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成國際 2020 年珠寶及翡翠秋季拍賣會 

薈萃璀璨鑽石、彩色寶石及華美翡翠 

預展：11月25至27日 | 拍賣：11月28日 

 

 
 

拍品編號 66 

6.70 克拉天然深彩黃色 VS1 淨度極優打磨及比例鑽石戒指 

估價：HK$ 3,500,000 - 5,500,000／US$ 450,000 - 705,000 
 

 

香港，2020 年 11 月 3 日  天成國際珠寶及翡翠秋季拍賣將於 11 月 28 日舉行，薈萃各色瑰麗珍品。

當中焦點為一枚 6.70 克拉天然深彩黃色鑽石，色澤濃艷，金光燦燦。此外，一枚 10.18 克拉足色內部

無瑕鑽石亦將隆重登場，擁有頂級顏色與淨度，並屬最純淨的 Type IIa 類，澄澈透亮，美不勝收。同

場拍賣亦帶來多款翡翠匠心妙藝之作，包括渾然天成的翡翠「雙環扣」耳環及種色兼備的翡翠「觀音」

吊墜，實為收集卓越臻品的良機。 

 

天成國際珠寶部主管黃啟梵 (Connie Huang) 表示：「在整體市場適度調整之際，天成國際絕不鬆懈，

於秋拍努力蒐羅更多質優價美的瑰寶。除了傳統的稀珍寶石及翡翠，也精選了多件可戴可藏的品牌珠

寶及設計師首飾，以饕各珠寶愛好者的獨到品味。今季拍賣琳瑯滿目，希望為藏家們帶來一道珠寶構

建的美麗風景。」 

 

秋拍預展展期為 11 月 25 至 27 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而拍賣將於 11 月 28 日（星期六； 

下午 1 時），假座香港中環花園道 1 號中銀大廈 30 樓天成國際舉行。 

即時發佈 

 

 

新聞稿  香港 

 香港 何泳妍 +852 2150 0764 | renee.ho@tianchengauction.com | 連佩燕 +852 2150 0708 | jelly.lin@tianchengauction.com   

上海 陳玲玲 +86 21 5153 1511 | caroline.chen@tianchengauction.com | 台灣 李翎嘉 +886 938 198 521 | linka.li@tianchengauction.com 

Victoria Communications 張寶棠 +852 6274 1316 | victoria@victoriapr.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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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拍品 
 

璀璨美鑽 

 

 

拍品編號 66 

6.70 克拉天然深彩黃色 VS1 淨度極優打磨及比例鑽石戒指 

估價：HK$ 3,500,000 - 5,500,000／US$ 450,000 - 705,000 

產自西非塞拉利昂著名 Zimmi 礦的黃色鑽石擁有非凡的濃郁黃色，並帶

些許稀有的橙色調，使鑽石綻放如黃水仙花般燦爛的明媚色彩，是藏家

們夢寐以求的典藏逸品。不過，現今市場上達 5 克拉以上的 Zimmi 黃鑽

可謂寥若星辰，彌足珍貴。此枚來自 Zimmi 礦區的 6.70 克拉天然深彩

黃色鑽石渾圓碩大，色澤艷麗，金光萬丈，彰顯王者風範。 

 

 

拍品編號 65 

3.03 及 3.01 克拉天然深彩黃色鑽石耳環 

估價：HK$ 1,500,000 - 2,500,000／US$ 192,000 - 320,000 

另一對 3.03 及 3.01 克拉天然深彩黃色鑽石耳環，同樣展現出 Zimmi 黃鑽

的輝煌色彩。光芒照射下，鑽石份外華美絢爛，讓人聯想到秋色如金的

美好。 

 

 

拍品編號 134 

10.18 克拉足色內部無瑕 Type IIa 極優打磨及比例鑽石戒指 

估價：HK$ 6,000,000 - 9,000,000／US$ 770,000 - 1,150,000  

寶石級的鑽石中，只有 1%至 2%屬 Type IIa 類 ── 即不含氮元素，令

鑽石顯得更晶瑩剔透。此枚足色內部無瑕鑽石重逾 10 克拉，成色及淨度

皆為絕佳級別，加上珍罕非常的 Type IIa 品質，看起來更是澄淨輕透，恍

如一池清澈的泉水。唯美的階梯式切割將鑽石的純粹之美表露無遺，水光

靜謐，火彩溢目，觸動心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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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左) 拍品編號 88 

4.01 克拉天然淡彩粉紅色 VS1 淨度極優打磨鑽石戒指 

估價：HK$ 4,200,000 - 6,200,000／US$ 538,500 - 795,000  

 

(圖右) 拍品編號 23 

1.60 克拉天然淡彩藍色內部無瑕鑽石戒指 

估價：HK$ 1,600,000 - 2,600,000／US$ 205,000 - 335,000 

除了純美白鑽及金光黃鑽，天成國際今季亦為藏家悉心挑選了各式粉鑽及藍鑽拍品，當中包括一枚 4.01

克拉天然淡彩粉紅色鑽石戒指及一枚 1.60 克拉天然淡彩藍色內部無瑕鑽石戒指。前者粉嫩嬌美，配上

簡潔的鑲嵌設計，散發浪漫氣息；後者湛藍可人，伴以排列有序的白鑽，格調獨樹一幟。 

 

 

華美翡翠 

 

拍品編號 41 

天然翡翠「雙環扣」配鑽石耳環 

估價：HK$ 2,200,000 - 3,200,000／US$ 282,000 - 410,000 

打造翡翠雙環耗料非常，對原石的品質要求極高，更要配合巧奪天工的

手藝。因此，每一對翡翠雙環都是天然瑰寶與不朽工藝的完美結合。此

對「雙環扣」耳環翠綠醇美，環環相扣，成雙成對，是矜貴不凡的瑰麗

之作。 

 

 

拍品編號 135 

天然翡翠「觀音」配鑽石吊墜 

估價：HK$ 2,200,000 - 3,200,000／US$ 282,000 - 410,000 

此拍品翡翠色正濃郁，種水豐盈；觀音神態祥和，端莊秀美，雕工極致

細膩，實為饒富收藏價值的翡翠珍寶。光影之瞬，通體瑩潤的翡翠淡淡

地透出瀲灔光彩，觀音大慈大悲的聖貌仿佛活現眼前 ── 手持淨瓶，甘

露遍灑，普渡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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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寶石 

 

拍品編號 64 

6.54 克拉天然巴西帕拉伊巴碧璽配鑽石戒指 

估價：HK$ 2,880,000 - 3,880,000／US$ 369,500 - 498,000 

帕拉伊巴碧璽與眾不同的藍綠色調，使它成為市場新貴，而當中以巴西礦

產的帕拉伊巴碧璽最具備特殊的霓虹感，艷光四射。由於礦源日漸枯竭，

大顆粒、高品質的巴西帕拉伊巴碧璽愈見稀少，超過 5 克拉的更是鳳毛麟

角。這枚巴西帕拉伊巴碧璽重達 6.54 克拉，呈現濃艷的電光藍色，令人

心往神馳，愛不釋手。 

 

 

 

拍品編號 24 

總重量 46.48 克拉天然緬甸無經加熱處理藍寶石配鑽石項鍊 

估價：HK$ 1,200,000 - 1,800,000／US$ 154,000 - 230,000 

項鍊上 23 顆共重 46.48 克拉的藍寶石產自聞名遐邇的緬甸礦區，並無

經加熱處理，至為難得。寶石帶有飽和均匀的藍調，光彩細膩，旖旎

迷人。在 36.49 克拉炫目白鑽襯托下，熠熠生輝，雍容華貴。 

 
 

 

 

 

拍品編號 107 

總重量 34.63 克拉天然哥倫比亞祖母綠配祖母綠及鑽石耳環， 

Barney Cheng 

其他祖母綠及鑽石分別共重約 39.15 及 16.29 克拉 

估價：HK$ 1,680,000 - 2,680,000／US$ 215,000 - 344,000 

香港設計師鄭兆良（Barney Cheng）聞名於其奢華而簡約的風格，擅

於運用不同物料及大膽色彩組合，創作出讓人一見難忘的珍品。鄭兆

良以份量十足的祖母綠及鑽石打造這對精緻的耳環，豐潤的祖母綠與

璀璨白鑽交相輝映；配戴時耳環的線條隨身體律動搖曳，輕盈曼妙，

閃爍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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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奇珍 

 
 

拍品編號 133 

天然無經處理海水珍珠配鑽石項鍊 

估價：HK$ 1,750,000 - 2,750,000／US$ 225,000 - 353,000 

海洋中自由生長的蚌類，因受外來刺激而分泌出柔滑的珍珠質，經過

長時間的包裹，才能形成一顆亮麗的天然珍珠。此項鍊共由 510 顆圓

潤飽滿、珠層厚實的天然海水珍珠串連而成，大小、形狀、光澤皆相

配得宜，殊不容易。配上一對裝飾藝術時期的鑽石扣夾，溫柔的珍珠

與硬朗的幾可線條形成對比，巧妙演繹出和諧美感，典雅瑰麗。 

 

 

 

 

估價不包括買家佣金 | 成交價包括落槌價及買家佣金 

高清圖片及電子版新聞稿請前往以下連結下載： 

Dropbox | https://www.dropbox.com/sh/fnei9seykvffbc5/AACqo-xDiWNbYdZ-0dqsnckha?dl=0 

百度網盤 | https://pan.baidu.com/s/1sLFjnLFOSHVs0afdHNdoGA 提取碼 | 8ifg 

 

 

 

編輯垂注 

 

 

 

 

 

 
*拍賣及預展將以預約形式對外開放。歡迎致電+852 2150 0700 或電郵至 info@tianchengauction.com 預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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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國內、外收藏家的品味，本著以客為本的理念，透過與客戶緊密

的聯繫，為客人提供專業貼心的服務。天成總部設於香港，並在上海及台灣設當地辦事處。 

 
Facebook：tianchenginternational | 微博、微信、Instagram：tianchengintl 

天成國際 2020 年珠寶及翡翠秋季拍賣會 

拍賣 2020 年 11 月 28 日（星期六） 下午 1 時 

預展 2020 年 11 月 25 至 27 日（星期三至五） 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地點 香港中環花園道 1 號中銀大廈 30 樓 | 天成國際 

https://www.dropbox.com/sh/fnei9seykvffbc5/AACqo-xDiWNbYdZ-0dqsnckha?dl=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