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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CO 系列系列

POCO PLUS POCO

感謝您選購 Osprey Poco 兒童背架。如欲查詢您擁有的 Poco 屬於何種款式，請尋找印刷在兒

童背架背面的名稱，再遵循本使用者手冊內的說明，以安全使用及操作您的 Poco 兒童背架。

最大負重最大負重   22 公斤公斤 / 48.5 英磅。（兒童、裝備、背包等總重量）英磅。（兒童、裝備、背包等總重量） 

警告警告   如果幼兒尚無法自行坐立，請勿使用背架背負幼兒。如果幼兒尚無法自行坐立，請勿使用背架背負幼兒。

警告警告    請勿使用背架背負體重在請勿使用背架背負體重在 7.25 公斤公斤 / 16 英磅以下或英磅以下或 
18 公斤公斤 / 40 英磅以上的幼兒。請勿使用背架背負未英磅以上的幼兒。請勿使用背架背負未
滿滿 6 個月大的嬰兒。個月大的嬰兒。

警告警告   請勿將幼兒獨自留在背架中，無人照顧！請勿將幼兒獨自留在背架中，無人照顧！

警告警告    背負在背架中的幼兒，其頭部會高於背負的成人頭部。請特別注意可能背負在背架中的幼兒，其頭部會高於背負的成人頭部。請特別注意可能
因此而發生的危險；例如被門框、較低的樹枝等打到。因此而發生的危險；例如被門框、較低的樹枝等打到。

警告 警告     為了防範幼兒摔出或滑落背架造成嚴重傷害，請務必隨時使用幼兒安全 為了防範幼兒摔出或滑落背架造成嚴重傷害，請務必隨時使用幼兒安全
帶予以固定。帶予以固定。

警告警告   請勿置於檯面上、桌子上，或其他架高的表面上。 請勿置於檯面上、桌子上，或其他架高的表面上。

警告警告 有跌落或窒息的危險。有跌落或窒息的危險。
 請先詳閱所有說明後再使用 請先詳閱所有說明後再使用 OSPREY POCO 系列兒童背架。 系列兒童背架。 

請注意！請仔細閱讀並保留本說明請注意！請仔細閱讀並保留本說明
以利日後參考。以利日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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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警告  成人在使用本背架時，請注意以下事項：

+    Poco 系列的設計為讓一名成人背負一名幼兒使用。
+  每次使用前，請檢查背架的所有扣具、扣環、固定帶及調整帶是否皆安全穩固。
+   每次使用前請務必查看背架是否有破損情形。如果背架的框架彎曲，請勿使用。 

背包上如有任何扣具破損，請勿使用。背包上任何縫邊或表布出現撕裂、破損、 
破洞時，請勿使用。

+    本背架適用於一般輕鬆活動，不得供滑雪、騎腳踏車等體育活動使用。 
+    將幼兒放入或抱出背架時，請謹慎小心。 
+    幼兒及成人的動作可能會影響到成人的平衡。 
+    成人在彎腰或向前 / 兩側傾身時請務必格外小心。
+    請注意，在您感覺到天氣或氣溫的不適前，坐在背架中的幼兒可能早已感覺不適。

因此，請配合天氣為幼兒穿著適當衣物；並且不時檢查其耳朵與臉部的溫度。
+    請架設遮陽罩為幼兒防曬，同時，亦可為幼兒塗抹防曬霜以提供額外的保護。
+    背架中的幼兒可能會感到疲倦。因此，使用 Poco 兒童背架時，請不時稍作休息。 
+    在背負行走時或接近地面時，請注意幼兒的雙足，保護其免於受傷。 
+   請勿讓幼兒站立在背架中的兒童座位上。
 
請寄回所附的登記卡或造訪請寄回所附的登記卡或造訪 osprey.com/pocoregistration 以登記您的以登記您的 Poco 系列兒童系列兒童
背架。背架。

請參照以下說明及圖示以了解：

組裝方法組裝方法
步驟 1 Poco 兒童背架架設方法
步驟 2 調整成人的背負尺寸
步驟 3 調整幼兒座位並且安置兒童入座
步驟 4 小心背起兒童背架
遮陽罩使用說明
口水墊使用說明

產品概述
懸掛系統
特有特色
共同特色

POCO 配件

背包保養方法
產品相關疑問



POCO 兒童背架系列 3

1   遮陽罩遮陽罩 
內置遮陽罩可輕鬆地從專用拉鏈袋中取出架設、收納；便利您保護幼兒
免於紫外線的照射。

2  口水墊口水墊 
 兒童座前面的口水墊觸感柔軟，採用加墊設計以提高兒童的舒適感。

3  玩具掛環及側邊網袋玩具掛環及側邊網袋 
  兒童座的裡面及四周有小掛環及開口網袋，可便利存取及收納玩具及奶

嘴等。

4  豪華兒童座豪華兒童座 
  配備調整式 Double Halo 肩帶，且週圍皆裝有框架及襯墊，十分安全。接

觸面觸感柔軟、符合人體工學設計；側面透氣，乘坐舒適。

5  可調整腳蹬可調整腳蹬 
  豪華款針對體重達到本使用手冊所列的體重範圍上限的兒童提供附襯墊

的可調整腳蹬，以提供腿部支撐，避免造成血液循環不良。

6  輕盈的折疊式鋁合金背架輕盈的折疊式鋁合金背架 
  輕盈的鋁合金背架可完全支撐負載重量，提供一個穩定的平台以背負兒

童背架。可利用可上鎖鉸鏈及旋轉側臂折疊背架，便於旅行及收納。Poco 
兒童背架攜帶盒（單獨出售）可在旅行中或收納時提供額外保護。

7  拉鏈開口斜袋拉鏈開口斜袋 
 拉鏈開口斜袋可放置細小物品。附有安全鑰匙掛件。

8  雙握把雙握把 
 您可使用此強化雙握把安全提起或放下兒童背架。

9  外部水袋外部水袋 
  背板頂部開口可放置水袋，方便兒童及成人取用。基於尺寸及功能考量，

我們建議選用 1.5 公升 Osprey 水袋。

10  OSPREY AIRSPEED 懸掛系統 懸掛系統 
  從背板頂端到腰部整面皆包覆輕盈網布。無縫結構順著身體曲線設計， 

背負時提供絕佳貼合度、通風性，讓您行動自如。

11  可調整上身可調整上身 
  Poco 系列上身尺寸的可調整範圍為 5 英吋 / 13 公分，可根據不同成人上

身尺寸快速調整，即使在行進中也可調整。

12  底部拉鏈開口隔間底部拉鏈開口隔間 
 底部拉鏈開口隔間可收納尿布及其他物品。 
 Poco Plus 有超大型底部隔間，提供額外收納空間。 
 Poco Plus  17 公升  
 Poco   14 公升

13  腰間袋腰間袋 
 您可從腰間袋快速存取零嘴或小物品，無須取下兒童背架。 
 Poco Plus  拉鏈腰間網袋  
 Poco   腰部開口網袋

14  FIT-ON-THE-FLY 腰帶腰帶*  
 調整式 Fit-on-the-Fly 腰帶在每邊都可加長 5 英吋 / 13 公分的長度， 
 可調整至完全貼合；同時也增加舒適度、通風性與最優負荷支持。 
 *僅配備於 Poco Plus

15  底部側邊伸縮網袋底部側邊伸縮網袋* 
 *僅配備於 Poco Plus

16  正面大隔間袋正面大隔間袋* 
 *僅配備於 Poco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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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 Poco 兒童背架款皆有內置遮陽罩設計；可從其專用的拉鏈袋中取出，進行架設， 
方便您保護幼兒免於紫外線照射。

1  將有織布標籤的遮陽罩袋的拉鏈
拉開。

2  拉住遮陽罩頂端的繩圈，再將遮陽
罩從袋子內拉出。

3  將兩個紅色織帶圈向前拉。 4  再將它們插入側臂前面的插袋以固定
遮陽罩。此時遮陽罩即安裝妥當。

收納遮陽罩時，請遵循以下步驟：收納遮陽罩時，請遵循以下步驟：

5  用手指緊抓紅色的織帶圈，將紅色拉環從套子中拉出；請小心， 
切勿讓遮陽罩彈擊到幼兒。

6 將遮陽罩放入儲存袋內並且將拉鏈拉好。

2 壓下口水墊以鬆開位於底部角落的扣具。

 反向進行步驟 1–2 即可重新裝上。

1  將手伸入成人背板上部空隙處，並拉下紅色織帶圈以鬆開口水墊的粘釦帶。

遮陽罩遮陽罩

口水墊口水墊 
口水墊的可拆卸設計，方便清洗。僅可使用溫水及柔性洗潔精清洗。在通風良好的地方晾乾，避免直接日曬。

如需清洗口水墊，請遵循以下步驟取下口水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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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OCO 兒童背架架設方法兒童背架架設方法

1.1    架設可折疊的腳桿時，請將腳桿向後拉，
一直到聽到卡達的聲音為止。

1.2  收到 Poco 時，如果它的兒童座為平
放收起且側臂向內折疊，請解開每個
側臂上的鎖鉤，並且將兒童座打開。

1.3   將兒童座的側臂轉出並且插入兒 
童頭墊兩側護套上的紅色公扣中。 
確保側臂完全穩固地置於護套內。

1.4   在側臂置於護套後，將側臂上的紅色
公扣插入護套上的紅色母扣。如此兒
童座便已準備就緒，可進行背負。

如欲收納如欲收納 Poco 背架以便於旅行攜帶，請將兒童座椅放下，並且以相反的方向進行 背架以便於旅行攜帶，請將兒童座椅放下，並且以相反的方向進行 1.1 – 1.4 步驟，再放入步驟，再放入 Poco 攜帶盒（單獨出售）即可。攜帶盒（單獨出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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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警告  在成人調整適當的背負尺寸過程中，兒童不得在背架中。
 
 腰帶尺寸範圍腰帶尺寸範圍  26–48 英吋 / 66–122 公分 
 上身尺寸範圍上身尺寸範圍  15–21 英吋 / 38–53 公分 

2.1  鬆開肩帶、腰帶和負重調節帶。

2.5  腰帶調整完畢之後，再將固定帶往下
向後拉，以拉緊肩帶。

2.6  調整妥當後，肩部扣具應該在第
七頸椎（脖子底部隆起處）以下 
1-2 英吋 / 2.5-5 公分處。

2.7  將背包取下，並鬆開背包的負重調節
帶與肩帶固定帶。

2.8  提起背板中央的主要調整桿，並上下調
整肩帶直到達到正確的上身長度為止。

2.2  背起背架並且將腰帶置於骨盆中央。
將腰帶扣好並拉緊。

2.3  拉緊後，兩條腰帶拉翼間應有 3-6 英吋 / 8-15 公分的距離。Poco Plus  
款的 Fit-on-the-Fly 提供額外的腰帶調整功能，以達到完全貼合。 
 

2.4  僅適用於 Poco Plus：鬆開腰帶內網與延伸翼之間的粘釦帶。調整延伸翼至適
合長度，並參考尺寸箭頭，以確保兩邊的延伸翼距離相等，以平均分配重量。
重新將粘釦帶壓緊。

2.9  將主要調整桿往下推，以將背板鎖住
定位。如此即完成兒童背架的成人部
分調整。

調整腰帶調整腰帶

調整背板及肩帶調整背板及肩帶按照下列步驟調整按照下列步驟調整 FIT-ON-THE-FLY 腰帶：腰帶：

按照下列步驟調整上身尺寸：按照下列步驟調整上身尺寸：

2.調整成人的背負尺寸調整成人的背負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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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鬆開位於幼兒頭墊下面的兩個紅色連接
扣具以打開 Double Halo 兒童保護帶。

3.5  將位於兒童頭墊底部的大合扣拉
上來以下移座位，同時壓下座位以
達到理想的位置。

3.6  將幼兒放入背架中，以雙腳各放入 
Double Halo 相對應的左腳、右腳孔。
查看兒童的下巴是否與口水墊頂部齊
高，以確保兒童完全坐穩。 

3.10  體重達到本使用手冊所列的體重範圍
上限的兒童，請使用腳蹬。將幼兒的
雙腳放置於腳蹬上，並且調整其高度
以讓幼兒的膝蓋稍微彎曲，以避免血
液循環不良。

3.7  將兒童肩帶上的紅色公扣從成人背板
頂端角落上的灰色母扣中解開。將幼
兒的手臂從 Double Halo 肩帶的手臂
孔中穿過去。

3.8  將左右兩邊的紅色肩帶公扣插入位於
兒童肩膀後面、兒童頭墊下的紅色母
扣內。

3.2  將兒童肩帶的紅色公扣扣具插入成人
背板頂部角落的母扣扣具。這樣做的
目的是當將幼兒放置到背架中時，不致
於讓肩帶造成阻礙。

3.3  幼兒的下巴與兒童座前面口水墊頂部
齊高時，才表示已達到適當的高度。將
幼兒放入背架中以查看是否需要調整。

3.4  如欲將座位調高，可抓住座位背部的
紅色握把並且往上提高，座位便會自
動鎖定在您想要的位置。

3.9  將左右兩邊的調整帶拉緊，以讓肩帶
舒適地貼合著幼兒的上半身。幼兒現
在已經穩坐在兒童座中。

兒童座的準備過程兒童座的準備過程 調整兒童座位的高度調整兒童座位的高度

安置幼兒安置幼兒

調整兒童尺寸的其他小撇步調整兒童尺寸的其他小撇步

3.調整兒童座位並且安置兒童入座調整兒童座位並且安置兒童入座
請遵循以下步驟以調整座位高度：

警告警告  調整座位高度時，幼兒不得在背架中。



POCO 兒童背架系列 8

4.1 在背起內有幼兒的背架之前： 

 a  確保成人上身及腰帶都已調整妥當。（請參閱步驟 2）

 b  確保兒童座位已妥當調整完畢，且兒童已安全地坐在兒童背架內。（請參閱步驟 3）

 c  鬆開一邊的肩帶；將您打算先背到肩上的那一邊拉緊，並調整好。

 d 將成人的腰帶及胸帶解開鬆脫。

4.4  將您空出的手臂穿過已拉緊並且調整
好的肩帶，再用另外一隻手拉住兒童
座前的握把，並且將背架拉向肩膀。

4.5  雙手扶住肩帶之際，將身軀向前傾，
以穩定背在背上的幼兒及兒童背架。
放開兒童座前的把手，將您空出的手臂
穿過肩帶，將兒童背架背到肩膀上。

4.9  將胸帶扣好並且拉緊。您現在已經可
開始使用您的 Poco 兒童背架了。

4.6 將腰帶扣好並且拉緊。 4.7 拉緊肩帶。

4.2  保持站立的姿勢並且面對成人背板，
同時藉由兒童座正面與背面的把手將
兒童背架舉起後放到稍微彎曲的膝
蓋上。

4.3  放開位於幼兒頭墊後面的把手， 
再用空的手打開腰帶拉翼。

4.8 拉緊負重調節帶。

4.小心背起兒童背架小心背起兒童背架

  其他建議其他建議 
小心背起兒童背架後，將手伸到後面把腳桿收起來，以方便行動。 
放下兒童背架前請先將腳桿重新拉出來；確保聽到咔噠一聲。

 為了安全地放下兒童背架，請務必確保腳桿已經拉出來 為了安全地放下兒童背架，請務必確保腳桿已經拉出來 
 且聽到咔噠一聲，之後再反向操作步驟 且聽到咔噠一聲，之後再反向操作步驟 4.1 –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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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CO PLUS 

規格 單一尺寸 規格 單一尺寸 
立方英吋 1587

公升 26

磅數 7.89 英磅
公斤 3.58 公斤
英吋 29 高 x 16 寬 x 19 深
英吋（折疊時） 30 高 x 16 寬 x 11 深 

公分 73 高 x 40 寬 x 48 深
公分（折疊時） 76 高 x 40 寬 x 29 深

最大負重最大負重 48.5 英磅 | 22 公斤  

（兒童、裝備、背包等總重量）

POCO
規格 單一尺寸 規格 單一尺寸 
立方英吋 1220

公升 20

磅數 7.69 英磅
公斤 3.49 公斤
英吋 28 高 x 16 寬 x 18 深
英吋（折疊時） 29 高 x 16 寬 x 11 深 

公分 71 高 x 40 寬 x 45 深
公分（折疊時） 74 高 x 40 寬 x 29 深

最大負重最大負重 48.5 英磅 | 22 公斤 
（兒童、裝備、背包等總重量）

規格產品概述產品概述

BLUESIGN® 藍色標誌認證 
主要表布 210D 尼龍緹花 

+ 最高的消費者安全等級
+ 本產品的生產過程盡力將對人類及環境的衝擊降至最低
+ 採用經核可的化學產品和原料製成

本產品所使用的織品及配件都有 Bluesign® 藍色標誌認證標籤，符合 Bluesign® 藍色
認證最嚴格的安全和環境要求。本產品採用經 Bluesign® 藍色標誌認證的化學產品和
原料製成，採用資源保護的生產過程，將對人類及環境的衝擊降至最低

如欲查詢更多相關資料，請瀏覽  www.blu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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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prey 建議使用 Nikwax® 的產品來保養背包。如欲查詢清潔背包的完整詳情， 
請造訪 osprey.com。
 
標準保養方法標準保養方法
+  每次使用完畢後，請務必將背包完全清理乾淨。
+  經常清潔拉鏈可預防拉鏈鬆脫。使用中性肥皂、溫水和軟刷清潔。
+  如果背包濕掉，務必先晾乾後才可收納。
+  不使用 Poco 時，應該解開所有的固定帶。
+  如果面料、織帶或網布沾到灰沙、汗水、鹽或污漬，請務必清洗乾淨。 

清洗背包清洗背包
+  用刷子刷掉食物、灰塵、灑出的穢物等。
+   切勿用洗衣機清洗背包。將背包及隔間板置於浴盆或大型水槽內； 

使用中性清潔劑及溫水清洗。
+  輕輕漂洗背包，並且將所有隔間及口袋內外皆使用軟刷刷洗。
+  用刷子將所有拉鏈刷乾淨，並且用清水沖洗所有扣具內外。
+  將浴盆或水槽內的髒水倒掉後，重新注滿乾淨的冷水。用清水徹底沖洗背包。
+  在戶外或通風良好的地方晾乾，避免直接日曬。

POCO 雨罩雨罩
+  收納於內置小袋中
+  4 點安裝，安裝簡單
+  透明窗口，視野清晰
+  反光標誌 

如何為如何為 POCO 兒童背架安裝雨罩兒童背架安裝雨罩
1 將雨罩覆蓋在架設好的 Poco 遮陽罩上。
2 將雨罩的兩個搭扣穿過腰帶上的掛環。
3 將兩個粘釦帶固定帶裹住支架。
4 在握把處將雨罩扣住。

請聯絡 Osprey 客戶服務部。由客戶代表親自接聽，提供您貼心的服務。請捲動螢幕至 
osprey.com 的客戶服務頁籤處

OSPREY CHILD SAFETY PRODUCTS, LLC 
800 N Park St 
Cortez, CO 81321 USA 
1-866-284-7830 
osprey.com

七年強大保證（七年強大保證（ALL MIGHTY GUARANTEE）：）：POCO 兒童背架與配件兒童背架與配件
Osprey Child Safety Products LLC 在從產品製造日起的七年間，為因任何原因造成的破損 
或瑕疵情況提供修復服務。如果我們無法將您的 Poco 兒童背架或 Poco 配件的功能修復，
我們將予以更換。

如需額外零件或更換零件，僅能從製造商、進口商或負責經銷的公司處取得。
 
請造訪請造訪 OSPREY.COM  查詢保固及登記詳情。查詢保固及登記詳情。
請致電 1-866-284-7830 或造訪 osprey.com 查詢零件更換或修理詳情。

背包保養方法背包保養方法 產品相關疑問產品相關疑問

POCO 配件配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