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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縫紉機前請詳閱本說明書，務必遵循下列安全警告：

危險－為了減少觸電的危險，務必遵循以下要點：
1. 當縫紉機接上電源后，請勿離開。
2. 機器使用后或清潔前請拔下電源插頭。
3. 本機器使用冷光照明燈 (LED)。假如燈泡有損壞，請務必送回售服中心或有授權的經銷商進行更換，以避免發生危險。

警告－為了防止觸電、受傷、火警的發生，務必遵循以下要點：
1. 勿將縫紉機充當玩具使用，當兒童接近時須特別注意。
2. 請依說明書指示操作縫紉機，並使用說明書上建議使用的附屬品。
3. 當電線或插頭損壞、動作不良、摔落受損或掉落水中，請即刻將縫紉機送至最近的授權經銷商或維修中心做維修檢查。
4. 縫紉機及腳控制器之通風口應保持暢通清潔，如有雜物應先清除才可使用。
5. 操作縫紉機時，請特別注意手指遠離車針的運作範圍，以避免傷到手指。
6. 使用合適的針板，錯誤的針板會導致車針折斷。
7. 勿使用彎曲、受損的車針。
8. 縫紉時請勿拉扯或推擠布料，以免車針偏移導致折斷。
9. 調整車針任何部位前，如穿線、換針，引下線或更換壓腳時，請先將縫紉機電源關閉。
10. 當拆卸外蓋、加潤滑油或執行本說明書所提到的任何其他使用者維修調整時，務必拔去電源插頭。
11. 縫紉機任何開啟部位，絕不可放入任何異物。
12. 本縫紉機僅供室內使用。
13. 勿在塵埃多的地方使用縫紉機。



II

14. 拔下電源插頭前，請先將電源關閉，再拔下插頭。
15. 請握住插頭將電源線拔離插座，切勿直接拉扯電線將插頭拔下。
16. 噪音值在正常的操作之下是小於 75dB(A)。 
當縫紉機沒有操作時，請將電源關閉或者拔下電源插頭。

17. 請勿在腳控制器上放置任何物品。
18. 當腳控制器損壞，請即刻將縫紉機送至最近的授權經銷商或維修中心做檢查。
19. 縫紉機不適合精神狀況不佳或是缺乏使用縫紉機經驗與常識的人使用 (包括兒童 )；除非有人指導或實際遵照說明書手冊操作。
20. 請監督兒童勿將縫紉機充當玩具。

本縫紉機僅供家庭使用
本說明書請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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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線張力調整鈕
2. 挑線桿
3. 倒退縫壓桿
4. 切線器
5. 壓布腳
6. 針板蓋
7. 輔助板及零件盒
8. 寬度轉鈕
9. 捲線軸導板
10. 密度轉鈕
11. 模樣選擇轉鈕
12. 一步驟開釦孔桿 (型號 M3300/ M3305/ M3400/ M3405/ 

M3500/ M3505)
13. 自動穿線器

開箱

-把紙箱放在平穩的平面上。開箱取出機器，去掉外包裝。
-去除所有其他的包裝材料和塑料袋。12

13

10

11

各部位名稱

機器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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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位名稱
1. 水平線輪柱
2. 捲線軸
3. 第二線輪柱孔
4. 手輪
5. 電源開關
6. 插座
7. 捲線導板
8. 上線導板
9. 面板
10. 把手
11. 壓布腳桿
12. 腳控制器
13. 電源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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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腳控制器之插頭，插入本體側面插座內。(1)
另一方之插頭，插入家用電源插座內。(2)

注意：
當縫紉機不使用時，請將電源插頭拔掉。

腳控制器

縫紉機的速度是由腳控制器 (3) 所控制，腳踏越深則速度越快，
反之，則速度減慢，腳離開控制器，即停止車縫。

注意：
對本縫紉機的電源有任何問題，請洽詢經銷商和維修中心。

縫紉機燈泡

打開電源 (A)，縫紉機燈泡亮起，即可開始使用。

a. 插頭
b. 電源插座

縫紉機的啟動方法



4

當車縫多層或較厚的布料時，將壓布腳升降桿往上拉 (A)，壓
布腳可以往上提高至第二段高度，以方便布料在車縫中的移
動。

 
 
 
 
 
 
 
 
 
 
 
 

注意：
本機被調整為在正常室溫下縫紉最佳。極端高溫或低溫都會
影響縫紉機的效果。

二段式壓布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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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附屬品

a. 萬能壓布腳
b. 拉鏈縫壓布腳
c. 四步驟開釦孔壓布腳 (型號 M3200/ M3205)
d. 一步驟開釦孔壓布腳 (型號 M3300/ M3305/ M3400/ M3405/ 

M3500/ M3505)
e. 釘鈕釦壓布腳
f. 螺絲起子
g. 刷子和扣眼刀
h. 針包
i. SINGER® Class 15 梭子 (4x)
j. 平行導引器
k. 繡花板
l. 線輪蓋
m. 防塵套

選購附屬品

更多的有關適用于您機器的壓布腳、附件和配件的信息，請訪
問 www.singer.com查詢。

a b dc e

g

k m

f

lj

ih

附屬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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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下線的方法

 - 將車線放到水平線輪軸上，將線輪蓋插入水平線輪軸，防止
車線脫落。(1/2)

 - 將車線穿過捲下線導引板。(3)
 - 將車線以順時針方向纏繞在捲線張力導板。(4)
 - 將線穿過梭子的小孔，並放到捲線軸上。(5)
 - 將捲線軸往右推。(6)
 - 用手拉住車線的一端。(7)
 - 踩下腳控制器，開始捲線。(8)
 - 梭子捲滿線後將車線剪斷。(9)
 - 將捲線軸往左邊推，並取下梭子。(10)

注意：
當捲線軸的位置在右邊時，手輪不會轉動，縫紉機無法車
縫。要開始車縫時，需將捲線軸壓向左邊推才可車縫。

機器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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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安裝或更換梭子前，車針必須完全升起。

 - 打開梭盤前蓋。(1)
 - 拉住梭殼的拉柄 (a)取出梭殼，並將梭子自梭殼中取出。(2)
 - 依箭頭方向將線自梭子內拉出約 10公分，再把梭子放進梭
殼中間的固定軸。(3)

 - 右手拉住露出的線頭，將線頭從梭殼的缺口處拉出。(4)
 - 將線頭穿過調節彈簧片，線會由梭殼的出線口順利出。(5)
 - 先把針轉到針板上方，拿住梭殼拉柄，將拉桿對準固定缺口
處，便可正確放好。平穩的將拉柄釦回，否則容易絞線。(6)

注意：
當捲線軸的位置在右邊時，手輪不會轉動，縫紉機無法車
縫。要開始車縫時，需將捲線軸壓向左邊推才可車縫。

裝梭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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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線張力調整的方法

上線張力的調整

標準的上線張力是： "4" 。
增加張力：向數字大的方向調整。

減小張力：向數字小的方向調整。

1. 正確張力，上下線的交點在布的中間。
2. 上線張力太鬆，需增加張力。
3. 上線張力太緊，需減小張力。
4. 鋸齒縫和裝飾縫，上線張力通常可低于直線車縫。

下線張力的調整

梭殼上的調整螺絲向右轉則張力緊，向左轉則張力鬆。線不可
調的太緊，需能輕鬆拉出梭殼外。在張力正常時，將下線梭子
放進梭殼內，拉著線條穿過彈簧夾片內，接拉住線頭輕輕搖晃，
留出約 10公分線在外面。

注意：

 - 適當的調整車線張力是良好車縫品質的要訣。
 - 上線張力隨不同的布料和車線粗細需做適當調整。
 - 基本的張力通常只有用于直線車縫。
 - 90%的上線張力的設定是介于 "3"到 "5" ( "4"為基本設定 )。
 - 所有的裝飾縫要有較好的針趾，通常會減少上線張力，比較
不會產生皺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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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線方法必須正確，否則將會造成車縫上的問題。

 - 首先抬高壓布腳升降桿後，轉動手輪，將車針提高到最高點
以方便穿線。(1)
注意：為了安全，建議您在穿線前先將電源關閉。穿線方法
必須正確，否則將會造成車縫上的問題。

 - 將車線放到線輪柱上，蓋上線輪蓋，再拉出車線。(2)
 - 將車線拉出穿過導引板。(3)
 - 將車線穿過上線導引桿。(4)
 - 延著線道將車線拉過上線張力彈簧，順著右側線道向下導引
再往上導引到左側線道。此過程中有助於將介於線輪軸與車
線導引板之間的車線固定。(5)

 - 車線從挑線桿的右邊拉到左邊穿過挑線桿的槽孔再往下拉。
(6)

 - 車線自橫向導線架右側的缺口進入，線頭用自動穿線器穿入
針孔。(7)

 - 可利用切線器將線切斷。(8)

穿上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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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將車針提到最高點位置。
 - 將車線由下方繞過導板 (A)勾住。(1)
 - 自動穿線壓桿 (B)按壓到最低位置。(2)
 - 自動穿線器會自動旋轉到穿線位置。(C)
 - 將車線置於針孔前，由下往上勾住小舌勾。(D)
 - 鬆開自動穿線壓桿 (B)，恢復正常位置後，小舌勾會將車線
拉過針孔，形成一線圈狀。(3)

 - 從線圈拉出約 10公分。

注意：
請先將電源關閉，以策安全。

自動穿線器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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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左手輕拉上線，將手輪朝向自已的方向轉動，使車針下降至
針板內，繼續轉動手輪，使車針升到最高點。(1)

注意：
如果下線很難引出，檢查以確保下線沒有被梭芯蓋或輔助縫
台卡住。

引下線的方法

緩慢地拉扯上線，使下線穿過針板孔拉出。(2)

拉住上下車線穿過壓布腳缺口下方往后拉出約10公分的線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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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動模樣選擇鈕 (順、逆時針方向皆可 )選擇適合的模樣，即
可車出所需的模樣。

直線車縫請轉動模樣選擇轉扭 "  "選擇圖示模樣

曲線車縫請轉動模樣選擇轉扭 "  "選擇圖示模樣

要獲得其他線跡模樣，把密度轉鈕轉到 "S1"或 "S2"然后轉動
模樣選擇轉鈕，選擇所需線跡。

模樣選擇轉鈕可依任何方向轉動。

a. 倒退縫壓桿
b. 寬度轉鈕
c. 密度轉鈕
d. 模樣選擇轉鈕

選擇模樣的方法

基本縫紉

c

d

型號 M3300/ M3305
M3400/ M3405

型號 M3500/ M3505

型號 M3200/ M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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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寬度轉鈕功能

直線縫：選擇直線縫時，調整寬度轉鈕可選擇車針位置，當數
值在 0，車針位置在中基線，當數值為 5，車針位置在左基線。
(1)
鋸齒縫：選擇鋸齒縫時，調整寬度轉鈕可改變模樣的寬度，數
值越大，所車出的曲線也越寬，當數值為 0時，則為直線。

選擇鋸齒縫時密度轉鈕的功能

調整模樣轉鈕在 "  "的位置。
調整密度轉鈕越接近 "0"的位置則鋸齒縫的針趾密度越密。
適當的鋸齒縫密度一般在 "2.5"或更低的位置。
密度集中的鋸齒縫 (接近 "0"的位置 )，一般用於刺繡縫。(2)

選擇直線縫時密度轉鈕的功能

調整模樣選擇轉鈕在「直線縫」的位置。密度轉鈕可調整針距。

密度設定值越接近 "0"，針距越小，反之，密度設定值越接近
"4"，針距越大。
一般而言，當車縫厚的布料時，應選擇較長的針距及較粗的車
針與車線。當車縫薄的布料時，應選擇較短的針距及較細的車
針與車線。

寬度轉鈕 &密度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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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線縫

車縫前，調整模樣轉鈕在「直線縫」的位置。(1)

將布料邊緣靠齊針板上的刻度，調整所需的車縫寬度後放置在
壓布腳下。(2)

放下壓布腳升降桿，然后踩下腳控制器開始車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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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車縫的起縫點和結束縫點牢固，壓下倒退縫壓桿 (A)，倒
退車縫數針，再放鬆倒退縫壓桿則縫紉機將恢復往前車縫。(1)

倒退縫

車縫完畢，將手輪朝向自已的方向轉動使車針抬到最高位置，
提起壓布腳並從壓布腳和車針后方移出結束工作。(2)

結束縫

從壓布腳后方拉出車線，將車線穿到面板側邊的切線器 (B)中，
將車線往下拉扯以切斷車線。(3)

切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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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線伸縮縫 /鋸齒三線縫
伸縮縫模樣在模樣選擇鈕上用藍色的模樣圖表示。

要選擇這些線跡模樣，轉動模樣選擇轉鈕到所需的線跡圖。然
后把密度轉鈕轉到有 "S1"或 "S2"的圖示。有許多伸縮縫模樣，
這里舉兩個例子：

直線伸縮縫 (1)
選擇模樣 " "
伸縮縫使用於褲襠、臂部、腋下等易綻線的部位，效果更好。

直線伸縮縫的針趾是前進二針，退後一針，以三倍的強度，可
使接縫不易破裂，可使用於運動服、伸縮布料…等。另使用於
一般布料上也是很美麗的裝飾圖案。

鋸齒三線縫 (2)
選擇模樣 " "
調整寬度轉鈕在 "3"到 "5"的範圍內。
鋸齒三線縫通常使用在強力的接縫或裝飾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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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于窗簾、褲子、裙子…等折邊。

此模樣適用于針織布料。

此模樣適用于較厚實的布料。

注意：
使用暗針縫前請先做車縫測試。

左圖顯示用密度轉鈕設置線跡針距的范圍。暗針縫線跡，通常
針距設定大些。

而設置針幅是根据布料的厚薄和類型，在左圖所示的范圍內。

一般情況下，窄的針幅用于輕薄的布料；稍寬的針幅用于普通
及較厚重的布料。在正式縫紉前，先進行試縫，以确保設置适
合所選的布料。

車縫方法：

如圖所示將布料折疊后使反面朝上。(1)
將布料放在壓布腳下，用手朝向自己方向轉動手輪，直到車針
下降至最低點，模樣的最左針趾必須正好車縫在對折的布料
上。(2)
車縫后將布翻回表面，不容易看出車縫后的線。

注意：
為使暗針縫更容易，使用暗縫壓布腳，可以從 SINGER®(勝
家 )經銷商處購買。

暗針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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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縫方法與步驟：

1. 更換鈕釦孔壓布腳。
2. 測量鈕釦的直徑和厚度並加上 0.3公分 (1/8英吋 )的預留
空間，在布料上做鈕釦孔尺寸和位置的記號 (a)。

3. 將布料放置到壓布腳下，使布料上所做的記號和鈕釦孔壓
布腳對準，放下壓布腳，使布料上的鈕釦孔中央線對準鈕
釦孔壓布腳的中央 (b)。

調整密度轉鈕在 " "的範圍內，依布料的不同而調整。

注意：
車縫前請先做鈕釦孔的試縫。

調整模樣轉鈕，依照四個步驟的順序改變，從 1-4依序調整。
車縫第二和第四個步驟時，要小心切勿車縫過多針趾。車縫完
成，使用扣眼刀將鈕釦孔切開。

車縫技巧：

1. 稍微減少上線張力以產生較佳的效果。
2. 車縫薄布或有彈性的布料時可使用襯紙一起車縫。
3. 依布料選擇適當的車線或棉繩。
4. 加棉繩車縫時，鋸齒縫的寬度必須蓋過棉繩或粗線。(A)

四步驟車縫鈕扣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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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正式車縫前，請先用相同布料做試縫。

車縫方法與步驟：

1. 測量鈕釦的直徑與厚度並加上 0.3公分 (1/8英吋 )的預留
空間 (可達 3cm)，在布料上做鈕釦孔尺寸與位置的記號。

2. 裝置一步驟開釦孔壓布腳，拉出平板台後，再放入鈕釦後
夾緊，夾在平板台上的鈕釦可決定開釦孔的大小。(B)

3. 調整模樣選擇轉鈕到「一步驟開釦孔」的位置；調整密度
轉鈕在 "0.5" - "1"的範圍內，依布料的不同而調整；調整寬
度轉鈕在 "5"的位置。

4. 將布料放置到壓布腳下，轉動手輪將車針刺入縫紉的起始
位置，將通過壓布腳下面的車線往前拉出，放下壓布腳。

5. 將開釦孔桿往下拉到底，再輕輕推向後方頂住。(C)
6. 請抓住上下線頭後，踏下腳控制器即可開始車縫，機器會
依照 1→ 2→ 3→ 4的順序 (D)自動車縫，車縫完畢，腳
離開控制器停止車縫，請將開釦孔桿完全收起。

7. 車縫完成後，使用扣眼刀將鈕釦孔切開。 
在伸縮布料上車縫鈕釦孔 (E)
若想在伸縮布料上開釦孔時，可在開釦孔壓布腳中放入一條棉
繩，再依正常開釦孔的方法車縫，車縫完畢將棉繩完全隱藏在
針趾中，將多余的帶子剪斷。

車縫技巧：

1. 稍微減少上線張力以產生較佳的效果。
2. 車縫薄布或有彈性的布料時可使用襯紙一起車縫。
3. 依布料選擇適當的車線或棉繩。
4. 加棉繩車縫時，鋸齒縫的寬度必須蓋過棉繩或粗線。

一步驟車縫鈕扣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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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上繡花板 (1)，繡花板可避免送布齒移動布料。
更換壓布腳為釘鈕釦縫壓布腳。(2)
調整密度轉鈕在 "0"的位置。

將布料與鈕釦置於需要車縫的位置，並放下壓布腳 (3)。

調整模樣選擇轉鈕至鋸齒縫的位置。依鈕釦兩孔之間的距離，
調整寬度轉鈕在 "3" - "5"的範圍內。用手轉動手輪試縫車針是
否進入鈕釦的左、右孔內而無碰觸到鈕釦。慢速車縫約 10針。
調整模樣選擇轉鈕，選擇左直線縫，在原點車縫 3-4 針，以固
定車線不易脫落。

可放置一支手縫針在鈕釦上車縫，可使鈕釦與布料間保留適當
的鬆度。(4)
車縫四個孔的鈕釦時，先車縫前面兩個孔，結束後再車縫後面
的兩個孔。

釘鈕扣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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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圖示，更換壓布腳為拉鏈縫壓布腳。

依所需車縫的拉鏈位置將壓布腳裝到右邊或左邊。(1)

車縫遇到拉鏈頭時，將車針停留在布料上，提起壓布腳並將拉
鏈頭推到壓布腳后方，再放下壓布腳繼續車縫。

也可用于車縫裝飾用的繩條，形成一道滾邊。(2)

拉鏈縫和滾邊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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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輔助板時，請依箭頭指示的方向平行推進即可。

取下輔助板時，握住輔助板左側，往左邊的方向拿下來，便可
作為巧臂來操作。(1)

輔助板的使用

打開輔助板內蓋，可當零件盒，收納附屬品。(2)

一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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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卸壓布腳

將壓布腳 (e)往前推，使壓布腳與壓布腳上座分離。(1)

安裝壓布腳

將壓布腳栓桿 (d)對準壓布腳上座 (b)上的缺口 (c)往後推，即
可接合。(2)

安裝與拆卸壓布腳上座

提起壓布腳桿 (a)。
安裝與拆卸壓布腳上座 (b)如圖所示。(3)

安裝平行線導引器

如圖所示將平行線導引器 (f)，插入壓布腳上座上的槽孔內，即
可依車縫需要自由調整寬度。(4)

注意：
執行上述任何操作時務必將電源開關關閉。

更換壓布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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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線、布三者間的關係

車針尺寸 布料 車線

9-11 (70-80)
輕薄的布料－薄棉布、薄紗、薄蕾絲、綢布、棉布、麻布、網
紗布、棉編織衣物、經編針織物、平針織物、皺織物、紡織聚
酯、襯衫及短衫布料。

棉、尼龍、聚酯製成的細車線。

11-14 (80-90) 中等的布料，棉布、緞織布、木棉布、帆布、雙層的編織衣物、
薄毛料衣物。 中等尺寸的車線是最普遍，適用于這些布料和

車針的尺寸。

在合成纖維材料上使用聚酯車線，在天然布料
上使用棉線的效果最好。

上下車線必須使用相同尺寸的車線。

14 (90) 中厚布料－棉布、絨布、羊毛布、編織衣料、毛圈織物、丁尼
布。

16 (100) 厚重的布料－帆布、毛織品、厚帆布、夾棉縫的布料、丁尼布、
有襯墊的衣物。

18 (110) 特別厚重的毛料衣服、外套布料、有襯墊的布料、一些皮革
製品和乙烯基。 粗車線。

車針、布料、車線選用指南

重要：不同材料的布料与車線，請務必搭配對應的車針尺寸

注意：

1. 為達最佳的縫紉效果，只可使用 SINGER®(勝家 )的車針。
2. 經常更換車針或在斷線、跳針時更換。

車針、布料的選擇

車針尺寸 說明 布料的種類

SINGER®  2020 標準的車針。尺寸由細 9(70) 到粗 
18(110)

天然編織布料，如羊毛、棉、蠶絲…等平織布。不建議使用于雙層織
物。

SINGER®  2045 針織尺寸由細 9(70)到粗 18(110) 天然織物和合成纖維織物，如聚酯纖維、網紗布、經編針織物、單層
和雙層編織物、毛線衣、萊卡、彈性布料等。

SINGER®  2032 皮革用車針。 皮革、有襯墊的布料 (比標準車針的針孔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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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特殊車縫會使用到繡花板，例如織補縫或刺繡縫時，必需
安裝繡花板才可以車縫。

如圖示裝上繡花板。

當進行一般車縫時，請再將繡花板移除。

使用刺繡縫時，建議配合刺繡縫壓布腳，請洽詢當地經銷商。

繡花板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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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車縫品質，請定期更換車針，尤其是車針出現磨損痕跡或
造成車縫問題時。

為了獲得最佳的縫紉效果請使用SINGER®(勝家 )廠牌的車針。

請依照下列方式安裝車針 (1)
轉動手輪將車針 (C)升到最高點。
依照箭頭指示的方向放鬆鎖螺絲 (A)，將針取出。
針的平面 (B)，放進針棒缺口處，往上推到頂點 (D)。
再將鎖針螺絲依箭頭指示方向鎖緊。

注意：
安裝或拆卸車針前請先將電源關閉。

更換車針的方法

車針可能發生的問題 (2)
A. 車針彎曲
B. 針尖損壞
C. 車針變鈍

縫紉機維修保養和故障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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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縫紉機保持良好狀態，正確的清潔保養是非常重要。

清理前，務必先將電源關閉，抬高壓布腳，轉動手輪將車針轉
至最高點。

清潔保養的方法：

使用螺絲起子鬆開螺絲，取下針板。(1)
用刷子清潔送布齒四周的棉屑及灰塵。(2)
將中梭夾片向左右兩側打開。(3)
取出中梭蓋。(4)
取出中梭。(5)
滴入 1~2滴的保養油于箭頭指示處。滴入 1~2滴的保養油于箭
頭指示處。(6)

注意：
請務必將電源關閉，再進行梭殼的拆取，以免發生危險。 

縫紉機的清潔和保養



28

故障排除指南

問題 原因 故障排除
上線斷線 1. 縫紉機穿線不正確 1. 重新穿線

2. 車線太緊 2. 放鬆車線 (降低張力 )
3. 車線過粗 3. 更換較粗的車針
4. 車針裝置不正確 4. 拆下並重新安裝 (車針平面側朝向后方 )
5. 車線纏繞在線輪柱上 5. 拆下線輪蓋並檢查車線是否絞線
6. 車針損壞 6. 更換車針

底線斷線 1. 梭壳沒安裝好 1. 取下梭壳重新安裝底線并重新引下線，下線應該很容易拉出來
2. 梭壳的底線安裝錯誤 2. 重新檢查梭芯与梭壳是否有安裝好

跳針 1. 車針裝置不正確 1. 拆下並重新安裝車針 (車針平面側朝向后方 )
2. 車針損壞 2. 安裝新的車針
3. 使用的車針尺寸錯誤 3. 選用適合車線和布料的車針
4. 壓布腳裝置不正確 4. 檢查並正確地安裝

車針斷裂 1. 車針損壞 1. 車安裝新的車針
2. 車針裝置不正確 2. 拆下並重新安裝車針 (車針平面側朝向后方 )
3. 使用的車針尺寸錯誤 3. 選用適合車線和布料的車針
4. 壓布腳裝置不正確 4. 選擇正確的壓布腳並正確安裝

脫線 1. 縫紉機穿線不正確 1. 檢查車線
2. 梭子穿線不正確 2. 依照指示對梭殼穿線
3. 車針 /布料 /車線搭配錯誤 3. 車針號數必須適合布料和車線
4. 車線的張力不正確 4. 車校正車線的張力

車線糾結或起皺褶 1. 車針太細 1. 選用適合的車針
2. 針趾密度調整不正確 2. 減少針趾密度
3. 車線張力太緊 3. 放鬆車線壓力

針趾不平或送布不順 1. 車線品質不良 1. 選用品質較佳的車線
2. 梭子穿線不正確 2. 取出梭子再重新穿線並正確地安裝
3. 布料受拉扯 3. 車縫時勿拉扯布料，讓送布齒正常送布

縫紉機有雜音 1. 布屑或油漬聚集在梭盤或針棒上 1. 依指示清潔梭盤和送布齒
2. 車針損壞 2. 更換車針

縫紉機咬死 1. 梭子被車線卡住 1. 梭拆下上線和梭子，用手慢慢地前后轉動手輪再清除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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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K6V0101(CN)

請注意回收處理，本產品必須按照国家有關回收電气 /電子產品的法律法規進行處理。不要將電器作為未分類的垃圾
處理。按照你當地的政府提供有關的回收法律進行處理。當有新的更換舊電器的法律義務，經銷商可以免費收回你的
舊家電處置。

如果電器在垃圾填埋場當普通垃圾處理，有害物質會滲入地下水，進入食物鏈，危害你的健康和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