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SA™ 逸薩™ 迷你智能電動矽膠牙刷
完整版使用手冊與質保資訊

專為少年兒童定制
從此愛不釋手

恭喜您購買ISSA™ 逸薩™ 迷你智能電動矽膠牙刷（適用於5歲及以上少年兒童）
，邁出讓孩子養成堅持刷牙習
慣的第一步。在孩子開始輕鬆享受ISSA™ 逸薩™ 迷你的諸多好處之前，我們建議家長向孩子展示如何使用之
前仔細閱讀說明書，直到孩子熟悉刷牙步驟為止。

警告：不允許對產品進行任何改造。

使用目的：ISSA™ 逸薩™ 迷你智能電動矽膠牙刷是一款旨在提高口腔整體衛生水準，包括清潔去除牙漬的牙
刷。矽膠刷毛可抑制細菌滋生保證牙刷清潔。柔軟矽膠刷頭對牙齒、牙齦溫和不刺激，並可提供舒適的牙齦按
摩。

ISSA™ 逸薩™ 迷你概述

ISSA™ 逸薩 ™ 迷你對兒童敏感牙齒和牙齦極其溫和，笑容助手“喜悅”
和“悲傷”可以保證家長瞭解孩子刷牙的頻率和時長。ISSA™ 逸薩 ™
迷你與手動牙刷的使用方法完全一致，每天使用兩次，每次至少兩分
鐘，方便兒童自己手握使用。

重要資訊

替換ISSA™ 逸薩™ 迷你刷頭

請仔細閱讀本部分並嚴格按照說明方法替換刷頭，以避免
損壞產品。

刷頭

使用本產品時請僅用FOREO ISSA™ 逸薩 ™ 迷你刷頭。
更換刷頭時，請不要擰動刷頭和刷柄。

向上拔出舊刷頭，然後將替換刷頭插入，看不到刷頭與刷
柄之間的縫隙為止。
任何時候都請勿擰動。

警告：拆可拆卸部分（刷頭）可能會引起：
• 過敏症狀

• 加重現有損傷

刷柄

使用ISSA™ 逸薩™ 迷你
使用ISSA™ 逸薩 ™ 迷你刷牙是十分溫和的，這正是ISSA™ 逸薩 ™ 迷你的特點。不必擔心，請讓孩子像使用手動牙
刷一樣使用本產品即可。

按如下步驟向兒童解釋使用方法以確保兒童正確使用本產品：

1 讓孩子擠出牙膏。

按鍵時LED燈
2 按中央按鈕開啟牙刷。
閃爍。

3 每隔30秒脈動將暫停一次，提示清潔

下一四分之一口腔區域。

4 依據手動牙刷的使用方式清潔口腔

內的每個四分之一區域：通過轉圈的
方式完成從牙齒到牙齦，外側及裡側
的清潔。在刷咬合面時，刷頭置於咬
合面上前後水準移動清潔。

5 2分鐘後，脈動將暫停三次，LED燈閃爍，提示預設刷牙程式結束

（孩子也可延長刷牙時間）。

6 2分鐘刷牙結束後“喜悅”
（笑臉）會亮起。
；
如果未滿2分鐘刷牙“，

喜悅”（笑臉）和“悲傷”（哭臉）都會亮起；如果超過12小時沒有
刷牙，“悲傷”（哭臉）就會亮起。

7 按中央鍵關閉牙刷，然後用溫水沖洗產品。

3分鐘後，ISSA™ 逸薩™ 迷你將自動關閉。

如果您在牙刷表面發現血跡，請用水或矽膠清潔噴霧清洗。如果您的孩子在使用時有任何不適，請立即
停止使用並諮詢醫師。

充電
首次使用前請充電。
我們建議充電過程由家長完成以確保安全。

將充電器插入插座或USB充電槽內。
充電時指示燈會重複閃動指示正在充電。
充電完成之後（約一小時）
，指示
燈持續燈亮，不再閃動。
電池電量低時，指示燈持續閃爍。
電池電量耗盡時，產品關閉。
請用上述方法充電。
充電時請勿使用ISSA™ 逸薩™ 迷你，並且每次充電時間不得超過24小時。

每充滿一次電後，您可至多使用產品200次。
充電時間為一小時，電流400毫安培，額定功率為1.55瓦。
請只使用
FOREO USB充電線。
產品充滿電後再移除USB充電線。
ISSA™ 逸薩™ 迷你電池使用壽命為5年。

清潔、儲存與安全
清潔產品

適用於：刷頭（上面部分）刷體（下面部分）。

您可以用溫水並用手指清洗刷毛表面。
我們建議使用FOREO矽膠清潔噴霧，清潔後用溫水沖洗產品以達到最
佳清潔效果。
最後自然晾乾產品。
請勿使用含酒精、石油或丙酮的清潔產品。
維護與安全

本產品不適合5歲以下的兒童使用。
兒童及殘障人士需要在監護人的監督和指導下使用。
請勿讓兒童把產品作
為玩具。
請只按照本說明書中的用法使用本產品。
佩戴牙套的兒童同樣可以使用本產品。
如果您有其他顧慮，請諮詢牙醫獲取更多建議。
使用本產品時，請避免使用含漂白劑牙膏。

如果您的孩子在使用時有任何不適，請立即停止使用並諮詢醫師。
如果您的孩子正在接受任何口腔疾病的治療，使用前請諮詢牙醫。

請僅使用產品配套充電線。請勿使用損壞的產品或充電線，避免引起火災、觸電或損傷。請只按照本說明書中
的用法使用本產品。
請勿使用製造商不建議使用的配件。
本產品不會受到其它設備的電磁干擾，也不會對其它設備產生電磁干擾。

請避免將產品直接暴露于陽光下，請勿將產品置於高溫或沸水中（壁爐、暖氣、熱水瓶等）。
適用環境

溫度：
5℃至40℃
濕度：
40%至80%
大氣壓：
800至1060百帕

儲存與運輸條件

溫度：-10℃至50℃
濕度：30%至80%
大氣壓：
500至1060百帕

故障應對

為防止發生突發情況而採取的防範措施

按下中間鍵沒有開啟ISSA™ 逸薩™ 迷你怎麼辦？
• 電池沒電了，請給ISSA™ 逸薩™ 迷你充電。

ISSA™ 逸薩™ 迷你無法關機或是按鍵沒有反應怎麼辦？

• 微處理器出現短暫性功能故障。
請連接充電線以恢復其功能。

連接充電器後，LED指示燈為什麼不閃動？

• 電池電量已滿，可進行200次口腔清潔流程。
• 電池電量耗盡，需要充電幾分鐘才能重新識別充電線。
• 充電線未連接正確。
請檢查充電插座或USB介面以及充電插口。

ISSA™ 逸薩™ 迷你進水或充電插口潮濕怎麼辦?

• 乾燥後繼續使用。
ISSA™ 逸薩™ 迷你全身防水，充電插口完全密封。

如果您的孩子在使用ISSA™ 逸薩™ 迷你時有任何其他問題，或對操作有任何疑問，請訪問官網www.foreo.com的客
戶服務部分，並填寫説明表格。

質保條款與條件
兩年質保

FOREO產品的質保時間為自購買之日起兩年，任何因產品製造或材料缺陷引起的品質問題均屬於質保範圍。
如果您有任何此類品質問題並在質保期內通知FOREO，FOREO將免費為您更換產品。
質保範圍包括影響產品功能的零部件品質問題，但不包括由於長期使用造成的外觀磨損或由於錯誤操作、疏
忽或意外造成的磨損或損壞。
任何嘗試打開或分解產品（或其附屬配件）造成的損壞也不在質保範圍。

質保索賠需要提供產品尚在質保期內的合理憑證。為了讓您的產品質保有效，請在質保期內妥善保存原始購
買發票和這些保證條件。
若需申請質保，請先登錄www.foreo.com網站上的帳戶，然後選擇品質索賠選項。
隨後您會收到一份退貨授權
編號（RMA）
，您需要將此編號與FOREO產品同時寄送至距您最近的FOREO辦公室。
運費需要您自行支付。
這
樣做是對消費者法律權利的補充，並不影響消費者任何權益。
十年品質保證

作為FOREO兩年質保的延續，FOREO的十年質保是指顧客在購買FOREO產品兩年以後十年以內，若發現有
品質問題，可以在FOREO官網www.foreo.com上以標價一半的價格購買一個全新的同系列產品。條款和條件
請參閱www.foreo.com客戶服務部分。

*兩年質保與十年品質保證不適用於可更替的刷頭。

电池拆卸

由於產品含有鋰離子電池，所以丟棄之前必須拆卸電池，並且不可按照家用垃圾處理。拆卸電池時，請先拔出
刷頭，切開矽膠外殼，然後打開塑膠外殼，拿出電池並按當地環保規定處理廢棄電池。為保證安全，請在拆卸
時佩戴手套。詳細的圖文說明如下：
請注意產品拆卸後則質保無效。拆卸前請確定已準備好丟棄產品。
2a

1

1 拔出刷頭

2 切開矽膠外殼

3

3 揭開矽膠頂端

2b

4a

2a

4b

4 用錘子將塑膠外殼砸開

5a

5b

5 用螺絲刀撬開塑膠外殼
6b

6a

7

6 輕輕撬出電池
8a

8 然後切斷黑色電線

7 首先切斷紅色電線
8b

9

9 最後拿出電池。

廢棄處理方法

報廢與回收電子類商品（適用於使用垃圾分類收集系統的歐盟及其他歐洲國家）。

標示打叉的垃圾桶圖示表示產品廢棄後，應視為報廢的電子電器設備送至相關的電子電器產品回收站，而不適
用於普通垃圾的處理方式，不能按照家庭垃圾處理，而應該送入合適的電氣和電子設備回收收集站處理。

IPx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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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歐洲指定的醫療設備93/42EEC標準要求。
符合ANSI/AAMI Std.ES60601-1標準和
CAN/CSA Std. C22.2 No.60601-1標準。
有害物質限制要求。
電氣和電子設備不可與家用垃圾一起處理。
電擊防護類型BF。
防水1米。
使用前請閱讀說明。

經ISO 10993和ISO 7405認證
符合IPX7防水規格（可浸入水深1米處）

包裝包含：ISSA™逸薩™、USB介面充電器、
使用手冊、正品保證卡和儲存袋
工作模式：連續操作
目標使用者：5歲以上少年兒童
建議使用地點：家用或酒店使用

符合ANSI/AAMI STD. ES 60601-1，IEC STD. 60601-1-6，IEC STD. 60601-111標準，經CAN/CSA STD. C22.2 No.60601-1標準認證

產品規格
材質：矽膠
尺寸：170 x 30.2毫米
重量：55.8克
電池：420毫安培時

使用次數/充滿：高達200次
待機時間：180天
頻率：140赫茲
最大噪音量：最高50分貝
操作介面：一鍵式

免責聲明：有以下情形的，FOREO及其零售商不承擔使用本產品所直接或間接產生的任何身體傷害或其他損
害等後果及相關法律責任：
1 因使用者在使用產品的時候，沒有按照產品所標示的使用說明加以使用造成的損害；

2 產品造成的使用者或者第三人的損害，是由於第三人的原因而引起的，則應當由該第三人承擔責任，不能由

產品的製造者或者銷售者承擔責任；

3 產品使用期限已超過安全使用期所造成的損害。

產品模型可能會因改進而有變化，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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