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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safety instructions

For the safety and health of your child, adult supervision is required when
your child uses the lunch box.
• Before the fi rst use and after each use, disassemble the lunch box,
clean, and sterilize all the components.
• Before each use, check the lunch box. If any damage or crack is
detected, stop using the lunch box immediately.
Warning:
• Prevent your child from running or walking while feeding.
Caution:
• The lunch box is intended for heating food or food storage. Do not
use it to cook.
• Never heat an empty lunch box in a microwave oven.
• To heat food in a microwave oven: The heat up time should not
exceed two minutes. If the food is not warm enough, repeat the
heating procedure or see the user manual of the microwave oven.
• Never use the lunch box to heat ketchup, lemon/orange peels,
vinegar, soy sauce, or foods fl avored with much oil or sugar.
• To prevent scalding, open the four buckles on the lid and lift the lid a
bit aside before you heat food in the microwave.
• Before feeding, stir the food and check the food temperature.

Cleaning and sterilization
Caution:
• Never use abrasive, anti-bacterial cleaning agents, or chemical
solvents.
• Do not place the lunch box directly on surfaces that are cleaned with
anti-bacterial cleaners.
• Food coloring can discolor components.
• Use cleaning agents of appropriate concentration. Cleaning agents of
excessive concentration may eventually cause the lunch box to crack.

• Use a soft dishcloth to clean the lunch box thoroughly in warm and
soapy water, and then rinse them in clean water. Or, clean it on the
top rack of dishwasher.
• Do not sterilize or store the lunch box in drying or sterilizing cabinets
with heating elements.

Storage
Caution:
• Never place the lunch box near fl ames or other heat sources. Keep it
from direct sunlight.
• For hygiene maintenance, store the lunch box in a dry and covered
conta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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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说明

为了宝宝的安全和健康，宝宝必须在成人的陪同下使用餐盒。
• 首次使用前及每次使用完后，请拆开餐盒，对所有组件进行清洁
并消毒。
• 每次使用之前，先检查一下餐盒。如果发现损坏或破裂，请立即
停止使用餐盒。
警告：
• 在喂食的过程中使宝宝不要跑动或走动。
注意：
• 餐盒适用于加热或存储食物。请勿用其进行烹饪。
• 切勿在微波炉中加热空的餐盒。
• 要在微波炉中加热食物：加热时间不得超过两分钟。如果食物不
够热，请重复加热过程或查看微波炉用户手册。
• 切勿使用餐盒加热蕃茄酱、柠檬/柑橘皮、醋、酱油或以重油或
糖调味的食物。

• 为避免烫伤，在用微波炉加热食物前，请打开盖子上的四个带
扣，稍稍将盖子提起一边。
• 喂食前，搅动食物并检查食物温度。

清洁和消毒
注意：
•
•
•
•

请勿使用腐蚀性抑菌清洁剂或化学溶液。
请勿将餐盒直接放在使用抗菌清洁剂清洁过的物体表面。
食物的颜色可能使组件变色。
使用适当浓度的清洁剂。清洁剂浓度过高可能最终会造成餐盒
破裂。
• 在温和的肥皂水中使用柔软的抹布彻底清洁餐盒，然后用清水冲
洗干净。或者，在洗碗机的上搁架上进行清洁。
• 不要将餐盒放在带加热元件的烘干或消毒柜中进行消毒或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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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切勿将餐盒置于靠近明火或其它热源的地方。不要将其置于阳光
直射处。
• 为保持卫生，请将餐盒存放在干燥的带盖容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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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指示

為了兒童的安全及健康，兒童使用午餐盒時需有成人監督。
• 首次使用前及每次使用後，拆開午餐盒，清潔並消毒所有組件。
• 每次使用前，檢查午餐盒。如果發現任何損壞或裂痕，請立即
停用午餐盒。
警告：
• 餵食期間，避免兒童奔跑或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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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午餐盒用作食物加熱或存放食物。請勿用作烹調。
• 請勿在微波爐內加熱空的午餐盒。
• 要在微波爐內加熱食物：加熱時間不應超過兩分鐘。如果食物不夠
溫暖，重複加熱步驟或參閱微波爐的使用手冊。
• 請勿使用午餐盒加熱番茄汁、檸檬/橙皮、醋、豉油或使用多油
或糖調味的食物。
• 為了避免燙傷，在微波爐內加熱食物前，請先拉開蓋上的扣環，
並將蓋掀開稍微放到旁邊。
• 餵食前，攪拌食物並檢查食物溫度。

清潔與消毒
注意：
•
•
•
•

請勿使用磨蝕性、抗菌清潔劑或化學溶劑。
請勿將午餐盒直接放在使用抗菌清潔劑清潔的表面上。
食物顏色可導致組件退色。
使用適當濃度的清潔劑。濃度過高的清潔劑最終可能導致午餐
盒裂開。
• 在溫暖的肥皂水裡使用柔軟的抹布徹底清潔午餐盒，然後在清水
裡清洗。或者，放在洗碗機中清洗。
• 請勿在備有發熱元件的抽濕或消毒櫃消毒或存放午餐盒。

存放
注意：
• 請勿將午餐盒放在靠近火焰或其他熱源的位置。保存在遠離陽光
直射的地方。
• 為了保持衛生，將午餐盒存放在乾爽密封的容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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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

：旅行喂养套装
：SCF724
：聚丙烯、硅胶
：100 ℃
：合格
：中国

珠海经济特区飞利浦家庭电器有限公司
中国珠海市三灶镇琴石工业区
邮政编码：519040
全国顾客服务热线: 4008 800 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