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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ic舒適柔軟抱嬰袋
中文使用說明書



部位組成表
A.抱嬰袋    B.頭靠枕
C.手臂開口處(適合嬰兒臉部朝內) D.保護帶
E.帶扣    F.寶寶腰部調整帶
G.寶寶腿部開口調整帶  H.坐墊
I.輔助袋    J.儲物口袋
K.肩部舒壓墊   L.肩帶
M.收納袋

警告!使用前請詳讀此說明書，以免意外發生，並請妥善保存以便日後參
考。
● 本抱嬰袋適用於7.5-25磅(約3.5∼11公斤)的寶寶。
● 較小的寶寶可能會從大腿開口處掉落，請依照說明書使用，確保正確
的使用方式。
● 在寶寶可以自行抬頭時，才讓寶寶的臉部朝外。
● 請在將寶寶放進抱嬰袋之前，先將肩帶放置於肩膀上。
● 當要將寶寶放進抱嬰袋時，建議您坐著進行，並請穩穩地抱著寶寶，
確保寶寶的腳被放在正確的位置上，兩隻腳分開在坐墊的兩側。
● 將寶寶放進抱嬰袋之後，請將大腿開口處調整至適合寶寶的寬度。
● 抱嬰袋前方的輔助袋只用於幫助支撐寶寶，請勿在輔助袋中放置任何
東西。

注意事項
● 使用前請先將所有塑膠袋與包裝材料拿開並且處理掉，且遠離寶寶及
兒童可觸及之處。
● 站立或行走時才能使用抱嬰袋。
● 使用抱嬰袋的期間，寶寶的動作可能會影響到您的平衡。
● 當彎腰或向前傾斜時，請確認您的胳臂足以撐著寶寶。
● 請勿在運動時使用抱嬰袋。
● 請勿在您不使用此抱嬰袋及在無人看管時，讓寶寶單獨留在背袋裡。
● 請勿在汽車座椅上使用抱嬰袋。
● 請勿揹負超過一個以上的孩子。
● 此抱嬰袋僅能由成人使用。
● 此抱嬰袋不可使用於後背方式。
● 若此產品任何部位配件被破壞，撕毀或遺失，請勿使用。
● 請勿安裝任何非原廠的配件，或任何未經原廠核准的其他配件於此抱
嬰袋上。
● 使用抱嬰袋前，請確保安全帶的位置都正確調整好，以及安全帶扣都
繫好、扣好。
● 寶寶在抱嬰袋內時，請隨時檢查寶寶的鼻子及嘴巴周圍有足夠的空間
，以確保空氣流通及正常呼吸。

如何將寶寶放入抱嬰帶
請注意!請將抱嬰袋背好後，再把寶寶抱進去。
1. 將頭穿過抱嬰袋，跨在肩上放好(如圖1)。
2. 請確認已將帶扣扣緊(如圖2)，並且確保固定扣正確鎖定到位。
3. 拉緊腰部兩端調整帶並調整至適合寶寶鬆緊度(如圖3)。請握住兩邊側
邊安全帶的尾端，並且拉至合身為止。
4. 為了減低沉重感，建議您最好將後方肩帶調整至背部中央位置(約肩
胛骨下方一點) (如圖4)。

將寶寶放入抱嬰帶(嬰兒面朝內-面對面背法)
請注意!請穩穩地抱著寶寶，確認寶寶兩隻腳叉開放入開口坐墊內，腳是
放在正確的位置上，並請確保寶寶的臉部周圍有足夠的空間，以確保空
氣流通及正常呼吸。
5. 將寶寶放進抱嬰袋中(如圖5)。
6. 將保護帶兩端帶扣扣緊並確認(如圖6)。
7. 接著調整側邊調整帶的長度，確保寶寶乘坐舒適感。調整保護帶的長
度以及側邊的調整扣，確保寶寶在抱嬰袋內舒適且安全(如圖7)；另外，
也調整腰部及腿部開口的鬆緊度。(請見第14點-如何調整腰部寬度，及
15點-如何調整大腿開口處)。
8. 最後從抱嬰袋底部托住，慢慢地調整兩邊肩帶的長度，最好是在媽媽
胸部上方一點點的位置，可減少大人沉重感及確保寶寶舒適感(如圖8)。

將寶寶放入抱嬰帶(嬰兒面朝外-面對背背法)
請注意!當寶寶滿4個月，可以獨自撐起頭肩時，才可以用這種背法。
9. 將寶寶以背對媽媽的方式放入抱嬰袋中(如圖9)。
10. 將保護帶180度往外翻轉至另一面(如圖10A)，並將頭靠墊往下折(如
圖10B)。為確保是否將保護帶位置翻轉正確，請確認Chicco的logo是否
朝外(如圖10C)。
11. 扣緊兩側的帶扣並確認已扣好(如圖11)。
請注意!確保寶寶的臉部周圍有足夠的空間，以確保空氣流通及正常呼吸
。
12. 扣好後調整帶扣長度確保寶寶乘坐最大舒適感及安全性，請確保抱
嬰袋不會太鬆也不會太緊，與寶寶的身形相符(如圖12)。也須調整寶寶
的腰部及大腿開口處的寬度。(請見第14點-如何調整腰部寬度，及15點-
如何調整大腿開口處)。
13. 從抱嬰袋底部托住，慢慢地調整兩邊肩帶的長度，最好是在媽媽胸
部上方一點點的位置，可減少大人的沉重感及確保寶寶的舒適感(如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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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調整腰部寬度
14. 抱嬰袋的兩側有調整帶可調整腰部的寬度，可依寶寶的體型大小，
調整抱嬰袋內側的尺寸，左右調整A扣即可(如圖14)。

如何調整大腿開口處
15. 抱嬰袋的兩側也有調整帶可以調整大腿開口處，可讓您依照寶寶不
同的成長階段來做最適當的抱嬰袋鬆緊度。大腿開口處應該調整成最合
身的尺寸，但不要讓寶寶覺得太緊或不舒服，左右調整B扣即可(如圖15)
。

如何將寶寶從抱嬰袋中抱出

請注意! 我們建議您當寶寶坐著時，才將寶寶抱離抱嬰袋。

16. 穩固地抱住寶寶，並解開保護帶兩側帶扣(如圖16)。

17. 解開後，才將寶寶抱出(如圖17)。

可拆式圍兜

18. 配有一個可拆式／可機洗的小圍兜口水巾，將圍兜扣在抱嬰袋上即

可(如圖18)。

儲物口袋

19. 若要使用儲物口袋，請打開袋口即可使用，並請使用魔鬼氈將儲物

口袋關上(如圖19)。

輔助袋

請注意!輔助袋的設計是用來協助支撐寶寶，請勿使用輔助袋來存放任何

物品。

20. 為了讓父母親能更輕鬆的托住寶寶及確保與父母的接觸，此抱嬰袋

後方配有輔助袋可協助支撐(如圖20)。

收納袋

21. 將抱嬰袋摺疊或捲好，捲收時將安全帶往裡面捲。將摺疊後的抱嬰

袋放入收納袋中，將收納袋的袋口拉緊(如圖21)。

產品清潔與保養
● 抱嬰袋請用溼布及溫和的肥皂水清潔髒汙的地方，手洗後晾乾。
● 每次清洗後，請確認布料及接縫處是否磨損或毀壞。
● 圍兜可機洗，並請用慢速烘乾，請勿漂白。
● 請定期檢查抱嬰帶接縫處，並確認是否有損壞或有零件遺失，若有此

現象發生，請勿再使用此抱嬰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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