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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TRANCE E+ PRO 電動輔助自行車適用 

 
1.使用前請詳細閱讀此說明書，檢查各零組件是否完好以保證

您的安全。 

2.請遵守交通規則在(非機動)慢車道行駛，保證您和他人的安

全。 

3.慢速行駛，切勿騎車載人。 

4.請定期檢查煞車效果。 

5.請勿自行拆開電池、馬達、控制器、電量顯示器，如需更換，

請向授權專賣店購買原廠正品零件及維修。 

6.請勿借給不會操作電動輔助自行車的人騎行。 

7.遇有下雨天氣，本產品可以正常騎行，但請注意勿使本產品

涉水深度淹沒電器零件及放置戶外長時間淋雨，否則將造

成短路等故障；同時請在下雨天氣時特別注意緩慢行駛、

小心煞車以保證安全，騎後請將車子擦拭，減少故障機會。  

 

注意：為了保護環境，請勿將廢舊電池隨意丟棄，如需更換

蓄電池，請將廢舊電池送到本公司授權代理商處或指

定地點，執行回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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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給愛用者的話 

感謝您選用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設計製造的品牌：

捷安特；TRANCE E+ PRO 電動輔助自行車，希望我們的產

品能滿足您“行”的需求，同時帶給您輕鬆自然的感覺，讓

您盡享生活樂趣。 

本產品是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特別為消費者專門

設計、製造的符合國家相關標準的環保交通工具。 

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堅持獨立開發與製造適合消

費者的產品，始終貫徹“科技、時尚、人性”的品牌精神，

希望能夠為您提供操作簡單、功能齊全、技術領先的產品，

使您在使用本產品時，充分享受科技帶來的方便與舒適，盡

享成功人生的歡樂與愜意。 

本手冊將為您介紹 TRANCE E+ PRO 電動輔助自行車

的使用常識和保養方法，請您詳細閱讀，以便在安全和方便

的情況下，盡情享受 TRANCE E+ PRO 帶給您的騎乘樂趣。

特別提醒您，為了您的安全，請使用 TRANCE E+ PRO 專用

零組件並在有任何疑問時即時與我們的授權專賣店或本公司

聯絡，我們或我們的經銷商將竭誠為您提供即時、優質和高

效的服務。 

竭誠歡迎提供產品、服務改進意見與建議，並再次感謝

您使我們有機會為您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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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產品特色介紹 

一、為確保安全，請在做好以下檢查後再使用本產品： 

1.電池電量是否充足？ 

2.煞車系統功能是否正常工作？ 

3.輪胎壓力是否正常？(註:請依外胎上標示 20-40 psi建議

值作設定) 

4.車手，車手豎桿及座墊是否調整到正確位置與鎖緊？ 

5.電控系統是否正常？ 

6.前後輪運轉是否順暢? 

 

二、捷安特 TRANCE E+ PRO 電動輔助自行車優異功能 ： 

1.簡單化操作設計，方便使用。 

2.安全第一的考量。 

3.前後碟煞系統，擁有卓越的煞車性能。 

4.特別設計有限流、低電壓保護，使本產品更經久耐用。 

5.符合人體工學的座墊，騎行舒適。 

6.整車在正常使用情況下一年內，在充電充足狀態時的續

航力，電池仍保有 50%以上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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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部件名稱及簡介  

  3-1．整車結構： 

 

（上圖僅供參考，具體規格請以實物為準！） 

 

 

 3-2. 電源開關介紹(Ride Control ONE 控制器) 

 

 

 

 

Q 電源開關 

R 動力模式切換鈕 

S 燈&一般指示 

T 牽車輔助 

G 助力模式指示燈(5LED) 

H 異常指示燈 

J 電源指示燈(5LED) 

L 故障代碼指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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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規格表   

名稱 TRANCE E+0 PRO TRANCE E+ 3 PRO 

速別 前 1 速；後 12速 

輪胎尺寸 27.5 (吋) x 2.6 吋 

全長 1935mm 1936mm 

全寬 810mm 790mm 

全高$ 1052mm 1035mm 

重量 23.35Kg 24.9 Kg 

電池型式 244M36500I-02V 

電池類型 Panasonic 高效能鋰電池 

額定電壓 36V(36V-13.8Ah) 

充電器型式 GLI270C 

充電器規格 36V/6A 

充電時間 3~5 小時 

馬達型式 中置式馬達 

最大功率 381.35W 

限流保護值 13±1 A  

最高時速 不高於 25km/h 

一次充電續

航里程 

100km 請參照 P.15 頁 

註：本公司保留產品規格變更的權利，請以實物為準。 

 

 

 

 

 

 

 

 



                              7 

第三章 使用方法 

一、安全駕駛 

馬路上，大客車、小客車、機車、電動車輛、自行車及

行人，同樣都是利用馬路行走 ，駕駛人應避免無理的駛，並

嚴守交通法規行走為要。 

1.騎乘電動輔助自行車，應穿著鮮明，容易判別的服裝，諸如

白色、乳白色、黃色、紅色等顏色的衣服。 

2.清晨及晚間騎乘時應使用反射材料為宜，諸如安全帽、衣服

應貼有反光條。清晨及傍晚時提早開車頭燈，以增加對方之

注意力。 

3.為了自己的生命，騎乘電動輔助自行車請戴有正字標誌的安

全帽，千萬不要怕麻煩。 

4.騎車時請勿疲勞駕駛，避免發生意外。 

5.騎車勿喝酒，喝酒勿騎車。飲酒會影響人的視覺及反應，很

可能會導致意外事故發生。 

6.雖然騎乘電動輔助自行車不需要駕照，為了您及您家人的安

全，建議勿提供給未滿16歲之青少年騎乘。 

7.電動輔助自行車僅提供一人使用，不可載人。 

8.請先確定前後煞車器位置，煞車時需雙手同時使用，請勿單

獨使用單一煞車進行急煞車，否則易發生重心偏離產生危

險。 

9.轉彎時，事前確認安全後並使用方向燈來顯示，不要隨意變

換車道、行駛快車道或尾隨大貨(客)車，以避免發生意外。 

10.留意車頭燈、煞車及照後鏡等是否正常使用。 

11.不可分心單手駕車，要全神貫注，安全駕駛。 

12.看見老年人和小孩子穿越馬路或看到自行車要通過時，應

讓他們優先通行。 

13.下雨天時跟車距離應加長，因為路面濕滑，煞車距離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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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因此務必保持行駛間之安全距離。 

14.在下雨天轉彎時容易發生滑倒或翻車的危險，所以更要小

心減速慢行。 

15.不要小看砂、泥、落葉這些東西，很可能在彎道上會因煞

車而滑動，失去平衡，請小心駕駛。 

16.道路積水的地方，可能會有凹洞，經過此一路面必須減低

速度或避開。 

17.沒有鋪設柏油的砂礫路面或不良路況時，應減速慢行通

過。 

18.停車需停放於安全可靠之場所，必免因停車不慎造成危

險。 

註：以上交通安全駕駛節錄於交通部「交通安全入口網」，如

需更多交通安全訊習，請參考 http://168.motc.gov.tw/ 

 

 

 

 

 

 

 

 

 

 

 

http://168.mo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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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操作方式 

2-1．起動 

2-1-1．控制電源開關(Ride Control ONE)位於把手

的左側 

 

2-1-2．按下電源開關後，電量指示將顯示目前之電

池之剩餘容量及騎乘模式。 

2-1-3．使用者可依路況及騎乘需求，按壓“△”或

“▽” 動力模式切換鈕選擇騎乘模式，助

力模式指示燈(5LED)將會跳至選擇助力模

式，在各模式下踩動腳踏後，馬達助力系統

將會自動產生相對應電動輔助力。 

2-1-4．開始踩踏騎乘時，助踩輔助系統開始作用，

請依負荷、坡度、騎乘速度等適時變換檔位，

以達到最經濟省電的騎乘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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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各燈號助力模式說明 

模式選擇 說明 

 L5 

強力模式 

提供最強的馬達輔助動力，但相對的也會消耗較多

的電力，續航力比較短，適合於坡度較大的斜坡道

路或山區道路使用。 

 L4 

運動模式 

具有較強的馬達輔助動力，可快速提升所需要的助

力及速度，適合平路加速及緩和的斜坡道路使用。 

L3 

活躍模式 

最常使用的輔助模式，馬達輔助力與騎乘者助踩力

大約相同，本模式可兼具速度及續航力，適合一般

道路使用。 

 L2 

基礎模式 

自然的馬達輔助動力，可以讓騎乘者輕鬆助踩，達

到人力與馬達輔助力最佳的平衡點，是一般道路最

佳的騎乘模式。 

 L1 

節能模式 

具有較弱的馬達輔助動力，騎乘者助踩的力量需較

大，所以消耗較少的電力，續航力會比較長，適合

於一般道路及緩和下坡道路使用。 

 無燈號 

人力騎行

模式 

同一般自行車模式無助力，所以無電力消耗，適合

於已有一定速度且行駛於一般道路及緩和下坡道

路使用。 

         2-2．騎乘 

2-2-1．人力騎乘 

          如遇系統無電或騎車體能鍛鍊，本產品

也可以以人力騎乘。 

注意：因電動輔助自行車車身較重，人力騎乘較費

力。當以人力騎乘時請特別注意路況，以免

造成危險。 

2-2-2．人力與電力輔助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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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起動時會依據腳踏出力大小給予

最佳輔助動力，騎乘中請保持人力助踩，增

加整車平衡度及增進騎乘者健康。 

2-3．煞車 

2-3-1．本產品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14126

電動輔助自行車構造之規範，右煞車把手煞

後輪、左煞車把手煞前輪。 

2-3-2．騎行過程中，請注意遵守交通規則，依據路

況隨時調整速度，注意煞車時，請先煞右側

後煞車！ 

2-3-3．長下坡路段，煞車應該提前使用，以點煞方

式控制車速，並要保持安全車速，隨時注意

路況與來車。請勿緊急煞車,你可能因為緊急

煞車而滑倒受傷！ 

2-4．停車&上鎖 

停車後將電源開關按鈕按下，燈號熄滅表示已

經關機完成，取下電源箱鑰匙，確保電源箱鎖上。  

2-5．ANT+配對 

2-5-1．本產品之電源開關(Ride Control ONE 控制器)

可透過 ANT+協定發送騎乘資料，可支援

ANT+的設備(如某些智慧手機或 GPS 設備)

在與 Ride Control ONE 控制器配對時，可以

顯示部分騎乘資料，例如：速度、踏頻、助

力模式、電池電量…等。 

2-5-2．ANT+配對僅適用帶有 ANT+標識的電源開

關(Ride Control ONE 控制器)，顯示哪些可

用資料欄位取決於接收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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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電池和充電器操作注意事項 

一、 電池和充電器簡介 

1-1. 電池顯示介紹 

 

1-2.充電器顯示介紹 

 

二、 充電指示 

常規充電模式(100%) 

通電後自檢：LED1、LED2 快速紅/綠/關閉 

未連接電池：充電器 LED1 為紅燈恆亮 

充電時：充電器 LED1 為綠燈閃爍 

充電完成：充電器 LED1 為綠燈恆亮 

充電問題：充電器 LED1 為紅燈閃爍 

長期儲存充電模式(60%) 

  連接充電器，按下 LED2 按扭 

充電與常規充電模式完全相同；除了 

LED2 為黃色恆亮 

充電將停在 60% 

A 電池外殼 

B 充電插孔 

C 電池容量確認鈕 

 

A 電源插頭(110-240V) 

B 充電器本體 

C 充電容量設定紐 60% 

D 充電指示燈 100% 

E 充電線 

F 充電轉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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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電池充電的時機 

新電池多處於「休眠」狀能，接上充電器既可「喚醒」，

按下電池容量確認鈕可顯示剩於電量。 

請在第一次騎乘電動輔助自行車前，先將電池充飽電 5

小時，再做騎乘動作。 

鋰電池可隨用隨充，如經過 15 次正常充電後或至少

每 3 個月，在再次電池充電之前，應透過騎乘完全釋

放電池電量低於 10%，這樣能夠延長電池使用壽命。 

長時間（1 個月以上）未使用時，將電池與電動輔助自

行車分離；並充滿 60%存放，每隔 3 個月補充電一次。 

長時間停用後，使用前請先充飽電再使用。 

三、電池充電/儲存的場所： 

室內、乾燥、沒有雨水、露水，周圍無易燃物品。 

環境溫度 5℃~40℃，避免陽光直射，通風良好。 

勿使兒童靠近。  

如電源箱長期與電動輔助自行車分離存放，請將電源

箱水平放置，並使充電插孔向上，以免意外；另外電

源箱勿直接放於地面。 

四、電池充電注意事項： 

充電時若聞到異味或溫度過高，請立即停止充電並送

專賣店檢修。 

使用獨立的插座充電，勿與其他電源插頭共用插座。 

勿以潮濕的手插、拔插頭。 

請勿敲打或重摔電源箱，不得自行拆卸電源箱外殼。 

充電時間請注意不超過 5 小時，節約能源。 

注意：為保證電池壽命，剩餘電量過低時，系統會自動停止

供電，此時只能人力騎乘或推行，為避免造成不便，

當電量指示降至 20%時，請您立即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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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電池充電方式（請務必使用原廠專用充電器） 

管內電池與車分離充電流程 

步驟 操作方式 圖示 

Step 1 
將電池開關鑰匙轉到 [OPEN]位

置。 

 

Step 2 
電池微向上施力確保鑰匙轉至

OPEN 位置。 

Step 3 
托住電池下方, 並將電池向下施力

推出 30 度角。 

 

Step 4 按下電池防墬保護桿做完全解鎖 

Step 5 放下電池並將電池抽出車身 

Step 6 

平放電池並搭配隨附專用充電器,

先接AC電源再接電池充電孔進行

充電 

Step 7 
充飽電後以傾斜 30 度角將電池底

部置入底座，調整至底部吻合。 

 
Step 8 

向上推入電池會有卡嚓聲響，表示

已安裝到位, 結束充電；請取出鑰

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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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內電池車上充電流程 

步驟 操作方式 圖示 

Step 1 關閉電源後搭配專用充電器 

 

Step 2 

先接車身充電孔再接 AC 端插頭,

進行充電並依充電器燈號判斷充

電狀態 

六、電池使用小常識： 

電池更換應以整組進行。 

電池容量會隨使用時間及使用頻率的增加而逐步減少，

一年後可能小於原容量的 50%，此為正常現象；電池

容量受溫度的變化，溫度越低，則電池越難以完全放

電而表現為電池容量偏小；這兩種原因都將影響電動

輔助自行車的續航里程。 

應環保要求，廢舊電池不得隨意丟棄！請將舊電

池送 TRANCE E+ PRO 專賣店回收。 

七、續航里程 

關於續航里程的長短，是取決使用者體重、戶外風阻、

路況、戶外溫度…等，下表是以助採模式下於不同的道路

狀況近似範圍。 

騎乘模式 L1 

ECO 

L2 

ECO+ 

L3 

NORMAL 

L4 

SPORT 

L5 

SPORT+ 

參考續航里程 

(平坦路面) 

100~90 

(km) 

90~80 

(km) 

80~70 

(km) 

70~60 

(km) 

60~50 

(km) 

注意：標準狀態是指車速 18km/h，新電池，容量為 36V /13.8Ah，

風速 2-3 級，常溫 25℃，無起動、煞車等，路面平坦，

胎壓正常，載重 6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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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整車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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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騎乘注意事項 

 

為了讓您能安全暢快的享受TRANCE E+ PRO的騎乘樂

趣，務必注意： 

* 合適的騎乘高度：請讓捷安特專賣店的服務人員幫您選

擇合適的高度。 

* 騎乘前檢查煞車性能。 

* 停車注意事項：請停在平坦的水泥路面，並不得妨礙公

共交通，遵守交通規則。 

一、騎乘前的檢查事項： 

為保證騎乘安全，請定期檢查以下事項： 

1.轉動系統：胎壓是否正常，輪胎表面是否有磨損；前後

輪快拆與輪軸固定是否鎖緊，前後輪運轉是

否順暢。 

2.煞車系統：左右煞車把手壓縮 1/2 行程時，是否可以使

電動輔助自行車停在原點無法移動。                  

3.電力系統：電源箱與車體是否確實組立固定；電源箱電

量是否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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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路上注意事項： 

1.轉彎時請放慢速度，並避免急轉彎。 

2.注意交通指示標誌。 

3.騎車時請勿載人。 

4.請以電量指示器多寡判斷電量（燈數愈多續航力愈

長）。 

5.起動、逆風或遇上坡時，助踩力愈大電力輔助力量愈

大。 

6.上坡、逆風、重載時增加助踩力量會獲得更佳的續航

力。 

  ！以上事項如有任何問題，請將電動輔助自行車送到最近

的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專賣店，由專門的技師為您

檢查調試。 

三、安全騎行 TRANCE E+ PRO 應遵守的事項： 

1.下坡路段請注意煞車並勿再加速。 

2.停車或下車推行時請關閉電源鎖。 

3.遇石子路面或路面有障礙物時請下車推行。 

4.前叉骨嚴禁加裝前叉鎖。 

5.請勿自行拆卸零件。 

6.騎乘前請確認電量是否充足。 

7.騎乘有異常時請立即停車檢查。 

8.請使用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原廠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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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保養與簡易維修 

一、零組件的定期保養、檢查內容 

為使您的電動輔助自行車保持最佳使用狀況，請定期

進行保養、清潔並檢查下列事項： 

* 前後輪胎壓力是否合適。 

* 車架、零組件是否清潔。 

* 外胎花紋是否磨損。 

* 後輪花鼓是否上油及運轉順暢。 

* 各部接頭是否鎖緊，有無腐蝕。 

* 騎乘一段時間後，檢查鋼絲張力是否正常，必要時送專

賣店維修。 

* 馬達、電池、控制器等組件均為免維護，請勿自行拆卸，

有任何問題請及時送專賣店檢修。 

二、保養說明 

* 嚴禁以高壓水柱或自來水沖洗，以免電子部件及配線浸

濕造成事故。 

* 嚴禁以腐蝕性溶劑或清潔劑清洗，以免造成塑膠零件及

油漆表面變色、腐蝕變形。 

* 外殼部位清潔時，請使用中性的溶液擦拭保養。 

* 車體金屬部位清潔時，請使用潤滑油擦拭保養。 

* 須上油的部位 

以下部位請 1~2 月注油一次潤滑以保證良好的使用狀況： 

  前後花鼓、主軸、鏈條、飛輪、前後煞車線 

！以下部位禁止注油： 

車身、輪胎、前後煞車 



                              20 

四、 故障排除說明 

故障問題 

故障症狀 檢查項目 維修方式 

騎乘續航力不足 

確認騎乘路況(參考 P.15)檢查

胎壓、傳動是否順暢、電池使

用年限…等 

1.依狀況自行排除 

2.送專賣店檢修 

開機無電量顯示 

1.手拉電源排線，檢查是否脫落 

2.送專賣店檢修，使用電表量測

電池電壓是否正常 

1.如脫落將電源排線接回 

2.依電壓測量值，檢修電池 

充電器紅燈閃爍

或無反應 

請送專賣店檢修確認，或使用

其他充電器充電器交叉測試 

依測試結果檢修 

儀表顯示錯誤訊習 

如果系統中檢測到問題，則會在開關燈號上顯示閃爍訊習。

有任何問題請及時送專賣店檢修。 

 

* LED 3 速度傳感器大多數情況下，多為對應位置問題，

重新調整輪圈上磁石位置即可。 

* LED 5 過熱問題，一般需要時間降溫，幾分鐘後重新啟

動即可。 

•LED 5: 過熱 

•LED 4: (空)無代表訊號 

•LED 3:速度傳感器問題 

•LED 2:馬達問題 

•LED 1:電池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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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零組件調整 

 

一、零組件調整方法及注意事項 

1.如需更換零組件，請到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專賣

店更換原廠標準組件，切勿私自更換其他廠牌零組件。 

2.請使用 TRANCE E+ PRO 專用鋰電池及充電器，以免

引起系統異常。 

3. TRANCE E+ PRO 電動輔助自行車使用碟煞系統，碟

煞盤對於平整的要求相當高，過度的偏擺都容易造成雜

音，因此請注意碟盤不要輕易遭受撞擊或壓迫，或是在

高溫下使用冷水降溫，如此都容易使碟盤變形。如需調

整碟煞系統時請到專賣店進行維護。 

4.騎乘一段時間鏈條會有鬆動時請至 TRANCE E+ PRO

專賣店調整。 

5.遇有下雨天氣騎乘時，請加長制動距離，以保證安全。 

6.不得私拆馬達、控制器、電池、顯示器，否則不予保證。 

二、本車的自行車組件已經依標準組立，如有自行調整，請

務必按照下述要求鎖緊： 

組件名稱 標準扭矩 注意事項 

車手鎖緊螺絲   14-18Nm 車手中間壓花不得露出 

把車手豎桿   20-25Nm 車手豎桿安全線不得露出 

座墊桿與座墊鎖緊   18-22Nm 座墊桿安全線不得露出 

前後花鼓螺帽   30-35Nm  

腳踏   35-40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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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Q & A 

1.何處可得到 TRANCE E+ PRO 的維修服務? 

所有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的經銷店均可進行一

般自行車的維修，電動零組件請到 TRANCE E+ PRO 指定

專賣店。 

2.最高時速是多少? 
依國家標準，TRANCE E+ PRO 電動輔助自行車的最

高時速為 25km/h 以下。 

3.充電一次可跑多遠?什麼因素影響續航力? 
若以騎乘者體重 65kg，無風時新電池在平坦的馬路上

以 18km 的時速連續腳踏助踩行駛時，一次充電的行駛里程

最高可達 100km。 

騎車者的體重、路面坡度、風速、開燈、氣溫及電池

的使用時間長短都會對續行里程有影響。 

4. TRANCE E+ PRO 電動輔助自行車使用何種電池？ 
本車系使用專用鋰電池。嚴禁消費者自行拆開電源箱

以免造成危險，後果自行負責。 

5.充電一次需多長時間？ 
約 3~5 小時，視騎乘後電池剩餘容量而定。 

6.電池的使用壽命多長？ 
    正常狀況下電池可以使用一年內，充飽電仍有 50%以

上容量可以使用(充飽電後 10A定電流放電 41.4分鐘以上，

參考 P.23)。 

7.電動輔助自行車涉水高度為多少？ 
電動輔助自行車可在不高於電機軸心高度的水中騎行。

如遇不可抗力，整車或馬達沒入水中，請勿開機，運送至

TRANCE E+ PRO 指定專賣店處理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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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銷售（保修）登記表 

1.本保證書自購買日填妥資料蓋完店章起生效。 

2.本保證書提供零組件 1年的品質保證。 

4.依照本保證書的內容，您可以享受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專賣店的原廠品質保證與售後服務。 

5.送修時，請持保證書帶著您的 TRANCE E+ PRO 電動輔助

自行車，向原來購得的專賣店直接接洽。 

6.如有遷居或贈車情事，致使原來購得專賣店無法繼續為您

服務，請洽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地址電話詳見封

底)我們會提供最方便的專賣店地點，以便持續為您服務。 

7.保證期間過後，倘若您的愛車需要維修，請洽任何巨大機

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專賣店，專業技師將樂意為您服務。 

 免費修理保證的範圍： 

在保證期內，顧客依本使用手冊正常使用如有故障發生，

可在原購車專賣店將提供本保證書範圍內完整售後服務。 

保修範圍：電量顯示器、鋼圈、座墊 、座墊桿、飛輪、

曲柄、主軸、前花鼓、後花鼓、車首零件、車手豎桿、前夾

器、後煞車、煞車把手、停車架、貨架等自購車之日起一年

內免費修理。 

車架與馬達保修二年，前叉、控制器、充電器、保修一

年。電池正常使用一年內容量保證 50%以上。 

檢測基準：新電池在 25~35 度以 10A 定電流放電時間需大於

80 分鐘以上；電池正常使用自購車之日後一年內，電池組容

量保證大於新電池組容量 50%以上，即以 10A 定電流放電時

間需大於 40 分鐘以上。溫度降低超過每 10 度時，以 10A 放

電時間需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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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保修零件外，其他易耗零件不屬保修範圍：內外

胎、煞車塊、鏈條、腳踏、煞車線、把手套、鋼絲、燈泡等

等。 

非免費修理保證的範圍： 

在保證期間內，若有下列情事而造成故障、損傷，則不

在保證範圍內，但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專賣店技師仍

將樂於為您服務，為需酌收成本費及工資。  

1.未依照本使用手冊做適當之保養維護。 

2.將電動輔助自行車用於其他用途或表演特技跳躍等危險動

作，因而導致產品損壞或功能失效時。 

3.任意拆裝及使用原廠以外的零組件。 

4.使用錯誤或交通事故或其他意外碰撞損壞。 

5.在非正常道路行駛。 

6.營業性出租使用或非特許不當使用。 

7.天災人力不可抗拒之原因。 

8.經非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專賣店之其他店維修。 

 

保養週期表 

 項    目 每一個月 每三個月 每六個月 備註 

1 電池活化保養   ˇ  

2 馬達檢查   ˇ  

3 控制器檢查   ˇ  

4 充電器檢查   ˇ  

5 輪胎檢查  ˇ   

6 煞車檢查 ˇ    

7 燈光設備檢查 ˇ    

8 螺絲鎖緊檢查 ˇ    

9 車體各部潤滑  ˇ   

10 停車支架檢查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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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登記表                      購買日期：    年     月    日 

保養週期 第 1 個月 第 2 個月 第 3 個月 第 4 個月 第 5 個月 第 6 個月 

保養日期       

經銷商簽章       

 

 

保養週期 第 7 個月 第 8 個月 第 9 個月 第 10 個月 第 11 個月 第 12 個月 

保養日期       

經銷商簽章       

 

 

保養週期 第 13 個月 第 14 個月 第 15 個月 第 16 個月 第 17 個月 第 18 個月 

保養日期       

經銷商簽章       

 

 

保養週期 第 19 個月 第 20 個月 第 21 個月 第 22 個月 第 23 個月 第 24 個月 

保養日期       

經銷商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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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品質保證卡        (公司聯)    二聯式：公司聯(白色)客戶聯(藍色) 

請翻開填寫          ★購買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姓名  
★產品型號  

★車架號碼  

生日 西元     年  月  日 ★電源箱編碼  

★手機  ★鑰匙編碼  

★電話  ★合格證編碼  

★地址 
市(縣 )       鄉(鎮)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E-Mail  

交車確認事項：（由門市人員與車主進行確認後由門市人員勾選） 

※請車主確認下列各項點交事項無誤後，於購車人欄簽收；若有委
託交車時，代理人於交車手續時所做任何行為，視同委託人之行
為，車輛離開本公司後概由委託人負責。 

確認 
打勾 

項目 
確認 
打勾 

項目 

 

※電池長時間不使用時請

先充飽電後再放置。 
※每隔 3 個月再充一次，確

保電池使用壽命延長。 

 

※請使用正確的充電器，在室

內、乾燥、沒有雨水、露水進
行充電。 

※電池為高效能鋰電池，嚴禁

加水，避免危險。 

 

※請先確定前後煞車器位
置，煞車時雙手同時使

用，勿使用單一煞車進行

急煞車，以免發生危險。 
※為了您的安全。請戴通過

安全測試認證的安全帽。 

 

※依「道路交通處罰條例」及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

自行車係不得附載坐人，請遵

守交通規則以免發生危險。 
※請勿自行改裝或擅自變更最

大行駛速率之電子控制裝置。 

經銷啇蓋章： 
 
 
 
 
 
 
交車人員：      年  月  日 

購車人簽收： 
 
 
 
 
 
 
                   年  月  日 

為保障您的保固權益，★註記請您務必填寫完整資料，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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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安特個人資料蒐集說明與服務條款 
1、 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服務客戶及提

供保固，依您的自由選擇取得您的個人資料，在個人資料保護

法及相關法令規定下，會依照本公司隱私權保護政策蒐集、處

理利用及妥善保管您的個人資料。 

2、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公司請求：(1)查

閱或刪除(2)索取複製本(3)補充或更正(4)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或刪除。上述權利不適用因本公司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執行業務

所必須之情形或政府機構或法律程序或法律容許要求的情況。 

3、 本公司不會將所收集的任何客戶個人資料交給公司外部的第三

者使用。本公司與分公司捷安特股份有限公司將共享這些收集

的會員資料做內部會員統計資料使用，以了解會員的需求，提

供優質平價的服務。 

4、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針對下列客戶個人資料使用方式，請

表達您的意願: 

□ 我同意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或其授權經銷商得定期

或不定期寄發捷安特股份有限公司或其授權經銷商的各類騎乘

活動、自行車相關服務及產品行銷有關之 eDM 或與商品或服務

有關之訊息或行銷宣傳品至會員所填寫的聯絡地址、手機電話及

電子郵件信箱。 
□ 我同意捷安特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得定期或不定期寄發捷

安特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的各類騎乘旅遊活動及旅遊行程促銷有

關之 eDM 或與商品或服務有關之訊息或行銷宣傳品至會員所填

寫的聯絡地址、手機電話及電子郵件信箱。 
□ 我同意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或其授權經銷商得使用

本人為參加捷安特股份有限公司或其授權經銷商所舉辦的活動

所被攝影之動、靜態素材，做為單車活動的推廣，製作網站內容、

平面刊物、剪輯成電視旅遊推廣商業性節目旅遊宣傳影帶或網路

影音。 
本人已詳細閱讀並同意以上告知事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本人親筆正楷中文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