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說明書 Ver 2.00
ST-050

爐火框架桌
感謝您選購 SNOW PEAK 產品。本產品為包圍焚火台 L, M（ST-032R, ST-033R）以及剛炎
（GS-1000）使用的框架桌。為能安全使用本產品，使用前請務必詳閱本說明書。此外，閱讀
完畢後也請妥善保管。產品雖已做好萬全考量，但在野外使用前仍請在安全場所組裝，並請
確認組裝方法及相關配件。說明內容上有不明瞭處，以及發現產品有不良之際，請立即停止
使用，洽詢購買的經銷店家或本公司客服中心。

套件內容與各部位名稱
桌面×4
（正面）

（背面）

擋圈

規格

■ 材質：桌面／不鏽鋼；桌腳
桌腳×4
／不鏽鋼；螺絲頭／鋁合金
連結螺絲 A
■尺寸：使用焚火台 L 時／
連結螺絲 B
1,120×1,120×400mm
A 邊腳
連結軸
（開口部 600×600mm）
B 邊腳
多功能連接孔
使用剛炎時／
890×890×400mm
崁溝 A
（開口部 370×370mm）
崁溝 B
■ 收納尺寸：745×170×400mm
缺口部 A
使用說明書 ■ 重量：10.5kg
缺口部 B
收納袋 （本書）

使用前 請務必詳閱，期能安全使用，避免發生可預期事故。
危險 代表可預測將明顯造成攸關生命之重大事故的行為。
警告 代表視情況可能演變成重大事故的行為。
注意 代表會擴大損害造成受傷、本體破損或物損原因的行為。
處理上的注意事項
危險 代表可預測將明顯造成攸關生命之重大事故的行為。

 請務必詳閱與本產品合併使用之各品項的使用說明書。

警告 代表視情況可能演變成重大事故的行為。
 請勿在桌面上使用瓦斯爐具（煤油燈、暖 
爐）。
 請勿將可燃物品或易受熱影響的物品放置
在桌上。

 於傾斜地面或不穩定的場所使用時，會因
本體傾倒等而有造成重大事故之虞。

 請勿在易燃物（帳篷、雨篷或乾燥草堆上 
等）下方及附近使用火具。

 本產品於移動或變更組裝型式、更換物品
時，請務必先熄滅火焰，並確認各物品均
已充分冷卻後再動作。否則可能因此燙傷。 
 使用焚火台 L, M（ST-032R, ST-033R）之
際，請勿做出故意架高火堆的行為。此外，
刮起強風時等，請勿請用柴薪燒火。以免 
不慎蹦出火焰，可能因此燙傷或釀成火災。

適當的薪柴量

艷陽下使用，或者視使用的物品，有時
本體或周圍會升溫成高溫。請充分注意
避免燙傷。
本產品的承重為每片桌面 20kg。請勿放
置超過重量的物品。
請勿讓嬰幼兒或兒童躺睡或坐在桌上。
請勿坐在框架桌上或以手重壓。
使用中，請隨時細心注意火源與周圍的
狀況等。特別是正在使用火具時，請隨
時盯緊孩童。
詳細閱讀「使用方法」的項目，並確認
已正確裝置好之後再行使用。未正確裝
置時，恐發生傾倒、火災、燙傷等危險。
所使用的各項火具，請設置於本產品開
口部中央處。

刮起強風時 故意架高火堆
的使用
的行為

使用薪柴

使用瓦斯爐具

連結桌面時，薪柴與瓦斯爐具（剛炎等）不
得同時使用。

注意

代表會擴大損害造成受傷、本體破損或物損原因的行為。

 開口部附近，請勿放置易受熱
的物品。
 本產品不得常設使用。
 本產品雖使用不鏽鋼材質，但
視使用條件，有時會生鏽。
 請注意連接螺絲的螺紋部
分，勿沾附沙石、髒污等。

遠紅外線

開口部及放置在開口部
附近的物品，可能受到
熱源的遠紅外線影響而
變得高溫。
請充分注意，開口部附
近勿放置易受熱的物
品，以免燙傷。

使用方法
■組裝桌面與桌腳
注意勿過度
打開

 桌面的背面朝上，將 A 邊腳崁入崁
溝 A（2 處）內。

 打開 B 邊腳直到崁入崁溝 B（2 處），如上圖般確
實崁入。桌腳過度打開，恐造成腳部變形，請特
別小心。如已變形時，請對照維修項目進行調整。

注意

組裝作業之際，為避免
意外挾到手，請如上圖
所示拿住桌腳 A, B 兩
邊以外部分。

 確認桌腳的 4 處已
崁入崁溝中，扶好桌
面，抓好桌腳後翻轉
過來。

■組裝形式 1 與焚火台 L, M（ST-032R, ST-033R）組合
組裝好的「桌面與桌腳」如下圖般排列，連接桌面與桌面。

桌面與桌面的連接方法
 鬆開連接螺絲 A，直到露出 5～10mm 左右的螺釘部分，缺口部 A 罩住連結螺絲的螺絲頭
部分。
 調整位置，使連接軸崁入對面桌面側邊的凹陷處。
 從缺口部 A 以手指旋動連接螺絲 A 的螺絲頭，使鄰邊的桌面與桌面接合。
請注意勿旋轉過緊。
■架設焚火台 L, M（ST-032R, ST-033R）
將焚火台 L, M（ST-032R, ST-033R）
、焚火台底板 L, M（ST-032BP, ST-033BP）與焚火台隔熱
底座 L/M（ST-032BS），如下圖所示，設置於開口部的中央。

注意
● 請務必使用焚火
台底板、焚火台
隔熱底座 L/M。
● 使用前，請詳閱
各使用品項的使
用說明書。

■組裝形式 2 與剛炎（GS-1000）組合
組裝好的「桌面與桌腳」如下圖般排列，連接桌面與桌面。

桌面與桌面的連接方法
 鬆開連接螺絲 B，直到露出 5～10mm 左右的螺釘部分，缺口部 B 罩住連結螺絲的螺絲頭
部分。
 調整位置，使連接軸崁入對面桌面側邊的凹陷處。
 從缺口部 B 以手指旋動連接螺絲 B 的螺絲頭，使鄰邊的桌面與桌面接合。請注意勿旋轉過
緊。
■架設剛炎（GS-1000）
剛炎（GS-1000）以全高度 38～42cm 來設置，如下圖所示，設置於開口部的中央。
注意

以全高度 38～
42cm 來設置

● 使用前，請詳閱剛
炎（GS-1000）的
使用說明書。
● 以此形式組合
時，不得使用焚火
台 L, M（ST-032R,
ST-033R）
。

■ 連接 IGT 標準延伸竹桌板、IGT 加長延伸竹
桌板（CK-116T, CK-117T）
可使用 IGT 標準延伸
竹桌板、IGT 加長延
伸竹桌板（CK-116T,
CK-117T）。使用 IGT
標準延伸竹桌板、IGT
加長延伸竹桌板時，
〈安裝例〉 請 使 用 400 桌 腳 組
（CK-112）。
請如左圖般，將延伸
竹桌板插入連接孔
內。請詳閱各品項的
使用說明書。

■收納
如下圖般，在疊合的桌腳間，挾放入 4 片桌
面。完成在疊合的桌腳間，挾放入 4 片桌面
後，請放入收納袋內。
桌腳 2 支
桌面與桌面
疊合
桌腳
2支

注意

如上圖般拿持桌腳的 A, B 邊
時，桌面可能會因此掉落。搬
運時，請務必放入收納袋內，
或是分別搬運，切勿同時拿起
重疊的桌面與重疊的桌腳。

維護
 清洗本產品時，使用堅硬材質的刷子等可能會造成刮傷。
 保管時，請存放於無日光直射、通風佳、濕氣小的場所。
 附著輕微髒污或沾到水時，請儘速以乾布擦拭，並充分乾燥。
 附著鹽分（調味料等）或其他藥品時，請以擰乾的布擦拭，並充
分乾燥。
 打開桌腳時，如「A 邊腳與 B 邊腳」的間隔大於「崁溝 A 與崁
溝 B 的崁入位置」時，請將桌腳如右圖邊平放，以平均的施力
加以修正。

關於品質保證
您所購買的產品雖已做好萬全考量，萬一發現不良之際，請洽詢聯絡購買的經銷店家或本公
司客服中心。原因為製造上的缺陷時，將免費修理或換貨。其他情形則收取適當的費用修理。
修理或換貨之判斷悉依本公司之裁量。此外，以下之情形，將可能無法保證、修理，敬請諒
解。
1. 判斷為未依照使用說明書的情形。
6. 因髒污、生鏽造成的故障。
2. 材質經久劣化，已達產品的壽命。
7. 因拆解所發生的不良或破損。
3. 因改造或粗暴使用造成的產品故障。
8. 因掉落或其他衝擊，使得零件變形、
4. 因意外事故造成的產品故障。
破損導致的不良。
5. 其他非因製造上的缺陷造成
9. 耗材劣化、破損、故障及伴隨發生之不良。
的產品故障。
10. 因與其他公司產品組合所造成的故障。

關於修理
 若需送修，請先詢問購入的門市或本公司客服中心。
 送修前請務必充分晾乾產品，並清除附著於產品上的污垢。
 請務必完整填寫維修委託單，並請參考官網維修須知(www.snowpeak.com.tw)。
 修理品運費及修理費用如下所示。
1. 新品瑕疵：來回運費及修理費用，皆由本公司負擔。
2. 一般維修：來回運費及修理費用，皆由顧客負擔。

若有不明處或有任何問題，請洽詢
經銷店家或本公司客服中心。
SNOW PEAK 客服中心
02-2831-1230 (9:00~17:00)
service@snowpeak.com.tw
日商雪諾必克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六段39號
www.snowpeak.com.tw
韓國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