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UICY COUTURE腕錶
使用說明、維修保養、

保修和服務信息



JUICY COUTURE腕錶

掌握准确時間的同時，享受絢麗多姿的生活。Juicy Couture防水腕錶擁有精准的石英機芯和防刮
划的天然水晶鏡面，讓您彰顯古靈精怪的个性而又不失女性魅力，戴上它，您就是當下最時尚的
女孩。恭喜！您正式擁有了Couture時尚腕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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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1)  双指針和三指針錶款

圖例

1, 2 – 錶冠位置
S – 秒針

錶冠位置：
位置1 –      正常位置。 

錶冠推入錶壳中。
位置2 –      設置時間： 

向任一方向旋轉錶冠。

圖 A

圖 B

S

1  –  2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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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2) 具有星期/日期/24小時制副錶盤的多眼錶款 – A 類

S
圖 A

1  –  2  –  3

此Juicy Couture多眼錶款配備中置時針、分針和秒針，以及小型星
期、日期和24小時顯示窗。

設置時間和星期：
1. 當秒針S到達12点位置時，將錶冠拔出至位置3； 

腕錶（秒針S）停止走動。
2. 順時針方向旋轉錶冠，將時針H和分針M向前撥，直至星期指

針W指向正确的星期值。
注：逆時針方向旋轉錶冠不會使星期指針W倒退。
若要快速向前撥星期指針W，先逆時針方向旋轉錶冠，使時針H 
和分針M倒退至星期值開始自動變更前的4到5小時（晚上11:00到
凌晨4:00）；然后順時針方向旋轉錶冠，使時針H和分針M經過午
夜，直至星期指針W向前推進一天。根据需要重复此步驟，直至
指針指向正确的星期值。
3. 順時針或逆時針方向旋轉錶冠，將時針H和分針M設置為所需

的時間。
注：24小時指針F將与時針H同步，因此設置時間時，請注意區分
上午/下午，以便24小時指針設置正确。
設置分鐘數時，將分針M設置為比所需時間提前4-5分鐘的位置，
然后將其調回至准确的時間位置。
4. 將錶冠推回位置1；腕錶（秒針S）恢复走動。

設置日期：
1. 將錶冠拔出至位置2。
2. 逆時針旋轉錶冠，直至日期指針D指向正确的日期。
重要說明：切勿在晚上9:00至凌晨1:00之間調整日期，此時正在進
行自動日曆變更，否則下一日的日期可能无法自動變更。
如果某月的天數少于31天，則有必要在下月調整日期。

圖例

1, 2, 3 – 錶冠位置

H – 時針
M – 分針
S – 秒針
D – 日期指示器  
F – 24小時指針 
W – 星期指示器

H
M

D

W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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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3) 具有星期/日期/24小時制副錶盤的多眼錶款 – B 類

圖例

1, 2, 3 – 錶冠位置

A – 按鈕 - 快速日期調校
B –  按鈕 - 24小時制時間/第二時區指針快速調校 
C – 調校按鈕 - 快速星期日期調校  
H – 時針 
M – 分針
S – 秒針
D – 日期指針
F – 24小時制時間/第二時區指針
W – 星期指針 

此Juicy Couture多眼錶款配備中置時針、分針和秒針，以及小型星
期、日期和24小時顯示窗。

設置小時、分鐘和24小時制時間：
1. 將錶冠拔出至位置2。
2. 順時針旋轉錶冠，將小時、分鐘和24小時制時間指針設置為所

需時間。
3. 將錶冠推回位置1。

設置第二時區：
1. 錶冠位于位置1時，按下并松開按鈕B，將24小時制時間指針設

置為所需時間；每按一次按鈕，指針向前推進1小時。
注：使用按鈕B設置第二時區中的小時數時，分針必須設置在55分
和05分之間。

設置日期：
1. 將錶冠拔出至位置2。
2. 順時針旋轉錶冠：時針和分針每次經過午夜(00:00)時，日期指

針將向前推進1个數字。
3. 調整到所需日期后，將錶冠推回位置1。

快速日期調校：
錶冠位于位置1時，按下并松開按鈕A向前推進日期指針，直到顯
示所需的日期：日期指針將在每次按下按鈕后逐步向前推進。
注：日期在午夜00:00而不是中午12:00時向前推進。

設置星期日期：
1. 將錶冠拔出至位置2。
2. 順時針旋轉錶冠。時針和分針每次經過凌晨4:00(04:00)時， 

星期日期指針將向前推進1天。
3. 調整到所需的星期日期后，將錶冠推回位置1。

快速星期日期調校：
注：使用笔尖或圖訂等帶尖頭的物体操作調校按鈕C。
錶冠位于位置1時，按下并松開調校按鈕C兩次以向前推進星期日
期指針，直到顯示所需的星期日期：每按兩次按鈕，星期日期指針
將向前推進1天。
注意：由于星期日期在晚上10:00(22:00)至早上6:00(06:00)之間自動
變更，為防止對腕錶的機械裝置造成損坏，請勿在此時段內使用快
速星期日期調校功能。

圖 A

H

S

W

F

1   –   2   –  3

M

D
C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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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4) 數字錶款 

查看當前設置：
設置腕錶后，按一次按鈕C顯示日期（月份/日期）；第二次按
顯示秒數；第三次按返回當前時間（小時/分鐘）顯示。

調整日期/時間設置：
注：使用笔尖或圖訂等帶尖頭的物体操作調校按鈕B。
調校按鈕B用于按以下順序循環顯示數字顯示屏設置模式：月份à
日期à小時à分鐘à退出。當前設置模式中可更改的數字字段將
會閃爍。
1. 按下并松開調校按鈕B進入所需的設置模式。
2. 按下按鈕C調整活動字段中閃爍的數字。
3. 待閃爍的顯示屏中出現正确的數字后，按調校按鈕B确認 

設置。
4. 根据需要重复以上步驟調整其他顯示設置。
注：調整或忽略閃爍的分鐘數顯示后，腕錶將返回正常的時間顯
示模式。
在設置模式下，小時顯示在午夜12点至上午11点之間循環，然后在
中午12点至晚上11点之間循環，這樣日期顯示將在午夜而不是中午
正确地變更。
設置腕錶后，按按鈕C不會激活“自動運行”功能。

B

A

C

圖例

A – 按鈕 – EL背光 
B – 調校按鈕 – 時間/日期設置
C – 按鈕 – 顯示模式

這款Juicy Couture數字腕錶配有全LCD顯示屏和EL背光。按下按
鈕時，在以12小時制顯示小時/分鐘的同時，還可顯示月份/日期和
秒數。

使用EL背光：
在任何顯示模式下，按下按鈕A。錶盤將亮起兩秒鐘，以便在低光
度環境下輕松查看數字顯示屏。

圖 A

圖	B

B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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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扣上宝石鎖扣，輕輕按緊，直到牢牢卡住。

特性
(A) 宝石鎖扣

當可調節錶扣展開，讓錶鏈从鉸鏈上滑脫時，宝石鎖扣可將錶帶
分為兩半，确保最佳佩戴舒适度。

宝石鎖扣通常在錶鏈一半的末端，安裝在錶壳的6点鐘處。

錶鏈的兩半部分在此分离。

 
操作鎖扣：

1. 按箭頭所示方向用指尖將宝石鎖扣扳開。

2. 如圖所示，將錶鏈的銷杆末端卡入打開的宝石鎖扣。

帶宝石鎖扣的錶鏈一半 
(安裝在錶壳的6点鐘處）

帶銷杆的錶鏈一半 
(安裝在錶壳的12点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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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B) 网狀手鐲錶鏈滑扣

精選Juicy Couture款錶配備的网狀手鐲錶鏈有一个套挂宝飾扣，可
以使您通過滑動錶鏈上的扣半針杆調整手鐲錶鏈大小，从而達到
量身打造的合适度。

如上：打開网狀手鐲錶鏈側，打開時滑動扣半的針杆處于鎖定
狀態。

調整錶鏈大小：

1. 用工具，例如小型平頭螺絲刀，敲開扣半針杆上的鐵片，
松動扣鎖機制。

2. 在网狀手鐲錶鏈上朝任何方向滑動扣半針杆至理想位置。

3. 合上鐵片，把扣半針杆鎖定在手鐲錶鏈的新位置。

1. Normal Position

Slide Buckle Adjustments

2. Pull the metal plate with tools

3. Move the slide buckle to the correct position

4. Close the metal plate

1. Normal Position

Slide Buckle Adjustments

2. Pull the metal plate with tools

3. Move the slide buckle to the correct position

4. Close the metal plate

1. Normal Position

Slide Buckle Adjustments

2. Pull the metal plate with tools

3. Move the slide buckle to the correct position

4. Close the metal plate

1. Normal Position

Slide Buckle Adjustments

2. Pull the metal plate with tools

3. Move the slide buckle to the correct position

4. Close the metal 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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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與維護

Juicy Couture腕錶的工藝精湛，十分注重質量、功能和細節。請仔細閱讀下面的信息和說明，了解新腕錶的功能，以及正确的保
養和操作方法。

如需有關服務和維修的更多信息，請參閱服務和保修部分

防震
我們的每一隻腕錶都具有防震機芯，並經過測試符合國際防震標准。

磁場環境
將腕錶暴露在強磁場中將會影響其走時的精准性，甚至可能導致其停止運轉。將石英錶從強磁場中移開后，它就能按原先的精度
繼續運轉；但是，自動或手動上鏈機械錶在再次運轉之前，可能需要進行消磁。

防水 
我們所有的腕錶均經過嚴格測試，符合國際防水標准，防水級別至少為3個大氣壓（3 ATM/30米/99英尺），隻要錶殼、錶冠和
水晶鏡面完好無損，水滴或雨水就無法滲入機體造成損壞。

某些型號的防水級別能承受更高的壓力/深度，詳見錶盤或錶殼背面的標注。但是，除非腕錶上貼有潛水腕錶標簽，否則我們建
議您在游泳、浮潛或潛水時不要佩戴。

注意：當腕錶在水下時，不要操作計時錶或多功能型腕錶的錶冠或按鈕，否則腕錶會失去防水性能。

注：我們建議您在淋浴、進入蒸汽浴室或洗澡時也不要佩戴您的腕錶。

很多物質（包括蒸汽、肥皂、霉菌、鹽水、香水和氯）會進入腕錶內，如果不立即清理，那麼墊圈和密封性能會隨時間的推移而
損壞，從而使灰塵或濕氣滲入錶殼損傷腕錶機芯。

建議不要將皮革錶帶打濕。皮革錶帶淋水后可能會過早磨損和損壞。在腕錶接觸海水或氯后，使用蘸有清水的軟布小心擦拭
腕錶。

電池信息
您購買的模擬石英錶或計時錶配有專門設計的電池，可供腕錶正常運轉18-36個月左右。

注：頻繁使用特殊功能（如計時錶上的秒錶）可能會縮短電池的使用壽命。

電池壽命結束提示功能：在很多型號上，當電池電量快耗盡時，秒針會開始以四秒的間隔斷續移動，用以提示需要更換電池。

電池更換：將您的腕錶帶到或送到授權服務中心以更換電池。您的舊電池將會被妥善處理/回收。請勿嘗試自行更換電池。

超過使用壽命的石英腕錶的收集和處理**
本產品不應與家庭垃圾一起丟棄。為保護環境和人類健康，必須將其送回當地的合法收集部門進行適當回收。

*在歐盟成員國以及有相應立法的任何國家/地區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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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和服務

腕錶保修信息	

Juicy Couture腕錶不僅設計美觀，而且採用了優質材料和部件制作，具有性能可靠、走時精准的特點。我們售出的每一塊
Juicy Couture腕錶，都是我們引以為榮的精品。

Juicy Couture腕錶有限保修
Juicy Couture腕錶(JCT)向其原始顧客保証，在正常使用下，腕錶自購買日起的兩(2)年內不會有材料和工藝上的缺陷。

我們的保修范圍僅限於免費維修或更換存在缺陷的腕錶，具體由JCT酌情決定。 

有限保修范圍不包括電池、錶帶、錶鏈、鑲鑽、鍍金或鍍離子錶面或PVD涂層；刮痕和任何因正常磨損；以及意外事故、錯誤
使用和由JCT授權服務中心之外的任何第三方進行的改裝、維護或維修而造成的錶面問題。 

如果腕錶並非購自授權的JCT代理商，並且無法提供有效購買憑証（如顯示有代理商名稱、Juicy Couture腕錶型號及購買日期的
銷售收據或購物小票），則本保修條款視為無效。

由零售商提供的任何其他保修將完全由零售商自行負責。任何個人或公司無權更改本保修中的任何條款。本保修手冊賦予消費者
一些特定的合法權利。根據消費者所在州（省）或國家的情況，其可能還具備其他法定權利。但是，在法律未禁止的范圍內，本
有限保修具有排他性，並取代所有其他口頭、書面、法定、明示或暗示的保修條款（包括但不限於對適銷性和特定用途適用性的
保修條款），我們明確錶示不承擔以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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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服務

保修范圍內
如需保修服務，請在妥善包裝腕錶（如下文所述）后，將其寄往任何一個Juicy Couture腕錶服務中心，同時附帶寄上(1)銷售收
據原件；(2)本文件中已填寫完整的Juicy Couture腕錶美國/加拿大地區或國際服務申請表；對於美國或加拿大地區的客戶，還須
附上(3)支票或匯票（貨幣相應採用美元或加元）或您的信用卡信息，以便支付規定的運費和電池更換費用（若有要求）。

如需查找您所在區域的授權服務中心，請訪問 www.mgiservice.com/juicycouture，並點擊主頁中的FIND AN AUTHORIZED 
WATCH REPAIR LOCATION（尋找授權腕錶維修地點）鏈接。

保修范圍外
Juicy Couture腕錶服務中心還提供Juicy Couture腕錶保修范圍之外的維修以及保修期外的服務。

如果您的腕錶所需的零件或服務未包含在保修條款內，則我們會向您寄出一份書面估價單。在您許可並付款后，我們會進行相應
維修或服務。請使用本文件中的適當錶格。

電池更換
Juicy Couture腕錶服務中心還可為您更換Juicy Couture腕錶上的電池，但除運費外還會收取一定費用。請使用本文件中的適當 
錶格。

包裝腕錶
用填充包裝材料妥善地包裝好您的腕錶，使其免受撞擊。確保附上填寫完整的Juicy Couture腕錶服務申請表和相應的款項。

為腕錶保價
建議您使用挂號信並為您的腕錶進行全額保價。

其他說明
請勿將有缺陷的腕錶送返零售商店。請將該腕錶，連同本文件中已填寫完整的Juicy Couture腕錶美國/加拿大地區或國際服務申
請表一起寄往Juicy Couture腕錶授權服務中心。您可以點擊 www.mgiservice.com/juicycouture 主頁中的鏈接查看授權服務中心
地點。

請為保修范圍內或保修范圍外的服務隨附相應運費。



12

JUICY COUTURE腕錶 – 美国/加拿大服務申請表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州/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政編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腕錶型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需服務、更換或維修的部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項目	 價格	 總計

電池  15.00 美元                       美元 

運費  14.95 美元        14.95      美元

 總計: 美元 

支付方式:

___  支票或匯票 賬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MasterCard 有效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Visa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用信用卡支付時需填）

獲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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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ICY COUTURE腕錶 – 国際服務申請表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州/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政編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腕錶型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需服務、更換或維修的部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獲取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