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熱嬰兒奶瓶

搭配yoomi加熱器使用時，yoomi奶瓶
只需要60秒時間，即可將奶瓶中的配方
奶 預擠母乳加熱至新鮮母乳的溫度。
yoomi 加熱器不需要插電，也不用電
池，只需要在使用前「儲熱」即可。儲
熱過程簡單方便，您可使用微波爐、一
鍋沸水或電動蒸汽消毒鍋。每次使用加
熱器前的儲熱過程都一樣 (一個加熱器
可使用最少150次)。一旦完成儲熱，加
熱器可保持儲熱狀態直到被啟動為止，
所以您想什麼時候餵奶都沒問題！

yoomi 奶瓶

如何使用 yoomi
奶瓶和奶嘴
用溫熱的清潔液將所有的 yoomi 奶瓶
配件都仔細清洗，奶嘴可用奶瓶刷清
潔，再用清水沖洗乾淨。

您可用平常使用的消毒方式消毒yoomi
奶瓶配件，只需遵照消毒鍋的使用說明
即可。

如何使用 yoomi
加熱器
yoomi 加熱器在每次使用前都必須經
過儲熱與消毒的程序。如果您的加熱器
底部摸起來硬硬的，搖晃時聽不到喀喀
聲，就表示尚未儲熱。

A 使用微波爐
以下使用說明針對功率為600-1000瓦的
微波爐。請記得使用微波爐儲熱加熱器
時，必須搭配yoomi 專用的微波爐杯這是我們專為保護加熱器而設計的必要
安全裝置。
將加熱器下端朝上，放入
微波爐杯中

yoomi 防脹氣奶嘴
您可以透過下列三種簡單的方式儲熱加
熱器：

加蓋上盒蓋，並扣緊安全扣

A 使用微波爐 需搭配yoomi微波爐杯

yoomi 奶瓶環

yoomi 奶瓶
與 yoomi 加 熱 器 搭
配使 用 ， 讓 餵 奶 變
得更得心應手！

yoomi 加熱器

B 在沸水中煮沸
C 使用電動蒸汽消毒鍋

請詳微波爐
加熱階段一

創辦人的
貼心提醒
我通常都會輕按加熱器的底部，確
認是否已完成儲熱。如果摸起來的
觸感軟軟的，感覺裡面是液體，搖
晃時可以聽到喀喀聲，像液體裡有
顆球，就代表儲熱成功了。
如果搖晃時沒有喀喀聲？聽起
來像是冰沙？請見背面更
詳細的儲熱說明。

秒

請詳微波爐
加熱階段二

秒

加熱階段一：將微波爐杯放
入微波爐中，選擇最高功率
，並遵照右側表格中加熱階
段一的長度，進行儲熱
將微波爐杯從微波爐中取
出，用力搖晃30秒-此時您
應該可以聽見喀喀聲

加熱階段二：將微波爐杯
放回微波爐中，依照加熱
階段二的時間再次加熱

重複步驟4，用力搖晃微波
爐杯30秒
將微波爐杯靜置，待冷卻
後方可使用

- 自熱嬰兒奶瓶

yoomi 加熱器

yoomi 微波爐保護杯
無殺菌功能

www.yoomihk.com

創辦人的
如果您想單獨使用 yoomi奶瓶(不搭配
加熱器)，請將奶瓶環套上奶嘴(如聽到
喀啦輕響就表示已經扣好了)，將配方
奶 母乳倒入瓶中，最後將組裝好的
奶瓶環與奶嘴和奶瓶旋緊，即可開始
餵奶。

貼心提醒
yoomi 是您加熱預擠母乳
和液態配方奶的最佳幫手！
提醒您：若使用奶粉，請遵
照罐上說明指示幫寶寶
沖泡奶粉喔！

所有的配件都可用洗碗機清洗。

yoomi 奶瓶蓋

為能使您的 yoomi 奶瓶組發
揮最大功能，請詳細閱讀以下
的使用說明。

餵奶前需要清洗與消毒您的yoomi
奶瓶與奶嘴。

該 餵 奶 了？
將奶瓶清洗乾淨並徹底殺菌，將奶瓶
環套上奶嘴（如聽到喀啦輕響就表示
已經扣好了），將已套好的奶瓶環與
奶嘴，套在加熱器上，最後蓋上奶瓶
並旋緊瓶口。

準備好要加熱了嗎？請隔著奶嘴按下
加熱器上的橙色按鈕，只需數秒的時
間，加熱器即會開始啟動，在搖晃時
加熱器也不會再有聲響。
靜候30秒鐘
當橙色按鈕上的顏色漸漸褪去後，蓋
上奶瓶蓋，將奶瓶倒過來，靜置30秒
，讓瓶中的配方奶 預擠母乳慢慢流
經加熱器上的溝槽，進入奶嘴。
可以餵奶了！拿奶瓶時記得讓奶嘴一
直保持在滿的狀態。加熱器的溫度可
以持續一小時。

微波爐加熱說明

B 煮沸法

功率(瓦特) 加熱階段一 加熱階段二
600
700
750
800
850
900
950
1000

1分30秒
1分30秒
1分20秒
1分10秒
1分10秒
1分
1分
50秒

1分
50秒
30秒
30秒
30秒
30秒
30秒
30秒

•請勿加熱超過我們建議的加熱時間
•請勿將未搭配微波爐杯的加熱器單獨
放入微波爐中加熱
•請勿擅自將兩階段的加熱時間合併
•一次只能將一個微波爐杯放入微波爐
中加熱
•使用完微波爐杯後請記得用冷水洗淨
並晾乾
•如果在儲熱過程中，您發現微波爐杯
上的紅色警示線已露出(超過2mm)，
表示加熱器已經過度加熱，此時請立
刻停止加熱。請將微波爐杯靜置冷卻
，等到看不見紅色警示線後再將微波
爐杯打開
•如果您在微波爐杯中發現藍色液體，
表示加熱器已過熱並導致破裂。請先
等微波爐杯完全冷卻後再打開。藍色
液體雖然不含毒性，但有可能在加熱
後變燙
•如果您的加熱器無法順利存熱，請見
背面更詳細的儲熱說明
將加熱器放入微波爐杯儲熱時，並不能
將加熱器消毒。您可以使用電動蒸汽消
毒鍋，選擇一般模式；或是將加熱器放
在沸水中煮沸4分鐘。

•您可以一次儲熱與消毒數個加熱器
•請確保在整個煮沸過程中，加熱器
需完全被水淹過，並側面朝下置放
•讓水持續沸騰25分鐘
•關火，將加熱器取出，置於已消毒
過的平面上，待冷卻後方可使用

C 使用電動蒸汽消毒鍋
您可以將加熱器（不含微波爐杯）
放入電動蒸汽消毒鍋25分鐘，以
蒸汽加熱的方式儲熱。記得此時
需使用說明書上建議水量之4倍。
例如：說明書上寫40mL，則儲熱
時使用160mL。建議您在儲熱加
熱器前先詳閱產品說明書。

冷卻加熱器
yoomi 加熱器在儲熱後需要先冷卻
，才能使用。您可以將加熱器平放，
在室溫下靜置75分鐘，或浸泡在冷水
中20分鐘。切勿太快按下按鈕，否則
可能對加熱器造成永久性的損害。
如果您使用微波爐杯儲熱加熱器，您
可以使用冷水消毒液，在讓加熱器降
溫的同時完成消毒的程序。

創辦人的
貼心提醒

創辦人的
貼心提醒
我通常會把組裝好的

yoomi 奶瓶（奶瓶環，奶

在儲熱時，加熱器的底部會
膨脹，上面的按鈕顏色也會
變淡 - 這是正常現象。當按
鈕顏色變回橙色，冷卻的加
熱器搖晃時也開始有喀喀聲
時，就表示可以使用了。

嘴，加熱器，奶瓶，奶瓶蓋）
放在冰箱裡。加熱器會一直
保持在儲熱狀態，也方便
隨時取用。
您可以在下列網址觀看我們的示範影片：

www.yoomihk.com

關 於 yoomi

yoomi 與 嬰 兒 安 全

yoomi的創始人Farah和Jim是一對夫

我們最初是為了自己的孩子設計
yoomi 。 我 們 的 小 兒 子 N i a l l 是 開 發
yoomi時最主要的試用者，也因此「安
全」一直是我們的優先考量。yoomi加
熱器使用一種無毒性但高濃度的鹽溶液
，我們添加了食品級的染色劑，將溶液
染成藍色，萬一溶液意外滲漏，您也能
立即察覺。

媽 媽 的 靈 感，爸 爸 的 設 計
妻，在幫自己的寶寶餵奶時，有感於
種種不便(半夜起床餵奶，出門時需要
向服務生要熱水)，決定尋求更好的餵
奶方式。Farah的靈感和Jim的工程技
術，再加上專家建議與親朋好友的協
助，僅需60秒就可以完成加熱的
yoomi奶瓶加熱組於是誕生了。
所有的yoomi奶瓶都100%不含雙酚A
，奶嘴貼近母親的乳房形狀，讓寶寶
更容易含在嘴裡，防脹氣的奶嘴，讓
寶寶喝奶時更舒適，無論是對純瓶餵
、混合親餵與瓶餵，或是親餵轉瓶餵
的寶寶都是理想選擇。
與加熱器搭配使用時，只需60秒，即
可將配方奶 預擠母乳加熱至新鮮母
乳的溫度！您也可以單獨使用不含加
熱器的yoomi奶瓶。

此外 ，我 們在 溶液 中添 加了一 種 叫做
「必苦」的苦味劑，萬一加熱器破裂造
成滲漏，寶寶會立刻抗拒喝奶。您可到
「必苦」的官方網站(www.bitrex.com)，
了解此種物質如何幫我們把關嬰兒安全。
如果您發現加熱器受損，請立刻停止餵
奶，並將瓶中已遭汙染的配方奶 母乳
和加熱器丟棄。如果您擔心寶寶可能誤
食滲漏的溶液，請立即就醫治療。如果
您不慎碰觸溶液，請立刻用清水將雙手
徹底洗淨。

所有yoomi奶瓶、奶嘴和加熱器皆可
互相搭配使用，組裝容易，使用方便。

“ 剛 剛 好 ”的 溫 度
如果您遵照我們的說明指示使用yoomi
加熱器，您再也不會將配方奶 預擠母
乳加熱過度。若您使用熱水或微波爐加
熱，除了可能會造成營養流失，也容易
因加熱過度或不均，燙傷寶寶的嘴巴。
此外，也有可能代表寶寶比較偏愛溫度
較高的配方奶 預擠母乳，所以抗拒喝
溫度較低的親餵母乳，讓混合瓶餵和親
餵更不容易。

加熱器使用說明
使用微波爐儲熱，必需使用 yoomi 專
用微波爐杯(切勿單獨使用加熱器於微
波爐儲熱，會導致損壞)。
初次使用加熱器，頂部應是硬實的，於
搖晃時沒有喀喀聲的液體感覺。加熱器
可進行儲熱程序了。

步驟：
1) 先 要 知 到 會 使 用 微 波 爐 的 功 率
(WATT/瓦特)，建議使用600~1000
WATT/瓦特的數字顯示輸入時間微
波爐，會較小時間誤差，若使用時
間扭制式微波爐，務必先測試是否
有機械式時差。(可與本公客戶服務
部查詢方法)，此會在使用微波爐儲
熱時更放心。
2) 加熱器先正確放入專用微波爐杯，
應是橙色按鈕向杯底放入，把頂蓋
兩側相連的長條形臂，穩固緊扣於
杯底凹槽內，應有“啪”的聲響發
出，確定頂蓋牢固不脫。(如長條形
臂折斷，請不要使用微波爐杯)
3) 放入微波爐轉盤中央，若多個加熱
器要進行儲熱，必需分次進行，每次
只可使用微波爐儲熱一個加熱器。

4) 按此說明書上的 微波爐功率/加熱時
間參考例表 進行調較儲熱時間。
(總加熱時間不可超出2分鐘)
加熱次序：加熱一次 ---> 手搖 --->
加熱二次 ---> 手搖 (完成)
- 4.1 先 調 較 微 波 爐 為 最 高 功 率
(HIGH/高) 輸出
- 4.2 設定最合適時間(例如：750
WATT/瓦特的微波爐)
- 4.3 第一次加熱：設定時間為1分
20秒
- 4.4 微波爐停止後，取出微波爐杯
上下用力搖晃約30秒
- 4.5 第二次加熱：設定時間為30秒
- 4.6 微波爐停止後，取出微波爐杯
上下用力搖晃約30秒
儲熱已完成，若不是即時使用，請暫時
不要從微波爐杯取出加熱器，待室溫下
冷卻75分鐘。
如需即時使用，請取出加熱器，應感覺
點熱度，但不熨手，放入清潔的冷水中
浸20分鍾，若已手感不到暖，但搖晃
時有液體感覺及喀喀聲，可使用了。

貼心提示：
在剛完成了儲熱的加熱器，在未冷卻下按橙色的啟動掣，此會永久損毀加熱器。
微波爐總加熱時間不可超出2分鐘，不建議不分段加熱。
若加熱器因過度加熱，會出現藍色無毒液體漏出微波爐杯中內，杯口紅邊線亦會
露出2mm以上警示。
(如對使用上有任何疑問，歡迎直接聯絡本公司客戶服務部電話 21872408 或
電郵 info@yoomihk.com)

如何保養您的
yoomi 產 品

警告事項！

以下的貼心小提醒，可以讓您
yoomi一直保持在最佳狀態喔：

yoomi 最關心寶寶們的安全與健康，

•奶嘴刷是最適合 yoomi 奶嘴的清
洗工具。盡量避免將奶嘴外翻，以
免損壞奶嘴。 yoomi 團隊非常重
視安全和衛生，因此我們建議您，
每兩個月更換一次奶嘴。

•在使用前請務必徹底清洗並消毒所有
yoomi配件。
•每次消毒前都仔細檢查奶瓶、加熱器
和奶嘴。檢查奶嘴時可輕輕拉扯，如
發現有破損或裂痕，請立即更換。如
加熱器損壞，請立即丟棄加熱器與瓶
中的液體。
•請避免將奶嘴置於日光直曬處，或留
在消毒劑(液)中過久，否則容易損壞
奶嘴。
•請勿將奶嘴當作一般的安撫奶嘴使用。
讓寶寶持續或過長時間吸奶瓶(即使奶
瓶中沒有添加糖分)，容易造成奶瓶性
齲齒。
•每次餵奶前都要確認奶瓶溫度，務必
避免用微波爐加熱配方奶 母乳，此
種加熱方式易造成加熱不均，可能會
燙傷寶寶的嘴巴。
•如果您餵奶時選擇的是配方奶，請遵
照奶粉罐上的沖泡方法。沖泡的配方
奶可保存2小時。
•再次提醒您， yoomi 加熱器在儲熱
後需要先冷卻(室溫下靜置75分鐘，或
放在冷水中20分鐘)，才可使用。如果
您太快按下按鈕，有可能對加熱器造
成永久性的損害。請記得加熱器在儲
熱後會變燙，請待冷卻後再拿取。
• yoomi 加熱器僅能透過以下方式儲
熱：搭配微波爐杯使用、沸水加熱與
電動蒸汽消毒鍋。請勿將沒有使用微波
爐杯的加熱器單獨放入微波爐中。
•使用沸水加熱或電動蒸汽消毒鍋時，
請在儲熱與冷卻的過程中讓加熱器保
持側面朝下。
•只在加熱器放入奶瓶中的情況下啟動
加熱功能 (按下按鈕)。
•您可以將 yoomi 產品放入洗碗機中
清洗。但食物中的色素有可能將
yoomi配件染色。
• yoomi 僅供盛裝嬰兒配方奶 母乳
使用
•祗可使用功率為600-1000瓦特的微波
爐儲熱加熱器。
•請確保用微波爐儲熱加熱器時，加熱
器已完全冷卻。

• yoomi 加熱器在儲熱後需要先冷
卻，您可以將加熱器在室溫下靜置
75分鐘，或放在冷水中20分鐘。
如果您太快按下按鈕，有可能對加
熱器造成永久性的損害。
• yoomi 加熱器不喜歡受到陽光直
曬 或 激 烈 溫 度 ( 低 於 0 ˚C 或 高 於
100˚C)，所以請將它們放在乾燥陰
涼的地方。
• yoomi 加熱器在完成儲熱後會一
直保持在儲熱狀態
• yoomi 需要您溫柔的對待，請勿
將它們放在水壺中煮沸，遠離溶劑
和刺激性的化學物質，更不要拿給
兒童玩耍。
•在下列情況，請更換新的 yoomi
加熱器：
- 已使用超過150次
- 儲熱後按下橙色按鈕時，顏色
不再變淡
- 加熱器上有破損跡象，或發現
藍色溶液滲漏

yoomi加熱器可儲熱150次。如果您想記錄使用yoomi的情形，可於每次使用時
在圈圈中打一個勾（✔
）。
初次使用日期：
/
/

yoomi的設計能將配方奶 預擠母乳加
熱至新鮮的母乳溫度，約32-34˚C。
母乳的溫度比體溫稍低，所以當您試溫
度時，應該會感覺有點涼。

自熱嬰兒奶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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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與我們分享您對 yoomi 產品的想法、意見與疑問：
客服專線：(852) 2187 2408 (週一至週五 9:00-17:00)
客服信箱：info@yoomihk.com

若有其他疑問，請到香港官方網站
www.yoomihk.com 瀏覽相關的常見問題

yoomi產品不是玩具，
需在成人監督下使用。

所以請您花費數分鐘，仔細閱讀以下的
警語：

•加熱時請勿超過說明書上的建議時間
•使用微波爐儲熱加熱器時，請務必搭
配微波爐杯使用
•請勿合併不同階段的加熱時間
•使用微波爐儲熱加熱器時，一次僅能
將一個微波爐杯放入微波爐中
•每次使用完微波爐杯後，請用冷水沖
洗乾淨並晾乾
•如果您在加熱過程中發現，微波爐杯
上的紅色警示帶已經露出超過2mm的
寬度，表示加熱器已經過熱了
•如果您在微波爐杯中發現藍色液體，
請待微波爐杯完全冷卻後再打開盒蓋
。雖然藍色溶液沒有毒性，但有可能
在加熱過程中變燙
•如果您的加熱器無法成功儲熱，請見
官網的詳細儲熱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