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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APPING OF 
HOUSEHOLD APPLIANCE S

When scrapping the washing 
machine, make it unusable by 

removing the doors and 
shelves (if present) so that 
children cannot easily climb 
inside and become trapped.
This washing machine is 
manufactured with recyclable

or reusable materials. Dispose 
of it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waste disposal regulations.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e 
treatment, recovery and 
recycling of household 
electrical appliances, contact 
your competent local 
authority, the collection 
service for household waste or 
the store where you purchase 
the washing machine.

This washing machine is 
marked in compliance with 
European Directive 2012/19/
EU,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WEEE).
By ensuring this product is 
disposed of correctly, you will 
help prevent potential 
negative consequences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human 
health, which could otherwise 
be caused by inappropriate 
waste handling of this product.

SAFEGUARDING  
THE ENVIRONMENT
DISPOSING  OF PACKAGING 
MATERIAL S

The packaging material is 
100% recyclable and is marked 
with the recycle symbol:

The various parts of the 
packaging must therefore be 
disposed of responsibility and 
in full compliance with local 
authority regulations 
governing waste disposal.

The symbol

on the product or on the 
accompanying documentation 
indicates that it should not be 
treated as domestic waste but 
must be taken to an 
appropriate collection centre 
for the recycling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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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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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NING &  
MAINTENANCE

CLEANING THE OUTSIDE 
OF THE WASHING MACHINE

Use a soft damp cloth to clean the outer parts of 
the washing machine.

Do not use glass or general purpose cleaners, 
scouring powder or similar to clean the control 
panel – these substances might damage the 
printing.

  WARNING

and unplug the washing machine. washing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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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 the inlet hose regularly for brittleness 
and cracks. If damaged, replace it by a new hose 
available through our After-Sales Service or your 
specialist dealer.
Depending on the hose type:

If the inlet hose has a transparent coating, 
. 

If yes, the hose may have a leak and should be 
replaced.

For water stop hoses: check the small safety valve 
inspection window (see arrow). If it is red, the water 
stop function was triggered, and the hose must be 
replaced by a new one.
For unscrewing this hose, press the release button 
(if available) while unscrewing the hose.

CHECKING THE WATER 
SUPPLY H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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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20



21

EN



22

繁體中文
產品安全指引、使用說明及安裝指南

感謝您購買惠而浦產品
為了獲得更完善的服務，
請於www.whirlpool.com.hk註冊您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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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

清潔和保養

清潔洗衣機的外部

檢查進水喉

清潔進水喉內的濾網

清潔洗衣劑盒

清潔濾網/排走積水

搬運和處理

故障排除

機門 - 無法打開機門拿出衣服的應對方法

售後服務

安裝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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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

警告

產品安全指引

安全指引

重要事項 請閱讀並遵循

使用洗衣機前請先細閱產品
安全指引及使用說明。

請妥善保存此產品安全指引
及使用說明作將來參考。

個人安全是非常重要。

本手冊和洗衣機本身提供重 
要的安全警告，請按需要隨
時 讀取及查察。

所有安全警告具體地指出潛
在的風險，並說明如何減低
不當使用洗衣機而產生的損
傷，損害和電擊風險。仔細
閱讀下面的說明。

不遵守此安全指引的建議和
防範措施可能會導致風險，
製造商將不負任何責任。

除非得到持續監視，否則幼
兒(0-3歲)和兒童(3-8歲)應遠
離洗衣機。

洗衣機可由8歲以上之兒童及
身體，感官或精神障礙或經
驗知識不足的人士操作，前
提是此等人士已接受洗衣機
的安全指導及指引，且瞭解
使用洗衣機的相關危險。兒
童不可胡亂玩弄洗衣機。未
經指導，兒童不可進行洗衣
機的清潔及保養工作。

取下運輸螺栓。

本 洗 衣 機 用 運 輸 螺 栓 作 固
定，以防止運輸途中對其內
部造成任何損壞。

使用機器前必須拆除運輸螺
栓。

然後，請使用4個附帶的塑膠
蓋把開口蓋上。

切勿強行打開機門或以它作 
為踏板使用。

產品預期用途

這種洗衣機是專為家庭使用 
而設計的，禁止作為商業用 
途。對於使用不當或錯誤的 
設置而造成的所有損壞，製 
造商概不負責。

注意：此洗衣機不能透過外 
部控制器或遙控裝置進行操 
作。

洗衣機不適合戶外使用。

請勿在洗衣機內或附近存放
或使用易燃或易爆物質，如
氣 罐 、 汽 油 或 其 他 易 燃 材
料：如果洗衣機在不經意間
開啟，可能引致火災。 

這是安全警告符號。
這個符號提醒您有關潛在的
危險，可以殺死或傷害你和
其他人。
有 關 安 全 的 信 息 將 標 示 安
全 警 告 標 誌 或 字 眼 ：危險
或警告。
這些字眼意思為：

指示危險情況，如果不能避 
免，會造成嚴重的傷害。

指示危險情況其中，如果不
能避免，可能會造成嚴重傷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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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洗衣機的設計只適用於清
洗私人家庭數量的可機洗衣
物。

安裝

必須由合資格的技術人員按
照製造商的說明和當前標準
安全法規進行安裝及維修。
除非在用戶手冊特別聲明，
切勿維修或更換任何洗衣機
的部件。

切勿讓兒童進行安裝，當進 
行安裝時，兒童應遠離洗衣 
機。包裝材料(塑膠袋、聚 
苯乙烯零件等)應置於幼童無
法取得的地方，因為這些材
料有潛在危險。

使用防護手套來執行所有拆
封和安裝操作。

拆開洗衣機後，確認它沒有
在運輸過程中損壞。在出現
問題時，請聯絡經銷商或售
後服務中心。

此洗衣機建議由兩個或更多
的人進行安裝處理。

當進行安裝時，兒童應遠離
洗衣機。

進行安裝前,必先斷開它的電
源連接。

進行安裝時，確保洗衣機電
源線沒有損壞。

只有當安裝步驟完成後才可
啟動洗衣機。

安裝完成後等待數小時使其 
恢復室內的環境條件，才開
始使用。

不要在極端的情況下安裝洗
衣機，如通風不良。

確保洗衣機的四隻腳穩固坐 
落在地面上，如需，可作調
整，並檢查洗衣機是否完全
處於水平位置(利用水平尺)。

如果是木地板或所謂的「浮 
隔地板」，(例如某些鑲木
或層壓地板)，請將機器放
在至少寬/深為60x60厘米以
及厚度至少3厘米的一塊夾
板上。

只 能 使 用 新 水 喉 將 洗 衣 機
連 接 到 水 源 。 用 過 的 水 喉
絕 對 不 能 使 用 並 且 應 將 其
丟棄。

請 勿 提 拉 頂 板 來 移 動 洗 衣
機。

根據本地供水公司的法規將
進水喉管連接到水龍頭上。

設計只能用冷水的型號：切
勿連接有熱水供應的水龍頭
上。

對於帶有熱水供水的型號：
熱進水口溫度絕對不能超過
60°C。

確保地毯或其他材料不會阻
塞洗衣機底部的通風孔(如您
的型號適用)。

水壓必須於0.1 -1 MPa內。

如果要在洗衣機頂部放置乾 
衣機，請首先聯繫我們的售
後服務中心或您的經銷商，
以確認是否可行。只允許使
用我們的售後服務中心或您
的 經 銷 商 提 供 的 專 業 疊 裝
工具將乾衣機固定在洗衣機
上。

電器警告
確保銘牌上規定的電壓與您
家的相符。

本洗衣機必須依法連接接地
線。

如果裝好的插頭不適用於您
的插座，請聯絡持證技工。

請勿使用接駁電線或多頭插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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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勿把洗衣機連接至可用遙
控操作的插座。

電源線的長度必定足夠連接
擺放適當的洗衣機與電源插
座。

切勿拉扯電源線。

如果電源線損壞，必須根據
相同產品更換電源線。電源
線只能由符合製造商指導和
現行的安全法規合格的技術
人員更換。
請聯絡售後服務中心。

若洗衣機的電源線或插頭有
損壞，不能正常運作，或受
損，請勿操作。請勿將電源
線或插頭浸在水中。請將電
源線遠離發熱表面。

安裝後電器部件不可被使用
者易於接觸的。

手濕或赤腳接觸到水時請勿
觸摸及操作洗衣機。

更換保險絲

若此電器的電源線配備BS 
1363A 13amp的保險絲插
座，請使用一個A.S.T.A許 
可 的 B S 1 3 6 2 型 保 險 絲 更
換此類插座的保險絲，操作
方法如下：

1. 移除保險絲蓋(A)及保險
絲(B)。

2. 將替換保險絲13A裝入保
險絲蓋。

3 . 將 兩 個 零 件 重 新 裝 入 插
座。

重要事項：

更換保險絲時必須重新裝上
保 險 絲 蓋 ， 若 保 險 絲 蓋 遺
失，則不應使用插座，直至
裝上正確的替換件。

辨別替換件時應根據顏色嵌
件或插座底部的壓花文字顏
色。可從本地電器商購買保
險絲蓋替換件。

插座/插頭(兩個國家均有效)

如果裝好的插頭不適用於您
的插座，請聯絡售後服務中
心，獲取更多幫助。請勿嘗
試自行更改插頭。
此程序須由持證技工根據製
造商指示及現行標準安全規
定進行操作。

正確使用

不要超過允許的最大負荷。
檢查程序圖表中所允許的最
大負載。

不使用時請關閉水龍頭。切
勿使用任何溶劑(如鬆節油、
汽油等)、含有溶劑，去污
粉，玻璃或通用清潔劑，易
燃液體洗滌劑；請勿以洗衣
機清洗經溶劑或易燃液體處
理過的衣物。

清潔和維修

執行任何維修或清潔操作之
前，請先拔下電源插頭。

切勿使用蒸氣清洗本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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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

處理包裝物料

包裝材料完全可回收，並標
當報廢洗衣機時，切斷電源 
記可回收標誌：

包裝的各個部分必須根據當
前本地廢品處理法規進行處 
理。

廢棄家用電器

當報廢洗衣機時，切斷電源
線使其無法使用，拆除門和
架子(如有)，讓孩子們不容
易爬進裡面而被困。

洗衣機採用可循環使用材料 
製造。

必須根據當前本地廢品處理
法規進行處理。

有關處理、修復和回收本產
品的詳細資訊，請聯繫售後
服務中心、家庭廢品處理服
務中心或您購買本產品的商
店。

本洗衣機依照有關廢棄電器 
和電子設備(WEEE)的歐盟
標準2012/19/EU標示。

確保以正確的方式廢棄本產
品，可避免因不當的廢棄處
理方式而對環境和人體健康
造成潛在的負面影響。

這符號

產品或產品隨附的文檔上的 
符號表示此機器不能作為家 
庭廢品處理。相反應將它交 
給回收電器和電子設備的適 
用收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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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聲明

這款洗衣機的設計，建造和
分銷符合歐盟指令規定的安
全要求：

• 2006/95/EC低壓指令

• 2004/108/EC電磁相容性
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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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和保養

警告
執行任何清潔和保養之前，請先拔下電源插頭。 請勿使用易燃液體來清潔洗衣機。

用柔軟濕布清洗。用軟布抹乾洗衣機的外
部。

不要使用玻璃或通用的清潔劑,去污粉或類 
似的清潔控制面板。

清潔洗衣機的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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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檢查進水喉是否變脆和爆裂。如進水
軟管損壞，應聯絡售後服務中心或您的經
銷商處購買同類型新水喉進行更換。
根據軟管類型：

如您的進水喉帶有一層透明管道覆蓋層，
應定期檢查透明覆蓋層的顏色；如透明管
局部顏色變暗，這就意味著水喉可能有滲
漏並應該予以更換。

保險入水喉：應定期檢查安全閥檢視窗(見
箭咀)：如呈紅色，說明安全閥已經啟用，
此時就必須更換水喉。
按下釋放按鈕(如有)，而擰開軟管。

檢查進水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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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進水喉內的濾網

關掉水龍頭並從水龍頭上鬆開進水喉。

用刷子仔細清潔在水喉端的濾網。

拆下洗衣機後方的進水喉。用通用鉗子
將濾網從洗衣機接頭上拆下並清潔。

裝回濾網並將進水喉擰回機上。不要
使用工具來連接進水喉。打開水龍頭並
確認各連接位均完全不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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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洗衣劑盒

拉出洗衣劑盒鬆開按鈕並同時將其全
部抽出。

用軟布清潔盒格。

重新裝入洗衣劑盒並推回洗衣劑盒格內。

用水沖洗所有部件，清除所有洗衣劑或柔順劑漬。

抽出柔順劑盒。同時抽出洗衣劑盒的
嵌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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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濾網/排走積水

警告
清潔濾網或排走積水前先讓洗衣機停止運轉
並拔除洗衣機電源插頭。如果您使用過熱洗
程序，排走洗衣機內的水前應等待水已冷卻
下來。

請對過濾器進行定期檢查並清潔，以避免由
於阻塞過濾器導致水不能排出。如果水不能
排出，顯示會屏顯示過濾器可能被堵塞。

鬆開底座: 按動左右方的鎖扣。 如沒有緊急排水喉：
將寬闊且扁平的容器放在濾網下方收集排水。

放置一個容器：
如您的洗衣機帶有緊急排水喉：
放置一個扁平的容器，從洗衣機底部抽
出緊急排水喉。

排走積水：
如您的洗衣機帶有緊急排水喉：
把緊急排水喉端部放入容器內並拆除管塞
讓水流入容器。當該容器是滿水，插塞排
水喉端的管塞並清空容器。重複這個步
驟，直到不再有水流出。然後關緊緊急排
水喉的管塞，並將濾排水喉插回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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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的洗衣機沒有緊急排水喉：
逆時針轉動濾網，而不用拆開濾網，並緩慢打
開直至排走全部水。
當該容器是滿水，將濾網按順時針方向轉緊。
清空容器，重複這個步驟，直到水全部流出。

清洗濾網：用水沖洗並除去濾網殘渣。

插入濾網塞並裝回底座:
將濾網塞回原位，然後按順時針方向轉
緊到最深位置。濾網手柄必須處於垂直
位置。可以倒入約1升的水於洗滌盒測
試濾網是否已轉緊。
然後裝回底座。

抽出濾網；把棉布放在濾網下方以吸收餘 
下的少量積水，然後按逆時針方向打開，
抽出濾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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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運和處理

拔除洗衣機電源插頭。

檢查並確定機門和洗衣劑盒都已正確
關閉。

拆除水龍頭與入水喉和排水管與排水
喉 的 連 接 位 ， 排 出 軟 管 內 的 所 有 積
水，此整理以使它們不怕在運輸過程
中損壞。

搬運時，切勿提拉洗衣機的頂板。

重裝搬運螺栓：按照安裝指南並以反
方向的 形式安裝搬運螺栓。

重要：未有固定搬運螺栓時請勿搬運
洗衣機。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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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本洗衣機配有多個自動安全和反饋功能。可
以偵測錯誤及相應地對維修需要作出指示。

問題	 原因	 解決方法

洗衣機沒有指示燈亮起。 插頭沒有正確插在插座內。 插頭插入插座。

插座或保險絲運作不良。 利用臺燈進行插座測試，維修故障
部件。

電源故障。 當重啟電源洗衣機會自動繼
續操作。

雖然已按下「啟動/暫停」， 機門未正確關閉。 推門關閉，直至其正確關閉。
但洗衣機無法啟動。

已啟用鎖定鍵功能。 按下帶有鑰匙標誌的鍵至少
3秒以關閉鎖定鍵功能。

洗衣機在程序運行期間停止，而 延遲過水，「脫水」鍵已啟用。 終止延遲過水並排水或脫水，
且「啟動/暫停」指示燈閃爍。 (請參閱〈日常使用參考指引〉中

〈選項，功能及指示燈〉篇章提及
「延遲過水」的資訊。

程序被中斷且打開機門。 確保關閉機門並按下「啟動/暫停」 
鍵進行程序。

安全系統已啟用: 故障指示燈亮 請參照後頁「故障 指示燈說明」。
起和/或顯示屏顯示故障(F..) ;  確保水龍頭打開，進水管沒有扭結。
水龍頭可能被關閉。

程序完成後洗衣劑和/或添 進水水壓過低；進水喉內的濾網 確保水龍頭被正確打開。檢查進水
加劑殘留在洗衣劑盒內。 可能阻塞。 喉內的濾網，請參閱清潔和保養 / 

清潔進水喉內的濾網。

脫水時機身震動。 搬運螺栓尚未拆除 (!) 根據安裝指南中的說明，拆除搬運 
螺栓。

洗衣機四個機腳不水平。 調整機腳(安裝指南)，確保洗衣機 
固定在水平和穩固的地下。

脫水轉速“0”在控制面板上閃 衣物量失衡阻止了脫水過程， 如需脫水，請加入多件不同尺寸的
爍和/或衣物仍然過濕。 避免損壞洗衣機。 衣 物 ， 然 後 選 擇 並 啟 動 「 過 水 /

脫水」程序。避免衣物量較少但包 
含幾件大件或如毛巾之類的吸水物 
品，或大件/厚重衣物於同一個負載 
中。

這些錯誤通常屬於小問題，可在數分鐘內予
以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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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原因	 解決方法

脫水效果不理想。 「脫水」鍵已設為低轉速。 選擇並以更高的脫水轉速(如可
選擇)開始「脫水」程序。

失衡時會阻止最終脫水過程。 請參照上文。

過量的泡沫會阻止脫水。 啟動「過水和脫水」程序。
避免過多的洗衣劑劑量。
調整和使用洗衣劑計量助手功能。

洗衣完畢後衣物上存有 使用過量洗衣粉 避免洗衣劑過量。
殘留洗衣劑。 或洗衣劑質量的問題。 用刷子擦拭衣物。

選擇「深度過水」選項(如可選擇)。 
使用洗衣液/使用黑色或深色衣物
專用洗衣劑。

洗衣機在運行程序的中間 程序進行時滾桶沒有轉動。 一些程序出現靜止長達約2分鐘
停頓 / 程序似乎沒有進行 / 靜止時， 是正常的。
提示信息可能出現在顯示屏。 

過多的泡沫形成(可能由於過量 程序自動繼續進行，只要該泡沫
洗衣劑)會中斷程序。可重複多次， 降低到足以繼續洗衣為止。如果
直到泡沫降低到足以繼續洗衣為止。 顯示屏顯示FOD(即故障過量)，

請參照後頁「故障指示燈說明」。

可能被檢測到電壓過低或過高。 程序自動繼續進行，只要主電源  
電壓在合適的範圍。

按照程序表或顯示屏上的指示， 這是洗衣機因應會影響洗衣程序 避免衣物量較少但包含幾件大件
程序持續時間明顯過長或過短。 時間因素的正常反應，例如：泡沫 或如毛巾之類的吸水物品，或大

過多、衣物過重導致失衡、降低 件 / 厚重衣物。
供水溫度導致加熱時間延長等。 避免過多的洗衣劑劑量。
程序持續時間將重新計算，而顯示 ﹣參考洗衣劑生產商的建議劑量， 
屏上會出現提示信息。 調整和使用洗衣劑計量助手功能。

門已鎖定，不論有或沒有故障 在電源故障時門會鎖著 當重啟電源程序會自動繼續操作。
指示，而程序不運行。

洗衣機處於靜止(如上文已經介紹 不再維持靜止狀態後程序會自動
了「洗衣機...靜止...」)。 繼續操作。

水位或溫度過高，或電子零件 參考故障指示「維修」:
故障。 門鎖失靈 / FDL / F29 的故障

指示燈說明

滾桶燈(如有)失效。 燈泡需要更換。 聯絡我們的售後服務中心更換
燈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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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指示燈說明

以下是可能的故障原因及解決方案的概要。
如果排除了故障後問題尚存在，請按電源
開/關至少三秒鐘。

如故障仍然存在，請拔出洗衣機插頭、關閉
水龍頭並聯絡售後服務中心。

故障指示燈亮起

故障指示燈亮起

可能的解決方法

可能的解決方法

可能的原因

可能的原因

顯示信息

Open water
tap
(打開水龍頭)

Water filter
clogged
(過濾器堵塞)

Over
foaming
(洗衣劑過量)

Load
unbalance
(負載不平衡)
脫水轉速
「0」閃爍

門開指示燈閃爍

門無法鎖定 用力把門推入門鎖位置,要正確關閉。然
後按啟動 / 暫停。如果問題仍然存在，按
「開 / 關」鍵至少3秒鐘。

無水供應或供應不足。

• 水龍頭關閉
• 進水喉可能扭曲
• 供水壓力過低
• 進水喉的濾網阻塞
• 入水喉結冰

廢水未抽出

• 排水喉可能扭曲
• 排水喉阻塞或結冰
• 濾網阻塞
• 泵堵塞

過多的泡沫(可能洗衣劑 
過量)中斷該程序。該中 
斷可重複多次，直到泡 
沫降低到足以繼續洗衣 
為止。

衣物量失衡阻止了脫水
過程，避免損壞洗衣機。

打開水龍頭
確保進水喉沒有扭曲
確保水壓足夠
清潔進水喉內的濾網 (清潔和維護) 
以至少5°C  的環境溫度下安裝洗衣機問題
已被排除後，按啟動/暫停。如果問題仍
然存在，按「開 / 關」鍵至少3秒鐘。

檢查排水喉是否扭曲。
以至少5°C的環境溫度下安裝洗衣機。
參考清潔濾網章節所述清潔過濾器。
問題已被排除後，按啟動/暫停。如果問
題仍然存在，按「開 / 關」鍵至少 3 秒
鐘。

啟動「過水及脫水」程序，及深層過水
選項。
參考洗衣劑生產商的建議劑量。

調整和使用洗衣劑計量助手功能。確保濾
網清潔。

如果你想把濕衣物脫水，加入不同大小的
衣物，並啟動「過水及脫水」。避免衣物
量較少但包含幾件大件或如毛巾之類的吸
水物品，或大件 / 厚重衣物於同一個負載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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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指示燈亮起 顯示信息 可能的原因 可能的解決方法

FdL
(or F29)

聯絡維修
F24

聯絡維修
F02

聯絡維修
F04 至 F99

門不能解鎖

衣物負荷過多於洗衣
程序的最大負載量

進水過多

停水故障 – 在底盤檢測 
到漏水。

電子零件的故障

用力把門推入門鎖位置,要正確關閉。然後
按開始/暫停。如果問題仍然存在，按「開  
/ 關」鍵至少3秒鐘。如用過熱溫的洗衣程
序，等到冷卻下來，然後再次按「開 / 關」
鍵至少3秒鐘，啟動洗衣機，檢查並排除最
終故障可能的原因「清潔濾網」，如果故
障仍然出現，然後重新開啟洗衣機。如果
門沒有解鎖，按「開 / 關」鍵至少3秒鐘。

如果機門仍然不能解鎖，請參見「機門 - 
無法打開機門拿出衣服的應對方法」。在
排水 / 開門前，等到水冷卻下來(熱水洗衣
程序)。

選擇並啟動程序「過水及脫水」，完成中 
斷的洗衣程序。
不要讓洗衣機超載。參照程序表的圖所示
的最大洗衣量。

關閉水龍頭。按「開 / 關」鍵至少3秒鐘, 
瀝乾水分；等到排水程序結束(完在顯示器 
顯示)。
再次打開水龍頭。如果水立即流入洗衣機
(而不必啟動的程序)中，表示有一個電子零
件的故障。關閉水龍頭，關閉電源，抽出
洗衣機電線。並請聯絡我們的售後服務中
心。

按「開始 / 暫停」鍵；如果問題仍然存在 
按「開 / 關」鍵至少3秒鐘。如果故障仍然
存在，請聯絡我們的售後服務中心。

按「開 / 關」鍵至少3秒鐘重設洗衣機，如
果問題仍然存在，關掉洗衣機，關閉水龍
頭，並拔下電源插頭；請聯絡我們的售後
服務中心。

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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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門 - 無法打開機門拿出衣服的應對方法

關閉洗衣機電源並拔下電源插頭。
關閉水龍頭。
等待滾桶停止運轉。
滾桶在運轉時，請勿打開機門。
使用過熱洗程序後，等待水和衣物冷卻下來。

打開機門前先參考如下所述，參閱故障「門
已鎖定，不論有或沒有故障指示，而程序不
運行。」例如在電力故障不再存在後，機門
會自行解鎖。如果您想立刻拿出衣物，首先
嘗試以故障指示燈說明中(FdL or F29)章節
描述的方式開鎖。

首先以排走積水章節描述的方式排走積
水。

用螺絲批卸下螺絲。

然後向下拉動標有「門開」的帶。然後
您便可以打開門，取出衣物。

重新安裝底座。

隨後用螺絲批和螺絲將帶重新緊緊收回及
固定。

當機門如前面的描述所指仍然不能打開，請
按如下所述。
假若發生電源故障,當電源回復後洗衣機會繼
續進行餘下的程式。
如果洗衣機發生故障而機門是鎖著，但您必
須拿出您的衣物：

打開門之前必須排走剩餘水，可以透過
按下「開/關」鍵至“rES”出現在顯示屏
上，或透過排走積水所述的人手方式排走
剩餘水。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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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後服務

致電售後服務中心前：

若洗衣機仍舊無法正常運作，請致電售後服
務中心。

www.whirlpool.com.hk

請致電保用證上顯示的號碼，或按照以下網
址上的指引

請說明：

• 簡單的故障說明。

• 洗衣機型號 (參閱機門內的銘牌)。

• 服務碼 (機門內「維修」字樣後的號碼)。

• 您的完整地址和電話號碼。

對於任何維修，使用我們授權的售後服務中
心，以確保適當的維修和使用原廠零配件。

嘗試自行解決問題
請參閱「故障排除」。

重新啟動洗衣機，檢查洗衣機是否仍舊無
法正常運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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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mm (毫米) - 0.47 inch (吋)          17mm (毫米) - 0.67 inch (吋)

安裝指南
INSTALLATION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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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Max. 最高2.5cm (厘米)
Max. 最高0.9inch (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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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最高2.5cm (厘米)
Max. 最高0.9inch (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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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 最高
125cm (厘米)
49inch (吋)

Max. 最高
125cm (厘米)
49inch (吋)

最高125cm厘米
49 (吋)

最低60cm厘米
24 (吋)

Min. 最低
60cm (厘米)
24inch (吋)

Min. 最低
60cm (厘米)
24inch (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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