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證書
38967347

條碼

38967347

38634782

38634799

USB桌上型風扇/低噪音
白 / 藍 / 粉紅
（型號：MJ-9ZFO13AZ03/04/13）

家庭用

品名

38634782

購買門市店章

38634799

USB桌上型風扇/低噪音
（MJ-9ZFO13AZ）

機號

保固
※保固期限：１年
期限

使用說明書

本證書不會補發，請妥善保管。

感謝您選購本商品。
請務必於使用前詳閱本使用說明書，並以正確方式使用。
請妥善保管本使用說明書。

※本保證書，依照所刊載之品項提供保固服務。
※電器類商品無提供維修服務。
※保固期間內若發生故障至門市洽詢時，請提出本保證書，若無保證書，恕無法受理保固服務。
※若未加蓋門市店章，本保證書則視為無效。
本保證書，依照下列刊載之內容，提供保固服務。

附屬品
使用說明書（本書）1份

授 權：良品計畫 株式會社
進口商：台灣無印良品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東興路8號8樓
客 服 電 話： (02)2762-8151
客服服務時間：週一∼週五9:00－12:00
（例假日除外）
13:00－18:00
網
址：http://www.muji.tw
製 造 商：Rhythm Watch CO., LTD

1.顧客依照使用說明書、機器上所貼標籤等的注意事，於正常使用情況下，
在保固期間內產生故障時，請攜帶商品、配件與保證書洽詢本公司各門市。
※網路通路門市販售除外，請與原購買通路洽詢。
2.若出現下述情況，雖在保固期內恕無法提供相關服務。
①錯誤使用方式或不當的修理與改造所造成的故障或損傷。
②購買後因摔落或搬運上所造成的故障及損壞。
③火災、瓦斯爆炸、地震、風災、水災、打雷、異常電壓及其他的天災地禍所造成的故障及損壞。
④未能出示或提供本保證書時。
⑤保證書上未註明購買日期及購買門市，或是字句遭受到修改時。
⑥於一般家庭用以外 (例如業務用等)的使用上所造成的故障及損壞。
⑦使用後的傷痕、變色、汙損及保管不當所造成的損壞。
⑧消耗零件及配件的更換 (如電池、燈管、遙控器、電線、錶帶等 )。
⑨使用期間超過馬達定格壽命。
3.部分商品提供零件販售，相關事宜請洽本公司各實體門市或致電客服專線。
4.本證明書僅限中華民國境內使用有效。

安全須知 請務必詳讀並遵守
圖示說明

請放置於平穩的場所
務必遵守

：註明切勿發生的禁止事項。

放置於不平穩的場所可能導致本商品掉落等外力衝擊，造成受傷
或商品故障、損壞。
請勿以布、紙等覆蓋於本商品上，請勿接近繩狀物品。

：註明務必遵守的事項。

以免造成受傷或商品故障、損壞。
禁止

如未遵守注意事項，可能導致使用者死亡或重傷。

請勿連接電壓規格外的USB電源。
可能導致火災、發熱、故障等。
務必遵守

如商品故障或外觀明顯損傷時請勿繼續使用。
務必遵守

請勿於以下場所使用，以免引起火災、觸電：

請遵守以下關於USB電源線之注意事項。
使用不當可能引起受傷、故障或商品破損。
務必遵守

清潔保養或不使用時，請務必將USB插頭自USB插槽上移除。
強力拉扯USB電源線可能導致破損，請務必緊握插頭再進行拔除。
請注意USB電源線的配線路徑，以免絆倒受傷。
請勿甩動USB電源線，或使其掉落或施予強力撞擊。
請勿於USB電源線上放置物品、纏繞或損傷電源線。
請勿擅自拆解加工或擰扭USB電源線。

禁止

連結於USB集線器（USB HUB）時請勿與其他電器同時使用。

暖爐等暖氣設備附近，或接近火源的地方。
陽光強烈直射的場所、烈日下的車內等高溫場所。

與耗電量高的電器同時使用時可能無法正常操作。
禁止

有機溶劑（稀釋劑、塗料等）或使用瓦斯的場所附近。

清潔保養時，請遵守以下關於風扇扇葉之注意事項。

加濕器的周圍。
浴室、洗衣機周圍、廚房等用水場所，或濕氣較高的場所。
孩童、幼兒可觸及的場所。

請勿取下網罩使用。
以免造成受傷或商品故障、損壞。
禁止

使用不當可能引起受傷、故障或商品破損。
務必遵守

扇葉上有銳角處為性能上的設計考量，為了避免受傷，請戴上手套再進
行作業。
請將USB電源線自電腦移除後再行操作。
風扇轉動時請務必確認網罩是否安裝妥當。

請勿對商品施加外力。

如未遵守注意事項，可能導致使用者受傷或物品受損。

可能造成受傷、故障或破損。

請勿將手指或異物放入網罩內部

禁止

每次使用時，請勿連續使用3小時以上。

以免造成受傷或商品故障、損壞。
禁止

以延長商品的使用壽命。

請勿自行拆解、改造商品
以免造成受傷或商品故障、損壞。
禁止拆解

務必遵守

■機體各部位名稱

後網罩（可拆式）
前網罩

扇葉（前）

發生以下狀況時

扇葉（後）

如扇葉不轉動時

▲

禁止

請勿將手指或異物放入
網罩內部以免造成受傷
或商品故障、損壞。

2. 以開關切換「１」（弱風）或「2」（強風）

①請確認USB電源線是否確實連接於電腦。

USB插頭

②請確認電腦的電源是否開啟。
③請確認是否同時使用USB插槽為手機充電？
請勿同時使用消耗電流較高

開關

USB HUB

的物品。

0：關
1：弱風
2：強風

④可能超過馬達的使用壽命。

底座

■風向調節

USB電源線

風向可由水平方向向上調整至
約30度的範圍。調整時請以單
手扶住底座再調整。調整前，
請務必確認開關切換於「０」
（關）的位置。※於扇葉旋轉
時移動前後網罩，可能導致扇
葉與網罩碰觸。

連結於USB集線器（USB HUB）時請勿與其他電器同時使用。
與耗電量高的電器同時使用時可能無法正常操作。
禁止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1. 使用本商品時，如電腦同時連接「需以USB供電的外
接硬碟」或「手機、行動電話充電」等，可能導致電
腦損壞的疑慮。

■取下/安裝後網

USB2.0供電條件為電壓5V,電流500mA。
請將風扇直接與USB插槽連接。

欲清除灰塵等附著物時，可將後網罩取下。
※需取下網罩時請將角度調整為水平狀態。

安裝
取下
①移除USB插頭。
②依照箭頭方向轉
動後網罩。
③向後方取下網罩。 安裝時，請先對準凹
凸處後再轉動網罩。

因不當使用行為所造成的支出、損益或其他損失，
恕不負擔其相關責任。
2. 為延長本商品使用壽命，請務必遵守以下事項：
①不使用時將開關切換為「0」。
②請勿作為電腦主機散熱功能使用。
※此商品不適合長時間連續使用。

3. 如放置於電視或收音機的週遭使用，可能產生雜音，
使用時請與電視或收音機保持距離。

○ 扇葉上有銳角處為性能上的設計考量，
為了避免受傷，請戴上手套再進行作業。

○ 請將USB電源線自電腦移除後再進行操作。
○ 風扇轉動時請務必確認後網罩是否安裝妥當。
務必遵守

■清潔、保養方式
●嚴重髒污時，請以軟布沾少許稀釋過的中性洗劑或肥皂水拭淨再以
乾淨的布擦拭。
※請參照「後網罩取下/安裝方式」。
※請勿以水清洗
●如需清理網罩、外殼上汙垢時，請勿使用揮發油、稀釋劑、酒精、
噴清潔劑。

使用順序
1. 連接USB電源線
① 將開關切至「0」（關）。
② 將USB電源線連接至電腦。

商品規格
介

面

USB 2.0/3.0

請注意USB插頭的方向後再插入。

電
源 DC 5V、500mA以上(由USB供電)
風 向 調 節 （手動）水平往上約30度

強行插入易導致損壞或故障。

尺

寸

寬10.2×深7.9×高13.8cm

重

量

208g

※電腦未開機的情況下，無法供電至USB插槽。
依電腦功能而異，部分電腦的USB插槽可供電。
※可利用USB專用AC轉接頭，連接至家庭用插座或延長線。
供電條件須為輸出電壓5V、電流500mA以上。

務必遵守

請勿連接電壓規格外的USB電源。
可能導致火災、發熱、故障等。

USB電源線長度 約90cm
材

質

馬達定格壽命

ABS PP樹脂
800小時（氣溫30℃ 濕度65％ 使用時）

規格表
風量

電壓
V

強
弱

5.0

消費電流 消費電力
mA
W
400
2.0
180
0.9

風量
㎥ /min

5.7
3.8

風速
m/min
120
60

＊風速測定以JIS C9601為基準，距離50cm處所得到的測定值。
＊運轉分貝為無響音室中的測定值。
※本商品連接USB插槽時僅能提供電力，無法與電腦連結通信。
※可能因產品改良，於無預告的情況下進行製品規格變更。

運轉分貝
dB
28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