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與合規性資訊 

負責任地使用。.在使用前閱讀所有使用說明和安全資訊，以免受傷。  
 

 警告！不遵循以下安全說明可能導致火災、觸電或其他傷害或損害。  
 

維護您的 Kindle 

請勿在雨中、水槽附近或其他潮濕的地方使用您的 Kindle 或其配件。注意不要將任何
食物或飲料撒到您的 Kindle 上。如果您的設備弄濕，拔下所有電纜，關閉無線（轉至
功能表，並選擇關閉無線），讓螢幕恢復至螢幕保護程式。等待設備完全乾燥後再將
開關切換至喚醒狀態。請勿嘗試用外部熱源乾燥您的 Kindle，例如微波爐、烤箱或吹
風機。用軟布清潔螢幕；注意不要使用任何有摩擦性的物品擦拭。當您的 Kindle 置放
在提包中或公事包中時，請保持圖書封面朝上以免刮傷。 
 
不要將您的 Kindle 暴露於極熱或極冷的環境中。例如，在零下或高溫條件下不要將其
放置在您的汽車後車箱中。 
 

維修您的設備 
如果您的設備需要維修，只能透過提示和故障處理一節末尾列出的客戶服務電話聯絡
我們，向 Amazon.com 授權的人員尋求諮詢。錯誤的維修可能會使保修失效。 
 

電池安全 
您的 Kindle 中的可充電電池應該由經授權的服務提供商更換。關於電池的更多資訊，
請參考：http://www.amazon.com/kindleterms 

 

耳機安全 
長時間聽高音量的音頻會導致聽力損害。為了避免這個問題，可考慮以下提示： 

1. 保持低音量；  

2. 避免長久、連續地聽；以及  

3. 佩戴可使所需音頻與背景噪音隔離的耳機。  
 



 

  

無線安全與合規性 
在禁止使用無線的區域或當其可能導致衝突或危險時關閉 Amazon Whispernet。下面描
述了一些特殊的情況。一般來說，您不應該在不允許使用手機設備的任何地方打開您
的 Kindle Whispernet。 

飛行時關閉無線 

為了防止可能對飛機系統造成幹擾，許多航空機構（包括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要求
您經機組成員許可方可使用您設備的無線服務。若您將您的無線服務關閉，則一旦機
組成員已表示允許使用電子設備，您即可使用 Kindle 進行閱讀。 

 

在其他電子設備周圍要小心 

Kindle 產生、使用並可能發射無線電頻率 (RF) 能量，如果不按照其說明使用，可能造
成對無線通訊和電子設備的有害干擾。外部 RF 信號可能影響 安裝不良或遮罩不良的
電子作業系統、娛樂系統和個人醫療設備。儘管大部分現代電子設備都可遮罩外部 RF 

信號，但如果有疑問，可請製造商檢查。對於個人醫療設備（例如心率調整器和助聽
器），可諮詢您的醫生或製造商以確定它們是否充分遮罩外部 RF 信號。 

將干擾降至 低的步驟 

如果您的 Kindle 對收音機或電視接收造成了有害干擾（這可通過關閉和打開您的 

Kindle 確定），您可以嘗試通過以下一種或多種方法消除干擾：重新調整收音機或電
視機接收天線的方向或位置；增大收音機或電視機與您的 Kindle 之間的距離；將設備
或接收器連接到不同的輸出口上；或諮詢收音機或電視機製造商或有經驗的收音機/電
視機技術人員獲取幫助。 

注意跡象 

RF 信號在某些地方會造成危險，例如醫療保健機構和建築工地。如果您不能確定，可
搜尋顯示收發兩用無線電設備或手機應關閉的跡象。 
 
無線電頻率暴露能量 

Kindle 的設計和製造不超過由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 及其他國家的規範主體規定
的射頻能量暴露的發射限制。 在您按 FCC ID（在設備背面）搜尋您的 Kindle 之後，



 

  

有關您的 Kindle 的資訊就會在 FCC 檔案中，且可在 http://www.fcc.gov/oet/ea/ 的
「Display Grant」區域下找到。 

 

FCC 合規聲明 
本設備符合 FCC 條例的第 15 部分。操作符合以下兩個條件：(1) 本設備不會引起有害
的干擾；(2) 本設備必須接收收到的任何干擾，包括可能導致不需要的操作的干擾。 
本設備已經過測試，符合 FCC 條例第 15 部分對 B 級數位設備的限制。這些限制旨在
提供合理的保護，防止在住宅安裝時造成有害干擾。但是，不保證在具體安裝中不會
發生干擾。 
 
本設備符合 FCC 無線電頻率排放指導值，並經 FCC 認證，FCC ID 號可在設備的背面
找到。 
 

妥善回收 Kindle 
在某些地區，某些電子設備的處理是有規定的。確保按照您當地的法律和法規處理或
回收 Kindle。對於有關回收 Kindle 的資訊，請參考： 

http://www.amazon.com/kindle-recycling. 

 

UL 認證號碼 

本 Kindle 的 UL 認證號碼可在設備的背面找到。 

產品技術規格 

型號 - D00701 

顯示器 — ¨6” 對角線電泳顯示器，600 x 800 圖元解析度，167 圖元/英寸，16 級灰度。 
尺寸 — 8 英寸 x 5.3 英寸 x 0.36 英寸 (203.2mm x 134.6mm x 9.1mm)。 
重量 — 10.2 盎司 (289.2g)。 
記憶體 — 2GB 記憶體，使用者可以使用大約 1.4GB。 
音頻 — 3.5mm 身歷聲耳機插孔，內置身歷聲揚聲器。 
電源 — 交流電源適配器和可充電鋰聚合物電池。 
連接 — USB 2.0 （micro-B 連接頭）HSDPA/GSM 無線數據機。 



 

  

操作溫度 — 32°F 至 95°F（0°C 至 35°C）。 
儲存溫度 — 14°F 至 113°F（-10°C 至 45°C）。 
 

KINDLE 許可協定與使用條款 

這是您與 AMAZON DIGITAL SERVICES, INC. (與其分公司，簡稱 “AMAZON” 或“我

們”)之間的協議。在使用 KINDLE 設備之前，請閱讀此許可協議與使用條款，以及所

有涉及 KINDLE 設備和與設備有關的服務的規則和政策（包括但不限於 

AMAZON.COM 網站或 KINDLE STORE 指定的任何規則或使用條款，以及位於 

WWW.AMAZON.COM/PRIVACY 的 MAZON.COM 隱私公告） （以下統稱為“協

議”）。使用 KINDLE 設備前，您同意遵守本協議的條款。  

如果您不同意本協議的條款，您可以在購買後三十 (30) 天內退回 KINDLE 設備和相關

軟體（與所有原來的包裝、手冊和附件），並根據 KINDLE 退貨政策被退還購買價格

的金額。 

設備與相關服務。Kindle 設備（簡稱“設備”）是一種使用無線連接的可擕式電子閱讀

設備，使用者可以用它購買、下載、瀏覽和閱讀書籍、報紙、雜誌、部落格和其他材

料，所有這些都要符合本協議的條款和條件。“服務”是指無線連結、提供數位內容、

軟體和支援以及 Amazon 為設備使用者提供的其他服務和支援。 

無線連結 

概述。Amazon 為您提供可在您的設備上取得某些內容的購物和下載服務的免費無線

連結。您可以付費取得在您的設備上使用其他無線服務的無線連結，例如網頁瀏覽和

個人檔案下載，如果您選擇使用這些服務的話。我們在 Kindle 商店中存有這些服務目

前的價格表。Amazon 保留在任何時候終止無線連結或在任何時候修改無線連結條款

的權利，包括但不限於 (a) 限制可以用無線連接傳輸的資料檔案的數量和大小，以及 

(b) 更改適用於無線連結費用的金額和條款。 



 

  

覆蓋範圍和服務中斷。您承認如果您的設備位於沒有可用無線連結的區域，您可能無

法使用無線服務的某些或全部元件。我們不承擔無線服務無效或任何無線連結中斷的

責任。 

您的行為。您同意您將使用由 Amazon 提供的僅與 Amazon 專為此設備所提供的服務

的相關無線連結。您不可將無線連結用於任何其他目的。   

數位內容 

Kindle 商店。透過 Kindle 商店您可以在您的設備上下載、顯示和使用各種數位化電子

內容，例如書籍、雜誌、報紙、學報和其他期刊的訂閱、部落格、RSS 種子以及 

Amazon 隨時確定的其他數位內容（個別和整體地稱為“數位內容”）。   

數位內容的使用。您支付 Amazon 規定的合適費用後，Amazon 授予您保留適用數位內

容永久副本、不限次數地查看、使用和顯示這些數位內容的非獨占性權利，僅限於設

備或經 Amazon 授權作為服務的一部分，並僅限於個人、非商業用途。數位內容將被

視為根據本協定由 Amazon 授權給您，除非 Amazon 另有明文規定。  

限制。除非另有明文規定，您不可將數位內容或其任何部分的任何權利出售、出借、

出租、分發、傳播或分配給任何第三方或為其發從屬許可證，您不可以去除數字內容

中的任何專利公告或標籤。此外，您不可並不會鼓勵、幫助或授權任何其他人繞開、

修改、損壞保護數位內容的安全特性。 

訂閱。以下與數位內容有關的應用供您訂閱內容使用，包括但不限於電子報紙、雜

誌、學報和其他期刊（統稱為“期刊”）：(i) 您可以按照 Kindle 商店中的取消訂閱說明

要求取消您的訂閱；(ii) 我們可以在不預先通知的情況下酌情終止訂閱，例如，如果期

刊不再提供；(iii) 如果我們在到期前終止訂閱，我們會退還您一定比例的費用；(iv) 我

們保留隨時更改訂閱條款和費用的權利，從下一期開始施行；(v) 訂閱費用可能需要交

稅，並將在適用的情況下增加稅費。 

軟體 



 

  

定義。以下條款適用於設備和 (a) 購買時在設備中預裝的或 Amazon 為預裝軟體提供更

新/升級的 Amazon 或第三方的所有軟體（與分發此軟體的媒體）（統稱為“設備軟

體”），除非您同意作為更新/升級過程一部分的其他條款；(b) 此類軟體的任何印刷、

線上或其他電子文件（簡稱“文件”）。如本協定所用，“軟體”是指統稱的設備軟體和文

件。 

設備軟體的使用。您只可在設備上使用設備軟體。您不可將設備軟體的任何個別部分

用於其他設備或電腦，不可透過網路傳輸設備軟體用於其他設備或使用它或其任何部

分，不可將全部或部分軟體的任何權利出售、出借、出租、分發或轉讓，或發從屬許

可證。 

無任何逆向工程、反編譯、反彙編或規避。您不可並不會鼓勵、幫助或授權任何其他

人修改、逆向工程、反編譯或拆解設備或軟體，無論是全部還是部分，從軟體產生任

何衍生作品，或繞開、修改、損壞或竄改設備或軟體或與軟體操作有關的任何結構的

任何功能或保護，包括但不限於增加或取代設備或軟體的任何數位權利功能。 

自動更新。為了使您的軟體保持 新，Amazon 可以自動為您的設備提供軟體更新/升

級。 

出口條例。您同意遵守商務部和其他美國管理機構的所有出口和轉口限制和法規，不

轉移，或鼓勵、幫助或授權轉移軟體至禁止的國家或不進行其他違反任何此類限制或

法規的活動。 

政府 終使用者。軟體為“商業項目”，該術語在 48 C.F.R. § 2.101 中有定義，它包括

“商業電腦軟體”和“商業電腦軟體文件”，48 C.F.R. §12.212 或 48 C.F.R. § 227.7202 中也

使用了這樣的術語（如適用的話）。在符合這些條款的情況下，軟體正在授權給美國

政府 終使用者，(a) 僅作為商業項目並 (b) 僅擁有本協議條款下授予所有其他 終使

用者的那些權利。 

概述 



 

  

不得非法使用以及保留權利。您不可將設備、服務或數位內容用於任何非法目的。您

承認設備出售給您並不是將 Amazon 或其供應商的任何知識產權的所有權轉讓給您。

所有軟體都是許可使用的，並不是出售，而且此類許可是非獨佔性的。 

接收的資訊。設備軟體將會為 Amazon 提供與您的設備及其與服務的交互作用有關的

資料（例如可用記憶體、正常運行時間、日誌檔和信號強度）以及與您設備上的內容

或與您使用設備有關的資訊（例如末頁閱讀和從設備上刪除內容的自動書簽）。您在

您的設備上加入的標注、書簽、注釋、重點或類似的標記以及您提供的資訊可儲存於

美國的伺服器上。我們收到的資訊受 Amazon.com 隱私公告的約束。 

專利。設備和/或與設備相關的使用方法可能涉及一個或多個專利或未決的專利申請。  

服務變更。Amazon 保留在任何時間修改、暫停或中止服務的權利，如果 Amazon 且無

須在行使該權利時對您承擔任何責任。 

終止。如果您不遵守本協議的任何條款，您在本協議下的權利將自動終止，Amazon 不

會預先通知。在這種終止的情況下，您必須停止使用所有軟體，Amazon 會立即撤銷

您取得服務或數位內容的權利，而無需提前通知您，也不會退還任何費用。Amazon 不

會因未堅決要求或強制您嚴格遵守本協議而導致其任何權利的喪失。 

免責聲明。您明確承認並同意自行承擔服務、設備、數位內容和軟體的使用風險。除

了一年有限保固外，服務、設備、數位內容和軟體按現狀提供，並不保證沒有任何瑕

疵，AMAZON 及其供應商和授權商拒絕承認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擔保，包括但不限於

對適銷性、對某一特別用途的適用性、準確性、安靜享用和不侵犯第三方權利的暗示

的擔保。AMAZON 或 AMAZON 的授權代表提供的非口頭或書面資訊或通知應構成擔

保。某些司法管轄區的法律不允許暗示擔保的免責。如果這些法律對您適用，上述部

分或全部免責條款、除外責任或限制可能對您不適用，您可以擁有另外的權利。 

責任範圍。在不違反法律的範圍內，AMAZON 及其供應商或授權商都不對因違反任

何明示或暗示的擔保、違反合約、疏忽、嚴格責任或與服務、設備、數位內容或軟體

有關的任何其他法律理論而造成的任何偶然或間接損害承擔責任，包括但不限於由於

利潤、收入、資料損失或使用設備或與產品有關的軟體造成的任何損害，即使已通知 



 

  

AMAZON 有此類損害的可能性。在任何情況下，AMAZON 在本協議下的累積責任應

限於設備的實際支付金額。某些司法管轄區的法律不允許有偶然或間接損害的除外責

任或限制。如果這些法律對您適用，上述部分或全部除外責任或限制可能對您不適

用，您可以擁有另外的權利。 

華盛頓法律適用。在不考慮法律衝突原則的情況下，由華盛頓州的法律管轄本協議以

及您與 Amazon 之間可能引起的任何種類的爭議。 

爭議。任何由本協定引發或與其有關的爭議應交由華盛頓州西雅圖進行秘密仲裁，侵

犯或威脅 AMAZON 知識產權的行為除外，AMAZON 可以在任何州或華盛頓州的聯邦

法院尋求強制或其他合適的補救，您同意這類法庭的專屬管轄權和管轄地。仲裁員的

裁決書應具有約束力，並可以在任何具有合法管轄權的法庭做出判決。在適用法律允

許的 大範圍內，本協議下的任何仲裁都不應與涉及受本協議約束的任何其他當事方

的仲裁相結合，無論是透過級別仲裁程序還是其他方式。 

可分割性。如果本協議的任何條款被視為無效，或因任何原因無法執行，那麼該部分

應視為是可分割的，不影響任何其餘條款的有效性和可執行性。 

修訂。Amazon 保留全權決定修訂本協議任何條款的權利，修訂的條款在 Kindle 商店

或 Amazon.com 網站公佈。您在任何此類修訂的生效日期後繼續使用設備和軟體將被

視為您同意受該修訂的約束。 

聯絡資訊。對於涉及本協議的溝通，您可以聯絡 Amazon.com，收件人：Legal 

Department, 1200 12th Avenue South, Suite 1200, Seattle, WA, 98144-2734. 

 

一年有限保固 
由 Amazon Fulfillment Services, Inc. （1200 12th Ave South, Suite 1200, Seattle, WA 

98144-2734, United States）提供對 Kindle 設備（以下簡稱“設備”）的保固。 
 
我們保證從 初零售購買之日起一年內，在使用者正常使用條件下，設備的原料和工
藝沒有缺陷。在本保固期內，如果設備發生故障，而且您遵循退回設備的說明，我們
將由我方選擇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 (i) 用新的或翻新的零件維修設備，(ii) 用新的或翻
新的設備更換設備，或 (iii) 退還設備購買價格的全部或部分款項。 



 

  

 
本有限保固條款適用於在剩餘保固期內或 90 天內的任何維修、替換零件或替換設備，
以時間較長的為准。所有已退款的更換的零件和設備都屬於我們的財產。本有限保固
條款僅適用於沒有遭受事故、誤用、疏忽、火災或其他外部原因、改裝、維修或商業
應用的設備的硬體部分。 
 
說明請聯絡客戶服務部獲取有關如何獲得設備保修服務的具體說明： 
 
電子郵件：kindle-cs-support@amazon.com 
電話：美國境內：1-866-321-8851 （免付費） 
美國境外：1-206-266-0927 （收費） 
 
一般來說，您需要將您的設備裝在其原包裝或同等的保護性包裝內送至客戶服務部指
定的地址。在您將設備交付保修服務之前，您有責任備份您儲存在您的設備中的所有
資料、軟體或其他資料。這些資料、軟體或其他資料在維修過程中有可能丟失或重定
格式，我們將不負責任何此類損壞或損失。 
 
限制條款。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上述的保固和補救措施是排他性的，其取代所有其
他保固和補救措施，我們明確否認所有法定或隱含的保證，包括但不限於適銷性、對
某一特別用途的適用性以及抗隱藏或潛在事故的保證。如果我們無法依法否認法定或
隱含的保證，那麼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所有此類保證的期限應限制於本明確有限擔
保條款的期限內，並限於由我們全權決定的維修或更換服務。有些司法管轄區不允許
有對法定或暗含保證持續時間的限制，所以以上限制可能對您不適用。 
 
我們對任何違反保證或依據任何其他法律理論而造成的直接、特殊、偶然或間接損壞
不承擔責任。在有些司法管轄區內，上述限制不適用於死亡或人身傷害索賠，或因有
意或故意疏忽行為和/或任何不作為造成的任何法定責任，所以上述除外責任或限制可
能對您不適用。有些司法管轄區不允許有對直接、偶然或間接損害的除外責任或限
制，所以上述除外責任或限制可能對您不適用。 
 
本有限擔保條款為您提供具體的法律權利。您可能擁有各司法管轄區不同的其他權
利，且該有限擔保不會影響此等權利。 
 



 

  

專利通告事項 
Kindle 設備和/或與 Kindle 設備相關的使用方法可能涉及一個或多個專利或未決的專利
申請。 
 
MPEG Layer-3 音頻解碼技術獲得 Fraunhofer IIS 和 Thomson 的授權。 
 

版權與商標公告 
Amazon Kindle 設備軟體、Amazon Kindle 快速啟動指南和 Amazon Kindle 使用者指南 

© 2004 - 2009 Amazon Technologies, Inc. 或其分公司版權所有。保留所有權利。 
 
1-CLICK、AMAZON、AMAZON.COM 標誌、AMAZONKINDLE 標誌、AMAZON 

KINDLE DX、AUDIBLE、KINDLE、MOBIPOCKET、WHISPERNET 與 

WHISPERSYNC 為 Amazon Technologies, Inc. 或其分公司的商標。  
 
Java 和所有基於 Java 的商標和標誌為美國和其他國家的 Sun Microsystems, Inc. 的商標
或註冊商標。 

 
NF Browser v3.4 © 1996 – 2008 ACCESS Co., Ltd. ACCESS 是日本或其他國家的 

ACCESS Co., Ltd. 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RealSpeakTM Solo © 2008 Nuance Communications, Inc. RealSpeakTM 和 Nuance® 為美國
和/或其他國家的 Nuance Communications, Inc. 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所有其他品牌、產品名稱、公司名稱、商標和服務商標為其各自所有者的財產。 
 

其他語言版本 

您可訪問 http://www.amazon.com/kindletermsandconditions 以查看其他語言的 Kindle 許
可協定與使用條款，一年有限擔保以及其他 Kindle 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