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視角方向不同，顯示畫面可能較淡、或斑紋情形。

◎可選擇時間和日期的大小顯示比例，並可以選擇時間優先模式或日期優先模式。時間可選擇12小時制或

   是24小時制的顯示模式。→請參照     切換顯示模式

◎時間和鬧鈴時間將以同一時制的模式顯示。

◎裝入電池和按RESET鍵則顯示時間優先12小時制模式。

嗶嗶

數位時鐘/附可調整式大音量鬧鈴/白色

操作說明書

●感謝您的惠顧。
●使用前請務必詳閱本說明書，依正確  

●請務必妥善保管本說明書。

<附屬品>

●使用說明書(本書)  1本

●請勿使電池短路。

●請勿刮傷電池。 ●請勿將電池充電。

●請勿分解電池。

不當的使用方式，可能導致電池漏液、發熱或故障、傷及人體等危險。

久放可能造成電池漏液。

可能造成故障或損壞。

可能導致生鏽或故障。

可能導致生鏽或故障。

可能導致受傷或故障。

●日光直射處。

●靠近暖氣設備等熱風或火源附近。

●溫度＋50℃(50度)以上的場所。

●溫度－10℃(-10度)以下的場所。

●車內、船隻、工地等劇烈震動處。

●充滿大量塵埃的場所。場所。

●泳池、溫泉等易燃氣體湧現處。

●廚房等會大量使用油的場所。

現象 推測原因與處理方式

數字顯示顏色較淺、響鈴時數字
顯示顏色不均、數字顯示不完整。

○電池電力不足。請將指定的新電池依正確方向安裝。

○靜電引起之顯示異常。請重新按下RESET鍵。

○非故障。電路中殘留電荷的現象，一段時間後會自然消失。

○精準度因商品不同而有差異。特別以濕度感應器容易出現數值差異。
   此外，室內溫度並非完全相同，同一商品會受擺放環境影響而產生不同數值。
   請更換放置場所。

數字顯示不完整，無法正常運作。

取下電池，數字顯示不會馬上消失。

顯示數值與其他溫濕度計不同。

●本體長期直接接觸軟質PVC等材質，可能導致互相染色、黏

   著或變質等情形發生。

●請勿於戶外使用。

●電視、OA機器、音響設備等具有強大磁場的機器附近，可能

   影響時間過快、慢或停擺。

由於感應器設置於時鐘內部，需要一定的時間反應。另外，放置的高度也會影響溫濕度數值。由於濕

度測定受空氣循環的影響，在同一室內空間也會因通風情況而數值顯示不同或不變。

※本商品所顯示的溫度、濕度無法在商業交易或作為證明來使用。

嗶嗶

嗶

避免機芯・機殼・電池品質惡化，造成精度不良或時鐘・電池
壽命減短。

●請勿投入火中。●請勿將電池加熱。

●3號碳鋅乾電池   2個

15832637

安全須知   請務必詳閱並遵守 電池注意事項(電池的正確使用方法)

裝入電池調整日期、時間(更換電池時)

使用鬧鐘功能

切換顯示模式

電池的種類

喇叭
背蓋

更換電池或操作按鈕時，需
先取下電池背蓋，完成後請
再組裝回去。

取下

裝上

年份

年份

月份

時

日期

按壓此處向      方向推開。

※為防止翻覆或掉落，請放置在震動
   較少、平穩的場所。 在①處裝入電池時，將電池先放入②後向右移動。

用於設定鬧鈴時間、手動調整時間或選擇顯示模式。

用於調整日期

用於切換時間顯示模式、時間／日期的優先顯示模式、溫度的攝氏／華式模式、夏令時間
模式。

按此按鍵鬧鈴就會響起，按RESET以外的按鍵便會停止。

用於調整鬧鈴音量。

設定鬧鐘功能開啟或關閉，切換於ON時鬧鈴會在設置時間響起，切換為OFF時則不會響起

在鬧鈴響起時按下此鍵則會暫停5分鐘。兼具照明功能開關，在按住不放與放開按鍵後，
液晶螢幕照明約3秒鐘。

請依正確        正負極方向放入電池，不當使用可能導致電池漏液、發熱和破裂、傷
及人體等危險。

為防止錯誤，請裝入電池後馬上按此按鍵。

按＋鍵或－鍵調整閃爍的數值後按TIME SET鍵確認。

①持續長按TIME SET鍵(約2秒)直到西元年數字閃
   爍。

① 利用ALARM ON／OFF鍵將鬧鐘開關切換為OFF。

② 按一下＋鍵或－鍵，鬧鐘時刻開始閃爍。

當鬧鈴響起2分鐘後無任何操作，鬧鈴將自動停止。

鬧鈴響起時按SNOOZE鍵，      符號轉為閃爍，鬧鈴聲暫停約5分鐘後將再度響鈴。此操作
可以重複7次，第8次鬧鈴響起按SNOOZE鍵時，鬧鈴將完全停止，     符號停止閃爍。

按DSIPLAY鍵則依序以12/24h時間顯示模式→TIME／DATE優先顯示模式→溫度單位
→夏令時間的順序切換顯示模式。請按照圖示進行設定如下。

按ALARM MONITOR鍵則響起鬧鈴。

旋轉ALARM VOLUME音量調節旋鈕調整到鬧鈴音量。

需停止正在響的鬧鈴請按RESET以外的按鍵。

將ALARM ON／OFF開關切換為ON時顯示鬧鈴時間，到鬧鐘設定時間立刻響起。

③ 利用＋鍵或－鍵調整鬧鐘時刻，確認後再按TIME SET鍵。

④ 若連續5秒無任何按鍵操作則結束設定。

②利用＋鍵或－鍵調整年，確認後再按TIME SET鍵。

③利用＋鍵或－鍵調整月，確認後再按TIME SET鍵。

④利用＋鍵或－鍵調整日，確認後再按TIME SET鍵。

⑤利用＋鍵或－鍵調整時，確認後再按TIME SET鍵。

⑥利用＋鍵或－鍵調整分，確認後再按TIME SET鍵。

●若連續30秒無任何按
   鍵操作則設定自動終
   止，將設定目前顯示
   內容。響起「嗶嗶」
   2聲電子音通知完畢。

⑦利用＋鍵或－鍵調整秒，確認後再按TIME SET鍵。

此時會響起「嗶嗶」2聲電子音，即完成設定，
開始運作。

 12 小時制顯示模式
時請注意區分AM/PM

 12 小時制顯示模式
時請注意區分AM/PM

會響起「嗶」1聲電子音。按此按鍵會回復至2014年1月1日中午12:00、鬧鈴時間上午6:00、12小時制的優先顯示模
式、攝氏溫度模式、標準時間顯示模式的原始設定。請以牙籤等細長物按此按鍵。

液晶螢幕

※裝入電池和按RESET鍵時會響起「嗶」1聲電子音。

年、月、日、時間(時、分、秒)的按鍵操作方式。

按一下

前進 快速前進

持續長按

快速後退後退

按一下

響鈴

時間優先模式

標準時間 夏令時間

攝氏 華氏

日期優先模式

暫停
響鈴

前進 快速前進

持續長按

切換顯示模式開始

切換顯示模式結束

請注意
ALARM ON／OFF開關為ON時，每日至設定時間即會響
起，如不使用請關閉為OFF。

快速後退

請避免放置於耳朵附近，並請注意避免對鄰居造成困擾。

後退

操作例　調整為2015年10月24日上午10點37分30秒

時間優先顯示例

調整鬧鐘時間

設定鬧鐘開關

試聽鬧鈴和調整音量

自動停止功能

防貪睡功能(暫停後再響鈴)

12小時 24小時

設定鬧鈴為ON的顯示例

溫度／濕度的顯示例

攝氏 溫度 華氏 溫度

溫度

MONITOR狀態 

日期顯示狀態 

裝入兩顆3號乾電池

按RESET鍵

按照操作例依序設定西元年、月、日、時間(時、分、秒)。

鬧鐘狀態 

設定日期 

設定鬧鐘時間 

設定顯示模式 

濕度
日期優先顯示例

本商品用於一般家庭或辦公室等室內，非戶外用款式。

受日光直射處或冷暖氣、加濕器、除濕器等設備附近，將會影響溫濕度數值反應。

電池的壽命

圖示說明

禁止：嚴禁之行為。 強制：務必遵守事項。

可能導致死亡或重傷等意外之因素

疑似故障時

清潔保養需知

廢棄電池・時鐘的處理

電池的更換  及早更換電池，避免電池漏液

製品規格 各部位名稱和功能

顯示的方式

關於時鐘的狀態與操作

液晶螢幕照明

溫度／濕度顯示

可能導致受傷或物品毀損之因素

為避免誤吞意外發生，請將小配件或電池，保管
於幼童無法取得處。

請依正確       正負極方向放入電池

長時間不使用時請將電池取出

請勿強力搖晃、使其掉落或撞擊

請勿用於浴室或三溫暖、岩盤浴、溫室等高溫高濕處

手部濡濕時請勿碰觸

請勿分解或改造

電池的漏液恐造成時鐘、家具的損壞或傷及人
體。

請勿於下列場所使用

為防止電池漏液或發熱、破裂，請遵守以下事項。

切勿觸碰電池漏出的液體

若不慎誤吞，請立即就醫。

產品出現異常，欲提出維修服務前，請先參考本表進行檢查。

●電池漏液滲入眼睛或附著皮膚時，恐有失明或發炎
   的危險性，請立刻以清水洗淨並就醫。

●若有電池漏液情形，務必取出電池並用布或紙擦拭
   乾淨。

電池使用要點　務必正確使用，避免事故發生

●請依正確        正負極方向裝入。

●請勿混合使用新、舊電池。

●請勿混合使用不同種類電池。

●長時間不使用時，請取出電池。

●時鐘停止運作時，請馬上取出電池。

●請遵守電池上標示的使用期限。

●更換電池時，請更換所有電池。

●請放置在幼童無法取得處。

●鹼性乾電池較碳鋅乾電池的電池壽命長。

●一般充電式電池的電壓較低，請勿使用。

為避免電池漏液或發熱、破裂，請務必遵守下列事項。

●本品所附電池由出廠時即已裝入，因此使用壽命可能較規

   格所示短。

●依溫度等使用條件的不同，電池壽命可能會比規格所示短。

●使用存放過久的電池時，使用壽命可能較電池所標記的

  「建議使用期限」所示短。

●顯示顏色變淺了就更換電池。

●請每一年更換一次電池。

●請勿將新、舊電池及不同種類電池混合使用。

●髒污情形嚴重時，請以軟布沾取少量中性清潔劑稀釋液

   (清水稀釋)或肥皂水拭除污垢後乾擦。

●請勿使用揮發油、稀釋劑、酒精、噴霧式清潔劑等去除機

   殼污垢。

●請依所在地的規定處理丟棄。

●請將時鐘與電池分開丟棄。

○圖片為操作說明用，與實際商品可能會有差異。

月／日

12小時制顯示模式，為顯示AM
(上午)或PM(下午)。

測定範圍內。

測定範圍外。

鬧鈴時間（時：分） 鬧鈴符號

◎為時間優先顯示模式
◎不顯示星期

切換攝氏與華式請
參照    切換顯示模
式華氏顯示捨去小
數點後第2位

週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在鬧鈴狀態時，不能切換「設定日期」或「設定鬧鐘時間」等設定狀態，請關掉ALARM ON／OFF後再進

   行設定。 

◎在設定日期等設定狀態時，不能進行其他設定或切換到其他狀態。並且，在進行設定時也無法切換鬧鐘

   的ON／OFF狀態。結束設定後將顯示其設定結果。 

按住SNOOZE鍵和放開SNOOZE鍵後，可啟動螢幕照明功能約3秒。使用照明功能時請由螢幕正面查看時間，

由其他角度螢幕顯示可能會偏淡或較難看清楚。 

顯示日期的一般顯示狀態。

按ALARM MONITOR鍵，聽取鬧鈴聲的狀態。

鬧鈴響起或開啟貪睡功能的狀態。

設定日期。→參照     裝入電池並調整日期(更換電池時)

設定鬧鐘時間。→參照     使用鬧鈴功能

設定12／24時制、時間／日期優先的顯示模式、溫度單位、夏令時間。

→參照    切換顯示模式

現在時間（時：分　秒）

設定為夏令時間並顯示DST

月／日　現在時間（時：分）、星期

溫度在5∼50℃(+41℉∼+122℉)時可測定濕度

星期

未滿－9.9℃(+14.1℉) 未滿20%

超過95%
無法測定

○開始切換顯示模式時和結束切

   換時，響起電子音。

○在進行設定時，若連續30秒無

   操作，則設定為目前顯示內容。

   設定結束會響起「嗶嗶」2聲電

   子音。

○設定為夏令時間並顯示DST，現

   在時間將前進一個小時。

   鬧鐘的顯示時間不變。

超過＋50℃(+122℉)

③

②

①

按      調整

方式使用。

製造商：Rhythm Watch CO., LTD

鐘 分鐘 秒鐘

進口商：台灣無印良品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760號13樓
客服電話：0800-505-151

客服服務時間：週一∼週五9:00－12:00
(例假日除外)                  13:00－18:00 

電   話：0120-14-6404

委製商：良品計畫　株式會社
地   址：日本東京都豐島區東池袋4-2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