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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漩渦》花瓶及盤子
René Lalique於1930年設計的《Spiral》小型花瓶，以撲

朔迷離的漩渦為主要形態，同時融入東方及裝飾性元素，激
發無窮無盡的想像力，也令人聯想起拜占庭的建築風格。此
後，漩渦圖案也成為LALIQUE的靈感泉源，變奏出多款實用
性產品，包括：

•《漩渦》花瓶：製作歷時超過18個月的珍藏版XXL花
瓶，堪稱大師級之作；小花瓶亦是家居擺設及送禮的最佳選
擇。

•實用性高的兩款不同尺寸《漩渦》盤子。

《潟湖》花瓶
設計靈感源自晶瑩剔透的凸圓形（cabochon）Mossi圖

案，是由René Lalique於1933年創作的象徵圖案，同時貫徹了
威尼斯的水鄉主題。Mossi圖案主要用來點綴花瓶底部的圓
環。除了圓寶石外，底部圓環還加入了拜占庭風格的圖案，
取材自威尼斯宏偉的聖馬可大教堂。

《潟湖》備有兩款不同用途的產品，《潟湖》大花瓶主
要由兩部分組成，簡約的瓶身及拜占庭風格裝飾底部圓環，
可用作花瓶、花盆或香檳冰筒。另一款比較高身的花瓶，帶
有較濃厚的東方色彩，瓶身綴以幾何線條刻劃輪廓，體現拜
占庭式的建築風格，可用作花瓶及裝飾之用。

《Bucéphale Horse》 雕塑
全球限量發行288件

Bucéphale Horse製作歷時超過24個月，全球限量發行僅
288件，堪稱大師級之作。

Bucéphale是阿歷山大大帝的戰馬，是阿歷山大的好拍
擋，與他並肩作戰，征服世界。水晶雕塑完全遵照阿拉伯純
種馬的外形特質而精心打造。阿拉伯純種馬的馬頭輪廓優
美，尾巴高聳挺拔，是其中一款最廣為人熟悉的品種，也堪
稱世界上最漂亮的馬匹。

經過脫蠟程序後約1天的Bucephale，模具重35公斤，水晶
雕塑重10公斤。雕塑之後會留在窰爐裡10至12天，最後進入
冷工房進行修飾工序，打磨出理想中的磨砂及拋光效果。

《Mossi》黑色花瓶
LALIQUE的標誌性花瓶，黑色水晶特別彰顯了磨砂和拋

光處理之間的鮮明對比。此花瓶的原版由Rene Lalique於
1933年創作。

萬花筒般的璀燦效果，加上非凡創意和精湛工藝，令花
瓶猶如一件糅合現代和藝術美學的結晶。14位造詣非凡的水
晶工匠一同參與製作。花瓶進行人手打磨之前，每顆剔透的
凸 圓 形 (cabochon) 黑 色 水 晶 均 會 加 以 保 護 ， 然 後 配 合
LALIQUE最精湛的磨砂及拋光技術加工處理，賦予花瓶剔透
眩目的光芒。

紅棉盛放，在此春夏之交的浪漫時節，被喻為光之雕刻師的LALIQUE，致力為水晶注

入生命力，帶來全新的2013拜占庭春夏系列，並與其他各款LALIQUE水晶珍品，與大家作

心靈的秘密交流。

是次登場的拜占庭春夏系列，包括《漩渦》花瓶及盤子、《潟

湖》花瓶等，均貫徹了品牌創辦人René Lalique的冒險精神，以及他

對旅遊的熱愛。透過這些LALIQUE珍品，大家可走進舉世聞名的迷

人水鄉威尼斯，從瑰麗絢爛的拜占庭國度中，發掘這種融合了裝飾和

東方藝術元素的特色建築，如何在LALIQUE魔

法中衍生出新的生命力。

文／圖：鄧韻妍

上述產品於各LALIQUE店發售：
中環國際金融中心商場第二層2040店 2234 7333
崇光百貨銅鑼灣店7樓 2892 0709
銅鑼灣禮頓道8號皇冠假日酒店地下 2972 0056

LALIQUE LIFESTYLE CRYSTAL LOUNGE：
中環都爹利街13號樂成行M1層 2259 6641

LALIQUE MAISON：
中環都爹利街11號律敦治中心104號舖 3488 6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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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心潔細談欣賞腕表心得
在洋溢歡樂氣氛的寶珀尖沙咀1881

旗艦店，瑞士駐香港總領事吳凱睿及寶
珀全球副總裁暨銷售總監Mr. Marc Junod
分別致詞，為開幕典禮揭開序幕。隨
後，一場精彩的名表秀徐徐上演，由名
模夫妻檔Ms. Jocelyn Luko及Mr. Anthony
Sandstrom示範寶珀女士系列及Villeret系
列名表。其間，典禮司儀宋熙年邀請李
心潔出場分享近況及欣賞腕表的心得。
李心潔表示，特別欣賞用心製作的事
物。寶珀以熱情灌注入品牌200多年的製
表經驗，創造具備獨特設計特色和匯聚
傳統工藝的名表傑作。是次近距離欣賞
品牌用心製作的腕表作品，親身體會寶
珀內外兼美、一絲不苟的製表最高境
界，叫人興奮。

為了慶祝寶珀1881旗艦店隆重
開幕，李心潔精心準備

了一張饒富意義的時
計賀卡致送寶珀，
由寶珀全球副總
裁 暨 銷 售 總 監

Mr. Marc Junod代表接受；而作為對此盛
意的回禮，Mr. Marc Junod亦代表品牌送
贈寶珀2013情人節女裝腕表予李心潔這
位氣質佳人。一眾主禮嘉賓隨即接過金
剪，為寶珀尖沙咀1881旗艦店主持剪綵
儀式。

瑰麗舒適空間中享賞表樂
寶珀全球副總裁暨銷售總監Mr.

Marc Junod表示： 「作為全球歷史最悠久
的高級製表品牌，寶珀在過去的278年間
堅守傳統，同時不斷創新，成為製表業
界的翹楚。寶珀今天為兩家新店揭幕，
進一步拓展香港的銷售版圖，為廣大表
迷呈獻品牌來自瑞士的傑出鐘表作品，
希望表迷在此瑰麗的舒適空間中盡享賞
表之樂。」

開幕典禮過後，與會嘉賓隨即參觀
這家面積達1,887平方呎、全港規模最大
的寶珀旗艦店，並細心欣賞店內洋溢的
瑞士製表工坊氣氛及當中展示的各款寶
珀大師傑作，當中更包括寶珀2012焦點
腕 表 ： 鉑 金 版 本 Villeret Traditional
Chinese Calendar中華年曆表。

寶珀寶珀18811881旗艦店開幕旗艦店開幕

成就品牌光輝里程碑
成就品牌光輝里程碑

金馬影后李心潔金馬影后李心潔（（左三左三））偕寶珀高層及主禮偕寶珀高層及主禮
嘉賓為品牌嘉賓為品牌18811881旗艦店主持開幕典禮旗艦店主持開幕典禮

寶珀尖沙咀1881旗艦店
地址：香港尖沙咀1881Heritage 207號店

1990年代末期，Audi銳意打造高性能汽車系列，因此在2000
年時推出了以Audi 80 Avant為基礎、由quattro GmbH打造的
RS2 Avant，可以說是RS4 Avant的前身，同時也掀起了5門揭背
高性能旅行跑車的序幕。

強悍氣度 渾身是勁
全新第3代RS4 Avant，雖然沿用了A4 Avant的大部分設計，

但在充滿肌肉感的車身線條下，加上由頭至尾的專屬擾流設定，
令它隱隱地散發着強烈的高性能感覺。在外觀上，RS4除沿用了
小改款A4車系的日照LED行車燈組外，車頭正面的巨大盾形鬼面
罩，則彰顯了品牌固有的特徵，鬼面罩嵌入了霧面亮銀及蜂巢狀
柵格，大大提高了視覺效果。此外，前防撞桿利用了兩道大型進
氣口與三角形進氣口，塑造出一股強悍的氣勢。另外，RS4
Avant更以極為外張的輪拱，強調其高性能的身份，
搭配鋁面效果的車後視鏡外罩和20吋輕量化鍛造鋁
合金輪圈，效果可謂相得益彰。前輪在20吋輪圈
下，可清晣窺看到那直徑達365mm的門菊花形開孔
透氣制動碟與印有RS徽飾的8活塞黑色卡鉗，盡展
出其強悍氣魄。其他車身強化裝備還包括了尾門
頂置擾流尾翼、橢圓雙出特大排氣管和整合強化
式後防撞桿等，讓RS4 Avant不論是靜態或動
態，都成為備受矚目的焦點。

以全黑色為標準配色的車廂
內，則同樣帶來相當強烈的戰鬥氣
息，除了部分控制按鍵使用了金屬
色配件外，中控台和手套箱等處更
採用了高檔的碳纖維飾板，引發出濃
厚的競賽氣息；鋁合金踏板和轉檔撥
片則進一步強化戰鬥意念，而呈D字
形設計的3幅式多功能軚盤、儀表
板、排檔桿，及印有RS徽飾的桶形真
皮座椅，則凸顯了RS4 Avant不凡個
性，讓駕駛者盡享馳騁快感。

狂野性能 絕非凡品
能讓RS4 Avant擁有非凡身手，引擎當然是其最

重要的核心所在，它搭載的4.2公升FSI V8自然進
氣引擎，沿自與RS5 Coupe及R8 V8相同的核
心，而為了對應性能化設定，引擎除了擁有FSI
缸內直噴系統之外，原廠還針對排氣系統優
化，引擎內部經低摩擦阻力處理，讓引擎擁有

更高效的強悍輸出，並可於8,250rpm時產生450hp最大馬力，以
及4,000–6,000rpm時激發430 Nm的最大扭力輸出，同時配合7前
速S tronic雙離合器加減自動波箱，令RS4 Avant由靜止加速至時
速100公里僅需4.7秒。另外，駕駛者亦可以透過Launch Contro起
跑控制功能，感受激射彈出的起步快感。

除了強悍的傳動系統之外，Audi亦為RS4 Avant配備性能強
勁的quattro智慧型恆久式四輪驅動系統，quattro系統採用最新一
代的冠狀齒輪輕量化中央差速器設計，在一般駕駛情況下，系統
前後扭力分配比例預設值則是以後驅設定為重的40：60，在極端
或特殊情況下，前、後輪扭力分配比例可達到70%和85%，確保
激駕中的車輛穩定，但若想擁有更狂野的駕馭感受，駕駛者則可
再選配允許自主設定的運動化中央差速器改變模式。

懸掛系統方面，RS4 Avant採用前5連桿後梯形多連桿懸掛設
定，並以鋁合金所製造，減輕整體負重之餘，同時還將離地高度

降低20mm，讓車輛擁有更為輕盈且穩定的動態表
現。配備轉向齒比可調的速度感應式轉
向系統，和運動化可程式車身動態系統
（Audi drive select driving dynamic
system），在不同環境下都能享受駕馭樂
趣，RS4 Avant還擁有運動化ESP動態穩
定系統，擁有Sport模式和完整關閉模式，
使駕駛者可依據不同環境需求而自我調
整，大大增加操控上的主控權。

文／攝：車中人

高級瑞士製表品牌Blancpain寶珀日前（3月21日）為品牌旗下中環國際
金融中心商場及尖沙咀1881兩家全新專賣店及旗艦店於同日舉行開幕典禮，
是品牌繼去年9月為銅鑼灣羅素街專賣店開幕後又一矚目盛事。於當日下午
舉行的寶珀尖沙咀1881旗艦店開幕典禮，邀請了瑞士駐香港總領事吳凱睿、
寶珀全球副總裁暨銷售總監Mr. Marc Junod及寶珀香港及澳門區副總裁
趙善思蒞臨，聯同著名影星及金馬影后李心潔主持開幕儀式，成就品牌光輝
里程碑。

記者 鄧韻妍

Audi RS4 Avant 4.2 quattro規格表
引 擎：4,163cc V8 FSI R燃油直噴引擎
最大馬力：450hp／8,250rpm
最大扭力：430 Nm／4,000–6,000rpm
波 箱：六前速+/-自動波 quattro四輪驅動
售 價：HK$1,312,800
查 詢：2528 1862 / 2380 2233（Audi Hong Kong）

被譽為Audi車廠性能最強的RS系列，最新力作RS4 Avant日前已運
抵香港。回看12年前誕生的第一代RS4 Avant，發展至今已到第三代；
新一代RS4 Avant沿用4.2公升的V8 FSI引擎，最大馬力輸出高達
450hp，較上一代多出30hp之外，且擁有先進齊全的設備及超強性能，
令RS4 Avant足以成為一款能全面融入生活的高性能汽車。

超級美旅超級美旅
Audi RSAudi RS44 AvantAvant 44..22 quattroquattro

霧面亮銀及霧面亮銀及
蜂巢狀柵格的鬼蜂巢狀柵格的鬼
面罩惹人注目面罩惹人注目

77前速前速SS tronictronic雙雙
離合器加減自動波箱離合器加減自動波箱
成熟可靠成熟可靠

桶形真皮座椅承桶形真皮座椅承
托力出色托力出色

主控台布局跟主控台布局跟AA44 AvantAvant相似相似

《漩渦》花瓶

《漩渦》盤子

MossiMossi黑色花瓶黑色花瓶

Bucephale HorseBucephale Horse 雕塑雕塑 LALIQUE LIFESTYLE CRYSTAL LOUNGELALIQUE LIFESTYLE CRYSTAL LOUN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