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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大陸經濟迅速起飛，頂級富豪人數大幅成長，高檔珠寶在中國市場的蓬勃成長下，

價格更是一路攀升，成為藏家另一個爭相追捧的新標的，而其幾年的投資報酬率也相當驚人。在

高檔珠寶的各類品項中：鑽石一向擁有著隱藏財富、節稅等優點，其穩定增值的特性，更是對抗

通膨的理想理財管道。在鑽石投資之中，彩鑽因稀有性，在價格方面往往更是易漲難跌，擁有彩

鑽的藏家，皆獲致相當搶眼的投資報酬。

本次拍賣中，安德昇藝術拍賣有限公司蒐羅了全面完整的拍品，其中包含：向來在各大拍場都

必為藏家競逐的重量級翡翠珠鍊、各式正陽色冰種或玻璃種老坑翡翠蛋面、色彩表現由Fancy到

Fancy vivid的各色彩鑽，其中高達3克拉的收藏級罕見藍色彩鑽、Fancy Instance Green VS1 1.74克拉

綠色彩鑽更是本次拍場的亮點；另有精心挑選的名家設計款有色寶石首飾組。期待在整場富麗華

美的珠寶，帶給與會者豐富的視覺饗宴，徜徉在幸福、享樂的收藏趣味與氛圍中。

安德昇藝術拍賣有限有公司，秉持著對生活藝術項目的推崇與服務頂級藏家的心情。精心挑選兼

具配戴實用性與增值潛力的頂級珠寶，在擴展目前臺灣藏家的藝術品收藏品類的範疇之餘，希冀

再現多年未曾在台灣拍賣市場出現的珠寶收藏熱潮。此次，安德昇藝術拍賣公司邀請佳賓與會，

一次瀏覽完整系列的瑰麗珠寶：包括翡翠、有色寶石、彩鑽等首飾，完整亮麗的珍品呈現於藏家

眼前，精彩可期是藏家不容錯過的頂級盛會。

翡翠．彩鑽．珠寶設計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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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1

錢袋笑彌勒佛          

天然黃翡翠
A貨鑑定證書
68.86 x 51.02 x 22.75 mm

錢笑袋彌勒佛，歡喜佛手持布袋，笑容可掬，和
氣生財。糯種種地，雕刻精緻，尤以布袋與腹部
微鼓圓潤，是出色的手把玩作品。

預估價150,000 ~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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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2

男鞍翠玉戒

天然翡翠  43.7克拉
A貨鑑定證書
29.55 x 26.8 x 9.91 mm

男鞍翠玉戒，白底青，翠色朝外，雕刻以馬鞍、荷葉、靈芝，有
和氣生財、萬事如意之涵義，造型古雅樸拙。

預估價180,000 ~ 250,000

Lot 3

福祿壽三彩如意貔貅

天然翡翠  330.27克拉
A貨鑑定證書
53.54 x 52.83 x 13.93 mm

福祿壽三彩如意貔貅，一塊翡翠同時出現三種顏色，稱為「福祿
壽三彩」，而本件加以雕刻古時神獸貔貅與壽桃、靈芝，相傳貔
貅能避邪、善守財，而壽桃與靈芝象徵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福祿壽三彩」名符其實。

預估價380,000 ~ 450,0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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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4

彌勒三大佛公

天然翡翠  277.09克拉
A貨鑑定證書
52.71 x 68.76 x 10.97 mm

彌勒三大佛公，冰種種地，帶嫩綠嬌色，
彌勒佛右持錢袋，左持靈芝，寄意招財進
寶、萬事如意。

預估價450,000 ~ 500,000

Lot 5

冰透雙面巧雕花件     

玻璃種天然翡翠  324.95克拉
A貨鑑定證書
52.36 x 52.33 x 13.68 mm

冰透雙面巧雕花件，冰種種地，清透近乎玻璃種，雕製「梅、蘭、竹、菊」
紋，是為「四君子」。君子佩玉，與梅同疏、與蘭同芳、與竹同謙、與菊同
野，君子比德於玉。

預估價550,000 ~ 600,0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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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6

福壽滿堂招財墜

冰種天然翡翠  213.94克拉
A貨鑑定證書
40.49 x 40.47 x 15.48 mm

福壽滿堂招財墜，雙面雕刻，正面以壽桃為設計重點，背面以古壽字
祝賀，中間巧雕鏤空，減輕玉器重量，適合配戴，更可見雕工之細緻
與難得。

預估價220,000 ~ 300,000

Lot 7

玻璃種帶綠絲

玻璃種天然翡翠  190.69克拉
A貨鑑定證書
68.77 x 11.75 mm

玻璃種帶綠絲，玻璃種種地，透明度高，水頭足，有瑩光。

預估價750,000 ~ 900,0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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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8

三彩滿色

天然翡翠  237.31克拉
A貨鑑定證書
69.29 x 13.2mm

三彩滿色，原石先取手鐲、大件，後是光身、蛋面。無
瑕疵、質地均勻的鐲子不易取，本件不僅三彩，且均勻
滿色，稀少可貴。

預估價580,000 ~ 680,000

Lot 9

紫糯種粉紫

天然紫翡翠  253.79克拉
A貨鑑定證書
73.54 x 12.73mm

紫糯種粉紫，糯種牛奶地，紫翡有粉紫、茄紫、藍紫，
其中以粉紫較稀有，一般紫翡有色沒有種，有種沒有
色，此件佩戴後不會深沉黯淡，反而更顯粉嫩。

預估價400,000 ~ 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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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10

雙龍搶珠紫方牌

天然紫翡翠  450.84克拉
A貨鑑定證書
69.39 x 42.16 x 15.72 mm

雙龍搶珠紫方牌，紫翡加翠綠是為「春帶彩」，正面雙古龍搶珠，生動有
趣，而紫珠恰好位在玉石正紫處，可自成一件蛋面，十分難得；背面雕刻
有蝙蝠與古錢，是「福在眼前」，也有招財進寶之意。

預估價450,000 ~ 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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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11

豆翠青珠鍊兩條 ( 0.9mm )

天然翡翠
A貨鑑定證書
9.16 ~ 10.74 mm ( 108顆 )

豆翠青珠鍊兩條，豆種種地，色青翠，水頭足，
兩串108顆，適合配對收藏。

預估價500,000 ~ 5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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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12

108顆老坑珠鍊 ( 0.7mm )

天然翡翠
A貨鑑定證書
23.39 x 52.83 x 6.71 mm

108顆老坑珠鍊，顆顆皆為同一玉料所得，正、濃、陽、勻。在道教，108是
三十六天罡與七十二地煞的總數，象徵無窮盡，也有降伏妖魔之意。而在佛
教，108寓意著凡人「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各有「苦、樂、捨」
三受與「好、惡、平」三種，各成十八種，合成三十六，歷經「過去、現
在、未來」三世，成一百零八種煩惱，唯有佛法能使之斷除。

預估價400,000 ~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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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13

玻璃種大觀音

玻璃種天然翡翠
A貨鑑定證書
65.82 x 29.21 x 5.81 mm

玻璃種大觀音，玻璃種，透明度高，此尊觀音法相祥和，姿態優
雅端莊，手持如意靈芝，庇佑平安、健康。

預估價680,000 ~ 7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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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14

紫光玻璃種笑彌勒

玻璃種天然翡翠
A貨鑑定證書
35.27 x 28.55 x 5.97 mm

紫光玻璃種笑彌勒，玻璃種種地，略帶紫光，罕見難得，亦
有人稱為瑪瑙種。笑彌勒，大肚能容，了卻人間多少事；滿
腔歡喜，笑開天下古今愁。本拍品透明純淨，晶瑩滋潤。

預估價700,000 ~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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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15

翡翠戒指

寶石鑑定證書

本玉戒以馬鞍型做造型，通體均勻的標準成色是此戒的
難得之處。除此之外，此戒本身造型古樸，玉質質地光
滑溫潤，值得藏家收藏的好物件。

預估價1,200,000 ~ 2,000,000

Lot 16

玉擺件

天然硬玉  珊瑚飾球
寶石鑑定證書

古錢的造型一向深受喜愛，不但是因為象徵富貴滿盈、
財源不絕之意。其圓中含圓、實中含虛的基本外型，實
已包涵中國陰陽兩極之理。本件古錢翡翠，色澤白綠相
交，巧匠巧雕為一古錢造型相襯中國太極相生之理，意
謂財源之生生不息，實在是再恰當不過。

預估價800,000 ~ 1,200,00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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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17

玉項鍊

老坑種翠玉鎖片
寶石鑑定證書

此件翡翠項鍊採用上等的翡翠為主石，主石的色澤與水頭均質佳美好，如意雲紋的造形，更意圖將傳統中國吉祥圖案
中的喜慶寓意，帶入設計之中。項鍊主石與項鍊的結合之處，以類似的金屬中國紋樣做一個轉折，旁接摟空白玉，整
件作品充滿濃濃的中國風，組合之間又可見到具現代感的設計手法。

預估價1,800,000 ~ 2,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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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18

雙色如意

天然綠翡翠  黃翡翠
A貨鑑定證書
17.58 x 23.2 mm  16.86 x 23.86 mm

雙色如意，綠翠黃翡雙色平安鎖，黃翡蜜糖色近乎紅翡，水頭足，
飽滿溫潤，平安鎖設計時尚不失玉石本色，承襲傳統，鎖平安、鎖
福氣，庇佑配戴者趨吉避凶。

預估價680,000 ~ 780,000

Lot 19

黃翡冰種葉套鍊

天然黃翡翠
A貨鑑定證書
20.47 x 11.35 mm ~ 33.66 x 13.08 mm

黃翡冰種葉套鍊，非常稀少的冰透黃翡，漸層於紅黃之間，蜜糖色。

亦是一款適合搭配禮服，盛裝出席的套鍊。

預估價1,000,000 ~ 1,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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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20

翡翠珠鍊

寶石鑑定證書

產自緬甸的翡翠自清末引進中國之後便深受國人喜愛，緬甸翡翠有綠、
紫、黑等諸多的色澤表現。此件翡翠珠鍊蒐羅了罕見的色質均一致的黑
翡珠子，組成此一難得一見的珠鍊，實屬難能可貴，更是頂級藏家不應
錯過的收藏級物件。

預估價3,800,000 ~ 4,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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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21

玉墜子

寶石鑑定證書

圖中之翡翠墜子，以高檔且色澤正綠飽滿的翡翠主石，雕刻觀音塑像。
此觀音塑像，溫暖和藹，面露慈光，以頂級翡翠雕塑之再適宜不過。本
件除了收藏之外，配戴時更可以由塑像中憑添祝佑喜樂之感。

預估價2,000,000 ~ 2,800,000

Lot 22

玉戒指

天然翡翠
寶石鑑定證書

圓潤飽滿的正綠色高檔翡翠，直接配以密釘鑲鑽的華麗感，無疑是彰顯
珠寶本質的最佳選擇。此設計中四邊誇張化的爪鑲，使得視覺上得以延
續週遭的密釘鑲，也讓本戒在鮮明的色彩表現下，仍不失強烈的設計
感。

預估價1,200,000 ~ 1,600,000

Lot 23

玉胸針

寶石鑑定證書

預估價700,000 ~ 900,000

Lot 24

木拿水滴型耳環

天然翡翠
A貨鑑定證書
10.91 x 7.46 mm  16.28 x 9.74 mm

木拿水滴型耳環，木拿種地，玉質本身顏色飽和，加上細鑽襯托，配戴
起來明豔絕世。水滴造型設計，走路間搖曳身姿。

預估價480,000 ~ 580,00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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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25

玉戒指

寶石鑑定證書
20顆小圓鑽0.13克拉

圖中之翡翠蛋面色彩翠綠、色調飽滿、造型更是飽滿。設計上搭配元素
為英國皇族喜愛，而沉穩神祕的黑瑪瑙，使此戒在深綠與黑的對比中，
展現不凡的穩重但具獨特個性，黑瑪瑙中點綴以數鑽石，彷如月夜中滿
天的星斗。

預估價800,000 ~ 1,200,000

Lot 26

玉戒指

寶石鑑定證書
馬眼型老坑翡翠
珊瑚、珍珠、小碎鑽

預估價1,200,000 ~ 2,000,00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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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27

心型木拿戒

天然翡翠
A貨鑑定證書
14.23 x 14.52 mm

心型木拿戒，木拿種地，無黑點瑕疵，水頭足，在翠色中似有波光蕩
漾。令人聯想李白《惜餘春賦》：「水蕩漾兮碧色，蘭葳蕤兮紅芳。」

預估價750,000 ~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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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28

老坑雙用大蛋面

天然翡翠
A貨鑑定證書
19.37 x 17.19 mm

老坑雙用大蛋面，老坑種地，濃郁勻稱，
以玫瑰切割工鑽石作襯，點綴最純淨的翡
翠光澤。此件蛋面極美，故設計為雙用，
可將戒環取下，作為墜飾。

預估價1,800,000 ~ 1,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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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29

老坑冰種小葫蘆套鍊

天然翡翠
A貨鑑定證書
7.16 x 4.87 mm ~ 9.61 x 5.94 mm

老坑冰種小葫蘆套鍊，老坑冰種種地，40
顆小葫蘆全為同一塊玉石，既綠且透，相
當精緻。垂墜感設計，華貴高雅。

預估價1,100,000 ~ 1,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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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30

玉戒指

寶石鑑定證書
248顆小圓鑽1.97克拉

本件作品中硬玉翡翠的顏色表現良好難
得，厚度水頭方面也屬上乘，是值得收
藏的好作品。在橢圓形翡翠蛋面的旁
邊，以滿佈近兩克拉的密釘鑽石烘托出
緬甸翡翠主石的不凡價值，數顆綠色寶
石點綴其中的巧妙設計，更讓此戒在簡
潔整體美感設計上，更充滿變化。

預估價250,000 ~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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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31

玉墜子

寶石鑑定證書

高級翡翠蛋面的圓形體積切磨為世人所珍視，是因為其極為罕有；蛋面越圓潤飽滿，價值越高。
頂級的老坑色澤，更是近年來內地競相追逐的夢幻逸品。因而價格年年漲幅驚人。此件老坑翡
翠，正綠飽滿，頂級完美，是頂級藏家投資的最佳選擇。

預估價3,500,000 ~ 4,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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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32

玉胸針

寶石鑑定證書
246顆小圓鑽1.48克拉

中國人對玉有著非常獨特的迷戀喜好，常以玉比擬不凡的人格精神或賦
予各種浪漫的喻意。自清朝中末期，緬甸硬玉翡翠的引入，更是迅速擄
獲皇家貴族的心，成為象徵富貴佳美的表徵。此作品以正綠馬眼翡翠比
喻葉片，旁飾鑽石，靜謐彎延，婉約地帶入自然界清新的芬芳草香。

預估價800,000 ~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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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33

玉戒子

寶石鑑定證書

此件高級翡翠蛋面具有頂級的老坑色澤、色均飽滿、正綠完美。不但是
做為參與重要場合的最佳首選，因為正綠飽滿的蛋面翡翠不但稀少罕
見，蛋面需求度高、應用性廣﹙可做為戒指、墜子等﹚的特質，需求極
高，故是藏家投資翡翠的最佳標的選擇。

預估價2,500,000 ~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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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34

玉耳環

寶石鑑定證書

此對耳環，以高檔的翡翠蛋面為主石，兩主石色澤正綠飽滿，顏色色調
相仿，水潤光澤。近年在大陸經濟起飛與頂級富人人數快速增加的因素
之下，此類頂級寶石具有令人期待的收藏爆發潛力。

預估價1,000,000 ~ 1,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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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35

黑K金 雙色大葉兩用墜

天然綠翡翠  黃翡翠
A貨鑑定證書
37.83 x 16.32 mm  37.78 x 16.35 mm

雙色大葉兩用墜，本件著重設計感，在眾作品中獨樹一幟，智慧導師貓
頭鷹引領在前，端坐葉扇，寓意樹立事業，黑K金展現低調奢華，襯托翡
翠自然光澤。兩用巧思，可作為墜飾或別針。

預估價900,000 ~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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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36

高色隨型墜

天然翡翠
A貨鑑定證書
31.73 x 9.58 mm

高色隨型墜，此件不僅玉質高色稀有，翠綠動人，設計上也十分講究，
卷軸造型高雅，以兩色鑽石襯托翡翠光輝，分外搶眼。

預估價900,000 ~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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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37

木拿翠豆墜

天然翡翠
A貨鑑定證書
34.63 x 11.6 x 6.35 mm

木拿翠豆墜，木拿種地，玉質細膩飽滿，以簡單的豆莢造型雕刻，象徵
福豆綿長。

預估價1,250,000 ~ 1,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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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38

老坑滿色翠葉

天然翡翠
A貨鑑定證書
31.72 x 22.71 x 5.55 mm

老坑滿色翠葉，老坑種地，素面光身最能展現其玉質飽滿油潤，翠葉寄
意事業長青。

預估價1,350,000 ~ 1,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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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39

鑽鍊雙顆木拿蛋面

天然翡翠
A貨鑑定證書
14.42 x 11.95 mm ~ 15.12 x 12.29 mm

鑽鍊雙顆木拿蛋面，木拿種地，高色且飽滿圓潤，
極美蛋面搭配175顆5.78克拉鑽石，高貴典雅。

預估價1,380,000 ~ 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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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40

高色翠竹墜

天然翡翠
A貨鑑定證書
32.9 x 17.96 x 3.74 mm

高色翠竹墜，難得有此高色之翠綠，水頭足、顏色深而不沉，竹身寓
意節節高升、竹報平安。

預估價1,800,000 ~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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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師  伍穗華（Jade Wu）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多媒體碩士

GIC珠寶鑑定師

侏羅紀寶石集團首席設計師及形象視覺總監

Wu's Collection創辦人及首席設計師

歐洲寶石鑑定有限公司負責人

中華民國寶石研習暨推廣協會理事長

桃園社區大學寶石概論講師

著有「璀璨的彩鑽」、「寶石新世紀」等寶石專業書籍

Lot 41

沙弗來設計戒

沙弗來2.06克拉     彩剛174顆2.73克拉      圓鑽22顆0.2克拉

亮澤透明的沙弗來石，狂野叛逆的浪漫主義氣息，透著一股靈
氣，嬌艷翠綠，賞心悅目，是彩色寶石中的「潛力股」。

預估價120,000 ~ 220,000

Lot 42

冰種白翡K金別針

白鑽0.2克拉  黑鑽1克拉

冰種通澈清亮似水，給人冰清玉瑩之感，似如嚴冬中的雪梅，迎
雪吐艷、凌寒飄香；堅韌不拔、鐵骨冰心的高雅氣質。

預估價150,000 ~ 250,000

Lot 43 

老坑種翡翠別針與墜兩用

黑鑽92顆0.73克拉      圓鑽42顆0.29克拉

質地細膩純淨無暇的老坑種翡翠，鑲嵌黑鑽耀眼自然，鑽飾如露
水珠兒，晶瑩清涼，迎風飄逸。

預估價250,000 ~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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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設計師  高沁嵐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工藝設計系金工組第一名畢業

文建會生活美學多重奏徵選獲創作補助藝術家

第五屆福爾摩沙珠寶設計比賽 第二名

日本珠寶編織種子教師證明

第一屆全國金屬工藝大賽器物組佳作

國泰人壽新世紀潛力畫展 入選

Mirror翡翠創意設計大賞成品組創意賞

日本 ART CLAY WORLD 國際銀飾創作大賞 入選（2000/2002）

現任 

東吳大學推廣教育珠寶講師

台北市大安社區大學珠寶講師

文化大學推廣教育中和學苑講師

新北市藝術珠寶學會理事長

Lot 44

紅翡幸運草18K金胸針

心形鑽石0.51克拉   配鑽0.15克拉  沙弗萊石0.3克拉      
粉剛0.19克拉 藍色拓帕石 0.26克拉 紫水晶0.06克拉  
黃寶0.43克拉 橄欖石0.24克拉

酢漿草，一般只有三片葉片 若能找到四片葉片的酢漿草，能夠帶
給人好運氣，因此稱作幸運草。三片葉分別代表「信仰」、「希
望」、「愛情」，而第四片葉以心型鑽石表現，代表「幸運」。

預估價120,000 ~ 200,000

Lot45

開花結果18K金翡翠胸針

鑽石0.47克拉

春光乍暖，大地賦予萬物無限生機，作品「結果開花」，有著強
韌的生命力，展枝盛開，一片生意盎然之相。

預估價250,000 ~ 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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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師  黃怡雯（Emily Huang）

台灣藝術學院雕塑系石雕塑造組畢業

日本貴金屬科技協會銀黏土師資證書

國中美術教師資格

台灣貴金屬科技協會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研習營結業

南投草屯手工藝研究所金工研習結業

著有「風格串珠飾品」(PC Home出版社)

Lot 46

丹泉石玫瑰套組

戒指 
丹泉石4.9克拉  鑽1.067克拉  沙弗萊0.12克拉  藍剛0.026
克拉
墜  
丹泉石4.13克拉  鑽1.13克拉  沙弗萊0.21克拉  藍剛0.09克
拉 18K金

瑰麗濃郁深具靈力的丹泉石，嵌飾浪漫、真摯、純潔的玫
瑰設計，突顯珍貴獨特韻味，特殊藍紫色調，不僅大大提
升其價值，也增添美麗的神祕，配戴於身更顯自信成熟。

預估價280,000 ~ 480,000

Lot 47

碧璽花墜

碧璽25.85克拉    白鑽64顆0.404克拉    碧璽5顆1.11克拉    
18K金

晶瑩嬌透的碧璽，雕琢成清淨無染的蓮花，配以祥雲圖
騰，象徵著和平安樂的吉祥祝福。

預估價120,000 ~ 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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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師  吳昭瑩（Reco Wu）

國立藝專—『美工科－工藝組』畢業

行政院勞委會北區職訓第一期『珠寶鑲嵌』畢業

比利時H. R. D. Institute of Gemology—『鑽石鑑定』結業

比利時H. R. D. Institute of Gemology—『珠寶設計』結業

美國舊金山Alan Revere Academy—『珠寶設計』結業

「創飾紀」 新生代設計師聯展

Lot 48

金海水藍寶套鍊

海水藍寶1顆4.4克拉   海水藍寶12顆共85.09克拉   丹泉13顆3.8克拉  
粉剛237顆  14K

作品展現歐洲宮廷般奢華與高貴的氣質，散發出典雅浪漫之美，華貴大器的海水藍寶，
搭細緻丹泉、粉剛鑽石襯托，融合古典及時尚的魅力氛圍，彰顯迷人質感。

預估價580,000 ~ 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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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49

彩鑽設計墜

彩鑽4顆1.59克拉   小鑽44顆0.45克拉    18K金

簡單不規則的幾何圖騰中，集聚品味風格，配以細膩出色的繽紛彩鑽，
理性與感性的交融，流線型設計襯托出鑽石光彩。

預估價200,000 ~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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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50

珍珠胸針

老坑種玉馬鞍配珠
寶石鑑定證書

此件胸針之設計，以飄逸的緞帶為造型，中置色彩均勻、顏色質地俱佳
的高級緬甸翡翠。中間下方以懸掉方式墜一圓白的珍珠；整件設計乾淨
俐落，在白與綠的極簡組合中，兼具含蓄的典雅之美。

預估價200,000 ~ 300,000

Lot 51

珍珠胸針

83顆圓鑽0.52克拉     49顆圓藍寶0.57克拉   33顆粉紅寶0.38克拉
寶石鑑定證書

珍珠來自海洋，是無垠大海產出的珍貴獻禮。此作品的設計，採用海洋
浪花為設計概念的主體，運用藍寶鑽石模擬海水浪潮的不同深淺色澤，
再運用海潮造型的線條拱出設計主體的大型珍珠，使得此胸針之珍珠主
石更為搶眼。

預估價80,000 ~ 120,000

Lot 52

珍珠胸針

寶石鑑定證書

折枝花卉，帶有著將美好即時採下而珍視之的美好寓意，是懂得品味生
活、活在優雅當下的古今仕女表徵。此作品以大而白的珍珠為主石，其
上微泛的珠光極為迷人，綠色與紫色色石的鑲嵌運用，使得別針整體充
滿著魔幻寫實般的特殊感。

預估價50,000 ~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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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54

珍珠胸針

寶石鑑定證書

由黑蝶珍珠母貝分泌黑色珍珠質所產生的黑珍珠，其上渾然天成
的各色繽紛色彩向來深受豪門貴婦們所喜愛。其上所帶的天然孔
雀綠、水藍色等天然珠光與獨特的金屬光澤，形成一種深邃、神
祕的美感。此件以上等優質的黑珍珠為胸針主石，搭配暖色系的
黃金，其上以黃鑽黑鑽錯落鑲嵌其間，大膽的用色選擇與伸展的
花朵造型，整體感極佳的此件作品是珠寶藏家不容錯過的一件物
品。

預估價250,000 ~ 300,000

Lot 55

珍珠胸針

8顆珍珠    小圓鑽
寶石鑑定證書

產於母貝的珍珠，向以溫潤纖柔的白色與特殊的表面光澤深受世
人喜愛，此件珍珠首飾白晰光亮，微泛淺色珠光，實屬佳品；其
並以類似花朵瓣面或海洋植物的有機型態為設計主體，造成特殊
不凡的視覺效果。

預估價300,000 ~ 380,000

Lot 53

珍珠戒指

3顆小圓鑽   27顆小圓鑽0.5克拉
珍珠耳環

10顆小圓鑽0.84克拉  20顆小圓鑽0.55克拉
寶石鑑定證書

珍珠的白色色調高雅，特為英國皇室所喜愛，如戴安娜王妃便經
常以珍珠搭配黑瑪腦，為其首飾設計的基本組合。此戒指以珍珠
母貝做為花朵的花瓣，珍珠母貝豐厚飽滿，其上的光彩色澤變化
豐富，用來做為花朵的瓣片設計，再恰當不過。中間配以鑽石，
更有畫龍點睛之效。此件耳環，設計者巧妙的利用白色淡水珍珠
之造型，詮釋白色的花朵，再利用其上微泛的珠光色彩，表達在
花朵上可能產生的種種變化，其下加上鑽石鑲嵌的飄帶設計，使
配戴者的耳部線條與珠寶特有的美感，彼此錯落、相得益彰。

預估價100,000 ~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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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56

正紅阿卡珊瑚墜與戒套組

天然寶石鑑定證書
戒36.3 x 16.18 x 9.46 mm
墜40.36 x 33.29 x 11.71 mm

珊瑚墜與戒套組，天然正紅阿卡珊瑚越來越稀少，此件不僅難得，且枝粗完整，
質地細緻，搭粉剛鑽石襯托，熠熠閃亮。

預估價680,000 ~ 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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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57

古董珠寶 墜與戒套組

天然寶石鑑定證書
墜3.52 x 3.84 mm ~ 5.78 x 5.09 mm
戒3.79 x 3.66 mm

古董珠寶墜與戒套組，54顆未燒緬甸紅寶墜搭配30顆未燒緬甸紅寶戒，
設計古雅樸拙又不失唯美氣質，令人第一眼就怦然心動的拍品。

預估價500,000 ~ 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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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59

紅寶碧璽蛋面戒

23.12克拉  
天然寶石鑑定證書

紅寶碧璽蛋面戒，碧璽又稱為電氣石，被認為能提高
自然治癒力，而此件碧璽無暇，蛋面光亮完整，暗透
紅光，配戴於手，璀璨耀眼。

預估價220,000 ~ 280,000

Lot 58

心型紅寶戒指

心型紅寶10.6克拉     196顆圓鑽2.62克拉
寶石鑑定證書

此戒指的中心部份以飽滿度極佳的10.6克拉心型紅寶
石為中心，下方的戒身由上下兩側的鑽石向心型寶石
延伸，進而包覆心型主石。此設計本身讓人聯想到愛
情的浪漫與美好，就需要溫暖的懷抱與細心的呵護，
加上紅白的鮮明對比，確實是一件詮釋愛意心情的好
作品。

預估價500,000 ~ 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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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60

蛋形紅寶耳環

蛋形紅寶8.72克拉     蛋形紅寶8.84克拉     202顆小圓鑽1.44克拉
28顆水滴鑽4.34克拉
天然寶石鑑定證書

宮廷風格向來是珠寶首飾中一個雋永的主題。藉著珠寶飾品的華麗美好，帶著配戴者重溫體驗那
浪漫典雅的貴族風尚，也是出席高尚宴會的最佳選配。此件作品，以典雅高尚的宮廷風格為設計
主體，中置令人無法忽視的圓潤蛋面，旁置鑽石，紅白結合，完美的重現宮廷貴族的品味。

預估價800,000 ~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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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61

紅寶碧璽蛋面墜

76.09克拉  
天然寶石鑑定證書

紅寶碧璽蛋面墜，碧璽色濃郁，以翡翠配飾，晶紅
與翠綠，宛如遺失於神話中的寶石。

預估價550,000 ~ 600,000

Lot 62

墨翠墜子

天然寶石鑑定證書

預估價480,000 ~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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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63

橘色蛋白石胸針

天然寶石鑑定證書

蛋白石中幻化而出的各色彩光，就如同魔法般的神祕豐富。此澳大利亞
蛋白石以溫潤的黃色為基底，上布各色彩光，隨著觀賞角度的不同，繞
射出各色彩光，豐富而極具變化，就如同一個幻化多面的現代都會女
性，熱情豐富卻又溫暖開朗。旁綴黃寶的同色系運用，與古典式設計，
更是此作品的精采之處。

預估價300,000 ~ 3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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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64

藍寶手鍊

天然寶石鑑定證書
32顆藍星石51.43克拉    302顆4.51克拉     68顆小圓鑽3.05克拉

預估價800,000 ~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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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65

紫玉墜子

寶石鑑定證書

預估價1,200,000 ~ 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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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66

祖母綠戒指

祖母綠22.310克拉    16顆小圓紅寶1.28克拉    68顆小圓鑽0.51克拉

祖母綠耳環

祖母綠36.48克拉    4顆圓紅寶1.16克拉    24顆0.79克拉
寶石鑑定證書

此鑽戒之中央，以四爪鑲嵌六角型祖母綠，此祖母綠不同於一般常見的切割方式。相當特別的雕刻一朵綻
開的淺浮雕向日葵，新奇的切磨手法相當令人激賞。其次，週遭以黑瑪瑙與紅寶石交錯的配置方式，使整
只戒指呈現一種既神祕又典雅的高貴感。相當適合喜好獨特品味的藏家入手。祖母綠耳環，色彩鮮豔，切
割造型更是特殊少見。以簡單平形的斜條紋切割表面；搭配紅寶與黑瑪瑙，營造一種富貴高雅之感，整件
作品是難得一見的佳作。

預估價1,000,000 ~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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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67

祖母綠耳環

祖母綠10.91克拉       祖母綠12.8克拉    
16顆馬眼鑽2.84克拉   20顆小圓鑽3.03克拉
寶石鑑定證書

馬眼圓鑽交叉錯落出彷似藤蔓枝葉效果，一路往下延伸到10克拉祖母綠的主石部份；此典雅設計以大自
然為母題素材，在簡約大方中流露出不一樣的氣質特色。此款耳飾不論於晚宴或正式場合穿戴皆是極佳選
配，首飾本身也暗喻配戴者年輕、自然的人格特質。

預估價1,800,000 ~ 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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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68

紅寶戒指

圓紅寶(紅星戒)23.99克拉    14顆Rose cut 2.34克拉
黑玉19.77克拉
寶石鑑定證書

預估價2,300,000 ~ 2,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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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69

彩鑽耳環

彩鑽4顆共2.02克拉
鑽2顆共0.285克拉

預估價200,000 ~ 300,000

Lot 70

五彩鑽石耳環

彩鑽10顆共1.73克拉
水滴鑽4顆共0.49克拉

預估價200,000 ~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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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71

黃鑽耳環

水滴黃鑽Fancy Light Yellow 2.54克拉    
水滴黃鑽Fancy Light Yellow 2.35克拉
GIA證書

眾所皆知，鑽石是極為珍貴稀少的一種礦石。在採出的鑽石之
中，能達到珠寶用等級的鑽石更是稀少。若欲在其中，再挑出富
有鮮麗色彩的彩鑽，其珍貴難得，就不言自明了。此對耳環採用
之水滴型黃鑽，均重達2克拉多，顏色近似雷同，是極為罕見的
珍貴配對，也是頂級藏家不容錯過的典藏物件。

預估價1,000,000 ~ 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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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72

黃彩鑽戒

0.75克拉  
GIA證書
Fancy Brown Yellow SI1
黃鑽共0.3克拉  白鑽共0.3克拉

預估價100,000 ~ 160,000

彩鑽顏色分級 

彩鑽顏色濃度由深到淺，分成九個等級：

Faint微－顏色極淡，相當於白鑽K、L、M顏色等級的濃度。

Very Light很淡－顏色很淡，大約是白鑽N到R顏色等級的濃度。

Light淡－顏色淺，相當於白鑽等級的S到Z的顏色濃度。

Fancy Light淡彩－顏色濃度與Z Color相同或稍濃的彩鑽，黃色與棕色鑽石要達到
這種顏色濃度才能稱為彩鑽，彩鑽價格從這個等級開始明顯上揚。

Fancy正彩－顏色明顯而且具有一定程度的飽和度。

Fancy Intense濃彩－顏色濃郁而且飽和，這個等級是彩鑽顏色的上品。

Fancy Vivid艷彩－顏色不僅飽和而濃郁，而且顏色鮮豔而生動，是最高等級的彩
鑽濃度等級。

Fancy Dark暗彩－顏色偏暗。

Fancy Deep深彩－顏色已經過飽和，而且顏色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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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73

黃彩鑽戒

3.61克拉
EGL證書
Fancy Light Yellow
黃鑽共0.8克拉  馬眼鑽共1.3克拉  玫瑰鑽共0.1克拉  圓鑽共0.2克

預估價600,000 ~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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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74

18K金 彩鑽墜

彩鑽1.07克拉  Fancy Vivid Yellow VS2  
GIA證書
綠鑽0.15克拉  Very Light Green  
白鑽共0.229克拉  黃鑽共0.14克拉  粉彩共0.19克拉  玫瑰鑽共0.82克拉

預估價500,000 ~ 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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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75

18K金 黃彩鑽墜

2.01克拉  
GIA證書
Fancy Yellow VVS2
黃彩鑽7顆共0.13克拉  玫瑰鑽7顆共0.63克拉
圓鑽29顆共0.45克拉

預估價600,000 ~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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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76

18K金 橘鑽墜

0.87克拉  
GIA證書
Fancy Vivid Yellow Orange I1
鑽共0.94克拉

預估價650,000 ~ 8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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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77

圓鑽設計墜

圓鑽232顆共2.61克拉

預估價320,000 ~ 480,000

Lot 78

18K金 綠鑽戒

1克拉  
GIA證書
Fancy Light Yellow Green SI1
粉鑽共0.19克拉  白鑽共1.9克拉

預估價850,000 ~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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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79

18K金 粉鑽戒

1.01克拉  
GIA證書
Fancy Brownish Pink
圓鑽60顆共0.53克拉

預估價900,000 ~ 1,200,000

68



Lot 80

18K金 粉鑽戒

2.08克拉  
GIA證書
Fancy Light Pink
橘鑽1顆0.71克拉  黃鑽1顆0.72克拉  
粉鑽共0.2克拉  白鑽共2克拉

預估價2,000,000 ~ 2,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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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81

18K金 綠鑽戒

1.74克拉
Fancy Intense Green VS1
粉鑽共0.26克拉  水滴鑽共1.37克拉  
圓鑽共0.54克拉

預估價8,800,000 ~ 1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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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82

18K金 藍鑽戒

3.01克拉  附GIA證書
Fancy Light Gray Blue
粉鑽23顆共0.2克拉  彩鑽15顆共1.1克拉  水滴鑽共0.37克拉

預估價7,800,000 ~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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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83

18K金 粉橘鑽戒

1.02克拉  
GIA證書
Fancy Intense Orange Pink SI2
黃鑽共0.8克拉  粉鑽共0.2克拉  白鑽共0.8克拉

預估價2,000,000 ~ 3,000,000

Lot 84

18K金 粉鑽戒

1.16克拉  
GIA證書
Fancy Brownish Pink SI1
配鑽總重1.1克拉

預估價1,000,000 ~ 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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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85

18K金 綠鑽玫瑰金墜

1.21克拉  
Fancy Light Yellow Green VS2
粉鑽共0.15克拉  彩鑽共0.08克拉  玫瑰鑽共1.19克拉  
圓鑽共0.55克拉

預估價900,000 ~ 1,200,000

Lot 86

18K金 粉鑽戒

1.02克拉  
GIA證書
Fancy Brown Pink
白鑽共1.1克拉

預估價600,000 ~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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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87

18K金 粉鑽戒

粉鑽3顆共0.56克拉  
Argyle證書
彩鑽20顆共0.09克拉  粉鑽12顆共0.06克拉  圓鑽共0.92克拉

預估價600,000 ~ 800,000

Lot 88

18K金 黃彩鑽戒

2.37克拉  
EGL證書
Fancy Light Yellow SI1
黃鑽26顆  黑鑽163顆

預估價500,000 ~ 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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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89

黃彩鑽戒

3.01克拉  
GIA證書
Fancy Brown Yellow
配鑽總重1克拉

預估價340,000 ~ 5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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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ቘ۲

本拍賣規則、有限責任、重要通告、以及
目錄編列方法之說明，包含所有安德昇藝
術拍賣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安德昇)與買賣
家之協議條款。上述條款得以在拍賣期間
以公告或口頭通知之方式更改之。買家於
拍賣會中登記參與投標即表示投標者瞭解
並同意受上述條款之約束。

茲條列本公司拍賣相關業務規則如下：

除條文另有明訂外，安德昇得為賣家進行
代理行為。其拍賣品的成交合約，則為買
家與賣家之間的合約。

ؕቘ˄ۯ

(1) 鑑定拍賣品

因收藏方式不同，故本公司強烈建議投標
者於拍賣進行前親自檢查與鑑定欲競拍之
物品。除本拍賣規則另訂的有限責任外，
安德昇不對買家就拍品之品質、分級、顏
色、人為優化處理⋯等作出任何保證，所
有拍品皆以拍賣時的「現況」出售，得標
者不得議異。拍品如註明附有證書，品質
與證書所載相同，僅表示該鑑定單位提供
買家之意見參考，並不表示安德昇就任何
鑑定結果做相同之保證。

(2) 目錄與其他說明

本公司之目錄編列方法之說明，已登載
於目錄後之重要通告及目錄編列方法
之說明中。本公司在關於拍賣品之目錄
或任何其它關於物品性質、狀況、市場
分析之相關陳述或說明，均屬意見之陳
述，買家不應依此作為事實之陳述。
此外，作品未為陳述之部份，並不代
表全無瑕疵或未經修復；如已提示特定
瑕疵，亦不表示無其它瑕疵。另拍賣
品之預估價，僅代表本公司提供之參考
意見，不得引為物件拍賣成功與否之依
據，其價格並不得做為其它用途。

(3) 買家責任

除本約所定的保證責任外，所有物件均以
現況拍賣，安德昇及賣家均不就此作出任
何保證；買家有責任查明並瞭解相關拍賣
品項之狀況及目錄所提及之事項，不得於
拍賣完成後提出任何議異。

ؕቘ˄ई

(1)拍賣登記

欲參與拍賣之買家可於拍賣前以書面傳真
或親臨本公司登記參與拍賣競標，經本公
司確認回覆後完成登記。另外，買家亦可
於拍賣當日親臨拍賣會場登記辦理。

ؕቘ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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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拍賣表格之登記

需填妥姓名、地址等必要資料。本公司得
要求登記者提供身份證明文件、相關財力
證明等資料。如拍賣者無法完成上述資料
登載，安德昇得不另行通知直接拒絕或取
銷該買家之登記。

競標買家參加本公司拍賣時，應在領取競
投號碼牌前繳交保證金新台幣三萬元，並
換取競投號碼牌及保證金收據。拍賣結束
若競投人未成功競標，憑收據退還保證
金，若有成功競標商品，保證金即轉為支
付拍品價款。

(3)代理行為

除非買家在拍賣開始前與安德昇確認為其
代行拍賣，並經本公司與授權人本人確認
無誤後，買家方得以代理人身份代本人進
行拍賣行為；否則安德昇將逕行要求參與
拍賣行為人以個人承擔法律責任與繳付拍
賣價與所有相關之費用。

(4)書面投標如買家不能親自出席拍賣會，
或委託代理人拍賣，買家亦得於詳閱本目
錄後填妥後附書面投標表格，委託本公司
代其拍賣。對同一拍品，如本公司接收到
複數書面委託，將以次高書面出價之上一
口價做為全部書面委託價之最低出價；如
本公司收到之複數委託書之最高出價相
同，則安德昇將以最先寄達之書面優先代
為委託。

(5)電話競標

如買家不能親自出席拍賣會，或委託代理
人拍賣，買家亦得於詳閱本目錄後填妥後
附書面投標表格，委託本公司代其拍賣。
對同一拍品，如本公司接收到複數書面委
託，將以次高書面出價之上一口做為全部
書面委託價之最低出價。對於電話委託本
公司將盡力聯絡競拍買家，惟使其能以電
話參與競技。但在如因任何原因未能聯絡
競拍買家，本公司不負任何相關責任。

(a)錄影影像

本公司得保留在拍賣進行時錄影及記錄之
權利。如買家不願意被錄影，請聯絡本公
司以其它方式進行拍賣。

(b)底價

除非另外列明，所有提供的拍賣品均定有
底價，拍賣品於拍賣中將不會以低於此保
密底價出售。拍賣官也可以連續競技方式
或以回應其他競技者的投價而投競的方
式，繼續代買家競技到底價的金額。如拍
品不設底價，則就不設底價的拍賣品，拍
賣官有權自行決定開價。若於此價格下並
無買家投標，賣官得斟酌情形調整價格繼
續拍賣，直至有客戶開始競技，然後再由
該投標價向上繼續拍賣。

(c)拍賣官權限

拍賣官具有絕對決定權拒絕接受任何競
技、並以其決定之方式進行拍賣、將拍品撤
回、分開拍賣、將拍品合併拍賣。另不論在
拍賣之時或之後，如有錯誤或議異，拍賣官
有權決定成功拍賣、是否繼續拍賣、取消拍
賣或將有議異性之拍賣品重新拍賣。

(d)拍賣之落槌

在拍賣官之決定權下，其出價最高且被拍
賣官接受的競技者將為買家，拍賣官之落
槌示意最高競技價被接受，同時表示賣家
與買家之間拍賣合約之訂立。拍品之風險
及責任，拍品之風險與責任在買家提取該
物品時，轉移到買家。

(6) 限制參與競技拍賣活動

若買家所提供之競拍登記申請資料記載虛
假不實內容，或經由本公司判斷出該買家
可能提供虛假不實內容，本公司得以禁止
或限制該買家參與本公司所提供之任何競
技拍賣活動；若買家曾拒付本公司拍賣活
動所提供之服務費用，或經由本公司判斷
該買家可能拒付費用，本公司得以禁止或
限制該買家參與本公司所提供之任何競技
拍賣活動；若買家在拍賣前或拍賣進行中
違反本公司所明列之拍賣規則或任何拍賣
規範事項，本公司得以即時禁止或限制該
買家參與本公司所提供之任何競技拍賣活
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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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買家支付之佣金

買家於該競技拍賣品項落搥後，除應支付
落槌成交價外，並應支付本公司相關佣
金、稅務及費用(如營業稅或其他相關或衍
生之稅務費用)。佣金費率為該拍品之成交
價乘以10%計算。

(2) 付款及所有權的轉移

成功拍賣後，買家需立即向本公司提供其
姓名及永久地址，如有需要，亦須提供付
款銀行之詳情。且競標成功之買家需於得
標後30日內全額給付所競標之拍賣品項落
搥之最高競技價及所應支付本公司之所有
相關費用，若違反本規定，本公司得就下
文所列之不付款或未有領取已購拍賣品之
補救辦法行使本公司之權力。買家就應繳
付本公司款項悉數支付，並由本公司交付
物件時始取得該拍品之物權。如本公司已
將拍賣品先行交給買方，如買方未能就應
付款項全額付清，則本公司得請求反還該
拍品或不完全幾付之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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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購拍賣品之領取

本公司有權保留已成功拍賣之拍賣品，直
至買家就欠本公司之款項悉數支付完畢
止。另安德昇亦得因與此物件相關之其他
民刑事原因(如失竊物)，留置此物，直至
相關法律原因消滅為止。

(4) 包裝、處理及運送

本公司在處理、包裝及運送已購拍賣品當
盡一切努力處理，惟本公司將不會對聘請
之第三方之行為及遺漏等相關責失負責。

(5) 出口/入口許可証

買家應在出口前確定是否須取得出口或
入口許可證。許可證不獲發放或因申請
許可證所造成之延遲將不構成取消買賣
或遲延給付之理由。如買家要求本公司
代為申請出口許可証，本公司有權就此
服務收取費用。

(6)不付款或未有領取已購拍賣品之補救辦法

如買家於限定期限內未能繳付應付帳款，
則本公司有權力行使下列權利

(a)根據本公司合理決定之利率收取利息。

(b)給付不完全或不為給付之買方須承擔尚
欠之全部金額及因取回此金額產生之相關
法律訴訟程序與費用。

(c)取消該項拍賣品之交易。

(d)根據本公司認為適當之條款對拍賣品公
開重新拍賣或私下重新售賣。

(e)代不履行責任的買方先行支付賣家其應
付的拍賣淨價金額。

(f)將本公司在任何其他交易欠下買家之款
項，用以沖抵買家未付之款項。

(g)在將來的任何拍賣中，拒絕買家或其代
理人進場拍賣，或在接受拍賣開始前先行
收取買家保證金。

(h)在中華民國法律的許可之下，就買家擁
有之本公司的拍賣品，先行抵押並得行使
相關處置之權利及補救方法。

(i)採取任何本公司認為需要及適當之任何
相關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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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同意在下文第6段有限保證中所列
出之情況下退還購買款項。除此之外，不
論買家或本公司，或本公司任何僱員或代
理人，對任何拍賣品就任何種額的陳述，
或任何其他說明之誤差，無論是以書面或
口頭形式，或任何拍賣品之任何錯誤，均
不負任何責任。除在下文第6段訂立，工
藝家(作者)、本公司、本公司之僱員或代
理人均無就任何拍賣品有關其商業價值、
是否適合某特定用途、或其他描述、大
小、質量、狀況、原創性、真實性、罕有
程度、重要性、媒介、出處、展覽歷史、
刊物或歷史的關聯等作出任何陳述、保
證、擔保或承擔任何責任。除非當地的法
律另有規定，任何其它種類之任何擔保，
均包含在本段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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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買方認為其買受作品為不符合本公司標
題敘述之膺品，買家須在拍賣日起12個月
內向本公司提供可靠且有力之證據，證實
該拍賣品為非該創作者之膺品。於該情形
下，安德昇同意反還所得佣金。並對買家
在其對賣家提出的相關訴訟中提供必要之
協助。惟買家需保證下列狀況:

(a)拍品之利益不可予以轉予任何人，安德
昇只接受拍賣時由本公司發出之單據之原
買家。

(b)原本買家必須仍然擁有拍賣品及並未將
其任何利益予以第三者。

(c)買家所能向本公司及賣家取得之唯一
而排他性的補償，為原本給付拍賣品的金
額，而這補償亦將取代所有其他之補償方
法。安德昇及賣方均不會就任何額外、意
外或隨之而起的損失、及所損失的利潤或
利息負責。

(d)買家必須在拍賣日後一年內提交書面通

知。逾時視為放棄該項權利。

(e)另安德昇有權在決定是否就本保證而取
消上述拍賣時，要求買家提交為安德昇及
賣家均能接受之專家的書面意見。

(f)買家必須交回與拍賣時狀況相同的拍賣
品予安德昇拍賣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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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由安德昇在目錄中與拍品中有關之製
作之一切影像、圖示與書面材料之版權，
均屬安德昇之財產。未經本公司事先書面
同意，買家或任何人均不得使用。安德昇
及賣家均沒有陳述及保證買方就標得的財
產取得拍賣品任何其他復製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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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拍賣規則之任何部份遭任何法院認定
為無效、不合法或不能執行，則該部份可
不予理會，而本拍賣規則之其他部份在法
律許可之最大範圍內仍繼續有效並可強制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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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經營本公司拍賣業務方面之需求，本公
司需要向貴賓搜集個人資料或向第三方詢
問有關貴賓之必要資料(例如信用審核)。
資料將會由本公司處理並且保密，惟有關
資料將有可能提供給本公司各部運用，以
協助本公司為貴賓提供完善的服務、進行
客戶分析，或以便提供符合貴賓要求的服
務。為提供買家更方便之利益，本公司亦
得向相關必要之第三人(例如船運公司或倉
儲公司)提供買家的部分個人資料。買家參
與本公司的拍賣，即表示買家認可並同意
上文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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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拍賣規則之相關業務規定，拍賣的
行為及任何與上述條文的事項，均受中華
民國法律管轄及由中華民國法律解釋。在
拍賣時，無論是親自出席或由代理人出席
拍賣，書面、電話及其他方法競技，買家
參與拍賣即被視為接受本拍賣規則所有規
定，並願意接受中華民國法院之排他性管
轄權，同時同意以安德昇公司所在地之法
院為管轄法院，並同時接受安德昇有權在
任何其他司法管轄區提出索償，以追償買
家欠繳的任何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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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昇拍賣於本圖錄上所提供買家之拍品資料，僅為供買家參考之
約數，買家應實際查驗拍品，並注意每項拍賣品均以現況出售。買
家不得以本公司提供拍品資料，引為任何形式競標購買後拒絕給付
之原因。

ѿైٝٷ��00

除買家特別要求之情況外，安德昇不主動提供狀況報告。如欲取得
某拍賣品項之狀況報告，請與本公司專家聯絡。

狀況報告乃安德昇向有興趣客戶提供的一項服務。買家應注意每項
拍賣品均以現況出售，專家對於拍品所提出的狀況報告內容僅供買

家參考，不做任何保証與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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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目錄中標示的其它貨幣僅提供買家參考，本目錄所有拍賣之進
行，將皆以新臺幣為之。買家於獲得拍品時，需依據繳匯款當日中
華民國臺灣銀行之外幣與新臺幣兌換之賣出價格為準，繳付等額之
新臺幣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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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家應注意所有拍品之預估價均為目錄編定時擬定，並非一成不
變，拍賣時可能會偏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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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相片、圖畫、印刷品及微型書畫之規定下列詞語於本目錄中具
有以下意義。請注意本目錄中有關作者身份的所有聲明均按照本公
司之拍賣規則及有限責任的條款而作出。

買家應親自檢視各拍賣品的狀況，亦可向安德昇要求提供狀況報
告。

目錄內註明工藝家之姓名，即表示安德昇認為該件是屬於此工藝家
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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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之創作室」及「.....之工作室」係指安德昇認為，該作品在
某工藝家之創作室或工作室完成，可能在他監督下完成。

2. 「.....時期」係指安德昇認為，該作品屬於某藝術家某一時期之創
作，並且反映出該藝術家之創作風格。

3. 「跟隨.....風格」係指安德昇認為，該作品具有某藝術家之風格，
但未必是該藝術家門生之作品。

4. 「具有.....創作手法」係指安德昇認為，某作品具有某藝術家之風
格，但於較後時期完成。

5. 「.....複製品」係指安德昇認為，某作品是某藝術家作品之複製
品，其可能屬於任何日期。

6. 「.....款」「日期.....」「題寫.....」係指安德昇認為，某作品由某
工藝家簽名落款/寫上日期/題詞。

7. 「附有.....簽名」、「附有.....之題詞」係指安德昇認為該簽名/題
詞應是某藝術家所為。

8. 「附有.....日期」係指安德昇認為，並非於該日期完成。

9. 於本目錄編列方法之中，若使用上述其它特殊註明方式界定某拍
品，即表示安德昇對於作品做出之特別說明。雖然本詞語之使
用，乃基於本公司專家審慎研究後提出之意見，但安德昇及委託
人若於目錄內使用之詞語對拍賣品之任何相關描述，即表示安德
昇對該拍品不承擔及接受任何風險、義務或責任。本公司使用上
述詞語所描述的拍賣品，亦不在本公司的有限保證範圍之內。

˫ѿ࠲ࡍ
ΒᎩሇμ̅٘˄კب

78



安德昇藝術拍賣
書面競標委託書

貴氣十足

翡翠．彩鑽．珠寶設計拍賣
2012年5月26日
下午 3點整

拍賣地點: 
台灣  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151號

電話: +886 2 8751 3188
傳真: +886 2 8751 6243
E-mail: taipei@anderson-arts.com

投標價遞增幅度

本公司拍賣起始之投標價由拍賣官決定，一般以低於最低預估價開始，每次喊價增幅不超過
10%，但拍賣官現場得依狀況，自行決定上述起拍價與喊價增幅。若書面委託之最高價與喊價
增幅不同價，以不超過委託價之最接近喊價金額，為最高授權價。

本人若參與安德昇藝術拍賣有限公司之現場、書面、電話投標，代表本人同意並知悉下列數項：

1.如投標成功，買方應付之購買價款為最後之競投價格乘以本拍賣圖錄所定之10%佣金價。

2.安德昇藝術拍賣就其拍品無須負任何法律責任。另同意所有拍品均以現況進行拍賣與交貨。
 本人參予拍賣，意謂就其拍品有充份了解。

3.此書面投標為安德昇藝術拍賣提供予客戶之服務，安德昇藝術拍賣有限公司不因怠於投標而
 負任何法律責任。若安德昇收到相同競價之委託，其得就收授委託之優先順序辦理。

4. 本人知悉並同意本拍賣刊載於所印圖錄之所載相關拍賣規定與條款。

書面競拍表格

書面競拍表格須於拍賣日前二十四小時內遞交本公司。本公司將以電話確認閣下之書面競拍登記。
若於一個工作天內還未收到本公司回覆，煩請重新傳遞本表格或致電本公司。 
電話：+886 2 8751 3188   傳真：+886 8751 6243

拍品編號
(請按數字順序)

最高拍賣委託價 (NTD)
(酬金不計在內)

請以正楷填寫下列表格 A 投標貴賓資料 

姓名:

聯絡電話: (日間)

(夜間)

手機電話:

傳真:

Email:
                  如閣下選擇不以電子郵件接受本公的活動資料，
   請於方 格內劃上 √ 號
B 信用卡證明

信用卡持卡人:

信用卡卡號:

卡別:

到期日:

C 銀行證明

銀行名稱(與分行):

銀行帳號:

D 聲明

本人已充份閱讀刊載於本拍賣目錄中的買賣須知、作品資訊、重要通
知、目錄編列等方法之說明、業務規定及不接受第三方付款通知，並
同意遵守所有規定。

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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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競拍拍品編號
(請按數字順序)

緊急授權之拍賣委託價 (NTD)
(酬金不計在內)

請以正楷填寫下列表格

聯絡電話(為求順利用電話服務閣下進行電話拍賣，本公司建議閣下惠
賜安 德昇一支以上之聯繫電話，並於拍賣時保持電話暢通)

優先室內電話1:

預備室內電話2:

優先手機電話1:

預備手機電話2:

除上述電話外之緊急聯絡電話:
1.

2.

本公司於拍賣當日，將優先以上述買家電話聯繫閣下進行拍賣，惟恐因
任何突發原因無法聯繫買家以電話進行拍賣，買家亦得於下方欄位先行
填妥價格，授權本公司於電話無法聯繫閣下時，以下列金額進行拍賣)

(請買家注意：若本欄位保持空白，即意為於拍賣當日，若無法以電
話聯繫閣下，本公司將不會以任何價格替閣下進行競拍)

安德昇藝術拍賣
電話競標委託書

電話競拍表格 

電話競拍表格須於拍賣日前二十四小時內遞交本公司。本公司將以電話確認閣下之電話競拍登記。
若於一個工作天內還未收到本公司回覆，煩請重新傳遞本表格或致電本公司。 
電話：+886 2 8751 3188   傳真：+886 8751 6243

貴氣十足

翡翠．彩鑽．珠寶設計拍賣
2012年5月26日
下午 3點整

拍賣地點: 
台灣  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151號

電話: +886 2 8751 3188
傳真: +886 2 8751 6243
E-mail: taipei@anderson-arts.com

投標價遞增幅度

本公司拍賣起始之投標價由拍賣官決定，一般以低於最低預估價開始，每次喊價增幅不超過
10%，但拍賣官現場得依狀況，自行決定上述起拍價與喊價增幅。若電話委託之最高價與喊價
增幅不同價，以不超過委託價之最接近喊價金額，為最高授權價。

本人若參與安德昇藝術拍賣有限公司之現場、書面、電話投標，代表本人同意並知悉下列數項：

1. 如投標成功，買方應付之購買價款為最後之競投價格乘以本拍賣圖錄所定之10%佣金價。

2. 安德昇藝術拍賣就其拍品無須負任何法律責任。另同意所有拍品均以現況進行拍賣與交貨。
    本人參予拍賣，意謂就其拍品有充份了解。

3. 此電話投標為安德昇藝術拍賣提供予客戶之服務，安德昇藝術拍賣有限公司不因怠於投標而
    負任何法律責任。若安德昇收到相同競價之委託，其得就收授委託之優先順序辦理。

4. 本人知悉並同意本拍賣刊載於所印圖錄之所載相關拍賣規定與條款。

A 投標貴賓資料 

姓名:

聯絡電話: (日間)

(夜間)

手機電話:

傳真:

Email:
                  如閣下選擇不以電子郵件接受本公的活動資料，
   請於方 格內劃上 √ 號
B 信用卡證明

信用卡持卡人:

信用卡卡號:

卡別:

到期日:

C 銀行證明

銀行名稱(與分行):

銀行帳號:

D 聲明

本人已充份閱讀刊載於本拍賣目錄中的買賣須知、作品資訊、重要通
知、目錄編列等方法之說明、業務規定及不接受第三方付款通知，並
同意遵守所有規定。

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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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以正楷填寫下列表格

以下為安德昇藝術填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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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昇藝術拍賣
投標牌登記書

貴氣十足

翡翠．彩鑽．珠寶設計拍賣
2012年5月26日
下午 3點整

拍賣地點: 
台灣  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151號

電話: +886 2 8751 3188
傳真: +886 2 8751 6243
E-mail: taipei@anderson-arts.com

投標價遞增幅度

本公司拍賣起始之投標價由拍賣官決定，一般以低於最低預估價開始，每次喊價增幅不超過
10%，但拍賣官現場得依狀況，自行決定上述起拍價與喊價增幅。若書面委託之最高價與喊價
增幅不同價，以不超過委託價之最接近喊價金額，為最高授權價。

本人若參與安德昇藝術拍賣有限公司之現場、書面、電話投標，代表本人同意並知悉下列數項：

1. 如投標成功，買方應付之購買價款為最後之競投價格乘以本拍賣圖錄所定之10%佣金價。

2. 安德昇藝術拍賣就其拍品無須負任何法律責任。另同意所有拍品均以現況進行拍賣與交貨。
    本人參予拍賣，意謂就其拍品有充份了解。

3. 此書面投標為安德昇藝術拍賣提供予客戶之服務，安德昇藝術拍賣有限公司不因怠於投標而
    負任何法律責任。若安德昇收到相同競價之委託，其得就收授委託之優先順序辦理。

4. 本人知悉並同意本拍賣刊載於所印圖錄之所載相關拍賣規定與條款。

投標牌登記書

投標牌登記書須於拍賣日前二十四小時內遞交本公司。本公司將以電話確認閣下之投標牌登記。
若於一個工作天內還未收到本公司回覆，煩請重新傳遞本表格或致電本公司。 
電話：+886 2 8751 3188   傳真：+886 8751 6243

A 投標貴賓資料 

姓名:

聯絡電話: (日間)

(夜間)

手機電話:

傳真:

Email:
                  如閣下選擇不以電子郵件接受本公的活動資料，
   請於方 格內劃上 √ 號

簽名             日期

投 標 者 登 記 號 碼
Auction Registration Number 經手人：            日期

B 信用卡證明

信用卡持卡人:

信用卡卡號:

卡別:

到期日:

C 銀行證明

銀行名稱(與分行):

銀行帳號:

D 聲明

本人已充份閱讀刊載於本拍賣目錄中的買賣須知、作品資訊、重要通
知、目錄編列等方法之說明、業務規定及不接受第三方付款通知，並
同意遵守所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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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翠．彩鑽．珠寶設計拍賣

De Luxe
MAGNIFICENT JEWELS AND JADEITE SALE

貴氣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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