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L&H Auction Co. Ltd | 仕宏拍賣有限公司 

Unit 1207-1208, 12/F Star House, 3 Salisbury Road, Tsim Sha Tsui, Hong Kong | 香港尖沙咀梳士巴厘道 3 號星光行 12 樓 1207-1208 室 

Tel 電話 +852-3168 2192 | Fax 傳真 +852-2311 9166 | Website 網址 www.lhauction.com.hk 

新聞稿 [即時發佈]                                                  2014 年 10 月 30 日 

鐵醉茶香 — 沉香．茶道具專場拍賣 

預展現場展出藏六二代千克日本純金金壺 估價超過一百萬港元 
  

仕宏拍賣蒐集中日百件名家作品于 2014 年 11 月 8 日舉行「鐵醉茶香—沉香．茶道具專場」，呈獻秦藏六﹑

龍文堂﹑金壽堂﹑北村靜香﹑沈存周等歷代重量級名家湯沸茶道具作品，共 136 件拍賣品將於香港君悅酒店舉

槌。香港預展將於本週五及週六在金鐘樂茶軒舉行，其中最瞬目的為日本名家藏六二代造重達 1230 克的饕餮紋

鳳首金壺。 

 
拍號 817. 藏六二世饕餮紋鳳首金壺(重 1230 克) 估價：HK$1,000,000 - $1,500,000 

自南宋末期日本引進了中國的茶文化，經過多年融合發展出一套日本本土的茶道文化，從煮水湯沸﹑茶壺、

爐、建水、水竹、茶五德、茶罐、茶託、茶碗、茶刀、茶量及香爐等，每一器件都展示出注重茶之載體的特點，

精美至極。鐵醉茶香的拍品中不難發現以金﹑銀或鐵手打製成的茶道具，集使用功能、審美性、收藏性為一體，

加上富有皇室宗教等歷數及人文意涵，名家茶道具堪稱茶道重器和收藏佳品，近年成為亞洲地區市場上收藏愛

好者的追崇對象，身價與日俱增。 

  部份精選拍品已於九月份率先在北京的中國國際沉香文化博覽會中展出，引起國內藏家熱烈討論與垂詢。

香港預展將於本週五及週六在金鐘樂茶軒舉行，展出融合中國文化及日式禪味的茶道湯沸等金工名品﹑茶道具﹑

沉香﹑茶葉拍品；兩天的預展期間特設四場免費茗茶/品香時段。茗茶環節由駐場茶藝師分別以本次拍品沖泡試

茶(包括 90 年代 8582 青餅﹑1989 年普洱熟茶﹑九十年代紅印﹑珍藏超過五十餘年的紅水烏龍及宋種單欉等珍

貴茶葉)；品香環節將提供難得一聞的富森紅土奇肉﹑棋楠等作沉香欣賞。而 11 月 1 日下午中國國際茶藝會會

長－廖子芳教授將為預展主講，深入講解茶道具及茶葉拍品的茶性和陳韻，歡迎收藏家及民眾免費參觀。 

 

L&H AUCTION 鐵醉茶香—沉香．茶道具預展 

日期：2014 年 10 月 31 日(五)至 11 月 1 日(六) [上午 11 時正至下午 7 時正] 

地點：樂茶軒茶藝館 - 香港金鐘香港公園羅桂祥茶藝館 

活動：每天特設四場免費茗茶/品香時段 

11 月 1 日下午中國國際茶藝會會長 廖子芳教授主講，深入講解茶道具及茶葉拍品的茶性和陳韻。 

報名：席次有限，敬請提前預約。預約及查詢活動時間可通過以下方式聯絡： 

電話：852-3168 2192 / 電郵：auction@lh-hk.com / 微信號：lhauction 

L&H AUCTION 仕宏拍賣會 

日期：2014 年 11 月 8 日(星期六) 中午 12 時 30 分 

地點：香港灣仔港灣道一號君悅酒店(Library & Lounge) 

登記：請將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聯絡電話及電郵發送至 auction@lh-hk.com 

mailto:auction@lh-hk.com
mailto:auction@lh-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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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精選拍品 

Lot 829. 龍文堂 安之介造 日本浮世繪鑲嵌金銀山水家屋鐵壺 

估價：HK$4500,000-HK$600,000 

圖片：https://www.dropbox.com/s/rmh5blx6cwxdnv2/Lot829.jpg?dl=0  

鐵 壺|寬 21 公分，高 24.5 公分 

壺身以金銀鑲嵌，以日式浮世繪的手法，一側銼以金銀山水家

屋圖，另一側飾以富士山景，傳達家鄉美麗風光﹔內包銀鐵

蓋，鑲嵌金銀祥雲紋提梁，響片完好，胴體陰刻「龍文堂造」。

壺極新，估計未曾用過；附原箱，箱款「龍文堂 安之介造」。

此壺為龍文堂掌門人安之介不可多得的早期作品。 

 

在日本鐵壺的歷史中龍文堂被譽為日本第一堂號，有超過一百

年鑄造鐵壺的歷史，除了有高名望外，影響更遠及歐洲。倫敦

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曾收藏有龍文堂金銀鑲嵌的鐵壺 。 

龍文堂創辦人龍文的傳人是二代龍文堂，統稱為初代安之介。安之介在十九世紀初將京都鐵壺推上工藝的

舞臺，且得到了大眾的肯定。早期安之介作品和後期作品最明顯的分別在於「花押」。花押也叫作畫押，通

常會取姓名中的一至二字採用連筆速寫、交錯相迭或加入一些符號，因此形狀千奇百怪，帶有藝術性，個

性化的花押優勢是較難偽造，初代安之介的鐵壺因而成為各收藏家夢寐以求的藝術收藏目標。 

Lot 867. 初代藏六造 龍首鐵壺  估價：HK$350,000-HK$400,000 

圖片：https://www.dropbox.com/s/qsey58pbgpk1ehn/Lot867.jpg?dl=0 

圖片：https://www.dropbox.com/s/wp3lf8selkq5q73/Lot867_1.jpg?dl=0 

金 壺 |寬 18.5 公分，高 17 公分 

 

此鐵壺為初代藏六用上最具特色的饕餮紋為題，加上

逼真有力的獸口壺嘴，絕對是把難得一見，老味十足

的鐵壺。另外，此器特別配有雙蓋，一個為鐵制的本

蓋，另一個是備用的黃銅蓋，蓋內刻有「藏六造」，

共箱，有藏六親筆題字。 

藏六家族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深受藏家喜愛的

獸口壺，是藏六本人最初于龍文堂時期學過的獸口型

壺技法，加上他個人風格創作改良而成。初代藏六深

受中國文物影響，對中國、周漢時期的青銅器有極深

厚的研究，其饕餮紋飾有一種難以言喻的美感，其鑄

造法受到大家的高度評價。因此江戶時代成為皇家御用工藝大師，負責制作孝明天皇的禦璽、幕府將軍德川

慶喜征夷大將軍黃金印、明治六年天皇禦璽、大日本國璽等等。繼承秦藏六家業的都是他的子孫，代代相傳

以「藏六」為名，繼承傳統的鑄造器物技術，至今仍被推崇為金屬工藝的第一人。 

https://www.dropbox.com/s/rmh5blx6cwxdnv2/Lot829.jpg?dl=0
https://www.dropbox.com/s/qsey58pbgpk1ehn/Lot867.jpg?d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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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860. 北村靜香 一枚打出翡翠鈕銀壺  

估價：HK$250,000 – HK$350,000 

圖片：

https://www.dropbox.com/s/65zjakqxuj4xqvs/Lot860.jpg?dl=0  

銀 壺| 寬 17 公分，高 15 公分，重 320 克 

 

此銀壺為袋形，全器一體成形，翡翠摘，豆莢形鐵提把，無論

是器型、壺嘴、提把，全手工槌打成形，千變萬化，輕薄精巧，

獨一無二﹔處處流露北村靜香的精巧手藝。共箱，箱蓋款「北

村靜香作」。 

Lot 813. 金壽堂雨宮宗造 日本金銀鑲嵌龍鳳紋鐵壺 

估價：HK$250,000 - $350,000 

圖片：https://www.dropbox.com/s/wluiu35c876k6b0/Lot813.jpg?dl=0 

圖片：https://www.dropbox.com/s/6aqfpc7rr4m1cn6/Lot813_1.jpg?dl=0  

鐵 壺｜寬 16 公分，高 20 公分 

 

金壽堂強調壺體制作精美，製作鐵壺的技法獨具一格，擅長運用金、

銀、銅不同的金屬材質鑲嵌或浮雕於壺身或壺把上，在當時極為珍貴

華美。有不少收藏在歐洲博物館的鐵壺中，其壺身或壺蓋上也落有金

壽堂的堂號﹔可看出金壽堂的歷史地位。雨宮宗為金壽堂的名釜師之

一，追捧者眾。 

此鐵壺出自京鐵瓶重要堂號之一的金壽堂，由名釜師雨宮宗所造﹔能

做出金工的堂號寥寥無幾，金壽堂便是其一。在此長閑形鐵瓶身上，

以嵌金手工勾畫出呈騰雲翩舞之龍鳳圖，龍身刻魚鱗紋，龍鬚飄動，

栩栩如生；金銀花飾紋提梁，線條流暢優雅；流嘴小巧精緻，與器身

相互配合，蓋內款「金壽堂造」。名堂之作存世量稀少，值得珍藏。 

Lot 902. 名越昌晴 槌目紋三銀壺連茶具套裝 

圖片：https://www.dropbox.com/s/hsi5yo2ffibymt8/Lot902.jpg?dl=0  

圖片：https://www.dropbox.com/s/ne5assk3a6pggmt/Lot902_closeup.jpg?dl=0  

估價：HK$200,000 - HK$300,000 

銀 壺(大)｜徑 21 公分，高 26 公分，重 1245 克 / 銀 壺(小)｜徑 15 公分，高 18.5 公分，重 475 克 

急 須｜徑 12.5 公分，高 8.5 公分，重 204 克 / 公平杯｜徑 13.5 公分，高 6 公分，重 154 克 

茶託(十件)｜長 12 公分，寬 8 公分，高 2.7 公分，重 91 克 

https://www.dropbox.com/s/65zjakqxuj4xqvs/Lot860.jpg?dl=0
https://www.dropbox.com/s/wluiu35c876k6b0/Lot813.jpg?dl=0
https://www.dropbox.com/s/6aqfpc7rr4m1cn6/Lot813_1.jpg?dl=0
https://www.dropbox.com/s/hsi5yo2ffibymt8/Lot902.jpg?dl=0
https://www.dropbox.com/s/ne5assk3a6pggmt/Lot902_closeup.jpg?d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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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套名越昌晴銀壺、公平杯及茶託均以槌目紋裝飾，皆有底款「昌晴」，格調一致。 

珠寶形銀壺和急須包漿潤澤，而壺身頂部及蓋都覆以銀片，似盔甲披掛壺肩，配以環摘。大小銀壺提梁設計

精美，當中急須以鳳首作壺嘴，羽冠唯肖唯妙。 

一套五件名家作品皆共箱，「名越彌五郎」款；造型高貴端莊，為名越昌晴經典作品之一，保存完整，如此齊

全茶具有非常高的收藏與欣賞價值。 

名越昌晴出自江戶末期的東京地區，釜師名越彌五郎始作鐵壺，特別是十代昌晴受封大日本釜師長，是近代

有名的日本名家釜師。 

Lot 805. 沈存周款 古錫雕竹詩文茶罐  

估價：HK$40,000 - HK$60,000 

圖片：https://www.dropbox.com/s/7lw96jqin2sfm9n/Lot805.jpg?dl=0  

茶 罐｜寬 8.5 公分，高 9.5 公分 

此古錫茶罐落款沈存周，茶罐以清風君子為題，雕有竹圖案，枝節擰折不彎，

堅韌剛勁；詩文剛勁有力，是收藏家的心頭好。共箱。 

 

沈存周（1629-1709 年），浙江嘉興人。據《耐冷談詩話》載：「康熙初，沈

居嘉興春波橋，能詩，所治錫鬥，鐫以自作詩句。錢籜石詩集中載有《錫鬥

歌》，頗令人稱讚。」沈存周善制各種式樣的錫茶具，所雕刻的詩句、姓氏、

圖印均規整精良。 

 

媒體垂詢或索取高圖元拍品圖片，請按鏈結下載鐵醉茶香，或聯絡： 

L&H Auction Co. Ltd (仕宏拍賣有限公司) 

Ms Stephanie Kwok 電話：(852) 3168 2192/(86) 158 1858 1118     電郵：stephanie@lh-hk.com 

Ms Annie Liu        電話：(852) 3168 2192            電郵：annieliu@lh-hk.com 

有關 L&H AUCTION 仕宏拍賣 

作為新晉拍賣行，我們致力為廣大藏家提供最頂級的拍品和服務，鑒於亞洲地區對茶道及香道的文化逐漸興盛，

為滿足更多藏家的需求，我們決定推出新的拍賣專場，以沉香及茶道具為主線的鐵醉茶香以饕藏家。除親臨拍賣

會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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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lhauction 

關注：www.facebook.com/lhauction   觀看：www.youtube.com/user/lhacution 

*估價不包括買家傭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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