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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典亞藝博 Fine Art Asia 2018
殿堂級藝術珍品盡收眼簾

  香港作為與倫敦及紐約齊名的重要藝術樞紐，每年的初秋摻進了濃厚的藝術氣氛，象徵着藝術市場上交投旺季的來臨；
而第十四屆典亞藝博（Fine Art Asia 2018）作為藝術季節的領頭活動，將於9月29日起一連四天，匯聚全球百家頂尖的藝廊
和學術機構，展出最優質的古玩及藝術品，是不容錯過的藝壇盛事。

藝術專項之焦點巡禮
  典亞藝博 (F ine Art Asia )是亞洲區內唯一一個展出範疇統涵古今中外、不同時期之古董及藝術精品的博覽會，展品網羅亞洲及西方古玩；藝術珠
寶、古董銀器和鐘錶；印象派、現代及當代藝術與設計和攝影。是次預覽將為大家率先介紹今年的重點展品。

攝影藝術
  典亞藝博自2016年首度引入這個全新的收藏門類後，大獲好評。今年將繼續為藝術攝影
愛好者帶來更豐富的展覽，呈獻更多融合各種風格的攝影創作，與大家一同細看影像背後的
故事。

精選展品：在典亞藝博中的珍禽異獸
  今年的典亞藝博在云云古董藝術珍品中，擁有許多以動物為主題的藝術品。為了讓觀眾能以新鮮的角度一覽所有展品，主辦方特地配合「珍禽異獸」的題材，精選一系列相關的展品，讓
觀眾先睹為快之餘，更可了解動物如何成為古今藝術家的靈感之源。

]古董文玩^

  今年典亞藝博再次號召一眾東西方古玩專家，共同呈獻前所未有的展品陣容——從中國及喜瑪拉雅古代青銅器、中亞金器、中國瓷器及漆
器，到家具及紡織品等古董文玩，件件媲美博物館級珍品、定必讓觀眾目不暇給。

]印象派、現代及當代藝術^

  今年此藝術專項所展出的作品非常豐富，集合印像派大師及現當代的各著名藝術家的佳
作，讓藝術愛好者及收藏人士大飽眼福。

]古董銀器、藝術珠寶及鐘錶^

  瑰麗堂皇的東西方古典銀器、藝術珠寶和鐘錶已在典亞藝博中的固定項目。一如
往年，觀眾將有機會欣賞到品質卓越的佳作，更可以認識到每件珍品背後的獨特歷史
和起源。

《無題#27》
Eiffel Chong (1977年生），2007年
圖片由 Artify Gallery（香港）提供

專營當代印刷藝術及藝術攝影的Artify Gallery將帶來馬來西亞攝影
家Eiffel Chong的作品。Chong的作品中以平凡的生活細節、風景
及他所觀察到的奇異執迷，探討生與死等抽象概念。他利用攝影將
專屬某個時與地的記憶與思維昇華為永恆的物質，以更少的細節表
達更多。

鹿——古時的人相信鹿是唯一可以找尋到永生靈芝的動物，更常將鹿描繪成長壽之神「壽
老」的伴侶，故此擁有着財富和長壽的象徵。以下展品充分表現出從古到今以鹿為題的藝術品。

龍及鳳凰——龍作為中國神獸首
位，代表着萬物間的「氣」，更是最有力的
幸運象徵。龍和鳳凰象徵着皇帝和皇后，
意味着婚姻的幸福。龍通常用作古時皇帝
及皇子長袍上的高職位及權力的徽章，以
及皇室的藝術品。

鯉魚——鯉魚的特色在於牠
們很有魄力，會努力向上流游，極
受大眾欣賞之餘亦是中國傳統帶來
好運的象徵。

犬——狗的忠心和友善是一直以來為人類鍾愛的主因，而且狗更是中國十二生肖的其中一員。除了其中
國動物象徵主義的因素外，狗更代表着各種關於愛的浪漫主題和思想。

鳥類——鴛鴦和成雙鳥類的圖像象徵浪漫的愛情，據說不可分離的愛情鳥圖像會帶來浪漫的好運氣。其他鳥類
如鴿子、喜鵲和天鵝也是浪漫關係的常用代表，而鶴則象徵和平、希望、癒合、長壽和好運。

《香港堅道24號的樓梯》
Robin Moyer馬樂平，1978年
圖片由 北京藝門（香港 /北京）提供

知名的當代藝廊北京藝門將展出著名美國攝影記者馬樂平的黑白藝
術照片。馬樂平於亞洲拍攝各地風土人情越半世紀。他曾擔任時代
雜誌的駐亞洲首席攝影師，期間屢獲殊榮。時代雜誌多次委派馬姓
氏到訪多個地方進行不同類型的攝影工作，包括1988年的南韓奧
運，以及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

《再見菲律賓》
Raymond Cauchetier (1920年生），1962年
圖片由Boogie Woogie Photography（香港）提供

Boogie Woogie Photography將展出法國攝影師Raymond Cauchetier的60年
代彩色藝術攝影作品。自學的攝影師的Cauchetier早於1930年代於中南半島
的新聞社擔任攝影師。回到巴黎後，他與一眾年輕影評人及電影人成為好友，
令他得到機會參與眾多影響深遠的法國新浪潮電影，成為電影佈景攝影師。

《Le Chemin de Halage à Granval  
在格蘭瓦爾的曳船路》
克勞德 •莫奈（1840-1926），1883年
圖片由 Gladwell & Patterson（倫敦）提供

印像派油畫專家Gladwell & Patterson帶來莫奈在遷往
傳奇故居吉維尼後的一幅早期作品。此畫瀰漫着平靜妙
曼、時間仿如靜止的氛圍，而在路上行走的人形及背後
的小艇卻故意地打斷這種寧謐，在表現轉瞬即逝一刻的
同時，更引導觀者聚焦在構圖中對該遼闊景象的規模感。

《Tiffany藍寶石別針》
約1960年代

圖片由 嘉記寶石 （台北）提供

來自台北的嘉記寶石專營珍稀的中西珠寶。今年他們展
出由Tiffany & Co. 的法國珠寶設計師Jean Schlumberger
設計的天然藍寶石別針。Schlumberger的設計將自然之
美鑲嵌於飾品中，深受名媛及電影巨星歡迎。絲帶造型
的別針以碎鑽環繞藍寶石，展現成既時髦又珍貴的禮物。

《精美中國花盆一對》
寶恆祥，約1880年
圖片由 Koopman Rare Art （倫敦）提供

來自倫敦的Koopman Rare Art是古董銀器專家，擁有舉足輕重的私人銀器珍藏。是次展出的
一對中國花盆，是晚清民國時期北京著名銀樓寶恆祥的出品。罐面刻有花鳥浮雕圖案，手工
非常精美。

《百達翡麗世界時鐘懷錶》
約1937年
圖片由 Somlo London （倫敦）提供 

英國古董懷錶和復古手錶經銷商
中的領先專家Somlo London將
於今年帶來一款編號為 605 HU
（世界時間）、由天才製錶師Louis 
Cot t ie r設計的達翡麗懷錶。他的
精密機械設計讓調較及讀時變得
十分容易，只要將本地城市設於
12時位置，其他城市的時間會顯
示出來，掌握於手心中。

《Enchanted Dragon》
三嶋哲也 (1972年生），2018年
圖片由 秋華洞（東京）提供

重歸典亞藝博的日本展商秋華洞專長為各
式日本藝術品，尤其是採用傳統繪畫技法
創作藝術品的當代日本藝術家。圖中所示
的展品由當代藝術家三嶋哲也所繪，其以
古典主義所啟發而成的細膩筆觸描繪豐滿
性感的女性、漂亮的花奔及多彩的靜物而
馳名。 

《蘇軾 — 念奴嬌 . 赤壁懷古／
水調歌頭》
王冬齡（1945年生），2018年
圖片由 誰先覺（新加坡） 提供

來自新加坡的新展商誰先覺
是一家展示最頂級現代和當
代亞洲藝術的藝廊。王冬齡
是一位領先的藝術家和書法
家，他以自稱為「書法畫」的
大型抽像作品而聞名，結合
詩歌和繪畫，透過表演翻譯
中國古代詩詞歌賦成為繁體
字的比畫詮釋。

《青花人物故事將軍蓋瓶》
清朝 康熙 （1661 – 1722） 
圖片由 Jorge Welsh Works of Art （倫敦／里斯本）提供

中國瓷器專家Jorge Welsh Works of Art今年帶來一
件珍貴的蓋瓶。如此形狀及大小的花瓶一般被稱為將
軍蓋瓶。名稱源自薩克森選侯、波蘭及立陶宛國王奧
古斯特二世 (1670 – 1733)，他是中國瓷器的大收藏
家，曾經在1717年從普魯士國王及勃蘭登堡選侯「士
兵王」腓特烈 •威廉一世 (1688 – 1740)處接手151個
將軍蓋瓶，傳為佳話。

《賽姬在邱比特宮殿的晚餐》
古董掛毯，福賓聖日爾曼工作室
約1660年
圖片由 Boccara Gallery （巴黎）提供

來自法國的Boccara Gallery今年首度參展，帶來源自17至19世紀
的大型精美古董掛毯。圖中展品於1667年成為法國國王路易十四
的收藏品，並於18世紀時懸掛在凡爾賽宮和楓丹白露宮。當中所
描繪的故事靈感來自希臘及羅馬的神話：一段關於美麗的凡人賽姬
與愛神丘比特之間纏綿悱惻的悲劇愛情故事。

日期和開放時段

2018 年9月29日至10月1日（星期六至一）
公眾開放        上午11時至下午7時

2018年10月2日（星期二）
公眾開放        上午11時至下午6時
 
地點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3C號展覽廳

主辦單位

國際藝展有限公司  
Art & Antique International Fair Ltd

電話 : (852) 3107 0681  
電郵 : info@aaifair.com     
www.�neartasia.com

學術項目與專題講座

展覽期間，來自香港和海外的知名學者將於場內進行學術專
題講座，為觀眾開拓趣味，帶來獨特的學習機會。有興趣的
朋友可到大會網址查閱詳情。
http://�neartasia.com/tw/lecture-programme/ 

關注典亞藝博微信專頁

約瑟夫 •薩基（1888-1971）
鹿

約1926年
大理石、直接雕刻、孤品
杜夢堂（巴黎 /紐約 /上海）

明成化三年 銅鹿造像 
款識：「成化三年」、「劉定之製」
應真藏（台北）

清乾隆 御製真絲金線刺繡九龍華蓋
Teresa Coleman Fine Arts（香港）

迭戈 •賈科梅蒂（1902-1985）
朋友間的漫步
約 1975年
銅雕、藝術家署名、綠色、花押字
杜夢堂（巴黎／紐約／上海）

斑鳩鑽戒
黃金、鑽石、琺瑯、珍珠
Ilgiz F.（莫斯科）

清 稀有大型琺瑯仙鶴擺件
18世紀
Gale r i e Lamy – Or ien ta l 
Fine Arts（布魯塞爾）

翡翠鳥二重奏
2014春
綠／黃／黑／白玉、鑽石、紅
／藍寶石、18K白／黃金鑲嵌
金星珠寶有限公司（香港）

艾略特 •歐維特 (1928年生）
狗腿
鹽銀沖印
© Elliott Erwitt/MAGNUM 
PHOTOS
f22 foto space（香港）

宋 褐斑玉瑞犬鎮紙
來源：美國西岸私人
收藏
瑞斯帝中國藝術（香港）

《菩薩立像》
尼泊爾或西藏 （14世紀）

圖片由Carlton Rochell （紐約） 提供

今年再度參展的Car l ton Roche l l帶來西藏及尼泊爾的
珍貴佛教藝術，如圖所示，這座莊嚴的雕像呈現菩薩年
輕的形態，以輕巧的三屈勢站立於雙層蓮花底座之上，
右手結予願印。菩薩雙手手持由底座衍生而出的蓮莖，
蓮莖蔓延至佛像肩部燦爛開花。菩薩頭部由圓輪光明圍
繞，佩戴鑲嵌珠寶的頭冠、華美耳環及飄動的髮帶。 

竹刻鹿鶴同春紋臂擱
17世紀
來源：Spink & Son Ltd.
Maria Kiang Chinese Art（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