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成国际 2014 年珠宝及翡翠秋季拍卖会 

将于 12 月 7 日举行 
 

── 特别呈献「甄妮珍藏珠宝慈善拍卖」── 

共 50 件拍品之部份拍卖收益将拨捐给 

微笑行动中国基金 

（Operation Smile China Medical Mission） 

 

 

 

预展：11月22至26日及12月4至6日 | 拍卖：12月7日 

 

香港，2014 年 10 月 24 日  天成国际 2014 年珠宝及翡翠秋季拍卖会将于 12 月 7 日下午 1

时及 6 时正，假座香港中环花园道 1 号中银大厦 30 楼天成国际总部举行。于金风送爽、秋色

满载的季节，天成国际今季秋拍中之常设「珠宝及翡翠拍卖」将诚意呈献逾 300 件珠宝珍品，

总估价约 5 亿 3,000 万港元／6,800 万美元。主打的翡翠部分，首推一条顶级翡翠项链，11 颗

翡翠珠子均饱满莹润、碧绿欲滴，弥足珍贵；尚有价格比较相宜的翡翠套饰、一系列天然紫翡

翠项链、手镯、戒指等等。亦搜罗名设计师手笔的瑰宝，一套天然翡翠配钻石吊坠项链及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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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装为享负盛名的设计师 Alessio Boschi 别出心裁之作，翡翠水头极佳、蛋面圆润丰厚，更可

作多功能配戴，兼具实用功能及收藏价值。 

 

西洋珠宝方面，为彰显珠宝爱好者的超凡品味，天成国际特意引入多件设计风格前卫创新的珍

品，包括一条雕制绿宝石配钻石项链、一对共重 41.06 克拉天然绿宝石配钻石莲花形耳环，以

及天然海螺珠配天然哥伦比亚祖母绿及钻石项链。另一些经典收藏级稀珍之品，全部天然亦无

经处理：名为「The Night Horizon」的 55.01 克拉缅甸「皇家蓝」宝石戒指、10.88 克克什米尔

蓝宝石戒指、5.02 克拉缅甸「鸽血红」红宝石戒指、7.12 及 7.06 克拉莫桑比克「鸽血红」红宝

石耳环、14.35 克拉哥伦比亚祖母绿宝石戒指，在市场上不可多得，实为各收藏家搜集顶级珍

品的良机。 

 

除了常设拍卖，今季更特别呈献「甄妮珍藏珠宝慈善拍卖」，共 50 件首次于拍卖场上亮相之

拍品，涵盖中、西珠宝珍品，每件拍品都与天后巨星甄妮小姐的演艺生涯有密切关系，总估价

逾 1,100 万港元／140 万美元。而部份拍卖收益，扣除行政开资后将捐给「微笑行动中国基金」，

为中国患唇腭裂的贫困儿童及青少年，提供免费手术治疗，让他们重拾微笑。是次拍卖藏家可

搜罗心头好之余亦能回馈社会，积福行善！ 

 

天成国际珠宝部董事杨俊贤 (Stewart Young) 表示：「很荣幸今秋能受委托拍卖甄妮珍藏珠宝，

当中的每一件珠宝均满载甄妮小姐的精彩乐坛故事，饶富意义。今次将为各大藏家及甄妮粉丝

带来独一无二的机会，与乐坛天后巨星分享其收藏逾 40 年的瑰宝，这些拍品无论质量及价钱

均无懈可击，实为藏家征集各式卓越珍宝之良机。」 

 

天然翡翠配钻石戒指 

估价：HK$ 2,800,000 - 3,800,000／ 

US$360,000 – 490,000 

此翡翠蛋面呈理想的椭圆形，大小恰当，可

作隆重场合配戴用。蛋面硕大，厚度亦达顶

级，现今玉石材料已难再制，加上蛋面属浑

圆正阳绿颜色，别具收藏价值。甄小姐曾经

收藏多粒翡翠蛋面，此蛋面曾经镶嵌在一枚

九十年代豪华款式指环作登台用，至近年重新镶嵌，带有历久弥新的优

雅格调，为其收藏中最喜欢的蛋面之一。 照片来源：金音符唱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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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翡翠手镯 

估价：HK$ 1,500,000 - 2,500,000／US$ 190,000 – 320,000 

翡翠手镯由带绿色冰种翡翠物料精制而成，手镯物料厚度充兄，

晶体结实，带特别雪花状内含物，别具韵味。甄小姐于九十年代

为《鲁冰花》电影演唱主题曲并红遍两岸，其后甄小姐有缘遇到

此雪花手镯，奖励自己而购下，及后更成为其珍藏瑰宝之一。 

 

 

6.21 克拉天然哥伦比亚祖母绿配钻石戒指  

估价：HK$ 780,000–1,000,000／US$100,000 – 128,000 

祖母绿拥有「绿宝石之王」的美誉，而这枚祖母绿来自最优质的产地

哥伦比亚，弥足珍贵。宝石重达 6.21 克拉，色彩鲜活浓艳，绽放纯净

瑰美的摄人绿光，经甄小姐与珠宝制作公司极具巧思的设计，将绿宝

石配上共重约 2.10 克拉的闪烁钻石，突显硕大祖母绿的迷人美态，教

人心醉。 

 

钻石配彩色宝石「蝴蝶」戒指及耳环套装 

钻石共重约 2.40 克拉，祖母绿及红宝石共重约 1.90 克拉 

估价：HK$ 60,000–100,000／US$ 7,700 – 13,000 

此拍品一组三件，设计师独具匠心，

利用圆形的白钻及祖母绿点缀镶

嵌成三只雅致、线条优美的蝴蝶。

璀璨炫目的白钻与深遂惊艳的彩

色宝石互相辉映，为蝴蝶注满生命

力，在繁花间翩翩起舞。戴上这套

戒指及耳环套装，令人活力涌现，

清新脱俗！八、九十年代趋向一整

套式的珠宝购买，而此套珠宝为甄氏当年配衬演唱会当中的一

套舞台服饰而特别购入。 

 

 

摄影师：林炳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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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宝石配钻石胸针及蓝宝石配钻石胸针 

椭圆形红宝石重约 1.30 克拉，榄尖形蓝宝石重约 1 克拉，钻石及

蓝宝石分别共重约 3.50 及 2 克拉 

估价：HK$ 50,000 – 80,000／US$ 6,500 – 10,000 

此两件胸针均为设计感十足的玩味瑰丽之作；蓝宝石胸针乃演唱

会主办机构所馈赠予甄氏的礼物，胸针为装饰艺术时期（Art Deco）

风格之款式，设计像舞台般，而中央之蓝宝石正正如同屹立于舞

台的歌星，仿如舞台王者般；而红宝石胸针周边之通花设计为全

人手制作，以 18K 金拉丝焊接而成，古雅大方，淋漓尽致地演绎

手作珠宝的工艺，现时绝少珠宝会以此等耗时的全人手工工艺制作，可谓弥足珍贵。 

 

天然翡翠配钻石戒指 

估价：HK$ 70,000 – 100,000／US$ 9,000 – 13,000 

翡翠蛋面华光幽幽绮丽、晶莹灵秀，两旁以钻石衬托，让一汪翠灿中

带有钻石的光彩，无愧为可戴可藏的翡翠极品，而且此品价格相宜，

希望吸引更多收藏家及喜爱珠宝的人士竞投 。 

 

 

 

蓝宝石配钻石「十字架」吊坠项链及「心形」钻石吊坠项链 

蓝宝石及钻石分别共重约 2 及 3 克拉 

估价：HK$ 40,000–60,000／US$5,200 – 7,700 

十字架蓝宝石与白钻相互辉映，夺目而不俗艳，奢华中见贵丽；而

心型吊坠外型优雅利落，轻渗淡淡少女情怀，以及对爱情抱有的憧

憬。两件精品均为甄氏于美国登台时购入，充满回忆的味道。 

 

 

天然翡翠「凤凰」吊坠一对 

估价：HK$30,000 – 50,000／US$ 3,900 – 6,500 

凤凰为人们心目中的瑞鸟，象征高贵，亦有吉祥、重生之意。在芸芸

甄氏翡翠玉器收藏品中，此对吊坠最为灵巧，展现出凤凰跃跃欲飞之

态，可见七十年代翡翠雕琢工艺之精；而翡翠本身质地细腻通透，水

润丰盈，可见原石质量之臻。此对凤凰吊坠亦能比喻于甄氏歌坛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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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载，至仍今屹立乐坛之巅，成为殿堂级歌后。 

 

估价不包括买家佣金 | 成交价包括落锤价及买家佣金 

高清图片、图标及电子版新闻稿请前往以下连结下载： 

ftp://ftp.tianchengauction.com/PR%20Special/Autumn%202014/ 
用户名：TCPR2    密码：pressdep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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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天成国际 
天成国际于 2011 年 1 月在香港正式成立，由资深拍卖业团队组成，凭借专业及创新精神，致力为亚洲拍卖业开

拓新方向。天成的专家团队熟悉亚洲文化，了解国内、外收藏家的品味，本着以客为本的理念，透过与客户紧密

的联系，为客人提供专业贴心的服务。天成总部设于香港，并在上海设当地办事处。 

 

有关微笑行动中国基金： 
微笑行动中国基金是一所医疗慈善机构，致力为中国患唇腭裂的贫困儿童及青少年，提供免费手术治疗，让他们

重拾微笑。自 1991 年在香港成立以来，微笑行动中国基金凭借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和慈善捐款者的支持，已

成功改变超过 26,000 名唇腭裂患者的笑容和生命。此外，更透过举办密集式教育课程、临床培训及专业训练，协

助中国当地医护专才，长远提升修复唇腭裂的技术水准。 
 

微笑行动中国基金是微笑行动全球联盟的一员，透过手术治疗，替儿童并青少年修补笑容以致改变他们的一生。 

 
紧贴天成国际拍卖信息 

网页  ：www.tianchengauction.com     

Facebook ：www.facebook.com/tianchenginternational 

微博  ：weibo.com/tianchengintl 

微信  ：tianchengintl 

 

 

 

 

天成国际 2014 年珠宝及翡翠秋季拍卖会 

拍卖 

2014 年 12 月 7 日（星期日） 

珠宝及翡翠拍卖              

甄妮珍藏珠宝慈善拍卖                  

 

下午 1 时正 

晚上 6 时正    

预展 
2014 年 11 月 22 日至 26 日（星期六至三） 

2014 年 12 月 4 日至 6 日（星期四至六） 
上午 10 时至下午 6 时 

地点 香港中环花园道 1 号中银大厦 30 楼 | 天成国际 

ftp://ftp.tianchengauction.com/PR Special/Autumn 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