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賢圖”，丁文卿，索美M50畫廊，中國，房間4221 

 

第十四屆亞洲當代藝術展於春季載譽重臨 
 

聚焦首度亮相的藝術家及其佳作 
 
 
香港 2018 年 12 月 11 日：第十四屆亞洲當代藝術展將於 2019年 3月 29日至 4月 1日在
香港港麗酒店再度舉行，展覽匯聚來自亞洲、歐洲、南北美洲等逾 80 家畫廊，一眾當代藝
術大師及新晉藝術家齊聚於此藝壇盛會。展覽於週五 3 月 29 日下午以獨家銀聯貴賓優先預
覽及銀聯貴賓預覽揭開序幕，週六始開放予公眾人士入場，展期至週一 4月 1日。  
  
「儘管近期國際貿易及股市走向給香港的經濟帶來了一定的衝擊，2018 年仍是香港藝術市
場收穫豐碩的一年。2018 年各個秋季藝術博覽會及拍賣會遍地開花，出席人數不僅較往年
多，成交額更打破歷年紀錄。」亞洲當代藝術展展覽總監 Mark Saunderson 說，「新的基
建項目落成及大灣區的籌劃日趨完善，有利於香港、澳門及九個中國城市的經濟發展，在新
一年將為香港藝術市場帶來更多新的機遇，使香港繼續發揮其在亞洲藝術市場的影響。」 
 
Saunderson 密切留意香港藝術市場的發展，並說，「在每屆亞洲當代藝術展，我們致力於
發掘並展示優秀而特色各異的藝術家與其作品，同時希望營造輕鬆愉悅氛圍，以便賓客能近
距離欣賞藝術品。數名藝術家將於明年春季展首度亮相，比如近年廣受追捧的印尼藝術家
Erica Hestu Wahyuni，她的作品屢見於佳士得、蘇富比、邦瀚斯等國際知名拍賣會上。
Timofey Smirnov 是一位來自俄羅斯的平面繪圖藝術家，其作品獲列賓美術學院的認可。
高佳玉是一名來自中國的陶瓷藝術家，她的瓷器闡釋著人與宇宙的緊密聯繫。」 
 

首席贊助 



交叉視野：中國 
 
特別專區「交叉視野：中國」是此屆展覽的一大亮點。屆時觀眾將有機會細賞來自 60 多名
中國藝術家的精選當代藝術品，融合了古今中外文化的傑出作品，聚焦中國當代藝術發展的
動態與多元性。  

 
馬樹青，中國 ‒  
聖東方藝術畫廊，房間 4219 
 
繪畫對於馬樹青 (b.1956) 而言，無異於在漫
長的等待中抓住為數不多的時機。他在油畫
布上覆一層層的油畫顏料，每一層顏料都經
過細緻的按壓、刮去不必要的部分，每一次
對顏料的處理都會留下即時的痕跡，積累成
無數的細節。如此繁複的過程唯在油畫邊緣
方能一覽，層層堆疊的顏料只在此顯現一角。
這豐富的層疊與極有紋理的質感蘊含韻律之
美，亦是馬樹青漫長等待中創作的留痕。 
 

“Blue”，馬樹青，聖東方藝術畫廊，中國，房間 4219 
 
 
王焰焰，中國 ‒ 藝翎館，房間 4317 
 
面對急速變化的現代生活，王焰焰 (b.1969) 在作品中使
用簡短有力的字、詞、語句，重現人們面在高速運轉的
社會下應接不暇的生存狀態。她的藝術所討論的話題亦
是人們目前面對的空前難題̶̶人們仍在適應飛速發展
的信息時代，同時社會問題與道德問題頻出、尚待解
決。在王焰焰的作品中，通常可見文字與視覺圖案的衝
擊與碰撞，以反映社會與道德問題並非單一性的問題、
而是複雜的跨界現象。 

 
“Don’t Hate What You Don’t Understand”，王焰焰， 

藝翎館，中國，房間4317 
 
 

高佳玉，中國 ‒  
蘊玉瓷莊，房間 4121 
 
高佳玉 (b.1988) 是一名視角新穎而獨特
的瓷器藝術家。她燒製出的瓷器融會了
個人的人生感悟，日常生活的本質便濃
縮於陶瓷之中，因而陶瓷亦間接地容納
了宏大的生命意義。高佳玉的陶瓷深深
植根於悠遠的中國古老智慧，唯物辯證
法中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的天人關係正
是她的作品所傳達的深意。 
  

 “方生”，高佳玉，蘊玉瓷莊，中國，房間 4121 



 
來自世界各地的精選畫廊及藝術家 

 
Lara Scolari，澳洲，房間 4004 
 
Lara Scolari (b.1972) 是一位抽象表現主
義畫家，她的創作理念源於個人的回憶、
冥思、音樂及獨特的澳洲文化。 
 
於 Scolari 而言，繪畫和觀畫的過程不僅
令人充滿活力，更能打開多重感官、擴展
個人冥想與沈思的空間。她能敏銳地感知
到無形的生命力和情緒的轉化，以抽象表
現主義的形式將這種能量的轉變呈現出來。 
 
“Fluid II”，Lara Scolari，澳洲，房間4004 
 

 
黃琬玲，台灣  ‒  
心動藝術空間，房間 4212 
 
黃琬玲 (b.1980) 將 “Meisho-e”系列作品置
身於發散式的、無明確終點的語境中。此創
作理念源於她細膩的觀察與思考̶̶全景式
照片中的多重終點與相框的邊界之間形成的
微妙關係，基於多個視角及沒影點進行創
作，她的作品因此呈現出非傳統肉眼所見的
景象。受此啟發，黃琬玲利用紙、拼圖及可
疊層的材料，創作出一個異空間，此亦是她
對「時間」此概念的理解。 
 

“Chaji Ancestral Hall”，黃琬玲， 
心動藝術空間，台灣，房間4212 

 
 

 
Martin Lever，香港，房間 4323 
 
藝術家 Martin Lever (b.1969) 在香
港生活了四十年，為其藝術創作提供
了豐富的靈感。他的印象主義畫作色
彩鮮明、對比強烈，筆觸輕快，宛如
對生活的歡呼喝彩。他的新系列作品
「街景」(Street) 意在剝離香港表面
所呈現出的光鮮及嘈雜，揭露香港人
直白而富有朝氣的性情。 
  
“FishMan”，Martin Lever，香港，房間4323 



 
 
Erica Hestu Wahyuni，印尼 ‒  
齊亮畫廊，房間 4008 
 
Erica Hestu Wahyuni (b.1971) 是一名極具潛力
的藝術家，現以其富有童稚感的藝術作品成為東
南亞備受追捧的當代藝術家。Wahyuni的畫作特
立獨行、風格鮮明，由多個簇擁在一起的卡通人
物組成，而這些人物恰是藝術家個人經歷的濃縮
及映射。卡通人物並非她畫作的唯一焦點，其佈
滿細節的背景亦值得細細品味。 
 
 

“Self Portrait”，Erica Hestu Wahyuni， 
齊亮畫廊，香港，房間 4008  

 
 
 
 
NOMA，南韓 ‒ Kara’s Gallery，房間 4024 
 
在快速演變的社會中，一切事物都變得迅速而便捷，
韓國藝術家NOMA (b.1981) 選擇了在繪畫中傳遞
人類最基本的情緒與表情。整個創作過程不僅耗時，
NOMA 更要絞盡腦汁去調整細節、創作出不規則
的作品，正如人類難以預料且隨時變化的感覺與情
緒。NOMA 相信觀眾在細細觀摩畫作的過程中會
找到本真的自我。 
 
“21st Century Mona Lisa”，NOMA， 
Kara’s Gallery，南韓，房間 4024 
 
 
 

 
Timofey Smirnov，俄羅斯  ‒  
Red Square Gallery，房間 4104 
 
Timofey Smirnov (b.1980) 擅於跨媒體創作，創
作技巧並不複雜，如將普通的黑色石墨鉛筆畫的平
面圖通常與非凡的設計圖嵌合。 
 
Smirnov 的跨媒體創作依每個作品的特性而變，
例如，他會將繪於紙或畫布上的作品覆於其他藝術
品上，這些元素看似南轅北轍，卻神奇地形成互為
表裡的關係。這種「非標準化」的裱框方式與「矛
盾修辭法」的定義有異曲同工之妙，即兩者均能將
原本互相排斥之物和諧地融為一體。 

 “Red Cactus”，Timofey Smirnov， 
Red Square Gallery，香港，房間 4104 



 
Priya Janghu，加拿大，房間 4206 
 
Priya Janghu (b.1979) 專注於創作雕塑，以社會中的人物為
原型，再現當代人的社交行為。她用氬氣將不鏽鋼螺絲釘焊接
在一起，塑造成造型獨特、有強烈現代感的雕塑。Janghu 對
藝術有一種天生的熱忱及靈性，探索不同藝術形式所特有的個
性與美感。 
 
“Load”，Priya Janghu，加拿大，房間4206 
 
 
 
亞洲當代藝術展總監 

 
亞洲當代藝術展由三位藝術愛好者 Mark Saunderson, Douwe Cramer 及 Sarah Benecke 
創辦及營運，超過 30 年收藏作品經驗，作為藝術領域的先峰，以藝術博覧會及網絡形式，
致力為藝術家、畫廊及買家開發平台，增加溝通及探索的機會。亞洲當代藝術展是在香港唯
一一年內舉辦兩次的藝博會。 
 

當代藝術藏家網站 
 

亞 洲 當 代 藝 術 展 的 總 監 創 立 了 亞 洲 最 大 型 的 藝 術 網 站 ﹣ 當 代 藝 術 藏 家
(www.asiacontemporaryart.com) ，此網站目前已上載超過 1,600 位藝術家逾 11,500 件
作品。亞洲當代藝術展也可以因當代藝術藏家的網上推廣得以延長，買家及賣家可以保持溝
通，令原本只為期四天的展覧變成 365 天全年無休，任何時間都可以進行的銷售活動。 
 

感謝我們的合作伙伴及贊助商 
 
首席贊助 銀聯國際 
銀聯國際（UPI）是中國銀聯的子公司，專注於銀聯全球業務的增長和支持。在全球 1,800
多家機構的合作下，銀聯卡被 170 個國家和地區採用及在 48 個國家和地區發行，銀聯國際
正在為全球最大的持卡人群提供優質、高效、安全的跨境支付服務，並為越來越多海外銀聯
卡持卡人提供日益便利的本地化服務。 
 
Macey & Sons  
Macey & Sons 榮幸地宣佈於香港中環永生大廈 19 樓開放全新展覧空間，歡迎貴賓及收藏
家蒞臨參觀，感受國際級的藝術專屬諮詢區。 
 
長久以來擔任藝術經紀和拍賣行業的先鋒，Macey & Sons 是業內領先的藝術顧問和拍賣專
家，為廣大收藏家提供諮詢服務，讓客戶透過藝術投資賺取穩定回報。Macey & Sons 坐擁
來自世界各地的龐大藝術收藏和珍品，由具投資潛力的中國當代水墨以至經典名作，甚至稀
世珍藏。Macey & Sons 擅長主要和二手市場的採購及估價，為客戶投資具有升值潛力的組
合，並提供轉售選項和各種退出策略。位於蘭桂坊的核心地段，Macey & Sons 誠邀您聯絡
他們的專業團隊，為您提供量身定制的資訊服務。 
 
亞洲當代藝術展衷心感謝合作伙伴銀聯國際, Macey & Sons, Strabens Hall, HK Liquor 
Store，FIJI Water 和 Leaf Tea Boutique 的慷慨支持。 



 
  
編者垂注： 

 
第十四屆亞洲當代藝術展 
香港港麗酒店 40 ‒ 43 樓 
2019 年 3 月 29 日 ‒ 4 月 1日 

  
展覧時間： 

 
3 月 29 日 (星期五) 
銀聯 貴賓優先預覧 (僅限受邀人士出席)    |  下午 3時至 5時 
銀聯 貴賓預覧 (僅限受邀人士出席)    |  下午 5時至 9時 

 
公眾開放時段： 

 
3 月 30 日 (星期六)    |  下午 1時至 8時 
3 月 31 日 (星期日)    |  下午 1時至 8時  
4 月 1日 (星期一)    |  上午 11 時至下午 6 時  
 
門票：  
優惠門票將於 2019 年 1月 24 日始在 www.hkticketing.com 公開發售 
 
如展前購票，只需港幣 270 元即可享買一送一優惠 ，如即場購票則每位售港幣 270 元。 
（十六歲以下人士可於成人陪同下免費入場） 
 
高解像度圖片可以在此下載： 
https://www.dropbox.com/sh/33lxw86l8li59e5/AACydAv2zyP8zg7Woub8fuROa?dl=
0 
 

  
 媒體查詢，請聯絡陳小姐： 

 
電郵: emma@asiacontemporaryart.com 
電話: +852 2811 9015 / +852 6557 0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