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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頂尖珠寶藏家季度焦點：
香港佳士得【瑰麗珠寶及翡翠首飾】秋拍
呈獻逾 300 件美鑽、寶石及翡翠珍品
估值 6 至 8 億港元／7,500 萬至 1 億美元
當中包括一對 35 克拉圓形足色完美無瑕鑽石

瑰麗珠寶及翡翠首飾
2011年11月29日（星期二）
下午1時30分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議廰，伍斯拍賣廳

香港 ─ 領導全球珠寶首飾拍賣逾18年的佳士得拍賣行，將於2011年11月29日假座香港會議展覽
中心舉辦香港佳士得【瑰麗珠寶及翡翠首飾】秋季拍賣。
佳士得於2011年上半年取得的全球珠寶成交總額，較去年同期上升超過30%，並屢創拍賣紀錄，
成績斐然。珠寶市場的蓬勃發展可見於本年度的香港春季拍賣，成交總額接近7億港元／8,940
萬美元。此次拍賣不僅創下亞洲珠寶拍賣最高紀錄，更成為全球佳士得最大型的珠寶拍賣。
佳士得珠寶及翡翠部亞洲區董事石麗華表示：「珠寶拍賣市場不斷擴展，全球珠寶收藏家人數
亦持續增長。為應這群頂尖寶石鑑賞家及市場所需，我們特別搜羅了總估值逾6億港元／7,500
萬美元的上等美鑽、重要寶石、珍稀翡翠瑰寶及名家珠寶，是本季秋拍最矚目專拍之一。」

白鑽焦點
包括
35 克拉圓形足色完美無瑕鑽石一對
頂級白鑽每克拉價格於現時市場持續攀升，上等鑽石備受全球收藏家所熱
烈追捧。本季焦點便是兩顆分別重達35.77及35.61克拉足色完美無瑕（D
Flawless）的圓鑽。這是拍賣史上最大型的對鑽，兩顆如車厘茄般大小的
鑽石，在切割、打磨及比例範疇均獲得「Triple Excellent」（三項極優）
級別。此外，這對鑽石同時屬Type IIa，其化學成份最為純淨，更顯通透
亮澤。
全球首屈一指的鑽石製造及貿易公司史妲美詩鑽石集團（The Steinmetz
Diamond Group），受委託為這兩顆各重達35克拉的圓形鑽石進行切割。兩枚鑽石均產自南非，
要在相若時段找到不同的大型無色原石，本屬珍稀罕有。若要找到一對匹配美鑽，更是難能可
貴。這對鑽石曾於2010年12月由史妲美詩在紐約古根漢美術館（Guggenheim）公開展覽，並於
2011年4月在印度舉行的「FOREVERMARK」發佈會上展出，成為刻有「FOREVERMARK」
印記的最大型對鑽。「FOREVERMARK」印記是指在鑽石切面刻上肉眼難辨的獨特編號及標
誌。這不僅保證了鑽石為真正天然形成、未經加工，並同時證明鑽石的開採過程符合道德標準。
此對美鑽將為兩件獨立拍品，各估價為56,000,000至75,000,000港元／7,000,000至9,000,000美元。
如欲瞭解更多有關這對鑽石的資料，請按本連結。
除了以上珍罕巨型對鑽外，本季亦另有一對分別重5.27和5.24 克拉足色完美無瑕Type IIa圓形對
鑽以供選擇（估價：12,000,000至18,000,000港元／ 1,500,000至2,250,000美元），其切割、打磨及
比例皆是「三項極優」級別。此外還有一枚12.08克拉梨形F色內部無瑕Type IIa鑽石戒指（估
價：7,000,000至9,000,000港元／900,000至1,150,000美元）。

鑽石之王：HARRY WINSTON
本季當中不少重要珠寶拍品均來自聲名顯赫的「鑽石之王」（King of
Diamonds）─Harry Winston，而其中焦點為一枚鑲嵌了鑽石的祖母綠胸針
（右圖，估價：15,600,000至25,000,000港元／ 2,000,000至3,000,000美元）。
這枚胸針背後有著一段歷史故事，胸針原為一位著名的德州油商所有，他
是Winston先生的舊客戶，並請對方代為尋找一枚珍貴寶石。Winston先生
當時向這位油商及其妻子提供了兩個選擇：68.90克拉的祖母綠，以及另一
顆69.42克拉的梨形鑽石，商人的妻子最終選擇了祖母綠。值得一提是被放
棄了的鑽石則由伊莉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購入，及後定名為
「泰勒－伯頓鑽石」（Taylor-Burton Diamond）。為製作這件完美至極的珠寶，Winston先生特
地委託其頂尖設計師Ambaji Shinde打造這枚祖母綠，其詳細資料亦有載於Laurence S. Krashes與
Ronald Winston所著的著名典籍《Harry Winston: The Ultimate Jeweler》。

除此之外，是次拍賣裡Harry Winston的傑作還包括：一對14.38及12.75克拉梨形
鑽石耳墜（右圖，估價：8,000,000至12,000,000港元／1,000,000至1,500,000美
元）；8.37克拉枕形緬甸天然紅寶石戒指（估價：5,500,000至8,000,000港元／
700,000至1,000,000美元）；以及一條鑲嵌了32顆總重量超過80克拉的緬甸天然
紅寶石流蘇項鍊（估價：10,000,000至15,000,000港元／1,250,000至1,870,000美
元）。

珍貴天然珍珠
渾然天成的珍珠，無需任何修飾，經已盡展純淨美態。珍珠是人類最早期的
寶石之一，雋永迷人。在一系列的天然珍珠首飾中，本季特別呈獻一條珍罕
稀有的天然珍珠項鍊（左圖，估價：12,800,000 至 1,8,000,000 港元／1,600,000
至 2,250,000 美元）。一顆品質上乘且份量十足的天然珍珠已見彌足珍貴，何
況這條項鍊更精選多達 16 顆天然珍珠，其珍貴不言而喻。每顆珍珠均發放
獨特光芒，互相輝映，是品味藏家的不二之選。
一對天然珍珠及鑽石耳墜，各配以一顆可拆除由 Van Cleef & Arpels 設計的
水滴形珍珠，品質上佳（估價：4,800,000 至 6,500,000 港元／600,000 至 800,000 美元）。這兩顆
珍珠的獨特之處不限於其體積與相若的重量，而其水滴外形渾然天成，呈現出亮白光澤，互相
輝映，完美絕配。
其他珍珠珍品亦有一對珍貴的天然珍珠及鑽石耳墜（估價：5,200,000 至 8,000,000 港元／650,000
至 1,000,000 美元），以及一條水滴形天然珍珠吊墜項鍊（估價：1,600,000 至 2,500,000 港元／
200,000 至 315,000 美元）。

彩色寶石
全球最優質的祖母綠源自哥倫比亞。當地出產的祖母綠呈亮麗草綠色和深邃
的色調，其色澤濃度及深度均極其罕有。本季拍品：兩顆碩大的枕形「哥倫
比亞之星」（The Stars of Colombia）（左圖，估價：15,500,000至25,000,000
港元／2,000,000至3,000,000美元）祖母綠，分別重25.38及23.12克拉，均是純
天然而未有加工，其色澤翠綠出眾，淨度之高亦是現今市場難得一見，純淨
清澈；加上切割細緻，能同時覓得兩顆相等質量、顏色、尺寸及形狀，如斯優質的哥倫比亞祖
母綠實屬難求。
紅寶石的焦點是一條JW Currens 紅寶石及鑽石項鍊（左圖，估價：16,000,000
至25,000,000港元／2,000,000至3,000,000美元）。此項鈕以25顆瑰麗橢圓形緬甸
天然紅寶石打造而成，每顆寶石均是天然紅寶石，大部分更展現出典型舊緬甸
紅寶石的「鴿血紅」亮麗色澤。有著此尺寸大小、顏色及淨度的緬甸天然紅寶
石，在現今市場異常罕有。
藍寶石的拍品當中要數一枚瑰麗非凡的26.41克拉的枕形喀什米爾天然藍寶石鑽石
胸針（右圖，估價：25,000,000至38,000,000港元／3,200,000至4,800,000美元）。市
場對頂級天然藍寶石需求若渴，而這顆彌足珍貴的藍寶石色澤宛如水晶般透亮，
是本季最備受矚目的珍品之一。

玲瓏翡翠
論翡翠，上品當然是萬中無一的老坑玻璃種，無論是色澤、水頭、通透及
均勻度都是無可比擬。而本季的焦點拍品「歲寒三友」（左圖，估價：
15,000,000至25,000,000港元／2,000,000至3,000,000美元）便堪稱是當中的典
範。這件不可多得的翡翠吊墜，其顏色濃度與水頭配合得天衣無縫，既保
持了玻璃種的通透性，亦不失老坑顏色的「濃、正、鮮、均」，潤澤晶瑩，
彷似一池碧水散發醇厚柔和的翠綠光芒。蒼松凌霜，翠竹不屈，寒梅傲雪，
「歲寒三友」皆四季長青，不但象徵長壽，同時展現堅毅正直的高尚情操，
配合頂級老坑玻璃種翡翠，更可謂內外俱全，絕對是翡翠收藏家夢寐以求
的珍品。而另一逸品則為一條翡翠珠鍊，飾有55顆翠綠玉珠，通透亮麗（估價：3,000,000至
5,000,000港元／380,000至650,000美元）。
圖片可在此連結下載：
http://cshk.myftp.org/2011%20Fall%20Christie's%20Hong%20Kong%20Auctions/JLS/IMAGES/

精選拍品將於拍賣前於下列城市作巡迴展覽：
日期
10 月 15 日至 18 日
10 月 24 日至 25 日
10 月 27 日至 28 日
11 月 2 日至 3 日
11 月 8 日至 9 日
11 月 13 日至 15 日
11 月 19 日至 20 日
11 月 24 至 11 月 30 日

城市
紐約
北京
上海
東京
曼谷
日內瓦
台北
香港

地點
紐約佳士得洛克菲勒中心
北京國際俱樂部飯店至尊廳
上海明天廣場 JW 萬豪酒店 JW 宴會廳
東京佳士得辦事處
曼谷佳士得辦事處
Hotel de Bergues
富邦國際會議中心
香港國際會議展覽中心

關於佳士得：
佳士得是世界藝術市場的頂尖拍賣行，2011 年上半年佳士得全球拍賣及私人洽購的成交總額高達 20 億英鎊/32 億美元。佳士
得 2010 年全球藝術品成交總額達 33 億英鎊/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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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知識，以及蜚聲國際的顯赫名聲。佳士得於 1766 年由詹姆士‧佳士得（James Christie）創立，於十八至二十世紀先後舉辦多
場重要的拍賣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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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至超過 1 億美元不等。佳士得在世界 32 個國家設有 53 個
辦事處及 10 個拍賣中心，包括倫敦、紐約、巴黎、日內瓦、米蘭、阿姆斯特丹、蘇黎世、迪拜及香港。佳士得近來亦積極拓
展業務至新興市場如俄羅斯、中國、印度及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在北京、孟買和迪拜也成功舉辦展覽及拍賣會。
*估價不包括買家佣金。拍賣總成交額爲落槌價加上買家佣金，並不反映成本，財務費用或買方/賣方信貸。
訪問佳士得官方網站 www.christies.com
瀏覽中文版香港佳士得秋季拍賣精選 www.christies.com/chine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