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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發佈稿 -  

格拉蘇蒂。2021 年 6 月 23 日 

 

頂級手工藝的精湛再現：  

莫里茨·格羅斯曼（Moritz 

Grossmann）推出兩款手工製作的限

量玫瑰金針腕錶 

 
HAMATIC Vintage 與 TOURBILLON 做工精緻，首次飾以
典雅細膩的玫瑰金指針展現貴氣風華 
 
在這裡，你可以看到影片中兩枚手錶的特寫 

You can see a close-up video of the two timepieces here. 

https://youtu.be/ijsEAiQL6ow 

 

Images and the video for download: 

https://my.hidrive.com/share/6bx84z2d7p 
 

 

身為德國製錶重鎮格拉蘇蒂的腕錶品牌，莫里茨·格羅斯曼（Moritz Grossmann）遵

循先師理念，力行最高機械精度和內斂簡潔設計的完美結合。透過錶廠內部的原創機

芯與自製零件，將這一理念發揮到極致。藉由本次新品上市，品牌首次呈現手工製作

的金質指針，不僅呼應昔日懷錶搭配金指針的慣例手法，亦再次凸顯高手工藝背後的

收藏價值，承載格拉蘇蒂高級精密製錶的文化使命。  

 

手工精緻打造的金質指針，本身就堪稱一門藝術。從銑削和腐蝕金板毛坯開始，這一

系列工作程序都需要耗費大量人力。隨後用金剛石銼刀仔細地磨圓坯件，並接著勾勒

出指定輪廓和弧度，對所有的側面和表面進行打磨和拋光。相對於鋼質，金的質地更

為柔軟，匠人在力道和角度上拿捏因此不同，每一步驟需要非凡的技巧、充沛的耐心

和多年的經驗。這些工序都是要求幾分之一毫米的精度，成品反覆檢視，品質控管十

分嚴苛。只有當具有特徵性的錐形細點的輪廓完美無缺時，指針匠人才會滿意交出指

https://youtu.be/ijsEAiQL6ow
https://my.hidrive.com/share/6bx84z2d7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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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作品。在一整套包含指針襯裡的指針組上，指針匠人必須費時一整天的專注工作，

完美指針確實得來不易。 

HAMATIC Vintage 和 TOURBILLON 是品牌首次推出、搭配手工 18K 玫瑰金指針的

熱門錶款。這兩款腕錶的錶盤都採用深黑色，充分反映了金質指針的尊貴風華。指針

在同色玫瑰金錶殼的襯托下，腕錶被賦予了雍容華貴的經典新貌。  

採用玫瑰金箭形指針的 HAMATIC Vintage  

 

全球限量8枚的HAMATIC Vintage，搭配獨特「black or」漆面錶盤以及細長的箭形

金質指針。指針氣質俐落，使時間的展示帶有力量與儀式感。 

HAMATIC Vintage 特殊別緻的「black or」漆面錶盤，亦透過獨特的手工技藝製作

而成。在德國銀面盤基礎上，塗上數層微啞光漆料，每上一層漆料後須手工進行鏡面

拋光，直到形成富有光澤、如絲緞般的光滑表面為止，最終塗上一層透明漆料完成整

體製作，其手工要求和操作難度可想而知。 

自動上鍊撞陀機制 

 

機芯研發靈感來源於18世紀以降的撞陀懷錶，乃品牌致敬自動機芯發展史之特色作

品。與傳統自動陀相比，撞陀體的重心離旋轉軸遠，由此帶來的高力矩確保上鍊時的

力道。透過高扭矩與金質的擺錘頭，擺陀體僅需偏移五度便可輕鬆上鏈，效率較傳統

自動陀高。動力儲存為上滿鍊七十二小時。 

 

撞陀上鍊機制可雙向運動，配戴者手臂無論朝何方向移動皆得以為腕錶上鍊。此外，

因為人體的移動幅度與力道不是一成不變的，在快速衝擊力量大的情況下，安置陀體

兩端的緩衝彈簧亦可以吸收過高的撞擊力道，保護撞陀體外，並使陀體反彈運動，傳

遞從而向發條盒注入新的能量。 

 

機芯的開放式結構，尤其是橢圓形陀體，亦能夠讓人一眼看到內部機芯的迷人運動。

毋庸置疑，對該106.0機芯的所有零件，無論是肉眼可見或不可見的，製作上都給予

了精雕細琢。撞陀的擺動與細膩的工藝修飾，為鐘錶愛好者打造了一場靜態兼具流動

的視覺盛宴。 

 

配有玫瑰金菱形指針的 TOURBILLON 腕錶——複雜機械與精湛工藝的巔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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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 TOURBILLON 腕錶新款的指針也由 18K 玫瑰金製成，限量發行 8 枚。尾端纖細

拉長的菱形指針，針尖薄如蟬翼，得以精確讀取時間顯示的最小單位。金質拋光指針

與深黑色實心銀錶盤的對比明顯，打破黑色既往的沉悶，極具視覺衝擊卻不過分誇

張。指針在該錶盤上一圈圈轉動，複雜機械與精湛工藝同時搶眼奪目。 

 

飛行三分鐘陀飛輪，具髮絲刷的停秒裝置和分體式時間顯示 

 

自 18 世紀末以來，陀飛輪一直被公認為最高製錶藝術的體現。這種機制曾經是為了

提高懷錶的精確度開發而成，它既複雜又精緻，完全符合格拉蘇蒂的製錶師莫里茨·格

羅斯曼（Carl Moritz Grossmann）的理念。研發團隊一開始便決定製作飛行陀飛

輪，除了呼應傳統格拉蘇蒂天文台錶對精準性能的極高要求，也作為對德國陀飛輪機

制研製者阿爾弗雷德·海爾維格（Alfred Helwig）的致敬。2013 年，推出了首款帶陀

飛輪裝置的手動上鍊機芯，於 BENU 系列中首次亮相，實踐作為延續先師製作完美

高精密複雜鐘錶的終生願景。  

 

103.0 機芯體現了研發心血，高複雜結構中充滿各式巧思。以動態視覺為例，為了完

整使配戴者得以透過錶盤欣賞擺輪與陀飛輪框架的旋轉，採用超大型鏤空設計，機芯

內部零件獲得全新佈局，獨特的 V 型擺輪夾板僅搭配 2 個支柱，16 毫米擺輪框架直

徑。陀飛輪逆時針運轉，三分鐘旋轉一圈。 

 

僅有少數陀飛輪腕錶產品帶有停秒功能，配有按鈕式手動上鍊裝置外，並設置人髮絲

刷於停秒時停止擺輪，避免其表面的損傷。只需輕拉錶冠，彈性髮絲刷便會停止陀飛

輪，腕錶轉換至設定模式，錶冠立即回到初始位置，設定完成後按下四點鐘方向的按

鈕，即啟動機芯回到上鍊走時模式。真人髮絲刷的使用乃一項創舉，相較於其他動物

或合成毛髮，真人髮絲的柔韌度與保存度最為完美。此項機制已取得專利認證。 

 

這一精密機制傑作由 59 個精巧的零件組成，每三分鐘逆時針旋轉一次。由於完整呈

現陀飛輪運作的需求，錶盤上原本 25 和 35 之間的分鐘顯示空間必須捨棄。研發團

隊巧妙運用了一個技巧取而代之：透過延長中央分針來顯示該區間，針尖纖細精巧，

讀時因而分秒準確。 

 

全球限量各 8 枚 

 

這兩款腕錶分別全球限量 8 枚，配備手工縫製的黑色鱷魚皮錶帶。 

 
 
HAMATIC Vintage 和 TOURBILLON 同時於品牌線上專賣店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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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也可以在的莫里茨·格羅斯曼線上專賣店（Moritz Grossmann Online 

Boutique）購入新品以及全系列錶款。  

 
在線上專賣店，顧客可以根據自己的個人需求來訂製專屬腕錶。透過線上即時模擬，

顧客能夠找出哪種錶帶顏色與他們最喜歡的款式相配。此外，還可以選擇喜愛的錶帶

長度和錶扣類型。  

 
品牌自有製錶廠的生產具高靈活度。舉凡特製孤品至特殊款再到小量限定版，品牌總

能夠滿足客戶的各種願望。誠摯歡迎顧客與客服專員進行一對一談話，從而討論乃至

實現錶款訂製的需求。  

 
線上專賣店：  

 
Online Boutique:  
 
HAMATIC Vintage: 
https://boutique.grossmann-uhren.com/product/benu-hamatic/ 
 
TOURBILLON: 
https://boutique.grossmann-uhren.com/product/benu-tourbillon/ 
 

 
採用玫瑰金指針的HAMATIC Vintage 

 
型號：MG-003079 

錶殼：玫瑰金  

錶盤：black or 特殊黑色光澤 

指針：手工製作，拋光玫瑰金  

限量：8枚 

 
採用玫瑰金指針的TOURBILLON 

 
型號：MG-003077   

錶殼：玫瑰金  

錶盤：黑色，實心銀 

指針：手工製作，拋光玫瑰金  

限量：8枚 

 
技術規格：HAMATIC Vintage 玫瑰金指針版 

 
機芯   106.0型自製機芯、自動上鏈、五方位調校  

https://boutique.grossmann-uhren.com/product/benu-hamatic/
https://boutique.grossmann-uhren.com/product/benu-tourbil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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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     312個  

寶石     38顆寶石，其中3顆安裝在以螺絲固定的黃金套筒中  

擒縱系統    錨式擒縱  

擺動系統  防震式軸承固定格羅斯曼擺陀，帶有四個平頭螺絲與兩個

微調螺絲，Nivarox 1游絲  

擺輪   直徑：10.0毫米，振頻：21,600次/小時  

動力儲存   上滿鏈72小時  

功能  小時與分鐘顯示，小秒針附停秒裝置  

操控零件  750/000金錶冠，用於為腕錶上鏈 

                                    設定時間  

錶殼尺寸   直徑：41.0毫米，厚度：11.35毫米  

機芯尺寸    直徑：36.4毫米，厚度：5.15毫米  

錶殼     三件式，750/000金材質  

錶盤 「black or」黑色光澤，白色羅馬數字 

指針    手工製作，750/000金材質，拋光  

錶鏡與透明錶底   單面防反光藍寶石水晶  

錶帶  手工縫製鱷魚皮錶帶，750/000金針式錶扣  

特性  格羅斯曼擺陀；減速輪系中有棘爪棘輪；透過位於階梯式

擺輪凸輪上的格羅斯曼微調計螺絲進行調校；導柱機芯帶

有未經處理的德國銀材質的2/3夾板與支柱，2/3夾板和擺

輪凸輪帶有手工鐫刻；寬形橫向格拉蘇蒂菱紋，發條盒帶

有雙重階梯式太陽紋飾；以螺絲固定的凸出黃金套筒；可

單獨拆卸的離合上鏈裝置；指針位置擺輪輪緣上有停秒裝

置；自動上鏈裝置帶有擺動撞陀，雙向作用的棘輪；通過

擒縱叉棘爪實現的自動飛輪，通過搖桿上鏈機制實現的手

動上鏈裝置 
 
 

技術規格：TOURBILLON 玫瑰金指針版 
 

機芯  103.0型自製機芯、手動上鏈、五方位調校  

245個（輪系系統186個 / 陀飛輪框架59個）  

30顆寶石，其中4顆安裝在以螺絲固定的黃金套筒中（輪

系系統17個/陀飛輪框架13個）  

擒縱系統 錨式擒縱  

帶有停秒裝置的格羅斯曼三分鐘陀飛輪，防震式軸承固定

格羅斯曼擺陀，帶有4個平頭螺絲與2個微調螺絲，位於下

部的Nivarox 1游絲帶有80號末端曲線，形狀源於古斯塔

夫·戈斯騰柏格（Gustav Gerstenberger）  

陀飛輪框架直徑 16.0毫米  

陀飛輪框架轉速 三分鐘旋轉一圈，從錶盤一側觀察為逆時針運轉  

擺輪  直徑：14.2毫米，振頻18,000次/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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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儲存 上滿鏈72小時  

功能 小時與分鐘顯示，小秒針附停秒裝置，格羅斯曼按鈕式手

動上鏈裝置  

操控零件  750/000金錶冠，用於腕錶上鏈與時間設置，750/000金

腕錶啟動按鈕  

錶殼尺寸 直徑：44.5毫米，厚度：13.9毫米  

機芯尺寸 直徑：38.4毫米，厚度：7.1毫米  

錶殼  三件式，750/000金材質  

錶盤 實心銀，三件式，銀白色，帶有阿拉伯數字  

指針 手工製作，750/000金，抛光 

錶鏡與透明錶底  單面防反光藍寶石水晶  

錶帶 手工縫製鱷魚皮錶帶，帶有750/000金質雙摺疊錶扣  

 
特性 帶有驅動輪與V型擺輪橋的飛行三分鐘陀飛輪（已作為特

色標誌申請設計專利） / 分鐘中央顯示，偏心小時與秒鐘

顯示，具有停秒裝置 / 透過帶有單獨刻度的顯示延長區域

彌補25分鐘至35分鐘之間的刻度空隙（已獲得專利） / 作

為停秒裝置作用於擺輪輪緣的髮絲刷（已獲得專利） / 錨

式擒縱帶有不對稱擒縱叉，擒縱叉中帶有配重和限位銷 / 

格羅斯曼擺輪下方安裝有游絲，可透過擺輪輪緣中的微調

螺絲進行調校 / 為發條盒全新設計的寶石軸承系統 / 在秒

針軸桿上由極為堅硬、含油量高的鐵梨木打造的制動環 / 

ARCAP材質輪系系統 / 格羅斯曼按鈕式手動上鏈裝置，用

於解鎖指針設定模式，並啟動機芯 / 經過改良的格拉蘇蒂

棘輪，帶有回轉功能 / 導柱機芯帶有未經處理的德國銀材

質的2/3夾板與支柱 / 2/3夾板與陀飛輪凸輪帶有手工鐫刻 

/ 寬形橫向格拉蘇蒂菱紋 / 棘輪帶有三重階梯式太陽紋飾 / 

以螺絲固定的凸出黃金套筒 / 白色藍寶石水晶軸承寶石 / 

可單獨拆卸的離合上鏈裝置 
 
莫里茨·格羅斯曼（Moritz Grossmann）腕錶：  

 
莫里茨·格羅斯曼（Moritz Grossmann）於 1826 年生於德勒斯登，咸認是德國高級製錶領域中一位極

具遠見卓識的製錶大師。這位才華橫溢的年輕製錶師在摯友費爾迪南多·阿道夫·朗格（Ferdinand 

Adolph Lange）的說服下，於 1854 年在格拉蘇蒂開辦了自己的製錶機械工坊。除了創造出舉世聞名

的腕錶機芯外，格羅斯曼還致力於政治和社會發展，並於 1878 年創立了德國製錶學院。莫里茨·格羅

斯曼（Moritz Grossmann）於 1885 年意外逝世，其工廠被迫解散。 

 
2008 年，技藝卓著的製錶師克莉絲蒂娜·胡特（Christine Hutter）發現了歷史悠久的格拉蘇蒂腕錶品

牌「莫里茨·格羅斯曼」，並取得品牌商標權，從此，莫里茨·格羅斯曼（Moritz Grossmann）的傳統

製錶工藝精神重煥生機。她開發出品牌概念，傾注心力在近 120 年後以超卓精美的腕錶延續這位製錶

大師的悠久傳承。她說服私人腕錶愛好者幫助她實現自己的夢想。2008 年 11 月 11 日，格羅斯曼腕
錶有限公司於格拉蘇蒂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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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羅斯曼的製錶大師守護傳統，但絕不照搬歷史設計。透過創新的技術、高超的手工技藝、傳統與現
代並存的製造工藝，以及高貴的材質，格羅斯曼的製錶大師打造超卓腕錶，並藉此致敬最美的德國手
工藝。   

 

Information and image material for download: 
 
https://my.hidrive.com/share/6bx84z2d7p 
 
Grossmann Uhren GmbH: 
 
https://www.grossmann-uhren.com/ 
 
Moritz Grossmann Online Boutique: 
 
https://boutique.grossmann-uhren.com/product/benu-hamatic/ 
 
https://boutique.grossmann-uhren.com/product/benu-tourbillon/ 
 
 
 

 
供下載的資訊和圖片資料： 
 
 

格羅斯曼錶業有限責任公司： 

 
欲獲取更多資訊和高解析度圖片，請聯絡： 

 
媒體聯絡： 

 
Sandra Behrens – 通訊 / 市場部主管 

Uferstr.1 
01768 Glashütte 

電話：0049-35053-320020 

傳真：0049-35053-320099 

電子郵箱：sandra.behrens@grossmann-uhren.com 

 

 

 

 

 

 

https://my.hidrive.com/share/6bx84z2d7p
https://www.grossmann-uhren.com/
https://boutique.grossmann-uhren.com/product/benu-hamatic/
https://boutique.grossmann-uhren.com/product/benu-tourbillon/
mailto:sandra.behrens@grossmann-uhr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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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ATIC Vintage with gold hands, Limited edition 8 pieces world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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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BILLON with gold hands, Limited edition 8 pieces world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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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ATIC Vintage with gold hands, Limited edition 8 pieces worldwide 

 

 
 
 
 
 
 
 
 
 
 
 
 
 
 
 
 

HAMATIC Vintage, calibre 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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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BILLON with gold hands, Limited edition 8 pieces worldwide 

 

 
 
 
 
 
 
 
 
 
 
 
 
 
 
 

TOURBILLON, calibre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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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BILLON, calibre 1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