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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DAY SETTING (CLOCKWISE) 

1. SETTING THE DAY

    SETTING THE TIME (HOUR, 24HOUR, MINUTE and SECOND)

2. SETTING THE MONTH 

The hour, 24 hour, minute, second and day are set by the same operation.

1. Pull the crown out to the 1st position to stop the second hand 

    at 0 (12 o'clock).

2. Turn the hour/minute hands in a clockwise direction to set a day

    In order to set the day, you must advance the hour hand by 24 hours 

    per day.

NOTE: 

   Do not set the day by turning the crown in counterclockwise direction.

* The day changes somewhere between 0:00a.m. and 5:30a.m.

    or a little later. 

After setting the day, set the hour (and 24hour) and minute hands. 

Turn the hour/minute hands in a clockwise direction to set the time.

To ensure time is set accurately, first turn the minute hand 5 minutes

ahead of desired time and then turn back (in a counterclockwise) to

the desired time.

After setting the time, use a time signal to synchronize the watch by 

pushing crown to the normal position to start the second hand going.

NOTE: 

Make sure you have correctly set AM/PM before setting the time

When the day changes over, it is a.m..

(Day changes over between 0:00a.m. and 5:30a.m. or little later)

Check am./p.m. by the 24hour hand.

Each time the month-adjustment button is pushed, the month advances 

one month at a time. 

Be sure to press firmly on the button when making month changes.  

OPERATION PROCEDURE

SETTING THE DAY AND TIME 

(HOUR, 24 HOUR, MINUTE AND SECOND) 

SETTING THE DAY 

SETTING THE TIME

SETTING THE MONTH (BY QUICK OPERATION)

SETTING PROCEDURE

SECONDDAY MINUTEHOUR & 24HOU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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錶冠的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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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針時針

秒針

星期

按鈕

發出 次卡1 嗒聲的位置

2 小時針4 月份窗

時間/日期設置(順時針)

(1)(0)

操作程序

1. 調整星期、時間（小時、24小時 分鐘和秒）

2. 調整月份

、

調整星期和時間（小時、24小時、分鐘和秒）

調整月份

星期

時間

小時、24小時、分鐘、秒和星期，都是相同的操作設置。

1. 秒針於12點位置時，將錶冠拉出至位置(1)。

2. 以順時針方向轉動時針/分針至目標星期。

    每轉動24小時(2圈)，星期前進一天。

注意：請不要逆時針方向旋轉錶冠來設置星期。

           星期於上午0:00至上午5:30之間或延遲一些後做變換。

星期 小時 & 24小時 分鐘 秒

設置星期後，接著設置小時（和24小時）與分針。

1. 

2. 為了更準確的設置，請先將分針轉動超前目標時間5分鐘，並再

    返回（逆時針）到所需時間。

3. 將錶冠推回至位置(0)。

注意：由24小時錶盤檢查是否於設置時間之前已正確設置AM / PM。

以順時針方向轉動時針/分針至目標時間。

1. 每次按下月份調整按鈕時(2點鐘方向按鈕)，月份前進一個月。

2. 在進行月份更改時，請務必牢牢按下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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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冠的原位

AUG

分针时针

秒针

星期

按钮

发出 卡嗒声的位置1次

2 小4 时针 月份窗

时间/日期设置(顺时针)

(1)(0)

操作程序

1. 调整星期、时间（小时、24小时、分钟和秒）

2. 调整月份

调整星期和时间（小时、 小时、分钟和秒）24

调整月份

星期

时间

小时、24小时、分钟、秒和星期，都是相同的操作设置。

1. 秒针于12点位置时，将表冠拉出至位置(1)。

2. 以顺时针方向转动时针/分针至目标星期。

每转动24小时(2圈)，星期前进一天。

注意：请不要逆时针方向旋转表冠来设置星期。

星期于上午0:00至上午5:30之间或延迟一些后做变换。

星期 小时 & 小时24 分钟 秒

设置星期后，接着设置小时（和24小时）与分针。

1. 以顺时针方向转动时针/分针至目标时间。

2. 为了更准确的设置，请先将分针转动超前目标时间5分钟，并再

返回（逆时针）到所需时间。

3. 将表冠推回至位置(0)。

注意：由24小时表盘检查是否于设置时间之前已正确设置AM / PM。

1. 每次按下月份调整按钮时(2点钟方向按 )，月份前进一个月。

2. 在进行月份更改时，请务必牢牢按下按钮。

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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