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兒腰帶型
四方向四用揹巾

使 用 說 明 書

※使用者適用腰圍為70cm~120cm範圍內。
※因使用者體型差異或冬天穿著厚重衣物等因素， 有時可能造成無法使用本產品。

非常感謝您購買Aprica產品。本產品適用於新生兒～36個月
體重15公斤以下的一位嬰幼兒使用。

橫向式懷抱 直立式懷抱 後揹式前向式懷抱

※本說明書所敘述的新生兒，指的是母親懷孕37周以上，出生時體重超過2.5公斤以上的嬰幼兒。

感謝您使用Ap r i ca公司的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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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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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寶的適用期間與體重

揹巾的使用模式及附屬品的使用方法

日本SG標章制度僅適用於紅色箭頭標示之月齡。不適用於黑色箭頭標示之月齡（寶寶出生
14天後至1個月，以及24個月～36個月使用直立式懷抱），以下圖示提供您參考。

參考月齡

直立式懷抱

前向式懷抱

後揹式

橫向式懷抱

橫向式懷抱

24個月起0個月 14天 1個月
頸椎安定

（4個月起）
腰部安定

（7個月起） 36個月起

體重 2.5kg~7kg

使用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
（新生兒～頸椎安定）

體重 7kg

使用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
（出生14天以後且體重3.5kg以上～頸椎安定）　※ 出生14天後～未滿1個月，以及24個月～36個月時不適用SG制度。

體重 15kg

體重 13kg

體重 15kg

體　重

7公斤以內

15公斤以內

13公斤以內

15公斤以內

※年齡及體重為參考數字，請依寶寶實際成長狀態使用本揹巾。
※因使用者體型差異或冬天穿著厚重衣物等因素， 有時可能造成無法使用本產品。

直立式懷抱 直立式懷抱 前向式懷抱 後揹式

頸椎安定前
使用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

頸椎安定前 頸椎安定後 腰部安定後 腰部安定後
使用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

‧若寶寶的耳朵上緣已超出新生
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請改用
直立式懷抱。

‧可交叉使用肩部安全揹帶。

必要 可取下不使用 不可使用

新生兒懷抱型
全身守護墊

口水墊

安全支撐帶

安眠型遮頭護罩

橫向式懷抱 直立式懷抱 直立式懷抱 前向式懷抱 後揹式
(頸椎安定前) (頸椎安定前) (頸椎安定後) (腰部安定後) (腰部安定後)

使用時導孔向前 使用時導孔向前 使用時導孔向後 使用時導孔向後 使用時導孔向後



喀
嚓

各部位的名稱 ※品番、批號記載於品質標示標籤（車縫於腰部安全帶內側）。

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的使用方法

‧本產品可用於接觸戶外及出外購物等時，供一位寶寶使用的揹巾。使用前請先確認各部位名稱。
‧產品取出時，請務必確認配件是否齊全或各部位檢查是否損壞。
‧產品內容有缺失、錯誤配件或破損時，請與經銷商或者總公司連絡。

※圖示中的口水墊為「魔鬼氈式」。〈本體〉

〈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

舒適調節環

口水墊

新生兒安全扣

包巾固定安全扣

內側包巾

胯間支撐墊 收納袋
（安眠型遮頭護罩專用）

外側包巾

連接式安全扣

連接式安全帶

肩部安全揹帶

安全支撐帶
用固定環

固定環

側邊安全扣

側邊安全帶

揹帶固定扣
（收納織帶用）

腰部安全帶

腰部安全扣

腰部守護墊

※左側的新生兒新生兒安
全扣織帶為固定長度。

包巾固定
安全扣

新生兒安全扣

新生兒安全
扣織帶

腰胯守護墊

腰胯守護墊安全帶

魔鬼氈 腰胯守護墊
安全扣

〈內側〉〈外側〉
〈附屬品〉

使用說明書安眠型遮頭護罩

安全支撐帶

※附屬品在使用說明書（本書）的袋子內。

頸椎安定前務必使用

〈外側〉

腰胯守護墊
安全扣 腰胯守護墊

安全帶

❶於安全場所攤開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

墊，讓寶寶的左腳穿過腰胯守護墊躺好。

❷注意不要讓腰胯守護墊安全帶扭轉，確認

扣上腰胯守護墊安全扣後聽見「喀嚓」

聲。

❸調整腰胯守護墊安全帶的長度，留下可容

納大人手指2～3指左右的空間。（請參考

P5「安全帶的調節方法」）



‧使用之前，請確認安全扣等部件是否有破損，安全帶及布料等是否有破損及綻開、裂痕等情況。在異常狀態下使
用，恐有發生意外事故之虞。

關 於 本 書 的 標 示

檢 查 事 宜

保 養 事 宜

※建議放入洗衣袋中，洗衣機水溫設定40度以下，並以低速弱洗程序清洗。

〈輕度的髒污〉

‧請用沾濕的布拍打，去除髒污。

〈洗滌方式 〉

揹巾本體、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安眠型遮頭護罩、口水墊、安全支撐帶

○「警告」、「注意」、「禁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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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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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 示 標 示 的 內 容

○本產品不可使用烘乾機。此外，使用脫水機的時間亦不可過長（約2～3分鐘）。

否則可能導致安全扣等部位損壞或變形。

○請和其他衣物分開清洗。恐有褪色而染到其他衣物之虞。

○不可使用含螢光劑之清潔劑。

○不可使用漂白劑。

○請勿浸泡。

○請勿在濡濕的狀態置之不理。恐有發霉之虞。

○洗滌後，請充分乾燥之後再使用。乾燥不充分時，恐有發霉之虞。

○請扣合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安全支撐帶的魔鬼氈以及各式安全扣後再清

洗。否則可能會破壞其他衣物。

○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安全支撐帶的魔鬼氈以及安全扣可能會破壞其他衣

物，請分開清洗。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此處所記載的內容非常重要。請務必詳讀並且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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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勿在側邊安全扣、腰部安全
扣、連接式安全扣、腰胯守護墊
安全扣、包巾固定安全扣、新生
兒安全扣解開之狀態下使用。
因恐導致寶寶摔落、受傷之虞。

當寶寶體重超過15kg時，請勿使
用直立式懷抱及後揹式。
因恐導致寶寶摔落、受傷之虞。

‧穿戴揹巾或放下寶寶時請務必於安全的場地進行。若在不穩定之類的場所，寶寶恐有摔落之虞。
‧切換為後揹式或使用其他模式放下寶寶時，請保持低姿勢進行，若身體前傾時請以手扶住寶寶，避免寶寶跌落的危險。請使用者留意以
屈膝的方式蹲低身體，避免寶寶頭部朝下。因恐導致寶寶摔落、受傷之虞。

‧本產品應以正確方式穿脫，並注意避免寶寶跌落。因恐導致寶寶自開口處摔落之虞。
‧使用時請注意不要讓寶寶腿部夾在腰部安全帶和使用者之間。因恐導致寶寶腿部瘀血或摔落之虞。
‧寶寶睡著後，若使用安眠型遮頭護罩時，頭部仍有往後傾倒的情況，請停止使用。因恐寶寶有摔落或其他意外事故發生之虞。
‧請勿將安全帶前端針縫部位鬆開或剪斷。因恐安全帶鬆脫導致寶寶摔落之虞。
‧安全扣部有破損、安全帶或布料等破損、綻開、受損狀態下，不可使用。因恐寶寶有摔落或其他意外事故發生之虞。
‧包裝及塑膠袋請妥善收納於寶寶拿取不到之處。因恐導致窒息等意外事故發生。
‧未滿4個月的寶寶使用時，請注意勿讓寶寶的臉部過度貼合使用者的身體。因恐有窒息之虞。
‧請避免將寶寶綁於使用者身上。使用時請保有讓寶寶頭部足夠的活動空間。因恐有窒息之虞。
‧請注意避免寶寶的臉部緊貼使用者的胸部，而讓呼吸道阻塞。若寶寶的呼吸道阻塞，恐有窒息之虞。
‧使用時，請隨時注意寶寶的狀態。若寶寶的呼吸道阻塞，恐有窒息之虞。
‧頸椎安定前使用橫向式懷抱時，請避免讓寶寶的耳朵上緣超出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因恐導致寶寶頭部失去支撐。
‧使用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時，務必扣緊腰胯守護墊安全扣以及左右兩側的新生兒安全扣。如無正確扣緊安全扣，恐有導致寶寶摔落
之虞。

‧請勿單獨使用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或裝置於其他揹巾使用。否則可能會導致意外事故。
‧如寶寶為早產或有呼吸系統疾病，即使出生後超過14天也請勿使用本產品。否則可能會導致意外事故。
‧請務必確認魔鬼氈確實黏合後再使用。否則可能會導致意外事故。
‧請勿改造本產品（如染色等）。否則可能會導致意外事故。
‧不使用安全扣時，亦請保持扣合的狀態。因恐寶寶將手指伸入安全扣內，而有受傷之虞。
‧不可於飛機、汽車、自行車、機車上使用。否則可能會導致意外事故。
‧當您在做家務或烹飪時，請務必隨時注意寶寶的狀態，避免因家務而分散注意力，導致寶寶燙傷或其他意外事故發生之危險。
‧當使用者或寶寶身體狀況不佳，或於使用過程中感到疼痛或不適時，請立即停止使用本產品。因恐影響使用者或寶寶的身體健康，或導
致其他意外事故發生。

‧使用橫向式懷抱並前彎時，容易導致寶寶離開使用者的身體，因此需以手扶住寶寶。若寶寶頭部朝下，恐導致意外事故發生。

‧使用本揹巾有時候難以看到前方腳下的狀況，所以走路時請小心注意。
‧請勿將本產品放置於暖氣設備附近等高溫地點。
‧保管本產品時請勿置於日光直射的場所，將加速褪色及劣化。
‧清洗時請務必將魔鬼氈黏上，否則可能會破壞魔鬼氈或本產品的布料以及其他衣物。
‧請勿用於抱、揹寶寶以外之其他目的，例如搬運物品等。

除了橫向式懷抱，請勿以其他模式
將寶寶放在外側包巾及內側包巾之
間。
因恐導致寶寶摔落、受傷之虞。

寶寶頸椎安定前，請勿連續使用直立式懷
抱超過1小時。也請勿連續使用其他懷抱
模式超過2小時。
因恐有損害寶寶及使用者身體健康之虞。

請勿同時使用後背包。
因恐後背包干擾導致安全扣鬆開，
造成寶寶摔落等意外發生之虞。

當寶寶體重超過13kg時，
請勿使用前向式懷抱。
因恐導致寶寶摔落、受傷
之虞。

側邊安全帶、腰部安全帶、連接式
安全帶、腰胯守護墊安全帶、新生
兒安全扣織帶務必配合使用者的體
型調整長度。
因恐導致寶寶摔落、受傷之虞。

請勿採取跑、跳、前彎等不適當
的姿勢。
因恐導致寶寶摔落、受傷之虞。

頸椎安定前務必使用新生兒懷抱型全
身守護墊。
因恐導致寶寶摔落或對發育造成影響
之虞。

寶寶躺於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
時，不可將腰胯守護墊安全扣解
開。
因恐寶寶將手指伸入安全扣內，而
有受傷之虞。



安全扣的使用方法

各部位的調節方法

胯間支撐墊的使用方法

‧扣上安全扣至發出「喀嚓」聲為止，拔除時請按壓　　　　以解開。
‧請確認安全扣沒有夾到鬆緊帶或是布料。

※扣上安全扣後請務必拉扯測試，確認安全扣不會鬆脫。

連接式安全扣

側邊安全扣

腰部安全扣

〈扣合〉

〈解開〉

〈扣合〉 〈解開〉

穿過鬆緊帶下方，
將多餘的安全帶掛
在鬆緊帶上

用於交叉使用肩部安
全揹帶或使用口水墊
（圓筒式）時

〈扣合〉

〈解開〉

穿過鬆緊帶下方，將多餘
的安全帶掛在鬆緊帶上

因恐導致寶寶摔落之虞。
‧請勿在側邊安全扣、腰部安全扣、腰胯守護墊安全扣、新生兒安全扣、包巾固
定安全扣解開之狀態下使用。

‧側邊安全扣、腰部安全扣未穿過鬆緊帶時請勿使用。

新生兒安全扣（左右）

〈扣合〉 〈解開〉

由上向下壓

包巾固定安全扣

腰胯守護墊安全扣（左右）

〈扣合〉 〈解開〉

由上向下壓

〈扣合〉

〈解開〉

〈縮短時〉 〈拉長時〉
‧將安全帶前端往箭頭方向拉。 ‧將安全扣立起，再將安全帶往回拉。

安全帶前端 安全扣

‧各部位安全帶的調節方法相同。
‧示意圖以腰部安全帶舉例說明。

‧安全帶的長度請配合使用者調整。
　寶寶與使用者之間空隙過大，或左右安全帶
的長度不同，將可能無法應對寶寶預期外的
動作，而有墜落、意外事故或受傷之虞。

‧胯間支撐墊藉由調整胯間寬幅，在直
立式懷抱時可讓寶寶呈現自然的M字
型姿勢。

‧開箱使用時的胯間寬幅為加寬狀態。
想要縮小胯間寬幅時，請手抓胯間支
撐墊外側，將內側柔軟材質向內壓。

‧使用前向式懷抱時請務必縮小胯間寬
幅，並確認寶寶的腳可以自在移動。

‧使用前向式懷抱時，請照鏡子確認胯間寬幅是
否已縮小，以及寶寶的腳是否可以自在移動。
因恐損害寶寶身體健康之虞。

加寬胯間寬幅 縮小胯間寬幅
‧橫向式懷抱
‧直立式懷抱
‧後揹式

‧直立式懷抱（頸椎安定前）

‧前向式懷抱



口水墊的使用方法

安眠型遮頭護罩 ※開箱使用時，安眠型遮頭護罩在使用說明書的袋子內。

使用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時
不使用新生兒

懷抱型全身守護墊時

〈魔鬼氈式〉（僅限mesh plus版本） 〈圓筒式〉 〈通用〉

❶將口水墊的固定扣扣在肩部安全揹帶上。

❷將新生兒安全扣穿過導孔。

❸將口水墊包住肩部安全揹帶，以魔鬼氈黏好。

❶將安眠型遮頭護罩以魔鬼氈固定。

❷將固定扣扣在肩部安全揹帶上。

❶解開側邊安全扣，將口水墊穿過肩部安全揹帶，

再扣上側邊安全扣。

❷將口水墊的固定扣扣在肩部安全揹帶上。

❸將新生兒安全扣穿過導孔。

❶解開固定扣。

❷將新生兒安全扣從導孔抽回。

❸口水墊轉到背面，不要讓新生

兒安全扣露出。

※確認新生兒安全扣完全
露出於導孔外。

❶固定扣 ❷導孔

❷新生兒

　安全扣

❸新生兒安全扣❸魔鬼氈

❷固定扣

❷導孔 ※不扣固定扣。

‧橫向式懷抱、前向式懷抱無法使用安眠型遮頭護罩。

‧當寶寶睡覺時使用，可讓寶寶頭頸更穩定。

‧兼具有防風以及遮陽功能。

〈安裝方法〉 〈調節方法〉

〈不使用時的收納方法〉 〈後揹式時的使用方法〉

固定扣

魔鬼氈

安眠型
遮頭護罩

（Ⓐ較淺） （Ⓑ較深）

‧請配合寶寶的狀況，調整為Ⓐ較淺、Ⓑ較深其中一種。

‧可能會蓋住寶寶的臉。請調整為可以隨時觀察寶寶狀況的深度。

‧安眠型遮頭護罩可收納於腰

部安全帶前面的專用收納袋

內。

‧請照鏡子確認安眠型遮頭護罩有蓋住寶寶的頭。若完成的狀

態不正確，請重新安裝並且重新調整。
收納袋（安眠型遮頭護罩專用）

‧使用安眠型遮頭護罩之際，請特別注意寶寶的狀態。若寶寶的呼吸道阻塞，恐有窒息之虞。
‧寶寶睡著後，若使用安眠型遮頭護罩時，頭部仍有往後傾倒的情況，請停止使用。因恐寶寶有摔落或其他意外事故發生

之虞。
‧收納袋為安眠型遮頭護罩專用。請勿放入尖銳物品。因恐造成寶寶受傷。



喀嚓 喀嚓

（右側稍長）

喀嚓

橫向式懷抱 新生兒～頸椎安定前（體重2.5kg～7kg）

‧寶寶頸椎開始安定之前，建議採用讓使用者能清楚看到寶寶臉部的〈橫向式懷抱〉。

‧請務必使用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

‧請務必將寶寶放在外側包巾與內側包巾之間。

‧寶寶的頭會在使用者左側。（無法調整至右側。）

‧若寶寶的耳朵上緣已超出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請改用直立式懷抱。

〈使用前準備〉
口水墊

連接式
安全扣

連接式
安全帶

包巾固定安全扣

側邊
安全帶

‧使用口水墊時請將導孔側

轉向肩部安全揹帶正面方

向。（請參閱P6）
‧確認包巾固定安全扣已扣

緊。

‧連接式安全帶應位於肩胛

骨下方，並調整成肩部安

全揹帶不會滑落之長度，

再扣上連接式安全扣。

‧左右兩側的側邊安全帶皆

預留10cm以上，不要束

太緊。

※將腰部守護墊移
至背部中央，比
骨盆稍高的位
置。

將腰部安全帶穿過腰部安全扣旁邊的鬆緊帶

下方，多餘的腰部安全帶掛在鬆緊帶上。

（請參閱P5）

扣上腰部安全扣，調整腰部安全
帶的長度

確認連接式安全扣已扣緊，並將揹巾由頭上套下。

將揹巾由頭上套下

於安全場所讓寶寶躺於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扣緊腰胯守護

墊安全扣。將右側的安全帶預先放到最長。

將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的新生兒安全帶放長

寶寶躺在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中並包好後，橫向放在安全的平台上，

再扣上使用者左肩的新生兒固定扣（灰色）。

扣上新生兒安全扣（灰色）

解開左胸的包巾固定安全扣，掀開外側包

巾。

解開包巾固定安全扣 拉緊左側的側邊安全帶，讓
內側包巾貼近身體

※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的使用方法請參閱P2。 ※寶寶的頭會在使用者左側。

將安全
帶放長

魔鬼氈

※橫向式懷抱模式不使用內側
包巾的包巾固定安全扣。



右側的側邊安全帶過鬆

喀嚓

‧請勿連續使用超過2小時。因恐有損害寶寶及使用者身體健康之虞。
‧哺乳後30分鐘以內請勿使用。因恐使用時壓迫寶寶的腹部，影響消化吸收。
【因恐導致寶寶摔落之虞。】
‧穿戴揹巾時，請於安全場所降低身體進行。
‧前彎時容易導致寶寶離開使用者的身體，因此需以手扶住寶寶，注意不要讓寶寶的頭部朝下。
‧務必使用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並扣緊指定的固定扣或魔鬼氈。
‧務必將包覆寶寶的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放在兩片包巾之間。
‧已可自行翻身的寶寶，或是體重超過7kg的寶寶請勿使用本模式。
【因恐寶寶有窒息之虞。】
‧請注意避免寶寶的臉部緊貼使用者的身體。
‧請避免將寶寶用力綁於使用者身上。使用時請保有讓寶寶頭部足夠的活動空間。
‧使用時請隨時注意寶寶的狀態，觀察寶寶的呼吸道有無受到阻塞。

打開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的
魔鬼氈，由上環繞住側邊安全帶

固定環

側邊
安全帶

魔鬼氈

請務必確認固定環的位置在使用者的側邊!

務必將包覆寶寶的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放在兩片包巾之間，看起來像是躺在

側邊安全帶上。以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外側的魔鬼氈由外環繞住側邊安全

帶，並予以固定。

將寶寶放入兩片包巾之間

請確認寶寶的頭部是否高於臀部、寶寶是否面向使用者、內側包巾位置是否

如圖所示。

調整右側的側邊安全帶長度

喀嚓

①使用者右肩的新生兒安全扣（灰色）
②扣緊包巾固定安全扣

前彎時容易導致寶寶離開使用者的身體，因此需以手扶住寶

寶。

完成橫向式懷抱

※調整角度至雙臂可
自然橫抱寶寶。

※調如欲放下寶寶，請由第   步驟反向進行。此時請將打開的
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魔鬼氈黏回原本的位置。

使用確認表

外側包巾與
內側包巾之間

魔鬼氈

新生兒安全扣
（左右，灰色）

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

包巾固定安全扣
胯間支撐墊

連接式安全扣 連接式安全帶

側邊安全帶
（左右）

側邊安全扣
（左右）

腰部安全帶 腰部守護墊 腰部安全扣

□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的腰胯守護墊
安全扣已扣緊。

□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放在外側包巾
與內側包巾之間。

□新生兒安全扣扣在灰色的安全扣上。
□寶寶的位置穩固，守護墊包覆頭部直至
耳朵。

□胯間支撐墊的胯間寬幅為加寬狀態。
□各部位安全扣已確實扣上。
□各部位安全帶已配合使用者調整長度。
□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臀部側的魔鬼
氈由上環繞住側邊安全帶。

□連接式安全帶的高度約在肩胛骨下方。
□腰部安全帶比骨盆高，腰部守護墊位於
背部中央。



頸椎安定前的直立式懷抱 出生14天起3.5kg以上～頸椎安定（體重7kg以下)

‧若寶寶已不願使用橫向式懷抱，建議改用〈頸椎安定前的直立式懷抱〉
‧請務必使用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
‧請確認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可包覆至寶寶的耳朵上緣，並支撐寶寶的頭部四周。
‧請務必將寶寶置於內側包巾之內。
‧穿戴時請使用安全的平台。
‧使用直立式懷抱時，務必讓寶寶採取面向使用者的姿勢直到頸椎安定後。

〈使用前準備〉

（右側稍長）

口水墊

連接式
安全扣

連接式
安全帶

包巾固定安全扣

側邊
安全帶

‧使用口水墊時請將導孔側

轉向肩部安全揹帶正面方

向。（請參閱P6）
‧確認包巾固定安全扣已扣

緊。

‧連接式安全帶應位於肩胛

骨下方，並調整成肩部安

全揹帶不會滑落之長度。

‧左右兩側的側邊安全帶皆

預留10cm以上，不要束

太緊。

將安全
帶縮短

於安全場所讓寶寶躺於新生兒懷抱型全身

守護墊，調整右側的新生兒安全帶長度至

最短。

縮短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的
新生兒安全帶

※將腰部守護墊移至背部中
央，比骨盆稍高的位置。

喀嚓

將腰部安全帶穿過腰部安全扣旁邊的鬆緊帶下方，多餘的腰部安全帶掛在鬆

緊帶上。（請參閱P5）

扣上腰部安全扣，調整腰部安全帶的長度

將已包覆寶寶的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放在揹巾上，
扣緊左右的新生兒安全扣（灰色）

扣上連接式安全扣

將揹巾放在安全的平台上，解開連接式安全扣。

將揹巾放在平台上展開

喀嚓喀嚓 喀嚓



‧請勿連續使用超過2小時。因恐有損害寶寶及使用者身體健康之虞。
‧哺乳後30分鐘以內請勿使用。因恐使用時壓迫寶寶的腹部，影響消
化吸收。

【因恐導致寶寶摔落之虞。】
‧使用頸椎安定前的直立式懷抱時，務必使用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
墊，並扣緊指定的固定扣。

‧務必將已包覆寶寶的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放在內側包巾之內。
‧已可自行翻身的寶寶，或是體重超過7kg的寶寶請勿使用本模式。
‧將寶寶放入揹巾時，請務必在安全的場所進行。

‧身體前傾時需撐住寶寶的身體勿放手，以防止寶寶摔落。
‧穿脫揹巾或身體前傾時需以屈膝的方式蹲低身體，避免寶寶
頭部朝下。

‧請配合使用者的身體調整安全帶長度，不要讓寶寶和使用者
之間的空隙過大

【因恐寶寶有窒息之虞。】
‧請注意避免寶寶的臉部緊貼使用者的身體。
‧調整側邊安全帶及舒適調節環的長度，讓寶寶臉部周圍有足
夠的空間，並可活動頭部。

抓著連接式安全帶，讓頭部穿過揹巾。

穿過雙臂，將揹巾由頭上套下

手抓左右兩側的胯間支撐墊外側，將內側柔軟材質向內壓。

縮小胯間寬幅 最後將外側包巾及內側包巾向上拉，確認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確實

落在下方。

完成頸椎安定前的
直立式懷抱

將側邊安全帶的前端向下拉，調整長度。

穿上左右兩側的肩部安全揹帶，並調整長度

※配合寶寶的體型凹
折新生兒懷抱型全
身守護墊前端時，
請確認守護墊可覆
蓋至耳朵上方。

※為支撐寶寶的頭部
四周，請將新生兒
懷抱型全身守護墊
彎折至左右肩部安
全揹帶內側，並調
整形狀。

※將寶寶放下時請以相反步驟進行。

使用確認表

新生兒安全扣
（左右，灰色）

新生兒懷抱型
全身守護墊

包巾固定安全扣

胯間支撐墊

連接式安全扣
連接式安全帶

側邊安全帶
（左右）

側邊安全扣
（左右）

腰部安全帶 腰部守護墊 腰部安全扣

□寶寶已包覆於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
墊，並在內側包巾之內。

□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的腰胯守護墊
安全扣已扣緊。

□新生兒安全扣扣在灰色的安全扣上。
□只有新生兒安全扣露出於口水墊之外。
□寶寶的頭部及頸部周圍獲得守護墊良好
的支撐。

□胯間支撐墊的胯間寬幅為縮小狀態。
□各部位安全扣已確實扣上。
□各部位安全帶已配合使用者調整長度。
□連接式安全帶的高度約在肩胛骨下方。

※直立式懷抱不使用此安全扣。



直立式懷抱 頸部安定後至體重15kg以內

‧使用時請將口水墊的導孔轉向肩部安全揹帶內側。
‧亦可在背後交叉使用肩部安全揹帶。（請參閱P17「交叉使用肩部安全揹帶的方法」）

〈使用前準備〉

（右側稍長）

口水墊

連接式
安全扣

連接式
安全帶

包巾固定安全扣

側邊
安全帶

‧使用口水墊時請將導孔側

轉向肩部安全揹帶內側。

（請參閱P6）
‧確認包巾固定安全扣已扣

緊。

‧連接式安全帶應位於肩胛

骨下方，並調整成肩部安

全揹帶不會滑落之長度。

‧左右兩側的側邊安全帶皆

預留10cm以上，不要束

太緊。

喀嚓

※將腰部守護墊
移至背部中
央，比骨盆稍
高的位置。

將腰部安全帶穿過腰部安全扣旁邊的鬆緊帶

下方，多餘的腰部安全帶掛在鬆緊帶上。

（請參閱P5）

扣上腰部安全扣，調整腰部安全
帶的長度

確認連接式安全扣已扣緊，並將揹巾由頭上套下。

穿上左右兩側的肩部安全揹帶，並調整長度
為給予寶寶的雙腿良好的支撐力，請將左右兩側胯間支撐墊拉

開。

加寬胯間寬幅

解開左胸的包巾固定安全扣，掀開外側包巾。

解開包巾固定安全扣
為了更容易放入寶寶，請先脫下右側的肩部安全揹帶，製造內側包巾

與胸口間的空間。

脫下右側的肩部安全揹帶



‧請勿連續使用超過2小時。因恐有損害寶寶及使用者身體健康之虞。
‧哺乳後30分鐘以內請勿使用。因恐使用時壓迫寶寶的腹部，影響消化吸收。
‧使用時請注意不要讓寶寶腿部夾在腰部安全帶和使用者之間。因恐導致寶寶腿部瘀血或摔落之虞。
【因恐導致寶寶摔落之虞。】
‧透過鏡子確認包巾固定安全扣已正確扣合或揹巾已正確穿戴。
‧務必將已包覆寶寶的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放在內側包巾之內。
‧調整安全帶長度與使用者身體間的距離，讓寶寶與使用者之間沒有空隙。
【因恐寶寶有窒息之虞。】
‧請注意避免寶寶的臉部緊貼使用者的身體。
‧調整側邊安全帶及舒適調節環的長度，讓寶寶臉部周圍有足夠的空間，並可活動頭部。

確認左右兩側

將內側包巾向上拉，讓寶寶的肩膀先進入肩部安全揹帶下方。此時務必確認寶寶

的雙腿都有穿過側邊安全帶下方。

將寶寶放入內側包巾之內

將側邊安全帶的前端向下拉，調整側

邊安全帶的長度。

調整左右的側邊安全帶長度
確認胯間支撐墊是否拉開。

完成頸椎安定後的直立式懷抱將寶寶的屁股向上抬，讓寶
寶位於包巾中央

穿回右側的肩部安全揹帶，扣緊包巾
固定安全扣

喀嚓

輕抬
重心在中間

輕放

※如欲放下寶寶，請由第　步驟反向進行。

使用確認表

口水墊
（左右）

包巾固定安全扣

胯間支撐墊

連接式安全扣
連接式安全帶

側邊安全帶
（左右）

側邊安全扣
（左右）

腰部安全帶 腰部守護墊 腰部安全扣

□寶寶安坐於內側包巾與使用者之間。
□胯間支撐墊的胯間寬幅為加寬狀態。
□口水墊的導孔朝向肩部安全揹帶內側。
□各部位安全扣已確實扣上。
□各部位安全帶已配合使用者調整長度。
□連接式安全帶的高度約在肩胛骨下方。
□寶寶的雙腿都有穿過側邊安全帶下方。
□寶寶的位置在包巾的中央。（不偏左或
偏右。）



前向式懷抱 可獨自坐起至體重13kg以內

‧使用時請將口水墊的導孔轉向肩部安全揹帶內側。
‧前向式懷抱容易讓寶寶身體向前傾，對身體產生負擔，使用時請多留意寶寶的狀況。

（右側稍長）

〈使用前準備〉
口水墊

連接式
安全扣

連接式
安全帶

包巾固定安全扣

側邊
安全帶

‧使用口水墊時請將導孔側

轉向肩部安全揹帶內側。

（請參閱P6）
‧確認包巾固定安全扣已扣

緊。

‧連接式安全帶應位於肩胛

骨下方，並調整成肩部安

全揹帶不會滑落之長度，

再扣上連接式安全扣。

‧左右兩側的側邊安全帶皆

預留10cm以上，不要束

太緊。

喀嚓

※將腰部守護墊移
至背部中央，比
骨盆稍高的位
置。

將腰部安全帶穿過腰部安全扣旁邊的鬆緊帶

下方，多餘的腰部安全帶掛在鬆緊帶上。

（請參閱P5）

扣上腰部安全扣，調整腰部安全
帶的長度

※建議於安全場所坐著穿戴。

抱著寶寶，讓寶寶臉朝前方
以兩片包巾托住寶寶的身體
單手扶住寶寶，另一手將兩片包巾向上拉托住寶寶的身體。

穿過雙臂，將揹巾由頭上套下

確認連接式安全扣已扣緊後，抓住連接式安

全帶中心，由頭上套下，再將左右手穿過肩

部安全揹帶。



‧請勿連續使用超過2小時。因恐有損害寶寶及使用者身體健康之虞。
‧哺乳後30分鐘以內請勿使用。因恐使用時壓迫寶寶的腹部，影響消化吸收。
‧對著鏡子檢查胯間寬幅是否已縮小以及寶寶的腳是否可以自在移動。因恐影響寶寶的身體健康。
【因恐導致寶寶摔落之虞。】
‧透過鏡子確認揹巾已正確穿戴。
‧務必將已包覆寶寶的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放在內側包巾之內。
‧將寶寶放入揹巾時，請務必在安全的場所進行。
‧若寶寶的雙腿未伸出揹巾外或身體彎曲等不自然的姿勢使用本產品。

側邊安全帶

拉出寶寶的雙手
確認寶寶雙手穿過側邊安全帶上方，且寶寶安坐於揹巾中央。 將側邊安全帶的前端向下拉，調整長度。

穿上左右兩側的肩部安全揹帶，並調整長度

手抓左右兩側的胯間支撐墊外側，將內側柔軟材質向內壓。

縮小胯間寬幅

完成前向式懷抱

※如欲放下寶寶，請以坐姿進行下列步驟。
①調鬆單側舒適調節環。（請參閱P18）
②單手扶住寶寶，另一手脫下單側的肩部安全揹帶。
③解開背後的連接式安全帶，放下寶寶。

使用確認表

口水墊
（左右）

包巾固定安全扣

胯間支撐墊

連接式安全扣
連接式安全帶

側邊安全帶
（左右）

側邊安全扣
（左右）

腰部安全帶 腰部守護墊 腰部安全扣

□寶寶安坐於內側包巾與使用者之間。
□胯間支撐墊的胯間寬幅為縮小狀態。
□口水墊的導孔朝向肩部安全揹帶內側。
□各部位安全扣已確實扣上。
□各部位安全帶已配合使用者調整長度。
□連接式安全帶的高度約在肩胛骨下方。
□寶寶的雙腿都有穿過側邊安全帶下方。
□寶寶的位置在包巾的中央。（不偏左或
偏右。）



後揹式

請利用沙發等椅類協助穿戴

頸部安定後至體重15kg以內

‧使用時請將口水墊的導孔轉向肩部安全揹帶內側。
‧為了寶寶的安全，請務必使用安全支撐帶托住寶寶。

〈使用前準備〉

‧將安全支撐帶穿過內側包巾左右兩邊的固定

環，確認支撐帶兩端掛在固定環上。

‧配合使用者的體型調整連接式安全帶和側邊安

全帶的長度。（請參閱P11①）

‧穿戴前務必準備安全支撐帶，安裝於揹

巾本體。

安全支撐帶

安全支撐帶
用固定環(左右)

喀
嚓

喀嚓

打開揹巾讓寶寶坐在上面

於安全場所展開揹巾，讓寶寶坐在上面，

調整安全支撐帶至適合寶寶的長度，扣緊

安全扣。

穿上左右兩側的肩部安全揹
帶，揹起寶寶後扣上連接式
安全扣
以前彎的姿勢進行。

單手扶住寶寶的屁股，另一手拉
兩邊的側邊安全帶調整長度
保持坐姿，以前彎姿勢進行。

保持前彎姿勢，扣上腰部安全扣，
再次調整各部位安全帶長度

確認腰部安全帶沒有夾住寶寶的雙腿。

完成後揹式

照鏡子確認寶寶的手已伸出側邊安全

帶，且寶寶的屁股高於腰部安全帶。

‧將寶寶的位置往上托，讓寶寶與使用

者的背部距離一個掌心。

喀
嚓

‧如欲放下寶寶，請以坐姿反向進行上述

步驟。

使用確認表

連接式安全扣

連接式安全帶

側邊安全帶
（左右）

側邊安全扣
（左右）

腰部安全帶

腰部守護墊

腰部安全扣

□寶寶安坐於內側包巾與使用者之間。
□胯間支撐墊的胯間寬幅為加寬狀態。
□口水墊的導孔朝向肩部安全揹帶內側。
□各部位安全扣已確實扣上。
□各部位安全帶已配合使用者調整長度。
□連接式安全帶的位置不會造成壓迫。
□寶寶的雙腿都有穿過側邊安全帶下方。
□寶寶的位置在包巾的中央。（不偏左或
偏右。）

口水墊
（左右）

包巾固定安全扣



‧請勿連續使用超過2小時。因恐有損害寶寶及使用者身體健康之虞。
‧哺乳後30分鐘以內請勿使用。因恐使用時壓迫寶寶的腹部，影響消化吸收。
‧請照鏡子確認胯間寬幅是否已加寬以及寶寶的腳是否可以自在移動。因恐影響寶寶的身體健康。
‧使用時，請隨時注意寶寶的狀態。若寶寶的呼吸道阻塞，恐有窒息之虞。
‧使用時請注意不要讓寶寶腿部夾在腰部安全帶和使用者之間。因恐導致寶寶腿部瘀血或摔落之虞。
‧若睡覺的寶寶身體會發生往後傾倒的情況，請停止使用後揹式。因恐導致摔落或意外事故。
【因恐導致寶寶摔落之虞。】
‧務必使用安全支撐帶。
‧揹起或放下寶寶時，務必於安全場所進行，寶寶腰部安定之前，需於沙發等安全平台或在有旁人協助的狀態下穿戴。
‧請照鏡子確認安全扣已扣緊，且正確穿戴。
‧務必將寶寶置於內側包巾之內。

從直立式懷抱直接轉為後揹式

‧務必於事前穿好安全支撐帶。

喀嚓

先完成直立式懷抱（請參閱P11～12）
以直立式懷抱穿戴時，於「脫下右側的肩部安全揹帶，解開

包巾固定安全扣」這一步驟將安全支撐帶繞過寶寶的腰部，

扣緊固定扣。在寶寶獲得支撐的狀態下，稍微放鬆左右的側

邊安全帶。

確認包巾固定安全扣和胯
間支撐墊
確認已扣緊包巾固定安全扣，以及

胯間支撐墊已拉開。

右手穿過右側的肩部安全
揹帶向上伸長
右手穿過肩部安全揹帶下方，直接

向上伸長手臂。（務必同時扶住寶

寶。）

左手向下拉伸
左手穿過左側的肩部安全揹帶內

側，直接向下伸長手臂。（務必同

時扶住寶寶。）

穿過右手
將肩部安全揹帶沿著手臂向上拉，

掛回肩膀位置。（務必確認肩部安

全揹帶沒有變形。）

完成後揹式
照鏡子確認寶寶的手已伸出側邊安全

帶，且寶寶的屁股高於腰部安全帶。

將寶寶移動到背後
手扶住寶寶，左手抓住腰部安全帶，讓寶寶貼著自己的身體

穿過右臂下方，慢慢移動到背後。（務必同時扶住寶寶。）

以前彎姿勢調整側邊安全帶、連接式安全帶
的長度和高度
將側邊安全帶的前端往箭頭方向拉，調整連接式安全帶位

置於使用者腋窩附近。

‧將寶寶移動到背後時左

手不要抓腰部安全扣。

否則可能導致安全扣解

開造成危險。

‧注意不要勾到衣服或飾

品。

穿過左手 
左手穿過左側的肩部安全揹帶內

側，直接向下伸長手臂。（務必同

時扶住寶寶。）
※如欲放下寶寶，請反向進行上述步驟。



T i p s ～媽媽寶寶皆舒適的懷抱法

交叉使用肩部安全揹帶的方法 ※交叉肩部安全揹帶僅適用於頸椎安定後的直立式懷抱。

喀嚓喀嚓

側邊安全扣（左右）

側邊安全帶(左右）

交叉扣上側邊安全扣
解開左右的側邊安全扣，左側的安全扣

扣在右側，右側的安全扣扣在左側，讓

側邊安全扣交叉。

解開連接式安全扣
調整側邊安全帶，前端留下10cm以上

的長度。

側邊安全帶
(左右）

連接式
安全扣

左右

將連接式安全扣收整於鬆緊帶內

※將腰部守護墊移至背部
中央，比骨盆稍高的位
置。

喀嚓

扣上腰部安全扣，調整腰部安全帶的長度
將腰部安全帶穿過腰部安全扣旁邊的鬆緊帶下方，多餘的腰部安全帶掛

在鬆緊帶上。（請參閱P5）
將揹巾由頭上套下

〈背面圖〉

將寶寶放入內側包巾之內
將寶寶放入內側包巾之內。此時務必確認寶寶的雙腿

都有穿過側邊安全帶下方。

調整左右的側邊安全帶長度
將左右的側邊安全帶前端均等向下

拉，調整側邊安全帶的長度。

完成頸椎安定後的直立式懷抱
確認胯間支撐墊是否拉開。如欲放下寶

寶，請反向進行上述步驟。



調節環

交叉使用肩部安全揹帶時放下寶寶的方法

舒適調節環的使用方法

解開包巾固定安全扣
單手扶住寶寶，解開包巾固定安全扣

脫下左右兩側的肩部安全揹帶
單手扶住寶寶，脫下左右兩側的肩部安全揹

帶

雙手抱出寶寶

‧開箱時，舒適調節環被覆蓋於口水墊下方。

　穿戴後可藉由放鬆舒適調節安全帶，微調寶寶與使用者之間的距離和貼合度。

‧適用於「橫向式懷抱」、「直立式懷抱」、「前向式懷抱」、「後揹式」等所有模式。

‧開箱時，舒適調節環為拉緊狀態。

※圖示中的口水墊為魔鬼氈式。（限mesh plus版）

〈舒適調節環〉

‧天氣炎熱時
‧微調貼合度時
‧想要稍微放鬆肩部安全揹帶時

推薦點
〈頸椎安定前的直立式懷抱〉 〈直立式懷抱〉

〈調鬆〉 〈調緊〉

〈調節方法〉

‧調節環稍微向上扳，放鬆舒適

調節安全帶，寶寶和使用者之

間即有舒適距離。

‧向下拉伸舒適調節安全帶，寶

寶就會貼近使用者。

‧舒適調節環調整完畢後，請務必裝回口水墊遮蓋安全扣。因恐寶寶嘴角撞到安
全扣，或其他意外事故發生之虞。

‧舒適調節環調整完畢後，請務必確認左右長度是否相同。如兩邊不穩固恐導致
寶寶摔落。

※圖示中已卸除口水墊。



T i p s ～媽媽寶寶皆舒適的懷抱法

寶寶位置及姿勢的注意要點

〈橫向式懷抱〉

〈直立式懷抱〉

〈使用胯間支撐墊時〉

‧橫向式懷抱的角度如同雙手自然懷
抱頸椎安定前的寶寶般。

‧抱著寶寶時請讓寶寶處於頭和腳高
於屁股的姿勢。（一開始請先稍微
放鬆兩邊的側邊安全帶。）

‧請讓寶寶的臉和身體稍微朝向使用
者。

‧為了避免寶寶的姿勢阻礙呼吸，請
確保寶寶的下顎與胸口之間至少有
成人手指兩指的空間。

‧請確保寶寶的腹部與使用者之間維
持一個手掌的空間（頸椎完全安定
後為一個拳頭的空間）。

兩指的空間

一個手掌

的空間

‧使用直立式懷抱和後揹式時，請將胯間支撐墊的胯間寬幅

加寬，如此可讓寶寶的腳呈現自然的M字型。

‧使用前向式懷抱時，請將胯間支撐墊的胯間

寬幅縮小，如此可讓寶寶的腳自由向前伸。



Tips～方便的揹巾使用方法

揹巾的收納方法

收整多餘安全帶的方法

※如未拆卸新生兒懷抱型全身守護墊，將無法收折揹巾。〈僅收折揹巾本體〉

〈於穿戴狀態下收折〉

〈側邊安全扣用的安全帶〉 〈腰部安全扣用的安全帶〉

收納織帶

❶左右兩側的肩部安全揹帶往內

重疊摺起，並向圖示方向捲收。

❷從收納袋中取出收納織帶。 ❸捲起收納織帶，扣上纖帶固定

扣。

❹扣上腰部安全扣，調整腰部安

全帶。

❶左右兩側的肩部安全揹帶往內

重疊摺起，並向圖示方向捲收。

❷從收納袋中取出收納織帶。 ❸捲起收納織帶，扣上纖帶固定

扣。

‧即使繫著腰部安全帶也可以收

摺。

纖帶固定扣

纖帶固定扣收納織帶

‧收摺多餘的安全帶，再以鬆緊帶固定。 ‧收摺多餘的安全帶，再以鬆緊帶固定。

‧將多餘的安全帶收摺至適當長度。否則可能導致安全帶勾夾到其他地方或發生意外事故。



Q&A

使用橫向式懷抱模式，在調整內側包巾以貼合身

體時，胯間支撐墊卻膨起來。

橫向式懷抱模式有時候會因使用者的身高和體型

導致布料膨起，可以繼續放心使用。

使用橫向式懷抱時，寶寶的角度變成180度平

躺。

平躺狀態也可以使用，但要注意頭部不可過度朝

下。

如將新生兒安全扣（上：灰色）和包巾固定安全

扣（下：黑色）扣錯，或是在舒適調節環（參閱

P18）調鬆狀態下使用橫向式懷抱，則寶寶的頭

部位置會變低，角度將接近平躺。請確認上述幾

點注意事項後，調整左右的側邊安全帶長度，以

達想要的橫向式懷抱角度。

腰部安全帶應該位在哪裡才好呢？

腰部安全帶請繫在比骨盆稍高的位置。此時請調整側邊安全帶的長度，避免寶寶的屁股低於腰部安全帶。雖然

根據使用者及寶寶的身高、體型而有個人差異，但請盡量將腰部安全帶調整為水平。

使用直立式懷抱時，覺得肩膀和脖子附近負擔很重。

請確認腰部安全帶是否過鬆，或是連接式安全帶可調節的位置是否過高。穿戴前請將可調節的位置調整至如下

圖位置。可調節的位置和腰部安全帶的位置會改變肩膀和腰部的負擔平衡。

※橫向式懷抱模式不使用內

側包巾的包巾固定安全扣

（黑色）。

新生兒安全扣

（灰色）

包巾固定安全扣

（黑色）



我想從側邊將寶寶放入揹巾卻不順利。

直立式懷抱時請將兩邊的側邊安全帶稍微放鬆，橫向式懷抱時則將使用者右邊的側邊安全帶稍微多放鬆一些

再穿戴，如此將寶寶從側邊放入揹巾時會有較大的空間，比較容易放入。

直立式懷抱時，感覺寶寶身體整個埋在裡面，看不到寶寶的臉，這樣用可以嗎？

相較於寶寶的身高，當揹巾靠背部位較長時，請在寶寶的屁股下墊毛巾等，以調整寶寶的高度。此外，請讓

腰部安全帶位在稍微高一點的腰部一帶。

直立式懷抱時，寶寶的肩膀露到外面，有沒有關係呢？

請盡量不要讓寶寶的肩膀露到外面，這樣比較安全。如果不論怎麼調整還是會露到外面，請務必先確認安全

扣有扣好，且安全帶沒有太鬆，確認完畢再使用。而寶寶在腰部安定前上半身較不穩定，所以請以手扶住寶

寶。

揹巾的布料和寶寶的肌膚接觸的部分，有時候會紅紅的。

造成的原因可能是寶寶的屁股低於腰部安全帶，或是衣服、尿布等的影響。請先確認揹巾的穿戴狀態。若寶

寶的肌膚仍留下揹巾的痕跡或是肌膚因為摩擦而發紅，請穿上能夠覆蓋肌膚露出部位的衣服或者是在露出部

位墊上毛巾等，避免與揹巾直接接觸。

頸椎安定後，使用揹巾時可以不改變口水墊的裝置方向嗎？

為確保安全，使用時請務必將口水墊的導孔及固定扣轉向內側。

我想將圓筒式口水墊從揹巾上拆下來洗。

請將揹巾本體的側邊安全扣解開後再拆下圓筒式口水墊。

沒辦法順利調節胯間支撐墊。

請參閱P5「胯間支撐墊的使用方法」。手抓胯間支撐墊外側（內有填充墊的部分）上緣處，將內側柔軟材質

向內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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