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成國際 2014 年珠寶及翡翠秋季拍賣會 

將於 12 月 7 日舉行 
 

── 特別呈獻「甄妮珍藏珠寶慈善拍賣」── 

共 50 件拍品之部份拍賣收益將撥捐給 

微笑行動中國基金 

（Operation Smile China Medical Mission） 

 

 

 

預展：11月22至26日及12月4至6日 | 拍賣：12月7日 

 

香港，2014 年 10 月 24 日  天成國際 2014 年珠寶及翡翠秋季拍賣會將於 12 月 7 日下午 1

時及 6 時正，假座香港中環花園道 1 號中銀大廈 30 樓天成國際總部舉行。於金風送爽、秋色

滿載的季節，天成國際今季秋拍中之常設「珠寶及翡翠拍賣」將誠意呈獻逾 300 件珠寶珍品，

總估價約 5 億 3,000 萬港元／6,800 萬美元。主打的翡翠部分，首推一條頂級翡翠項鍊，11 顆

翡翠珠子均飽滿瑩潤、碧綠欲滴，彌足珍貴；尚有價格比較相宜的翡翠套飾、一系列天然紫翡

翠項鍊、手鐲、戒指等等。亦蒐羅名設計師手筆的瑰寶，一套天然翡翠配鑽石吊墜項鍊及戒指

即時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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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裝為享負盛名的設計師 Alessio Boschi 別出心裁之作，翡翠水頭極佳、蛋面圓潤豐厚，更可

作多功能配戴，兼具實用功能及收藏價值。 

 

西洋珠寶方面，為彰顯珠寶愛好者的超凡品味，天成國際特意引入多件設計風格前衛創新的珍

品，包括一條雕制綠寶石配鑽石項鍊、一對共重 41.06 克拉天然綠寶石配鑽石蓮花形耳環，以

及天然海螺珠配天然哥倫比亞祖母綠及鑽石項鍊。另一些經典收藏級稀珍之品，全部天然亦無

經處理：名為「The Night Horizon」的 55.01 克拉緬甸「皇家藍」寶石戒指、10.88 克喀什米爾

藍寶石戒指、5.02 克拉緬甸「鴿血紅」紅寶石戒指、7.12 及 7.06 克拉莫桑比克「鴿血紅」紅寶

石耳環、14.35 克拉哥倫比亞祖母綠寶石戒指，在市場上不可多得，實為各收藏家搜集頂級珍

品的良機。 

 

除了常設拍賣，今季更特別呈獻「甄妮珍藏珠寶慈善拍賣」，共 50 件首次於拍賣場上亮相之

拍品，涵蓋中、西珠寶珍品，每件拍品都與天后巨星甄妮小姐的演藝生涯有密切關係，總估價

逾 1,100 萬港元／140 萬美元。而部份拍賣收益，扣除行政開資後將捐給「微笑行動中國基金」，

為中國患唇齶裂的貧困兒童及青少年，提供免費手術治療，讓他們重拾微笑。是次拍賣藏家可

蒐羅心頭好之餘亦能回饋社會，積福行善！ 

 

天成國際珠寶部董事楊俊賢 (Stewart Young) 表示：「很榮幸今秋能受委託拍賣甄妮珍藏珠寶，

當中的每一件珠寶均滿載甄妮小姐的精彩樂壇故事，饒富意義。今次將為各大藏家及甄妮粉絲

帶來獨一無二的機會，與樂壇天后巨星分享其收藏逾 40 年的瑰寶，這些拍品無論質量及價錢

均無懈可擊，實為藏家徵集各式卓越珍寶之良機。」 

 

天然翡翠配鑽石戒指 

估價：HK$ 2,800,000 - 3,800,000／ 

US$360,000 – 490,000 

此翡翠蛋面呈理想的橢圓形，大小恰當，可

作隆重場合配戴用。蛋面碩大，厚度亦達頂

級，現今玉石材料已難再製，加上蛋面屬渾

圓正陽綠顏色，別具收藏價值。甄小姐曾經

收藏多粒翡翠蛋面，此蛋面曾經鑲嵌在一枚

九十年代豪華款式指環作登台用，至近年重新鑲嵌，帶有歷久彌新的優

雅格調，為其收藏中最喜歡的蛋面之一。 照片來源：金音符唱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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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翡翠手鐲 

估價：HK$ 1,500,000 - 2,500,000／US$ 190,000 – 320,000 

翡翠手鐲由帶綠色冰種翡翠物料精製而成，手鐲物料厚度充兄，

晶體結實，帶特別雪花狀内含物，別具韻味。甄小姐於九十年代

為《魯冰花》電影演唱主題曲並紅遍兩岸，其後甄小姐有緣遇到

此雪花手鐲，獎勵自己而購下，及後更成為其珍藏瑰寶之一。 

 

 

6.21 克拉天然哥倫比亞祖母綠配鑽石戒指  

估價：HK$ 780,000–1,000,000／US$100,000 – 128,000 

祖母綠擁有「綠寶石之王」的美譽，而這枚祖母綠來自最優質的產地

哥倫比亞，彌足珍貴。寶石重達 6.21 克拉，色彩鮮活濃艷，綻放純淨

瑰美的攝人綠光，經甄小姐與珠寶制作公司極具巧思的設計，將綠寶

石配上共重約 2.10 克拉的閃爍鑽石，突顯碩大祖母綠的迷人美態，教

人心醉。 

 

鑽石配彩色寶石「蝴蝶」戒指及耳環套裝 

鑽石共重約 2.40 克拉，祖母綠及紅寶石共重約 1.90 克拉 

估價：HK$ 60,000–100,000／US$ 7,700 – 13,000 

此拍品一組三件，設計師獨具匠心，

利用圓形的白鑽及祖母綠點綴鑲

嵌成三隻雅致、線條優美的蝴蝶。

璀璨炫目的白鑽與深遂驚艷的彩

色寶石互相輝映，為蝴蝶注滿生命

力，在繁花間翩翩起舞。戴上這套

戒指及耳環套裝，令人活力湧現，

清新脫俗！八、九十年代趨向一整

套式的珠寶購買，而此套珠寶為甄氏當年配襯演唱會當中的一

套舞台服飾而特別購入。 

 

 

攝影師：林炳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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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寶石配鑽石胸針及藍寶石配鑽石胸針 

橢圓形紅寶石重約 1.30 克拉，欖尖形藍寶石重約 1 克拉，鑽石及

藍寶石分別共重約 3.50 及 2 克拉 

估價：HK$ 50,000 – 80,000／US$ 6,500 – 10,000 

此兩件胸針均為設計感十足的玩味瑰麗之作；藍寶石胸針乃演唱

會主辦機構所饋贈予甄氏的禮物，胸針為裝飾藝術時期（Art Deco）

風格之款式，設計像舞台般，而中央之藍寶石正正如同屹立於舞

台的歌星，仿如舞台王者般；而紅寶石胸針周邊之通花設計為全

人手製作，以 18K 金拉絲焊接而成，古雅大方，淋漓盡致地演繹

手作珠寶的工藝，現時絕少珠寶會以此等耗時的全人手工工藝製

作，可謂彌足珍貴。 

 

天然翡翠配鑽石戒指 

估價：HK$ 70,000 – 100,000／US$ 9,000 – 13,000 

翡翠蛋面華光幽幽綺麗、晶瑩靈秀，兩旁以鑽石襯托，讓一汪翠燦中

帶有鑽石的光彩，無愧為可戴可藏的翡翠極品，而且此品價格相宜，

希望吸引更多收藏家及喜愛珠寶的人士競投 。 

 

 

 

藍寶石配鑽石「十字架」吊墜項鍊及「心形」鑽石吊墜項鍊 

藍寶石及鑽石分別共重約 2 及 3 克拉 

估價：HK$ 40,000–60,000／US$5,200 – 7,700 

十字架藍寶石與白鑽相互輝映，奪目而不俗艷，奢華中見貴麗；而

心型吊墜外型優雅俐落，輕滲淡淡少女情懷，以及對愛情抱有的憧

憬。兩件精品均為甄氏於美國登台時購入，充滿回憶的味道。 

 

 

天然翡翠「鳳凰」吊墜一對 

估價：HK$30,000 – 50,000／US$ 3,900 – 6,500 

鳳凰為人們心目中的瑞鳥，象徵高貴，亦有吉祥、重生之意。在芸芸

甄氏翡翠玉器收藏品中，此對吊墜最為靈巧，展現出鳳凰躍躍欲飛之

態，可見七十年代翡翠雕琢工藝之精；而翡翠本身質地細膩通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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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豐盈，可見原石品質之臻。此對鳳凰吊墜亦能比喻於甄氏歌壇四十餘載，至仍今屹立樂壇之

巔，成為殿堂級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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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tp://ftp.tianchengauction.com/PR%20Special/Autumn%202014/ 
用戶名：TCPR2    密碼：pressdep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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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上海設當地辦事處。 

 
有關微笑行動中國基金： 
微笑行動中國基金是一所醫療慈善機構，致力為中國患唇齶裂的貧困兒童及青少年，提供免費手術治療，讓他們

重拾微笑。自 1991 年在香港成立以來，微笑行動中國基金憑藉來自世界各地的志願者和慈善捐款者的支持，已

成功改變超過 26,000 名唇齶裂患者的笑容和生命。此外，更透過舉辦密集式教育課程、臨床培訓及專業訓練，協

助中國當地醫護專才，長遠提升修復唇齶裂的技術水準。 

 

微笑行動中國基金是微笑行動全球聯盟的一員，透過手術治療，替兒童並青少年修補笑容以致改變他們的一生。 

 
緊貼天成國際拍賣資訊 

網頁  ：www.tianchengauction.com     

Facebook ：www.facebook.com/tianchenginternational 

微博  ：weibo.com/tianchengintl 

微信  ：tianchengintl 

 

 

 

 

天成國際2014年珠寶及翡翠秋季拍賣會 

拍賣 

2014年12月7日（星期日） 

珠寶及翡翠拍賣              

甄妮珍藏珠寶慈善拍賣                  

 

下午1時正 

晚上6時正    

預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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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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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tp://ftp.tianchengauction.com/PR Special/Autumn 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