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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蘇富比 2019 年
珍貴名錶秋季拍賣
領銜拍品
百達翡麗 Skymoon Tourbillon 型號 5002 粉紅金雙錶盤腕錶
估價：700 萬 至 1,000 萬港元

同場呈獻
兩枚首度上拍之勞力士及百達翡麗特別時計

一系列運動時計及珠寶手錶

預展：10月3日至10月7 日｜拍賣：10月8日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一

香港，2019年9月4日

承接春拍佳績，香港蘇富比珍貴名錶秋季拍賣將於10月8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舉行，帶來一場融合古今珍罕時計的盛宴。這次秋拍將囊括超過390枚不同種類的珍貴時計，由早期懷錶到古
董運動腕錶及現代複雜功能時計，以饗不同藏家。
蘇富比鐘錶部環球主管莊瀚森（Sam Hines）表示：「在全球各地多個拍場的亮眼成績推動下，蘇富比以 5,900
萬美元總成交額領導 2019 年鐘錶拍賣市場。我們致力於即將舉行之香港秋季拍賣會中秉承佳績，為藏家呈獻
一系列精心挑選之重要時計。本季領銜拍品為百達翡麗 Skymoon Tourbillon 型號 5002 粉紅金雙錶盤腕錶，拍
賣會亦同時帶來多款勞力士運動時計，及出自積家、Jacob & Co、Graff 及伯爵等多枚瑰麗珠寶腕錶，精彩可
期。」

領銜拍品
百達翡麗
Skymoon Tourbillon 型號 5002 非凡罕有重要粉紅金雙錶盤腕錶，備 12 項複雜功能包括
大教堂音簧三問、陀飛輪、萬年曆、恆星時間顯示、星體移動蒼穹圖、月相及月行軌跡，
機芯編號 5000449，錶殼編號 4492453，約 2011 年製
估價：7,000,000 至 10,000,000 港元
5002 型號於 2001 年推出，配備大教堂音簧三問報時功能及陀飛輪。正錶盤為用家呈顯標準
時間、萬年曆備逆跳日期及月相顯示。受「Star Calibre 2000」型號懷錶的啟發下，百達翡麗
為「Skymoon Tourbillon」腕錶特製微型星體運行圖。背錶盤具天文功能，顯示北半球星空、
恆星時間、星體移動蒼穹圖及月相顯示。5002 型號堪稱當代時計經典之作，而這次上拍的腕
錶整體品相極佳。

兩枚首度上拍之勞力士及百達翡麗特別時計
勞力士
Cosmograph Daytona 型號 16528
獨特黃金計時鍊帶腕錶，備紅色錶盤及懸浮 Cosmograph 標誌，錶殼編號 E3333654，
約 1990 年製
估價: 1,600,000 至 3,000,000 港元
勞力士自動上鏈 Daytona 於 1988 年首次推出市場時，以 Zenith El Primero 400 機芯顛覆業界
對運動時計的認知。此枚拍品為已知中唯一以深紅色為錶面之勞力士 Daytona，同時具備懸
浮品牌標誌及在 12 小時小錶盤上的倒轉「6」字均令腕錶更具獨特性。拍品直至最近才首次
被發現，品相良好，將首度登上拍場。

百達翡麗
型號 5020
獨特及重要鉑金萬年曆計時鍊帶腕錶，備月相、閏年、24 小時顯示及特別藍色錶盤及夜光徽紋，
機芯編號 3049321，錶殼編號，2008 年製
估價：4,500,000 至 6,500,000 港元

因其枕形錶殼設計而被稱為「電視螢幕」（TV Screen）的 5020 型號於 1994 年推出，投產 8 年，供
黃金、粉紅金、白金及鉑金四個款式。型號當時被視為商業失敗，出產少於 200 枚，而當時已知的
只有 7 枚鉑金款被製成。今次上拍的腕錶來自一名非常重要藏家，品相極佳，不但可視為市場上最
重要的一枚 5020 型號腕錶，亦為市場上發現到的第 8 枚鉑金款式。

極具歷史價值之百達翡麗懷錶
百達翡麗
精鋼天文台懷錶，備陀飛輪擒縱及雙色錶盤，機芯編號 198381，錶殼編號 416638，1924 年製，
1935 年售
估價：4,000,000 至 8,000,000 港元
製於 1924 年，此懷錶在技術及歷史上均具價值。懷錶的陀飛輪擒縱由製錶師 James. C. Pellaton
設計，並再由大師 Jules Golay-Audemars 加以調整。文學記載，此懷錶錶盤裝於精鋼錶殼中，使
其成為私人收藏中唯一一枚精鋼陀飛輪擒縱。拍品在 1931 年日內瓦天文台計時器比賽中獲得第
一名，此殊榮僅與另一枚 1928 年製、現藏於百達翡麗博物館中的精鋼陀飛輪擒縱共享。拍品配
件包括備用藍色時針、黃金錶殼及刻有百達翡麗 416638 編號之錶盒。

運動時計

勞力士
GMT-Master 型號 6542 精鋼兩地時間鍊帶腕錶，備日期顯示，錶殼編號 461831，約 1960 年
製
估價：1,600,000 至 2,400,000 港元
第一枚「GMT-Master」6542 型號腕錶於 1954 年誕生，因具備兩地時間顯示，方便跨越大西
洋飛行，因此推出後便成為了泛美航空的官方時計。此錶品相極佳，並配以同樣狀況優良、
廣受市場歡迎之 Bakelite 錶圈。拍品在 2013 年首登拍場時，以約 260,000 瑞士法郎打破 6542
型號之世界拍賣紀錄，蘇富比欣然於本季再次呈獻此珍貴時計。

勞力士
Submariner "Big Crown Four Line" 型號 6538 精鋼鍊帶腕錶，備漆製錶盤，
機芯編號 N724256，錶殼編號 307167，約 1957 年製
估價：1,600,000 至 3,200,000 港元
6538 型號在 1955 年投產，其最為著名特色為其直徑 8 毫米的 Brevet 錶冠，而且錶殼並無
錶冠護橋，令人一見難忘。受辛康納利（Sean Connery）於首齣占士邦電影《鐵金剛勇破
神秘島》裡的光環加持，令此型號名氣急升。此錶錶盤於 6 點鐘正上方具四行文字，較一
般的兩行為多。拍品保存原裝品相，狀況極為完美，輪廓鮮明。

瑰麗珠寶手錶
Jacob & Co.
Astronomia 型號 AT800.40.BD.BD.A 限量版粉紅金及鑲鑽石鏤空陀飛輪腕錶，備旋轉錶盤，
錶殼編號 750.800.及 9/18，約 2018 年製
估價：2,400,000 至 4,000,000 港元
此型號限量生產 18 枚，這次拍品於錶殼上鑲滿長形鑽石，突顯其華麗珍貴。而佩戴此腕錶的
真正樂趣為時間讀取方法，錶盤於錶殼內自體旋轉，從而伴隨三顆衛星，分別為自轉的地球、
月球及陀飛輪機芯 JCAM 10，更顯製錶師匠心獨運。

Jaeger-LeCoultre
Montre Extraordinaire La Rose 型號 Q4803304 白金鑲鑽石、粉紅藍寶石、紅寶石
及石榴石花形手鐲腕錶，錶殼編號 2643460N 及 2/3，約 2010 年製
估價：1,600,000 至 3,200,000 港元
此腕錶為「Montra Extraordinaire La Rose」系列一員，限量推出 3 枚，腕錶錶殼
鑲滿 1070 顆藍寶石、25 顆鑽石、900 顆紅寶石和 1300 顆沙弗來石，瑰麗璀
璨。此手鐲腕錶錶盤半掩於層層花瓣之下，花瓣鑲有顏色深淺有致的紅寶石，
而機芯 846 隱藏於花蕊之中，設計別有心思。

圖片下載：
Dropbox: https://bit.ly/30TYhRg 或 Baidu: https://pan.baidu.com/s/1fYlyHsFXihFMUXImmajV_A (密碼：kjj8)

編輯垂注
一) 香港蘇富比 2019 年秋季拍賣日程 (拍賣日程或有變動)
拍賣日期

拍賣項目

10 月 4 日

珍稀佳釀及烈酒—特別呈獻PARK B. SMITH典藏珍酩
非凡布艮地名酒珍藏

10 月 5 日

現代藝術晚間拍賣
現代及當代東南亞藝術晚間拍賣
慧眼藏家的珍酩窖藏

10 月 6 日

現代藝術
現代及當代東南亞藝術
當代藝術晚間拍賣
無涯：吉利翁·庫維中國當代藝術珍藏
中國古代書畫

10 月 7 日

當代藝術日間拍賣
中國書畫
瑰麗珠寶及翡翠首飾

10 月 8 日

中國藝術品
珍貴名錶

展售會日期

展售會項目

9 月 10 日至 10 月 9 日

蕭勤 — 無限宇宙

10 月 3–7 日

賞心︰悅目新視野
遇見意大利 / 西洋古典選粹
貝瑞．弗拉納根雕塑作品展售會

10 月 3–8 日

蘇富比鑽石
蘇富比洋酒

香港拍賣及預展地點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展覽廳一（香港灣仔博覽道一號）

二）珍貴名錶——亞洲區巡迴預展
巡展日期

城市

地點

9月 4至 5日

上海

四季酒店

9月 6至 8日

雅加達

Pacific Century Place

9月 7至 8日

北京

柏悅酒店

9 月 12 日

曼谷

Anantara Siam 酒店

9 月 14 至 15 日

新加坡

The Regent 酒店

9 月 21 至 22

台北

華南銀行國際會議中心

9 月 28 日

澳門

澳門鐘錶博物館

三）更多有關蘇富比拍賣行的資訊
蘇富比拍賣行自 1744 年起為藝術收藏家搜羅世界級的藝術作品。自 1955 年從倫敦擴展至紐約，蘇富比遂成為第一所真正之國際拍賣行，也是首家於香港（1973 年）、印
度（1992 年）及法國（2001 年）舉行拍賣的機構，以及第一家於中國營商的國際藝術拍賣行（2012 年）。時至今日，蘇富比於世界各地 11 個拍賣中心舉行拍賣，包括紐
約、倫敦、香港及巴黎這幾個主要拍賣中心，客戶亦可選用即投 BIDnow 於網上觀看拍賣直播，並在世界各地同步參與網上競投。在拍賣以外，「蘇富比金融服務」讓藏家
尊享全球僅有的全面性藝術金融服務支援；同時，蘇富比亦透過旗下「Art Agency, Partners」公司提供藝術品收藏顧問服務。蘇富比也為客戶帶來私人洽購的機會，涵蓋逾
70 種收藏類別，包括隸屬蘇富比環球藝術部門的 S|2 畫廊；此外更提供三項零售業務——蘇富比鑽石（SOTHEBY’S DIAMONDS）、蘇富比洋酒及室內設計家具網上平台
Viyet。蘇富比擁有強大的環球網路，共有 80 個辦事處遍及全球 40 個國家，是紐約證券交易所歷史最悠久的上市公司，代號為 BID。
Instagram | Facebook | Twitter | YouTube | Pinterest | Snapchat | 微博 | 微信 | 優酷
*估價不包括買家佣金；成交價包括落槌價與買家佣金，並扣除買家因作出「不可撤銷投標」承諾並成功競投而獲得的報酬補償。
如欲瀏覽拍賣網上圖錄、最新拍賣內容，或參與網上拍賣直播，請即登錄 www.sothebys.com、或下載蘇富比為 iPhone、iPad、Android、Apple TV 及 Amazon Fire 平台而設的官方應用程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