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成國際 2016 年珠寶及翡翠春季拍賣會 

將於 6 月 12 日舉行 

── 萬物逢春  翠意盈盈 ── 
 

預展：5月28日至6月1日 及 6月9至11日 | 拍賣：6月12日 

 

  
 

圖左／天成國際將呈獻「Kat Florence & Sarah Jessica Parker──點滴善心珠寶慈善拍賣」 

(註：所有 Sarah Jessica Parker 之圖片必須如上圖所示，加上 Kat Florence 品牌商標) 

圖右／「開普敦之星」珍罕 61.72 克拉淡黃色 VS2 淨度 Triple Excellent（極優切割、打磨及比例）鑽石，Graff 出品； 

配鑽石項鍊（拍品編號 273，估價：HK$ 16,000,000 – 20,000,000／US$ 2,050,000 – 2,560,000） 

 

香港，2016 年 5 月 5 日  天成國際 2016 年珠寶及翡翠春季預展將於 5 月 28 日至 6 月 1

日及 6 月 9 日至 11 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舉行，而拍賣將於 6 月 12 日（星期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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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明媚，萬物滋長之初，

天成國際今季搜羅了多件美不勝收的瑰麗珍品以饗藏家。當中首推一條舉足輕重的天然翡翠項

鍊，共 108 顆珠子均飽滿盈潤、碧綠欲滴，珠子直徑最大為 18.62 毫米，珠鍊長達 1750 毫米，

實為拍場上不可多得的稀珍之品。另一矚目拍品為 Graff 出品的「開普敦之星」61.72 克拉淡

黃色 VS2 淨度極優切割、打磨及比例鑽石及鑽石項鍊，極盡雍容華貴，讓人為之驚艷。是次

春拍將呈獻近 280 件珠寶珍品，總估價約 2 億 2,000 萬港元。 

即時發佈 

 

 

香港 符穎錚 +852 2150 0765 | lya.fu@tianchengauction.com | 何泳妍 +852 2150 0764 | renee.ho@tianchengauction.com 
上海 陳玲玲 | +86 21 5153 1511 | caroline.chen@tianchengauction.com 北京 王楊 | +86 138 1192 9279 | caroline.wang@tianchengauction.com 

新聞稿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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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常設拍賣，天成國際今季更特別呈獻「Kat Florence & Sarah Jessica Parker ── 點滴善心

珠寶慈善拍賣」，重點拍品為一件 Kat Florence 出品的 91.43 克拉天然莫桑比克帕拉依巴碧璽

項鍊，共 38 件耀目珍品，包括數件拍賣史上最大的彩色寶石，將史無前例全部以無底價形式

拍賣。而部份拍賣收益，將撥捐「點滴是生命」作慈善用途，可謂一舉兩得，既能蒐羅心儀珍

品亦能回饋社會，積福行善！ 

 

天成國際珠寶部董事楊俊賢 (Stewart Young) 表示：「2015 年度，天成國際總成交額達 5 億

4,000 萬港元，成績亮麗。今季，我們將為藏家奉上市場上炙手可熱的頂級臻品，例如一系列

渾然天成的彩色寶石，全部天然無經處理，質優價美，實在無懈可擊。而有見天成國際推出的

設計師精品備受藏家愛戴，我們亦繼續蒐羅了多款精緻的個性小首飾。各式瑰寶匯聚一堂，蔚

為奇觀。此外，我們今次很榮幸能為藏家們帶來饒富意義的『Kat Florence & Sarah Jessica Parker 

── 點滴善心珠寶慈善拍賣』，協助『點滴是生命』籌款，為改善中國西北窮困地區的水源

供應及為尼泊爾受災學生提供更好學習環境盡一分力。當中珍品均為拍場罕見，並全部以無底

價形式拍賣，實為藏家們徵集卓越珍寶之良機。」 

璀璨寶石及鑽石 

 
拍品編號 273 

「開普敦之星」珍罕 61.72 克拉淡黃色 VS2 淨度 Triple Excellent  

（極優切割、打磨及比例）鑽石，Graff 出品；配鑽石項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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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堂級品牌 Graff 以傳奇鑽石藏品聞名遐邇，也被稱為「鑽中之鑽」。而最早的南非鑽石據傳

於 1867 年在英國開普殖民地發現，以地區命名為「Cape 開普鑽石」。近一個世紀以來，「Cape

開普鑽石」成為了泛指淡黃色鑽石的行業術語。最著名的「開普鑽石」為重達 234.65 克拉產

自南非金伯利礦的「戴比爾斯鑽石（The De Beers）」，呈柔和的淡黃色，後來在巴黎展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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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被印度帕蒂亞拉土邦主（The Maharajah de Patiala）收藏，1928 年由卡地亞設計為蜚聲國際

的帕迪亞拉（Patialia）鑽石項鍊。 

  

此枚 Graff 出品的 61.72 克拉淡黃色鑽石同屬「開普系列」，因其超卓的來源和品質，被命名

為「開普敦之星」。為了保留鑽石的份量，十克拉以上的鑽石大多採用花式切割。但這顆巨鑽

不僅採用耗料非常的圓形明亮式切割，而且切工、打磨、比例均具極優級別，可謂精益求精，

因此更火彩四射，如同一顆閃耀的明星，續寫 Graff 和「開普鑽石」的百年傳奇。拍品更配以

39 粒共重 54.60 克拉絕色美鑽打造而成的項鍊，氣派顯赫，盡顯「開普敦之星」得天獨厚的身

份。 

 

拍品編號 216 

「穆索之冠」 

瑰麗 29.16 克拉天然哥倫比亞穆索無經處理祖母綠配鑽石戒指 

估價：HK$ 9,800,000 – 13,000,000／US$ 1,260,000 – 1,666,000 

哥倫比亞是著名的祖母綠產地，而其境內穆索礦區出產的祖母綠更

為頂級，綠得深邃濃郁，好像要滴出油來，故被當地人專稱為「油

滴」(Oil Drop)。由於祖母綠在極複雜的地質構造過程中形成，使其

產生大量內含物，所以天然完美無瑕，無需浸油優化處理的祖母綠

實在是鳳毛麟角。此枚哥倫比亞穆索祖母綠重 29.16 克拉，集最優秀

的顏色與淨度於一身，豐潤迷人，加上未經任何人工處理，「穆索

之冠」的美譽可謂實至名歸。 

 

拍品編號 226 

珍罕 6.00 克拉天然緬甸抹谷無經加熱處理「鴿血紅」紅寶石配鑽石

戒指，Tiffany & Co. 出品 

估價：HK$ 9,800,000 – 15,000,000／US$ 1,260,000 – 1,920,000 

緬甸紅寶石的天然結晶細小，因而很難產出大克拉的紅寶石，隨著

礦源日漸枯竭，達 5 克拉以上的緬甸「鴿血紅」紅寶石已是寥若星

辰。是次春拍呈獻的 6.00 克拉天然緬甸「鴿血紅」紅寶石產自名礦

抹谷，綻放緋紅盈光，儼如火焰般熾熱絢麗。品牌 Tiffany & Co. 更

巧思地配上共重約 5.00 克拉的炫目白鑽，打造出一朵俏麗的花兒，明艷照人。此拍品被私人

藏家珍藏約半世紀，首度釋出拍賣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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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編號 264 

13.85 克拉天然緬甸無經加熱處理藍寶石配鑽石手鐲，年份約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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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達 13.85 克拉的藍寶石散發出飽和均匀的藍調，旖旎迷人，

並無經加熱處理，至為難得。扣人心弦的深邃藍寶石，與共

重約 24.00 克拉鑽石以車嵌工藝打造，光芒閃爍的鑽石配合得

天衣無縫，加上別具一格的「裝飾派藝術」設計，非凡氣派

躍然而出。此手鐲為逾八十年前的出品，卓然風采依舊，充

分表現出時光流逝中的不朽光輝。 

拍品編號 176 

6.26 克拉心形天然巴西無經加熱處理亞歷山大變色石配鑽石戒指 

估價：HK$ 1,100,000 – 1,500,000／US$ 140,000 – 192,000 

由於產量稀少，帶有特殊光學效應的亞歷山大變色石極其珍貴，

其神奇的變色現象在古代更被視作神蹟。此亞歷山大變色石於日

光下呈現綠色，白熾光下則呈現紫色，恍如「白晝裡的祖母綠，

黑夜裡的紅寶石」，散發別樣魅力；而且此寶石晶體純淨，散發

璀燦光芒，配以簡潔的心形設計及白鑽點綴，被收藏家珍藏逾數

十年，為該類別中最頂級的收藏品。 

華美翡翠 

 

拍品編號 275 

珍罕天然翡翠「一百零八」項鍊；珠子直徑最大為 18.62 毫米，珠鍊長約 1750 毫米 

估價：HK$ 18,000,000 – 25,000,000／US$ 2,300,000 – 3,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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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朝珠的制式，由佛念珠衍化而來，經書所載的佛珠的顆數通常為一百零八顆，表示十法界

各有一百零八種煩惱，要通過修行消除迷悟，從而使身心能達到一種寂靜的狀態。而朝珠是清

代官服特有的配飾，只有四品或以上的官員，上朝時才能佩戴朝珠。清朝乾隆皇帝嗜玉如命，

翡翠成為風靡上流社會的極品玉料，之後又在慈禧太后、宋慶齡的青睞下流芳百世，成為中國

珠寶文化的中流砥柱。 

 

天成國際為各藏家百裡挑一，獻上一條由一百零八顆滿綠渾圓碩大的翡翠串成的珠鍊。翡翠珠

鍊得來不易，首先需將挑選好的原石切成小塊，再慢慢磨成圓珠，消耗大量原料，才能得到色

澤、形狀及大小如此匹配的一百零八顆珠子，彰顯出權威、地位，為不可多得的收藏級極品。 

 

拍品編號 272 

天然翡翠「大聖歸來」牌，張炳光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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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獲得「天工獎」和文博會等國家級大獎，享負盛名的雕刻大師張

炳光力求「材、心、工」三者合一，極力呈現翡翠的天然之美和人

工之妙。先根據翡翠的天然紋理色彩構圖，再花兩年時間，精心刻

劃出齊天大聖騰雲駕霧的精妙神髓，配合色正濃艷、碩大豐厚的天

然翡翠，生命力滿溢，實為「玉上作畫，形器兩忘」的極致體現。 

 

拍品編號 213 

天然翡翠配紅寶石及鑽石「蕙蘭」胸針／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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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隱秘式鑲嵌」能使寶石緊密地排列，卻看不見任何支撐寶石的

金屬鑲爪或底座，效果簡潔精緻，令寶石渾然一體，呈現出最美

的姿態。此「蕙蘭」上的紅寶石運用了最新的「曲線隱秘式鑲嵌」，

比平面鑲嵌難度加倍。為了更能突顯出花瓣的天然弧度，及貼近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耗費更多的時間，在花瓣上運用漸變色的紅

寶石，製作時間長達一年半。恰似完全盛開的花朵，沐浴於春日和煦的陽光，朝氣勃勃。中間

鑲嵌的天然翡翠蛋面，溫潤可人、高雅大方，可拆開作戒指獨立佩戴。 

 

 

 

http://www.jades.cn/tagname/%EF%BF%BD%EF%BF%BD%C8%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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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瑰麗精品 

 

拍品編號 53 

琺瑯彩配彩色寶石及鑽石「女神」胸針，Masriera 出品； 

及天然橄欖石配鑽石耳環一對，Tiffany & Co. 出品  

估價：HK$ 58,000 – 98,000／US$ 7,400 – 12,600 

此拍品一組兩件。女神身披上輕紗，伴著輕巧纖細、栩栩如生

的琺瑯彩翅膀，光艷遒麗；於半空漫舞，線條姿態溫婉動人，盡顯百

年品牌 Masriera 崇尚自然的新藝術精神。如今，這種將半透明的彩

釉技術火烤成型、使用純天然染料為琺瑯上色的傳統工藝已經幾近失傳。

而橄欖石耳環為 Tiffany & Co.別出心裁之作，與「女神」胸針一起佩戴，優雅柔美，清麗脫俗。 

 

拍品編號 50 

259.33 克拉天然紫鋰輝石配彩色寶石及鑽石「仙履奇緣」吊墜

項鍊，Nisan 出品   

估價：HK$ 250,000 – 350,000／US$ 32,000 – 45,000 

2015 年秋拍，天成國際與泰國品牌 Nisan 推出的「成就之神」

小象吊墜拍出高於估價一倍的佳績。今季，將為藏家奉上同為

Nisan 出品的「仙履奇緣」吊墜項鍊。重達 259.33 克拉紫鋰輝

石顏色飽滿，曼妙生輝，頂部以彩色寶石塑造出奇趣靈動的小

精靈，兩旁以卡通人物「翠兒」為藍本、雕刻兩隻躍躍欲飛的

金絲雀，充滿夢幻童話氣息，令人會心微笑。吊墜背面更打造了鏤空的愛神丘比特像，於晶瑩

的紫鋰輝石中穿透，若隱若現，將佩戴者牽引走進浪漫的童話國度。 

 

拍品編號 253 

天然翡翠配鑽石「小貓」胸針   

估價：HK$ 35,000 – 45,000／US$ 4,500 – 5,800 

設計師精巧靈思，利用色調醇美、綠光柔柔的的天然翡翠與璀璨白鑽，

勾勒出兩隻玲瓏的小貓，造型栩栩如生，於閃爍的鑽石點綴下，俏皮的

小貓仿佛在左右擺動尾巴，一派悠然自得，於春日裡充滿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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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 Florence & Sarah Jessica Parker ── 點滴善心珠寶慈善拍賣 

 

註：所有 Sarah Jessica Parker 之圖片必須如上圖所示，加上 Kat Florence 品牌商標 

是次「Kat Florence & Sarah Jessica Parker ── 點滴善心珠寶慈善拍賣」呈獻共 38 件珠寶珍

品，包括數件拍賣史上最大的彩色寶石，並史無前例地，全部珠寶以無底價形式拍賣，而部份

拍賣收益，將撥捐「點滴是生命」作慈善用途。 

 

Kat Florence：「很高興是次能與天成國際合作促成是次慈善拍賣，我們品牌將帶來多件拍賣

市場上最大的寶石，每件珠寶都盛載著令人難以忘懷的設計、超卓的工藝，恍如一件件的藝術

品，獨一無二，加上以無底價形式拍賣，再結合天成國際在亞洲拍賣市場的實力，希望能為點

滴是生命籌集最多的資金，為中國山區農民興建水窖、塘壩；為尼泊爾受地震影響的莘莘學子，

重建學校。」 

 

Sarah Jessica Parker：「我被是次別具意義的慈善拍賣打動，亦很高興選擇了『點滴是生命』

為是次活動的受惠機構，其凝聚個人一點一滴的力量，將關愛延伸到整個社區，影響着每一個

『生命』。」 

拍品編號 157 

91.43 克拉天然莫桑比克帕拉依巴碧璽配鑽石吊墜項鍊，Kat 

Florence 出品 

估價：HK$ 2,800,000 – 3,800,000／US$ 360,000 – 487,000 

是次慈善拍賣最惹人注目的拍品為一條重達 91.43 克拉的帕拉依

巴碧璽項鍊。憑藉其醉人光彩及柔和韻味，帕拉依巴碧璽近年於

拍場上備受追捧。此帕拉依巴碧璽擁有 91.43 克拉的驚人份量，

藍綠色調鮮明，純淨無瑕，猶如一汪澄明碧水。品牌 Kat Flo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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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意融入大自然的元素，將共重約 23.80 克拉的奪目美鑽，化作壯麗的冰花，成就了大氣之作。

此時尚的設計讓人聯想萬物最珍貴的天然資源──水，與是次慈善拍賣受惠機構「點滴是生命」

所推廣的「惜水」理念不謀而合。不得不提，此為拍賣史上最大顆的帕拉依巴碧璽，珍罕絕倫。 

 

拍品編號 153 

「神秘的藍滿玉」 

423.56 克拉天然坦桑尼亞丹泉石配鑽石吊墜項鍊，Kat Florence 出品 

鑽石共重約 57.65 克拉 

估價：HK$ 2,500,000 – 3,500,000／US$ 320,000 – 450,000 

此份量十足的曠世奇珍為拍賣史上最大的坦桑尼亞丹泉石。寶石原石

重逾 1,000 克拉。此寶石得來不易，寶石獵人 Don Kogen 一直醉心發

掘世界各地的稀有奇珍。數年前，他出發到非洲坦桑尼亞尋找世上絕

無僅有的丹泉石，在一個部族中得知，一顆體形碩大的丹泉石最初於

40 年前被馬賽族人發現，而比較年長的族人更展示一幀攝於四十年前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

小男孩手握一塊碩大無比的「石頭」。Don 深信此為丹泉石的原石，於是向危機四伏的叢林進

發，展開冒險旅程。Don 沿途歷盡艱辛，冒著被非洲野獸襲擊的危險，攀山涉水，最終找到馬

賽族人的住處及丹泉石原石。可是，此石再過兩天便要被拍賣，Don 得知後便馬上請他的團隊

籌來大量資金，馬上趕到與他匯合，最後成功投得此巨型曠世奇珍，再重新切割成現重 423.56 

克拉，成為拍賣史上最大的坦桑尼亞丹泉石。 

 

經過精密的切割及打磨，寶石的重量得以大大保留，而切面與色澤亦取得完美平衡，令寶石散

發如絲絨般光澤的綺麗藍調。其綽約豐姿舉世無雙，故被冠以馬賽語中的美名──「神秘的藍

滿玉」，寓意吉祥和祝福。 

點滴是生命 

點滴是生命是專注於建設水設施的香港註冊慈善機構，宗旨是「傳

遞愛，實現愛」，主要為國內乾旱地區籌建集雨水窖，為中國內地

偏遠地區賑災、扶貧、送暖。到現在為止，機構在 6 個省共籌建了

超過 49,000 個水窖和 22 個塘壩，為超過 60 萬人改善缺水問題，改

善他們的生活。點滴是生命在 2015 年新開展尼泊爾災後學校重建項

目，為受災學生提供更好的學習環境，以知識改變命運。機構亦定

期向本港弱勢社群及長者作探訪並派發物資等。 

 

估價不包括買家佣金 | 成交價包括落鎚價及買家佣金 

高清圖片、圖示及電子版新聞稿請前往以下連結下載： 

https://www.dropbox.com/sh/468w2ygxhc38fxw/AAD-jY255k9bgeVkgga8WUFCa?dl=0 

https://www.dropbox.com/sh/468w2ygxhc38fxw/AAD-jY255k9bgeVkgga8WUFCa?d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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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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上海及北京設當地辦事處。 

 
Facebook：tianchenginternational | 微博：tianchengintl | 微信：tianchengintl 

天成國際 2016 年珠寶及翡翠春季拍賣會 

拍賣 

2016 年 6 月 12 日（星期日） 

珠寶及翡翠拍賣              

Kat Florence & Sarah Jessica Parker ── 

點滴善心珠寶慈善拍賣                  

下午 1 時正 

下午 3 時正 

預展 2016 年 5 月 28 日至 6 月 1 日（星期六至三） 

2016 年 6 月 9 日至 11 日（星期四至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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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