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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邊電動吸乳器
使用及安裝手冊



恭喜



恭喜

瑞寶多® 雙邊電動吸乳器在很多時刻都是完美的

  ● 當您離開寶寶時，可以收集母乳

    ○ 例如: 當您回到工作崗位時，能減輕乳房腫脹

    ○ 例如: 當您的寶寶改變飲食習慣漸漸改吃固體食物時

    ○ 例如: 當您需要暫停餵食母乳仍需維持母乳供給時

    ○ 例如: 當您接受藥物治療時可將不適合寶寶的母乳擠出

瑞寶多® 雙邊吸乳器對忙碌媽媽們提供很多選擇

 ● 3 種模仿寶寶的吸乳模式

    ○ Reflex 模式

    ○ 促乳模式

    ○ 集乳模式
    
 ● 防止乳汁倒流    

 ● 安靜    

 ● 小而輕    

 ● 兩種電力選擇 : 
    ○ 內附充電器

    ○ 內建可充電鋰電池

●  只需幾秒鐘的時間即可轉換成手動吸乳器(內含零配件)

使用指南

瑞寶多電動吸乳器是針對個人使用而設計，來幫助餵奶的媽媽們。

本產品不是提供給醫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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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預防措施

瑞寶多® 電動吸乳器是針對個人使用而設計，請勿與他人分享或共
享或轉售給他人，以免違反貨品保固原則。

使用前請詳閱說明書

警告:

•插電後不可無人看管

•此產品非玩具，請勿將主機或配件給孩童或寵物把玩，以避免其配件卡喉窒息 

　 的危險 

•若電線或插頭有損害導致運作不正常或撞擊或掉落水中，請不要繼續使用

•請將電線遠離熱源

•請勿在睡覺或精神不濟的時候使用

•請勿將異物置入或插入吸乳器管內或任何開口處

•不要在戶外插電使用, 不要用於有爆炸性氣體, 或有可燃性麻醉劑與空氣, 氧氣

　 混合的情況下.

•確認插座的電壓與適配器相符合

•先將適配器插入電源，再將電線插入吸乳器

•只能使用瑞寶多®提供的適配器與鋰電池，若使用他牌的適配器與鋰電池造成產

　 品故障不良，將不提供保固服務

•如果您感染A型肝炎、B型肝炎或愛滋病，電動吸乳器將無法減低或免除傳染給寶

　 寶的風險

•每次使用前請先清洗集乳瓶

•"使用瑞寶多®電動吸乳器時請不要開車"

•請勿自行改裝本產品

重要安全預防措施

危險:

如何減少使用電器的危險:
•使用後拔除電源插頭

•不可在洗澡時使用

•不可將吸乳器放置於容易掉落於水槽或浴缸的地方

•不可將吸乳器放置或掉落於水中或任何液體中

•若吸乳器已掉落水中，請勿用手觸碰，立即拔掉插頭 



2

重要安全預防措施

作為保固依據

說明書請與收據同時保存作為保固依據

注意: 

當要丟棄吸乳器或配件，如鋰電池，請向當地的代理商詢問適當的丟棄處理方法，

以免造成生物危害或違反當地法規。

提醒:

•遵照手冊中的指示，不要使用本產品用於任何其他目的

•操作前請確保所有配件正確組裝

•如果您的乳房或乳頭有出現任何不適，請立即停止使用

•使用本產品前請先清洗雙手

•請勿摔落或撞擊本產品，以避免損壞，如造成損壞將不列入貨品保固原則

•消毒後請勿裸手接觸產品，使用沸水消毒時需請多加注意，以免燒燙傷

•煮沸消毒時間請勿過久，避免產品的材料過早老化

•請勿使用瑞寶多以外的配件，否則貨品不列入保固

•請勿使用瑞寶多以外的配件連接主機

•請勿將本產品放置於充滿灰塵和潮濕的環境，也避免曝曬在陽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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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吸配件

配備簡介 配備簡介

*附加的配件應映國家需求而有所不同，不另行通知*

吸乳器主機

手動把手

雙吸套管組

電動集乳瓶組

奶瓶連接環組

9V AC/DC充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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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集乳瓶組

配備簡介

杯體蓋

電動薄膜

喇叭罩

奶瓶

奶瓶座

奶瓶連接環

單向閥

喇叭罩接頭

喇叭罩內襯

*需額外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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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組裝集乳瓶組

手持喇叭罩接頭，確定喇叭罩接頭的牙紋

朝上

確認單向閥組裝牢固

3

1

確保單向閥的白色薄膜片

平整沒有彎曲，如薄膜片

不平整會使吸力減弱

將單向閥插入喇叭罩接頭底部2

如何組裝單向閥:

拿著白色薄膜片，將

白色薄膜片的小柄插

入右上角的孔洞裡

將白色薄膜片的小柄完全緊密插入

單向閥裡

單向閥組裝

完成

集乳瓶組裝 集乳瓶組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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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乳瓶組裝 

如何組裝喇叭罩內襯

將喇叭罩插入喇叭罩接頭

5

將喇叭罩內襯中心壓入喇叭罩內並壓緊

請確保喇叭罩內襯與喇叭罩邊緣有確實

扣緊密合

確認喇叭罩內襯邊緣完全貼全定位於喇叭罩

注意: 

不管是否有裝入喇叭罩內襯，電動吸乳器都

可以運作，會依照您的選擇有不同的舒適度

4-1

4-2

4-3

如果有需要，請將喇叭罩內襯裝入喇叭

罩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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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乳瓶組裝 

如何組裝電動薄膜

請確保電動薄膜組裝有完全密合，這將是

影響吸力和防止乳汁迴流的關鍵

請將杯體蓋蓋在電動薄膜上

確認電動薄膜的中心點

和杯體蓋的中心點成一

直線，並緊壓密合

這樣電動薄膜就組裝完成了!

9

7

8

6

按壓電動薄膜邊緣，

確保有組裝密合

注意: 第6步驟到第9步驟，請照順序組裝，

以免造成吸力減弱

將電動薄膜裝在杯體上方

集乳瓶組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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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連接奶瓶(座)與家用管接頭組

將奶瓶連接環轉入喇叭罩接頭

將奶瓶轉入奶瓶連接環中，並確認有轉緊

將套管插入杯體蓋上的連接口

注意: 請確認套管為完全乾燥狀態

集乳瓶組裝 

10

11

12

將全部零配件壓緊密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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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乳瓶組裝  

如何連接奶瓶(座)與家用管接頭組

將組的好集乳瓶固定於奶瓶座上，這樣集

乳瓶組就組裝完成了!

14

清洗說明

從套管分離頭拆下
有蓋子端的套管

準備好當單吸吸乳器
使用

蓋上蓋子

2 31

如何將雙吸吸乳器轉換為單吸吸乳器

拆下有蓋子端的套管後蓋上蓋子

注意: 在轉換為單吸或雙吸吸乳器後，可能會重複感到吸力變強或變弱。
           請小心使用並調整到您舒適的吸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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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乳瓶組裝  

第一次使用前請先消毒

在您第一次使用瑞寶多®雙吸電動吸乳器前, 請拆解集乳瓶組後，將配件放入水中

煮沸10分鐘.

• 確定水量足夠, 使水在煮沸時組件可以浮起.

•  家用管接頭組請勿使煮沸消毒

• 煮沸後立即取出全部組件並注意請勿裸手接觸產品，使用沸水消毒時需請多加注

意，以免燒燙傷

• 組裝前，請完全晾乾或以毛巾擦乾

組件半乾會影響吸乳器的運作, 使用前請確定組件全乾

使用前注意事項 :

• 使用吸乳器及任何配件前, 請以肥皂與溫水清洗手

• 確認配件已徹底清潔乾淨並完全乾燥

•  確認沒有水份在套管內, 如果看到管內有水, 請不要操作吸乳器        

        一般清洗說明 :

             警告 : 清潔單向閥時請同時檢查

      單向閥是否有破裂損壞，一旦單向閥有

      閉合不良狀況時會影響吸乳器的效能。

        清洗單向閥說明 :

      單向閥的薄膜設計使您方便清洗

      清洗單向閥時，請將薄膜輕輕拉開，

      但不要拆離單向閥本體，請用中性

      清潔劑清洗，再用溫水沖乾淨，清

      洗完畢後，將薄膜塞緊到單向閥裡

      ，使薄膜整個貼平於單向閥開口

      ( 組裝單向閥請見 P.5 )

• 在正常使用吸乳器的情況下，電動薄膜會阻擋乳汁迴流，因此杯體蓋和套管不用  

清洗，如果有任何液體或水氣在管子裡，請在使用前，按照套管清洗說明清洗

• 所有集乳瓶組的配件可置於洗碗機上層清洗,或用手以熱水及中性清潔劑清洗，請 

勿使用溶劑或菜瓜布.(若需使用刷具建議選擇海綿刷具)

•  用熱水充份沖洗乾凈.

清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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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機請用溫水或中性清潔劑稀釋液沾濕布擦拭乾淨

套管清洗說明 :

• 套管外部可用乾凈的濕布擦拭,但管內請避免讓水或其他液體流入

• 如果發現管內有異物,請用熱水將異物沖出並將套管內的水份先充分甩出再完全

風乾，並且請勿將異物插入管內

備註：每次使用前請檢視配件是否有破損、裂痕、碎片、變色、老化等情形。如果

有損壞請盡速更換配件否則可能會影響吸乳功能

清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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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說明

介面與指示燈介紹

電動吸乳器主機

關於瑞寶多-柔情(Breeze)

LCD螢幕

9V AC/DC

充電插入口

套管插入口

防塵蓋

  吸力調整旋鈕

 /模式切換鍵  

記憶鍵 

(我的最愛)  開關鍵 

 促乳/  吸乳

模式指示

吸力指示

時間指示

電力指示

鬧鐘指示

記憶模式
(我的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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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瑞寶多-柔情(Breeze)

握持集乳瓶組放置於您的胸部，將乳頭

放置於喇叭罩的中央

24~25mm

確認乳頭和喇叭罩尺寸有吻合，請勿尺寸過大或過小

關於瑞寶多-柔情(Breeze) 關於瑞寶多-柔情(Breeze)

按下開關鍵  來開始擠乳 

1. 打開防塵蓋後插入套管

LCD螢幕會顯示幾秒鐘上次擠乳的總時間。

吸乳器開機後的預設模式為15秒的Reflex

模式，之後會轉換為促乳模式  

2

1

2. 確認套管有緊密

的插入吸乳器主機

套管插入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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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瑞寶多-柔情(Breeze)

關於瑞寶多-柔情(Breeze)

依據您的喜好和您寶寶的吸吮習慣，您可

以選擇使用促乳模式  或 吸乳模式  

來擠奶。

  

當您結束擠乳時，請按下開關鍵來關機 

如何得知您在哪個模式下?

檢視LCD螢幕左上角的符號，顯示一滴水滴

符號為促乳模式 ；顯示兩滴水符號則為

集乳模式  

促乳模式共有 8 種吸力強度

集乳模式共有 10 種吸力強度

使用吸力調整旋鈕來調整到您舒適的吸力。

順時針為增強；逆時針為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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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瑞寶多-柔情(Breeze)

關於瑞寶多-柔情(Breeze) 關於瑞寶多-柔情(Breeze)

在任何模式、任何吸力的狀態下，您的瑞寶多電動吸乳器會記憶您使用的模式直到
您改變模式。當您熟悉您的吸乳器後，這將會是一個非常有用的功能。
您的瑞寶多柔情吸乳器會保留前一次的擠乳模式，您不需要每次重設您喜歡的擠乳
模式。

吸力強度

結束擠乳關機後，螢幕會顯示幾秒鐘的當

次總擠乳時間後，會自動轉換至待機/鬧

鐘模式或鬧鐘模式已開啟

注意:
請務必在主機停止運作且無吸力後，才能將喇叭罩從乳房上移開。
如有需要，可將手指伸入喇叭罩與胸部之間幫助吸力卸除，如同寶寶從乳房吸吮中
移除。

瑞寶多電動吸乳器開機且閒置30分鐘後，會自動關機。

當您從吸乳器主機套管插入口拔除套管後，請記得將套管插

入口蓋上防塵蓋

如何使用瑞寶多-柔情(Bree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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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瑞寶多-柔情(Breeze)

此功能為您的瑞寶多吸乳器其中非常有用的功能。

只要按下記憶模式鍵，您可以很輕鬆的讀取您個人最有效率的吸力模式。

這是在集乳模式下非常有用的功能，若您只使用促乳模式來擠乳，則不需要使用記

憶模式。

設定我的最愛模式 :

1. 有過幾次擠乳的經驗後，您會發現您溢乳的時間點都落在差不多的時間上

2. 像一般的正常擠乳，您的吸乳器開機預設模式為15秒的模式，之後會自動轉換為

促乳模式，吸力則會是上次使用的紀錄

3. 當您感覺溢乳時，按壓模式切換鍵  切換至集乳模式。使用吸力調整旋鈕調

整吸力至您喜歡的吸力

4. 常壓記憶模式(我的最愛)  鍵三秒，直到"  "圖示閃爍。這樣您個人的

擠乳模式已設定好。

讀取記憶模式(我的最愛) :

1. 開機 
2. 按壓"M"(我的最愛)鍵  (請勿長按超過三秒)

3. 您的吸乳器會自動從促乳模式轉換到吸乳模式 

記憶模式 M (我的最愛)

注意:
在我的最愛模式下，您將無法調整吸力或轉換吸乳模式。

若您需要調整吸力或轉換模式，請先按壓"M"我的最愛鍵來離開記憶模式。

設置您喜好的吸力強度:

1. 在促乳模式下，使用吸力調整旋鈕來調整到舒適的強度。

   順時針為增強；逆時針為減弱  

2. 在集乳模式下，使用吸力調整旋鈕來調整到最有效率且舒適的強度。

   順時針為增強；逆時針為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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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瑞寶多-柔情(Breeze) 關於瑞寶多-柔情(Breeze)

時鐘設置

1.在時鐘/待機模式下，長按三秒"M"記憶模式鍵  進人時間設定模式，會伴隨

一聲"逼"聲和 AM / PM 會閃爍顯示於LCD螢幕上

2. 使用吸力調整旋鈕  順時針或逆時鐘旋轉來選擇AM或PM。

3. 按壓模式切換鍵來轉換至小時設定。小時數字會閃爍。

4. 使用吸力調整旋鈕  順時針（增加）或逆時針（減少）來設定小時

5. 按壓模式切換鍵  來轉換至分鐘設定。分鐘數字會閃爍

6. 使用吸力調整旋鈕  順時針（增加）或逆時針（減少）來設定分鐘

7. 最後按壓模式切換鍵  來儲存設定之時間

按壓
模式切換鍵

按壓
模式切換鍵

按壓
模式切換鍵

AM

長按三秒以上

"M"記憶模式鍵
** 旋轉吸力調整旋鈕  來調整

調整AM / PM 調整"小時" 調整"分鐘"

時鐘

AM AM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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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瑞寶多-柔情(Breeze)

鬧鐘設置

鬧鐘的設置是來提醒您下次擠乳的時間。維持規律的擠乳模式，您的寶寶將會有穩

定的母乳供應保持著。在設定擠乳和擠乳間隔時間後，鬧鐘會在使用結束後開始倒

數下次擠乳時間。當預設擠乳時間到時，鬧鐘將會響起。

1. 在時鐘/待機模式下，按下"M"記憶模式鍵  來進入鬧鐘設置模式

2. LCD 螢幕會交替的顯示兩種時間：鬧鐘間隔時間（擠乳與擠乳的間隔時間）和

下次鬧鐘時間（下次擠乳時間）- 例如：您在10:58結束上次的擠乳，而你希望在

2小時30分鐘後開始下一次的擠乳。設定的間隔時間為2小時30分鐘。下次鬧鐘響的

時間則為1:28 PM（就像 P.19 圖示)

3. 旋轉吸力調整旋鈕順時針 （增加）或逆時針（減少）來設定間隔時間。

增加或減少時間以15分鐘為一單位。下次鬧鐘時間會自動依據上次擠乳時間調整。

注意：間隔時間為上次擠乳結束的時間至下次鬧鐘響的時間。不是開始擠乳的時

間至下個擠乳的時間。

4. 按壓模式切換鍵  來開啟/關閉鬧鐘設定。

5. 旋轉吸力調整旋鈕  順時針（增加）或逆時針（減少）來開啟/關閉鬧鐘功

能。

6. 再次按壓模式切換鍵  來儲存您的設定

注意：若在鬧鐘設定模式下超過10秒鐘無做任何設定，設定會被自動保存。

LCD 螢幕會返回時鐘/待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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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瑞寶多-柔情(Breeze) 電力選擇

AM

按壓
模式切換鍵

按壓
模式切換鍵

鬧鐘開

鬧鐘關上次擠乳結束時間

鬧鐘響的時間

替換顯示

擠乳與擠乳時間間隔

PM

按壓

"M"記憶模式鍵

** 旋轉吸力調整旋鈕  來調整 

如何靜音

如何靜音吸乳器的按鍵音可在“鬧鐘設置模式"下關閉（請參照 P.18 -19 鬧鐘設

置）-”Alarm Off “表示按鍵音為關閉狀態。”Alarm On“表示按鍵音為開啟狀態。

注意 : 鬧鐘圖示顯示於LCD螢幕上表示按鍵音為開啟狀態 

鬧鐘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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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瑞寶多-柔情(Breeze) 電力選擇

"您的瑞寶多電動吸乳器可以使用以下任一種電力模式操作"

使用內附 9V AC/DC 充電器

將充電器插入主機電源插孔請將充電器插入電源插座

1 2

警告:
為用電安全考慮，請使用內附的充電器，若使用他牌充電器導致吸乳器安全
問題將不列入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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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選擇

您的瑞寶多吸乳器內涵一顆可充電鋰電池

˙請在第一次使用內建可充電鋰電池電力前充電

  12小時。

˙如有需要，您的電動吸乳器在這段時間內使用

  內附充電器下是可以正常使用內建的可充電鋰電池會在每次充電器連接上後充電         

　，但是當您的吸乳器在運作時，則不會充電。

˙在第一次充電後，隨後的充電大約需要四小時。

  為達最佳效果，請保持您的吸乳器充滿電和在完全沒電之前充電請將吸乳器至於

　陰涼處。

˙若您的吸乳器置於溫熱環境中，使用內建可充電鋰電池為電力來源時，吸乳器也 

　許不會立即啟動。若發生此狀況，您可以將吸乳器置於陰涼處使鋰電池降溫。同 

　時，您的吸乳器可在使用內建充電器為電力來源下正常使用。

注意：如不正當使用，內建可充電鋰電池可能會造成火或化學燒傷

       請勿將內建可充電鋰電池拔下。

       請勿將電池置於熱源或火源

       請依照當地法規處理使用過電池

       請勿將電池丟棄於火源中。

       請將此產品置於嬰幼兒拿取不到的地方。

       請勿因任何原因自行拆開主機或更換內建可充電鋰電池，這樣會喪失保固

　     資格。

使用內建可充電鋰電池

若需長期存放請保留約50％電力並儲放於室溫（20℃ 25℃），建議每3個月為

電池充電避免內置電池過度放電造成損壞

單次持續充電時間請勿超過2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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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力減弱

故障排除

電力中斷

如果在正常操作下您的瑞寶多電動吸乳器，對其他電器造成干擾，請嘗試以下方法:

• 拔掉插頭靜待5秒後，再重新插回主機

• 重新將充電器重新插回插座

• 如果問題依然存在請重新換一個插座

此機器設備會產生電磁信號干擾，如果不照指示安裝，有可能會對附近的電器造成

干擾，請嘗試以下方法:

• 將受干擾的電器重新定位，重新將充電器重新插回插座

• 盡量保持電器與吸乳器之間的距離

• 不與其他電器插在同一個插座

• 諮詢製造商或區域維修技術員尋求說明

• 儘管本吸乳器符合安全規範，但仍可能受到影響或干擾更敏感的設備

如果只有一邊集乳瓶失去吸力，代表主機仍正常運作，請嘗試以下方法:

• 確認集乳瓶有組裝正確 (請見 P.5 )

• 確認您的乳頭有在喇叭罩的中央並且乳房和喇叭罩緊密貼合

• 將電動薄膜與杯體蓋壓緊，確保沒有任何空隙(請見 P.7 )

• 確認單向閥有適當的密封並且安裝好(請見 P.5 )

• 檢查單向閥和薄膜片有緊密接合，此配件為響吸力的關鍵，即使很小的缺口都會 

影響吸力，如有損壞，請替換新的單向閥和薄膜片，每台吸乳器皆有額外贈單向閥

備品組

電磁相容性

如果兩邊集乳器都失去吸力時，請嘗試以下方法：

• 將套管從吸乳器下拆掉，將手指放在主機的套管插入處

• 如果有感覺到吸力，代表主機正常運作

• 如果沒有感覺到吸力或吸力減弱，那請聯絡瑞寶多客服

• 請仔細檢查套管是否有任何破損

• 確認套管緊密插入主機和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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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達無法運轉

• 確認充電器有確實插好

• 確認內建電池有足夠電力

• 低電量顯示為紅燈閃爍，會強制關機

• 如果主機還是沒有運作, 請聯絡瑞寶多客服尋求協助 ( 請見P.23 ) 

• 當電量低時，每兩分鐘吸乳器會發出"嗶嗶"聲

• 當電量過低時，吸乳器會自動關機。

 促乳/集乳模式指示燈和LED螢幕顯示"Lo"會閃爍四次和會有四次"嗶"聲 。

低電量

母乳堆積在集乳瓶頸內

如果乳汁進入集乳瓶的速度不夠快，請先降低吸力設定，在乳汁排出後再逐漸增強

吸力

配件選購與客服資訊

如果您配件遺失或損壞，請洽當地經銷商

• 客服信箱: sales2@acuteideas.com 

• 客服專線: 02-8751-4868 

• 服務時間: 周一~周五 9:30~17:30 (例假日除外) 

• 這裡選購: 

 
 MAMIBUY 
 https://mamibuy.com.tw/shop/store/378/RumbleTuf 
 YAHOO超級商城 
 https://tw.mall.yahoo.com/store/Rumble+Tuff:rumbletuff 
 Pchome商店街     
 http://www.pcstore.com.tw/rumbletuff1/ 
 Rumble Tuff FB 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rumbletuff.tw/ 
 LINE @ : @euq9258m 

故障排除

 LINE @ : @euq925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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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提示 :

如果你在吸乳的過程中有感到任何不適，請使用吸力調整旋鈕  降低吸力

您可以使用或不使用喇叭罩內襯，請依個人舒適度來選擇

如果以上都沒有幫助的話，請關閉吸乳器並離開胸部休息個幾分鐘，如還有感到  

 不適，請詢問您的專業醫師、健康諮詢師或國際認證的諮詢機構

您的滿意是我們的第一優先，如果使用中有任何的不適，請聯絡我們

請確認擺放主機時，電源線可以輕鬆地拔除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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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數據

相關電源需求:
內附北美規格變壓器: 

• 品牌:Acute Ideas 

• 製造商:：MEILE GROUP LTD

• 型號: MLF-A00120901300U0041
        將變壓器接上直流電 5V/1.0A

• 充電器輸入電壓：AC 50 / 60Hz，100 240V：輸出電壓：DC 9V， 1.3A
• 電池：內建可重複鋰電池（不可替換）：7.4V，2200mAh
• 廠牌：Great Powe
• 型號：GSP053759

技術規格:
吸力: 

• 促乳模式: -12.0~-24kpa (-90~-180mmHg) 

• 集乳模式: -14.5~-35kpa (-110~-260mmHg)

• 產品工作環境溫度範圍: +10°C to 40°C (50°F to 104°F)

• 產品工作相對濕度範圍: 20% to 80%

•  IP: 22, Splash, Water Resistant rated IP22 under IEC standard 60529.

• 產品運輸 / 儲存環境 : 溫度 –10 to 50˚c、相對溼度20 to 90% 

圖示說明:

中國製造

絕緣標誌

(擠乳罩)

使用前請先參閱說明書

電器回收標誌

電子設備(WEEE)

CE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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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數據

1. 此為有限保固僅適用於銳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銷售之產品(限於台灣)   

2. 請於到貨後使用30日內完成線上登錄，始能享有保固服務。  

3.保固期限 

     * 電動吸乳器主機於購買日起算保固一年。 

     * 電動吸乳器所全之配件於購買日起算保固120天(鋰電池保固90天)。 

     * 手動吸乳器於購買日起算保固30天。 

4. 若保固期限內發生自然性功能故障，銳意將用原廠料件依標準流程進行免費

   維修；更換後可繼續享有剩餘的保固效期。

   而其更換下之故障料件，資產所有權歸權屬於銳意。    

5. 產品為非保固者，維修費用與運費會事先報價，經購買人同意後再進行維修。 

6. 非保固範圍                                                                                                         

      * 產品已超過本公司所提供之保固期限 。 

      * 非原始購買人(如:轉贈、轉售他人)，即終止保固服務                                      

      * 保固所需資訊填寫不清或不實。                                                       

      * 因天災、蟲(鼠)害、電擊等外力因素所造成之損害或故障。      

      * 未依產品規格、使用手冊規定操作而造成的故障。                                     

      * 產品序號貼紙遭毀損而無法辨識者。                                                        

      * 故障原因超出原廠保固範圍，例如:受潮、破損、變形、使用非原 

        廠授權之維修中心拆修或使用非原廠零配件、擅自改裝產品等外力 

        因素所造成之損壞或故障。            

      * 移動、運送過程中或不當放置發生之人為故障。                

      * 使用不符合產品規格的其他設備及非原廠配件，所引起之故障。

貨品保固

保固服務-台灣

線上登錄保固網址 

https://goo.gl/forms/O3TP547GJRDo0nf52

在法律允許，瑞寶多無須為意外或違反保固原則所造成的傷害付法律責任

若要申訴請準備以下文件: 

Rumble Tuff 產品/購買憑證(需記載日期)/詳細問題描述



865 N 1430 W Orem UT 84057-6402  
Tel: (801) 609-8168  Fax: (801) 796-2688

www.rumbletuff.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