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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客戶

洗碗機出廠前，均經過徹底的安全性及功能性檢查。

使用洗碗機前，請仔細閱讀使用說明書。

重要的是將說明書妥善保存，以便隨時查閱！

請遵循說明書來操作本產品以防止操作意外及機器故障。

注意！

‧洗碗機出廠前皆經過水電實際測試，因船運時間較長，新機若有異味皆屬正常現

象，請於第一次使用洗碗機前，進行高溫空洗一次即可。

‧洗碗機僅供家庭使用。

‧製造代理商保有本設備操作功能之最終解釋權。

‧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售服專線 0800-888-570

安全注意事項

安裝

在機器安裝過程中要注意的幾點

‧本機只能由合格服務人員安裝和維修。

‧檢查室內電氣保險絲系統是否符合規定。

‧本設備需確實安裝接地線迴路。

‧切勿使用延長線或多重插座進行連接。

‧本設備不適合安裝於漏電斷路器迴路。

電源連結

本設備電源供應規格：

‧ 室內保險絲電流值應為10-16 A。

‧ 您的機器設置為220-240V。

‧不適合的電壓電流設備將導致機器故障或

導致安全性風險產生。

出水軟管

‧可直接連接到排水孔或水槽排水口。

‧排水管需吊高，至少距離地面50cm，以

防止虹吸現象發生。

進水軟管

‧ 本設備附帶之進水軟管，切勿隨意裁切。

‧ 水壓應至少為0.03Mpa，最高為1Mpa。

正常使用情況下

‧本機適用於家用，請勿用於任何其他商業

用途。

‧除了洗碗機的專用洗碗粉和光潔劑之外，

切勿放入其他非專用洗劑中。 

‧請勿將任何化學溶劑放入洗碗機，避免引

起爆炸。

‧如果無成人在旁監督，應避免兒童操作接觸

洗碗機。兒童及無行為能力之成人，或缺乏

足夠經驗知識者請避免單獨操作設備，高度

建議需由具完整行為能力之成人陪同操作。

‧將刀具和其他鋒利的物品放在刀叉架中的

專用位置。

萬一發生故障

‧機器故障應由合格人員進行維修。由授權

維修人員以外的任何人進行的任何維修工

作都將導致您的機器超出保修範圍。

‧在機器進行任何維修工作之前，請確保機

器已關掉電源。可將插頭拔掉，或將電箱

中總開關關閉。拔下電源線時，請勿拉扯

電線。確保關閉水龍頭。



3

操作

操作面板

1. 電源開／關鍵　　   2. 行程指示燈　　　3. 行程選擇鍵　　　　4. 預約定時選擇鍵

5. 行程結束指示燈　　6. 軟化鹽指示燈　　7. 光潔劑指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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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V 629ET

1. 電源開／關鍵      2. 訊息顯示幕　　  3. 行程選擇鍵　　       4. 24小時預約定時鍵

5. 洗碗錠選擇鍵　　6. 浸泡功能鍵　　  7. 只洗單層選擇鍵　    8. 行程結束指示燈

9. 軟化鹽指示燈　　10. 光潔劑指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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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程

洗程名稱 特髒洗程(P1) 快速洗程(P2) 節能洗程(P3) 手洗單烘(P4) 預洗潤濕(P5)

洗程溫度 70℃ 65℃  50℃ 40℃ 常溫

行程時間(分鐘)   127 50 187 30 15

耗電量(kw) 1.55 1.35 0.9 0.9 0.02

耗水量(升) 16.5 12.7 12 6.5 4.5

行程選擇
特髒
自動洗程

一般
自動洗程

玻璃杯
自動洗程

加強衛生
殺菌行程

快速洗程
50分

節能洗程 手洗單烘 預洗潤濕

洗程溫度 60-70℃ 50~60℃ 30~50℃ 60℃ 60℃ 50℃ 40℃ 常溫

洗程時間(分) 111-183 100-127 64-92 123 55 162 30 15

耗電量(kw) 1.22-1.8 1.12-1.3 0.81-0.96 1.55 1.07 0.94 0.88 0.02

耗水量(升) 13.3-24.6 10.9-18.5 10.6-17.7 15 11 9 6.5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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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數據會因環境條件（電壓、水壓、水溫和環境溫度）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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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水質軟化裝置 洗碗粉用量

本設備配有軟水裝置需定期添加軟化鹽，以

維持裝置正常運作。

使用洗碗機專用的軟化鹽

‧要放軟化鹽，首先取出下碗籃，逆時針轉

動打開鹽槽蓋，倒入約1公升的水。

‧再加入約1kg的軟化鹽（如下列圖示）。

注意！

‧僅第一次添加軟化鹽時需事先加

水。

‧如添加軟化鹽時不慎溢出，請將

溢出之鹽水及軟化鹽清潔乾淨，

以免導致內筒腐蝕。

注意！

‧使用洗碗碇需配合專用洗程。

‧洗碗粉（劑）需每次添加。

‧使用非洗碗機專用洗劑將導致機

器故障，無法修復情況發生。

‧添加洗碗粉（劑）請適量，請依

產品指示建議值添加，過量添加

將導致洗劑殘留。

軟化鹽毋需每次添加，僅在指示燈

亮起時，才需添加軟化鹽。

請使用洗碗機專用洗碗粉或洗碗劑。

洗碗粉填充盒

‧ 推動閂鎖打開洗碗粉容器，如圖所示。

‧請依洗碗粉（劑）產品標示建議值添加。

光潔劑

光潔劑用於防止水痕殘留在餐具，並加強烘

乾效果，使餐具更加乾淨光亮。

1. 打開光潔劑盒蓋

2. 注入光潔劑，目視加滿即可。

3. 關上光潔劑蓋子即可

‧未適當添加光潔劑將導致烘乾效

果不佳。

‧光潔劑毋需每次添加，僅在指示

燈亮起時，才需添加光潔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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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關閉機器

當程序指示燈結束時，使用電源開／關按鈕

關閉機器。

‧當碗盤污垢乾裂或特髒時，請選擇浸泡功

能。

‧如果您選擇浸泡功能，會因此改變某些程

序的溫度和洗滌時間。

附加功能

附加功能

浸泡功能

洗碗錠功能

預約定時器

預約行程的開始時間3-6-9小時後啟動。

1. 打開電源

2. 選擇行程

3. 選擇欲預約時間

4. 關上門啟動

預約定時器

預約按鈕預約行程的開始時間1-19小時後啟

動。

1. 打開電源

2. 選擇行程

3. 按壓預約定時鍵，顯示幕上會顯示“1h”

，持續按壓至欲設定的時間。

4. 關上門啟動

ZIV 61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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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行程

如果您想在洗程進行中途變更行程，請依下

列步驟執行。

1. 打開機器的門。 

2. 持續按壓行程選擇鍵3秒鐘。（行程指示

燈將閃爍後熄滅）

3. 關閉機器門後，機器將啟動排水行程約

30秒。

4. 排水行程結束後，機器發出蜂鳴聲“5次”

，“行程結束指示燈”亮起。

5. 重新選擇行程

洗碗機操作

1. 按壓電源開／關鍵。

2. 按壓行程選擇鍵選擇適合餐具的洗程。

3. 關上門，行程將自動啟動。

4. 當您選擇的洗程完成後，行程結束指示燈

會亮起，並發出蜂鳴聲“5次”。

當選擇的行程無法添加浸泡功能時

，設備會發出警告音，指示操作無

法完成。

當選擇的行程無法添加只洗單層功

能時，設備會發出警告音，指示操

作無法完成。

如果要更改或取消設定時間，可以

使用預約定時按鍵進行調整。

注意！

行程結束後，設備操作面板燈號並

不會自動熄滅。（待機狀態） 使用任何洗碗碇時，需搭配此功能鍵。

只洗單層功能

當餐盤量不多時，可按下只洗單層功能鍵，

可選擇單獨上層、或單獨下層進行清洗以及

上下層少量，以節省水電資源（請相對減量

洗碗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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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合洗碗機的餐具

餐具擺放在碗籃時請注意以下事項：

清潔機門密封件

定時啟動機器

清潔與維護

殘渣過濾網

‧具有不沾鍋塗料的鍋具。

‧陶瓷鍋、砂鍋。

‧木質餐具。餐具黏著劑也不耐高溫。

‧不耐高溫的塑膠品、銅器、錫等餐具。

‧上釉料的餐具、鋁器及銀器在清洗過程中

容易褪色。

1. 需固定且穩定的擺放。

2. 請注意沖水棒的相對位置，勿影響沖水

棒的旋轉角度。

‧要清潔門膠條中的任何積聚的殘留物，請

使用濕布定期擦拭門膠條。

建議需定期使用洗碗機，至少一星期一次，

機器閒置過久未啟動容易產生故障。

請依圖示，定期清潔過濾網。

請依圖示操作，檢查上、下沖水棒的孔是否

堵塞。若有堵塞，請將沖水棒卸下，再將其

清洗乾淨。

沖水棒

注意！

碗盤請勿留置於機器內過久時間，

以免產生濕氣回流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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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程序無法啟動

‧檢查插頭是否連接。

‧檢查電箱總開關。

‧確保進水龍頭開啟。

‧確保已關閉機器門。

‧請確保按下電源開／關按鈕啟動機器。

‧確保進水過濾網和機器過濾網沒有堵塞。

如果洗碗粉殘留在洗碗粉盒中

‧添加洗碗粉時，洗碗粉盒是潮濕的。

如果在行程結束時，水留在洗碗機底部

‧排水軟管堵塞或扭曲。

‧過濾網堵塞。

‧行程尚未結束

如果機器在行程進行期間突然停止

‧電源中斷。

‧供水出現問題。

如果在洗滌操作過程中聽到振動和撞擊的聲音

‧餐盤放置不正確。

‧沖水棒打到餐盤。

如果餐具不夠乾燥

‧選擇無乾燥的洗程。

‧光潔劑量太低。

常見問題

問題排解

如果餐盤上留有部分食物殘渣

‧餐盤放置不正確，沖水棒沒有沖洗到餐具

的每一個部份。

‧餐具上的污垢乾硬。

‧鍋具有燒焦狀況。

‧放置太多餐具。

‧餐具互相堆疊。

‧洗碗粉量不夠。

‧選擇不合適的行程。

‧沖水棒噴嘴被堵塞。

‧過濾網堵塞。

‧過濾網安裝不正確。

‧排水幫浦堵塞。

如果餐具有白色污點

‧洗碗粉量不夠。

‧光潔劑量設定不足。

‧水硬度很高，沒有使用洗碗機專用軟化鹽。

‧軟水化鹽釋放值太低。

‧鹽槽蓋未旋緊。

如果盤子上有銹漬痕

‧餐具不是完全防鏽的。

‧軟化鹽值設定太高。

‧鹽槽蓋未旋緊。

‧添加軟化鹽時，灑出軟化鹽。

注意！

為確保烘乾效果，請於行程結束後

儘快取出，如無法立即取出或隔夜

後取出，請善用預約定時器功能。



額定電壓：220V~60Hz

額定功率：1900W

供應水壓：最低（0.3bar/0.03MPa）/ 最高(10bar/1MPa) 

尺寸：寬/深/高 600/570/820~870 mm  

產地：波蘭

製造號碼：如機體標示SN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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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水壓：最低（0.3bar/0.03MPa）/ 最高(10bar/1MPa)

尺寸：寬/深/高 600/570/820~870 mm 

產地：波蘭

製造號碼：如機體標示SN序號

技術資料

本產品自購買日起全機保固一年，需寄回產品內附之保證卡回函聯保固方能生效！

型號：ZIV615T

型號：ZIV629ET

專業 / 穩健 / 值得信賴

曜泓國際有限公司
www.amica-tw.com

產品售服專線 0800-888-5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