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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承蒙惠購本商品，在此深表感謝。
使用前請務必詳閱本說明書，瞭解內容後，依照正確方式組裝、使用。
此外，請妥善保管本說明書，以便隨時查閱。

組裝‧操作說明書

保 存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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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須知（安全注意事項）※請務必遵守

可能會造成使用者死亡或重傷（※1）
之行為。

注意 可能造成人員受傷害（※2）或
物品的損害（※3）之行為。

警告

本「組裝‧操作說明書」旨在使本公司之產品能安全組裝並長久使用，並為防範使用者或他人遭受危害及
財物損失於未然。其內容分為【警告】及【注意】。個別之意涵如下所示。

組裝注意事項

不可執行，「禁止」的事項。

※1　重傷是指失明、燙傷、骨折、中毒、觸電等，會留下後遺症之症狀及需住院、長期就醫之症狀。
※2　傷害是指不需住院或長期就醫的傷口、燒燙傷等。
※3　物品的損害意指涉及房屋、身家財產的重大損害。

●標示說明
　依照錯誤的使用方式而產生的危害及損害程度區分說明如下。

●圖形記號說明
   須遵守的內容，以下圖記號說明。（以下為圖例）

 務必遵守，「強制」遵守的事項。

●組裝時請預留充分空間，加鋪墊物，小心進行，以避免刮傷地板或既有家具。
●商品具有重量，組裝時務必由2人以上合力進行。勉強以不當姿勢搬動、組裝過重或過長
   的物品可能會造成商品破損或人員受傷。
●組裝時若有零件不足、不完整時，請立即停止組裝。若固定部分鬆脫，可能會造成人員受傷。

●為避免包裝材料包覆頭部或口鼻造成窒息，包裝材料請立即處分，或存放於孩童無法取得
   的場所。

務必遵守

警告

警告

注意

注意

２

設置環境注意事項

●沙發長時間置於相同位置可能會在地板上造成凹陷。請務必將沙發放置於地毯等墊物上，
   或於沙發椅腳貼上防刮毛氈，避免木製部分的塗料與地板產生化學反應，造成汙染。
●請確保沙發與牆面之間保持一定間距。（標準值：10cm左右）。避免因通風不全以致空氣
   滯留或牆壁有結露的情況，進而導致發霉或黴菌、塵蟎孳生，危害健康。
   此外，若沙發直接接觸牆壁，可能會造成壁紙變色。

●請放置於平坦安定之場所。若在不平穩之場所使用，恐造成商品變形、破損。

務必遵守

禁止

●為避免沙發變形、破裂、變色，請勿設置於受日光直射處、冷、暖氣出風口處、極度低溫的
   室內。
●為避免發黴或孳生蛀蟲，對健康造成威脅，請勿長時間放置於潮濕場所
  （標準值：溼度70%以上且室溫20℃以上）。

●為避免發生火災，請勿放至於暖爐附近。
●為避免電線破損、觸電，請勿使沙發的椅腳壓住電器製品的電源線。

禁止

禁止

─請求（其他注意事項）─



務必遵守

（承上頁）

使用注意事項

警告

●為避免因跌落地板造成窒息，請勿讓嬰幼兒睡在沙發上。

●請勿讓幼兒離開監護人的視線，讓幼兒單獨使用。

●為避免造成火災事故，勿使香菸菸灰、火星等掉落於沙發座面等處。

●為避免意外事故導致人員受傷，僅限乘坐使用。

●乘坐時，勿使沙發傾斜，勿使沙發呈不安定之狀態。

   以避免翻覆或沙發破損，造成意外傷害。。

●為避免失去平衡，導致翻覆、沙發破損，造成人員受傷，

   請勿站立於沙發上、在沙發上彈跳，或將沙發當作踏台使用。

●為避免意外事故導致人員受傷，請勿使用已破損、變形之沙發。

●為避免沙發強度變弱、造成人員受傷，請勿自行修理或改造。

●請勿將腰部傾斜倚靠座面上。以避免翻覆造成人員受傷。

●為避免物品掉落造成人員受傷，請勿在商品週邊、上方放置物品。

●請勿用力拍打彎折、羽毛軟墊。若羽毛或表布損壞，可能會造成羽毛飛出貨導致人員受傷。

●請勿使用稀釋劑等有機溶劑或漂白劑清潔，會造成變色、變形。

●請勿使含化學成分的抹布長時間接觸商品表面，會造成表面材質剝落甚至變色。

●貼有防刮毛氈的狀態下，請勿將沙發擺放於地板凹凸不平或接縫、有高低落差的場所。

   防刮毛氈剝落可能會弄髒或刮傷地面。

●移動時必須由2位以上成人進行。

   若僅由１位勉強搬動，可能會造成人員受傷或商品破損、地面刮傷。

●為避免物品掉落造成人員受傷，請勿在沙發上放置物品。

●若羽毛的堅硬部分飛出，請將羽毛清除。若繼續使用可能會因飛出的羽毛而受傷。

●開始使用時，請將室內充分換氣。

   木材的接著劑可能殘留甲醛，可能會引發對化學物質敏感者或是嬰幼兒等之過敏症狀。

禁止

禁止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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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表

坐墊×2

坐墊

Ｃ

把手

（完成圖）

４

背墊 ×2Ｂ

各部位名稱 

本體

防刮毛氈×4 （另售）ｂ

Ａ

木椅腳×4 （另售）ａ

木椅腳ａ

Ｂ 背墊

本體 ×1Ａ

※另售的「沙發用腳」零件

※沙發套的組裝方式請參照另售之沙發套附件說明書。

Ｃ



１

４

３

２

將Ⓐ本體扶正。參照「軟墊的放置方式」將Ⓒ背墊放至正確位置。

參照「軟墊的放置方式」將Ⓑ背墊放至
正確位置。

Ⓒ坐墊有隆起的一面
   朝上放置。

５

完成

隆起

側面圖
拉鍊方向請遵照圖示。

組裝步驟

①    請將Ⓐ本體如下圖立起。

②    在Ⓐ本體側的椅腳安裝孔內，放入ⓐ木椅腳的螺絲，
        按照箭頭方向旋轉，確實鎖緊到最底。

Ⓑ背墊無前後分別。

注意

軟墊的放置方式

椅腳安裝孔

墊物

為防止地板刮傷，請在    木椅腳下方貼妥    防刮毛氈

※組裝沙發用腳（另售）前，請先將沙發套組裝完成後再進行。

ⓐ ⓑ

為保護地板，請使用防刮毛氈。
黏貼前，請先將黏貼面上的灰塵等附著物清除乾淨。
若黏有附著物時，會造成毛氈的黏著力下降。
貼妥後請按壓整體，使防刮毛氈能完全緊密貼合於木椅腳底部。

注意

ⓐ

ⓑ

ⓐ

Ⓐ

Ⓐ

Ⓐ

Ⓐ②①

●組裝時請預留充分空間，加鋪墊物，小心進行，以避免刮傷地板或既有家具。
●組裝時請務必由2位以上人員共同作業。

組裝前請務必詳讀。

Ⓑ

Ⓒ

Ⓑ

Ⓒ

Ⓒ

■抬起時，請勿使椅腳單邊負重過重。以避免造成沙發破損或刮傷地板。
   移動時請務必由2人以上合力抬起後再移動。
■請務必確認各零件均確實固定。
■使用約一週後，請重新鎖緊椅腳的螺絲。若在椅腳螺絲鬆脫
   的狀態下繼續使用，可能會造成沙發破損、人員受傷。

注意



關於羽毛軟墊

關於髒污的清潔

保養方式

【沙發套的保養】
●每天的保養請用軟布乾擦即可。灰塵等請使用軟毛刷或吸塵器（設定為弱）清除。
●嚴重沾附咖啡等髒污時，請用溫水稀釋3∼5%的中性清潔劑，將軟布浸濕後擰乾，再以輕拍的方式
　去除髒污。接著，以浸濕清水的軟布擰乾後，擦除清潔劑後自然乾燥。
●沙發套的洗滌方式請參照沙發套上的洗滌標示，依正確方式洗滌。

【羽毛軟墊的表布保養】
●表布部分弄髒時，請以中性清潔劑局部清潔後，放置於通風良好處陰乾，並鬆開內部的羽毛。
　若殘留濕氣，容易產生臭味，因此請充分乾燥。

【木椅腳的保養】
●塗裝面的灰塵，請以軟布或撢子輕輕撢除。若以硬布擦拭，可能會讓附著著的灰塵刮傷表面，形成　　　　
　細小的刮痕。
●嚴重沾附髒污時，請以布浸濕加水稀釋3∼5%的中性清潔劑擦拭後，再以浸濕清水的軟布，將清潔　　
　劑徹底擦除。最後再以柔軟乾布輕輕擦拭後待自然乾燥。
●請勿使含化學成分的抹布長時間接觸表面，會造成表面材質剝落甚至變色。

６

【軟墊的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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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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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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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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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行檢查
●椅腳需定期檢查是否有晃動的情形，若有晃動，請確實鎖緊。
   以避免人員受傷或沙發破損、刮傷地面。
●若發現害蟲，請直接撲殺或施行防蟲措施。若放置不理，可能會造成蟲害擴大。

關於木椅腳

●本商品使用天然木材製作，木紋、顏色可能會有個別差異，敬請見諒。

甲醛處理對策

●何謂甲醛
甲醛是「致病屋症候群」的誘發物質之一。常溫下為氣體，無色、有刺激性臭味，存在於家具或建材、
壁紙接着劑中，是一種化學物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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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或喉嚨氣管將會感到刺激不適。若於高濃度的情況下，更可能引起呼吸困難等症狀。

●請保持室內通風

甲醛容易揮散於空氣中，平常請保持室內通風，特別是同時擺置複數家具時，需要盡量將窗戶打開，
充分換氣。若室溫升高，更容易揮散甲醛，夏季室內長時間密閉時須注意屋內通風。為了提升通風效
率，建議打開複數的窗戶，利用換氣門窗、電風扇、循環風扇等設備通風。

●致易對化學物質過敏體質的顧客
不僅是甲醛，造成病屋症候群的化學劑量因人而異；因此，也有低於室內濃度指針值（對於健康可以
容許的甲醛濃度），卻會過敏的顧客。請特別注意。現在無印良品的家具極力減少使用含甲醛材料，
但並非完全沒有殘留，此點也還請特別留意。如有過敏情形發生，請盡速尋找醫師了解情形。

●無印良品的家具在包裝時內附甲醛吸附紙※連同家具一起出貨。
           ※甲醛吸附紙：與AISIN 精機（株）共同開發
甲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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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降低上述現象發生，
於木製家具包裝內放置甲醛吸附紙盡可能地吸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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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包裝內的「甲醛吸附紙」吸附能力已經減弱，請直接當作可燃垃圾處理。

●「收納家具用甲醛吸附紙」說明
收納家具用甲醛吸附紙亦有另售之商品。
由於抽屜等密閉空間仍會持續少量釋放甲醛，因此建議能持續使用。

關於移動

●移動時，請取下軟墊等可取下的物品後再移動。
   移動時，務必用雙手自底座抬高，勿於地面拖曳移動，並由2位成人合力進行。

關於丟棄
欲丟棄時，請遵守各地方自治團體之規範處理。

設置家具時，請保持屋內通風。
對化學物質敏感的成人或是嬰幼兒可能會引發過敏症狀。

為避免人員受傷或沙發破損、刮傷地面，請勿1人獨自移動。

７

使用須知

注意

注意



８

品名

用途 沙發‧2人用 沙發‧2~3人用 沙發‧2~3人用

商品重量

商品尺寸

寬 1600mm
深 885mm
高 795mm
座面高 450mm

寬 1900mm
深 885mm
高 795mm
座面高 450mm

寬 2200mm
深 885mm
高 795mm
座面高 450mm 

約39.7Kg 約48.1Kg 約53.5Kg

材質

本      體　鋼管‧合板‧塑膠板（聚丙烯）
木 椅 腳  天然木（山毛櫸）
表面加工　木椅腳：聚氨酯樹脂塗裝
表面繃材　本   體：聚酯纖維100%
　　　      軟   墊：棉100%
軟墊材料　聚氨酯低反發
               羽毛（羽毛、羽絨）
               鋼製彈簧（S型彈簧、獨立筒彈簧、鋼條）

原產國 中國

鋼製羽絨獨立筒沙發 鋼製羽絨獨立筒沙發 鋼製羽絨獨立筒沙發

商品規格

商品諮詢

若有商品相關問題，請洽原購買門市服務人員或以下客服電話。

委製商：良品計畫株式會社　
地   址：東京都豐島區東池袋4-26-3　
電   話：0120-14-6404

進口商：台灣無印良品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東興路8號8樓　
電   話：(02)2762-8151

2人 2.5人 3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