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使用須知

為保障使用者的健康並預防火災或觸電等意外於未然，使用前請仔細閱讀本安全使用須知，並
務必遵守其內容。

※ 可於任天堂官方網頁確認最新內容。
香港：https://www.nintendo.com.hk/switch/support/anzen/
臺灣：https://www.nintendo.tw/switch/support/anzen/

※ 幼童在使用前，請家長或監護人仔細閱讀本安全使用須知並陪同使用。

如有出現冒煙、發出雜音或異味等異常現象，請立刻停止使用。 請將Nintendo Switch AC變
壓器從插座卸除，關閉遊戲主機電源，確認沒有冒煙後請委託任天堂維修服務中心檢查。繼續
使用可能會導致火災或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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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標記的含意

下列警告標記用以表示假如沒有遵守該注意事項時將可能發生的意外之嚴重程度。請充分理解
下述內容後閱覽注意事項。

 導致重傷甚至死亡的可能性很高

 可能會導致重傷或死亡等人身傷亡

 可能會導致受傷或損壞家庭財產

使用須知  可能會導致機器故障或損壞家庭財產

下列標記表示注意事項的內容。

 

危險

警告

注意

禁止事項 建議事項



關於對象產品

以下列出各產品的注意事項。以「※」標註的產品僅於香港地區售賣。

各款主機內置充電池。

適用於以下設備。

Nintendo Switch家族 [HEG-001] / [HAC-001] / [HDH-001]

Nintendo Switch底座 [HEG-007] / [HAC-007]

Joy-Con充電握把 [HAC-012]

Nintendo Switch Pro控制器 [HAC-013]

Nintendo Switch充電支架（轉軸式） [HAC-031]

賽車 [HAC-037]

Super Famicom控制器 [HAC-042]※

可安裝到主機 [HEG-001] / [HAC-001] 或從主機 [HEG-001] / [HAC-001] 取下的控制
器，內置充電池。

把主機 [HEG-001] / [HAC-001] 連接到電視時使用。

Nintendo Switch使用的遊戲軟體。

把Joy-Con安裝在其上使用。

Nintendo Switch家族 [HEG-001] / [HAC-001] / [HDH-001]

Nintendo Switch AC變壓器 [HAC-002(UKV) / HAC-002(USZ)]

Joy-Con(L) [HAC-015] / Joy-Con(R) [HAC-016]

Nintendo Switch底座 [HEG-007] / [HAC-007]

High Speed HDMI® Cable [HEG-005] / [WUP-008]

遊戲卡 [HAC-008] / 卡盒 [HAC-009]

Joy-Con握把 [HAC-011]



把Joy-Con安裝在其上使用。 可連接Nintendo Switch AC變壓器 [HAC-002(UKV) /
HAC-002(USZ)] 或USB充電線 [HAC-010] 為Joy-Con充電。

Nintendo Switch使用的控制器，內置充電池。

適用於以下設備。

Nintendo Switch底座 [HEG-007] / [HAC-007]

Joy-Con充電握把 [HAC-012]

Nintendo Switch Pro控制器 [HAC-013]

精靈球 Plus [HAC-024]

賽車 [HAC-037]

Super Famicom控制器 [HAC-042]※

安裝在Joy-Con上使用。

把Joy-Con安裝在其上，作為方向盤型控制器使用。

可利用AA乾電池為Joy-Con(L)/(R)充電或供電。

可自由改變螢幕角度的桌上模式專用支架。可連接AC變壓器 [HAC-002(UKV) / HAC-
002(USZ)] 為主機充電。

『Family Computer Nintendo Switch Online』的專用控制器。安裝到主機 [HEG-001]
/ [HAC-001] 進行充電。

Joy-Con充電握把 [HAC-012]

Nintendo Switch Pro控制器 [HAC-013]

USB充電線 [HAC-010]

Joy-Con腕帶 [HAC-014]

Joy-Con方向盤 [HAC-017]

Joy-Con(L)擴張電池（乾電池） [HAC-019] /
Joy-Con(R)擴張電池（乾電池） [HAC-020]

Nintendo Switch充電支架（轉軸式） [HAC-031]

Family Computer控制器(Ⅰ) [HAC-035]※ /
Family Computer控制器(Ⅱ) [HAC-036]※



Nintendo Switch觸控筆 [HAC-040] / [HAC-041]※

Super Famicom控制器 [HAC-042]※

『Super Famicom Nintendo Switch Online』的專用控制器。

Nintendo 64控制器 [HAC-043]※

『Nintendo 64 - Nintendo Switch Online』的專用控制器。

SEGA Mega Drive Fighting Pad 6B [HAC-046]※

『SEGA Mega Drive - Nintendo Switch Online』的專用控制器。

microSD/microSDHC/microSDXC記憶卡



關於健康的注意事項

為保障健康，使用時請遵守以下事項。

警告

如眼睛太接近螢幕或在陰暗環境下使用，可能會因光線的刺激引發特定病症。 依個人身
體狀況或體質而異，使用者在受到強光或螢幕閃爍的刺激，或注視電視螢幕時，可能會
出現暫時性的暈眩或肌肉痙攣，甚至可能在極少數情況下失去意識。 如出現此類症狀，
請立刻停止使用並接受醫師診療。此外，若使用者過去曾經歷此類症狀，請務必在使用
前向醫師諮詢。

請勿讓眼睛太接近螢幕，並在光線充足的環境下使用

建議每使用1小時請休息10至15分鐘。

請勿長時間持續使用

在感到疲累時使用有可能對健康造成不良影響。

請勿在感到疲累時使用

進行遊戲等操作可能會使症狀惡化。如手部、手臂、腿部或臉部等身體部位感到疼痛或
受傷時，請於使用前向醫師諮詢。

請勿在手部、手臂、腿部或臉部等身體部位感到疼痛或受傷時使用

症狀如未改善，請接受醫師的診療。此外，使用後如感到不舒服，請勿駕駛汽車或騎自
行車等，因有可能導致意外發生。

如出現類似暈眩、頭痛、噁心或暈動病等症狀時，請立刻停止使用

如眼睛、手部、手臂、腿部或臉部等身體部位感到疼痛、疲勞或不適時，
請立刻停止使用

症狀如未改善，請接受醫師的診療。



可能會使症狀惡化或使皮膚等感到疼痛。

如手指、手部或手臂等有傷患者，請勿使用震動功能

使用時請勿讓產品接觸頭部、手肘、膝蓋、臉部或腹部等身體各部位

建議每使用30分鐘請休息5分鐘或以上

有關震動功能，請注意以下事項

音量過大有可能導致聽力變差。使用耳機時請將音量調節至可聽見周圍聲音的程度，並
切勿長時間使用。 出現耳鳴等異常症狀時，請接受醫師的診療。

使用耳機時避免音量過大



關於使用的注意事項

為保障安全，使用時請遵守以下事項。

請注意以下事項。不慎使用可能會導致火災、觸電、失明、受傷、家庭財產或產品損壞。

危險

充電時請使用Nintendo Switch AC變壓器 [HAC-002(UKV) / HAC-
002(USZ)] 或USB充電線 [HAC-010]

在Joy-Con上安裝Joy-Con擴張電池（乾電池）就可透過AA乾電池充電。

分解、改造

加熱、乾燥（使用微波爐、高壓容器或吹風機等）

在高溫場所使用、設置或存放（接近暖爐或電暖器等會發熱的機器附近、日光直射
處，或夏天的車內等）

插孔與金屬類接觸

接觸從電池漏出的液體

沾濕、浸水

強烈衝擊或強行施加壓力

用力彎曲（緊緊地纏繞電線類產品）

變形、損傷

拉扯

請勿以下列的方式處理使用充電池或乾電池的設備及AC變壓器

充電池或乾電池如出現漏液情況，或設備浸水時，請立刻停止使用
請勿接觸從充電池或乾電池漏出的液體，並委託任天堂維修服務中心檢查。萬一電池漏
液進入眼睛，請立刻用大量清水沖洗，並馬上接受醫師治療。 若電池漏液沾附到手部或
身體時，請用清水充分洗淨。



請注意以下事項。不慎使用可能會導致火災、觸電、受傷、家庭財產或產品損壞。

警告

AC變壓器支援AC100-240V。

請勿使用除家用電源或指定乾電池以外之電源

請勿混合使用新舊乾電池

請勿混合使用不同種類或品牌的乾電池

請勿使用除指定以外或經改造的乾電池

請勿使用變形或表面標籤有損傷的乾電池

請勿讓正極（＋）或負極（－）端與金屬類物品接觸

請勿為乾電池充電

使用乾電池時請注意以下事項

駕駛時使用有可能需依法受到處罰。

請勿在步行或駕駛時使用

不平坦的場所

幼童或寵物可接近的場所

多塵埃或油煙的場所

潮濕或有水氣的場所（浴室等）

炎熱或高溫場所（接近暖爐或電暖器等會發熱的機器附近、日光直射處，或夏天的
車內等）

請勿在以下場所使用、設置或存放產品

請勿沾濕產品、讓液體或異物進入產品，或用沾染油污的手觸碰產品

萬一液體或異物進入產品時，請立刻停止使用並委託任天堂維修服務中心檢查。

當開始打雷時，請勿接觸已插入插座的機器（AC變壓器等）或與之連接的



機器

可能會因打雷導致觸電。

為防止誤吞，請將遊戲卡或microSD卡放置在幼童無法伸手觸及的場所

請勿在飛機內或醫院等禁止或限制無線通訊的場所進行無線通訊

分解、改造

加熱、乾燥（使用微波爐、高壓容器或吹風機等）

插孔與金屬類接觸

強烈衝擊或強行施加壓力

用力彎曲

緊緊地纏繞或拉址電線類產品

請勿以下列的方式處理機器或電線類產品

請勿使用損壞或變形的物件，請勿觸摸或自行修理損壞或變形的部分

玩遊戲時如需要揮動或移動主機及控制器等，請注意周圍的狀況

因有可能導致產品表面溫度升高。皮膚長時間直接接觸溫度高的表面時可能會導致低溫
灼傷，敬請注意。

請勿讓主機的進氣口和排氣口給堵塞，或一邊充電一邊長時間使用

若主機的進氣口、排氣口、機器的插孔部分或插頭粘附著異物或塵埃時，請使用吸塵器
等清除。

定期清潔，以免積聚灰塵

使用進行無線通訊的機器時，請與心律調節器保持15公分以上的距離



請注意以下事項。不慎使用可能會導致受傷及機器故障或功能異常。

注意

安裝到主機 [HEG-001] / [HAC-001] 或Joy-Con握把等時，留意Joy-Con的安裝
方向，滑動直至發出喀嚓聲以進行固定

將Joy-Con安裝到Joy-Con方向盤時，對準＋或－的位置後，從Joy-Con滑軌方向緊
緊裝入

卸除Joy-Con時，一邊按著背面的卸除鍵，一邊滑動Joy-Con

單手操作時安裝Joy-Con腕帶並鎖上，收緊帶扣以免腕帶從手腕脫下並握緊

使用Joy-Con時請注意以下事項

確保Joy-Con和電池蓋已正確裝上

揮動遊玩時，收緊帶扣以免腕帶從手腕脫下並握緊

使用Joy-Con擴張電池時請注意以下事項

安裝到主機 [HEG-001] / [HAC-001] 時，留意控制器的安裝方向，滑動直至發
出喀嚓聲以進行固定

安裝到主機 [HAC-001] 的狀態下，無法插入底座 [HEG-007]

為Family Computer控制器充電時，請注意以下事項

為防止OLED顯示器碎裂時玻璃碎片飛散，螢幕上貼有防碎裂薄膜。請直接使用，不要
移除。

請勿撕下貼在主機 [HEG-001] 螢幕上的防碎裂薄膜

該產品不支援使用中的軟體

該產品任天堂並不推薦使用

請勿在非支援的產品上使用



使用須知

請注意以下事項。不慎使用可能會導致機器損壞或故障。

請勿在資料讀寫途中關閉電源和插拔遊戲卡、microSD卡或周邊設備

資料損壞或遺失時並無法復原，敬請見諒。

請每半年為內置充電池的機器充電一次

長時間不使用或會導致無法充電。

請勿放置在溫度急遽變化的場所

水氣凝結時，請在已關閉電源的狀態下將產品放置於溫暖的室內直至水滴晾乾。

請注意螢幕影像烙印

若主機 [HEG-001] 螢幕中的相同位置長時間持續顯示沒有變化（動態）的影像，有可
能導致影像烙印。為防止影像烙印產生，請遵守以下事項。

不要長時間或重複顯示沒有變化（動態）的影像

開啟自動睡眠模式，或縮短自動進入睡眠模式的時間

不要把螢幕亮度調節過高

清潔時請注意以下事項

替主機進行保養時，請關閉電源，並卸下已連接的電線。

髒污時，請用徹底瀝乾水分的軟布輕輕擦拭產品。

如欲消毒手指觸碰的部分，請在軟布加入少量市面出售的消毒劑（乙醇濃度
約70%的產品）輕輕擦拭。

請勿使用高濃度的消毒液或其他溶劑（稀釋劑、揮發油等）清潔，及避免水分滲入
產品。

清潔後，請確保產品完全乾透後才使用。

請勿損壞觸控螢幕

如觸控螢幕黏附著污垢或異物，請用柔軟的乾布除去塵埃或垃圾，然後擦拭乾淨。



使用觸控筆時請注意以下事項

除操作主機觸控螢幕外，請勿在其他情況下使用。

請勿以筆尖以外的部分戳擊或劃過觸控螢幕。

請勿捏扯筆尖。

如筆尖部分有破損或觸控筆無法作出正常反應時，請停止使用。

在貼有保護貼的觸控螢幕上，觸控筆可能無法作出正常反應。

請如圖示放置及使用Nintendo Switch底座

※Nintendo Switch Lite主機 [HDH-001] 不能插進底座。

棄置時請遵守各地方政府之指示

為避免幼童誤吞，請立刻棄置包裝袋及梱綁繩。
為保護消費者的個人資料，棄置主機或轉讓予他人時，請務必初始化主機。

使用microSD卡的玩家請務必取出microSD卡。

請到相關的回收站棄置Nintendo Switch Pro控制器內置的充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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