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obr-B &            -W 使用說明書
本產品(車用兒童安全座椅)可配合孩童成長階段分成全背式及坐墊式兩種型態使用，兒童
使用時須遵守下列限制：

APRIL2014

警告

安 裝使用本產品(車用兒童安全座椅)前，請先詳閱產品使用說明書、標籤指
                 

未 遵循指示及不當安裝使用產品，會導致駕駛在緊急轉彎、剎車或意外碰
   

身高 體重 參考年齡

115-145公分 22-36公斤 6歲以上

身高 體重 參考年齡

95-145公分 15-36公斤  3歲以上

示及安    全須知。

   

 撞期  間讓兒童遭受嚴重傷害或死亡風險。

質量等級 II

質量等級 III

Oobr



正確使用核對表

重要：這是一份簡易型確認清單。在安裝使用前，您仍然必須詳閱使用說明書、標籤指
示及安全須知!

全背式型態車用兒童安全座椅(有椅背)

! 兒童體重介於15-36公斤，身高介於95-145公分。 

! 兒童使用年齡最少應為3歲以上(3歲前之幼童請勿使用) 。

! 汽車的腰部安全帶緊貼兒童骨盆位置無扭曲，肩部安全帶須位於或高於兒童肩膀，
    緊貼於兒童胸部及肩膀中心，不得扭曲。 

! 兒童坐姿保持端正，不彎腰駝背。

! 兒童耳朵頂端低於安全座椅頭靠枕的頂部。

! 請確實將2個ISO-FIX(LATCH)座椅固定器牢固安裝於汽車之ISO-FIX (LATCH)連接
    環上。

ii

座墊式型態車用兒童安全座椅(無椅背)

√ 兒童體重介於22-36公斤，身高介於115-145公分。

! 兒童使用年齡最少應為6歲以上。

! 兒童需面朝，在並於車內後排座椅位置使用本產品。

√ 汽車安全帶正確通過扶手下方安全帶引導器。

√ 汽車安全帶無鬆弛。

! 兒童需面朝前，並於車內後排座椅位置使用本產品。

! 汽車安全帶應正確通過上肩部及扶手下方安全帶引導器。 

! 汽車安全帶無鬆弛。 

 ! 汽車的腰部安全帶緊貼兒童骨盆位置無扭曲，肩部安全帶須位於或高於兒童肩膀，
    緊貼於兒童胸部及肩膀中心，不得扭曲。 

! 兒童坐姿保持端正，不彎腰駝背。

! 請確實將2個ISO-FIX(LATCH)座椅固定器牢固安裝於汽車之ISO-FIX(LATCH)連接
    環上。

質量等級 II

質量等級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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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各部件名稱
1 ISO-FIX(LATCH)固定系統

2 ISO-FIX(LATCH)釋放手柄 

3 坐墊

4 置杯架 (drink-thingy™) 

5 扶手

6 椅背拆卸皮帶 
(除去椅背成為坐墊型態)

7 椅背 
(全背型態) 

8 頭靠枕

9 頭靠枕調整器

8

12

5

11

3

13
2

10 4
6

7

9

1

10 使用說明書 
(放置於座椅下方) 

11 腰部安全帶導引器

12 肩部安全帶導引器

13 底座

警告

 警告 – 操作錯誤，會導致
  死亡或嚴重傷害的發生。

未遵循指示及不當安裝使用產品，會導致駕駛在緊急轉彎、剎車或意外碰
撞期間讓兒童遭受嚴重傷害或死亡風險。

 在詳閱了解本使用說明書及您的汽車手冊前，請勿隨意安裝及使用車用兒
   童安全座椅；在他人理解如何正確安裝使用前，勿隨意經由他人安裝及使
   用車用兒童安全座椅。

車 用兒童安全座椅必須由成人安裝。

   
 兒童乘坐於安全座椅上時，請務必繫上安全帶。安全帶請根據兒童身體進

   行調整束緊，不得扭曲變形。

請 勿使用車用兒童安全座椅於兩點式安全帶座席，缺少腰部及肩部安全帶 
   保護，將增加嚴重傷害及死亡的風險。

 錯誤的車用兒童安全座椅模式(全背式或坐墊式)，將增加嚴重傷害及死亡   
   的風險。

請 勿讓兒童將自己繫在車用兒童安全座椅上，請勿讓兒童在無人照料下，
   獨自乘坐於安全座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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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勿使用經過任何情況撞擊後之車用兒童安全座椅，因為您無法判斷兒童
   安全座椅的損壞程度。

 請勿使用超過9年以上之車用兒童安全座椅。製造日期標籤標示於兒童安全
   座椅墊底部。 

 請勿私自修繕或改造車用兒童安全座椅。

 請勿使用破損或配件短缺之車用兒童安全座椅。

 請勿使用非CLEK公司提供之零件及配件。使用其他製造商的零件及配件，
   可能改變安全座椅的性能。

 警告 – 操作錯誤，會導致
  死亡或嚴重傷害的發生。

5

 避免燙傷— 將您的孩童放置於安全座椅前，請先觸摸座椅表面。經過長時
   間太陽曝曬後，高溫可能會燙傷兒童皮膚。

 請將使用說明書妥善存放於椅座下方以便隨時取閱。

 請勿使用車用兒童安全座椅於電動安全帶系統或車門鑲嵌的安全帶系統。  

 請勿使用二手或來歷不明的車用兒童安全座椅。

 警告 – 操作錯誤，會導致 
  死亡或嚴重傷害的發生。

 使用ISO-FIX(LATCH)固定系統時，請務必同時使用三點式安全帶以維護兒
   童安全。 

 請勿在未安裝椅套狀態下使用本產品。請勿使用非 CLEK 公司提供之椅套，
   使用其他製造商的零配件，可能改變安全座椅的性能。

 安裝車用兒童安全座椅時，請務必檢查座椅是否會影響車門開關及座椅移
   動。

 車輛內任何行李或其它可能在碰撞中造成傷害之物品應適當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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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體重及年齡限制

兒童必須遵循下列所有要求以使用車用兒童安全座椅。

全背式型態車用兒童安全座椅
(有椅背) 質量等級II

 兒童體重介於15-36公斤之間。 

 兒童身高介於95-145公分之間。 

 兒童適合年齡3歲以上(未滿3歲前幼童請勿使用)。 

警告

 未依照兒童身高、體重選擇正確的車用兒童安全座椅模式(全背式或坐墊式)
，將增加嚴重傷害及死亡的風險。

 兒童耳朵頂端必須低於頭部靠枕頂部、如圖 1 。如
   果耳朵頂端高於座椅頭部靠枕頂端，您的孩童已太 
   大，不適用於全背式(有椅背) 型態。

 肩部安全帶導引器必須介於或高於兒童肩膀，如
   圖 2 ，如果頭部靠枕已調整至最高狀態，而孩童
   肩膀仍超過肩部安全帶導引器時，您的孩童已太  
   大，不適用於全背式(有椅背) 型態。

圖 1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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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墊式型態車用兒童安全座椅(無椅背) 質量等級III

 兒童體重介於22-35公斤之間。

 兒童身高介於115-145公分之間。 

 兒童適合年齡6歲以上。

 兒童耳朵頂端必須低於汽車本身之座椅椅背或頭
 靠枕頂端，如圖 3， 如果兒童耳朵頂端高於汽車
 本身之座椅椅背或頭靠枕頂端，您的孩童已太大
 ，不適用於坐墊式型態。

圖 3 

汽車資訊

車用兒童安全座椅固定系統ISO-FIX(LATCH) 

 如果您不確定您的汽車是否配有ISO-FIX(LATCH)
   固定系統，請參閱您的汽車手冊。

 如果不容易看到ISO-FIX(LATCH)連接環，位於  
     汽車座椅背和座椅墊間附近將有標誌指出，如 
   圖5。

圖 4

圖 5

 ISO-FIX(LATCH)連接環位於汽車座椅背和座椅墊  
   間，如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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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用兒童安全座椅安裝位置要求

使用車用兒童安全座椅前，請參閱您的汽車手冊
有關於安全氣囊的資訊及車用兒童安全座椅在車
內的使用條件。

請勿使用車用兒童安全座椅於汽車前座位置，如
圖 6，除非您的汽車手冊建議使用。 

大部分汽車後座中間位置僅配有腰部安全帶(兩點
式安全帶)，本裝置不能使用於此類座位上。

警告

 根據交通事故統計，為確保兒童安全，應限制兒童乘坐汽車後座位置，而
   非汽車前座位置。

 不當的放置車用兒童安全座椅，將增加嚴重傷害及死亡的風險！您的汽車
   某些座位，可能不安全也不適合放置車用兒童安全座椅。部分車款甚至不
   具備可安全使用車用兒童安全座椅的位置。

圖 6

   如果您不確定您的汽車是否配有車用兒童安全座椅位置，請查閱您的汽車     
   手冊。

安裝車用兒童安全座椅必須面朝前方，請勿安裝於汽車座椅斜向一邊或朝後之
座位上，如圖7。

圖 7

使用車用兒童安全座椅前請檢查汽車座椅背是否直立，汽車座椅椅背必須於直立

位置。

車用兒童安全座椅安全帶要求

警告

 使用腰部和肩部安全帶系統(三點式)將兒童牢固於安全座椅上。

 請勿於汽車安全帶斷裂 、損壞 、磨損或無法使用的情況下使用安全座椅。

 不安全的汽車安全帶系統，將增加嚴重傷害及死亡的風險! 請注意，安全帶
   系統資訊須查閱您的汽車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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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全之汽車安全帶系統

請勿在下述的汽車安全帶系統中，使用車用兒
童安全座椅：

 勿使用於只具備腰部安全帶(兩點式)之座位，
   如圖8。

 勿使用腰部和肩部安全帶鑲嵌於門上之座位，
   如圖9。

 勿使用具有電動安全帶功能之座位上，如圖10。

圖 8

圖 9

圖 10

車用兒童安全座椅使用ISO-FIX(LATCH)
固定系統狀態之操作模式

重要：本兒童安全座椅被設計為使用ISO-FIX(LATCH)固定系統功能，所以請確 
保本裝置確實安裝於汽車 ISO-FIX (LATCH) 固定系統。

警告

 未遵循指示及不當安裝使用產品，會導致駕駛在緊急轉彎、剎車或意外碰
   撞期間讓兒童遭受嚴重傷害或死亡風險。

 為避免受傷，車用兒童安全座椅必須由成人安裝。

 請勿讓車用兒童安全座椅在未固定狀態下放置於車內!在不使用時狀態下，
   兒童安全座椅仍必須與ISO-FIX(LATCH)固定系統保持連結或是由車內安全
   帶固定。 如未妥善固定，在駕駛緊急轉彎、剎車或意外碰撞期間，可能嚴
   重擊傷駕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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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背式型態ISO-FIX(LATCH)安裝方式

安裝車用兒童安全座椅椅背方式請參閱使用說明書
第49頁—安裝/拆除座椅背方式

步驟 1.

選擇一個面朝前方之汽車座位及具備有腿部及肩部
安全帶和ISO-FIX(LATCH)固定系統的位置。

若汽車座椅背可調整，請確保椅背為直立的。當兒
童坐在安全座椅上時，請勿使汽車座椅背傾斜，如
圖11。

找到ISO-FIX(LATCH)固定系統連接環。請參閱使用
說明書第10頁-汽車資訊或參閱您的汽車手冊。 圖 11

警告

 當安全帶及或安全帶扣環不易與兒童安全座椅作結合時，請勿使用ISO-  
   FIX(LATCH)固定系統固定安全座椅。當車上安全帶扣環位於 ISO-FIX
   (LATCH)連接環間，如圖12，或者當車上安全帶位於ISO-FI X(LATCH) 
   連接環間，如圖13。

圖 12 圖 13

連結ISO-FIX(LATCH)連接環: 平行拉出座
椅底座手柄 1 同時拉出ISO-FIX(LATCH)
座椅固定器  2     如圖14，後鬆開手柄。

Figure 15

1

2

圖 14



1817

步驟 2.

將安全座椅放置於汽車座椅上，ISO
-FIX(LATCH)座椅固定器朝向汽車座
椅。
ISO-FIX(LATCH)座椅固定器與車上
ISO-FIX(LATCH)連接環對準下壓固
定，直到聽到ISO-FIX(LATCH)座椅
固定器扣合卡嗒聲，如圖15。

圖 15

步驟 3.

當ISO-FIX(LATCH)座椅固定器與車ISO-FIX(LATCH) 連接環
結合時，請將兒童安全座椅向上拉，檢查確保兩端連接環是
否固定，若未固定，請重覆步驟1。

步驟4.

完整安裝及調整車用兒童安全座椅，使裝置椅背面與汽車座
椅背及頭靠枕緊密接合，如圖16。

圖 16

調整椅背: 平行拉出座椅底座手柄  1  ，
將安全座椅推向汽車座椅椅背 2 ，使安
全座椅椅背面與汽車座椅椅背緊密接
合，如圖17，放開手柄。

禁止安全座椅椅背及頭靠枕與汽車座椅
背及頭靠枕產生間隔，如圖18。

圖 17

1

2

圖 18

步驟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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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背式型態ISO-FIX(LATCH)拆卸方式

步驟 1.

平行拉住座椅底座手柄，朝您的方向滑出兒童安
全座椅，露出ISO-FIX(LATCH)座椅固定器      ，
如圖19。

步驟 2.
找出ISO-FIX(LATCH)座椅固定器上紅色按鈕，用
拇指按下按鈕鬆開ISO-FIX(LATCH)座椅固定器
，用另一手將兒童安全座椅拉起     ，如圖20，重
覆操作另邊ISO-FIX(LATCH)座椅固定器。

收納ISO-FIX(LATCH)座椅固定器，平行拉住座椅
底座手柄，將ISO-FIX(LATCH)固定器推入底座。

步驟 3.

將座椅從車上拆除。

圖 20

2

3

圖 19

1

坐墊式型態ISO-FIX(LATCH)安裝方式

拆除車用兒童安全座椅椅背方式請參閱使用說明書
第41頁—安裝/拆除座椅背方式

步驟 1. 

選擇一個面朝前方之汽車座位及具備有腿部及肩部
安全帶和ISO-FIX(LATCH)固定系統的位置。

若汽車座椅背可調整，請確保椅背為直立的。當兒
童坐在安全座椅上時，請勿使汽車座椅背傾斜，如
圖21。 圖 21

警告

 使用坐墊式型態(無椅背)，座椅背部與底部必須與汽車座椅緊密貼合。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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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ISO-FIX(LATCH)固定系統連接環，如圖22。更多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說
明書第10頁-汽車資訊或參閱您的汽車手冊。

圖 22

警告 

 當安全帶及或安全帶扣環不易與兒童安全座椅作結合時，請勿使用ISO-  
   FIX(LATCH)固定系統固定安全座椅。當車上安全帶扣環位於 ISO - FIX
   (LATCH)連接環間，如圖23，或者當車上安全帶位於ISO-FIX (LATCH)
   連接環間，如圖24。 圖 23 圖 24

連結 ISO-FIX(LATCH) 連接環請平行拉出座椅底座手柄     ，同時拉出 ISO-FIX
(LATCH)座椅固定器     ，如圖25，後鬆開手柄。 

1

2

圖 25

1

2

沎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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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 

將車用兒童安全座椅放置於汽車座椅上，ISO-FIX(LATCH)座椅固定器朝向汽車
座椅。 

ISO-FIX(LATCH)座椅固定器與車上ISO-FIX(LATCH)連接環對準下壓固定，直到
聽到ISO-FIX(LATCH)座椅固定器扣合卡嗒聲，如圖26。

步驟 3.
當 ISO-FIX(LATCH) 座椅固定器與車 ISO-FIX(LATCH) 連接環結合時，請將兒
童安全座椅向上拉，檢查確保兩端連接環是否固定，若未固定，請從步驟 1重
新操作。

圖 26

步驟 4. 

完整安裝及調整車用兒童安全座椅，
使裝置背面與汽車座椅椅背緊密接
合 ，如圖 27。

調整椅背：平行拉出座椅底座手柄
，將安全座椅推向汽車座椅椅背     ，
使安全座椅椅背面與汽車座椅椅背緊
密接合，如圖28，放開手柄。

禁止車用兒童安全座椅椅背與汽車座
椅背產生間隔，如圖29。

圖 29

圖 27

1

2

圖 28

1

2



2625

使用注意事項

警告

 使用腰部和肩部安全帶(三點式)系統將兒童牢繫於安全座椅上。

 腿部及肩部安全帶必須牢固緊貼於兒童身體。

 請勿使用只具備腰部安全帶(兩點式)之座位，缺少腿部及肩部安全帶，將
   增加嚴重傷害及死亡的風險！

 避免受傷—兒童必須由成人安全的繫於安全座椅上。請勿讓兒童自行將自
   己繫在兒童安全座椅上。

 避免導致嚴重受傷或死亡，兒童必須端坐於兒童安全座椅。若兒童背部無
   法維持直立或臀部與椅背接觸時，請勿讓兒童使用兒童安全座椅。

 避免燙傷—將您的孩童放置於兒童安全座椅前，請先觸摸安全座椅表面。
   兒童安全座椅經過長時間太陽曝曬後，可能會燙傷兒童皮膚。 

坐墊式型態ISO-FIX(LATCH)拆卸方式

步驟 1.

平行拉住座椅底座手柄，朝您的方向
滑出兒童安全座椅，露出 ISO - FIX 
(LATCH)座椅固定器     ，如圖30。

步驟 2.

找出 ISO-FIX(LATCH) 座椅固定器上紅
色按鈕，用拇指按下按鈕鬆開 ISO-FIX

(LATCH) 座椅固定器       ，用另一手將
兒童安全座椅拉起       ，如圖31，重覆
操作另邊ISO-FIX(LATCH)座椅固定器。

收納ISO-FIX(LATCH)座椅固定器，平行
拉住座椅底座手柄，將ISO-FIX(LATCH)
固定器推入底座。

步驟 3.

將座椅從車上移除。

圖 30

1

圖 31

2
3

1

2

3



2827

全背式型態車用兒童安全座椅使用注意事項
(有椅背)

警告

 如果兒童耳朵頂端高於安全座椅頭部靠枕頂端，您的孩童已太大，不適用
   於全背式 (有椅背) 型態。頭部無適當支撐時，將可能導致嚴重的頭部或頸
   部受傷。

步驟 1.
兒童乘坐安全座椅時，背部必須平貼
座椅椅背，如圖32。

步驟 2.
腿部安全帶經由扶手下方安全帶導引
器穿越孩童身體至另一端，如圖33。

圖 32

圖 33

身高 體重 參考年齡

95-145公分 15-36公斤 3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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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

腰部及肩部安全帶穿過兒童的肩和腿
部後，須穿越另一端扶手下方安全帶
導引器，並扣上安全帶鎖扣，如圖
34。

步驟 4.

肩部安全帶必需通過側邊的肩部安全
帶導引器，再穿越兒童肩膀及身體，
如圖35。

圖 35

圖 34

步驟 5.

調整頭靠枕。 

肩部安全帶導引器底端應高於兒童肩膀 ，如
圖36。

兒童耳朵頂端必須低於兒童安全座椅頭靠枕頂
端，如圖37。

調整頭靠枕高度，請參閱使用說明書第42頁
—調整頭靠枕。

圖 37 

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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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
拉起肩部安全帶並調整肩部和腰部安全帶鬆緊度，使
安全帶緊貼於兒童身體。

重要：每款汽車的座位及安全帶系統設計及操作有所
不同，為確保安全，使用前請詳閱您的汽車手冊以確
保正確使用及調整安全帶。

步驟 7.

檢查繫於兒童身上之汽車安全帶：

 汽車安全帶必須平坦緊貼兒童身體，避免安全帶鬆
   開扭曲。保持安全帶平直舒適，不過於鬆弛。

 腿部安全帶必須緊貼兒童腿部，肩部安全帶必須確
   實收緊。

 肩部安全帶必須介於或高於兒童肩膀，在綠色區緊 
   貼於兒童胸部及肩膀中心，如圖38。

若肩部安全帶無法放置在正確位置，請調整頭靠枕高
度來改變肩部安全帶位置。(請參閱使用說明書第34
頁—調整頭靠枕)

圖 38

重要：如果肩部安全帶偏離兒童肩膀，非位於兒童胸部中心，或者兒童耳端高於
頭靠枕頂端，您的孩童已經太大，不適用於全背式 型態(有椅背)安全座椅。

 禁止以下列方式使用汽車安全帶：

安全帶越過扶手上方，如圖39；安全帶置於扶手後方，如圖40；安全帶於
兒童手臂下方，如圖41；安全帶於兒童身後，如圖42。

圖 41

圖 40

圖 42

圖 39



3433

禁止使汽車安全帶接觸兒童頸部，
如圖43；或接觸兒童臉部，如圖
44。

避免導致嚴重傷害及死亡危險，兒童必
須端坐於兒童安全座椅上。
若兒童背部無法維持直立及臀部與椅背
接觸，禁止使用兒童安全座椅，如圖
45。

圖 43 圖 44 

圖 45

調整頭靠枕:

步驟 1.

步驟 2.

壓按座椅右邊 (當您面向座椅) 的頭靠
枕調整器         ，提高或降低頭靠枕位
置        ，如圖46，鬆開頭靠整調節器
，鎖定到位。

步驟 3.

拉起頭靠枕，檢查確保頭靠枕已固定
鎖牢。

步驟 4.

檢查肩部安全帶是否合適貼身，請參
閱使用說明書第27頁，全背式車用兒
童安全座椅 (有椅背型態) 使用注意事
項步驟7。

圖 46

1

2

2

1

兒童端坐於兒童安全座椅，並使兒童
身體稍微前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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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墊式型態車用兒童安全座椅使用注意事項
(無椅背)

警告

 當兒童耳朵頂端高於汽車座椅頭或靠枕頂端時，請停止使用坐墊式車用兒
   童安全座椅 (無椅背型態) 。當頭部無適當支撐時，可能導致嚴重的頭部及
   頸部受傷。

步驟 1.
兒童乘坐安全座椅上時，兒童背部必須平貼於汽車
座椅椅背，如圖47。

步驟 2.

請詳閱您的汽車手冊調整頭靠枕，以確保汽車座椅
椅背及頭靠枕有足夠高度支撐兒童頭部。

兒童耳朵頂端必須低於汽車座椅背頂端或汽車座椅
頭靠枕頂端，如圖48。當頭部無適當支撐時，可
能導致嚴重的頭部及頸部受傷。

圖 47

圖 48 

身高 體重 參考年齡

115-145公分 22-36公斤 6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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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
腿部安全帶經由扶手下方安全帶導引
器穿越孩童身體至另一端，如圖49。 

步驟 4.

腿部及肩部安全帶穿過兒童的肩及和
腿部後須穿越另一端扶手下方安全帶
導引器後扣上安全帶鎖扣，如圖50。 

圖 50

圖 49

步驟 5.
拉起肩部安全帶並調整肩部和腿部安全帶鬆緊度，
使安全帶緊貼於兒童身體。

重要：每款汽車的座位及安全帶系統設計及操作有
所不同，為確保安全，使用前請詳閱您的汽車手冊
以確保正確使用及調整安全帶。

步驟 6.

檢查繫於兒童身上之汽車安全帶：

 汽車安全帶必須平坦緊貼兒童身體，避免安全帶鬆
   開扭曲。保持安全帶平直舒適，不過於鬆弛。

 腿部安全帶必須緊貼兒童腿部，肩部安全帶必須確
   實收緊。

 肩部安全帶必須介於或高於兒童肩膀，在綠色區緊
   貼於兒童胸部及肩膀中心，如圖51。

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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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如果肩部安全帶偏離兒童肩膀，非位於兒童胸部中心，或者兒童耳朵頂
端高於汽車座椅頭靠枕頂端，您的孩童已經太大，不適用於坐墊式型態 (無椅
背) 安全座椅。

 禁止以下列方式使用汽車安全帶：
安全帶越過扶手上方，如圖52；安全帶置於扶手後方，如圖53；安全帶於
兒童手臂下方，如圖54；安全帶於兒童身後，如圖55。

圖 53 

圖 54

圖 52

圖 55

 禁止使汽車安全帶接觸兒童頸部，如圖56；或臉部，如圖57；或鬆離肩
 膀，如    圖58。 

 避免導致嚴重傷害及死亡危險，兒童必須端坐於兒童安全座椅上。若兒童    
背部無法維持直立及臀部與椅背接觸，禁止使用兒童安全座椅，如圖59。

圖 59

圖 56 圖 57 圖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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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拆除座椅椅背方式

拆除座椅椅背
步驟 1.
面朝兒童安全座椅前方，將安全座椅
往逆時針方向傾斜，如圖60。

步驟 2.

找出座椅椅墊右側皮帶。

步驟 3.
按住座椅椅背頂端，上拉皮帶，將
座椅背從底座滑出，如圖61。

步驟 4.
當椅背腳鬆開時，旋轉移動另一邊
椅背腳，離開坐椅底座開口。

圖 60

圖 61

安裝座椅椅背

步驟 1.
朝底座背面，對準椅背腳於扶手後方
的底座開口，如圖62。

步驟 2.

放下座椅椅背右腳，滑入右邊開口，
如圖63。轉動座椅椅背左邊對準椅
背腳於底座開口。

圖 62

圖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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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
按壓椅背左腳至底座開口(聽到卡嗒
聲)，如圖64。

步驟 4.
裝上座椅背後，拉起座椅背確認是否安
裝牢固，如圖65。

步驟 5.
若座椅椅背尚未固定，請重覆以上步驟

1-4。

圖 64

圖 65

安裝/拆除置杯架方式 
(drink-thingy™)

安裝置杯架 (drink-thingy™):
步驟 1.
從底座卸下椅墊，並放置旁邊。請參閱使用說明書第54
頁—安裝/拆除椅墊及椅墊襯套方式

步驟 2.
找出置杯架插槽，位於底座前角，如圖66。

步驟 3.
將置杯架對準底座插槽，如圖67。

步驟 4.
滑動置杯架進入插槽，確保置杯架頂部及底部完全吻
合，如圖68。

步驟 5.
將椅墊裝回底座。請參閱使用說明書第54頁—安裝/
拆除椅墊及椅墊襯套方式

圖 67

圖 68

圖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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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置杯架 (drink-thingy™):
步驟 1.
從底座卸下椅墊，並放置旁邊。請參閱使用說明書第54頁—安裝/拆除椅墊及椅

墊襯套方式。

步驟 2.
握住置杯架，將置杯架滑出底座插槽。

步驟 3.
將椅墊裝回底座。請參閱使用說明書第54頁—安裝/拆除椅墊及椅墊襯套方式。

使用說明書儲放方式
請將使用說明書妥善存放於安全坐椅下方位置以便隨時取閱，如圖69。

清潔與保養

安裝/拆除椅墊及椅墊襯套方式

拆除椅墊及椅墊襯套：

步驟 1.

拆除椅墊襯套前，您必須先從底座移除整個椅墊。

步驟 2.
由椅墊前緣拉起，與底座前方鬆開，如圖70。

步驟 3.
再將椅墊向前拉起與底座完全分開，如圖71。

警告

 請勿使用無椅墊之車用兒童安全座椅。

圖 70

圖 69
圖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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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
將座椅墊反面，找到椅墊襯套扣
件，如圖72。

步驟 5.
用拇指推移每個扣件，使其與椅
墊分離，如圖73。

步驟 6.
從椅墊脫除椅墊襯套，如圖74。

圖 73

圖 74

圖 72

安裝椅墊襯套：

步驟 1.
將椅墊襯套放平，扣件朝上，如圖75。

步驟 2.
將椅墊放入椅墊襯套內，對準座椅襯套
扣件。

步驟 3.
重新裝上襯套扣件使其與椅墊四周扣合，
如圖76。

圖 75

圖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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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椅墊

步驟 1.
將椅墊放置於底座上方。

步驟 2.
向後滑動坐墊對齊扣準底座，
如圖77。

步驟 3.

壓按椅墊的前後方扣合底座。
圖 77

洗滌須知

座椅墊洗滌說明

步驟 1.

將椅墊襯套拆除，取出泡棉墊，請勿清洗泡棉墊！

步驟 2.
遵循座椅墊內的洗滌標籤說明，清洗座椅墊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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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椅背套和頭枕套洗滌說明

重要：座椅背套及頭枕套不可拆卸進行洗滌。

步驟 1.

如果汙漬已乾涸，請輕刷或刮除殘留物後用清水擦拭表面。 

步驟 2.

如果汙漬仍在，請噴上薄薄一層溫和清潔劑。

步驟 3.

使用軟刷清潔汙漬。

步驟 4.

讓清潔劑停留於汙漬上約一分鐘。

步驟 5.

以清水清潔或抹布乾拭。

步驟 6.

必要時，重覆步驟3-5，直到汙漬清除。

步驟 7.

最後以溫水沖洗，並以抹布乾拭。

座椅(塑膠材質)洗滌說明

使用軟式布料(抹布)、溫水、肥皂輕輕畫圈擦拭。

保固

產品保固聲明

Clek Inc.提供消費者、授權經銷商及代理商(全新未使用、未開封之產品)完整的產品保固服
務，所有經銷據點及代理商資料列於www.clekinc.com ，產品保固期(1年)，自購買日算
起。保固期間，若維修產品停產或無原料可用情況下，Clek公司將更換延續性產品替代或
更換同等級產品。Clek公司保有更改配件、織物、型號、或產品或替代產品之權利。
保固服務，請與授權經銷商或地區總代理聯繫。

持有原開立發票以確認保固期限及商品金額是消費者應有的責任。為縮短保固維修處理時
間及核對購買日期，請於購買產品30天內，填寫購買資料並寄至地區代理商。

保固範圍
保固服務不包括自然磨損、損壞、意外事故、改裝、不正確的安裝產品、誤用及濫用產
品。Clek Inc.遵循條款及限制之規範，提供消費者產品的有限保固服務，保固責任僅限於
提供維修和更換的服務。保固及相關事項 根據說明書上述之保固條。Clek Inc.亦或經銷商
銷售之產品，對您任何損害，包括附隨性或間接性損害，無論任何情況，將不承擔任何法
律責任擔保。



Clek Inc.
12 Upjohn Rd., Suite 1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3B 2V9

1-866-656-2462

www.clekinc.com

請妥善保存使用手冊
並將其儲放於安全座椅底座儲物格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