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成國際珠寶及翡翠精品拍賣會 

將於 10 月 2 日舉行 

預展：9月28日至10月1日 | 拍賣：10月2日 

 

  
 

圖左／藍色鈦金屬配彩色剛玉及鑽石「蝴蝶」胸針，Nisan (拍品編號 21，估價：HK$ 80,000 – 150,000／US$10,300 – 19,200) 

圖右／紫水晶配沙弗萊石榴石及鑽石「青蛙王子」吊墜 (拍品編號 89，估價：HK$ 78,000 – 120,000／US$ 10,000 – 15,400) 

 

香港，2017 年 9 月 7 日  除了年底舉行的秋季拍賣，天成國際將於 10 月 2 日增設一場珠寶及翡翠

精品拍賣會(Mid-season Auction)，呈獻 130 件瑰寶。有見現今市場對設計師精品及特色珠寶的需求越趨

殷切，天成國際特意蒐羅了多款精緻拍品，其中包括可愛逗趣的紫水晶配沙弗萊石榴石及鑽石「青蛙

王子」吊墜，以及泰國珠寶設計師 Nisan 出品，栩栩如生的藍色鈦金屬「蝴蝶」胸針，兩件精品皆由

天成國際委託訂製，從概念設計到鑲嵌成珠寶，歷時半年，乃獨一無二、別出心裁之作。而一套  

de GRISOGONO 出品的天然哥倫比亞祖母綠配鑽石套裝亦為是次拍賣焦點，薈萃共重 139.41 克拉天

然深邃的祖母綠及共重約 64.00 克拉的璀璨美鑽，極盡華麗，氣派非凡。 

 

天成國際珠寶部董事楊俊賢 (Stewart Young) 表示：「秉承天成國際一向的精品路線，我們很高興能

首次籌劃珠寶及翡翠精品拍賣會，為藏家們提供更多元化的選擇。除了亞洲設計師如 Jason Koo 的天然

翡翠配紅寶石及鑽石戒指以及 Wallace Chan 的早期作品，多款著名國際品牌珠寶包括 Car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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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GRISOGONO、Tiffany & Co. 等亦將矚目登場。另外，是次拍賣精心挑選了多款經典的翡翠首飾，

包括一系列翡翠玉鐲及翡翠珠鏈，每一件都是質優價美的精品，部分更以無底價形式拍賣，絕對不容

錯過。」 

 

天成國際珠寶及翡翠精品拍賣會預展展期為 9 月 28 日至 10 月 1 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而拍賣

將於 10 月 2 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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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精品 
 

拍品編號 21 

藍色鈦金屬配彩色剛玉及鑽石「蝴蝶」胸針，Ni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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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成國際屢次與泰國珠寶設計師 Nisan 合作，為藏家們呈獻

獨具匠心的臻品。2016 年秋拍，Nisan 的鈦金屬配藍寶石及

鑽石「蝴蝶」胸針以拍前估價四倍成交，成績亮麗；今季，

天成國際帶來了另一隻 Nisan 出品的艷麗「蝴蝶」。以高溫

燒製成的藍色鈦金屬翅膀，配上共重約 27.35 克拉的彩色剛

玉及共重約 2.55 克拉的鑽石，饒有層次地刻劃出蝴蝶的動

人美態。光影轉動之間，蝴蝶身上的寶石熠熠生輝，宛如

在花叢間漫舞，實在賞心悅目。 

 

拍品編號 93 

坦桑石配彩色寶石及鑽石「蜂鳥」胸針，Nisan 

坦桑石重約 4.05 克拉；彩色寶石共重約 9.50 克拉；鑽石共重約 2.95 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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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蜂鳥」胸針同為 Nisan 的精心傑作，繽紛的彩色寶石與耀眼的鑽石

互相輝映，讓羽衣散發奪目光彩，加上以坦桑石作為鳥兒嘴尖垂吊下來的

主石，呈現出鳥兒懸停在空中的瞬間，造型惟妙惟肖。 

 

拍品編號 89 

紫水晶配沙弗萊石榴石及鑽石「青蛙王子」吊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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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成國際委託設計師訂製的精緻首飾一直備受世界各地的藏家喜愛，除

了以上設計品牌精品，此「青蛙王子」吊墜亦是匠心獨運之作。青蛙別

致可愛，身上鑲滿共重約 14.05 克拉的沙弗萊石榴石，捧著重達約 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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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的濃艷紫水晶，妙趣橫生。此外，項鏈的索扣更巧妙地設計成青蛙王子的鑽石皇冠，細膩設計盡

顯巧思。 

 

拍品編號 39 

天然翡翠配紅寶石及鑽石戒指，Jason K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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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珠寶設計師 Jason Koo 擅於將自然界中的各種素材融入設計，形

成其獨樹一幟、極具當代藝術感的風格。是次拍賣的天然翡翠戒指，

蛋面尺寸達 21.73 x 18.10 x 9.48 毫米，碩大豐厚，翠色均匀濃艷。現

今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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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飽滿圓潤，底部亦擁有優美的圓弧形線條，實是難能可貴。在明媚的

紅寶石襯托下，翡翠蛋面更顯華光滿溢。設計簡潔大氣，散發出優雅

格調。 

 

拍品編號 8 

天然冰種翡翠配天然翡翠及鑽石「愛情鑰匙」吊墜，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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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珠寶品牌 OLI 鑽研金屬工藝多年，秉持回歸穿戴性的精神。此拍品以精

湛的金工技術，將晶瑩剔透的天然冰種翡翠及色澤濃郁翡翠打造出富時尚感

的「愛情鑰匙」吊墜，將傳統翡翠化為可作日常佩戴的別致小首飾，充分展

現出品牌一絲不苟的造工及「以人為本」的精神。 

 

 

 

(圖左) 拍品編號 19  

約 34.75 克拉藍色托帕石吊墜，Wallace Chan 

年份約 198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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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右) 拍品編號 20  

22.02 克拉天然黃水晶配鑽石吊墜，Wallace Chan 

年份約 198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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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兩件拍品均為著名珠寶藝術家 Wallace Chan 較早期的作品，在市場上較為罕見。在 Wallace 巧奪天工

的工藝下，藍色托帕石及黃水晶上的人像雕刻鉅細無遺，細微如髮絲亦清晰可見，仿佛為寶石賦予生

命。此兩件非凡珍品將以無底價形式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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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臻品                                                                               

拍品編號 63 

天然哥倫比亞祖母綠配鑽石吊墜項鏈、耳環及戒指

套裝，de GRISOGONO 

估價：HK$ 9,000,000 – 15,000,000／ 

US$ 1,150,000 – 1,920,000 

成立於 1993 年的瑞士珠寶品牌 de GRISOGONO，

設計大膽創新，同時堅持忠於高級珠寶傳統精確的

工藝，多年來製作出一件又一件動人的珠寶和腕

錶。祖母綠一向是統治者權力和財富的象徵，故深

受皇室貴族喜愛。而當中以哥倫比亞祖母綠最具備

豐潤迷人的色調，其光彩迷人的濃綠及藍綠色，教

人趨之若鶩。此套裝的祖母綠共重 139.41 克拉，

全部產自哥倫比亞，身份得天獨厚，綻放純淨濃郁

的醉人綠光。品牌 de GRISOGONO 為祖母綠配上

份量十足、共重約 64.00 克拉的閃爍美鑽，組成極

盡奢華的項鏈、耳環及戒指套裝，將祖母綠的懾人

氣勢昇華，盡顯矜貴不凡的顯赫氣派。 

 

                            精緻腕錶                                                                                
 

除了各式精緻的珠寶首飾，是次拍賣亦將呈獻多款腕錶珍品，如 Cartier、Girard-Perregaux、Tiffany & Co.

及 Waltham 等，相信能令一眾腕錶愛好者心動。 

 

 

  

   

 

 

 

 

 

 

 

 

 

拍品編號 96 

18K 黃金配鑽石「Baignoire」女裝腕錶，Car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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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品編號 28 

18K 黃金配彩色寶石及鑽石腕錶，Waltham 

估價：HK$ 88,000 – 150,000／US$ 11,300 – 1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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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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條連結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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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pan.baidu.com/s/1bpzsV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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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tianchenginternational | 微博、微信、Instagram：tianchengintl 

 

天成國際珠寶及翡翠精品拍賣會 

拍賣 2017 年 10 月 2 日（星期一） 下午 1 時正 

預展 2017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1 日（星期四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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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品編號 17 

18K 白金配鑽石女裝腕錶，Tiffany &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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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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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