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礦

馬達加斯加
Didy礦區破天荒
發現紅 • 藍寶石：
源產地勘查
作者：Adolf Peretti博士(FGA FGG)及Lawrence Hahn (GG)
GRS實驗室(http://www.gemresearch.ch/video/Didy5.htm)

於

谷的GRS實驗室，送來兩大顆優質紅寶原石（圖
1A），請實驗室進行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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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一位客戶專程從馬達加斯加飛往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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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表示，馬達加斯加傳聞，指當地的晶石其實是人工
合成，所以他憂心忡忡，必需先確認晶石為天然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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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勘查礦區實況，以獲得第一手資料。他們拍攝當地採

5

S18 31.500

慮的礦區，兩位作者開展冒險旅程，親身前往晶石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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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光譜(Raman)及顯微鏡測試樣本，發現該大顆晶石確實
是天然且未經加熱處理。為肯定這些晶石是來自客戶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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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轉換紅外光譜儀(FTIR)、紫外－可見光譜儀(UV-VIS)、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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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利用能量發散X－光熒光光譜儀(ED-XRF)、傅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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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集團方會進一步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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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A及B.來自馬達加斯加Didy超過60卡的寶石級原石，乃琢磨

圖2.我們自家的GPS所記錄直升機前往礦場的一節詳細飛

成超過26卡的瑰麗紅寶石（圖右）。這些瑰麗紅寶石的售價創

行地圖；3-4.天氣良好，我們乘坐航班從Ambohibe前往

下世界記錄，更令人趨之若騖、觸發搶購潮。除非另有註明，

Ambatondrazaka，機上計算機故障，所以這段航程由Peretti

否則所有圖片均由作者Peretti及Hahn拍攝，而版權則由GRS所

領航。（圖5）4-3天氣惡劣，並無使用GPS，航機隨着地形

有。(http://www.gemresearch.ch/video/Didy4.htm)

飛行，前往Ambohibe；3-2途經雨林回程到首都（1是首都
Antananar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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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14日星期一
不久前，GRS實驗室接到消息，表示政府已封鎖了一個有
約30,000名礦工的礦區，以防止外來人進入。距離最近的
村莊步程需3小時，當地人或政府當局設置的路障，加上滂
沱大雨及惡劣路況，使得我們舉步維艱，以致需要幾乎15
個小時車程，才能從Antananarivo（名為Tananarive首都）抵
達最接近礦區的市鎮Didy。

圖3從Didy礦場考察歸來後，作者Peretti（左）及Hahn（右）拍下
照片，留住令人難忘的一刻。回程時的考察物品重量超過150公
斤，包括可攜式寶石實驗儀器及露營裝備。飽曆16.5小時艱辛

圖4A

叢林步程往返礦場後，兩名作者赤着無比酸軟的雙腳；而爬山
鞋亦沾滿泥濘。（照片：Cushman ©GRS）

石熱的情況，並從礦區採集岩石及礦物樣本以作比較，藉
此了解地底下鋼玉礦床形成位置的地質狀況。
他們也要獲取重要的紅藍寶石標本以作進一步研究
（圖7A及封面）。在馬達加斯加每次進行實地考察，都涉
及安全風險，物資運輸會遭遇種種困難，更經常要有技
巧地與當地居民及政府談判。就單單前往當地，首先要
克 服 連 串 挑 戰 。Peretti 憶 述：「 首 先 坐 12 小 時 汽 車 到 達

圖4B

圖4A距離礦場南面10公里的花崗岩石形成一個山脈（較能抵受
風化）。（見圖17的地質學）。

Ambatondrazaka (Amba)，接着，若然天氣良好，駕車3

圖4B GRS飛越Zahamena-Ankeniheny受保護森林時拍下馬達加

至5小時，便可到Didy；但最後還需步行至少一日，方抵

斯加Didy礦場營地的空中照片（插圖為Peretti於機上GPS計算機

達目的地。然而，在這個未知國度，不能保證能夠成功通

故障時負責領航）。

過看似受保護，但又阻隔重重的雨林，到達首都東北部。」
因此，Peretti決定乘搭飛機較佳，並獲得一位當地前珠寶
商幫助，安排一輛直升機由Antananarivo出發，飛越國家

2012年5月16日星期三

公園上空，再確定礦區位置，及標繪明確的全球定位系統

Zahamena-Ankeniheny是推測採礦活動所在的必經之路，

(GPS)坐標。然後，他們會決定最近的降落地點，再前往

雖然未成為國家公園，但已獲當局建議納入保護區域，故

Didy，以向當地政府辦理通關批文，繼而選擇合適交通工

特別稱為國家公園，劃入受保護區域類別內，以防止環境

具，向目的地進發。航空公司在Amba設置加油站，備有

被破壞。

400公升汽油儲量，而從他們離開Antananarivo起，至飛往

飛越新礦山

Amba的12小時行程中，均有直升機機員隨行協助（圖2）。
Peretti考察日記中摘錄的內容揭示了實地考察期間所發
生引人入勝的故事。

(http://www.gemresearch.ch/video/Didy1.htm)
飛機在雨林覆蓋的懸崖峭壁上空越過，壯麗景色令人歎為
觀止（圖4A）。飛行40分鐘後，機師宣佈我們已抵達GPS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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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所在位置，地面上聚集了一群人（圖4B）。這個藍寶石區

在偏遠地區Ilakaka工作的礦工總會問同一個問題「有香煙

域稱為Didy，官方名稱是Ambatovolona。

嗎？」，尤其是拍照及錄像之時，他們都期待得到「回報」。

沿着河床在礦區上空盤旋，我們看見礦工們正忙着挖掘
與洗選。地面上幾乎每個人都停下手上工作，目不轉睛地

2012年5月17日，星期四，上午8:00

盯着直升機。我們發現第二個面積較小的地方，意味着礦

陷入被俘虜的險境

工現正擴大採礦範圍，開發不同領域。我們看到百多個藍

地面，當地居民看上去非常冷酷，充滿敵意。他們包圍了

色帳篷，究竟這裡實際上有多少礦工？這兒看來與我們之

我們，並用四驅車堵住了我們的出口路線。一位並非馬達

前所推斷能容納30,000名礦工的營地並不相像，反而像是

加斯加國民的商人說，「當地的『首領』索價1,000美元，作

待了5,000至10,000名礦工，而且採礦毫無組織，只是一大

為降落權費，另外2,000美元作為通行稅費！」無視我們從

群人各自以「先到先得」的方式工作。

Didy獲取的官方批文。我們連同直升機都被他們團團包

繞着較低雲層盤旋後，我們終於降落

盤旋幾圈過後，我們已拍攝足夠的相片及影片，不希望

圍。我們協議不會答應他們的「開價」，經過一輪協商，「開

繼續打擾礦工，所以Peretti示意機師離開這一區，尋找最

價」降至1,000美元，才打破了僵局。我們從一個我們命名

近的降落地點。礦區延綿幾座小山，在雨林內橫跨約5至10
公里，但礦區附近似乎並無可以降落的地方。未幾，我們
接着我們發現一座小山，山上有6所房子團繞着陡峭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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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為「鷹之窩(the Eagle’s Nest)」，之後得知其實際命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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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一次見到直升機。村長解釋說，所有身強力壯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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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於是，我們決定先研究這兒的環境，再前往Didy。
的當地人，孩子們對當地長輩謙恭順從。顯然，這群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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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閑遛。我們嘗試在該處降落，並保存GPS坐標以方便回
在Didy降落時，我們碰見一大群可愛的孩子和看來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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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ohibe。
我們看到一塊收割完的水稻田，土質已變硬，有幾頭牛

E48 33.300

停車站

而建，乍看像是在山頂上架設要塞的中世紀村莊，我們稱

可能降落的最近地點距離鷹之窩旁邊礦區8分鐘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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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森林邊緣停着多輛汽車，車主很有可能是寶石買家。

們都去了森林採礦，把稻田裡的繁重工作留給婦女們做，
導致今年收成慘淡。我們與當地政府商討，獲得重要批
S18 19.800

隨 後 我 們 抵 達 Ambatondrazaka 。 在 出 發 前 我 們 聯 繫

S18 19.800

文，才得以參觀礦區。

露出地面岩層地點（地質研究）

好一家可靠的機構，在我們到達後給予我們相當多的細小

礦場

紅、藍寶石，供參考採樣。我們利用可攜式實驗儀器（圖

開始嘗試設法進入礦區，但日益感到焦慮，我們也許期望
過高。「對於認真的地質考察工作，留在礦區單一日的行程

S18 20.700

存在，更能出產大顆、未經加熱且色彩鮮明的寶石。我們

S18 20.700

24）檢測了一些大圓紅、藍寶石標本，並了解到礦區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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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足夠，另外，礦區會否證實蘊藏量不多，只屬曇花
一現，而並非藏量豐富，能真正帶動採石熱潮？」我們得知

圖5 GPS追蹤穿越森林前往礦場的行走路線，包括所行進的海

一個很實用的方法－「買香煙給礦工們」。Peretti回想起，

拔圖。圖中顯示前往礦場途中首次攀登峭壁及橫過約14個小山
（峰）。紅色箭嘴標示每隔約一小時停下來喝水及進食。地質圖
中顯示路線。（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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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停車站(Car Drop-off)」
（ 交通工具能到達的最遠地點）
（圖5）的地方開始進發。這一停車站聚集了各式各樣四輪驅
車，車主為一幫當地的寶石買家。當地人紛紛向我們投以

確保無人迷路或受傷。山路崎嶇難行，但總體是向高處進
發（圖5－海拔圖）。

和起來。我們事先安排了司機翌日在這裡接送我們，但他

未經批准的宣傳舉動
直升機航班，上午11:34，Ambohibe

卻失蹤了，再也沒有碰見過他。

回家後，我們細閱機師的飛行日誌，發現在離開降落地點

敵對且慍怒的目光，直至意識到我們並無惡意，氣氛才緩

徒步遠征 我們在GPS設定礦區及這停車站入口的坐標

後2小時，直升機機組人員曾讓一位陌生人登機。

後，開始了長達16個半小時的步行。我們帶同一個嚮導還

直升飛機從Ambohibe起飛，按指示返回Amba，但這

有4個搬運工人幫忙攜帶設備，包括帳篷、食物及水，而我

次卻未經批准接載了一名盲人乘客。機師記錄了每一位乘

們則行攜帶攝影器材。

客的姓氏與名字，唯獨盲人乘客只以其姓氏「A」識別。我

起初，我們走得很順利，以每小時約行進6公里路程。

們假定機師受賄了。據情報，盲人乘客正是之前索求通行

我們滿有信心，沿着旁邊種滿稻米的河谷小溪前進。再

稅費的「首領」。整個旅途結束之後，機師承認在未經出資

往前走，小路變得雜草叢生。我們遇到兩個人，他們扛着

人許可下，竄改乘客名單及路線指示。這一組特立獨行的

又大又重的原木（或許是花梨木），朝鷹之窩的相反方向走

人，在礦區上空飛過時，一邊拍攝相片一邊從直升機上拋

去。這些原木看來像是在受保護雨林內的工廠剝皮、成

下商業名片。這個魯莽的行動不幸地令GRS未能獨家記錄

型、備妥、並由人工搬運以作出口的。這些非法伐木工人

當地情況，每個在礦場的商人都提高警覺，害怕外國人入

大概亦是率先發現寶石的。

侵他們的地盤。那些商業名片意味着礦場即將公諸於世，

嚮導Eugene兼任保鏢。我們僱用的員工需要補充能

令危機增加。機組人員是否為了商業利益，就能輕易被利

量，於是停在附近一間小屋吃一碗魚飯，好好裝備自己。

用，做出不道德的行為？他們是否被A脅迫，所以一概保

此處乃受保護雨林的入口，已有另一群買家聚集，他們似

密？抑或為了策略結盟而幫「A」一把？極有可能的是，其它

乎未能適應艱苦的徒步旅程，正在一間臨時搭建的小屋內

非馬達加斯加人預先計劃好這齣宣傳鬧劇，藉以加強他們

收聽收音機節目放鬆休息。我們將要捱過漫長的登山旅

的購買力。

程，沿着每段200米的路徑不斷上山下山。Eugene殿後，

直升機來來回回飛了好幾遍，Peretti和Hahn卻毫不知
情。到底他們是否仔細選擇路線，以避免被發現？

在通往礦場的叢林小徑上
午飯時間，中午
旅途中，搬運工人和嚮導沒有攜帶糧食，只帶了一瓶水共
享，途經河流時補充食水，我們最終需要與他們分享三分
之二的糧食（圖8）。
與白種人截然不同的是，他們在旅程中幾乎不流汗。雖
然搬運重物，但他們在這裡成長，早已習慣當地炎熱的天
氣。
山路土地泥濘，草木叢生，地勢越見陡峭；我們的速度
減慢，每小時只能走2公里的直線距離。路上遇上二十多
位友善途人，都多次問我們是否乘直升機來。我們解釋我
們是地質學家和遊客，並非記者和買家。我們不知道他們
圖6一名滿身淤泥的礦工為礦場補給重量達30-40公斤的米、
油、小河魚及香煙。由於淤泥粘腳，這名礦工的鞋子散失，只
好赤腳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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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的是數小時前他們見過的直升機。有些人向我們兜售
寶石，但我們決定什麼都不買，因為錢財不可露眼。什麼
都不買其實是很為難，我們實在很想從出產地得到相關樣
本。不過我們其實無權擅買寶石，也不想馬達加斯加商人
認為我們會搶走他們的生意。有些人開口求售，但本意並
非真正售賣寶石，他們實際上是經紀，只是想試探我們是
否在尋找寶石。我們強調我們是在私人公司工作的瑞士和

圖8這圖片展示距離礦場約5英里森林中間的休息點，配備小型
野外煮食用具，他們以當地河流當作水源及洗澡的地方。照片
展示Peretti（紅衣者）與攜帶設備的搬運工人。

德國公民。謠言盛傳美國記者將至－當地人明顯不歡迎記
者。當地礦工和商人對直升機不斷到來感到憂慮。
圖7A產自Didy的典型4卡紅寶石。這並非碎石，而是完整保存且

我們過了兩條河，並兩次接納嚮導的建議載我們過河，

未經琢磨的原石。紅寶石形成時摻雜其它礦物，並留下各類影

免得衣履盡濕。我們很滿意搬運工人的建議。共享糧食

響價值的痕跡。並無發現任何經河流飄流的跡象（概無圓潤的邊

後，他們和我們團隊一同上船，而且幫我們搬運重型裝

角和刮痕）。石塊上只有與礦物（必須含鈦）連接的一邊才會出現

備，以示尊重。

藍色帶狀分佈。（Hahn的收藏品）

15:30 在叢林發現通往礦場的入口
(http://www.gemresearch.ch/video/Didy2.htm)
在通往礦場前的最後一片高地附近，我們在用作洗選的小
池塘旁邊，看到外露的巨石和洞口，這是我們首次發現荒
廢礦區的痕跡。
細弱的河流顯然有異於其原貌，但我們卻並不擔憂。隨
着熱帶雨下降，很快會恢復河流本身的流量。消失了的植
物將再次茂盛起來。被沖走的岩石在四周堆積如山，其形
狀小至沙粒，大至又黑又圓的巨石。很明顯，細小的沖積
河床曾被開採。
河床礦藏毗鄰陡峭山坡，已被迅即開採殆盡，礦工於是
另覓容易開採的地點。這個臨時搭建小屋已廢棄，顯示此
圖7B左面是85卡未經琢磨的帕德瑪(Padparadscha)藍寶石，非

地不只是用作勘探，更曾在一段時間內進行活躍的開採工

常清澈亮澤，估計價值超過1百萬美元。另一顆是價值不菲的

作。

經琢磨18卡帕德瑪藍寶石，以正面向上及側面展示。這顆產自
Didy的帕德瑪藍寶石於放大鏡下毫無瑕疵，橙色與粉紅色完美
融合，質量不受高熱影響，並無任何帶狀分佈。這是從事測試
工作以來遇過最大顆經琢磨的瑰麗帕德瑪藍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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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徑越來越狹窄，並分散為幾條樹根叢生的狹徑。雨林
內狹徑眾多，由於曾有數以千計的礦工路過此地，這幾條
狹徑顯而易見。

圖9

圖10

圖9山谷較高位置的採礦環境，有每個可容納六至八人的帳篷、

圖10 2012年5月17日：於礦場被政府機關關閉前兩天，及大型

補給站（中間右面）、清洗泥濘的儲水庫、樹群下的採礦地盤及

投資者接管營運前數月，兩名作者Peretti及Hahn處於備受威

瓦礫棄置點。與於同一森林的伐木活動比較，採礦對大自然的

脅的局面。考察行動至此，兩名作者遭受挑釁。（照片：嚮導

損害屬輕微。（南緯18 20.31度、東經48 33.83度，3486呎）

Eugene）。

16:00 寶石界一大發現
礦場入口的山坡上佈滿帳篷和臨時搭建小屋，雜亂無章，
山谷中有無數的礦洞和溝渠。藍色的臨時帳篷最多可容納
八人。我們小心收集這些資料，好等日後用空中監測數據
來計算此地礦工的數目。期間，有些人不斷問，「你們在這
裡做什麼？你們是誰？你們曾坐直升機嗎？」我們可從發問
者的服飾辨認到他們：沒有泥濘、穿鞋子、戴墨鏡及手持
火把去探查寶石。他們想知道我們是否有意分一杯羹，危
害他們的收益。

許多有組織的礦工都由經紀聘用，經紀給予礦工少量信
貸，如現金、工具或食物，而這些經紀不希望入侵者再出
價招徠礦工。
較大顆的寶石通常會轉送至鄰近中心，尋求更多出價，
並售予出價最高的競投者。從礦場直接取得或觀察樣本極
其重要，原因為這是百分百可靠的來源憑證。我們得以探
查礦場內一些原石，肯定地證明其獨特的晶體習性。
16:10 我們向着礦場進發，十分鐘後仍然身處入口位
置。山谷路面越來越廣闊，而深處為河流的源頭。礦場入
口有一條內河連接主河流，再步進山谷，我們發現越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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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人是如何窮困，並期盼救濟，更稱呼我們為美國記者。
醉漢繼續說着，但他不滿現場反應，一手拍開Peretti的攝
影機。Eugene插手調停。醉漢把手上的小酒瓶作武器與
Eugene對峙，礦工紛紛以馬達加斯加語叫嚷。一群人圍過
來，我們不認為他們會站在我方。我們的搬運工人都噤若
寒蟬，只能無助的旁觀。Eugene喝令醉酒礦工退開，警
告其後果。他起初被我們保鑣的威勢震懾，但隨即故態復
萌。醉漢向另一邊斜坡的礦場工地大喊：「美國佬﹗」又誣
蔑我們來此的目的，煽動其它礦工群起騷亂，以獲得更多
支持。我們不得不離開此地。眾人都仍然認定我們是美國
記者，會威脅他們的採礦生計。我們原定計劃靠近礦場紮
圖11拍攝高解像DVD記錄片所在的平台位置，這段記錄片已於9

營，這時看起來不再可行，遠離礦場才最安全。Eugene以

月份香港珠寶首飾展覽會上在GRS研討會中播放。

其一貫微笑看着我們；我們也向他報以微笑，一起佯裝並
不畏懼。三個搬運工人一如整段路程，靜靜的跟在我們身

多礦工和房屋。我們估計實際挖掘範圍為礦場周邊約30%
的土地，其余尚未開發。這裡有些女士負責管理食物和日
常用品，其它則是四處交際的商人。

後，他們一直以來都努力幫忙。我們能真正全身而退，全
賴Eugene虛張聲勢。幸好Eugene頭上的攝影機捕捉到某
些最驚險的鏡頭。
礦場中藍寶石原石面世 我們離開時，「礦場之王」再次

礦場的拍攝平台

出現，風騷的向我們展示一顆重約10卡的藍寶原石（見封

我們抵達一塊平地，附近有多組礦坑，旁邊設有洗選處（圖
9、10、11及12）。每組有三至四人從小洞挖走泥濘，另外
一人在洗礦處旁邊用籃子篩走污土。現在山谷已關閉，為
免造成騷擾及步入高及膝蓋的泥濘當中，我們繼續在斜坡

面照片）。它欠缺色澤，價值不高於200美元。有趣的是這
晶體並沒有顯示其生長外形或習性。他放下身段，不再囂
張，到此兜售寶石，可見200美元對他來說可算是大買賣。
很難想像如果我們拿錢出來，開價求購時，會是怎樣的一

上行走。我們原本打算前往更下游的位置考察，但由於安
全問題而令計劃改變。因此，我們只好花時間在開採活動
上，這也是我們歷險的關鍵階段。
這次旅程好比一個世紀前採礦者經歷的加州淘金熱。不
過，這次是探索歷來發掘出最大的紅寶石和藍寶石（圖14及
16）。

礦場的演員
我們在此遇到多位「演員」，要求拍照。其中一人揮動粗木
杖，用馬達加斯加語呼喝着另一邊的礦工，把自己當成礦
場之王，亦有一些人走近，他們可能來自Didy鄰近地區。
突然，呼喝聲響起，所有人目光投向相同方向。我們在此
行並無發現碳酸鹽岩，但走近採集樣本實在太危險，所以
我們其後在一個廢棄礦場內採樣。
在拍攝地點遭遇煽動者及襲擊

一名喝得爛醉的礦工

走近Hahn，以法語無意義地嘀咕着。他嘗試解釋馬達加斯

圖12礦工正在於樹下挖掘，掘到佈滿片麻岩、角閃岩、輝長岩
及石英岩的第二沖積採礦礦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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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一顆來自馬達加斯加Didy的40卡GRS類「皇家藍寶石(Royal
Blue)」原石，可切割成一顆10至20卡的寶石。估計批發價超過
100,000美元。注意這顆藍寶石並非水晶碎石，而是在原生岩中

圖15礦工在沖積床挖掘更深層，達到含有寶石的岩層。礦工挖

形成，完全無水晶尖端的藍寶石原狀。

掘岩層後，以籃子帶走岩石，再運到洗選處。

個情景。Hahn讓他繼續站在我們身旁，使他以為我們會因
為其平價藍寶石而對他另眼相看。

有些礦工可能於回程路上埋伏，以搶劫我們，所以速離
此處實為上策。

回程時，藍色帳篷隨處可見，有些還搭建在深坑之上。

17:20 我們抵達荒廢的礦區；這也是我們最後一次機會

全村有超過50個帳篷搭建在樹下，更設有臨時商店和賭

去檢視和收集岩石樣本。搬運工人和Eugene對於剛才發生

桌，每一個帳篷聚集六至八人。有些小屋以兩層搭建，以

的事交換了意見。這時，Peretti終於可以開始野外考察（圖

一個較大帳篷覆蓋專用帳篷，以遮擋大雨。有些帳篷蓋着

20）。他手持小錘，檢視沖積河床上的岩石樣本，很快就

礦坑，以防護通往地底的圓柱形深洞。

辨認出不同種類的岩石，如雲母片麻岩、角閃岩、輝長岩

廢棄礦場的野外地質考察 17:00

及石英巨礫。他深知藍寶石通常於出產放射性礦物的地質

(http://www.gemresearch.ch/video/Didy3.htm)

環境中形成，如方釷石晶質鈾礦、鋯石或硅鈣鐵鈾釷礦。
這些礦物都帶有輻射，所以Peretti帶備蓋格計量器(Geiger

我們決定以手電筒作照明，步行多一個小時，直至天黑，

counter)。經過緩慢而有序的掃描，在礦場中棄置的細小圓

甚或步行整個夜晚。

石堆內，發現高放射性的礦物，而我們只不過搜索了40平

圖14於洗選處，我們遇到一位很有可能來自Didy、正在洗選的
婦人。她的孩子應該上學但幫忙在側，他很大可能是在尋找鉑

圖16兩個強壯的馬達加斯加男子正在洗選大量泥土，以取得來

金，而非黃金，但他未必能發現鉑金的存在。（見圖17，發掘鉑

自沖積床的巨型鵝卵石，而當中主要含有片麻岩、角閃岩、輝

金）

長岩，但無碳酸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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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一幅展示馬達加斯加Didy礦場「理想地質世界」的地
圖。礦場位處變質岩，含有片麻岩、角閃岩、石英岩、互
層硅線石片麻岩（Mananpotsy複合岩層）、混合岩石榴石及
含黑雲母的鄰斜長角閃岩。含有寶石的區域在西面（約東經
48.50度），中層岩層是夾雜片麻岩及閃岩的Beforona岩組，
甚至可發現大型的輝長岩（東經48.45度及南緯18.37度）。
鈮－鉭礦化作用是礦場內岩石的主要差異。從地圖上可見存
在結晶花崗岩。Ambalavao岩石群圍繞採礦區，含有各類岩
石，包括深熔花崗岩及混合岩。它們部分是熔岩，是低層高
變質大陸地殼的典型岩石。現時證實Mananpotsy硅線石的
片麻岩在這區域受高度變質作用（高溫）。地圖內估計的岩
石種類（閃岩、片麻岩及石英）實際上是從採礦區採挖得來
（圖19）。當地出現大量的鐵－釷－鉛－鉍－鋯－鉭－鈾－
釔－鈮－氧化物礦物（圖20），顯示亦發現熱液（大有可能與
侵蝕有關）的痕跡。注意：地圖上的考察路線及研究露出地
面岩層的地點（圖18）。藍寶石及紅寶石形成的可能情況有
別於馬達加斯加Adranondambo及坦桑尼亞Winza（見文獻1
及4），可能與深成岩、不飽和硅的變質，及蘊含豐富鋁的
岩石高度變質而造成的流體和熔體有關。由於地圖比例頗大
（1比500,000），必須進一步進行小規模的地質研究，以進
一步釐清實際情況。我們收集所得的GPS數據中加入了礦場
位置，並以名稱標示可能藏有寶石的河流分佈。圖例經挑選
編輯，並由法文翻譯成英文。地圖由Carte Metallogenique
et de Prédiction des Gisments、Métaux de Base et Métaux
Précieux、Feuille No6-Toamasina剪輯而成（見文獻.3）。

圖註
沉積及火山岩（及變質等值）
Qa

非特定沖積岩

Betsimisaraka區
Mananpotsy複合岩層
nPMPs

nPMPss

Sakanila 之地層構造
黑雲母片麻岩±角閃石及
角閃岩連同石英岩混合物
石英岩晶體，石墨晶體
±硅線石±石榴石岩及
少量鈣硅酸鹽岩大理石
硅線石片麻岩

Antananarivo區

火成岩（變質等值）
Tsaratanana複合岩層

Antananarivo區

Betsimisaraka區

Beforona岩組

Ambalavao系列

Imorona-Itsindro系列

nATAfo

nATAfz

混合斜長片麻岩連同黑雲母
±角閃石及花崗岩質片麻岩及
角閃岩晶體及斑狀變晶片麻岩
鎂鐵質黑雲母片麻岩，帶狀及
本地切變連石英岩、角閃石及輝石，
變輝長岩及變超鎂鐵質岩
角閃石片麻岩

ЄAgro

深熔花崗岩、自發形成
鉀長石岩相

ЄAgr

未經鑒別深熔花崗岩
混合花崗岩

Kiangara系列
nPKlsg

nATAfzag

碱性花崗岩及正長岩質片麻岩，
多相分層、粗粒、且介質有
區別的（黑雲母正長花崗岩，
碱性淡色花崗岩及含石英正長岩）

Mananpotsy複合岩層
nPMPz

Ambatondrazaka地層構造
黑雲母－片麻岩（±硅線石±石墨）
連同石英岩晶體及角閃岩晶體

Cr鉻，非特定礦床類型
Fe鐵，非特定礦床類型
Ni鎳，非特定礦床類型

Imorona-Itsindro系列
nPck

EGP沖積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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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銅

REE稀土元素
非特定礦床類型

Ni鎳，紅土鎳礦，非特定鎳硫化物

Sn錫，非特定礦床類型

Be鈹，含綠寶石的偉晶岩

Nb-Ta鈮鉭化合物，含鈳鉭鐵礦
非詳細指明的礦床類型

nPlleb

花崗岩及紫蘇狀的花崗岩或
紫蘇花崗岩（未確定）
輝長岩
輝長岩鄰斜角長閃岩（未確定）

nPlleb
nPlleam

nPllom

混合角閃石±黑雲母
石榴石正角閃岩

Betsiboka系列
角閃石閃長岩質片麻岩連同

nAMMgt ±斜輝石及閃岩石香腸
含石榴石及輝石變閃長岩；
當地形成紫蘇花崗岩特性
nAMMgtf

鎂鐵質花岡變晶岩
鎂鐵質岩連同輝長岩狀合成物

方厘米乘40平方厘米的範圍。由於量度度數超出了上限，
計量器發出的咇咇聲，引起了其它隊員的注意。我們找到
一顆大晶體，並送往實驗室再作分析。Hahn與Eugene也
參與搜索，他們注意到蓋格計量器越靠近某一樣本就響得
越急。我們儀器可量度的輻射範圍只有15厘米的直徑距離
（B-及少量Y射線）。只需兩分鐘就找到另一個樣本。我們將
5公斤的岩石樣本包裝好，再轉送至實驗室（圖19）。
19:00 Eugene幫忙Hahn快速搭建好營地。營地上建有

圖18B

登山專用的兩層帳篷和高科技蚊帳，他們還清理附近的石
頭和樹枝，弄平地面。火把引來蚊子和飛蟲。樹木散發濕
圖18A

氣，在雨林中形成了特有的生態系統。寒夜免不了帶來雨
水。搬運工人拿出裝備搭建營地，在幾棵樹之間蓋起一小
片塑料，以遮擋夜雨。這夜，他們在蚊帳上再放置幾張被

圖18A距山坡礦場數英里以外（標註於圖5）一塊露出地面的岩

單，但只能蓋住約60%的面積。

層，岩石經過極端地殼構造，一直延伸，其風化色澤顯示出內

2012年5月18日星期五
早起趕行程

午夜時分左右，大雨滂沱，計劃需要更改。

含各類的化學成份。除部份礦物質（如可能為輝石或閃石（見圖
標示））之外，只有石英層可抵受劇烈風化。
圖18B插圖所示於若干範圍內經過地殼構造形成堅固的香腸結
構岩石，且顆粒體積增大。假如紅寶石及藍寶石是由於變質而

我們決定早上4時出發。大雨可能令泥濘小徑更危險。

形成，岩石這種狀況對其形成甚為有利及屬必須。礦工於此地

Peretti誤把存有放射性樣本的背包當作枕頭，感染了少量

點試圖採礦，但他們的經驗令他們最終認為此地不會有豐富收

輻射。可幸樣本已密封，沒有造成污染。

穫。

上午6:00一瞬之間，晨光驟然照亮黑夜。大自然景觀
令人驚歎。昨夜雨水形成的霧氣彌漫整個山頭。雄偉而壯
麗的樹木在這馬達加斯加自然奇境中聳然而立。景色令人
目炫神迷。此處能俯瞰全世界最大紅寶石與藍寶石的出產
地－這裡充滿富有異國情調的動植物，狐猴和稀有雀鳥叫
聲不絕，實屬人間天堂。

岩石形態的野外地質研究
(http://www.gemresearch.ch/video/Didy3.htm)
Peretti對種類繁多且顏色鮮豔的岩石形態（圖18A/B）感到驚
喜，他細察片麻岩的傾斜度及角度，並收集岩石樣本。我
們在小徑上某幾處發現小規模採礦活動的痕跡，顯示礦工
認定此地為蘊藏藍寶石或紅寶石的原生岩。岩石形態為具
有不同化學性質的複雜層狀岩；部分岩層內含閃爍的小輝
石，但已受嚴重侵蝕，因此未能採集鮮明樣本。在岩石層
圖19圖中顯示河床上發現的閃岩及片麻岩。岩石類別是根據地
質繪圖（圖17）估計得出，在一般情況下是可能形成藍寶石及紅
寶石的優良源頭。此處只是沖積層的一部分；尚未發現含有寶
石的原岩構造。（GRS岩石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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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礦
Nb
鈮

成體積較大的藍寶石。這些岩石的準確位置已記錄於綜合
掌上型GPS，攝影機內的綜合GPS則拍攝珍貴的相片。

礦場補給

Count
per second
每秒計數

可見到有趣的香腸結構，顯示顆粒體積增大，極有希望形
Ti Fe
鐵
鈦

100

早上8:00，越來越多礦工和村民經過我們，前往礦場（圖
6）。我們離開時，他們進入礦區，帶來補給品。他們利用

Y
釔

鈾
Ta

200

Pb
鉛

300

ThU
釷

400

500

600keV

鐵－釷－鉛－鉍－鋯－鉭－鈾－釔－
鈮－氧化物礦物質射綫能量發散X－
光熒光光譜

細樹枝和金屬棒，架起多個大袋，當中放滿米、食油、藥
品及香煙。我們亦以所帶入的食物，估算礦場的人口。我
們向搬運工人攀談，得知他們搬運的東西。然後我們根據
每人每日消耗5,000卡路里得出算式。透過計算搬運人數及
查詢他們的貨物，我們估算每日約有450人向礦場運送2噸

圖20 Peretti以蓋格計量器檢測礦場的一處剩余砂礫層，並發現
高放射性礦物質（鐵－釷－鉛－鉍－鋯－鉭－鈾－釔－鈮－氧化
物礦物質）。

消耗品（包括活牛）。礦場大約有5,000至10,000名礦工。
每名搬運工人平均運送20公斤至40公斤的貨物。我們其
後得知，在礦場內，每包米的售價是30美元，比起正常價
格高出三倍。在礦場的人們不但在追尋夢想，亦在付出巨
額的個人投資。回想起來，我們曾經估計昨天只有約30人
離開礦場。只有商人質詢我們何時離開。一群20至30名打
算進入礦區的礦工告訴我們的搬運工人，他們曾經聽說外
國人會來關閉礦場，這個揣測令人擔憂。我們向他們保證
我們無意關閉礦場。Hahn以法語解釋，一如他們，我們的
業務也依賴採礦活動。

到達首都ANTANANARIVO
10:20，我們搭乘直升機，經過一小時航程後（圖3），到達

圖21其中一位作者(AP)手上的是一套介乎7至超過14卡的八顆經
琢磨的紅寶石，價值不菲，估計市值超逾1千萬美元。其中超過
10卡的寶石中有兩顆歸類為GRS－類「鴿血」顏色類別。馬達加

Antananarivo, Hahn請機師拿着飛行日誌的「飛行卡(la fiche

斯加Didy紅寶石一夜之間躋身為現今世界掘出的最大紅寶石之

de vol)」讓他拍照，否則我們永遠無法發現這趟直升機航程

列，既瑰麗又稀有，可媲美最頂級緬甸紅寶石。

是騙局。Peretti為額外飛行裡數支付2,000美元附加費，但
當中大部分行程是未經批准的。
免遭伏擊。司機駛出直升機場大樓，途中車窗突然爆
裂，車子只好停下，右邊車尾玻璃窗碎裂成碎片，只差20
厘米便擊中Peretti頭部。Hahn勒令司機立即離開，思忖我
們可能遭到射擊。事件驚動了直升機場，警察到場了解情
況，30分鐘內就緝拿投擲石頭造成騷亂的婦人。但是，我
們覺得這次事故解決得太快，好像造假。有關人物或當局
應該早獲通知，所以必需在我們視線範圍外解決，真相永
圖22近鏡頭拍攝來自馬達加斯加Didy逾7卡的紅寶石，晶瑩剔
透，肉眼完全看不見內含物質。這些來自Didy的紅寶石並無絹
絲分佈（絹絲分佈可產生肉眼可見的白色折射，可能影響寶石淨
度）。這些紅寶石毫無瑕疵，因此很容易在礦場私運人造寶石混
淆其中。（照片：W.Bieri.© G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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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不得而知。Peretti的頸及手臂插了多塊玻璃碎片，在回
酒店的余下車程內都動彈不得。
電話響個不停，有人希望我們檢測大顆寶石，另一些人
則想賺取金錢。除了參考樣本（圖26A-D）外，所有寶石不
得出口，我們踏上歸途，乘飛機前往曼谷。登機檢查時，
Hahn被海關抽查，連同四名似乎來自中國內地的乘客，一
同接受海關抽樣檢查手提包。Hahn告訴關員，毋須搜查，
這樣做會弄亂他的物品，奇跡地，海關放行！
後記 兩日後，礦區警員前往Ambatondrazaka，而那
些非馬達加斯加人的商人停止他們的買貨業務、暫時撤往

圖23一套來自馬達加斯加Didy的藍寶石，介乎5至超過10卡，
當中有只會產自斯里蘭卡、緬甸及馬達加斯加Ilakaka的典型
GRS－類「皇家藍寶石」。（照片：W.Bieri.© GRS）

首都待幾天以避風頭。由於警員亦在採礦地區進行搜捕，
礦工必須離開。現在，礦工及商人都已返回礦區，或遷往
森林另一相若地區繼續謀生。
與我們搭乘同一架直升機的部分旅客因直升機飛行未
經批准的航線而遭受調查，並請求Peretti給予批文副本。
Peretti提供有關文件解決事件，但他並未留意，分發名片
及在未經授權礦區內非法兜售寶石的事件仍在調查中。名
片上印有其名字的男人已遭監禁，需要付出巨額保釋金方
能保釋。GRS在這次考察旅程的航程中遭到騎劫，如何獲
得賠償，仍未有定案。
紅寶石價格破世界記錄

我們得知，於6月份，香港珠

寶首飾展覽會中，一名商人以一百萬美元售出一顆閃爍動
人的7卡紅寶石(Didy)（圖14）。這些紅寶石每顆都是大自然
瑰寶，實實在在打破了記錄。GRS在交易中是率先在礦場
內已見證寶石開採活動的唯一一家公司。

GRS新聞發佈，10月22日
(http://www.gemresearch.ch/video/Didy6.htm)
GRS於9月份在香港珠寶首飾展覽會中舉行名為「破世界記
錄鴿血紅寶石新發現」的研討會，會上公佈多項新發現。
（見www.jewellerynewsasia. com－關鍵詞：GRS）

投資者獲取採礦權，
10月30日

帶來的眾多紅寶石及藍寶石。因這些寶石具備鈦鐵、鋯石簇、

以下資料來自寶石市場：一名主要投資者(GF)已取得山谷

藍色帶狀分佈，但並無絹絲，透過顯微鏡能輕易將這些寶石從

較高位置的採礦權，而一家由非馬達加斯加人參與的私人

所有其它地區的紅寶石中區分出來，即使於坦桑尼亞Winza的

投資集團則取得山谷較低位置的採礦權。雙方均聘請來自
Didy的當地人士於礦場工作。

圖24 Peretti使用攜帶便攜式顯微鏡目測Ambatondrazaka商人

相似寶石亦能區分。對於含有大量負晶體及二級液體特征、單
獨鋯石、黑色鈦鐵簇、導向韭閃石針狀物以及一般缺乏絹絲的
藍寶石而言亦是如此。（文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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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礦

Unheated Faceted Rubies from Didy（馬達加斯加）
(Madagascar)
來自Didy未經加熱經琢磨紅寶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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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Qua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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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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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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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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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A這是一顆帶有二級液體的大型負晶體。此為Didy藍寶石特

1
0

0

點之一。緬甸及斯里蘭卡藍寶石並不含有大量典型絲線。

Weight

重量

圖25 GRS於發現紅寶石之後3個月對25顆來自馬達加斯加Didy的
紅寶石進行測試所得出的統計數字。統計數字顯示，只需一段
短時間，便發掘出兩顆超過20卡的瑰麗紅寶石。這些大顆紅寶
石通常為緬甸Mogok等大型礦場花數十年開採得來的優質副產
品。GRS統計。

投資集團現時在森林中聘有至少兩名代理監管營運，由於
一顆128卡的藍寶石原石從這兩個礦區以外找到並送往GRS
作研究，因此於這兩礦區以外進行額外採礦。產地為Didy

圖26B於一顆超過5卡的Didy藍寶石中發現含有雲母、鈦鐵及鋯

的寶石亦再次送交實驗室作檢測。

石簇（GRS收藏）。這些礦物通常可於礦場的閃石－片麻岩層中
找到。鈦鐵經GRS於2012年7月以SEM-EDS分析獲得確認（瑞士
University Fribourg地球科學系SEM－實驗室M.Meier）。

文獻1. Adolf Peretti、Francesca Peretti、Anong Kanpraphai、Willy Bieri、
Kathrin Hametner 及 Detlef Günther 。 發 現 溫 莎 紅 寶 石 (Winza Rubies
Identified)。收錄於Contributions to Gemology（2008年版）
第7至97頁。
文 獻 2. Adolf Peretti 、 Willy Bieri 、 Kathrin Hametner 、 Lawrence Hahn 及
Detlef Günther（2013年）。來自Didy（ 馬達加斯加）破世界記錄的紅寶石及藍
寶石以及來自Kataragama（ 斯里蘭卡）的全新藍寶石礦（World-record rubies
and sapphires from Didy (Madagascar) and the new sapphire mines from
Kataragama (Sri Lanka) ）。 地 積 學 與 寶 石 學 考 察 報 告 (Expedition Report,
Geology and Gemology)。收錄於Contributions to Gemology 第12號，印刷
本。
文 獻 3. Carte Métallogénique et de Prédiction des Gisments, Métaux de
Base et Métaux Précieux, Feuille No 6-Toamasina
（2008年）
（J. Ramarolahy,

圖26C在液體內含物空間長出韭閃石針狀物，並可定向生長，
滲透整顆藍寶石。這是作者之一(AP)首次目睹藍寶石內部的現
象，顯示藍寶石在劇烈熱液狀態中形成。這顆藍寶石亦呈現顏

D. Rakotomanana, B. Moine, E. Ortega, L. Chevallier, F. Hartzer, G. S. de

色帶狀分佈，帶狀分佈的終止情況並無規律。一如來自馬達加

Kock, S. W. Strauss et, A. F. Randriamanantenasoa, J. Naden, L. Noakes,

斯加的其它藍寶石，這顆寶石並無呈現此奶白色部分。

Editée par：英國地質調查局 (British Geological Survey) Keyworth，諾丁漢，
英國）
MINISTÈRE DE L’ÉNERGIE ET DES MINES Projet de Gouvernance des
Ressources Minérales (PGR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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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4. Edward Gübelin and Adolf Peretti（1997年）：產自馬達加斯加東南
面 Adranondambo 礦 區 的 藍 寶 石 (Sapphires from Adranondambo mine in
SE Madagascar)： 交代硅卡岩形成的憑證(evidence for metasomatic skarn
formation)。寶石學期刊 (Journal of Gemmology) 第25卷第7號第453至470頁。
文獻5. 亞洲珠寶－生活秀 (Jewellery News Asia – Show Daily) 2012年9月24

日，第10頁 。

GRS謹此向以下各方致謝：Y. Group讓我們發現Didy，並
提供現場基建及款待；Tom Cushman策劃取得政府及當
地通關批文，並安排交通及整理數據；馬達加斯加政府及
Didy市長發出通關批文並提供當地支持；Gem Paradise
及 朋 友 找 尋 機 會 ； 所 有 當 地 礦 工 ； Assist Aviation ；
Ghambi；Diana Jarrett；另外特別嗚謝努力不懈的搬運工
人以及拯救我們脫險的Eugene。最後同樣重要的，是GRS
團隊，在實驗室面對繁重工作時緊守崗位，令人敬佩。

圖26D來自馬達加斯加Didy的經琢磨紅寶石內發現折迭羽狀斑
疵。這種羽狀斑疵一般預期在藍寶石出現，而紅寶石則並不會
有此斑疵。（插圖：W.Bieri & A.Peretti, © G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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