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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書     客戶用

含保證書
型號

自動除菌離子標章及除菌離子(Plasmacluster) 
。

謝謝您購買浴室暖房・換氣・乾燥機。
使用前請詳細閱讀此說明書。請充分理解之後,正確使用本產品。 
請務必閱讀7、8 頁的「安全注意事項」。

□使用者務必將使用說明書保管置於隨手可得的場所。
□請仔細確認保證書上記载的購買日期・販售店家・保證內容等資料。
□遺失此使用說明書或有不明瞭處,請洽詢販售店家或本公司。

安裝業者:務必將此使用說明書交予客戶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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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化的功能

浴室暖呼呼

寒冷冬季
亦可健康沐浴！

！

多樣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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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按鍵

簡易操作

一

乾燥衣物



3 使用方法

燥

暖風前

聰明乾燥
衣物乾燥中時

更換衣物吊放
場所

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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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要知道 ／確認的事 6

您需要知道的事
水滴

寒冷季節的沐浴如設定換氣功能,機器本體內會發生結露,有時會從本體滴落水滴,
並非故障。
於沐浴中請暫時停止換氣或24小時換氣的運轉。另外,沐浴前設定乾燥或暖房運轉,
建議事先將浴室和機器本體保持暖和。如仍無法改善水滴頻繁滴落的情況,可能是
機器本體內部有水滴。請設定2小時以上的乾燥運轉使內部保持乾燥。

使用沐浴劑（特別是粉末狀）等,機器本體會吸附沐浴劑的成份,並附着在鑲板或
過濾網上,可能使滴下的水滴着色,並非故障。
沐浴劑附着在鑲板時請用布仔細擦拭,附著在過濾網時請輕輕沖洗。此外,倒入沐浴劑
時請暫時讓機器停止運轉（24小時換氣運轉的暫時停止）。

塵埃掉落
過濾網上附著的塵埃或過濾網無法捕捉的微粒塵埃,會附著在機器本體內部,偶而會掉落
並非故障。
請著手清潔打掃過濾網。如無法改善,可能是塵埃堆積在機器本體內部。 

 請洽詢經銷商。
※點檢・清掃需付費。請勿自行進行拆解、點檢、清掃。

暖房效果
隨著浴室的種類、大小、季節,暖房效果不盡相同。寒冷季節不易暖和
並非故障。
浴室冰冷時,建議於沐浴前約30 分～1小時設定暖房功能。

浴室乾燥 浴室內的水滴（露水）,一部分可能不易乾燥,並非故障。

嘎喳聲響 表面鑲板因溫度變化而膨脹,天花板等會發出磨擦聲響,並非故障。

運轉 乾燥、暖房運轉終了後,風扇約迴轉10秒後才停
止。運轉是為冷卻加熱片,並非故障。

風乾燥模式 送風和短時間的暖風,是可讓衣物慢慢乾燥的運轉模式。設定時間的最後
。

您需要確認的事
確認製品正確地安裝。請確認以下事項。

□ 有無設置維修口。

□出風口吹出的風向是否朝著沖澡區。

□觸控器是否安裝於正確位置。

□前置面板的4個釘孔蓋是否安裝。

上述項目如發現有任何瑕疵,請洽詢販售商家或安裝的
相關業者。

  觸控器

洗臉盆
       出風口

維修口

沖澡區

晾衣吊桿

浴室

加熱片開啓關閉的聲響  乾燥・暖房運轉時,會視浴室溫度自動地開啓或關閉加熱片,
「Kacha」的運作聲響,並非故障。

出風口
釘孔蓋4個

表面鑲板

過濾網



※請洽詢地線或漏電斷電器的電器工程業者。 

安全注意事項（請務必遵守）
○使用前請務必詳讀安全注意事項再正確地使用。
○是記载與安全相關的重大內容事項, 請務必遵守。
○此處的『人』不 包含使用者,還包括家族、訪客和讓渡機器的買方。
▼ 依錯誤使用的危險程度予以區分,
     並解說如下 。 ▼ 記號涵義如下所示。

警告 「禁止」 「務必執行」

「務必依照D種
    接地線施工,連接
    接地線」

「禁止拆解」

「禁止碰觸」

標示可能會死亡或重傷的內容。

注意 標示可能會輕傷或財物損失的內容。

警告
■勿使用於設置內鍋爐式澡盆(內 風呂)的浴室內　     排出的廢氣會逆干渉流至浴室內,恐引起一氧化碳中毒。
■運轉中機器發出怪聲或異味,此外,感覺與平時的運轉有差異時,
　立即停止運轉並切斷配電盤的電源
※請洽詢經銷商 。
　發生異常仍持續運轉時,恐會引起火災或觸電。
■勿使用交流電110V以外的電壓　可能發生火災・觸電・故障。
■發現瓦斯洩漏時,勿操作觸控器・開關
　可能發生爆炸或起火。請打開門窗進行通風換氣。

■附着乾洗用油劑、石油醚或稀釋劑、汽油、精油等的衣物,於洗滌後也絕對不使用乾燥模式干渉　
恐因油的氧化熱引發自燃或起火。

■不直接將冷熱水潑灑在本體各部或觸控器上　    恐會觸電、故障或高溫水滴落引起的燒燙傷。
■不於表面鑲板內安裝市售過濾網　       可能發生火災・故障。
■衣物乾燥時請勿忘記取出可燃物（口袋內的打火機或火柴）　  恐引起火災。

■乾燥・暖房模式時或剛停止運轉
　請勿碰觸表面鑲板或晾衣吊桿

　可能會引起燒燙傷。

■不將手指或棒條等插入
　表面鑲板內
　可能發生觸電・受傷・
    燒燙傷・故障。 
※勿拆卸表面鑲板　

■勿進行改造。此外,除修理技士以外不進行拆解
　可能火災・觸電・受傷。　 

■長時間直接暖風或送風朝身體吹襲
　可能因臉或頭因長時間風的吹襲而暈眩、脫水或低溫燒燙傷、身體不適或損害健康。　特別是下列的使用者,

於沐浴時需停止機器運轉或周遭提防意外發生。

　　●身體疲憊 ●厭惡暖風直接吹襲
●皮膚感覺脆弱　　●體質不適合三溫暖 　　

●皮膚脆弱 ●幼兒・老年・病患等無法自由行動的人

■乾燥・暖房運轉時,浴室內的噴霧劑移至浴室外            　熱氣可能會引發噴霧劑罐的破裂。

■清潔打掃請先切斷配電盤的電源
　（潮濕雙手不開啓／關閉電源）　

恐會觸電。

■地線是依接地工程確實安裝嗎?確認是否設置漏電斷電器
　故障或漏電時恐會觸電。

        前置
面板       前置面板

地線接續

切斷電源

務必遵守

禁止拆解・
修理

禁止使用

禁止碰觸

7 安全注意事項（請務必遵守）



安全注意事項（請務必遵守） 8

 注意
■清潔打掃時勿使用酒精、石油醚、稀釋劑、磨石粉、化學抹布、金屬鋼刷、鹼性洗劑、
　酸性洗劑、除霉劑等
　表面鑲板和觸控器的故障、變色變形、掉落、標籤貼紙文字的脫落。

■勿使用於家用之外的用途
　此製品是浴室的換氣・乾燥・暖房用的機器,請勿當成業務用,壽命會明顯短縮。
　又請勿用在食品・動植物・精密機器・美術品等的乾燥用途上,恐造成製品品質低下。

■勿拆卸過濾網後使用
　恐會發生火災、故障。
■暖風・送風設定時勿直接朝向動植物
　可能對動植物造成不良影響。

■表面鑲板上不直接吊掛
　洗滌衣物等　

恐會觸電・受傷・故障。

■觸控器不用水擦拭
　恐會觸電、故障。
■勿讓幼兒操控機器　可能會發生意外。
■勿使用於溫泉浴室或游泳池等地方。另外,勿使用溫泉水或含溫泉成份的沐浴劑
　可能會造成表面鑲板的故障、變色、 。
■晾乾過濾網時,不直接曝曬或用火烘乾
　可能會受損或變色變形。
■勿拆下表面鑲板、釘孔蓋
　可能會掉落、故障。

■過濾網的清潔務必定期進行（約1個月1次）　
　過 。
■清潔打掃時,請使用中性洗劑,且不直接噴灑。
　確實擦拭乾淨,不殘留洗劑
　可能造成表面鑲板和觸控器的故障、變色變形、掉落、標籤貼紙文字的脫落。

■容易因熱而變形・受損的物品,請移至浴室外
　浴室在暖房運轉時,可能變為高溫場所。

■清潔打掃要在機器本體確實停止後實施。  注意安全以免跌倒,
（ 台上作業(如浴槽邊緣或浴槽蓋上

    等危險處）恐會造成受傷。

■沐浴後設定換氣運轉模式
　如沾附水滴長時間運轉,恐會發生故障。
■乾燥・暖房運轉中,金屬製品會變燙,勿置放於直接接觸暖風的場所
　可能會造成燒燙傷。

■長時間沒使用時,請切斷配電盤　  可能造成火災、漏電。
■打雷時請立即中止使用並切斷配電盤　  可能引起故障。
※確認雷電遠離後才開啓配電盤。

■清潔打掃時請確實地安裝過濾網
　可能會因掉落而造成受傷。

■確認本體和表面鑲板是堅固地安裝在浴室的天花板上
　恐會因掉落造成受傷。
■確認觸控器是否正確地安裝　可能會造成觸電、故障。
■定期地確認天花板安裝部等是否受損
　安裝部等一旦受損,可能會因火災、觸電或機器掉落導致人員財物的損傷。
■確認表面鑲板的釘孔蓋確實地安裝
　沒安裝時,可能會造成掉落或故障。

■晾衣吊桿垂下時
　勿吊掛重的衣物
　恐發生受傷或故障。

禁止使用

務必遵守

切斷電源

注意安裝

確認安裝

前置面板

釘孔蓋
(4處)



9  各部的說明

各部的說明
本體
本體安裝於浴室的天花板。
另細部造型可能與繪圖不同。

觸控器
觸控器是安裝於洗面台等的牆壁上。
另細部造型可能與繪圖不同。

時間設定燈號
顯示剩餘的運轉時間或剩下多少
時間會開始運轉(預約)。

運轉按鈕

保養時間一到即閃爍。
參照P23

自動除菌離子燈號自動除
菌離子產生中會亮燈。  
參照P18

2
8

1

依照需求操作觸控器時,請正確地按下按鈕並確認燈號亮燈。

號碼 按鈕 功  能 參照頁數 號碼 按鈕    功能 參照頁數

①
浴室暖房
每按一次
「強」⇔「弱」
模式的切換。

P12 ⑤
浴室內24小時換氣
每按一次   24小時換氣燈號亮燈
（運轉）⇔ 閃爍（暫停）。 P11

⑥ 各運轉（24小時換氣以外）
停止 ー

②
衣物的乾燥
每按一次
「標準」⇒「静音」⇒「風」

 模式的切換。

P13
P14
P15 ⑦

各運轉（24小時換氣以外）的
運轉時間和設定運轉時間
每按一次按鈕      
時間設定燈號如下亮燈。 
3⇒4⇒6⇒8⇒0.5⇒
1⇒2⇒3⇒…

P12
P13
P16
P17

③
浴室的消暑

每按一次
「強」⇔「弱」
模式的切換。

P16

⑧
各運轉（24小時換氣以外）的
定時關閉（運轉時間）和
預約開啟（預約運轉）的切換
每按一次
「預約開啟」⇔「定時關閉」
模式的切換。

P19

④
浴室換氣
每按一次
「標準」⇔「清淨」
模式的切換。

P17
P18換氣

濾網
將吸入口吸入空氣中的塵埃去除。
過濾網清潔需定期（約1個月1次）
請務必執行。

吸入口
吸入浴室內的空氣。

表面鑲板

          側旁吹出口         
吹出由吸入口吸入的空氣

前側吹出口
吹出由吸入口吸入的空氣

6
5

3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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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室

浴室

浴室

浴室

浴室 浴室

浴室 浴室

 

 

 

 

各運轉的空氣流動
。　　 為風(室溫)　　 為暖風

*除菌離子: 對於浮游於空氣中的黴菌等之除菌是保證有效用的。
已頑固附着壁面的黴菌是無法發揮功效。
但對於浮游的霉菌孢子是可抑制增生。

各運轉的空氣流動   

清  淨  換  氣

24小時換氣 P11

保持浴室乾燥。
浴室換氣後,隨
循環送風輸送
抑制霉菌孳生的
除菌離子*。

P17,P18

寒冷時,暖和浴室,
能舒適地沐浴。

暖　房 P12

設定暖風和送風
模式乾   燥洗滌衣物。
天氣惡劣等時候,
可將洗滌 衣物吊掛
浴室內 。

設定送風和短時間暖風
模式讓衣物慢慢乾燥。
天氣惡劣等時候,
可將洗滌 衣物吊掛
浴室內 。

乾　燥（標準・靜音）  P13,14,15

風乾燥 P13,14,15

浴室的換氣。

換　氣（標準） P17

浴室高溫時,可作為
風扇機使用。

涼　風 P16

24小時排出室內
的汙濁空氣,維持
室內環境的舒暢。



11 開啟電源 ／ 使用24小時換氣

開啟電源（停電後 復供電時）
① 開啟配電盤內此機器的電源時,所有運轉燈號（除24小時換氣燈號之外）

都會閃爍。

② 請按下24小時換氣的按鈕。所有運轉燈號皆熄燈, 24小時換氣燈號
亮燈,開始運轉24小時換氣。

※其他燈號雖顯示但無運作時,請參照P21,22的「疑似故障？」 。

使用24小時換氣（24小時換氣的設定和解除）
※設定「乾燥」「涼風」「暖房」「換氣」運轉時,是無法操作24小時換氣。　
需先按下停止按鈕停止運轉後才能進行操作。

24小時換氣的設定
觸控器的  按鈕按下後,24小時換氣的燈號就會  閃爍。

從吸入口吸入空氣。

24小時換氣的解除
觸控器的  按鈕持續按壓3秒以上,  24小時換氣燈號就會  熄燈。

24小時換氣的暫停
 閃爍。觸控器的  按鈕按下後,24小時換氣的燈號就會

停止空氣的吸入。

暫停1小時。1小時過後自動地切換為24小時換氣運轉的模式。

◆在浴室內如身體感覺寒冷時,請利用「暫停」設定。
◆寒冷天氣的沐浴如設定換氣,機器本體內會結露,可能會從機器本體滴落水滴。
沐浴中請暫時停止換氣運轉或24小時換氣運轉的設定。
◆24小時換氣運轉能使建物整體的換氣順暢,請留有浴室門通風口（百葉窗）
和室外給氣口等。如無通風口則保持浴室門微開。浴室內有窗戶時,請關閉窗戶讓空氣由
通風口（百葉窗）進出。

◇由於24小時換氣是連續運轉的功能,故無法設定運轉的時間。
◇重新設定後或開啟電源的初期狀態時,一按下各運轉按鈕,都會自動地設定「24小時換氣」
的模式。一旦各運轉終了便開始啓動「24小時換氣」的運轉。

◇切換為其他運轉模式時,燈號會立即作切換,惟啓動運轉可能需花數秒至數10秒的時間。

①

②

提醒

建  議

24小時

  換氣

24小時
  換氣

24小時
  換氣

24小時
  換氣

24小時
  換氣

24小時
  換氣



暖和浴室空間（暖房） 12

暖和浴室空間（暖房）
暖風輸送至浴室。浴室寒冷時等請使用。但是浴室內溫度或直到暖和為止花費的時間,會因季
節、室溫、浴室大小、材質、形狀、浴室內的乾燥狀態而變化。視狀況而定,有時浴室不易升溫
或要花很久才會暖和。

① 暖房運轉
      觸控器的  按鈕按下後,  暖房燈號就會  亮燈。

出風口吹出暖風。

※從出風口吹出少許的風量,性能上沒問題。

② 選取運轉模式
觸控器的   按鈕每按一次會作 

      風量大            風量小

 如左圖之切換。

③ 設定運轉時間（定時關閉）
觸控器的  按鈕每按一次會作  如左圖之切換。

定時關閉:隨著時間的經過,燈號依序熄燈如右, 

俟所有燈號都熄燈時,暖房運轉即終了。
有關計時開啟請參照P19。

※暖房運轉時間的初期設定為1小時。
　設定24小時換氣時,運轉時間 能設定1小時。
※第二次以後就會記憶上次設定的運轉時間。但是,如果解除24小時
 換氣後設定「暖房」運轉時間為1小時以上,之後24小時換氣運轉後 
切換「暖房」模式時仍會記憶1小時的運轉。

④ 暖房的停止
      觸控器的     按鈕按下後,  暖房燈號就會                  熄燈。

停止後,24小時換氣燈號亮燈時,即會切換為24小時換氣的運轉。

◆浴室寒冷時, 建議    於沐浴前約30分～1 小時,設定暖房模式。

提醒          ◇身體潮濕時,避免直接接觸風向,可能感覺寒冷。
◇暖風是在運轉開始後溫度才會徐徐地上昇。
　浴室寒冷時,可能暖風的升溫需花較久時間。
◇無法設定溫度。
◇切換為其他運轉模式時,燈號會立即作切換,惟啓動運轉可能需花數秒至數10秒的時間。
◇冬天等浴室周邊溫度低時,可能無法維持很暖和。
◇因為是由天花板吹出的暖風,可能腳底會感到寒冷。
◇運轉中避免浴室內的溫度太高,可能在中途關閉暖氣而吹出室溫的風。
持續暖風⇔風（室溫）的運作模式。

 注意 暖房運轉中或剛停止運轉時,請勿碰觸表面鑲板或晾衣吊桿,
恐會造成燒燙傷。

①

④

③

②

建  議

時間
設定

時間
設定

時間
設定

強 暖 房
（風量大）

前側吹出（暖風）

弱 暖 房
（風量小）

前側吹出（暖風）



13 衣物乾燥（乾燥）

衣物乾燥（乾燥）
洗滌衣物的暖風乾燥。

標準乾燥 靜音乾燥 減少噪音模式。
花費的時間比標準乾燥還久。

◆通常是以「標準乾燥」運轉模式進行衣物類的乾燥。雖然乾燥時間較費時,建議於夜間等
需安靜乾燥衣物時設定「靜音乾燥」運轉模式。另外的方法:乾燥時間更久但可省下電費
(標準乾燥的1/4),建議設定「風乾燥」運轉模式。

衣物類乾燥時間的基準 P15

① 乾燥運轉
      觸控器的               亮燈。

出風口吹出暖風而側邊的出風口是吹出室溫的風。

② 選取運轉模式
      觸控器的  按鈕每按一次,會作 如左圖的切換。

③ 設定運轉時間（定時關閉）
      觸控器的 按鈕每按一次,會依序  如左圖作切換。

定時關閉:隨運轉時間經過,燈號依序熄燈如右。

俟所有燈號都熄燈時,乾燥運轉即終了。
自動除菌離子燈號閃爍。之後自動除菌離子和換氣清淨燈號亮燈,邊釋

出自動除菌離子邊由出風口吹出室溫的風。        60分鐘後運轉終了。
有關預約開啟,請參照P19。

※運轉時間的初期設定:  標準、靜音乾燥模式為3小時,風乾燥模式為6小時。 
※第二次以後會記憶上次設定的運轉時間。
※定時關閉並不包含計算自動除菌離子在浴室內循環的時間。

④ 停止乾燥

①②

③

④

 觸控器的

建  議

按鈕按下後, 乾燥燈號就會

 按鈕按下後, 乾燥燈號就會                熄燈。

停止後,24小時換氣燈號亮燈時,即會切換為24小時換氣的運轉。

時間
設定

時間
設定

時間
設定

側旁吹出
（送風）

側旁吹出
（送風）

前側吹出（暖風） 前側吹出（暖風）

側旁吹出
（送風）

前側吹出（暖風）



 衣物乾燥(乾燥) 14

設定室溫風讓洗滌衣物慢慢地乾燥, 有短時間的暖風送風,是省電的乾燥設定模式。

風 乾 燥  能節省電費的設定模式。
衣物約2kg(20℃)時風乾燥需約6小時。

◆建議在乾燥完畢後儘快將衣物收好。吊掛時間太久會讓衣物變濕。
◆發現衣物仍些微潮濕時,設定30分標準乾燥運轉模式,啓動加熱片
    讓暖風將衣物充分吹乾。

◇ 暖風是在開始運轉後才會徐徐地升溫。浴室寒冷時,可能暖風的升溫需花較久時間。
◇無法設定溫度。
◇乾燥所需時間會因季節、室溫、浴室大小、材質、形狀、浴室內的乾燥狀態、洗滌物的種類、
脫水狀態和吊掛位置而有差異,可能會有乾燥不良的情形。

   設定的乾燥時間無法將衣物乾燥時,請再設定乾燥運轉模式。
◇請勿設定暖房模式乾燥衣物。
　浴室內的濕氣,造成衣物不易乾燥。
◇切換為其他運轉模式時,燈號會立即作切換,惟啓動運轉可能需花數秒至數10秒的時間。 
◇溫度低時（0℃以下）或濕氣重的梅雨季時,設定風乾燥模式可能無法使衣物乾燥。 
◇自動除菌離子: 對於浮游於空氣中的黴菌等之除菌是保證有效用的。
　已頑固附着壁面的黴菌是無法發揮功效。但對於浮游的霉菌孢子是可抑制增生。

 注意 ■乾燥運轉中或剛停止運轉時,請勿碰觸表面鑲板或晒衣吊桿。
　可能會燒燙傷。

■使用樹脂衣架或晒衣竿時,請注意。
　可能會變形。

提醒

建     議

觸
控
器
顯
示
觸 

5小時30分 可以設定變更

自動除菌離子燈號閃爍 自動除菌離子燈號亮燈自動除菌離子燈號閃爍

送風

(加熱片ON)

風乾燥模式運轉6小時的本體運作和觸控器的顯示

60分
加熱片ON)

側旁吹出
（送風） （送風）

前側吹出（送風） 前側吹出（暖風） 前側吹出（送風）

側旁吹出 側旁吹出
（送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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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
物
重
量
約
5
K
G

衣
物
重
量
約
2
K
G

件
睡衣 睡褲

件
T恤

浴巾1條

毛巾1條
兒童
短褲
1件

兒童
T恤
2件

2件 2件
長褲 作業服

上衣1件

作業服
褲子1件

襯衫
2件

大人休閒
上衣1件

大人
休閒褲
1件

T恤2件 襯衫2件大人睡衣
           2件

大人
睡褲
2件

浴巾
     1條

毛巾
     1條

大人內褲
    2件

大人襪子
     2雙

聰明乾燥衣物的方法

乾燥模式

衣物

衣物吊掛在晒衣吊桿前,必須做的

洗滌物充分脫水

充分脫水

擦拭壁面等的水滴 蓋上浴槽蓋 檢查過濾網髒汙
髒汙即進行清潔打掃

打開浴室門的通風口
(百葉窗)

如無通風口則浴室門
微開

晒衣吊桿上衣物的吊掛方式

薄衣
薄衣

厚
衣
物

吊掛衣物要適度間隔
才能晾乾

不易晾乾的衣物吊掛中間
容易晾乾的衣物吊掛兩側

長度太長不易晾乾的
衣物,如右圖標示
方法晾乾

側旁風向

衣物乾燥中的確認衣物乾燥的空間範圍

視晾乾的情況,
中途更換吊掛
位置

交換

洗滌物倘若沒能如右圖
所示吊掛在能晾乾的
範圍內, 衣物不易晾乾

乾
燥
圖

步驟

步驟步驟

步驟

衣物重量和乾燥時間的基準

衣物的重量 衣物的重量 衣物的重量

浴室周邊溫度

衣物的重量
和乾燥時間
(浴室周邊

浴室周邊
溫度變化和
乾燥時間

量測條件 浴室周邊濕度 乾燥時間,是衣物重量回復到洗滌前重量的時間
浴室無水滴的乾燥狀態 無熱水,有浴槽蓋

浴室大小:1.6m×2.0m×2.1m的系統浴室(有保溫材)

浴室周邊溫度 浴室周邊溫度

乾燥所需時間會因季節、室溫、浴室大小、材質、形狀、浴室內的乾燥狀態、洗滌物的種類、脫水狀態和吊掛位置而有差異,可能會有不易乾燥的情形。

用洗衣機將洗滌衣物脫水9分鐘

濾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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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室的消暑（涼風）
浴室的送風。夏天等浴室悶熱時,可代替電風扇使用。

① 涼風運轉
觸控器的         燈號亮燈。

兩出風口是吹出室溫的風。

② 選取運轉模式
 如左圖的切換。

③ 設定運轉時間（定時關閉）

定時關閉:隨運轉時間的經過,燈號依序熄
燈如右。
俟所有燈號都熄燈時,涼風運轉即終了。

有關預約開啟,請參照P19。

※運轉時間的初期設定為3小時。
※第二次以後就會記憶上次設定的運轉時間。

④

◆依個人喜好,請選擇強／弱。

◇無法設定溫度。
◇涼風機能是浴室內空氣循環的機能,並非涼風送風的機能。
◇切換為其他運轉模式時,燈號會立即作切換,惟啓動運轉可能需花數秒至數10秒的時間。

③
②
①

④

提醒

建    議

按鈕按下後,     就會讓

觸控器的  

觸控器的        

按鈕每按一次,會作

按鈕每按一次,會作  如左圖的切換

停止涼風
觸控器的                按鈕按下後,     就會讓 燈號熄燈。

停止後24小時換氣燈號亮燈時,切換為24小時換氣運轉。

時間
設定

時間
設定

時間
設定

側旁吹出
（送風）出風口（送風）



17 浴室換氣（送風換氣）

浴室換氣（送風換氣）
浴室除濕的換氣。沐浴等浴室使用後的運轉。

① 換氣運轉
 燈號亮燈。

② 選取運轉模式
 每按下ㄧ次,就會作  　如左圖的切換。

標準換氣時,是從吸入口將風量吸入。
※從兩出風口吹出少許的風量,性能上沒問題。

清淨換氣時,兩出風口皆吹出室溫風量。

③ 設定運轉時間（定時關閉）

  每按下ㄧ次,就會作  如左圖的切換。

定時關閉:會隨著運轉時間的經過,燈號依序如

右熄燈,所有燈號熄燈時,即是換氣運轉終了。

清淨換氣時,在設定時間內,進行浴室內的換氣（循環和排氣）運轉。在此
期間,自動除菌離子燈號閃爍。
之後,自動除菌離子燈號亮燈,自動除菌離子在ㄧ定時間（60分）內於
浴室內循環。

有關預約開啟,請參照P19。　

※運轉時間的初期設定為3小時。
※第二次以後會記憶上次設定的運轉時間。
※定時關閉並不包含計算除菌離子在浴室內循環的時間。

④ 停止換氣
　觸控器的     　　　　按鈕按下後,　就會讓 　　　燈號熄燈。

　停止後,24小時換氣燈號亮燈時,即會切換為24小時換氣的運轉。

觸控器的        

  觸控器的

觸控器的  

換氣 換氣換氣

換氣換氣

清  淨

清  淨 清  淨

清  淨

換氣

按鈕按下,就會讓

時間
設定

時間
設定

時間
設定

③

④

①
②

標準換氣

浴室除濕的換氣。

清淨換氣

與標準換氣相比,排氣量更多,ㄧ邊進行
浴室內空氣的循環ㄧ邊換氣。

        出風口（送風）

側旁吹出
（送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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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淨換氣
進行浴室內空氣的換氣（循環和排氣）運轉後,在ㄧ定時間內（60分）釋出能抑制黴菌的自動除菌離子於
浴室內。

自動除菌離子燈號閃爍。 自動除菌離子燈號亮燈。

清淨換氣運轉3小時運轉設定時的本體運作和觸控器顯示

本體運作浴室空氣循環+排氣

3小時（設定可以變更）

自動除菌離子循環

60分（固定）

聰明的浴室乾燥方法
1. 浴槽內有冷熱水時,請蓋上蓋子。
2. 壁面等附着水滴（露水）時,請擦拭乾淨。
3. 請開啓浴室門的通風口（百葉窗）。沒有通風口時,

請將浴室門稍微打開。
4. 設定換氣運轉模式運轉3小時以上。
※換氣所需時間會因浴室的種類大小和季節而有所差異。
請依照使用狀況設定運轉時間。

※換氣時間的基準是3小時以上,會因浴室的種類大小和季節而有所差異。
請依照使用狀況設定運轉時間。

◆沐浴後建議設定換氣運轉。提高浴室乾燥效果並同時排出異味。
◆寒冷天氣的沐浴如設定換氣,機器本體內會結露,可能會從機器本體滴落水滴。
 如在意水滴的滴落,請停止換氣運轉或暫時停止24小時換氣的運轉。

◇切換為其他運轉模式時,燈號會立即作切換,惟啓動運轉可能需花數秒至數10秒的時間。
◇天花板、牆壁、檯面等的水滴可能不易乾燥。
◇自動除菌離子: 對於浮游於空氣中的黴菌等之除菌是保證有效用的。
　已頑固附着壁面的黴菌是無法發揮功效。但對於浮游的霉菌孢子是可抑制增生。

提醒

觸
控
器
顯
示

本
體
運
作

打開
蓋上

擦拭

建　議



 19 計時開啟（預約運轉  ／ ） 清潔打掃方式

預約開啟（預約運轉）
預約開啟是設定剩餘多少時間後運轉模式會開始運轉（即預約運轉）。

① 選取運轉模式
 請按下欲選取的機能模式。

燈號亮燈,開始運轉。

②
 如左圖作切換。

設定運轉時間（定時關閉）
觸控器的  　按鈕每按ㄧ次,就會

請設定運轉時間。

③ 預約運轉
定時關閉設定後,   按下此按鈕。預約開啟　  燈號亮燈,停止運轉。

 按鈕是設定幾小時後開始運轉。 

  的情況,是4小時後開始運轉。  

調整至欲啟動的時間即完成設定。

清潔打掃方式
 警告

■不直接將冷熱水潑灑在本體各部或觸控器上　
　恐會觸電、故障或高溫水滴落引起的燒燙傷。
■切斷配電盤的電源(勿用潮濕的手開啟／關閉)
　可能會觸電。

 注意 ■清潔打掃時勿使用酒精、石油醚、稀釋劑、磨石粉、化學抹布、金屬鋼刷、
鹼性洗劑、酸性洗劑、除霉劑等
可能造成表面鑲板和觸控器的故障、變色變形、掉落、標籤貼紙文字的脫落。

■清潔打掃時,請使用中性洗劑,且不直接噴灑。
　確實擦拭乾淨,不殘留洗劑
　可能造成表面鑲板和觸控器的故障、變色變形、掉落、標籤貼紙文字的脫落。
■過濾網的清潔務必定期進行（約1個月1次）
　

■勿碰觸風扇、加熱片,或插入手指、棒條
　可能會造成觸電・受損・燒燙傷・故障。

■不拆下表面鑲板的釘孔蓋
　可能會掉落或故障。

■清潔打掃要在機器本體確實停止後實施。  注意安全以免跌倒,
　並 戴手套等（不 易打滑的拖鞋或站在不穩定台上作業(如浴槽邊緣或浴槽蓋上
   等危險處）　  
   恐會造成受傷。

■清潔打掃時請確實地安裝過濾網
　可能會因掉落而造成受傷。
■

①
②

切換

切換 切換

預約開啟

定時關閉

定時關閉

預約開啟

預約開啟

定時關閉

切換

不於表面鑲板內安裝市售濾過網
可能發生火災・故障。

時間
設定

時間
設定

時間
設定

 例如右圖  切換



清潔打掃方式    20

清潔用具的準備

每月1次 請務必清潔打掃。

停止運轉並關閉配電盤的電源,俟送風口周邊都完全
冷卻為止。

用吸塵器清除塵埃等。

使用浸泡溫水並擰乾的布,輕輕擦掉
前置面板或觸控器的髒汙。

過濾網照原方式安裝。

出現明顯髒汙時
停止運轉並關閉配電盤的電源,俟出風口周邊都完全
冷卻為止。

拉開過濾網把手取出濾網。

將過濾網浸泡於適量稀釋過的中性
洗劑裏面,再以海綿等柔軟物品輕輕
地清洗。

沾上適量稀釋的中性洗劑清潔表面鑲板
或觸控器的髒汙,再用擰乾的布輕輕地
擦拭。

過濾網照原方式安裝。

吸塵器
海綿

中性洗劑
    軟布

不能使用
金屬鋼刷、
化學抹布

不能使用酒精、石油
醚、稀釋劑、磨石粉、 
鹼性洗劑、酸性洗劑、
除霉劑

濾 網

過濾網不直接曝曬
或用火烘乾

不直接用中性洗劑噴灑
也不用水擦拭觸控器

中性洗劑

拉開濾網把手取出濾網。

酸性洗劑

中性洗劑

酸
性
洗
劑

酸性洗劑 酸性洗劑

觸控器
把手

濾網

觸控器

把手

濾網

表面鑲板

反面

正面
濾網分正反面。
請參考右面圖示正確地安裝。

濾網分正反面。

※即使清潔打掃仍無法
去除髒汙或破損時,
請依照P23的說明
方式購買。

正確的安裝方向



※1　保養燈號累計機器通電時間,所以每台保養燈號亮燈的時間會有差異,視客戶使用狀況而定。  

21 疑似故障？

疑似故障？
疑似故障時,視故障情況依下列方式點檢・處置。

狀   況 檢  查  事  項 處置方法 參照頁數

觸
控
器
顯
示

任一「暖房」「乾燥」「涼風」
「換氣」的燈號或數個燈號閃爍時。
（異常報知）

ー
配電盤電源『關閉』→『開啟』
的狀況無法改善時,請聯絡經銷商。 7

24小時換氣燈號以外所有的運轉
燈號都在閃爍。 ー

請按下24小時換氣按鈕。
（
     會重新設定。）

11

保養燈號閃爍時。

是否有保養燈號亮燈？ (是告知該
保養維修了, 。） 
※1

進行保養維修需酌收費。
請聯絡經銷商。 23

24小時換氣燈號亮燈時,
顯示計時。

是否發現24小時換氣之外的運轉
燈號也亮燈？
(是其他運轉燈號的計時顯示,
並非異常。)

按下停止按鈕,會切換為
24小時換氣的運轉模式。 ー

24小時換氣燈號閃爍。 (24小時換氣運轉暫時停止。)
按下24小時換氣按鈕,會啟動

24小時換氣模式的運轉。 11

無
法
運
作

即使操作觸控器也沒運作。
（燈號沒亮燈）

是否停電？
請切換配電盤的電源

『關閉』→『開啟』。
7是否關閉配電盤的電源？ 請開啟配電盤的電源。

無法操作24小時換氣的運轉和停止。
24小時換氣以外的運轉燈號
是否亮燈？

按下停止按鈕讓其他運轉燈號熄燈。 11

24小時換氣功能無法運作。

24小時換氣燈號是否熄燈或閃爍嗎? 按下24小時換氣按鈕讓24小時換氣
燈號亮燈。

11
請將手貼近吸入口確認是否吸入風量。

 （　24小時換氣運轉的聲音很小,
ー

聲
音

運轉時是否有怪聲或振動。

是否過濾網快要掉落？ 請確實地安裝過濾網。 19,20

請連絡經銷商。 21

是否是機器本體所引起的？

請停止所有運轉（包括24小時換氣
模式）。如怪聲和振動都消失時,請
聯絡經銷商。
如仍有怪聲或振動,可能是其他機器
所引起的,請作確認。

21

運轉開始或停止時會發出「Mishi」
等聲響。

（浴室天花板或表面鑲板,因溫度變化
膨脹與周遭零件磨擦所發出的聲響,
並非性能上有問題。）

ー 6

「乾燥」「暖房」運轉時發出「Kachi」
的聲響。

(在運轉開始或中途,加熱片的
啓動或停止運作所發出的聲響,
並非故障。)

ー 6

運轉聲音比之前大聲。 過 ？ 請進行過濾網的清潔。 19,20

機器本體發出微弱的運轉聲。 行換氣,所以運轉的音量小聲。 11

發出「Wonn」等的聲響。 （機器本體內部切換風路徑的擋板
所發出的運作聲響,並非故障。） ー ー

 可能無法以聲音辨識是否運轉。）

是否表面鑲板快要掉落？

24小時換氣燈號是否亮燈？



疑似故障？ 22

暖
　
房
　
・
　
乾
　
燥

暖房運轉仍感到不暖和。

（身體潮濕時請避免直接朝著風向,
可能感覺寒冷。）（暖風是在運轉
開始後,才會徐徐地升溫。
浴室寒冷時,可能暖風的升溫要
花較久的時間。）

ー 12

「暖房」運轉時,從出風口吹出的是
不暖和的風（室溫）。 2,3分鐘後,是否吹出暖風？

「暖房」運轉中時,會視浴室溫度自動地
啓動或關閉加熱片的運作。即重複持續
暖風⇔風（室温）的模式。
不暖和的風（室温）時,請聯絡
經銷商。

12

「暖房」運轉時,側邊出風口沒吹出
室溫的風量。

「暖房」運轉時只有暖風從側邊
出風口送出。並非異常。 ー 12

「乾燥」運転時,側邊出風口吹出的風量
不暖和。

側邊出風口吹出的室溫風是
保持浴室風路徑的循環。 ー 13,14

「暖房」的運轉時間與上次設定
不同,為1小時。

是否設定24小時換氣模式？
即使設定「暖房」運轉時間為1小時
以上,之後進行24小時換氣,運轉時間會
回復到1小時。

ー 11,12

「暖房」的運轉時間最多能設定1小時。
無法運轉超過1小時以上。 24小時換氣燈號是否閃爍？

按下停止按鈕停止暖房的運轉,持續按壓 
24小時換氣按鈕達3秒以上,俟24小時
換氣燈號熄燈後,請再度設定暖房運轉。 11,12

「暖房」「乾燥」開始運轉後,無法
立即吹出暖風。 暖風開始運轉後,會徐徐地升溫。 ー 12,13,14

洗滌物的乾燥不良。

過濾網是否 ？ 請清潔過濾網。 19,20
是否同時使用兩支晾衣吊桿？ 同時使用兩支晾衣吊桿時,可能需花費更多

乾燥的時間。請使用1支晾衣吊桿。 15

是否留有浴室門的通風口（百葉窗）？ 請打開浴室門的通風口（百葉窗）。 15
請參照「聰明的衣物乾燥方法」。 相關不足的項目請處置。 15

浴室的乾燥不良。

過濾網是否 ？ 請清潔過濾網。 19,20
浴室門的通風口（百葉窗）是否打開？ 請打開浴室門的通風口（百葉窗）。 15
請參照「聰明浴室乾燥的方法」。 請按照步驟操作・處置。 18

是使用哪種運轉模式？
「24小時換氣」運轉風量微弱,
是不適合作為浴室乾燥用。浴室乾燥請
設定「清淨換氣」或「標準換氣」的
模式運轉。

17,18

他
其

有燒焦味時。
ー

請直接停止運轉並切斷配電盤的電源。
請聯絡經銷商。 7,22運轉中機器本體發出怪聲或臭味,

此外,發覺運轉與平常不一樣。

從機器本體滴落水滴。

沐浴時是否設定換氣、清淨換氣、
24小時換氣的運轉模式？

6
ー

沐浴前設定「暖房」或「乾燥」運轉
模式,使浴室和機器本體內部乾燥。
如仍會滴落水滴,請設定兩小時以上
「乾燥」的模式運轉。

從機器本體滴落着色的水滴。
（使用沐浴劑等時候,沐浴劑成份會
附着在鑲板或濾網,可能會滴落着色的
水滴。並非故障。）

沐浴劑成份附着在表面鑲板, 用濕布仔細
擦拭,附着在過濾網時請輕輕清洗。另倒
入沐浴劑時,請停止運轉（24小時換氣的
暫時停止）。

6

從機器本體掉落灰塵。
過濾網是否 ？ 請清潔過濾網。無法改善時,可能塵埃附着

在機器本體內部。請聯絡經銷商。 
 ※維修保養・清掃需酌收費用。 6（過濾網無法捕捉的微粒塵埃會附着在

機器本體內部,並非異常。）

「標準換氣」運轉時,兩出風口都會
吹出室溫風量。

（可能吹出少量的風量。
此為機器本體內部構造的問題。
並非性能上有瑕疵。）

ー 17

「暖房」運轉時,側邊出風口會吹出
室溫風量。

（可能是側邊出風口吹出少量的風量。
此為機器本體內部構造的問題。
並非性能上有瑕疵。）

ー 12

側邊出風口沒有風量吹出。
使用哪種運轉模式？從側邊出風口吹
出風量的模式為：
「 乾燥」「涼風」「清淨換氣」。

設定「乾燥」「涼風」「清淨換氣」
模式時, 出風口沒吹出風量
時,請聯絡經銷商。

13,14,
16,17

依據上述步驟檢查後,倘若有異常或不明點,請洽詢經銷商。
異常置之不理是造成事故的因素,請客戶勿自行修理。

狀   況 檢  查  事  項 處置方法 參照頁數

請停止換氣、清淨換氣、24小時
換氣的運轉？



23 售後服務 ／另售零件 ／保養計劃

售後服務

關於保證・維修
●本使用說明書背頁為保證書。

如保證書所記載,在一定的條件
與時間內,如機器發生故障,可
獲得免費維修。即使在免費
維修期間內如遺失保證書,
本公司可能酌收修理費用。
因此,請妥善保管保證書。

●超過免費維修保證期間,
如需維修,請洽詢本公司。

維修用功能零組件之最低庫存期間
維修用功能零組件之最低庫存期間,為製造停止之後六年。（功能零組件為維持該產品功能所需
之零組件。此期間之後,如因缺乏維修用功能零組件,有時會無法維修。此點請諒解。）

修　理

服務的申請

確認後倘若有異常或不明點,請勿自行修理。
請聯絡經銷商或信冠實業（股）公司,電話(02)2712-0868。
洽詢時務請告知下記事項。

１． 品　 名：浴室暖房・換氣・乾燥機
２. 型　號：            　　
３． 安裝日期
４． 故障或異常內容（盡可能詳細）
５ ．地址・姓名・電話號碼・交通路線（盡可能詳細）

委託修理前,務請詳讀P21 , 22的「疑似故障？」,再次作確認。

保養計劃
「保養」時間一到,保養燈號會閃爍。是通知保養維修
時間,並非故障的 號。

BS-161H-CX-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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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電費概算
品       名 搭載除菌離子的浴室暖房・換氣・乾燥機 

型       號

重       量 5.3 KG

電       源 AC110V   60Hz

運  轉  模  式 消耗電力 電費（1小時運轉）

24小時換氣 16W 約0.034元

暖房   強 1330W 約2.793元

暖房   弱 1210W 約2.541元

換氣   標準 30W 約0.063元

換氣         清淨 46W    約0.097元

乾燥  標準 1220W 約2.562元

乾燥  靜音 1160W 約2.436元

乾燥  風
前半段是送風 50W 約0.105元

最後30分
加熱片ON 1220W       約1.281元（30分運轉的費用）

涼風   強 50W 約0.105元

涼風   弱 40W 約0.084元

＊電費以台電ㄧ般費率2.1元/Kwh計算

連續使用24小時換氣功能,1個月電費約25元

BS-161H-CX-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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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書 承蒙購買本公司商品,非常感謝。
萬ㄧ顧客於正常使用下,仍發生機器故障時,本公司會依契約規定實施免費修理。

〈免費修理規定〉
１.依照使用說明書、施工說明書正常操作、安裝的情況下,仍於保證期間內發生故障時,由販售商店或本公司免費修理。
２.惟如安裝地點位於本島以外之離島地區,本公司須收取交通費及其它必要出差費用。

於保證期間內免費修理時,需出示保證書。
３.如變更住所時,事先與販售商店商談。
４.此乾燥機為贈品,無法委託本保證書所列之販售商店修理時,請洽本公司。
５. 。（This warranty is valid only in Taiwan.）
６.本保證書無法補發,故請小心保管。
７.如於下列狀況進行維修時,即使於保證期間內仍需酌收費用。
  （a） 因使用不當或不當之修理、改造所產生之故障或損壞。
  （b） 因裝置場所移動或機器掉落等產生之故障或損壞。
  （c） 火災、鹽害、地震、風災、水災、煤煙、 、灰塵、打雷、異常氣象、老鼠・鳥・蜘蛛・昆蟲等異物侵入及其他天災地變所引起的
         故障或損壞 。
（ d）沒有以使用、施工說明書之方式操作、安裝之情況下而引起故障或損壞。
（ e）當作營業用時。
（ f） 因安裝於車輛、船隻內而產生之故障或損壞時。
（ g） 因樹脂外觀、生銹等引起的感覺上的異常,而事實上仍在設計規格範圍內。
（ h） 沒有按照此乾燥機規定使用電源、電壓時。
（ i）   沒有出示保證書時。
 （j）    於本保證書上的購買日、客戶名稱、販售商店填寫欄上並無蓋章或被更改塗寫時。  
（k） 消耗品更換及保養等費用。

※遵照本保證書所指定的期間、條件,免費修理乾燥機。保證書中並無限制顧客法律上之權利,有關保證期限過後之維修等不明白處,請洽販售商家或本公司。
 
※有關超過保證期之修理,補修用性能零件保存期限,請詳閱售後服務欄之說明。

初版 2017年1月

客    戶

公司

TEL 

商  品  名  稱

搭載除菌離子
浴室暖房・換氣・乾燥機 

經  銷  商

姓    名
住          址

型    號

保證期間

購買日期   年          月   日起－ 3 年

住          址
TEL 

進口代理
永聖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2段125號14樓
TEL:(02)2516-7189

總經銷
信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權東路3段191巷105號
TEL:0800-082-258

製造商
マックス株式会社

BS-161H-CX-YS

(咨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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