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成國際 2015 年珠寶及翡翠秋季拍賣會 

將於 12 月 6 日舉行 

── 醉人瑰寶  閃耀金秋 ── 
 

預展：11月28日至12月5日 | 拍賣：12月6日 

 

 
 

8.06 克拉天然緬甸抺谷無經加熱處理「鴿血紅」紅寶石配鑽石戒指，Bulgari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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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2015 年 11 月 10 日  天成國際 2015 年珠寶及翡翠秋季預展將於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5 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舉行，而拍賣將於 12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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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高日朗，漫天金桂飄香，遍地落葉金黃，

天成國際今季將誠意呈獻超過 280 件醉人瑰寶，總估價逾 2 億 8,000 萬港元／3,600 萬美元。

西洋珠寶當中首推一套 106.86 克拉的天然緬甸抹谷無經加熱處理藍寶石套裝，而翡翠方面則

有一件冰種紫翡翠「彌勒佛」吊墜，雕功極致細膩，佛相活靈活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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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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成國際珠寶部董事楊俊賢 (Stewart Young) 表示：「繼上季拍出亮眼成績，『The Flare of 

Crimson』52.22 克拉天然莫桑比克無經加熱處理「鴿血紅」紅寶石配鑽石項鍊，以 2,480 萬港

元／317 萬美元成交，打破莫桑比克紅寶石首飾世界拍賣紀錄。今季在全球經濟放緩的保守大

環境下，珠寶成為更保值的投資標的物，市場需求亦預計與日俱增。有見及此，而我們亦努力

不懈，為各藏家帶來多件質臻價優的焦點拍品，除了多件無經處理的天然瑰寶、各式品牌如

Alessio Boschi、Bulgari、Nirav Modi、Scavia 的珍品，以及其他獨立設計師的個性小件，以饕

廣大藏家們的不同品味；不得不提，還為藏家蒐集了一系列值得收藏的──Mikimoto 珍珠首

飾、尖晶石及『Triple Excellent』鑽石。是次秋拍薈萃各式洋溢中、西風韻的瑰寶，精品紛呈，

流光迤邐，天成國際將帶領各藏家走進金碧輝煌的珠寶國度。」 

 

瑰麗寶石及鑽石 

彩色寶石 

 

 

 

 

 

 

 

 

 

 

 

 

 

Lot 146 

「藍湖之光」 

106.86 克拉天然緬甸抹谷無經加熱處理藍寶石配鑽石項鍊及吊耳環套裝 

主鑽石共重 103.34 克拉，D 色內部無瑕至 VVS2 淨度；部分藍寶石為「皇家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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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來，藍寶石與珠寶早已結下不解之緣。藍寶石傳譽古今，相傳能為佩戴者帶來上天的眷

顧，催吉避凶，化險為夷。除此之外，它更是皇權和愛情的象徵。在中世紀，統領西歐的查理

大帝曾為愛妻訂製一件鑲有兩顆貴重藍寶石的吊墜作護身符，喻意他們的愛能天荒地老，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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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又教人敬仰。這護身符一直守護著他與妻子，見證了他們永恆不變的愛戀。自此，皇室成員

以藍寶石作為交換的信物，視它為摯誠和愛情盟誓的象徵。 

 

「藍湖之光」以藍白相襯的項鍊及耳環，化作大自然清澈澄明的流水與浪花，20 顆藍寶石共

重逾 106 克拉，綴以共重超過 103 克拉的 D 色白鑽，矜貴非凡，是深邃動人的傳世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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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成國際今季將為藏家呈獻份量十足的火紅瑰寶。

Bulgari 出品的 8.06 克拉天然緬甸抺谷無經加熱處理「鴿血紅」

紅寶石配鑽石戒指（Lot 104，估價：HK$ 3,500,000 – 4,500,000

／US$ 450,000 – 577,000）紅彩深邃艷麗、色澤明媚，濃濃紅

調恰似燃燒中的火焰，熱情洋溢，獨特的鑽石鑲嵌旨在向曾

經輝煌的古羅馬城致敬，反映出 Bulgari 的藝術與建築根源。

此拍品估價相宜，加上品牌的光環，實為值得歸入囊中的古

典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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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2,300,000 – 3,200,000）的頂級「鴿血紅」色澤同樣迷人，

熾紅熱烈，配以共重約 7.55 克拉的白鑽，光輝璀燦，艷驚四

座。 

 

 

Lot 105 

99.00 克拉天然緬甸無經加熱處理紅寶石配鑽石

項鍊；鑽石共重約 33.90 克拉 

估價 : HK$ 1,000,000–2,000,000／  

US$ 128,000–256,000 

熾熱紅寶石與炫目白鑽交織，形成旖旎迴旋，設

計簡約靈動，盡顯嫵媚女性魅力。加上 99.00 克

拉紅寶石及逾 33 克拉的鑽石，分量十足，滲出

華美尊貴的氣質，瞥見定必在心湖泛起漣漪。 



 

 
4 

Lot 190  

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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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 – 15,000,000／US$ 1,280,000 – 1,920,000 

產自哥倫比亞的祖母綠聞名於其豐潤迷人的色調，是多年來備

受藏家們追捧的瑰寶。此色彩純淨濃郁的祖母綠無經任何人工

處理，本已份外難能可貴，加上重達 24.13 克拉的驚人份量，

綴以共重約 2.30 克拉閃爍絢麗的鑽石，美態誘人，教人趨之若

鶩。 

 

尖晶石擁有飽滿的顏色、強韌的硬度及閃亮

的亞金剛光澤，因此常被誤認為剛玉。除了

紅色，藍色尖晶石也廣受藏家喜愛。雖然含

「鐵」和「鋅」可令尖晶石呈現藍色，但以

「鈷」致色的尖晶石最為稀少珍貴，其特別

之處在於它像鑽石一樣發出如閃電般強烈的

七色火彩。極個別的尖晶石有時還會呈現特

殊的光學現象──變色效應，這是由於光源性質和寶石中致色離子的選擇性吸收共同作用的結

果。 

 

是次拍賣的 25.79 克拉天然斯里蘭卡無經處理變色鈷尖晶石配鑽石戒指（Lot 144，估價：HK$ 

780,000 – 1,200,000／US$ 100,000 – 154,000），變色尖晶石會在日光下呈現藍色（圖左），白

熾光下則呈現紫色（圖右），散發別樣魅力。其曾被誤認為藍寶石，被收藏達五十多年，直至

天成國際的專家重新發掘其價值，為其正名。這也是拍賣史上最大的變色鈷尖晶石，擁有高昂

的寶石學價值和巨大的市場投資潛力，在漫長的歲月等待中，期許著獨具慧眼的藏家傾心相

待。 

 

璀璨鑽石 

白鑽誠可貴，彩鑽價更高，大概一萬顆鑽石中才能找出一顆彩鑽。而其中的黃鑽，因呈現出顏

色純正、色調鮮明的黃色或金黃色系，金碧絢爛、雍容華貴，故又稱金鑽。是次秋拍，天成國

際蒐羅了多件金光滿溢的黃色鑽石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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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211 

31.01克拉階梯式切割天然艷彩黃色 VVS2 淨度鑽石配鑽石戒指

鑽石共重約 1.50 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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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今大部分彩鑽均採用雷地恩切割（Radiant-Cut），以加深彩鑽

的顏色；而階梯式切割（Step-Cut）則能真實呈現鑽石本身的色

彩，其損耗大之外，還使寶石的淨度一覽無遺。所以只有顏色飽

和、內部潔淨的高品質彩鑽才配選取這種切割方式。這顆份量顯

赫的 31.01 克拉艷彩黃鑽，讓人魂牽夢縈，定必成為頂級黃鑽的愛好者之不二之選。近年，藏

家開始關注更為珍罕的彩色鑽石，而黃金色充分表達華麗氣派，廣受歡迎，令每克拉的價格增

幅擴大，此實為值得投資與收藏的秋拍精品。 

 

Lot 145 

「塞拉利昂金虎眼」 

5.21 克拉天然深彩黃色鑽石配鑽石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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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最美麗的鮮彩黃色鑽石，正是出自塞拉利昂著名的

Zimi 礦。這裡的黃鑽擁有獨特的黃色──濃郁、溫暖而又艷

麗，帶些許罕見的橙色調，令整個鑽石綻放出黃水仙花一般

燦爛明媚色彩。此枚來自塞拉利昂 Zimi 礦藏逾 5 克拉圓形深彩黃色鑽石，完全呈現了 Zimi

礦黃鑽引以為傲的輝煌色彩，恍如猛虎之眼，灼華眈眈，金光燦燦，盡顯王者風範。 

 

「看到女孩因鑽石而笑，是件很幸福的事情。」──印度品牌

Nirav Modi 以品質卓絕的寶石敘述著一個個動人的故事。此對

特別設計名為「Eternity Earrings」的 17.55 及 17.06 克拉天然

濃彩黃色鑽石配粉紅色鑽石及鑽石吊耳環（Lot 284，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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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嬌美的粉紅色鑽石及全美白鑽點綴，烘托來自南非如初升朝陽

般明媚的黃鑽。標誌性的配色彰顯東方印度式的濃彩多情，而

四顆圓鑽懸空式的對稱設計，加上流光溢彩的水滴造型，更是

搖曳生姿，以現代風格對話傳統古典，以西式設計夢回千古東

方，這雙別致的耳環定會成為秋拍場上追求極致美感的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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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le Excellent Collection」 

一顆擁有「極優切割、打磨及比例」的明亮式

切割鑽石是大自然與超卓工藝的結晶。然而，

要組成一系列無論淨度與比例都相襯的鑽石，

需時漫長，更要配合龐大的資源及周密的心思，

殊為難得。2015 年春拍，天成國際推出了一系

列「極優切割、打磨及比例」鑽石拍品，反應

熱烈， 是以今秋再為藏家帶來多件美國品牌

Golkonda 出品的 3EX 瑰寶，完美鑽石需以多年

來收集配對，今次難得呈獻出兩件配對均稱的

項鍊及手鍊，難能可貴。 

 

Lot 209 

71.74 克拉極優切割、打磨及比例鑽石手鍊，Golkonda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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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鑽石重 10.10 克拉，I 色 VS2 淨度，八心八箭切割，其他 32 顆鑽石共重 61.64 克拉，由 3.56

至 1.02 克拉，H 至 J 色，內部無瑕至 VS2 淨度 

 

Lot 208 

16.23克拉心形天然彩黃色 VVS1 淨度鑽石配鑽石吊墜項鍊，Golkonda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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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鑽石共重 51.02 克拉，3.50 克拉心形鑽石 F 色 VS2 淨度，0.62 克拉階梯式切割鑽石 D 

色內部無瑕，極優打磨；四十三顆圓形鑽石重 3.51 至 0.33 克拉，D 至 G 色，內部無瑕至 

VS2 淨度，極優切割、打磨及比例 

 

Lot 27 

10.67克拉H色SI1淨度極優打磨鑽石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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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形鑽石比其他形狀的鑽石罕有，而且需求量大，要找到線

條優美的蛋形鑽石並非易事，加上如此大克拉數，實屬難求。

此落落大方的 10.67 克拉璀璨美鑽配上簡約唯美的經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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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發出高貴典雅的氣息，扣人心弦，估價更為市場價格的三分之一，並具此等質素，實為拍場

上炙手可熱的瑰寶。 

 

Lot 277 

鑽石「羽毛」胸針，御木本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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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憑藉其享譽國際的養殖珍珠，御木本為全球頂級珠寶商之

列。除了珍珠之外，其創作的寶石首飾亦深受歡迎。此胸

針鑽石以共重約 10.90 克拉的璀璨美鑽精心鑲嵌而成，優

美的線條淋漓盡致地勾勒出「羽毛」的高雅形態，曼妙生

輝。佩戴在身上，「羽毛」綻放出閃爍光芒，彷彿隨縷縷

微風飛舞，綺麗迷人。此拍品傳承了御木本創始人「讓珠

寶裝飾全球女性」的宏願，將女性的魅力風華完美展現。 

 

華美翡翠 

 

   

 

 

 

 

 

 

 

 

 

 

Lot 247 

天然翡翠配冰種紫翡翠、彩色鑽石及鑽石吊耳環一對／戒指／吊墜項鍊，Alessio Boschi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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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色在中國傳統文化和道教中都是至尊之色，象徵紫微星，代表帝王之氣，如北京故宮又稱「紫

禁城」，達官貴人「紫衣綬帶」彰顯地位。「紫氣東來」由聖人老子過函谷關時紫氣浮關的典

故而來，後用來表示富貴祥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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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象徵福祿，護佑平安，綠色的翡翠在明初被宮廷發現，成為風靡上流社會的極品玉料。清

朝乾隆皇帝嗜翠如命，之後慈禧太后對翡翠更是到達了幾近瘋狂的程度，不僅身上遍佈翡翠珠

鏈、戒指和髮簪，在居住的長春宮內更隨處可見翡翠製成的蓋碗、玉筷等起居用具。在明清兩

朝，綠色的翡翠都是最尊貴的，最正的綠色也被稱作「帝王綠」，唯有朗朗乾坤下的真龍天子

可與之相配。 

 

此為著名設計師 Alessio Boschi 別出心裁之作。兩顆翡翠蛋面碩大豐厚、飽滿圓潤，翡翠色正

濃郁、水頭清冽；紫翡翠種色兼備、嬌艷欲滴，兩者相配，紫氣東來，綠滿乾坤，天地吉瑞盡

在掌中。其珍貴之處亦為可按照場合或喜好，變作為項鍊、耳環或戒指佩戴，突顯藏家超凡脫

俗的品位。 

 

Lot 266 

天然冰種翡翠配翡翠、彩色寶石及鑽石吊耳環一對，Alessio 

Boschi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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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件出自 Alessio Boschi 之手的耳環，亦為今季亮點，設

計師巧妙地以翠色濃郁的翡翠襯托水潤飽滿的冰種翡翠，在

澄黃湛綠的彩色寶石及鑽石點綴下，仿如熠熠生輝的秋收果

實，祝願各藏家果碩豐盈。 

 

 

Lot 285 

天然冰種紫翡翠「彌勒佛」配鑽石吊墜 

估價：HK$ 8,000,000 – 15,000,000／ 

US$ 1,030,000 – 1,920,000 

天然冰種紫翡翠顏色素雅、水頭清冽，配合巧奪天工的手藝，

淋漓盡致地勾勒出彌勒佛的祥和法相。雕刻師更匠心獨運地

為彌勒佛打造光環，光影轉動之間，通透澄明的紫翡翠淡淡

地透出瀲灔光彩，營造「佛光普照」的聖貌。此拍品完美結

合獨具靈性的翡翠與一流工藝，為饒富收藏價值的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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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199 

天然冰種翡翠手鐲一對 

估價： HK$ 18,000,000 – 25,000,000／ 

US$ 2,300,000 – 3,200,000 

手鐲是最受藏家們青睞的翡翠首飾之一。由於產量稀少， 

加上原石品質參差，色、種、水俱佳的翡翠難得一求；如能

獲得一塊上好原料，翡翠複雜的多晶體結構又使得其易裂，

含有瑕疵。因此，當一塊原料體量足夠，且一圈都無綹無裂，才能製成手鐲，足見矜貴；而從

同一塊料上琢磨出的同對手鐲，更是極為罕有。此對不可多得的冰種翡翠手鐲，圓輻條形古典，

渾圓飽滿，最為耗料。對鐲種水充盈，顏色勻稱，色融於種水之中，彷彿匯聚天地靈氣，正是

「美玉天成，好事成雙」。  

 

 

同樣卓爾不凡的是一條雙串天然翡翠配鑽石項鍊（Lot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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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0,000）。打造翡翠玉珠項鍊亦需要損耗大量品質均一的

玉材，以及經過繁複的打磨工序，故現今市場上頂級的翡翠

玉珠項鍊實在珍罕難求。此項鍊以共 128 顆翡翠珠子串連而

成，粒粒珠子渾圓無比、青翠碧綠、水頭充足，象徵翡翠永

垂不朽的氣質，高貴瑰麗，彌足珍貴。 

 

 

Lot 273 

天然翡翠配小珍珠、紅寶石及鑽石「祥龍」項鍊 

Scavia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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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為擁有近百年歷史的意大利珠寶世家 Scavia 之作，以別具

東方特色的祥龍滿綠翡翠，配上隨形鑲嵌的璀璨鑽石；並將

柔美的米粒珍珠與艷麗閃耀的紅寶石圓珠相串聯，構成獨特

的漸變色彩。在 Scavia 的天賦設計與精湛工藝之下，東西方

的元素衝擊與相融，激蕩出意料之外的超凡美感，可見其中

蘊藏的大師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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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師精品 

 

天成國際屢次與珠寶設計師合作，為他們提供一個平台將其作品呈獻給世界各地藏家，今秋亦

帶來突顯個人品味的別出心裁之作： 

 

Lot 136 

7.08 克拉天然斯里蘭卡無經處理紅色尖晶石配彩色鑽石及鑽石「成

就之神」吊墜，Nisan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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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品牌 Nisan 特意為天成國際所設計的迷你象神 Ganesha 吊墜，

身上鑲嵌7.08克拉橢圓形天然斯里蘭卡無經加熱處理紅色尖晶石，

意喻平靜地消解生命中的得失好壞；象頭上鑲嵌鑽石，代表無盡璀

璨的智慧。象神的頭部和四肢均可以自如活動，背部刻有「Success」

（成功）印記，代表象神為成功、財富及智慧之神的至尊地位，它

將斬除一切困厄，召喚永恆的成就和光明。 

 

ICE 出品的天然翡翠配粉紅色剛玉、彩色寶石及彩色鑽石「發條

小豬」胸針（Lot 90，估價：HK$ 45,000 – 85,000／US$ 5,800 – 

11,000）巧妙地運用一顆湛綠豐厚的天然翡翠來打造小豬豐滿的

身驅，配上粉紅色剛玉及背上的彩色寶石「發條」，童趣感十足。

另一天然雙色黃翡翠配黃色剛

玉、黃色鑽石及鑽石「大黃蜂」胸針（Lot 86，估價：HK$78,000 

– 120,000／US$ 10,000 – 15,400）同為 ICE 精心之作，澄黃的

天然雙色黃翡翠與鮮陽耀目的黃色剛玉及鑽石互相輝映，愉悅

奪目。此色彩鮮艷、造型惟妙惟肖的胸針讓人聯想秋色如金的

美。 

 

Lot 62 

月亮石配藍玉髓及鑽石「樹」胸針；及星光粉紅色石英石配粉

紅色剛玉及鑽石「小女孩」戒指，凡凡出品 

估價：HK$ 48,000 – 80,000／US$ 6,150 – 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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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品牌凡凡以充滿驚喜的世界作為創作靈感，透過不同的元素及精湛的工藝呈現出美不勝收

的作品。此拍品一套兩件，以月亮石及星光粉紅色石英石創造出精緻可愛的「樹」及「小女孩」，

描繪出小女孩於樹下欣賞皎潔月色的美好畫面，令人會心微笑。 

 

Lot 91 

天然翡翠配黃色翡翠、黃色鑽石及鑽石別針，王進玲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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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針以晶瑩剔透、嬌艷欲滴的天然翡翠、黃色翡翠及鑽石組

成，饒有層次地展現出花兒俏麗美態。此拍品體現了台灣設

計師王進玲所追求的樸實簡約，中西合璧，戴在身上，散發

時尚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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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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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上海及北京設當地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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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珠寶及翡翠秋季拍賣會 

拍賣 2015 年 12 月 6 日（星期日） 下午 1 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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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