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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保護措施
使用前請務必詳讀操作手冊並妥善保存，維修時請出示此保固書才可確保顧客消費權益。

使用本產品，尤其是兒童在場時，務必遵循基本安全預防措施，包括以下預防措施：

! 危險  減少觸電風險：

產品存置請遠離浴缸或水槽，以防止掉入。
請勿在泡澡或淋浴時使用。
請勿將產品放入或丟入水或其它液體中。
警告 減少燙傷、火災、觸電或人員受傷的風險：

請依本手冊所敘述之用途使用產品。
本使用裝置時，請完全拉上拉鍊， 產品有安全設計，可減少暴露於紫外線輻射的危險，請遵守使
用規範，請勿使用時隨意開啟拉鍊。
請勿在本機開啟時嘗試直視 UV LED 滅菌燈。紫外線會刺激眼睛與皮膚。
本產品在設計上可阻止紫外線暴露。請勿嘗試改裝本產品，以免功能失效。

!



請妥善保存本手冊　　    
注意  -  請在操作前詳閱所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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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請再操作前詳閱所有說明：

請勿讓本裝置暴露於火源或高溫下。暴露於火源或 130°C 以上的溫度之下，可能會造成爆炸。
請遵守所有充電說明，請勿在規定的溫度範圍之外將本裝置充電。不當充電，或在規定的溫度範
圍之外充電，可能會使電池受損，提高火災危險。產品運作與充電範圍：0°C - 40°C。
請勿讓兒童單獨使用本產品。
孩童應受監護，以確保孩童不嬉玩產品。
本電器不預期供生理、感知、心智能力，經驗或知識不足之使用者(包含孩童)使用，除非在對其負
有安全責任的人員之監護或指導下安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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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與規格
電源

充電口

指示燈

確保閉合時才能使用裝置
拉鍊內的整合式安全鎖

手拉位置
方便輕鬆拉起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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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與規格

伸縮式專利設計
透過研究、模擬及第三方實驗室測試，我們已導
出光擴散角與 UV-C 強度之間的最大殺菌消毒功
效。我們榮獲專利的伸縮式設計可確保您的裝置
獲得最佳的紫外線照射範圍。拉出消毒艙，提高
消毒成效。

安全
確認拉鍊已完全拉上，拉鍊片吸附在磁力定位點
上才可使用。

內部抗菌塗層
防止病菌從裝置單面擴散到另一面。

◆

◆

◆

UV-C 革命性的 LED 科技
紫外線 (UV) 是人眼不可見的短波長光線，能
夠殺死 99.9 % 的病菌與細菌。有的病菌能夠
耐冷、耐熱，或是具有抗藥性。但沒有能抵抗 
UV-C 的病菌。

革命性的 LED 科技
環保、無汞、無化學藥劑。

充電式
本使用電池供電的紫外線滅菌消毒盒每次充滿
電最多可執行 70 次的殺菌消毒作業，方便隨
時隨地使用。

超快速殺菌消毒
30 秒就能完成一面的消毒殺菌清潔。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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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充電　充滿電約需要2-3小時

LED 指示燈

若要進行充電，請使用隨附的充電線。將較小的一端 (Micro USB) 插入位於電源下方保護蓋內的
充電口，將 USB 端插入電腦或 USB 充電器。
充電時滅菌消毒盒的電源圖示將會閃爍綠燈。
充滿電時，電源圖示綠燈將會持續亮著。

亮紅燈

閃爍紅燈 3 秒

亮綠燈

閃爍藍燈

閃爍綠燈

．在殺菌消毒行程結束時，便會亮紅燈 3 秒，然後熄滅。
．按下電源按鈕時亮紅燈 3 秒，表示電量不足，請充電。

．消毒盒拉鍊未完全拉上，且拉鍊片未吸附在磁力定位點上。

．充滿電

．正在消毒殺菌中

．充電中



06

使用說明

1.
2.
3.
4.

5.
6.

請拉開拉鍊，將您的裝置放置於平面上，在 LED 對面（圖 1）。
消毒盒蓋上，拉上拉鍊，確保拉鍊已完全拉上，拉鍊片吸附在磁力定位點上。（圖 2）。
由手拉位置向上拉起彈出消毒艙（圖 3）。
按下電源按鈕，開啟殺菌消毒行程（圖 4）。
注意：若按下按鈕時不小心將消毒艙閉合，請再將消毒艙拉起。電源圖示指示燈將閃爍藍
燈，表示殺菌消毒正在進行中（圖 4）。
藍燈熄滅時，即表示清潔行程完成。拉開拉鍊，將物品從裝置中取出。
將物品翻面，然後重複此動作，將兩面都進行殺菌消毒。
注意：若消毒盒未完全閉合，且拉鍊片也未吸附在磁力定位點上，消毒盒將不會運作。

１ ２ ３ ４



清潔與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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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問題 　可能原因 / 解決方法

．無作用 ．未充電。請先依照「如何充電」說明進行充電。
．拉鍊未閉合，且拉鍊片未吸附在磁力定位點上。請完全拉上拉鍊，
　並確保拉鍊片吸附在磁力定位點上。
．充電線插著。請拔下充電下再進行消毒作業。

．指示燈閃爍紅燈與藍燈 ．UV-C LED 受損。請停止使用並與總代理聯繫。

請使用柔軟的濕布清潔表面
請勿使用腐蝕性清潔劑、刷子或化學藥劑進行清潔。

◆
◆



常見問答集

什麼物品都可以清潔嗎？
UV-CLEAN 主要是用於清潔手機，但您也可以
用於殺菌消毒任何物品，放入消毒盒，就會殺菌
消毒。

若消毒艙未拉起時，是否會進行消毒？
是，若消毒盒正確閉合，拉鍊片吸附在磁力定位
點上，UV-C LED 仍會運作，進行消毒殺菌。只
是未彈出消毒艙，UV-C 光線的覆蓋區域將會大
幅減少。

我可以連續執行數個清潔行程嗎？
可以！一次清潔即可有效消毒 99.9%。(一面) 只
要您想要，再執行一次清潔也不會使物品受損。

◆

◆

◆

我如何知道消毒盒正在運作？
電源圖示將閃爍藍燈，表示 UV-C LED 開啟，
正在殺菌消毒。

LED 指示燈持續閃爍紅燈。這代表什
麼意思？
閃爍紅燈表示消毒盒並未正確閉合。請完全拉
上拉鍊，並確保拉鍊片吸附在磁力定位點上。

這對我的手機安全嗎？
安全。UV-CLEAN 採用紫外線，而非水或化
學藥劑。UV-C 光線殺菌，不會對消毒盒內的
手機或任何物品造成威脅、安全無虞。安全設
計確保 UV-C 光線不會洩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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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 聲明
本產品符合 FCC 規則第 15 部分。操作受限於以下二個條件：
(1) 此裝置不得導致有害干擾。(2) 此裝置必須可承受任何干擾，包括可能導致非預期操作的干擾。
若未經授權改造本設備，因而造成任何無線電或電視干擾，製造商概不負責。這類改造可能造成使用
者操作本設備的權力失效。

本設備經測試證明符合 FCC 規定第 15 部分 B 類數位裝置的限制。這些限制旨在提供合理保護，以防
在一般住宅環境中造成有害干擾。本設備會產生、使用及放射無線電頻率能源，如果未依指示安裝，
將會導致對無線電通訊有害之干擾。但是，即使在特定的安裝方式下，我們也不保證干擾情形不會發
生。如果本設備確實造成對於廣播或電視接收的有害干擾（可藉由開關本設備而測知），我們鼓勵使
用者嘗試以下一種或多種方法改善干擾的情形：

•  調整接收天線的方向或移動其位置。
•  加大設備與接收天線之間的距離。
•  將本設備連接到與接收天線所連接電路不同的插座上。
•  諮詢經銷商或向有經驗的廣播／電視技術人員尋求協助。

RSS 資訊
本裝置符合 IC 規則 RSS-210 之規定。操作使用應符合以下兩項條件：
(1) 本裝置不能造成有害干擾。(2) 本裝置必須能承受接收到的干擾，包括會造成意外操作的干擾。
本 B 類數位裝置符合加拿大 ICES-003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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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保固
保固期以顧客購買日為計算起點，主機為期一年保固期限。
此保固不包括所有配件、正常使用之磨損、與說明書不符的操作，或因意外、修改 、濫用或誤用導致
之產品損壞，此保固將失效。
為確保客戶權益，購買時須請經銷商蓋店章或保留購買證明以資證明。產品在保固期間內如需維修服
務時，請務必出示購買證明；如未有經銷日期章或購買證明一律視同保固過期，將產生檢修費用。

保固除外條款
未經由本公司授權人員拆卸或維修者。
未按使用手冊或說明書規定或操作不當。
摔壞、受潮、浸水、異物侵入、遺失零件而損壞者。
因人爲、天災或不可抗拒之外力而造成損壞者。
故障送修未妥善包裝，導致運送過程損壞者。

產品維修
新品不良：即購買7日內産品發生故障情況，請洽原購買經銷商處理。
一般維修：請將產品包裝好，並附上購買證明，故障原因及聯絡方式，寄回 匯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維修部門收。
送修時請務必將產品包裝使用相同大小之紙箱內含緩衝材，內附保固卡或購買憑證、聯絡方式及故障
敘述。
過保固維修：基本檢測清潔費用 500 元加上零件費用，如經報價客戶不願意交修需支付 500 元檢測清
潔費用。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