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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真誠地感謝您購買本公司的產品。
為了保證您正確地使用本產品，
請您在使用之前仔細閱讀說明書。
並妥善保管好說明書，以便在需要的時候可以隨時拿出來閱覽。
關於錶帶長度調整，可以聯繫購買該產品的商店為您做調整。
如果因禮品贈送或者搬家等因素而無法聯繫購買商店，可以與Grand Seiko國際服務網
如保證書或本公司網站所標示取得聯繫。如果在非購買商店調整錶帶長度，可能會收
取費用或者不能為您提供相關服務。
商品上有時會貼有一層防止損傷用的保護膜。
務必要把保護膜撕下來以後再使用。如果在貼有保護膜狀態下使用，則可能會因沾上
污漬、汗水、塵埃、水分等而導致生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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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關於機械錶〜

石英錶和機械錶，有什麼不同？
列舉我們身邊的事例來說明。

我們真誠地感謝您購買Grand Seiko機械錶。
首先請您輕輕地把手錶拿在手上，靠近您的耳旁，聽一聽它心臟的跳動，您會聽
到卡擦卡擦的聲音，輕微柔和而迷人。在漫長歲月中，鐘錶工匠們的技藝和靈魂
代代相傳，這聲音就是他們技藝和靈魂的結晶。嚴格篩選出來的零件，通過精湛
嫻熟的技術，被一個個精心地組裝起來，彷彿注入了生命，這聲音便是其生命的
印證。
當然，機械錶在準確性上確實跟石英錶不能相提並論。但是，通過人的手工製作
來追求精準度，其中包含著工匠們精神和叡智的豐富元素。

我們日常生活中已經熟悉的石英錶，
就好比是一架用計算機操控的飛機。
通過電池和集成電路以及水晶，運用
電力顯示出非常精確的時間。

如果天氣太熱，則鐘錶一般容易走慢；
當動力不足（發條上鍊少）
，精準度就
會出現不穩定。如果戴錶的姿勢（朝向）
發生變化，則精準度也會變化。
它的誤差有時候會很大，甚至我們在
每天日常生活中能察覺得到。

雖然在使用過程中多少會產生一點誤
差，但是這一點誤差在我們每天的生
活中是難以察覺的。
如果說把石英錶比作飛機，那麼機械
錶就好比是自行車。所有的零件都是
機械式相互作用，以刻畫出時間。因此，
它也是嚴重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

機械錶結構複雜而纖細，而且充滿著人情味。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機械錶無限的
魅力，我們以精準度的關鍵要點為主要內容，編輯了這本手冊。希望Grand Seiko
能夠長久地伴隨您度過精彩的時光。

精工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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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錶的精準度以日差計算
每天手錶走時快或慢的實際測定平均值，我們把
它稱為日差。
機械錶的精準度一般以日差來表示。
機械錶的精準度，因使用條件和外部環境的不同，
每天會發生微妙的變化。
因此，僅觀察某一天的手錶走快或走慢，無法判
斷手錶精準度的實際狀態。
正確的方法應該是：在一星期至十天左右的時間
範圍內觀察手錶走時的快或慢，取它的平均值來
判斷。
順便介紹一下，石英錶的精準度一般是以月差和年差
計算。我們把一個月或者一年時間中的整體誤差稱為
石英的精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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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錶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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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日差／正常使用精準度
機械錶的精準度，會因手腕動作導致發條上鍊量的差異、溫度、姿勢（手錶的朝
向）等而發生變化。
因此，為了不受環境的影響，正確地顯示機械錶的實際精準度，在機芯裝入錶殼
之前單體的狀態下，在一定條件管理的環境中，用幾天的時間來測定手錶走時的
快或慢。我們把實際測得的值稱為平均日差。
瑞士的CHRONOMETER（天文台）檢定和Grand Seiko參數檢定＊，其參數值都是平
均日差。
＊關於Grand Seiko的技術規格 P.310

如何長久地保持機械錶的良好狀態？ 遵守規則1
按固定時間給發條上鍊
正如凡事皆有規則一樣，手錶發條上鍊
也有它的規則。

如果是手動上鍊式手錶，可以每天在同
一個時間擰轉錶冠，給發條充份上鍊。

您是第一次聽說吧？不過，請您記住！

為了更好地保持精準度，應該每天一
次，按固定時間給發條上鍊。請務必
要遵守！

發條是機械式錶的能源。發條充分上鍊
的狀態可以為各零件提供最穩定的能
源，手錶的精準度也處於最穩定的狀態。

例如，您可以把起床時或者午間休息
時定為給發條上鍊的時間。

發條所提供的動力

高

低
從發條上滿鍊算起的手錶驅動時間

該數值是在人工管理的環境下進行測定所得出的數值，目的是在不受環境的影響
下正確地評價和顯示機械錶的實際精準度，因而與實際使用時的精準度「正常使
用精準度」有所不同。
機械錶的精準度會因環境不同而每天發生微妙變化。它簡直就像是一種生物體，
成為機械錶趣味性的特點之一。

如何長久地保持機械錶的良好狀態？ 遵守規則2
手錶應該按照如下方法放置。
把面盤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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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錶的特徵

在每天24小時的生活中，我們大約有一半時間是把手
錶從手腕上摘下來放置的。包括這段時間在內的精準
度是「正常使用精準度」
。
這是一只從手腕摘下來的機械式錶。想想看，應該怎
麼擺放這只手錶？

配戴使用時的精準度大致為 -1 秒/天到 +10 秒（9S86 和 9S85 機型為 -1 到 +8 秒，9S27
機型為 -5 到 +10 秒）/天。如果超過這一範圍，我們可以為您做調整（購買後 3 年以內
免費）
。因此，在聯繫精準度調整時，請把下述信息告訴我們。
（1）您使用一星期〜十天期間平均每天走快或走慢的時間。
例如：「平均＋11秒」等
（2）在上述使用期間內，每天大致的戴錶時間
例如：「約10個小時」等
（3）從手腕取下並放置時的手錶朝向
例如：
「面盤朝上平放」或者「錶冠朝上立著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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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自動上鍊式手錶，如果覺得精
準度不穩定，也需要晃動手錶或者擰
轉錶冠，給發條增添動力。如果是坐
辦公室而運動較少，發條上鍊會處於
不足的狀態。

把3點一
側朝上

機械錶，因姿勢（朝向）的不同，走時的快或慢也會
有所變化。有的朝向容易造成走快，有的朝向不易造
成走快。
晚上睡覺從手腕摘下手錶，或者把面盤朝上，或者讓
錶冠朝上，按不同的朝向把手錶放置上7〜8個小時，
由此來找出可以減少您戴在手腕上時走快或走慢的放
置方法。
如何長久地保持機械錶的良好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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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長久地保持機械錶的良好狀態？ 遵守規則3

如何長久地保持機械錶的良好狀態？ 遵守規則5

天氣的冷熱也會影響到精準度變化。

避免強烈的撞擊。

它跟頭髮一樣細，由約0.1毫米金
屬卷成的。
這就是遊絲─機械錶精準度的
中樞。

打高爾夫球也好，
打網球也好，
打棒球也好，

就是說，在炎熱天氣下，遊絲會
伸長，手錶一般容易走慢，而在
寒冷天氣下，遊絲會收縮，手錶
一般容易走快。

在做這些對手腕有強烈衝擊力的運動
的時候，應該摘下機械錶。

《擺輪》
遊絲

例如，高爾夫球在打出去的瞬間，球
棒撞擊到球上的衝擊力大約有1噸。
這種衝擊力傳播到手腕，可以對機械
錶內部細小的零件造成影響。
有時候還會使零件變形損壞。

之所以這麼說是有理由的。
高爾夫球場上打出的一杆好球，對於
手錶來說，卻是一次糟糕的撞擊。
金屬本來具有因溫度變化而伸縮的特性，這
種特性同樣也適用於遊絲，對手錶的精準度
造成影響。
早

晚

如何長久地保持機械錶的良好狀態？ 遵守規則4
當您把手錶摘下放置，您是否把它放在了手
機旁邊或者電腦或電視機上面呢？
在提包裡的時候，您是否把它和手機放在一
起了呢？
手錶不宜靠近磁力。
受磁力的影響，手錶會走快或走慢。
要保證在更良好精準度下使用機械錶，重要
的是不要長時間靠近磁力。
特別是手機或電視以及電腦的揚聲器部分，
會釋放出強大的磁力。
另外還有磁力項鏈、手提包上的金屬卡口、
冰箱上的磁貼等，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有
很多東西可以釋放出強大的磁力。
請您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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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長久地保持機械錶的良好狀態？

如何長久地保持機械錶的良好狀態？ 遵守規則6
每三年做一次保養
「愛」不過三年。說的是手錶的大檢修。
機械錶不需要更換電池，但是必須要
做維修保養。
大約每隔三年要做一次拆卸檢查，清
洗。
只要您戴上手錶，它就一刻不停地走
時。

因零件之間碰觸而產生出的磨耗粉末等
也比較多。

繁體中文

不要靠近有強磁性的地方。

最初的大檢修將決定該機械錶此後的一
生。
切勿忘記！每三年一次的大檢修。
這也許可以說是對手錶之愛。

而且機械錶和石英錶比較起來，傳動
到齒輪上的力量大，因此，零件可能
會出現磨損，有些地方潤滑油會出現
乾枯或不足。
特別是首次使用的三年是各種零件的
磨合期，

如何長久地保持機械錶的良好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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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精準度的注意
 械式手錶在配戴使用時的精準度，會因顧客各自不同的使用條件（每天手腕
○機
的運動量對發條上鍊的影響，溫度環境，位置（手錶的朝向）等）而發生變化。
所以，顧客實際配戴使用時的精準度可能會與Grand Seiko技術規格所規定的各
項參數有所不同。
 客配戴使用時的精度，以每天平均 -1 秒 至 +10 秒（9S86 和 9S85 機型為
○顧
-1 到 +8 秒，9S27 機型為 -5 到 +10 秒）
。
正
 確判斷配戴使用時精準度的方法，不應該只看一天的精準度，而應該在通常
使用狀態下使用一星期至十天左右的時間來觀察手錶走時的快或慢。如果一天
平均的平均值超出了上述大致標準的話，我們可以為您進行調整。（購買時間3
年以內為免費調整，超過期限後將收取費用。有關詳細情況，請參閱 P.296 和
P.300。
）
 機附帶的Grand Seiko規格檢定合格證書，是証明：機芯在裝入錶殼前單體狀
○隨
態下，並且在生產工廠人工管理環境下所計測到的實際測試值符合Grand Seiko
規格檢定。
如果證書丟失或者經過修理或調整後的話，不會重新頒發證書。

■產品在使用操作上的注意事項
該標誌表示如果使用操作不當，有可能會導致負重傷等嚴重的後果。

如果出現以下情況的時候，應該停止使用。

該標誌表示如果使用操作不正確，有可能會導致負輕傷或蒙受物質方
面損失。該標誌表示如果使用操作不正確，有可能會導致負輕傷或蒙
受物質方面損失。

應該避免在以下場所攜帶或保管本手錶
○
○
○
○

有揮發性藥品散發的地方（去光液等化妝品、防蟲劑、稀釋劑等）
溫度長期處於超出5℃〜35℃範圍之外的地方
高濕度的地方
○ 受到磁力和靜電影響的地方
灰塵較多的地方
○ 震動較強的地方

如果出現了過敏或斑疹時
應立即停止手錶的使用，並到皮膚科等專科醫生之處就診。

其他注意事項
○金
 屬錶帶的調整需要專業知識和技術，調整錶帶時應該與購買商店聯繫。
如果自己調整，則有可能導致手或手指受傷，也有可能導致零件遺失。
○ 不要對商品做拆卸或改造。
○ 注意不要讓嬰幼兒接觸手錶。有可能會導致受傷或過敏。
○ 如果是懷錶或胸飾錶，則應該注意繩帶和錶鏈的使用方法。有可能會損壞
衣服或弄傷手、頸部。
○ 取下腕錶後若直接任意放置，背殼有可能與錶帶或錶帶扣發生磨擦，導致
在背殼上造成刮痕，請務必留意。
當取下腕錶時，建議先以軟布等包覆腕錶後再行放置。

繁體中文

警告

注意事項

○ 如果手錶機體和錶帶因腐蝕等變得尖銳時
○ 如果錶帶的彈簧彈跳出來時
※ 應立即與購買商店或Grand Seiko國際服務網如保證書或本公司網站所標示
取得聯繫。

不要把手錶本體和零件放在嬰幼兒能觸摸到的地方。
有可能會導致嬰幼兒誤吞食零件。萬一出現誤吞食情況時，會對身體有害，應
立即找醫生咨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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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您確認機型編號以及防水性能
關於機芯編號

■防水性能注意事項
注意

機芯編號是表示機芯（手錶的機械部分）型式的4位數編號。Grand Seiko 錶
有專用的機芯。用4位數來表示，機械錶機芯編號以9S開頭，Spring Drive機芯
編號以9R開頭，石英錶機芯編號以9F，4J開頭。

在手上沾有水分的時候，不要操作手錶的錶冠和
按鈕
有可能會使水分進入錶的內部。

確認方法
後蓋記載的型式編號4位數即為機芯編號。
〈一般背殼〉
〈透明背殼〉

※萬
 一玻璃內側出現了水霧氣和水滴，且長時間不消失的話，則說明防
水有問題。
應該盡早與購買商店或Grand Seiko國際服務網如保證書或本公司網站
所標示取得聯繫。

〈潛水腕錶背殼〉

防水性能

當錶上沾有水滴、汗水和污漬，不應放置不管
即使是防水錶也會因玻璃黏合面或墊圈劣化以及不鏽鋼生鏽而導
致防水出現問題。
9S

85

在入浴、洗三溫暖時，不要配戴手錶

-0

A0

A

9S

85

-0A

A0

蒸氣、肥皂以及溫泉的成分等有可能會加速防水功能的劣化。

型號

關於防水性能
在使用之前，應確認手錶的防水性能，
您所購買的手錶其防水性能如下表所示。
後蓋標示
沒有標示

防水性能
非防水。

當性能顯示為「WATER RESISTANT」時
警告
本手錶不可使用於氣瓶潛水或飽和潛水。

使用方法
不要在水滴多或者出汗多的場合使
用手錶。

氣瓶潛水或飽和潛水用的手錶需要經過適應嚴酷環境的各種嚴格
檢查。在做這類潛水時，應使用專用的潛水錶。

如果日常生活中「沾一點水」環境
可以使用。
WATER RESISTANT

日常生活用防水。

警告
在游泳的時候，不要使用手錶。

WATER RESISTANT
5 BAR
WATER RESISTANT
10（20）BAR
DIVER'S WATCH 200m
或 AIR DIVER'S 200m
DIVER'S WATCH 600m
for saturation diving 或
He GAS DIVER'S 600m

日常生 活 用加強防 水
5氣壓。
日常生活用強化防水，
10（20）氣壓。
空氣潛水時的防水功
能為200公尺深。
本錶可於進行氦氣潛
水時配戴，並可承受
水壓至600公尺深。

可以在游泳等體育活動中使用。
可以在非使用氧瓶潛水時使用。

繁體中文

【例】9S85-0AA0
機芯編號
※ 上述示意圖只是一個例子，與您購買的手錶可能會有所不同。

注意
應避免直接用水龍頭沖水。
自來水的水壓非常高，即使是具有日常生活用加強型防水功能的
手錶，也有可能會導致防水出現問題。

可於進行使用氣瓶的水肺潛水
時配戴。
本錶適合飽和潛水。

※ 顯示的位置與設計，可能因款式不同而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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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性 能 顯 示 為「DIVER'S WATCH 200m」 或「AIR
DIVER'S 200m」時
警告
注意

○從
 事使用氦氣的「飽和潛水」時，請切勿配戴本腕錶。
○ 潛水時，除了本操作說明書所說明的操作方式以外，請勿進行其
他操作。
在潛水中配戴本腕錶時，請事先接受各種潛水的相關安全教育與訓
練，並確實遵守使用規則。

當性能顯示為「DIVER'S WATCH 600m for saturation
diving」或「He GAS DIVER'S 600m」時
警告

在潛水中配戴本腕錶時，請事先接受各種潛水的相關安全教育與訓
練，並確實遵守使用規則。

○ 潛水前
潛水之前，請檢查以下項目。

①

⇒ 各部分的名稱 P.291

① 時間是否已正確設定。
 力儲存的持續時間，是否顯示為
②動
1/2以上。若低於1/2，請旋轉錶冠來
捲緊發條。
⇒ 關於旋入式錶冠 P.294
⇒ 發條的上鍊方法 P.296

③ 旋轉外圈是否可以流暢地旋轉。
（是否太鬆或太緊。
）

②

⇒ 關於附有防止逆向旋轉功能的旋轉外
圈 P.308

④錶
 冠的螺絲是否已確實鎖緊。
⇒ 關於旋入式錶冠 P.294

⑤錶
 帶與鏡面是否出現裂縫，缺口等
異常狀況。

③

⑥錶
 帶是否可確實固定。
（彈簧栓、卡
榫、其他）

④
⑥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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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性能注意事項

繁體中文

注意

○ 本產品適用於飽和潛水。除非您具備安全飽和潛水所需的經驗和
技巧，否則請勿將本產品用於飽和潛水。在潛水之前，請先自行
熟悉本產品的各項操控，並檢查本產品的所有功能。
○ 務必小心查看面盤或背殼上指示的深度，請勿在超過指定深度的
地方使用手錶。
○ 潛水時，請勿以操作說明書所載以外的任何其他方操作本手錶。

潛水時的注意事項

⑤

當發現異常狀況時，請連絡購買本腕錶的專賣店，或Grand Seiko國
際服務網如保證書或本公司網站所標示。

防水性能注意事項

289

○ 潛水中

■各部分的名稱

使用前請先確認以下項目。

9S85、9S68、9S65、9S27（標準型）

時針
從事潛水時，請在錶盤等所顯示的
深度範圍內使用本腕錶。

分針

請勿在水中操作錶冠或按鈕。

錶冠

秒針
日期
請留意勿使本腕錶碰撞到岩石等。

旋轉外圈在水中旋轉時有可能較不流
暢，這並非異常現象。
⇒ 時間和日期的調整方法 P.296

繁體中文

○ 潛水後

9S85（潛水型）

潛水後請依照以下所示進行保養。
分針
時針

請務必以淡水清洗之後，再擦拭乾淨。
請避免直接放置於水龍頭下沖水，應將水倒入容器之後再進行清洗。

日期

秒針

錶冠

旋轉外圈
⇒ 時間和日期的調整方法 P.296
⇒ 潛水腕錶的功能 P.308
⇒ 潛水時的注意事項 P.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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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性能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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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S63

9S86、9S66
分針

時針
時針

分針

錶冠

錶冠
秒針
24小時針

秒針
動力儲存顯示

日期

⇒ 時間和日期的調整方法 P.298

⇒ 時間的調整方法 P.306.
⇒ 動力儲存顯示 P.295.

繁體中文

9S64、9S61

※ 顯示的位置與設計，可能因款式不同而有差異。

時針
分針

錶冠

秒針

⇒ 時間的調整方法 P.306

292

各部分的名稱

各部分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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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動力儲存顯示
動力儲存顯示可讓您知道發條上鍊情況。

關於錶冠
錶冠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普通錶冠，另一種是旋入式結構的錶冠。您應該確認一
下您所使用的手錶的錶冠類型。
在按壓著錶
冠 的 同 時，
向箭頭指示
方向擰轉錶
冠。

普通錶冠

能夠
擰動

擰不動
（不能
擰轉）

可以直接地把錶冠拉出來進行操作

旋入式錶冠
操作時要打開鎖

※ 無法再擰動。

操作結束以後上鎖

擰鬆

動力儲存顯示

按壓

※旋
 入式錶冠。透過鎖定錶冠可以防
止手錶的錯誤動作和提高防水性能。
 入式錶冠，如果強行擰緊螺絲，
※旋
則有可能會破壞螺絲部分，因此需
要注意。

擰緊

※手
 錶的連續運作時間視使用條件（例如配戴時間長度，
或是配戴時您的手臂擺動幅度）
而定。
※ 若您配戴時間短，請查看動力儲存顯示，檢查手錶儲存的剩餘動力。如有需要，請手
動為發條上鍊。

是一種用螺絲來鎖定錶冠的結構，為了防止手錶的錯誤動作和提高防水性能，在
不使用手錶的時候，可以鎖住錶冠。

○ 需要操作錶冠的時候，打開旋入式錶冠
○ 操作結束以後，擰緊旋入式錶冠
〔固定鎖的打開方法〕
按逆時針方向擰動錶冠（6 點鐘方向）
以擰鬆它。螺絲鬆動，錶冠處於可操
作狀態。
固定鎖處於
上鎖狀態

〔固定鎖的上鎖方法〕
把錶冠輕輕按壓進手錶本體，同時按
順時針方向（12 點鐘方向）擰動錶
冠直到擰不動為止。
固定鎖打開
狀態

操作結束以後，
擰緊固定鎖
按壓

繁體中文

如何判讀動力儲存顯示

關於旋入式錶冠

在操作的時候，
打開固定鎖
擰鬆

從手腕取下手錶之前，請先查看動力儲存顯示，檢查手錶儲存的動力是否足
夠維持到下次您配戴時。如有需要，請為發條上鍊。
（為避免手錶停頓，請為發條上鍊，以儲存多餘的動力，讓手錶持續運作更長
的時間。
）

動力儲存顯示

發條上鍊情況

上滿鍊

手錶可運作的時數 大約 72 小時（3 天）

半滿鍊
大約 36 小時（1.5
天）

未上鍊
手錶停止運轉。

※本
 手錶具有防止發條過度上鍊的裝置。當發條上滿鍊後，會向內滑動，中斷上鍊機制。
此時，您仍可擰動錶冠而不會使手錶受損，但是也不要過度操作發條。

擰緊
※在
 擰緊固定鎖的時候，要注意螺絲的嚙合狀態，慢慢地按壓著擰緊。如果過於用力按壓，
則有可能損壞螺絲部（錶殼）
。需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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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以9S85、9S68、9S65、9S27 為例）
發條的上鍊方法
○ 本手錶是自動上鍊式機械錶（兼手動上鍊功能）
。
○ 發條在手錶戴在手腕上的狀態下，就可以透過手腕正常的動作完成自動上
鍊。此外，還可以通過擰轉錶冠來給發條上鍊。
○ 當您要使用處於停止狀態的手錶時，雖然通過搖晃手錶，可以使手錶啟動，
但還是應該擰動錶冠給發條足夠地上鍊，並設定好日期和時間以後，再戴
在手腕上使用。為發條上鍊時，應該將錶冠置於0格位置上，慢慢地向右方
向（12點鐘方向）擰動。如果錶冠向左方向（6點鐘方向）擰動，則錶冠為
空轉。發條擰轉大約 45 圈（9S68 和 9S65 大約為 60 圈，9S27 大約為 30
圈），則發條上鍊上得就足夠了。發條過度上鍊以後，發條就會打滑空轉，
不必擔心會把發條擰斷，但是也不要過度操作錶冠。
※如
 果發條上鍊量不足，則有可能會導致手錶走時慢或走時快，所以，建議您1天配戴10
小時以上。另外，如果您不是把手錶戴在手腕上使用，則應該每天在固定的時間擰動錶
冠給發條足夠上鍊來使用。

注意事項

③ 將錶冠拉出到第2格。
當秒針走至「12點鐘」位置上的時候，拉出錶冠。（秒針停止走動）
按逆時針方向擰動錶冠（6 點鐘方向）使指針轉動，直到顯示出所需的日期。
如
 果日期發生變化，則此時的時間為「上午」。再進一步調整至現在的時間。
 果對準報時把錶冠按壓
④如
進0格，則手錶開始走動。

第0格

第2格
第1格

注意事項 如
 果是旋入式手錶，務必要把手錶的錶冠擰回到原來的位置。

關於月底的日期修正

時間和日期的調整方法

在2月份（1個月為28天，閏年為29天）和小月（1個月30天），日期需要調整。
【例】如果在小月下月1日的早晨調整日期
手錶上顯示的不是「1日」，而是「31日」。將錶冠拉出到第1格，按順時針方
向擰動錶冠（12 點鐘方向）把日期
調整為「1」，調整後把錶冠按壓回
原位。

繁體中文

○不
 要在時間顯示為晚上 10 點至凌晨 1 點之間的時間段調整日期（9S27 機
型為晚上 11 點至凌晨 1 點）
。
如
 果在這一時間段設定日期，則有可能會導致第二天日期不轉換或發生
故障。
○機
 械錶從齒輪輪系結構上來說，在校準時間時，應該先把指針調到比正確
時間稍慢一些的位置上，然後再向前調整出正確時間。

本手錶有日期顯示功能。每24小時日期會翻轉一次日期更新一天。日期會在
「每天零點」左右翻轉。所以，如果調整時間時錯置上午下午，則會在中午
「12 點」左右轉換日期。
① 將錶冠拉出到第1格。
（如果是旋入式手錶，則要先打開固定鎖。
）
② 可以通過朝右方向（12點鐘方向）擰動錶冠來設定日期。首先，把日期調
整到您想要調整日期的前一日。

第1格

注意事項 如
 果是旋入式手錶，務必要把手錶的錶冠擰回到原來的位置。

【例】如果要調整的日期是「6日」，則
調整到「5日」

第1格
296

使用方法（以 9S85、9S68、9S65、9S27 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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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以9S86、9S66為例）
發條的上鍊方法
○ 本手錶是自動上鍊式機械錶（帶手動上鍊功能）
。
○ 發條在手錶戴在手腕上的狀態下，就可以通過手腕正常的動作完成自動上
鍊。此外，還可以通過擰動錶冠來給發條上鍊。
○ 當 您要使用處於停止狀態的手錶，雖然通過搖晃手錶，可以使手錶啟動，
但還是應該擰動錶冠給發條足夠地上鍊，並設定好日期和時間以後，再戴
在手腕上使用。為發條上鍊時，應該將錶冠置於0格位置上，慢慢地向右方
向（12點鐘方向）擰動。如果錶冠向左方向（6點鐘方向）擰動，則錶冠為
空轉。以9S86為例，發條擰轉大約45圈（9S66大約為60圈）
，則發條上鍊
上得就足夠了。發條過度上鍊以後，發條就會打滑空轉，不必擔心會把發
條擰斷，但是也不要過度操作錶冠。

④按
 逆時針方向擰動錶冠（6 點鐘方向）使 24 小時針和分針轉動，將它們
調整至現在時間。快要到想要
調整的時間，慢慢地調整分針
來調準時間。擰動錶冠，看好
分針和24小時針。
※由
 於時針指示時間與想要調整的時
間不同或者時針位置關係，日期有
可能會發生變化，所以首先應該調
整好分針和24小時針。

按順時針
方向調整
分針和
24小時針

⑤ 根據報時等信息按下錶冠。
※ 調整 24 小時、分針和秒針現已完成。

※如
 果發條上鍊量不足，則有可能會導致手錶走時慢或走時快，所以，建議您1天配戴10
小時以上。另外，如果您不是把手錶戴在手腕上使用，則應該每天在固定的時間擰動錶
冠給發條足夠上鍊來使用。

根據報時按下
錶冠
⑥ 接下來是調整時針和日期。將錶冠拉出到第1格。

時間和日期的調整方法

⑦通
 過擰動錶冠來調整時針。擰動錶
冠時日期發生變化，這個位置即為
夜間0點。調整時間時需要確認好上
午或下午。在設定日期時，可以在
這裡一起調整。

時間的調整方法
① 在發條已經上鍊的狀態下，確認指針在走動之中。
※ 調整日期和時間時，務必要在指針走動的狀態下進行調整。

② 打開錶冠的固定鎖。
⇒

錶冠拉出
一格

關於旋入式錶冠 P.294

③當
 秒針處於0秒位置上，將錶冠拉
到第2格，秒針停止走動
錶冠
拉出2格

繁體中文

○ 在調整時間和日期時，首先調整24小時針和分針，然後再調整時針和日期。
○ 務必要在發條已經上鍊的狀態下調整時間。

※錶
 冠可以向任意方向擰動，應儘量向日期
修改量少的方向設定。
※擰
 動錶冠，要看著時針每1小時的變動情況
慢慢地擰動錶冠。
※在
 設定時針的過程中，其他指針會稍微移
動，這屬於正常現象而並非故障。

⑧ 如果將錶冠按回去，則操作完成。
擰好錶冠的固定鎖。
⇒

298

關於旋入式錶冠 P.294

使用方法（以9S86、9S66為例）

299

日期的調整方法
調整日期擰轉時針2周可以修改日期1天。如果按順時針方向擰轉時針2周（24
個小時），則「前進一日」。如果按逆時針方向擰動，則「後退一天」
。
※ 每當小月（2、4、6、9、11月）結束後的第二天，需要調整日期。

⑤操
 作結束後，確認時間是否準確，然後把錶冠按回去。到此為止，操作結束。
擰好錶冠的固定鎖。
⇒

關於旋入式錶冠 P.294

※ 在此項操作中，時針和日期連動變化。
因此，時間的上午或下午如果不準，日期有可能出現半天的誤差。
※ 錶冠可以向任意方向擰動，應儘量向日期修改量少的方向設定。
※ 擰動錶冠，要看著時針每1小時的變動情況慢慢地擰動錶冠。
※ 在設定時針的過程中，其他指針會稍微移動，這屬於正常現象而並非故障。

① 在發條已經上鍊的狀態下，確認指針在走動之中。
※ 調整日期和時間，務必要在指針走動的狀態下進行調整。

② 打開錶冠的固定鎖。
⇒ 關於旋入式錶冠 P.294

24小時針的使用方法

③ 將錶冠拉出到第1格。
④ 擰動錶冠，每擰轉時針2周，日期則調整「1天」
。
 擰動錶冠，日期發生變化，這個位置就是夜間0點。
在
調整時要確認好上午或下午。

24小時針具有以下兩種功能。

錶把拉出
一格

第一種功能：區分上午或下午
時分針所指示的時間用24小時制
來表示（通常的使用方法）
時分針和24小時針都為
日本時間
（上午10點）

第二種功能：作為雙時區的時差修正功能使
用，用這個功能來顯示與時分針所指示時間
不同地區的時間（時差在1個小時以上的地區
時間）

時分針：日本時間（上午10點）
24 小時針：倫敦時間（凌晨 1 點）

按順時針方向擰動錶冠（12 點鐘方向）
：
如果時針擰動2周，則日期翻動1天。

繁體中文

調整以前

※錶
 冠可以向任意方向擰動，應儘量向修改
量少的方向設定。
※ 擰動錶冠時，要慢慢地擰動錶冠。
※ 在 設定時針的過程中，其他指針會稍微移
動，這屬於正常現象而並非故障。

按逆時針方向擰動錶冠（6 點鐘方向）
：
如果擰動時針2周，則日期倒回1天。

300

使用方法（以9S86、9S66為例）

使用方法（以9S86、9S66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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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時差修正功能
前往有時差的地區時，可以簡單地調整到目的地的時間。
操作時不必讓手錶停止走時。
時針指示目的地的時間，24小時針指示原來地區的時間。
由於時針和日期處於連動狀態，所以如果操作正確，則顯示出目的地的日期。

⑤ 操作結束以後，確認好時間是否準確，然後按回錶冠。到此為止，操作結束。
擰緊錶冠上好固定鎖。
⇒

關於旋入式錶冠 P.294

※在
 PM9：00〜AM1：00時間帶調整時間，應該先把時針調回到PM8：00點以後再做調整。

各種使用方法
如果使用時差修正功能，則可以作為雙時區來顯示2個地區不同的時間來使
用。顯示的方法有2種，可以根據不同的目的分別使用。

時差修正功能的使用方法
① 在發條已經上鍊的狀態下，確認指針處於走動狀態。
※ 操作務必要在指針走動的情況下進行。

② 打開錶冠固定鎖。
⇒

關於旋入式錶冠 P.294

③ 將錶冠拉出到第1格。

錶冠拉出
一格

※ 在此項操作中，時針和日期連動變化。
如果上午、下午的時間不正確，則日期有可能出現半天的誤差。
⇒ 世界主要地區時差一覽表 P.304

按順時針方向
擰動錶冠（12
點鐘方向）：
加 1 小時。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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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
時針和日期：B 地區（倫敦）
24小時針：A地區（日本）

在調整好24小時針以後，調整時針。

繁體中文

例1
時針、日期：A地區（日本）
24 小時針：B 地區（倫敦）

④ 擰動錶冠，對準到目的地的時間。
在確認好上午、下午和日期後再對準時間。

按逆時針方向
擰動錶冠（6
點鐘方向）：
減 1 小時。

錶冠可以向任意方向擰動，應儘量向修改量少的方向設定。
擰動錶冠，要看著時針每1小時的變動情況慢慢地擰動錶冠。
在擰動時針，日期發生變化，這個位置就是夜間0點。
在設定時針的過程中，其他指針會稍微移動，這屬於正常現象而並非故障。

使用方法（以9S86、9S66為例）

使用方法（以9S86、9S66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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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要地區時差一覽表
城市名

使用方法（以9S64、9S63 為例）

時間標準時（UTC） 日本標準時（JST）

其他地區

東京

＋9:00

±0:00

首爾

北京

＋8:00

－1:00

香港、馬尼拉、新加坡

曼谷

＋7:00

－2:00

達卡

＋6:00

－3:00

卡拉奇

＋5:00

－4:00

迪拜

＋4:00

－5:00

吉達

＋3:00

－6:00

開羅

＋2:00

－7:00

★雅典

★巴黎

＋1:00

－8:00

★羅馬、★柏林、★馬德里

★倫敦

±0:00

－9:00

★卡薩布蘭卡

★亞速爾群島

－1:00

－10:00

★里約熱內盧

－3:00

－12:00

聖多明各

－4:00

－13:00

★紐約

－5:00

－14:00

★蒙特利爾

★芝加哥

－6:00

－15:00

★墨西哥城

★丹佛

－7:00

－16:00

★洛杉磯

－8:00

－17:00

★安克雷奇

－9:00

－18:00

檀香山

－10:00

－19:00

中途島

－11:00

－20:00

★惠靈頓

＋12:00

＋3:00

努美阿

＋11:00

＋2:00

★悉尼

＋10:00

＋1:00

塔什干

內羅畢、麥加

○ 本手錶是手動上鍊式機械錶。
○ 要發條上鍊上足夠的時候，需要擰動錶冠多少次數？您可以參考下表所示
的大致次數。
如果每天給發條上鍊使用的時
候

・則擰動錶冠大約20下，就可以給發條
上足夠的動力。

如果3天以上沒有給發條上鍊的
時候

・則擰動錶冠大約60下，就可以給發條
上足夠的動力。

○ 針對 9S63 機型，可查看動力儲存顯示來檢查上發條情況（剩餘動力）。
⇒ 動力儲存顯示 P.295
○ 發條上足夠的狀態下。則可大約走時72小時
○ 如果上鍊量不足，則有可能導致手錶走慢或走快。為了更好地保持手錶的
精準度，我們建議您每天在固定的時間給發條充分上鍊。

一般來說，多數手動上鍊式手錶，如果擰動錶冠給發條上滿鍊，則錶冠就擰
不動了。9S64 和 9S63 機型採用的結構設計是：在發條上滿弦後錶冠仍然可
以擰動，但擰錶冠的感覺加重了。雖然繼續擰動錶冠也不會對手錶造成損壞，
但也不要過度擰動錶冠。
※如
 果您從發條鬆開手錶停止狀態下開始使用手錶，則擰動錶冠給發條上鍊後，手錶
也不會立即開始走動。這是因為機械式錶的特徵是首次開始上鍊的發條扭力（動力）
較弱的緣故。當發條上鍊達到一定強度的扭力後，秒針才會開始走動，要想讓手錶
早點走動起來，可以通過晃動手錶來強行讓擺輪轉動起來的方法讓手錶走動。

不要把錶冠拉出。
（如果是旋入式錶冠，
解除錶冠的固定鎖）

繁體中文

★聖弗朗西斯科

往右（朝12點鐘方向）慢慢
擰動錶冠，給發條上鍊。

關島

※UTC = 世界協調時間 / JST = 日本標準時間
※標注有★的地區為採用夏時制的地區。
※各城市採用的時區差異與日光節約時間是根據 2018 年 10 月當時的資料。各地區的時
區有可能因為國家或地區的政府規定而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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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條的上鍊方法

注意事項

如果是旋入式手錶，務必要把手錶的錶冠擰回到原來的位置。
305

時間的調整方法
① 將錶冠拉出。
當秒針走到「12點鐘」位置上，
拉出錶冠。（秒針停止走動）
擰動錶冠來調準時間。
② 如果對準報時按回錶冠，則手
錶開始走動。
※ 顯示的位置與設計，可能因款
式不同而有差異。

使用方法（以9S61為例）
發條的上鍊方法

第1格

○ 本手錶是自動上鍊式機械錶（兼手動上鍊功能）。
○ 發條在手錶戴在手腕上的狀態下，就可以透過手腕正常的動作完成自動上
鍊。此外，還可以通過擰動錶冠來給發條上鍊。
○ 當 您要使用處於停止狀態的手錶，雖然透過搖晃手錶，可以使手錶啟動，
但還是應該擰動錶冠給發條足夠地上鍊，並設定好時間以後，再戴在手腕
上使用。為發條上鍊時，應該將錶冠置於0格位置上，慢慢地向右方向（12
點鐘方向）擰動。如果錶冠向左方向（6點鐘方向）擰動，則錶冠為空轉。
以9S61為例，發條擰轉大約60圈，則發條上鍊上得就足夠了。發條過度上
鍊以後，發條就會打滑空轉，不必擔心會把發條擰斷，但是也不要過度操
作錶冠。
※如
 果發條上鍊量不足，則有可能會導致手錶走慢或走快，所以，建議您1天配戴10小時
以上。另外，如果您不是把手錶戴在手腕上使用，則應該每天在固定的時間擰動錶冠給
發條足夠上鍊。

注意事項
○ 如果是旋入式手錶，務必要把手錶的錶冠擰回到原來的位置。
○ 機械錶，從齒輪輪系結構上來說，在校準時間時，應該先把指針調到比正
確時間稍慢一點的位置上，然後再向前調整出正確時間。

繁體中文

時間的調整方法
① 將錶冠拉出。
當秒針走到「12點鐘」位置上，
拉出錶冠。
（秒針停止走動）
擰動錶冠來調準時間。
② 如果對準報時按回錶冠，則手
錶開始走動。
第1格

306

使用方法（以 9S64、9S63 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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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水腕錶的功能

滑動式調節裝置
金屬錶帶上若附有滑動式調節裝置，即可輕易調節錶帶的長度。
當將腕錶配戴於潛水衣或防寒衣的外層時，此一功能非常方便。

關於附有防止逆向旋轉功能的旋轉外圈
使用旋轉外圈，可以計測潛水等的經過時間。
本腕錶的旋轉外圈為可防止逆向旋轉的外圈。由於潛水時間會對空氣剩餘量
造成影響，因此潛水腕錶採取只能朝逆時鐘方向旋轉的結構設計，以避免發
生外圈上的經過時間比實際潛水時間還要短的情形。

注意

潛水時，請確實確認空氣剩餘量，至於旋轉外圈上的經過時間，請
作為參考值。

滑動式調節裝置的使用方法
① 將安全蓋掀起90度，再放低20度，然後直接輕輕按下。
※ 雖然會出現些許阻力，但只要輕輕一推即可按下安全蓋，因此請留意勿過
度施力。
 6點鐘位置那一側的錶帶沿著錶帶的彎曲方向（如同畫曲線那樣）向前拉。
②將
※ 只要稍微出力即可進行此一操作，因此請勿過度施力。
※ 滑片可伸長約30mm，請留意勿強行拉出。
1

旋轉外圈的使用方法
①在
 開始潛水等打算要開始進行計時的時間點，轉動旋轉外圈，將
準分針。

標誌對

安全蓋

②經
 過時間顯示於分針所指示的外圈上的刻度。

12 點鐘方向的
錶帶

2

【例】 假設10點10分開始潛水
開始潛水時

經過15分鐘時

③ 按下按壓鈕將上蓋掀起，打開錶帶扣，然後配戴於手腕上。

繁體中文

6 點鐘方向的錶帶

將外圈的標
誌對準分針

④ 依照上蓋、安全蓋的順序來關上錶鍊的蓋子。
⑤ 以未配戴腕錶的那一隻手來進行調節，將錶帶推回到適當的位置。
經過時間

外圈的旋轉方向

4-1

界限標誌
( 上方 )

以分針來讀取
外圈上的刻度

3

4-2
上蓋

滑片
4
按壓鈕
5
帶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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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Grand Seiko的技術規格
機械錶配戴時的精準度，
由於機芯（驅動部分）結構上的原因和所使用環境條件（每
天手腕的運動量而產生的發條上鍊量、溫度環境、位置（手錶的朝向）等）的不
同而有所變化。
所謂「Grand Seiko的技術規格」
，是一種Grand Seiko獨家的機械錶用精準度規格，
它跟手錶使用時的環境條件差異沒有關係，是為了確認Grand Seiko機械錶良好性能
而設定。
所有 Grand Seiko 機芯都是依照相同的方式並使用相同測試期間進行測試。此外，
我們的技術規格分為兩種，一種適用於 Grand Seiko 男錶機型，另一種適用於
9S27 Grand Seiko 女錶機型。這是因為 9S27 機型外型較小，導致精準度不一。
Grand Seiko 錶已在製造工廠內，對六個不同位置和三種不同的溫度之下進行進行
17 天的測試。它符合或超越第 311 頁所列的精確度標準，其中精確度定義為手
錶每日走時的快或慢（
「平均日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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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Grand Seiko特殊技術規格，是指設定有比Grand Seiko技術規格更嚴格條
件的精準度規格。如果機芯通過這個技術規格檢定合格，對於裝載上合格機
芯的機型，作為証明，將會在面盤上標注「SPECIAL」標誌。

Grand Seiko技術規格的內容
項目

單位

平均日差
秒／日
平均日較差
秒／日
最大日較差
秒／日
水平垂直差
秒／日
最大姿勢偏差
秒／日
第一溫度係數
秒／日／℃
第二溫度係數
秒／日／℃
復原差
秒／日
檢定方向數
檢定溫度
檢定天數

技術規格值

9S27 機型

－3.0 〜＋5.0
1.8以下
4.0以下
－6.0 〜＋8.0
8.0以下
－0.5 〜＋0.5
－0.5 〜＋0.5
－0.5 〜＋0.5

－3.0 〜＋8.0
3.2以下
6.0以下
－8.0 〜＋10.0
13.0以下
－0.6 〜＋0.6
－0.6 〜＋0.6
－6.0 〜＋6.0
6種姿勢
8，23，38℃
17天時間

特殊技術■
規格值
－2.0 〜＋4.0
1.6以下
3.0以下
－5.0 〜＋7.0
7.0以下
－0.3 〜＋0.3
－0.3 〜＋0.3
4.0

繁體中文

顧客實際配戴的精準度，大致為每天平均 -1 至 +10 秒（9S85 和 9S86 機型
為 -1 至 +8 秒，9S27 機型為 -5 至 +10 秒）
。
為了正確判斷配戴使用時的精準度，不能只看一天的情況，而應該在一般狀態
下使用一星期至十天左右的時間來觀察手錶走時的快或慢。如果每天的平均值
超出了上述大致標準的範圍，我們可以為您做調整（購買產品後3年內免費）。
此外，如果屬於下列情況，不管購買後期限如何，提供調整服務都要收取費用。
○ 使用方法錯誤、手錶受磁等因顧客的疏忽而導致精準度不準確
○ 因在非屬本公司的修理店修理而造成精準度不準確
○ 因火災或者水災、地震等自然災害而造成精準度不準確
○ 保固單上的文字做過改寫

Grand Seiko特殊技術規格

關於Grand Seiko的技術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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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Grand Seiko技術規格檢定合格証明書

Grand Seiko技術規格的用語說明
項

目

檢定姿勢

平均日差

平均日較差

最大日較差

水平垂直差
最大姿勢偏差
第一溫度係數

復原差

312

思

為了對手錶功能做各種測試，國際標準ISO3159規定有5個方向
的朝向。而GS檢定在這個標準的基礎上，設想從手腕摘下手錶
後放置的狀態，增加了12點鐘朝上方向，共規定了6種方向。
（面
盤朝上、面盤朝下、12點朝上、3點朝上、6點朝上、9點朝上）
是指在6種不同姿勢下各測試2天，合計共測試12天的日差數據
的平均值。這是一個顯示手錶每天走時快或慢的平均標準，它
的實際精準度情況，需要考慮其他項目來做出綜合判斷。
是指在6種不同姿勢下各測試2天時，第一天和第二天的日差
變化量6個數據的平均值。它表示在各種姿勢下每天精準度穩
定性的程度。
是指在6種不同姿勢下各測試2天時，第一天和第二天的日差
變化量6個數據中的最大值。它表示每天的精準度因姿勢不同
而發生變化的最大程度。
表示設想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2種姿勢狀態下的走快或走慢
情形。把手錶在面盤朝上放置狀態下2天的平均日差和6點鐘朝
上放置狀態下2天的平均日差之間的差值。
試驗初期12天的日差和平均日差之間的最大差值。表示因手
錶放置方向的不同而日差發生變化的程度。
在同一姿勢下（面盤朝上）
，38℃至8℃環境下平均每1℃的
日差的變化量。顯示錶所使用的溫度環境（設想為從手腕上
取下的狀態）下的走快、走慢情況。
在同一姿勢（面盤朝上）狀態下，在38℃至23℃的環境下，
平均每攝氏氣溫1度的日差的變化量。它表示手錶使用時的溫
度環境（設想為戴在手腕上的狀態）下的走快或走慢情況。
檢定最後1天的日差減去第一個2天平均日差的值。它表示手
錶在使用一定期間後的日差的穩定程度。

○G
 rand Seiko技術規格檢定合格証明書証明：機芯在未裝入錶殼前的單體狀態下，在製
造工廠內人工管理環境下所測定的實測值，經過Grand Seiko技術規格檢定合格。在手
錶上打印有裝載合格機芯的機種編號、各機芯製造連續編號以及錶殼製造連續編號。
○ 機械錶配戴時的精準度，由於每個顧客各自使用條件（因每天手腕的運動量而產生
的發條上鍊量、溫度環境、姿勢〔手錶的朝向〕等）的不同而有所變化。
因此，顧客實際配戴使用情況下的精準度有可能會與Grand Seiko技術規格所規定各
項目的數值有所不同。

注意事項
如果Grand Seiko技術規格檢定合格証明書遺失，則不會予以補發證書。另外，手
錶經過修理、調整後也不重新發給證書。

繁體中文

第二溫度係數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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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機械錶精準度的注意事項
機械錶是一種以發條鬆開釋放出的力量作為動力來驅動指針走動，各種細小
的金屬零件通過物理性互相作用來控制精準度的機構。機械式錶內纖細的金
屬零件容易受到溫度和重力及撞擊等外部環境以及配戴時間、發條上鍊量等
使用狀況的影響，這種影響以手錶走時的快和慢表現出來。

① 機械錶的精準度標準是「平均日差」
石英錶的精準度是以月和年為單位來表示，諸如月差±15秒或年差±10秒等。
它表示的是經過一個月或者一年使用後手錶總體精準度誤差的程度。與此不
同，機械錶的精準度一般是用「平均日差」來表示的。機械錶的精準度受各
種使用環境的影響，每天都會發生微妙的變化，沒有穩定性。因此，不是通
過1天，而是要看使用一星期到十天左右時間的平均值，以此來判斷精準度的
好壞。Grand Seiko 機械錶配戴使用時的精準度大致為每天平均 -1 至 +10 秒
（9S86 和 9S85 機型為 -1 至 +8 秒，9S27 機型為 -5 至 +10 秒）
。在一般使
用狀態下，如果您使用一星期到十天左右時間的精準度平均值超出了這個大
致標準範圍，我們可以為您做調整。
＊購買產品後3年以內免費。但是，如果使用時間很長，零件因長期使用而劣化，有可
能無法調整至您所希望的精準度，敬請諒解。⇒有關詳細情況，請參閱 P.310 和
P.315。

② 影響精準度的重要因素：其1

發條上鍊量

③ 影響精準度的重要因素：其2

溫度的影響

由於機械錶的零件是金屬製作的，所以會因溫度的變化而發生微妙的伸縮，
這種伸縮會對精準度產生影響。一般來說，在高溫狀態下手錶容易走慢，而
在低溫狀態下手錶容易走快。

④ 影響精準度的重要因素：其3

關於售後服務
關於保證和修理
○需
 要做修理和維修調整的洗油保養，應該與購買產品的商店或者Grand
Seiko國際服務網如保證書或本公司網站所標示取得聯繫。
○ 如果在保證期間內出現品質問題，務必要附上保固單，拿到購買產品的商
店處理。
○ 保固的內容如保固單上所記載。
請認真仔細地閱讀保固單，妥善保管好。
○ 關於保固期間結束後修理的問題，如果通過修理可維持功能，我們將根據
您的要求，為您做收費修理。

關於維修用零件
○ 在修理時，可能會使用外觀有所不同的替代零件。望予以見諒。

關於維修調整的洗油保養
○為
 了保證您能夠長期使用，建議您每3年〜4年左右做一次維修調整的洗油
保養。
○ 本手錶的機芯，在結構特性上經常對傳送動力的齒輪部分施加力量。為了
保證零件維持正常功能，定期進行零件的清洗、潤滑油交換、精準度調
整、功能檢查、消耗品交換等十分重要。特別是購買後的第3年〜第4年為
維修調整做洗油保養，對長期使用很重要。根據您的使用狀況，機械的保
油狀態可能會受到損壞或者會因油污等而導致零件磨損，以至停止走動。
另外，密封墊圈等零件進一步劣化，可能會因汗水、水分的浸入等損壞防
水功能。
維修調整的洗油保養，應該指定「原裝正品零件」，並且聯繫購買商店來
處理。在做洗油的時候，同時應更換密封墊圈和彈簧。
○ 在做洗油保養時，可能需要更換機芯。

繁體中文

為了保證您能夠在更好的精準度狀態下使用機械錶，需要透過發條向各零件
提供盡可能穩定的強大能量。
在發條上滿鍊的狀態下，精準度也比較穩定，如果發條鬆開所提供的能量減
弱，則控制精準度的零件容易受到來自外部的影響，精準度也會不穩定。
為了保證您能夠在穩定的精準度狀態下使用，我們建議您在發條上鍊量足夠
的狀態下使用。

■需要注意的事項

姿勢（手錶的朝向）所造成的誤差

涉及到機械錶精準度的零件，也會受到地球重力的影響。例如，把手錶水平
放置時和把手錶12點鐘一側朝上放置時，手錶走時會出現走快、走慢的變化。
當手錶不戴在手腕上，可以透過根據手錶的放置方法，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對
配戴時所產生的精準度誤差做彌補調整。您可以試一試各種朝向，找出適合
於自己手錶的放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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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保固問題
如果按照使用說明書正常使用，在保固期限內出現了品質問題，則按照下述保固
規定，我們將免費為您做修理和調整。

保固的對象部分
○ 手錶的本體（機芯和錶殼）以及金屬錶帶。

不適用保固的部分

關於日常保養
平時應該對手錶多加保養。
○不
 要拉出錶冠來用水清洗。
○ 注意經常用柔軟的布擦去水分、汗水、污漬。
○ 泡過海水後，務必先用淡水仔細清洗後再擦乾。在清洗時，不要直接放在
水龍頭下沖洗，而是應該把水放入容器裡然後再清洗手錶。
※ 如果是「非防水」
、
「日常生活用防水」手錶，不可以用水清洗。
⇒請您確認機型編號以及防水性能 P.286

（即使是在保固期限內或者屬於保固對象部分，但如果屬於下列情況，則將收取費用）

○
○
○
○
○
○

皮革、矽膠、布等錶帶的更換
在使用過程中造成的錶殼、玻璃、錶帶等上面的傷痕和污漬等
因事故或者不正確的使用而產生的故障以及損壞
因火災、水災、地震等自然災害而造成的故障以及損壞
如果保固單上的文字被改寫了
如果沒有提交保固單

應該時常擰動錶冠
○為
 了防止錶冠生鏽，應該時常擰動錶冠。
○ 旋入式錶冠也同樣如此。
⇒關於錶冠 P.294

產品保固的手續
○ 如果出現了品質問題，務必附上保固單，帶上手錶，向購買商店聯繫保固。
○ 由於是禮品贈送或搬家等，無法在購買商店做保固，則應附上保固單，向
Grand Seiko國際服務網如保證書或本公司網站所標示聯繫修理。

繁體中文

其他
○在
 修理時，錶殼、面盤、指針、玻璃、錶帶等一部分零件有可能使用替代
品。有關零件的保存年限，請參閱本手冊第 315 頁。
○ 有關金屬錶帶等的調整，可以與購買產品商店或者Grand Seiko國際服務網
如保證書或本公司網站所標示聯繫。
在其他店家調整，有時可能會收費或者不予協助。
○ 保固是按照保固單上所註明的期間和條件，約定免費修理的保證書。
並不是以此來制約顧客法律上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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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錶帶
錶帶直接接觸肌膚，容易因汗水、塵垢弄髒。因此，如果不注意保養，則錶帶可
能很快就會損傷，或者導致肌膚斑疹或弄髒袖口等。為了保證您能長期使用，需
要經常對錶帶多做保養。

關於抗磁性能（磁力的影響）
本手錶受附近磁力的影響，會造成時間走時不準或停止走動。

後蓋標示

使用方法

金屬錶帶
○ 即使是不鏽鋼錶帶，如果對水分、汗水、污漬放置不管，也會生鏽。
○ 如果保養不好，可能會因此而引發斑疹或者把襯衫的袖口弄髒成黃色或金
色。
○ 有水分、汗水和污漬，應該及早用柔軟的布擦乾淨。
○錶
 帶縫隙間的污垢，可以用水清洗或者用柔軟的牙刷等來清除。（為了避免
手錶本體部分被水沾濕，可以用廚房用保鮮膜等保護好手錶本體後再清洗）。
殘留下來的水分，用柔軟的布擦乾淨。
○ 即使是鈦金屬錶帶，錶帶插銷也會使用強度高的不鏽鋼，這些不鏽鋼插銷
有可能會生鏽。
○ 如果生鏽進一步發展下去，則可能會導致錶帶插銷鼓起或滑出，從而使手
錶脫落。也可能會相反，錶帶扣解不開。
○ 如果萬一發生錶帶插銷突出，則有可能會導致受傷，應立即停止使用，聯
絡修理。

皮革錶帶

矽膠錶帶

MAGNETIC RESISTANT
40000A/m
MAGNETIC RESISTANT
80000A/m

需要離開磁氣產品5cm以上。

4,800A/m

需要離開磁氣產品1cm以上。

16,000A/m

不僅在日常生活中，即使在特
殊工作環境下距離磁氣產品
1cm，也基本上可以維持性能。

40,000A/m
80,000A/m

※不
 僅在日常生活中，即使在特殊工作環境下距離磁氣產品1cm，也基本上可以
維持性能。

我們身邊可以影響手錶的磁氣產品事例

手機
（揚聲器部分）

AC電源器

手提包
（磁石的鐵扣）

電鬍刀

電磁炊具

攜帶式收音機
（揚聲器部分）

磁性項鏈

磁性健康枕頭

繁體中文

○ 忌水分和汗水及日光直射，有可能會導致錶帶褪色和劣化。
○ 沾水時或者出汗以後，應立即用乾布等輕輕擦拭把水吸乾。
○ 不要把錶帶放置在陽光直接照射的地方。
○ 淺顏色的錶帶更容易顯髒，所以在使用時需要注意。
○ 即使手錶本體是日常生活用加強防水型，除了完全防水型錶帶之外，其他
皮革錶帶應儘量不要在游泳或從事與水相關作業時使用。

保固標準

沒有抗磁性能標示

○由
 於材料上的特性，錶帶容易沾上髒污，有時可能滲水或出現變色。當錶
帶污損時，請立即使用濕布或是濕紙巾等擦拭乾淨。
○ 與 其他材料不同，當矽膠錶帶上出現裂縫時，有可能從裂縫處導致斷裂。
因此，請留意避免錶帶遭到尖銳的刀具等劃傷。

關於斑疹、過敏
因錶帶所造成的斑疹，有各種各樣的誘發原因，既有因為金屬或皮革而引起
的過敏反應，也有因為污漬或者與錶帶磨擦等不適感所導致者。

關於錶帶長度的大致標準
錶帶應該在長度上留出一點空間，並在使用時保持良好的通氣性。當手錶戴
在手上，能插進一根手指的狀態比較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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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事項

如果因手錶受磁而導致手錶配戴精準度超出了大致標準範圍，則清除磁力以
及精準度的重新調整作業，即使在保固期限內，也要收取費用。
本手錶受磁力影響的理由
手錶內部的遊絲受到來自外部的強磁力的影響。

需要注意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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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LUMIBRITE

在這種時候怎麼辦？

如果您所購買的錶有LUMIBRITE環保夜光塗料
LUMIBRITE在短時間內（約10分鐘：500勒克司以上）吸收並儲存陽光和照明
器具的光線，並在黑暗中長時間（約3小時〜5小時）發光。離開光線後亮度
隨時間逐漸減弱。此外，因儲存光線時的光線強度和光線吸收程度以及
LUMIBRITE面積的不同，發光的時間和可見程度會有差異。

現象
手錶停止走動。

※一
 般來說，從明亮的地方進入到黑暗的地方，人的眼睛無法馬上適應。最初是不容
易看見物體的，過一段時間後才能逐漸看清楚。
（眼睛對黑暗的適應性）

關於亮度的標準
環境
太陽光

室內（白天窗口處）

照明
（白色螢光燈40W以下）

亮度標準
晴天
陰天
晴天
陰天
雨天
1m
3m
4m

100,000勒克司
10,000勒克司
3,000勒克司以上
1,000〜3,000勒克司
1,000勒克司以下
1,000勒克司
500勒克司（一般室內）
250勒克司

手錶出現一時的
走快或走慢。

日期在白天
翻動。
玻璃的水霧無法
消失

可考慮的原因
沒有給發條上鍊。

處置方法
如果用手擰動給發條上鍊或者晃
動幾次，則手錶會開始走動。如
果這樣手錶仍不走動，則應跟購
買產品商店聯繫。

長時間放置在炎熱或者
如果回到常溫，精準度即可恢復。
寒冷的地方。
如果離開散發磁力的物品，則精
放置在散發磁力的物體 準度即可恢復。如果恢復不了，
旁邊。
則應跟購買商店聯繫。
精準度無法恢復。
掉落、撞擊，或者做較
激烈的體育運動。手錶 應該跟購買商店取得聯繫。
受到強烈的振動。
超過3年以上，長時間沒
應該跟購買商店取得聯繫。
有做過洗油保養。
把指針向前調12個小時，重新調
時間校對偏差了12小時。
整時間和日期。
因密封墊圈的劣化等造
應該與購買商店取得聯繫。
成手錶內部進水。

※ 有關其他現象，請與購買商店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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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規格（機芯方面）
機
種
基本功能（共通）
基 本 功
（僅9S86）
振

動

能■
數

GS規格精準度
GS特殊技術規格
精準度
驅 動 方 式
動 力 儲 存
使

用

石

數

機
種
基本功能（共通）
基 本 功 能■
（9S66、68、65）
基 本 功 能■
（ 僅 9 S 6 6 ）
基 本 功 能■
（ 僅 9 S 6 3 ）
振
動
數
精

準

度

驅

動

方

式

動

力

儲

存

使

用

石

數

機
基
振

本

功

種
能
數

9S86、9S85
時針、分針、秒針、日期顯示
24時制指針、日期連動式時差修正功能
36,000振動／小時（10振動／秒）
平均日差※－3秒〜＋5秒
平均日差※－2秒〜＋4秒
發條上鍊（自動上鍊〔帶手動上鍊功能〕
）
最大上鍊量約55小時。※發條上足夠的狀態下
37石
9S66、9S68、9S65、9S61、9S64、9S63
時針、分針、秒針
日期顯示
24時制指針
動力儲存顯示
28,800振動／小時（8振動／秒）
平均日差※ －3秒＋5秒
9S66、9S68、9S65、9S61：發條上鍊
（自動上鍊（帶手動上鍊功能））
9S64、9S63：發條上鍊
最大上鍊量約72小時。※發條上足夠的狀態下
9S66、9S68、9S65：35 石，9S63、9S61：33 石，
9S64：24 石

精
驅
動

動
力

方
儲

度
式
存

9S27
時針、分針、秒針，日期顯示
28,800振動／小時（8振動／秒）
平均日差※ －3秒＋8秒
發條上鍊（自動上鍊（帶手動上鍊功能）
）
最大上鍊量約50小時。※發條上足夠的狀態下

使

用

石

數

35 石

※

動
準

平均日差 ：是在機芯裝入錶殼前，在6種姿勢下，用17天時間，在人工管理固定環境下測
定出來日差的平均值。
注意事項：根據您使用時的條件（配戴時間、溫度環境、上發條情況）不同，有時可能會
超過上述的精準度範圍。實際配戴使用，精準度標準大致為平均每天 -1 至 +10 秒（9S86
和 9S85 機型為 -1 至 +8 秒，9S27 機型為 -5 至 +10 秒）
。
※ 有關上述產品的技術規格，可能會為產品改良而做某些變更，恕不預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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