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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非常感謝您購買本公司的新型電動代步車。
為了能正確使用本產品在操作前請務必詳讀使用說明書。
如果說明書上有不詳盡之處或者需要專業人士協助組裝，請洽詢您鄰
近的經銷商。

本產品為了配合顧客的需求、使用堅固的車體以及高科技電子裝置、
是兼顧安全和性能的最新機型。

請到鄰近的經銷商進行定期檢查、能夠確保您操作上的順暢及安全。

本說明書將提供您安全性、操作、與保養的各種建議。
請詳讀本說明書、享受單人自由移動的樂趣。

如需任何協助與建議，請洽鄰近的經銷商，將有專人為您提供所需的
服務。

如果您對產品有任何指教請不吝告知鄰近的經銷商。
您寶貴的意見有助於我們提昇服務品質及改善產品。 

標誌的含意

如果無視這個標誌進行操作，可能會導致人員受到危及生命的重傷。

如果無視這個標誌進行操作，可能會導致人員受到傷害或物品損壞。

禁止該記號所述的一切行為。

強制依照該描述進行操作。

本說明書編篡流程嚴謹但關於本書上記載的內容，本公司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如依說明書操作而造成任何損失，本公司亦不負責。

另外本書所載之內容及操作方法，有可能會在無預告下更動。



騎乘前的練習

建議您在熟習操作之前

將速度調整為最低速度練習。

在習慣操作電動代步車之前，請在輔助者的陪同下公園等寬廣的場所練習

直到能熟練操作為止。

在下車之前請務必切斷電源。

請配合操作的熟練度以速度調節鈕調整速度。

按住右側的撥桿會往前進

按住左側的撥桿會往後退（同時會有警告聲）

前進、後退、停止的操作練習 

前進

後退

放開撥桿車輛即會停止。

速度調節撥桿 

使用本產品前(後)請詳細檢查車體各部位。

疏於檢查可能會導致代步車故障。



首先練習直線行駛

一開始請先以最低速來練習 

依據道路行駛規則 代步車的路權等同於行人
請遵守交通規則駕駛代步車

關於駕駛的練習

請練習Ｓ字型轉彎

並牢記相對速度急轉彎的時機

習慣Ｓ行轉彎之後 請練習倒車的方法

一開始請先放慢速度倒車

※減速感應器會跟操縱桿連動 並在轉彎時自動減速



安全注意事項

禁止二人共乘。 禁止行駛在傾斜的路面上。

請勿使用拖車。 請勿在喝酒、過勞、生病、或精神狀態不佳時
行駛。

如要使用行動電話或通信器材、
請在安全的地點停車、並切斷車輛電源之後
再行使用。

請勿進行以下操作



本產品具有20V/m的抗電磁干擾能力

此能力可避免電磁干涉（EMI：ElectromagneticInterference）

保護您使用時的安全。

隨著通信科技快速發展一些電子機器如電視、收音機等放出的大量電磁波(電波)

長駐於我們的生活環境中，電磁波無法目視，越靠近源頭訊號越強。

任何傳導體都能當做電磁波的收信機 代步車也不例外

任何代步車多少都會對電磁干擾（EMI）產生反應。
電磁干擾會導致代步車異常做動或無法控制  以下為美國政府發\出的聲明稿  

詳記於每台代步車的使用說明書中。

電動輪椅或電動代步車（此處統稱電動代步車）有可能受到廣播局、電視局、電台

、無\線電、行動電話等放出的電磁波 (EMI）干擾，發生煞車自動解除、自動移動

、或方向偏移等等情形另外也可能使代步車受到無法恢復的損害，電磁能量的強度

可以每瓦特/公尺單位做判定。

任何電動代步車在設計時皆會將EMI的承受度列入考量。
這種技術稱為”防電磁干擾能力” 此能力越高能保護產品的抗干擾幅度也就越大。 

現在的技術至少能提供20V/m的防護  20V/m能有效的阻絕一般電磁干涉。

遵照以下事項可防止人員重傷以及降低煞車自動解除的風險。

1)　電動代步車啟動時請切斷收音機、無線電、行動電話的電源。

2)　請注意不要靠近廣播公司的天線或無線基地台。

為了騎乘安全請務必遵守下列事項



3)　車輛任意移動或煞車自動解除時，請馬上切斷電源。

4)　任意追加額外的配件或改造電動代步車本體有可能會減弱車輛對電磁干涉

   的強度。（注意：並無簡易測定電磁干涉程度的方法）

5)　車輛任意移動或煞車自動解除時請立即通知製造商並告知附近有無電磁干

    涉發生源。(如基地台或天線)

如發生下列任何情況請儘速切斷電源

1.　代步車任意作動

2.　無法控制方向

3.　煞車自動解除

依照FDA（美國食品醫藥管理局）的法規，代步車製造商對於任何新產品都需

確認該產品是否具要求防電磁干擾能力，為了使用上的安全，電動代步車所要

求的等級是20V/m。此數值越高防電磁干擾的能力就越強。



關於室外行駛

請勿行駛在車道上。 請勿在沒有護欄的河岸邊行駛。

請勿在雨中行駛。 請勿在雪中行駛。 

請勿在路況不良的狀態下行駛。 儘量避免在夜間行駛。

為了安全駕駛請遵守以下規則
 



倒車時請注意後方是否有人員或障礙物。

並以最低速行駛。

請勿蛇行、急轉彎、急煞車。

行駛時請勿將手或腳置於車體外。

請勿行駛於高度差五公分以上的路段。

請避免穿越十公分以上的溝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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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坡道上的行駛

請勿攀登十度以上的斜坡 強行攀登可能會導致
代步車損壞或翻車。 
安全傾斜角超過十度將會以警告音及燈號提醒您。

禁止在坡道上倒車。

在坡道上只能直進，如在上坡時倒車
可能會導致代步車損壞或翻車 。
 

請勿行駛於左右角度差三度以上的斜坡 

強行行駛可能會導致代步車損壞或翻車。 

安全傾斜角超過三度將會以警告音及燈號提醒您。

禁止行駛在沙地、不平坦的道路、沒有柵欄的河岸邊。 

坡道上的行駛比一般道路更加危險 如忽視以下警告

有可能造成追撞或翻車等事故。

以上

以上10



下坡時請以最低速行駛。

下坡時的煞車距離會比一般道路來得長。

請勿在坡道上下車。 

下車時請選擇平坦的地點。

請隨時注意左右的平衡行駛。

請勿在坡道上載重物。



使用沒有接地線的插座將會有觸電的危險。
充電時請同時以兩個電池為一組進行。
請勿在充電器作動時將電池取下。
請勿在室外或潮濕的地方充電。 

警告！

關於充電

充電器使用方法

1.切斷代步車電源。
2.將充電器接頭插入插座。
3.將充電器電源線插入電池連接端子。
 （請以旋轉方式打開端子保護蓋）。

4.打開電源開關當風扇開始做動便進入充電狀態。
  充電中可藉由充電器的燈號了解充電狀況。
  燈號為紅色代表待機中，黃色代表充電中，綠色則

  代表充電完成。

充電時間:最長七小時

本代步車裝備二個電池，除了正確充電之外無需保養。

關於電池

斷路器

電池端子

插入電池端子

電源表示 LED 充電表示 LED

※如使用附屬的充電台座可將電池卸下充電。→P.24

第一次啟動代步車時電池儘有少許電量，在電池充分蓄電之前無法達到最大行駛距離。

本代步車附有充電器一組，為延長電池壽命請按照下列步驟進行充電。



操縱桿

電源開關

速度調節撥桿

座椅

電池

拐杖架

後置物籃

PU輪胎（後輪）

車體

PU輪胎（前輪）

轉彎減速感應器

置物籃

操縱桿角度調整旋鈕

構造圖（各部位名稱）

※範例照片可能跟實物有所差異

S637

以下介紹S637如何作動以及各部位的機能。
S637如有損壞請詳細檢查各部位。
S637由以下的元件構成。



名詞解釋

1.操縱桿 操作操縱桿控制車輛行進方向。

2.操縱桿角度調整旋鈕 鬆開旋鈕可任意調整操縱桿角度，車輛行進中請務必固定好。

3.座椅 搬運車輛時可卸下方便搬運。

4.扶手 可自由調整扶手角度。

5.座椅釋放柄 往上拉便可旋轉座椅。

可自由旋轉45度。

行駛中請將座椅朝向前方。

6.PU輪胎 使用PU輪胎。

7.手煞車釋放柄 為了讓使用者以手推動車輛本車備有防輪胎鎖死的功能。

「要以手移動車輛請先把電源KEY轉到OFF，並確認釋放柄的位置

(後置物籃右側)。

8.電源開關 電源可透過KEY啟動或關閉。

KEY可以防止代步車被盜用或遭竊。

9.速度調整撥桿 可控制車輛的速度、前進及後退。

10.置物籃 前置物籃可掛於操縱桿上使用。

限重五公斤。

後置物籃的限重則為八公斤。

11.可拆卸電池組

12.轉彎減速感應器

在拆卸狀態下可透過充電台座充電。

搬運車輛時亦可卸下方便搬運。

和操縱桿連動，轉彎時會自動減速。 

13.傾斜角度感知器 和車身前後左右的角度連動，

超過安全傾斜角度會以燈號和聲音告知。

※過了一定時間將只以燈號告知。



分解圖

車體
拐杖架
電池
座椅
前置物籃

電動代步車可分解成車體、拐杖架、電池

以及置物籃五個部分

拆解車輛時請依照下列順序小心作業

※範例照片可能跟實物有所差異



車輛解體方法

本代步車可大略分解成車體、電池、拐杖架、座椅、前置物籃等五部分

請依照下列的步驟分解並小心搬運。

前置物籃及柺杖架請參照二十五頁的組裝方法。

步驟1：卸下座椅(一邊拉右側的釋放柄一邊將座椅往上提)

步驟2：拆卸電池

一邊將電池上方的旋鈕往上拉，同時握住電池握把往斜上方提起，

便可卸下電池。
　

固定旋鈕

將電池上方的旋鈕往上拉，就能解

除固定狀態。

請一邊將旋鈕往上拉一邊卸下電池。

①.將電池上方的旋鈕往上拉解除鎖定狀態

②. 在步驟1的同時握住握把往箭頭方向施力便能卸下電池

另一側的電池以同樣方法卸下

②

①

警告!電動代步車組裝屬於荷重作業。

警告!在拆卸\各部位的同時請注意避免夾住手指或壓傷。
組裝時請留心您的指甲並戴上手套。

警告!在未拆卸電池的狀態下搬運車輛有可能讓腰部受傷。



安裝方法

步驟1：將電池置於原安裝位置。

將電池對準三角型游標直線推到最底端。

放下固定旋鈕 確認電池已經固定。

輕拉電池確定電池是否完全固定。

另一側亦以同樣方法安裝。

警告!電動代步車組裝屬於荷重作業。

警告!在拆卸各部位時請注意避免夾到手指或壓傷。

組裝時請留意指甲並戴上手套作業。

警告！在未拆卸電池的狀態下搬運車輛可能會讓腰部受傷。

步驟2：組裝座椅(一邊拉起右側的釋放柄一邊放下座椅)

對準三角形游標

直推到底

固定旋鈕
放下固定旋鈕 並確認電池已經固定。
(建議您輕拉電池手把反覆確認)



關於操作

在上路前請先熟習車輛的操作方式。

電源KEY
速度調整旋鈕

喇叭

大燈開關
電源燈

電量表

速度控制撥桿

（前進）

速度控制撥桿

（後退）

搬運時

慢慢鬆開操縱桿角度調整旋鈕，

將操縱桿往下拉車輛將成為摺疊

式利於您的搬運。

操縱桿角度調整旋鈕

傾斜警告燈

關於手動煞車

手動煞車把手

手動煞車能夠防止車輛在電磁煞車無做動(手推模式或電源用盡)情況下移動。

握住手動煞車後輪便會進入煞車狀態。

在握住手煞車的狀態下按下停車鈕 煞車便會鎖死，

再握住一次手剎車煞車狀態便會自動解除。

在行駛前請務必確認煞車狀態已經解除。 停車按鈕 

※請勿在行駛中使用手動煞車



前進/後退/煞車

按住右方撥桿車輛會前進，按住左方撥桿車輛

會後退。

速度調整

本代步車的最高速度可以旋鈕調整。

烏龜代表低速，兔子代表高速。

將旋鈕轉向兔子(順時針)速度就會變快，

反時針轉向烏龜速度就會變慢。

電量表

代表電池殘餘的電量。

指針往右(綠色)表示電量充足，

會隨著車輛行駛往左(紅色)移動。

若指針以位於紅色區域請儘早為電池充電。

速度調整旋鈕

控制系統

在習慣操作前請以低速行駛。

在不熟悉練的狀態下操作可能會使周圍的人受傷。

如覺得速度太快難以控制車輛，請放開速度控制撥桿，

車輛便會減速進而完全停止。

除了緊急狀況之外 請勿以拔除電源KEY做為煞車手段。

電源開關（電源KEY）

電源開關

將KEY插入電源便會啟動，

車輛將會發動。

若將KEY拔除車輛就會停止。

前進

後退

※在轉彎時代步車將會配合現在的最高速度做

  相應的減速。



喇叭・大燈開關

・按下喇叭鈕喇叭便會響起。

鬆開按鈕喇叭便會停止。

喇叭可以告知周圍的人們代步車正在接近。

在轉彎處或視野的死角也可以多加利用。

・按下大燈開關大燈便會開啟。

再按一次燈就會熄滅。

電源燈（故障提醒）

啟動車輛時若狀態正常燈號便會亮起，

若有任何異常燈號則會開始閃爍。

提醒您留意代步車的狀況。

閃爍次數代表的意義如下表:

※車輛在手動(推)模式下燈號也會閃爍一次。

電池需要充電

電池電壓過低

電池電壓過高

超出限電流時間

煞車故障

撥桿定位失效

撥桿線路故障

馬達電壓異常

其他部位異常

閃爍次數 意　義                      閃爍次數 意　義                      

速度控制撥桿和電磁煞車

按住速度控制撥桿電磁煞車便會解除讓車輛開始移動。

放開撥桿車輛及會緩緩減速進而完全停止，

完全停止後電磁煞車會重新做動固定車輛。

代步車未經指令做出意料之外的動作時，

請立刻放開速度控制撥桿並切斷電源。
警告！

傾斜警告燈

在超過安全角度的斜坡行駛將會響起警告聲與警示燈

警告。(前後約10度 左右約4度)

※警告聲在一定時間後會停止，請立刻停止爬坡並折

　返，返回平坦的道路警告會中止。

大燈開關

※燈號閃爍三次以上請向鄰近經銷商求助

 



座椅調整

放下背靠

將背靠摺疊將利於搬運。

座椅迴轉

以座椅側邊的\旋轉釋放柄能讓座椅旋轉四十五度。

座椅自由迴轉便於騎乘者上下車。

將旋轉釋放柄向上提可解除座椅固定迴轉座椅。

將座椅轉到想要的位置。

放開釋放柄並前後輕搖座椅便可重新固定。

座椅扶手調整

座椅扶手可上提，易於上下車。



安裝安全帶

扶手寬度調整

確認調整旋鈕的位置。

（位於扶手支點與座椅的連接處）

安裝的位置在扶手與座椅(面)的接點。

卸下左右扶手、將套圈穿過扶手末端，

並再次將扶手安上座椅。

按下扣環上的「PRESS」紅色按鈕 安全帶就會鬆開。

請調整安全帶長度直至腹部感覺到有少許的壓迫感。

在顛簸的路面上請使用安全帶 可防止您自代步車上摔落。 

往反時針方向鬆開旋鈕，直到扶手能夠移動為止。

移動扶手到合適的孔位上(請勿超過MAX字樣）。

轉緊旋鈕。

按下便會鬆開

安全帶前端套圈

穿過扶手末端

調整旋鈕



調整操縱桿角度

手(推)動模式

調整操縱桿可讓您方便操作，

並依使用者喜好決定控制面板的遠近。

旋鈕位於操縱桿下方

確認旋鈕的位置。

一手撐住操縱桿，另一手緩緩鬆開旋鈕。

操縱桿鬆動之後即可調整角度。

請依照使用者習慣決定角度，

角度決定之後請確實將旋鈕鎖緊。

釋放柄推至行駛模式，

電磁煞車會自動啟動。

釋放柄推至手(推)動模式，

電磁煞車會自動解除，請勿在此模式下操作車輛

手煞車(釋放柄)

下車

本代步車備有能夠以人力移動車輛的手(推)動模式。

要轉換此模式關閉車輛電源，並在車輛右後方找到釋放柄。

確認釋放柄未置之後將釋放柄推至手(推)動模式手煞車就會解鎖。

將釋放柄推至行駛模式手煞車會再次做動。

在手(推)動\模式下電磁煞車會失效，車輛將無法行駛。

手(推)動模式適用於只想稍微移動車輛時。

代步車的設計可讓使用者方便上下。

在平坦處停下代步車並將電源KEY調整至關閉狀態。

如有必要可提起扶手方便下車。

下車後請將扶手歸位。

雙腳離開腳踏墊行駛有可能導致騎乘人員重傷。

請確實坐上代步車再行駛。

行駛模式

手(推)動模式

警告！

為了安全駕駛請遵守以下規則

角度調整旋鈕



長
寬

高／座椅高度（離地）
前輪
後輪
載重量
最高速
行駛里程數
離地高度
電池
電池重量
煞車
全重(含電池）

機　種

規格

1190㎜
665㎜
1050㎜/580㎜
16吋PU胎
12吋PU胎
100kg
8km/h（可調整）
約24km（因行駛條件而異）
80㎜
12V 22Ah×2  
15kg（2個）
電磁煞車 手動煞車 
64kg

S637

產規可能因應設計變更變動(不另行通知)



電源表示LED 充電表示LED

關於充電的注意事項

警告!充電時請勿吸菸或開啟暖氣，若電池內的氣體外流有可能會引發爆炸

，請隨時注意電池外觀有無破損並妥善保管。

電池及充電器並無防水設計 請勿在屋外充電。

警告!使用充電器的插座強烈建議您、30 m/A的斷電器（RCD）保護。

警告!電池充電中為通電狀態，請絕對不要試圖自代步車上拆卸或安裝電池

，拔除電源線時請先關掉插座的開關。

充電座的電源端子在充電座前方的護蓋下方。

移開護蓋、在充電器未通電時將電源線插入電源端子、

請將準電池上的三角游標和充電座上的游標重疊，

確實插入。

警告!請以兩個電池為一組充電。

請勿在充電器做動時自車輛上拆卸電池。

請勿在屋外或潮濕的地方充電。

電池充電器 

使用充電座充電

將充電器插頭插入插座開始充電。

充電完成之後、將電源插頭自充電器拔下、再將充電插頭自充電座上拔下。

為避免電源端子沾上灰塵或受潮 請蓋回保護蓋。

可經由充電器上的燈號了解充電情況。

充電器一通電、電源表示LED會亮紅燈。

電池充電完成後充電表示LED會亮綠燈。

・亮紅燈 ― 待機中

・亮黃燈 ― 充電中

・亮綠燈 ― 充電完成

三角形游標

對準三角形游標
自上方將電池確實插入

電源端子



如圖所示 

附件組裝

拐杖架組裝方法

拐杖架

座椅左側下緣有插入孔

※因機種不同規格可能有所差異

插入拐杖架，並

旋緊旋鈕固定。

前置物籃組裝方法

如圖所示

請將前置物籃掛上推至最底端，

並確認掛置物籃是否完全固定。

前置物籃

龍頭掛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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