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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為Pronto補充
第一次打開後，您需要為Pronto補充複方精
油，步驟如下：

1. 清洗雙手，然後移除產
品包裝。

2. 打開Pronto再充裝置並取
下再充接點蓋。

3. 如圖所示，將Pronto吸
入器置於再充位置。輕壓
吸入器，確保吸入器穩穩
地固定在再充位置，讓擴
香儀接觸到再充接點，靜
待30秒至兩分鐘。

4. 取出吸入器並立即將再充
接點蓋蓋上。

5. 遵循下一頁的配戴說明，
將Pronto吸入器放入鼻子。

Pronto的再充說明
使用後，清潔Pronto並將它置於存放裝置的
非再充位置，然後在下次配戴前：

1. 打開再充接點蓋並將Pronto
置於再充位置。輕壓吸入器，
確保吸入器穩穩地固定在再充
位置，讓擴香儀接觸到再充
接點。

2. 靜待30秒至兩分鐘。

3. 將Pronto放入鼻子並立即將再充接點蓋蓋
上。

Pronto的設計可使其進行10次補充，每次補
充的香薰可持續8小時之久。若您不蓋上再
充接點，任何時長都會導致可再充的次數減
少。

產品資訊與使用說明
Pronto Sleep
Pronto Sleep是一種獨特的吸入器，能輕柔
地暢通鼻子並釋放包含傳統上據知可幫助自
然地放鬆並入眠的四種寧神複方精油。

如果您有難以入眠或難以熟睡的問題，Pron-
to Sleep可能適合您。

若症狀持續，請諮詢醫療專業人員。

Pronto Clear
Pronto Clear是一種獨特的吸入器，能輕柔地
通鼻並釋放包含傳統上據知可幫助自然地解
決鼻塞的六種寧神複方精油。

若您因鼻塞、過敏、鼻中隔彎曲或氣道狹窄
而感到呼吸困難，Pronto Clear可能適合您。

若症狀持續，請諮詢醫療專業人員。

可再充的鼻吸入器
Pronto是可再充的鼻吸入器，附有特別設計
的存放與再充盒。 再充接點

存放裝置

再充裝置

處於再充位置的
鼻吸入器

再充接點蓋

配戴Pronto
1.  用拇指與食指拿著擴香

儀，弧圈面對您，槳片
則朝外。

2.  先將弧圈輕輕地放入鼻
孔，並在放入時向上傾斜
擴香儀，輕輕推到鼻頂。
此裝置依循鼻孔內壁的
自然角度設計。

3.  Pronto應全部進入鼻孔
內，只剩擴香儀在鼻孔
外並橫跨鼻孔尖端。若
Pronto不能全部進入鼻
孔，它對您的鼻子來說
可能太大了。

4.  調整：若感到Pronto太
鬆，或您想要空氣更加
流通，可輕柔地將槳片
向外拉，讓弧圈變大
一點。

若調整時針銷整個鬆脫，
可輕輕地將它插回，以再次
形成弧圈。

清潔Pronto
配戴Pronto後，必須用溫熱肥皂水清潔
Pronto被放入鼻子的部分，請小心避免擴香
儀浸水或沾濕。建議您使用裝有半滿溫熱肥
皂水的較小容器。

1.  用拇指與食指拿著擴香
儀，以保護擴香儀。

2.  將Pronto上下倒轉並讓
弧圈浸入肥皂水裡，旋
轉幾下。

3.  將容器內的肥皂水倒去並注入清水，重複
步驟1與2，以清洗Pronto。

4.  徹底晾乾Pronto，請特別
注意弧圈與調整針銷。晾
乾後，將它放回到存放裝
置的非再充位置。於下次
配戴Pronto之前，再充接
點蓋應保持蓋上。

5.   手指可能沾到精油，所以
請清洗雙手。

材質與精油
Pronto吸入器是以醫用等級的聚合物製成，
吸入器與再充裝置的材質並非天然橡膠乳
膠。

Pronto複方精油含100%純精油，成分包
括： 

1. Pronto Sleep含薰衣草、尤加利樹、纈草
與茶樹精油。

2. Pronto Clear含薄荷、薄荷醇、檸檬、尤
加利樹、茶樹與迷迭香精油。

若您對精油會過敏或敏感，請勿使用
Pronto；若出現不適反應，請停止使用
Pronto。

懷孕期間請勿使用Pronto。

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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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 請謹遵指示說明使用 Pronto。
• 如包裝破損，請勿使用。
• Pronto 僅供個人使用，不應與其他人共

用。
• 由於 Pronto 含有精油，因此不應在懷孕期

間使用。
• Pronto 不應用於遞送任何其他複方精油、

液體或藥物。
• Pronto 僅適合置於鼻中。
• 在手持或佩戴 Pronto 時，請勿吸煙或使用

氣體打火機。
• 在擴展槳片時，請務必保持輕柔，切勿擴

展至超過針銷的長度。
• Pronto 不適合 12 歲以下的兒童使用。
• 如果本裝置出現任何損壞，請勿使用。
• 切勿故意砸破擴香儀並僅使用半個擴張

器。
• 切勿故意拆卸再充裝置。
•  切勿添加其他液體或精油到擴香儀或再充

接點。
• 如若出現不適，請停止使用，並請諮詢醫

生。
• 在進行接觸性運動、水上運動或游泳時，

切勿使用。
•  請置於兒童接觸不到的地方。包含小的部

件。
• Pronto 的設計可使其進行 10 次補充，香

薰可持續 8 小時之久。
• 在整個 8 小時內，香薰的強度會逐漸減

弱，空調和暖氣可能會影響在該段期間的
香薰強度。

• Pronto 鼻擴張器的再充時間在 30 秒至兩
分鐘之間。最初幾次的再充用時最少，而
在接近 Pronto 使用壽命結束時，再充的用
時可長達兩分鐘。

• 如果 Pronto 的擴香儀鬆動，請勿使用。
•  如果 Pronto 的再充接點缺失或鬆動，請勿

使用。
•  如果精油從再充接點洩漏，請勿使用。
•  請避免將其長時間暴露在陽光直射和高溫

的環境下。
• 在 Pronto 無法再補充時，請將再充裝置和

鼻擴張器丟棄在常規垃圾箱中。
• Pronto 包裝可回收。

故障排除與常見問答
Pronto是如何運作的？ 
Pronto結合鼻腔擴張器的多種好處，打開鼻
腔，改善空氣流通，並能遞送傳統上據知有
助於睡眠或通鼻的純精油的香薰。

Pronto可再充幾次？ 
Pronto可再充至少10次，每次只可配戴最多
8小時。 

Pronto再充需時多久？ 
根據剩餘的再充次數，Pronto需要30秒至兩
分鐘才能完成再充，再充後的擴香儀應呈現
飽和狀態。

每次為Pronto再充後，為什麼必須將再充接
點蓋蓋上？ 
將再充接點蓋蓋上可確保Pronto能再充10
次。

為什麼我的Pronto不能再充10次？ 
不正確使用再充裝置，尤其是未將再充接點
蓋蓋上，會導致可再充次數的減少。

為什麼擴香儀不能沾濕？ 
擴香儀是以可滲透材質製成的，用以裝填精
油。該材質若沾濕，會影響Pronto再充。

如何知道吸入器的尺寸是否正確？ 
Pronto應能全部進入鼻孔內，只剩擴香儀在
鼻外並橫跨鼻孔尖端。若Pronto突出鼻孔外
太多，它對您的鼻子來說可能太大了。相反
的，若Pronto會脫落，您可能需要調大弧圈
或使用尺寸更大的Pronto。

如果我感到不適，應該怎麼辦？ 
若是精油或擴張器造成不適，請立即停止使
用Pronto。

Pronto是用什麼材質製成的？ 
Pronto是用超柔軟的醫用等級聚合物製成，
而非天然橡膠乳膠。

若覺得鼻腔乾燥或不適，該怎麼辦？ 
除了保充水分外，由於氣流增加而導致的鼻
黏膜乾燥，可用Nozoil等舒緩鼻子乾燥的產
品來減輕這些症狀。Nozoil有噴劑或凝膠，
通常含有三種維生素E混合芝麻油，可幫助
在鼻腔組織形成護層，抵抗吸入空氣造成的
乾燥並減少發炎。如需更多資訊，請查看
https://tinyurl.com/y2l3f6hh。

若覺得香薰太弱，該怎麼做？ 
Pronto經過精心設計，可提供特定強度的精
油以確保您獲得最佳效果。我們在使用者試
驗中測試了香薰強度，以找出大多數人偏好
的水平。我們十分重視您的意見，所以請用
feedback@rhinomed.global提供對Pronto強
度的意見。

若覺得香薰太強，該怎麼做？ 
Pronto經過精心設計，可提供特定強度的精
油以確保您獲得最佳效果。我們在使用者試
驗中測試了香薰強度，以找出大多數人偏好
的水平。我們十分重視您的意見，所以請用
feedback@rhinomed.global提供對Pronto強
度的意見。 

若香薰無法持續一整晚，該怎麼辦？ 
我們精心挑選的專利材料能提供8小時香薰，
香薰會在這8小時內逐漸變弱。空調與暖氣也
會影響在這8小時內香薰的強度，舉例而言，
相較於正常室溫環境，開啟中央暖氣的環境
可能導致擴香儀內的精油蒸發得更快。

如何知道再充裝置的再充次數已經用盡？ 
將一張紙巾小心放到再充接點上。若紙巾沒
被沾濕，即代表再充次數已用盡。若看到紙
巾沾上了一小點精油，則代表再充裝置依然
可為Pronto補充精油。

Pronto可否回收？ 
Pronto的包裝可回收，包括外盒與泡殼托
盤。

若使用Pronto發生任何嚴重事故，請立即聯
絡Rhinomed有限公司： 
feedback@rhinomed.global。

Rhinomed Limited
L1, 132 Gwynne St,  Richmond 
VIC 3121  Australia

客戶服務
如需地區客服詳情，請瀏覽：
prontorange.com/contact-us

PATENT PENDING
Pronto, Pronto Clear and Pronto Sleep are used as 
trademarks of Rhinomed Limited.
Pronto is designed in Australia. Mad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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