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和安全
健康和安全警示：為降低人身傷害、身體不適或財產損害的風險，在使
用VR系統之前，應確保頭戴式顯示器的所有使用者都已仔細閱讀下述
警示內容。
請瀏覽Oculus安全中心 https://support.oculus.com 獲取關於安全使用VR系統
的更多資訊。

本指南中多處透過圖示說明並提醒您關於健康和安全的注意事項。圖示不取代
本指南的文字部分的内容，故請務必同時閱讀文字和圖示。
使用VR系統前：
•• 請閱讀並遵守隨頭戴式顯示器附上的所有設定和操作說明書。
•• 請查看配合頭戴式顯示器使用的推薦硬體和軟體。如果不使用推薦的硬體和軟體，可
能會增加使用上的不適感。頭戴式顯示器和軟體的設計不適合與任何未經授權的設
備、配件、軟體和/或內容配合使用。使用未經授權設備、配件、軟體和/或內容或破
解設備、軟體或內容可能會對您或他人造成傷害，也有可能影響產品性能或損害您的
系統和相關服務，並可能導致保固無效。
•• 調整頭戴式顯示器。為減少使用上的不適感，頭戴式顯示器應保持平
衡並居中放置，瞳孔間距應根據每位使用者的情況進行適當調整。請
調整側面和頂部的吊繩，確保頭戴式顯示器適當放置。請移動頭戴式
顯示器底部右側的圖像滑動區塊，為每位使用者調整瞳孔間距。適當
調整後，頭戴式顯示器應舒適放置，且您應能看到單一清晰的圖像。
休息之後重新使用頭戴式顯示器前，請務必再次檢查設定，以避免任
何不經意的調整
•• 内容选择。 虛擬實境是一種沉浸式體驗，可能會讓人感覺非常強烈。
一些令人恐懼、暴力或激發焦慮情緒的內容可能會導致您的身體作出
真實反應。如果您過去曾經在類似的情境下出現不適或者生理症狀，
請仔細選擇適合您的內容。Oculus對部分內容進行了舒適度評級，您
在使用之前應先查看相關內容的舒適度評級。（有關舒適度評級的詳
細資訊以及舒適度評級怎樣能夠助您獲得舒適體驗，請參考
https://support.oculus.com/comfort。）如果您對特定内容或體驗過去曾經出現不
適，或您第一次使用虛擬實境，請先使用評級為舒適的內容，再使用評級為中等、激
烈或未評級的內容。
•• 僅在不受影響的情況下使用。要獲得舒適的虛擬實境體驗，運動和平衡感必須不受
影響。在以下情況下不要使用頭戴式顯示器（因為其可能會加重您不適的症狀）：
•• 疲勞；
•• 睡眠不足；
•• 受酒精或藥物影響；
•• 宿醉未醒；
•• 有消化系統問題；
•• 精神緊張或焦慮；或者
•• 患有感冒、流感、頭痛、偏頭痛或耳痛等。

已存在的疾病
•• 孕婦、年長者、有雙眼視力異常或精神疾病或患有心臟病或其他嚴重疾病的人，在使
用頭戴式顯示器前請先諮詢醫師。
•• 痙攣：亮光或圖案可能會導致某些人（約4000人中有1人）出現嚴重的頭暈、痙攣、
眼睛或肌肉抽搐症狀或短暫性昏迷，例如看電視、玩電動遊戲或體驗虛擬實境時，縱
使他們以前從未有過痙攣發作或短暫性昏迷的情況，或任何痙攣或癲癇病史。這類痙
攣在兒童和年輕人中更為常見。任何有這些症狀的人都應該停止使用頭戴式顯示器並
就醫。如果您曾經出現痙攣、意識喪失或因癲癇引起的其他症狀，您在使用頭戴式顯
示器前應先諮詢醫師。
•• 干擾醫療裝置。頭戴式顯示器和手持控制器可能包含磁鐵或發射無線電波的元件，這
些磁鐵或元件可能會影響周圍的電子設備（包括心律調節器、助聽器和除顫器等）的
運行。如果您穿戴心律調節器或其他植入式醫療裝置，使用頭戴式顯示器或手持控制
器前，請諮詢您的醫師或醫療裝置製造商的意見。請將頭戴式顯示器和手持控制器與
您的醫療裝置之間保持安全距離。如果發現頭戴式顯示器和/或手持控制器對您的醫療
裝置產生持續干擾，請停止使用。

年龄限制/兒童。
本產品非玩具，13歲以下兒童不得使用。頭戴式顯示器的尺寸不適合兒
童使用，而尺寸不適可能會導致不適感或對健康不利，年幼兒童正處於
視覺發展的關鍵時期。成年人應確保兒童（13歲及以上）在使用頭戴式
顯示器時遵照本《健康和安全警示》，包括確保他們按照上文「使用VR
系統前」章節和下文「安全環境」章節的規定使用頭戴式顯示器。成年
人應留意正在使用或曾經使用頭戴式顯示器的兒童（13歲及以上）是否
有出現本《健康和安全警告》所述的任何症狀（包括「不適感」章節和「重複性壓力損
傷」章節中所述的症狀），並應限制兒童使用頭戴式顯示器的時間，並確保他們在使用
過程中有休息時間。應避免長時間使用頭戴式顯示器，因為長時間使用可能不利於眼手
協調、平衡和多工能力。成人應密切留意兒童在使用頭戴式顯示器期間和之後，上述能
力是否有所下降。

遊戲空間環境
與行動自由相關的風險
頭戴式顯示器追蹤您的前後、上下和左右的移動情況，同時也追蹤您頭部
的轉動，從而將您在物理世界中的動作轉化為虛擬世界中的動作。與由
個人電腦供電的其他虛擬實境頭戴式顯示器不同的是，您的頭戴式顯示
器是獨立的，不透過電線或電纜與電腦連接，以便您能更自由的移動。
在您擁有探索虛擬世界自由的同時，您也有額外的責任確保自己的體驗
是安全的。
僅在安全環境中使用：頭戴式顯示器營造的是一種身臨其境的虛擬實境體驗，會
分散您對周圍真實環境的注意力，並使您完全無法看見周圍真實環境。

設定您的安全遊戲空間
•• 在使用頭戴式顯示器之前及使用頭戴式顯示器過程中，
請時刻注意周圍環境。小心避免受傷。
•• 您有責任時刻營造和維持一個安全的使用環境。
•• 請僅在室內使用頭戴式顯示器。
•• 絆倒或與牆壁、傢俱、他人或其他物體發生碰撞可能

會造成嚴重傷害，因此在使用頭戴式顯示器之前請先清理出一個安全使用區域。應
特別留意，在使用頭戴式顯示器過程中或在使用頭戴式顯示器後的短暫時間內，務必
遠離可能撞擊或碰撞的物品或可能引起您失去平衡的區域，如他人、物體、樓梯或臺
階、坡道、人行道、陽臺、門口、窗戶、傢俱、明火（如燃燒中的蠟燭或壁爐）、吊
扇或燈具、電視機、顯示器或其他物品。
•• 正確使用守護者系統對於設定安全環境至關重要。請在使用前根據守護者系統螢幕設
定指示和下文「守護者系統」章節的規定設定守護者系統。
•• 當您在虛擬世界中移動時，請考慮讓另一人作為看護者。 採取適當措施防止未意識到
您感知受限的他人（特別是兒童）或寵物進入您的遊戲空間。
真實世界和虛擬環境的互動
•• 使用頭戴式顯示器請放鬆身心，這可以讓您的身體得以逐步適應。一開始每次使用幾
分鐘，在適應虛擬實境後可逐漸增加使用頭戴式顯示器的時間。首次進入虛擬實境
時，應環顧四周並使用Oculus Touch手持控制器，這可以幫助您適應現實世界動作
與虛擬實境體驗之間的任何微小差異。
•• 縱使您認為您不需要休息，但每使用30分鐘頭戴式顯示器，請至少休
息10至15分鐘。休息時間因人而異，因此，一旦您感覺不適，請安
排更多、更長的休息時間。您應定期休息，並自行決定最適合您的作
息時間。
•• 在您探索虛擬世界時請小心移動。快速或突然的動作可能引起碰撞或
失去平衡。
•• 使用頭戴式顯示器和Oculus Touch手持控制器可能會導致您失去平衡。若您感覺平
衡感受影響，請脫下頭戴式顯示器並休息，直至平衡感恢復。
•• 請謹記，您在虛擬環境中看到的物體在現實世界中並不存在，因此請勿在這些物體上
就坐或站立或以它們作為支撐。
•• 除非您的遊戲或內容體驗需要您站立或在遊戲空間内移動，否則請始終保持坐姿。若
您坐著使用頭戴式顯示器，請確保您的座位安全和穩定。

禁止用途
•• 頭戴式顯示器專為室內使用所設計。在室外使用頭戴式顯示器可能導
致額外不受控制的風險，如不平、濕滑表面和意外的障礙物、車輛（
交通）、人或寵物。此外，頭戴式顯示器可能無法在室外正常運作。
•• 請勿在需要注意力集中的情境（如跑步、騎車或駕駛汽車）下佩戴頭
戴式顯示器。
•• 請勿在行駛中的汽車、公共汽車或火車等車輛上使用頭戴式顯示器，因為速度（速率）
變化或突然移動可能會增加您不適的症狀。
•• 守護者系統。頭戴式顯示器包含了一個具有虛擬邊界系統功能的守護者
系統功能，其被設計為在您處於虛擬環境中時幫助您停留在您的遊戲
空間內並避免碰撞到物理世界中的障礙物（如傢俱或牆壁）。一旦您
根據設備上的螢幕指示及本指南的指示正確界定了遊戲空間，守護者
系統將幫助您注意您所界定的遊戲空間邊界。當您靠近這些邊界時，
守護者系統也會向您發出提示。
•• 邊界類型。守護者系統能夠提供兩種不同的邊界類型：（1）房型空間和（2）靜
止型。每種類型對應不同的警報等級。對所有類型的虛擬實境體驗來說，房型空間
邊界是最佳邊界類型。對於需要大量移動的體驗來說，您應選擇房型空間邊界。房
型空間邊界要求至少2公尺x2公尺或6.5英尺x6.5英尺的無障礙空間。靜止型邊界只
是一種虛擬指示，用於提醒您並非處於房型空間邊界中。靜止型邊界可以用於並不
需要大量移動的體驗。您不應在需要大量移動或快速/大幅手臂運動的體驗中選擇靜
止型邊界。請根據您選定的內容選擇合適的邊界類型。不論您選擇何種邊界類型，
請確保可能影響到腿部和手臂不受阻礙移動的所有危險均已從您的遊戲空間移除。
•• 靜止型邊界的設計僅限於當您在虛擬實境中越過起始位置一步或兩步時，向您
提供最低程度的警告。該邊界類型可用於需要極少下半身或手臂移動的內容。
•• 房型空間邊界被設計為用於需要您在遊戲空間中移動並需要大量下半身動作的
內容。

•• 在佩戴眼鏡情況下使用頭戴式顯示器可能會增加跌倒或擊中臉部時臉部受傷的風險。

•• 對兩種邊界類型而言，確保守護者系統邊界內的區域中不存在本指南所描述的任
何危險或障礙物至關重要。

•• 配合Oculus Touch手持控制器使用頭戴式顯示器時，您可能會將雙臂向兩側或頭頂
完全伸展，因此請務必確保這些區域無任何物品或潛在危險。

•• 在選擇或變更邊界類型和設定守護者系統時，請遵循螢幕上的指示。有關邊界類
型的詳細資訊，請參考 https://support.oculus.com/guardian.

•• 請確保您的遊戲空間具備一個水平、牢固、平坦的表面，没有未繫牢的地毯或墊子、
不平的表面或類似的危險。使用頭戴式顯示器前，請清理遊戲空間内可能會產生絆倒
風險的任何障礙物。
•• 請謹記，在使用頭戴式顯示器過程中，他人或寵物可能會進入您的遊戲空间，而您可能
無法感知。使用中請確保遊戲空間安全，如果您感知到他人或物品進入到遊戲空間，
請脫下頭戴式顯示器，暫停虛擬實境體驗，確保遊戲空間安全。
•• 使用頭戴式顯示器時，您對周圍環境的視野會被完全阻擋，因此，請勿手握或操作任
何危險的、可能對您造成傷害或者可能會被損壞的物件。
•• 您的Oculus Touch手持控制器上的吊環可能從您的雙手上延伸出去。請注意在移動
雙手和手臂時不要被Oculus Touch手持控制器擊中。

•• 您在守護者系統中界定的空間不應存在且應遠離潛在風險。請確保
預留額外空間作為您遊戲空間邊界與潛在危險（如傢俱或牆壁）之
間的緩衝，以免您移動中超出邊界、失去平衡或絆倒或在遊戲過程
中快速伸展手臂或雙手超出遊戲空間時觸碰到危險。如設定為靜止
型邊界，守護者系統在Oculus Touch手持控制器接近或伸展超出
所界定的遊戲空間時不會對您進行提示，所以請確保您手臂伸展範
圍內不存在潛在危險。
•• 無論您何時使用頭戴式顯示器，守護者系統在您正確設定邊界類型時才最有效。每
次對遊戲空間進行任何方面的改變時，您還必須根據螢幕指示和本指南正確設定您
的遊戲空間。每次使用頭戴式顯示器前，請確認您已正確設定守護者系統，正確設
定遊戲空間並且遊戲空間中並無新的潛在危險。

•• 守護者系統在設有無特徵牆面、玻璃或鏡子的區域內可能無法正常工作。您依然有責
任根據本指南的説明在安全環境下使用頭戴式顯示器。守護者系統僅提醒您遊戲空間
的邊界，並無法阻止您移動出您的遊戲空間以外。例如，它無法阻止您撞上或接觸
一堵牆，或從門、窗或樓梯處跌落。請特別注意確保緊鄰遊戲空間處不存在危險區域
（樓梯、窗戶等）或物品，否則您在無法及時根據守護者系統的提醒作出反應時可能
會發生此類危險。
•• 守護者系統無法識別您的遊戲空間頂部之邊界，所以請特別注意確認
頭部上方的區域不存在燈具或吊扇等的潛在危險。守護者系統也無
法提醒您地面危險，所以請遵循本指南關於安全地面的指示。
•• 守護者系統無法識別您的遊戲空間內之所有物品，並且不會就您遊
戲空間内的物品（如傢俱和檯燈）向您發出提醒，亦不會就於您戴
上頭戴式顯示器後進入遊戲空間的人或寵物向您發出提醒。
•• 如果收到提示，請遵照所有螢幕通知對遊戲空間的邊界或守護者系統的正確運行重新
進行界定。
•• 高速移動時，縱使守護者系統予以提醒，您也可能無法及時作出反應以留在您的遊戲
空間內，所以請確保您不會移動過快，以便能夠對守護者系統的提醒作出反應。
•• 如果您的頭戴式顯示器掉落或損壞，守護者系統可能無法正常運作。在使用前，請檢
查您的頭戴式顯示器，若守護者系統無法正常運作，請洽詢Oculus客服。
•• 您可以從 https://support.oculus.com/guardian. 獲取更多關於守護者系統的資訊。
•• 穿透攝影機。您的頭戴式顯示器配備「穿透」攝影機功能，該功能使用攝影機在您的
頭戴式顯示器螢幕上顯示您的物理環境。穿透攝影機功能被設計為在啟用後提示您是
否越過了所界定的遊戲空間，並顯示您所在的物理世界。穿透攝影機也可用於界定或
確認與守護者系統相關的遊戲空間邊界。
•• 穿透攝影機可能滯後於在物理世界中實際發生的情況（延時），並且您使用穿透攝影
機時的視野比您不使用頭戴式顯示器時的正常視野小。在透過穿透攝影機觀察物理世
界時，還可能存在深度感知方面的錯誤。
•• 穿透攝影機的設計僅適合短暫用途，以在您離開所界定的遊戲空間時提示您真實世界
的危險或在守護者系統中設定遊戲空間。您不應長時間使用穿透攝影機，或用其進行
真實世界中的長距離探索（參見下文）。
•• 使用穿透攝影機時，請採取如下預防措施

聽力受損
••

為避免聽力受損，請勿長時間使用高音量。  

系統警報
為了您的安全，在收到系統警報提示時請立即采取行動。頭戴式顯示器在以下情況下可
能會向您發出警報：
•• 過熱警報。提示頭戴式顯示器過熱的聲光警報。如果該警報出現/發出，為降低人身傷
害的風險，請立即脫下頭戴式顯示器，待其冷卻後，方可繼續使用。
•• 音量警報。提示音量過高的可視警報。如果出現該警報，請降低音量，以降低聽力受
損的風險。
•• 超出遊戲空間警報。提示您不在遊戲空間内的可視警報。如果出現該警報，請脫下頭
戴式顯示器，並退回您的遊戲空間内繼續體驗（如合適）。
•• 追蹤錯誤系統警報。提示您頭戴式顯示器的追蹤系統未能正常運作的可視警報。注
意，如果頭戴式顯示器存在追蹤問題，則守護者系統可能無法正常運作或被停用。如
果出現該警報，請脫下頭戴式顯示器並移動至安全的空間。隨後，請遵循螢幕上的指
示處理該問題。

不適感
•• 一旦出現以下任何症狀，請立即停止使用頭戴式顯示器
•• 痙攣；
•• 意識喪失；
•• 眼疲勞；
•• 眼睛或肌肉抽搐；
•• 不自主運動；
•• 視覺扭曲、模糊或重影或其他視覺異常情況；
•• 頭暈；
•• 定向障礙；

•• 在使用穿透功能時，請緩慢小心移動。

•• 平衡感失常；

•• 請勿使用穿透攝影機探索真實世界，除非是為了返回遊戲空間或轉
移至另一鄰近遊戲空間的短距移動。請勿嘗試使用穿透攝影機探索
不平或有危險的區域。請脫下頭戴式顯示器以便取得不受阻礙的視
野。

•• 眼手協調性失常；

•• 請勿在使用頭戴式顯示器穿透攝影機時上下樓梯或在（向上或向
下）傾斜的表面上走動。

•• 噁心；

•• 若需在真實世界中集中注意力或進行運動協調，請務必脫下您的頭戴式顯示器。
•• 如果穿透攝影機影像淡出，請脫下頭戴式顯示器並返回遊戲空間。
•• 穿透攝影機顯示的物理世界影像可能會在長時間使用後對您造成暫時性的影響。使
用穿透功能的時間不得超過數分鐘。
•• 使用穿透攝影機的影響可能會增加您在真實世界中進行正常活動受傷的風險。在您
從該影響中完全恢復過來之前，請勿駕駛車輛、操作機器或從事對視覺或體力要求
較高並可能引起嚴重後果的活動（即，出現症狀可能導致死亡、人身傷害或財產
損害的活動）或其他需要平衡感和眼手協調完好無損的活動（如運動或騎車等。

•• 出汗過多；
•• 唾液分泌增加；
•• 頭暈目眩；
•• 頭部或眼睛不適或疼痛；
•• 嗜睡；
•• 疲勞；
•• 任何其他與動暈症類似的症狀。

•• 與人們下船時經歷的症狀類似，接觸虛擬實境的症狀在使用後可能會長時間存在，並
且在使用後的數個小時內可能會變得愈加強烈。這些使用後出現的症狀可能包括上述
症狀以及過度嗜睡和同時從事多項工作的能力下降。這些症狀可能會增加您在現實世
界中進行正常活動時受傷的風險。

•• 請勿將頭戴式顯示器放置在溫度可能升至高溫的區域，如烹飪器具、烹飪用具、熨斗
或電熱器或陽光直射的地方之上或附近。溫度過高會損壞頭戴式顯示器或電池，並可
能導致頭戴式顯示器或電池爆炸。請勿使用微波爐、吹風機、熨斗或電熱器等電器
或熱源弄乾潮濕或受潮的頭戴式顯示器。避免將頭戴式顯示器留在高溫的車輛內。

•• 在您完全從該症狀恢復過來之前，請勿駕駛車輛、
操作機器或從事對視覺或體力要求較高並可能引起
嚴重後果的活動（即，出現症狀可能導致死亡、人
身傷害或財產損害的活動）或其他需要平衡感和眼
手協調完好無損的活動（如運動或騎車等）

•• 一旦發生電池洩漏，請避免洩漏液體與皮膚或眼睛接觸。如果已發生接觸，請用大量
清水沖洗患處並就醫。

•• 在所有症狀完全消失數小時後，方可使用頭戴式
顯示器。

•• 您的頭戴式顯示器和電源變壓器（如有提供）符合有關的工業表面溫度標準。為防止
因長時間直接接觸可能造成的低溫灼傷，充電時或插上電源時，請避免皮膚長時間與
電源變壓器直接接觸。使用電源變壓器時務必確保周圍通風條件良好。請勿將變壓器
放置在枕頭、毛毯或您身體的任何部位之下。使用本設備或使用電源變壓器充電時，
由於特殊生理或身體狀況而導致感知皮膚溫度變化能力受損的使用者應尤其小心。請
遵循您的設備螢幕上可能出現的任何過熱警報和建議。

•• 請留意出現任何症狀之前您所使用的內容類別，因為
您出現的相關症狀可能與您所使用的內容息息相關。
請查看您所使用內容的舒適度評級，並考慮使用舒適
度評級較溫和的內容。
•• 如果症狀嚴重及/或持續，請及時就醫。

頭戴式顯示器電池和充電
您的頭戴式顯示器裝有一個可充電的鋰離子電池，並可能配有一個電源變壓器（充電
器）和充電線。電池或電源變壓器使用不當可能會引發火災、爆炸、電池漏液或其他安
全隱憂。為了降低您與他人的受傷風險及對您的商品或其他財物造成損害的風險，請遵
循下列指示。
•• 使用者不得自行更換或維修頭戴式顯示器中的電池。請勿嘗試打開頭戴式顯示器檢視
電池，或打開、維修或更換電池。如果您需要獲得有關電池或電源管理的支援服務，
請洽詢Oculus客服。
•• 您僅可使用隨附的電源變壓器和充電線為頭戴式顯示器充電。如無隨附電源變壓器和充
電線，請使用經授權的電源變壓器和充電線。請勿使用其他充電線或電源變壓器。如
果您不清楚充電線或電源變壓器是否與您的頭戴式顯示器相容，請洽詢Oculus客服。
•• 請定期檢查連接線、連接器末端和電源變壓器是否有損壞或磨損跡象。如果插腳、外
殼、連接器埠、連接器電線或任何部件受損、破裂或敞開，請勿使用該電源變壓器。
•• 除隨附的電源變壓器或授權配件外，請勿使用外部電池組或電源為電池充電或為頭戴
式顯示器供電。
•• 如果嘗試充電後頭戴式顯示器沒有接通，或頭戴式顯示器使用或充電過程中溫度異常
升高，或電池盒出現膨脹、漏液或冒煙情況，請勿嘗試為頭戴式顯示器充電或使用頭
戴式顯示器。
•• 請勿拆解、壓碎、彎曲頭戴式顯示器、導致頭戴式顯示器變形、刺破、切割頭戴式顯
示器或對頭戴式顯示器施以重壓，否則可能導致電池發生洩漏或內部短路，從而使頭
戴式顯示器出現過熱情況。
•• 避免頭戴式顯示器掉地，特別是掉落在堅硬的表面，否則頭戴式顯示器和電池可能受
損。每次使用前，請檢查頭戴式顯示器是否有可見損壞。如果您懷疑頭戴式顯示器或
電池受損，請洽詢Oculus客服。
•• 請勿使頭戴式顯示器受潮或接觸液體，縱使頭戴式顯示器可能會變乾，並且使用上似
無異常，但是電池觸點或電路可能會逐漸腐蝕，從而造成安全隱憂。如果頭戴式顯示
器受潮，請洽詢Oculus客服，無論頭戴式顯示器是否看似使用上正常。

•• 在使用或充電過程中，務必確保頭戴式顯示器通風條件良好和空氣流通。在頭戴式顯
示器上覆蓋嚴重影響空氣流通的材料可能會影響頭戴式顯示器的性能，並且有可能引
發火災或爆炸。

•• 請正確丟棄您的頭戴式顯示器和電池。請勿將頭戴式顯示器或電池丟入火中或焚燒爐
中，否則可能導致電池因過熱發生爆炸。請將頭戴式顯示器或電池與家庭垃圾分開丟
棄。請參考https://support.oculus.com查看正確的頭戴式顯示器維護、更換和
處理方法。

頭戴式顯示器的溫度
••

檢查設備的溫度極為重要，因為設備的正面可能發熱。使用頭戴式顯示器或在為
頭戴式顯示器充電的過程中，頭戴式顯示器會有發熱情況，這是正常現象。皮膚
長時間接觸過熱的頭戴式顯示器可能導致皮膚不適、發紅或發生低溫灼傷。如果您感
覺頭戴式顯示器發熱或熱度使人感覺不適，請停止使用或充電，並讓其冷卻。

重複性壓力損傷。
使用本設備可能會導致您的肌肉、關節、頸部、手部或皮膚等部位發生疼痛。如果您身
體的任何部位在使用頭戴式顯示器或頭戴式顯示器的組件時感覺疲憊或痠痛，或者有刺
痛、麻木、灼熱感或僵硬等症狀，請停止使用，休息幾個小時後再使用。如果使用過程
中或使用後仍有上述症狀或其他不適，請停止使用並咨詢醫師。

配件
•• 您的頭戴式顯示器和軟體的設計不適合與任何未經授權的配件一同使用。使用未經授
權的配件可能會對您或他人造成傷害、影響頭戴式顯示器性能或損壞您的系統及相關
服務，並可能導致保固無效。
•• 請參閱配件的說明書瞭解原裝和授權配件的正確安裝方式、警示和使用說明。
•• 授權配件僅可使用推薦的電池和充電系統。
•• 如配件附有腕帶或吊繩，使用配件時，請安裝並使用腕帶或吊繩，將其固定在手腕上。
•• 所有用於追蹤的配件都必須使用吊繩，防止其變成投擲物 。

手持控制器電池
您的 Oculus Touch 手持控制器配有3號電池
•• 窒息風險 手持控制器非玩具，其內裝有電池，電池為小部件，請置於3歲以下兒童無
法觸及之處。
•• 請將新舊電池置於兒童無法觸及之處。如果電池盒不能關緊，請停止使用本產品，並
在完成修復前將其置於兒童無法觸及之處。
•• 若非準備使用，請將電池保留在原包裝內。請妥善處理廢舊電池。
•• 手持控制器中的電池可由使用者自行更換。
•• 請勿將新舊電池混合使用。更換電池時，務必同時更換整套電池。
•• 請勿拆解、刺穿或嘗試改裝電池。
•• 火災風險。如果電池安裝方向錯誤、被拆解、充電、壓碎、與舊電池或其他電池混合
使用，或暴露在火中或高溫下，電池可能會發生爆炸或漏液。
•• 電池用盡時，請及時從產品中取出。存放或長時間不使用產品時，請先將電池取出。
用盡的電池可能出現漏液情況並損壞Oculus Touch手持控制器。
•• 請參考 https://support.oculus.com 瞭解正確的電池維護、更換和處理方法。

觸電
為降低觸電風險：
•• 請勿改裝或打開任何原有零件。
•• 如果原裝或經授權的交流轉換器電線的任何部分撕裂、任何導線暴露在外或電池盒受
損，請停止對本設備充電。
•• 請勿將任何金屬、導電物體或任何異物插入充電埠。
•• 設備不得接觸水或任何液體。
•• 請僅使用隨設備提供的交流轉換器。如您的設備未隨附交流轉換器，請使用其他經授
權的轉接器。

VR系統護理
•• 如果您系統的任何部分破碎或損壞，請勿使用。
•• 請勿嘗試自行維修系統的任何部分。維修僅可由Oculus授權的服務商
進行。
•• 為避免您的頭戴式顯示器或Oculus Touch手持控制器受損，請勿將
頭戴式顯示器或手持控制器暴露在潮濕、高濕度、高濃度的灰塵或氣
傳物質、超出操作範圍的溫度或陽光直射的環境中。
•• 為避免損壞，請確保頭戴式顯示器、充電器、電線和配件遠離寵物放置。

傳染性疾病
為防止傳染性疾病（如急性結膜炎）的傳播，請勿與患有傳染性疾病（尤其是眼睛、皮
膚或頭皮部位的傳染性疾病）的人共用頭戴式顯示器。每次使用頭戴式顯示器後應用親
膚且不含酒精的抗菌擦拭材料清潔頭戴式顯示器和手持控制器，並用乾燥的超細纖維布
擦拭鏡片。請勿在鏡片上使用液體或化學清潔劑。如果與面部接觸的部分出現破損或無
法清潔，請及時更換。

皮膚刺激
頭戴式顯示器與皮膚和頭皮密切接觸。如果您發現皮膚出現任何腫脹、發癢、過敏、脫
髮或其他皮膚反應，請停止使用頭戴式顯示器。手持控制器的情況類似，如果您察覺到
任何皮膚刺激或反應，請停止使用。如果症狀持續，請就醫。

避免陽光對透鏡的直射
請特別注意避免陽光對透鏡的直射。例如，請勿在存儲或攜帶頭戴式顯示
器時將透鏡暴露在陽光直射下。縱使是短時間內陽光的直射也可能對光
學器件和顯示器件造成損害。

非醫療裝置
頭戴式顯示器及其配件並非醫療裝置，不得用於診斷、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