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暖披肩：HS45

使用說明書

圖像說明

產品簡介
多謝選用英國origo暖暖披肩。正確使用，可使本產品持久耐用，但
不適用於醫療用途。備有四個發熱溫度選擇。感溫發熱線及120分鐘
自動關機功能，提供雙重保險以免過熱。origo暖暖披肩可以令你在冬
天保持溫暖，穩定一致及均勻分佈的熱力能夠促進血液循環及舒緩
肌肉疲勞。此產品已符合歐洲安全標準檢測，安全可靠。

* 使用本產品前，請閱讀使用說明書的安全指引。
部件名稱
(1) 披肩
(2) 高熱(紅色)顯示燈
(3) 中熱(橙色)顯示燈
(4) 低熱(黃色)顯示燈
(5) 微熱(綠色)顯示燈
(6) 開/關鍵
(7) 接連插頭及插座
(8) 控制器
(9) 磁石

6

7-2 接連插座
7-3 接連插頭扣

本暖暖披肩只能配合貼有HS45型號的控制器使用。

使用方法
現代都市人生活繁忙，肌肉容易緊張及疲勞。origo暖暖披肩能產生
穩定一致及均勻分佈的熱力，促進血液循環及舒緩肌肉疲勞，設計特
別針對手腕、手肘、膝蓋及背部等位置(身體其他部位亦適用)。
使用暖暖肩被前，請確定接連插頭及插座(7)已穩妥地連接。
披肩可放進洗衣機內清洗。
開/關及溫度選擇
將插頭插進電源插座，暖暖披肩已經準備使用。按開/關鍵及選擇4種
不同熱度：
o
- 微熱：綠色顯示燈(30 C)
o
- 低熱：黃色顯示燈(35 C)
o
- 中熱：橙色顯示燈(40 C)
o
- 高熱：紅色顯示燈(45 C)
注意：若熱能顯示燈不亮，可能是接連插頭及插座鬆脫。請先把電源插
頭拔除，重新將接連插頭及插座接好。
自動關機
使用120分鐘後，暖暖披肩會自動關機。如欲繼續使用暖暖披肩被，
請重按開/關鍵，之後選擇所需熱度，暖暖披肩將繼續另一次的120
分鐘運作。注意：過度連續長期使用，有可能灼傷皮膚。
保養
將開關控制器從接連插座及插頭(7)拔除，發熱
披肩可放進洗衣機內清洗。清洗後放於清涼地
方涼乾，不可給陽光直接照射。發熱披肩必須乾
透後才可使用，切勿使用硬物刮花或破損發熱披
肩表面，以免發生危險。

包裝資料: 暖暖披肩及使用說明書
※ 使用本產品時，不可彎折電源線。
※ 本產品乃屬紡織品，可能引致使用者出現靜電感覺。可嘗試以
手掌觸碰石牆來釋放靜電。

不可熨燙

不可使用機器烘乾

請小心閱讀使用說明書

不可漂染

不可屈曲或對摺

可用洗衣機洗濯(水溫不可超
o
過30 C )

不可用針或扣針戳穿發熱披肩

重要安全提示
※ 請保留使用說明書給將來翻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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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接連插頭

不可乾洗

請小心閱讀說明書並妥善保存。
不要用針或尖銳物品戳穿本產品。
● 暖暖披肩：
如在弄濕或潮濕狀態下請勿使用；
只可插進適合的插座(220-240V);
如在屈曲或摺疊的狀態時，請勿使用；
0-3歲小孩不能使用暖暖披肩，因為他們對熱力敏感不足；大於
3歲的小孩不能使用暖暖披肩，除非家長已為暖暖披肩被完成設
定或他們已受足夠的指示使用暖暖披肩；
不適用於對熱力反應遲緩的人士、小童或寵物；
不適用於行動不便的人士；
不可在睡覺時使用；
冷卻前，不可屈曲或對摺。
● 不要放太重或尖銳的物品在暖暖披肩上，它們可能會導致暖暖披肩
內的發熱線損壞或屈曲(例如：行李箱)。
● 經常保持插頭及電線乾爽。
● 控制器會發出微熱，所以不要遮掩，以免過熱。
● 只能對某程度熱力作出反應的人士或病人，必須於監管下才可使用
暖暖披肩。
● 對熱力反應遲緩的人士及對過熱無法作出反應的非常弱勢人士，不可
使用暖暖披肩。
● 如產品本身或配件受損，請勿使用。
● 經常檢查本產品。如發現有任何損壞，例如電源線損毀，應立即停
止使用，並交由指定維修服務中心檢查及修理。
● 暖暖披肩不適用於醫院或作醫療用途。
● 使用完畢，請拔掉插頭。
● 不要把其他發熱產品或物品放於使用中的暖暖披肩上或附近。
● 請先讓暖暖披肩完全冷卻，方可摺疊收藏。
● 存放時切勿放置重物於已摺疊的暖暖披肩上，避免做成折痕引致產品
損壞。
● 在沒有成人監督的情況下，小童不可使用暖暖披肩。
● 如電線損毀，應立即停止使用，並交由指定維修服務中心檢查及修
理。
● 控制器(8)只適用於暖暖披肩。
● 若延長使用時間，請把熱度調低至微熱或低熱檔次，避免使用者因入
睡後對熱力反應遲緩而引致灼傷皮膚。
●
●

注意:
本機不是為體質、感覺或智力有障礙人士(包括小孩)或缺乏經
驗及知識者使用，除非他們曾經接受負責安全人士的監督或
指示。大人應指導小孩不可把玩電器。
本產品含有可回收材料，不可把本產品作為未分類廢物。請聯繫
當地就近指定回收點。

技術參數
型號：
交電流：
最大出力：
尺寸：
物料：

HS45
220-240 伏特~50赫茲
80瓦特
140 x 50厘米
剪毛絨

保用
本產品自購買日起一年免費保用(商業用途全機享有三個月免費保用
)。此保用只包含生產所導致的品質問題；並不包括其附件、因誤用
或不依說明書指示使用而導致的損壞。
***額外3個月保用: 凡於購買產品後10天內完成網上登記，即可免費延長
保用期3個月，即15個月免費保用(商業用途除外)。請即登入網站 :
www.origin.hk
※ 所有保用條款，以中文版本為準。
注意：保用時，須帶同收據及請先致電服務中心。
服務中心
源澤市務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葵涌青山公路403號
匯城集團大廈21樓H室
(近華星街12號)
電話 : 2156 8238

辦公時間

上午10:30 - 下午12:30 (星期一至五)
下午02:30 - 下午05:30 (星期一至五)
上午10:30 - 下午12:30 (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Warranty
This product is guaranteed for 1 year (commercial use for 3
months), from the date of receipt against manufacturing defect.
The warranty does not cover the accessories, damage or defect
caused by negligence or use not according to thisinstruction
manual.
***Extra 3 months warranty: just complete Online Warranty
Registration within 10 days from the date of receipt, free
warranty will be extended to 15 months (not applicable to
commercial use). Please enter our website: www.origin.hk
※ If there is any discrepancy of terms of warranty, the Chinese
version shall prevail.
Remark: For any repair service, please contact and bring with
the invoice or receipt to the Service Centre.
Service Centre
Office Hour
ORIGIN MARKETING LIMITED

Unit H, 21/F., Reason Group Tower,
(nearby 12 Wah Sing Street)
403 Castle Peak Road,
Kwai Chung, N.T., HK.
Tel: 2156 8238
www.origin.hk

源澤地圖/ Origin Map

10:30am - 12:30pm (Mon to Fri)
02:30pm - 05:30pm (Mon to Fri)
10:30am - 12:30pm (Saturday)
(Closed on Sunday and Public Holid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