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夫豪森IWC萬國錶推出MERCEDES-AMG 

馬石油F1車隊官方時計

2022年5月5日，沙夫豪森／邁阿密 – 首屆邁阿密大獎賽™如箭在弦，沙夫豪森IWC萬國錶與Mercedes-AMG馬石油F1

車隊乘勢推出首枚車隊官方時計。飛行員系列計時腕錶41「Mercedes-AMG馬石油Formula One™車隊」特別版以輕巧

耐用的5級鈦金屬精心打造，黑色錶盤上的夜光物料及印刷字樣採用車隊標誌性馬石油綠色。這款計時腕錶搭載IWC萬國

錶69385型自製機芯，附有一條小牛皮錶帶和一條橡膠錶帶，可透過EasX-CHANGE®系統輕易快速更換。此腕錶只在 

iwc.com網上獨家發售。

沙夫豪森IWC萬國錶自2013年起擔任Mercedes-AMG馬

石油F1車隊的官方工程合作夥伴。隨著頂尖車手齊聚佛羅

里達州備戰首屆邁阿密大獎賽™，IWC萬國錶行政總裁克

里斯多夫．格萊恩格-海爾（Christoph Grainger-Herr）與

Mercedes-AMG馬石油F1車隊負責人兼行政總裁托托．沃

爾夫（Toto Wolff）宣布雙方最新的合作成果：IWC萬國錶在

此長期合作夥伴關係中首次為車隊開發官方時計。設計師、

空氣動力學家、賽車工程師、策略師和機械師等車隊成員均

會佩戴這款腕錶。

「高級製錶和賽車都與精準、精湛工藝和性能工程脫離

不了關係。但是人為因素──熱情、愛還有奉獻精神，

決定了優秀與卓越的區別。這個概念完美說明了我們與

Mercedes-AMG馬石油F1車隊的長期合作夥伴關係，為

了慶祝這項合作，我們在邁阿密推出全新車隊時計，」沙

夫豪森 IWC萬國錶行政總裁克里斯多夫．格萊恩格-海爾

（Christoph Grainger-Herr）說道。

Mercedes-AMG馬石油F1車隊負責人兼行政總裁托托． 
沃爾夫補充道：「我們很高興推出首枚與IWC萬國錶共同研

發的車隊官方時計。它強調了我們的團隊精神和歸屬感，也

見證我們在過去十年與IWC萬國錶建立的關係。我非常期待

這個周末在邁阿密的賽道旁看到車隊成員佩戴這枚腕錶。」

飛行員系列計時腕錶 41「M e r c e d e s - A M G馬石油

Formula One™車隊」特別版（型號IW388108）以輕盈卻

又格外堅固的5級鈦金屬製成。鈦在所有金屬中具有最高的

強度密度比，廣泛用於汽車工程，適合製造需要承受巨大

應力的汽車零件，例如引擎汽門。此外，鈦還具有高度抗腐

蝕能力。經過機器加工和噴砂處理後，表面會留下迷人的灰

色光澤。黑色錶盤的印刷字樣和夜光物料採用車隊標誌性

的綠色，展現別具一格的設計。IWC萬國錶69385型自製機

芯配備經典導柱輪設計，這枚計時機芯由231個零件組成，

可透過藍寶石玻璃底蓋一覽無遺。雙向棘爪上鏈系統提供

46小時動力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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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錶帶展現更多風貌

全新計時腕錶隨附兩條不同錶帶：一條黑色壓紋小牛皮錶

帶和一條綠色橡膠錶帶。配備EasX-CHANGE®系統，只要

按一下按鈕就能輕易快速更換錶帶，不需使用額外工具。 
不同的錶帶選擇和簡單的更換方式讓飛行員系列計時腕錶

41「Mercedes-AMG馬石油Formula One™車隊」特別版成

為全方位的多用途運動時計。

前所未有的團隊合作成果

Mercedes-AMG馬石油F1車隊從2014年至2021年賽季共奪

下八座冠軍，保持蟬聯車隊冠軍次數最多的紀錄。在賽車運

動的頂尖賽事中，沒有其他車隊能相比擬。在這些奪冠的賽

季中，車隊在160場賽事中取得111場勝利、232次登上頒獎

台、拿下118個杆位、創造81次最快圈速，以及53次包辦冠

亞軍。這些成就的背後是一支由900多名專業人員組成的

團隊，其中包括數百名優秀工程師。他們在倫敦西北部布萊

克利和布利斯沃夫的車隊技術中心設計、研發、製造、組裝

和調試路易斯．漢米爾頓（Lewis  Hamilton）和喬治．拉塞爾

（George Russell）駕駛的冠軍賽車，讓車手馳騁於世界各

地的賽道上。

為慶祝這款新作登場，車隊的兩輛W13賽車都會在車身印上

IWC萬國錶標誌，迎戰邁阿密大獎賽™。

飛行員系列計時腕錶41「Mercedes-AMG馬石油Formula 
One™車隊」特別版只在iwc.com網上獨家發售。此外，腕錶

只要註冊My IWC計劃，就能享有標準兩年國際有限保證期

額外延長六年的禮遇。

M E R C E D E S -A M G馬石油F 1車隊 

Mercedes-AMG馬石油F1車隊是Mercedes-Benz參與賽

車界最重要的賽事──國際汽車聯合會世界一級方程式™
錦標賽的工作團隊。F1在運動領域擁有無可比擬的地位，

它代表著技術與人力的艱難挑戰，結合了尖端科技和創新、

高效管理以及出類拔萃的團隊。在Mercedes-AMG馬石油

F1車隊，一群充滿熱情與毅力的專業人員齊心協力設計、

研發及製造賽車，然後交由擁有七屆世界冠軍的路易斯．

漢米爾頓（Lewis Hamilton）和新秀喬治．拉塞爾（George 
Russell）駕駛。車隊在現今這個混合動力的時代，為F1的
成功樹立新的標竿，在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 
2018年、2019年和2020年連續奪下車手及車隊世界冠軍，

以及2021年車隊冠軍。在這些奪冠的賽季中，車隊在160場
賽事中取得111場勝利、232次登上頒獎台、拿下118個杆位、

創造81次最快圈速，以及53次包辦冠亞軍。

了解更多：一年後：Mercedes-AMG馬石油F1車隊宣佈

Accelerate 25計劃取得積極進展（mercedesamgf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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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特點

機械機芯 – 小時、分鐘和秒鐘的計時功能 – 日期和星期顯示 – 小秒針附掣停功能 – 旋入式錶冠 –  
玻璃錶鏡裝配穩固，可抵受驟降氣壓而不致鬆脫 – 透明藍寶石玻璃底蓋

 

機芯

IWC萬國錶自製機芯 69385
振頻 每小時28,800次 | 4赫茲

寶石 33顆
動力儲備 46小時

上鏈 自動上鏈

 

腕錶

材質  鈦金屬錶殼、黑色錶盤、黑色指針、黑色壓紋小牛皮錶帶、綠色橡膠錶帶

錶鏡 雙面防反光凸狀藍寶石玻璃錶鏡

防水性能 10巴
直徑 41毫米

錶殼厚度 14.6毫米

飛行員系列計時腕錶41「MERCEDES-AMG 

馬石油FORMULA ONE™車隊」特別版

型號 I W 3 8 81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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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夫豪森 I WC萬國錶

1868年，美國製錶師暨企業家佛羅倫汀．阿里奧斯托．瓊斯

（Florentine Ariosto Jones）自波士頓來到瑞士沙夫豪森，

創立IWC萬國錶（International Watch Company）。他的夢

想是結合美國先進的製造方法與瑞士製錶師的傳統工藝，創

造出當時最優秀的懷錶。為此，他不僅奠定IWC萬國錶獨特

工程的基礎，更建立了在瑞士集中生產機械錶的基地。

在過去150年的歷史中，沙夫豪森IWC萬國錶以打造實用的

複雜功能舉世聞名，尤其是精巧、堅固以及易於使用的計時

和日曆機制。IWC萬國錶身為採用鈦金屬與陶瓷物料的先驅，

如今專門研究以鋁化鈦和Ceratanium®（瓷化鈦金屬）等高

級物料製造極須高度工程技術的錶殼。這家瑞士製錶商鍾情

於「形式追隨功能而非裝飾」的原則，雋永的作品體現腕錶

主人人生旅途上的夢想與抱負。

IWC萬國錶以負責任的態度採購原料，並採取實際行動將其

對環境的影響降到最低，從而打造可持續發展、歷久彌新的

時計。公司非常自豪能培訓自家未來的製錶師與工程師，並為

員工提供絕佳的工作環境。IWC萬國錶也與遍布全球的組織

合作，透過慈善工作支援兒童與青年。

下載

飛行員系列計時腕錶41「Mercedes-AMG馬石油

Formula One™車隊」特別版和邁阿密大獎賽™發

佈圖片可於press.iwc.com免費下載

詳細資訊

沙夫豪森IWC萬國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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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  press-iwc@iwc.com
網站  press.iwc.com

網絡及社交媒體

官方網站 iw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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