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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ecember of last year the authors and a team 
of gemmologists and friends visited Mogok in 
Myanmar. They visited the gemstone mines Lin 
Yaung Chi, Shwe Pyi Aye, Inn Chauk, Chaung Cyi, 
Mya Sein Taung Mountant, Chuang Yi, Kadoketart, 
Thet Naing Aung mine, Kyautpyattat, Baw Lone 
Gyi and Sakangyi, a gemstone heat treatment 
cottage, and the gemstone markets at Pan Chan, 
Bernard, and Panma as well as enjoying the 
scenic attractions of Kyautpyattat in Mogok and 
the palace of King Mindon in Mandalay.

緬甸抹谷地區，一直以出產頂級紅寶石聞名於
世，亦是一個充滿著神秘的地方。過去的十
年，緬甸政府嚴令該區一直禁止外國人進入，
直至2013年才重新開放，外國人需要申請許可
證才可進入該地。在許多人的認知中，或許大
家只記得抹谷是出產剛玉（紅藍寶石）、尖晶
石、海藍寶和水晶等等；但是誠然在這一個地
區，所出產的礦物的多樣性和質素之高足以令
同行人驚嘆不已。

去年12月底，我們組織了一次緬甸抹谷寶石
考察之旅。經由曼谷轉機到達曼德勒，在機
場很幸運地遇上GIA野外地質學家Mr Vincent 
Pardieu的拍攝團隊，他們的目的地跟我們一
樣也是抹谷，在餘下的旅程我們都有幸一同
上路。出了海關便見到了我們當地的導遊Ko 
Sai，他是一位親切的老先生，在沿途熱心地替
我們做翻譯，甚至議價呢！

離開機場，我們在一家傳統的緬菜餐廳享用過
豐富的午飯後，一團人就匆匆地直奔曼德勒的
玉石市場。市場內有上百個攤子，擺賣各種寶
玉石，有已經打磨好的，也有原料待加工的，
而當中也不乏高質素的料子，如果你是議價高
手，來到這裡可能會有不錯的收穫呢！

曼德勒的玉石市場

緬甸抹谷之旅
Visit to Mogok, Myanmar

Chan Wai Ching Joanne, Lee Tak Yan Ann, Lee Fung Mei Mir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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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一大清早，在離開曼德勒之前我們先往大
皇宮參觀。曼德勒是緬甸的第二大城市，緬甸
的最後一個王朝雍笈牙王朝的都城亦選址在
此。大皇宮是King Mindon在1850年代修建而
成，建有寬闊的護城河和城牆，從城門開車大
概2分鐘便到達皇宮的入口。皇宮的大部分建
築已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被炸毀，而現在大部
分的宮殿都是約在1990年期間重建而成。其中
有一個大概數層樓高的鐘塔(Clock Tower)，沿
着木製的樓梯往上走到頂層的平台時，整個曼
德勒的景色都可以收入眼簾！

雍笈牙王朝王宮

停留大概一個多小時，一行五部四驅車終於浩
浩蕩蕩的往抹谷出發。我們選擇用「舊路」前
進，路程大概需要6.5個小時。團友們半睡半醒
地走了一半車程，終於到達了進入抹谷禁區前
的關口，一見到粉藍色的告示牌，大家都迫不
及待下車去拍照，而所需文件的手續亦在十數
分鐘內已辦好。再經過大概3個小時的車程，
便見到寫着「Welcome to Ruby Land」的牌
坊，我們下車拍照留念和欣賞了黃昏的景色。
通過牌坊後，我們便直接前往在未來幾天要入
住的「行宮」KingBridge Hotel & Resort。

「Welcome to Ruby Land」的牌坊 

KingBridge Hotel & Resort

在抹谷的第一個清早我們已準備好行裝，帶上
興奮的心情出發。抹谷礦場的經營方式主要分
為兩大類，分別為政府合資及私人持有。如果
要到抹谷地區參觀礦場，除了需要有進入該
地區的許可證外，還要去位於市中心的Gem 
office查詢計劃參觀的礦場情況及申請當天進
入該處的批文。而政府管理的礦場更是十分嚴
格，平常當地人都不可以進出的，假如要參觀
的話，還需要提前先向政府申請，可以是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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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五關斬六將！我們十分幸運，第一天就已經
可以參觀到兩個緬甸政府管理的礦場。

Lin Yaung Chi紅寶石礦是一個特別的礦場，因
為可同時看到兩種不一樣的開採方式。其一是
露天開採的次生礦床，礦工會先用水去沖打土
壤令其變得鬆散，水面會把混着礦物的泥土直
接帶到篩選機上；另一方面比較大的原石就會
被鏟泥車運出來，先被送到碎石機弄成小塊再
進行篩選。其二是垂直礦井的地下開採，此處
的礦井大概有60米深，由礦床運出的原石都會
先運到碎石機被打碎，然後才開始進行篩選的
工作。

Lin Yaung Chi紅寶石礦

Lin Yaung Chi紅寶石礦

Shwe Pyi Aye礦是抹谷地區其中一個較大的露
天開採礦場，車沿着山路走，在還沒有到達
時，已經可以遠眺礦床。礦場由1995年經營至
現在，出產過不少頂級的紅寶石。進入了礦場
後便可以看見一片藍色的「湖」，這是由於在
進行篩選工作的時候都需要用大量的水，因此
在進行開採工作前，礦工都會利用早前所挖掘
出來的一個大坑在雨季時把雨水儲起，留待旱
季時使用。

Shwe PyiAye礦

在Shwe Pyi Aye礦外面的小溪工人們正在篩淘寶石

緬甸政府管理的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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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走出了礦場，在外面的小溪旁就見到幾位當
地的女士在篩淘寶石，當地人會用自己的寶石
篩把礦場流出河中細小的寶石碎片選出來，然
後賣給像我們一樣的旅客。一般一小堆的寶石
碎片只需要大概幾十塊港幣（即幾千kytes）便
有交易，其中一般常會混有剛玉、尖晶石、石
榴石和鋯石等等；而在很多礦區亦有類似的兜
售情形。由於這些原石的質素只是一般，而且
顆粒較小，所以議價的時候價格不宜訂得太高
啊！

在參觀完兩個礦場後，我們便立即趕去P a n 
Chan寶石市場，可以說是是次旅程中大家最期
待的參觀地點。一走進市場，便可以看到幾十
張的桌子和一片紅色的傘子海，而我們則選擇
了坐在其中一家茶座內。一團人剛坐下，市場
內的寶石商販便拿著不同的貨品，熱情地向我
們兜售。他們的貨品種類包羅萬有，除了刻面
寶石外，還有不少原石晶體。所以，當見到心
儀的貨品就不要輕易放手，要積極的議價。當
然，貨品中也有混入模仿石，亦有經過人工處
理的寶石。所以，在這裏選購寶石時要特別留
心，在問價錢和議價之前都要先觀察清楚啊！

Pan Chan寶石市場

第二天，我們一團人早上5點多便出發前往
北部山區的B e r n a r d市集，途中經過的I n n 
Chauk，是一個出產藍寶石和剛玉的地區，主
要是次生礦床。Bernard市集是一個蠻妙的地
方，有衫褲鞋襪等乾貨，亦有不同食材如新鮮
的雞魚出售，甚至連緬甸版「魚蝦蟹」賭博也
有，運氣好的可以為自己賺點旅費啊！走到市
場的中心區便可見到一個個寶石販子站在巷子
裡拿着貨品，見到合心意的便可以立即議價，
有時候他們還會送你一些記念品呢！

Bernard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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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80年代的英緬戰爭中，英軍首先繞過了
抹谷，佔領並開發了這個位於北面的山區，並
且以英方將軍Mr Bernard命名，直至成立村
莊後，英軍才開始從上而下攻打抹谷河谷。距
離Bernard市集步行大概20分鐘有一個英軍墓
園，墓園安葬的都是在戰爭中失去性命的士兵
將領，一面面石雕的墓碑就站立在小山坡上。
可惜日久失修，而近年來參觀的旅客數量又不
斷上升，加上附近不斷的開採，令水土流失，
大部分的墓碑已經倒下，現在只剩下幾面了。
另外，附近還有一個英軍軍火庫的遺跡，石造
的建築屹立百多年來均保存良好。參觀後，我
們便馬不停蹄，立即出發去當天第一個礦場。

Mya Sein Taung山

Mya Sein Taung Mountain是抹谷地區最高的
山，附近Pyaung Guang地區有超基性岩的侵
入。這裡有兩個出產橄欖石的礦場。是次我們
進入了政府開採的礦場參觀，礦洞大概有60多
米深。一籮籮帶有綠色的橄欖岩被運出來，基
本上只要仔細的觀察，就不難發現從中有一點
點綠色的橄欖石。Mogok近年出產的橄欖石不
單顏色質素高，而且還不時會有重達一百克拉
以上的大形晶體被發現。

下午，我們來到了Chaung Cyi地區，這裡的山
路十分陡斜，房屋都依山而建，路旁的整個山
谷都可見到被開採過的痕跡。這裏的礦床以次
生礦床為主，但隨着開挖的深度增加同時也發
現了大理石基岩，所以現時也同時存在兩種不
同類型的開採方式。當天我們到達時，他們正
在為黃昏的爆破做準備，一支支的炸藥和引線
被安插在母岩中。礦場主要是出產尖晶石和星
光藍寶石，最特別的是可以找到一種具尖晶石
生長外層的藍寶石和達碧茲尖晶石。在陽光下
我們也一嚐了做女工拿着篩盤尋寶的滋味。

一支支的炸藥和引線都被安插在母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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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拿着篩盤尋寶

尖晶石

在抹谷的第三個早上我們拜訪了一個當地傳統
的紅寶石及尖晶石的加熱處理工場。工場位於
一個普通的民房內。主理人是一位老先生，我
們當場就買了一小盒尖晶石標本進行加熱實
驗。這裏的設備並非先進，只有一個改良過的
炭爐加上一個風爐，最重要的其實是老闆自己
調配出來的溶液。由起火到完成加熱過程大概
只需要20分鐘，温度約1200oC，尖晶石便可以
由粉紅色加熱至深紅色。除尖晶石外，紅寶石
亦可被加熱，只可惜紅寶石價錢不便宜，所以
我們只好作罷。

全抹谷較有實力的紅寶原生礦持有公司名叫
Ruby Dragon，附近有一個較大型的隧道礦，
在洞口走進去不到十分鐘，我們便要經由一條
木梯往下走大約50米深，因有地下水的關係，
地面比較濕滑。之後，還要走過一條橫向的隧
道才可以看見通往地下開採位置的升降機。礦
場經理解釋升降機所下的礦井有幾十米深，而
且礦井下還有很多不同的分支，礦工同時進行
開採的工作，開採到的原石就會用鐵車沿着路
軌被運送到地面。原石會先經過碎石機和兩重
水振動機械式（大小和密度）篩選，最後才用
人手把紅寶石挑選出來。

尖晶石的加熱處理工場

尖晶石 — 由粉紅色被加熱至深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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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谷的紅寶原生礦

其後，我們還去了抹谷中部的Kadoketart地
區，這裏沿著礦脈分佈共有11個礦，都是原
生礦床，產出十分優質的紅寶石。Thet Naing 
Aung Mine是其中一個比較大規模的礦場，礦
坑是沿著大理石岩中的隙縫向下開採，開採好
的原石會被放在鐵製的大桶內吊上地面，而礦
主及經理就會在地面上利用幾十個閉路電視鏡
頭及視屏全程監控着礦洞內的開採情況。由於
礦洞內及岩壁的支撐一般只是用木頭等簡單材
料，因此，這一種岩洞或岩壁的開採方式是整
個抹谷地區最危險的。開採出來的原石會用竹
籮裝載，並被利用在半空中的繩索軌道運到山
上做篩選，這樣的運輸方式可以減低原石被他
人接觸的機會。

Thet Naing Aung礦

第 四 天 我 們 考 察 的 地 區 是 抹 谷 西 面 的
Kyautpyattat。途中我們遇到一班小學生在開
運動會，短跑比賽是在馬路上舉行，由山上往
下跑，整條村的人都出來為小朋友們打氣，我
們亦一起下車為他們歡呼，並贈送一些小禮物
給他們。隨後，我們到達了Kyautpyattat寶塔
參觀，這是該區著名的景點，從遠處已經可見
到這座塔的獨特外貌，建築物和佛像依山勢而
建，甚有氣勢。山下的入囗處有幾家小店，我
們當然也不會放過任何購物的機會呢！

小學生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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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我們參觀了位於Kyautpyattat一個新開
採的礦場，只有短短大概半年的開採時間，主
要出產紅寶石和尖晶石。沿斜坡向下走大概十
多分鐘才到達入口。礦洞的內部並沒有任何照
明，只可以依靠頭燈電筒，而地上不時有一個
個地下水做成的水溝，前行時都要十分小心。
離礦洞步行數分鐘，便來到一處寶石篩選區，
為避免寶石遺失或被竊，礦工們需要把所有選
出來的寶石放入一個單向加鎖的小鐵桶內。

在抹谷地區有兩個大型隧道礦可供運輸車直接
駛入的，其中一個在Baw Lone Gyi地區，也就
是我們下一個目的地。這是一個紅寶石的原生
礦。礦場24小時運作。礦場的面積和規模都非
常大，而且內部四通八達，汽車可以直接駛入
180多米深的地方，把原石運出地面作篩選，
而內部亦有多條通道通往各開採位置。礦場不
遠處，有一處位於附近村落的空地，當地人會
把礦場篩選後的大理石廢礦運送到這裡，通過
人手搞碎，從而選出其中細小的紅寶石標本，
並即場出售。

Kyautpyattat一個被新開採的礦場

是日午後，我們還去了另一個位於抹谷地區西
面的Panma市場，這裏沒有像Pan Chan市集般
提供座椅和太陽傘，大部分的寶石商販都只是
站著交易，而我們當然是選擇了在一間茶座內
找個位置舒服地選貨呢！

當天太陽下山後，我們便開始回程，一走出市
場便遇上整個地區停電，只好用電筒照明走回
車上。由於抹谷處於山區，所以基本上電力供
應都比較不穩定，每個晚上都會停電或是接收
不到該地區的電訊網絡。

Kyautpyattat寶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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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ma市場

最後一個晚上，團長在酒店為我們舉行了一個
小型的聖誕聯歡會，並邀請了好友及GIA的團

Baw Lone Gyi一個紅寶石的原生礦

隊一同前來慶祝。晚會上除了有現場的樂隊演
奏及幸運抽獎外，還請來了當地人來到酒店報
佳音，近百人在大堂外的空地上唱歌跳舞，這
應該是我們最難忘的平安夜，同時也為我們在
抹谷的最後一個晚上寫下最完美的句號！

在離開抹谷之前，身為購物狂的我們，當然要
用盡最後一秒鐘去血拼。一大清早便出發到
Ladies Market。市場的範圍只有一條街道，卻
跟之前的有一點不同，除了站在街道上的商販
外，還有在路兩旁的小攤子。你可以站着也可
以坐到攤子前慢慢挑選，唯一不變的就是要跟
他們大幅的議價。

Ladies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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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啟程回曼德勒的途中，我們還參觀
了是次旅程中的最後一個礦場。一個位於西
區Sakangy i的偉晶岩礦，主要出產石英、托
帕石和海藍寶石。新的礦洞以4平方英呎礦 
(4 square foot mine)的形式開採，這裡開採出
來的晶體不但完整，而且質素亦十分之高。礦
洞以木條和金屬支架來做承托，第一層垂直的
洞大概就有15米深，礦工下礦開採的時候就只
可以依賴一條木梯慢慢往下爬。礦場的另一大
特點就是會自發進行環境保護工作，由於長年
的開採會令至水土流失，在雨季時，如果雨勢
太大，礦洞更會有倒塌的危險。所以礦場會自
行培植樹苗，並在附近的範圍內種植，同時會
定時到山坡上做清理，此舉不但可以保障到礦
洞安全，而且亦可以減低對附近居民的影響。

Sakangyi的偉晶岩礦

在離開抹谷回曼德勒途中，我們心中已是滿滿
的不捨！雖然在抹谷只是停留了短短數天的時
間，但在英明團長的帶領下，我們都把抹谷中
比較著名的礦區和開採方式都一一參觀了。同
時亦幸運地獲得各位礦場經理及礦主的熱情招
待，為我們講解不同礦場的開採歷史。希望在
不久將來可以再次到訪！

緬甸抹谷的日出

緬甸之旅團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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