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香港                                                                                                                                                2022 年 6 月 9 日 

保利香港十周年拍賣會 薈萃東西方現當代藝術鉅作 
呈獻現當代藝術饗宴 

7 月 12 日及 7 月 13 日｜超過 150 件拍品｜總估值逾港幣 3 億元 

 
（2022 年 6 月 9 日 — 香港）保利香港十周年拍賣會將隆重舉行，當中備受期待的拍賣包括 7 月 12 日保利香

港首場的現當代藝術晚間拍賣，以及 7 月 13 日的現當代藝術日間拍賣，精彩紛呈逾 150 件藝術臻品，均由專

家團隊悉心甄選。是次拍賣的拍前總估價更創下十年以來的歷史新高，總估值逾港幣 3 億元，拍賣矚目呈獻20
世紀現代藝術至東西方當代藝術的博物館級鉅作，囊括尚．米榭．巴斯奇亞（Jean-Michel Basquiat）、偉恩．

第伯（Wayne Thiebaud）、亞德里安．格尼（Adrian Ghenie）、吳冠中、趙無極、朱德群、草間彌生、奈

良美智等藝術巨匠，為廣大藏家提供絕佳收藏機遇。承接上月香港的精品預展，保利香港將於 6 月 18 至 19 日

在台北微風南山藝文展演中心舉行台北精品預展。 
 
保利香港拍賣現當代藝術部主管余箐憫表示：「回首過往十年，我們的成績持續穩步攀升，始終與亞洲藝術市
場並肩而行。我們非常榮幸能在十周年拍賣會，呈獻精心策劃的首場晚間拍賣及日間拍賣，總估值逾港幣 3 億
元，拍前總估價更為十年來最高；由尚．米榭．巴斯奇亞的《無題》及偉恩．第伯的《禮物蛋糕》等等重磅西
方鉅作領銜，與此同時我們為藏家悉心挑選 20 到 21 世紀，來自亞洲及西方的頂尖藝術傑作，以闡述一個完整
豐富的現當代藝術版圖，詮釋箇中劃時代的涵義，並寄寓保利香港即將揭開一個全新的篇章。」 

   

   



 
西方當代 

 
保利香港首場現當代藝術晚間拍賣，共呈獻逾 30 件拍品，當中

涵蓋多件西方當代藝術鉅作。由傳奇藝術家尚．米榭．巴斯奇亞

1981 年創作的《無題》領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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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逾

20 年來首次於拍場亮相。 
（請按此查看尚．米榭．巴斯奇亞《無題》完整新聞稿） 

 
 
 
 

 
巴斯奇亞創於 1984 年的《Logo》則包羅萬象，完整體現了巴斯奇

亞以廣告、商標、符號、漫畫和文本的多元訊息，解構與重塑對於

種族與跨文化的探索，巴斯奇亞以黑人頭像的香煙商標作出隱喻，

從稚氣幽默的視覺映射在黑奴制度下，黑人在美國南部種植園從事

苦力勞動的殘酷現實。擁有大量隱藏信息的《Logo》是由巴斯奇亞

精心編排、並留給觀眾詮釋的語言，這些信息看似隨性且天馬行

空，筆觸背後卻埋藏著巨大的思考與智慧，他將閱讀和信息的力量

賦予《Logo》，利用真誠和爛漫的筆觸，為大家釋放了關鍵的社會

現實，也釋放了自身背景所承擔的責任感。 
 
 
 
 
 
 
晚間拍賣另一焦點所在，為偉恩．第伯創作於 2010 至 2011 年的《禮物蛋糕》，畫作集合藝術家生涯每一個創

作歷程的轉折與突破，將原本日常平凡的甜點，幻化為成對形狀、色彩、光線與視角探索。查閱目前公開拍賣

紀錄，僅有兩件櫥窗式甜點櫃作品曾於拍場亮相，其中一件為此次上拍作品，也是當年藝術家拍賣紀錄。而另

一件是創作於 1962 年的《點心櫃檯》，對比這兩件作品，無論是色彩的豐富度、筆觸的細膩和質地的表現，

都清晰可見其突破，《禮物蛋糕》可以說是在《點心櫃檯》構圖基礎上，再將其一生繪畫成果與風格演變集合

之傑作，被視為藝術家對於自我創作歷程的完美總結與回顧，堪稱生涯的「壓卷之作」。 

 

另一件的備受關注的上拍鉅作，來自羅馬尼亞的亞德里安．格尼創作於 2016 至 2018 年的《無眼簾》。這位

70 後當代藝術家，是從學術到收藏市場獲得雙重認可，備受讚譽的新一代藝壇巨星。這幅極具力量的自畫像

是迄今出現在亞洲拍賣市場上，最大的自畫像。藝術家承襲偉大的前輩先賢，包括梵高、培根及李希特，並將

畫作轉化為自身獨特語言，開創屬於格尼的繪畫時代，完美演繹藝術家龐大企圖心。在格尼的創作生涯裡，他

研究一連串在各個時期，不同領域深具影響力的人物，透過繪畫探究人們內心的集體記憶，而梵高則是影響少

年格尼最深刻的人物。從寂寂無名到一舉成名，格尼的藝術創作生涯可以說與梵高的人生際遇，有著異曲同工

 

尚．米榭．巴斯奇亞《無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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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米榭．巴斯奇亞《Logo》 
1984 年作 

壓克力 油畫棒 絲網印刷 畫布 
152 × 122 cm. 

估價：HKD 11,000,000 - 22,000,000 

https://cdn.polyauction.com.hk/public-default/cms/press/20220513-poly-auction-hk-10th-anniversary-basquiat-untitled-tc-final_d90082e1-7c10-4baa-aa62-ebbcd8343d1b.pdf


 
之妙，因此他深諳梵高的內心世界。這個以梵高晚年形象創作的自畫像，正是格尼與藝術史的對話，投射自身

到當代世界的重要作品。 

 
偉恩．第伯《禮物蛋糕》 

2010 - 2011 年作 
油彩 畫布 

182.9 × 121.9 cm. 
估價：HKD 60,000,000 - 86,000,000 

 
亞德里安．格尼《無眼簾》 

2016 - 2018 年作 
油彩 畫布 

180.4 × 149.8 cm. 
估價：HKD 50,000,000 - 75,000,000 

 
華人 20 世紀 

 
現當代藝術晚間拍賣亦呈獻華人 20 世紀版塊，涵蓋藝術巨擘趙無極、吳冠中以及朱德群等鉅作，將西方與中

國傳統的美學融會貫通，精彩綻放華人藝術傳奇的光耀。矚目焦點包括吳冠中 1976 年所創的代表作《山村春

暖》。70 年代的吳冠中根植中國鄉村景色探索「油畫民族化」之路，並在這一時期成就了一系列獨特的兼具

抒情與韻味的作品，成為他油畫創作最重要的承先啟後時期，《山村春暖》細膩而富有律動感的畫面和豐沛的

詩意能量，當屬吳冠中以鄉村風情為主題繪畫中的傑作。 
 
在 2016 年，朱德群創於 1990 至 1999 年的《雪霏霏》打破當時個人拍賣紀錄，成功躍升為「千萬美金藝術

家」，從此藏家對 90 年代的蘊藏大自然豐沛能量創作關注度大為提升。朱德群 1991 年創作的《微妙的積雲》

為同一時期作品，宏大的尺幅，灰藍的背景彷彿重現瑞士阿爾卑斯山暴風雪的觸動。暗交界處的半透明色彩交

疊，透出雨過初霽，天朗氣清，「雨過青天雲破處，這般顏色作將來」似藍似綠的汝窯色澤。朱德群不僅以種

種明暗色彩、渲染與筆觸，創造出無窮的空間，更隱含了中國人對於廣遠宇宙與精微生命的自然觀和哲學理念。 



 

 
趙無極的《23.6.66》與《6.11.72》，兩幅傑作來自不同時期，具有力量且抽象的筆觸，完美呈現藝術家的自

我內心。《23.6.66》，此作品不僅擁有趙無極作品中獨有的雄渾氣度和文人神魄，同時承載他對至愛的深情

和對生命的思考，呈現了一種直擊靈魂的抒情之美。 
 
趙無極在 1971 至 1972 期間的油畫創作相對稀有，《6.11.72》這時期的他以傳統水墨的處理方式來控制油彩，

加入松節油的方式使油彩變得更為輕靈延展，達到在畫布上創造出更空靈和氤氳的虛空氛圍的目的。《6.11.72》

超脫於山水的具象表達，更深入表現潛藏於山水之中的抽象空間、動勢、氣韻、光影。他以自我心象為參照塑

造出一個完全抽象的形式世界，為觀者留出巨大的自由想像空間。 
 

 
趙無極《23.6.66》 

1966 年作 
油彩 畫布 

81 × 65 cm. 
估價：HKD 10,000,000 - 15,000,000 

 
趙無極《6.11.72》 

1972 年作 
油彩 畫布 

95 × 105 cm. 
估價：HKD 8,000,000 - 12,000,000 

 
吳冠中《山村春暖》 

1976 年作 
油彩 木板 

46 × 61 cm. 
估價：HKD 16,000,000 - 24,000,000 

 
朱德群《微妙的積雲》 

1991 年作 
油彩 畫布 

200.4 × 200 cm. 
估價：HKD 15,000,000 - 25,000,000 



 
亞洲當代 

 
亞洲當代版塊由草間彌生、奈良美智、村上隆以及塗鴉先生等炙手可熱的藝術巨星領銜，呈獻多個具市場潛力

及充滿個人視覺風格的傑作。承襲 1959 年開始「無限的網」系列網紋的複製概念，草間彌生創作於 2015 年的

《無限之網（BSGK）》於金光耀眼的鮮黃背景之上，以紅色顏料手繪網眼，反覆持續運動，勾勒疏密程度不

同的曲線，肆意地拓展到整個空間，在畫面中自由擴張，蘊含著無限生命力。複雜的創作手法，考驗藝術家邏

輯推演的能力，同時也驗證其美學層次更成熟的表現。 
 
奈良美智 2012 年之作《星星》將數個經典象徵圖示濃縮成一個故事，看似單純的孩童，卻包含無數與當下生

活息息相關的訊息符號，奈良美智筆下的孩童從來就不僅是可愛的代表，這是藝術家對社會關懷的強烈呼喊，

他希望藉童真的形象引發觀者的強烈共鳴，喚起大眾對底下的隱藏寓意作出更深層次的哲思與探究。 
 

 
草間彌生《無限之網（BSGK）》 

2015 年作 
壓克力 畫布 

162 × 162 cm. 
估價：HKD 16,500,000 - 25,000,000 

 
奈良美智《星星》 

2012 年作 
壓克力 畫布 
44 × 45 cm. 

估價：HKD 5,500,000 - 8,500,000 
 

 
村上隆《DOB 先生》 

2019 年作 
玻璃纖維 雕塑 

130.3 × 81 × 157 cm. 
估價：HKD 5,000,000 - 7,000,000 

 
塗鴉先生《鳥山》 

壓克力 畫布 
199.5 × 299 cm. 

估價：HKD 1,800,000 - 2,800,000 

 



 
預展：保利香港十周年拍賣會 — 台北精品預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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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時間 拍賣項目 拍賣地點 
7 月 10 日 
星期日 

11:00am 陳年普洱茶及茶道具專場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2:00pm 陳年茅台酒、威士忌及干邑專場 

7 月 11 日 
星期一 

12:00pm 名貴鐘錶專場 

4:00pm 尚品手袋及潮玩專場 

7 月 12 日 
星期二 

10:00am 中國書畫專場 

6:30pm 現當代藝術 晚間拍賣 

7 月 13 日 
星期三 

11:00am 現當代藝術 日間拍賣 

3:30pm 璀璨珠寶專場 

7 月 14 日 
星期四 

10:30am 花舞大唐：北美十面靈璧山居珍藏唐三彩 

2:00pm 不止青綠 ：歐美藏家藏中國色彩藝術珍品 

2:45pm 御海凝珍：懷海堂藏清乾隆御瓷粹珍 

3:00pm 中國古董珍玩專場 
 
高清圖片連結： 
Google：https://bit.ly/PolyAuctionHK10th-CMCA-Highlights  
百度網盤：https://bit.ly/PolyAuctionHK10th-CMCA-Highlight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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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ttps://bit.ly/PolyAuctionHK10th-CMCA-Highlights
https://bit.ly/PolyAuctionHK10th-CMCA-Highlight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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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