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時發佈] 

東京中央七月珍藏拍賣隆重呈獻： 

Lot 440 清雍正 鬥彩纏枝花卉紋盤 

7 月 14 日 東京舉槌 香港直播、現場競投 

 
Lot 440 清雍正 鬥彩纏枝花卉紋盤 

 

拍賣：7 月 14 日（四）至 15 日（五） 

開拍時間：上午 11 時（東京時間）、上午 10 時（香港時間） 

地點：東京都中央區京橋 3-7-5 2 樓（現場拍賣） 

香港上環干諾道中 111 號永安中心 26 樓 2601 室（直播、現場競投） 

電子圖錄：https://tcabid.com/auctions/252 

 
 

（2022 年 7 月 5 日，香港）東京中央七月珍藏拍賣將於東京舉行。是次

共設 16 個專場，逾 700 多項佳品重器，精選藏品有 Lot 440 清雍正 鬥彩纏枝花

卉紋盤、Lot 013 何紹基（1799-1873）節錄易林隸書冊、Lot 156 吳昌碩（1844-

1927）竹林七賢圖等。是次更首設 MANYODO 世界名錶及珠寶首飾及佳釀專

場，明星拍品包括 Lot 699 F.P. Journe Chronomètre á Resonance 、Lot 701 百達翡

麗與古柏林 150 週年限量版玫瑰金腕錶等多枚世界名錶。珍品薈萃，極具投資

和收藏價值。 

  



 

雍正時期鬥彩雋品 

 

是次的明星拍品清雍正 鬥彩纏枝花卉紋盤敞口弧腹，下承圈足，造型簡潔，修胎俐

落，規整有度，胎質精實，為雍正時期鬥彩雋品。其造型精美，端莊秀雅。通體施白

釉，釉面潤澤，盤心及外壁以鬥彩繪纏枝花卉紋，其中以礬紅彩表現花朵，以青花勾

繪枝蔓、勾勒花葉輪廓，以綠彩、黃彩點染花葉、花蕊等，設色豐富，構圖嚴謹。整

器紋飾繁密，姿態各異，填彩細膩，令人傾心。盤底以青花書「大清雍正年製」六字

楷書款雍正時期的鬥彩將粉彩加入，使得這一時期的鬥彩瓷更加柔和，晶瑩光亮，並

具有立體感，這樣便將釉下青花與釉上粉彩融為一體，較之前朝的鬥彩瓷器更加潔逸

淡雅。同時，在構圖方面也有所改進，使得畫面更顯雅緻脫俗。拍品即為同時期精細

之作，不可多得。此盤曾於平成五年十月十五日於熊本縣立美術館「細川護貞コレク

ション展」中展出。 

 
 

 

Lot 440 清雍正 鬥彩纏枝花卉紋盤  

大清雍正年製 
 

H:4cm; D:17cm 

 

估價： 

HKD：173,220-230,960 

JPY：3,000,000-4,000,000 

RMB：150,000-200,000 

 

來歷： 

1.（傳）壺中居舊藏 

2. 細川護貞舊藏 

 

展覽： 

「細川護貞コレクション展 II 清の磁器・

波斯の陶器 」，熊本縣立美術館，1993 

年 10 月 15 日-11 月 21 日。 

 
 

 

 

  



 

其他焦點拍品 

 

Lot 156 吳昌碩（1844-1927） 竹林七賢圖 

 

乙卯（1915）年作 

水墨紙本 立軸 

款識：竹林深處水涓涓，群履風流坐七賢，

頰上何須豪更著，清談揮塵小神仙。秀水杜

氏藏石田翁畫蘭花冊，逸趣橫生，滋就彼蹊

徑為瓢狂先生作竹林七賢圖。唯拙筆止能大

寫，未敢求工也。乙卯二月，吳昌碩。 

鈐印：昌碩（白）、吳俊之印（白）、石人

子室（朱） 

162×48.5cm 約 7.1 平尺 

 

估價： 

HKD：346,440-461,920 

JPY：6,000,000-8,000,000 

RMB：300,000-400,000 

 

本幅吳昌碩「竹林七賢圖」據落款紀年，作

於 1915 年 2 月，此時正值吳昌碩在六三園辦

完《吳昌碩書畫篆刻展》個人展覽的翌年，

可以說是其創作的鼎盛時期。當時的缶翁，

因為結識了社會能量充足的王一亭，王氏便

向白石六三郎介紹了缶翁的書畫鐵筆。而頗

有藝術鑑賞力的六三郎隨即成了吳昌碩藝術

的崇拜者，此後便主動向來園的各界名流推

薦缶翁。至此吳昌碩終於名震海外，遠播扶

桑，而吳、王二人此後便頻繁出入六三園，

結交了許多中日友人。 

此幅作品以「竹林七賢」之故事為原型。描

繪了高山重巒、溪水潺潺、以及賢士們在山

水間徜徉漫步的閒情逸致。或賞竹於庭院之

中，或閒談於亭閣之間，又或觀景於岩端之

上，畫面各處無不成一絕景，可謂精妙絕

倫。人物雖散見於畫中高低不同位置，然聚

散有序，遙相呼應。更以奇石瑯玕穿插為背

景，復湊成七人之數，正切合取題之旨，可

見缶老刻意經營之妙。 



 

 

 

Lot 013 何紹基（1799-1873） 節錄易林隸書冊 

 

庚申（1860）年作 

水墨紙本 冊頁 

 

書：26×42cm 约 1 平尺×30 開 

跋：30.5×22.5cm 约 0.6 平尺×1 頁 

 

估價： 

HKD：173,220-230,960 

JPY：3,000,000-4,000,000 

RMB：150,000-200,000 

 

何紹基書法造詣極高，其好友曾國藩曾斷言

「其字則必傳千古無疑」，此話確實所言無

虛。由於何紹基作為一位四體皆善的清末大

家，書名甚重，因此在現今的書壇中何氏的

隸書成就往往就被人所忽略了。然而，儘管

何紹基的隸書傳世作品不多，其深厚的漢碑

功底加上個性超逸的意趣，卻促使了何氏隸

書在名家林立的清末別開生面，展現多姿的

風貌。從此件何紹基 62 歲所做的《節錄易林

隸書冊》也可看到，其於張遷碑等漢碑上用

功之深，剛健的筆法躍然紙上，堪稱雄厚。 

 

 

  



 

MANYODO 世界名錶及珠寶首飾及佳釀專場 

 

 

Lot 701 百達翡麗與古柏林的合作 150 週年限

量版 1854-2004 年 5134R 玫瑰金腕錶 

 

錶徑：37mm 

複雜功能時計系列 

雙時區 

玫瑰金黃金等總共 150 隻，玫瑰金約 40 隻。 

 

估價： 

HKD：173,220-230,960 

JPY：3,000,000-4,000,000 

RMB：150,000-200,000 

 

Lot 699 F.P. Journe Chronomètre á Resonance 

 

錶徑：38mm 

年份：2002 

錶殼號碼：No. 276-02R 

材料：Platinum 

機芯：Manual, cal. 1499, 36 jewels 

錶帶/ 錶鏈：Crocodile 

錶扣：Platinum F.P. Journe deployant clasp 

簽名：Case, dial, movement, and clasp signed. 

配件：F.P. Journe Certificate of Authenticity 

12/05/2022, polish cloth, product literature and 

outer packaging. 

 

估價： 

HKD：1,443,500-1,847,680 

JPY：25,000,000-32,000,000 

RMB：1,250,000-1,600,000 

 
F. P. Journe 是 21 世紀的鐘錶大師。當他分別於 1990 年和 2000 年推出革命性的

陀飛輪和共振式腕錶時，他創辦了同名品牌，當中標誌性腕錶的經典設計因創新技術

而備受青睞。第一代的 Chronomètre à Resonance 配備 38mm 錶徑和銅製機芯，靈感取自

18 世紀的錶匠 Antide Janvier 的作品。1983 年，Journe 試圖模仿 Janvier 的傳奇作品，利

用共振現象創造懷錶，十六年後，他推出了現時代表性的共振腕錶。這是世界上第一



 

隻以共振原理而運行的腕錶，當中設有兩個獨立的平衡擺輪，分別以「驅動者」和

「共鳴者」身份運作。運行時，兩者會為對方注入慣性動力，因共振而逐漸同步運行，

令走時更精準穩定。這發明不但為機械製錶業作出貢獻，而且 Chronomètre à Resonance 

也成為雙時腕錶。 

於 2000-2005 年所製作的第一代 Chronomètre à Resonance(R) 如現時生產的錶一樣，

配備鍍白金銅製機芯和 38mm 錶徑，而第二代 (RN) 則以玫瑰金機芯取代黃銅，錶徑也

加大至 40mm。這 Chronomètre à Resonance 是 21 世紀中既優雅又現代的腕錶，鉑金錶殼

和罕見的白金錶盤盡展美態。這腕錶保存得宜，損耗甚少，並配備來源保證書及原裝

盒。這是難得的機會去擁有一隻具歷史意義的鐘錶，而且它已成為 21 世紀初製錶史上

取得最重要突破的鐘錶之一。 

 

關於東京中央拍賣有限公司 

東京中央拍賣於 2010 年創立於日本，是日本首家以公開形式拍賣中國藝術品的公司，

創下當時日本拍賣界紀錄，備受注目。為拓展香港藝術市場業務，於 2013 年在香港成

立東京中央拍賣香港有限公司，並於 2018 年 10 月於港交所主板掛牌上市（股票代

碼：1939.HK）。東京中央拍賣現時每年均會有數次拍賣，呈獻中國書畫、中國古董與

藝術品、日本及中國茶道用具、中國茶葉及古董普洱、珍稀佳釀、當代藝術及潮玩

等。我們在東京、香港和台北舉行拍賣和預展。 

 

傳媒查詢：Lea AU +852 2805 9016 / leaau@chuo-auction.com.hk 

 

下載高清圖：https://we.tl/t-dSs9zBOWrH 

 

網站: www.chuo-auction.com/zh/ 

Facebook/IG: Tokyo Chuo Auction 

微信小程序：TCA Asia | 小紅書：東京中央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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