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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士得香港 2008 秋季拍賣會
11 月 29 日- 12 月 3 日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

本場拍賣將呈獻約
本場拍賣將呈獻約 2,500 件，總估價高達 17.5 億港元(2
億港元 億 2,400 萬美元)
萬美元
的精彩拍品

•

再次於
再次於亞洲推出
亞洲推出名酒拍賣
推出名酒拍賣

•

全球預展城市新增莫斯科、
全球預展城市新增莫斯科、阿布達
阿布達比、山西太原，
山西太原，為更多的收藏家展現
了無與倫比的藝術精品

香港佳士得 2008 秋季拍賣，將于本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3 日假香港會議展覽
中心隆重舉行。這次拍賣包含 16 個類別的收藏珍品，由傳統工藝品，古代繪畫
到來自韓國，日本，中國，印度以及整個東南亞地區展現時代前沿的當代藝術
品均有完美體現，另有眾多的華麗珠寶，珍貴腕錶展現其中．今次拍賣更繼
2001 年後，再次在亞洲舉行名酒拍賣，當中包括一批直接來自全球著名波爾多
(Bordeaux)葡萄酒酒莊拉圖堡(Chateau Latour)的名酒收藏，不容錯過。
佳士得此次秋季拍賣會於全球範圍新增了多個城市，莫斯科和阿布扎比已經被
加入到巡迴展計畫當中，中國大陸的巡迴展城市連同以往的展出城市北京和上
海，第一次加入了山西太原市。這表現出全球對亞洲藝術品市場的信心與需
求．也將令更多的收藏家領略佳士得無與倫比的藝術精品．

下午 6:00
上午 11:00
晚上 7:00
7:45
上午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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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士得 2008 年秋季拍賣會 – 拍賣時間表
11 月 29 日 星期六
頂級珍貴名酒及拉圖堡酒莊陳年佳釀
11 月 30 日 星期日
東南亞現代及當代藝術
亞洲當代藝術 （晚間拍賣會）
中國二十世紀藝術（晚間拍賣會）
12 月 1 日 星期一
中國二十世紀藝術（日間拍賣會）

下午 1:30
上午 10:00
上午 11:30
下午 2:30
下午 3:30
下午 5:30
上午 10:30
上午 10:45
上午 11:00
上午 12:00
下午 2:00
下午 3:00
下午 3:00

亞洲當代藝術 （日間拍賣會）
12 月 2 日 星期二
中國近現代畫
瑰麗珠寶及翡翠首飾
瑰麗珠寶及翡翠首飾
戴萍英基金會珍藏：中國古代書畫
中國古代書畫
12 月 3 日 星期三
千文萬華 ─ 李氏家族重要漆器珍藏
大雅珍寶
精緻名表
好善簃竹雕珍藏
精緻名表
戴萍英基金會珍藏： 清乾隆御製粉紅地粉彩軋道蝴蝶瓶
重要的中國瓷器及工藝精品

所有精彩拍品將於
所有精彩拍品將於 11 月 27 日起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公開展出
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公開展出
佳士得 2008 秋季拍賣會精品介紹
頂級珍貴名
頂級珍貴名酒及拉圖堡酒莊陳年佳釀
11 月 29 日 星期六 晚上 6 時
引領世界優質葡萄酒拍賣業的佳士得國際葡萄酒
部，將於今年 11 月返回亞洲，進行一次集中且特
別的優質紅酒拍賣活動，其中的名酒來自於生產世
界最搶手葡萄酒傳奇的波爾多拉圖堡酒莊。
今次晚間拍賣將會呈獻接近 245 組佳釀，其中 127
組是直接從波爾多地窖托運來的拉圖堡酒莊的收
藏。拉圖堡藏品整體總價有望超過 1000 萬港元，
包括單瓶裝，雙瓶裝及其他大瓶裝，年份由 1865
至 2005 不等。
經典的年份美酒有：
*1 瓶 1961 年拉圖堡酒莊 6 公升裝（Imperial）（估
價: HK$500,000-600,000）
*6 瓶 1961 年拉圖堡酒莊雙瓶裝(Magnums) （估價:
HK$ 480,000-680,000）
*一箱 2005 年 DRC( Domaine de la Romanée-Conti)美
酒 (估價: HK$390,000-450,000）
*一箱 1982 年白馬莊美酒（估價: HK$400,000600,000）
精品圖片可在此下載：
精品圖片可在此下載：
http://cshk.myftp.org/2008%20Christie's%20Hong%20Kon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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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l%20Auctions/Finest%20And%20Rarest%20Wines/

東南亞現代及
東南亞現代及當代藝術
現代及當代藝術
11 月 30 日 星期日 上午 11 時
東南亞藝術以其豐富多彩的多元文化加上殖民歷史
所帶來的西方元素，致使這個區域的藝術呈現獨特
而絢爛的藝術風貌。東南亞近代和當代藝術家雖然
風貌各異，卻不約而同的在其作品中渲染了不同的
戲劇張力，清楚地呈現了隔代藝術家之間的一脈相
承。歷史與文化之間的血緣關係是唇齒相依的。在
即將來臨的秋季拍賣，東南亞近代和當代藝術的拍
品選件將古典與傳統、經典與創新、昨日與今日等
元素一一呈現於同一拍場，讓歷史的脈絡清楚可
見。 香港蔚然已成亞洲藝術的平臺，在數千藝術
品落捶成交之際東南亞近代和當代藝術的存在明顯
的豐富了這個平台的選擇性，讓香港名副其實的成
為亞洲收藏家的第一選擇。
精品包括：
羅那 (JUAN LUNA) (1857-1899 年於菲律賓出生)
年於菲律賓出生
羅馬少女
油彩 畫布
100 x 170 cm. (39 3/8 x 67 in.)
估價：
HK$8,000,000-10,000,000
US$1,025,600-1,282,000
馬士里雅迪 (I NYOMAN MASRIADI)
(1973 年於印尼出生)
年於印尼出生
馬拉松
綜合媒材 畫布
145 x 400 cm. (57 x 157 1/2 in.)
估價：
HK$800,000-1,600,000
US$102,600-205,100
精品圖片可在此下載：
品圖片可在此下載：
http://cshk.myftp.org/2008%20Christie's%20Hong%20Kong%20
Fall%20Auctions/Southeast%20Asian%20Modern%20and%20Con
temporary%20Art/Image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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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當代藝術晚間拍賣會
11 月 30 日 星期日下午 7 時
亞洲當代藝術品持續吸引了全世界藝術愛好者們的
注意力，他們發現韓國、日本、印度和中國的藝術
家們用來詮釋這個當代藝術世界的方式是如此的清
新和充滿生氣。佳士得在凝聚亞洲當代藝術品市場
的範圍、規模和廣度方面，起了帶領先鋒作用。佳
士得是第一家在2004年亞洲當代藝術品列入拍賣項
目的拍賣行。
佳士得5月舉行的世界首次亞洲當代藝術品晚間拍
賣會中及次日的中間拍賣會中創造了畫家個人拍賣
金額的歷史記錄：有13件中國藝術品、37件日本藝
術品、9件印度藝術品和11件韓國藝術品突破個人
紀錄。此外更創造了一個中國當代藝術品價格的世
界新記錄：曾梵志《面具系列第6號》的成交價達
到7540萬港元（970萬美元）的新記錄。本季的晚
間拍賣會將再次將亞洲卓越的藝術家們的精彩作品
呈現給喜歡亞洲當代藝術的收藏家。當中包括著名
導演奧利弗•史東的收藏, 包括從未從拍賣上出現
過張曉剛的《血緣：大家庭之二》。
精品包括：
曾梵志(生於
年)
曾梵志 生於1964年
生於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油畫 畫布
180 x 230 cm. (71 x 90 1/2 in.)
1993年作
簽名：曾梵志
估價待詢
張曉剛 (生於
生於1958年
年)
生於
血緣：大家庭之二
油畫 畫布
180 x 230 cm. (71 x 90 1/2 in.)
1995年作
簽名：張曉剛；Zhang Xiaogang
估價待詢
精品圖片可在此下載：
精品圖片可在此下載：
http://cshk.myftp.org/2008%20Christie's%20Hong%20
Kong%20Fall%20Auctions/Asian%20Contemporary%2
0Art/Evening%20Sal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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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20 世紀藝術 晚間拍賣會
11 月 30 日 星期日 晚上 7 時 45 分
西方藏家及亞洲藏家對中國現代藝術家融合東西繪
畫的表現興趣持續增長。世界範圍內的收藏家們欲
進一步挖掘了這一振奮人心的領域其主要的目的是
想了解中國現代繪畫藝術大師們將中國古典繪畫的
傳統技藝和西方繪畫藝術的影響結合。繼佳士得春
季中國20世紀藝術品晚間拍賣成功後，佳士得將再
次在11月30日晚舉行這樣的頂級藝術品拍賣。
.
這些優美精緻的藝術品中首先呈現的是《嘉義中央
噴水池》也是 陳澄波的開創性作品。陳澄波的作
品，是當今最搶手的作品之一。陳澄波在《嘉義中
央噴水池》中展露了富有亞洲人文色彩的成熟風格
也是中西融合的典範。
精品包括：
陳澄波（
）
陳澄波（1895-1947）
嘉義中央噴水池
油彩 畫布
91 x 117 cm. (35 3/4 x 46 in.)
1933 年作
估價：
HK$15,000,000 – 25,000,000
US$1,923,000 – 3,205,000

趙無極 (生於1920年)
向杜甫致敬
油畫 畫布
1956年作
簽名︰無極 Zao
估價待詢
精品圖片可在此下載：
精品圖片可在此下載：
http://cshk.myftp.org/2008%20Christie's%20Hong%20
Kong%20Fall%20Auctions/Chinese%2020th%20Centu
ry%20Art/Evening%20Sale/
。
。
。

中國 20 世紀藝術日間拍賣會
12 月 1 日 星期一 上午 10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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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 日舉行的中國 20 世紀藝術日間拍賣會，將展
示一系列的藝術精品，它們將會把收藏家們帶進這
個中國現代藝術生機勃勃的歷史時代。這次拍賣會
將包括以下藝術家的作品：趙無極、朱沅芷、朱
銘、常玉、朱德群、吳冠中、陳逸飛等人。
精品包括：
吳冠中 (生於
生於 1919 年)
白樺
油畫 畫布
62 x 73.5 cm. (24 3/8 x 29 in.)
1985 年作
簽名：荼
估價：
HK$4,000,000 - 5,000,000
US$512,800 - 641,000
精品圖片可在此下載：
精品圖片可在此下載：
http://cshk.myftp.org/2008%20Christie's%20Hong%20
Kong%20Fall%20Auctions/Chinese%2020th%20Centu
ry%20Art/Day%20Sale/
。
。
。

亞洲當代藝術日間拍賣
12 月 1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30 分
亞洲當代藝術專場再次薈萃了當今中國、日本、韓
國和印度頂級畫家的代表作品。其中包括劉野、曾
梵志、蔡國強、山度士（T.V. Santhosh）、劉煒、
天明屋尚（Tenmyouya Hisashi）和金昌烈（Kim
Tschang Yeul）等知名畫家的佳作。
精品包括：
曾梵志 （生於 1964 年）
安迪．沃霍
油畫 畫布
100 x 100 cm. (40 x 40 in.)
2005 年作
簽名︰曾梵志; Zeng Fanzhi
HK$ 2,000,000 - 2,800,000
US$ 256,400 - 359,000
精品圖片可在此下載：
精品圖片可在此下載：
http://cshk.myftp.org/2008%20Christie's%20Hong%20
Kong%20Fall%20Auctions/Asian%20Contemporary%2
0Art/Day%20Sal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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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現代畫
12 月 2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中國近現代畫專場包括了著名大師張大千、李可染和
齊白石的作品。
精品包括︰
齊白石 (1863-1957)
秋雨江南
設色紙本
立軸
92.3 x 53 cm. (36 1/3 x 20 7/8 in.)
估價：
HK$ 1,800,000-2,000,000
US$ 232,300-258,100
精品圖片可在此下載：
精品圖片可在此下載：
http://cshk.myftp.org/2008%20Christie's%20Hong%20Kong%20Fall%
20Auctions/Fine%20Chinese%20Modern%20Paintings/

戴萍英基金會珍藏：
戴萍英基金會珍藏：中國古代書畫
12 月 2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 30 分
佳士得將在今年的香港和紐約秋季拍賣會上隆重推
出“戴萍英基金會珍藏”專場共 103 件拍賣品。戴萍
英的獨家珍藏分為三個系列，中國古代書畫、瓷器
及工藝品的拍品共計 151 件，總估價約為兩千兩百
萬至兩千八百萬美元。
香港佳士得將於 12 月 2 日舉行“戴萍英基金會珍
藏：中國古代書畫”專場拍賣。其中，明代中期吳
門畫派的書畫精品最為珍貴，包括“吳門四家” 沈
周、文征明、唐寅和仇英的稀世佳作。仇英的名作
《採蓮圖》無疑是全場的焦點，這幅精美的手卷曾
被清朝乾隆皇帝收藏。

(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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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賣的收益將撥捐戴萍英基金會，該基金會長期資
助美國紅十字會、美國癌症協會、美國心臟協會、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上門福利餐組織、光明之家和
紀念斯隆—凱特林癌症中心。
精品包括︰
仇英 （大約 1495 - 1552)
採蓮圖
手卷 設色紙本
36.3 x 95.3 cm. (14 ¼ x 37 ½ in.)

估價：
HK$ 12,000,000 – 15,000,000
US$ 1,548,400 – 1,935,500
精品圖片可在此下載：
精品圖片可在此下載：
http://cshk.myftp.org/2008%20Christie's%20Hong%20Kong%20
Fall%20Auctions/Property%20from%20the%20Collection%20of%
20the%20PingY.Tai%20Foundation/
。
。
。

中國古代書畫
12 月 2 日，星期二，下午 5 時 30 分
佳士得中國古代書畫專場展現了中國書畫獨特的媒
材和裝裱技法，以及中國古典文學、哲學、歷史編
纂學和宗教的博大精深。
精品預覽：
八大山人 (1626-1705)
山青水碧 鳥語花香
水墨紙本 冊頁十七開
單頁尺寸：29.5 x 21.9 cm. (11 5/8 x 8 5/8 in.)
估價待詢
精品圖片可在此下載：
精品圖片可在此下載：
http://cshk.myftp.org/2008%20Christie's%20Hong%20Kong%20
Fall%20Auctions/Fine%20Chinese%20Classical%20Paintings%20a
nd%20Calligraphy/
。
。
。

瑰麗珠寶及翡翠首飾
12月2日，星期二，上午11時30分及下午2時30分
在今年五月舉行的香港佳士得春季拍賣會上，瑰麗
珠寶及翡翠首飾專場的成交額超過四億六千八百八
十八萬港幣（六千一百萬美元），創下了佳士得珠
寶及翡翠首飾拍賣的新紀錄。亞洲市場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同時也標誌著香港已經繼日內瓦、紐約和
倫敦之後，成為了世界重要的拍賣中心。
本次秋拍的瑰麗珠寶及翡翠首飾專場拍賣彙集了不
同風格、情調各異的珍奇珠寶。拍品從英王愛德華
時代的經典之作到當代的名品，亦有稀世的無色和
彩色鑽石以及珍貴罕見的寶石。
精品預覽：
珍貴罕有愛德華時代藍寶石及鑽石戒指
配以9.23克拉喀什米爾天然藍寶石及5.25克拉足色
全美鑽石 (Type IIa)
港幣12,000,000-20,000,000
美元1,500,000-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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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圖片可在此下載：
精品圖片可在此下載：
http://cshk.myftp.org/2008%20Christie's%20Hong%20Kong%20
Fall%20Auctions/Jewels_The%20Hong%20Kong%20Sale/
。。
。

千文萬華 ─ 李氏家族重要漆器珍藏
12月3日，星期三，上午10時
佳士得將於12月3日舉行的李氏家族珍藏漆器專
拍，是當今國際市場上難得一見的宋朝至明代漆器
珍品。這組巧奪天工的藏品展現了李氏父子對漆器
的熱愛和其專業、獨到的品味。
收藏包括了宋、元和明代的樣式各異的漆器。李氏
家族的漆器珍藏曾經展覽並出版著錄，堪稱最有價
值的私人漆器收藏之一。
精品預覽：
明永樂乾隆御題剔紅雙鳳蓮花盞托
楷書直款 《大明永樂年製》 (1403-1425)
寬 17.5 cm. （ 6 7/8 in.）
估價待詢
精品圖片可在此下載：
精品圖片可在此下載：
http://cshk.myftp.org/2008%20Christie's%20Hong%20Kong%20
Fall%20Auctions/Important%20Chinese%20Ceramics%20and%20
Works%20of%20Art/Lee%20Family%20Collection/
。。
。

大雅珍寶
12月3日，星期三，上午10時45分
為紀念慈禧太后逝世一百周年，香港佳士得將特別
舉辦一場晚清御製藝術精品專場拍賣。此專場中精
緻的宮廷用品,再現慈禧太后時期的風華。
精品預覽：
晚清 翠玉透雕盤龍頭簪
長 8 in. (20.3 cm)
估價:
港幣: 6,000,000-8,000,000
美元: 780,000- 1,000,000
精品圖片可在此下載：
精品圖片可在此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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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shk.myftp.org/2008%20Christie's%20Hong%20Kong%20
Fall%20Auctions/Important%20Chinese%20Ceramics%20and%20
Works%20of%20Art/Cixi/
。。
。

好善簃竹雕珍藏
12月3日，星期三，正午12時
香港佳士得將推出好善簃竹雕珍藏專場拍賣。竹雕
藝術一直深受中國文人、學者及藏家的喜愛。歷經
三十多年的好善簃竹雕私人收藏彙聚了17、18世紀
的精妙絕倫的各式竹雕珍品。
精品預覽：
竹雕群仙賀壽圖香筒
清，十八世紀
高：26 cm （10 1/4 in.）
估價:
港幣: 600,000-800,000
美元: 78,000- 100,000
精品圖片可在此下載：
精品圖片可在此下載：
http://cshk.myftp.org/2008%20Christie's%20Hong%20Kong%20
Fall%20Auctions/Important%20Chinese%20Ceramics%20and%20
Works%20of%20Art/Bamboo/

戴萍英基金會珍藏：
戴萍英基金會珍藏： 清乾隆 御製粉紅地粉彩軋道蝴蝶瓶
12月3日，星期三，下午3時
繼今年9月紐約佳士得戴萍英基金會珍藏系列拍賣
取得成功後，這件基金會珍藏的清乾隆御製粉紅地
粉彩軋道蝴蝶瓶，將成為香港佳士得今秋中國瓷器
及工藝品專場拍賣中的焦點。具有如此精緻、高超
的琺瑯彩繪技藝的乾隆瓷瓶十分罕有，因此極為珍
貴。瓶身五彩的琺瑯彩繪精雕細琢，巧奪天工。這
件稀世珍寶流傳有序，早年曾被十九世紀英國知名
的中國藝術藏家阿爾弗當德·莫里森（Alfred Morrison ，1821-97）收藏，並著錄于索姆·耶恩斯
（Soame Jenyns）在1951年出版的《中國晚期瓷
器——清朝》。
御製粉紅地粉彩軋道蝴蝶瓶
御製粉紅地粉彩軋道蝴蝶瓶
清乾隆(1736 – 1795) 樊紅六字篆書款
高：45.7 cm. (18 in.)
估價待詢
戴萍英基金會珍藏專場拍賣詳情請見：
戴萍英基金會珍藏專場拍賣詳情請見：
http://cshk.myftp.org/2008%20Christie's%20Hong%20Kong%20
Fall%20Auctions/Property%20from%20the%20Collection%20of%
20the%20PingY.Tai%20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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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中國瓷器及工藝精品
重要中國瓷器及工藝精品
12月
月3日
日，星期三，
星期三，下午3時
下午 時
重要中國瓷器及工藝精品拍賣中精品薈萃。英國私
人收藏的一批玉器是全場的亮點，其中多件珍品曾
於著名的約翰·布查南-渣甸爵士（Sir John Buchanan-Jardine）的私人收藏。布查南-渣甸爵士在經
歷過顯赫的軍旅生涯後，成為了怡和集團的總裁。
這批珍稀中國宮廷玉器，繼1935年在倫敦皇家美術
學院展出後，首次在藝術市場上亮相。本場也將包
含明、清傢俱精品，其中一件為乾隆時期的紫檀寶
座（估價待詢）
精品預覽：
白玉雕穿花八吉祥盤龍紋雙獸耳活環蓋瓶
清乾隆 (1736-1795)
高：28 cm（11 in.）
估價：
港幣：6,000,000-8,000,000
美元：780,000-1,000,000
精品圖片可在此下載：
精品圖片可在此下載：
http://cshk.myftp.org/2008%20Christie's%20Hong%20Kong%20
Fall%20Auctions/Important%20Chinese%20Ceramics%20and%20
Works%20of%20Art/Important%20Chinese%20Ceramics%20and
%20WOA/

精緻名表
12 月 3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 30 分及下午 2 時
是次拍賣包括了多款品牌的精品,琳瑯滿目。其中
一枚型號為5071G的百達翡麗計時腕表備受注目，
該表為十分罕見的百達翡麗男士腕表款式。（估
價：HK$ 1,400,000 - 1,800,000/ US$180,000 230,000）。
另一枚極珍貴及罕有的18K黃金掐絲琺瑯鑲小珍珠,
石榴形懷錶一對, 據資料顯示此懷錶由英國皇室送
贈中國乾隆皇帝之御品, 大約製於1810年。（估
價：HK$ 1,200,000 - 1,800,000/ US$150,000 250,000）。
除了以上的款式外，此拍賣會也薈萃了江詩丹頓
（Vacheron Constantin）、理查·米勒（Richard
Mille）、沛納海（Panerai）、勞力士（Rolex）、卡
地亞（Cartier）等知名品牌的精品。不論是高貴典
雅的鑽石腕錶或是性能複雜、精湛技術的時代腕
錶，相信亦是一眾熱愛腕錶的愛好者及名錶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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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錯過之精彩選擇。
百達翡麗,鉑金,鑲36顆長條形鑽石(約重3.85卡),萬年
曆,月相, 閏年顯示,計時碼錶,型號5971P
估價待詢
百達翡麗, 白金, 鑲118顆長條形鑽石(約重11.55卡),
手動上鍊計時碼錶,型號5071G
估價:
HK$1,400,000 - 1,800,000
US$180,000 - 230,000
珍貴及極罕有,一對黃金,掐絲琺瑯鑲小珍珠,二問打
簧,中置秒針,石榴形懷錶,據說由英皇室送贈中國乾
隆皇帝之御品,約1810年製
估價:
HK$1,200,000 - $2,000,000
US$150,000 – 250,000
精品圖片可在此下載：
精品圖片可在此下載：
http://cshk.myftp.org/2008%20Christie's%20Hong%20Kong%20
Fall%20Auctions/Important%20Watches/

佳士得此次秋拍的精品將在亞洲
佳士得此次秋拍的精品將在亞洲、
品將在亞洲、歐洲、
歐洲、美國及中東地區巡迴展出。
美國及中東地區巡迴展出。
香港佳士得 2008 年秋拍世界巡迴展覽時間表
秋拍世界巡迴展覽時間表
日期
10 月 14-16 日

城市
莫斯科

地點
柴可霍夫博物館

10 月 11-14 日

紐約

洛克菲勒廣場

10 月 20-21 日

東京

滙豐大廈

10 月 30 日- 11
月 2日
10 月 25-27 日

首爾

現代百貨商場

阿布達比

酋長宮殿

10 月 29-30 日

新加坡

四季酒店

11 月 2-3 日

上海

上海四季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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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項目
亞洲當代藝術
瑰麗珠寶及翡翠首
飾、精緻名錶
亞洲當代藝術、瑰
麗珠寶及翡翠首
飾、精緻名錶、中
國工藝精品、日內
瓦 11 月拍賣之精緻
名錶
亞洲當代藝術
亞洲當代藝術、精
緻名錶
瑰麗珠寶及翡翠首
飾、精緻名錶
中國古代書畫、中

11 月 6-7 日

太原 (山西)

山西國貿大飯店

11 月 10-11 日

北京

北京柏悅酒店

11 月 12-13 日

曼谷

曼谷四季酒店

11 月 15-18 日

日內瓦

四季酒店

11 月 22-23 日

臺北

富邦國際會議中心

11 月 27 日－12
月 2日

香港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國近現代畫、中國
工藝精品、中國二
十世紀藝術、精緻
名錶、永樂秋季拍
賣精品
中國古代書畫、中
國近現代畫、中國
工藝精品、中國二
十世紀藝術、精緻
名錶、永樂秋季拍
賣精品
中國古代書畫、中
國近現代畫、中國
工藝精品、中國二
十世紀藝術、精緻
名錶、永樂 11 月 12
日秋季拍賣精品將
於 11 月 10-11 日預
展
瑰麗珠寶及翡翠首
飾、精緻名錶
瑰麗珠寶及翡翠首
飾
中國古代書畫、中
國近現代畫、中國
工藝精品、瑰麗珠
寶及翡翠首飾、精
緻名錶
所有拍賣項目

關於佳士得
佳士得是世界藝術市場的頂尖拍賣行，2007 年全球拍賣總成交額高達 31 億英鎊
/63 億美金，創下佳士得拍賣行以及拍賣歷史上的最高紀錄。2008 年上半年，
拍賣總成交額高達 18 億英鎊/35 億美金。佳士得拍賣行的名字代表精美絕倫的
藝術品，無可比擬的服務和專業程度，以及國際知名的顯赫聲譽。 佳士得拍賣
行於 1766 年由詹姆士·佳士得創立，於 18，19 至 20 世紀相繼舉辦進行最重要的
拍賣會，至今依然是珍罕獨特藝術品的彙集之地。佳士得每年舉行 600 多場拍
賣，涵蓋超過 80 個拍賣類別包括各類裝飾藝術品，珠寶，影像，收藏名品，名
酒等等。價格從 200 美金到 8 千萬美金不等。佳士得在世界 43 個國家裡中有 85
個辦事處，14 個展廳，展廳包括倫敦，紐約，洛杉磯，巴黎，日內瓦，米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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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特拉維夫，杜拜，香港和蘇黎世。最近，佳士得率先擴展如俄羅
斯，中國，印度，阿聯酋等世界新興藝術市場，並在北京，孟買，杜拜成功舉
行了展覽及專場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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