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華洛世奇呈獻占士邦 50 週年系列
35 年來，施華洛世奇與占士邦品牌合作無間，成功打造出無數的創意精品。為慶祝占士
邦電影 50 週年，施華洛世奇特別以一個摩登與經典兼備的全新系列，來頌揚占士邦的非
凡魅力，並透過多款搶眼設計，與大家重溫電影中的經典畫面及道具。
Shell 系列以《鐵金剛勇破神秘島》（Dr. No）為靈感，系列集玩味、女性魅力與經典於
一身，當中鍍白金色的鏈墜及墜飾則取源於劇中的經典場口─烏蘇拉‧安德絲（Ursula
Andress）手握貝殼從海中逃脫，系列的貝殼鏈墜配以精緻的透明密鑲水晶淺灰色水晶珍
珠裝飾而成。
在 《 鐵 金 剛 勇 破 雪 山 堡 》 （ On Her Majesty’s Secret Service ） 中 ， 喬 治 ‧ 拉 贊 貝
（George Lazenby）與戴安娜‧雷（Diana Rigg）分別飾演占士邦及其妻子，而 All the
Time In the World 鏈墜就以兩人的訂婚戒指為靈感，演繹兩人之間的浪漫愛情。這款由
施華洛世奇精心打造的圓形首飾，一如其名象徵永恆不變的愛。
Golden Gun 將《鐵金剛大戰金槍客》（The Man with the Golden Gun）中，羅渣‧摩亞
（Roger Moore）對付過的武器完美地呈現眼前。這個極具代表性的元素，以創意手法融
入到帥氣型格的袖扣，以及前衛嫵媚的首飾和手袋掛飾，令 Golden Gun 系列成為男女皆
宜的禮品首選。
《鐵金剛勇破爆炸黨》（Octopussy）成為了系列的鏈墜和耳環的靈感來源，劇中飾演邦
女郎的八爪女莫亞‧當斯(Maud Adams) 與飾演占士邦的羅渣‧摩亞(Roger Moore)打對
台，她的八爪魚標誌便成為了 Octopussy 系列的經典設計。Octopussy 系列既時尚迷
人，又熠熠生輝，勢必受到潮流人士的追捧。
Gun Barrel 系列以別出心裁的圖案設計，詮釋占士邦電影中的經典畫面﹔這個受槍管啟
發的藝術效果，在提摩菲‧達頓（Timothy Dalton）飾演 007 的《鐵金剛大戰特務飛龍》
（The Living Daylights）的宣傳海報中成為了焦點。純粹而搶眼的線條，令此系列的首飾
同時適合搭配高貴及休閒服裝。
在《 新鐵 金 剛智 破皇 家 賭 場》 （ Casino Royale ） 中， 除了 丹 尼爾 ‧ 克雷 格 （Daniel
Craig）首度扮演的占士邦外，撲克牌亦擔當著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光彩誘人的 Casino
系列，便以撲克牌上的黑桃為藍本。此系列的鏈墜及同款耳環，皆揉合了複雜細節及精湛
工藝。
施華洛世奇的 Ice Palace 系列，以賞心悅目的幾何造型為特色﹔矚目耀眼的鏈墜及手
鏈，將由皮雅斯‧布士南（Pierce Brosnan）飾演 007 的《新鐵金剛之不日殺機》（Die
Another Day）中，主要場景──冰宮（Ice Palace）以有趣手法重現。洋溢建築美感的蜂
巢形設計，集前衛與玩味於一身，盡顯施華洛世奇的非凡創意與頂尖技術。
占士邦的專屬座駕 Aston Martin DB5，亦化身為小巧別致、細節精美的手袋掛飾和袖扣；
而墜飾系列則取材自占士邦電影中的重要角色，如 Baron Samedi、Spectre 和 007 等，
相信占士邦迷必定會愛不釋手。
藉著占士邦 50 週年系列，施華洛世奇再次向該品牌的獨特風格致敬。施華洛世奇從占士
邦電影的眾多難忘影像中獲得啟發，將戲內的精彩元素打造成創新的時尚配飾，為首飾愛
好者及占士邦迷帶來無限驚喜。
此系列將於 2012 年 10 月中起，在全球 1 千間施華洛世奇水晶軒發售。

Swarovski
1895 年，來自波希米亞的發明家丹尼爾．施華洛世奇（Daniel Swarovski）以其遠見卓

識，攜同他最新發明的水晶首飾石切割打磨機器，移居到奧地利泰利萊郡的華登斯市。自
此，施華洛世奇開始在時尚世界中迸發火花，更發展成為全球首屈一指的精確切割水晶製
造商，為時尚服飾、首飾、燈飾、建築及室內設計提供水晶元素。時至今日，企業仍由家
族的第五代成員經營，分公司遍佈全球超過 120 個國家，僱員約有 26,100 人，2011 年的
營業額為 22.2 億歐羅。施華洛世奇企業的兩個主要業務，分別負責製造及銷售水晶元
素，以及設計製造成品。施華洛世奇水晶已成為國際設計作品必備的元素。自 1965 年
起，公司便為高級首飾業提供精確切割的天然及人造寶石。施華洛世奇崇尚的創意精神，
充分展現在品牌旗下的配飾、首飾及家居飾品系列，並於全球超過 2,200 家施華洛世奇水
晶軒及專櫃中有售。施華洛世奇水晶會全球約有 300,000 名會員，凝聚一群熱愛水晶蒐集
品的收藏家；而於 1995 年開幕、位於華登斯市的多媒體水晶博物館「施華洛世奇水晶世
界」，印證了施華洛世奇豐富的靈感和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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