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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所有权利。禁止复制本出版物的文本或图片。

遵照     此使用和维护手册中的建议， 确保高效、

无故障地使用车辆。

本手册中的插图和描述性文本   在打印时是  正确

无误的。Iveco 会不断改进政策， 且有权随时更

改价格、规格和设备， 恕不另行通知。

依维柯始终致力于产品的不断完善，因此保留随时

改变产品价格、技术数据或版本的权利，恕无法事

先通知。

本刊中提供的所有信息可能因产品变化而有所不同

。尺寸和重量等数据仅供参考，所列图示并不一定

能代表产品的标准状态。

欲知相关产品的详细信息，请联系您的依维柯经销

商。

十分感谢您选择Iveco，同时向您表示衷心祝贺：您选购了一

辆与众不同的卡车为您服务，它集优异性能、低能耗、高可

靠性和舒适度于一身。

我们请您认真阅读与新车相关的操作和维护手册。按照这些

说明进行操作，可确保您的新车以良好状态运行，并获得很

长的使用寿命。

我们希望您的新车长期无故障，并提醒您，Iveco 服务机构

始终在您身边，为您提供高效的专业建议

Iveco  和它的驾驶员相似：具有周密考虑的系统， 像一个有

机体那样进行规划，且设计了成千上万的备用零件，每个备

用零件都与其他零件一起集成为“逻辑整体”。

Iveco 工程师以最高的精确度确定技术规格，确保实现最大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系统中的每个零件都必须按照设计的方

法发挥功能，确保 Iveco 仍是您选择的 Iveco。

保良好性能的最好方法是出现问题时咨询 Iveco 服务机构

。Iveco 服务标志众所周知，Iveco 在全球拥有 3,500 多个

服务中心，无论您在何处都可以轻松咨询。

些服务中心拥有 30,000 多名技师和技工，每个人都经过 业

培训并学习过定期进修课程，可以娴熟地应对持续的车辆技

术开发。

当然，为了确保维修服务诊断精确、干预快速和高服务质量

，培训必不可少。

服务中心还确保只使用 IVECO 原装备件，这些 原装备件保

持了车辆的 原有完整性。

事实上，这些部件是唯一能够与设计和建造车辆所用的“逻

辑整体”精确集成的部件。

保您的车辆始终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我们推荐采用制定好

的划，以确保在应维护时间到来前的固定期间内，车辆运行

状态良好且运行成本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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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警示符號
您將會常在以下頁面看到這些符號；為了您自身與車輛的安全，請遵守其所代表之
說明。

受傷風險
部分或完全未遵守這些指示會有嚴重的受傷風險。

車輛嚴重損壞風險
部分或完全未遵守這些指示會對車輛造成嚴重損壞並可能使保固失效

一般風險
綜合上述符號所表示之風險。

環保相關作為
此部分指使用車輛時應採取之環保相關作為此。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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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電動／電子裝置
對車輛安裝附加配備及進行任何改裝時，必須遵守授權服務廠所提供的「車輛加／
改裝規則」。
請記住，各種（尤其是電子系統用）電子插座均為標準配備（或可選配），讓車體
組裝人員在電子系統部分的工程得以簡化與標準化。
因需求違反「車輛加／改裝規則」時必須獲得 IVECO授權。未遵守以上要求將使保
固失效，甚至可能失去車型認證。
安裝電動／電子裝置
在車輛購買後於售後服務中所安裝的任何電動／電子裝置均需有以下標章：

IVECO認可由 IVECO授權服務廠依製造商規範所安裝的收發設備裝置。
不可改裝或連接電動控制單元之線材。尤其嚴禁修改控制單元間的資料連接線路
（CAN線路）。

留意 安裝會改變車輛特性之裝置可能會使車輛失去主管機關的道路使用許可，且
因前述改裝所造成之直接或間接損壞均會使車輛保固失效。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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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53規定：車輛報廢處理相關資訊
歐盟為降低報廢車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提倡減少商品浪費並為保持、維護與改善
環境品質盡一份心力，故發佈了2000/53/EC規定。
該法規要求在車輛的設計與製造階段便採取預防措施，並建立一套報廢車的收集處
理、回收再生系統。

IVECO為環境保護與關懷作了那些努力？
大幅提升車輛使用與壽命期間的環保效能。多年來，IVECO不斷實現對於全球環境
保護與關懷之承諾，包括不斷改善製程及創造更加環保之產品。
事實上，結合持續研究環保與高能效之產品及製程技術並將其投入產品的設計與生
產階段中，IVECO已研發出使用對環境衝擊最小之可回收與再生的材料及元件之解
決方案。
為確保能符合現行歐盟標準並讓用戶在處理報廢車輛時能獲得最完善之服務
，IVECO研發了一套系統能讓用戶將其報廢車輛交給經認證之拆解場服務網，無需
負擔額外成本 (1)。
用戶可聯絡 IVECO經銷商以取得最近的授權拆解場資訊。這些拆解場均經過 IVECO
仔細篩選以確保在進行報廢車輛收集、處理與再生時能展現最高標準之服務。
此外用戶也可上www.iveco.com網站取得授權拆解場資訊。
(1)載貨與乘客車輛總重在3,5 t以下，含所有必要零件（尤其引擎與車體），不含
其他廢棄物。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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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允許使用情況
•本裝置僅可在駕駛與車流允許的狀態下使用。使用本裝置前，請確認操作時不會
妨礙行駛或造成駕駛、車上其他乘客與其他用路人的危險。請隨時遵守高速公路法
規。
•在車內時必須要能隨時聽到來自警用、救護或消防車輛的警報聲。因此，使用本
裝置時，請確保音量在適合道路與車流狀況的大小範圍內。
•僅可使用適合音響之安全、電磁相容性與保護程度之連接線與外部裝置。在未經
音響製造商書面同意下改裝本裝置可能會無法符合現行法律規範。
•請勿將讓外物進到裝置內；其可能造成人員受傷或讓裝置損壞。
•請勿讓裝置與發熱物品（如香菸）接觸。

•若需清潔裝置，請參閱「車輛保養」一節。
•無觸控螢幕裝置專用資訊：請勿（用手指或其他物品）重壓 LCD顯示幕。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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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進出踏階

受傷風險：
請確實關閉車門以免駕駛與乘客發生危險：
-行駛時請務必關好車門。
未遵守這些規定將有嚴重的人員受傷風險

受傷風險：
上車時請務必：
-請勿跳出駕駛艙。
-保持駕駛艙腳踏處清潔。
未遵守這些規定將有嚴重的人員受傷風險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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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位置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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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向盤。
2.方向盤調整撥桿（本撥桿位於轉向機柱上）。
3.駕駛用空氣囊與喇叭。
4.貨艙／ECAS懸吊控制（選配）。
5.引擎蓋解鎖撥桿。
6.保險絲盒／EOBD插座。
7.置杯架。
8.可調式出風口。
9.儲物空間。
10.儀錶板。
11.方向盤左側撥桿。
12.方向盤右側撥桿。
13.引擎啟動鑰匙。
14.可調式出風口。
15.儲物空間。
16.按鈕面板。
17.音響或儲物空間保留區。
18.手套箱。
19.可調式出風口。
20.儲物空間。
21.乘客側空氣囊（選配）
22.可調式出風口。
23.置杯架。
24.儲物空間。
25.儲物空間。
26.空調模式控制。
27.按鈕面板。
28.儲物空間。
29.文件空間。
30.儲物空間。
31.變速箱撥桿（圖示為機械式變速箱撥桿）。
32. Bluetooth®音響控制裝置（選配）。

注释 控制裝置、儀錶與指示燈的外觀與排列方式會因車型而有不同。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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擋風玻璃操作
要清潔擋風玻璃時可利用保險桿的腳踏區（如圖所示）。

一般規定
保持駕駛艙腳踏處清潔。
未遵守這些規定將有嚴重的人員受傷風險

注释 若需更多關於擋風玻璃清潔之詳細資訊，請參閱「用戶可執行之檢查」一
章。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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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固定車體配備之商用車
開啟車體側板
若要使用車體的裝卸平台，請依以下步驟將該平台降低：

兩側平台
•將手把 (1)拉起將鎖定插銷 (2)及平台鬆開。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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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所示將平台降下。

•若要將平台完全降下，請將固定纜線 (4)之彈簧鉤 (3)解開。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車輛必須能隨時讓他人清楚看到。若因車尾門／後車門開啟造成照明受阻
，駕駛應放置適合的危險警示三角標誌或其他符合車輛所在地高速公路法
規之裝置，以便讓他人能清楚看見車輛。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若要關閉側板，請依相反順序執行上述步驟並確認鎖定插銷 (2)有正確插入至固定
座中。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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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平台
若要降低本平台，請依以下步驟操作手把 (1)：

•將手把 (1)拉起將鎖定插銷 (2)及平台鬆開。

•若要將平台完全降下，請將固定纜線 (4)之彈簧鉤 (3)解開。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車輛必須能隨時讓他人清楚看到。若因車尾門／後車門開啟造成照明受阻
，駕駛應放置適合的危險警示三角標誌或其他符合車輛所在地高速公路法
規之裝置，以便讓他人能清楚看見車輛。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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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關閉平台，請依相反順序執行上述步驟並確認鎖定插銷 (2)有正確插入至固
定座中。

注释 車體上有移動終點接觸緩衝裝置可保護鋁製平台在開啟時不會撞擊到車架。
開啟平台時，請將其扶好直到接觸到終點為止。

腳踏板
後平台配備有一腳踏板可方便用戶上下平台。腳踏板使用方式：
•如圖所示將腳踏板的踏階 (1)鬆開。

降低踏階 (1)。
若要將腳踏板放回收納位置，請將同一操作反向執行即可。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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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U型螺栓
車體上有許多U型螺栓可用於固定貨物。請將U型螺栓 (1)拉起以便連接固定纜
線。
為正確裝載貨物，請詳閱下頁。

固定眼孔
車輛底板上有多個眼孔 (1)，可用於以纜線固定貨物。

「Capucine」頂篷式行李廂（選配）
部分箱形車款搭載有如圖所示之「Capucine」頂篷式車廂／行李廂 (1)，並位於貨物
空間內將此空間與駕駛艙分開之牆壁上。

注释 該車廂／行李廂最大容許承載量為15 kg。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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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車頂置物盒（箱形車）
安裝車頂架或車頂置物盒時必須使用預先安裝於車頂
上的固定裝置並確實將其連接到車頂置物盒固定裝置
上，並確認縱向與橫向突出部分均有蓋好。
請參閱「安裝指示」並與授權服務中心聯繫以選擇正
確之車頂置物盒（類型、車輛承載量及固定點位置）
以確保在以不同檔位行駛時均不會改便車輛的穩定
性。

注释 AluRack Prime Design車頂架之最大承載量為
200 kg。

裝載建議
本車輛認可方式採用最大重量為基準，例如：空載重
量、可用重量、總重、前軸最大重量、後軸最大重
量、可拖載重量。這些重量均登載於車輛註冊文件
中。
所有重量均應確實遵守不可超過。尤其在承載貨物（
特別是車輛有搭載特定配備）時禁止超過前軸與後軸
最大容許重量。
因此，建議：
•將貨物平均放置於底板上：若需要將其集中於特定
區域，請選擇前後軸間的區域；
•請注意如將貨物以較低的方式放置可降低車輛重心
，有助於提升車輛操控性：因此，請務必將最重的物
品放在最底下；
•最後，請記得車輛的動態表現會受載重影響：尤其
在高速狀態下會拉長煞車距離。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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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門
1.車門關閉握把。
2.電動車窗控制與車外後視鏡調整開關。
3.車門開啟拉桿。
4.置物袋置杯架。
5.下方儲物空間。

注释 下方置物袋抽屜 (5)可放一個符合DIN 13164 B標準之急救箱。

注释 如需電動車窗操作說明，請參閱以下章節：「控制裝置與裝置」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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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飾蓋，乘客商用車
1.開啟車門門把。
2.車門拉動手把。
3.車門內側上鎖鈕。
4.煙灰缸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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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進出踏階
後車門亦配備踏階可方便上下車。
如圖所示：
•車門元件内側之腳踏板。

受傷風險：
請確實關閉車門以免駕駛與乘客發生危險：
-行駛時請務必關好車門。
未遵守這些規定將有嚴重的人員受傷風險

受傷風險：
上車時請務必：
-請勿跳出駕駛艙。
-保持駕駛艙腳踏處清潔。
未遵守這些規定將有嚴重的人員受傷風險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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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側滑動車門
從車外開啟
若要開啟滑動車門，請將手把 (1)朝圖中箭頭所示方向拉動，再將車門朝開啟方向
移動。

注释 使用裝卸平台前，請確認車門有正確卡在能讓其保持在完全開啟狀態之裝置
上。

注释 請勿在滑動車門開啟的狀態下移動車輛。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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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車外關閉車門
關閉車門時，請拉動手把 (1)使其脫離停止位置再加以推動並關上。

從車內關閉車門
從車內關閉時，請鬆開手把 (2)（如圖所示）再推動車門將其完全關閉。

注释 關閉車門時，請確認車門與車體中間無障礙物或會使其卡住的東西。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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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後車門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車輛必須能隨時讓他人清楚看到。若因車尾門／後車門開啟造成照明受阻
，駕駛應放置適合的危險警示三角標誌或其他符合車輛所在地高速公路法
規之裝置，以便讓他人能清楚看見車輛。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從車外開啟兩件式車尾門
請依以下步驟開啟兩件式車尾門：
•用如圖所示方式拉起手把 (1)將車尾門 (2)開啟；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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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手把 (3)將前一頁圖中所示的車尾門 (4)開啟。

從車外關閉兩件式車尾門
•將車尾門 (4)關上並確認其確實固定在車輛底板的固定裝置上。
•關閉車尾門 (1)。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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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車內開啟兩件式車尾門
要從車內開啟，請依以下步驟：
使用手把 (5)將前一頁圖中所示的車尾門 (1)開啟。
•使用手把 (5)將車尾門 (1)開啟。

注释 水平位置 -以逆時針向上轉的方式開啟。手把上方的凹處 (6)可用於在從車
內關閉車門時拉動車門。

•使用前一頁所示車尾門 (4)之手把 (3)；

從車內關閉兩件式車尾門
關閉車門時，請依與前述相反之方式操作車尾門。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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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dor版
本箱形車提供 Vendor版，搭載有後向外掀式車門，而非標準版之商用車乘客側車
門。
開關時，請按住按鈕控制面板上的按鈕 (1)，或於車外操作引擎點火鑰匙上的遙控
中控鎖。
車門開啟時，儀錶板上會出現「Outswinging door open」（外掀式車門開啟）或以特
定符號表示。
車門配備有系統可在開啟時遇到障礙時讓防夾裝置介入以防止人員受傷。
若在車門開啟時將駐車煞車鬆開，則車門會自動關閉，若儀錶板有啟動（點火開關
切換至 ‘MAR-1’），則會出現警示音。
若駐車煞車在儀錶板啟動且車門開啟的狀態下鬆開，則車門會自動關閉並發出警示
音。
除此之外：
•操作電子系統停用按鈕 Emergency switch後，車門會開啟且踏階上方的車頂燈會亮
起。不過，若在車輛移動時操作使按鈕，則車門會保持關閉。
•若在駐車煞車啟動的狀態移動車輛，則會出現警示音。僅有在車門關閉的狀態下
警示音才會停止。即便車輛在移動中，仍可關閉車門，但除非在上述情況下，否則
無法開啟車門。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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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車門
關閉車門用之按鈕與開啟車門時相同。
若關閉車門時遇到障礙物，則防夾系統會介入以防止乘客受傷（請參閱「防夾」功
能）。
防夾功能
前車門配備有兩個防夾裝置可在車門開啟與關閉遇到障礙物時介入。這些裝置會執
行以下功能：
•在關門時，會將車門開啟。
•在開門時，會將車門關閉。

在車門將完全關上時，防夾功能會停用。
在後向外掀式車門中，當防夾系統介入時踏階上方的車頂燈會閃爍三次表示。此操
作僅會執行一次，不會重複。
在防夾系統介入後，可再使用儀錶板上的開／關按鈕移動車門。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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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效
若車門系統失效，儀錶台顯示幕上會出現訊息「Outswinging door fault」（外掀式車
門失效）通知駕駛。
此訊號會與如圖所示之警示燈同時出現在儀錶台顯示幕上。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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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動開啟／關閉用緊急裝置
當遇緊急狀況或電力失效時，外旋轉門配備有手動系統可從車內開啟：用於開啟的
紅色塑膠握把 (1)位於靠近車門的位置。
必要時：
•將握把向下拉（會聽到一聲警示音）。
•手動開啟。
•要恢復正常操作，只要將握把 (1)移回原位即可。

若要從車外手動開啟車門：用鑰匙將門鎖 (2)解鎖並依箭頭方向轉動手把（開啟時
會以警示音表示）。
若門鎖 (2)卡住且儀錶板已啟動（引擎點火開關設為‘MAR-1’），則會出現警示音表
示車外緊急手把卡住。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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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錶板
必要時，車輛所安裝的系統可讓您檢查與方便使用控制裝置的主功能。為避免造成
潛在的危險狀況（包含對您及其他用路人），請確實遵守以下預防措施：

留意 在使用本系統時請保持對車輛的控制；若有任何疑慮，請停車並採取其他操
作。

受傷風險：
駕駛如未妥善注意及（或）失去道路視野則可能造成嚴重意外。在開始前
，請先熟悉車輛系統與其他控制裝置的使用方式。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一般規定
駕駛應確保其處於能確保自身與其他用路人安全的位置。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座椅與方向盤調整控制裝置可用於獲得最舒適的駕駛位置。當行駛中，駕駛的舒適
度受許多外在因素之影響，例如路面、車速、車輛承載量等。
駕駛應對隨時這些外在因素有所反應以確保其舒適性，尤其當路面狀況不佳或行駛
於泥土路面時，駕駛應確實控制車速。在這些情況下，駕駛必須維持車速以確保其
舒適度同時遵守高速公路法規。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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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錶
儀錶板上有以下儀錶：
1.車速錶及警示燈。
2.車外照明警示燈模組。
3.燃油油位錶及儲備油量警示燈。
4.方向燈警示燈模組。
5.引擎冷卻液溫度指示器及高溫警示燈。
6.車外照明警示燈模組。
7.轉速錶及警示燈。
8.多功能數位顯示幕。

注释 本車依配備不同可搭載兩種顯示幕（「Comfort」舒適型與「Matrix」矩陣型
）。請參閱本章的相關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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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速錶
儀錶 (1)會顯示車速。其單位為km/h，在特定國家則採用mph。
本儀錶亦有一系列之警示燈。請參閱本章的表格。

警示燈模組
警示燈模組 (2)含部分與車外照明相關之警示燈。
若需更多詳細資訊，請參閱本章的表格及照明操作相關章節。

駕駛位置



40

燃油油位指示器
儀錶 (3)可顯示油箱中的燃油量。
當指針指向：
0.油箱已空。
½。油箱為半滿。
1.油箱全滿。
黃色警示燈 (A)表示油箱中的燃油已達最低存量，車輛可行駛距離將受限。

方向燈警示燈模組
警示燈模組 (4)含方向燈及警示燈。
若需更多詳細資訊，請參閱本章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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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冷卻液溫度指示器
儀錶 (5)會顯示引擎冷卻管路中的冷卻液溫度。
當溫度超過 50 °C時溫度計會顯示冷卻液溫度且指針會移至「50」以上。

•下限（50）：低冷卻液溫度。
•上限（130）：高冷卻液溫度。
•平均工作溫度介於 75 °C與 85 °C之間。

留意 若引擎冷卻液溫度指針接近紅色標記，則紅色警示燈（A）會亮起，同時多
功能數位顯示幕上會出現訊息：這表示冷卻液溫度過高；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若引擎冷卻液溫度過度升高，駕駛必須立即靠邊停車、關閉引擎並聯絡授
權服務廠。
僅部分或未遵守這些指示可能會造成車輛嚴重損壞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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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燈模組
警示燈模組 (6)含部分與車外照明相關之警示燈
若需更多詳細資訊，請參閱本章的表格及照明操作相關章節。

轉速錶
轉速錶 (7)可提供引擎轉速資訊。
當引擎怠速時，轉速錶可能會顯示引擎轉速有細微或突然變化。
此為正常情況，例如會發生於空調或風扇開啟時。在這些情況下，會稍微增加怠速
轉速以保護電瓶電量。
本儀錶亦有一系列之警示燈。
請參閱本章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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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數位顯示幕
本顯示幕 (8)會顯示車輛狀態（詳細說明列於本章對應小節中）。

儀錶板亮度感知器。
感知器 (9)會依環境亮度調整儀錶板亮度。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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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錶台調整
本程序可讓駕駛調整兩側照明亮起時中央儀錶台上亮起之按鈕的亮度。
請依以下步驟調整：
1.進入「Menu」（功能表）
2.使用 (3)與 (1)按鈕調整亮度（從最小到最大）。按鈕的背光無法關
閉。
3.按下SET按鈕 (2)可儲存選擇之亮度。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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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儀錶板
（按鈕排列方式）
本圖顯示面板上的完整按鈕排列方式。按鈕的排列方
式與項目會因車型／市場而異。
1. Eco開關功能（選配）。
2.頭燈位置調整／瀏覽鍵儀錶台顯示功能表。
3.用於瀏覽儀錶台顯示功能表之「SET」按鈕。
4.頭燈位置調整／瀏覽鍵儀錶台顯示功能表。
5.危險警示燈。
6.霧燈
7.後霧燈
8. ASR解除。
9.車輛上鎖／解鎖控制。
10. Start & Stop（選配）—外掀式車門（Vendor版）。
11.後聚光燈—車內燈（巴士版）。

12. PTO啟動—車內燈（巴士版）。
13.加熱後視鏡、擋風玻璃與後車窗除霜。
14.差速器鎖定啟動。
15.車速限制器。
16. LDWS車道偏離警示 -車道變換警示系統（選配）
17.單元加熱器（選配）。
18.備用。
19.備用。
20.備用。
21.電池斷路「ON」-緊急開關。
22.電池斷路「OFF」-緊急開關。
23.備用。
24.點煙器（選配）
25. USB插座。
27. AUX插座
28. 12 V插座

注释 部分按鈕會有內建指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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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錶台上部
減速器控制裝置（選配）位於儀錶台上靠近方向盤右側的位置。位置：
1.四段控制撥桿（如圖所示： (a); (b); (c) (d);
2.減速器與煞車踏板解除連線按鈕。

注释 關於減速器操作，請參閱「啟動與行駛」一章。

儀錶台左側
以下按鈕位於方向盤左側：
1.下降按鈕（氣壓懸吊）
2.自動水平調整按鈕（氣壓懸吊）
3.上升按鈕（氣壓懸吊）

額外的獨立加熱器亦有控制單元 (4)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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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檔指示燈（GSI）
排檔指示燈會顯示能最有效發揮引擎能力的換檔時機，例如，排入較高檔位以節省
油耗或排入較低檔位以提升扭力。
依據其指示，可得到省油、降低有毒廢氣排放與駕駛舒適度等好處。
排檔指示燈會在儀錶板上顯示應排入的檔位以建議換檔，同時出現較高檔位或較低
檔位的符號。
依多功能顯示幕的不同，GSI圖示會有所不同。

當顯示幕上出現 SHIFT UP (A)圖示時，系統建議排入較高檔位（換檔可節省油耗
），而顯示 SHIFT DOWN (B)圖示時，則建議排入較低檔位。

注释 該指示會持續至駕駛依建議換檔，或駕駛條件變成符合無需換檔以獲得較佳
油耗為止。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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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燈列表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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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符號 警示燈 顏色

1 車門未完全關閉 —

2 車速限制器已啟動 紅色

3 *空氣懸吊未處於行駛狀態 紅色

4 EOBD/ MIL 黃色

5 *外部緊急握把以鑰匙鎖定 黃色

6 *定速巡航已啟動 綠色

7 *煞車失效及（或）EBD故障
及（或）手煞車已啟動 紅色

8 * ABS失效 黃色

9 * ESC/ESP已啟動 黃色

10 差速器鎖定已啟動 黃色

11
*誘導 (AdBlue液位／液量偏
低 -SCR系統) 黃色

12 減速器已啟動 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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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符號 警示燈 顏色

13 * DPF 黃色

14 已啟動預熱 黃色

15 未繫上安全帶 紅色

16 *冷卻液位偏低 紅色

17 *空氣囊失效 紅色

18 *乘客用空氣囊已停用 黃色

19 電瓶未充電 紅色

20 *引擎機油壓力偏低 紅色

*標示有星號的警示燈運作會在每次點火鑰匙轉向 MAR-1位置（請參閱「啟動與駕駛」章節）時進行檢查，並會持續數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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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符號 警示燈 顏色

21 拖車外部車燈失效 黃色

22 霧燈亮起 綠色

23 外部車燈開啟 綠色

24 左方向燈亮起 綠色

25 右方向燈亮起 綠色

26 遠光燈亮起 亮藍燈

27 後霧燈亮起 黃色

28 一般錯誤（請注意） 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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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導警示燈（1）
警示燈運作邏輯。若AdBlue液位偏低、偵測到AdBlue品質或使用情況不良或當EGR
系統有受到修改，均會有燈號閃爍、亮起並恆亮。
觸發原因共有3種嚴重程度，如下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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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 結果 對駕駛的意義

•尿素量< 10 %
•偵測到AdBlue品質或使用情況不良
•嘗試改裝 EGR閥

對駕駛者的警示（警示燈閃爍） 對駕駛者的警示（警示燈閃爍）

•尿素量< 5 %
•連續10小時偵測到AdBlue使用情況不良
•嘗試改裝EGR閥超過36小時

引擎性能下降（引擎扭力下降 25 %，於
第一次停車後觸發）

警示燈恆亮並出現「Limited engine
power」（引擎動力受限）訊息

• AdBlue槽已空。
•連續20小時偵測到AdBlue使用情況不良
•嘗試改裝 EGR閥超過100小時

車速降至 20 km/h（在第一次重新啟動
引擎或連續使用8小時後第一次停止時觸
發）

AdBlue警示燈亮起並出現「Limited vehicle
speed」（車速受限）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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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警示燈運作邏輯：
•間歇性：正進行再生，會出現「DPF cleaning start engine and keep vehicle
stationary」（DPF清潔中，請啟動引擎並保持車輛靜止）訊息。
•恆亮：再生未完全成功，會出現「Regeneration not completed, see manual」（再生
未完成，請參閱手冊）訊息。警示燈會恆量直到再生成功完成為止。

在正常使用下，車輛會自動進行濾清器再生而不會通知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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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導
EURO VI防污染標準要求工業用車輛製造商在車輛使用過程中，若NOx排放量不符
車型認證要求，則需將引擎性能降階。
因此若行駛時AdBlue槽內為空或接近全空（AdBlue液位低於臨界值 10 %、5 %偵測
裝置運作的最低量）或因其他因素使車輛不符NOx廢氣排放標準，則引擎效能會受
限（「降階」）。此時會以儀錶台上的 Inducement警示燈亮起表示。
降階會在車輛初次停止時啟動，並持續至抗污染裝置讓車輛符合NOx廢氣排放標準
為止（若AdBlue槽已空，則需要補充）。AdBlue不會影響車輛的可靠度。
針對不同程度之「Inducement」，會提供駕駛不同的指示並採用對應之「降階」程
度，包括：
• "Driver warning system ":「Inducement」警示燈閃爍，不進行任何引擎效能降階。
• "Low level inducement ":「Inducement」警示燈恆亮並出現「Limited engine
power」（引擎動力受限）訊息引擎性能下降（引擎扭力下降25%，於第一次停車
後觸發）。

從第一次引擎重新啟動或第一次引擎停止（若引擎連續8小時未停止或重新啟動）
開始

駕駛位置



58

•「嚴重誘因」：「Inducement」警示燈亮起並出現「Limited vehicle speed」（車速
受限）訊息降低車輛性能，車速降至 20 km/h，從引擎第一次重新啟動或第一次停
止（若引擎連續8小時未停止或重新啟動）開始。

請記得車載控制單元會記錄這類事件供公路警察確認。
發生故障時，請聯絡授權服務廠。

留意 在恢復成正常操作狀態時，請在引擎停止（點火開關位於「STOP-0」位置
）的狀態下等候至少5分鐘，讓所有控制單元完成其「後處理」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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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BLUE量

ADBLUE 引擎表現

<10 % 閃爍 不變

<5 % 警示燈恆亮 引擎扭力降低 25 %

0 % 警示燈恆亮 最大車速限制在 20 km/h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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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BLUE量不足

運作時數 引擎表現

0 – 10 h 警示燈恆亮 閃爍 不變

10 – 20 h 警示燈恆亮 警示燈恆亮 引擎扭力降低 25 %

>20 h 警示燈恆亮 警示燈恆亮 最大車速限制在 20 km/h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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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BLUE使用情況不良

運作時數 引擎表現

0 – 10 h 警示燈恆亮 閃爍 不變

10 – 20 h 警示燈恆亮 恆亮 引擎扭力降低 25 %

>20 h 警示燈恆亮 警示燈恆亮 最大車速限制在 20 km/h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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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R錯誤或失效

運作時數 引擎表現

0 – 36 h 警示燈恆亮 閃爍 不變

36 – 100 h 警示燈恆亮 恆亮 引擎扭力降低 25 %

>100 h 警示燈恆亮 警示燈恆亮 最大車速限制在 20 km/h以
下

OBD - MIL警示燈僅會在排放因錯誤或失效而超出法定值時才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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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F（柴油碳微粒濾清器）
DPF (Diesel Particulate Filter)為一無需用戶維護之微粒過濾裝置。車輛會自動將累積
在 DPF中的微粒燃燒掉（自行再生）。
不過，在某些使用情境下（例如停車頻繁的市區行駛）外在條件無法進行自行再生
，因此車輛會透過控制的方式增加廢氣溫度以強制清潔濾清器（控制再生）。
請務必不要中斷控制再生（例如將引擎熄火或駐車），同時可能需要維持正常行駛
讓引擎保持在穩定的高轉速下（檔位不限）。

「依需要」再生
微粒過濾器之再生功能在市區的逐戶運送工作中尤其重要，因此時會短暫而頻繁的
停車，故容易造成自行再生功能因關閉引擎而中斷。為避免此情況，故設計了讓系
統在中斷後自動恢復再生的功能。
若此作法仍不足，則表示 DPF 警示燈長時間亮起，因此提供「依需要再生」功
能讓駕駛能在有空時將其啟動，而無需尋求授權服務中心協助。

當DPF警示燈亮起且引擎夠熱後，駕駛便可依以下步驟啟動「依需要」再生功能：
•將車輛停在平坦開闊之地點以免阻礙交通，遠離行人與動物及易燃物質（紙張、
枯葉、乾草等等..）。
•請排入空檔並使用駐車煞車。
•將引擎關閉並將點火開關設為 STOP-0。接著儀錶板開啟並將點火開關設為MAR-
1。

•同時踩住煞車及加速踏板並等候警示燈 DPF 開始閃爍且儀錶板顯示幕上出現
「Cleaning DPF start the engine and keep the vehicle stationary」（DPF清潔中，請啟動
引擎並保持車輛靜止）訊息。
•將踏板（煞車、加速及離合器等）完全鬆開。
•啟動引擎，將點火開關從 MAR-1切換成AVV-2，但不踩下加速踏板。若引擎啟動
失敗，則請依上述程序從頭執行一次
•此時，「依需要再生」程序便會自動啟動且警示燈 DPF 也會開始間歇性閃
爍。

請記住部分車輛安全條件會使「依需要再生」程序自動停止：
•車輛開始移動；
•駕駛踩下任一踏板（煞車／油門／離合器等）或排入空檔以外之檔位或鬆開駐車
煞車；
•駕駛將點火開關轉至 STOP-0把引擎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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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溫度未降至容許範圍內
•電瓶電壓過低
•氣壓偏低（如海拔高度等因素）。

甚至，若系統故障或再生所需之車載系統感知器故障也會造成「依需要再生」自動
停止
當警示燈 DPF 停止閃爍即表示再生完成：
•若其熄滅，表示整個程序已成功完成；
•若警示燈仍亮起，則表示程序未成功完成且必須重新執行將停止原因消除。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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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變速箱
本螢幕可讓駕駛看到變速箱操作模式：
•手排
•自排

甚至，本畫面還可顯示訊息：
•若在點火鑰匙設為「MAR-2」時未執行顯示幕所要求的動作，則多功能顯示器 (1)
上方會出現「Press brake pedal」（請踩煞車）之訊息。
•踩下踏板後，顯示幕上便會出現「Gearbox OK」（變速箱正常）確認資訊。
•自排變速箱操作模式會透過多功能顯示幕以符號 (2)呈現讓駕駛了解。
•若要在手排模式與自排模式間切換，請將變速箱排入空檔，此時多功能顯示幕 (1)
上方便會出現「Put gearbox into N」（排入N檔）訊息。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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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MATIC自排變速箱
依引擎及車型許可類別（Euro 5或Euro 6）不同，可能會有兩種資訊顯示方式：
A：搭載Euro5引擎之車型
會以顯示ECO/PWR以啟動取代其他引擎不會管理之AdBlue液位顯示。

B：搭載Euro6引擎之車型
會以ECO/PWR以啟動取代頭燈水平位置顯示。按下上下箭頭按鈕（僅在頭燈亮起
時）可在顯示幕上叫出此畫面以顯示並（或）修改頭燈高度。經過5秒後，頭燈水
平位置顯示便會消失，接著恢復成顯示ECO/PWR狀態。
1.車外溫度
2.日期
3.總里程數
4.變速箱齒比資訊與狀態（M為半自動 – A為自動）
5.時間
6.圖示區（例如：結冰風險）
7. ECO或PWR模式啟動狀態
8. AdBlue液位（僅適用Euro6車型）

自動變速箱的顯示策略相同。僅有訊號的位置不同。
為簡化說明，故僅用一種圖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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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囊失效警示燈
當鑰匙轉至MAR-1時，紅色警示燈 會亮起，並應在數秒後熄滅。若此警示燈未熄
滅表示空氣囊系統有錯誤。顯示幕上會出現相關訊息。
若警示燈 在將點火鑰匙轉至MAR-1時未亮起或在行駛時亮著（同時顯示幕上出現
訊息），則表示約束系統可能有錯誤；此時，空氣囊或預張緊器會無法在意外中啟
動，或在一些特定情況下可能會無法正確啟動。
請立即與授權服務中心聯繫將系統送檢後再繼續使用。警示燈 錯誤會以警示燈

閃爍表示前乘客空氣囊已停用的方式來表示。甚至，空氣囊系統會自動將乘客
側空氣囊停用（依車型不同包括正面與側面）。
此時，警示燈 會無法顯示約束系統發生錯誤。
請立即與授權服務中心聯繫將系統送檢後再繼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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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鎖死煞車系統「ABS」
防鎖死煞車系統EBD -電子煞車分配系統

留意 ABS - EBD裝置損壞會改變車輛的煞車行為。請立即與授權服務中心聯絡，
並請小心駕駛。

符合以下：
•在煞車過程中，煞車踏板會因ABS系統而有輕微振動。
•當 ABS啟動後，煞車踏板上會感受到振動，請勿將踏板鬆開並確實踩住；如此車
輛可依路況在最短的距離內停止。

•本系統的性能是以主動式安全性為主，用意並非是讓駕駛主動做不必要的冒險。
•駕駛時應隨時考慮天候、能見度與交通。
•不論何種情況，最大減速度均視輪胎與路面的抓地力而定。請記住當下雪或結冰
時，抓地力會大幅降低，因此在這類情況下即便有 ABS系統仍會拉長煞車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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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擎運轉時出現 ABS警示燈 + (1)警示燈並伴隨 EBD故障訊息，表示系統中發
生故障且 ABS與 EBD功能均失效。此時，緊急煞車會讓輪胎鎖死，進而有車輛打
滑的風險。若僅有 ABS警示燈亮起，則 EBD可繼續運作，而 ABS功能則會消失。
不論何種情況下，駕駛車輛時請避免緊急煞車，並盡速前往最近的授權服務據點進
行系統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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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與ESP
（若連結至自排變速箱）
除了標準煞車控制功能外，這些系統也可以在彎道中禁止車輛升檔。
在引擎運轉時出現 ABS警示燈 + (1)警示燈並伴隨 EBD故障訊息，表示系統中發
生故障且 ABS與 EBD功能均失效。

ABS警示燈恆亮表示系統發生失效；ABS警示燈恆亮且伴隨著 (1)警示燈亮起及
EBD故障訊息表示發生 EBD系統失效。

留意 使用部分特殊Camper裝置會使 ESP系統效果降為 ASR + Hill Holder + ABS +
EBD + MSR + LAC。若需更多資訊，請聯絡 IVECO授權服務中心。

留意 從 ESP系統降為 ASR + Hill Holder + ABS + EBD + MSR + LAC會使車輛穩定
控制裝置（ESP）完全停用，接著駕駛會失去所有穩定性控制輔助功能。

搭載後差速器鎖定的車輛：
•在部分路面條件下，同時使用煞車與差速器鎖定會使車輛比只使用煞車時更不穩
定，使用ABS系統亦同。
•後差速器鎖定應僅用於直線道路且車速低於 15 km/h。不當使用本裝置會降低車
輛的操控性並造成機械性傷害。
•在部分路面條件下，同時使用煞車與差速器鎖定會降低車輛的穩定性，即便有
ABS或 ESP系統亦同。

•在部分路面條件下，啟動差速器鎖會使 ESP系統運作與車輛操控受到影響。
•差速器鎖定裝置不會自動切斷：請依以下說明將其解除。要恢復正常運作，請停
下車輛並鬆開按鈕。
•若鎖定無法在鬆開相關按鈕時立即解除，請改變駕駛方向以消除壓力。再次起步
前請確認差速器鎖定已正確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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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

穩定性控制電子系統
本系統會透過轉向角感知器的訊號，並以車輛偏移感知器、加速錶與輪速感知器的
實際訊號進行駕駛的軌跡分析。
若車輛失去穩定性，則系統會透過對特定輪胎施以煞車並控制引擎的方式降低車
速。換言之，本系統具以下功能：
• ASR：循跡控制。
• ESP：穩定性控制
• Hill Holder：上坡起步輔助。
• HBA:遇緊急煞車時增加煞車壓力。
• LAC:依承載分配主動調整煞車控制。
• TSM:調整 ESP控制功能（當已連接拖車以抑制搖晃時）。
• HRB：遇緊急煞車時增加後軸的煞車力。
• HFC：辨識並補嘗因煞車過熱所減損的煞車性能。
• RMI & ROM:遇緊急轉向時進行車輛滾動控制。

ESP統的修正動作需仰賴對車輛運作資料的不斷確認。若出現會使 ESP功能無法使
用的錯誤，則 ABS 系統與電子煞車分配的運作並不會受損。然而，此時對應的警
示燈會發出故障訊號並應立即前往最近的服務中心。

ESP系統在車輛失去穩定性時可提供駕駛輔助，但並無法控制所有狀況。ESP系統
所提供的輔助效果視所面臨的情況而定，例如，路面、輪胎、煞車系統、懸吊等的
情況。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駕駛不可因車輛配備的安全系統（ABS、ESP等）便於駕駛時疏忽大意。駕
駛應為其駕駛行為負責。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留意 對所有車型尤其是配備有 ESP之車型，絕不可對車輛配備、懸吊、軸距、變
速箱、引擎、轉向系統、電子控制單元參數、感知器與其定位或 ESP模組化連線管
路進行修改。

駕駛位置



72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使用車輛註冊文件未登載之輪胎類型不僅違法，亦會對ESP與ABS系統運作
造成不當影響。
僅部分或未遵守這些指示可能會造成車輛嚴重損壞

一般規定
針對配備有ESP之車輛，建議於前後車軸均採用相同的輪胎：因此建議不要
在後軸安裝冬季胎而前軸則採用夏季胎。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在對配備有ESP之車輛進行加裝時，請務必參閱本車「車輛加／改裝規則」
的相關內容。
僅部分或未遵守這些指示可能會造成車輛嚴重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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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叭
按下方向盤中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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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盤上的控制裝置
在搭載Bluetooth®音響之車輛中，方向盤上有以下按鈕
：
1.選擇音源（相當於音響上的SRC按鈕或音響瀏覽裝置
上的VOICE按鈕）。
2.音量 +／音量 -。
3.靜音。
4.接聽來電。
5.收音機：掃描 +／掃描 -；其他音源：曲目 +／曲目
-。
6.結束通話。

正確操作資訊請參閱音響手冊。

注释 若車輛安裝有音響瀏覽裝置，方向盤上的按鈕
會有所不同。請參閱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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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先加裝之方向盤控制裝置（選配）
除了音響連線A與B外，還有5條獨立之纜線可將「副
廠」音響連接至方向盤控制裝置。
連線說明：
•粉色線（編碼9020）：左方向盤控制裝置訊號
•粉色線（編碼9019）：右方向盤控制裝置訊號
•棕色線：方向盤控制裝置訊號接地
•白色線：倒車檔啟用訊號（當倒車檔啟動、啟動去
耦合繼電器後的電瓶電壓，最大提供100 mA電流）

方向盤上的控制裝置有電阻編碼，以下為相對於接地
的對阻值（含5 %誤差及最大功率1/4 W）及提供的功
能：
(1) SRC OK：5 Ω
(2) volume +：178 Ω
(2) volume —：79 Ω

(3) Mute：398 Ω
(4) TEL ON：398 Ω
(5) SCAN UP：178 Ω
(5) SCAN DOWN：79 Ω
(6) TEL OFF：5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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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去纜線絕緣層後，加上適合裝置使用之端子與接頭
即可連接。
當與外接裝置不相容（例如控制數據不正確）時，可
透過將雙向ST19接頭斷開的方式把車輛的方向盤控制
裝置獨立出來（方向盤控制裝置與BCM控制單元的連
線：針腳1- H.51；針腳2 H.40），其位於儀錶台的保險
絲區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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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速器
（限有搭載之車型）
減速器在車輛行駛於下坡路段時特別實用；其效果於車輛處於中／高車速時最佳。
朝四個方向操作小型撥桿 (1)即可啟動減速器（如圖所示： (a)； (b)； (c)； (d)
）：每個撥桿位置可將煞車動力較前一位置提升，最高可達 100 %。
此外，當踩下伺服煞車踏板時，即會自動啟動減速器。
在儀錶台上位於撥桿 (1)底下的位置，有一減速器解除按鈕 (2)，可用於讓減速器
不要在踩下煞車踏板後自動啟動。

注释 超過 40 km/h後便會自動恢復成完整運作。

減速器解除按鈕運作邏輯
鬆開按鈕 (2)（圖示熄滅）：
減速器完整運作（在踩下煞車踏板時自動啟動減速器）。
按下按鈕 (2)（圖示亮起）：
在踩下煞車踏板時不自動啟動減速器。

注释 當使用撥桿 (1)啟動減速器後，按鈕的位置便無法將其停用。

每當ABS防鎖死煞車系統或ESP電子穩定功能介入時，減速器的煞車動作均會暫停。
若有啟動定速巡航系統（限有配備之車型），減速器會自動啟動以確保能維持設定
之車速。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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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 減速器應用。減速器在各運作情況下均無法保證最大煞車扭力，尤其當長時
間啟動時（例如：在長下坡路段為車輛減速時）。警示！在以下情況中，會基於安
全考量逐漸降低煞車效能，但仍可做重度煞車：
-當電子元件損壞或故障時。
-當減速器過熱時。
-有必要考慮藉由調整駕車型態（檔位選擇及伺服煞車）降低煞車力。

留意 高運作溫度。危險！
本車上安裝有電磁式減速器：電磁裝置的溫度在啟動時及剛啟動結束後均會非常
高。警示！即便車輛靜止，仍請在引擎熄火後避免接觸減速器元件，因其運作時會
產生高溫。

污染，起火
請勿將車輛停駐於易然物質如紙張、草堆或枯葉上。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正常運作時的警示燈 (1)顯示
警示燈未亮起：
•減速器未作用。

警示燈一直持續亮著：
•減速器已啟動且正依撥桿的位置或踩下的煞車踏板位置或依定速巡航系統的要求
進行減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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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燈持續閃爍：
•已預先選擇減速器但因有禁用情況而尚未啟動（例如：已踩下加速踏板、溫度過
高等等）。系統故障所造成之禁用情況僅當連續偵測到減速器錯誤訊號時才會出現
；此時，請將車輛開往最近之授權服務中心。其他情況下，均僅是暫時無法使用；
因此，請完全鬆開加速踏板踏板並在等候減速器恢復正常期間（此時警示燈會恆亮
）使用伺服煞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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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車內統一上鎖／解鎖車門
若要將所有車門上鎖與解鎖，請按下位於儀錶台上的 (1)按鈕。鎖定／解鎖操作會
集中執行（前門與後門）。
當車門上鎖後，按鈕上的 (2) LED會亮起。再次按下 (1)按鈕後，會將所有車門統
一解鎖且LED也會熄滅。
當車門解鎖後，按鈕上的LED會熄滅。再次按下按鈕後，會將所有車門統一上鎖。
僅在所有車門均已關好的情況下才能將車門上鎖。
使用以下方式將車門上鎖：
•遙控器；
•車門開關；

將會無法使用儀錶台上的 (1)按鈕將車門解鎖。

Autoclose功能
Autoclose功能可讓車輛在行駛且車速超過20公里／小時後自動將所有車門上鎖。
若要啟動本功能，請參閱本章關於儀錶板多功能顯示器部分之說明。

中控鎖啟動後，將前／後車門內側的開啟撥桿向上拉即可將個別車門解鎖。

注释 與授權服務中心聯繫時，可啟用前車門的邏輯排列功能。如此可透過將任一
前車門開啟撥桿向上拉的方式將中控鎖解除。

注释 當電力失效（保險絲燒斷、電瓶斷開等）時，仍可用手動方式操作車門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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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煞車
•當引擎關閉時，不會提供煞車系統伺服協助，因此煞車時需加大踩踏煞車踏板的力
道。
•當煞車電路發生問題時，踏板動作會延長，此時會需要加諸更大的力道至煞車踏板
上。注意：停止距離會加大，請立即至授權服務中心進行系統檢查。
•請遵守車輛的最大承載量以及前／後車軸的單一最大容許承載量，以避免異常壓力
對煞車產生不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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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R

ASR-加速防滑控制系統（限特定車型）
本系統會加快引擎與煞車的動作，防止驅動輪打滑；可確保在濕滑路面或驅動輪打
滑時的安全性與快速起步。最後，它可降低在彎道中過度加速而造成轉向過度的風
險。在前方鍵盤中，有一按鈕可將本系統停用。只要車速超過 60 km/h即會啟動。
在安裝雪鍊行駛或當輪胎陷於路面（砂地、礫石地等...）時較建議關閉ASR。
兩個系統的運作會以圖中的黃色警示燈表示：在運作時會閃爍，ASR/ESP系統故障
時則會恆亮。

ASR/ESP排除按鈕
按鈕 (1)已啟動（LED熄滅）
功能完全運作、煞車運作效能最大並降低引擎扭力。
按鈕 (1)已停用（LED亮起且儀錶台之警示燈亮起）
功能減效作用、維持煞車控制力但不限制引擎扭力。引擎扭力控制裝置會接近
60 km/h時會自動重新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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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導與EOBD II（MIL）警示燈操作
當將點火開關轉至「MAR -1」位置但不啟動引擎時，警示燈 (1)會以不同的頻率閃
爍。此閃爍表示車輛系統的運作狀態。

若警示燈 (1)在引擎運轉時亮起，則表示有系統失效。此時，請至授權服務中心進
行系統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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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功能表
本功能表有許多項目，只要按下按鈕 與 加以選擇，便可進入以下不同
的選項與設定中（配置）。某些項目還有子功能表。

只要按一下按鈕 即可啟動功能表，所含項目如下：
1.功能表
2. SPEED LIMITER（車速限制器）
3. AUTOCLOSE（自動關閉）
4. PASSENGER AIRBAG（乘客側空氣囊）
5. SEAT BELT BUZZER（安全帶警示音）
6. CORNERING LIGHTS（轉向頭燈）
7. TRIP B（里程B）
8. SET TIME（設定時間）
9. SET DATE（設定日期）
10. UNITS（單位）
11. LANGUAGE（語言）
12. BUZZER VOLUME（警示音量）
13. SERVICE（維修）
14. EXIT MENU（離開功能表）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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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主功能表選擇一個沒有子功能表之項目
若要選擇這些項目：
•按一下 按鈕選擇要修改之主功能表設定；
•按下 或 按鈕（按一下）可選擇新設定；
•快速按下 按鈕可儲存設定並同時回到之前在主功能表選擇的項目中。

從主功能表選擇一個有子功能表之項目
選擇方式包括：
•按一下 按鈕，會顯示子功能表的第一個項目；
•按下 或 按鈕（按一下）可捲動子功能表之項目；
•按一下 按鈕，會顯示子功能表項目並進行選擇讓用戶進到相關設定功能表中；
•按下 或 按鈕（按一下）可選擇該子功能表項目的新設定；
•快速按下 按鈕可儲存設定並同時回到之前在子功能表選擇的項目中。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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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表項目
功能表
本項目可讓用戶進入設定功能表。
若要選擇功能表中的不同項目，請按下 或 按鈕。
若要回到標準畫面，請按住 按鈕。

Speed BEEP（車速蜂鳴器；車速限制）
本功能可讓用戶設定車速限制（以公里／小時或英里／小時為單位），若超過此速
限，駕駛會收到警示。請依以下步驟設定速限：
•按一下 按鈕，顯示幕上便會出現訊息（Speed Beep）
•按下 或 按鈕選擇啟用（On）或停用（Off）速限；
•若本功能已啟用（On），按下 或 按鈕選擇需要之速限並按 確認。

注释 其範圍可介於 30 km/h至車輛設定的最大速限或20英里／小時至車輛設定
的速限之間，視之前選擇的單位而定，請參閱後面的「單位 -設定單位」一節。

每次按下 — 按鈕後，便會增加或減少5單位。按住 — 按鈕
會自動增加或減少速度。當接近需要的值時，請用逐次按下按鈕的方式設定。
•按一下 按鈕返回功能表畫面或按住按鈕數秒不儲存設定回到標準畫面。

請依以下步驟取消設定：
•按一下 按鈕，顯示幕便會閃爍（On）；
•按下 按鈕，顯示幕會閃爍（Off）；
•按一下 按鈕返回功能表畫面或按住按鈕數秒不儲存設定回到標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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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close（自動關閉；在車輛移動時的自動中控鎖）
此功能一旦啟用（On）後，便會在車速超過 20 km/h時啟動車門自動上鎖功能。
請依以下步驟啟用或停用本功能：
•按一下 按鈕顯示子功能表；
•按一下 按鈕，顯示幕會視之前的設定閃爍ON或OFF；
•按 或 按鈕進行選擇；
•按一下 按鈕返回子功能表畫面或按住按鈕數秒不儲存設定回到標準畫面；
•按住 按鈕數秒，依用戶所在功能表不同，會返回標準畫面或主功能表。

Air Bag/Passenger Bag（空氣囊／乘客側空氣囊）
（啟用／停用前乘客側空氣囊）
本功能可讓用戶啟用／停用乘客側空氣囊。
請依以下步驟：
•按下 按鈕，接著在顯示幕上出現訊息「Pass Bag: Off」（乘客側空氣囊關閉；代
表停用）或訊息「Bag pass: On」（乘客側空氣囊開啟；代表啟用）時，透過 與

按鈕進行選擇，再按一次 按鈕；
•顯示幕上便會出現需要確認之訊息；
•按下 或 按鈕選擇「YES」（確認啟用／停用）或「NO」（確認取消
）；
•按一下 按鈕會出現確認選項之訊息並返回功能表畫面或按住按鈕數秒可不儲存
設定回到標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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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p/Buzz. Seat belt（重新啟動S.B.R.警示器 -座椅安全帶提醒之警示音）
（限特定地區及市場）
本功能需先在授權服務中心將S.B.R.系統停用後才會出現。

Cornering lights（轉向頭燈）
本功能可讓用戶啟用／停用轉向頭燈功能。
請依以下步驟啟用或停用本功能：
•按一下 按鈕顯示子功能表；
•按一下 按鈕，顯示幕會視之前的設定閃爍ON或OFF；
•按 或 按鈕進行選擇；
•按一下 按鈕返回子功能表畫面或按住按鈕數秒不儲存設定回到標準畫面；
•按住 按鈕數秒，依用戶所在功能表不同，會返回標準畫面或主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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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B Data/Activation（里程B資料／啟用；啟用里程B）
本功能可讓用戶啟用（On）或停用（Off）里程B顯示（部分里程）。若需更多資訊
，請參閱「旅程電腦」一節。
請依以下步驟啟用／停用：
•按一下 按鈕，顯示幕會視之前的設定閃爍ON或OFF；
•按 或 按鈕進行選擇；
•按一下 按鈕返回功能表畫面或按住按鈕數秒不儲存設定回到標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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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date（設定日期）
此功能可讓用戶更新日期（日–月–年）。

注释 配備數位時間－速度記錄器之車型無法修改日期。

請依以下步驟進行更新：
•按一下 按鈕，「年」便會開始閃爍；
•按下 或 按鈕進行調整；
•按一下 按鈕，「月」便會開始閃爍；
•按下 或 按鈕進行調整；
•按一下 按鈕，「日」便會開始閃爍；
•按下 或 按鈕進行調整。

注释 每次按下 或 按鈕後，便會增加或減少一單位。按住按鈕，會快
速自動增減。

當接近需要的值時，請用逐次按下按鈕的方式設定。
•按一下 按鈕返回功能表畫面或按住按鈕數秒不儲存設定回到標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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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time（設定時鐘）
本功能可讓用戶透過兩個子功能表設定時間：「Time」（時間）與「Format」格
式。

注释 配備數位時間－速度記錄器之車型無法修改時間。

請依以下步驟設定時間：
•按一下 按鈕則顯示幕會顯示兩個子功能表「Time」（時間）與「Format」（格
式）；
•按下 或 按鈕可在兩個子功能表間移動；
•選擇要修改的子功能表後，請按一下 按鈕；
•若進到「Time」（時間）子功能表：按一下按鈕，顯示幕上的「時」便會開始閃
爍；
•按下 或 按鈕進行調整；
•按一下 按鈕，顯示幕上的「分」便會開始閃爍；
•按下按鈕設定時間。

注释 每次按下 或 按鈕後，便會增加或減少一單位。按住按鈕，會快
速自動增減。

•若進到「Format」（格式）子功能表：按一下 按鈕，顯示模式便會閃爍；
•按下 或 按鈕選擇「24h」（24小時）格式或「12h」（12小時）模式。

調整完成後，按一下按鈕返回功能表畫面或按住按鈕數秒不儲存設定回到標準畫
面。
•再次按住 按鈕數秒，依用戶所在功能表不同，會返回標準畫面或主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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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語言）
請依以下步驟設定需要的語言：
•按一下 按鈕，之前設定的「語言」便會閃爍；
•按 或 按鈕進行選擇；
•按一下 按鈕返回功能表畫面或按住按鈕數秒不儲存設定回到標準畫面。

駕駛可使用的語言會依車輛註冊所在國家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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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s（單位；設定單位）
本功能可讓用戶透過三個子功能表設定測量單位：「Distances」（距離
）、「Consumption」（油耗）與「Temperature」（溫度）。
請依以下步驟設定需要的單位：
•按一下 按鈕顯示三個子功能表；
•按下 或 按鈕可在三個子功能表間移動；
•選擇要修改的子功能表後，請按一下 按鈕；
•若進到「Distances」（距離）子功能表：按一下 按鈕，顯示幕會視之前的設定
閃爍「km」（公里）或「mi」（英里）；
•按 或 按鈕進行選擇；
•若進到「Fuel consumption」（油耗）子功能表：按一下 按鈕，顯示幕會視之前
的設定閃爍「km/l」（公里／公升）、「l/100km」（公升／100公里）或「mpg」（
英里／加侖）；

若設定「km」（公里）作為單位，顯示幕會參考油耗量設定單位（km/l（公里／公
升）或l/100km（公升／100公里））。
若設定「mi」（英里）作為單位，則顯示幕會以「英里／加侖」為單位顯示油耗
量。
•按 或 按鈕進行選擇；
•若進到「Temperature」（溫度）子功能表：按一下 按鈕，顯示幕會視之前的
設定閃爍「°C」或「°F」；
•按 或 按鈕進行選擇；

調整完成後，按一下按鈕返回功能表畫面或按住按鈕數秒不儲存設定回到標準畫
面。
•再次按住按鈕數秒，依用戶所在功能表不同，會返回標準畫面或主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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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zzer volume（蜂鳴器音量；設定錯誤／警示蜂鳴器音量）
本功能可讓用戶設定（選擇八種強度其中一種）隨錯誤／故障顯示畫面一同出現的
蜂鳴器音量。
請依以下步驟設定需要的音量：
•按一下 按鈕，顯示幕上便會閃爍之前設定的音量「強度」；
•按下 或 按鈕進行調整；
•按一下 按鈕返回功能表畫面或按住按鈕數秒不儲存設定回到標準畫面。

Service（維修；定期保養）
本功能可讓用戶檢視各里程下應完成那些保養。
使用Service功能亦可檢視該換機油的里程（以英里或公里為單位）。請記住除了儀
錶台上顯示的資訊，請務必遵守本手冊「定期保養」一章中的定期保養時程。
請依以下步驟以檢視此資訊：
•按一下 按鈕，顯示幕會依之前的設定（請參閱「單位 -距離」一節）閃爍接下
來的保養公里或英里數；
•按一下 按鈕返回功能表畫面或按住按鈕數秒不儲存設定回到標準畫面。

從保養時間前 20000 km（或等量之英里數）開始，每當鑰匙設定為（MAR-1）時
此畫面會自動出現，且每200公里（或等量之英里數）重複一次。距保養不到
200 km時，提醒會更加頻繁。
請聯繫授權服務中心讓服務人員依「定期保養計劃」進行保養並將此顯示資訊重
設。

Exit menu（離開功能表）
此為功能表畫面設定中的最後一項功能。
按一下按鈕 ，顯示幕 會不儲存返回標準畫面。按下該按鈕顯示幕會回到功
能表的第一個項目。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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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
本車輛可配備兩種顯示幕：
•多功能式（舒適型）；
•可配置之多功能式（矩陣型）。後者可依設定為駕駛提供有用之資訊。

當引擎點火鑰匙從開關上取下後，在開啟或關閉車門後顯示幕會啟動，數秒後即會
顯示時間及已行駛之總公里（或英里）數。

舒適型顯示幕
本顯示幕共有三行：
•上方的第一行為14全點陣列式。
•第二行則為分列式。
•最下方的第三行亦為分列式。

第一行用於顯示：
•資料。
•旅程電腦資料。
•設定功能表。
•以下相關訊息：啟用／停用功能／維修資訊／錯誤／警示。

第二與第三行則用於顯示：
•頭燈位置。
•啟動與停止。
•總里程數。
• AdBlue液位。
•結冰風險。
•時鐘。
•排檔指示燈。
•自排變速箱。

位置：
• A：資料。
• B：頭燈位置。
• C：Start&Stop符號區。
• D：總里程數及單位顯示。
• E：圖示區（例如：結冰風險）。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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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時鐘。
• G：GSI區（排檔指示燈）。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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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重新設定之顯示幕（矩陣型）
本顯示幕分為三個主題區，可顯示以下資訊：
•時鐘。
•車外溫度。
•頭燈位置。
•旅程電腦資料
•設定功能表
•以下相關訊息：啟用／停用功能；維修資訊；失效；警示。
•圖示區，結冰風險。
•總里程數。
•資料。
• AdBlue液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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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陣型可重新設定顯示幕
位置：
• A：車外溫度及單位顯示。
• C、E：總資料與總里程數及單位顯示
• C：標題與資訊（例如：行程、功能表、…）。
• D：AdBlue液位（適用搭載AdBlue之車型）。
• E：訊息顯示／設定／旅程數值（里程）／資訊區。
• F：圖示區（例如：結冰風險）。
• G：時鐘。
• H：GSI區（搭載GSI但未搭載AdBlue之車型的可設定矩陣型顯示幕）-頭燈水平位
置（搭載AdBlue之車型的可設定矩陣型顯示幕）。
• I：GSI區。（搭載GSI與AdBlue之車型的可設定矩陣型顯示幕）。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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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符號，舒適版
可設定版（矩陣型）之儀錶台圖示

駕駛位置



面板符號，舒適版

符號 警示燈 顏色

頭燈校準定位中 黃色

空調控制 黃色

Start & Stop（啟動與停止） 黃色

AdBlue 黃色

自動變速箱 黃色

升檔 黃色

降檔 黃色

公制單位 黃色

英制單位 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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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設定版（矩陣型）之儀錶台圖示

符號 警示燈 顏色

燃油濾芯 黃色

車外照明錯誤 黃色

車門開啟 紅色

排檔指示燈（調高檔位） 黃色

排檔指示燈（降低檔位） 黃色

無燃油 黃色

EDC錯誤 黃色

引擎機油感知器錯誤 紅色

止動系統 黃色

自動引擎停止 黃色

自動引擎停止錯誤 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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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 警示燈 顏色

電瓶無電量 紅色

物流模式 黃色

一般故障 黃色

速度記錄器失效 黃色

煞車來令片磨損 黃色

動力傳導器 黃色

空調控制單元 黃色

拖車故障／失效 黃色

駐車感知器 黃色

動力傳導器，模式0 黃色

動力傳導器，模式1 黃色

動力傳導器，模式2 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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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 警示燈 顏色

動力傳導器，模式3 黃色

減速器故障／失效 黃色

變速箱故障／失效 紅色

車道偏離警示 黃色

車道偏離警示失效 黃色

差速器錯誤／失效 黃色

維修 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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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程電腦
原理
當點火鑰匙設為（MAR-1），「旅程電腦」會依車輛的操作狀態顯示對應的值。此
功能由兩個獨立的「里程」所組成，分別為「Trip A」（里程A）與「Trip B」（里
程B），可用於分別監測車輛「已完成的任務」（旅程）。
兩個功能均可重設（重設 -開始新的任務）。

「Trip A」（里程A）可顯示以下值：
•可行駛距離
•已行駛距離
•平均油耗
•瞬間油耗
•旅程時間（行駛時間）。
•平均車速。

「Trip B」（里程B）可顯示以下值：
•已行駛距離B
•平均油耗B
•平均車速B
•旅程時間B（行駛時間）。

「里程B」可被排除（請參閱「啟用里程B」一節）。「Range」（可行駛距離）與
「Instantaneous consumption」（瞬間油耗）無法重設。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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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的值
Range（可行駛距離）
顯示油箱中剩餘油量尚可行駛之約略距離。
當出現以下情況時，顯示會呈現「 - - -」：
•可行駛距離低於50公里（或30英里）
•當車輛靜止且引擎運轉很長一段時間時。

注释 可行駛距離的變化會受不同因素影響：駕駛風格、道路類型（高速公路、市
區、山區等）、車輛運作情況（道路類型、胎壓等）。

注释 在規劃旅程時，請考量這些因素。

Distance travelled（已行駛距離）
顯示從新任務開始已行駛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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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age consumption（平均油耗）
代表從新任務開始的平均油耗。

Instantaneous consumption（瞬間油耗）
其表示油耗變化，會不斷更新。
若車輛靜止而引擎在運轉中，則會顯示「- - - -」。

Average speed（平均車速）
以新任務開始後之時間為基準的車輛平均車速。

Journey time（旅程時間）
從新任務開始後經過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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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的值
可行駛距離
顯示油箱中剩餘油量尚可行駛之約略距離。
當出現以下情況時，顯示會呈現「 - - -」：
•可行駛距離低於50公里（或30英里）
•當車輛靜止且引擎運轉很長一段時間時。

注释 可行駛距離的變化會受不同因素影響：駕駛風格、道路類型（高速公路、市
區、山區等）、車輛運作情況（道路類型、胎壓等）。

注释 在規劃旅程時，請考量這些因素。

已行駛距離
顯示從新任務開始已行駛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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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油耗
代表從新任務開始的平均油耗。

瞬間油耗
其表示油耗變化，會不斷更新。
若車輛靜止而引擎在運轉中，則會顯示「- - - -」。

Average speed（平均車速）
以新任務開始後之時間為基準的車輛平均車速。

Journey time（旅程時間）
從新任務開始後經過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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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視鏡
可透過移動反射面兩側進行調整：亦可手動收折。

留意 後視鏡僅顯示約略距離。在移動／變換車道前請小心確認距離。

注释 圖中所示之後視鏡為其中一種類型，但所有後視鏡之程序均相同。

電動後視鏡控制（限特定車型）
本後視鏡可使用控制裝置 (1)進行調整。
調整左側後視鏡：
•將旋鈕 (1)從位置 (B)轉至位置 (A)。
•調整完成後，鬆開旋鈕再將其轉回位置 (B)。

調整右側後視鏡時請將旋鈕 (1)從位置 (B)轉至位置 (C)，再以和左側後視鏡相同
的操作方式進行調整即可。

注释 基於安全因素，調整作業請務必在車輛靜止時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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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內後視鏡（限有安裝的車型）
可用撥桿 (1)做兩段式調整：
•正常；
•防眩。

駕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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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窗
駕駛側操作
透過操作駕駛側車門上兩個按鈕 (A)其中一個，可以手動模式（壓力／快速升起／
指令）或自動模式（壓力／連續升起指令）將駕駛側車窗升起與降下。乘客側車窗
在關閉時僅可啟用手動模式，自動模式僅可在開啟時使用。

乘客側操作
透過操作乘客側車門的控制裝置 (B)，可手動關閉車窗，自動模式僅可用於開啟車
窗時。

注释 針對所有控制裝置，在自動模式中上升／下降的車窗均可用按下／拉起控制
裝置的方式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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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點火開關位於MAR-1的位置時電動車窗的操作功能會固定啟動。
若點火開關從MAR-1轉至STOP-0且車輛車門未開啟，則電動車窗操作仍會啟用數秒
，唯限制如下：
•車窗可同時以手動與電動模式開啟；
•車窗僅可以手動模式關閉。

受傷風險：
不當使用電動車窗可能會造成危險：
-在操作前與過程中，請確認人員、動物與物體未曝露於因車窗移動、或被
車窗拉扯之物品波及而受傷的風險中。
未遵守這些規定將有嚴重的人員受傷風險

受傷風險：
不當使用電動車窗可能會造成危險：
-當下車時，記得取下點火鑰匙以防電動車窗意外移動對車上乘客造成風
險。
未遵守這些規定將有嚴重的人員受傷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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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車頂照明
車頂進出車門照明燈操作方式如下。
按下開關 (1)車頂照明會亮起：
•按下 (A)部分：聚光燈 (3)與 (4)熄滅。
•按下 (B)部分：聚光燈 (3)與 (4)亮起。

若未按下開關，則車頂照明會在車門開啟時亮起。
操作開關 (2)讓聚光燈 (3)或 (4)其中一個亮起：
•按下 (C)部分：聚光燈 (3)亮起。
•按下 (D)部分：聚光燈 (4)亮起。

若未按下開關，則車頂照明會在車門開啟時亮起。

注释 下車前，請確認開關 (1)與 (2)均位於中央位
置，且關上車門後照明有熄滅以免電瓶耗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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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內照明計時器

狀況 點火開關 照明

至少一個前車門開啟 STOP-0

MAR-1

車頂照明亮起3分鐘

關閉所有前車門 STOP-0

MAR-1

車頂照明亮起10秒鐘

車頂照明熄滅

至少一個後車門開啟 STOP-0 後車頂照明亮起3分鐘

關閉所有後車門 MAR-1 後車頂照明亮起10秒鐘

發動引擎 MAR-1 - AVV-2 後車頂照明熄滅

將鑰匙從點火開關取下 STOP-0 車頂照明亮起30秒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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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裝配備
置物箱 -儀錶台上部
儀錶台上部有以下附飾蓋的空間：
1.駕駛側置物箱。

如車上有加裝GPS (A)天線，可放在此空間中。
若裡面有此天線，請在放其他物品時特別小心以免天線損壞。

2.中央置物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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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乘客側置物箱。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請確認在行駛過程中所有蓋子確實關好以免突然開啟及阻礙視線。甚至，
在需要啟動空氣囊時，也可能會發生阻礙。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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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陽板／置物盒
遮陽板 (1)可翻轉與調整至側邊，具有文件袋，且乘
客側有化妝鏡。
若擋風玻璃上有置物架 (2)，請正確放好以免在行駛
中掉落。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當車輛行駛時，車內請勿放置會擊傷乘客和／
或損壞車輛。
-在行駛中請使用儲物／手套箱將物品妥善收
納。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
損壞風險

留意 置物架最大可承載重量為 20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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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椅
具兩種不同調整方式的座椅
座椅縱向位置調整
將撥桿 (1)拉起，使座椅鬆開以便前後移動；鬆開撥桿時，座椅會鎖定在希望的位
置。

一般規定
請在車輛靜止時再調整座椅並確認座椅有固定至定位。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鬆開撥桿 (1)後，請務必嘗試將座椅前後移動以確認其有卡在軌道上。若未卡住，
則可能意外移動而造成駕駛失去對車輛的控制。

調整椅背傾斜度
將旋鈕 (2)向前轉，可降低椅背相對於座墊的傾斜度。

具四種不同調整方式的座椅
座椅縱向位置調整
將撥桿 (1)拉起，使座椅鬆開以便前後移動；鬆開撥桿時，座椅會鎖定在希望的位
置。

調整椅背傾斜度
轉動旋鈕 (2)可讓用戶調整椅背。

控制裝置與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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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椅墊傾斜度
轉動較下方的旋鈕 (4)可調整椅墊傾斜度

調整垂直位置與椅墊位置
使用側邊撥桿 (3)調整座椅高度（直接「棘輪」控制）：將撥桿向下移可降低座椅
，向上移則可升高座椅。

一般規定
請在車輛靜止時再調整座椅並確認座椅有固定至定位。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鬆開撥桿 (1)後，請務必嘗試將座椅前後移動以確認其有卡在軌道上。若未卡住，
則可能意外移動而造成駕駛失去對車輛的控制。

控制裝置與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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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撐力調整（限特定車型）
上車前駕駛必須先順時針或逆時針轉動旋鈕 (5)（位於座椅前方、椅墊前方／下方
的位置）調整座椅懸吊直到儀錶顯示的數字與駕駛體重相同為止。
接著在駕駛時，會輕輕轉動滾輪依駕駛坐姿妥善調整懸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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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熱座椅
（限有搭載之車型）
駕駛側座椅及椅背加熱功能可用座椅側邊面板上的開關啟動與關閉。
按下 (6)按鈕可啟動加熱，按鈕上的LED亮起即表示已開始加熱。
再次按下 (6)按鈕可關閉座椅加熱功能，按鈕上的LED便會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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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枕
頭枕可調整高度並自動卡在想要的位置。
請依以下步驟調整：
•向上調：將頭枕升起直到聽到鎖定機制卡住。
•向下調：按下 (1)按鈕並將頭枕降低。

若要移動頭枕，請同時按下支桿兩側的 (1)與 (2)按鈕再將頭枕向上拉。

留意 拆下頭枕後請記得在旅程開始前將其裝回原位。

留意 此調整應在車輛靜止且引擎關閉的狀態下進行。調整頭枕時應以讓頭部（非
頸部）能靠住為原則。如此一來才有保護效果。

為有效利用頭枕的保護效果，請調整椅背讓身體上半部能直立並讓頭部盡量靠近頭
枕。

控制裝置與裝置



126

扶手
座椅配備有扶手（1）。轉動小滾輪 (2)可調整高度。

注释 在繫上前座椅安全帶前請確認椅背為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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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座型配備
在雙前座椅下方有空間／置物盒，只要將椅墊向前推即可使用。放在此空間內物品
的總重不可超過 6 kg。
行駛時應將椅墊保持關閉。本空間僅可在車輛靜止時取放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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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本空間／置物盒
圖片顯示如何透過將一個椅墊向前推的方式使用此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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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顯示如何透過將兩個椅墊向前推的方式使用此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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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前座椅
（限特定車型）
在中央前座靠背處有一個可掀下來的置物盤。可用於書寫或供筆記型電腦使用。

留意 確認駕駛時該空間保持關閉：若該空間中有物品且保持開啟，則這些物品有
可能朝駕駛飛出造成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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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夾／寫字板
置物箱也配備有收納式資料夾 (1)（A4格式附夾子），可透過伸縮式掛勾固定於方
向盤上。

留意 若駕駛要進行書寫、編寫文件或使用筆記型電腦等作業時必須將車輛停止並
駐車於路旁。在行駛中進行這些操作易使人分心，進而造成嚴重意外。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當車輛行駛時，車內請勿放置會擊傷乘客和／或損壞車輛。
-在行駛中請使用儲物／手套箱將物品妥善收納。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留意 桌板僅可在車輛未移動時固定在方向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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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囊
一般資訊
前空氣囊（駕駛與乘客）可在中高嚴重程度的正面碰撞中於乘員與方向盤及儀錶板
間塞入一個氣墊保護乘員免於受傷。
本系統會在達到於正面或側面碰撞會對乘員造成危險的最低減速下觸發。

注释 此處的值為約略值，會因車輛的重量等許多因素而改變。

若空氣囊在任何碰撞（側面、後面、車輛翻覆、其他）中無法啟動，並不代表有系
統故障。
當電子控制單元偵測到超過預設曲線的減速時，會透過電子引信觸發化學成份反
應。氣體會將氣墊充氣並啟動預張緊器將安全帶滾輪機制回捲並卡住。

減速情況由兩個加速感知器偵測。每次點火開關設為啟動位置（MAR-1）時，便會
執行系統自動診斷，且儀錶台的空氣囊指示燈均會亮起數秒。在此階段系統在碰撞
時並無法啟動空氣囊與預張緊器。
空氣囊的用途無法取代安全帶，但具有輔助效果。乘員應隨時繫好座椅安全帶並且
應記住使用方式應遵守各高速公路法規。發生碰撞時，未繫安全帶的乘客更容易向
前移動而與開啟的空氣囊接觸。

此時，會降低空氣囊的保護效果。
前方空氣囊在以下情況下不會啟動：
•與嚴重變形之物體正面碰撞而造成車輛正面未受到撞擊（例如當保險桿碰到護欄
時）；
•衝入其他車輛或保護欄下方（例如：衝入連結車或護欄下方）；因此時其保護效
果不會比座椅安全帶更好，故不會加以充氣。在這些情況下未啟動，不表示系統發
生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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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囊系統圖
1.空氣囊及預張緊器控制單元。
2.多工／車體電腦節點。
3.空氣囊。
4.鑰匙開關。
5.預張緊器。
6.儀錶板。
7.乘客空氣囊。
8.簾式空氣囊。
9.側撞空氣囊感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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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側前空氣囊
（限特定車型）
空氣囊位於方向盤中央的空間中。
當行駛時請將手放在方向盤上，如此當安全氣囊啟動時才不會接觸到障礙物。

甚至，駕駛時請勿將身體前傾，並讓椅背保持在直立位置讓脊柱能獲得良好的支
撐。
行駛時請勿在膝上、胸部前方放置物品且絕不可將管子、鉛筆及其他物品咬在嘴
上。如此會在因撞擊啟動空氣囊時造成嚴重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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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側前空氣囊
（限特定車型）
位於儀錶板的空間內。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行駛時請勿在膝上、胸部前方放置物品且絕不可將管子、鉛筆及其他物品
咬在嘴上。如此會在因撞擊啟動空氣囊時造成嚴重傷害。
未遵守這些規定將有嚴重的人員受傷風險

停用乘客空氣囊：
若要停用空氣囊，請透過儀錶台（請參閱「駕駛座椅」一章）。空氣囊停用後，警
示燈 會亮起。
若停用了乘客側空氣囊，即便法律並無規範，仍應立即重新啟用以達到保護乘客之
目的。

乘客側空氣囊已停用警示燈：
將乘客側前空氣囊停用會使黃色警示燈 亮起。當乘客側前氣囊停用且點火鑰匙
轉至MAR-1後，警示燈 會亮起並持續數秒後再熄滅。

當警示燈 發生錯誤時會以亮起警示燈 的方式表示。甚至，空氣囊系統會將乘
客側空氣囊停用。
請立即與授權服務中心聯繫將系統送檢後再繼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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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載前乘客側空氣囊之車輛於遮陽板處有一貼紙，內有關於在啟用乘客空氣囊時請
勿安裝後向式兒童座椅之說明。
請記得本車未通過可承載兒童座椅之認證。不論車輛之許可類型為何，車輛製造商
均有責任於遮陽板貼上相關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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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部保護側空氣囊（車窗空氣囊）
此部分包含兩個「簾式」空氣囊，藏於頭枕旁，以座椅內裝包覆起來；其用於在發
生側向碰撞時保護駕駛與前座乘客頭部。

在發生輕微側向碰撞（座椅安全帶即可提供足夠的約束力）時，並不會啟動這些空
氣囊。因此，請務必隨時繫好座椅安全帶。
當發生側向碰撞且減速情況超過啟動臨界值時，即會在不啟動預張緊器（設計用於
在發生正面碰撞時提供保護）的情況下觸發側空氣囊。
本系統在座椅位於正確位置讓車窗空氣囊可正確啟動的情況下，最能在發生側向碰
撞時提供保護效果。

留意 請勿於掛衣勾及手把上掛堅硬物品。

控制裝置與裝置



138

請勿將頭、手或手肘靠在車門、車窗或車窗空氣囊的區域以避免在其充氣時受傷。
請勿倚靠車窗或將手或手肘伸出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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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囊使用相關警示
•請勿在方向盤、乘客側空氣囊收納蓋或車頂側邊飾條上黏貼貼紙或其他物品；請
勿將任何物品放在乘客側儀錶板上，這可能會讓空氣囊無法正確開啟並造成車上乘
客受傷。
•若警示燈 在將點火鑰匙轉至（MAR-1）時未亮起或在行駛時亮著（部分車型在
顯示幕上同時會出現訊息），則表示約束系統可能有錯誤。此時，空氣囊或預張緊
器會無法在意外中啟動，或在一些特定情況下可能會無法正確啟動。此時，請立即
與授權服務中心聯繫將系統送檢後再繼續使用
•若車輛失竊、損壞、遭破壞或遇到淹水時，請至授權服務廠進行空氣囊系統檢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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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本車輛用戶，本車並非設計用於承載兒童，甚至使用兒童安全座椅。
•插入點火鑰匙並轉至（MAR-1）後，即便引擎未在運轉中，空氣囊亦可能在車輛
靜止受到其他車輛撞擊的情況下啟動。因此，如前所述，即便車輛在靜止的情況下
，也不可讓兒童坐於前座。
•請記住若未將鑰匙轉至（STOP-0），則在發生碰撞時不會啟動任何安全裝置（包
括空氣囊或預張緊器）；在上述情況下，空氣囊未啟動不表示系統故障。將鑰匙轉
至（MAR-1）後，警示燈 （含乘客側前空氣囊啟用）會亮起提醒乘客在發生碰撞
時會啟用空氣囊。接著燈號便會熄滅。
•當空氣囊啟動時，會釋出少量灰塵：此灰塵對身體健康無害亦無起火風險。

•此灰塵可能會刺激皮膚或眼睛：此時，請用輕水及中性皂清洗即可。
•所有空氣囊相關之檢查、維修與更換均需由授權服務中心執行。
•本系統無需任何檢查或保養，但用戶應謹記只要有任何系統介入後，儀錶台上的
控制單元警示燈便會亮起，表示需將整個系統進行更換。
•在報廢車輛前請聯絡授權服務廠將空氣囊系統停用。
•正面與側面空氣囊啟用與否視碰撞類型而定。故若有任一個未啟動並不代系統發
生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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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椅安全帶
本車備備有具滾輪機制的座椅安全帶，會自動回捲以確保配戴時的最大移動空間。
座椅安全帶有負載限制器及電動控制的預張緊器。甚至，其固定點與座椅連接的方
式能在任何座椅位置下都確保能有正確的保護效果。

若要繫好座椅安全帶，請握住帶環 (A)將其插入帶扣 (B)中直到聽到接合聲。若
要鬆開安全帶，請按下帶扣頂部的按鈕 (C)。在收回安全帶時請將其握住以免捲
曲。
安全帶無需手動調整：安全帶會以順暢的方式自動調整最適合駕駛的長度，讓其能
自由移動。本機制對車輛位置的變化具敏感度，故安全帶在以下情況中可能會鎖定
：煞車或突然加速、車輛處於斜坡或彎道處時。

注释 行駛過程中請勿按下 (C)按鈕。

注释 若在上述任一情況下座椅安全帶卡住，請將其回捲一小段將鎖定機制解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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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繫上安全帶警示燈
本車配備有S.B.R.系統（座椅安全帶提醒），包括儀錶台上的一個指示燈及警示燈。
當車輛靜止且駕駛座安全帶未繫時，紅色警示燈 會恆亮。
若在車輛移動中駕駛安全帶未正確繫好，警示燈會閃爍並出現警示音。

警示：
•上車時（尤其初次上車時），請務必調整前座椅安全帶高度以確保駕駛與乘客的
安全帶高度均正確。本預防措施可降低發生事故時受傷的風險。僅在車輛靜止時透
過移動滑動裝置 (1)的方式調整其高度。當安全帶通過頸部與肩膀間的位置即表示
座椅安全帶有正確調整。滑動塊 (1)可讓用戶將座椅安全帶的上部接點固定在四個
不同的位置上（請參閱圖）。調整座椅安全帶後，請務必確認滑動塊 (1)的位置有
卡住並固定。若其未固定，請將滑動塊 (1)向下推讓該裝置能自動卡到其中一個位
置上。
•駕駛必須遵守並要求車上乘客遵守高速公路法的座椅安全帶相關使用法規。請務
必繫好座椅安全帶後再開始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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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椅安全帶必須拉緊。上部必須通過肩膀的部分並通過胸前。下部必須落在乘客
的髖部而非腹部上。請勿使用其他會讓安全帶無法靠在身上的裝置（如夾子、固定
器等）。
•為達最大保護效果，請將椅背保持直立，將背靠在椅背上並將座椅安全帶保持在
胸部與髖部上。隨時繫上安全帶！若駕駛時未穿戴安全帶，將增加在碰撞事故中受
傷或死亡的風險。
•請勿將座椅安全帶扣到另一個座椅的安全帶扣中。若座椅下部靠在腹部上方而非
骨盆的位置，發生意外時會造成體內受傷。
•乘車時請勿讓座椅安全帶位於手臂下方。發生事故時，乘客會向前碰撞而可能造
成頭部與頸部受傷。甚至，座椅安全帶也會因緊壓胸部而造成嚴重內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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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座椅安全帶一次只可讓一位乘客使用。同時，請記住本車設計不適合承載兒
童。
•一般來說，請勿在安全帶與乘客間連接任何物品。
•請將椅背移動至接近垂直的位置；會降低座椅安全帶效力的座椅位置具危險性，
應避免此情況。

注释 車輛所安裝之座椅不適合承載兒童：因安全帶是專為成人使用而設計。

•安全帶不可捲曲且須舒適的靠於膝部而非腹部，以避免向前滑動。
•請隨時檢查固定螺絲是否確實鎖好，且安全帶未斷裂或磨損。
•當發生嚴重事故時，即便其外觀未受損仍請更換安全帶：在出現斷裂或磨損時也
請進行更換（請由授權服務廠負責進行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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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勿進行會降低座椅安全帶功能的改裝。
•座椅安全帶無需從車上取下便可輕鬆清潔。請詳讀「車輛保養」一節的清潔方式
資訊。不論何時，請勿讓滾輪機制受潮：僅有在未進水的狀態下可確保其正確運
作。座椅安全帶拆卸工作僅可由授權服務廠執行。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隨時繫上安全帶：若駕駛時未穿戴安全帶，將增加在碰撞事故中受傷或死
亡的風險。
-在行駛中請勿按下鬆開按鈕。
未遵守這些規定將有嚴重的人員受傷風險

孕婦
孕婦也必須使用座椅安全帶：使用座椅安全帶可降低孕婦與其婦中嬰兒的受傷風
險。孕婦應將安全帶下部盡量往下拉，讓其通過肚子下方的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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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張緊器
為確保空氣囊效果，本車配備有前座椅安全帶火藥式預張緊器。當發生正面碰撞時
，其會將座椅安全帶回拉數公分使其在約束動作啟動前能僅靠乘客的身體。
這些裝置的介入由空氣囊控制單元控制，當偵測到車輛減速時，便會發送訊號觸發
火藥。

注释 為確保預張緊器能有最佳保護效果，使用安全帶時請讓其緊貼您的胸部與髖
部：如此可確保安全帶在進行約束行動前能緊貼乘客身體。

座椅安全帶鎖會顯示裝置的啟動狀態；此時可能會出現少量的煙霧。這些煙霧無毒
，也不是火災出現的信號。
預張緊器啟動後，座椅安全帶便按下帶扣上的按鈕可正常解開。
若座椅安全帶警示燈亮起，請立即與授權服務中心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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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
•本預張緊器僅可使用一次，且即便未繫的安全帶也會完全啟動。因此，一旦使用
後，請至授權服務廠進行全數更換。
•對預張緊器所在區域充氣、振動或加熱均可能造成其損壞或啟動；因路面不平或
不小心開到人行道上造成的震動並不會影響本裝置。當需要對其進行操作時，請與
授權服務中心聯繫。
•本預張緊器無需內部潤滑或保養：對原廠狀態做任何改裝均會影響效果。若本裝
置進水，則應立即更換。

不論任何情況均不得改裝預張緊器裝置。改裝會明顯影響其運作。必要時，請洽詢
授權服務廠。

負載限制器
（限特定車型）
在配備有空氣囊及具有預張緊器的安全帶之車型中，為增加意外時的保護效果，前
座椅安全帶配備有滾輪機制，其內部有一裝置可在發生正面碰撞而安全帶進行約束
時控制作用於胸部及肩膀的力量。

留意 對車輛預張緊器的區域充氣、振動或加熱（超過100°C最多數小時）均可能
造成其損壞或啟動；這些情況不含路面不平或不小心壓到人行道等小型障礙物所造
成的震動。當需要對其進行操作時，請與授權服務中心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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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長型座椅前方具滾輪機制之安全帶
雙前座椅的中安座椅上配備有三點式安全帶（ (1)）（座椅上有滾輪機制）。
若需使用說明，請參閱前幾節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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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盤調整
方向盤位置可調整高度以符合駕駛身高。
調整方式如下：
•啟動手煞車。
•鬆開撥桿 (1)。
•雙手握住方向盤將其升高或降低直到達到所需的位置。
•將撥桿 (1)鎖在需要的轉向機柱位置。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本操作僅可在車輛完全停止、啟用駐車煞車的狀態下進行，以確保能正確
鎖定方向盤。請檢查車輛移動狀態。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在例外情況下動力轉向機制可能會失效，請注意即使方向盤與輪胎間的連線機制正
常，轉動方向盤仍需較大的力量。若方向盤故障請聯絡授權服務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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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車燈
車外照明僅可在點火鑰匙位於MAR-1時啟用。
當近光燈亮起時，儀錶板與儀錶板控制裝置也會亮起。

近光燈
左側撥桿
若要開啟近光燈，請轉動環形螺帽 (A)。 符號必須對準參考點 。
啟用近光燈後，側方標示燈亦會啟用。
當近光燈開啟時儀錶台上的警示燈 會亮起。
若要關閉近光燈，請再次轉動環形螺帽 (A)。 符號必須對準參考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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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車輛必須能隨時讓他人清楚看到。若因車尾門／後車門開啟造成照明受阻
，駕駛應放置適合的危險警示三角標誌或其他符合車輛所在地高速公路法
規之裝置，以便讓他人能清楚看見車輛。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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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 me home」（跟我回家）功能
本功能可讓近光燈在點火開關轉至STOP-0或將鑰匙拔掉後仍運作一段時間。當使用
方向盤撥桿開啟遠光燈後此功能會停用。
本功能在啟動後可於鑰匙轉至STOP-0位置或取出後維持最多兩分鐘。
利用撥桿的個別操作（將其朝方向盤拉），照明會維持亮起額外30秒，最多達210
秒。

要關閉本功能，請將撥桿 (A)朝方向盤拉超過兩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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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光燈
當近光燈亮起時，將撥桿 (A)朝方向盤方向拉（第二個未固定位置）。儀錶板上的
警示燈 會亮起。
若要關閉遠光燈及轉成近光燈，請將撥桿 (A)朝方向盤方向撥（非固定位置）。

注释 請勿在住宅區或其他車輛靠近時使用遠光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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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爍頭燈
不論環狀螺帽在那個位置將撥桿朝方向盤（第一個非固定位置）拉。儀錶台上的警
示燈 會亮起。

日間照明（D.R.L -日間行駛燈）
當點火鑰匙在MAR-1且近光燈關閉（位於環形螺帽位置 (A)，符號必須位於與參考
點 對應的位置）時，日間行駛燈會自動亮起；其他車外與車內燈則保持熄滅。

注释 日間行駛燈不可關閉。當環形螺帽 (A)從其他的位置轉動時，DRL會熄
滅。

在此特別強調，日間行車燈的使用受到車輛所在國家之高速公路法規管理，提醒您
：
•日間行駛燈為日間行駛時法令要求的近光燈替代品。即便在無特別規定的國家中
仍可使用。
•日間行駛燈在夜間行駛或隧道行駛時不可取代近光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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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燈
若要開啟霧燈，請按下中央儀錶台上的 (1)按鈕。
不論近光燈亮起或熄滅，均可開啟霧燈；若近光燈熄滅，則側邊標示燈會自動亮
起。

注释 每次鑰匙轉至STOP-0時，霧燈均會停用。當開關再次轉到MAR-1，必須再次
按下 (1)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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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轉向」功能的霧燈（限有搭載之車型）
本功能可於霧燈正常使用時獨立啟動，可使用 與 按鈕從儀錶台多功能
數位顯示功能表的特定畫面中選取。
當「轉向」功能啟動後，每次接近明顯的轉角或對應的方向燈亮起時，對應彎道內
側的霧燈會自動亮起。
要使其運作，須滿足以下條件：
•點火開關設為MAR-1；
•未排入倒檔；
•近光燈亮起；
•車輛低於 40 km/h。

若這些條件有任一個未滿足，則即便從儀錶台選擇仍不會啟動「轉向」功能。若轉
向角狀態與方向燈啟用狀態有衝突，則由方向盤方角度決定燈號是否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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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燈
將撥桿移向固定位置：
•上（「右」位置）：右側方向燈亮起，顯示幕上的警示燈 會閃爍；
•下（「左」位置）：左方向燈啟動，儀錶板上的警示燈 會閃爍。

當車輛再次呈直線行駛時方向燈會自動熄滅。

車道變換功能
若駕駛希望告知他人其變換車道之意圖，其必須將左撥桿移至非固定位置至少半
秒。
該側之方向燈便會亮起並閃爍後熄滅。

注释 本功能在高速公路上超車時非常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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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停車訊號（ESS）
本功能在緊急煞車時會同時將後方向燈啟動為閃爍模
式。
本功能會在以下條件下啟動：
•點火開關設為MAR-1；
•未按下危險警示燈按鈕；
•踩下煞車踏板；
•煞車時車速超過 50 km/h。
•消防慣性開關 -緊急指令（限特定車型）未啟動。

若這些條件未滿足，會立即停用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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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霧燈
若要開啟後霧燈，必須先開啟近光燈或霧燈，再按下
位於中央儀錶台上的非固定按鈕 (2)。儀錶台上便會
亮起對應的圖示 。

擋風玻璃清洗器
僅可在點火開關設定為MAR-1時操作。
要操作擋風玻璃清洗器，請將撥桿依上面所印的箭頭
指示向下推。
要操作擋風玻璃清洗器，請將方向盤撥桿 (3)依上面
所印的箭頭指示向下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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擋風玻璃雨刷
僅可在點火鑰匙設定為MAR-1時操作。
右側撥桿的旋轉控制裝置B共有四個不同的位置設定：

擋風玻璃雨刷已停止。
間歇運作。
連續慢速運行。
高速連續運作。

將撥桿完全上移（非固定位置）可讓雨刷快速連續運作。此段操作的時間長度會依
撥桿保持在該位置的時間而定。
鬆開後，撥桿會返回其位置並自動停止擋風玻璃雨刷。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請勿使用擋風玻璃雨刷清除擋風玻璃上的積雪或冰霜。如此會使雨刷過
載。
僅部分或未遵守這些指示可能會造成車輛嚴重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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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機柱開關（多功能方向盤撥桿）
左側撥桿
左側撥桿 (1)控制：
•外部車燈（近光燈、遠光燈／燈光閃爍）
•方向燈

右側撥桿
右側撥桿 (2)控制：
•擋風玻璃雨刷控制裝置
•車窗清潔
•頭燈清洗器（限有搭載之車型）
•瀏覽旅程電腦畫面上的「TRIP」（旅程）（請參閱章
節：「駕駛側座椅」）。

車速設定控制桿 (3)（定速巡航系統 -限有搭載之車型
）。
若需本裝置操作資訊，請參閱章節：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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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按鈕
(1) TRIP按鈕位於右撥桿 (A)上，當點火鑰匙設為MAR-1，便可顯示前述的值及將
其重設以供新任務使用：
•輕按：顯示值；
•按住：將值歸零（重設）並開始新任務。

新任務
在執行重設後開始：
•按下相關按鈕，由用戶「手動」重設；
•當「已行駛距離」達到99999.9公里或「總行駛時間」達到999.59（999小時又59分
）後「自動」執行；
•在電池斷開並重新連接後。

注释 重設操作在顯示「Trip A」（里程A）時，僅會重設與該功能有關的值。

注释 重設操作在顯示「Trip B」（里程B）時，僅會重設與該功能有關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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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旅程之程序
將點火鑰匙設為 ‘MAR-1’，按住 ‘TRIP’按鈕超過2秒可重設。

離開行程
待所有值均顯示後或按下 ‘SET’ (2)按鈕超過1秒及使用 (3)與 (4)按鈕捲動後會自
動離開 ‘TRIP’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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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傳導器
（限特定車型）
部分車型可配備以下動力傳導器（PTO）：
1.機械式變速箱PTO。
2.自排變速箱PTO。

若由車體改裝廠安裝，本車可最多配備兩個額外的PTO。

1.機械式變速箱PTO
若要啟動PTO，請依以下程序執行：
•在車輛靜止時將變速箱排入空檔。
•啟動手煞車。
•將離合器踏板踩到底。
•按下PTO啟動按鈕 (1)。PTO啟動後，顯示幕上會出現一個確認符號。
•等候按鈕上的警示燈停止閃爍並保持啟動。
• PTO會在鬆開離合器踏板時啟動。
•再次按下 (1)按鈕即可除PTO。

2.自排變速箱PTO
引擎與變速箱的作用依控制單元的設定而定（請參閱車體組裝人員手冊）。
若要啟動PTO，請依以下程序執行：
•在車輛靜止時將變速箱排入空檔。確認加速踏板未踩下。
•按下PTO啟動按鈕 (1)。

幾秒鐘後，PTO便會啟動，而PTO警示燈會持續亮著，引擎轉速會變動，直到達設
定的轉速為止。
PTO啟動後，顯示幕上會出現一個確認符號。
變速箱的動作依「擴充模組」控制單元的設定而定。
將PTO設定為「固定」或「非固定」時，變速箱會按下列所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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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式PTO」的配置
在PTO接合時，變速箱不會排入任何檔位，仍會留在空檔位置。

「非固定式PTO」的配置
變速箱允許啟動一檔與倒檔。若需請求這些檔位的相關資訊，請參閱自排變速箱使
用相關章節。
尤其當排入一檔並接合PTO時，變速箱便法排入更高檔位（車輛只能以一檔前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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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差速器鎖定啟動
（限特定車型）
此鎖定功能僅可在泥濘且濕滑的地形上使用。
按下按鈕控制面板上內建警示燈的開關 (1)將鎖定啟動，僅可在車輛靜止或處於極
低速時進行。
一旦車輛進入正常行駛狀態，請將開關移回初始位置以解開鎖定，並讓內建指示燈
熄滅。

差速器解鎖流程。
一旦通過不良路況後，執行以下動作：
•移至解鎖位置並維持車速。
•同時鬆開加速踏板。
•恢復安全車速。
•若解鎖機制無法立即解除，則應改變行駛方向以排除可能產生的壓力。

警示：
•若面板上的相關警示燈閃爍，表示車速已達到過高的狀態：將鎖定解除或降低車
速。若解鎖機制無法立即解除，則應改變行駛方向以排除可能產生的壓力。
•在搭載ABS防鎖死煞車系統之車型中使用後差速器鎖定會使ABS無法充份運作：請
參閱下頁及「ABS與EBS -搭載後差速器鎖定之車輛」之資訊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在泥濘且濕滑的地形條件下，當差速器鎖定未啟動時請勿讓輪胎打滑，如
發生只需數秒即會造成差速器損壞。
-當差速鎖鎖定啟動時車輛操控會受限。
僅部分或未遵守這些指示可能會造成車輛嚴重損壞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請勿在輪胎打滑時啟動差速器鎖定，不得在差速器鎖定啟動的狀態下行駛
於人行道或以鵝卵石鋪設的路面上；如此會對變速箱造成嚴重的損害。
僅部分或未遵守這些指示可能會造成車輛嚴重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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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AS -電子控制氣壓懸吊
（限特定車型）
如需升高、進低或調整車輛水平，可於承載貨物與卸載貨物前使用儀錶板上的按鈕
進行操作。本系統可用於在承載／卸載貨物、使用雪鍊行駛及通過隆起路面時提供
輔助。
為輔助承載作業，可按下按鈕 (3)（位於側邊控制面板上）將車輛降低。按下按鈕
(1)（位於側邊控制面板上）可將車輛回升。

注释 進行承載／卸載作業後，行駛前建議使用按鈕 (2)（位於側邊儀錶板上）將
懸吊恢復成水平狀態。

若離開時車輛未處於正確高度，則系統會在10公里／小時的車速下自動嘗試將車輛
恢復水平。
在上述操作過程中，儀錶板上的指示燈 (4)會閃爍直到車體水平為止。若訊號亮起
，可能表示：
•慢速閃爍：上坡或下坡，車體未水平。
•快速閃爍：電動壓縮機過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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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亮：故障。此時請聯絡授權服務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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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熱與通風氣流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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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固定式側出風口。
2.可調式側出風口。
3.上方固定式出風口。
4.可調式中央出風口。
5.可調式側出風口。
6.下方固定式出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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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出風口
1.固定式側出風口（氣流朝向車窗位置）。
2.可調式側出風口。
3.調整氣流向右／左／上／下之滑塊。
4.出風口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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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出風口
1.可調式側出風口。
2.調整氣流向右／左／上／下之滑塊。
3.出風口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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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熱與通風
手動空調系統（基本系統）
1.氣溫控制鈕（冷／熱空氣混用）。
2.以特定運作速度啟動風扇之按鈕。
3.用於啟動再循環功能的按鈕：防止外部空氣進入。
4.氣流分配控制如下：

—氣流朝向臉部；
—氣流朝向頭部與腿部；
—氣流朝向腿部；
—氣流朝向腿部與擋風玻璃；
—氣流朝向擋風玻璃；

5.用於啟動空調系統之按鈕（限有搭載之車型）。

本系統配備有花粉過濾器可過濾吸入空氣。請依車輛
保養時間表所載間隔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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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空調控制單元（限有搭載之車型）
1.用於啟動再循環功能的按鈕。可防止車外空氣進
入。
2.氣溫調整旋鈕。
3.顯示氣溫之顯示幕。
4.用於啟動空調壓縮機的按鈕。本系統配備有花粉過
濾器可過濾吸入空氣。請依車輛保養時間表所載間隔
更換。
5.系統啟動／關閉開關。
6.氣流分佈按鈕，上層。
7.氣流分佈按鈕，臉部。
8.氣流分佈按鈕，腿部。
9.快速除霜／除霧功能開關。系統準備進行除霜／除
霧。
10.鼓風機風速調整電磁閥旋鈕。
11.電動鼓風機風速顯示幕。
12. ‘AUTO’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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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自動空調控制單元可調節車內氣溫。本系統可保持車內舒適並依車外氣溫變化進行
調整。
可自動控制的參數與功能包括：
•駕駛／前乘客側出風口的氣溫；
•駕駛／前乘客側出風口的氣流分佈；
•鼓風機風速（氣流的連續變化）；
•啟動壓縮機（為空氣降溫／除濕）；
•室內外循環。

手動設定功能並不影響其他自動控制之功能。進入車內的空氣量與車速無關，完全
由電動控制的風扇負責調整。
進入車內的空氣溫度會依顯示幕上設定的溫度自動控制（當系統關閉或壓縮機關閉
時除外）。
本系統可做以下手動設定或修改：
•氣溫；
•電動鼓風機風速（連續變化）；
•氣流分佈；
•啟動壓縮機；
•快速除霜／除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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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外循環功能；
•關閉系統。

這些功能均可手動修改，亦即介入系統並選擇一個以上之功能再做參數修改。如此
一來，便會停止手動修改之功能的自動控制且系統僅會在安全上需要時介入。
除非系統因安全理由介入，否則手動選擇的優先權永遠高於自動控制，且會儲存直
到按下AUTO按鈕為止。

留意 空調控制單元系統會透過安裝於車頂靠近後視鏡位置的平均輻射溫度感知器
偵測車內溫度。用任何物品阻礙此感知器會使空調控制單元無法正常運作。

空調控制單元可分辨車內的極冷狀態（或極熱狀態），故系統管理效果更佳。

注释 為能有最舒適的環境，建議溫度為 22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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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空調控制單元
本系統有以下幾種啟動方式：
•按下 (1)按鈕啟用通風。操作旋鈕 (2)調整電動鼓風機的轉速。按下 (3)、 (4)或
(5)其中一個按鈕直接選擇系統的溫度。
•按下 AUTO (6)按鈕並轉動旋鈕設定希望的溫度。

如此一來系統便會以全自動模式運作來調整溫度、風量以及空氣進入車內的方向，
並控制室內外循環功能及啟動空調壓縮機。
在自動運作時，可隨時改變溫度設定：系統會自動修改設定以符合新的需要。
如此一來空調控制單元便能繼續自動管理除需手動修改以外的所有功能。
當完全以自動模式（AUTO）運作時，如改變氣流與（或）分佈（未顯示），則
AUTO功能LED會熄滅且系統會改成以MANUAL模式運作（同時顯示要求的氣流與
分佈）
當壓縮機停用後，AUTO運作僅會在系統能確保車內溫度舒適時才會保持啟動，否
則系統會切換成MANUAL模式（設定溫度會開始在顯示幕上閃爍）。整個車內的鼓
風機風速均會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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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旋鈕 (7)向左／右轉可調整輸出的溫度。將旋鈕 (7)轉到最左側可啟動 ‘LO’功能
（最大冷度）。
將該旋鈕轉到最右側可啟動 ‘HI’功能（最大熱度）。若要解除這些功能，請將旋鈕
向左／右轉即可。

注释 最低溫度設定為 16 °C，最大則為 32 °C。

選擇氣流分佈
按下 (8)、 (9)與 (10)按鈕可手動設定六種氣流分佈設定：
•氣流朝向擋風玻璃出風口與前側車窗可為車窗除霧／霜。
•氣流朝向儀錶台中央與兩側出風口可在夏季讓風吹向胸部與臉部。
•氣流朝向腿部。此種氣流分佈方式能最快為車內加溫，給人立即的溫暖感受。
•將氣流同時吹向腿部附近（熱氣）及儀錶台中央兩側出風口（冷空氣）。此種氣
流分佈方式在春夏兩季陽光直射時非常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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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氣流同時吹向腿部附近與出風口為擋風玻璃與前側車窗除霧／霜。如此可讓車
內溫暖同時也不讓車窗起霧。
•將氣流同時吹向擋風玻璃除霧／雙區及儀錶台中央與兩側出風口。如此可在有陽
光時將氣流吹向擋風玻璃。

注释 這些氣流分佈方式可相互搭配。

注释 空氣會固定從儀錶台兩側出風口輸出：當然還是可用出風口上的選擇裝置阻
斷氣流。

在 ‘AUTO’模式中，空調控制單元會自動管理氣流分佈（按鈕 (8)、 (9)、 (10)上
的LED會熄滅）。
當手動設定時，氣流分佈會透過亮起指定按鈕LED的方式表示。
在搭配功能中，按下按鈕可在功能設定好後同時將其啟動。
假如，按下已啟用功能的按鈕，則便會取消該功能而對應的LED也會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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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手動選擇後還原成自動控制氣流分佈，可按下AUTO按鈕。

鼓風機風速調整
轉動旋鈕 (10)可提高／降低鼓風機風速。
設定的風速會顯示出來。
•最高鼓風機風速：所有對應光條均為白色。
•最低鼓風機風速：一個白色光條。

鼓風機僅可在按下 (4)按鈕機空調壓縮機停用後才能關閉。
警示：若要在手動調整後恢復成自動控制鼓風機風速，請按下 ‘AUTO’按鈕。

AUTO按鈕
按下 AUTO按鈕（按鈕上的LED亮起），空調控制單元會自動調整以下項目：
•進入車內的空氣量與方向；
•空調壓縮機；
•室內外循環功能；

取消之前所有的手動調整項目。
此狀態會以 ‘AUTO’按鈕上的LED亮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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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UTO’ LED亮起時按下 ‘AUTO’按鈕，便會完全進入手動模式操作；系統會顯示
氣流與分佈方式將不再自動控制。
只要手動介入氣流分佈或鼓風機風速，LED便會熄滅表示系統已停止自動控制功
能。
停用壓縮機僅會在系統無法確保舒適狀態（視溫度設定）時才會讓自動系統停止運
作。
若系統無法確保車內各個區域能達到／維持需要的溫度，顯示幕上的溫度便會閃爍
數秒。
若要在手動選擇後恢復成自動控制系統，請按下‘AUTO’按鈕。

室內外循環功能
本功能在重度污染情況（例如塞車、隧道內等）下，以及需加速使車室內溫度上升
時特別實用。
不建議長時間使用，尤其當車內不只一人時。

注释 在下雨／寒冷天候中，請勿使用再循環功能以避免車窗內側起霧。

室內外循環功能會依以下操作邏輯進行控制：
•強制啟動（室內外循環功能保持啟動）：以 (1)按鈕上的LED亮起表示；
•強制停用（室內外循環功能保持停用，由車外進氣）：以 (1)按鈕上的LED熄滅
表示；

強制啟用／停用可透過操作 (1)按鈕來選擇。
按下開啟／關閉按鈕，空調控制單元會自動啟用車內循環功能（ (1)按鈕上的LED
亮起）。
按下 (1)按鈕，則可切換是否將使用車外空氣循環（按鈕上的LED熄滅）。
自動操作時，室內外循環功能會由系統依車外氣候自動控制。

留意 當車外溫度偏低時，會停用室內外循環功能（使用車外進氣）以防止車窗起
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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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控制單元壓縮機
按下 (4)按鈕可啟動／關閉壓縮機（啟用時按鈕上的LED會亮起）。
壓縮機關閉的設定在引擎熄火後仍會儲存起來。
壓縮機關閉時系統會停用室內外循環功能以防止車窗起霧。此時，若系統可維持需
要的溫度，‘AUTO’ LED便不會熄滅。
不過，若無法維持需要的溫度，則溫度會閃爍數秒接著 AUTO LED便會熄滅。
要恢復自動控制壓縮機開關，請再按一次 (4)按鈕或AUTO按鈕。
壓縮機停用時：
•若車外溫度大於設定值，則空調控制單元會無法滿足需要。此時會以顯示目上的
溫度閃爍數秒表示；
•此時可手動重設鼓風機風速。

當壓縮機啟用且引擎運轉時，手動通風無法降到最低風速之下。
警示：當壓縮機關閉時，當車內溫度低於車外時，會無法將車外空氣引進車內。甚
至，在特定環境條件下，車窗會因無法除濕而快速起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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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為車窗除霜／霧
按下 按鈕啟動（按鈕上的LED亮起）擋風玻璃及兩側車窗除霧／霜功能。
空調控制單元會執行以下操作：
•在空調允許的情況下啟動空調壓縮機；
•停用室內外循環功能；
•設定最大溫度；
•依引擎冷卻液溫度設定鼓風機風速；
•讓氣流吹向擋風玻璃出風口及前側車窗出風口；
•鼓風機風速顯示；

警示當引擎冷卻液達到合適的溫度時，快速除霧／除霜功能會繼續啟動約3分鐘。
當功能啟動時，‘AUTO’按鈕上的LED會熄滅。
按下 (1)、 (4)、 (6)、 (7)、 (8)或 ‘AUTO’按鈕，空調控制單元會停用快速車窗除
霧／霧功能。
選擇讓氣流吹向腿部／擋風玻璃或僅吹向擋風玻璃時，空調壓縮機會啟動（A/C按
鈕上的LED會亮起）且室內外循環功能會設為「車外空氣」（ (1)按鈕上的LED熄滅
）。
此邏輯可確保最佳的視野。不過仍可手動控制室內外循環功能與空調壓縮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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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空調控制總成（PTC）內的額外加熱器
其可讓車內在較冷的天候中溫度上升更快。
當達到舒適狀態，此加熱器便會自動關閉。
額外加熱器會依環境條件在引擎運轉的情況下自動啟動。
警示該加熱器僅會在車外低溫及引擎冷卻液低溫時啟動。若電池電壓不足，則該加
熱器不會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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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空調控制單元
按下 (5)按鈕。
當空調控制單元關閉時：
•室內外循環功能會啟動，讓車內與車外隔離；
•壓縮機會關閉；
•鼓風機會關閉；

警示空調控制單元會在關閉前儲存溫度設定並在該系統的任何按鈕（ 按鈕除外
）被按下後恢復成該溫度。
若要將空調控制單元恢復成全自動模式，請按AUTO按鈕。

控制裝置與裝置



187

獨立附加暖器
（限特定車型）

注释 啟動加熱器以獲得最佳效能與舒適度前，在點火鑰匙設為 MAR-1的情況下
，請將鼓風機控制裝置設為「MAX DEF」（自動空調控制單元）或讓氣流吹向腿部
並將鼓風機風速設為位置（1）（手動空調控制單元）並按下 (1)按鈕啟動車內外
循環功能。請勿將鼓風機控制調成（2）、（3）或（4），因這樣會過於耗電造成
電瓶沒電。

一般資訊
本車輛可配備一個附加暖器，可精確設定1分鐘到24小時的啟動時間。另外還可以
預先設定三種不同的啟動時間，但每次僅可啟動一種。
運作時間可在10分鐘與60分鐘之間做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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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獨立附加暖器
控制裝置
當使用時鐘控制裝置時，如符號快速閃爍表示正處於調整模式。
若未按按鈕達五秒便會儲存顯示的時間。若按鈕 (8)或 (3)按下超過兩秒，則會啟
動快速後退／前進模式。

啟動
手動：透過操作立即加熱按鈕 (6)。顯示幕會顯示持續時間及加熱模式符號 (9)。
10秒後會停止顯示持續時間。
自動：在啟動設定的加熱或通風時（限特定車型）。顯示幕會顯示設定編號及加熱
(9)或通風 (2)模式符號（限特定車型）。

關閉
手動：透過操作立即加熱按鈕 (6)。
自動：使用設定的運作時間限制。
在持續時間結束時，顯示幕會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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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時間
本功能於加熱模式啟動時無法使用。
請將按鈕 (4)按住：同時按下按鈕 (3)（前進）或 (8)（後退）。
鬆開按鈕 (4)。
會顯示時間且時鐘符號 (7)會閃爍。
利用按鈕 (3)（前進）或 (8)（後退）設定時間。
設定的時間會在顯示幕關閉時或透過按下按鈕 (4)的方式儲存。

查詢設定的時間
按下按鈕 (3)（前進）或 (8)（後退）。
當加入模式啟動時，會顯示剩餘的運作時間。

模式改變（限特定車型）
操作按鈕 (4)。
再次操作按鈕 (4)並將其按住。
會顯示最後選擇的模式（加熱 (9)或通風 (2) -限特定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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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加熱啟動
操作按鈕 (4)。在十秒內操作按鈕 (3)（前進）或 (8)（後退），直到顯示幕上顯
示要求的加熱啟動時間為止。若希望設定其他編號，請在十秒內按下按鈕 (4)。
原廠設定：
•預選時間1：06:00
•預選時間2：16:00
•預選時間3：22:00

警示：原廠設定已使用新設定取代。預選時間會保留於記憶體中直到下次變更。
若時鐘連線中斷（例如：斷開電瓶時），會恢復原廠設定。

關閉預選時間
快速按下按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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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並啟動預選時間
在10秒內按下按鈕 (4)，直到顯示設定編號及所需的預選時間為止。您選擇設定的
預選時間會在約10秒後自動啟用，不需額外按下其他按鈕進行確認。
模式啟用（加熱 (9)）且設定編號會閃爍直到加熱器開始運作為止。
警示：當車輛駐車時啟用預選時間必須考慮相關加熱安全規定。不論車輛是駐車或
運轉的狀態，暖器均會在預選的時間啟動。

設定持續時間
請將按鈕 (4)按住。同時按下按鈕 (3)（前進）或 (8)（後退）。
鬆開按鈕 (4)：會顯示時間與時鐘符號 (7)。
再次將按鈕 (4)按住。同時按下按鈕 (3)（前進）或 (8)（後退）。
鬆開按鈕 (4)：會顯示設定的持續時間且暖氣符號 (9)會閃爍。
利用按鈕 (3)（前進）或 (8)（後退）設定持續時間。
設定的持續時間會在顯示幕關閉時或透過按下按鈕 (4)的方式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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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剩餘運作時間
在加熱模式下剩餘的運作時間，可利用按鈕 (3)（前進）或 (8)（後退）在10與60
分鐘的時間內進行修改。

毒物或中毒風險
為防止中毒或窒息風險，除非有強制排氣裝置及遙控延持之預設定系統，
否則即便時間不長也請不要將額外加熱器放在車庫或車廠等密閉環境中。
未遵守這些規定將有嚴重的人員受傷風險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在加油前請將所有的加熱裝置關閉。
僅部分或未遵守這些指示可能會造成車輛嚴重損壞

污染，起火
禁止在密閉區域或會累積易燃物或發生塵爆的區域使用加熱裝置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污染，起火
請勿將車輛停駐於易然物質如紙張、草堆或枯葉上。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請注意夏季／標準時間設定。

留意 加熱器附近的溫度不可超過 120 °C（例如，在車體廠的烘爐中進行烤漆時
）。過高的溫度會損壞電子控制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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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 在引擎關閉的情況下操作時，暖氣會耗用電瓶的電力；因此應讓引擎運轉一
段時間使電瓶能有足夠的電量。

注释 若需保養與修復，請與授權服務廠聯絡並務必使用原廠零件。

注释 暖氣充填。為避免車輛燃油耗盡，當燃油量接近儲備油量時請勿補充暖氣燃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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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安裝之配件
同時提醒您Iveco商場提供高品質產品，建議您：
•當在車頂板上鑽孔（如無線電天線孔）時，請確實對相關零件做好保護以防止內
外表面氧化。
•安裝時（使用螺絲起子、天線等）請特別小心以免傷害車漆。

注意：在對車輛施工前請先斷開電瓶負極再斷開電瓶正極

一般規定
-對車輛安裝附加配備及進行任何改裝時，務必遵守製造商組裝規定（授權
服務廠可提供「改裝與設定規定」文件）。
僅部分或未遵守這些指示可能會造成車輛嚴重損壞

注释 提醒您，各種（尤其是電子系統用）電子插座均為標準配備（或可選配），
讓車體組裝人員在電子系統部分的工程得以簡化與標準化。

一般規定
-所有不符組裝規定之行為均需製造商授權。未遵守上述要求將影響保固。
僅部分或未遵守這些指示可能會造成車輛嚴重損壞

安裝電動／電子裝置。在車輛購買後於售後服務中所安裝的任何電動／電子裝置均

需有以下標章:
IVECO認可由IVECO授權服務廠依製造商規範所安裝的收發設備裝置。
在Camper 35C車型、軸距3750公釐或3950公釐、輕量化車架中，任何會改變車輛註
冊時配置之改裝或加裝懸吊系統，均需經製造商（IVECO）授權，否則一律禁止。
當乘客艙製造商安裝或加裝後氣動風箱時，這些裝置的充氣壓力必須等於相關文件
中所載的數據。未遵守這些壓力會使車輛感覺偏硬而降低舒適性與駕駛功能。

留意 安裝會改變車輛特性之裝置可能會使車輛失去主管機關的道路使用許可，且
因這些改裝所造成之直接或間接損壞均會使車輛保固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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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黏貼紙
在使用或剝除自黏貼紙時不可使用銳利工具（如刀片、小刀等），因其可能會刮傷
車漆而使底層車體提早生鏽。

無線電發射器與行動電話
除非車外有安裝獨立天線，否則車內無法使用行動電話與其他無線電發射裝置（如
民用頻段）。
在駕駛艙內使用行動電話、民用頻段無線電發射器或其他類似裝置（未使用外部天
線）會產生無線電波磁場，經由車內的共振效應放大後會對健康及車輛功能造成危
害。如此會對車內的電子系統如各種引擎控制單元、ABS等....造成影響進而危及車
輛與您自身的安全性。
此外，這些裝置的收訊也會受車體屏蔽效應的影響。

控制裝置與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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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駕駛行為
上路前
•將座椅、方向盤與後視鏡調整至最佳的駕駛位置。
•確認踏板（尤其是煞車踏板）可無阻礙的操作。
•檢查喇叭運作。
•檢查外部車燈，必要時並清潔車燈組件。
•檢查車燈校準正確，尤其是針對夜間行駛。
•確認車底無漏油或其他漏液情形。
•確認所有承載物均妥善固定。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請勿在車內放會移動及阻礙操控或於發生碰撞時會打到乘員之物品。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最後，確認鬆開手煞車且儀錶板上的指示燈與警示燈未顯示任何故障。為避免車
輛意外移動，在解除手煞車的同時請踩住煞車踏板。
•正確繫上座椅安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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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
•在進行長途駕駛時，請務必讓駕駛處於最佳狀態。
•簡易的餐點、易消化的食物均有助於保持駕駛的反應能力，並確保駕駛時所需的
專注力。
•濫用酒精、藥物及（或）特定藥品是非常危險的。請勿於受酒精、藥物或毒品影
響的情況下開車。
•小心駕駛也意味著應注意他人的粗心或不當行為，並於高速公路行駛時保持車速
且行駛於正確的車道。
•請隨時遵守行車時間-速度記錄器（限有搭載之車型）的停止與行駛時機。
•當變換車道時請使用方向燈。
•與前車保持足夠的安全距離；此距離因車速、天候狀況、交通與路況而異。
•開車時請勿將一手靠在排檔桿上；意外的施力（即便是輕微的）會造成變速箱內
元件不必要的磨耗。
•駕駛時請勿讓變速箱處於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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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駛時請勿將腳靠在離合器踏板上；此習慣會造成離合器元件提早磨損。
•請勿長時間行駛不休息；請定時停車讓雙腿伸展並提振精神。
•請用多種暖氣與通風系統或空調設定以確保車內空氣能夠循環。
•請勿於下坡時關閉引擎：在這些情況下，將無引擎煞車效果，進而需於煞車踏板
施加較大的力道：請以低檔位使用引擎煞車以避免煞車過熱。
•若停車、將車輛駐車於路旁，請開啟危險警示燈並放置警示三角標誌以提醒其他
用路人。請隨時遵守現行的高速公路法規。
•請勿在車窗上使用窗花或其他貼紙：其會阻礙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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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起火
-於車輛行駛過程中將燃燒物（如煙蒂）丟出車窗外會對路人、其他車輛、
周遭環境及承載之物品造成危險。其對駕駛本身亦會造成危險。
正確的使用方式可讓車輛對環境的衝擊降到最低

駐車
若要讓車輛靜止停放，請執行以下步驟：
•關閉引擎
•啟動手煞車。
•若車輛面朝上坡請排入1檔，朝向下坡處則請排入倒檔（僅適用搭載手排變速箱之
車型）。
•當引擎熄火後，請勿讓點火鑰匙停在MAR位置以避免浪費電力與電瓶。

夜間行車
•尤其於無照明路段時，駕駛時請特別小心，必要時降低車速。
•請保持安全行駛距離，需大於日間行車的距離：事實上當只能看見車燈時會更難
估計車速。
•當精神不濟時請立即停車休息：繼續行駛對自身及他人均會造成危害。
•請僅在遠離市區的路段使用遠光燈，並僅在不會對其他駕駛人造成不便時使用。
•遇到對向來車時請切換近光燈。

啟動與行駛



203

駕駛於下雨、起霧、下雪的環境下
若路面潮濕，則輪胎與路面的磨擦力會明顯降低，進而增加煞車距離並降低過彎時
的抓地力：請降低車速並與前車保持較大的距離。
大雨及起霧會降低能見度；若要增加行車能見度，可依所在地交通法規，在日間一
樣使用近光燈。
請勿以高速通過水坑或積水的路面；如此可能會發生打滑造成車輛失控：請多加利
用引擎煞車並避免突然煞車。
若車外能見度不佳，請依相關小節所述內容調整通風控制裝置，以更有效率的進行
車窗除霧
在行駛前，請確認擋風玻璃雨刷的狀況；若溫度降至 0 °C以下，或遇下雪時，請
確認雨刷未卡在擋風玻璃上。
當車輛停駐時，請將擋風玻璃雨刷掀起以避免黏附於擋風玻璃上。
當遇起霧時，請特別小心駕駛、限制車速且除非遇必要情況否則不要超車。
確認擋風玻璃／頭燈清洗器水箱中的清潔液含有防凍劑與防阻塞成份。
在冬季，即使在非常乾燥的路面上，也會存有結冰路段：尤其是陽光照射不到或有
樹木、石頭遮蔽的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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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胎
本車所安裝之輪胎為「tubeless」型。
建議遵守以下要求以獲得最大的駕駛舒適感、安全性與更長的輪胎壽命：
•使用新輪胎時，在前 100 km請勿以最高車速行駛。
•即便車況許可，在進入較大的彎道時，仍請降低車速。
•請避免突然加速或過度煞車。
•尤其遇不平整路面時，請勿長時間以固定的車速行駛。
•確認輪胎正確平衡與定位。
•避免撞擊車胎側面（例如駐車時）。
•不論任何情況均不可改裝充氣閥。
•請勿在輪圈與輪胎間插入任何工具。
•只要輪圈扭曲，請務必更換。
•當胎壓驟降時，請立即更換輪胎並進行檢查。
•長時間停車會造成輪胎變形。
•胎壓含備胎均需符合本手冊規格頁之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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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勿使用二手、來源不明或超過6年以上的輪胎。
•請勿於 tubeless輪胎使用內胎。
•請勿將車輛長時間停駐於人行道或其他不規則路面上。
•請定期檢查胎紋深度，以確保其符合相關法規的最低要求。部分型號的輪胎有磨
耗指示，當其出現在胎紋上時請立即更換。胎紋磨耗會增加打滑的風險。
•請定期檢查輪胎上不可有不規則的胎紋磨耗；若遇此情況，請聯絡授權服務廠尋
求協助。

雪鍊
•雪鍊的使用在各國均有不同的法律限制。
•雪鍊僅可安裝於驅動輪上。
•請確認雪鍊不會損壞懸吊系統。
•必要時，請於行駛於積雪路段時關閉 ASR。
•為避免輪胎損壞，請勿於行駛在未積雪的路段時安裝雪鍊。在極端情況下（例如
隧道中）請緩慢行駛並盡快拆下雪鍊。
•當安裝雪鍊後，請保持適中速度、避開坑洞且不要開上階梯或人行道。
•針對部份型號的雪鍊，在行駛數十公尺後應重新檢查鬆緊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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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購買或使用雪鍊前，請諮詢授權服務廠，其可提供更多關於選購及使用市面上
產品行駛於雪地中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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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且環保的駕駛模式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使用情況及駕駛行為會對油耗與環境衝擊有直接的影響。只要遵循一些規
定，不用捨棄較為活潑的駕駛方式，駕駛一樣可避免傷害環境並同時降低
油耗。
正確的使用方式可讓車輛對環境的衝擊降到最低

•請勿在冷車時嘗試發揮車輛最高效能。
•在靜止時請勿做不必要的加速。
•請盡可能不要以降下側車窗的狀態行駛；建議使用通風與空調系統讓車內獲得最
佳的舒適感。
•當交通與路況許可時，請使用高速檔。
•在慢速的市區車流或以低速緩慢移動時，建議降低高耗能裝置（以高速進行車內
通風）的使用量。
•在排檔或關閉引擎前重踩加速踏板並無意義，且會造成增壓器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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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引擎轉速保持在轉速錶的綠色區內可獲得最佳油耗／性能比。請勿使用紅線區
（超轉速）。
•請定期進行 IVECO所載之所有工作與微調操作；如此可確保機械零件的最佳使用
壽命並大幅節約燃油。

廢氣排放減量裝置保養
功能正常的防污染裝置可保護環境並確保最佳的車輛性能。
讓這些裝置保持在良好的情況下可提升環保效能與駕駛經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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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粒濾清器
• DPF（柴油微粒濾清器）為燃油燃燒時所產生之微粒的濾清器。引擎控制單元會
定期以增加柴油排放的方式「控制」燃燒程序將微粒清除掉（再生）。在濾清器中
微粒燃燒的過程中，油氣會達到 650 °C的高溫使濾清器過熱。短暫的自然「再
生」亦會發生於正常運作中使廢氣排放管線過熱。因此，建議不要將車輛停駐於易
燃物（樹葉乾草堆、紙張、可燃性液體等）上方。
•請嚴格遵守定期保養的規劃：定期保養是安全操作的最佳保障，且能將運作成本
降至最低。在保固期內需確實遵守這些保養的作業，否則將失去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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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鑰匙
1.無遙控的鑰匙
有和附遙控器之鑰匙 (2)相似的金屬段 (A)。操作方式：
1.引擎啟動器開關
2.車門鎖定；
3.開啟／關閉油箱。

當車門解鎖後，前座車頂照明會亮起。
當車門上所後，車頂照明便會熄滅。

2.有遙控的鑰匙
金屬頭 (A)可隱藏於本體中，操作方式：
•點火裝置；
•車門鎖；
•開啟／關閉加油孔蓋。

按下按鈕 (B)可取出金屬頭。

啟動與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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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 按下按鈕 (B)時請讓鑰匙遠離人體尤其是眼睛，並遠離可能會因而受損的
物品（如衣物）。請隨時留意鑰匙狀況，以免任何人尤其是兒童接觸而不小心按下
按鈕。

留意 請勿讓鑰匙插在鎖孔中作為開啟與關閉滑動車門的握把。

啟動與行駛



212

要重新插入，請依以下方式進行：
•在按下按鈕 (B)時移動金屬頭 (A)；
•鬆開按鈕 (B)並轉動金屬鑰匙頭 (A)直到其卡住。

除此之外：
•按鈕 (C)可解鎖前車門。當車門解鎖後，前座車頂照明會亮起約10秒。
•按鈕 (D)可解鎖所有車門。當車門上鎖後，車頂照明便會熄滅。
•按鈕 (E)可解鎖貨艙車門。當車門解鎖後，貨艙車頂照明會亮起約10秒。

部分車型出廠所附鑰匙有兩個遙控按鈕可鎖定與解鎖所有車門。

啟動與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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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鎖
啟動
當裝置處於STOP-0位置時，請將鑰匙取下並轉動方向盤直到其鎖住。

關閉
輕輕轉動方向盤同時將鑰匙轉至MAR-1。

啟動與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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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控鎖
（限特定車型）
快速按下鑰匙中的按鈕 (2)，將其朝向汽車的方向：方向燈會閃爍一次，表示所有
車門均已鎖住。
要將車門解鎖，按下按鈕 (1)，將遙控器朝向車輛的方向；方向燈會閃爍兩次表次
示所有車門均已解鎖。
1.解鎖車門。
2.將所有車門上鎖。
3.解鎖貨艙門。

•中控鎖可透過遙控器或駕駛側車門上的開關啟動。
•使用鑰匙將車門解鎖或上鎖不會啟動中控鎖的功能。
•箱型車車型在中央控制面板上有個按鈕，在上車後可讓駕駛同時將後方、兩側、
駕駛與乘客車門上鎖。本按鈕同時具有車門上鎖與解鎖的功能。
•重複且頻繁使用遙控器會將其操作暫停 30 s以防止系統過熱。

啟動與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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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控鎖 +電子防盜系統
（限特定車型）
結合中控鎖，車輛可配備一個能執行以下功能的電子防盜系統：
•中控車門上鎖／解鎖的遙控操作（請參閱上一頁）。
•週邊安全監視系統，會發出訊號提醒有車門開啟，包括兩側或後飾蓋與引擎蓋。

當系統啟動後，電子防盜系統會在以下情況觸動：
1.有一個車門或引擎蓋開啟時。
2.電瓶中斷或警報器電源電纜被切斷時。

此系統的組成包括：
•系統控制單元（位於儀錶板底下的暖氣控制區中）。
•車輛的每個車門及引擎蓋上的微型開關會發出車門開啟的訊號。
•引擎室內有個自行供電的警報器。

啟動與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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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開啟警報，請快速按下鑰匙中的按鈕 (1)，將其朝向汽車的方向：方向燈會閃爍
一次，表示所有車門均已鎖住且警報系統已啟動。
若要關閉警報，請按下 (2)按鈕，並將鑰匙指向車輛；方向燈會閃爍兩次，表示所
有車鎖均已解鎖且警報系統已停用。

•警報系統連接至車輛的止動系統。
•若警報器不小心啟動，除了再操作一次遙控器外，也可將點火鑰匙轉至MAR-1將
其靜音。因此請記住代碼卡上的電子代碼不僅用於止動系統，也可用於授權服務廠
處理警報相關問題。因此針對代碼卡的建議也同樣適用止動系統相關小節中的問
題。
•在近距離內反覆使用遙控器，會將操作停用約30秒以防系統作動器過熱。

啟動與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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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動系統
為增強防盜功能，本車配備有電子引擎止動裝置。事實上點火鑰匙配備有發送加密
訊號至 Immobilizer控制單元的電子裝置。

車輛鑰匙
共提供兩隻鑰匙的鑰匙組（鑰匙 + Immobilizer + EDC）。

Code Card
鑰匙組同時附一張 Code Card，內含有：
A.用於緊急啟動時的電子密碼。
B.鑰匙的機構代碼。

注释 使用者應隨身攜帶 Code Card所列的電子密碼，以免臨時需要緊急啟動引
擎。

啟動與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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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防護止動裝置（選配）
本系統為一高防護效果的防盜裝置，其僅可使用遙控鑰匙加以停用。
遙控器 (1)不僅可開啟飾蓋，還可在引擎啟動時啟用 Body Computer控制單元。
在按下 (1)按鈕前引擎均無法啟動。
兩隻鑰匙均分別附有遙控器，因其採用創新的保護系統，故無法加以複製。

Code Card
鑰匙組同時附一張 Code Card，內含有：
A.用於緊急啟動時的電子密碼。
B.鑰匙的機構代碼。

注释 使用者應隨身攜帶 Code Card所列的電子密碼，以免臨時需要緊急啟動引
擎。

啟動與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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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啟動
可允許引擎在無法識別鑰匙的情況下啟動。若鑰匙無法識別，引擎會無法啟動且警
示燈會持續亮起。
此時只要輸入5位數電子代碼再踩下加速踏板便可啟動，此程序可隨時透過將鑰匙
轉到 STOP-0加以中斷。

•要正確執行本程序，請仔細注意圖中所示之一般錯誤警示燈的狀態。
•將鑰匙轉至 MAR-1並將加速踏板完全踩下。
•當警示燈熄滅後，鬆開加速踏板。
•警示燈在加速踏板鬆開後仍會緩慢閃爍。
•當閃爍次數與電子代碼的第一碼相符後，將加速踏板踩到底（LED會恆亮後熄滅
，此後再鬆開踏板）接著鬆開，並依代碼的其他位數繼續前述操作。
•若輸入之代碼正確，immobilizer警示燈便會保持亮起而一般錯誤警示燈則會熄滅
，否則其會繼續亮著，此時便必須重複本程序。

啟動與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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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一般錯誤警示燈熄滅，則將鑰匙從 MAR-1轉至 AVV-2便可啟動引擎。注意：請
勿將鑰匙轉回 STOP-0。
•不論如何，請立即聯絡授權服務廠進行系統檢查。

警示
•每把提供鑰匙均有共同的機構代碼與獨一無二的電子代碼，兩者並不相同且會儲
存於系統控制單元中。當需要更多鑰匙時，請記得代碼會記錄於所有鑰匙中（含您
已有的鑰匙）。請直接聯絡授權服務廠，攜帶所有的鑰匙及 Code Card。未攜帶之
鑰匙的代碼在新的記憶設定時會從記憶體中清除；如此可確保遺失的鑰匙將無法啟
動引擎。
• Code Card為每輛車重要且獨一無二的配件；因此，建議收納於安全地點。也建
議將代碼抄下並隨身攜帶，不要放在車上以免遺失。
•若車輛易主，務必將所有鑰匙與 Code Card移交新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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鑰匙開關位置
STOP-0。=鑰匙插拔 -引擎關閉 -方向盤鎖定、止動系統啟動。
MAR-1。=引擎預備啟動 –各指示燈、止動系統解除（行車位置）。
AVV-2。=啟動引擎（非固定位置：鬆開後，鑰匙會回到MAR-1。

受傷風險：
行駛中有方向盤鎖死的風險。
-當點火開關遭破壞（例如遭竊時），建議將裝置送授權服務廠檢查運作是
否正常。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止動系統識別
將點火鑰匙轉至MAR-1，引擎鎖僅會在防護系統可識別鑰匙代碼時解除。
若代碼有效，則保護系統的控制單元會發送適當的加密訊號至引擎的電子控制單元
，並啟動引擎。

警示燈 (3)亮起 =無法識別鑰匙。
警示燈 (3)熄滅 =可識別鑰匙。
建議您此時應將鑰匙轉至STOP-0位置，再轉回MAR-1；若仍無法啟動請用其他鑰匙
再試一次。
若引擎仍未啟動，請聯絡授權服務廠。

啟動與行駛



222

止動系統啟動
將點火鑰匙轉至STOP-0位置以啟動本系統：引擎停止後，便可將鑰匙取下。
在下一頁，會總結鑰匙（含有／無遙控器）所能啟動的主要功能。

啟動與行駛



鑰匙類型 解鎖車門 從車外將車門上鎖
解鎖貨艙門

標準鑰匙 逆時針（駕駛側）轉動鑰匙 順時針（駕駛側）轉動鑰匙 –

有遙控的鑰匙 逆時針（駕駛側）轉動鑰匙 順時針（駕駛側）轉動鑰匙 –

有遙控的鑰匙
輕壓按鈕 輕壓按鈕 輕壓按鈕

方向燈閃爍（限含遙控器的鑰
匙） 閃爍2次 閃爍1次 閃爍2次

嚇阻LED 關閉 恆亮3秒並繼續閃爍嚇阻LED 嚇阻閃爍／熄滅

223啟動與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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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燈 (3)在啟動車輛約兩秒後亮起不一定表示系統有故障，在特定情況下可能代
表有人嘗試入侵車輛或表示電瓶電量不足。
若出現此情況，請停下車輛、關閉引擎並將鑰匙轉到STOP-0以執行系統測試；再次
將鑰匙轉到MAR-1；警示燈 (3)會亮起並應在約1秒後熄滅。
若在程序結束後仍亮著，則請重複操作並將鑰匙轉到STOP-0超過30秒。若如此警示
燈在鑰匙於MAR-1位置時仍亮著，請立即聯絡授權服務廠。
請依顯示幕（限有搭載之車型）上顯示之止動系統相關指示／警示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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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動引擎
•將鑰匙插入點火開關並順時針轉至 MAR-1位置。
•若車輛使用手排變速箱，請確認變速箱排入空檔或踩下離合器踏板。針對使用自
排變速箱的車型，請參閱相關小節。
•接著將鑰匙轉至位置 AVV-2並在引擎啟動後立即鬆開，但不要踩下加速踏板。（
若如此不成功，在啟動時冒出黑煙屬正常情況）。

毒物或中毒風險
在封閉處所中啟動引擎前，請確認該地點有妥善通風，因車輛的廢氣具有
毒性。
未遵守這些規定將有嚴重的人員受傷風險

•若引擎不易啟動，請不要轉動起動馬達超過 30 s。啟動引擎後，請以中轉速慢慢
駕駛讓引擎能達到最佳工作溫度。

注释 點火裝置具有安全性裝置，在無法點火時必須先將鑰匙轉至 STOP-0位置再
重複點火動作。

•如此可達到：

•讓潤滑油能持續穩定的流經整個潤滑電路。
•將廢氣排放保持在既定限度內。
•限制油耗。

一般規定
為降低有害廢氣排放，不論冷車或熱車，都不要讓引擎怠速運轉過久。
正確的使用方式可讓車輛對環境的衝擊降到最低

留意 當廢氣排放系統出現過量煙霧時請立即採取行動，因其會對環境與引擎造成
傷害。第一步請先更換燃油濾芯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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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必要時，請讓專業人員檢查燃油噴射系統。為讓這些作為能有最大效益，請
使用原廠Iveco濾芯進行更換；若需對噴射系統做任何處理，請聯絡授權服務廠。

留意 請勿讓引擎轉速超過 4500 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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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引擎
要將引擎熄火，請將鑰匙轉回STOP-0。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僅可在車輛靜止後將鑰匙從點火鎖上取下。請勿未使用駐車煞車即離開車
輛。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留意 當使用有外旋轉門之車輛承載人員時，若未使用駐車煞車請勿操作此車門。

若意外發生此情況，控制單元會立即將引擎關閉並在約15秒內防止其重新啟動。若
在時間內嘗試啟動引擎，控制單元會重新計算整個時間間隔（15秒）再繼續進行正
常啟動程序。（裝置外觀視車型／市場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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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 & Stop（啟動與停止）
簡介
本系統會在每次車輛停止時自動停止引擎（例如：等紅燈時）並在駕駛要再度行駛
時重新啟動引擎。
藉由降低引擎在怠速時的運轉時間，Start & Stop（啟動與停止）裝置可降低油耗、
有害廢氣與溫室氣體排放進而增加效率。
手排變速箱車型所搭載的系統會在每次車輛啟動後啟用。

操作模式
引擎已停止的模式
當車輛靜止時，引擎會在處於空檔且離合器完全鬆開後停止。

注释 僅可於車速超過10公里／小時停止引擎，以避免於低速行駛時引擎反覆停
止。

引擎停止會在儀錶板上開啟警示燈 (1)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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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重新啟動模式
要重新啟動引擎，請將離合器踏板完全踩下。

手動停用本系統
要手動停用本系統，請按下位於中央儀錶板上的按鈕 (1)。

Start & Stop（啟動與停止）系統的解除會由儀錶板顯示幕上特定區域 (2)的訊息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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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未停止的情況
為確保舒適、限制污染廢氣排放及基於安全因素，引擎會在本裝置啟動的狀態下保
持運轉。
這類情況包括：
•引擎溫度偏低；
•外部溫度過低，可從顯示裝置看見；
•電瓶電量不足；
•加熱式後車窗啟用後；
•擋風玻璃雨刷以最高速運作；
•微粒濾清器（DPF）正在進行再生作業；
•微粒濾清器正在進行再生（限柴油引擎版）；
•駕駛車門未關閉；
•未繫駕駛側座椅安全帶；
•已排入倒檔（例如駐車時）；
•擴充模組的動力傳導器（PTO）啟動或引擎處於PTO速度檢查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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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啟動條件
為確保舒適、限制污染廢氣排放及基於安全因素，駕駛需依儀錶板顯示幕上的資訊
將引擎重新啟動。
例如，在以下情況下：
•電瓶電量不足。
•擋風玻璃雨刷以最高速運作。
•煞車系統中的真空度降低，例如經過多次踩踏煞車踏板後。
•引擎因Start & Stop（啟動與停止）系統停止超過三分鐘。

注意！若引擎被Start & Stop（啟動與停止）系統停止，則當車輛在移動中（如斜坡
處），可在無需駕駛介入的情況下自動重新啟動。

注释 當引擎因入檔時突然鬆開離合器踏板而意外關閉時，若Start & Stop系統啟動
，則可透過完全踩下離合器踏板的方式重新啟動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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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功能
若引擎因Start & Stop（啟動與停止）系統而停止，若駕駛解開座椅安全帶並開啟駕
駛或乘客側車門，則駕駛需依序踩下煞車與離合器踏板（踩住煞車）才能重新啟動
引擎。
本條件會透過儀錶板顯示幕上的訊息告知駕駛。

坡道駐車功能的Start & Stop（啟動與停止）效果
若Start & Stop（啟動與停止）系統將引擎，坡道駐車功能會在重新啟動三秒後才可
使用。
坡道駐車功能可藉由在引擎運轉時按下中央儀錶台上的按鈕 (1)，將Start & Stop（
啟動與停止）系統停用以保持功能啟用。

啟動與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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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操作
在發生故障時，Start & Stop系統會關閉。
如遇不正常情況， 警示燈會亮起並伴隨著儀錶板顯示幕的訊息以通知駕駛。
此時請聯絡授權服務廠。

車輛閒置
當需長時間閒置車輛時，請特別注意應將電源從電瓶上中斷。
工作程序是先按下按鈕 (2)後，將接頭 (1)從安裝於電瓶負極 (4)上的電瓶狀態監
控感知器 (3)上中斷。
除非更換電瓶，否則不可將感知器 (3)從電極上斷開。

注释 注意：當連線恢復後 (1)，請確認確認接頭 (1)有插在另一端（機械式卡榫
）。

留意 車上所安裝之原廠最初所附電瓶在煞車階段的的充電效果最佳。當更換電瓶
時請一定要聯絡授權服務廠。使用同型且同規格之電瓶進行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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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啟動
在緊急情況下以輔助電瓶啟動時，請勿將輔助電瓶之負極纜線 (–)連接到車輛電瓶
之負極 (3)，而是將其連接到指定的接地點（依 306 一節中所述之纜線連接程序進
行）

留意 在開啟及升起引擎蓋前，請確認引擎已關閉且點火開關已轉至STOP-0。請
遵守貼於前橫樑附近的銘板之說明。當有其他人在車內時建議將引擎點火鑰匙取
下。

留意 請務必在取下點火鑰匙後再離開車輛。在加油時，請務必將引擎關閉：點火
開關務必轉至STOP- 0。也請參閱「駕駛側座椅」的「保養時的安全性」小節。

留意 若希望以空調舒適度為優先，可將Start & Stop系統停用以便讓空調控制系統
能持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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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電瓶充電

留意 電瓶充電程序說明僅供參考。授權服務廠具備所有執行本工作的相關資訊。

注释 建議以低安培數慢速充電約24小時。

注释 充電時的最大電流需為正常容量的1/20。

注释 充電超過24小時或更激烈的充電行為會造成電瓶損壞。

請依照以下步驟進行充電：
•按下按鈕 (2)後將接頭 (1)從安裝於電瓶負極 (4)上的電瓶狀態監控感知器 (3)
上中斷。
•將充電裝置的正極電纜連接至電瓶 (5)正極，負極電纜連接至感知器端子 (6)。
•開啟電瓶充電器。
•當充電完成後，請關閉充電裝置。
•將充電裝置中斷後，重新將接頭 (1)連接至感知器 (3)。

注意：當連線恢復後 (1)，請確認確認接頭 (1)有插在另一端（機械式卡榫）。

啟動與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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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式變速箱
發動引擎
•將離合器踏板踩下並排入一檔。
•完全解除駐車煞車。
•緩緩鬆開離合器踏板並逐漸加速。
•排入下一檔。

引擎不可超過最高車速的轉速，即使下坡亦同。

停止車輛
•鬆開加速踏板並輕輕踩下煞車踏板。
•當車輛將停止時，請鬆開離合器並將排檔桿排至空檔。
•離開車輛前請啟動用車煞車。

注意：請避免在車輛移動時使用駐車煞車。

留意 當車輛移動時，除換檔外，請勿將腳靠在離合器踏板上。

啟動與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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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速排檔車款的倒檔啟動方式
若要從空檔排入倒檔，請將排檔桿上的滑動環 (1)往上拉，再將撥桿向左前方移
動。

倒檔蜂鳴器（限有搭載之車型）
當選擇倒檔後本系統會啟動：車輛會間歇發生警示音。此裝置用途在警示靠近車輛
的人員後退。

啟動與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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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速設定器（定速巡航系統-CC；搭載機械式變速箱的車型）
本功能可在不使用油門踏板的情況下自動維持車速。

注释 請勿以利用車速設定器撥桿增加引擎轉速的方式，來拉高冷車引擎的溫度。
本動作會造成引擎控制單元錯誤。

啟動／解除條件
定速巡航功能可在以下條件符合時啟動：
•啟動引擎後、踩下離合器踏板至少一次；
•車輛以一檔以上的檔位移動中；
•車速超過 30 km/h
•未踩下煞車踏板；
•未踩下離合器踏板；

受傷風險：
本系統無法控制或調整車輛方向。
-駕駛應負責駕駛車輛並隨時控制整體的車輛功能，尤其是轉向、加速與煞
車。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留意 定速巡航系統不可用於車流量大或需高度控制的山區道路（例如狹窄彎道、
蜿蜒路段等）或抓地力不佳的路面上。

注释 定速巡航功能在煞車或離合器踏板作用時會解除。若未達到最低設定速度也
會解除本功能。

最高車速限制儲存在電子控制模組中且無法更改。

啟動與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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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桿的控制功能說明

選擇的位置 車速控制

ON/OFF 系統啟動

ON- 減速

RES 選擇上次儲存的車速

ON+ 加速

•啟用／停用定速巡航功能之 ON/OFF位置。
• ON+位置可執行以下功能：

a）選擇一次，會啟動功能並將車速保持在以加速踏板設定的狀態。在此狀態下，
便可鬆開加速踏板；車輛會維持在設定的巡航速度下。
b）當本功能已啟用，其可用於增加車速，無需再使用加速踏板。
• ON-位置可執行以下功能：

C）選擇一次，會啟動功能並將車速保持在以加速踏板設定的狀態。
d）當本功能已啟動後，其可降低車速。
• RESUME可啟用定速功能並在引擎啟動後，自動將車速調整為上次所儲存的值（
上次關閉前儲存，與排入檔位相符的值）。

注释 （選配）。若車速比設定速度高 7 km/h（例如：行駛於下坡），則會自動啟
用減速器以降低並維持車速。

注释 請將車速設定在法定速限以下至少 7 Km/h。

啟動與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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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與連續調整功能
輕按 ON+或 ON-，可讓車速在 1 km/h間變化。例如：當車速為 60 km/h時，按
ON+三次，車速會變成 63 km/h。
反之，當車速為 60 km/h時，按 ON-三次，車速便會降到 57 km/h。連續選擇
ON+或 ON-位置，則車速也會持續增加或減少。

注释 若要進行車速調整，車輛需達到設定的車速。

定速巡航系統解除與停用
本系統可透過選擇 OFF位置的方式手動解除。

注释 利用本操作，會清除設定過的巡航車速。

本系統的解除方式：
•手動，按下 RESUME按鈕。

注释 利用本位置，會清除設定過的巡航車速。

•自動，踩下煞車踏板或離合器踏板時。
•自動，踩下加速踏板超過三十秒以獲得更高車速時。
•自動，啟動減速器撥桿時。
•自動，當 ESP電子穩定功能介入時。

解除後，定速巡航功能會保持啟用（亦即撥桿維持在 ‘ON'位置）。這表示只要按
下 RESUME按鈕即可讓車速回到之前的設定。
當使用加速踏板超過三十秒以獲得更高車速時，本系統會暫時停用。一旦鬆開加速
踏板後，本功能會自動恢復成上次儲存的車速。

啟動與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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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速器（SPEED LIMITER-SL）
按下中央儀錶板上的 (1)按鈕，可將目前車速設定為車輛的最高車速（受ECU限制
）。本限制會持續啟動直到再次按下按鈕 (1)為止。

啟動與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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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引擎轉速要求
本功能可用於改變「使用定速巡航功能控制裝置進行引擎轉速控制」功能所設定的
預設引擎轉速。
啟動程序如下：
1.啟動引擎；
2.踩下並鬆開離合器踏板；
3.按下RESUME按鈕啟動本功能：引擎轉速會立即達到儲存的值；
4.引擎轉速可按下定速巡航系統的ON+與ON-按鈕進行修改；
5.當達到希望的引擎轉速後，按住RESUME按鈕至少一秒可將新轉速儲存起來。

注释 定速巡航功能控制裝置可在車輛靜止或低於10公里／小時與20公里／小時間
（依配備而定）的車速時，管理運作引擎轉速要求功能，於較高車速時則可管理上
一頁所述的定速巡航功能。

本功能可用於管理動力傳導器（PTO），但在未配備的車型中仍可使用。

啟動與行駛



243

坡道駐車
本系統會在以下情況讓車輛保持煞車約 2 s：
•上坡，當坡度足以啟動本功能、排入前進檔後；
•下坡，當坡度足以啟動本功能、排入倒檔後。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駕駛不可因車輛配備的安全系統（ABS、ESP等）便於駕駛時疏忽大意。駕
駛應為其駕駛行為負責。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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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煞車
•當引擎關閉時，不會提供煞車系統伺服協助，因此煞車時需加大踩踏煞車踏板的
力道。
•當煞車電路發生問題時，踏板動作會延長，此時會需要加諸更大的力道至煞車踏
板上。

留意 停止距離會加大，請立即至授權服務中心進行系統檢查。

•請遵守車輛的最大承載量以及前／後車軸的單一最大容許承載量，以避免異常壓
力對煞車產生不當效果。

啟動與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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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板
手排變速箱車輛踏板
1.離合器釋放踏板。
2.主煞車踏板。
3.加速踏板。

自手排變速箱或或Hi-Matic自排變速箱之車輛踏板總成
手排變速箱車輛踏板
4.主煞車踏板。
5.加速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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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C - TSM - HRB - HFC - RMI -HBA - TC

EUC -進階轉向不足控制系統
本功能可透過降低平均曲率半徑的方式減少轉向不足（增加車輛對彎道軌跡的傾向
）。本系統會在全部的四個輪胎上運作（程度不同）以便改善車輛過彎時的動態，
同時降低引擎扭力。

TSM -拖車擺動減緩
本系統可抵銷因引擎扭力降低，以及劇烈震動造成煞車不穩定而使車輛拖車單元變
得不穩定的拖車震動（例如路面不平、突然強風吹襲所致）。

HRB -液壓式後輪增壓
本功能會在偵測到前軸出現 ABS介入情況時，會增加輪胎煞車附近之壓力。如此可
降低車輛停止距離（尤其重載情況下）並應用後軸的所有煞車力。

啟動與行駛



247

HFC -液壓衰減補償
利用本功能，系統可偵測煞車力衰退情況（在車輛緩慢減速時對煞車總泵給予高壓
），進而增加煞車迴路的壓力直到 ABS啟動。

RMI -滾動干預與Rom（滾動干預與Rom -防側翻控制）防側翻控制
基於正常 ESC行為，本功能會降低以動態方式行駛時（例如以高速在高速公路上行
駛時）翻覆的風險。翻覆風險判斷是依據 RMI的方向盤角度及 ROM的側向加速
度。
當偵測當翻覆的風險時，會將煞車扭力加諸至前輪外側上，降低橫向力道進而降低
翻覆的風險。除了煞車動作外，也可降低引擎扭力。

HBA -液壓煞車輔助
在緊急情況下將煞車距離降至最低。緊急煞車系統會偵測快速踩踏煞車的操作，接
著盡快產生最大煞車壓力。

TC -循跡控制
循跡控制系統可增加車輛的穩定性，使車輛脫離不良路面與抓地力不足的情況。透
過使用 ESP，本系統會電子模擬機電式限滑差速鎖的行為。
當驅動輪遇到抓地力不足的情況時，本系統會偵測滑動情況並利用液壓迴路啟動同
一輪胎的煞車。
同時，其會將引擎扭力傳導至對路面抓地力最佳的輪胎上。如此除可讓車輛脫離外
，並能保持方向穩定性與驅動力，確保即便遇上極不規則且濕滑的路面仍可有最大
的循跡性。
若於泥濘或路況不佳的道路上行駛時，可利用位於儀錶板上的按鈕（ESP排除）將
引擎扭力控制（使引擎扭力不受限制）解除以維持輪胎的煞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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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駐車煞車
請僅在車輛靜止時使用駐車煞車
•要啟動駐車煞車，請依地面坡度及承載量將拉桿向上拉，為裝置提供必要的阻
力。（當點火鑰匙位於位置MAR-1時儀錶板上的相關警示燈會亮起）。
•當將車輛正確駐車所需的力道增加時，請立即至授權服務廠進行系統檢查。

•若要解除手煞車，請將拉桿 (3)稍向上拉，按下 (4)按鈕並將拉桿完全降下到最
低位置（警示燈熄滅 ）。為避免車輛意外移動，在解除駐車煞車的同時請踩住
伺服煞車。
•遇有特別陡峭坡度的上／下坡時，請在承載重量最大之車軸的輪胎後方／前方放
置一個楔形塊狀物或輪擋（通常在車輛滿載時是在後輪，未承載時則是前輪的後方
／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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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駕車款駐車煞車撥桿位置
左駕車型之駐車煞車拉桿可位於以下位置。
• (A) .底板上、駕駛座旁靠近車門處。

• (B) .底板上、駕駛座右側及車輛中央。

啟動與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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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開關功能
（限特定車型）
啟動Eco開關功能會切斷來自引擎的扭力與動力並啟動車輛以中負載量及平穩扭力
狀態行駛時的速限值125 km/h。
啟用此功能後，車輛的駕駛風格可幫助駕駛讓油耗有最佳表現並降低廢氣排放量。

重要數據：
• (A)：軸動力，以kW為單位
• (B)：軸扭力，以Nm為單位
• (C) :引擎轉速

在停用Eco功能後，動力與扭力輸出為連續曲線
在啟動Eco功能後，動力與扭力輸出為不連續曲線

按下如圖所示的 (1)按鈕便可啟動本功能。本功能成功啟動會以按鈕上的警示燈
(2)亮起並於儀錶板多功能顯示器上出現「ECO engaged」（ECO已啟動）訊息來表
示。
當其關閉時會以警示燈 (2)熄滅且儀錶板多功能顯示器上出現「ECO
deactivated」（ECO已停用）訊息來表示。
Eco開關功能的啟動狀態會在引擎關閉後儲存起來並在引擎下次啟動且警示燈（2）
亮起的狀態下自動恢復。
若有任何故障造成Eco開關功能無法啟動，則其會自動停用並在儀錶板上顯示
「ECO mode inhibited」（ECO模式受限）訊息。
當問題排除後本功能並不會自動重新啟動，而是需要再次按下按鈕將其重新啟動。

注释 Eco開關功能在205 HP F1C Euro 5+ and F1C Euro VI引擎車型中並未提供；而
且在106 HP F1A引擎車型中僅有速限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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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特定車型）
前幾頁中所述在此配置中所選配之功能僅可由車隊管理人使用，駕駛無法手動變更
或停用。
本系統包含圖中所示的鑰匙開關 (1)。
將該鑰匙以順時針方向轉動設定為€處的「ON」，便會在每次啟動引擎時均自動啟
動「ECO」功能。

儀錶板上會同時出現€符號與「ECO engaged」（已啟動ECO）訊息（圖中所示顯示
幕上的欄位A；限搭載「Matrix」儀錶板之車型）以通知駕駛已啟動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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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車輛任務過程中，若「ECM」引擎控制單元發生錯誤，則「ECO」會自動關閉。
此時，（顯示幕上）€符號會熄滅，而「ECM」警示燈則會亮起。
若要停用本功能，車隊管理人必須將鑰匙開關 (1)以逆時針方向轉動將其設定至圖
中的「OFF」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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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手排變速箱
（限特定車型）

自動變速箱說明
變速箱（6AS400）配備有機電式作動器可排入各個檔位並釋放／接合離合器。
安裝於變速箱上的電子控制單元，會管理控制初期離合器閉合之系統的操作並全自
動（自排模式 – (A)）進行換檔（配合適當的離合器同部開啟／閉合，以及引擎提
供的動力），或當由駕駛控制時，可使用儀錶板上的控制桿進行操作（手排模式 –
(M)）。
在自排模式中，系統會辨識車輛的操作狀態（道路坡度、承載量）以及駕駛的駕駛
風格以確保最佳的車輛駕馭能力同時降低油耗。
本系統搭載了：
•內建於儀錶板的音效警示與顯示幕，可訊號通知特定的操作狀態並顯示系統狀
態。
•診斷裝置。
•檢查裝置以避免引擎與變速箱的危險狀態（例如轉速過高與不必要的引擎斷油
）。
•負責處理障礙問題的檢查裝置以確保車輛運作時能保障駕駛與乘客安全、車輛與
引擎的整合度以及變速箱的整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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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裝置與裝置
離合器踏板
因離合器的接合／解除是由變速箱電子控制單元所控制的機電式作動器執行，故不
需使用離合器踏板。

控制桿
儀錶板上的控制桿有3個固定位置：
•中央位置可選擇前進檔位。
• (N)（位於右側），可選擇空檔。
• (R)（位於右下方）可選擇倒檔。

在對應前進檔的中央位置時，可移動撥桿：
•前進（-位置），排入較低檔位（降檔）。
•後退（+位置），排入較高檔位。
•向左（A/M位置），可交替選擇自排或手排。

這三個位置為非固定式，也就是駕駛移動控制桿後，撥桿會返回中央位置。建議「
手保持在控制桿上」完成此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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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
系統狀態相關資訊及正確使用車輛的相關資訊均會顯示於儀錶板上。其中，系統狀
態相關資訊包括：
•排入的檔位：從1到6（空檔）、R（倒檔）於儀錶板作分段式顯示。
• AUTO字樣會亮起。在自排模式下已排入前進檔。

儀錶板顯示幕顯示以下資訊：
故障資訊：
•「SERVICE：gearbox fault」（變速箱故障）
•「SERVICE：serious transmission fault」（嚴重的變速箱故障；伴隨著音效警示）。
•「SERVICE：high clutch temperature」（離合器溫度偏高；伴隨著音效警示）。
•「Failure of gearbox in SERVICE mode」（變速箱在維修模式中出現故障；僅會在授
權服務中心出現之訊息）。

其他顯示：
•「Press brake pedal」（踩下煞車踏板）。
•「Put the gearbox lever in N」（將變速箱撥桿排入N；伴隨著N處於閃爍模式）。
•「Gearbox in SERVICE mode」（變速箱處於維修模式；僅會在授權服務中心出現
之訊息）。
•「Gearbox OK」（變速箱正常）。

若 (N)出現並閃爍同時出現「Set the gearbox lever to N」（將排檔桿排不N檔）之訊
息，則必須將排檔桿排入N檔才能讓系統恢復正常運作。若檔位顯示呈現閃爍，則
需將撥桿向左移至固定位置以恢復完整的系統功能。
R在閃爍模式表示需排入倒檔。排入後顯示幕會顯示R呈恆亮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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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鳴器
蜂鳴器會警示駕駛以下情況：
•排入倒檔（間歇與連續的聲響）。
•當引擎運轉且入檔時車門（駕駛、乘客與兩側）開啟（間歇聲響）。
•當變速箱排入空檔且未使用駐車煞車時車門（駕駛、乘客與兩側）開啟（間歇聲
響）。
•離合器過熱（間歇聲響）並伴隨著訊息「SERVICE：high clutch temperature」（離
合器溫度偏高）。
•嚴重變速箱故障（間歇聲響）並伴隨著訊息「SERVICE：serious transmission
fault」（嚴重的變速箱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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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有自排變速箱的車型
啟動引擎與車輛
•將鑰匙插入點火開關並順時針轉至位置 (1)；顯示幕會顯示（捲動）「Depress
brake pedal」（踩下煞車踏板）。
•踩住煞車踏板；經過約3秒後，顯示幕上會暫時出現「Gearbox OK」（變速箱正常
；系統會進行運作與自動離合器解除確認）並回到之前選擇的檔位（經過約3秒後
）。
•當顯示幕上顯示變速箱正常訊息或出現檔位或顯示AUTO時時，請將鑰匙轉至位
置 (2)，並在引擎啟動後便將其鬆開。若當顯示幕上顯示OK而駕駛嘗試在踩住加速
踏板踏板的狀態下啟動引擎，系統會允許啟動但離合器不會閉合，並增加引擎轉速
直到鬆開加速踏板並再次踩下為止。
•當鬆開加速踏板後，請使用控制桿選擇檔位及希望的模式；等候顯示幕確認入
檔。
•要讓車輛起步只要逐漸踩下加速踏板即可；車輛會以約 1000 RPM之引擎轉速啟
動（在水平路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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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 為避免過熱及損壞離合器，請勿將車輛停放於斜坡處，讓離合器「滑動」或
讓離合器滑動過久。離合器溫度偏高會以間歇的聲響通知。若離合器仍處於滑動狀
態，為避免離合器過熱系統會強制離合器慢慢閉合。若如此造成引擎斷油，則系統
會進一步反應將離合器打開。

留意 離開車輛前請啟動駐車煞車。

注释 若要慢速起步僅需輕輕踩下加速踏板，當要加速或遇上坡時，則應施以更多
力道。

引擎熄火
當車輛靜止時，要停止引擎請將鑰匙轉至位置 (0)。
引擎停止後變速箱會維持在選定的檔位（1檔、N或R檔）且離合器會閉合。因此可
於入檔的狀態下駐車（尤其當排入一檔或倒檔時）。

注释 要讓系統重設，請在引擎停止4秒後重新啟動。

以倒檔啟動車輛
要選擇倒檔（若尚未選擇），請將控制桿移至R。系統會在顯示幕上發出排入倒檔
的訊號並發出間歇的警示音，並在排入倒檔時均會持續出現。
若車輛在以下情況超過10秒：
•引擎啟動；
•已排入倒檔；
•未踩下加速／煞車踏板。

不論駕駛是否開啟，系統均會強制讓變速箱排入空檔，並在顯示幕上閃爍「N」（
伴隨著訊息「put gearbox lever to N」（將變速箱撥桿排入N）），以防止車輛以倒
檔啟動。
若要確認此要求，則必須將變速箱撥桿排入空檔並重新排入倒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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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上述的暫時失效條件並不適用一檔。

要讓車輛起步只要逐漸踩下加速踏板即可。

注释 為讓前進與倒檔間的切換操作更快速，故車輛容許在些許移動下選擇倒檔（
前進檔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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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手排模式向前行駛：換檔
要選擇前進檔（若尚未選擇），請將控制桿移至中央位置。顯示幕上會出現檔位且
若車輛處於自排模式，則也會出現AUTO字樣。
在此位置，若要選擇手排模式（若尚未選擇），請將撥桿向左移（或向前後移）後
放開。顯示幕會在檔位處顯示1。要讓車輛起步只要逐漸踩下加速踏板即可。
若要排入較高檔位，則必須（不改變加速踏板的位置）將撥桿向後移（至+位置）
接著立即鬆開（手保持在撥桿上）。系統便會換檔並顯示新排入的檔位。
若要排入較低檔位，則必須（不改變加速踏板的位置）將撥桿向前移（至-位置）接
著立即鬆開（手保持在撥桿上）。
若要略過中間的檔位也可向前或後移動並放開撥桿兩次以上（快速連續）。此時系
統會檢查要求的檔位是否與車速相匹配以調整引擎運作；否則（例如有轉速過高的
風險時）系統會拒絕換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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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不論何時，駕駛均可從自排 (A)切換成手排 (M)模式，並維持同樣的檔位
，只要將排檔桿向左移（至位置a/m）再立即鬆開即可。

以自排模式向前行駛
要選擇前進檔（若尚未選擇），請將控制桿移至中央位置。表示檔位的位置會出現
1同時下方會出現AUTO。
在此位置，若要選擇自排模式（若尚未選擇），請將撥桿向左移後放開。
在自排模式中，系統會依車輛的操作狀態（道路坡度、承載量等）以及駕駛的駕駛
風格（偵測並分析踩加速踏板的方式及頻率）排入最適的檔位，以確保最佳車輛駕
馭感受，降低油耗並提供最佳的駕乘舒適感。
因此，為求駕駛經濟性，踩下加速踏板時應踩約50-60%並逐漸增加，當要增加駕駛
性能時便可踩下更多。
您可隨時將控制桿向前（排入較低檔位）或向後移（排入較高檔位）以「強制」換
檔。如此一來，車輛亦會進入手排 (M)模式。

留意 雖然會考慮許多參數，但系統並無法預見車輛前方路況及交通狀況！必要時
，駕駛應選擇手動模式以完全掌握變速箱的變化。

此部分可透過保持現有檔位（將撥桿向左移：A/M位置）或強制換檔（將撥桿向前
或向後移：–或+位置）的方式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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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無ESP的車輛或當有承載時，請同時踩下兩個踏板以接合離合器並讓系統
控制上坡起步。
注意：在自排模式中，當鬆開加速踏板後，請撥動撥桿（-端）以降檔並維持在自排
模式中。當踏板鬆開時無法手動上升一檔。
當加速踏板踩下後，撥動撥桿（+或-端）以進入手排模式。
使用車速設定器（定速巡航系統）
定速控制系統使用方式於「使用與維護」手冊中有專門之說明。
在自排變速箱車型中，唯一的差異是離合器鬆開時不會解除定速。
因此可以不需使用加速踏板便保持在設定的速度：
要換檔（於手排模式），請將控制桿向前或向後移。
輔助換檔（自排模式），當道路坡度改變時

注释 PTO為自排變速箱車型中專屬配備。基於安全考量，控制系統必須辨識PTO
的狀態。

使用動力傳導器（PTO）
（限特定車型）
PTO的應用如本「使用與保養」手冊的相關小節所述。
PTO（靜止／非靜止）僅可在引擎運轉且變速箱在空檔（撥桿位於N）時啟動（利
用特定按鈕）。
使用自排變速箱時有兩種模式：
靜止（會設定在Service（維修保養）中）。經過機械接合後系統會自動閉合離合器
以拉高扭力。
非靜止／靜止（原廠設定）。經過機械接合後可有兩個模式：
•變速箱維持在空檔。離合器因加速踏板或定速巡航（限特定車型）的運作而閉合
–靜止狀態；
•排入1檔或倒檔。離合器僅在加速踏板運作時閉合 –非靜止狀態。

注释 當PTO接合且車輛在移動時，會停用換檔。PTO可利用換檔或變速箱排入空
檔的方式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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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顯示
任何系統相關障礙均會出現以下訊息：
•「SERVICE：transmission fault」（變速箱故障）。
•「SERVICE：serious transmission fault」（嚴重的變速箱故障；伴隨著音效警示）。
•「SERVICE：high clutch temperature」（離合器溫度偏高；伴隨著音效警示）。
•「Failure of gearbox in SERVICE mode」（變速箱在維修模式中出現故障；僅會在授
權服務中心出現之訊息）。

若發生異常，變速箱控制單元會（視故障嚴重程度）管理降階後的系統運作以確保
車輛運作能符合
•保護駕駛與所有乘客的安全。
•確保車輛與引擎的整合性。
•變速箱的整合性。

當發生故障時，建議：
•將車輛停在安全的位置。
•關閉引擎。
•重新啟動引擎。若故障訊息持續顯示於顯示幕上，請重複本程序並等候至少40秒
，再重新啟動引擎。

若故障持續但車輛可運作，請小心駕駛並盡速前往授權服務中心。
若車輛無法運作，請聯絡經銷商或（於非上班時間）撥打客戶服務中心（24小時服
務）的免付費電話，將車輛送至授權服務廠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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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吊車輛
請參閱本「使用與保養」手冊的特定小節。

留意 本操作具潛在危險性，故應由專業人士執行以便能採取必要預防措施，以免
造成人員受傷或財物受損！

不建議採用推車啟動；不過若電瓶有足夠電力可為控制單元與變速箱作動器供電（
以顯示幕亮起表示），則可使用此方式。
要在這類情況下啟動引擎必須：
•將鑰匙插入開關並順時針轉至位置I。顯示幕上會出現「Depress brake pedal」（踩
下煞車踏板）。
•踩住煞車踏板；經過約3秒後，顯示幕上會暫時出現「Gearbox OK」（變速箱正常
；系統會進行運作與自動離合器解除確認）並回到之前選擇的檔位（經過約3秒後
），若是自排模式，則會出現AUTO訊息。
•在手排模式中選擇1檔（顯示幕會出現1）。
•此時便可移動車輛。系統會在開始移動10秒後嘗試閉合離合器。
•當車輛處於移動10秒內，使用控制桿選擇2檔或3檔（顯示幕會出現2或3）。

減速器
（限特定車型）
為讓駕駛感受更順暢，建議在啟動減速器 (1)前先關閉定速巡航系統。

注释 (2)按鈕可讓減速器與煞車踏板解除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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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MATIC自排變速箱
（限有搭載之車型）
HI-MATIC變速箱為搭載扭力變換器之自排變速箱。本變速箱的變速方式是透過電
子液壓系統之電子作動器啟動，且所有指令均透過 CAN網路到達控制系統。
自排變速箱電子控制桿取代了傳統之機械式排檔桿，且與變速箱間並無機械式連
結。
為能正確使用自排變速箱，請詳閱本章節以便用戶能在初次使用車輛時即完全了解
正確的操作及可做的操作有那些。

留意 未遵守以下說明會嚴重損害變速箱。

•當車輛完全靜止時僅可排入 P (Parking)。
•當鑰匙轉至 OFF會自動排入駐車檔。
•排入或排出 R (Reverse)位置僅在車輛以極慢速（低於 5 km/h）移動時才可執行
•若要從P檔排入 R (Reverse)、N (Neutral)或 D (Drive)（引擎運轉中且車輛靜止時
），請完全踩下煞車踏板。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換檔時引擎必須以正常怠速運轉，且駕駛必須用腳踩住煞車踏板。在引擎
轉速高於怠速狀態下將排檔桿排出P（駐車）檔或N（空檔）檔會使車輛突
然移動並使駕駛失去對車輛的控制。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留意 不小心移動車輛可能會使在在車內或車輛附近移動之人員受傷。

一般規定
下車前，請務必啟動駐車煞車，將變速箱排入P（駐車）檔（搭載自排變速
箱之車款）、排入適合的檔位（搭載手排變速箱之車款）並關閉引擎。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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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排變速箱控制裝置
自排變速箱採用單穩態排檔桿控制，可選擇以下檔位：
• P (Parking)按鈕：駐車。
• R (Reverse)：倒檔。
• N (Neutral):空檔。
• D (Drive)：自動前進檔（8速）。
• + / -:排入較高／低檔位（手排模式）
• ECO/PWR:ECO駕駛模式或 POWER 駕駛模式（僅適用自排模式）

車速及使用之駕駛模式會出現在顯示幕上。顯示幕會顯示駕駛目前排不的檔位及檔
位模式「A」（自排）或「M」（手自排）。
撥桿符號會有低亮度之背光。以下符號有專用的燈號：P、R、N與D。
當鑰匙插在儀錶板中並轉至 ON時，符號會依以下順序亮起：P-D-N-R-P。
在初始測試後，P會保持亮起（正常當鑰匙轉至ON時變速箱會排在駐車檔）。不論
如何，引擎均僅可在P檔或N檔時啟動。
啟動引擎後，踩下煞車踏板（顯示幕上會出現「Press brake to engage gear」（踩下
煞車換檔）之訊息）即可換檔（D或R）。

留意 若執行初始檢查後P會亮著且排檔桿上的N開始閃爍（且儀錶台上的N亮起
），則表示無法排入駐車檔。請特別小心並隨時使用駐車煞車（將點火開關移至
STOP-0未自動將駐車檔啟動）。請將車輛開往最近之授權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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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不同引擎型式之差異
依引擎及車型許可類別（Euro 5或Euro 6）不同，TFT顯示幕可能會有兩種資訊顯示
方式：
(A)：搭載Euro5引擎之車型
會以顯示ECO/PWR以啟動取代其他引擎不會管理之AdBlue液位顯示。
(B)：搭載Euro6引擎之車型
會以ECO/PWR以啟動取代頭燈水平位置顯示。按下上下箭頭按鈕（僅在頭燈亮起
時）可在顯示幕上叫出此畫面以顯示並（或）修改頭燈高度。經過5秒後，頭燈水
平位置顯示便會消失，接著恢復成顯示ECO/PWR狀態。

1.車外溫度
2.日期
3.總里程數
4.變速箱齒比資訊與狀態（M為半自動 – A為自動）
5.時間
6.圖示區
7. ECO或PWR模式啟動狀態
8. AdBlue液位（僅適用Euro6車型）

自動變速箱的顯示策略相同。僅有訊號的位置不同。
為簡化說明，故僅用一種圖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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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排變速箱說明
P（駐車）
於駐車時使用此檔位。駐車檔可透過按下P (1)按鈕的方式選擇或於鑰匙轉至 OFF
時自動啟動。

當排入駐車檔且鑰匙轉至 ON時，P符號會亮起且顯示幕及圖示2均會出現在顯示幕
上。
當引擎熄火後，僅可選擇P檔。引擎在變速箱位於P檔時可以啟動。僅有在踩住煞車
踏板時才可排離 P (Parking)檔。
建議在車輛移動時不要選擇此檔位。若在車輛以低於 3 km/h之車速移動時選擇P檔
，則變速箱排入空檔（顯示幕上的N亮起），但會將指令儲存起來（N保持亮起且
排檔桿上的P開始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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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車輛在5秒內停住，則會排入駐車檔，否則變速箱會維持在N檔且該指令會被取
消。此時，請再次選擇想要的控制指令。若在車輛以高於 3 km/h之速度移動時選
擇P檔，則變速箱會排入N檔（顯示幕及排檔桿上的N均會亮起）。
在駐車時請務必使用駐車煞車。尤其當於斜坡上駐車時，請務必先啟動駐車煞車再
按下P按鈕。

一般規定
下車前，請務必啟動駐車煞車，將變速箱排入P（駐車）檔（搭載自排變速
箱之車款）、排入適合的檔位（搭載手排變速箱之車款）並關閉引擎。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一般規定
請勿用P（駐車）檔（搭載自排變速箱之車款）或入檔（搭載手排變速箱之
車款）的方式取代使用駐車煞車。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R（倒檔）
此檔位可讓駕駛倒車。
當排入倒檔後，排檔桿上的R符號 (1)會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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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幕上會出現R (2)。
建議僅在車輛完全靜止或車速低於 5 km/h時才排入R（倒檔）。
若在車輛以高於 5 km/h但低於10 km/h之車速前進時選R檔，則變速箱排入空檔（
顯示幕上的N亮起），但會將指令儲存起來（N保持亮起且排檔桿上的R開始閃爍
）。
若車輛在5秒內停住，則會排入倒檔，否則變速箱會維持在N檔且該指令會被取消。
此時，請再次選擇想要的控制指令。若在車輛以高於 10 km/h之速度移動時選擇倒
檔，則變速箱會排入N檔（顯示幕及排檔桿上的N均會亮起）。

N（空檔）
在引擎運轉時，除非踩下煞車踏板否則無法從P檔排入N檔。
當排入N檔後，排檔桿上的N符號 (1)會亮起。

顯示幕會顯示N (2)。
若準備離開車輛請啟動駐車煞車並按下 P (Parking)。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行駛於下坡時請勿讓變速箱處於空檔或鬆開離合器及（或）將引擎熄火。
如此非常危險並會造成車流量或路況改變時駕駛無法介入的情況，增加駕
駛失去車輛控制之風險。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留意 拖動車輛可能會對變速箱造成嚴重傷害。請參閱相關章節以獲得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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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前進）–自排模式
此為在多數市區及郊區路段行駛時使用的正常狀態。其可確保變速箱能最符合行駛
時之需要並能自動獲得最佳燃油經濟性。在此狀態中，變速箱會依需要自動選擇較
高或較低的檔位。
D (Drive)可在正常使用情況下獲得最佳的駕駛表現。
當變速箱處於D檔時，排檔桿上的D符號 (1)會亮起，顯示幕上會出現目前的檔位
且旁邊會有一個A（自排模式）字樣，並會顯示選擇的駕駛模式 (ECO/POWER)。
(ECO)模式會自動啟動，但駕駛可透過將排檔桿向右移 (2)的方式進入 (POWER)
模式。

將排檔桿向右移即可回到 ECO模式。顯示幕上會出現使用中模式的狀態圖示 (3)
以及駕駛風格ECO或 POWER (4)。
將加速踏板完全踩下可啟動「強迫降檔」功能。本功能會依引擎轉速自動決定要降
一檔或兩檔以方便超車或變換車道。

+/- –手排模式（前進）
在此模式中，變速箱會與駕駛互動使其能手動換檔，對車輛做更多控制。
在此模式中，變速箱系統能更有效運用引擎煞車功能，進而消除不必要的升檔或降
檔，提升車輛整體性能表現。
要進入手排模式，必須使用 +/-控制裝置選擇檔位。
排檔桿上不會有符號亮起。顯示幕會出現目前的檔位但旁邊不會有「A」字樣而是
會出現「M」字樣（手排模式） (1)。
手排模式可隨時啟動無需鬆開加速踏板。
在手排模式中，變速箱在駕駛手動調整檔位+ / -時才會升檔或降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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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速箱會維持在該檔位直到駕駛升檔或降檔為止。
當車速降到停止時，變速箱會自動排入較低的檔位（防止引擎振動），並將目前檔
位顯示在儀錶台顯示幕上。
在手排模式中，車輛可在二檔下起步。
當引擎運轉中且變速箱處於駐車檔時，踩下煞車踏板、選擇D再選擇 +/-可進入手
排模式（若按下「-」，變速箱會維持在一檔，若按下「+」變速箱會進到二檔）。
要回到自排模式，請將排檔桿向右移（ECO/PWR）或選擇D。

ECO/PWR（ECO/POWER）
當車輛處於自排模式 (D)時，可將排檔桿 (ECO/PWR)向右移讓駕駛模式從 ECO變
成 POWER。顯示幕上會出現選擇的駕駛模式。
在 ECO中，會做最好的換檔選擇以獲得最大燃油經濟性。在 POWER中，則會在
較高引擎轉速下才換檔以善用引擎所產生的扭力。

注释 在於 POWER模式中車速限制為 90 km/h的車型中，變速箱升檔最高可達
六檔。

注释 車速限制會禁止排入七檔與八檔。

ASIS（伺服性智慧換檔）
本功能可讓變速箱暫時依道路特性與負載情況做調整。
依據路況，兩個設定檔 ECO/POWER均有一個適合的引擎轉速／換檔間隔時間。若
變速箱處於 ECO模式，則會依道路傾斜度自動進入較高或較低的 ECO執行條件
中。
當機油溫度偏低（低於 30 °C）時，離合器會進行調整以加快機油溫度上升。
當機油溫度偏高時，離合器滑差則會盡可能受到限制。若溫度超過 120 °C，則會啟
動變速箱零件保護機制並暫時限制變速箱功能

使用車速設定器（定速巡航系統）
定速控制系統使用方式於「使用與維護」手冊中有專門之說明。在自排變速箱車型
中，唯一的差異是在換檔時不會解除定速。
因此可以不需使用加速踏板便保持在設定的速度：
•要換檔（於手排模式），請將控制桿向前或向後移。
•輔助換檔（自排模式），當道路坡度改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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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錶台顯示幕上的訊號
若變速箱油達到極高溫度，則顯示幕上會出現黃色圖示 (1)及「High gearbox
temperature」（變速箱溫度過高）訊息。此時無需停車。
建議駕駛降低減速並以適中速度行駛。若訊息持續出現，請停車並等候數秒。
若當車輛再次啟動時訊息仍持續出現，請與最近的授權服務中心聯繫。
若出現「P not active, engage handbrake」（P檔未啟動，請使用手煞車）訊息，則表
示變速箱無法排入駐車檔。變速箱會保持在N檔，且會需要啟動駐車煞車。
若出現「P may only be activated whilst vehicle is stationary」（P檔僅可在車輛靜止時啟
動）訊息，則表示已要求啟動駐車檔但因車速過高無法啟動，或已啟動駐車檔但車
輛尚在移動中（例如在雪地中滑行）。
若出現「R may only be activated whilst vehicle is stationary」（R檔僅可在車輛靜止時啟
動）訊息，表示已要求啟動倒檔但因車速過高無法啟動。

當變速箱故障時，黃色圖示 (1)會亮起且顯示幕上會出現「Gearbox fault」（變速
箱故障）訊息。
當發生嚴重故障時，紅色圖示 (1)會亮起且顯示幕上會出現「Serious gearbox
fault」（變速箱嚴重故障）訊息。
若發生故障，請將車輛開往最近之授權服務中心。

「Limp Home」（故障保護）系統
「故障保護」系統為一全自動模式，當變速箱致動元件發生任何故障時，即會啟動
一個保護機制限制變速箱功能並選擇六檔，讓車輛能在緊急狀態下移動

留意 若Limp Home啟動，請勿關閉引擎。若在此故障保護系統啟動時關閉引擎，
則下次啟動引擎時，變速箱可能會沒有足夠的壓力運作而造成需要拖車的情況。

手動將變速箱排離 P (Parking)檔
手動將變速箱排離 P (Parking)檔可讓車輛從緊急車輛狀態中恢復或在無法手動使用
排檔桿的狀態（例如引擎未啟動或發生電子故障時）下將車輛拖動短暫的距離。
此為在緊急狀態下專用的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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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 在手動將變速箱排離 P (Parking)檔時請務必使用駐車煞車。若在未啟動駐車
煞車的情況下解除變速箱，則車輛可能會意外移動造成其路徑上的人員或物品受
傷。

用於手動緊急解除之裝置位於底板上駕駛座右側的位置。開啟位於駕駛座右側地毯
上的保護蓋。
在操作時拉住纜線。一旦解除後，變速箱便會回到鎖定在駐車檔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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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速度記錄器
請參閱時間－速度記錄器製造商用戶手冊的使用資訊。重量（不論是否有使用拖車
）超過3.5噸之車輛均必須安裝時間－速度記錄器。
若對本控制儀錶或會影響控制儀錶記錄之訊號傳輸系統進行改裝（尤其以詐欺為目
的時）將違反高速公路法、國家犯罪法或相關管理條例。
本時間－速度記錄器已由經授權人員完成安裝並密封：不論如何，請勿碰觸該裝置
或相關電源供應器與登錄纜線。有安裝速度記錄器之車主有責任將該裝置定期送
檢。
此檢查必須依高速公路法與國家法規指定之標準及時間執行。同時也必須進行測試
以確定該裝置運作正常。每次確認後，請務必更新辨識銘牌的相關資料。
若需其他資訊，請與裝置製造商聯繫。

注释 若車輛已安裝時間－速度記錄器且會閒置超過5天，建議將電瓶負極斷開以
結省電量。

注释 關於本裝置的外觀清潔資訊，請參閱「車輛保養」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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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操作服務的呼叫裝置
選配，僅限俄羅斯市場。在依法需要本裝置的國家中才能使用
一般資訊
本裝置（用於撥打緊急服務）使用GSM / UMTS網路撥打緊急服務電話。由駕駛或乘
客手動按下「緊急電話」按鈕 (1)撥打電話。按鈕位於保護蓋 (5)下以避免誤觸啟
動。引擎開啟或關閉時都可撥打緊急電話。
連接到ERA-Glonass系統時，本裝置會立刻傳送下列資料：車輛的座標、車身底盤號
碼（V.I.N.碼）、事件發生時間與其他所需相關資料。資料傳送完成後，將會利用裝
置上的麥克風 (6)與車輛儀表板上的喇叭建立和服務人員的語音通訊。
使用者介面上有「緊急通話」按鈕 (1)、麥克風 (6)與狀態指示燈 (3)。
另外還有「附加功能」按鈕 (4)（用來取消緊急通話與進入服務功能）以及多功能
按鈕 (2)（使用本裝置啟動其他服務）。

緊急通話
發生意外或事故而需要撥打緊急電話時，請依照以下步驟：
1.按下使用者介面上防止誤觸啟動「緊急通話」按鈕 (1)的蓋子 (5)。
2.按下「緊急通話」按鈕 (1)。按下「附加功能」按鈕 (4)可取消通話。

注释 只有在需要撥打緊急電話時，才可以按下「緊急通話」按鈕 (1)。假警報或
是惡作劇電話會使ERA-Glonass設施超載，並且擾亂服務人員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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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話開始時，語音訊息會確認「接通緊急通話」。緊急服務接通後，本裝置會立
刻傳送提供協助所需之相關資料。傳送資料最多可能會需要20 s。等待資料傳送完
成、與緊急服務人員的語音通訊連線完成。

注释 發生問題時（例如GSM網路訊號不穩定），本裝置會反覆嘗試接通緊急通
話。若無法接通緊急服務，使用者介面上的指示燈 (3)會閃爍紅燈，您會聽到「緊
急通話故障」的語音訊息。發生這種狀況時，您必須另外尋找接通緊急服務的方
法。

緊急服務語音通訊只有在服務人員接通的狀態下才有作用。通話建立後（綠色的指
示燈 (3)會亮起）；如有需要繼續緊急通話，按下按鈕 (1)緊急通話結束後，緊急
服務人員可能會回撥給車上人員；此時會自動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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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診斷
在使用者每次將引擎啟動開關調到「MAR-1」啟動基本元件時，本裝置都會開啟自
我診斷功能。若本裝置狀態指示燈 (3)亮起紅燈三秒後關閉，表示診斷結果為正
常。然而，若指示燈 (3)閃爍超過三秒，請聯絡授權服務廠檢查系統。

注释 如果發生錯誤，本裝置可能無法正常運作。請儘快聯絡授權服務廠以修正錯
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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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錶板下部，乘客側
有以下項目：
1.開放式置物箱。
2.有附操作門的置物箱。

配備煞車動力控制器的車型內會有標示銘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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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載空調控制單元之車型
在搭載空調控制單元之車型中，本空間為低溫狀態。請用恆溫器 (1)調整冷度。

儀錶台中央部分有以下空間：
1.用於安裝副廠音響的空間。2.
2.儲物空間
3.時間－速度記錄器裝置區，供需安裝之車輛使用。
4.儲物空間（無按鈕）。
5.文件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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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置物空間 (4)的位置，可能會以以下項目取代：
6.置杯架。
7.文件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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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煙器
（限特定車型）
位於儀錶台下部。若要啟用，請按下按鈕。
數秒後按鈕會自動返回其原始位置，此時便可使用點煙器。

燙傷風險
請隨時檢查點菸器是否自動關閉：
-點菸器會達到高溫。
-請小心使用且不要讓兒童使用。
未遵守這些規定將有嚴重的人員受傷風險

污染，起火
-請勿同時於煙灰缸裝放菸頭及紙張：如此會造成失火。
請勿使用點菸器作為電源插座連接附加電子裝置。請使用專用的電源插
座。
正確的使用方式可讓車輛對環境的衝擊降到最低

電源插座，用於安裝其他電子用品。提供一個可連接其他電子裝置的插座。該插座
的技術規格如下：180 W – 12V；保險絲 20 A。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可使用電源插座！
請僅連接最大額定值等於或小於插座額定值的設備。
僅部分或未遵守這些指示可能會造成車輛嚴重損壞

一般規定
僅可連接有對應插座中央為正極之針腳的裝置。
僅部分或未遵守這些指示可能會造成車輛嚴重損壞

留意 在引擎關閉時繼續使用電源插座會消耗電瓶。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連接的附加電子裝置必須具有符合現行法規的電磁相容性，以避免干擾車
輛運作。
僅部分或未遵守這些指示可能會造成車輛嚴重損壞

請勿安裝非IVECO供應或非法的電動／電子設備（例如功率超過5 W上限或特定電
流規定的C.B.無線電設備），因其會對車上設備產生雜訊或電磁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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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音機
Bluetooth®音響
本車可安裝兩種音響，其功能差異為：
(A)Bluetooth®音響
本音響功能如下：
• FM收音機
• CD播放器
•電話／音響管理用Bluetooth®連線
• USB插槽
• AUX插座
•用於播放MP3／WMA檔案之iPod®與iPhone®管理功
能

注释 USB與AUX功能由位於中央儀錶台上的連接埠
(1)與 (2)提供（若需確切位置，請參閱「中央儀錶
台」一節）。

注释 若需更多使用資訊，請參閱音響所附之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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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音響
第二型音響如下：
(B)FUN音響
功能如下：
• FM收音機
•迷你USB連接埠
• AUX插座

注释 若需更多使用資訊，請參閱音響所附之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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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道偏離警示系統（LDWS）
LDWS (Lane Departure Warning System)可警示不專心或疲倦之駕駛車輛可能不小心
偏離車道之情況，發出訊號提示車輛跨越車道線的情形。
本系統運用電腦監視技術，使用攝影機／感知器 (1)偵測車輛與道路標線間的相對
位置關係。該攝影機安裝於擋風玻璃上方。

若車輛跨入左側或右側車道，即會以音效及儀錶台上的指示警示駕駛此一情況。

音效訊號
本訊號會將音響靜音並同時啟動儀錶台蜂鳴器。

儀錶台指示
顯示幕上會依安裝的儀錶台類型（矩陣型或舒適型）顯示以下畫面：

矩陣型儀錶台
(A)即將跨越車道之圖示。
(B)（顯示幕訊息區）訊息：「Stay in lane」（請保持在車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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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適型」儀錶台
(A)「一般失效」圖示。
(B)（顯示幕訊息區）訊息：「Stay in lane」（請保持在車道內）。

當車輛已啟動且點火開關設在 'MAR - 1'時，不論之前的狀態為何（開或關），本系
統均會執行為時約四秒的初始化操作。此情況會透過 LED (3)亮起起來表示。一旦
初始化完成，LED便會熄滅。
一旦初始化完成後（亦即系統啟動LED (3)熄滅後），則LDWS便會在車速超過
60 km/h時才警示駕駛。若車速超過60公里／小時，系統便會持續警示駕駛直到車
速降到55 km/h以下。
若車速降到55 km/h以下，則在車速再度超過60 km/h前均不會出現警示。當車速
再降到 55 km/h以下，便又不會再出現警示。
本系統可透過 (2)開關停用讓駕駛能自由控制。
開關內的 LED (3)則可表示系統的運作模式。LED熄滅時系統為啟動狀態。LED亮
起時系統為停用狀態。

若啟動了方向燈，則會將車輛跨越與亮起之方向燈同方向之車道線時的警示訊號停
用。不過，若跨越與亮起之方向燈反方向的車道線，則仍會啟動本訊號。
例如：當左轉方向燈啟動時，若車輛跨越左側的車道線，則不會發出警示。
反之，若車輛跨越右側的車道線，則本系統便會警示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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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LDWS (Lane Departure Warning System)會透過監測方向燈使用情況來判斷變
換車道的意圖。

注释 擋風玻璃必須保持清潔才能讓攝影機正確讀取駕駛情況。

注释 建議當行駛於高車流量的路段（如高速公路）時使用 LDWS (Lane Departure
Warning System)。

注释 啟動危險警示燈後，任何跨越現行駛中車道兩側車道線的情況均不會發出警
示。

注释 若車輛 CAN線路發生錯誤，或無法讀取資料，儀錶台上均會出現訊號。

注释 若錯誤並不影響運作，則系統會發現該錯誤，但仍保持啟動（上述之 LED
(3)會保持熄滅）。

注释 若錯誤會影響運作，則會將系統停用（LED (3)亮起）。此時請聯絡授權服
務廠。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雖車道偏離警示系統能有效防止疲勞或分心所造成之意外，但仍僅可作為
駕駛輔助裝置使用，不可用於調整或修正車輛的行駛方向。駕駛應確實負
責車輛的駕駛工作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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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為符合高速公路法規，建議在行駛途中能稍事休息以伸展手腳並提振精神。
此外，系統會於儀錶台上前面所述之區域中以訊息（「LDW on」／「LDW off」）
提示駕駛目前系統的運作情況（開／關）。

系統失效／方向燈感知器異常
當發生嚴中損壞或方向燈感知器異常時，會在儀錶台中前述區域內出現訊息警示駕
駛。

「矩陣型」儀錶台上的嚴重錯誤顯示
「LDW嚴重錯誤」符號
顯示幕訊息區，訊息：「Serious fault LDW」（嚴重LDW錯誤）。

「舒適型」儀錶台上的嚴重錯誤顯示
「一般錯誤」符號

顯示幕訊息區，訊息：「LDW Serious fault」（嚴重LDW錯誤）
「矩陣型」儀錶台上的方向燈感知器異常警示
「LDW嚴重錯誤」符號
顯示幕訊息區，訊息：「LDW Unavailable」（LDW無法使用）。

「舒適型」儀錶台上的感知器異常警示
「一般錯誤」符號
顯示幕訊息區，訊息：「LDW Unavailable」（LDW無法使用）。

LDWS系統校準
本系統在車輛的正常使用壽命期間無需任何校準。
不過，當對車輛做會改變攝影機高度之顯著改裝時，便需要重新做校準。
舉例來說，這類改裝包括：
•將懸吊改裝與更換成與本車型專用不同之類型。
•修改車輛的軸距。
•將輪胎更換成與原廠胎尺寸不同之產品。
•更換破裂的擋風玻璃。

同時提醒車主，所有車輛改裝動作請交由授權服務中心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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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拖吊
使用車上配備所附的旋入式拉鉤，並將其插入位於如圖所示之車輛保險桿下的點
中。只要拆掉下一頁圖中所示的蓋子即可看到。
若拖車時需拉長，請將螺旋槳軸從後軸法蘭上斷開。
若引擎未啟動（例如電瓶沒電或溫度極低），請使用具同等電子特性之輔助電瓶（
請參閱電瓶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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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建議採用推車啟動。
不過，如需推車或拉車啟動；請依以下方式進行：
•排入高速檔（例如三檔、四檔），
•緩緩加速（下坡時亦同），
•慢慢鬆開離合器踏板。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當引擎停止後，煞車與轉向系統便失去輔助動力。所以在煞車與轉向時需
要更大的力道。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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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曳搭載Hi-Matic變速箱之車型
拖曳具Hi-Matic變速箱之車輛。當引擎關閉時，變速箱傳動會鎖定在駐車檔（排檔桿
的「P」檔）。
在引擎運轉時，通常可用排檔桿排出駐車檔。
當發生錯誤時，靠近手煞車拉桿的地方有一解鎖撥桿 (1)可用於移動車輛。
拖車時請務必讓引擎運轉並排入N檔。
若無法啟動引擎，一旦解鎖撥桿 (1)解除後，便可用救援車進行車輛救援或拖行至
短距離內的修車廠或移動車輛使其處於安全狀態以進行傳動軸拆卸。
本車輛僅可在傳動軸已和變速箱傳動輸出法蘭分離後才能長距離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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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護條
本車配備有可調整角度之後方下護條 (1)。
此護條之用途在防止車輛在碰撞時卡在其他車輛下方。
其角度可視需要修改。
請依以下步驟修改角度：

•將固定插銷 (2)從下護條 (1)兩側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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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預先設計的孔 (3)將下護條 (1)移到希望的角度。
•依需要的角度將固定插銷 (2)插到孔 (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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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車鉤
（限特定車型）
適用具慣性煞車的拖車。
1.球形拖車鉤。
2.照明系統之13腳接頭（12 V）。

若拖車鉤採外部附掛，請將結構體與勾子（型號均經認可）正確安裝，且必須嚴格
遵守 IVECO的電子系統相關要求（車體製造商規定）。請勿讓車輛及拖車燈的電子
系統超載。
請勿讓車輛及拖車燈的電子系統超載。若要安裝拖車燈，請詳閱「拖車燈中繼」一
節之說明。
若需更多資訊，請聯絡授權服務廠。
請依據拖車鉤製造商的相關說明。
未經授權的拖車鉤僅可用於特定的橫樑上及用於 IVECO指定的拖車用途上。
於售後安裝在非原始設計使用之車輛上的拖車鉤必須經過 IVECO授權。
請參閱文件「車體製造商規定」的拖車鉤安裝說明。

一般規定
拖車鉤必須適用容許之承載量，並依據國家標準經過型號認證。因拖車鉤
對車輛操作安全性有重要影響（在部分國家限特定型號），故不可進行修
改。
僅部分或未遵守這些指示可能會造成車輛嚴重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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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車燈中繼（限有搭載之車型）
控制單元可管理透過13腳接頭（12 V）管理連接之拖車燈或額外車燈。若未連接13
腳插座則這些功能會停用。
本裝置可讓車輛的照明中繼到拖車或額外安裝之鎢絲燈或 LED燈上：
•方向燈（左與右）。
•煞車燈（左與右）。
•側燈（左與右）含示寬燈（左與右）及牌照燈。
•後霧燈。
•倒車燈。

任何的拖車或加裝燈之（前述）照明故障均會透過儀錶板上的警示燈／圖示 表
示（如有顯示幕則會同時出現訊息）。
所有的一般裝置故障會透過儀錶板上的警示燈 或專用圖示 表示（如有顯示幕
則會同時出現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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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拖車鉤 Orlandi
（限特定車型）
本車可配備拖車勾，請用以下程序掛載／卸載拖車：
•將旋鈕 (1)向前拉並順時針旋轉。

•將末端的手把 (2)向上拉。將插銷 (3)完全拉起。
•將拖車環扣插入或取出讓插銷 (3)能自動向下關上回到握把的初始位置並卡在插
銷上。

注释 再次啟動前，請確認拉桿 (2)有確實鎖定且手把 (2)位於如標籤所示的安
全位置中。

•將拖車的電線連接到插座 (4)中。

注释 若未使用拖車，則不可連接插座 (4)且必須保持關閉以確保能防止水氣進
入及造成電子系統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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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拖車煞車纜線連接到指定的孔中 (5)。

注释 請依據拖車鉤製造商的相關說明。

留意 安裝任何專用及（或）額外後視鏡均必須完全依高速公路法規進行。

請記住使用拖車時會因總重改變使爬坡能力下降、增加停止距離並增加超車所需的
時間。當下坡時，請排入較低檔位並避免不斷使用煞車。拖車施加於車輛拖車勾上
的重量會等量降低車輛的負載能力。為確保不超過最大可拖載重量（標示於車輛註
冊文件中），請記得在滿載時要同時考慮拖車重量，包括配件及個人行李等。遵守
相關速限並記住在濕滑路面的煞車距離會更長。

污染，起火
-於車輛行駛過程中將燃燒物（如煙蒂）丟出車窗外會對路人、其他車輛、
周遭環境及承載之物品造成危險。其對駕駛本身亦會造成危險。
正確的使用方式可讓車輛對環境的衝擊降到最低

一般規定
拖車裝置需由專人固定至車體上，該人員必須遵守製造商所提供之相關資
訊，如有需要，可與授權服務中心聯繫。
僅部分或未遵守這些指示可能會造成車輛嚴重損壞

留意 不論任何車行，拖車裝置均僅可使用適合車輛之最大可拖載重量的產品。

車上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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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前：
•檢查車輛的外觀，確認車輛停在安全的平坦地面，而非在斜坡或鬆軟的地面上。
•以輪檔塊置於後輪下方，不使尾車移動。
•但尾車的前軸要維持仍可轉動。
•調整尾車的掛鉤與拖鉤的高度一致。
•反轉前，確認拖車與尾車之間沒有人。

耦合後：
•拖尾車時請格外小心駕駛。
•若將車輛停在上坡或下坡，請確認手煞車運作正常以防車輛滑動。

注释 將拖車鉤螺帽重新旋緊至正確的扭矩。

要執行本操作，請先取下固定螺帽的開口銷。將螺帽旋緊至標籤所載之扭矩。
完成操作後請重新插入開口銷。

螺帽鎖緊至規定的扭力後，若可插入開口銷的孔沒有和兩相鄰齒之間其中一個空間
一樣大，切勿降低鎖緊螺帽的扭力磅數（如拖車製造商識別銘牌所載），而是應提
高足夠的磅數，以插入開口銷。
如此可確保螺帽能正確旋緊。
若需清潔裝置，請參閱「車輛保養」一節。

車上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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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上配備
每個車輛均附一組扳手與工具，讓客戶得以進行正常使用與保養工作。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請勿在車內放會移動及阻礙操控或於發生碰撞時會打到乘員之物品。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駕駛側座椅底下工具箱內的工具與配件，在每次依以下流程使用後需更換：（部分
配件依車型而定）
1.千斤頂（所有車型位置均相同）

車上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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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輪胎車輛
2.千斤頂支桿。
3.延長支桿。
4.第一個輪擋。

5.工具袋。
6.第二個輪擋。
7.危險警示三角標誌。

車上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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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輪胎車輛
2.千斤頂支桿。
3.延長支桿。
4.兩塊輪擋。

5.螺柱扳手。
6.工具袋。
7.危險警示三角標誌。

工具包的內容會依車型而有不同。

車上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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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火器
車輛可能安裝有滅火器。

留意 基於安全因素，滅火器應依適用法規進行檢查與維護。

急救箱
（限特定車型）
位於前車門板下方抽屜中。
內部放置DIN 13164 B規範之標準物品。

車上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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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胎
若要取下輪胎，請依以下方式：
•取下夾子 (1)。
•握住滑動裝置 (2)並將鎖定裝置 (3)轉開。
•將輪胎載具 (2)降低並轉開固定輪胎的螺帽 (4)。

注释 為更方便使用備胎，請將車體升高。

當重新安裝更換後的輪胎時，請將備胎架上的裝置 (3)轉緊。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請定期檢查備胎是否固定妥當。車輛振動可能會造成螺帽鬆脫。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操作員路邊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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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份箱型車中，備胎位於車内，要取下時需轉開中央的翼型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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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輪胎車型的備胎架
在單後輪的車型中，備胎可用以下方式取下：
•將五角扳手 (1)插入鬆開裝置 (2)的底座中。
•讓輪胎觸地，以逆時針方向轉動扳手 (1)並持續轉至絞盤停止。

•將輪胎移出底盤（請參閱附圖）。
•將螺紋旋鈕轉開 (3)。
•將輪胎從固定裝置 (4)上取下。

操作員路邊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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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收納更換下的輪胎，請依以下方式：
•將螺紋旋鈕轉開 (3)。
•將輪胎從固定裝置 (4)上取下。
•將固定裝置 (4)連接至輪圈上。
•將固定裝置的螺栓插入輪圈孔中。
•將旋鈕 (3)轉緊。

•將輪胎移入底盤（請參閱附圖）。

•將五角扳手 (1)插入鬆開裝置 (2)的底座中。

操作員路邊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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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扳手 (1)順時針方向轉動直到能從窗口看到黃色刻度 (3)或防震扣固定為止。

注释 絞盤僅可使用特殊扳手 (1)操作。沒有此扳手，底座 (2)的外部會無法接
合。此底座有穿孔以便插入掛鎖。

操作員路邊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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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頂
（限有配備之車型）
為方便保養與檢查，請遵守千斤頂製造商文件的相關說明。
使用後請正確地鎖上。

一般規定
使用千斤頂時必須嚴格遵守銘牌上的說明。
僅部分或未遵守這些指示可能會造成車輛嚴重損壞

一般規定
千斤頂僅可快速使用，例如用於更換輪胎。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若路面不夠堅硬與緊實，切勿使用千斤頂。
-未仔細確認舉升點之前，切勿頂起車身。
-請勿將千斤頂用於承載大於標籤所示的重量。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若未正確放置千斤頂，可能會使升起的車輛落下。
-請勿讓自己站在升起的車輛下（即便短時間也不可）。必要時請聯絡授權
服務廠，其有所需的設備。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若路面不夠堅硬與緊實，切勿使用千斤頂。
-未仔細確認舉升點之前，切勿頂起車身。
-請勿將千斤頂用於承載大於標籤所示的重量。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操作員路邊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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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 該千斤頂無法維修：若損壞，請更換原廠新品。

留意 不可使用隨車所附以外之工具作為千斤頂槓桿。

•取出操作所需工具。這些工具放在駕駛側座椅下方的工具箱中（請參閱「車上配
備」一章）。
•取出備胎（請參閱本章的「備胎」一節）。
•必要時，請取下輕合金輪轂蓋（請參閱本章的「輕合金輪轂蓋」一節）。
•讓要更換的輪胎觸地，將輪圈螺帽鬆開。

•將千斤頂放在靠近欲更換輪胎的支撐點下方。此部分會在「支撐點」一節中說
明。

一般規定
為正確旋緊，請務必使用車輛提供的工具。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將車輛升起。
•使用扳手將輪胎螺帽完全鬆開並將輪胎取下。
•安裝備胎。在安裝輪胎前，請清潔螺柱、螺帽以及接面將會使輪胎螺帽鬆脫的雜
質。以上建議也有助於未來拆卸螺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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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要升起車輛時請提醒周圍的人。所有人員應立即遠離車輛周圍以避免危險
情況意外發生。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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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輪胎車型備註
當更換內輪胎時：
•輪圈必須正確正確放在圖中所示 120 °之輪轂中心 (1)處。

•如圖所示正確安裝輪胎。
•請勿損壞內車胎閥門。

操作員路邊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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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胎螺帽旋緊扭力
安裝前／後輪（M14螺紋螺柱）型號30S - 35S：（最大值；最小值）：176 – 144
N·m（17,6 – 14,4 kgm）。
安裝搭載鋁合金輪圈之前／後輪（M14螺紋螺柱）型號30S -35S：（最大值；最小值
）245 – 200 N·m（24,5 – 20,0 kgm）。
安裝前／後輪（M18 x 1.5螺紋螺柱）型號35C - 40C - 45C - 50C（最大值；最小值
）350 – 290 N·m（35,7 – 29,5 kgm）。
安裝前／後輪（M18 x 1.5螺紋螺柱）型號60C - 65C（最大值；最小值）350 – 290
N·m（35,7 – 29,5 kgm）。
安裝前／後輪（M18 x 1.5螺紋螺柱）型號70C - 72C（最大值；最小值）350 – 290
N·m（35,7 – 29,5 kgm）。
重要資訊：當車輛為新車及於每次拆卸輪胎時，請在經過前 50 km與接下來的
100 km均重新旋緊螺帽。
甚至，請盡快：
1.檢查新輪胎胎壓（請參閱「技術規格」一章中的表格），並基於安全考量一併檢
查其他輪胎的胎壓。
2.確認輪胎螺帽有旋緊至正確的扭矩。

•將螺帽稍微旋緊將輪胎固定於其底座上。
•將輪胎降至地面並將螺帽完全旋緊，並採對角方式進行（請參閱附圖）。在槓桿
末端加諸約70公斤的重量以提供需要的扭力。
•將輪胎降至地面並將螺帽完全旋緊，並採對角方式進行（請參閱附圖）。在槓桿
末端加諸約70公斤的重量以提供需要的扭力。
•將更換後的輪胎放好。
•將使用後的工具放好。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備胎為各車輛專用：請勿將其裝於不同車型或使用其他車型的備胎。
-不論任何情況均不可改裝充氣閥。
-請勿在輪圈與輪胎間插入任何工具。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輪胎螺帽為各車輛專用：請勿將其裝於不同車型或使用其他車型的輪胎螺
帽。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操作員路邊維修



316

留意 請盡速修復更換後的輪胎並裝回。

留意 定期檢查備胎胎壓，確保其符合「技術規格」一章中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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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撐點
圖中所示支撐點分別為：
•搭載MECTOR懸吊之車輛支撐點。

•搭載橫向葉片式彈簧懸吊之車輛支撐點。

操作員路邊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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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軸

•後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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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輪胎
一般原則
當更換輪胎時，需採取一些簡單的預防措施，如下所述：
•將車輛停在不會造成交通意外並可安全更換輪胎的位置。請盡量停在平坦堅實的
路面上。
•將引擎關閉並拉起手煞車。
•將車輛排入一檔或倒檔。
•依法令規定，在離開車輛前請穿上反光背心。
•依行駛之國家的法令規定，標示車輛的所在位置：-危險警示燈；-反光警示三角
標誌；-其他。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乘客應下車並遠離車流。
-車輛救援人員必須穿戴專用的反光背心。
未遵守這些規定將有嚴重的人員受傷風險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在升起車輛前，請勿必記得不要啟動駐車煞車但用輪檔將輪胎卡住。
僅部分或未遵守這些指示可能會造成車輛嚴重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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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轂蓋
各型輪轂蓋均有固定孔可安裝較寬之螺柱／螺帽以便進行輪胎拆裝。
組裝程序如下：
•所有車輪均為30S-35S
• 35C-40C-45C- 50C（僅前車輪）
• 60C-65C-70C-72C（僅前車輪）

車輛30S-35S

•將輪圈 (1)安裝至輪轂上；
•將螺柱 (2)旋緊以固定輪圈 (1)；

操作員路邊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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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輪轂蓋 (3)對齊圖中的兩個最大孔 (4)裝上；

•將剩下四個螺帽裝到輪圈上。
•將所有元件旋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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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圈上有勾子之整合式輪圈蓋（選配）30S-35S型
在配備有整合式輪圈蓋（限有搭載之車型）之車輛中，請依以下步驟進行以防止輪
胎充氣閥損壞：
•安裝輪圈蓋時，請將壓力閥 (1)與外殼座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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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前輪配置型號35C-40C-45C-50C之輪轂蓋
若要安裝輪轂蓋，請依前頁所述方式進行。
圖中所示為完整輪胎。各元件之圖例說明。
圖例：
1.輪圈
2.固定螺帽
3.輪轂蓋
4.中心孔 -共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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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前輪配置型號60C-65C-70C-72C之輪轂蓋
若要安裝輪轂蓋，請依前頁所述方式進行。
圖中所示為完整輪胎。各元件之圖例說明。
圖例：
1.輪圈
2.固定螺帽
3.輪轂蓋
4.中心孔—共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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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合金輪轂蓋
（限特定車型）
若要更換輪轂蓋，請按以下步驟處理：
•用螺絲起子取下輪轂蓋 (1)。

以適當工具將螺絲轉開 (2)並取下輪轂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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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輪胎的固定螺帽 (3)轉開並取下支架 (4)。

更換輪胎後，請依相反順序執行以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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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補胎工具
FIX & GO 500 Sensor

造成皮膚刺激或過敏反應的風險
補胎盒含乙二醇。
內含乳膠汁：可能引起過敏反應。請勿攝取。與眼睛接觸會產生刺激。
若吸入或與皮膚接觸可能會造成不良反應。
未遵守這些規定將有嚴重的人員受傷風險

毒物或中毒風險
避免與皮膚、眼睛及衣物接觸。接觸後，請以清水沖洗。若不甚攝入，請
不要催吐；請以清水漱口並大量飲水。並立即尋求醫療協助。
未遵守這些規定將有嚴重的人員受傷風險

毒物或中毒風險
請放在兒童碰觸不到的地方。請讓盒內的補胎劑遠離熱源
患有氣喘的人請勿使用本產品
在充氣時請小心不要將氣體吸入
若出現過敏反應請立即就醫。
未遵守這些規定將有嚴重的人員受傷風險

液體的處理
此密封劑有期限。若密封劑過期請更換補胎盒。請勿倒出補胎盒中的過期
密封劑，並依相關法規進行處理。
正確的使用方式可讓車輛對環境的衝擊降到最低

位置
FIX & GO automatic工具位於以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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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載單座乘客座椅
在單座乘客座椅中，本工具位於座椅下方。

搭載雙座乘客長型座椅
在雙座乘客長型座椅中，本工具位於駕駛座另一頭的座椅下方。

若長型座椅下方有空間，本工具便於該空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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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本工具
基於乘客安全考量，本工具已用保護架固定以防其向前移動。
請取出保護架（將彈簧勾鬆開）以取出本工具。
若乘客座椅下方有置物箱，基於安全考量，會將本工具放在該置物箱中。
請將座椅掀起將工具取出。

工具座會以魔鬼氈固定在底板上。
將工具從底板上「撕下」，再將底座上的飾條與魔鬼氈分開。

工具元件
快速補胎工具包括：
•壓縮機 (A)含壓力錶與黑色充氣管 (B)；

–黑白（透明）帶狀矽管 (D)；
–標示有 “max. 80 km/h”的貼紙 (E)，黏貼於駕駛清楚可見的位置（儀器旁），用於
標示已使用補胎工具修理過的輪胎；
•一雙保護手套；
•如圖所示的說明手冊，提供工具的正確使用方式；
•用於不同裝置的充氣轉接頭，以及用於有雙後輪的延長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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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這些零件放在車門後的壓縮機底座中。

留意 必須以提供輪胎已有使用快速補胎工具修補過之資訊。在使用本工具後，必
須將本活頁（如圖所示）提供給將處理修補後輪胎之人員。

留意 若壓縮機過熱並因而鎖住，請將其關閉並等候數分鐘讓其冷卻後再試一次。
快速補胎工具可能無法用於非隨車提供的輪胎。若需更換輪胎，請使用經製造商認
可之產品。請向授權服務中心諮詢

留意 每次操作本工具請勿超過20分鐘。如此可能會過熱。

留意 補胎工具僅可用於暫時性修復之用；補胎後的輪胎應立即送授權服務廠檢
查。

•密封膠的作用溫度介於 -20 – 40 °C。
•螺紋損壞直徑不超過 4 mm及胎肩處均可修補
•其無法修補損壞的胎壁。此時請聯絡授權服務廠。
•若輪胎過度損壞請勿使用補胎工具。此時請聯絡授權服務廠。

•若輪圈變形（例如因橢圓而造成漏氣），則輪胎也無法修補。此時請聯絡授權服
務廠。
•請勿取下刺穿輪胎的外物（螺絲、釘子）。
•一個補胎盒的容量僅可修補一個輪胎。
•備用補胎盒可向授權服務廠購買。

液體的處理
此密封劑有期限。若密封劑過期請更換補胎盒。請勿倒出補胎盒中的過期
密封劑，並依相關法規進行處理。
正確的使用方式可讓車輛對環境的衝擊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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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補胎工具

留意 請戴上隨附在補胎工具箱內的手套。

1.啟動手煞車。將輪胎閥蓋轉開，拉出黑白（透明）帶狀矽管 (A)並轉開輪胎閥上
的環形螺帽。

注释 要修復車輛雙後輪胎時，請參閱後面幾頁相關章節中的說明。

2.將插頭插到車輛電源插座 12 V中。

3.啟動引擎。
4.逆時針將選擇裝置 (1)轉至補胎位置 (A)。
5.按下 'ON/OFF' (2)開關操作本工具。

將輪胎充氣至本手冊相關章節所載之胎壓。
若需更精確的讀數，請將工具關閉確認壓力錶 (3)上的壓力，但不要將開關 (1)移
至補胎位置以外的位置。

留意 注意！在修復輪胎與充氣操作過程中請勿關閉壓縮機（在充氣約六分鐘後，
持續約兩分鐘將密封劑注入輪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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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雙後輪的車型
外車輪
若具雙後輪的車型若發生破胎，請使用圖中的延長閥。本延長閥 (1)位於充氣工具
基座的內層中。

•將延長管旋緊至輪胎閥口 (1)上。
•將黑白（透明）帶狀矽充氣管 (A)旋緊至延長閥上。
•依上一頁的補胎程序進行。

注释 延長閥 (1)僅可使用一次。

內輪胎
若具雙後輪的車型若發生破胎，請使用圖中的延長閥。
本延長閥 (1)位於充氣工具基座的內層中。
•將延長閥 (1)旋緊至內側輪胎的 (2)上。
•依之前所述的補胎程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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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本工具並完成補胎後，請將延長閥 (2)送授權服務廠檢查；可能會有更換的
需要。

注释 延長閥 (1)僅可使用一次。

若壓力在10分鐘內未達到至少 3 bar，則請將有黑白（透明）帶子 (A)之矽管從閥
門上鬆開並斷開電源插座 12 V。接著將車輛向前移動約10公尺讓輪胎內的密封劑分
佈均勻再重複充氣。
同時，若未在啟動本工具10分鐘內壓力未達到至少 3 bar，請勿駕駛車輛，因輪胎
可能已嚴重損壞且本工具並無法確保其密封效果。
此時請聯絡授權服務廠。若輪胎達到本手冊所載之充氣壓力，便可立即駕駛本車。

注释 請在能讓駕駛清楚看見使用補胎工具修補過之位置上貼上貼紙

一般規定
-在彎路中請特別小心駕駛。
-勿讓車速超過80公里／小時。
-不要突然加速及煞車。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留意 請勿在方向盤安全氣囊蓋上貼貼紙。可將其貼在如圖所示的儀錶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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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行駛10分鐘或 8 km後：停車，啟用駐車煞車並檢查胎壓。

若要用壓縮機檢查胎壓，請使用黑色管 (B)。

注释 黑白（透明）帶狀透明矽管 (A)可用於補胎。

留意 若胎壓低於 3 bar則請不要再行駛：輪胎已過度損壞且無法用本工具修補。

若偵測到的胎壓至少有 3 bar，請恢復正常壓力並繼續行駛。
不論如何，都請立即與授權服務中心聯絡。

使用工具恢復充氣壓力
1.啟動手煞車。將輪胎閥蓋轉開，拉出黑色充氣管 (A)並旋緊閥門上的環形螺帽。

2.將插頭插到車輛電源插座 12 V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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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啟動引擎。
4.順時針將選擇裝置 (1)轉至重新充氣位置 (B)。
5.按下 'On/ Off' (2)開關操作本工具。將輪胎充氣至本手冊所載之胎壓。若需更精
確的讀數，請將確認壓力錶 (3)上的壓力，但不要將開關移至重新充氣位置以外的
位置。

注释 要將輪胎洩氣，請按下按鈕 (4)。

注释 若需要確認後雙輪胎的壓力，請使用適當的延長管。

更換補胎盒
•按下補胎盒釋放按鈕 (1)。
•取出補胎盒。
•將備品插入並將其推至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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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半透明管 (A)插入其底座。

操作員路邊維修



337

胎壓
當車輛排入駕駛檔時，這些表格可用於依據安裝的輪胎類型以及前後軸負重的情況
，定義正確的運作胎壓。
所示之胎壓指冷胎狀態下車外溫度為 20 °C時之壓力
承載係數較小的輪胎之最大容量也較小。承載係數較小的輪胎之最大容量也較小。
此負載量僅供參考。請參閱相關輪胎製造商文件。

注释 部分搭載雙輪胎的車型配備有延長管可用於為外側的後輪胎充氣。

注释 搭載單後輪胎之車輛（車輛30S-33-35S）的輪胎僅適用蜘蛛型雪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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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的輪胎尺寸與胎壓

車型 氣動規模／負載
係數

前軸承載量
「1」（公斤）

含駕駛之無負載
車輛胎壓 滿載車輛胎壓

單輪胎車輛 前軸單輪胎車輛

30S-33S 215/65 R16 -
109/107R

1750
350 kPA（3.5
bar；51 psi）

400 kPA（4
bar；58 psi）

1800
350 kPA（3.5
bar；51 psi）

400 kPA（4
bar；58 psi）

35S

225/65 R16 -
112/110R 1900

350 kPA（3.5
bar；51 psi）

400 kPA（4
bar；58 psi）

235/65 R16 -
115/113R 1900

350 kPA（3.5
bar；51 psi）

350 kPA（3.5
bar；51 psi）

雙輪胎車輛 前軸單輪胎車輛

35C-40C 195/75 R16 -
107/105R 1900

350 kPA（3.5
bar；51 psi）

450 kPA（4.5
bar；65 psi）

35C-50C 195/75 - 110/
108R

2,100
430 kPA（4.3
bar；62 psi）

500 kPA（5.0
bar；73 psi）

60C-65C 225/75 R16 -
118/116R 2300

375 kPA（3.75
bar；54 psi）

450 kPA（4.5
bar；65 psi）

70C-72C 225/75 R16 -
121/120R 2500

375 kPA（3.75
bar；54 psi）

475 kPA（4.75
bar；69 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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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型 氣動規模／負載
係數

前軸承載量
「1」（公斤）

含駕駛之無負載
車輛胎壓 滿載車輛胎壓

若需車輛實際乘載量，請參考識別標牌的數字1與2。

注释 本胎壓指隨車售出輪胎之胎壓。若換成他牌輪胎，請確認上述之胎壓不可超過輪胎
上標示的值。

可用的輪胎尺寸與胎壓

車型 氣動規模／負載
係數

前軸承載量
「2」（公斤）

含駕駛之無負載
車輛胎壓 滿載車輛胎壓

單輪胎車輛 後軸單輪胎車輛

30S-33S 215/65 R16 -
109/107R

1900
350 kPA（3.5
bar；51 psi）

425 kPA（4.25
bar；62 ps

2060
400 kPA（4.0
bar；58 psi）

475 kPA（4.75
bar；69 psi）

35S

225/65 R16 -
112/110R 2240

400 kPA（4.0
bar；58 psi）

475 kPA（4.75
bar；69 psi）

235/65 R16 -
115/113R

2240
400 kPA（4.0
bar；58 psi）

450 kPA（4.5
bar；65 psi）

2430
425 kPA（4.25
bar；62 psi）

475 kPA（4.75
bar；69 psi）

雙輪胎車輛 後軸雙輪胎車輛

35C-40C 195/75 R16 -
107/105R

2600
300 kPA（3.0
bar；44 psi）

300 kPA（3.0
bar；44 psi）

3100
350 kPA（3.5
bar；51 psi）

350 kPA（3.5
bar；51 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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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型 氣動規模／負載
係數

前軸承載量
「2」（公斤）

含駕駛之無負載
車輛胎壓 滿載車輛胎壓

35C-50C 195/75 - 110/
108R

2600
300 kPA（3.0
bar；44 psi）

300 kPA（3.0
bar；44 psi）

3100
350 kPA（3.5
bar；51 psi）

350 kPA（3.5
bar；51 psi）

3700
400 kPA（4.0
bar；58 psi）

450 kPA（4.5
bar；65 psi）

60C-65C 225/75 R16 -
118/116R 5000

500 kPA（5.0
bar；73 psi）

525 kPA（5.25
bar；76 psi）

70C-72C 225/75 R16 -
121/120R 5350

500 kPA（5.0
bar；73 psi）

550 kPA（5.5
bar；80 psi）

若需車輛實際乘載量，請參考識別標牌的數字1與2。

注释 本胎壓指隨車售出輪胎之胎壓。若換成他牌輪胎，請確認上述之胎壓不可超過輪胎
上標示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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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胎壓會顯示在輪胎上。

冬季胎
必要時，為穩定行駛於積雪或泥濘路面，請採用輪胎側邊識別代碼為M+S（「泥濘
與雪地」）的冬季胎。甚至，輪胎側邊還繪有山與（或）星形的符號（如圖所示
）。
要選用正確的冬季胎，請聯絡授權服務廠，其可依您的需要及車型為您建議最適用
的輪胎。

注意！
•請記得冬季胎應安裝於車輛的所有輪胎上。甚至，全應採用相同型號與尺寸的輪
胎。
•當使用冬季胎時，請遵守以下製造商要求，並特別注意隨時遵守最大容許車速。

留意 後軸搭載單後輪之車輛的輪胎（代碼為33L至35S），僅適用蜘蛛型雪鍊。

適合搭載雙後輪車輛之雪鍊
後軸搭載雙後輪的車輛之輪胎可採用傳統式輪胎用之雪鍊。
要選用正確的雪鍊，請聯絡授權服務廠，其可依您的需要及車型為您建議最適用的
類型。

注释 雪鍊應安裝於驅動輪胎（後輪胎）。

注释 雪鍊的使用受高速公路法規之規範。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裝有雪鍊時：
-請以適中速度（50公里／小時以下）行駛
-請勿突然加速以防輪胎打滑造成鍊條斷裂
-行駛一段時間後，請檢查鍊條是否有確實裝好。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使用雪鍊時的其他相關說明請參閱本手冊的「啟動與行駛」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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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開關
本車電子系統配備一緊急情況開關控制裝置，可用中央儀錶台上的按鈕加以操作。
輕按「OFF」按鈕 (2)，方向燈與兩側標示燈會亮起且車門會解鎖。時間－速度記
錄器仍會有電。
按住「OFF」按鈕 (2)超過一秒，則會關閉引擎及所有系統，唯車外照明、時間－
速度記錄器、已解鎖車門除外，若中控鎖未運作則外掀式車門也會解鎖（限有配備
之車型）。
甚至，所有方向燈均會閃爍而外掀式車門的門檻燈也會亮起。

注释 電瓶斷線開關位於電瓶的正極處。

留意 注意：按下「OFF」按鈕後，會將裝置控制單元關閉。本操作可能會造成損
害故僅可在緊急狀況時執行。

留意 注意：若有搭載AdBlue系統，則若按下「OFF」按鈕可能會使該系統的運作
異常。本介入操作可能會造成損害，故僅可在緊急情況執行並應在情況許可時立即
恢復系統操作。

停止引擎後，請先等候 10 min再關閉引擎電源或將電瓶斷開。若不這麼做，可能
會使AdBlue系統受損。僅可在緊急情況下可在引擎停止後不等候 10 min即斷開電
瓶。
若要恢復電子系統供電，請按下ON按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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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輔助電瓶啟動
若電瓶電力已耗盡，可使用其他與原電瓶容量相同或稍大之電瓶啟動車輛。

注释 建議聯繫授權服務中心進行電瓶檢查／更換。

觸電風險
下述的啟動程序需由熟練的人員操作，因為不正確的動作可能會造成相當
激烈的放電。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受傷風險：
電瓶所含液體為具腐蝕性的酸性物質；請務必避免與皮膚或眼睛接觸。對
電瓶進行任何處理均必須在通風的區域中進行，並遠離明火或其他火源（
香菸、焊接器材等）。
未遵守這些規定將有嚴重的人員受傷風險

請依以下步驟啟動：
•將所有非必要的電子裝置斷開。
•將引擎蓋掀開。
•將小蓋子 (1)掀開以便能連接電瓶正極。
•用於輔助電瓶進行緊急啟動的電纜長度需適中，且可避免過熱及啟動失敗。
•使用如圖所示之專用電纜連接兩個電瓶的正極端子（端子旁有+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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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第二條纜線連接輔助電瓶之負極（-）如圖所示的接地點（位於擋風玻璃下靠近
冷卻水槽處）。禁止連接其他接地點。
•注意：當連線恢復後，請檢查接頭是否有正確插入以確保接頭有連接到最末端（機
械式卡榫）。
•啟動引擎；
•引擎運轉時，將纜線依相反順序拆下；
•當引擎啟動後，請讓其運轉足夠時間以確保電瓶能完全充電。

操作員路邊維修



346

注释 不建議使用快速電瓶充電器（外接式電池）啟動車輛。必要時，請洽詢授權
服務廠。

若經過數次仍未啟動引擎，請勿繼續嘗試；請與授權服務中心聯絡。

污染，起火
請勿直接將兩個電瓶的負極接在一塊：如出現任何火花均可能引燃電瓶所
溢出的易燃氣體。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若另一部車上裝有輔助電瓶，請確認不要讓任何金屬零件不小心接觸到該
車及沒電的車輛。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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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慣性啟動
不論如何，均不可用推車、拖車或於下坡上滑動的方式啟動車輛。
這樣可能會造成燃油流入觸媒轉化器並造成難以修復之損壞。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當引擎停止後，煞車與轉向系統便失去輔助動力。所以在煞車與轉向時需
要更大的力道。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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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電瓶更換
（程序僅適用搭載電子防盜系統之車輛）
•開啟引擎蓋並準備中斷連線用的正極電瓶電纜，「但不要將其中斷」。
•回到車內，將點火開關轉至MAR-1並「立即」將其轉回STOP- 0。
•此時，您會有 15 s的時間可將車輛的電瓶正極纜線拔掉。
•若在STOP-0、MAR-1、STOP-0操作 15 s後中斷連線且鑰匙插在點火開關中，則警
報器會發出警報，因其由本身的緩衝電池供電。此時，請重新連接正極電瓶電纜並
重複整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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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遙控器電池
若要更換電池，請依以下方式：
•按下按鈕 (A)並將金屬插頭 (B)移至開啟位置。
•使用尖頭螺絲起子轉動螺絲 (C)鎖定開啟符號。
•取下電池盒 (D)並依對應極性更換電池 (E)。
•將電池盒 (D)裝回鑰匙中並轉動螺絲 (C)將其鎖住。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沒電的鑰匙遙控器電池對環境有害。丟棄時必須使用法令所規定之容器盛
裝。也可將其交給授權服務廠，同樣可獲得妥善處理。
正確的使用方式可讓車輛對環境的衝擊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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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瓶位置
車輛電瓶位置
本車電瓶位於乘客側車門內的專用空間內。
若要操作此空間，請鬆開固定器 (2)將蓋子 (1)取下。

此時，便可操作電瓶負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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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

注释 電瓶充電程序說明僅供參考。授權服務廠具備所有執行本工作的相關資訊

注释 建議以低安培數慢速充電約24小時。

注释 充電時的最大電流需為正常容量的1/20。

注释 充電超過24小時或更激烈的充電行為會造成電瓶損壞。

請依以下程序進行充電：
•若車輛配備有警報系統，請將該系統關閉。
•將充電器電纜連接至電瓶極性。
•開啟電瓶充電器。
•在充電後，請先關閉充電器再將其從電瓶上斷開。
•將端子重新連接至電瓶極性，並注意極性對應。

留意 當連線恢復後，請檢查接頭是否有正確插入以確保接頭有連接到最末端（機
械式卡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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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瓶特性
隨車提供的電瓶為免保養型，因此，在正常使用情況下，不需補充電池液。
不過建議定期檢查以確認電池液量介於電瓶的MIN與MAX參考點之間。當發生故障
時，請諮詢授權服務廠。

注释 對於配備有電子防盜系統，應將加入以下要求至相關章節348

車輛使用之電瓶於標籤下方有一電子裝置，可儲存特定的電瓶資訊。

操作員路邊維修



353

隨車提供的電瓶為免保養型，因此，在正常使用情況
下，不需補充電池液。
不過建議定期檢查以確認電池液量介於電瓶的MIN與
MAX參考點之間。當發生故障時，請諮詢授權服務
廠。

注释 對於配備有電子防盜系統，應將加入以下要求
至相關章節348

車輛使用之電瓶於標籤下方有一電子裝置，可儲存特
定的電瓶資訊。

該裝置位於「IVECO RF Power」標籤底下。在保固期
內更換電瓶時，為了防止裝置損壞並失去所有資訊，
請避免以下情況：
•以高壓水柱清洗電瓶區域
•使用清水以外液體進行清洗；
•因任何原因取下標籤；
•切割標籤及（或）加以破壞；
•將物品放在裝置上或旁邊；

留意 刻意修改標籤會使裝置保固失效。

留意 車上所安裝之原廠最初所附電瓶在煞車階段的
的充電效果最佳。當更換電瓶時請一定要聯絡授權服
務廠。使用同型且同規格之電瓶進行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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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電瓶時的傷害預防警示
1.嚴禁抽煙或使用明火。請勿產生火花。請勿在連接裝置或測量直接連接電瓶之儀
錶時引起火花。在斷開電瓶前，請先取下控制單元中對應的保險絲斷開通電裝置（
速度記錄器、內部照明等）。請先斷開接地。避免因連線錯誤或使用固定扳手而造
成短路。除非必要請不要將端子的蓋子取下。在連接過程中，請最後安裝接地電
纜。
2.請穿戴護目鏡或面具！
3.請將酸液與電瓶放在兒童碰觸不到的地方！
4.本電瓶含有酸液。請穿戴手套與防護衣。請勿使電瓶傾斜或翻覆：可能會讓酸液
從排放孔漏出。
5.請注意操作說明與電瓶製造商文件中的警示。
6.爆炸風險！將電瓶充電或經過長途行駛後需特別注意。在充電時，會產生易燃氣
體（氫氧混合物）。請適度通風。

備品的處理
電瓶含有害環境之物質。如需更換舊電瓶，請與具舊電瓶處理設備之授權
服務中心聯繫。
正確的使用方式可讓車輛對環境的衝擊降到最低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不當安裝電子裝置會對車輛造成損害。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受傷風險：
電瓶所含液體為具腐蝕性的酸性物質；請務必避免與皮膚或眼睛接觸。對
電瓶進行任何處理均必須在通風的區域中進行，並遠離明火或其他火源（
香菸、焊接器材等）。
未遵守這些規定將有嚴重的人員受傷風險

電量保持在 50 %以下之電瓶會因酸液、容量不足造成損壞且造成無法啟動。甚至
其很可能會結凍（此時，可能會在 10 °C時發生）。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嚴格禁止使用快速充電機進行緊急啟動
僅部分或未遵守這些指示可能會造成車輛嚴重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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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建議
為防止電瓶快速放電並在運作時能省電，請遵守以下建議：
•端子應隨時接號。
•請勿在引擎關閉時讓裝置（汽車收音機、照明等）長時間運作。
•當引擎關閉且在停好車離開時，請確認車內與車外照明均已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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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安裝電子控制單元時應採取的預防措施
為避免不當操作使控制單元運作失效或功能降低，請遵守以下說明：
•當進行底盤或需電焊之作業時：請聯絡授權服務廠，其可提供所需操作之正確說
明。
•請勿在引擎運轉中或控制單元供電後，將接頭與控制單元的連線斷開及（或）連
接。
•在進行需斷開電瓶的保養作業後，請確認重新連接時將各端子接至正確的極性。
•請勿在引擎運轉時斷開電瓶。
•請勿使用電瓶充電器啟動引擎。
•在充電時將電瓶從車載系統上斷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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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燈泡
（要開啟引擎室，請參閱「使用者執行之檢查」一章中的「開啟與關閉引擎蓋」一
節）

前車燈組件
本車燈組件幫含側車燈、方向燈、近光燈與遠光燈的燈泡。頭燈燈泡排列方式如下
：
1.日間行駛燈
2.近光燈
3.側車燈
4.遠光燈

若要操作燈泡 (1)，請將燈泡座鬆開。若要操作燈泡 (2)、 (3)、 (4)，請先取下後
膠蓋。更換燈泡後，請重新安裝燈泡座及蓋子以確保其固定在正確位置上。甚至，
保險桿上也有：
5.方向燈。

另如有配備時尚有：
6.霧燈。

留意 頭燈內部可能會有一層薄薄的凝結：此並非異常，僅是低溫與空氣潮濕的正
常現象；當車燈亮起後即會很快消失。車燈內的水珠則表示有進水的現象。請與授
權服務中心聯絡。當天氣寒冷或潮濕或剛下過大雨或剛洗過車，頭燈表面可能會起
霧且（或）內部會出現水珠。此為正常情況，是因車燈玻璃內外側溫度與濕度不同
所致。不過，此並非異常情況也不影響照明裝置的正常運作。當車燈亮起後凝結便
會從中心向外快速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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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 請勿用手指接觸鹵素燈泡；請用衛生紙加以保護。處理時，僅可接觸金屬
部分。若透明燈泡接觸到手指，會降低照明的亮度並影響燈泡的使用壽命。不慎接
觸時，請用酒精清洗並風乾。在可能的情況下，建議將燈泡交由授權服務中心更
換。鹵素燈含加壓氣體，故若破損可能會有碎玻璃噴出。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請遵照製造商指示用電，否則儀錶板上會出現診斷訊號並關閉車燈系統以
防止控制元件造成超載。
僅部分或未遵守這些指示可能會造成車輛嚴重損壞

受傷風險：
為正確進行電子配備改裝或修復，以及未考慮系統的技術特性會造成功能
異常並造成起火風險。在施作電子系統前，請將電瓶電纜斷開。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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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燈內部一覽
1.日間行駛燈
2.近光燈與側燈。
3.遠光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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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燈
若要更換駐車燈，請依以下方式：
•以拉特定卡榫的方式將蓋子 (1)取下。

取出燈泡座 (2)以便更換側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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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近光／遠光燈
請依以下步驟更換燈泡：
•以拉特定卡榫的方式將蓋子取下。
•將燈泡座夾 (1)鬆開，將兩隻腳 (2)拉高並拉開至燈泡兩側，用手指小心捏住接
頭 (3)並將其拉出；拆下後，將燈泡斷開並換上新的，但不要讓手指接觸到玻璃部
分。檢查固定接頭 (3)底部的部件有完全插入其端子中，將接頭與燈泡接回，確認
其外形與反光座中的兩根桿子相符；將兩隻腳座拉開後把燈泡座夾回原位，調整燈
罩，從頭燈外確認燈泡位置正確；施壓於保護蓋外圍將其重新裝回。

更換日間行駛燈的燈泡
請依以下步驟更換日間行駛燈燈泡：
•將燈泡座 (1)轉開並從燈具總成上取下再將燈泡 (2)更換成相同規格之新品。
•以上述相反之程序將燈泡座裝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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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向燈
若要更換駐車燈，請依以下方式：
•鬆開銘板 (2)固定螺絲 (1)。取下銘板 (2)以操作整個燈泡座總成。

•斷開插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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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燈泡座轉開並鬆開下固定座 (4)再將固定插銷（5）鬆開將其朝車體外拉將零件
從車體上取下。
•如燈泡座所示將燈泡座 (6)鬆開（ON為鬆開，OFF為旋緊）。
•將其更換成相同規格之新品。

•以拆卸時相反之順序將其安裝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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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燈
（限特定車型）
若要更換圖中所示之燈泡，請依下頁所述方式進行。

•鬆開銘牌 (2)固定螺絲 (1)。拆下板子 (2)以操作霧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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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固定霧燈 (4)的螺絲 (3)鬆開。

•將霧燈 (4)從車體上拆下並鬆開燈泡座接頭。

•鬆開燈泡座 (5)並將其更換成相同規格之新品。
•以拆卸時相反之順序將其安裝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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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方標示燈
若要更換圖中所示之側燈，請依下頁所述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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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開固定零件 (2)之螺絲 (1)。

•將零件 (2)從車體上取下；

•鬆開接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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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下燈泡座 (4)，更換燈泡座 (5)。
•以相反之順序進行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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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車燈（箱型車）
燈泡排列方式為：
1.煞車燈。
2.駐車燈。
3.方向燈。
4.倒車燈。
5.後霧燈。

注释 保險桿角落有一反光片。

留意 頭燈內部可能會有一層薄薄的凝結：此並非異常，僅是低溫與空氣潮濕的正
常現象；當車燈亮起後即會很快消失。車燈內的水珠則表示有進水的現象。請與授
權服務中心聯絡。當天氣寒冷或潮濕或剛下過大雨或剛洗過車，頭燈表面可能會起
霧且（或）內部會出現水珠。此為正常情況，是因車燈玻璃內外側溫度與濕度不同
所致。不過，此並非異常情況也不影響照明裝置的正常運作。當車燈亮起後凝結便
會從中心向外快速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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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更換後車燈組件的燈泡，請按以下步驟處理：
•將後門板打開再將三個固定螺絲 (1)鬆開。

•將透明組件 (2)拉出車體並取下。
•將電力接頭 (3)斷開。
•將透明組件 (2)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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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螺絲起子，將螺絲 (4)鬆開並取下燈泡座。

•取下要更換之燈泡 (5)、 (6)、 (7)、 (8)、 (9)、 (10)時，將其輕壓再逆時針方向
（「卡榫式」固定）旋轉後再進行更換。
•依拆卸時相反的順序重新安裝燈泡座及透明組件至車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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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牌燈
要更換車牌燈的燈泡，請依以下步驟：
•將車牌燈從其底座 (1)上鬆開。
•鬆開燈泡座並將其更換成相同規格之新品。
•以拆卸時相反之順序將其安裝回去。

第三煞車燈
請依以下步驟更換組件 (1)：
•鬆開固定螺絲 (2)。

•旋轉組件並斷開接頭 (3)。
•將組件從車體上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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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開固定螺絲 (4)並更換LED組件 (5)。

依拆卸時相反的順序將組件安裝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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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煞車燈（搭載影像攝影機）
請依以下步驟更換組件 (1)與 (2)（聚光燈）：
•鬆開固定螺絲 (3)。

•將櫬墊與接頭 (4)取出並將其從車體線路上拆下；
•將第三煞車燈組件從車體上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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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固定螺絲 (5)鬆開把上開取下；

•若要更換組件 (1)與 (2)請斷開上蓋的接頭 (6)，
取出燈泡座 (7)再鬆開螺絲 (8)。
•若要更換組件 (2)之燈泡，請將燈泡座 (7)鬆開再
將其更換成相同規格之新品。
•以拆卸時相反之順序將其安裝回去。

操作員路邊維修



376

後照明（商用車版）
若要更換後車燈組件的燈泡，請按以下步驟處理：
•鬆開透明蓋子的固定螺絲 (1)。
•取下透明蓋。

2.側車燈與煞車車燈。
3.方向燈。
4.倒車燈。
5.後霧燈。
6.反射器。

•重新安裝透明蓋。
•重新旋緊透明蓋子的固定螺絲 (1)。

要更換車牌燈的燈泡，請依以下步驟：
•鬆開固定螺絲 (1)。
•取下支架。
•更換燈泡 (7)。
•將支架裝回。
•重新旋緊固定螺絲 (1)。

所有燈泡均可用正常卡榫的方式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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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箱型車的後車燈組件與牌照燈於特定章節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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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照燈（搭載下方護條之車款）
•鬆開透明蓋 (1)。
•將其更換成相同規格之新品。
•以拆卸時相反之順序將其安裝回去。

操作員路邊維修



379

更換PTT大於6噸之箱形車的後霧燈燈泡
請依以下步驟更換燈泡：
•鬆開固定透明蓋 (2)之螺絲 (1)。
•取下透明蓋 (2)。

•將燈泡 (3)更換成相同規格之新品；
•以上述操作相反之順序重新安裝透明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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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示寬燈（商用車版）
•鬆開固定座 (1)。

•將燈泡座從接頭 (2)上鬆開。

•轉動並取出燈泡座 (3)將其從底座上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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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燈泡 (4)從燈泡座取出並將其更換成相同規格之新品。

依拆卸時相反的順序將燈泡座及底座安裝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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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內燈
貨艙車頂燈（箱形車版）
要更換燈泡，請依以下方式：
•將螺絲起子插入車頂燈 (1)邊緣的凹槽中以操作接頭及燈泡座。

•將接頭 (2)斷開並取下車頂燈。

•將車頂燈放在平坦的表面上（例如：桌上）用螺絲起子將如圖所示的蓋子 (3)邊
緣拉出以鬆開卡榫。請小心不要讓其損壞。
•將其更換成相同規格之新品。
•依前述相反之順序重新安裝蓋子及車頂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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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車車頂燈，擋風玻璃區
車頂燈 (1)安裝時有稍向車頂飾條加壓。
•拆卸時請從兩側將其拉出並小心不要傷到車頂布料。
•斷開電子接頭 (2)與 (3)並鬆開車頂燈 (1)。

將車頂燈放在平坦的表面上（例如：桌上）用螺絲起子將如圖所示之燈具反光片
(4)拉出。

取下燈具反光片 (4)並將螺旋燈泡 (5)換成具相同規格之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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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頭燈角度
頭燈應正確進行調整，如此將有助於提升駕駛與所有用路人的舒適與安全性。為確
保在開燈的時候能有最佳視野，車輛必須有正確的車頭燈設定。
若需調整與控制資訊，請聯絡授權服務廠。
若需手動調整與控制資訊，請聯絡授權服務廠。頭燈定位裝置有四個位置：停靠位
置0與3個修正位置。

頭燈調整
當點火鑰匙轉至「1-MAR」且近光燈亮起時可執行此操作。
當車輛有載物時，其會稍向後傾造成頭燈朝上。此時，必須再做一次校準。

頭燈位置調整
調整時，請操作圖中位於中央儀錶台上的按鈕 與 。
儀錶板多功能顯示器可提供調整位置之顯示。

注释 每當運送的物品重量改變時均請檢查一下照明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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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燈方向
（有安裝時）
若需調整與控制資訊，請聯絡授權服務廠。

在國外行駛時調整頭燈
近光燈的方向已依車輛註冊國之規範進行調整。
當車輛行駛於道路另一側時，為防止對向來車之駕駛眩暈，請依針對本用途設計之
貼紙調整近光燈之方向。請與授權服務中心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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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泡類型
本車使用以下燈泡類型：
•所有玻璃燈泡 (1)均採壓入式，拆卸時只要拔出即可。
•引擎室燈泡 (2)拆卸時請按住燈泡再逆時針方向轉動。
•長圓管燈泡 (3)拆卸時請將接點鬆開。
•鹵素燈泡 (4)拆卸時請將底座上的鎖定彈簧鬆開。
•鹵素燈泡 (5)拆卸時請將底座上的鎖定彈簧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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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EDC警示燈進行故障檢查（診斷）
(1) EDC警示燈提供噴射系統的故障相關資訊。若警示燈在車輛正常運作過程中亮
起，表示可能發生故障：

警示燈熄滅 正常運作 —

警示燈亮起 嚴重錯誤—系統運作已降階。
1.請小心將車輛開往最近之
授權服務中心。

警示燈閃爍 極嚴重錯誤系統運作已降階。1
個以上之安全性功能失效且可能
造成引擎停止。

1.請將車輛停駐於路旁。
2.請與經銷商聯繫，如遇非
上班時間，可撥打客戶服務
中心（24小時）免付費電
話。
3.將車輛送回授權服務中
心。

除了 (1) EDC警示燈，在部分車型中 (2) EOBD警示燈也可能會同時亮起。
本警示燈亮起表示引擎零件或廢氣排放系統發生故障。EDC警示燈的相關說明／警
示也適用本警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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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快速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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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燈亮起 問題 處理方式

燃油濾清器進水。 將水份排出。若警示燈持續亮著，請更
換濾清器。

引擎機油壓力偏低。 在引擎冷卻時檢查機油油位，必要時補
充。若問題仍未解決，請與授權服務中
心聯絡。

ABS系統發生錯誤。 請立即與授權服務中心聯絡。

煞車力不足煞車來令片磨損EBD錯誤。 檢查煞車油液位。若液位偏低，請向授
權服務廠尋求協助對系統進行一般檢查
並／或更換煞車來令片。檢查EBD系統運
作。

電瓶電量不足。 請與授權服務中心聯絡。

冷卻液量不足。 檢查機油油位並於必要時補充（需在引
擎冷卻時進行）。若問題仍未解決，請
與授權服務中心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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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員檢查
了解部分簡易控制與確認流程非常重要。請進行正確更換輪胎所需之所有設備（千
斤頂定位、扳手應用等）的預防性檢查。請勿將這類流程視為繁瑣事項；這些流程
將大幅影響車輛的正常運作。

對零件做妥善的預防性保養有助於授權服務廠進行排程保養，可節省您的時間與不
便。

留意 當排放系統出現異常煙霧排放或不尋常引擎異聲時，請儘速至 IVECO維修
服務中心。

一般規定
若發生故障，請勿對車輛採取任何行動，應立即聯絡授權服務廠。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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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蓋
開啟
從車內
將圖中位於儀表板底下的撥桿拉起後將引擎蓋解鎖。
此撥桿會將引擎蓋鎖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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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車外
•操作水箱護罩內側的撥桿將引擎蓋閉鎖裝置 (1)鬆開。

開啟引擎蓋時請用雙手慢慢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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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所示的彈簧會將引擎蓋固定在開啟位置。

留意 在開啟與升起引擎蓋前，請確認擋風玻璃雨刷靠在擋風玻璃的運作位置上。
若擋風玻璃雨刷升起則可能受損並／或損壞引擎蓋車漆。

受傷風險：
當引擎室開啟時，因引擎高溫故有燙傷的風險。
當引擎運轉時，可能為因引擎的旋轉元件而受傷。
請注意您的圍巾及寬鬆衣物。可能會被移動零件卡住。
未遵守這些規定將有嚴重的人員受傷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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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
關閉引擎蓋的流程如下：
•將引擎蓋降下至適合的高度再鬆開讓其完全鎖住。
•檢查引擎蓋是否有正確關閉而非僅是靠在車身上。若其仍為開啟狀態，請勿將其
下壓，應再次將其升起再重複一次關閉流程。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請務必確認引擎蓋有確實蓋好。若在行駛中發現引擎蓋未正確關閉，請立
即停車將其關閉。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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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擋風玻璃雨刷
本章提供使用本車輛時可能遭遇之小問題的解決方式。

注释 更換擋風玻璃雨刷可使用小梯子以更方便操作雨刷。

當雨刷磨損時，會無法正確清潔擋風玻璃且會出現刮痕或暫時無法噴水。
只要雨刷片磨損請立即更換，尤以春秋兩季最適合。
請依以下方式更換燈泡：
•將擋風玻璃雨刷臂 (1)完全掀起並將刷子放在與擋風玻璃呈 90 °角的位置。
•將用壓力插入之雨刷 (2)（來自雨刷臂 (1)）。
•重新安裝新雨刷並確任有卡至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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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進行之檢查
每次上路前
1.引擎機油。
2.引擎冷卻液（所有引擎）與兩段式渦輪機，限有搭
載之車型（F1C引擎）。
3.煞車油。
4.雨刷液。

每週
5.動力轉向系統。
6.燃油濾芯。
7.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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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上路前
1.使用機油尺 (1)檢查引擎機油。

必要時請透過加油孔 (2)補充。

受傷風險：
補充後，請將補充口蓋好以免行駛
時漏油。
未遵守這些規定將有嚴重的人員受傷風險

留意 補充機油時請勿超過上限。

操作員檢查



400

油位必須介於機油尺 (1)上的MIN和MAX參考記號之間。
機油位不可超過機油尺上的MAX參考記號。

注释 在引擎停止後請務必等候 15 min再確認油位。

注释 在配備有微粒濾清器的引擎上，機油僅可由授權服務中心進行更換。

使用特定建議的產品：
• URANIA DAILY FE (C.T.R. N° I842.A14)
• URANIA DAILY LS (C.T.R. N° I510.D09)

請隨時參考 447 一章中的液體與潤滑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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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檢查冷卻液液位。

引擎
油位必須介於容器上的MAX和MIN參考記號之間。
使用特定建議的產品：
PARAFLU HT® (C.T.R. N° I103.N02)
請隨時參考 447 一章中的液體與潤滑油表。
本液位不可低於MIN位置。必要時請透過加油孔 (3)
補充。

受傷風險：
僅可在引擎關閉並確實冷卻後進行檢查；否則
開啟蓋子可能會造成滾燙液體濺出。
未遵守這些規定將有嚴重的人員受傷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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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階式渦輪電路（F1C引擎）
油位必須介於容器上的MAX和MIN參考記號之間。
使用特定建議的產品：
PARAFLU HT® (C.T.R. N° I103.N02)
請隨時參考 447 一章中的液體與潤滑油表。
本液位不可低於MIN位置。必要時請透過加油孔 (4)
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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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查煞車控制油液位。

將蓋子鬆開並確認煞車油有加滿。
若液位偏低，請聯絡授權服務廠。
使用特定建議的產品：
TUTELA BRAKE FLUID TRUCK DOT SPECIAL (C.T.R. N° I002.F99)
請參閱「技術規格」一章中的液體與潤滑機油表。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煞車油有毒且具腐蝕性：當不慎接觸時，請立即用中性皂與清水清洗。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4.請檢查擋風玻璃清洗液罐中的液位

下表提供加滿時所需的潤滑油水比例：
TUTELA PROFESSIONAL SC 35 (C.T.R. N° I005.B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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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外溫度 -35 °C -20 °C -10 °C 0 °C 夏季

TUTELA PROFESSIONAL
SC 35 (C.T.R. N° I005.B00)
（部分）

1 1 1 1 1

清水（部分） – 1 2 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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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請確認管線不要阻塞；必要時，請用針清理噴嘴。

污染，起火
部分販售的擋風玻璃清洗液添加劑為易燃物：請小心不要使其接觸引擎的
高溫部分。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請進一步檢查：
•電瓶端子連接電纜的狀態。
•維修與駐車煞車的運作。
•車燈、警示燈、喇叭與擋風玻璃雨刷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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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
5.將蓋子 (1)從動力轉向油壺上卸下並檢查油位。

必要時，取下蓋子並進行補充 (1)。

本操作必須在引擎關閉且車輪未朝外的狀態下進行。此時油位必須在油尺的 ‘MAX'
位置以上但不可超過此標示2公分以上。
使用特定建議的產品：
TUTELA TRANSMISSION GI/A (C.T.R. N° I002.B92)
請隨時參考「補充品」一節中的液體與潤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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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若儀錶板上的指示燈亮起（如車輛有配備），請將冷凝水排出。若警示燈持續亮
著，請更換濾清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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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檢查輪胎磨耗與胎壓

（含備胎）
若胎壓偏低，輪胎在行駛過程中會磨耗外部胎紋。
若胎壓偏高，輪胎在行駛過程中會磨耗中央胎紋。
若在前輪發現異常磨耗（內側或外側胎紋），請進行前輪定位檢查。
請勿超過每個軸的最大重量（當車輛滿載時）。
當胎紋磨光時胎面上出現明顯連續的彎曲，建議將輪胎整組更換。
此外，輪胎會顯示其他磨耗方式：當前述的胎紋磨耗標示出現時應進行輪胎更換。

留意 在配備有液壓控制離合器的車型中，不可取下水箱蓋：該組件無需保養。

請進一步檢查：
•檢查廢氣排放系統。

微粒濾清器與廢氣排放再循環系統 (E.G.R.)為可用於降低柴油引擎廢氣排放的裝
置。
在某些情況下，微粒濾清器會產生高溫的排放廢氣。因此請勿將車輛停駐在易燃物
如草、枯葉、松針等上方 –有起火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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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起火
請勿將車輛停駐於易然物質如紙張、草堆或枯葉上。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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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保養
有使用車罩時的一般照顧與清潔規則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清洗劑會造成水污染：
-因此，請在配備有回收與淨化清洗液裝置的地區洗車。
正確的使用方式可讓車輛對環境的衝擊降到最低

受傷風險：
耗材及相關零件（如濾芯）之處理請依法律規定。授權服務廠具相關處理
能力。
正確的使用方式可讓車輛對環境的衝擊降到最低

使用過的清潔布及清潔劑空瓶請依符合環境規範之方式處理。因此，請詳閱容器上
的處理與回收說明。
請妥善照顧車輛以確保其效能與車況。清洗頻率視以下因素而定：
•具高度空氣污染區域。
•將車體上的所有髒污去除。
•駐車於會產生樹脂物質的樹下。

留意 高壓水槍之水柱會損壞車體零件、底盤、輪胎與以其他看不見但可能會損壞
並造成危險之零件。如零件損壞請立即更換。

一般規定
使用高壓水柱清洗機洗車時：
-請勿用圓型噴嘴之水槍。
-高壓水槍與清洗之部件必須至少保持40公分的距離。
-使用高壓水槍時，請持續移動水槍的方向。
僅部分或未遵守這些指示可能會造成車輛嚴重損壞

受傷風險：
清洗時車輛表面會非常濕滑。
-洗車時請勿站立於踏階、腳踏板或車輛零件或配備上。這些部分都會非常
濕滑。
-請務必使用專用的梯子。
未遵守這些規定將有嚴重的人員受傷風險

操作員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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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洗車
採用人工洗車時，建議：
•洗車前先等候引擎冷卻，尤其長途旅行之後。
•不要在大太陽底下洗車。本建議適用所有夏令時間。
•請勿用滾水清洗。
•使用中性車輛清潔劑。授權服務中心可提供相關產品的選用建議。

•以低壓水柱沖洗車輛。

不要直接將水噴向：
•進氣口內側。
•車門內側（會有殘水問題）。
•橡膠懸架及襯套。
•煞車管線。
•電力及電子零件。

洗車時，請勿使用：
•具粗糙纖維之乾布。
•研磨產品。
•溶劑或含溶劑之產品。
•請勿摩擦表面。
•請勿在用不平或堅硬的工具接觸車漆與保護墊（例如：刮刀、菜瓜布），如此可
能會刮傷車漆與其他表面。

請使用軟海綿及大量的水。
清潔傳動系統與傳動軸時。
請勿讓含清潔劑的液體在車身上乾掉。請用清水將其沖掉。

留意 洗車後，煞車效果可能會下降。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洗車後請勿讓時間不使用車輛。洗車液可能會腐蝕煞車碟盤。請讓車輛行
駛數分鐘並輕踩煞車以消除水痕並恢復煞車效果。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自動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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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防止車輛損壞：
•確認洗車機的大小與車輛的型式與大小相符。
•請記得在洗車前將車外後視鏡折起來並將廣播天線拆掉。如不這麼做，可能會造
成這些零件損壞。
•洗完車後，請記得將車外後視鏡回復到原來位置並將天線裝回去。

採用自動洗車時，建議：
•若車輛非常髒，請先預先洗過再使用洗車機洗。

•確實將側車窗關上。
•確認空調控制系統關閉。
•請確認擋風玻璃雨刷關閉以避免損壞。

自動洗車後，請將殘蠟清除：
•包括擋風玻璃及擋風玻璃雨刷的塑膠零件部分。如此可防止擋風玻璃上出現水痕
並降低因擋風玻璃上殘蠟所造成的雨刷噪音。

清潔車漆

留意 為避免造成損壞：請勿使用黏性漆、膠片或磁鐵板。

留意 為避免生鏽，一旦出現刮傷或磨損時請立即修復。請與授權服務中心聯絡。

清潔車漆時，請記得：
•在清洗時避免過度磨擦，一旦出現髒污請立即清除。
•殘留在車身上的昆蟲屍體必須用特殊清潔劑清除。
•為避免車體刮傷，必須先用濕海綿將鳥屎清掉。
•如有樹脂、油脂、蠟、汽油及柏油殘留，請用特殊產品清除。若需痕跡去除產品
資訊，請與授權服務中心聯繫。

清潔擋風玻璃與車窗

操作員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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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清潔擋風玻璃時：
-將點火開關轉到「STOP-0」。
-確認雨刷未啟動。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清潔擋風玻璃時，請記得：
請在引擎蓋關閉時，將擋風玻璃雨刷掀起至垂直的狀態。否則，可能會刮傷引擎蓋
的車漆。
請勿拉扯雨刷的刷子部分。如果拉扯此部分可能會造成斷裂。
將雨刷臂從擋風玻璃掀起時請掀至鎖定位置為止。
請勿過度刷洗雨刷面以免損壞上面的石墨塗層。
在清洗擋風玻璃後及啟動引擎或雨刷前，請先將雨刷放回擋風玻璃上原本的位置。
在將其移回原位時，請將其握住直到完全與玻璃貼合為止。若不小心敲到擋風玻璃
會造成雨刷及擋風玻璃損壞。
清潔擋風玻璃及車窗時請使用專用清潔劑。請勿使用溶劑、砂磨產品、乾布或粗糙
的纖維製品。若需相關產品資訊，請與授權服務中心聯繫。

留意 請勿在用不平或堅硬的工具接觸擋風玻璃與車窗（例如：刮刀、菜瓜布）否
則會造成車窗刮傷。

建議定期用濕布清潔車窗封條、接觸表面與車窗導軌。

清潔輪圈
請勿使用酸性或鹼性清潔劑，因其會造成螺帽、螺栓或配重腐蝕。
同時請切記遵守高壓水槍機的清洗使用說明及清洗後的注意事項：

留意 洗車後，煞車效果可能會下降。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洗車後請勿讓時間不使用車輛。洗車液可能會腐蝕煞車碟盤。請讓車輛行
駛數分鐘並輕踩煞車以消除水痕並恢復煞車效果。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清潔車外照明
若要清潔頭燈與照明，請使用適合的中性清潔劑與布料以防止燈光照明系統的鏡面
刮傷。若需相關產品資訊，請與授權服務中心聯繫。

操作員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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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以下步驟清潔鋁合金底座：
•請勿用砂磨產品以免刮傷或損壞表面。
•使用清水稀釋之中性清潔劑清洗鋁合金底座。

清潔拖車鉤
請勿用高壓水柱清潔拖車鉤（可能會損壞電子線路）。
請遵守拖車鉤製造商說明。若需要拆裝拖車鉤，請與具有相關工具之授權服務中心
聯繫。

清洗引擎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本操作需由授權服務廠執行，其配備可收集與淨化清洗液的裝置。清洗作
業需在引擎冷卻時進行並需特別小心，以避免安裝在車上的電子部件。
正確的使用方式可讓車輛對環境的衝擊降到最低

清潔內裝

受損風險
清洗內裝時：
-請勿用含酒精、揮發油或腐蝕性成份之清潔劑
-請勿使用家用清潔劑
-避免接觸殺蟲劑、化妝品與其他物質
-請勿使用外部車體清潔、膠膜與空氣芳香劑等產品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受損風險
這些產品可能含有會腐蝕合成塑料或使其破洞之溶劑。甚至，若空氣囊開
啟，會造成儀錶板零件脫離而造成受傷。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清潔車輛內裝、方向盤、排檔桿與其他零件時，請使用軟濕布及少量的清潔皂。若
需清潔重度髒污，請向授權服務中心詢問合適之產品。

清潔座椅
清潔座椅時，請使用軟濕布及少量的清潔皂。
為避免形成大片痕跡，請先在座椅一小部分區域上做試洗。若需清潔重度髒污，請
向授權服務中心詢問合適之產品。
清洗座椅後，請讓車內能充份通風使座椅及內裝能快速風乾。

操作員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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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清潔內裝的效果視內裝零件上的髒污類型而定

清潔儀錶板與顯示幕

留意 為避免損壞儀錶台與顯示幕：請勿使用含酒精、石油或磨料之清潔劑。此外
，接觸這類產品亦有害健康。

留意 清潔時，請勿按壓儀錶板與顯示幕表面。如此可能會造成損壞或破裂。

請依以下步驟清潔儀錶板與顯示幕：
•儀錶板與顯示幕必須完全關閉。
•使用超細纖維布料及適合TFT - LCD顯示幕使用之清潔劑。若需相關產品資訊，請
與授權服務中心聯繫。
•擦乾表面時請使用超細纖維布料。

清潔車頂架
清潔車頂架時，請用軟刷，若遇到重度髒污可使用硬刷與乾性洗髮精清潔。

清潔座椅安全帶
不當的清潔程序會損壞座椅安全帶纖維，降低發生意外時的保護效果。此時，座椅
安全帶可能會裂開而使駕駛及車內乘客有嚴重傷亡之風險。因此，請切記：

留意 不當的清潔程序會損壞座椅安全帶纖維，降低發生意外時的保護效果。此時
，座椅安全帶可能會裂開而使駕駛及車內乘客有嚴重傷亡之風險。

留意 清潔座椅安全帶時：
-請勿在座椅安全帶上使用漂白劑。
-請勿將座椅安全帶染色。
-請勿使用溶劑或化學清潔劑。
-請勿為了使座椅安全帶乾燥讓陽光直射或使其接觸熱源（溫度高於 80 °C）

操作員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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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保養的原理
以定期保養延長使用壽命與運作效率。
為確保車況保持良好，以下幾頁所述之檢查、控制與調整均必須依指定的時間進
行。
定期保養是安全操作的最佳保障，且能將運作成本降至最低。
請聯絡授權服務廠執行特定作業。
保養工作必須依指定里程數進行。
在保固期內需確實遵守這些保養的作業，否則將失去保固。
這些工作必須由授權服務廠執行，其可確認整體保養計畫所提供之方塊中的日期並
簽章。

定期保養計畫
定期保養包含「標準」維修服務，加上一套稱為「額外保養作業」的作業（非排程
作業），其他則為「定時」。
通常內容不因與車輛使用方式而異。若出現稱為「任務」的差異，則方案的編號會
與任務編號相同。
按照建議使用潤滑機油可降低成本並延長更換間隔。若需更多資訊，請參閱建議潤
滑機油摘要卡。

M =標準維修服務
「標準」維修服務標示為M，代表Maintenance（保養）。
這些需依固定公里數執行，通常為倍數。

EP/T額外保養作業 -定時作業
非定期作業則標示為EP，代表「Extra Plan」（額外保養）。
這些作業用於補足「標準」維修服務，並需以不同於標準維修服務的間隔執行。
定時作業標示為T，代表Timed（定時）。
這些保養需以特定的時間間隔作業，或於特定的季節作業。
為降低車輛保養停止次數，建議依車輛的平均年度里程數排定額外保養計畫，並盡
可能考量距離間隔。

留意 必要時，請確認里程間隔與間隔時間（若例行保養摘要卡中有記載）間的關
係是否有效，並應考慮車輛的平均工作車速（定期顯示）。該關係僅供參考，可用
於輔助進行假設性的保養規劃。因此額外保養作業的間隔時間有一定的限制，與行
駛的公里數無關。

定期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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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維修時間表（F1A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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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機油 引擎
標準維修服務 額外保養計畫 定時作業

M1 M2 EP1 EP2 EP3 EP4 T1 T2

URANIA
DAILY FE
(C.T.R. N°
I842.A14)

(1)

F1A

每
40.000

km或800
小時

每
120.000
km或

2,400小時

每
80.000 km
或1,600小

時

每
200.000
km或

4,000小時

每
225.000

km或4,500
小時

每
240.000
km或

4,800小時
或每5年

每年 每2年

（1）IVECO建議使用這類油品以獲得較佳的燃油經濟性。新車已採用 IVECO這類潤滑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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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每次更換機油時請務必重設微粒過濾器再生 (DPF)計數器。本操作必須使用
診斷儀錶板執行，請從引擎控制單元 EDC 17之「SPECIFIC FUNCTIONS」（特殊功
能）區的「REPLACING PARTS」（更換零件）功能表選擇「CHANGING OIL」（更
換機油）。

警示：
補充燃油
•請務必使用市面上供應的柴油（EN590標準）。不建議使用燃油添加物。使用添加
物會使車輛的保證性能表現受限。用油罐補充燃油可能會污染柴油並影響供油系統
等，當以此種方式加油時，應利用過濾或沉澱的方式降低雜質。

低溫柴油
•柴油在低溫時的流動性會因鏈烷分離而降低。這樣會造成濾芯阻塞。EN 590標準
提供各種可用於低溫環境的柴油類別。石油公司應遵守氣候條件相關標準（季節與
國家的地理位置）。

注释 引擎機油必須至少每24個月更換一次。在年度里程極低或低於 20.000 km/年
或市區行駛為主的情況下，引擎機油與機油濾清器必須至少每12個月更換一次。

注释 當使用情況會頻繁進行微粒濾清器再生時（限配備本裝置的車型），應加入
引擎機油與濾芯更換間隔。在此情況下車上電腦會顯示額外保養計畫作業的時機。

注释 若車輛里程低於 40.000 km/／年，則後軸機油必須至少每2年更換一次。

注释 若車輛里程低於 40.000 km/／年，則後軸機油必須至少每3年更換一次。

保養維修時間表（F1C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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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機油 引擎
標準維修服務 額外保養計畫 定時作業

M1 M2 EP1 EP2 EP3 EP4 T1 T2

URANIA
DAILY FE
(C.T.R. N°
I842.A14)

(1)

F1C

每
40.000

km或800
小時

每
120.000
km或

2,400小時

每
80.000 km
或1,600小

時

每
200.000
km或

4,000小時

每
225.000
km或4,500

小時

每
240.000
km或

4,800小時
每年 每2年

（1）IVECO建議使用這類油品以獲得較佳的燃油經濟性。新車已採用 IVECO這類潤滑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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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每次更換機油時請務必重設微粒過濾器再生 (DPF)計數器。本操作必須使用
診斷儀錶板執行，請從引擎控制單元 EDC 17之「SPECIFIC FUNCTIONS」（特殊功
能）區的「REPLACING PARTS」（更換零件）功能表選擇「CHANGING OIL」（更
換機油）。

警示：
補充燃油
•請務必使用市面上供應的柴油（EN590標準）。不建議使用燃油添加物。使用添加
物會使車輛的保證性能表現受限。用油罐補充燃油可能會污染柴油並影響供油系統
等，當以此種方式加油時，應利用過濾或沉澱的方式降低雜質。

低溫柴油
•柴油在低溫時的流動性會因鏈烷分離而降低。這樣會造成濾芯阻塞。EN 590標準
提供各種可用於低溫環境的柴油類別。石油公司應遵守氣候條件相關標準（季節與
國家的地理位置）。

注释 引擎機油必須至少每24個月更換一次。在年度里程極低或低於 20.000 km/年
或市區行駛為主的情況下，引擎機油與機油濾清器必須至少每12個月更換一次。

注释 當使用情況會頻繁進行微粒濾清器再生時（限配備本裝置的車型），應加入
引擎機油與濾芯更換間隔。在此情況下車上電腦會顯示額外保養計畫作業的時機。

注释 若車輛里程低於 40.000 km/／年，則後軸機油必須至少每2年更換一次。

注释 若車輛里程低於 40.000 km/／年，則後軸機油必須至少每3年更換一次。

保養實施計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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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里數排定保養時間

公里 x 1000 維修服務

40 160 280 480 520 640 760 M1

80 200 320 440 560 680 800 M1

120 240 360 400 600 720 840 M2

依小時數排定保養時間

小時 維修服務

800 3200 5600 8000 10400 12800 15200 M1

1600 4000 6400 8800 11200 13600 16000 M1

2400 4800 7200 9600 12000 14400 16800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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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保養操作（F1A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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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保養作業

M1 M2

潤滑、機油與濾芯更換以及檢查油液

更換引擎機油 • •

更換引擎機油濾芯 • •

檢查煞車液壓系統液位 • •

更換手排變速箱油 •

檢查引擎室

檢查各驅動皮帶狀態 •

更換發電機皮帶 (1) •

更換空調壓縮機驅動皮帶 (1) •

外部檢查

檢查頭燈水平 •

車輛底盤檢查

檢查轉向機支架套的狀態 • •

檢查煞車碟盤與煞車片磨耗情況 • •

清潔後軸機油換氣裝置 •

檢查轉向機與支架的固定 •

檢查轉向機柱與轉向連接處 •

檢查萬向接點與傳動軸固定 •

診斷

使用診斷儀器回復引擎機油品質計數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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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保養作業

M1 M2

透過 E.A.SY.進行引擎 EDC系統檢查 •

車廂檢查

檢查駐車煞車行程 • •

雜項

開關引擎蓋與拆裝引擎護罩 • •

手把操作 (2) • •

道路功能測試 • •

(1)在重度使用（多灰塵及（或）高熱）的情況下，請每 60.000 km更換一次
(2)車輛處理操作與服務中心內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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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保養操作（F1A引擎）
（盡量與保養維修服務同時）

EP1每 80.000 km（或 1600 h）

更換差速器後軸機油 (1)

更換補充盒及清潔空氣濾清器濾網 (2)

燃油濾芯匣更換與系統排放 (3)

EP2每 200.000 km（或 4000 h）

更換變速箱油與濾芯，並清除油漬。

EP3每 225.000 km（或 4500 h）

拆裝自排變速箱流體動力轉換器 (4)

EP4每 240.000 km（或 4800 h）或每5年

更換正時驅動皮帶 (5)

更換正時系統驅動皮帶自動張力器

更換發電機皮帶張緊裝置

更換預熱塞

（1）若車輛里程低於 40.000 km/／年，則後軸機油必須至少每2年更換一次。
（2）前述的空氣濾清器阻塞情況一般為環境因素所致。因此，不論規範為何，每當感知器（限有配備之車型）通知時均必須更
換。無阻塞指示燈時，空氣濾清器必須至少每 40.000 km檢查一次。不論如何，每3年均應更換一次。
（3）若儀錶板上的阻塞指示燈亮起，則不論如何均應在正常更換期間前更換過濾器。
（4）僅搭載 Telma減速器及 ZF 8HP自排變速箱之車型必須進行更換。
（5）若車輛使用環境嚴峻（灰塵與（或）過熱），應每 120.000 km更換正時系統皮帶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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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時作業 (F1A)
（盡量與保養維修服務同時）

T1每年

檢查冷卻液濃度。

更換額外加熱器燃油濾芯

T2每2年

更換液體並排空液壓煞車系統。

拆裝與檢查花粉過濾器。

定期保養操作（F1C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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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保養作業

M1 M2

潤滑、機油與濾芯更換以及檢查油液

更換引擎機油 • •

更換引擎機油濾芯 • •

檢查煞車液壓系統液位 • •

更換手排變速箱油 •

檢查引擎室

檢查各驅動皮帶狀態 •

兩段式渦輪機作動器潤滑 (1) • •

更換發電機與水泵浦皮帶 (2) •

更換空調壓縮機驅動皮帶 (2) •

外部檢查

檢查頭燈水平 •

車輛底盤檢查

檢查轉向機托架套的狀態 • •

檢查煞車碟盤與煞車片磨耗情況 • •

檢查後軸通氣管效能 •

檢查轉向機與支架的固定 •

檢查轉向機柱與轉向連接處 •

檢查萬向接點與傳動軸固定 •

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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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保養作業

M1 M2

使用診斷儀器回復引擎機油品質計數器 • •

透過 E.A.SY進行引擎 EDC系統檢查 •

車廂檢查

檢查駐車煞車行程 • •

雜項

開關引擎蓋與拆裝引擎護罩 • •

手把操作 (3) • •

道路功能測試 • •

(1)不論何時，每年均執行
(2)在重度使用（多灰塵及（或）高熱）的情況下，請每 60.000 km更換一次
(3)車輛處理操作與服務中心內的工具。

431定期保養



額外保養操作（F1C引擎）
（盡量與保養維修服務同時）

EP1每 80.000 km（或 1600 h）

更換差速器後軸機油 (1)

更換補充盒及清潔空氣濾清器濾網 (2)

燃油濾芯匣更換與系統排放 (3)

EP2每 200.000 km（或 4000 h）

更換變速箱油與濾芯，並清除油漬。

EP3每 225.000 km（或 4500 h）

拆裝自排變速箱流體動力轉換器 (4)

EP4每 240.000 km（或 4800 h）或每5年

拆裝發電機可調式皮帶張力器

拆裝火星塞組

（1）若車輛里程低於 40.000 km/／年，則後軸機油必須至少每2年更換一次。
（2）前述的空氣濾清器阻塞情況一般為環境因素所致。因此，不論規範為何，每當感知器（限有配備之車型）通知時均必須更
換。無阻塞指示燈時，空氣濾清器必須至少每40.000 km檢查一次。不論如何，每3年均應更換一次。
（3）若儀錶板上的阻塞指示燈亮起，則不論如何均應在正常更換期間前更換過濾器。
（4）僅搭載 Telma減速器及 ZF 8HP自排變速箱之車型必須進行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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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時作業 (F1C)
（盡量與保養維修服務同時）

T1每年

檢查冷卻液濃度。

更換額外加熱器燃油濾芯

T2每2年

更換液體並排空液壓煞車系統。

拆裝與檢查花粉過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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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保養與潤滑油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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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保養與潤滑油計畫

車型 底盤編號

車牌 登錄日期

姓

名

地址

城市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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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幾頁提供定期保養之服務項目摘要，同時也提供服務時需驗證蓋章的項目及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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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 X
1,000 小時 維修服務 維修保養時的公里數 日月年資

料 保養內容確認

40 800 M1 ………⁄………⁄………

80 1600 M1 ………⁄………⁄………

120 2400 M2 ………⁄………⁄………

160 3200 M1 ………⁄………⁄………

200 4000 M1 ………⁄………⁄………

240 4800 M2 ………⁄………⁄………

280 5600 M1 ………⁄………⁄………

320 6400 M1 ………⁄………⁄………

360 7200 M2 ………⁄………⁄………

400 8000 M1 ………⁄………⁄………

440 8800 M1 ………⁄………⁄………

480 9600 M2 ………⁄………⁄………

520 10400 M1 ………⁄………⁄………

560 11200 M1 ………⁄………⁄………

600 12000 M2 ………⁄………⁄………

640 12800 M1 ………⁄………⁄………

680 13600 M1 ………⁄………⁄………

720 14400 M2 ………⁄………⁄………

760 15200 M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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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 X
1,000 小時 維修服務 維修保養時的公里數 日月年資料 保養內容確認

800 16000 M1 ………⁄………⁄………

840 16800 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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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規格
車輛識別資料 440

車輛識別標牌 442

產品識別標牌 444

車型 447

引擎 455

其他技術規格 458

國際潤滑機油標示 464

音響針腳 468

後駐車感知器 469

長時間不使用與保存車輛 474

加油孔蓋 477

AdBlue加油孔蓋開口 480

補充燃油 482

選擇性觸媒還原系統 – HI-eSCR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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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識別資料

技術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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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型號、車體框架型號、製造商名稱銘牌與識別標牌均為車輛的識別資料。
1.底盤編號
本壓印（位於車輛行駛方向的底盤右前方）由17個英數字母所組成，為製造商給車
輛的代號。這些標示的打因方式在車輛上可維持30年的可辨識度。
2.引擎
壓印位於引擎曲軸箱處。
3.車輛識別標牌
可依EEC規定作為車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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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識別標牌
1.車型許可編號。
2.車身號碼。
3. PTT-總重量。
4. MTC-合併總重量。
5.前軸最大容許重量。
6.後軸最大容許重量。
7.特定車型識別。
8.以公釐為單位的軸距。
9.引擎類型。
10.引擎動力。
11.容許的廢氣分級數值。
12.生產地。
13.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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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識別標牌
本標牌會顯示 P.I.C.（產品識別代碼）資訊，為搜尋備
品型錄（電子及（或）縮微膠片目錄）時不可或缺的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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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標牌顯示 P.I.C.（產品識別編號）、搜尋備品型錄（
電子目錄及（或）縮微膠片）時不可或缺的資料。
P.I.C.亦會標示於車輛保固卡上。

注释 當搜尋型錄時，請務必使用生產識別代碼的前
8個字元。

技術規格



446

商用編碼
以下為車輛所採用的編碼縮寫說明。

DAILY 35-110

DAILY 車輛名稱

35 -總重 - PTT（數字／10 =以噸為單位之重
量）

33 — 2.8 – 3.49 t

35 — 3.5 t

40 — 4.2 t

45 — 4.5 t

50 — 5.0 t

60 — 6.0 t

65 — 6.5 t

70 — 7.0 t

110 -引擎動力（四捨五入後以馬力為單位之
動力值）

110 — 106 CV

130 — 126 CV

150 — 146 CV

170 — 170 CV

210 — 205 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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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型

技術規格



車型 引擎 變速箱 前軸 後軸 前懸吊 後懸吊 車型

30S11 F1A 106 HP
Euro 5 LD

2835.6 DOD
6AS-400A OD 獨立懸吊 NDA RS 機構 機構

卡車
駕駛艙車型
6+1
廂型車
毛玻璃車型

30S13 F1A 126 HP
Euro 5 LD

2835.6 DOD
6AS-400A
OD

獨立懸吊 NDA RS 機構 氣壓
機構

卡車
駕駛艙車型
6+1
廂型車
毛玻璃車型

30S15 F1A 145 HP
Euro 5 LD

2835.6 DOD
6AS-400A OD 獨立懸吊 NDA RS 機構 機構

卡車
駕駛艙車型
6+1
廂型車
毛玻璃車型

33S11 F1A 106 HP
Euro 5 LD

2835.6 DOD
ZF 8
HP（HIMAT
IC）
6AS 400 A
OD

獨立懸吊 NDA RS 機構 氣壓
機構

卡車
駕駛艙車型
6+1
廂型車
毛玻璃車型

33S13 F1A 126 HP
Euro 5 LD

2835.6 DOD
ZF 8
HP（HIMAT
IC）
6AS 400 A
OD

獨立懸吊 NDA RS 機構 機構

卡車
駕駛艙車型
6+1
廂型車
毛玻璃車型

33S15 F1A 145 HP
Euro 5 LD

2835.6 DOD
ZF 8
HP（HIMAT
IC）
6AS-400A OD

獨立懸吊 NDA RS 機構 氣壓
機構

卡車
駕駛艙車型
6+1
廂型車
毛玻璃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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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型 引擎 變速箱 前軸 後軸 前懸吊 後懸吊 車型

35S11 F1A 106 HP
Euro 5 LD

2835.6 DOD
ZF 8
HP（HIMAT
IC）
6AS-400A OD

獨立懸吊 NDA RS 機構 氣壓
機構

卡車
駕駛艙車型
6+1
廂型車
毛玻璃車型
Vendor

35S13 F1A 126 HP
Euro 5 LD

2835.6 DOD
ZF 8
HP（HIMAT
IC）
6AS-400A OD

獨立懸吊 NDA RS 機構 氣壓
機構

卡車
駕駛艙6+1
Camper
廂型車
毛玻璃車型
Vendor

35S15

F1A 145 HP
Euro 5 LD
F1C 146 HP
Euro 5+ LD
F1C 146 HP
Euro VI HD
F1C170 HP
Euro VI HD

2835.6 DOD
2840.6 OD
ZF
8HP（HIMATI
C）6AS-400A
OD

獨立懸吊 NDA RS 機構 氣壓
機構

卡車
駕駛艙車型
6+1
廂型車
毛玻璃車型
Vendor

35S17

F1C 170 HP
Euro 5+ LD
F1C 170 HP
Euro VI HD

2840.6 OD
6AS-400A OD
ZF
8HP（HIMAT
IC）

獨立懸吊 NDA RS 機構 氣壓
機構

卡車
駕駛艙車型
6+1
廂型車
毛玻璃車型

35S21 F1C 205 HP
Euro 5+ LD

2850.6 DOD
ZF
8HP（HIMAT
IC）

獨立懸吊 NDA RS 機構 氣壓
機構

卡車
駕駛艙車型
6+1
廂型車
毛玻璃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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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型 引擎 變速箱 前軸 後軸 前懸吊 後懸吊 車型

35C11 F1A 106 HP
Euro 5 LD

2835.6 DOD
285.6 OD
6AS-400A
OD
ZF
8HP（HIMAT
IC）

獨立懸吊 NDA RG 機構 機構

卡車
駕駛艙車型
6+1
廂型車
毛玻璃車型
Vendor

33S13 F1A 126 HP
Euro 5 LD

2835.6 DOD
6AS-400A
OD
ZF
8HP（HIMAT
IC）

獨立懸吊 NDA RG 機構 氣壓
機構

卡車
駕駛艙車型
6+1
廂型車
毛玻璃車型
Vendor

35C15

F1A 145 HP
Euro 5 LD
F1C 146 HP
Euro 5+ LD
F1C 146 HP
Euro VI HD

2835.6 DOD
2840.6 OD
ZF
8HP（HIMAT
IC）

獨立懸吊 NDA RG 機構 氣壓
機構

卡車
駕駛艙車型
6+1
廂型車
毛玻璃車型
Vendor

35C17

F1C 170 HP
Euro 5+ LD
F1C 170 HP
Euro VI HD

2840.6 OD
6AS-400A OD
ZF
8HP（HIMAT
IC）

獨立懸吊 NDA RG 機構 氣壓
機構

卡車
駕駛艙車型
6+1
廂型車
毛玻璃車型

35C21 F1C 205 HP
Euro 5+ LD

2850.6 DOD
ZF
8HP（HIMAT
IC）

獨立懸吊 NDA RG 機構 氣壓
機構

卡車
駕駛艙車型
6+1
廂型車
毛玻璃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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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型 引擎 變速箱 前軸 後軸 前懸吊 後懸吊 車型

40C15

F1C 146 HP
Euro 5+ LD
F1C 146 HP
Euro VI HD

2840.6 OD
6AS 400A OD
ZF
8HP（HIMAT
IC）

獨立懸吊 450511 機構 氣壓
機構

卡車
駕駛艙車型
6+1
廂型車
毛玻璃車型
Vendor

40C17

F1C 170 HP
Euro 5+ LD
F1C 170 HP
Euro VI HD

2840.6 OD
6AS-400A
OD
ZF
8HP（HIMAT
IC）

獨立懸吊 450511 機構 氣壓
機構

卡車
駕駛艙車型
6+1
廂型車
毛玻璃車型

40C21 F1C 205 HP
Euro 5+ LD

2850.6 DOD
ZF
8HP（HIMAT
IC）

獨立懸吊 450511 機構 氣壓
機構

卡車
駕駛艙車型
6+1
廂型車
毛玻璃車型

45C15

F1C 146 HP
Euro 5 + LD
F1C 146 HP
Euro VI HD

2840.6 OD
6AS -400A
OD
ZF 8HP（HI-
MATIC）

獨立懸吊 450511 機構 氣壓
機構

卡車
駕駛艙車型
6+1
廂型車
毛玻璃車型
Vendor

45C17

F1C 170 HP
Euro 5 + LD
F1C 170 HP
Euro VI HD

2840.6 OD
6AS - 400A
OD
ZF 8HP（HI-
MATIC）

獨立懸吊 450511 機構 氣壓
機構

卡車
駕駛艙車型
6+1
廂型車
毛玻璃車型
Ven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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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型 引擎 變速箱 前軸 後軸 前懸吊 後懸吊 車型

45C21 F1C 205 HP
Euro 5 + LD

2850.6 DOD
ZF 8HP（HI-
MATIC）

獨立懸吊 450511 機構 氣壓
機構

卡車
駕駛艙車型
6+1
廂型車
毛玻璃車型
Vendor

50C15

F1C 146 HP
Euro 5+ LD
F1C 146 HP
Euro VI HD

2840.6 OD
6AS-400A OD
ZF
8HP（HIMAT
IC）

獨立懸吊 450511 機構 氣壓
機構

卡車
駕駛艙車型
6+1
廂型車
毛玻璃車型
Vendor

50C17

F1C 170 HP
Euro 5+ LD
F1C 170 HP
Euro VI HD

2840.6 OD
6AS-400A OD
ZF
8HP（HIMAT
IC）

獨立懸吊 450511 機構 氣壓
機構

卡車
駕駛艙車型
6+1
廂型車
毛玻璃車型
Vendor

50C21 F1C 205 HP
Euro 5+ LD

2850.6 DOD
ZF
8HP（HIMAT
IC）

獨立懸吊 450511 機構 氣壓
機構

卡車
駕駛艙車型
6+1
廂型車
毛玻璃車型
Vendor

60C15

F1C 146 HP
Euro 5+ LD
F1C 146 HP
Euro 5+ LD

2840.6 OD
6AS-400A
OD
ZF
8HP（HIMAT
IC）

獨立懸吊 450517/2 機構 氣壓
機構

卡車
駕駛艙車型
6+1
廂型車
毛玻璃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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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型 引擎 變速箱 前軸 後軸 前懸吊 後懸吊 車型

60C17

F1C 170 HP
Euro 5+ LD
F1C 170 HP
Euro VI HD

2840.6 OD
6AS-400A OD
ZF
8HP（HIMAT
IC）

獨立懸吊 450517/2 機構 氣壓
機構

卡車
駕駛艙車型
6+1
廂型車
毛玻璃車型

60C21 F1C 205 HP
Euro 5+ LD

2850.6 DOD
ZF
8HP（HIMAT
IC）

獨立懸吊 450517/2 機構 氣壓
機構

卡車
駕駛艙車型
6+1
廂型車
毛玻璃車型

65C15

F1C 146 HP
Euro 5+ LD
F1C 146 HP
Euro VI HD

2840.6 OD
6AS-400A OD
ZF
8HP（HIMAT
IC）

獨立懸吊 450517/2 機構 氣壓
機構

卡車
駕駛艙車型
6+1
廂型車
毛玻璃車型

65C17

F1C 170 HP
Euro 5+ LD
F1C 170 HP
Euro VI HD

2840.6 OD
6AS-400A OD
ZF
8HP（HIMAT
IC）

獨立懸吊 450517/2 機構 氣壓
機構

卡車
駕駛艙車型
6+1
廂型車
毛玻璃車型

65C21 F1C 205 HP
Euro 5+ LD

2850.6 DOD
ZF
8HP（HIMAT
IC）

獨立懸吊 450517/2 機構 氣壓
機構

卡車
駕駛艙車型
6+1
廂型車
毛玻璃車型

70C15

F1C 146 HP
Euro 5+ LD
F1C 146 HP
Euro VI HD

2840.6 OD
ZF
8HP（HIMAT
IC）

獨立懸吊 450517/2 機構 氣壓
機構

卡車
駕駛艙車型
6+1
廂型車
毛玻璃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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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型 引擎 變速箱 前軸 後軸 前懸吊 後懸吊 車型

70C17

F1C 170 HP
Euro 5+ LD
F1C 170 HP
Euro VI HD

2840.6 OD
6AS-400A
OD
ZF
8HP（HIMAT
IC）

獨立懸吊 450517/2 機構 氣壓
機構

卡車
駕駛艙車型
6+1
廂型車
毛玻璃車型

70C21 F1C 205 HP
Euro 5+ LD

2850.6 DOD
ZF
8HP（HIMAT
IC）

獨立懸吊 450517/2 機構 氣壓
機構

卡車
駕駛艙車型
6+1
廂型車
毛玻璃車型

72C15

F1C 146 HP
Euro 5 + LD
F1C 146 HP
Euro VI HD

2840.6 OD
ZF
8HP（HIMAT
IC）

獨立懸吊 450517/2 機構 氣壓
機構

卡車
駕駛艙車型
6+1
廂型車
毛玻璃車型

72C17

F1C 170 HP
Euro 5 + LD
F1C 170 HP
Euro VI HD

2840.6 OD
6AS-400A OD
ZF
8HP（HIMAT
IC）

獨立懸吊 450517/2 機構 氣壓
機構

卡車
駕駛艙車型
6+1
廂型車
毛玻璃車型

72C21 F1C 205 HP
Euro 5 + LD

2850.6 DOD
ZF
8HP（HIMAT
IC）

獨立懸吊 450517/2 機構 氣壓
機構

卡車
駕駛艙車型
6+1
廂型車
毛玻璃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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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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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類型 F1AFL411A F1AFL411B F1AFL411C

汽缸數 4 4 4

缸徑 mm 88 88 88

衝程 mm 94 94 94

排氣量 cm3 2287 2287 2287

最大額定輸出 kW（HP） 78 (106) 93 (126) 107 (146)

運作轉數 rpm 3900 3600 3600

最大扭力 Nm 270 320 350

運作轉數 rpm 1500 18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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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類型 F1CFL411J F1CFL411E F1CFL411H
F1CFL411F F1CF411G

汽缸數 4 4 4 4 4

缸徑 mm 95.8 95.8 95.8 95.8 95.8

衝程 mm 104 104 104 104 104

排氣量 cm3 2998 2998 2998 2998 2998

最大額定輸出 kW（HP） 107 (146) 107 (146) 125 (170) 125 (170) 150 (205)

運作轉數 rpm 3500 3500 3500 3500 3500

最大扭力 Nm 350 350 400 400 470

運作轉數 rpm 1500 1600 1250 1600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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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技術規格
變速箱
手排，具同步齒輪。
2835.6DOD - 2840.6OD - 2850.6DOD型號為6個前進檔與1個倒檔。
依需求，6AS-400A型號可配備自排控制與電子管理。
依需求，8HP型號可配備8速自排控制及扭力變換器與電子管理。

前軸
採獨立懸吊，輪胎位於輪轂中央。

後軸
單一降速。

轉向系統
所有車型均採液壓伺服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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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吊
前懸吊
30S/33S/35S/35C/40C車型搭載十字葉片彈簧。
45C/50C/65C/70C/72C車型搭載扭力桿。
可在35C/40C車型選配扭力桿。
雙作用筒式液壓減震器。
依車型不同，前穩定器可能為標準配備／選配／未安裝。

後機械式懸吊
依據車型：
•搭載單片至三片式拋物線葉片彈簧。
•搭載強化版單片式拋物線葉片彈簧。
•搭載半橢圓葉片彈簧。
•搭載半橢圓葉片彈簧加上小型葉片彈簧。

附彈簧襯套的葉片彈簧。
雙作用筒式液壓減震器。

氣壓後懸吊
透過電子壓縮機供應。
搭載電子控制並於儀錶板上有按鈕控制裝置的水平閥。
依車型不同，前穩定器可能為標準配備／選配／未安裝。

技術規格



460

煞車系統
通風式碟煞在前後輪均有採用液壓控制的浮動式卡鉗，並有裝置會發送煞車油不足
以及前後碟盤磨損的資訊。
MODUS診斷液壓系統。
符合EC 98/12與ECE R13規定。
ESP裝置，含ABS ASR ABS+EBD功能在本系列所有車型中均為標準配備。
後輪搭載手動控制的駐車煞車：
• 30S-33S-35S-35C車型採整合式卡鉗。
• 40C-45C-50C-60C-65C-70C-72C車型採鼓式煞車。

電力系統
電瓶：105 Ah Carbon免保養型。
電瓶：105 Ah Carbon+ MICROHYBRID FLOODED TECHNOLOGY（Start & Stop引擎
自動啟閉車型）
電瓶：110 Ah Carbon+
啟動馬達 2,3 kW
發電機：150A標準。依需求提供180A、210A。180 A（Start & Stop（啟動與停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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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發電機，具備在煞車時回收電力功能，可降低油耗。

注释 為確保車輛運作良好，所有需更換之零件如電瓶、感知器、IBS、發電機等
均必須使用全新原廠零件更換。請與授權服務中心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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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燈 型號 功率（瓦特）

遠光與近光燈 遠光燈H1 12 V 55

遠光與近光燈 近光燈H7 12 V 55

霧燈 鹵素燈H11 55

前側燈 管狀燈W5W 5

日間行駛燈 管狀燈W21W 21

前方向燈 球形燈PY21W 21

側方向燈 圓形 16

後側車燈 圓形 5

後方向燈 圓形 21

煞車燈 圓形 21

VAN車型車牌燈 管狀燈W5W 5

CAB車型車牌燈 圓形R5W 5

倒檔燈 圓形 21

後霧燈 圓形 21

車內燈 管狀燈 4

車內燈 圓柱形 10

側方標示燈 前球形 5

後側方標示燈（傾卸車／商
用車版）

T4W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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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長效遠光與近光燈。
「超長效」日間行駛燈
更換燈泡時需使用相同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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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潤滑機油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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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潤滑機油標示 原廠產品

引擎機油
符合規格：
• ACEA C2

IVECO標準 18-1811

URANIA DAILY FE (C.T.R. N°
I842.A14)
URANIA DAILY LS (C.T.R. N°
I510.D09)

差速器與輪轂用油品
符合規格：
• API GL5礦物油

IVECO標準18-1805

TUTELA TRANSMISSIONW140/M-
DA (C.T.R. N° I014.N87)
TUTELA TRANSMISSIONW90/M-
DA (C.T.R. N° I009.G87) (1)

自動變速箱油品
符合規格：
• ZF TE-ML 11

合格 IVECO標準 18-1807

TUTELA TRANSMISSION AS8

機械式變速箱用油
含非 EP耐磨添加劑
符合規格：
• API GL4合成油

IVECO標準 18-1807

TUTELA TRANSMISSION
GEARLITE (C.T.R. N° I112.F01)

C.T.R.N = Contractual Technical Reference Number

(1)寒冷氣候用。

(2) Paraflu 100 %用水稀釋至 50 %以便在溫度降至 35 °C時提供保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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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潤滑機油標示 原廠產品

動力轉向機油

符合規格：

ATF Dexron II D

合格 IVECO標準 18-1807

TUTELA TRANSMISSION GI/A
(C.T.R. N° I002.B92)

一般潤滑用油

符合規格：

鋰皂基；濃度 N.L.G.I. n.2
合格 IVECO標準 18-1810

TUTELA GREASE MR 2 (C.T.R. N°
I007.C89).

防卡裝配油膏（僅適用 F1C引擎）

高溫環境用合成機油

-40 °C +1200 °C不含銅；濃度 NLGI 2

—

液壓煞車與離合器控制油
符合標準：
• FMVSS 116-DOT4
• ISO 4925
• SAE J 1704

合格 IVECO標準 18-1820

TUTELA BRAKE FLUID TRUCK
DOT SPECIAL (C.T.R. N° I002.F99)

空調控制系統的冷卻液
合格 IVECO標準 18-1835 R134a®

C.T.R.N = Contractual Technical Reference Number

(1)寒冷氣候用。

(2) Paraflu 100 %用水稀釋至 50 %以便在溫度降至 35 °C時提供保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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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潤滑機油標示 原廠產品

擋風玻璃清洗液

酒精、水與表面活性劑混合物。

CUNA NC 956-11
合格 IVECO標準 18-1802

TUTELA PROFESSIONAL SC 35
(C.T.R. N° I005.B00)

軸承與輪轂用油

鋰皂基；濃度 N.L.G.I. n.3

IVECO標準 18-1810

TUTELA GREASE MR 3 (C.T.R. N°
I002.I90)

散熱器濃縮防護液
乙二醇基，含緩蝕劑

PARAFLU HT® (C.T.R. N° I103.N02)
(2)

車門封條矽膠
NLGI 2 TUTELA SILICON DE/SG

警示
IVECO使用原廠潤滑機油以確保最佳引擎性能。若採用非原廠產品，具最低 ACEA效能之潤滑機油亦可用於表中的柴油引擎
內。使用特性不及這些 ACEA規格的產品會造成引擎損壞且失去保固。
IVECO建議使用 URANIA DAILY FE (C.T.R. N° I842.A14) 以確保「燃油經濟性」。IVECO已針對新車採用此種潤滑機油。
在配備有微粒濾清器的車型中，再生計數器需由 IVECO授權服務廠在更換機油時重置。未遵守此作法會無法再生並造成濾清器
阻塞，同時降低引擎的性能。若濾清器過度阻塞將無法修復。

C.T.R.N = Contractual Technical Reference Number

(1)寒冷氣候用。

(2) Paraflu 100 %用水稀釋至 50 %以便在溫度降至 35 °C時提供保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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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響針腳
若車輛已預先針對音響做過調整，則可依表中說明安裝一台副廠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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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頭區 針腳 說明

A 1 CAN H（低速 –高壓訊號）

A 2 未連接

A 3 CAN L（低速 –低壓訊號）

A 4 開啟（+12 V）

A 5 12 V開關（輸出），最大150 mA

A 6 照明

A 7 電瓶

A 8 接地

B 1 右車門板揚聲器 +

B 2 右車門板揚聲器 -

B 3 高音揚聲器右聲道 +

B 4 高音揚聲器右聲道 -

B 5 高音揚聲器左聲道 +

B 6 高音揚聲器左聲道 –

B 7 左車門板揚聲器 +

B 8 左車門板揚聲器 -

C 1- 17 未連接

D 1- 10 未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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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駐車感知器
（限特定車型）
駐車感知器操作
駐車感知器
位於車輛的後踏板中可用於偵測車輛後方障礙物並通知駕駛（蜂鳴器）。

啟動
當排入倒檔該感知器便會自動啟動。系統會發出聲音表示系統已啟動。

音效訊號
當排入倒檔後，待聽到訊號音後，系統會間歇發出聲音表示偵測到障礙物。
蜂鳴器：
•當障礙物接近踏板時聲音速度會加快；當距離不到30 cm會變成連續音：當訊號
音變持續響起時請不要再繼續後退；
•當車輛與障礙物間的距離不變且尚未變成連續音時，約經過 5 s後警示音會關
閉。如此可消除平行壁效應。
•當障礙物距離超過 160 cm（約略值），則不會有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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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測距離
偵測距離如圖中所示（數值以公釐為單位）。
若感知器偵測到多個障礙物，則僅會反映出最近的那一個。

留意 為讓系統正常運作，感知器上需無髒污、塵土、結冰與積雪。若要清潔駐車
感知器，請參閱「車輛保養」一節。

留意 攝影機所提供的障礙物偵測與（或）畫面只能顯示大略狀況。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駐車感知器與攝影機僅為駕駛輔助工具，駕駛仍應注意各種危險駕駛行
為。在開車時請保持專注並注意其他行人（尤其小孩）或動物。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留意 駐車時請隨時注意感知器上方與下方的障礙物。
感知器有可能偵測不到置於靠近後方車體的物品，因而對車輛或物品本身造成損
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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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 若感知器本身損壞，若感知器上有泥土、積雪或結冰的情況或附近有超音波
系統（例如貨車的氣壓式煞車或氣壓式鑽頭）、特定的負載方式或電動氣壓懸吊設
定，都可能改變感知器所發出的警示。

留意 本系統可偵測是否有安裝 IVECO拖車鉤。安裝不同的拖車鉤時必須與車軸
對稱，不可侵入感知器的範圍（尤其是13針插座）。

留意 安裝特大型拖車鉤（假設為對稱）必須放寬連續訊號的範圍。

有拖車時的運作方式
若在有駐車感知器的車輛上使用拖車，則感知器可能會因拖車的存在而得到錯誤的
讀數。若拖車與車輛連接的插座有接地用的針腳12，則會讓駐車感知器停止發出訊
號。
若需更多資訊，請聯絡授權服務廠。
同時提醒車主在連接拖車電子線路時請將鑰匙轉到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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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機
（限特定車型）
攝影機的用途在輔助駕駛進行駐車與承載／卸載貨物。
本系統可讓車主在車內的液晶螢幕上看到車輛後方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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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時間不使用與保存車輛
為節省電瓶電量及在車輛長時間未使用時，建議將電瓶負極斷開
請依以下方式進行：

電力程序
從車上：
•將點火鑰匙轉至 ‘MAR 1’
•按下如圖所示之中控鎖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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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點火鑰匙轉到 ‘STOP 0’。

•下車。
•依前述說明操作電瓶區。
•握住如圖所示之接頭 (2)。
•按下接頭 (2)鎖定按鈕 (1)。

•取下接頭 (2)並將其放在電瓶空間內以免其損壞。

重新連接接頭時請依上述相反之順序進行。

注释 恢復連線時，請確認接頭 (2)有如前所述正確插入，並確認其插在最末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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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程序
•將車門不含鑰匙區的部分打開。
•將鑰匙的金屬部分插到如圖所示的門鎖插槽中。
•將插槽向右轉。
•關上車門。
•以外門相反的方向將內側蓋子打開。
•如前所述繼續將電瓶端子取下。
•關上蓋子並用鑰匙上鎖。

注释 若要恢復電力連線，請以相反順序進行相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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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孔蓋
加油蓋口（箱形車、乘客商用車與商用車版）

注释 本說明亦適用加油蓋位置與箱形車版相同之商用車版。

加油孔 (1)位於前車門內側。使用時：

•請將前車門 (2)打開以便開啟加油孔蓋 (3)；

技術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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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凹槽 (4)將蓋子 (3)轉開；

•將塞子 (5)慢慢鬆開以免燃油濺出。

注释 為符合現行法規，加油孔蓋已使用塑膠繩 (6)與車身連接以免遺失。該繩
子也可作為蓋子組件的參考，因其僅有一種方向可以安裝。

注释 請勿將該繩子拆下；如此不僅會使蓋子損壞，同時也違反法律規定。

為確實將油箱裝滿，請在第一次鬆開送油泵後進行兩次加油操作。

技術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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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在加油
前請將所有的加熱裝置關閉。
僅部分或未遵守這些指示可能會造成車輛嚴重損壞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若需更換油箱蓋，請洽詢授權服務廠各車型的使用規格。
-加油時請避免燃油溢流。因燃油含有酒精可能會損壞車漆。
僅部分或未遵守這些指示可能會造成車輛嚴重損壞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油氣具易燃性，在密閉空間中甚至可能引發爆炸。加油時：
-引擎熄火
-請勿抽煙及使用明火
-請勿讓燃油濺出
-將所有會產生無線電波之設備關閉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留意 為防小蓋子裂開或損壞，請記得：加油後用塞子蓋住加油孔、關上小蓋子再
關上駕駛側車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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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Blue加油孔蓋開口
（選配）

注释 本說明亦適用加油蓋位置與箱形車版相同之商用車版。

AdBlue液槽的塞子 (1)位於前乘客車門側。以逆時針方向轉動即可將其開啟。以順
時針方向轉動則可將其關閉。

•請開啟前車門 (2)以便開啟補充孔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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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凹槽 (4)將小蓋子 (3)掀起；

將塞子 (5)慢慢轉開以防止異味。

注释 為符合現行法規，塞子已使用塑膠繩（6）與車身連接以免遺失。該繩子也
可作為塞子組件的參考，因其僅有一種方向可以安裝。

注释 請勿將該繩子拆下；如此不僅會使塞子損壞，同時也違反法律規定。

留意 為防小蓋子裂開或損壞，請記得：加油後用塞子蓋住加油孔、關上小蓋子再
關上駕駛側車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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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燃油

受傷風險：
耗材及相關零件（如濾芯）之處理請依法律規定。授權服務廠具相關處理
能力。
正確的使用方式可讓車輛對環境的衝擊降到最低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使用特殊添加物可能會使保固受限。
-不需使用潤滑機油添加物。
僅部分或未遵守這些指示可能會造成車輛嚴重損壞

受傷風險：
-耗材有害健康。
-若誤食相關產品，請立即就醫。
-請將耗材放在兒童碰觸不到的地方。
未遵守這些規定將有嚴重的人員受傷風險

補充燃油
務必使用市售符合 EN 590標準的柴油。
油箱旁的標籤（如圖所示）指明應採用的燃油。
不建議使用燃油添加物。使用添加物會使車輛的保證性能表現受限。
用油罐補充燃油可能會污染柴油並影響供油系統；當以此種方式加油時，應利用過
濾或沉澱的方式降低雜質。

低溫柴油
柴油在低溫時的流動性會因鏈烷分離而降低。這樣會造成濾芯阻塞。
EN 590標準提供各種可用於低溫環境的柴油類別。
石油公司應遵守氣候條件相關標準（季節與國家的地理位置）。

油箱蓋
（限駕駛艙柱有油箱蓋的車型）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油氣具易燃性，在密閉空間中甚至可能引發爆炸。加油時：
-引擎熄火
-請勿抽煙及使用明火
-請勿讓燃油濺出
-將所有會產生無線電波之設備關閉
未遵守這些指示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受傷和車輛損壞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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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油時開啟／關閉蓋子。
開／關加油孔蓋時，只要將鑰匙插入轉動即可（無需轉動蓋子）。
為符合既有法規，蓋子裝有一個裝置可防止鑰匙在蓋子開啟時被取下，並有一個塑
膠繩可防止蓋子從車上掉下。該繩子也可作為蓋子組件的參考，因其僅有一種方向
可以安裝。
請勿將該繩子拆下；如此不僅會使蓋子損壞，同時也違反法律規定。
檢查液位
以下數量並非一定。必須透過液位檢查做詳細的控制。

技術規格



原廠產品 公升 公斤

引擎油槽
F1A車型

（最高液位）
（最低液位）

URANIA DAILY FE
(C.T.R. N° I842.A14) 4.3 3.78

URANIA DAILY LS
(C.T.R. N° I510.D09) 3.3 2.90

引擎油槽
F1C車型

（最高液位）
（最低液位）

URANIA DAILY FE
(C.T.R. N° I842.A14) 6.6 5.81

URANIA DAILY LS
(C.T.R. N° I510.D09) 4.29 3.78

2835.6變速箱

TUTELA
TRANSMISSION
GEARLITE (C.T.R.

N° I112.F01)

2 1.8

6AS-400 OD變速箱

TUTELA
TRANSMISSION
GEARLITE (C.T.R.

N° I112.F01)

2.2 2

2835.6 DOD變速箱

TUTELA
TRANSMISSION
GEARLITE (C.T.R.

N° I112.F01)

2.2 2

2840.6 OD變速箱

TUTELA
TRANSMISSION
GEARLITE (C.T.R.

N° I112.F01)

2 1.8

2850.6 DOD變速箱

TUTELA
TRANSMISSION
GEARLITE (C.T.R.

N° I112.F01)

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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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廠產品 公升 公斤

Hi-Matic變速箱
總量 TUTELA

TRANSMISSION AS8

9.5 8,5

更換的量 3.5 - 5 (2) 3.1 - 4.5

NDA RS, NDA RG後軸 TUTELA
TRANSMISSION
W90/M-DA (C.T.R.
N° I009.G87) (1)

TUTELA
TRANSMISSION

W140/M-DA (C.T.R.
N° I014.N87)

1.35 1.21

450511後軸 1.9 1.65

450517/2後軸 3.1 2.8

動力轉向系統

TUTELA
TRANSMISSION GI/

A (C.T.R. N°
I002.B92)

1.3 1.2

煞車電路

TUTELA BRAKE
FLUID TRUCK DOT
SPECIAL (C.T.R. N°

I002.F99)

1.11 1

擋風玻璃清洗器

TUTELA
PROFESSIONAL SC

35 (C.T.R. N°
I005.B00)

1.5 –

油箱 柴油 70/90/100/120 –

空調系統的冷卻液量* R134a® **-*** – 0.475 +/- 0.025

AdBlue罐（尿素） AdBlue®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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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廠產品 公升 公斤

引擎冷卻系統（尿素）
PARAFLU HT®

(C.T.R. N° I103.N02)
（3）+水

8 + 8 –保護防凍劑-濃度 50 %

凝固點 - 35 °C

兩段式渦輪冷卻系統
PARAFLU HT®

(C.T.R. N° I103.N02)
（3）+水

1.05+1.05 –保護防凍劑-濃度 50 %

凝固點 - 35 °C

注释 F1A引擎。機油濾芯與熱交換器中的機油量 1 L（0,88 kg）。F1C引擎。機油濾芯與熱交換器中循環的機油量 1,14 L（1 kg）。
(1)寒冷氣候用。
(2)添加至自排變速箱之機油量會因變速箱當時的溫度而異。換完機油後請確認當時的液面高度是否符合本手冊之規格。
100 %的 (3) Paraflu用水稀釋至 50 %以便在溫度降至 -35 °C時提供保護效果。
• *系統包含氟化溫室氣體。
• **全球暖化潛勢：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為1430。
• *** C02當量：0,679 t
•所有對系統之更換、維修與補充只能由授權服務中心執行。未遵循指示可能會導致人員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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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性觸媒還原系統 – HI-eSCR

為符合現行污染排放法規，IVECO採用了High efficiency Selective Catalyst
Reduction（HI-eSCR）技術。
DOC (Diesel Oxidation Catalyst)化合物會收容碳氫化合物（(HC)）及一氧化碳
（(CO)）並運用 DPF (Diesel Particulate Filter)降低微粒排放及使用 SCR (Selective
Catalyst Reduction)以Euro 6車輛所採用之 DeNOx 3.1系統降低 NOx量。
此技術可降低微粒量 (PM)並將排放污染之氮氧化物 azoto (NOx)轉化為氮氣（大氣
的主要元素）及水。此轉化過程需要在 SCR模組上游注入AdBlue（水及尿素之混合
物）。
作用結果：
•減少氧化氮的排放。
•減少微粒的排放。
•減少燃油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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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eSCR系統說明
排放之廢氣離開渦輪機後將 DOC氧化觸媒 (1)輸入
到碳氫化合物 (HC)中並將一氧化碳 (CO)轉化成二氧
化碳 (CO2)及水 (H2O).。
接下來，廢氣通過微粒過濾器 DPF (2)，將變成微粒
之碳粒子留下。為提升DPF效率，必須時常將這些粒子
進行再生。此部分需要一連串感知器與控制單元之運
作，可確保此階段之廢氣能在高溫時到達濾清器，進
而將微粒燃燒掉。
接著，加壓之氣體會進到 SCR模組 (3)中。透過注入
尿素，會將溫度降低並發生化學變化產生游離氮 (N2)
及水汽 (H2O)。
最後則由 CUC (Clean Up Catalyst) (4)將過量之 AdBlue
加以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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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Blue
AdBlue是一種尿素水溶液，具有以下的優點：
•無臭。
•無毒。
•不可燃。
•無色。
•可用性高。

留意 限依AdBlue標準DIN 70 070與ISO 22241-1使用。其他液體會損壞本系統：此
外，廢氣排放將與法規不符。經銷商需確保其產品符合法規。請遵守儲放與維護注
意事項以維持其品質。如使用不符標準之 (AdBlue)造成車輛出現瑕疵或損壞
，IVECO無法提供任何保固。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在AdBlue槽中加入任何柴油、添加物或其他液體會對AdBlue管線泵浦模組造
成無法修復之損壞，亦會損害排氣處理系統。
僅部分或完全不遵守這些規定會造成車輛嚴重的損壞且影響保固的有效性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若在補充時AdBlue與車漆或鋁質部分接觸，請立即以水清洗受影響的部
分。
僅部分或未遵守這些指示可能會造成車輛嚴重損壞

受傷風險：
若AdBlue在容器中長時間過熱超過50°C（例如因日曬），AdBlue會損壞，形
成阿摩尼亞氣體。阿摩尼亞氣體具刺鼻味：鬆開油箱蓋時請小心。
未遵守這些規定將有嚴重的人員受傷風險

注释 AdBlue在接近-11 °C的氣溫下會結凍。配備 AdBlue預熱系統之車輛亦可確
保車輛能在溫度低於-11 °C的冬季中使用。遇低溫時，引擎與消音器間可能會出現
AdBlue結晶。不過，這類結晶現象並不影響排氣淨化系統的運作。必要時，可用清
水去除 AdBlue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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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請勿將 AdBlue槽完全裝滿，但請隨時保持至少 5 – 10 cm的量。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車輛不應在無AdBlue情況下運轉，以避免汙染環境。
正確的使用方式可讓車輛對環境的衝擊降到最低

透過指定的補充站，補充 AdBlue與一般加油一樣簡單。請依車輛儀錶板所指示的
低油液位指示燈，在既定時間內添加。
EURO 6防污染標準要求工業用車輛製造商在車輛使用過程中，若 NOx排放量不符
車型認證要求，則需將引擎性能降階。
因此，若行駛時 AdBlue槽內為空（AdBlue液位低於裝置運作的最低量），或因其
他因素使車輛不符 NOx廢氣排放標準，則會透過降低引擎扭力讓引擎效能受限（
降階）。降階前儀錶台上會先亮起並閃爍黃色 OBD警示燈。
在以下情況均會發生效能受限：
• AdBlue槽中液量不足或已全空。
• AdBlue品質不良。
• AdBlue使用情況亦常。
• Hi-eSCR系統故障。

降階會在車輛初次停止時啟動，並持續至抗污染裝置讓車輛符合 NOx廢氣排放標
準為止（若AdBlue槽已空，則需要補充）。AdBlue不會影響車輛的可靠度。
可能之損壞或錯誤條件之詳細說明請參閱 48一節。
請記住，車上的控制單元會記錄這些事件，以供有關單位檢查。

注释 AdBlue液量偏低警示燈亮起到 OBD警示燈亮起之間，車輛仍可行駛至少
20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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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牌
標牌 492

標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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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牌
在車輛的某些部件上或其附近，會有特定的標牌以顏色提醒使用者注意一些預防措
施並觀察有問題的部件。

標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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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

標牌



494 標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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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符號
1.電瓶內的腐蝕性液體。
2.電瓶爆炸。
3.副水箱 -請勿於水溫滾燙時取下蓋子。
4.皮帶與滑輪 -移動零件：請遠離身體或防護衣。
5.空調管線 -請勿開啟。高壓氣體。

禁止符號
6.電瓶 -請遠離明火。
7.電瓶 -請遠離兒童。
8.熱遮罩／皮帶／滑輪／風扇。
9.乘客用安全氣囊 -請勿在前乘客座安裝兒童安全座椅。

警示符號
10.動力轉向系統 -請勿超出油箱中的上限。請使用指定液體。
11.煞車線路 -請勿超出油箱中的上限。請使用指定液體。
12.擋風玻璃雨刷 -請使用指定液體。
13.引擎 -請使用指定潤滑機油
14.副水箱 -請使用指定液體。

應遵守符號
15.電瓶 -請保護眼睛。
16.電瓶／千斤頂 -請參閱使用與保養手冊。

標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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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體表標牌
位於引擎室內引擎蓋貼紙標牌上方。
顯示原廠潤滑油品。

標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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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電壓危險標牌
位於引擎蓋內側。
顯示有危險高電壓存在。

標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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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車煞車使用方式窗貼
位於駕駛側的擋風玻璃上。
顯示駐車煞車的使用方式。

車速限制器窗貼
位於擋風玻璃中央。
顯示車速限制器的位置及其設定的車速。

標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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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暖氣標牌
位於加油孔蓋附近。
用於提醒駕駛再加油前記得關閉暖氣。

原廠車漆識別標牌
位於引擎室內並標示補漆或重新烤漆時所需的車漆識別資料。

標牌



500

無前座乘客空氣囊車型之車輛識別標牌
黏貼於乘客側遮陽板上。未搭載前乘客側空氣囊之車輛於遮陽板處有一貼紙，內有
關於在啟用乘客空氣囊時請勿安裝後向式兒童座椅之說明。
請記得本車未通過可承載兒童座椅之認證。
不論車輛之許可類型為何，車輛製造商均有責任於遮陽板貼上相關標誌。

標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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煞車矯正器標牌
在搭載本裝置之車輛中，本資料標牌位於乘客側儀錶台置物箱門內側。

注释 此資料標牌之位置僅供參考。所有對車輛煞車系統之處理均必須由授權服務
中心執行。

Orlandi拖車鉤識別資料
位於車輛後方靠近連接煞車纜線之環扣位置。

標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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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牌標示車輛配備有車門開啟裝置或可降低的車體板
位於駕駛側車門柱上。
其標示當裝卸區的後車門（如有配備）開啟時或有一片以上之車體板傾斜（車體有
配備）時，必須使用三角警示牌突顯車輛位置。

標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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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絲與接觸器
駕駛艙保險絲 504

保險絲盒ECU與引擎室繼電器 510

保險絲與接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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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艙保險絲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在進行與電力系統有關的動作前，請先斷開電瓶（操作主電流繼電器開關
將端子斷開／使其開路）。
僅部分或未遵守這些指示可能會造成車輛嚴重損壞

一般規定
-請避免改裝電力系統。若無法避免，請聯絡授權服務廠尋求協助。
-請務必使用指定安培數的保險絲。起火風險。
僅部分或未遵守這些指示可能會造成車輛嚴重損壞

留意 本章的資訊僅供參考使用。不建議修復／更換這些部件（保險絲與繼電器
）；如有需要，請聯絡授權服務廠。

一般風險、一般指示
不可更換插片式保險絲。如有需要時，請洽詢授權服務廠。
僅部分或未遵守這些指示可能會造成車輛嚴重損壞

保險絲與接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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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訊
保險絲可保護電子系統並在系統發生錯誤時介入。
當裝置運作不正常時，請檢查相關之保險絲狀態。
整體式保險絲之傳導元件 (1)不可斷開。
已斷開之保險絲的傳導元件 (2)會斷開。
若未發生此情況，請用相同安培數（相同顏色）之保險絲將燒斷的保險絲換掉。

若要將保險絲從底座上取下，請使用隨車所附之夾子 (3)。
其位於引擎室保險絲控制單元的蓋子內側。

圖中所示為夾子 (3)的正確用法。

保險絲與接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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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絲盒控制單元
保險絲盒控制單元位於駕駛座附近中央儀錶台右側下方。
要使用時，請小心將蓋子 (1)往下拉後將盒子取出。
請使用專用的夾子取出保險絲。

保險絲與接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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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絲 用途 額定容量

F-12 備品 —

F-13 備品 —

F-31 空調控制單元 ECU、雨刷與頭燈清洗器繼電器、差速器鎖 5 A

F-32 備品 —

F-33
車速記錄器、車體製造商插座、13針腳插座、儀錶台、額外加熱器之計
時器、EOBD插座、防盜警報器、音響、額外引擎水加熱器、ECU HI-
MATIC

15 A

F-34 收音機 20 A

F-36 Expansion Module、空調控制單元 15 A

F-37 煞車燈、儀錶台 7,5 A

F-38 中控鎖 20 A

F-42 ESP、車速感知器 5 A

F-43 擋風玻璃清洗器 20 A

F-47 駕駛側電動車窗 25 A

F-48 乘客側電動車窗 25 A

F-49
車內照明與 CSS、車速記錄器、ECU Telma ECU Expansion Module、車體
製造商插座、ECU拖車插座、13針插座、ECU外掀式車門、ECU後差
速器鎖、轉向角度感知器

5 A

F-50 空氣囊 5 A

F-51 音響、駐車感知器、倒車燈、環保濾芯、TRM、LDWS、外掀式車門接
近感知器、TMR 5 A

F-53 USB插座 5 A

F-89 — —

508 保險絲與接觸器



保險絲 用途 額定容量

F-90 備品 —

F-91 備品 —

F-92 左霧燈 7,5 A

F-93 右霧燈 7,5 A

509保險絲與接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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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絲盒ECU與引擎室繼電器

保險絲與接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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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絲 用途 額定容量

F-1 氣壓懸吊 40 A

F-2 點火開關 30 A

F-3 額外加熱器與空調控制單元風扇 40 A

F-4 ESP 30 A

F-5 氣壓懸吊 40 A

F-6 後窗除霧 -頭燈清洗器 -後差速器鎖 40 A

F-7 電源插座與點煙器 40 A

F-8 燃油泵 15 A

F-9 AGILE / HI-MATIC變速箱 30 A / 10 A

F-10 加熱後視鏡與擋風玻璃 15 A

F-11 EDC（主負載） 15 A

F-14 主繼電器
AGILE / HI-MATIC變速箱 10 A

F-15 冷卻泵 10 A

F-16 點煙器 15 A

F-17 EDC（次負載） 10 A

F-18 Expansion module及（或）總動力傳導器 15 A

F-19 喇叭 7,5 A

F-20 Expansion module及總動力傳導器 15 A

F-21 AGILE變速箱 30 A

F-22 EDC（主負載） 25 A

513保險絲與接觸器



保險絲 用途 額定容量

F-23 雨刷 30 A

F-24 電源插座 20 A

F-30 側方標示燈 5 A

F-60 座椅加熱器 20 A

F-61 後差速器鎖定 30 A

F-62 加熱後車窗 30 A

F-63 Blow by與空調壓縮機 10 A

F-64 尿素系統電源供應（搭載E6引擎之車型） 15 A

F-65 尿素系統電源供應（搭載E6引擎之車型） 20 A

F-66 頭燈清洗器（未搭載 HI-MATIC變速箱之車型）／HI-MATIC變速箱 15 A / 20 A

F-67 拖車插座 7,5 A

F-68 加熱擋風玻璃 10 A

F-69 加熱式後視鏡 7,5 A

F-77 單元加熱器（「Vendor」車輛未搭載）／「Vendor」車型外掀式車門玻
璃加熱器 5 A / 20 A

F-78 拖車插座 7,5 A

F-81 IBS感知器 20 A

F-82 車身電腦 70 A

F-83 駕駛艙內暖氣風扇 40 A

F-84 Baruffaldi接頭 7,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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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絲 用途 額定容量

F-85 燃油濾芯加熱器 25 A

F-87 ECU EDC 5 A

515保險絲與接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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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電器 用途

T2 冷卻泵浦（限搭載 F1C引擎之車型） -自動引擎啟動許可（start & stop車型）

T3 側方標示燈

T5 Baruffaldi接頭

T6 喇叭

T7 排空扳手

T8 燃油泵

T9 主繼電器

T10 引擎防盜裝置

T14 Baruffaldi接頭

T17 雨刷

T19 雨刷

T20 搭載 EOBD (MODUS)之診斷系統

T30 內部車廂鼓風機

T31 燃油濾芯加熱器

T49 尿素（限搭載 F1C Euro VI引擎之車型）- start & stop

T50 加熱後視鏡與擋風玻璃

T51 空調控制單元壓縮機

T52 加熱後車窗

T53 單元加熱器（唯搭載 Vendor之車型除外）
外掀式車門玻璃加熱器（搭載 Vendor之車型）

T54 主電流器接觸器（T.G.C.）

T55 主電流器接觸器（T.G.C.）

保險絲與接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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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電器 用途

T56 主電流器接觸器（T.G.C.）

T64 變速箱油風扇（搭載自排變速箱之車型）／頭燈清洗器（搭載手排變速箱之車
型）

T65 變速箱油風扇（搭載自排變速箱之車型）／備品（搭載手排變速箱之車型）

駕駛艙中的接觸器

繼電器 用途

T61 PTO啟用／停用

T62 PTO啟用／停用

T63 音響啟動（限有搭載之車型）

T66 Expansion Module

T67 備品

T68 Expansion Module

保險絲與接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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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室之模組2

繼電器 用途

T69 頭燈清洗器（搭載自排變速箱之車型）

T70 備品

T71 單元加熱器（搭載 vendor之車型）

F94 備品

F95 備品

F96 備品

F97 備品

F98 單元加熱器（搭載 vendor之車型）5 A

F99 頭燈清洗器（搭載自排變速箱之車型）15 A

F100 備品

保險絲與接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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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索引
IVECO建議之原廠潤滑機油 522

字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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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ECO建議之原廠潤滑機油

字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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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A

AdBlue加油孔蓋開口 480

D

DPF（柴油碳微粒濾清器） 63

E

ECAS -電子控制氣壓懸吊 167

Eco開關功能 250

Eco開關功能車隊用車型 251

ESP 71

EUC - TSM - HRB - HFC - RMI -HBA - TC 246

H

HI-MATIC自排變速箱 66, 265

I

IVECO建議之原廠潤滑機油 522

S

Start & Stop（啟動與停止） 228

T

TRIP按鈕 162

V

Vendor版 32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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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劃

下護條 293

千斤頂 311

已安裝電子控制單元時應採取的預防措施 356

四劃

中央出風口 173

中央長型座椅前方具滾輪機制之安全帶 148

中央儀錶板 45

中控鎖 214

中控鎖 +電子防盜系統 215

內裝配備 115

引擎 455

引擎蓋 393

支撐點 317

方向盤上的控制裝置 74

方向盤調整 149

止動系統 217

五劃

充電 351

功能表項目 86

加油孔蓋 477

加熱座椅 124

加熱與通風 174

加熱與通風氣流分佈圖 169

外部車燈 150

左駕車款駐車煞車撥桿位置 249

六劃

字母索引 521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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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 5

安全駕駛行為 199

安全警示符號 6

安裝電動／電子裝置 7

收音機 284

自手排變速箱 253

自動變速箱 65

自排變速箱說明 268

七劃

伺服煞車 244

快速補胎工具 327

扶手 126

技術規格 439

每次上路前 399

每週 406

防鎖死煞車系統「ABS」 68

更換遙控器電池 349

更換輪胎 319

更換擋風玻璃雨刷 397

更換燈泡 357

車上配備 275, 300

車門 24

車型 447

車速設定器（定速巡航系統-CC；搭載機械式變速箱的車型） 238

車道偏離警示系統（LDWS） 286

車輛拖吊 290

車輛保養 410

車輛進出踏階 13

車輛電瓶更換 348

車輛識別資料 440

車輛鑰匙 210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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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劃

使用有自排變速箱的車型 257

使用者安裝之配件 194

使用慣性啟動 347

使用輔助電瓶啟動 343

使用駐車煞車 248

免責聲明 9

其他技術規格 458

具固定車體配備之商用車 18

坡道駐車 243

定期保養 417

定期保養的原理 418

定期保養操作（F1A引擎） 425

定期保養操作（F1C引擎） 429

拖曳搭載Hi-Matic變速箱之車型 292

拖車鉤 295

空氣囊 132

空氣囊失效警示燈 67

空氣囊使用相關警示 139

長時間不使用與保存車輛 474

兩側滑動車門 27

九劃

保養實施計畫表 423

保養維修時間表（F1A引擎） 419

保養維修時間表（F1C引擎） 421

保險絲盒ECU與引擎室繼電器 510

保險絲與接觸器 503

前車頂照明 113

後差速器鎖定啟動 166

後視鏡 109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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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飾蓋，乘客商用車 25

胎壓 337

限速器（SPEED LIMITER-SL） 241

音響針腳 468

十劃

乘客側前空氣囊 135

座椅 121

座椅安全帶 141

時間－速度記錄器 276

旅程電腦 104

十一劃

停止引擎 227

動力傳導器 164

啟動與行駛 197

國際潤滑機油標示 464

常見問題快速參考 388

從車內統一上鎖／解鎖車門 80

掀起前座椅 130

排檔指示燈（GSI） 47

控制裝置與裝置 119

產品識別標牌 444

設定功能表 84

透過EDC警示燈進行故障檢查（診斷） 387

十二劃

備胎 306

減速器 77

發動引擎 225

喇叭 73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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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劃

經濟且環保的駕駛模式 207

補充燃油 482

資料夾／寫字板 131

運作引擎轉速要求 242

電動窗 111

電瓶位置 350

電瓶特性 352

十四劃

緊急開關 342

緊急操作服務的呼叫裝置 277

誘導 57

誘導與EOBD II（MIL）警示燈操作 83

誘導警示燈（1） 54

輕合金輪轂蓋 325

需進行之檢查 398

十五劃

儀錶台調整 44

儀錶板 36

儀錶板下部，乘客側 280

標牌 491–492

調整頭燈角度 384

踏板 245

遮陽板／置物盒 117

駕駛位置 11, 14

駕駛側前空氣囊 134

駕駛艙保險絲 504

輪轂蓋 320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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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劃

擋風玻璃操作 17

操作員路邊維修 305

操作員檢查 391–392

機械式變速箱 236

燈泡類型 386

獨立附加暖器 187

選擇性觸媒還原系統 – HI-eSCR 487

頭枕 125

頭部保護側空氣囊（車窗空氣囊） 137

十八劃

轉向機柱開關（多功能方向盤撥桿） 161

轉向鎖 213

雙後車門 29

雙座型配備 127

二十劃

警示燈列表 48

二十三劃

顯示 95

顯示不同引擎型式之差異 267

顯示的值 107

二十五劃

鑰匙開關位置 221

索引



保留所有权利。禁止复制本出版物的文本或图片。

遵照     此使用和维护手册中的建议， 确保高效、

无故障地使用车辆。

本手册中的插图和描述性文本   在打印时是  正确

无误的。Iveco 会不断改进政策， 且有权随时更

改价格、规格和设备， 恕不另行通知。

依维柯始终致力于产品的不断完善，因此保留随时

改变产品价格、技术数据或版本的权利，恕无法事

先通知。

本刊中提供的所有信息可能因产品变化而有所不同

。尺寸和重量等数据仅供参考，所列图示并不一定

能代表产品的标准状态。

欲知相关产品的详细信息，请联系您的依维柯经销

商。

十分感谢您选择Iveco，同时向您表示衷心祝贺：您选购了一

辆与众不同的卡车为您服务，它集优异性能、低能耗、高可

靠性和舒适度于一身。

我们请您认真阅读与新车相关的操作和维护手册。按照这些

说明进行操作，可确保您的新车以良好状态运行，并获得很

长的使用寿命。

我们希望您的新车长期无故障，并提醒您，Iveco 服务机构

始终在您身边，为您提供高效的专业建议

Iveco  和它的驾驶员相似：具有周密考虑的系统， 像一个有

机体那样进行规划，且设计了成千上万的备用零件，每个备

用零件都与其他零件一起集成为“逻辑整体”。

Iveco 工程师以最高的精确度确定技术规格，确保实现最大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系统中的每个零件都必须按照设计的方

法发挥功能，确保 Iveco 仍是您选择的 Iveco。

保良好性能的最好方法是出现问题时咨询 Iveco 服务机构

。Iveco 服务标志众所周知，Iveco 在全球拥有 3,500 多个

服务中心，无论您在何处都可以轻松咨询。

些服务中心拥有 30,000 多名技师和技工，每个人都经过 业

培训并学习过定期进修课程，可以娴熟地应对持续的车辆技

术开发。

当然，为了确保维修服务诊断精确、干预快速和高服务质量

，培训必不可少。

服务中心还确保只使用 IVECO 原装备件，这些 原装备件保

持了车辆的 原有完整性。

事实上，这些部件是唯一能够与设计和建造车辆所用的“逻

辑整体”精确集成的部件。

保您的车辆始终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我们推荐采用制定好

的划，以确保在应维护时间到来前的固定期间内，车辆运行

状态良好且运行成本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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