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即時發佈 

 

天成國際 2012 珠寶及翡翠秋拍 

香港 ‧ 11 月 28 日 
 

重點拍品 

珍罕大顆翡翠珠鍊，預計成交價逾 8,000 萬港元 
 

收藏趨勢 

來自 Busatti、Alessio Boschi 和 Anna Hu 等的藝術設計珠寶 

 

 
珍罕天然翡翠珠鍊，23 顆翡翠珠直徑 20.71 - 17.35 毫米，估價待詢 

 

香港，10 月 31 日 － 天成國際 2012 年珠寶及翡翠秋季拍賣將於 11 月 28 日（星期三）下午

4 時假香港總部中銀大廈 30 樓隆重舉行。本次拍賣將呈獻超過 150 件極品翡翠、珍稀寶石、

頂級鑽石，以及多件來自經典珠寶設計品牌和新晉設計師之藝術設計傑作，總估價超過 4 億港

元。其中的焦點拍品是一條十分罕有的二十三粒大顆天然翡翠珠鍊（上圖），預計成交價將超

過 8,000 萬港元＊。所有拍品將於 11 月 23 日至 27 日於天成香港總部展出。 

 

* 目前翡翠單件珠寶拍賣的世界紀錄為 72,620,000 港元/9,440,600 美元。 

 



 

 
 

頂級翡翠 

 

頂級翡翠是天成國際珠寶拍賣的一大亮點。2012 年秋拍既有種色齊全的收藏級經典，亦有一

系列融合嶄新時尚的設計款翡翠精品。此次秋拍的焦點拍品是一條十分罕有含二十三顆直徑介

乎 20.71 至 17.35 毫米的大顆翡翠珠鍊（上圖，估價待詢）。這條珠鍊的玉珠不但尺寸巨大，

而且粒粒鮮綠透明，顏色為最鮮豔嫩綠的翠綠色，且分佈均勻，質地細膩，形狀飽滿，色澤艷

麗，猶如熟透的綠色葡萄晶瑩通透，翠色欲滴，實屬頂級收藏品，極為難得。其預計成交價將

超過 8,000 萬港元。珠鍊之詳細介紹及來源資料，請按此下載。 

 

一般來說，紫羅蘭翡翠往往色好水頭便差，或者水足而顏色淡。而此次推

出的一條頂級紫羅蘭翡翠珠鏈（右圖，估價：16,800,000-18,800,000

港元/2,200,000-2,400,000 美元），不但顏色濃度佳，水頭又足，

顆粒大而飽滿，三十一顆翡翠珠尺寸介乎 16.46 至 14.14

毫米，十分稀有。整條珠鍊靈動有氣，其顏色、種質、

水頭在紫羅蘭翡翠中都是極其罕見，實為難得的稀世

珍寶。 

 

其他翡翠精品包括一件玉質細膩、色

鮮水足、雕工精湛的天然翡翠「彌勒佛」

鑽 石 掛 墜 （ 左 圖 ， 估 價 ：

15,000,000-20,000,000 港元/1,860,000-2,200,000 美元），以及一枚色

澤飽滿的天然翡翠蛋面鑽石戒指（下右圖，估價：3,900,000-4,800,000

港元/500,000-600,000 美元），其翡翠蛋面抛物綫極高，尺寸約 20.75 

x 15.83 x 10.65 毫米，非常精美。 

 

 

 

藝術設計珠寶 

 

在過去兩季天成國際的珠寶拍賣上，創新獨特的藝術設計珠寶逐漸

成爲一眾品味藏家的新熱點。本季秋拍將再次呈獻一系列出自 Bulgari、Chopard、Mellerio dits 

Melle、Fred 等經典珠寶品牌設計，以及 Alessio Boschi、Anna Hu、Busatti 及 Buzzanca 新

一代設計師品牌巧奪天工的傑作。 

 

ftp://ftp.tianchengauction.com/PR General/Autumn 2012/Jewel and Jadeite/LOT 158_RARE AND EXCEPTIONAL TWENTY-THREE JADEITE BEAD NECKLACE.pdf


 

 
 

自 1613 年起，珠寶世家 Mellerio dits Meller 已歷經十四代

父子傳承，以其追求卓越的精神、創新探索的勇氣、久負盛名

的傳統技巧不斷續寫著歐洲最古老家族品牌的傳奇。起源於意

大利，Mellerio 家族成功地運用創意，將華麗的追求與法式的

古典、精緻和高雅完美相結合。Mellerio dits Meller 於十八世

紀深得法國瑪麗皇后及拿破崙愛妻約瑟芬青睞。一直以來，

Mellerio dits Meller 的珠寶設計吸引了法國及其他歐洲國家、

俄羅斯、拉丁美洲和遠東等地尊貴且別具品味的皇室成員。時

至今日，Mellerio 的設計亦廣受時尚名人及顯赫人士喜愛。世

代傳承，四個世紀以來，Mellerio dits Meller 依然堅持以熱情

及對完美品質的追求創造出獨特的風格，讓品牌成為珠寶界的傳奇。天成國際 2012 秋拍榮幸

地推出一條 Mellerio 設計的 19.79 克拉天然哥倫比亞祖母綠配圓形祖母綠鑽石項鍊（左圖，

估價：1,200,000-1,500,000 港元/155,000-200,000 美元），其復古的設計、奢華前衛的造

型美感，盡顯雍容華貴之美。 

 

近年來，不少收藏家的收藏目光轉向新進的國際設

計獎項得主，其中包括 Alessio Boschi 以及 Anna 

Hu 等等。天成此次秋拍的米珠配藍寶石帕拉伊巴

碧璽及月亮石鑽石「Delfino」項鍊（右圖，估價：

490,000-590,000 港元/63,000-76,000 美元）就

是 Alessio Boschi 其中一件的出色作品。項鍊由

120 條白色米珠鍊所組成，細看每條米珠鍊更是以

數百計的袖珍米珠所串組，手工非常細緻，加上米

珠已見罕有，令此項鍊更覺矜貴；精緻的項鍊扣設

計成海豚，鑲滿了藍寶石、帕拉伊巴碧璽、月亮石

及鑽石，亦可拆除當胸針。 

 

這枚 14.50 克拉紅色碧璽配彩色寶石鑽石「香格里拉」戒指（左圖，

估價：250,000-300,000 港元/32,000-38,000 美元），是一位炙手

可熱的台灣珠寶設師 Anna Hu 的設計，她剛於今年 7 月在法國巴黎羅

浮宮裝置藝術博物館開辦了個展，獲得全球贊賞。她在技巧上極富前

瞻性，令人過目難忘。 

 

 

 



 

 
 

頂級寶石及鑽石珠寶 

 

   

在頂級寶石方面，天成2012秋拍將呈現三顆瑰麗寶石。一枚8.06克拉天然枕形緬甸（Mogok）

紅寶石戒指（左圖，估價：13,800,000-16,800,000 港元/1,750,000-2,000,000 美元）絕對

是藏家夢寐以求的珍寶。紅寶石兩側配以 1.27 克拉及 1.30 克拉長方形鑽石，以圓形鑽石延伸

至戒身。紅寶石附有 Gübelin 寶石鑑定所及瑞士珠寶研究院（SSEF）證書，証明紅寶石的品質

純度天然，沒有經過高溫處理，其顏色為最頂級的「鴿血紅」紅色。如此高品質的緬甸天然紅

寶石實屬非常罕見。一枚 32.07 克拉天然緬甸無經處理枕形「皇家藍」藍寶石鑽石戒指（中圖，

估價：4,880,000-5,880,000 港元/625,000-755,000 美元）及一枚 10.29 克拉天然哥倫比亞

無經處理長方形祖母綠鑽石戒指（右圖，估價：1,380,000-1,800,000 港元/180,000-230,000

美元），相當珍貴及罕見。 

 

此外，還有一件「重量級」拍品 —— 一枚 282.73

克拉綠柱石貓眼石配祖母綠鑽石戒指（左圖，估價：

780,000-980,000 港元/100,000-125,000 美元）是當

今世界已知綠柱石貓眼石其中一顆最大的切割。貓眼石

通常於金綠寶石之中發現為多，然而綠柱石貓眼石卻更

爲稀有和珍貴。 

 

 

 

 

 

 

其他精選拍品資料，請按此下載。 

  

ftp://ftp.tianchengauction.com/PR General/Autumn 2012/Jewel and Jadeite/Captions/Captions_Tiancheng International's Jewellery and Jadeite Auction_Autumn 2012.pdf


 

 
 

 

拍賣詳情 

日期： 2012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三) 

時間： 下午 4 時 

地點： 天成國際香港總部 

       香港中環花園道 1 號中銀大廈 30 樓 

 

香港預展 

日期： 2012 年 11 月 23 至 27 日(星期五至星期二) 

時間： 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地點： 天成國際香港總部 

       香港中環花園道 1 號中銀大廈 30 樓 

 

有關天成國際 

天成國際於 2011 年 1 月在香港正式成立，由資深拍賣業團隊組成，憑藉專業及創新精神，致

力為亞洲拍賣業開拓新方向。天成的專家團隊熟悉亞洲文化，了解國內、外收藏家的品味，本

著以客為本的理念，透過與客戶緊密的聯系，為客人提供專業貼心的服務。天成總部設於香港，

並分別在上海及台北設當地辦事處。 

 

傳媒查詢 

梁迪芬 Gillian／gillian.leung@tianchengauction.com / +852 2150 0765  

黃啟梵 Connie／connie.huang@tianchengauction.com / +852 2150 0782／+852 9077 3984 

 

高清圖片、圖示及電子版新聞稿煩請前往以下連結下載： 

ftp://ftp.tianchengauction.com/PR%20General/Autumn%202012/Jewel%20and%20Jadeite/ 

用戶名：TCPR1 密碼：tianchengpr 

 

有關天成國際 2012 年秋季拍賣及展覽資料 

請瀏覽 www.tianchengauc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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