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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選購賀眾牌商品。
說明書均隨產品交付，請
消費者使用前詳細閱讀並
妥善保存，如有不明瞭或
遺失，請洽詢賀眾牌各地
服務中心說明及補發。

冰溫(冷)熱飲水機

使用說明書

UW-672AW-1
UR-672BW-1
UR-682BW-1



說明書之交付、閱讀、保管、補發
說明書均隨產品交付，請消費者使用前詳細閱讀
並妥善保存，如有不明瞭或遺失，請洽詢賀眾牌
各地服務中心說明及補發。

警告及警示之交付、閱讀、保管、補發
請消費者務必遵照產品上之警告、警示、注意事
項(以下統稱警語)使用警語，未發現警語或有滅
失之情況，請洽服務中心補足。

特別防護
產品安裝地點、使用條件、使用人員有別於說明
書之規定或一般習慣時，請消費者無論於購買前
、後均須與本公司服務中心聯繫，為產品做特別
防護。

保持清潔
產品外表及環境保持清潔(切勿用水直接沖洗)，
請勿將茶渣及垃圾倒入接水盒，以免堵塞排水管
及產生異味。

表示務必注意事項 表示禁止事項

安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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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保養檢查
1. 一般為每月一次或按本公司服務中心建議期限
     做定期保養檢查，以確保產品運作正常或使用
     安全。
2. 產品因長時間加熱使用，依不同水質情況可能
     會產生不同程度的水垢，造成出水不潔，必要
     時請聯絡本公司服務中心進行產品內部清理(
     含保固期在內均須酌收費用)。
3. 未定期保養檢查或委由第三人為之者，本公司
     概不負產品責任。

零件及耗材更換
1. 濾芯更換週期請參考濾芯上使用期限，該期限
     可能因產品或水質不同而改變，請依照服務中
     心建議期限更換。
2. 請按照本公司服務中心建議更換正廠零件、耗
     材，以確保產品運作正常及使用安全。
3. 若電源線損壞時，必須由本公司服務中心相關
     人員加以更換，以避免危險。
4. 常與熱水接觸的零件可能較一般零件提前老化
     ，如有老化現象請立即通知服務中心進行零件
     更換。
5. 未按照本公司服務中心建議更換或自行及委由
     第三人更換非本公司零件、耗材者，本公司概
     不負產品責任。

漏保測試
裝有漏電斷路器之產品，每個月應按測試按鈕進
行測試，如無法執行斷電，請即自行關閉電源，
並張貼暫停使用標牌及通知本公司服務人員處理。



保養安全
維修、保養、清潔、移動、傾斜本產品前，必須
關閉水源、電源及等到熱水冷卻後才能進行，以
免漏水、燙傷或觸電。

遷移處理
遷移產品請洽服務中心處理，否則應由專業人員
處理並在30天內通知本公司服務中心，以續行定
期保養檢查。

使用注意
1. 取用熱水後，若立即取用冰水或溫水，部分產
    品會於第1秒時流出約70℃熱水，請勿以手、
    口碰觸，以保安全。
2. 取用熱水後，請勿以手、口觸碰龍頭本體，以
    免燙傷。
3. 本產品溫水使用熱交換原理產生，大量使用後
    溫度會逐漸上升，當水溫過熱警示燈閃爍時，
    請勿使用溫水或冰水避免手、口燙傷。

服務人員
未著制服、未戴識別證、未用原廠零件耗材、未
執服務中心發票者即非本公司服務員，請拒絕其
售後服務並即通知本公司，否則本公司概不負產品
責任。

使用年限
產品自購買起使用期限為5年，逾期請報廢更新。



管路安全
進水管必須採用本公司規定的不鏽鋼包覆食
品級軟管(以下統稱進水高壓網管)。

產品責任險
本產品已經投保產品責任保險，萬一發生意
外時，請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減少損
失，並保留現場，以備保險公司之勘查，確
保您的權益。

停用安全防護與通知
1. 保持流動：經常(每日)各取用冰、溫水0.5公
    升以上，使缸內存水流動更新，建議每週
    由冰出水龍頭持續放水直到冰水過熱燈號
    閃爍為止。
2. 濾芯更換：正常使用狀態下，濾芯必須定
    期更換，更換週期依濾芯及水質而異；超
    過3個月未使用，必須更換已過水之濾芯，
    濾芯選購與更換請洽本公司服務中心。
3. 定期清缸：正常使用狀態下，應每年定期
    通知本公司服務中心清洗及檢查。
4. 停用清缸：停用30天以上再使用前，須通
    知本公司服務中心清洗及檢查。
5. 長時間(一週以上)停用時，請將插頭拔掉及
    關閉水源以確保安全。
6. 產品發生漏水、漏電、冒氣等異常時，請
    立即關閉電源及水源，並張貼暫停使用標
    牌及通知本公司服務中心處理。



兒童安全
請勿讓兒童使用有熱水功能之產品。
兒童應離產品兩米外戲玩，以策安全。

安全取水
請勿以口、手直接碰觸出水口或接取出水。
不適用人員：兒童、感覺或心智能力不足、經驗
或知識缺乏者。

遠離易燃物
產品須遠離火源、熱源、易燃物、化學性之物品。
產品上蓋常維持約40~50˚C溫度，請勿放置物品。

請勿浸水
請勿將整台產品或底部放入水中，如浸水將會嚴
重損壞產品功能，更可能造成危險。



機型

規格

再沸騰

溫度顯示

水質偵測

缺水警示

保溫設定

濾芯配置

外觀尺寸

規格/電壓/

功率/出水量

溫水使用熱交換原理產生，大量使用時溫度會逐

漸上升，靜置一段時間，溫度會冷卻與室溫接近

，上述溫水溫度變化皆屬正常現象。

寬320 × 深480 × 高520 mm

請參閱機器背面機型牌標示

UW-672AW-1

冰溫熱

●

●

●

●

90˚C、95˚C

98˚C

無

UR-672BW-1

溫熱

●

●

●

●

70˚C、80˚C

90˚C、95˚C

98˚C

UF-591×1

UF-592×1

UF-504×1

UF-505×1

UR-682BW-1

溫熱

●

●

●

●

90˚C、95˚C

98˚C

無

其
他

產品濾芯區分



立即上賀眾牌網站註冊您的商品，確保您的權益！

商品：

機型：

機號：

經 銷 商：

購買日期：

姓名：

電話：

地址：

Email：

客服專線：080-080-9000
客訴專線：080-050-9000
網址：http://www.union9000.com 蓋章

    

服務保證書



如需維修服務時請提示本服務保證書。

為確保您的權益，請妥善保管本服務保證書（遺失恕不補發）。

請詳閱保證說明：

為保障您的權益，請要求服務中心將店名、購買日期等資料

填寫清楚，則提供自購買日期起一年免費保證服務。

未蓋店章或交易日期填寫不實者，恕難免費服務。

如需售後服務或有任何疑問，歡迎洽詢賀眾牌客服中心！

服務保證內容及規定：

1. 凡自本公司及經銷商購買之產品，因產品 (指飲水機、濾
    水器、淨水器、純水機、電解水機、生飲系統、開飲機、
    開水器) 生產及製造上的原因而發生故障，自購買日起免
    費服務保固一年。
2. 如已超過免費服務保證期間，則消費者必須負擔零件及維
    修服務費。
3. 本服務保證不含括任何：
       3-1.連同產品之消耗性物品(如使用過的濾芯)、產品外觀損傷。
       3-2.因天災、意外事故、錯誤使用、濫用、過失、產品改修
           、不當移動造成之損壞。
       3-3.因人為之安裝、維修、拆裝、操作技術不當所造成之損壞。
4. 在本公司判斷後，產品本身並無任何故障或缺陷，係因產
    品外接之其它附件、配件或週邊設備所導致之故障，不適
    用於本服務保證。
5. 當產品機號遭到修改、塗改或去除時，本服務保證無效。
6. 本產品請勿用於一般家庭以外，避免影響產品使用壽命。
7. 本服務保證不包括其他公司、品牌、廠牌之產品。
8. 本服務保證僅在台、澎、金、馬地區有效。
9. 本服務保證書不得轉讓。

手機掃描立即上網註冊！



燈號顯示與功能說明

按鍵操作說明
電源接通後，熱水桶缺水時，〝缺水〞警示燈會閃爍
，此時各功能鍵無法操作，需等〝缺水〞警示燈熄滅
，各功能鍵才能操作，每次按鍵〝嗶〞一聲即表示接
受此鍵功能動作。
   
顯示器
產品控制系統故障時，顯示器會顯示符號代表各種故
障情形：AA.HH.LL.EA...等，方便消費者向本公司報修
，平常顯示為熱水溫度。
   
冰水溫度鍵
顯示器平常顯示熱水溫度，按此鍵時會顯示冰水溫度
，5秒後自動恢復顯示熱水溫度。
   
〝節電〞鍵
1. 設定節電時間範圍為0∼60小時，採單鍵循環設定方
    式。1H→2H→17H→18H→60H→0H。
2. 節電功能執行期間，若按下〝再沸騰〞鍵，或將節
    電時間調為0H，可取消節電功能。
3. 再次使用〝節電〞鍵時，會記憶上次設定時間，但
    停電後則從 1H 開始設定。



〝保溫〞鍵
1. 設定保溫溫度值，有2種溫度可選擇，採單鍵循環設
    定方式。
    RO過濾器：70˚C→80˚C→90˚C→95˚C→98˚C。
    二道過濾器：90˚C→95˚C→98˚C。
2. 第一次按〝保溫〞鍵時，顯示器即閃爍目前的保溫
    值，約3秒後長〝嗶〞一聲新設定完成。
3. 欲更改設定值時，按〝保溫〞鍵重新設定新保溫溫
    度值，3秒後長〝嗶〞一聲新設定完成。
4. 保溫溫度設定後，經一段時間後，水溫會自動保持
    在設定值約±4˚C。
5. 製水中及製水後一段時間內，因受蒸氣給水溫度影
    響，水溫無法保持在設定值的±4˚C。
6. 停電或重新送電時熱水會自動設定在98˚C。

水質檢測鍵
按此鍵可檢測水質的總溶解固體量（T.D.S.）單位為
P.P.M.（百萬分之一）。例：T.D.S.顯示〝66〞時表示每
公克水中含有百萬分之六十六公克總溶解固體量。按
此鍵時，顯示器顯示“－－”閃爍約五秒後，“嗶”一聲即
顯示T.D.S.值，超過500以上時會顯示“HI”（過高）。
註：1.總溶解固體量：指溶解於水中之固體如鐵、鈣
　　   、鎂、鈉、鉀等物質含量。
　   2.使用非RO過濾器T.D.S.為原水數值。



再沸騰鍵及指示燈
按此鍵，熱水系統便執行再沸騰功能，此時“加熱中”
指示燈亮起，系統加熱至設定溫度後自動停止“再沸騰
”功能（此時顯示為熱桶內溫度，出水龍頭水溫因管路
溫度流失會有誤差）。當再沸騰執行中指示燈亮，若
要停止再沸騰功能，請再按再沸騰鍵一次。

缺水燈
熱水桶缺水時，“缺水”警示燈會閃爍同時各按鍵均無
法操作，並自動斷電。

冰水過熱
當冰水溫度超過設定值時會閃爍提示（可設定40˚C、
50˚C、60˚C，出廠預設值為50˚C），請注意飲用安全。

濾芯更換
1. 可設定濾芯更換週期（以月為單位），到期時燈號
    閃爍提示更換濾芯。
2.〝濾芯更換〞指示燈亮起時，請更換濾芯，更換濾
    芯後請按壓〝冰水溫度〞按鍵三秒待〝濾芯更換〞
    指示燈滅後即重新計時。

熱水不熱
熱水溫度低於保溫溫度10˚C 以下時，“熱水不熱”指示
燈會閃爍，請暫停取水。

保溫中
當保溫燈亮起時，表示熱缸內水溫到達設定保溫溫度
，可取水使用。



產品各部名稱

●冷凍系統散熱排

●進水接口

●電源線

●冰系統開關

●溫缸放水管

●廢水接頭

●冰缸放水管

15

16

17

18

19

20

21

●顯示燈號

●控制面板

●左側板

●溫度顯示窗

●前置濾芯

●前置濾芯

●後置活性碳

1

2

3

4

5

6

7

●RO薄膜

●出水口

●連續出水鍵

●出水按鍵

●接水盒

●熱水解除鍵

●排氣口

8

9

10

11

12

13

14

3

5

6

1

2

4

8

12

9

10

11

13

7



UW機型

UR機型

16

20

16

15

17

19

18

19

17

14

21

14



出水功能

連續出水功能：

按壓任一出水鍵即可出水，放開回彈即止水。如須連

續出水時，可於出水鍵壓下時將連續出水鍵向下撥動

，固定出水按鍵即可連續出水，再按一次出水鍵或時

將連續出水鍵推向面板

方向，即可解除連續出

水功能。

過濾器更換：

1. 將左側板螺絲拆除，
  側板向機器後方移出

  即可開啟。

2. UW冰溫熱系列未含過
  濾系統。須另外選購。

●下壓1

連續出水

●下壓2

連續出水

解除鍵

防熱水誤觸功能：
取用熱水時須先按壓●號鍵，同時將●號出水按鍵壓
下即可取用熱水。

1 2



現象

顯示器及

全部指示燈不亮

顯示器顯示

〝數字＋H〞

濾芯更換指示燈閃爍

『熱水不熱』

指示燈亮

『缺水』指示燈亮

顯示器顯示〝IE〞等

異常碼顯示〝AA、LL〞等

如非前述情形，請立即通知本公司服務中心。

處理辦法

請檢查電源是否停電？

漏電斷路器是否未開啟？

插頭是否未插妥？

節電中，可按〝再沸騰〞鍵或

長按節電鍵1.5秒，解除節電

啟動運轉。

過濾芯更換提示，請通知本公

司服務中心。

熱水溫度太低請暫停取水，待

指示燈滅後即可正常用水。

請檢查是否停水？

或大量取水？

機器內部漏水，請斷電後通知

本公司服務中心。

更換濾芯是否有水漏至底盤，

產生〝IE〞。

請斷電後通知本公司服務中心。

警告
除本公司服務中心外，嚴禁擅自拆卸和修理。

基本故障排除



安裝前請注意（切勿送電）

1. 產品四周，請勿放置堵塞物，後方及兩側至少有15公

     分以上間隙以利通風散熱。

     產品放置環境若超過35°C會造成冰水系統製冷效果下

     降，長期使用可能造成產品故障。

2. 本公司不建議將產品安裝於室外，以免日曬雨淋導致

     危險及損壞。

3. 禁止使用非自來水、飲料、茶葉、地下水…等不良水

     源，以保持水質清潔及產品壽命。

     進水水源溫度須在4˚C~45˚C，PH值3.0~10.0，T.D.S.

     值500P.P.M.以下。

4. 產品周遭二米範圍內，應有有效地面排水口，以防產

     品萬一漏水時能順利排水。

5. 請依產品機型牌所標示之電壓配電。

6. 產品的電源配線請通知本公司或合格具有電匠執照的

     廠商派員處裡，切勿自行更換。

7. 電源插座須有確實的接地孔，規格15A 以上，且須專

     供該產品使用（勿與其它電器共用）。

8. 產品之電源線長度不足需要增加延長線時，須採用含

     有地線之三芯電源，且長度勿超過15公尺。

9. 本產品不附安裝材料。

產品安裝注意事項



配管

1. 本配管說明，僅就一般狀況，有特殊情形時，請依
    現場另行設計。
2. 進水管線上務必安裝進水閥，以便日後關水保養。
3. 進水管路需延長配管時，請採用CNS標準之PVC硬管
    配接，不得使用塑膠或橡膠等軟管做延長配接。
    進水口配接之管材，請採用本公司產品所附配件管
    材，或符合規定的不鏽鋼包覆食品級軟管與PE管。
4. 水壓條件1kg/cm² ∼3kg/cm²水壓不足須加裝壓力馬
    達。（水壓超過時，請加裝降壓閥或通知本公司服
    務人員處理）。
5. 進水配管接口為1/2"-14PT牙，直接從機背進水口配接。
6. 進水高壓網管必須採用本公司規定的不鏽鋼包覆食
    品級軟管。
7. 排水口配管接口管徑為3/4"，請使用3/4 "PVC管安裝
    ，使用其他管徑可能導致破裂或漏水。
   

送電送水

1. 確認各項進水通路皆已打開，且無漏水之虞。
2. 確認電源電壓是否與機型牌所標示的電壓相符。
3. 以上確認無誤，即可送電送水。
   

新機內部缸體與管路均符合食品器具、容器衛生標準，

初次使用可能有味道屬正常現象，會隨著使用時間消失。

1. 建議送電送水後，待產品第一次加熱完成請關閉電
    源，並將水完全放掉，可減少味道殘留。
2. 再次開啟電源待加熱完成，即可飲用。

安裝前請注意（切勿送電）

1. 產品四周，請勿放置堵塞物，後方及兩側至少有15公

     分以上間隙以利通風散熱。

     產品放置環境若超過35°C會造成冰水系統製冷效果下

     降，長期使用可能造成產品故障。

2. 本公司不建議將產品安裝於室外，以免日曬雨淋導致

     危險及損壞。

3. 禁止使用非自來水、飲料、茶葉、地下水…等不良水

     源，以保持水質清潔及產品壽命。

     進水水源溫度須在4˚C~45˚C，PH值3.0~10.0，T.D.S.

     值500P.P.M.以下。

4. 產品周遭二米範圍內，應有有效地面排水口，以防產

     品萬一漏水時能順利排水。

5. 請依產品機型牌所標示之電壓配電。

6. 產品的電源配線請通知本公司或合格具有電匠執照的

     廠商派員處裡，切勿自行更換。

7. 電源插座須有確實的接地孔，規格15A 以上，且須專

     供該產品使用（勿與其它電器共用）。

8. 產品之電源線長度不足需要增加延長線時，須採用含

     有地線之三芯電源，且長度勿超過15公尺。

9. 本產品不附安裝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