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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選購本產品
您所購買的S8嬰幼兒手推車為Gesslein 所製造頂級輕便的嬰幼兒手推車,它能夠協助您
輕鬆愉快的攜帶幼兒進行您的日常外出活動。
感謝您對本公司產品的信任並選購了本商品。 Gesslein 在此祝您用車愉快!
我們的產品從第一天起就開始一路陪伴您的寶貝, 減輕您與家人每日出門上路迎接新的
一天的來臨時的負擔, 並且與您的小孩及他的需求一同成長。
客戶的滿意以及幼兒的安全與舒適一直都是Gesslein的中心目標。
新穎的設計、創新的技術、頂級的用材, 成為我們所生產製造的嬰幼兒手推車的特色。
所有製造使用的織品布料皆通過嚴格的布料無毒檢驗, 並由手工縫製製造。
Gesslein生產的嬰幼兒手推車符合最嚴格的歐規 1888:2012 檢驗規範, 能確保您攜幼
兒外出時最佳的舒適感與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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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說明：

出貨內含項目
˙車架 (圖1)，前輪 (圖2)，遮陽蓬 (圖3)，座椅安全握手把 (圖4)。		

車架展開及組裝
1.先將車架取出，確認手推車開合裝置 (L)的步驟，先步驟1再步驟2 (如圖6)，
接著將車架展開 (如圖5至7)。
2.展開前，請先將位於側邊的車架固定扣環解開 (如圖8至10)。
3.將前輪 (G)裝上，安裝完成會聽到“喀“的聲音 (如圖11及12)。
4.將遮陽蓬 (A)上的固定裝置與手推車接合，先步驟1再步驟2(如圖14)，直到聽到“
喀“的聲音，代表安裝完成 (如圖13至16)。

調整鎖定裝置
˙煞車系統：將位於後輪的煞車裝置 (Q)向後踩下，後輪就會固定 (如圖17)，
踩回煞車裝置則將後輪解鎖 (如圖18)。
˙推車握手把高度調整：利用手推車開合裝置 (L)，先步驟1再步驟2，
可前後調整把手高度，將手推車握手把調整至合適的高度 (如圖19及20)。
˙前輪上鎖：前輪可使用兩側前輪上鎖鈕 (F)來固定。將前輪上鎖鈕往下壓，
即可鎖定 (如圖21)，往上推回則解鎖 (如圖22)。
˙椅背調整：欲調整座椅的椅背高度，請使用椅背的座椅高度調整裝置 (N)。
1.將收合繩向外拉長，即可將座椅高度往上調 (如圖23)。
2.將收合扣環向外拉，即可將座椅高度往下調 (如圖24)。
˙座椅安全握手把高度調整：
1.要調整座椅安全握手把 (B)之前，請將剎車固定 (如圖25)。
2.壓下兩側的座椅安全握手把角度調整鈕，即可依照需求調整高度 (如圖26)。			

使用安全帶裝置
1.將兩邊的安全帶置入安全帶扣內 (如圖27)。
2.依嬰幼兒的肩膀及身型調整安全帶至讓他舒服的長度 (如圖28至30)。

收合車架
1.壓下上方的手推車開合裝置 (L)，先步驟1再步驟2 (如圖32)，
將把手高度調低，並確認車架關節處已鬆開 (如圖31至33)。
2.此時將前方車架向後移動 (如圖34)，接著將把手向前傾，即可
將車架收合 (如圖35)。
3.當車架收合完畢後，請確認側邊的車架固定扣環是否有扣住 (
如圖36)。
4.最後壓下前輪解鎖鈕 (E)，將兩邊的前輪拆除，即可將推車收合
完畢 (如圖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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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需注意事項
重要! 使用前請務必閱讀!
使用需注意事項!
請務必於第一次使用本產品前詳細閱讀使用手冊，並妥善
保管此手冊，以便於日後遇問題時可即時拿出查閱。如使
用者不按照手冊指示使用本產品，幼童之行車安全將可能
受到嚴重的威脅。 				
						
					
–請隨時讓您的孩子在您的視線範圍之中。
–請勿將幼童單獨留置推車上無人看護。		
						
						
–為防止幼兒遇窒息危險的可能性，請立即清除移開所有
塑膠袋、塑膠製包裝。 				
						
					
–使用本產品前請確認所有鎖緊裝置已鎖上。		
						
						
–為確保幼兒安全，請於收車或打開車時讓幼兒遠離，保
持安全距離。 				
						
					

						
					

睡提籃與睡提袋使用需知:		
						
						
–此產品僅適用於尚無自行坐起能力之幼兒使用。
						
						
–請確認置放睡提籃、袋之處為平穩、乾燥之平面。
						
						
–請勿於您的視線範圍之外讓其餘之幼童接近嬉戲於睡提
籃、袋之側。 				
						
					
–若睡提籃、袋有破損或配件不完全之處，請勿使用。
						
						
–請勿將睡提袋手提帶塞置於提袋內側。		
						
						

–請勿讓您的幼兒將本產品當作玩具嬉戲。 		
						
						
–當您的幼兒已有能力自行坐起時，
請務必為其繫上安全帶。 			
						
					
–請為幼兒繫上安全帶。
–請隨時使用推車上的安全帶，並隨時檢查安全帶是
否穩固地將孩子固定於推車上。 			
						
–有關勒斃之危險性：安全帶未繫緊或扣緊時，請勿讓幼
兒離開視線之內。安全帶有勒斃幼童的危險性。同時也請
確認在您的幼兒可觸及的範圍之內沒有任何掛有繩帶之物
品 (如帽子、奶嘴、手機等)。 			
						
–請於使用推車座椅或汽車安全座椅前確認座椅已正確無
誤扣鎖於安裝設備上。
–推車座椅不可安裝在汽車上使用。
						
			
–S8嬰幼兒手推車不適用於慢跑
或直排輪滑行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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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使用安全需知
重要基本使用需知
孩子的安全掌握在您的手中。		
請於每次出發前檢查推車狀況是否合乎安全。		
若推車有破損或 配件不完全之處， 請勿使用。		
為確保幼兒的安全，若發現推車有破損或耗損之處，請務
必於使用前立即送至維修中心維修。		
針對S8車款我們有提供專屬配件、零組件。		
在您需更換配件、零組件時請務必使用 Gesslein S8車款
原廠指定專屬配件。			
若使用錯誤的配件、零組件，幼兒行車安全將產生疑慮。
		
S8車款為單人座幼兒手推車, 請勿同時承載多位幼童以策
安全。			
在您要停放推車時，請務必使用剎車裝置並且
確認剎車已正確無誤將推車停鎖住。		
在您將小孩抱出或放入推車前請務必確認剎車已正確無誤
將推車停鎖住。
嬰幼兒乘坐於推車內時，不可將整個車台往上提。
請勿將手推嬰幼兒車放置於馬路、坡道或危險場所。
請盡量不要將推車停放在斜坡上。		
在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時，請特別注意推車是否停放安全。
		
在使用S8下臺階時，請小心並緩慢的滾動推車輪胎。

			
請注意小孩無論在推車上變換什麼角度或姿勢後都無法觸
摸的到任何可移動或轉動的物品或 器具。		
推車若承載物品過量超重或是收合時方式錯誤，又或是使
用非Gesslein S8專屬的配件，皆有可能導致您的S8推車
受損。			
任何之可使用安裝於嬰幼兒手推車車架上的安全汽座
皆無法取代睡籃或是嬰兒床的功能。		
小孩需睡眠時應將其放入推車所屬車身、合適的睡籃或是
嬰幼兒睡床。			
建議承載重量與幼兒身長 		
S8 可搭配睡提袋使用。使用年紀範圍為0 - 36 個月大之
嬰幼童。			
使用睡提袋時小孩不可超過9公斤重。		
S8推車座椅適用於0 – 36個月(15公斤)、身高不超過102
公分之嬰幼童。 			
推車置物籃至多可承重4公斤。		
若推車載重超過製造商所建議之範圍內，則推車
之牢固性、穩定性將無法受到保證。 		
所有掛載在推車握手把上之有重量的物品皆有影響推車穩
固性之疑慮存在。			
車身座椅(睡提籃或睡提袋) 使用重要需知		
當車座離火源、電暖器等等距離過近時，請謹慎評估可能
產生的危險性。
使用推車時應遠離高溫、水池或電源之臨近範圍。
		

請勿於樓梯間使用推車。		

請勿自行使用Gesslein 隨車所內附之睡墊以外的睡、座
墊產品。			

請勿將推車推上手扶電梯。		

請定期檢查車身座椅與睡提袋之手提處及背面有無產生破
損、磨耗之處。			

請勿在推車頂篷上置放物品。		

在您使用睡提籃時，請注意於提拿時握手提處需維持正確
垂直的使用角度。			

在您將推車推下台階或經過任何障礙時，請注意並檢查過
程中是否有鬆動到任何鎖緊裝置。

請勿將睡提籃或提袋放置於任何之支撐架上。		

當使用推車時，請勿讓嬰幼兒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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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與維修
推車於長期在泥濘、充滿土塵的街道上、雪地或戶外草地
的推行使用下，理所當然會受到一定程度的耗損和汙損。
				
當您購入了高檔次等級的嬰幼手推車如Gesslein S8等車
款時，即應當特別注重產品本身的保養與必要時的維修，
以確保各組件在任何時候下皆能完美運作。		
			
如您能夠按照以下所提供的保養需知與建議使用您的S8推
車，您將可愉悅的使用您的S8相當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人造皮握手把處請以沾清水的濕布擦拭清理。		
			
請定期檢查是否所有的螺絲、鉚釘皆完好無損並緊鎖無鬆
動的現象產生。				
請定期為所有的關節處、軸承處上油。		
			
請定期檢查所有耗材零件，必要時請更換。		
			

基本保養需知				

請於清理後或入冬前為所有鉚釘與螺絲頭，以及其它所有
金屬類零組件上防鏽處理劑。			
		

請勿長時間將推車置於烈陽下。 			
		

座椅布套的保養				

因任何的布料皆有一定的防曬褪色尺度，過量的曝曬有可
能會使推車布料原始色澤改變。			
		

S8的座椅套及車身頂篷皆可拆卸下並以洗衣機清洗。
				

下雨或下雪時請務必使用雨遮。			
		

清洗前請先將車身頂篷由車身卸下並取下頂篷支架。
				

為避免長霉，請勿將推車停放在過於濕冷的地方。
				

當您欲洗滌推車布套時應注意水洗溫度不可高於攝氏
30°C，並且務必使用精緻衣物專用洗衣精。		
			

請於使用後及停放前確認車身已擦乾。		
			

推車布套不可漂白、脫水、熨燙或乾洗。		
			

若推車沾到鹽份(如在海邊或經防滑處理過的雪地)，請務
必用清水將車架清洗乾淨並且再將其仔細擦乾。
				

推車布套與其它衣物需分開清洗。			
		

運輸與停放過程中請小心避免刮傷易受刮傷之處。所
有於購買後始產生的刮痕皆不在本公司保固或退換貨
條件範圍內。				
輪胎的保養與維修				

未乾之推車布套請勿置於艷陽下曝曬。		
			
建議您將推車布套撐開攤平並晾置於乾爽通風的
室內空間。 				
					

請定期卸下輪胎並以清水與刷具清理髒汙。		
			
清洗後，輪胎滾珠軸承處請上油。			
		
前輪遮蓋與所有金屬類組件請皆於清洗後或入冬前上
防鏽處理劑。				
為避免輪胎於推行時產生雜音，請定期為彈簧處及前後輪
軸承處上油。				
車架的保養與維修				
請以柔軟的刷具清理車架機構部位。在清理時，請刷除
關節處髒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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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固服務
公司總部位於德國Redwitz 的嬰幼兒手推車專業製造商
Gesslein GmbH (以下簡稱 Gesslein) 針對以下列述條
件, 皆有提供S8車款產品 (以下簡稱產品) 專業售後保固服
務:			

日曬後褪去的織品布套色澤		

保固時間從購買日算起至第十二個月結束。		

輪胎、機構關節處、插槽處之耗損、鬆動的鉚釘或螺絲釘
連接處			

此售後保固服務除美國與加拿大外，全世界皆通用。
		

因未按照產品使用說明指示的上油方式進行上油保養而產
生的雜音			

本保固服務所提供的為產品維修服務, 並不包含退換貨服
務。			

所有因疏忽產品使用及保養說明內容而產生的損壞
		

			

因不正確的防鏽處理措施而產生的鏽		

有問題的產品，必須在Gesslein收到下列資料的紙本
影本之後，才能獲得有效保固服務：		

重要訊息			

– 註明購買日期之收據影本		

本產品保固時間從購買日算起至第十二個月結束。
		

– 清楚說明產品問題處之陳述書		

若產品發生損壞, 第一時間請您與您所 購買產品之經銷商
處進行聯絡。			

本產品保固服務無法轉移予他人使用, 亦僅有第
一手購買者可享受保固服務之權益。		
本保固服務無法作為任何購買者因產品問題而欲尋
求法律途徑指控經銷商之法律依據。		
以下情況下不提供保固服務:		
自行改車或未經Gesslein 或經銷商書面同意核可下私自
進行維修			
意外、疏忽或非按照本使用指南使用方式使用或保養維修
下產生之損壞			
車身產品序號不全或遭損壞		
產品經使用後所產生之正常性的損耗		

不同部位布料產生的色差 (配件應於購車時同時一起選購)
		

若您的經銷商無法協助產品的維修, 請您直接與製造商
Gesslein 聯繫。			
請務必妥善保管本產品使用說明書及產品購買收據。
		
					
S8多功能型嬰幼兒手推車為Gesslein 所生產之頂級系
列車款商品。所有生產製造所需使 用之材料皆經過嚴
選並以高端的生產品質加工製造, 以確保使用者能獲得
最高階頂級的使 用舒適度及安全性。		
也因此S8車款僅可與經製造商認可之專屬配件、零組件搭
配使 用。			
若您有維修備品的需求, 請與您的經銷商聯絡或
直接上官網訂購 www.gesslein.de。		
如有任何問題、建議與指教您可隨時透過Gesslein客服電
郵service@gesslein.de與我們聯繫。 		

織品布套產生脫線的情況		
易受磨損處 (如腳踏板處) 產生之磨損、損耗		

歡迎您至官網 www.gesslein.de 參考相關S8車
款及其它Gesslein 商品的最新資訊。		

毛球 (請以一般衣物用毛球刷具或清毛球機清除)
		
清洗後或雨天過後產生之水痕		
於清洗時褪去的織品布套色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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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gesslein.de

杏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專線: 02-66358858

GA_S8_TW.indd 8

23.11.16 1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