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成国际 2015 年珠宝及翡翠秋季拍卖会 

将于 12 月 6 日举行 

── 醉人瑰宝  闪耀金秋 ── 
 

预展：11月28日至12月5日 | 拍卖：12月6日 

 

 
 

8.06 克拉天然缅甸抺谷无经加热处理「鸽血红」红宝石配钻石戒指，Bulgari 出品 

估价：HK$ 3,500,000 – 4,500,000／US$ 450,000 – 577,000 

 

香港，2015 年 11 月 10 日  天成国际 2015 年珠宝及翡翠秋季预展将于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5 日（上午 10 时至下午 6 时）举行，而拍卖将于 12 月 6 日（星期日；下午 1 时），假座香

港中环花园道 1 号中银大厦 30 楼天成国际举行。秋高日朗，漫天金桂飘香，遍地落叶金黄，

天成国际今季将诚意呈献超过 280 件醉人瑰宝，总估价逾 2 亿 8,000 万港元／3,600 万美元。

西洋珠宝当中首推一套 106.86 克拉的天然缅甸抹谷无经加热处理蓝宝石套装，而翡翠方面则

有一件冰种紫翡翠「弥勒佛」吊坠，雕功极致细腻，佛相活灵活现。 

即时发布 
 

 

香港 符颖铮 +852 2150 0765 | lya.fu@tianchengauction.com | 何泳妍 +852 2150 0764 | renee.ho@tianchengauction.com 
上海 陈玲玲 | +86 21 5153 1511 | caroline.chen@tianchengauction.com 北京 王杨 | +86 138 1192 9279 | caroline.wang@tianchengauction.com 

新闻稿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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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成国际珠宝部董事杨俊贤 (Stewart Young) 表示：「继上季拍出亮眼成绩，『The Flare of 

Crimson』52.22 克拉天然莫桑比克无经加热处理「鸽血红」红宝石配钻石项链，以 2,480 万港

元／317 万美元成交，打破莫桑比克红宝石首饰世界拍卖纪录。今季在全球经济放缓的保守大

环境下，珠宝成为更保值的投资标的物，市场需求亦预计与日俱增。有见及此，而我们亦努力

不懈，为各藏家带来多件质臻价优的焦点拍品，除了多件无经处理的天然瑰宝、各式品牌如

Alessio Boschi、Bulgari、Nirav Modi、Scavia 的珍品，以及其他独立设计师的个性小件，以饕

广大藏家们的不同品味；不得不提，还为藏家搜集了一系列值得收藏的──Mikimoto 珍珠首

饰、尖晶石及『Triple Excellent』钻石。是次秋拍荟萃各式洋溢中、西风韵的瑰宝，精品纷呈，

流光迤逦，天成国际将带领各藏家走进金碧辉煌的珠宝国度。」 

 

瑰丽宝石及钻石 

彩色宝石 

 

 

 

 

 

 

 

 

 

 

 

 

 

Lot 146 

「蓝湖之光」 

106.86 克拉天然缅甸抹谷无经加热处理蓝宝石配钻石项链及吊耳环套装 

主钻石共重 103.34 克拉，D 色内部无瑕至 VVS2 净度；部分蓝宝石为「皇家蓝」色 

估价：HK$ 22,500,000 – 30,000,000／US$ 2,885,000 – 3,850,000 

自古以来，蓝宝石与珠宝早已结下不解之缘。蓝宝石传誉古今，相传能为佩戴者带来上天的眷

顾，催吉避凶，化险为夷。除此之外，它更是皇权和爱情的象征。在中世纪，统领西欧的查理

大帝曾为爱妻订制一件镶有两颗贵重蓝宝石的吊坠作护身符，喻意他们的爱能天荒地老，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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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又教人敬仰。这护身符一直守护着他与妻子，见证了他们永恒不变的爱恋。自此，皇室成员

以蓝宝石作为交换的信物，视它为挚诚和爱情盟誓的象征。 

 

「蓝湖之光」以蓝白相衬的项链及耳环，化作大自然清澈澄明的流水与浪花，20 颗蓝宝石共

重逾 106 克拉，缀以共重超过 103 克拉的 D 色白钻，矜贵非凡，是深邃动人的传世之宝。 

 

天然缅甸红宝石结晶颗粒通常较小，因此达 5 克拉以上的已

甚为难得。天成国际今季将为藏家呈献份量十足的火红瑰宝。

Bulgari 出品的 8.06 克拉天然缅甸抺谷无经加热处理「鸽血红」

红宝石配钻石戒指（Lot 104，估价：HK$ 3,500,000 – 4,500,000

／US$ 450,000 – 577,000）红彩深邃艳丽、色泽明媚，浓浓红

调恰似燃烧中的火焰，热情洋溢，独特的钻石镶嵌旨在向曾

经辉煌的古罗马城致敬，反映出 Bulgari 的艺术与建筑根源。

此拍品估价相宜，加上品牌的光环，实为值得归入囊中的古

典瑰宝。 

 

另一枚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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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235，估价： HK$ 18,000,000 – 25,000,000

／US$2,300,000 – 3,200,000）的顶级「鸽血红」色泽同样迷人，

炽红热烈，配以共重约 7.55 克拉的白钻，光辉璀灿，艳惊四

座。 

 

 

Lot 105 

99.00 克拉天然缅甸无经加热处理红宝石配钻石

项链；钻石共重约 33.90 克拉 

估价 : HK$ 1,000,000–2,000,000／  

US$ 128,000–256,000 

炽热红宝石与炫目白钻交织，形成旖旎回旋，设

计简约灵动，尽显妩媚女性魅力。加上 99.00 克

拉红宝石及逾 33 克拉的钻石，分量十足，渗出

华美尊贵的气质，瞥见定必在心湖泛起涟漪。 



 

 
4 

Lot 190  

24.13 克拉天然哥伦比亚穆索无经处理祖母绿配钻石戒指 

估价：HK$ 10,000,000 – 15,000,000／US$ 1,280,000 – 1,920,000 

产自哥伦比亚的祖母绿闻名于其丰润迷人的色调，是多年来备

受藏家们追捧的瑰宝。此色彩纯净浓郁的祖母绿无经任何人工

处理，本已份外难能可贵，加上重达 24.13 克拉的惊人份量，

缀以共重约 2.30 克拉闪烁绚丽的钻石，美态诱人，教人趋之若

鹜。 

 

尖晶石拥有饱满的颜色、强韧的硬度及闪亮

的亚金刚光泽，因此常被误认为刚玉。除了

红色，蓝色尖晶石也广受藏家喜爱。虽然含

「铁」和「锌」可令尖晶石呈现蓝色，但以

「钴」致色的尖晶石最为稀少珍贵，其特别

之处在于它像钻石一样发出如闪电般强烈的

七色火彩。极个别的尖晶石有时还会呈现特

殊的光学现象──变色效应，这是由于光源性质和宝石中致色离子的选择性吸收共同作用的结

果。 

 

是次拍卖的 25.79 克拉天然斯里兰卡无经处理变色钴尖晶石配钻石戒指（Lot 144，估价：

HK$ 780,000 – 1,200,000／US$ 100,000 – 154,000），变色尖晶石会在日光下呈现蓝色（图左），

白炽光下则呈现紫色（图右），散发别样魅力。其曾被误认为蓝宝石，被收藏达五十多年，直

至天成国际的专家重新发掘其价值，为其正名。这也是拍卖史上最大的变色钴尖晶石，拥有高

昂的宝石学价值和巨大的市场投资潜力，在漫长的岁月等待中，期许着独具慧眼的藏家倾心相

待。 

 

璀璨钻石 

白钻诚可贵，彩钻价更高，大概一万颗钻石中才能找出一颗彩钻。而其中的黄钻，因呈现出颜

色纯正、色调鲜明的黄色或金黄色系，金碧绚烂、雍容华贵，故又称金钻。是次秋拍，天成国

际搜罗了多件金光满溢的黄色钻石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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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211 

31.01 克拉阶梯式切割天然艳彩黄色 VVS2 净度钻石配钻石戒

指钻石共重约 1.50 克拉 

估价：HK$ 16,000,000 – 20,000,000／ US$ 2,050,000 – 2,560,000 

现今大部分彩钻均采用雷地恩切割（Radiant-Cut），以加深彩钻

的颜色；而阶梯式切割（Step-Cut）则能真实呈现钻石本身的色

彩，其损耗大之外，还使宝石的净度一览无遗。所以只有颜色饱

和、内部洁净的高品质彩钻才配选取这种切割方式。这颗份量显

赫的 31.01 克拉艳彩黄钻，让人魂牵梦萦，定必成为顶级黄钻的爱好者之不二之选。近年，藏

家开始关注更为珍罕的彩色钻石，而黄金色充分表达华丽气派，广受欢迎，令每克拉的价格增

幅扩大，此实为值得投资与收藏的秋拍精品。 

 

Lot 145 

「塞拉利昂金虎眼」 

5.21 克拉天然深彩黄色钻石配钻石戒指 

估价： HK$ 2,600,000 – 3,600,000／US$ 335,000 – 460,000 

世界上最美丽的鲜彩黄色钻石，正是出自塞拉利昂著名的

Zimi 矿。这里的黄钻拥有独特的黄色──浓郁、温暖而又

艳丽，带些许罕见的橙色调，令整个钻石绽放出黄水仙花一

般灿烂明媚色彩。此枚来自塞拉利昂 Zimi 矿藏逾 5 克拉圆形深彩黄色钻石，完全呈现了 Zimi

矿黄钻引以为傲的辉煌色彩，恍如猛虎之眼，灼华眈眈，金光灿灿，尽显王者风范。 

 

「看到女孩因钻石而笑，是件很幸福的事情。」──印度品牌

Nirav Modi 以品质卓绝的宝石叙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此对

特别设计名为「Eternity Earrings」的 17.55 及 17.06 克拉天然

浓彩黄色钻石配粉红色钻石及钻石吊耳环（Lot 284，估价： 

HK$ 9,000,000 – 12,000,000／US$ 1,150,000 – 1,540,000），以

娇美粉红色钻石及全美白钻点缀，烘托来自南非如初升朝阳般

明媚的黄钻。标志性的配色彰显东方印度式的浓彩多情，而四

颗圆钻悬空式的对称设计，加上流光溢彩的水滴造型，更是摇

曳生姿，以现代风格对话传统古典，以西式设计梦回千古东方，

这双别致的耳环定会成为秋拍场上追求极致美感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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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le Excellent Collection」 

一颗拥有「极优切割、打磨及比例」的明亮式

切割钻石是大自然与超卓工艺的结晶。然而，

要组成一系列无论净度与比例都相衬的钻石，

需时漫长，更要配合庞大的资源及周密的心思，

殊为难得。2015 年春拍，天成国际推出了一系

列「极优切割、打磨及比例」钻石拍品，反应

热烈， 是以今秋再为藏家带来多件美国品牌

Golkonda 出品的 3EX 瑰宝，完美钻石需以多年

来收集配对，今次难得呈献出两件配对均称的

项链及手链，难能可贵。 

 

Lot 209 

71.74 克拉极优切割、打磨及比例钻石手链，Golkonda 出品 

估价：HK$ 6,200,000 – 8,200,000／US$ 795,000 – 1,050,000 

主钻石重 10.10 克拉，I 色 VS2 净度，八心八箭切割，其他 32 颗钻石共重 61.64 克拉，由 3.56

至 1.02 克拉，H 至 J 色，内部无瑕至 VS2 净度 

 

Lot 208 

16.23克拉心形天然彩黄色 VVS1 净度钻石配钻石吊坠项链，Golkonda 出品 

估价：HK$ 6,200,000 – 8,200,000／US$ 795,000 – 1,050,000 

其他钻石共重 51.02 克拉，3.50 克拉心形钻石 F 色 VS2 净度，0.62 克拉阶梯式切割钻石 D 

色内部无瑕，极优打磨；四十三颗圆形钻石重 3.51 至 0.33 克拉，D 至 G 色，内部无瑕至 

VS2 净度，极优切割、打磨及比例 

 

Lot 27 

10.67克拉H色SI1净度极优打磨钻石戒指 

估价：HK$ 1,000,000 – 2,000,000／US$ 128,000 – 256,000 

蛋形钻石比其他形状的钻石罕有，而且需求量大，要找到线

条优美的蛋形钻石并非易事，加上如此大克拉数，实属难求。

此落落大方的 10.67 克拉璀璨美钻配上简约唯美的经典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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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发出高贵典雅的气息，扣人心弦，估价更为市场价格的三分之一，并具此等质素，实为拍场

上炙手可热的瑰宝。 

 

Lot 277 

钻石「羽毛」胸针，御木本出品 

估价：HK$ 100,000 – 200,000／US$ 12,800 – 25,600 

凭借其享誉国际的养殖珍珠，御木本为全球顶级珠宝商之

列。除了珍珠之外，其创作的宝石首饰亦深受欢迎。此胸

针钻石以共重约 10.90 克拉的璀璨美钻精心镶嵌而成，优

美的线条淋漓尽致地勾勒出「羽毛」的高雅形态，曼妙生

辉。佩戴在身上，「羽毛」绽放出闪烁光芒，彷佛随缕缕

微风飞舞，绮丽迷人。此拍品传承了御木本创始人「让珠

宝装饰全球女性」的宏愿，将女性的魅力风华完美展现。 

 

华美翡翠 

 

   

 

 

 

 

 

 

 

 

 

 

Lot 247 

天然翡翠配冰种紫翡翠、彩色钻石及钻石吊耳环一对／戒指／吊坠项链，Alessio Boschi 设计 

估价：HK$ 22,000,000 – 32,000,000／US$ 2,820,000 –4,100,000 

紫色在中国传统文化和道教中都是至尊之色，象征紫微星，代表帝王之气，如北京故宫又称「紫

禁城」，达官贵人「紫衣绶带」彰显地位。「紫气东来」由圣人老子过函谷关时紫气浮关的典

故而来，后用来表示富贵祥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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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象征福禄，护佑平安，绿色的翡翠在明初被宫廷发现，成为风靡上流社会的极品玉料。清

朝乾隆皇帝嗜翠如命，之后慈禧太后对翡翠更是到达了几近疯狂的程度，不仅身上遍布翡翠珠

链、戒指和发簪，在居住的长春宫内更随处可见翡翠制成的盖碗、玉筷等起居用具。在明清两

朝，绿色的翡翠都是最尊贵的，最正的绿色也被称作「帝王绿」，唯有朗朗乾坤下的真龙天子

可与之相配。 

 

此为著名设计师 Alessio Boschi 别出心裁之作。两颗翡翠蛋面硕大丰厚、饱满圆润，翡翠色正

浓郁、水头清冽；紫翡翠种色兼备、娇艳欲滴，两者相配，紫气东来，绿满乾坤，天地吉瑞尽

在掌中。其珍贵之处亦为可按照场合或喜好，变作为项链、耳环或戒指佩戴，突显藏家超凡脱

俗的品位。 

 

Lot 266 

天然冰种翡翠配翡翠、彩色宝石及钻石吊耳环一对，Alessio 

Boschi 设计 

估价：HK$ 550,000 – 800,000／US$ 70,500 – 103,000 

另一件出自 Alessio Boschi 之手的耳环，亦为今季亮点，设

计师巧妙地以翠色浓郁的翡翠衬托水润饱满的冰种翡翠，在

澄黄湛绿的彩色宝石及钻石点缀下，仿如熠熠生辉的秋收果

实，祝愿各藏家果硕丰盈。 

 

 

Lot 285 

天然冰种紫翡翠「弥勒佛」配钻石吊坠 

估价：HK$ 8,000,000 – 15,000,000／ 

US$ 1,030,000 – 1,920,000 

天然冰种紫翡翠颜色素雅、水头清冽，配合巧夺天工的手艺，

淋漓尽致地勾勒出弥勒佛的祥和法相。雕刻师更匠心独运地

为弥勒佛打造光环，光影转动之间，通透澄明的紫翡翠淡淡

地透出潋灔光彩，营造「佛光普照」的圣貌。此拍品完美结

合独具灵性的翡翠与一流工艺，为饶富收藏价值的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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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199 

天然冰种翡翠手镯一对 

估价： HK$ 18,000,000 – 25,000,000／ 

US$ 2,300,000 – 3,200,000 

手镯是最受藏家们青睐的翡翠首饰之一。由于产量稀少， 

加上原石品质参差，色、种、水俱佳的翡翠难得一求；如能

获得一块上好原料，翡翠复杂的多晶体结构又使得其易裂，

含有瑕疵。因此，当一块原料体量足够，且一圈都无绺无裂，才能制成手镯，足见矜贵；而从

同一块料上琢磨出的同对手镯，更是极为罕有。此对不可多得的冰种翡翠手镯，圆辐条形古典，

浑圆饱满，最为耗料。对镯种水充盈，颜色匀称，色融于种水之中，彷佛汇聚天地灵气，正是

「美玉天成，好事成双」。  

 

 

同样卓尔不凡的是一条双串天然翡翠配钻石项链（Lot 213，

估 价 ： HK$ 16,000,000 – 20,000,000 ／ US$2,050,000 – 

2,560,000）。打造翡翠玉珠项链亦需要损耗大量品质均一的

玉材，以及经过繁复的打磨工序，故现今市场上顶级的翡翠

玉珠项链实在珍罕难求。此项链以共 128 颗翡翠珠子串连而

成，粒粒珠子浑圆无比、青翠碧绿、水头充足，象征翡翠永

垂不朽的气质，高贵瑰丽，弥足珍贵。 

 

 

Lot 273 

天然翡翠配小珍珠、红宝石及钻石「祥龙」项链 

Scavia出品 

估价： HK$ 5,800,000 – 6,800,000／US$ 745,000 – 872,000 

此为拥有近百年历史的意大利珠宝世家 Scavia 之作，以别具

东方特色的祥龙满绿翡翠，配上随形镶嵌的璀璨钻石；并将

柔美的米粒珍珠与艳丽闪耀的红宝石圆珠相串联，构成独特

的渐变色彩。在 Scavia 的天赋设计与精湛工艺之下，东西方

的元素冲击与相融，激荡出意料之外的超凡美感，可见其中

蕴藏的大师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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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精品 

 

天成国际屡次与珠宝设计师合作，为他们提供一个平台将其作品呈献给世界各地藏家，今秋亦

带来突显个人品味的别出心裁之作： 

 

Lot 136 

7.08 克拉天然斯里兰卡无经处理红色尖晶石配彩色钻石及钻石「成

就之神」吊坠，Nisan 出品 

估价：HK$ 100,000 – 200,000／US$ 12,800 – 25,600 

泰国品牌 Nisan 特意为天成国际所设计的迷你象神 Ganesha 吊坠，

身上镶嵌 7.08 克拉椭圆形天然斯里兰卡无经加热处理红色尖晶石，

意喻平静地消解生命中的得失好坏；象头上镶嵌钻石，代表无尽璀

璨的智慧。象神的头部和四肢均可以自如活动，背部刻有「Success」

（成功）印记，代表象神为成功、财富及智慧之神的至尊地位，它

将斩除一切困厄，召唤永恒的成就和光明。 

 

ICE 出品的天然翡翠配粉红色刚玉、彩色宝石及彩色钻石「发条

小猪」胸针（Lot 90，估价：HK$ 45,000 – 85,000／US$ 5,800 – 

11,000）巧妙地运用一颗湛绿丰厚的天然翡翠来打造小猪丰满的

身驱，配上粉红色刚玉及背上的彩色宝石「发条」，童趣感十足。

另一天然双色黄翡翠配黄色刚

玉、黄色钻石及钻石「大黄蜂」胸针（Lot 86，估价：HK$78,000 

– 120,000／US$ 10,000 – 15,400）同为 ICE 精心之作，澄黄的

天然双色黄翡翠与鲜阳耀目的黄色刚玉及钻石互相辉映，愉悦

夺目。此色彩鲜艳、造型惟妙惟肖的胸针让人联想秋色如金的

美。 

 

Lot 62 

月亮石配蓝玉髓及钻石「树」胸针；及星光粉红色石英石配

粉红色刚玉及钻石「小女孩」戒指，凡凡出品 

估价：HK$ 48,000 – 80,000／US$ 6,150 – 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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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品牌凡凡以充满惊喜的世界作为创作灵感，透过不同的元素及精湛的工艺呈现出美不胜收

的作品。此拍品一套两件，以月亮石及星光粉红色石英石创造出精致可爱的「树」及「小女孩」，

描绘出小女孩于树下欣赏皎洁月色的美好画面，令人会心微笑。 

 

Lot 91 

天然翡翠配黄色翡翠、黄色钻石及钻石别针，王进玲设计 

估价：HK$ 55,000 – 85,000／US$ 7,100 – 11,000 

别针以晶莹剔透、娇艳欲滴的天然翡翠、黄色翡翠及钻石组

成，饶有层次地展现出花儿俏丽美态。此拍品体现了台湾设

计师王进玲所追求的朴实简约，中西合璧，戴在身上，散发

时尚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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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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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上海及北京设当地办事处。 

 

紧贴天成国际拍卖资讯 

网页  ：www.tianchengauction.com     

Facebook ：www.facebook.com/tianchenginternational 

微博  ：weibo.com/tianchengintl 

微信  ：tianchengintl 

 

天成国际 2015 年珠宝及翡翠秋季拍卖会 

拍卖 2015 年 12 月 6 日（星期日） 下午 1 时正 

预展 2015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5 日（星期六至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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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