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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蘇富比瑰麗珠寶及翡翠首飾春拍
呈獻當代設計首飾，以及經典珠寶品牌作品
拍賣亮點
一座罕見卡地亞（Cartier）Art Deco「Le Ciel」座鐘

香港預展：3 月 31 日至 4 月 3 日｜拍賣：4 月 4 日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展覽廳五
香港，2017 年 3 月 17 日

香港蘇富比「瑰麗珠寶及翡翠首飾」2017 年春拍將於 4 月 4 日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

行，帶來當代設計奇才和傳奇經典珠寶品牌的璀璨首飾同場競艷。焦點拍品包括傳奇珠寶名家卡地亞的 Art Deco 寶石
配鑽石神秘鐘、風格獨特的 BHAGAT 紅寶石配鑽石手鐲一對，以及由法國珠寶品牌 Mauboussin 設計之寶石配鑽石項
鏈。此外尚有一系列頂級鑽石、天然彩色寶石、珍珠及翡翠等。

蘇富比亞洲區副主席及珠寶部亞洲區主席郭進耀表示：「今春，我們很高興呈獻一系列由世界經典珠寶品牌設計的精心
傑作。拍賣重點首推卡地亞 Art Deco 寶石配鑽石神秘鐘，其不僅標誌著該年代藝術創作之頂峰，也代表卡地亞登峰造
極的製錶工藝；當然 BHAGAT 充滿當代感的紅寶石配鑽石手鐲亦絕不容錯過。」

重點拍品
「LE CIEL」—— 神秘的魔法使者
Art Deco寶石配鑽石神秘鐘, 「Le Ciel」, 卡地亞（Cartier），1928年
估價：1,050萬至1,400萬港元 / 136萬至181萬美元
蘇富比很高興能於本季春拍呈獻這精妙絕倫的神秘座鐘，其代表著卡地亞在裝飾藝
術上雅量高致的審美品味以及製錶工藝的空前理念，堪稱時間的藝術。這座集精湛
技藝及非凡美學於一身的「Le Ciel」神秘時鐘出自於卡地亞1922年至1931年一個
非同尋常的時計系列，且時至今日僅有13座存留，「Le Ciel」 便是其一。

恰似悄然遊弋的光影，又仿若浩瀚飄渺的宇宙，「Le Ciel」鐘面畫滿了各種星相標
記。星空錶盤，飾以寶石點綴而成的繁星來描繪夜空的熠熠光輝——鑽石製成的指
針如彗星般舞動在星球中。鐘盤立於息息不絕的噴泉上部，並飾以一對來自18世紀
及19世紀的中國古董玉雕錦鯉，天空與泉水在魚兒們的環簇下，在內斂的月亮石及
妖嬈的珊瑚的映襯下，顯得如此完美而和諧。

法式時尚
寶石配鑽石項鏈, Mauboussin
估價：590萬至750萬港元 / 765,000至970,000美元
Mauboussin於19世紀在巴黎創立，以旗幟鮮明的大膽設計、硬派俊朗的線條以及幾何
藝術的圖案而名揚四海，並於1920年期間多次贏得多個獎項。一戰以後，審美更迭，潮
流幻變不息。在1920年代，名媛貴族們競相追捧長項鏈，除了搭配大型吊墜，還會加上
幾條手鏈才稱得時尚。此外，內心對東方風情的迷戀，多使設計師們採用色彩鮮明的寶
石，雕製成樹葉或水果的形狀，配以鑽石、黑琺瑯或瑪瑙點綴其中。此長項鏈由雕飾過
的寶石鑲嵌而成，可被分拆成四條手鏈及一個花籃形吊墜，當稱Mauboussin前衛設計
的典範之作。

璀璨鑽飾
海瑞溫斯頓（Harry Winston）鑽石手鏈
估價：200萬至250萬港元 / 258,000至323,000美元
海瑞溫斯頓的前衛設計概念，堅持以寶石作為每款設計的主軸，為高級珠
寶製作奠定嶄新標竿，成就歷久常新的經典設計，貫徹其品牌風格。海瑞
溫斯頓對鑽石的迷戀一直引領其事業之路，他並決意窮一生之力把鑽石的
華麗風采向世界展現。這款經典的鑽石手鏈展現出「海瑞溫斯頓」獨樹一
幟的風采，慣用鉑金進行細膩的全手工網狀式鑲嵌，精巧却不喧賓奪主，
凸顯出形狀各異的鑽石本身的璀璨之美，並使之大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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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卧兒的魔法師
BHAGAT 紅寶石配鑽石手鐲一對
估價：195 萬至 280 萬港元 / 252,000 至 361,000 美元
作為當世最偉大的珠寶設計師之一，巴加特大師（BHAGAT）一向擅長把中
西文化、新舊審美融會貫通，體現出藝術與精湛工藝的完美結合。他的作品
汲取了古印度文化的靈感，將伊斯蘭建築中輝煌的莫臥兒文明與當代審美的
奢華感交織一處，天衣無縫，打造出獨具匠心的珠寶臻品。本次呈現的這一
對手鐲，是巴加特大師對自然及周遭事物的獨到詮釋。簇簇紛紛的鑽石聚以
波瀾般的花瓣，銜接以橢圓形的紅寶石，令整個鉑金手鐲一氣呵成、大氣別
致。隱秘式搭扣及開口曼妙無雙，更由巴加特一手操刀而成。巴加特大師一
年僅創作不超過60件作品，每個手鐲都需由工匠用上至少數月精密打造，每一件作品都稱得上傾盡匠心。

猛獸之美
卡地亞鑽石配藍寶石及祖母綠戒指，「Panthère」
估價：150 萬至 200 萬港元 / 194,000 至 258,000 美元
時而敏捷剛烈，時而舉止優雅，卡地亞經典「豹」系列世紀以來代表大膽無畏的女性
精神，從溫莎公爵夫人、黛茜·法羅、尼娜·阿迦汗公主尼娜·戴爾及芭芭拉·赫頓等名流
藏家，充分體現箇中非凡氣派。這枚卡地亞「豹」戒指，既大膽奔放，又高貴雅致；
或威嚴沉著，或輕盈自如，完美平衡，瑰麗動人，彰顯「Panthère de Cartier」系列
的野性魅力與動人傳奇。戒指弧線徐徐延伸，豹俯臥指上，英姿煥發，其以祖母綠點
綴雙眼，身上鑲藍寶石及鑽石，綻放迷人光彩。豹不僅化身成珠寶珍品，更是恆久經
典的曠世標誌。

優雅翡翠
天然翡翠 配 鑽石 項鏈及耳環 套裝
估價：2,000 萬至 3,000 萬港元 / 258 萬至 387 萬美元
自古以來，翡翠乃地位與財富之象徵，並為佩戴者帶來平安吉祥。翠綠晶瑩之翡翠
被視為上品，譽為「帝王綠」。蛋面是經典翡翠打磨方式之一，不但凸顯翡翠的濃
綠色彩，更寓意祥瑞富貴。色澤濃郁，水種兼備的蛋面翡翠本已珍稀罕見，要覓得
多枚質色均配的蛋面搭配成套，更是難上加難。此套件由九枚水色兼備的蛋面翡翠
組成，散發著懾人通透綠彩，晶瑩欲滴，誠為渾然天成之極品，可遇而不可求也！

圖片下載
Dropbox https://goo.gl/RpPj6q or Baidu https://pan.baidu.com/s/1c2BZG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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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價不包括買家佣金；成交價包括落槌價與買家佣金，並扣除買家因作出「不可撤銷投標」承諾並成功競投而獲得的報酬補償。
如欲瀏覽拍賣網上圖錄、最新拍賣內容，或參與網上拍賣直播，請即登錄 www.sothebys.com、或下載蘇富比為 iPhone、iPad、Android、Apple
TV 及 Amazon Fire 平台而設的官方應用程式
編輯垂注
一) 香港蘇富比 2017 年春季拍賣日程（拍賣日程或有變動。）
拍賣日期

拍賣項目

4月1日

顯赫佳釀典藏 鑑藏家窖藏珍品

4月2日

珍稀佳釀及 The Macallan
筆道 II︰彩潑天下
現當代藝術晚間拍賣

4月3日

中國古代書畫
現代亞洲藝術日場
光之繪畫
現代及當代東南亞藝術日場
山口長男︰單色誌
當代亞洲藝術日場

4月4日

中國書畫
人間異珍︰奇．趣
當代水墨藝術
瑰麗珠寶及翡翠首飾

4月5日

珍貴名錶
清潤柔輝︰茉琳琵金頓珍藏黄釉御瓷
魚豫幽藍︰明宣德青花魚藻紋十棱菱口大盌
玲瓏雅趣︰明清掌上御瓷珍翫
韞古雙仕︰美國私人瑰藏中國藝術品萃珍
瑩淨芳淳︰顯赫私人瑰藏宋代瓷珍
靈動凝神︰長壽坊珍藏肖生玉雕
輕巧袖珍寶︰攻玉山房藏明式家具
中國藝術珍品

香港拍賣及預展地點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展覽廳五（香港灣仔博覽道一號）
二）瑰麗珠寶及翡翠首飾

亞洲區巡迴預展

巡展日期

城市

地點

3 月 18 日至 19 日

台北

華南銀行國際會議中心

日期

活動項目

地點

3 月 20 日至 26 日

設計巨匠: 二十世紀中期設計家具展售會

香港蘇富比藝術空間

三）香港蘇富比即將舉行之展覽

四）更多有關蘇富比拍賣行的資訊
新聞及影片
：http://www.sothebys.com/en/news-video.html
微博
：www.weibo.com/sothebyshongkong
微信
：sothebyshongkong
Twitter
：www.twitter.com/sothebys
Facebook
：www.facebook.com/sothebys
Instagram
：www.instagram.com/sothebys
Snapchat
：sothebys
蘇富比拍賣行自 1744 年起為藝術收藏家搜羅世界級的藝術作品。自 1955 年從倫敦擴展至紐約，蘇富比遂成為第一所真正之國際拍賣行，也是首家
於香港（1973 年）、印度（1992 年）及法國（2001 年）舉行拍賣的機構，以及第一家於中國營商的國際藝術拍賣行（2012 年）。時至今日，蘇富
比於世界各地 10 個拍賣中心舉行拍賣，包括紐約、倫敦、香港及巴黎這幾個主要拍賣中心，客戶亦可選用即投 BIDnow 於網上觀看拍賣直播，並在
世界各地同步參與網上競投。在拍賣以外，「蘇富比金融服務」讓藏家尊享全球僅有的全面性藝術金融服務支援；同時，蘇富比亦透過旗下「Art
Agency, Partners」公司提供藝術品收藏顧問服務。蘇富比也為客戶帶來私人洽購的機會，涵蓋逾 70 種收藏類別，交易渠道包括：隸屬蘇富比環球
藝術部門的 S|2 畫廊，以及兩項零售業務──蘇富比鑽石（
）及蘇富比洋酒。蘇富比擁有強大的環球網路，共有 80 個辦事處
遍及全球 40 個國家，是紐約證券交易所歷史最悠久的上市公司，代號為 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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