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成国际珠宝及翡翠精品拍卖会 

将于 10 月 2 日举行 

预展：9月28日至10月1日 | 拍卖：10月2日 

 

  
 

图左／蓝色钛金属配彩色刚玉及钻石「蝴蝶」胸针，Nisan (拍品编号 21，估价：HK$ 80,000 – 150,000／US$10,300 – 19,200) 

图右／紫水晶配沙弗莱石榴石及钻石「青蛙王子」吊坠 (拍品编号 89，估价：HK$ 78,000 – 120,000／US$ 10,000 – 15,400) 

 

香港，2017 年 9 月 7 日  除了年底举行的秋季拍卖，天成国际将于 10 月 2 日增设一场珠宝及翡翠

精品拍卖会(Mid-season Auction)，呈献 130 件瑰宝。有见现今市场对设计师精品及特色珠宝的需求越趋

殷切，天成国际特意搜罗了多款精致拍品，其中包括可爱逗趣的紫水晶配沙弗莱石榴石及钻石「青蛙

王子」吊坠，以及泰国珠宝设计师 Nisan 出品，栩栩如生的蓝色钛金属「蝴蝶」胸针，两件精品皆由

天成国际委托订制，从概念设计到镶嵌成珠宝，历时半年，乃独一无二、别出心裁之作。而一套  

de GRISOGONO 出品的天然哥伦比亚祖母绿配钻石套装亦为是次拍卖焦点，荟萃共重 139.41 克拉天

然深邃的祖母绿及共重约 64.00 克拉的璀璨美钻，极尽华丽，气派非凡。 

 

天成国际珠宝部董事杨俊贤 (Stewart Young) 表示：「秉承天成国际一向的精品路线，我们很高兴能

首次筹划珠宝及翡翠精品拍卖会，为藏家们提供更多元化的选择。除了亚洲设计师如 Jason Koo 的天然

翡翠配红宝石及钻石戒指以及 Wallace Chan 的早期作品，多款著名国际品牌珠宝包括 Car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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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GRISOGONO、Tiffany & Co. 等亦将瞩目登场。另外，是次拍卖精心挑选了多款经典的翡翠首饰，

包括一系列翡翠玉镯及翡翠珠链，每一件都是质优价美的精品，部分更以无底价形式拍卖，绝对不容

错过。」 

 

天成国际珠宝及翡翠精品拍卖会预展展期为 9 月 28 日至 10 月 1 日（上午 10 时至下午 6 时），而拍卖

将于 10 月 2 日（星期一；下午 1 时），假座香港中环花园道 1 号中银大厦 30 楼天成国际举行。 

 

设计精品 
 

拍品编号 21 

蓝色钛金属配彩色刚玉及钻石「蝴蝶」胸针，Nisan 

估价：HK$ 80,000 – 150,000／US$ 10,300 – 19,200 

天成国际屡次与泰国珠宝设计师 Nisan 合作，为藏家们呈献

独具匠心的臻品。2016 年秋拍，Nisan 的钛金属配蓝宝石及

钻石「蝴蝶」胸针以拍前估价四倍成交，成绩亮丽；今季，

天成国际带来了另一只 Nisan 出品的艳丽「蝴蝶」。以高温

烧制成的蓝色钛金属翅膀，配上共重约 27.35 克拉的彩色刚

玉及共重约 2.55 克拉的钻石，饶有层次地刻划出蝴蝶的动

人美态。光影转动之间，蝴蝶身上的宝石熠熠生辉，宛如

在花丛间漫舞，实在赏心悦目。 

 

拍品编号 93 

坦桑石配彩色宝石及钻石「蜂鸟」胸针，Nisan 

坦桑石重约 4.05 克拉；彩色宝石共重约 9.50 克拉；钻石共重约 2.95 克拉 

估价：HK$ 58,000 – 88,000／US$ 7,400 – 11,300 

另一「蜂鸟」胸针同为 Nisan 的精心杰作，缤纷的彩色宝石与耀眼的钻石

互相辉映，让羽衣散发夺目光彩，加上以坦桑石作为鸟儿嘴尖垂吊下来的

主石，呈现出鸟儿悬停在空中的瞬间，造型惟妙惟肖。 

 

拍品编号 89 

紫水晶配沙弗莱石榴石及钻石「青蛙王子」吊坠 

估价：HK$ 78,000 – 120,000／US$ 10,000 – 15,400 

天成国际委托设计师订制的精致首饰一直备受世界各地的藏家喜爱，除

了以上设计品牌精品，此「青蛙王子」吊坠亦是匠心独运之作。青蛙别

致可爱，身上镶满共重约 14.05 克拉的沙弗莱石榴石，捧着重达约 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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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的浓艳紫水晶，妙趣横生。此外，项链的索扣更巧妙地设计成青蛙王子的钻石皇冠，细腻设计尽

显巧思。 

 

拍品编号 39 

天然翡翠配红宝石及钻石戒指，Jason Koo 

估价：HK$ 3,600,000 – 5,600,000／US$ 460,000 – 720,000 

香港珠宝设计师 Jason Koo 擅于将自然界中的各种素材融入设计，形

成其独树一帜、极具当代艺术感的风格。是次拍卖的天然翡翠戒指，

蛋面尺寸达 21.73 x 18.10 x 9.48 毫米，硕大丰厚，翠色均匀浓艳。现

今市场上的翡翠蛋面大都只有表面呈漂亮的弧度；而此蛋面除了表面

饱满圆润，底部亦拥有优美的圆弧形线条，实是难能可贵。在明媚的

红宝石衬托下，翡翠蛋面更显华光满溢。设计简洁大气，散发出优雅

格调。 

 

拍品编号 8 

天然冰种翡翠配天然翡翠及钻石「爱情钥匙」吊坠，OLI 

估价：HK$ 60,000 – 90,000／US$ 7,700 – 11,500 

台湾珠宝品牌 OLI 钻研金属工艺多年，秉持回归穿戴性的精神。此拍品以精

湛的金工技术，将晶莹剔透的天然冰种翡翠及色泽浓郁翡翠打造出富时尚感

的「爱情钥匙」吊坠，将传统翡翠化为可作日常佩戴的别致小首饰，充分展

现出品牌一丝不苟的造工及「以人为本」的精神。 

 

 

 

(图左) 拍品编号 19  

约 34.75 克拉蓝色托帕石吊坠，Wallace Chan 

年份约 1980 年代 

估价：HK$ 20,000 – 40,000／US$ 2,600 – 5,100 

(图右) 拍品编号 20  

22.02 克拉天然黄水晶配钻石吊坠，Wallace Chan 

年份约 1980 年代 

估价：HK$ 20,000 – 40,000／US$ 2,600 – 5,100 

此两件拍品均为著名珠宝艺术家 Wallace Chan 较早期的作品，在市场上较为罕见。在 Wallace 巧夺天工

的工艺下，蓝色托帕石及黄水晶上的人像雕刻巨细无遗，细微如发丝亦清晰可见，仿佛为宝石赋予生

命。此两件非凡珍品将以无底价形式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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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臻品                                                                               

拍品编号 63 

天然哥伦比亚祖母绿配钻石吊坠项链、耳环及戒

指套装，de GRISOGONO 

估价：HK$ 9,000,000 – 15,000,000／ 

US$ 1,150,000 – 1,920,000 

成立于 1993 年的瑞士珠宝品牌 de GRISOGONO，

设计大胆创新，同时坚持忠于高级珠宝传统精确的

工艺，多年来制作出一件又一件动人的珠宝和腕

表。祖母绿一向是统治者权力和财富的象征，故深

受皇室贵族喜爱。而当中以哥伦比亚祖母绿最具备

丰润迷人的色调，其光彩迷人的浓绿及蓝绿色，教

人趋之若鹜。此套装的祖母绿共重 139.41 克拉，

全部产自哥伦比亚，身份得天独厚，绽放纯净浓郁

的醉人绿光。品牌 de GRISOGONO 为祖母绿配上

份量十足、共重约 64.00 克拉的闪烁美钻，组成极

尽奢华的项链、耳环及戒指套装，将祖母绿的慑人

气势升华，尽显矜贵不凡的显赫气派。 

 

                            精致腕表                                                                                
 

除了各式精致的珠宝首饰，是次拍卖亦将呈献多款腕表珍品，如 Cartier、Girard-Perregaux、Tiffany & Co.

及 Waltham 等，相信能令一众腕表爱好者心动。 

 

 

  

   

 

 

 

 

 

 

 

 

 

拍品编号 96 

18K 黄金配钻石「Baignoire」女装腕表，Cartier  

估价：HK$ 88,000 – 160,000／US$ 11,300 – 20,500 

 

拍品编号 28 

18K 黄金配彩色宝石及钻石腕表，Waltham 

估价：HK$ 88,000 – 150,000／US$ 11,300 – 1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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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不包括买家佣金 | 成交价包括落槌价及买家佣金 

高清图片及电子版新闻稿请前往以下其中一条连结下载： 
https://pan.baidu.com/s/1bpzsVG7 

https://www.dropbox.com/sh/el3ztbz25j7dp3u/AAB-1REdxhm11xqvqukuwlbPa?dl=0 

 

 

编辑垂注 

 

 

 

 

 

 

 
有关天成国际 

天成国际于 2011 年 1 月在香港正式成立，由资深拍卖业团队组成，凭借专业及创新精神，致力为亚洲拍卖业开

拓新方向。天成的专家团队熟悉亚洲文化，了解国内、外收藏家的品味，本着以客为本的理念，透过与客户紧密

的联系，为客人提供专业贴心的服务。天成总部设于香港，并在上海设当地办事处。 

 

Facebook：tianchenginternational | 微博、微信、Instagram：tianchengintl 

 

天成国际珠宝及翡翠精品拍卖会 

拍卖 2017 年 10 月 2 日（星期一） 下午 1 时正 

预展 2017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1 日（星期四至日） 上午 10 时至下午 6 时 

地点 香港中环花园道 1 号中银大厦 30 楼 | 天成国际 

拍品编号 17 

18K 白金配钻石女装腕表，Tiffany & Co.  

估价：HK$ 28,000 – 48,000／US$ 3,600 – 6,150 

 

https://pan.baidu.com/s/1bpzsVG7
https://www.dropbox.com/sh/el3ztbz25j7dp3u/AAB-1REdxhm11xqvqukuwlbPa?dl=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