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注意：

繁體中文

Majestic® 的電機會受到過熱保護。一旦發生過熱，它會自動停止運行，防止發生
損壞。如果發生這種情況，請關閉裝置的電源，並從牆壁插座拔下電源插頭。讓裝置
冷卻。這種情況可能是由氣流阻塞引起的。檢查附件、軟管或動力杆是否堵塞。過濾
器可能也需要更換。如果您進行了上述檢查，但該情況仍然存在，請將該裝置送至
當地的授權維修中心。
註：妥善冷卻後，電機會恢復運行。
警告 — 為減少火災、觸電或受傷的風險：不要在 FilterQueen® Majestic® 中使用香水
或含有酒精的液體。謹慎使用正品 Health-Mor/FilterQueen® 香薰 — 不要浸透香味
墊。以使用者手冊規定之外的任何方式使用非正品 Health-Mor/FilterQueen® 香水/
香薰均可損壞您的電機，並且不予保固維修。
年滿 8 歲或以上的兒童以及身體、感官或精神上有障礙的人或缺乏使用經驗和
知識的人均可使用本設備，但要接受安全使用該設備的監督或指導，並瞭解相關的
危險。兒童不得玩本設備。不得讓兒童在沒有任何監督的情況下對設備進行清潔和
使用維護。
如果電源線損壞，必須由製造商或 FilterQueen® 授權經銷商進行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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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獲取即時服務和資訊，您的當地經銷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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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定值
230V • 50Hz
800W w/o PN
950W w/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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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ESTIC® 零件
1. 「打開/關閉」開關：包含國際符號，「I」代表「打開」，「O」代表「關閉」。
2. 排氣帽：取下後，Majestic® 可轉變為一台高效的吹風機。
3. 警示燈：當電機過熱時，燈亮。電機自動關閉，以防止損壞。關閉 Majestic ®，

並從 牆壁插座上拔下電源插頭。讓裝 置冷卻。這種情況通常是由氣流阻塞
引起的。檢查軟管、動力杆或附件是否堵塞。過濾器可能也需要更換。如果問題
仍然存在，請將 Majestic® 送至授權維修中心。
4. 香氛室：在打掃時，用 Majestic® 的其中一種香氛清新您家裡的空氣。
5. 吸入口：用於使軟管與裝置連接。幫助傳遞氣旋作用。
6. 夾具：保持動力裝置與汙物容器之間的氣密性，但打開快捷方便。
7. 腳輪組：球狀橡膠腳輪可在地毯或硬質表面上流暢滾動。始終保持一個腳輪在

吸入口的正下方，以防止傾斜。
8. 強力噴嘴插座：用於插入電軟管。
9. 附件冠：在指尖能夠輕鬆接觸到的範圍內固定四個最重要的清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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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ESTIC® 零件
10. 室內裝潢噴嘴和刷子：清除嵌入軟墊傢俱、床墊和窗簾的污垢。
11. 縫隙吸嘴：清潔難以搆到的地方。
12. 除塵刷：不再需要使用抹布。
13. 25.4 釐米（10 英寸）多用途地板刷：清潔硬木、瓷磚、油氈及其他硬質
表面的地板。
14. 強力噴嘴安裝套件：包括強力噴嘴、電軟管和動力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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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清新室
使用空氣清新室
1. 將排氣帽輕微左旋，然後取下，即可卸下 Majestic® 頂部的排氣帽。
2. 用您想要使用的正品 Health-Mor/FilterQueen® 香薰在灰色空氣香味氈墊上噴
一兩下，使香味墊上出現薄霧。
警告 — 為減少火災、觸電或受傷的風險：不要在 FilterQueen® Majestic® 中使用
香水或含有酒精的液體。謹慎使用正品 Health-Mor/FilterQueen® 香薰 — 不要浸透
香味墊。以使用者手冊規定之外的任何方式使用非正品 Health-Mor/FilterQueen®
香水/香薰均可損壞您的電機，並且不予保固維修。
3. 更換排氣帽，並輕微右旋直至其正確鎖緊，進而關閉空氣清新室。
4. 啟動動力裝置，恢復清潔。幾分鐘內，您便會發現 Majestic® 空氣清新室中的香
味充滿了整個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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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裝和操作
吸入操作：
1a. 將軟管上的箭頭對準吸入口上的金屬銷，進而將軟管與汙物容器上的吸入口
連接，然後向右旋轉四分之一圈，將軟管鎖緊。
注意：此軟管含有電氣連接。不要用它來吸水。不要浸入水中進行清潔。應定期
檢查該軟管，若有損壞，則不得使用。
2a. 將動力杆或清潔附件的公端插入軟管並進行旋轉，直至連接件或動力杆卡入
正確位置，進而將動力杆或清潔附件與軟管連接。
3. 使用以下幾頁推薦的配件。

吹風操作：
1b. 將排氣帽左旋四分之一圈，取下排氣帽。
2b. 將軟管上的箭頭對準吸入口上的金屬銷，進而將軟管與裝置頂部的吸入口連
接，然後向右旋轉四分之一圈，將軟管鎖緊。
3. 將動力杆或清潔附件的公端插入軟管並進行旋轉，直至連接件或動力杆卡入
正確位置，進而將動力杆或清潔附件與軟管連接。
4. 使用以下幾頁推薦的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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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力噴嘴
連接強力噴嘴：
1. 組裝進行吸入式清潔。
2. 將動力杆的母端推入噴嘴旋轉頸的公端，直至動力杆的鎖緊按鈕卡入正確
位置，進而將動力杆與噴嘴連接。動力杆旋轉 90 度以上，使其平放在地板上。
3. 將軟管另一端的電源線插入動力裝置的插座中。

請注意：軟管上的「打開/關閉」標記以國際符號表示，「I」表示「打開」，「O」表示
「關閉」。此開關僅控制強力噴嘴的打開或關閉。若要打開強力噴嘴（用於清潔地
毯），請將開關滑至最前面的位置。若要關閉強力噴嘴（用於清潔木質、瓷磚和
油氈地板），請將開關滑至後面的位置。
註：此軟管含有電線，在用室內裝潢噴嘴和刷子、縫隙吸嘴、除塵刷和多用途刷等
附件進行清潔或者維護該設備時，必須拔下動力裝置插座上從軟管另一端延伸過
來的電源插頭。
用強力噴嘴進行清潔
Majestic® 強力噴嘴無需進行地毯表面高度調節。強力噴嘴主體的形狀經過特別
設計，使其適用於任何地毯或裸露的地板表面。
在清潔時，噴嘴的行程要長且緩慢。對於較厚的地毯，請用十字交叉的形式進行
清潔，以將細毛拉起，讓地毯外觀柔軟。
若要清潔臺階：
• 卸下動力裝置上的腳輪組。
• 把 Majestic® 放在地面上。
• 卸下動力杆，將軟管手柄直接與強力噴嘴連接。

儲存：在儲存之前，應卸下裝置的軟管，避免軟管大幅度彎曲。
注意：不要在有邊飾或疏鬆纖維的地毯或塊毯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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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定期維護：
強力噴嘴：
Majestic® 強力噴嘴內部沒有使用者可維修的零件。若噴嘴出現任何問題，需要
維修，請聯絡您當地的 FilterQueen® 經銷商進行維修。
請注意，強力噴嘴的滾刷必須定期更換，以保持最佳的清潔性能。請聯絡您當地的
FilterQueen® 經銷商進行維修。
強力噴嘴可復位斷路器：
斷路器專用於在強力噴嘴發生堵塞或者旋轉刷失速時保護強力噴嘴的電機，防止其
損壞。若要復位斷路器，請關閉 Majestic®，並拔下牆壁插座上的電源插頭。清除強力
噴嘴中的任何異物，並按下噴嘴背面的紅色按鈕。插上 Majestic® 電源插頭並恢復
使用。
B. 動力裝置警示燈：
警示燈亮起時，表明動力裝置的電機過熱。電機將自動關閉，以防止損壞。關閉
Majesic® 並從牆壁插座上拔下電源插頭。讓裝置冷卻。這種情況通常是由氣流阻塞
引起的。檢查軟管、動力杆或附件是否堵塞。過濾器可能也需要更換。如果問題仍然
存在，請將 Majestic® 送至授權維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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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除塵刷

用於方便除塵
組裝 Majestic® 進行吸入式清潔。
用圓刷進行所有的普通除塵 — 您幾乎無需再使用抹布。在高度拋光的傢俱、極精緻
的布燈罩或任何灰塵堆積的表面上使用。
普通房間除塵：直接將刷子與軟管連接。清潔時，幅度要輕、行程要短；不要用力
按壓，因為這樣會將開口密封，並切斷清潔電源。
若要清潔刷子：將軟管的開口端掠過刷毛。如果您一直在清潔骯髒或非常烏黑的
表面，請卸下橡膠套接口中的刷毛組件，用溫肥皂水清洗，晾乾，再進行更換。

B. 縫隙吸嘴

用於清潔難以搆到的地方
組裝 Majestic® 進行吸入式清潔。
用縫隙吸嘴清除軟墊傢俱中的墊子、床墊簇絨和鑲邊、床彈簧、抽屜角落、散熱器及
難以搆到的任何其他地方後面的灰塵和污垢。

註：清潔散熱器時，首先用縫隙吸嘴吸入灰塵，但是，如果因線圈之間過於靠近
而無法吸入污垢，請在散熱器後面掛一塊濕布或報紙，然後組裝 Majestic® 進行吹
風，將灰塵吹到濕布或報紙上。
組裝好進行吹風後，Majestic® 裝置和縫隙吸嘴可用於為冰箱除霜，為墊子充氣或者
為舉行派對吹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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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25.4 釐米（10 英寸）多用途地板刷

用於清潔硬質地板和牆壁
組裝 Majestic® 進行吸入式清潔。
非常適用於硬質地板，例如瓷磚、油氈、木質和混凝土地板。25.4 釐米（10 英寸）多用
途地板刷的一個簡單行程即可清潔大片區域。若要深層清潔帶槽表面，例如瓷磚和
硬木，請卸下刷子的插件。它還適用於清潔牆壁、螢幕、天花板、墨鏡或任何平面。
註：在清潔牆壁表面時，請始終從下到上進行直線清潔。
若要清潔硬質表面：將刷子與動力杆的端部連接，然後以與強力
噴嘴相同的方法使用該刷子。
若要深層清潔帶槽硬質表面：卸下刷子插件，並將附件重新與
動力杆端部連接。
若要卸下刷子插件：外拉開口的柔性塑膠角，並拿出刷子插件
(A-1)。若要重新插入刷子，請確保短刷毛朝向前面，並卡入
正確位置。

A-1

若要清潔刷子：每次使用後，用軟管的開口端在刷子上方摩擦，進而去除上面的
絨毛、線等。如果刷子上有污垢，請用溫和的肥皂水沖洗，晾乾，然後再在淺色區域
使用。
B. 室內裝潢噴嘴和刷子

用於清潔室內裝潢和窗簾
組裝 Majestic® 進行吸入式清潔。
若要清潔軟墊傢俱和床墊：用不帶刷子的噴嘴清除深嵌的污垢；若織物上佈滿了線
和線頭等，請使用帶刷子的噴嘴。
若要清潔窗簾和掛簾：將動力杆與軟管連接。若要清潔重掛簾，僅將噴嘴直接連接至
動力杆即可。若要清潔精緻的窗簾，請用噴嘴和刷子。刷子可防止精緻的面料被吸入
到噴嘴中。

9

A.

B.

B.

A. 更換過濾錐
為了獲得最佳性能，請按製造商的建議更換過濾錐：
t BioCone™ 過濾器 — 每月一次
t Medipure® — 每 6 個月一次
● 扁平圓盤式過濾器 — 每 6 個月一次
注意：若過濾錐未在正確位置，請不要操作動力裝置。
謹防假冒：僅使用正品 Health-Mor/FilterQueen® 過濾錐。假冒商品會導致性能下
降，並會損壞您的裝置。
1. 從牆上拔下電源插頭，並拆下動力裝置上的軟管。
2. 鬆開側夾，將動力裝置從汙物容器上卸下。
3. 卸下 Medipure® 過濾錐，將其擱置在一旁，如果安裝新過濾錐，也可以將其丟棄。
4. 將汙物容器中的內容物全部倒入打開的大垃圾袋中。讓容器中的內容物下落，
包括使用過的 BioCone™ 過濾器。可清洗汙物容器，並徹底晾乾，以去除所有
灰塵和/或異味。
5. 打開新的 BioCone™ 過濾器。將錐點插入位於汙物容器底部的過濾錐定位器中。
確保過濾錐的所有邊緣均與汙物容器的墊圈齊平。
6. 將 Medipure® 過濾錐置於 BioCone™ 過濾器中。
7. 更換動力裝置，並將側夾在正確位置鎖緊。確保 BioCone™ 過濾器的所有三個
標籤在動力裝置外均可見。

B. 更換扁平圓盤式過濾器
1. 從牆上拔下電源插頭，並拆下軟管動力裝置。
2. 鬆開側夾，將動力裝置從汙物容器上卸下。
3. 卸下過濾錐防護裝置。接下來，用手指拉回塑膠擋圈並將其拔出，進而卸下扁平
圓盤式過濾器。
4. 更換扁平圓盤式過濾器。將過濾器置於螢幕的中心區上方。透過擠壓擋圈來更換
該擋圈。確保擋圈緊貼在塑膠螢幕三個標籤的下面。更換過濾錐防護裝置。確保
過濾錐的外緣位於動力裝置四周的橡膠密封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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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Mor 保證，自購買之日起，Majestic® 家居清潔系統的罐裝置、電機、軟管、動力杆、強力噴嘴
和附件在五年之內不會出現材料和工藝上的缺陷，並且強力噴嘴電機在三年之內不會出現材料和工
藝上的缺陷。本保修不包括：(1) 將 Majestic® 用於商業、機構、專業、租賃或其他非家用的用途；
(2) 普通的磨損件，包括但不限於刷子、皮帶、軸承、密封件和過濾器；(3) 因使用不當或疏忽導致的
損壞；(4) 不按名牌上標註的電流或電壓使用而導致的損壞；(5) 由非 Health-Mor 或其授權經銷商
和/或維修中心進行維修工作而導致的損壞；(6) 運輸、提貨、送貨、住宅或維修電話費用；(7) 因使用
非正品零件和/或過濾器而導致的損壞。
如果您以運費預付的方式將 Majestic® 或缺陷零件連同購買日期證明和序號退回給您購買該
Majestic® 或缺陷零件的授權經銷商或品質保證部 (Quality Assurance Department)（地址：Health-Mor,
13325 Darice Parkway, Unit A, Strongsville, Ohio 44149, USA）
，或者連同 Health-Mor 提供的書面授
權一起將其退回給被授權提供保修服務的任何其他人，則 Health-Mor 將按本保修的規定維修或更
換任何缺陷零件。您可以致電 440-846-7800 聯絡 Health-Mor 消費者關係部 (Consumer Relations
Department)，
獲得被授權提供保固維修服務的其他人的相關資訊。如果檢查發現 Majestic® 或零件在材料或工藝上
存在缺陷，則將按 Health-Mor 的意願進行維修或更換，並將其退回給寄件方，運費或郵資到付。如果
保固維修期內的缺陷零件更換或維修工作是由您購買 Majestic® 的授權經銷商之外的任何人或者在未
事先獲得 Health-Mor 書面授權的情況下由 Health-Mor 提供的，則您將不會獲得補償。
除非滿足以下條件，否則本保固維修無效，並且沒有任何影響：(1) Majestic® 是從 Health-Mor 的授權
經銷商處購買的；(2) Majestic® 製造商的序號已更改、汙損或清除；(3) 始終按說明書使用 Majestic®，
並且未進行過濫用；(4) Majestic® 僅使用正品 FilterQueen® 過濾器和/或零件。
根據本保固維修對缺陷或缺陷零件進行的任何維修或更換將在一年內有效或者直至原保固維修期
結束，以時間較長者為準。
沒有適用於您的 Majestic® 的其他明示擔保。暗示的擔保，包括保修或適銷性和對特定用途的適用
性，僅限於在本文所述的明示擔保生效期間提供。因違反本保固維修而導致的所有後果或其他損壞
不在本保固維修的承保範圍。
Health-Mor 不承擔或者授權任何人承擔任何額外的責任。
本保固維修賦予您特定的法律權利，並且您可能享有您所在州的其他權利。
本保固維修的任何限制的失效不應影響其餘部分的有效性。
終身維修福利
若符合以下條款和條件，Health-Mor 同意在原保固維修期到期後隨時復原或更換 Majestic® 罐和/或
強力噴嘴電機。
1. Majestic® 必須由原來的所有者所有，必須僅用於家用，以及必須隨附購買證明。本維修政策不適
用於商業、機構、專業、租賃或其他非家用用途的任何 Majestic®。
2. Majestic® 必須以運費預付的方式退回給您購買該 Majestic® 的授權經銷商，或者退回給品質保證
部 (Quality Assurance Department)（地址：Health-Mor, 13325 Darice Parkway, Unit A, Strongsville,
Ohio 44149, USA）。所有者必須支付退貨運費。
3. 復原 Majestic® 罐電機的最高費用為 $99，復原強力噴嘴電機的最高費用為 $29；這將包括將
Majestic® 電機和/或強力噴嘴電機恢復至正確的運行順序所需的所有零件和人工費用。如果任何
零件在 Majestic® 交付進行復原時丟失，並且該零件是將 Majestic® 恢復至正確運行狀態的必需
零件，以及對於非罐電機和/或強力噴嘴電機® 需要或要求的任何零件，我們將按當時的價格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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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原後兩年內以運費預付的形式將 Majestic® 退回給 Health-Mor 或進行該復原的授權經銷
商。Majestic® 必須隨附之前的書面復原證明。
5. 除非滿足以下條件，否則維修協議無效或不適用：
a) Majestic® 是在授權經銷商處購買的；
b) 該裝置必須隨附購買證明；
c) Majestic® 的製造商序號未更改、汙損或清除；
d) 動力裝置未因使用不當、疏忽、不按名牌上標註的電流或電壓使用或者未使用正品
FilterQueen® 過濾錐或零件等原因而發生過損壞。

WEEE 回收和迴圈使用
《歐盟關於報廢電子電器設備 (WEEE) 的指令》(EU Directive on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規定，銷售至歐盟國家的真空吸塵器和空氣淨化器的生產商：
1. 在新的真空吸塵器和空氣淨化器上貼上標籤，通知客戶其需要迴圈使用
2. 在使用壽命結束時回收客戶的真空吸塵器和空氣淨化器，以及
3. 為其迴圈使用和再利用提供資金。
WEEE 指令於 2012 年 8 月 13 日生效，製造商必須在 2014 年 2 月之前達到迴圈使用的既定目標。
WEEE 合規聲明
在產品使用壽命結束時，Health-Mor 將根據各歐盟國家的迴圈使用要求透過我們的授權經銷商
回收真空吸塵器和空氣淨化器，以進行迴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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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
4. 如果複原材料或工藝存在缺陷，我們將重新復原 Majestic®，並且不收取任何費用，只要您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