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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保養
有限保養
在本有限保養條款下，Sony Mobile Communications Inc.或其相關的當地關係企業保證，本裝置在消費者最初購買
時，其設計、材料及工藝技術方面並無瑕疵。
如果您的裝置需要保養服務，請將產品送交原經銷商，或與當地 Sony 維修合作夥伴聯絡。
本裝置保養期內，在正常使用和維護情況下，如因設計、材料及工藝上的瑕疵而出現問題，在購買您裝置的原國
家/地區之 Sony 經銷商或服務夥伴將根據相關條款與細則規定提供維修、更換服務或退回貴客戶購買您裝置的費
用。
退回的裝置如不符合相關保養條款的規定，Sony 及其服務夥伴保留徵收手續費的權利。
部分國家和地區適用的保養與條款分別列明在國家與地區特定保養條款中。
注意

裝置經維修或更換後，某些個人設定、下載或其他資料可能會遺失。因相關的法律或其他的規定或技術限制，Sony 目前無法
備份某些下載內容。Sony 不會對任何原因所導致的任何資料遺失承擔任何責任或進行任何補償。裝置維修或更換前，請先備
份儲存於裝置的下載、行事曆及通訊錄等資料。

條款
1 只有出示 Sony 經銷商為本裝置所發而又在未經修改的情況下，列有購買日期和序列號碼(在某些國家/地區中
可能需要其他資訊)的原有購買證明，連同需修理或更換的產品，方能享用有限保養。從經銷商購得本裝置
後，上述資訊如已遭移除或修改，Sony 有權拒絕保養服務。
2 Sony 對於維修或更換過的裝置仍提供有限的保養，限期為裝置的剩餘原保養期或自修復日起九十(90)天(依較
長之期間為準)。維修或更換過程可能使用具同等功能之翻新零件。被更換的零件擁有權歸 Sony 所有。
3 下列原因造成之裝置故障，不在保養範圍之內：
• 正常耗損及磨損。
• 在超過其對應 IP 等級限制(如適用)的環境中使用裝置(包括受潮致損，或因此等使用而引致在裝置內部偵測到
液體)。
• 誤用或未依相關的 Sony 裝置使用和維護說明而使用裝置。
此外，由於意外事故、軟件或硬件改裝或調整或不可抗力致損而引致的裝置失效，亦不在本保養範圍之內。
4 可充電電池最終會因反覆充電及放電而耗損。此非瑕疵而屬於正常的損耗。當電池的通話時間或備用時間顯著
地縮短，便是時候要更換您的電池。Sony 建議您使用 Sony 許可的電池及充電器。
各裝置間可能會存在輕微的螢幕光暗及顏色差異。顯示屏上可能會出現細微亮點或黑點。這類情況稱為像素有
瑕疵，通常是因為個別像素功能失常且無法調校。兩個有瑕疵的像素為可接受的水平。
各裝置的所拍攝的相片外觀可能略有差異。此類差異實屬正常，並非相機模組有瑕疵。
5 由於產品操作所依靠的蜂巢式系統由獨立於 Sony 的經營商提供，Sony 並不會為此系統的操作、可用性、覆
蓋、服務或範圍負責。
6 由非 Sony 授權之工作人員所進行的安裝、改裝、維修或產品拆解，所導致的裝置損壞、故障及/或失效，不在
保養範圍內。
7 因使用非 Sony 原廠配件，且非為配搭本裝置使用的配件或其他週邊裝置，所導致的裝置損壞、故障及/或失
效，不在保養範圍之內。
8 Sony 對任何病毒、木馬程式、間諜軟件或其他任何惡意軟件所造成的裝置或週邊裝置損壞、故障及/或失效，
概不提供任何明示或隱含的保養。Sony 強烈建議您在裝置及所連接的任何週邊裝置上，安裝適當的病毒防護
軟件並定期更新，才能更周全地保護您的裝置。然而，使用此類軟件並非萬無一失；針對此類防毒軟件之疏漏
所造成的裝置或週邊裝置故障，Sony 概不提供任何明示或隱含的保養。
9 • 適用於美國的客戶
Sony 不會為非 Sony 授權服務夥伴之有關保養或服務，所產生的任何維修或零件費用負擔責任。
• 適用於其他國家/地區的客戶
改動裝置上的任何封條將導致保養失效。
10 公司只承認此有限保養，任何其他書面或口頭保養協議一概無效。所有隱含保養，包括但不局限於產品品質保
養及產品適合作某一特定用途的隱含保養，均以本保養之期限為準。Sony Mobile 或其授權者在任何情況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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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任何性質的偶發性或附帶性損失，包括但不局限於盈利損失及商業虧損，在法律就這些損失所容許的全部免
責範圍，不負任何責任。
有些國家/地區不允許對於偶發性或附帶性損失拒絕給予或給予有限賠付，或者不允許限定隱含保養的期限，因此
上述限制或拒賠可能不適用於您。
本保養不影響消費者在現行適用法例下應有的權益，也不影響買賣合約賦予消費者對賣方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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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期
下列地區的保養期適用於流動裝置。配件(包括隨流動裝置提供的配件)的保養期在國家與地區特定保養條款中單獨
說明。

美洲
根據您購買流動裝置的所在地點而定，適用於下列不同的保養期：配件(包括隨流動裝置提供的配件)的保養期在國
家與地區特定保養條款中單獨說明。
國家/地區

保養

美國

12 個月

亞洲
根據您購買流動裝置的所在地點而定，適用於下列不同的保養期：配件(包括隨流動裝置提供的配件)的保養期在國
家與地區特定保養條款中單獨說明。
國家/地區

保養

中國大陸

12 個月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12 個月

哈薩克

12 個月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12 個月

馬來西亞

12 個月

新加坡

12 個月

台灣地區

12 個月

泰國

12 個月

越南

12 個月

歐洲
根據您購買流動裝置的所在地點而定，適用於下列不同的保養期：配件(包括隨流動裝置提供的配件)的保養期在國
家與地區特定保養條款中單獨說明。
國家/地區

保養

奧地利

24 個月

比利時

24 個月

保加利亞

24 個月

克羅埃西亞

24 個月

賽普勒斯

24 個月

捷克共和國

24 個月

丹麥

24 個月

愛沙尼亞

24 個月

芬蘭

24 個月

法國

24 個月

德國

24 個月

希臘

24 個月

匈牙利

24 個月

4
內部版本，只作私人用途。

冰島

24 個月

愛爾蘭

24 個月

義大利

24 個月

拉脫維亞

24 個月

列支敦斯登

12 個月

立陶宛

24 個月

盧森堡

24 個月

荷蘭

24 個月

挪威

24 個月

波蘭

24 個月

葡萄牙

24 個月

羅馬尼亞

24 個月

俄羅斯聯邦

12 個月

斯洛伐克

24 個月

斯洛維尼亞

24 個月

西班牙

24 個月

瑞典

24 個月

瑞士

24 個月

烏克蘭

12 個月

英國

24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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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與地區特定保養條款
流動裝置隨附之配件的有限保養為流動裝置原始購買日期起一(1)年，除非下列國家/地區特定條款或單獨保養卡中
另有指定。
注意

部分國家/地區可能會要求您提供其他資訊(例如有效保養卡)。

中國大陸的有限保養
在本有限保養條款下，Sony Mobile Communications Inc.或其相關的當地關係企業保證，本裝置在自消費者最初購
買起至後續一(1)年內，其設計、材料及工藝技術方面並無瑕疵。本裝置附送的所有原廠配件的有限保養皆受本地
流動 3R 政策監管。
本裝置保養期內，在正常使用和維護情況下，如因設計、材料及工藝上的瑕疵而出現問題，在購買裝置的原國家/
地區之 Sony 授權經銷商或服務夥伴將根據相關條款與細則規定、消費者法例，以及本地流動 3R 政策提供維修、
更換服務或退回貴客戶購買您裝置的費用。
裝置經維修或更換後，某些個人設定、下載或其他資料可能會遺失。因相關的法律或其他的規定或技術限制，
Sony 目前無法備份某些下載內容。Sony 不會對任何原因所導致的任何資料遺失承擔任何責任或進行任何補償。裝
置維修或更換前，請先備份儲存於裝置的下載、行事曆及通訊錄等資料。
Sony 對於維修的裝置仍提供有限的保養，限期為裝置的剩餘原保養期或自修復日起三十(30)天(依較長之期間為
準)。維修過程可能使用具同等功能之零件。被更換的零件擁有權歸 Sony 所有。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有限保養
在本有限保養條款下，Sony Mobile Communications Inc.或其相關的當地關係企業保證，本裝置在自消費者最初購
買起至後續一(1)年內，其設計、材料及工藝技術方面並無瑕疵。本裝置附送的所有原廠配件自購買日期起均有六
(6)個月的有限保養。
本裝置保養期內，在正常使用和維護情況下，如因設計、材料及工藝上的瑕疵而出現問題，在購買裝置的原國家/
地區之 Sony 經銷商或服務夥伴將根據相關條款與細則規定提供維修、更換服務或退回貴客戶購買您裝置的費用。
注意

裝置經維修或更換後，某些個人設定、下載或其他資料可能會遺失。因相關的法律或其他的規定或技術限制，Sony 目前無法
備份某些下載內容。Sony 不會對任何原因所導致的任何資料遺失承擔任何責任或進行任何補償。裝置維修或更換前，請先備
份儲存於裝置的下載、行事曆及通訊錄等資料。

台灣地區的有限保養
在本有限保養條款下，Sony Mobile Communications Inc.或其相關的當地關係企業保證，本裝置在自消費者最初購
買起至後續一(1)年內，其設計、材料及工藝技術方面並無瑕疵。本裝置附送的所有原廠配件自購買日期起均有六
(6)個月的有限保養。
本裝置保養期內，在正常使用和維護情況下，如因設計、材料及工藝上的瑕疵而出現問題，在購買裝置的原國家/
地區之 Sony 經銷商或服務夥伴將根據相關條款與細則規定提供維修、更換服務或退回貴客戶購買您裝置的費用。
注意

裝置經維修或更換後，某些個人設定、下載或其他資料可能會遺失。因相關的法律或其他的規定或技術限制，Sony 目前無法
備份某些下載內容。Sony 不會對任何原因所導致的任何資料遺失承擔任何責任或進行任何補償。裝置維修或更換前，請先備
份儲存於裝置的下載、行事曆及通訊錄等資料。

歐洲經濟區(EEA)、瑞士及土耳其的延期服務
如果您是在歐洲經濟區(EEA)的成員國/地區、瑞士或土耳其共和國購買產品，並打算在 EEA、瑞士或土耳其銷售該
產品，假設由 Sony 授權經銷商在該國家/地區銷售相同的產品，則根據您要求提供服務的該國家/地區現行保養條
款，您可以在任何 EEA 成員國/地區、瑞士或土耳其享有產品服務。如果想知道您的產品是否在該國家/地區販
售，請聯絡當地的 Sony 客戶服務中心。請注意，原購買國家/地區以外的地方可能不會提供某些服務，例如您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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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部分內部或外部零件可能會和其他國家/地區銷售的同款機型不同。除此之外，有時可能無法維修鎖定 SIM 卡
的裝置。

西班牙的特殊資訊
除了有限保養之外，根據 11 月 16 日頒布的 1/2007 號皇家法令，保養持有人還享有二(2)年的法定保養，該法令
修訂了一般消費者與使用者保護法律及其他補充法律。

葡萄牙的特殊資訊
如果您在葡萄牙購買了本產品，則為本產品提供的有限保養不影響消費者的法定權利。因此，當消費者在葡萄牙
購買本產品時，他們享有 4 月 8 日頒布的 67/2003 號法令以及 84/2008 號修訂法令的二(2)年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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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而有效地使用的原則
為確保您自己的安全以及預防裝置故障，請遵循下列原則。如果您不確定您的裝置是否正常運作，請在使
用之前讓授權的 Sony 夥伴檢查。

保養及使用裝置
警告

請勿使用損壞的裝置，例如破裂的裝置顯示屏或嚴重凹陷的背蓋，因為這可能會導致受傷。請聯絡授權的 Sony 服務夥伴以研
究損壞的裝置。

• 建議您使用 XperiaTM 裝置專用螢幕保護蓋或貼膜以保護您的裝置。使用第三方螢幕保護配件可能會蓋住感應
器、鏡頭、聽筒或話筒，使裝置無法正常運行，並會導致保養失效。
• 請小心放置裝置。避免將顯示屏放置於過壓環境中，例如放入口袋並坐於裝置上方，或迅速彎腰拾取某物。某
些壓力下可能導致顯示屏破裂。
• 您可將裝置用於某些潮濕或多塵環境，但注意在防護等級限制或規範限制範圍內使用。超出防護等級限制範圍
包括，濕度、水深、液壓及灰塵超出範圍的環境。
• 請使用柔軟的濕布來清潔裝置。
• 請小心保養裝置，勿將裝置曝露於極高溫或極低溫的地方。請勿在低於-10°C(+14°F)或高於+35°C(+95°F)
的溫度中使用裝置。
• 請勿讓裝置接觸火源或點燃的煙蒂。
• 只有 Sony 服務合作夥伴才可以為裝置執行服務程序。請勿嘗試拆解您的裝置。
• 當有需要或被要求時，停止使用您的裝置或停用裝置的無線電收發功能性。
• 在使用裝置或充電時，您的裝置會發熱。若要避免因為發熱而產生的刺激或不適，請避免長時間與皮膚接觸，
並確保裝置通風。使用耳機來進行長時間通話。
• 本產品（包括配件）有磁鐵。吞嚥磁鐵可能會導致嚴重危害，例如窒息或腸道損傷。如果吞嚥磁鐵，請立即就
醫。將本產品遠離兒童或受監護者，避免意外吞嚥。
• 本產品（包括配件）有磁鐵，可能會干擾心臟起搏器、腦積水治療用可調式引流閥，或其他醫療裝置。請勿將
本產品放在靠近此類醫療裝置使用者的地方。若您有使用此類醫療裝置，請在使用本裝置前諮詢醫生的意見。

視力保健提醒(台灣地區)
Sony Mobile Communications Inc.關心您，請確保您的眼睛健康，不要讓眼睛承受壓力。友情提醒：過度使用可能
會導致視力受損。建議：
1 使用 30 分鐘後休息 10 分鐘。
2 未滿兩歲的兒童不能看螢幕，超過兩歲的兒童每天看螢幕的時間不能超過一個小時。

緊急通話
不能保證在所有情況下都能通話。切勿完全依靠流動裝置來處理必要通訊。在所有區域、所有網絡上或者在使用
特定網絡服務和/或流動裝置功能時，皆有可能無法通話。
注意

有些裝置不支援語音通話，包括緊急通話。

充電
使用非 Sony 品牌的充電裝置可能存在較大的安全風險。
• 請僅將充電器連接到裝置上所示的電源。
• 在+5°C (+41°F)至+35°C (+95°F)的溫度下對電池充電。
• 使用 USB 傳輸線對裝置充電時，請確保將 USB 傳輸線置於適當的位置，使其不會被踩踏、將人絆倒，或遭到
損害或壓擠。
• 在裝置完全充電後，拔下電源。連接電源時，會有少量的電力流失。
• 從插座中拔出充電器時，握住轉接器而非 USB 傳輸線。如此可減小損壞傳輸線的風險。
• 清潔前拔下充電器，以減小觸電風險。
• 請勿在戶外或潮濕區域使用充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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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請勿嘗試改動或修改 USB 傳輸線或插頭。如果插頭與電源插座不配，請勿強行插入，否則可能導致觸電。而應讓合格的電工
安裝正確類型的插座。

電池
在適當使用下，可充電電池有較長的使用壽命。全新或久未使用的電池可能會有電量暫時減少的情況。
• 如要維持電池的最大電量，請於室溫下使用。如果在低溫下使用電池，電池電量會減少。
• 首次使用前，請先將電池完全充滿。
• 只有 Sony 授權的服務合作夥伴可以取下或或更換內置電池。

記憶卡
如果裝置隨附卸除式記憶卡，它一般相容於所購裝置，但可能不相容於其他裝置或其記憶卡的功能。在購買或使
用之前，請檢查其他裝置的相容性。如果裝置配備記憶卡讀卡器，請在購買或使用前檢查記憶卡相容性。
記憶卡一般在出售前已經格式化。若要重新格式化記憶卡，請使用相容的裝置。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裝置的操
作說明，或者聯絡相關的 Sony 客戶服務中心。

關於記憶卡使用的注意事項
•
•
•
•
•
•
•
•
•

請勿讓記憶卡接觸濕氣。
請勿用手或任何金屬物件接觸終端連接。
請勿擊打或彎折記憶卡。
請勿嘗試拆開或改裝記憶卡。
請勿在潮濕或腐蝕性位置或者過熱條件下使用或儲存記憶卡，如夏季密閉的車內、直接陽光下或加熱器附近，
等等。
請勿讓臟物、灰塵或異物進入記憶卡槽。
確認您已正確插入記憶卡。記憶卡若未完全插入，可能無法正確運作。
建議備份重要數據。記憶卡上儲存的內容如有任何遺失或損壞，我們概不負責。
請勿在裝置開啟時卸除記憶卡。如果在裝置開啟時卸除，記錄的數據可能會損壞或遺失。

SIM 卡
請勿插入與您的 SIM 卡槽不相容的 SIM 卡，否則可能永久性損壞 SIM 卡或裝置。若需要轉換器才能插入您自己的
裝置或其他裝置，請勿在沒有所需轉換器的情況下將卡直接插入。
注意

Sony 不保養亦不負責因使用不相容或修改的 SIM 卡而造成的任何損壞。

天線
使用非 Sony 銷售的天線裝置可能會損壞流動裝置，降低效能，以及產生超出既定限制的比吸收率(SAR)水平。請
勿用手遮蓋天線，否則會影響通話品質和功率，且可能縮短通話與待機時間。

潛在爆炸環境
您的電子裝置有可能產生火花，雖然很罕見。潛在爆炸區域的火花可能造成爆炸或火災，導致身體受傷甚至死
亡。具有潛在爆炸環境的區域通常(但並非總是)有清楚的標記。
• 進入任何具有潛在爆炸環境的區域時，請關閉裝置。
• 請勿在有可能爆炸的環境，例如油站、石油庫、化工廠及其他易燃及爆炸的地方使用裝置。
• 請勿在易燃物品旁為裝置充電，否則裝置可能發熱並引發火災。

爆破區
進入爆破區或其中貼有「關閉雙向無線電」警告的區域時，關閉所有電子裝置，以免干擾爆破作業。施工人員通
常使用遙控 RF 裝置啟動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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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配件可能會影響 RF 曝露、無線電效能、音量、電氣安全及其他區域。
Sony Mobile 未測試非原裝配件，保養不涵蓋因使用此類配件所造成的裝置故障。非原裝配件與零件可能對您的健
康或安全造成風險。非原裝配件可能導致效能喪失、裝置損壞、火災、觸電或受傷。使用第三方配件可能導致
SAR 水平與報告的水平不同。
• 僅使用認證的配件。
• 請勿以您感到不舒服或裝置受到壓迫的方式穿戴/使用 Bluetooth 耳機。

個人醫療裝置
流動裝置和附有無線電收發器的裝置可能會影響植入醫療設備的操作。在靠近個人醫療設備使用裝置之前，請咨
詢醫師和醫療設備製造商。
• 在心臟起搏器或其他醫療器材附近使用裝置前，請先查詢授權的醫療人員及醫療設備製造商的指示。
• 若您在心臟起搏器或其他醫療設備附近，或在醫院中，或您體內植入了心臟起搏器或人工耳蝸，或您有使用助
聽器，在您使用產品前，應先查詢獲授權之醫療人員及參閱醫療設備製造商所提供的指示。
• 在裝置與醫療設備之間保持最少 15 厘米(6 吋)的距離，以減小干擾的風險。
• 若您懷疑有干擾，關閉裝置。
• 若您有心臟起搏器，請勿將裝置放在胸前口袋中。

駕駛
在某些情況下，車輛製造商可能會禁止在其車內使用流動裝置，除非使用具有外部天線的免持套件。
•
•
•
•

請咨詢車輛製造商代表，確保流動裝置或 Bluetooth 免持不會影響車上的電子系統。
始終全神貫注於駕駛，遵循當地關於駕駛時使用流動裝置的法律。
請勿放置裝置或安裝無線器材在汽車安全氣囊以上的地方。
請勿以干擾駕駛的方式使用 GPS 功能。

GPS/定位功能
有些裝置提供 GPS/定位功能。提供的定位功能為「保持原樣提供」，且「概不負責任何瑕疵」。Sony 對於此類
定位資訊的準確性，恕不提供任何保證或保養。
在裝置使用定位資訊，可能會有中斷或錯誤，需取決於網絡服務可用性。請注意，在特定環境中(例如建築物內部
或與建築物相鄰之區域)，此功能可能會減弱或被阻擋。

飛航模式
裝置中如有 Bluetooth 和無線區域網絡(WLAN)功能，在飛航模式中可以啟用，但在登機後或者其他禁止無線電傳
輸的區域可能禁止使用。在這些環境下，請在啟用 Bluetooth 或 WLAN 功能前尋求適當的授權，即使是在飛航模
式下。

惡意軟件
惡意軟件是會損害裝置的軟件。惡意軟件或有害的應用程式包括病毒程式、蠕蟲程式、間諜軟件及其他不受歡迎
的程式。裝置本身雖已採取防範此類程式的保安措施，但 Sony 不保證或表示本裝置不會受惡意軟件入侵。不過，
您可以通過小心下載內容或接收應用程式，避免開啟或回應來自不明來源的信息，使用信任的服務連接互聯網，
及只從認識、可信的來源下載內容到裝置而減低受惡意軟件入侵的風險。

個人資料保護
在處理裝置前清除個人資料。若要刪除數據，執行主重設。從裝置記憶體刪除數據不能確保其無法還原。Sony 不
保證資料無法還原，亦不對任何資料的披露承擔責任，即使是執行主重設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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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電氣與電子設備的處理（適用於歐盟及其他具備獨立回收系統的國家）
產品或包裝上出現此符號，代表本產品不得以家庭廢棄物來處理。應將本裝置交予適當的電氣與電子設備
回收處進行處理。確保本產品的處理方式正確，有助於避免因不恰當的廢棄物處理而產生環境與人類健康
的負面後果。回收材料將有助於保存自然資源。如需更多有關回收處理本產品的詳細資訊，請連絡您當地
的市政辦公室、家庭廢棄物處理服務站，或是您購買該產品的商店。

具有 3D 檢視功能的裝置
在檢視使用具 3D 檢視功能之裝置拍攝的影像時，若是在 3D 相容的顯示器上檢視，可能會出現眼睛有壓力、疲勞
或惡心等不舒適感。為防止這些癥狀，建議定期休息。但您需要自己確定所需休息的時長與頻率，因為它們因人
而異。如果出現任何不舒適感，請停止檢視 3D 影像，直到您的感覺改善，必要時咨詢醫師。如需其他資訊，請
參閱 3D 裝置或裝置搭配之 3D 軟件隨附的操作說明。

美國的 TTY 終端裝置
您可將 TTY 終端裝置與 Sony 裝置配搭使用。如需關於供特殊需要人士使用的協助工具功能和解決方案資訊，請
造訪 blogs.sonymobile.com/about-us/sustainability/accessibility/overview/或聯絡 Sony，電話為
1-855-806-8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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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RF 曝露及電磁波能量比吸收率(SAR)
RF 曝露及電磁波能量比吸收率(SAR)
SAR 數據資料提供給已經採用國際非游離輻射防護委員會(ICNIRP)或美國電機及電子工程師協會(IEEE)所建議之
SAR 限制的國家內居民。ICNIRP 規定 SAR 限制為每十(10)克身體組織不超過 2 W/kg，而 IEEE 規定 SAR 限制為每
一(1)克身體組織不超過 1.6 W/kg。些規定是根據科學指引制定，包括為確保對所有年齡及健康狀況的人士安全而
設計的安全範圍。
SAR 值和測試距離根據測量方法、測試的裝置(手機或平板)以及是否使用 Wi-Fi 無線基地台功能而有所不同，但只
顯示最高的 SAR 值。
WHO(世界衛生組織)闡明，目前的科學資訊並非指示關於平板與手機使用的特殊注意事項。如需此主題的更多資
訊，請造訪 who.int/emf 並參閱資料表 193 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193 的電磁場與公共健康：手機。其
他 SAR 相關資訊亦可參閱手機製造商論壇(EMF)網站 emfexplained.info。
如需更多地區關於無線電波曝露(SAR)的特定資訊，請選擇您的地區：

美國
在行動裝置或 Bluetooth 免持功能開啟後，它會發射低水平的無線頻率能量。已透過定期和全面的科學研究評估
制定國際安全準則。這些準則確定允許的無線電波暴露水平。準則包括設計為確保所有人員安全且考慮測量任何
變化的安全界限。能量比吸收率(SAR)用於測量在使用行動裝置時人體吸收的無線頻率能量。SAR 值在實驗室條件
下的最高認證功率水平時確定，但由於裝置設計為使用存取所選網路所需的最小功率，因此實際 SAR 水平可能遠
低於此值。沒有證據表明安全性的差異是基於 SAR 值的差異。在美國銷售的含有無線電發射器之產品必須通過聯
邦通訊委員會 (FCC) 的認證。必要時，需執行裝置置於耳朵上以及戴於身上時的測試。對於佩戴於身上的操
作，該裝置已做下列測試：置於距身體至少 15 mm 的位置，且裝置附近沒有任何金屬零件；或者與適當的 Sony
配件一起正確使用且佩戴於身體上。使用「無線基地台」功能操作時，採用 10 mm 的間隔距離。
如需有關 SAR 及無線頻率暴露的更多資訊，請瀏覽：http://blogs.sonymobile.com/about-us/sustainability/healthand-safety/sar/。

法國
可以幫助您減低曝露於無線射頻的簡單步驟。為了將您的流動裝置的發射功率減至最低，請確定在最佳接收條件
(如顯示螢幕上指示的信號強度)下使用裝置。一般來說，您越靠近網絡服務商的天線，就越能減低流動裝置使用時
的功率。
目前並無科學研究資料指出使用流動裝置需要特別小心。不過，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和食品
藥品監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等組織建議，如想減低曝露於無線射頻，應該減少使用流動裝置的
時間，並盡可能使用免提配件以保持裝置與頭部及身體之間的距離。根據目前生效的法國法例，我們需要通知您
建議不要將手機置於孕婦腹部上，以及兒童和青少年的下腹部處。

其他地區(RoW)
如需有關 SAR 及無線頻率曝露的更多資訊，請瀏覽：blogs.sonymobile.com/about-us/sustainability/health-andsafety/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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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法規
本裝置和配件可能受出口管制法律和法規的約束。
如出口或再出口裝置和配件，客戶有責任遵守必要的程序，責任和費用由客戶自行承擔。請聯絡主管機關，瞭解
有關程序的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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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合約與商標
用戶授權合約
隨本裝置提供的軟件及其媒體歸 Sony Mobile Communications Inc.和/或其關係公司及其供應商與授權人所有。
Sony Mobile 授予您非獨佔有限授權，允許僅在安裝或提供軟件的裝置上使用軟件。軟件的所有權未出售、轉移或
轉讓。
切勿使用任何方式探尋軟件的原始程式碼或任何元件、複製和分發軟件、修改軟件。您有權利將您對軟件的權利
和義務轉讓給第三方，但必須連同軟件所在的裝置一起轉讓，前提是該第三方書面同意遵守本授權之條款。
此授權在本裝置的整個使用期限內有效。您將對裝置的權利書面轉讓給第三方即可終止本授權。
不遵守其中任何條款與條件將立即終止授權。
Sony Mobile 及其第三方供應商與授權人保留對軟件的所有權利、資格及利益。在軟件包含第三方材料或程式碼的
範圍內，該等第三方為這些條款的受益人。
此授權受日本法律管轄。如適用，上述條款適用於法定消費者權利。
如果裝置根據附加條款與條件隨附或搭配提供軟件，該等條款亦會管制您對軟件的擁有和使用。

商標、致謝與版權
©2014 Sony Mobile Communications Inc.及其關係實體。
Sony 和 Xperia 為 Sony Corporation 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Bluetooth 為 Bluetooth SIG Inc.的商標或註冊商標，Sony 對此類標誌的任何使用皆已獲授權。
在此提及的所有產品及公司名稱，均為其各自擁有者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任何未經明示授予的權利均予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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