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要提醒！
請仔細閱讀此說明書，並妥善保管，以備日後之需！

注意：請遵守本說明書的注意事項及指示，以免發生因不當使用而可
能會造成嚴重傷害或死亡之情況。不同的使用模式有不同的注意事項
，請確保您已閱讀並了解各種不同使用模式的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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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請遵守本說明書的注意事項及指示，以免發生因不當使用而可能會造成
嚴重傷害或死亡之情況。不同的使用模式有不同的注意事項，請確保您已閱讀
並了解各種不同使用模式的注意事項。

本產品可使用於下列不同模式：
‧ 高腳餐椅模式   ‧ 幼童幫寶椅模式
‧ 輔助型餐椅模式  ‧ 兒童成長學習用餐椅模式

零件表
A. 前腳支架   B. 後腳支架
C. 兒童成長學習用餐椅底座  D. 置腳台
E. 座椅底座   F. 椅背
G. 餐盤    H. 餐盤托盤
I. 座椅及肩部襯墊

安裝
1. 按位於兒童成長學習用餐椅底座下方的把手，將座椅底座往上拉，將座椅底
座從兒童成長學習用餐椅底座上移除。
2. 將前腳支架兩邊的固定釘都插入後腳支架。
請確保兩個椅腳椅安全地安裝在一起，且兩邊的卡榫都已扣上。
3. 將兒童成長學習用餐椅底座底部朝上，放在地板上，請依圖示放置椅腳支架
，前腳支架(附有兩個腳踏條)需與兒童成長學習用餐椅底座的正面同側。
將椅腳與兒童成長學習用餐椅底座下方的溝槽對齊，將椅腳扣上兒童成長學習
用餐椅底座。
一旦安裝上去之後，椅腳就不可移動。請試著將椅腳拉起，確保椅腳是否已安
全安裝上去。

安裝置腳台
4. 將椅子翻回讓座椅朝上，如圖將置腳台向上滑進兒童成長學習用餐椅底座的
正面即可安裝。
置腳台可以調整至2個不同的高度位置。若要調整置腳台，請壓位於兒童成長
學習用餐椅底座內的兩個按鈕，即可向上或向下調整。

安裝椅背
注意 為了避免孩子從椅子上掉落，若用於高腳餐椅模式但沒有安裝椅背時，
請勿使用本產品。
5A. 請將椅背插入座椅底座的孔洞及內側的開口。
當將椅背插入孔洞及開口時，您可能需要壓位於椅背後方的調整傾斜把手。
5B. 將腰部安全帶拉起，往椅背後方拉，直到與另一邊扣住到位。
請試著將椅背兩側拉起，確保椅背是否已安全安裝上去。

安裝座椅襯墊
6. 將座椅襯墊放上座椅，將安全帶穿過襯墊上相對應的孔洞。
如圖所示將肩部襯墊安裝於肩部安全帶上。
7. 為了讓您的孩子更加安全，如圖示，肩部安全帶可以調整至2個不同的位置
。
請選擇正好位於您的孩子的肩膀或肩膀上方的孔洞。
若要調整肩部安全帶，請將椅背後方的D型環推進孔洞。
請確保兩邊的肩部安全帶都調整至同一個高度位置，且已繫緊。

注意：請注意避免孩子從餐椅上滑出、掉落或翻倒餐椅，可能會導致嚴重傷害
或死亡，所以請務必使用安全帶。

使用高腳餐椅的注意事項
‧ 請隨時繫緊安全帶。
‧ 請勿單獨讓嬰幼兒坐在餐椅上無人照護。
‧ 當孩子坐於座椅上時，不管座椅的位置是傾斜或垂直的，都請隨時繫緊安
    全帶。當孩子座於座椅上時，請勿使用餐盤舉起座椅。
‧ 建議您，只有孩子可以自行坐立之後，才可將高腳餐椅調整於垂直位置使
    用。為了避免孩子從椅子上掉落，若用於高腳餐椅模式但沒有安裝椅背時
    ，請勿使用本產品。
‧ 請將高腳餐椅放置在水平且穩定的平面上。當孩子坐在椅子上時，請勿移
    動
    高腳餐椅。
‧ 高腳餐椅模式適用歲段為最大至36個月大，或是40磅(18.1公斤)以下的孩子
‧ 使用高腳餐椅時，請勿將餐椅放置於孩子可能推抓的物品附近，避免讓餐
    椅不穩而翻倒。
‧ 當孩子坐在餐椅上時，請勿調整高腳餐椅的傾斜度。
‧ 若有任何零件損壞、磨損或遺失，請勿使用本產品。
‧ 使用前，請確保所有零件都已正確安裝及調整。
‧ 為了避免窒息危險，使用本產品前，請將所有塑膠袋丟棄。
‧ 請勿將餐椅放在牆壁、窗簾、窗戶或任何可能造成孩子翻倒或窒息危險的
    地方。
‧ 請勿使用非原廠零件，以免影響餐椅安全性。

高腳餐椅模式
8A 將座椅底座置於兒童成長學習用餐椅底座上方，往下安裝直到鎖定到位。
請確保兒童成長學習用餐椅的椅背是向下的，且兩個安全帶置放隔間(位於座
椅底座，如圖8B)在安裝之前是關閉的。

注意：當孩子坐在餐椅上時，請勿調整高腳餐椅的傾斜度。

9. 椅背可以調整至3個不同的位置，若要調整椅背，請拉住位於椅背後方的調整
傾斜把手，將椅背向前或向後調整，在您想要的位置鬆開把手鎖定到位。
請見步驟23-25，安裝餐盤。
請見步驟19-22，讓您的孩子坐於高腳餐椅上時使用安全帶。

注意：請注意避免孩子從餐椅上滑出、掉落或翻倒餐椅，可能會導致嚴重傷害或
死亡。

使用幼童幫寶椅的注意事項
‧ 請勿單獨讓嬰幼兒坐在餐椅上無人照護。
‧ 請勿讓孩子推餐桌
‧ 請勿讓孩子坐在不安全的座椅上，請隨時使用兩個安裝安全帶，將幼童幫寶
    椅安裝置椅子上。在使用之前，請確保已安裝穩固。
‧ 為了避免嚴重傷害或死亡，請勿在機動車輛上使用本產品。
‧ 當孩子能夠自行坐上或離開幼童幫寶椅時(大約2.5歲)，使用本幼童幫寶椅時
    ，應隨時繫上安全帶。當孩子座於座椅上時，請勿使用餐盤舉起座椅。
‧ 建議您，只有在孩子能夠自行坐立之後，才可以使用幼童幫寶椅模式，使用
    幼童幫寶椅模式時，請勿傾斜椅背。
‧ 使用幼童幫寶椅模式時，最大承重量為50磅(25公斤)。
‧ 請勿將幼童幫寶椅當作一個獨立的椅子來使用，僅可搭配繫於成人餐椅上來
    使用。
‧ 除了成人餐椅之外，請勿在架高的平面上使用本產品。
‧ 請勿將本餐椅安裝至損壞或不穩定的座椅、摺疊椅、旋轉椅或吧台椅。
‧ 僅可將本餐椅安裝於座椅面積大於餐椅座椅面積的椅子上。
‧ 在安裝本餐椅至椅子上前，請檢查地板是否為平的，以及椅子是否穩固。
‧ 若有任何零件損壞、磨損或遺失，請勿使用本餐椅。
‧ 使用之前，請確保所有零件以正確安裝及調整。
‧為了避免窒息危險，使用本產品前，請將所有塑膠袋丟棄。
‧ 請勿將本餐椅放在牆壁、窗簾、窗戶或任何可能造成孩子翻倒或窒息危險的
    地方。
‧ 請勿使用非原廠零件，以免影響產品安全性。

幼童幫寶椅模式
10. 請確保椅背是垂直的。
請壓位於兒童成長學習用餐椅底座下方的把手，將座椅底部移除。
11. 將座椅底座翻轉成底部向上，將安全帶置放隔間打開，將幼童幫寶椅的後方
及下方安全帶從隔間中取出。
請將兩個安全帶置放隔間保持打開的狀態。

注意：建議您，只有在孩子能夠自行坐立之後，才可以使用幼童幫寶椅模式，使
用幼童幫寶椅模式時，請勿傾斜椅背。
12. 將幼童幫寶椅放置於成人餐椅的中心，並確保靠在成人餐椅的椅背上。
將安全帶繞過成人餐椅的椅背並繫上後方安全帶，再將安全帶拉緊。
13. 將安全帶繞過成人餐椅的座椅下方並繫上後方安全帶，再將安全帶拉緊。
請將座椅底座往上拉，檢查幼童幫寶椅安全帶有沒有鬆掉。若有變鬆，請重新安
裝並調整下方及後方安全帶，確保不會再變鬆。
請見步驟23-25，安裝餐盤。
請見步驟19-22，讓您的孩子坐於幼童幫寶椅上時使用安全帶。

輔助型餐椅模式
14. 請確保椅背一直是面向前的。
按位於兒童成長學習用餐椅底座下方的把手，將座椅底座往上拉，將座椅底座從
兒童成長學習用餐椅底座上移除。
15A. 從座椅底座上移除座椅襯墊。
將椅背後方的調整傾斜把手往上拉，並從椅背的其中一側往前推，如圖所示，直
到調整傾斜把手的線從孔洞中移除。
15B. 繼續握住椅背側邊以及從孔洞中移除的調整傾斜把手的線，如圖所示，使
用一字型螺絲起子從座椅底座上將椅背的鉸鏈鬆開。
15C. 椅背的線和側邊鉸鏈都解開之後，向前旋轉椅背鬆開另外一側並將椅背向
上提起。
16. 將座椅底座翻轉成底部向上，將安全帶置放隔間打開，將幼童幫寶椅的後方
及下方安全帶從隔間中取出。
請將兩個安全帶置放隔間保持打開的狀態。
17. 將座椅底部放置於成人餐椅的中心，並確保靠在成人餐椅的椅背上。
將安全帶繞過成人餐椅的椅背並繫上後方安全帶，再將安全帶拉緊。
18. 將安全帶繞過成人餐椅的座椅下方並繫上後方安全帶，再將安全帶拉緊。
請將座椅底座往上拉，檢查幼童幫寶椅安全帶有沒有鬆掉。若有變鬆，請重新安
裝並調整下方及後方安全帶，確保不會再變鬆。
請見步驟23-25，安裝餐盤。
請見步驟19-22，讓您的孩子坐於輔助型餐椅上時使用安全帶。

調整安全帶
注意 請注意避免孩子從餐椅上滑出、掉落或翻倒餐椅，可能會導致嚴重傷害或
死亡。請勿單獨讓嬰幼兒坐在餐椅上無人照護。當孩子座於座椅上時，請勿使用
餐盤舉起座椅。
19. 本高腳餐椅配有5點式安全帶。
請先確保肩部安全帶的扣子是否位於正確位置，如圖所示。將肩部安全帶的扣子
滑進腰部安全帶的扣子，另一邊也進行一樣的步驟。接著將兩個腰部安全扣滑進
胯部安全帶扣，如圖所示。請試著拉兩側的帶扣，確保是否已穩固繫上。
20. 若要解開安全帶，請按胯部安全帶扣中間的紅色按鈕，並將兩側的腰部安全
帶扣拉出。

接著將肩部安全帶扣從腰部安全帶扣中拉出。
21. 使用輔助座椅模式時，可以不使用肩部安全帶。
如圖將兩個腰部安全帶扣滑進胯部安全帶扣，請試著拉兩側的帶扣，確保
是否已穩固繫上。
若要解開安全帶，請按胯部安全帶扣中間的紅色按鈕，並將兩側的腰部安
全帶扣拉出。
22. 若要調整肩部安全帶的長度，請拉調整扣即可調緊或調鬆。
若要調整腰部安全帶的長度，請押位於腰部安全扣尾端的按鈕，拉安全帶
即可調緊或調鬆，讓安全帶更適合您的孩子的身型。

使用餐盤
23. 若要安裝餐盤，請將餐盤對齊座椅底座的扶手，向下安裝直到鎖定到
位。
請隨時拉拉看餐盤，確保餐盤已穩固安裝上去。
24. 餐盤可以調整至3個不同的位置。若要調整餐盤，請押餐盤前方的把手
，將餐盤向前或向後滑動。
若要移除餐盤，請押餐盤前方的把手，將餐盤向上提起。
若要安裝或移除餐盤蓋，請從餐盤托盤的任一邊從把手處向上舉起。
25. 如圖，餐盤可以收於後腳之架的後方。
注意：若不閱讀本說明書的注意事項及步驟指示，可能會造成嚴重傷害或
死亡。

兒童成長學習用餐椅使用注意事項
‧ 請勿單獨讓嬰幼兒坐在餐椅上無人照護。
‧ 請隨時將兒童成長學習用餐椅放置於水平且穩固的平面上。
‧ 3歲以下或60磅(27.3公斤)以上的孩子，請勿使用。
‧ 若有任何零件損壞、磨損或遺失，請勿使用。
‧ 使用之前，請確保所有零件以正確安裝及調整。
‧ 當使用兒童成長學習用餐椅模式時，請務必將椅背調整成垂直位置。
‧ 當使用兒童成長學習用餐椅模式時，請移除置腳台。
‧ 為了避免窒息危險，使用本產品前，請將所有塑膠袋丟棄。
‧ 請勿將本產品放在牆壁、窗簾、窗戶或任何可能造成孩子翻倒或窒息危
    險的地方。
‧ 請勿使用非原廠零件，以免影響產品安全性。

兒童成長學習用餐椅模式
26. 按位於兒童成長學習用餐椅底座下方的把手，將座椅底座往上拉，將
座椅底座從兒童成長學習用餐椅底座上移除。
注意當使用兒童成長學習用餐椅模式時，請移除置腳台。
27. 推壓位於兒童成長學習用餐椅底座內側的兩個開關，將置腳台往下拉
即可移除。
28. 將兒童成長學習用餐椅椅背向上拉，直到鎖定到位。
押位於兒童成長學習用餐椅底部的把手，將兒童成長學習用餐椅椅背往下
推，即可調低椅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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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照其洗滌標的標示內容清洗產品布套。您可使用柔軟濕布及溫和清潔
劑局部清潔座椅襯墊。請勿使用漂白劑、噴霧或濕紙巾清潔本產品的襯墊
或塑膠部分。
請定期使用柔軟濕布擦拭塑膠部分，若本產品接觸到水，請立即擦乾，避
免生鏽。

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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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存放於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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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接著將肩部安全帶扣從腰部安全帶扣中拉出。
21. 使用輔助座椅模式時，可以不使用肩部安全帶。
如圖將兩個腰部安全帶扣滑進胯部安全帶扣，請試著拉兩側的帶扣，確保
是否已穩固繫上。
若要解開安全帶，請按胯部安全帶扣中間的紅色按鈕，並將兩側的腰部安
全帶扣拉出。
22. 若要調整肩部安全帶的長度，請拉調整扣即可調緊或調鬆。
若要調整腰部安全帶的長度，請押位於腰部安全扣尾端的按鈕，拉安全帶
即可調緊或調鬆，讓安全帶更適合您的孩子的身型。

使用餐盤
23. 若要安裝餐盤，請將餐盤對齊座椅底座的扶手，向下安裝直到鎖定到
位。
請隨時拉拉看餐盤，確保餐盤已穩固安裝上去。
24. 餐盤可以調整至3個不同的位置。若要調整餐盤，請押餐盤前方的把手
，將餐盤向前或向後滑動。
若要移除餐盤，請押餐盤前方的把手，將餐盤向上提起。
若要安裝或移除餐盤蓋，請從餐盤托盤的任一邊從把手處向上舉起。
25. 如圖，餐盤可以收於後腳之架的後方。
注意：若不閱讀本說明書的注意事項及步驟指示，可能會造成嚴重傷害或
死亡。

兒童成長學習用餐椅使用注意事項
‧ 請勿單獨讓嬰幼兒坐在餐椅上無人照護。
‧ 請隨時將兒童成長學習用餐椅放置於水平且穩固的平面上。
‧ 3歲以下或60磅(27.3公斤)以上的孩子，請勿使用。
‧ 若有任何零件損壞、磨損或遺失，請勿使用。
‧ 使用之前，請確保所有零件以正確安裝及調整。
‧ 當使用兒童成長學習用餐椅模式時，請務必將椅背調整成垂直位置。
‧ 當使用兒童成長學習用餐椅模式時，請移除置腳台。
‧ 為了避免窒息危險，使用本產品前，請將所有塑膠袋丟棄。
‧ 請勿將本產品放在牆壁、窗簾、窗戶或任何可能造成孩子翻倒或窒息危
    險的地方。
‧ 請勿使用非原廠零件，以免影響產品安全性。

兒童成長學習用餐椅模式
26. 按位於兒童成長學習用餐椅底座下方的把手，將座椅底座往上拉，將
座椅底座從兒童成長學習用餐椅底座上移除。
注意當使用兒童成長學習用餐椅模式時，請移除置腳台。
27. 推壓位於兒童成長學習用餐椅底座內側的兩個開關，將置腳台往下拉
即可移除。
28. 將兒童成長學習用餐椅椅背向上拉，直到鎖定到位。
押位於兒童成長學習用餐椅底部的把手，將兒童成長學習用餐椅椅背往下
推，即可調低椅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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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照其洗滌標的標示內容清洗產品布套。您可使用柔軟濕布及溫和清潔
劑局部清潔座椅襯墊。請勿使用漂白劑、噴霧或濕紙巾清潔本產品的襯墊
或塑膠部分。
請定期使用柔軟濕布擦拭塑膠部分，若本產品接觸到水，請立即擦乾，避
免生鏽。

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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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存放於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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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