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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 JAP 
COLLECTION  
自動錶 - 限量系列

全新 Jap Jap 系列以糖果為主題，高調的顏色
吸引人們想要把它食落肚。Jap Jap 系列錶盤鑲
上由 Nsquare 設計師精心設計的糖果先生及糖
果小姐，多層立體設計，充滿糖果氣息的骷髏頭
打破日常的沉悶，時間標示的數字均塗上夜光物
料。46mm 大尺寸精鋼錶殻把原本已是非常獨特
的 Jap Jap 推向獨特的極致。錶帶在設計細致
的 Jap Jap 壓花皮和耐用的高級橡膠配合下使腕
錶更加可靠。搭載 Miyota 自動上弦機芯的 Jap 
Jap 誓要把風狂注入你的血液！讓你高調地另到
所有人都注視你的與眾不同及出眾的品味。



Just in 2020, Nsquare launched its first 
series of the year: Bull Skull series. The cow 
symbolizes "wealth", "strength", "toughness" 
and "loyalty", and in the Greek horoscope 
mythology it also symbolizes "love" and 
"sacrifice dedication". In this new Bull Skull 
series, Nsquare fuses dark and secret 
elements on the watch. The bull skull on the 
dial appears dark and shaped. The watch 
appears like a secret villain in the movie. 
After the skull is embossed, the tattoo 
geometric pattern filled with exotic elements 
is completely injected to show the dark and 
subtle charm. "Power" and "toughness" are 
perfectly reflected in the image under the 
46mm large stainless steel case. The two-
layer design bezel. The round and octagonal 
bezel are polished and sandblasted to make 
the watch more hierarchical & strong. The 
watch is also equipped with the Japanese 
Seiko NH35 automatic winding movement, 
with a 41-hour power reserve, well-designed. 
It is a work that you love to dress and must 
not miss.
 

N42.1 狂暴金黑色

機芯編號 日本星辰 8217. 自動上弦
機械機芯。
時針、分針、鈔針、9 時位置 24 小時。
3 時位置日期窗口。
特殊硬化礦物玻璃，帶防反射塗層
玻璃錶鏡。
100 米。
直徑 46 毫米。黑色 PVD 鍍層 316L
精鋼錶殻。配金色 PVD 鍍層 316L
精鋼錶圈。錶底蓋帶有特殊硬化礦
物玻璃，帶防反射塗層玻璃，位於
平衡擺輪中央。
黑色。精細的浮雕及 3D 打印技術的
Mr JapJap 金屬鑲貼。填充夜光材
料數字時間標示，鏤空時針和分針
及鈔針。
雙材質：亮粉紅色及綠色圖案壓花
牛皮和亮粉紅色橡膠。
插针式錶扣。

機芯：

功能：

錶鏡：  

防水性能：
錶殻：

錶盤：

錶帶：

錶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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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2.2 狂暴綠色

機芯編號 日本星辰 8217. 自動上弦
機械機芯。
時針、分針、鈔針、9 時位置 24 小時。
3 時位置日期窗口。
特殊硬化礦物玻璃，帶防反射塗層
玻璃錶鏡。
100 米。
直徑 46 毫米。黑色 PVD 鍍層 316L
精鋼錶殻。配黑色 PVD 鍍層 316L
精鋼錶圈。錶底蓋帶有特殊硬化礦
物玻璃，帶防反射塗層玻璃，位於
平衡擺輪中央。
狂暴綠色。精細的浮雕及 3D 打印技
術的 Mr JapJap 金屬鑲貼。填充夜
光材料數字時間標示，鏤空時針和
分針及鈔針。
雙材質：黑色圖案壓和黑色橡膠。
插针式錶扣。

機芯：

功能：

錶鏡：  

防水性能：
錶殻：

錶盤：

錶帶：
錶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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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2.3 暴雪白 /黑色

機芯編號 日本星辰 8217. 自動上弦
機械機芯。
時針、分針、鈔針、9 時位置 24 小時。
3 時位置日期窗口。
特殊硬化礦物玻璃，帶防反射塗層
玻璃錶鏡。
100 米。
直徑 46 毫米。黑色 PVD 鍍層 316L
精鋼錶殻。配黑色 PVD 鍍層 316L
精鋼錶圈。錶底蓋帶有特殊硬化礦
物玻璃，帶防反射塗層玻璃，位於
平衡擺輪中央。
黑色。精細的浮雕及 3D 打印技術的
Miss JapJap 金屬鑲貼。填充夜光材
料數字時間標示，鏤空時針和分針
及鈔針。
雙材質：暴雪白色圖案壓和暴雪白
色橡膠。
插针式錶扣。

機芯：

功能：

錶鏡：  

防水性能：
錶殻：

錶盤：

錶帶：

錶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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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2.4 超豔紫色

機芯編號 日本星辰 8217. 自動上弦
機械機芯。
時針、分針、鈔針、9 時位置 24 小時。
3 時位置日期窗口。
特殊硬化礦物玻璃，帶防反射塗層
玻璃錶鏡。
100 米。
直徑 46 毫米。黑色 PVD 鍍層 316L
精鋼錶殻。配黑色 PVD 鍍層 316L
精鋼錶圈。錶底蓋帶有特殊硬化礦
物玻璃，帶防反射塗層玻璃，位於
平衡擺輪中央。
超豔紫色。精細的浮雕及 3D 打印技
術的 Miss JapJap 金屬鑲貼。填充
夜光材料數字時間標示，鏤空時針
和分針及鈔針。
雙材質：亮粉紅色及薄荷綠色圖案
壓花皮和薄荷綠色橡膠。
插针式錶扣。

機芯：

功能：

錶鏡：  

防水性能：
錶殻：

錶盤：

錶帶：

錶扣：





Nsquarehk

Nsquarehk

www.nsquarewatch.com

香港 NSQUARE 手錶品牌有著 “大膽創新 , 時尚型格” 的品牌精神 ,NSQUARE 自 2016 年成立以
來一直打破主流模式與及把極致型格注入腕表 , 釋放出與眾不同的領域 , 創造潮流。NSQUARE 紮根
於香港 , 精心打造屬於香港原始的腕錶 , 標誌性的大尺寸腕錶配合專門為亞洲人而設的弧度 , 從而造
出更貼手舒適的感覺。NSQUARE 堅守對品質的承諾 , 從精緻的錶盤 , 表殼細緻的打磨及優質的皮革
錶帶 ,NSQUARE 秉承可靠精神的品質。



www.nsquarewatc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