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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成国际 2014 年珠宝及翡翠秋季拍卖会
将于 12 月 7 日举行
──「秋韵盈翠 钻耀霞彩」──

天然翡翠配钻石吊坠项链及戒指套装
估价待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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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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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天成国际举行。于金风送爽、秋色满载
的季节，天成国际今季秋拍将诚意呈献逾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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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戒指套装，11 颗翡翠珠子均饱满莹润、
碧绿欲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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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多件享负盛名设计师 Alessio Boschi 的作品将隆重登场，藏家们实在
不能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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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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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0 克拉斯里兰卡金绿猫眼石配钻石「金球」戒指、10.88 克拉喀什米尔「矢车菊」蓝色
蓝宝石戒指、 「Harry Winston」 出品 3.53 及 3.19 克拉缅甸抹谷「鸽血红」红宝石耳环，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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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成国际珠宝部董事杨俊贤 (Stewart Young) 表示：「天成国际一直本着『敢于探索、勇于创
新』的精神，致力为各藏家呈献各式珍稀翡翠及珠宝首饰。有见高端翡翠于亚洲市场需求越趋
殷切，本季我们特别搜罗了一组天然翡翠配钻石吊坠项链及戒指套装，市场上已难再觅得如此
珍稀顶级佳品，每颗翡翠晶莹水润，稀若晨星。另外，我们亦送上多件极富投资及收藏价值的
瑰宝，当中尤以命名为『The Night Horizon』的 55.01 克拉天然缅甸抹谷无经加热处理『皇家蓝』
宝石戒指最为瞩目，一如其名，『The Night Horizon』拥有被誉为最顶级的皇家蓝色，绽放出
犹如夜幕低垂下的璀璨华光，实在无可媲美，定必成为拍场上炙手可热的藏品。」

华美翡翠
极品翡翠
天然翡翠配钻石吊坠项链及戒指套装
估价待询
在芸芸翡翠首饰当中，翡翠玉珠项链可谓最珍罕难求，
因为翡翠玉珠的雕琢打磨工序繁复，既损耗大量品质
均一的玉材，又须巧夺天工的制作技巧，才制成粒粒
圆浑无比的翡翠珠子。上等的翡翠蛋面，翠色均匀而
浓艳，晶体颗粒幼细，形状饱满、对称、周正而不失
透光性，灵动美观。《汉书‧礼乐志》有云：「璧玉
精，垂华光。」，此项链及戒指共十一颗翡翠珠子蛋
面均华光满溢，碧绿欲滴，色泽均匀，质地细腻，最
大的一颗达 25.10 x 20.39 x 8.55 毫米。寻找一颗如此饱满莹润的珠子已属难能可贵，现在配对
成十一颗，更为万中无一! 若驻足观看，艳惊四座，仿佛能凝聚四周的空气，震慑人心。此为
拍卖史上第一件拥有命名权的翡翠首饰，成功投得的买家能命名此瑰宝，将独一无二的名字
传承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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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nk of Blessings」
天然翡翠配红翡翠及钻石「福禄并蒂」项链
估 价 ： HK$ 30,000,000–40,000,000 ／ US$ 3,850,000–
5,120,000
其实翡翠除了较为人熟知的绿色外，红色翡翠也是珠宝界
中的新贵。原石在经过风化、河床搬运及地质液体浸泡等
作用下，被褐铁及赤铁等矿物浸染而呈现红色。而通常这
红色现象只发生在玉石的表皮，又一般表皮并没有足够的
厚度制作圆浑满色的珠子，而此翡翠石胚中竟发现珍罕绝
伦的红色「色根」，故此才有足够的厚度去制作珠子，可
想而知此项链实不可多得。再加上设计师巧妙地将红翡翠与「帝王绿」色翡翠配衬一起，为翡
翠带来大胆创新、独一无二的设计，从未出现于拍场上，极其难得！
绿色翡翠不单为老坑种色，更蕴含「帝王绿」的顶级色泽，水头极佳、晶莹剔透；而红翡翠未
经人工加热处理，浑然天然，色正浓艳。青翠碧绿与娇艳湛红互相辉映，伴以耀目的天然翡翠
及钻石配饰，尽显矜贵不凡的典雅气派。

旁边的天然翡翠配钻石「蜻蜓」胸针（估价：HK$ 600,000–800,000／US$ 78,000–103,000）以
细腻圆润的「帝王绿」翡翠镶嵌而成，每颗翡翠色泽统一、清透饱满。设计师更特别为胸针注
入西洋风格，将共重约 14.30 克拉的璀璨美钻满满的镶在蜻蜓每一节躯体上，卓尔不凡。
天然翡翠「竹报平安」配钻石吊坠
估价：HK$ 22,000,000–30,000,000／US$ 2,850,000–3,850,000
竹，有着独特的中国传统含义，竹子四季常青象征着顽强的生命、青春
永驻，竹子空心代表虚怀若谷的高尚品格，生而有节、竹节必露是高风
亮节的象征。将如此源远流长的寓意配上独具灵性、水润丰盈的天然翡
翠，此拍品淋漓尽致地诠释出中华文化的传承，为不可多得的瑰宝。
天然翡翠配钻石吊耳环一对
估价：HK$ 6,000,000–8,000,000／US$ 770,000–1,030,000
此对由私人藏家所提供的吊耳环由两块硕大满绿，来自同一支翎管的
翡翠镶成，翎管是清朝官帽上的物件，且为清王朝独有，物稀量少；
而翡翠翎管流传至今，更是存世甚少，价值不菲。此翡翠翎管，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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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代代相传，翡翠色泽通透无瑕，乃绝色佳品，想必为当年拥有极高权力的一品官员所佩戴。
设计配以简洁的钻石，散发出雍容华贵的气息，是融合历史文化与时尚美学的杰作。

设计款翡翠
天然翡翠配冰种翡翠及钻石吊坠项链及戒指套装，Alessio Boschi 设计
估价：HK$ 2,500,000–3,500,000／US$ 320,000–450,000
艺术与远古文化都是著名设计师Alessio Boschi的灵感泉源，每个设计都是
一个故事，诉说着大自然或文化的絮语。此天然翡翠配钻石吊坠项链及戒
指套装为Alessio别出心裁之作，淡绿翡翠蛋面配以冰种翡翠，冰清高雅；
翡翠蛋面水头充足、蛋面圆润丰厚，吊坠可拆下作多功能配戴，兼具实用
功能及收藏价值。

其他翡翠精品
天然紫翡翠配翡翠及钻石项链
估价：HK$ 6,500,000–8,500,000／US$ 833,300–1,090,000
此天然紫翡翠珠串颜色素雅、每颗翡翠珠子均饱满莹润、娇艳欲滴。设
计师更匠心独运，为项链配上种质细腻满色的翡翠三连圆环，圆环耗料
非常，而现今的玉石材料珍，已难再觅得如此精美造工，配上三连圆环
后为婉约娟秀的紫添上一抺清新明媚的绿，淡淡地谱写出最为动人的和
谐之美。
另一件紫翡翠珍品无疑为一对天然紫翡翠手镯（估价：HK$ 8,000,000–
12,000,000／US$ 1,030,000–1,540,000）。此手镯双色手镯成双成对，有好事
成双的美意。在同一块石材制造而成，能配对出相同大小的手镯，并且同样
拥有浓郁、均匀的紫罗兰色调，殊为难得。

天然冰种翡翠「金蟾」配钻石吊坠
估价：HK$ 800,000–1,200,000／US$ 103,000–155,000
自古以来，金蟾乃吉祥之物，能招财致富，是聚财之瑞兽。此金蟾配钻石
吊坠以清净剔透的天然冰种翡翠打造而成，雕功精致细腻，金蟾背部光泽
饱满，栩栩如生，仿佛为金蟾赋予生命，为藏家带来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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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珠宝

「The Night Horizon」
55.01 克拉方形天然缅甸抹谷无经加热处理「皇家蓝」色蓝宝石配钻石戒指
估价：HK$ 28,000,000–35,000,000／US$ 3,600,000–4,500,000
蓝宝石的英文始源于希腊文字「Sappheiros」，可翻译作蓝色的石头。蓝宝石被誉为全球四大
最珍贵的宝石之一。象征权贵、贵族及挚诚的蓝宝石，在许多国家的历史及宗教上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在古希腊及罗马，蓝宝石是守护石，相传具有神秘的力量贯通天与地。对佛教徒来说，
蓝宝石释放灵光，为拥有者带来祥和与快乐的心境；犹太民族则认为蓝宝石是所罗门王戒指上
的封印石。此外，蓝宝石还曾经出现于《出埃及记》第 XXIV 章第 10 节。总结古希腊的信念
以至种种宗教的说法，蓝宝石无疑是道德信仰的象征，是高度神圣的宝石。
The Night Horizon 蓝宝石重逾 55 克拉，明净非凡，色泽浓郁纯正，拥有顶级的皇家蓝色，闪烁
而神秘，旖旎而迷人。扣动心弦的气质，加上皇者气派的典范，让人一见钟情，再见倾心。在
切割方面，一般来说，方形阶梯式切割会彰显出宝石的瑕疵，所以珠宝匠甚少会采用这方式去
切割宝石。但由于 The Night Horizon 纯净明亮，这独特的切割方式反而将这枚蓝宝石的光彩完
美绽放。「The Night Horizon」无疑是大自然最珍贵的礼物，就像划破夜幕的华光，是收藏家
梦寐以求的稀世珍品！
另一颗10.88 克拉天然喀什米尔无经加热处理「矢车菊」蓝色蓝宝石配钻
石戒指（估价：HK$ 10,000,000–15,000,000／US$ 1,280,000–1,900,000 ）
亦不能错过，重达10.88克拉的蓝宝石来自喀什米尔，未经人工加热处理，
天然深邃的「矢车菊蓝」，内含的针状物令蓝宝石如丝绒般细腻，教人
为之心醉，再以两旁白钻点缀生辉，实为臻妙非凡的瑰丽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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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5 克拉天然哥伦比亚无经处理祖母绿配钻石戒指
估价：HK$ 7,800,000–9,800,000／US$ 1,000,000–1,260,000
天然祖母绿来自闻名遐迩的哥伦比亚，并无经任何人工加热处理，本
已份外难得，加上重达 14.35 克拉的硕大份量，「绿宝石之王」美誉
可谓实至名归。祖母绿色彩鲜活自然，绽放纯净瑰美的绿光，配上共
重约 1.95 克拉闪烁绚丽的钻石，美态诱人。

3.53 及 3.19 克拉天然缅甸抹谷无经加热处理「鸽血红」红宝石配钻石
耳环一对，Harry Winston 出品
估价：HK$ 5,400,000–7,500,000／US$ 695,000–960,000
两枚重 3.53 及 3.19 克拉的天然红宝石红彩纯净无瑕。份量十足的白钻
共重约 14.00 克拉，采用品牌经典的镶嵌设计，组成极尽精致的
「Winston Cluster」，不仅保持了宝石原有的色泽，更将钻石最自然、
纯粹的那一面呈现出来。精湛的花式切工与独特的镶嵌技巧令 Harry Winston 享誉珠宝界。不
论是希腊船王 Aristotle Onassis 赠予 Jacqueline Kennedy 的 40.42 克拉求婚钻戒「Lesotho III」，或
是影星 Richard Burton 送给妻子 Elizabeth Taylor 的「Taylor-Burton」之钻，都成为传世佳话。

另一件拥有如此高质的珠宝则为 5.02、2.12 及 2.03 克拉天然缅甸抹谷无
经加热处理「鸽血红」红宝石配钻石戒指（估价：HK$ 7,800,000–9,800,000
／US$ 1,000,000–1,260,000）。「鸽血红」宝石，红彩深邃艳丽、色泽
明媚，浓浓的红调恰似燃烧中的火焰，热情洋溢。三枚如此顶级的宝石
镶嵌一起，淋漓尽致地演绎出红宝石的绝代华美，再以白钻点缀生辉，
贵气灿然，此火红瑰宝必为拍场上炙手可热的惊艳焦点。

璀璨彩钻
2.06 克拉梨形天然彩紫粉红色钻石配钻石戒指
估价：HK$ 2,900,000–3,900,000／US$ 370,000–500,000
粉红色钻石在市场上可谓稀若晨星，每出产 10 万颗宝石级钻石，其中
才可能有一颗是彩色钻石，而芸芸彩钻中，粉红彩钻更是备受追捧，
今秋我们为藏家带来一颗重逾 2 克拉的紫粉红色钻石，梨形主石外镶
嵌白钻，令粉嫩娇红显得格外迷人，高贵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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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 克拉天然浓彩黄色 VS1 净度钻石配黄色钻石及钻石戒指，
NIRAV MODI 出品
估价：HK$ 1,100,000–2,100,000／US$ 140,000–270,000
黄色钻石向来被誉为彩钻界的贵族，它的炫目华丽独具皇家风范，更象
征荣耀与富贵。而此枚重 6.02 克拉的黄钻达 VS1 净度及浓彩级别，颜
色纯正、色调鲜明，为饶富收藏价值的稀世美钻。再缀以四颗共重 2.01
克拉的梨形钻石，彷如划破夜空的璀璨星光。

其他瑰丽珠宝
50.40 克拉天然斯里兰卡无经处理金绿猫眼石配钻石「金球」戒指
估价：HK$ 3,000,000–4,000,000／US$ 385,000–520,000
由于产量稀少，神秘绮丽的金绿猫眼石极具投资潜力。而此枚达 50.40
克拉惊人份量的天然金绿猫眼石，呈圆形球状故称为「金球」。层次
万千的美妙光线，活像猫眼一样，精妙迷人。

天然海螺珠配天然哥伦比亚祖母绿及钻石「花蕊」项链
估价：HK$ 2,800,000–3,800,000／US$ 360,000–490,000
以圆形祖母绿作花蕊，海螺珠作粉嫩花瓣，浓淡粉红相互纷染，
婉若盛放中的花卉，白钻围绕花干，大自然的曲线设计巧妙旖
旎，为肃杀的初秋带来一抹明媚的云彩。海螺珠共重约 200 克
拉，两颗圆形祖母绿分别重约 2.78 及 2.69 克拉，五颗水滴形祖
母绿共重约 10.25 克拉，运用多款高贵华丽的宝石，加上如此精
湛别致的设计，弥足珍贵。
珐琅彩配钻石「蜻蜓」胸针，年份约 1900
估价：HK$ 120,000–180,000／US$ 15,000–23,000
画珐琅工艺起源于法国，于清朝康熙年间传入中国。这种精美的工艺受到皇帝及皇室的推崇，
其后康、雍、干三帝皆命设造办处，大量生产珐琅器及珐琅珠宝供皇室享用。此蜻蜓胸针以色
彩缅丽的珐琅彩化作翅膀，每片鳞片均富有光泽，极致细腻，抖动的瞬间光艳遒丽，栩栩如生，
饰于胸前摇曳生姿，淡绿湛蓝的配对，加上碧绿珐琅彩作眼珠子，形神俱备，活灵活现。珐琅
彩具有宝石般的光泽和质感，历经百年而不褪色，历久弥新，而此上百年之古董饰物更为珐琅
工艺中的上佳之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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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碧玺配黄色钻石及钻石「气球小女孩」胸针，Ice 出品
估价：HK$ 60,000–90,000／US$ 7,700–11,500
天成国际屡次与珠宝设计师合作，制作出一些个性小首饰，多次于拍
场内备受青睐。今秋亦为收藏家带来突显个人品味的小女孩胸针，小
女孩手执彩色气球，翩翩起舞，似要带着缤纷的梦想翱翔天际，充满
生机、希望。近年于市场上走俏的彩色碧玺有着多种寓意，娇俏桃红
象征人缘、迷人翠绿代表健康、炫目鲜黄意味财富。此色彩鲜艳夺目、
造型惟妙惟肖的碧玺胸针，便能为配戴者同时达成所有愿望。

特别呈献 —「甄妮珍藏珠宝慈善拍卖」
天成国际今季更特别呈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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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蕴藏天后巨星甄妮小
姐演艺生涯的点滴，总估价逾 1,100 万港元／140 万美元。而部份拍卖
所得之收益，将扣除行政开支后拨捐「微笑行动中国基金」作慈善用途。
是次拍卖藏家可搜罗心头好之余亦能回馈社会，积福行善！详情请见「甄
妮珍藏珠宝慈善拍卖」新闻稿。
摄影师：林炳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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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及电子版新闻稿请前往以下连结下载：

ftp://ftp.tianchengauction.com/PR%20Special/Autumn%202014/Jewellery%20and%20Jadeite%20Auction/
用户名：TCPR2

密码：pressdept2

编辑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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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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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

香港中环花园道 1 号中银大厦 30 楼 | 天成国际

下午 1 时正
晚上 6 时正
上午 10 时至下午 6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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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贴天成国际拍卖资讯
网页
Facebook
微博
微信

：www.tianchengauction.com
：www.facebook.com/tianchenginternational
：weibo.com/tianchengintl
：tianchengin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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