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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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合一多功能成長
高腳餐椅 使用說明書

29A

喀13 1411 12

9

推

拉

10

1

2

7 8

1

2

25 2623 24

推

181715 16

2221

1
2
3
4

19 20

30

33

27 27A 28

34

38

35

31

39

32

36

4037

≥ 
21

0 
m

m

≥ 380 mm ≥ 430 mm

29



D2 D3

D1

E1

B2

B3

A3

A1

A

A5

B4

C3

D

B5G

C15 C12

C16

C10

C11
J

C9

C8

C6

B1

A2

A4

B

C5

C4

C2

E
D4

C14a

C14b

C1

H

1

C13

C

E2

E3

F

C8

C7

I 喀2

3

1

2

64 5

本產品提供多種使用模式：
˙安撫椅模式：適用於新生兒。
˙高腳餐椅模式：適用於6個月以上的寶寶。
˙孩子的第一張椅子：適用於6個月以上的寶寶。
˙攜帶式餐椅（獨立餐盤）模式：適用於6個月以上的寶寶。
˙攜帶式餐椅（父母共桌）模式：適用於6個月以上的寶寶。

零配件表
A.骨架
   A1.前腳支架
   A2.後腳支架
   A3.防刮前輪（2個）
   A4.餐盤收納固定處
   A5.開/關按鈕

B.座椅底座
   B1.座椅高度調整鈕
   B2.腿部靠墊
   B3.置腳板
   B4.腿部靠墊調整/傾斜鈕
   B5.座椅固定處

C.座椅
   C1.座椅鬆脫鈕
   C2.扶手
   C3.扶手調整鈕
   C4.椅背（不可拆除）
   C5.上半部背靠軟墊（可拆除）
   C6.上半部背靠軟墊固定孔洞
   C7.上半部背靠軟墊固定插銷
   C8.上半部背靠軟墊固定片
   C9.椅背傾斜調整鈕
   C10.餐椅增高墊
   C11.增高墊鬆脫裝置（打開/收合）
   C12.攜帶式餐椅安全帶收納處
   C13.附帶扣的5點式安全帶
   C14a.攜帶式餐椅模式固定用安全帶（椅背）
   C14b.攜帶式餐椅模式固定用安全帶（座椅）
   C15.座椅與底座連結處（後方）
   C16.座椅與底座連結處（前方）

D.布套
   D1.座椅布套
   D2.上半部背靠軟墊布套
   D3.上半部背靠軟墊布套拉鍊
   D4.攜帶式餐椅（父母共桌）模式時使用的拉鍊

E.餐盤
   E1.餐盤
   E2.餐盤調整/鎖定鈕
   E3.餐盤安裝軌道

初次使用／打開高腳餐椅
注意：新品包裝完善，拆除包裝時請留意避免讓剪刀或其他利器損害產品及
其零配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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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住A5開/關按鈕，同時將前腳支架A1和後腳支架A2拉開（如圖1），直
   到聽到「喀」聲顯示完全打開骨架（如圖2）。
注意：同時按住兩側B4腿部靠墊調整/傾斜鈕，可解除B2腿部靠墊的位置鎖
定。
˙解除腿部靠墊鎖定裝置後，將腿部靠墊B2轉向座椅底座的前方，調整直到
   想要使用的位置（如圖3）。支撐住座椅底座下緣，調整高度至最高的位
   置（如圖4）。  

˙將置腳板B3插入適當的固定孔洞（如圖5）並調整直到正確鎖定。
˙將座椅安裝於骨架上：請先將攜帶式餐椅模式固定用安全帶C14a和C14b收
   回安全帶收納處C12中並將蓋子合上（如圖26）。
˙將後方的座椅與底座連結處C15安裝至座椅固定處B5上（如圖6）。這時，
   您即可將座椅C固定於底座上。接著按住座椅鬆脫鈕C1（如圖7），同時將
   座椅向前轉動，直到前方的座椅與底座連結處C16鎖定到位。安裝布套D於
   座椅C上時，請您將布套由上往下安裝，並確認上半部背靠軟墊C5有正確
   安裝上。將安全帶C13穿過適當的孔洞中（如圖8）。請確保布套上的孔洞
   和座椅本體椅背上的孔洞為相對應的。
注意：請確保布套後面的鬆緊帶位於布套內部，正確位置應該在椅背C4和布
套之間。將安全帶C13穿過布套D上相對應的孔洞，使安全帶固定在椅背上。
注意：為了安全帶C13的正常使用，請勿拉上拉鍊D4。
注意：為了確實固定座椅，攜帶式餐椅模式固定用之安全帶必須確實放置於
安全帶收納處中。
注意：在使用之前，請確保座椅已穩固地安裝在底座上。 

安全帶
注意：為了確保寶寶的安全，使用時請務必隨時繫緊安全帶。
注意：若只使用餐盤，無法確保孩子的安全，請全程使用安全帶。

˙本高腳餐椅配有5點式安全帶。
˙解開安全帶後，將寶寶放置於高腳餐椅時，請繫上安全帶並調整至符合
   寶寶的體型，以確保寶寶的舒適與安全。
˙安全帶可調整至2種不同的位置。
˙按壓安全帶扣的中間按鈕即可解開安全帶（如圖9）。
˙若要調整腹部安全帶，請拉住安全帶的尾端並調緊，或按壓帶扣上的調
   整扣即可調鬆（如圖10）。

餐盤與位置調整
˙餐盤可調整至前後4種不同位置。
˙若要安裝餐盤E，請確認扶手C2已鎖定至水平位置（如圖11）。
˙依餐盤下方的安裝軌道E3，將餐盤安裝於扶手上，此時長壓住中間的餐
   盤調整/鎖定鈕E2（如圖12）。
˙將餐盤移動到所需的位置，然後鬆開調整/鎖定鈕E2。如果餐盤未自動鎖
   定於扶手上，請稍微前後移動餐盤，直到聽到「喀」聲表示餐盤已正確
   鎖定到位（如圖13）。
注意：使用之前，請務必確認餐盤已正確的固定在扶手上。
注意：餐盤只可以調整至前後4種不同位置。
注意：安裝餐盤後，若在扶手上看到危險標示，請勿繼續將餐盤安裝於這
個位置。
注意：當餐盤安裝在高腳餐椅上時，請勿按到扶手調整鈕C3。
˙若要拆除餐盤，請按中間的餐盤調整/鎖定鈕E2。當不使用餐盤時，可將
   餐盤固定於後腳支架的餐盤收納固定處A4上（如圖14）。
注意：使用時，請務必確認餐盤已穩固安裝好。若孩子與父母親同桌吃飯
，可將餐盤拆除。

高度調整
˙本高腳餐椅可調整至8種不同高度。
˙要調高座椅時，握住椅背C4/C5的上方並向上拉，直到所需的高度（如圖
   15）。
˙要降低座椅時，同時按下左右邊兩個座椅高度調整鈕B1以調低座椅，直
   到所需的高度（如圖16）。
注意：當寶寶坐在餐椅上時，請勿調整高度。

輪子
˙高腳椅的前椅腳上附有兩顆單向輪子A3，以便搬動、打開和收合高腳餐
   椅。
注意：請將本高腳餐椅放置於平穩的地面上，請勿放置於樓梯或有高低落
差的地面。

如何收納高腳餐椅
注意：當要進行以下動作時，請確保孩子位於安全距離以外，並且確保高
腳餐椅所有可移動的零配件都不會碰觸到孩子。
˙按壓椅背傾斜調整鈕C9將椅背調整至垂直位置（如圖17），拆掉餐盤並
   將其固定於後腳支架的餐盤收納固定處A4上（如圖14），接著按壓扶手
   調整鈕C3，將扶手向下調整至垂直位置（如圖18）。
˙同時按下左右兩邊座椅高度調整鈕B1降低座椅高度（如圖16）。
˙按壓側邊骨架開/關按鈕A5，同時將高腳餐椅的椅腳併攏（如圖19）。
˙當餐盤固定於後腳支架的餐盤收納固定處A4時，請勿讓腿部靠墊B2處於
   完全傾斜的位置以影響高腳餐椅的平衡，以避免傾倒危險（如圖20）。

腿部靠墊
˙本高腳餐椅的腿部靠墊B2可以調整至3種不同的位置；若要調整傾斜度，
   請按下左右兩邊腿部靠墊調整/傾斜鈕B4，即可調整至所需的位置。

置腳板
˙此高腳餐椅的置腳板B3可以調整至3種不同的高度位置。
˙若欲調整置腳板B3的位置，請從目前的位置向上搬動，直到解除鎖定。
   接著，再將拆除的置腳板安裝至所需的高度即可。

安撫椅模式：適用於新生兒
注意事項
˙請勿單獨將嬰幼兒留在餐椅上無成人照護，以免意外發生。
˙當寶寶會自行坐立、翻滾、爬行或站立時，請停止使用此安撫椅模式。
˙此安撫椅模式僅供休憩使用，不適用於長時間睡眠。
˙請勿在有高度的平面上（如桌子或椅子上）使用安撫椅，此動作是非常
   危險的。
˙乘坐時請隨時使用座椅上的5點式安全帶。
˙適用年齡：新生兒至9公斤以下（約6個月大）。
˙此安撫椅無法取代嬰兒床或搖籃，若您的寶寶需要睡覺，應該將寶寶安
   置在適合的床上或搖籃。
˙若此安撫椅有任何部位配件被破壞或遺失，請勿繼續使用。
˙請勿使用任何非原廠的配件，或其他替換零件。
˙此產品及其零配件須由成人來組裝與操作，執行前請詳閱並遵照說明書
   上指示。
˙此安撫椅一次僅能提供一位孩童使用。
˙請勿將安撫椅置放在不平穩、有高低落差、地毯或樓梯的地面上。
˙當孩子在安撫椅四周玩耍時，成人請隨時留意並在旁照護孩子，以免碰
   撞危險。
˙為預防火災發生，請勿將此安撫椅置放於電器用品、瓦斯爐或其他熱源
   附近。
˙使用前，請確保布套已正確安裝在座椅本體上。
˙使用前，請確保所有零配件已安裝妥當。
˙請定期檢查是否有任何零配件損壞、螺絲鬆脫或布套破損之情形，如果

   有任何上述情況發生，請立即聯絡原購買店家並妥善處理。
˙乘坐時，請勿將安撫椅放置於窗戶或牆壁附近，避免讓孩子抓取窗簾
   拉繩、窗簾或其他物品而攀爬跌倒，同時也可避免窒息等危險發生。
˙乘坐時，請勿將安撫椅放在窗戶或牆壁附近，避免孩子將安撫椅翻倒。
˙安撫椅若直接在陽光下曝曬過久，請等安撫椅陰涼冷卻後再使用，以免
   孩童灼傷。
˙請勿讓安撫椅曝曬在陽光下過久以免褪色。
˙當不使用本產品時，請放置於孩童無法觸及之處。
˙使用前，請確保座椅已正確固定於底座上。

如何使用安撫椅模式
˙此模式適用於新生兒至9公斤的孩童。
˙按壓椅背傾斜調整鈕C9將椅背C4完全傾倒（如圖21）。
˙將腿部靠墊B2調整置水平位置（如圖22）。
˙可以將置腳板B3完全拆除，或調整至適合孩子的高度（如圖23）。
˙以上步驟建議在使用前進行，若孩童乘坐在椅子上時，可能較難調整。
˙當需要調整座椅高度時，請務必在上述操作步驟之前先進行，調整方法
   請參見【高度調整】章節。

高腳餐椅＆孩子的第一張椅子模式：適用於6個月以上的寶寶
注意事項
˙請勿單獨將嬰幼兒留在餐椅上無成人照護，以免意外發生。
˙使用前，請確保座椅5點式安全帶已妥善安裝。
˙使用前，請確認所有零配件都需組裝且調整完畢才可使用。
˙為預防火災發生，請勿將此餐椅置放於電器用品、瓦斯爐或其他熱源附
   近。
˙使用前，請務必檢查餐椅的安全性及穩定性。
˙在孩童無法自行坐立前（約6個月以前），請勿使用本高腳餐椅＆孩子的
   第一個張椅模式。
˙此模式適用於6個月以上至3歲的孩童，最大承重量達15公斤。
˙若此餐椅有任何部位配件被破壞或遺失，請勿繼續使用。
˙請定期檢查是否有任何零配件損壞、螺絲鬆脫或布套破損之情形，如果
   有任何上述情況發生，請立即聯絡原購買店家並妥善處理。
˙此產品及其零配件須由成人來組裝與操作，執行前請詳閱並遵照說明書
   上指示。
˙當要打開、調整或收合高腳餐椅時，請確保孩子位於安全距離之外，並
   確保在調整餐椅時（調整椅背或活動餐盤時），孩子不會接觸到高腳餐
   椅任何可移動之零配件。
˙乘坐時請隨時使用座椅上的5點式安全帶。
‧單獨使用餐盤，無法確保您的孩子的安全，請全程使用安全帶。
‧當孩子乘坐在高腳餐椅上時，請勿移動高腳餐椅。
˙當孩子在餐椅四周玩耍時，成人請隨時留意並在旁照護孩子，以免碰撞
   危險。
˙此高腳餐椅一次僅能提供一位孩童使用。
˙請勿在餐盤上放置小物品，避免孩子誤食。
˙乘坐時，請勿將餐椅放置於窗戶或牆壁附近，避免讓孩子抓取窗簾拉繩
   、窗簾或其他物品而攀爬跌倒，同時也可避免窒息等危險發生。
˙乘坐時，請勿將餐椅置放在窗戶或牆壁附近，避免孩子將餐椅椅翻倒。
˙請勿將餐椅置放在不平穩、有高低落差、地毯或樓梯的地面上。
˙請勿將包包或其他有重量的物品放置於活動餐盤上，或掛在高腳餐椅的
   支架上，因可能會影響高腳餐椅的穩定度。
˙餐椅若直接在陽光下曝曬過久，請等餐椅陰涼冷卻後再使用，以免孩童
   灼傷。
˙請勿讓餐椅曝曬在陽光下過久以免褪色。
˙當不使用本產品時，請放置於孩童無法觸及之處。
˙使用前，請確保布套已正確安裝在座椅本體上。
˙使用前，請確保所有零配件已安裝妥當。
˙請勿使用任何非原廠的配件，或其他替換零件。
˙當不使用餐盤時，請放置於孩童無法觸及之處。
˙請確保餐椅放置的位置，無法讓孩子的腳觸及桌子或其他物品，避免餐
   椅翻覆。
˙為了孩子的安全，請勿將上半部背靠軟墊C5拆除。
˙為了孩子的安全，椅背只能調整至4種不同的位置，請勿調整至不正確的
   位置上。
˙使用前，請確保座椅已正確固定於底座上。

如何使用高腳餐椅模式
˙此模式適用於6個月以上至3歲（或15公斤）以下，會自行坐立的孩子。
˙當使用高腳餐椅模式時，可操作下列動作：
　(1) 調整座椅高度
　(2) 調整腿部靠墊及置腳板
　(3) 調整傾斜椅背角度：如圖21所示
　(4) 使用及調整餐盤前後位置
˙若要操作上述動作，請參見相關章節。

如何使用孩子的第一張椅子模式
˙此模式適用於6個月以上至3歲（或15公斤）以下，會自行坐立的孩子。
˙當使用孩子的第一張椅子模式時，請將高腳餐椅放置於桌邊（如圖24）
   並使用前輪A3來移動高腳餐椅。可操作下列動作：
　(1) 調整座椅高度
　(2) 將腿部靠墊調整成垂直位置
　(3) 調整扶手
　(4) 調整傾斜椅背角度：如圖21所示
˙若要操作上述動作，請參見相關章節。

攜帶式餐椅（獨立餐盤＆父母共桌）模式：適用於6個月以上的寶寶
注意事項
˙請勿單獨將嬰幼兒留在餐椅上無成人照護，以免意外發生。
˙使用前，請確保座椅5點式安全帶已妥善安裝。
˙乘坐時請隨時使用座椅上的5點式安全帶。
˙使用時，請隨時使用攜帶式餐椅模式固定用安全帶C14a及C14b，並確保
   在使用前已正確安裝。
˙固定攜帶式餐椅模式固定用安全帶C14a及C14b時，不得安裝在不平的表
   面上。
˙請將攜帶式餐椅安裝於成人椅上，使用前，請先檢查座椅的安全性和穩
   定性。
˙請勿將攜帶式餐椅安裝於凳子或板凳上。
˙此模式適用於6個月以上至3歲的孩童，最大承重量達15公斤。
˙使用此模式時，安裝的成人椅最小尺寸建議為：寬度43公分、深度38公
   分、高度21公分。
˙請勿將攜帶式餐椅安裝在窗戶或牆壁附近的成人椅上，避免孩子用腳頂
   牆造成放置餐椅的成人椅翻倒之危險發生。
˙若此餐椅有任何部位配件被破壞或遺失，請勿繼續使用。
˙請勿使用任何非原廠的配件，或其他替換零件。
˙請勿攜帶式餐椅安裝在損壞或不穩固的椅子上，如摺疊椅、搖椅、或是
   有扶手的椅子上。
˙此餐椅一次僅能提供一位孩童使用。
˙使用前，請確保布套已正確安裝在座椅本體上。
˙在安裝攜帶式餐椅於成人椅上之前，請確認地板及椅子是否完全水平；
   請勿將此餐椅放置於傾斜的表面上。
˙當孩子在餐椅四周玩耍時，成人請隨時留意並在旁照護孩子，以免碰撞
   危險。
˙此產品非汽車安全座椅，請勿使用於車上。
˙請勿在餐盤上放置小物品，避免孩子誤食。
˙乘坐時，請勿將餐椅放置於窗戶或牆壁附近，避免讓孩子抓取窗簾拉繩
   、窗簾或其他物品而攀爬跌倒，同時也可避免窒息等危險發生。
˙為預防火災發生，請勿將此餐椅置放於電器用品、瓦斯爐或其他熱源附
   近。
˙請勿將此餐椅當做浮板或游泳輔助用品，請勿使用於游泳池內。
˙請勿將此產品直接放置於地板上使用。
˙餐椅若直接在陽光下曝曬過久，請等餐椅陰涼冷卻後再使用，以免孩童
   灼傷。
˙請勿讓餐椅曝曬在陽光下過久以免褪色。
˙此產品及其零配件須由成人來組裝與操作，執行前請詳閱並遵照說明書
   上指示。
˙當要操作本餐椅時，請確保孩子位於安全距離之外，並確保在調整餐椅
   時，孩子不會接觸到餐椅任何可移動之零配件。
˙單獨使用餐盤，無法確保您的孩子的安全，請全程使用安全帶。
˙當孩童乘坐在餐椅上時，請勿開合餐椅。
˙當不使用本產品時，請放置於孩童無法觸及之處。

如何使用攜帶式餐椅（獨立餐盤）模式
˙此模式適用於6個月以上至3歲（或15公斤）以下，會自行坐立的孩子。
˙使用攜帶式餐椅（獨立餐盤）模式（如圖33）之操作步驟：
　(1) 按下座椅側邊的座椅鬆脫鈕C1，將座椅C從底座B拆下
　(2) 長按住座椅鬆脫鈕C1，將座椅前端向上翻轉拉起，直到座椅從座椅底
   座上完全鬆脫（如圖25）。
　(3) 將座椅翻轉到底座面，以便進行後續動作（如圖26）。
　(4) 用增高墊鬆脫裝置C11打開餐椅增高墊C10（如圖27）。
　(5) 從攜帶式餐椅安全帶收納處C12中取出攜帶式餐椅模式固定用安全帶
   C14a及C14b（如圖28），即可將攜帶式餐椅安裝至一般成人椅上。
　(6) 確保椅背已正確安裝上，並保持垂直位置。
　(7) 若需要調整用餐高度，請向外轉動餐椅增高墊C10直到鎖定到位，並
   使用增高墊鬆脫裝置C11來調整合適的高度位置（如圖27A）。如不需要
   調整用餐高度，請收合餐椅增高墊C10，使用增高墊鬆脫裝置C11，確保
   它們被固定在收合位置（如圖26）。
注意：當打開或收合餐椅增高墊時，請使用增高墊鬆脫裝置C11，以免損壞
產品。
注意：使用攜帶式餐椅模式時，請將椅背固定在垂直位置，以確保孩子的
安全。
注意：使用攜帶式餐椅模式時，請確保椅腳椅已解除鎖定位置，再將攜帶
式餐椅安裝於椅子上。
注意：使用攜帶式餐椅模式時，請確保椅腳椅已解除鎖定位置，並確認座
椅固定安全帶已繫在椅腳的孔洞內。
˙使用此模式時，請先確認安裝的成人椅是否大於圖29所示之最小尺寸。
˙請將攜帶式餐椅模式固定用安全帶拉出（圖29A），先將攜帶式餐椅模式
   固定用安全帶（椅背）C14a穿過椅子的椅背並繫上（如圖30），並將攜
   帶式餐椅模式固定用安全帶（座椅）C14b穿過椅子的坐墊並繫上（如圖
   31）；再將綁帶繫在相對應的帶扣上，聽到『喀』聲表示已正確扣上。
˙拉緊安全帶尾端調整長度，直到攜帶式餐椅安全地固定住（如圖32）。
˙當攜帶式餐椅已安全地固定後（如圖33），您可按照以下步驟讓孩子乘
   坐使用：
　(1) 鬆開五點式安全帶C13的帶扣
　(2) 讓孩童乘坐在餐椅上，並繫上安全帶C13。請確認安全帶是否有正確
   地繫緊。
　(3) 調整綁帶長度，使其符合孩子的體型。
˙若要使用餐盤，請參見【餐盤與位置調整】章節所述之步驟，將餐盤安
   裝於扶手上。

如何使用攜帶式餐椅（父母共桌）模式
˙若要使用此模式，請參照【如何使用攜帶式餐椅（獨立餐盤）模式】之章
   節。
˙除此之外，使用前，請先將上半部背靠軟墊C5拆除。可操作下列動作：
　(1) 拉開上半部背靠軟墊布套拉鍊D3，直到上半部背靠軟墊C5從椅背C4上
   完全鬆開（如圖34）。
　(2) 壓住位於上半部背靠軟墊C5後方的上半部背靠軟墊固定片C8，將上半
   部背靠軟墊C5拆除，並將椅背向前推（如圖35與圖36），將上半部背靠軟
   墊固定插銷C7從位於椅背側邊的上半部背靠軟墊固定孔洞C6中鬆脫移除。
注意：使用攜帶式餐椅模式時，請確保椅腳椅已解除鎖定位置，並確認座椅
固定安全帶已繫在椅腳的孔洞內。
˙若攜帶式餐椅（父母共桌）模式時使用的拉鍊D4已被拉上，打開拉鍊並使
   其固定於椅背C4上的布套D1（如圖37），且將拉鍊D4拉上（如圖38）。
注意：使用攜帶式餐椅模式時，請將椅背固定在垂直位置，以確保孩子的安
全。
˙為便於攜帶，可按下椅背傾斜調整鈕C9，將椅背C4完全向前傾（如圖39）
  ，即可以垂直狀態攜帶本餐椅（如圖40）。

保養與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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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潔
請使用濕的海綿或中性肥皂清潔布套，此高腳餐椅的布套可拆除清洗，請反
向操作安裝布套於骨架上的步驟以拆除布套。請使用濕布清潔塑膠部分。請
勿使用具溶解性或腐蝕性的產品來清潔本高腳餐椅。若高腳餐椅接觸到水，
請立即擦乾，避免生鏽。
保養
˙請將高腳餐椅存放於乾燥的場所。
˙若有灰塵、泥土或沙子黏附堆積，請予以清除，避免因摩擦力導致高腳餐
   椅無法正確操作。
˙若有必要，請幫產品上少量的潤滑劑。
˙請定期檢查本產品的螺絲是否有鬆脫、零件是否磨損。若有需要，請維修
   或更換新零件，僅可使用Chicco原廠零件。避免因摩擦力導致推車無法正
   確操作，請確保金屬支架和可移動零件上不會堆積灰塵，且存放於乾燥的
   地方。長時間在陽光下的曝曬可能會導致布料褪色及塑膠零件彎曲變形。
注意：每次清洗布套過後，請檢查布套及縫線的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