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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場資訊 | INFORMATION
御丞璽國際拍賣 2020 首拍
古今藝術專場
拍賣日期 / 地點
2020 年 6 月 28 日（日）下午 4：00
富邦國際會議中心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 108 號 B2 樓

預展日期 / 地點
2020 年 6 月 26 日（五）上午 10：00 至 下午 06：00
2020 年 6 月 27 日（六）上午 10：00 至 下午 06：00
2020 年 6 月 28 日（日）上午 10：00 至 下午 12：00
富邦國際會議中心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 108 號 B2 樓

咨詢專線：0936-757-383 王先生
e-mail：service@chancellor-auct.com

Lot2048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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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團隊 | STAFF

總經理 | General Manager

陳啟正 James chen
行政經理 | Administration Manager

王緒詮 Roger Wang
公關主任 | Director, Public Relations Department

王增麗 Perrier Wang
書畫顧問 | Consultant

黃東墉 Dong-Yong Huang
客服部主任 | Director, Customer Service Department

朱相昱 Jason Zhu
企劃 | Marcom

傅湘甯 Zhenzhen Fu

Lot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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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NOTICE TO BU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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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舉行，請在參加拍賣會之前仔細閱讀，充分理解

(1) 有成交：

以下規則：
1.

(a) 競投保證金以「匯款」方式完成者，扣除應

有意參與競投的買家需事前辦理登記申請手續：請

支付予本公司之款項（包含落槌價、服務費

出示有效證件（如：身份證明、護照…）並填寫登

及其他費用）後，若有餘額需退還，本公司

記文件以及繳納競投保證金。
2.

競投保證金：新台幣貳拾萬元。

3.

競投保證金需於 2020 年 6 月 25 日以前完成匯款至

將於拍賣日後十四個工作天內以匯款方式退
還給買家。
(b) 競投保證金以「現金」方式完成者，扣除應

Beneficiary's Bank: First Commercial Bank.

銀行代碼：007 1576

將於拍賣當日以現金退還給買家。

SWIFT Code: FCBKTWTPO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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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手續費請匯款人負擔。

(2) 未成交：若競投者未能購得拍賣品且對本公司

2020 年 6 月 25 日之後，若欲參與競投領取牌號者

無任何欠款則將無息退還保證金。競投保證金

需於台北拍賣預展期間（2020 年 6 月 26 日至 6 月

以「匯款」方式完成者，本公司將於拍賣日後

28 日）以新台幣現鈔支付（恕不接受除現金之外

十四個工作天內以匯款方式退還給買家。競投

之其他繳納方式），收款將於 2020 年 6 月 28 日中

保證金以「現金」方式完成者，本公司將於拍

午 12 點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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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6 月 25
日以前完成匯款至本公司指定帳號。
如於 2020 年 6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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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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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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bidding deposit must be transferred to Chancellor's
specified Bank account prior to 25th June 2020, details as
follow:

及其他費用）後，若有餘額需退還，本公司

匯款時請指示銀行本公司需實收競投保證金全額，

7.

2. Bidding deposit in the amount of NT$ 200,000.

銀行：第一商業銀行 - 永春分行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 451 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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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予本公司之款項（包含落槌價、服務費

帳號：157-10-034188（新台幣）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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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指定帳號如下：

戶名：御丞璽國際拍賣股份有限公司

4.

競投保證金退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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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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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th June 2020, parties interested in obtaining a
paddle number must submit a cash security deposit during
the Taipei previews (From 26th June to 28th June 2020).
Acceptance will cease on the 28th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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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th June
2020.
6. If the bidding deposit has been transferred prior to 25th
Jun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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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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2002

袁天一 （1916-）

李超哉（1907-2003）

紅梅

紅梅

水墨紙本 136x53.5cm

水墨紙本 104X53.5cm

題識：空山突見古時月，老樹忽先天下春。

題識：範龍先生七弟秩慶，李超哉寫祝。

庚申孟夏，袁天一寫。
鈐印：浙江袁氏、天一畫

TWD
HKD
USD
RMB

12

10,000-15,000
2,700-4,100
350-500
2,400-3,700

鈐印：李氏齋、超哉翰墨

TWD
HKD
USD
RMB

10,000-15,000
2,700-4,100
350-500
2,400-3,700

13

2003

2004

林少丹（1919-1993）

容大塊（1901-1963）

鍾馗抓鬼

猴

彩墨紙本 105x54cm

彩墨紙本 70x34.5cm

題識：庚午秋，東山，林少丹。

題識：大塊戲畫。頭盔令旗委地上，

鈐印：縱心浩然、少丹寫意

TWD
HKD
USD
RMB

30,000-45,000
8,100-12,000
1,000-1,500
7,300-11,000

名角猶豫卻出場。二○○八年
四月，善禧破例補筆。老猴怯
乏新把戲，百思難得出雅趣。
鈍在又書。
鈐印：大吉、鄭、自在

TWD
HKD
USD
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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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0-50,000
9,500-14,000
1,200-1,700
8,500-12,000

15

2005

2006

周澄（1941-）

梁寒操（1898-1975）

菊花

書法

水墨紙本 55x35cm

水墨紙本 65.5x32.5cm

題識：且欲近尋彭澤宰，陶然共

釋文：太璞未完路是寶，

醉菊花杯。唐崔曙句，戊

精鋼寧於不朽鈎。

戌春日，蓴波，周澄書。

款識：寒操

傲霜。戊辰春分，蓴波寫

鈐印：寒操辭翰、膽大妄為

於居山堂，以奉小山五郎
先生雅正。
鈐印：好 夢 、 周 澄 、 蓴 波 、 周
澄、小波

TWD
HKD
USD
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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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D
HKD
USD
RMB

20,000-30,000
5,400-8,100
700-1,000
4,900-7,300

18,000-25,000
4,900-6,800
600-850
4,400-6,100

17

2007

劉延濤（1908-1998）
行書
釋文：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
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
杜工部戲為六絕句之一。
款識：劉延濤
鈐印：劉延濤印

18

謝宗安（1907-1997）
行書

水墨紙本 137x33cm

TWD
HKD
USD
RMB

2008

20,000-30,000
5,400-8,100
700-1,000
4,900-7,300

水墨紙本 133.8x33cm
釋文：帶酒衝山雨，和衣睡晚晴。不知鐘鼓報
天明。夢裡栩然蝴蝶、一身輕。
 老去才都盡，歸來計未成。求田問舍笑
豪英。自愛湖邊沙路、免泥行。
題識：蘇東坡南影子詞。己未春謝宗安，時年
七時又三。
鈐印：寧靜致遠、謝忠安印、鍾厂

TWD
HKD
USD
RMB

15,000-22,000
4,100-6,000
500-750
3,700-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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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2009

傅狷夫（1910-2007）

曹秋圃（1895-1994）
行書

行書
水墨紙本 134.5x67.5cm

水 墨紙本 132x32cm

釋文：客 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潮平兩岸

釋文：龍臥雲翻古寺秋，出身豈與萬松侔。

闊，風正一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

爾來三百六十載，開士猶能說故侯。

題識：戊午年冬，傅狷夫書。

鈐印：曹士秋圃、菊癡

鈐印：傅狷夫印、有所不為齋

TWD
HKD
USD
RMB

20

舊年。鄉書何處達？歸雁洛陽邊。

題識：詠臥龍松舊作，秋圃，曹容。

15,000-22,000
4,100-6,000
500-750
3,700-5,400

TWD
HKD
USD
RMB

30,000-45,000
8,100-12,000
1,000-1,500
7,300-11,000

21

2012

葉公超（1904-1981）
行書對聯
水墨紙本 134x33cm
釋文：閒中詩卷愁中酒，花下樓台月下歌。
題識：辛酉仲夏，書唐人句，番禺葉公超。
鈐印：公超長幸、番禺葉氏

TWD
HKD
USD
RMB

30,000-45,000
8,100-12,000
1,000-1,500
7,300-11,000

2011

陳百川（1898-1973）
中堂對聯
水墨紙本

131.5x33.5 ,131.5x33.5 ,134x68.5cm
釋文：天 地寂然不動，而氣機無少停。日月
晝夜奔馳，而貞明萬古不易。故君子
閒時要有喫緊的心思，忙處要有悠閒
的趣味。
對聯：踐仁義之區域，保道德為歸箴。
題識：庚申年孟秋月。八十四叟，陳俊源。
鈐印：陳 百川、俊源畫章、慎終如始、壽文
書讓世人家

TWD
HKD
USD
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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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45,000
8,100-12,000
1,000-,500
7,300-11,000

23

2014

2013

功（1912-2005）
書法

水墨紙本 77.7x64cm

釋文：鶴放隨游屐，梅開伴苦吟。
孤高林處士，畢竟有牽心。

胡適（1891-1962）
行書

釋文：放也放不下，忘也忘不了，剛忘了昨兒的夢，又分明看見裏的一笑。
題識：次楣先生，胡適。
考上款人次楣先生，應為前監察院副院長梁上棟（1877-1957）。

題款：康治平先生正， 功。
鈐印：丁卯、 功之印、元白

水墨紙本 22x21cm

	梁氏字次楣，山西定襄北社村人。

來源：2017.09.11紐約邦瀚斯 Lot8037

TWD
HKD
USD
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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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0-350,000
68,000-95,000
8,500-12,000
61,000-85,00

TWD
HKD
USD
RMB

50,000-80,000
14,000-22,000
1,700-2,700
12,000-20,000

25

2016

臺靜農（1902-1990）
書法 1983
水墨紙本 77x34cm
釋文：拂柳初歸曬網人，抱琴閑渡落花津。黃
鸝紫燕東風裏，正是江南三月春。白鶴
瑤笙下杳冥，丹台千樹護山靈。芙蓉翠
削青天色。雲氣還如九疊屏。
題識：癸亥孟夏書南田詩，應鵬年先生清屬，
臺靜農書龍坡。
鈐印：臺靜農、龍坡、淮南

TWD
HKD
USD
RMB

200,000-300,000
54,000-81,000
6,800-10,000
49,000-73,000

2015

席德進（1923-1981）
水墨書法 1980
水墨紙本 60x120cm
釋文：節強微，曰蒙威，誄惟弱，晶身恩，書歿天，遺後作，疇是敘。
鈐印：席德進印
來源：2012.12.08 金仕發 Lot029

TWD
HKD
USD
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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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00-130,000
24,000-35,000
3,000-4,400
22,000-32,000

27

2017

2018

周澄（1941-）

傅狷夫（1910-2007）

書法對聯

書法對聯

水墨紙本 68x24.5cm

水墨紙本 88x30cm

釋文：青松寒不落，威鳳高其翔

釋文：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

題識：辰洋先生方家雅數，壬戌元旦，蓴波，周澄書。

題識：癸酉新正，覺翁傅狷夫書，時年八十四歲。

鈐印：吉祥、周澄私印、蓴波浪墨

鈐印：傅狷夫印、覺翁書畫

TWD
HKD
USD
RMB

100,000-150,000
27,000-41,000
3,400-5,100
24,000-37,000

上款辰洋乃為寒舍創始董事長蔡辰洋先生

TWD
HKD
USD
RMB

28

60,000-90,000
16,000-24,000
2,000-3,000
15,000-22,000

29

2019

江兆申（1925-19962）
書法對聯
水墨紙本 137x33cm
釋文：峨嵋雪照巫峽水
匡廬瀑下彭湖流
題識：辛未， 原，江兆申書。
鈐印：江兆申、 原

TWD
HKD
USD
RMB

160,000-220,000
43,000-59,000
5,400-7,500
39,000-54,000

2020

張光賓（1915-2016）
草書

水墨紙本 68x68.5cm

釋文：有酒皆堪醉，無山不可廬。遂初成近賦，孤憤悔前書。湘寺分經帙，廬山寄藥鋤。
江頭霜葉滿，詩興屬騎騾。放翁句，癸未，秋月張光賓，八十九。
鈐印：張光賓印 (白文)、于寰九十 (朱文)、 盡其在我 (白文)

TWD
HKD
USD
RMB

30

50,000-70,000
14,000-19,000
1,700-2,400
12,000-17,000

31

2021

高劍父（1879-1951）
鵝群、寫生狩獵、螳螂
水墨紙本 20x16, 24.4x29.2, 22x22cm
鈐印：高崙 (朱文)

TWD
HKD
USD
RMB

150,000-220,000
41,000-59,000
5,100-7,500
37,000-54,000

出版：《敦煌水墨集(六)-高劍父寫
生稿》，P36，敦煌藝術股
份有限公司。

2022

清 張經（1492-1555）
溪山訪友
設色絹本 26x33cm
來源：清末 吳懋鼎家族舊藏

2016.09.13 紐約佳士得 Lot03

TWD
HKD
USD
RMB

32

120,000-180,000
32,000-49,000
4,100-6,100
29,000-44,000

33

2023

2024

顧麟士（1865-1930）

王震（1867-1938）

秋風雨霽

赤壁夜遊

立軸 91.6x41cm

設色紙本 136.5x63.5cm

題識：突兀峯舍碧，天公雨乍收。
人家濕雲裏，山氣已成秋。

釋文：〈赤壁賦〉（略）
題識：甲戌仲秋，師七道士畫法。白龍山

顧麟士。
鈐印：顧西津
來源：2 011.11.16 北京永樂國際拍
賣公司 Lot1548
著錄：《 百 年 風 華 / 近 現 代 書 畫 藝
術集珍》北京：保利藝術中
心，頁108。

TWD
HKD
USD
RMB

34

人，王震。寫於海雲樓冬窗下。
鈐印：一亭父、王震

TWD
HKD
USD
RMB

50,000-75,000
14,000-20,000
1,700-2,500
12,000-18,000

140,000-200,000
38,000-54,000
4,800-6,800
34,000-49,000

35

2025

姜建林（1961-）
窗下瓶花
設色紙本 81.3x47.5cm
款識：建林製
鈐印：建林

TWD
HKD
USD
RMB

30,000-45,000
8,100-12,000
1,000-1,500
7,300-11,000

2026

江愛松（1943-）
北海晨曲
設色紙本 67x78.5cm
題識：北海晨曲。黃山北海群峰林立，勁松挺秀，晨光照處嫣然生輝。特命筆並記之。
歲次甲戌，夏日江愛松寫於福州畫院之墨齋。
鈐印：江、愛松、步墨、天蕭追月

TWD
HKD
USD
RMB

36

30,000-45,000
8,100-12,000
1,000-1,500
7,300-11,000

37

2027

清 朱印然
山水
設色紙本 49.5x24.2cm
題識：梅 花書屋本營邱所做，文
林密藏久矣，近時得見者
奇蹟，雕其大略況乎一般
之見，效諸前人之類刻鵠
矣。己卯仲秋，古潤，朱
印然寫於滬城。
鈐印：印然、有思畫

TWD
HKD
USD
RMB

35,000-50,000
9,500-14,000
1,200-1,700
8,500-12,000

朱印然，清代浙江人，以字
行，胡公壽弟子。山水氣韻渾
厚，能似其師。

2028

陳其寬（1921-2007）
無題
水墨紙本 23.8x30.5cm
著錄：陳其寬，《微觀之趣：陳其寬早期水墨作品》，
台北：藏新藝術，2013年，頁12-13。

TWD
HKD
USD
RMB

38

50,000-80,000
14,000-22,000
1,700-2,700
12,000-20,000

39

2029

湯哲明（1970-）
雲巒秋容圖
紙本設色 65.4x44cm
題識：鳶飛唳天者，望峰息心，經綸事物者，窺谷忘反，壬辰春日，
山湯哲明用潑墨法寫此，并記于海上景宋山房之北 。
鈐印：湯氏、哲明、終不負煙霞
著錄：石允文編著，《宋畫新韻．湯哲明壬辰畫集》，台北：雅墨文化，2012年 ，頁98-99。

TWD
HKD
USD
RMB

40

120,000-180,000
32,000-49,000
4,100-6,100
29,000-44,000

41

2030

湯哲明（1970-）
雁蕩無名峰
設色紙本 44.1x65.5cm
題識：南雁蕩無名峰，壬辰春日，山陰湯哲明憶寫二十年
前舊稿，撫今追昔，忽忽已屆不惑，良可歎也。
鈐印：湯氏、哲明、景宋山房
著錄：石允文編著，《宋畫新韻．湯哲明壬辰畫集》，
台北：雅墨文化，2012年，頁84-85。

TWD
HKD
USD
RMB

42

120,000-180,000
32,000-49,000
4,100-6,100
29,000-44,000

2031

歐豪年（1935-）
豐收
水墨紙本 44x66cm
題識：葵丑春月雙溪村舍，豪年燈下寫趣，不計工拙。
鈐印：怡志養神，甌介

TWD
HKD
USD
RMB

150,000-220,000
41,000-59,000
5,100-7,500
37,000-54,000

43

2032

2033

彭醇士（1896-1976）

謝琯樵（1811-1864）

牡丹富貴

竹石圖

水墨紙本 58x29.5cm

水墨紙本 115x36cm

題識：吉 祥偕老。丁酉冬月。

題識：漓榻翠陰竹數竿，墨和風雨到毫端。

友錚先生、祖葳夫人銀
婚之喜。彭醇士敬賀。

閑來不管吹何體，只覺秋聲入手寒。琯樵穎蘇。
鈐印：琯樵父

鈐印：閒樂堂、素庵、彭醇士

TWD
HKD
USD
RMB

44

80,000-120,000
22,200-32,000
2,700-4,100
20,000-29,000

TWD
HKD
USD
RMB

100,000-150,000
27,000-41,000
3,400-5,100
24,000-37,000

45

2035

丁衍庸 (1902-1978)
黃公遊山
彩墨紙本 46x69cm
釋文：黃公遊山去，雲林乘舟來。
萬山開笑臉，一水滿江河。
丁衍庸寫
鈐印：虎肖形印 (白文)
古翰秘翫 (朱文)

TWD
HKD
USD
RMB

2034

150,000-220,000
41,000-59,000
5,100-7,500
37,000-54,00

蓮溪 （1816-1884）
墨竹
扇面 19x52cm
釋文：新篁解籜，戊寅夏五，奉小山五兄大人雅正，弟蓮溪。
鈐印：野航 (朱文)

TWD
HKD
USD
RMB

46

20,000-30, 000
5,400-8,100
700-1,000
4,900-7,300

47

2036

2037

彭康隆 （1962-）

王攀元（1909-2017）

秋旅

枯樹

水墨紙本 58x71.5cm

水墨紙本 35x35cm

簽名：康隆

鈐印：王攀元 (白文)

鈐印：康隆

TWD
HKD
USD
RMB

48

50,000-75,000
14,000-20,000
1,700-2,500
12,000-18,000

TWD
HKD
USD
RMB

100,000-150,000
27,000-41,000
3,400-5,100
24,000-37,000

49

2038

2039

弘一（1880-1942）

張光賓（1915-2016）

文獻/信封

遠嶼迎檣

29.2x18.4cm

來源：2009.11.20 北京華辰

彩墨紙本 137x35cm
釋文：遠嶼迎檣出，長林帶岸迴。並舟水流去，

TWD
HKD
USD
RMB

100,000-150,000
27,000-41,000
3,400-5,100
24,000-37,000

一任野鷗猜。兩千十二年，八八節。壬辰
六月十六日九十六歲。張光賓。
鈐印：張光賓印 (白文)、于寰 (朱文)

TWD
HKD
USD
RMB

50

120,000-180,000
32,000-49,000
4,100-6,100
29,000-44,000

51

2040

2041

劉丹（1953-）

水松石山房主人（1943-）

青蛙蝌蚪

瑞雪初融

水墨鏡框 26x30.5cm

水墨紙本 75x55.5cm

鈐印：劉丹畫室

來源：2015.09.15 紐約蘇富比 Lot43

來源：2017.05.26 香港邦瀚斯 Lot286

TWD
HKD
USD
RMB

52

130,000-200,000
35,000-54,000
4,400-6,800
32,000-49,000

TWD
HKD
USD
RMB

150,000-220,000
41,000-59,000
5,100-7,500
37,000-54,000

53

2042

王季遷（1907-2003）
書法
水墨紙本 66.2x67cm
釋文：眾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鈐印：谿岸草堂、王季遷
來源：美國康州朱繼榮教授舊藏

2014 羅芙奧香港秋季拍賣會 Lot60

TWD
HKD
USD
RMB

54

150,000-220,000
41,000-59,000
5,100-7,500
37,000-54,000

55

2044

金息侯 (1878-1962)
甲骨文臨古
水墨紙本 132x32.7cm
釋文：兮 中作大龢鐘，其用追孝于皇
考，已伯用侃喜持文人，子孫
永寶用。育青仁兄屬，息候。
金梁。
鈐印：賜 進士出身內務府大臣 (白文)
息侯金梁 (朱文)

TWD
HKD
USD
RMB

60,000-90,000
16,000-24,000
2,000-3,000
15,000-22,000

2043

何維樸（1842-1922）
蘇軾 孫莘老求墨妙亭詩 四屏
水墨紙本 126x27.5cm
釋文：
蘭亭繭紙入昭陵，世間遺蹟猶龍騰。顏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鷹。
徐家父子亦秀絕，字外出力中藏棱。嶧山傳刻典刑在，千載筆法留陽冰。
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
吳興太守真好古，購買斷缺揮縑繒。龜趺入座螭隱壁，空齋晝靜聞登登。

TWD
HKD
USD
RMB

100,000-150,000
27,000-41,000
3,400-5,100
24,000-37,000

奇蹤散出走吳越，勝事傳說夸友朋。書來訖詩要自寫，為把栗尾書溪藤。
後來視今猶視昔，過眼百年如風燈。他年劉郎憶賀監，還道同時須服膺。
青山斷處塔層層，隔岸人家喚不應。江上秋風晚來急，為傳鐘鼓到西興。
省吾世叔同季大人指正、姪何維樸學草
鈐印：何維樸、詩孫

56

57

2045

溥心畬（1896-1963）
寒巖積雪
水墨紙本 86x28cm
題識：寒巖積雪，癸酉五月，心畬。
鈐印：溥儒 (白文)

TWD
HKD
USD
RMB

58

600,000-900,000
160,000-240,000
20,000-31,000
150,000-220,000

59

2046

吳學讓（1923-）

2047

楊善深（1905-1998）

伴
彩墨 絹本 41x49cm

母子情深

簽名：退伯

彩墨紙本 30x31cm

鈐印：吳(朱文)

題識：祝祥道長正，辛亥，二月 善深。
鈐印：善深 (朱文)

TWD
HKD
USD
RMB

60

20,000-30,000
5,400-8,100
700-1,000
4,900-7,300

TWD
HKD
USD
RMB

150,000-220,000
41,000-59,000
5,100-7,500
37,000-54,000

61

2048

何懷碩（1941-）
山水
水墨紙本 107x68.5cm
釋文：何懷碩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二日凌晨四時造境。
鈐印：何 (朱文)、懷碩 (白文) 、多生餘 (朱文)

TWD
HKD
USD
RMB

62

180,000-240,000
49,000-65,000
6,100-8,200
44,000-59,000

63

2049

林玉山（1907-2004）
雲龍獻瑞
水墨 紙本 42x53cm
釋文：樂山先生哂存，桃城散人，玉山。
鈐印：玉山八十歲以後之作 (朱文)、玉山 (白文)、桃城散人 (朱文)

TWD
HKD
USD
RMB

64

150,000-220,000
41,000-59,000
5,100-7,500
37,000-54,000

65

2051

于彭（1955-2014）
沉思
2050

水墨紙本 27.5x76.2cm

李轂摩（1941-）

題識：于彭寫，庚寅年。

全家福
彩墨紙本 66.3x66.3cm
釋文：不二齋，全家福。余一家五口生來蟄居鄉間，去歲攜眷觀光台北，歸來夫
妻灶前閒聊，余曰天外有天，妻言井蛙不可語海也，淡泊自如何處非淨

TWD
HKD
USD
RMB

60,000-90,000
16,000-24,000
2,000-3,000
15,000-22,000

土，余恍然大悟，遂製斯畫並記。甲寅歲暮春及，轂摩。
鈐印：李 (朱文)、轂摩 (朱文)、蛙得大自在 (朱文)、不二齋轂摩居士 (朱文)

TWD
HKD
USD
RMB

66

60,000-90,000
16,000-24,000
2,000-3,000
15,000-22,000

67

2052

張銓（1964-）
庭園
設色紙本 89x48cm
簽名左上：小銓
鈐印：張銓 (白文)、張 (朱文)、
龍自沉室 (朱文)

TWD
HKD
USD
RMB

30,000-45,000
8,100-12,000
1,000-1,500
7,300-11,000

2053

趙少昂（1905-1998）
翠鳥
彩墨紙本 29.8x37.5cm
題識：祝祥先生高論，丙午新秋，少昂。
鈐印：趙 (朱文)、少昂 (白文)

TWD
HKD
USD
RMB

68

180,000-260,000
49,000-70,000
6,100-8,800
44,000-63,000

69

2054

朱屺瞻（1892-1996）
雨過潮平
彩墨紙本 143X365cm
題識：雨過潮平山岸出，烟波翠色好行舟。
丙寅夏月畫於北京釣魚台，朱屺瞻，時年九時五。
鈐印：朱屺瞻、屺哉、梅花草堂
來源：巴西華僑周雲鑒先生舊藏

TWD
HKD
USD
RMB

70

3,500,000-4,500,000
945,000-1,220,000
119,000-152,000
853,000-1,100,000

71

72

73

2055

宣鼎（1832-1880）
歲寒三友
設色紙本 133.5x68cm
題識：壬申新春換白陽法，
宣鼎寫於古瑕邱官廨。
鈐印：宣鼎書畫

TWD
HKD
USD
RMB

35,000-50,000
9,500-14,000
1,200-1,700
8,500-12,000

2056

汪聲遠（1886-1969）
賞花仕女
扇面

24x50.8cm

題識：欣看杞菊蔚幽溪，聲遠。
鈐印：汪

TWD
HKD
USD
RMB

74

12,000-24,000
3,200-6,500
400-800
2,900-5,900

75

2057

王壯為（1909-1998）
行書
水墨紙本 61x31cm
釋文：上上昆崙峰，諸山高幾重；
望望滄溟波，百川大幾何。
卑高入揣料，小大窮多少，
不如兩置之，直於了處了。
題識：白沙子詩。壯為。丙午。
鈐印：王壯為印

TWD
HKD
USD
RMB

30,000-45,000
8,100-12,000
1,000-1,500
7,300-11,000

2058

曾小俊（1945-）
樹枝
水墨紙本

70.5x65.5cm

款識：不來不去不須尋，非色非空非古今。小俊畫。
鈐印：曾小俊
來源：2018.03 紐約佳士得春季網拍

TWD
HKD
USD
RMB

76

110,000-170,000
30,000-46,000
3,700-5,800
27,000-41,000

77

2059

王季遷（1907-2003）
行書七言對聯
水墨紙本 124.5x31.5cm
釋文：書有未曾經我讀，
事無不可對人言。
款識：王己千學書。
鈐印：王季遷印、石橋邨里人家
來源：2016.03.17 紐約蘇富比 Lot1208

TWD
HKD
USD
RMB

78

120,000-180,000
32,000-49,000
4,100-6,100
29,000-44,000

79

2060

王季遷（1907-2003）
抽象書法 1994
設色紙本 30x84cm
來源：2016.11.28 香港佳士得 Lot0852

TWD 180,000-260,000
HKD 49,000-70,000
USD 6,100-8,800
RMB 44,000-63,000

80

81

2061

方召麟（1914-2006）
賽龍舟 1995
彩墨 70x47cm
款識：乙亥年方召麟作。
鈐印：召 、方印
來源：2016.12.22 上海朵雲軒

TWD 140,000-220,000
HKD 38,000-57,000
USD 4,700-7,100
RMB 34,000-51,000

82

83

2062

2063

鄭善禧（1932-）

陳永模（1961-）

水仙

豬

彩墨 33.5x61cm

水墨金

款識：辛卯年春，鄭善禧。

題識：己亥新歲，畫豬祝吉祥。永模。

鈐印：鄭善禧印、善禧書畫

鈐印：陳永模印

TWD
HKD
USD
RMB

84

55,000-80,000
15,000-22,000
1,900-2,700
14,000-20,000

TWD
HKD
USD
RMB

31.8x40.8cm

40,000-60,000
11,000-16,000
1,400-2,000
9,800-15,000

85

2064

沈尹默（1883-1971）
朱竹
水墨紙本 35x76cm
題識：丹林先生哂正，尹默戲作。
鈐印：沈尹默印、竹溪沈氏
上款丹林乃是上海收藏家陸丹林先生

TWD
HKD
USD
RMB

86

250,000-350,000
68,000-95,000
8,500-12,000
61,000-85,000

87

2065

江兆申（1925-1996）
晴日山水
水墨紙本 133x65cm
釋文：山鳥囀晴日，獨行風滿林。澗花
薰野袂，巖水濺幽襟。側石驚新
滑，垂蘿愛近深。翛然此清興，
不似戴華簪。
題識：壬申 原，江兆申於揭涉園。
鈐印：兆申 原、雙菩提龕

TWD
HKD
USD
RMB

88

1,000,000-1,500,000
270,000-405,000
34,000-51,000
244,000 -365,000

89

90

91

2066

王攀元（1909-2017）
荷花
水墨紙本 132x64cm
鈐印：王后 (白文)

TWD
HKD
USD
RMB

92

450,000-600,000
122,000-160,000
15,000-20,000
110,000-150,000

93

2067

2068

陳永模（1961-）

陳正隆（1947-）

瓜熟圖

宗侶

水墨紙本 50x71cm

彩墨紙本 66x73cm

題識：高人飲露復餐霞，美味何如少婦家。

題識：大家都是同一宗，美意待人即成侶。共語好畫千萬句，

他日留軍瓜下飯，不偏翠假酒為嘉。己亥，永模，並題。
鈐印：陳、永模、聊以自娛，最難風雨故人來

TWD
HKD
USD
RMB

94

85,000-120,000
23,000-32,000
2,900-4,100
21,000-29,000

深杯清茶香如許。小魚造句。宗侶。小魚。
鈐印：小魚、觀海者難為水

TWD
HKD
USD
RMB

100,000-150,000
27,000-41,000
3,400-5,100
24,000-37,000

95

2069

2070

李承均（1740-1827）

何懷碩（1941-）

花鳥

京劇人物

水墨紙本 45x165cm

水墨紙本 69.5x32cm

釋文：酒罈為枕腹為罈，萬穗藤花護樹眠。

題識：騰霄兄正之，程硯秋飾青霜 中的申雪貞。

酒醒月明人寂寂，一翁高臥紫雲邊。
后莊，李承均寫於橈心廬。

何懷碩，庚申孟夏試寫此。
鈐印：何鉥、懷碩

鈐印：承鈞之印

TWD
HKD
USD
RMB

96

100,000-150,000
27,000-41,000
3,400-5,100
24,000-37,000

TWD
HKD
USD
RMB

150,000-220,000
41,000-59,000
5,100-7,500
37,000-54,000

97

2071

滑田友（1901-1986）
裸女
水墨紙本 48.5x31.5cm
簽名左下：田友 Houa
鈐印：田友 (朱文)

TWD
HKD
USD
RMB

98

500,000-700,000
140,000-190,000
17,000-24,000
120,000-170,000

99

2072

李義弘（1941-）
山水
水墨紙本 83.2x151.5cm
題識：千江春色裏，萬樹自無言。于今江上路，處處是仙源。
戊戌出下藉題甌香館句，李義弘畫於笛香凝室鐙下。
鈐印：笛音凝室朱記、義弘之印、在川小鉥

TWD
HKD
USD
RMB

100

800,000-1,200,000
216,000-324,000
27,000-41,000
195,000-292,000

101

102

103

2073

楊善深（1913-2004）
書法對聯
水墨紙本 70x11.2cm
釋文：精神到處文章老，
學問深時意氣平。
款識：善深
鈐印：羊

TWD
HKD
USD
RMB

100,000-150,000
27,000-41,000
3,400-5,100
24,000-37,000

2074

王廣義（1957-）、張培力（1957-）
混沌
抽象水墨 70x140cm
來源：2007.11.25 香港佳士得秋拍當代藝術夜拍 Lot0604

TWD
HKD
USD
RMB

104

400,000-550,000
110,000-150,000
14,000-19,000
98,000-130,000

105

2075

吳繼濤（1968-）
沉寂的時光‧巖島
水墨設色 76×70 cm
釋文：時光在歡樂中浮游，在憂愁中沈積。二千十七年，繼濤。
鈐印：吳繼濤印、一切唯心造
著錄：吳繼濤、姚瑞中，《進∕出『地方』：吳繼濤、姚瑞中的當
代風景游牧》，台北：大觀藝術空間，2017年，頁28-29。

TWD
HKD
USD
RMB

106

120,000-180,000
32,000-49,000
4,100-6,100
29,000-44,00

107

2077

LEGO 玩具總動員-動畫電影系列8件1套
TWD
HKD
USD
RMB

26,000-35,000
7,000-9,500
900-1,200
6,300-8,500

2076

LEGO 迷你街景系列4件1組（樂高獨賣）
TWD
HKD
USD
RMB

108

16,000-22,000
4,300-6,000
550-750
3,900-5,400

109

2078

曉芳窯 白瓷茶壺
H：10 cm
底款：曉芳

TWD
HKD
USD
RMB

100,000-150,000  
27,000-41,000  
3,400-5,100  
24,000-37,000

2079

曉芳窯
青花釉裡紅折枝竹菊文瓶
H：22cm
底款：曉芳

TWD
HKD
USD
RMB

100,000-150,000  
27,000-41,000  
3,400-5,100  
24,000-37,0000

底款
底款

110

111

瓷

2080

曉芳窯
青釉開片折肩束口尊
H：22.9cm
底款：曉芳

TWD
HKD
USD
RMB

500,000-750,000  
140,000-200,000  
17,000-25,000  
120,000-180,000

底款

2081

劉國松（1932--）
瓷盤
瓷

40x114cm

TWD
HKD
USD
RMB

112

120,000-180,000
32,000-49,000
4,100-6,100
29,000-44,000

113

2082

周春芽（1955-）
綠狗
銅 5/8

H：44 cm
簽名：周春芽

TWD
HKD
USD
RMB

600,000-900,000
162,000-243,000
20,000-31,000
146,000-219,000

綠狗是一種象徵，一種符號。綠色代表了安靜、
浪漫和抒情，它預示著爆發前的一種寧靜。

114

115

2083

丁雄泉（1929-2010）
帶花的女人
壓克力彩 28.5x21.5cm
來源：2015.01.20 香港蘇富比 Lot092

TWD
HKD
USD
RMB

116

160,000-240,000
43,000-65,000
5,400-8,200
39,000-59,000

117

2084

2085

郭娟秋 (1958- )

彭自強 (1960-2013)

海景 1992

泉韻深山 1999

油彩畫布 60x79cm

水彩紙本 75x99cm

簽名右下：秋 1992

簽名右下：自強 1999
鈐印：彭

TWD
HKD
USD
RMB

118

80,000-120,000
22,000 ~ 32,000
2,700 ~ 4,100
20,000 ~ 29,000

著錄：彭自強，《山馬彩俠彭自強—和他的迷彩世界》，
台北：彭自強水彩藝術工作室，2000年，頁61。

TWD
HKD
USD
RMB

100,000-150,000
27,000-41,000
3,400-5,100
24,000-37,000

119

2087

蕭如松 （1922-1992）
2086

桂竹筍

黃志超 （1941-）
裸女

簽名右下：J. S

壓克力紙本 64x43cm
鈐印：採花大盜

TWD
HKD
USD
RMB

120

水彩紙本 15x19cm

80,000-120,000
22,000-32,000
2,700-4,100
20,000-29,000

TWD
HKD
USD
RMB

100,000-150,000  
270,000-410,000  
3,400-5,100  
24,000-37,000

121

2089

李小鏡 （1945-）
叢林夜生活
影像輸出 紙本 40.7x102.5cm
版數：31/75
簽名右下：D.lee 07

TWD
HKD
USD
RMB

50,000-80,000
14,000-22,000
1,700-2,700
12,000-20,000

2088

夏陽 (1932-)
女 1992
綜合媒材 紙本 37.5x27.5cm
簽名右下：HY 92

TWD
HKD
USD
RMB

122

80,000-120,000
22,000-32,000
2,700-4,100
20,000-29,000

123

2090

2091

徐進良（1944-）

André VIGUD 安德．維吉 （1939-）

無題

靜物

油彩畫布 100x80cm

油彩畫布 114x88cm

簽名右中：進良 TCHii ' 79

簽名右下 : Vigud

TWD
HKD
USD
RMB

124

100,000-150,000
27,000-41,000
3,400-5,100
24,000-37,000

TWD 200,000-300,000
HKD  54,000-81,000
USD 6,800-10,000
RMB 49,000-73,000

125

2092

2093

陳銀輝 （1931-）

洪瑞麟 (1912-1996)

海灘 1993

海灣老屋 1963

油彩畫布 30.5x40cm

水彩紙本 26x33.5cm

簽名右下：銀 CHEN ' 93

簽名左下：1963
鈐印：礦山人

TWD
HKD
USD
RMB

126

160,000-240,000
43,000-65,000
5,400-8,200
39,000-59,000

TWD
HKD
USD
RMB

100,000-150,000
27,000-41,000
3,400-5,100
24,000-37,000

127

2094

Jean Michel FARMY
尚．米歇爾．法米
街景
油彩畫布 79.5x52.5cm
簽名右下：Jean Michel FARMY

TWD 100,000-150,000
HKD 27,000-41,000
USD 3,400-5,100
RMB 24,000-37,000

2095

楊興生 （1938-2013）
牆角一隅 1986
油彩畫布 51x63.3cm
簽名左下：楊興生 86

TWD
HKD
USD
RMB

128

80,000-120,000
22,000-32,000
2,700-4,100
20,000-29,000

129

2096

2097

丁紹光（1939-）

董小蕙（1962-）

西雙版納風情

瓶花 1996

絲網版畫 105x81cm

油彩畫布 88.5x71cm

簽名右下：Ting Shao Kuang 丁紹光
版數：156 / 300

TWD
HKD
USD
RMB

130

100,000-150,000
27,000-41,000
3,400-5,100
24,000-37,000

簽名右下：S . Hwei 1996

TWD
HKD
USD
RMB

200,000-300,000
54,000-81,000
6,800-10,000
49,000-73,000

131

2098

楊興生（1938~2013）
陽臺遠眺 1993
油彩畫布 98x79cm
簽名右下：楊興生 1993

TWD
HKD
USD
RMB

132

400,000-600,000
108,000-162,000
14,000-20,000
97,500-146,000

133

2099

蕭勤（1935-）
沉靜 2013
壓克力畫布 88x110cm
簽名右下：蕭勤 13

TWD
HKD
USD
RMB

134

1,800,000-2,400,000
486,000-648,000
61,000-81,000
439,000-585,000

135

2100

莊喆（1934-）
無題 1971
油彩畫布 43x85.5cm
簽名左下：莊喆 1971

TWD
HKD
USD
RMB

136

350,000-450,000
95,000-122,000
12,000-15,000
85,000-110,000

137

2101

馮鍾睿 （1934-）
宇宙的關注 2002
壓克力畫布 72x60cm
簽名中左：馮鍾睿 〇二之十三

TWD
HKD
USD
RMB

138

300,000-450,000
81,000-122,000
10,000-15,000
73,000-110,000

139

2102

江賢二 （1942-）
無題
油彩畫布 76x56cm
簽名右下：P. C.
著錄：《 江賢二 紙上作品‧雕塑‧地景藝術 》，
台北：遠見天下文化，2014年，頁43。

TWD
HKD
USD
RMB

140

300,000-450,000
81,000-122,000
10,000-15,000
73,000-110,000

141

2103

陳庭詩 （1913-2002）
抽象
多媒材 72.5x60.5cm
簽名左下：陳庭詩 91-45 Chen Ting-Shih

TWD
HKD
USD
RMB

142

180,000-240,000
49,000-65,000
6,100-8,200
44,000-59,000

143

2104

蕭勤 （1935-）
大爆炸 2003
彩墨紙本 95x95cm
簽名中下：蕭勤 二○○三、右下 大爆炸之三

TWD
HKD
USD
RMB

144

900,000-1,300,000
243,000-351,000
31,000-44,000
219,000-317,000

145

2105

陳庭詩 （1913-2002）
晝與夜之四十六 1981
版畫紙本 60.8x60cm
版數 10 / 40
簽名中下：Chen Ting-Shi

TWD
HKD
USD
RMB

146

160,000-240,000
43,000-65,000
5,400-8,200
39,000-59,000

147

2107

席德進 （1923-1981）
演奏者
鉛筆素描 紙本 17x25cm
簽名左下：席德進

2106

席德進 （1923-1981）
圍觀

TWD
HKD
USD
RMB

50,000-80,000
14,000-22,000
1,700-2,700
12,000-20,000

鉛筆素描 紙本 26.9x20.9cm
簽名左上：席德進

TWD
HKD
USD
RMB

148

50,000-80,000
14,000-22,000
1,700-2,700
12,000-20,000

149

150

2108

2109

郭晉（1964-）

郭晉（1964-）

坐在凳子上的孩子 2002

盪鞦韆的女孩 2002

油彩 100x75cm

油彩 100x75cm

簽名右下：Guojin 2002

簽名右下：Guojin 2002

來源：2006.03.30 紐約蘇富比 Lot20

來源：2006.03.30 紐約蘇富比 Lot19

TWD
HKD
USD
RMB

TWD
HKD
USD
RMB

140,000-210,000  
38,000-57,000  
4,700-7,100  
34,000-51,000

140,000-210,000  
38,000-57,000  
4,700-7,100  
34,000-51,000

151

2110

凌運凰 (1947-)
三峽後道 1997
水彩紙本 55x75cm
簽名左下：Ling'97

TWD
HKD
USD
RMB

120,000-180,000
32,000-49,000
4,100-6,100
29,000-44,000

2111

梁君午 (1942-)
背影
油彩畫布 80x63.5cm
簽名右下：Liang 梁君午

TWD
HKD
USD
RMB

152

250,000-350,000
68,000-95,000
8,500-12,000
61,000-85,000

153

2112

張曉剛 (1958-)
無言者
版畫紙本 20x28 , 21x20 , 25x27cm
簽名右下：張曉剛 2012
版數：1/34
附證明書

TWD
HKD
USD
RMD

154

350,000-500,000
95,000-135,000
12,000-17,000
85,000-122,000

155

2113

夏陽 （1932-）
無題
綜合媒材 紙本 65x65cm
簽名左下：HY 夏陽

TWD
HKD
USD
RMB

156

160,000-240,000
43,000-65,000
5,400-8,200
39,000-59,000

157

2114

陳進 （1907-1998）
高爾夫球場 1984
膠彩 44x36cm
簽名：C.CHIN
鈐印：陳進
著錄：《陳進畫集》，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86年，頁74。
附印象畫廊保證書

TWD
HKD
USD
RMB

158

300,000-450,000
81,000-122,000
10,000-15,000
73,000-110,000

159

2115

張義雄 （1914-2016）
台南孔廟 1974
油彩畫布 32x24cm
簽名左下：’74. CHANG.y
附梵藝術中心保證書

TWD
HKD
USD
RMB

160

280,000-400,000
76,000-110,000
9,500-14,000
68,000-98,000

161

2116

張萬傳 （1909-2003）

2117

張萬傳 （1909-2003）

魚
油彩畫布 53x40cm

雙魚

簽名左下：1980. CHANG.万

油彩畫布 25x17cm

附梵藝術中心保證書

簽名左下：1980. CHANG.万
附百家藝術空間保證書

TWD
HKD
USD
RMB

162

380,000-500,000
100,000-140,000
13,000-17,000
93,000-120,000

TWD
HKD
USD
RMB

80,000-120,000
22,000-32,000
2,700-4,100
20,000-29,000

163

2118

李梅樹 （1902-1983）
河邊夕景
油彩畫布 31.5x41cm
簽名右下：Mei Shu

TWD
HKD
USD
RMB

164

600,000-900,000
162,000-243,000
20,000-31,000
146,000-219,000

165

2119

陳景容
海灣
油彩畫布 33x41cm
簽名左下：景容 CHEN

TWD
HKD
USD
RMB

166

100,000-150,000
27,000-41,000
3,400-5,100
24,000-37,000

167

藝術家 簡歷
丁衍庸 後改名丁鴻，字叔旦，號肖虎、丁虎，廣東省茂名縣人。日本川端
畫學校、東京美術學校畢業。擅長西畫、中國畫、書法。西畫宗野獸派大師
馬蒂斯，人體素描基礎渾厚，色彩絢艷、線條簡練，有東方馬蒂斯之稱。丁
衍庸被譽為「東方馬諦斯」及「現代八大山人」，在中國畫壇與林風眠、關
良素有「廣東三傑」之稱，三人在畫壇各佔有一席之地。丁氏的創作兼擅油
畫及水墨，超越中西藝術的界限，調和融合而形成強烈的個人風格。
丁紹光 生於中國陝西省固城縣，1962年從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畢業，之後即
任教於雲南藝術學院至1980年，後移居美國。1990年，在日本世界藝術博覽
會上，被選入自十四世紀以來百名藝術大師排行榜，名列第二十九位，是唯
一入選的華人藝術家。他的作品使用明快的線條筆觸與大膽的重彩，以幾近
黃金比例的構圖切割，加上具特色的雲南人文風情，融合了東方和西方、古
典及現代、抽象與具象之意趣。
丁雄泉 國際知名的詩人藝術家，創作主題多見女人與花草，畫作色彩亮麗
繽紛，筆下的女性姿態撩人、花卉燦爛鮮活，在粗獷的構圖與細膩的筆觸之
間，澎湃洶湧中展現優雅之韻味，素有「採花大盜」之稱號。
于彭 世人皆以為于彭以水墨見長。事實上，經由他的早期素描與粉彩作品
足以說明其水墨所貴之處，在於能夠從西方的素描線條，成功的轉化成中晚
期精彩的筆墨。于彭的油畫、版畫、書法與手繪陶瓷作品，皆有他個人獨創
與深具個性的表達。
小魚 本名陳正隆，1947年生於台灣基隆，文化大學美術系畢業。小魚是一
位很奇特的藝術家，他的文章、書法、篆刻、水墨畫久已和他的心地為人融
為一體，認識他的人，應都能感染他到既樸拙憨厚又天真浪漫的氣息。小魚
大半生都過著寧靜適性與人無爭的生活。中年學佛，從此更展開生命大美的
探索。

Lot2102局部

169

方召

又名方召麟，生於江蘇無錫世家，現當代傑出國畫大師。方召 早年

朱印然 清代浙江人，以字行，胡公壽弟子。山水氣韻渾厚，能似其師。

留學倫敦，中年定居香港。從藝八十載，守拙成道，真趣天然。幼時學畫，
受國畫大家錢松喦，陳舊村啟蒙；輾轉至香港後，拜師嶺南名家趙少昂；中

朱屺瞻 祖籍江蘇省太倉縣瀏河鎮。名增鈞，號起哉，又號二瞻老民，齋名

年又入大風堂拜師張大千。轉益多師，終成自家獨特面貌。

梅花草堂、癖斯居、養菖蒲室、修竹吾廬等。國畫和西洋畫兼擅，以水墨山
水見長，尤善於融合西洋畫的長處。曾任上海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

水松石山房主人 英國人，本名Hugh Moss，從事專業中國藝術品收藏逾四十
年，為世界著名的鼻煙壺收藏家，兼及古董、字畫、近現代書畫與當代藝

江兆申 字 原，齋名靈漚館，生於安徽歙縣岩寺鎮豐溪水畔，中國書法家、

術。他於90年代時代理了劉丹、劉國松、何懷碩以及陳其寬等藝術家，可說

畫家、篆刻家，中國書畫研究學者，曾任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兼書畫處處

是中國當代水墨的重要推手。近二十年來，水松石山房主人潛心投入水墨創

長。1996年5月12日因心肌梗塞猝逝於瀋陽魯迅美術學院演講席中。

作，於英國及香港兩地皆有工作室。作品清新雋永，風格逸秀。
江愛松 出生於福州琅岐島。獨創「心象重彩」現代山水國畫，福州畫院專
王壯為 生於河北省易縣。本名沅禮，自號壯為，晚年自署漸齋、漸翁、忘

職畫師、國家一級美術師、福建海天書畫院名譽院長、紐約國際英葛籣藝術

漸老人等，齋名玉照山房。幼隨父親讀書、習字，及長學刻印。1937年投筆

院名譽院長。五十年來，江愛松潛心研究、探索與創作，成功地將東方藝術

從戎，轉戰沙場，以迄抗戰勝利。公餘以「壯為」筆名替人刻印，漸活躍於

的「靜」和「淨」與西方藝的「真」和「幻」融為一體，創造了全新的現代

藝壇。書法，以氣骨雄毅見長。所作楷體，皆帶行書筆意，氣脈活絡，機趣

山水國畫藝術風格。

盎然。
江賢二

1965年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學系畢業之後，旅居美國紐約逾

王季遷 又名季銓，字選青，別署王遷，己千，王千，紀千。蘇州人，東吳

30年之久。1996年後回臺創作；1997年至2005年，他集結在紐約長期的創

大學畢業，善山水，從顧西津，吳湖帆遊，以「四王」為宗，尤精鑒賞，海

作，以及返臺的新作，接連發表多次個展。2007年，在臺東金樽自建工作

內大家。其收藏之富，為華人魁首，在海內外皆有極大的影響。畫以山水著

室；2008年，正式定居於此。

稱，宗婁東四家，清遠高妙，無時流露霸悍草率習氣。對於古畫之鑒別尤
精。書少精篆刻。

何維樸 湖南道縣人。字詩孫，晚號盤止，亦號盤叟，又號秋華居士、晚遂
老人，室名頤素齋、盤梓山房。何紹基之孫。以山水畫著稱，清遠高妙，無

王廣義 中國藝術家，作為一個起於1980年代的中國新藝術運動的主要參與

時流露霸悍草率習氣，書摹其祖何紹基亦得其形似。初期師法石谿、石濤，

者之一而被廣泛熟知。他創作的名為《大批判》的系列作品尤其獲得了全世

取境險怪，後乃專學麓台，綿密沉著中有清麗之致，畫風蒼秀沉靜，古穆清

界的關注。

遠。晚年寓居上海梓山房，以詩書畫自給。所做畫作，無不透著一股金石書
卷之氣。

王震 字一亭，號白龍山人、梅花館主、海雲山主等，法名覺器，祖籍浙江
吳興，出生於上海青浦，清末民初著名畫家、買辦。王震是海上畫派代表人

何懷碩 1941年生，著名畫家、傑出的藝術理論家和散文作家。畢業於臺北

物之一，其畫綜合了任伯年和吳昌碩的特點，自成一家。

師大，後留學美國並獲碩士學位，在臺灣從事美術教學、評論和創作。

王攀元 他堅持自我觀照，以細膩深邃的情感詮釋簡潔的主題，筆下透露著

吳學讓 現代水墨先驅，別號退伯，1923年出生於四川，杭州藝專傳人，師

人世憂患的感觸與情思，樹立獨特精煉的風格，作品中色彩韻味與幽深的線

承林風眠、潘天壽、李可染等名家，與趙無極、朱德群同為杭州藝專傑出校

條趣味勾勒出恬淡韻味，簡練的藝術風格孕育個人情感的流露，真實而感

友，為教育奉獻50年，是台灣美學教育的導師。從事現代繪畫之研究，以傳

人。作品多次獲台灣省立美術館、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2001年應國立歷史

統繪畫之根基，書法文字之線條，金石、碑版線條與結構之趣味，試圖突破

博物館之邀，於國家畫廊舉辦《攀圓追日—王攀元九十自選展》。曾於1983

傳統國畫形式，呈現出兼具幻想與幽默之作品。吳學讓的水墨繪畫，最早的

年入選中華民國畫會金爵獎，2001年榮獲第五屆國家文藝獎、2003年獲頒文

開端由工筆花鳥開始，並且開闢了現代水墨的新局。

馨獎之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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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繼濤 1968年生於台灣台南市，本名吳正義，以字行。現為書畫創作者，國

李轂摩 生於南投草屯的農村家庭，師承餘青潭老師，接受民俗文化教導，

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學院專任副教授。

包括起稿、描繪、染色等訓練，並拜在夏荊山門下，學習花卉、山水等畫畫
技巧，奠定他傳統書畫的基礎功夫。專長水墨、書法、篆刻、彩瓷等，主張

李小鏡 在紐約以美術指導起家，近年一系列以半人半獸意象為主題的作品，

藝術應與生活結合，創作傳遞一種平淡生活之美和一股謙和含蓄的生命力，

擴張成半身甚至整體的形象，不但眼神精光四射，肢體也變成戲劇的一部分，

從臺灣土壤裏自然孕育而生，富含在地文化與情感特色，書畫一體的創作，

散發著某種物性。李小鏡的作品藉著當代攝影與電腦技術，將過去中國文化傳

既新且久的圖象，在臺灣的水墨創作史，已有其鮮明的指標性意義。

說、佛教信仰、現代東方與西方人物之面貌，及不同獸類之形象特徵，一起混
雜融會且形成其作品之獨特藝術語彙。這種「混種」的藝術手法，是形式上

汪聲遠 名鐸，字聲遠，別號北野山樵、漸江漁父，歙縣岑山渡人。1915畢

的，更是思維上、技術上與文化上的異質交融，突顯其獨特性且能在國際藝壇

業於上海美專西畫科，曾任上海美專教授、國畫系主任及新華藝專、無錫藝

成功發聲。

專、華東美專、南京藝專等校教席。工山水、人物，技法純熟，與黃賓虹書
來信往，互磋畫藝。待人真摯，不圖名利，不結交權貴。

李叔同 譜名文濤，幼名成蹊，學名廣侯，字息霜，別號漱筒；出家後法名演
音，號弘一，晚號晚晴老人。生於天津，祖籍山西洪洞，精通繪畫、音樂、戲

沈尹默 原名君默，字中，又字秋明，號君墨，別名匏瓜庵主人，浙江吳

劇、書法、篆刻和詩詞，為現代中國著名藝術家、藝術教育家，中興佛教南山

興人，出生於陝西省漢陰廳（今陝西省漢陰縣）。書法工楷書、行書、草

律宗，被尊為律宗十一祖，為著名的佛教高僧。

書，尤其擅長行書。初學褚遂良，後遍習晉唐諸名家。晚年融會了蘇軾、
米芾等人的風格，用筆清圓秀潤，中有勁健遒逸之姿。主張以腕行筆，反

李承均 著名畫家，秀絕齊魯，蜚聲京都。與李承喆、李朴、李桐、李香俱為

對模擬結構。

著名畫家，時稱李氏五道人。李桐、李朴、李承喆、李承均也被時人稱為「李
氏四絕」。

周春芽 重慶人，1982年畢業於四川美術學院。1988年取得德國卡塞爾綜合
大學碩士學位後，翌年便回到故鄉生活。他活躍於成都和上海兩地。他的作

李梅樹 出生於日治臺灣桃仔園廳三角湧（今新北市三峽區），1947年曾主持

品結合了中國「文人畫」的傳統元素和西方新表現主義藝術運動中的美學，

重建三峽祖師廟，對其建築與設計頗下苦心，祖師廟因而名譟一時，甚至被譽

其作品系列包括「山石」、「花」、「桃花」和著名的「綠狗」等。

為「東方雕刻藝術殿堂」。李梅樹畫風細膩，其風格轉變大致可分為三個階
段，但其中一致可見的是他的努力與真情。不論其對人物或風景的描述，均見

周澄 字蓴波，宜蘭人，英國牛津聖喬治大學榮譽藝術學博士。自幼對繪畫

全然的投入，這也是他留給人們深刻懷想的藝術家生命的本質呈現。

有濃厚的興趣，十三歲入頭城「八六書畫會」，從康在山先生研習詩畫。
1961年考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正式接受美術學院教育，奠定紮實的繪畫基

李超哉 江西新贛人，原名驊括，一字減齋， 堂號右右。曾任文化大學、世界

礎，並立雪於江氏靈漚兆申先生門下，研習書畫篆刻兼讀史書詩詞。在名師

新專、香港華僑書院及國立藝專等校教授，中國書法學會常務理事兼秘書長，

指導下，加上不懈的努力，作品獲師大美術系展篆刻首獎、鯤島畫展山水畫

標準草書研究會總幹事，國展、省展、北市展及國家文藝獎評審委員。

首獎並受聘為日本書藝院鑑查員，開始於藝壇展露頭角。

李義弘 台南縣西港鄉人，字在川。1966年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畢業。先後

林少丹 又名保真，是福建省著名的畫家，擅作中國古典人物畫，畫鍾馗造

任教於基隆市立中山國中和台北藝術大學。獲中山文藝獎、吳三連文藝獎等殊

像尤聞名遐邇。系中國美術家協會福建省分會首屆會員，曾任漳州畫院畫

榮。他能將清新的筆墨結合攝影的文人情懷，以南台灣鄉間的水墨寫生崛起畫

師、名譽院長。

壇。五十歲後深居三芝鄉間，終究確立了筆墨積澱的渾厚蒼樸，與對故鄉人文
的熱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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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玉山 正式名為英貴，號雲樵子、諸羅山人、桃城散人，是一位生於臺灣嘉

容大塊 原名容建勳，名沖，又名星哲，生於清光緒二十七年，是廣東省新

義的畫家。林氏擅繪動物，尤其是龍虎，並以其膠彩及水墨作品著稱；他曾與

會荷塘鎮東良村人，廣東省立第一甲種工業學校美術科畢業。

陳進、郭雪湖被譽為「台灣美術展覽會三少年，簡稱台展三少年」。師學畫家
伊阪旭江。由國立台灣美術館收藏的林玉山《蓮池》被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登錄

夏陽 原名夏祖湘，是現代藝術家，從臺灣前輩畫家李仲生習畫，並和李仲

為中華民國國寶，成為台灣近代畫家首件國寶級作品，成為台灣第一件創作於

生的門生蕭勤、吳昊、霍剛、李元佳、陳道明、歐陽文苑、蕭明賢等人共同

20世紀、被指定為國寶的畫作。

發起「東方畫會」，成為臺灣六十年代初宣導現代主義藝術運動的代表人
物。他創作歷程豐富而視覺語言多變。其創作態度介於認真與遊戲之間，往

金息侯 金梁，號息侯，又號小肅，晚號瓜圃老人。金息侯的書法，只聞其

往作品顯現出畫別人故事講自己人生的真摯，卻欲言又止，言在意外，作品

名，難見其作。網絡上僅僅能搜到幾幅他的作品，且都是篆字，或許不夠全

常使人觀賞後，頗能心領神會且寓意無限繚繞深遠。

面，但足以展現他獨特的書寫風貌。金息侯的篆字書法，寫得輕鬆，古雅而飄
逸，不入時俗，極具風貌，其一生平平淡淡，真實生活，不為名利，不計得

席德進 生於四川省，是台灣現代重要畫家，對台灣畫壇影響力極大。5歲

失，這也許是他被認為是北大史上名書法家的另一個基礎原因。

入私塾，讀古書兼習繪畫，中學畢業後，進入成都技藝專科學校，受留法
畫家龐薰琴的啟發，接觸到馬蒂斯、畢卡索等畫家作品。後轉學至沙坪壩

姜建林 筆名子越，浙江富陽人。擅長中國畫，1998年畢業於中國美術學院國

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受教於林風眠，並與趙無極、朱德群、李仲生諸畫家

畫大專班，後一直致力於中國畫的研習和創作。作品《花車圖》入選世界華人

多所往來。

書畫展、《空穀》入選第九屆全國美展並獲銀獎。
徐進良 出生於臺北市，畢業于國立師範大學，臺灣影視導演。徐進良的作
宣鼎 字子九，又字素梅；號瘦梅，又號邋遢書生、金石書畫丐，安徽天長

品有《大地龍種》、《風雲之雄霸天下》等。

人。是我國晚清著名的小說家，戲劇家、詩人、畫家。亦對書法、篆刻、詞
曲、賦等能精通，史書稱「工詩文書畫」。他是清代一位不可多得的多才多藝

袁天一 浙江餘姚人，1949年赴台，後擔任林洋港、李登輝的秘書。退休後

的文學藝術家和天才。少年時期，家境豐裕，且天資過人，勤奮好學。

旅居美國三藩市，善畫竹石。出版有《袁天一畫集》。

洪瑞麟 出生於臺北大稻埕，由於父親對傳統文人畫的素養，自小也對繪畫發

高劍父 原名麟，字爵廷。廣東番禺人。1906年赴日，東京美術院畢業，

生了興趣。洪瑞麟的礦工畫，常以簡練、流暢又粗獷的筆觸來勾畫線條，因而

回國後主持廣東同盟會，創辦春睡畫院、南中美術院。歷任廣州市立藝專

礦坑內獨特的情景、礦工們一張張飽經風霜的臉孔、黝黑緊繃的肌肉，就在畫

校長，中山大學教授。1949年移居澳門。高劍父與陳樹人、高奇峰一起致

家的彩筆下鮮活起來。由於他的畫中會自然散發出一股強烈的情感，往往不自

力於中國畫改革，後人稱「嶺南畫派」。高劍父是近現代中國畫從古典向

覺就打動了每一位觀賞者，洪瑞麟的作品深深充滿了這種悲天憫人的情愫，同

現代轉型進程中的先驅者之一，也是近現代嶺南文化史上為中國美術事業

時，也傳達出他對勞苦小民及老年人的由衷關懷。洪瑞麟除了畫礦工之外，也

作出卓越貢獻的第一人。

畫過原住民，裸女與風景。
功 原姓愛新覺羅氏，字元白（或作元伯），滿族正藍旗人，中國古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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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 原名嗣穈，行名洪騂，字希彊，後改名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

獻學家。清世宗嫡派後裔，幼孤，自稱學習上得益於姑姑甚多。自匯文中學

鐵兒等。中華民國作家，安徽績溪上莊村人（生於上海浦東川沙），因提倡文

肄業後，師從賈爾魯和吳熙曾學習書法丹青，從戴綏之學習古典文學。曾受

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曾擔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

業於元史學家陳垣，專門從事中國文學史、中國美術史、中國歷代散文、歷

院長、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私立南開大學校董會董事等職。

代詩選和唐宋詞等課程的教學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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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光賓 字序賢，生於四川，臺灣書法家、畫家，專研元代書畫，曾受教於傅

曹秋圃 書法家、書法教育家。初名阿淡，後改名容，字秋圃，號菊癡，書

抱石、李可染、黃君璧等書畫名家。著有多本書畫專著，領域涵蓋書畫史、書

齋號澹廬，別號老嫌，禪室取名莫齋。名字、別號和室名皆出自北宋韓琦

畫理論，並致力於推廣書畫教育。亦在書畫創作求新求變，以單層排列的墨點

「莫嫌老圃秋容澹」一詩句之倒讀。精擅各體書法，獨對北魏碑刻以為俗工

代替傳統書畫的層疊聚散渲染，自出機杼創「焦墨散點皴」、「焦墨排點皴」

所為不足取法，其楷書師法唐朝顏真卿、柳公權體勢，始終未受清末以來盛

等筆法，並與當代新媒體數位藝術家合作展演，開啟當代水墨新視野。

行的六朝碑風影響。隸書成就最高，主要得力於漢隸《張遷碑》。一生以書
生自許，律己甚嚴，自奉簡樸，畢生精研書法，從事教學，是近百年來臺籍

張培力 生於杭州醫生家庭，1984年畢業於浙江美術學院油畫系（現中國美術

書家之翹楚。

學院）。目前為中國美術學院新媒體系的主任與副教授，在錄影領域裡從事了
大量的開拓性工作。是中國最早的的錄影專家，素有「中國錄影藝術之父」的

梁君午 祖籍山東，1942年出生於四川成都，1949年隨父母到台灣。西班牙

美譽。

國王璜．卡洛斯一世特別請他為自己畫像，獲西班牙前國王璜．卡洛斯一世
收藏及覲見殊榮之後由西班牙皇家畫院美術館正式典藏，並曾於國立歷史博

張義雄 出身於台灣嘉義，曾跟隨陳澄波習油畫，旅居日本、法國，是第一位

物館、臺北市立美術館等地展出，於當今華人藝術圈中實屬難得。梁君午先

獲法國藝術家年金的台灣藝術家。張義雄早年因生活困頓，畫作多採用粗重強

生的畫風向來精緻光潤，於無垠的神秘中溢滿令人屏息的深沉驚艷，而他對

烈的黑線條與色塊；長居巴黎後，受到夏季晝長夜短及藝術之都的影響，畫風

於女性人物畫的主體觀察更有其獨到的美感與見解。

轉為明朗。2003年重回日本定居，畫風漸轉為細膩。作品除了靜物、人物與
風景，更常見刻劃市井百態，流露對鄉土的情感。

淩運凰 生於中國海南，他是新加坡水彩畫會發起人之一，是一位克苦勤學
的水彩畫家而且又是專業畫家。他一有時間就帶著繪畫工具，川街小巷、古

張萬傳 生於臺北淡水，士林公學校高等科畢業，1929年進入倪蔣懷出資創辦

老破舊屋、漁村、小鄉下、碼頭等地，只要可以畫的，必找到他影子，除了

的繪畫研究所，1930年赴日本留學，並進入川端畫學校及本鄉繪畫研究所進

現場寫生和觀察周圍的情景外，其更不忘速寫。早期他在新加坡舉辦過不少

修。其受巴黎畫派、野獸畫派、表現主義等畫家的影響；強烈筆觸和濃厚色彩

個人畫展，目前己移居美國。

被譽為「臺灣野獸派之父」。
莊喆 出生於北京，成長養成教育於台灣，1957年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美術
張銓 1964年出生于江蘇蘇州，1982年畢業于蘇州工藝美術學校並留校任教

系，同年加入「五月畫會」，成為主要成員之一。父親莊尚嚴曾任故宮博物

。1988年考入中國美術學院中國畫系花鳥專業。1992年畢業後入蘇州國畫院

院副院長，家學淵源使他成為一位內斂儒雅的藝術家。莊喆長期致力於藝術

任職，2004年9月調入中國美術學院任教至今。現為中國美術學院副教授，碩

創作與抽象理論的思索，其抽象山水繪畫源自於外觀自然進而走向形神為終

士研究生導師，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

極目標，他以書法的線形結構入畫，運筆虛靈轉潤顯出獷悍之昂揚氣勢，筆
觸抑揚頓挫伴隨色彩宛轉空間近乎狂喜狀態，畫面經常展現自然滴流波濺、

梁寒操 原名翰藻，號君默、均默，廣東高要人。國民革命軍成都中央軍校中

撞擊、冷峻、氤氳、蒼潤之氣質。

將政治總教官，後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四歲識字，六歲能書，有「高要才
子」之稱。渡臺後任中華日報及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其草書迭宕奇逸，評價

郭娟秋 早期受基隆前輩畫家蕭仁徵老師的繪畫啟蒙，畢業於國立藝專美術

極高。

印刷科，除了繪畫創作外也兼及攝影。她創作的山水風景繪畫，源自於個人
獨特的觀察和體悟，經由她細緻彩筆感性的描繪，挖掘出原存於自然界的隱

張曉剛 生於雲南省昆明，1982年畢業於四川美術學院。從九十年代中期開

喻詩性，往往能夠超越外在形象表徵的束縛。她的作品看似自然寫意的表

始，他運用近現代中國流行藝術的風格表現革命時代的臉譜化肖像，傳達出具

現，卻讓濃鬱詩意湧現披上了靈光的外衣，如夢境般感受，引領我們視覺踏

有時代意義的集體心理記憶與情緒。這種對社會、集體以及家庭、血緣的典型

尋著其生命流動的脈絡軌跡，穿梭於過去、現在、未來時空中遨遊，並進入

呈現和模擬是一種再演繹，是從藝術、情感以及人生的角度出發的，因而具有

冥想或潛意識裡，也開啟心靈幻想的無限遐思。

強烈的當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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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晉 四川成都人，1990四川美院油畫系畢業。作品參加：1994年《油畫從

陳景容 彰化縣人，1986年後長期旅居法國巴黎，以油畫為主，風格為大

現實主義到現代主義藝術》，布魯塞爾；1997年《夢的分享—來自中國大

幅的清冷風景、人體與石膏像，低彩度的神秘寂寞感為主體，可說是台灣

陸五位藝術家》，紐約；《來自中心國的相貌與身體—中國藝術展》，布拉

超現實主義風格的代表畫家。作品橫跨油畫、壁畫、馬賽克鑲嵌畫、版

格；《中國當代繪畫展》，新加坡美術館；《中國當代繪畫和攝影展》，荷

畫、陶瓷畫等多種媒材的創作，他筆觸細膩，色調深沉，意境清冷孤寂，

蘭；2000年《世紀之門》，成都當代美術館；2002年《千年之緣—中國當

畫風鮮明，風格獨特，可說是台灣藝壇超現實主義的重要代表。近年來因

代藝術展》紐約等。

長期至巴黎及歐洲旅行，對巴黎的風景瞭解深刻，又因喜好古典音樂，創
作了許多以音樂為主題的作品。

陳永模 彰化人，中國文化大學畢業。工筆方面師從任伯年、陳洪綬，篆刻
師從吳平，又跟隨李猷作詩，以文人的身份創作藝術，以多種範疇令作品更

陳其寬

生於北京，建築設計師、藝術家、畫家。1954年與建築師貝聿

加豐富。他的畫作曾於多處展出，包括台北、香港、新加坡、日本、中國、

銘、張肇康合作設計台灣的東海大學校園。1960年任東海大學建築系主

馬來西亞。陳氏任教於東海大學，致力貢獻於藝術教育。

任。

陳百川 字俊源，號宗炳，彰化鹿港人，畢業於京都府立醫大。後返故鄉鹿

傅狷夫 本名抱青，又名唯一。字覺翁，號心香室主。1910生於浙江杭州

港開設百川醫院，懸壺濟世長達65年。陳百川自幼天資過人，承林慶恩指導

西湖畔。著名書畫家，以其獨創畫風描繪臺灣風景，開一派畫風，對臺灣

而奠定書法基礎。亦擅長繪畫、篆刻及篆、隸、草、行、楷五體書法，常自

水墨畫壇有深遠影響。

行作詩、造詞於其書法上，以筆名「陳俊源」落款，不僅名聞杏林，亦享譽
書法界。

彭自強 自幼習水墨畫，長大後專攻水彩，中體西用，在水彩的世界展現
水墨的張力，時而雲氣萬千，時而風淡雲輕，在水彩的領域自成一格，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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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庭詩 筆名耳氏，福建長樂人，已故故宮研究員楚戈稱他是藝術上的「國

有名家之氣。彭自強的畫給人一種強烈的張力，彷彿能將觀賞者的情緒帶

寶」，前高雄美術館館長李俊賢和藝術評論家陸蓉之不約而同認為他就像是

入畫中，他天生本能有著導演般銳利的觀察力與創造力，用他的方式盡情

一部「美術史」。一生創作版圖多元，以版畫、雕塑聞名，另有許多彩墨、

揮灑著屬於他的迷彩世界。近幾年作品大多以平劇人物、交響樂、芭蕾

壓克力、詩及書法作品。逝世前授權「筌美術」及其相關友人成立「財團法

舞、風景、人物做為創作主題，畫作風格筆觸大膽灑脫，不拘泥小節，表

人陳庭詩現代藝術基金會」，現存作品多由其保管收藏。

情生動，展現超強之生命力。

陳銀輝 出生於嘉義縣鹿草鄉，臺灣戰後第一代畫家、美術教師；作品以半

彭康隆 花蓮人。1988年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水墨組畢業。以創新形式水

抽象繪畫聞名，多次擔任國內美展評審。大學期間受前輩藝術家陳慧坤、馬

墨見長，其作品獨到之處在於展現了當代觀點與傳統山水哲學的融會貫

白水、廖繼春、趙春翔、孫多慈、袁樞真等多位老師薰陶。創作追求「繪畫

通，為台灣當代水墨先鋒畫家。彭康隆以傳統水墨為體，復以新媒材、新

性」，個人生活和寫生經驗只是作畫的契機，在他的風景和靜物畫中，觀者

技法為用，開創深具個人風格的新水墨畫美學，近年作品廣受兩岸三地矚

看到的是線條、塊面造型、肌理、色彩的交響組合，呈現出藝術家所經營的

目，彭康隆部分創作題材為清麗的草木花卉，藉由植物的微觀宇宙，引領

獨特詩意。

觀者在靈性層面上探尋，重新連結與大自然的關係。

陳進 生於新竹縣。是光復前台灣著名畫家當中唯一的女性。1927 年，以

曾小俊 北京人，1981年畢業於中央工藝美術學院。1983年移居美國，於

一年級的三件學期作品《姿》、《罌粟》、《朝》參加第一屆台展東洋畫

波士頓居住超過十年，1997年返回北京定居。曾氏是畫家也是熱心的中

部，均獲入選。與林玉山、郭雪湖共獲「台展三少年」美譽。對藝術的追求

國古董收藏家。他鍾情文人供石、文玩、樹木、中國古董家具，而且這些

與忠誠，可以遠溯到她年輕的時代，那種一絲不苟、求真、求善、求美的工

器物俱為他帶來靈感，我們從他早期的山水，乃至最近的樹木畫作皆可見

作態度，令人激賞，亦有「閨秀畫家的代表性人物」的稱號。

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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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祖籍浙江蕭山。2005年畢業中國美術學院美術史

滑田友 原名滑廷友，字舜卿，江蘇淮陰人，中國現代雕塑家。1924

系，獲博士學位。曾任上海書畫出版社副總編輯、副編審。現任教于

年畢業於江蘇省立第六師範美術系，畢業後回家鄉任教，1930年至

上海大學美術學院國畫系，為碩士生導師。致力於山水畫創作與中國

1932年參加江蘇甪直唐塑羅漢修復工作，後到上海新華藝術專科學校

繪畫史研究，著有《多元化的啟導》、《國畫之江南》等專著。

學習繪畫。1933年考入巴黎高等美術學校。1943年的圓雕作品《轟

湯哲明

炸》為法國教育部收購，法國現代美術館收藏。
馮鍾睿 生於中國南陽，1960年代馮鍾睿的繪畫和美國戰後抽象主義
頗為相似，構圖簡約、生動有力。他在抽象構圖中加入字的書寫，將

楊興生 常透過色彩與結構表達出來，他希望以繪畫記錄下土地的美

漢字藝術化。1989年之後他再度開創新的創作領域—拼貼藝術，創造

麗面貌，作品帶有濃鬱的本土意識。許多藝評家都說他的作品有強烈

畫面肌理，堆疊顏色層次。馮鍾睿一向以嚴謹的態度看待自身創作，

的視覺焦點，讓人一腳陷入迷人的景色當中，其實正是精準的構圖牽

忠於自我感受，其繪畫語彙傳達了深切但理性的情感，承載了個人精

引視線所造成，非有過人的才氣與數十年的功力不可。此外，楊興生

神性思維和心靈修煉。

說他早年曾拜在國畫大師季康的門下苦學仕女畫，今天看似全然不相
干的兩種媒材，卻能將季老師傳授的仕女線條充分運用在風景題材

黃志超

在童趣的外表下的繪畫創作，其實蘊含了複雜的思維與養

上，且特別得心應手，已將東西方迥然不同的技法融合了。

分；有著童年時期來自祖父書法藏品的記憶，少年階段受黃君璧、溥
心畬、鄭曼青等來台畫家的親炙薰陶；之後，與席德進的相識，正式

溥心畬 為滿族傳統命名，只稱名而不與姓氏連用，其姓氏為愛新覺

拜師吳學讓，並經鐘俊雄介紹，成為李仲生門下子弟。到了紐約，形

羅。滿洲鑲藍旗人，恭親王奕訢次孫，溥字輩，光緒帝賜名儒，字心

成他繽紛與時尚色彩畫風，女人、馬、山，也成為他畫面最主要的語

畬，齋號寒玉堂。生於大清北京。因其詩、書、畫與張大千齊名，故

彙，一路迄今，猶如冰封的心理年齡、藝壇的不老傳奇。黃志超的經

後人將兩人並稱為「南張北溥」。與黃君璧、張大千以「渡海三家」

驗與思考愈成熟，筆下的趣味益發自在揮灑，他的作品熱鬧而不喧

齊名。溥心畬不但是20世紀文人畫派的代表人物，過世後更被認為是

囂，以鮮艷的色彩，躍動的線條詮釋傳統山水、人物等題材。

「中國文人畫的最後一筆」。

楊善深 字柳齋，香港畫家，被譽為「嶺南畫派最後一位大師」。生

劉國松 祖籍山東青州，生於安徽蚌埠。14歲在武昌開始學習傳統國

於廣東省台山赤溪。1930年移居香港，1933年開始從事繪畫，與「嶺

畫，20歲改習西畫。1949年定居臺灣，曾任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主

南三傑」之一的高劍父結識，開展悠長的師友關係。1935年留學日

任、美國愛荷華大學與威斯康辛州立大學客座教授、臺南藝術大學研

本，入京都堂本美術專科學校，1970年在港成立「春風畫會」，並獲

究所所長、大陸多所重點大學與美術學院的名譽教授，現任臺灣師範

台灣中華學術研究所頒贈哲士銜。1988年移居加拿大溫哥華，嗣後常

大學講座教授。

往來溫哥華、香港兩地。晚年曾將巨作《千年松樹》送贈予中國北京
人民大會堂。

董小蕙 台灣女畫家，創作資歷三十餘年，國內外繪畫發表個展十餘
次。早期研究印象派畫風，多次赴歐洲遊歷創作，消化西畫色彩與光

劉丹 南京人。1981年江蘇省國畫院研究生畢業，後移居美國。1983

影變化之亮麗表現。九〇年代後期畫風轉變，融入中國哲思之人文美

年以來，在美國各地舉辦多項個展及參加具有重要影響的展事。出版

感意境，發展了獨具個人風格的「黑桌靜物」、「老院子」、「黑白

畫集有：《劉丹水墨長卷》、《透明的黑詩》、《靜止的表情》。

系列」、「濃蔭系列」和「大樹家族」等各系列之表現；其由西而
中，追尋「和諧-靜謐」意境的創作發展過程，使她建立了完整的藝術

鄭善禧 生於福建省龍溪縣的石碼鎮，是第一屆國家文藝獎得主，他

風格系統，也自外於當代藝術偏重「激化-衝突」之表現潮流。

的繪畫在21世紀臺灣水墨畫的發展歷程中，被認為兼具臺灣本土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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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傳統詩、書、畫的涵養，同時又有西洋繪畫的造形、色彩，更蘊含

彭醇士 譜名康祺，後更名粹中，字醇士，號素庵，一號素翁，以字

了來自民間美術的俚俗野趣。

行，江西高安人。詩人、書畫家、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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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少昂 原名垣，字叔儀，原籍廣東番禺，中國畫家。與黎雄才、關

蕭勤 是50年代中葉推動中國現當代藝術的急先鋒，更是在歐洲推動

山月、楊善深並稱為第二代嶺南畫派四大名家。趙氏師承嶺南畫派大

中、西方當代藝術交流的第一人。其作品源自道家及禪宗的哲學思

師高奇峰，亦受嶺南名家高劍父感染，致力將國畫藝術現代化。趙氏

想，融合東西方文化及現代藝術創作經驗，以直見心性的手法，來實

擅長繪畫花鳥蟲魚、人物走獸、山水風景，尤以花鳥畫揚名國際。他

現本我之精神自覺。對蕭勤而言，藝術創作並非其最終極之人生目

的繪畫藝術，師承高奇峰，兼取諸家之長，深得嶺南畫精髓。在繼承

標，毋寧是透過創作手段，來探討生命之旅程，發掘心靈之潛能及體

傳統畫的基礎上，吸收了日本和西洋畫技法之精華，著力表現生活。

悟天人合一的真義。然而更重要的，是他透過藝術，展現了一個敏銳

作品題材以嶺南人物與風俗人情為多。色澤豐富明麗，格調新穎，意

的心靈，在孤寂漫漫的宇宙逆旅中，獨特的領悟與因應態度，值得所

境獨特，情趣動人。

有對生命有所思索的人們，共同瞭解、認識與珍惜。

臺靜農 本姓澹臺，字伯簡，原名傳嚴，改名靜農。安徽霍邱縣葉家

蕭如松 來自新竹縣北埔鄉，為台灣客家籍當代水彩畫家；自1950年

集鎮人，長期寫作，精於書法，筆名青曲、聞超、孔嘉、釋耒等。抗

起，畫風大致以印象、立體、野獸派等藝術作品，並融合傳統東方書

戰時，臺靜農入川任職於國立編譯館，1942年並擔任國立女子師範學

法的線條與筆觸，創出獨樹一格的繪畫風格，繪畫風格可分青年、中

院中文系教授，戰時結識「南張北溥」兩位大書畫大家，更獲張大千

年、晚年之三個年齡時期。先後多次參加省展、台陽展、青雲展、全

贈予之倪元璐真跡，自此臺靜農開始臨摹「倪體」，並在倪體上更臻

省教職員美展均獲得極高的榮譽，並得到省展免審查的認定。

成熟，獨樹一格，成為著名的書法大家。
謝琯樵 本名穎蘇，福建詔安人。咸豐元年至台南，在磚仔橋吳尚霑
生於河南鞏縣，自幼深受書香世家背景薰陶，喜愛臨摹古

家為師，嗣居海東書院。其後應板橋林家之聘為師，又遷艋舺，與大

畫，受石濤影響尤深。書法以碑銘為基礎，書畫上追宋人，盡得北宋

龍峒文士時有往來，亦曾客居竹塹潛園，寓台約四年後，遊蹤福州一

派神韻，作品墨法清潤、爽逸高簡，一派文人風骨，中年以後研整草

帶。與曾任板橋林家西席的呂世宜、葉化成等二人並稱「板橋林家三

書，遂以標準草書自成一格，影響當代書壇甚鉅。

先生」，林家三先生皆善書法，謝琯樵和葉化成則兼善繪畫，其中謝

劉延濤

琯樵的繪畫藝術更是影響台灣和福建繪畫發展史一百餘年。
歐豪年 廣東吳川博鋪人，1970年定居臺灣。歐豪年十七歲師從嶺南
畫派巨擘趙少昂，力學精研，卓然自成大家，其繪畫題材兼善畫花

顧麟士 蘇州（今江蘇吳縣）人。字鶴逸，又字諤、自號西津漁父，

鳥、山水、人物、畜獸，對書法與詩文亦多有研究，藝術成就多元而

別署西津、鶴廬、筠鄰。又署顧六，室名鶴盧、海野堂、甄印閣。其

豐富。1993年榮膺法國國家美術學會巴黎大宮博物館雙年展特獎。

祖父為過雲樓主人顧文彬，顧氏過雲樓書畫名跡收藏豐富，在清末稱
雄江南，顧氏自幼耳濡目染，加以天資聰穎，下筆不凡。

蓮溪

江蘇興化人。俗姓丁，自稱俗丁，名真然，字蓮溪，一號野

航，又稱黃山樵子。工山水人物、仙佛，禽魚、花卉，尤精水墨蘭

安德．維吉 André Vigud

竹，兼工篆刻，是興化繼鄭板橋、李 等之後又一位頗具影響的書畫

的色彩，筆觸明快、構圖簡練，但能清楚表達畫作意境。作品曾在法

名家，可惜傳世作品不多。

國、日本、美國、台 灣、瑞士畫廊展出。

謝宗安 安徽東至縣人，字鍾厂。精研篆隸及六朝碑體，尤其對石鼓

讓．米歇爾．法米 Jean Michel FARMY 法國畫家，被列為新印象派。

生於摩洛哥。維吉的作品充滿明亮且溫暖

文、石門頌及石門銘，最具心得，因自號三石老人，又號磊翁。1973
年公職退休後，成立橄欖齋書會，從事書法教育，尤其重視品德涵
養。在創作上，將漢隸結合並融入魏碑方筆，創分隸合體書，形成自
家風貌，頗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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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登記，並取得競標號碼入場。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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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餘款應在競投成功後 10 日內一次付清。
第七條	競標進行中舉牌喊價者不得以任何理由撤

付款及領取拍賣品

對久不付款或不領取已購拍賣品的處理

第十二條	買家一經成功投得拍賣標的物，且付清全

第十八條		買家未於拍賣結束後之期限 (10 日 )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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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可取回拍
賣標的物。若款項不足，買方應在得標書

第十九條		本 公 司 對 於 拍 賣 物 件 不 負 保 管 之 責

上簽名，本公司得要求買方當場支付拍賣

任，除沒收訂金之外，有權逕行處理，

品成交價之 20% 為訂金，並於 10 日內一次

並在給予買家有關其未付之欠繳 14 天

付清餘款，完成交付手續並取貨。

通知後，安排將該物品出售。

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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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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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 務 規 則

第十三條	買家付予本公司之所有款項均不包括任何

第二十條		在將來的任何拍賣中，可拒絕買家作

貨物或服務稅以及其它增值稅 ( 不論由台灣

出或由他人代其作出之競投，或在接

政府或別處所徵收 )。如有任何此等稅項適

受其任何競投之前得先收取買家一筆

用，買家須負責按有關法律所規定之稅率

保證金。

及時間繳付相關稅款。

並對自己競投某一拍賣品之行為承擔法律
責任。

第十四條	如支付予本公司之款項為新台幣以外之貨
幣，本公司將向買家收取所引致之任何外

第九條	本公司對於委託人所委託拍賣之任何物

匯費用。這包括銀行收費與兌換貨幣之規

品，得依本公司與委託人所簽訂之委託拍

費及匯差。以新台幣以外之貨幣付款予本

賣契約書約定，進行拍照、圖錄出版介紹

公司之匯率，依拍賣日現場公佈之匯率 ( 台

及展示。

灣銀行 )，並以本公司依上述兌換率發出之

總則
第一條	本公司依合約為買賣雙方之代理人，應為
雙方提供對等服務。惟對買家或賣家的任

第十條	本公司在拍賣日前編印之圖錄或以其它形

何違約行為不承擔任何責任。
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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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條	對所有參拍標的物之所有權及真偽有異議
者，須於拍賣 48 小時前，提出司法單位書
面證明，由本公司接洽及說明，逾時或現
場，則一概不予受理。
 拍賣活動期間所涉及的各方之間如發生
第四條	在
爭端，則以中華民國相關法律、法條為調
解依據。

關於買家之條款
第五條	參與競標之買家應在拍賣會舉行前親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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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清款項者，視為違約。

憑證為基準。

關於賣家之條款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在公開拍賣會中，為賣家之代
理人身份，賣家的規定已詳列賣家委
託契約書中。

其它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有權平息及處理拍賣中任何爭
議。

式對任何拍賣品的作者、來歷、年代、尺

第十五條	本公司之拍賣價並不包括包裝，故本公司

寸、質地、裝裱、歸屬、真實性、出處、

向買家提供之包裝材料，原則僅為一種免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有義務為交易雙方保守秘密，

保存情況、估價等方面的介紹，僅供買家

費性服務，若包裝期間對物品造成任何損

以維護買賣雙方及本公司的利益不受

參考，本公司不做任何擔保責任。

壞概由買家自行負責。

損害。

佣金

第十六條	買方付清款項後，必須自行取貨，若委由

第二十四條		為維護場內秩序，請勿吸煙，十歲以

他人提領，必須出示委託證明書；若需本
第十一條	買家成功投得拍賣標的物後，應付之

公司搬運送貨者，對於送貨過程中所造成

購買價款為最後之落槌價加上服務費

的一切損失，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若

( 包括落槌價及服務費之營業稅 )。

需額外保險，則另行計價。

落槌價於新台幣壹仟萬元 ( 不含 ) 以

下兒童請勿入場。

〈本業務規則分中、英文兩種文本，若有爭議之處則以

拍賣品出售後的責任

中文文本為主。〉

上之部分，服務費以落槌價之 15%

第十七條	買家付清全額購買價款項後即對已購拍賣

本公司舉辦本次文化藝術拍賣活動，業經行政院文化部

計算；落槌價超過新台幣參千萬元

標的物負有全責，即便該拍賣品仍由本公

許可，符合文化藝術事業減免營業稅辦法規定，因拍

( 含 ) 之部份，服務費以 12% 計算。

司保存，在保存過程中有任何毀損則由買

賣而發生之銷售收入及佣金收入，可免徵百分之五營業

家承擔。

稅。

下者，服務費以落槌價之 18% 計算；
落槌價超過新台幣壹千萬元 ( 含 ) 以

187

CONDITION OF BUSINESS
auction article they intend to buy, prior to the
date of the auction, and should be solely legally
responsible for their bid made to buy certain
piece of article.

General Provisions
Article 1.

As the agent of the Buyer and the Seller,
Chancellor International Auctions Co., LTD.
(herein after refer as "Our Company") will
provide services for both parties, and shall not
be responsible for any default caused by either
the Buyer or the Seller.

Article 2.

The conditions set herein shall apply to both
the Buyer and the Seller. Buyer and Seller must
read carefully the following detailed conditions
and be responsible for their actions while
carrying out these conditions.

Article 3.

Any objection to the articles' ownership or
authenticity must be raised at least 48 hours
before the auction starts accompanied by
relevant legal documents. No late objection will
be accepted.

Article 4.

All disputes arising from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se Conditions shall be settled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law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rticle 9.

Our Company has the right to hold exhibitions,
auctions and make announcements, catalogues
and other forms of publications to introduce the
auctions articles.

Article 10.

Any representation or statement given by Our
Company in the catalogue or in other forms as
to the authorship, origin, age, size, medium,
mount, attribution, authenticity, provenance,
condition and estimated price is just for the
information and reference of the buyer only.
Our Company shall not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errors.

Commission
Article 11.

The Main Stipulations for the Buyer
Article 5.

Bidders should personally come to Our
Company for register and obtain the bidding
number before the auction begins.

Article 6.

Bidders who wish to entrust our company to bid
on their behalf must sign the entrust form one (1)
day before the auction starts, and deposit 30%
of the highest estimated price of the article to
Our Company. Once the article is successfully
bid, Bidders shall pay the rest of the payment
within five (10) days after the auction.

Article 7.

During the auction the bidder may not withdraw
any bids he/she made. The highest bidder as
determined by the auctioneer, is the buyer.

Illustration on Catalogue and Auction Article
Articl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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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yer should examine carefully the

Article 12.

Once the Buyer successfully b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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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ce the Buyer successfully bided the auction
article, the Buyer may collect the article once
the aforementioned Purchase Price (include
hammer price, commission and any value added
tax) is paid in full. If the Buyer is unable to pay
the full amount, the Buyer shall be required to
sign a Confirmation and must pay at least 30
percent (30%) of the hammer price immediately
as deposit. The Buyer shall settle the balance
in one lump sum within ten (10) days and take
away the article.

Article 13.

Article 14

Article 15.

Article 16.

The full amount of the Purchase Price the
Buyer shall pay Our Company, does not include
any commodity tax or services tax or other
value added tax (either by government of R.O.C.
or any other government). If such taxes does
occurs in the transaction set herein, the Buyers
shall settle the tax payment in according to
relevant law and schedule.
For Buyer who is willing to pay the Purchase
Price in the currency other than New Taiwanese
Dollar, Our Company shall charge the Buyer
any fees resulted from it. The fees include the
service fee charge by the bank and the currency
difference. The currency shall be the determine
by the currency posted on the day of auction
(presented by Bank of Taiwan Bank) and
certified by Our Company.
The final Purchase Price does not include the
service of packaging. The packaging is a free
service provided by Our Company to the Buyer.
Our Company is not liable for the loss or
damage to the article during or as the result of
packaging.
Buyer must collect the article personally once
the Purchase Price is paid in full. If the Buyer
wishes to assign others to collect the article, an
assignment certificate must be presented. For
any delivery service required Our Company
will not be liable or responsible for any loss or
damage to the article during delivery.

The Liabilities to an Auction after Sale
Article 17.

After the Buyer has paid the full amount of
the Purchase Price to Our Company, the Buyer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article purchased.
Even if the article is still in the keeping of Our
Company the Buyer shall be liable for any loss
or damage.
The Management of Arrears and Auction
Articles Left behind by the Buyer

Article 18.

If the full payment is not made within ten (10)
days by the Buyer, it is seen as default.

Article 19

Our Company is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auction
article, the deposit will not be refunded and Our
Company have the right to resale the article
after fourteen (14) days of notice for payment
expires at Our Company's discretion.

Article 20

Our Company may refuse the bid made by the
Buyer or its representative in future once the
Buyer violate article 16. In such circumstance a
deposit may be requested for Buyer before any
further bid is accepted.

The Main Stipulations for the Seller
Article 21.

During the function of auction, the Company
shall act as Seller designated representative.
The detailed rule of the selling party is already
set and regulated in the selling party contract.

Other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Chancellor
Article 22.

Our Company shall have absolute discretion to
settle any dispute during or after the auction.

Article 23.

Our Company shall be obliged to keep
confidential for both the Buyer and the Seller
and to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 of the
Buyer and the Seller.

Article 24.

In order to maintain order in the auction,
smoking is not permitted; children under ten
years of age may not enter the auction.

〈The document is printed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If
there is any omission or error the Chinese version will take
precedence〉
This auction function hold by Our Company has been
approved by the Executive Yaun's Council for Culture Affairs,
Taiwan, and is qualified under the regulations for tax relief
on business tax, for every sales revenue and commission
resulted from the auction shall be relief of 5 % business 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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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ENTEE BID FORM

競買出價委託書

年

拍賣名稱

□電話競標

SALE TITLE

□ TELEPHONE BID

拍賣日期

□書面競標

SALE DATE

□ ABSENTEE BID

月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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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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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 AMOUNT

合 計
委託人姓名：

公司名稱：

NAME：

COMPANY：

身份證 / 護照號碼：

職稱：

ID NO./PASSPORT NO.：

JOB TITLE：

地址：

銀行資料：

ADDRESS：

電話：

帳號：

TEL：

FAX：

傳真：

委託人簽名：

BANK NAME ：

ACCOUNT NO. ：

委託預付金 : 新台幣

萬

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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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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MUM BID PRICE

佰

元整

10694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270 號 11 樓之 2

11F-1,No.270,Sec.4,Zhongxiao E Rd., Da'an Dist.,Taipei City 10694,Taiwan
E-mail:service@chancellor-auct.com
TEL:+886-2-8771-8567 FAX: +886-2-8771-8567
Http://www.chancellor-auct.com

DEPOSIT ：NT$

SIGNED：

Please Note: be sure to fill out every blank accurately, including the
lot numbers, descriptions and top hammer price you are willing to
pay for each lot, or this form will be invalid. In the event of identical
bids, the earliest received will take precedence.

11F-1,No.270,Sec.4,Zhongxiao E Rd., Da'an Dist.,Taipei City 10694,Taiwan
E-mail:service@chancellor-auct.com
TEL:+886-2-8771-8567 FAX: +886-2-8771-8567
Http://www.chancellor-au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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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丞璽

2020 年 6 月 28 日（日）4:00pm

Ancient and Modern Fine Arts

春季拍賣｜古今藝術專場
2020

｜
Chancellor Spring Auction

御丞璽 2020 春季拍賣
古今藝術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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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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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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