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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香港十載精彩連連 

「傳承・多元・突破」— 璀璨呈獻保利香港十周年拍賣會 
橫跨六大拍賣版塊 薈萃世界各地藝術臻品 

見證周年慶歷史時刻 

   
   

    
 

（2022 年 5 月 20 日 — 香港）保利香港昂然邁進十周年，將於 7 月 9 至 14 日舉行保利香港十周年拍賣會，並

首次進駐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欣然呈獻各類極為罕有、來源顯赫的藝術臻品，囊括一系列現當代藝術、中國古

董珍玩、中國書畫、璀璨珠寶及名貴鐘錶、尚品手袋及潮玩和珍茗佳釀，為保利香港十周年誌慶立下里程碑，

意義尤甚。十周年拍賣會以「傳承・多元・突破」為題，秉承文化經典的信念，蒐羅多元精彩的奇珍異寶，解

讀藏品的珍貴內涵；標誌著一個年代的突破，保利香港在傳承歷史文化和守護瑰寶之時，亦孜孜不倦地迎合藏

家品味與市場需求，讓拍賣更貼近藝術熱潮及更趨多元化。在洋溢著藝術氣息的五月，保利香港將率先舉行十

周年拍賣會預展，為盛事打響頭炮；另於六月舉辦台北精品預展。正式舉槌前夕，保利香港將於香港會議展覽

中心舉行預展，讓貴賓們盡情飽覽精選藏品，迎接為期六天的盛事。 

 

保利香港拍賣總經理張益修（Alex Chang）表示：「十載攜手，我們與全球藏家同行，並成功舉行了逾 200 場
拍賣，共錄得逾港幣 200 億元的成交總額。透過創新求變的精神，我們不斷創造藝術與拍賣史的當代篇章，重
構藝術價值，並屢次錄得璀璨的成交紀錄。我們首先在此衷心感激各地藏家以及藝術家，對保利香港長久以來
的信賴和鼎力支持。屹立於香港這個國際舞台，保利香港將不斷進步、尋求新機遇，我們瞄準全球藝術市場的
需求，在日後將更多頂尖的藏品帶到收藏市場，呈獻更多元化的拍賣與展覽，同時確立保利香港於國際拍賣市
場的領先地位。」 

 

 

 

現當代藝術 



 
 

現當代藝術版塊集結近年炙手可熱、並在拍場屢創紀錄的藝術家陣容，藏品橫跨印象派、20 世紀現代藝術至東

西方當代藝術的博物館級鉅作，涵蓋世界各地藝術巨匠超過 150 件現當代藝術作品，為藏家提供絕佳收藏機遇。

除了晚拍焦點，包括尚．米榭．巴斯奇亞（Jean-Michel Basquiat）、偉恩．第伯（Wayne Thiebaud）、亞德里

安．格尼（Adrian Ghenie）、草間彌生、曾梵志、張恩利、加藤泉、黃宇興的殿堂級作品外；日拍亦呈獻

KAWS、凱瑟琳．伯恩哈特（Katherine Bernhardt）、劉小東、周春芽等等的佳作，他們以極具個人風格的視覺

語言，在世界各地的重要機構亮相展出，亦在全球藏家群中備受矚目。 

 

巴斯奇亞於 1981 年創作的《無題》是現當代藝術版塊的焦點所在，完美呈現巴斯奇亞黑人面孔及「三尖皇冠」

標誌性符號，是確立個人視覺風格的開端之作。現當代藝術的亮點，包括堪稱偉恩．第伯創作生涯中的「壓卷

之作」《禮物蛋糕》，集合藝術巨匠每一個創作歷程的轉折與突破，將原本日常平凡的甜點，幻化成為對形狀、

色彩、光線與視角探索；曾梵志於 2002 年作的《我們系列．自畫像》，系列畫面內充斥著非邏輯的偶然自動

性筆觸，將繪畫的節奏提升至嶄新的語境。 

 

 
尚．米榭．巴斯奇亞《無題》 

 
偉恩．第伯《禮物蛋糕》 

  
曾梵志《我們系列．自畫像》 

1981 年作，壓克力 噴漆 油畫棒 紙本拼貼 

畫布，122×142.2 cm. ，估價待詢 

2010–2011 年作，油彩 畫布， 

182.9×121.9 cm.，估價待詢 

2002 年作，油彩 畫布，250×174 cm.，

估價：HKD 7,500,000 – 10,000,000 

中國書畫 

中國古董珍玩 

 

中國古董珍玩部精心呈獻逾 200 件珍罕難得的古董及珍玩，並隆重推出四大專場。這次最備受矚目的是「御海

凝珍：懷海堂藏清乾隆御瓷粹珍」專場，懷海堂主人樂善美德，遠見卓識，並傾心收藏逾五十載，為敏求精舍

重要一員，過去輔助香港相關博物館不遺餘力，專場欣呈清乾隆時期的嫩綠地粉彩「如意萬壽」圖纏枝蓮紋如

意綬帶耳瓶一對，高規格的珍品來源清晰，是近年少見的華人收藏珍瓷。 

 

近年隨王希孟《千里江山》圖風靡全球，「只此青綠」一詞紅遍華人社區；「不止青綠 ：歐美藏家藏中國色

彩藝術珍品」專場拍賣以各式彩瓷佳器，為市場呈現中國傳統藝術中的色彩韻味，當中亮點拍品為清乾隆時期

的釉裡紅九龍圖抱月瓶。此外，本季拍賣亦將於「花舞大唐：北美十面靈璧山居珍藏唐三彩」以及「中國古董

珍玩」專場呈獻多件珍品。 

 

 



 

 
清乾隆 嫩綠地粉彩「如意萬壽」圖

纏枝蓮紋如意綬帶耳瓶一對 

 
清乾隆 釉裡紅九龍圖抱月瓶 

款識：「大清乾隆年製」 

尺寸：H 36.5 cm 

估價：HKD 26,000,000 - 30,000,000 

款識：「大清乾隆年製」 

尺寸：H 25.8 cm 

估價：HKD 15,000,000 - 20,000,000 

 

中國書畫 

 

中國書畫部甄選逾百件質量上乘的精彩書畫作品，呈現來源有序的張大千、吳昌碩、齊白石、高劍父、黃君璧

等重要藝術家代表作品，以饗藏家。領銜中國近現代書畫，是張大千於盛年時期所作的仿王詵《連山斷磵圖》，

這個巨幅仿古山水鉅作，繪畫於絹本之上，層次井然，水墨滃鬱的畫風令人歎為觀止；拍場亦隆重呈現「京華

煙雲」專題，涵蓋金城的白描人物臻品《通臨文征明九歌圖》、徐志摩及郭沫若等民國時期京城文人往來信札，

在書與畫之間訴說一段京城往事。古代書畫的領銜，蕭雲從晚年極精之作《溪山無盡圖》亦首度現身拍場，畫

卷作溪山無盡圖，卷中層巒疊嶂，悉以石青淺絳暈染而出，為其晚年極精之作，傳承有序；拍場亦呈現明代吳

門畫派領軍人物文彭、文嘉手卷，手卷內各含三封書法家與社會名流來往信札，皆有史學家楊守敬題跋。當代

水墨版塊將繼續由香港重要藏家王良福先生珍藏之吳冠中、林風眠山水作品領銜，焦點所在是吳冠中《春之曙

光》，無疑是畫壇大師水墨探索轉折時期的代表之作，具有濃厚的藝術與學術價值；丁衍庸、關良戲劇人物畫

代表之作亦將粉墨登場。 

 

 
張大千 仿王詵《連山斷磵圖》 

設色絹本 立軸  222×87 cm. 

估價：HKD 10,000,000 – 18,000,000 

 

 

 
 

吳冠中《春之曙光》 

設色紙本 鏡心 69.5×137 cm. 

估價：HKD 4,000,000 – 8,000,000 

 
蕭雲從《溪山無盡圖》 

設色紙本 手卷 21×570 cm.，估價：HKD 7,000,000 – 9,000,000 



 
璀璨珠寶及名貴鐘錶 

 

璀璨珠寶及名貴鐘錶部始終致力於推廣西方珠寶、東方翡翠的收藏文化，並積極拓展藝術設計及跨界創意，成

就諸多重要及珍罕拍品的成功拍賣。在此次十周年的拍賣，保利香港將隆重呈獻逾 200 件拍品，包括卡地亞

（Cartier）、梵克雅寶（Van Cleef & Arpels）、寶格麗（BVLGARI）和海瑞．溫斯頓（Harry Winston）等一系

列值得典藏傳承的頂級瑰麗珠寶。矚目之作包括卡地亞緬甸紅寶石配鑽石戒指，戒指的紅寶石總重 8.388 克拉，

屬於卡地亞高級珠寶系列珠寶，全球獨一無二，此前為重要私人收藏的藏品，也因其極度純淨與絕佳的色澤 

— 鮮豔、光亮和豐富的紅色而脫穎而出。同場亦有可遇不可求、極高品質的天然翡翠珠配鑽石項鏈，它由 128

顆天然翡翠珠串聯而成，尺寸為 11.55 mm 至 7.48 mm，珠鏈扣為梵克雅寶設計，並將精湛工藝、高超技巧和

創新精神融入作品，可謂中西合璧的頂級藏品；海瑞．溫斯頓所設計的哥倫比亞祖母綠配鑽石項鏈，一共採用

了 20 顆共 65.75 克拉產自哥倫比亞的無注油頂級祖母綠，搭配鑲嵌 100 顆業界最為頂級切割工藝的欖尖形鑽

石，顯現無與倫比的光彩。 

 

 
卡地亞 緬甸紅寶石配鑽石戒指 

重要私人收藏 

 
梵克雅寶設計鑽石鏈扣 

配天然翡翠珠及鑽石項鍊 

 
海瑞．溫斯頓 

哥倫比亞祖母綠配鑽石項鏈 
卡地亞設計 8.388 克拉緬甸紅寶石配鑽石

戒指，未經加熱，附 SSEF，古柏林，

GRS 證書及卡地亞書冊 

估價待詢 

珠鏈共 128 顆，尺寸 11.55 mm - 7.48 

mm，附香港玉石鑒定中心證書 

估價：HKD 13,000,000 – 18,000,000 

海瑞溫斯頓設計，約 65.75 克拉哥倫比亞

祖母綠配鑽石項鏈，未經注油，附 SSEF, 

Gübelin 及 AGL 證書 

估價：HKD 22,000,000 - 32,000,000 

 

名錶焦點包括有愛彼（Audemars Piguet）限量版「皇家橡樹離岸型系列」玫瑰金腕錶，於 1997 年為紀念香港

回歸限量發行，全球限量僅 19 枚，極具紀念價值，以及百達翡麗（Patek Philippe）各種經典而複雜的罕有腕

錶，包括灸手可熱的「Nautilus 系列」精鋼圓八角形年曆自動腕錶。還有不容忽視的各個頂級名貴腕錶品牌勞

力士（Rolex）、江詩丹頓（Vacheron Constantin）和積家（Jaeger-LeCoultre）等等，以及展現女性高貴優雅氣

質的卡地亞（Cartier）和伯爵（Piaget）等亮麗珠寶腕錶。 

 

 
愛彼 

限量版「皇家橡樹離岸系列」，玫瑰金自動錶備中文

日曆，為紀念香港 1997 年回歸而製，限量發行 19 枚 

 
百達翡麗 

「Nautilus 系列」精鋼圓八角形年曆自動腕錶 

型號 25852OR/O/1010OR/01，限量生產 19 枚，年份約 1997，

估價：HKD 250,000 – 550,000 
型號 5726A，年份約 2017，備日期、星期、月份、24 小時及

月相顯示，估價：HKD 700,000 – 1,000,000 



 
尚品手袋及潮玩 

 

尚品手袋及潮玩部呈獻來自世界各地的珍罕皮具手袋及藝術潮玩，當中包括罕有的愛馬仕喜馬拉雅尼羅鱷魚皮

25 公分凱莉包、極具收藏價值的愛馬仕霧面紫水晶色短吻鱷魚皮 25 公分柏金包以及多款名貴愛馬仕手袋。此

外，亦搜羅村上隆、奈良美智及 KAWS 等多個著名藝術家的潮玩藝術品，將多元化的生活藝術概念融入日常之

中。 

 

 
愛馬仕 2021  

罕見霧面白色喜馬拉雅尼羅鱷魚皮 25 公分凱莉包 

 
愛馬仕 2021 

霧面紫水晶色短吻鱷魚皮 25 公分柏金包 

附銀色金屬配件，L.25×H.17×D.10 cm，品相報告 1 級，

估價：HKD 900,000 - 1,800,000 

附銀色金屬配件，L.25×H.18×D.13 cm，品相報告 1-1.5

級，估價：HKD 350,000 - 450,000 

 

珍茗佳釀 

 

珍茗佳釀部將推出兩大專場，呈獻古董普洱茶及養生佳品、收藏級貴州茅台酒及威士忌洋酒等珍藏精品，是愛

茶酒之人的一大福音。當中涵蓋珍稀的輕井澤 50 年 - 1965 #8636 日本威士忌、50 年代勐海茶廠出產的無紙紅

印青餅以及來自 70 年代的全綿紙「葵花牌」貴州茅台酒等等，藏品完美展示茶酒在時光的雕琢下，轉化漸成

無與倫比的滋味和價值。 

 

 
輕井澤 50 年 - 1965 #8636 

 
50 年代 無紙紅印青餅 

 
70 年代  

全綿紙「葵花牌」貴州茅台酒 

單一麥芽 波本桶 

1965 年入桶 2015 年裝瓶 

桶號 8636 全球限量 199 瓶 

ABV62.6% 700 毫升 1 瓶 

估價待詢 

數量：原筒 7 片 

重量：約 2355 克 

工序：生茶 

倉儲：乾倉 

估價待詢 

數量：ABV:53% 

容量：Vol:540 毫升 

數量：Quantity: 1 瓶/bottle 

估價待詢 

 

精品預展：保利香港十周年拍賣會 

 

現當代藝術及當代水墨精品預展 



 
香港｜5 月 20 至 25 日｜上午 10 時至晚上 6 時｜尖沙咀梳士巴利道 18 號 K11 ATELIER Victoria Dockside 801-03 室 

 

精品預展（中國古董珍玩、中國書畫、璀璨珠寶及名貴鐘錶、尚品手袋及潮玩及珍茗佳釀） 

香港｜5 月 20 至 31 日｜上午 10 時至晚上 6 時｜金鐘金鐘道 88 號  太古廣場 1 期 7 樓 701-708 室 保利香港藝術空間 

 

台灣精品預展 

台北｜6 月 18 至 19 日｜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00 號 微風南山藝文展演中心 3 樓 

 

預展及拍賣：保利香港十周年拍賣會 

 

香港｜7 月 9 至 14 日｜灣仔博覽道 1 號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1E 展廳 

 

高清圖片連結： 

Google：https://bit.ly/PolyAuctionHK-10thAnniversaryPreview  

百度網盤：https://bit.ly/PolyAuctionHK-10thAnniversaryPreview-CN（提取碼：6cbd） 

 

 

 

傳媒查詢： 

Jessica Chen 陳燕娟小姐｜jchen@polyauction.com.hk｜+852 2303 9892 

Maora Cheng 鄭思穎小姐｜mcheng@polyauction.com.hk｜+852 2303 9891 

 

有關保利香港拍賣有限公司： 

 

保利香港拍賣有限公司於 2012 年由保利文化集團成立，致力成為香港最具活力的拍賣行之一。保利文化集團旗下的北京

保利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是中國最大的國有控股拍賣公司，亦是全球中國藝術品拍賣行業成交額最高的拍賣企業。保利文化

集團於 2014 年 3 月 6 日正式於香港上市（保利文化，03636.HK）。 

 

近年來保利香港屢創佳績，表現持續穩健。2021 年，保利香港以港幣 26 億元成交額閃耀收官。保利香港設有現當代藝術、

中國書畫、中國古董珍玩、璀璨珠寶及名貴鐘錶、尚品手袋及潮品、珍茗佳釀六大部門。各部門設有專業團隊，並提供拍

賣、私人洽購、免費估值諮詢等服務，致力為廣大藏家摯友提供卓越而專業的服務。 

 

保利香港致力為海內外藏家提供卓越的專業諮詢、精美絕倫的藝術精品和顧客至上的優質服務，現於全球各地設有辦事處，

包括香港、北京、上海、澳門、廈門、山東、臺灣、日本及紐約。展望未來，我們的專家團隊將繼續努力，與您共同促進

文化收藏的發展，期待為您帶來更加精彩的藝術呈獻。 

 

### 

 

關注保利香港拍賣有限公司： 

 

官方網站：  www.polyauction.com.hk 

Facebook：  保利香港拍賣 Poly Auction Hong Kong 

Instagram：  polyauctionhk 

微信公眾帳號：  polyauction-hongkong 

小紅書帳號：  保利香港拍賣有限公司 

https://bit.ly/PolyAuctionHK-10thAnniversaryPreview
https://bit.ly/PolyAuctionHK-10thAnniversaryPreview-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