尺寸    W620xD480x950mm  

2.外部尺寸   700x630x1200mm 

3.內容積      一次烘5層共5藍(210個杯子 )。(282公升) 

4.材質 : 內部sus304不鏽鋼板，外部sus304不銹鋼板製成。 

              保溫材料   超薄壁3公分  

主體材質: 不鏽鋼板 sus304*1.0mm厚。  

5. 烘乾馬達：AC110v x 100w x1個。烘乾方式:強 制 送 風 循 環 烘 杯機。  

           烘乾加熱器1000W。 

6. 定時裝置器  ：      LED數字顯示型  範圍0-99分(烘乾流程需具定時定溫裝置 ) 

7.控制方式：德製烘乾溫度控制   西德 EGO 30~ 110℃ 溫控器、時間到自動停止 

8.採多層架設計，層架高度可自行調整。 

 9.本機一機三用、具烘杯機、殺菌機、 存放櫃三用途。 

10.安全裝置 :   獨立超溫保護器， 溫度異常，過熱斷電   及漏電開關。 

11.防漏電: 附漏電開關。 

12.防燙傷: 保溫超薄壁 (附保溫外層設計) 。 

13.製造國: 台灣。 

14.保固: 一年免費維護及維修服務，並於交貨時檢附保證書。 

15.電源      AC110V 50/60Hz /10A 

16.儲存量係以口徑8公分*高度12公分之杯體計算。 

17.所需水電管線距安裝點5公尺內由廠商免費搬運、安裝及試俥，超出部分另行估價請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