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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葡萄牙。

António Machado
CEO

 
135 奢侈品历史

M
achado Joalheiro 已有 135 年
历史，这份荣耀让我们在未来
迸发创新项目，尊重过去不忘现

在，在引领这个闪耀夺目的珠宝腕表世
界迈步向前的同时紧跟国际时尚潮流和
技术发展脚步，呈献顶级时计、准确专
业的信息。

在
大众产品和服务时代，Mach-
ado Joalheiro 投身客制化奢
华，能够专为某位特别之人设

计制作一件独一无二的珠宝。鉴于传统
并非不容于现代，Machado Joalheiro 
热衷于走在时代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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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chado Joalheiro 
始创于 1880 年，
现已成为葡萄牙最古

老、最负盛名的珠宝腕
表精品店，它既收集顶
级奢华的国际名品，也
打造自己的独立系列。

从
一 开 始 时
起，M a c h a d o 
Joalheiro 出售

的腕表品牌便是名品中
的名品，它紧跟全球腕
表的发展动向，现今已
成为卡地亚 (Cartier)
、欧米茄 (Omega)、万
国 (IWC)、积家 (Jae-
ger-LeCoultre)、沛纳
海 (Panerai)、江诗丹
顿 (Vacheron Constan-
tin)、宇舶 (Hublot) 
或法兰克穆勒 (Franck 
Muller) 等最为独特的
腕表品牌的代理商。

珠
宝自始至终都
是 Machado 
Joalheiro 的

核心，无论是开发自己
的独立系列还是代理尚
美 (Chaumet)、汉斯史
登 (H. Stern)、波米
雷特 (Pomellato)、御
木本 (Mikimoto)、蜜蜜 
(Mimi) 或帝梵 (Dinh 
Van)。

M
achado Joalheiro 
除了在引以为傲的发
祥地因维克塔市设有

两家精品店以外，里斯
本的自由大道上也有它
的身影，它在那里与最
负盛名的国际奢侈品牌
毗邻，面向通晓且希望
拥有优质产品和品牌的
新型消费者。

MACHADO JOALHEIRO
135 奢侈品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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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 PAGE ADVERT

Consectetur adipisicing elit. Deleniti, ipsam voluptatum autem perferendis 
magnam exercitationem dolore pariatur minus unde architecto!

非比寻常的腕表
始创于 18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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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立于 1847 年，卡地亚因其品质、盛

名和历史而闻名，一直是 19 个皇室

家族的官方珠宝供应商。其创新性在 

1904 年时便已展露，当时，Louis Cartier 为

飞行员 Santos-Dumont 定制了第一块腕表。卡地

亚总能满足皇室、电影明星和富豪们的要求，因

而必然在制造和打造顶级珠宝、腕表和配饰声名

斐然。“卡地亚，王的珠宝商，珠宝商之王”。

  
突出显示卡地亚蓝气球系列 (Ballon Bleu)、潜

水员腕表 (Calibre Diver Carbon)、卡地亚全新

系列 Clé 和 Rotonde 高端年历表。

CARTIER 卡地亚

1
848 年，年仅 23 岁 Louis Brandt 在如诗

如画的瑞士小镇拉绍德芬开创了一个不起眼

的装嵌厂。在所有漫长的冬季中，他都在用

本地工匠提供的零件装嵌精密的手工怀表。1879 

年，Louis Brandt 辞世后，他的两个儿子 Lou-

is-Paul 和 Cesar 放弃了不尽如人意的作坊式装

嵌体系，转而使用可以全权掌控生产的“内部”

制造.

  
突出显示星座 (Constellation) 和碟飞 (La-

dymatic) 这两款代表性女表，以及海马 

(Seamaster) 和超霸系列之月之暗面 (Speed-

master 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 这两款

男表。

OMEGA 欧米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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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创于 1833 年，积家一如既往地秉持

着相同的理念，从创作到制成，全程

掌控，制作他们的腕表。一切从瑞士

汝拉山谷中的小村庄勒桑捷开始，这里的安东

尼·积家制表工坊成就了其创始人，也发展他的

首批齿轮和传动装置。其实积家因其技术实力和

拥有整个瑞士制表业最多发明专利而获得“大公

司”之名。突出显示大型超薄翻转女表 (Master 

Ultra Thin line to the Grande Reverso Lady) 

和双翼系列寰宇旅行时间腕表 (Duometre Unique 

Travel Time) 这两款。

JAEGER LECOULTRE 积家

江诗丹顿成立于 1755 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

腕表品牌，有着 260 年的不间断活跃历史。世

界公认的顶级品牌之一，他们秉持日内瓦印记、

最严苛的独立品控、权威的正品质量保证、专有

技术、耐久性和准确性制造腕表。他们的座右铭

是“尽可能做得更好永远都是可能的”。

VACHERON CONSTANTIN 江诗丹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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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兰克穆勒 1991 年成立于日内瓦，审

美胆识和技术让其从传统的精细制

表业中脱颖而出，其著名的 Cintrée 

Curvex 系列钟表尤为值得一提，三维立体设计

并配有一圈装饰艺术数字。创新和对某些钟表的

狂热的结合体，如“疯狂的时间”系列，对世界

制表业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这片苛刻的市场

中为自己打开了一片天地。突出显示卡萨布兰卡

系列 (Casablanca Collection) 和最新的先锋系

列 (Vanguard Collection)。

FRANK MULLER 法兰克穆勒

集
尊贵的材料与奇特的原料和不同颜

色、形状和夸张的尺寸于一身。对于

宇舶这个瑞士品牌而言，结合传统、

卓越、奢华和技术等要素就是吸引热衷佩戴独特

腕表之人。一切始于 1980 年，Carlo Crocco 打

造了一款采用黄金和黑色天然橡胶表带的宇舶腕

表。制表史上第一次大胆采用像黄金这样的贵金

属材料和橡胶的组合。目前，宇舶隶属路易威登

集团 (LVMH)，近年来赫赫有名。 突出显示该品

牌最具代表性的系列：大爆炸 (Big Bang) 和 经

典融合 (Classic Fusion)

HUBLOT 宇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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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衷技术创新的情怀让万国享有国际声誉。1868 

年以来，Shaffausen 公司（瑞士）一直在打造

结合精密工程与独特设计的腕表。著名的葡萄牙

腕表迎来了 75 周年华诞，它的出现是在 30 年

代末期应两位葡萄牙人对带有准确时计的腕表的

需求而生。现在它是该品牌最重要的系列，也深

受收藏家青睐。

IWC 万国表 

泰
格豪雅创立于 1860 年，时值 Edouard 

Heuer 在瑞士山区中开创了自已的第

一家工作室。从那时起，他创造并开

发了众多决定其时计精确度的解决方案。高度的

精确度为他带来了与赛车运动传奇的联系，1970 

年与法拉利 F1 车队合作拉开了传奇的序幕，而

且品牌和迈凯轮 F1 车队保持了 25 年的合作关

系。他所选择的品牌大使也体现了其追求卓越的

精神，如传奇人物 Steve McQueen 和 Ayrton 

Senna，以及 Maria Sharapova 或 Cristiano 

Ronaldo 等杰出运动员。

TAG HEUER 泰格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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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
奥腕表诞生于瑞士拉绍德芬的 Di-

or Horlogerie 工坊，向其创始人 

Christian Dior 致敬。迪奥 VIII 系

列推崇设计师的幸运数字“8”：迪奥时装公司

成立的日期；您首个系列的名称，同时也是迪奥

著名的大楼在巴黎旺多姆广场上的埠号。这便是

这款表面只出现这一个数字的原因。

DIOR 迪奥

香
奈儿腕表被尊为名副其实的艺术作

品，它推崇伴随 Coco Chanel 一生的

文化和审美原则。作为 21 世纪钟表

象征的香奈儿 J12 陶瓷表，逐渐变为使用一种珍

贵的材料制作，改变了传统制表的原则。

CHANEL 香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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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780 年创立以来，尚美的历史与法国

的历史交织在一起。成为 Marie An-

toinette 珠宝供应商之后，品牌创始

人 Marie-Etienne 赢得了贵族顾客并成为皇帝

拿破仑一世的官方珠宝供应商。作为创造者和创

新者的尚美，先后为约瑟芬皇后和玛丽路易丝皇

后制作过豪华珠宝。

其
专有技术传承了 230 年，见证了各个

时代的巴黎品味。这些珠宝和腕表作

品反映当时的处世才智，也体现了爱

的语言的艺术。珠宝的感觉是全新系列的主题。

CHAUMET 尚美

波
米雷特是领先的意大利珠宝品牌，因

其创新精神和桀骜的态度而世界闻

名。 公
司成立于 1967 年，由出身重要银

匠世家的 Pino Rabolini 创建。R-

abolini 是最先向珠宝界推荐成品珠

宝理念之人，他的这一洞见赋予品牌强烈的独有

身份。波米雷特的国际扩张见证其跻身欧洲五大

珠宝公司之一和国际大型珠宝公司之列。

POMELLATO 波米雷特



-22- -23-

独
特的设计让汉斯史登珠宝永远个性鲜

明。这是这家巴西珠宝公司的哲学，

该公司肩负着建立一间新的珠宝设计

学校和不断颠覆全球宝石市场的责任。汉斯史登

的设计中虽然留有经典气息，但其现代性不可否

认。结果：其戒指、耳环、手镯、项链已经成为

世界各地人们都想拥有的珠宝。突出显示鸢尾花 

(Iris) 系列、尼迈尔 (Niemeyer) 和岩石季节 

(Rock Season)。

H.STERN 汉斯史登

与
最独特的国际名品毗邻，Mac h a -

do Joalheiro 提供一系列自有品牌

珠宝，满足不同顾客在不同场合的需

求，又不失品牌 135 年历史传承的风尚。这份继

承和经历全部体现在现在的 Machado Joalheiro 

中：这是一个可以捍卫传统并将其与现代特性无

缝融合的品牌。

MACHADO JOALHEI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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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ADO JOALHEIRO - AVENIDA DA LIBERDADE

AV. DA LIBERDADE, 180

TIVOLI FÓRUM, 1250-146, LISBOA

电话 +351 21 154 39 40

星期一 - 星期六

10H - 19H30

MACHADO JOALHEIRO - AVENIDA DA BOAVISTA

AV. DA BOAVISTA, 3511

EDIFÍCIO AVIZ, 4100-139, PORTO

电话 +351 22 610 12 83

星期一 - 星期六

10H30-13H30/ 15H-20H

MACHADO JOALHEIRO - RUA 31 DE JANEIRO

RUA 31 DE JANEIRO, 200

4000-542 PORTO

电话 +351 22 339 20 70

星期一 - 星期五

10H-13H / 14H30-19H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