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有特點
High Road™ 底盤

所有 Osprey 有輪旅行包均採用 
Osprey 獨家特有的 High Road™  
底盤。其特別配有 A 符合人體工程學
的帶組合通風鰭片的可伸縮拉杆、 
B 6061 T6 鋁合金框架、C 附有玻璃
纖維基材襯墊和組合底腳／把手的超
耐用輕量複合底座、D 附有密封軸承
的超大高牽引聚氨酯輪盤，以及 E 高

地隙設計。

 
可折疊背包式背負

巔峰 (Meridian)／旅居 (Sojourn) 
High Road™ 底盤上的背負系統可像
背包一樣背負，從而令背負更輕鬆舒
適。A 豪華可調節／可拆卸背帶和腰
帶附有透氣背板，收藏在背包背面拉
鏈隔層後。若要使用背包，B 可拉開
背包背板拉鏈並將其卷起來，隱藏在
背包底部空間中。C 從隔層中拉出可
拆卸背帶／腰帶。D 將腰後腰帶底座
上的公扣插入 High Road™ 底盤底
座上的母扣中 — 應聽到哢嗒聲。若
要將背帶／腰帶放回隔層中，顛倒步
驟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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巔峰  (Meridian)/ 
旅居 (Sojourn)  
系列使用手冊

恭喜您購買 Osprey 巔峰 (Meridian) 或旅居 (Sojourn) 

系列可折疊有輪旅行包。我們注重細節，追求完美，

為您呈獻真正全功能的背包，而且我們希望確保您完

全瞭解並充分使用您的背包。本手冊將為您的背包提

供從基礎開始的完整產品介紹。

巔峰 (Meridian) 和旅居 (Sojourn) 系列可折疊有輪旅行包特別採
用耐用的輕量 High Road™ 底盤、業內最好的拖輪以及旅行耐用布
料。 實用收納適用於短時差旅或 數月旅行。

旅居 (Sojourn) 系列

獨有特點
• 與 Osprey AddOns™ 日光 (Daylite) 背 
 包兼容

• StraightJacket™ 壓縮附有泡沫襯墊側壁

• 兩個前板加強型外部菊花鏈／掛件點

F12.1VPrinted on recycled content paper

尺寸 容量 重量

28”/75 l* 單一尺寸 4577 cu.in.* / 75 l 9 lb 6 oz / 4,25 kg
外部尺寸 28” (高) X 14” (寬) X 12”(深) / 72 (高) X 35,5 (寬) X 30 cm* 

22”/60 l* 單一尺寸 3661 cu.in.* / 60 l 8 lb 11 oz / 3,93 kg
外部尺寸 22” (高) X 14” (寬) X 9”(深) / 56 (高) X 35,5 (寬) X 23 cm*    

主要布料
•	 420D	背包專用高密尼龍布料
•	 1680D	彈道尼龍
 
* 請注意：容積測量包含巔峰 (MERIDIAN) 日用背包。
尺寸測量不含巔峰 (MERIDIAN) 日用背包

尺寸 容量 重量

28”/80 l* 單一尺寸 4882 cu.in.* / 80 l 7 lb 14 oz / 3,58 kg
外部尺寸 28” (高) X 14” (寬) X 12”(深) / 72 (高) X 35,5 (寬) X 30 cm* 

25”/60 l* 單一尺寸 3661 cu.in.* / 60 l 7 lb 10 oz / 3,46 kg
外部尺寸 25” (高) X 14” (寬) X 12”(深) / 64 (高) X 35,5 (寬) X 30 cm*    

主要布料
•	 420D	背包專用高密尼龍布料
•	 1680D	彈道尼龍

巔峰 (Meridian) 系列

獨有特點
• 飛奔 (Zip) 和 Clip 可拆卸日用背包

C

D

A

B

A

WWW.OSPREYPACKS.COM
Meridian Sojourn

背包保養
Osprey 推薦使用 Nikwax® 產品進行背包保
養。使用該產品清潔背包的完整使用方式，請
參觀網站 www.ospreypacks.com/PackTech/
PackCare

您的背包為極度耐用的產品，可經年重覆使
用。但是，部分基本的保養程序可確保您的背

包維持最佳狀態。

• 每次外出使用後，請務必徹底清理背包。

• 如果弄濕了，請掛起晾乾。

• 解開所有背帶。

• 定期清洗背包。（不得沉浸配備我們 High Road™  
 有輪底盤的旅行包。）

隨身攜帶行李箱

巔峰 (Meridian) 22”/60l（不含巔峰 (Meridian) 日用背包）符
合大多數美國航空公司規定的最大隨身攜帶行李尺寸規格。小
竅門：將背包放置於上方行李艙時，宜按大多數美國航空公司
建議，先行放入可伸縮拉杆（而非拖輪）。

保證

Osprey 的背包採用耐久性設計，使用壽命長，無論您如何使用
它，我們都提供最好的品質保證。www.ospreypacks.com。

有疑問嗎？
請與 Osprey 客戶服務部聯繫。親切的客戶服務。請轉到
www.ospreypacks.com 的客戶服務標籤。

OSPREY PACKS, INC.
115 PROGRESS CIRCLE
CORTEZ, CO 81321 USA
+1 866 284 7830



調整背帶

背帶可進行調整，以貼合不同尺寸的背
板，長度從 16” 到 22” (41CM-56CM) 
不等。若要調整，A 可鬆開背帶頂部的
負重提舉帶。在內置背板上找到調整
箭頭，B 並從網兜背板上的頂端箭頭
開始，將手伸到背板後及背帶間，把閉
合的鉤與環分開。用刺繡標記作為指
引，上下調整背帶，然後重新合上鉤與
環，固定背帶。（附註：網兜背板繃緊
後，其中的雙層槽讓背板獲得更大的
調整範圍）

ErgoPull™ 腰帶

若要使用 ErgoPull™，充分鬆開織帶，
以便您能連結中央帶扣。然後握住任一
側織帶的松頭，同時雙手均勻用力拉緊
並使其交叉。 

腰帶／背帶拆卸

若要拆卸背包腰帶和背帶系統，A 可拉
開背板包拉鏈，解開背帶頂端的兩個帶
扣，將其固定在背包的主體上，如已固
定，B 將腰帶腰後區域上的兩個帶扣連
接到背包底座。C 在網兜背板後找到並
解開將腰帶腰後區域緊固到主包體上
的兩個紅色帶扣。D 將手伸到背板後，
把閉合的 鉤與環分開，並向上滑動背
帶／腰帶系統穿過網兜背板中的開口，
進行拆卸。現在，您可用此空間存放附
加裝備或髒衣物。顛倒步驟，可重新裝
上背帶和腰帶。

水袋

水瓶／附件袋位於背包頂部，便於存
取，通過機場 安檢時可快速取出水瓶。

後面板

後面板口袋最適合收納雜誌或其他小
物品，讓您的裝備井然有序，是旅程的
最佳伴侶，而上掀式身份識別袋可讓您
的  Osprey 背包在您前行時易於辨認。

面板負載取裝／內部結構

雙重可鎖拉鏈式面板連通主
隔層。從內部來看，內部結構包括可妥
善收納衣物並附有布翼的兩根內置壓
縮帶和側面拉鏈網袋和收納布袋，以及
前板拉鏈網袋。

速遞包附件

綜合隱藏式速遞包附件帶可提供快速
且安全的背負感受。

把手

全襯加強型頂部和側面把手以及底
角／把手可提供多種舒適的背負選擇。

隨身攜帶行李箱

除去巔峰 (Meridian) 日用背包後，巔峰 
(Meridian) 22” /60 l 均符合大多數美
國航空公司規定的最大隨身攜帶行李
尺寸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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巔峰 (Meridian)

獨有特點
巔峰 (Meridian)：飛奔 (Zip) 和 Clip 可拆
卸日用背包

A 解開將巔峰 (Meridian) 日用背包緊固到
主包體上的三個帶扣，並拉動紅色拉片，至
完全脫離日用背包。

巔峰 (Meridian) 日用背包
巔峰 (Meridian) 日用背包是一款全功能可
拆卸日用背包，適用於一天的短途履行，是
隨身攜帶的最佳伴侶。

獨有特點 
• 隱藏式背帶附有可調節胸帶和求生哨帶扣

• 月牙形拉鏈頂袋

• 兩個彈力編織側袋

• 拉鏈面板連通附有有襯筆記本電腦套、 
 有襯電子書閱讀器／平版電腦套以及透 
 過端口進入的電子產品口袋的整個內部 
 結構。（適合收納 15.4”／39 CM 的筆記 
 本電腦）

• 背板套方便收納背帶／地圖／文件

• 巔峰 (Meridian) 拉鏈和夾子

容量與重量

1220 cu.in / 20 l • 1 lb 6 oz / 0,63 kg
外部尺寸

20” X 12” X 6” • 51 X 31 X 14 cm

旅居 (Sojourn) 獨有特點
巔峰 (Sojourn) AddOns™ 附件
您可在旅居 (Sojourn) 前板上找到
四個 D 型環，A 用於連接 Osprey 
AddOns™ 日光 (Daylite) 背包。推動滑
塊從下方穿過 D 型環，然後用力拉背
帶以緊固。調整背帶上的張力，可讓您
在日光 (Daylite) 後存放附加裝備。

StraightJacket™ 壓縮 
旅居 (Sojourn) 在 StraightJacket™ 壓
縮系統中採用泡沫側壁。側壁可緊緊
壓縮包內裝備，並將重量轉移到腰帶，
不論負載有多大。當背包裝滿 2/3 以
上後，壓縮帶扣住背包前部；對於小裝
備，可將背帶連接至背板邊緣的兩個
母口上。 

菊花鏈掛件 
兩個加強型前板外部菊花鏈／掛件點
可 提供附加外部儲物空間，適合存放
急用物品。

Osprey AddOns™

定制 Osprey 全系列 AddOns™ 並以此
保護您的背包。欲瞭解全套產品，請造
訪貴地 Osprey 零售商或參觀我們的
網站：www.ospreypac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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