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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產品特性

1.Kitty印刷玻璃，外型精美可愛，採用強化玻璃，安全不易破裂。

2.Kitty外箱包裝，質感出眾，不再是一般的單純紙箱，而是可以讓你完美收

納的禮盒。

3.有別於時下觸控按鍵因汙漬的感應不良，實體按鍵更為精確和即時反映。

4.內部採用環保的無氧銅水箱，使用壽命長。

5.依設定溫度，調整火力燃燒。

6.本機採用低電壓運作系統，預防觸電危機產生。

7.溫控器設定範圍35~65℃，可依個人喜好輕鬆調整水溫(出廠設定為42℃)

8.搭配下置式直流變頻送風馬達，強制廢氣完全排出(排出延遲時間約30秒)。

9.水量低壓啟動達0.2kg/cm²以上，熱水器即可點火使用。

10.連續4次點火未燃時，系統會自動關閉瓦斯，熱水器連續使用40分鐘，安全

裝置會自動關機。

11.熱水器在燃燒中遇到停電或電源拔除的狀況時，系統會自動切斷瓦斯。

12.防空燒、防過熱、防熄火、防超壓等多重安全裝置保護。

13.當熱水器或周遭環境發生異常時，偵測系統會顯示故障代碼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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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配件一覽表二 .各部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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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 安裝排氣筒組

圖示 品名

短彎管 1

1

1

1

2

2

6

6

5

1

中段直管

尾管

防火棉蓋

固定環

圓頭十字螺絲

瓦斯壓口迫緊

三角自攻螺絲

防熱貼紙

紙箱

數量排氣管接續口

強化玻璃面板

溫控器

冷水入口

瓦斯入口
熱水出口

電源線出口



1.1請確認熱水器使用之瓦斯種類是否正確，熱水器規格表上有標示使用之
瓦斯種類。

1.2本熱水器電源為AC110V/60HZ，如使用標示外之電源，可能會造成火災
或觸電。

1.3本熱水器只提供熱水使用，不可用於其他液體加熱，以免造成熱水器故
障。

1.4本熱水器為家庭用熱水器，如使用於營業的環境中，會縮短熱水器的使
用壽命。

1.5請避免使用地下水及井水，因為這些水質可能會造成熱水器腐蝕。
1.6嚴禁自行安裝，應由專業人員或持有國家證照之技術士來進行安裝，以

確保安全。
1.7電線不得多條纏繞，或多條電源線(使用分接器)共用1個插座。
1.8嚴禁剪斷插頭接線，插頭應置於方便插拔位置以確保安全。
1.9請注意電源配線規格與線路負荷(插座電線2mm²以上)，避免與其他耗電

量大的電器產品共用插座或線路以策安全。

2.1 絕對禁止安裝於浴室內。
2.2 不得安裝於有易燃性危險物(汽油、揮發油、接著劑...等)之場所或有腐蝕

性氣體(氨、鹽酸、硫磺、可燃性氣體化合物、酸類...等)之場所。
2.3請勿安裝於樓梯或避難口附近。
2.4 不得安裝於瓦斯爐或火爐上方。
2.5 排氣出口管之安裝，應避免碰觸建築物外壁或窗戶及鋁窗，以免造成變

色、腐蝕。
2.6 不得安裝於有砂、棉、灰塵及油煙之場所，以免降低熱水器送風性能，

造成不完全燃燒。
2.7 排氣出口管不得安裝於換氣扇的風吹出口，及排風機之排風口。
2.8 安裝場所須充分考慮，以免因噪音及廢氣影響到鄰居。
2.9熱水器所有安全裝置非專業技術人員不得任意調整、拆換。

附件包裝組

圖示 品名

不鏽鋼水管 2

1

1
LPG:3分(3/8”)

NG:5分(5/8”)

3

3

4

1

吊板

瓦斯插管

螺絲

塑膠栓

水管墊圈

接地線

數量

四 .安裝方式三 .配件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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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裝前注意事項：

2.安裝場所的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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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氣出口管的安裝方式：

3.1  排氣出口管必須安裝出屋外。

3.2  排氣出口管尾端請勿放置危險物。

3.3  排氣出口管開口部與周圍的放置物(可燃材、難燃材、不燃材與建築

       物部分)應如(圖一)間隔距離。

3.4  排氣出口管和建築物的開口部，應如(圖二)間隔距

配管施工前之注意事項：
4.1  安裝排氣管、排氣彎頭：
       4.1.1    排氣管路徑應避開防火區域。
       4.1.2    不得安裝防火及消防器材於排氣管附近。
       4.1.3    排氣管請使用本公司之專用排氣管。
       4.1.4    排氣出口管必須貫穿至室外。
       4.1.5    排氣管之延長界線為3彎曲及總長5公尺以下。
       4.1.6    超越排氣管延長界限時會有著火爆發之危險。
       4.1.7    排氣管之豎立管的長度盡量縮短。
       4.1.8    排氣管口徑不宜小於器具連接口徑。
       4.1.9    排氣管支持鐵材通常以1.5～2公尺間隔固定。
       4.1.10  排氣管的接合處需確實牢固，防止燃燒時廢氣漏出。
4.2  防止凝結水滯留：
       4.2.1   排氣管必須有 1 / 50以上的向下傾斜施工。
       4.2.2   排氣管中間不得有凹凸之情形。
       4.2.3   排氣出口管安裝位置較本體上面高時，應由本體延長管豎立後
                   裝配下面接管，不得由中間豎立方式配管。     

冷水及熱水配管施工：
5.1  安裝熱水器後，若出現風機誤啟動現象，為熱水器因冷水回流而產生
　，只要於冷水口加裝逆止閥，可消除此類情況發生。
5.2  安裝熱水器配管，必須先通水將配管內之砂、切削屑、垃圾排出。
5.3  接管時請用所附之不銹鋼管連接。
5.4  配管口徑不得小於器具配管口徑。
5.5  供水壓力太高時，請加裝減壓閥及水錘吸收器。
5.6  接頭盡量減少，避免複雜配管。
5.7  配管中間避免有空氣積存。
5.8  配管材料應使用合格之水管材料。
5.9  冷水配管：
       5.9.1  供水出口處加裝水源閥以方便維修。
       5.9.2  使用本熱水器最適當之水壓 1～5 kg/c　；水壓太低時將無法
　　　　　發揮本器具之功能，造成使用不便，此時請加裝加壓幫浦，
　　　　　使用加壓幫浦者，須於本熱水器之冷水入口端加裝穩壓器。
5.10 熱水配管：
       5.10.1 熱水管禁止使用鉛管及冷水用PVC管。
       5.10.2 配管距離越長，熱量損失越多,故盡量縮短配管距離或加上保
                   溫材。
       5.10.3 請選用通路抵抗小之混合龍頭，蓮蓬頭盡量使用熱水器用壓力
                   損失小之產品。
5.11 排水配管：
        洩壓閥作動時所排出的水會弄濕地板,請在熱水器附近加裝排水孔,以
        利排水。

5.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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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溫控器操作介面說明

A.顯示螢幕：

B.溫度調整鍵：

C.燃燒待機指示燈：

D.電源開關鍵：

1.顯示出水的設定溫度 2.顯示故障的訊息代碼 

出水溫度的設定，以此2顆按鍵來做上下調整。

當熱水器燃燒作動時，此紅色燈號會持續點亮。

1.使用熱水器時按此鍵將電源開啟 2.顯示故障訊息時按

此鍵強迫關機  3.長期不使用時請關閉電源。

※智能防燙：為避免消費者在炎熱的夏天淋浴受燙，喜特麗熱水器貼心

的增加「防燙智能控制」功能。

在此設定範圍內「35-38」，若冷水溫度接近消費者所設定的溫度時，

熱水器不會啟動燃燒並且顯示故障代碼「E25」。

※智能防燙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60  65
熱水使用中水溫可調節範圍 熱水使用中水溫調節方向

沐浴溫度 高溫提示

A.顯示螢幕

C.燃燒待機指示燈

升溫降溫 D.電源開關鍵

B.溫度調整鍵

瓦斯配管施工(關於瓦斯配管施工請遵照瓦斯公司的指示)：
6.1  瓦斯開關閥：
       熱水器使用場所無瓦斯開關閥或位置不適當時，需與瓦斯公司商討新
       設或搬移。
6.2  關於連接瓦斯：
       6.2.1  瓦斯配管需使用專用的膠管或金屬管，不得使用一般橡膠管。
       6.2.2  配管時請注意，不得損傷到器具連接口。
6.3  關於液化瓦斯用量：
       使用熱水器時會消耗大量瓦斯，使用量大時，液化瓦斯桶之容量可能
       不敷使用，若長時間連續使用熱水器時，應增加瓦斯桶容量或多桶瓦
       斯並聯使用。
6.4  關於液化瓦斯調整器：
       此液化機型請使用R：280mmH2O；Q：3kg/h以上之瓦斯壓力調
       整器。
   
電氣配線施工(電氣配線請委託由合格之電氣工程行施工)：
7.1  電氣配線施工完成前，請勿將熱水器本體插頭插入插座，以免造成觸
       電及熱水器故障。
7.2  電源線有效長度約為1.2公尺。
7.3  器具之電源使用交流110V(60HZ)，適合之消耗電力的插座。
7.4  電源線不得與瓦斯管接觸。
7.5  不得使用簡易開關，以免發生意外。
7.6  關於漏電斷路器安裝：
       7.6.1   電氣設備相關基準，須於電源側裝設電路自動切斷裝置(漏電
                   斷路器)。
       7.6.2   動作時間0.5秒以下性能之漏電斷路器，第三種接地工程接地    
                   阻抗會自100Ω以下緩和降至500Ω(定格感度電流15mA以下
                  ，作動時間0.1秒以下之電流作動型漏電斷路器)可省略接地工
                   程，但不得安裝於水氣場所。
7.7 接地施工：
       7.7.1   為防止感電事故須作第三種接地工程(接地阻抗100Ω以下)。
       7.7.2   接地不可接於水管、瓦斯管、電話或避雷針之接地。
7.8 電源線損壞時，必須由製造廠、本公司服務單位或具類似資格人員維
　　修，以確保安全。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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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法：
2.1   將熱水器插上電源插頭，此時顯示螢幕會亮起。
2.2  使用溫度調整鍵來設定溫度，可設定範圍為35~65℃。
2.3  打開熱水龍頭後，燃燒指示燈會亮起，需稍候一會才有熱水；配管
        距離越長，等待熱出水的時間就會相對加長。
2.4　關閉熱水龍頭後，燃燒指示燈會熄滅，熱水器處於待機狀態。
※如長時間不使用熱水器時，請關閉電源及瓦斯開關

燃燒待機狀態下電源鍵長按3秒進到展示模式，

然後按升溫(或降溫)，選擇到 10 或 11 或 12 的

選項內，顯示出的資訊如下：

PS:長按電源鍵3秒後(或關掉電源再重開)，即可

跳出此模式

以下設置，僅「智能防燙（出廠預設值為啟用)」及「燃燒中顯示出水溫度(出
廠預設值為不顯示)」有作用，其餘變更調整無任何反應。
若欲更改智能防燙機制或燃燒中出水溫度顯示設置，可依下列方式進行變更：

步驟1.在待機或燃燒中，壓按電源鍵二秒，聽到嗶嗶聲後放開電源鍵。
步驟2.透過溫升鍵(＋)、溫降(－)鍵，將顯示值調到11(智能防燙機制設置位)或

顯示值12(燃燒中出水溫度顯示設置位)。
步驟3.智能防燙機制啟用或燃燒中顯示出水溫功能ON：按住溫升鍵(＋)兩秒

，聽到嗶嗶聲後放開當前數值顯示由「--」轉換為「 」。
步驟4.智能防燙機制取消或燃燒中顯示出水溫功能OFF：按住溫降鍵(－)兩秒

，聽到嗶嗶聲後放開當前數值顯示由「 」轉換為「--」。
步驟5.離開當前設置並恢復原狀態，壓按住電源鍵兩秒，聽到嗶嗶聲之後放開

電源鍵。

2.

其他功能說明：
3.1 高溫警示：當設定溫度超過50℃時，螢幕上的數字會閃爍提醒。
3.2 使用中高溫鎖定保護：熱水器使用中僅能調整熱出水溫度到49℃，如需
       要更高的溫度，則要先關閉水龍頭停止燃燒後，才能再將溫度往上調高，
       避免使用中突然被高溫的熱水燙傷。
3.3 風機學習步驟（非專業的合格安裝技術人員，請勿任意操作此項功能）：

3.

打開電源
↓

先將設定溫按到35℃
↓

再將設定溫按到65℃
按下電源鍵（關掉電源）

↓
風機學習開始（倒數05＞04＞03＞02＞01＞49℃）

↓
學習完畢

 3.4 如何查看水流量/入水溫/出水溫(內碼)：

備註：

代碼

10

11

12

水流量

入水溫

出水溫

顯示值÷10

顯示值÷2

顯示值÷2

螢幕顯示88則表示8.8公升；125則表示12.5公升

螢幕顯示48則表示 24℃；60 則表示 30℃

螢幕顯示86則表示 43℃；104 則表示 52℃

訊息 數值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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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水器的安裝與遷移：

嚴禁自行安裝，應由專業人員或是持有國家

證照之技術士來進行安裝，以確保安全。

熱水器周圍的防火措施：

2.1  熱水器周圍請勿放置易燃物(樹木、木材

    、棚架、窗簾、箱子等)，如有必要時，

    必須置於最低限度的安全距離之外，以免

    發生火災。

進氣口的堵塞：

3.1  當進氣口遭灰塵或其它雜物所阻塞時，

    將會造成燃燒不完全。

3.2  發生異常與緊急時的處理：

    3.2.1  關閉熱水龍頭。(使用中的情況)

    3.2.2  關閉熱水器的電源。

    3.2.3  關閉瓦斯開關及水源開關。

3.3  發生異常時(煙從排氣口冒出、燒焦味等)或發生地震、火災等緊急狀

    況時，請依前述之方法處理，並請立即與經銷商或本公司之服務單位

    連絡，以免發生火災、觸電或故障等狀況。

※「台灣區瓦斯器材工業同業公會」建議：瓦斯爐、家用熱水器、排油煙

機、烘碗機等設備，每5年須更新以保障使用安全。

1.

2.

3.

警告

1.電源插頭請確實插入至不會鬆動，接觸不完全時將會造成觸電及

火災。

2.停電時熱水器不會作動，待恢復供電時，熱水器的溫度會恢復成

最後一次設定的數值。

3.熱水器內為銅金屬管，恐有重金屬釋出，請勿飲用。

4.拔起電源插頭時，請握住插頭，若抓住電線拔起時，會造成

一部分芯線斷裂而發熱，將會導致火災。

5.長期不使用時，請拔起電源插頭及關閉瓦斯開關，以防止瓦斯外

洩。

6.使用市售的輔助用具：

6.1  請勿使用非原廠零件，以免發生事故。

6.2  低水壓地區請勿使用附起泡頭之水龍頭。

6.3  使用附起泡頭之水龍頭時，請經常清洗起泡頭內之濾網。

7.此熱水器為一般家庭用,若營業用會縮短熱水器的使用壽命，雖在

保固期間內，維修亦須收費。

8.本熱水器必須接地，如果沒有接地，器具故障時，會造成觸電的

危險事故。

9.為了確保產品能發揮正常效用及安全考量，每年用戶應定期向本

公司預約，由本公司服務人員進行產品操作及功能性檢查與保養

，有關定期檢查相關事項請洽本公司客服專線或上官網查詢。

10.如長時間不使用熱水器時，請關閉電源及瓦斯開關。

11.使用超過五年之機器，其零件皆已老化，本公司提供免費安檢。

必須接地

禁止

小心觸電

敬請配合

拔起插頭



保固期間如發生故障，無法自行排除時，請洽本公司人員處理，若自行

拆卸或由本公司人員修理後仍須再作修復者，本公司將酌收修理費用。

故障顯示代碼說明

 ◆  

1.

顯示
代碼

主要故障點 可能原因及現象

 

請確認瓦斯開關為開啟的狀態
並檢查瓦斯桶內是否已無瓦斯

請聯絡本公司服務人員

11

12

13

22

23

3x

51

52

61

71

74

75

81

點火不著

檢查疑有火焰

過溫保護(超過87℃)

中途熄火 請檢查瓦斯桶內是否已無瓦斯

21 過熱安全裝置作動

超時燃燒(40分鐘)

請聯絡本公司服務人員

請將熱水龍頭關閉後再打開

請聯絡本公司服務人員

請聯絡本公司服務人員

請聯絡本公司服務人員

請聯絡本公司服務人員

請將電源插頭拔下後再插上
若仍無法故障排除
請聯絡本公司服務人員

請將電源插頭拔下後再插上
若仍無法故障排除
請聯絡本公司服務人員

電磁閥組控制異常

請聯絡本公司服務人員

25 入水溫過高 請調高設定溫度

入水溫度檢測異常

出水溫度檢測異常

斷電後再復電(未關水)

送風機無作動

送風機轉速異常

風壓過大

訊號傳輸異常

請聯絡本公司服務人員

請將熱水龍頭關閉後再打開
機器會維持原設定

查明事項狀況

●溫度指示燈不亮
●開啟熱水龍頭卻沒
 熱水

●是否停電
●電源插頭是否確實插入插座

●水源開關是否全開
●瓦斯源開關是否全開
●瓦斯安全開關是否動作
（依故障顯示代碼查看）
●連續使用40分鐘安全定時
 裝置作動

●水龍頭是否全開
●瓦斯是否用完
●是否停水

●使用中熄火

委託修理前請查明下列事項：2.

查明事項狀況
停止使用後，還有風
扇轉動聲

水溫無法調至低溫

水溫無法調至高溫

熱水出口端設有超
壓安全裝置(安全閥)
有少許水間歇流出

熱水龍頭關小變成
冷水
熱水龍頭打開熱水
沒立即來

熱水有點白濁

寒冷天排氣出口管
冒出白煙

為排除殘留於燃燒箱內之廢氣及廢熱，提高安全
性及器具使用壽命

夏天溫度高，即使設定低溫，想使用少量之熱水，
水溫一樣會上昇
★將熱水龍頭開大，水量增加，熱水溫度就會降低

冬天溫度低，即使設定高溫，想使用大量之熱水，
水溫無法上昇
★將熱水龍頭開小，水量減少，熱水溫度就會上昇

這是熱水器的保護裝置，並非異常

熱水龍頭熱水流出量2.5公升/分鐘以下即會熄火
★熱水龍頭開大，熱水流量增多，熱水溫度就會穩定

因熱水器至熱水龍頭有一段距離，需要一些時間

這是溶於水中之空氣經加熱後，大氣壓力急速減壓
，而變成細泡現象，與啤酒、汽水等產生細氣泡相
似現象，並非污濁

廢氣中之水蒸氣遇到冷空氣，就會變成白色的氣體

下列情況並非故障：3.

七 .故障排除七 .故障排除

17 18



1.檢查或保養器具前，應先關閉燃氣總開關以及電源，且須等器具冷卻後

才可以進行，以免灼傷。

2.檢查瓦斯膠管是否有折裂或破損，有破損的瓦斯膠管一定要更換。

3.檢查瓦斯膠管與燃氣總開關的接頭是否有鬆動，要把橡膠管插入至紅線

處並用束環束緊，以免燃氣洩漏。

4.燃氣管道在接頭處容易鬆動，要經常用肥皂水檢查，如有漏氣則會有氣

泡產生，絕對禁止以火苗試漏。

5.若聞到怪氣味或其火燄不正常時，請立即停止使用，並通知本公司各地

服務中心來檢查。

6.請每年固定檢修1～2次。

7.請用柔軟乾布把熱水器表面擦淨，如有不易清洗的地方，可用中性清潔

劑擦拭，再用柔軟乾布擦乾，請勿用強力清潔劑清洗，以免造成色彩印

刷以及字體模糊退色。

8.機體內部的點火部位如有潮溼或髒污，應立即以乾布擦拭乾淨，以確保

點火正常。

9.長時間不使用熱水器時，請關閉電源及瓦斯開關。

機          型

號          數

冷 水 入 口 管 口 徑
燃 氣 入 口 管 口 徑
熱 水 出 口 管 口 徑
排  氣    管  口  徑

排氣延長/彎頭
最    短
最    長

安    裝    方    式
電                源
消 耗 電 功 率

安    全    裝    置

點   火   方   式
外型尺寸(長×寬×高)

重量(不含配件及包材)

JT-H1633KITTY JT-H1333KITTY

16公升 13公升
連續電子放電點火

約16kg 約14kg
592×352×177mm

使用燃氣壓力

燃 氣 消 耗 量 如外殼所標示

天  然  氣NG2

液化石油氣LPG
天  然  氣NG1

水溫+40°C
水溫+25°C

PF1/2”
PF1/2”
PF1/2”

屋內壁掛FE式
5公尺/3彎頭 3公尺/3彎頭

0.6公尺/1彎頭

AC 110 V / 60HZ
運轉時約50W/待機時約4W

40分鐘自動關機
熄火安全裝置
過熱安全裝置
沸騰防止裝置
超壓安全裝置

1.5kPa/150mmH2O

2.8kPa/280mmH2O
1.5kPa/150mmH2O

10 L/min
16 L/min

8.1 L/min
13 L/min每分鐘出水量

(水溫+25°C時)
0.2 kgf/c   （3 L/min）

※機型及規格若有變更，以本公司現況為準，不另行通知。

 60 mm

最  低  作  動  水  壓

九 .產品規格八 .保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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