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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即時發佈]                                                  2017年 3月 2日｜香港 
 

仕宏 2017 年春季拍賣 

三月首次於香港 臺北進行現場徵集活動 
 

  仕巨集拍賣有限公司（仕宏拍賣）將於 2017 年 5 月 28 日隆重舉行，為在拍賣會上

呈獻更多珍貴藏品予全球收藏家，我們正進行全球性拍品徵集活動，並分別於香港及臺

北進行首次現場徵集活動，歡迎藏家帶來珍藏與我們分享。 

  自 2014 年加入古董普洱茶葉至今，已躍升為香港藏茶界知名的專業古董名茶葉拍

賣公司，曾創下以逾 1,000 萬港元成交一筒百年藍標宋聘圓茶的紀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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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

望藉本次現場徵集活動，與藏家增進溝通，推廣茶文化至全球各地。我們的專家團隊將

會在現場為估值服務，截止徵集時間定於 3 月 15 日。 

 

現場徵集活動 ＊費用全免，無需預約，順序安排 

香港 

銅鑼灣皇室堡 10 樓 1025 - 1029 室 

告士打道 311 號 

2017 年 3 月 6 – 7 日  

早上 11:00 - 下午 6:30 

臺灣 

臺北君悅酒店 3 層燕翔廳 

信義區松壽路 2 號 

2017 年 3 月 10 日  

早上 10:00 - 下午 4:30 

徵集項目： 

古董名茶 | 茶具花器 | 中國書畫 | 名人手跡 | 古董珍玩 | 沉香奇楠 | 

 

如欲參與或透過微信或電郵委託拍賣或諮詢，歡迎將委託拍賣珍藏品的資料、新舊狀況

及相關圖片，連同個人聯絡資料發送，歡迎廣大藏家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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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董級普洱茶過往拍賣結果 

2016 年秋拍：清 藍標宋聘圓茶 

茶 餅 | 清代，一筒七片，共重約 2350g 

成交價：HK$ 10,148,000 

宋聘代表號級普洱茶存世中的極品，有「茶皇」之美譽，說是世間最頂級的

普洱茶亦不為過。在本年中落幕的拍賣會上，重約 2297 克的一筒七片的藍

標宋聘經過場內外瘋狂搶奪後，最終被有緣人收入囊中，現場成交價高達人

民幣 1000 萬元連傭金；可見此茶現存量極為稀少罕見，收藏價值必能每每

遞升。此藏品為一筒七片的藍標宋聘，儲存狀況良好，品相佳；內飛雖有歲

月磨蝕的痕跡，但仍清晰見平安如意圖，圖上有藍色「幹利貞 宋聘號」及

「貨真價實」字樣，更保留原裝竹箬外包；其條索厚壯，芽亳特多且金黃亮

麗，足見其時揀選茶葉的匠心獨運。此等百年老茶的產量不多，且多屬私人

收藏，甚少公開拍賣，加上本藏品完好無缺，品相極佳，彌足珍貴。 

宋聘號茶莊創辦於光緒二十年，以生產極品普洱茶品聞名。余秋雨先生曾為

「號級茶」排名，以「宋聘」居首。此茶曾被評為「可以兼得磅礡、幽雅兩

端，奇妙地合成一種讓人肅然起敬的衝擊力，彌漫於口腔胸腔」。 

有關資料可參閱《號級古董茶事典》第 180 至 181 頁。 

https://www.dropbox.com/s/1bw0ifa5lo2i8

8j/LOT%20805_all.jpg?dl=0 

 
https://www.dropbox.com/s/ybofiwuhld7zzf

t/LOT%20805.jpg?dl=0 

 

2016 年春拍：純乾倉 金山樓甲級無紙紅印 有內飛（原筒七片） 

茶 餅｜50 年代，一筒七片，共重約 2.3kg 

成交價：HK2,950,000 

無紙紅印即是沒有包裝紙的紅印，在新中國成立之前的號級普洱茶是沒有外

包紙的，所以無紙的形制出現並不稀奇。而且對於當時香港酒樓而言，紅印

只是新茶，對於酒樓用茶來說外包紙的作用不大，而且當時的包裝紙不同於

現在，是用手工紙及木模拓版印刷，成本比較高。在成本因素的考量下，無

紙紅印便因而出現。 

當年的無紙紅印分有三種，一種是甲級無紙紅印，一種是無紙紅印，一種是

無紙藍印；而此收藏品則是當中的甲級無紙紅印。此茶餅面較紅，並採用軟

竹筒作包裝；而最主要的差別在於無紙甲級紅印在香氣上有一種很特殊的強

藥樟香，這是無紙紅印沒有的。 

https://www.dropbox.com/s/fnco7dfb3jr1f

w7/_MG_0176%20copy.jpg?dl=0 

 

2016 年秋拍：清 雷永豐號普洱茶餅一片 有內飛 

茶 餅｜清代，一片，重約 303g 

成交價：HK$ 944,000 

雷永豐號始創於康熙 55 年，因其品質出眾，與車順號同列為清朝皇室指定

貢品 (傳說傳世的車順號只有七片)。在清末，雷家位列雲南普洱茶界三大巨

頭，比同慶號、元昌號等更有名。雷永豐老圓茶以其茶色琥珀而透，湯味醇

厚而順，回甘長而芳的特性，被譽為「普洱茶皇」。但遺世的雷永豐號茶餅

一直只聞其名，未見其身；本次拍賣的雷永豐號，可能是傳世中唯一的一餅，

有填補茶界歷史的重大作用。 

本藏品採用精選倚邦或攸樂產茶為原料，更是市面罕見連同原裝內飛的雷永

https://www.dropbox.com/s/u19d2w79pu5

5f4i/LOT%20804.jpg?d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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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ropbox.com/s/1bw0ifa5lo2i88j/LOT%20805_all.jpg?d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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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號茶餅。內飛上半部分見仙鶴商標，下半部分印有「發行所雲南省城文廟

東巷」字樣。 

此藏品曾收錄於《茶藝 普洱壺藝雜誌》第 55 期，由楊凱老師親撰的「雷永

豐品飲記」當中；當時參與品飲的包括老茶品鑒家何作如先生、雷永豐號後

人雷波老師等著名茶人。另亦記載於《中國茶普洱》2015 年 9 月號「百年

雷永豐的一次茶聚」中。 

此茶餅將收錄於楊凱《號級古董茶事典》第三版；以及《茶藝 普洱壺藝雜

誌》第 59 期中。 

2016 年秋拍：五十年代紅印青餅 

茶 餅｜50 年代，一片，重約 337g 

成交價：HK$649,000 

經典的紅印青餅，產於新中國成立的年代，因其陳化品質卓越，傳世稀少，

被普洱藏家譽為為印級茶之首。 

本藏品品相極佳，包裝較完好，倉存乾淨，在陳期五六十年的古董茶中可說

極為難得。 

經過近一甲子的陳期，其口感較強烈，葉底依舊具活性，生聞已覺其韻氣醇

而樟香味濃烈。沖泡後，茶湯明亮栗紅，清澈見底；茶水醇厚馥鬱，富層次，

生津極致、喉韻持久，濃郁芳香而不霸道，令人舌底鳴泉，回味無窮。此藏

品二十泡後依舊有頂級印級茶之餘韻，厚度依舊，非常罕見。 

https://www.dropbox.com/s/hlr8mvqqneczi

od/LOT%20820.JPG?dl=0 

 

 

媒體垂詢或索取高解像圖片，請聯絡：  

L&H Auction Co. Ltd（仕宏拍賣有限公司） 

Ms. Stephanie Kwok 電話：+852-3168 2192    電郵：stephanie@lh-hk.com 

 

有關 L&H AUCTION 仕宏拍賣 

  以香港為基地的仕巨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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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短短兩年間已躍升為全球同類專門相機拍賣行的第二位。 

 
  於 2014 年開始更引入中國書畫﹑奇楠沉香﹑古董普洱名茶及禦器等專場拍賣，成為香港藏茶界知名的專業

古董名茶葉拍賣公司，曾創下以逾 1,000 萬港元成交一筒百年藍標宋聘圓茶的紀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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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多層次的管道向大中華地區提供優質藏品及國際尖端資訊，遵循「高品質，

高品味，高誠信度」的服務原則，為廣大藏家打造「可宏高仕之志」的不二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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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博：http://www.weibo.com/lhauction 

觀看：www.youtube.com/user/lhacution 

微信：lhauction     

*成交價並不包括買家傭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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