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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第一
此手冊警告中所含標示有  符號的指示是必須考量的重點，避

免對身體造成重傷，因此，您必須小心閱讀所有指示，並確實

遵守所有指示。

此手冊中的警告

警告
此標示代表的是指示，必須確實遵守，避免發生可能導致身體

重傷或死亡的意外。

重要事項
此標示代表的是指示，必須確實遵守，否則可能導致機械故

障、失效或損壞。

注意事項
此標示代表的是使用產品時實用的提示或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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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零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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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線圈把手
 2. 懸掛點
 3. 停止開關
 4. 油門線
 5. 油門觸發器
 6. 軸管
 7. 旋鈕螺栓
 8. 開機旋鈕
 9. 油箱
 10. 雷管
 11. 吸氣閥桿
 12. 空氣濾清器蓋
 13. 割草機安全罩
 14. 角度傳動
 15. 割草機頭
 16. 刀片
 17. 傳動
 18. 導桿
 19. 鍊鋸
 20. 鍊蓋
 21. 傳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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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格
引擎

類型  ..................................................................................................................... 氣冷式二行程循環汽油

型號  ......................................................................................................................................  Zenoah G26LS

移位  ...................................................................................................................................................  25.4 cm3

最大輸出  .......................................................................  7500/min-1 (rpm) 時 1.1 HP (0.81 kW)

怠速  ................................................................................................................  3000 ±200/min-1 (rpm)

燃油  .........................................................................................................................................  汽油 25: 油 1

 使用市售油 (JASO FB 級油或 ISO-L-EGB 級油)

 汽油 50: 油 1

 使用 ZENOAH 正品油、JASO FD 級油或 ISO-L-EGD 級油

化油器  ..................................................................................................................................  Walbro 隔膜式

火星塞  .................................................................................................................................  NGK BPMR7A

燃油容量  ....................................................................................................................................................... 0.75 L

BC-EX3

整體尺寸 (L × W × H)  ............................................................................. 1845 × 333 × 322 mm

不含配件的淨重  ......................................................................................................................................... 6.0 kg

傳動  ......................................................................................................... 離心式離心機，剛性動力傳動軸

縮減比例  ........................................................................................................................................................  1.462

切割頭旋轉方向  ......................................................................................................... 反時針 (操作員角度)

LRT-EX

整體尺寸 (L × W × H)  ...........................................................................   2300 × 330 × 258 mm

不含配件的淨重  ......................................................................................................................................... 6.4 kg

傳動  ......................................................................................................... 離心式離心機，剛性動力傳動軸

縮減比例  ..............................................................................................................................................................  4.0

切割頭連接

類型  .................................................................................................................................... 前後轉動雙刀頭

齒  ...............................................................................................................................................................  28 齒

週節  .......................................................................................................................................................  30 mm

有效切割長度  .....................................................................................................................................  40 cm

角度調整範圍  .............................................................. 90 度 (從切割連接位置調整軸±45 度)

PS-EX2

整體尺寸 (L × W × H)  ............................................................................. 2065 × 228 × 258 mm

不含導桿和鍊條的淨重   ......................................................................................................................  5.4 kg

傳動  ......................................................................................................... 離心式離心機，剛性動力傳動軸

縮減比例  ...........................................................................................................................................................  0.94

切割頭連接

導桿： 類型  ....................................................................................................... 奧勒岡雙導

 尺寸  .............................................................................................................. 250 mm

鍊鋸： 類型  .............................................................................................  OREGON 25AP

 週節 × 軌距  ........................................................................... 1/4 × 0.050 in

鏈  ...................................................................................................................................................................... 8T

油幫浦  ................................................................................................................................................... 栓塞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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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機器上的符號
為了安全操作並進行維護，機器上已浮雕符號。依據這些指示，請小心不要出錯。

汽油混合加油的進油口
位置：油箱蓋

關閉阻風門方向
位置：空氣濾清器蓋

開啟阻風門方向
位置：空氣濾清器蓋

3. 機器警告標示

請勿改裝機器。
如果您使用改裝割草機或如果您未遵守此手冊所
述的適當使用方式，我們將不提供該機器的保固
服務。

如果警告標示脫落或髒汙無法識別，您應聯絡購
買產品的經銷商，訂購新的標示並將其附著於必
要的位置。

15m (50ft)

 (1) (2) (3) (4) (5) (6) (7)

(1)	操作此機器前請先閱讀所有者手冊。
(2)	配戴頭套、眼罩和耳罩。
(3)	配戴腳套。
(4)	配戴手套。
(5)	小心拋擲出的物體。
(6)	警告/注意
(7)	保持所有兒童、旁觀者和協助者距離機器	15	公尺以外

調整鍊油流方向。
開啟至“+”(順時針)：增加，
開啟至“-”(逆時針)：減少。
位置：位於傳動的上部。

(僅	PS-E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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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仔細閱讀此手冊，直到您完全了

解 並 遵 循 所 有 安 全 和 操 作 指

示。 

2. 隨時保持可取用此手冊，每次發

生問題時，可方便您參考。請同

時注意，如果您有任何此手冊無

法解答的問題，請聯絡購買此產

品的經銷商。

3. 販售、借出或轉移此產品的所有

權時，請務必隨附此手冊。

4. 請嚴禁兒童或無法完全理解此手

冊所載指示的任何人士，使用此

機器。

工作環境

1. 使用產品時，您應穿戴適當的衣

物和防護設備。

(1) 頭盔

(2) 耳罩

(3) 護目鏡或面罩

(4) 厚重的工作手套

(5) 防滑工作靴

2. 您應攜帶：

(1) 連接的工具 

(2) 適當保存的燃油

(3) 備用刀片

(4) 標示工作區的物品 (繩子、警

告標示)

(5) 哨子 (合作或緊急用)

(6) 斧頭或鋸 (移除障礙)

3. 不要穿戴鬆垮的衣物、珠寶、短

褲、拖鞋或赤腳。不要穿戴任何

可能被裝置可移動零件捲入的衣

物。固定頭髮，使其保持在肩膀

以上的長度。

工作狀況

1. 不要在密閉空間或建物內啟動引

擎。廢氣內含危險的一氧化碳。 

5. 安全操作
2. 不要在以下情況使用產品：

a. 地面濕滑或無法保持穩定姿勢

時。

b. 夜間、濃霧或操作區視線受限

且無法清楚觀察工作區的任何

時候。 

c. 暴風雨、雷陣雨、強風或烈風

或天氣狀況讓您無法安全使用

產品的任何時候。

工作計畫

1. 喝酒時、疲倦、睡眠不足、服用

感冒藥後感到頭暈時或會影響判

斷力或無法適當並安全操作產品

的任何時候，請勿使用產品。

2. 規劃工作時間表時，請保留足夠

的休息時間。限制使用產品時

間，每次不要連續使用超過 30 到 

40 分鐘，並在工作間休息 10 到 

20 分鐘。且保持每天工作的總時

數不超過 2 小時。

警告

1. 如果您未遵守工作時間或工作方

式 (請見“使用產品”)，可能會

發生重複性使力傷害（RSI）。

 如果您感到不適、手指或身體任

何部位紅腫，請在惡化前看醫

生。

2. 要避免噪音投訴，一般請在工作

日早上 8 點至下午 5 點間操作，

週末早上 9 點至下午 5 點間操

作。

注意

查詢並遵守當地法規，了解機器操作

的音量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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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啟動引擎時，不要將油門觸發器置於

高速位置。

3. 啟動引擎後，油門完全回到原始

位置時，檢查並確認切割連接零

件停止轉動。如果油門觸發器完

全返回原始位置後，仍持續轉

動，關閉引擎並將裝置攜至授權

的 ZENOAH 服務經銷商進行維

修。

使用產品

重要

請僅切割製造商建議的材料。並僅針

對手冊所述工作使用。

1. 使用雙手緊握把手。雙腿微張 (比

肩膀稍寬)，將體重平均分配到兩

腿，並始終確認維持穩定 (即時工

作時) 的姿勢。

2. 保持切割零件在腰部以下的位

置。 

3. 保持引擎在執行工作所需的速

度，不要將引擎調高到不必要的

高速。

4. 如果裝置開始晃動或震動，關閉

引擎並檢查整台裝置。在修正問

題前，請不要使用裝置。

5. 保持身體所有部位遠離旋轉切割

連接零件和熱表面。

6. 引擎運作中或關閉引擎後不久不

要碰觸消聲器、火星塞或引擎的

其他金屬部份。如果碰觸，可能

會導致嚴重燒傷或被電擊。

啟動引擎前

1. 使用產品的 15 公尺範圍內應被視

為危險區域，任何人不應進入。

如果必要，應在區域周圍使用黃

色警告繩、警告標示。如果兩人

或多人同時進行工作，請務必隨

時小心四週或注意他人的存在或

工作位置，維持每個人間足夠的

距離，確保大家的安全。

2. 檢查工作區的狀況，避免如撞擊

未見障礙，如樹樁、石塊、罐狀

物或破碎的玻璃的意外發生。

重要

開始工作前請移除任何障礙物。

3. 檢查整個裝置，是否有鬆脫的固

定零件和漏油狀況。確認切割連

接零件已適當安裝並固定。 

4. 確認切割連接防護已固定到位。 

5. 始終使用甲冑。啟動引擎前，請

調整背帶，以舒適使用。應調整

背帶，讓左手可固定於腰部，舒

適握住把手。

啟動引擎

1. 保持旁觀者和動物至少距離操做

點 15 公尺以外。如果他人靠近，

請立即關閉機器。 

2. 產品配備離心式離合器，所以在

將油門觸發器置於啟動位置時，

引擎啟動後切割連接零件會立即

旋轉。啟動引擎後，將產品置於

平坦且空曠的地面並緊緊握住，

確保啟動引擎時切割零件或油門

觸發器不會接觸到任何障礙物。

5. 安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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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不要以超過 60 度的角度操作修剪

機，降低操作時被墜落物體擊中

的風險。

警告

使用修剪機靠近或接觸電源線可能會

導致重傷或死亡。

電力可能透過拱架從一點跳接到另一

點，或可能透過潮濕的樹枝傳導。保

持修剪機和任何帶電源的電線至少	

15	公尺。

•	如果有人拜訪

1. 請隨時避免危險狀況發生。警告

成年人保持寵物和兒童遠離該

區。如果接近，請小心。飛濺的

碎片可能導致受傷。

2. 如果工作中有人叫您或打斷您，

請隨時確認在轉頭前關閉引擎。

維護

1. 為了維持產品適當工作指定，請

執行維修並定期檢查手冊中所述

操作。

2. 請隨時確認關閉引擎並在執行任

何維護或檢查程序前，中斷火星

塞連線。

警告

關閉引擎不久後，金屬部份仍可能維

持高溫。

3. 替換切割連接零件或任何其他零

件，或換油或任何潤滑劑時，請

隨時確認僅使用	ZENOAH	產品或

經由	 ZENOAH 	 認證，可在	

ZENOAH	產品使用的產品。

4. 在必須替換任何零件或任何維護

或任何此手冊未載的維修工作

時，請聯絡最近的 ZENOAH 授權

服務經銷商的代表，獲得協助。

5. 請不要使用任何未帶 ZENOAH 標

示和裝置未建議的其他配件或連

接零件。

6. 在任何情況下，請不要拆解產品

或以任何方式改裝。此舉可能導

致產品操作時受損或產品無法正

常運作。

處理燃油

1. ZENOAH 產品的引擎設計可使用

混合汽油，含有高量可燃汽油。

不要在放置鍋爐、火爐、木材火

苗、電火花、焊接火花或任何其

它可能點燃燃油的熱源或火源，

存放燃油桶或加油。

2. 操作裝置時或加油時，請勿抽

菸。

3. 加油時，請始終關閉引擎並讓其

冷卻。請小心觀察四週，加油前

請確認附近沒有火花或明火。

4. 加油時如果潑出，請使用乾布完

全拭去潑灑出的燃油。

5. 加油後，將燃油桶上的燃油桶蓋

旋緊，然後在啟動引擎前，將裝

置置於加油位置的 3 公尺以外。

運送

1. 手提產品時，如果必要，請蓋住

切割零件、提起產品並在移動時

注意刀片。

2. 未清空燃油桶中的燃油時，不要

使用汽車長距離在顛簸路面上載

運產品。如果載運，載運時燃油

可能會從燃油桶漏出。

5. 安全操作
(僅 PS-EX2)

最高

60度

搞定
(OK)

冷卻引擎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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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全操作
1. 在定點完成切割並希望在其他地

點繼續操作時，關閉引擎，提起

裝置並在移動時注意刀片。 

2. 請謹記將防護蓋覆蓋於刀片上。

3. 手提產品時，如果必要，請蓋住

切割連接零件、提起產品並在移

動時注意切割連接零件。

4. 未清空燃油桶中的燃油時，不要

使用汽車長距離在顛簸路面上載

運產品。如果載運，載運時燃油

可能會從燃油桶漏出。

鍊鋸使用者的後座力安全注意事項

警告

• 導桿突出部或尖端觸碰物體或木

材逼近並捏擰切割機的鍊鋸時，

可能發生後座力。某些狀況下，

尖端接觸可能導致快如閃電的逆

反應，並將導桿推回並導向操作

者。沿著導桿上方捏擰鍊鋸可能

會將導桿快速推向操作者。這些

作用可能導致您無法控制鍊條，

並導致人身嚴重受傷。 

• 不要完全依賴內建鍊條中的安全

裝置。身為鍊鋸使用者的您，應

採取多個步驟，保持工作沒有任

何意外或受傷。 

(1) 了解後座力的基本原理時，您可

降低或避免意外發生。意外的驚

奇可能導致意外。

(2) 引擎啟動時，雙手緊握鍊條，右

手在後把手，左手在前把手。使

用大拇指和手指緊握鍊鋸把手。

緊握把手可降低後座力並控制鍊

條。

(3) 確認切割區沒有任何障礙物。不

要將導桿突出部觸及木條、樹枝

或任何其他可能在操作鍊條時被

擊中的障礙物。 

(4) 高引擎速度切割。 

(5) 遵循鍊鋸製造商磨利和維護指

示。

(6) 請僅使用製造商或相等廠商所指

定的替換導桿和鍊條。

警告

• 確認在操作修剪機前正確調整鍊

條和鍊子 (請參見第 13 至 14 頁，

了解調整程序)。不要在引擎運轉

時，嘗試調整鍊條。 

• 操作前，始終確認切割連接零件已

正確安裝並已牢牢固定。

• 不要使用裂開或彎曲的導桿：使

用可用導桿替換並確認適當安

裝。

• 如果鍊鋸在切割時卡住，立即關

閉引擎。將樹枝或木條推開，解

決卡住的問題。

• 拆除消聲器時，不要操作修剪

機。

•	 切割處於張力狀態的長狀物時，

小心不要被彈出的長狀物擊中。

•	 如果擊中外物或如果機器有任何

糾纏物，立即關閉引擎並檢查損

壞狀態。不要操作破損或損壞的

設備。

重要

•	 不要進行任何未經授權的修改或

替換導桿或鍊條。 

•	 沒有任何裝載時，請不要在高 

RPM 時運轉引擎。 

•	 盡量保持修剪機潔淨。保持不要

疲軟的植物、泥巴等附著。

(僅 PS-E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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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設定
包裝內包含圖解的物品。

 (1) 軸管
 (2) 把手
 (3) 螺栓
 (4) 引擎裝置
 (5) 背帶
 (6) 護目鏡
 (7) 內六星(S16/S17) 
  斷頭起子 (T-27)
 (8) 內六星(S13/S19) 
  螺絲起子
 (9) 螺絲起子

 (10) 扳手
 (11) 扳手
 (12) 桿
 (13) 所有者手冊
 (14) 割草機頭
 (15) 軸管
 (16) 所有者手冊
 (17) 墊片
 (18) 切割附件安全罩
 (19) 導裙
 (20) 所有者手冊

 (21) 軸管
 (22) 切割裝置
 (23) 刀蓋
 (24) 導桿蓋
 (25) 所有者手冊
 (26) 導桿
 (27) 鍊鋸
 (28) 軸管
 (29) 把手
 (30) 夾鉗
 (31) 螺絲

EXZ2610DL-PUO

BC-EX3

LRT-EX

PS-EX2

5

6

7 8

9

1211
10

13

3

4

21

14 15

17

18 19

23
22

21

28

29

30
31

2726

24

20

1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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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機器

1. 將軸管推向離合器殼並用手旋轉，檢查動力傳動軸是
否已與齒輪嚙合。

2. 將動力傳動軸插入離合器殼直到底，並對齊離合器殼
和軸管上的定位孔並安裝螺絲。如果無法嚙合，稍微
扭轉引擎。

3. 使用兩顆螺絲牢固固定夾鉗。

重要

旋轉逐步上緊螺絲

連接油門線
1. 拆下空氣濾清器蓋。
2. 連接油門線尾端到化油器頂端的接合點。

插入纜線到調整
器底端

完全停止器

調整器

怠速調整器

1. 連接油門線到化油器。插入纜線到調整器底端。
2. 握住油門桿，確認化油器的“停止器盤”移動並與怠

速調整器”接觸，且化油器“轉臂”移動並與“完全
停止器”接觸。

連接開關線
• 在引擎和主機間連接開關線。配對相同顏色的線。

懸掛點

注意

將懸掛點置於箭號的位置。

安裝把手
(僅 BC-EX3、LRT-EX)

注意

箭號間放置把手。

• 將把手安裝到軸管和懸掛點上對您而言舒適的位置。

(僅 PS-EX2)

• 插入把手到軸管
• 使用螺絲固定夾鉗。

接合點連接

旋鈕螺栓

• 插入連接零件到主軸。
• 固定旋鈕螺栓。

6. 設定

箭號

懸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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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設定 (僅 BC-EX3)

安裝切割頭的切割附件安全罩
• 在安全罩和軸管間插入墊片時，使用螺栓連接切割附

件安全罩和軸管。

安裝切割頭

1. 鎖定齒輪軸時，插入提供的工具到角度傳動上的上部
支架，鬆開並拆除六角螺母（左旋的）。

2. 在切割頭上，將齒輪軸擰緊到支架上。用手擰緊固
定。

背帶

警告

使用機器時，始終配戴提供的背帶！
始終確定機器牢固勾住背帶。
如果沒有，您將無法安全控制機器，並導致自己或他人受
傷。
請勿搭配故障的快速釋放或任何其他損壞機器使用背
帶。

如何穿戴
1. 請勿搭配扭帶穿戴提供的背帶，並將掛架置於右側。

(1)

(1) 掛架

平衡裝置
1. 將機器勾在掛架上。
2. 調整背帶的扭帶，在呈正常工作站姿時，刀片與地面

平行，讓您以最具效率和最舒適的姿勢操作機器。
3. 為避免掛架位置在操作時移動，從帶扣上收起多餘的

部份。

4. 正確調整時，檢查背帶“快速釋放”是否正確運作。

快速釋放
背帶配備“快速釋放”裝置。在緊急情況下要釋放機器，
請遵循以下所述程序。

警告

確認操作機器前，檢查快速釋放裝置是否正常運作。
確認使用快速釋放時，穩固握住裝置。

使用左手穩固握住裝置時，按下帶扣兩側。

(1)

(1) 帶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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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設定 (僅 LRT-EX)

連接切割機

(1) 管
(2) 傳動
(3) 螺絲孔
(4) 螺絲
(5) 固定螺栓

1. 卸下傳動底端的螺絲。
2. 插入管道底端到傳動。
3. 對齊傳動底端的孔到管上螺絲插入的孔，並將螺絲旋

緊。
4. 使用扳手，旋緊提供的螺絲，固定傳動。

平衡裝置
1. 穿上背帶並連接裝置到背帶。
2. 依據您的工作姿勢，向上或向下滑動夾鉗，直到裝置

達到平衡且背帶服貼體型。

連接修剪機

(1)

(3)

(4)
(2)

(5)

(1) 管
(3) 螺絲孔
(5) 螺栓

(2) 傳動
(4) 固定螺栓

1. 卸下傳動底端的螺栓。
2. 插入管道底端到傳動。
3. 對齊傳動底端的孔到管上螺栓插入的孔，並將螺栓旋

緊。
4. 使用扳手，旋緊提供的螺栓，固定修剪機。

標準包裝包括以下物品。

(1) 導桿 (2) 鍊鋸 
(3) 傳動 (4) 鏈輪
(5) 鍊張力調整螺絲 (6) 螺母
(7) 鍊張力調整螺母 (8) 鍊蓋

如下安裝導桿和鍊鋸到傳動。

警告

鍊鋸邊角非常鋒利。使用防護手套以策安全。	

1. 鬆開螺母並卸下鍊蓋。
2. 安裝導桿，然後在導桿和鍊輪四週安裝鍊鋸。

6. 設定 (僅 PS-EX2)

 02-EX2600_CN_cs5_二.indd   13 17/04/14   18:11



CN-14

EX2600

6. 設定 (僅 PS-EX2)

警告

注意鍊鋸的正確方向。	

3. 安裝鍊張力調整螺母到導桿下方的孔，然後安裝鍊蓋，
並徒手旋緊安裝螺母。

(1) 孔
(2) 移動方向
(3) 鍊蓋 

(1)

(2)

(3)

4. 旋轉鍊張力調整螺絲，直到緊帶剛好接觸縱桿底端，
調整鍊張力。

(1) 鍊張力調整螺絲 
 (a) 鬆開
 (b) 旋緊 

(1)

(a)

(b)

5. 舉起桿尾端時，旋緊安裝螺母 (扭距：8.9 - 11.7 
N.m./90 - 120 公斤-公分)。然後檢查鍊鋸是否可順暢
轉動，且徒手移動時張力是否正確。如果必要，重新
調整。

(1)
(1) 旋緊

警告

請務必維持適當的鍊張力。如果張力不適當，可能導致快
速磨損導桿或容易掉鍊。尤其是使用新的鍊時，第一次使
用應充份擴張，進行良好維護。

平衡裝置
1. 穿上背帶並連接裝置到背帶。
2. 依據您的工作姿勢，向上或向下滑動夾鉗，直到裝置

達到平衡且背帶服貼體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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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容器外清楚標示，避免與汽油或其它容器混淆。
6. 在容器外標示內容，以清楚辨識。

■	裝置加油
1. 旋開並卸下油箱蓋。將蓋子放在無塵之處。
2. 將燃油倒入油箱直到達到容量 80% 滿。
3. 旋緊油箱蓋並拭去裝置旁潑灑出的燃油。

警告

1.	選擇平坦的空地加油。
2.	啟動引擎前，將裝置從加油處至少搬至	10	英呎	(3	公

尺)	以外之處。
3.	加油前，請關閉引擎。加油時，請確定充分攪拌容器

中混合的汽油。

■	為了延長引擎壽命，請勿：
1. 未含油脂的燃油 (原油)加油，這可能導致引擎內部零

件快速損毀。
2. 乙醇汽油 - 可能導致橡膠和/或塑膠零件退化並干擾引

擎潤滑作用。
3. 4 行程引擎使用的油 - 可能導致火星塞結垢、廢氣排

放口堵塞或活塞環沾黏。
4.	超過一個月或以上未使用的混合燃油可能導致化油器

堵塞並導致引擎無法正常運作。
5. 要長期存放產品時，請在用完後，清潔油箱。然後，

啟動引擎並清空合成油的化油器。
6. 廢棄使用後的混合油容器時，只將其廢棄於授權的存

放處。

注意

如需品質保證的詳細資料，請仔細閱讀〈有限保固〉一節
所述。此外，正常磨損和替換功能未受影響的產品零件
時，不提供產品保固。同時，請小心，如果未遵守指示手
冊此處所述的使用方式，如混合汽油等，可能導致保固失
效。

■	鍊油
全年使用機油 SAE #10W-30 或夏天時使用 #30 ~ #40
，冬天時使用 SAE #20。

注意             

不要使用可能導致油幫浦損壞的廢棄油或再生油。

7. 燃油和鍊油
■	燃油

警告

•	 汽油是易燃物。請避免在燃油附近抽菸或將火焰或火
花靠近燃油。請確認為裝置加油前，確實關閉引擎並
讓其冷卻。選擇在室外空地加油，並在啟動引擎前，
將其從加油處移動至少	3	公尺	(10	英呎)	遠。

• Zenoah 引擎使用為氣冷 2 行程汽油引擎使用專門配方
的潤滑油潤滑。如果沒有 Zenoah 油，使用明確標示
供氣冷 2 行程引擎使用的抗氧化增質油 (JASO FD 級
油或 ISO-L-EGD 級)。

• 不要使用 BIA 或 TCW (2-衝程水冷類型)混合油。

■	建議混合比例
	 汽油	25:	油	1
	 使用市售油	(JASO	FB	級油或	ISO-L-EDG	級油)	時
	 汽油	50:	油	1
	 使用	Zenoah原廠正品油、JASO	FD	級油或	ISO-L-EGD	

級油
•	 在未增加任何額外主要硬體或在燃燒時未使用任何額

外材料，廢氣排放會受到引擎基本參數和元件的控制	
(如化油、點火時間和排放時間)。

• 這些引擎經認證可使用無鉛汽油操作。
• 請確認使用辛烷值最小為 89RON 的汽油 (美國/加拿

大: 87AL)。
• 如果使用比規定更低階的辛烷值汽油，引擎溫度可能

會上升，而如活塞鎖死的引擎問題可能會發生。
• 為了健康和環境，建議使用無鉛汽油，減少對空氣的

汙染。
• 低質汽油或油可能會損壞密封環、燃油線或引擎燃油

箱。

■	如何混合燃油

重要

•	 注意攪拌狀況。

1. 量出要混合的汽油和油量。
2. 將部份汽油放入乾淨且核准的燃油容器中。
3. 將所有油倒入並充分攪拌。
4. 倒入剩下的汽油並至少再次攪拌一分鐘。因為一些油

可能因其成分而難以攪拌，引擎要維持更長的使用壽
命則必須充分的攪拌。請小心，如果攪拌不充份，可
能會異常攪拌不足，導致過早發生活塞鎖死的風險升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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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引擎

警告

切割連接零件在引擎啟動時會開始轉動。

1. 將燃油加入油箱並旋緊油箱蓋。

(1)

 (僅 PS-EX2) 將鍊油加入油箱，然後也旋緊油箱蓋。

(1) 燃油     (2) 鍊油

2. 將裝置置於平坦堅固的表面。保持切割頭遠離地面且
週遭物體清空，因為啟動引擎後切割頭會立即旋轉。

3. 推動雷管數次，直到燃油溢出，清空油管。

4. 移動吸氣閥桿到關閉位置。

(1) 吸氣閥桿     (2) 關閉     (3) 開啟

(2)

(3)

(1)

8. 操作
5. 設定停止開關為“運轉”位置。將裝置置於平坦堅固

的表面。保持切割頭週邊淨空。

(1)

(3)

(a)

(b)

(2)

(1) 停止開關
(2) 運轉
(3) 停止

(a) 閉鎖桿
(b) 油門觸發器

6. 緊握裝置時，快速拉扯啟動器繩，直到引擎啟動。

警告

產品配備化油離合器，所以將油門觸發器置於啟動位置
時，在啟動引擎時，切割連接零件會開始旋轉。啟動引擎
時，將產品至於平坦空曠的地面上，並穩握裝置，確保切
割連接零件或油門觸發器不會在引擎啟動時接觸到任何障
礙。

重要

• 避免將繩拉扯到底或釋放把手將其回歸。此舉可能會
導致啟動器發生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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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向下移動吸氣閥桿，開啟吸氣閥。並重新啟動引擎。

(1) 吸氣閥桿     (2) 關閉     (3) 開啟

(2)

(3)

(1)

8. 開始操作前，讓引擎加溫數分鐘的時間。

注意

1. 關機後立即重新啟動引擎時，保持吸氣閥開啟。

2. 過度吸氣可能會因有過多燃油，導致難以啟動引擎。
多次嘗試後仍無法啟動引擎時，開啟吸氣閥並重複拉
扯繩子，或移除火星塞並進行乾燥。

關閉引擎

1. 放開油門觸發器並讓引擎運轉半分鐘。

2. 將停止開關移動到“停止”位置。

重要

• 除非發生緊急事件，避免拉扯油門觸發器停止引擎。

重要

• 在停止開關未能停止時，移動吸氣閥桿到關閉的位
置。

(1)

(1) 吸氣閥桿

調整油門線
• 在化油器端測量時，油門線 (2) 的常態演線 (1) 為 1 

到 2 公釐。順時針或逆時針轉動纜線調整器 (3)，取
得常態演線。之後，鎖緊螺母 (4)，鎖定纜線調整
器。 

(1)
(3)

(2)
(4)

(1) 常態演線：
(1 到 2 公釐 
(0.04 英吋))

(2) 油門線
(3) 纜線調整器
(4) 螺母

調整怠速

(1)

(1) 怠速調整器

1. 引擎在怠速模式，但卻容易停止運轉時，順時針轉動
調整螺絲。

2. 放開油門觸發器後，切割頭持續打轉時，逆時針轉動
調整螺絲。

注意

• 調整怠速前，先熱機。

8.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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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工作	(割草機頭使用)

警告

1.	始終配戴如護目鏡的護眼裝備。永遠不要傾斜正在旋
轉中的切割附件。石子或碎片可能飛入眼中和臉上，
導致嚴重的個人傷害。

2.	裝置運轉時，保持切割附件安全罩隨時定位。

修剪草皮和野草
• 始終謹記線端可切割。您可藉由不要匯集線條置切割

區，達到更好的效果。允許裝置以自身的速度工作。

1. 握取裝置，讓刀頭離開地面並朝切割方向傾斜大約 20 
度角。

2. 您可從左至右切割，避免碎片拋擲而出。

3. 以刻意緩慢的動作，切割較茂密的部份。切割動作的
速率會依據要切割的材料而定。茂密部份與稀疏部份
相較，需要較為緩慢的動作。

4. 不要過於用力搖擺裝置，因為您可能會處於失去平衡
或失去裝置控制的危險。

5. 嘗試利用臀部而非完全使用手臂和手控制切割動作。

6 採取預防措施，避免軸頭附近包覆線頭、草和枯萎、
乾萎、長莖的草。這些物體可能導致軸頭停滯並導致
離合器滑動，如果頻繁重複，可能導致離合器系統損
壞。

調整繩長
• 您的割草機配備半自動式的尼龍繩頭，讓操作者不需

關閉機器就可推進線頭。繩子變短時，引擎全速運轉
時，將繩頭輕敲地面。

• 每次撞擊繩頭時，線會推進 25 公釐。為了達到更好
的效果，在空地或硬泥地上輕敲繩子。避免在厚實且
高聳的草地上撞擊，因為引擎可能會因過載而停機。

• 使用尼龍繩頭時，將右繩和左繩保持相同長度。
 (使用尼龍繩頭時，確實安裝正版 Zenoah 切割附件安

全罩。)
• 如果右繩和左繩長度不同，會失去尼龍繩頭平衡，導

致機器過度震動和產品損壞。

• 使用尼龍繩頭時，如果感到震動加劇或軸管震動，立
即停止操作，檢查以下零件並修正任何問題。

 右繩和左繩的長度明顯不同。
-->讓兩條繩長度相同。
 護蓋已卸除。
-->確實牢固安裝。
 外殼有裂縫或損壞
-->替換損壞的零件。

• 修復後如果震動仍持續或無法找出異常的原因，聯絡
當地授權 Zenoah 經銷商進行維修。

• 軸管仍震動時，請勿繼續操作裝置。

8. 操作 (僅 BC-E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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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刀片
依據要割除的物體，選擇適當建議的切割附件。 

• 替換刀片時，請確認使用 Zenoah 認證的產品。

警告

磨利、移除或重新連接刀片時，確實配戴厚重的手套並僅
使用適當的工具和設備，避免受傷。

設定

(1)

(2)

(1) 護蓋：3540-13283
(2) 支架：6019-13250 (附件)

1. 完全分離割草機頭配件。

2. 放置刀片，將標示的一端面向支架，放置於外支架，
並使用刀片螺母旋緊刀片。

重要

為了安全的操作，更換環型把手為 J 型把手。

(2)(1)

(1) 托架：3583-14101
(2) J 型把手：6367-14200

8. 操作 (僅BC-EX3可選擇刀片使用)

切割器應用表

9˝ 8-齒:
6298-15343

 

 

 

9˝ 4-齒:
6298-14243

 

 

 

割草機頭
848-BU3-6914

 

 

茂盛的
雜草

稀疏的
雜草

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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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引擎
請參閱〈5. 安全操作〉(第 7 到 9 頁) 和〈8. 操作〉(第 
16 到 17 頁)。

警告

產品配備化油離合器，所以將油門觸發器置於啟動位置
時，在啟動引擎時，切割附件會開始旋轉。啟動引擎時，
將產品至於平坦空曠的地面上，並穩握裝置，確保切割附
件或油門觸發器不會在引擎啟動時接觸到任何障礙。

切割方式
a) 使用左前端切割。

b) 稍偏左側時，從右到左導引。

c) 在空曠區域除草時，從左側開始工作，避免切割的草
皮干擾。

d) 如果引擎速度過慢，或刀片切割草皮過深時，刀片可
能被纏住。依據物體狀況，調整引擎速度和切割深
度。

警告

•	 如果草皮或其他物體被捲入刀片或如果裝置開始震動，
關閉引擎並檢查整台裝置。如果已經損壞，請更換刀
片。

•	 檢查刀片並清理捲入的物體前，關閉引擎並確認刀片
已完全停止。

操作
1. 檢查螺栓是否鎖緊，並確認螺栓沒有故障且沒有磨

損。

2. 依據指示，確認刀片和支架已鎖緊，且刀片可順暢旋
轉，沒有異常噪音。

警告

•	 旋轉的零件未正確鎖緊可能導致操作員嚴重的意外。
•	 確認刀片沒有彎曲、翹起、裂開、破損或損壞。
•	 如果發現刀片有任何問題，請丟棄並使用新的且通過	

ZENOAH	認證的刀片替換。

使用背帶時，將裝置掛在右側。調整背帶長度，讓切割頭
與地面平行。

8. 操作 (僅BC-EX3可選擇刀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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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確實穿戴背帶和切割附件安全罩。如果沒有使用，滑倒或
失去平衡時可能非常危險。

警告

控制刀片反彈
刀片推力可能導致嚴重傷害。請仔細研究此節。理解什麼
原因導致刀片推力、如何降低刀片推力的機會且如果發生
刀片推力時，您如何可控制裝置，將非常重要。

1. 導致刀片推力的原因：
• 移動刀片接觸到無法切割的物體時，刀片推力會發

生。接觸時會導致刀片突然停止，然後突然開始移
動，或從碰觸的物體“彈出”。操作員可能失去對
裝置的控制，如果刀片接觸人體任一部分，刀片可
能導致操作員或附近的人嚴重受傷。

2. 如何降低發生刀片推力的機會：
a. 了解刀片推力可能會發生。了解並知曉此等反彈

力，您可降低發生意外的機會。
b. 僅切割含纖維的雜草和草皮。不要讓刀片接觸無法

切割的物體，如堅硬的木質藤蔓和灌木或石頭、圍
籬、金屬等。

c. 如果您必須清理無法清楚看見刀片是否接觸物體的
地區，如茂密的雜草區，請特別小心可能發生的反
彈。

d. 保持刀片鋒利。鈍鈍的刀片可能增加反彈力發生的
機會。

e. 避免過於快速餵入刀片。如果刀片餵入速度比切割
速度快，刀片可能從切割的物體彈開。

 f . 僅從右側向左切割。
g. 在切割路徑保持切割物體和其它碎片的淨空。

3. 您如何保持最佳控制：
a. 使用雙手握緊裝置。緊握裝置可抵銷彈力。將右手

和左手完全握住當側的把手。
b. 保持雙腳微開，呈舒服的姿勢，但考量可能發生反

彈的機會。不要過度伸張。保持雙腳穩穩站立和平
衡。

維護
刀片
• 檢查刀片和旋緊零件是否鬆脫、裂開或彎曲。
• 檢查刀鋒，並使用扁銼，重新磨利。
點：

鋸片

8	齒刀片

4	齒刀片

R1	~	1.5	mm
R	.04	in

1.9	~	2.2	mm
.08	in

R2	~	3	mm
R	.09	in

R3	~	4	mm
R	.13	in

1	~	2	mm
.01	in

R2	~	3	mm
R	.09	in

R4	~	5	mm
R	.18	in

3	~	4	mm
R	.13	in

1. 保持底角鋒利。
2. 使用圓銼，磨圓刀鋒底部。
3. 使用磨床時，不要用水。

重要

• 建議應由專業人士進行磨利。
• 磨利鋸片時，請交由專業人士。

移動裝置
• 在定點完成切割並希望在其他地點繼續操作時，關閉

引擎，抬起裝置並在移動時注意刀片。
• 請謹記將防護蓋覆蓋於刀片上。
• 長距離移動裝置時，卸下刀片並使用繩索繫緊。

8. 操作 (僅BC-EX3可選擇刀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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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產品配備非常鋒利的刀片，未適當使用這些刀片可能非常
危險，而未適當處理時，可能導致意外發生，進而造成受
傷或死亡。因此，使用割草機時，您應始終小心遵循以下
指示。

• 不要以刀片指向他人的方式緊握割草機。
• 割草機引擎運轉時，不要將刀片靠近身體。
• 變換刀片角度、移除卡在刀片內的樹枝前，或近距離

靠近刀片前，請確實關閉引擎。
• 使用割草機時，請始終穿戴皮製或其他堅固材料製成

的工作手套。
• 不使用時，始終將割草機隨附的刀片防護蓋蓋住刀

片。
•	 掉落的樹枝可能掉落在臉上或進入眼中，導致受傷、

刮傷和割傷，因此，使用割草機時，您應始終配戴頭
盔和防護面罩。

重要

可使用此割草機切割的樹枝厚度最厚大約為 3/16" (5 公
釐)。不要嘗試切割比此厚的樹枝，此舉可能導致割草機
損壞。

調整切割刀片角度

(1) 夾鉗桿
(2) 傳動

鬆開

旋緊

1. 停止引擎。

2. 逆時針旋轉位於傳動上方的螺栓，鬆開螺栓。

3. 調整刀片的角度到適當的角度，然後固定螺栓到定
位。

檢查供油	
啟動引擎後，以中速運轉鍊子，並了解鍊油是否散開，如
圖所示。

(1) 鍊油

注意

油槽有足夠的容量，可提供約 40 分鐘的切割時間 (設定
為最低流速，或將油箱加滿)。確認為鋸加油時，每次都
將油箱加滿。

調整油流速

警告

引擎運轉時不要將油加到油槽或調整注油壺。

重要

油流速提高時將加速油的耗損，必須更頻繁地檢查油槽。
要確認有足夠的潤滑，可能需要比在油箱加油時更頻繁檢
查油量。

導桿和鍊條會在鍊條旋轉時，自動由運轉的幫浦進行潤
滑。幫浦的出場設定為最低流速，但可實地進行調整。切
割如木頭或有很多木結的木頭時，可能需要時常暫時提高
油流速。

8. 操作 (僅 LRT-EX) 8. 操作 (僅 PS-E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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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操作 (僅 PS-EX2)

如下調整幫浦:
1. 停止引擎並確實將停止開關切換到「關閉」位置。

(a)

(b)

(c)30°

30°

2. 使用螺絲起子，轉動油流速調整螺絲到想要的方向。

(a) 順時針油流速增加
(b) 逆時針油流速降低 
(c) 中等

警告

•	 使用修剪機時，請始終穿戴工作用的皮製或任何其他
堅固材料製成的手套。

•	 掉落的樹枝可能掉落在臉上或進入眼中，導致受傷、
刮傷和割傷，因此，使用修剪機時，您應始終配戴頭
盔和防護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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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維護

系統/元件 程序 使用前
每 
15 

小時後

每 
25 

小時後

每 
50 

小時後

每 
100 

小時後
注意

引
擎

燃油漏出、燃油潑灑 擦拭 ✔

油箱、空氣濾清器、燃油濾
清器

檢查/清潔 ✔ ✔ 如果必要，進行替換

怠速調整器
參見調整怠速 (第 
17 頁)

✔
如果必要，更換化油
器

火星塞
清結和重新調整塞
距

✔

距離：0.025 英吋 (0.6 
到 0.7 公釐)
如果必要，進行替換

進氣冷卻通風口 清潔 ✔

軸

油門觸發器 停止開關 檢查操作 ✔

切割附件
如果發生問題，進
行替換

✔ BC-EX3, LRT-EX

傳動
抹油 ✔ BC-EX3

抹油 ✔ LRT-EX

螺絲/螺母/螺栓 旋緊/替換 ✔ ✔ 非調整螺絲

切割附件安全罩 確認確實連接 ✔ 僅BC-EX3

切
割

裝
置

注油口 清潔 ✔ 僅PS-EX2

導桿 清潔 ✔ 僅PS-EX2

鏈輪 檢查/替換 ✔ 僅PS-EX2

鍊鋸 檢查/磨利 ✔ 僅PS-EX2

燃油濾清器
• 引擎缺少燃油時，檢查燃油蓋和燃油濾清器是否堵

塞。

(1)(1) 燃油濾清器

警告

•	 執行任何機器維護前，確認引擎已停止且已冷卻。接
觸移動的切割頭或熱消聲器可能導致受傷。

空氣濾清器
• 如果空氣濾清器堵塞，可能降低引擎效能。檢查，如

果必要，使用溫的肥皂水清潔濾清器。如果該零件破
損或縮水，使用新的零件進行替換。

(1)

(1) 空氣濾清器

 02-EX2600_CN_cs5_二.indd   24 17/04/14   18:12



CN-25

EX2600

C
N

火星塞
• 髒汙的火星塞時常會導致啟動故障和未點火的問題。

清潔火星塞並檢查塞距是否在正確的範圍內。如果要
替換火星塞，請使用 ZENOAH 指定的正確類型。

0.6 ~ 0.7mm

• 替換的火星塞是NGK BPMR7A。

重要

• 請注意任何指定類型以外的火星塞可能導致引擎無法
正常運轉或引擎過熱或損壞。

• 要安裝火星塞，請轉動火星塞，直到轉緊為止，然後
使用套筒扳手旋緊超過四分之一圈。

旋緊扭距：
9.8 ~ 11.8 N.m.
(1 ~ 1.2 kg.m.)

消聲器

警告

•	 定期檢查消聲器是否鬆脫、損壞或磨損。如果發現廢
氣漏出的跡象，停止使用機器，並立即帶往維修專門
處進行維修。	

•	 請注意如果未遵守，可能導致引擎起火。

進氣口冷卻通風口

警告

•	 使用	25	小時後，檢查進氣口冷卻通風口以及汽缸翅
片週圍區域是否有堵塞，並移除任何黏著在機器上的
廢棄物。

9. 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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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 如果廢棄物卡住並導致進氣口冷卻通風口堵塞，可能
導致引擎過熱，並進而導致割草機零件機械故障。

(1)
(1) 進氣口冷卻通風口 (背面)

■	定期維修點
1.	汽缸翅片
定期前往維修專門處檢查並清潔汽缸翅片。

9. 維護 9. 維護 (僅 BC-EX3)

續補割草線
1. 要替換割草線，使用直徑 2.4 公釐 (0.095 英吋) 的線。

捲軸在 10 公分 (4") 頭可容納最長 6 公尺 (20 英呎) 
的線。避免使用較粗的線，因為可能降低割草效能。 

警告

•	 為安全考慮，不要使用金屬增強的線。

2. 捏擰捲軸殼兩端的開槽區，脫鉤底蓋。
3. 取出捲軸並取出老舊的線。將新的線穿過捲軸孔並持

續拉扯，直到長度在線兩端的長度相等。
4. 以如捲軸所示的正確方向，捲起線。
5. 在捲軸邊的槽中，勾住線的兩端，然後穿過外殼上的

眼孔。確認彈簧和墊圈已放入定位。
6. 握住捲軸靠近外殼時，拉扯線的兩端，從槽中放開

線。
7. 在底蓋上排列槽與外殼的掛勾，抵住外殼按住護蓋，

直到聽到喀擦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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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維護 (僅 BC-EX3)

角度傳動

• 會使用多功能的鋰潤滑油脂在角度傳動潤滑減速器。
使用後每 25 小時施用新的潤滑脂，或依據工作狀況，
更頻繁施用。

• 安裝新的潤滑脂以取代舊的潤滑脂前，移除油嘴對面
的螺栓。

刀片

• 加油或休眠時，可利用時間潤滑刀片。
• 如果上下刀片間有間隙，遵循以下的程序進行調整，

讓它們可更緊密吻合。

(1) 上刀片    (2) 下刀片

1. 如圖鬆開鎖定螺母 (A)。
2. 完全鎖緊螺絲 (B)，然後向後旋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

一。
3. 握住螺絲進行固定時，鎖緊鎖定螺母。
4. 檢查以確認平板墊圈 (C) 足夠鬆脫，按住就可使用手

指進行轉動。

注意

旋緊螺絲過緊可能導致刀片無法移動。相反地，未將螺絲
旋緊可能導致割草機刀片過鈍，導致樹葉和樹枝被捲入割
草機刀片中。

快速提示

如果刀片磨損過於嚴重，無法縮短刀片間的間隙，您應聯絡購買 

ZENOAH 割草機的授權 ZENOAH 服務經銷商，重新磨利刀片或

進行替換。

傳動	
會使用多功能的鋰潤滑油脂在角度傳動潤滑減速器。
使用後每 25 小時施用新的潤滑脂，或依據工作狀況，更
頻繁施用。
加入潤滑油時，使用油脂槍將潤滑油加入位於傳動上的三
個油嘴。

(1) 潤滑脂嘴

9. 維護 (僅 LRT-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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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油口	
卸下導桿並檢查注油口是否堵塞。 

(1)

(1) 注油口

導桿	
清除導桿槽上和注油口的鋸末。

(1) 溝槽    (2) 注油口

(類型：鏈輪突出部)
從導桿頂端的進料口潤滑鏈輪突出部。

(1) 進脂口    (2) 鏈輪

導桿軌應始終呈方型。檢查導桿軌的磨損狀況。套用量尺
到桿上和切割器外側。如果發現其間有間隙，則導桿軌屬
於正常狀況。否則，導桿軌已經磨損。導桿需要進行修正
或替換。

(1) 量尺  (2) 間隙 
(3) 沒有間隙  (4) 鍊傾斜

驅動鍊輪
定期檢查驅動鍊輪的磨損程度。
如果磨損太嚴重，請進行替換。

(1)(1) 驅動鍊輪

其他
檢查是否有燃油漏出和固定零件鬆脫或重要零件損壞，特
別是外殼接合點和導桿安裝。如果發現任何缺陷，確實在
操作前進行修復。

9. 維護 (僅 PS-E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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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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鍊鋸

警告

始終保持切割器鋒利對於順暢和安全的操作是非常重要
的。

您的切割器需要在以下時機進行磨利：
• 鋸末變成粉狀。
• 需要額外施力才可割鋸。
• 切割行徑不筆直。
• 震動度提高。
• 燃油消耗提高。 

切割器安裝標準：

警告

請務必穿戴安全手套。

進行銼磨前：
• 確認穩固固定鍊鋸。
• 確認引擎已停止。
• 為您的鍊子使用適當大小的圓銼。 

 鍊型 : 25AP
 銼的尺寸 : 5/32 in (4.0 mm)

將圓銼置於切割器上，並直線前推。
如圖保持銼磨位置。

每次安裝切割器後，檢查扭距深度，並如圖將其銼磨至適
當程度。

0.25" (0.65 mm)

(1) 適當的扭距檢查工具
(2) 讓肩部圓滑
(3) 深度扭距標準

警告

確認磨圓前鋒，降低彈回或繫帶斷裂的機率。

如圖所示確認每個切割器長度和刀鋒角度相同。

(4) 切割器長度  (5) 邊板角度
(6) 圓銼角度 (7) 頂板切割角度

9. 維護 (僅 PS-EX2)

10. 存放
燃油置放過久是引擎啟動故障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存放裝
置前，清空油箱並運轉引擎，直到油線和化油器所剩燃油
耗盡。在室內存放裝置，並採取必要步驟防止繡蝕。

11. 廢棄
• 廢棄機器時，不要拆解機器。
• 廢棄機器、燃油、油料時，確認您遵循當地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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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啟動失敗

	 檢查專案	 	 可能原因	 	 調整措施

 油箱 → 不正確的燃油類型 → 排空並使用正確燃油類型

 燃油濾清器 → 燃油濾清器堵塞 → 清潔

 化油器調整螺絲 → 超出正常範圍 → 調整為正常範圍

 火星 (沒有火星) → 火星塞髒汙/潮濕 → 清潔/乾燥 

  → 塞距不正確 → 矯正塞距 (距離：0.6 到 0.7 公釐)

 火星塞 → 中斷連線 → 重新旋緊

案例2. 引擎啟動但無法持續運轉/難以重新啟動

	 檢查專案	 	 可能原因	 	 調整措施

 油箱 → 不正確燃油或過舊的燃油 → 排空並使用正確燃油類型

 化油器調整螺絲 → 超出正常範圍 → 調整為正確範圍

 消聲器，汽缸 (排氣口) → 堆積炭 → 諮詢維修專門處

 空氣濾清器 → 灰塵堵塞 → 空氣吹或清洗

 汽缸翅片、風扇蓋 → 灰塵堵塞 → 諮詢維修專門處

裝置可能需要進一步維修時，請諮詢您所在地的 ZENOAH 服務店。

12. 故障處理指南

有限保固
如果在適用保固期內且正常操作狀況下，產品發生任何故
障，ZENOAH 授權經銷商將免費更換或維修故障零件。

保固期限：一般使用購買後六 (6) 個月保固期限受到 12 
個月的生產月限制。(如果用作租賃，則為 30 天)

購買者應負擔寄送裝置至或寄送裝置回 ZENOAH 的運送
費用。

如果由 ZENOAH 執行偵測，購買者不應負擔決定保固零
件是否故障的偵測費用。

購買者或所有者應附則所有者/操作者手冊中所載製造商
定義必須進行維護效能。

未訂立保固零件替換時間表以進行必要維護，或僅預定時
間進行修復效果的檢查，或在保固期應提供「視需要替
換」零件保固。任何定力保固零件替換時間表以進行必要
維護的零件，應在該零件第一個替換點的時間提供保
固。

非保固維護或維修期間，應使用任何效能和耐用性對等的
替換零件，且不應減少公司的保固義務。

尚在保固期間的保固零件故障導致其它引擎元件的損壞
時，公司應付賠償責任。

因疏忽所有者/操作者手冊上所列適當使用和適當維護裝
置、意外不當處理、改造、濫用、不適當進行潤滑、使用
任何非公司指定的零件或配件，或公司不可抗力的任何原
因，不適用保固。

保固不保障正常磨損更換零件或外觀無害的更換零件。

沒有任何其他明示的保固。

任何暗示保固受限於有限保固的期間。此外，此有限保固
替代任何其他所有明示或暗示保固，包括任何特定目的或
使用的適用性保固，以及可能適用此產品的適銷性暗示保
固。

排除任何所有保固下偶然或必然的賠償責任。

如果您需要取得更多資訊，請聯絡最近的服務中心，或瀏
覽 ZENOAH 網站：http://www.zenoa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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