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华洛世奇呈献詹姆斯‧邦德 50 周年系列
35 年来，施华洛世奇与詹姆斯‧邦德品牌合作无间，成功打造出无数的创意精品。为庆
祝詹姆斯‧邦德电影 50 周年，施华洛世奇特别以一个摩登与经典兼备的全新系列，来颂
扬詹姆斯‧邦德的非凡魅力，并通过多款抢眼设计，与大家重温电影中的经典画面及道
具。
Shell 系列以《007 之诺博士（Dr. No）为灵感，系列集玩味、女性魅力与经典于一身，
当 中 镀 白 金 色 的 链 坠 及 坠 饰 则 取 源 于 剧 中 的 经 典 场 口 ─ 乌 苏 拉 ‧ 安 德 丝 （ Ursula
Andress）手握贝壳从海中逃脱，系列的贝壳链坠配以精致的透明密镶仿水晶配以浅灰色
仿水晶珍珠装饰而成。
在《007 之女王密使》（On Her Majesty’s Secret Service）中，乔治‧拉扎贝（George
Lazenby）与黛安娜‧里格（Diana Rigg）分别饰演詹姆斯‧邦德及其妻子，而 All the
Time In the World 链坠就以两人的订婚戒指为灵感，演绎两人之间的浪漫爱情。这款由
施华洛世奇精心打造的圆形首饰，一如其名象征永恒不变的爱。
Golden Gun 将《007 之金枪人》（The Man with the Golden Gun）中，罗杰‧摩尔（
Roger Moore）对付过的武器完美地呈现眼前。这个极具代表性的元素，以创意手法融入
到帅气型格的袖扣，以及前卫妩媚的首饰和手袋挂饰，令 Golden Gun 系列成为男女皆宜
的礼品首选。
《007 之八爪女》（Octopussy）成为了系列的链坠和耳环的灵感来源，剧中饰演邦女郎
的八爪女莫德．亚当斯(Maud Adams) 与饰演占士邦的罗杰‧摩尔(Roger Moore) 打对
台，她的八爪鱼标志便成为了 Octopussy 系列的经典设计。此系列的链坠和耳环，既时
尚迷人，又熠熠生辉，势必受到潮流人士的追捧。
Gun Barrel 系列以别出心裁的图案设计，诠释詹姆斯‧邦德电影中的经典画面﹔这个受
枪管启发的艺术效果，在提摩西‧道尔顿（Timothy Dalton）饰演 007 的《007 之黎明生
机》（The Living Daylights）的宣传海报中成为了焦点。纯粹而抢眼的线条，令此系列的
首饰同时适合搭配高贵及休闲服装。
在《007 之皇家赌场》（Casino Royale）中，除了丹尼尔‧克雷格（Daniel Craig）首度
扮演的詹姆斯‧邦德外，扑克牌亦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光彩诱人的 Casino 系列，
便以扑克牌上的黑桃为蓝本。此系列的链坠及同款耳环，皆揉合了复杂细节及精湛工艺。
施华洛世奇的 Ice Palace 系列，以赏心悦目的几何造型为特色﹔瞩目耀眼的链坠及手链
，将由皮尔斯‧布鲁斯南（Pierce Brosnan）饰演 007 的《择日再死》（ Die Another
Day）中，主要场景──冰宫（ Ice Palace）以有趣手法重现。 洋溢建筑美感的蜂巢形设
计，集前卫与玩味于一身，尽显施华洛世奇的非凡创意与顶尖技术。
詹姆斯‧邦德的专属座驾 Aston Martin DB5，亦化身为小巧别致、细节精美的手袋挂饰和
袖扣；而坠饰系列则取材自詹姆斯‧邦德电影中的重要角色，如 Baron Samedi、Spectre
和 007 等，相信邦德迷必定会爱不释手。
借着詹姆斯‧邦德 50 周年系列，施华洛世奇再次向该品牌的独特风格致敬。施华洛世奇
从詹姆斯‧邦德电影的众多难忘影像中获得启发，将戏内的精彩元素打造成创新的时尚配
饰，为首饰爱好者及邦德迷带来无限惊喜。
此系列将于 2012 年 10 月中起，在全球 1 千间施华洛世奇水晶轩发售。

Swarovski
1895 年，来自波希米亚的发明家丹尼尔·施华洛世奇（ Daniel Swarovski ）以其远见卓

识，携同他最新发明的仿水晶首饰石切割打磨机器，移居到奥地利泰利莱郡的华登斯市。
自此，施华洛世奇开始在时尚世界中迸发火花，更发展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精确切割仿水
晶制造商，为时尚服饰、首饰、灯饰、建筑及室内设计提供仿水晶元素。时至今日，企业
仍由家族的第五代成员经营，分公司遍布全球超过 120 个国家，雇员约有 26,100 人，
2011 年的营业额为 22.2 亿欧罗。施华洛世奇企业的两个主要业务，分别负责制造及销售
水晶元素，以及设计制造成品。施华洛世奇仿水晶已成为国际设计作品必备的元素。自
1965 年起，公司便为高 级首饰业提供精确切割的天然及人造宝石。施华洛世奇崇尚的创
意精神，充分展现在品牌旗下的配饰、首饰及家居饰品系列，并于全球超过 2,200 家施华
洛世奇水晶轩及专柜中有售。施华洛世奇水晶会全球约有 300,000 名会员，凝聚一群热爱
仿水晶搜集品的收藏家；而于 1995 年开幕、位于华登斯市的多媒体仿水晶博物馆「施华
洛世奇水晶世界」，印证了施华洛世奇丰富的灵感和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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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iliate of Danjaq, is the UK based production company which makes the James Bond
films. The 007 franchise is the longest running in film history with twenty-two films
produced since 1962. Michael G Wilson and Barbara Broccoli took over the franchise
from Albert R ‘Cubby’ Broccoli in 1995 and have produced som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Bond films ever including CASINO ROYALE and QUANTUM OF SOLACE. They are
currently producing the 23rd film, SKYF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