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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感謝辭 
 

-感謝您選購 SWISS KUBIK 旋轉手錶盒。此項細心醞釀構思的新

產品，是以最嚴謹瑞士傳統鐘錶的製造態度完成，絶對符合瑞

士鐘錶品牌高規格的要求。我們由衷感謝您對本產品的支持，

並寄望它能完全滿足您的需求。 

 
 

2.0 產品的一般特性 
 

2.1 使用技術及特性 
 

- SWISS KUBIK 旋轉手錶盒是專為所有自動手錶的收納和上發條

所設計。標準的 SWISS KUBIK 旋轉手錶盒是每邊長 10 公分的

立方體，每天按固定的次數旋轉，而非每天運轉的時間。  

-完全瑞士製造。SWISS KUBIK 旋轉手錶盒是採用最高級的原

料，並由現代化創新的技術作製作支援和測試，機械直接傳動

裝置和電子板可以保證旋轉手錶盒每天都能精準地做固定的旋

轉次數，而且使用壽命長久。 

- 自購買 SWISS KUBIK 旋轉手錶盒即日起，即享有 3 年正常運

作的保證。 

極省電量，只需要 2 顆標準的 1.5 伏特鹼性電池(C – LR14 – 

BABY) 就可以在原廠預設值下持續使用數年之久。 



(有關適用電池種類及更換電池相關資訊，請參閱 3.6) 

-您的旋轉手錶盒的原始設定頻率為一週期每方向各轉 950 圈／

天，幾乎與目前所有 SWISS KUBIK 自動手錶的頻率相同。 



3.0 使用方法 
 

3.1 旋轉手錶盒的方位 
 

-使用時，務必保持 SWISS KUBIK 旋轉手錶盒位於下圖的方位

(手錶是直立的)。 

 

 
 

 

3.2 手錶的安裝及拆除 
 

- 手錶在支架上安裝或拆除時，先將開關調至中止位置(左邊)。 

- 依照下列步驟，將您的手錶裝入旋轉手錶盒內﹕ 



a) 拆除旋轉手錶盒的手錶支架。 

b) 根據下圖將手錶裝上支架，關上手鐲。手錶的支架由二個

可彎曲的裝置所組成(一個彈簧和一個軟墊)。因此可以適

用於不同長度的手鐲。 

c) 將手錶直立於 12 點處，並重新調整在旋轉輪內的支架位

置，並將之壓入制動裝置。 

                
- 若要從旋轉手錶盒內取下手錶，請依照下列步驟﹕ 

a) 將支架連同手錶取下。 

b) 壓住或打開手鐲，從支架取下手錶。 

c) 將支架壓入制動裝置並重新裝回旋轉珠寶箱。 



3.3 啟動和停止功能 
 

- 啟動位置(ON)﹕將開關推向右邊 

- 停止位置(OFF)﹕將開關推向左邊 
 
 

 
 

 

- 當開關切換到啟動時，一個位於開關上的有色信號燈會紅綠交

互發亮數秒鐘，以顯示初始階段開始。 

 
 

信號燈顯示的代表意義: 

(請參閱下表) 

以約每 5 秒鐘的規律間隔出現閃爍的訊號。 



功能模式: 
電池狀態 

OK 

電池的 

電量弱 

 

說明﹕ 

標準 
1 次綠燈閃爍 / 5

秒 

1 次紅燈閃爍 / 5

秒 

 

功能 

OK. 

個人化 
2 次綠燈閃爍 / 5

秒 

2 次紅燈閃爍 / 5

秒 
功能 OK. 

(不正常) 
3 次紅燈閃爍 / 5 秒 

 

計算旋轉功能異

常 

 

- 標準模式下，會以綠色信號燈(或紅燈，顯視電池狀況)顯示旋

轉手錶盒的功能正常，以約 5 秒鐘的固定間隔閃爍一次。 

- 計算圈數系統不能正常運作時，會由一個紅色信號燈固定以約

每 5 秒鐘的間隔快速閃爍 3 次(補充資訊請參閱 6) 

- 電池電量微弱時，紅色信號燈會依照所選的功能模式閃爍。電

池必須在 3 個月內的期限更換 (補充資訊請參閱 3.6)。 

 
 

3.4 原始設定 
 

- 您的 SWISS KUBIK 旋轉手錶盒上發條的原始設定是以目前市

面上大部份的自動手錶作依據。 

- 當您當開關切換至啟動時，位於開關掣上的紅色和綠色信號燈

會交互閃爍數秒鐘之久，顯示初始階段開始。 



- 接著，手錶進行 95 週期的 20 轉 (10 次以順時鐘方向轉動，

10 次以逆時鐘方向轉動)，即每 24 小時共轉動 1900 圏。每次

的旋轉週期間隔，手錶的支架會自動在起始的垂直位置停止。 

3.5 附上與電腦連接的界面組題辭程式  
 

-附連結界面組的題辭程式可讓您依手錶的特性規劃 SWISS 

KUBIK 旋轉手錶盒。此配備可以藉由電腦根據您的所需更改下

列項目﹕ 

-圈數 / 天 

-旋轉方向 

- 更改完成後，可以將該界面從電腦中移除。新的規劃項目將

記錄在您旋轉手錶盒內部的電子迴路中。您也可以藉由同一個

連接界面更改好幾個 SWISS KUBIK 旋轉手錶盒的程式規劃。 

                             
 
 
 



3.6 換電池 
 

a) 根據下圖使用一個錢幣卸下電池蓋上的螺絲。 

b) 取出耗盡的電池，放入兩枚合適的新電池於電池匣內。 

 注意:放新電池時，注意電池的+/- 極方向。錯誤的放置會

導致您的旋轉手錶盒永久性的損害。 

c) 正確地放回電池蓋，然後用一個硬幣旋上螺絲。 

 
 

- 新電池的使用壽命約 3 年，如果以原始預設值持續使用 SWISS 

KUBIK 旋轉手錶盒的話，即每天每方向旋轉 950 圈，幾乎與目

前市面上所有自動錶的要求相符。 



-在比建議温度低的環境下使用旋轉手錶盒，會明顯縮短電池的

使用壽命。 

- 電池存量由 SWISS KUBIK 旋轉手錶盒做電子監控。當位於開

關掣上的紅色信號燈以每 5 秒鐘 1 次或 2 次快速閃爍時，表示

電池的使用期限少於 3 個月。因此應該更換新的電池。 

 

-為了確保 SWISS KUBIK 旋轉手錶盒良好的功能，建議同時更換

2 個同類型的新電池。 

 

-電池類型: 2 個 1.5 伏特的鹼性電池 

-   體積: 

 
      C            LR14            Baby            AM2              14A 

(US 美國)      (IEC)            (DIN)           (國際)           (ANSI) 

 

- 建議品牌: 

Duracell®, Energizer®, Industrial®,Universal®, Varta®, Wonder® 

 

 

注意: SWISS KUBIK 旋轉手錶盒在任何情況下絶不可以使用充電

電池和/或充電電池。 

 

 
 



 

4.0 注意事項 
 

4.1 警告 
 

- 為了避免造成 SWISS KUBIK 旋轉手錶盒永久性的損害，請不

要將之置於水中、潮濕中、火中或高温物品中，如暖器機、停

放於大太陽底下的車內。太陽的直接照射及紫外線的高温會損

及其漆色、聚合物、木頭或皮革。置於震動、沙土或塵土處也

不利於旋轉珠寶正常的運作。 
 

4.2 適用温度 
 

- SWISS KUBIK 旋轉手錶盒正常使用温度是介於 10
o
 C 與 40

o
C 

(50
o
 F 與 104

o
F)間。在低温下使用旋轉手錶盒可嚴重縮短電池

的壽命。 
 

4.3 勿置於兒童容易取得之處 
 

-SWISS KUBIK 旋轉手錶盒不是玩具。我們建議您將之放於兒童

不易取得之處。 



4.4 回收      
 

- SWISS KUBIK 旋轉手錶盒和使用的新電池或舊電池皆不可以當

成家庭廢棄物處理。這些物品應該交由適當的電器、電子及電

池用品回收中心處理。藉由這些廢棄物的正確處理方法，您可

以為保護環境和人類健康盡一份心力。回收有助於大自然資源

的循環再用。有關此產品回收的更多補充資訊，您可以向您的

社區、廢棄物處理中心或您購買此產品的店面查詢。 

 
 

5.0 維修和清潔 
 

-我們建議您定期用微濕柔軟的抹布擦拭您的 SWISS KUBIK 旋轉

手錶盒，然後再用乾的海棉擦乾。特別建議使用微纖維類的海

棉清潔玻璃面。 



6.0 故障排除 
 

-  SWISS KUBIK 旋轉手錶盒不能使用或功能異常時，建議您依

照下列幾點依序進行檢查: 

 
1) 檢查開關掣是否位於開的位置(右邊)。(使用方法 3.3) 

2) 檢查電池是否安裝正確(+/-極安裝正確)。檢查電池蓋是否

與電池接觸，觸頭是否乾淨，螺絲是否鑲緊。(見使用方法
3.6) 

3) 如果仍無法使用，請更換新的電池。(見使用方法 3.6) 

4) 如果檢查上述幾點後仍然無法排除障礙，或是紅色信號燈

固定以每 5 秒鐘快速閃爍 3 次，即表示計算圈數的系統發

生故障。請您將旋轉手錶盒連同購買證明或有效的發票交

予您的經銷商或是離您最近的 SWISS KUBIK 售後服務站。  



7.0 說明 
 

7.1 有效期 
 

- SWISS KUBIK 旋轉手錶盒自購買日起附 3 年的出廠無誤保證。 

- 出示您的 SWISS KUBIK 旋轉手錶盒保證書時，請務必提供購

買證明或有效的發票，保證書才能生效。 

 
 

7.2 保證書的保留條款 
 

- 產品正常使用下的損壞，如刮痕、抓痕、印跡、裂痕、褪色

等，並不在保證的範圍內。 

-因錯誤使用或不正當的使用方法造成的損壞，如電池的正負極

出錯，未按規定使用符合的電池、不良的操作珠寶盒、撞擊、

斷裂等，皆不在保證的範圍內。 

- 在不適當的環境下使用珠寶盒造成的損壞，如在潮濕地點、珠

寶盒進水、在震動或熱源等處，皆不在保證的範圍內。 



7.3 修理及估價: 
 

- SWISS KUBIK 向您保證盡其所能在最短的時間內修維或替換您

的旋轉手錶盒。如果故障原因是不在保證的範圍內，也會在最

短時間內將維修的估價單交給您。 

 

7.4 免責及適用法規 
 

- 任何情況下，SWISS KUBIK 不擔負因為不當使用旋轉手錶盒所

造成手錶及所有產物或人身損害責任。 

-本公司司法管轄地為日內瓦。發生訴訟時，惟日內瓦法院被視

為可審理法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瀏灠官方網站，取得所有補充資料﹕ 
 

www.swisskubik.com 

 

http://www.swisskubi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