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謝您正確的選購Graco®產品。

使用前請詳細閱讀本說明書並正確地使用。請勿使用本說明書內容

以外的方法操作本產品，不僅無法充分發揮本產品的功能也十分的

危險。使用後 ，請妥善保存此說明書。

使用說明書／保證書 

信箱：0800@aprica.com.tw          統一編號：22662003
網址：http:www.gracobaby.com.tw

台灣愛普力卡股份有限公司
進口商：

Unit 806, 8/F, Houston Centre, 63 Mody Road, Tsimshatsui, 
Kowloon, Hong Kong　　TEL：+852-2665-9175
Email: graco_hkgcs@Newellco.com

地 址 ：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台 元 街28號5樓 之3 
電 話 ：(03)5525688　傳 真 ：(03)5525690
地 址 ：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福興路885號
電 話 ：(03)6561261　傳 真 ：(03)6561267　

維修服務中心 

總公司營業部

香港進口商、委製商：

Newell Rubbermaid Asia Pacific Limited

NWL00491055B

○請確認購買時之經銷商店名稱，填寫型號、購買日期。

○本保證書不另行補發，因此請小心保管，避免遺失。

○本保證書填寫之個人資料，僅使用於產品保固及修理事宜。

保證書

1) 消費者請於購買時要求經銷商在本保證書上蓋章，並填上銷售日期。

2) 本公司產品之保固期間為自購買日起一年間。

3) 產品在保固期間內需要維修服務時，請出示本保證書。

4) 產品維修前，未出示本產品保證書或保證書尚未蓋店章、未填寫銷售日期時，即使於一年內購買，亦無法享有一

年保固之免費修繕服務。

5) 於品質保證期間內，由於零件短少、加工不良等製造商所引起之原因，由製造商提供免費修繕服務（含運費）。

若為消費者之責任，則計費維修。

6) 免費修繕服務不包含以下項目。

◎非歸責於製造商責任之任何損壞與故障。

◎坐墊、遮陽篷等刮傷。

◎使用者任意變更所引起。

◎由自然災害或事故等原因所引起。

◎框架自然劣化（塗料部分需時常保養）。

◎錯誤的使用方法或保養不良所致。

◎輪胎、車輪的自然消耗。

使用時，如發生故障或強烈撞擊、不慎掉落等情況，及發現有零件需要更換時，台灣國內請向公司維修中心聯絡，

海外地區請洽當地代理商聯絡，我們竭誠為您服務。

保固規定

產品

型號

（請務必蓋章，保證方為有效）

購買日期

顧客資料

地址

電話

E-mail

姓名

年　　　月　　　日

經銷商
確認章

〈僅限台灣地區使用〉

‧本產品是一個可以結合嬰兒揹巾和專屬嬰幼兒手推車的多用途攜帶旅行組(Carry Travel System)。

‧嬰兒揹巾需另外購買。

‧有關多用途攜帶旅行組(CTS)的更多資訊，請參閱多用途攜帶旅行組(CTS)的使用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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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產品適用於出生後1個月左右～36個月，體重15公斤
以下的嬰幼兒。僅可一位嬰幼兒乘坐。

使用前的注意事項

關於本書的標示

「警告」、「注意」等符號是預測您未遵守注意事項的情況下，依
據危害、損害的嚴重性來作區分。標示所表示的內容十分重要，請
您務必遵守。

標　示 標示之內容

警 告

注 意

禁止標示 標示之意義

請詳細閱讀本說明書並且正確地使用。
妥善保存本說明書也是非常重要的。

使用方法錯誤時，可能會造成人員死亡或重傷等情形。

使用方法錯誤時，可能會造成人員受傷、使物品損壞等情形。

請勿操作本說明書所禁止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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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的注意事項

　給保護者的建議事項

　警　告

　注　意

製品取出時

　產品特徵

各部位名稱

手推嬰幼兒車的組裝方法

手推嬰幼兒車的開啟方法

遮陽篷的拆卸方法‧安裝方法‧使用方法

車輪固定器的使用方法（前輪）

車輪煞車器的使用方法（後輪）

無段式平躺調節器的使用方法

五點式成長型安全帶的使用方法

安全肩帶的高度調節方法

兩對面切換手把的使用方法

按鈕式開放型扶手的開啟方法

雙腳支撐架的使用方法

保護頭墊的使用方法

置物籃／加大置物籃的使用方法

保護腳套的使用方法

手推嬰幼兒車的收折方法

座椅縫製品的拆卸方法

座椅縫製品的安裝方法

日常保養

日常保固保養與售後服務

保管方法

廢棄方法

保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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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不要單獨留下幼兒。
避免因跌落或滑落造成嚴重的傷害，請務必使用安全帶。
當前保護套未有安裝使用時，幼兒有可能向前滑動卡在前
護欄和椅墊引致窒息。除非前保護套已經安裝好，切勿使
用最平躺靠背角度。

警告：為幼兒安全以免意外傷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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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03

警 告
請務必遵守以下的警告以及組裝方法。若使用方法錯誤時，因恐會造成人員死
亡或重傷等情形。

●因恐寶寶有不慎掉落的危險。
○請務必將安全肩帶、安全腰帶、立體
式股帶繫好再使用。

○請勿讓寶寶離開您的視線。即使繫上
安全帶，寶寶仍然可能會站起來。請
依寶寶成長狀態調節腰部安全帶。

○請勿讓寶寶站立於手推車上。
○請勿讓寶寶的後腦杓朝向手推車的前
方，或者寶寶的頭躺在手推車的前方
位置。

●使用各可動關節部位時，因恐有夾傷
寶寶手腳、車體撞及寶寶或使用者本
人等危險。

○當使用者在開啟或收折手推車時，請
勿讓寶寶靠近。

●因恐手推車翻覆，使寶寶摔落受傷之
虞。

○當寶寶乘坐時，請務必讓寶寶的股間
對準立體式股帶的位置。否則因恐使
得手推車往後翻覆之虞。

○當使用於有高低落差、傾斜以及彎曲
道路時，使用上請注意。

○請以步行的速度使用手推車。此產品
不適用於緩步跑或者溜冰時使用。

○請勿讓兩名以上的寶寶同時乘坐或搭
乘於座墊以外的地方。

○當寶寶乘坐時，請勿在置物籃或置物
架以外的地方放置物品。請勿在把手
懸吊物品。此外，請勿倚靠在把手上
。懸掛包裹、配件或及任何物件於嬰
幼兒手推車上，有機會令手推車不穩
定及危害寶寶安全。

○請勿在樓梯、手扶梯等有高低落差的
地方使用。

●在坡道等地方，因恐手推車自行滑動
或者翻覆，而導致寶寶有受傷之虞。

○當寶寶正在乘坐時或準備起身時，請
務必將車輪煞車器左右兩邊同時鎖上
，並確認手推車不會滑動。

○當讓寶寶乘坐時或使用者在置放物品
時，請勿過度相信煞車器。因路面狀
態、構造功能及耐久性等之不同，因
此煞車器未必能絕對煞住手推車。

○即使鎖上煞車器，也請勿讓寶寶離開
您的視線範圍獨留於手推車內。

●因恐意外的事故發生。
○使用本產品前，請詳閱本使用說明書
並且遵循正確的組裝方法。

○只可由成人進行組裝作業。

●因恐寶寶被安全帶纏繞導致窒息的危
險。○請勿將帶有繩帶的產品環繞寶
寶的頸部。

○安全肩帶及安全腰帶請務必一起使用
，並調整到適合寶寶體型的位置。

○請勿從扶手下方將孩童放進手推車內
。

○請務必定期檢查與保養。
○使用前，請先確認手推車主體與座椅縫
製品已正確安裝完成。

○請適時替可動關節部位上油，並且務必
使用塑膠製品用的潤滑油。

○使用長時間未使用的手推車時，請務必
進行檢查或維修後再使用。

○即使是空車，也請勿將手推車放置於斜
坡上或鄰近車道的人行道等危險場所。

○請勿在螺絲或螺帽鬆動的狀態下使用。
○塑膠零件、縫製品或者安全帶等部品若
直接觸碰到寶寶的皮膚，有可能會有小
磨擦而造成擦傷等可能發生。使用時請
務必注意。

○若手推車已經收折完畢且為自行站立狀
態，請放置在兒童或寶寶不易靠近之處
。請務必不要讓兒童或寶寶靠近。

○經過排水孔時，請注意避免車輪卡在排
水孔及路面的落差。

○當寶寶乘坐手推車行進時，為了寶寶的
安全，請以一般的步行速度行進(時速
約4公里左右的速度)。

○請勿將手推車推至沙地或泥濘處。(關
節轉折處易因沙粒進入導致開關收納困
難。)

○框架處沾染沙粒或泥土時請勿置之不理
。(關節滑動處易因沙粒進入導致開關
收納困難。)

○手推車是為了讓寶寶乘坐，避免造成損
壞，請勿加裝任何市售零件。

○請勿放置超過5kg的物品在置物籃內。
重量過重將使手推車重心不穩，可能會
引發危險。

○若將物品、附屬物品或上述兩者放入手
推車，可能造成手推車重心不穩。

○請勿在公車上使用。
　本手推車之設計，並不是以公車上使用
為目的。若在公車上使用本手推車，因
恐轉彎、緊急煞車等原因，而有發生翻
覆或意外事故之虞。

○電車上使用的注意事項。
　本手推車之設計，並不是以電車上使
用為目的。於電車中使用本手推車，
因恐轉彎或緊急煞車等情況而有翻覆
之虞。因此請務必使用煞車器，並且
充分地注意使用方式，若發生意外，
責任請由使用者自行承擔。

○在電車等場所使用時，請勿強行上下
車。

　手推車即使被電車的自動門夾住，也
有可能未被感應到，因而造成寶寶受
傷之虞。

○請勿在積雪或是結霜的路面上使用。
○風勢強勁時，請勿使用。
○打雷時，請勿使用。
○由於易造成塑膠部分變形而無法維持
其原有功能，故請勿放置靠近火源處
或炎夏高溫車內。

○由於易導致手推車的車內溫度變高，
故請勿在室內、靠近火源處或高溫場
所等地方使用雨罩。

○關於雨罩的使用，若為使用狀態時，
請勿收折手推車。

○請勿以腳踩踏置物網籃下方的本體支
架，使手推車前方呈翹起狀態移動。
否則可能會造成支架彎曲或折斷，或
是置物網籃汙損或破損。

○使用於落差大的地方時，請不要踩著
置物籃下方腳管並且將車體前輪呈高
舉狀態行走。因恐造成後部框架彎曲
變形或斷裂，並且導致寶寶掉落等危
險發生。

○請勿用來搬運物品等。
○本手推車僅限於寶寶乘坐。請勿用於
其他用途使用。

○請勿將兩輛手推車併在一起使用。
○請勿做出其他可能導致手推車故障之
行為。

○家長、照護者請勿倚靠在手推車上。

●因恐導致手推車收折時，而使得寶寶
摔落或夾傷等危險發生。

○使用手推車前，請確認左右兩側的開
關鎖扣是否完全扣住。

●當手推車在室外使用時，容易受到路
面的溫度影響使得車內的溫度變高，
因而導致寶寶身體受到傷害等危險。

○夏季白天使用時，由於路面的溫度較
高會使得手推車的溫度也變得較高，
因此請避免長時間使用。

●因恐導致手推車破損、事故或者寶寶
受傷、意外事故之虞。

○當寶寶體重達到15kg以上使用手推
車，會導致手推車過度的磨損和壓力
。

○若手推車發生故障或者異常，請立即
停止使用。　

○當使用手推車時，請勿過度施力。
○寶寶的腳請勿放置在除了腳踏板或雙
腳支撐架以外的地方。

●因恐導致手推車破損，而使得寶寶或
使用者受傷之虞。

○請勿讓寶寶乘坐在置物籃內。
○請勿讓寶寶站在置物架上。
○非本公司的附屬品或選購品，請勿使
用。

○本公司維修人員外，請勿自行分解、
安裝或改造。

○請勿讓兒童操作手推車。
○使用時，座椅縫製品請勿拆下。
○請勿在猛力撞擊或掉落後使用。　
○請勿當成兒童玩具使用。
○請勿將本車用於寶寶乘坐之外的任何
用途上。

●因恐失去平衡、看不到路面情況，而
導致寶寶摔倒之虞。

○當寶寶乘坐在車內時，請勿直接將手
推車提起懸空。

使用方法錯誤時，可能會造成使用人員受傷或者使得物品損壞等情形發生。

○越過段差的場合，若寶寶在乘坐的狀態下，請注意可能被推倒的意外發生。

面對面的場合使
用下，腳踩在手
推車的腳踏板上
，將手把向下輕
壓，讓手推車越
過段差處。

背面的場合使用
下，將手把向下
輕壓，同時抬起
安全扶手，讓手
推車越過段差處
。

〈對面的場合〉 〈背面的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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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品〉

〈主體〉

●使用前，請先安裝遮陽篷。

˙捆包的收納袋請放收置於孩童無法拿到的地方。
　因恐不慎遮住孩童口鼻導致窒息等危險發生。

零部件名單

‧從紙箱裡取出時，本產品處於折疊狀態。手推嬰
幼兒車的打開方式，請參閱P7。

‧製品取出時。手動車輪固定器及車輪煞車器於鎖
定的狀態。手動車輪固定器、車輪煞車器的解除
鎖定方法，請參閱P10、P11。

使用說明書

(本書)遮陽篷

保護頭墊

(由紙箱取出時，已安裝於推車本體上。)

製品取出時

●製品取出時，請務必進行各部位檢查工作。
●部品有缺少、弄錯或者破損時，請與經銷商或者總代理連絡。
（請參閱封底「保證書」）

06

各部位名稱

安全控制鎖

摺合裝置

無段式平躺
調節器

無段式平躺
調節帶

車體型號記載處

〈靠背背面〉

遮陽篷天窗
(2處)

天窗摺簾

遮陽篷

遮陽篷張板
（左右）

安全扶手

開關鎖扣

車輪煞車器

置物籃

車輪固定器

保護腳套
（收納於座席下方）

座席

保護頭墊

按鈕式開放型扶手

扶手保護套

魔鬼氈(位於背面內側)

※僅限使用於特殊機種上。

多用途攜帶旅行組

使用說明書

多用途攜帶
旅行組收納袋

多用途攜帶旅行組
專用掛勾

※僅使用於多用途攜帶旅行組
　收納袋時。

肩帶保護套



組裝方法請參閱以下  　到  　。

07

1

ベビーカーの開き方

1

警告

08

3

2

③將手推嬰幼兒車提高離開地面。
④朝圖示的方向，將手把向下壓到完

全展開。

⑤鎖定安全控制鎖。（顯示藍色）務必確認開關鎖扣已經鎖定。

警告

警告

警告
已下降狀態                 未下降狀態

若有難以使用單手開啟的情況，

請用另一隻手握住安全護桿展開

車體。

建議

安全控制鎖

安全控制鎖 藍色

開關鎖扣

①將控制開關鎖往圖示箭頭方向滑動。(顯示紅色)
②施力於手把中央部位，將摺合裝置向上壓。

摺合裝置

手推嬰幼兒車的組裝方法

手推嬰幼兒車的開啟方法

˙請由大人進行組裝動作。
˙當組裝時，請勿讓寶寶碰觸手推車或靠近手推車。因恐

可動關節部位夾到寶寶手指、手腳或是嬰幼兒手推車碰
撞寶寶身體，而使寶寶有受傷之虞。

˙請勿讓兒童操作嬰幼兒手推車。
　因恐導致跌倒或意外事故發生等危險。

小叮嚀 ○因捆包裝箱的關係，初次使用可能無法順利開啟的情況發生。
請重複操作2～3次後再進行開啟。

˙開啟手推嬰幼兒車之際，
請勿靠近箭頭①的部位，
因恐可動關節部位夾傷手
、手指等危險發生。

˙使用之前，請先確認
開關鎖扣已完全降到底
。否則恐導致嬰幼兒手
推車收折，而使寶寶有
摔落、夾傷之虞。

˙開啟手推嬰幼兒車之際，請勿靠近箭頭②、③、④的部
位，因恐可動關節部位夾傷手、手指等危險發生。

4

手推嬰幼兒車的開啟方法請參閱  　到  　。1 3



4

5

6

7

8 9

背面行走

行進方向

對面行走

行進方向

09

遮陽篷的使用方法 車輪固定器的使用方法（前輪）

10

安裝方法：
將遮陽篷卡榫(左右)崁合車體的安
裝孔位後，拉遮陽篷2~3次以便確
認已經確實安裝完畢。

拆卸方法：
將遮陽篷卡榫往自身的方向扳動即
可取下遮陽篷。

將天窗摺簾往上捲收，並且使用魔
鬼粘固定住。

展開方法：
①解開魔鬼粘。
②遮陽篷往前方展開。
③將魔鬼粘往遮陽篷內部黏貼。
④將遮陽篷張板壓下固定。
　(左右)

⑤座椅靠背為平躺時，遮陽篷後方
的固定扣固定於座椅靠背後方的
兩側。

※收起方法，請以開啟方法逆向上
述步驟即可。

遮陽篷卡榫

安裝孔位

魔鬼粘

魔鬼粘

遮陽篷張板

天窗摺簾

魔鬼粘

天窗摺簾

行走於凹凸路面、坡道或傾斜處時，請將左右兩側的車輪固定器固定住。
因恐手推嬰幼兒車傾倒時，使得寶寶會有受傷之虞。

車輪固定器鎖定的方法：
請將固定器鎖桿輕微往上扳，即可
鎖上車輪。(左右)

請特別注意！把手切換到手推嬰幼兒車對面或背面時，車
輪的方向是不相同的。（雙向手把切換的使用方法，請參
閱P15）

車輪固定器解除的方法：
請將固定器鎖桿往下押，即可解除
鎖定。(左右)

〈

推
車
者
位
置〉

〈

推
車
者
位
置〉



10

警告

注意

12

13

警告

注意

11

鎖定

車輪煞車器 車輪煞車器

解除
(左右)

12

車輪煞車器的鎖定方法：
①將推車者方向的後輪煞車器往下

壓，即可鎖上車輪。(左右)

②將手推車前後動一動，以確認後
輪煞車器已鎖上。

˙在寶寶乘坐的狀態下，若要將靠背倒下時，請先鬆開安全
肩帶。

˙座椅靠背調整完成後，接著調整安全肩帶、安全腰帶的長
度。安全肩帶、安全腰帶過鬆的話，即使繫上安全帶，寶
寶仍然可能站起來，而使得寶寶有摔落之虞。

˙若要將手推車靠背向後平躺傾斜至最大角度時，請務必使
用保護腳套。因恐孩童有滑落，夾在按鈕式開放型扶手與
座椅之間而造成窒息之虞。

˙請勿一邊推著手推嬰幼兒車，一邊調整座椅靠背角度。
˙在寶寶乘坐的狀態下，若要調整座椅角度時，請勿急速
且大幅度地改變角度。

˙在寶寶乘坐的狀態下，若要將靠背倒下時，請確實扶住
寶寶。

車輪煞車器的使用方法（後輪）

車輪煞車器的解除鎖定方法：
①將後輪煞車器往上扳，解除鎖定

狀態。(左右)

無段式平躺調節器的使用方法

無段式平躺調節器

無段式平躺調節帶

靠背平躺時：
將無段式平躺調整器往下拉，同時將座椅靠背往下躺。
一邊拉著拉環，一邊將靠背往後倒，調整至適當的角度。

靠背立起時：
請在寶寶不完全倚靠靠背支撐的狀態下，同時將無段式平躺調節帶
往左右兩側拉。

(左右)

背面行走 對面行走

〈

推
車
者
位
置〉

〈

推
車
者
位
置〉

˙當寶寶正在乘坐時或準備起身時，請務必將左右煞車器
都鎖上。

˙當寶寶乘坐在手推車上時，請勿過度相信煞車器。因路
面狀態、構造功能及耐久性等之不同，因此煞車器未必
能絕對停住手推嬰幼兒車。

˙即使寶寶未乘坐在手推車上，當要離開手推嬰幼兒車時
，仍然請將左右後輪煞車器都鎖上。

11



14

16

15

警告

18

17

警告

13

˙繫上安全帶之後，請確認左右兩側的安全帶已經調節至
適合寶寶的寬鬆度。因恐安全帶過鬆會不慎繞住寶寶的
頸部等危險發生。

˙扣上五點式成長型安全帶時，請注意不要夾到布料。若
有發生時，請重新操作。使用不正確時，因恐寶寶可能
會脫離安全帶而發生危險。

˙請依寶寶的成長情況來調整安全肩帶、安全腰帶。安全
肩帶、安全腰帶過鬆時，即使繫上安全帶寶寶仍然可能
站起來，而使得寶寶有摔落之虞。

14

肩帶固定器肩帶保護套

較低的肩帶導孔

上方的肩帶導孔

肩帶調節環

五點式成長型安全帶的使用方法

按下安全帶鎖扣組按鈕，卸下安全帶
扣。

①將安全肩帶扣入安全腰帶。
②將安全腰帶插入安全帶鎖扣組。
˙另一側安裝方法相同。

〈左〉 〈右〉

使用安全帶調節環調整安全肩部及安
全腰部的長度。

安全腰帶的長度，以安全腰帶與寶寶
之間可容納成人4隻手指頭的寬鬆度
為適當。

安全肩帶的調節方法，請參閱P14。

安全肩帶的高度調節方法

˙依寶寶的身形去選擇肩帶固定器並且安裝於適當的肩帶
導孔內。

　因恐安全肩帶過鬆會不慎繞住寶寶的頸部而發生危險。
˙使用肩帶保護套時，請務必扣上固定扣。

①選擇最接近寶寶肩膀高度的肩帶導孔，將肩帶固定器穿過肩帶導孔內以
進行安全肩帶的安裝。

②務必將肩帶固定器穿過靠背背板的肩帶導孔，才算安裝完成。
　安裝後，請將安全肩帶往自身方向拉2~3次，以確實確認安裝無誤。
③將肩帶固定器穿過肩帶保護套。

˙將肩帶保護套對齊孩童胸部的中央部位，並扣上固定扣。
˙安全肩帶安裝完成後，請移動安全肩帶調節環做調整。使安全肩帶貼緊

嬰兒的身體即可。(建議安全肩帶與嬰兒的距離為大人的1隻手指為宜)

˙使用保護頭墊時，請安裝與安全肩帶同一個肩帶導孔內。(請參閱P17)



兩對面切換手把的使用方法 按鈕式開放型扶手的開啟方法

˙按鈕式開放型扶手並非固定寶寶所設計，請務必使用五
點式安全帶。

15 16

雙向手把切換拉柄

雙腳支撐架

固定扣

（左右）

19

警告

20

21

警告˙切換手把時，注意避免夾到寶寶的手指或手腳。
˙請勿在坡道切換手把。嬰幼兒手推車可能會意外滑動、
翻覆，而使寶寶摔落。

˙請勿一邊推著嬰幼兒手推車，一邊切換手把。

①一邊將雙向手把切換拉柄（左右）往上拉。

②一邊切換手把的方向。
③雙向手把切換拉柄扣上卡榫。（左右）
④將手把上下動一動，確認已扣上卡榫。

②將開放型扶手往前抽出。
③將開放型扶手往下放。

①按住開放型扶手的鎖定鈕的內
外兩端。

˙雙腳支撐架適合寶寶睡覺時使用，保持舒適的姿勢。
˙當座椅角度在平躺狀態時，請使用雙腳支撐架。

座席座部向上翻起，將雙腳支撐架拉出，並且扣上固定扣。

雙腳支撐架的使用方法



注意 ˙請勿將物品置於多用途攜帶旅行組專用收納袋中。

保護頭墊的使用方法

置物籃／加大置物籃的使用方法

17 18

24

25

˙請勿讓寶寶坐在置物籃或加大置物籃上。
˙請勿將瓶罐等易倒物品，直接放在加大置物籃

中、且切勿堆放物品。以防朝後方掉落，而造
成使用者受傷、或誤踩物品而跌倒。

˙請注意，物品容易在傾斜或有高低差之處滑動
。以防使用者受傷或跌倒。

警告

注意

23

22

警告

˙將物品放在置物籃或加大置物籃時，請盡可能對嬰兒車施
加均等負載的方式予以放置，且勿將無法收納的物品放入
置物籃內。以防操作性不佳，造成嬰兒車翻倒，而導致寶
寶受傷。

˙勿讓寶寶坐在置物籃或加大置物籃上。以防嬰兒車破損，

˙請勿將重量5kg 以上的物品放在置物籃或加大置物籃中。
˙勿將銳利形狀的物品放入置物籃。以防置物籃受損。
˙收折嬰兒車時，請先取出物品。
˙請用手抬高加大置物籃的背板後再放下。

警告

注意

①將保護頭墊的固定繩穿過肩帶
導孔。

②在車體背後黏上魔鬼粘。
③將安全肩帶穿過保護頭墊下方

的環扣。
④請務必依寶寶頭部的位置，進

行調整保護頭墊安裝位置。

若要拆卸，請使用反順序。

固定繩

環扣

〈使用置物籃時〉

請在此狀態下，作為置物籃之用。
（物品重量未滿5kg）

˙勿將寶寶放
在置物籃上

〈使用加大置物籃時〉

置物籃背板

用雙手卸除加大置物籃的固定扣，
放下置物籃背板。

使用加大置物籃時，可放置購物籃。
（物品合計重量在5kg以內）

˙使用購物籃時，請放入置物籃的最底處後再使用。
˙請勿勉強放入尺寸或形狀不合的購物籃。以防故障。
˙拉開加大置物籃的背板時，請用雙手拆開固定扣。否則將造

成產品破損。

立起加大置物籃背板，將側面的面料放入其中後，扣上固定扣。

固定扣

固定扣

置物籃背板

〈關於多用途攜帶旅行組專用收納袋〉

收折加大置物籃時



26

19 20

保護腳套的使用方法

警告

注意

按鈕式開放型扶手的開啟方法

(1)若有使用雨罩，請將雨罩取
下。

(2)將手把切換至背面。（請參
閱P15）

(3)置物網籃裡的物品取出。
(4)將置物架後方縫製品收起，

並扣上固定扣。（請參閱
P18）

(5)豎直靠背。（請參閱P12）
(6)鎖定後輪煞車器。（請參閱

P11）
(7)收起遮陽篷。（請參閱P9）

(8)鎖定前輪固定器。（請參閱
P10）

29

手推嬰幼兒車的收折方法

˙請將安全肩帶、安全腰帶扣入立體式股帶扣組後，再收
折手推嬰幼兒車。因恐有使立體式股帶扣破損之虞。

前輪固定器

〈準備〉收折手推嬰幼兒車之前

˙當寶寶碰觸手推車或靠近手推車時，請勿收折或開啟車
體。因恐可動關節部位夾到寶寶手指、手腳或嬰幼兒手
推車碰撞寶寶身體，而使得寶寶有受傷之虞。

˙請勿讓兒童操作嬰幼兒手推車。
　因恐導致跌倒或意外事故發生等危險。

開放型扶手

保護腳套

鬆緊帶
固定卡榫

固定扣

將儲放在座席前下方的保護腳套拉出。

先將開放型扶手打開（請參閱P16）。將保護腳套的前端穿過開
放型扶手。

將鬆緊帶以及固定扣固定在手推嬰幼兒車的兩側，如左圖。

27

28



31

21 22

③將手推嬰幼兒車輕輕抬起，往圖
示的箭頭方向收折，直到聽見“
卡喳＂聲。

④放開安全控制鎖及摺合裝置。
˙開關鎖扣會自動滑向鎖定位置。

⑤將手推嬰幼兒車向上抬，確定不
會開啟。

˙請勿讓寶寶乘坐於取下座椅縫製品的手推車上。因恐導
致手推嬰兒車損壞，或導致使用者、寶寶受傷等意外發
生。

33

34

〈準備〉

〈扶手保護套的拆卸方法〉

織帶固定扣

織帶固定扣

固定扣

魔鬼粘

警告

座椅縫製品的拆卸方法

˙請先將遮陽篷拆卸後再進行。(請參閱P9)

①打開開放型扶手。 (請參閱P16  )
②取出扶手保護套。
③按下扣座解開鈕，卸下安全肩帶及腰帶。 
④將肩帶保護套抽出。
⑤取出安全肩帶。 (請參閱P14  )

⑥解開座椅縫製品下方的固定扣。 (當雙腳支撐架
有使用時)

⑦解開座椅縫製品下方兩側的織帶固定扣。
⑧解開座椅縫製品兩側的織帶固定扣。
⑨解開座椅縫製品下方兩側的魔鬼粘。

扶手保護套

卡喳!

安全控制鎖

摺合裝置

30

32

建議
‧若有難以使用單手開啟的

情況，請用另一隻手握住
開放型扶手展開車體。

①請將控制開關鎖往圖示箭頭方向
滑動。(顯示紅色)

②施力於手把中央部位，將摺合裝
置向上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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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背背面
兩側的固定扣

靠背背面
兩側的織帶固定扣

座椅縫製品的安裝方法

④穿過織帶固定扣（2處），並且扣上。
⑤扣上靠背背面兩側的固定扣。
⑥扣上座椅縫製品後方兩側的固定扣。

座椅縫製品後方
兩側的固定扣

⑩解開座椅縫製品後方兩側的固定扣。
⑪解開靠背背面兩側的固定扣，將上方的縫製品向上翻開。
⑫解開織帶固定扣（2處）。

①安裝座席內側的保護坐墊，並黏上魔鬼氈。
②確認立體式股帶已穿過坐墊的股帶導孔。
③將立體式股帶及安全肩帶穿過座椅縫製品的導孔。

⑬取出安全腰帶及立體式股帶後，即可取下座椅縫製品。
⑭將座席內側的魔鬼氈解開後將保護坐墊取出。

靠背背面
兩側的固定扣

座椅縫製品後方
兩側的固定扣

38

37

36

35

保護坐墊

保護坐墊

魔鬼氈

˙要單獨使用手推車時，應先將立體式股帶穿過坐墊的股帶
導孔再使用。

˙要將手推車當作多用途攜帶旅行組使用時，應先從坐墊的
股帶導孔抽　出立體式股帶後再使用。（僅限於需使用揹
巾與保護坐墊時）

注意

魔鬼氈

坐墊的股帶導孔

靠背背面
兩側的織帶固定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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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陽篷、安全肩帶、立體式腰帶、置物網籃的清洗方法：
˙請勿整件放進洗衣機裡清洗，請按照下述要領清洗。

警告 ˙若發現縫製品產生破損或異常現象，請立即停止使用，
並請務必要聯繫維修中心進行檢查及維修。

注意 ˙縫製品已經通過了嚴格的測試，不表示掉色或者褪色的
事情將不會發生。

˙車架及車輪黏附泥土及灰塵時容易發生故障，故發現此
情況時請停止使用。

˙擦拭泥土及灰塵時請勿使用稀釋液或揮發油等有揮發性
的溶劑。

日常簡易保養

請定期檢查手推嬰幼兒車的安全性，是否有螺絲鬆脫或部品破損的狀況發生。若有需
要更換或者維修，請與經銷商或者總公司連絡。(請參閱P27)

縫製品的清洗方法

清洗時，請注意以下事項。

◎水溶性污垢(如果汁、唾液、尿液等)的情況：
　用40度左右的熱水將毛巾浸濕，輕輕擰乾後充分擦拭污垢處。再以乾毛巾充分擦拭

水份後再置於陰涼處自然晾乾。

◎非水溶性污垢(如牛奶、油脂、沙拉醬等)的情況：
　首先將中性洗潔劑溶解在40度左右的熱水中，再使用刷子或海綿輕輕刷洗污垢處。

再用冷水或溫水洗掉中性洗潔劑，用乾毛巾充分擦拭水份後置於陰涼處自然晾乾。

［框架及車輪的保養方法］
◎請勿對黏附在車輪上的泥土、灰塵等置之不理。務必使用濕毛巾等物品擦拭乾淨。
◎車輪屬於消耗品。當車輪的厚度磨損掉了5mm左右時，請向本公司維修中心聯繫更

換。(須支付費用)

［螺絲、螺帽類的保養］
◎請經常檢查螺絲、螺帽是否有鬆動，當發現鬆動時請盡速鎖緊。

［添加潤滑油］
◎請適時地在可動關節部位注入潤滑油。並請使用塑膠用的潤滑油。
◎在注油之前，請先去除泥土及灰塵，並將水分擦拭乾淨。
◎注油時，請在每個部位注入2~3滴左右。

平

手洗

漂白

車體的保養方法

注意

織帶固定扣

魔鬼粘

織帶固定扣

雙腳支撐架的固定扣

扶手保護套

39

40

⑦將座椅縫製品下方兩側的魔鬼粘貼上。
⑧扣上座椅縫製品兩側的織帶固定扣。
⑨扣上座椅縫製品下方兩側的織帶固定扣。
⑩扣上雙腳支撐架的固定扣。 (當雙腳支撐架有使用時)

⑪安裝安全肩帶。 (請參閱P14 )
⑫安裝肩帶保護套。
⑬將安全肩帶、安全腰帶扣於固定扣組。
⑭穿上扶手保護套。
⑮扣上開放型扶手。

〈座椅縫製品安裝之後〉·組裝遮陽篷。（請參閱P9）

乾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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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方法

廢棄方法

○請將主體放入塑膠袋內，保管在沒有陽光直射的陰涼場所。
○請勿在上面放置重物、施加壓力的狀態下保管。恐造成故障或變形。

注意
˙為避免遮陽篷變形，請勿橫倒手推車或放置重物在車上

。且避免放置在高溫的場所裡做保管。
˙請勿置於火源附近、勿在大熱天下放置於高溫車內。恐

易使塑膠零件變形、無法維持性能。

○請依照各區域的廢棄物處理方式做處理。
○為維護地球環境，請勿隨意放置丟棄。

維修服務中心聯絡方式

台灣愛普力卡股份有限公司　維修服務中心　

連絡電話：（03）6561261

服務地址：新竹縣竹北市福興路885號

○於品質保證期間內（自購買日起1年內），由於零件短少、加工不良等可歸責於本公司者、

依照使用說明書及注意事項並且在正常使用狀態下故障者，根據保固規定提供免費修繕服

務。

　自購買日起已超過3年之產品，雖仍受理修理，但產品修理部位以外之品質，則恕不保證。

　此外，已停產之產品，可能因修理所需零件已無庫存而無法修理。（零件之保有期間為停

產後3年期間。即使於3年內，零件之顏色、布料之花樣等方面，亦有可能無法符合您所指

定的，敬請見諒。） 

〈保固事宜〉

○使用中發生故障等情況，或檢查中發現時，需要更換零件或修理時，各部位之固定部位發

生鬆動或異音、零件缺損或車輪轉動有異常時，以及感覺到其他異常時，請停止使用，並

確認產品名稱、型號 (請參閱P6)後，向本公司維修中心聯絡 。 

〈售後服務事宜〉

保固與售後服務
WARRANTY RECORD 產品質量及維修記錄咭保證書

〈僅限香港地區使用〉

用戶姓名 
Name

購買商店 
Point of Sales

地址
Address
電話
Tel
產品名稱
Product
產品型號
Model No.
購買日期
Date of Purchase

發票號碼
Invoice No.

維修記錄
Maintenance 
Record

請保留收據以作維修保養憑據。Please keep the purchase receipt as proof for warranty and reparing 
service.
品質保證期為自購買日起的一年內，期間由於零件短少、加工不良等可歸責於本公司者、依照
使用說明書及注意事項而在正常使用狀態下故障者，根據保固規定提供免費修繕服務。During 
warranty period (�rst year after purchase), free repairing service will be provided given the below 
situations：(i) Short of spare parts when unpack; (ii) Improper processing by our company; (iii) 
Breakdown of product under normal usage and usage according to instruction manual.
對於修繕以外的部分將不予品質保證。Repairing service will be limited to the repaired parts only.
零件之顏色、布料之花樣等方面，亦有可能無法符合您所指定的，敬請見諒。The designated 
color of the parts or fashion of the fabrics may not be available.
關於生產停止的商品，庫存的零件如果用完時，將無法提供維修服務。For the discontinued 
products, repairing service is not guaranteed as spare parts of the product may have worn o�.
當您使用的過程中萬一發生故障時／檢查時發現問題時／若有零件需要更換或是修繕時／產品
使用中察覺有異常時，請勿再繼續使用，並且向您所購買的商店或該地區代理商維修單位聯絡
。Stop using the product if the product (i) breakdown during use; (ii) repairing or replacement of 
parts is required after check-up; (iii) �xed parts start to loosen; (iv) squeaking during use; (v) missing 
parts; (vi) abnormal wheel rotation; or (vii) other abnormal conditions.
聯絡時，請務必告知本產品腳管之品名、型號、批號，以利進行後續處理作業。Check the 
product name, item number and lot number displayed at the backside of the handle and 
contact our customer support center.

品質保證 Warranty

產品 Product：CitiNext　使用年齡 Applicable Age：1-36個月 months
承重體重 Maximum user weight：15公斤以內 15kg or below
香港進口商 Hong Kong Importer: Newell Rubbermaid Asia Paci�c Limited
地址Address: 香港九龍尖沙咀麼地道63號好時中心8樓806室
Unit 806, 8/F, Huston Centre, 63 Mody Road, Tsimshatsui,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Telephone: +852-2665-9175　電郵 Email：graco_hkgcs@Newe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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