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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金属制造业历经三百三十多年的锤炼，创造了

一种超越品牌的东西——那就是文化。



1683 年，黑森林深处传来了新的声响，那是火焰的咆哮，金属的碰撞。随着锤子的震颤敲击，

德国工业的传奇从中诞生，工匠时代也随之来临。



1683 年，我们的故事在黑森林边拉开序幕。这里住着的是穷苦的农民，他们世世代代在这片看不到

光明的土地上苦苦谋生。巴登地区的贵族统治者路德维希 · 威廉 · 冯 · 巴登总督（Margrave 

Ludwig Wilhelm von Baden）  是德国皇家军队的英雄，他解救了被围攻的维也纳，成了市民

眼中的救世主，更是一位实干家。他在发现黑森林盛产铁矿和木材之后，便于 1683 年在红岩 (Rotenfels) 

建立了冶炼厂，并在嘉格纳 (Gaggenau) 小镇 创立了一家手工锻造锤子和钉子的工厂。当然，极富

创造力的想法只是成就事业的第一步。

years in the making



直到十八世纪中后期，随着欧洲迎来一个更具革命性的时代，嘉格纳铁制品工厂才开始站稳脚跟。

命运动荡起伏，工厂几易其主，而那些不断消耗大量木材和金钱的冶炼炉一直让工厂背负着沉重的

成本负担。

制造工厂的运营本就困难重重，在战争动乱和宗教纷争中尤其如此。总体来说，制造工厂生存下来了，

这与当时其他同类企业相比已是非常突出。1850 年，把炮弹熔成更实用的工具原本是一项具有

积极意义的技术，但在 “ 动荡时代 ” (Age of Agitation) 却事与愿违。炮弹实际上是未引燃的手榴弹，

几乎摧毁了所有的冶炼炉。 

不过，嘉格纳又一次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最初的 200 年总是困难重重

路德维希 · 威廉 · 冯 · 巴登

总督创建嘉格纳16
83



嘉格纳铁制品工厂，开始向农业机械制造发展。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小镇和镇上的人开始名声在外。

这里的钢铁厂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迫切需要修建一条专用铁路，将这些重型产品运往

市场销售。锻造铁钉的时代结束了。新型的工业化的产品开始批量生产，这为德国工业的传奇

奠定了基础。

当时嘉格纳名为“弗吕尔和伯格曼的嘉格纳炼铁厂（Eisenwerke Gaggenau Flürscheim und Bergmann）”，

以创造新事物广为人知。它逐渐告别农业机械的生产，而迈向一个生产自行车、手枪、步枪、

珐琅广告牌等产品的新纪元。这些核心技术和产品为嘉格纳的未来奠定了基础。迈克尔 · 弗吕尔

沙伊姆和奥多尔 · 伯格曼不仅将现代工业生产流程和创新产品引进嘉格纳，也提升了工作方法和

工人的工作环境。

18
73

18
80迈克尔 · 弗吕尔沙伊姆 (Michael Flürscheim)

收购嘉格纳

炉具制造商特奥多尔 · 伯格曼 

(Theodor Bergmann) 加入



员工数量激增至千名、产品线高达 200 条，公司成为不断扩张的企业巨头。从 1880 年到 1908 年，

嘉格纳生产了 25 万辆做工精良的 Badenia 自行车，备受消费者欢迎。弗吕尔沙伊姆和伯格曼

这两位重要人物都在世纪之交离开了公司，但自行车和广告牌的成功教会了全体工人以及管理者

工效、产品质量和独特设计的重大意义。

另外，200 种产品中仅有两种产品大获全胜，也令这家涉猎广泛的公司有了侧重点。为做广告牌

生意而掌握的珐琅技术将生产方向从生产珐琅广告牌转为生产珐琅烤箱，嘉格纳也因此成为整个

二十世纪的领先品牌。

18
87

19
08

18
91为 Stollwerck、Maggi、Odol 和 

Tobler 生产珐琅广告牌

Badenia 自行车的

销量高达 25 万辆

Badenia 自行车诞生



首次推出电磁炉 现代而经济的燃煤、燃气、以及电烤箱 

Favorit 和 Futura

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双重打击，击垮了许多大型德国公司，嘉格纳的故事也险些就此完结。

1931 年，嘉格纳破产，奥托 · 冯 · 布兰奎特博士 (Dr. Otto von Blanquet) 收购了嘉格纳。我们的

第三代嘉格纳，成功经受住了考验。

公司依靠燃煤炉、燃气炉以及革新型的电磁炉等产品发展起来。随后，又一场世界大战来临了。

全国的工业大多为战争效力，嘉格纳也不例外。1944 年，盟军轰炸嘉格纳地区，几乎将它夷为平地。

然而，公司再一次顺应市场需求从废墟中站了起来。

战争结束后，奥托 · 冯 · 布兰奎特博士继续生产炉具，并研发了新的种类。经过改进设计的炉具

消耗更少的煤和燃气，嘉格纳因此有了 “ 经济型品牌 ” 的美名。后来推广的电磁炉也大受欢迎。

在战后重建的欧洲，Favorit 和 Futura 这两款烤箱以及加热器和吸油烟机将嘉格纳带进众多家庭

厨房。

时间进入 20 世纪

19
48

19
31



事业蒸蒸日上，嘉格纳品牌逐渐成为品质和革新的代名词。1956 年，冯 · 布兰奎特博士将公司

交给了儿子乔治。

乔治 · 冯 · 布兰奎特是一名厨师，于是，在他的领导下，嘉格纳生产出了他想要的厨具。幸运的是，

乔治探索到一种生机勃勃的餐饮文化，并对战后新世界的厨房进行重新审视。他的设想引领公司和

行业走向一个充满创造力的方向。他为定制式厨房的革命铺平了道路。1956 年，嘉格纳将第一台与

视线齐平的嵌入式烤箱、独立式灶具、以及吸油烟机推向市场。 

他对变革的渴望与对品质的追求一样强烈。新功能必须被证明具有这样的特点：对厨师有用、

在热火朝天的厨房中经久耐用、外形美观。作为一名厨师，同时作为一个工程管理者，他将厨师们

遇到的挑战转变成工程师们的机遇。跟所有优秀的厨师一样，有一件事情是他无法做到的——那就是

将未完成的菜品端上桌。

19
56

19
56

19
72乔治 · 冯 · 布兰奎特博士

(Georg von Blanquet) 接管嘉格纳

第一代模块化 Vario 系列灶具第一台与视线齐平的嵌入式烤箱



打造至臻完美的事物。为了这一目标，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件产品。我们并不急于推陈出新，而是

不断探索市场需求，打造更加完美的解决方案，并竭尽全力对其进行验证，最后才将产品提供给

客户。因此，我们的团队由极富创意的设计师和思维开阔的技术人员组成，他们会与那些被精挑

细选出来，对厨艺一丝不苟的大厨们互相交流，讨论如何打造出更加完美的烤箱。我们要做的

不仅仅是在控制面板上加装煮蛋定时器那么简单。我们把全新的烹饪理念带入家庭厨房；通过

调整一个设置、增加真空低温功能或真空抽屉使产品更加至臻完美；或许，我们已经做到了至善至美，

以不变应万变。

我们并不盲目追随烹饪潮流，而是以实际行动来引领变革、定义未来。

我们的团队由极富创意的设计师和思维开阔的技术

人员组成，他们会与那些被精挑细选出来，对厨艺

一丝不苟的大厨们互相交流，讨论如何打造出更加完美的

烤箱。而不仅仅是在控制面板上加装一个煮蛋定时器。
克里斯多夫 · 鲁普 (Christopher Lupp)，产品营销部

19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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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19
76 第一台下吸式吸油烟机 移动烧烤架首次面世 第一台抽拉式吸油烟机诞生



… 手工制造，这是为产品注入灵魂的唯一方式。
斯文 · 巴克 (Sven Baacke)，设计部



IK 300，标志性的对开门冰箱，

极富创意

嘉格纳引进 90 cm 宽 EB 300 烤箱

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同样的进程见证了黑森林中的铸造厂的创立，25 万辆自行车的

风行，以及 2015 年进入市场的第一台带全自动清洁功能的蒸汽烤箱的诞生。这是相同理念的不同

表现形式。我们不断想象各种可能，然后进行设计、制造和测试。

从 50 年代起直至今日，我们始终致力于打造定制厨房。1972 年，我们第一次运用模块化 Vario 系统，

掀起新一代厨房的革命。我们于 1976 年推出第一台下吸式吸油烟机，1982 年推出第一台抽拉式

吸油烟机，1986 年率先推出 宽 90 厘米、容积 87 升的 EB 300 大型烤箱，1999 年我们将蒸汽

烤箱带入家庭厨房，接着又为它新增了利用自身供水的自动清洁功能。在世人眼中，我们在历史

长河中引领新的发展方向——创造未来。

我们的未来始于 300 多年前

EB 388 被设计为凸面的样式。我们不愿意在内部容量

设计上做出妥协，所以在外部空间上做了弥补。
雅尼娜 · 费 (Janina Fey)，设计部

19
86

19
90



我们绝不为发明而发明。我们构思新产品只因这样做有意义，为了让厨师在家也能烹饪出最好的

食物。这样的指导原则决定了我们的创造会在进入市场前便做到极致，只有在能实现预期效果

并达到美学标准时我们才进行改进。在实现这些真正的革新的时候，我们坚持自己极高的标准。

生产线总是会有一些新调整，但这些调整并不总是引人注意，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只在产品

创造上一鸣惊人。第一台蒸汽炉和独特的自动清洁系统就是如此。厨师的体验是我们一切创新的

指南，我们为他们提供途径去达成他们以前无法达成的目标。可能无极限。我们拥有多位满怀

激情的设计师和厨师，他们迫切地要用新材料、新技术去实现他们的想象。

新事物总是层出不穷

19
99 嘉格纳引进蒸汽炉 和蒸汽烤箱 首次将康达效应运用到吸油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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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固然创意无限，但并不允许技术上的可能性凌驾于设计原则之上。我们的 TFT 彩色液晶触摸屏

可以显示数百万种颜色 —— 而我们的设计师只选择了两种。这不仅看起来更美观，还能让使用者

可以更直观地辨别哪些是需要更改的操作提示，哪些仅仅只是用于浏览的信息。显示器只要能清楚

区别这两项功能，就能帮助私人厨师迅速了解以及继续进行烹饪。

创新和外观需要引起用户的共鸣。它们必须让人注意到一些超越逻辑的东西，并为产品注入一些

远胜于功能组合的内容。从感性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说一件产品需要一种类似灵魂的东西。

IK360 酒柜，带有三个精准

可控的温区



我们的价值观自 1683 年起始终不变——追寻本源、决不

妥协的品质。如今，这种价值观已根植于我们的品牌基因，

即使再过 333 年也不会改变。
斯文 · 施内 (Sven Schnee)，品牌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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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格纳厨房只为提供最佳的烹饪体验。厨师可以相信，每一种功能和每一个细节都是凝聚着深思

熟虑和无数不眠之夜的智慧结晶。任何东西的出现都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可能性，而是因为它改进了

整体体验。

视觉感官是这种体验的一个重要部分。从 19 世纪 90 年代我们制造出美观的自行车开始，设计就

融入了工艺——这是我们事先就计划好的。每一次会议都会有一名设计师在场，与工程师进行

激烈的讨论，而工程师则需要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我们的 Vario 400 系列灶具使用 3 毫米不锈钢框架，

这为工程设计带来一个巨大的难题。它的实现难度很高，要求由技术精湛的人员进行大量手工加工，

可幸的是结果令人欣喜。

美食艺术家才是主角，而非烤箱

Vario cooling 400 系列面世，

完全整合模块化系统

200 系列烤箱也在同年面世，

这是极其忙碌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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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格纳的设计并不是为了引领一时的风潮。我们的设计师选择的是一条极不寻常的道路：创造

永恒的经典。长久以来，我们的抽拉式吸油烟机 AF 250 都是盲测中的最佳设计，令市面上的其它

吸油烟机黯然失色。它的外观 35 年来未曾改变：因为无需改变。400 系列蒸汽烤箱的全自动清洁

系统更是全球首创。只需将清洁套件插入烤箱顶部的外壳，您就可以让水流完成所有清洁工作，

而为自己留出片刻闲暇。

可是这能对烹饪产生什么帮助呢？对于厨师而言，创造的过程总与风险相伴，他们能够让新奇的

材料碰撞出令人为之一振的美味，但他们也会在创造中品尝失败的滋味，因为一件好作品的诞生，

从来不会如同想象一般轻易。正因如此，我们希望将厨师从沉闷枯燥的清洁工作中解放出来。

因为这是烤箱的工作，而不是天才的责任， 您对烹饪的热爱，总是值得更进一步的体验。

开拓性设计、带显示屏界面的

全区电磁灶面世



20
12 引进激光切割和焊接

实现 Vario 400 系列灶具框架的精确成型

在嘉格纳看来，每一件交到您手中的作品都饱含着 333 年累积的赞誉。因此，我们不允许失败的

出现， 更不存在令人失望的理由，只有出类拔萃的作品才配得上嘉格纳的百年声誉。我们用近乎

严苛的标准捍卫声誉，因为我们深知它的难得和宝贵，一次疏忽就可能令它灰飞烟灭，只有恰如

其分的保护才能使它日渐强大，从前人的累积中，不断创造新的成就 。这是我们日复一日的坚持，

它无关企业的要求，只关乎我们内心的责任。

在 嘉 格 纳 ， 设 计 师 能 够 从 一 切 事 物 中 获 得 灵 感 ，

却从未偏离重点。
斯文 · 巴克 (Sven Baacke)，设计部



我们拥有成千上万种零件，制造它们的过程从未假手他人。

出厂前的测试必不可少，通常在制造阶段，我们便已经

完成了这一步。
斯蒂芬 · 科尔 (Stefan Köhl)，产品管理部



20
12 为了开发新用户界面而

建立无尘车间

研发控制旋钮的过程，令我们重新定义了控制的概念。一次又一次的开发、设计和制作原型，  

不只是为了让质感十足的不锈钢旋钮始终精确、可靠，更是为了让使用者在转动旋钮之时，能够

从指尖感受到掌控一切的愉悦感 。嘉格纳带给您的舒适体验，绝非偶然。

组装触摸式显示屏的地点，是我们的封闭式无尘车间 。作为厨师了解产品工作状态的唯一途径，

触摸式显示屏的控制元件，必须与嘉格纳的其它零件一样卓越。还有使用独家配比制造出的珐琅

烤箱，不仅配比方法已逾百年历史，烤箱内部的烘焙石也雕刻着嘉格纳的名字；手工焊接与打磨的

不锈钢烤箱面板，耗时 2 小时 43 分钟，这还不是全部，因为电线也是手工完成组装的 ——我们

一根根地加工并把它们装进烤箱。

采用手工组装能够带来一项被大多数人忽略的好处：仔细检查。当工作人员将零件放入指定区域后，

他们不仅会检查这个步骤的完成质量，也会对整体状况进行审视， 正因为他们是经验丰富的老手，

因此更不允许自己有任何失误。 您可以亲自前往我们的工厂见证这一切，而决定这一切的是嘉格纳

员工的职业的自豪感。我们相信，制造一件真正可靠又妙不可言的产品不仅需要永不妥协的精神， 

还要多一分迎难而上的执念。

没有难度，如何坚守品质的高度



400 和 200 系列烤箱面世

用不锈钢近乎完美的打造了 Vario 200 系列灶具后，我们利用微晶技术对它进行了打磨。这道附加

工艺可以令产品表面呈现出令人愉悦的柔和光泽，即便触摸也不会留下指纹印迹，令您的所见

之处时刻光洁如新。同时，磨砂效果也可以从视觉上弱化划伤的痕迹。我们知道，再完美的创造

也会在日常使用中不可避免的与其他金属产生接触，为了降低这种接触带来的不可逆转的伤害，

磨砂工艺的加入可以确保产品能够优雅地 “ 老去 ”，不让刻痕过早的伤害它们的美丽。之后，我们

会停下为它修饰的手，因为再多一分，便是赘余。

比创造更重要的，是懂得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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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箱门内温度高达 485℃，但门外触摸起来仍旧舒适不烫手，

想要达到这种效果，唯一的办法就是完全隔热。

所以，我们用四层玻璃打造了 400 系列烤箱的舱门。
塔妮娅 · 格茨曼 (Tania Goetzmann)，产品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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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Vario 400 系列冰箱的

全新 LED 灯柱与手工烤箱接线形成对比

我们总是对细节一丝不苟，因为完美是我们唯一满意的答案。 我们会先在木制模版上完成线路的

手工组装，然后在出厂前对每一件产品的电子元件进行重新测试一一这当然不是行业标准的要求，

但我们的要求总是比行业标准更加严格。 让这些复杂的手工艺过程一一实现的地方，也正是我们

搭建了未来主义风格无尘车间的地方，在这栋建筑中，还同时冶炼着钢铁、烧制着珐琅、创造着

日臻完美的嘉格纳产品。

制造一台嘉格纳冰箱需要经过 840 道工序，其中 813 道

是手工完成的，为了保证质量。将计算机激光焊接

技术率先引入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为了保证质量。
拉蒙娜 · 哈伯卡姆 (Ramona Haberkamm)，产品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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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400 系列吸油烟机：岛式和壁挂式

吸油烟机使整个系列尽善尽美

其实我们从未忽视自动化和效率的问题，产品无疑是最好的证明。嘉格纳的烤盘是由一台压力

高达 400 吨的机器一次性锻造而成的，而不是由身强力壮的铁匠一次次敲击铁锤而来的，因为

这无疑更符合我们对质量的追求。这也是为什么接下来我们还会对烤盘进行人工检查。即便在组装

过程的最后一步——将烤盘装入以精密著称的 Vario 400 灶具——我们仍旧坚持手工安装，因为

任何机械都无法与工匠技艺娴熟的双手和专注品质的双眼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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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为蒸汽烤箱引进独特的

全自动清洁系统

我们不仅毫不吝惜的使用最精良的材质制作产品，更乐于为产品花费大把时间来确保质量，因为

只有对所有零件的性能进行逐一测试，才能让我们真正放心。出厂前，所有烤箱都要一丝不苟的

通过热解自洁系统测试，因为高温是它必须面对的工作环境。尽管这样的测试既耗费时间和能源，

又需要工作人员的持续关注，却是确保用户能够正常使用的唯一办法。因此，即便需要为每个烤箱

额外投入三个小时，我们仍旧坚持在出厂之前为其进行高达 485°C 的严格测试。

对于复杂性较低的冰箱，我们为它花费的测试时间也基本等同于它的制造时间。

每个厂家都会对电器的重要元件进行测试，而我们测试两次。这并不是为了标榜我们的与众不同，

只是因为：越是重要的地方，越需要加倍的苛求才能实现对完美的追求 。

完美，我们对质量的唯一要求



我 们 的 行 事 风 格 并 不 是 为 了 标 榜 自 己 或 是 取 悦 他 人 ，  

而是为了实现完美，这是必经之路。
斯文 · 巴克 (Sven Baacke)，设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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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推出真空抽屉

想要创造出天才的产品，就不能将重任委以庸才。为了激发每个人的灵感，我们将嘉格纳打造成

充满信任与忠诚的乐土， 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言，分享他们的见解。

在我们看来，嘉格纳的每个人都是企业的领导者，他们不仅持续启迪着自己与他人，还用始终

如一的激情迎接每一个结果 。当我们完成了对 EB 333 的最后雕琢，让它的标识焕然一新，生产

线上的所有人全都聚集于此，注视着这件融入了所有人努力的最终成品。

我们对合作伙伴的选择同样非常慎重，这其中也包含着感性因素。我们更倾向于选择专业厨师进行

合作，因为他们的创意往往能够点燃我们的灵感，单纯的名人效应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而自负

总是无益于成功——我们期盼能够实现观点、灵感、和激情的共享，真正用创造惠及彼此。专业

厨师的帮助可以令我们更合理的研发产品、规划未来，我们则会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帮助他们

不断拓展烹饪的可能。当然，在未来，您也可能成为我们伙伴中的一员。

成就我们的力量，来自每一个人

斯文 · 施内 (Sven Schnee)，品牌管理部

我们的角色更像是呵护品牌的双亲，尽管不知道能够得

到什么回报，却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情感和责任建立起的

纽带。品牌拥有自己的生命和前进的能力，我们的责任

是在新的监护人出现之前，好好保护这种 生命力。 



EB 333 图标经过重新构想、更新，

终于发布

改变的能力对于品牌来说格外重要。当然，没有人不关注外界的发展，我们总会在

需要时完成最佳的调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开始随波逐流，也不意味着我们要成为

领袖，我们唯一在乎的，只是努力创造最好的体验。

有时候，为了前进，回顾过去也是一种成长。这款宽达 90cm 的经典烤箱问世于 30 年前，

但至今长盛不衰。我们用了三年创造这款产品，又用了 30 年不断打磨使其趋于完美。

我们从未妥协，反复测试，让时间证明我们的选择。这款经过改造的艺术产品无疑是

我们技艺、品质和追求的最佳代表，因此我们将它命名为 EB 333，以此纪念我们

长达三又三分之一个世纪的光辉历程。它为私人厨房提供了专业级烹饪体验，30 年来

受到无数顶级厨师和热衷烹饪的业余厨师的钟爱。我们也许会调整、改进和更新设计，

但我们永远忠于内心深处的嘉格纳灵魂。

适时回首，才能走向更远的未来

几乎每年，我们都会创造出将近 2500 件全新产品，

它们全部由手工打造而成，每一件都凝聚着我们的

心血。因此，EB 333 不仅是一台烤箱，更是一个不断

实现的宏伟愿望，我们承诺创造出绝无仅有的烹饪杰作，

现在我们离它又近了一步。
伊夫 · 莱布伦 (Yves Lebrun)，产品开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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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创造的是一个品牌，它的寿命也许只有数十年。

如果你创造的是一种文化，它的生命将会长达几个世纪。

我们为嘉格纳的文化而深深自豪。
马提亚斯 · 金瑟姆 (Matthias Ginthum)，董事会成员



在我们看来，厨房不是一个堆满机器、毫无生命的房间，它是人们精神的映射。家庭、温暖、食物、

归属感、地位 . . . 它在不同的人心里有着不同的含义。它可以是一座游乐场、一个安全的港湾、

一种宣言。因此，我们提供的并不是烹饪设备——而是一个足以令人发挥所长的理想烹饪环境，

在这里，任何人都能成为他内心渴望的专业厨师。

我们对微波炉爱恨交织，但现在，它已成为专业厨师必不可少的武器。我们将这种便利变成

嘉格纳的微波烤箱，用以致敬专业厨房 。我们并不在乎您是用它来焙烤鸡肉还是加热小菜，我们

只在乎您盘中的的美食是否达到了最佳状态。

什么是厨房？也许需要重新定义



嘉格纳的迥然有别是超越了产品本身的存在。在这里，触感是一种无需多言的体验，您只需轻轻

一触，便能理解我们在产品质量和设计中耗费的苦心。

即便是同一部电影，每个人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是我们自身经历的差异让它变得如此充满可能。

嘉格纳的产品也是如此。您可以前往我们的任意展厅或活动现场，无论是观察、触碰还是其它

类型的产品互动，您都可以根据自己对厨房的设想来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理想舞台 。我们为您

提供的是拥有无限可能的想象空间。如果您希望得到关于规格和品质的相关数据，我们十分乐于

满足您的需要，但毫无拘束的创造力，才是我们最希望为您提供的东西。拉丝不锈钢打造的外表

足以吸引您的触碰，毫无声息的舱门设计让您忍不住一听再听，蜡烛融合着火焰与木材交织的

古老香气，引领您的视觉和嗅觉一同前往等待开拓的梦想空间。

唤醒感官，只需一次触碰



《新空间》杂志是由嘉格纳自己创办的刊物，内容涵盖了我们烹饪文化中的全部主题，当然，

我们也对建筑、艺术、和设计有所涉猎。它的线上版本名为 “Essays”，可以在官网的主页轻松查看。

Instagram 和 Pinterest 上也有我们准备的嘉格纳专页，您会发现，仅仅是简单的浏览也能带来

别样的乐趣，更不必说它们在厨房中会创造怎样的惊喜了。

我们并不想定义一种理想的烹饪文化，我们只想帮助您

成就自己的理想。
斯蒂芬 · 赫斯勒 (Stefan Hoesle)，传播部



当第一朵火焰在 1683 年的黑森林中熊熊燃起时，工人们还未能预见今天这些里程碑式的创作。

但他们相信卓越和创新，一如我们今日所相信的那样。我们将继续遵循这些理念，为未来的厨房

创造精益求精的解决方案。

漫长的历史教会我们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待问题。 我们并不致力于成为产量惊人的巨型工厂，而是

追求量少质精。因为我们知道，卓越的品质需要等价的时间才能换取。从概念到第一件成品，

其间可能需要五至十年的跨度，但对于我们的宏图伟业而言，这只是九牛一毛。

坚持卓越，这是我们永远的方向

我们并不想变成以产量取胜的巨无霸工厂。我们信奉

量少质精。因为质量需要用时间来换取。
菲利浦 · 基佩尔 (Philipp Kipper)，制造部



随着需求的不断进化，无论您是想节省时间、追求便利、还是注重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都

希望迅速而妥善的为您找到解决方案。当然，我们确实做到了领先一步。我们的 CX 480 电磁灶的

整个灶面都可以作为一个大型烹饪区来使用，无论锅具如何摆放，它都会自动感应识别，并对

食物进行精准加热。我们的洗碗机采用晶蕾技术，可以更加迅速的清洗并烘干所有餐具，减少

对环境影响。我们的产品总是使用最精良的材质，令产品寿命大幅延长，进一步降低碳的排放。

简而言之， 您的一切需要，我们皆已做好准备。

未来就在这里，触手可及



没有人知道未来的 20 年、50 年或 333 年会发生什么，但我们能够肯定的是，人们的愿望将会

与时俱进。烹饪会变成什么样子？口味将怎样发展？我们想要更大的烤箱吗？还是更小的？或者，

我们还需要烤箱来烹制美味佳肴吗？什么才是奢华的全新定义？

也许在未来，根本就没有实体的厨房。也许与拥有美好而令人愉悦的事物相比，更加宝贵的是

分享一种精神 —— 嘉格纳代表的精神，其实这对我们生活的其他领域也影响巨大。我们唯一能够

确定的是，如果厨房仍旧是家庭的心脏，那么嘉格纳就是永远不灭的灵魂。

下一件重要的事



我们长达三又三分之一世纪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但这只是开始  —— 历史流淌过 333 年的光阴，但我们却仍未止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