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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士得擴展
佳士得擴展國際
擴展國際名酒
國際名酒拍賣
名酒拍賣團隊
拍賣團隊
將於中國及美洲任命
於中國及美洲任命重要
任命重要新
重要新高層
資深名酒專家Simon Tam與Robin Kelley O’Connor
將加入全球最龐大的國際名酒拍賣團隊
香港／
香港 ／ 紐約 ─ 領導全球藝術及拍賣業務的佳士得宣佈其國際名酒團隊的兩項要員任
命：Simon Tam將出任佳士得中國區名酒部主管，而Robin Kelley O’Connor則將擔任美洲
區名酒部主管。作為全球最龐大的國際名酒拍賣團隊的成員，他們將擔當重要角色，繼
續擴展佳士得全球的名酒拍賣。
佳士得名酒
）表示：「於2009年至2010年間，佳士得
佳士得名酒部
名酒部國際主管艾士維
國際主管艾士維（
主管艾士維（David Elswood）
全球的名酒拍賣見證了高達70%的增長，成績斐然。有見目前的市場發展迅速，我們特
意分別於亞洲及美洲這兩個地區，委任Simon及Robin擔當重要的職務，不僅履行我們為
全球藏家呈獻更多頂級稀世佳釀的承諾，亦奠定我們在業界的領導地位與卓越標準。」
佳士得名酒
Barnhart補充：「名酒拍賣是當今發展最為迅速的拍
佳士得名酒部
名酒部國際業務總監
國際業務總監Heather
業務總監
賣類別之一，它除了作為公司全球策略中的重要業務，有助吸納新客戶更保留現存客戶。
隨著全球名酒業務的持續發展，我們計劃在一些重要領域投放更多資源，包括客戶服務、
專家及行政隊伍，務求打造出最龐大的名酒團隊，並為全球葡萄酒藏家提供最優質的服
務。」
Simon Tam ── 中國區名酒部主管
Simon將駐任香港，負責拓展佳士得亞洲區名酒銷售業務，並致力與大中華地區的客戶建
立良好關係。Simon將向佳士得亞洲區名酒部主管及葡萄酒大師葛帝斯先生(Charles Curtis,
MW) 匯報工作，並與公司設於阿姆斯特丹、日內瓦、倫敦、巴黎及紐約名酒部的團隊緊
密合作。1999年，佳士得成為首間在香港舉行名酒拍賣的國際拍賣行，如今已經擁有全
球最頂尖、經驗最豐富的團隊。
作為亞洲品酒界先鋒人物，Simon於大中華從事葡萄酒教育、交流及顧問的工作超過20
年，具備豐富發展及培育葡萄酒業務的經驗，他曾被英國的Wine Business International雜
誌選為「最佳葡萄酒顧問」，在業內頗負盛名。過去，他創辦了「香港獨立葡萄酒中心」
（www.iwinecentre.com）、出任「大中華地區葡萄酒評家協會」的創會主席和「國泰航空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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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國際美酒品評大獎」的協辦總監。同時，他曾為香港特區政府擔任有關品酒業界的顧
問成員，也是許多專業協會的會員，包括「法國國際美食協會」（Chaine des Rotisseurs）
及「香檳榮譽騎士名銜」（Chevalier de Ordre des Coteaux de Champagne）等。Simon亦是
活躍的專欄作家及演講者，他經常為國際媒體撰文，以及在全球主要的名酒展覽會進行
演講，如VINEXPO及倫敦國際葡萄酒博覽會。此外，他推出了全球首個有關配搭中國美
食與葡萄酒的iPhone及iPad APP應用程式「Flavour Colours」。Simon畢業於澳洲攝政學院
（Regency College）及羅斯沃爾斯學院（Roseworthy College）的餐旅管理及葡萄酒市場學，
能操流利的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
Robin Kelley O’Connor ── 美洲區名酒部主管
美洲區名酒部主管
Robin 將駐任紐約，負責美洲區的名酒拍賣和私人洽購業務，並同時領導部門開拓名酒拍
賣的業務。該職是接替已遷往香港統領亞洲區名酒拍賣業務的葡萄酒大師葛帝斯（Charles
Curtis, MW）。Robin 和葛帝斯將聯同佳士得名酒部國際主管艾士維，攜手拓展全球名酒
的拍賣業務，以應對新興市場與新客戶的需求增長。
Robin 經驗豐富，從事洋酒業逾 30 年，他既是享負盛名的葡萄酒教育家，又是國際葡萄
酒評審及侍酒大師。加入佳士得前，他曾在曼克頓葡萄酒和烈酒零售商 Sherry-Lehmann
擔任銷售及教育總監，Sherry-Lehmann 曾獲得 Wine Enthusiast 雜志評選的 2010 年度最佳
葡萄酒零售商。此前，他於美國波爾多葡萄酒局（Bordeaux Wine Bureau）出任葡萄酒貿
易和消費者教育總監一職達 20 年之久。
Robin 來自美國馬里蘭州，早在馬里蘭大學念書時，他便已經開始研習葡萄酒知識，及後
獲取倫敦 「葡萄酒與烈酒教育信託基金會」( Wine & Spirit Education Trust) 的 DWS 文憑。
此外，他還獲取由葡萄酒教育者協會（Society of Wine Educators）頒授的 CSW 和 CWE 證
書，並取得由侍酒大師公會（Court of Master Sommeliers）考核的酒務總管( Certified
Sommelier）專業資格。作為廣受歡迎的葡萄酒教育家和演講者，他曾在世界各地舉辦過
1,800 多場葡萄酒講座。2003 年至 2007 年間，他出任葡萄酒教育者協會主席、美國葡萄酒
和美食協會紐約分會的董事成員，也是已舉辦 20 年的美國阿斯彭美食美酒節（Food and
Wine Classic in Aspen）專門小組的正式成員。在其職業生涯中，他曾獲全球知名的葡萄酒
機構頒授的多項榮譽，包括法國蘇玳－巴薩克葡萄酒會（Commanderie du Bontemps de
Médoc- des Graves et de Sauternes-Barsac）
、茹拉德聖艾美濃（Jurade de Saint-Emilion）及 Les
Hospitaliers de Pomer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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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士得 2011 年春季全球名酒拍賣時間表
3月
4-5 日
10 日
15 日
24 日
4月
9-10 日
9日
5月
12 日
13 日
17 日
27-28 日
6月
6日
7日
9日
11 日

香港
倫敦
巴黎
倫敦

極品稀世佳釀 I & II│文華東方酒店│中午 12 時
頂級珍貴名酒私人專場拍賣
頂級珍貴名酒
頂級珍貴名酒

香港
紐約

極品稀世佳釀 I & II
頂級珍貴名酒

倫敦
紐約
日內瓦
香港

頂級珍貴名酒
頂級珍貴名酒
頂級名酒
極品稀世佳釀 I & II

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
倫敦
紐約

極品稀世佳釀
頂級珍貴名酒及砵酒
極品稀世佳釀
頂級珍貴名酒

編輯注：
編輯注：
佳士得名酒拍賣始於1766年
年
佳士得名酒拍賣始於
世界頂尖拍賣行佳士得在過去 240 多年來貫徹始終，爲藏家及名酒愛好者搜羅世界上最優秀的傳世佳釀。
佳士得的專家憑著多年獨到的經驗掌握市況，為每一次拍賣精選出頂級質素、完美狀態且經悉心貯藏及擁
有一流來源的珍稀陳釀。佳士得擁有全球最龐大的拍賣網絡，包括 10 個遍佈歐洲、北美及亞洲主要城市的
拍賣中心。2010 年佳士得全球頂級珍貴名酒部門的拍賣總成交額超過 7,120 萬美元，繼續佔穩全球名酒拍
賣市場的領導地位。

關於佳士得：
關於佳士得：
佳士得是世界藝術市場的頂尖拍賣行，2010年全球藝術品拍賣及私人洽購交易的總成交額高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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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Christie) 創立，於18、19至20世紀相繼舉辦了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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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億美元不等。佳士得在
世界32個國家設有53個代表處及10個拍賣中心，包括倫敦、紐約、巴黎、日內瓦、米蘭、阿姆斯特丹、迪
拜及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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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迪拜成功舉行拍賣及展覽。請瀏覽www.christi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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