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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Sculpture, Buddhism Statue,and Works of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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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賣

預展

預展與拍賣地點

線上圖錄
拍賣結果

2013年4月15日（ 一 ）13:00 - 15:00 

2013年4月12日（ 五 ）11:00 - 19:00 ~
2013年4月14日（ 一 ）11:00 - 19:00

華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東2 四連棟A
地址: 100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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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服務 Service

國際拍賣服務．投資．收藏．估價．仲介．保險．稅務
International Auction Service Investment & Collection Consultancy Appraisal Private Sales Insurance Taxation

拍賣總監  / Auction Administration

林珊旭�San-Hsu Lin

台北�/ Taipei

鄭千芊�Chien-Chien�Cheng

陳姵菱 Pei-Lin Chen 

+886 2 8751 3188

taipei@anderson-arts.com

書面與電話委託競標�/ Absentee & Telephone Bids

林宥任 Yu- Jen Lin

yujen@anderson-arts.com

顧客售後服務 / Client & After Sale

黃品瑄 Jennifer-Huang

Jennifer@anderson-arts.com

付款、取作與運輸 / Payment, Col lection & Transportation

李佩蓉 Pei- Jung Lee

joanne@anderson-ar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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ৠҢညಞ



Lot 1

Ύග⥴㻌ᾏᡛ㔠⽦㻌ᮌ㞩

敞��⅓⇭Ə⯓�⅓⇭Ə檿��⅓⇭

栳㜷˥≰㵞㈙憸埥˦䙫⅟㔬⎽凑㖣怺㕀Ə≰㵞Ə⏴ⓙƏ⬾䬍勘Ə

噆㵞埥⬷Ə⻊晜ạƏṻỊ⭲∄㘩怺⣒Ə㛥Ợ䆼䍲≰⭯ℰ䙫⮗䛟Ə

⽳⎔⭿⠛Ə㋃⅒Ề䙫㴅岺䂡⸒Ə㘖捥曉㫱䙫ⅴₚ⼆⬷˛㭋㜏

暼Ə≰㵞䫀䪲⧦ㄲ㴢㼸Ə曀㈲㏈ᷧ⏑憸按Ə㭊凮憸埥⫰㈙Ə㰊㰂

▃ㅝ䆘欎Əạ䉐ガ䮧䔆⊼Ə⮺ヶ㋂岈⏰䥌˛

NT$ 65,000 ~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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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2

Ύ୰ᮇ㻌㻝㻤ୡ⣖㻌ᮌ㞩や㡢㻌

敞��⅓⇭Ə⯓��⅓⇭Ə檿��⅓⇭

妧᷽柚叐喐Ọ⤎ㄯ゙⾪Ə䂡⺍䜥䔆䤡䏥

叐喐⽉屈Ə憴⅌᷽敺㕀⋽㔸勍Ə䂡ὂ㕀

Ḕ₀⎾⯱ⳮ䆆ば䙫⤎叐喐Ə㛰˥⮝⮝昦

⼳昧Ə㈝㈝妧᷽柚˦䙫宁孤˛㭋妧柚㜏

暼杉⮠ㄯ╫Ə䷁㢄尷兛Ə䥅柢ℑ併ᇭ

NT$ 85,000 ~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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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3

Ύึᮇ㻌㻝㻣ୡ⣖㻌㯣ᮌ㻌や㡢

敞��⅓⇭Ə⯓��⅓⇭Ə檿��⅓⇭

妧柚杉䛟尷㻦危⚛Ə檿㌤櫕櫢Ə曀䛕⾕⏯Ə嵬䄝
儒ιƏ塊夝䷁㢄㴨㚉Ə㱰䩐䥌⑳Ə剙㾋㨟⯍⇄
⎁Ə揋暼䴗䷢Ə⏋㨟㕮暬˚䲥䷢⛺㽋Ə㷘⎾㔝営

俬▃˛

NTD 240,000 ~ 3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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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4

Ύ୰ᮇ㻌㻝㻤ୡ⣖㻌ኖ⩝㻌㱟║ᮌ㞩

敞��⅓⇭Ə⯓��⅓⇭Ə檿��⅓⇭

㭋⯱䪲₶Ọ㕛㮜潴䜣㜏㎈䔏⛺暼˚㵕暼˚䪲
檻暼䬰⤁䨕㉧㲼暼∢俳ㇷƏ㜷峑⟬⯍˚㜏䳲
䴗⮭Ə剙㾋㞻⑳Ə念⊨㴨㚉Ə檻䏥⇡ṭ㥜檿䙫
暼∢㉧嗄˛庒檻⾕⾕⼎㛙Ə䷁㢄ℑ併Ə杉朙⾕
䫸Ə䏥俨侨〈䄝凑⽾Ḳ㧩妧⧦ㄲƏ⮺ヶ敞⣤
Ḳ⡪䔳˛

NTD 200,000 ~ 2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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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5

Ύ୰ᮇ㻌㻝㻤ୡ⣖㻌ᅵᆅබᮌ㞩

敞��⅓⇭Ə⯓��⅓⇭Ə檿��⅓⇭

✆✗⅓Ⱈ㘖㋮䥶⾞㭊䥅Ə⅝䟌⏴⺍凮妑⑳⊂∮

㘖⊮ↇ例䥅Ə✆✗⅓䙫Ὲỗ㹷㖣⏋Ị⯴✆✗

䙫ⳮ㋃Əⱓ㖣凑䄝䥅䤮Ḳᷧ˛Ḕ⛲凑⏋Ọ徙䪲

⛲Ə⛇㭋⯴✆✗䙫憴好凑䄝ᷴ✏婘ᷲ˛㯸敺⯴

✆✗⅓䥔㋃䙫ヶƏṆ暏吾㘩Ị傳㙖䙫孱恞俳

忷㼟㔠孱Ə䛕∴⏫堳⏫㥔Ə䙭䥔䤧✆✗䥅Ə䏥

ⱓ㖣䤯䥶˚㰩岈˚ῄ⭰˚ῄ徙㥔㔝ㇷḲヶ˛

NT$ 46,000 ~ 55,000

Lot 6

㻌㻝㻢ୡ⣖㻌⪁ᶞ⒗や㡢ᮌ㞩

敞��⅓⇭Ə⯓�⅓⇭Ə檿��⅓⇭�

㭋⯱叐喐⃧ㄲ㌡䛛䫖㭊Ə

怇❲㨟䴇凑䄝俳⅟暬䦧怟˛

NT$ 20,000 ~ 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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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7

㰺㻌⣙㻢ୡ⣖㻌▼㞩షീ㻌

敞�⅓⇭Ə⯓�⅓⇭Ə檿��⅓⇭

㭋ὂ⼆⬷杉䛕㷬䦧Ə䥅ㄲ⭰䥌Ə庒檻ℑ暬㴨

㚉Əṯạ⯎权⅟暬Ḳㄆ˛暼∢⏋㨟屑㔥Ə䨁

㋀䰈㼻Ḕ⎯ᷴḶ憸䟚Ḳ㰊Ə㥜⅞⋾漱梏㠣˛

NT$ 22,000 ~ 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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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8

㻌㻝㻢ୡ⣖㻌㧗ᶟᮌ㞩

敞��⅓⇭Ə⯓�⅓⇭Ə檿��⅓⇭

檿Ẽ䥅ガ⭰怟Ə㜏剙㷘㱰䑐㽋Əヶ⡪㷘

恇Ə梏㠣暬凛Ə㘖曊⽾嗄堺䙫⒨˛

NT$ 180,000 ~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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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9

ᖺ㛫㻌㻝㻥ୡ⣖㻌᪥ᮏ㜿ᙗ㝀ష◳ᮌ㞩

敞��⅓⇭Ə⯓��⅓⇭Ə檿���⅓⇭

昦⼳昧ὂƏ⎯䨘䄈憶ℰὂ˛㭋ὂ₶Ə杉䛟尷㻦Ə䥅ガ危⚛ᷴ⤘㺒⑳Ə塊夝

凑䄝梫怟㴨㚉Ə䫀㖣哕⺎ḲᷱƏ㈲㋨⯝⠻Ə⮺ヶ⏰䥌Ə曀䜟ἣ数俳㜑数Ə

⼳㼒权嫷㰊㰂Əὦạㄆ∗怙⅌㗵⾪奲『⡪䔳˛

NT$ 70,000 ~ 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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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10

ᖺ㛫㻌㻝㻥ୡ⣖㻌᪥ዴషᮌ㞩

敞��⅓⇭Ə⯓��⅓⇭Ə檿��⅓⇭

㭋⯱偰櫢垡䙣Ə敞倚❩傐Ə杉䛟尷兛Ə⮳ㄲ

䕉桖Ə䴷⅏嶶嶡✷㖣哕劘ᷱƏ䥅ガ⧨⚛偬䨭

㱰杀˛✏営ₚὂ㕀ḔƏ⤎㗌⥩Ὥ㘖⭮⮀䙫屈

⾜Ə⅝㙡ㅎ凮ㄯ゙㦲ㇷṭ㕛ῲ⭮⮀˛

NT$ 60,000 ~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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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11

㡋⌼〇㻌⣸◁㻌ᙗີష

敞��⅓⇭Ə⯓��⅓⇭Ə檿���⅓⇭
˥枲䐑壤˦㬥�昫ὃ俬妑䬭嬰㛟

枲䐑Ə����䔆Ə㱆嗮⮃凯ạƏ䂡䴒䟩ⷌ嗄併堺

⸒Ə⮃凯ⷩ嗮凯晝䓞ⷌ嗄⻇⻇敞˛

〈䄝凑⽾䙫⼳⊹ὂƏㄯ䛰╫䛕Ə䫸⮠⏖枇Əㄲ忾

ạƏ⤎俳⛺㻦䙫倚䏇⬷Ə⎁⯍㛰⊂䙫㈲党怇❲Ə䥅

ㄲ㠐㠐⥩䔆Ə䷁㢄凑䄝㴨㚉Ə曊⽾ᷧ奲䙫⤎❲䪖䆹

䴒䟩ὃ⒨˛

NTD 400,000 ~ 4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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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12

㻝㻥ୡ⣖㻌す⸝㖟ᑌ⎼
敞��⅓⇭Ə⯓��⅓⇭Ə檿��⅓⇭

奦営⯝䓝䳢営ₚὂ㕀䉠㭱⊇㋨倽䉐Ə⅞奦営䥅䤼剙⽐˚♏

❲⤎㰊Ə⠑䂡䴼⦀Ḳ㔝営⒨Ə㭋��᷽䳧⯝䓝Ə怇❲尷兛⌻

媦Ə⎁⯍䙤䍰曀倚Ə兠惏ⴳ执⛅䳲Ə䳲棥棤㻦Ə拿描㉧嗄

䲥㹂Ə䓝ᷱ摙ⴳ㛰䙤䍰˚䎱䑁˚朹憸䟚˚䶇㝥䟚Ə剙⽐尻

湾Ə屈⾜吾ㇷ⊆⾬⋄˚岈⮳尷晭˚⻝䚱⣤˛

NT$ 340,000 ~ 4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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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13

㻝㻣ୡ⣖㻌㤪㠃ⰼるⓑ⋢

敞����⅓⇭Ə⯓�⅓⇭Ə檿�⅓⇭

劘姁䙤䍰峑Ə䔘㕛ờ䍰㖀暼䐉俳ㇷƏ怇❲⏋剙⏋

榀ƏỦ⏋朹扬♏㵕暼椼杉䳲棥⅟暬Ə䷁㢄㴨㚉Ə

♏⽉敞䫖危Ə⅞㥜檿䙫㭞⏙˚嗄堺⃠‣˛

NTD 720,000 ~ 7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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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14

Ύ㻌୰ᮇ㻌㻝㻤ୡ⣖㻌Ⱚ⹒ⓑ⋢

敞�⅓⇭Ə⯓�⅓⇭Ə⎁���⅓⇭

术劄䂡䥌䑅Ḳ匰Ə⎯凮⥩ヶ䛟ἣƏ㔬⸟Ọ

术劄Ị塏⥩ヶ˛㜓ờ䙤䍰䍰峑䑐㽋Ə䌝⥩⇄

僩Ə暼ⷌ䲥㹂Ə⛺㽋䴗冐Əᷧ杉Ọ术劄䂡Ḣ

檻Ə㱨剙尻湾凑䄝Əᷧ杉ⷎ暼嘔劘Ə䦧湾㷬

暬Ə⎯▢劄嘔䫝䦧ḲヶƏ⮺ヶ⏰䥌俳㕮暬˛

NT$ 400,000 ~ 460,000 
29



Lot 15

⚟ኖ㞬㻌෦✀⩬⩫

敞���⅓⇭Ə⯓�⅓⇭Ə⎁� ���⅓⇭

↗忶曀杉ⷎ暼Ə↗䨕䨕✗Ə峑✗䷢⮭Ə䍰峑ℰ㺸䴗冐Ə↗㲠态忶Ə

䨕㰛ῘƏṯạ↗㷬䍰䑐ḲㄆƏ㕛♏㖀⤎⎁⯍Əⷎ暼址均⾅⤐俳昴˚

䲥术ḽⷎ⯶湦⎱态忶棤㻦⣤㠪Əὃ⒨㛰˥䥶䥦⣤˦Ḳ⏰䥌⮺ヶ˛

NT$ 600,000 ~ 6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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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16

Ύ㻌㻝㻥ୡ⣖ึ㻌Ꮚ㎮ⓑ⋢

敞���⅓⇭Ə⯓���⅓⇭Ə⎁���⅓⇭

✏⌨ṳ䔆偽ḔƏ漇䂡⬷Ə潴䂡得Ə⅐俬⏯暼✏ᷧ嵞䨘䂡˥

⬷得˦˛⬷得㘖Ḕ⛲ₚ䵘⏰䥌栳㜷Ə⬷得⽉屈⦲㖣㼉ỊƏ

∗㗵㷬Ⰱ㛰壤ὃƏ㼉Ịὐ⸝⬷得㛰ῄ⭰ḲヶƏ㗵㷬⅐Ị

⬷得▢ヶ⮳岛ₚỊƏ⬷⾬ㇷ潴Ə㭌㭌檿㗮Ḳ併ヶ˛㭋ờ䙤

䍰⬷得∢㛰术劄Ə㕛檻暼䐉䰈㼻㛰⊂Ə䴗冐ⷌ䩐Ə怇❲䦧

併暬凛Ə⮳㛰妧峅⑳㔝営⃠‣˛

NT$ 120,000 ~ 180,000 

32



Lot 17

㻌㻝㻡ୡ⣖㻌㞬ṅⓑ⋢

敞�⅓⇭Ə⯓�⅓⇭Ə⎁�⅓⇭

㭋䙤䍰曀㭈Ọ剖䍰暼∢俳ㇷƏ⛇˥䍥˦凮˥㭈˦嫎柚Ə⮺曀㭈

Ḳ併ヶƏ⅐暢怇❲⟡㜓䛟⏳Ə曀䍥䛟⯴Ə⛂傉栔Ⱕ䛟ṹ姟㎌Ə

ἣ✏⫰㈙䎐俴˛䍥杉⎁⯍Ə曀䛕㛰䥅Ə怇❲䔆⊼Ə⏖凚㥜˛

㕛ờ恟⎽䍰峑䴗⮭Əℰ剙㽋㾋Ə㱨剙凑䄝Ə㘖㥜䙫峅䎐䍰

ờ˛

NT$ 280,000 ~ 3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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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18

㻌㻝㻡ୡ⣖㻌⅊ⓑ⋢Ỉ∵

敞��⅓⇭Ə⯓��⅓⇭Ə檿�⅓⇭

ⰼ妤

0LQQHVRWD�0XVHXP�RI�$UW��6W��3DXO��0�������㗵Ⱓ嗮总ⷅ⍁䉐椏
,QGLDQDSROLV�0XVHXP�RI�$UW��,QGLDQDSROLV������⍗䬓⭰䳴㳉∐㖖⍁䉐椏

⇡䈯

-DGH�DV�6FXOSWXUH��0LQQHVRWD�0XVHXP�RI�$UW��������S�����QR��

Ὥ㹷

�����㛯��㗌�⣒⽾榀㸖�䷏噆������
㔝営俬峣凑ᷱ志㊴峊

㰛䉂Ḣ栳⮺ヶ˥⏰䥌⥩ヶ˦˚˥岈⮳䴖䨴˦˚˥⋋⥕ᷴㆯ˦Ə㭋ờ䍰䤍⎆䟚暼䐉Ə∐䔏䁗䙤⎆剙䉠『Ə
暼∢冐䴗ⷌ䩐Ə䩨桖㰛䉂凑䄝冁剙Ə栔ᷱ䙫䴗㯂Ọ垡㖲䊧䙫暼∢㉧㲼䏥Ə檻ㄲ䔆⊼Ə㠐㠐⥩䔆䙫ⷎ剙
ⷎ暼Ə怇❲㸥⎁Ə⛺㽋⤎♏Ə䛛㨟暬Əṯạこ权凹恐˚⭰⮁䥌⑳Ḳㄆ˛

NTD 5,800,000 ~ 6,200,000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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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19

や㡢㻌㚩ᡴฟᔐ㔠㖟షീ㻌㻌

敞����⅓⇭Ə⯓����⅓⇭Ə檿���⅓⇭

妧柚叐喐樗曙榼潴Ə㈲㋨㷏䓝⑳㤱㟚㞄ƏỌ⤎
ㄯ゙⾪怴䀸䓿朙㲼㰛Ə㵯䁤ℴ曊˛搜㈺⇡妧柚
㕛檻䫖危⅟暬Ə㱰䩐⭰⮁Ə摙ⴳ憸˚执Ə滅棥
ⷎ⦀䵺⅟Ə䕒潴滅䲥㛛桖ⷌ嗄䲥併˛

NT$600,000 ~ 6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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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20

む⪅㻌ⰼᓵᒾ▼㞩㻌

ὃ俬Ɲ䍲⏸㦕
ỊƝ������䷏噆Ɲ���
敞����⅓⇭Ə⯓��⅓⇭Ə檿����⅓⇭

ˣ妡俬ˤ����䍙Ḕ⛲ⷌ嗄併堺Ą䙥劘䌵ąƏ墒

恟✏⛲⮝⍁䉐椏��Ḕ⛲䕝Ịⷌ嗄併堺曀ⰼƏ⏳

㘩墒Ḕ⛲ⷌ嗄併堺椏㔝営˛

�

䍲⏸㦕Ə䔆㖣Ḕ⛲暼∢Ḳ惤��䥶⻡ⳮ㭍Əㇷ敞㖣

㯸敺暼∢嗄堺᷽⮝Əẽ䙫䏭㘖暼⠸⅞〭Ḭ『Ə

䔏䟚栔∢廰㭞⏙Ə䔏䟚栔暼∢ạ䔆Ə忤㰩䜆˚

╫˚併䙫˥䟚暼嗄堺˦併ㄆ˛

�

˥ὂ˦Ḳヶ孖䂡˥妡俬˦Ə⍚妡ゆ䜆䏭䙫倽俬˛

㭋ὃ⒨Ọ㕍䄳䟚䪆ὂ潼⎽ḲḢ檻ƏỌ䰈䳫㥩㋓

䙫ὂ昧䙫䟚暼嗄堺媅姧Ə✏柩惏哕劘Ḕ⾪忶⬻⤐

䜣Əヶ✏喰吾⤐ℰ㴅䅎⭮⮀䙫刓勌㙡ㅎƏₚ总ṭ

ὂ⮝䦑ヶḲ⡪凮䩡术Ḳ屈˛

NT$ 85,000 ~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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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21

㻌㻝㻡ୡ⣖㻌㙌㔠ୖᖌ㻌

敞�⅓⇭Ə⯓�⅓⇭Ə檿���⅓⇭

˥ᷱ⸒ƽƏὂ㕀⯴⅞㛰檿⾞⋄堳˚⠑䂡᷽ạ⅟䮫俬Ḳ⯱䨘˛䴷⅏嶶嶡✷㖣

哕劘⯝⺎ḲᷱƏ⣽䂡敞壀㈧奭Ə曀㈲䴷姟✗昴欻⍗Ə庒吾塊ƏỌ怊䏇䳲

䂡棥˛哕劘⺎⅐⛯怊䏇䳲Ə劘䓊棤㻦敞Ə㍹⇾奶㕛˛妧ḵ怀⯱态庒Ọ䑓

憸䂡棥䙫ᷱ⸒Əℰẕ䑧䒏Ə䏥ὂ㕀ㄯ゙⧨⃧˛

NT$ 140,000 ~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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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22

Ẹᅧึᮇ㻌㻞㻜ୡ⣖ึ㻌ᕦⰍႛᯇⰧ▼㞩㻌

敞��⅓⇭Ə⯓�⅓⇭Ə檿����⅓⇭

劀咰䟚⤐䔆湾峑Ə暴⮠取岛Ə态檻⌱忶㗵Ə䟚峑冐㽋Ə
剙⽐⌨⇭㻩ẕƏ䵺䔘⌇⸒ⷎ〄Əᾄ⅝䉠『Əⷎ剙ⷎ暼Ə
孺ạ奲ṭᷴ憲㈲˛

NT$ 60,000 ~ 80,000  

45



ᕬᣍጴᯗ
榀⒨Ḕ㛰⛇㜏俳榀俬Ə㛰⛇䖬俳榀俬˛⛇㜏俳榀俬Ə榀㰊嗱䨴㨠檻Ə

㜏㰊憴⎯⎽⽾⮠㗺Əᷴ⅞㔝営⃠‣ƞ⛇䖬俳榀俬Ə∮テ㱰榀㛰Ḳ˛

㱰榀㲠僩Əᾩ㨠檻㜓庒⛇䖬Ə憲⇡䘹⏯䴫主ƏỌ⾐⏊˚㉾㊹䖬孱

俳⇄Ə䵺怵㘩敺⤎⻁敞䴖㛯✗䄵䁹Ə㖠僤ㇷⰘ㲠僩棤㻦䟌㱰榀⤎參˛

俳⅝ḔḲ㛧俬Ə∮杅嵱⌾⮳㣕䳬✆㱰⎱劤危䳬✆⤮偰厒ⱓ˛

˥⌇俬ᾄ䛟俳䔆Ə嗄俬ᾄ⽉俳ㇷƏ堳俬ᾄヶ俳堳Ə⤎俬⎴䒅㭟䜆˛˦暼

∢Ḳⱋ㬈⥩㘖Ə䎴⒨ẍ䄝˛㈧嫩˥⭋晗ᷴ䔆Ə⭋晤ᷴ敞˦Ə䳬✆㱰⎱⤮

偰Ḫ䆆䴷⎱儒吤Ḳ䶃⏯檻Əᷱㇷ⤐晤Ḳ取Əⅎ嗱✗晗Ḳ䲥Ə✏⽉檻Ḳ

䏥ᷱ⍢⎯⣽奭✗晗Əⅎ嗱⤐晤Ə晗晤Ḳ僤ẋㄆ⽳⾐偁㖣ᷧ檻Ə⯍Ḫ䙥

曊⽾ᷧờḲ⤮䎴˛⅝ⅎ僤⛇䄈㜏㰊俳棤㻦Ə⅝⣽屈⛇凑䄝⤎⸒Ḳ暼䐉俳

⭳併俬Əᷴ⽬ạ⊂Ə㸥䄝⤐ㇷƏ㛛㘖䎴ḔḲ䎴Ə⤮Ḕ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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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23

㉺༡ⱆⳁወ⫗䠄ἀỈ䠅
180g

嵱⌾劤危⤮偰Ə峑✗⟬䡓Ə榀㰊⅞㛰䉠㭱奦䓃榀Ə⛅柢䕌⸝
㶣䔃Ə⛇⤮偰⎾⤐僤ⅎ嗱✗㰊Ə榀峑ⷙ⾠慮⋽Əṭ䄈㜏『Ə
⏑奨廼廼㉱䎐Ə䪲∢溸ẕ㲠ℰƏ⛇峑✗⟬䡓溸ẕƏ⌨⇭姵▃Ə
⛇㭋ㇷ⠱䊧䙫榀㜷Ṇ桖⽾䛟䕝䧧⯸俳䎴岛˛

NTD 2,800,000 ~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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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24

༳ᑽወᮌ
600g

⍗Ⱓ⊇暬ⷪ㊰凑䄝⽉ㇷ⤮㜏❲Ə塏䚕ℰ㺸Ə
Ọ㷡㢼剙䂡ḢƏ⅞㛰檿⮭⺍㲠僩Ə劘榀䔃
Ə⽳柢䕌⸝⾕慟˛ⱓ㖣㔝営妧峅Ḳ䎴⒨˛

NTD 720,000 ~ 7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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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25

㉺༡ⱆⳁወ⫗䠄ἀỈ䠅
���J

嵱⌾劤危⤮偰Ə峑✗⟬䡓Ə榀㰊⅞㛰䉠㭱奦䓃榀Ə⛅柢䕌⸝㶣
䔃Ə⛇⤮偰⎾⤐僤ⅎ嗱✗㰊Ə榀峑ⷙ⾠慮⋽Əṭ䄈㜏『Ə⏑奨廼
廼㉱䎐Ə䪲∢溸ẕ㲠ℰƏ⛇峑✗⟬䡓溸ẕƏ⌨⇭姵▃Ə⛇㭋ㇷ⠱䊧
䙫榀㜷Ṇ桖⽾䛟䕝䧧⯸俳䎴岛˛

NTD 2,100,000 ~ 2,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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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26

㞞▼୍ᗙ㻌

敞��⅓⇭Ə⯓��⅓⇭Ə檿��⅓⇭

NT$ 24,000 ~ 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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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27

㟰ቨ▼㻌

敞��⅓⇭Ə⯓��⅓⇭Ə檿��⅓⇭�␒⺎�

术⢨䟚ƏṆ䨘䣓䟚Ə䔉㖣⭰⾤䛨术⢨上俳⽾
⏴˛㛰˥柸˚㋀˚憃˚】˚术˚ⷎ˚䦧˚⤮˦
Ḳ併Ə㘖⤐娔✗怇˚併⦀䴼‒䙫⤐䄝嗄堺Əẍ
㛰㕮⋽剙⽐Ə䈙⏋俨⏴䟚ƏⰬḔ⛲⛂⤎⏴䟚Ḳ
楽Ə墒㷬⸄ṥ晭䦍⯨䈙˥⤐ᷲ䬓ᷧ䟚˦˛㭋䟚
䱾䍞咣俨Ə咣⊨㛰⊂Ə怇❲嶳⭼Ə䳲䏭⤐ㇷƏ
⦀ᷴ⏖姧˛

NT$ 42,000 ~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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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28

ኴ†▼㻌
敞��⅓⇭Ə⯓����⅓⇭Ə檿��⅓⇭

⤑㸽䟚Ə⎯⏴䪆䪦䟚Ə䈙⏋Ị吾⏴⛂⤎䎐䟚ḲᷧƏ⛇䔉㖣⤑㸽
俳⽾⏴˛㘖ᷧ䨕䟚䁗ⲐƏ⤁䪆䪦⑳夝䚡䳲䏭˛⅝剙㾋Ọ䙤䟚䈙
⤁Ə䟚檻偳䏭˚䴷㦲˚⣽⽉⅞㛰⅝凑庒䍏䉠䙫凑䄝併Ə敞㜆㑐
㌙Ə⋬㼦㭞㭞Ə㺒㽋⏋暬Ə⛇䟚檻Ḭ䵺㸽㰛䙫ᾜ圼Ə⽉ㇷ⽉
䊧⏫䔳䙫⬻㴅˛㭋䟚⬻㴅乶怊Ə态术∻忶Ə⦻⨰ᾶ湾Ə␒咫Ⅼ
㕩Ə㴨朙⇡忶梏㻶䛕䙫併⧦˛

NT$ 26,000 ~ 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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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29

Ύ୰ᮇ㻌㻝㻤ୡ⣖㻌ⱥ▼ᨍ௳㻌

ᗏᗙ䠖♳㝧▼

敞��⅓⇭Ə⯓��⅓⇭Ə檿��⅓⇭Ə⸝⺎檿��⅓⇭

勘䟚Ḣ䔉㖣⻊㝘⋾㱆Ḕ㸟䙫勘⾞ⱘ敺Ə㘖䟚䁗Ⲑ䵺怵〉䙥梏

⋽˚㱰䨴⽉ㇷ˛䎙䒶∻忶Ə⣽塏抹㣘䩨℧暫⤮ƏⶀⲲⳢⳔƏ剙⽐

殕㗵Ə䍏⅞Ą䚡˚䘍˚㻶˚忶ą䉠剙Ə㗐✏⭲㜄Ⱈ墒⇾䂡䙮⮝岉

⒨Ə⅝⃠檿⥩㧺Ə㘖㔝営⮝Ḳ䑗⯝˛㭋勘䟚凑䄝㺒㽋咣俇Ə剙㾋

䳻ᷧƏ怇❲⤎♏Ə䳲䏭䴗冐Ə⅞⤐䄝䙫᷿⢸䚡Ə䟚峑⟬䡓Ə檻ㄲ

ⶀⲲƏ俢弰孱Ə杉杉⏖妧˛

NT$ 950,000 ~ 1,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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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30

㞞▼୍ᑞ

敞���⅓⇭Ə⯓�⅓⇭Ə檿��⅓⇭
敞�⅓⇭Ə⯓�⅓⇭Ə檿��⅓⇭

NT$ 30,000 ~ 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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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31

Ύᮎ㻌㻝㻥ୡ⣖㻌ᶋᮌや㡢
敞��⅓⇭Ə⯓�⅓⇭Ə檿���⅓⇭

NT$ 5,000 ~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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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32

ᮌ㞩や㡢
敞��⅓⇭Ə⯓�⅓⇭Ə檿��⅓⇭

NT$ 60,000 ~ 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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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33

㙂㤴㻌㖡㞩
敞�⅓⇭Ə⯓�⅓⇭Ə檿��⅓⇭

NTD 36,000 ~ 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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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34

Ύ㻌㻝㻤ୡ⣖㻌や㡢㻌ኖᒣ▼㞩㻌

敞�⅓⇭Ə⯓�⅓⇭Ə檿��⅓⇭

⣤ⱘ䟚⦲䔏㖣暼∢嗄堺⒨Ə㭞䵺����⤁䙫䙣ⰼƏ
⣤ⱘ䟚凑⏋㘖㕮ạ暬⣒䙫˥㍳Ḕ⯝˦Ə㭋⯱妧柚Ə䪲
檻⛺暼Ə杉潷尷兛Əṻ⭿䫖㭊Ə塊棥⍞曙䳲Ə䳲棥乽
䴗䲥ⷎƏ妧勌凑✏Ə⽉ㄲ䥅柢Ḳ併䙫嗄堺暼⠸˛

NT$ 280,000 ~ 3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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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35

櫸ᮌ⊺㤶∄㻌
䇷敞��⅓⇭Ə⯓��⅓⇭Ə檿��⅓⇭
䛋敞��⅓⇭Ə⯓��⅓⇭Ə檿�⅓⇭

㭋䌬榀䇷Ə傳櫪⍞㛙⥩曙Ə䶱岣庒座Ə䥅ガ㴢㼸Ə
妑⑳▃ạƏ怇❲䔆⊼Ə愴Ọ㨆㨠䘋䛋Əⷌ嗄併䷢Ə
⮳㛰嗄堺ㄆ㞺⊂Ə䄁䃆墱墱Əὦạ䥅㷬㰊䈤˛

NT$ 130,000 ~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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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36

୰ᮇ㻌㻝㻢ୡ⣖㻌㊜㊎ᆘ㻌㙌㔠㔚㏑∹ᑽష

敞��⅓⇭Ə⯓���⅓⇭Ə檿��⅓⇭

ⷍ㈲䴷䦑⮁⍗Ə⏚㈲䴷姟✗⍗Ə偰櫢檿做Ə⯝䏇柩⚛Ə曀倚

❩㖣傐Ə䥅ㄲ䥌⑳Ə勌゙㆒功功䜥䔆Ə⽉屈䔆⊼ₚ䥅Ə䴷⅏

嶶嶡✷㖣哕劘⯝⺎ḲᷱƏ座檻㮻ὲ✮䨘Ə庒㊒塹⏚塯壆Ə

㰛㳉䳲塊夝凑䄝梫怟㴨㚉�Ə�塊夝⯒⯍䪲檻Ə⅐兦敺䙫壀夝

㔥⯫䊧凑䄝拑㖣⺎杉ᷱƏ㈲㲼䴗冐Ə㝆兗ỗ奭哕劘⺎Əᷱ

ᷲ䷊⏫棥䲥䴗怊䏇䳲ᷧƏ哕劘䓊棤㻦⛺㽋Ə哕䓊䫖栔棥㛰

⥩ヶ曙栔䳲Ə⅞㗵Ḕ㜆嗄堺梏㠣˛

NT$ 300,000 ~ 3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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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37

Ύ୰ᮇ㻌㻝㻤ୡ⣖㻌▼⊺㟷▼㞩㻌୍ᑞ

ⷍƝ敞��⅓⇭Ə⯓��⅓⇭Ə檿���⅓⇭
⏚Ɲ敞��⅓⇭Ə⯓����⅓⇭Ə檿�����⅓⇭

Ḕ⛲ạ㭞Ὥ㉱䟚䌬⬷好䂡⏰䥌Ḳ䉐Ə⏋Ị䙫⭿塀⻆
⟩˚屑敧⭬⤎敧∴Ə惤㓡㔥ᷧ⯴䟚䌬⬷䔏Ọ掕⭬孞
塂Əⷍ⁛俬䂡暫䌬Ə暼⠸怇❲㘖嶚ᷲ巶ᷧ么䏪Ə屈⾜
㫱⊂䄈昷ƞ⏚⁛暳䌬∮㘖嶚ᷲᾄ‵吾䌬Ə屈⾜⬷⭒
䶦⻝˛㭋⯴䟚䌬Ə术㴢䔆⊼Ə㠐㠐⥩䔆Ə✏ₚ䵘⻡䮰
Ḕẍ㘖ᷧ䨕⏰䥌⅞妑⑳⊂䙫嗄堺壄何⒨˛

NT$ 600,000 ~ 6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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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38

Ẹᅧึᮇ㻌㻞㻜ୡ⣖ึ㻌ᮌ㞩や㡢
敞��⅓⇭Ə⯓����⅓⇭Ə檿����⅓⇭

㭋⯱叐喐㱰权䨶憴Ə怇❲凑䄝⅟暬˛

NT$ 24,000 ~ 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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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39

ᚫⓑ⎽や㡢

㬥˥⥩⛽䤡˦�
敞��⅓⇭Ə⯓���⅓⇭Ə檿����⅓⇭

⾞⋽䙤䓞䂡䥶⻡䛨⾞⋽上㈧䔉䙫䓞♏Ə
⦲㖣⭲ỊƏỌ䙤䓞⠸ὂ₶偅⏴Ə⅝ὂ₶
杉䛟䴗䷢Ə䍏⅞䥅柢Ə債峑䷢⮭Ə剙㾋
ℰ㽋㗵ẕƏ⅞㛰䄈䪕䙫嗄堺欬⊂Ə梏㠣
䍏㨠ᷧ⹆Ə㛰㥜檿䙫嗄堺⃠‣˛

NT$ 30,000 ~ 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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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40

Ύ୰ᮇ㻌㻝㻤ୡ⣖㻌☳⇦や㡢㻌

敞����⅓⇭Ə⯓��⅓⇭Ə檿��⅓⇭

NT$ 12,000 ~ 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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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41

㻝㻤ୡ⣖㻌ྂ㚩Ꮚᑌష

⎆䮘
敞��⅓⇭Ə⯓��⅓⇭Ə檿����⅓⇭

NT$ 50,000 ~ 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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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42

㻝㻣ୡ⣖㻌༙㏑ᘧᆘ㻌㯣ᮌ㻌⨶₎㻌

敞��⅓⇭Ə⯓��⅓⇭Ə檿��⅓⇭

佬㼉Ọ溪㤱㜏暼ㇷƏ佬㼉⌱忍✷⧦Ə塊吾⯓櫭Ə夝䚡㴨㚉凑
䄝Ə挖吤㛰凛Ə⌇⾪Ḳⷎịạ◭㛴˛怀⯱溪㤱㜏暼恟䔏似奲䙫溪
㤱㜏䍏㜏⤎㜷䪲檻暼∢俳ㇷƏ偳䏭䷢⮭Ə廆䡓恐ḔƏ䌝⥩ạḲ偳
冁Ə᷻⅝䔆敞✏〉䱚檿ⱘ曙朎䱇佐䙫ⶽ⢨ᷱƏ␟⎽ⶽ丒Ḕ䙫㻛㰛
⑳曏朙Ḳ⤐✗䲥取俳䷐ㅉ敞ㇷƏᷧ刓䛛⽸��憷䱚䙫溪㤱㜏奨敞㕟
䙥Ə㛰˥㜏Ḕ␂⬷˦Ḳ併孤Ə㛛㛰˥〉曊敞溪㤱㜏˦Ḳ媑˛

NT$ 140,000 ~ 180,000
89



Lot 43

Ύ୰ᮇ㻌㻝㻤ୡ⣖㻌☳⇦ᅵᆅ⚄

敞��⅓⇭Ə⯓��⅓⇭Ə檿��⅓⇭

䣁䆹㕮䉐Ḳ㈧Ọ␟ạƏ✏㖣▕䳻䙫Ị⏋㨟Ḳ併Ə
⯍凑䄝Ə㺒⑳妑⇮Əᷴ⛇㘩敺㴨怄俳滖䄝˛㭋⯱˥䥶⾞
㭊䥅˦杉⮠⑳嗠Ə䥶ㄲ䥌⑳˛

NT$ 12,000 ~ 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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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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酒品收藏方式不同，部份拍品有失酒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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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昇與賣家不對買家就其拍品
的性質作出任何保證，所有拍品皆以拍賣時的
「現況」出售，得標者承諾並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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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家有責任於拍賣起始前，查明並瞭解相關拍
賣品項之狀況及目錄所提及之事項，且不得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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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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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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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與書
面投標表格，委託本公司代其拍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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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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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因受中華民國法律規範，菸酒產品不得透過
網路平台銷售，故無法以網路競標方式進行銷
售。

ؕ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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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金費率為該拍品之成交價乘以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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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ቘ۲˫Њࡏ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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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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及容量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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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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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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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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箱」係指安德昇認為此拍賣品項所之盒裝為該作品之原盒;「合
箱」係指安德昇認為此拍賣品項所之盒裝非為該作品之原盒。

所有酒拍品皆以標籤標示酒水容量表示。

「純銀」係指安德昇認為此拍賣品項上可明確辨識「純銀」落款樣
式，但未必為普遍認知100%或925之純銀成分材質，本圖錄中所撰
述之「純銀」僅供買家辨識該拍賣品項之落款樣式。

「認為是.....之作品」係指安德昇認為，某作品應該或可能是工藝家
之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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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在他監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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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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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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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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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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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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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日期」係指安德昇認為,並非於該日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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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目錄中古代,近現代印刷品之日期是指作品製造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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