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告！請遵照以下說明或注意事項，否則可能導致孩童嚴重的傷亡。
◆ 為了孩童的安全，請仔細閱讀此說明書。
◆ 請勿將孩童單獨留在遊戲床內，大人必須在旁照顧。
◆  在安裝吊床之前，請先將遊戲床的所有邊欄和中央底板固定好，並
   請確保所有開關都已固定。
◆  在尚未將遊戲床的所有邊欄、中央底板和地墊固定安裝到位之前，
   請勿將孩童抱入遊戲床內，因孩童有可能會滾進遊戲床夾縫中而窒
   息。
◆  遊戲床低角度模式適用於身高89公分且體重14公斤以下，以及不會
   爬出的孩童。
◆  當孩童使用遊戲床內（低角度模式）時，請勿再加裝吊床（遊戲床
   高角度模式）。
◆  跌落危險警告！為避免孩童跌落遊戲床意外，當孩童會翻身、爬行
   或超過6.8公斤時，只要符合其一條件，請勿使用吊床（遊戲床高角
   度模式）。
◆  請勿加裝任何配件（如網子、蚊帳、或任何覆蓋物）於遊戲床，來
   限制孩童的行動，以免孩童窒息或其他傷亡。
◆  請勿在其它地方使用吊床，如床或地板等。
◆  本吊床僅適用Chicco-LULLAB Baby多功能豪華遊戲床。
◆  當孩童超過11.4公斤，請勿再使用尿布檯。
◆  在每次使用或組裝本遊戲床前，請特別檢查是否有任何損壞／遺失
   的零件、鬆脫的螺絲、破碎零件或破損的網紗／布套等，若有以上
   情況，請向本公司客服詢問更換零件，請勿自行更換非原廠零件。
◆  原廠不建議重新整修本產品，若要重新上漆，請選擇無毒漆以免危
   害寶寶健康。
◆  窒息危險警告！請留意以下可能造成孩童窒息的情況：
◆  請勿加裝非原廠軟墊，可能導致孩童滾進夾縫中窒息。
◆  請勿使用非原廠床墊，並請勿置放枕頭、棉被或加墊其他床墊。
◆  若要使用附襯墊的床單，僅可使用至少5公分厚襯墊的遊戲床
   專用床單。
◆  當孩童在遊戲床內時，請勿調整遊戲床任何一邊的高度，並請確保
   每一邊的高度都調整固定至相同且正確的位置。
◆  請勿用塑膠袋包住墊子或使用塑膠材質的物品當成墊子使用，以免
   造成窒息。
◆  請勿使用水床墊當遊戲床軟墊。
◆  勒斃危險警告！請留意以下可能造成孩童勒斃的情況：
◆  請勿加裝任何床墊、軟襯、床單或其他可能讓孩童爬出、掉落或造
   成傷害的物品。若您必須加裝物品，請移除襯墊、大型玩具或其他
   可讓孩童抓住站立並踩踏爬出遊戲床的物品。
◆  當孩童會翻身、爬行或超過6.8公斤時，只要符合其一條件，請勿再
   使用吊床（遊戲床高角度模式）。
◆  注意！當孩童在遊戲床內時，請勿安裝尿布檯，因孩童可能舉起尿
   布檯，導致脖子夾住於尿布檯及遊戲床骨架之間。
◆  請勿將附有繩子的物品（帽繩或安撫奶嘴的繩子等）放置於孩子的
   脖子處或加裝繩子於玩具上。
◆  請勿將繩子吊在吊床或遊戲床內。
◆  請勿將遊戲床放在窗邊，避免孩子不小心被百葉窗或窗簾的細繩勒
   斃。
◆  其他危險警告！請留意以下可能造成孩童危險的情況：
◆  請勿將遊戲床放在熱源處，如火爐、加熱器、璧爐或其他可能會危
   害孩子的地方。
◆  為降低嬰兒猝死症（SIDS）的風險，小兒科醫生建議若無醫生特殊
   指示，請讓嬰幼兒仰睡，可降低突發性嬰兒猝死症發生的機率。
◆  當一時間內，本吊床及遊戲床僅限一位孩童使用。
◆  當孩童在遊戲床內時，請勿移動或摺疊遊戲床，避免受傷。

零部件表
A. 遊戲床骨架  B. 床墊
C. 吊床   D. 尿布檯布套
E. 尿布檯兩側固定架  F. 尿布檯側邊支架
G. 置物袋   H. 安撫椅布套
I. 安撫椅骨架  J. 床圍玩具架
K. 玩偶   L. 收納手提袋

「遊戲床低角度模式」組裝方式
注意！
使用前，請先將所有塑膠袋與包裝材料拿開，並遠離兒童可拿取之處
。若沒有遵守以下說明或注意事項，可能會導致孩童嚴重傷亡。使用
前，請確保遊戲床所有邊欄和中央底板都已固定好。此產品僅能由成
人組裝。安裝時，請留意手指不要被邊欄夾傷。

圖1・ 將遊戲床骨架從收納手提袋中取出。
圖2・ 直立遊戲床骨架，如圖所示將四個床腳拉開。若有必要，可拉
中央底板上的鬆脫帶，將底板提起。
圖3・ 請將中央底板鬆脫帶拉起，直到所有邊欄都已鎖定到位。當中
央底板攤平且四個床腳皆已完全地被拉開後，請將邊欄向上拉起直到
聽到「喀」聲表示已鎖定到位。邊欄的中央接合處需鎖定到位，讓遊
戲床保持打開的狀態，四個邊欄都需重複一樣的步驟。
注意！為保障孩童的安全，此步驟非常重要。請確保中央底板是完全
被拉起的狀態，否則邊欄無法被正確固定。
圖4・ 將中央底板往下壓，直到遊戲床底部呈現平坦的狀態。
圖5・ 請將床墊放入遊戲床，有襯墊的那側請朝上。若未安裝床墊，
請勿使用遊戲床，並請確保將掛勾和固定帶收置於床墊下方。
圖6・ 如圖所示，將床墊上的四個固定帶穿過遊戲床底板相對應的孔
洞中。
圖7・ 翻轉遊戲床，將穿過遊戲床底板的固定帶從底板下方拉緊後，
並確實固定住。床墊的四個邊角都需重複此步驟。完成後，請嘗試將
床墊往上拉，以確保床墊已完全被固定。

「吊床－遊戲床高角度模式」組裝方式
圖8・ 解開原本安置在遊戲床地板的床墊固定帶，並將整個床墊移除
圖9A・ 先將吊床邊欄打開。
圖9B・ 沿著吊床骨架將其完全打開。
圖9C・ 將吊床的四個邊角安裝於遊戲床骨架邊的吊床支撐處。
圖9D・ 當吊床已安裝在支撐處上之後，請把吊床較長的兩邊的中央接
合處向下壓。此步驟可讓吊床確實固定到位。請試著將吊床向下壓，
確保吊床是否固定。

注意！當孩童使用遊戲床內（低角度模式）時，請勿再加裝吊床（遊
戲床高角度模式）。使用前請確保遊戲床已完全組裝好。

圖10・ 床墊比吊床骨架稍大一些，放入床墊時，請勿將床墊完全打開
。將床墊以傾角度的方式插入相對的吊床側邊，先將該側的邊角調整
安裝好之後，再將靠近自己這一側的側邊插入吊床。當床墊安裝進去
之後，請往下壓，讓床墊側邊穩固，以及讓布套平整。請隨時檢查床
墊的固定帶是否放置在床墊下方。

「置物袋」組裝方式
圖11・ 將置物袋安裝至側邊邊欄上。置物袋可以安裝至左右任何一側
，建議可安裝至靠近尿布檯處，以便使用。

「尿布檯」注意事項
◆  跌落危險警告！為避免孩童傷亡危險，請勿將孩童單獨留在遊戲床
   內而無人照護。
◆  當孩童超過11.4公斤，請勿再使用尿布檯。
◆  請勿在其它地方使用吊床，如床或地板等。
◆  請勿將尿布檯當作嬰兒床或遊戲床使用。
◆  孩子在遊戲床內時，請移除尿布檯。
◆  若尿布檯有任何損壞情況時，請勿繼續使用。

「尿布檯」組裝方式
圖12・ 將尿布檯其中一側的固定架插入相對側支架尾端的溝槽中，直
到聽到「喀」聲表示已鎖定到位。安裝時，請確保調整片位於內側。
另一側也請重覆相同步驟。
注意！另一側骨架安裝前，請先進行圖13之步驟來安裝尿布檯布套後
，再完成骨架的安裝。
圖13・ 將尿布檯布套開口處依循骨架方向套入並往上拉。完成後，再
將尿布檯另一側的固定架插入相對側支架尾端的溝槽中，並確保鎖定
到位。
圖14・ 將布套固定片放置於尿布檯外側，並穿過骨架上相對應的孔洞
中，拉出固定片。將固定片拉緊以固定布套到位，兩邊重覆進行一樣
的步驟。
重要！尿布檯僅能被安裝在遊戲床上固定的一側，請將尿布檯安裝在
有尿布檯軌道插孔的那側。
圖15・ 若要安裝尿布檯，請將尿布檯骨架對齊遊戲床骨架，將尿布檯
往下壓，直到尿布檯固定於遊戲床的軌道插孔上。安裝完成後，請將
尿布檯嘗試往上拉起，檢查是否已穩固安裝。請勿在其他地方或遊戲
床內使用尿布檯。

「尿布檯」收納方式
圖16・ 若要移除尿布檯，請壓住鬆脫扭並向上抬起。如圖所示，可將
尿布檯掛在側邊置物袋上。

「安撫椅」組裝方式
◆  跌落危險警告！請留意以下情況發生時，應立即停止使用本安
   撫椅，以免造成孩童跌落危險：
◆  孩童的頭部已碰觸到安撫椅的上方邊緣。
◆  孩童體重大於6.8公斤。
◆  孩童開始會扭動自己身體或翻身時（約3個月大）。
◆  孩童有可能被困在遊戲床與周圍物品之間。
◆  當遊戲床轉換為吊床（遊戲床高角度模式）時，才能搭配使用安撫
   椅。請勿直接放置在遊戲床裡面、遊戲床圍欄邊或垂直表面（例如
   牆壁與衣櫥）直接使用安撫椅。
◆  請勿在柔軟的平面上（例如床、沙發和靠墊等）上使用安撫椅，因
   有可能造成安撫椅翻覆導致孩子受傷。
◆  建議請讓您的孩子仰睡。
◆  請勿將孩童單獨留在安撫椅上，大人必須在旁照顧。
◆  使用之前，安撫椅必需正確安裝於吊床（遊戲床高角度模式）上。
◆  請勿將安撫椅放置在其他產品上。
◆  若已安裝安撫椅在吊床上時，請勿讓孩童待在吊床上。

圖17・ 請將安撫椅骨架打開，再撐開椅架。
圖18・ 拉開位於安撫椅布套背面的拉鏈，將骨架套入後，確保固定匣
已正確穿過安撫椅上方開口處。接著，請將布套下緣套在骨架後，將
拉鍊重新拉上。
重要！當遊戲床轉換為吊床（遊戲床高角度模式）時，才能搭配使用
安撫椅。若尚未安裝吊床，請勿使用此安撫椅。
圖19・ 若要安裝安撫椅於遊戲床上，請將安撫椅的固定匣對準遊戲床
的邊欄，並將固定匣往下壓。使用前請確保已正確固定住。

「安撫椅」收納方式
圖20・ 請將安撫椅骨架收折好後，再將其對摺。

「床圍玩具架」安裝方式
圖21・ 請將玩偶的固定帶穿過玩具架上的孔洞，將固定帶摺疊扣住以
固定好玩偶，請重複相同步驟完成三個玩偶的安裝程序。
圖22・ 請將床圍玩具架插入遊戲床圍邊的相對應孔洞中。如圖所示來
上下調整玩具架的角度。

「遊戲床」收納方式
圖23・ 請先移除吊床、床圍玩具架、置物袋、尿布檯、安撫椅以及床
墊，將中央底板上的鬆脫扭往上拉，並將中央底板盡可能的向上舉起
圖24・ 壓住邊欄中央的鬆脫鈕並往上推，然後將邊欄往下壓，鬆脫所
有四邊的邊欄。若無法解鎖邊欄，請將中央底板往上拉，解除底板鎖
定。中央底板必須對齊邊欄。
圖25・ 將中央底板鬆脫帶拉起，然後將遊戲床椅腳往中央收齊。
圖26・ 請先將床墊放入收納手提袋內（請確保有襯墊的那面朝上），
再將收合好的遊戲床骨架放入床墊上，再將其他配件一一放入收納手
提袋內。
圖27・ 調整好後將手提袋的拉鍊拉上。
圖28・ 請保留本說明書，以備日後之需：請將本說明書放置於床墊下
方的說明書放置處。

常見問題Q&A
Q：邊欄無法鎖定固定
A：在鎖定邊欄之前，請將中央底板拉起至與四個邊角一樣的高度。若
有需要，可將中央底板鬆脫帶往上拉，或是一手拉住鬆脫帶，同時另
一手將邊欄固定。若您還是無法鎖定邊欄，請參考本說明書之【遊戲
床收納方式】之段落說明，或與Chicco客服人員聯絡。

Q：中央底板底部固定帶無法固定
A：將中央底板鬆脫帶拉起，即可解鎖。或請將遊戲床往上翻，檢查底
部是否有被異物擋住。

Q：收合後的遊戲床骨架無法放入手提袋內
A：請將遊戲床骨架的中央底板鬆脫帶拉起，並將遊戲床床腳拉向中央
，讓遊戲床收合。必要時，可交換放置的位置或是調整角度。

Q：安撫椅無法安裝至遊戲床上
A：請確認遊戲床邊欄是否已固定，底板是否平坦。

Q：玩具架無法安裝至遊戲床圍邊的孔洞中
A：請確保床圍的邊角孔洞沒有被布套覆蓋住，玩具架可以安裝至任一
邊角，請嘗試其他邊角安裝。

清潔與保養
請定期保養本產品，清潔保養本遊戲床的動作，需由成人來執行。

清潔作業
◆  移除底板之後，可清洗床墊布套。床墊布套附有拉鍊，拉開即可拆
   開，請將底板一一取出。
◆  請勿將木製底板浸泡於水裡，請使用濕布和溫和清潔劑擦拭（請勿
   使用漂白劑）。
◆  請在冷水中手洗床墊布套，或使用溫和清潔劑於溫和洗衣程序模式
   中清洗（請勿使用漂白劑）。清洗後請自然陰乾。
◆  請定期用柔軟的乾淨濕布擦拭塑膠零件，也可以用海線以中性清潔
   劑來擦拭。若遊戲床接觸到水，請立即擦乾，避免生鏽。
◆  金屬零件請保持乾燥以免受潮生鏽。
◆  請勿使用除垢劑或磨砂劑清潔，以免損壞零件。
◆  請參照洗滌標的標示內容清洗遊戲床布套，以下為清潔標示及
   其意義：

保養作業
◆  請定期檢查遊戲床是否有任何損壞現象，包含螺絲鬆脫、零件磨損
   、配件或縫線破損現象，必要時請依需求更換或修理零件，僅可使
   用Chicco原廠配件替換。
◆  請將遊戲床存放於乾燥的場所，若遊戲床接觸到水而潮濕，請將遊
   戲床打開使其完全晾乾。
◆  避免長時間在陽光下曝曬：可能導致原料和布料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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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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LLAB Baby
多功能豪華遊戲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