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丞璽 2022 春季拍賣
2022年2月13日(日)3:00pm

南無的法界之佛教藝術
Chancellor Spring Auction
Buddhist Artifact and Ceramic Auction Session
拍賣日期/ 地點
2 0 2 2 年 2 月 13 日 ( 日) 下 午 1 :00
富邦國際會議中心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 1 08 號 B2 F

珍邑珊瑚 梁御專場

下午 1:00

生態精彩創作集 粘素真專場

下午 1:40

清心玉璞 說悅堂專場

下午 2:30

佛文物與瓷雜專場

下午 3:00

現當代字畫器物專場

下午 4:30

醇厚普洱專場

下午 5:30

預展日期/ 地點
2 0 2 2 年 2 月 11 日 (五)上午 1 0:00 至下午 1 7 :00
2 0 2 2 年 2 月 12 日 (六)上午 1 0:00 至下午 1 7 :00
2 0 2 2 年 2 月 13 日 (日)上午 1 0:00 至 1 2 :00
富邦國際會議中心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 1 08 號 B2 F
諮詢專線: 02-2775-5698

E-mail:service@chancellor-auct.com

10694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70號11樓之2
11F-2, No.270, Sec. 4, Zhongxiao E Rd.,Da’an Dist., Taipei City 10694,T aiwan.
T: +886-2-2775-5698 F: +886-2-2775-5580 E-mail: service@chancellor-auct.com Http://www.chancellor-au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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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賣官游文玫
1. 工作經歷包含產、官、學界，對於推動藝文政策、文
創相關法案及藝術產業發展投入甚深。
2. 橫跨臺灣視覺藝術第一、第二市場及藝術市場產業政
策立法，三大領域。
3. 擁有碩、博學歷，致力台灣與國際文化藝術產業交流。
4. 首位橫跨兩岸三地~中國、臺灣、香港藝術品拍賣官。

現職
中華民國畫廊協會 秘書長
中華文物藝術拍賣協會 副理事長
中華文物學會 理事
藝術品拍賣官(首位橫跨兩岸三地~中國、臺灣、香港)
臺南市美術館 第三屆監事

經歷
臺南市美術館 第二屆董事
世新大學品牌與文創中心 主任
輔仁大學中文系與臺中教育大學美術系講師
桃園客家文化館 開館籌備小組召集人

重要貢獻
成功將桃園縣客家文化館閒置空間活化，規劃園區內外裝修設計及工程督導，開館營運
規劃、營運管理流程設計、管理規章擬定、人力資源規劃、展示內容審查，參與園區規
劃及營運計畫，該館2009年榮獲桃園縣縣轄館舍優等獎
草擬並成功推動《博物館法》，新法2015年7月1日實施
爭取臺灣拍賣藝術品交易降稅，實質稅負最高6.75%降至2.7%，新制自2016年1月1日實施，
促進台灣藝術品拍賣產業發展
發起「藝文產業政策推動平臺」整合臺灣重要表演及視覺藝術團體為文化政策建言
通過拍賣師資格考試，成為首位橫跨兩岸三地(臺灣、香港、中國)藝術品拍賣官
游文玫 拍賣官拍賣紀錄(2021.03.28)：
1.主持近70場拍賣會，為目前台灣拍賣主持場次最多的藝術品拍賣官
2.渡海三家(張大千、溥心畬、黃君璧)台灣拍賣最高價紀錄保持人
3.台灣書畫拍賣六項最高價紀錄保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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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u Wen-Mei
1. Worked in the industry, government, and universities; devote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art
policies, cultural creativity bil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rt industry.
2. Experienced in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markets of visual arts in Taiwan, as well as the legislation
of art market and industry policies.
3. Acquired diplomas of Masters and PhD degrees; dedicated to interchange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global cultural and art industry.
4. First art auctioneer to operate in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Current Employment
•
•
•
•
•

Secretary General of Taiwan Art Gallery Association
Vice President of Auctioneers Association of Taiwan
Council Member of Chinese Culture and Fine Arts Association
Art Auctioneer (the first to operate across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The Third Term Supervisor of Tainan Art Museum

Professional Experiences
•
•
•
•
•

The Second Term Supervisor of Tainan Art Museum
Director of Brand and Cultural Creative Research Center, Shih Hsin University
Lecture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Lecturer in the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hairperson of Taoyuan Hakka Culture Hall Provisional Committe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 Successfully revitalizing idling spaces of Taoyuan Hakka Culture Hall, planning and supervis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the interior and exterior design of the museum, managing the operation
planning, operation management procedure design, management regulations drafting, human
resource planning, and exhibition content review,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planning and operation
project of the museum; the museum was awarded excellent in Taoyuan County's Prefectural
Buildings Evaluation in 2009.
• Drafted and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The Museum Act, which was promulgated on July 1, 2015.
• Strived for a tax reduction of 6.75% to 2.7% for auctioned art works in Taiwan; the new regulations
were promulgated on January 1, 2016 and were se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rt auction
industry in Taiwan.
• Established the Art Industry Policy Implementation Platform to bring together significant performance and visual art groups in Taiwan to advise the government regarding culture policies.
• Passed the Auctioneer Qualification Exam and became the first art auctioneer to operate in all
three places across the Taiwanese Strait: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 Auctioning Records of the auctioneer Yiu Wen-Mei (until March 28, 2021):
1. Hosted nearly 70 auctions and currently holds the record of the art auctioneer who has hosted
the most auctions in Taiwan.
2. Record holder for the highest selling price in an auction of the Three Masters (Chang Dai-chien,
Pu Xinyu, Huang Chun-pi).
3. Record holder for six highest selling prices of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uction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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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藝術副顧問
DCL Antique & Fine Art Appraisal & Auction Ltd.

李 靜 怡 Monica Lee

林 芩 妤 Janice Lin

經歷

經歷

DCL Antique & Fine Art Appraisal & Auction Ltd.

DCL Antique & Fine Art Appraisal & Auction Ltd.

玉石與瓷器專業藝術學員

玉石與瓷器專業藝術學員

以色列捷邦安全軟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美台古文物藝術及創新科技研究發展交流協會

台灣分公司業務協理

監事兼執行秘書

美商甲骨文台灣分公司 資深業務經理

海峽兩岸古文物研究發展協會 理事長特助

台灣微軟 資深業務經理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專任助理

台灣 IBM 業務經理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

專注於玉石和瓷器的鑑賞，瓷器方面研究各
年代釉藥和製胎工藝材料、器型之不同，搭
配瓷器落款方式，更精確辨別瓷器在各朝代
之不同。玉石部分著重玉石紋理結構，配合
辨別各朝代不同雕刻方式，以及各朝代迥異
的紋飾特色，對玉石鑑賞有所見解。

專注於玉石和瓷器的鑑賞，瓷器方面研究各
年代釉藥和製胎工藝材料、器型之不同，搭
配瓷器落款方式，更精確辨別瓷器在各朝代
之不同。玉石部分著重玉石紋理結構，配合
辨別各朝代不同雕刻方式，以及各朝代迥異
的紋飾特色，對玉石鑑賞有所見解。

劉 維 倫 Alan Liu
經歷
DCL Antique & Fine Art Appraisal & Auction Ltd.

法像與青銅器專業藝術學員
荷蘭商聯想電腦 業務副總經理
台灣思科系統 資深業務經理
台灣微軟 資深業務經理
惠普科技 資深業務經理
主要著重青銅鎏金和青銅器製作方式，研究各朝代青銅器製
作工藝、胎體、紋飾，尤其對明朝、清朝銅鎏金佛像深入鑽
研，佛像鎏金色澤、胎體製作工藝之朝代辨別，對各朝代佛
像五官、身型特徵與蓮座特色等有特殊專業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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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靜 儀 Eva
經歷
DCL Antique & Fine Art Appraisal & Auction Ltd.
書畫專業藝術學員
輔仁大學 國際創業與經營管理 碩士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學士
台北醫學大學 營養諮詢師認證
福傳抗老醫學 行銷總監
宇音電子 國際業務經理
書畫上的鑑賞，對近代中國畫壇二十大家的筆跡、印款、畫紙和畫風，有專業性研究，提出專
業論述，了解著名近代書畫家作畫習性和風格，剖析畫作背後的故事，分析書畫家作畫時的心
理世界，搭配科學驗證畫紙年代、印款印泥風化程度以及書畫家在當時的畫風特色研究。

古 筠 婕 Emily Gu
經歷
DCL Antique & Fine Art Appraisal & Auction Ltd
法像與青銅器專業藝術學員
以色列捷報安全軟體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業務經理
研華股份有限公司 渠道經理
零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專案業務

主要著重青銅鎏金和青銅器製作方式，研究各朝代青銅器製作工藝、胎體、紋飾，尤其對明朝、
清朝銅鎏金佛像深入鑽研，佛像鎏金色澤、胎體製作工藝之朝代辨別，對各朝代佛像五官、身
型特徵與蓮座特色等有特殊專業見解。

吳 致 緯 Lawrence
經歷
DCL Antique & Fine Art Appraisal & Auction Ltd.
書畫專業藝術專員
國立清華大學 生命科學 博士
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 碩士
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 協理
智管會 秘書長
戰國策智權 董事
工研院 企業智權輔導 顧問
自強工業基金會 講師
書畫上的鑑賞，對近代中國畫壇二十大家的筆跡、印款、畫紙和畫風，有專業性研究，提出專
業論述，了解著名近代書畫家作畫習性和風格，剖析畫作背後的故事，分析書畫家作畫時的心
理世界，搭配科學驗證畫紙年代、印款印泥風化程度以及書畫家在當時的畫風特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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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的法界
作者：Chairman of DCL Antique & Fine Art Appraisal & Auction Ltd. 史蒂芬歐陽
我於彼佛發菩提心，彼佛教我從聞、思、修
所謂南無的法界，係指阿彌陀佛是一切佛的
我於彼佛發菩提心，彼佛教我從聞、思、修
所謂南無的法界，係指阿彌陀佛是一切佛的
，入三摩地，初于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
心性，蘊藏著一切法界，
「法界」代表阿彌陀
，入三摩地，初于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
心性，蘊藏著一切法界，
「法界」代表阿彌陀
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
佛佛法無量無邊，代表過去、現在、未來，
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
佛佛法無量無邊，代表過去、現在、未來，
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
空覺極圓，空
代表空間十方，無有止盡、無有邊際，統理
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
空覺極圓，空
代表空間十方，無有止盡、無有邊際，統理
、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忽然超越，
一切、主理萬法，具十方三世法界虛空諸法
、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忽然超越，
一切、主理萬法，具十方三世法界虛空諸法
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一者、上
功德，所有佛及菩薩之功德力及慈悲、智慧，
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一者、上
功德，所有佛及菩薩之功德力及慈悲、智慧，
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
佛陀之十力、四無畏，阿彌陀佛皆具足無礙
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
佛陀之十力、四無畏，阿彌陀佛皆具足無礙
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眾生，與諸
，眾生所知佛性法性，法身化身無量，亦即
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眾生，與諸
，眾生所知佛性法性，法身化身無量，亦即
眾生，同一悲仰。
「光中化佛無數億，化菩薩眾亦無邊」，能
眾生，同一悲仰。
「光中化佛無數億，化菩薩眾亦無邊」，能
我們每天見到阿彌陀佛、釋迦牟尼佛、藥師
救生靈於水深火熱之中，十方三世不論來自
我們每天見到阿彌陀佛、釋迦牟尼佛、藥師
救生靈於水深火熱之中，十方三世不論來自
佛、觀音、大勢至、普賢、文殊、彌勒等眾
何方、何地、何處皆是彌陀三尊及菩薩們能
佛、觀音、大勢至、普賢、文殊、彌勒等眾
何方、何地、何處皆是彌陀三尊及菩薩們能
救所救。 救所救。

菩薩，天天見面、天天聞法，聞法從未間斷
菩薩，天天見面、天天聞法，聞法從未間斷

，不但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釋迦牟尼佛及南
據記載「首楞嚴」為三昧(止欲定心)為十地
，不但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釋迦牟尼佛及南
據記載「首楞嚴」為三昧(止欲定心)為十地
無藥師佛如來三尊釋法不間斷，西方極樂淨
菩薩之定，《楞嚴經》是大乘佛教經典，最
無藥師佛如來三尊釋法不間斷，西方極樂淨
菩薩之定，《楞嚴經》是大乘佛教經典，最
土世界，娑婆塵世間，五濁惡世云云眾生想
早記錄始於唐朝開元年，宋朝後《楞嚴經》
土世界，娑婆塵世間，五濁惡世云云眾生想
早記錄始於唐朝開元年，宋朝後《楞嚴經》
離開娑婆塵世，前往清淨莊嚴淨土，南無法
逐漸被重視，明朝、清朝至民國時期，《楞
離開娑婆塵世，前往清淨莊嚴淨土，南無法
逐漸被重視，明朝、清朝至民國時期，《楞
界彌陀三尊及菩薩們共韻「三千大千世，度
嚴經》的研究更是興盛。十地菩薩是歡喜地
界彌陀三尊及菩薩們共韻「三千大千世，度
嚴經》的研究更是興盛。十地菩薩是歡喜地
化眾生，要先度自己，身心安定後方能他」
、離垢地、發光地、燄慧地、難勝地、現前
化眾生，要先度自己，身心安定後方能他」
、離垢地、發光地、燄慧地、難勝地、現前
，接受「南無的法界」是決定得成就者及得
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與法雲地，是
，接受「南無的法界」是決定得成就者及得
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與法雲地，是
重生者，所以需要眾生願意稱名「南無法界
真正的大菩薩，十地為見道菩薩的位階，顯
重生者，所以需要眾生願意稱名「南無法界
真正的大菩薩，十地為見道菩薩的位階，顯
彌陀三尊及眾菩薩」，深信、信己、信佛。
教和密教同樣在「修習位」中安立「十地」
彌陀三尊及眾菩薩」，深信、信己、信佛。
教和密教同樣在「修習位」中安立「十地」
頂首。

頂首。

信方能起力，為佛道的根源，出生無邊功德
信方能起力，為佛道的根源，出生無邊功德

，長養一切善根。
楞嚴經卷六【經】爾時觀世音菩薩即從座起
，長養一切善根。
楞嚴經卷六【經】爾時觀世音菩薩即從座起
本次展出的佛教文物藝術有巨幅明朝中後期
，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憶念我昔無數
本次展出的佛教文物藝術有巨幅明朝中後期
，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憶念我昔無數
阿彌陀佛釋法圖、淨瓶觀音釋法圖與白衣觀
恒河沙劫，于時有佛出現於世，名觀世音。
阿彌陀佛釋法圖、淨瓶觀音釋法圖與白衣觀
恒河沙劫，于時有佛出現於世，名觀世音。
音釋法圖，唐朝後期和宋朝木雕觀音菩薩法
音釋法圖，唐朝後期和宋朝木雕觀音菩薩法
像、明朝中期千手千眼觀音以及清朝時期彌
像、明朝中期千手千眼觀音以及清朝時期彌
陀三尊、三聖、藏傳佛教未來佛(彌勒佛)以
陀三尊、三聖、藏傳佛教未來佛(彌勒佛)以
及立姿四臂、八臂觀音等眾菩薩、護法，讓
及立姿四臂、八臂觀音等眾菩薩、護法，讓
眾菩薩、護法與羅漢親聞阿彌陀佛、釋迦牟
眾菩薩、護法與羅漢親聞阿彌陀佛、釋迦牟
尼佛、藥師佛三尊與眾菩薩釋法，得到佛陀
尼佛、藥師佛三尊與眾菩薩釋法，得到佛陀
、眾菩薩加持。
、眾菩薩加持。
其中明朝中後期阿彌陀佛釋法圖、淨瓶觀音
其中明朝中後期阿彌陀佛釋法圖、淨瓶觀音
釋法圖與白衣觀音釋法圖等三幅巨幅壁畫是
釋法圖與白衣觀音釋法圖等三幅巨幅壁畫是
出自於明朝宮廷畫家之手，明朝宮廷繪畫
出自於明朝宮廷畫家之手，明朝宮廷繪畫

(court
of Ming Dynasty)圍繞封建帝王
(court paintings
of paintings
Ming Dynasty)圍繞封建帝王
生活、行政而進行繪畫創作，以宮廷畫家的
生活、行政而進行繪畫創作，以宮廷畫家的
創作為主體，其畫風主要繼承宋朝融合南、
創作為主體，其畫風主要繼承宋朝融合南、
北特色之畫院畫法，兼容明朝皇室信仰藏傳
北特色之畫院畫法，兼容明朝皇室信仰藏傳
佛教，偏好繁複華麗、布局廣面之畫風，成
佛教，偏好繁複華麗、布局廣面之畫風，成
為當時畫壇主流。考證文獻和從傳世作品中
為當時畫壇主流。考證文獻和從傳世作品中
得知明朝宮廷畫家，共計有100餘人，現存
得知明朝宮廷畫家，共計有100餘人，現存
明朝著名寺廟壁畫有北京法海寺、山西汾陽
明朝著名寺廟壁畫有北京法海寺、山西汾陽
聖母廟、新絳稷益廟、稷山青龍寺，以及四
聖母廟、新絳稷益廟、稷山青龍寺，以及四
川、雲南麗江、西藏地區的寺觀壁畫。此三
川、雲南麗江、西藏地區的寺觀壁畫。此三
幅表現佛教護法神，釋、梵等二十天像，場
幅表現佛教護法神，釋、梵等二十天像，場
面宏偉、布局巧妙，統一而有變化，人物畫
面宏偉、布局巧妙，統一而有變化，人物畫
風服飾細緻華麗，表情人物特征如梵天的肅
風服飾細緻華麗，表情人物特征如梵天的肅
穆、四大天王的威武、金剛的剛毅、天女的
穆、四大天王的威武、金剛的剛毅、天女的
花等茂盛的花卉紋飾，代表家運國運昌隆。
花等茂盛的花卉紋飾，代表家運國運昌隆。
嫵媚、訶利帝母，都表現得真切生動，線條
嫵媚、訶利帝母，都表現得真切生動，線條
清朝中、後期至民國初期，本次佛教主題展
清朝中、後期至民國初期，本次佛教主題展
勁道工整流暢，色彩濃重鮮艷，描金方法運
勁道工整流暢，色彩濃重鮮艷，描金方法運
品是細緻精美的唐卡，用堆金或磨金方式創
品是細緻精美的唐卡，用堆金或磨金方式創
用更使壁畫絹布燦爛生輝。
用更使壁畫絹布燦爛生輝。
作的釋迦牟尼佛、白度母、二十一度母、未
作的釋迦牟尼佛、白度母、二十一度母、未
本次展出的石窟觀音佛首、木雕、銅鎏金法
本次展出的石窟觀音佛首、木雕、銅鎏金法
來佛及瑪哈嘎拉(大黑天)護法唐卡，呈現出
來佛及瑪哈嘎拉(大黑天)護法唐卡，呈現出
像則橫跨唐、宋、明、清四個朝代。唐朝後
像則橫跨唐、宋、明、清四個朝代。唐朝後
藏傳佛教唐卡藝術的精緻工藝。近現代則有
藏傳佛教唐卡藝術的精緻工藝。近現代則有
期木雕法像有立姿與自在坐姿，皆是開臉甜
期木雕法像有立姿與自在坐姿，皆是開臉甜
唐卡和張大千至敦煌考察研究石窟壁畫後的
唐卡和張大千至敦煌考察研究石窟壁畫後的
美、臉龐豐腴，眼睛部分栩栩如生的江浙工
美、臉龐豐腴，眼睛部分栩栩如生的江浙工
佛像畫作；張大千的工筆礦物彩佛像畫作筆
佛像畫作；張大千的工筆礦物彩佛像畫作筆
木雕法像；宋朝有雕工精細、少見有彩繪的
木雕法像；宋朝有雕工精細、少見有彩繪的
觸細膩、簡潔有力且色彩飽滿，配色鮮豔。
觸細膩、簡潔有力且色彩飽滿，配色鮮豔。
大足石窟觀音佛首，法像則有開臉大氣莊嚴
大足石窟觀音佛首，法像則有開臉大氣莊嚴
佛像肌理寫實，手指和腳趾動作繪製細膩逼
佛像肌理寫實，手指和腳趾動作繪製細膩逼
、神情肅穆安定，刀法有力著稱的山西工髹
、神情肅穆安定，刀法有力著稱的山西工髹
真，手掌肥厚，腳趾肥厚、微長，筆鋒力道
真，手掌肥厚，腳趾肥厚、微長，筆鋒力道
漆水月觀音和江浙工坐姿觀音。明、清時期
漆水月觀音和江浙工坐姿觀音。明、清時期
十足、沒有猶豫，且無鉛筆勾勒打草稿之痕
十足、沒有猶豫，且無鉛筆勾勒打草稿之痕
以銅鎏金和貼金銅胎法像為主，明朝時期佛
以銅鎏金和貼金銅胎法像為主，明朝時期佛
跡，繪製十分細膩、栩栩如生，筆觸的中鋒
跡，繪製十分細膩、栩栩如生，筆觸的中鋒
像頭部比例較大，以扇狀展開的五片式天冠
像頭部比例較大，以扇狀展開的五片式天冠
與側鋒力道十足，不斷勢也不斷氣，勾勒衣
與側鋒力道十足，不斷勢也不斷氣，勾勒衣
最常見，身形沉穩端正，衣著蔽體不露、肩
最常見，身形沉穩端正，衣著蔽體不露、肩
著和瓔珞等部分之筆觸簡潔，筆刀十足，尤
著和瓔珞等部分之筆觸簡潔，筆刀十足，尤
上有披肩覆蓋，瓔珞複雜華麗，蓮座瓣葉細
上有披肩覆蓋，瓔珞複雜華麗，蓮座瓣葉細
其裙襬皺褶、彩帶等部分繪製細膩、生動，
其裙襬皺褶、彩帶等部分繪製細膩、生動，
緻堆疊；清朝時期佛像通常為橢圓形臉，髮
緻堆疊；清朝時期佛像通常為橢圓形臉，髮
佛像瓔珞等局部時有描金。
佛像瓔珞等局部時有描金。
冠雕琢繁複、精細鏤空，身材比例正常、體
冠雕琢繁複、精細鏤空，身材比例正常、體
本次展覽囊括唐、宋、明、清至近現代的佛
本次展覽囊括唐、宋、明、清至近現代的佛
態修長，衣著、瓔珞皆簡單樸素，蓮座蓮瓣
態修長，衣著、瓔珞皆簡單樸素，蓮座蓮瓣
教文物藝術，結合幾位國際及臺灣知名、低
教文物藝術，結合幾位國際及臺灣知名、低
圓潤無頂部凸出的部分。明清時期胎體多為
圓潤無頂部凸出的部分。明清時期胎體多為
調，與佛有緣的藏家，讓石窟觀音佛首、木
調，與佛有緣的藏家，讓石窟觀音佛首、木
黃銅鎏金或貼金，明朝胎體較清朝重，但和
黃銅鎏金或貼金，明朝胎體較清朝重，但和
雕、銅鎏金法像、明朝巨幅壁畫、精美唐卡
雕、銅鎏金法像、明朝巨幅壁畫、精美唐卡
現代較死沉的銅胎不同，明朝時期鎏金色澤
現代較死沉的銅胎不同，明朝時期鎏金色澤
和張大千佛像畫作等精品佛教文物藝術，難
和張大千佛像畫作等精品佛教文物藝術，難
較暖黃，清朝時期鎏金色澤較黃亮。清朝時
較暖黃，清朝時期鎏金色澤較黃亮。清朝時
得齊聚一堂，呈現出佛法的大圓滿，讓與會
得齊聚一堂，呈現出佛法的大圓滿，讓與會
期除銅鎏金法像外，也喜用掐絲琺瑯為法像
期除銅鎏金法像外，也喜用掐絲琺瑯為法像
者皆能得到諸佛菩薩的加持與護佑。
者皆能得到諸佛菩薩的加持與護佑。
衣著描繪紋飾，紋飾多為菊花、烏巴拉花、蓮
衣著描繪紋飾，紋飾多為菊花、烏巴拉花、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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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o Dharmadhatu
Author: Chairman of DCL Antique & Fine Art Appraisal & Auction Ltd. Steven Ou Yang

The term namo dharmadhatu means that Amitabha is representative of all that is Buddhism and
dharmadhatu, and “dharmadhatu” means that the power of Amitabha is infinite. Amitabha is in
the past, in the present, and in the future; he is omnipresent and without end. He has mastery
over all things because he has gone through three lives of being omnipresent in the dharmadhatu
dharma void. Amitabha has all the virtue, compassion, and wisdom of all the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He has all the powers of the buddha without the four fears. Amitabha is unobstructed. He is the nature of Buddhism known by all, with infinite power. That is, “countless
Buddha in the light, and the incarnation of infinite bodhisattvas.” Amitabha can save people in
trouble and is omnipresent in three lives.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from, where you are at, or
where you are going, the three buddhas and the bodhisattvas can save you.
According to records, the samadhi (to stop desire and center yourself) in the “First Shurangama”
was set by the bhumi bodhisattva. The Shurangama Sutra is a classic of Mahāyāna Buddhism,
the earliest record of which began at the start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Shurangama Sutra began
to gain notice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Studies of the Shurangama Sutra became prevalent 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era. Bhumi bodhisattva has gone through the 10 levels, the Very
Joyous, the Stainless, the Ligh-Maker, the Radiant Intellect, the Difficult to Master, the Manifest,
the Gone Afar, the Immovable, the Intelligent, and the Cloud of Doctrine. He is the true and
great bodhisattva. A bhumi is a level of the bodhisattva. In both the apparent and hidden teaching, bhumi bodhisattva has been placed at the top of the “bhumi”.
The sixth scroll of the Shurangama Sutra [sutra] describes how Guanyin stands from her seat
and pay deep respect to the Buddha, stating: Master! I remember my countless tribulations, and
Buddha appeared to name me Guanyin. Because of Buddha, I am merciful. Buddha taught me
to listen, think, and to cultivate myself so I can enter Samadhi. Learning, moving from place to
place, being lonely, experiencing the static and the dynamic, understanding that there are no
absolutes. The more we learn, the more we understand that there is no end to wisdom. Listen
endlessly, feeling the emptiness and the fulfillment. Life and death, no more fear. Birth and
rebirth, omnipresent and enlightened. Two wins. The first is to be omnipresent and enlightened
like the Buddha. Be merciful like the Buddha. The second is to be omnipresent and be with all
things and life in the universe. To live with all, and to have mercy on all.
We see the Amitabha, Gautama Buddha, Bhaisajyaguru, Guanyin, Mahasthamaprapta, Samantabhadra, Mañjuśrī, and Maitreya bodhisattva everyday, speak on Buddhism, never stopping.
Namo Amitabha, namo Gautama Buddha, and namo Bhaisajyaguru continuously interpret Buddhism and speak on the western paradise and the mundane world. The mundane world is a vicious
cycle that all living things wish to leave, to get to the beautiful paradise. The three honored Buddhas of namo dharmadhatu and the bodhisattvas chant “three-thousand lifetimes, teaching all that
lives; first you have teach yourself, and only when you have found peace can you teach others.”
Accepting “namo dharmadhatu” is the path to achievement and rebirth. So all living things m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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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ve Guanyin head statues, wood carvings, and gilded copper statues first shown in this exhibition covers the Tang, So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ate Tang wooden statues have a natural
sitting or standing posture, with sweet full face and life-like eyes, and are produced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Song dynasty statues are detailed, and include rare colored large base cave Guanyin
head statue. Buddhist statues have open faces that are majestic, solemn and stable. Shanxi
Gongpi lacquer moon Guanyin and Jiangsu/Zhejiang sitting Guanyin were produced with powerful strokes. Copper gilded statues were mainly produced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e
proportion of the head is larger in Ming dynasty Buddhist statues, which are commonly decorated
with a fan-shaped five piece crown. The body shape is calm and uprights, with unrevealing
clothing. A shawl covers the shoulders and the jewelry decoration is beautiful and complicated.
The leafs and petals of the lotus seat overlaps each other.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Buddhist
statues often had oval faces with complex, openwork hair crowns. The body proportion is
normal and elongated. Clothing and jewelry tends to be simple. The lotus petals were rounded,
with no protruding part at the top. The material used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tends
to be gold gilded bronze. The bronze used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ends to be heavier than
that used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However, the material is different than the modern copper
material. The gold gild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ends to be warmer in tone while the gild used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is yellower and brighter.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not only was gold
used to gild statues, but cloisonne enamel was also used to outline and decorate the clothing
on the statues. Decorative patterns tend to use chrysanthemum, ubala flower, and lotus, which
symbolizes great national fortune.
For the mid to late-Qing an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the Buddhist exhibition items include
beautiful thangkas of Gautama Buddha, white incarnation and 21 incarnations, future Buddha,
and Mahakala made with piled or ground gold. These thangkas exhibit the beautiful craftsmanship of Tibetan Buddhism thangkas art. For the contemporary era, there is thangkas and Buddhist
paintings made by Chang Dai-Chien after he visited the Dunhuang caves. Chang Dai-Chien’s
gongbi and mineral color Buddhist paintings are clean, powerful, detailed, and colorful. The
subjects in the paintings are realistic, and the fingers and toe actions are lively. The subjects have
thick palms and feet that are slightly elongated. He used powerful strokes in the painting that
shows no hesitation or breaking. There are also no signs for pencil sketching or drafting. The
paintings are detailed and feel alive. Both the details in the clothing and the jewelry show clean
and powerful strokes, especially at the folds of the skirt and the colored ribbons, which make
them appear more lively. The jewelry on the subjects sometimes are outlined in gold.
This exhibition includes Buddhist art objects from the Tang, Song, Ming, Qing, and the
contemporary era. Several international and Taiwan Buddhist collectors have loaned cave
Guanyin head statues, wooden carvings, gilded bronze statues, Ming dynasty wall paintings, beautiful thangkas, and Chang Dai-Chien Buddhist paintings for this exhibition. This
is a rare occasion for Buddhist art and we hope all visitors can obtain the blessing and protection of the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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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 明朝中期淨瓶觀音與眾護法圖
長度：約 360
寬度：約 162

cm
cm

NTD：3,600,000-4,500,000
RMB：900,000-1,150,000
USD：135,000-165,000

此幅壁畫使用藏畫法，也叫喇嘛水陸道場畫法。先選用可以捲起，便於攜帶、收
藏和張掛的柔軟畫布，布先用一個特製木框繃在上面拉緊，再上糨糊加入明礬後
的膠礬水，糨糊加入明礬讓糨糊具有收斂、凝結、防蟲、防腐等功能，但年代久
遠會讓布與紙產生天然風化現象、易脆，此幅畫布畫紙的易脆程度即符合明朝中
期至今會有的風化程度，再用白土加膠，用光石磨壓，塗磨之後，布鬆下來，再
拉繃一次，反覆多次，畫成之後不致發生畫布收縮而變形變樣。顏料是用標準明
朝中期的天然礦物彩料，呈色依然鮮豔，但有明顯年代久遠風化現象。畫工繁複
細緻，與法海寺內壁畫之畫工如出一轍，菩薩和眾護法的神態姿勢、衣著紋飾，
以及背景捲雲畫法，整體畫風、畫法和布局相同。

18

This is a Guanyin with Vase and Dharmapala painting from the mid Ming dynasty painted in the Tibetan style,
which is also known as the lama water and land bodhimanda painting method. Soft painting cloth that can
be rolled up and is convenient to carry, collect, and hang, is selected. The cloth is then stretched on a special
wood frame and an alum paste is used coat the painting cloth. The alum gives the paste a concentrating,
condensing, insect-preventing, and anti-corrosion effect. However, age will still produce a natural weathering
effect on the cloth and paper, making it brittle. The level of brittleness of this painting paper conforms to that
of paper from the mid Ming dynasty. The cloth is treated with glue-added white clay and pressed/polished
with smooth stones, then loosened and then stretched repeatedly. After the process, the cloth will not shrink
or deform when painted on. The ink used is standard mid Ming dynasty natural mineral paint, which is
still vibrant, although signs of aging can be seen. The details on this painting are complex and intricate, and
similar to that in the Fahai Temple wall paintings. The postures of the Guanyi and accompanying dharmapalas,
their clothing and decoration, the decorative clouds in the background, and the overall painting style,
painting method, and distribution is also the same as the Fahai Temple pain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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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幅畫中央為淨瓶觀音，淨瓶觀音眼瞼低垂呈思考狀，眉心中央有白毫，頭部比例較大，身形沉穩端正，上半身面積較大，著
有披肩式的天衣，衣著蔽體不露，在寬大袖口自手肘才大幅散開，胸口交領低而寬，露出裙頭的結飾，衣著邊緣、內裡有華麗
的花式圖樣環繞，有標準明朝中期捲葉紋，髮冠與瓔珞珠寶繁複華麗，衣著紋飾、髮冠和瓔珞珠寶局部描金，右手結施依印，
左手掌心向上捧淨瓶，雙腿盤坐於多層次華麗法座上。

In the center of the painting is a Guanyin with vase, which has lowered eyes, a thoughtful expression, and an
urna in the center of her forehead. The head is larger in proportion to the body while the body is upright
and stable. The upper part of the body is larger in size and is covered in clothing that does not expose the
body. The wide sleeves start to spread out at the elbow and the collar is low and wide, exposing the knot
of the skirt. The edge of the clothing is decorated with beautiful flower patterns, including standard mid
Ming dynasty rolled leaf patterns. The crown and the keyura are also intricate and beautiful. The clothing
patterns, the hair crown, and parts of the keyura are outlined in gold. The right hand of the Guanyin is held
in a mudra sign while the left hand is open and holding a vase. The Guanyin sits cross-legged on a beautiful
multi-layered s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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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畫自淨瓶觀音右側開始有觀音與善財童子、東方持國天王、南方增長天王、堅牢地神、婆竭羅龍天、大自在天、功德天等眾
護法，淨瓶觀音左側則有月天、北方多聞天王、西方廣目天王、帝釋天、鬼子母、閻羅王、菩提樹神等眾護法，眾護法及其仕
女隨從衣著皆華麗細緻，和法海寺內壁畫之畫風、畫工一致，應是明朝中期宮廷畫家所繪製。此幅壁畫是明朝中期宮廷畫家利
用藏畫方式繪製的大型精美佛教文物壁畫，布質壁畫保存不易，此件雖布質易脆，但整體保存完善，是可與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壁畫媲美之大型精美布質壁畫。

Starting from the rights side of the painting, there is the Guanyin and the dharmapalas Sudhana, Dhatarattha,
Virulhaka, Prthvi, Sagara, Mahesvara, and Mahasri.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Guanyin with vase there are the
dharmapalas Candra, Vessarana, Virupakkha, Indra, Hariti, Yamaraja, and Puti Shushen. The dharmapalas and
their female servants wear beautiful and detailed clothing similar to the paintings in the Fahai Temple. The
consistency of the painting style and skill used indicate that they are done by a Ming dynasty court painter.
This is a large and beautiful Buddhist wall painting done by a Ming dynasty court painter using the Tibetan
painting method. Cloth wall paintings are difficult to preserve. Although the cloth of this painting is brittle,
the overall item has been well-kept, and is comparable to the cloth paintings in the collection of large New
York muse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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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 明朝中期阿彌陀佛釋法圖
長度：約 360
寬度：約 162

cm
cm

NTD : 5,500,000-6,700,000
RMB : 1,370,000-1,650,000
USD : 195,000-235,000

此幅壁畫使用藏畫法，也叫喇嘛水陸道場畫法。先選用可以捲起，便於攜帶、收
藏和張掛的柔軟畫布，布先用一個特製木框繃在上面拉緊，再上糨糊加入明礬後
的膠礬水，糨糊加入明礬讓糨糊具有收斂、凝結、防蟲、防腐等功能，但年代久
遠會讓布與紙產生天然風化現象、易脆，此幅畫布畫紙的易脆程度即符合明朝中
期至今會有的風化程度，再用白土加膠，用光石磨壓，塗磨之後，布鬆下來，再
拉繃一次，反覆多次，畫成之後不致發生畫布收縮而變形變樣。顏料是用標準
明朝中後期的天然礦物彩料，呈色依然鮮豔，但有明顯年代久遠風化現象。畫工
繁複細緻，與法海寺內壁畫之畫工如出一轍，菩薩和眾護法的神態姿勢、衣著紋
飾，以及背景捲雲畫法，整體畫風、畫法和布局方式相同。此幅壁畫是明朝中後
期宮廷畫家利用藏畫方式繪製的大型精美佛教文物壁畫，布質壁畫保存不易，此
件雖布質易脆，但整體保存完善，是可與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壁畫媲美之大型精美
布質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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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a painting of Amitabha teaching Buddhism from the mid to late Ming dynasty painted in the Tibetan
style, which is also known as the lama water and land bodhimanda painting method. Soft painting cloth
that can be rolled up and is convenient to carry, collect, and hang, is selected. The cloth is then stretched
on a special wood frame and an alum paste is used coat the painting cloth. The alum gives the paste a
concentrating, condensing, insect-preventing, and anti-corrosion effect. However, age will still produce a
natural weathering effect on the cloth and paper, making it brittle. The level of brittleness of this painting
paper conforms to that of paper from the mid Ming dynasty. The cloth is treated with glue-added white clay
and pressed/polished with smooth stones, then loosened and then stretched repeatedly. After the process, the
cloth will not shrink or deform when painted on. The ink used is standard mid Ming dynasty natural mineral
paint, which is still vibrant, although signs of aging can be seen. The details on this painting are complex and
intricate, and similar to that in the Fahai Temple wall pain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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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幅畫中央為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眼瞼低垂呈思考狀，眉心中央有白毫，頭部比例較大，身形沉穩端正，上半身面積較大，著
有披肩式的紅色僧衣，衣著蔽體不露，在寬大袖口自手肘才大幅散開，胸口交領低而寬，露出裙頭的結飾，衣著邊緣有華麗
的花式圖樣環繞，有標準明朝中後期捲葉紋，衣著紋飾是仰覆式蓮花團紋，雙手相對，仰放在膝上至臍下一帶，兩拇指指端相
接，雙腿盤坐於兩層的華麗蓮座上，蓮座蓮瓣以蓮花和標準明朝中後期捲葉紋為飾。

Surrounding the Amitabha are Guanyin, Manjushri, Samantabhadra, Matsu, and other bodhisattvas, the Four
Heavenly Kings, arahats. The bodhisattvas, arahats, dharmapalas, and the goddesses all wear beautiful and
detailed clothing similar to the paintings in the Fahai Temple. The consistency of the painting style and skill
used indicate that they are done by a mid to late Ming dynasty court painter. This is a large and beautiful
Buddhist wall painting done by a Ming dynasty court painter using the Tibetan painting method. Cloth wall
paintings are difficult to preserve. Although the cloth of this painting is brittle, the overall item has been
well-kept, and is comparable to the cloth paintings in the collection of large New York muse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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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彌陀佛兩側有觀世音菩薩、文殊菩薩、普賢菩薩、媽祖娘娘等眾菩薩，並有眾羅漢與四大天王，眾菩薩、羅漢與護法及天女
衣著皆華麗細緻，和法海寺內壁畫之畫風、畫工一致，應是明朝中後期宮廷畫家所繪製。

Surrounding the Amitabha are Guanyin, Manjushri, Samantabhadra, Matsu, and other bodhisattvas, the Four
Heavenly Kings, arahats. The bodhisattvas, arahats, dharmapalas, and the goddesses all wear beautiful and
detailed clothing similar to the paintings in the Fahai Temple. The consistency of the painting style and skill
used indicate that they are done by a mid to late Ming dynasty court painter. This is a large and beautiful
Buddhist wall painting done by a Ming dynasty court painter using the Tibetan painting method. Cloth wall
paintings are difficult to preserve. Although the cloth of this painting is brittle, the overall item has been
well-kept, and is comparable to the cloth paintings in the collection of large New York muse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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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 明朝中期白衣觀音釋法圖
長度：約 360
寬度：約 162

cm
cm

NTD : 5,500,000-6,700,000
RMB : 1,370,000-1,650,000
USD : 195,000-235,000

此幅壁畫使用藏畫法，也叫喇嘛水陸道場畫法。先選用可以捲起，便於攜帶、收
藏和張掛的柔軟畫布，布先用一個特製木框繃在上面拉緊，再上糨糊加入明礬後
的膠礬水，糨糊加入明礬讓糨糊具有收斂、凝結、防蟲、防腐等功能，但年代久
遠會讓布與紙產生天然風化現象、易脆，此幅畫布畫紙的易脆程度即符合明朝中
期至今會有的風化程度，再用白土加膠，用光石磨壓，塗磨之後，布鬆下來，再
拉繃一次，反覆多次，畫成之後不致發生畫布收縮而變形變樣。顏料是用標準明
朝中後期的天然礦物彩料，呈色依然鮮豔，但有明顯年代久遠風化現象。畫工繁
複細緻，與法海寺內壁畫之畫工如出一轍，菩薩和眾護法的神態姿勢、衣著紋
飾，以及背景捲雲畫法，整體畫風、畫法和布局方式相同。此幅壁畫是明朝中後
期宮廷畫家利用藏畫方式繪製的大型精美佛教文物壁畫，布質壁畫保存不易，此
件雖布質易脆，但整體保存完善，是可與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壁畫媲美之大型精美
布質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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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a White Cloth Guanyin Teaching Painting from the mid to late Ming dynasty painted in the Tibetan style, which
is also known as the lama water and land bodhimanda painting method. Soft painting cloth that can be rolled up and is
convenient to carry, collect, and hang, is selected. The cloth is then stretched on a special wood frame and an alum paste is
used coat the painting cloth. The alum gives the paste a concentrating, condensing, insect-preventing, and anti-corrosion
effect. However, age will still produce a natural weathering effect on the cloth and paper, making it brittle. The level of
brittleness of this painting paper conforms to that of cloth from the mid Ming dynasty. The cloth is treated with glue-added
white clay and pressed/polished with smooth stones, then loosened and then stretched repeatedly. After the process, the cloth
will not shrink or deform when painted on. The ink used is standard mid to late Ming dynasty natural mineral paint, which
is still vibrant, although signs of aging can be seen. The details on this painting are complex and intricate, and similar to that
in the Fahai Temple wall paintings. The postures of the Guanyi and accompanying dharmapalas, their clothing and decoration,
the decorative clouds in the background, and the overall painting style, painting method, and distribution is also the same as
the Fahai Temple paintings.This is a large and beautiful Buddhist wall painting done by a Ming dynasty court painter using
the Tibetan painting method. Cloth wall paintings are difficult to preserve. Although the cloth of this painting is brittle, the
overall item has been well-kept, and is comparable to the cloth paintings in the collection of large New York muse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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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幅畫中央為白衣觀音，觀音菩薩眼瞼低垂呈思考狀，眉心中央有白毫，頭部比例較大，身形沉穩端正，上半身面積較大，著有
披肩式的白色天衣，天衣外罩一層輕盈剔透的描金薄紗，薄紗上花紋繁複華美、衣著蔽體不露，在寬大袖口自手肘才大幅散開，
胸口交領低而寬，露出裙頭的結飾，衣著邊緣、內裡有華麗的花式圖樣環繞，有標準明朝中後期捲葉紋，下身褲裙的紋飾是捲葉
團紋，右手向上拇指、中指相捻持說法印、持蓮花，左手掌心向下、置於膝上持念珠，雙腿盤坐於多層次華麗法座上，蓮座蓮瓣
以蓮花和標準明朝中後期捲葉紋為飾。

A white-clothed Guanyin is at the center of this painting. The Guanyin has an urna in the center of her
forehead and lowered eyes that give her a thoughtful expression. The head is larger in proportion to the body
and the body appears to be upright and stable. The upper body takes up more area and is clothed in white
clothing. A light gold-outlined chiffon, which is decorated with complex and beautiful patterns, is draped over
her clothing. The clothing itself covers the body and leaves it unexposed. Wide sleeves start to spread wider
starting from the elbows. The collar opening is wide and sits lower on the chest, exposing the rope knot of the
dress. The edge and the inside of the cloth are decorated with gorgeous floral patterns, including standard mid to
late Ming dynasty rolled leaf pattern. The trouser is also decorated with rolled leaf patterns. The Guanyin's right
hand is held in a Dharmachakra mudra sign while holding a lotus flower. The palm of the left hand is held in a
downward direction and placed on the prayer beads on her knee. The Guanyin sits cross-legged on a beautiful
multilayered lotus-shaped seat that is decorated with standard mid to late Ming dynasty rolled leaf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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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

大清道光時期堆金白度母唐卡
長度：75
寬度：54

cm
cm

NTD : 2,000,000-2,300,000
RMB : 500,000-580,000
USD : 72,000-83,000

此件為大清道光時期堆金白度母唐卡，唐卡主題為白度母，白度母在密教中是
觀世音菩薩的化身，供養及持咒白度母法座能消除病因災劫，能增長壽命及
福慧，斬斷輪回之根，免除魔障瘟疫，有求必應。先將清朝中、後期藏密唐卡
常見之老麻布繃在木板上，以純金敷底作為「底色」、晾乾，再用一塊玻璃或
貝殼、圓石等光滑物品反覆摩擦畫布面，直到畫布布紋看不見，但因此件有天
然老化現象，已有布紋。此件以純金敷底、硃砂勾勒，用「磨金法」繪製圖
案，只在佛之髻、瓔珞、法光背板、眼部及背景故事敷填顏色，唐卡繪畫的
部分非常細緻，需要很細的畫筆一筆一筆勾畫，所以畫筆是用極細的狼毫來
製作。彩筆上色時，要從左到右依次上色。一次只上一種色，先上淺色，後上
深色。繪佛像時，先繪蓮花座，再畫布飾，最後畫佛身。畫背景時，先淺色後
深色。從畫面上角開始，圍繞著中心人物，按順時針方向與中心人物有關的人
物、活動場所或故事布滿一周，左上有雲龍紋，龍為礬紅繪製，龍首鼻尖長、
張嘴，為清朝道光時期標準之龍紋，雲紋和乾隆時期之如意雲紋不同，雲紋中
間無回勾，為半弧形，是標準清朝道光時期雲紋。此件從顏料的滲入度來看，
畫布已把顏料吃進去，讓老麻布之紋路明顯，並有局部受潮之現象。此件唐卡
無溢色、落色，作品的整體性完整嚴謹，此件是標準清朝道光時期官製堆金白
度母唐卡，為難得一見的唐卡珍品。
唐卡之法像穿麗質天衣，衣著上以刮金方式呈現標準清朝中、後期之捲葉紋、
花卉紋，露出淺金色，上身袒露，頸掛珠寶瓔珞，身著天衣綢裙，雙足金剛咖
趺坐安住於蓮花座上，蓮花座上的蓮瓣紋為標準清朝中、後期之蓮瓣紋，右手
膝前手掌向外結施願印以示救助，左手當胸以三寶印撫烏巴拉花，左手拇指
與食指牽住烏巴拉花對著心間，佛光背板內部以堆金系線條呈現，背板外圍有
標準清朝道光時期的勾勒雲紋，背板上部分勾勒雲與白度母身上之珠寶瓔珞，
用藍、綠、紅、白等礦物彩上色，白色表示吉祥、純潔、慈悲、和平；藍色表
示怒、嚴肅、兇惡但不失美感；紅色象徵權力；而金黃色表示功德廣大、知
識淵博，金黃色特別適用於刻畫性格溫和，又稍帶有嚴肅的人物形象。白度
母衣著和周邊捲葉堆金較厚的部分，已有堆金氧化和天然剝落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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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

二十一度母唐卡
長度：約 79
寬度：約 62

cm
cm

NTD : 1,500,000-1,800,000
RMB : 380,000-450,000
USD : 54,000-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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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

釋迦牟尼佛唐卡
長度：約 75
寬度：約 66

34

cm
cm

NTD : 1,100,000-1,400,000
RMB : 280,000-340,000
USD : 40,000-48,000

1007

釋迦牟尼佛成道圖唐卡
長度：約 88
寬度：約 71

cm
cm

NTD : 1,200,000-1,500,000
RMB : 300,000-380,000
USD : 43,000-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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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

彌勒菩薩 ( 未來佛 ) 唐卡

此件是彌勒菩薩 ( 未來佛 ) 唐卡，彌勒菩薩的心咒是「嗡美鎮達楞梭哈」，修持

長度：88
寬度：69

是聽到彌勒佛真言者，絕不會墮入地獄、餓鬼或畜生等惡趣。彌勒菩薩也稱未

cm
cm

NTD : 1,300,000-1,600,000
RMB : 320,000-400,000
USD : 45,000-58,000

此心咒可生其他善處，沒有障礙困難，一切如願，壽長命遠、財寶豐饒，而凡
來佛，藏語謂「強巴」。彌勒為梵文Maitreya的音譯簡稱，是「慈氏」之意，
據說此佛常懷大慈悲之心，是世尊釋迦牟尼佛的繼任者，未來將在娑婆世界降
生修道，成為娑婆世界的下一尊佛，即賢劫千佛中第五尊佛，常被稱為「當來
下生彌勒尊佛」，故現在示現的是菩薩形。
此件彌勒菩薩 ( 未來佛 ) 唐卡頭戴的五葉冠上鑲嵌綠松石和珠寶，髮髻高束、發
綹披肩，神態慈悲安詳、法相華貴莊嚴。身披天衣，胸前飾華麗的瓔珞。雙手
呈轉法輪印，兩隻手中各向兩旁引出一枝蓮枝，蓮枝上分別置寶瓶和法輪，是
彌勒菩薩的重要標誌，身後背光邊緣鑲飾彩色珠寶。唐卡左上方為宗喀巴大
師，右上方是蓮花生大士，左下方是綠度母，右下方則為白度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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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

清嘉慶藏密瑪哈嘎拉 ( 大黑天 )
護法唐卡
長度：約 93
寬度：約 74

cm
cm

NTD : 1,800,000-2,100,000
RMB : 450,000-530,000
USD : 65,000-75,000

此件先將清朝中、後期藏密唐卡常見之老麻布繃在木板上，以純金敷底作為
「底色」、晾乾，再用一塊玻璃或貝殼、圓石等光滑物品反覆摩擦畫布面，直
到畫布布紋看不見，但因此件已有天然老化現象，已有布紋。此件以純金敷
底、硃砂勾勒，用「磨金法」繪製圖案，只在佛之髻、瓔珞、法光背板、眼
部、火焰眉毛、嘴巴、鬍鬚、遮布及背景故事敷填顏色，此件唐卡繪畫的部分
非常細緻，需要很細的畫筆一筆一筆勾畫，所以畫筆是用極細的狼毫來製作。
彩筆上色時，要從左到右依次上色。一次只上一種色，先上淺色，後上深色。
繪佛像時，先繪背景、背板與小鬼，再畫布飾，最後畫佛身。畫背景時，先
淺色後深色。
此件主題為瑪哈嘎拉護法，瑪哈嘎拉為所有護法中法力最大且普遍被藏傳佛教
四大教派所尊崇接受的護法，此件為二臂，薩迦派二臂大黑天，又名刑罰主大
黑天，由元代傳入宮廷。大護法瑪哈嘎拉誓願極深，答應佛陀大力護持佛法，
消滅毀壞障礙佛法邪惡者，更形影不離庇護時時慈悲利濟悲苦眾生修佛習法
密行者。東密相傳此尊系大日如來為降伏惡魔所示現的忿怒藥叉形天神，藏
密相傳系觀世音菩薩顯化的大護法，是日本與西藏兩系密教都相當重視的修法
對象。此件是忿怒像，身現是金色，立於小鬼身上，火炎髮上豎，右手持金
剛杵，雙手共捧金剛法杖，隱含護持佛法之意，肚臍下遮裙為虎皮，綁條以
蛇紋、小鬼頭顱作為裝飾。上身袒露，頸掛珠寶瓔珞，身著天衣綢裙，佛光背
板內部以「磨金法」呈現清朝嘉慶後期之捲葉花卉紋，瑪哈嘎拉護法衣著和周
邊捲葉刮金較厚的部分，已有刮金氧化和天然剝落之現象。
此件之背景上半部以清朝嘉慶後期常見之如意漩渦紋為底，背景下半部則繪
製草皮，左上角繪有象徵和平的鴿子，右上角是狐狸，右下角繪以斑鳩和岩
石，左下角則繪有羊，繪畫皴法是清朝嘉慶後期之筆觸畫風，此件應是當時繪
畫功力深厚、長期修習瑪哈嘎拉法的喇嘛或仁波切所繪，因長期修習瑪哈嘎拉
法方可將瑪哈嘎拉護法繪製得如此傳神。此件從顏料的滲入角度分析，畫布已
把顏料吃進去，讓老麻布之紋路明顯，並有局部受潮之現象，唐卡無溢色、落
色，作品的整體性完整嚴謹，是標準清朝嘉慶後期之西藏密教唐卡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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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唐卡佛國祈願圖
長度：75 cm
寬度：53.5 cm

40

NTD : 20,000-50,000
RMB : 5,000-13,000
USD：720-1,800

1011

1012

清唐卡宗喀吧座像

唐卡度母座像

長度：66.8
寬度：44.5

長度：68.5
寬度：47.5

cm
cm

NTD : 120,000-150,000
RMB : 30,000-38,000
USD : 4,300-5,400

42

無底價

cm
cm

1013

唐卡白度母
長度：69
寬度：52

cm
cm

無底價

1014

清唐卡黃唐佛陀金剛護法
長度：127 cm
寬度：58.5 cm

NTD : 30,000-50,000
RMB : 7,500-13,000
USD : 1,100-1,800

43

44

1015

1016

唐卡綠度母

唐卡紅觀音 -1

長度：67 cm
寬度：49.3 cm

長度：67
寬度：50

NTD : 10,000-15,000
RMB : 2,500-3,800
USD : 360-540

NTD : 10,000-15,000
RMB : 2,500-3,800
USD : 360-540

cm
cm

1017

1018

唐卡紅觀音 -2

唐卡打籽繡綠度母

長度：66.5
寬度：45.6

長度：97.5
寬度：66.5

cm
cm

NTD : 10,000-15,000
RMB : 2,500-3,800
USD : 360-540

cm
cm

NTD : 80,000-120,000
RMB : 20,000-30,000
USD : 2,900-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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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

清唐卡麻絲白度母

46

長度：106 cm
寬度：86 cm

NTD : 2,800,000-3,500,000
RMB : 700,000-880,000
USD : 100,000-130,000

1020

清唐卡麻絲黃財神
長度：138 cm
寬度：80 cm

NTD : 2,800,000-3,500,000
RMB : 700,000-880,000
USD : 100,000-130,000
47

1021

張大千工筆礦物彩
淨瓶觀音與善財童子”
長度：128 cm
寬度：61.5 cm

NTD : 1,450,000-1,800,000
RMB : 350,000-450,000
USD : 48,000-65,000
款識：仿莫高窟唐人佛像，乙酉年秋月
大千居士爰敬繪
藏家：大安區外商藏家

48

此幅是張大千四十六歲之作品，張大千先生以當時所用的筆觸，畫淨瓶觀音與善財童子，工筆筆觸細膩、簡潔有力且
色彩飽滿，配色鮮豔。淨瓶觀音眼睛細長、眼神慈和，眼瞼低垂呈思考狀，朱唇，左手持施依印持柳葉，右手掌心向
上持淨瓶，雙腳踩在紅色蓮花座，與紅色蓮花座相連有一橘紅色蓮花座，上有善財童子側面蹲於蓮
花座上，手捧藍色蓮花敬奉於淨瓶觀音。淨瓶觀音和善財童子的手指、腳趾動作繪製細膩逼真，手
掌肥厚，腳趾肥厚、微長，是張大千先生繪工筆人物時之慣性。紙張是大千先生慣用的熟宣紙，本
身無做舊之痕跡，但經過重新洗、裱褙，重新整理之功力佳，應為中國四川地區裱畫師的功力，不
過礦物彩大部分仍有老化痕跡，紙張也有些微黴斑。畫作邊上有大千先生題字，大千先生寫書法時
慣常沾墨即寫，不會在硯台上甩墨，因此書法字會有墨色深淺、大小不同，此幅題字的起承轉合即
符合大千先生寫書法的慣性和筆觸，簽名落款也是大千先生標準壯年時期臨摹敦煌石窟壁畫的正確
簽名款之一。印泥為標準礦物朱砂成分，是大千先生愛用之老朱砂印泥之一，其印章款符合標準張
大千壯年時期常用印章款。此畫是大千先生的臨摹敦煌石窟壁畫的精品石窟佛像畫作之一。
細觀之張大千先生筆鋒力道十足、沒有猶豫，且無鉛筆勾勒打草稿之痕跡，繪製十分細膩、栩栩如
生，筆觸的中鋒與側鋒力道十足，不斷勢也不斷氣，圖畫內勾勒衣著和瓔珞等部分之筆觸簡潔，筆
刀十足，尤其裙襬皺褶、彩帶等部分繪製細膩、生動，充分展現大千先生的高深功力，瓔珞珠寶、
服飾邊緣和蓮花座邊緣有描金，以上皆是張大千先生壯年時期標準畫風。

大千豪髮

直造古人不到處

張爰福壽

大風堂

大千

大千居士爰敬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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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張大千工筆礦物彩
“摩尼寶珠觀世音菩薩法像”
長度：132 cm
寬度：64.5 cm

NTD : 1,000,000-1,500,000
RMB : 250,000-380,000
RMB : 36,000-54,000
款識：甲申秋八月之吉恭造大千居士張爰

50

此幅是張大千四十五歲之作品，張大千先生以當時所用的筆觸，畫摩尼寶珠觀世音菩薩，工筆筆觸細膩、簡潔有力
且色彩飽滿，配色鮮豔。畫中菩薩手指和腳趾動作繪製細膩逼真，手掌肥厚，腳趾肥厚、微長，是張大千先生繪工
筆人物時之慣性，細觀之張大千先生筆鋒力道十足、沒有猶豫，且無鉛筆勾勒打草稿之痕跡，繪製十分細膩、栩栩
如生，筆觸的中鋒與側鋒力道十足，不斷勢也不斷氣，圖畫內勾勒衣著和彩帶等部分之筆觸簡潔，筆刀十足，尤其
裙襬皺褶部分繪製細膩、生動，充分展現大千先生的高深功力，以上皆是張大千先生壯年時期標
準畫風。紙張是大千先生慣用的熟宣紙，本身無做舊之痕跡，經過重新洗、裱褙，裙襬部分些微
修補、稍微染到色，但不影響畫作整體，不過礦物彩大部分仍有老化痕跡，紙張也有些微黴斑。
畫作邊上有大千先生題字，大千先生寫書法時慣常沾墨即寫，不會在硯台上甩墨，因此書法字會
有墨色深淺、大小不同，此畫題字的起承轉合即符合大千先生寫書法的慣性和筆觸，簽名落款也
是大千先生標準壯年時期臨摹敦煌石窟壁畫的正確簽名款之一。印泥為標準礦物朱砂成分，是大
千先生愛用之老朱砂印泥之一，其印章款符合標準張大千壯年時期常用印章款。甲申年(1944 年 )
大千先生曾於重慶舉行張大千敦煌壁畫摹本展覽，此幅應是大千先生當年在重慶時臨摹的石窟佛
像精品之一。
觀世音菩薩眼睛細長、眼神慈和，有細微睫
毛、眼袋，朱唇，左手向上持火焰摩尼寶珠，
是可除病、去苦的功德寶珠，右手自然下垂
施施依印，符合觀世音菩薩的特徵，雙腳各
踩在一個粉色蓮花座上。
張爰

大千居士

大風堂

大千居士張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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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張大千工筆礦物彩
“男相觀世音菩薩”
長度：約 127 cm
寬度：約 63 cm

NTD : 760,000-1,100,000
RMB : 190,000-280,000
USD : 27,000-40,000
款識：乙酉年冬月大千居士爰敬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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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是張大千四十六歲之作品，張大千先生以當時所用的筆觸，畫男相觀世音菩薩，工筆筆觸細膩、
簡潔有力且色彩飽滿，配色鮮豔。此幅中觀世音菩薩眼睛細長、眼神慈和，朱唇有鬚，雙手合掌為
合十印，左腳踩橘黃蓮花座、右腳踩藍色蓮花座，菩薩側邊有烏巴拉花。此幅觀世音菩薩稍微側身，
腳背肌理寫實，手指和腳趾動作繪製細膩逼真，手掌肥厚，腳趾肥厚、微長，是張大千先生繪工筆
人物時之慣性。
細觀之張大千先生筆鋒力道十足、沒有猶豫，且無鉛筆勾勒打草稿之痕跡，繪製十分細膩、栩栩如
生，筆觸的中鋒與側鋒力道十足，不斷勢也不斷氣，圖畫內勾勒衣著和瓔珞等部分之筆觸簡潔，筆
刀十足，尤其觀世音菩薩所穿的褲裙，以渲染方式表現出天衣似紗質一般的輕薄感和菩薩腿部的力
道，充分展現大千先生的高深功力，觀世音菩薩身上的瓔珞珠寶以及蓮花座有勾金邊，以上皆是張
大千先生壯年時期標準畫風。紙張是大千先生慣用的熟宣紙，本身無做舊之痕跡，礦物彩大部分有
老化痕跡，紙張也有年代久遠產生的黴斑，局部有受潮痕跡。此幅畫作邊上有大千先生題字，大千
先生寫書法時慣常沾墨即寫，不會在硯台上甩墨，因此書法字會
有墨色深淺、大小不同，此幅畫作題字的起承轉合即符合大千先
生寫書法的慣性和筆觸，簽名落款也是大千先生標準壯年時期臨
摹敦煌石窟壁畫的正確簽名款之一。印泥為標準礦物朱砂成分，
是大千先生愛用之老朱砂印泥之一，其印章款符合標準張大千壯
年時期常用印章款，此幅是大千先生的精品石窟佛像畫作之一。

張爰之印

大千居士

大千居士爰敬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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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張大千工筆礦物彩
“魚籃觀音”
長度：129 cm
寬度：63 cm

NTD : 760,000-1,100,000
RMB : 190,000-280,000
USD : 27,000-40,000
款識：南無觀世音菩薩，甲申三月初九日
蜀人張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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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是張大千四十五歲的作品，觀音眼睛細長、眼神靈動，有眼袋，朱唇，雙頰豐潤如少女，髮絲描
繪細緻如一貫技法，脫俗不失莊嚴，右手向下、掌心向外持魚籃，魚籃內有魚和水草，左手自然垂放置
於裙側。魚籃觀音稍微側身，腳背肌理寫實，手指和腳趾動作繪製細膩逼真，手掌肥厚，腳趾肥厚、微
長，是張大千先生繪工筆人物時之慣性，且無鉛筆勾勒打草稿之痕跡。圖畫內勾勒衣著和瓔珞等部分之
筆觸簡潔，筆刀十足，尤其裙襬皺褶部分繪製細膩、生動，充分展
現大千先生的高深功力，紙張是大千先生慣用的熟宣紙，本身無做
舊之痕跡，但經過重新洗、裱褙，重新整理之功力佳。此幅畫作邊
上有大千先生題字，畫作題字的起承轉合即符合大千先生寫書法的慣
性和筆觸，簽名落款也是大千先生標準壯年時期正確簽名款之一，印
款為兩個標準印款。

張爰之印

大千居士

蜀人張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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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

張大千工筆礦物彩
“大勢至菩薩”
長度：129 cm
寬度：63 cm

NTD : 760,000-1,100,000
RMB : 190,000-280,000
USD : 27,000-40,000
款識：蜀郡近事男張大千爰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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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畫是張大千四十五歲至五十歲之作品，張大千先生以當時所用的筆觸，畫大勢至菩薩，工筆筆觸細膩、簡潔有力且
色彩飽滿，配色鮮豔。紙張是大千先生慣用的熟宣紙，本身無做舊之痕跡，但經過重新洗、裱褙，重新整理之功力佳，
應為中國四川地區裱畫師的功力，不過礦物彩大部分仍有老化痕跡，紙張也有些微黴斑。此幅畫作邊上有大千先生題
字，大千先生寫書法時慣常沾墨即寫，不會在硯台上甩墨，因此書法字會有墨色深淺、大小不同，此幅畫作題字的起承
轉合即符合大千先生寫書法的慣性和筆觸，簽名落款也是大千先生標準壯年時期臨摹敦煌石窟壁畫的正確簽名款之一。
印泥為標準礦物朱砂成分，是大千先生愛用之老朱砂印泥之一，其印章款符合標準張大千壯年時期常用印章款。此幅是
大千先生出敦煌石窟後，臨摹敦煌石窟壁畫的精品石窟佛像畫作之一。
畫中大勢至菩薩眼睛細長、眼神慈和有眼袋，朱唇，左手下垂持蓮花底端，右手置於胸前持蓮花中段，
菩薩左側有烏巴拉花，雙腳各踩一個紅色蓮花座。此幅大勢至菩薩稍微側身，腳背肌理寫實，手指和腳
趾動作繪製細膩逼真，手掌肥厚，腳趾肥厚、微長，是張大千先生繪工筆人物時之慣性，細觀之張大
千先生筆鋒力道十足、沒有猶豫，且無鉛筆勾勒打草稿之痕跡，繪製十分細膩、栩栩如生，筆觸的中鋒
與側鋒力道十足，不斷勢也不斷氣，圖畫內勾勒衣著和瓔珞等部分之筆觸簡潔，筆刀十足，尤其裙襬
皺褶、彩帶等部分繪製細膩、生動，充分展現大千先生的高深功力，瓔珞珠寶和蓮花座邊緣等局部有描
金，以上皆是張
大千先生壯年時
期標準畫風。

大千豪髮

直造古人不到處

蜀人張爰

大千居士

大風堂

張大千爰敬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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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

張大千工筆礦物彩
臨摹敦煌壁畫“坐蓮觀音”
長度：131 cm
寬度：65 cm

NTD : 600,000-1,100,000
RMB : 150,000-280,000
USD : 22,000-40,000
款識：甲申夏日蜀人張大千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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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是張大千四十五歲之作品，張大千先生以當時所用的筆觸畫坐蓮觀音，工筆筆觸細膩、簡潔有力且色彩飽滿，配
色鮮豔。紙張是大千先生慣用的熟宣紙，本身無做舊之痕跡，但經過重新洗、裱褙，重新整理之功力佳，應為中國四
川地區裱畫師的功力，不過礦物彩大部分仍有老化痕跡，描金色澤稍微變淡，紙張也有些微黴斑。此幅畫作邊上有大千
先生題字，大千先生寫書法時慣常沾墨即寫，不會在硯台上甩墨，因此書法字會有墨色深淺、大小不同，此幅畫作題字
的起承轉合即符合大千先生寫書法的慣性和筆觸，簽名落款也是大千先生標準壯年時期臨摹敦煌石窟壁畫的正確簽名
款之一。印泥為標準礦物朱砂成分，是大千先生愛用之老朱砂印泥之一，其印章款符合標準張大千壯年時期常用印章
款。此幅是大千先生的精品石窟佛像畫作之一。
此幅中坐蓮觀音眼睛細長、眼神慈和、朱唇，右手結指印持藍色烏巴拉花，左手結指印下垂掌心向外置
於右膝上，右腳踩在橘色蓮花座，似欲馬上起身普渡眾生，左腳盤腿坐於紅色蓮花座上，觀音髮冠、身
上的瓔珞珠寶和臂環皆用描金勾邊並繪製紋飾。此幅坐蓮觀音手指和腳趾動作繪製細膩逼真，手掌肥厚，
腳趾肥厚、微長，是張大千先生繪工筆人物時之慣性，細觀之張大千先生筆鋒力道十足、沒有猶豫，且
無鉛筆勾勒打草稿之痕跡，繪製十分細膩、栩栩如
生，筆觸的中鋒與側鋒力道十足，不斷勢也不斷氣，
圖畫內勾勒衣著和瓔珞等部分之筆觸簡潔，筆刀十
足，尤其裙襬皺褶和蓮座部分繪製細膩、生動，充分
展現大千先生的高深功力，以上皆是張大千先生壯年
時期標準畫風。

得心應手

大千居士

張爰之印

蜀人張大千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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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7

北宋大足石刻菩薩佛首
高度：約 62
寬度：約 27

cm( 含座 )
cm

大足石刻始鑿於唐末宋初時期，盛於兩宋，坐落於重慶市大足區，此處佛像都有上
彩，至今石刻內大量佛首被破壞輾轉流落海外。此件佛首臉部兩頰微豐腴、線條圓
潤，近似鵝蛋臉，神態淡然安詳，眼睛為雙眼皮、有臥蠶，雙眼中央上方刻有白毫，
耳垂下垂過下顎、呈現圓扁形，耳形圓滿，此件整個頭部的輪廓呈圓弧形結構，髮

NTD : 4,200,000-4,600,000
RMB : 1,050,000-1,200,000
USD : 152,000-170,000

髻高聳，符合北宋時期佛首的特徵。髮冠為廣圓弧型，髮冠上以佛祖、捲葉和烏巴拉
花為飾，髮冠中央之佛祖袒胸、 U 型領，符合北宋時期佛首的特徵及紋飾，與北齊窄
而平的髮冠不同，此件以紅彩為底，再上藍色、黑色與紫色等色彩，最後再貼金箔，
與大足石刻造像特徵相同，但色彩皆因年代久遠脫落，金箔被盜。佛首臉部小嘴淺抿
富有彈性，嘴巴的線條緊緻飽滿，不再是北齊時代那種溫潤之氣。此件佛首為灰紅砂
岩，內部為紅砂岩，但因年代久遠，外部已風化而帶灰色，石材粗、砂孔大。佛首臉
部表面、髮冠有大量土沁，有風化、鈣化與脫彩之現象，綜合判斷鑑定此件為精美之
北宋大足石刻菩薩佛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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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iece is a stone Buddha head Dazu carving (Northern Song period).
Dazu stone carvings began at the end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early
Song dynasty. It reached a peak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two Songs.
These colored Buddha carvings were produced in the Dazu District in
Chongqing Municipality. To this day, a large number of stone
Buddha heads have been damaged and smuggled overseas.
This Buddha head has full cheeks and sound lines.
Shaped like a goose egg, the face has a peaceful
and serene appearance. The eyes have double
eyelids and are slanted. In between the two
eyes there is an urna. The full ear lobes
droop past the jaw and has a round and
flat shape. Overall, the profile and the
round, curved structure of the head,
along with the high hair bun, matches
the features of Buddha heads in the
Northern Song period. The crown has
a wide, curved shape decorated with
the figure of the Buddha, curled leaves,
and utpala flower. The Buddha in the
center of the crown has bare chest and
a u-shaped collar, which conforms to
Northern Song Buddha head features and
decorations. The crown on this Buddha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which tends to be narrow and flat.
Red is used as the base for this piece, and
then painted with blue, black, and purple.
Finally, gold foil is applied, which is similar in
feature to Dazu carvings. However, the colors
have faded because of the age, and the gold foil
has been stolen. The lips on this Buddha head
is full and pursed together, different from the
warm and soft look used during the Northern
Qi period. Grey-red sandstone was used to make
this carving. However, because of the age of the
piece, the surface has been weathered, giving it
a grey appearance. The stone material is rough
with large sand holes. The surface of the face
and the crown has significant soil saturation,
as well as weathering, calcification, and decoloring. This piece is a beautiful stone
Buddha head Dazu carving (Northern
Song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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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

唐朝後期木雕觀世音菩薩立姿法像

( 江浙工 )
高度：約 185 cm
寬度：約 60 cm

NTD : 3,200,000-3,500,000
RMB : 800,000-880,000
USD : 115,000-130,000
此法像高髮髻，髮冠以唐朝後期捲葉紋為飾，
中央有釋迦牟尼佛，左手向上拇指、中指相
捻結說法印，右手自然下垂持披帛，上身袒
露只於肩膀處披有輕薄天衣，胸前飾有唐朝
時期垂放式的瓔珞，腰部纖細，體態略帶 S
型，約五等身，露雙足、未踩蓮座。此件胎
體是以夾紵為之，是既輕巧又堅固的胎骨，
製作前必須先準備好胎，將麻布等填充織物
與漆相互交疊，直至所需的厚度，過程中主
要依靠漆的黏性及布的張力乾涸成型，此種
工藝手續繁複、製作數量有限，且乾漆保存
不易。此件法像在天衣邊緣有明顯的麻布與
漆相互交疊的痕跡，可見是使用夾紵的方式
保護木料、易於上色，此件因年代久遠，有
嚴重天然風化脫漆現象，只有少部分有殘漆。
此件製作方式與唐朝漆器製作方式相同，是
唐朝時期發展相當成熟的漆藝，與宋朝時期
上漆的工藝不同。古代樹幹部分多為建築、傢
俱使用的珍貴木材，因此法像多以面積寬的
樹根部分，雕刻成盤坐或自在坐姿，閔工即
多為盤坐或自在坐姿。唐朝安史之亂後經濟
重心移到江浙地區，江浙地區逐漸成為帝國
最富庶的地區，因此可使用樹木主體樹幹部
分雕刻立姿法像。此件木料為梧桐木，因年
代久遠而呈現深赭色，法像整體保存完整，
是珍稀罕見的唐朝後期江浙工木雕觀世音菩
薩立姿法像，珍貴的佛教經典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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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開臉甜美、臉龐較豐
腴，五官給人感覺比較年
輕，神態嫵媚、五官細緻，
尤其眼睛部分栩栩如生、與
真人無異，符合江浙工木雕
法像的特徵。

1029

唐朝後期
木雕觀世音菩薩蓮座立姿法像
( 江浙工 )
高度：約 185 cm
寬度：約 60 cm

NTD : 3,200,000-3,500,000
RMB : 800,000-880,000
USD : 115,000-130,000
此法像高髮髻，髮冠以唐朝後期捲葉花卉紋
為飾，中央有釋迦牟尼佛，右手向上、拇指
中指相捻結說法印，左手下垂掌心向外持與
願印，上身袒露只於肩膀處披有輕薄天衣，
胸前飾有唐朝時期垂放式的瓔珞，腰部纖
細，體態略帶 S 型，約五等身，露雙足、踩
蓮座。此件胎體是以夾紵為之，是既輕巧又
堅固的胎骨，製作前必須先準備好胎，將
麻布等填充織物與漆相互交疊，直至所需的
厚度，過程中主要依靠漆的黏性及布的張力
乾涸成型，此種工藝手續繁複、製作數量有
限，且乾漆保存不易。此件法像在天衣邊
緣有明顯的麻布與漆相互交疊的痕跡，可見
是使用夾紵的方式保護木料、易於上色，因
年代久遠，有嚴重天然風化脫漆現象，只有
少部分有殘漆。此件製作方式與唐朝漆器製
作方式相同，是唐朝時期發展相當成熟的漆
藝，與宋朝時期上漆的工藝不同。古代樹幹
部分多為建築、傢俱使用的珍貴木材，因此
法像多以面積寬的樹根部分，雕刻成盤坐或
自在坐姿，閔工即多為盤坐或自在坐姿。唐
朝安史之亂後經濟重心移到江浙地區，江浙
地區逐漸成為帝國最富庶的地區，因此可使
用樹木主體樹幹部分雕刻立姿法像。此件木
料為梧桐木，因年代久遠而呈現深赭色，法
像整體保存完整，是珍稀罕見的唐朝後期木
雕觀世音菩薩蓮座立姿法像 ( 江浙工 ) ，珍貴
的佛教經典文物。
藏家：大安區外商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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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法像開臉甜美、臉龐較豐腴，五
官給人感覺比較年輕，神態嫵媚、
五官細緻，尤其眼睛部分栩栩如
生、與真人無異，符合江浙工木雕
法像的特徵。

1030

唐朝後期木雕自在觀音坐姿法像
( 江浙工 )
高度：約 125 cm
寬度：約 65 cm

NTD : 2,700,000-3,000,000
RMB : 675,000-750,000
USD : 97,000-110,000

法像胎體是以夾紵為之，是既輕巧又堅固的胎骨，
製作前必須先準備好胎，將麻布等填充織物與漆
相互交疊，直至所需的厚度，過程中主要依靠漆
的黏性及布的張力乾涸成型，此種工藝手續繁
複、製作數量有限，且乾漆保存不易。此件法
像在天衣邊緣有明顯的麻布與漆相互交疊的痕
跡，可見是使用夾紵的方式保護木料、易於上
色，此件因年代久遠，有嚴重天然風化脫漆
現象，只有少部分有殘漆。此件製作方式與
唐朝漆器製作方式相同，是唐朝時期發
展相當成熟的漆藝，與宋朝時期上
漆的工藝不同。古代樹幹部分多
為建築、傢俱使用的珍貴木材，
因此法像多以面積寬的樹根部
分，雕刻成盤坐或自在坐姿，
閔工即多為盤坐或自在坐姿。
唐朝安史之亂後經濟重心移
到江浙地區，江浙地區逐漸
成為帝國最富庶的地區，因
此可使用樹木主體樹幹部分
和樹根，共同雕刻成較大型
的自在坐姿法像。此件木料
為梧桐木，因年代久遠而呈
現深赭色，法像整體保存完
整，是珍稀罕見的唐朝後期
木雕自在觀音坐姿法像 ( 江浙
工)，珍貴的佛教經典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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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法像高髮髻，髮冠以唐朝後期捲葉紋
為飾，中央有釋迦牟尼佛，右手手背托
臉頰，左手撐坐，開臉甜美、臉龐較豐
腴，五官給人感覺比較年輕，神態嫵媚、
五官細緻，尤其眼睛部分栩栩如生、與真
人無異，符合江浙工木雕法像的特徵。上
身袒露只於肩膀處披有輕薄天衣，胸前飾
有唐朝時期垂放式的瓔珞，腰部纖細，體
態略帶 S 型，約五等身，右腳曲起、左腳
自然垂放，自在安坐於岩塊上，露雙足。

此件胎體是以夾紵為之，是既輕巧又堅固的胎
骨，製作前必須先準備好胎，將麻布等填充織物

1031

唐朝後期
木雕說法印自在坐姿觀音法像
( 江浙工 )
高度：約 130 cm
寬度：約 65 cm

與漆相互交疊，直至所需的厚度，過程中主要
依靠漆的黏性及布的張力乾涸成型，此種工藝手
續繁複、製作數量有限，且乾漆保存不易。此
件法像在天衣邊緣有明顯的麻布與漆相互交疊的
痕跡，可見是使用夾紵的方式保護木料、易於上
色，因年代久遠，有嚴重天然風化脫漆現象，只
有少部分有殘漆。此件製作方式與唐朝漆器製
作方式相同，是唐朝時期發展相當成熟的漆藝，

NTD : 2,700,000-3,000,000
RMB : 675,000-750,000
USD : 97,000-110,000

與宋朝時期上漆的工藝不同。古代樹幹部
分多為建築、傢俱使用的珍貴木材，因
此法像多以面積寬的樹根部分，雕刻
成盤坐或自在坐姿，閔工即多為盤坐
或自在坐姿。唐朝安史之亂後經濟
重心移到江浙地區，江浙地區逐漸
成為帝國最富庶的地區，因此可使
用樹木主體樹幹部分和樹根，共
同雕刻成較大型的自在坐姿法像。
此件木料為梧桐木，因年代久遠
而呈現深赭色，法像整體保存完
整，是珍稀罕見的唐朝後期木雕
說法印自在坐姿觀音法像 ( 江浙
工)，珍貴的佛教經典文物。
藏家：大安區外商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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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法像高髮髻，髮冠以唐朝後
期捲葉紋為飾，中央有釋迦
牟尼佛，開臉甜美、臉龐較豐
腴，五官給人感覺比較年輕，
神態嫵媚、五官細緻，尤其眼
睛部分栩栩如生、與真人無
異，符合江浙工木雕法像的特
徵。左手向上、拇指中指相捻
結說法印，右手下垂掌心向外
持與願印，上身袒露只於肩膀
處披有輕薄天衣，胸前飾有唐
朝時期垂放式的瓔珞，腰部纖
細，體態略帶 S 型，約五等身，
右腳盤坐、左腳自然垂放，自
在安坐於岩塊上，露雙足。

1032

北宋木雕坐姿觀音法像
( 江浙工 )
高度：約 105 cm
寬度：約 70 cm

NTD : 2,700,000-3,000,000
RMB : 675,000-750,000
USD : 97,000-110,000

此件開臉甜美、臉龐較豐腴，五官給人感覺比較
年輕，神態嫵媚、五官細緻，尤其眼睛部分栩栩
如生、與真人無異，符合江浙工木雕法像的特
徵。胎體是以夾紵為之，是既輕巧又堅固的胎
骨，製作前必須先準備好胎，將麻布等填充織物
與漆相互交疊，直至所需的厚度，過程中主要
依靠漆的黏性及布的張力乾涸成型，此種工藝手
續繁複、製作數量有限，且乾漆保存不易。此
法像在天衣邊緣有明顯的麻布與漆相互交疊的
痕跡，可見是使用夾紵的方式保護木料、易於
上色，此件因年代久遠，有嚴重天然風化脫漆現
象，只有少部分有殘漆。古代樹幹部分多為建
築、傢俱使用的珍貴木材，因此法像多以面積寬
的樹根部分，雕刻成較小型的盤坐或自在坐姿。
唐朝安史之亂後經濟重心移到江浙地區，江浙
地區逐漸成為帝國最富庶的地區，因此可使用
樹木主體樹幹部分和樹根，共同雕刻成
較大型的坐姿法像。此件木料為梧
桐木，因年代久遠而呈現深赭
色，法像整體保存完整，是珍
稀罕見的北宋木雕坐姿觀音
法像(江浙工)，珍貴的佛
教經典文物。
藏家：大安區外商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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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法像髮髻高聳，髮冠
是一片式天冠，天冠筆直
向上延伸，幾乎遮住髮髻
的全部面積，天冠線條
圖案重視鏤空效果，曲線
線條重複排列、對稱，中
央有釋迦牟尼佛，是宋朝
時期髮冠特徵，法像臉型
較長、線條圓潤，左手拇
指、中指相捻持施依印，
右手掌心向上置於右腿
上 ，上身衣著拘謹保守、
衣飾對稱，外露肌膚少，
胸前飾有宋朝時期大而稀
疏的瓔珞，肩膀寬厚、身
形威嚴安祥，雙腿盤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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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木雕髹漆水月觀音法像擺件
( 山西工 )
高度：約 42 cm
長度：約 25 cm
寬度：約 17 cm
重量：2,110 g

此法像髮髻低，髮冠小而集中，中央有
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臉部稍微受
損，觀音右手置於曲起的右膝上，左手
撐坐，上身袒露只於肩膀處披有輕薄
天衣，胸前飾有宋朝時期大而稀疏的瓔
珞，兩頰豐腴、線條圓潤，神情淡然安
詳，身材稍微豐腴，小腹微凸，約五等

NTD :1,200,000-1,500,000
RMB : 300,000-380,000
USD : 43,000-54,000

身，右腳曲起、左腳自然垂放，自在安
坐，露雙足。此件木胎雕刻完成後，即
以金漆為身，用白、紅、綠等色彩為觀
音服飾瓔珞上色，此件因年代久
遠，有少許天然風化脫漆
現象，但整體而言保存
相當良好，實屬難得。
木料為樟木，法像整
體保存完整，是珍
稀罕見的南宋木雕
髹漆水月觀音法像
擺件 ( 山西工 ) ，為
數不多留存至今
法像木胎、漆色
都保存良好的山
西工木雕法像。
藏家：大安區外
商藏家

72

此件開臉大氣莊嚴，神情肅
穆安定，線條簡約樸素，刀
法有力，符合山西工木雕法
像的特徵。

1034

明末清初木雕髹漆坐姿觀音法像
( 京工 )
高度：約
長度：約

47 cm
22 cm

NTD : 500,000-800,000
RMB : 130,000-200,000
USD : 18,000-29,000

京工木雕造像開臉較莊嚴肅穆，既有漢傳造像的
風韻，又包含漢藏結合的特徵。此件臉部圓潤、
輪廓簡潔、耳垂長但未過下顎，眼神呈現思考狀，
眼瞼微微低垂，目光悠遠，眉線高，雙眉中央有
白毫，鼻子高聳，符合滿人臉部特徵，頭部比例
稍大，符合明末清初時期法像特徵。法像髮冠中
央是阿彌陀佛，邊緣是明末清初時期的捲葉紋，
髮冠雕琢細緻，著披肩，胸前有彩帶斜繞，胸前
瓔珞精緻華美，具有藏式風情，符合京工木雕造
像特徵。法像雙手拇指和中指相捻持說法印，雙
腿盤坐於仰覆式蓮花座上，蓮花座蓮瓣圓潤飽滿、
排列規整，頂端稍微突出，蓮座下層蓮瓣有兩
個內圈，是明朝末期、清朝初期的蓮座
特徵。此件木胎雕刻完成後，即以
白漆為身，用金、藍、紅、綠等
色彩為觀音頭髮、服飾瓔珞上
色，因年代久遠，有少許天然
風化脫漆以及開片現象，但
整體而言保存相當良好，實
屬難得。此件木料為樟木，
法像整體保存完整，綜合法
像臉部特徵、衣著紋飾與
蓮座特色，此件是珍稀罕
見的京工明末清初木雕髹
漆坐姿觀音法像。
藏家：大安區外商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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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

清初木雕髹漆自在觀音法像擺件 ( 京工 )
高度：約

46 cm

長度：約

34 cm

NTD : 500,000-800,000
RMB : 130,000-200,000
USD : 18,000-29,000
京工木雕造像開臉較莊嚴肅穆，既有漢傳造像的風韻，
又包含漢藏結合的特徵。此件臉部圓潤、輪廓簡潔、耳
垂長但未過下顎，眼瞼低垂呈現思考狀，眼睛細長、目
光悠遠，雙眉中央有白毫，鼻子高聳，符合滿人臉部特
徵，頭部比例稍大，符合清朝初期法像特徵。法像髮冠
以捲葉和菊花紋為飾，髮冠雕琢細緻，著袒右肩形式的
披肩，胸前瓔珞精緻華美，具有藏式風情，符合京工木
雕造像特徵。法像左手掌心向上，拇指與中指相捻持說
法印，右手自在置於屈起的右膝上，自在安座。此件木
胎雕刻完成後，即以白漆為身，用金、藍、紅、紫等色
彩為觀音頭髮、服飾瓔珞上色，因年代久遠，有少許天
然風化脫漆以及開片現象，但整體而言保存相當良
好，實屬難得。木料為樟木，因此件為擺件，
木料過重不易擺設，故經過處理挖除內部
些許木料，整體重量較輕，法像整
體保存完整，綜合法像臉部特
徵、衣著紋飾，此件是珍
稀罕見的京工清初木
雕髹漆自在觀音
法像擺件。

藏家：大安區外商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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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6

明中期銅鎏金文殊普賢菩薩法像
高度：約 62/63
重量：約 32/35

cm
kg

文殊菩薩持說法印，以自在坐姿端坐獅子身上，獅子開口、身
上配戴有精細的瓔珞珠寶，蓮花座為仰覆式蓮花座，上半部蓮
瓣較小，蓮瓣頂端微翹，普賢菩薩則手持說法印，自在坐姿端
坐大象身上，大象身上也配戴許多瓔珞珠寶，做工精緻，蓮花

NTD : 780,000-830,000
RMB : 195,000-210,000
USD : 28,000-30,000

座蓮瓣頂端微翹，是標準明朝時期蓮花座特徵。法像銅胎胎體
厚，銅胎外先上一層護胎紅漆再鎏金，明中後期至清朝和近代，
已無上護胎漆之作法，胎體有銅胎之氧化效應，與清朝銅鎏金
相比，胎體重，也和現代較死沉的銅胎不同，鎏金色澤偏深黃
色，是明朝中期標準的鎏金方式與銅胎。鑄造方式是標準大型
脫蠟法，局部有微細沙孔，紋飾細膩，與現代用鑄造範沙法製
作，光身或紋飾較少的製作方式截然不同。此組為出土後傳世，
因此鎏金有百分之八十以上已氧化自然脫落，法像整體有老化
包漿現象，經重新擦拭整理，手感溫潤。此件底盤遺失已久，
內部有老化現象，法像局部有標準明朝時期銅綠。

76

此組菩薩頭戴寶冠，寶冠如扇狀
散開，髮髻高聳，臉型偏方、頭
部比例較大、耳垂長過下巴，眼
瞼低垂呈思考狀，身形沉穩端正，
上半身面積較大，著有披肩之天
衣，配戴精細的瓔珞珠寶，是標
準明朝中期佛像特徵。

77

1037

14 世紀藏傳銅鎏金立姿綠度母法像
高度：約 50 cm
長度：約 21 cm
寬度：約 13 cm
重量：5,440 g

NTD : 200,000-260,000
RMB : 50,000-65,000
USD : 7,200-9,300
此尊綠度母著典型的菩薩裝，頭戴寶
冠、髮髻高聳，身披天衣，胸前、手
臂、手腕和腳背戴有瓔珞珠寶，下著垂
踝長裙，長裙襬富有層次感，右手施與
願印，左手施說法印，左右手各執一株
蓮花，其間盛開的蓮花上有寶瓶與金剛
杵，站立於蓮花座上，整體造型優美，
修飾細緻，蓮花座是雙瓣蓮，是標準元
末明初時期之蓮花座形式。此法像銅胎
外先上一層護胎紅漆再鎏金，明中期至
清朝和近代，已無上護胎漆之作法，整
件胎體有銅胎之氧化效應，與清朝銅鎏
金相比，胎體重，也和現代較死沉的銅
胎不同，鎏金色澤偏深黃色、較厚，是
元末明初時期標準的鎏金方式與銅胎。
鑄造方式是標準中、大型脫蠟法，局
部有微細沙孔，紋飾細膩，與現代用鑄
造範沙法製作，光身或紋飾較少的製作
方式截然不同。此件曾經長期有香火供
養，因此鎏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已氧化
自然脫落，法像整體有老化包漿現象，
手感溫潤。法像內部無裝藏，底盤遺失
已久，內部的銅綠是標準元末明初時期
的銅綠。此件是中型、少有精美的 14
世紀藏傳銅鎏金立姿綠度母法像。

78

1038
14 世紀藏傳銅鎏金立姿綠度母法像 ( 法輪寶瓶 )
高度：約 58.5 cm
寬度：約 21 cm

長度：約 33.5 cm
重量：9,490 g

NTD : 240,000-300,000
RMB : 60,000-75,000
USD : 8,600-11,000

此尊綠度母著典型的菩
薩裝，頭戴寶冠、髮冠
鏤空外撇，髮髻上有佛
塔，身披天衣，胸前、手
臂、手腕和腳背戴有瓔珞
珠寶，下著垂踝長裙，長
裙襬富有層次感、立體感，
左手施與願印，右手施說
法印，站立於蓮花座上，蓮
座左右各插一株蓮花，其
間盛開的蓮花上有寶塔與法
輪，整體造型優美，修飾細
緻，蓮花座是火焰三瓣蓮，是
標準元末明初時期官製之蓮花
座形式。法像銅胎外先上一層
護胎紅漆再鎏金，明中期至清
朝和近代，已無上護胎漆之作
法，整件胎體有銅胎之氧化效
應，與清朝銅鎏金相比，胎
體重，也和現代較死沉的銅胎
不同，鎏金色澤偏深黃色、較
厚，是元末明初時期標準的鎏
金方式與銅胎。鑄造方式是標
準中、大型脫蠟法，局部有微
細沙孔，紋飾細膩，與現代用
鑄造範沙法製作，光身或紋飾
較少的製作方式截然不同。此
件曾經長期有香火供養，因此
鎏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已氧化自
然脫落，法像整體有老化包漿現
象，手感溫潤，此件有在清朝時
期用護胎漆修復的痕跡，此護胎漆
顏色較鮮豔，和元末明初時期偏赭
色之護胎漆不同。法像本體、左右的
蓮花與蓮花座是分開鑄造，再將法像
和蓮花插在蓮花座上，鎔鑄固定，內
部無裝藏，底盤遺失已久，內部的銅
綠是明朝初期的銅綠。此件是中型、
少有精美的 14 世紀藏傳銅鎏金立姿
綠度母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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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

明後期銅鎏金千手千眼觀音坐姿法像
高度：約 90
寬度：約 35

cm
cm

長度：約 70 cm
重量：約 31.55 kg

法像身形沉穩端正，上半身面積較大，衣著蔽體不露，肩上有
披肩覆蓋，法像衣著瓔珞珠寶華麗，千手千眼觀音手上持有
「大明年制」書印、金剛杵、金剛鈴、海螺等法器，雙腳盤腿腳
掌朝上安坐蓮座上，蓮座為仰覆式蓮座，蓮瓣外翹，蓮瓣頂端

NTD : 820,000-1,100,000
RMB : 205,000-280,000
USD : 29,500-40,000

有如意紋，底部底蓋經近代修復後熔接，背板與法像主體分開，
另外架鉤上，背板上是烏巴拉花葉。此件銅胎胎體厚，與清朝
銅鎏金相比，胎體重，也和現代較死沉的銅胎不同，鎏金色澤
偏暖黃色，是明朝中、後期標準含金量高的鎏金方
式與銅胎。鑄造方式是標準中、大型脫蠟法，法
像本體和蓮座、法器分開鑄造，再用老熔瘤方
式接合，局部有微細沙孔。法像整體有老
包漿現象，手感溫潤，此件長期供奉，
有香火煙垢，經重新擦拭整理，局部
有重新刷泥金。綜合各項特徵，此
件是經重新修復，大型、少有
精美的傳世明朝後期銅鎏金
千手千眼觀音坐姿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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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像頂嚴是阿彌陀佛
像，戴五片式、外擴
較明顯之髮冠，臉型偏
方、頭部比例較大、耳
垂長過下巴，雙眉相
連，額頭上有一眼，眼
瞼低垂呈思考狀。
法像蓮座上方有從左到
右之「大明永樂年施」
楷書刻款，但法像手持
的「大明年制」書印則
是明朝萬曆年後方出現
的款識，法像身材比例
與鑄造方式也是明朝中
後期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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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

清初期仿明永樂時期
藏傳貼金四臂觀音立姿法像
高
度：約 185 cm( 含背板 )
寬
度：約 70 cm
法像高度：約 166 cm( 含蓮座 )

NTD : 8,300,000-9,600,000
RMB : 2,100,000-2,430,000
USD : 300,000-345,000

法像上身袒露雙肩披彩帶，右上手托
聚寶瓶，右下手持與願印，左上手向
上、掌心向內，左下手中指、食指相
捻持說法印，身材玲瓏有緻、約為五
等身，立於仰覆式蓮座上，蓮瓣圓潤
頂端外撇為 U 型內蓮瓣，是清朝初期
蓮花座的蓮瓣形式，背板為可拆卸式，
背板上火焰紋是標準明朝末年、清朝
初年之紋飾。胎體銅胎輕，與明朝銅
鎏金相比胎體微輕，也和現代較死沉
的銅胎不同。鑄造方式是標準大型脫
蠟法，局部有沙孔，法像局部有受損
在清末時期進行修復，雖經擦拭整理，
仍有經百年供養沉積的煙油垢。此法
像雖有「永樂年製」落款，但其法像
特徵、胎體、紋飾、蓮瓣形式符合清
朝初期法像特徵，綜合各項特徵將此
法像定為清初期仿明永樂時期藏傳貼
金四臂觀音立姿法像，是少見的大型
立姿四臂觀音法像，應原供養於藏傳
佛教寧瑪派 ( 俗稱紅教 ) 土基欽波寺內，
為弘揚四臂觀音法門流傳至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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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法像頂嚴是珠寶頂嚴，頭戴五片式髮冠，
髮冠上是烏巴拉花葉脈紋，臉型偏方、耳垂
長過下巴，雙眉中央有第三眼，眼瞼低垂呈
思考狀，高鼻、朱唇。
法像背後下方有「永樂年製」篆書款，符
合清朝初期仿明朝永樂時期落款特
徵。黃銅胎外以朱漆為底，貼金
後再用黑彩、紅彩描繪紋飾，
黑彩描繪法像彩帶、褲裙
上的烏巴拉花葉脈捲葉
紋飾，紅彩於法像背
後衣著上繪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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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

清初期仿明永樂銅鎏金
藏傳施無畏印觀世音菩薩
高度：約 63.5 公分
長度：約 29 cm
寬度：約 21.5 cm
重量： 9,059.5 g

NTD : 150,000-300,000
RMB : 38,000-75,000
USD : 5,400-11,000
此件法像整體頭部比例稍大，身形沉穩
端正，承襲明朝遺風。底座可開啟裝藏，
底座中央刻有十字金剛杵。整件胎體有
銅胎之氧化效應，與明朝銅鎏金相比，
胎體微輕，也和現代較死沉的銅胎不同，
鎏金色澤較黃亮，是清朝初、中期標準
的 鎏金方式。此件鑄造方式是標準中、
大型脫蠟法，局部有沙孔，紋飾細膩，
與現代用鑄造範沙法製作，光身或紋飾
較少的製作方式截然不同，法像左手和
底部帶標準清朝初期的銅綠，髮冠、手
部、袈裟和蓮花座部分有因年代久遠鎏
金脫落之痕跡，部分有經過刷清朝時期
泥金進行修復的痕跡。
法像髮冠線條精細鏤空，臉型較寬但具
女性特徵、耳垂長，著通肩大衣，右手
向上掌心向外、左手向下掌心向外，施
無畏印，露雙足，腳踩蓮花座，蓮花座
蓮瓣圓潤無頂部凸出， U 型內蓮瓣、只
有一圈內圈，是標準清朝時期之蓮瓣特
徵。
法像底座上方有「大明永樂年施」脫蠟
法印款，經查證明朝永樂時期以陰刻款
為多，且清朝初期法像方開始有藏、漢
融合之情況，因此綜合法像各項特徵鑑
識，此件定為清朝初期仿明朝永樂時期
的鎏金藏傳施無畏印觀世音菩薩，是中
大型、少有的清朝初期珍貴銅鎏金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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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

清初期仿明永樂時期
藏傳銅鎏金未來佛 ( 彌勒佛 ) 法像
高度：約
寬度：約

76.5 cm
32 cm

長度：約

46 cm

NTD : 630,000-730,000
RMB : 158,000-182,500
USD : 22,500-26,000
此法像頭戴五片式髮冠，臉型偏方、耳垂長過下巴，
雙眉中央有白毫，眼瞼低垂呈思考狀，身穿輕薄天
衣，舉止自然而動態，雙手持說法印、銜烏巴拉花，
右側烏巴拉花有法輪，左側烏巴拉花上是瓶。
法像背後下方有「大明永樂年施」楷書款，符合清
朝初期仿明朝永樂時期落款特徵。
此法像身材為五等身，坐於方形蓮座
上，蓮座有仰、覆雙層蓮瓣，蓮
瓣圓潤頂端外撇為U行內蓮
瓣，是清朝初期蓮花座的
蓮瓣形式，底蓋為後補，背
板為可拆卸式，背板上法螺
與捲葉是標準明朝末年、清
朝初年之紋飾。胎體銅胎
輕，與明朝銅鎏金相比胎體
微輕，也和現代較死沉的銅
胎不同，鎏金色澤較黃亮，
是清朝初期標準的鎏金方式。
鑄造方式是標準大型脫蠟法，
局部有沙孔，法像服飾線條灑
脫，與現代用鑄造範沙法製作，
光身或線條較少的製作方式截然
不同，法像局部有受損在民國時
期進行修復，雖經擦拭整理，但
少部分仍有經供養沉積的煙油垢。
此法像雖有「大明永樂年施」落
款，但其法像特徵、胎體、鎏金
色澤、蓮瓣形式符合清朝初期法
像特徵，綜合各項特徵將此法像
定為清初期仿明永樂時期藏傳銅
鎏金未來佛(彌勒佛)法像，是少見
的大型未來佛法像。
藏家：大安區外商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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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初期藏傳銅鎏金三聖法像
高度：約
寬度：約

66 cm
25 cm

長度：約
重量：約

47 cm
16 kg

NTD : 1,200,000-1,600,000
RMB : 300,000-400,000
USD : 43,000-58,000
法像著披肩式天衣和褲裙，上衣以捲紋為飾，褲裙以捲紋為底，雙膝處有相對龍紋一對，腰部邊緣還有龍紋一對，以藏傳佛
教而言，法像服飾上的龍紋帶有神龍服侍菩薩之意，文殊菩薩右手向上持表示智能之利的金剛寶劍，左手置於胸前持說法印
與青蓮花，花上有金剛般若經卷寶，象徵具無上智慧，綠度母左手施說法印拈優缽羅花 ( 烏巴拉花 ) ，右手結與願印也持優缽
羅花，雙腳屈左展右，右足踏在蓮花上表示隨時準備起身救度苦難眾生，金剛薩埵則是右手置於胸前持金剛杵，左手置於盤
坐的腿上持金剛鈴，法像雙手皆有彩帶纏繞，蓮花座前方蓮瓣是單圈 U型內蓮瓣、蓮瓣前端平，是清朝初期常見的蓮瓣形式，
底蓋為後修補。整組胎體有銅胎之氧化效應，胎體微薄，和現代較死沉的銅胎不同，鎏金色澤較偏亮黃色，是清朝初期標準
的鎏金方式與銅胎。鑄造方式是標準大型脫蠟法，局部有沙孔，紋飾細膩，法像耳環與彩帶是鑄造完成後熔接，局部有老熔
瘤經手工修飾痕跡，符合清朝初期手工製作工藝，少部分有因年代久遠鎏金脫落之痕跡。此組為大型、少有精緻的清乾隆初
期藏傳銅鎏金三聖法像。

The celestial clothing and trousers worn by the bodhisattvas are decorated with scroll patterns. In addition,
the knees of the trousers and the waist area are decorated with a pair of matching dragon motif. In terms of
Tibetan Buddhism tradition, the dragon patterns on the clothing symbolize the dragons serving the bodhisattvas.
On the flower is vajra-like script representing infinite wisdom. The Tara's left hand forms a dharmachakra
mudra while holding a dumbera flower (utpala flower). Her right hand is held in a varada mudra form, and is
also holding a dumbera flower. Colored ribbons are wrapped around the hands of the statue. The statue's legs
are bent, but the left leg is extended out to the right. His right foot is stepping on a lotus flower, which means
that he can rise at any time to save the people. Vajrasattva's right hand is placed in front of his chest, holding a
vajra. His left hand is placed on his crossed-legs holding a tribu. Colored ribbons are wrapped around the hands
of the statue. In front of the lotus flower seat is a u-shaped flower petal. The petals are smooth on the front end,
which is a commonly seen petal shap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e bottom shows signs of repair. The copper
body of these statues shows oxidation. The statue body is thin-walled, which is different than the heavy copper
body of modern statues. The color of the gold gild tends to be brighter yellow; the gilding method and statue
body's wall are standard for early Qin dynasty. Standard lost-wax casting was used to produce these statues and
sand holes can be seen. These statues exhibit delicate detail work, such as the ear rings and the colored ribbons,
which were welded on after the casting was complete. Some welding scars can be seen, which also conforms
to early Qin dynasty craftsmanship. Some of the gilding on the statues has flacked off due to age. This is a rare
large and detailed gold gilded copper Tibetan Buddhist statue set (early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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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像頭戴五片式髮冠、長髮披肩，臉部圓潤、輪廓簡潔、耳
垂長，眼神呈現思考狀，眼瞼微微低垂，目光悠遠，眉線高
聳相連，雙眉中央有白毫，鼻子高聳，符合滿人臉部特徵，
頭部比例稍大，符合清朝初期法像特徵。

The bodhisattvas represented by this gold gilded
copper Tibetan Buddhist statue set (early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are wearing five-piece crowns,
and have long shoulder-length hair, round faces,
clean and simple profiles, extended earlobes, and
eyes that give them a thoughtful look. Their eyes are
looking down slightly while appearing to look afar.
The eyebrows on the statues are high and connected,
with an urna in the middle of their forehead. Their
heads are slightly larger in proportion with tall nose,
which conforms to Manchu faci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also represents the look of Buddhist statue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法像後背下方是饕餮紋，饕餮有一張無下頜的兇惡臉，雙手緊握插在口中的金色的飾杖，饕餮紋下方、蓮花座後方則是雙鹿
拱法輪。法像背後下方皆有標準楷書「乾隆二年三月十八日施」銅胎印款，「乾」字左大右小，「隆」字「攵」撇短捺長，
印款與法像本身一起鑄造完成。

On the lower back is a picture of a fierce-looking Glutton monster tightly holding a gold staff in its two
hands and mouth. Manjushri holds a sword representing intelligence in his right hand. His left hand forms
a dharmachakra mudra in front of his chest while holding a dumbera flower. Behind the lotus flower seat
is a dharma wheel held up by two stags. Behind each statue there is a script stating“乾隆二年三月十八日
施”(March 18th of the second year of Qianlong). The“乾”has a larger left side and a smaller right side.
The“攵”on the“隆”is short on the left and long on the right. The inscription was completed along with
the casting of the sta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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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

清初期銅鎏金
大威德金剛法像
高度：約 45 cm
長度：約 30 cm
寬度：約 15 cm
重量： 9,340 g

大威德金剛身材特大且周身火焰，是極忿怒之形，所以能摧伏一切惡魔毒龍，斷除所有障礙，
使一切惡魔望而生畏。此法像身穿虎皮圍裙和十惡之人全皮圍裙，右手持金剛杵，左手拿海螺，
雙足曲起踏在小鬼身上，蓮花座為雙蓮瓣且尾外翹，是清朝初期之蓮花座形式，背板為清朝初
期火焰紋，背板上有小鬼和牲畜。此法像為四件組，整件胎體是當時進口、較稀少的紅銅原
料，有銅胎之氧化效應，與明朝銅鎏金相比，胎體微輕，也和現代較死沉的銅胎不同，鎏金色
澤為暖黃色，是清朝初期標準的鎏金方式。鑄造方式是標準中型脫蠟法，局部有沙孔，紋飾細
膩，與現代用鑄造範沙法製作，光身或紋飾較少的製作方式截然不同，法像足踏之小鬼身上有

NTD : 330,000-380,000
RMB : 83,000-95,000
USD : 12,000-14,500

法像一面雙臂，火髮豎
立，作忿怒相，髮冠為
分岔的人骨頭飾，法像
頭部稍大，承襲明朝法
像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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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保養接觸酸性物質產生的銅綠，部分有因年代久遠鎏金脫落之痕跡。法像底部可開啟，中央
有手刻十字金剛杵，綜合胎體、紋飾和鎏金色澤，此件銅鎏金大威德金剛法像是清朝初期的珍
貴銅鎏金法像。

1045

清中後期仿明永樂時期
銅鎏金四面八臂觀世音菩薩
高度：約
寬度：約

72 cm
14 cm

長度：約 38 cm
重量： 10,250 g

NTD : 380,000-450,000
RMB : 95,000-115,000
USD : 14,500-16,500
此尊菩薩有四尊佛面，分別代表姻
緣、事業、平安與財運，掌管人間的
一切事務，是香火最旺的佛像之一，
人稱「有求必應佛」，四面八臂菩薩
有四季發財、四平八穩和四順八順之
涵義。法像左手分別持蓮花、海螺、
金剛杵，捧釋迦牟尼佛佛牌，右手持
念珠、令牌，右三手施無畏印，右四
手結說法印，蓮座的蓮瓣圓潤無頂部
突出，一片蓮瓣內只有一圈內圈，是
標準清朝時期蓮座形式，底部有十字
金剛杵紋飾。胎體局部有天然包漿銅
胎之氧化效應，與明朝銅鎏金相比，
胎體微輕，也和現代較死沉的銅胎不
同，鎏金色澤較黃亮，是清朝初、中
期標準的鎏金方式。鑄造方式是標準
中、大型脫蠟法，局部有沙孔，紋飾
細膩，與現代用鑄造範沙法製作，光
身或紋飾較少的製作方式截然不同，
底部帶標準清朝中後期的銅綠，少部
分有因年代久遠鎏金脫落之痕跡，但
有以泥金修補。此件清中後期仿明永
樂時期銅鎏金四面八臂觀世音菩薩，
保存完善、銅鎏金手感潤滑，是少
有、精美之法像文物。

法 像 髮 冠 線 條 精 細 鏤 空， 頭 部 比
例較大，臉型較寬但具女性特徵、
耳垂長，著通肩大衣。
蓮座上有「大明永樂年施」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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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鎏金觀音座像
高度： 11.5 cm
寬度： 7.3 cm

NTD : 30,000-50,000
RMB : 7,500-13,000
USD : 1,1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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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7

1048

銅鎏金釋迦牟尼佛

銅鎏金四臂觀音

高度： 11 cm
寬度： 6.6 cm

高度： 9.5 cm
寬度： 6 cm

NTD : 30,000-50,000
RMB : 7,500-13,000
USD : 1,100-1,800

NTD : 30,000-50,000
RMB : 7,500-13,000
USD : 1,100-1,800

1049

銅鎏金阿彌陀佛壇座像
高度： 40 cm
寬度： 22.5 cm

無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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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

清初期仿明永樂時期銅鎏金
掐絲琺瑯三寶佛
高度：約 60
長度：約 40
寬度：約 30
重量：約 17

cm
cm
cm
kg

三寶佛是橫三世佛，即西方阿彌陀佛、中央釋迦牟尼佛、東方藥師
佛。此組法像身形沉穩端正，上半身比例稍大，衣著是半披式僧
衣，右肩未完全袒露，而是被袈裟覆蓋，阿彌陀佛左手向上托蓮花
燈，為光明長壽之意，右手持說法印，釋迦牟尼佛右手掌心下垂
向內施降魔印，左手掌心向上托缽，缽是釋迦牟尼佛傳教布道時乞
食所用，象徵釋迦牟尼佛得眾生供養，為眾生降魔除妖得平安，藥
師佛右手下垂掌心向外置於膝上結與願印，左手掌心向上托寶塔，

NTD : 1,200,000-1,500,000
RMB : 300,000-380,000
USD : 43,000-54,000

寶塔象徵佛體，體現藥師佛能令眾生消災、除障、祛病、延壽、納
福的重要功德。三件法像皆雙腳盤腿腳掌朝上安坐，底蓋為清末時
期修補，底蓋接合處有古法熔瘤。胎體局部有天然包漿銅胎之氧化
效應，與明朝銅鎏金相比，胎體微輕，鎏金色澤較黃亮，是清朝初
期標準的鎏金方式。鑄造方式是標準大型脫蠟法，局部有沙孔，紋
飾細膩，與現代用鑄造範沙法製作，光身或紋飾較少的製作方式
截然不同，法像曾經香火供養，身上有煙油垢，經過稍微清洗。此
組法像雖有「大明永樂年施」楷書款，然鎏金色澤、銅胎、法像
特徵和掐絲琺瑯彩料顏色是清朝初期宮廷掐絲琺瑯法像特徵，因此
此組定為清初期仿明永樂時期漢密銅鎏金掐絲琺瑯三寶佛，是保存
完善、少有精美之佛教傳承的重要法像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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袈裟上之紋飾以掐絲為邊，再填厚實、不透明的琺瑯礦物彩料，袈裟有內裡，袈裟
內裡邊緣、袈裟邊緣以紅色琺瑯彩為底，上有標準清朝順治、康熙時期鎏金荷花捲
葉紋。琺瑯礦物彩料放大後觀之有雜質、沙眼，係因為低溫窯燒燒製，琺瑯彩以湖
水綠為底，菊花、烏巴拉花、蓮花等茂盛的花卉紋飾，代表家運國運昌隆，都是標準
清朝初期宮廷常見的色系和紋飾。法像背部底下有標準「大明永樂年施」楷書刻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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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時期仿乾隆銅鎏金掐絲琺瑯
自在觀音法像
高度：約 50 cm
長度：約 30 cm
寬度：約 20 cm
重量： 7,885 g

NTD : 200,000-280,000
RMB : 50,000-70,000
USD : 7,20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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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像袈裟和岩石上之紋飾，皆以掐絲為邊，再填厚
實、不透明的琺瑯礦物彩料。琺瑯礦物彩料放大後
觀之有雜質、沙眼，係因為低溫窯燒燒製，法像本
身琺瑯彩以較深色的湖水綠為底，菊花、烏巴拉花
等茂盛的花卉紋飾，代表國運昌隆，都是標準清朝
道光時期宮廷常見的色系和紋飾，岩石部分以掐絲
琺瑯彩料表現出似水墨的渲染、暈散質感，突破以
往常見的琺瑯彩運用方式。胎體少部有天然包漿銅
胎之氧化效應，和清朝初期銅胎相比較厚重，與明
朝銅鎏金相比胎體微輕，也和現代較死沉的銅胎不
同，鎏金色澤暖黃，是清朝中、後期標準的鎏金方
式。鑄造方式是標準中型脫蠟法，局部有沙孔，紋
飾細膩，與現代用鑄造範沙法製作，光身或紋飾較
少的製作方式截然不同。此法像局部有重新修補、
整理過，鎏的色系、法像袈裟邊緣與彩帶的紅色
礦物彩料以及有渲染質感的岩石相互輝映，完美
搭配。此件清道光時期仿乾隆銅鎏金掐絲琺瑯自
在觀音法像，保存完善、銅鎏金手感潤滑，是難
得一見佛像與藝術完美結合呈現的精美文物。
法像髮冠中央為阿彌陀佛，臉型長、表情慈和，
身形莊重、舉止自然，胸前裝飾瓔珞珠寶，衣襬
長、露雙足，雙腿自在安坐於海濤岩石上，右手
持線條流暢的彩帶置於曲起的右腳，左手置於身
側，左腳低垂踩金蓮花和海濤，姿態率性隨和，
顯露出如皇公貴族般的王者風範，底蓋已遺失。
法像背後底部有「乾隆御製」楷書款，「隆」
字上「攵」的撇和捺長度相似，「御」
字 中 央 豎 筆 未 突 出，「 製 」字 的
「朱」、「巾」豎筆未分開，
是清朝道光時期仿乾隆時
期的落款方式之一。

1052

19 世紀仿唐密銅鎏金掐絲琺瑯
大日如來 ( 毗盧遮那佛 ) 法像
高度：約 50 cm
長度：約 28 cm
寬度：約 28 cm
重量： 10,160 g

大日如來佛是釋迦牟尼佛的化身，是一切佛法的根本，
大日意為除一切暗遍照宇宙萬物，能利養世間一切生
物，大日之光不生不滅。法像頭戴五佛寶冠，長髮披
肩，臉型似瓜子臉，耳垂長、厚，眉心有白毫，眼瞼
低垂呈思考狀，鼻梁高挺，面部特徵符合滿人貴族之
特徵，身形沉穩端正，身材比例與常人無異，著飾有
掐絲琺瑯太陽花的華麗服飾，雙手持智拳印，雙腳盤

NTD : 180,000-250,000
RMB : 45,000-63,000
USD : 6,500-9,000

腿腳掌朝上安坐於蓮花座上，蓮花座為仰覆式蓮花座，
蓮瓣中央有掐絲琺瑯烏巴拉花，是標準清朝中後期的
花卉蓮瓣紋，法像服飾和蓮座上之紋飾，皆以掐絲為
邊，再填厚實、不透明的琺瑯礦物彩料，底蓋可掀起

法像背後底部有「乾隆

但遺失。琺瑯礦物彩料放大後觀之有雜質、沙眼，係

御製」楷書款，「隆」

因為低溫窯燒燒製，法像服飾以珊瑚紅琺瑯彩

字上「攵」的撇和捺長

為底，蓮座琺瑯彩以湖水綠為底，都是標準

度相似，「御」字中央

清朝中後期宮廷常見色系和紋飾，法像腰

豎筆未突出，「製」字

帶部分的黃色琺瑯礦物彩料，為清朝宮

「朱」、「巾」豎筆未

廷常見之色系。黃銅胎體局部有天然包

分開，是清朝中、後期

漿銅胎之氧化效應，與明朝銅鎏金相

仿乾隆時期的落款方式

比，胎體微輕，也和現代較死沉的銅

之一。

胎不同，鎏金色澤較黃亮，是清朝中、
後期標準的鎏金方式。鑄造方式是標
準大型脫蠟法，局部有沙孔，紋飾細
膩，與現代用鑄造範沙法製作，光身
或紋飾較少的製作方式截然不同，因
年代久遠掐絲和鎏金部分有經過近代
修補。此件 19 世紀仿唐密銅鎏金掐
絲琺瑯大日如來 ( 毗盧遮那佛 ) 法像，
保存完善、銅鎏金手感潤滑，是少有、
精美的法像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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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3

清後期仿乾隆銅鎏金掐絲琺瑯
釋迦牟尼佛法像
高 度：約 50 cm
底直徑：約 29 cm
重 量：10,305 g

法像漩渦型螺髮，臉型似瓜子臉，耳垂長、厚，
眉心有白毫，眼瞼低垂呈思考狀，鼻梁高挺，面
部特徵符合滿人貴族之特徵，身形沉穩端正，身
材比例與常人無異，著飾有掐絲琺瑯太陽花的半
披式袈裟，雙手仰放下腹前，右手置於左手上，
兩拇指的指端相接，持禪定印，雙腳盤腿腳掌朝

NTD : 180,000-250,000
RMB : 45,000-63,000
USD : 6,500-9,000

上安坐於蓮花座上，蓮花座為仰覆式蓮花座，蓮
瓣中央有掐絲琺瑯烏巴拉花，是標準清朝中後期
的花卉蓮瓣紋，法像服飾和蓮座上之紋飾，皆以
掐絲為邊，再填厚實、不透明的琺瑯礦物彩料，

法 像 背 後 底 部 有「 乾

底蓋可掀起但遺失，有現代用紅銅修補底蓋。琺

隆 御 製 」 楷 書 款，

瑯礦物彩料放大後觀之有雜質、沙眼，係

「 隆 」 字 上「 攵 」 的

因為低溫窯燒燒製，法像服飾以珊瑚紅

撇 和 捺 長 度 相 似，

琺瑯彩為底，蓮座琺瑯彩以湖水綠為

「御」字中央豎筆未

底，都是標準清朝後期宮廷常見色

突出，「製」字「朱」、

系和紋飾。黃銅胎體局部有天然

「 巾 」 豎 筆 未 分 開，

包漿銅胎之氧化效應，鎏金色澤

是清朝後期仿乾隆時

是 暖 黃 色， 是 清 朝 後 期 標 準 的

期的落款方式之一。

鎏金方式。鑄造方式是標準大
型脫蠟法，局部有沙孔，紋飾
細膩，與現代用鑄造範沙法製
作， 光 身 或 紋 飾 較 少 的 製 作
方 式 截 然 不 同， 因 年 代 久 遠
掐絲和鎏金部分有經過近代
修 補。 此 件 清 後 期 仿 乾 隆 銅
鎏金掐絲琺瑯釋迦牟尼佛法
像， 保 存 完 善、 銅 鎏 金 手 感
潤滑，是精美的法像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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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

清乾隆中後期 ( 官窯 )
描金自在觀音二開光墨彩捲葉梅瓶
高
度：37 cm
口沿直徑：8.5 cm
底足直徑：17.8 cm
重
量：3,920 g

NTD : 3,800,000-4,500,000
RMB : 950,000-1,150,000
USD : 145,000-165,000

此件口沿描金，手拉坏接坏、修坏，修胎精緻，內部與底部施綠松石釉，
是清朝乾隆時期官窯精品特徵之一。口沿外撇、短頸、溜肩、豐胸、縮
足，足微外撇，是標準清朝乾隆時期的梅瓶特徵。口沿外、短頸處繪以
描金墨彩蕉葉紋，點綴紅彩花卉，肩部繪墨彩幾何回紋，有藍色琺瑯堆
料「康寧福壽」四字，溜肩處繪花卉如意紋，紅彩畫花卉、墨彩畫如意。
器身兩側以描金和藍色琺瑯堆料繪花卉捲葉紋，底足外圍畫 U 形蓮瓣
紋一圈，筆法自然流暢、俐落。藍色琺
瑯堆料部分放大觀之有細微雜質，全器
手感溫潤如玉，底部帶有年代久遠之老
包漿。底足露胎處為標準高嶺土、微帶
雜質。此件清清乾隆中後期 ( 官窯 ) 描
金自在觀音二開光墨彩捲葉梅瓶修
胎 精 美、 畫 瓷 工 藝 精 湛， 是
清朝乾隆時期佛教藝術
結合畫瓷工藝的經
典之作，是少有
的精美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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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身主體紋飾以描金紅彩花卉、墨彩捲葉為底，二開光內繪描金自在觀音安坐於蓮

底書六字三行國產青花料

葉上，觀音為橢圓形臉、婦女樣貌特徵，體態修長、舉止自然動態，衣冠服飾有滿族

篆書款「大清乾隆年製」，

風格，衣服紋飾較為繁複，胸前瓔珞裝飾樸素，以上觀音特徵是標準清朝時期觀音法

「年」字最上面一橫筆中

像。自在觀音和荷葉是先以墨彩渲染圖形，再用描金勾邊，讓整體構圖、色系更有漸

間斷開，「製」字右上方

層、立體感，表現出清朝乾隆時期畫瓷的精湛工藝。自在觀音法像與荷花荷葉紋繪

「刂」部分為一筆，「衣」

製細膩生動，描金花卉力道十足，墨彩捲葉繪製流暢、不斷勢不斷氣，全器紋飾與畫

橫 劃 上 有 短 豎，位 置 在

工為清朝乾隆中後期官窯常見之繁繪畫法和畫工，畫工流暢有力、工整細膩。

「制」中與右之間。

1055

清末德化白瓷觀音立像
高度：41.3

cm

NTD : 60,000-80,000
RMB : 15,000-20,000
USD : 2,200-2,900

100

1056

清後期白田黃釋迦牟尼佛擺件
高度：21 cm
長度：7 cm
寬度：4 cm
重量：627.5 g

NTD : 280,000-350,000
RMB : 70,000-88,000
USD : 10,000-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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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7

乾隆三年雙修佛
高度：20 cm
長度：10.3 cm
寬度：8.3 cm
重量：2,096.3 g

NTD : 390,000-450,000
RMB : 97,000-115,000
USD : 14,600-1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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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8

清中後期
壽山芙蓉石普賢菩薩
高度：29 cm
寬度：24.5 cm

NTD : 280,000-300,000
RMB : 70,000-75,000
USD : 10,000-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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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9

文殊菩薩忿怒像 ( 唐卡 )
長度：76.5

估價待詢

104

cm

寬度：48.5

cm

1060

大威德金剛 ( 唐卡 )
長度：98

cm

寬度：63

cm

估價待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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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

清乾隆後期琺瑯銅胎
朱雀玄武牡丹團花薰爐鼎
高度：131 cm
寬度：82 cm

估價待詢

106

琺瑯銅胎器身頂端鑲崁紫色的天然
寶石，左右兩側為玄武大型提把掛
纏枝銅胎雙環，玄武鑲崁有圓形紅
珊瑚及綠松石，三足部分紋飾為祥
龍首紋銅雕，底足圓形四足底為朱
雀銅胎紋。此琺瑯銅胎纏枝牡丹團
花紋，放大琺瑯銅胎部有標準的鑄
沙孔，也是乾隆後期製造的證明之
一。此件琺瑯銅胎朱雀玄武牡丹團
花薰爐鼎為乾隆後期、嘉慶初期的
後宮珍貴文物之一。
此件冠頂珠鈕處為天然沙丁紅珊瑚
球 ( 此天然紅珊瑚產地為福建、澎
湖沿海地區，因清朝時期紅珊瑚的
來源為中國沿海地區之天然珍貴紅
珊瑚，所以清朝時期官員配戴的朝
珠為沙丁天然紅珊瑚 )，此天然紅
珊瑚可以證明為清朝乾隆時期文物
之斷定年代重要佐證之一。冠身銅
胎祥龍環繞，及團雲處龍珠部分嵌

底部銅胎款為乾隆年製，經四
庫 全 書 查 證， 落 款 之 乾 與 製
兩字為標準乾隆皇當太上皇之
時，所用的重要銅胎落款之標
準證明之一，此落款為標準銅
胎 陽 刻 落 款， 是 為 乾 隆 後 期
製。

鑲為天然綠松石環繞，冠底流蘇為
銅 柱。 蓋 頂 為 三 雲 龍 紋 獻 瑞 托 頂
冠，蓋頂呈現圓形鏤空團雲龍紋，
蓋底欄圍部分為清乾隆後期 ( 乾隆
太上皇時期 ) 所用的靈芝雲紋勾勒
之圖案，及圍欄柱頂端鑲崁翠玉珠
寶鈕為裝飾，蓋底為雙迴文，為辨
別乾隆中後期差異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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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

清乾隆 ( 太上皇時期 )
嘉慶初期銅胎掐絲琺瑯立體
龍紋蓮花花卉麒麟薰爐鼎
高
度：70 cm
上蓋高度：約 36 cm
中座高度：約 27 cm

NTD : 420,000-620,000
RMB : 105,000-155,000
USD : 15,200-22,200

108

冠頂珠鈕處為火球形銅珠，冠蓋上
有標準乾隆後期琺瑯銅胎蓮瓣紋，
冠蓋周圍有二十二尾鏤空立體銅
胎 騰 龍 紋 環 繞， 冠 底 流 蘇 為 圓 銅
柱。器身下蓋與冠蓋交接處，三面
有三尾吐氣鏤空立體龍紋纏繞，龍
紋盤於作為下蓋珠紐的鏤空銅胎
靈芝雲上。下蓋頂部有標準乾隆後
期銅胎琺瑯回紋繞一周，配以銅胎
掐絲琺瑯蓮花花卉紋，下蓋底部有
銅胎掐絲琺瑯蝠紋，此蝠紋身形稍
微瘦長，與乾隆時期較胖圓的蝠紋

此銅胎掐絲琺瑯蓮花花卉紋，放大

不同，而是屬於乾隆後期、嘉慶初

銅胎琺瑯部有標準的鑄沙孔，也是

期之蝠紋，底部外緣是銅胎琺瑯如

乾隆後期製造的證明之一。此底部

意紋。器身中段雙提柄為標準乾隆

銅胎款為篆體「乾隆年製」，落款

後期立體鏤空銅胎掐絲琺瑯龍紋，

之「隆」字「阜」的部分為兩個口，

器身有銅胎掐絲琺瑯麒麟紋，以立

與常見之三個口不同，經四庫全書

體銅胎麒麟為三足，底座上緣有銅

查證是乾隆皇當太上皇之時，所用

胎掐絲琺瑯團花壽紋，此壽紋也是

的特殊銅胎落款之一，此落款為特

乾隆後期、嘉慶初期的紋飾，底座

殊銅胎陽刻落款。

四面有獸面紋。此件是乾隆太上皇
時期製，為後宮珍貴文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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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3

清乾隆銅鎏金嵌絲琺瑯鳳凰擺件
高度：約
長度：約
寬度：約
重量：約

52
45
22
30

cm
cm
cm
kg

NTD : 1,100,000-1,400,000
RMB : 280,000-340,000
USD : 40,000-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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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身主體為鳳凰，鳳凰顧盼生輝，姿態驕矜清貴，頭冠是標準清朝乾隆後
期的鳳冠，鳳凰胸前下方有獸面紋，胸前和腿部是花卉紋，鳳凰背上有龍
龜馱壽字，兩邊有雙蝠紋，雙翅微上捲，尾巴羽毛長至拖地，鳳凰曲腳站
在彩色岩石上，岩石上有嵌絲琺瑯花卉、水草以及銅鎏金花卉，底座上方
紋飾以八角形內花卉為底，邊緣有顧首夔龍紋及回紋，中央是夔龍紋。底
座以四獸面為足，底座左右兩側中央是雙蝠壽字，兩邊有夔龍紋，中央飾
有花卉壽桃，底作前後兩側則以雙蝠壽字和花卉為飾。此擺件保存完善、
銅鎏金與嵌絲琺瑯彩手感潤滑，做工精緻華美，是清朝乾隆時期宮廷製作，
少數有落款之大型擺件珍品。
紋飾皆以做工更精細的嵌絲為邊，再填厚實、不透明的琺瑯礦物彩料，琺
瑯礦物彩料放大後觀之有雜質、沙眼，係因為低溫窯燒燒製，琺瑯彩都是
標準清朝乾隆時期宮廷常見的色系和紋飾。此件琺瑯彩有天然
包漿銅胎之氧化效應，溫潤呈現寶光，黃銅胎與清朝初
期相比較重，與明朝銅鎏金相比，胎體微輕，鎏金
色澤較黃亮，是清朝乾隆時期標準的鎏金方
式。鑄造方式是標準中、大型脫蠟法，
局部有沙孔，紋飾細膩，少部分有
鎏金和嵌絲脫落的痕跡。

底座上有標準六字「大清乾隆年製」
篆書刻款，筆劃平直，轉角略帶圓勢；
同一筆畫的轉折有些是斷開後再起筆，
但雖有斷筆而勢不斷；筆劃渾厚有力，
結體大氣，「製」字「刀」部斷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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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4

清乾隆銅鎏金掐絲琺瑯雙鸚擺件
高度：約 60 cm
長度：約 40 cm
寬度：約 22 cm
重量：18.47 kg

NTD : 420,000-520,000
RMB : 105,000-135,000
USD : 15,200-19,000

葫蘆底部有標準「大清乾
隆 年 製 」 六 字 楷 書 款，
「乾」字左大右小，「隆」
字 右 上 方「 攵 」 的 捺 比
撇 長，「 製 」 字 左 上 方
「朱」、「巾」豎筆分為
兩筆。

鸚鵡意為英明神武，此擺件雙鸚為一公一母立
於葫蘆上，寓意為皇帝和皇后皆英明神武，福
報福祿、多子多孫。公鸚鵡頭紅色，立於較高
的葫蘆枝上、眼神向下看，為雄視天下之意，
頭部青蘋果色的母鸚鵡臉朝外向下看，意為母
儀天下。葫蘆上方有葉，葫蘆身上飾有葫蘆
葉和葫蘆紋飾，是標準清朝雍正後期、乾
隆初期的紋飾。雙鸚頭上的捲紋、羽毛
和葫蘆上的紋飾皆以掐絲為邊，再填厚
實、不透明的琺瑯礦物彩料，琺瑯礦
物彩料放大後觀之有雜質、沙眼，係
因為低溫窯燒燒製，葫蘆上琺瑯彩以
黃色為底，整體琺瑯彩色系和紋飾是
標準清朝乾隆時期宮廷常見之色系和
紋飾。琺瑯彩有天然包漿銅胎之氧化
效應，溫潤呈現寶光，此件鎏金色澤
較黃亮，是清朝乾隆時期標準的鎏金方
式，鑄造方式是標準大型脫蠟法，局部
有沙孔，紋飾細膩，少部分有鎏金、掐絲
脫落和修補上泥金的痕跡。此件保存完善、
銅鎏金與掐絲琺瑯彩手感潤滑，是少有的宮
廷藝術大型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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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5

清乾隆中期
銅鎏金掐絲琺瑯
八吉祥壽字葫蘆
高度：約 60
長度：約 30
寬度：約 27
重量：約 12

cm
cm
cm
kg

NTD : 420,000-520,000
RMB : 105,000-135,000
USD : 15,200-19,000
葫蘆象徵福祿、旺財和多子多孫。此件葫
蘆帶蓋，蓋上帶枝柳，雙邊各有十七個銅
鎏金小葫蘆，連同本身總共三十五個葫蘆，
雙邊銅鎏金小葫蘆上有法輪、法螺、法幢、
蓮花、雙魚、盤結和寶蓋等八吉祥紋飾。
葫蘆器身上之紋飾是標準清朝乾隆中期的
捲草花卉和壽字，經查證和原和珅府邸後
來的恭王府中，有雷同的「壽」字，「壽」
字外圍有五隻標準清朝乾隆中期的有鬚的
蝙蝠紋飾，象徵五福臨門。此件紋飾皆以
掐絲為邊，再填厚實、不透明的琺瑯礦物
彩料。琺瑯礦物彩料放大後觀之有雜質、
沙眼，係因為低溫窯燒燒製，琺瑯彩以湖
水綠為底，菊花、烏巴拉花等茂盛的花卉
紋飾，代表國運昌隆，都是標準清朝乾隆
中期宮廷常見的色系和紋飾。此件琺瑯彩
有天然包漿銅胎之氧化效應，溫潤呈現寶
光，銅胎與清朝初期相比較重，與明朝銅
鎏金相比，胎體微輕，也和現代較死沉的
銅胎不同，鎏金色澤較黃亮，是清朝中期
標準的鎏金方式。此件鑄造方式是標準
中、大型脫蠟法，局部有沙孔，紋飾細
膩，與現代用鑄造範沙法製作，光身
或紋飾較少的製作方式截然不同，少
部分有鎏金脫落痕跡，此葫蘆保存
完善、銅鎏金與掐絲琺瑯彩手感潤
滑，是少有、精美的宮廷官製銅鎏
金掐絲琺瑯中、大型擺件。

底部有標準清朝乾隆中期
「大清乾隆年製」六字楷
書 款，「 乾 」 字 左 大 右
小，「隆」字「攵」部分
捺比撇長，「製」字左上
方「朱」、「巾」部分放
大觀之是兩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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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6

乾隆年製
銅胎掐絲琺瑯花卉紋
瓜形梅瓶
高
度：32 cm
口沿直徑：3.8 cm
底足直徑：11.3 cm

NTD : 80,000-200,000
RMB : 20,000-50,000
USD : 2,900-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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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7

清中後期銅鎏金掐絲琺瑯鳳凰薰
爐 ( 一對 )
高度：約 80
長度：約 55
寬度：約 20
重量：約 30

cm
cm
cm
kg

薰爐蓋頂是銅鎏金顧首夔鳳，鳳凰踩在鏤空雲紋上，蓋中央鏤空四開光，開光
內為夔龍和夔鳳相對，開光外以深藍色琺瑯彩為底，飾掐絲琺瑯捲草花卉。器
身主體為鳳凰，鳳凰頭冠是標準清朝乾隆後期的鳳冠，鳳凰胸前有獸面紋，胸
前和腿部是掐絲菱格紋，雙翅前有花卉和夔龍紋，雙翅上捲、尾部下捲，羽毛
和翅膀內部皆以掐絲為邊，填入色彩繽紛的琺瑯礦物彩料，鳳凰背上駝薰爐，
薰爐頂部以深藍色為底、頸部以湖水綠為底，上飾掐絲琺瑯捲草花卉，薰爐和
鳳凰以銅鎏金仰覆式蓮瓣相接，蓮瓣是標準清朝乾隆後期之蓮瓣樣式。此對保

NTD : 1,460,000-1,800,000
RMB : 360,000-450,000
USD : 50,000-65,000

存完善、銅鎏金與掐絲琺瑯彩手感潤滑，是清朝中後期宮廷製作、無落款之大
型擺件。
此對紋飾皆以掐絲為邊，再填厚實、不透明的琺瑯礦物彩料，琺瑯礦物彩料放
大後觀之有雜質、沙眼，係因為低溫窯燒燒製，琺瑯彩都是標準清朝中後期宮
廷常見的色系和紋飾。琺瑯彩有天然包漿銅胎之氧化效應，溫潤呈現寶光，黃
銅胎與清朝初期相比較重，與明朝銅鎏金相比，胎體微輕，鎏金色澤較黃亮，
是清朝中後期標準的鎏金方式。鑄造方式是標準大型脫蠟法，局部有沙孔，紋
飾細膩，少部分有鎏金和掐絲脫落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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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8

清後期仿乾隆
銅鎏金掐絲琺瑯公雞擺件
高度：約 50
寬度：約 20

cm
cm

長度：約 36
重量：約 18

cm
kg

NTD : 160,000-250,000
RMB : 40,000-63,000
USD : 5,800-9,000

公雞諧音為「吉」，代表吉祥如意，又有「起家」之意，可興旺家族和事業。
此擺件公雞昂首立於岩石上，公雞雞冠和肉垂為珊瑚紅色，頸部綠色，尾
部羽毛色彩繽紛。公雞身上紋飾、羽毛和岩石上的紋飾皆以掐絲為邊，再
填厚實、不透明的琺瑯礦物彩料，琺瑯礦物彩料放大後觀之有雜質、沙眼，
係因為低溫窯燒燒製，岩石底部琺瑯彩以較深色的湖水綠為底，飾有茂盛
的花卉紋飾，代表國運昌隆，整體琺瑯彩色系和紋飾是標準清朝後期宮廷
常見之色系和紋飾。琺瑯彩有天然包漿銅胎之氧化效應，局部呈現寶光，
鎏金色澤較黃亮，是清朝後期標準的鎏金方式。鑄造方式是標準大型脫
蠟法，局部有沙孔，紋飾細膩，少部分有掐絲脫落和修補的痕跡。綜合
分析琺瑯彩料、羽毛紋飾和落款，此件是清後期仿乾隆銅鎏金掐絲琺
瑯公雞擺件，保存完善、銅鎏金與掐絲琺瑯彩手感潤滑，是少有的
清朝後期官製仿乾隆時期藝術大型擺件。

擺件底部有「大清乾隆
年製」楷書款，「乾」
字左大右小，「隆」字
上「 攵 」 的 捺 比 撇 稍
長，但「製」字太模糊
無 法 分 辨， 是 清
朝後期仿乾隆時
期的落款方式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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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9

清初雙獅耳爐
高度：10 cm
口沿直徑：16

cm

NTD : 400,000-450,000
RMB : 100,000-115,000
USD : 15,000-16,500

1070

清初沖耳三足爐
高
度：18 cm
口沿直徑：22.5 cm

NTD : 950,000-1,200,000
RMB : 240,000-300,000
USD : 34,000-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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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

金剛杵座三羊紋
寬度：5.5
高度：4.5

cm
cm

NTD : 58,000-75,000
RMB : 14,500-18,750
USD : 2,100-2,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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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3

大明宣德年製款繩耳鬲式銅爐

大明宣德年製款
銅胎掐絲琺瑯三足爐

高
度：12 cm
口沿直徑：13.5 cm

高
度：15 cm
口沿直徑：12.5 cm

無底價

無底價

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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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4

唐朝婦女彩俑
高度：約 76.5 cm
長度：22 cm
寬度：22 cm
重量：5,725 g

NTD : 250,000-320,000
RMB : 63,000-80,000
USD : 9,000-11,500

此件婦女馬尾髮髻高聳，臉圓、細眉、
鳳眼、高鼻、櫻桃小嘴、雙下巴，面帶
恬靜微笑、表情生動，表現出唐朝女性
的內涵之美。從婦女眉毛之畫法，此件
為唐朝時期民間婦女畫眉慣用之畫法，
此件上裝半袒胸、圓領，雙臂衣飾上有
花卉紋，下面的裙子圍起來繫上長長的
裙帶，下擺呈圓弧形的喇叭裙，為標準
唐朝「高腰束胸，寬擺拖地」之民間服
飾樣式，此件之鞋履也為標準唐朝時期
的「翹頭履」，前方圓頭上彎，婦女手
持海螺，海螺的聲音以佛家來說是吉祥
的妙音，象徵佛法傳遍四面八方，在民
間則有感情穩定、家庭和睦之寓意。此
件胎體為磚紅色的高嶺土，胎質粗帶天
然雜質，陶俑捏製完成後，身體部分先
上一層化妝土，待化妝土風乾後，直接
上礦物彩。此件胎體、礦物彩整體保存
良好，但因年代久遠礦物彩仍有局部脫
落現象，礦物彩內有大量土沁，可知此
件為出土後傳世之彩俑。綜合婦女特徵、
衣著、胎體以及礦物彩等製作工藝，此
件為標準唐朝時期少見保存完善之唐朝
婦女彩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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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5

唐三彩藍釉奔馬
高度：43.7 cm
長度：約 41.5 cm
寬度：約 21.2 cm
重量：6,585 g

NTD : 380,000-460,000
RMB : 95,000-120,000
USD : 14,500-17,000

此件馬身與尾巴分開製作，再用胎土接上後施
以肥厚釉水，馬鞍內襯布垂地。胎體為粉紅色
的高嶺土，胎質粗帶天然雜質，陶俑捏製完成
後，全器先上一層化妝土，全器浸白釉，接著
在馬身刷上藍釉為底，以黃褐釉、綠釉點綴鬃
毛、馬鞍、尾巴與馬身之裝飾，再進入 800 度
窯燒，因釉水肥厚與上釉水的先後不同，帶有
垂釉與釉水暈散之現象。釉水呈現天然蛤蜊光
澤，包漿的藍釉部分帶有天然銀光與虹光，開
片為時代久遠的天然開片痕跡及時代斑剝歲月
痕跡，開片內帶有大量土沁，底座有部分風化
現象，土沁、開片、垂釉、釉水暈散、胎質、
器型等都是唐朝唐三彩重要鑑定標準，為標準
唐朝時期唐三彩少見珍貴之藍釉底奔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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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6

唐三彩黑釉立姿公牛
高度：約 53 cm
長度：約 63 cm
寬度：約 20 cm
重量：10,940 g

NTD : 580,000-720,000
RMB : 145,000-182,000
USD : 21,000-25,500

此件牛身與牛角、鈴鐺、尾巴分開製作，再用胎土接上後施以肥厚釉
水。胎體為粉紅色的高嶺土，胎質粗帶天然雜質，陶俑捏製完成後，全
器先上一層化妝土，全器浸白釉，接著在牛身刷上少見珍貴之黑釉為
底，以暈散的黃褐釉點綴鈴鐺、大腿部分，再進入 800 度窯燒，因釉
水肥厚與上釉水的先後不同，帶有垂釉與釉水暈散之現象，尤其牛腹下
方、頸部下方和牛蹄等部份垂釉現象明顯。釉水呈現天然蛤蜊光澤，全
器些微包漿，黑釉部分微帶有天然銀光和蛤蠣光，開片為年代久遠的天
然開片痕跡，開片內帶有土沁，底座有微風化現象，此件為出土後傳
世，土沁、開片、垂釉、釉水暈散、胎質、器型等都是唐朝唐三彩重要
鑑定標準，此件為標準唐朝時期唐三彩少見珍貴之黑釉立姿公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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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昂首而立，體態健壯、充滿力量感，尾巴內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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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7

南宋褐釉建盞
高
度：6.8 cm
口沿直徑：11.7 cm
底足直徑：4 cm

NTD：30,000-120,000
RMB : 7,500-30,000
USD：1,100-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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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8

南宋柿紅大斑紋建盞
高
度：6.9 cm
口沿直徑：12.2 cm
底足直徑：4 cm

NTD：30,000-120,000
RMB : 7,500-30,000
USD：1,100-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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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9

清康熙中後期
青花官窯千壽紋瓶
高
度：52 cm
口沿直徑：18.5 cm
底足直徑：16 cm
重
量： 6,030 g

NTD : 500,000-700,000
RMB : 130,000-180,000
USD : 18,000-25,000
此件是為當時歷史記載康熙晚期
舉辦「千叟宴」，匯集當時當朝
的 70 歲 以 上 老 臣 團 聚 ， 康 熙 下
令訂製此千壽瓶贈與群老臣，所
以在底款為標準青花雜寶幡旗
款，器型口沿外撇，外繪迴式海
濤紋，頸部溜肩、縮腰，器身主
體紋飾是國產青花篆書千「壽」
字。足外撇，足外繪桃紋葉紋，
足底收內圈，足底露胎處為標準
高嶺土，胎質粗、帶雜質。

底足內款為標準官窯青花幡旗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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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

大清康熙年製 ( 康熙中後期 )
青花十二金釵撇口瓶
高
度：41.7 cm
口沿直徑：12 cm
底足直徑：14.3 cm

NTD : 300,000-600,000
RMB : 75,000-150,000
USD : 11,000-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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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

清雍正描金琺瑯彩壽字雙龍仙鶴盤
高
度：4.2 cm
直
徑：20.6 cm
底足直徑：13.3 cm

NTD : 300,000-600,000
RMB : 75,000-150,000
USD : 11,000-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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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

清雍正後期鬥彩鴛鴦戲水玉壺春
高
度：16 cm
口沿直徑：4.6 cm
底足直徑：4.7 cm

NTD : 500,000-1,200,000
RMB : 130,000-300,000
USD : 18,000-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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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3

雍正年製黃地粉彩花卉紋花孤
高
度：24.5 cm
口沿直徑：13 cm
底足直徑：8.3 cm

NTD : 30,000-120,000
RMB : 7,500-30,000
USD : 1,100-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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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4

清乾隆中後期青花福壽天球瓶
高
度：40 cm
口沿直徑：9 cm
底足直徑：12.8 cm

NTD : 50,000-200,000
RMB : 13,000-50,000
USD : 1,800-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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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5

清乾隆中後期如意雙耳青花纏枝花卉尊
高
度：55
口沿直徑：16
底足直徑：22

cm
cm
cm

NTD : 2,500,000-5,000,000
RMB : 630,000-1,300,000
USD : 90,000-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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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6

大清乾隆年製 ( 乾隆中期 )
青花暗八仙紋雙耳抱月瓶
高
度：49.5 cm
口沿直徑：8.6 cm
底足直徑：16.3 cm

NTD : 600,000-800,000
RMB : 150,000-200,000
USD : 22,000-2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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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7

大清乾隆年製青花瓜果花卉紋梅瓶
高
度：32 cm
口沿直徑：6.7 cm
底足直徑：13.8 cm

NTD : 2,000,000-3,000,000
RMB : 500,000-750,000
USD：72,000-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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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8

清乾隆冬青釉剔花海水龍紋尊
高
度：24 cm
口沿直徑：4.8 cm
底足直徑：5 cm

NTD : 600,000-900,000
RMB : 150,000-230,000
USD : 22,000-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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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9

清乾隆
冬青釉刻花軋道牡丹花卉紋缸
高
度：24 cm
口沿直徑：29 cm
底足寬度：14.7 cm
底 足 高：1 cm

此件是以清朝乾隆時刻工風格及制瓷的方式和窯
燒的控溫成熟技術，外壁以壓坯及修坯方式，缸
口圓唇外翻，口沿下刻以八寶紋，主體紋飾刻以牡
丹花卉，來呈現出乾隆時榮華富貴的景象。
展覽：遼寧省瀋陽故宮博物院，《海峽兩岸古文
物研究發展協會收藏特展》，2011年夏

NTD : 3,200,000-3,800,000
RMB : 800,000-950,000
USD : 115,000-1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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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足刻「大清乾隆年製」六字篆書款。

1090

清乾隆冬青釉出戟花觚
高
度：28.6 cm
口
徑：18 cm
底足寬度：8.3 cm
重
量：1,085 g

NTD : 2,100,000-2,700,000
RMB : 530,000-675,000
USD : 75,000-97,000
全器內外及扁瓶底落款處均施滿
冬青釉，敞口，鼓腹，四面出
戟。底分上下底，下底圈足一般
修整成圓潤的「泥鰍背」狀。從
上至底足邊全器通體紋飾，上下
飾仰覆蕉葉紋一周、器腹飾漢代
青銅器的夔龍紋、龍紋上下各飾
一圈回紋。此器物冬青釉出戟花
觚是乾隆中期時官窯中的典型代
表器物之一。胎質潔白細膩，修
胎工藝精細，器型規整，厚薄適
度。

底刻款六字三行「大清乾隆年
製」篆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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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吉林省偽滿皇宮博物院，
《海峽兩岸古文物研究
發展協會收藏特展》，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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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

清乾隆後期琺瑯彩描金花卉膽瓶
高
度：38.5 cm
口沿直徑：9.6 cm
底足直徑：10.8 cm

NTD : 600,000-1,200,000
RMB : 150,000-300,000
USD : 22,000-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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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

乾隆年製琺瑯彩描金花卉紋燈籠賞瓶
高
度：12.2 cm
口沿直徑：4.3 cm
底足直徑：4 cm

NTD : 800,000-3,000,000
RMB : 200,000-750,000
USD : 29,000-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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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3

清乾隆描金琺瑯牡丹團花
蝙蝠紋捲葉七直頸孔插瓶尊
高 度：約 28 cm
大口徑：4 cm
小口徑：3 cm
寬 度：24 cm
重 量：4,400 g

估價待詢

此件為接胎後修胎，中孔微粗，六邊直頸孔微
細，器身為半圓型，下足型為面底半圓狀，露
胎處為高嶺土，土質溫潤。粉彩及琺瑯彩帶微
蛤蜊光、微開片，下半圓座以天藍釉為地，描
金紅彩蝠紋壽字。七孔直頸口沿內及下半座內
施以松石釉，其代表象徵為官窯實用品。
七孔口沿邊為描金及底座外刻海濤紋，描金上
半面以天藍為地色，牡丹團花捲葉紋佈滿上
半部器身外，器身圓邊處繪以環形回紋圍繞一
圈，施以粉紅釉為地，紅彩為回紋線條，繪製
蝙蝠紋及捲葉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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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足內有標準雙框堆料楷書
「乾隆年製」四字款

1094

清乾隆金彩琺瑯粉彩吉祥如意
四開光獸紋雙耳瓶
高
度：36.4 cm
口沿長度：10.5 cm
口沿寬度：7.8 cm
底足長度：11.2 cm
底足寬度：8.2 cm
重
量：3,450 g

NTD : 2,700,000-3,600,000
RMB : 675,000-900,000
USD : 97,000-135,000

144

方平口，頂端四方繪有粉彩花卉捲葉紋，方平口口沿外側繪製琺瑯堆料回紋，長型頸底為描金金彩，四面繪以粉彩蓮花花卉捲葉
紋，肩部繪有靈芝蕉葉雲環繞四邊，底足四面外側為天藍色底釉，繪以蓮花花卉捲葉紋，底足外緣為琺瑯堆料回紋，粉彩部分帶
蛤蠣光，口沿內與足內底施以天然松石釉，是為官窯。

This piece is a gold enamel fencai vase with auspicious ruyi, flowers and branches, and landscape patterns and
beast-shaped ears produced during the Qianlong period. Fencai flowers and rolling leafs decorate the top four
sides of the square mouth. The lip on this vase is flat on top and the edge of the lip is decorated with enamel
repeating patterns. Gold ink has been used as the base color for the long neck, on top of which fencai lotus
flowers and rolling leaf patterns have been drawn. Ganoderma, banana leafs, and cloud patterns are drawn on the
four sides of the shoulder. Sky blue enamel is used on the outside of the foot, which is also painted with lotus
flower and rolling leaf patterns. The bottom edge of the foot has been decorated with enamel repeating patterns.
The fencai on this piece shows a mother-of-pearl sheen. The inside of the mouth and foot has been glazed with
natural turquoise glaze, indicating this piece is produced in an official kiln.
四面開光外部底為描金金彩，繪製蓮花花卉捲葉紋，四面開光，開光內前、後以琺瑯粉彩喜鵲、雙鶴為圖案，左、右開光處以胭
脂紅釉繪山水圖案，此胭脂紅釉是為清朝乾隆初、中期常用之標準物理色系反應。

Gold ink is used as the base color for the four windows on the four sides of the vase, which are decorated with
lotus flowers and rolling leaf patterns. Four windows are placed on the four sides of the vase, two of which are
decorated with fencai magpies and cranes and two are decorated with rouge enamel landscape scenery. This
rouge enamel is a common physical color response from the early and mid-Qianlong period.
底款四字款內的乾隆年「製」的上半部「朱」部分，放大後豎筆分段為兩筆，「乾」字為左大右小，「隆」字是左小右大，是標
準乾隆時期楷書款特徵之一，此件底款為四字標準「乾隆年製」描金金底紅彩石墨方雙框楷書款。 The “朱” portion

of the
“製”in the inscription is done in two strokes. The left side of the“乾”is larger than the right. The left side of
the“隆”is smaller than the right side. This is one of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of Qianlong period inscription.
The inscription at the bottom of this vase is a standard“乾隆年製”done on a gold base with rouge ink framed in
a double 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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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

清乾隆中期 ( 官窯 ) 琺瑯粉彩
二開光雙獸耳洋婦筆筒
高
度：13 cm
口沿直徑：10.5 cm
底足直徑：10.8 cm
重
量：800 g

NTD : 750,000-850,000
RMB : 187,500-220,000
USD : 26,800-31,000

此件天地描金，手拉坏，內部與底部施綠松石釉，是清朝乾隆時
期官窯精品特徵之一。收口沿，口沿下方與底足外緣繪有琺瑯粉
彩蓮花纏枝紋，腹部中央有二開光，開光內用琺瑯粉彩繪雙洋婦
與小孩，開光外以白色琺瑯彩繪捲草紋為底，側邊有描金雙獸耳
銜環，描金部分已有老包漿，底足外緣用礬紅繪捲葉紋一圈，三
足以珊瑚紅為底，上繪描金如意紋，筆法自然流暢、俐落。此件
是實用器皿，獸耳銜環處有老修補痕跡，局部有老包漿現象。底
足露胎處為標準高嶺土、微帶雜質，此件清乾隆中期(官窯)琺瑯粉
彩二開光雙獸耳洋婦筆筒是標準少有、精美之宮廷實用器皿。
人物與白色捲葉紋繪製細膩生動，全器紋飾與畫工為清朝乾隆中
期官窯常見之繁繪畫法和畫工，畫工流暢、工整細膩，黃地釉和
綠釉部分有天然老化開片現象和明顯蛤蜊光。
落款青料使用標準清朝乾隆中期琺瑯堆料款，落款為標準「乾
隆年製」四字雙框楷書款，「乾」字左大右小，「隆」字左耳
刀收筆略高，「

」撇短捺長，下方「生」中央橫劃左短右長。

「製」字「朱」、「巾」部分分兩筆，「衣」字豎提和右短撇相
連，與左長撇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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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6

大清乾隆年製 ( 乾隆中後期 )
松石綠地礬紅描金龍鳳紋梅瓶
高
度：38 cm
口沿直徑：8 cm
底足直徑：14 cm

NTD : 300,000-600,000
RMB : 75,000-150,000
USD : 11,000-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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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1099

清乾隆後期粉彩萬花梅瓶
高
度：37 cm
口沿直徑：7.8 cm
底足直徑：14 cm

NTD : 600,000-800,000
RMB : 150,000-200,000
USD : 22,000-2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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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清乾隆描金雙獸耳粉彩富裕
豐收瓜果花卉扁瓶
高
度：33.5 cm
口沿直徑：5.6 cm
底足長度：10.6 cm

NTD : 1,000,000-5,000,000
RMB : 250,000-1,300,000
USD : 36,000-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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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

清乾隆中期 ( 官窯 ) 木釉紋
四開光粉彩花鳥方形筆筒
高度：17 cm
長度：11.6 cm
寬度：11.6 cm
重量：1,305 g

NTD : 380,000-450,000
RMB : 95,000-115,000
USD : 14,500-16,500

此件口沿內與底部中央描金，是清朝乾隆時期
官窯特徵之一。長柱形，五接胎、修胎，以木
釉紋為底，筆筒內部上白釉，中央四面有四開
光，開光內用粉彩繪菊花、牡丹、梅花等花卉
與鳥，筆法自然流暢、俐落。鳥與花卉繪製細
膩生動，鳥的情態各異，羽毛、姿態繪製栩栩
如生，全器紋飾與畫工為清朝乾隆中期官窯常
見之繁繪畫法和畫工，畫工流暢、工整細膩，
綠釉部分有天然老化開片現象和明顯蛤蜊光。
此件是實用器皿，局部有老包漿現象。底足修平足、凹方形內底，露胎處為
標準高嶺土、微帶雜質，此件清乾隆中期 ( 官窯 ) 木釉紋四開光粉彩花鳥方形
筆筒是標準少有、精美之宮廷實用器皿。
底書六字三行紅彩篆書款「大清乾隆年製」，「年」字最上面一橫筆中間斷
開，「製」字右上方「刂」部分分為兩筆，「衣」橫劃上無短豎。

154

1102

清乾隆中後期 ( 官窯 )
琺瑯粉彩洋婦尊
高
度：13 cm
口沿直徑：2.5 cm
底足直徑：3 cm
重
量：135.1 g

NTD : 1,200,000-1,500,000
RMB : 300,000-380,000
USD : 43,000-54,000

此件口沿描金，手拉坏修薄胎，薄胎透光，是清朝乾隆時期官窯精品特徵之
一。口沿微外撇，口沿下方與底足外緣以礬紅琺瑯彩為底，口沿和肩部繪捲
草紋與五瓣花卉，捲草紋下有標準清朝乾隆中後期之回紋，底足外緣是蓮瓣
紋，筆法自然流暢、俐落。器身主體紋飾以琺瑯粉彩繪製洋婦、小童和三隻
羊，洋婦豐腴、露乳，此件主體紋飾繪兩隻公羊、一隻母羊和一位露乳洋婦，
且是可放在手中的把玩件，隱含宮廷中風流之意。綿羊毛髮繪製細膩生動，
全器紋飾與畫工為清朝乾隆中、後期官窯常見之繁繪畫法和畫工，畫工流暢、
工整細膩，粉彩綠釉，有天然老化開片現象和明顯蛤蜊光，透明釉部分微帶
蛋青。此件底足削圓足，露胎處為標準高嶺
土、微帶雜質，此件為標準少有、精美之
清朝乾隆中後期(官窯) 琺瑯粉彩洋婦尊。
落款青料使用標準清朝乾隆中後期琺瑯
堆料款，落款為標準「乾隆年製」四字
篆書款，「年」字最上面一橫筆中間斷
開，「製」字右上方「刂」部分斷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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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

清乾隆中期 ( 官窯 )
礬紅粉彩八錦鯉擺盤
高
度：4.8 cm
直
徑：24.4 cm
底足直徑：15.2 cm
重
量：680 g

NTD : 680,000-750,000
RMB : 170,000-187,500
USD : 24,000-26,800

此件盤緣描金，是清朝乾隆時期官窯特徵之一，手拉
坏，口沿微外撇，內部與底部施白釉，盤外施黃地
釉。盤中央主體紋飾是如意十字花卉紋，外圍是八條
雙雙相對的礬紅錦鯉，礬紅色系是標準清朝乾隆時期
的礬紅彩，盤緣內繪海濤紋，海濤紋以黑彩描邊，白
釉、綠釉填實，筆法自然流暢、俐落。紋飾繪製細膩
生動，全器紋飾與畫工為清朝乾隆中期官窯常見之繁
繪畫法和畫工，畫工流暢、工整細膩，綠釉部分有天
然老化開片現象和明顯蛤蜊光，白釉微青。此件盤內微凹、足內底微凸，修圓足
底，底足露胎處為標準高嶺土、微帶雜質。此件清乾隆中期 ( 官窯 ) 礬紅粉彩八錦
鯉擺盤畫工精緻細膩，是標準少有、精美之清朝宮廷珍品之一。
落款青料使用標準清朝乾隆中期琺瑯堆料款，落款為標準「乾隆年製」四字雙框
楷書款，「乾」字左大右小，「隆」字左耳刀收筆略高，「攵」撇短捺長，下方
「生」中央橫劃左短右長，「製」字「朱」、「巾」部分分兩筆，「衣」字豎提
和右短撇相連，與左長撇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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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

清乾隆後期 ( 官窯 )
描金剔花珊瑚紅夔龍粉
彩戲童圓盒
高
度：7 cm
口沿直徑：11.3 cm
底足直徑：7.5 cm
重
量：480 g

NTD : 180,000-250,000
RMB : 45,000-63,000
USD : 6,500-9,000

此件圓盒外圍以珊瑚紅為底，圓盒內部與足
底施綠松石釉，綠松石釉有年代久遠的天然
開片現象，是清朝乾隆時期官窯的特徵之一。
蓋頂繪以粉彩戲童，粉彩綠釉部分有細微開片
和蛤蠣光，蓋頂邊緣有描金剔花回紋一圈，有
修補痕跡，蓋肩上有描金剔花靈芝紋，蓋與
底座外圍有描金剔花夔龍紋，底座下圓有描
金剔花蓮辦紋，底足外圍是描金回紋一圈。此
件描金部分已有年代久遠之氧化現象，局部微啞光，整體呈現溫潤包漿寶
光，是難得一見之珍貴文物。胎體厚、修圓平足，應是皇宮貴族用的官窯
實用器皿，此件為標準清乾隆後期( 官窯 ) 描金剔花珊瑚紅夔龍粉彩戲童圓
盒，是藏家於德國納高拍賣公司買回。
器身底部有標準陽刻「大清乾隆年製」六字篆書款，「年」字最上面一橫
筆中間斷開，「製」字右上方「刂」部分為一筆，「衣」橫劃上無短豎，
是乾隆中、後期標準落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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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

清乾隆烏金釉紅彩描金
蝴蝶瓜果碗
高
度：7 cm
口沿直徑：15 cm
底足直徑：6.5 cm

NTD : 300,000-600,000
RMB : 75,000-150,000
USD : 11,000-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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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

清乾隆藍地描金捲草花繪
粉彩荷瓣雙燕耳紋罐
高
度：約 25 cm
口沿直徑：19.4 cm
腹
沿：約 26.5 cm
足底直徑：17.3 cm
重
量：4,755 g

NTD : 1,000,000-2,000,000
RMB : 250,000-500,000
USD : 36,000-72,000

此罐口沿部施以描金粉彩，足底外還施以描金，
所謂天地描金，符合當時官窯之象徵之一。口沿
內部帶松石釉，全器身通體施以藍地底釉為主，
至上足止。冠頸部分繪以描金蕉葉紋，雙耳部分
為立體圓雕燕子，象徵乾隆時期之繁榮景色，器
身肩部繪以描金如意雲勾紋環繞。中腹部分繪以
描金牡丹捲草團花紋，足部陽刻荷瓣蓮蓬，繪製
胭脂紅釉之葉脈紋。足
底露胎處，胎質細微略
帶雜質，內外修胎精緻細
密，是為當時高嶺土，作
為素胎後，陽刻荷瓣蓮
蓬，足內底施以松石釉。
足底內有標準「大清乾隆
年製」青花六字篆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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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

大清乾隆年製黃地琺瑯粉彩
描金開光西洋人物罐
高
度：25 cm
口沿直徑：32.5 cm
底足直徑：23.5 cm

NTD : 3,000,000-8,000,000
RMB : 750,000-2,000,000
USD : 110,000-2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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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

清乾隆後期黃地釉暗刻粉彩
三龍戲花梅瓶
高
度：31.5 cm
口沿直徑：5.5 cm
底足直徑：11 cm
重
量：1,840 g

NTD : 600,000-1,200,000
RMB : 150,000-300,000
USD : 22,000-43,000

162

此件瓶小口外唇、短頸偏長、豐肩，腹部以下漸收斂，內外修胎，露
胎處胎質微細。頸部和肩上半部繪以粉彩蓮瓣紋相接，粉彩處微帶標
準天然礦物彩之蛤蠣光，足底外繪蓮瓣紋，足底平底修足，足內施以
透明釉微帶蛋青色。
瓶器全身繪以粉彩五爪三龍，正面為紅，左、右各為粉紫與藍色龍相
呼應，黃地釉處繪以粉彩團形捲草蓮瓣花卉紋
落款為標準乾隆後期國產青花料六字「大清乾隆年製」篆書款。

1109

清乾隆後期 ( 官窯 ) 青花黃地釉
八寶紋帶蓋四高足壺

此件是清朝乾隆後期所製作及畫瓷用釉的工藝造型。壺帶蓋、微敞口、短頸、溜
肩、胖腹，側邊有壺嘴、提把，底有四高足，蓋中央有一提環，蓋中飾青花纏枝靈
芝葉紋，蓋緣飾清朝乾隆後期回紋。此壺為接坯，修內胎，胎內釉水肥厚呈現明顯

高
度：約 23.5 cm
長
度：約 23.5cm
腹部直徑：約 14 cm
重
量：1,330 g

的蛋殼青。青花是標準清朝乾隆後期國產料，呈色帶灰，青料微吃進胎骨，黃地釉

NTD : 680,000-750,000
RMB : 170,000-187,500
USD : 24,000-26,800

器身主體短頸處是青花纏枝靈芝葉紋，溜肩處飾有回紋，器身主體紋
飾為八寶紋，八寶紋是法輪、法螺、寶傘、白蓋、蓮花、寶瓶、金
魚、盤腸結等吉祥紋飾，器身下緣則有青花纏枝花卉紋，壺嘴、提把
與四高足皆以青花纏枝靈芝葉紋為飾。
底書落款所用的青料藍中帶灰，是乾隆後期時書寫落款的特徵之一，
底書青花「大清乾隆年製」六字篆書款，「年」字最上面一橫筆中
間斷開，「製」字右上方「刂」部分分為
兩筆，「衣」橫劃上有短豎，位置在
「制」中與右之間，是乾隆後
期標準落款方式。

有年代久遠之天然包漿現象，青花回紋下的綠釉部分有細微開片與蛤蠣光，胎土細
膩微帶雜質。此件標準清乾隆後期 ( 官窯 ) 青花黃地釉八寶紋帶蓋四高足壺，為保存
完好、少有之珍貴宮廷實用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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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清乾隆後期黃地釉
粉彩花卉嬰戲大碗
高
度：10.1 cm
口沿直徑：20.61 cm
底足直徑：8.7 cm
重
量：680 g

NTD : 360,000-480,000
RMB : 90,000-125,000
USD : 13,500-17,500

此大碗口沿微外撇，內外繪以青花國產料
雙圈，碗內繪有黃底粉彩蓮花纏枝紋，修
胎精美，是為官窯，底足削圓足，露胎處
為標準高嶺土、微帶雜質，此件為少有之
清朝乾隆後期黃地釉粉彩花卉嬰戲大碗。
造型與畫工為清朝乾隆後期常見之繁繪畫
法和畫工，畫工流暢、工整細膩，花卉與
小童臉部有使用礬紅繪製，是清朝乾隆時
期常用之礬紅，整器黃地釉鋪地，黃地釉上有天然開片及年代久遠之
天然包漿現象，粉彩綠釉部分，尤其葉脈部分有天然老化開片現象和
明顯蛤蜊光，透明釉部分微帶蛋青。
落款為六字三行標準青花「大清乾隆年製」篆書款，「製」字「刀」
部因青花暈散，橫筆與豎筆放大後確實為兩筆，是清朝乾隆後期標準
落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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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清乾隆後期「雍正御製款」
黃地釉粉彩花卉盆組
高
度：15 cm
口沿長度：22.9/25.7
底足長度：15.6/22.7

cm
cm

NTD : 200,000-500,000
RMB : 50,000-130,000
USD : 7,200-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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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清嘉慶中期「雍正年製款」
粉彩雙兔壽桃花尊
高
度：28.5 cm
寬
度：11 cm
口沿直徑：7cm
底足直徑：6.2 cm

NTD : 150,000-300,000
RMB : 38,000-75,000
USD : 5,400-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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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清道光後期「雍正年製款」
黑釉描金千壽花觚
高
度：37 cm
寬
度：17.5 cm
口沿直徑：17 cm
底足直徑：12.5 cm

NTD : 100,000-300,000
RMB : 25,000-75,000
USD : 3,600-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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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清道光時期
「大清乾隆年製款」
描金蝠紋粉彩牡丹花卉尊
高
度：41.5 cm
口沿直徑：13 cm
底足直徑：13 cm

NTD : 400,000-600,000
RMB : 100,000-150,000
USD : 15,000-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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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

清道光時期
「大清乾隆年製款」
胭脂紅海水龍紋直頸膽瓶
高
度：42 cm
口沿直徑：10.8 cm
底足直徑：13.5 cm

NTD : 400,000-600,000
RMB : 100,000-150,000
USD : 15,000-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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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

清道光時期
「大清乾隆年製款」
黃地釉四美天球瓶
高
度：54 cm
口沿直徑：11.7 cm
底足直徑：19.5 cm

NTD : 600,000-800,000
RMB : 150,000-200,000
USD : 22,000-2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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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

清道光時期
「大清雍正年製款」
粉彩福壽圓盤
高
度：4.5 cm
直
徑：20.4 cm
底足直徑：12 cm

NTD : 800,000-1,600,000
RMB : 200,000-400,000
USD : 29,000-58,000

171

1118

清光緒時期「大清乾隆年製款」
黃地釉八仙開光葵式大碗
高
度：11.8 cm
口沿直徑：22.7 cm
底足直徑：9.7 cm

NTD : 60,000-100,000
RMB : 15,000-25,000
USD : 2,200-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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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

清光緒時期「雍正年製款」
粉彩萬花碗
高
度：7 cm
口沿直徑：14.3 cm
底足直徑：5.5 cm

無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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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

「大清康熙年製款」
素彩福祿壽尊
高
度：33.5 cm
口沿直徑：5.3 cm
底足直徑：10.8 cm

無底價

1121

「大清康熙年製款」
五彩春耕圖大盤
高
度：6.2 cm
直
徑：43 cm
底足直徑：24.8 cm

NTD : 10,000-20,000
RMB : 2,500-5,000
USD : 36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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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大清嘉慶年製款」
黃地琺瑯粉彩花卉大盤
高
度：8.2 cm
直
徑：38.5 cm
底足直徑：20.3 cm

NTD : 40,000-80,000
RMB : 10,000-20,000
USD : 1,500-2,900

1123

「大清嘉慶年製款」
紫地描金琺瑯彩獅子戲球渣斗
高
度：23.8 cm
口沿直徑：19.4 cm
底足直徑：12 cm

NTD : 20,000-50,000
RMB : 5,000-13,000
USD : 72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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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

「大清乾隆年製款」
鏤空描金蝶紋轉心渣斗瓶
高
度：22.5cm
口沿直徑：20.5cm
底足直徑：13.8 cm

NTD : 20,000-40,000
RMB : 5,000-10,000
USD : 720-1,500

1125

「乾隆年製款」
黃地粉彩扒花花卉紋貼
塑螭龍撇口插瓶
高
度：24.5
口沿直徑：19.3
底足直徑：17.5

cm
cm
cm

NTD : 60,000-120,000
RMB : 15,000-30,000
USD : 2,200-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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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

「乾隆御製款」
胭脂紅地軋道琺瑯彩
蓮花捲草紋賞瓶
高
度：20.5 cm
口沿直徑：4.5 cm
底足直徑：7.8 cm

NTD : 40,000-80,000
RMB : 10,000-20,000
USD : 1,500-2,900

1127

「大清乾隆年製款」
焦石風竹紋玉湖村
高
度：38.5 cm
口沿直徑：12.2 cm
底足直徑：15 cm

無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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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8

大清乾隆鰲魚紫砂壺
高度：約 9 cm
長度：約 16 cm
寬度：約 8 cm
重量：295 g

NTD : 80,000-130,000
RMB : 20,000-32,000
USD : 2,900-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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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通體為鰲魚造型，鰲魚是中國古代傳說中的動物，龍頭魚身，寓
意鯉魚躍龍門，材質為標準老紫砂泥，經比對其色系符合清朝乾隆時
期紫砂壺的顏色，修胎工藝精美，胎質粗帶砂孔，與近代工藝截然不
同。此件具有創意，尤其鰲魚頭部壺嘴出水口部分，讓出水可直而有
力，不會擴散，是紫砂壺製作工藝上品，壺內有老茶垢，外部有茶油
的包漿。此件是標準、精美之清朝乾隆中、後期鰲魚紫砂壺。
底款為標準「大清乾隆年製」六字正方篆款，落款外有 T 形回紋，落款「清」字部分與一
般瓷器不同，雖為篆款但「清」字為三點水，是壺身雕刻完成後，以印章印上款識後陰
乾，蓋內有此壺作者之印。

1129

1130

汪寅仙製茶壺

陳鳴遠製茶壺

高度：7 cm
長度：15.5 cm
寬度：10 cm
重量：235 g

高度：10 cm
長度：16 cm
寬度：10 cm
重量：335 g

NTD : 150,000-200,000
RMB : 38,000-50,000
USD : 5,400-7,200

NTD : 160,000-250,000
RMB : 40,000-63,000
USD : 5,800-9,000

1131

裴石民製茶壺
1132

高度：13 cm
長度：20 cm
寬度：9.5 cm
重量：665 g

蔣蓉製茶壺
高度：9 cm
長度：17.5 cm
寬度：11 cm
重量：425 g

NTD : 200,000-280,000
RMB : 50,000-70,000
USD : 7,200-10,000

NTD : 220,000-260,000
RMB : 55,000-65,000
USD : 7,900-9,300

1133

1134

周桂珍紫砂描金鶴紋茶壺

周桂珍紫砂描金花蝶茶壺

高度：8.5 cm
寬度：14 cm

高度：9.5 cm
寬度：14.5 cm

NTD : 80,000-130,000
RMB : 20,000-32,000
USD : 2,900-4,500

NTD : 80,000-130,000
RMB : 20,000-32,000
USD : 2,900-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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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

東漢雙耳戴環螭龍紋香燻玉塔
寬度：22.5 cm
高度：62 cm
重量：3,120 g

NTD : 1,600,000-2,300,000
RMB : 400,000-580,000
USD : 58,000-83,000
此件為子母上下蓋口扣合，塔形四聯，
獸鈕蓋、淺浮雕球、扁圓身和覆碗形
底座。整體造型精巧玲瓏，集圓雕、
鏤雕與陰刻等技法一爐，是漢代八刀
立體圓雕工藝，接合處以古法糯米膠
接合，且紋飾符合標準東漢時期之紋
飾。此件有自然沁色與鈣化留白玉地，
有雪花白和淺褐色蝕斑。此件是標準
東漢雙耳戴環螭龍紋香燻玉塔。
葫蘆形蓋瑞獸鈕，雙朱雀耳，接一鏤
雕魚骨形座，鏤雕球飾龍鳳紋，雙附
耳為朱雀，扁圓身鼓腹，飾有向陽花
紋與紐繩環帶紋，底座對稱饕餮並套
活環，活環為魑龍紋，並有貔貅為雙
邊把；底座雕龍鳳變形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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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6

春秋玉琮
長度：8.3 cm
寬度：3.9 cm
重量：158.3 g

NTD : 150,000-180,000
RMB : 38,000-45,000
USD : 5,400-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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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7

早期玉板
長度：14.5 cm
寬度：6.5 cm
重量：107 g

NTD : 10,000-15,000
RMB : 2,500-3,800
USD : 360-540

1138

戰國玉面首
長度：8 cm
寬度：6 cm
重量：57.6 g

NTD : 20,000-30,000
RMB : 5,000-7,500
USD : 72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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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9

戰國白玉龍鳳紋鏤雕出廓璧
長度：14 cm
寬度：11.3 cm
重量：102.8 g

估價待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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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

戰國白玉雙螭劍佩
直徑：6 cm
重量：72.2 g

NTD : 100,000-150,000
RMB : 25,000-38,000
USD : 3,600-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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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

春秋戰國穀釘紋三魑龍紋牛毛沁圓璧
長度：9.5 cm
寬度：9 cm
厚度：1.5 cm
重量：179.5 g

NTD : 380,000-450,000
RMB : 95,000-115,000
USD : 14,500-16,500

1142

漢朝和闐玉松鼠手把件
長度：6.5 cm
寬度：8 cm
厚度：2.5 cm
重量：147.5 g

NTD : 30,000-50,000
RMB : 7,500-13,000
USD : 1,1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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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3

漢朝和闐白玉魚翅杯
口
徑：8.8 cm
底 足 徑：7.8 cm
含蓋高度：17.5 cm
重量：885 g

此件器型圓口圈足，蓋上為圓型以蓮瓣紋飾，玉料呈乳白色，質地細潤，器
身刻有青銅器商朝獸面紋飾，雕工是漢八刀的方式。
展覽：吉林省偽滿皇宮博物院，《海峽兩岸古文物研究發展協會收藏特展》，

2011年

NTD : 700,000-900,000
RMB : 180,000-230,000
USD : 25,000-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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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

漢朝和闐白玉駱馬
高度：20 cm
長度：8.8 cm
寬度：10.9 cm
重量：2,890 g

NTD : 900,000-1,300,000
RMB : 230,000-320,000
USD : 33,000-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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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玉質帶有土沁、略顯魚肚白。駱馬表面因侵蝕而帶有蛀孔，頸
部則有玉花 ( 飯糝 ) 現象。長方形，印面光素，四面刻有獸紋，紋飾繁
密。鈕作一臥駱馬，駱馬伏臥微微側視，刀工沿襲漢代特色簡潔有
力，全器光滑溫潤。
展覽：吉林省偽滿皇宮博物院，《海峽兩岸古文物研究發展協會收藏
特展》，2011年

1145

西漢白玉雙魑龍玉璜
長度：6.9 cm
寬度：11.5 cm
厚度：0.6 cm
重量：75 g

此三件雕刻是漢八刀的刀法，型態優美，部分帶鐵沁土沁與鈣化，保
存良好扁平弧形，兩面紋飾相同。雙面刻滿陰線紋。此器熟練地採用
起凸、管鑽等技術。透雕雙龍首的玉璜組在漢代較為常見，造型、紋
飾均極其優美，可代表西漢時期的玉璜組經典代表作之一。

NTD : 220,000-300,000
RMB : 55,000-75,000
USD : 7,900-11,000

1146

1147

西漢白玉魑龍獸面玉璜斧

西漢白玉朱雀玄武玉璜

長度：19.9 cm
寬度：8.6 cm
厚度：0.5 cm
重量：85 g

長度 ：9.3 cm
寬度：8.1 cm
厚度：0.6 cm
重量：105 g

NTD : 220,000-300,000
RMB : 55,000-75,000
USD : 7,900-11,000

NTD : 220,000-300,000
RMB : 55,000-75,000
USD : 7,900-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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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8

漢玉環
直徑：13.5 cm
重量：131.2 g

NTD : 15,000-20,000
RMB : 3,800-5,000
USD : 540-720

1149

漢朝白玉立雕三螭璜座紙鎮
長度：12.5 cm
重量：152.9 g

NTD : 30,000-35,000
RMB : 7,500-8,800
USD : 1,10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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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

漢朝白玉魑龍紋掛墜
( 老象牙珠鍊 )
長度：8.5 cm
寬度：7.5 cm
厚度：2 cm
重量：337.4 g( 含鍊 )

NTD : 60,000-80,000
RMB : 15,000-20,000
USD : 2,200-2,900

1151

戰國時期和闐玉夔鳳掛件
長度：5 cm
厚度：1.5 cm

寬度：6 cm
重量：68.8 g

NTD : 30,000-50,000
RMB : 7,500-13,000
USD : 1,1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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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2

1153

古玉螭龍

西漢白玉出廓鳳紋雞

長度：5 cm
寬度：3 cm
重量：50 g

長度：5.5 cm
寬度：4.2 cm
重量：13.9 g

NTD : 60,000-80,000
RMB : 15,000-20,000
USD : 2,200-2,900

NTD : 100,000-150,000
RMB : 25,000-38,000
USD : 3,600-5,400

1154

1155

同心結帶扣

玉板

長度：8.5 cm
寬度：4.5 cm
重量：56.8 g

長度：9.3 cm
寬度：5.3 cm
重量：31.7 g

NTD : 15,000-20,000
RMB : 3,800-5,000
USD : 54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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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D : 30,000-35,000
RMB : 7,500-8,800
USD : 1,100-1,300

1156

明末和闐白玉狗
高度：5.3 cm
長度 : 8.5 cm
寬度：3.8 cm
重量：170 g

NTD : 1,100,000-1,300,000
RMB : 280,000-320,000
USD : 40,000-45,000

此件明末清初時期和闐白玉狗是圓雕，尾部的
地方有硃砂沁與少許的鈣化，質地溫潤但有些
微雜質，此語意是臥犬為「掌權」之意。
展覽：江西省博物館，《雅玉雅石─海峽兩岸古
文物研究發展協會藏玉石特展》， 2013
年秋

193

1157

明朝鏤空夔龍紋和闐白玉圭
長度：16 cm
寬度：7 cm
厚度：1.5 cm
重量：200 g

NTD : 300,000-450,000
RMB : 75,000-115,000
USD : 11,000-1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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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8

明白玉麒麟紋雞雕花牌
長度：7.5 cm
重量：32.8 g

寬度：6

cm

NTD : 60,000-80,000
RMB : 15,000-20,000
USD : 2,200-2,900

1159
明雙鳥古玉
長度：5.5 cm
寬度：4 cm
重量：47.4 g

NTD : 80,000-120,000
RMB : 20,000-30,000
USD : 2,900-4,300

1160

明青白玉三羊開泰
( 圓雕 )
長度：9 cm
寬度：6 cm
重量：311.8

g

NTD : 80,000-120,000
RMB : 20,000-30,000
USD : 2,900-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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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

清乾隆時期和闐白玉水盂
長度：10.5 cm
高度：5.4 cm
重量：340 g

此件清乾隆和闐白玉水盂，用於裝水清洗毛筆
之用，玉質細膩，局部帶淺褐黃色皮色，刻有
山岩及松樹與松鼠，整體雕琢精細，工藝是按
照清乾隆時期的典型的雕工樣式。
展覽：吉林省偽滿皇宮博物院，《海峽兩岸古

NTD : 1,200,000-1,400,000
RMB : 300,000-340,000
USD : 43,000-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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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研究發展協會收藏特展》，2011年

1162

清中期山水童子吹簫筆筒
高度：16.5 cm
長度：10.5 cm
寬度：7.5 cm

此件清乾隆山水童子吹簫筆筒，筆筒圓口長形，為新疆
和闐玉，器身兩面紋飾為一童子在山水間悠閒騎牛吹簫，
另一面文人騎驢過橋，所呈現出的畫面是依山傍薄、山
水大自然的景色，也代表清朝中時民間富裕安康景象，
此雕工的刀法有力，人物及山水的呈現栩栩如生，此件

NTD : 1,300,000-1,600,000
RMB : 320,000-400,000
USD : 45,000-58,000

是以清朝中期對玉器的製作工藝的造型及風格。
展覽：吉林省偽滿皇宮博物院，《海峽兩岸古文物研究發
展協會收藏特展》，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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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3

清末新疆和闐白玉彌勒財神
與運財童子擺件
長度：7.7 cm
寬度：21.3 cm
高度：15.3 cm
重量：2,790 g

此件為清光緒新疆和闐白玉彌勒財神與運財童子擺件，玉
質細膩，呈色白淨，半透明，玉質可見飯糝現象，局部帶
淺褐黃色皮色。新疆和闐玉是一種珍稀玉種，玉器主題
為，彌勒手捧金元寶，象徵財源廣進與運財童子。擺件底
部刻有海濤紋，童子騎坐在魚背上及嬉戲的童子。全器採
圓雕、鏤雕、陰刻等多重技法，童子五官以斜刀陰線刻
畫，使口、鼻、眼凸起，整體雕琢精細，造型寫實，形象

NTD : 1,400,000-1,800,000
RMB : 340,000-450,000
USD : 48,000-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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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動，為典型清代樣式。
展覽：吉林省偽滿皇宮博物院，《海峽兩岸古文物研究發
展協會收藏特展》，2011年

1164

清初和闐白玉臥犬
長度：13 cm
寬度：5 cm
厚度：3.5 cm
重量：263.6 g

NTD : 60,000-80,000
RMB : 15,000-20,000
USD : 2,200-2,900

1165

清初和闐白玉母獅手把件
長度：5 cm
厚度：2.5 cm

寬度：3 cm
重量：55.2 g

NTD : 60,000-80,000
RMB : 15,000-20,000
USD : 2,200-2,900

1166

清中後期和闐白玉貔貅擺件
高度：16 cm
長度：26 cm
寬度：13 cm
重量：3,385 g

NTD : 80,000-120,000
RMB : 20,000-30,000
USD : 2,900-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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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7

清中後期和闐白玉鏤空壽字
花卉崁內銀手鐲
直徑：8.5 cm
厚度：1.5 cm
重量：69.3 g

NTD : 70,000-90,000
RMB : 18,000-23,000
USD : 2,500-3,300

1168

清末和闐白玉金魚掛墜
長度：5 cm
寬度：4 cm
厚度：1 cm
重量：23.3 g

NTD : 10,000-15,000
RMB : 2,500-3,800
USD : 360-540

1169

清末和闐白玉
老人與小童吊牌
長度：7 cm
寬度：4.5 cm
厚度：1 cm
重量：60.3 g

NTD : 20,000-30,000
RMB : 5,000-7,500
USD : 72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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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0

清白玉雙駿詩紋子岡牌
長度：6 cm
寬度：5 cm
重量：46.6 g

NTD : 25,000-35,000
RMB : 6,300-8,800
USD : 900-1,300

1171

清古玉動物豬首
長度：5 cm
寬度：2.5 cm
重量：76.8 g

NTD : 30,000-50,000
RMB : 7,500-13,000
USD : 1,1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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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3

清玉板指
高度：2.7 cm
直徑：3.5 cm
重量：39.3 g

NTD : 20,000-30,000
RMB : 5,000-7,500
USD : 720-1,100

1172

清福壽紋把件
長度：6.5 cm
寬度：5.5 cm
重量：65.5 g

NTD : 35,000-50,000
RMB : 8,800-13,000
USD : 1,300-1,800

1174

近代新疆和闐白玉佛手瓜把件
重量：640

g

NTD : 180,000-230,000
RMB : 45,000-58,000
USD : 6,500-8,300

此件近代新疆和闐白玉佛手瓜把件帶
皮，質地潔白帶有皮色，通透溫潤，
為立體鏤空圓雕法，刻有壽桃及小
猴，涵義象徵為長壽之意。
展覽：江西省博物館，《雅玉雅石─
海峽兩岸古文物研究發展協會
藏玉石特展》，2013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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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5

近代和闐墨玉壽翁手把件
長度：7.5 cm
寬度：4 cm
厚度：2.5 cm
重量：134.1 g

NTD : 150,000-180,000
RMB : 38,000-45,000
USD : 5,400-6,500

1177

近代和闐青玉孩童手把件

1176

近代和闐白玉猴子手把件
長度：7 cm
厚度：2.5 cm

寬度：3 cm
重量：71.5 g

NTD : 35,000-50,000
RMB : 8,800-13,000
USD : 1,300-1,800

長度：8
厚度：2

cm
cm

寬度：4 cm
重量：80 g

NTD : 30,000-50,000
RMB : 7,500-13,000
USD : 1,100-1,800

1178

近代和闐白玉如意童子吊墜
長度：7
厚度：2

cm
cm

寬度：4 cm
重量：70.9 g

NTD : 80,000-120,000
RMB : 20,000-30,000
USD : 2,900-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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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9

近代和闐玉帶皮馬擺件
高度：9.5 cm
長度：25 cm
寬度：7.5 cm
重量：1,750 g

NTD : 120,000-150,000
RMB : 30,000-38,000
USD : 4,300-5,400

1180

民國青玉貔貅玉璽
高度：8.3 cm
長度：10 cm
寬度：8.3 cm

NTD : 30,000-35,000
RMB : 7,500-8,800
USD : 1,100-1,300

204

1181

和闐玉幸福高高掛

NTD : 350,000-450,000
RMB : 88,000-115,000
USD：13,000-1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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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2

垂訓之寶
長度：10 cm
寬度：10 cm
重量：1913.5

g

NTD : 3,980,000-5,000,000
RMB : 980,000-1,300,000
USD : 147,000-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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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3

清乾隆時期群
螭龍鈕黃金黃田黃凍石印鈕
高度：8 cm
長度：7 cm
寬度：7 cm
重量：905 g

田黃凍是田黃石中之珍品，極為稀少，歷史上均作為進貢
之皇室御用品。此件清乾隆群螭龍鈕黃金黃田黃凍石印鈕，
品正形亦正，石皮微透明、肌理玲瓏瑩潔而清澈，呈現本
體黃金黃色澤，並有明顯蘿蔔絲紋與紅格等特色。整體雕
刻不但惟妙惟俏、栩栩如生，且精工細琢、生動活潑。鬼
斧神工之處，足以讓人歎為觀止。螭龍鈕之四方印臺周圍
亦刻畫了四面龍紋，龍身弓起，呈行走狀。

NTD : 9,000,000-12,000,000
RMB : 2,300,000-3,000,000
USD : 330,000-4,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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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鈕上有三大螭龍，造型生動活潑，分別盤據于印鈕
頂上的三角點上，正相互交纏、追逐、騰躍嬉戲於洶
湧雲朵之間。螭龍在雲朵中張口抬首、努力攀升，急
欲一窺究竟。
印章之印面採陽刻，由左至右為「雲霞白晝孤鶴，風
雨深山臥龍」等 12 字篆文。此句是白居易對自己的總
結，典雅而悠然。
展覽：吉林省偽滿皇宮博物院，《海峽兩岸古文物研究
發展協會收藏特展》，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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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4

1185

清末鹿目田黃印鈕 -1

清末鹿目田黃印鈕 -2

高度：5cm
長度：5.5 cm
寬度：4 cm
重量：163.4 g

高度：5.5 cm
長度：4 cm
寬度：3.5 cm
重量：110 g

NTD : 20,000-30,000
RMB : 5,000-7,500
USD : 720-1,100

NTD : 20,000-30,000
RMB : 5,000-7,500
USD : 720-1,100

1186

1187

清末鹿目田黃印鈕 -3

清末鹿目田黃印鈕 -4

高度：5.5 cm
長度：6 cm
寬度：3 cm
重量：171.2 g

高度：8 cm
長度：7 cm
寬度：7 cm
重量：905 g

NTD : 20,000-30,000
RMB : 5,000-7,500
USD : 720-1,100

NTD : 20,000-30,000
RMB : 5,000-7,500
USD : 720-1,100

1188

清末鹿目田黃印鈕 -5
高度：6.8 cm
長度：6 cm
寬度：4 cm
重量：263 g

NTD : 30,000-50,000
RMB : 7,500-13,000
USD : 1,100-1,800

給予買家的重要通知
本拍賣會依據「御丞璽國際拍賣股份有限公司業務規

8. 競投保證金退還方式：

則」舉行，請在參加拍賣會之前仔細閱讀，充分理解
以下規則：
1. 有意參與競投的買家需事前辦理登記申請手續：請
出示有效證件(如：身份證明、護照⋯)並填寫登記
文件以及繳納競投保證金。

(1) 有成交：
(a) 競投保證金以「匯款」方式完成者，扣除應支付予
本公司之款項(包含落槌價、服務費及其他費用)後，
若有餘額需退還，本公司將於拍賣日後十四個工
作天內以匯款方式退還給買家。

2. 競投保證金：新台幣貳拾萬元。
3. 競投保證金需於2022年2月10日以前完成匯款至本
公司指定帳號如下：

(b) 競投保證金以「現金」方式完成者，扣除應支付
予本公司之款項(包含落槌價、服務費及其他費用)
後，若有餘額需退還，本公司將於拍賣當日以現
金退還給買家。

銀行：第一商業銀行- 永春分行
銀行代碼：007 1576
戶名：御丞璽國際拍賣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157-10-034188(新台幣)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451號
匯款時請指示銀行本公司需實收競投保證金全額，
銀行手續費請匯款人負擔。
4. 2022年2月10日之後，若欲參與競投領取牌號者需
於台北拍賣預展期間(2022年2月11日至2月13日)以
新台幣現鈔支付(恕不接受除現金之外之其他繳納
方式)，收款將於2022年2月13日中午12點截止。
5. 電話/書面/網路競投：競投者如不能出席拍賣會，
可透過電話/書面/網路方式進行競投。登記申請手
續以及競投保證金之繳納亦需在2022年2月10日以
前完成匯款至本公司指定帳號。
6. 如於2022年2月10日以前完成競投保證金匯款，請
提供我方可證明已匯款的證明文件。確認收到競投
保證金匯款後，我們將與競投者聯繫並與之確認其
競標牌號。
7. 拍賣當天已繳納競投保證金之競投者欲領取所登記
的牌號時，請出示有效證件(如：身份證明、護照
⋯）以確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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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若買家無正當理由未於成功拍賣日期後七天內支
付全部應支付之款項(包含落槌價、服務費及其他
費用)予本公司，買家不得請求返還競投保證金。
(2) 未成交：若競投者未能購得拍賣品且對本公司無任
何欠款則將無息退還保證金。競投保證金以「匯
款」方式完成者，本公司將於拍賣日後十四個工作
天內以匯款方式退還給買家。競投保證金以「現金
」方式完成者，本公司將於拍賣當日以現金退還給
買家。
9. 若成功得標買方欲現場取貨，買方之應付款項(落槌
價與佣金)金額超過競投保證金金額時，買方得以
下列方式結清帳款：
(1) 現鈔：上限新台幣壹百萬元。
(2) 信用卡與銀聯卡：刷卡上限為新台幣壹百萬元。
信用卡與銀聯卡持有人必需是買家本人，本公司
不接受他人之信用卡。
10.御丞璽國際拍賣股份有限公司有權在發生任何不可
預見的糾紛或矛盾的狀況之下，對於接受或拒絕
付款(包含競投保證金)保留全部的決定權。

IMPORTANT NOTICE TO BUYERS
The auction will strictly abide by the Transaction Agreement
set out by Chancellor International Auctions Co., Ltd. Prior
to participating in the auction, bidders are advised to read
and understand the following regulations:
1. Interested parties must complete the registration procedures with valid personal identifications (i.e. Identification card, Passport, etc.). The completion of a registration form and the payment of a bidding deposit are
required.
2. Bidding deposit in the amount of NT$ 200,000.
3. The bidding deposit must be transferred to Chancellor's
specified Bank account prior to 10th February 2022,
details as follow:
Beneficiary's Bank: First Commercial Bank.
SWIFT Code: FCBKTWTPOBU
Beneficiary's Name: Chancellor International Auctions
Co., Ltd.
Beneficiary's Account No: 157-10-034188 (NTS)
Bank Address: 30, Chung King S. Rd., Sec.1, Taipei
100, Taiwan
The bank should be notified that the transfer must be
exactly the amount of bidding deposit. The payer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any associated bank service fees.
4. After the 10th February 2022, parties interested in
obtaining a paddle number must submit a cash security
deposit during the Taipei previews (From 11th February
2022 to 13th February 2022). Acceptance will cease on
the 13th February by 12 pm (No other forms of
payment will be accepted).
5. Telephone/written/internet bids: In the event that the
bidder chooses not to be present at venue on the day of
the auction, the bidder may place a bid through means
of a telephone, written or internet bid. A registration
form must be completed and the bidding deposit transferred to Chancellor's specified Bank account before the
10th February 2022.
6. If the bidding deposit has been transferred prior to 10th
February 2022, suitable proof or documentation is
required. Once this information is verified, the payer will
be contacted for details of his/her/its paddle number.
7. If the payment of the bidding deposit is made on the
day of the auction, the payer may obtain his/her/its
paddle number with valid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i.e.
Identification Card, passport, etc.) for purposes of

verification.
8. Return of the Security Deposit:
(1) Completed Transaction:
(a) For successful bidder with a bidding deposit made
through wire transfer, the hammer price, buyer's
premium and other expenses will be deducted from
the bidding deposit, any remaining value will be
returned to the successful bidder within 14 business
days through means of a wire transfer.
(b) For successful bidders with bidding deposit made by
Cash, the hammer price, buyer's premium and
other expenses will be deducted from the bidding
deposit, any remaining value will be returned to the
successful bidder on the same day after the auction
for a cash refund.
(C) If the Buyer, without any good cause, fails to pay
any and all payment (including but without limitation, hammer price, buyer's Premium, and other
expenses) of the Lot to the Company within 7 days
after the auction date, the Buyer shall not claim for
the return of the bidding deposit.
(2) Nil Transaction: If the bidder is not able to purchase
any lot and has no outstanding debts to the Company, the Company will return the bidding deposit to
the bidder. For individuals with a bidding deposit
transferred by wire, the bidding deposit will be
returned within 14 business days through means of
a wire transfer. Cash bidding deposit will be
returned to individuals on the same day after the
auction.
9. Successful bidder must settle the payment (hammer
price with buyer's premium) prior to receiving the lot(s)
on site. If the price exceeds the amount of the bidding
deposit, the successful bidder may settle the outstanding
balance through the following means:
(1) A cash payment must not exceed NT$ 1,000,000.
(2) A credit or China UnionPay payment: The credit
payment must not exceed NT$ 1,000,000. The holder
of the credit card or China UnionPay must cu successful
bidder, credit payments from any title except for the
successful bidder will not be permitted nor accepted.
10. Chancellor International Auctions Co., Ltd. retains full
discretion to accept or decline a payment in the event of
any unforeseen disputes or discrepa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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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第五條
參與競標之買家應在拍賣會舉行前親自向本
參與競標之買家應在拍賣會舉行前親自向本
公司登記，並取得競標號碼入場。
公司登記，並取得競標號碼入場。
第六條第六條
委託本公司競投者，應於拍賣活動開始前一
委託本公司競投者，應於拍賣活動開始前一
天逕與本公司簽訂委託競投代理協議，並將
天逕與本公司簽訂委託競投代理協議，並將
欲競投拍賣標的物最高估價之20%款項交付
欲競投拍賣標的物最高估價之20%款項交付
本公司作為保證金，如有成交，餘款應在競
本公司作為保證金，如有成交，餘款應在競
投成功後10日內一次付清。
投成功後10日內一次付清。
第七條第七條
競標進行中舉牌喊價者不得以任何理由撤標
競標進行中舉牌喊價者不得以任何理由撤標
，本公司認定最高喊價者即為買主。
，本公司認定最高喊價者即為買主。

對於拍賣品及拍賣圖錄的說明
對於拍賣品及拍賣圖錄的說明
第八條第八條
本公司認定買家業已於預展期內，親自到會
本公司認定買家業已於預展期內，親自到會
場仔細審查拍品原件，選定參拍項目，並對
場仔細審查拍品原件，選定參拍項目，並對

業 務 規 則

自己競投某一拍賣品之行為承擔法律責任。
自己競投某一拍賣品之行為承擔法律責任。
第九條第九條
本公司對於委託人所委託拍賣之任何物品，
本公司對於委託人所委託拍賣之任何物品，
得依本公司與委託人所簽訂之委託拍賣契約
得依本公司與委託人所簽訂之委託拍賣契約
書約定，進行拍照、圖錄出版介紹及展示。
書約定，進行拍照、圖錄出版介紹及展示。

總則 總則

第十條第十條
本公司在拍賣日前編印之圖錄或以其它形式
本公司在拍賣日前編印之圖錄或以其它形式
對任何拍賣品的作者、來歷、年代、尺寸、
對任何拍賣品的作者、來歷、年代、尺寸、

第一條第一條
本公司依合約為買賣雙方之代理人，應為雙方
本公司依合約為買賣雙方之代理人，應為雙方

質地、裝裱、歸屬、真實性、出處、保存情
質地、裝裱、歸屬、真實性、出處、保存情

提供對等服務。惟對買家或賣家的任何違約
提供對等服務。惟對買家或賣家的任何違約

況、估價等方面的介紹，僅供買家參考，本
況、估價等方面的介紹，僅供買家參考，本

行為不承擔任何責任。
行為不承擔任何責任。

公司不做任何擔保責任。
公司不做任何擔保責任。

第二條第二條
參加本公司拍賣活動的買家或賣家必須仔細閱
參加本公司拍賣活動的買家或賣家必須仔細閱
讀以下條款，以維護自身權益。
讀以下條款，以維護自身權益。

佣金 佣金
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買家成功投得拍賣標的物後，應付之購
買家成功投得拍賣標的物後，應付之購

對所有參拍標的物之所有權及真偽有異議者，
對所有參拍標的物之所有權及真偽有異議者，
第三條第三條

買價款為最後之落槌價加上服務費(包括
買價款為最後之落槌價加上服務費(包括

須於拍賣48小時前，提出司法單位書面證明，
須於拍賣48小時前，提出司法單位書面證明，

落槌價及服務費之營業稅)。落槌價於新
落槌價及服務費之營業稅)。落槌價於新

由本公司接洽及說明，逾時或現場，則一概不
由本公司接洽及說明，逾時或現場，則一概不
予受理。
予受理。

台幣壹仟萬元(不含)以下者，服務費以
台幣壹仟萬元(不含)以下者，服務費以
落槌價之18%計算；落槌價超過新台幣壹
落槌價之18%計算；落槌價超過新台幣壹
千萬元(含)以上之部分，服務費以落槌
千萬元(含)以上之部分，服務費以落槌

第四條第四條
在拍賣活動期間所涉及的各方之間如發生爭
在拍賣活動期間所涉及的各方之間如發生爭
端，則以中華民國相關法律、法條為調解依
端，則以中華民國相關法律、法條為調解依
據。 據。

價之15%計算；落槌價超過新台幣參千萬
價之15%計算；落槌價超過新台幣參千萬
元(含)之部份，服務費以12%計算。
元(含)之部份，服務費以12%計算。

付款及領取拍賣品
付款及領取拍賣品

關於買方
關於買方
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
買家一經成功投得拍賣標的物，且付清
買家一經成功投得拍賣標的物，且付清
買家 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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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額購價款項後(包含落槌價、拍賣支付
全額購價款項後(包含落槌價、拍賣支付

之佣金，以及任何適用之增值稅)，即可取
之佣金，以及任何適用之增值稅)，即可取 第十九條
第十九條
本公司對於拍賣物件不負保管之責任，
本公司對於拍賣物件不負保管之責任，
回拍賣標的物。若款項不足，買方應在得
回拍賣標的物。若款項不足，買方應在得

除沒收訂金之外，有權逕行處理，並在給
除沒收訂金之外，有權逕行處理，並在給

標書上簽名，本公司得要求買方當場支付
標書上簽名，本公司得要求買方當場支付

予買家有關其未付之欠繳14天通知後，安
予買家有關其未付之欠繳14天通知後，安

拍賣品成交價之20%為訂金，並於10日內一
拍賣品成交價之20%為訂金，並於10日內一

排將該物品出售。
排將該物品出售。

次付清餘款，完成交付手續並取貨。
次付清餘款，完成交付手續並取貨。
第二十條
第二十條
在將來的任何拍賣中，可拒絕買家作出或
在將來的任何拍賣中，可拒絕買家作出或
第十三條
第十三條
買家付予本公司之所有款項均不包括任何
買家付予本公司之所有款項均不包括任何
貨物或服務稅以及其它增值稅(不論由台灣
貨物或服務稅以及其它增值稅(不論由台灣
政府或別處所徵收)。如有任何此等稅項適
政府或別處所徵收)。如有任何此等稅項適
用，買家須負責按有關法律所規定之稅率
用，買家須負責按有關法律所規定之稅率
及時間繳付相關稅款。
及時間繳付相關稅款。

由他人代其作出之競投，或在接受其任何
由他人代其作出之競投，或在接受其任何
競投之前得先收取買家一筆保證金。
競投之前得先收取買家一筆保證金。

關於賣家之條款
關於賣家之條款
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
本在
公公
司開
在拍
公賣
開會
拍中
賣，
會為
中賣
，家
為之
賣代
家之代
理人身份，賣家的規定已詳列賣家委
理人身份，賣家的規定已詳列賣家委

第十四條
第十四條
如支付予本公司之款項為新台幣以外之貨
如支付予本公司之款項為新台幣以外之貨

託契約書中。
託契約書中。

幣，本公司將向買家收取所引致之任何外
幣，本公司將向買家收取所引致之任何外
匯費用。這包括銀行收費與兌換貨幣之規
匯費用。這包括銀行收費與兌換貨幣之規

其它 其它

費及匯差。以新台幣以外之貨幣付款予本
費及匯差。以新台幣以外之貨幣付款予本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
本有
公權
司平
有息
權及
平處
息理
及拍
處賣
理中
拍任
賣何
中爭
任何爭
公司之匯率，依拍賣日現場公佈之匯率(台
公司之匯率，依拍賣日現場公佈之匯率(台 第二十二條
議。 議。
灣銀行)，並以本公司依上述兌換率發出之
灣銀行)，並以本公司依上述兌換率發出之
憑證為基準。
憑證為基準。
第十五條
第十五條
本公司之拍賣價並不包括包裝，故本公司
本公司之拍賣價並不包括包裝，故本公司
向買家提供之包裝材料，原則僅為一種免
向買家提供之包裝材料，原則僅為一種免
費性服務，若包裝期間對物品造成任何損
費性服務，若包裝期間對物品造成任何損
壞概由買家自行負責。
壞概由買家自行負責。

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
本有
公義
司務
有為
義交
務易
為雙
交方
易保
雙守
方秘
保密
守，
秘密，
以維護買賣雙方及本公司的利益不受
以維護買賣雙方及本公司的利益不受
損害。損害。
第二十四條
第二十四條
為維護
為場
維內
護秩
場序
內，
秩請
序勿
，吸
請煙
勿，
吸十
煙歲
，以
十歲以
下兒童請勿入場。
下兒童請勿入場。

第十六條
第十六條
買方付清款項後，必須自行取貨，若委由
買方付清款項後，必須自行取貨，若委由
他人提領，必須出示委託證明書；若需本
他人提領，必須出示委託證明書；若需本
公司搬運送貨者，對於送貨過程中所造成
公司搬運送貨者，對於送貨過程中所造成 〈本業務規則分中、英文兩種文本，若有爭議之處
的一切損失，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若
的一切損失，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若 則以中文文本為主。〉
需額外保險，則另行計價。
需額外保險，則另行計價。
本公司舉辦本次文化藝術拍賣活動，業經行政院文

拍賣品出售後的責任
拍賣品出售後的責任
第十七條
第十七條
買家付清全額購買價款項後即對已購拍賣
買家付清全額購買價款項後即對已購拍賣
標的物負有全責，即便該拍賣品仍由本公
標的物負有全責，即便該拍賣品仍由本公

化建設委員會許可，符合文化藝術事業減免營業稅
辦法規定，因拍賣而發生之銷售收入及佣金收入，
可免徵百分之五營業稅。

司保存，在保存過程中有任何毀損則由買
司保存，在保存過程中有任何毀損則由買
家承擔。
家承擔。

對久不付款或不領取已購拍賣品的處理
對久不付款或不領取已購拍賣品的處理
第十八條
第十八條
買家未於拍賣結束後之期限(10日)內付清
買家未於拍賣結束後之期限(10日)內付清
款項者，視為違約。
款項者，視為違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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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 OF BUSINESS
General Provisios
General Provisios
Article 1.

Article 2.

Article 3.

on Catalogue
and
Auction Article
IllustrationIllustration
on Catalogue
and Auction
Article

Article
Asofthetheagent
the the
Buyer
and the Seller,
As
the 1.agent
Buyerof and
Seller,
Article 8.
Chancellor International
Auctions
Chancellor International
Auctions Co.,
LTD. Co., LTD.
refer
as “Our Company”)
will
(herein after(herein
refer asafter
“Our
Company”)
will
provide
services
for both
parties,
provide services
for both
parties,
and shall
notand shall not
befor
responsible
forcaused
any default
caused by either
be responsible
any default
by either
the Buyer or the
the Buyer
Seller.or the Seller.
Article 9.
Article
2. Theset
conditions
set apply
hereintoshall
The
conditions
herein shall
bothapply to both
and
the Seller.
Buyer
and Seller must
the Buyer andthe
theBuyer
Seller.
Buyer
and Seller
must
following
detailed conditions
read carefullyread
the carefully
followingthe
detailed
conditions
and be for
responsible
for their
actions while
and be responsible
their actions
while
out these conditions.
carrying out carrying
these conditions.
Article 10.
Article
3. Anyto objection
to the
articles' orownership or
Any
objection
the articles'
ownership
must
raised
at least 48 hours
authenticity authenticity
must be raised
at be
least
48 hours
auction
starts accompanied
by
before the before
auction the
starts
accompanied
by
legal documents.
No late objection
relevant legalrelevant
documents.
No late objection
will be accepted.
will be accepted.

Article
8. The
Buyer
shouldcarefully
examinethecarefully the
The
Buyer
should
examine
auction
article to
they
intend
auction article
they intend
buy,
prior to
to buy,
the prior to the
of the
should be solely
date of the date
auction,
andauction,
should and
be solely
legally for
responsible
their
legally responsible
their bidfor
made
tobid
buymade to buy
piece of article.
certain piececertain
of article.
Article
9. Ourhas
Company
to hold exhibiOur
Company
the righthas
to the
holdright
exhibitions,andauctions
and make announcements,
tions, auctions
make announcements,
catalogues
and other
forms of publications
to
catalogues and
other forms
of publications
to
auctions articles.
introduce theintroduce
auctions the
articles.
Article
10. Any representation
statement
Any
representation
or statementor given
by given by
OurinCompany
in theorcatalogue
Our Company
the catalogue
in other or in other
as to the origin,
authorship,
origin, age, size,
forms as to forms
the authorship,
age, size,
medium,
mount, attribution,
medium, mount,
attribution,
authenticity,authenticity,
condition
andprice
estimated
price is
provenance, provenance,
condition and
estimated
is
just for the information
of the
just for the information
and referenceand
of reference
the
buyerCompany
only. Ourshall
Company
buyer only. Our
not be shall
held not be held
responsible
responsible for
errors. for errors.

Article
4. arising
All disputes
arising
from or inwith
connection with
All
disputes
from or
in connection
these shall
Conditions
shall
be settled
to
these Conditions
be settled
according
to according
Commission
Commission
the relevant
law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relevant law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rticle the
11. Once
Buyer successfully
Article 11. Once
Buyer the
successfully
bided the bided the
Main Stipulations
for the Buyer
The Main The
Stipulations
for the Buyer
auction
article,
the final
Purchase
auction article,
the final
Purchase
Price
that Price that
Buyer
shall
full of
arehammer
the sum of hammer
Buyer shall pay
in full
arepay
theinsum
Article 5.should
Bidders
shouldcome
personally
Article 5. Bidders
personally
to Ourcome
Com-to Our Comprice and commission
to Our Company
price and commission
to Our Company
pany for
pany for register
andregister
obtain and
the obtain
biddingthe bidding
(include
taxes ofprice
hammer
(include both
taxes both
of hammer
and price and
number
beforebegins.
the auction begins.
number before
the auction
commission).commission).
CommissionCommission
is charged isas charged as
hammer
under NTD10
follow: For follow:
hammerForprice
under price
NTD10
Article 6.whoBidders
wishour
to company
entrust our
Article 6. Bidders
wish towho
entrust
to company to
million, commission
be 18% of hammer
million, commission
will be 18% will
of hammer
bid on must
their sign
behalf
signform
the entrust form
bid on their behalf
themust
entrust
price; for
hammer
priceinclude)
over (and include)
price; for hammer
price
over (and
(1) the
day auction
before the
auction
one (1) dayone
before
starts,
and starts, and
NTD10
million, commission
NTD10 million,
commission
will be 15% will
of be 15% of
30% of estimated
the highest
estimated
price of
deposit 30% deposit
of the highest
price
of
hammer
price; for
hammer
price over (and
hammer price;
for hammer
price
over (and
to Our
Company.
Once
the article to the
Ourarticle
Company.
Once
the article
is the article is
include)
NTD20
million, commission
will be
include) NTD20
million,
commission
will be
successfully
successfully bid,
Bidders bid,
shallBidders
pay theshall
rest pay
of the rest of
12%price.
of hammer price.
12% of hammer
payment
within
fiveafter
(10)the
days after the
the paymentthe
within
five (10)
days
auction.
auction.
Article the
12. Once
Buyer successfully
Article 12. Once
Buyer the
successfully
bided the bided the
auction
the Buyer
auction article,
the article,
Buyer may
collect may
the collect the
Article 7.the During
Article 7. During
auction the
the auction
bidder the
may bidder
not may not
once the aforementioned
article oncearticle
the aforementioned
Purchase Purchase
any made.
bids he/she
made. The highest
withdraw anywithdraw
bids he/she
The highest
Pricehammer
(includeprice,
hammer
price, commission
Price (include
commission
bidder as by
determined
by theisauctioneer,
is the
bidder as determined
the auctioneer,
the
and
any value
tax)
is If
paid
and any value
added
tax) isadded
paid in
full.
thein full. If the
buyer.
buyer.
Buyer
unable
to pay
the full
Buyer is unable
to ispay
the full
amount,
theamount, the
Articl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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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yer
shall to
be sign
required
to sign a ConfirmaBuyer shall be
required
a ConfirmaThe Management
of Arrears
and
Auction Articles
The Management
of Arrears and
Auction
Articles
tion
must30
pay
at least(30%)
30 percent
(30%)
of
tion and must
payand
at least
percent
of
behind
by the Buyer
Left behindLeft
by the
Buyer
hammer
price immediately
the hammerthe
price
immediately
as deposit. as deposit.
Article
18.payment
If the full
payment
is not made
within ten (10)
the full
is not
made within
ten (10)
settle the
balance inArticle
one 18. If
The Buyer The
shall Buyer
settle shall
the balance
in one
days byit the
Buyer,
it is seen as default.
days by the Buyer,
is seen
as default.
lump 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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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in
and take away
lump sum wit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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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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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ticle. the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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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9.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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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The full
a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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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chase
Article 13.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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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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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c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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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ur
Company
have
the right
and Our Company
have
the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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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 Our does
Company,
Buyer shall Buyer
pay Our
not does not
after
daysforof notic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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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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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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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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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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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or
government).
If such
Article
20. Our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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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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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transaction
set 20. Our
taxes does ta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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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transaction
set
or its represent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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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yer or its Buyer
representative
in future once
the tax
herein, the herein,
Buyers the
shallBuyers
settle shall
the settle
tax
16. In such circumstance
a
Buyer violateBuyer
articleviolate
16. In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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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aw and
payment in payment
accordingintoacc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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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rele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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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Buyer
before
any
deposit
may
be
requested
for
Buyer
before
any
schedule. schedule.
bid is accepted.
further bid isfurther
accepted.
Article
14.who
ForisBuyer
who
willing
to pay the Purchase
Article 14. For
Buyer
w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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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
the Purchase
The Main Stip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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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Seller
Price
in the other
cur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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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 in the
currency
than other
New than The
Taiw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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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Dollar,
Our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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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ge shall charge
Article 21.
Dur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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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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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fees
Bu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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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s 21. During
the Buyer any
resul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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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Thefrom
fees it. The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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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ll act as 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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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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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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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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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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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selling
is already
currency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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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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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 of Taiwan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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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Article
15.Purchase
The final
Purchase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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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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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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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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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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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ree
serviceby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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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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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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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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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Our
Company
shall have
absolute
Our
Company
shall
have absol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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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discre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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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 disp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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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after the auction.
settle any dispute
or after
the a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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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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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dential
for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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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the
theBu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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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the
to Seller and to
protect
rights of
and
protect the rights
andthe
interest
theinterest
Buyer of
andthe Buyer and
the Seller. the Seller.

Articlemust
16. collect
Buyer must
collectpersonally
the articleonce
personally once
Article 16. Buyer
the article
Article
order toorder
maintain
in the auction,
Article 24. In
order24.to In
maintain
in theorder
auction,
Purchase
is If
paid
full. If the Buyer
the Purchasethe
Price
is paid Price
in full.
thein
Buyer
smo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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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oking i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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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en under ten
wishes
to assign
others
collect the article,
wishes to as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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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oarticle,
yearsnot
of age
enter the auction.
years of age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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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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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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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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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ny deli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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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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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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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Ou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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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 Purc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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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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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買出價委託書

年

拍賣名稱

□電話競標

拍賣日期

□書面競標

月

日 / 客戶編號：

本人同意接受此圖錄內列明之交易條款及有關競投擔保責任，本次拍賣會上的一切交易均受以下條款所約束：
一、 買家成功投得拍賣品後，應付之購買價款為最後之落槌價加上服務費(包括落槌價及服務費之營業稅)。落槌價於
新台幣壹千萬元(不含)以下者，服務費以落槌價之18%計算；落槌價超過新台整壹千萬元(含)以上之部分，服務費
以落槌價之15%計算；落槌價超過新台幣貳千萬元(含)之部份，服務費以12%計算。
二、 御丞璽國際拍賣股份有限公司對競投不成功以及競投活動中的意外事件不承擔任何責任；並且本著從客戶利益出
發的原則，以盡可能低的價格從事競買活動,成交價格不得高於表列委託價。
三、 拍賣有關競投擔保責任，均為不可爭議條款;為使委託人的出價得以接受而不延誤，委託人須最遲在拍賣日一天前
向御丞璽國際拍賣股份有限公司填妥本委託書詳細資料，並預付表內所列委託價20%的款項做為保證金。委託人於
委託競投成功後，應自拍定日起10日內付清尾款並取件，逾期以違約論，並得將委託人所繳委託預付金沒收之。

編號

拍品名稱

出價

合 計
委託人姓名：

公司名稱：

身份證/護照號碼：

職稱：

地址：

銀行資料：

電話：

帳號：

傳真：

委託人簽名：

委託預付金:新台幣

萬

敬請注意：填寫此表格時，須寫所有項目，
包括編號、名稱、出價等，否則無效。
如果有兩人以上(包括兩人)出價相同，先委
託者可優先購得拍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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仟

佰

元整

10694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70號11樓之2
11F-2, No.270, Sec. 4, Zhongxiao E Rd., Da’an Dist., Taipei City 10694,T aiwan.
E-mail: service@chancellor-auct.com
TEL:+886-2-2775-5698 FAX: +886-2-2775-5580
Http://www.chancellor-auct.com

ABSENTEE BID FORM
SALE TITLE

□TELEPHONE BID

SALE DATE

□ABSENTEE BID

DATE:

/

/

CLIENT NO.:

I (Assigner), hereby agrees to the following terms and conditions set for the auction, and shall act accordingly.
1.1 as Assigner agrees, once the auction article is successfully bided, as Assigner act according as the Buyer of the auction article.
The final Purchase Price that Buyer shall pay in full are the sum of hammer price and commission to Our Company (include both
taxes of hammer price and commission). Commission is charged as follow: For hammer price under NTD10 million, commission
will be 18% of hammer price; for hammer price over (and include) NTD10 million, commission will be 15% of hammer price;
for hammer price over (and include) NTD20 million, commission will be 12% of hammer price.
1.2 Chancellor will try to purchase the lot or lots of your choice for the lowest possible price, and never for more than the top amount
of your choice. And Chancellor will not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failure to execute bids.
1.3 I as Assigner shall fill out the absentee bid form no later than one day before the auction starts, and pay 3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maximum bid price for the earnest money deposit, and the remaining balance(comprising the hammer price, buyer's premium
and any applicable taxes) shall be paid to Chancellor within 10 days after the auction, any delay of the aforementioned date shall
constitute default and Chancellor may confiscate the deposit.

LOT NUMBER

LOT DESCRIPTION

MAXIMUM BID PRICE

TOTAL AMOUNT
NAME：

COMPANY：

ID NO./PASSPORT NO.：

JOB TITLE：

ADDRESS：
TEL：

FAX：

BANK NAME：

ACCOUNT NO.：

DEPOSIT：NT$

SIGNED：

Please Note: be sure to fill out every blank accurately, including

11F-2, No.270, Sec. 4, Zhongxiao E Rd., Da’an Dist., Taipei City 10694,T aiwan.

the lot numbers, descriptions and top hammer price you are

E-mail: service@chancellor-auct.com

willing to pay for each lot, or this form will be invalid. In the event

TEL:+886-2-2775-5698 FAX: +886-2-2775-5580

of identical bids, the earliest received will take precedence.

Http://www.chancellor-au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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