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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款工程師腕錶（型號666）以其簡約的三指針設計為製錶
界樹立了全新標竿，且 IWC萬國錶自1967年起亦透過型號
為866的錶款進行更進一步的研發與精進：「新系列如今
再一次以早期工程師錶款為主要藍本，並由此使整個腕錶家

族回歸自身的設計根源。除了簡約的圓形錶殼外，腕錶的特

徵還在於錶盤上覆有夜光塗層且造型醒目的指針與刻度。」

沙夫豪森 IWC萬國錶新任首席執政長克里斯多夫•格萊恩
格-海爾（ChristophGrainger-Herr）解釋道。工程師系列由
此被賦予了復古風韻，且在整體感官上更加輕盈和優雅。全

新系列兼顧不同類型，包含三款自動腕錶、四款自製機芯計

時腕錶，以及一款搭載萬年曆的複雜功能限量錶款。

工程師自動腕錶（型號 IW357001/ IW357002/ IW357003）
是一款風格簡約的三指針腕錶，日期視窗設於「3點鐘」位
置，直徑40毫米，具有三個材質款式可供選擇。其中兩個
型號的錶款搭配精鋼錶殼，以及鍍銠指針和刻度。第一款

（型號 IW357001）搭配鍍銀錶盤和黑色鱷魚皮錶帶，第二
款（型號 IW357002）搭配黑色錶盤和精鋼錶鏈。第三款
（型號 IW357003）搭配18K紅金錶殼、岩灰色錶盤、鍍金指
針與黑色鱷魚皮錶帶。

工程師計時腕錶（型號 IW380801/ IW380802/ IW380803）
由搭載雙向棘爪上鏈系統的 IWC萬國錶全新69375型自製機
芯驅動，上滿鏈後可提供46小時動力儲備。其中兩個版本選
用精鋼錶殼和錶鏈：一款搭配鍍銀錶盤和鍍金指針（型號

IW380801），另一款則搭配藍色錶盤和鍍銠指針（型號
IW380802）。精鋼錶鏈專為飛行員系列經過全新開發，不僅
擁有極佳的佩戴舒適感，而且還在錶扣中集成了微調裝置。

第三款腕錶（型號 IW380803）採用18K紅金材質，搭配岩灰
色錶盤、鍍金指針與黑色鱷魚皮錶帶。透過所有腕錶的透

明藍寶石玻璃錶底蓋，佩戴者可一覽69375型機芯的精妙
運轉。

工程師運動計時腕錶（型號 IW380901）限量500枚，由 IWC
萬國錶89361型自製機芯驅動。44毫米鈦金屬錶殼、黑色

錶盤和黑色小牛皮錶帶賦予腕錶動感又不失優雅的外觀。

「6點鐘」位置的小秒盤指針的閃電造型向佩戴者顯示出，

軟鐵內殼保護機芯免受磁場效應的負面影響。

此系列中的頂尖錶款當屬工程師萬年曆數字日期﹣月份腕錶

（型號 IW381701）。萬年曆可自動識別大小月之分，甚至可

對閏日予以考量，並能夠透過錶冠輕鬆地獲得調校。89801

型自製機芯同樣搭載計時碼錶功能。這款時計擁有直徑為

45毫米的18K紅金錶殼、鍍銀錶盤、黑色指針和黑色鱷魚皮

錶帶，限量100枚。

以古德伍德成員會議為契機

在英國南部3.8公里長的賽道上舉行了多項古董賽車和房
車比賽。一大亮點為 IWC萬國錶追蹤時刻車賽（IWC Track
Moment），沙夫豪森 IWC萬國錶新任首席執政長克里斯多
夫•格萊恩格-海爾不僅參加比賽，更駕駛於1955年所製造
的梅賽德斯300SL賽車，這同時也是工程師系列的誕生之
年。此外， IWC萬國錶還頒發了首次舉行的斯科特•布朗
（ScottBrown）車賽的獎盃，並贊助頭等獎項。這場比賽是
對英國賽車手阿奇•斯科特•布朗（ArchieScottBrown）的
致敬，這位車手曾於1950年代駕駛極富傳奇色彩的利斯特
（Lister）賽車「Knobbly」（直譯為「疙瘩」）馳騁賽場。

沙夫豪森 IWC萬國錶

瑞士製錶商沙夫豪森 IWC萬國錶專心致力於技術與研發，自

1868年以來不斷製作具有持久價值的腕錶。公司熱切追求

創新解決方案和獨創技術，在國際上已贏得廣泛讚譽。作為

專業奢華腕錶領域的世界領先品牌之一， IWC萬國錶糅合精

準無比的性能和獨一無二的設計，打造體現高級製錶藝術最

高境界的典範之作。作為一家具有環保意識和社會責任感的

公司， IWC萬國錶積極推動可持續性生產，在全球範圍內支

持兒童和青少年組織的工作，並與氣候和環境保護機構保持

著密切合作關係。

沙夫豪森，2017年3月20日——沙夫豪森 IWC萬國錶在第75屆古德伍德會員會議（Goodwood Members’ 

Meeting）上推出了經全面改造的工程師系列。這項在英國南部舉行的歷史性賽車活動為全新系列的推出提

供了絕佳舞臺，新系列腕錶的設計在極大程度上重新以1950與1960年代首批工程師系列的風格為靈感。活動

的另一大亮點即是源自1955年的梅賽德斯300 SL的亮相，這同樣是工程師系列的誕生之年。

IWC萬國錶工程師系列追根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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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伍德會員會議

此會員會議由古德伍德公路賽車俱樂部（GoodwoodRoad
RacingClub）於2014年發起。它喚醒了之前71屆會員會議
中所展現出的氛圍與夥伴情誼。這些會議從1949年至1966
年曾由英國汽車賽車俱樂部（British Automobile Racing
Club）舉辦。該會員會議僅允許俱樂部會員參加，來賓均為
名聞遐邇之人物，在親切輕鬆的氣氛中相互交流，並參觀所

有現場區域。本次活動為慶祝歷史性賽車運動的新賽季開端

提供了獨特的背景，同時也是對於六月份舉行的古德伍德速

度節（GoodwoodFestivalofSpeed）以及九月份舉行的古
德伍德老式賽車會（RevivalMeeting）的最佳夥伴。

如需獲得更多資訊，請聯繫

沙夫豪森 IWC萬國錶
ClemensvonWalzel
公關部經理

電話 +41(0)522357929
電郵 clemens.vonwalzel@ iwc.com
網址 press.iwc.com

網路及社交媒體

官網 iwc.com
Facebook facebook.com/IWCWatches
YouTube youtube.com/iwcwatches
Twitter twitter.com/iwc
LinkedIn linkedin.com/company/iwc-

schaffhausen
Instagram instagram.com/iwcwatches
Pinterest pinterest.com/iwcwatches
Youku u.youku.com/IWC万国表
Weibo weibo.com/iwc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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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點

機械機芯–自動上鏈–日期顯示–中央秒針附掣停裝置–旋入式錶冠–指針及錶盤覆有夜光

元素
 

 

 

機芯

機芯 35111
振頻 每小時28,800次|4赫茲
寶石 25顆
動力儲備 42小時
上鏈 自動上鏈

 

 

 

腕錶

材質 型號 IW357001：精鋼錶殼，鍍銠指針和嵌入式時標，鍍銀錶盤，黑色鱷魚皮

錶帶

 型號 IW357002：精鋼錶殼，鍍銠指針和嵌入式時標，黑色錶盤，精鋼錶鏈

 型號 IW357003：18K紅金錶殼，鍍金指針，18K純紅金嵌入式時標，岩灰色
錶盤，黑色鱷魚皮錶帶

錶鏡 雙面防反光凸狀藍寶石玻璃錶鏡

防水性能 12巴
直徑 40毫米
錶殼厚度 10.5毫米

工程師自動腕錶

型號 IW357001  · IW357002  · IW357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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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點

機械計時機芯 – 自動棘爪上鏈 – 日期顯示 – 小時、分鐘和秒鐘的計時功能 – 小秒針附掣停

功能–透明藍寶石玻璃底蓋–旋入式錶冠–指針及錶盤覆有夜光元素
 

 

 

機芯

IWC萬國錶自製機芯 69375
振頻 每小時28,800次|4赫茲
寶石 36顆
動力儲備 46小時
上鏈 自動上鏈

 

 

 

腕錶

材質 型號 IW380801：精鋼錶殼，鍍金指針，鍍銀錶盤，精鋼錶鏈

 型號 IW380802：精鋼錶殼，鍍銠指針，藍色錶盤，精鋼錶鏈

 型號 IW380803：18K紅金錶殼，鍍金指針，18K純紅金嵌入式時標，
岩灰色錶盤，黑色鱷魚皮錶帶

錶鏡 雙面防反光凸狀藍寶石玻璃錶鏡

防水性能 12巴
直徑 42毫米
錶殼厚度 15毫米

工程師計時腕錶

型號 IW380801  · IW380802  · IW38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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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點

機械計時機芯–自動上鏈–日期顯示–小時、分鐘和秒鐘的計時功能–飛返功能–小秒針附掣

停功能–透明藍寶石玻璃底蓋–旋入式錶冠–軟鐵內殼–限量500枚
 

 

 

機芯

IWC萬國錶自製機芯 89361
振頻 每小時28,800次|4赫茲
寶石 38顆
動力儲備 68小時
上鏈 自動上鏈

 

 

 

腕錶

材質 鈦金屬錶殼，鍍銠指針和嵌入式時標，黑色錶盤，黑色小牛皮錶帶

錶鏡 雙面防反光凸狀藍寶石玻璃錶鏡

防水性能 12巴
直徑 44毫米
錶殼厚度 15毫米

工程師運動計時腕錶

型號 IW38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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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點

機械計時機芯–自動上鏈–萬年曆–大型兩位數字日期和月份顯示–小時、分鐘和秒鐘的計時

功能–飛返功能–小秒針附掣停功能–透明藍寶石玻璃底蓋–旋入式錶冠–限量100枚

機芯

IWC萬國錶自製機芯
振頻

寶石

動力儲備

上鏈

89801
每小時28,800次|4赫茲
52顆
68小時

自動上鏈

腕錶

材質 18K紅金錶殼，黑色指針和嵌入式時標，鍍銀錶盤，黑色鱷魚皮錶帶
錶鏡 雙面防反光凸狀藍寶石玻璃錶鏡

防水性能 12巴
直徑 45毫米
錶殼厚度 17.5毫米

工程師萬年曆數字日期﹣月份腕錶

型號 IW38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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