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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佳士得香港佳士得香港佳士得香港佳士得 2020202010101010 年年年年瑰麗珠寶及翡翠首飾瑰麗珠寶及翡翠首飾瑰麗珠寶及翡翠首飾瑰麗珠寶及翡翠首飾春春春春拍拍拍拍    

呈獻呈獻呈獻呈獻：：：：「六玲瓏六玲瓏六玲瓏六玲瓏」    

 

� 「「「「六玲瓏六玲瓏六玲瓏六玲瓏」」」」估價估價估價估價總總總總值值值值接近接近接近接近 2222 億港億港億港億港元元元元（（（（2,5002,5002,5002,500 萬美元萬美元萬美元萬美元））））    

重點包括重點包括重點包括重點包括：：：：    

� 稀世珍罕老坑玻璃種翡翠珠鍊稀世珍罕老坑玻璃種翡翠珠鍊稀世珍罕老坑玻璃種翡翠珠鍊稀世珍罕老坑玻璃種翡翠珠鍊    

� 瑰瑰瑰瑰麗麗麗麗且且且且罕有罕有罕有罕有的的的的 5.015.015.015.01 克拉心形克拉心形克拉心形克拉心形 Fancy Vivid Blue VS2Fancy Vivid Blue VS2Fancy Vivid Blue VS2Fancy Vivid Blue VS2 彩鑽戒指彩鑽戒指彩鑽戒指彩鑽戒指    

    
 

 

 

 

 

 

 

 

 

瑰麗珠寶及翡翠首飾瑰麗珠寶及翡翠首飾瑰麗珠寶及翡翠首飾瑰麗珠寶及翡翠首飾    

201020102010201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2010 年 6 月 1 日，香港佳士得「瑰麗珠寶及翡翠首飾」春季拍賣會，當中以六件珍貴珠寶首飾組成的

「六玲瓏六玲瓏六玲瓏六玲瓏」（The Sensational Six），將成爲本次拍賣的焦點。「六玲瓏」當中每一件的珠寶首飾皆頂尖拔萃、稀

有難求，隨著當今市場上這類頂級的珠寶日趨稀少，是次拍賣對一衆收藏家而言無疑是千載難逢的良機。一條稀

世珍罕老坑玻璃種翡翠珠鍊（圖 1，估價：5,000 萬-8,000 萬港元/640 萬-1,000 萬美元）及一枚瑰麗罕有 5.01 克拉

心形 Fancy Vivid Blue VS2 彩鑽戒指（圖 2，估價：3,500 萬-5,500 萬港元/450 萬-700 萬美元）是「六玲瓏」的焦點

所在。其餘四件珍寶包括一對鑲有 2.48 及 2.03 克拉心形 Fancy Vivid Blue 藍鑽配 10.12 及 9.61 克拉梨形 D/VS2 及

E/VS1 鑽石耳環（圖 3，估價：2,880 萬-3,880 萬港元/370 萬-500 萬美元）、一條卡地亞於六十年代精心設計的罕

有珍貴喀什米爾藍寶石及鑽石手鍊 (圖 4，估價：2,400 萬-4,000 萬港元/300 萬-500 萬美元) 、一枚獨特足色全美

10.05 克拉舊工切割枕形 Golconda 鑽石戒指（圖 5，估價：980 萬-1,500 萬港元/125 萬-200 萬美元），以及一條高

貴典雅天然珍珠及鑽石珠鍊（圖 6，估價：940 萬-1,500 萬港元/120 萬-200 萬美元）。「六玲瓏」估價總值接近 2

億港元（2,500 萬美元）。 

 

佳士得亞洲珠寶佳士得亞洲珠寶佳士得亞洲珠寶佳士得亞洲珠寶及翡翠及翡翠及翡翠及翡翠部主管部主管部主管部主管石麗華女士石麗華女士石麗華女士石麗華女士表示：「佳士得非常榮幸可以於現今市場上為收藏家們呈獻『六玲

瓏』。能夠奉上任何一款世界級珠寶如翡翠、藍寶石、珍珠、鑽石或彩鑽，已讓我們感到欣喜不已。若能同時呈

獻這些珍罕極致的珠寶組合，將更加是一份殊榮。這些稀世瑰麗首飾無疑是卓絕非凡、充滿醉人魅力的傑作，絕

對能夠讓本季珠寶拍賣大放異彩。」 

圖 1.                          圖 2.                                            圖 3.                            圖 4.                                              圖 5.                                              圖 6. 



稀世珍罕老坑玻璃種翡翠稀世珍罕老坑玻璃種翡翠稀世珍罕老坑玻璃種翡翠稀世珍罕老坑玻璃種翡翠珠鍊珠鍊珠鍊珠鍊（圖1，估價：5,000萬-8,000萬港元/640萬-1,000萬美元）。翡翠珠鍊向來是頂級翡翠

珠寶的代表，要將有著頂級品質且配搭合宜的翡翠玉珠組合成一條頸鍊實非易事。這件珠寶首飾堪為典範，51顆

艷麗翠綠的翡翠珠色調均勻純正，色澤濃郁深邃，加上質地細膩，具有玻璃般的晶潤亮澤，完全具備了極少數翡

翠才擁有的頂級品質。翡翠珠以精湛工藝打造，其完美切割、抛光及打磨，令每一顆珠子從内而外散發出溫潤柔

和的綠色光彩。這條老坑玻璃種的翡翠珠鍊，集所有非凡特點於一身，絕對是當今市場上最稀有難求的翡翠首

飾，亦是收藏家夢寐以求的罕貴珍品。  

 

瑰麗罕有瑰麗罕有瑰麗罕有瑰麗罕有 5.015.015.015.01 克拉心形克拉心形克拉心形克拉心形 Fancy Vivid Blue VS2Fancy Vivid Blue VS2Fancy Vivid Blue VS2Fancy Vivid Blue VS2 彩鑽戒指彩鑽戒指彩鑽戒指彩鑽戒指（圖 2，估價：3,500 萬-5,500 萬港元/450 萬-700 萬美元）。

藍鑽是世界上最珍貴美麗的彩鑽之一。收藏有享譽世界的「Hope」、「Blue Heart」及「Wittelsbach-Graff」的史密

森尼博物院（Smithsonian Institute）認爲，發現藍色彩鑽的機會率僅為二十萬分之一，即每二十萬顆鑽石中才有一

顆藍鑽。這主要是因爲藍鑽具有獨特的形成過程和構造，加上其石礦稀有罕見。幾乎所有藍鑽都屬於稀有的 Type 

II 型鑽石，即結構最為純淨的鑽石。有別於晶體結構中常出現氮元素雜質的 Type I 鑽石， Type IIa 鑽石幾乎不含

雜質，而 Type IIb 鑽石則帶有微量硼元素。鑽石碳晶體結構中的硼原子令鑽石帶有半導電的特性，還賦予鑽石獨

特的藍彩。  

 

這顆重達5.01克拉的藍鑽，有著世界頂級的品質。絕大多數天然藍鑽都呈現灰色雜質，然而這顆藍鑽卻找不到一

絲次色，這在市場上和大自然裏都實屬罕見稀有。此藍鑽色彩濃郁深邃，無論色調、濃度及飽和度都平衡得恰到

好處，獲美國寶石學協會（GIA）評為最頂級的Fancy Vivid。由於當今市場對於珍貴稀有的頂級藍鑽供不應求，此

枚珍罕藍鑽絕對會讓全球收藏家趨之若鶩。 

 

一對一對一對一對艷麗奪目艷麗奪目艷麗奪目艷麗奪目的的的的2.482.482.482.48及及及及2.032.032.032.03克拉心形克拉心形克拉心形克拉心形Fancy Fancy Fancy Fancy DeepDeepDeepDeep Blue Blue Blue Blue彩鑽配彩鑽配彩鑽配彩鑽配10.1210.1210.1210.12及及及及9.619.619.619.61克拉梨形克拉梨形克拉梨形克拉梨形D/VS2D/VS2D/VS2D/VS2及及及及E/VS1E/VS1E/VS1E/VS1鑽石耳環鑽石耳環鑽石耳環鑽石耳環（圖3，估

價：2,880萬-3,880港元/370萬-500萬美元）。藍鑽極其罕有，幾乎全部來自同一產地—－南非的Premier或Cullinan礦

場。世界上許多奪目巨鑽也是出自Cullinan，最著名的要數3,106克拉的Cullinan Diamond，史上最巨型的寶石級鑽石

原石。這個礦場不但以巨型鑽石聞名，更是全球最主要的藍鑽來源。當已知的礦場仍繼續開採出粉紅和黃色鑽石

之際，藍鑽卻越見罕有，足證這些自然的奇珍已經越來越少。 

 

耳環上兩顆分別為2.48和2.03克拉的湛藍鑽石被切割成甜美的心形，能找到一對如此相稱的藍鑽絕對是絕無僅有。

事實上要找到一顆如此漂亮的藍鑽已是一大考驗，要找到兩顆無論色澤、亮度和比例都如此匹配的藍鑽，則更加

可遇不可求。每顆心形藍鑽下也綴上閃閃生光的優質梨形美鑽，令這雙耳環更加完美。 

 

罕有珍貴喀什米爾藍寶石及鑽石手鍊罕有珍貴喀什米爾藍寶石及鑽石手鍊罕有珍貴喀什米爾藍寶石及鑽石手鍊罕有珍貴喀什米爾藍寶石及鑽石手鍊，，，，約約約約1960196019601960年年年年，，，，卡地亞設計卡地亞設計卡地亞設計卡地亞設計    （圖4，估價：2,400萬-4,000萬港元/300萬-500萬美

元）。手鍊共鑲嵌九顆比例均勻的枕形喀什米爾藍寶石，中間的主石重10.52克拉，兩側分別排列了四顆重量介乎

6.10克拉至4.16克拉的藍寶石。每一顆藍寶石均展現動人美態，其色澤鮮艷飽和，火光閃爍耀目，完美呈現了經典

喀什米爾藍寶石絲絨般的藍色，其無與倫比的顔色純度仿佛孔雀頸際美艷的羽毛。 

 

喜瑪拉雅山山麓高處的喀什米爾礦區，蘊含著世界上最頂級，且最富收藏價值的藍寶石。那獨一無二的矢車菊藍

令人心動，不但市場價值極高，更成為鑑賞其他寶石的標準。時至今天，這些蔚藍的寶石已是非常稀有，卻依然

為人所渴求，因此，手鍊上的九顆喀什米爾藍寶石更加彌足珍貴，配以欖尖形的鑽石，更加完美襯托出藍寶石濃

烈的色彩純度。這條由卡地亞於六十年代設計的手鍊盡展時代的瑰麗風華，以及當時人們對完美珍品的追求。 

 

閃爍獨特足色全美閃爍獨特足色全美閃爍獨特足色全美閃爍獨特足色全美10.0510.0510.0510.05克拉舊工切割枕形克拉舊工切割枕形克拉舊工切割枕形克拉舊工切割枕形Golconda鑽石戒指鑽石戒指鑽石戒指鑽石戒指（圖5，估價：980萬-1,500萬港元/125萬-200萬美

元）。在十七世紀時經常前往印度的法國珠寶商人Jean-Baptiste Tavernier形容Golconda的鑽石為「一池清潭」，指

其晶瑩剔透和散發柔和的光芒。這顆重達10.05克拉的Golconda鑽石極為清澈透明，如此純白無暇的鑽石更常被人

們形容為清澈的水流及透明凝固的冰塊。 

 

鑽石採用舊工切割成枕形，這種出自古印度的切割方法，與70.21克拉的「Idol’s Eye」── 一枚於1865年7月14日

的倫敦佳士得拍賣會上售出、介乎枕形與梨形的Golconda美鑽，可謂如出一轍。對於鑑賞家而言，保留原有切割

的Golconda美鑽最是千金難求。Golconda鑽石礦於十八世紀中期便已被開採殆盡，迄今爲止仍然沒有一個鑽石礦

的品質可與之媲美。 

 



高貴典雅天然珍珠及鑽石珠鍊高貴典雅天然珍珠及鑽石珠鍊高貴典雅天然珍珠及鑽石珠鍊高貴典雅天然珍珠及鑽石珠鍊（圖6，估價：940萬-1,500萬港元/120萬-200萬美元）。珍珠渾然天成，其純淨與美

麗無須進行額外修飾，早已深受人們喜愛。自古以來，珍珠就被認爲是最珍貴和最令人嚮往的珠寶之一。人們曾

經認爲珍珠由露珠變化而成，而寶石學家則指出珍珠的顏色取決於貝殼本身的顏色。這條項鍊上的黑珍珠相信是

出自黑唇珠母貝，其孕育的黑珍珠渾圓而且體積亦較大，具備天然珍珠完美的品質。這種貝殼生產的珍珠色澤迷

人多變，除帶有玫瑰粉紅光彩的黑色外，也有較淺的奶白色、深灰色，以及帶有茄子般紫色光彩或開心果般綠色

光彩的暗銅色。四行項鍊由二百五十五顆彩色珍珠串成，它們相信都是來自十九世紀北美或中美洲西岸的天然珍

珠，每顆都散發出奇幻漂亮的色彩，實屬稀世珍寶。 

 

### 

 

在在在在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6666 月月月月 1111 日珠日珠日珠日珠寶拍賣寶拍賣寶拍賣寶拍賣舉行之前舉行之前舉行之前舉行之前，「，「，「，「六玲瓏六玲瓏六玲瓏六玲瓏」」」」珠寶首飾珠寶首飾珠寶首飾珠寶首飾將於下列城市進行巡迴展覽將於下列城市進行巡迴展覽將於下列城市進行巡迴展覽將於下列城市進行巡迴展覽：：：：    

• 紐約:  4 月 19 日至 21 日 

• 上海:  4 月 26 日至 27 日 

• 厦門:  4 月 28 至 29 日 

• 新加坡:  5 月 6 日至 7 日（敬請預約） 

• 日內瓦:  5 月 9 日至 11 日 

• 東京:  5 月 11 日至 12 日（敬請預約） 

• 曼谷:  5 月 18 日至 19 日（敬請預約） 

• 臺北:  5 月 22 日至 23 日 
 

編者註編者註編者註編者註：：：：    

• 佳士得佳士得佳士得佳士得    ————    全球最具權威的瑰麗珠寶拍賣行全球最具權威的瑰麗珠寶拍賣行全球最具權威的瑰麗珠寶拍賣行全球最具權威的瑰麗珠寶拍賣行        

 佳士得連續十六年保持全球珠寶首飾市場的領導地位， 2009 年的珠寶拍賣成交總額超過 2,729 億美元。  

 

佳士得全球拍賣成交金額紀錄包括佳士得全球拍賣成交金額紀錄包括佳士得全球拍賣成交金額紀錄包括佳士得全球拍賣成交金額紀錄包括：：：：    

• 任何任何任何任何珍貴寶石珍貴寶石珍貴寶石珍貴寶石    

• 一枚一枚一枚一枚戈爾康達戈爾康達戈爾康達戈爾康達((((GolcondaGolcondaGolcondaGolconda))))鑽石鑽石鑽石鑽石    

• 一枚藍色鑽石一枚藍色鑽石一枚藍色鑽石一枚藍色鑽石    

2008年，佳士得於倫敦以2,400萬美元成交了拍賣史上最名貴的寶石，一顆歷史悠久的維特爾斯巴赫﹝現亦通

稱為「維特爾斯巴赫—格拉夫鑽石」﹞藍色鑽石。 

• 翡翠翡翠翡翠翡翠    

1997年，佳士得於香港以9,349,566美元拍出拍賣史上最貴的翡翠珠寶首飾，一串由27顆翡翠玉珠組成的單鍊

式翡翠頸鍊。 

• 藍寶石藍寶石藍寶石藍寶石    

2009年12月，佳士得於香港以2,396,820美元（每克拉144,000美元）拍出一枚重達16.65克拉的喀什米爾枕形藍

寶石。 

• 大量大量大量大量天然珍珠天然珍珠天然珍珠天然珍珠    

2007年，佳士得於紐約以7,096,000美元拍出了「巴洛達珍珠」(Baroda Pearls)。 

 

圖片可在以下圖片可在以下圖片可在以下圖片可在以下連結連結連結連結下載下載下載下載：：：：    
               http://cshk.myftp.org/Spring%202010%20Christie's%20Hong%20Kong%20Auctions/Jewels/Images/ 

 

拍賣拍賣拍賣拍賣::::            

瑰麗珠寶及翡翠首飾                                                   6 月 1 日（星期二） 下午 2 時 

    
預展預展預展預展::::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5 月 26 日至 30 日 （星期三至星期日） 

 
關於佳士得關於佳士得關於佳士得關於佳士得：：：： 

佳士得是世界藝術市場的頂尖拍賣行，2009年全球藝術品拍賣及私人洽購交易的總成交額高達21億英鎊/33億美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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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瀏覽www.christies.com。 

 
* 估價並不包括買家佣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