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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損失所示範圍包括對房屋、� 財產及寵物等損失。

危險 不正當使用本產品會引致嚴重傷亡事故。

警告 不正當使用本產品可能會引致嚴重傷亡事故。

注意
不正當使用本產品可能令個人及他人受傷，� 並引致

財物損失。

此符號表示禁止進行的事項。

此符號表示務必遵守的事項。

此符號表示該小心注意的事項。

感謝閣下購買�Y�A�M�A�N� 產品。

・� 為確保安全，� 使用本產品前請仔細閱讀說明書。

・� 請妥善保管說明書，� 方便日後使用。

・� 如將本產品轉讓他人使用，� 請務必附帶使用說明書。

●關於三類注意事項 ●關於三類標示符號

・� 請仔細閱讀所有指示內容，� 以確保能安全及正確地使用本產品。

・� 請按照操作手冊的指示操作。

・� 如發生異常情況時，� 請立即停止使用並聯絡當地經銷商進行維修。

・� 於故障狀態下使用，� 會對身體造成不良影響及構成危險，� 請立即停止使用。

・� 本手冊所列注意事項對閣下的安全非常重要，� 請務必遵守。

・� 注意事項分為“危險”、“警告”及“注意”� 三類，� 及清楚列明危險程度，� 以及錯誤操作能造成的傷害。

簡介

安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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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有關電源）

●� 電源插頭損壞，� 或牆壁插座位置鬆脫時請勿

使用。

可能引致觸電、� 短路、� 起火或故障。

有關維修事項，� 請向購買本產品的當地經銷商查詢。

●� 請勿損壞、� 加工、� 用力彎曲、� 拉址、� 扭曲及

避免綑綁電線。

另外請避免重物加壓或擠壓，� 否則會令電線損毁，

可能引致火災或觸電。

●� 請避免於電線纏繞打結的狀況下收納。

否則對電線造成壓力，� 可能引致斷線或觸電。

●� 收納時不要將電線綑綁在機身或電源插頭。

否則對電線造成壓力，� 可能引致斷線或觸電。

●� 切勿直接拉扯主機去拔除充電器。

可能引致觸電、� 短路、� 起火或故障。

●� 萬一出現異常情況，� 請立即拔掉電源插頭。

若出現操作異常、� 冒煙、� 發出奇怪聲音或異味等情況，

應避免使用。

●� 拔除電源插頭時，� 請先終止電源（請勿接觸金屬

部分）。� 請勿在手沾濕狀態下拔除電源。

可能引致觸電、� 短路、� 起火或故障。

●� 請勿使用延長插座。

可能引致觸電、� 短路、� 起火或故障。

拔除電源

●� 只可連接�1�0�0～�2 �4 �0伏特電壓使用。� 請確認

電源插頭完全插入插座中。

否則可能引致起火、� 觸電或意外。

●� 如長時間不使用，� 請將電源插頭從牆壁插座

中拔除。

可能引致起火。

●� 使用後請關掉電源，� 將電源插頭從牆壁插座

中拔除。

可能引致起火或意外。

必須遵守

禁止使用

損壞的

插座或插頭

禁止拉扯或

移動電源

禁止使用

延長插座

禁止

不當處理

●� 請避免電源插頭沾濕或用手清洗。

可能引致觸電、� 短路、� 起火或故障。
禁止沾濕

●� 請勿使用專用電源插頭以外的型號。

可能引致觸電、� 短路、� 起火或故障。

禁止

●� 非使用狀態下，� 或進行清潔時，� 請務必將電

源關掉，� 將電源插頭從插座中拔除。

可能引致觸電、� 短路、� 起火或故障。 拔除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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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可能對皮膚或身體造成損傷。

・懷孕期間、經期期間或授乳期間� � � ・過敏性皮炎、皮膚敏感� � � ・過敏性體質� � � ・因曬傷引致皮膚發炎或紅腫之人士� � � 

・皮膚潰爛化膿� � � ・因化妝品引致皮膚發炎� � � ・皮膚上有發癢或病理性色素� � � ・過濾性疣或黑皮病� � � ・高血壓� � � 

・皮膚敏感度不足� � � ・曾接受眼部或面部手術之人士� � � ・� 患有眼疾或面部疾病、現正接受相關治療人士� � � 

・高度近視的人� �(�0�.�1 以下�)

否則有機會影響醫用電子儀器操作。

使用醫療儀器的人士。

・� 氧合器等植於體內使用輔助儀器。

・� 心臟起搏器等植於體內使用的儀器。

・� 心電計等攜帶式裝置。

※使用前請諮詢醫生或醫療電子設備製造商。

●� 以下人員應避免使用。

警告� �(關於使用及保管）

危險� �(關於使用及保管）

●� 以下人士應避免使用，

否則可能對皮膚或身體造成損傷：

・急性疾患� � � ・結核性疾病� � � ・癲癇症� � � ・發燒� � � ・血壓異常� � � ・傳染病� � � ・癌症� � � ・傷口（疤痕等色澤深的部位）� � � ・心臟病

・光線過敏� � � ・口腔內、� 周圍或粘膜� � � ・身體不適� � � ・極度疲勞� � � ・受酒精影響或正服用安眠� � � ・曾接受整形或手術之部位

・喉核� � � ・眼球� � � ・頭部� � � ・眼瞼、� 眼部周圍� � � ・暗瘡� � � ・色斑、� 痣� � � ・眼眉、� 額頭、� 頭发� � � ・耳� � � ・乳頭、� 乳暈

・肚臍內部� � � ・化了妝的部位� � � ・大靜脈等可見血管的部位� � � ・紋身、� 身體彩繪

※若不能確定自己是否有上述狀況，� 請事先徵求醫師意見。

●� 對於以下身體部位，� 或存在以下狀況，� 切勿使用，

禁止

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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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關於使用及保管）

●� 請勿於小孩附近使用。

強光可能引致眼部受損。

●� 使用時請勿堵塞排氣口。

否則可能引致冒煙、� 起火或燒傷。

●� 使用彩光後請勿馬上接觸濾鏡（玻璃板）。

使用後濾鏡處於高溫狀態，� 如用手指觸摸可能會導致

燒燙傷。

●� 請勿長時間使用（不應以商業用途使用）。� 請使用

�1�0分鐘後關上電源並閒置�1�0分鐘以上。

否則可能引致受傷、� 機身過熱或玻璃管爆破裂。

●� 請勿在易燃物質（如酒精、� 天稀釋液、� 汽油、� 卸甲

水或噴霧等）� 附近使用。

否則可能引致爆炸或起火。

●� 請勿照射眼部。

否則可能引致眼睛受傷。

●� 請勿直視照射口及避免照射到他人眼睛。

否則可能引致眼睛受傷。

●� 請勿於昏暗環境使用。

否則可能引致眼睛受傷。

●� 請勿照射黑色物體。

否則可能引致冒煙、� 起火或故障。

禁止禁止

●� 請勿照射於衣服、� 頭髮及物品上。

否則可能引致燒焦、� 變色或損壞。

●� 請勿於使用化妝用品的情況下以彩光照射。

請務必於卸妝後使用。� 否則可能引致燒傷等皮膚

問題。

●� 散熱扇沒有運作時（沒有發出轉動聲�)，� 請停

止使用。

強行使用可能引致冒煙、� 起火、� 機件故障或身體

受傷。

請聯絡當地經銷商維修。

●� 使用時請勿將電源插頭從插座中拔除，� 或將

電源插頭從機身中拔除。

否則可能引致因觸電或短路而導致火災。

●� 請勿將機器於以下地方使用及保管。

・浴室等潮濕地方� ・多塵埃的地方

・日光直射的地方� � � •接觸到水源的地方

・傾斜不平、� 震動、� 受衝擊的地方� � •室外

・出現強大電流和磁場的地方

・接觸油煙、� 水蒸氣的地方

・發熱器具（如火爐等）附近等高溫地方

・溫差大的地方（冷氣、� 暖爐附近）

否則可能引致起火、� 觸電、� 意外或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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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關於使用及保管）

●� 請勿過份使用。� 使用時間及頻度，� 請依照說明書

指示。

否則可能引致身體損傷。

●� 請勿於接通電流的情況下擱置一旁。

否則可能引致身體受傷或機件故障。

禁止

●� 請勿於浴室、� 浴缸、� 洗手盤或其他存水的

地方附近使用。

否則可能引致觸電、� 短路、� 起火或故障。

●� 請勿令機器（機身等）沾濕或浸泡於水內。

請勿於潮濕的地方使用。

否則可能引致起火、� 觸電或故障。

●� 請勿以本使用手冊以外的其他用途使用。

否則可能引致身體受傷或機件故障。
禁止其他

用途

●� 切勿讓幼童或殘障人士使用。� 未成年人士請在

成人監管及保護下使用。

否則可能引致意外或受傷。

●� 請勿讓不能表達個人情感、� 皮膚敏感度低人士

使用。

否則可能引致意外或受傷。

●� 請將本產品保管於小孩不能接觸的地方，� 避免

誤用。

否則可能引致意外或受傷。

用戶限制

避免接觸
水源

● � 避免於室外及日光直射下使用。

否則可能引致機件故障。
室外禁止使用

●� 避免將重物放置於機身上。� 避免於使用時

產生碰撞等衝擊。

否則可能引致身體受傷、� 機件故障或玻璃管破裂。
禁止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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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關於使用及保管）

●� 如機器入水或有異物，� 請立即停止使用並

進行檢查。

否則可能引致起火或觸電。

● � 地震及雷電時請將電源關掉，� 拔除電源。

否則可能引致起火或觸電。

● � 如機器受碰撞或破損，� 請立即關掉電源、� 拔除

電源插頭，� 務必進行維修及檢查。

否則可能引致起火或觸電。

● � 請定期檢查、� 清潔照射口，� 避免積聚污垢。

否則可能引致灼傷或機件故障。

● � 請勿放置於靠近火源、� 酷熱環境下、� 浴室等

高溫潮濕地方、� 可燃氣油及易燃物品附近。� 

請勿置於火中，� 或於發熱器具附近。

否則可能引致發熱、� 起火、� 破裂或操作不良。

● � 使用前請確保插頭形狀及電壓正常。

否則可能引致發熱、� 起火或故障。

●� 請勿拆解、� 維修及改造裝。

否則可能引致起火、� 觸電或身體受傷。

如需維修，� 請諮詢當地經銷商。
禁止分拆

● � 若出現異味或異常發熱，� 請停止使用。

否則可能造成損壞或引致火災。

如需維修，� 請諮詢當地經銷商。 出現異味
異常發熱時
禁止使用

起火注意

●� 切勿放入微波爐及高壓容器。

否則可能引致發熱、� 起火或破裂。
破裂注意

務必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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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關於電源）

●� 停電時請立即關掉電源，� 將電源插頭從牆壁插座中拔除。

否則可能引致意外。
務必遵守

注意� �(關於使用及保管）

否則可能損傷皮膚及手指，� 或導致灼傷等問題，� 並造成損毀惡化。

・過度照射不會令效果增加。� 請遵守護理的頻密度�(第�1�8頁）。

・於同一次使用時，� 可重複照射相同部份。

●� 請勿�1天內用閃彩光於相同部位照射�2次以上。

否則可能造成皮膚問題。

●� 護理後的部份請勿立即使用香水或化妝品。� （保濕用乳液及潤膚霜除外）

●� 使用前請確保照射口沒有破裂、� 變形或破損，� 如發現破損或故障，� 切勿使用。

否則可能引致機身表面損傷。

●� 避免使用酒精、� 稀釋劑、� 汽油、� 卸甲水等溶劑的化學物質、� 梳打粉等清洗。

請待發紅的皮膚完全復原後才使用。

●� 如用於腋下時，� 使用後請勿立即塗上止汗劑。

否則可能導致受傷。

●� 請勿用於寵物身上。

禁止

如皮膚出現異常情況請立即停止使用。� 如異常情況持續，� 請向醫生查詢。� 否則有機會導致皮膚受損或症狀惡化。

※一部位＝手肘上、� 手肘下、� 膝蓋上、� 膝蓋下、� 腋下、� 面部等。

●� 請勿�1天內照射相同部位�5分鐘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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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關於使用及保管）

●� 請勿大力按壓，� 或集中於同一部位使用。

過份用力按壓或集中於同一部位使用，� 可能引致皮膚受損。

●� 請勿於電源流通時接觸其他美容器材或電子產品。
禁止

務必遵守

●� 於面部使用時請調較至面部模式。
否則可能引致皮膚痛楚。

避免與其他電子產品（電子毛氈、� 墊或暖爐被）同時使用。

否則可能引致因錯誤操作造成意外。

●� 請勿於衣服上使用。

●� 於面部使用時請先卸妝。
否則可能造成燙傷或皮膚問題。

●� 初次使用時請先由�1級開始，� 直至皮膚適應。

●� 以下項目請務必遵守。
� 否則可能引致意外、� 受傷或機件故障。

・避免於日曬後，� 磨砂及敷面膜同時使用。

・使用後必須將電源關上。

●� 護理時如感到刺眼，� 請配戴太陽眼鏡使用。
否則可能引致眼部和皮膚受損。

即使沒有痛楚感覺，� 亦請勿過份提升強度。� 應按照自身情況進行調整。

強度請逐步提升。� 否則可能造成意外或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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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關於使用及保管）

●� 使用時請留意皮膚有否出現異常情況。

使用時如感到痛楚或感到疲勞、� 或皮膚出現異常情況時，� 應立即停止使用。

如發現本產品令皮膚不適請停止使用。� 如情況到翌日仍然持續，� 請求診處理。 務必遵守

●� 發育中人士，� 請於成人監管及保護下使用。� 如出現異常情況，� 請立即停止使用。

成長期時可能會受荷爾蒙平衡影響，� 對皮膚造成損害，� 或護理沒有明顯效果。

●� 請注意日常保濕護理，� 避免肌膚過度乾燥。

皮膚乾燥會影響產品效果不如理想。

●� 請先處理及去掉多餘的毛髮，� 再用彩光進行護理。

如有多餘的毛髮的情況下使用彩光照射，� 可能引致令毛髮黏付於產品而造成燒焦情況。

※請勿拔毛或以蠟進行脫毛。

●� 如有多餘的毛髮殘留於產品上，� 請務必清除。

否則可能於彩光照射時感到灼熱。

●� 使用後需依照「使用後」�(第�2�5頁�)� 指示，� 將殘留於產品的毛髮、� 化妝品清除。

否則可能引致燒焦、� 皮膚問題或機件故障。

●� 機器曾接觸皮膚的部分，� 請於每次使用後進行清潔，� 保持機器潔淨。

否則可能引致皮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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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關於使用及保管）

務必遵守

●� 清潔機器時請先關上電源、� 將電源插頭從牆壁插座拔除，� 並按照說明書指引進行清潔。

否則可能引致意外或機件故障。

●� 彩光照射後�2�4小時內，� 請避免照射部位與紫外線接觸。

如照射�2�4小時皮膚仍然出現微紅，� 請避免接觸紫外線。

護理期間請塗上防曬日霜保護皮膚。� 否則可能會引起皮膚不適。

●� 使用後，� 如持續出現皮膚發熱的情況，� 請以冷毛巾等為皮膚降溫。

護理後可能會因個人體質或使用方法令皮膚發熱。

如感覺皮膚發熱異常。� 請用降溫物品或濕毛巾冷敷。� 如異常情況持續，� 請向醫生查詢。

●� 保持使用室溫。

本產品可於�5∼�3�5℃環境下使用。� 使用時請先確認溫度。� 產品或未能實時適應地點轉變。� 溫度變化或會令產品故障或破損。

●� 護理後當日可入浴� �(可淋浴�)� 但請避免運動和喝酒。

否則可能引致皮膚不適。

●� 經長時間閒置後，� 請於再使用前先檢查其操作是否正常及安全。

否則可能導致意外或機件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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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可能引致起火或觸電。

●� 請確保產品於電壓值�1�0�0∼�2�4�0伏特的範圍內使用。

否則可能引致機身發熱、起火或故障。

●� 務必檢查插頭形狀及電壓後才使用。

務必遵守

警告

・插頭形狀及電壓可能會按地區有所不同，� 請先確認後才使用。

・關於充電器插頭的轉換，� 請向旅行社或電器銷售店查詢。

注意起火

海外使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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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說明

電源�/強度按鈕

照射按鈕

顯示屏
充電插孔

玻璃管

彩光照射口

排氣口

主機

頂部

濾光鏡

（黃色透明玻璃）

手把

排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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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插頭 ●使用說明書

� � �(附保養書�)

配件

機身及配件的設計及規格，� 或因應改善質量需要在無預先通知的情況下進行更改。

●面部配件

面部護理時使用� �(第�1�5頁）。

安全性能

●觸控感應
照射口感應到皮膚時會進行閃光照射。

自動關機功能

電源開啟約�1�0分鐘後，� 主機會發出兩次「嗶嗶」的聲音，� 並且電源會自動關

閉。

冷卻功能

電源關上後約�9�0秒，� 為降低機身溫度散熱風扇將繼續

運轉。� 待散熱風扇完全停止前，� 請不要將電源插頭拔除。

・� 電源關上後，� 請先待�1�0分鐘再開始使用。� 連續使用可能引致機件故障。

注意

功能



14

抓緊面部配件兩側，� 按箭咀

方向後拉。

先確認面部配件的方向，� 再由上而下

蓋到機身照射口之上，� 磁石會將兩者

結合。

面部配件正確安裝方法

需先把面部配件調整至正確方向，� 否則無法裝上機身。

※避免異物進入照射口和面部接觸器中間。

面部配件拆卸方法

機身背面

�(凸出部分）

機身正面

�(凸出部分）

機身背面

�(凸出部分）

●側面 ●後面（磁石部分）

機身正面

機身正面

・如於電源開啟時拆除面部接觸器，� 會聽到「嗶」的聲音，� 並會自動更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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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幫助
本產品可調較以下模式進行護理。

身體模式

＜建議使用部位＞

●手臂 ●小腿

●腋下 ●比基尼線

※不能使用於嘴唇。

●面頰 ●面� �(嘴部附近�)

面部模式

＜建議使用部位＞

裝上面部接觸器後將自動調節至面部模式。

進行面部護理時請務必裝上面部接觸器，於面部模式下使用。

●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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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時請避免於以下部位使用。

・� 頭部、� 頭髮、� 後頸、� 額、� 眼眉、� 眼球、� 眼皮、� 眼部附近、� 耳、

喉核、� 口腔內、� 唇（上圖� � � � � � � � � 的部位）

・� 乳頭、� 乳暈、� 肚臍內部、� 大靜脈等血管清晰可見的部位、� 太陽

曬黑的部位、� 陰部、� 黏膜

・� 暗瘡、� 斑、� 痣、� 傷口� �(疤痕等色澤深等部位�)

・� 整形、� 手術部位、� 刺青、� 紋身、� 化妝等部位

禁止使用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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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注意事項
進行護理前請先確認以下內容。

進行護理的準備

●� 進行護理前請先用去毛機或剃刀去除毛髮。

＜肌膚適應性測試＞

●� 初次使用產品前，� 請先進行照射測試。

如毛髮過長、� 或毛髮殘留於皮膚表面，� 有機會導致燒傷。

※請勿拔毛或以蠟進行脫毛。

於進行護理的部位進行單次照射，� 強度由�1開始。� 照射身體時請用身體模式、� 照射面部時請用面部模式。

・�2�4小時後皮膚如沒有出現異常，� 可繼續使用。

●� 請自行調整適當強度。

因應使用部位感覺也會不同，� 請自行調整適當強度。

●� 避免過分調較至高級別使用。

特別是膚色較深或太陽曬黑後，� 皮膚較容易對光源進行吸收，� 可能引致皮膚問題。

●� 如感到痛楚，� 請不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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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確保頂部、� 照射口及接觸器沒有異常情況。� 如出現破損或變形請停止使用。

・如有污垢請先進行清潔。� 否則可能引致故障、� 折舊、� 皮膚燒傷、� 受傷或其他皮膚問題。

・清潔方法請按照「清潔方法」�(第�2�5頁�)� 步驟進行。

請勿於一天內於相同部位使用彩光照射�5分鐘以上。

請勿於一天內於相同部位使用彩光照射�2次以上。

護理的頻密度

首兩個月

每�2週�1次

（面部護理每星期�2∼�3次）

三個月以後

每�4∼�8週�1次

注意 ●� 請勿過度使用。

如超過上述頻密度，� 使用時請務必經常確認皮膚的狀態。

請務必按照護理的使用頻度，� 否則可能會令皮膚出現問題。

效果明顯與否會因使用部位及

個人體質而異。

※本機並不能提供永久脫毛的

效果。� 建議定期進行護理。

●� 使用環境亮度

・如果環境太暗的地方使用，� 可能會造成眼睛受傷。

・建議在「設頂燈的房間的桌上」下使用。

・請避免於以下環境中使用

�-� 沒有直接照明的房間內

�-� 非常昏暗的燈光，� 如燈泡等

�-� 在桌子下面的陰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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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

1
打開電源
將電源插頭接上機身及牆壁插蘇，� 長按電源�/模式按鈕（約�3秒）。

當顯示屏停止閃動並持續亮燈時，� 表示待機完成。

顯示屏

＜待機狀態＞

電源�/強度按鈕

照射按鈕

・安裝面部配件後，� 即自動轉為面部模式。

・� 請勿將電源插頭於延長插座使用，� 應直接插到牆壁插座。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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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強度級別
按下電源�/強度按鈕時會聽到「嗶」的聲音，� 即代表更改級別。

級別選擇如下。

身體模式 面部模式

級別選擇如下。

→ 強度 �1� →� �2� →� �3� →� �4� →� �5� 
�(電源啟動時�)

→ 強度 �1� →� �2� →� �3� →� �4� →� �5� 
�(電源啟動時�)

身體模式顯示 面部模式顯示

顯示屏 顯示屏

強度顯示 強度顯示

・� 初次使用時請先由�1級開始，� 直至皮膚適應。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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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進行護理

將整個照射口緊貼於皮膚上。� 聽到「嗶嗶」的聲音後，� 顯示屏上�O�K字眼會閃動，� 表示已完成照射準備。

按下照射按鈕後，� 彩光照射開始。

有關各部位的護理要點，� 請參考護理重點� �(第�2�4頁�)� 。

按下照射按鈕，� 一邊移動位置一邊進行單次照射。

・進行單次照射後，� 需要等候數秒。

照射激活

身體 �/面部模式相同

●� 單發模式�(�1次�)

�O�K字眼

顯示屏

※圖標為身體模式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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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令所有護理部位能全面受到照射，� 請慢慢移動
機身進行護理。

・使用連續照射時，� 請一邊移動照射位置一邊進行
護理。

・� 照射一個位置後，� 請稍將機身移離皮膚，� 然後移動
到下一個部位。

・� 照射口的大小就是一次護理的涵蓋範圍。

・� 請勿每天照射相同部位超過兩次。

・� 面部輪廓較易令照射口接觸皮膚，� 因此需留意
彩光照射時過份加壓。

注意

●� 連發模式（最多�1�0次）

※只適用於身體模式。
面部模式不能進行連續照射。

電源開啟時長按照射按鈕約�3秒後，� 會發出「嗶嗶」的

聲音，� 藉此控制連續照射的開關。

每次進行單次照射時，� 請移至皮膚上。

※進行開關時，� 請先將照射口離開皮膚。

・連續照射進行時，� 如持續離開皮膚超過�5秒，� 本機會

發出「嗶∼嗶∼嗶∼」的聲音，� 連續照射便會停止。

・連發模式� �(最多�1�0次�)� 每次進行時，� 本機會發出「嗶∼」

的聲音，� 表示處於待機狀態。� 保持照射口緊貼皮膚，� 

按下照射按鈕，� 就能再次啟動連續照射� �(最多�1�0次�)。

待機狀態：� � � � 標誌及�O�K字眼閃動。

・連續照射時：� � � � 顯示屏會出現標誌。

・連發模式時不可調較強度。

面部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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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護理後可使用冷卻劑及冷毛巾於降溫。

然後使用乳 液，� 保濕乳 液等滋 潤照射 後的

皮膚。

關閉電源

・長按電源�/強度按鈕� �(約�3秒�)� 。

・確認散熱風扇停止後� �(約�9�0秒�)� 才將電源插頭從機身及

牆壁插座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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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重點

請留意以下重點進行護理。

注意
●� 進行面部護理時，� 務必使用面部模式。

使用身體模式可能引致燒傷。

●� 切勿直視照射部分及避免照射他人眼睛

否則可能引致眼部受傷。

●� 手腕�/腳

�9�0度

請將照射器垂直置於皮膚。

●� 腋下

請用手指將皮膚伸展進行護理。

・進行護理前，� 請先將止汗劑和化妝品徹底抹走。

●� 比堅尼線

請使用低強度在深色素或深膚色的部位上進行護理。

※請使用級別�1直接直至皮膚適應。

※切勿於外陰粘膜及其周圍部位使用。

●� 面部

使用前請先卸妝。

・請於感到微暖的程度下使用� �(建議次數：每星期�2～�3次�)。

・鼻下、� 顎等狹窄部位或角度不平的位置，� 可以以手指按實皮膚進行護理。

・護理後避免太陽直射，� 進行護理期間亦應避免太陽曬黑。

●� 進行面部護理時，� 請將照射口緊貼於皮膚上使用。

照射口如不緊貼皮膚，� 刺眼閃光會令眼部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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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方法

使用後

1
使用軟布或棉花棒將污漬及毛髮清除
※請將指紋及其他污垢抹走。

　否則可能引致濾鏡燒焦、� 閃光功能下降、� 故障、� 皮膚問題。

照射口請務必於每次使用後進行清潔。

定期清潔主機，� 以防止故障。

1
使 用濕 布 擦 去 照 射口表 面的

污垢

・如污垢太多，� 可將已稀釋的中性清潔劑

加入海棉或布上然後抹走。

警告

避免使用酒精、� 稀釋劑、� 汽油、� 卸甲水

等溶劑的化學物質、� 梳打粉等清洗

●� 清潔時請將電源插頭從機身及牆壁插座拔除。

否則可能引致觸電、� 短路或起火。

●� 進行清潔避免機身內部入水。

否則可能引致觸電、� 短路或起火。

照射口

機身� �( 包括頂部及接觸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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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方法

●� 長時間閒置本機時，� 將主機及配件等清潔後再收存起來� �(參考第�2�5頁「清潔方法」�)。

●� 不使用本機時，� 請關掉電源並將電源插頭拔除，� 妥善收存起來。

●� 請勿存放於焗爐或暖爐附近、� 浴室等高溫潮濕地方、� 熾熱陽光下及不穩固的地方。

●� 請把本機放置於兒童無法觸及的地方。

保養及維修

●� 經長時間閒置後，� 請於再使用前先檢查其操作是否正常及安全。

●� 本機操作發生異常，� 請先參考「排除故障」�(第�2�7頁�) � 。

� � � 如仍無法解決，� 請連同購買相關資料向產品銷售商查詢。

●� 如本機出現故障、� 損壞的情況，� 請向購買產品銷售商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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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排除故障 使用過程中感到異常，� 請對照以下項目進行檢查，� 確認原因及處理方法。

出現情況 可能出現的原因及處理方法

請勿將電源插頭延長插座，� 應插於牆壁插座。

請檢查自動關機功能� �(第�1�3頁�)。� 再次使用時前請等候�1�0分鐘。

照射準備未完成。� 請等候「嗶嗶」聲響起。

電源自動關閉

正處於待機狀態。� 請以電源�/強度按鈕設置級別� �(第�2�0頁�)� 。

請將照射口緊貼皮膚� �(第�2�1頁�)。
無法照射彩光

�(連續照射時�)

照射口未有緊貼皮膚，� 待�O�K字眼閃亮後再進行護理� �(第�2�1頁�)。

無法照射彩光

長按電源�/強度按鈕� �(約�3秒�)，� 開啟電源。

請將電源插頭插入機身及牆壁插座。

無法啟動

檢查錯誤顯示� �(第�2�9頁）。無法操作

正處於待機狀態。� 請以電源�/強度按鈕設置強度�(第�2�0頁�)� 。

請按下照射按鈕� �(第�2�1頁�)。
無法照射彩光

�(單次照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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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情況 可能出現的原因和處理方法

照射口沒有完全緊貼皮膚。� 請將照射口貼於皮膚上使用。

彩光太刺眼

散熱風扇運作的聲音。� 並非異常或故障。發出聲響

請以強度按鈕設置降低強度� �(第�2�0頁�)� 。

多餘的毛髮殘留於皮膚表面。� 請處理及去掉多餘的毛髮。

請確認禁止使用的部位� �(第�1�6頁�)� 。
彩光溫度過熱，

或感覺痛楚

皮膚已進入照射口內。� 請勿用力按壓皮膚。

如太刺眼請配戴太陽眼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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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錯誤顯示

如出現錯誤，� 顯示屏上會出現錯誤訊息。

檢查以下錯誤內容並了解錯誤原因。

出現錯誤 處理方法

發出�3次「嗶」的聲響。

頂部溫度過熱，� 請先關上電源等候約�3�0分鐘。

發出�2�0次「嗶」的聲響。

請聯絡當地經銷商進行維修。

發出�1�0次「嗶」的聲響。

請聯絡當地經銷商進行維修。
�E與�5交替閃亮

�E與�1、�2、�3、�4其中一個數

字交替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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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照射彩光會感到發熱，� 皮膚發

紅或刺痛嗎？

一 天 大 概 可 以 使 用 多 少

次？

同一部位上限時間是�5分鐘。

※一部位＝手肘上、� 手肘下、� 膝蓋上、� 膝蓋下、� 腋下等。

請勿於一天內於相同部位照射彩光超過�2次。

皮膚受過量的熱力刺激，� 可能會引致皮膚出現不適。

開始使用時請將級別設定為�1。

習慣後慢慢將級別調高。� 彩光會引致輕微發熱，� 對皮膚並無損害。

感到發熱可能是由於身體上仍有較長的毛髮，� 或皮膚曾被太陽曬過所引致。

請先處理及去掉多餘的毛髮，� 並確保皮膚沒有被太陽強烈曬過的狀態下使用。

如果持續出現皮膚發熱、� 發紅或感到痛楚，� 請立即停止使用，� 為皮膚降溫和保濕。

如情況持續，� 請向醫生查詢。

※面部護理時請務必使用面部接觸器，� 否則可能引致燒傷。

照射後會否聞到燒焦味？

照射彩光時會將毛髮加熱而造成燒焦氣味。

除照射彩光以外如本機發出異味，� 請立即停止使用，� 關掉電源並將電源插頭從

牆壁插座中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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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規格

�D�C�1�2�V　�3�.�0�A

面部配件�.�. �. �. �. �.�1個

充電器�.�. �. �. �. �.�1個

使用說明書� �(附有保養書�)

日本

約�2�7�0�g

約�6�8�m�m×�4�7�m�m×�1�7�8�m�m（�W×�D×�H）

約�3�.�3�W（瞬間最高約� �3�9�W）

材 質
主機：�A�B�S樹脂、� 尼龍樹脂、� 亞加力樹脂、� 玻璃

面部配件：�A�B�S樹脂、� 鋁、� 不鏽鋼（照射口）、� 尼龍樹脂

格 式

耗 電 量

產 品 尺 寸

重 量

產 地

配 件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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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棄置

請遵照當地政府規定棄置產品。

有關日本以外國家的保養查詢

日本以外國家和地區，� 有關本產品的保養及維修或其他問題，� 請聯絡當地經銷商。

或透過�Y�A�M�A�N全球網頁� �(�h �t �t�p�: �/ �/�w�w�w�.�y�a�-�m�a�n�.�c�o�m�/�e�n �/ �) � 進行查詢。

售後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