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暨服務說明書
家具使用說明書

感謝您的惠顧。

　請妥善保管本書以備隨時查閱。

使用前請詳閱本說明書、遵守正確使用方法，

以期長久安全地使用本品。

實體門市專用



對原木製品的考究工夫

※下列條件可能導致原木製品「變色、斷裂、彎曲」請特別留意。

1.請盡量於無日照處使用，若無法迴避時，請以窗簾等遮光。

2.請盡量避免於冷暖氣附近使用，切忌正對冷暖出風口。
冬季時的暖氣使用與夏天冷氣房，會使室內極度乾燥因而導致原木斷裂、彎曲、
產生裂痕，請特別注意維持室內理想溫度與濕度。

3. 魚骨板因天然木質特性，木材表面未經塗裝，如商品出現樹液斑點以及為了讓
表面平整而施作的補土處理皆屬正常情況，並不會影響功能及安全性，請安心使用。

4. 木製餐桌、書桌上若欲放置溫度高的物品，請務必搭配隔熱墊使用，以避免原木
貼皮開裂、變色。

本品使用天然原木製成，因此木紋、色澤等或有差異，
屬木製品特徵，品質無虞，敬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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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架/床台類

【擺設方法】
①若室內環境高溫潮濕，一旦空氣滯留後，孳生黴菌、蝨子損害健康。
   擺設時請注意與壁面保留些許空間(約10cm)以利家具內部空氣流通，並勤加為屋內換氣通風。

②禁止日光直射或直接接觸冷暖氣機強風，以防床變形、變色、引發火災。

③請水平放置以避免床變形、歪斜。

④欲置於木質或榻榻米地板時，請加鋪墊子防地板受損。 

⑤欲置於軟質地板時，請加鋪墊子，以防木腳塗料接觸地板產生髒污。

【使用注意事項】
①請勿於床上站立、跳躍，以防受傷或導致床台破損。

②請勿局部過度重壓以免床墊、床框破損。

③請勿直接靠坐於床頭、床尾、側軌、側架、床板（魚骨板），以防受傷或導致床鋪破損。

④請勿坐於抽屜上或施以蠻力拉扯，以防床鋪損害傷及人體。

⑤開闔折疊床時請慎防雙手夾傷。幼童須於家長看護下使用，以避免獨自使用引發受傷意外。

⑥請勿以床頭、床尾、腳壓住電線，避免電線受損後，導致引起火災。

⑦當照明器具開啟時切勿接觸棉被、床單以免升溫引起火災。

⑧請勿於床上吸菸，以免引起火災。

⑨當傢俱殘留木材接著劑等(甲醛)時，可能會使肌膚脆弱者出現過敏症狀，請充分通風換氣
   以利清除甲醛。

⑩請勿於床邊使用爐具，以免著火發生火災。

⑪移動床鋪前請先拆解各配件。若無法配合此要求時，請務必由2名以上之成人同時用雙手
   撐起床頭與床尾底部避免於地面拖行。

⑫請勿勉強彎折床台避免變形。

⑬限用指定規格之床墊，以防破損、發霉或孳生蝨子。

⑭請遵守使用人數限制，以防破損、受傷。

⑮請勿於床鋪週邊放置危險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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⑯請勿於床鋪擺設處上方放置可能掉落的物品，以免地震時遭其砸傷。

⑰魚骨板因天然木質特性，木材表面未經塗裝，您的商品如出現樹液斑點及為了讓表面平整
   而施作的補土處理皆屬正常情況，並不會影響功能及安全性，請安心使用。 

【檢查/維護】
①請隨時檢查螺絲等零件是否鬆脫、搖晃，若開始鬆動時請重新鎖緊，以免出現不平穩、異音等，
   進而導致故障，又或側軌等脫離後造成人體受傷、產品破損、地面損傷。

②發現蟲害時請立即進行除蟲、防蟲等處理，切勿棄置不顧導致問題擴大。

③床架發生異音時，最大可能原因在於床板(魚骨板)、接合處或是地板等狀況引起，
   請試著以下方法進行確認：

   床板(魚骨板)：若是床板(魚骨板)折損或是彎曲，請更換床板(魚骨板)，

                       床板(魚骨板)屬消耗品，一旦破損，請添購替換用新品。

   

   
擺 放 位 置：若放置於傾斜，請確認床是否水平放置、更換放置位置，

                       或是於床腳黏貼家具用毛氈，讓床架保持水平狀態。

接 合 處：接合部分的螺絲鬆脫、床頭板或是側架、軌道等脫離，請重新將螺絲鎖緊等
進行處理。

【保養方法】
木質部分

①日常保養：每天使用柔軟乾布輕拭。
                  如在有灰塵的狀態下直接以硬布擦拭，可能會產生細小刮痕。

②嚴重髒污：請使用含中性洗劑稀釋液的濕布除垢後，再以清水打濕抹布徹底擦淨洗劑成分，
                  接著再使用乾布輕擦並待其自然乾燥，以避免發霉。

③長時間接觸含化學成分的抹布後可能引起變色、表面剝落，請特別留意。

部分零件有台灣未販售的情形，相關諮詢請洽原購買門市
服務人員或台灣無印良品客服人員。



-3-

床 墊 類

【擺設方法】
①若室內環境高溫潮濕，一旦空氣滯留後，孳生黴菌、蝨子損害健康。
   擺設時請注意與壁面保留些許空間(約10cm)以利家具內部空氣流通，並勤加為屋內換氣通風。

②禁止日光直射或直接接觸冷暖氣機強風，以防床墊材質產生變化、變色、引發火災。

③請水平放置以避免床墊變形、歪斜。

④為保持床墊衛生，建議搭配使用保潔墊與床包，並務必搭配使用床架或床台，以延長使用壽命。

【使用注意事項】
①請勿於床墊站立、跳躍，以防受傷或導致床墊破損、彈簧疲乏。

②請勿局部過度重壓以免床墊破損。

③請勿讓床墊壓住電線，避免電線受損後，導致引起火災。

④當照明器具開啟時切勿接觸棉被、床包以免升溫引起火災。

⑤請勿於床上吸菸，以免引起火災。

⑥請勿於床邊使用爐具，以免著火發生火災。

⑦移動床鋪前，請務必由2名以上之成人同時用雙手撐起床頭與床尾底部避免於地面拖行。

⑧請勿勉強彎折床墊避免變形。

⑨限用指定規格之床台，以防破損、變形、發霉或孳生蝨子。

⑩請遵守使用人數限制，以防破損、受傷。

⑪請勿於床鋪週邊放置危險物品。

⑯請勿於床鋪擺設處上方放置可能掉落的物品，以免地震時遭其砸傷。

⑰請定期將床墊直立擺放透氣。長期水平放置會使濕氣囤積，容易滋長黴菌。

⑱請勿使用兩張床墊上下重疊使用，避免彈簧疲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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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維護】
①當床墊的重量長期集中一點時，彈簧的彈性會減弱，造成彈性疲乏，
   建議每隔3~4個月定期對調床墊頭尾方向，並且上下翻轉，適時地翻轉床墊，

   讓彈簧平均承重，避免床墊傾斜凹陷。

此外，為確保衛生，請每年至少在陽光下晾曬1天。

②床墊本身容易累積濕氣，所以容易因濕氣造成的發霉與塵蟎孳生，請定期立起床墊換氣。
※尤其容易出汗的夏季與濕氣較重的梅雨時期需特別注意。
此外，冬季的被蓋較厚，可能也容易累積濕氣，敬請注意。

床板的換氣

立起床墊

發現蟲害時請立即進行除蟲、防蟲等處理，切勿棄置不顧導致問題擴大。

墊被與床墊相比，汗水等濕氣更容易浸透到床板，長期鋪設容易造成發霉。
起床後取下蓋被與墊被，分別單面輪流放置等，注意要頻繁換氣。
此外，請大約每週1次定期洗滌墊被套與晾曬墊被以保持乾燥。

墊被的保養方法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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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發 類

【擺設方法】
①若室內環境高溫潮濕，一旦空氣滯留後，孳生黴菌、蝨子損害健康。
   擺設時請注意與壁面保留些許空間(約10cm)以利家具內部空氣流通，並勤加以為屋內換氣通風。

②禁止日光直射或直接接觸冷暖氣機強風，以防沙發變形、變色、引發火災。

③請水平放置以避免沙發變形、歪斜。

④欲置於木質或榻榻米地板時，請加鋪墊子或於沙發腳底部貼黏毛氈，以防地板受損。

⑤欲置於彈性地板時，請加鋪墊子，以防木腳塗料接觸地板產生髒污。

【使用注意事項】
①請勿於沙發上站立、跳躍或採不安穩的姿勢靠坐，以免沙發傾倒後破損或引起受傷事故。

②請勿靠坐於椅背或把手上，以免沙發傾倒後破損或引起受傷事故。

③欲移動沙發時，請先拆開椅墊等活動零件，請務必由2人以上之成人
   同時用雙手牢握底座合力抬起，以免於地面拖行造成受傷事故、沙發破損、地板受損。

④開闔沙發床等活動式構造的沙發類時，請慎防手指遭金屬等零件夾傷。
   請勿讓孩童於無人看顧下獨自使用，以免受傷。

⑤坐下後請勿傾斜沙發，以免受傷、沙發破損、地板受損。請勿裸身坐於沙發，以免發霉、髒污。

⑥羽毛/羽絨製品由於初期或濕度高時可能會出現異味，請徹底壓出氣體交換新鮮空氣，
   並放置於通風良好的場所約3~4小時即可改善。

⑦羽毛/羽絨製品表布經防絨（dawn proof ）加工處理，請勿用別針、縫針、刀子等尖銳物戳刺。

⑧羽毛/羽絨製品，羽毛可能由縫合處露出此為正常現象，若僅少量並不會造成使用上問題，
   勿將羽毛/羽絨強硬抽出，避免孔擴大，可從露出之反面將其拉回。

⑨請小心寵物抓破沙發製品表布。

⑩購買布面沙發，請使用沙發套保持本體衛生清潔。

【檢查/維護】
①請隨時檢查椅腳(輪)、螺絲、金屬零件等是否鬆脫、搖晃，
   若開始鬆動時，請重新鎖緊，以免受傷、椅身破損、損傷地面。並定期清潔輪子上的污垢。

②發現蟲害時請立即進行除蟲、防蟲等處理，切勿棄置不顧，導致問題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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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方法】
木質部分

①日常保養：每天使用柔軟乾布輕拭。
                  如在有灰塵的狀態下直接以硬布擦拭，可能會產生細小刮痕。

②嚴重髒污：請使用含中性洗劑稀釋液的濕布除垢後，再以清水打濕抹布徹底擦淨洗劑成分，
                  接著再使用乾布輕擦並待其自然乾燥。

③長時間接觸含化學成分的抹布後可能引起變色、表面剝落，請特別留意。

皮革部分

①日常保養：每天使用柔軟乾布輕拭。請定期(每年2次)以市售皮革專用清潔保養，
                   並充分乾燥後用軟布擦拭。

②嚴重髒污：請使用濃度3~5%中性洗劑稀釋液(溫水稀釋)打濕軟布用力擰乾後拍除汙垢，
                  接著以清水徹底擦淨洗劑後，自然乾燥再用乾布擦拭。建議待完全乾燥後，

                  再進行整體的日常保養。

③請勿使用鞋乳、溶劑類(稀釋劑、揮發油)擦拭。
   此外，頭髮造型劑也會傷害皮革，如有沾黏請仔細擦淨。

④請勿在商品表面長期擱置塑膠製品，以免變色。

布面部分

①日常保養：每天使用刷子或吸塵器清除織紋縫隙間的灰塵。

②遇咖啡、酒汙損時，請使用濃度3~5%中性洗劑稀釋液(熱水稀釋)打濕軟布稍微擰乾後
   拍除表面汙垢，最後再以抹布徹底擦淨洗劑並任其自然乾燥。

③圈絨織品經清潔後，表面纖維可能因扁塌，請特別小心處理。

合成皮革

①日常保養：每天使用柔軟乾布輕拭。

②嚴重髒污：請使用濃度3~5%中性洗劑稀釋液(溫水稀釋)打濕軟布用力擰乾後拍除汙垢，
                  接著以清水徹底擦淨洗劑後任其自然乾燥。

③請勿使用鞋乳、溶劑類(稀釋劑、揮發油)擦拭。

④請勿在商品表面長期擱置塑膠製品，以免變色。

塑膠/金屬部分

①髒污時請使用濃度3~5%中性洗劑稀釋液打濕軟布擦拭後，接著以清水徹底擦淨洗劑後
   任其自然乾燥。完成基本清潔步驟後，請於金屬部分薄塗潤滑油並以軟布輕拭。

④洗滌方式僅為乾洗，洗後會有略縮情形為正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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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墊的部份

　●因內部軟墊材質具有會往角落擴散的性質。為了防止變形，請定期揉捏軟墊，讓空氣進入軟

　　墊中，以調整形狀。

　●若於使用中移動軟墊，會造成軟墊形狀變形。請從側面輕拍軟墊或揉捏軟墊，調整使其恢復

　　原本形狀。讓羽毛軟墊中充分填滿空氣，可讓形狀更加美觀。

【關於羽毛飛出】

   為不使填充於軟墊內部的羽毛飛出，採用高密度織表布，並施以防絨（down-proof）加工，

   但仍可能自縫合處漏出羽軸。羽軸堅硬部分飛出時，請清除飛出的羽毛後再使用。

【關於羽毛的氣味】

   剛購入時，若恰逢溼氣較重的梅雨季節，羽毛味道可能會較重而明顯聞到。若在意臭味時，

   可將軟墊中的臭氣（空氣）壓出，替換新鮮空氣進入後，放至通風良好處陰乾約3∼4小時。

請勿用力拍打或強行彎折軟墊。
若羽毛或表布損壞，可能會造成羽毛飛出，導致人員受傷。注意

關於羽毛軟墊

續上頁

●若表布縫線有小部分脫落，形成小破洞，可購買市售附有接著劑的修補布，從裡側修補破洞。

●若有陰乾等處理之後，請用手輕彈表面以去除灰塵。若強行「用力拍打」可能會導致表布破

　損，造成羽毛飛出，故請務必輕輕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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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 類

【擺設方法】
①請避免陽光直射或冷暖氣機強風直吹，以免桌子變形、變色或引發火災。

②請避免於高溫潮濕環境使用，以防空氣滯留導致黴菌、蝨子孳生。
   並時常進行抽屜等內部的通風換氣與除濕。

③請水平放置，以預防變形、歪斜。

④擺設於木質地板或榻榻米時，請加鋪墊子或與桌腳底貼毛氈，以防地板受損。

⑤擺設於軟質地板時請加鋪墊子，以免木質部分的塗料接觸地板產生污漬。

【使用注意事項】
①請勿於桌上站立、跳躍、倚靠或是當作踏台，以免失去平衡傾倒後受傷。
   桌腳附輪時，請慎防兒童恣意推桌嬉鬧，以免受傷或桌子破損。

②請勿坐、勾、用力拉抽屜，以免重心前移因而傾倒、受傷。
   請勿將抽屜完全拉開，以免脫落傷人。

③當傢俱殘留木材接著劑等(甲醛)時，可能會使肌膚脆弱者出現過敏症狀，
   請充分通風換氣以利清除甲醛。

④請慎防雙手遭桌活動式結構夾傷。

⑤木製桌面請勿長時間放置、接觸塑膠製品，以免原木板彎曲、原木貼皮或塗裝物變色。

⑥木製桌面請勿放置過熱、潮濕物品，此舉可能會讓木質表面產生裂痕、變色、變形。

⑦木製桌面如欲放置熱食、筆電等高溫物品時，請放置隔熱墊於桌面上隔絕溫度。

⑧木製桌面如欲放置冷熱飲/冰品等物品時，需以杯墊等隔絕溫度及水氣。

⑨如使用濕布擦拭木製品，擦拭後請立即用乾布擦拭，以防受潮。

⑩木製品如碰到水，請立即用乾布擦拭，以防受潮、產生水痕或表面變色等。

⑪拿取物品時，請勿讓物品於木製物品表面拖行移動，此舉可能損傷木製物品表面。

⑫請小心使用玻璃製品，以防破裂因而受傷。

⑬請勿於桌面與抽屜內放置易燃藥品、揮發油、接著劑，以免發生火災、惡臭。

桌類商品僅作桌面功能使用，請勿使用於原用途以外之用途，以避免發商品破損或人員受傷。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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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維護】
①請隨時檢查桌腳(輪)、鉸鍊等各金屬零件是否牢固。
   若發現開始鬆動，請重新鎖緊、定期清潔輪子上的污垢，以免受傷或桌子破損、地面損傷。

②商品本身為天然素材，發現蟲害時請立即進行除蟲、防蟲等處理，
   切勿棄置不顧，導致問題擴大。

【保養方法】
木質部分

①日常保養：每天使用柔軟乾布輕拭。
                  如在有灰塵的狀態下直接以硬布擦拭，可能會產生細小刮痕。

②嚴重髒污：請使用含中性洗劑稀釋液的濕布除垢後，再以清水打濕抹布徹底擦淨洗劑成分，
                  接著再使用乾布輕擦並待其自然乾燥。

③長時間接觸含化學成分的抹布後可能引起變色、表面剝落，請特別留意。

石/玻璃/金屬成分

①日常保養：每天使用柔軟乾布輕拭。如在有灰塵的狀態下以硬布擦拭，可能會產生細小刮痕。

②嚴重髒污：請使用含中性洗劑稀釋液的濕布除垢後，再以清水打濕抹布徹底擦淨洗劑成分，
                  接著再使用乾布輕擦並待其自然乾燥。

③完成基本清潔步驟後，請於金屬部分薄塗潤滑油並以軟布輕柔的擦拭。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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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 類

【擺設方法】
①請避免陽光直射或冷暖氣機強風直吹，以免椅子變形、變色或引發火災。

②請避免於高溫潮濕環境使用，以防空氣滯留導致黴菌、蝨子孳生。

③請水平放置，免變形、歪斜。

④擺設於木質地板或榻榻米時，請加鋪墊子或於椅腳底貼毛氈，以防地板受損。

⑤擺設於軟質地板時請加鋪墊子，以免木質部分的塗料接觸地板產生污漬。

【使用注意事項】
①請勿於椅上站立、跳躍或採不平穩坐姿，以免失去平衡傾倒後受傷。
   若椅腳附輪時，請勿站在椅子上、坐時劇烈搖晃、恣意推椅嬉鬧，以免傾倒受傷或損毀他物。

②移動椅子時，務必雙手穩托椅子骨架，請勿僅臥坐墊等局部範圍，以免滑落損傷物品及地板。

③操作折疊椅時，請慎防雙手夾傷。

④請勿靠坐於扶手、椅背上。尤其使用附輪椅款時，需特別慎防起身時滑動摔傷。

⑤坐時請勿斜壓以免摔落受傷或椅子破損、損傷地面。

⑥僅限當作椅使用。請勿由幼童獨自使用以免發生意外。

⑦基於安全起見，當椅子破損、變形時請勿繼續使用；並禁止自行修理、改造以避免造成商品結構
破損或人員受傷，進而縮短商品的使用壽命。。

使用旋轉椅時，請注意下列事項：

⑨請慎防手指夾進旋轉零件、椅子上下縫隙，尤其需注意防範幼童夾傷。

⑩請勿於坐時前後搖晃、非必要時請勿恣意旋轉椅身。
   需旋轉時請先確認是否坐於椅子中央且周圍無人。

⑪請勿隨意倚靠、手扶椅子。

⑫請慎防菸蒂掉落椅面(布椅面等)以防著火。

【檢查/維護】
①請隨時檢查桌腳(輪)、螺絲等各金屬零件是否牢固。
   若發現開始鬆動，請重新鎖緊、定期清潔輪子上的污垢，以免受傷或桌子破損、地面損傷。

②當發現蟲害時請立即進行除蟲/防蟲等處理，切勿棄置不顧，導致範圍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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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方法】
木質部分

①日常保養：每天使用柔軟乾布輕拭。
                  如在有灰塵的狀態下直接以硬布擦拭，可能會產生細小刮痕。

②嚴重髒污：請使用含中性洗劑稀釋液的濕布除垢後，再以清水打濕抹布徹底擦淨洗劑成分，
                  接著再使用乾布輕擦並待其自然乾燥。

③長時間接觸含化學成分的抹布後可能引起變色、表面剝落，請特別留意。

皮革部分

①日常保養：每天使用柔軟乾布輕拭。請定期(每年2次)以市售皮革專用清潔保養，
                  並充分乾燥後用軟布擦拭。

②嚴重髒污：請使用濃度3~5%中性洗劑稀釋液(溫水稀釋)打濕軟布用力擰乾後拍除汙垢，
                 接著以清水徹底擦淨洗劑後，自然乾燥再用乾布擦拭。

                 建議待完全乾燥後，再進行整體的日常保養。

③請勿使用鞋乳、溶劑類(稀釋劑、揮發油)擦拭。此外，頭髮造型劑也會傷害皮革，請仔細擦淨。

④請勿在商品表面長期擱置塑膠製品，以免變色。

布面部分

①日常保養：每天使用刷子或吸塵器清除織紋縫隙間的灰塵。

②遇咖啡、酒汙損時，請使用濃度3~5%中性洗劑稀釋液(熱水稀釋)打濕軟布稍微擰乾後
   拍除表面汙垢，最後再以抹布徹底擦淨洗劑並任其自然乾燥。

③圈絨織品經清潔後，表面纖維可能因扁塌，請特別小心處理。

合成皮革

①日常保養：每天使用柔軟乾布輕拭。

②嚴重髒污：請使用濃度3~5%中性洗劑稀釋液(溫水稀釋)打濕軟布用力擰乾後拍除汙垢，
   以泡過清水的濕布徹底擦拭乾淨。

③請勿使用鞋乳、溶劑類(稀釋劑、揮發油)擦拭。

④請勿商品表面長期擱置塑膠製品，以免變色。

塑膠/金屬部分

①髒污時請使用濃度3~5%中性洗劑稀釋液打濕軟布擦拭後，
   接著以清水徹底擦淨洗劑後任其自然乾燥。

②完成基本清潔步驟後，請於金屬部分薄塗潤滑油並以軟布輕拭。

④椅套的清洗方式請參照洗滌標示。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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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納家具類

【擺設方法】
①建議使用固定零件將家具緊密固定於建物牆壁、地板、天花板等，
   以防地震等導致受傷或家具傾倒。

   此外，若欲置物於家具上時也請留意放置方式，以防物品掉落砸落傷人或使地面損傷、破裂。

②請避免陽光直射或冷暖氣機強風直吹，以免椅子變形、變色或引發火災。

③請避免於高溫潮濕環境使用，以防空氣滯留導致黴菌、蝨子孳生。
   並時常進行抽屜等內部的通風換氣。

④請水平放置，以免造成櫃門、抽屜開闔不順暢、受傷或家具損毀。

⑤擺設於木質地板或榻榻米時，請加鋪墊子或於椅腳底貼毛氈，以防地板受損。

⑥擺設於軟質地板時請加鋪墊子，以免木質部分的塗料接觸地板產生污漬。

⑦請遵守物品耐重限制，避免層板因放置物品過重而導致翻覆、倒塌、變形、損毀等造成危險。 

【使用注意事項】
①請勿於家具上站立、跳躍、踩踏、靠坐以防失去平衡傾倒後受傷、家具破損。

②請勿坐於抽屜或把手上、於櫃門等掛物、拉門或抽屜時用力過當，以防傾倒造成受傷、家具破損。
   此外，也請勿同時開啟數個櫃門或抽屜，以防止重心前移、傾倒造成受傷或家具破損。

③請勿一次用力將抽屜拉到底，過度施力可能脫落造成砸傷或家具破損。

④當傢俱殘留木材接著劑等(甲醛)時，可能會使肌膚脆弱者出現過敏症狀，
   請充分通風換氣以利清除甲醛。尤其嬰幼兒衣物等收納前，煩請先套入塑膠袋中。

⑤請確實裝上可拆式層板用層板托，以防層板脫離後物品墜落破損及砸傷人。

⑥欲移動家具時，請由2名以上之成人合力牢握搬運以防掉落、傾倒，
   造成家具等物品或地板損傷、破裂、人身受傷。

⑦使用時請慎防雙手遭家具可活動部分夾傷。

⑧請勿於貼皮、原木貼皮木板上直接放置高溫、潮濕等物品或長時間放置塑膠製品，
   以免表面龜裂剝離、塗裝物變色。

⑨請勿直接於物品表面拉動其他物品，此舉可能損傷物品表面。

⑩開闔櫃門時請確認活動範圍內是否有人或物品。

⑪收納電器時，請注意保留充足空隙以利透氣，避免電器本身故障或引起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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⑫請小心使用玻璃製櫃門及其他含玻璃材質之家具，以防破裂因而受傷。

⑬請勿於附門之餐具櫃及櫥櫃等所附之鉸鏈門上踏、坐，以防止傾倒造成受傷、破損。

⑭請勿於抽屜或層架內放置易燃藥品、揮發油、接著劑，以免發生火災、惡臭。

⑮請嚴守耐重限制，並慎防幼童攀爬，防止失去平衡傾倒後受傷、家具、既有物品
   及周圍牆壁等破損。 

【檢查/維護】
①請隨時檢查螺絲、鉸鏈等零件是否鬆脫、搖晃，若開始鬆動時請重新鎖緊，
   以免受傷、損傷地面。並請定期清潔附著於輪子上的污垢。

②當發現蟲害時請立即進行除蟲/防蟲等處理，切勿棄置不顧，導致範圍擴大。

③請勿自行修理、改造以免商品強度減弱，導致結構破損或人員受傷，進而縮短商品的使用壽命。

【保養方法】
木質部分

①日常保養：每天使用柔軟乾布輕拭。
                  如在有灰塵的狀態下直接以硬布擦拭，可能會產生細小刮痕。

②嚴重髒污：請使用含中性洗劑稀釋液的濕布除垢後，再以清水打濕抹布徹底擦淨洗劑成分，
                  接著再使用乾布輕擦並待其自然乾燥。

③長時間接觸含化學成分的抹布後可能引起變色、表面剝落，請特別留意。

皮革部分

①日常保養：每天使用柔軟乾布輕拭。請定期(每年2次)以市售皮革專用清潔保養，
                  並充分乾燥後用軟布擦拭。

②嚴重髒污：請使用濃度3~5%中性洗劑稀釋液(溫水稀釋)打濕軟布用力擰乾後拍除汙垢，
                  接著以清水徹底擦淨洗劑後，自然乾燥再用乾布擦拭。

                  建議待完全乾燥後，再進行整體的日常保養。

③請勿長時間接觸含化學成分的抹布，可能會引起變色、表面剝落，請特別留意。

塑膠/金屬部分

①髒污時請使用濃度3~5%中性洗劑稀釋液打濕軟布擦拭後，接著以清水徹底擦淨洗劑後
   任其自然乾燥。

②完成基本清潔步驟後，請於金屬部分薄塗潤滑油並以軟布輕拭。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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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醛

【何謂甲醛】
「致病屋症候群」的誘發物質之一。於常溫下為具刺鼻味的無色氣體，

存在於家具或建材、壁紙接着劑等。甲醛會從家具或建材中緩慢釋出，

人若長期處於甲醛污染的室內，眼睛或氣管將會感到刺激，若於高濃度的情況下，

更可能引起呼吸困難等症狀。關於室內甲醛濃度，日本厚生勞動省於平成12 年時明定如下：

室內甲醛濃度標準值( 厚生勞動省平成12 年)

基於健康考量，室內濃度需為0.08ppm (※1) 以下( 氣溫20 ∼ 23 度 平均值30 分/100μg/m3 以下)

※1ppm：百萬分率parts per million 的縮寫。據指出，若身旁有人抽一支煙時，甲醛濃度即超過0.08ppm。

【敬告本身或家庭成員對化學物質過敏的顧客】
人體對於甲醛及其它引發致病屋症候群相關化學物質的承受度因人而異，長期暴露於甲醛中而使

人體內蓄積量超過可承受量時，便會引起過敏症狀。因此，濃度僅0.08ppm 以下即出現反應者，

仍大有人在。無印良品現階段生產的家具中，部份商品仍會釋放甲醛。

 

【無印良品甲醛對策】
無印良品所執行之木製家具甲醛相關對策如下：

■使用甲醛含量極低的原料。

不僅使用甲醛釋放量較少的原料，更積極採用無甲醛、低甲醛的接着劑與塗料。

■自產地至到達顧客手中，全程使用游離甲醛吸附紙。

商品由產地包裝後至送達顧客中間，為甲醛釋放高峰期，

容易因狹窄的包裝空間使甲醛無法順利消散，而再度吸附於材料上。

因此，為求降低上述現象發生，於木製家具包裝內放置游離甲醛吸附紙(※2) 盡可能地吸附、

分解材料中所含甲醛，降低商品送達顧客住處時所含的甲醛濃度。

■由2003 年3 月開始利用大型密室法，進行實際測量。

無印良品採用最符合實際現況的新測定法( 大型密室法※3)。今後仍將繼續致力於降低家具甲醛。

※2　甲醛吸附紙：與AISIN 精機（株）共同開發

※3　大型密室法：將家具放入測定用房間內測定甲醛釋出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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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甲醛對策】
■ 保持室內空氣流通。

甲醛會緩慢地釋放於空氣中，因此平時就需保持室內空氣流通。

尤其新居落成時，請盡量將窗子開到最大，以利通風透氣。由於室內溫度、溼度升高時，

會大量釋放甲醛，在夏季或梅雨季節，室內經常長時間處於密閉狀態，請特別謹慎注意。

此外，若屋內有數個窗戶時，建議保持至少2 扇窗的通風。

收納家具用游離甲醛吸附紙/4入 160元

● 主成分為多孔天然礦石與紙漿，並添加具吸附、分解效果的胺基酸。

● 不織布上方有開孔，因此不僅可直接置於抽屜內使用，還可利用繩子或掛鉤懸吊。

● 可併用含樟腦的防蟲劑。

● 有效期限為開始使用後3 個月。( 會隨使用環境而異)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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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床、寢具等黴菌對抗對策

想對抗黴菌的話，首重於預防工作。

黴菌存在於日常生活週遭，在一定條件下會繁殖至肉眼可見的狀況。

一般而言，濕度在50％以上、養份或氧氣充足的情況下，不論何地何處都會有黴菌繁殖。

首先，為了不讓黴菌增生，平時的預防是很重要的。

請詳細閱讀下列的「預防方法」以及「保養方法」，床架、床墊、寢具、沙發及木製家具等，

都可以使用相同的方法來防止黴菌的增生。

【 黴菌的預防方法】
確保良好的通風

黴菌喜好潮濕的地方，請留點空隙讓溼氣跑掉吧！家具請和牆面保留10公分的空間，

不要直接貼合於牆面上，或是藉由空調、掃除讓空氣流動也有讓空氣流通的效果。

讓室內空氣循環

房間門窗緊閉的狀況下，即使室內空氣循環，空氣品質也會漸漸變糟。

打開窗戶讓清新的空氣流入，將濕氣與髒污的空氣循環出去吧。

無法開窗的時候，可善用空調或空氣清淨機也能有同樣的效果。

避免潮濕

黴菌不喜歡乾燥的地方，試著除濕吧！雨天等無法開窗的時候請使用空調或是除濕機。

（此外，使用除濕劑、舊報紙或木炭等善於吸收濕氣的物品，並勤於更換也是有用的。）

冬天如使用瓦斯或煤油的暖爐也會使室內溼度上升，請記得要換氣通風。

特別是無法照射到陽光的房間或是寢室很容易讓溼度上升，請多加留意。

冬天也會發霉

一般認為黴菌的好發時期是梅雨季，其實使用暖氣的季節由於室內外溫差大，

會有結露的情況發生，且冬天時常將窗戶緊閉，鮮少讓空氣流通也容易使黴菌繁殖，

請多多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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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方法】
寢具

一個人平均一個晚上會流200ml的汗，

儘可能讓墊被、保潔墊等藉由日晒讓被吸收的汗能夠揮發出來。

利用棉被烘乾機烘乾也十分有效，建議可以定期烘乾。

窗戶、牆壁

雨天或是寒流來臨會使窗戶或是牆壁發生結露的現象。

結露是由於室內外的溫度差以及溼度的關係所導致，

請降低室內的溼度並減少室內外的溫度的差異。

對於結露放置不理的話，結露的周圍容易有黴菌產生，請勤於擦拭清除結露。

木製品

已經發霉的木製品請放置於通風良好的地方乾燥。

利用牙刷等刷子將黴菌刷除，用抹布沾取溫水稀釋過後的中性清潔劑擰乾後擦拭，

之後再用乾淨的抹布將表面殘留的清潔劑擦拭去除即可。

布製品

已經發霉的布製品，由於黴菌會侵入布的織紋，想要完全去除黴菌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

將發霉的布製品置於通風良好的地方乾燥，使用牙刷等以拍打的方式去除黴菌。

最後，請不要忘了房間以及空調的清理。

要完全讓黴菌消失是一件困難的事，藉由打掃以及除濕等才是最重要的預防工作。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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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家具保固服務
於本公司所經營之實體門市購買之大指定型家具，享有保固服務。大型家具保固範圍定義如下：

<沙發>

1.保固內容：沙發本體框台、椅腳。

2.本保固僅限一般家庭正常使用情況下。

3.木紋色差或紋路差異、木紋表面因環境等因素產生發霉非在保固範圍。

<床墊>

1.保固內容：彈簧床墊內部彈簧結構。

2.本保固僅限一般家庭正常使用情況下。

3.床墊因長期壓放重物或長期直立存放造成彈簧的彈性疲乏以及單點彈跳所造成的彈簧損傷，

4.在睡眠區域內正常睡眠凹痕，在不影響床墊結構下，非在保固範圍內。

  非在保固範圍。

<床台/床架>

1.保固內容：床台框架、五金零件。

2.本保固僅限一般家庭正常使用情況下。

3.木紋色差或紋路差異、木紋表面因環境等因素產生發霉非在保固範圍。

<收納家具>

1.保固內容：五金零件、抽屜軌道、門片零件。

2.本保固僅限一般家庭正常使用情況下。

3.木紋色差或紋路差異、木紋表面因環境等因素產生發霉非在保固範圍。

<餐桌/椅/櫃/書桌>(折疊式桌椅除外)

1.保固內容：木製框架、五金零件。

2.本保固僅限一般家庭正常使用情況下。

3.木紋色差或紋路差異、木紋表面因環境等因素產生發霉非在保固範圍。

保固期限
於台灣無印良品所經營之各實體門市所購買之大型家具商品以配送日期起算三年為保固期限，
消費者應出示商品訂購單（暨保固書）、保固家具批號貼紙，始得享有保固服務。

保固服務流程說明
商品保固之服務工作僅限於台灣本島境內作業。於保固期限內，若商品發生使用問題，請持商品
訂購單（暨保固書）與保固家具批號貼紙，聯繫台灣無印良品客服人員或原購買門市服務人員。
本公司將依商品狀況派員檢視商品，若商品在符合正常使用狀況，且符合本公司商品保固條件，
本公司將提供商品維護與諮詢或以相同或同等級之商品替換。原商品零件一經替換，該原商品
零件即回收。

不適用條件
※商品訂購單（暨保固書）內單無保固家具批號貼紙、無法提供商品訂購單（暨保固書）、提出

   購買證明者。如僅提供發票、訂單編號者，恕無法提供商品保固。 

※商品保固不適用於天災或意外事件所造成的毀壞。

※商品保固不適用於正常性耗損、消耗性元件、切割或刮傷、撞擊或意外及因環境或使用因素的
　發霉所造成的損毀。
※商品保固不適用於商品放置於室外或潮濕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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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保固不適用於商業空間的使用。

※商品保固不適用於自行拆解、搬移 、改裝或修補商品而造成的損毀。

※木製家具以天然原木貼皮而成，商品木紋色差或紋路差異，及因環境或使用因素的發霉不適用
　於本商品保固。

商品使用注意事項
使用商品前請確實詳閱並遵守商品使用注意事項，才能享有保固服務。

商品使用注意事項，可參閱台灣無印良品官網說明或本書面說明。

商品保固的法律效力
依中華民國法律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聯絡方式
可至本公司官網聯絡我們或撥打客服專線02-2762-8151，洽詢台灣無印良品客服人員。

商品保固權益僅限於原始訂購人，商品訂購單（暨保固書）、保固家具批號貼紙不得轉讓。 

本公司保留隨時修正此服務說明(含保固服務)之權利，恕不另行通知，更詳細的服務說明內容，

請見本公司官網(http://www.muji.com/tw/)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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