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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洗澡泡泡椅
說明書

重要提醒！請仔細閱讀此說明書，並妥善保管，

以備日後之需！

警告：使用前請先將所有的塑膠袋與包裝材料拿開

並且處理掉，且遠離兒童可拿取之處。



警告！請遵照以下說明或注意事項使用，否則可能導致孩童嚴重的傷亡。

跌落危險警告！為避免孩童傷亡危險，請務必與孩童保持觸手可及的距離範

圍。

從寶寶出生的第一天開始直到1歲，Bubble Nest多功能洗澡泡泡椅讓寶寶的

洗澡時光變得多元又省力。若安裝高腳架，可在淋浴間使用；若不安裝高腳

架，可在成人用的澡盆內使用。

本產品適用空間為至少大於70x70 cm的淋浴間。

本產品適用於1歲以下且體重11公斤以下之孩童。

零配件表

A – 嬰兒浴盆／洗澡椅   A1 – T型護欄

A2 – 伸縮椅腳（可收合或拉出）  A3 – 椅腳吸盤（2個）

A4 – 前椅腳吸盤（2個）   A5 – 排水栓

A6 – T型護欄中柱卸除卡榫（位於底部） A7 – 底部T型護欄卡榫

A8 – 高腳架固定卡榫   A9 – T型護欄側邊卸除鈕

A10 – 卸除鈕    A11 – T型護欄中央固定孔洞

A12 – T型護欄側邊固定孔洞

B – 高腳支撐架

B1 – 高腳架支撐卡榫

B2 – 收合鈕

B3 – 高腳架固定插銷

B4 – 上半部高腳架

C – 下半部高腳架（4支）

新生兒至6個月大：使用高腳洗澡椅模式（躺姿）

圖1・ 將上半部高腳架「B4」插入高腳架固定插銷「B3」中，再將4支下半部
高腳架「C」插入上半部高腳架「B4」中。下半部高腳架「C」的頭端有固定

用的插銷，插入時請稍微用點力氣，直到聽到「喀」聲顯示插銷鎖定到位。

圖2・ 將高腳支撐架「B」的前後腳分開，使其完全打開。
圖3・ 按住底部T型護欄卡榫「A7」，同時拆除於嬰兒浴盆／洗澡椅「A」底
部的T型護欄「A1」。

圖4 - 圖4A・ 將T型護欄「A1」插入T型護欄中央固定孔洞「A11」和T型護欄
側邊固定孔洞「A12」，稍微用點力氣往下壓，直到聽到「喀」聲顯示鎖定

到位。

圖5・ 將嬰兒浴盆／洗澡椅「A」放置於高腳支撐架「B」上，將高腳架支撐
卡榫「B1」插入嬰兒浴盆／洗澡椅「A」下方的高腳架固定卡榫「A8」中，

直到聽到「喀」聲顯示鎖定到位。

圖6・ 安裝時，請確保嬰兒浴盆／洗澡椅「A」側邊的符號與高腳架關節固定
處對齊。

注意！使用前請確保嬰兒浴盆／洗澡椅已正確安裝，T型護欄已鎖定到位。

圖7・ 產品使用完畢之後，請打開排水栓「A5」，讓水從浴盆中排出。

6個月至1歲：使用高腳洗澡椅模式（坐姿）

圖8・ 按住卸除鈕「A10」，將嬰兒浴盆／洗澡椅「A」拆除並將嬰兒浴盆／
洗澡椅「A」旋轉180度後，重新將嬰兒浴盆／洗澡椅「A」放置於高腳支撐

架「B」上，將高腳架支撐卡榫「B1」插入嬰兒浴盆／洗澡椅「A」下方的高

腳架固定卡榫「A8」，直到聽到「喀」聲顯示鎖定到位（如圖8）。

注意！使用前請確保嬰兒浴盆／洗澡椅已正確安裝，T型護欄已鎖定到位。

使用前，請打開底部的排水栓「A5」（如圖7示意）。

新生兒至6個月大：使用浴盆模式（躺姿）

圖9・ 若嬰兒浴盆／洗澡椅「A」已安裝在高腳支撐架「B」上，請先按住卸
除鈕「A10」將其拆卸下來。

圖10・ 按住T型護欄側邊卸除鈕「A9」和撥開T型護欄中柱卸除卡榫(位於底
部)「A6」拆除T型護欄「A1」。

圖11・ 將T型護欄「A1」插入嬰兒浴盆／洗澡椅「A」的底部，請確保正確固
定於底部T型護欄卡榫「A7」中。

產品使用完畢之後，請打開排水栓「A5」，讓水從浴盆中排出（如圖7示意

）。

6個月至1歲：使用浴盆模式（坐姿）

圖12 - 圖12A・ 若嬰兒浴盆／洗澡椅「A」已安裝在高腳支撐架「B」上，請
先按住卸除鈕「A10」將其拆卸下來。

圖13・ 請先試著將T型護欄「A1」向上拉起，檢查確認是否正確固定於T型護
欄中央固定孔洞「A11」和T型護欄側邊固定孔洞「A12」上。

注意！使用前，請確保T型護欄已鎖定到位。

圖14・ 請將伸縮椅腳「A2」往嬰兒浴盆／洗澡椅「A」的前方拉出，然後往
後方翻轉立起，直到聽到「喀」聲顯示鎖定到位。

使用前，請打開底部的排水栓「A5」（如圖7示意）。

警告！請遵照以下說明或注意事項使用，否則可能導致孩童嚴重的傷亡。

跌落危險警告！為避免孩童傷亡危險，請務必與孩童保持觸手可及的距離範

圍。

從寶寶出生的第一天開始直到1歲，Bubble Nest多功能洗澡泡泡椅讓寶寶的

洗澡時光變得多元又省力。若安裝高腳架，可在淋浴間使用；若不安裝高腳

架，可在成人用的澡盆內使用。

本產品適用空間為至少大於70x70 cm的淋浴間。

本產品適用於1歲以下且體重11公斤以下之孩童。

零配件表

A – 嬰兒浴盆／洗澡椅   A1 – T型護欄

A2 – 伸縮椅腳（可收合或拉出）  A3 – 椅腳吸盤（2個）

A4 – 前椅腳吸盤（2個）   A5 – 排水栓

A6 – T型護欄中柱卸除卡榫（位於底部） A7 – 底部T型護欄卡榫

A8 – 高腳架固定卡榫   A9 – T型護欄側邊卸除鈕

A10 – 卸除鈕    A11 – T型護欄中央固定孔洞

A12 – T型護欄側邊固定孔洞

B – 高腳支撐架

B1 – 高腳架支撐卡榫

B2 – 收合鈕

B3 – 高腳架固定插銷

B4 – 上半部高腳架

C – 下半部高腳架（4支）

新生兒至6個月大：使用高腳洗澡椅模式（躺姿）

圖1・ 將上半部高腳架「B4」插入高腳架固定插銷「B3」中，再將4支下半部
高腳架「C」插入上半部高腳架「B4」中。下半部高腳架「C」的頭端有固定

用的插銷，插入時請稍微用點力氣，直到聽到「喀」聲顯示插銷鎖定到位。

圖2・ 將高腳支撐架「B」的前後腳分開，使其完全打開。
圖3・ 按住底部T型護欄卡榫「A7」，同時拆除於嬰兒浴盆／洗澡椅「A」底
部的T型護欄「A1」。

圖4 - 圖4A・ 將T型護欄「A1」插入T型護欄中央固定孔洞「A11」和T型護欄
側邊固定孔洞「A12」，稍微用點力氣往下壓，直到聽到「喀」聲顯示鎖定

到位。

圖5・ 將嬰兒浴盆／洗澡椅「A」放置於高腳支撐架「B」上，將高腳架支撐
卡榫「B1」插入嬰兒浴盆／洗澡椅「A」下方的高腳架固定卡榫「A8」中，

直到聽到「喀」聲顯示鎖定到位。

圖6・ 安裝時，請確保嬰兒浴盆／洗澡椅「A」側邊的符號與高腳架關節固定
處對齊。

注意！使用前請確保嬰兒浴盆／洗澡椅已正確安裝，T型護欄已鎖定到位。

圖7・ 產品使用完畢之後，請打開排水栓「A5」，讓水從浴盆中排出。

6個月至1歲：使用高腳洗澡椅模式（坐姿）

圖8・ 按住卸除鈕「A10」，將嬰兒浴盆／洗澡椅「A」拆除並將嬰兒浴盆／
洗澡椅「A」旋轉180度後，重新將嬰兒浴盆／洗澡椅「A」放置於高腳支撐

架「B」上，將高腳架支撐卡榫「B1」插入嬰兒浴盆／洗澡椅「A」下方的高

腳架固定卡榫「A8」，直到聽到「喀」聲顯示鎖定到位（如圖8）。

注意！使用前請確保嬰兒浴盆／洗澡椅已正確安裝，T型護欄已鎖定到位。

使用前，請打開底部的排水栓「A5」（如圖7示意）。

新生兒至6個月大：使用浴盆模式（躺姿）

圖9・ 若嬰兒浴盆／洗澡椅「A」已安裝在高腳支撐架「B」上，請先按住卸
除鈕「A10」將其拆卸下來。

圖10・ 按住T型護欄側邊卸除鈕「A9」和撥開T型護欄中柱卸除卡榫(位於底
部)「A6」拆除T型護欄「A1」。

圖11・ 將T型護欄「A1」插入嬰兒浴盆／洗澡椅「A」的底部，請確保正確固
定於底部T型護欄卡榫「A7」中。

產品使用完畢之後，請打開排水栓「A5」，讓水從浴盆中排出（如圖7示意

）。

6個月至1歲：使用浴盆模式（坐姿）

圖12 - 圖12A・ 若嬰兒浴盆／洗澡椅「A」已安裝在高腳支撐架「B」上，請
先按住卸除鈕「A10」將其拆卸下來。

圖13・ 請先試著將T型護欄「A1」向上拉起，檢查確認是否正確固定於T型護
欄中央固定孔洞「A11」和T型護欄側邊固定孔洞「A12」上。

注意！使用前，請確保T型護欄已鎖定到位。

圖14・ 請將伸縮椅腳「A2」往嬰兒浴盆／洗澡椅「A」的前方拉出，然後往
後方翻轉立起，直到聽到「喀」聲顯示鎖定到位。

使用前，請打開底部的排水栓「A5」（如圖7示意）。

注意：圖15・ 使用浴盆模式時，請確保4個椅腳吸盤（椅腳吸盤「A3
」和前椅腳吸盤「A4」）緊黏於成人澡盆底面固定。

收合模式

圖16・ 按壓收合鈕「B2」，可將高腳架的腳架收合。

清潔

請定期使用濕布清潔塑膠部分。若金屬部分接觸到水，請擦乾並保持

乾燥，避免生鏽。

請勿使用具溶解性或腐蝕性的產品來清潔本產品。

保養

本產品需要定期保養。保養與清潔的動作必須僅能由成人來執行。 請

定期檢查產品的狀況，以及檢查是否有任何受損。

請定期檢查零配件是否有磨損或損壞現象，若有上述情況，請勿繼續

使用本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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