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證書
38967330

音波電動牙刷(牙刷另售) 家庭用
型號：MJ-ET1

品名

音波電動牙刷(牙刷另售)
型號：MJ-ET1

購買門市店章

保固
※保固期限：１年
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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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
址：http://www.muji.tw

本證書不會補發，請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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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您購買本公司產品。
●使用前請務必閱讀本使用說明書後正確使用本產品。
●請務必妥善保管本使用說明書。

本保證書，依照下列刊載之內容，提供保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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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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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商:ツインバード工業株式會社
地址:〒959-0292 新潟縣燕市吉田西太田2084-2
電話:0120-337-455

注意

「若操作不當可能造成
受傷或物品損害」

為必須執行的「強制」項目

本體

警告
請勿放置於孩童可取得處可能
禁止 因吞食可拆卸零件而造成受傷。

禁止

請勿使用含有較多研磨劑的
除煙漬牙垢牙膏､美白用牙膏
禁止 可能導致產品故障。

請勿沾染髮型定型產品､生髮產品
或是護手霜
禁止 可能導致故障或是外觀出現損傷。

請勿刻意沉入､放置於水中

請避免產品掉落，或是遭受強大
外力撞擊

可能導致產品故障。

禁止 可能造成受傷或導致產品故障。

禁止

可能導致感染。

禁止 可能導致牙齒與牙齦損傷。
孩童或是無法自行操作者，
口腔內感覺較不敏銳者，
禁止 請勿使用

請勿用於刷牙以外之用途
禁止

可能導致故障。

可能導致故障。

牙周病患者，請徵得醫師
同意後再行使用

若孩童需使用時，請務必有
保護者在旁協助
強制 可能導致牙齒與牙齦損傷。

強制 可能導致牙齒與牙齦損傷。
請勿將牙刷強行且持續性
的接觸牙齒及牙齦
禁止 可能導致牙齒與牙齦損傷。

需清洗產品本體時，請確實
緊閉電池蓋

強制 若本體進水，可能導致故障。

電池

若發生異常及故障，請立即停止使用
強制 可能產生發熱或火災等危險。

注意

若口腔有異狀，或是有治療中
的牙齒或狀況不安定之假牙時，
請避免使用

請避免牙刷與他人共用

●其他圖示說明
為禁止的項目

警告
關於鹼性電池
請勿使電池短路､分解､加熱､
或放入火源中
禁止 可能造成鹼性電池漏液､發熱或破裂。 強制

若不慎電解液沾附到衣服或皮膚時，
請立即以清水清洗。若滲入眼中，
請立即以清水沖淨並盡速就醫
可能導致皮膚或眼睛的損害。

禁止 可能導致產品變形．變色或故障。

禁止

請勿在產品電源呈現「ON」
狀態下任意放置

強制

可能造成受傷或導致產品故障。

強制

強制

敬請使用有效期限內的電池
強制

請勿使用充電式電池
請勿自行分解，或進行修理、改造
可能造成受傷或導致產品故障。

分解禁止

保養時，請勿使用稀釋劑､
含石油之研磨劑或噴霧清潔劑
禁止 可能造成變質或變色。

30,000次/分

電池壽命(20℃時)(約)

180分鐘(1次2分鐘計算，約可使用90次)

製品規格(約)

寬24x深32x高202 mm

製品重量(約)

70g (不含電池､牙刷)

附屬內容

本體､使用說明書（附保證書）

點檢 ★檢查長年使用的音波電動牙刷！
在使用時， ．電池漏液
有沒有出現 ．電池比平常熱
這些情形呢？ ．電池的終端部分出現生銹

停止
使用

為防止故障與事故發生，
請停止使用，將電池拔除，
並與販賣門市聯絡。

若本體產生髒汙，請將廚房用清潔劑稀釋後沾於布上，徹底擰乾後擦拭。之後再以乾布擦乾。
＜清洗牙刷＞
水洗
．請勿使用40℃以上熱水
．水洗後請務必完全瀝乾
＜清洗本體＞
■ 請先確認電池蓋是否確實關緊
水洗
．請勿使用40℃以上熱水
．清洗後，將內側水分瀝乾，外側請使用乾布完全擦乾。
＜清洗外蓋＞
水洗
．請勿使用40℃以上熱水
．蓋子內側可能有髒污附著殘留。請務必定期清潔蓋子內側。
．清洗後，請使用乾布完全擦乾。
＜牙刷不易取下時＞
可能因牙膏殘留，硬化而導致牙刷不易取出之情形產生。
此時請將本體用水或溫水沖洗2~3分鐘後再試著取下。
＜攜帶．搬運時＞
若在產品內側呈濕潤狀態時放入化妝包或袋中，
即使蓋有蓋子仍可能從上部排水孔中溢出水而導致隨身物品受損。
請先將水分徹底擦乾。

注意
敬請遵守以下事項。若電池的使用方法有誤，可能導致漏液､發熱或破損。
亦可能造成產品故障、受傷或周邊環境汙損。請遵守電池上所記載之內容，
，並以正確方式使用。
請確認正極､負極位置並避免放錯

請勿放置於太陽直射處､車內､
或熱源家電附近

DC1.5V AAA鹼性乾電池(LR03)1個(電池另購)

牙刷震動數(約)

保養

注意 接續

「若操作不當可能導致
死亡或重傷」

電源

4.本證明書僅限中華民國境內使用有效。

請務必遵守

為保護用戶及他人免受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在使用前請務必閱讀此安全須知，並正確使用本產品。
請先閱讀以下表示內容，並請遵守內容所記載事項。
●表示說明

警告

38967330

機號

使用說明書

安全須知

條碼

規格

禁止

請勿於電池上直接使用熱熔焊接
禁止

保養時，請勿使用稀釋劑､含石油之研磨劑或噴霧清潔劑
禁止

在放入電池前請先將本體完全
擦乾，並確定內部無水滴殘留
若於2週以上皆未使用，
請務必將電池卸除
電池消耗完畢後請盡快取出更換

可能造成變質或變色。

若需清洗產品本體時，請確實緊閉電池蓋
強制

若本體進水，可能導致故障。

請勿放置於太陽直射處､車內､或熱源家電附近
禁止

可能導致產品變形．變色或故障。

請勿刻意沉入､放置於水中

強制

禁止

可能導致產品故障。

部件名稱與功能

電池的裝入方式

操作方式

電池無附屬。敬請購買市售的AAA鹼性乾電池（LR03）

排水孔
（蓋子側）

打開蓋子
蓋子

請勿使用充電式電池

蓋子

裝上牙刷

禁止
蓋子的開關方式
垂直往下蓋住本體，直到發出
徹底蓋上的「喀擦」聲。
打開卸除時，請勿左右旋轉，
垂直往上拔起即可。

移除

牙刷的刷毛處與
電動牙刷座的按
鈕為同一朝向

在放入電池前請先將本體完全擦乾，並確定內部無水滴殘留
強制
使用需知
請使用AAA鹼性乾電池(LR03)
其他的電池因電力較弱､電池壽命較短等特性無法使本產品順利驅動。

注意

電池電力變弱時會感到震動變小，刷磨感變弱
此時請更換新的AAA鹼性乾電池(LR03)

牙刷（另售）
拔除

請勿將位置朝向
錯誤的牙刷裝入
電動牙刷座中。

卸除電池蓋

本體沒有附屬牙刷。
敬請購買另售的牙刷。
請參考「關於牙刷」篇章內容

裝入

旋轉

卸除

請將牙刷徹底裝入至
接觸牙刷座底為止。

請使用專用牙刷
蓋上

裝入電池
請務必將AAA鹼性乾電池(LR03)
放入正確的正負極位置。

電源按鈕
按壓按鈕即可調節
ON→OFF

電池

通知

本體

裝入

電池的使用時間基準：約180分鐘
(1次2分鐘，大約可用90次)

裝上牙刷後
請確認牙刷是否已徹底固定。

排水孔
電池蓋側

電池蓋

更換牙刷
若牙刷刷毛已往外擴張時，請進行更換。
不夠密集，已往外擴張的刷毛無法有效
的進行牙齒清潔。

蓋上電池蓋

轉回至正確位置為止
旋轉

操作方式（接續）

關於牙刷

將牙刷放入口中後按下電源按鈕

牙刷為消耗品。
若須購買時，請先洽詢購買門市 。
本製品可使用下表的牙刷。

牙齒內側．外側表面．臼齒的咬合處
將牙刷刷毛呈直角，輕輕停留3~5秒清潔牙齒表面。

注意
為防止牙膏飛散，請務必在牙刷放
入口中後再按下電源按鈕。

按下

請確實按壓按鈕。

2017年4月現在

品名

利用音波震動的力量使髒污更容易浮出並脫落。

牙刷

以一次2~3顆牙刷為基準，清潔每一顆牙齒。

極細毛

牙刷
刷牙
請以1次2分鐘為基準進行使用。

以不會感到
疼痛的力道
來使用。

牙刷

外側

注意
請以手帶動牙刷來進行口腔清潔。
若僅是牙刷接觸牙齒表面，
無法達到良好的清潔效果。
請勿將牙刷強行且持續性
的接觸牙齒及牙齦。

內側

咬合面

JAN

透明
透明藍
透明棕
透明黃
白
藍
灰
黃

4549738970507
4549738970514
4549738970521
4549738970538
4549738970545
4549738970552
4549738970569
4549738970576
4549738970583
4549738970590

牙刷 極細毛(4色組)
牙刷(4色組)

注意
上排與下排牙齒請分開清潔。

長度

180mm

不可使用上述以外的其他牙刷。
可能根據牙刷的規格改變，而出現對象牙刷變更的可能性。

注意

清潔完畢後，請在牙刷仍保持
在口中時按下按鈕關閉電源。

顏色

為防止牙膏飛散，請一定
要在保持於口中的狀態按
下電源使其動作停止。

更換基準 牙刷刷毛已向外擴張時請進行更換。
不夠密集，已往外擴張的刷毛無法有效的進行牙齒清潔。

狀況排除
正確的牙刷接觸方式
牙齒與牙齦的交接處
將牙刷以45度角置於牙齒與牙齦的交接處，
約3~5秒，在牙齦不感到疼痛的狀態下輕輕
接觸。
利用音波震動的力量使髒污更容易浮出並脫落。
以一次2~3顆牙刷為基準，
清潔每一處牙齒與牙齦的交接處。

約45度

將牙刷自本體中拔除。
清洗牙刷與本體。

拔除

狀況
沒有動作

請參考「保養」篇章中的內容，進行牙刷與本體的清潔。
注意
口腔清潔結束後，在牙刷與本體間可能滲入液體或水､
亦有可能因為牙膏凝固而導致牙刷難以抽離之情形。
請將牙刷拔除，水洗後並徹底瀝乾。

問題來源

請更換新的鹼性乾電池。

有確實按下電源按鈕嗎？

請確實地按下電源按鈕。

電池是否已消耗完畢？

牙刷的力
道微弱時

處理方式

電池是否已消耗完畢？

是否放入鹼性乾電池
以外的不同種類電池？

請更換新的鹼性乾電池。
（本產品為鹼性乾電池專用）

牙刷有確實裝入最底層嗎？

請將牙刷徹底裝入，直到碰到最底部。

是否有使用專用牙刷呢？

請使用專用牙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