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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佳士得 2011 年秋季拍賣會
**精選預覽**
2011 年 11 月 25 日至 11 月 30 日

香港 – 領銜全球拍賣業務的佳士得將於 2011 年 11 月 25 日至 30 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的大會堂舉辦
秋季拍賣會。此前，佳士得亞洲春季拍賣取得 40 億港幣/5.15 億美元的輝煌成績，9 月 3-4 日在香港舉
行的名釀拍賣亦取得 5,947 萬港幣/764 萬美元的卓然佳績。此次佳士得秋拍的 12 場拍賣將跨越 6 個類
別，不僅呈獻中國書畫、中國重要瓷器及工藝精品、亞洲二十世紀及當代藝術類別的珍罕佳作，亦包
括頂級珍貴名酒、瑰麗珠寶、精緻名表類別的奢華收藏。隨著亞洲藝術市場持續強勁，藏家收藏熱情
持續高漲，香港佳士得將在其成立 25 周年後，繼續以最好的藝術和最合理的估價吸引廣大新老藏
家。
此季令人矚目的焦點之一是東南亞藝術與亞洲二十世紀及當代藝術拍賣的整合。東南亞現當代藝術曾
作為獨立的類別，與中國、印度、日本及韓國藝術齊頭並進。此次整合亦是國際拍賣行的首創之舉，
將全亞洲各地的現當代藝術融合為有機整體，與佳士得在西方的主要藝術類別並駕齊驅。
請查看以下拍賣時間表、精品簡介及世界巡迴展覽時間表。
**各秋拍類別的詳細資料，將於稍後公布**
香港佳士得2011年秋季拍賣會
拍賣: 11月25日– 11月30日 | 展覽: 11月 24日起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大會堂
11月25日 星期五

詹姆士拍賣廳

上午11時

佳士得名釀呈獻酒窖直遞精品 I

11月26日 星期六

詹姆士拍賣廳
詹姆士拍賣廳

上午11時
晚上7時
晚上7時30分

佳士得名釀呈獻酒窖直遞精品 II
新中國的自畫像：中國當代藝術重要私人收藏
（晚間拍賣）
亞洲二十世紀及當代藝術（晚間拍賣）

11月27日 星期日

詹姆士拍賣廳
詹姆士拍賣廳

上午10時
下午3時

亞洲二十世紀藝術（日間拍賣）
亞洲當代藝術（日間拍賣）

11月28日 星期一

伍斯拍賣廳
詹姆士拍賣廳
詹姆士拍賣廳

上午11時
下午2時30分
上午10時及
下午2時30分
下午1時30分
上午10時
上午10時15分及
下午2時30分
上午11時及下午3時

佳士得名釀：「雅士窖藏」單一私人珍藏系列
中國古代書畫
中國近現代畫

11月29日 星期二

11月30日 星期三

伍斯拍賣廳
詹姆士拍賣廳
詹姆士拍賣廳
伍斯拍賣廳

瑰麗珠寶及翡翠首飾
歐洲私人珍藏重要中國藝術品
重要中國瓷器及工藝精品
精緻名錶

精選拍品:
佳士得名釀
酒窖直遞精品 I – 11 月 25 日 星期五，上午 11 時
酒窖直遞精品 II – 11 月 26 日 星期六，上午 11 時
「雅士窖藏」單一私人珍藏系列– 11 月 28 日 星期一，上午 11 時

（圖為 2008 年 Ornellaia - Vendemmia d’Artista: ‘L’Energia’ ）

2008 年 Ornellaia - Vendemmia d’Artista: ‘L’Energia’
及
2008 年 Ornellaia - Bolgheri Superiore, Tenuta dell'Ornellaia
原裝木箱 2 瓶（6 公升瓶裝）
拍品估價：港幣 120,000 – 180,000

亞洲二十世紀及當代藝術
新中國的自畫像：中國當代藝術重要私人收藏（晚間拍賣）– 11月26日 星期六，晚上7時
亞洲二十世紀及當代藝術（晚間拍賣）– 11月26日 星期六，晚上7時30分
亞洲二十世紀藝術（日間拍賣）– 11月27日 星期日，上午10時
亞洲當代藝術（日間拍賣）– 11月27日 星期日，下午3時
以下精選拍品詳細文字資料請點擊此處。

岳敏君 (生於 1962 年)

生命(紅色)
油彩 畫布 (一組共十五件)
1999 年作
估價：
港幣 10,000,000 – 15,000,000
美元 1,282,100 – 1,923,100

美國加州重要私人收藏
趙無極 (生於 1920 年)

夜，午夜
油彩 畫布
1956 年作
簽名：無極 ZAO
估價：
港幣 2,000,000 – 3,000,000
美元 256,400 – 384,600

重要私人收藏
張曉剛 (生於 1958 年)

I NYOMAN MASRIADI (生於 1973 年)

新貴一族/新鈔票

黃色肖像

油彩 畫布

油彩 畫布
1993 年作
簽名：張曉剛 Zhang Xiaogang

估價：
港幣 1,200,000 – 1,600,000
美元 153,800 – 205,100

估價：
港幣 25,000,000 – 30,000,000
美元 3,205,100 – 3,846,200

中國書畫
中國古代書畫 – 11月28日 星期一，下午2時30分
中國近現代畫 – 11月29日 星期二，上午10時及下午2時30分
以下精選拍品詳細文字資料請點擊此處。

張大千 (1899-1983)

雨後嵐新

明 王鐸

設色紙本
鏡框
一九六七年作

草書詩卷
水墨綾本

手卷

估價：
港幣 20,000,000 – 30,000,000
美元 2,580,000 – 3,870,000

估價：
港幣 5,000,000 – 7,000,000
美元 650,000 – 910,000

瑰麗珠寶及翡翠首飾
11月29日 星期二，下午2時30分
以下精選拍品詳細文字資料請點擊此處。

35.77及35.61克拉圓形D顏色，Flawless (完美無瑕) 淨度鑽石一對
估價各為：
港幣56,000,000 – 75,000,000
美元 7,000,000 – 9,000,000

歐洲私人珍藏重要中國藝術品
11月30日 星期三，上午10時

重要中國瓷器及工藝精品
11月30日 星期三，上午10時15分及下午2時30分
以下精選拍品詳細文字資料請點擊此處。

重要歐洲私人工藝品珍藏
清十八世紀 白玉雕摩竭魚花插

清康熙 青花釉裏紅團花齒紋搖鈴尊
六字楷書款

估價：
港幣 2,000,000 – 3,000,000
美元 260,000 – 390,000

估價：
港幣 15,000,000 – 20,000,000
美元 1,930,000 – 2,580,000

精緻名錶
11月30日 星期三，上午11時及下午3時

此製作精緻講究的火槍形香水噴霧器及時計，為日內瓦，MOULINIÉ ，BAUTTE & CIE作品，不為多
見。18K黃金胎，以藍、紅琺瑯為地，紅色槍柄邊鑲嵌珍珠，形制高雅獨特。
此為十九世紀初專為中國市場而製的精品。
估價：港幣 2,800,000 – 4,000,000
美元 350,000 – 500,000

香港佳士得 2011 秋季拍賣之世界巡迴展覽：
日期
10 月 1 日至 6 日
10 月 6 日至 9 日
10 月 15 日至 18 日
10 月 22 日至 23 日
11 月 2 日至 3 日
11 月 3 日至 4 日
11 月 8 日至 9 日
11 月 10 日至 15 日
11 月 15 日至 16 日
11 月 19 日至 20 日
11 月 24 日至 30 日

城市
香港
雅加達
紐約
新加坡
東京
新加坡
曼谷
日內瓦
曼谷
臺北
香港

地點
香港佳士得辦公室
Gandaria City
紐約佳士得洛克菲勒中心
Artspace@Helu-trans
東京佳士得辦事處
新加坡佳士得辦事處
曼谷佳士得辦事處
Hotel de Bergues
曼谷佳士得辦事處
富邦國際會議中心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香港佳士得 2011 秋季拍賣之精選圖片可在此連結下載：
http://cshk.myftp.org/2011%20Fall%20Christie's%20Hong%20Kong%20Auctions/Early%20Highlights/Images/
關於佳士得：
佳士得是世界藝術市場的頂尖拍賣行，2011 年上半年佳士得全球拍賣及私人洽購的成交總額高達 20 億英鎊/32
億美元。佳士得 2010 年全球藝術品成交總額達 33 億英鎊/50 億美元。佳士得拍賣行的名字代表了精美絕倫的藝
術品，無可比擬的服務和專業知識，以及蜚聲國際的顯赫名聲。佳士得於 1766 年由詹姆士‧佳士得（James
Christie）創立，於十八至二十世紀先後舉辦多場重要的拍賣會，至今依然是珍罕獨特藝術品的彙集之地。佳士
得每年舉行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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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至超過 1 億美元不等。佳士得在世界 32 個國家設有 53 個辦事處及 10 個拍賣中心，包括倫
敦、紐約、巴黎、日內瓦、米蘭、阿姆斯特丹、蘇黎世、迪拜及香港。佳士得近來亦積極拓展業務至新興市場
如俄羅斯、中國、印度及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在北京、孟買和迪拜也成功舉辦展覽及拍賣會。
*估價不包括買家佣金。拍賣總成交額爲落槌價加上買家佣金，並不反映成本，財務費用或買方/賣方信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