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說明書
PD25AB 系列



前言與安全告示 

 這本使用說明書，是說明有關於您所買的車輛之正確的使用方法、安全駕駛、簡易的檢查方

法等。為了使您能有更舒適、更安全的駕駛，一定要詳細閱讀。

為了維護您的權益購車時，請向三陽重車經銷商索取使用說明書，並請接受下列說明： 

 車子正確的使用方法。  保證書之使用、保證內容、保證期限。

 有關交車前點檢與保養事項。

車輛的式樣或構造若有其他變更，或說明書上的照片、圖片及說明等與實物有異時，以實車為主，

恕不另行個別告知。

◎安全告示◎
您和您愛車的安全，都是我們所關心的，因此在手冊內,我們提供了許多有關您使用車時，應

注意的安全告示，請仔細閱讀並應遵守之。

此安全告示，警告了一些可能導致，您受傷害的潛在危險事項，每一安全告示，均有一特定

的警告標誌及警語，如下列標誌及說明。

！危險 

不遵守指示時，將會導致嚴重傷害，甚至死亡。 

！警告 

不遵守指示時，可能會導致傷害或死亡。 

！小心 

不遵守指示時，可能會導致傷害。 

◎每一安全告示中，均會有警示語，告訴你可能會發生什麼樣的危險,以及如何避免或降低危險。 
◎除前述三種警示標誌外，在使用說明書內，另有一種重要的標誌【注意】不遵守指示時，可

能會導致您車輛的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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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機構配置

PD25AB (野狼 T2 ABS) 

油箱蓋

後腳剎車踏板

變速踏桿

液晶儀錶組

前剎車拉桿

離合器拉桿

排氣管

 

大燈 / 
引擎熄火 / 
起動開關

遠近光燈 / 
方向燈 / 
超車/危險警示/ 
喇叭開關

LED 後燈 前  燈

後置腳架

側腳架

洩油螺絲

電瓶

主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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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保證辦法

一、保證內容：三陽機車全機種在正常使用狀況下，於保證期限內，凡發現有品質不良現象，本公
司均予以免費修理(一般消耗性零件除外)；經認定必要時得換新零件，其所更換之
零件，全數歸本公司所有。

二、保證期間：1. 非消耗性零件保用期限，以車輛原發照日起，二年內不限里程。
2. 廢氣排放控制系統功能保證：20,000 公里或五年(以先到者為準)。

註:進行保固維修時，須出示保養紀錄表(應有記載依保養週期定期保養紀錄及經銷商簽章)。 

三、有下列情況者，不適用本保證條款，惟如有保養修護之需要，本公司之各縣市重車經銷
商，仍願以合理的價格為顧客服務： 
1. 未依照定期保養表所指定之時間或行駛公里數，實施定期保養者。
2. 未按規定限用 92(含)以上之無鉛汽油，而引起之故障者。
3. 超載或使用不當者。
4. 隨意改造車輛，拆卸原裝零件或加裝其他設備者。

5. 非在本公司重車經銷商等保養、調整、修理，所發生之損害及故障者。
6. 由於使用非本公司之正廠零件、推薦使用機油或相當等級、規格之潤滑油﹝詳見保養手冊

中保養項目說明﹞，所造成之損壞者。使用變質或再生之潤滑油，所造成之損壞者。本款
所指『損壞者』不包括無因果關係之其他部份。

7. 車身烤漆如因清潔、洗車、打臘時使用含有矽化合物蠟品，致使漆面損傷。整車電鍍配
件，因氣候中鹽分、酸雨及高溫、高濕，可能造成侵蝕與氧化現象，應經常擦拭保養以維
持表面光澤及亮度。不影響車輛品質的官能感覺如聲音、振動等。

8. 煤煙、藥品、鳥糞、鹽化、硫磺或化學藥品(液)等，外來因素所引起的不良。
9. 使用蒸氣噴射清潔器或高壓清洗機，所造成零件部品或車體外觀之損壞或脫落。

10.  使用於技術表演、飆車、外送用途、營業用車等，以及於一般正常騎乘所不能行駛的特殊
環境或狀態下使用者。

11.  消光漆面避免研磨、拋光或打蠟動作，可能會造成表面的刮傷或損壞。請使用清水及中性
洗車精來去除微砂與灰塵。 

四、不屬保證零件(消耗性之零件)： 
機油類、齒輪油、剎車油、水箱冷卻液、空氣濾清器濾芯、機油濾清器濾芯、汽油濾清器濾芯、
保險絲、燈泡電氣類、煞車來令片、離合器來令片、彈簧類、電瓶、橡膠類(油環、油封及墊
片除外)、驅動皮帶、火星塞、導線類(煞車線、油門線、碼錶線、離合器線等)、輪胎(含內胎)
等。 

五、保證範圍的限制與縮減： 使用本產品應依規定定期加以維護，如發現異常應即送修，若因遲
延送修而因此異常範圍擴大者，本公司概不負責。 

六、不予保證之費用： 
1. 因保固期間之維修或其他因修車所造成之各項衍生費用及損失補償。(例如：拖吊車費、租

車費、運費、電話、傳真費及修業金等)。
2. 定期保養維護費(包括消耗品類的費用及油脂類、燃料等之交換或補充費用)。
3. 於本公司重車經銷商以外之修車費用。 

七、保證適用地區： 保證適用地區包括台灣、金門、馬祖、澎湖所使用的三陽機車，因此攜出前
所列之地區以外時，保證即告終止。 

八、保證的實施： 
1. 依本保證辦法所實施修理、保養、更換零件等維護工作，均由本公司所指定重車經銷商負

責之，惟本公司亦得視現況需要指定送修服務場所。
2. 保證期間保養、修理時，須攜帶保養紀錄表、行車執照。
3. 車主做定期保養維護時，保養記錄表應詳實記載保養項目及經銷商之簽章，否則恕不保證。 
4. 保證辦法如有變更時，以本公司正式公告為準，不另行個別告知。
5. 本保證書請妥為保管，遺失恕不補發(能提出完整之保養記錄者除外)如有擅自塗改保養記

錄之記載者，本保證自動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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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廢氣排放控制系統保證辦法

一、本車廢氣排放控制系統符合行政院環保署規定，在其廢氣排放控制系統有效使用期限內 
(20,000 公里或五年)，使用者完全依正常使用及規定保養下，本公司予以保證。

二、保證範圍： 

1.污染防制設備項目：
三元觸媒轉化器、曲軸箱通氣閥、活性碳罐、含氧量感知器、電子控制單元(ECU)、二次
空氣系統。

2.廢氣排放控制系統功能保證：
本車在使用 20,000 公里或五年內，均符合政府機關執行之定期或不定期廢氣檢驗。

三、有下列情況者，不適用本保證條款，惟如有保養修護之需要，本公司之各縣市重車經銷

商，仍願以合理的價格為顧客服務。 

1. 未依照定期保養表所指定之時間或行駛公里數實施定期保養。

2. 未在本公司重車經銷商定期檢查、調整或維修者，或無法提出保養記錄證明者。

3. 超載或使用不當。

4. 隨意改造車輛、拆卸原裝零件或加裝其它設備。

5. 使用非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規定限用 92(含)以上無鉛汽油等。

6. 使用於賽車或經常行駛於非機車一般正常行駛之道路。

7. 受颱風、水災等天災之損壞，或使用疏忽、車禍、外物撞擊之損壞及故障。

8. 長期停止使用未作適當定期發動保養者。

9. 里程表損壞未立即修護或經人為的變造、停用、更換者。

10. 未定期至定檢站，定期檢驗廢氣者。 

本公司出廠之新車，經污染及噪音檢測結果，已符合環保署施行日期：中華民國一零六年一月

一日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及一零六年一月一日機動車輛第六期噪音管制標準，並已在

車身內部張貼標示車輛管制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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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定期保養需知

 (保養週期請參閱保養手冊內之四行程排檔車系列機車定期保養檢查表) 

一 、為確保環境污染程度不日益嚴重，政府於民國 69 年 6 月 5 日發佈交通工具空氣污染排放標準，

要求各生產廠商所生產之各機種機車必須完全符合規定，本公司除了生產符合「交通工具空

氣污染排放標準」之產品外，並極力為淨化空氣，減少空氣污染而努力。

二、本機車出廠前皆經過嚴格檢驗，一切符合「交通工具空氣污染排放標準」之法令規定，但由

於顧客使用本產品情況不同，因而我們制定以下有關廢氣排放之定期檢查表，為確保排放之

正常使用者務必依規定定期做檢查、調整或維修。

三、若有其他使用上個別之問題，請諮詢本公司之各縣市重車經銷商。

四、有關排放規定如下： 

依據中華民國 102年 10 月 28 日環署空字第 1020091280 號令修正發佈，使用中車輛於惰轉
狀態測定標準(依車輛出廠日為準) 

排放測定項目 CO HC 

106年1月1日以後排放標準 2.0 %以下 1,000 P.P.M以下 

※排放標準若有變更時，依政府最新之規定為準。

五、請依規定至本公司重車經銷商，作定期檢查、調整或維修，以保持最佳之車況。 
註 1、在砂石路面或環境嚴重污染應增加經常清洗空氣濾清器的次數，以延長引擎壽命。 
註 2、常高速行駛或行駛頻繁，里程較多者，保養頻度須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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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駕駛之前

承蒙惠顧十分感謝 

為了使您的愛車發揮更佳之性能，必須實施完整的定期點檢制度，我們希望您在新車行駛 300
公里時立即前往出售經銷商處接受新車初期點檢，同時以後每 1,000 公里時，再實施定期點檢。

地球只有一個為了全民的健康，請務必使用無鉛汽油。 

 本公司出廠之新車噪音檢驗結果，已通過環保署 106 年 1 月 1 日實施之機動車輛第六期噪音管

制標準。

確保排放標準，請注意下列各項

一、 燃料之使用：請務必使用 92(含)以上無鉛汽油。 
二、 機油之使用：四行程引擎建議使用 SAE 10W-40  API SJ(JASO MA)級或以上等級機油。 
三、 請依定期保養表之規定保養(參照保養手冊之四行程檔車系列定期保養檢查表)。 
四、 關於廢氣控制系統，嚴禁任意調整或更換等(包括引擎控制電腦、火星塞使用、怠速調整、

點火正時等)。

五、 注意事項：

因為點火系，充電系，燃料系不順將對觸媒裝置產生很大之影響，所以感覺引擎不順時，請

馬上到本公司指定重車經銷商檢查、調整或維修。 
六、 本車廢氣控制系統符合政府規定，因此需更換該系統之任一零件時，務必使用本公司之正廠

零件，並由指定重車經銷商實施。

 限用 92(含)以上無鉛汽油，否則會損及觸媒裝置。

選用三陽正廠零件

為了使機車保持優異的性能‧每一樣零件的品質、材料、加工精度都須合乎設計的要求〝三陽正

廠純正零件〞是與製品同一規格的優良材料，經過精密加工及嚴格的品質檢查之後始能出廠出售。

因此更換零件一定要到〝三陽重車經銷商〞換用〝三陽正廠純正零件〞。若在市面上購買廉價或仿

造的代用零件，其品質與耐久性均無保障，將會引發料想不到的車輛故障，更無從發揮車輛的優

異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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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駕駛之前

安全的駕駛

心情放寬和正確的穿著是安全駕駛的重點，請遵守交通規則，不焦急、心情放寬沈著的駕駛吧！

車子剛買來之初，一般都會小心翼翼的駕駛但稍為習慣後，就往往大意起來，因而導致事故的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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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您： 






請戴安全帽。

行駛中勿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

請遵守速限。

請遵守例行定期的檢點保養。

 高溫注意！ 

 請勿碰觸！ 

 警告！！ 





 後座搭載乘員時，請建議乘員由車身左側上下車，並且確實要求將雙腳踏放在腳踏板上，以免

遭排氣管燙傷。
 車輛行駛後，排氣管的溫度很高，檢視或保養車輛時慎防被排氣管燙傷，並慎選適當地點停放
車輛以免他人被排氣管燙傷。



6. 駕駛之前

駕駛方法

駕駛姿勢: 
 駕駛機車的姿勢，對行車的安全有很大的影響；請將身體自然的放輕鬆，不管任何時候，都能

適時做出必要的反應。肩膀、手肘、手腕、手握處、腰及腳踏等部位，能以輕鬆自然的正確姿

勢騎乘。並請經常將身體的重心，放在座墊的中央，如果太往座墊後部乘坐，前輪的負重會減

輕，把手容易搖晃，可能會導致危險的發生。

虎口離把手內側一指幅 手腕的角度 

腳踏的方式 膝蓋輕夾油箱 

轉彎的要領: 

 轉彎的時候，因有離心力關係，故須放斜車身來轉彎；身體請保持與車輛同時傾斜，如此能較

容易轉彎，若身體與車子都不傾斜，就會形成不安定感。

轉彎行駛要領： 

.進入彎道前需減速。

.彎道中保持穩定的安全速度。

.出彎道時適度的加速，讓車輛能穩定的

前進。

.出彎道後確認前方安全後，再加速行駛。 

120° 

正確姿勢 錯誤姿勢

 
 

 

 

離心力

重力

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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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駕駛之前

剎車的要領: 

 剎車的時候，要瞭解前、後輪剎車時的特性。同時使用前、後輪剎車，單獨使用單一剎車，易

造成偏滑，使車輛失去安定性；並切勿急拉(踩)剎車，並保持車身的直立及剎車力的穩定，並

注意不能使車輪鎖住。在一般鋪裝良好的路面，前輪剎車力可比後輪稍重些，但須視路面條件

的變化，調整使用的剎車力，路面條件越差時，前輪的剎車力要越輕些。

不良路面的行駛要領: 

 遇道路顛坡、凹凸、高低或未舖裝之道路時，路面狀況經常起變化，在這樣的道路面上行駛易

產生不穩定現象，為能在這樣的路面順暢駕駛，請預先把握路況、減慢車速；肩膀保持穩定、

省力的操作方向把手。

注意！！ 

 車體側蓋和引擎之間，不要置放抹布等易燃物，以免燒損。

 請不要於其他未指定之處載物，以免造成車輛損壞之情形發生。

 載物不要超出前置物箱太多，以免影響方向把手之操作。

 請注意！有載物、沒載物，方向把手的操控感覺會有些許的變化。超載會使方向把手晃動，

因而影響行車安全，因此請注意載重。

 改造會影響車輛的構造或機能，進而使車輛操作性能變差或排氣音變大等，而導致車輛的壽

命縮短。且改造車輛是違法的，因此請勿隨意改造車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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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液晶儀錶

速度錶 

顯示行駛速率，速率單位 : 公里/小時或英哩/小時。在總里程模式下，同時按壓〝MODE〞
與 〝SET〞鍵 2 秒以上可以進行公里及英哩的切換。

里程計數器 

表示行駛里程之累積數，里程單位為公里/英哩。 

遠光指示燈 
前燈使用在遠燈時，遠光指示燈會同時亮燈。 

左/右方向燈指示燈 
當使用方向燈開關時，方向燈指示燈會隨方向燈開關操作同時閃爍。 

空檔位置指示燈 
引擎換檔變速於空檔位置時，此燈即會亮燈。

檔位顯示
顯示目前使用檔位。即時於液晶顯示 N,1,2,3,4,5,6。 

汽油油量顯示與低油量指示燈 

主開關轉至〝ON〞位置，汽油錶顯示畫面〝F〞點(第五格)是滿油，〝E〞點是沒油，若顯示於 
〝第一格油量〞為預備油位置時，低油量指示燈〝 〞則會同時亮起警示，提醒車主請立即補

充 92(含)以上無鉛汽油。 

燃油噴射系統(EFi)故障警示燈 
顯示燃油噴射系統之狀況，若燃油噴射系統有問題時，警示燈即會亮燈不熄滅。建議請前往三

陽 SBC 店或經銷商檢查或維修。

側腳架未升起警示燈 

當側腳架未升起時，警示燈會亮起；此時在空檔狀態下可發動引擎，但入檔後車輛即將熄火或

無法啟動；需升起側腳架警示燈熄滅後，車輛始可入檔發動。 

汽油錶

空檔位置指示燈

里程計數器

左/右方向指示燈

遠燈指示燈

速度錶

燃油噴射系統(EFi) 
故障警示燈

引擎轉速錶

檔位顯示 

時間/平均電壓顯示 
機油更換指示燈

 總里程/ 短里

程/ 平均電壓/
時間顯示切換

時間設定/ 機油

使用公里歸零/ 
短里程歸零

側腳架未升起警示燈 

冷卻水溫過高

警示燈

ABS 防鎖死煞車系統故障警示燈

低油量警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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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 防鎖死剎車系統故障警示燈:

主開關轉至“ON”位置時，ABS（防鎖死剎車系統）指示燈會亮起，行駛速度達 5km/h 以
上即熄滅，若指示燈未能熄滅，表 ABS 系統作動異常。當 ABS（防鎖死剎車系統）的功
能失效時，原始的剎車制動功能仍能正常工作。

警告:

 維持 ABS 最佳作動狀態，更換輪胎時請使用原廠指定規格(參照規格表)，以免行駛後產生危險。 

引擎冷卻水溫度過熱警示燈
顯示引擎冷卻水溫度狀態。引擎冷卻水溫度警示紅燈若亮起時，引擎溫度已達 112°表示過熱並

且會損壞引擎，應立即停止引擎運轉使其冷卻，建議前往三陽重車經銷商檢查或維修。

機油使用里程數(OIL)及機油更換警示燈(OIL CHANG) 

a. 引擎機油交換指示燈(OIL CHANG)是用來指示機油交換時間點，以亮燈來表示，當車輛行駛

約 1,000 公里時，指示燈即會亮燈，表示需要進行檢查或更換機油，視實際狀況決定。
b. 建議每 3,000 公里更換一次引擎機油。當更換完機油後，將主開關電源打開，在〝OIL〞模式

下，按〝SET〞鍵 2 次後會機油使用里程數歸零連同機油更換警示燈也會熄滅。

顯示模式切換與短里程歸零

1. 可設定顯示總行駛里程及設定短里程計數。

2. 主開關轉動至〝ON〞後，在一般顯示模式下，按壓〝MODE〞鍵 1 秒，即可做總里程模式、

短里程模式、機油使用里程數以及電壓模式顯示的切換。

TOTAL        TRIP OIL VOLTAGE 

3. 在短里程模式時，按壓 2 秒〝SET〞鍵，則可清除短里程之累積里程數。

4. 車輛靜止時，在任何模式下，按壓 1 秒〝SET〞鍵可顯示目前行駛最高速度紀錄 MAX SPEED，
數字顯示範圍為 0~199 公里或是英哩，再按〝SET〞2 秒以上，數值歸零。當電池電源重置

時數值會自動歸零。

時間設定

1. 時間可為 12H 或 24H 小時制。主開關轉動至〝ON〞後，時鐘會顯示 12H/24H 小時制之小

時及分鐘。時間容許誤差值為一日±2 秒。

2. 在總里程模式下，且車輛靜止時，長壓〝SET〞鍵(兩秒以上)即可進入〝時間設定模式〞

a. 按壓〝MODE〞1 秒，可使 12H/24H 小時制顯示切換。

b. 此時每按壓〝SET〞鍵 1 秒鐘，即可切換設定模式(小時→分鐘十位數→分鐘個位數)，
短壓〝MODE〞鍵 1 次數字增加 1，在設定模式下，長壓〝SET〞鍵(兩秒以上)即離開

時間設定定模式。

 12H/24H      時  分(十位數)     分(個位數) 
   (閃爍)   (閃爍)    (閃爍)

警告:

 當引擎熱時絕對禁止打開水相蓋，因為引擎冷卻液會高溫衝出造成人員嚴重燙傷。



平均電壓顯示
 主開關轉至〝ON〞時，電瓶平均電壓會自動顯示 10 秒鐘後切換為時間顯示。

 注意！！ 

 主開關鑰匙轉至〝ON〞的位置，關閉所有燈光系統開關，引擎未發動之電壓顯示若低於

12.0V 以下，建議請前往三陽重車經銷商檢查電瓶。

 車輛行駛中，電壓顯示若低於 10.0V 以下或高於 16.0V 以上，請立即前往三陽重車經銷

商檢修。 

主開關的操作 主開關為電氣電源斷續之開關。

“OFF”位置：所有線路皆關閉，引擎無法啟

動，鑰匙可以取出。

“ON”位置： 所有線路皆通路，引擎可啟動，

鑰匙無法取出。

注意！！ 

 車輛必須完全停車後，才可以關閉主開關。切勿在行駛中將主開關關閉，以免發生行駛中電

路斷電而發生危險。

把手鎖的操作

〝 LOCK 〞位置

 鑰匙下壓後轉到此位置，即可將轉向把手鎖住。

 鑰匙可取出。

 解鎖時鑰匙由此位置，直接轉到〝OFF〞位置即可。

注意！！ 

 為防車子被盜，停放車子時，一定要將方向把手鎖住。

 上鎖後，請左右轉動方向把手，確認是否已上鎖。

 確認上鎖後離開車子時，一定要取出鑰匙帶走。

 鑰匙本體上勿串接過多的鑰匙或配件，避免影響作動及功能性。

開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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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機車各部的操作

按鈕的使用

 全時自動點燈

全時自動點燈係指主開關轉至〝ON〞位置時，包括頭燈近光燈，LED 晝行燈(若有此配備)、後

尾燈、儀表照明燈、牌照燈都將自動連結成開啟狀態，無法單獨熄滅，可被視認度大幅提升輔

助行車安全。

 遠、近燈切換開關

 遠光燈照射使用。 

 近光燈照射使用；市區、會車請使用近光燈。 

 電動啟動馬達按鈕

以啟動電動馬達發動引擎時，使用本按鈕。 

主開關鑰匙轉至〝ON〞位置，拉住煞車拉桿並按此按鈕，引擎即可發動。

 注意！！ 

 引擎啟動後切不可再按此鈕，避免損害引擎機件。

 請勿連續按起動馬達按鈕 10 秒以上，每次須間隔 10 秒後再啟動，以防止起動馬達燒損。

若無法正常以電動方式啟動引擎，建議與最近之三陽重車經銷商聯絡檢查是否有異常。 

 左/右方向燈開關

主開關鑰匙轉至〝ON〞位置，切入方向燈開關，方向燈即發生作動。按下方向燈開關即可熄滅。

按鍵設自動回位裝置。

 右邊方向燈閃亮，表示右轉彎。 

 左邊方向燈閃亮，表示左轉彎。 

 喇叭開關

主開關鑰匙轉至〝ON〞位置，按下此鈕喇叭即鳴響。

左/右方向燈開關 

喇叭開關 電動起動開關

引擎熄火開關遠/近燈開關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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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車警示開關

 主開關轉至〝ON〞位置時，欲超車時，按下〝PASS〞開關，此時前燈的遠光燈會瞬間點

亮，以警示前方車輛，放開按鍵即回彈至原狀態。

 引擎熄火開關

 〝 開 〞位置 

此位置引擎可發動。

〝 關 〞位置

此位置引擎不能發動及供引擎熄火用。

 注意！！ 

 會車時勿按壓此開關，以免眩惑對方駕駛視線，影響行車安全。

遠、近燈開關 
引擎熄火開關

超車警示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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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動引擎的要領及注意事項

引擎的起動方法：

1. 將鑰匙插入主開關，轉至紅點位置"ON"。

注意！！ 
 引擎發動之前，請檢查機油及汽油量是否充足，且應於通風良好的地區發動，並避免急速加

油空轉。

2. 將檔位排至空檔。

3. 不要加油門(保持在全閉狀態下)，拉住煞車狀態下，按下起動開關按鈕。

注意！

 引擎發動前，請檢查機油及汽油量。

 引擎發動時，必須先將離合器拉起及後輪在煞車狀態下再發動，以免車輛往前衝。

 起動馬達運轉 3-5 秒連續數次後，引擎仍無法發動時，請將油門把手轉動 1/8-1/4 圈後，

再按下起動馬達按鈕可較容易發動。

 請勿連續按起動馬達按鈕 10 秒以上，每次須間隔 10 秒後再啟動，以防止起動馬達燒損。 

 車輛長期閒置未使用，或汽油完全用盡才補充新汽油時，引擎會較難發動，此時應多按幾

次起動馬達按鈕，油門關閉，即可發動。

 引擎於冷車發動後，應有幾分鐘的暖機運轉。

 引擎的排氣含有害的一氧化碳，因此應於通風良好的場所發動引擎。

全閉

全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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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起步行駛要領及注意事項

行駛前請先檢查前、後剎車是否良好及輪胎氣壓是否充足。

1. 先握緊離合器拉桿，再以左腳踏下變速踏桿進入一速檔。

2. 再將油門把手慢慢的加油，同時徐徐的放鬆離合器拉桿，車子會徐徐的行走。

注意 
 引擎發動後至車輛行駛前，絕對不可轉動油門，提高引擎轉速。

依行車速度的不同，必須換檔變速行駛。

否則由於速率與換檔的不當，將會帶給引擎不良的影響，且耗費汽油。

注意！！ 
 新車在開始行駛 1,000 公里內，應避免急加速起步及引擎長時間高速運轉，否則會縮短引擎
壽命。
 新車在行駛 300 公里後，即應更換機油與濾紙式機油濾芯，並清潔機油濾網。
 換裝引擎或大修之後，亦應限速行駛。
 引擎需暖機至運轉平穩後，始能起步行駛，以延長引擎之壽命。 

坡道的駕駛要領

 上坡行駛

普通斜坡以高速檔即可爬上，但陡坡或雙載時，必須使用較大之驅動力，因此需以降低檔位來增

加爬坡力，在引擎感覺吃力前，即應換入次低速檔，即可順暢行駛。

 下坡行駛

普通下坡道，將節氣門(油門)把手轉回關閉位置(勿拉動離合器)，並適時使用前、後輪剎車及引

擎剎車行駛即可滑下，陡坡或雙載時，需依其程度降低檔位或低速檔，使用引擎剎車行駛。

 注意！！ 
 剎車時請養成前、後輪同時剎車之習慣，否則會有偏滑之危險。

17 



         7. 機車各部的操作

變速箱的操作(往復式)
 此為左腳操作，國際六檔不循環變速，齒輪同

步嚙合式變速箱，非常易於操作。當您駛經交

通繁忙地區，上坡或轉彎時，須在引擎感覺吃

力前即換入低速檔。下坡時，亦須使用低速檔，

以保持安全速度並防止剎車過熱。

 變速時，將離合器拉桿拉到底，左腳操縱變速

箱踏桿至適當之檔位，再逐漸鬆開離合器即可。 
 引擎未運轉時不要操作變速箱，有些檔位會無

法換入。

 切勿猛力踏動變速踏桿，以免損害變速機構。

 行駛中要超越前車時，可以換檔於次一低檔然

後加速而超越前車，速度範圍請參照右列表。

 已高速行駛中，則不宜再急加速，以免引擎轉

速過高而影響引擎的壽命。

換低檔時之可能限界速度

6 檔→5 檔 60km/h 以下 

5 檔→4檔 50km/h 以下 

4 檔→3檔 40km/h 以下 

3 檔→2檔 30km/h 以下 

2 檔→1檔 15km/h 以下 

最佳的起步行駛要領 油門的控制

 起步行駛之前，應先打開方向燈，並目視後

方確認無車輛行駛過來，才起步行駛。

 使用側腳架駐車後，行駛前應先將腳架收

起，以免發生危險。

加速： 增加行車的速度。行駛於有坡度的道

路，緩緩轉動油門把手，引擎迴轉數與

車速相互配合做適當的變換檔位

減速：  降低行車的速度。

提醒您！！ 
為維持車輛的性能及壽命，新車期間(約 1,000 公里)請避免急加速、避免在無負載時引擎高

速運轉。 

加速

減速

1 

2 
3 

4 

5 

6 

注意
正確退 N 檔位之順序，應由檔位 2 踩至

檔位 1 後，再由檔位 1 輕勾進入 N 檔位。 
操作順位 1 - N -  2 - 3 - 4 - 5 - 6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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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機車各部的操作

車輛的停車及熄火

1.接近停車地點時：

 提早打開方向燈，以警示後方車輛，然後減速靠右邊行駛。

 停車時關閉油門同時緩緩拉緊前後剎車拉桿。

2.完全的停車：

 方向燈開關按回原位，主開關鑰匙轉於“OFF”位置，引擎即熄火。

注意！！ 
 行駛中請勿轉動主開關鑰匙，以免發生事故與危險。

3.為防盜竊，車輛停置後應將方向把手鎖住並拔取鑰匙。

注意！！ 
 側腳架駐車使用時應將方向把手向左轉到底並且將檔位排入一檔，以增加停車穩定性。

 行駛後，排氣管很熱，停放機車應選擇行人或小孩觸摸不到的地方，以免燙傷；以及遠離乾

燥易燃物(如：油氣類、雜草、紙類……等)。 

 車輛長期停放未使用，應於每週至少發動一次，每次 10 分鐘，避免汽油濾網阻塞，以維持車

輛引擎最佳之啟動狀態。

剎車

剎車時須前後輪同時剎車、請勿急剎車與急轉、下雨天要特別慎重小心駕駛。

 油門把手關閉後，將前、後剎車同時做剎車作動。

 "開始緩慢，柔和地，而後全力剎住"，這是使用剎車的最好方法。

 緊急剎車或急轉，會造成滑倒與轉倒的危險。

 特別是下雨天或地面潮濕的時候，緊急剎車、急轉，容易引起輪胎打滑、橫滑或轉倒的危險。

 下雨天或路面潮濕的地方，要比晴天時的剎車停止距離長，請減低速度，提早做剎車的準備。

 下坡時，以引擎剎車為主，並且實施前、後間斷剎車，慢慢行駛。

 車輛即使配備了”ABS”，車輛在轉彎前未完成減速動作，彎道中使用急剎車，車輛仍會有失控打

滑之現象發生。

注意！！ 
 如僅使用單輪剎車，易使機車有偏向，滑倒的危險。

 行車速度與各檔位應相互配合，高速時要避免變入低速檔或引擎剎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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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行駛前的檢查與簡易保養

日常檢查

檢查項目 檢查要點

引擎機油 是否在規定線之內？

汽油 燃料是否充足？(限用 92(含)以上無鉛汽油)

剎車
前剎車 剎車的情形？﹝剎車拉桿游隙 1~2 公分﹞ 
後剎車 剎車的情形？﹝剎車踏板游隙 2~3 公分﹞ 

輪胎
前 輪 氣壓是否正常？﹝標準 2.0kgf/㎠﹞(28psi) 
後 輪 氣壓是否正常？﹝標準 2.5kgf/㎠﹞(36psi) 

把手 是否有異常的振動或把手轉動困難？

速度錶、燈光、後視鏡 作動是否良好？燈光是否會亮？後面是否清楚？

主要部份的旋緊 螺絲、螺帽是否鬆弛？

異常之處 以前故障的地方還在嗎？

離合器 作動效果如何？

電  瓶 電瓶電壓是否低於 12.0V？(在氣溫 20°時)？ 

 注意！！ 
 在日常檢查中，如有任一項目不正常，應立即檢修才能使用，必要時可請三陽重車經銷商協助。 

機油的檢查與更換

 在平坦的地面，引擎熄火後２~３分鐘後，須將車輛與地面保持垂直，檢查機油視窗機油量是否

在上限與下限之間。

 機油更換建議新車時第一次為 300 公里，爾後每 3,000 公里更換一次；每 1,000 公里須做機油

量檢查或確認是否有異常不足的情形發生。

 更換後啟動引擎檢查是否漏油並確認機油量是在上限與下限之間，若須補足請補充相同品牌及

規格機油至上限為止。

 機油限定使用 SAE 10W-40 API SJ(JASO MA)級或相當品以上之機油，否則恕不負因此所產生

損害之保證責任，推薦使用〝SYMOIL〞系列機油。

 機油容量：1.7 公升(一般更換時：1.5 公升)

注意！！ 
 車輛傾斜或剛剛停車，機油油面不會準確。機油補充後確實將機油蓋上緊。

 經常高速行駛頻繁，里程較多或劇烈操駕者，請增加保養頻度及縮短機油更換里程。

 請依照機油更換週期更換機油外，建議每行駛 3000 公里或三個月添加一瓶 SYM“燃油系統

清淨劑”於汽油箱內，可有效清除噴油嘴之積碳及清潔供油系統。

上限

下限
洩油螺栓

機油檢查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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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行駛前的檢查與簡易保養

 濾網式機油濾清器的清潔 

打開濾油網螺帽蓋總成，取下濾油網，可用

汽油或空氣槍噴射，清除網內的雜質。

機油濾網位於引擎左下方。

注意！！

 車輛傾斜或剛剛停車熄火時，量測機油量

不會準確。

 更換機油的同時，請一併確認機油濾清器

是否有有異物堵塞或破損現象，若有則請

立即清除或更換。

 內置強力磁鐵，注意不得遺失。

 濾紙式機油濾清器的更換  

該請依定期保養里程數做更換。

注意！！

 更換濾紙式機油濾芯的同時，請一併更換

O 型環油封。注意安裝方向之正確性。

 更換完畢後，務必檢查機油視窗機油量

是否保持在上限與下限之間。

汽油的檢查

 檢查到達目的地所需的汽油充份足夠嗎？
 主開關轉至"ON"汽油錶顯示於"E"位置時，
請立即補充 92(含)以上無鉛汽油，此時汽
油箱預備量只剩 0.7 公升。
 油箱蓋附鎖，開鎖時將主開關鑰匙插入鎖孔
後，向右旋即可將油箱蓋打開補充無鉛汽
油；關閉時只須將油箱蓋直接向下壓緊即
可。

注意！！ 
 補充汽油時，請將主腳架架起或將車輛保持垂直地面，引擎一定要熄火，並嚴禁煙火。

 補充汽油時，加油流量不可過快，勿超出油量基準板以跳停為宜，避免噴出發生危險。補充

汽油時，加油流量不可過快，以免噴出發生危險。請勿超出油量基準板，以免發生危險。

 行駛上下坡道或過彎路面時，由於油箱內汽油晃動影響會造成油量指示微浮擺動為正常作動

情況，當車輛靜置時為實際油量值。

油箱蓋附鎖

油量基準孔位置

機油濾網

強力磁鐵 

機油濾網蓋

濾紙式機油濾芯

O 型環油封 

迫緊彈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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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行駛前的檢查與簡易保養

剎車燈的調整

剎車燈開關位於引擎箱右側後方。

調整方法如下: 
 檢查後剎車踏桿前端正確游隙 5~15 mm，

務使剎車能靈活作動。

 踏下後剎車踏桿，於其剎車開始發生作用之

時，剎車燈即應亮起。

※ 假如點亮過遲請向 A 方向轉動調整螺帽。

※ 如果過早，則請向 B 方向轉動。

冷卻裝置的檢查

《冷卻水量檢查》 

 在平坦的地方，將機車以主駐車架立起。

 從冷卻液檢視窗，檢查副水箱的冷卻液是否在

上限(F)與下限(L)之間。

 冷卻液接近於下限時，請補充冷卻液至上限。

《冷卻裝置洩漏檢查》

 檢查水箱、水管，是否有洩漏情形。

 檢查機車停放的地面上，是否有洩漏現象。

冷卻液的補給

一般冷卻液不足的狀況，只需補充副水箱即可。 

1. 在平坦處將車身保持與地面垂直的狀態。

2. 拆下水箱護蓋螺絲(A)處，取下護蓋。

3. 打開副水箱蓋，補充冷卻液至上限(F)位置。 

 冷卻液位下降太多，則表示有異常現象。 
 為了避免水箱生銹，請勿使用不明廠牌

水箱精。

推薦使用：〝SYMOIL〞三陽專屬水箱精

使用濃度比例：1:1
水箱容量: 主水箱:1,200 cc

  注意！！ 

 冷卻液混調時，請使用軟水。

 使用不良的冷卻液，會使水箱壽命縮短，應特別注意。

 建議副水箱水位每月定期檢查，冷卻液正常使用下應每一年更換一次。

B 

A 

調整螺帽

上限

下限

水箱蓋

(A) 

(F) 
(L) 

水箱、水管接頭漏水



8. 行駛前的檢查與簡易保養

碟式剎車的檢查 ﹝本內容為碟式剎車之型別配備﹞

 以目視檢查是否洩漏或損傷，如有洩漏或損傷請店家檢修。

 在平坦地面將車輛架立，檢查油面有在下限嗎？補充時推薦使用【DOT4】剎車油 

 從剎車夾具後方檢查，當剎車片磨耗界限溝

到達剎車盤時，則必須更換新剎車片。

【剎車油的補充】 

1. 鬆開螺絲，再取下總泵蓋。

2. 清潔擦拭儲存筒外周的雜物、污垢，但不要

使異物掉入儲存筒內。

3. 取下膜片。

4. 補充剎車油至儲存筒上限位置止。

5. 將膜片裝上，並蓋上總泵蓋。

6. 注意膜片方向勿讓異物進入，並確實鎖緊總

泵蓋。

注意！！ 
  補充剎車油時請勿超過上限，並避免剎車油滴附上塗裝部品、塑膠部品，以免損壞。

  週期保養時一併清潔煞車機構粉塵，可降低異音、提高煞車力，須至重車經銷商保養維護。  

下限
油管接頭

剎車片磨損界限溝
螺絲

總泵蓋

膜片

儲油筒

上限

剎車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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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行駛前的檢查與簡易保養

離合器拉桿的檢查與調整

離合器拉桿游隙應為 1~2 公分，請隨時檢查， 
必要調整時，請放鬆固定螺帽後，再轉動調整螺

帽調整，調整完成後再將固定螺帽鎖緊。

注意！！ 
 離合器的功能是將引擎的馬力傳動給後

輪，產生有效的驅動力量，因此離合器拉桿
的調整是否正確，對於機車的性能有密切的
關係，若離合器作動不順，會產生換檔困
難，或者加速失不順，會產生換檔困難，或
者加速失力打滑之現象。

 調整後，請確認換檔時是否順暢，引擎運轉
是否正常等情形。

 離合器拉桿游隙太小或過緊，易引起離合器
片之損壞。

油門把手游隙的調整

正確油門把手游隙大約有回轉角度 5°~ 10° 
 調整時，先將包覆之防水護套退出，放鬆固

定螺帽後，轉動調整螺帽後至適當鬆緊度，

再將固定螺帽鎖緊。

 

 剎車拉桿調整鈕 

操作方式: 

•將剎車拉桿向外拉開 (A), 旋轉調整鈕.
•調整鈕有 4 段可供調整，

位置(1)剎車拉桿與把手間距最短，操作剎車拉桿

之感覺最軟；位置(4) 剎車拉桿與把手間距最長，

操作剎車拉桿之感覺最硬。

調整螺帽

增大游隙

減少游隙

固定螺帽

調整螺帽

固定螺帽 

A

硬 

軟 

防水護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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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行駛前的檢查與簡易保養

驅動鏈條的檢查調整

《鏈條檢查方法》

 往上撥動之最大振幅應在 1~2 公分之間，並應檢查三個點以上，以最緊那一點為基準。

 將主腳架架起後，轉動後輪檢查傳動鏈是否有不順暢或異音現象。如果有異常請將驅動鏈條加

以調整。

 

《鏈條調整方法》

 鬆開後輪軸固定螺帽。

 旋轉左右兩邊鏈條調整螺絲至適當的鬆緊，然後調整螺絲的刻度與下圖所示之刻度對成一直

線，再將車軸固定螺帽鎖緊。

 注意！！ 
 左、右兩邊必須調整至相同刻度。鏈條必須定時清潔，並加油滑潤，以減少磨耗，保護鏈條。 

後輪軸固定螺帽

鏈條調整螺絲

調整螺絲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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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行駛前的檢查與簡易保養

輪胎的檢查

 請在引擎熄火，鑰匙取出的狀態下檢查、充氣。

輪胎接地面的曲度異常時，請用氣壓錶檢查，並請充氣到正常胎壓。

用輪胎氣壓錶檢查輪胎氣壓時，請在輪胎冷卻時行之。

 以目視檢查輪胎的接地面或側面是否龜裂

或損傷。

 以目視檢察輪胎的接地面或側面是否有釘

子或細石等異物扎入或堵住胎紋。

 請依“磨耗限度指示”檢查輪胎胎紋溝的

深度是否不足。

 “磨耗限度指示”若出現與胎紋表面切齊

的情形，請立即更換輪胎。

 輪胎胎紋深度不足會影響行車安全，建議

胎紋深度應維持在≧ 0.8mm。

 注意！！ 
 輪胎在兩側會有 3 至 4 個輪胎磨耗限度指示「△」、「TWI」等圖案記號，順著這標誌，向胎溝處一

塊微微突起的橡膠塊，當胎面紋路磨耗到跟此橡膠塊等高時，就表示輪胎已經面臨損耗的限度

（ 0.8mm）。輪胎應符合安全規格以利安全騎乘，若是低於標準請到重車經銷商檢查。 

輪胎標準胎壓值請參閱規格表 

磨損限度指示記號

磨損限度指示

異物〈釘、石〉 
龜裂/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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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行駛前的檢查與簡易保養

前叉轉向把手的檢查

【損傷】

以目視檢查前叉是否有損傷、漏油。

將轉向把手上下作動，檢查前叉是否因彎曲而

產生異音。

【前叉軸的鎖付狀態】

用扳手等工具檢查前叉軸的螺帽是否鬆動。

將轉向把手上下、前後、左右的轉動檢查轉向把

手是否鬆動、吃重、單偏的現象。

檢查轉向把手是否被剎車導線拉緊的現象。檢

查如有異常的現象，請立即前往重車經銷商檢查

及調整。

保險絲的檢查與更換

關掉主開關，檢查保險絲是否有斷掉。保險絲斷掉請使用指定規格之保險絲。

絕對禁止使用指定規格以上，或其他銅線、鐵絲代替以防電器系統燒毀。

保險絲位於電瓶附近，裝在保險絲固定盒內。

更換新保險絲時，保險絲與線路接頭須完全定位。

電裝部品：例如燈泡等之規格更換時請使用指定的純正部品，使用規格以外的部品會導

致保險絲燒毀，或電瓶耗電量過大。

洗車時請避免直接強力沖洗保險絲盒周圍。

保險絲燒毀原因不明時，請至重車經銷商處予以詳細檢查。 

燒斷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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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行駛前的檢查與簡易保養

電瓶的檢查與保養

電瓶端子有污垢或腐蝕時，請拆下清潔。

拆卸電瓶步驟如下：

將主開關“OFF”，先取下負極線端子螺絲後，再拆

下負極線。取下正極線端子螺絲後，再拆下正極線。 

注意！！ 
 端子腐蝕有白色粉狀附著時，用溫水擦拭去除。 
 端子有明顯腐蝕時，拆下電極線用鋼刷刷或砂紙

磨除。

 清掃後將電極線接上，端子塗上薄薄一層黃油。 
 安裝電瓶時，依電瓶取出要領反順序裝回。

火星塞的檢查

電極污染，間隙過大會使跳火不完全。

取下高壓線蓋。以工具包內的火星塞扳手，轉下火

星塞。檢查火星塞兩電極是否有污物。

以硬鋼線將電極間的污物清除，並用汽油洗淨，

然後用布塊擦乾。檢查火星塞電極，將電極之間隙

調整到 0.7~0.8mm。〔請使用厚薄規測定〕 
裝火星塞時，請先用手將其鎖緊，再用扳手加轉

1/2~3/4 轉。 

注意！！ 
 引擎停止後熱度很高謹防燙傷。請勿使用推薦以外的火星塞。推薦使用高熱值火星塞 CR8E。

負極

正極

0.7~0.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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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行駛前的檢查與簡易保養

空氣濾清器濾芯的檢查與更換

空氣濾清器如為污塵所填塞勢必影響引擎的性

能及消耗汽油，因此定期檢查是一項值得重視的

保養工作。

步驟如下：

1. 取下座墊。

2. 卸去固定空氣濾清器蓋的螺絲，取下空氣濾清

器蓋。

3. 從空氣濾清器箱內取出空氣濾芯組。

4. 檢查濾芯是否乾淨，若有積塵應清除之；若太

過髒污無法清理乾淨，則請更換新品。濾清海

棉與濾芯需一併更換

5. 再依拆卸的反順序確實裝上。

6. 空氣濾清器濾芯與海棉更換後，須以電腦診斷

器調校重新歸零設定。

注意！！ 
空氣濾清器芯若裝入不完全或使用非正廠濾芯，塵埃會直接被吸入汽缸內，引起磨損使馬力降

低，影響引擎壽命。

為確保引擎性能，請務必選用三陽正廠濾清器濾芯。

洗車時空氣濾清器芯不可浸濕，否則會影響起動不良。
空氣濾清器濾芯與海棉更換後，須以電腦診斷器調校重新歸零設定。

空氣濾芯

濾清海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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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車輛異常或故障時

引擎無法發動時

1. 主開關鑰匙轉至“ON”位置了嗎？ 2. 汽油箱有汽油嗎？

3. 按電動起動按鈕時有在空檔”N”的狀態嗎？ 4. 按電動起動按鈕時應保持加油把手全閉狀。

5. 主開關鑰匙轉至“ON”位置按下喇叭按

鈕，喇叭不響時保險絲可能燒斷。

喇叭開關

1 

2 
3 

4 

5 

6 

N 

注意
正確退 N 檔位之順序，應由檔位 2 踩至

檔位 1 後，再由檔位 1 輕勾進入 N 檔位。 
1 - N -  2 - 3 - 4 - 5 - 6 

全閉

全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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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空氣污染物排放控制系統

廢氣排放控制系統
構造： 

燃油蒸發控制系統
系統功能：  

由燃料油箱等燃料系統蒸發的燃料蒸氣，在密閉各部分管路下，防止直接排放到大氣的同時，將
燃料蒸氣引導至活性碳罐，利用罐中的活性碳粒，將油氣之碳氫化合物吸著，引擎運轉時利用負
壓吸力，將油氣吸入引擎內再次燃燒。 

 曲軸箱通氣閥
系統功能： 

在空氣濾清器開通氣孔，並設置油氣分離器，使曲軸箱中吹漏氣，經由汽缸蓋分離室，再經由此
油氣分離器讓油氣分離。 
經分離的油氣藉引擎吸氣負壓，流經節流閥體回到燃燒室燃燒，不使其排放到大氣，經分離的液
狀油保存在排油管中，定期排除。 

觸媒轉化器
系統功能：   

觸媒轉化器設置於排氣系統內；引擎排放之未完全燃燒氣體 CO、HC、NOx 流經此觸媒轉化器後，

催化劑將之氧化還原成 CO2、H2O、N2 等無害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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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空氣污染物排放控制系統

電子控制單元
接收各感知器的信號，控制怠速控制閥(步進馬達)的開啟位置，調整通往進氣歧管的旁通管
空氣量，修正怠速轉速，使引擎運轉趨於正常。
當引擎冷車啟動時，引擎進氣量增加，提高引擎怠速轉速，防止起動後初期引擎的不穩定
及熄火。
引擎溫度低時，步進馬達依溫度高低調整旁通空氣量，使引擎維持高怠速運轉。
減速時，經由 ECU 控制，使步進馬達配合油門作動，適當供給進氣歧管氣量使引擎緩慢返
回怠速狀態，同時避免進氣歧管負壓的上升，減少廢氣排放。

含氧量感知器    (O2 sensor):   

功用:量測汽缸排出廢氣中氧的濃度，並將訊號回傳電腦，用以改變噴油嘴的噴油時間，調整
混合比之稀濃。若含氧量太低表示混合氣太濃，廢氣中 HC 和 CO 的濃度會增高；若含
氧量太高，表示混合氣太稀，較稀的混合比會讓燃燒溫度升高並使廢氣中 NOx 的濃度
增高。 

故障現象:怠速偏高、耗油。 

故障原因:損壞、短路、接頭鬆脫、接頭銹蝕。

二次空氣控制閥  

功用:怠速或低速時，二次空氣閥維持開啟，讓二次空氣導入排氣中，可降低 CO 值。

故障現象:行駛中回油放炮、耗油、CO 值過高，無法通過排氣檢驗。

故障原因:損壞、短路、接頭鬆脫、接頭銹蝕。 

二次空氣單向閥

作用原理: 
機車排氣道內的壓力會隨著排氣閥門的關閉而產生正壓與負壓脈動波，利用一具有逆止
回流功能的二次空氣單向閥，當排氣道內為負壓時，二次空氣單向閥被吸開，外界空氣
被導入排氣道中與廢氣 CO，HC 產生化學反應，變成 CO2，H2O 等無害氣體，當排氣
道為正壓時，二次空氣單向閥關閉防止排廢氣逆流至二次空氣控制閥。 

含氧量感知器(O2 sensor)及二次空氣控制閥故障時，儀表之燃油噴射警示燈會閃爍產
生故障碼，此時請盡速至三陽重車經銷商以燃油噴射系統專用診斷器檢修；經診斷器
判定含氧量感知器損壞故障時，應由專業技術人員更換新品，以確保車輛燃油噴射系
統之正常作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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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交通工具空氣汙染物排放標準相關資訊

12. 機車排放空氣汙染物的可能原因

11.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相關資訊

一、使用中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粒狀污染物(不透光率)：93 年 1 月 1 日後 30 % 以下。 
一氧化碳﹝CO﹞：106 年 1 月 1 日後 2.0 % 以下。 
碳氫化合物﹝HC﹞：106 年 1 月 1 日後 1,000 PPM 以下。 
註：依中華民國 102 年 10 月 28 日環署空字第 1020091280 號令。 

二、使用中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罰款標準：

 排放標準項目：粒狀污染物、一氧化碳﹝CO﹞及碳氫化合物﹝HC﹞

 罰款標準(依車輛出廠日為準)：

96 年 7 月 1 日後排放標準 罰鍰金額 污染物

CO 3.5%≧ 或 HC 1,600ppm≧  新台幣 1,500 元 CO 或 HC 任一項超過排放標準 

CO 3.5%≧ 及 HC 1,600ppm≧  新台幣 3,000 元 CO 或 HC 均超過排放標準 

CO 5.25%≧ 及 HC 2,400ppm≧  新台幣 6,000 元 CO 或 HC 均超過排放標準 1.5 倍 

12.機車減少排放空氣污染物並節省油料方法

機車排放空氣污染物：一氧化碳(CO)及碳氫化合物(HC)產生的主要原因，就是汽油燃燒不完全，

如果汽油不能完全燃燒，必定費油。要使機車維持良好的性能，減少排放空氣污染物，並節省油料，

必須平常就做好保養工作。 

一、清潔或換新空氣濾清器： 

空氣濾清器的作用就是過濾吸入汽缸的塵沙污物，如積塵太多或有濕氣，使空氣無法暢通，

造成汽油與空氣的混合比太濃，燃燒不完全、引擎無力、費油，且排出大量空氣污染物，故

空氣濾清器必須保持暢通，如有堵塞應即換新，並且必須更換合於規定的規格品，以免通風

量不足而費油且造成空氣污染。 

二、清潔、調整或換新火星塞： 

清除火星塞積垢及調整間隙，如果火星塞性能不良時應即換新，否則電阻大，火花小，導致

不能完全燃燒，既費油，又無力，且污染空氣。 

三、調整或換新汽門： 

汽門磨損、密封不佳或汽門開關不當，都無法使油料達到良好的燃燒，應定期檢修或調整，

如已嚴重磨損，應即更換新品。特別注意正確調整汽門間隙，才能得到適當的混合氣量。 

四、更換機油時，油面勿超過上限： 

機油油面太高，燃燒室易上機油，容易造成積碳，影響混合氣的燃燒，使引擎無力、費油，

且污染空氣。 

五、點火正時必須準確： 

有強熱火花，才能完全燃燒，使引擎出力大、省油、排氣污染少。 

六、引擎若老舊或磨損以致耗費汽油、機油時，不可再拖延，應即更新及檢修已磨損零件，才能

節省油料，減少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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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機車減少排放空氣污染物並節省油料方法

13. 機車排放空氣汙染物的可能原因

七、如果燃料及點火系統，能經常保持在良好的狀態，必能省油並減少污染。 

八、駕駛汽機車時，稍加注意，即可節省油料，減少污染： 

(1)冷車發動後，應先加溫引擎後再行駛。

(2)行車時，油門操作要緩和，勿急躁，最好能保持定速行駛，切勿經常無故加放油門。

(3)需停車時，應提早減速，勿突然減速剎

九、經正確保養、調整通過排氣檢驗的機車，即為當時車況最佳使用狀態，雖可能錯覺上感到加

速稍微無力，但可以節省油料，減少空氣污染，不可以再調回，以免徒耗油料，磨損引擎，

得不償失。 

13. 機車排放空氣污染物的可能原因

CO HC 可  能  原  因 機車排煙異常可能原因

高 正常 汽油與空氣的混合比過濃 1. 機油添加過多

2. 機油泵失去功能

3. 使用不當的機油或假機油

4. 引擎老舊磨損

5. 長期低速行駛(時速 20 或 30 公里以下)
6. 排氣管未清除積垢或更新

正常 高

1. 點火系統不良：

 點火正時不準確

 火星塞積垢或間隙不適當

 發火線圈不良

2. 排氣門磨損

3. 汽缸磨損

低 高

1. 混合氣過度稀薄，導致點火不良

2. 真空漏氣：

 真空接管漏氣

 進氣歧管漏氣

 接頭墊圈漏氣

 燃油噴射系統設定不良

高 高

1. 空氣濾清器無法暢通

2. 噴油嘴不良：

 怠速混合氣太濃

 燃油噴射系統設定不良

3. PCV 閥鬆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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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規格表

項 目 野狼 T2 ABS 

PD25AB  

車長/車寬/車高(mm) 2,009 / 796 / 1,051 
軸距/座墊高(mm) 1,332/820 
車重(kg) 177 
最小迴轉半徑 2.6 m 
排氣量 251cc 
汽缸內徑 / 行程 Ø 71 mm / 63.3 mm
壓縮比 10.9:1 
爬坡能力 28∘以上 
點火方式 / 起動方式 晶體式點火/ 電動 

引擎轉速(怠速) 1,650 ±150 rpm 
前燈 12V 60W / 55W×1 
位置燈 12V 5W×2 
後燈 / 剎車燈 LED  
前 / 後方向燈 12V 10W×4 
方向指示燈 LED 
儀錶燈 / 遠光指示燈 LED / 12V 1.7W×1 
保險絲 20A×1  15A×2  10A×1 
電瓶型式/容量 GT12A-BS 12V 10Ah 

火星塞(標準火星塞) NGK CR8E 
火星塞間隙 0.7~0.8 mm 
懸吊系統 中置單槍避震器

前輪剎車 浪花碟盤(ø288mm) + 對向四活塞卡鉗 
後輪剎車 碟式剎車(ø222mm) + 單活塞卡鉗 
ABS 防鎖死煞車系統 有

輪胎(前輪) 110/70-17  
輪胎(後輪) 140/70-17  
標準胎壓 前輪 2.0 kgf/㎠(28psi) / 後輪 2.5kgf/㎠(36psi) 
汽油箱容量(公升) 12L 
空氣濾清器式樣 濾紙式

機油濾清器式樣 濾網式 / 濾紙式 
引擎潤滑油油量 1.7 公升 (更換時 1.5 公升) 推薦使用三陽正廠〝SYMOIL〞系列機油 

※本說明書與實車若有不符處，以實車為準。



     15.附錄

防鎖死剎車系統: (Anti-lock Braking System)
防鎖死剎車系統的設計，是用來當操作剎車力過強時，防止車輪鎖死，ABS 會自動調節煞車力道。

間歇性的剎車力道有助於防止車輪鎖死，並使剎車時的穩定操控成為可能。 

剎車控制功能與一般傳統摩托車是相同的。右剎車拉桿用於控制前輪剎車，而右腳踏桿則用於控制

後輪剎車。 

雖然防鎖死剎車系統在作動時，能防止車輪鎖死，並提供車輛行駛穩定性，請記住以下特點： 

 ABS 防鎖死剎車系統無法補償惡劣的路況、誤判或不適當的煞車所帶來的情況。請務必以無配備

防鎖死剎車系統的相同方式操作剎車系統。

 防鎖死剎車系統的設計不是用來縮短剎車距離。在鬆軟、崎嶇或下坡的路面，配有防鎖死剎車系

統的車輛剎車距離，可能會比無配備防鎖死剎車系統的車輛還要長。在上述路面行駛時請多加留

意。

 在剎車時，防鎖死剎車系統有助於防止車輪鎖死，但無法控制車輛轉彎時，使用剎車的車輪偏擺。

在轉彎時，限制前後剎車的力道，勿全力剎車。車輛進彎前，應先降低車速。

 防鎖死剎車系統的控制單元，會偵測車輛與車輪之間的速度。因為非建議使用的車胎可能會影響

速度，進而混淆電腦，使得剎車距離延長。

警告: 
防鎖死剎車系統無法保護駕駛者免於所有可能的傷害，也無法取代安全的駕駛方式。請留意防鎖
死剎車系統的作動方式及其限制。依天候、路面與交通狀況，並以適當速度行駛，是駕駛者的責

任。
煞車系統、轉向(前叉)、輪胎之檢查，若有異常時，請立即前往三陽重車經銷商檢查、調整或更
換，以免影響行車安全。 

 燃油噴射系統切勿自行拆修、調整，若系統有異常狀況時，請速至三陽重車經銷商，以燃
油噴射系統專用診斷器檢修或調整。

 燃油噴射引擎機種，未裝電瓶無法啟動。

 請勿於車輛駐車狀態原地急加油門，以免造成燃油噴射系統控制電腦誤判，產生引擎超轉
速之故障警示發生。

 為確保汽缸的性能及壽命，請依保養手冊保養週期表之內容，實施定期保養。

 車輛的式樣或構造若有其他變更，或說明書上的照片、圖片及說明等與實物有異時，以實
車為主，恕不另行個別告知。 

消光漆車輛保養維護注意事項： 

1. 消光漆面避免研磨、拋光或打蠟動作，可能會造成表面的刮傷或損壞。使用清水及中性洗
車精來去除微砂與灰塵。

2. 消光車漆絕不可打蠟，如使用打蠟產品後將會導致車輛漆面不平整，並產生光澤效應，
喪失消光車漆原有之設計原意。

3. 請勿使用自動洗車機器，且避免短時間內過度頻繁洗車，如此可能會導致車身不均勻
光澤產生，也請勿於陽光直接照射下清洗車輛。

4. 車漆表面上如沾染昆蟲或鳥類留下痕跡後須盡快清除。建議使用清水將殘留物浸泡，以達
到軟化效果，並使用高壓清潔器材清理車漆表面。若殘留物具有強烈黏著性，應再清洗
前先使用昆蟲專用清潔噴劑去除汙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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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附錄

使用說明書 

安全 警告 注意 字語提醒

NO 廠 牌
項 目 增  設 

1 燈類、碼錶 -起霧 機車使用於雨天、洗車等 ...潮溼地區時，碼

錶及燈具因內外溫度的差異過大，點亮一段時

間會產生水霧氣的凝結，漸漸消除為正常現

象。

2 消光色保養打蠟 消光漆面避免研磨、拋光或打蠟動作，可能會

造成表面的刮傷或損壞。使用清水及中性洗車

精來去除微砂與灰塵。

3 有色金油保養打蠟 清潔、洗車、打臘時，如使用含有矽化合物蠟

品，會使漆面損傷。

4 煞車機構保養 週期保養時一併清潔煞車機構粉塵，可降低異

音、提高煞車力，須至重車經銷商保養維護。

5 電鍍件保養 整車電鍍配件，因氣候中鹽分及酸雨或高溫、

高濕，可能造成侵蝕與氧化現象，應經常擦拭

保養以維持表面光澤及亮度。

6 傳動保養 週期保養時一併清潔傳動離合器等 ...相關零

件之粉塵，須至重車經銷商保養維護。

7 EFI系統保養 參閱保養手冊

8 油量上下晃動說明 行駛上下坡道或過彎路面時，由於油箱內汽油

晃動影響會造成油量指示微浮擺動為正常作

動情況，當車輛靜置時為實際油量值。

9 機車總載重、前置物、後置物限重 總載重依機種。

10 鎖頭組.磁石蓋上保護膜 愛車使用前，請將磁石蓋上之保護膜撕掉，

避免保護膜貼不慎帶入而造成作動異常。

11 碼錶上保護膜 愛車使用前，請將碼錶上之保護膜撕掉，避免

日曬雨淋後劣化，造成顯示面模糊不清。

12 起動馬達 起動機車時,按壓請勿超過10秒，每次須間隔10
秒後再起動，避免影響使用壽命。

13 鑰匙本體上勿懸掛多組鑰匙 鑰匙本體上勿懸掛過多的負載，避免影響作動

及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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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車塑件均可回收

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一鄰中華路3號
電話 03-598-1911
傳真 03-598-1844
信箱 SERVICE@sym.com.tw
網址 http://www.sym.com.tw/

SANYANG MOTOR CO.,LTD.
3 Chung Hua Road, Hukou, Hsinchu, 
Taiwan R.O.C.
T 03-598-1911
F 03-598-1844
E SERVICE@sym.com.tw
W www.sy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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