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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henea

侍酒刀 & CHATEAU LAGUIOLE

世界首發知名酒刀
手工侍酒刀

背後的設計小故事

誕生於法國的 Chateau Laguiole，為 Guy Vialis 先生於 1992 年所創立。身為專業侍酒師與刀匠的他，是第
一位研發出以刀具聞名的拉吉爾 (Laguiole) ，傳統刀工藝結合開瓶功能的專業侍酒刀，包含了著名的蜜蜂雕
刻、精細的藝術拋光處理、使用珍稀木材及天然牛角的握柄。Chateau Laguiole (pronounce LAYOL) 侍酒
刀高雅細緻的曲線、帶有溫潤質感及芬芳氣息的木材握柄、或是擁有獨特質感的牛角握柄、及握在手裡的沉
穩質感等特點，都使其廣受世界知名侍酒師及酒藝愛好者的瘋狂熱愛。享有終身保固的Chateau Laguiole奢
華酒刀值得您的永久珍藏。

終生保固—即使是一天需要開瓶無數次的專業侍酒師也能放心使用。獲得專利、獨一無二的 Chateau Lagu-
iole橫桿設計，即使不是雙橫桿設計，也能輕鬆開瓶、軟木塞零傷害，尤其是那些昂貴的好酒絕對需要！
Chateau Laguiole 擁有獨一無二的螺旋針設計，其中間溝槽可以釋放軟木塞的壓力，即便是老酒的老化軟
木塞也可以最小傷害進行開瓶。鋒利的刀片搭配凹陷設計可以輕鬆使用。而 Chateau Laguiole 成為世界知
名的侍酒師冠軍大賽合作夥伴，是無庸置疑的。

Guy Vialis 先生認為侍酒師與品酒愛好者都需要一把優雅又能表現出侍酒師風格的酒刀來打開任何珍貴的好
酒， Chateau Laguiole 侍酒刀因而誕生。

橫桿特殊曲線設計 凹槽式螺旋針 鋒利凹槽設計刀片

頤爾東西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 - 澳門 -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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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orged bee: the chiseled spring (central structure with decora�on on the 
top) and the bee are now forged in 1 piece. As surprising as it sounds, the 
bee of Chateau Laguiole previous version was welded. Beside of a clean 
and clear aesthe�c effect, it solves rare issues of the bee being broken 
a�er accidental fall of the corkscrew (fixed free under warrant). 

2 The 2 plates just under the handle material are now thicker to seriously 
reduce the risk of dismantling the screw a�er years of use and hundreds 
of bo�les opening (fixed free under warranty). 

3 Stronger spring: at the bo�om of the handle, the spring now slightly emerges 
to offer an addi�onal protec�on to the handle from the screw when folding it. 

4 Thinner logo: visually, Chateau LAGUIOLE logo is now slightly thinner. It 
brings an addi�onal touch of elegance.  

5 New gi� box: the new genuine leather pouch of the Grand Cru & Classics 
series is as well be�er finished in our opinion. 

6 New bolsters : the Classics series corkscrews have new plain bolsters for a 
sleeker touch and an easy way to recognize immediately the new models 
vs old and stopped models.

繼數十年廣受侍酒師及酒藝愛好者熱愛後，Chateau Laguiole打破了自己的神話，侍酒刀全面技術設計大升級 !

一體成形蜜蜂雕刻 : Chateau Laguiole 將精巧內結構彈簧（刀背頂部帶刻紋裝
飾的中央結構）和蜜蜂標誌鍛造為一體成型。因早期 Chateau Laguiole 版本的
蜜蜂是焊接的。這個技術的改進，除了可以使細微接縫消失外，它還解決極少
數商品蜜蜂掉落的罕見問題。

手柄內緣的兩片金屬側板解構加厚，這可以在使用多年歷經開了數百瓶紅酒需
要維修保固時，可大大降低拆卸螺絲的風險（在保修期內享有免費維修）。

收合更加緊密 : 手柄底部，彈簧會稍微露出，原因是可以在折回螺旋針時，減少
反彈力，為手柄提供額外的保護。

LOGO 美感大提升 : 新款酒刀的 Chateau Laguiole 商標字體較細，更加優雅。

全新禮盒包裝 : 新一代禮盒及全新真皮袋品質也升級。

全新尾段設計 : 經典系列全新尾段設計，典雅極簡風格，手感更佳，俐落的線條
設計與舊款截然不同。

新款式
一體成形蜜蜂雕刻 & 結構技術強化

頤爾東西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 - 澳門 -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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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角

侍酒刀包裝

經典黑牛角  CL3000
非洲, 天然珍稀, 特色質感, 黑牛角

經典白牛角  CL3002
非洲, 天然珍稀, 色澤多變 , 獨特, 白牛角

經典山羊角  CL3046
真實, 藝術紋理, 珍稀, 山羊角

經典白牛骨  CL3028
天然珍稀, 拋光, 白牛骨

山 羊 角 牛 骨

Chateau Laguiole 經典系列強調手柄原始的材質。在手柄兩端嵌上簡約的直線不鏽鋼材，與蜜蜂特
級系列的斜面不鏽鋼材做出區隔。溫潤的木頭質感或光滑的牛角觸感，使經典系列侍酒刀成為葡萄酒
愛好者手中低調的工藝設計傑作。

．精裝禮盒

．保固小卡

．黑色真皮皮套

經典系列

Coming Soon

頤爾東西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 - 澳門 -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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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ing Soon

Coming Soon

Coming Soon

經典系列

經典蛇紋木  CL3001
法國圭亞那, 特色紋理, 珍稀, 蛇紋木

經典黑檀木  CL3003
世界最黑且高密度木材, 珍稀, 黑檀木

經典楓木  CL3005
細緻的亮白色外皮, 質感雀斑, 珍稀, 楓木

經典橄欖木  CL3008
紋理變化, 獨一無二, 珍稀, 橄欖木

經典黃楊木  CL3011
法國, 珍稀, 黃楊木

經典杜松木  CL3012
迷人香氣, 濃郁, 珍稀, 杜松木

經典石楠根木  CL3023
地中海, 道地木材, 珍稀, 石楠根木

經典橡木  CL3024
環保, 法國葡萄酒桶, 陳年香氣, 珍稀, 橡木

經典玫瑰木  CL3013
東印度, 淡淡的玫瑰香氣, 珍稀, 玫瑰木

經典黃蛇紋木  CL3017

木 質

頤爾東西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 - 澳門 -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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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紫玫瑰木  CL3053
東印度, 淡淡玫瑰香氣, 紫到棕的顏色變化, 紫玫
瑰木

經典胡桃木  CL3059

經典鐵木  CL3027
墨西哥, 艾恩伍德沙漠, 珍稀, 鐵木

經典七葉喬木  CL3061

經典紫檀木  CL3030

經典原色硬木  CL3006 經典寶石紅硬木  CL3007

Coming Soon

Coming Soon

Coming Soon

Coming SoonComing Soon

特殊工法染色, 高溫高壓, 硬木

珍 稀 木 質

硬 木

經典系列

木 質

頤爾東西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 - 澳門 -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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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貓眼綠硬木  CL3009 經典普魯士藍硬木  CL3010

經典鍍銀  CL3201
美麗光澤, 不鏽鋼鍍銀

經典不鏽鋼  CL3004 經典鍍金  CL3200
絕佳握感, 耐用, 100% 不鏽鋼

經典太極壓克力  CL3026
優美的黑白壓克力玻璃, 亮面酒刀金屬

Coming Soon

質 感 金 屬

壓 克 力

經典系列

硬 木

頤爾東西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 - 澳門 -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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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角

蜜蜂特級系列
Chateau Laguiole 蜜蜂特級系列將原本的經典系列開瓶器轉換成更時尚且現代的設計，在手柄兩端
增加斜面的不鏽鋼材，因此，蜜蜂特級系列更加堅固耐用，適合職業級侍酒師使用。

侍酒刀包裝

．精裝禮盒

．保固小卡

．黑色真皮皮套

山 羊 角 牛 骨

特級黑牛角  GC3000
非洲, 天然珍稀, 特色質感, 黑牛角

特級白牛角  GC3002
非洲, 天然珍稀, 色澤多變 , 獨特, 白牛角

特級山羊角  GC3046
真實, 藝術紋理, 珍稀, 山羊角

特級白牛骨  GC3028
天然珍稀, 拋光, 白牛骨

Coming Soon

頤爾東西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 - 澳門 -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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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ing Soon

特級黃蛇紋木  GC3017

蜜蜂特級系列

特級蛇紋木  GC3001
法國圭亞那, 特色紋理, 珍稀, 蛇紋木

特級黑檀木  GC3003
世界最黑且高密度木材, 珍稀, 黑檀木

特級橄欖木  GC3008
紋理變化, 獨一無二, 珍稀, 橄欖木

特級黃楊木  GC3011
法國, 珍稀, 黃楊木

特級杜松木  GC3012
迷人香氣, 濃郁, 珍稀, 杜松木

特級玫瑰木  GC3013
東印度, 淡淡的玫瑰香氣, 珍稀, 玫瑰木

特級石楠根木  GC3023
地中海, 道地木材, 珍稀, 石楠根木

特級橡木  GC3024
環保, 法國葡萄酒桶, 陳年香氣, 珍稀, 橡木

特級樺木  GC3054
俄羅斯, 挪威, 芬蘭, 珍稀, 樺木

木 質

頤爾東西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 - 澳門 -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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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ing Soon Coming Soon

Coming Soon Coming Soon

特級胡桃木  GC3059 特級紫檀木  GC3030

木 質 珍 稀 木 質

特殊工法染色, 高溫高壓, 硬木

硬 木

頂 級 碳 纖

特級原色硬木  GC3006 特級寶石紅硬木  GC3007

特級貓眼綠硬木  GC3009 特級普魯士藍硬木  GC3010

特級頂級碳纖  GC3016
昂貴, 碳原子, 5-10微米, 碳纖

蜜蜂特級系列

頤爾東西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 - 澳門 -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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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皇室鳶尾
花

圖
騰

凡爾賽宮黃楊木 VE3036
珍稀木材, 黃楊木, 來自法國凡爾賽宮百年樹種

Chateau Laguiole 凡爾賽宮系列是相當獨特且限量的版本，木材來自法國巴黎近郊著名的凡爾賽宮
後花園（因十多年前一次強烈暴風雨後而砍伐）。木種的樹齡都介於221年到324年之間，當時法國
國王居住在宮殿時，這些樹就已長成了。 

為了強調這些樹種獨特的美感，Chateau Laguiole 僅在侍酒刀手柄頂端嵌上斜面的不鏽鋼材，讓原
木延伸至手柄尾端。卓越的凡爾賽宮系列侍酒刀上都刻有法國皇室鳶尾花的圖騰。

凡爾賽宮系列

侍酒刀包裝

．精裝禮盒

．保固小卡

．藍色真皮皮套

木 質

凡爾賽宮杜松木 VE3028
珍稀木材, 杜松木, 來自法國凡爾賽宮百年樹種

凡爾賽宮南柏木 VE3029
珍稀木材, 南柏木, 來自法國凡爾賽宮百年樹種

凡爾賽宮鬱金香木 VE3030
僅此款酒刀在刀側刻上了代表瑪麗皇后(縮寫)的
正版徽章

凡爾賽宮紅豆紫杉木 VE3031
珍稀木材, 紅豆紫杉木, 來自法國凡爾賽宮百年
樹種

頤爾東西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 - 澳門 -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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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ing Soon

選用珍稀木材，百年經驗法國工匠傾心手工打造，Chateau Laguiole 2020年全球首度發行，集結美
麗材質及寓意設計於一身的Melchior系列！

Melchior梅爾基奧爾系列，結合蜜蜂特級系列及凡爾賽系列的精華進化版，源自特級系列現代感十
足的斜面金屬裝飾，搭配神似蜜蜂翅膀（長型喇叭狀），但比凡爾賽系列更寬的大型握柄設計，不僅
抓地力更強，整體設計也再次彰顯了侍酒刀上蜜蜂雕刻的核心意義，寓意感極強。

MELCHIOR系列

侍酒刀包裝

．精裝禮盒

．保固小卡

．黑色真皮皮套

牛 骨牛 角

Melchior 黑牛角  GCM000
非洲, 天然珍稀, 特色質感, 黑牛角

Melchior 白牛骨  GCM028
天然珍稀, 拋光, 白牛骨

Melchior 鹿角  GCM056
真實, 藝術紋理, 珍稀, 北歐鹿角

Melchior 黑檀木  GCM003
世界最黑且高密度木材, 珍稀, 黑檀木

鹿 角 木 質

頤爾東西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 - 澳門 -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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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ing Soon

Coming Soon

Coming Soon

Coming Soon

Coming Soon

MELCHIOR系列

Melchior 橄欖木  GCM008
紋理變化, 獨一無二, 珍稀, 橄欖木

Melchior 玫瑰木  GCM013
東印度, 淡淡的玫瑰香氣, 珍稀, 玫瑰木

Melchior 胡桃木  GCM059 Melchior 鐵木  GCM027

Melchior 原色硬木  GCM006

Melchior 貓眼綠硬木  GCM009

Melchior 寶石紅硬木  GCM007

墨西哥, 艾恩伍德沙漠, 珍稀, 鐵木

木 質

木 質 珍 稀 木 質

特殊工法染色, 高溫高壓, 硬木

硬 木

頤爾東西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 - 澳門 -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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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特級(鑲線)系列
Chateau Laguiole 蜜蜂特級系列將原本的經典系列開瓶器轉換成更時尚且現代的設計，在手柄兩端
增加斜面的不鏽鋼材，因此，蜜蜂特級系列更加堅固耐用，適合職業級侍酒師使用。

蜜蜂特級EDGE 黑牛角
黃鑲線 GC2003
藍鑲線 GC2004
紅鑲線 GC2005

蜜蜂特級EDGE 黑檀木
黃鑲線 GC2003
藍鑲線 GC2004
紅鑲線 GC2005

侍酒刀包裝

．精裝禮盒

．保固小卡

．黑色真皮皮套

木 質牛 角

非洲, 天然珍稀, 特色質感, 黑牛角 世界最黑且高密度木材, 珍稀, 黑檀木

頤爾東西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 - 澳門 -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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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酒師專屬
雕

刻

侍酒師專屬
雕

刻

侍酒師專屬
雕

刻

侍酒師專屬
雕

刻

Giuseppe Vaccarini, 1978  ME3025
握柄採用檸檬木製成，此種檸檬木呈現淺咖啡
帶點淡黃色，木質堅硬且帶有香氣。開瓶蓋上
刻有地球以及1978年的圖案。

Serge Dubs, 1989  ME3017
玫瑰木製成。手柄頂端有精美的斜面不鏽鋼裝飾
，其中一面刻有美麗的鸛鳥圖案，對Serge Dubs
是相當重要的象徵意義與回憶：他曾在法國阿爾
薩斯省著名的米其林3星餐廳L'Auberge de l'ill擔
任侍酒師，而鸛鳥正意味著阿爾薩斯省。

Philippe Faure Brac, 1992  ME3050
手柄金屬由黃銅製成，鑲嵌日本燒杉板 (SHOU 
SUGI BAN) 木材。這種古老樹種經日本木藝大
師包括經由由師傅將一塊巨大的木材一邊一邊
的燒製，以增強木材的紋理。

田崎真也, 1995  ME3006
握柄紅白二色的設計，是向世界所有紅白酒，
更是對自己的祖國日本致敬。紅色部分使用玫
瑰木製成，白色部分選用可麗耐製成。

侍酒師冠軍系列
自1969年起至今，國際侍酒師協會每3年都會舉辦侍酒師大賽。這是一場相當激烈的競賽，每位參賽
者必須先通過各區初賽後，才能進入這個世界級殿堂內一較高下。多年來 Chateau Laguiole 邀請每
一屆的冠軍設計一款專用紀念侍酒刀，並刻上侍酒師簽名，作為獻給得獎者的獎勵並且限量發售。正
因為如此 ，每個侍酒師都夢想能親自設計一款能刻上自己姓名的 Chateau Laguiole 侍酒刀。這系列
的侍酒刀因此名為世界侍酒師冠軍系列。

頤爾東西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 - 澳門 -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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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酒師專屬
雕

刻

侍酒師專屬
雕

刻

侍酒師專屬
雕

刻

侍酒師專屬
雕

刻

Markus del Monego, 1998  ME3015
握柄採用葡萄藤根打造，是質地堅硬和乾結的
木材，並搭配加長版復古斜面不鏽鋼裝飾，精
美真皮皮套也專為此酒刀量身訂做，簡潔的設
計，就如同世人對德國的印象：專精於工業器
材與汽車工業。

Olivier Poussier, 2000  ME3020
握柄採用能象徵法國，樹齡約有300年之久的老
紫杉木打造，取自凡爾賽宮花園的王后叢林園
，格外珍貴。Olivier Poussier 的名字優雅地被
刻在復古霧面金屬刀柄上。

Andreas Larsson, 2007  ME3035
握 柄 採 用 自 然 脫 落 的 馴 鹿 鹿 角 打 造 ， 也 是
Andreas Larsson的祖國—瑞典的象徵。亮面不
鏽鋼裝飾刻有Andreas的簽名，相當獨特的造
型堪稱 Chateau Laguiole 最美的一支開瓶器。

Aldo Sohm , 2008  ME3045
傳統上，Laguiole 酒刀僅由兩個主要材質製成， 
Chateau Laguiole 為 Aldo 實現他想要的夢想，
此酒刀由五種材質製成，包括黃銅，化石象牙
和樹脂刷壓縮木材。紅色和白色的使用象徵著
奧地利國旗，反映了Aldo來自奧地利的驕傲及
熱愛。

侍酒師冠軍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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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侍酒師專屬
雕

刻

侍酒師專屬
雕

刻

侍酒師專屬
雕

刻

Gerard Basset, 2010  ME3043
加長版的不鏽鋼亮面裝飾，握把由精緻的紅硬
木打造，外型酷似一台馬力十足的越野機車，
就連精美的真皮皮套也是為此款侍酒刀量身打
造的。

Paolo Basso, 2013  ME3044
握柄採用天然的白牛角，結合了頂級的亮面尾
段設計，酒刀的側面也刻上了Paolo Basso的簽
名，就連精美的真皮皮套也是為此款侍酒刀量
身打造的。

Marc Almert, 2019  ME3219
Marc的嚴謹特質在此款侍酒刀表露無遺，刀片
上的簽名與鋒利的邊緣切齊，流線設計兼具細膩
空間感， 所有Chateau Laguiole刀片中僅有的線
型刀片設計，是所有系列裡唯一一隻刀片無鋸齒
設計的刀款。嚴選德製胡桃木製成的握柄，另外
特別的是在刀背的地方，使用了 Marc Almert 的
Logo雕刻，風格感獨一無二。

侍酒師冠軍系列

頤爾東西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 - 澳門 -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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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ing Soon

橡木酒鑰  SP3055
握柄由橡木製成, 酒鑰匙

摩納哥 SP3023
為摩納哥阿爾貝二世親王基金會特獻款式

經典特獻系列
Chateau Laguiole 打造限量的獨特款式，來慶祝特別的事件、特定的人或夥伴。

侍酒刀包裝

．精裝禮盒

．保固小卡

．黑色真皮皮套

愛神邱比特 SP3018
握柄挑選了具長壽、耐力、勇猛等含意的葡萄藤
木，是件帶有希臘神話情慾藝術的收藏逸品。

共濟會 SP3020
黑白壓克力玻璃, 亮面酒刀金屬

櫻花木 SP3021
Chateau Laguiole 二十週年款

黑牛角黃銅柄 SP3020
非洲犛牛黑牛角, 手柄以黃銅特製, 堅固耐用

頤爾東西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 - 澳門 - 臺灣



深沉顏色, 迷人紋理, 南柏木

迷人香氣, 濃郁, 珍稀, 杜松木

Opus 白牛角  SP20820
非洲, 天然珍稀, 色澤多變 , 獨特, 白牛角

Opus 山羊角  SP10820
真實, 藝術紋理, 珍稀, 山羊角

Opus 鹿角  SP30820
真實, 藝術紋理, 珍稀, 北歐鹿角

Opus 南柏木  SP40820

Opus 杜松木  SP50820

大師級匠師以精湛手工的雕刻技藝，打造了 Opus 系列；此系列在 Chateau Laguiole 中属珍貴且稀
有。每款 Opus 侍酒刀的手把背脊兩側的金屬襯片上，呈現獨特細膩的手工雕刻背花。我們收到的每
只 Opus 侍酒刀都是令人驚艷，且獨一無二的！

OPUS 第一樂章特獻系列

侍酒刀包裝

．精裝禮盒

．保固小卡

．黑色真皮皮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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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提供專業的刻字服務，可以在您的侍酒刀上
進行精美刻字，刻上閣下屬意的文字或姓名，使
其更具紀念價值。

採用高精度鑽石雷射雕刻機，部分刻字會是文
字線條輪廓，效果更加細緻持久。以下提供6種
刻字字型選擇。

酒 刀 展 示 架

客 製 化 刻 字 服 務

其他產品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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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繫 我 們

香港 & 澳門

Hyphenea HK Limited
b2bhk@hyphenea.com 

臺 灣

Hyphenea Co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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