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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洗碗機符合國際安全標準進行設計與製造，下列資訊提供作為安全用並應

詳讀。

請本操作手冊置於安全地方，便於日後使用。如果本洗碗機販售、丟棄或搬運，

請確定本操作手冊也連同提供。

請詳讀本操作手冊，其包含安全安裝、使用與保養的重要資訊。

本洗碗機針對室內使用或類似應用設計，例如：

–農舍；

–飯店、旅館與家庭。

–床餐與早餐製做。

請將本洗碗機的全部包裝材拆除，同時確保搬運時沒有受損。如果發生受損，請

洽零售商並不可進一步進行安裝。

建議事項

一般安全資訊

如果本洗碗機以安全方式監控與瞭解涉及的危險，則可由年齡8歲以上的孩童、身

心障礙人士操作。

–孩童不得玩耍本洗碗機。

–使用者負責清潔本洗碗機。除非在監督下，否則孩童不得進行清潔或保養。

–本洗碗機僅適合室內環境用，不適合商用或工業用。

–本洗碗機必須依據操作手冊規定清洗碗盤。

–本洗碗機不得裝設在室外，甚至有覆蓋的區域，曝露在風雨環境下相當危險。

–本洗碗機不可赤腳觸碰。

–切斷本洗碗機電源時，請握住插頭拔出，不可拉線拔出。

–在每次循環結束與清潔洗碗機前或任何保養後，水龍頭務必關閉，插頭從插座

　拔出。

–如果洗碗機發生故障，不可碰觸內部零件與自行修理。

–機門不可傾斜或坐在上面：可能造成洗碗機翻倒。

–機門不得持續開啟，避免形成危險障礙。

–將洗碗精遠離孩童可及之處。

–包裝材不可當作玩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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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

產品

–處理任何包裝材時，務必遵照當地法規，讓包裝才能夠重複使用。

–歐洲指令2012/19/EU電氣與電子設備廢棄物(WEEE)規定家用電器不得利用一

　般固體廢棄回收方式處理，報廢的電器應獨立收集，便於洗碗機內部的材料有

　最佳重複使用與回收，避免對環境與大眾健康造成影響。所有產品上所示的回

　收桶符號提醒物主有義務將廢棄物分開處理。

　關於正確處理家用電器的資訊，請洽官方機關或當地經銷商。

節能與環保

省水與省電

‧請在洗碗機裝滿下開始洗程，在等待洗碗機裝滿時，可以利用預洗循環來避免

產生異味(如果有的話，請參見洗程)。

　–請利用洗程表選擇適合餐盤與油漬量的洗程：

　–對於沾有正常油漬的餐盤，請使用環保洗程，確保節省水電量。

–刀具與尖銳邊緣的器具務必將尖端/刀面朝下放置在餐具籃或平放在隔間或托　

　盤/第三盤籃。

–利用洗碗機所附的水管連接用水，不可使用舊水管。

–獨立式洗碗機的背面靠著牆面裝設。
產品

品牌

機型 
標準盤座的額定容量(1) 
能效等級從A+++(低耗電量)到D (高耗電量) 
每年耗電量kWh(2) 
標準洗程的耗電量kWh 
關機模式的耗電量W 
持續啟動模式的耗電量W 
每年公升耗水量(3) 
烘乾效能等級從G(低效能)到A(高效能) 
標準洗程設定時間(分鐘) 
持續啟動模式的時間(分鐘) 
dB(A)噪音量 Re 1pW 
嵌入機型

註解

1)標籤資訊跟標準洗程有關，這項設定適合正常清洗油漬的餐盤，就節省水
　電量來說為最有效率的設定，標準洗程對應節能循環。

2)依據280標準洗程，採用冷水清洗與低耗電模式，實際耗電量取決於電器
　使用方式。

3)依據280標準洗程，實際耗電量取決於電器使用方式。

ARISTON
LTB 6M116
14
A+
293
1.03
0.5
5.0
3080
A
190
12
46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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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

　　如果電器必須隨時搬動，請採用直立位置；有需要時，請靠背傾斜。

連接水管

　　請由合格的水電技師進行裝設水管。

進出水管可以設置在左右邊，以達到最佳裝設。

請確定洗碗機的水管不會彎曲或溢水。

連接進水管

至3/4”氣冷或熱水連接管(最高60°C) 。

打開水龍頭，直到水變乾淨。

將水管鎖緊並關閉水龍頭。

　　水壓必須在技術資料表規定的壓力以內，否則洗碗機無法正常操作。

　　請確定水管沒有彎曲或壓到。

連接出水管

利用管徑2公分的排水管(A)連接出水管。

出水管必須連接地板或洗碗機裝設面以上從40公分到80公分的高度。

連接出水管至洗碗槽之前，請將塑膠蓋(B)拆除 。

防溢流保護

洗碗機為了確保溢流不會發生：

–裝設異常或內部溢流保護的特殊斷水系統。

有些機型也有配備安全裝置New Acqua Stop*，以確保水管破裂時的防溢流保護。

　  警告：高壓電！

因為含有通電的電子零件，所以進水管絕不可切斷。

電氣連接

將插頭插入插座之前，請確定：

‧插座是否接地並符合現行法規；

‧插座是否能夠承受如機門內部資料銘牌所示的最大電器

‧電源電壓應在機門內部資料銘牌所示的電壓範圍以內。

　　一旦洗碗機裝設後，電源線與插座應方便使用。

　　纜線不得彎曲或壓到。

　　如果電源線受損，請由製造商或授權技術人員，便於避免所有潛在的危險

　　對於任何沒有遵照這些規定所發生的事件，本公司一概不負責。

固定與水平

1.將洗碗機固定在平穩的地面上。如果地面不平穩，洗碗機的前柱腳可用來調整

　到水平位置。如果洗碗機水平調整正確，就會變得更加穩固而操作不會移動或

　造成振動與噪音。

2.在洗碗機裝設之前，請撕掉木架下方的透明膠帶*，便於保護避免任何水氣凝結

　發生。

3.固定好洗碗機，讓側邊或背面板接觸鄰近機箱或牆面。本洗碗機也可放在工作

　平台下方*。

4*.要調整後柱腳，請使用8毫米開口的六角扳手轉動洗碗機前中間下方的紅色六

　角軸承，以順時鐘方向旋轉增加高度，以逆時鐘方向旋轉降低高度。

MIN 40 cm

MAX 80 cm



機器介紹

控制面板

洗程指示燈

鹽量指示燈

光潔劑指示燈
啟動-關閉/重新設定

按鍵與指示燈

選擇洗程按鍵

0706

技術資料

尺寸

容量

水壓

電源電壓

總功率

保險絲

寬度59.5cm
高度82cm
深度57cm
14標準盤座設置
0.05~1MPa(0.5~10帕)
7.25psi~145psi
參見洗碗機銘牌

參見洗碗機銘牌

參見洗碗機銘牌

本洗碗機符合下列歐盟指令規定：

–2006/95/EC (低電壓)
–2004/108/EC(電磁相容)
–2009/125/EC(Comm. Reg. 　
　1016/2010) (Ecodesign)
–97/17EC(標籤)
–2012/19/CE電氣與電子廢棄物
　設備(WEEE)

第一次洗程建議

在裝設之後，請將從支架與前架移除擋塊與固定塑膠組件(如果有的話) 。

軟化鹽槽設定

在開始第一次洗程之前，請設定水質硬度(參見軟化鹽章節) 。

先將軟化鹽槽裝水，然後放入大約一公斤的鹽，讓水正常流出。

只要本程序完成，即可進行洗程。

僅限使用洗碗機專用鹽。

將軟化鹽倒入洗碗機之後，低軟化鹽量(LOW SALT)指示燈*就會熄滅。

　　如果軟化鹽沒有裝鹽，軟化鹽槽與加熱器可能受損。

1.  上碗盤架

2.  上噴水臂

3.  頂端分配器

4.  碗盤架高度調整器

5.  下碗盤架

6.  下噴水臂

7.  清洗濾網

8.  軟化鹽槽

9.  洗碗精與光潔劑分配器

10.資料銘牌

11.控制面板***

洗程次數與類型和功能取決於洗碗機型。

本洗碗機裝有蜂鳴器/音響(取決於機型)，以告知使用者執行指令：電源打開、循

環結束等等。

控制面板/畫面的符號/指示燈/LED燈顏色、閃爍或亮起可能不同(取決於機型) 。

畫面提供洗程類型、烘乾/洗程階段、剩餘時間、溫度等等的有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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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啟動/關閉按鍵來啟動。 

‧現行選擇數量與指示燈閃爍(只有指示燈閃爍)。

‧按下P按鍵來選擇所要的硬度(參見硬度表)。

‧利用啟動/關閉按鍵來關閉洗碗機。 

‧設定完成！

即使使用多功能洗碗錠，軟化鹽槽也要有軟化鹽。

光潔劑的用量

沖洗讓餐盤乾燥更快速，光潔分配器應裝設︰

‧面板/畫面的低光潔劑(LOW RINSE AID)指示燈亮起時 *；

‧分配器門"D"的黑色指示燈*變成透明時。

 

1.按下並將護耳往上拉來打開分配器“D”；

2.小心將光潔劑盡可能倒入最大參考凹槽裡 - 以避免噴濺。如果發生噴濺，請立  

　即利用乾布進行擦拭。

3.將護蓋往下壓，直到聽到卡嗒聲關閉。

調整光潔劑用量

如果沒有達到完全烘乾效果，可能要調整所用的光潔劑量。

‧利用啟動/關閉按鍵來啟動。 

‧利用啟動/關閉按鍵來關閉。 

　　僅限使用洗碗機專用產品，不可食用鹽或工業用鹽。

　　請遵照包裝上的使用說明。

　　如果使用多功能洗碗錠，我們建議不論如何要加鹽，尤其是硬水(請遵照包裝

　　上的使用說明) 。

　　如果沒有加鹽或光潔劑，低軟化鹽量(LOW SALT*)與低光潔劑(LOW RINSE 

　　AID*)指示燈就會持續亮起。

軟化鹽的用量

使用軟化鹽預防餐盤與洗碗機的元件上形成水垢。

‧軟化鹽槽裡務必要有鹽是非常重要的。

‧設定水質硬度是重要的。

軟化鹽槽位在洗碗機的下方(參見說明)並裝有鹽：

‧控制面板的低軟化鹽量指示燈亮起 *；

‧軟化鹽槽蓋上的綠色浮標*不見。

‧參見水質硬度表。

1.將下餐架拆除並鬆開軟化鹽槽蓋(逆時鐘方向)。

2.只有第一次使用所做的事情：將給水器加水至邊緣。

3.將漏斗(參見圖形)固定好並將鹽加到軟化鹽槽

　至邊緣(大約一公斤)；通常只有少許水會溢出。

4.將漏斗拿掉並擦拭開口上的任何殘鹽；用水沖洗軟化鹽槽蓋，然後鎖上。

　每次加鹽到軟化鹽槽時，建議進行這項程序。

請確定軟化鹽槽蓋是否鎖緊，在洗程時不會有洗碗精跑入軟化鹽槽(可能損壞軟水

器而需要修理)。

　　只要需要加鹽時，我們建議洗程開始前，請進行這項程序。

設定水質硬度

對於正確的軟水器操作，請務必依據居家水質進行調整，該資訊請詢問自來水公

司，原廠設定為適度水質硬度。

‧利用啟動/關閉按鍵來啟動。 

‧利用啟動/關閉按鍵來關閉。 

‧按住P按鍵大約5秒聽到嗶嗶聲。

軟化鹽與光潔劑

水質硬度表

等級

1
2
3
4
5*

月

七個月

五個月

三個月

兩個月

2/3個月

0-6
6-11

12-17
17-34
34-50

0-10
11-20
21-30
31-60
61-90

0-1
1.1-2
2.1-3
3.1-6
6.1-9

ofHodH mmo/l

軟化鹽槽每天一個

洗程的平均用鹽量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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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在放置碗盤之前，請將碗盤裡的所有剩餘食物與玻璃杯和容器裡的液體清空。不

需沖洗。

請將碗盤排好穩固並不得翻倒；同時開口朝下的容器與凹/凸部傾斜排好，讓水流

自由流到每個表面。

請確定鍋蓋、握把、托盤與油鍋不會影響噴水臂旋轉，將小物品放置在餐具籃裡。

因為塑膠餐盤與不沾鍋通常留有較多的水滴，所以烘乾效果並不如陶瓷餐盤或不

銹鋼餐盤那麼好。

輕量物品像塑膠容器應放置在上碗盤架上，同時排好不會移動。

啟動洗碗機前，請確定噴水臂可以自由旋轉。

下碗盤架

下碗盤架可以固定鍋子、鍋蓋、餐盤、沙拉碗、餐具等等，大型餐盤與鍋蓋應放

置在側邊。

沾有多油漬的盤子與鍋子應放置在下碗盤架上，因為這裡有較強勁水流且較強清

洗性能。

* 僅限特定機型

數款洗碗機型裝有上傾斜固定架*，可以採用直立或水平排列(下方)，方便放置鍋

子與沙拉碗。

餐具的放置‧按下P按鍵三次 -就會聽到嗶嗶聲。

‧利用啟動/關閉按鍵來啟動洗碗機。 

‧現行選擇數量與光潔劑指示燈閃爍(只有指示燈閃爍)。

‧按下P按鍵來選擇光潔劑量。

‧利用啟動/關閉按鍵來關閉。 

‧設定完成！

如果光潔劑用量設定為零，就不會供應光潔劑 ，同時若沒有光潔劑 ，低光潔劑指

示燈也不會亮起。

依據洗碗機型，最多能夠進行四級設定，原廠設定為中間等級。

‧如果在餐盤上看見藍色條紋，請設定為低數值(1-2)。

‧如果餐盤上有幾滴水或水垢，請設定為高數值(3-4)。

*僅限特定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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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具籃

可調式碗盤籃能夠滑動，

讓下碗盤架有最佳的空間。

此外，還配備頂架改善餐具排列。

　　刀具與尖銳邊緣的器具務必朝下

放置在餐具籃或平放在上碗盤架上的隔間。

上餐盤架

將上餐盤架放置精緻輕量的杯碗像玻璃杯、

杯子、茶碟與淺沙拉碗。

數款洗碗機型裝有上固定架*，

放置茶碟/點心碟時，可以採用直立或水平。

可調式上傾斜固定架

上傾斜固定架的側邊可以固定在三個高度，

讓碗盤能夠有最佳的排列。

將酒杯的杯腳放入對應的凹槽，

即可安全放置在上傾斜固定架。

為了有最佳烘乾效果，請將上傾斜固定架調整更傾斜。

要改變傾斜角度，請將上傾斜固定架往上推，

然後稍微滑動固定。

餐具托盤*

數款洗碗機型裝有滑動托盤，可用來

固定餐具或小杯子。要有最佳清洗效

果，請避免將大型碗盤直接放置在托

盤下方，這樣才可以移除餐具托盤

(參見圖形)。

*僅限特定機型有不同的數量與位置

上碗盤架可以依據需要調整高度：

調高將大型碗盤放置在下碗盤架上，

調低讓上傾斜固定架/區域有更多空間。

調整上碗盤架高度

為了輕鬆排好碗盤，可將上碗盤架往上或往下移動。

碗盤架沒有放置碗盤時，可調整上碗盤架的高度。

碗盤架不可單側上升或下降。

如果碗盤架配備抬升裝置*(參見圖形)，

請握住兩邊往上抬起。

要恢復到下方位置，請按下碗盤架兩側的握桿(A)，讓碗盤架往下降。

不適合的碗盤

‧木製碗盤與餐具。

‧精緻裝飾玻璃製品、藝術品與古董碗盤，裝飾品不耐用。

‧無法承受高溫的合成材料部分。

‧銅錫碗盤。

‧沾有灰臘、油墨的碗盤。

在清洗時，玻璃裝飾品與鋁/銀金屬件會變色與褪色。在經過幾次清洗之後，有些

玻璃製品(像水晶物品)也可能會變暗。

玻璃製品與碗盤損壞

原因：

‧玻璃製品類型與生產方式。

‧洗碗精的化學成分。

‧沖洗循環的水溫。

提示：

‧只能使用洗碗機製造商保證的玻璃製品與陶瓷製品。

‧使用碗盤專用的洗碗精。

‧一旦洗程結束，就從洗碗機裡拿出玻璃製品與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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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洗碗機

1.將水龍頭打開。

2.打開機門並按下啟動/關閉(ON/OFF)按鍵。

3.量測洗碗精。

4.放置碗盤。

5.依據碗盤類型與油量按下P按鍵來選擇洗程(參見洗程表)。

6.關閉機門來啟動洗程。

7.聽到嗶嗶聲與所選洗程的指示燈閃爍表示洗程結束，打開機門，按下啟動/關閉

　(ON/OFF)按鍵關閉洗碗機，關閉水龍頭並拔掉插頭。

8.在拿出碗盤之前，請先等待數分鐘來避免燙傷。先從下碗盤架開始，拿出碗盤架。

　　洗碗機在長時間沒有啟動下自動關閉，達到省電。

　　自動洗程*：有些洗碗機型配備特殊感測器，可用來評估油量與自動選擇最有

　　效率經濟的洗程。

　　如果碗盤放入洗碗機前只有稍微沾油或已經用水沖洗，請減少洗碗精的用量。

改變清洗中的洗程

如果在洗程時選擇錯誤，只要打開機門即可改變循環，小心避免蒸氣跑出，然後

按下啟動/關閉(ON/OFF)按鍵；洗碗機就會關閉。利用啟動/關閉(ON/OFF)按鍵

重新啟動洗碗機，然後選擇新洗程與所需的功能；關閉機門開始循環。

額外放入碗盤

在沒有關閉洗碗機下，打開機門，小心避免蒸氣跑出，然後碗盤放入洗碗機。關

閉機門︰循環從中斷處開始。

突然中斷

如果機門在洗程時打開或停電，循環就會停止。一旦機門關閉或恢復供電，循環

就會再從中斷處開始。

* 僅限特定機型

洗碗精的用量

良好的清洗效果取決正確的洗碗精用量，用量過多並不會給予更有效清洗，反而

造成環境污染。

依據碗盤沾油量，洗碗精用量可以利用洗碗粉或洗碗精調整。

對於正常沾油的碗盤，大約使用35公克(洗碗粉)或35毫升(洗碗精)。如果使用洗

滌片，一片就夠的。

如果碗盤放入洗碗機前只有稍微沾油或已經用水沖洗，請減少洗碗精的用量。

要有良好的清洗效果，請遵照洗碗精包裝盒所示的使用說明。

關於更多問題，請詢問洗碗精製造商。

要打開洗碗精分配器，請使用開啟裝置“A”。

只將洗碗精放入乾燥的分配器“B”。

將預洗用量的洗碗精直接放入機槽。

1.量測洗碗精時，請參見洗程表來添加適當

　的數量。隔間B有一水平器，顯示每次循環

　添加的最大洗碗精或洗碗粉用量。

2.從分配器邊緣擦除殘餘的洗碗精，燃後關閉蓋子聽到喀嚓聲。

3.往上拉關上洗碗精分配器蓋，直到關閉裝置固定。

洗碗精分配器依據洗程自動打開。

如果使用全效洗碗精，我們建議採用TABS功能，因為可以調整循環達到最佳清洗

與烘乾效果。

　　只使用洗碗機專用的洗碗精。

不可使用其他洗碗精。

洗碗精過量可能造成循環結束後，會有過多泡沫殘留在洗碗機裡。

為了達到最佳清洗與烘乾效果，還可以搭配洗碗精、清洗精與軟化鹽使用。

　　我們建議使用不含磷酸鹽或氯的洗碗精，

　　因為這些產物對環境有害。

洗碗精與洗碗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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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

洗程選擇與洗碗精用量說明

1.經濟(ECO)洗程屬於節能標章資料的標準循環，可用來清洗沾有一般油量的碗

　盤，就水電用量屬於最有效率的洗程。29gr/ml + 6gr/ml** – 1Tab(**預洗　

　洗碗精用量)

2.沾有過多油量的碗盤與油鍋(不可當作易脆製品)35gr/ml – 1Tab

3.沾有一般油量的碗盤與油鍋。 29gr/ml + 6gr/ml** – 1Tab

4.杯具行程，對於高溫較敏感35gr/ml –1Tab

5.稍微骯髒碗盤的快速洗程(理想為兩個盤座) 25gr/ml – 1Tab

6.在等待碗盤放入後，預先清洗，但沒有洗碗精

　待機耗電量：持續啟動模式耗電量：5W - 關閉模式耗電量：0.5W

註解：

在特定地方使用“急速(Express 40')”循環時，即可達到最佳性能。

為了進一步達到節電，洗碗機在裝滿下才進行清洗。

測試實驗室事項：關於EN測試條件的資訊，請寄至下列電子信箱：

ASSISTENZA_EN_LVS@indesitcompany.com

經濟            

自動加強  

自動一般  

杯具行程  

快洗40’   

預洗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03:10’

02:00’-03:10’

01:30’-02:30’

01:40’

00:40’

00:12’

11

14.0-15.5

14.5-16.0

11.0

9.5

4.5

1.03

1.5-1.8

1.2-1.35

1.1

0.9

0.01

關閉水電

‧每次洗程後將水龍頭關閉來避免漏水。

‧清潔與保養洗碗機時，務必將插頭拔掉。

清潔洗碗機

‧洗碗機的外表面與控制面板可以利用沾水棉布進行清潔，不可使用溶劑或研磨

製品。

‧洗碗機內部的任何污漬可以利用沾水與少許醋的棉布進行清潔。

避免異味產生

‧務必將洗碗機門關閉，以避免水氣形成與殘留在裡面。

‧定期利用沾有海棉清潔機門附近的密封墊與洗碗精分配器，可以避免食物卡在

　密封墊，這就是異味產生的主要原因。

清潔噴水臂

殘留的食物可能留在噴水臂上而變硬，同時阻塞噴水孔。因此，我們建議隨時檢

查噴水臂，並且利用非金屬刷子進行清潔。

兩組噴水臂可同時拆除。

清潔進水濾網*

如果使用新水管或水管長期沒有使用，請先用水流過來確保連接清潔且無雜質。

如果沒有進行這項預防措施，進水口可能發生阻塞而造成洗碗機受損。

　　定期清潔進水濾網。

–關上水龍頭。

–先鬆開進水管末端，拆除濾網，然後用水清潔。

–更換濾網並將水管鎖回固定。

　　洗程次數與類型和功能可能因洗碗機型而有所差異。

清洗循環 照料與保養

洗程
洗程包

含烘乾
洗程時間

用水量

(公升/循環)

用電量

(kWh/循環)

要拆除上噴水臂，請以逆

時鐘方向轉動塑膠鎖環，

然後更換上噴水臂，將有

較大孔洞的側邊朝上。

按住側邊護耳並

往上拉，即可拆

除下噴水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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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洗碗機發生故障時，尋求協助前請從下列清單中尋找答案。

疑難排除清除濾網

濾網總成由三個濾網所組成，可以濾除清洗水裡的食物殘渣，然後再循環用水。

如果要讓每次有最佳清洗效果，請務必進行更換。

　　定期清潔濾網。

　　在沒有濾網或濾網鬆脫下，不得使用洗碗機。

‧在經過幾次清洗之後，請檢查濾網總成，必要時，遵照下列說明徹底用水與非

金屬刷子清潔︰

1.將柱型濾網C以逆時鐘方向旋轉拉出(圖1)。

2.側蓋稍微用力將杯型濾網B拆除(圖2)；

3.滑出不銹鋼板濾網A(圖3)。

4.檢查濾網並清除任何殘留食物，不可將洗程幫浦的保護裝置拆除(黑色部分)(圖4)。

在清潔濾網之後，請放回濾網並正確固定；這對於維持洗碗機有效率運作是必須的。

洗碗機長期沒有使用

‧關閉洗碗機電源與水龍頭。

‧關上洗碗機門。

‧重新使用時，請將洗碗機清空，然後進行一次洗程。

* 僅限特定機型

洗碗機沒有啟動

或無法操控。

洗碗機門無法關

上。

洗碗機水未排出

洗碗機發出大聲

噪音。

碗盤與玻璃製品

上有一層白膜或

水垢。

碗盤沒有完全烘

乾。

‧水龍頭沒有打開。

‧先按下啟動/關閉(ON/OFF)按鍵來關閉洗碗機，大約經過一分

　鐘後重新啟動並重新設定洗碗機。

‧洗碗機沒有正確插上或使用另一個插座。

‧洗碗機門沒有正確關閉。

‧請確定碗盤架是否推到底。

‧門鎖打開，用力將機門推入，直到聽到“喀嚓聲”。

‧洗程還沒有結束。

‧排水管彎曲(參見安裝)。

‧排水管阻塞。

‧濾網受到殘留食物阻塞。

‧檢查排水管高度。

‧碗盤彼此碰撞或撞擊噴水臂而發出聲響，請將碗盤正確放　

　好，同時確定噴水臂可以自由轉動。

‧泡沫過多：洗碗精沒有正確量測或不適合洗碗機使用(參見洗

碗精與洗碗機使用)。不可用手預洗碗盤。

‧沒有軟化鹽。

‧水質硬度調整不當：增加相關數值(參見軟化鹽與光潔劑)。

‧軟化鹽與光潔劑分配器蓋沒有正確關上。

‧光潔劑已經沒有或用量過低。

‧選擇沒有烘乾的洗程。

‧光潔劑已經沒有(參見軟化鹽與光潔劑)。

‧光潔劑分配器設定不當。

‧非黏性或塑膠材質碗盤；水滴出現屬於正常。

問題： 可能原因/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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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盤與玻璃製品

上有條紋或出現

淡藍色。

碗盤沒有乾淨。

洗碗機沒有水。

阻塞閃燈。

‧碗盤沒有正確排好。

‧噴水臂無法自動轉動，受到碗盤阻礙。

‧洗程太輕柔(參見洗程)。

‧泡沫過多：洗碗精沒有正確量測或不適合洗碗機使用(參見洗

　碗精與洗碗機使用)。

‧光潔劑隔間蓋沒有正確關上。

‧濾網變髒或阻塞(參見照料與保養)。

‧軟化鹽用量過低(參見軟化鹽與光潔劑)。

‧請確定碗盤高度是否調整符合碗盤架。

‧噴水臂的孔洞阻塞(參見照料與保養)。

‧沒有水或水龍頭關上。

‧進水管彎曲(參見安裝)。

‧濾網阻塞：需要清潔(參見照料與保養)。

‧排水管阻塞：需要清潔。

‧在檢查與清潔之後，請先將洗碗機啟動關閉，然後開始新洗

　程。

‧如果問題仍存在，請將水龍頭關上，然後拔掉插頭並聯絡客

　服中心。

‧光潔劑用量過多。

問題： 可能原因/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