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日發佈] 

 

從千年北宋梅瓶到神隱少女小松美羽  

東京中央春拍古今鉅作搶先看 

 

 
 

（即日發布，香港）接力台北，「東京中央亞洲巡展：2023 年春拍精選」 回到香港展

示近百件名瓷重器、巨匠書畫、當代藝術及名貴珠寶等珍品，精選藏品有北宋 青白釉

刻花纏枝牡丹紋梅瓶、清乾隆 乾隆御題紫檀嵌洋彩山水詩文插屏、明嘉靖 剔彩江崖福

壽龍鳳紋盤、齊白石 有色有香、吳昌碩 竹林七賢圖、小松美羽 Two Dragon Roaring、緬

甸無燒紅寶石 (鴿血紅) 配鑽石項鍊及輕井澤 全套三十六瓶及葛飾北齋 全套三十六幅版

画等。歡迎各位親臨觀展，一睹珍品風華。 

 

 

東京中央亞洲巡展：2023 年春拍精選——香港站 

2.24-26（五至日） 

10:00-18:00 

上環永安中心 2601 藝術空間 

查詢、電話預約：2805 9016 

網上預約：https://bit.ly/3xs9iLo 

 

 

東京、香港 雙城春拍 

3.17-19（五至日） 

東京都中央區京橋、香港上環 

 

 

  



	

全球徵集 專家免費估價 

 

同時，我們亦接受徵集，歡迎藏家透過以下聯絡方式發送藏品照片。我們將提供完全

免費的專家估價，歡迎隨時關注我們最新的消息。 

 

 

精選拍品（詳細見附錄） 

 

 

北宋 青白釉刻花纏枝牡丹紋梅瓶 

 

H:41cm 

 

出版：《中国陶磁シリーズ８ 宋代

の青白磁》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

館，1994 年，P15，No39 

出展：《宋代の青白磁展》大阪市

立東洋陶磁美術館，1994 年 4月 19

日-7月 3 日 

來源：CHRISTIE'S 1994 年 10 月 31 

日，LOT528 

 

清乾隆 

乾隆御題紫檀嵌洋彩山水詩文插屏 

 

瓷板框 L:32cm;W:25cm; 

連台 L:38cm;W:17cm;H:43cm 

款識：飛流瀑水㵼銀缾 散作平湖 

漾碧泠 最愛髙樓臨樹杪 好山濃入 

四時青 乾隆御製 

鈐印：乾隆 

出版：《東瀛遺珠 山中商会及日本

旧藏名窯磁器（下）》金立言主

編，北京工藝術美術出版社，2020

年 1月，P508，No109 

來源：山中商會舊藏。 

 



	

 

明嘉靖 剔彩江崖福壽龍鳳紋盤 

 

H:5.2cm;D:38cm 

底款：大明嘉靖年製 

出版：《清翫雅集廿周年慶收藏

展》清翫雅集発行 P.198，No.11 

 

清康熙 青花鯉魚躍龍門紋折沿洗 

 

D:38.8cm，H:7cm 

底款：大清康熙年製 

出版：①《養和堂コレクション 

中国近代書画と清朝陶磁展》出光 

美術館発行，昭和 62 年 9月 1 日，

No152 

②《景德鎮千年展》朝日新聞社出 

版発行，2006 年，P50-51，No32 

 

清道光 

粉彩仿剔紅雕錦地萬福紋蓋瓶一對 

 

H:26.5cm×2 

底款：慎德堂製 



	

 

齊白石（1863-1957） 有色有香 

 

1925 年作 

設色紙本 立軸 

款識：有色有香。三百八十三甲子

白石山翁製幷篆字。古今書畫家，

當時有名天下，本事實不如人，乃

世之耳食者傳播所得，或因勢利而

得者，或後世始傳者，其論則公此

病古今皆然。白石又記。 

鈐印：借山老人（白）、老萍

（白） 

題簽：齊白石筆有色有香之圖。靜

泉老翁題簽。 

鈐印：八十九翁（白）、勝印

（朱） 

 

來源：日本重要藏家同一收藏 

 

141×40.5cm 约 5.1平尺 

 

張大千（1899-1983）賞梅   

 

乙巳（1965）年作 

42.2×36.1cm 約1.4平尺 

設色絹本 鏡框 

款 識：祖萊七弟，德英賢娣，乙巳

新歲百福，兄爰拜頌。 

鈐 印：張爰長壽（朱）、張大千長

年大吉又日利（白） 

注：張⼤千⾄交兼經紀⼈李祖萊
（1910-1986）伉儷上款。 

出版：《鑠古燦今— — 張大千書

畫特展》，淡江大學，民國111年

（2022）12月，頁174-175。 

出 展：<鑠古燦今— —張大千書畫

特展>，淡江大學，2022年12月15日

至 2023年1月12日。 



	

 

 

吳昌碩（1844-1927）竹林七賢圖 

 

甲寅（1914）年作 

水墨綾本 

140.5×40.5cm 約 5.1平尺 

立軸 

來源：日本重要藏家同一收藏。 

 

 

 

 

  

 

佚名 花竹戲禽圖對屏 

 

設色絹本 

112×53cm 約 5.3平尺×2 

立軸 

出版：《Kaikodo Journal》，懷古 

堂出版，1997 年，p.152-153 

出展：<Among Flora and Fauna>，

1997 年 9月 18 日，紐約懷古堂 

來源：紐約懷古堂舊藏。 



	

 

 

唐 三彩駱駝 

  

H:68cm 

  

來源：汲古堂舊藏 

展覽：唐三彩青白瓷を中心に——汲

古堂珍藏-古代中國陶瓷名品展，東

京，2019.9 

出版：唐三彩青白瓷を中心に——汲

古堂珍藏-古代中國陶瓷名品展，東

京，2019 年，頁 108，圖版 77 

 

小松美羽 Two Dragon Roaring 

 

2017 

Acrylic on panel 

130.2x162cm 

Signed 

Exhibition: December 2, 2017 - 

January 7, 2018 "MIWA KOMATSU: 

Spiritual Guardians" Whitestone Gallery, 

Taipei 

 

Mr. Doodle Spikey 

 

2019 

Acrylic 

214.5× 212cm 

Signed 

Provenance：Anzai Art Office 

Exhibition：August 15, 2019-August 18, 

2019 "Doodle Tokyo", The Anzai Gallery, 

Tokyo 



	

 

緬甸無燒紅寶石 (鴿血紅) 配鑽石項鍊  

 

天然紅寶石 (橢圓形及墊形) 總重約 

59.02 克拉，梨形鑽石共重約 16.76 克

拉，圓形鑽石共重約 5.44 克拉，馬眼

形鑽石共重約 2.07 克拉，18K白金 

 

附古柏林證書編號 22061172，產地緬

甸，無燒，部分達到鴿血紅 

 

總重約 89 克，長度 41 釐米 

 

輕井澤-冨嶽三十六景系列-全套三十

六瓶及葛飾北齋-冨嶽三十六景系列-

全套三十六幅版画 

 

輕井澤-冨嶽三十六景系列-全套三十

六瓶 

Bottled in 1999-2000 

In original carton with good labelling. 

Level: Top shoulder. 

輕井澤原廠蒸餾裝瓶 , 原裝盒  

單一麥芽 

700ml. 59-60% volume, 36bts/ 瓶 

 

葛飾北齋-冨嶽三十六景系列-全套三

十六幅版画 

 

 

 

  



	

下載高清圖片： https://we.tl/t-LcuhWXMgsU 

 

 

媒體查詢、聯絡專家訪問： 

Heidi Mok | +852-2505-1092 | heidimok@chuo-auction.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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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東京中央拍賣於東京、香港均設拍賣中心，另於台灣設辦事處，致力為全球客戶

提供專業服務，歡迎隨時聯絡我們: 

 

 
東京 香港 台灣 

〒104-0031 東京都中央區

京橋 3-7-5 

電話:+813-3564-3321 

電郵:info@chuo-

auction.co.jp 

Line: chuo-auction 

WeChat: TCA-JP 

上環干諾道中 111號永安

中心 26樓 2601室 

電話:+85228059016 

電郵:info@chuo-

auction.com.hk 

WhatsApp: 85295335537 

WeChat: TCA-HK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二

段 88號 13樓 1303室 

電話:+886-2-2393-2081 

電郵:info@chuo-

auction.co.jp 

Line: chuo-auction-tw 

WeChat: TCA-TW 

 

 
www.chuo-auction.com 

Facebook/Instagram：Tokyo Chuo Auction 

微信公眾號、小程序：TCA Asia | 小紅書：東京中央拍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