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香港                                                                                                   2022 年 6 月 6 日 

保利香港十周年拍賣會 

欣然呈獻珠寶、鐘錶及手袋潮玩焦點拍品 

 
璀璨珠寶及名貴鐘錶領銜： 

天然翡翠珠配鑽石項鏈、 

Jacob & Co. 「Astronomia Clarity Collection」限量版玫瑰金鏤空飛行陀飛輪機械腕錶  

超過 330 件拍品｜總低估價逾港幣 4 億元 

 

尚品手袋及潮玩領銜： 

罕見霧面白色喜馬拉雅尼羅鱷魚皮 25 公分凱莉包 

超過 160 件拍品 

 

   
 

（左）天然翡翠珠配鑽石項鏈 

估價待詢 

（中）Jacob & Co. 「Astronomia Clarity Collection」型號 AT120.40.AD.SD.ADE4D 限量版玫瑰金鏤空飛行陀飛輪機械腕錶 

估價：HKD 1,200,000 - 3,200,000 

（右）罕見霧面白色喜馬拉雅尼羅鱷魚皮 25 公分凱莉包附銀色金屬配件，愛馬仕 2021 

估價：HKD 1,000,000 - 2,000,000 

 

（2022 年 6 月 6 日 — 香港）保利香港將於 7 月 10 至 14 日期間，分別舉行璀璨珠寶、名貴鐘錶和尚品手袋及

潮玩共三場拍賣，欣然呈獻一系列琳瑯滿目並充滿市場潛力的瑰麗臻品，璀璨閃耀十周年拍賣會。承接上月香

港的精品預展，保利香港將於 6 月 18 至 19 日在台北微風南山藝文展演中心舉行台北精品預展。（請按此查看

保利香港十周年拍賣會新聞稿） 

 

https://cdn.polyauction.com.hk/public-default/cms/press/01-xin-wen-gao-heritage-diversification-and-breakthrough-poly-auction-hong-kong-celebrates-its-10th-auctions-anniversary-tc-final_33a79a7e-88fb-4011-8313-d77a8f9a95ad.pdf


 
璀璨珠寶及名貴鐘錶 

 

璀璨珠寶拍場共呈獻逾 180 件珠寶珍品，包括精緻天

然翡翠、璀璨耀目的紅寶石、祖母綠、藍寶石和有

色及無色鑽石。領銜拍品為一條超凡卓絕的天然翡

翠珠配鑽石項鏈（估價待詢）。翡翠珠寶當中，尤

以珠鏈最耗時廢料，對原石的要求非常高，尤為珍

貴。此條項鏈由 43 顆碩大圓潤的天然翡翠珠串連而

成，翡翠珠直徑約達到 13.60 至 11.50 毫米，碩大罕

有，且大小均勻，色澤濃鬱，翠色艷麗欲滴，顆粒

晶瑩純淨，其飽和度極高的明艷翠色溢滿雙目，動

人心魄，附香港玉石鑒定中心證書。佩戴於身，散

發出雍容優雅的氣質，絕對是一件無與倫比的藝術

品。中國的玉文化源遠流長，是美德、珍貴和美的象徵，時至今日仍是華人最為喜愛和推崇的寶石。當中，結

晶顆粒細密的高品質翡翠更是極其稀少，使優質翡翠逐漸超越其他寶石，成為最為昂貴的珠寶種類之一，其高

超的工藝品質及深刻的文化內涵，都令藏家們趨之若鶩。 

 

另一矚目的翡翠珍品為天然翡翠「葉子」配鑽石掛墜項鏈（估價待詢），此件翡翠葉子掛墜通體滿綠，圓潤通

透，綫條柔美，尺寸約達 59.1 × 33.4 × 9.56 毫米，附香港玉石鑒定中心證書。它由傳統匠人根據原石本身的

形態進行精心設計，並用超高的工藝細心雕琢，配以鑽石鑲嵌，背面更用紅寶石組成兩隻穿梭於林間的蝴蝶，

實爲一件生機盎然的頂級翡翠藏品。翡翠葉子是翡翠掛件中的經典之作，「葉」與「業」同音，寓意著大業有

成、節節高升。樹葉也象徵著枝繁葉茂，多子多福。 

 

 
天然翡翠珠配鑽石項鏈 

估價待詢 

 
天然翡翠「葉子」配鑽石掛墜項鏈 

估價待詢 

 



 
不容錯過的焦點亦包括一系列絢麗奪目的寶石：卡地亞緬甸紅寶石配鑽石戒指（估價待詢），戒指的紅寶石總

重 8.388 克拉，屬於卡地亞高訂珠寶系列，全球獨一無二，此前為重要私人收藏的藏品，也因其極度純淨與絕

佳的色澤，鮮豔、光亮和豐富的紅色而脫穎而出；海瑞．溫斯頓所設計的哥倫比亞祖母綠配鑽石項鏈（估價：

HKD 22,000,000 - 32,000,000），一共採用了 20 顆共 65.75 克拉產自哥倫比亞的無注油頂級祖母綠，搭配鑲嵌

100 顆最為頂級切割工藝的欖尖形鑽石，顯現無與倫比的光彩；Jacques Timey 為海瑞．溫斯頓設計的喀什米爾

「皇家藍」藍寶石配鑽石戒指（估價：HKD 14,000,000 - 18,000,000），此枚方形切割 11.03 克拉喀什米爾藍寶

石戒指，不論是顏色、淨度及重量皆為絕色的佳品，完美展現喀什米爾藍寶石中極其細膩的絲絨特徵，無出其

右，獨一無二，極具收藏投資價值。 

 
8.388 克拉緬甸紅寶石配鑽石戒指 

重要私人收藏 

卡地亞設計 

估價待詢 

 
65.75 克拉哥倫比亞祖母綠配鑽石項鏈 

海瑞．溫斯頓設計 

 

估價：HKD 22,000,000 - 32,000,000 

 
11.03 克拉喀什米爾「皇家藍」藍寶石配鑽石戒指 

Jacques Timey 為海瑞．溫斯頓設計 

 

估價：HKD 14,000,000 - 18,000,000 

 

名貴鐘錶拍賣匯聚逾 150 枚現代腕錶和經典時計，當中最備受青睞的拍

品，是一枚非凡精緻的 Jacob & Co. 「Astronomia Clarity Collection」型號

AT120.40.AD.SD.ADE4D限量版玫瑰金鏤空飛行陀飛輪機械腕錶（估價：

HKD 1,200,000 - 3,200,000）。富有創造性的品牌 Jacob & Co.的成立歷

史雖然只有僅僅三十多年，但在手錶設計上一向大膽創新，打造出無數

備受追捧的尚品，並於每年在瑞士巴塞爾鐘錶展上，帶來令人驚喜萬分

的藝術傑作。Jacob & Co. 延續了其一貫的幻想作風，呈獻這款全球限量

9 枚的 Astronomia Clarity Collection 腕錶，把一齣科幻詩篇濃縮於方寸之

間。品牌的獨特美學完美結合天文學，採用了 360 度立體方式將星球全

部立體化，以漆油製成極為真實的地球儀，並加入一克拉重鑽石鑲嵌的

月球，模仿在無窮宇宙中漫遊的情景。錶殼則採用了 Jacob & Co. 精心

挑選的玫瑰金及全透明藍寶石水晶材質，中央的鏤空錶盤簡潔清楚，澄

澈通透的錶殼更顯腕錶高尚而壯麗，清晰地透現宇宙星宿在齒輪之間運

行。此款式搭載了 JCAM12 手動上弦機芯，配有品牌獨有的一分鐘三軸

飛行陀飛輪，閃耀璀璨的月球在腕錶運行時緩緩自轉，極具視覺效果。

孤形的藍寶石水晶錶面猶如浩瀚天穹，日轉星移，星球宛若在指間運轉，

啟發無盡想像力，為廣大鐘錶愛好者及收藏家的匠心獨具之選。 

 
JACOB & CO. 

非凡精緻，限量版玫瑰金鏤空飛行陀飛輪

機 械 腕 錶 ， 備 一 分 鐘 自 轉 月 球 ，

「 Astronomia Clarity Collection 」 ， 型 號

AT120.40.AD.SD.ADE4D，限量生產 9 枚，

附原廠證書及錶盒 

估價：HKD 1,200,000 - 3,200,000 



 
同場亦帶來一枚極為精美的勞力士地通拿（Daytona）型號 116506 鉑金

自動鏈帶計時碼錶（估價：HKD 600,000 - 1,200,000）。誕生於 1963 年，

勞力士的 Daytona 系列是適用於專業方程式賽車的計時腕錶，這個系列

的命名源於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城市地名，這是一個盛行賽車運動的地

方。Daytona 已誕生超過半世紀，但依然深受世界各地的錶迷愛戴，

2013 年為 Daytona 誕生的 50 周年，勞力士推出了這款型號 1165056，

配有特別觸目的冰藍色錶盤，以及至尊稀有的金屬鉑金，盡顯非凡的

氣質。腕錶搭載了自家研發的 4130 號機芯，代表了品牌的製錶知識與

專業工藝，在堅固、可靠與精密等方面為計時腕錶樹立了新標準。冰

藍色的錶盤經過拉絲處理，在日光的渲染下放射紋紋路顯得更具質感，

峻冷的色調與栗色錶圈形成鮮明對比，猶如冰山中的瑰寶，絕為扣人

心弦的經典佳作。 

 

 

 

 

 

 

另外，備受市場追棒、精細的百達翡麗鸚鵡螺（Nautilus） 型號 5712/1A 

精鋼圓八角形自動鏈帶腕錶（估價：HKD 800,000 - 1,200,000）亦將會亮

相拍場。Nautilus 系列於 1976 年面世，糅合了飄逸典雅的格調，是最具標

誌性的運動型款式之一。本型號 5712/1A 擁有圓潤的八角形錶圈，其靈感

來自航行於汪洋的郵輪舷窗，錶圈兩側模仿了舷窗上的鉸鏈，連接著錶圈

與錶殼，一直穩居百達翡麗熱門型號的前列。藍黑色的錶盤飾有橫紋浮雕

圖案，7 時方向為日期及月相顯示，4 時方向為小秒盤，10 時方向的扇形

視窗則用作動力儲存顯示，達到恰到好處的視覺平衡。這枚腕錶採用了精

鋼拉絲錶殼，以及全自動 240 PS IRM C LU 機芯，錶面直徑達 40 毫米，

具備品牌的優質印記。其功能繁多複雜，能輕易掌握時間觀念，持久耐

用，盡顯活力，是百達翡麗的上乘之作。 

 

 

 

 

 

保利香港拍賣璀璨珠寶及名貴鐘錶部主管施思表示：「我們一直致力推廣珠寶、東方翡翠及名貴鐘錶的收藏文
化，迎合藏家的品味喜好並緊貼全球珠寶及鐘錶市場動向；適逢保利香港十周年，璀璨珠寶及名貴鐘錶專場分
別由市場上極具潛力的天然翡翠珠配鑽石項鏈，以及一枚非凡精緻的 Jacob & Co. 『Astronomia Clarity Collection』
限量版玫瑰金鏤空飛行陀飛輪機械腕錶作領銜，同場欣然呈獻多件讓人翹首以待、品相絕佳的稀世珍寶，務求
滿足各大藏家的需求，承傳世代臻品的收藏價值。」 

 

 
勞力士 

非常精美，鉑金自動鏈帶計時碼錶，備小

秒針及測速計 

「Cosmograph Daytona」，型號 116506 PT 

估價：HKD 600,000 – 1,200,000 

 
百達翡麗 

精細，精鋼圓八角形自動鏈帶腕錶，備

日期、月相、動力儲存顯示及小秒針

「Nautilus」，型號 5712/1A 

估價：HKD 800,000 - 1,200,000 



 
尚品手袋及潮玩 

 

尚品手袋及潮玩專場為新晉及資深藏家們帶來逾 160 件雅逸精品，匯聚多款名貴及品相優良的愛馬仕手袋，並

由一個罕有的愛馬仕喜馬拉雅尼羅鱷魚皮 25 公分凱莉包（估價：HKD 1,000,000 - 2,000,000）領銜。喜馬拉雅

系列在愛馬仕鱷魚皮手袋中是頂級的巔峰之作，在行業及收藏圈中擁有傳奇性的地位。手袋採用極為珍稀的尼

羅鱷魚皮革，產量極少，且皮革處理工藝相當複雜，對工匠的技藝有著極高要求。手袋的漸變色處理獨特出眾，

顏色由煙灰演化成珍珠白彷如被白雪覆蓋的壯麗山脈。手袋品相極佳，中間部分雪白分明，紋路自然細緻，自

左右兩側顏色逐步漸變，為喜馬拉雅系列手袋中的傑作典範，25 公分的尺寸最受亞洲用家喜愛，絕對是值得藏

家們投資的藝術臻品。 

 

拍場亦呈獻愛馬仕限量版芝麻色 SWIFT 牛皮及帆布 25 公分 CARGO 柏金包（估價：HKD 200,000 - 400,000），

CARGO 柏金包是愛馬仕在 2020 年春夏季推出的限量版柏金包，其設計靈感來自於軍服，從它的外觀看到其設

計保留了帆布和皮革的的拼接元素，通過添加五個外袋，使這款手袋更具多用途性，皮革鑲嵌工藝與帆布組合

的巧妙結合，使其成為一款非常堅固耐用的手袋。CARGO 柏金包最初只有 35 公分尺寸，2021 年新推出 25 公

分尺寸，功能性口袋設計省卻了放置水杯的位置仍然容量十足，輕巧包身和 25 公分尺寸更受買家追捧。另外

亦呈獻多款令廣大藏家心動的限量版及特別訂製的精美迷你凱莉包二代（估價：HKD 120,000 - 240,000），並

由多種熱門顏色配搭而成；BARENIA FAUBOURG 馬鞍牛皮凱莉包（估價：HKD 120,000 - 240,000）則具有標

誌性刻印，小牛皮呈現出豐富的紋理及自然光澤，是愛馬仕皮具的純粹完美之作，為藏家們提供了一次絕佳的

購藏良機。 

 

保利香港拍賣尚品手袋及潮玩部主管趙晶晶表示：「自 2015 年首度呈獻尚品手袋專場，到 2019 年加入藝術潮
玩，我們搜羅多元化的藝術精品，不斷為拍賣品牌注入新元素、新視野，將藝術價值融入日常生活當中，承載
著不變的初心；今次為十周年拍賣會帶來一個罕有的愛馬仕喜馬拉雅尼羅鱷魚皮 25 公分凱莉包，積極回應市
場對於珍罕精品的需求，同時啟發更多新生代藏家。」 

 
罕見霧面白色喜馬拉雅尼羅鱷魚皮 25 公分凱莉包 

附銀色金屬配件 

愛馬仕 2021 

估價：HKD 1,000,000 - 2,000,000 

 
限量版芝麻色 SWIFT 牛皮及帆布 25 公分 CARGO 柏金包 

附銀色金屬配件 

愛馬仕 2021 

估價：HKD 200,000 - 400,000 



 

 
特別訂製奶油白色及風衣灰色 EPSOM 牛皮迷你凱莉包二代 

附金色金屬配件 

愛馬仕 2021 

 

估價：HKD 120,000 - 240,000 

 
限量版愛心紅色、極致粉色及坦桑尼亞藍色 EPSOM 牛皮

CASAQUE 迷你凱莉包二代 

附銀色金屬配件 

愛馬仕 2020 

估價：HKD 120,000 - 250,000 

 
罕見棕色 BARENIA FAUBOURG 馬鞍牛皮 25 公分內縫凱莉包 

附銀色金屬配件 

愛馬仕 2022 

估價：HKD 120,000 - 240,000 

 
奶油白色 EPSOM 牛皮迷你凱莉包二代 

附銀色金屬配件 

愛馬仕 2022 

估價：HKD 120,000 - 240,000 

 

預展：保利香港十周年拍賣會 — 台北精品預展 

台北｜6 月 18 至 19 日｜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00 號 微風南山藝文展演中心 3 樓 

 

預展及拍賣：保利香港十周年拍賣會 

香港｜7 月 9 至 14 日｜灣仔博覽道 1 號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1E 展廳 

 

高清圖片連結： 

Google：https://bit.ly/PolyAuctionHK-JWL-WAT-BAG-Highlights   

騰訊微雲：https://bit.ly/PolyAuctionHK-JWL-WAT-BAG-Highlights-CN  

 

傳媒查詢： 

Jessica Chen 陳燕娟小姐｜jchen@polyauction.com.hk｜+852 2303 9892 

Maora Cheng 鄭思穎小姐｜mcheng@polyauction.com.hk｜+852 2303 9891 

 

 

 

 

 

 

 

 

https://bit.ly/PolyAuctionHK-JWL-WAT-BAG-Highlights
https://bit.ly/PolyAuctionHK-JWL-WAT-BAG-Highlights-CN


 
有關保利香港拍賣有限公司 

保利香港拍賣有限公司於 2012 年成立，為保利文化集團旗下成員，致力為海內外藏家提供拍賣、私人洽購、免費估值諮

詢等服務，是香港最具活力的拍賣行之一。保利文化集團旗下的北京保利國際拍賣有限公司，為中國最大的國有控股拍賣

公司，更是全球中國藝術品拍賣行業成交額最高的拍賣行。保利文化集團於 2014 年 3 月 6 日正式於香港上市（香港聯合

交易所上市代號：03636）。 

 

保利香港拍賣涵蓋現當代藝術、中國書畫、中國古董珍玩、璀璨珠寶及名貴鐘錶、尚品手袋及潮品、珍茗佳釀六大部門，

各部門設有專業團隊，致力為廣大藏家提供卓越而專業的服務。除大型拍賣會外，保利香港亦積極與知名藝術家舉辦展覽

和交流活動、名人藏家及藝術家專題拍賣、線上拍賣專場及舉辦 NFT 數碼藝術拍賣會。近年來保利香港成績斐然，屢創

拍賣紀錄。2021 年，保利香港以港幣 26 億元成交額閃耀收官。 

 

保利香港在全球多地設有辦事處，包括香港、北京、上海、澳門、廈門、山東、台灣、日本及紐約。展望未來，保利香港

專家團隊將精益求精，持續推進拍賣、藝術與文化發展，呈獻更多來自世界各地精彩的藝術傑作。 

有關更多詳情，請瀏覽：www.polyauction.com.hk  

 
### 

關注保利香港拍賣有限公司 

 

官方網站：  www.polyauction.com.hk 

Facebook：  保利香港拍賣 Poly Auction Hong Kong 

Instagram：  polyauctionhk 

微信公眾帳號：  polyauction-hongkong 

小紅書帳號：  保利香港拍賣有限公司 

 

 
 

 

http://www.polyauction.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