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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丞璽國際拍賣 2020 首拍
醇厚：老普洱茶專場

拍賣日期 / 地點
2020 年 6 月 28 日（日）下午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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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詢專線：0936-757-383 王先生
e-mail：service @ chancellor-au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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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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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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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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指定帳號如下：
銀行：第一商業銀行 - 永春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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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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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若買家無正當理由未於成功拍賣日期後七天內支

銀行代碼：007 1576

付全部應支付之款項（包含落槌價、服務費及其

戶名：御丞璽國際拍賣股份有限公司

他費用）予本公司，買家不得請求返還競投保證

帳號：157-10-034188（新台幣）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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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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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020 年 6 月 25 日之後，若欲參與競投領取牌號者

個工作天內以匯款方式退還給買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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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方式完成者，本公司將於拍賣當日以

28 日）以新台幣現鈔支付（恕不接受除現金之外之

現金退還給買家。

其他繳納方式），收款將於 2020 年 6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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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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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透過電話 / 書面 / 網路方式進行競投。登記申請

(1) 現鈔：上限新台幣壹百萬元。

手續以及競投保證金之繳納亦需在 2020 年 6 月 25

(2) 信用卡與銀聯卡：刷卡上限為新台幣壹百萬元。

日以前完成匯款至本公司指定帳號。

信用卡與銀聯卡持有人必需是買家本人，本公司不

6. 如於 2020 年 6 月 25 日以前完成競投保證金匯款，

接受他人之信用卡。

請提供我方可證明已匯款的證明文件。確認收到競

10. 御丞璽國際拍賣股份有限公司有權在發生任何不可

投保證金匯款後，我們將與競投者聯繫並與之確認

預見的糾紛或矛盾的狀況之下，對於接受或拒絕付

其競標牌號。

款（包含競投保證金）保留全部的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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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競投保證金退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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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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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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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th Jun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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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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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r mation is ver 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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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 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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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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安化黑磚茶
數量：二磚
重量：約 1017、1051g/ 磚
年代：1997 年

無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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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生態磚茶
數量：一磚
重量：約 928g/ 磚
年代：90 年代

TWD 10,000 - 15,000
HKD 2,700 - 4,100
USD 340 - 510
RMB 2,400 - 3,700

303

建國磚茶
數量：一磚
重量：約 1858g/ 磚
年代：90 年代

據聞該磚是雲南茶商與
香 港 茶 商 合 作 的 產 品，
有 一 公 斤、 二 公 斤、 五
公斤的品類，茶屬熟茶，
條索細長，磚面印有「建
國 茶 磚． 一 九 四 九 」 字
樣。

TWD 10,000 - 15,000
HKD 2,700 - 4,100
USD 340 - 510
RMB 2,400 - 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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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藏文文革磚茶
數量：一磚
重量：約 247g/ 磚

TWD 40,000 - 60,000
HKD 11,000 - 16,000
USD 1,400 - 2,000
RMB 9,700 - 15,000

年代：70 年代

乾倉生茶，中茶公司 1967 年生產的第一批普洱茶磚，此時因正值大陸文化
大革命，因此也被稱為文革磚。該磚採用 勐 海新茶園的大葉種灌木新茶樹茶

菁為原料，條索細長，摻紅茶碎末，茶面呈栗紅色，附八中綠茶字帶藏文內
飛，雲南省勐海茶廠革命委員會出品，由於製作時機特殊，頗具收藏價值。，

頗具收藏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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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藏文文革磚茶
數量：四磚
重量：約 243g、243g、245g、249g/ 磚

TWD 160,000 - 240,000
HKD 43,000 - 65,000
USD 5,400 - 8,100
RMB 39,000 - 58,000

年代：70 年代

乾倉生茶，中茶公司 1967 年生產的第一批普洱茶磚，此時因正值大陸文化大革命，
因此也被稱為文革磚。該磚採用勐 海新茶園的大葉種灌木新茶樹茶菁為原料，條索
細長，摻紅茶碎末，茶面呈栗紅色，附八中綠茶字帶藏文內飛，雲南省 勐 海茶廠革
命委員會出品，由於製作時間特殊，頗具收藏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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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藏文文革磚茶
數量：八磚
重量：約 237g、237g、239g、241g、241g、242g、243g、244g/ 磚
年代：70 年代

乾倉生茶，中茶公司 1967 年生產的第一批普洱茶磚，此時因正值大陸文化大革命，因
此也被稱為文革磚。該磚採用勐海新茶園的大葉種灌木新茶樹茶菁為原料，條索細長，
摻紅茶碎末，茶面呈栗紅色，附朱紅版八中綠茶字帶藏文內飛，雲南省 勐 海茶廠革命
委員會出品，由於製作時機特殊，頗具收藏價值。

TWD 320,000 - 480,000
HKD 86,000 - 130,000
USD 11,000 - 16,000
RMB 78,000 -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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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大葉老茶樹磚茶
數量：一磚
重量：約 262g/ 磚
年代：80 年代

採大葉種喬木茶菁壓製成磚，屬發酵熟茶，茶面呈深紅色，通體美觀。茶
湯色如紅酒，透亮醇厚，口感順滑，滋味回甘，令人難忘。茶出香港老鑫
記貿易行，並附有該貿易行的紅色內票，來源清楚，品質保證。

TWD 40,000 - 60,000
HKD 11,000 - 16,000
USD 1,400 - 2,000
RMB 9,700 -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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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大葉老茶樹磚茶
數量：八磚
重量：約 240g、240g、244g、246g、247g、249g、251g、257g/ 磚
年代：80 年代

採大葉種喬木茶菁壓製成磚，屬發酵熟茶，茶面呈深紅色，通體美觀。茶湯色
如紅酒，透亮醇厚，口感順滑，滋味回甘，令人難忘。茶出香港老鑫記貿易行，
並附有該貿易行的紅色內票，來源清楚，品質保證。

TWD 320,000 - 480,000
HKD 86,000 - 130,000
USD 11,000 - 16,000
RMB 78,000 -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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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文革磚茶．竹箬包裝
數量：二磚
重量：約 494、486g/ 磚
年代：60 年代

乾倉生茶，中茶公司 1967 年生產的第一批普洱茶磚，因正值大陸文化大革命，因此也
被稱為文革磚。該磚採用勐海新茶園的大葉種灌木新茶樹茶菁為原料，外罩竹箬包裝，
竹箬上印有文革磚字樣。

TWD 120,000 - 180,000
HKD 32,000 - 49,000
USD 4,100 - 6,100
RMB 29,000 - 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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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文革磚茶．為人民服務
數量：二磚
重量：約 400g、420g/ 磚

TWD 120,000 - 180,000
HKD 32,000 - 49,000
USD 4,100 - 6,100
RMB 29,000 - 44,000

年代：1968 年

乾倉生茶，中茶公司 1967 年生產的第一批普洱茶磚，因正值大陸文化大革命，
因此也被稱為文革磚。該磚採用勐 海新茶園的大葉種灌木新茶樹茶菁為原料，條
梗粗大，葉脈肥碩，茶面呈栗紅色，附朱紅版八中綠茶字帶藏文寬版內飛，雲南
省 勐 海茶廠革命委員會出品，包裝有「雲南普洱茶磚，為人民服務，毛澤東，中
國土產畜產出口公司雲南省茶葉分公司」字樣，品種特殊，數量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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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油面紙 73 厚磚茶
數量：四磚
重量：約 425g、434g、451g、452g/ 磚
年代：70 年代

乾倉生茶，中茶公司 1967 年生產的第一批普洱茶磚，此時因正值大陸文化大革
命，因此也被稱為文革磚。該磚採用 勐 海新茶園的大葉種灌木新茶樹茶菁為原
料，條梗粗大，葉脈肥碩，茶面呈栗紅色，附桃紅版八中綠茶字帶藏文內飛，雲
南省 勐 海茶廠革命委員會出品，油面紙包裝，正面印有：中國土產畜產出口公司
雲南省茶葉分公司，具收藏價值。

TWD 240,000 - 360,000
HKD 65,000 - 97,000
USD 8,100 - 12,000
RMB 58,000 - 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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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陳年極品 73 厚磚茶
數量：一磚
重量：約 281g/ 磚
年代：1973 年

受昆明茶廠於 1973 年成功研發渥堆發酵快速陳化工序的技術影響， 勐 海茶廠也

隨之製造出第一批普洱熟茶茶磚，這批茶磚主要是採用第五級粗老茶菁為原料，
經渥堆工序發酵後壓製成磚。該磚茶面深紅，茶湯呈暗栗色，水性厚滑回甘，是
典型的普洱熟茶。出自香港老鑫記貿易行，附有該貿易行的紅色內票。

TWD 40,000 - 60,000
HKD 11,000 - 16,000
USD 1,400 - 2,000
RMB 9,700 -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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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陳年極品 73 厚磚茶
數量：四磚
重量：約 284g、284g、285g、290g/ 磚
年代：1973 年

受昆明茶廠於 1973 年成功研發渥堆發酵快速陳化工序的技術影響，勐 海茶廠也隨之製
造出第一批普洱熟茶茶磚，這批茶磚主要是採用第五級粗老茶菁為原料，經渥堆工序

發酵後壓製成磚。該磚茶面深紅，茶湯呈暗栗色，水性厚滑回甘，是典型的普洱熟茶。
出自香港老鑫記貿易行，附有該貿易行的紅色內票。

TWD 160,000 - 240,000
HKD 43,000 - 65,000
USD 5,400 - 8,100
RMB 39,000 - 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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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老班章磚茶
數量：五磚
重量：約 250g/ 磚

TWD 75,000 - 110,000
HKD 20,000 - 30,000
USD 2,500 - 3,700
RMB 18,000 - 27,000

年代：1998 年

乾倉生茶，採易武正山茶菁，茶氣強且回甘，樟香氣味，口感醇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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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勐 景緊茶
數量：二顆
重量：約 219、231g/ 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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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30 年代

普洱茶壓製成香菇形，也稱緊茶，該緊茶屬 勐 景緊茶，乾倉生茶，由 勐
弄地區的 勐 景茶莊生產，採老樹曬菁生茶製成，茶湯呈栗紅色，顯淡樟
氣茶香，口感順滑清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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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勐景緊茶
數量：七顆（一籮）
重量：約 219g、231g/ 顆

TWD 700,000 - 1,000,000
HKD 190,000 - 270,000
USD 24,000 - 34,000
RMB 170,000 - 240,000

年代：30 年代

普洱茶壓製成香菇形，也稱緊茶，該緊茶屬 勐 景緊茶，乾倉生茶，由 勐 弄地區的 勐 景茶莊生產，
採老樹曬菁生茶製成，茶湯呈栗紅色，顯淡樟氣茶香，口感順滑清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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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TWD 140,000 - 210,000
HKD 38,000 - 57,000
USD 4,700 - 7,100
RMB 34,000 - 51,000

六安茶
數量：七簍（一條）
年代：80 年代

六安茶產於安徽六安而得名，從明代開始即聞名全國，該茶揀選雨前上上細嫩針春芽
尖揉製而成，據聞能消食化積，又可入藥，明代屠隆《茶箋》即載：「六安，品亦精，
入藥最效。」

318

六安茶
數量：七簍（一條）
年代：80 年代

TWD 140,000 - 210,000
HKD 38,000 - 57,000
USD 4,700 - 7,100
RMB 34,000 - 51,000

六安茶產於安徽六安而得名，從明代開始即聞名全國，該茶揀選雨前上上
細嫩針春芽尖揉製而成，據聞能消食化積，又可入藥，明代屠隆《茶箋》
即載：「六安，品亦精，入藥最效。」

21

319

金瓜貢茶
數量：一沱
重量：約 3,255g/ 沱含包裝

TWD
HKD
USD
RMB

2,500,000 - 3,500,000
680,000 - 950,000
85,000 - 120,000
610,000 - 850,000

年代：40 年代

金瓜貢茶又稱團茶或人頭貢茶，是普洱茶中獨有的一種特殊緊壓茶形式，因其形
似南瓜，茶芽長年陳放後呈金黃色，故得名金瓜，早年的金瓜茶是專為上貢朝廷
而製做，因此也稱為：金瓜貢茶。此外金瓜貢茶，為了精益求精的製作品質，一
般原料純正沒有任何的拼配。使用的原料全部都是採取同一產地、同一品質的茶
菁進行加工。

22

320

易武正山野生茶
數量：二餅
重量：約 353g、355g/ 餅
年代：90 年代

TWD
HKD
USD
RMB

10,000 - 15,000
2,700 - 4,100
340 - 510
2,400 - 3,700

321

易武老樹圓茶．極品珍藏
數量：一餅
重量：約 371g、373g/ 餅

TWD
HKD
USD
RMB

10,000 - 15,000
2,700 - 4,100
340 - 510
2,400 - 3,700

年代：90 年代

雲南野生老茶樹， 勐 海廠生產，大葉種，條索緊實，枝葉肥碩。湯
色栗紅鮮亮，口感飽和且香氣純正，入口後茶氣顯明，後勁十足。

23

322

易武老樹圓茶：極品珍藏
數量：八餅（一筒 +一餅）
重量：約 371g/ 餅

TWD 40,000 - 60,000
HKD 11,000 - 16,000
USD 1,400 - 2,000
RMB 9,700 - 15,000

年代：90 年代

雲南野生老茶樹， 勐 海廠生產，大葉種，條索緊實，枝葉肥碩。湯色栗紅鮮亮，
口感飽和且香氣純正，入口後茶氣顯明，後勁十足。

24

323

紅大益七子餅茶・繁體
數量：一餅
重量：約 308g/ 餅

TWD 12,000 - 18,000
HKD 3,200 - 4,900
USD 410 - 610
RMB 2,900 - 4,400

年代：1998 年

乾倉生茶，1995 年 3 月 22 日，西雙版納 勐 海茶業有限責任公司正式註冊「大益
牌」商標，並生產大益牌七子餅茶。1996 年正式改制成立為西雙版納 勐 海茶業

有限責任公司。該餅包裝繁體字，屬「大口中」印刷字，無大票，餅面附有「紅
字大益商標：西雙版納勐海茶葉有限責任公司」簡體字內飛。

25

324

紅大益七子餅茶・繁體
數量：六餅
重量：約 325g、330g、292g、324g、314g、317g/ 餅

TWD 72,000 - 100,000
HKD 19,000 - 27,000
USD 2,400 - 3,400
RMB 18,000 - 24,000

年代：1998 年

乾倉生茶，1995 年 3 月 22 日，西雙版納勐海茶業有限責任公司正式註冊「大益牌」
商標，並生產大益牌七子餅茶。1996 年正式改制成立為西雙版納 勐 海茶業有限
責任公司。該餅包裝繁體字，屬「大口中」印刷字，無大票，餅面附有「紅字大
益商標：西雙版納勐海茶葉有限責任公司」簡體字內飛。

26

325

紅大益七子餅茶・簡體
數量：五餅
重量：約 347g、346g、324g、333g、351g/ 餅

TWD 50,000 - 75,000
HKD 14,000 - 20,000
USD 1,700 - 2,500
RMB 12,000 - 18,000

年代：2003 年

乾倉生茶，1995 年 3 月 22 日，西雙版納勐海茶業有限責任公司正式註冊「大益牌」
商標，並生產大益牌七子餅茶。1996 年正式改制成立為西雙版納勐海茶業有限責任
公司。該餅包裝簡體字，屬「小口中」印刷字，有內票，餅面附有「紅字大益商標：
雲南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勐海茶廠出品」簡體字內飛。

27

326

紅大益七子餅茶・簡體
數量：七餅（一筒）
重量：約 350g/ 餅

TWD 56,000 - 80,000
HKD 15,000 - 22,000
USD 1,900 - 2,700
RMB 14,000 - 19,000

年代：2003 年

乾倉生茶，1995 年 3 月 22 日，西雙版納勐 海茶業有限責任公司正式註冊「大益牌」商
標，並生產大益牌七子餅茶。1996 年正式改制成立為西雙版納勐海茶業有限責任公司。
該餅包裝簡體字，屬「小口中」印刷字，有內票，餅面附有「紅字大益商標：雲南西
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勐海茶廠出品」簡體字內飛。

28

327

德昌祥貿易行：天字・94 事業青餅
數量：一片
重量：約 345g/ 餅

TWD 80,000 - 120,000
HKD 22,000 - 32,000
USD 2,700 - 4,100
RMB 19,000 - 29,000

年代：94 年

29

328

德昌祥貿易行：天字・94 事業青餅
數量：二餅
重量：一餅約 349g、348g/ 餅
年代：94 年

TWD
HKD
USD
RMB

30

160,000 - 240,000
43,000 - 65,000
5,400 - 8,100
39,000 - 58,000

329

美術字綠印鐵餅圓茶
數量：一餅
重量：約 337g/ 餅

TWD 180,000 - 240,000
HKD 49,000 - 65,000
USD 6,100 - 8,100
RMB 44,000 - 58,000

年代：60 年代

美術字綠印鐵餅雖然包裝與典型鐵餅相若，但茶面背後卻具窩底，且有內票，
不過茶湯栗紅，口感滑順，一喝即知是陳年老茶，由此推知，它應該是勐海茶
廠交替時期的產品無誤。

31

330

薄紙紅印圓茶
數量：一餅
重量：約 342g/ 餅

TWD 600,000 - 900,000
HKD 160,000 - 240,000
USD 20,000 - 31,000
RMB 150,000 - 220,000

年代：60 年代

薄紙紅印圓茶，附純八中內飛且有內票，茶湯栗紅，口感順滑，一喝即知是陳年
老茶，由此推知，它也應該是屬勐海茶廠交替時期的產品無誤。

32

331

七子大藍印
數量：一餅
重量：約 370g/ 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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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70 年代

33

332

甲級．小口中．綠印七子餅茶
數量：一餅
重量：約 372g/ 餅
年代：70 年代

34

TWD
HKD
USD
RMB

80,000 - 120,000
22,000 - 32,000
2,700 - 4,100
19,000 - 29,000

35

333

甲級．小口中．綠印七子餅茶
數量：三餅
重量：約 378g、370g、376g/ 餅
年代：70 年代

TWD 240,000 - 360,000
HKD 65,000 - 97,000
USD 8,100 - 12,000
RMB 58,000 - 88,000

36

334

94 事業青餅．無內票
數量：一餅
重量：約 340g/ 餅

TWD
HKD
USD
RMB

40,000 - 60,000
11,000 -16,000
1,400 - 2,000
9,700 - 15,000

年代：90 年代

37

335

94 事業青餅．有大票
數量：四餅
重量：約 326、327、334、328g/ 餅
年代：90 年代

TWD 160,000 - 240,000
HKD 43,000 - 65,000
USD 5,400 - 8,100
RMB 39,000 - 58,000

38

336

八中版厚紙 8582 餅茶
數量：一餅
重量：約 358g/ 餅

TWD 80,000 - 120,000
HKD 22,000 - 32,000
USD 2,700 - 4,100
RMB 19,000 - 29,000

年代：1990 年代

一般來說 85 開頭的編號應與 勐 海茶廠有關，而且屬香港南天公司訂製的機率較高。該

茶餅配有細芽，而且窩底配有中檔以上與級數較高的茶菁和大葉茶面，茶餅的厚度比
一般七子餅略厚，茶湯深紅，口感柔順。

39

337

八中版厚紙 8582 餅茶
數量：八餅 (一筒 +一餅 )
重量：約 354g/ 餅

TWD 640,000 - 960,000
HKD 170,000 - 260,000
USD 22,000 - 33,000
RMB 160,000 - 230,000

年代：1990 年代

一般來說 85 開頭的編號應與 勐 海茶廠有關，而且屬香港南天公司訂製的機率較高。該
茶餅配有細芽，而且窩底配有中檔以上與級數較高的茶菁和大葉茶面，茶餅的厚度比
一般七子餅略厚，茶湯深紅，口感柔順。

40

338

甲級．大口中．綠印七子餅茶
數量：一餅
重量：約 358g/ 餅
年代：7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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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339

甲級．大口中．綠印七子餅茶
數量：三餅
重量：約 378、378、368g/ 餅
年代：70 年代

TWD 300,000 - 450,000
HKD 81,000 - 120,000
USD 10,000 - 15,000
RMB 73,000 - 110,000

42

340

甲級．大口中．綠印七子餅茶
數量：八餅（一筒 +一餅）
重量：約 358g/ 餅
年代：70 年代

TWD 800,000-1,200,000
HKD 220,000 - 320,000
USD 27,000 - 41,000
RMB 190,000 - 290,000

43

341

早期紅印圓茶
數量：一餅
重量：約 380g/ 餅

TWD 3,000,000 - 4,500,000
HKD 810,000 - 1,200,000
USD 100,000 - 150,000
RMB 730,000 - 1,100,000

年代：50 年代

乾倉生茶，選用 勐 臘最好的茶菁製作，加重萌芽配方，經精工燻揉後，茶芽
呈順時針方向做輻射狀排列。通餅色澤深栗油亮，附純八中內飛，茶湯呈栗
紅色，茶氣甘冽，水性厚滑，是不可多得的普洱茶珍品。

44

342

鴻昌泰家藏舊普洱茶
數量：一餅
重量：約 356g/ 餅

NTD 10,000 - 15,000
HKD 2,700 - 4,100
USD 340 - 510
RMB 2,400 - 3,700

年代：90 年代

老熟茶，條索細長，屬勐海茶廠生產。帆船商標，香港鴻昌泰經手，該品頂舊普
洱茶餅，外罩塑膜包裹，正面覆直式紙標，白底色紅綠彩套印，一望即知是香港

鴻昌泰茶莊出品，背面中心貼帆船圓紙，未見內飛，葉色深淺交錯，壓製緊結，
生聞有淡淡香氣。

45

343

鴻昌泰家藏舊普洱茶
數量：四餅
重量：約 375g、377g、392g、363g/ 餅
年代：90 年代

老熟茶，條索細長，屬 勐 海茶廠生產。帆船商標，香港鴻昌泰經手，該品頂舊
普洱茶餅，外罩塑膜包裹，正面覆直式紙標，白底色紅綠彩套印，一望即知是
香港鴻昌泰茶莊出品，背面中心貼帆船圓紙，未見內飛，葉色深淺交錯，壓製
緊結，生聞有淡淡香氣。

NTD
HKD
USD
RMB

46

40,000 - 60,000
11,000 - 16,000
1,400 - 2,000
9,700 - 15,000

344

紅帶紅印圓茶
數量：七餅（一筒）
年代：70 年代

TWD 2,800,000 - 4,200,000
HKD 760,000 – 1,100,000
USD 95,000 - 140,000
RMB 680,000 – 1,000,000

乾倉生茶，在勐海茶廠出品的七子餅中，有一款茶品的餅身裡埋着一條紅色的帶子，
俗稱「紅帶七子餅」。紅帶七子餅選用細嫩的萌芽，原料比較接近 7532 的配方，因
此也有人將之視為 7532 的一種。紅帶七子餅沒有茶號，據聞這款七子餅是由香港南
天公司於 70 年代末期訂製產品，當時原先準備銷往法國，後來因為包裝不合乎歐洲
農產品進口的標準，以致滯留於香港，卻意外成為一批優良的七子餅茶。

47

345

94 事業青餅．有內票
數量：一餅
重量：約 340g/ 餅
年代：90 年代

TWD
HKD
USD
RMB

48

40,000 - 60,000
11,000 - 16,000
1,400 - 2,000
9,700 - 15,000

346

紅帶紅印暨七子紅印合一筒
數量：七餅（一筒，紅帶紅印一餅 +七子紅印六餅）
年代：70 年代

乾倉生茶，在勐海茶廠出品的七子餅中，有一款茶品的餅身裡埋着一條紅色的帶子，俗稱「紅帶七
子餅」。紅帶七子餅選用細嫩的萌芽，原料比較接近 7532 的配方，因此也有人將之視為 7532 的一
種。紅帶七子餅沒有茶號，據聞這款七子餅是由香港南天公司 70 年代末期訂製產品，當時原先準
備銷往法國，後來因為包裝不合乎歐洲農產品進口的標準，以致滯留於香港，卻意外成為一批優良
的七子餅茶。

TWD 1,000,000 - 2,000,000
HKD 270,000 - 540,000
USD 34,000 - 68,000
RMB 240,000 - 490,000

49

50

347

早期紅印圓茶
數量：一餅
重量：約 397g/ 餅

TWD 3,000,000 - 4,500,000
HKD 810,000 - 1,200,000
USD 100,000 - 150,000
RMB 730,000 - 1,100,000

年代：50 年代

乾倉生茶，選用勐臘最好的茶菁製作，加重萌芽配方，經精工燻揉後，

茶芽呈順時針方向做輻射狀排列。通餅色澤深粟油亮，附純八中內飛，
茶湯呈栗紅色，茶氣甘冽，水性厚滑，是不可多得的普洱茶珍品。

51

348

紅印鐵餅圓茶
數量：一餅
重量：約 393g/ 餅
年代：70 年代

乾倉生茶，條索長而壯碩，加重萌芽，背面配有條索及芽面。純八中內飛，背
面沒有窩底，壓製緊實，保存狀況良好。

TWD 400,000 - 600,000
HKD 110,000 - 160,000
USD 14,000 - 20,000
RMB 97,000 - 150,000

52

349

紅印鐵餅圓茶
數量：七餅（一筒）
重量：約 380g/ 餅
年代：70 年代

乾倉生茶，條索長而壯碩，加重萌芽，背面配有條索及芽面。純八中內飛，背面沒有
窩底，壓製緊實，保存狀況良好。

TWD 2,800,000 - 4,200,000
HKD 760,000 - 1,100,000
USD 95,000 - 140,000
RMB 680,000 - 1,000,000

53

350

鴻泰昌圓茶．車輪包
數量：一餅
重量：約 386g/ 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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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60 年代

乾倉生茶，茶面紅黃色中略帶深褐，通餅厚實，茶葉肥碩，條索分明，萌芽配製明顯。
附長方形內飛，白底紅字，四周起幾何邊框，框內署：本號開設易武大街，專購正
山細嫩茗芽，精工揉造發行，恐有假冒，特加此內飛為記。鴻泰昌主人謹白。

54

351

勝利茶莊飛機牌圓茶
數量：一餅
重量：約 350g/ 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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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60 年代

乾倉生茶，越南勝利茶莊生產，飛機商標。茶面青黛顯紅，條索長而寬肥，通
餅壓製結實，附四方形內飛，白底套綠圖紅字，四周起綠色邊框，飛機商標下
有勝利茶行字葉，兩側署：本行專辦超等河楊、北光、北下，細嫩白毛茶葉，
發行創設在越南東京河內行埕街門牌八號開張。

55

352

可以興圓茶
數量：一餅
重量：約 342g/ 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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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60 年代

乾倉生茶，茶面青黛顯黃，條索細長，尖芽滿布。通餅壓製結實，茶面有鑲白
紋紅色絲帶，附正方形內飛，白底紅字，四周起花框，上印鹿鶴商標，中間雙
圈可以興茶莊標頭，下署：揀選上等尖芽，精工督造如法，諸君認明內票，請試，
非圖自誇。

56

353

福元昌圓茶．綠標
數量：一餅
重量：約 354g/ 餅

TWD
HKD
USD
RMB

400,000 - 600,000
110,000 - 160,000
14,000 - 20,000
97,000 - 150,000

年代：60 年代

乾倉生茶，茶面黃粟中略顯蒼灰，茶葉粗厚，條索寬扁，微帶油光，採大葉種普
洱茶菁精揉而成。通餅壓製結實，內附長方形內飛，綠底紅字，四周起雷紋邊框，
內署：本號易武大街開張福元昌記，專辦普洱正山，地道細嫩尖芽，加工督造，
歷年已久，遠近馳名。誠恐假冒，故特加此內票，以杜濛混。主人余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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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同興號圓茶
數量：一餅
重量：約 347g/餅

TWD 300,000 - 450,000
HKD 81,000 - 120,000
USD 10,000 - 15,000
RMB 73,000 - 110,000

年代：60 年代

乾倉生茶，壓製結實，製作精良。餅面紅褐爽利，加重萌芽，精工燻揉，有金芽鋪面，
屬倚邦正山精良老茶。附長方形桃紅字內飛，上載：本號開辦悠久，專營優質正山名茶，
精工選製，發行馳名世界各地，歡迎選購，特加此內飛為記。同興號監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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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車順號圓茶
數量：一餅
重量：約 362g/餅
年代：60 年代

乾倉生茶，茶條肥碩，揉造精良，
通餅紅褐，油光隱現，附長方形
內飛，白底紅字，四方框線內署：
本記精工督辦易武正山，頭水白
尖揉造發行，歷年已久，遠近馳
名， 因 假 冒 於 誠， 恐 魚 目 混 珠，
特加元飛為記。主人車繆同謹識。

TWD 300,000 - 450,000
HKD 81,000 - 120,000
USD 10,000 - 15,000
RMB 73,000 - 110,000

356

同昌黃記圓茶
數量：一餅
重量：約 364g/ 餅
年代：60 年代

乾倉生茶，茶面青黛略轉黃褐，
條索細長，萌芽可見。通餅精工
揉 造， 壓 製 結 實。 附 方 形 內 飛，
白底綠字，四周起幾何邊框，邊
框內署：本號在易武正街開張同
昌黃記，揀選細嫩茶葉加工揉造
白尖。此茶與眾不同，且能銷食
除冷去毒，存留日久更佳。凡官
商光顧，請認明內票並元飛為記。
主人黃錦堂謹識。

TWD 120,000 - 180,000
HKD 32,000 - 49,000
USD 4,100 - 6,100
RMB 29,000 - 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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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

天信號圓茶
數量：一餅
重量：約 303g/ 餅含底

TWD 400,000 - 600,000
HKD 110,000 - 160,000
USD 14,000 - 20,000
RMB 97,000 - 150,000

年代：50 年代

乾倉生茶，壓製較鬆，茶面紅褐潤澤，條索長而壯碩，萌芽亦顯鮮明。天信號最
早出自香港「陸羽茶樓」，後來才再銷售到台灣的市場。一般來說，天信號陳期
不遜於福祿貢茶，然天信號沒有內飛，也沒有詳細的產品說明書，只能由外包竹
箬形制，推知其年份當與印級茶年份相去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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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358

天信號圓茶
數量：七餅（一筒）
年代：50 年代

乾 倉 生 茶， 壓 製 較 鬆， 茶 面 紅
褐 潤 澤， 條 索 長 而 壯 碩， 萌 芽
亦 顯 鮮 明。 天 信 號 最 早 出 自 香
港「 陸 羽 茶 樓 」， 後 來 才 再 銷
售 到 台 灣 的 市 場。 一 般 來 說，
天 信 號 陳 期 不 遜 於 福 祿 貢 茶，
然 天 信 號 沒 有 內 飛， 也 沒 有 詳
細 的 產 品 說 明 書， 只 能 由 外 包
竹 箬 形 制， 推 知 其 年 份 當 與 印
級茶年份相去不遠。

TWD 2,800,000 - 4,200,000
HKD 760,000 - 1,100,000
USD 95,000 - 140,000
RMB 680,000 -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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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

楊聘號圓茶
數量：一餅
重量：約 371g/ 餅

TWD 200,000 - 350,000
HKD 54,000 - 95,000
USD 6,800 - 12,000
RMB 49,000 - 85,000

年代：60 年代

乾倉生茶，蒸壓結實，茶面栗紅，條索粗中帶細，黃芽略顯油光，採倚邦小葉種茶菁，
精揉而成。附長方形內飛，白底紅字載：楊聘號，本號開設倚邦大街，揀提透心淨細
尖茶，發客貴商光顧者，請認明內票為記。楊聘號最早為石屏楊聘三，於民國初年創
建於倚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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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龍馬同慶號圓茶

TWD 400,000 - 600,000
HKD 110,000 - 160,000
USD 14,000 - 20,000
RMB 97,000 - 150,000

數量：一餅
重量：約 344g/餅
年代：60 年代

乾倉生茶，茶面青黛顯紅，芽條粗索，金芽鋪面。採易武正山茶菁，精揉燻製，蒸壓
成型，周緣油光畢現。附白底紅字大內票，上載：雲南同慶號。龍馬商標。本莊向在雲，
久歷百年字號，所製普洱督辦易武正山，陽春細嫩白尖，葉色金黃而厚，水味紅濃而
芬香，出自天然。今加內票以名真偽，同慶老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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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江城號圓茶
數量：一餅
重量：約 342g/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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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60 年代

乾倉生茶，壓製結實，條索偏長，餅面褐黃顯紅，茶菁略帶油光，周緣可見壓製圓尖線條。
附長方形內票，黃底紅字載：普洱圓茶。普洱圓茶，遠近馳名，曾經暢銷港滬一帶。現復選
摘雨前嫩蕊，加工提製，認真包裝，定符國內外之需要。繁榮經濟，有利賴焉。普洱區江城
茶莊。江城為雲南省普洱市下轄縣，因李仙江、曼老江、 勐 野江三江環繞故名江城，上世紀
30 年代為茶業運輸和生產的重鎮。

65

362

敬昌號圓茶
數量：一餅
重量：約 337g/餅
年代：60 年代

乾倉生茶，茶面紅褐，光澤隱現，通餅條索粗實，兼有細嫩春芽，精工揉造，壓製結實。附
長形內票，上印「採茶圖」下有花框嵌「敬昌茶莊號」標頭，框內白底綠字，載： 啓 者，本

號自來親赴普洱各名山，選辦真正普洱貢茶，提揀雨前春蕊，細嫩尖葉，絕無參雜冲抵。認
真改良，薰蒸符合衛生旨意，耑銷海外香港各埠，聲譽早著，久為中外人士所讚許。…總發
行所雲南普洱茶山敬昌茶莊啓。

TWD 160,000 - 320,000
HKD 43,000 - 86,000
USD 5,400 - 11,000
RMB 39,000 - 7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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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宋聘號圓茶．藍標
數量：一餅
重量：約 365g/餅
年代：60 年代

乾倉生茶，壓製結實，茶面紅褐潤澤，條索長而壯碩。藍標內飛，內飛標頭：宋聘號普茶政
府立案商標，平安如意圖形商標，內載文字：春尖。乾利貞宋聘號，本號在雲南普洱易武山
開張，揀提細嫩茶葉採造，貴客賜顧，請認平安如意圖為記。末鈐：「生」、「財」二朱文
小方章。

TWD 300,000 - 450,000
HKD 81,000 - 120,000
USD 10,000 - 15,000
RMB 73,000 - 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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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鼎興號圓茶
數量：一餅
重量：約 349g/ 餅
年代：60 代

乾倉生茶，茶面深褐顯紅，條索粗實，燻揉優美，壓印結實。內附長方形內飛，白底
藍字，四周起框，框內署：本號專購正山細嫩茗芽，精工揉造發行，恐有假冒，特加
此內標為記。主人鼎興謹白。鼎興茶莊 1930 年由回族馬鼎臣在 勐 海創立，抗戰勝利後
成為金三角地區的華裔領袖。

TWD 120,000 - 240,000
HKD 32,000 - 65,000
USD 4,100 - 8,100
RMB 29,000 - 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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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福祿貢茶
數量：一餅
重量：約 353g/餅
年代：60 年代

乾倉生茶，茶葉碩厚細嫩，揉造精良，餅面青黛顯紅，通餅壓製結實，附長方形橫式內飛，
內飛白底綠字，四方委角雙框內，上有團壽圓形商標，下署：福祿貢茶，鴻利公司督製。鴻
利公司茶廠名鴻利兩合公司，位於泰國曼谷市，所生產的普洱茶屬高山優質茶，茶性品質優
良，也回銷香港或大陸內地，故以貢茶稱之。

TWD 120,000 - 240,000
HKD 32,000 - 65,000
USD 4,100 - 8,100
RMB 29,000 - 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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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

周桂珍款朱泥壺 H : 6.5cm
底款：金黃朱泥、周桂珍製、黃龍山原礦。

TWD 200,000 - 300,000
HKD 54,000 - 81,000
USD 6,800 - 10,000
RMB 49,000 - 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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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

朱泥壺 H : 8cm
底款：清香、味泉。

TWD 80,000 - 120,000
HKD 22,000 - 32,000
USD 2,700 - 4,100
RMB 19,000 - 29,000

368

鮑志強款朱泥壺 H : 9cm
底款：大紅袍、鮑志強製、景舟之後、
志強手製、於 78 年。

TWD 300,000 - 450,000
HKD 81,000 - 120,000
USD 10,000 - 15,000
RMB 73,000 - 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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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

逸公款朱泥壺 H : 6.5cm
底款：二月谷雨天，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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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貢局款朱泥壺 H : 7.5cm
底款：貢局。

TWD 100,000 - 150,000
HKD 27,000 - 41,000
USD 3,400 - 5,100
RMB 24,000 - 3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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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孟臣款朱泥壺 H :7.5cm
底款：白雲一片玉、孟臣。

TWD 80,000 - 120,000
HKD 22,000 - 32,000
USD 2,700 - 4,100
RMB 19,000 - 2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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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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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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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對自己競投某一拍賣品之行為承擔法律
責任。

業 務 規 則

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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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契約書約定，進行拍照、圖錄出版介紹

總則

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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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違約行為不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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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擔任何責任。

寸、質地、裝裱、歸屬、真實性、出處、
第二條

參加本公司拍賣活動的買家或賣家必須仔

保存情況、估價等方面的介紹，僅供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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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本公司不做任何擔保責任。

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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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場，則一概不予受理。

買家成功投得拍賣標的物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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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條

在拍賣活動期間所涉及的各方之間如發生

幣壹仟萬元 ( 不含 ) 以下者，服務費以落

爭端，則以中華民國相關法律、法條為調解依據。

槌價之 18% 計算；落槌價超過新台幣壹千
萬元 ( 含 ) 以上之部分，服務費以落槌價

關於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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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家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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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

付款及領取拍賣品
第十二條

買家一經成功投得拍賣標的物，且付清全

委託本公司競投者，應於拍賣活動開始前

額購價款項後 ( 包含落槌價、拍賣支付之

一天逕與本公司簽訂委託競投代理協議，

佣金，以及任何適用之增值稅 )，即可取

並將欲競投拍賣標的物最高估價之 20% 款

回拍賣標的物。若款項不足，買方應在得

項交付本公司作為保證金，如有成交，餘

標書上簽名，本公司得要求買方當場支付

款應在競投成功後 10 日內一次付清。

拍賣品成交價之 20% 為訂金，並於 10 日
內一次付清餘款，完成交付手續並取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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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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拒絕買家作出或

貨物或服務稅以及其它增值稅 ( 不論由台灣

由他人代其作出之競投，或在接受其任何

政府或別處所徵收 )。如有任何此等稅項適

競投之前得先收取買家一筆保證金。

用，買家須負責按有關法律所規定之稅率

第十四條

及時間繳付相關稅款。

關於賣家之條款

如支付予本公司之款項為新台幣以外之貨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在公開拍賣會中，為賣家之代理人

幣，本公司將向買家收取所引致之任何外

身份，賣家的規定已詳列賣家委託契約書

匯費用。這包括銀行收費與兌換貨幣之規

中。

費及匯差。以新台幣以外之貨幣付款予本
公司之匯率，依拍賣日現場公佈之匯率 ( 台
灣銀行 )，並以本公司依上述兌換率發出之
憑證為基準。
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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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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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條

其它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有權平息及處理拍賣中任何爭議。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有義務為交易雙方保守秘密，以維
護買賣雙方及本公司的利益不受損害。
第二十四條 為維護場內秩序，請勿吸煙，十歲以下兒
童請勿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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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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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爭議之處則以

的一切損失，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若

中文文本為主。〉

需額外保險，則另行計價。

拍賣品出售後的責任

本公司舉辦本次文化藝術拍賣活動，業經行政院文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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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條

買家付清全額購買價款項後即對已購拍賣

之五營業稅。

標的物負有全責，即便該拍賣品仍由本公
司保存，在保存過程中有任何毀損則由買
家承擔。

對久不付款或不領取已購拍賣品的處理
第十八條

買家未於拍賣結束後之期限 (10 日 ) 內付清
款項者，視為違約。

第十九條

本公司對於拍賣物件不負保管之責任，除
沒收訂金之外，有權逕行處理，並在給予
買家有關其未付之欠繳 14 天通知後，安排
將該物品出售。

75

CONDITION OF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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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the auction, and should be solely legally
responsible for their bid made to buy certain
piece of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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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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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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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ull amount of the Purchase Price the
Buyer shall pay Our Company, does not include

The Main Stipulations for the Buyer
Article 5.

Bidder s should per so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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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r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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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ction
article they intend to buy, prior to th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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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 14

Article 15.

Article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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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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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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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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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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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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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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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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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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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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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