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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感謝您購買本產品。歡迎來到飛利浦的世界！ 為充分

享受飛利浦為您提供的好處，請至

www.philips.com/welcome 或透過應用程式註冊產品。

一般描述
1 彈出式修整刀

2 修整刀釋放滑鈕

3 除毛刀頭組

4 電鬍刀組釋放按鈕

5 開關按鈕

6 握柄

7 小插頭插座

8 充電座

9 電源供應裝置

10 小插頭

11 保護蓋

12 收納袋

13 飛利浦快速清潔匣濾心

14 快速清潔匣

15 清潔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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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長度設定

17 崁入式鬢角造型修容器配件

18 鬢角造型修容器配件梳具

19 配件固定座

20 崁入式潔面刷配件

21 崁入式鼻毛修容刀配件

注意： 提供的配件可能隨產品而異。 包裝盒會顯示您

產品隨附的配件。

產品握柄上的圖示是什麼意思？
圖示 行為 意義

脈動閃爍 清洗過程正在進行中。

如果您在清洗過程

中從快速清潔匣取

出電鬍刀，則會緩

慢閃爍

清洗過程遭到中斷。 如果您在 4 秒內將電鬍

刀放回快速清潔座，清洗過程即會自動恢復。

關閉產品電源時閃

爍

在快速清潔匣中清潔電鬍刀。 在水龍頭下清

洗配件。

持續亮起 清洗過程正在進行中。

如果您在清洗過程

中從快速清潔匣取

出電鬍刀或按下

開/關按鈕，則會快

速閃爍

清洗過程已停止。 如果您想繼續，您需要將

電鬍刀放入快清潔匣中，然後按下開/關按

鈕，重新啟動清洗過程。

亮起 SkinIQ 正在主動偵測您的刮鬍方式。

亮起綠光 使用正確的刮鬍動作 (以畫圓方式移動)。

亮起橘光 您的刮鬍動作可以獲得改善。 如需詳細資料

和建議，請參閱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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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行為 意義

亮起 開啟應用程式。 有則通知正在等候您查看或

您需要同步刮鬍資料，以防止資料遺失。

緩慢閃爍 您的電鬍刀與智慧型手機之間尚未建立連線。

快速閃爍 已發生錯誤 (如馬達卡住)。 如需詳細資料，

請查看應用程式。

閃爍 產品必須先從牆壁插座拔除，才能啟動。

按下開/關按鈕時閃

爍

旅行鎖定已啟動。

拿起產品時亮起 亮起的格數表示剩餘的電池電量。

最下方的指示燈閃

爍橘光

電池已幾乎沒電。

指示燈依序閃爍 產品正在充電。

持續亮起 產品已充飽電。

快速清潔匣上的圖示是什麼意思？
圖示 行為 意義

快速清潔匣上可見 需要更換快速清潔匣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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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為產品充電？
初次使用之前，以及底部電池狀態指示燈閃爍橘光，表

示電池電量即將用盡時，產品都需要充電。

充電時間約需 1 小時。

快速充電： 充電約 5 分鐘後，電池即有足夠電力供您

一次刮鬍。

本產品充飽電後，可以無線使用長達 60 分鐘。

注意： 您無法在充電時使用本產品。

使用電源供應裝置充電
1 請確認已關閉本產品電源開關。

2 將小插頭連接到產品，再將電源轉換器連接到牆

壁上的電源插座。

-

產品處於快速充電模式時，電池狀態指示燈

會逐一亮起。 約 5 分鐘後，最下方的電池狀

態指示燈會閃爍。 電池現在即有足夠電力供

您一次刮鬍。

-

本產品充電時，最下方的電池狀態指示燈會

先閃爍，然後持續亮起。 然後第二個指示燈

先閃爍，繼而持續發光，依此類推直到產品

充飽電為止。

-

當產品充飽電後，所有三個電池指示燈會持

續亮起。 大約 30 分鐘後，指示燈會自動熄

滅。

3 充電完畢請將電源供應裝置拔離電源插座，並將

小插頭從產品上拔除。

用充電座充電 (限特定機型)
1 確定關閉本產品的電源。

2 將小插頭插上充電座，並將電源供應裝置插上牆

壁插座。

3 將產品放入充電座。

限特定機型： 充電座底部上的指示燈圈會亮起，

然後快速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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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5 分鐘後，指示燈圈的旋轉速度會變慢。

電池現在即有足夠電力供您一次刮鬍。

-

隨著產品繼續充電，指示燈圈會變得更亮，

但旋轉速度變得更慢。

-

產品充飽電時，指示燈圈會完全亮起並停止

旋轉。

4 充電完畢請將電源供應裝置拔離電源插座，並將

小插頭從充電座上拔除。

「拔除插頭使用」符號 
「拔除插頭使用」符號會閃爍，提醒您必須先將本產品

從電源插座拔除並從本產品拔下小插頭，才能啟動產

品。

如何使用產品和配件？
警示： 使用前請務必先行檢查本產品和所有配件
完整。 如有損壞情況，請勿繼續使用該產品或任
何配件，否則可能導致受傷。 零件如有受損，請
務必以原型號更換之。

注意： 本產品防水。 適合在泡澡或淋浴時使用，並可

在水龍頭下清潔。 因此為了安全起見，此產品只能以

無線方式操作。

SkinIQ
本產品配備 SkinIQ 技術，能夠聰明地偵測毛髮密度和

刮鬍技巧。 為了增進技巧，您可以在應用程式中取得

個人化刮鬍建議。

您可以採用下列 2 種方式獲得建議： 即時引導刮鬍和

同步刮鬍。 我們建議您從引導刮鬍開始，以增進刮鬍

體驗。

- 正確處理本產品有助於達到最佳的刮鬍結果。

- 請遵循從同步刮鬍和個人化程式獲得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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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鬍
本產品不論乾濕均可使用，甚至在淋浴時也能使用。

使用電鬍刀濕刮時，在請皮膚上抹一些水和刮鬍泡或刮

鬍膠，並在水龍頭下面用溫水沖洗電鬍刀刀頭，才能進

行下列步驟。

1 開啟產品電源。

2 將電鬍刀刀頭在皮膚上以畫圓方式移動，以清除

所有不同方向生長的毛髮。 請務必讓每個電鬍刀

刀頭與皮膚完全接觸。 稍微下壓，享受服貼舒適

的刮鬍體驗。

注意： 請勿按壓太用力，否則可能造成皮膚刺

痛。

注意： 如果您正在使用刮鬍膠或刮鬍泡刮鬍，請

在刮鬍時定期沖洗電鬍刀組，以確保除電鬍刀組

可持續在皮膚上平順移動。

3 在難以到達的部位，例如沿著下顎和鼻子下面，

使用電鬍刀組的窄側進行刮鬍。

4 每次使用完畢後，請關閉電源並清潔產品。

注意： 請確實從本產品上洗去所有刮鬍泡或刮鬍

凝膠。

SkinIQ 動作引導： 當您完成刮鬍時，您會在握柄

上收到回饋。 動作回饋圖示會以各種色彩亮起，

對整體刮鬍動作提供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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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您以正確的動作刮鬍 (以畫圓方式移動)

時，動作回饋圖示會亮起綠光。

-

當您的刮鬍動作還能進一步改善時，動作回

饋圖示會亮起橘光。 如需詳細資料和建議，

請參閱應用程式。

皮膚適應期

您第一次刮鬍的結果可能不如您所預期，皮膚甚至可能

稍微刺痛。 這是正常現象。 您的皮膚需要時間適應任

何新的刮鬍系統。

請遵循應用程式提供的建議並使用本電鬍刀定期刮鬍

(每週至少 3 次) 持續 3-4 週，讓您的皮膚適用全新的電

鬍刀。

清潔提醒
當您關閉產品電源時，清潔提醒會閃爍，提醒您該清潔

產品了。

- 每次使用完畢後，請清潔產品和配件，以免阻塞

和損壞。

- 每個月或產品的刮鬍效果不如往常時徹底清潔電

鬍刀刀頭一次。

同步刮鬍
本電鬍刀會儲存刮鬍資料，讓您刮鬍時無須隨身攜帶智

慧型手機。

資料儲存空間快滿時，通知符號就會閃爍。 為防止資

料遺失，請將電鬍刀與應用程式同步。

1 確保自己就在電鬍刀附近，然後開啟應用程式。

2 應用程式即會自動連線並同步最近幾次的刮鬍。

修剪
您可以使用鬢角刀修整鬢角與鬍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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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鬢角刀釋放滑鈕往下推即可開啟鬢角刀。

2 開啟產品電源。

3 將鬢角刀與皮膚呈垂直，然後稍微下壓並向下移

動本產品。

4 您也可以在鼻子下面使用鬢角刀。

5 每次完畢後，請關閉電源並清潔鬢角刀，以免阻

塞和損壞。

6 關閉鬢角刀。

使用崁入式配件
注意： 提供的配件可能隨產品而異。 包裝盒會顯示您

產品隨附的配件。

使用裝上梳具的鬢角造型修容器配件

您可以使用裝有梳具的鬢角造型修容器配件，以單一固

定設定或不同長度設定進行鬢髮造型。 您也可以在刮

鬍前預先修剪較長的毛髮，以享受更為舒適的刮鬍體

驗。

鬢角造型修容器配件的毛髮長度設定相當於修剪後的剩

餘毛髮長度，範圍包括 1 至 5  公釐。

1 旋轉並取下握柄上的電鬍刀刀頭或其他配件，然

後將鬢角造型修容器配件壓入握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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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梳具直接滑入鬢角造型修容器配件兩側的導引

溝槽。

3 按下長度選擇器，然後向左或向右推，以選擇想

要的髮長設定。

4 開啟產品電源。

5 稍微下壓並將本產品向下移動。 請確保梳具前端

與皮膚完全接觸。

6 每次使用完畢後，請關閉產品電源並清潔配件。

使用未裝上梳具的鬢角造型修容器配件

您可以不裝梳具，單獨使用鬢角造型修容器配件修整鬍

鬚、短髭、鬢角或頸線，最短可到 0.5  公釐。 

您可以使用裝有梳具的鬢角造型修容器配件，以單一固

定設定或不同長度設定進行鬢髮造型。 您也可以在刮

鬍前預先修剪較長的毛髮，以享受更為舒適的刮鬍體

驗。

1 從鬢角造型修容器配件上拆下梳具。

注意： 抓住梳具的中間部分，將其從鬢角造型修

容器配件拔起。 勿拉扯梳具的兩側。

2 開啟產品電源。

3 將鬢角造型修容器配件以垂直角度與皮膚接觸，

然後稍微下壓並將本產品向下移動。

4 每次使用完畢後，請關閉產品電源並清潔配件。

使用鼻毛/耳毛修容刀配件

您可以使用鼻毛/耳毛修容刀配件修剪鼻毛和/或耳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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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剪鼻毛

修剪前，請確認鼻毛/耳毛修容刀配件和鼻腔通道清

潔。

1 旋轉並取下握柄上的電鬍刀刀頭或其他配件，然

後將鼻毛/耳毛修容刀壓入握柄。

2 開啟產品電源。

3 將修整刀頭小心伸入一邊的鼻孔內。

請勿將配件伸入鼻孔超過 0.5  公分。

4 在每個鼻孔內慢慢移動修整刀頭，確認尖端的側

壁貼緊皮膚。 如此會減少搔癢感覺。

5 每次使用完畢後，請關閉產品電源並清潔配件。

乾掉的鼻孔分泌物會阻塞修剪組件，防止產品開啟電

源。 如果修剪組件阻塞，請清潔配件。

修剪耳毛

確定您的外耳道清潔而且沒有耳屎。

1 開啟產品電源。

2 沿著耳朵邊緣，緩慢移動修整刀頭以修除超出耳

朵邊緣的毛髮。

3 請仔細地將修整刀頭伸入外耳道。

修整刀頭不可伸入耳道超過 0.5  公分，以免傷害

耳膜。

4 以畫圓方式慢慢移動修整刀頭，以修除外耳道內

的所有雜毛。

5 每次使用完畢後，請關閉產品電源並清潔配件。

使用潔面刷配件

搭配日常潔面乳來使用潔面刷，來去除油脂與污垢。

我們建議您每週使用不超過一次。

警告： 請勿在受損或受刺激的皮膚或傷口上使用本產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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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旋轉並取下握柄上的電鬍刀刀頭或其他配件，然

後將潔面刷壓入握柄。

2 請以清水沾濕潔面刷。 

請勿使用乾燥的潔面刷，這樣可能會刺激肌膚。

3 以水潤溼您的臉部，然後在臉部抹上洗面乳。

4 將潔面刷放在臉頰上。

5 開啟產品電源。

20 sec.

6 輕輕在皮膚表面移動刷具，從鼻子往耳朵移動。

請勿過於用力按壓。 確保使用過程舒適。

請勿清潔眼睛周圍的敏感部位。

20 sec.

7 大約 20 秒後，您可以將產品移到另一側的左頰，

開始清潔這邊的臉部。

20 sec.

8 大約 20 秒後，您可以將產品移到額頭，開始清潔

這邊的臉部。 請從左至右輕輕在皮膚表面移動刷

頭。

建議您不要過度清潔，也請勿在任何部位清潔超

過 20 秒。

9 每次使用完畢後，請關閉產品電源並清潔配件。

10 療程結束後，請洗淨和擦乾臉部。 這時您便可以

進行日常臉部護膚程序的下一個步驟了。

存放和旅行
注意： 我們建議您先將本產品和配件弄乾，再收納起

來待下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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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上電鬍刀保護蓋 (如果隨附)，以防污垢累積。

- 將本產品存放在收納袋中 (如果隨附)。

- 或者將本產品存放在充電座 (如果隨附) 或飛利浦

快速清潔匣 (如果隨附)。

旅行鎖

外出旅行時，可以鎖定電鬍刀，以避免電鬍刀意外開

啟。

啟動旅行鎖

3 sec.

按下開關按鈕 3 秒鐘，即可使用旅行鎖模式。 

啟動旅行鎖時，旅行鎖符號即會閃爍。

注意： 啟用旅行鎖時，即關閉藍牙。

解除旅行鎖

按住開關按鈕 3 秒鐘。

旅行鎖停用後，本產品即自動啟動。

注意： 電鬍刀插入牆上插座時即自動解鎖。

如何清潔產品和配件？
每次使用完畢後，請清潔產品和配件，以發揮最佳性能

。 

將電鬍刀放在水龍頭下沖洗
每次使用完畢請清潔電鬍刀，以免阻塞和損壞。

切勿使用毛巾或紙巾擦乾電鬍刀組，否則可能會造成電
鬍刀刀頭損壞。

沖洗電鬍刀組時，水可能會從電鬍刀底座滴出。 這是
正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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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啟電鬍刀電源。

2 將電鬍刀組以溫水沖洗。

3 請關閉電鬍刀電源。 按下釋放鈕，打開電鬍刀組

。

4 在水龍頭下以溫水清洗鬍渣室。

5 將電鬍刀刀頭固定座放在溫水龍頭下沖洗。

6 仔細甩乾多餘的水份之後，讓電鬍刀刀頭固定座

乾燥。

7 關上電鬍刀組。

徹底清潔
我們建議您每個月或產品的刮鬍效果不如往常時徹底清

潔電鬍刀一次。

1 確定關閉本產品電源，並從插座拔出電源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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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下電鬍刀組的釋放鈕，將電鬍刀刀頭固定座從

電鬍刀組取下。

3 將鬍渣室及電鬍刀刀頭固定座放在水龍頭下沖

洗。

4 取下電鬍刀刀頭。 如需詳細說明，請參閱「如何

更換電鬍刀刀頭？」。

注意： 刀具及刀網是成對組合，請勿一次清潔超

過一組。 如果您不小心將刀片放進錯誤的電鬍刀

刀網中，可能要花幾週的時間才能恢復最理想的

刮鬍效果。

5 將刀片及刀網放在水龍頭下清洗。

6 甩乾多餘的水份。

7 將電鬍刀刀頭裝回電鬍刀組。 如需詳細說明，請

參閱「如何更換電鬍刀刀頭？」。

8 將電鬍刀刀頭固定座的鉸鏈插入電鬍刀組頂部的

槽孔中，然後關上電鬍刀組。

清潔彈出式修整刀
每次使用完畢請清潔修整刀，以免阻塞和損壞。

切勿使用毛巾或紙巾擦乾鬢角刀的刀齒，否則可能會對
鬢角刀的刀齒造成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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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確定關閉本產品電源，並從插座拔出電源線。

2 將修整刀釋放滑鈕往下推即可開啟彈出式修整

刀。

3 開啟產品，以溫水沖洗彈出式修整刀。

4 清潔之後，關閉產品電源。

5 仔細甩乾多餘的水份之後，讓彈出式修整刀風

乾。

6 關閉鬢角刀。

提示： 為發揮最佳性能，請每 6 個月以一滴礦物油來

潤滑彈出式修整刀的刀齒 (未隨附礦物油)。

清潔崁入式配件
切勿使用毛巾或紙巾擦乾鬢角刀或鬢角造型修容器配

件，否則可能會對鬢角刀刀齒造成損壞。

提供的配件可能隨產品而異。 包裝盒會顯示您產品隨

附的配件。

每次使用完畢請清潔崁入式配件，以發揮最佳性能。

1 請確認已關閉本產品電源開關。

2 旋轉並取下握柄上的配件。

請將潔面刷刷頭從配件固定座筆直拉出。

3 使用溫水徹底清潔零件。 僅可對潔面刷配件使用

肥皂。

提示： 如果在水龍頭下沖洗和鼻毛/耳毛修容刀配

件還不夠，請將配件壓入握柄並將其浸泡在一個

裝有溫水的玻璃杯中幾分鐘的時間。 然後開啟產

品電源，將其放在水龍頭下沖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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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仔細甩乾鬢角造型修容器、梳具和鼻毛/耳毛修容

刀配件多餘的水份，讓它們完全風乾。

以毛巾擦乾潔面刷配件。

切勿使用毛巾或紙巾擦乾修剪組件，否則可能損
壞修剪組件的刀齒。

提示： 為發揮最佳性能，請以一滴縫紉機油來潤

滑配件的刀齒。

如何使用快速清潔匣？

準備使用快速清潔匣
1 旋轉並取下快速清潔匣的頂部。

2

1

2 轉開快速清潔匣濾心的蓋子。

3 掀起密封墊上的拉片並以邊角拉起，以將密封墊

從快速清潔匣濾心取下。

4 按下快速清潔匣濾心握柄上的小圓片，以解開握

柄上的彈簧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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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將快速清潔匣濾心裝入快速清潔匣。

6 將快速清潔匣的頂部裝回底座，然後以順時針方

向旋轉，直到聽到喀噠聲。

請勿傾斜快速清潔匣，以防滲漏。

使用快速清潔匣
注意： 如果您搭配刮鬍泡、刮鬍膠或刮鬍前產品使用

電鬍刀，請在使用快速清潔匣前徹底沖洗電鬍刀刀頭。

請務必將電鬍刀上多餘的水甩乾，再將它放入快速清潔
匣中。

1 請將電鬍刀上下顛倒放入快速清潔匣中。 電鬍刀

會自動偵測其已在快速清潔匣中。

2 開啟電鬍刀以啟動清洗過程。

每次清洗過程約需一分鐘。 在清洗過程，清洗符

號會持續亮起，且藍色圖示脈動閃爍。

清洗過程完成時，電鬍刀握柄會快速震動兩次。

3 存放前，請讓電鬍刀在快速清潔匣中完全風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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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快速清潔匣濾心
當您可在快速清潔匣上看到更換濾心圖示時，請立即更

換快速清潔匣濾心，或遵循下表進行。

使用頻率 次數 何時更換快速清潔匣
濾心

每天 約 30 次 每月

每週數次 約 20 次 每 2 個月

每週 約 13 次 每 3 個月

每月 約 3 次 每 3 個月

1 旋轉並取下快速清潔匣的頂部。

2 以握柄將快速清潔匣濾心從快速清潔匣掀起。

3 請將所有剩餘的液體倒入排水管，並根據當地廢

棄物法規回收空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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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將全新的快速清潔匣濾心裝入快速清潔匣。

掃描左側的 QR 碼或造訪

www.philips.com/cleaning-cartridge，以訂購快速

清潔匣濾心。

如何將電鬍刀連線到智慧型手機？
注意： 請確保您的智慧型手機配備有藍牙® 4.1 或更高

版本。

本電鬍刀相容於 藍牙® 4.1 及以上版本，以連線到應用

程式。 當您已配對電鬍刀和智慧型手機，電鬍刀上的

藍牙即自動開啟，即使電鬍刀已關閉電源。 如此可讓

您稍後同步刮鬍資料，因此您無須在刮鬍時隨身攜帶智

慧型手機。

前幾次開啟電鬍刀的電源時，如果未與智慧型手機建立

連線，通知符號即會閃爍。

3 sec.

您可以啟用旅行鎖，藉以關閉電鬍刀上的藍牙。

配對電鬍刀和智慧型手機
您可以使用應用程式同步刮鬍資料、變更個人設定，並

取得日常教練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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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應用程式相容於各種 iPhone 和 Android™ 智慧型手

機。

如需詳細資訊，請造訪 www.philips.com。

1 下載應用程式。

S7920

2 請確保智慧型手機的藍牙已經開啟。

3 開啟電鬍刀電源。

4 開啟應用程式，然後依照指示啟動配對程序。

5 配對後，電鬍刀和應用程式會在應用程式且手機

的藍牙開啟時自動連線。

通知符號
電鬍刀配備通知符號。 當應用程式出現對您重要的訊

息時，通知符號就會亮起。 亮起時，僅需開啟智慧型

手機的應用程式，並遵循應用程式提供的簡易秘訣。

如需進一步的支援，請造訪

www.philips.com/support。

解除電鬍刀和智慧型手機的配對
電鬍刀一次只能與一部智慧型手機配對。 若要從智慧

型手機解除電鬍刀的配對 (例如購買新的智慧型手機

時)，請按照以下步驟進行：

解除電鬍刀的配對： 按住握柄上的開/關按鈕約 10

秒，以移除電鬍刀和應用程式間的繫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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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通知符號短暫亮起 4 次時，表示解除配對

成功。

解除智慧型手機的配對：

1 前往智慧型手機的設定，然後選取藍牙。

2 點選電鬍刀的名稱。

3 點選「忘記」或「解除配對」。

注意： 智慧型手機的取消配對程序因廠牌而異。

如需詳細資訊，請查閱智慧型手機的手冊。

如何更換電鬍刀刀頭？
為達到最佳刮鬍性能，我們建議您每兩年更換一次電鬍

刀刀頭。

刀頭若受損，請立即更換。 更換電鬍刀刀頭時，請務

必使用原廠飛利浦電鬍刀刀頭。

更換電鬍刀刀頭
1 請關閉電鬍刀電源。

2 按下電鬍刀組的釋放鈕，將電鬍刀刀頭固定座從

電鬍刀組取下。

2

1

3 以逆時針方向轉動固定環，然後將其取下。 將電

鬍刀刀頭放置在安全的地方。

4 從電鬍刀刀頭固定座上取下電鬍刀刀頭。

請立即丟棄用過的刀頭，以免與新的刀頭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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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將新的電鬍刀刀頭放入固定座。

2

1 6 將固定環放回電鬍刀刀頭上並以順時針方向轉

動，以重新裝回固定環。

- 每個固定環有兩個凹槽，可準確地貼合電鬍刀刀

頭固定座的凸出部分。 以順時針方向轉動固定

環，直到聽見「喀噠」一聲，代表固定環已固定

。

注意： 重新插入電鬍刀刀頭與重新裝上固定環

時，請以手持握電鬍刀刀頭。 請勿將電鬍刀刀頭

固定座放置在某種表面上，否則可能造成電鬍刀

刀頭損壞。

7 將電鬍刀刀頭固定座的鉸鏈插入電鬍刀組頂部的

槽孔中，然後關上電鬍刀組。

訂購配件
若要購買配件或備用零件，請造訪

www.philips.com/parts-and-accessories，或洽詢您的

飛利浦經銷商。 您也可以聯絡您所在國家/地區的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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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客戶服務中心 (詳細聯絡資料請參閱全球保固說明

書)。

備有下列配件及備用零件可供另外選購：

- SH71 飛利浦電鬍刀頭

- CC12 飛利浦快速清潔匣濾心二入裝

- CC13 飛利浦快速清潔匣濾心三入裝

- CC16 飛利浦快速清潔匣濾心六入裝

注意： 各國家/地區供應的配件可能有所不同。 

疑難排解
本章概述了使用本產品最常遇到的問題。 如果無法利

用以下資訊解決遇到的問題，請造訪

www.philips.com/support 瀏覽常見問題清單，或聯絡

您所在國家/地區的飛利浦客戶服務中心。

電鬍刀
問題 可能原因 解決方法

我無法連線到電

鬍刀。

您尚未下載應用程

式。

下載應用程式。

您的電鬍刀和智慧型

手機尚未配對。

請依照應用程式中的指示配對電

鬍刀和智慧型手機。

第一次嘗試配對失

敗。

解除電鬍刀和智慧型手機的配

對，然後嘗試再次配對它們。

您的智慧型手機找不

到電鬍刀。

請確保您的智慧型手機配備有藍

牙 4.1 或更高版本。

請確保已在電鬍刀和智慧型手機

上啟用藍牙。

請確定智慧型手機距離電鬍刀

一 公尺以內，以啟用藍牙連線。

確保您的電鬍刀已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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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可能原因 解決方法

我想要在沒有應

用程式的情況下

使用電鬍刀。

每次刮鬍前，您不必將電鬍刀連

線到智慧型手機。 若要取得個人

化的刮鬍秘訣，僅需確保刮鬍

20 次後至少連線 1 次，即可同

步刮鬍資料。

我按下開關

(on/off) 按鈕

時，產品沒有反

應。

產品仍連接至牆上插

座。 因此為了安全

起見，此產品只能以

無線方式操作。

拔掉產品插頭，並按下 On/Off

(開/關) 按鈕，開啟產品電源。

充電式電池沒電。 將電池重新充電。

旅行鎖定已啟動。 按下開關按鈕 3 秒鐘，即可解除

旅行鎖。

電鬍刀組已經髒污或

損壞到馬達無法轉動

的程度。 

徹底清潔電鬍刀刀頭或更換刀

頭。 

 產品 的刮鬍效

果不如往常。

電鬍刀刀頭毀壞或磨

損。

更換刀頭。

毛髮或灰塵阻塞電鬍

刀刀頭。

徹底清潔刀頭。

產品底部漏水。 清潔時，水可能會蓄

積在產品的內部機體

和外部機殼之間。

此為正常現象，並不會造成危

險，因為所有的電子零件都密封

於產品內的供電裝置中。

飛利浦快速清潔匣
問題 可能原因 解決方法

使用飛利浦快速清潔匣

後，我的電鬍刀不乾

淨。

清洗過程完成前，您就

取出電鬍刀。

請將電鬍刀留在飛利浦

快速清潔匣中，以進行

完整的清洗過程。 每

次清洗過程約需一分

鐘。 清洗過程完成

後，清洗圖示即會熄

滅。

需要更換飛利浦快速清

潔匣濾心。

更換飛利浦快速清潔匣

濾心。

29繁體中文



飛利浦快速清潔匣傾

斜。

請將飛利浦快速清潔匣

放在平坦的表面上。

我的飛利浦快速清潔匣

無法開啟電源。

飛利浦快速清潔匣由電

鬍刀的馬達供電。

請將電鬍刀放入飛利浦

快速清潔匣中。 開啟

電鬍刀電源。

電鬍刀已連接至插座。 從電源供應裝置拔除電

鬍刀。

電鬍刀電池沒電。 使用飛利浦快速清潔匣

前，請為電鬍刀充電。

我的飛利浦快速清潔匣

溢出。

雖然您定期在沖洗電鬍

刀後使用飛利浦快速清

潔匣，但卻未甩乾多餘

的水份。

每次將電鬍刀放入飛利

浦快速清潔匣前，請在

沖洗電鬍刀後甩乾多餘

的水份。

您搭配刮鬍膠或刮鬍泡

刮鬍，但未在使用飛利

浦快速清潔匣前沖洗電

鬍刀。

使用飛利浦快速清潔匣

前請徹底沖洗電鬍刀刀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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