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錶珠寶製造業的 Freres Rochat, 讓那只著名而久違的會唱歌的音樂鳥重生，以這種方式在全
世界範圍內慶祝兩個世紀以來鐘錶製造史上最奇妙的勝景之一；高度精湛的工藝，可與其先師
原創相媲美。在 2013 年的”Baselworld”上，這只沉默許久的夜鶯將再展歌喉。
享有盛譽的瑞士製造商 Freres Rochat 通過重新探索兩個世紀之久的鐘錶製造傳統，嚴格按照歷
史，繼承曾經創造 19 世紀 Freres Rochat 鼎盛時代的高端複雜工藝，如今重返鐘錶製造業的中
心舞臺。這極富歷史挑戰性的任務是秘密地在 Vallee de Joux 的工作室完成的，整個過程本身
就像是一個充滿挑戰、希望，最後通向成功的冒險之旅。

Freres Rochat, 制表业中最精湛的艺术品
一個關於涅槃的故事，一個關於通過不懈努力
和探索，失而復得的故事。直到今天，在 19 世
紀的製表工藝作品中，Rochat 兄弟的手工藝品
一直被收藏家視為珍品，而其中更只有極少數
的一部分人可有幸將其列為自己的藏品之一。
每一件作品都無與倫比，正如同它們的主人一
樣，絕非等閒之輩。女王約瑟芬、拿破崙最著
名的情人之一瑪利亞•瓦萊斯卡，以及伊斯蘭
教君主和遠在中國的達官貴人，都是 Rochat 兄
弟的客戶。他們不惜重金求購定制自動音樂鳥。
作為製表業史上一個階段性的標誌，Rochat 的
工藝品零星散佈在世界各地，並成為世界頂級
拍賣會中最炙手可熱的競拍品之一。
他們代表一個傳奇，已揭開神秘面紗的新藏品
仍延續著這個傳奇，嚴格忠實于製錶王朝無與
倫比的歷史和信條，更使這個傳奇成為裝飾品
中的一件瑰寶。

“這些極為複雜的傑作如終極奢華的盛宴圖，亦

如巴黎蒼穹的流星，是卓越的製錶業中的精
英。”
Marcel Piguet, Geneva, 1895

Frères Rochat 創造了真正意義上的大師級傑作，
毋庸置疑地被譽為製錶史上工藝最複雜的精品。
每件作品都會刻上 FR 的印記，這是真跡信譽和
價值的保證。
這些機械自動音樂鳥不僅用夜鶯般美妙的歌聲，
而且還通過對鳥兒精准、惟妙惟肖地動作模仿，
讓有幸目睹其表演的人們全都歎為觀止。
因為可以最大程度地滿足客戶各種定制和裝飾
上的需要，所以 Freres Rochat 的價格是無法預
估並為此保密的。
Freres Rochat 的工作室位於 Le Brassus, 這個小鎮
同樣也是瑞士製錶業的搖籃，是賦予獨一無二
的時間精品以生命的地方，讓我們一起前去一
探究竟吧。

Frères Rochat SA
Rte du Campe 15
1348 Le Brassus
Switzerland

無限奢華，萬種風情

獨一無二的精湛工藝

今天，Freres Rochat掀開了這傳奇故事中嶄新的
一頁。地處於Le Brassus 的工作室，在200年前
Freres Rochat品牌的誕生地，成功地完成了一項
新的記錄：通過對兩個世紀製錶秘密的探索，
在2013年的今天，讓這極其複雜的精美工藝重
歸大家的視線。 “ 我們的兩個新模型，Babylon
和Intemporis，它們是傳統製表業的複雜工藝和
當今尖端技術的生產方式的真正結合體，” 當
Stephan Velan ，Freres Rochat的董事長和總裁,
盛讚他的能工巧匠們時，自豪之情溢於言表。
“設計這個音樂鳥的動作是一項特別的冒險，
是對我們團隊協作精神和專業技術的一次挑戰，
在可以向世人展示第一個成型作品之前，我們
付出了多年的心血。這個項目的成功凝結了我
們不懈的努力。”

設計和組裝如此獨特複雜的產品是對製表業那
份終極熱忱的象徵。在看到這只自動會唱歌的
小鳥輕盈地從精美盒子中跳出，環顧四周而秀
其莊嚴之美，拍打著翅膀，以優雅迷人的歌喉
演唱莫札特的交響曲，然後又同樣輕盈地回到
盒子中去時，這份熱忱更是達到了頂點。
百分百的瑞士設計和製造，這項工藝是偉大的
製表工藝傳統與技術創新的結合體。自動音樂
鳥的核心機械裝置由1227個零件構成，其中包
括74個紅寶石。一組輪子和杠杆，它們可以同
時啟動由14個凸輪控制的波紋管和小汽笛，然
後所有零部件精密和諧地運作，共同完成讓人
歎為觀止的表演。

不老的旋律 當發條上好弦，開始轉動的那一刻，小鳥就已自我陶醉般地載歌載舞。而這只不足一個糖塊兒大的音樂鳥由不少於
101個的複雜零件裝配而成，在一起，它們負責啟動音樂鳥的四大功能。

Frères Rochat SA
Rte du Campe 15
1348 Le Brassus
Switzerland

與先驅者的獨創精神一脈相承

1813：Freres Rochat走向全球的黄金时代

我們取得的成績是驚人的，毫不遜色于我們天
才般的先驅者，而這些先驅者有：Jaquet-Droz
家族，Jean-Frederic Les Chot, 當然還包括與他們
並肩工作、技藝精湛的門徒們，Rochat三兄弟就
列位其中。他們被稱為“手錶製造商中的貴
族”，而他們的精品則裝飾著第二帝國風格的
“客廳花園”，或又在萬國博覽會和皇家宮殿
的陳列室得以展出。與此同時，Rochat兄弟的近
五 百 件 傑 作 更 是 出 口 到 世 界 各 地 。

在Le Brassus設計組裝的Freres Rochat作品被送往
當時的世界製表業貿易中心倫敦。然後從那裡，
這些精密複雜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傑作，這些刻
有”FR”標記，代表著真跡和品質的傑作，穿洋過
海，被運往世界各地，有一部分甚至用六個月
的時間，歷經萬里航程，到達遠在中國的廣東。
1813年是Rochat兄弟的黃金時代，他們在當時取
得了世界性的聲譽，羅氏之名，如雷貫耳。

感性的能工巧匠 著名的 Freres Rochat 公司董事長兼總裁 Stephan Velan 在這個瑞士
製表工程最具標誌性的故事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音樂鳥的重生主要歸功於他。

“工藝如此精密複雜的自動音樂鳥之所以沒有提前問世，主要是因為製作它需要將
多種跨專業的、有一些甚至面臨失傳的技能結合在一起，這不僅僅是時間問題， 更
重要的是如何組建這樣一個小型的、全方位的、有協作精神的精英團隊。”
Frères Rochat SA
Rte du Campe 15
1348 Le Brassus
Switzerland

“一個獨特的技術，它延續了 19
世紀製錶工藝最純粹的傳統。”
2013 年，歷經兩個世紀的 Freres Rochat
從 Le Brassus 走出的天才 Rochat 三兄弟,其獨創
精神和理念同樣滲透到當今版本的作品中。它
們代表著珠寶裝飾和工藝的最高境界，重振了
Freres Rochat 的昔日雄風。“裝飾的奢華性應該
與工藝的獨特性和複雜性同等重要，”
Stéphane Velan 強調說“當作品涉及到品質性能
和所用材料的高貴、稀有性時，我們費盡心思，
力求做到最好。”

對美和精湛工藝的摯愛
無論是金、銀、鑽石，還是紅、藍、綠寶石 等
等珍貴稀有的原材料，FR 總是選擇將其交予最
具聲譽的能工巧匠，其中包括金匠，珠寶匠及
其他領域的行家裡手。 外形的美觀設計，精整
加工和原材料的選擇均可根據未來買家的品位
量身定制。“我們完全尊重顧客的意願並最大程
度 地 滿 足 他 們 的 任 何 需 求 。 這 也 是 Freres
Rochat 的精神和處世哲學的中心理念之一。
Intemporis 和 Babylone 是 Freres Rochat 兩個最
新成型的藝術作品。當音樂鳥從奢華的盒子中
跳出，如被施了魔法般扇動翅膀、一展歌喉時，
很顯然的，Freres Rochat 實現了一個被很多人認
為不可能實現的夢想，還原了鐘錶製造史上那
個最精彩的傳奇。

1815 至 1820 年是 Rochat 三兄弟的事業最高峰。 在此期間，他們發明創造了音樂鳥鏡子和音樂鳥手槍，這也是他

們最傑出的代表作。配有音樂鳥的手槍表，專為中國市場而開發。 第 236 號，刻有“FR”的印章。 日內瓦，1820.
金質、琺瑯、瑪瑙和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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