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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書
承蒙惠購本商品，在此深表感謝。
使用前請詳讀本說明書，並依照正確方式使
用本商品。
閱讀後請妥善保管本說明書，以便隨時查閱。

授 權：良品計畫 株式會社
進口商：台灣無印良品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松山區東興路8號8樓

保固
※保固期限：１年
期限

本證書不會補發，請妥善保管。

※本保證書，依照所刊載之品項提供保固服務。
※電器類商品無提供維修服務。
※保固期間內若發生故障至門市洽詢時，請提出本保證書，若無保證書，恕無法受理保固服務。
※若未加蓋門市店章，本保證書則視為無效。
本保證書，依照下列刊載之內容，提供保固服務。
1.顧客依照使用說明書、機器上所貼標籤等的注意事，於正常使用情況下，

在保固期間內產生故障時，請攜帶商品、配件與保證書洽詢本公司各門市。
※網路通路門市販售除外，請與原購買通路洽詢。
2.若出現下述情況，雖在保固期內恕無法提供相關服務。
①錯誤使用方式或不當的修理與改造所造成的故障或損傷。
②購買後因摔落或搬運上所造成的故障及損壞。
③火災、瓦斯爆炸、地震、風災、水災、打雷、異常電壓及其他的天災地禍所造成的故障及損
壞。
④未能出示或提供本保證書時。
⑤保證書上未註明購買日期及購買門市，或是字句遭受到修改時。
⑥於一般家庭用以外(例如業務用等)的使用上所造成的故障及損壞。
⑦使用後的傷痕、變色、汙損及保管不當所造成的損壞。
)。
⑧消耗零件及配件的更換(如電池、燈管、遙控器、電線、錶帶等
3.部分商品提供零件販售，相關事宜請洽本公司各實體門市或致電客服專線。
4.本證明書僅限中華民國境內使用有效。

客服電話：(02)2762-8151
網 址： http://www.muji.tw
製 造 商： Citizen Watch Co., Ltd.
地址：〒188-8511東京都西東京市田無町6-1-12

安全注意事項（請務必詳讀）
為防止使用者或他人遭受危害或財產損失，請先閱讀以下內容，並請遵守內容所記載
事項。
■ 通過以下圖形標記，對應該嚴守的內容進行說明。
■ 未依照標示錯誤使用所造成的危害或損失，依程度進行分類說明。

警告

錯誤使用可能會導致重傷等的情況。

注意

錯誤使用可能會導致受傷或物品損壞。

表示警告及需要注意的內容。

注意
本商品為日常生活用防水手錶（防水3氣壓），不可在水中使用。若在水中等水壓
急劇變化的場所使用，由於無法防水，可能會導致事故或故障。
抱起嬰幼兒時，請先摘下手錶。可能會導致嬰幼兒受傷或造成事故。
從事劇烈運動或作業時，請先摘下手錶。可能會導致使用者、他人受傷或造成事
故。
切勿在三溫暖等高溫場所使用，可能會導致燙傷。
請保持在錶冠按下的狀態（正常位置）使用。錶冠在拉出的狀態下，水分和灰塵
等可能從縫隙進入錶內而引起故障。
手部在潮濕狀態時，請勿操作錶冠，避免水分進入手錶內部，破壞防水性能。
如果手錶內部進水，或是錶面內部起霧且長時間無法消退時，請勿放置不管。
手錶內部如有水分殘留，可能會導致故障。
請勿佩戴手錶入睡，可能會導致受傷或皮膚紅腫。
如不慎浸到海水，請用清水清洗，並用乾布充分擦乾。海水成分可能會加快錶帶
的劣化。
請勿在水龍頭下以自來水直接沖洗手錶。本商品為防水3氣壓，在急劇的水壓變化
狀況下，可能會導致手錶內部進水，進而發生故障。
入浴時請先摘下手錶。本商品為防水3氣壓，在急劇的水壓變化狀況下，可能會導
致手錶內部進水，進而發生故障。
請時常保持手錶清潔。錶殼與錶帶直接接觸皮膚。錶殼與錶帶產生的污垢、附著
的汗漬，或是皮革過敏等可能會造成皮膚發癢、紅腫。如果出現異常情況，請立
即停止使用並就醫。
請勿擅自拆解或改造本商品以避免發生故障。

保護膜之說明
表示必須「強制」遵守的事項。

表示不可執行的禁止事項。

警告
請勿將手錶本體或其他配件放在嬰幼兒可以觸及的地方，可能導致誤食。若不慎
發生誤食，請立即就醫治療。
充電電池之說明

使用前請務必撕下錶面上的保護膜。汗水、水分、灰塵進入保護膜縫隙，可能導
致錶面汙損。

錶帶之說明
皮革錶帶的手錶即使為防水手錶，如需接觸水時，請摘下手錶。錶帶濡濕可能導致
錶帶掉色、脫膠或皮膚紅腫。
佩戴手錶時，請保留適當間隙以確保通風透氣。汗水可能導致錶帶掉色、脫膠或皮
膚紅腫。
發生腐蝕、錶帶狀況異常時請勿使用，可能導致皮膚紅腫。
固定錶帶的零件脫落時請勿使用，突起的零件可能導致受傷。

溫度說明

請勿自行取出手錶中的充電電池。若為了取出電池拆開錶面，或是自行拆解，可
能會導致故障、手錶停止或是損害防水性能。

請勿在高溫環境下（會使手錶升溫至60℃以上場所）進行充電。可能導致錶盤、
太陽能電池等外部零件變形、變色，機械部分故障。

如果不得已必須取出充電電池，請將其保管於嬰幼兒無法觸及的場所，可能會導
致誤食。若不慎誤食充電電池，請立即就醫治療。

請勿在過度高溫

請勿使用指定充電電池以外的電池。裝入其他種類的電池，手錶將無法正常運轉。
另外如果強行使用氧化銀電池等其他種類電池充電，可能造成過度充電進而導致
電池發熱、起火、破裂，以及造成手錶的破損及人身傷害。
手錶的廢棄處理
請勿和一般生活垃圾一起丟棄。可能導致起火、環境破壞的原因，
請按照所在地區廢棄回收規定進行處理。

低溫環境下使用。可能導致手錶停止運轉，或是性能降低。

利用白熾燈、鹵素燈等易產生高溫的光源充電時，請務必保持50cm以上的距離。
手錶升溫可能導致錶盤、太陽能電池等外部零件變形、變色，機械部分故障。
請勿於汽車儀錶板等易產生高溫的場所充電。手錶升溫可能導致錶盤、太陽能電
池等外部零件變形、變色，機械部分故障。

磁力說明
勿將本商品靠近磁力強勁的健康器具（磁力項鍊、磁力健腹帶等）、冰箱的磁力
門、包類的金屬扣、手機的話筒部分、電磁廚具等。類比石英手錶的內部使用磁
石步進機芯，如果受到外部強磁力的影響，可能會導致機芯運作混亂，無法表示
正確時刻。

關於衝擊之說明
請勿使本商品掉落地面或施予強烈衝擊。可能會導致外觀、錶帶等的損傷，或是
功能、性能異常。

化學藥品、瓦斯、水銀等相關說明
請勿在接觸化學藥品、瓦斯的場所使用。可能因化學作用而導致錶殼、錶帶變色、
劣化或是破損。
請勿使手錶接觸稀釋液、揮發油等各類溶劑，以及含有溶劑的物品（汽油、指甲
油、甲酚、廁所清潔劑、接著劑、防水劑等）。可能會導致手錶變色、溶解或產
生裂痕。
請勿使手錶接觸體溫計等使用的水銀，可能會導致錶殼、錶帶等部位變色。

本商品為類比石英太陽能手錶，錶盤配置有太陽能電池，將光能轉為電能以驅動手錶
運轉。

調整時間的方法
0

請勿在會使手錶升溫至60℃以上的場所充電。可能導致錶盤、太陽能電池等外
部零件變形、變色，機械部分故障。
利用白熾燈、鹵素燈等易產生高溫的光源充電時，請務必保持50cm以上的距離。
手錶升溫可能導致錶盤、太陽能電池等外部零件變形、變色，機械部分故障。
請勿於汽車儀錶板等易產生高溫的場所充電。手錶升溫可能導致錶盤、太陽能
電池等外部零件變形、變色，機械部分故障。

分針
1. 將錶冠拉出至時間調整位置①。

充電時間對照表

2. 旋轉錶冠，調整時間。
＊ 可先調快至調整時刻的4∼5分鐘後，
錶冠
再將分針回撥調整，以更精確校正。
1
3. 調整完成後，將錶冠按回正常位置 0 。
墊片
秒針

為方便使用，請遵循以下事項。
• 如摘下手錶，請置於明亮處充電。
• 如要將手錶長期保管於無法接觸光源的場所時，請先將手錶充滿電。

注意

商品特色

時針

關於充電
將錶盤置於太陽光照射或是螢光燈等光源下，即可充電。毋須擔
心充電過量（本商品有防止過充電的功能）。如果手錶隱藏於衣
物等中，或是持續在無法充分接觸光源的環境下使用和保管，將
無法充分充電。

充電時間（約）
環境

※商品出貨時錶冠下夾有調整省電模式用的墊片。請將墊片取下後再使用。

太陽能手錶特有功能說明
快速啟動功能說明
即使在完全未充電，手錶停止的狀態下，只要一接受光照，手錶的指針即會立即開始
運轉。但如果光源被遮住，由於充電不足，手錶將再次停止運轉。

充電提醒功能說明
當秒針每2秒走時1次時，即是充電不足的提醒功能。此時手錶
雖仍然可以準確運轉，但持續一段時間後，手錶將停止運轉。
此時請給予光照充電，手錶會再回到1秒走時1次的正常狀態。

明亮度
(lx、lux)

保持正常運轉1天

從手錶停止狀
態至正常運轉

從手錶停止狀
態至充滿電

室外（晴天）

100,000

2分

18分

11小時

室外（陰天）

10,000

12分

3小時

40小時

30W的螢光燈
下間隔20cm

3,000

40分

8小時

130小時

室內照明

500

4小時

60小時

910小時

※此表為連續光照時之數值，僅供參考。

充電電池之說明

2 秒 2
秒

本商品內部裝有可蓄電的充電電池。此充電電池為環保能源電池，不含水銀等有害物
質。

更換充電電池之說明
本商品使用可反覆充電的充電電池，不需定期更換電池。
但經過長時間的使用，齒輪的污垢、機油耗損等將加快電力消耗，充電電池的損耗也
會加速。

防止過充電功能說明
本商品具備充滿電後，將無法繼續充電的功能。

防水功能說明

商品規格
＜ 太陽能手錶 ＞
機型
機芯編號
表示功能
水晶振動次數
時間精確度

本商品為日常生活用防水（防水3氣壓）。請參照下表正確使用。
使用例

使用範圍
輕微沾水
用於水中工作
(洗臉、雨水等) 或一般游泳

○

×

用於潛水、
海上運動

用於背空氣
瓶之潛水

手部潮濕狀態
時操作錶冠

×

×

×

注意
皮革錶帶的手錶即使為防水手錶，如需接觸水時，請摘下手錶。
錶帶濡濕可能導致錶帶掉色、脫膠或皮膚紅腫。

手錶的保養及保管
錶殼與錶帶如貼身衣物會直接接觸皮膚。汗水、污漬、灰塵等不易察覺的污垢可能會
弄髒袖口，請時常保持手錶清潔。

保養說明

類比石英太陽能手錶
E031
時、分、秒
32,768 Hz （Hz：每秒振動次數）
平均月差 ±15秒
（佩戴時，氣溫5∼35 ℃）
－10 ℃∼＋60 ℃
運轉溫度範圍
驅動方式
步進馬達式
使用電源
鈕扣型充電鋰電池：1個
電池持續使用時間
約6個月（從充滿電至停止運轉)
約4天（從指針2秒或1秒走時1次至停止運轉)
充電提醒時間
日常生活用防水（防水3氣壓）
防水性能
快速啟動功能、充電提醒功能、防止過充電功能
附加性能
尺寸
直徑：約37.5mm(不含錶冠)
重量
約44.0g(含錶帶)
材質
錶殼：不鏽鋼
錶面：水晶玻璃
※商品規格可能在未經通知的情況下進行變更。

疑似故障時

錶殼、錶面：如附著汗漬或污垢，請用軟布輕拭。或使用毛刷及中性清潔劑去除污垢。
錶帶： 如附著汗漬或污垢，可能會導致掉色，請用乾布輕拭。汗漬、污垢可能會導致
皮革錶帶劣化。請定期進行更換。
錶冠： 如果長時間不使用，附著的髒污與汙漬硬結，可能會導致無法操作，因此請不
定時空旋錶冠，並時常清潔髒污與污漬。

保管說明
長時間不使用手錶時，請充分擦除汗漬、污垢、水分，避免存放於高溫、低溫、潮濕
的場所。

狀況 指針不動。
對應 請先接受光照進行充電。
指針走動後請按照使用說明書，正確進行時間調整。
狀況 有時會2秒走時1次。
對應 請先接受光照進行充電。
充電不足時，由於充電提醒功能，秒針變成每2秒走時1次。
該狀態持續數日後，由於電量不足，手錶將停止運轉。

關於耐磁性能
本商品受附近磁力影響可能出現走時不準、或是停止運轉的狀況。手錶內部機芯使用
了磁石，容易受到外界磁力影響。使用本商品時，請與帶有磁力的物品保持10 cm以
上距離。

狀況 如果直接曝曬於夏日的直射陽光下，手錶會變熱。
對應 本商品已通過至+60℃的耐熱試驗。
一般情況下由於空氣對流，溫度不會上升到60℃，請安心使用。但是請勿放
置於門窗緊閉的汽車內儀錶板等上面，由於車內空氣不流動會升至高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