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成國際 2018 年珠寶及翡翠春季拍賣會 

瑰麗彩色寶石、鑽石及頂級翡翠匯聚一堂 

預展：5月30日至6月2日 | 拍賣：6月3日 
 

 
拍品編號 197 

珍罕天然翡翠手鐲 

估價待詢 
 

香港，2018 年 5 月 8 日  天成國際 2018 年珠寶及翡翠春季拍賣會將於 6 月 3 日舉行，薈萃各式渾

然天成的彩色寶石、鑽石及翡翠珍品。重點拍品為一只滿綠的天然翡翠手鐲，飽滿瑩潤、種色兼備，

為可遇不可求的上佳之品。天成國際今季蒐羅了近 250 件瑰麗珍寶，琳瑯滿目，精彩可期。 

 

天成國際珠寶部董事楊俊賢 (Stewart Young) 表示：「天成國際的翡翠珍品在拍賣場上屢創佳績，我

們非常高興於 6 月春拍呈獻一只翠色欲滴的天然翡翠手鐲，其品質之超卓實屬難求。今次精心策劃的

拍賣帶來了市場上最優秀的彩色寶石，包括珍罕的天然哥倫比亞祖母綠、緬甸紅寶石及喀什米爾藍寶

石等，部分更冠上經典珠寶品牌如 Boucheron、Harry Winston 及 Tiffany & Co.的光環，氣派顯赫。此外，

多款美侖美奐的璀璨鑽石、一系列設計師獨特精品，以及炙手可熱的尖晶石首飾亦將矚目登場，讓藏

家們仿如置身包羅萬象、豐富多彩的海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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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6 1672 | victoria@victoriapr.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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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春拍預展展期為 5 月 30 日至 6 月 2 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而拍賣將於 6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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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美翡翠 
 

拍品編號 197 

珍罕天然翡翠手鐲 

估價待詢 

由於產量稀少及原石品質參差，色、種、水俱佳的翡翠絕不

易求，而翡翠複雜的多晶體結構又使其容易綹裂。製作翡翠

手鐲非常耗料，需用上一整塊質色純美無瑕的原石，因此，

每一只頂級天然翡翠手鐲都是彌足珍貴的瑰寶，價值連城。

是次拍賣的翡翠手鐲種質細膩，水頭充足；滿綠柔亮，濃郁

均勻，極為罕有。整體線條流暢，渾圓飽滿，彷彿匯聚天地

靈氣，令人愛不釋手。 

拍品編號 43 

天然翡翠戒指 

估價：HK$ 450,000 - 650,000／US$ 58,000 - 83,300 

此天然翡翠戒指由翎管的翡翠鑲成。翎管是清朝官帽頂珠下的短管，用

以安插翎羽，是官員品級的象徵，按官位劃分為翡翠、白玉、寶石、琺

瑯或花瓷製的翎管，所有一品文武高官如一品鎮國公、輔國公，才得以

獲准佩戴用翡翠製成的翎管。翡翠翎管流傳至今，已存世甚少，價值不

菲。此翡翠翎管戒指色正濃艷，質厚晶瑩，簡潔設計突顯其高雅、富有

文化底蘊的特點，是融合歷史與美學的傑作。 

 

彩色寶石及鑽石 
 

彩色寶石 

拍品編號 231 

總重量 150.58 克拉天然緬甸蒙蘇及抹谷無經加熱處理紅寶石

配鑽石項鍊，Harry Winston 

鑽石共重約 33.00 克拉 

估價：HK$ 23,000,000 - 33,000,000／US$ 2,950,000 - 4,230,000 

熾紅熱烈、艷光四射的紅寶石被譽為｢愛情之石」，代表永恆

堅貞的愛情，除了俘虜收藏家的心，也是珠寶商爭相競逐的珍

寶。天成國際隆重呈獻一條由殿堂級珠寶品牌 Harry Win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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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打造的紅寶石項鍊，117 顆紅寶石共重逾 150 克拉，色調純正殷紅，部分更被瑞士珠寶研究院

(SSEF)、美國寶石學院 (GIA) 及古柏林寶石鑒定所 (Gübelin) 評定為「鴿血紅」色，讓人趨之若鶩。

明媚紅寶與炫目白鑽交織，形成旖旎動人、饒富藝術感的立體索結，盡顯尊貴風範。 

 

拍品編號 210 

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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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價：HK$ 5,000,000 - 8,000,000／US$ 640,000 - 1,030,000 

天然緬甸紅寶石結晶顆粒通常較小，因此達 5 克拉以上的已甚為難

得。此火紅瑰寶產自緬甸抹谷，未經人工加熱處理，更重逾 10 克拉，

足見矜貴。此紅寶石擁有純正的「鴿血紅」色澤，誘人光彩無與倫比，

在 8 顆共重約 4.31 克拉的閃爍白鑽簇擁下，格外明艷照人。 

 

 

拍品編號 183 

30.97 克拉天然哥倫比亞穆索祖母綠配鑽石項鍊，Harry Winston 

估價：HK$ 11,000,000 - 15,000,000／US$ 1,410,000 – 1,920,000 

是次拍賣將呈上另一 Harry Winston 的別出心裁之作。精湛的花

式切工與獨特的鑲嵌技巧令 Harry Winston 享譽珠寶界。品牌的

傳奇經典包括影星李察‧波頓送給妻子伊莉莎白‧泰萊的

「Taylor-Burton 之鑽」，便成為傳世佳話。此 30.97 克拉祖母綠

產自聞名遐邇的哥倫比亞穆索礦區，濃郁深邃，純淨無瑕。份量

十足的白鑽共重約 71.75 克拉，採用品牌標誌性的鑲嵌設計，組

成極盡精緻的「Winston Cluster」，將鑽石最自然、純粹的一面

展示出來，突顯祖母綠豐潤迷人的濃綠色，可謂天然寶石和不朽

珠寶工藝的結合，氣勢懾人。 

 

拍品編號 230 

22.97 克拉天然緬甸無經加熱處理「矢車菊藍」藍寶石配鑽石戒指，

Boucheron 

估價：HK$ 3,800,000 - 4,800,000／US$ 487,000 - 615,000 

成立於 1858 年的法國珠寶品牌 Boucheron，以其卓越的創造力備受

推崇。此枚舉足輕重的藍寶石戒指為 Boucheron 出品，古墊形的天

然藍寶散發着璀璨靈動、細膩動人的「矢車菊藍」，再以兩旁美鑽

點綴生輝，實為臻妙非凡的經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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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爍美鑽 

拍品編號 246 

「The Princess Pink」 

5.03 克拉天然淡彩橙粉紅色鑽石配粉紅色鑽石及鑽石戒指 

估價：HK$ 4,650,000 - 5,650,000／US$ 596,000 - 724,000 

粉紅色鑽石在市場上可謂稀若晨星，每出產 10 萬顆寶石級鑽石，當中

才可能有一顆是彩色鑽石。而云云彩鑽中，浪漫柔美的粉紅色鑽石更

是備受追捧。此枚淡彩橙粉紅色鑽石重達 5.03 克拉，淨度極佳，主石

外鑲嵌粉紅色鑽石及白鑽，完美呈現鑽石的粉嫩嬌紅，高貴大方。此

拍品質優價美，藏家們實在不容錯過。 

 

拍品編號 244 

5.01克拉天然艷彩黃色 VS1淨度極優打磨鑽石配粉紅色鑽石及鑽石戒指 

估價：HK$ 2,300,000 - 3,300,000／US$ 295,000 - 423,000 

流光溢彩的黃色鑽石一直被譽為彩鑽界的貴族，它的炫目華麗獨具皇家

風範，具有榮耀與富貴的象徵。而產自塞拉利昂 Zimmi 礦的黃鑽比一般

黃鑽更濃艷，金光燦燦。天成國際推出的 Zimmi 黃鑽屢次於拍場內備受

青睞，是次拍賣亦將呈獻一顆重 5.01 克拉、達 VS1 淨度及艷彩級別的

Zimmi 黃鑽，顏色純正、色調鮮明，加上極優打磨的光環，為拍賣場上另一焦點。 

 

「皇家紅寶石」── 尖晶石 

尖晶石又名「皇家紅寶石」，是與多國皇室甚具淵源的傳奇寶石。遠於 15 世紀時，一枚名為「黑王子

紅寶石」的寶石，曾替英皇亨利五世擋下法國將軍致命一擊，因其色澤紅如凝血，數百年來被美麗地

誤會為紅寶石。此枚寶石及後更被鑲嵌於現時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的帝國皇冠上，至近代方被科技證

實為尖晶石。《世界主要彩色寶石產地研究》一書曾指出尖晶石十分珍罕，其稀少程度是接近其特質

的紅寶石的二百倍，由於稀有及甚少遇見，令尖晶石過往一直被人忽視；然而隨著近代寶石業界為其

正名，尖晶石越來越受歡迎。近年藏家對尖晶石的興趣日益濃厚，市場價格亦不斷攀升。 

 

拍品編號 177 

20.19 及 18.70 克拉天然無經加熱處理紅色尖晶石配鑽石耳環 

鑽石共重約 4.55 克拉 

估價：HK$ 780,000 - 1,500,000／US$ 100,000 - 192,000 

天成國際今季春拍將呈獻一系列共 23 件珍貴尖晶石拍品，此天然無經加熱

處理紅色尖晶石耳環為重點之一。碩大的寶石分別重達 20.19 及 18.7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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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濃濃紅調恰似火焰，加上無可媲美的完美淨度，盡顯其得天獨厚的身份，令人怦然心動。 

 

設計精品 
 

天成國際呈獻的個性首飾一直深受珠寶愛好者歡迎，今季亦悉心挑選了多款清麗脫俗之作，讓藏家們

突顯個人品味： 

 

拍品編號 207 

祖母綠配彩色寶石及鑽石「春暖花開」胸針，Nisan 

祖母綠共重約 5.15 克拉；彩色寶石及鑽石共重約 15.90 克拉 

估價：HK$ 88,000 - 120,000／US$ 11,300 - 15,400 

此為泰國設計師 Nisan 的匠心之作，先以別具質感的 18K 金描繪小

鳥站在樹梢上高歌的畫面，再採用粉紅色及藍色鈦金屬勾勒出兩朵

牡丹花的輪廓，加上祖母綠、彩色寶石及鑽石，為可愛的鳥兒和精

緻的花葉填滿多姿多采的顏色。各式繽紛寶石渲染下，小鳥羽衣散

發奪目色彩，花兒綻放絢麗光芒，繁花似錦、萬象更新的景象盡入眼簾。 

 

拍品編號 95 

106.85 克拉天然無經處理海水蚌珠配沙弗萊石榴石及鑽石「青蛙王子」吊墜 

沙弗萊石榴石共重約 9.50 克拉 

估價：HK$ 185,000 – 285,000／US$ 23,700 - 36,500 

與天然珍珠類同，蚌珠是由於軟體動物受外來刺激而形成。但與珍珠相比，找到

蚌珠的機率更低，只有五千份之一。而一粒渾圓無比、光滑無瑕的天然蚌珠，更

是得來不易。此顆天然蚌珠重達 106.85 克拉，實是難能可貴，設計師特意為蚌珠

配上朝氣勃勃、頭戴小皇冠的沙弗萊石榴石青蛙王子，趣味盎然。收藏家更可打

開吊墜上的扣子，輕鬆把蚌珠拿出來仔細鑑賞，設計精妙。 

 

拍品編號 156 

52.73 克拉錳鋁榴石配橙色剛玉及鑽石「小丑魚」胸針 

估價：HK$ 85,000 - 120,000／US$ 10,900 - 15,400 

小丑魚造型別致，身驅以重 52.73 克拉的錳鋁榴石打造而成，並鑲滿

共重約 4.40 克拉的橙色剛玉及 1.90 克拉鑽石。晶瑩剔透的錳鋁榴石巧

妙地透出小丑魚身上獨有的紋理，光影轉動之下，魚兒仿如從珊瑚礁

中探出頭來，與海洋中的動物嬉戲，增添一抹活躍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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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編號 16 

約 10.15 克拉瑪瑙配紅寶石及鑽石「鯉躍龍門」胸針／吊墜 

估價：HK$ 85,000 - 125,000／US$ 10,900 - 16,000 

魚因諧音「餘」被視作吉祥物，而錦鯉更有鯉躍龍門、飛黃騰達的寓意，

相傳能帶來福氣。此惟肖惟妙的錦鯉胸針以鮮陽耀目的瑪瑙、紅寶石及

鑽石組成，魚鰭及魚尾皆可左右擺動，細微結構在精湛工藝下表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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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lcmktl72ifho/AACHcoau3-vBe_vIvUEXO50fa?dl=0 

百度網盤 | https://pan.baidu.com/s/15nxtvcoD7QLL5S6CnmtjQQ 

 

 

 

編輯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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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珠寶及翡翠春季拍賣會 

拍賣 2018 年 6 月 3 日（星期日） 下午 1 時正 

預展 2018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2 日（星期三至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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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dropbox.com/sh/iotlcmktl72ifho/AACHcoau3-vBe_vIvUEXO50fa?dl=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