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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針腕錶

雙針指針錶

時間設定
1.	拉出錶冠到位置2。
2.	旋轉錶冠設定時間。
	 注意:	小時標示為1-12，分鐘標示介於小時標示之間，以每5分鐘為單位。
每5分鐘以線條“—”標示，每15分鐘以點“ ”標示。

3.	將錶冠推回到位置1。

1 2

時分秒三指針型腕錶		VX51E	/	R1063.2	/	9T33

時間設定
1.	將錶冠拉出到2的位置。
2.	轉動錶冠來設定到正確的時間。
3.	將錶冠壓回1的位置。

雙迴圏顯示型腕錶 (Palindrome Too)

時間設定
1.	將錶冠拉出到2的位置。
2.	轉動錶冠來設定到正確的時間。
3.	將錶冠壓回1的位置。

1 21 2

時間調整按鈕

正面 背面雙指針型腕錶  K62-132

時間設定
1.	按壓按鈕以轉動指針。
2.	設定到正確的時間。

10:15 12:00

11 22

VX51E / R1063.2 9T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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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腕錶

O-Ring數位顯示腕錶

時間顯示
錶圈上60個數位顯示格代表60分鐘，每經過一分鐘就會多出一
黑色顯示格。小時數會先以黑色數字顯示;	直到與分鐘的顯示格
交疊後就會自動切換成互補色以清楚顯示時間。

時間設定
調整按鈕位於錶背上
1.	持續按住“SET”按鈕兩秒可進入設定模式。
2.	此時小時顯示數字將開始閃爍;	按“ADJUST”按鈕以調整小時。
3.	按“SET”按鈕儲存並進行分鐘設定。
4.	按“ADJUST”按鈕以調整分鐘。
5.	設定完成後，按“SET”按鈕儲存及退出設定模式。
	 (	註:	在設定模式下，如果持續一分鐘無任何按鍵操作，將自動返回一般時間顯示模式。)

3:01 3:15 6:59 6:15

手環型數位顯示腕錶 (Ladies Bangle Digital)

時間、日期及秒數顯示方式如圖所示。
1.	一般時間模式會顯示時、分。
2.	按“ ”按鈕可切換至日期顯示。
3.	再按一次“ ”按鈕可切換至秒數顯示窗格。

24小時制顯示
在一般時間顯示下，按	“ ”按鈕可切換至24小時制顯示。

時間／日期設定
1.	在一般時間顯示模式下，持續按住“ ”按鈕兩秒，可切換至年份顯示。
2.	按“ ”按鈕調整年份。完成後按“ ”按鈕切換至月份顯示。
3.	按“ ”按鈕調整月份。完成後按“ ”按鈕切換至日期顯示。
4.	按“ ”按鈕調整日期。完成後按“ ”按鈕切換至小時顯示。
5.	按“ ”按鈕調整小時。完成後按“ ”按鈕切換至分鐘顯示。
6.	按“ ”按鈕調整分鐘。完成後按“ ”按鈕退出時間日期設定模式。

一般時間顯示 日期顯示 秒數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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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ime 數位錶

一般時間顯示
1.	按壓“ ”以顯示時間。
2.	立即再次按壓“ ”以顯示日期。
3.	時間或日期顯示後，訊息將會捲動顯現。訊息捲動完畢後，顯示器將自動關閉。

時間和日期設定
1.	按壓“ ”以顯示時間。
2.	立即再次按壓“ ”並持續壓住2秒以進入設定模式；12/24小時顯示形式會開始閃動。
3.	按壓“ ”以選擇12/24小時顯示形式。
4.	按壓“ ”以進入小時設定。
5.	按壓“ ”以增加數值；按壓並持續壓住“ ”數值可快速往前。
6.	按壓“ ”以進入下一個設定值。
7.	設定順序為：12/24小時顯示形式，小時，分鐘，年份，月份，日期。
8.	按壓“ ”以儲存並退出設定模式。
	 注意:	如連續7秒鐘沒有任何設定按鈕運作，設定將會被儲存，在訊息捲動完畢後，顯示器將自
動關閉。

訊息設定
1.	按壓“ ”兩次以顯示日期。
2.	立即再次按壓“ ”並持續壓住2秒以進入設定模式；第一個字元將會開始閃動。
3.	按壓“ ”以變更字元。
4.	按壓“ ”以前往下一個字元。
	 注意:	訊息長度上限為10個字元。
	 注意:	預設訊息為：“BE	STUPID”。當電池更換後，訊息將會自動重新設定回預設訊息。

透明LCD數位顯示腕錶 (Clear LCD Digital)

-	雙時區顯示
-	日期顯示
-	世界時間

一般時間顯示
1.	在第一時區模式時，按“ ”按鈕可快速瀏覽第二時區時間；反之亦然。
2.	持續按住“ ”按鈕可切換第一時區及第二時區。
3.	日期顯示在右下方；其上方為月份顯示。

時間／日期設定
第一時區及第二時區的時間須分別設定。設定前請先切換至欲設定的時區再進行設定。
1.	持續按住“ ”按鈕三秒進入時間日期設定模式；12小時/24小時制將開始閃爍。
2.	按“ ”按鈕選擇12小時或24小時顯示模式。完成後按“ ”按鈕切換至小時顯示。
3.	按“ ”按鈕可增加小時數。完成後按“ ”按鈕切換至分鐘顯示。
4.	按“ ”按鈕可增加分鐘數。完成後按“ ”按鈕切換至秒數顯示。
5.	按“ ”按鈕可將秒數歸至“00”。完成後按“ ”按鈕切換至年份顯示。
6.	按“ ”按鈕可增加年份。完成後按“ ”按鈕切換至月份顯示。
7.	按“ ”按鈕可增加月份。完成後按“ ”按鈕切換至日期顯示。
8.	按“ ”按鈕可增加日期。完成後按“ ”按鈕退出時間日期設定模式。
	 (	註:	在設定模式下，如果持續	30	秒無任何按鍵操作，時間將自動返回一般時間顯示模式。)

第二時區指示信號

月份顯示

日期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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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顯示型腕錶 (Plateau Digital)

一般時間顯示
1.	按“ ”按鈕以開啟/	關閉整點報時裝置。報時裝置開啟時，在螢幕中間會出現“C”的顯示字樣。
2.	按“ ”按鈕以顯示第二時區;	持續按住“ ”可調整第二時區時間。
3.	按“ ”按鈕開啟冷光。
4.	按“”按鈕以切換模式;	模式依序為:	一般時間顯示、鬧鈴模式、計時碼錶及倒數計時。
	 (	註:	在設定模式下，如果持續	60	秒無任何按鍵操作，變更將自動儲存並返回一般時間顯示模式。)

時間／日期設定
1.	在一般時間顯示模式，持續按住“”按鈕可進入設定模式；小時顯示數字將開始閃爍。
2.	按“ ”按鈕以增加數字。
3.	按“ ”按鈕儲存設定並進行下一設定值。
4.	重複步驟2及步驟3，依序設置：小時、分鐘、12/24小時制、年份、月份、日期。
5.	設定完成後，按“”按鈕儲存及退出設定模式。
	 (	註:	星期顯示會在退出設定模式後自動更新。)

第二時區設定
1.	在一般時間顯示模式，持續按住“ ”可調整第二時區時間。
2.	重複上述步驟1至步驟4設定第二時區時間。

鬧鈴模式
1.	按“”按鈕切換至鬧鈴模式。
2.	按“ ”按鈕以開啟/	關閉鬧鈴功能。鬧鈴功能開啟時，在整點報時顯示的“C”字樣中間會出現“ ”的顯示。
	 (	註:	鬧鈴將持續響鈴20秒;	按壓任何按鍵以停止鬧鈴。)

鬧鈴設定
1.	在鬧鈴模式，持續按住“”按鈕可進入設定模式；小時顯示數字將開始閃爍。
2.	按“ ”按鈕以增加數字。
3.	按“ ”按鈕儲存設定並進行下一設定值。
4.	重複步驟2及步驟3，依序設置：小時、分鐘。
5.	設定完成後，按“”按鈕儲存及退出設定模式。
	 (	註:	兩地鬧鈴功能:	鬧鈴1僅適用於第一時區;	鬧鈴2僅適用於第二時區。鬧鈴會隨著選擇的時區自動切換；兩組鬧鈴必須分別設定開啟/關閉)

計時碼錶
註:	在一小時內，計時碼錶會顯示分、秒、1/100th秒;	超過一小時後計時碼錶將改為顯示時、分、秒。碼錶最長可計時至23小時59分59秒。
1.	按“”按鈕切換至計時碼錶模式。
2.	按“ ”按鈕以開始/停止計時碼錶。
	 (	註:	在計時器開啟狀態，於任何其他模式下錶面將會閃動“CHRO”字樣。)
3.	當計時器停止後，按“ ”按鈕將秒數歸零。

分段計時
1.	當計時器運轉時按“ ”按鈕，分段時間將會持續顯示5秒鐘，之後自動切換回計時模式。
	 (	註:	於分段計時模式下，錶面會閃動“CHRO”字樣。)
2.	按“ ”按鈕完成及結束計時。

倒數計時
1.	按“”按鈕切換至倒數計時器模式。
2.	按“ ”按鈕以開始/	停止倒數計時器。
	 (	註:	在倒數計時器開啟狀態，於任何其他模式下錶面將會閃動“TMR”字樣。)
3.	按“ ”按鈕返回先前設定之倒數時間。
	 (	註:	當計時器倒數歸零時，“嗶”聲將連續響鈴20次;	按壓任何按鍵以停止響鈴。)

倒數計時器設定
1.	在倒數計時器模式，持續按住“”按鈕可進入設定模式；分鐘顯示數字將開始閃爍。
2.	按“ ”按鈕以增加數字。
3.	按“ ”按鈕儲存並進行秒數設定。
4.	按“ ”按鈕以增加數字。
5.	設定完成後，按“”按鈕儲存及退出設定模式。
	 (	註:	倒數計時器最長可設定至59分59秒。)

回復原廠設定
當時間顯示出現異常時，我們建議您重新設定手錶。欲重新設定所有功能，請同時按住四顆按鈕持續三秒，手錶將回復原廠設定值至:2009	年1
月1日，12: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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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型數位顯示腕錶 (Hard Starck Digital)

一般時間顯示
1.	按“ ”按鈕以切換模式;模式依序為:一般時間顯示、計時碼錶、倒數計時及鬧鈴模式。
2.	按“ ”按鈕以開啟冷光;	持續按住“ ”按鈕兩秒可開啟/關閉自動冷光功能。當自動冷光功能開
啟時，按壓任何按鍵即可開啟三秒鐘的冷光。

3.	按“ ”按鈕以開啟/	關閉整點報時裝置。
4.	按“”按鈕顯示第一時區/第二時區的指示燈;	持續按住“”按鈕兩秒可切換兩地時間。
	 (	註1:	在設定模式下，按“ ”按鈕可隨時退出設定模式，所有變更也會被儲存。)
	 (	註2:	在設定模式下，如果持續兩分鐘無任何按鍵操作，會自動返回一般時間顯示模式。所有變
更將不會被儲存。)

時間／日期設定
1.	在一般時間顯示模式，持續按住“ ”按鈕三秒可進入設定模式；小時顯示數字將開始閃爍。
2.	按“”按鈕以增加數字;	持續按住按鈕可加快速度。
3.	按“ ”	按鈕儲存設定並進行下一設定值。
4.	設定依序為：小時、分鐘、秒數、12/24小時制、年份、月份、日期。
5.	設定完成後，按“ ”按鈕儲存及退出設定模式。
	 (	註:	星期顯示會在退出設定模式後自動更新。)

計時碼錶
1.	按“ ”按鈕切換至計時碼錶模式。
2.	按“ ”按鈕以開始/	停止計時碼錶。
3.	當計時器停止後，按“”按鈕將秒數歸零。
4.	分段計時:	當計時器運轉時按“”按鈕，分段時間將會持續顯示5秒鐘，同時右下方會閃
動“CHRO”字樣，之後自動切換回計時模式。

	 (	註:	在計時器開啟狀態，於任何其他模式下，錶面右下方“CHRO”的“O”會持續閃動。)

倒數計時
1.	按“ ”按鈕切換至倒數計時器模式。
2.	按“ ”按鈕以開始/停止倒數計時器。
3.	計時器停止後，按“”按鈕返回先前設定之倒數時間。
	 (	註:	在倒數計時器開啟狀態，於任何其他模式下當秒數歸零時，錶面右下方“TMR ”的“ ”
會持續閃爍。)

倒數計時器設定
1.	在倒數計時器模式，持續按住“ ”按鈕兩秒可進入設定模式；分鐘顯示數字將開始閃爍。
2.	按“”按鈕以增加數字;	持續按住按鈕可加快速度。
3.	按“ ”按鈕儲存並進行分鐘設定。
4.	按“”按鈕以增加數字。持續按住按鈕可加快速度。
5.	設定完成後，按“ ”按鈕儲存及退出設定模式。

鬧鈴模式
1.	按“ ”按鈕切換至鬧鈴模式。ALM1/ALM2會閃爍兩次。
2.	按“ ”按鈕以開啟/關閉鬧鈴功能。
	 (	註:	鬧鈴將持續響鈴15秒;	按壓任何按鍵以停止鬧鈴。)
	 (	註:	鬧鈴1僅適用於第一時區;	鬧鈴2僅適用於第二時區。鬧鈴會隨著選擇的時區自動切換。)

鬧鈴設定
1.	在鬧鈴模式，持續按住“ ”按鈕兩秒可進入設定模式；小時顯示數字將開始閃爍。
2.	按“”按鈕以增加數字;	持續按住按鈕可加快速度。
3.	按“ ”按鈕儲存並進行分鐘設定。
4.	按“”按鈕以增加數字;	持續按住按鈕可加快速度。
5.	設定完成後，按“ ”按鈕儲存及退出設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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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款式

電池的壽命

大部分史塔克腕錶及飾品的電池平均壽命為17-18個月，其中LED及數位錶款則為24個月(註:	請注意當拆卸背蓋更換新電池的同時也務必更換
新的後底蓋防水膠圏，以維持正常防水功能。)

錶鍊介紹

錶鍊長度調整
1.	本系列以螺絲/錶栓拆卸及調整錶鍊長度	(圖A)。
	 (	註:	將螺絲/錶栓卸除後，請從另一邊將螺絲/錶
栓重新插入錶節中。)

2.	將金屬固定器從錶鍊上取下	(圖B)。
3.	拆卸所需移除之金屬錶節	(圖B)。
	 (	註:	須移除相同數量之PU錶節及金屬錶節。)
4.	最後將錶帶放入錶扣中，鎖上螺絲/錶栓以固定
錶帶。

圖A

螺絲/錶栓

圖B

金屬錶節

螺絲/錶栓

錶扣

金屬固定器

螺絲/錶栓

PU錶節

使用注意事項-防水說明

指標顯示 與水相關的使用

深度 錶殼後蓋標記 少量噴淋、
出汗、小雨等 淋浴等 游泳等 輕裝潛水

(不需要氧氣瓶的淺水) 防水特徵

- -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不防水，
必須遠離水

防水
30米
(3巴)

3ATM 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日常生活防水

防水
50米
(5巴)

5ATM 可以 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可淋浴，但
不可在游泳或
潛水時佩戴。

防水
100米-200米
(10巴-20巴)

10ATM	-
20ATM 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 可輕裝潛水

始終將錶冠壓下到正常位置。若為螺旋式錶冠,	請將它完全旋緊後壓下到正常位置。

-	 僅使用軟布和水清潔手錶。如果手錶不能防水，請勿將它浸入水中（見錶殼後蓋）。
-	 在海水裏使用後，請用自來水沖洗手錶並用軟布擦乾。
-	 金屬錶帶應定期擦洗，以保持其漂亮的外觀。用蘸有溫和皂液的軟刷清潔錶帶。請務必用軟布徹底擦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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錶帶介紹

圖A 圖B

錶帶

錶扣

壓扣

錶帶長度調整
1.	本系列以錶扣內側螺絲拆卸及調整錶帶長度	(圖A)。
2.	將螺絲拆卸並取下金屬固定片	(圖B)。
3.	將錶帶裁剪至適合的長度後，將金屬固定片置入錶帶
最末節的金屬座，再將錶帶放入錶扣中，最後鎖上螺
絲以固定錶帶。

	 (	註:	錶帶一經裁剪即無法再接回原始錶帶上，請務
必確認正確長度後再行裁剪。)

錶節

金屬固定片

錶扣螺絲

圖A

錶帶長度調整
1.	本系列從錶扣上方拆卸及調整錶帶長度	(圖A)。
2.	將錶栓從任一方向取出，以打開錶扣並取下錶帶	(圖B)。
3.	將錶帶裁剪至適合的長度後將錶帶放回錶扣內，按壓錶
扣表面以密合;	最後將錶栓插回錶扣直到聽見	“喀”的
聲響以完成錶帶固定	(圖B)。

	 (	註:	錶帶一經裁剪即無法再接回原始錶帶上，請務必確
認正確長度後再行裁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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錶帶

錶扣

圖B

取出錶栓(任一方向
皆可)以開啟錶扣

錶帶長度調整
1.	本系列以錶扣內側壓扣調整長度	(圖A)。
2.	將錶扣打開後，向上提拉錶帶末端以開啟壓扣	(圖B)。
3.	移動錶帶至適合的長度後，向下壓緊壓扣以固定錶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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