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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 繁

提醒標誌
此標誌內容會提供操作此步驟時可以注意的
事項，能幫助您更有效地完成。

i

警告標誌
此標誌內容是務必要遵守的操作內容，沒有
遵照有可能導致人身受到危險的風險，請務
必遵守！

!

重要前言

感謝您選擇 DARE BIKES!

1. 自行車是無法永久使用的

很多人以為自行車是可以永久使用的，尤其是越高價位的自行車。事實上自行車如同汽車、機車一般，
經由許多零件組配而成，而每一零件均有其不同的材料特性與使用年限，自行車的各部份零件都需要
周期性與計劃性的保養與調適，才能讓所有的零件在使用年限內運作正常。

2. 關於保養、維修與使用安全的重要

使用自行車的方式、場合與使用強度會影響自行車的全部或部份配件壽命，致使降低原應有的使用壽命。
所以保養的落實與維修的確實性甚為重要。確實的保養、檢查與維修可以確保自行車性能的正常運作，
同時確保零配件應有的正常壽命，並且提供您安全的騎乘挑戰。正確的使用自行車，佩戴適合的保護、
騎行裝備，與於適當的場合使用。是保障您生命安全以及保持自行車零配件壽命的三元素。

˙ 請按照說明書的保養部分定期保養。

˙ 為了您的安全，請勿在超出本身技能範圍來自行維修 ! 

如果您有任何有關所購買自行車的疑問，請聯絡我們客服人員或是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 : service@dare-
bikes.com。

3. 存放地方以及方式

紫外線、雨水、溼氣、海水、泥濘、汗水鹽蝕及高溫所引起的塗裝烤漆或是車體結構 / 零件損壞，會減
少自行車的使用年限。自行車存放必須保持遠離紫外線照射，放置在清潔涼爽、乾燥的地方。若自行車
在高鹽份的環境含鹽份的路面上使用過後，必須立即清潔及回復乾燥的狀態。未充分清潔經處理的自行
車在鹽份及水的作用下會導致嚴重的損壞 !

每次存放您的自行車之前必須完成清潔及潤滑的動作。車架的烤漆、水標及表面處理可能會隨著時間因
光線照射而變色。潤滑油品質會隨著時間而衰退，若您的自行車長時間沒有騎乘，請在使用前重新潤滑。
關於自行車上的各項零件保養細節，請參考 DARE 公路車詳細說明書。

4. 請仔細閱讀說明書並了解與你相關的保固條款

閱讀本說明書絕不是浪費您寶貴的時間，相對來說是能幫助您更新您與車的重要關係，了解並更新您
的自行車知識。妥善保存本說明 / 保固卡可以提供專業技師您的保養維修記錄以便其判斷車架與零組
件的使用壽命與狀態。並且能將您的愛車保持在最佳的狀態。

有關更詳細的零配件搭配、技術規格、保養調適與保固條款，您可以進一步登錄到 DARE 的官方網站
中獲得最新得資訊。網站地址：https://www.dare-bikes.com。

˙ 此說明書內容未涵蓋所有自行車相關技能知識，也無法教您成為一位專業自行車技師 !
˙ 此說明書主要在協助當您新購買 DARE 自行車的基本知識以及指出重要的資訊及警告。
˙ 本說明書內容不可用於在使用 DARE 車架組來組裝成一輛完整的自行車 ! 也不提供個別零件組成一輛自行車的相關訊息。
˙  DARE 以外的零組件相關資訊，請參考各家廠商所提供的資訊。
˙ 本說明書所包含的相關技術會不定時的更新，最新消息請參考 DARE 官方網站 www.dare-bikes.com 範圍。

車體各部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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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 繁零件名稱及代號總表

隨車塑膠盒位置圖

4 5



繁 繁

!

i

碳纖零件會因為鎖固力道太大而損壞，如果
因此造成損壞，會使騎乘產生極大的風險，
產品保固也將因此無法生效，請遵循最大扭
力上限、使用正確的扭力板手，並視情形使
用市售的安裝油品，增加零件附著力。

為了降低風阻，走線設計為全隱藏在車架
中，這意謂組裝時必須更謹慎。我們強烈
建議在組車前先試組裝並完成 Fitting。

組件總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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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 繁

i i機械版的變速線外殼相對電子版的線材粗硬，
請務必多花些耐心與細心。

休息把提供五個走線橢圓孔位，每個孔提供
前後 1 公分的微調，組裝時請依據個人需求
慎選最佳孔位。

變速線

煞車線

電線連接
平面圖

機械變速走線圖 電子變速走線圖

電線 (550mm*2 / 950*1 / 250*1 / 
350*2 / 650*1)

煞車線

Y 字形電線 EW-JC130-mm 
(550/550/50mm)

休息把提供五個走線橢圓孔位，每個孔提供
前後 1 公分的微調，組裝時請依據個人需求
慎選最佳孔位。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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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 繁

i

TSRf Fitting 說明
車架尺寸確認與飛機把安裝

步驟 1: 確認您個人的跨高與 BR/BS 值
步驟 2: 確認龍頭墊塊與飛機把安裝位置

延伸把高度 / 手肘墊片 / 座墊位置調整

步驟 3: 找出您車架的 MR/MS 值
步驟 4：找出延伸把墊高塊數量
步驟 5：安裝手肘墊片位置
步驟 6：座墊位置調整

簡稱參照表

步驟一 : 確認您個人的跨高與 BR/BS 值

依據您個人 Fitting 資料找出跨高及 BR/BS 值，透
過圖表 A 中上方橫欄 BR 與左側直欄 BS 找出最接
近的數字，直橫相交後的欄位即是最適合您的飛
機把位置與車架尺寸。

強烈建議進行以下步驟之前，先試組裝並完成 Fitting。

10 11



繁 繁

步驟二 : 確認正確龍頭墊塊與飛機把安裝位置方式

透過步驟一的欄位位置，從圖表 B 同位置獲得獲
得正確的飛機把手位置方式與龍頭墊高塊安裝數
量。

步驟三 : 找出您車架的 MR/MS 值

透過步驟一得到欄位，從圖表 C 同位置獲得您的
車架的 MS/MR 值。

12 13



繁 繁

步驟四：找出延伸把墊高塊數量

根據您個人 Fitting 數據的 AS 值，減去車架 MS 值，
再減去夾具高度 40mm 的數值，透過圖表 D 得到
所需的墊塊建議。

請注意短螺柱不建議和長平錐螺絲一起使
用，請務必留意。!

步驟五：安裝手肘墊片

步驟六：坐墊位置調整

前後調整 :
根據您個人 Fitting 數據的 AR 值，減去車架 MR 值，
即是您要墊片調整的參考值，請參考下圖，車架手
肘墊片 [D5][D6] 提供五排調整位置，每個位置間
距 15mm。

座管有 100mm 的調整距離，相當於立管角度有
73~80 度的調整範圍。

左右調整 :
TSRf 飛 機 把 座 台 寬 度 為 150，[D5][D6] 提 供 三
排調整位置，每個位置間距 20mm。可依您的
Fitting 數據調整。如果還需加寬，可使用手肘延
伸墊片 [D7][D8]，替換手肘墊片基座 [D9][D10]，
即可在得到最多 30mm 加寬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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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 繁煞車寬度調整

試組裝及標準緊固扭力值

試組裝做量身 Fitting，以及正式走線組裝，
都建議以標準緊固扭力值來進行。

所有零件螺絲必須小心鎖緊並定期檢查，若
單一零件有兩個以上的緊固螺絲，請依序均
勻的逐漸加大扭力一直到指定扭力值，並檢
查零件是否確實牢固。

i 出廠時夾器已經安裝完成，預設的輪框使用
寬度為 28mm。

對應到使用輪框寬度的不同，務必注意對應
的墊片及螺絲規格，這將會影響到夾器所雇
的安全性，不可互換使用，請特別留意！

!

i !

DARE EZBOX 是專業設計的自行車運送紙箱，設
計的宗旨就是能成為簡單多次運送成車的好幫手，
並將收納空間縮到最小，因此紙箱設計一目了然
的呈現了內部包裝說明以及收納說明，圖示的車架
僅為參考，不代表內容物。所以每一個包材請您
妥善收好，配合加價購的輪組，能成為您環遊各地
騎行的好幫手。詳細內容請至 https://www.dare-
bikes.com/download 下載說明文件。

細心遵照我們的說明書輕鬆容易的組裝好您的愛
車，如裝配不專業可能會導致自行車不穩固，造成
危險。

首先，利用美工專用刀或是類似的短刃刀小心地切
開車箱膠帶，切記自行車上面請勿使用任何刀具拆
開包裝，以免造成車架刮傷。

打開箱子，內容物有已組裝 85% 的成車組 ( 已安
裝後輪及相關組配件 ) 一台，需要組裝的是前輪、
坐管坐墊及車手把總成，一盒隨車工具盒，隨車
工具盒中的內容物有補修吊耳組及螺絲、小型零
件、前輪快拆、組配相關零件、碳纖維磨砂膏、
5NM 扭力板手組、反光照組、隨車說明書及產品
保固卡 (DI2 配備則還有相關充電設備 )，另外還
有加購商品。

每個成車組的組配件不同會有相對應的組配
件，詳細各車種規格請參考官網公布的為準。i

成車拆箱組配

組裝車子時，如果有另外一人協助您拆箱和
組裝，能更輕鬆又準確地完成所有步驟，並
分享您拿到新車的喜悅，如果只有一個人，
有駐車架或是利用 EZBOX 一樣可以完成。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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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 繁

取出車體

取出後輪上方固定座 , 抽出固定座上的坐管至於旁
邊。

取出隨車工具盒及車頭固定座，並打開工具盒和取
出內容物。

依將前叉跨過 EZBOX 側邊放置，利用 EZBOX 當
自行車支撐架，方便後續組車操作，後輪建議使用
坊間車架固定架，如果沒有，可以先用 EZBOX 的
車體固定座，但注意它並不是相當穩固的輪子固定
座。

小心取出成車組。

抬出成車前請勿鬆開魔鬼氈帶及保持輪組及
把手固定，以免鬆脫而導致車體受損。!

裝配時如果使用挾持工具固定車架，請勿挾
持在碳纖維材質（車架本體、坐管）等區域，
最好是有替代支撐材或是利用紙箱固定材及
幫手來完成固定。

!
請妥善收藏拆下來的保護材，魔鬼氈帶可以綑綁在
泡棉上，會是您未來運送車體的好幫手。

安裝墊高塊

將適當的螺柱 [F1 或 F2] 穿過飛機把底板 [C3] 注
意底板有圓形凹槽朝下，從把手下方穿出。並注意
飛機把底板形狀有方向性，較寬處朝前。

取出墊高塊與墊片。螺柱與平錐螺絲長度請參照
P.14 圖Ｄ。

依照先前的 Fitting 結果墊上合適的墊高塊，請別
忘記在墊高塊之間放上 3mm 墊片 [G2]。

鎖上手肘靠墊台 [D3, D4]。

放置 1.5mm 墊片 [G1]。

達到足夠高度後請放置 1.5mm 墊片 [G1]，再放上
手肘墊片座固定基座 [D7, D8, D9, D10]，鎖上螺絲，
使用 5 號六角板手和 4 號扭力板手，5 號在下 4 號
在上將其鎖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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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 繁

調整延伸把並鎖上延伸把固定架 [C1]。 黏貼手肘靠墊。

確認是否穩固並合乎個人設定。

安裝手肘靠墊延伸座

鬆開螺柱，取下手肘靠墊座 [D7, D8]，調整位置裝
上延伸片（字母朝下，Ｒ組裝在右方，Ｌ組裝在左
方），重新將螺絲穿過鎖上。

從配件盒中取出手肘靠墊延伸座 [D5, D6] 和螺絲。

拿 5 號六角板手及 4 號扭力板手將左右延伸片四個
螺絲以 5NM 鎖緊。

貼上手肘靠墊。

將手肘靠墊延伸座用短平錐螺絲，選擇左右兩邊對
稱的位置，以 5Nm 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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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 繁

安裝座管

將磨砂膏均勻塗抹在坐管上。從配件盒中取出座管夾，請注意坐墊夾中間空隙需
要大於 1.5mm，否則會有座管夾不緊的狀況。

按好座管夾並插入坐管。

鎖緊坐管。

依照 Fitting 資料調整座管高度。

前輪組裝

拉開前叉整流罩。鬆開螺絲。

拆下一邊前煞車快拆。 卸下另一邊前煞車快拆。

將前輪對準快拆並置入。 鎖緊快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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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 繁

裝上前叉整流罩。依 P.13 煞車寬度調整教學頁檢查並調整煞車夾器。

請注意將多出的煞車線拉出整流罩，以免影響煞
車效能。

建議扭力值一欄表

建議扭力值為大部分情況下適用，實際請參考車體上標示或是配件技術手冊為主，DARE 不另行通知。!
24 25



繁 繁碳纖維車架聲明細則

1. 碳纖維絲是由含碳量較高的人造化學纖維在高溫熔爐的環境底下，經過抽絲氧化、碳化與石墨化的嚴
謹而繁瑣的加工過程生產出的高分子纖維。

2. 普遍的碳纖維自行車車架與其零配件的材料來源是利用碳纖維絲預含浸熱固型高分子環氧樹脂做為原
基材製造成預浸布而成。在經過適當的入模加熱成型之後，其抗拉強度可以到達同等鋼材的 7~9 倍，
同時抗壓彈性模量也高於鋼材；甚至於航太級高剛性高模量碳纖維布的強度更高，但同時重量卻只有
鋼材的 1/4 重量。

3. 碳纖維屬於低密度的材料，應用於自行車產品上，可以有輕量化優勢同時能夠用材料等級與不同的角
度排疊來提升剛性與強度。DARE 自行車累積多年的車架設計與製造的經驗，以電腦輔助設計排疊與
應力分析，經過嚴苛的測試，以兼顧輕量化與強度剛性，淬煉出最佳的產品品質。

4. 碳纖維車架的組裝與保養有著與鋼材車或鋁材車截然不同的細節，我們精緻組車提供最完善的組車技
術，強烈建議組裝時按照第 34 頁『建議扭力值』組裝。

5. 碳纖維材料與金屬材料物性不盡相同，在正常使用並且無不當內應力及外衝擊力的情況底下的材料疲
乏遠低與鋁車架與鋼管車。但如果受到不當內應力、外衝擊力或不當收納與運送包裝夾持，碳纖維材
料不會彎折，而是直接產生裂痕。可能在發生初期此種裂痕可能肉眼難以辨別，但隨著使用的頻率的
增加而造成裂痕的擴大進而影響您使用或騎乘的安全。為了避免意外的發生，請您按此說明保固書的
排程按時回到 DARE 原廠或是專屬車店做安全檢查與調適。

6. 碳纖維車架管件壁厚都非常薄，重新烤漆很可能因為移除舊漆而損壞原管壁的外層碳纖維布結構，而
導致破壞整體車架結構，因此 DARE 不建議也不允許重新烤漆塗裝。在任何情況下即使只有部分重新
烤漆，保固內容即失去效用。若因為重新烤漆所造成結構損壞，本公司將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有效保固期限

保固索賠

保固條款與細則

此保固提供給原始擁有者，不得轉讓。本保固條款只限于有原廠缺陷的商品做維修或更換。

1. 原始保固期限為自出貨日起三年 (36 個月 )。自收到物品日期起 30 天內完成在 www.dare-bikes.com
網站上進行產品註冊，可獲得延長保固期限至六年。

2. DARE 生產的產品在保修條款範圍內若有缺陷，在經過 DARE 原廠的判斷後，可進行維修或更換。如
果原來的產品已停產，將會為您替換為同等價值的產品。
※ 非 DARE 製造生產的零件將由各廠商提供保固，請您直接與零件商聯繫。

3. 為保障您的權益，請妥善保存您的保固卡，發票或購買證明。

4. DARE 保留修復或更換瑕疵產品，以及更換後繼型號的權利，與最終解釋權。

5. 進一步的衍生費用例如組裝保養，運輸等均不在保固範圍內。

1. 進行保固索賠步驟，您需要準備好購買證明，以及提供產品編號並附上照片，及產品損壞需要索賠部
分的照片，以電子郵件的方式寄至 DARE 官方客服信箱 service@dare-bikes.com，將會有專人替您
服務。

2. 當一個產品在保固範圍維修或免費更換，更換後新的產品保固期限以原始保固日期為準 ( 自原始
DARE 產品出貨日算起 )。

3. 當一個產品在保固期內被更換，被更換下來的產品將成為 DARE 的財產。

意外碰撞更換計畫

如果您在取貨日起 30 日內在 www.dare-bikes.com 網站上註冊購買產品，正確地填寫所有資訊，您將
自動納入 [ 意外碰撞更換計畫 ]，此計畫僅限於原始購買者，這項服務在收貨日的三年內有效。
在意外發生或產生撞擊時，可能會造成車架 / 前叉的損壞，此時若繼續騎乘此車架可能會造成您的安全
上的疑慮。在購買三年內非保固部份的產品因產生撞擊或是意外損壞而無法修復，意外碰撞更換計畫可
以幫您以優惠價格將受損車架更換一個相同或是類似的車架 ( 非 DARE 產品，如輪組 / 變速器 / 座墊…
等不包含在碰撞更換計畫 )，詳細優惠價格請參考 DARE 官方網站。(DARE 產品前叉 / 把手 / 座管均適用
意外碰撞更換計畫 )

如需要使用「DARE 意外碰撞更換計畫」，請用電子郵件或是電話聯繫我們，並附上購買證明以及車體
損壞的原因和照片，DARE 評估過後會通知如何進行此更換計畫。

•  當使用意外碰撞更換計劃後，新產品保固期限以原始產品保固期限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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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 繁

在取 / 收貨後 7 日內發現運送過程中有發生碰撞損傷到商品，或是認為車輛外觀及塗裝表面有瑕疵，請
勿做任何騎乘的動作並保留完整的包裝，請立即聯繫 DARE 客服人員，經 DARE 判定過後將原車裝箱寄
回，即享有 7 日鑑賞期退換貨權利。( 超過 7 日後則無法享有退換貨的權利，DARE 保有判定瑕疵鑑定的
權力 )。

DARE 有權利隨時取消或修改政策，恕不另行通知，均依照官網最新條款。

七日鑑賞期

修改許可權

保固除外範圍

1. 消耗性零件不以予保固：內外胎、煞車皮、煞車內外線、變速內外線、把手套、大齒盤、鏈條、飛輪、
輪圈、花鼓 ...... 等零件因磨損耗問題不提供保固。

2. 商品沒有購買與日期證明。

3. 超過保固期限者。

4. 保證書記載之車款、產品序號與實物不符或破損不清楚時。

5. 產品序號已被移除，塗改或是無法閱讀。

6. 未依照正確操作，未依照說明書之規定使用以及保養者。

7. 使用侵略性清潔劑，或非相容元件及不恰當的維修。

8. 經過改裝或是變更原來規格、塗裝或零件者。

9. 車上所有可迴轉的部份所產生不會影響一般機能的聲音或振動。

10. 營業出租用或重複的租借，不特定多數人員的頻繁使用。

11. 保管場所不佳，或經過長期使用所導致的塗裝烤漆面剝落、金屬面或塑膠零件等的自然褪色。

12. 所有產品塗裝在購買 7 天內無發現任何異狀，所有外觀塗裝異常均不在保固範圍內。

13. 因下列原因所造成的損壞：

˙ 人為損壞、疏忽、濫用、不正當使用等非產品本身之故障時。
˙ 不當組裝 ( 例如 : 不正當的使用扭力板手 )，或是經由非 DARE 授權經銷車店維修所造成的損壞或故

障。
˙ 任意拆裝或未使用原廠零件（非原廠之零件改裝零件 )。

•  若發現損壞是刻意造成的，DARE 將會視個案並終止這項服務的權利。
•  當原始瑕疵產品被更換後，被更換下來的產品將成為 DARE 的財產。

˙ 時間所造成的劣化情形，如紫外線造成的影響 ( 塗裝退色、變黃 )，金屬面的銹蝕等。
˙ 重新上漆的商品 ( 全部或部分 )。
˙ 天災 ( 地震、颱風、水災及火災等 ) 所造成的損壞或故障。
˙ 意外事故，或外力撞擊等導致碰撞損壞 ( 攜車架不當使用、交通事故、撞擊、夾損、運送損壞、使

用錯誤及其他意外碰撞等，可參考意外碰撞更換計劃 )。
˙ 不當的過重負荷導致損壞或故障。
˙ 廢氣、化學藥品、動物排泄、海水鹽蝕等所造成的損壞或故障。
˙ 消耗品的消耗，未及時作適當保養及更換，導致其它零件之損壞或故障者。
˙ 在一般自行車不適宜騎乘的場所騎乘或參加需要激烈操作的競賽活動後所造成的損壞或故障。
˙ 座管未依安全指示線使用規範，而造成車架變形、損壞。

若非品質問題時則車主需依本公司之公告價格收取零件及人工費用或因產品故障而衍生的附帶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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