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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週年誌慶拍賣：世紀珍藏  

   

 

 

 

 

 

 

 

 

 

 

 

香港──為慶祝在亞洲舉槌三十週年，佳士得於五月三十日將舉行＂三十週年誌慶：世紀

珍藏＂特拍，把 2016 春拍週帶入高潮。 

 

是次拍賣包攬所有類別中之頂級拍品，涉及的藝術範疇有：二十世紀及當代藝術﹑中國古

代及近現代書畫﹑中國古董；而奢侈品方面則涵蓋：瑰麗珠寶﹑精緻名錶﹑佳士得名釀﹑

手袋及配飾。這一系列無與倫比的工藝精品及天然瑰寶均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意義與價值，

為其各自所屬品類之中的頂尖之作，亦代表了藝術與文化層面的至高成就。 

 

佳士得亞洲區總裁魏蔚表示：＂我們很榮幸在過去三十年能與香港同步成長，不斷引領市

場趨勢，為客戶抓緊新機遇，共同見證著本港發展成為今天亞洲最大藝術樞紐。＂三十週

年誌慶：世紀珍藏＂特拍，反映出佳士得極具創意及開拓精神，讓眾藏家更能感受一次跨

界的精品之旅。＂ 



三十週年誌慶：世紀珍藏 

 Lot 3001 

清 慈禧太后  

瑤階福壽  

 

設色絹本 立軸  

101 x 51.5 厘米(39 ¾ x 20 ¼ 英吋)   

1940年作 

題識：光緒甲辰（1904年）小陽上浣御筆 

鈐印：致中和、日月萬喜、大雅齋、慈禧皇太后

之寳 

 

港幣 500,000-700,000  

(美元 65,000-91,000) 

 Lot 3002 

百達翡麗 

獨一無二及極精細，銅鍍金太陽能座鐘 

配Marie-Françcoise Martin 製作的“時和年

豐”掐絲琺瑯  

型號1152 

 

1977年製 

直徑125厘米 高220厘米 

 

港幣800,000-1,200,000  

(美元110,000-160,000) 

 Lot 3003 

羅曼尼康帝酒莊 

羅曼尼康帝1988年特級田 

夜丘 

12 瓶普通裝 

 

港幣1,100,000-1,600,000  

(美元150,000-210,000) 



 Lot 3004 

百達翡麗 

獨一無二及非常精細，18k金懷錶 

配G. Menni繪製的“一帆風順”琺瑯微繪 

型號652/20 

1986年製 

直徑44厘米 

 

港幣600,000-1,000,000  

(美元78,000-130,000) 

 Lot 3005 

翡翠及鑽石吊墜/胸針 

 

天然翡翠蛋面吊墜/胸針，配以鑽石，鑲鉑金及金  

蛋面尺寸 31.1 x 23.9 x 7.6 毫米 

胸針長度 4.6厘米  

Carvin French 鑲嵌 

 

港幣 12,000,000-18,000,000          

(美元 1,500,000-2,300,000)     

 Lot 3006 

張大千 

加州夏山  

 

設色紙本 鏡框  

115 x 65.5 厘米(45 ¼ x 25 ¾ 英吋)  

1967 年作 

題識：爰翁。丁未（1967年）秋日製 

鈐印：大千唯印大年、五亭湖、大千世界 

 

港幣 18,000,000-28,000,000          

(美元 2,300,000-3,600,000) 

 Lot 3007 

趙無極 

22.03.50 (紅色家園) 

 

油彩 畫布 裱於板上 

46 x 38厘米 (18 1/8 x 15 英吋) 

1950年作 

款識︰無極 Zao (右下) 22 Mars 50 (畫背) 

 

港幣 6,000,000-8,000,000  

(美元 780,000-1,000,000) 



 Lot 3008 

明 沈周  

虛亭聽泉圖  

 

設色絹本 立軸 

120 x 60.5 厘米 (47 ¼ x 23 7/8 英吋) 

桑名鐵城 1804–1938 

題識：亭虛地僻靜無塵，坐聼鳴泉靜入神。神靜

不知泉卻動，世間亦自有閒人。沈周。 

鈐印：啟南 

 

港幣 3,000,000-5,000,000  

(美元 390,000-650,000) 

 Lot 3009 

明宣德 御製銅雲龍紋簋式爐 

《大明宣德年製》六字楷書鑄款 

 

20.5厘米 (8 英吋) 闊,  

 

港幣1,000,000-2,000,000  

(美元130,000-260,000) 

 Lot 3010 

 

草間彌生 

對性的癡迷 C 

 

壓克力 畫布 

194 x 130.3 厘米 (76 3/8 x 51 1/4 英吋) 

1992年作 

簽名：Yayoi Kusama (畫背) 

 

港幣 9,000,000-12,000,000          

(美元 1,200,000-1,600,000) 



 Lot 3011 

藍寶石及鑽石手鍊 

Cartier 設計 

 

約 10.53至 4.09克拉枕形喀什米爾天然藍寶石手

鍊 

配以約 3.38克拉枕形柬埔寨天然藍寶石 

附 AGL、SSEF及 Gübelin 證書， 

配以鑽石，鑲鉑金, 手鍊長度 18.0厘米 

約 1923年製  

 

港幣 60,000,000-80,000,000          

(美元 7,500,000-10,000,000) 

 Lot 3012 

明宣德 青花五爪雲龍紋大罐  

「宣德年製」四字楷書橫款 

 

唇口、直頸、鼓腹、淺圈足。器內外施釉，圈足

及底無釉。通體繪青花紋飾，口沿外側繪朵雲紋；

肩部繪四獸面紋面紋，中間書「宣德年製」楷書

橫款；腹部畫一條雄赳五爪回龍遊戲於朵雲間，

龍作回首狀，睜眉瞠目，炬眼炣炣，張牙舞爪，

剛勁有力；脛部繪一圈變形蓮瓣紋。青花發色濃

艷青翠，濃處有鐵鏽斑痕。 

48.5厘米 (19 1/8  英吋) 高 

港幣 60,000,000 - 80,000,000 

 (美元 7,800,000 - 10,000,000) 

 Lot 3013 

齊白石 

形神俱似 - 雁來紅、紫藤、 水族、 荔枝 

 

設色／水墨紙本 立軸四幅  

135.7 x 37 厘米 (53 3/8 x 14 ½ 英吋)  

1943 年作 

1.款識：白石齊璜。 

鈐印：齊大、齊白石（鋼印） 

2.款識：白石。 

鈐印：齊大、齊白石（鋼印） 

3.題識：三白石印富翁齊白石畫於京華太平橋外。 

鈐印：白石、齊白石（鋼印） 

4.題識：俊魁先生請屬, 癸未（1943）年白石老

人作。 

鈐印：齊大、一鋼印漫漶不清 

 

港幣 7,000,000-9,000,000 

 (美元 900,000-1,200,000) 



 Lot 3014 

 

鍾泗賓 

沙撈越少女 

 

油彩 畫布 

106 x 62 厘米 (41 3/4 x 24 3/8 英吋) 

1980年作 

款識: 泗賓 1980 (左下) Soo Pieng(畫背) 

 

港幣 3,000,000-4,000,000  

(美元 390,000-520,000) 

 Lot 3015 

明  董其昌 

雲煙書畫卷 

 

水墨絹本  手卷 

36.5 x 1034厘米 (14 3/8 x 407 英吋) 

題識：王晉卿《煙江叠嶂圖》有東坡書在王弇州

家。昔年陳眉公曾借觀經月，余得賞玩，恨未臨

粉本，今不能擬也。董玄宰 

藏印：清誓收藏記﹑馮秉恭印﹑卻掃亭長 

鈐印：董其昌印 

 

港幣2,500,000-3,500,000  

(美元330,000-450,000) 

 Lot 3016 

北宋 定窯劃花蓮荷紋斗笠盌 

 

直徑 21厘米 (8 ¼ 英吋) 

 

港幣3,000,000-5,000,000  

(美元390,000-650,000) 



 

Lot 3017 

 

吳冠中 

鸚鵡 (鸚鵡天堂) 

 

油彩 畫布 

61 x 81厘米 (24 x 31 7/8 英吋) 

1994年作 

款識：荼 94 (右下); 鸚鵡 吳冠中(畫背) 

 

港幣 15,000,000-20,000,000         

(美元 2,000,000-2,600,000) 

 Lot 3018 

翡翠及寶石「常樂」吊墜項鍊 

Wallace Chan設計 

 

配以鑽石、貝母及黃鑽，鑲鈦金屬 

翡翠尺寸52.3 x 18.0 x 4.9毫米 

項鍊長度59.0厘米 

港幣 6,000,000-8,000,000  

(美元 750,000-1,000,000) 

 Lot 3019 

珍罕霧面白色喜瑪拉雅 

尼羅鱷魚皮30公分鑽石柏金包 

 

附18K白金及鑽石配件 

愛馬仕, 2008年 

狀況評級: 1 

30 x 22 x 15 厘米 

 

港幣1,500,000-2,000,000  

(美元200,000-260,000) 



 

Lot 3020 

劉丹 (1953年生) 

雲飛岫 

 

水墨紙本 鏡框 

52 x 136 厘米 (20 ½ x 53 ½ 英吋) 

 

港幣1,800,000-2,800,000  

(美元240,000-360,000) 

 

Lot 3021 

清乾隆戊寅年(1758) 白玉御製贊阿必達尊者山

子 《寅》,《大清乾隆年造 》,《十六》楷書刻

款 

 

刻文： 

第十六阿必達尊者 

戊寅 

擎經炷香，供養如是 

能所兩忘，於一彈指 

貫休作像，觀鵬摹真 

黃花翠竹，萬億化身 

高21 厘米 (8 ¼ 英吋)  

 

港幣8,000,000-15,000,000 

 (美元1,100,000-2,000,000) 

 Lot 3022 

朱德群 

雪霽霜色 I 

 

油彩 畫布 

81 x 65厘米 (31 4/5 x 25 1/2 英吋) 

1986-1987年作  

款識：朱德群 CHU TEH-CHUN (右下)  

 

港幣 8,000,000-12,000,000          

(美元 1,100,000-1,600,000) 



 Lot 3023 

李可染 

山水清音 

 

設色紙本 鏡框  

90.5 x 58.5 厘米 (35 5/8 x 23 英吋) 

1988 年作 

題識：山水清音圖。清音閣為峨嵋山勝景之一，

昔年曾在此寫生，茲圖其大意。一九八八年歲次

戊辰端陽，可染于師牛堂。 

鈐印：白髮學童、李、可染、在精微、山水知音，

千難一易 

 

 

港幣18,000,000-28,000,000 

 (美元2,300,000-3,600,000) 

 Lot 3024 

曾梵志 

不可思議的夜 (07-18) 

 

油彩 畫布 (三聯作) 

259 x 537 厘米 (102 1/8 x 211 ½ 英吋) 

2007年作 

簽名：曾梵志；Zeng Fanzhi (右下) 

  

 

港幣 7,000,000-10,000,000                

(美元 910,000-1,300,000) 

 

 

Lot 3025 

祖母綠及鑽石耳墜 

Etcetera設計 

 

約 41.15及 39.23克拉水滴形哥倫比亞祖母綠耳墜 

配以約 5.30及 3.99克拉哥倫比亞祖母綠蛋面 

附 SSEF及 AGL證書 

配以鑽石，鑲金, 耳墜長度 5.5厘米 

 

港幣 15,000,000-25,000,000        

(美元 1,900,000-3,200,000) 



 

Lot 3027 

白髪一雄 (日本，1924-2008) 

地奇星聖水將（水滸傳 108 英雄好漢系列:單廷珪） 

 

油彩 畫布 

130 x 193 厘米 (51 1⁄8 x 76 英吋) 

1960年作 

款識：白髪一雄 1960 (左下) 地奇星聖水將 白

髮一雄 1960 Chikisei Sesuisho；國際美學研究中

心寫上 FONTANA v. Monforte 23 Milano 之記錄

標籤（畫背） 

 

ESTIMATE ON REQUEST 

 Lot 3028 

張宗憲珍藏 清乾隆 

掐絲琺瑯鎏金銅御製詩萬年如意掛屏 

 

106 厘米 (41 ¾  英吋) 闊 

 

港幣12,000,000-15,000,000        

(美元1,600,000-1,900,000) 

 

 

Lot 3029 

勒邁耶‧德‧莫赫普赫斯 

荷花池邊的女人 

 

油彩 畫布 原裝手雕峇里式框 

150 x 200 厘米 (59 x 78 3/4 英吋) 

约 1950-1951年作 

款識: J Le Mayeur (右下) 

 

港幣 15,000,000-20,000,000        

(美元 2,000,000-2,600,000) 

 Lot 3030 

紅寶石及鑽石耳墜 

 

約10.02及9.09克拉橢圓形緬甸天然鴿血紅寶石

耳墜 

附SSEF證書 

配以鑽石，鑲鉑金及金，耳墜長度4.2厘米 

 

港幣78,000,000-150,000,000       

(美元10,000,000-18,000,000) 



編者註： 
 

三十週年誌慶拍賣：世紀珍藏 

日期：2016 年 5月 30 日 

地點：香港灣仔港灣道1號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議廳 

預展：5月 26至 30 日 
       

 

 

傳媒垂詢：高志宏| +852 2978 9966| lbingle@christies.com 
 

 

關於佳士得 
 

佳士得在全球藝術市場中位處領導地位，於2015年的全球拍賣、私人洽購及網上拍賣成交總額達48億英鎊/74億美元，傲視國

際藝術市場。佳士得的名字一直是藝術傑作、超卓服務、專業知識及國際風尚的代名詞。 

 

2016年是佳士得慶祝進駐亞洲三十週年的大日子，時至今日，業務已涉及亞太區內11個市場，為全球來自亞洲、歐洲及北美

洲的藏家提供頂尖的專業服務。1986年佳士得於香港舉行的首次拍賣，成交額179萬美元，而2015年的春季及秋季拍賣則已錄

得共7.69億美元成交額，成績斐然。作為業界的領導者，佳士得提供最全面的拍品類別，並涵蓋亞洲藝術品及珍貴奢侈品。 

 

佳士得自1766年由詹姆士‧佳士得 (James Christie) 創立，至今年2016年正值慶祝成立250週年，在過去數個世紀佳士得先

後舉辦多場舉足輕重的拍賣會，全球藝術傑作與珍罕精品皆彚聚於此。佳士得每年舉行約450場拍賣，涵蓋超逾80個範疇，包

括裝飾藝術、珠寶首飾、攝影作品、收藏精品、名酒等等，價格從200美元至過億美元不等。佳士得私人洽購業務發展經年，

成績有目共睹，致力為全球藏家搜求或出售戰後及 當代藝術、印象派及現代藝術、古典大師及珠寶首飾等珍品。 

 

佳士得在全球32國設有54間辦事處，12所拍賣中心分別位於倫敦、紐約、巴黎、日內瓦、米蘭、阿姆斯特丹、迪拜、蘇黎世、

香港、上海、孟買等地。佳士得率先開拓新興市場，積極於俄羅斯、中國、印度、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等地擴展業務，並已於

北京、孟買及迪拜成功舉行多場拍賣及展覽。 

 

*估價不包括買家酬金。拍賣總成交額爲落槌價加上買家酬金，並不反映成本，第三方融資費用或買賣雙方信貸。 
# # # 

 

瀏覽佳士得網站：www.christies.com 

於 www.christies.com 或佳士得 iPhone程式瀏覽完整產品目錄 

 
通過其它途徑關注佳士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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