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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目由香港表廠商會主辦，並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
專項基金（機構支援計劃）撥款資助，以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執行。

在此刊物上/活動內（或項目小組成員）表達的任何意見、研究成果、結論或建議，
並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業貿易署或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及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

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機構支援計劃）評審委員會的觀點。

「香港鐘錶年鑑2015」之內容是以各品牌公司所提供之資料為準，如因遺漏或錯誤而引致之後果，
香港表廠商會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並不承擔任何責任，敬請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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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鐘錶業歷史



1930
香港鐘錶業早在三十年代已開始發展。早年鐘錶價格昂貴，鐘錶維修服務應運

而生。配合鐘錶維修行業，本地開始出現鐘錶零件（如錶殼、錶帶）工廠，規模

很小，只有幾個工人。

1940
二次大戰期間，香港的鐘錶業與其他行業一樣陷於癱瘓狀態，只有零星人士從

事舊鐘錶買賣。戰後隨著政府採取的振興經濟措施略見成效，商業活動復甦。

本地的鐘錶零件行業開始重上軌道。同時，由於戰後物資貧乏，本地鐘錶需求

上升，造就鐘錶的轉口貿易轉趨興旺。當年香港的鐘錶主要由瑞士入口，除了

部分由本地消化外，其他的會轉口到鄰近的亞洲地區。

1950
到了五十年代，隨著香港經濟穩定增長，各錶殼、錶帶廠開始擴充規模。除了增

加人手外，亦引入更多機械設備，提升生產能力。同時，亦相繼有多家新廠房成

立，除了供應本地的鐘錶維修服務業外，亦將鐘錶部件遠銷海外（美國以及其他海

外地區）。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原有的鐘錶零部製造商（錶殼、錶帶廠）外，其他的

鐘錶零部件工廠（如表面廠）相繼開業，同時亦帶動其他相關行業的發展，如電鍍

行業。



另外，部分本地鐘錶商開始引入機械錶芯進行手錶裝配。在五十年代初，由於

瑞士對於機械錶芯出口有限制，當時只有美國能夠從瑞士輸入機械錶芯。部分

本地錶商於是輾轉從美國買入瑞士錶芯進行裝配。後來，其他歐洲鐘錶大國如

法國及德國亦開始對港輸出機械錶芯，更多錶商開始投入成錶製造，為香港鐘

錶業的雛形。

到了五十年代後期，外資錶廠進入香港發展，除了帶來資金外，還引入新技

術、新設備，同時培養出一批能掌握整套鐘錶生產技術的人才，為香港鐘錶業

日後的蓬勃發展打好基石。

1960
六十年代的香港，勞動人口充裕、工資低廉，特別適合勞工密集的工業模式。

不少外國錶廠開始於香港採購鐘錶零部件，造就鐘錶業的穩定發展。與此同

時，本地的錶帶和錶殼製造工業的基礎已經相當不錯，廠房也頗具規模，除了

增加產能外，同時也尋求質量提升。以錶帶製造為例，除了配合供應中低價的

成錶外，部分錶帶廠開始製造高級錶帶，供貨予不少著名的瑞士手錶公司。另

外，錶殼廠也因應不同買家的要求，冒起一批鋼製錶殼製造商，以質量較高為

賣點，有些甚至可以通過防水測試。

在鐘錶裝配方面，香港廠商在這個年代也逐步建立起規模。當年曾有數家瑞士

鐘錶廠在香港設立裝配生產綫，但由於後來市場改變以往以錶芯產地決定成錶

產地來源的做法，導致不少外資鐘錶裝配廠撤出香港，遷往其他東南亞地區。

香港鐘錶裝配廠商因而少了競爭對手。不少廠商利用本地生產的零部件，再搭

配外地進口的機械錶芯，製造出“香港製造”的機械手錶，以美國為主要市場，

其次是歐洲和南美洲。



值得留意的是，本地廠商在鐘錶製造方面主要以“代工生產”為主，產品設計和

開發等的核心部分由品牌持有者掌控，本地廠商只按要求生產。因此，本地廠

商在這個年代主力鐘錶零部件製造和手錶裝配，當中累積的經驗和技術，為業

界日後的發展奠定了鞏固的基礎。

1970
到了七十年代，香港鐘錶業可算是在歷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七十年代初

期，美國因為美元貶值和石油危機的影響，經濟面臨嚴重衰退和通貨膨脹。由

於港產的手錶價廉物美，吸引海外買家紛紛來港訂貨，令香港中、低價手錶的

出口量節節上升。１９７４年，香港表廠成功製造出第一隻ＬＥＤ電子跳字

錶。翌年，香港的ＬＥＤ電子跳字錶總出口達二十五萬隻。可是，由於ＬＥＤ

顯示技術不夠成熟，導致ＬＥＤ跳字錶的品質上出現問題，此股熱潮很快就退

下來。取而代之的是ＬＣＤ跳字錶，很多表廠相繼投入ＬＣＤ跳字錶的生產。

到了七十年代後期，跳字錶佔香港手錶的出口總數的七成，香港更躍升為全球

產量第一的地區。

1980
承接七十年代的勢頭，本地鐘錶業界在八十年代初期仍然以出口電子跳字錶為

主。可是隨著消費者對手錶的要求有所改變，電子跳字錶逐漸在市場上失去優

勢。八十年代中後期，手錶不單單被視為顯示時間的工具，消費者更視之為潮

流時尚飾品的一部分，著重手錶外觀設計以突顯個人時尚品味。電子跳字錶礙

於電子顯示屏的技術限制，　其設計變化不大，影響外觀美感。市場很快對電

子跳字錶失去興趣。八十年代中期開始，電子跳字錶的出口貨值不斷下滑，電

子跳字錶廠也越來越少。



反之，傳統行針手錶因為設計限制少，變化空間很大。錶殼、錶面、錶針等地

方都成為設計師的畫板，可以自由設計，重新吸引消費者的垂青。值得一提的

是，在八十年代初期，部分本地大、中型的錶廠被瑞士錶廠指控某些產品款式

有抄襲之嫌，令港商蒙受不少損失。於是，香港表廠商會成立版權小組，透過

香港貿易發展局和瑞士鐘錶商會作調解，平息這場版權風波。隨後，為了保護

本地鐘錶設計版權和設計人的權益，香港表廠商會成立「鐘錶設計版權儲存中

心」，存放會員的設計圖樣。香港表廠商會為推動本地設計，更舉辦鐘錶設計比

賽。這些舉措都間接鼓勵本地廠商開發本土設計，由“代工生產”邁向“設計加

工”的時代。

到了八十年代後期，隨著內地改革開放，政局漸趨穩定，部分廠商為了尋求更

低廉的成本和更大的發展空間，紛紛將廠房北移，令本地鐘錶工廠數目下降。

但本地鐘錶出口依然強勁。

1990
九十年代初期，隨著香港經濟轉型，大批香港錶廠將生產綫遷往內地，享受較

低的生產成本和豐富的勞動力。因此，本地鐘錶出口值銳減。但是，由於他們

需要將鐘錶部件（如：錶芯、錶殼、錶帶錶面等）從香港輸入內地，組裝成錶後

在經由香港輸出到其它國家，令香港鐘錶轉口值大幅上升。鐘錶轉口貿易成為

香港鐘錶業界的重要支柱。儘管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導致多個亞洲國家經濟衰

退，由於當時本港鐘錶廠商的主要市場為美國和歐洲，受惠於當地經濟穩健擴

張，令香港歐美市場出口保持穩定，此場亞洲金融風暴對香港鐘錶業的打擊不

算太大。



雖然九十年代的香港鐘錶市場的狀況仍然樂觀，但廠商開始意識到市場的變

化。由八十年代開始已經有香港廠商轉移生產綫到內地，經過十多年時間，不

少內地的員工已能掌握一定的技術和工藝，並且自立門戶，成為香港廠商的競

爭對手。面對價格更低廉的競爭對手，香港廠商不能無止境地壓低產品售價來

抵抗，唯一的出路是走向高增值產品。唯有靠優秀獨特的產品設計、新穎的加

工技術、嚴謹的品質控制以及出色的市場推廣策略，港商才能提升產品的附加

值，進軍中高檔次的市場。

有見及此，香港表廠商會和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設立「香港鐘錶科技中心」，推

動香港鐘錶業界走向高科技高增值層面，利用最新技術輔助產品設計、加工生

產、品質檢測等。

2000
踏入千禧年，本地鐘錶業界，甚至整個製造業，都活在陰霾低下。2003年的一

場SARS疫症，狠狠打擊本地鐘錶業界。除了本地零售市場萎縮，不少海外買

家單方面暫停訂單；本地廠商於同年的巴塞爾鐘錶展被拒參展，令本地鐘錶商

間接損失數以十億元的生意額。疫症過後，本地廠商雖重整旗鼓，但不久後又

面對全球性的金融海嘯，導致全球經濟衰退，美國、歐洲更是海嘯的重災區。

一直以依賴歐美出口的鐘錶製造業面臨重大的困境。

幸而，SARS過後，中國內地政府放寬內地自由行政策，推動本土零售業復

甦，同時CEPA的落實促進中港兩地貿易，鼓勵中港合作，都讓業界在陰霾中

看得見曙光。隨著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人均生產總值節節上升，加上國家政策

的推動，讓中國內地成為國際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消費市場。



部分香港廠商憑藉多年來在中國內地設廠的經驗、對中國的認識和在內地建立

的脈絡，開始部署進入中國內銷市場。這批廠商擁有成熟、出色的製造技術，

亦已經成功培養出一個優秀的設計團隊和產品開發團隊，絕對有能力建立起自

己的品牌，在國內開展自己的銷售網路。

2010
踏入這個新時代，全球各地都開始從金融海嘯的不景氣中慢慢復甦。香港鐘錶

業界，憑藉其雄厚的根基，都能夠跨越一次又一次的難關，在逆境中認清自己

的不足，尋求變革，在國際市場上更進一步。





香港鐘錶品牌



簡約    時尚
SIMPLE FASHION

精工製作 全新設計 引領屬於您的時尚潮流

品牌信念

品牌歷史

高達1000米深度防水
精密的防水設計 時尚既要風雲無阻

DEPTH WATERPROOF
深度 防水

　　為了將羅爾德。阿蒙森(Roald，Amundsen)果斷，堅決認真，扎
實的人生態度及勇於探險的精神流傳下去，1998年Amundsen品牌創
世人憑藉著極地探險的大無畏精神，及勇於面對困難的勇氣，跨越難
點獲得最後成功的智慧，發揮精湛工藝和紮實技術，以創新的設計充
分灌注在其腕錶細節上。嚴謹認真，精工細緻，優雅中帶著時尚，運
動中透出休閒自在，Amundsen腕錶總是令人不禁投以注目。

　　勇於創新，堅持嚴謹，為成功而做好準備是其人生持久不變的信
念和態度！
　　雅萬信手錶誕生於1998年，以其卓越的質量和時尚的外觀，備受
海外市場歡迎。故此，深圳市亞馬孫河貿易有限公司把這年輕但充滿
卓越質量又富歐洲風格的品牌帶進國內市場，讓它在國內市場憑藉堅
持創新，追求卓越質量為上的品牌風格，繼續大放異彩。

大膽六針設計
HOLLOW OUT DESIGN

一表多用，日曆，秒針記時，讓您在
享受時尚的同時，享受娛樂

   A multi-purpose, calendar, the second time, 
let you inEnjoy the same time while enjoying the 

 entertainment

專業“潛水家”
1000M DEPTH DIVE TABLE 系列

2015年5月雅萬信情侶手錶成為世紀佳緣中國戰略合作夥伴

2015年市場活動：

電話：0755-22957326    QQ：210098553合作加盟：

微信 官網 淘寶旗艦店

雅萬信 Search

成功是給一切有準備就緒之人

型　號：B39
機　芯：進口機械機芯
物　料：錶殼精鋼
　　　　錶帶真皮
防水度：50米

型　號：928
機　芯：進口石英機芯
物　料：錶殼316L純正不銹鋼錶殼
　　　　高質量之矽膠錶帶
防水度：50米

型　號：429
機　芯：進口石英機芯
物　料：不鋼錶殼
　　　　真皮錶帶
防水度：50米

型　號：B04
機　芯：進口石英機芯
物　料：精鋼錶殼
　　　　精鋼錶帶
防水度：50米

型　號：A32
機　芯：進口石英機芯
物　料：不銹鋼錶殼
　　　　真皮錶帶
防水度：50米

型　號：B60
機　芯：進口自動機芯
物　料：不鋼錶殼
　　　　不銹鋼錶帶
防水度：50米

Success is for everything is 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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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you inEnjoy the same time while enjoying the 

 entertainment

專業“潛水家”
1000M DEPTH DIVE TABLE 系列

2015年5月雅萬信情侶手錶成為世紀佳緣中國戰略合作夥伴

2015年市場活動：

電話：0755-22957326    QQ：210098553合作加盟：

微信 官網 淘寶旗艦店

雅萬信 Search

成功是給一切有準備就緒之人

型　號：B39
機　芯：進口機械機芯
物　料：錶殼精鋼
　　　　錶帶真皮
防水度：50米

型　號：928
機　芯：進口石英機芯
物　料：錶殼316L純正不銹鋼錶殼
　　　　高質量之矽膠錶帶
防水度：50米

型　號：429
機　芯：進口石英機芯
物　料：不鋼錶殼
　　　　真皮錶帶
防水度：50米

型　號：B04
機　芯：進口石英機芯
物　料：精鋼錶殼
　　　　精鋼錶帶
防水度：50米

型　號：A32
機　芯：進口石英機芯
物　料：不銹鋼錶殼
　　　　真皮錶帶
防水度：50米

型　號：B60
機　芯：進口自動機芯
物　料：不鋼錶殼
　　　　不銹鋼錶帶
防水度：50米

Success is for everything is 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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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美, 嬴定一生!” 「情美表」英文為 「J.WIN」代表著 “精彩” + “時尚領導者”。
情美表不僅外表獨具特色，設計風格也極為出眾。高雅時尚、神秘誘惑的風格，吸引著越
來越多的消費者。

品牌個性
把握時尚脈搏、引領時尚潮流。
無論是熱情奔放，或是恬靜如水、「情美表」總
是在不經意間、觸動你的心弦。
隨著品牌的成長，「情美表」力求讓每一款產品
成為情美的配飾、成為消費者的 “心頭好”。

品牌信念
源於動感都市的設計靈感，融入最新流行時尚
脈動。
對時計概念的經典演釋， 「情美表」不僅傾注於
款式的千姿百態及色彩絢麗豐富、更體現在品
牌製作過程中所蘊涵的高科技鐘錶工藝成果，
以及其非凡藝術想像力。
時尚與潮流，典雅與端莊，「情美表」的設計
理念，總是善於在矛盾的對立面中得到完美結
合，成就最佳經典配飾。



品牌歷史
富源集團早在1992年創立之初，就立足於將打造品牌形象，創立產品優良的口碑。認識到消費者早已不再滿足
於手錶的簡單時計功能，富源集團獨具慧眼，率先創立以時尚女性為主要客群的 「情美表」。
歷經20餘年的辛勤耕耘，厚積薄發，形成了今日獨具特色、璀璨耀眼的 「情美表」。

型 號：JS5013M-03
機 芯：石英機芯
物 料：ALLOY
防水度：3ATM

型 號：JS2015L-03
機 芯：石英機芯
物 料：ALLOY
防水度：3ATM

型 號：JS5039M-02
機 芯：石英機芯
物 料：ALLOY
防水度：3ATM

型 號：JS2021M-02
機 芯：石英機芯
物 料：ALLOY
防水度：3ATM

型 號：JS2008L-03
機 芯：石英機芯
物 料：ALLOY
防水度：3ATM

型 號：JS2016M-01
機 芯：石英機芯
物 料：ALLOY
防水度：3ATM

25



在手錶誕生後4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曾經湧現了無數光彩奪目、經典名貴的大品牌 。有高貴的、典雅的、時
尚的...令消費者愛不釋手，不管價錢多麼昂貴，都以擁有這些品牌的手錶為榮，更是許多愛好者作為投資、保
值、升值的項目之一。
十年前，一個嶄新的品牌“Litwanner"（利永納）誕生於鐘錶王國之稱的瑞士，並被隆重介紹到了擁有龐大消費
潛力的中國 ！他承傳了瑞士手錶製造的精湛傳統工藝，結合現代先進的生產技術，以“時尚、精緻、品味”的
設計風格和中西結合的理念，注入了中國文化的精髓，冠予一個國人喜歡而又吉利的中國化名字：“利永納”寓
意佩戴該品牌手錶的人都會“名利”雙收，“好運”連連...與此同時，它採用了高質的原料，經過數十道甚至上
百道精密的生產工序和嚴格的 QC檢測，推出了多個不同主題而又經典的系列產品，為中國年輕的消費者提供
了一個 全新的選擇！

品牌文化

萬華電子始終堅持“科技”、“時尚”、“精緻”的 產品設計理念，以“打造多功能腕表行業第一品牌 ”為奮鬥目標，
經過多年努力，萬華電子已經在國內建立起良好的信譽和品牌知名度 。
公司主要品牌商標超盤 Powerdisk已在中國 、美國、歐盟、瑞士、德國、香港、臺灣 等國家和地區成功註冊。

GPS監護手錶
型號：MP2036

先後獲得了2005新絲路模特大賽唯一指定MP3手錶、“神舟六號指定計時和搭載品牌”、“德國漢諾ICT精品發
明獎”、深圳的驕傲—2005年時尚金牌榜—時尚新銳品牌、“AAA級中國品質信用企業”、“中華名特優產品批
定供貨單位”、首屆中國禮品大賽”最佳技術應用獎“、廣東省民營科技企業等諸多榮譽，這無疑是對萬華電子
及Powerdisk品牌最有力的肯定。



型 號：MP13006
機 芯：2115
物 料：不銹鋼
防水度：5ATM

型 號：S8316
機 芯：機械機芯
物 料：不銹鋼
防水度：5ATM

型 號：MP13001
機 芯：VX32
物 料：不銹鋼
防水度：5ATM

型 號：MP8319
機 芯：機械機芯
物 料：不銹鋼
防水度：5ATM

型 號：MP13003
機 芯：FS00
物 料：不銹鋼
    Solid Steel Strap &
    Calf leather Strap
防水度：5ATM

型 號：MP8318
機 芯：機械機芯
物 料：不銹鋼
防水度：5A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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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19 開始，品牌一直堅持每一隻手錶都在瑞士設計及生產。牌蕾菲亞中三個系列分別是 Bienne 
1919 瑞士比爾，Carré 和 La Fille。瑞士比爾高貴典雅，流露 Bienn 本土味道。Carré 方形手錶襯托
出女士斯文及優雅的韻味。 La Fille 小女孩系列，年輕新一代富有無窮的活力。

品牌歷史 HISTORY

這一切開始於1919年，兩個主手錶製
造商Marc Viatte 和Raoul Guenin結
合知識，勇氣，堅韌和創造在近100
年來，公司已建立了一個範圍廣泛的
高品質的手錶，已在鐘錶和珠寶行業
給予了很高的聲譽。我們感謝您的信
任和忠誠。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支
持，直到今天，我們將永遠保持這種
精神。我們堅決面向未來，繼續提供
高質量的產品，前衛和質量，把信心
呈現給越來越多在世界不同的角落的
新客戶。

It all began in 1919, two master 

watch makers Marc Viatte and Raoul 

Guenin combined their knowledge, 

courage, tenacity and created

"NIVIA - FABRIQUE D’HORLOGERIE 

SA." in Bienne, Switzerland.

In almost 100 years, the company 

had created a wide range of high 

quality time pieces, which have 

granted a high reputation in the 

watch and jewelries industry. It is not 

my wish to write this letter in order 

to recommend the brand. However, 

we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all 

dear customers of your confidence 

and loyalty. We never forget if not 

because of your collaboration and 

inspirations, we always succeed to 

survive in the industry until today 

and we will always remind ourselves 

of this spirit.

In our parts, we resolutely toward 

the future and continue to offer high 

grade product, avant garde and with 

the quality that we are confident to 

present to more and more new 

customers in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Car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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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納利有限公司成立於1981年, 是一家集鐘錶原設計,原生產和原品牌的企業。客戶遍及全球，主要為歐洲，澳洲及中東市場供應
高品質時尚腕錶。產品多年來深受批發商及零售商歡迎並支持銷售，以致公司能持續發展及進步。

品牌信念

POCALLA堅持對產品質素的追求，於設計，開
發，採購及裝配等環節採用嚴格的監控程序，
並以先進科學儀器檢測品質。

POCALLA以高質素用料如316L精鋼質料，真皮
錶帶，加上講究，獨特時代設計，配以精緻工
藝技術，目標只為顧客提供優質產品及服務。

品牌歷史

百多年前，POCALLA曾經是瑞士鐘表品牌，因
時代變遷及戰亂，被遺忘了一段時期。本公司
創辦人因結識了瑞士獨立鐘錶商人Mr. Muller
而認識此品牌，繼而引進”POCALLA”，把
她重新包裝及活化。POCALLA 在港沿用至今
30年，期間不斷發展及改良。

 

造錶技術

POCALLA手錶主要採用日本的精準機芯，　
錶殼及錶帶為全不銹鋼物料，防水性能由
3ATM至10ATM。在設計方面不斷引進新
的思維和技術，務使產品精益求精。

品牌個性

POCALLA 手錶以時尚設計為中心，佩戴者往往展
現出穩重，優雅，簡約成功的個性，內外完美性
格盡現。

男裝系列以線條繁簡鮮明設計，多突顯剛柔並重
風格，既經典又時尚。

女裝系列以新穎潮流為設計風格，加以水晶配合
，或貝殼錶盤結合，顯現出優美典雅的個性。

手錶系列

POCALLA設計以最優質的物料，配合獨特
的設計為佩戴人士創造出一隻時尚優質有
個性，可依賴的計時腕錶。

男裝AVANTRONIC腕錶系列

         採用硬朗而簡約線條設計，備有黑色
及鋼色錶殼設計，配搭不同顏色的計時錶
盤，配襯全不銹鋼錶帶或膠帶，具備50米
至100米防水功能。散發出典雅獨特氣色，
搶眼出眾。

女裝GLAMTRONIC系列

         時尚誘人設計以不銹鋼錶殼或配以閃
耀的水晶石圈外殼，或配以簡約高質的貝
殼錶盤，耀眼奪目。讓您可以在任何場合
佩戴，明艷照人，更添魅力，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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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士系列

8902GS

日本石英機芯

不銹鋼錶殼

5 ATM

型號:

系列:

機芯:

物料:

防水度:

8527GS

日本石英機芯

不銹鋼錶殼

5 ATM

型號:

系列:

機芯:

物料:

防水度:

8498GS

日本石英機芯

不銹鋼錶殼

5 ATM

型號:

系列:

機芯:

物料:

防水度:

8728GS

日本石英機芯

不銹鋼錶殼

5 ATM

型號:

系列:

機芯:

物料:

防水度:

8935GS

日本石英機芯

不銹鋼錶殼

5 ATM

型號:

系列:

機芯:

物料:

防水度:

8792GS

日本石英機芯

不銹鋼錶殼

5 ATM

型號:

系列:

機芯:

物料:

防水度:

女士系列

8750LS

日本石英機芯

不銹鋼錶殼

5 ATM

型號:

系列:

機芯:

物料:

防水度:

8653LS

日本石英機芯

不銹鋼錶殼

5 ATM

型號:

系列:

機芯:

物料:

防水度:

8624LS

日本石英機芯

不銹鋼錶殼

5 ATM

型號:

系列:

機芯:

物料:

防水度:

8739LS

日本石英機芯

不銹鋼錶殼

5 ATM

型號:

系列:

機芯:

物料:

防水度:

8740LS

日本石英機芯

不銹鋼錶殼

5 ATM

型號:

系列:

機芯:

物料:

防水度:

8920LS

日本石英機芯

不銹鋼錶殼

5 ATM

型號:

系列:

機芯:

物料:

防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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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50LS

日本石英機芯

不銹鋼錶殼

5 ATM

型號:

系列:

機芯:

物料:

防水度:

8653LS

日本石英機芯

不銹鋼錶殼

5 ATM

型號:

系列:

機芯:

物料:

防水度:

8624LS

日本石英機芯

不銹鋼錶殼

5 ATM

型號:

系列:

機芯:

物料:

防水度:

8739LS

日本石英機芯

不銹鋼錶殼

5 ATM

型號:

系列:

機芯:

物料:

防水度:

8740LS

日本石英機芯

不銹鋼錶殼

5 ATM

型號:

系列:

機芯:

物料:

防水度:

8920LS

日本石英機芯

不銹鋼錶殼

5 ATM

型號:

系列:

機芯:

物料:

防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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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80年代，山城牌手錶名噪一時，它與中國各大名表齊名，是國內最緊俏的商品之一。

重慶市政府與香港錶廠商會在香港簽訂“渝港鐘錶計時及精密加工產業項目合作協議”。根據
協議，香港精密鐘錶廠有限公司在渝註冊成立了重慶市鐘錶有限公司，投資7億元建設“鐘錶
城”，推出的第一款產品，就是備受各方關注的“山城”牌手錶。

2014年，山城表成立50週年，山城表載譽歸來。作為國內頂級手錶老牌，山城分別推出三個
系列：國際、尚雅和傳承。

品牌歷史

"山城手錶，家喻戶曉" 這句廣告詞，
很多老重慶人都不陌生。如今，停產17
年之後，名噪一時的山城手錶又重出江
湖—— 2014年4月16日上午，中國西
部（重慶）鐘錶計時及精密加工產業園
開園及山城牌手錶發布會在墊江舉行，
重新歸來的山城牌手錶首次亮相。

前世：

曾名噪一時與海鷗牌、上海牌手錶齊
名。重慶鐘錶始於1963年，由重慶樂器
廠更名為重慶鐘錶廠後，開始生產鬧鐘
。1970年，重慶鐘錶廠第一批造出的6
只“SHANCHENG”牌手錶，轟動全城。

1979年開始，國家先後在重慶鐘錶廠進
行了四項改革試點（包括以稅代利、擴
大企業自主權，組建企業型公司，跨地
區橫向經濟聯合）。這四項改革將山城
手錶的鐘錶製造推向了鼎盛。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山城手錶進入鼎盛
時期，年利稅達到5000萬元，成為重慶
最大的利稅企業。當時，山城手錶名噪
一時，與上海牌、海鷗牌手錶齊名，都
是國內最緊俏的商品之一，在四川的市
場份額占到80%以上。到90年代，累計
產表1000萬隻，累計實現利稅4億多元。

據前重慶鐘錶公司總經辦秘書的馬少弟
稱，山城手錶最輝煌時，不少人到廠裡
開後門拿票，“那時，男人如果能弄到
一塊山城手錶，可以在女孩面前掙足面
子。 ”然而，從1997年全面停產時，
直到2013年重出江湖。

品牌系列

國際系列盡顯山城風華，成熟穩重的錶
款特質，響遍全球的瑞士機芯，品位優
雅且尊貴不凡。

尚雅系列優雅時尚的風範，襯托出商務
人士不凡的氣質，絕對是身份的象徵。

傳承系列傳統高雅的設計，穩重大氣  的
特質，代代傳承。

國際系列
山城風華 響遍全球

尚雅系列
優雅時尚 身份象徵

傳承系列
美好回憶 代代相傳



上世紀80年代，山城牌手錶名噪一時，它與中國各大名表齊名，是國內最緊俏的商品之一。

重慶市政府與香港錶廠商會在香港簽訂“渝港鐘錶計時及精密加工產業項目合作協議”。根據
協議，香港精密鐘錶廠有限公司在渝註冊成立了重慶市鐘錶有限公司，投資7億元建設“鐘錶
城”，推出的第一款產品，就是備受各方關注的“山城”牌手錶。

2014年，山城表成立50週年，山城表載譽歸來。作為國內頂級手錶老牌，山城分別推出三個
系列：國際、尚雅和傳承。

品牌歷史

"山城手錶，家喻戶曉" 這句廣告詞，
很多老重慶人都不陌生。如今，停產17
年之後，名噪一時的山城手錶又重出江
湖—— 2014年4月16日上午，中國西
部（重慶）鐘錶計時及精密加工產業園
開園及山城牌手錶發布會在墊江舉行，
重新歸來的山城牌手錶首次亮相。

前世：

曾名噪一時與海鷗牌、上海牌手錶齊
名。重慶鐘錶始於1963年，由重慶樂器
廠更名為重慶鐘錶廠後，開始生產鬧鐘
。1970年，重慶鐘錶廠第一批造出的6
只“SHANCHENG”牌手錶，轟動全城。

1979年開始，國家先後在重慶鐘錶廠進
行了四項改革試點（包括以稅代利、擴
大企業自主權，組建企業型公司，跨地
區橫向經濟聯合）。這四項改革將山城
手錶的鐘錶製造推向了鼎盛。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山城手錶進入鼎盛
時期，年利稅達到5000萬元，成為重慶
最大的利稅企業。當時，山城手錶名噪
一時，與上海牌、海鷗牌手錶齊名，都
是國內最緊俏的商品之一，在四川的市
場份額占到80%以上。到90年代，累計
產表1000萬隻，累計實現利稅4億多元。

據前重慶鐘錶公司總經辦秘書的馬少弟
稱，山城手錶最輝煌時，不少人到廠裡
開後門拿票，“那時，男人如果能弄到
一塊山城手錶，可以在女孩面前掙足面
子。 ”然而，從1997年全面停產時，
直到2013年重出江湖。

品牌系列

國際系列盡顯山城風華，成熟穩重的錶
款特質，響遍全球的瑞士機芯，品位優
雅且尊貴不凡。

尚雅系列優雅時尚的風範，襯托出商務
人士不凡的氣質，絕對是身份的象徵。

傳承系列傳統高雅的設計，穩重大氣  的
特質，代代傳承。

國際系列
山城風華 響遍全球

尚雅系列
優雅時尚 身份象徵

傳承系列
美好回憶 代代相傳

37



Temporis腕錶設計一向以時尚創意及個性的年青一群為依歸，並為配合品牌的青春閃耀
的活力形象。

品牌信念
Temporis（天普時）結合獨特時尚的腕錶設計及
前衛的品牌形象，成功打入各地年輕人市場。
Temporis 的名字正正表達著現今年輕潮流的思
維：獨特 （Unique）、時尚（Fashionable）及
現代 （Modern）。這套思維正好與品牌理念一
脈相承，盡顯年青新一代追求時尚與個人品味
的生活態度。

Temporis腕錶除款式設計深受愛戴外，品牌對
產品質量亦一絲不苟。手錶採用高品質機芯及
配件，並結合精工裝配技術，透過不同系列舒
適體貼地展現配戴者不同的個人魅力。



品牌歷史
天普時是香港的註冊品牌，始創於
2004年，設計、裝嵌全由香港製造，
它亦是第一個獲得香港工業總會頒發香
港優質產品認証（Hong Kong Q-Mark 
Licence）的手錶品牌，由2004年起至
今，連續多年獲發此認証，因此天普時
一直致力維持高水準的品質。

圓形鍍玟瑰金色或不銹鋼錶殼，於七時
位置以由61顆施華洛世奇水晶拼砌出
色彩斑斕的楓葉。銀白色螺旋紋錶盤上
印有彩色阿拉伯數字小時刻度，並於雙
數刻度配上閃石以作點綴，份外奪目耀
眼。腕錶另備有藍/紅/白色錶帶，讓你
在夏日的造型更搶眼突出。

【Graceful Maple II 系列】
（T041）
多彩的夏日，瀰漫著知了聲，青青草地
上兩位摯友相互倚靠著，她們是兒時的
玩伴，相知相識數十年，夏日的今天是
她們的相約之期。青蔥的楓樹下她們回
憶著兒時的童趣，空氣中洋溢著愉悅的
氣息。

天普時Gra  ceful Maple II系列，再次加
入清新的楓葉元素，記錄下友誼間的美
好時光。人在陽光下，楓葉閃爍著水晶
的光芒，那正是摯友間友誼與愛的展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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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號： T043LB01
機 芯： 日本石英機芯
物 料： 不銹鋼錶殼，不銹鋼錶帶，

銀白色錶盤，水晶錶鏡
防水度： 50米

型 號： T042LB01
機 芯： 日本多功能石英機芯
物 料： 不銹鋼錶殼，不銹鋼錶帶，

白色錶盤，水晶錶鏡
防水度： 50米

型 號： T043LB02
機 芯： 日本石英機芯
物 料： 不銹鋼錶殼，不銹鋼錶帶，

黑色錶盤，水晶錶鏡
防水度： 50米

型 號： T042LB02
機 芯： 日本多功能石英機芯
物 料： 鍍黑錶殼，鍍黑錶帶，

黑色錶盤，水晶錶鏡
防水度： 50米

型 號： T043LB03
機 芯： 日本石英機芯
物 料： 鍍玫瑰金錶殼，鍍玫瑰金錶帶，

銀白色錶盤，水晶錶鏡
防水度： 50米

型 號： T042LB03
機 芯： 日本多功能石英機芯
物 料： 鍍玫瑰金錶殼，鍍玫瑰金錶帶，

白色錶盤，水晶錶鏡
防水度： 50米



型 號： T042LB04
機 芯： 日本多功能石英機芯
物 料： 鍍玫瑰金錶殼，鍍玫瑰金錶帶，

紫色錶盤，水晶錶鏡
防水度： 50米

型 號： T039LB01
機 芯： 日本石英機芯
物 料： 鍍玫瑰金配白色陶瓷錶殼，
 鍍玫瑰金配白色陶瓷錶帶，
 銀色配月相錶盤，水晶錶鏡
防水度： 50米

型 號： T038LB01
機 芯： 日本自動機芯
物 料： 鍍玫瑰金配白色陶瓷錶殼，

鍍玫瑰金配白色陶瓷錶帶，
鏤空錶盤，水晶錶鏡

防水度： 50米

型 號： T039LB02
機 芯： 日本石英機芯
物 料： 鍍黑配白色陶瓷錶殼，
 鍍黑配白色陶瓷錶帶，
 銀色配月相錶盤，水晶錶鏡
防水度： 50米

型 號： T038LB02
機 芯： 日本自動機芯
物 料： 鍍黑配白色陶瓷錶殼，

鍍黑配白色陶瓷錶帶，
鏤空錶盤，水晶錶鏡

防水度： 50米

型 號： T039LB03
機 芯： 日本石英機芯
物 料： 鍍黑配白色陶瓷錶殼，
 鍍黑配白色陶瓷錶帶，
 黑色配月相錶盤，水晶錶鏡
防水度： 5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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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號： 7596L-07
機 芯： 2035
物 料： Steel
防水度： 3ATM

型 號： 7612L-03
機 芯： Y121E3
物 料： Steel
防水度： 3ATM

型 號： 7497L-02
機 芯： 6P25
物 料： Steel
防水度： 5ATM

型 號： 7440G-07
機 芯： 2115
物 料： Steel
防水度： 3ATM

型 號： 7511G-04
機 芯： 2035
物 料： Steel
防水度： 5ATM

型 號： 7457G-01
機 芯： 82S7
物 料： Steel
防水度： 5A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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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利士Willis錶源於瑞士，堅持製錶工藝集合傳統優雅，以動感為設計靈魂，
展示“美”“時尚”“浪漫”及“功能”於一身。

品牌個性
黑色的外觀予人一種神秘感，流露高雅脫俗的感覺；
加上錶殼上菱格紋及錶面月彎片上的魚鱗紋精細雕
刻，造型更為巧緻。精準的日本計時，50米防水功
能，配合硅橡膠帶，突顯運動型的個性。
神秘與動感，是一枚專為活力充沛，性格豪邁的人
士而設。偉利士Willis錶為一班活力、有獨立個性，
而又喜歡尋求信實的一群，提供一個全新的形象。



偉利士 WILLIS 品牌分為五大系列：
＊登峰系列
＊尊匠系列
＊名爵系列
＊浪情系列
＊炫酷系列

登峰 — 駝飛輪，通花透視機械芯，
玲瓏動感，經典中透出新穎

尊匠 — 睿智時尚，演譯經典
名爵 — 卓爾不凡，特顯高貴
浪情 — 浪漫溫馨，愛的表現
炫酷 — 運動中顯出魅力

手錶系列

登峰系列
型 號：S0087
機 芯：DG8001
物 料：316L精鋼
防水度：50M防水

炫酷系列
型 號：S9023
機 芯：OS20
物 料：316L精鋼配橡膠帶
防水度：100M防水

炫酷系列
型 號：S9033
機 芯：OS20
物 料：316L精鋼配硅橡膠帶
防水度：100M防水

尊匠系列
型 號：S9125
機 芯：GP52
物 料：316L精鋼配真皮皮帶
防水度：50M防水

名爵系列
型 號：S9129
機 芯：OS10
物 料：316L精鋼
防水度：100M防水

浪情系列
型 號：S9211G & L
機 芯：NH36 / 2005
物 料：316L精鋼
防水度：100M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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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THE BRAND

品牌理念是為手錶全方位注入時尚活力

的元素,  打破舊有沉悶的框架和千遍一

律的設計,  讓手錶可以比服裝更能夠突

顯個人風格和品味.  發展初期業務是主

要協助美國潮流手錶品牌設計, 開發及

生產不同的款式. 現時公司已佔據 了美

國  80% 以上的塑胶錶款式市場, 並在

持續增長中.                 

由於市場反應非常正面, 在2013 年, 公

司決定發展自家銷售渠道 , 並在全球最

大銷費品市場,中國啟航. YOUNGS 這

次的使命是要讓新世代銷費者找到能夠

真正表達個人品味的手錶, 做到 “我就

是品牌”, 並敢於嘗試不同風格, 突破界

限, 讓生活充滿驚喜.  品牌計劃在未來 5

年內全球開設超過100個銷售點. 

品牌系列 COLLECTION

惟一系列
異國的邂逅- 浪漫的偶遇，互相認定對
方就是唯一，然後一同渡過夢一般的旅
程。

無極限計劃

美式滑板風，年青人踏著滑板在都市的

街道上穿插，戴著一份自由自在的心去

挑戰一切障礙。

挑戰者系列

系列代表著一群喜歡在車上追求不同感

覺的人，不管喜歡的是速度，奢華，還

是操控感，都代表著他們的個人風格。

我們希望把這個感覺延續到手錶上，讓

他們每分每秒都能展現出這種風格。

航海系列
海上的私人假期- 忙碌的工作後開著遊
艇逃到無邊的海洋，找尋一個完全屬於
自己的空間。

YOUNGS 瑛格時成立於1999年, 品牌代表著現代人充滿活力和時尚的生活主義, 每個人在不同的階
段會喜歡不同的風格和生活方式。不管是現在的, 還是一直嚮往的, 我們的產品都希望能戴出不同的
風格, 成為現代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份。



品牌 THE BRAND

品牌理念是為手錶全方位注入時尚活力

的元素,  打破舊有沉悶的框架和千遍一

律的設計,  讓手錶可以比服裝更能夠突

顯個人風格和品味.  發展初期業務是主

要協助美國潮流手錶品牌設計, 開發及

生產不同的款式. 現時公司已佔據 了美

國  80% 以上的塑胶錶款式市場, 並在

持續增長中.                 

由於市場反應非常正面, 在2013 年, 公

司決定發展自家銷售渠道 , 並在全球最

大銷費品市場,中國啟航. YOUNGS 這

次的使命是要讓新世代銷費者找到能夠

真正表達個人品味的手錶, 做到 “我就

是品牌”, 並敢於嘗試不同風格, 突破界

限, 讓生活充滿驚喜.  品牌計劃在未來 5

年內全球開設超過100個銷售點. 

品牌系列 COLLECTION

惟一系列
異國的邂逅- 浪漫的偶遇，互相認定對
方就是唯一，然後一同渡過夢一般的旅
程。

無極限計劃

美式滑板風，年青人踏著滑板在都市的

街道上穿插，戴著一份自由自在的心去

挑戰一切障礙。

挑戰者系列

系列代表著一群喜歡在車上追求不同感

覺的人，不管喜歡的是速度，奢華，還

是操控感，都代表著他們的個人風格。

我們希望把這個感覺延續到手錶上，讓

他們每分每秒都能展現出這種風格。

航海系列
海上的私人假期- 忙碌的工作後開著遊
艇逃到無邊的海洋，找尋一個完全屬於
自己的空間。

YOUNGS 瑛格時成立於1999年, 品牌代表著現代人充滿活力和時尚的生活主義, 每個人在不同的階
段會喜歡不同的風格和生活方式。不管是現在的, 還是一直嚮往的, 我們的產品都希望能戴出不同的
風格, 成為現代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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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潛系列 SP2826A(BK)
精密的結構，締造出2 Can專業腕錶系列，2015年推出的「深
潛系列2 Deep Drive」。
2 Can「2 Deep Drive 系列」手錶能潛水至1000米並配上瑞士
超級夜光，採用日本自動機芯及精細的機械手錶組裝技術，配
上礦化玻璃及激光技術雕刻，選用與錶面顏色一致的藍色矽膠
帶，其錶底蓋雕刻上「龍」的圖案，令產品更具傲然霸氣。

ANPASSA, a brand watch solely created and designed 
in Hong Kong, takes the name from the Swedish word 
for“custom-made”and“adjusted”tactfully implying 
at the concept of the brand! As such, everyone will have 
a personalized watch, each displaying his or her own 
personal preferences, bring out the uniqueness of each 
watch.

ANPASSA乃香港創意腕錶品牌,源出於瑞典名詞，
有「訂製」的意思! 讓客戶均可將其個人喜好呈現
於自己的腕錶上，成為獨一無二的品味腕錶。



唯美綻放系列
CC031-0090-PK
一朵嬌羞的山茶花印刻在錶盤內，水晶代替12時點刻度顯
示，繽紛色彩無處不見。錶盤外盤繞的一圈施華洛世奇水
晶，再加上皇冠型表的，都突出女性獨特魅力。
CC032-0084-RG
柳葉形指針優美含蓄，秒針顏色也與錶盤內六朵嬌豔欲滴
的鮮花惜惜相印.金色花朵高貴典雅。時間刻度更是用上閃
耀無比的施華洛世奇水晶鑲嵌。女性的柔美、典雅、迷人
一一綻放!

Catch your time
Catch your life

CHE CHE New York 源自美國紐約高品質時尚女
性腕錶,她不僅突顯女性充滿想像力、愛心和生命
力的一面, 更是一個關於夢想、愛和尊重時尚與生
活方式的美國品牌。

捉緊時間
捉緊生活每一刻
Design & Made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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揉合意大利古藝術氣息與現代美感，一直堅持融合「藝術與
專業」的品牌理念，Louis Armolo（諾蒙特）創造出與專業
人士匹配的時尚款式。從雕塑、繪畫、建築藝術誘發的靈
感，在設計上彰顯其特色，令腕表深受專業人士鍾愛。

S4933 
全不銹鋼錶殼 / 防水深度10米 / 兩眼 Chronograph / 矽膠
錶帶 / 日本石英機芯
S4955
全不銹鋼錶殼及鋼錶帶 / 防水度20bar / 日本石英機芯

以歐洲頻繁的鐵路交通作靈感，巧妙地從鐵路網絡
縱橫中，擷取建構的平衡及美感帶到腕表上，表盤
以簡約手法表達出繁而不亂的和諧美。

祥興行計時產品有限公司是一件信譽卓著的手錶製
造商，出口各種QA手錶、自動手錶和機械手表。
所有手錶皆通過100ATM防水測試。我們提供高
品質的手錶給世界各地的客戶，並配合技術支持和
優質的服務。美國、歐洲和日本皆是我們主要的買
家。

LE Louis Ellis

型號：S4933

型號：S4955



米特萊珠寶有限公司
我們提供隕石鐘錶及錶盤

Melimoli瑞士機芯，世界專利的天然寶石DIY腕表，優雅
時尚，百變組合，隨自己的心情及服飾自由搭配，同時又
具備天然寶石的保健養生功能，是一款集時尚、趣味、功
用及保健為一體的寶石腕表。

Melimoli秉承歐洲藝術時尚，將人生哲學及品牌理
念通過優雅，精煉的線條和充滿時尚靈感的創意呈
現出來，啟發大眾對生活的思考。

Meteo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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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號: H2013
機芯: 瑞士機芯
物料: 鋼料
防水度: 3ATM

®

品牌信念

               2013創立於美國，其品牌設計概
念主要以運動、賽車為元素，Heys非常著
重手錶的性能及用途，如時間的準確性，計
時功能和防水效能等等，同時Heys採用瑞
士機芯，並用碳纖維等為設計物料，加強手
錶的耐用性能。

www.onemalltime.com

Heys:
簡約的設計、和諧的佈局、恰到好處的鋪排；
裱出一個現代大都會的潮流。
NO Monday®, 可有小許不同的腕錶品牌。

沒有星期一的日子，你會怎樣過？

MICHEL RENEE（雪雲靈）自1959年起一直致力優化製
錶工藝和設計，務求將豐富精湛的傳統工藝融合優雅瑰麗
的風格，令品牌表現出務實而富創意的作風。對典雅設計
的熱忱以至質量的不懈要求，匠心演繹，不斷推向更高境
界，秉承MICHEL RENEE的品牌理念。

精密細緻鑲嵌的腕表，在鎂光燈下交織的光與影，
正是腕表Black Agate 系列的靈感來源。時尚的都
市腕表以雋永的設計，融會非凡典雅的生活藝術，
與熱切追求獨特風格的腕表愛好者共度難忘時刻。



型號: H2013
機芯: 瑞士機芯
物料: 鋼料
防水度: 3ATM

®

品牌信念

               2013創立於美國，其品牌設計概
念主要以運動、賽車為元素，Heys非常著
重手錶的性能及用途，如時間的準確性，計
時功能和防水效能等等，同時Heys採用瑞
士機芯，並用碳纖維等為設計物料，加強手
錶的耐用性能。

www.onemalltime.com

Heys:

“23:59 Never Too Late” 23:59從不會太遲”—— 儘管
23:59是最後一分鐘的時間,都不算太遲。odm認為即使只
剩下一分鐘的時間,也是“永不太遲”繼續為達到夢想而採取
行動。

odm 創立於1999年，是一個活躍的香港潮流腕
表品牌 品牌名稱代表著我們的創作理解："Inno-
trendy”創意科技時尚是odm品牌的設計理念。

o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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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將人生每個珍貴回憶永記在心，QUE Key Watch 項鍊
時計，讓每一件滿載回憶的珍品以鑽石鑲嵌的 Key Watch 
保存在 QUE 首飾箱內。

新世代女性，既追求時尚與浪漫，同樣追尋獨特的
個性美。
QUE（嬌姸）的創新設計，揉合珠寶的高雅格調，
賦與天馬行空的創意，以時尚美感拼湊出創新的腕
表及配飾，顯露出現代女性一種非凡生活態度。

St. Alexander（亞歷帝）深受18世紀西歐浪漫主義的薰陶，
以強烈的情感作為美學經驗的來源。品牌不但以超凡革新
創意及卓越的工藝設計出無可媲美的藝術精品，而且不斷
推陳出新，體現其製錶哲學以及浪漫文學裡頌揚英雄的詩
賦風格。

18世紀浪漫主義畫家 John Constable畫作，利用
刮刀直接填鋪色塊的創新技法，表達出大自然閃爍
光芒。亞歷帝以革新創意，彰顯其獨特氣質，婉約
韻致。



Swisstech provides one stop solution from design, 
production to after-sale service on watch products.
With our movement producing speciality, we help our 
customer to create unique and competitive watch products, 
especially using our in-house swiss made automatic 
calibers.

億科為客戶提供鐘錶產品的一站式服務，從設計、
生產到售後服務。本著機芯生產的專業背景，億科
能有效地為客戶提供獨特而具競爭力的鐘錶產品，
尤其是配合我們自家生產的瑞士自動機芯。

From the flawless feel of our precision crafted bracelets 
and cases, To a range of designs and styles for every 
consumer's taste.
We present to you Swistar watches, Using the finest 
materials and superior workmanship, Swistar watches are 
designed with wearer comfort.

從精密製作、無瑕觸感的錶殼和錶帶，到配合消費
者的品味，以至一系列設計和風格。
我們為您呈獻Swistar手錶，使用最優質的材料和
高超的工藝，Swistar手錶都著重佩戴者的舒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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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optimize the needs of every human life by owned 
patent invention technologies with innovative and stylish 
design of intelligent products, integrate with the smart 
technologies to create a comfortable and prefect living 
space.

以自家專利發明技術, 配合創新及時尚設計，應用
於智能產品上，優化人類生活上各樣需求。融合智
能科技，締造舒適及完美的生活空間。

Smart • Technology • Stylish

配合軍事科技發展，United Army（聯合軍團）從現代軍事理念
出發，融入嶄新技術元素應用在腕表上。打造出一系列獨特設
計的複雜腕表。推動品牌不斷求突破，臻達致每位專業軍事人
員期望擁有腕表的一份榮譽。
軍事文化的嚴謹執著，結合高科技的重要元素，打造出結構複
雜的多層式表殼，配合利落線條，令腕表更感紮實豪邁。



時令錶業有限公司, 創立於1994年的鐘錶設計及製造商。
一向以客人為本, 並重視腕錶的外形設計與品質。

以流行時尚的款式, 顏色, 物料作為主流。
以精湛製錶技術生產不同類型的時款腕錶及多功能
運動電子錶。
其下品牌“X360”將不斷推出創先設計及研發新科
技系列的時尚腕錶。

MODEL NO. CK1982G/ CK1983G/ CK1985G
MOVEMENT JAPANESE MIYOTA
MATERIAL CARBON REINFORCED RESIN ON SILICONE
WATER RESISTANCE 10ATM

MODEL NO. CS1912G
MOVEMENT JAPANESE MIYOTA
MATERIAL STAINLESS STEEL ON CANVAS/ SUEDE/ LEATHER
WATER RESISTANCE 10A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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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AN Limited
度格國際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新蒲崗大有街36號
   華興工業大廈5樓E座
電話：+852 2328 5668
傳真：+852 2329 7838
網頁：www.2can.de.com
電郵：info@2can.de.com
品牌名稱：2 CAN

Best Power (HK) Enterprises Ltd
嘉豐(香港)企業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觀塘巧明道109號
   榮昌工業大廈11樓E室
電話：+852 2111 5082
傳真：+852 3101 0019
網頁：www.bestpower.hk
電郵：ivy.tong@bestpowerhk.com.hk,
   daniel.tsai@bestpowerhk.com.hk
品牌名稱：Che Che New York

AIMABLE INTERNATIONAL LIMITED
藝美國際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新界葵涌大連排道21-33號
   宏達工業中心11樓1111室
電話：+852 2318 0419
傳真：+852 2756 5536
網頁：www.swistarwatches.com
電郵：-
品牌名稱：SWISTAR

Catch design
地址：香港九龍新蒲崗大有街25-27號
   中興工業大廈D座2/F 5室
電話：+852 3568 9382
傳真：+852 3568 9372
網頁：www.catch-designhk.com
電郵：yan@catch-designhk.com
品牌名稱：CATCH

ANPASSA Watch Company
地址：香港九龍觀塘成業街19-21號
   成業工業大廈2樓3室
電話：+852 2304 1098
傳真：-
網頁：www.anpassawatch.com
電郵：info@anpassawatch.com
品牌名稱：ANPASSA

CHH Time Products Mfy. Ltd.
祥興行計時產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新界葵涌葵樂街2-28號
   裕林工業中心A座A3 6字樓
電話：+852 8205 0569
傳真：+852 8205 0516
網頁：www.keytime.com.hk,
   www.stylewatch.com/chhtime
電郵：alvinyiu123@gmail.com, alvinyiu@keytime.com
品牌名稱：LE Louis Ellis

ART'S KING COMPANY LIMITED
藝城寶石企業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紅磡民樂街23號
   駿昇中心14樓B室
電話：+852 2724 5961
傳真：+852 2723 2921
網頁：www.melimoli.com.cn
電郵：artsking@artsking.com.hk
品牌名稱：Melimoli

DAMBLAT COMPANY LIMITED
地址：香港新界葵涌葵豐街53-57號
   福業大廈22樓2室
電話：+852 2419 4029
傳真：-
網頁：-
電郵：damblatime@gmail.com
品牌名稱：Michel Ren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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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H Time Products Mfy. Ltd.
祥興行計時產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新界葵涌葵樂街2-28號
   裕林工業中心A座A3 6字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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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tylewatch.com/chh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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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S KING COMPANY LIMITED
藝城寶石企業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紅磡民樂街2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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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852 2723 2921
網頁：www.melimoli.com.cn
電郵：artsking@artsking.com.hk
品牌名稱：Melimoli

DAMBLAT COMPANY LIMITED
地址：香港新界葵涌葵豐街53-57號
   福業大廈22樓2室
電話：+852 2419 4029
傳真：-
網頁：-
電郵：damblatime@gmail.com
品牌名稱：Michel Renee

Free Town Watch Products Ltd.
飛騰錶業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長裕街15號
   永明工業中心9樓
電話：+852 2744 3193
傳真：+852 2744 9219
網頁：www.temporiswatches.com
電郵：info@temporiswatches.com
品牌名稱：TEMPORIS

LATE DESIGN CO. LTD.
新興標錶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荔枝角長順街20號
   時豐中心707室
電話：+852 2396 0625
傳真：+852 3585 1651
網頁：www.nomonday.hk
電郵：kwan@latedesign.com
品牌名稱：NO Monday

Fu Yuen Watch Co., Ltd.
富源鐘錶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觀塘成業街11-13號
   華成工商中心13字樓10-11室
電話：+852 2793 2193
傳真：+852 2793 2385
網頁：www.fu-yuen.com.hk
電郵：sales@fu-yuen.com.hk
品牌名稱：ENTHRONE, J.WIN

MABELL TIME COMPANY LIMITED
地址：香港九龍尖沙嘴彌敦道36-44號
   重慶大廈D座14樓5室
電話：+852 2316 2177
傳真：-
網頁：-
電郵：mabelltime@gmail.com,
   mabelltimecoltd@gmail.com
品牌名稱：St. Alexander, United Army

Hanville Company Limited
敍資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新界葵芳葵豐街53-57號
   福業大廈22樓2201-2202室
電話：+852 2425 7338
傳真：+852 2489 0964
網頁：www.louisarmolo.com
   www.louisarmolo.it 
電郵：eddie@hanville.com.hk
品牌名稱：Louis Armolo

MeteoRight Jewellery Ltd
米特萊珠寶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紅磡民樂街21號
   富高工業中心B座8樓828室
電話：+852 2127 4490
傳真：+852 2127 4488
網頁：www.ck-crystal.com
電郵：ck.crystal@ymail.com
品牌名稱：MeteoRight

HK Precision Watch & Clock Mfg Co., Ltd.
香港精密鐘錶廠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九龍灣臨興街26號
   富洋工業中心10樓1-12室
電話：+852 3160 9988
傳真：+852 3160 9918
網頁：www.precision-hk.com.hk
電郵：-
品牌名稱：SHAN CHENG, NEMROD

Nivia International Ltd
地址：香港九龍九龍灣臨興街26號
   富洋工業中心10樓1-12室
電話：+852 3160 9922
傳真：+852 3160 9920
網頁：www.nivia.com.hk
電郵：smlai@nivia.com.hk
品牌名稱：NIVIA



Novelin Limited
研品師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香港科學園科技大道西6號
   集成電路中心3樓311B室
電話：+852 2387 6867
傳真：-
網頁：www.torinnov.com
電郵：info@torinnov.com
品牌名稱：Torinnov

Sun Tai Watch Company Limited
生泰表業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九龍灣臨興街19號
   同力工業中心A座1115室
電話：+852 2795 7907
傳真：+852 2795 7829
網頁：-
電郵：info@suntai.com
品牌名稱：AMUNDSEN

odm Ding Jun (Shenz Zhen) Trading Ltd.
歐迪姆鼎駿（深圳）貿易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區深南大道4019號
   航太大廈A座1308室
電話：+86 0755-82383768
傳真：+86 0755-82687689
網頁：http://odm-design.com.cn/
電郵：mikazeng@odm-design.com
品牌名稱：odm

SwissTech Group Limited
瑞士億科集團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新界葵涌和宜合道63號
   麗晶中心A座1813-1816室
電話：+852 3595 0822
傳真：+852 3595 0823
網頁：swisstechgroup.com
電郵：st@swisstech.com.hk
品牌名稱：SWISSTECH

Pengelly Co., Ltd.
地址：香港新界葵涌華星街2-6號
   安達工業大廈18樓A座
電話：+852 2547 8033
傳真：+852 2858 3373
網頁：www.pocalla.com.hk
電郵：pengelly@pocalla.com.hk
品牌名稱：POCALLA

Time Industrial Manufactory Limited
時計工場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新界葵涌打磚坪街58-76號
   和豐工業中心22字樓1室
電話：+852 2401 7777
傳真：+852 2401 7666
網頁：www.timeindl.com.hk
電郵：info@timeindl.com.hk
品牌名稱：TIMEIN

Sun Loon Watch Clock Factory Limited
新龍鐘錶廠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九龍灣常怡道33號
   宏力工業大廈6樓16座
電話：+852 2391 5308
傳真：+852 2374 0906
網頁：www.sunloonwatch.net
電郵：sunloon1@netvigator.com
品牌名稱：WILLIS

Trendy Power Group Limited
地址：香港新界葵涌葵昌路26-38號
   豪華工業大廈15樓B室
電話：+852 2422 8489
傳真：+852 2855 7080
網頁：www.onemalltime.com
電郵：info@onemalltime.com
品牌名稱：OneMallTime



Twenty-C Watch Manufactory Ltd
時令錶業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新界荃灣橫龍街32-40號
   興盛工業大廈3字樓C室
電話：+852 2612 2889
傳真：+852 2422 0197
網頁：-
電郵：watch@twentyc.com
品牌名稱：X360®

萬寶錶業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新界葵涌工業街2-8號
   力豐工業大廈4樓C室
電話：+852 2414 8880
傳真：+852 2415 8981
網頁：-
電郵：-
品牌名稱：Litwanner

Youngs Watch Co., Ltd.
地址：香港九龍九龍灣臨興街26號
   富洋工業中心10樓1-12室
電話：+852 3160 9999
傳真：+852 3160 9933
網頁：www.youngswatch.com.hk
電郵：mktg@youngswatch.com.hk
品牌名稱：YOUNGS

億寶錶業製品公司
地址：香港新界葵涌葵豐街53-57號
   福業大廈22樓
電話：+852 2419 4013
網頁：-
傳真：-
電郵：expowatchproducts@gmail.com
品牌名稱：QUE

Z Laboratory Ltd
時力創意工作坊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黃竹坑業興街11號
   南匯廣場A座22樓
電話：+ 852 2870 9881
傳真：+852 2873 2690
網頁：www.zlabwatch.com
電郵：sales1@zlabwatch.com
品牌名稱：Charles-Hubert, EDWIN, ZERONE

威妮華鐘錶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灣仔汕頭街28號地下
電話：+852 2528 9680
傳真：+852 2620 0250
網頁：www.Tierxda.com
電郵：tierxda@163.com
品牌名稱：TIERX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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