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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寶寶出遊搭車時，兒童汽車座椅的安全性是首購的首要條件。依據孩子的體重來選擇

合適的汽車座椅，Chicco 所市售的產品皆通過台灣最新的規範與法規，且經過歐洲認證

中心嚴格測試的雙重把關，讓爸媽可安心選購，打造最舒適安全的外出環境。

汽車安全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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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cco 全系列兒童安全座椅
最齊全的產品線，提供孩子各階段成長守護！

來自世界首屈一指的嬰幼兒領導品牌－義大利 Chicco 研發團隊所設計，全系列安全汽座皆通過

嚴格的歐盟認證 + 國家 CNS 雙重認證，提供寶貝最頂級的乘車保障。

三點式安全帶

安裝方式

三點式安全帶
ISOFIX固定裝置系統

三點式安全帶
(可加購ISOFIX底座)

三點式安全帶

ISOFIX固定裝置系統

三點式安全帶

ISOFIX固定裝置系統

三點式安全帶

９kg公 斤
           歲 段

1歲初生 3歲 4歲 7歲 12歲

13kg 15kg 18kg 22kg 25kg 36kg

品 名

15~36公斤(約3-12歲)

15~36公斤(約3-12歲)

9~36公斤(約1-12歲)

9~18公斤(約1-4歲)

新生兒~25公斤(約7歲)

新生兒~18公斤(約4歲)

新生兒~13公斤(約1歲)

新生兒~13公斤(約1歲)

Keyfit手提汽座

Auto-Fix Fast
手提汽座

Eletta

寶貝舒適全歲段安全汽座

Seat up 012 ISOFIX
安全汽座

Oasys 1 ISOFIX

安全汽座

Gro-up 123

成長型安全汽座

Oasys 2-3 FixPlus

安全汽座

Key 2-3

安全汽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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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歐盟ECE R44/04標準認證，
適合 0 至 13 公斤寶寶使用。

柔軟的初生兒舒適坐墊更加貼身保護，
適合 0 至 6 公斤的寶寶，讓新生兒乘坐
更加安全舒適。

等寶寶體重超過 6 公斤，即可享受
寬敞的舒適空間。

附贈安全又穩固的底座，使用安
全帶將底座安裝在車輛座椅上，
不需拆卸。

初生兒舒適坐墊，給寶寶頭、
肩膀和側邊全面性的防護。

柔軟的安全帶材質，溫柔的
保護孩子的肩膀與腿部肌膚。

汽車座椅安裝示意圖，初生兒必須
使用後向安裝，可吸收並分散撞擊
力，更加保護寶寶的行車安全。

•經歐洲國家認證，榮獲 4 顆星的最高殊榮。
•經歐盟 ECE R44/04 標準認證，通過國家 CNS11497 檢驗合格。
•有柔軟的舒適墊貼身保護，讓新生兒乘坐更舒適。
•符合人體工學的肩帶特殊設計，確保使用在正確的位置上。
•肩帶和腹部軟墊保護，柔軟材質保護寶寶最用心。

手提汽座

義大利
原裝進口

適用歲段：初生 -13 公斤（Gr.0+）約 0-1 歲

尺寸 長67 x 寬44 x 高61cm

重量 含底座：7kg 不含底座：5.2kg

安全標章 R33945

玩美黑
CBB79220.20

建議售價 11,500 元

帥氣紅
CBB79220.93

建議售價 11,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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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FIX 底座

•經歐盟 ECE R44/04 標準認證，通過國家 CNS11497 檢驗合格。
•此 ISOFIX 底座專門與 Auto-Fix Fast 手提汽座結合，適用汽座質量等級 0+ (0-13 公斤 )。
•ISOFIX 安裝比起傳統以安全帶安裝來得更穩定，有效降低不當安裝的風險。
•Double Check System 雙倍安心！可透過正確安裝辨識器，輕鬆判斷是否安裝正確。

義大利製造，適用與 Auto-Fix Fast 手提
汽座結合使用，可安裝於配有 ISOFIX 兒
童安全座椅固定裝置之車輛上。

比起傳統以安全帶安裝而言，ISOFIX 固
定裝置安裝後更穩定，有效降低不當安
裝的風險。

Double Check System 雙倍安心！安裝完
成後，可透過側面的正確安裝辨識器，
輕鬆判斷是否安裝正確。（綠色正確、
紅色錯誤）

附有支撐腳調節器，可隨汽車上座椅高
度調整，適應不同車型。
（離地高度 49-31 公分，17 段式調整）

當支撐腳調整至適當長度時，將顯示綠
色標示，表示此調整位置為最佳狀態。

支撐腳可向內收摺，讓收納更省空間。

ISOFIX 底座 (Auto-Fix Fast 適用 )
CBB79807.95

建議售價 8,500 元

義大利
原裝進口

適用：Chicco Auto-Fix Fast手提汽座

尺寸 長54.5 x 寬38 x 高53/69.5cm

重量 6.7kg

安全標章 R3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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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go`s 舒適系統椅套，給初生寶寶最高的安全保護。
•有柔軟的舒適墊貼身保護，讓新生兒乘坐更舒適。
•符合人體工學的肩帶特殊設計，確保使用在正確的位置上。
•肩帶和腹部軟墊保護，柔軟材質保護寶寶最用心。

手提汽座

通過歐盟 ECE R44/04 標準認
證，適合 0 至 13 公斤寶寶使
用。

柔軟的安全帶材質，溫柔的保護
孩子的肩膀與腿部肌膚。

初生兒坐墊適合 0-6 公斤的寶寶
使用。

汽車座椅安裝示意圖，初生兒必須
使用後向安裝，可吸收並分散撞擊
力，更加保護寶寶的行車安全。

三層保護與集中式安全帶
設計，加強保護行車安全。

防滑的人體工學把手設計，方便
爸媽使用。

可以輕鬆安裝或移除於推車上。

提籃圓弧設計可易於安裝於
推車上或單獨在家使用成為
搖搖椅。

亮麗紅
CBB79232.19

建議售價 9,800 元 建議售價 9,800 元 建議售價 9,800 元

優雅黑
CBB79232.42

深邃灰
CBB79064.21

適用歲段：初生 -13 公斤（Gr.0+）約 0-1 歲

尺寸 長67 x 寬43 x 高55cm

重量 含底座：6.4kg 不含底座：4.1kg

安全標章 R3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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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貝舒適全歲段安全汽座

0~9kg
初生寶寶專用舒適坐墊，給予
頭頸部良好的支撐與保護。

9~18kg
寬敞座位與可調式安全帶高度 ，
讓寶貝旅途更舒適。

全新獨特設計新生兒專用的 Ergo's 舒適坐
墊。

柔軟表布搭配透氣的加厚襯墊，讓頭、
臀與腿部空間可以自在放鬆，加厚靠墊
更是確保脊椎落在最適當的位置。

0-13kgs 的使用面向椅背的方式安裝 ( 如圖
右 )，9-18kgs 的使用面向行駛方向的方式
安裝 ( 如圖左 )。請家長配合寶寶的成長速
度調整安全帶綁法，保證安裝方便。

寬大的防扭轉安全保護套能防止安全帶
扭轉造成危險，安全防護側邊在汽車遭
受側邊撞擊的情況下，也能給予寶寶全
面性的保護。

寬敞的豪華座椅，提供寶寶更大的腿部
空間，是安全性與舒適度的最佳組合。

義大利
原裝進口

•經歐盟 ECE R44/04 標準認證，通過國家 CNS11497 檢驗合格。
•實用、易於安裝的設計，安全伴隨寶寶出生至 18 公斤。
•汽座椅背裡有聚苯乙烯層能有效分散事故發生所產生的衝擊力。
•汽座坐墊具高透氣加厚襯、高吸震材質提供最大的安全度，且方便拆下清洗。
•安全防護側邊在汽車遭受側邊撞擊的情況下，也能給予寶寶全面性的保護。

紳士灰
CBB79409.49

建議售價 9,900 元

賽車紅
CBB79409.78

建議售價 9,900 元

優雅黑
CBB79409.95

建議售價 9,900 元

經典藍
CBB79409.59

建議售價 9,900 元

四段式可調整座椅傾斜，讓寶寶的背部
得到最舒適的依靠。

適用歲段：初生 -18 公斤（Gr.0+,1）約 0-4 歲

尺寸 長54 x 寬44 x 高63cm

重量 7.8kg

安全標章 R3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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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FIX 安全汽座

•CP 值超高！ 0-7 歲 ISOFIX 安全汽座，適用於所有車種：安裝方式除了 ISOFIX 固定裝置
   之外，也可以一般車輛三點式安全帶的方式安裝。
•使用 ISOFIX 系統可降低汽座不當安裝的風險，更簡易、安全，給孩子加倍守護。
•可傾斜椅背角度調整：從出生開始，4 段式角度調整呵護寶寶安全，踏上舒適成長旅程。
•頭枕可隨孩子成長，任意變化調整，人性化的操作把手，使用上更簡易、直覺。

自信紅
CBB79828.70

建議售價 18,900 元

時尚灰
CBB79828.47

建議售價 18,900 元

夜幕黑
CBB79828.95

建議售價 18,900 元

Group 0+ (0-13 kg)
◆ 後向－汽車三點式安全帶安裝

Group 1 (9-18 kg)
◆ 前向－ ISOFIX 系統安裝
◆ 前向－汽車三點式安全帶安裝

Group 2 (15-25 kg)
◆ 前向－頂部安全帶 + 汽車三點式安全帶安裝
◆ 前向－汽車三點式安全帶安裝

可傾斜椅背角度調整：［Group 0+］初生寶寶，使用最傾斜角度；
［Group 1/2］3 段式傾斜角度任意調整

依循孩子的成長速度，頭枕可調整最高 13 公分，
人性化操作把手讓使用更方便。

Gr.0+ Gr.1/2

適用歲段：初生 -25 公斤（Gr.0+,1,2）約 0-7 歲

尺寸 長53 x 寬44 x 高63.5cm

重量 12.8kg

安全標章 R33945



12

CAR SAFETY

•歐洲數家專業評鑑機構認證一致肯定，榮獲４顆星等級值得推薦。
•經歐盟 ECE R44/04 標準認證，通過國家 CNS11497 檢驗合格。
•革命性技術｜經國外專業研究認證：Air Circulation System 高透氣導流座椅。
•雙重安全把關：以 ISOFIX 系統與頂部安全帶固定裝置，更穩定安全。
•義大利原裝進口，從頭枕到座椅，每個細節成就豪華精緻的頂級設計。

ISOFIX 安全汽座

六段式可調頭枕高度，依循孩子的成長
速度變化。

五段式椅背調整，給孩子最寧靜的高規
格旅途座艙。

簡易把手與頭枕調整轉鈕，人性化操作，
方便爸媽直覺調整。

糖心紅
CBB79827.71

建議售價 18,900 元

尊爵黑
CBB79827.22

建議售價 18,900 元

宇宙灰
CBB79827.77

建議售價 18,900 元

夜幕黑
CBB79827.41

建議售價 18,900 元

優雅灰
CBB79827.96

建議售價 18,900 元

ISOFIX 黃金三點固定！可降低汽座不當
安裝的風險。獨家 Double Check System，
能幫助爸媽辨識是否正確安裝。

革命性技術！ Air Circulation System 高透
氣導流座椅，經國外專業研究證實，透
氣坐墊材質設計讓乘坐更舒適。

量身訂做的防護曲線，完美打造高規格
的安全防護，環抱式側面包覆兼顧乘坐
舒適度。

義大利
原裝進口

適用歲段：9-18公斤（Gr.1）約1-4歲

尺寸 長50 x 寬44 x 高60/71cm

重量 13.8kg

安全標章 R3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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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藍
CBB79583.60

建議售價 9,900 元

•經歐盟 ECE R44/04 標準認證，通過國家 CNS11497 檢驗合格。
•陪伴孩子從 1 歲到 12 歲，每個成長階段最完整的守護。
•量身訂做！五點式安全帶、高度可調整頭枕，提供小童最安穩的保護。
•底部防護不妥協！具透氣網且吸震的底部軟墊，避免坐車顛簸不適。
•無論椅背傾斜調整，或是頭枕高度調整，單手操作超 Easy ！ 

成長型安全汽座

從頭枕到腳部，層層保護不馬虎
˙ 椅背 - 聚苯乙烯層
˙ 頭枕 - 安全防護側邊

無段式頭枕高度調整，操
作同時連動汽座安全帶，
使用更直覺、便利。

符合人體工學的Ｕ型
椅背，提供脊椎最貼
身的支撐。

9~18kg
五點式安全帶與可拆式加厚內襯，給予
小童臀部與腰部的貼身保護。

15~25kg
輕鬆移除小童保護軟墊，增加更寬敞
的乘坐空間。

22~36kg
高度可調整頭枕，符合孩子身高成長，
給予 12 年的長程呵護。

兩 段 式 傾 斜 椅 背 設
計，簡易操作的調整
把手。

易拆式可清洗布套，
隨 拆 隨 洗， 方 便 衛
生！

絕對黑
CBB79583.41

建議售價 9,900 元

耀動紅
CBB79583.64

建議售價 9,900 元

品味灰
CBB79583.96

建議售價 9,900 元

義大利
原裝進口

適用歲段：9-36 公斤（Gr.1,2,3）約 1-12 歲

尺寸 長52 x 寬49 x 高76/81cm

重量 6.6kg

安全標章 R3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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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汽座

•榮獲歐洲專業婦幼雜誌票選！最佳嬰幼兒汽座用品商品獎。
•歐洲數家專業評鑑機構認證一致肯定，榮獲 4 顆星等級值得推薦。
•經歐盟 ECE R44/04 標準認證，通過國家 CNS11497 檢驗合格。
•頂級安全！汽座安裝結合 ISOFIX 裝置，加倍守護每一趟旅程。
•豪華設備！全方位多項調整裝置，包含椅背高度、斜度與寬度。

魅力黑
CBB79159.41

建議售價 12,900 元

琉光金
CBB79159.43

建議售價 12,900 元

薔薇紅
CBB79159.64

建議售價 12,900 元

未來銀
CBB79159.96

建議售價 12,900 元

15-36kg
義大利原裝，一台最安全、最懂我，陪伴
我從 3 歲到 12 歲的 10 年成長型最佳安全
汽座。

獨家研發「肩部安全墊」，
能有效降低正面衝擊的頸部
壓力，提供孩童高規格的安
全防護。

結合 ISOFIX 插銷與車用三點
式安全帶，提供孩子完善周
到的全面守護。

從頭枕到身軀，嚴格的安全防護側
邊設計，以高強震吸收力，保護孩
子在強烈碰撞時的頭顱安全。

人性化操作介面，考量每位使用
者的方便，簡易操作、輕鬆上
手。

四段式可調椅背角度，無論
乘坐或睡眠，各種角度都能
完美到位。

10 段式可調整高度頭枕，與
可調式寬度座椅，可隨孩子
身高與體型輕鬆變化。

貼心置杯架設計，可隨心放置右
側或左側，方便孩子喝水使用。

義大利
原裝進口

適用歲段：15-36公斤（Gr.2,3）約3-12歲

尺寸 長41 x 寬47/53 x 高66/84cm

重量 7.9kg

安全標章 R3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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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6kg 陪伴孩子 10 年的難忘旅行，每一個小細節設計都以孩子在旅行中最大安全為考量。

3 段式調整椅背角度，增加
靠背的舒適度。

安全汽座

可調式高度及寬度座椅，寬
度最多可達 8 公分，高度採
8 段式可調設計達 16 公分。

易於安裝的三點式安全帶設計，
使用方便又牢固。

•經歐盟 ECE R44/04 標準認證，通過國家 CNS11497 檢驗合格。    
•每個小細節設計都以孩子在旅行及成長中最大安全為考量。
•8 段式頭靠調整及寬度調整能適應孩子的成長。
•頭部及腹部的保護設計，不會限制孩子視覺探索的活動自由。
•義大利原裝進口，最經典實在的安全汽車座椅。

義大利
原裝進口

亮紅
CBB60855.19

建議售價 7,900 元

深藍 / 淺灰
CBB60855.46

建議售價 7,900 元

公爵黑
CBB79160.41

建議售價 7,900 元

騎士灰
CBB79160.96

建議售價 7,900 元

適用歲段：15-36 公斤（Gr.2,3）約 3-12 歲

尺寸 長44 x 寬45/52 x 高70/83cm

重量 5.3kg

安全標章 R3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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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Z795169

建議售價 950 元

汽車椅背置物袋
實用的椅背置物袋，適用各式汽
車，網狀與透明口袋設計，方便
為孩子的隨身旅行小物做分類，
且一目瞭然放置的內容，是隨車
必備的好幫手。

汽座保護墊 + 置物袋
適用各式汽車座椅，可防止兒童
安全座椅使用時刮傷您的愛車座
椅，下方還有儲物袋空間，方便
放置孩子的旅遊讀物或玩具。

CBZ795179

建議售價 1,750 元

CBZ795200

建議售價 490 元

車用式寶寶觀察前擋後照鏡
以所附的吸盤，輕鬆黏貼於您的愛車擋風玻
璃上，可調整角度方便隨時觀察後座寶貝的
狀況。

汽座安全帶輔助靠枕
通用型規格，可安裝於汽座安全帶或車
輛安全帶上。讓孩子在旅途中，安裝上
舒適且具支撐力的輔助靠枕。材質柔軟
好摸，可當做頭靠小憩。另外，它還能
在緊急煞車時達成保護安全作用，減緩
安全帶對孩子的拉緊殺傷力。

CBZ795884

建議售價 650 元

汽座專用 -3D 彈力透氣坐墊
特殊受力纖維的 3D 彈力設計
不易儲熱、快速吸汗的纖維墊體，以巢式立體
氣孔所設計，提供：
•幫助寶貝散熱
•保持肌膚乾爽舒適
•降低久坐不適的悶熱感
•承重後能保持空氣對流

Gr. 0+/0-13 公斤
CBZ792961

建議售價 1,350 元

適用型號：
KeyFit 手提汽座、
Auto-Fix Fast 手提汽
座

Gr. 1/9-18 公斤
CBZ792971

建議售價 1,700 元

適用型號：
Eletta 寶貝舒適全歲段安
全汽座、Gro-up 123 成
長型安全汽座、Oasys 1 
ISOFIX 安全汽座、Seat 
up 012 ISOFIX 安全汽座

Gr. 2-3/15-36 公斤
CBZ792981

建議售價 1,500 元

適用型號：
Gro-up 123 成長型安全汽
座、Oasys 2-3 FixPlus 安全
汽座、Key2-3 安全汽座

汽車安全座椅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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