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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發稿                                                                                                                                   2011年 9月 9日 

 

傳媒查詢: 

香港 - 梁迪芬(Gillian)   +852 2978 6736     gleung@christies.com 

北京 - 陳彥 (Belinda)            +8610 6500 6517                           bchen@christies.com 

 

影壇珍寶 
 

佳士得公佈首場伊麗莎白‧泰勒珍藏珠寶拍賣詳情 

 

美鑽、珍珠、寶石、古董首飾和紀念品珍藏 

光芒照亮一代巨星的華麗傳奇 

 

佳士得將於 9月 15日以莫斯科為起點展開為期三個月的全球巡展 

 
© 2011 Douglas Kirkland/CORBIS 

 

紐約－佳士得公佈伊麗莎白‧泰勒珍藏首場傳奇珠寶拍賣的詳情。紐約佳士得將會於本年

12 月舉辦為期四天的拍賣，讓藏家一睹這位一代影壇巨星、潮流先驅兼慈善家的珍藏。於

2011 年 12 月 13 日舉行的特別晚間拍賣上，將會率先呈獻伊麗莎白‧泰勒 80 件最具代表性

的首飾，並於 12月 14日舉行的兩場日間拍賣加推 189件瑰麗珠寶。伊麗莎白‧泰勒珍藏獲

公認為迄今最絕美無價的私人珍藏，當中包括多件巧奪天工、璀璨艷麗的珠寶，包括伊麗莎

白•泰勒經常佩戴的美鑽、寶石、古董首飾和獨一無二的設計，還有多件具紀念價值的私人

珍藏和禮物。這個充滿傳奇色彩的珍藏共包括 269件珍貴首飾，估價超過 3,00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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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士得美洲區主席暨總裁 Marc Porter 先生表示：「從令人驚豔的鑽石、寶石、獨一無二的

古董首飾，到伊麗莎白‧泰勒珍愛的甜蜜禮物和從未曝光的紀念珍藏，伊麗莎白•泰勒珍藏

的華貴珠寶今秋勢必教拍賣界引頸以待。這批珍藏無疑是迄今最矚目的私人珠寶珍藏，而佳

士得能於秋季替其舉行全球巡展，並在 12月舉行拍賣，實在深感榮幸。」 

 

佳士得亞洲區總裁及國際珠寶部總監高逸龍先生表示：「我們都知道伊麗莎白‧泰勒鍾情珠

寶首飾，但她對頂級珠寶的認識也令人佩服。我與她相識於 1998 年，當時已發現她對珠寶

的工藝、珍罕程度、品質和歷史極有研究，並珍藏了不少精緻瑰寶，全部也是著名珠寶商的

精心傑作，例如寶格麗、寶詩龍、卡地亞、JAR、Schlumberger、蒂芙尼及梵克雅寶等。伊麗莎

白‧泰勒早已計劃拍賣她的珠寶珍藏，我希望投得這些珍品的買家會像她一樣珍視這些珠寶，

就如她生前所說：『為它們找個好主人。』」 

 

伊麗莎白‧泰勒珍藏為期三個月的全球巡展將於本月展開，展出多件精選首飾，而首場展覽

將於 9 月 15 日假莫斯科紅場古姆百貨舉行，其後會於倫敦、洛杉磯、迪拜、日內瓦、巴黎

及香港作公開展覽。紐約佳士得更會於 12 月舉行為期十天的特別展覽作為壓軸活動，展出

整個珍藏系列。(巡展日期及時間詳見附表或瀏覽網站 www.christies.com/elizabethtaylor) 

 

 

伊麗莎白‧泰勒珍藏 

傳奇珠寶精品簡介 

 

「伊麗莎白‧泰勒之鑽」 

 

33.19克拉D/VS1 (可成完美)Type IIa鑽石戒指 

李察‧波頓贈 

1968年5月16日購自紐約帕克‧伯奈特拍賣 

估價：美元2,500,000 –3,500,000 

 

這顆美鑽是伊麗莎白‧泰勒最鍾愛的白鑽，後來鑲嵌成為

戒指，自此與她形影不離。她曾表示：「這枚戒指有一種

難以言喻的魅力，會發出紅色、白色、藍色、紫色等斑斕

璀璨的鑽光，好像有生命一樣。」 

 

伊麗莎白•泰勒於1968年以30萬美元購得這顆Type IIa克虜伯

鑽石，從此它便成為伊麗莎白‧泰勒的標誌，故佳士得及

其遺產受託人將這顆美鑽命名為「伊麗莎白‧泰勒之鑽」，

向這位艷麗不凡的主人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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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石及珍珠 
 

「La Pérégrina」傳奇珍珠 
 

16世紀初珍珠、紅寶石及鑽石項鍊 

由伊麗莎白‧泰勒及卡地亞設計師Al Durante設計 

1969年1月23日由李察‧波頓贈 

估價：美元2,000,000 – 3,000,000 

 

這顆珍珠份量驚人，重達203格令(相當於55克拉)，是全球最為人熟悉的

古董珍珠之一。這顆水滴形珍珠於16世紀在巴拿馬海灣尋獲，最初為西

班牙皇室所有，據載西班牙國王菲臘二世也曾擁有這顆美麗的珍珠。珍

珠其後獲轉贈予西班牙皇后瑪格麗特及伊莎貝。畫家委拉斯開茲在17世

紀所畫的伊莎貝皇后肖像中，也看到這顆珍珠的蹤影。1969年，李察‧

波頓在拍賣會力壓一位西班牙皇室成員，以37,000美元投得珍珠，贈予伊

麗莎白‧泰勒，她後來委託卡地亞按照一幅16世紀蘇格蘭瑪麗女王的肖

像，設計出以相配的天然珍珠及紅寶石製成的項鍊，襯托這顆她稱為

「世上最完美的珍珠」。 

 
 

「米高‧托德鑽石皇冠」 

 
古董鑽石皇冠，約1880年 

1957年米高‧托德贈  

估價：美元60,000-80,000 

 

伊麗莎白‧泰勒在2002年出版的著作《My Love Affair With Jewelry》中，

表示丈夫米高‧托德送上這頂皇冠時曾說：「妳是我的女王。」1957

年，米高‧托德製作的《八十天環遊世界》於洛杉磯奧斯卡金像獎典

禮奪得「最佳電影」，伊麗莎白‧泰勒當時便佩戴了這頂古董鑽石皇

冠出席典禮。 

 
 

「乒乓鑽」 

 
一組三枚鑽石戒指 

勝出乒乓球賽之獎品，李察‧波頓贈，約1970年  

估價：美元5,000-7,000 

 

李察‧波頓與伊麗莎白‧泰勒熱愛乒乓珠，每次對戰她也全情投入。有一

次，他們在瑞士格施塔德的寓所打乒乓球，李察承諾若伊麗莎白能贏他10

分，便會送她一顆鑽石，結果她勝出，李察便馬上到市中心尋找最小的鑽

石，最後買下一組三枚的鑽石戒指，被稱為「乒乓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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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重寶石 

 
寶格麗祖母綠首飾套裝 
 
祖母綠及鑽石首飾套裝  

寶格麗設計，1962-1967年 

李察‧波頓贈 

項鍊估價：美元1,000,000 – 1,500,000 

吊墜估價：美元500,000 – 700,000 

戒指估價：美元600,000 -800,000 

手鍊估價：美元300,000 – 500,000 

耳環估價：美元150,000-200,000 

 

伊麗莎白‧泰勒曾多次前往羅馬康多提大道的寶格麗專門店，挑選首飾配合《埃及豔后》的造型，

最後配成這套奪目的首飾。在羅馬時，李察‧波頓經常笑言：「我教伊麗莎白喝啤酒，她教我買寶

格麗。」 

 
 

卡地亞紅寶石首飾套裝 
 

紅寶石及鑽石首飾套裝 

卡地亞設計 

1957年8月米高‧托德贈  

項鍊估價：美元200,000 – 300,000 

手鍊估價：美元150,000 – 200,000 

耳環估價：美元80,000 – 120,000 

 

下嫁米高‧托德後，有一次伊麗莎白‧泰勒在法國聖讓卡普菲拉的

別墅暢泳時，米高‧托德突然拿出三個卡地亞首飾盒，當中放著這

套艷麗的紅寶石首飾。沒有鏡子在手的伊麗莎白以池水作鏡，看到

頸項、耳朵和手腕閃閃生光，她憶述道：「我高興得大叫起來，抱

著米高把他拉進泳池裏。」 

 
 

李察‧波頓紅寶石及鑽石戒指 
 

8.24克拉紅寶石及鑽石戒指 

梵克雅寶設計，1968年 

1968年聖誕節李察‧波頓贈  

估價：美元1,000,000 – 1,500,000 

 

李察‧波頓與伊麗莎白‧泰勒結婚初期，曾答應送她一顆色澤完美的獨特紅

寶石，而且明言「不完美不要」。四年後，他終於兌現承諾，偷偷把一個小

禮盒放進伊麗莎白的聖誕襪裏，但由於盒子太小，她竟然毫不察覺，最終由

女兒麗莎找到。伊麗莎白打開盒子時發現這顆「她見過顏色最完美的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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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格麗藍寶石及鑽石項鍊及「Trombino」戒指 
 

藍寶石及鑽石項鍊 

寶格麗設計 

1972年李察‧波頓贈 

估價：美元600,000 – 800,000 

 

藍寶石及鑽石「Trombino」戒指 

寶格麗設計 

估價：美元150,000-200,000 

 

項鍊鑲嵌52.72克拉圓錐形圓面藍寶石，採用大膽的裝飾藝術風格，是1972年李察‧波頓贈予伊麗莎

白•泰勒的40歲生日禮物。伊麗莎白‧泰勒其後購買藍寶石戒指配成一對。 

 
 

JAR藍寶石耳環 
 

鑽石及彩色藍寶石球形耳環 

JAR設計 

2001年12月購於巴黎  

估價：美元100,000 – 150,000 

 
 

眾所周知，伊麗莎白‧泰勒特別鍾情寶格麗、卡地亞及梵克雅寶等著名

珠寶商的設計，但其實她也喜愛現代時尚的首飾。這對藍寶石耳環由知

名珠寶設計師Joel Arthur Rosenthal(常稱JAR)設計。他在巴黎凡登廣場的小店只接受預約訂製首飾。設

計這對獨特的耳環時，JAR運用不同顏色的藍寶石，模仿伊麗莎白的迷人雙眸。Joel Rosenthal憶述：

「她說：『我有一雙藍眼睛，有時會變成綠色，就像你一樣。也有人說看來像紫色。』這對球形耳

環的彩色條紋其實是她雙眼和眼前世界的顏色。」 

 
 

流芳瑰寶 

 
「威爾斯親王胸針」 
 

鑽石胸針，約1935年 

温莎公爵夫人珍藏 

伊麗莎白•泰勒於1987年4月購自日內瓦蘇富比拍賣會 

估價：美元400,000 – 600,000 

 

曾為温莎公爵夫人所有的這枚耀目鑽石胸針，外形以威爾斯親王的三羽

毛徽章為藍本，原是公爵贈予夫人之物。伊麗莎白‧泰勒與他們份屬好

友，每次看到公爵夫人的胸針都會愛不釋手。雖然公爵夫人答應讓她複

製胸針，但伊麗莎白婉拒了對方的好意。多年後，溫莎公爵夫人逝世，

遺物進行拍賣，伊麗莎白在拍賣會上力壓眾多買家，投得這枚特別的胸

針，以悼念故友。她後來說：「我只會在非常特別的場合佩戴這件皇室

首飾，因為它對我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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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姬陵之鑽」 
 

約1627-28年 

黃金及紅寶石項鍊，卡地亞設計 

1972年李察‧波頓贈予伊麗莎白•泰勒作40歲生日禮物 

估價：美元300,000 – 500,000 

 

這顆心形鑽石刻有莫臥兒帝國君主賈汗基皇后努兒(Nur Jahan)的名字，相信

是賈汗基贈予兒子沙迦罕王(1592-1666年)的禮物。當時35歲的沙迦罕王子再

把鑽石轉贈予愛妃瑪哈。四年後瑪哈逝世，迦罕王傷心不已，下令興建泰姬

陵以紀念愛妃，成為世界七大奇觀之一。這顆獨特美鑽的傳奇故事深深感動

李察‧波頓，於是以此作為伊麗莎白‧泰勒的40歲生日禮物。 

 
 
 
 

「巫山風雨夜胸針」 
 

鑽石及寶石胸針 

由蒂芙尼設計師Jean Schlumberger設計，約1964年 

於《巫山風雨夜》首映時由李察‧波頓所贈 

1964年8月11日 

估價：美元200,000 – 300,000 

 

這枚由Schlumberger設計的胸針以鬣蜥蜴為藍本，但酷似鯰魚。伊麗莎白‧泰勒

當年戴著這枚胸針出席李察‧波頓電影《巫山風雨夜》的首映。對她來說，這

件綴以祖母綠及藍寶石的鑽石及純金胸針，象徵著二人新婚後居於墨西哥旅遊

勝地巴亞爾塔港的輕狂歲月。 

 
 
 
 

「伊迪絲·海德項鍊」 
 

黃金項鍊配象牙歌劇門票設計吊墜，約18及19世紀 

伊迪絲‧海德遺贈 

估價：美元1,500 – 2,000 

 

這條獨特的項鍊掛滿模仿象牙歌劇門票的吊墜，原為已故荷里活戲服設

計師伊迪絲•海德所有。她與伊麗莎白‧泰勒交情甚篤，視之為女兒。

據伊麗莎白‧泰勒表示，她一直很喜歡這條項鍊，故伊迪絲‧海德承諾

死後把項鍊贈予伊麗莎白。最終，伊麗莎白‧泰勒繼承了這條項鍊，讓

她得以緬懷故友，更成為她最喜愛的珍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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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貴紀念－珠寶人生 
 

吊墜手鍊 

右圖： 

吊墜手鍊連20個吊墜 

估價：美元25,000 – 35,000 

 

伊麗莎白‧泰勒年少時已開始收集手鍊吊墜，共擁有五條別具意義的手

鍊，每一條也代表一些精彩的故事。這條黃金手鍊飾以20個吊墜，當中

包括紀念《馴悍記》的刻字場記板吊墜，以及刻有伊麗莎白‧泰勒名字

的黃金珠寶放大鏡吊墜。當中最特別的莫過於裝著四個獎章的黃金球形

小盒吊墜，每個奬章也刻上她四名子女的名字和出生日期。 

 

 

「結婚戒指」 
 

李察‧波頓結婚戒指 

估價：美元6,000 – 8,000 

 

伊麗莎白‧泰勒於1964年在蒙特利爾與李察‧波頓結婚，以及二人於1975年在非

洲博茨瓦納再婚時獲贈。 

 
 
 
 

「孫兒誕辰紀念首飾」 
 

鑲鑽黃金首飾套裝「Barquerolles」 

由梵克雅寶設計， 1971年 

伊麗莎伯‧泰勒榮升祖母時李察‧波頓贈 

項鍊估價：美元120,000 – 180,000 

耳墜估價：美元25,000 – 35,000 

 

1971年，39歲的伊麗莎白‧泰勒榮升祖母，李察‧波頓送上梵克雅寶的獅

頭首飾以作紀念。她曾在書中寫道：「看到這套首飾時，我的心噗通噗通

地跳。李察非常欣賞這套首飾，更說：『啊！妳真漂亮！誰相信妳已成為

祖母？』」 

 

「埃及豔后之鏡」 
 

綠松石及黃金鏡子 

寶格麗設計 

估價：美元8,000-12,000 

 

這面鏡子於 1962 年由寶格麗設計，當時李察‧波頓及伊麗莎白‧泰勒主演的

《埃及豔后》在羅馬的拍攝工作快將煞科，飾演尼羅河皇后的伊麗莎白買下這

面埃及復古鏡子以作紀念。鏡子以黃金及綠松石打造，是她難得一見的傳奇珍

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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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奇珠寶晚間及日間拍賣完整圖錄將於 10月供購買。 

伊莉莎白‧泰勒珍藏的時裝及飾品、裝飾藝術品及所拍電影中的道具紀念品、印象派及現代藝術拍賣詳細資料，

將於稍後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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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注： 

伊莉莎白‧泰勒珍藏精品世界巡迴展覽時間及地點： 

城市 日期 入場費 地點 

莫斯科 9月 15、16日 免費 GUM, Red Square 

倫敦 9月 24、25、26日 £10 倫敦佳士得 

洛杉磯 10月 13、14、15、16日 $20 MOCA Pacific Design Center 

迪拜 10月 23日 免費 Emirates Tower Hotel 

日內瓦 11月 11、12日 免費 Four Seasons Hotel de Bergues 

巴黎 11月 16、17日 免費 巴黎佳士得 

香港 11月 24、25、26、27日 免費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紐約 12月 3日至 12日 $30 紐約佳士得 

 

倫敦、洛杉磯及紐約精品展覽需收取門票。 

莫斯科、迪拜、日內瓦及香港精品展覽不需要門票，當地的佳士得珠寶拍賣拍前預覽也將同期舉行。 

 

門票購買方式請預展前瀏覽 www.christies.com 

 

伊麗莎白•泰勒一生積極奉獻于慈善事業，佳士得非常榮幸宣佈此次珍藏展覽、活動及出版獲得的部分收益將

捐贈予伊麗莎白•泰勒愛滋病基金會 (The Elizabeth Taylor AIDS Foundation,  ETAF) 。此基金會成立於 1991年，

致力于資助世界愛滋病服務團體，以改善愛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的生活。 

 

伊莉莎白•泰勒珍藏拍賣時間表 

晚間拍賣：傳奇珠寶 2011年 12月 13日，紐約佳士得 

瑰麗珠寶（第二及第三部分） 2011年 12月 14日，紐約佳士得 

晚間拍賣：偶像及高級訂制女裝 2011年 12月 14日，紐約佳士得 

時裝及飾品（第二、三、四部分） 2011年 12月 15日，紐約佳士得 

裝飾藝術品及所拍電影中的道具紀念品，包括戲服 2011年 12月 16日，紐約佳士得 

印象派及現代藝術 2012年 2月，倫敦佳士得 

 

購買拍賣圖錄請瀏覽 www.christies.com/elizabethtaylor 

更多世界巡迴展覽、新聞稿、門票及圖錄細節請瀏覽佳士得官方網站 

http://www.christies.com/
http://www.christies.com/elizabethtayl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