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 錶 世 界 作為日內瓦歷史最為悠久的獨立家族製錶企業Patek Philippe（百達翡麗），早前舉行Minute
Repeater and Chronograph Exhibition（世界巡迴展覽香港站），活動於尖沙咀洲際酒店舉行，
大會展出多款罕見頂級計時和三問報時腕錶，品牌總裁Thierry Stern親身來港講解各款腕錶
的特色，場面矚目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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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城－無限驚喜歡樂
海港城每年聖誕都會帶給市民和遊客無限的驚喜和歡樂，

今年再次與香港迪士尼樂園攜手送上一個華麗聖誕舞會。超
過30棵大大小小的聖誕樹遍佈整個廣場，而每棵聖誕樹上都
掛滿別致立體的聖誕米奇頭掛飾，並繫上七彩的聖誕絲帶。
米奇與米妮雕像，亦以大宅主人身份，於海運大廈正門口的
露台上歡迎賓客。大宅內掛上多盞閃亮奪目的巨型水晶吊
燈，讓賓客猶如置身於盛大的聖誕派對中。

新世紀廣場－喜悅紅色主題
為慶祝一系列時尚服飾/時裝配飾及鐘錶品牌於12月6日起

全新進駐，新世紀廣場特以充滿聖誕喜悅的紅色為主題，於
即日起至12月29日期間，特設「點亮聖誕Light Up Christmas」
聖誕佈置。場內特設一個高3米的巨型熱氣球，降落於新世
紀廣場MTR樓層，把3隻立體的聖誕鹿帶到商場；聖誕鹿有

紅紅的大鼻子和金光閃閃的鹿角，可愛動人，專誠到來為
訪客送上聖誕祝福。

新港中心－帶來窩心暖意
今個聖誕節，新港中心帶來窩心暖意的聖誕節，消費滿指

定金額可免費換領新港中心聖誕禮品，從中感受絲絲暖意！
即日起至2014年1月1日，顧客只需於新港中心指定商戶以電

子貨幣(信用
卡/銀聯卡/
易辦事/八達
通)消費滿指
定金額，憑
最多兩張即
日機印發票
(每張金額必
須滿HK$100
或以上)，連
同相符之電
子貨幣付款
存根，即可
換領新港中
心 聖 誕 禮
品。

Minute Repeater and Chronograph Exhibition
三 問 報 時 腕 錶 矚 目 展 示

PATEK PHILIPPE

香 港 站 展 覽 型 號

今次的展覽，會場特設牆身厚達一呎的
隔音室，讓嘉賓能更清楚聽到多枚三

問錶的獨特悠揚報時鈴聲。巡迴展覽會場分
成多部分，最外圍是現役錶款展覽，並設錶
匠示範環節。宴會廳內方形密室是計時錶展
館，會場最內部的圓形Sound Chamber，內
裡高度隔音的設置，現場眾多嘉賓在內測試
了多枚頂級三問錶的鈴聲。大會在每位嘉賓
用餐時，安排多位舞蹈家從歐洲來港演出，
配合現場燈光聲效，為現場增添高貴富藝術
性氣氛。

作為日內瓦最後一家獨立製錶商，創立於
1839年的Patek Philippe（百達翡麗），從未間
斷在設計、生產直至裝配的整體過程中享受

全面的創新自由，打造出令世人專家讚頌
的全球鐘錶傑作，並謹遵品牌創始人百達先
生(Antoine Norbert de Patek, 1839年)和翡麗先
生(Adrien Philippe, 1845年) 的卓越遠見，憑
借超凡的專業技能，秉承優質的創新傳統，
Patek Philippe至今擁有超越80餘項技術專
利。

獨立自主、尊崇傳統、革新創造、品質工
藝、珍貴稀有、 久價值、工藝美學、優質
服務、情感傳遞和承傳優質，就是這家日內
瓦製錶商恪守的基本價值。追求完美是Patek
Philippe始終不變的理念，其時計作品擁有無
與倫比的品質和可靠性能，它們的獨特風格
和尊貴氣質成就了一枚枚珍奇的腕錶傑作，
這份獨一無二的財富將會世代相傳。為此，
Patek Philippe在銳意創新方面從不吝惜投
入，大膽開發並運用新的材料和超前技術，
在繼續延用傳統製錶技術的同時，保持並執
行 業界最為嚴格的質量控制標準。

1932年，斯登家族入主Patek Philippe，菲

力．斯登先生在擔任總裁期間，曾採取多個
重大舉措，增強了公司的產業結構並鞏固公
司的獨立性，創建了百達翡麗博物館並推出
了Caliber 89等非凡的時計作品。2009年新任
命的總裁，泰瑞．斯登先生立志確保百達翡
麗在製錶技術領域的先鋒地位，研究製錶材
料的性能特點，從而不斷提高時計的長期品
質和可靠性能。

Patek Philippe印記適用於整枚腕錶，這也
是唯一一枚能夠監控腕錶終身質量的印記，
並無需考慮該腕錶的出產日期。它有 詳細
的實施規定，並由一家獨立監管機構進行管
理，其印記是公司價值觀和品質標準的化
身，斯登家族則是其主要守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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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k Philippe總裁Mr. Thierry Ster

5213G  三問報時 白金製
自動上弦機械機芯。R 27 PS QR

機芯。三問報時功能及萬年曆顯
示，配以自動回位日期指針。雙音
簧報時，藉 錶殼的打簧滑動桿啟
動。顯示窗展示星期、月份及閏
年。月相。小三針附屬顯示盤。寶
石玻璃錶殼底蓋，附鉸鏈式防塵
蓋。錶殼防潮，防塵 (無防水功能)。
白金製。錶殼直徑：40.1毫米。

5078P  三問報時 鉑金製
自動上弦機械機芯。R 27 PS

機芯。三問報時功能。雙音簧
報時，藉 錶殼的打簧滑動桿
啟動。小三針附屬顯示盤。備
有金與寶石玻璃錶殼底蓋以供
轉換。錶殼防潮，防塵 (無防水
功能) 。鉑金製。錶殼直徑：38
毫米。

7000R  三問功能 玫瑰金製
Ladies First三問功能腕錶。自動

上弦機械機芯。R 27 PS 機芯。三
問報時功能。雙音簧報時，藉
錶殼的打簧滑動桿啟動。小三針
附屬顯示盤。備有金與寶石玻璃
錶殼底蓋以供轉換。錶殼防潮，
防塵 (無防水功能) 。玫瑰金製。
錶殼直徑：33.7毫米。

5307P  三問報時鉑金製
人手上弦機械機芯。R TO 27 PS QI

機芯。三問報時功能，配以陀飛輪和即
時跳換萬年曆。雙音簧報時，藉 錶殼
的打簧滑動桿啟動。顯示窗展示星期、
日期、月份和閏年。月相與日/夜顯示。
小三針附屬顯示盤。錶圈鑲有40顆長方
形鑽石(~3.91卡)。針扣鑲有6顆長方形鑽
石(~0.30卡)。備有金與寶石玻璃錶殼底
蓋以供轉換。錶殼防潮，防塵 (無防水功
能) 。鉑金製。錶殼直徑：41毫米。

5104P  三問報時 鉑金製
自動上弦機械機芯。R 27 PS QR LU 機芯。三問報時功能。

雙音簧報時，藉 錶殼的打簧滑動桿啟動。萬年曆顯示，配以

自動回位日期指針。月歲。小三針附屬顯示盤。以輪轉式寶石

玻璃錶盤顯示星期、月份和閏年。無防水功能。鉑金製。錶殼

直徑：43毫米。

5216P  三問報時 玫瑰金或鉑金製
人手上弦機械機芯。R TO 27 PS

QR 機芯。三問報時功能，陀飛
輪。雙音簧報時，藉 錶殼的打簧
滑動桿啟動。萬年曆，配以自動回
位日期指針。顯示窗展示星期、月
份及閏年。月相。小三針附屬顯示
盤。備有金與寶石玻璃錶殼底蓋以
供轉換。錶殼防潮，防塵 (無防水
功能) 。玫瑰金或鉑金製。錶殼直
徑：39.5毫米。

5207R  三問報時 玫瑰金或鉑金製
人手上弦機械機芯。R TO 27 PS

QI機芯。三問報時功能，陀飛輪和
即時跳換萬年曆。雙音簧報時，藉

錶殼的打簧滑動桿啟動。顯示窗
展示星期、日期、月份和閏年。月
相與日/夜顯示。小三針附屬顯示
盤。備有金與寶石玻璃錶殼底蓋以
供轉換。錶蓋防潮，防塵 (無防水
功能) 。玫瑰金或鉑金製。錶殼直
徑：41毫米。

5539G  三問報時 白金製
人手上弦機械機芯。R TO

27 PS 機芯。三問報時功能，陀
飛輪。雙音簧報時，藉 錶殼
的打簧滑動桿啟動。小三針附
屬顯示盤。備有金與寶石玻璃
錶殼底蓋以供轉換。錶殼防
潮，防塵 (無防水功能) 。白金
製。錶殼直徑：37毫米。

超凡專業 秉承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