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成國際 2019 年珠寶及翡翠秋季拍賣會 

薈萃瑰麗彩色寶石、頂級鑽石及翡翠 

預展：11月22至26日 | 拍賣：11月27日 
 

 
拍品編號 161 

31.44 克拉天然緬甸無經加熱處理「鴿血紅」紅寶石配鑽石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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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2019 年 11 月 1 日  天成國際珠寶及翡翠秋季拍賣將於 11 月 27 日舉行，帶來逾 210 件瑰寶，

當中包括渾然天成的彩色寶石、鑽石、翡翠珍品，以及別出心裁的品牌珠寶與設計師首飾。拍賣首推

一枚光彩醉人的 31.44 克拉天然緬甸「鴿血紅」紅寶石。其他亮點還包括一隻種色兼備的天然翡翠手鐲

以及一對 Graff 出品的 24.93 及 23.80 克拉天然哥倫比亞祖母綠耳環等。今季秋拍琳琅滿目，實為搜羅

絕色臻品的難遇機緣。 

 

天成國際珠寶部主管黃啟梵 (Connie Huang) 表示：「天成國際一直致力蒐羅品質卓越的珠寶以饕藏

家。在即將舉行的秋拍上，我們很榮幸能呈獻近十年拍場上其中一枚最具份量的紅寶石。這枚矚目的

珍寶產自緬甸，天然而未經加熱處理，重達 31.44 克拉，加上擁有被譽為頂級的「鴿血紅」色澤，絕對

是不容錯過的和隋之珍。」 

 

秋拍預展展期為 11 月 22 至 26 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而拍賣將於 11 月 27 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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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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寶石 
 

拍品編號 161 

31.44 克拉天然緬甸無經加熱處理「鴿血紅」紅寶石配鑽石戒指 

鑽石共重約 7.70 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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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寶石產地遍及世界各地，當中以緬甸紅寶石最聞名遐邇，而具純正「鴿

血紅」色澤的紅寶石更為珍罕，其熱情洋溢的鮮紅色調令藏家們趨之若

騖。但隨著礦源日漸枯竭，大顆粒的優質天然緬甸「鴿血紅」紅寶石已是

寥若星辰。這枚天然緬甸紅寶石重逾 30 克拉，並無經過加熱處理，綻放

濃艷的「鴿血紅」色澤，亮麗火彩無與倫比。此瑰寶為近十年拍場上其中

一枚最具份量的紅寶石，更見矝貴。 

 

拍品編號 110 

24.93 及 23.80 克拉天然哥倫比亞祖母綠配鑽石耳環，Graff 

鑽石共重 6.80 克拉 

估價：HK$ 10,000,000 - 15,000,000／US$ 1,280,000 - 1,920,000 

著名珠寶品牌Graff透過力與美刻畫出深植人心的風格，將蘊藏於美鑽奇

石的光芒極致發揮。此對天然哥倫比亞祖母綠，顏色沉靜幽然，帶有微

藍的迷人色調，配對得宜，相得益彰，伴以四顆內部無瑕至VVS2 淨度

的閃爍白鑽，高貴典雅，落落大方。古墊形祖母綠與階梯式切割鑽石形

狀上的對比，突顯主石的豐潤迷人，盡展品牌不朽的華麗視野。 

 

拍品編號 126 

天然無經加熱處理藍寶石配鑽石手鍊 

估價：HK$ 2,000,000 - 3,000,000／US$ 256,000 - 385,000 

此手鍊由 66 顆天然無經加熱處理藍寶石組成，總重量近 100 克拉。每顆

藍寶石色澤濃郁深邃，部份更被瑞士寶石研究實驗所(GRS)評定為「皇家

藍」色，與共重約 24.30 克拉的鑽石互相輝映，整齊對稱排列，饒富藝術

感。如此別具韻味的設計，令人愛不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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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璨彩鑽 
 

拍品編號 17 

總重量 30.51 克拉天然濃彩黃色鑽石項鍊 

估價：HK$ 4,000,000 - 6,000,000／US$ 513,000 – 770,000 

產自塞拉利昂著名Zimmi礦的黃色鑽石呈現非凡的濃郁黃色，溫暖而艷

麗，並帶些許稀有的橙色調，令鑽石散發出黃水仙花般燦爛的明媚色彩，

擁有「世界上最美麗鮮彩黃鑽」的美譽。一顆塞拉利昂Zimmi礦的黃色瑰

寶已璀璨無比，此項鍊更薈萃了 49 顆共重 30.51 克拉的Zimmi礦黃鑽，

將該礦區黃鑽引以為傲的輝煌色彩昇華，金光燦燦，美不勝收。 

 

拍品編號 214 

6.06 克拉天然淡彩粉紅色鑽石戒指 

估價：HK$ 3,000,000 - 5,000,000／US$ 385,000 - 640,000 

彩色鑽石僅佔全球總鑽石產量的十萬份之一，實在是可遇不可求。除了黃

鑽，天成國際今季亦為藏家悉心挑選了多款粉鑽拍品，當中包括一枚色調

俏麗純正的 6.06 克拉天然淡彩粉紅色鑽石戒指，花萼造型的戒托及無封底

鑲嵌設計，讓粉嫩嬌紅顯得格外迷人，簡潔唯美。 

 

拍品編號 179 

1.84 克拉天然彩綠藍色 VS2 淨度鑽石戒指 

估價：HK$ 1,800,000 - 2,800,000／US$ 230,000 – 360,000 

天然藍鑽的獨特顏色來自微量原素硼，與粉紅色鑽石同屬彩鑽中最受追捧的

種類之一。此枚 1.84 克拉天然彩綠藍色鑽石，色澤甜美，在粉紅鑽及白鑽

映襯下更是湛藍可人，愉悅奪目，實為值得收入囊中之選。 

 

華美翡翠 
 

拍品編號 162 

珍罕天然翡翠手鐲 

估價：HK$ 25,000,000 - 45,000,000／US$ 3,200,000 - 5,770,000 

手鐲是最經典的翡翠首飾之一，備受藏家喜愛。但製作翡翠手鐲需要

一整塊上乘石胚，耗料非常，所以每一隻頂級天然翡翠手鐲都得來不

易。本次拍賣的天然翡翠手鐲，外直徑及厚度分別達 85.81 及 13.25

毫米，如此渾圓飽滿之滿色翡翠手鐲更是彌足珍貴。此珍寶色澤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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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水頭充足，整體線條流暢，華光瀲灧，淋漓盡致展現出翡翠象徵的美德賢行。 

 

拍品編號 215 

天然翡翠「彌勒佛」配鑽石吊墜 

估價：HK$ 12,000,000 - 18,000,000／US$ 1,540,000 – 2,300,000 

彌勒佛相傳是釋迦牟尼的後繼者，是救度眾生去未來世界的佛，他總是面

帶笑臉，告訴世人要笑著面對人生的挑戰。此彌勒佛雕工細膩，佛相祥和，

活靈活現；翡翠通體瑩潤，水頭清冽，仿佛透出聖光。拍品完美結合獨具

靈性的翡翠與一流工藝，極具收藏價值。 

 

拍品編號 111 

天然翡翠「多子多福」配鑽石吊墜 

估價：HK$ 12,000,000 - 18,000,000／US$ 1,540,000 - 2,300,000 

木納是緬甸帕敢礦區中其中一個重要的老礦場。木納翡翠以其充盈的種水聞

名，但由於開採時間長、產量較低，高品質的木納翡翠可說是拍場罕見。此

枚產自緬甸木納礦場的天然翡翠福瓜圓潤飽滿，碩大豐厚而晶瑩剔透，更帶

有木納礦鮮有的滿綠色澤。加上福瓜寓意的多子多福，富貴傳承、福氣滿溢。 

 

設計精品 
 

秉承天成國際的精品路線，本季拍賣將呈獻多款設計品牌及獨立設計師的精品，為藏家們提供更多元

化的選擇。 

 

Aliel 

品牌Aliel將生命力傾注入寶石之中，無論是簡約或繁複的設計，都饒富與眾不同的巧思。今次秋拍，

天成國際精選了多件Aliel的作品，包括利用階梯式切割鑽石及玉髓打造出立體幾何感的戒指，以及匠

心獨運的黃色鑽石配彩色寶石戒指等。品牌將精巧靈思的設計融入優質寶石，令每件珠寶成為不可多

得的珍品。 

 

拍品編號 96  

3.12 克拉 E 色 VS2 淨度極優打磨及比例鑽石配玉髓戒指，Al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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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品編號 207 

1.54 克拉天然艷彩黃色 VS1 淨度鑽石配彩色寶石及鑽石戒指，Aliel 

估價：HK$ 300,000 - 450,000／US$ 38,500 - 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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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wellery Theatre 

品牌Jewellery Theatre的設計理念 ──「將美與藝術融合」，充份體現在以下兩件拍品中。品牌以濃艷

紫水晶為主石，配以線條柔美的沙弗萊石榴石葉子，勾勒出精緻的蕨花，滿載大自然氣息。於立陶宛

神話中，蕨花只會在仲夏夜前夕開花，能為發現它的人帶來幸運與財富。戴上神奇的蕨花首飾，福氣

想必也能隨之而來。 

 

拍品編號 195 

12.49 及 12.20 克拉天然紫水晶配彩色寶石及鑽石「仲夏夜之花」耳環，

Jewellery Theatre 

估價：HK$ 36,000 - 56,000／US$ 4,600 - 7,200 

 

拍品編號 196 

88.39 克拉天然紫水晶配彩色寶石及鑽石「仲夏夜之花」吊墜，Jewellery Theatre 

估價：HK$ 150,000 - 250,000／US$ 19,200 – 32,000 

 

Stewart Young 

憑藉對高端珠寶的敏銳觸角，Stewart Young設計出妙趣橫生的作品。此枚「南瓜車」吊墜／胸針，以

繽紛的蛋白石為主石，配上流光溢彩的寶石以及別致可愛的小鼠、鳥兒、玻璃鞋，呈現童話世界的夢

幻多彩。輕輕一撥，南瓜車的輪子流暢地轉動，足見一絲不苟的工藝及設計師對細節的專注。 

  

拍品編號 91 

71.16 克拉天然蛋白石配彩色寶石及鑽石「南瓜車」吊墜／胸針， 

Stewart Young；鑽石共重約 5.10 克拉 

估價：HK$ 188,000 - 288,000／US$ 24,100 - 3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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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aju35dqjcat17/AAAMMcDmRRrcEkvDha-9HiXWa?dl=0 

百度網盤 | https://pan.baidu.com/s/1Uw9-eG1EPdfZWgFU1QO9Ng  提取碼 | 88t6 

 
 

 

編輯垂注 

 

 

 

 

 

 
 

天成國際 2019 年珠寶及翡翠秋季拍賣會 

拍賣 2019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三） 下午 1 時 

預展 2019 年 11 月 22 至 26 日（星期五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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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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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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上海及台灣設當地辦事處。 

 
Facebook：tianchenginternational | 微博、微信、Instagram：tianchengint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