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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凡陀是瑞士著名鐘錶品牌，以其現代設計美學而享負盛名。自1881年創建以來，摩凡陀憑借腕錶
設計的藝術性和創新性獲得了100多項專利和200多項國際獎項。摩凡陀標志着錶壇史上多款經典
杰作，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Movado Museum®博物館珍藏腕錶。

這款腕錶於1947年由藝術家內森·喬治·霍威特（Nathan George Horwitt）親自操刀設計，堪稱	
現代主義設計的典范，其錶盤最鮮明的特征，就是僅在12時位置設有一個圓點，象征正午的太陽，
設計之簡潔，在整個時計歷史上可謂無出其右。

所有摩凡陀腕錶都以其創新的傳承和專注於鐘錶未來發展的精神而獨樹一幟。恭喜您購買摩凡陀	

腕錶。



4

正如所有精心製作的機械裝置一樣，您的摩凡陀腕錶需要定期保養，以確保最佳性能。保養包括完全拆解、

清潔、根據需要更換零配件、重新裝配以及為機芯添加潤滑劑。除有必要定期更換電池外，建議每隔3至5年

對腕錶進行一次保養。	

切勿自行打開腕錶。如果您的腕錶需要維修或調校，請直接將其送往或郵寄至摩凡陀授權服務中心。如欲索

取位於全球各地的授權服務中心完整名錄，請訪問網站：www.movado.com。

注：摩凡陀製錶公司僅對其授權服務中心所提供的服務承担責任。

防震
所有摩凡陀腕錶均采用防震機芯，並經單獨檢測，符合國際標準。

防塵
若錶殼、錶鏡或錶冠損壞，有可能令灰塵進入腕錶。一粒小小的灰塵就足以導致機芯停止運轉。如果錶鏡鬆

動、受損或破裂，或者錶殼或錶冠受損，應及時對腕錶進行維修。

防磁
時計暴露在強磁場中，會對計時造成影響，並且可能導致停走。移出磁場後，石英腕錶應恢復原有精確運

轉；機械時計則可能需要消磁後才能重新運轉。

防水	
所有摩凡陀腕錶均經檢測，符合國際防水標準。	

大多數摩凡陀腕錶的防水深度都能達到30米（3巴/3ATM/99英尺）；有些型號甚至能承受更高的壓力/深
度，詳見錶盤或錶殼背面的標注。

注意：如果您的腕錶上並未標示防水深度，請勿將腕錶置於壓力/深度超過3巴（3 ATM/30米/99英尺）的
環境中，否則，您的腕錶可能會損壞，且這一情況不包括在保修范圍之內。

重要事項：當腕錶沾水或處於水下時，不要操作計時碼錶的錶冠、撥杆，或者其他任何腕錶的撥杆。

注：由於不當操作而造成的損壞，或因不當操作引發滲水等相關損壞，或錶殼、錶冠、防水墊圈或錶鏡損

壞，均不在摩凡陀製錶公司所承擔的保修責任范圍內。

為保持腕錶防水性能，應每年對腕錶進行保養。在正常使用情況下，用於密封錶殼的防水墊圈和錶冠會發生

磨損和老化。每次打開腕錶進行維修時（包括更換電池），應檢查這些零配件，必要時予以更換。

	

摩凡陀授權服務中心會復檢腕錶的防水性能，將其作為所有維修程序的一個例行步驟。

保養與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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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項：	

如果您的腕錶配備旋入式錶冠或撥杆，每次操作後，一定要將其旋回/推回錶殼。

防水性能僅適用於錶殼；一些腕錶錶帶不適用於在水下或潮濕環境中佩戴。請參閱“錶帶保養”。

避免讓腕錶經受溫度驟變。

切勿讓腕錶跌落或撞擊堅硬表面。每次猛烈撞擊後，必須重新檢測防水性能。

請定期清潔您的腕錶，用一塊蘸清水的濕軟布擦拭，尤其是在腕錶接觸海水後，更要進行清潔。

錶帶保養
腕錶錶帶的壽命取決於您的保養和佩戴習慣，以及您所處地區的氣候，正確的保養將有助於延長錶帶的

壽命。	

皮革錶帶應保持干燥。與水接觸，可能導致皮革錶帶變脆，並最終斷裂。要保護皮革涂層，應避免其與香水

接觸。接觸氯化水或鹽水後，請用清水輕輕擦拭皮革錶帶並使其風干。

為保護800系列ThermoResin™或XTremeResin™錶帶的自然彈性和品質，在其接觸鹽水、化學品或研磨劑後，
請用清水沖洗，並以軟布擦拭干淨。

先用一塊軟布蘸溫水和中性肥皂輕輕清潔800系列ThermoResilient™的白色錶帶或摩凡陀Master白色橡膠錶
帶；然後再用一塊浸溫水的干淨軟布將其擦拭干淨，或以溫水小心沖洗。應避免接觸丙酮和乙醇。

	

摩凡陀BOLD 系列帶涂層白色真皮錶帶或白色TR90/硅膠錶帶上的大部分污垢可用天然橡膠或“生橡膠提取
物”(可於美術用品商店買到）去除。用橡膠輕輕擦拭，便可清除污漬。

若污漬已滲入摩凡陀BOLD錶帶或錶鏈，可使用有機Zymol液體皮革清潔劑或Columbus清潔凝膠、脫墨溶劑
(乙醇及丙烯脫墨劑）、或者如Purell手部清潔劑（62%乙醇）等的乙醇基清潔產品。用濕布輕擦污漬處。將棉
花球或者干淨白色軟布浸入清潔劑，並輕輕擦拭污漬處。重覆擦拭，直至干淨。清潔前，請先於內側測試，

以確保清潔劑不會令錶帶或錶鏈褪色。若想達到最佳清潔效果，請務必盡快處理污漬。	

電池相關信息
摩凡陀石英時計配備一塊專為腕錶設計的1.55伏氧化銀電池。在正常使用條件下，電池壽命約18至36月。
	

注：頻繁使用特殊功能，如計時碼錶款上的秒錶計時器，可能會縮短電池的壽命。

電池用盡指示功能：當電池將要耗盡時，多數型號腕錶上的秒針會每隔4秒才向前旋轉一格，表示此時需更

換電池。

電池更換：請注意，務必使用摩凡陀推薦的替換電池。請將您的腕錶送往或郵寄至授權服務中心以便更換電

池，而舊電池將得到妥善處置/回收。不要嘗試自行更換電池。

注：摩凡陀錶帶不在摩凡陀腕錶保修范圍之內。

保養與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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錶冠位置：

位置1 –		正常運行位置。	
錶冠推入錶殼。

位置2 –  設置時間：	
向任意一個方向旋轉錶冠	

為自動機芯手動上鏈：

在正常的日常活動期間，您的手臂運動可為摩凡陀自

動機芯上鏈以供時計需要。然而，如果您未佩戴腕錶

超過38個小時，腕錶將停止走時，此時您需要手動上
鏈，然後再設置時間：	

1. 錶冠處於位置1時，順時針旋轉錶冠約20圈。	
2. 按上述說明重新設置時間。

1  標準2指針和3指針錶款	
石英和自動機芯

包括摩凡陀1881自動女士系列和大多數摩凡陀博物館錶盤系列腕錶

圖A

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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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標準3指針/日期和3指針星期/日期錶款	
石英和自動機芯

包括Datron、SE、800系列中的精選款式和Vizio PEEK石英腕錶，以及1881自動男士系列、	
Red Label和800系列Sub-Sea自動腕錶

錶冠位置：

位置1 –  正常運行位置。		
錶冠推入錶殼。

位置2 –  設置日期*：		
順時針旋轉錶冠。	

設置星期*：	

逆時針旋轉錶冠。

位置3 –  設置時間*：		
向任意一個方向旋轉錶冠。

*	重要事項：請勿在晚上9:30和凌晨3:00之間以及	
正在進行自動日曆變更期間調整	Vizio PEEK 錶款的
日期。否則可能會損壞腕錶的機械裝置。

*	注：如果腕錶帶有旋入式錶冠，在您可以設置日期	
(星期/日期）或時間之前，您必須先鬆開錶冠，逆時

針旋轉約六圈。在時間/日期（星期/日期）設置後，

錶冠必須旋回到錶殼里以確保防水性能。

為自動機芯手動上鏈：	

在正常的日常活動期間，您的手臂運動可為摩凡陀自

動機芯上鏈以供時計需要。然而，如果您未佩戴腕錶

超過38個小時，腕錶將停止走時，此時您需要手動
上鏈，然後再設置時間：	

1. 錶冠處於位置1時，順時針旋轉錶冠約20圈。	
2. 按上述說明重新設置時間。	

圖B

圖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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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石英世界時間錶款
帶GMT快速調校功能

包括800系列世界時間和BOLD GMT錶款

圖片說明：
H – 時針
M – 分針
S – 秒針	
G – GMT指針/指示器
D – 日期顯示窗
T – 24小時世界時間刻度

錶冠位置：

位置1 – 正常運行位置；錶冠推入錶殼
位置2 –  快速日期調校和GMT指針：	

順時針旋轉錶冠以更改日期D。	
逆時針旋轉錶冠以移動錶盤中央的GMT指針
G與24小時刻度T對齊，或者旋轉GMT指示副
錶盤中的24小時旋轉盤

位置3 – 時間設置位置

這些錶款均采用瑞士設計的精準世界時間石英機芯，

帶快速調校功能。當地時間由時針H、分針M和秒針S
顯示，而GMT指針G則以24小時制顯示第二時區的當
前時間。在精選錶款上，第二全球時區的時間在24小
時刻度T上顯示。選擇時區時，轉動刻有世界主要城市
名的單向旋轉錶圈，直至需要顯示的時區內的城市與

12點對齊。所有錶款上的GMT指針/指示器G都可通過
錶冠進行調整。

設置時間：

1.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3；腕錶停止走動。
2. 向任一方向旋轉錶冠，直至指針指向所需的時間。	
3. 	將錶冠推回位置1；腕錶重新走動，現在已設置到
正確時間。

調校日期（快速模式）：		

1.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2；腕錶繼續運行。
2.  順時針旋轉錶冠，直到日期窗D或副錶盤D顯示正
確的日期。

3. 將錶冠推回位置1。

設置世界時間GMT顯示：
1.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2；腕錶繼續運行。
2.  逆時針旋轉錶冠，直至箭頭尖的GMT指針G在24
小時刻度T上指向所需第二時區當前的正確時間，
或直至所需第二時區當前的24小時制時間顯示在
GMT副錶盤G中。

3. 將錶冠推回位置1。

 

1  2  3

H M

S G

T
D

圖A

圖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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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H – 時針
M – 分針
S – 秒針	
G – GMT指針/指示器
D – 日期顯示窗
T – 24小時世界時間刻度
A – 24小時按鈕

錶冠位置：

位置1 – 正常運行位置；錶冠推入錶殼
位置2 – 	日期調校和GMT指針：	

順時針旋轉錶冠以更改日期D。	
按著按鈕 A 直到調到想要的鐘點

位置3 – 時間設置位置

設置時間：

1.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3；腕錶停止走動。
2. 向任一方向旋轉錶冠，直至指針指向所需的時間。	
3.		將錶冠推回位置1；腕錶重新走動，現在已設置到
正確時間。

調校日期：		

1.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2；腕錶繼續運行。
2.  順時針旋轉錶冠，直到日期窗D或副錶盤D顯示正
確的日期。

3. 將錶冠推回位置1。

設置世界時間GMT顯示：
1.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2；腕錶繼續運行。
2.  按著按鈕 A	直到調到想要的鐘點。
3. 將錶冠推回位置1。

4  石英世界時間表款	
帶GMT和小秒針盤表款
包括Heritage Military Series表款

圖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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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顯示轉動日期的	
自動2指針和3指針錶款	

包括摩凡陀Red Label Calendomatic和Red Label Calendomatic小秒針系列	

錶冠位置：

位置1 – 正常運行位置。錶冠推入錶殼中。	
位置2 – 快速日期調校。
位置3 – 時間設置位置。

要調整時間：	

1.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3；腕錶（圖B中的小秒針S）	
停止走動。

2.  將錶冠朝任一方向轉動，將指針移動到所需時間，
確保突出顯示的日期在午夜而不是中午改變。	

 3.  將錶冠推回位置1；腕錶恢復走動，現在已設置到
正確時間。

要調校日期（快速模式）：	

1.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2；腕錶繼續運行。
2.  順時針轉動錶冠，直到日期標示D下顯示正確的	
日期。

3. 將錶冠推回位置1。

要對自動機芯手動上鏈：	

在平時的日常活動中，您手臂的運動量應足夠為您的

摩凡陀自動錶上鏈。但是，如果您已經有38小時或更
長時間未佩戴腕錶且腕錶已經停止走動，您將需要在

設置時間之前手動上鏈：	

1. 錶冠處於位置1時，順時針旋轉錶冠約20圈。	
2. 按上述說明重新設置時間。	
	

圖A

圖B

圖片說明：
H – 時針
M – 分針
S –	小秒針	
D – 日期顯示窗
1、2、3 – 錶冠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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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石英永久日歷
包括SE Pilot ETA Retrograde錶款

圖片說明：
H – 時針
M – 分針
S – 秒針
D – 日期指針
G – 月份指針
F – 星期指針
A – 推鍵
B – 推鍵
		

錶冠位置：

位置1	—	正常運行位置；錶冠按進錶殼。

位置2	—	重置指針至原來位置。		

位置3	—		設置碼錶殼秒數位置，也是日期每過午夜

進行調校的位置。	

設置時間：

1. 拔出錶冠至位置3。	
2. 順時針或逆時針轉動錶冠設置想要的時間。	
3. 一旦時間同步，將錶冠按回位置1。	

設置年份：

1. 拔出錶冠至位置3。
2. 按推鍵A一次。
3. 按推鍵B直至本年年份(1-4)。	

年份 1 年份	2 年份 3 年份 4 
閏年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設置月份：

1. 拔出錶冠至位置3。
2. 按推鍵A二次。
3. 按推鍵B直至想要月份。	

設置日期：

1. 拔出錶冠至位置3。
2. 按推鍵A三次。
3. 按推鍵B直至想要日期。	

設置星期：

1. 拔出錶冠至位置3。
2. 按推鍵A四次。	
3. 按推鍵B直至想要星期。	

重設指針：	

星期、月份和日期指針可能需要重設。

指針在錶冠位於位置2時即被重設。	

更改日期：

1. 拔出錶冠至位置2。
2. 按推鍵A一次。
3. 按推鍵B直至指針走到1。	

更改星期：

1. 拔出錶冠至位置2。
2. 按推鍵A二次。	
3. 按推鍵B直至指針走到星期一(MON)。	

更改月份：

1.	拔出錶冠至位置2。
2. 按推鍵A三次。
3. 按推鍵B直至指針走到一月(JAN)。

圖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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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石英計時碼錶	
1/1秒精確度 — A 型

包括錶盤直徑43.5 mm的摩凡陀BOLD錶款和800系列Sub-Sea石英計時碼錶

圖片說明：
H – 時針
M – 分針
S – 小秒針	 	 	 	

C – 60秒鐘計時器		 	
E – 30分鐘計時器	 	

F – 12小時計時器	 	 	

D – 日期顯示窗	 	 	 	

1、2、3 – 錶冠位置
A – 計時按鈕（啟動/停止）	
B – 計時按鈕（分段計時/復位）

這些計時碼錶帶有分鐘計時器（長達30分鐘）、小
時計時器以及小秒針副錶盤、中央計時秒針、以及

日期或大日期顯示窗。它們可以用於測定一次持續

長達12小時活動的時間，精確到秒。

時間/日期設置	

設置時間：

1.  旋鬆帶此功能錶款上的旋入式錶冠。參閱“旋入
式錶冠”說明。	

2.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3；腕錶停走。
3.  向任意一個方向旋轉錶冠，直至指針顯示所需的
時間。

4. 將錶冠推回至位置1；腕錶重啟。
5.  若為帶有旋入式錶冠的錶款，則將錶冠旋回至錶
殼里。

調校時間精確到秒：	

1. 旋鬆旋入式錶冠（若有）。
2.  一旦小秒針S到達<<60>>位置，將錶冠拉出至	
位置3；腕錶停走。

3.  旋轉錶冠，移動指針並設置時間，確保日期在午
夜而非正午變更。

4.  移動指針至稍前於準確的時間，然後逆時針慢慢
地旋轉錶冠，將分針與準確的分鐘刻度對齊。

5.  選取一個準確的時間信號（例如，從一個新聞廣
播電台）。當聽到示意準確時間的聲音，立即將

錶冠推回位置1；腕錶重啟，立刻調到準確的	
時間。

6.  若為帶有旋入式錶冠的錶款，則將錶冠旋回至錶
殼里。

調校日期（快速模式）：

1. 將旋鬆的錶冠拉出至位置2；腕錶繼續運行。
2. 順時針旋轉錶冠直到D窗顯示正確的日期。
3. 將錶冠推回位置1並旋入錶殼。
注：如果在晚上9:00至午夜12:00之間調整日期，
這時自動日期變更已在進行中，則應設置為第二

天：如果在這些時段里，已經通過快速模式校準，

則日期在午夜不會自動向前推進。

圖A

圖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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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電池後設置日期/時間：

1.  將旋鬆的旋入式錶冠拉出至位置2；腕錶繼續	
運行。

2. 順時針旋轉錶冠直到D窗顯示昨天的日期。
3.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3；腕錶停走。
4. 順時針旋轉錶冠直到D窗顯示今天的日期。
5. 繼續順時針旋轉錶冠直到指針顯示正確的時間。
注：在設置時間時，務必注意上午/下午的區分。

6. 將錶冠推回位置1，並旋入錶殼。			

計時功能		

概述

使用按鈕A和B來操作計時。第一次按下按鈕A，開
始計時。第二次按下按鈕A將停止計時，以便讀取計
時。第三次按下按鈕A將重啟計時。按下按鈕B，計
時指針C、E和F將歸零。調整時間不會停止計時，但
只要拉出錶冠，就會鎖定按鈕A和B。	
注：計時開始前，錶冠必須處於位置1，指針必須位
於零。按下按鈕B指針歸零。		
重要事項：當錶冠拉出至位置2或3時，不要按下按
鈕A或B。當錶冠未平齊緊靠在錶殼上時，如果按鈕
A或B被意外激活，那麼一根或多根計時指針可能會
變得不同步。一旦發生這種情况，請按照末尾的說

明同步計時指針。

單一計時功能：

測量一次單一、不間斷活動的持續時間：

1. 按下按鈕A開始計時。
2.  第二次按下按鈕A停止計時，並讀取3根計時指針
以確定計時時間，例如：1小時8分47秒。

3. 按下按鈕B計時指針歸零。

累積計時功能：

要測量一系列較短活動的累加時間，例如一場反覆

中斷的藍球比賽的實際比賽時間：

1. 按下按鈕A開始計時。
2.  第二次按下按鈕A停止計時，並讀取計時時間，	
例如：15分22秒。

3. 再一次按下按鈕A恢復計時。
4. 第四次按下按鈕A再次停止計時，並讀取新的計
時時間，例如：28分35秒。

注：每一次停止計時，計時指針會顯示累計時間。

5. 重覆步驟1和2來累加每個額外的時間間隔。
6. 在您記錄最後一個累積時間讀數後，按下按鈕B計
時指針歸零。

分段計時或中間計時功能：

在比賽進行中，記錄中間計時讀數：

1. 按下按鈕A開始計時。
2. 按下按鈕B短暫停止計時。
3. 讀取中間計時，例如：11分16秒。
4. 按下按鈕B恢復計時功能。3根計時指針會迅速趕
上正在進行的活動。

5. 要讀取秒分段計時，再一次按下按鈕B。重覆步驟
2到4來記錄其他分段時間。

6. 按下按鈕A停止計時。
7. 記錄最後一個時間讀數，例如：2小時14分7秒。
8. 按下按鈕B計時指針歸零。	

同步計時指針：

在更換電池後或如果發生錯誤，您可能需要手動調

整一根或多根計時指針，將它們全部準確對齊至各

自的零位置。

注：一旦處於同步模式，每一次按下和釋放按鈕A
都將以一個增量推進活動計時指針。要快速推進指

針，壓下並按住按鈕A。在此過程中，將錶冠推回位
置1並將其旋入錶殼，便可隨時退出調校模式。
1. 將旋鬆的旋入式錶冠拉出至位置3。	
2.  同時按住按鈕A和B至少2秒進入調校模式。當計
時指針C旋轉360°，調校模式隨即激活；釋放按
鈕A和B。	

3. 使用按鈕A調整中央計時秒針C。	
4. 當指針	C 到達零位，按下按鈕B。
5. 立刻按下按鈕A來調整計時分針E。	
6. 當指針E到達零位，按下按鈕B。
7. 再次使用按鈕A來調整計時時針F。	
8.  當指針F到達零位，將錶冠推回至位置1，並將其
旋入錶殼。計時指針當前同步至零位，可以使用

計時功能。

7  石英計時碼錶	
1/1秒精確度 — A 型

包括錶盤直徑43.5 mm的摩凡陀BOLD錶款和800系列Sub-Sea石英計時碼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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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石英計時碼錶	
1/1秒精確度 — B 型

包括800系列Sub-Sea逆跳和Verto逆跳計時碼錶

圖片說明：
H – 時針
M – 分針
S – 小秒針		 	 	 	 	

C – 30秒鐘逆跳計時器	 	

E	– 60分鐘逆跳計時器	 	

F – 5分鐘逆跳計時器	
D	– 日期顯示窗
1、2、3 – 錶冠位置
A – 計時按鈕（啟動/停止）	
B – 計時按鈕（分段計時/復位）		

這些計時碼錶款式配有一個逆跳秒鐘計時器（安裝

在錶盤中央，長達30秒鐘）、兩個逆跳分鐘計時器
(分別長達5分鐘和60分鐘）、一個小秒針副錶盤以
及一個日期窗。它們可對某項活動持續計時長達1
小時5分59秒，計時結果精確到最接近的秒數。2
小時後，計時碼錶會自動停止。

時間/日期設置	

錶冠位置：

位置1 –  正常運行位置。	
錶冠旋入錶殼。

位置2 –  設置日期：	
順時針旋轉錶冠。

位置3 –  設置時間：		
向任意一個方向旋轉錶冠。

調校時間：

1. 旋鬆旋入式錶冠。參閱“旋入式錶冠”說明。		
2.  當小秒針 S 到達<<60>> 位置，將錶冠拉出至位
置3；腕錶停走。

3.  向任意一個方向旋轉錶冠，移動指針並設置時
間，確保日期在午夜而非正午變更。

4. 將錶冠推回位置1，並旋入錶殼。參閱“旋入式錶
冠”說明。腕錶將重啟，立刻調到準確時間。		

調校日期（快速模式）：

1. 旋鬆旋入式錶冠。參閱“旋入式錶冠”說明。
2.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2；腕錶繼續運行。
3. 順時針旋轉錶冠直到D窗顯示正確的日期。
4. 將錶冠推回位置1，並旋入錶殼。參閱“旋入式錶
冠”說明。	

	

圖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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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時功能	

概述	

使用按鈕A和B來操作計時碼錶。第一次按下按鈕
A，開始計時。第二次按下按鈕A將停止計時，以便
讀取計時。第三次按下按鈕A將重啟計時。按下按鈕
B，計時指針C、E和F將歸零。
重要事項：計時開始前，錶冠必須處於位置1，旋入
錶殼，並且計時器指針必須歸零。按下按鈕B指針歸
零，或者，如有必要，按下列說明使其復位。

計時器歸零：

在您啟動計時前，所有計時指針必須處於零位。旋

鬆錶冠並按照所需步驟將計時指針歸零：

60-分鐘計時器：	
將錶冠拉至位置2，按住按鈕B並順時針旋轉錶冠。

30-秒鐘計時器：	
將錶冠拉至位置3，按住按鈕A並順時針旋轉錶冠。

5-分鐘計時器：	
將錶冠拉至位置3，按住按鈕B並順時針旋轉錶冠。

單一計時功能：

測量一次單一、不間斷活動的持續時間：

1. 按下按鈕A開始計時。
2. 第二次按下按鈕A停止計時，並讀取計時指針以
確定計時時間，例如：5分57秒。

3. 按下按鈕B計時指針歸零。	

累積計時功能：

要測量一系列較短活動的累加時間，例如一場反覆

中斷的藍球比賽的實際比賽時間：

1. 按下按鈕A開始計時。
2. 第二次按下按鈕A停止計時，並讀取計時時間。	
3. 再一次按下按鈕A恢復計時。
4. 第四次按下按鈕A再次停止計時，並讀取新的計
時時間。

注：每一次停止計時，計時指針會顯示累計時間。

5. 重覆步驟1和2來累加每個額外的時間間隔。
6. 在您記錄最後一個累積時間讀數後，按下按鈕B計
時指針歸零。	

分段計時或中間計時功能：

在比賽進行中，記錄中間計時讀數：

1. 按下按鈕A開始計時。
2. 按下按鈕B短暫停止計時。
3. 讀取中間計時，例如：6分鐘4秒。
4. 按下按鈕B恢復計時功能；3根計時指針會迅速趕
上正在進行的活動。

5. 要讀取秒分段計時，再一次按下按鈕B。重覆步驟	
2到4來記錄其他分段時間。

6. 按下按鈕A停止計時。
7. 記錄最後一個時間讀數，例如：25分18秒。
8. 按下按鈕B計時指針歸零。

8  石英計時碼錶	
1/1秒精確度 — B 型

包括800系列Sub-Sea逆跳和Verto逆跳計時碼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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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石英計時碼錶	
1/5秒精確度 — A 型

包括800系列女士計時碼錶和錶盤直徑34 mm的摩凡陀BOLD計時碼錶

圖片說明：
H – 時針
M – 分針
C – 計時碼錶1/5秒針		
S – 小秒針	 	 	 	

D – 日期顯示
E – 30分鐘計時器	 	

1、2、3 – 錶冠位置
A – 計時按鈕（啟動/停止）	
B – 計時按鈕（分段計時/復位）

這些計時碼錶款式均配有1/5秒計時指針（安裝在
錶盤中央）、分鐘計時器（計時長達30分鐘）、小
秒針以及日期指示副錶盤，可用來持續計時長達30
分鐘，計時結果精確到1/5秒。

設置時間：

1.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3；腕錶（小秒針S）停止	
走動。

注：如果在計時碼錶運轉時將錶冠拉出至位置3，	
將停止計時。

2. 正向或反向旋轉錶冠，將時針H和分針M設置為所
需時間（注意區分上午/下午時間）。

3. 將錶冠推回位置1；腕錶重新走動。

設置日期：

1.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2。
2. 順時針旋轉錶冠即可設置日期D。
注意：當時針和分針位於9:00 PM 和12:30 AM之間
時，不得設置日期D，因為這樣做會損壞日曆機械裝
置。如果您一定要在上述時間段內重置日期，請先

將時針和分針調至該時間段外的任意位置，然後重

置日期，之後再將指針重置到正確的時間。

3. 將錶冠推回位置1。

操作計時碼錶：

該碼錶以1/5秒為計時增量，可計時長達2小時	
(30分鐘計時器旋轉4圈）並進行顯示。為延長電池
使用壽命，計時碼錶連續運轉2小時後將自動停止並
重置。

單一計時功能：

1. 按鍵鈕A啟動計時碼錶；計時碼錶指針C和E開始
走動。

2. 再次按鍵鈕A停止計時碼錶；讀取指針C和E指示
的計時時間。

3. 按鍵鈕B將計時碼錶指針歸零。

圖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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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計時功能：

計算一系列短時活動的累計時間，例如一場頻繁中

斷的藍球比賽的實際比賽時間：

1. 按鍵鈕A啟動計時碼錶。
2. 再次按鍵鈕A停止計時碼錶並讀取計時時間。
3. 第三次按鍵鈕A繼續計時。
4. 第四次按鍵鈕A再次停止計時碼錶並讀取新的計
時時間。

注：每次停止計時碼錶時，碼錶指針都會指示總累

計計時時間。

5. 重覆第1步和第2步，可累加每個額外的時間間
隔。

6.讀取最後一個累計時間讀數後，按鍵鈕B將計時碼
錶指針歸零。

分段計時或中間時間計時功能：

在比賽進行期間記錄中間時間讀數：

1. 按鍵鈕A啟動計時碼錶。
2. 按鍵鈕B暫時停止計時碼錶。
3. 讀取中間時間，例如：11分16秒。
4. 按鍵鈕B讓計時碼錶繼續工作。計時碼錶的2支指
針將迅速為正在進行的比賽繼續計時。

5. 若要讀取第二分段計時時間，再次按鍵鈕B。
重覆第2步至第4步，可讀取任何其他分段的計時	
時間。

6. 按鍵鈕A停止計時碼錶。
7. 讀取最終時間讀數，例如：24分7.2秒。
8. 按鍵鈕B將計時碼錶指針歸零。

重置計時碼錶指針：

更換電池或出現錯誤後，如有必要，可將計時碼錶

指針重新歸零：

注：要讓指針快速前進，按住按鈕超過一秒鐘	

即可。

錶冠位置2：
使用鍵鈕B調整分鐘計時器指針E。

錶冠位置3：
使用鍵鈕A調整1/5秒計時指針C。

9  石英計時碼錶	
1/5秒精確度 — A 型

包括800系列女士計時碼錶和錶盤直徑34 mm的摩凡陀BOLD計時碼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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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石英計時碼錶	
1/5秒精確度 — B 型

包括錶盤直徑40 mm的摩凡陀BOLD Luxe腕錶和精選錶盤直徑38 mm的摩凡陀BOLD計時碼錶

圖片說明：
H –	時針	
M –	分針	
C – 計時碼錶1/5秒針
S – 小秒針
J – 星期指示器指針
D – 日期顯示窗
E – 30分鐘計時器	
1, 2, 3 – 錶冠位置
A – 開始/停止  
B – 重置

這些計時碼錶款式配有1/5秒計時指針（安裝在錶
盤中央）、分鐘計時器（計時長達30分鐘）和小秒
針副錶盤；以及帶日期窗的星期指示副錶盤（圖A）
或日期指示副錶盤（圖B）。它們可以持續計時長達
30分鐘，計時結果精確到1/5秒。	

設置時間：

1.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3；碼錶（小秒針S）停止走
動。

注：如果在計時碼錶運轉時將錶冠拉出至位置3，	
將停止計時。

2. 	正向或反向旋轉錶冠，將時針H和分針M設置為所
需的時間（注意區分上午下午時間）。

3. 	將錶冠推回位置1；腕錶重新走動。

設置星期	(某些型號，圖A):
1. 	將錶冠拔出至位置3。
2. 	向任一方向旋轉錶冠以設置星期：時針H和分針M
每次經過午夜(24:00)時，星期指示器指針J將向前
推進或向後倒退一天。

3.  一旦指針J指向正確的星期，繼續旋轉錶冠，將時
針H和分針M設置為所需的時間（注意區分上午下
午時間）。

4. 將錶冠推回位置1。

設置日期：

1. 	將錶冠拔出至位置2。
2. 順時針旋轉錶冠即可設置日期D。
注意：當時針和分針位於9:00 PM和12:30 AM之間
時，不得設置日期D，因為這樣做會損壞日曆機械裝
置。如果您不得不在上述時間段內重設日期，首先

請將時針和分針調至該時間段外的位置，然後重置

日期，之後再將指針重設到正確的時間。

3.  將錶冠推回位置1。

操作計時碼錶：

該碼錶以1/5秒為計時增量，可計時長達2小時	
(30分鐘計時器旋轉4圈）並進行顯示。為延長電池
使用壽命，計時碼錶連續運轉2小時後將自動停止並	
重置。

圖A

圖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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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計時功能：

1. 	按鍵鈕A啟動計時碼錶；計時碼錶指針C和E開始
移動。

2.  再次按鍵鈕A停止計時碼錶，此時可查看指針C和
E指示的計時時間。

3. 	按鍵鈕B將計時碼錶指針重置為零。

累計計時功能：

可以測量一系列短時活動的總共時間（比如，一場

頻繁中斷的藍球比賽的實際比賽時間）：

1.  按鍵鈕A啟動計時碼錶。
2.  第二次按下按鈕A停止計時，讀取指針走過的時
間。

3. 	再次按鍵鈕A恢復計時。
4. 	第4次按下鍵鈕A，計時碼錶再次停止，此時可查
看新計時的時間。

注：每次停止計時碼錶，碼錶指針都會指示總累計

計時時間。

5. 	重覆步驟1和2來累加每個額外的時間間隔。
6.  在您記錄最後一個累計時間並讀數後，按下按鈕B
將計時指針歸零。

分項計時或中間時間功能：

在比賽進行期間查看中間時間讀數：

1.  按鍵鈕A啟動計時碼錶。
2.  按鍵鈕B暫時停止計時碼錶。
3.  讀取中間時間，例如：11分16.4秒。
4.  按鍵鈕B讓計時碼錶繼續工作。計時碼錶的2支指
針將迅速為正在進行的比賽繼續計時。

5.  若要讀取第二分段計時時間，再次按鍵鈕B。	
重覆第2步至第4步，可讀取任何其他分段的計時
時間。

6.  按鍵鈕A停止計時碼錶。
7.  讀取最終時間讀數，例如：24分7.2秒。
8.  按鍵鈕B將計時碼錶指針重置到零位置。

重置計時碼錶指針：

更換電池或出現錯誤後，如有必要，可將計時碼錶

指針重新歸零：

注：要讓指針快速前進，按住按鈕超過一秒鐘即可。

 

錶冠位置2：
使用鍵鈕B調整分鐘計時器指針E。
 
錶冠位置3：
使用鍵鈕A調整1/5秒計時指針C。

10  石英計時碼錶	
1/5秒精確度 — B 型

包括錶盤直徑40 mm的摩凡陀BOLD Luxe腕錶和精選錶盤直徑38 mm的摩凡陀BOLD計時碼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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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石英計時碼錶	
1/10秒精確度 — A 型	

包括摩凡陀	Junior Sport 石英計時碼錶

圖片說明：
H – 時針
M – 分針
C – 計時秒針	 	 	

E – 30分鐘計時器	 	

G – 1/10秒計時器	
S – 小秒針	 	 	 	

D – 日期顯示窗	 	 	 	 	

1、2、3 – 錶冠位置
A – 計時按鈕（啟動/停止）	
B – 計時按鈕（分段計時/復位）

此款石英計時碼錶配備一個1/10秒計時器、分鐘計
時器（長達30分鐘）、以及小秒針副錶盤、中央計
時秒針、以及日期顯示窗。它可以用於測定一次持

續長達29分59.9秒活動的時間，精確到1/10秒。

時間/日期設置	

調校時間：		

1.  一旦6時位置副錶盤中的小秒針S到達<<60>>位
置，將錶冠拉出至位置2；腕錶停走。

2.  向任意一個方向旋轉錶冠，移動指針並設置時
間，檢查並確保日期在午夜而非正午變更。

3.  移動指針至稍前於準確的時間，然後慢慢地逆時
針旋轉錶冠，將分針M與正確的分鐘刻度對齊。

4.  選取一個準確的時間信號（例如，從一個新聞廣
播電台）。當聽到示意準確時間的聲音，將錶冠

推回位置1；腕錶將重啟，立刻設置到準確的	
時間。

調校時區和日期：

重要事項：由於自日曆在晚上10:00至凌晨2:00之
間自動變更，切勿在此時段內更改日期。這樣做可

能會損壞機芯。

這些調整不會讓腕錶停走，並且不會影響分針和秒

針顯示的時間。

1.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2。	
2. 向任意一個方向旋轉錶冠，移動時針H向前或向
後一個或幾個小時，或者在跨進另一個時區後更

改時間。

3.  欲更改日期D，推進時針H整整兩圈，這樣日期會
在午夜而非正午變更。

4. 一旦調整完成，立即將錶冠推回位置1。

計時功能			

概述

使用按鈕A和B來操作該計時碼錶。第一次按下按鈕
A將開始計時。當該計時碼錶運行時，一旦計時秒
針C轉完一圈，計時分針E會向前跳一分鐘。計時碼
錶運行時，1/10秒針G不會移動。第二次按下按鈕
A將停止計時，並且移動指針G至相應的1/10秒刻
度。按下按鈕B，指針	G、E和C將歸零。
重要事項：計時開始前，錶冠必須處於位置1，指針
必須位於零。如有必要，按下按鈕B歸零。當錶冠拉
出至位置2或3時，切勿使用計時功能。當時計處於
水下時，切勿操作計時按鈕A和B。

圖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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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調整時間不會停止計時，但只要錶冠的柄軸處

於拉出狀態，就會鎖定按鈕A和B。

單一計時功能：	

1. 按下按鈕A開始計時。
2. 第二次按下按鈕A停止計時。
3. 按下按鈕B計時歸零。

分段計時功能：	

在比賽進行中，您可以記錄中間時間讀數：

1. 按下按鈕A開始計時。
2. 按下按鈕B短暫停止計時。
3. 讀取中間時間。
4. 按下按鈕B恢復計時功能。指針會趕上正在進行的
活動。

5. 要讀取第二個分段時間，再一次按下按鈕B。重覆
步驟2到4來記錄其他分段時間。

6. 按下按鈕A停止計時。
7. 記錄最後一個時間讀數。
8. 按下按鈕B計時歸零。

第一名和第二名的成績：

計時碼錶還可以讓您測量第一名和第二名的成績：

1. 按下按鈕A開始計時。
2.  一旦第一名越過終點線，按下按鈕B。計時將	
停止。

3. 當第二名越過終點線時，按下按鈕A。
4. 注意錶盤上顯示的是獲勝者的時間。
5. 然後按下按鈕B；指針將移動顯示第二名的時間。
6. 再一次按下按鈕B所有指針歸零。		

同步計時指針：

在更換電池後，或者如果發生錯誤，如有必要，計

時指針可以重新調整至零：	

錶冠位置2：
使用按鈕B調整計時分針E。		

錶冠位置3：
使用按鈕A調整計時秒針C。
使用按鈕B調整1/10秒計時指針G。

欲快速推進指針，按住按鈕超過一秒鐘。

11  石英計時碼錶	
1/10秒精確度 — A 型	

包括摩凡陀Junior Sport石英計時碼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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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石英計時碼錶	
1/10秒精確度 — B 型	

包括初版800系列運動型和优雅運動型以及精選Vizio石英計時碼錶

圖片說明：
H – 時針
M – 分針
C – 計時秒針	 	 	

E – 30分鐘計時器	
G	– 1/10秒計時器										
S – 小秒針
D – 日期顯示窗
1、2、3 – 錶冠位置
A – 計時按鈕（啟動/停止）	
B – 計時按鈕（分段計時/復位）

此款石英計時碼錶配備一個1/10秒計時器、分鐘計
時器（長達30分鐘）、以及小秒針副錶盤、中央計
時秒針、以及日期顯示窗。它可以用於測定一次持

續長達29分59.9秒活動的時間，精確到1/10秒。	

時間/日期設置	

調校時間：

1.  旋鬆旋入式錶冠；僅適用於某些錶款。參閱“旋
入式錶冠”說明。

2.  一旦小秒針S到達<<60>>位置，將錶冠拉出至	
位置3；腕錶停走。

3.  旋轉錶冠，移動指針並設置時間，確保日期在午
夜而非正午變更。

4.  移動指針至稍前於準確的時間，然後逆時針慢慢
地旋轉錶冠，將分針M與準確的分鐘刻度對齊。

5.  選取一個準確的時間信號（例如，從一個新聞廣
播電台）。當聽到示意準確時間的聲音，將錶冠

推回位置1；腕錶將重啟，立刻調到準確的時間。
6.  旋鬆旋入式錶冠；僅適用於某些錶款。參閱“旋
入式錶冠”說明。

調校時區和日期：

1. 將錶冠或已旋鬆的旋入式錶冠拉出至位置2。
2. 在跨進另一個時區後，旋轉錶冠來移動時針H向
前或向後，或調校夏令時/標準時間變更。

3. 欲更改日期D，推進時針H整整兩圈，否則日期將
在正午變更。這些調整不會讓腕錶停走，並且不

會影響分針和秒針顯示的時間。

4. 一旦調校完成，立即將錶冠推回位置1，然後旋入
錶殼（僅適用於精選錶款）。	

	

圖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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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時功能	

概述	

使用按鈕A和B來操作計時碼錶。第一次按下按鈕A
將開始計時。在計時碼錶運行時，一旦計時秒針C轉
完一圈，計時分針E會向前跳一分鐘。在計時碼錶運
行時，1/10秒針G不會移動。第二次按下按鈕A將
停止計時，並且移動指針G至相應的1/10秒刻度。
按下按鈕B，指針G、E和C將歸零。調整時間不會停
止計時，但只要拉出錶冠，就會鎖定按鈕A和B。		
重要事項：計時開始前，錶冠必須處於位置1，指針
必須位於零。按下按鈕B指針歸零。當錶冠拉出至位
置2或3時，切勿按下按鈕A或B。當錶冠未平齊緊靠
在錶殼上時，如果按鈕A或B被意外激活，那麼一根
或多根計時指針將會不同步。一旦發生這種情况，

按照下面的說明操作。

同步計時指針：

在更換電池後或如果發生錯誤，如有必要，計時指

針可以重新調整至零。按壓一次（快速按下並釋

放）將以一個增量推進指針。欲快速推進指針，按

壓按鈕超過一秒。		

錶冠位置2：
使用按鈕B調整分鐘計時器指針E。	

錶冠位置3：
使用按鈕A調整計時秒針C。使用按鈕B調整1/10秒
針G。			

操作計時碼錶			

單一計時功能：

1. 按下按鈕A開始計時。
2. 第二次按下按鈕A停止計時。
3. 按下按鈕B計時歸零。		

累積時間功能：

1. 按下按鈕A開始計時。
2.	第二次按下按鈕A停止計時。
3. 再一次按下按鈕A恢復計時。
4. 第四次按下按鈕A再一次停止計時。
注：每一次停止計時，計時指針會顯示累計時間。

5. 重覆步驟1和2來累加每個額外的時間間隔。
6. 在您記錄最後一個累積時間讀數後，按下按鈕B計
時指針歸零。

分段計時或中間計時功能：

在比賽進行中，可以用這些型號腕錶記錄中間時間

讀數：

1. 按下按鈕A開始計時。
2. 按下按鈕B短暫停止計時。
3. 讀取中間時間，例如：10分26又3/10秒。
4. 按下按鈕B恢復計時功能。指針會趕上正在進行的
活動。

5. 要讀取第二個分段時間，再一次按下按鈕B。重覆
步驟2到4來記錄其他分段時間。

6. 按下按鈕A停止計時。
7.  記錄最後一個時間讀數，例如：27分3又	

7/10秒。
8. 按下按鈕B計時指針歸零。	

第一名和第二名的成績：

這些計時碼錶還可以讓您測量第一名和第二名的	

成績：

1. 按下按鈕A開始計時。
2.  一旦第一名越過終點線，按下按鈕B。計時將	
停止。

3. 當第二名越過終點線時，按下按鈕A。
4. 注意錶盤上顯示的是獲勝者的時間。
5. 按下按鈕B；指針將移動顯示第二名的時間。
6. 再一次按下按鈕B所有指針歸零。

12  石英計時碼錶	
1/10秒精確度 — B 型	

包括初版800系列運動型和优雅運動型以及精選Vizio石英計時碼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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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石英計時碼錶	
1/10秒精確度 — C 型	

包括Cerena、Datron、摩凡陀BOLD Titanium XL、新款摩凡陀Circa、摩凡陀Edge、摩凡陀Parlee石英、	
摩凡陀Thin Classic (TC)超薄、博物館運動系列、Sapphire Synergy、SE Pilot以及Strato石英計時碼錶

圖片說明：
H – 時針
M – 分針
S – 小秒針	 	 	 	

C – 60秒鐘計時器	 	

E – 30分鐘計時器	 	

F – 1/10秒計時器	 	

D	– 大日期顯示窗	 	 	 	 	 	

1、2、3 – 錶冠位置
A – 計時按鈕（啟動/停止）	
B	– 計時按鈕（分段計時/復位）

這些計時碼錶配備分鐘計時器（長達30分鐘）、	
1/10秒計時器（30分鐘後變成小時計時器）、小
秒針副錶盤、以及中央計時秒針、某些錶款還帶有

大日期功能。它們可以用於測定一次持續長達29分
59.9秒活動的時間，精確到1/10秒；或測定一次
持續長達9小時59分59秒活動的時間，精確到整	
數秒。		

時間/日期設置	

設置時間：		

1.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3；腕錶停走。
2.  向任意一個方向轉動錶冠，直至指針顯示所需的
時間。

3. 將錶冠推回至位置1；腕錶重啟。

調校時間精確到秒：	

1.  一旦小秒針S到達<<60>>位置，將錶冠拉出至位
置3；腕錶停走。

2.  旋轉錶冠，移動指針並設置時間，確保日期在午
夜而非正午變更。

3.  移動指針至稍前於準確的時間，然後慢慢地逆時
針旋轉錶冠，將分針與正確的分鐘刻度對齊。

4.  選取一個準確的時間信號（例如，從一個新聞廣
播電台）。當聽到示意準確時間的聲音，立即將

錶冠推回位置1；腕錶將重啟，立刻調到準確的	
時間。

調校大日期（快速模式）：

僅適用於在12時位置帶大日期功能的錶款（見圖A）		
1.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2；腕錶繼續運行。
2. 順時針旋轉錶冠直到大日期窗D顯示正確的日期。
3. 將錶冠推回至位置1。
注：如果在晚上9:00至午夜12:00之間調整日期，
這時自動日期變更已在進行中，則應設置為第二

天：如果在這些時段里，已經通過快速模式校準，

則日期在午夜不會自動向前推進。

如果在快速模式日期設置過程中旋轉錶冠過快，則

日期在午夜可能無法正確變更。欲手動調校日期，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2，順時針旋轉錶冠直到窗口顯示
正確的日期；然後將錶冠推回位置1。	

圖A

圖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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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電池後設置日期/時間：

對於沒有日期顯示的錶款，參閱上述設置時間說明。

對於在12時位置帶大日期功能的錶款（見圖A）：	
1.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2；腕錶繼續運行。
2.	順時針旋轉錶冠直到D窗顯示昨天的日期。
3.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3；腕錶停走。
4. 順時針旋轉錶冠直到D窗顯示今天的日期。
5. 繼續順時針旋轉錶冠直到指針顯示正確的時間。
注：在設置時間時，務必注意上午/下午的區分。

6.	將錶冠推回至位置1。

計時功能		

概述	

使用按鈕A和B來操作計時碼錶。第一次按下按鈕A
將開始計時。第二次按下按鈕A將停止計時，以便讀
取計時。第三次按下按鈕A將重啟計時。按下按鈕
B，計時指針C、E和F將歸零。調整時間不會停止計
時，但只要拉出錶冠，就會鎖定按鈕A和B。	
注：計時開始前，錶冠必須處於位置1，指針必須位
於零。按下按鈕B指針歸零。		
重要事項：當錶冠拉出至位置2或3時，不要按下按
鈕A或B。當錶冠未平齊緊靠在錶殼上時，如果按鈕
A或B被意外激活，那麼一根或多根計時指針可能會
變得不同步。一旦發生這種情况，請按照末尾的說

明同步計時指針。	

單一計時功能：

測量一次單一、不間斷活動的持續時間：

1. 按下按鈕A開始計時。
2. 第二次按下按鈕A停止計時，並讀取3根計時指
針以確定計時時間，例如：4分，38秒，7/10 
秒。

3. 按下按鈕B計時指針歸零。	

累積計時功能：

要測量一系列較短活動的累加時間，例如一場反覆

中斷的藍球比賽的實際比賽時間：

1. 按下按鈕A開始計時。
2. 第二次按下按鈕A停止計時，並讀取計時時間，
例如：15分5秒。

3. 再一次按下按鈕A恢復計時。

4. 第四次按下按鈕A再次停止計時，並讀取新的計
時時間，例如：28分10秒。

注：每一次停止計時，計時指針會顯示累計時間。

5. 重覆步驟1和2來累加每個額外的時間間隔。
6. 在您記錄最後一個累積時間讀數後，按下按鈕B計
時指針歸零。		

分段計時或中間計時功能：

在比賽進行中，記錄中間計時讀數：

1. 按下按鈕A開始計時。
2. 按下按鈕B短暫停止計時。
3. 讀取中間時間，例如：10分10秒。
4.  按下按鈕B恢復計時功能。3根計時指針會迅速趕
上正在進行的活動。

5. 要讀取第二個分段時間，再一次按下按鈕B。重覆
步驟2到4來記錄其他分段時間。

6. 按下按鈕A停止計時。
7. 記錄最後一個時間讀數，例如：2小時14分7秒。
8. 按下按鈕B計時指針歸零。		

同步計時指針：

在更換電池後或如果發生錯誤，您可能需要手動調

整一根或多根計時指針，將它們全部準確對齊至各

自的零位置。

注：一旦處於同步模式，每一次按下和釋放按鈕A
都將以一個增量推進活動計時指針。要快速推進指

針，壓下並按住按鈕A。在此過程中，將錶冠推回位
置1並將其旋入錶殼，便可隨時退出調校模式。
1.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3。	
2.  同時按住按鈕A和B至少2秒進入調校模式。當計
時指針C旋轉360°，調校模式隨即激活；釋放按
鈕A和B。	

3. 使用按鈕A調整中央計時秒針C。	
4. 當指針C到達零位，按下按鈕B。
5. 現在按下按鈕A來調整1/10秒計時指針	F。	
6. 當指針F到達零位，按下按鈕B。
7. 再一次使用按鈕A來調整計時分針E。	
8.  當指針E到達零位，將錶冠推回至位置1。計時指
針當前同步至零位，可以使用計時功能。

13  石英計時碼錶	
1/10秒精確度 — C 型	

包括Cerena、Datron、摩凡陀BOLD Titanium XL、新款摩凡陀Circa、摩凡陀Edge、摩凡陀Parlee石英、	
摩凡陀Thin Classic (TC)超薄、博物館運動系列、Sapphire Synergy、SE Pilot以及Strato石英計時碼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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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石英計時碼錶	
1/10秒精確度 — D 型	

包括Verto和精選錶盤直徑38 mm的摩凡陀BOLD石英計時碼錶

圖片說明：
H – 時針
M – 分針
C – 計時秒針	 	 	

E – 30分鐘計時器	 	

G – 1/10秒計時器	
S	– 小秒針	 	 	 	

D – 日期顯示窗
1、2、3 – 錶冠位置
A – 計時按鈕（啟動/停止）	
B	– 計時按鈕（分段計時/復位）

這些石英計時款式采用十分之一秒的計時器，分鐘

計時器（最多30分），以及秒針小錶盤，錶盤中央
配有秒針，以及日期顯示窗口。該款計時錶可以對

某項活動持續計時長達30分60秒，計時結果精確
到最接近1/10的秒數。	

時間/日期設置	

時間設置：		

1.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3；腕錶停走。
2.  向任意一個方向轉動錶冠，直至指針顯示所需的
時間——檢查以確保日期在午夜而非正午變更。

注：每次順時針旋轉時針H整整兩圈，日期D將會於
午夜向前推進一天。	

3. 將錶冠推回位置1；腕錶將重啟。

使用錶冠快速調整日期：

1.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2；腕錶停走。
2. 逆時針慢慢地旋轉錶冠推進日期。
3.  直至D窗顯示正確的日期，將錶冠推回位置1；	
腕錶將重啟。

	

計時功能		

概述	

使用按鈕A和B來操作計時碼錶。第一次按下按鈕A
將開始計時。在計時碼錶運行時，一旦計時秒針C轉
完一圈，計時分針E會向前跳一分鐘。在計時碼錶運
行時，1/10秒針G不會移動。第二次按下按鈕A將
停止計時，並且移動指針G至相應的1/10秒刻度。
按下按鈕B，指針G、E和C將歸零。調整時間不會停
止計時，但只要拉出錶冠，就會鎖定按鈕A和B。
重要事項：計時開始前，錶冠必須處於位置1，指針
必須位於零。按下按鈕B指針歸零。當錶冠拉出至位
置2或3時，切勿按下按鈕A或B。當錶冠未平齊緊靠
在錶殼上時，如果按鈕A或B被意外激活，那麼一根
或多根計時指針將會不同步。一旦發生這種情况，

按照下面的說明操作。

圖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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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計時指針：

在更換電池後或如果發生錯誤，如有必要，計時指

針可以重新調整至零。按壓一次（快速按下並釋

放）將以一個增量推進指針。欲快速推進指針，按

壓按鈕超過一秒。

錶冠位置2：
使用按鈕B調整分鐘記錄指針E。

錶冠位置3：
使用按鈕A調整計時秒針C。使用按鈕B調整1/10秒
針G。

操作計時碼錶

單一計時功能：

1. 按下按鈕A開始計時。
2. 第二次按下按鈕A停止計時並讀取時間。
3. 按下按鈕B計時歸零。

累積時間功能：

1. 按下按鈕A開始計時。
2. 第二次按下按鈕A停止計時。
3. 再一次按下按鈕A恢復計時。
4. 第四次按下按鈕A再一次停止計時。
注：每一次停止計時，計時指針會顯示累計時間。

5. 重覆步驟1和2來累加每個額外的時間間隔。
6. 在您記錄最後一個累積時間讀數後，按下按鈕B計
時指針歸零。

分段計時或中間計時功能：

在比賽進行中，可以用這些型號腕錶記錄中間時間

讀數：

1. 按下按鈕A開始計時。
2. 按下按鈕B短暫停止計時。
3. 讀取中間時間，例如：10分26又3/10秒。
4. 按下按鈕B恢復計時功能。指針會趕上正在進行的
活動。

5.	要讀取第二個分段時間，再一次按下按鈕B。	
重覆步驟2到4來記錄其他分段時間。

6. 按下按鈕A停止計時。
7.  記錄最後一個時間讀數，例如：	

27分	3又7/10秒。
8. 按下按鈕B計時指針歸零。

14  石英計時碼錶	
1/10秒精確度 — D 型	

包括Verto和精選錶盤直徑38 mm的摩凡陀BOLD石英計時碼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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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指針- 數字石英計時碼錶	
1/100秒精確度

包括摩凡陀Dura指針–數字石英計時碼錶

圖片說明：
H – 時針
M	– 分針
SF – 選定功能顯示	
DD – 數字顯示
PC –	設置錶冠

錶冠位置：

0 –  推入錶殼	
按下設定/解除鬧鐘	

按下開始/停止/復位計時

1 –  中間位置		
旋轉錶冠來選擇功能	

	

2 –  拉出位置	
旋轉錶冠來同步下方的數字顯示	

以及腕錶的指針位置

開始
該指針/數字計時碼錶配備一個上方選擇功能指示器

(SF)，一個下方6位LCD（液晶顯示）數字信息顯示
(DD)，以及一個獨特設計的錶冠(PC)，該錶冠允許您
切換、選擇和操作不同的功能。其計時功能可用於

測定一次持續長達47小時59分59.99秒活動的	
時間。

重要事項：時計處於水下時，切勿操作設置錶冠。

每次使用後，確保錶冠返回位置1（中間位置）。

選擇功能：

讓錶冠處於位置1（中間位置），向任意一個方向旋
轉錶冠，選擇一個功能。逆時針旋轉錶冠，上方將

顯示可用功能：	

1: 中間（無顯示）  2: 本地時間	時-分-秒	  3: 
秒鐘/日期	 	4: 星期/日期	  5. 計時器	TM	 	6. 
第二時區	T2 	7. 累加計時模式 CHR	 	8. 分段
計時模式	CHR	 	9. 鬧鐘AL。
如果順時針旋轉錶冠，功能將以相反的順序顯示。

注：該時計配置電池用盡指示功能：當電池即將	

用盡時，數字顯示開始閃爍，示意需要及時更換	

電池。

將指針與數字顯示同步：

在更換電池後或如果發生錯誤，您可能需要通過數

字顯示時間來校準腕錶指針所顯示時間：

1.  讓錶冠處於位置1，選擇中間功能（無數字信息	
顯示）。

2.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2：上方顯示符號R。
3.  向任意一個方向旋轉錶冠，直至指針顯示與數字
顯示相同。快速旋轉將使時針前進或倒退整整一

個小時；慢速旋轉則將對分鐘進行調整。

4. 將錶冠推回至位置1（中間位置），然後旋轉錶冠
選擇本地時間設置功能。		

5. 繼續設置時間。

圖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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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更改時間顯示模式：

數字時間可以12小時	(AM/PM)	或24小時模式	
顯示：

1. 讓錶冠處於位置1，選擇T2功能。
2. 推壓錶冠一次：如果顯示字母A或P，時間則以	

12	小時模式顯示。
注：在12小時顯示模式中，當處於正午和午夜之
間，小字母P會出現在顯示時間的數字旁邊。
3. 推壓錶冠兩次，返回/選擇24小時模式。

數字時間和日期設置

設置小時和分鐘：

1. 選擇並顯示本地時間。
2.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2：上方顯示符號T；下方閃爍
數字顯示小時和分鐘。

3.  向任意一個方向旋轉錶冠來更改下方數字時間顯
示：快速旋轉更改小時顯示；慢速旋轉調整分鐘

顯示。

注：腕錶的指針會與數字時間顯示同步移動。	

4.  當下方數字顯示正確小時和分鐘時，將錶冠推回
至位置1。

設置準確的秒鐘：

1. 選擇並顯示本地時間。
2.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2：上方顯示符號T；下方閃爍
數字顯示小時和分鐘。

3.  將錶冠推至位置1。顯示秒鐘的數字將閃爍1分
鐘。

4.  當秒鐘數字閃爍時，選取一個準確的時間信號	
(例如，從一個新聞廣播電台）。當聽到示意準確

時間的聲音時，將錶冠推至位置0；顯示秒鐘的數
字將歸零 (00）。

注：當您推動錶冠重置秒鐘時，如果數字一直在0
和30秒之間閃爍，時間將設置為當前的分鐘。在您
推動錶冠前，如果秒鐘一直在31和60秒之間顯示，
時間將調整為下一分鐘。一旦設置好秒鐘，檢查顯

示，如有必要，請以正/負一分鐘校準時間。

設置日期和月份：

1. 選擇秒鐘/日期功能。
2.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2：秒鐘將消失；月份數字顯示
在日期旁邊；兩個數字都閃爍。

3.  向任意一個方向旋轉錶冠：快速旋轉更改月份；
慢速旋轉更改日期。

4.  將錶冠推回至位置1（中間位置）：月份顯示消
失，秒鐘顯示重新出現。	

注：儘管在正常模式下使用腕錶時並不顯示月份，

然而欲使用萬年曆功能（至2099年）則必須設置	
月份。

調校星期：

1. 選擇星期-日期功能。
2.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2：標示語言的一個字母（E	=	
英語、F	=	法語、S =	西班牙語、D	=	德語）即為
顯示星期的地方，出現在日期位置上；語言和年

份顯示閃爍。

3.  向任意一個方向旋轉錶冠，直到顯示想要的語	
言和年份。快速旋轉更改語言；慢速旋轉更改	

年份。

4. 將錶冠推回至位置1（中間位置）：語言和年份消
失；星期和日期重新出現。		

注：如果設置好日期、月份和年份，正確的星期將

作為萬年曆功能的一部分自動顯示。

使用倒計時器：

1. 選擇計時器TM功能。
2.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2：顯示小時和分鐘的數字開始
在下方閃爍顯示。

3.  向任意一個方向旋轉錶冠，設置您需要倒計時的
時間：快速旋轉更改小時；慢速旋轉更改分鐘。

4. 將錶冠推回至位置1（中間位置）：倒計時功能自
動啟動；當預設時間一到，腕錶鬧鐘會響起。

5. 將錶冠推回至位置0停止鬧鐘。
注：將錶冠推回至位置0並按下超過2秒鐘即可隨時
取消倒計時功能。推壓錶冠一次，正在運行的倒計

時可以重新啟動。

15  指針- 數字石英計時碼錶	
1/100秒精確度

包括摩凡陀Dura指針–數字石英計時碼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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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另一時區的時間：

除了當地時間，這款時計還可以顯示第二時區時間。

1. 選擇第二時區T2功能。
2.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2：顯示第二時區小時和分鐘的
數字開始在下方閃爍顯示。

3.		向任意一個方向旋轉錶冠，更改閃爍設置：快速
旋轉更改小時；慢速旋轉更改分鐘。

4. 將錶冠推回至位置1（中間位置）。
注：第二時區的秒鐘顯示無法調整：第二時區的秒

鐘顯示與當地時間秒鐘相同。

該時區顯示以½小時增量來調校。
在讀取第二時區顯示的時間時，您需要考慮腕錶是

以12小時	(AM/PM)	還是24小時模式運行。

更改時區：	

當您更改時區時，或者如果夏令時時間未自動變

更，您可以調整下方小時數字和腕錶指針所顯示的

小時數字，將其向前或向後調整幾個小時，不影響

數字分鐘和秒鐘顯示。步驟如下：

1.	選擇並顯示當地時間。
2.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2：上方顯示符號T；下方閃爍
數字顯示小時和分鐘。

3. 向任意一個方向快速旋轉錶冠，更改下方數字小
時顯示；指針會同時移動实現與數字顯示同步。

4.  下方數字顯示正確小時的時候，將錶冠推回至位
置1。

注：如果夏令時未自動變更，您還需相應地調整第

二時區。

使用計時碼錶

概述

該數字計時可在一種模式下，測定一次持續長達	

47小時59分59.99秒活動的時間。

要操作該計時碼錶，在ADD (Ad)模式	(記錄累積時
間)或SPLIT (SP)模式	(測量正在進行活動的中間時間)
下選擇計時功能CHR。連續按壓錶冠便可啟動/停止/
重啟計時器。

	

要將數字計時顯示歸零，推動錶冠並按住超過2秒。
注：每一次，您只可以使用兩種計時功能中的一種	

——	ADD或SPLIT；它們無法同時使用。要轉換為另
一種模式，您必須先停止計時並將計時器歸零。不

過，在計時碼錶運行時，您可以選擇並使用其他時

計功能。

選擇一種模式：

在ADD模式中，您可以啟動並停止計時器，以測量
一系列較短活動的累加時間，例如一場反覆中斷的

藍球比賽的實際比賽時間。每一次停止計時器，計

時就停止：它就不再繼續跟踪計時。

在SPLIT模式下，可記錄一次持續活動（例如賽跑）
進行中的中間時間。計時器將持續跟踪計時，與此

同時顯示中間時間的讀數。再次按壓錶冠時，計時

器將顯示持續用時。

讀取顯示：

當計時碼錶在任意一種模式下運行——ADD或SPLIT	
——計時器將顯示下列信息：
計時時間小於1分鐘：
	 SP或Ad模式 —— 秒 + 百分之一秒。		
	 (例如：“Ad 05 58”)

計時時間大於1分鐘且小於1小時：
	 	SP或Ad模式 —— Ad和分鐘 + 秒 + 百分之一

秒交替出現。

	 (例如：“Ad”和“05 50 36”交替顯示)

計時時間大於1小時且小於48小時：
	 	SP或Ad模式 —— 分鐘	–	秒	– 百分之一秒交

替出現。

	 	(例如:“01 35 28”和“Ad	55”交替顯示）

15  指針- 數字石英計時碼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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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摩凡陀Dura指針–數字石英計時碼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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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鬧鐘	

設置鬧鐘：

1. 選擇鬧鐘AL功能。
2.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2：顯示小時和分鐘的數字開始
在下方閃爍顯示。

3.  向任意一個方向旋轉錶冠，將鬧鐘設為想要的時
間：快速旋轉更改小時；慢速旋轉更改分鐘。

4. 將錶冠推回至位置1（中間位置）：鬧鐘現在已設
置好，下方將顯示AL	。

5. 將錶冠推回至位置0，停止鬧鈴。
注：將錶冠推回至位置0並按下超過2秒鐘即可隨時
取消倒計時功能。推壓錶冠一次，正在運行的倒計

時可以重新啟動。

開啟或關閉鬧鐘：

欲開啟或關閉鬧鐘，選擇鬧鐘AL功能，然後按壓錶
冠。	

每按壓一次，均可從顯示中得知鬧鐘處於開啟還是

關閉：

	 	顯示	AL —— 鬧鐘激活，會在設定時間響鬧。
	 顯示	OF —— 鬧鐘已關閉。
欲停止響鬧，請推下錶冠。	

注：設置鬧鐘以及讀取設置的響鬧時間時，請注意

考慮腕錶是在12小時	(AM/PM)	還是24小時模式下
運行。

測試鬧鐘：

選擇鬧鐘AL功能，然後按壓錶冠超過2秒：鬧鐘開始
響起。釋放錶冠停止鬧鐘測試。

15  指針- 數字石英計時碼錶	
1/100秒精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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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H – 時針
M – 分針
S	– 小秒針																																								
C – 秒鐘計時器		 	 	

D – 12小時計時器	 	 	

E – 30分鐘計時器																					
J – 日期顯示	 	 	 	 	

P – 30 脈搏刻度	
1、2、3 – 錶冠位置	 	 	 	

A – 計時按鈕（啟動/停止）	
B – 計時按鈕（分段計時/歸零）
R – 快速日期調校

這些自動計時碼錶配備一隻精良的27石瑞士機芯，
擁有48小時動力儲存、分鐘計時器（長達30分
鐘）、小時計時器以及小秒針副錶盤、中央計時秒

針、以及日期顯示。一些錶款帶有一個快速日期調

校按鈕，而其他精選錶款則帶有心率錶圈刻度，可

以用於計算您的脈搏。它們全都可以用於測定一次

持續長達12小時30分29秒活動的時間，精確	
到秒。	

注：在正常的日常活動期間，您的手臂運動可為自

動上鏈腕錶提供足夠動力。然而，如果您未佩戴腕

錶連續超過48個小時，導致腕錶停走，您需要手	
動給計時碼錶上鏈，然後才能設置時間或操作計時

功能：

1.  錶冠處於位置1，平齊緊靠在錶殼上，順時針旋
轉錶冠約20圈。

2. 按照下面的說明重新設置時間。			

P

16  自動計時碼錶	
1/1秒精確度	— A型

包括原版摩凡陀Circa、摩凡陀Master和Vizio自動計時碼錶

圖A

圖B 

圖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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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日期設置	

設置時間：

1.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2；腕錶停走。
2.  向任意一個方向旋轉錶冠，移動指針至所需的時
間，檢查以確保日期在午夜而非正午變更。	

3. 將錶冠推回至位置1；腕錶重啟。

使用錶冠快速調整日期：	

(見圖A和B）
1.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2；腕錶停走。
2.  旋轉錶冠，使指針於晚上9點	(21H)	和剛過午夜	
(24H)	之間來回移動；每次指針到達午夜12點，
日期將向前推進一天。

3.  當J窗口顯示正確的日期時，將錶冠推回位置1；
腕錶重啟。

使用調校器快速調整日期（僅限某些錶款）：

(見圖C)
重要事項：由於自日曆在晚上8:30	(20:30H)	至
11:00 PM	(23H)	之間自動變更，切勿在此時段內使
用日期調校按鈕。這樣做可能會損壞機芯。

1.  壓下錶殼側面位於10時位置的日期調校按鈕R；
每一次按壓並釋放按鈕R將使J窗口的日期向前推
進一格。

計時功能

概述	

使用按鈕A和B來操作計時碼錶。第一次按下按鈕A
將開始計時。當計時碼錶運行時，三根計時計時器

指針將不斷推進，顯示當前經過的秒數（指針C），
長達30分鐘的分鐘數（指針E），及長達12小時的
小時數（指針D）。第二次按下按鈕A將停止計時。
按下按鈕B，指針C、E和D將歸零。
重要事項：計時開始前，錶冠必須處於位置1，指針
必須位於零。如有必要，按下按鈕B歸零。當錶冠拉
出至位置1，切勿使用計時功能。當時計處於水下
時，切勿操作計時按鈕A和B。
注：指針S是標準時計秒針。它並非計時功能的一部
分，因此當錶冠處於位置1	時將繼續運行。

單一計時功能：	

1. 按下按鈕A開始計時。
2. 第二次按下按鈕A停止計時。
3. 按下按鈕B計時歸零。

累積時間功能：	

要測量一系列較短活動的累加時間，例如一場反覆

中斷的藍球比賽的實際比賽時間，：

1. 按下按鈕A開始計時。
2. 第二次按下按鈕A停止計時。
3. 再一次按下按鈕A恢復計時。
4. 第四次按下按鈕A再一次停止計時。
注：每一次停止計時，計時指針會顯示累計時間。

5. 重覆步驟1和2來累加每個額外的時間間隔。	
6.  在您記錄最後一個累積時間讀數後，按下按鈕B計
時指針歸零。

16  自動計時碼錶	
1/1秒精確度	— A型

包括原版摩凡陀Circa、摩凡陀Master和Vizio自動計時碼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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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自動計時碼錶	
1/1秒精確度	— A型

包括原版摩凡陀Circa、摩凡陀Master和Vizio自動計時碼錶

要測量您的心率（僅限某些錶款）：

(見圖D）	
一些摩凡陀自動計時碼錶還帶有一個經校準的內	

錶圈環，通過使用計時秒針C可以用來來測量您	
的心率：

1. 如有必要，按下按鈕B使計時歸零。
2. 蕁找您的脈搏。
3.  按下按鈕A，數30次心跳，然後立即再次按下按
鈕A。

4.  您的心率（每分鐘心跳）就是標有刻度的內錶	
圈環上的計時秒針C所顯示的數字。例如，	
9秒 = 200次心跳/分鐘，45秒	= 40次心跳/	
分鐘。

5. 按下按鈕B所有計時指針歸零。

圖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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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自動計時碼錶
1/1秒精確度 — B型
包括全新SE自動計時碼錶

圖片說明：
H – 時針
M – 分針
S – 小秒針																																								
C – 秒鐘計時器	
G – 24小時指針	 	 	

D – 12小時計時器	 	 	

E – 30分鐘計時器																					
J – 日期顯示
1、2、3 – 錶冠位置
A – 計時按鈕（啟動/停止）	
B – 計時按鈕（分段計時/歸零）

這些自動計時碼錶配備一塊精良的25石瑞士機芯，
擁有48小時動力儲存、分鐘計時器（長達30分
鐘）、小時計時器以及小秒針副錶盤、中央計時秒

針、以及日期顯示。它們可以用於測定一次持續長

達12小時30分59秒活動的時間，精確到秒。	
注：在正常的日常活動期間，您的手臂運動可為自

動上鏈腕錶提供足夠動力。然而，如果您未佩戴腕

錶連續超過48個小時，導致腕錶停走，您需要手動
給計時碼錶上鏈，然後才能設置時間或操作計時	

功能：

1.  錶冠處於位置1，平齊緊靠在錶殼上，順時針旋
轉錶冠約20圈。

2. 按照下面的說明重新設置時間。

時間/日期設置	

設置時間：

1.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3；腕錶停走。
2.  向任意一個方向旋轉錶冠，移動指針至所需的時
間，檢查以確保日期在午夜而非正午變更。	

3. 將錶冠推回至位置1，腕錶重啟。

快速調整日期：

重要事項：由於自動日曆在晚上8:00 (20H)	至凌晨
2:00 (2H)	之間自動變更，切勿在此時段內進行快速
日期更改。這樣做可能會損壞機芯。

1.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2。
2. 順時針旋轉錶冠更改日期J。
注意：逆時針旋轉錶冠會更改24小時指針G。
3. 當J窗口顯示正確的日期時，將錶冠推回位置1。

計時功能

概述	

使用按鈕A和B來操作計時碼錶。第一次按下按鈕A
將開始計時。當計時碼錶運行時，三根計時計時器

指針將不斷推進，顯示當前經過的秒數（指針C），
長達30分鐘的分鐘數（指針E），及長達12小時的
小時數（指針D）。第二次按下按鈕A將停止計時。
按下按鈕B，指針C、E和D將歸零。
重要事項：計時開始前，錶冠必須拉出至位置2或	
3，指針必須位於零。如有必要，按下按鈕B歸零。
當錶冠拉出至位置1，切勿使用計時功能。當時計處
於水下時，切勿操作計時按鈕A和B。
注：指針S是標準時計秒針。它並非計時功能的一部
分，因此當錶冠處於位置1時將繼續運行。

單一計時功能：	

1. 按下按鈕A開始計時。
2. 第二次按下按鈕A停止計時。
3. 按下按鈕B計時歸零。

圖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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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時間功能：	

要測量一系列較短活動的累加時間，例如一場反覆

中斷的藍球比賽的實際比賽時間：

1. 按下按鈕A開始計時。
2. 第二次按下按鈕A停止計時。
3. 再一次按下按鈕A恢復計時。
4. 第四次按下按鈕A再一次停止計時。
注：每一次停止計時，計時指針會顯示累計時間。

5. 重覆步驟1和2來累加每個額外的時間間隔。	
6. 在您記錄最後一個累積時間讀數後，按下按鈕B計
時指針歸零。

17  自動計時碼錶
1/1秒精確度 — B型
包括全新SE自動計時碼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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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自動計時碼錶	
1/1秒精確度 — C型
包括新款Datron自動計時碼錶

H

M

S
C

D

E

J

A

B

1  2  3

圖片說明：
H – 時針
M – 分針
S – 小秒針	
C	–	秒鐘計時器	
D –	12小時計時器
E –	30分鐘計時器
J –	日期顯示窗
1, 2, 3	–	錶冠位置
A –	計時按鈕（開始/停止）	
B –	計時按鈕（分段計時/復位）

這些自動計時錶款采用鑲有37顆寶石的精密瑞士機
芯，可儲存42小時動力，帶有分鐘計時器（最多可
計30分鐘）、小時計時器（最多可計12小時）和
小秒針錶盤；錶盤中央配有計時秒針和日期顯示窗

口。這些計時錶可對某項活動持續計時長達12小時
30分59秒，計時結果精確到最接近的秒數。	

注：在平時的日常活動中，您手臂的運動量應足夠

為您的摩凡陀自動腕錶上鏈。但是，如果您已經有

超過48小時未佩戴腕錶且腕錶已經停止走動，則您
需要在設置時間或使用計時功能前手動對計時機芯

進行上鏈：

1.  當錶冠處於位置1、與錶殼齊平時，順時針旋轉錶
冠約20圈。

2. 按下述說明重新設置時間。	

時間/日期設置

設置時間：

1.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3；腕錶停止走動。
2.  向任一方向旋轉錶冠，將指針移動到所需時間，
確保日期在午夜而非正午變更。	

3.	將錶冠推回位置1；腕錶重新走動。

快速調校日期：

1. 將錶冠拔出至位置2。
2. 向任一方向旋轉錶冠以調校日期。
3. 當窗口J顯示正確日期時，將錶冠推回位置1。

計時功能

概述	

使用按鈕A和B來操作計時碼錶。第一次按下按鈕A
將開始計時。在計時碼錶運行時，三個計時指針將

會連續掃秒，分別顯示當前已經走過的秒鐘數（指

針C）、不超過30的分鐘數（指針E）以及不超過
12的小時數（指針D）。第二次按下按鈕A將停止計
時。按下按鈕B，指針C、E和D將歸零。

重要事項：計時開始前，錶冠必須處於位置1，指針
必須位於零。必要時按下按鈕B將指針歸零。當錶冠
拉出至位置2或3時，切勿使用計時功能。當腕錶處
於水中時，切勿操作計時按鈕A和B。
注：指針S是腕錶顯示標準時間的秒針。它不屬於計
時功能的一部分，因此當錶冠處於位置1時，它仍會
連續走動。

圖A



38

18  自動計時碼錶	
1/1秒精確度 — C型
包括新款Datron自動計時碼錶

單一計時功能：	

1. 按下按鈕A開始計時。
2.		第二次按下按鈕A停止計時，讀取指針走過的	
時間。

3. 按下按鈕B將計時指針歸零。

累積計時功能：	

要測量一系列較短活動的累加時間，例如一場頻繁

中斷的藍球比賽的實際比賽時間：

1. 按下按鈕A開始計時。
2. 第二次按下按鈕A停止計時。
3. 再次按下按鈕A恢復計時。
4. 第四次按下按鈕A再次停止計時。
注：每次停止計時，計時指針都會指示累計時間。

5. 重覆步驟1和2來累加每個額外的時間間隔。	
6. 在您記錄最後一個累計時間並讀數後，按下按鈕B
將計時指針歸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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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圖A
H – 時針
M – 分針
S – 小秒針	
C	–	秒鐘計時器	
D –	12小時計時器
E –	30分鐘計時器
J –	日期顯示窗
1, 2, 3	–	錶冠位置
A –	計時按鈕（開始/停止）	
B –	計時按鈕（分段計時/復位）

這些自動計時款式采用鑲有25顆寶石的精密ETA 
A07.211自動上鏈機械機芯，可儲存48小時動力，
帶有分鐘計時器（最多可計30分鐘）、小時計時器	
(最多可計12小時）和小秒針錶盤，錶盤中央配有計
時秒針，以及日期顯示窗口。它們可對某項活動持續
計時長達12小時30分59秒，計時結果精確到最接近
的秒數。	

手動上鏈/旋入式錶冠
在平時的日常活動中，您手臂的運動量應足夠為您的
自動計時碼錶上鏈。但是，如果您已經有超過48小
時未佩戴腕錶且腕錶已經停止走動，則您需要在設置
時間/日期或使用計時功能前，手動旋鬆錶冠(精選款
式）,並對腕錶進行手動上鏈：

手動為腕錶上鏈：

1. 	逆時針旋轉錶冠大約6圈，旋鬆有些款式上的	
錶冠。

2. 將已旋鬆的錶冠拉出至位置1，順時針旋轉錶冠約
20圈，為機芯上鏈。	

3. 按下述說明重新設置時間/日期。

注：完成時間/日期設置後，必須將有些款式上的錶
冠旋入到錶殼中以確保防水功能：輕輕按住的同時順

時針旋轉錶冠約6圈，直至開始感覺到阻力。不要旋
得太緊。

時間/日期設置

設置時間：
1.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3；腕錶停止走動。
2.  向任一方向旋轉錶冠，將指針移動到所需時間，
確保日期在午夜而非正午變更。

注：調校時間時，每經過午夜一次，日期便向前推進
一天。
3.  將錶冠推回位置1；腕錶重新走動。

快速調校日期：
注意：與所有配備日曆功能的機械錶一樣，錶盤上顯
示的時間介於晚上9點(21:00)和凌晨3點(03:00)之間
時，切勿使用快速調校日期功能（將錶冠拉出至位置
2），否則可能會損壞腕錶的機械裝置。
1.  將錶冠拔出至位置2。
2.  順時針旋轉錶冠以更改日期。
3.  當窗口J顯示正確日期時，將錶冠推回位置1並	
旋入。

19  自動計時碼錶	
1/1秒精確度 — D型

包括SE Extreme以及限量版摩凡陀Parlee自動計時碼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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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時功能

概述： 
使用按鈕A和B來操作計時碼錶。第一次按下按鈕A將
開始計時。在計時碼錶運行時，三個計時指針將會連
續掃秒，分別顯示當前已經走過的秒鐘數（指針C）
、不超過30的分鐘數（指針E）以及不超過12的小時
數（指針D）。第二次按下按鈕A將停止計時。按下
按鈕B，指針C、E和D將歸零。
重要事項：計時開始前，錶冠必須處於位置1，指針
必須位於零。必要時按下按鈕B將指針歸零。當錶冠
拉出至位置2或3時，切勿使用計時功能。當腕錶處
於水中時，切勿操作計時按鈕A和B。
注：指針S是腕錶顯示標準時間的秒針。它不屬於計
時功能的一部分，因此當錶冠處於位置1時，它仍會
連續走動。

單一計時功能：
1.  按下按鈕A開始計時。
2.  第二次按下按鈕A停止計時，讀取指針走過的	
時間。

3.  按下按鈕B將計時指針歸零。

累計計時功能：	
要測量一系列較短活動的累加時間，例如一場頻繁中
斷的藍球比賽的實際比賽時間：
1.  按下按鈕A開始計時。
2.  第二次按下按鈕A停止計時，讀取指針走過的	
時間。

3.  再次按下按鈕A恢復計時。
4.  第4次按下按鈕A，計時碼錶再次停止，此時可讀
取累計計時的時間。

注：每次停止計時，計時指針都會指示累計時間。
5.  重覆步驟1和2來累加每個額外的時間間隔。
6.  在您記錄最後一個累計時間並讀數後，按下按鈕B
將計時指針歸零。

19  自動計時碼錶	
1/1秒精確度 — D型

包括SE Extreme以及限量版摩凡陀Parlee自動計時碼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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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旋轉顯示24小時世界時間的	
自動3指針錶款

包括摩凡陀Red Label Calendomatic世界時間錶款

H

S

M
R

T

1  2  3

圖片說明：
H – 時針
M	–	分針
S	–	秒針
R	–	旋轉的城市世界時間錶盤	
T	–	固定的24小時世界時間顯示刻度 

錶冠位置：

位置1 – 	正常運行/手動上鏈位置。	
錶冠推入錶殼中。

位置2 – 快速調校世界時間旋轉盤。
位置3 – 時間設置位置。

這些自動錶款采用精密瑞士機芯，帶獨特的世界時

間旋轉顯示盤。當地時間由時針H和分針M顯示，而
旋轉的城市盤R和固定的24小時時間刻度T則可以連
續顯示世界各地24個時區的當前時間。

注：在平時的日常活動中，您手臂的運動量應足夠

為您的精準摩凡陀自動錶上鏈。但是，如果您已經

有38小時或更長時間未佩戴腕錶且腕錶已經停止走
動，您將需要在設置當地時間或世界時間之前手動

進行上鏈：

1.  當錶冠處於位置1、與錶殼齊平時，順時針旋轉錶
冠約20圈。	

2. 按下述說明重新設置當地時間和世界時間。	

設置時間：

1.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3；腕錶停止走動。
2.  向任一方向旋轉錶冠，直至指針指向所需的時
間。	

3.  將錶冠推回位置1；腕錶重新走動，現在已設置到
正確時間。

調校世界時間：

1.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2；腕錶繼續運行。
2.  向任一方向旋轉錶盤R，直至最近的主要城市名與
刻度T上其對應時區的當前小時對齊。接着刻度T
上將會顯示所有24個世界主要城市的當前時間。

3. 正確調校了世界時間後，將錶冠推回位置1。

圖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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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H – 時針
M – 分針
L – 兩月月相指示器	
D – 日期指示器	

A – 月相調校按鈕
B – 日期調校按鈕

錶冠位置：

位置1 –  正常運行/手動上鏈位置。	
錶冠推入錶殼中。	

位置2 – 時間設置位置。
注意：在平時的日常活動中，您手臂的運動量應足

夠為您的精準摩凡陀自動錶上鏈。但是，如果您已

經有38小時或更長時間未佩戴腕錶且腕錶已經停止
走動，您將需要在設置時間或設置顯示內容之前手

動上鏈：

要對自動機芯手動上鏈：	

1. 錶冠處於位置1時，順時針旋轉錶冠約20圈。	
2. 按以下說明重新設置時間。	

要設置時間：	

1.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2；腕錶停止走動。
2.  將錶冠朝任一方向轉動，將指針移動到所需時
間，確保顯示的日期在午夜而不是中午改變。

3. 將錶冠推回位置1；腕錶恢復走動，現在已設置到
正確時間。

重要事項：由於自動日曆在下午	4:30 (16:30H) 
至凌晨	1:00 (1H) 之間自動變更，切勿在此時段	
內使用日期或月相調校按鈕。這樣做可能會損壞	

機芯。

21  具有月相盤和日期指示器的自動2指針錶款
包括摩凡陀Red Label Planisphere錶款		

圖A

圖B 

圖C	



43

要調校月相指示器：	

注意：這幾款腕錶都配有兩月月相指示器：月相盤

需要59天，即經過兩個滿月和兩個新月的循環，才
走完副錶盤L上的一整圈。

使用提供的調校工具的細小端操作錶殼頂部12:30
位置上的月相調校按鈕A。每一次按下並鬆開按鈕
A可將環繞滿月圖像的月相副錶盤L推進一天，滿月
圖像的12點鐘位置有小指示點；按下並鬆開按鈕
59次可走過月相盤上的兩個完整朔望月。
1.  按下並鬆開調校按鈕A，直到副錶盤L中滿月圖像
正上方的小指示點與旋轉的外盤上的兩個小滿月

之一對齊。

2.  查看日曆，確定上次滿月的日期，然後計算自這
一日後過去的天數。例如，如果上次滿月是在6
號，今天是17號，那麼已經過去了11天。

3.  對於自上次滿月後過去的每一天，按下並鬆開調
校按鈕A一次；外部的旋轉盤將推進，以使白色
的小指示點與副錶盤L中的當前月相對齊。

要調校日期（快速模式）：	

使用提供的調校工具的細小端按下錶殼底部6:30位
置上的日期調校按鈕B；每次按下並鬆開按鈕B可將
日期指示器指針D推進一天。

21  具有月相盤和日期指示器的自動2指針錶款
包括摩凡陀Red Label Planisphere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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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具有月相視窗和日期指示器的自動2指針錶款
包括摩凡陀Red Label Skymap系列	

圖片說明：
H –	時針
M – 分針
L – 月相視窗
D – 日期指示器	

A – 月相調校按鈕
B – 日期調校按鈕	

錶冠位置：

位置1 –  正常運行/手動上鏈位置。	
錶冠推入錶殼中。	

位置2 – 時間設置位置。

注意：在平時的日常活動中，您手臂的運動量應足

夠為您的精準摩凡陀自動錶上鏈。但是，如果您已

經有38小時或更長時間未佩戴腕錶且腕錶已經停止
走動，您將需要在設置時間或設置顯示內容之前手

動上鏈：

要對自動機芯手動上鏈：	

1. 錶冠處於位置1時，順時針旋轉錶冠約20圈。	
2. 按以下說明重新設置時間。	

要設置時間：	

1.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2；腕錶停止走動。
2.  將錶冠朝任一方向轉動，將指針移動到所需時
間，確保顯示的日期在午夜而不是中午改變。

3. 將錶冠推回位置1；腕錶恢復走動，現在已設置到
正確時間。

重要事項：由於自動日曆在下午	4:30	(16:30H)	
至凌晨	1:00	(1H)	之間自動變更，切勿在此時段內
使用日期或月相調校按鈕。這樣做可能會損壞	

機芯。

要調校月相指示器：	

使用提供的調校工具的細小端操作錶殼頂部12:30
位置上的月相調校按鈕A。每一次按下並鬆開按	
鈕A可將月相視窗L中的月亮指示推進一天；按下並
鬆開按鈕28次將經過一個朔望月。
1.  按下並鬆開調校按鈕A，直到視窗L中出現滿月圖
像（白色）。	

2.  查看日曆，確定上次滿月的日期，然後計算自這
一日後過去的天數。例如，如果上次滿月是在6
號，今天是17號，那麼已經過去了11天。	

3.  對於自上次滿月後過去的每一天，按下並鬆開	
調校按鈕A一次；此時當前的月相將顯示在視	
窗L中。	

要調校日期（快速模式）：	

使用提供的調校工具的細小端按下錶殼底部6:30位
置上的日期調校按鈕B；每次按下並鬆開按鈕B可將
日期指示器指針D推進一個數字。

圖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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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具有雙時區和月份/日期顯示窗的數字觸屏LED型腕錶
包括摩凡陀BOLD Touch錶款

圖片說明：
LED – 主數字顯示屏
T1 – 時區1模式指示器
T2 – 時區2模式指示器
DA – 日期模式指示器
P – PM指示器（僅出現在“設置模式”中）

這幾款雙時間數字腕錶配有新穎的4位數字LED觸摸
顯示屏，具有3種模式功能：“時間1”、時間2”
和“日期”。在主LED顯示屏中，“時間模式”以12
小時制顯示；“日期模式”以“月份/日期”格式顯

示。主顯示屏下有三個小LED顯示器，其中一個顯示
當前的模式。觸屏水晶鏡面經過特殊處理，可防止

留下指紋/污痕。

觸摸區域
A – 開/關
B – 設置
C – 滑屏
D – 滑屏

錶盤上的水晶鏡面有四個觸摸區域或象限：

A – 觸摸12點鐘附近以打開或關閉腕錶。
B – 觸摸6點鐘附近設置當前的顯示。

C/D –  用手指向任一水平方向滑動，從一種顯示模
式切換到另一顯示模式：

模式順序：

TIME1（小時/分鐘）  TIME2（小時/分鐘）   
DATE（月份/日期）	

圖A

A

B

C D

圖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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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腕錶/觸摸屏：

1.  要開啟腕錶，觸摸區域A中的圓點，保持接觸約	
2秒鐘直到LED顯示屏亮起。啟動時將自動顯示	
時間1”。

注意：腕錶開啟後，無論何時觸摸屏閒置（未觸

摸）有5秒鐘，腕錶將進入“休眠模式”，LED顯示
屏將變暗以節省電池電量：觸摸任何區域可喚醒LED
顯示屏。

2.  要在3種顯示模式之間切換，在區域C和D上向任
一方向滑動手指。

3.  要關閉腕錶，觸摸區域A中的圓點約2秒鐘，直到
LED顯示屏出現“bye”(再見)字樣然後變暗。

注意：如果每天激活5秒LED顯示屏5次，電池的預期
使用壽命為24個月更加頻繁的操作將縮短電池	
壽命。

設置時間/日期：

您可以從3種“Display Modes” – “TIME 1”、	
“TIME 2”或“DATE”中的任何一種進入“設置模
式”：

1.  要進入設置模式，觸摸區域B，保持接觸約2秒
鐘，直到當前的LED顯示模式中的第一個2位數開
始閃爍。	

注意：顯示屏正在閃爍的時候，如果屏幕閒置（未

觸摸）有10秒鐘，腕錶將退出“設置模式”並返回
標準“顯示模式”：重覆第一步重新進入“設置	

模式”。

2.  將手指從屏幕上的區域C滑至區域D以增大閃爍	
的數字，或從區域D滑動至區域C以減小閃爍的	
數字。	

3.  要確認采用正在閃爍的小時或月份的新設置，觸
摸區域B約1.5秒，直到第一個2位數停止閃爍且
第二個2位數開始閃爍。

4.  將手指從屏幕上的區域C滑至區域D以增大閃爍	
的數字，或從區域D滑動至區域C以減小閃爍的	
數字。

5.  要確認采用正在閃爍的分鐘或日期的新設置，觸
摸區域B約1.5秒，直到第二個2位數停止閃爍且
腕錶退出“設置模式”。

注意：“P”代表下午的時間；“年”僅在腕錶處
於“設置模式”(分別為“時間”或“日期”)時顯

示，在“TIME 1”、“TIME 2”或“DATE”顯示模
式中不會出現。

23  具有雙時區和月份/日期顯示窗的數字觸屏LED型腕錶
包括摩凡陀BOLD Touch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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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全點陣數字LCD觸屏多功能腕錶
包括摩凡陀BOLD Touch 2錶款

搭載精準數字石英技術的摩凡陀專利腕錶設計。這

些錶款配有全點陣LCD顯示屏。當創新型的觸屏錶盤
亮起時，可滑動手指查看多種顯示信息，包括：兩

種格式的時間、世界時間、秒錶、倒計時器、計步

器和自動日曆。美國專利號D735,589

圖片說明：
D – 全點陣數字顯示屏
L – 解鎖鍵

錶盤圖標/縮寫：

 – 開始
 – 停止
 – 重置
 – 秒錶/倒計時器開啟

 – 秒錶/倒計時器關閉
DST –	夏令時
MS – 公制：千米
BS –	美（英）制：英里

操作說明	

概述
•  操作腕錶時，LCD顯示屏保持亮起 
•  位於12點鐘位置的摩凡陀圓點為“解鎖鍵”
•  輕觸摩凡陀圓點並保持2秒鐘將解鎖顯示屏，此時
可以調整設置或切換模式

•  如在設置中將EL背光設為“ON”（開啟），則每次
解鎖顯示屏後，EL背光將亮起2秒鐘

解鎖顯示屏後：
•  輕觸屏幕中心並保持2秒鐘可進入/更改設置或設置
步數目標

•  上下滑動可切換操作模式
• 	左右滑動可在同一操作模式下切換顯示內容
•  輕觸錶盤右上角可打開背光2秒鐘（前提是已在設
置中將背光設為“ON”[開啟]）

設置模式

1.  輕觸屏幕中心並保持2秒鐘進入“設置模式”屏幕。
2.  輕觸“SETTINGS”（設置），向上或向下滑動，然
後輕觸所需的詞以進入相應的設置模式：“TIME” 
(時間)、“DATE”(日期)、“CITY”(城市)、“UNIT”(單
位，MS或BS)、“DISPLAY”(顯示)、“SOUND”(聲音)
或“BACKLIGHT”（背光）。

時間設置

1. 	輕觸“TIME”（時間）進入時間設置模式。
2.  輕觸“12/24 HOUR”（12/24小時制）進入

12/24小時制選擇屏幕；輕觸選項以選擇。
3. 	向左滑動返回主時間屏幕。
4.  輕觸“CURRENT TIME”（當前時間）調整時間設
定；輕觸代表小時的數字；向上或向下滑動進行

調整；輕觸選中要設置的值；對代表分鐘和秒鐘

的數字重覆這一流程。

5. 	向左滑動返回主時間屏幕；再次向左滑動返回設
置列表。

圖A

L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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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全點陣數字LCD觸屏多功能腕錶
包括摩凡陀BOLD Touch 2錶款

日期設置

1.  輕觸“DATE”(日期)進入日期設置模式。
2.  向上或向下滑動，然後輕觸以選擇月份。
3.  向右滑動；然後向上或向下滑動並輕觸以選擇日
期。

4.  再次向右滑動；然後向上或向下滑動並輕觸以選
擇年份。

5.  向左滑動兩次，返回設置列表。

城市設置

1.  輕觸“CITY”(城市)進入時區設置模式。
2.  輕觸以選擇“CITY”(城市)；然後向上或向下滑動列
表，輕觸選擇您所在時區的城市名稱；向左滑動

返回上一屏幕。

3.  輕觸以選擇“DST”(夏令時)，然後輕觸選項，將夏
令時“ON”(開啟)或“OFF”(關閉)。

4.  再次向左滑動，返回設置列表。

單位

1.  輕觸“UNIT”(單位)進入距離測量屏幕。
2.  輕觸“MS”選擇千米，或輕觸“BS”選擇英里。
3. 	向左滑動返回設置列表。

顯示

1. 	輕觸“DISPLAY”(顯示)以設置有效的顯示時間。
2.  輕觸“5 SECS”(5秒)、“10 SECS”(10秒)或	

“15 SECS”(15秒)，設置屏幕在沒有動作時	
仍然保持解鎖狀態的持續時間。

3.  向左滑動返回設置列表。

聲音激活

1. 輕觸“SOUND”(聲音)進入聲音激活屏幕。
2.  選擇“ON”(開啟)或“OFF”(關閉)；如果選擇	

“ON”(開啟)，則聲音被啟用。
3.  向左滑動返回設置列表。
注：	必須將聲音設為“ON”(開啟)(在設置中啟用)	
才能聽到計時器鬧鈴。

背光激活	

1.  輕觸“BACKLIGHT”(背光)進入背光激活屏幕。
2.  選擇“ON”(開啟)或“OFF”(關閉)；如果選擇	

“ON”(開啟)，則每次解鎖顯示屏後，EL背光	
將亮起2秒鐘。

3.  向左滑動返回設置列表。

功能

上下滑動可按顯示的順序在不同功能之間循環	

切換。

向右滑動並按指示輕觸可進入相應功能。

主屏幕顯示選項

時間格式1

時間格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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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全點陣數字LCD觸屏多功能腕錶
包括摩凡陀BOLD Touch 2錶款

時間顯示	

1. 輕觸圓點並保持2秒鐘以解鎖屏幕。
2. 向左或向右滑動，選擇時間顯示格式。

計步器	

記錄范圍：0-4小時；0-99,999步。

1. 輕觸  – 開始記錄步數。

2. 輕觸  – 停止記錄步數。

3. 	輕觸屏幕底部的  可在每日和每周活動量之間	
切換。

4.  向左或向右滑動查看其他日期的活動量。

日曆 

按月份顯示2000年到2099年的日期，一次顯示一
個月。

1. 向左或向右滑動可更改要顯示的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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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全點陣數字LCD觸屏多功能腕錶
包括摩凡陀BOLD Touch 2錶款

計時器	 
在設定的倒數計時時段結束時鬧鈴響起，最長可倒

數計時23小時59分鐘59.9秒。
注：	必須將聲音設為“ON”（開啟）（在設置中啟
用）才能聽到鬧鈴。

1. 輕觸  開始。
2. 輕觸 	停止。
3.  輕觸  恢復倒數或輕觸  將計時器重置為零。

秒錶	 
計時長達23小時59分鐘59.9秒；儲存：99個分段

1.  輕觸  開始。 (頂部的  變為 )
2.  輕觸  停止 (  變為 )；讀取時間。
3.  輕觸  恢復計時 (  變回 )，或輕觸 	將秒錶重
置為零。

注：		屏幕鎖定後，秒錶會繼續在後台運行。

世界時間 

城市名稱顯示在屏幕頂部。

1. 向右滑動查看城市列表。
2. 向上或向下滑動並輕觸以選擇城市。
3. 向左滑動查看所選城市的時間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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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H – 時針
M – 分針
S – 小秒針	
C – 計時碼錶秒鐘計時器
E – 計時碼錶30分鐘計時器
F – 星期指示器
D – 日期窗
1, 2, 3 – 錶冠位置
A – 計時碼錶鍵鈕（開始/停止）
B – 計時碼錶鍵鈕（分段計時/重置）

這些計時碼錶錶款具有中置秒針、分鐘計時器（最

多可計時30分鐘）小錶盤、小秒針小錶盤、星期指
示器小錶盤和日期窗。它們可以持續計時長達30分
鐘，計時結果精確到秒。	

時間/日期設置

設置時間：

1.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3；碼錶停止走動。
2. 正向或反向旋轉錶冠，直至指針指向所需的	
時間。

3. 將錶冠推回位置1；碼錶重新走動。	

要在設置時間時精確到秒：		

1. 小秒針S到達<<60>>位置後，將錶冠拔出至	
位置3；碼錶停止走動。

2. 將錶冠朝任一方向轉動，移動指針設置時間，	
確保顯示的日期在午夜而不是中午改變。	

3. 將指針移動到稍早於精確時間的位置，然後慢慢
地逆時針旋轉錶冠，使分針與相應的分鐘刻度	

對齊。

4. 采用精確的時間信號（例如，來自新聞廣播電台
的時間信號）作為基準。當信號音發出準確的時

間信號時，立即將錶冠推回位置1；碼錶將恢復走
動，此時碼錶時間設置為準確時間。

調校日期（快速模式）：

1. 將已旋鬆的錶冠拉出至位置2；碼錶繼續走動。
2. 逆時針旋轉錶冠，直到日期窗D顯示正確的	
日期。

3. 將錶冠推回位置1。
注：如果於碼錶正在進行自動日期變更的9:45 PM
到12:00 AM之間調校日期，則應將日期調校至後一
日：如果在此時段通過快速模式調校日期，碼錶在

午夜時將不會自動向前推進一天。

設置日期、星期和時間：

示例：碼錶上的日期/時間顯示為：[17] 01:25 / 
MON，當前日期/時間為：[23] 20:35 / THU
1.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3；碼錶停止走動。
2. 逆時針旋轉錶冠，直到小錶盤指針F指示昨天的星
期(WED)。  

3. 將錶冠推到位置2。
4. 繼續逆時針旋轉錶冠，直到日期窗D顯示昨天的
日期(22)。

5. 將錶冠拉出至位置3；碼錶停止走動。
6. 逆時針旋轉錶冠，直到日期窗D顯示正確的日期

(23)，且小錶盤指針F指示正確的星期(THU)。  
7. 繼續逆時針旋轉錶冠，直到時針和分鐘指示正確
的時間(8:35 PM)，請注意區分上午/下午。

8. 將錶冠推回位置1，並旋入錶殼中。

圖 A

25  石英計時碼錶
1/1秒	– C型

包含摩凡陀Heritage系列Calendoplan計時碼錶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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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時功能

概述：

使用鍵鈕A和B來操作計時碼錶。第一次按鍵鈕A將開
始計時。第二次按鍵鈕A將停止計時，以便讀取指針
走過的時間。第三次按鍵鈕A將重新開始計時。按鍵
鈕B將計時碼錶指針C和E歸零。調整時間不會停止計
時碼錶，但鍵鈕A和B在拔出錶冠期間將暫停使用。
注：計時開始前，錶冠必須處於位置1，指針必須位
於零。按鍵鈕B將計時指針歸零。	
重要說明：當錶冠拔出至位置2或3時，請勿按鍵鈕
A或B。如果在錶冠未與錶殼齊平的情况下意外按下
鍵鈕A或B，一個或多個計時碼錶指針可能變得不同
步。如果發生這一情况，請根據文檔末尾的說明同步

計時碼錶指針。

簡單的計時碼錶功能：

為無間歇的單項活動計時：

1. 按鍵鈕A開始計時。
2. 第二次按鍵鈕A停止計時，讀取2根計時碼錶指針
走過的時間，例如：20分38秒。

3. 按鍵鈕B將計時碼錶指針歸零。

累積計時功能：

測量一系列短時活動的總共時間（比如，一場頻繁中

斷的藍球比賽的實際比賽時間）：

1. 按鍵鈕A開始計時。
2. 第二次按鍵鈕A停止計時，讀取指針走過的時間，
例如：15分5秒。

3. 再次按鍵鈕A恢復計時。
4.  第四次按鍵鈕A再次停止計時，讀取新的時間，	
例如：20分17秒。

注意：每次停止計時，計時碼錶指針都會指示累計	

時間。

5. 重覆步驟1和2來累加每個額外的時間間隔。	
6. 在讀取最後一個累計時間讀數後，按鍵鈕B將計時
碼錶指針歸零。

分段計時或中間時間功能：

在比賽進行期間查看中間時間讀數：

1. 按鍵鈕A開始計時。
2. 按鍵鈕B暫停計時碼錶。

3. 讀取中間時間，例如：20分17秒。
4. 按鍵鈕B讓計時碼錶繼續走動。2根計時碼錶指針
將迅速為正在進行的比賽繼續計時。	

5. 若要讀取第二分段計時時間，再次按鍵鈕B。		
重覆第2步至第4步，可讀取任何其他分段的計時	
時間。	

6. 按鍵鈕A停止計時碼錶。
7. 讀取最終時間讀數，例如：29分7秒。
8. 按鍵鈕B將計時碼錶指針歸零。

同步計時碼錶指針：

更換電池後或發生故障時，您可能需要手動調整一根

或兩根計時碼錶指針，使它們與零位置正確對齊。	

注：處於調校模式時，每次按下和釋放鍵鈕A都將使
當前計時碼錶指針向前移動一個遞增量。要快速向前

移動指針，請按住鍵鈕A。	
在調校期間，您可以隨時將錶冠推回位置1，退出調
校模式。

1. 將錶冠拔出至位置3。	
2. 同時按住鍵鈕A和B至少2秒即可進入調校模式。當
計時碼錶秒針C旋轉360°時，將激活調校模式；釋

放鍵鈕A和B。
3. 使用鍵鈕A調整中置計時碼錶的秒鐘指針C。
4. 當指針C到達零位置時，按下鍵鈕B。
5. 現在按鍵鈕A可調整計時碼錶的分鐘指針E。
6. 當指針E到達零位置時，按鍵鈕B。
7. 將錶冠推回位置1。	
計時碼錶指針現在將在零位置同步，計時碼錶準備就

緒可供使用。

25  石英計時碼錶
1/1秒	– C型

包含摩凡陀Heritage系列Calendoplan計時碼錶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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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H –	時針
M –	分針
S –	秒針
K –	月指示器指針
D – 日期指示器
J –	星期指示器	
L – 月相小錶盤
1、2 – 錶冠位置	C
A –	日期調校鍵鈕
E –	月指示器調校鍵鈕

這些錶款的錶盤上有三個小錶盤，分別指示星期、

日期和當前月相；另外還有一個中置的月指示器	

指針。	

重要說明：請勿在11:30 PM到5:30 AM之間（暫停
期間）使用鍵鈕A調校日期D，或在星期天到星期一
之間（暫停期間）使用鍵鈕E調校星期，碼錶將在這
些時段進行自動日曆變更。否則可能會損壞碼錶的

日曆機械裝置。

設置說明

設置順序為：月相 日期 星期 時間。

1. 將錶冠C拉出至位置2；碼錶停止走動。
2. 順時針旋轉錶冠C，直到月相小錶盤頂部顯示滿
月圖像。

3. 在10:00 PM到01:00 AM之間通過反覆順時針旋
轉錶冠C，將星期J設置為上次滿月的星期，然後
逆時針旋轉。每次時針和分針經過午夜時，小錶

盤中的指針J都將推進一天；繼續旋轉直到小錶盤
中的指針J顯示上次滿月的星期。請根據需要查閱
報紙或互聯網了解所需的星期信息。	

4. 繼續順時針旋轉錶冠C，直到指針H和M顯示時間
06:00 AM。

5. 要設置日期，按鍵鈕A直到小錶盤D指示上次滿月
的日期，請見以下圖表。

6. 然後順時針旋轉錶冠C，向前移動時針和分針，
直到小錶盤D顯示當前日期。

7. 繼續順時針旋轉錶冠C，直到指針H和M顯示目標
時間，請注意區分上午/下午。

8. 按鍵鈕E設置月指示器指針K，移動該指針，使其
指向錶盤周邊的當月上旬、中旬或下旬刻度。		

重要說明：請勿在星期天到星期一之間（暫停期

間）進行調校。

9. 將錶冠推回位置1；碼錶恢復走動。

日期的快速變更調校：	

按鍵鈕A直到小錶盤D指示當前日期。	
重要說明：請勿在11:30 PM到5:30 AM之間（暫停
期間）調校。

月的快速變更調校：

按鍵鈕D直到月指示器指針K指向錶盤周邊月刻度上
的目標位置。	

重要說明：請勿在星期天到星期一之間（暫停期

間）進行調校。

圖 A

26  3指針月相/星期/日期石英錶款	–	A類
包含摩凡陀Heritage系列Celestograf 42mm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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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月日期:

 2016 2017 2018 2019
一月 24 12 02/31 21
二月 22 11 ---- 19
三月 23 12 02/31 21
四月 22 11 30 19
五月 21 10 29 18
六月 20 09 28 17
七月 19 09 27 16
八月 18 07 26 15
九月 16 06 25 14
十月 16 05 24 13
十一月 14 04 23 12
十二月 14 03 22 12

26  3指針月相/星期/日期石英錶款	–	A類
包含摩凡陀Heritage系列Celestograf 42mm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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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H –	時針
M –	分針
S –	秒針
D –	日期指示器
J –	星期指示器	
L – 月相小錶盤
1、2 – 錶冠位置	C
A –	日期調校鍵鈕
B – 星期調校鍵鈕

這些錶款的錶盤上有三個小錶盤，分別指示星期、

日期和當前月相。	

重要說明：請勿於碼錶正在進行自動日曆變更的

11:30 PM到5:30 AM之間（暫停期間）使用鍵鈕A
調整日期D，或使用鍵鈕B調整星期J。否則可能會損
壞碼錶的日曆機械裝置。

設置說明

設置順序為：月相 星期 日期 時間。

1. 將錶冠C拉出至位置2；碼錶停止走動。
2. 順時針旋轉錶冠C，直到月相小錶盤頂部顯示滿
月圖像。

3. 繼續順時針旋轉錶冠C，直到指針H和M顯示時間
06:00 AM。

4. 在使用快速變更調校功能時，按鍵鈕A將小錶盤
D的小指針設置為上次滿月的日期；請見以下圖
表。

5. 在使用快速變更調校功能時，按鍵鈕B將小錶盤J
的小指針設置為當前星期。

6. 繼續順時針旋轉錶冠C，向前移動時針和分針，
直到小錶盤D的小指針顯示當前日期。

7. 繼續順時針旋轉錶冠C，直到指針H和M顯示目標
時間，請注意區分上午/下午。

8. 將錶冠推回位置1；碼錶恢復走動。

日期的快速變更調校：	

按鍵鈕A直到小錶盤D指示當前日期。	
重要說明：請勿在11:30 PM到5:30 AM之間（暫停
期間）調校。

星期的快速變更調校：	

按鍵鈕B直到小錶盤J指示當前星期。	
重要說明：請勿在11:30 PM到5:30 AM之間（暫停
期間）調校。

滿月日期:

 2016 2017 2018 2019
一月 24 12 02/31 21
二月 22 11 ---- 19
三月 23 12 02/31 21
四月 22 11 30 19
五月 21 10 29 18
六月 20 09 28 17
七月 19 09 27 16
八月 18 07 26 15
九月 16 06 25 14
十月 16 05 24 13
十一月 14 04 23 12
十二月 14 03 22 1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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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

27  3指針月相/星期/日期石英錶款	– B類
包含摩凡陀Heritage系列Celestograf 36mm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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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H –	時針
M –	分針
S –	秒針
F –	模式/功能指示器
D – 日期指示器
A –	鍵鈕
B –	鍵鈕

錶冠位置：

0 –	推入
1 –	中間位置
2 –	拉出

機電運動利用雙向微型電機驅動錶盤指針和轉盤，

形成創新型功能模塊。這些機械電子錶款配有多模

態中置時針、分針和秒針以及模式指示器和日期指

示器小錶盤，具有當地時間（萬年曆）、飛返計時

碼錶和倒計時器功能。在計時碼錶模式下，這些錶

款可以持續計時長達12小時，計時結果精確到秒。

模式概述

這些錶款具有3種可用模式：當地時間、計時碼錶和
倒計時器。

按照默認設置，以及在更換電池並重置後，碼錶首

先顯示的是當地時間模式。

在當地時間模式下，可進入子功能轉位和時間	

設置。

要切換模式：

快速按下並釋放錶冠C兩次可切換模式，各模式將按
以下順序顯示：LOCAL TIME (當地時間)   
CHRONOGRAPH (計時碼錶)  COUNTDOWN 
TIMER (倒計時器)  LOCAL TIME (當地時間)。

當地時間模式

該模式通過中置的模擬指針以時、分、秒的方式顯

示當地時間：

指針H顯示小時，每6分鐘向前移動3°。

指針M顯示分鐘，每20秒向前移動2°。

指針S顯示秒。
模式小錶盤上的小指針F指示“TIME (時間)”。
日期小錶盤上的小指針D指向當前日期。

從當地時間模式進入子功能轉位（重新調整指針）

和時間設置：

要進入轉位模式：

必要時，可使用該模式準確地調整一根或多根指

針，以確保精確指示時間：

1. 同時按下鍵鈕A和B並保持2秒鐘以上，所有5根指
針都將移至其標稱位置：
• 時針H指向“12”
• 分針M指向“12”
• 秒針S指向“12”
• 小錶盤的小指針F指示“SET (設置)”
• 小錶盤的小指針D指示“31”

注：各指針將按以下順序轉位：HOUR (時)  
MINUTE (分)  SECONDS (秒)  MODE (模式)  
DATE (日期)。
快速按下並釋放鍵鈕A，可將當前指針向前移動一個
遞增量（時針H調整3°，其他指針調整2°），或者按

住鍵鈕A，可將當前指針迅速地沿順時針方向向前	
移動。

2. 待所有指針移至其標稱位置後，按下鍵鈕A以轉
動第一根指針。

3. 待當前指針指向所需設置後，按下並釋放鍵鈕B以
跳至下一根指針。

圖 A

28  多功能機械電子計時碼錶
具有當地時間/萬年曆、飛返計時碼錶和倒計時器功能

包括多種款式的Vizio多功能計時碼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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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利用鍵鈕A轉動/調整當前指針。
5. 對於餘下指針，重覆步驟3和4。
注：您可隨時將錶冠C推至位置0以退出轉位模式。

要進入時間設置模式：

注：指針/功能按以下順序設置：HOUR (時)   
MINUTE (分)  YEAR (年)  MONTH (月)   
DATE (日期)。
1. 將錶冠C從位置1拉出至位置2。
2. 按下並釋放鍵鈕A以逐步向前移動當前指針，或者
按住鍵鈕A以快速向前移動指針。

3. 待當前指針指向所需設置後，按下並釋放鍵鈕B以
跳至下一根指針。

4. 對於其他設置，重覆步驟2和3。
注：您可隨時將錶冠C推回至位置1以退出時間設置
模式。

時間設置顯示：

指針S
•  指針S根據位置指示設置類型：
小時設置：45’	= AM，15’	= PM
分鐘設置：30’
年份設置：55’
月份設置：00’
日期設置：05’

指針H
•  設置年份時，指針H指示年份的第一位數字。
•  在其他設置中，指針H指示小時。

指針M
•  設置年份時，指針M指示年份的第二位數字。
•  在其他設置中，指針M指示分鐘

小錶盤指針F
•  指示“設置 (SET)”

小錶盤指針D
•  設置月份時，指針D指示月份。
•  在其他設置中，指針D指示日期。

設置年份：
•  年份的前兩位數字(“20”)無需設置。
•  利用鍵鈕A設置年份的後兩位數字，從第四位數字
開始操作。

•  指針M（指示第四位數字）和H（指示第三位數
字）首先都將處於12:00位置。

提示：將您想要設置的最後兩位數字相加，並根據

該結果	相應地按下並釋放鍵鈕A：按一次表示設
為“2001”年，按十次表示設為“2010”年，按十
六次表示設為“2016”年，以此類推。

例如：按下鍵鈕A一次可使指針M移至1:00，表
示“2001”年。
按下鍵鈕A十次可將指針H移至1:00，並將指針M移
至12:00，表示年份“2010”。
按下鍵鈕A十六次將使指針H仍留在1:00的位置，並
將指針M移至6:00，表示年份“2016”。

當指針H和M顯示所需的年份後，按下鍵鈕B設置年份
並跳至月份設置。

注：歸零/更換電池後，顯示的時間將為00H 00M 
00S，日期設置為2000年1月1日，您將需要按照以
上時間設置步驟重新設置腕錶。

計時碼錶模式

在計時碼錶模式下，這些錶款可以持續計時長達12
小時，計時結果精確到秒。持續計時11小時59分59
秒後，計時碼錶將自動重置。

要從當地時間模式進入計時碼錶模式，快速按下並釋

放錶冠C兩次。

計時碼錶顯示

具有三種可能的顯示模式：
•  初始化/重置：計時碼錶當前未運行或已重置。
•  運行模式：計時碼錶正在運行。
•  停止模式：計時碼錶啟動後又停止，但未重置。

計時碼錶

飛返

初始化

運行停止

A 

B 

B 

A 

A 

28  多功能機械電子計時碼錶
具有當地時間/萬年曆、飛返計時碼錶和倒計時器功能

包括多種款式的Vizio多功能計時碼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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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計時碼錶：

使用鍵鈕A和B來操作計時碼錶。

在初始化/重置顯示模式下：
按下鍵鈕A開始計時。

在運行顯示模式下：

1. 再次按下鍵鈕A停止計時，讀取指針走過的時間；
2. 或按下鍵鈕B以重新開始計時（飛返模式）。

在停止顯示模式下：

1. 再次按下鍵鈕A，以重新開始計時，並返回至運行
模式。

2. 或按下鍵鈕B將計時指針歸零。

注：計時碼錶運行或停止時，可隨時通過連續按兩下

錶冠C兩次，切換至當地時間模式：第一次連續按兩
下將進入倒計時模式，而第二次連續按兩下將返回當

地時間模式。

讀取計時碼錶顯示：

指針H表示已經走過的小時數。
指針M指示已經走過的分鐘數。
指針S指示已經走過的秒數。
模式小錶盤上的小指針F指示“CHR (計時器)”。
日期小錶盤上的小指針D指向當前日期。

任其運行，計時碼錶在運行11小時59份59秒後，將
自動重置。

倒計時模式

就像微波爐計時器一樣，倒計時器可用於監測一段特

定時間，並在結束時停止計時。例如，倒計時器可用

於記錄累計達2.5小時的騎行鍛練，或為30分鐘的慢
跑計時。

要從計時碼錶模式進入倒計時模式，快速按下並釋放

錶冠C兩次。要從當地時間模式進入倒計時模式，連
續按兩下錶冠C兩次：第一次連續按兩下將進入計時
碼錶模式，而第二次連續按兩下將進入倒計時模式。

倒計時顯示

第一次使用/初始化倒計時器或更換電池後，默認值
顯示為00H 00M 01S。之後，顯示的初始值將為用
家上次輸入的設定值。

讀取倒計時顯示：

指針H指示倒計時的小時數。
指針M指示倒計時的分鐘數。
指針S指示倒計時的秒數。
模式小錶盤上的小指針F指示“C/DWN (倒計時)”。
當倒計時結束時，日期小錶盤上的小指針D從31擺向
15，否則該指針指示當前日期。

要設置倒計時器：

注：倒計時數字按以下順序設置：SECONDS (秒)   
MINUTE (分)  HOURS (時)。
1. 將錶冠C拉出至位置2，可進入秒鐘設置模式。
2. 按下鍵鈕A可減小秒數，直到顯示所需的數字。
3. 按下鍵鈕B可跳至分鐘設置模式。
4. 按下鍵鈕A可減小分鐘數，直到顯示所需的數字。
5. 按鍵鈕B可跳至小時設置模式。
6. 按鍵鈕A可減小小時數，直到顯示所需的數字。
7. 將錶冠C推至位置1，以確認設置並退出倒計時設
置模式。

運行倒計時器：

1. 按下鍵鈕A開始倒計時。
2.再次按下鍵鈕A以停止倒計時。（例如，當您在計	
划的2.5小時騎行鍛練期間休息時。）

當倒計時器處於停止模式時，可執行以下操作：

3. 再次按下鍵鈕A以繼續倒計時（例如在休息結束後
繼續記錄騎行時間），

4. 或按下鍵鈕B以重置倒計時。重置後，指針將顯示
上一次倒計時設置。

當倒計時結束時，日期小錶盤上的指針D將啟動，並
從31擺向15。
注：任何時候，無論倒計時器處於運行或停止模式，

您都可通過快速按下並釋放錶冠C兩次來切換至當地
時間模式。

28  多功能機械電子計時碼錶
具有當地時間/萬年曆、飛返計時碼錶和倒計時器功能

包括多種款式的Vizio多功能計時碼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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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摩凡陀運動型腕錶帶有一個用於測量經過時間的單向錶圈。鐫刻的錶圈只能逆時針旋轉。例如，它可以

用於監測潜水探險或類似團體探險活動的剩餘分鐘數：

1. 將錶圈上的箭頭標記與當前的分針位置對齊。	
2. 隨着分針繞着錶盤前進，其在錶圈上所指向的數字表示自從您開始計時起已經過去多少分鐘	(1至59)	了。	
3. 不使用時，逆時針旋轉錶圈直至箭頭標記對準12時位置。

特別性能
A  旋轉錶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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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款摩凡陀運動型腕錶和計時碼錶都配備一個特製的旋入式錶冠，幫助密封錶殼防水和防潮。在準備設置時

間和日期前，您必須先逆時針旋轉旋入式錶冠（大約六圈），使其旋鬆。				

按照所提供的說明，為腕錶設置正確的時間和日期後，必須將錶冠旋入錶殼，從而確保防水：

1. 錶冠返回位置1，平齊緊靠在錶殼上。
2. 順時針旋轉錶冠，同時輕輕按下。
3. 繼續旋轉錶冠直至您感到阻力。不要擰得過緊。

特別性能
B  旋入式錶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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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性能
C  旋轉刻度環

某些摩凡陀BOLD錶款具有旋轉刻度環，可用於測量走過的時間。刻度環位於水晶錶鏡下方，由2點位置的旋
入式錶冠控制，可用於監測短時間離開的分鐘數，例如從將錢放入停車記時器時計起：	

1.  輕輕地按住錶冠，同時沿逆時針方向轉動錶冠約六圈，直到其彈出，以此旋鬆旋入式刻度環錶冠。
2.  向任意方向轉動錶冠，使刻度環的箭頭標記對齊錶盤上分針的當前位置。
3. 	輕輕地按住錶冠，同時沿順時針方向轉動錶冠，直至感覺到阻力，以此將刻度環錶冠旋入錶殼中。不要旋
得太緊。

4.  當分針沿錶盤前行時，其所指的刻度環數字表示自開始計時起經過的分鐘數（1至59）
5.  不使用時，重新將刻度環與12點位置對齊。請務必將刻度環錶冠旋入錶殼中，以確保防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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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性能
D  可替換的皮帶

包含摩凡陀Heritage系列錶款

某些摩凡陀腕錶的錶帶可通過錶帶工具輕鬆互換。您可通過Movado.com購買錶帶配件獲得此工具。錶
帶具有彈簧軸或尖端較細、中間較寬又可壓入的張緊銷，把這些銷軸伸入錶耳小孔中即可將錶帶連接至
錶殼。

錶帶工具的叉端用於按壓張緊銷的較寬部分以壓入張緊銷，從而拆卸或安裝錶帶。尖端用於從錶帶中推
出張緊銷，以便將其用於新錶帶。

拆卸錶帶：

1.  將腕錶翻過來放在
軟布或柔軟表面
上，以防刮劃錶
鏡，然后小心地將
錶帶工具的叉端牢
牢插入錶耳和錶帶
間。圖	A。

2.  向側面按壓，以便
將張緊銷壓入錶帶
中心。圖	B。

3.  當張緊銷的尖端從
該側錶耳的孔中脫
出時，輕輕向下拉
動錶帶，直至該側
錶帶與錶殼分離。
張緊銷的另一端應
從另一側錶耳的孔
中輕鬆脫出，此時
錶帶與錶殼完全分
離。圖	C。

重覆上述步驟來拆
卸另一半錶帶。

安裝錶帶：

注：錶帶的扣環端應裝
在錶殼頂部，即12點
鐘位置。

如果需要，請使用錶帶
工具的尖端從一條錶帶
上拆卸張緊銷，然后將
其正確插入新錶帶中。

1.  將腕錶翻過來放	
在軟布或柔軟表	
面上，以防刮劃	
錶鏡。

2.  將半條錶帶翻過
來，並將張緊銷的
一端插入一側錶耳
的孔中。圖	D。

3.  在錶帶的未固定
側，使用錶帶工具
的叉端輕輕按壓張
緊銷的彈簧軸，將
其壓入錶帶中心。
圖	E。

4.  將錶帶移入兩個錶
耳間並緩慢鬆開壓
緊的彈簧軸，引
導張緊銷的另一端
進入該側錶耳的孔
中。圖	F。

5.  輕輕拉扯錶帶，確
保彈簧銷的兩端正
確插入兩側錶耳的
孔中。

重覆上述步驟來安
裝另一半錶帶。

圖 A

圖 B

圖 C

圖 D

圖 E

圖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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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的摩凡陀腕錶需要服務或維修，您可以將其送往或郵寄至摩凡陀授權服務中心。如欲索取最新的全球各

地授權服務中心完整名錄，請訪問網站www.movado.com。

包裝和郵寄說明
請務必附上您的完整回郵地址和電話號碼，以及一張簡短的便條，說明您的腕錶故障和/或所需服務。列出您

想要獲得服務或維修的全部項目。

您的腕錶應使用帶襯墊的包裝材料妥善包裝，以防止因震動而造成的損壞，並請使用膠帶密封的堅固包裝

盒。請勿使用腕錶原裝禮品盒來郵寄。

我們建議您使用掛號信，並且為您的腕錶投保全額重置價值險。			

網上追踪服務
美國境內的用戶將腕錶寄至新澤西州Moonachie的摩凡陀服務中心時，我們會以書信函為您寄送一個用戶名

和密碼。您可於我們的網站https://repairs.mgiservice.com/movado（網站安全）以所提供的用戶名和密碼追
蹤您腕錶的維修情況。

保修期內的服務
您的摩凡陀時計自購買之日起享受兩年有限保修。在保修期內要獲得服務，您必須出示有效的購買憑証。查

看“保修信息”了解詳情。	

注：摩凡陀對因而對其產品失效或故障所造成的偶發或間接損失不承擔任何責任。		

獲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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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凡陀腕錶不僅設計美觀，還採用優質材料和部件製成，具有性能可靠、走時精準的特點。我們售出的每一

隻摩凡陀腕錶，都是我們引以為榮的精品。

摩凡陀有限保修	

摩凡陀向其原始顧客保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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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由摩凡陀酌情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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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痕和任何正常磨損；以及
意外事故、錯誤使用和由摩凡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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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凡陀代理商，並且無法提供有效購買憑証（如顯示有代理商名稱、摩凡陀腕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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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國家的規定，可能還享受其他法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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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明確表示不承擔以上責任。

如遇到任何摩凡陀保修問題，請與摩凡陀授權服務中心聯繫。如需查找靠近您的授權服務中心，請登錄

https://repairs.mgiservice.com/movado網站，單擊摩凡陀品牌標誌，然後在“CREATE YOUR ACCOUNT”	
(創建您的帳戶) 彈出框的右側點擊“FIND A RETAILER OR WATCH REPAIR LOCATION”（查找零售商或腕錶維
修地點）按鈕。單擊此處立即進入。		

保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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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查找摩凡陀在全球各個區域的的授權服務中心，請登錄網站https://repairs.mgiservice.com/movado，單
擊摩凡陀品牌標誌，然後在屏幕左側的菜單欄中點擊“FIND AN AUTHORIZED WATCH REPAIR LOCATION” 
(查找經授權的腕錶維修地點)。單擊此處立即進入。

摩凡陀授權服務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