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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即時發佈]                                                  2017年 5月 4日｜香港 
 

仕宏 2017 年春季拍賣延續古董普洱傳奇 

雲集百年號級茶莊名茶  

四大專場 總估價約 5 千萬港元 

預展 5 月 27 日 | 拍賣 5 月 28 日 
 

  仕宏拍賣有限公司(仕宏拍賣)謹訂於 2017 年 5 月 28 日假香港君悅酒店隆重舉行春季拍

賣。分設四大類別專場：中國書畫﹑古董名茶﹑茶具．香道．花器及養生尚品專場，拍前總估

價約 5 千萬港元*。四大專場將於 5 月 27 日亮相預展，5 月 28 日舉槌開拍，精巧奪目拍品琳瑯

滿目，為藏家提供多元性質收藏選擇，期待各界朋友蒞臨共賞精采。 

  對於 2016 秋拍古董級普洱茶專場 31 件拍品以逾三千萬港元成交，仕宏拍賣總裁周先生表

示「雅趣茶道，源遠流長；為延續上屆之亮眼成續，今屆我們為藏家覓得更多古董級普洱茶藏

品。宋聘號﹑福元昌號﹑敬昌號﹑同興號‧向繩武等清代傳奇茶莊，其藏品保留至今仍然完好，

希望為拍賣會再創新高。」 

  本屆另一亮點為新增設之御養尚品 - 補品及佳釀專場，加入市場上難求的花膠﹑鮑魚﹑

人蔘﹑陳皮及珍稀洋酒；仕宏拍賣總裁周先生表示：「為保持市場競爭力，仕宏拍賣在拍品項

目上大膽尋覓新角度。蘇軾於《浣溪沙》中提及『雪沫乳花浮午盞，蓼茸蒿筍試春盤。人間有

味是清歡。』所表達他遍嘗人生百味後，最能讓生活適意的是初春曉寒中，品味茶飲與美食的

清歡滋味，簡單且舒放至極的享受。我們希望傳承這份視美食為生活藝術的追求。」 

 

展拍期間將邀請「鮑魚一哥」名廚楊貫一以與拍品同批次高級飽魚﹑花膠作滋補烹飪，敬

請提前預約一嚐珍味；活動詳情敬請關注官方網站最新消息。如欲索取圖錄或查詢，歡迎以電

郵、電話或微信作登記。 

 

電話 +852-3168 2192 | 電郵 auction@lh-hk.com | 微信 lhauction 

為方便閣下瀏覽拍品，所有拍品資料將上載至仕宏拍賣官方網站：www.lhauction.com.hk  

 

仕宏 2017 年春季拍賣會日程 

展拍地點 

香港君悅酒店 M 層君寓廳(The Residence) 

香港灣仔港灣道 1 號 

預展 拍賣會 

5 月 27 日 (星期六) 10:30 – 19:00 

5 月 28 日  (星期日) 10:00 開始   

5 月 28 日 (星期日) 13:00 開始# 

鑾器天香 - 茶道·香道·花器 

足吾所好 - 古董級普洱茶及佳茗 

御養尚品 - 補品及佳釀 

鐵硯春秋 - 中國書畫 

中國書畫 （二） 

http://www.xincha.com/s/chadao-1
http://www.lhauction.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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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吾所好 - 古董級普洱茶及佳茗專場重點拍品（按估價排列） 

LOT 331. 五十年代 紅印青餅 一筒七片 

估價：HK$2,000,000 - 3,200,000 

https://www.dropbox.com/s/6zgh2o2oprbnvas/LOT331_1.jpg?dl=0 

如此拍品般組竹箬包裝保存完好的紅印圓茶，實為可遇不可求，整筒

茶採用同一種竹箬，倉存良好；其中數片擁有甲級紅印的挖紙特徵。茶面

茶菁肥碩，條索金黃飽滿，餅面粟紅；茶內飛完全埋在茶餅中央，是舊式

壓模製造，足見其古老的製作工藝。 

紅印圓茶的價格近年急速攀升，笑傲群雄的價格甚至更超越部分號級茶；

赫赫威名的紅印圓茶令勐海茶廠得以在現代普洱茶史上獨一席位，貴為印級茶之首的紅印青餅亦有「中共建國

第一餅」的稱號，口感及茶韻均極為豐富細膩，是五十年代最富代表性的茶品，令所有普洱茶人魂牽夢縈。 

LOT 319. 五十年代 三票孫義順老六安 一籃 60 粒加 1 粒 

估價：HK$1,800,000 - 3,000,000 

https://www.dropbox.com/s/ekegvn89xhjjbto/LOT319_1.jpg?dl=0 

安徽六安州產之六安茶，在清嘉慶年間的《六安州志》記載被列為貢茶：「天

下產茶州縣數十，惟六安茶為官廷常進之品。」。 

此拍品的茶票上亦可見孫義順茶莊對自家生產的茶品取材之嚴謹：「具報單

人安徽孫義順安茶號，向在六安採辦雨前上上細嫩真春芽蕊，加工揀選，不惜資

本……」六安籃茶選料精緻，做工講究，成品色澤烏黑，常年內銷兩廣香港，外

銷東南亞諸國；不僅為上乘飲料，且被視為良藥，嶺南中醫診方常用此茶作引，

因而被尊為聖茶。 

本拍品為三票版本，一件為原裝未開，另外一粒可見為竹簍與粽葉組合包裝；在

超過半世紀後仍能找到如此佳品實在可遇不可求。此品以頭芽製造，加上條索壯

實勻齊，色澤黑褐油潤，「香飄十里外、味釅一杯中」。                                                                                          

https://www.dropbox.com/s/m6m9vxibe2oickp/LOT319_5.jpg?dl=0 

LOT 309. 百年 同興號．向繩武圓茶  共兩片 

估價：HK$700,000 - 1,200,000 

https://www.dropbox.com/s/4ic0mu880ay5ud7/LOT309_1.jpg?dl=0 

同興號為三大古董茶號之一，成立於雍正十年，歷經

向質卿到向繩武兩代人，從茶原料選擇至工藝標準皆為業界

標杆，享譽中外，與「同慶號」同屬易武最早期的茶莊。百

年同興號餅型特厚，條索分明粗碩，葉身粗壯，芽毫豐腴，

質素之佳令人響往。內飛雖充滿歷史痕跡破損，但仍能見到白底紅字之特徵，飛內資料主要列出此茶專採古七

大茶山的正山茶為原料，是不可多得之佳品。去年一片重約 324 克的同興號向繩武圓茶以接近人民幣 90 萬元連

佣金拍賣成交，可見此茶深具收藏價值，於市場炙手可熱。                                                                                          

LOT 325. 駱駝牌茶磚  一塊 

估價：HK$30,000 -60,000 

https://www.dropbox.com/s/k5p57x4w7nyh1rs/LOT325_1.jpg?dl=0 

https://www.dropbox.com/s/6zgh2o2oprbnvas/LOT331_1.jpg?dl=0
https://www.dropbox.com/s/ekegvn89xhjjbto/LOT319_1.jpg?dl=0
https://www.dropbox.com/s/m6m9vxibe2oickp/LOT319_5.jpg?dl=0
https://www.dropbox.com/s/4ic0mu880ay5ud7/LOT309_1.jpg?dl=0
https://www.dropbox.com/s/k5p57x4w7nyh1rs/LOT325_1.jpg?d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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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養尚品 - 補品及佳釀專場重點拍品（按估價排列） 

駱駝牌茶磚由中國茶葉公司於 1943 年在福建壓製，以駱駝牌出品對

外銷售。抗戰時間因主要製茶的江浙地區相繼淪陷，中茶公司轉至

以局勢相對隱定的閩北地區生產及發展茶葉生產，得到抗戰時期政

府的重視。惜直至 1944 年 10 月福州因日軍再度進犯而淪陷，甫建

立的福州磚茶站被逼停止運作，故此茶磚生產數量有限，甚少仍留

存至今。此拍品見證抗戰時期福州的茶磚事業，深具歷史價值；外

包裝紙可見藍色「福」印字樣。 

LOT 544. 九十年代 軒尼詩 李察干邑白蘭地 

估價： HK$80,000-150,000 

https://www.dropbox.com/s/ttmoc2v66rmgnhy/LOT544_1.jpg?dl=0 

產地：法國 / 年份：1990 年代 / 數量：5 瓶 / 容量：700 毫升 (ABV 40%)                                                                                                                                                                                                                                                         

軒尼詩李察干邑被譽為軒尼詩家族的靈魂，由超過一百種「生命之水

eaux-de-vie」調製而成，酒味深邃豐饒，其中一些生命之水更超過 200 年的

歷史。由於窖藏原酒取得不易、釀製手續繁複等因素，至今已無法量產。    

LOT 524. 五十年陳齡 極品花膠 

估價：HK$60,000 – 100,000 

https://www.dropbox.com/s/udhbmge5jo3frki/LOT524_1.jpg?dl=0 

產地：巴西 / 重量（連袋）：約 1066 克 （約一斤十二両二）                                                                                                                          

此塊上乘花膠厚身乾爽，保存得宜，肉質爽嫩彈牙，適合烹煮各種佳餚。其外

觀經過五十年陳化後沉澱成紅褐色，晶瑩色澤宛如深紅色瑪瑙，恰如一件渾然

天成的藝術品。 

LOT 519. 日本三頭網鮑 

估價： HK$50,000 – 80,000 

https://www.dropbox.com/s/dquo5us2l7a6qp1/LOT519_1.JPG?dl=0 

產地：日本 / 重量：三隻共重約 604 克（每隻各重約 205、202、197 克）  

三頭鮑魚生長期需要超過二十年以上，市面極為罕見。此品色泛麥芽，鮑

身帶光澤，裙邊密集完整，鮑肉厚實，芳香撲鼻。 

LOT 513. 正官庄 2009 年產 天字六年根 高麗蔘 15 支（一斤裝） 

估價： HK$22,000-38,000 

https://www.dropbox.com/s/v63bz2i5qmqbekb/LOT513_1.jpg?dl=0 

產地：韓國 

重量：約 600 克 

此品乃最頂級的 2009 年天字六年根 15 支高麗紅蔘，幾近絕跡市面，而且保存得宜。15

支裝的人蔘蔘體粗壯，而天蔘品質更屬於首一品級，為蔘中之王。2009 年入罐，此蔘

陳年接近十載，現世存數稀少。 

https://www.dropbox.com/s/ttmoc2v66rmgnhy/LOT544_1.jpg?dl=0
https://www.dropbox.com/s/udhbmge5jo3frki/LOT524_1.jpg?dl=0
https://www.dropbox.com/s/v63bz2i5qmqbekb/LOT513_1.jpg?d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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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硯春秋 - 中國書畫專場重點拍品（按估價排列） 

LOT 537. 約四十年陳齡 老藥桔 

估價： HK$18,000-28,000 

https://www.dropbox.com/s/xgcqhuen592oaoz/LOT537_1.jpg?dl=0 

重量：約 1,000 克  

此藥桔為民間睿智的產物，以一層鹽一層桔的方式醃製，再以砂糖封瓶。柑桔醃

製近半世紀，陳期十足，汁液濃稠，有除痰潤肺、清熱下氣的功效。經過長年陳

化，桔越陳越香醇，僅靠近一聞，一片馥香悠然撲鼻，醞釀出鹹甜交融的甘醇。 

LOT 532. 約六十年陳齡 新會 老陳皮 

估價： HK$15,000-28,000 

https://www.dropbox.com/s/kzvvwb92ds1ifqo/LOT532_1.jpg?dl=0 

產地：新會 / 重量：約 600 克 （約一斤） 

  陳皮藥效繁多，可消滯、祛痰濕，不但可充當烹飪材料，應用到各式食品佳

餚裏，更可佐茶或泡水單服，甚至原塊品嚐，烹煮方法不能盡數。把老陳皮加

進粥米一起熬煮成陳皮白粥，可以順氣開胃，化痰止咳。陳皮本身的清香澀味

更能淡化白粥的味寡，為一道簡單的家常菜添上一絲回甘。 

LOT 652. 黎雄才 山林之境 

估價：HK$500,000 - 800,000 

https://www.dropbox.com/s/7ffsr4vrg0cxwr0/LOT652_1.jpg?dl=0 

設色紙本 鏡心 / 款識︰一九八三年三月寫於廣州 雄才 

鈐印︰黎雄才印（白）、嶺南（朱）/ 138.5 x 52.3cm, 約 6.5 平尺 

此畫以山川林屋作題材，氣勢宏大，意境清華；既有筆墨，又有渲染，更以乾濕皴擦

揉合山川石青石綠和粗筆深墨，筆墨俱臻，師法自然，彰顯「黎家山水」獨樹一幟的風貌。 

黎雄才（1910 - 2001）擅長巨幅山水畫，精於花鳥，畫作氣勢渾厚，自具風貌，被稱為「黎

家山水」。與趙少昂、關山月、楊善深並稱為嶺南畫派第二代四大著名畫家。      

LOT 629. 饒宗頤 黃石公園 

估價：HK$400,000 - 500,000https://www.dropbox.com/s/pvoql5031ta83fo/LOT629_1.jpg?dl=0 

設色紙本 鏡框 / 款識︰黃石公園 青瓷盆地 寫似銘森仁棣 選堂作 

https://www.dropbox.com/s/xgcqhuen592oaoz/LOT537_1.jpg?dl=0
https://www.dropbox.com/s/kzvvwb92ds1ifqo/LOT532_1.jpg?dl=0
https://www.dropbox.com/s/7ffsr4vrg0cxwr0/LOT652_1.jpg?dl=0
https://www.dropbox.com/s/pvoql5031ta83fo/LOT629_1.jpg?d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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鑾器天香 - 茶道·香道·花器專場重點拍品（按估價排列） 

鈐印︰饒（白）、宗頤（朱）、大□莫勝（白）/ 139 x 33.7cm, 約 4.2 平尺 

LOT 628. 張大千 高士圖 

估價：HK$380,000 - 600,000 

https://www.dropbox.com/s/pnskxbz8aq5zx2w/LOT628.jpg?dl=0 

設色紙本 鏡心 / 款識︰煥文仁兄法家正之 癸未十月 大千張爰 

鈐印︰張爰私印（白）、大千（朱）/ 藏印︰王高彬審定（朱）、大風堂門人趙石蘊玉

敬守老師張大千書畫真跡（白）/ 99 x 56.5cm, 約 5 平尺 

高士題材古已有之，畫家們藉著描繪文人雅士所散發的脫俗氣質和簡樸高雅的生活，

去表現對他們的仰慕或對其生活的嚮往。畫中高士身穿素衣，持仗緩步前行，髮帶以

少量藍色作點綴，與幽深雅靜的山路形成對比。張大千以淡墨寫出高士自然平和的神

態，筆墨工細精謹，盡顯其深厚紮實的傳統基礎。 

LOT 646. 李可染 牧牛圖 

估價：HK$350,000 - 600,000 

https://www.dropbox.com/s/pn1l7zceddmt6i8/LOT646.jpg?dl=0 

設色紙本 鏡框 / 款識︰雲生同志雅正 歲次戌辰新春 可染於

師牛堂 / 鈐印︰李（白）、可染（朱）、孺子牛（白）） 

41.5 x 30.5cm, 約 1.1 平尺 

來源︰香港佳士得，2013 年 11 月，中國近現代畫拍賣，編號 1511                                                              

出版︰《居然雅集藏品系列叢書》，第 32 頁，中華收藏出版社，

2014 年 

LOT 240. 越南芽莊 沉水綠油奇楠八毫米佛珠 

估價： HK$600,000-800,000 

https://www.dropbox.com/s/ttmoc2v66rmgnhy/LOT544_1.jpg?dl=0 

產地：越南芽莊 / 108 顆，珠徑 8mm，重 39.5g，沉水 

本拍品由沉水綠油奇楠配三顆玉間珠穿連而成，氣味濃鬱鮮靈帶陣陣奶

香，香韻撲鼻沁人心脾，尾香散發清涼香氣，細細品味之清幽舒爽。整

串厚實沉甸達至沉水，珠顆結油飽滿，質感黏軟，表面毛孔結油見見點

點金絲，黑亮油光。奇楠是沉香中極少現世的特殊品種，不少奇楠愛好者都會把所喜愛的奇楠香品隨身攜帶，

雖不能描繪現代人們的忙碌，但卻在潛移默化之間諦聽純淨心靈的禪意與簡樸。 

附另外三顆綠油奇楠佛珠，共 108 顆。 

LOT 126. 純金 鏤空花瓣鈕霧霰紋壺 

估價：HK$180,000 – 300,000 

https://www.dropbox.com/s/4hzxbfeha3ytdgu/LOT126.jpg?dl=0 

底款：純金/ H15.5cm，D15cm，重 167g 

此霧霰形金壺，壺體飽滿圓潤，金色璀璨，霰粒佈局均勻，三彎壺流線條優美，實為

臻品。 

https://www.dropbox.com/s/pnskxbz8aq5zx2w/LOT628.jpg?dl=0
https://www.dropbox.com/s/pn1l7zceddmt6i8/LOT646.jpg?dl=0
https://www.dropbox.com/s/ttmoc2v66rmgnhy/LOT544_1.jpg?dl=0
https://www.dropbox.com/s/4hzxbfeha3ytdgu/LOT126.jpg?d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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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媒體預約優先預展團  

媒體垂詢或索取高解像圖片，請按以下鏈結下載： 

https://www.dropbox.com/sh/ig29cwpvg65m07n/AABF4BaWz5knwcNfdkU4L7x1a?dl=0 ，或聯絡：  

L&H Auction Co. Ltd（仕宏拍賣有限公司）Ms. Stephanie Kwok +852-6135 7184 / stephanie@lh-hk.com 

 

有關 L&H AUCTION 仕宏拍賣 

  以香港為基地的仕宏拍賣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3 年，秉承「仕以高品而宏」之專業態度及宗旨，力求為收藏

興趣愈益多元化的藏家們提供炙手可熱的藏品，將旗下拍賣活動打造成為收藏家們搜尋頂級珍品的良機盛會。  

  作為亞洲區舉辦專業相機拍賣的先鋒及佼佼者，仕宏第三屆珍稀相機拍賣會總成交額逾三千九百萬港元，

短短兩年已躍升為全球同類專門相機拍賣行的第二位。於 2014 年開始引入中國書畫﹑奇楠沉香﹑古董普洱名茶

及御器等專場拍賣，成為香港藏茶界知名的專業古董名茶葉拍賣公司，於 2016 年秋季拍賣之古董級普洱茶專場

總成交價破 3,000 萬港元，為茶葉拍賣市場立下彪炳紀錄。在提供專業拍賣服務的同

時，也積極投身于相關文化的發展及傳播。以 

除親臨拍賣會場或通過電話及電子郵件委託競投外，競投者亦可在世界各地於網

上觀看直播及同步參與競投；如欲登記拍賣號或索取拍賣圖錄，可連同姓名及聯絡電

話，電郵至 auction@lh-hk.com，或致電 852-3168 2192 查詢。 

網站：www.lhauction.com.hk       

關注：www.facebook.com/lhauction  微信：lhauction     

*估價並不包括買家佣金   
#
拍賣時間會因應需要提早或延遲，敬請留意 

LOT 158. 雲龍紋銀壺 

估價：HK$130,000 – 180,000 

https://www.dropbox.com/s/v3g5wy3huazzkru/LOT158_1.jpg?dl=0 

箱款：雲龍紋銀瓶 藤間 / H18cm，D15.5cm，重 542g 

閃閃生輝的銀壺上滿工雕如意雲紋，器身中央浮雕飛龍騰雲出波，氣勢威猛；

壺蓋同樣浮雕神龍盤飛祥雲之中相互呼應，龍身金鱗片片，雙目靈動；整器蒼

龍騰躍，以彩釉輕輕點綴，氣勢不凡。  

LOT 145. 陳鳴遠  段泥繪三足提梁紫泥茶壺 

估價：HK$40,000 – 60,000 

https://www.dropbox.com/s/xnnqaxvcehlwer7/LOT145.jpg?dl=0 

底款：圓印「陳」及方印「鳴遠」/ H15cm，D16.5cm 

此壺造型特別，壺身有段泥繪飾，為山水風景及大石，竹節提把。陳鳴遠，號鶴

峰，又號石霞山人，壺隱，為清朝康熙年間宜興紫砂大師。他出生於紫砂壺世家，

祖籍江蘇宜興。其作品極具文化和藝術價值，被紫砂壺界視為經典。 

LOT 270. 駒井製 嵌金滿工香盒 

估價：HK$38,000 – 50,000 

https://www.dropbox.com/s/xbrxubjsvk8i5e8/LOT207.jpg?dl=0 

底款：日本國 京都住 駒井製 / H4cm，W6.5cm，L9cm 

匠師以金銀鑲嵌技藝打造出細膩典雅的工藝品，此香盒通體以嵌金滿工

公整的圖紋，每組圖紋內皆繪有都朵金花，極盡巧思。 

https://www.dropbox.com/sh/ig29cwpvg65m07n/AABF4BaWz5knwcNfdkU4L7x1a?dl=0
mailto:stephanie@lh-hk.com
mailto:auction@lh-hk.com
http://www.lhauction.com.hk/
https://www.facebook.com/lhauction
https://www.dropbox.com/s/v3g5wy3huazzkru/LOT158_1.jpg?dl=0
https://www.dropbox.com/s/xnnqaxvcehlwer7/LOT145.jpg?dl=0
https://www.dropbox.com/s/xbrxubjsvk8i5e8/LOT207.jpg?dl=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