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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使用說明卡 
行動光溫敷儀 GoodLife 17 

 

◇產品型號：LC2-RII-0B 

◇產品用途： 

利用物理性光能刺激與溫度提供身體局部溫敷，以達血液循環促進、按摩、

紓解身體疲勞及平衡經絡氣血。 * [非醫療器材]  

◇產品圖示及按鍵操作說明： 

 

 

 

 

 

 

 

 

 

 

 

 

 

 

 

 

 

 

 

 

 

 

 

 

 

 

 

 

 

 

◇ 進階操作說明[A]鍵 

(1) 開機後，利用短按 A 鍵<1>秒，

進入模式及待機的循環切換。 

￭ 模式選擇( 1、2、3、4 循環)： 

(1) 強 :嗶 1 聲- 症狀舒緩模式 

(2) 中 :嗶 2 聲 - 溫敷按摩 

(3) 柔 :嗶 3 聲 - 溫敷放鬆 

(4) 進入待機模式，60 秒自動關機。 

循環模式操作或長按<3>秒執

行關機。 

◇時間設定及狀態顯示[B]鍵: 

(1) 開機自動設定為 15 分鐘。 

(2) 請在待機模式，按壓 B 鍵進行

30 分鐘(嗶 2 聲)或 15 分鐘(嗶 1

聲)切換。 

◇距離自動感應器說明[C]鍵： 

機器靠近身體部位時[C]才會被感

應、呈全功率狀態，避免紅光直接

照射到眼睛。 

 

 

◇溫敷部位說明 :  

(1) 症狀舒緩(部位)原則 

如運動勞損或一般症狀舒

緩時，將溫敷儀置於患部

的肌肉關節處，藉以促進

血液循環、放鬆肌肉、消

除疲勞。 

(2) 經絡溫敷原則 

請徵詢專業人士指導進

行，以達平衡氣血循環、

養生保健之效。 

◇機台簡易操作說明： 

(1) 長按 A 鍵<３>秒開機(ON) 

(2) 狀態顯示 B 鍵處 LED 由藍轉白。 

(3) 短按 A 鍵<1>秒嗶一聲，進入模

式(1)，開始溫敷。 

(4) 每 5 鐘有嗶一聲，15 分鐘後進

入待機模式，60 秒沒有操作則

自動關機。 

(5) 任何時候常按 A 鍵<3>秒關機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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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溫敷使用叮嚀： 
(1) 光照溫敷是利用特定波長生物光能來促進血液循還，是一種易於使用、

非侵入式、無化學藥劑且無副作用的選擇。 

(2) 疼痛是一種症狀，而不是疾病的原因。光溫敷是利用溫熱光能來進行

局部刺激，進而幫助身體的平衡及調節，加速身體的自癒能力。 

(3) 身體部位處於急性狀態紅、腫、熱、痛或有傷口時，請勿使用。 

(4) 請一次處理一個部位，遵守每次 15~30 分鐘原則，兩次之間間隔 3 ~ 

4 小時。 

(5) 光能溫敷需要身體的接受與反應，同部位請勿連續超過 30 分鐘使用。 

(6) 注意照射部位的蓄溫情形，避免傷害。光溫敷後宜多補充溫開水。 

(7) 光溫敷運動或勞損之患部，請加上按摩伸展來加速疏解放鬆肌肉僵硬、

痠痛的問題。 

(8) 溫敷部位 如: 頸部、肩部、肘部、腕部、腰部、膝部、踝部、大小腿

等，請利用提供的輔具、貼布或善用衣服、皮帶來進行固定。 

(9) 因個人體質不同，建議第一次使用前，先於手臂內側開啟模式 1 使用

15 分鐘以上，確認無光過敏及不適反應。 

 

◇商品規格 

項次 規  格 規  格  說  明 

1 LED 顏色 紅光 ，近紅外線(不可見光) 

2 供電方式 (1)Micro USB 充電使用 (2)可外接行動電源使用 

3 產品尺寸 64.3mmX117.3mmX25.3mm 

4 產品重量 88 g 

5 產品配件 

(1) Micro USB 訊號線 X1 (不含 USB 電源充電插頭)。 

(2) 絨布袋 X1。 

(3) 手足患處固定繃帶。  

(4) 說明文件及保證卡。 

6 
按鍵模式 

(兩鍵控制) 

(1) [A]鍵 :電源(長按)/模式(短按)選擇。 

(2) [B]鍵 :時間控制(15，30 分鐘)兩段式按鍵。  

7 照射模式 連續光、脈衝(按摩)光 

 

 

 

在啟動模式下，自動設定 15分鐘，短按一下，

聽到嗶聲+閃紅光，切換使用時間 30分鐘。 

15、30分鐘。 

1. 強：症狀舒緩 

2. 弱：健康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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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方式 

(1) 產品內含電池，請在第一次使用時，先將產品接到充電器上充電。 

本機採用標準 Micro USB 介面，使用一般手機充電插頭即可。 

(2) 本機電池採安全慢充方式，一次充滿電約需 5 小時。 

(3) 將連接線的另一端插入本產品上的 Micro USB 連接埠，模式選擇按鍵

指示白燈開始閃爍同時蜂鳴會「嗶」一聲提示即表示開始充電。  

(4) 直到狀態顯示按鍵指示白燈恆亮時，表示產品電量已滿，約可持續供

電 2 小時，依正常早中晚 15~30 分鐘使用，可供應 2~3 天使用。 

(5) 保持每晚進行充電或使用備用行動電源，確保後續電力及使用。 

 

◇LED 顯示鍵的指示燈狀態 

(1) 使用狀態下： 

白燈亮：電池電量超過 70%。藍＋白燈亮：電池電量低於 60%。 

藍燈亮：電池電量低於 40%。 

藍燈閃爍及蜂鳴提示：電池電量低於 10%。（請進行電池充電。）

* 此時可連接行動電源繼續使用。 

(2) 充電狀態下： 

白燈亮：充飽電。 

白燈閃爍：電池正在充電中，電量低於 90%。 

 

◇保養及保管方式 

(1) 清潔保養時，請用乾/軟布或專業醫療用品酒精棉片擦拭本產品表面髒

污。 

(2) 本機沒有防水功能，請勿用水或有機溶劑擦拭沖洗或將本產品浸入水

中。 

(3) 請勿將機台長時間日曬(如汽車內)或放置於濕度高(浴室內)的地方。 

 

◇保固 

本產品的保固期間是自產品購買日起一年，當要求保固服務時，客戶

應提供購買的証明憑證，本保固不適用於本產品所附的周邊零件。 

 

◇警告事項 

(1) 使用本產品前，請詳閱說明卡注意事項。 

(2) 嚴禁用於眼部的照射、保暖。 

(3) 凡是正在就醫治療者、請先諮詢醫生。 

(4) 如使用中感覺昏眩、噁心等身體不適或皮膚有異常反應時，請立即停

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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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本產品啟動後，請勿眼睛靠近於機台發光面。 

(2) 請不要在淋浴或浴缸等潮濕環境使用本產品。 

(3) 使用本產品時，請遠離明火或高溫等環境以策安全。 

(4) 若本產品與充電器等配件損壞或泡水，則請勿使用。 

(5) 請勿將本產品與充電器等配件浸漬於水中或任何清潔劑內。 

(6) 請小心輕放，避免儀器從高處摔落。 

(7) 本產品為感應產品，感應功能可能受太陽光干擾，建議在室內操作

使用。 

(8) 完全放電會減少電池的壽命，建議電池電量顯示不足訊號時，應立

即充電。 

(9) 孕婦及配戴心律調整器或其他電子醫療設備者，請勿使用。 

(10) 請勿對產品主體進行拆卸，機台遭遇異常狀況請通知廠商處理。 

(11) 光照熱敷過程中，請注意照射部位是否感覺不適，皮膚有異常症狀

或感覺太熱，請停止使用。 

(12) 對皮膚熱感覺較遲緩者(如糖尿病患者)，請徵詢醫師意見後再使用本

產品。 

(13) 幼童及具身心功能障礙者，務必有人從旁協助操作，確認安全下才

可使用。 

(14) 請勿使用於開放性傷口、急性發炎紅腫疼痛處。 

(15) 非本商品搭配的藥膏、貼布或保養品，請在光溫敷後再行使用，或

諮詢專業醫事人員建議。 

(16) 冬天皮膚容易乾癢或是老年人皮膚乾燥搔癢，請徵詢醫事專業人士

搭配合適藥膏或乳液使用。 

(17) 冬天當保暖包時，請隔著衣服貼身使用。請勿長時間接觸於皮膚上。 

(18) 女性月經期間，如經量大時請停止使用於腹部的部位溫敷。 

 

 

 

 

 

 

 

◇廠商資訊 

製造廠名稱：泰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製造廠地址：新竹市東區科學工業園區創新二路 1 號 1 樓 

電話：+886-3-6687222  

   E-mail：info@tgilighting.com 

mailto:info@tgilighti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