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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臂
升降機

適用車款
7速自手排(4D5D)
隨車保固4年

F360EX 單臂 規格
型號

來自義大利 設計
兼顧美麗與實用

FK360EX

承載重量

360 kg

機器重量

140 kg

電路系統

12V DC/58A

平台尺寸

1067x765mm

舉升高度

1030 mm

緊急手動系統

有

歐盟認證
ISO 9001:2015
重量壓力測試 by V.T.S. Vehicle
Technical Service Ltd.

Platform lifts for wheelchair CE
Directives & UN/ECE Regulations
-2006/42/EC Machinery Directive
Regulation N°10 UN/ECE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by NSAI
EN 1756-2:2004

單臂升降機
附有警示燈&提醒鈴。
義大利設計，集合了內部與外觀的美感
最先進的合金鋼材和外殼真空塑型工程
打造出小尺寸和低重量升降機。
獨家的F-Twister讓升降機能90°旋轉。
隱藏式控制機組能減少佔用車廂空間。
升降機手臂獨特的防壓感測器自保裝置
，可在運行中根據需求停止升降機。

﹁外開﹂

90°

操作簡單
升降機平台可透過選配無線遙控器、LCD
面板、線控進行控制。LCD面板有文字顯
示與聲響提醒週期保養功能。

全方位設計
外觀與傳統型升降機相比，Fiorella是
由義大利設計團隊開發，結合汽車內裝
與科技感和工藝美學的設計原理，更美
觀並更加人性化。

模組化和多元性90°旋轉
LCD 控制器，可依空間需求安裝並隱藏
於車輛內部，營造空間極大化，在90°
開啟，一般時間也能夠載輪椅，放物品
及行李也方便，彈性多元使用以符合市
場客戶需求。
90°外開

雙臂
升降機

適用車款
FK1030-Caravelle 5速手排(4D5D)、7速自手排(4D5D)
FK1350-Kombi 高頂手排
隨車保固4年

FK1030/1350 雙臂 規格
型號

來自義大利 工藝
炭鋼打造 輕 堅固

FK1030/1350

承載重量

320/350 kg

機器重量

110/145 kg

電路系統

12-24 V

最大壓力

140 Bar

平台尺寸

1030x740/1350x800mm

舉升高度

880/920 mm

緊急手動系統

有

歐盟認證
SWL and CE certificates
LOLER Installation Compliance
Fully PSVAR，DDA，COIF，SVTA
and BS6109 Part 2 compliant
Meets ECWVTA (European Whole
Vehicle Type Approval)
ISO9001 accredited process control

垂直雙開視野
升降機平台透過精準的自動收納系統，
打造出垂直雙開的視野。確保駕駛員在
後方及側面的視角不會受到影響。

雙臂1350升降機
服務者可與乘客共乘

省油效能
1030輕型升降機僅重110公斤，可乘
載320公斤的重量。低重量帶來顯著
的省油效能。

兩鍵控制器
簡易上下兩鍵控制器驅動電液油壓，
使升降操作順暢易於掌控。

升降安全設計
網狀平台表面具止滑效果。平台邊緣
加高及後擋板亦能加強著地安全。檔
板在著地前，持續呈保護狀態，直到
側邊滾輪接觸地面整個平台定位後，
檔板才會降到輪椅可安全離開位置。

抗震靜音

防傾翻系統
防傾翻系統讓升降機在長時間不使用情
況下，也不會因洩壓鬆脫。
萬一車輛電瓶沒電或電源故障情況下，
內置的防傾翻系統能防止掉落，且依然
可以輕鬆地使用輔助手動泵浦繼續操作
裝置。

防震靜音設計
車輛在行進間，升降機透過內置防震科
技，不會產生多餘的噪音。

斜坡
板

適用車款
Caravelle 5速手排(5D)、7速自手排(4D5D)
Kombi 高頂手排
隨車保固4年

BGR21 鋁合金斜坡板 規格
型號

FK21

承載重量

400 kg

工藝

機器重量

24 kg

全臺最輕鋁合金斜坡板

電路系統

無須電力

最大壓力

140 Bar

斜坡尺寸

2020x820mm

來自瑞典

歐盟認證

可搭配省力
輪椅捲揚器

MDD 93/42/EEC
ISO 9001:2008、ISO 14001:2004
NS 11001-2:2009
AS/NZS 3856.2:1998
LVFS 2003:11
LVFS 2001:7
LVFS 2001:5

鋁的譜寫
瑞典原廠工業設計師在製造過程中為鋁
合金斜坡板進行陽極處裡，使其更耐腐
蝕，並經過磨損、鹽、汙垢和水進行測
試，並透過酸性電解槽引導電流的技術
，增強了氧化鋁的保護性，使斜坡道的
鋁可同時具有可塑性和輕量性，且表面
強度比未陽極處理時高出3000倍!

斯堪地那維亞的經典工藝
設計就像在了解客戶的需求和為日常生
活需求尋求創新解決方案，我們的斜坡
板始終簡單而時尚，堅固耐用且可融合
於各種環境，完美搭配於家中及車上。
這完全符合在世界各地享有盛譽的斯堪
地那維亞設計原理(Scandinaviav
design)，也就是其基礎設計思想，提
供簡易、簡單和實用的解決方案。

IPC退稅

相關參考資料
復康巴士

福祉車

◆ 行照影本

◆ 新車訂購合約書

◆ 市府核准公文

◆ 全車照片-包含輪椅升降設備

◆ 新車領牌登記書影本

◆ 安全審驗合格證明

◆ 復康巴士車身照

◆ 加蓋戳記之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影本

◆ 來源發票影本

◆ 進口與貨物稅完稅證明書正本

◆ 完稅證明書正本

◆ 車輛行照影本

◆ 進口車商退稅同意書正本

◆ 退稅同意書正本

◆ 經銷商退稅同意書正本

◆ 申請書正本

◆ 車主退稅同意書正本

◆ 申請書的主旨一定要特別載明退款的客戶名稱

選配
電動側踏板

德國設計
輪椅固定系統

ARTC檢驗合格防焰地板

© COPYRIGHT FORKARE
版號:2020.0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