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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士得秋季「瑰麗珠寶及翡翠首飾」拍賣會
呈獻尊貴私人珍藏系列之非凡珠寶首飾
及
稀有鑽石、寶石和翡翠
香港 – 全球最具權威的瑰麗珠寶拍賣行佳士得，將於 12 月 1 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行「瑰麗
珠寶及翡翠首飾」秋季拍賣會，超過 250 件珠寶總值高達 2.6 億港元/ 3,300 萬美元。是次秋拍將
會展示一系列稀世的鑽石及彩鑽、珍貴寶石和頂級品質的翡翠，當然還有一眾名家設計的作品
如 Bulgari、 Cartier、 Graff、Van Cleef & Arpels 以及 Wallace Chan（陳世英），以供收藏家選擇。

私人珍藏系列中的瑰麗珠寶
在 12 月 1 日的拍賣會中，重點將會是一個擁有四件瑰麗珠寶的尊貴私人珍藏
系列，當中以「瑩彩粉紅」﹝The Vivid Pink﹞（估價：3,900 萬-5,500 萬港元
/500 萬-700 萬美元﹞——拍賣史上體積最大、品質最頂級的粉紅鑽石最為矚
目。這枚稀世難求、重達 5.00 克拉的粉紅美鑽，鑲嵌於由國際著名珠寶品牌
Graff精心打造的戒指之上。由於絕大部份的天然粉紅鑽石都可能呈現其他次
色調，譬如紫色、橙色或灰色，而此枚「瑩彩粉紅」﹝The Vivid Pink﹞卻絕
不帶絲毫次色調的痕跡，加上濃郁的色澤及飽和度，無疑是極為罕有、價值
連城。欲知悉更多有關「瑩彩粉紅」﹝The Vivid Pink﹞的資料，請按此。
這系列另一珍品是重達 9.03 克拉橢圓形鮮彩黃色彩鑽戒指（估價：720 萬-900
萬港元/90 萬-120 萬美元)。同樣鑲嵌於由 Graff 設計的戒指上，這顆美鑽結合
純淨、色彩鮮艷和高度剔透於一身。雖然黃色鑽石並不罕見，但一般市面上的
黃鑽的色澤都難以與之媲美，它那無可比擬的飽和度以及強烈的色澤，在當今
市場上絕對是稀有難求，令人趨之若鶩。
接下來是由 Van Cleef & Arpels 精心打造，一顆重達 16.65 克拉、典雅瑰麗的
枕形喀什米爾藍寶石戒指（估價：560 萬-800 萬港元/70 萬-100 萬美元）。
印度喀什米爾出產的藍寶石是世界上品質最頂級的藍寶石，其石礦於 1881
年被發現，卻在二十世紀初便已耗盡，因此所出產的藍寶石變得格外珍
貴。這顆以精確比例切割的藍寶石堪稱喀什米爾藍寶石之典範，它那貴族
般的矢車菊藍色調、無與倫比的顏色深度和如絲絨般柔和的外表，均彰顯
出其珍貴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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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件來自這私人珍藏系列的是卡地亞 Love 鑽石手鐲（估價：200 萬-300
萬港元/25 萬-35 萬美元）。這款鑲滿頂級鑽石、風格獨特、由卡地亞度身訂
造的手鐲，屬於享負盛名的 Love 系列，而這系列浪漫的設計，靈感源自一枚
只能以螺絲上鎖及打開的手鐲，仿如對摰愛許下的山盟海誓。這款鑽石手鐲
製作工藝超凡，手鐲以彈簧開關代替螺絲起子，而開關上鑲有三顆瑪瑙，象
徵著戀人間含蓄卻真摰的感情。卡地亞 Love 鑽石手鐲集華貴、時尚及典雅於一身，肯定是世上
獨一無二的珍品。由於近年的珠寶市場對於風格獨特、擁有與別不同設計的珠寶首飾有著極大
渴求，所以這款手鐲定必受到世界各地珠寶收藏家的熱烈追捧。

一等彩鑽及白鑽
在眾多無色鑽石拍品之中，一顆未經鑲嵌重達 16.99 克拉足色全美 Type IIa
鑽石（估價：1,700 萬-2,500 萬港元/220 萬-320 萬美元）絕對是最為矚目的焦
點。有別於一般鑽石，Type IIa 的鑽石絲毫不帶氮原子，因此完全沒有黃色
的痕跡，在化學層面來說，可稱得上為最純淨的鑽石。如此純淨的顏色及透
徹度極為罕有，全世界鑽石之中只有百分之二屬於此類，亦只有在印度、巴
西及南非的鑽石礦才會發現。加上頂級的打磨和切割工藝以及完美的比例，
難怪獲得美國寶石學院（GIA）評定為最高等級，可謂真正頂尖完美的鑽石。
此外，不得不提的是另一顆 11.00 克拉梨形足色全美 Type IIa 鑽石吊墜項鍊（估價：
650 萬-850 萬港元/80 萬-120 萬美元），它的大小、形狀和品質同樣全屬頂級，配以
同屬足色全美的心形及欖尖形鑽石，設計簡約卻又顯得高貴大方。
除了「瑩彩粉紅」外，這次秋拍亦呈獻數顆珍罕的彩鑽，其中之
一便是珍稀的 3.02 克拉方形彩藍鑽石戒指（估價：750 萬-1,000 萬
港元/94 萬-128 萬美元）。藍色鑽石產量稀少，在市場上十分罕見，濃郁的深
藍色調更是極為難得，市場需求往往遠超過它的供應量。今次拍賣的藍鑽戒
指，對一眾收藏家而言絕對是千載難逢的良機。
高飽和度的天然紅色鑽石一直被視為最罕有的彩色鑽石，所以此枚 0.84 克拉的方
形紅鑽（估價：200 萬-300 萬港元/25 萬-37.5 萬美元）定教一眾收藏家趨之若
鶩。雖然它的顏色成因尚未確定，但一般認為是因為鑽石晶體結構的變異而成。
無論如何，這枚艷麗紅鑽肯定會成為拍賣會的焦點之一。

另一重點是一對重8.53及8.39克拉的梨形黃色全美彩鑽耳環（估價：320萬-480萬
港元/40萬-60萬美元）。黃鑽擁有純正色調和完美淨度，最難得是能夠找到無論
顏色、品質、形狀及大小都如此相似的兩枚配成一對，更顯珍貴非凡。

珍貴寶石、天然珍珠、翡翠和高貴首飾系列
高貴的 25.04 克拉梨形緬甸天然藍寶石和鑽石吊墜項鍊（估價：480 萬-650 萬港元
/60 萬-80 萬美元）是拍賣會上的其中一款頂級的彩色寶石。沒有經過任何高溫處
理的藍寶石，擁有豐富而濃烈的天然色澤，在緬甸藍寶石中實屬非常罕有，加上
超過 25 克拉的重量，自然成為拍賣會的焦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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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綠寶石及鑽石項鍊（估價：65 萬-85 萬港元/8 萬-12 萬美元），是來自意大利著
名珠寶品牌 Bulgari 的 Perentisi 系列的限量設計。這件令人賞心悅目的首飾充分表
現了設計師的創意，其靈感源自羅馬鋪築行人道的石頭接縫，展示出 Bulgari 源遠流
傳的卓越手工和意大利的工藝傳統。
在眾多精選的紅寶石拍品當中，首推卡地亞 Art Deco 紅寶石及鑽石手鍊（估
價：500 萬-800 萬港元/62.5 萬-100 萬美元）。這條雅緻簡約的手鍊採用幾何
設計，包含了 24 顆未經加工的緬甸天然紅寶石，而且更擁有難得一見的「鴿
血紅」色澤，無疑會受一眾收藏家追捧。

天然珍珠因其罕見而甚具收藏價值，而且廣受亞洲收藏家歡迎。今季天然珍
珠拍品之中最精彩的，包括一對 Chaumet 天然珍珠及鑽石耳環（左圖，估
價：180 萬-280 萬港元/23 萬-35 萬美元）、卡地亞天然彩色珍珠項鏈（估
價：120 萬-180 萬港元/15 萬-23 萬美元）以及一對罕有天然珍珠和鑽石耳環
（估價：128 萬-180 萬港元/16 萬-23 萬美元）。

翡翠是佳士得香港珠寶拍賣中獨有的重點，本季最為突出的分別是一件晶瑩剔
透巧雕翡翠自在觀音（左圖，估價：800 萬-1200 萬港元/100 萬150 萬美元），以及一件溫潤通透精雕翡翠彌勒佛（右圖，估
價：600 萬-800 萬港元/75 萬-100 萬美元）。這對矜貴的翡翠雕
像色澤均勻純正，種質幼膩細緻，雖然厚達 9 毫米但仍然高度
通透，加上工匠超凡的雕刻技藝，完全把觀音菩薩的自在閒適
和彌勒佛的笑態可掬表現得栩栩如生，絕對是不可多得的稀世珍品。

同樣珍罕的有這件珍罕瑰麗翡翠璧及鑽石吊墜項鍊（估價：450 萬-650 萬港元
/56.5 萬-80 萬美元）。玉璧乃我國傳統的禮器，帶有天圓地方的寓意，古時天子
用以祭天，故其文化意義可謂深遠流長。此翡翠璧材質純淨幼細，色澤均勻翠
綠，配以簡約而新穎的設計，顯得格外珍貴。

其他精選翡翠拍賣品包括由香港著名珠寶設計師陳世英設計、風格獨特的翡翠
耳環（右圖，估價：120 萬-180 萬港元/15 萬-23 萬美元），以及一對三色翡翠
手鐲（估價：180 萬-280 萬港元/23 萬-35 萬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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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有圖片可供索取*
欲知更多香港佳士得 2009 年秋季拍賣精選，請按http://www.christies.com/chinese
拍賣:

12 月 1 日（星期二）

瑰麗珠寶及翡翠首飾

下午 3 時

預展:
台北富邦人壽大樓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11月21-22日（星期六-日）
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6時30分
11 月 27 日-12 月 1 日（星期五-星期二）
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下午 6 時

編者註:
• 佳士得 — 全球最具權威的瑰麗珠寶拍賣行
佳士得連續十五年保持全球珠寶首飾市場的領導地位， 2008 年的珠寶成交總額超過 3.83 億美
元。
• 於 2009 年首季的國際珠寶拍賣成績中，佳士得在全球的拍賣共有 16 件珠寶拍品的成交金額超過
了 1 百萬美元，數目較成績最接近的拍賣行多了一倍。此外，在 2009 年春季，珠寶拍賣的全球十
大最高成交金額紀錄中，其中 7 個紀錄均由佳士得拍出。
• 於 2008 年，佳士得售出了拍賣史上最名貴的寶石 — 一顆歷史悠久、價值 2,400 萬美元的維特斯
巴士﹝Wittelsbach﹞藍色鑽石。
• 由 1993 年於台北及 1994 年於香港的首場珠寶拍賣開始，佳士得一直保持著亞洲名貴珠寶拍賣的
領導地位。2008 年 5 月的佳士得春季拍賣，是亞洲珠寶拍賣史上的一個重要里程碑，總成交額逹
6 千萬美元，成績包括一顆拍賣史上體積最大，重 101.27 克拉，最終以 620 萬美元成交的鑽石。
在 2009 年 5 月的佳士得春季拍賣，總成交額亦逹到 3,300 萬美元，是該季所有專拍的最高紀錄，
其中 8 件拍品的拍金超過 1 百萬美元。
關於佳士得：
佳士得是世界藝術市場的頂尖拍賣行，2008 年全球藝術品拍賣及私人洽購交易的總成交額高達 28 億英鎊
/51 億美金。佳士得 2009 上半年全球藝術品交易額達 12 億英鎊（18 億美元）。佳士得拍賣行的名字代表
了精美絕倫的藝術品，無可比擬的服務和專業程度，以及國際知名的顯赫聲譽。 佳士得拍賣行於 1766 年
由詹姆士．佳士得﹝James Christie﹞創立，於 18、19 至 20 世紀相繼舉辦了最重要的拍賣會，至今依然是
珍罕獨特藝術品的彙集之地。佳士得每年舉行 450 多場拍賣，涵蓋超過 80 個拍賣類別，包括各類裝飾藝
術品、珠寶、影像、收藏名品、名酒等等。價格從 200 美元至 8 千萬美元不等。佳士得在世界 30 個國家
設有 53 個代表處及 10 個拍賣中心，包括倫敦、紐約、巴黎、日內瓦、米蘭、阿姆斯特丹、迪拜及香港。
最近，佳士得率先擴展如俄羅斯、中國、印度、阿聯酋等世界新興藝術市場，並在全球多個城市成功舉
行拍賣及展覽。www.christi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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