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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uthor is a Graduate Gemologist of the 
Gemolog ica l Ins t i tu te o f Amer ica (G IA ) , a 
professional dental surgeon with a Bachelor 
degree of Dental Surger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Australia. The descendant of a prominent 
illustrious jade family, the author is well versed 
in all areas of the jade and fei cui industry. Using 
a jadeite jade boulder that was owned by his 
family, the author describes and illustrates how 
it was assessed, bisected, evaluated and cut for 
processing as jewellery providing a lesson in how 
the professionals evaluate jadeite jade rough to 
maximise its potential investment value.

A  簡介
作者是美國寶石學院寶石學家及澳洲悉尼大學
專業牙科醫生，亦是顯赫翡翠家族傳人，對翡
翠行業的各個方面和環節具有深入的了解和認
知。憑藉其對寶石學和翡翠的學養及雄厚經
驗，作者以分割一件硬玉質翡翠原石作開石日
誌，簡介觀察天然翡翠原石的技巧、重點和評
估參數。

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作者家族於其在緬甸

北部山卡（英文：“Sanka”）場口的淺灘河
床，利用推土機發掘出一件從外觀皮殼特徵判
斷為甚有潛質的硬玉質翡翠原石。山卡場口位
於烏龍江（又有被翻譯為“霧露河”，英文：
“Uru River”，緬甸文：“Uyu Chaung”）
河道的右側江畔，被業內公認為最佳的翡翠玉
石場口之一，產出非常漂亮的、鮮濃陽綠色帝
皇玉硬玉質翡翠(Imperial Jadeite Jade)。這件
巨石（圖1）重101斤（香港秤、司馬斤，約
61公斤），並已用繁體書法在皮殼上標上序
號（圖1（右）），作者父母將其命名為“權
玉”(Royal Jade Boulder)。

作者通過分割該“權玉”的過程，分析及計算
各個評估參數及詳細記錄整個剖石程序，揭示
在玉石行業中如何評估和計算翡翠原石的銷售
和分割原則。利用代代相傳的專業技術，作者
歸納出一套專業的硬玉質翡翠原石的評估參數
及評估方法，該套評估方法使估算翡翠原石價
值的過程更具理性及更科學化。本文的照片、
插圖等由作者安排拍攝及製作；而文章中的硬
玉質翡翠樣本則由作者家族提供或曾經持有。

圖1  寫上編號及重量的權玉硬玉質翡翠原石
The Royal Jade Boulder marked with its weight and serial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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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作者父親李生澤先生 
（前山卡礦主）
LEE San Chiek, the author’s father 
(Owner of Sanka mine)

注：1989年緬甸將其國家名稱正名為“緬甸聯邦共和國”，而英文國家名稱則由“Socialist Republic of the Union of 
Burma”改回“The Union of Myanmar”；並再於2010年更名為“The Republic of the Union of Myan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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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之翡翠業內術語和詞彙以作者父親所授的
雲南語為主，部分輔以香港業內常用的粵語術
語和詞彙。

********************************

家父李生澤（英文：LEE San Chiek；緬甸
文：U Loy Yo），雲南騰沖人，是山卡場口的
礦主，他早年把“權玉”運到香港。在1967
年，文化大革命的動盪時期，李氏家族把它空
運到澳洲悉尼暫存；於1992年，家母李容貫雲
（英文：LEE-YON Kwan Wan，李生澤夫人）
和我把該原石空運回香港，安排磨光及開石後
出售。

本文簡單概述工作團隊如何在未加工成翡翠飾
件前評估該類型原石料：首先介紹一些翡翠玉
石原石行業中常用的術語（在某些情況下有別
於翡翠首飾製成品或飾件的常用術語）；然後
敘述如何利用藝術和科學的方法，從而估算該
塊從河床中開採出的“權玉”巨石換算為翡翠
成品的價值。

A1  翡翠原石料業內常用術語：
皮殼 (Skin)：翡翠山石原石的風化外殼或水石
的外表面。一般山石的風化皮殼較厚和粗糙。
水石因經河流的長途搬運及水蝕作用，其皮殼
較薄、平均和光滑。原生新山石大多是沒有皮
殼，但若被流水沖運到坡積層而沉積的新山石
有部分帶有較薄的皮殼。水翻砂皮殼是質地細
密堅硬的、高密度山石，其表面曾經被地表水
或流水沖刷，因其高密度、堅硬、晶體粒子均
勻細密和耐磨蝕的結構及外表，難以被流水沖
蝕，致使其表面只被沖刷起較薄的砂感表面，
而不是粗糙的皮殼。（“權玉”的皮殼是水翻
砂。）

霧 (Mist, or “Wu” in Putonghua/Mandarin 
Chinese)：翡翠原石的皮殼和內部之間的次生
同心氧化鐵環帶層，一般呈白色、黃色、啡紅
色至褐色；為本文A2部份的四個評估參數之
一，用於估算翡翠原石的質量和價值。（“權
玉”的霧是黃霧。）

地、地子、底 (Base)：硬玉質翡翠綠色色根部
分以外的基礎部分，實際上是翡翠原石之原
生質量(original quality)、質地(texture)、淨度
(clarity)、光澤(lustre)、透光度(translucency)
和地之顏色(colour of base)的結合和綜合表徵
(combination & integrated appearance)，主要取
決於翡翠晶粒的尺寸、物理和光學表現及其規律
性。（“權玉”的地子包括有白地和花青地。）

色根 (Colour Vein, Colour Grain)：硬玉質
翡翠原石內的後期自然侵入的鉻所引致的天然
綠色區域的條狀或帶狀滲透，具不同的形態、
方向和擴散形式；即可以利用作切割成翡翠首
飾或雕刻品的綠色硬玉質部分，故此亦代表
了石主對翡翠原石，尤指高質量的硬玉質翡
翠原石的主要預期投資回報(major expected 
makeable return)的部分。

青石、帝皇玉 (Imperial Jade, Imperial 
Jadeite Jade)：（圖37和圖38a, b）“青石”
一詞是香港玉石市場上指具頂級品質的、濃稠
黃陽色（雲南術語，即濃鮮翠綠色，saturated 
intense yellowish green colour）的硬玉質翡
翠，其顏色均勻、飽滿濃稠，並具有優良的玻
璃光澤、高透光度（水分）、清晰度和緊密細
膩的質地。一般為細密纖維狀的高質量硬玉質
翡翠晶體集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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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紀80年代，香港一些主要國際拍賣行的
翡翠首飾拍品介紹中常見以英文imperial jade
或 imperial jadeite jade來描術該類拍品，因而
被業內人仕翻譯為“帝皇玉”。

翡翠原石的級別名稱
1. 緬甸官方MGE的分級：Imperial Jade, 

Commercial Jade, Utility Jade
1962年後，當時的緬甸社會主義綱領黨總書
記尼溫將軍(General Ne Win)把緬甸的寶石
礦及其開採國有化，並禁止私人採礦及銷售
玉石和寶石。所有該類貿易都只能通過官方
的礦業部門進行；自1964年起，緬甸礦業部
門成立了“緬甸寶石企業”(Myanmar Gems 
Enterprise，簡稱MGE)，統一管理仰光政府
控制的翡翠原石料的拍賣，銷售予由緬甸政府
邀請的註冊買家，包括李氏家族、香港的著名
珠寶店及翡翠原石買家、香港廣東道歴史悠久
的玉石行家、於香港的雲南買家、台灣及雲
南的買家，及中國各有關國營機構的採購代
表.......等等。及後MGE將翡翠原石料分成三
類：最頂級類別為Imperial Jade，次級類別為
Commercial Jade，第三級類別為Utility Jade。
（“權玉”的級別是Imperial Jade。）

2. 香港業內分級：青石、半行青、行石
香港業內一般將帶翠綠色的最高質量的硬玉質
翡翠原石稱為“青石”（例如圖1），次級的
翡翠原石稱為“半行青”（例如圖7），一般
質量的稱為“行石”（例如圖5）。

3. 中國國內行業中的分級：高、中、低檔翡
翠原石

據具超過半世紀翡翠原石採購經驗的中國國家
級翡翠原石專家，前北京市首飾進出口公司珠
寶部主管及高級經濟司王瑞民老師指出，國內
的翡翠原石是以高檔、中檔和低檔來描述。
“高檔”翡翠多指鮮艷滿綠，具一定透光度的
翡翠，通常用以製作高檔翡翠首飾為主，如高
價的弧面形（蛋面）、珠鏈、懷古、手鐲、馬
鞍戒子、荷豆夾（四季豆）、橄尖、方片、高
價雕刻花件等首飾和大小型擺件。“中檔”翡
翠多用來雕製成手鐲、蛋面、珠鏈、花件、玉
耳扣墜和大小型擺件等。“低檔”翡翠只能用
作低價手鐲、珠鏈、大小零碎飾件、飾品及大
小型擺件等。

4. 雲南業內用語：老坑玻璃種帶色的翡翠原
石（高級原石料）、磚頭（低級原石料）

據泰國雲南會館永遠名譽理事長趙治媛女士
（楊名邦夫人）指出，以往雲南業內只對帶有
稠黃陽色（濃黃綠色）的玻璃種翡翠原石有特

別分級，稱之為“老坑玻璃種”，是指帶稠
色、辣色的玻璃種翡翠原石；近年透明及各色
玻璃種翡翠的價格亦大幅上揚；而低級別的翡
翠原石則被稱作“磚頭”。

水口、開窗子 (Groove, Window)：在翡翠原
石上推磨出的小開口（水口），以便買家可以
通過該小開口（水口）觀察及估算出翡翠原石
內部的顏色(colour)、水分(translucency)和質
地(texture)。

水分、水頭 (Translucency)：翡翠的透光度。
在聚光燈（100W鎢絲燈）下，燈光透進翡翠
的深度，一般以市寸（中國制的厘分寸）或公
制的毫米(mm)為量度單位。

山石 (Mountain Jade)：在山坡上、山間的
非沖積地形中發現的翡翠礫石(gravel)、原石
(rough)、風化原石(weathered rock)或原石
碎件(rock fragment)。山石的風化皮殼一般
比較粗糙和具有較低的密度，石表稜角明顯
(angular)，表面通常較不規則(irregular)。

水石 (River Jade)：從沖積礦床、沖積平原或
河床中找到的翡翠原石，一般比重較高、質地
緊密細膩，並因曾經歷了長途的河床搬運和水
蝕作用，其風化表面（皮殼）大多已被剝蝕，
原石外皮較光滑、較薄甚或經水蝕至沒有皮
殼，並呈圓潤的輪廓。

新山石、新坑石 (New Mine Jade)：產於原生
礦床(primary deposit)的翡翠原石，大多是沒
有皮殼，晶體較大粒，質地粗糙，水分較少，
質量通常比老場區產的翡翠較差。

懷古 (Huaigu, Reminiscence disc)：翡翠成
品的流行切割型，圓環形的圓盤，內環直徑細
小，條子是較寬闊呈凸出的弧形（圖8c）。

圖4  硬玉質翡翠原石的4個評估參數 
The 4 parameters for the evaluation of the quality and value of 
jadeite jade rough

皮殼
Skin

霧
Wu

地 
Base

硬玉質
翡翠原石
的4個評估

參數

色根
Colour
Vein

622019 Volume XL www.gahk.org/en/journal.asp

060-074 C1_v8b_11_pages.indd   62 19年8月2日   下午2:57



圖6  紅霧水石，皮殼薄滑  
River Jade: skin is very smooth and thin (Red Wu/Mist)

圖5  黃皮白霧山石，皮殼粗厚
Mountain Jade: Thick and coarse yellowish skin  
(White Wu/Mist)

A2  評估參數 (圖4)
業內一般利用四個評估參數估算翡翠原石的
價值和質量，該四個參數是：皮殼(skin)、霧
(wu)，色根(colour vein/grain)和地(base)。

參數1：皮殼 (Skin)
翡翠原石的皮殼通常取決於挖掘或開探採該原
石的位置。通常山石的皮殼較為厚和粗糙，而
水石的皮殼較為薄、細緻及緊密。原石的皮殼
還揭示了該翡翠地子的狀態。天然皮殼越平
滑，地子的質地通常是越好。皮殼上的顏色、
圖案和紋理的變化也反映了地子將具有相關和
相對的變化，從而影響原石的估值。以下是一
些例子：

圖7  上：褐霧（山石），下：紅褐霧/皮（山石）
Top: Brown Wu (mountain jade). Bottom: Mountain jade with 
reddish brown Wu

參數3：色根 (Colour Vein, Colour Grain)
圖8展示了橫跨“權玉”中的色根，該玻璃種
硬玉質翡翠的質地和珍貴的黃陽色部分（即玻
璃種，足稠陽色色根）使整件“權玉”價值不
菲。

圖8a：展示了未𠝹開的“權玉”，其皮殼均
勻，是具原身黃霧和原身足稠陽色（100%色
度）的玻璃種硬玉質翡翠。原石的買家甚至可
以在未推皮磨光和開水口前完全確認這4個評

參數2：霧 (Mist,“Wu”)
翡翠的霧有多種顏色和形態，它是在翡翠形成
後翡翠原石的皮殼和原石內部之間沉積的次
生同心氧化鐵環帶(concentric secondary iron 
oxide penetration and deposition)。出於商
業評價的考量，最理想的霧色是白色和黃色，
或兩者的組合，而紅霧亦是商業上可接受的。
霧的水分越好，代表其地子和色根的水分也越
好。水分越好的翡翠原料意味著工藝師能夠從
該石的色根中切割出更大的弧面形（蛋面、卜
面型，cabochon）翡翠飾件，從而增加青根
的每單位重量（一般以両計算，香港秤、司馬
両）的價值及整件翡翠原石的總值。示例如 
圖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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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色根含有2個不同濃陽
度 的 黃 陽 色 玻 璃 種 硬 玉 質
翡翠，分別為100%黃陽色
度 ( 圖 8 c ) 及 7 0 % 黃 陽 色 度 
(圖8d)。
The Colour Vein in the Royal 
Jade Boulder can be seen to 
consist of 2 different saturated 
yellowish green hues: 100% 
yellowish green (Fig. 8c) & 70% 
yellowish green (Fig. 8d). The 
huaigu (Fig. 8c) and cabochon 
(Fig. 8d) in the ring illustrates 
the difference in sat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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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中的3個（皮殼、霧和色根）。然而，若
一件翡翠原石的地和色根未達此標準，或含有
許多裂紋、綹紋和石紋等，不僅大大降低了原
石的價值，更增加了翡翠原石價值的估算難
度，繼而增加採購的風險。

圖8b：通過在綠色色根週邊進一步推皮磨光
及𠝹開原石，石主可以正確地估算色根的總重
量，以及可以從色根中切割出的每個滿綠色弧
面形戒指面的尺寸、重量和價值，以科學方法
評估翡翠原石的價值。

參數4：地 (Base)
該“權玉”原石顯示了它的地子的質量(quality 
of the base)應該是上好的（圖8a）。翡翠地
子是一個複雜的概念，是原石的質地、淨度、
光澤、水分、顏色和整體質量的綜合表現，在
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翡翠晶粒的形狀、大小、緊
密度和規律性。翡翠水石的皮殼很薄，通常可
以透過皮殼看到霧和色根的大概，與及地的質
量。原石的皮殼和外觀越均勻細緻，地的質量
便越好；皮殼和外觀越不均勻和粗糙，地的質
量一般便越低。

B  剖開“權玉” – 𠝹石

𠝹石是翡翠原石營銷時的最重要程序。本文記
錄和評估磨皮殼及剖開“權玉”的整個過程。

程序：觀察並記錄“權玉”表面特徵
日期：1992年11月19日至1992年12月9日
地點：李生澤夫人的車庫

圖9  產於緬甸山卡場口之“權玉”（重101斤，香港秤、
司馬斤）
Royal Jade Boulder from Sanka mine (101 catties)

B1  初步觀察和評估
來自山卡場口的“權玉”翡翠原石有4個主要
石面（F1，F2，F3和F4），原石的皮殼有許多
凹陷位，石形稜角明顯，只有很少的裂紋及瑕
疵。該原石表面的顏色和紋理類似於檀香皮、
水翻砂，表面光滑，但相比下其外皮光滑度卻
又比不上水石的表面。

此原石比一般的山石的形狀渾圓度較好一些，
但具薄薄的砂感表面，而石料表面的粒子較細
密，一般稱為水翻砂石。

B2  色根 (Colour Vein, Colour Grain)
“權玉”的黃陽色（鮮濃黃陽翠綠色）色根顯
現於原石的表面（圖10），稱為原生鬆花（雲
南術語）。然而，在經稍稍表面擦磨後，可以
看到連續的翠綠色色根。這個推皮後的色根令
人十分鼓舞，因為原石中的濃黃陽色的色根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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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翠原石色根的範圍
（圖12）從“權玉”表面可看到雖然黃陽色
色根從F2伸延F3，但可亦可清楚地看到F3中
色根斷續伸延，其體積(volume)減少，顏色
的強度(colour intensity)大為減低，而濃稠度
(saturation)亦大為轉淡。

圖10   F1（石面1）：（右）剛出礦時所見的原生鬆花和
（左）推皮後的色根
F1 (face 1): (R) the original state of the Colour Vein, as the 
miner would first have seen it, & (L) the polished Colour Vein

Original Colour Vein covered 
intermittently with partly thin skin
原生鬆花
玻璃種，足稠陽色，原身色根

Polished Colour
Vein
推皮後的色根

F1

體積顯現得越大，便可切割出越多和越大型的
滿綠色翡翠飾件，如手鐲、弧面形（蛋面）、
懷古等。

圖11  （左）第二個石面，（右）水口放大圖
(L) Face 2, (R) enlarging the windows

F2 Ridge (簾)

Window (水口)Window (水口)

經推皮後的色根
“權玉”經推皮後，色根明顯地展露出來，呈
現出最佳的帝皇玉色，足稠陽色的玻璃種硬玉
質翡翠。從圖12（右）可以看到翠綠色的色根
在第3面(F3)中分散成幾條較細小及顏色較淡
的綠色色帶。

圖11中第2面(F2)的主要色根上，經推皮拋光
出8個水口，及各水口間之脊簾(r i d g e)。整
個原石之皮殼及石表凹陷位置(indentations)
的顏色及表皮外觀非常統一(圖12)，從而證
實 了 原 石 皮 殼 的 外 觀 可 以 揭 示 及 對 比 原 石
內部“地”(base)、“色”(colour)和“質
地”(texture)的質量(quality)。

圖12  第二及第三個石面  Face 2 & Face 3  

F3

F3
F2

圖13  第4個石面  Face 4  

F4

Crack (裂)

Yellowish Wu (黃霧)

在第4面中看到翠綠色色根的顏色較淡且較分
散（圖13）。原石的霧是黃色及高水分的。
這兩個參數進一步表明該“權玉”的地和色根
顏色將是明亮及高水分的，具有適合於切割成
弧面形的細緻質地，並可以用於製作貴價和精
美的翡翠手鐲、懷古、方片和各種翡翠珠寶飾
件。然而，在F4上亦出現了明顯的裂紋。

程序：估算色根的水分
日期：1992年11月19日至1992年12月9日
地點：李生澤夫人的車庫

B3 估算色根的水分
 （透光度，Translucency）
業內通常採用三種方法來估算硬玉質翡翠色根
的水分（透光度）。我們的工作團隊使用以下
三種方法對“權玉”的翠綠色色根進行精確的
估算。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步驟，因為翡翠石
料的水分越高，買家或工藝師便可以從中切割
出較高價值的和較大件的翡翠飾件。

轉淡的色根 
lightened colour veins

Ridge (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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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方法1  Method 1  圖15  方法2  Method 2  

F2 F2

圖16  方法3  Method 3  

Illuminated area
透光位代表稠色的透光度（水分）

F3

F2

方法1 (圖14)
利用強聚光燈照射在深色卡片的頂部。翡翠色
根被照亮，而其透光的深度可以用市寸或毫米
為單位目測估算。然而，估算時要緊記及意識
到實際的水分因光的折射關係，可能低於目測
下光滲透的深度。

方法2 (圖15)
利用強聚光燈的燈罩邊沿觸碰到色根，目測光

的滲透深度。此舉與方法1中的深色卡片具有
相同的功能。重伸，要緊記實際的水分因光的
折射關係，可能低於目測下光滲透的深度。

方法3 (圖16)
在水口的各個簾脊上分次放置一張深色卡片，
利用強聚光燈照射在深色卡片的上方。發光區
域顯示了翡翠原石的水分多少。

圖17  磨掉玉霧  
Grinding away the Wu  

F3

圖18  開水口 
Grinding Windows

F2

圖19  拋光水口以揭示色根的
實質水分
Polishing the Windows to reveal 
the real translucency of the 
Colour Vein

F2

B4  研磨去掉“權玉”原石的部分皮殼以
揭示霧及色根

我們使用垂直手持式德國KAVO牙科磨具和金
剛石鉈輪，將“權玉”部分的褐色外殼磨掉
（圖17）。利用清水替摩擦引致的過熱降溫
並沖走碎屑。霧的顏色顯示為黃白色，高度半

透光。在評估水口在其原身狀態下顯示的顏色
後，利用皮鉈及混有鈷粉末和水的膏糊把水口
拋光（圖19），以便可以充分顯示色根的實質
水分。

先 父 在 “ 權 玉 ” 的 足 稠 陽 色 區 域 的 簾 和 水
口 處 ， 從 綠 色 色 根 上 切 下 了 兩 件 翡 翠 樣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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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團隊很欣慰此次𠝹石不用分割第二次，因
為多一次𠝹石可能會引致進一步的風險。

𠝹開該翡翠原石容許買家評估石內的色根，計
有：

1. 最佳足稠陽色(The best intense yellowish 
green colour with 100% colour saturation 
and vitreous texture)：

 100％飽和度的黃陽色色調，玻璃種的部
分，並帶最少的瑕疵。

2. 次佳稠陽色(The second bes t in tense 
yellowish green colour with 70% colour 
saturation and vitreous texture)：

 70％飽和度的黃陽綠色色調，玻璃種的部
分。

以下是工作團隊就該“權玉”的實際操作：

圖22  開料時預留足夠一只手鐲的位置 
The space needed to cut a bangle was calculated and the 
bisection was plotted to accommodate this

F2

圖21 剖石前先劃剖切線位
Lines marked for bisection

F2

First line
第一條線

Second line
第二條線程序：將“權玉”一開為二：𠝹石

日期：1993年3月12日
地點：李承光醫生牙醫醫務所

B5 將“權玉”一開為二：𠝹石
𠝹開翡翠原石是最終的步驟。此舉將揭示有關
原石的交易是虧損還是穫利。以下是雲南翡翠
原石業內眾所周知的一些箴言：

 雲南翡翠行內箴言：
 1.  多看少買，多磨少𠝹。
 2.  一刀窮，兩刀富 。
 3.  十買九虧，十切九折。
 4.  石不欺人，人自欺。

𠝹開翡翠原石的目的：此舉是為翡翠石料銷售
及其後的製作做準備，旨在將帶綠色的部分分
割成兩件大致相等的分割件。一旦𠝹開原石，
買家可以容易地估算翡翠石料的高翠質量部分
的色根總重量，以便他們可以提出實際的購買
價格。青石部分的重量是以“両”計算（1両
約為37.8克，香港秤，司馬両）。有時可能需
要分割多次才能易於觀察和估算色根的總值。

（圖20）。該兩件樣品在分離於原石色根後，
顏色比在原石色根的窗口所見到的視覺顏色較
為鮮陽，是鮮艷的、典型的山卡翡翠的稠陽
色，是為“起貨高”，即翡翠成品的顏色比在
原石時更漂亮。

他將這2件樣品打磨拋光後，展示給潛在的買
家。據買家的翡翠工藝師透露，這兩件樣品的
水分分別約為6厘水（0.06市寸，約2.2毫米）
和9厘水（0.09市寸，約3.3毫米）。該“權
玉”的次佳顏色部分的水分約為2分水（0.2市
寸，約7.4毫米）。

圖20  “權玉”色根樣本。上：9厘水，下：6厘水
Samples cut from the Green Colour Vein of the Royal Jade 
Boulder. Top: 3.3mm translucency penetration (9厘水), Bottom: 
2.2mm translucency penetration (6厘水)

    

李
生
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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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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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估算已𠝹開的“權玉”之色根並	
	 量秤原石重量
日期：1995年3月12日
地點：李生澤夫人的車庫

圖23  按第2面的切割線鉗緊及對齊剖切位
Clamping the Royal Jade Boulder against the bisecting line 
marked on Face 2

圖24  （左）𠝹開權玉，（右）近觀圖
(L) Bisection of the Royal Jade Boulder, (R) Close-up view

F1

F2
F2

F1

圖25  剖切面  The bisection faces 

細身46斤
Small portion
46 catties

大身53斤
Bigger portion
53 catties

圖26  已剖開的“權玉”原石。
(左) 大身重53斤，(右) 細身重46斤。
The Royal Jade Boulder – now cut into two portions 
(L) Bigger portion of 53 catties – 71lbs or 32.21kg,  
(R) Smaller portion of 46 catties – 61lbs or 27.67kg

1斤	=	1.33	磅,	1斤	=	16	両	(香港秤，司馬斤/両）

大身	(53斤/71磅)
848	taels	(両)
Bigger Portion

細身	(46斤/61磅)
736	taels	(両)
Smaller Portion

F1
F3

F2

Fig. 27  The colour distribution is clearly apparent in the  
2 portions of the Royal Jade Boulder
剖開兩邊之權玉的顏色分佈

大身 Bigger Portion 細身 Smaller Portion

F3

Second Best
Colour
70%稠色

Best Colour
100%稠色

白地
White
Base

花青地
Patchy
Green
Base

圖27  剖開兩邊之“權玉” 的顏色分佈 
The colour distribution is clearly apparent in the 2 portions of 
the Royal Jade Boulder

首先，在稍遠離水口和色根的位置劃下第一條
𠝹石線（圖21）。如果石料是合適的，那麼在
第二條𠝹石線繪製之前，預留下足夠的空間，
用以切割手鐲。因此，第二條𠝹石線的位置因
應手鐲的直徑決定（圖22）。然後將塗有金剛
石粉膏塗層的德國切割刀盤小心地放於第二𠝹
石線上，並將“權玉”夾穩在適當的位置進行
𠝹石。此次所採用的金剛石塗層切割刀盤的直
徑超過24英吋。在整個𠝹切過程中，需要緊緊
地夾著翡翠原石。

B6 完成𠝹石
𠝹石的結果很理想。這是一個完美的切割，使
大家能夠輕易地估算出：

1. 100%最佳稠黃陽色度，可以生產頂級硬玉
質翡翠飾品的部分之重量，及

2. 含有次佳，70%黃陽色度，但仍可製作高級
硬玉質翡翠飾品的黃陽色部分之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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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0  作者手持細身顯示色根的陰面�逆紋
The author, holding the smaller of the two portions of the 
bisected Royal Jade Boulder, and showing the sagittal plane of 
the Colour Vein in that portion.

Sagittal plane 陰面�逆紋

圖31  細身的另一面：半陽面�順逆紋（鳥瞰圖）
The coronal/sagittal plan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maller portion 
of the Royal Jade Boulder. (View from top)

F2

15”

• “權玉”的較大部分（大身）重約53斤，其色根
重量估計為40-45両（約1.51公斤至1.7公斤）。

• “權玉”的較小部分（細身）重約46斤，其色根	
重量估計為55-60両（約2.08公斤至2.27公
斤）。

• 剖開後的權玉，證實為質地晶瑩細密的帝
皇玉，𠝹口沒有瑕疵或裂紋，起貨高，價
格看漲。

C  色根的四個不同平面 - 3D立體效應
為了更清晰起見，我在描述“權玉”的各個平面
時使用了常用的雲南業內術語、英文醫學術語
和香港業內術語，特別在估計及估值翡翠色根
的重量和價值時，我相信這有助於提供精確的
觀察及描述。

硬玉質翡翠色根的四個不同平面包括：
1.	 陽面（雲南語。英語：coronal plane。香

港業內術語：順紋。）
2.	 陰面（雲南語。英語：sagittal plane。香港

業內術語：逆紋。）

圖29               橫頭紋（transverse plane）、            陽面（coronal plane，順紋）、             陰面（sagittal plane，        
逆紋）及               半陽面45°傾斜面（half coronal/sagittal plane 45° bevel， 順逆紋45°傾斜面）

弧面形（旦面）的底部是陽面/順紋

3.	 橫頭紋（雲南語。英語：transverse plane。
香港業內術語：橫頭紋。）

4.	 半陽面（雲南語，45°傾斜面。英語：half 
coronal/sagittal plane, 45° bevel。香港業
內術語：順逆紋。）

C1 分析翡翠色根

程序：記錄已𠝹開的“權玉”
日期：1995年5月18日
地點：李承光醫生府上

圖28  工作團隊：（左至右）總經理施鈞先生、李承光醫
生、石主家母李容貫雲女士（李生澤夫人）、首席技師李
仲先生、李承耀醫生
The working team (L-R): General Manager, Mr SEE Kwan; Dr 
Richard S.K. LEE; The stone owner, my mother, Mdn LEE-YON 
Kwan Wan; Chief Technician, Mr LEE Chung; Dr Hank S.Y.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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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照片和草圖說明
“權玉”內色根的3個
平 面 （ 陽 面�順 紋 、
陰面�逆紋及橫頭紋）
P h o t o g r a p h s  a n d 
d iagram i l lus t rat ing 
the 3 planes (coronal, 
sagittal & transverse) of 
the Colour Vein inside 
the Royal Jade Boulder  

Smaller Portion 細身

Sagittal Plane (逆紋�陰面) Transverse Plane (橫頭紋)

半陽面有	
8個水口
Half Coronal 
Plane with 8 
windows

陽面向上，藏於石內，
表面不能被看見
Coronal	Plane		
facing	upwards

解讀色根
Decoding the Colour Vein/Grain

Half Coronal Plane with 8 windows

F3
F3

F2

F2

（圖31）

（圖35）

現在可以更確切地觀察色根的3D立體形態，
從而更準確地計算可採用的色根重量和價值。
工作團隊使用2種不同的方法再次測量及計算
色根，用以對照及確認在未𠝹石前的初始估算
(B3)所得。

C2 估計已𠝹開的“權玉”逆紋、陰面的
色根水分（透明度）

圖33  方法一  Method 1

Second Best
Colour
70%	稠色

Transverse
Plane
(橫頭紋)

F3

Sagittal Plane
(逆紋�陰面)

方法1 (圖33)
聚光燈的邊緣觸碰橫頭紋：量度出的水分高達
0.3市寸（11.1mm，3分水）。由於光是從橫頭
紋透進原石色根，故此觀察到的水分將低於其
實際水分，因而要對估計稍作調整。

這部分的色根是次好的黃陽色，適合於切割弧
面形（蛋面）。

圖34  方法二  Method 2

Sagittal Plane
(逆紋�陰面)

方法2 (圖34)
聚光燈的邊緣接觸碰陰面�逆紋：水分為0.2市
寸（7.4mm，2分水）。由於光是從陰面透進
原石色根，故此觀察到的水分將低於其實際水
分，因而要對估計稍作調整。

這部分的色根是頂級的稠黃陽色，適合於切割
懷古。

C3 色根四個不同平面的3D立體估算方法 
（圖29）

由於翡翠的單斜晶多晶集合體結構，當從不
同角度觀察原石時，色根的色彩(hue)和色調
(tone)將有所不同，因而影響了翡翠成品材料
的價格計算和飾件的最終設計。這是每個採礦
者首次採得原石時所要考慮的重點，並從他的
經驗中知悉哪個方向將屬於哪個平面。

一般規則是：

1.	 陽面�順紋	 (coronal	 plane)，色根的背面
朝上。陽面的顏色是均勻而並不過於強烈。
這是佩戴者最喜歡看到翡翠首飾的正面，
因此它最適合於製作的翡翠首飾計有：手
鐲(bangle)、弧面型（蛋面，cabochon）、
懷古(huaigu)、花件(carvings)等。

2.	 陰面�逆紋	 (sagittal	 plane)的顏色過於強
烈，色調太暗，不能用作弧面型（蛋面，
cabochon）的頂部。因為若以陰面製作弧
面型的頂部，成品的可見水分（透光度）
將會減少，因而影響售價。

3.	 橫頭紋	 (transverse	 plane)通常顏色過深，
並可能會顯現暗綠色斑點，因此也不適合
作為弧面型（蛋面，cabochon）的頂部。

4.	 半陽面�順逆紋	 (half	 coronal/sagittal	
p l a n e ) 	 45 ° 傾 斜 面 ， 保 留 了 1 和 2 的 特
徵，因此它有機會用作弧面型（蛋面，
cabochon）的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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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  圖31中橫頭紋的考量（鳥瞰圖）Diagram showing consideration of the transverse plane of Fig. 31 (view from top)  

陽面（綠色虛線部分）位處原石內部，
從表面不能被看見

圖 36  利用3分厚的白色玉鐲芯和玉鐲測量和對比陰面�逆紋的色根及橫頭紋
A white bangle core and a bangle of 11.1mm thick are used to measure against the Colour Vein of the Sagittal Plane & Transverse 
Plane

Sagittal
Plane
陰面

Transverse Plane
橫頭紋

F3

C4	 3D立體評估	─	在原石上繪製將可切
割的翡翠飾件及其類型

3D評估中的飾件繪製考量是非常重要，因為這
是計算翡翠原石價值的至要重點。

當“權玉”被剖開時（圖35）：

1.	 色根的陽面�順紋(coronal	plane)因為仍然
藏於原石內部，所以不能在原石的表面被
看見。

2.	 可以看到色根剖切面的陰面�逆紋(sagittal	
plane)（圖32）一直由𠝹口延伸到原石的表
面，而該處已經被推磨了8個水口。

3.	 位於原石表面的半陽面�順逆紋(h a l f	
coronal/sagittal	plane)（圖31），已經被
推磨了8個水口。

4.	 橫頭紋(transverse	plane)（圖32）位於上
圖，圖35中的最左側，以橙色顯示。

石主李生澤夫人跟據“權玉”色根的走向、形
態、大小和估計的重量（整件“權玉”的色根
估計約為100両），按C3（圖29，第69頁）的

概念，繪製及計算出每両足稠陽色及70%稠陽
色色根可供切割的高檔翡翠飾件（如弧面型�
蛋面、懷古、方片、手鐲和花件等）的大概數
量，才計算出該原石每両可製作的高級翡翠成
品總價值；從而統計出“權玉”原石的整體總
市值，再決定原石的銷售開價和大概最終的銷
售價格。買家亦會採用大致相同的計算方法，
來推算原石的估值，作為買家的數據。總結：
原石的總價值相等於色根每両的價值乘以色根
的重量。

D	綜合結論

通過這套審察和計算程序，工作團隊和家母
（石主：李容貫雲女士）知悉此“權玉”的實
際價值。因為他們適當地及充分地𠝹開這件原
石，使潛在買家和翡翠雕刻工藝師能夠估量及
繪製出從中可切割的翡翠首飾之型制和數量。
“權玉”的買家也可以直接作出他們的價格估
量和切割決定。這就是一個專業的硬玉質翡翠
原石估價的故事，但類似的計算程序卻是石主
們和買家們的日常工作	–	是一種以專業的科
學方法成功地觀察天然硬玉質翡翠原石的藝
術。

Transverse Plane
橫頭紋

Saggital Plane
陰面

皮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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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從山卡場口硬玉質翡翠切割出的玻璃種硬玉質翡翠首飾 （硬玉質翡翠首飾由李承光醫生提供）
A few pieces of the fine jadeite jade jewellery - imperial green jade of vitreous variety - cut from rough of Sanka Mine (Jadeite jade 
jewellery from Dr Richard S.K. LEE)

硬玉質翡翠首飾由李承光醫生提供  Jadeite jade jewellery from Dr Richard S.K. LEE

玻璃種硬玉質翡翠懷古和蛋面（弧面型）的視覺效果：
圖38a：從“權玉”中切割之懷古：“顏色走邊” 。
圖38b：玻璃種蛋面（弧面型）：翠光聚於下方，上黑下光（起瑩）。
圖38c：360°“翠光走邊”（起瑩）之玻璃種翡翠蛋面（弧面型）。

圖38a  顏色走邊
Colour at curved rim

圖38b  翠光聚於下方，上黑下光 
Diffuse reflection at curved lower edge

圖38c  360°翠光走邊
360° diffuse reflection at curved 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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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附錄 Postscript / Appendix

玻璃種翡翠的視覺效果
評估已切磨的玻璃種翡翠首飾的水分（透光度）和質地時，應考慮以下因素：
蛋面（弧面型）、懷古及花件的孤形邊緣能看見的“顏色走邊”(colour at curved rim)及“翠光
走邊”(diffuse reflection at curved rim/edge，香港業內稱為“起瑩”）效果，是因為玻璃種硬玉
質翡翠的極幼細鈉鋁硅酸鹽纖維狀多晶集合體，因應飾件的弧邊形切割對光線產生漫射及反射作
用的結果。(Diffuse reflection of light at curved rim/edge of very fine fibrous crystal aggregates of 
NaAlSi2O6 in glassy variety jadeite jade jewe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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