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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uthor gives a brief review of developments 
in the opal industry in Hong Kong since the 
1960s.

澳寶(又名蛋白石，英文：opal)是世界知
名、歷史悠久的傳統貴重寶石之一。香港
市場取其英語的廣東話音釋 ─ 澳寶。而
“澳寶”一詞的另一層意義在於其產地 ─ 
澳洲的寶石。香港在近代澳寶市場歷史當
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澳寶初出現的歷史，從網上的資料可追溯
到二千年前的古羅馬時期到公元前一萬年
不等。但澳寶成為量產形式寶石流通全世
界的熱潮，則是自1900年左右，由澳洲發
現的新礦所引起的。當時世界各地的澳寶
礦已經荒廢或出產量極少，而澳洲這片新
大陸初初被開發，蘊藏量巨大。時至今日
依然被開採中。所以九十年代有個說法，
指澳洲澳寶佔了全世界市場95%的供應
量。

於2019年4月份，一群工作超過四十年
的香港澳寶行家們，以及部分第二代接
班 人 ， 有 幸 於 南 澳 大 利 亞 洲 庫 伯 佩 地
(Coober Pedy) 鎮共進晚餐交流。當晚各
位前輩一同分享各自的故事及趣事。

起初澳洲的打磨技述非常落後，而香港當
時經濟開放，擁有大型寶石加工廠，無論
加工技術或勞動力都比澳洲原產地礦區更
有優勢。所以自1960年代起，便有香港商
人到庫伯佩地(Coober Pedy) 採購原料，
再運到香港加工。當時礦場的產量很高，
礦工每天挖礦完畢，就有香港商人排隊購
買他們挖得的澳寶原料；礦工每天的收入
由幾百到幾十萬澳元不等，簡直就是遍地
黄金！他們也懶得花精神去慢慢地進行原
料清洗、分選大小、切胚、修型、打磨、
分級、銷售等等繁瑣工序，因此造就了香
港人在這個產業鏈中的存在價值。

庫伯佩地的黄金時期是1980年代。當時該
鎮的人口約六千多人。來自香港的原料買
手和商人則多達六十餘人，而當中祖籍中
國潮州的人仕超過九成！根據粗略估計，
當時庫伯佩地每年的原料交易額高達一億
澳元。這數字還未計算經打磨之後的裸石
半成品，以及做成首飾後付加在批發直到
零售運作上的付加增值。

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澳寶原料主要是流
往香港的兩大寶石廠進行加工。後來香港
經濟起飛，加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原料

圖1  南澳大利亞洲庫伯佩地鎮澳寶礦場
Opal mine in Coober Pedy in northern South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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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充足，國內工人工資偏低，而澳寶切
磨不需要重型設備，創業成本相當低。期
後至八十年代很多工匠開始自立門户，部
分親到澳洲礦場採購澳寶原料，部分在香
港或國內開設加工廠，一時百花齊放。在
礦場的原料買手把原料帶回香港，一般在
三天之內已經被澳寶加工廠瓜分了。

這些工廠的規模由幾人到幾百人不等，生
產的類目包括原石、二層石、三層石、角
仔、入模等等。這些澳寶一般會被切割成
標準尺碼，再被賣給首飾廠做成首飾，出
口到世界各地。一間廠的年產量是以百萬
粒計算的。如果當年澳洲供應全世界95%
的澳寶，那香港就加工了那95%的95%
了。

標準尺碼是什麽呢？首先常規切磨形狀包
括蛋形、梨形、圓形、馬眼、心形等等。
每種形狀有十多個常用尺碼，每個尺碼有
幾個等級，這樣就已經有二、三千個配
搭了。然後冰種澳寶原石要一套，奶種原

圖3  澳洲白色澳寶；商業名稱“冰種澳寶”。圖片@王一鳴  
Australian white opal; trade name “crystal opal”.  Photo@Russell Wong

圖2  作者1988年時攝於庫伯佩地
The author at Coober Pedy in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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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要一套，二層石要一套，三層石也要一
套，如此類推。一包原料我們若要按它們
的最佳形狀切割的話，可能每個形狀、尺
碼、級數只有幾粒。固此，需要很多原
料，人力，時間才能夠儲到一整套齊全的
貨底。

其他地區鮮有具規模的澳洲澳寶批發公
司，主要是該業的入門門檻很高。近十年
澳洲的澳寶原料出產量每年下降，粗略估
計2018年的交易量不到全盛時期的十分之
一。原料價格提升了很多，如果以今天買
的原料價做成品出售，很難跟市埸上的成
品競爭，因為從前的人工和原料成本均比
現在的便宜得多。

如果想要進一步降低成本，原料必須要由
頭到尾都要盡量利用。這代表原石、二層
石、三層石全部要因材施工，更要很多資
金儲備原料。然而今時今日礦場出產量
低，並不是有錢便能買到好質量的澳寶原
料。澳寶切割很講求方向性，沒有經驗豐

富的技工去切割打磨也是徒然，亦不能以
機器取代。

由於產品價格欠競爭力、原料供應不穩
定、專業人才難求、投資成本高等種種原
因，很少新公司選擇進入這個行業。收購
一家現有的工廠，感覺會比由頭開始買料
建立一家工廠更化算。因此，世界上大部
分的標準尺碼切磨的澳洲澳寶都是來自香
港的，這也是企業在全球競爭相對較少的
原因。

香港之能夠成為澳洲澳寶的世界批發中
心，全靠一班在澳洲沙漠中央捱更抵渴，
在初期開放的中國開荒闢土，共同建設香
港的澳寳前輩們默默耕耘。希望大家了解
到他們為香港作出的貢獻。

特別鳴謝林進庭先生依記憶重組一份由60
年代開始的香港澳寶行家名單，如有興趣
可在以下連結下載：

www.kaishingopal.com/hong_kong_opal_
industry_manifes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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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您加入本會！
（詳情請致電本會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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