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香港                                                                                                                                                   2022 年 6 月 16 日 

保利香港十周年拍賣會 

中國古董珍玩、中國書畫及珍茗佳釀拍場焦點 

 
中國古董珍玩部焦點：「御海凝珍：懷海堂藏清乾隆御瓷粹珍」專場 

隆重呈獻共六件懷海堂珍藏重要清代瓷器 
 

中國書畫部焦點：張大千仿王詵《連山斷磵圖》 
巔峰鉅制擬古山水作品 

 
珍茗佳釀部焦點：百年同興號青餅．向慶記 

罕有號級茶首現拍場 
 

 
清乾隆 鬥彩加粉彩礬紅雲蝠「海水雲龍」紋

雙螭耳瓶 
估價：HKD 8,000,000 - 12,000,000  

張大千 仿王詵 《連山斷磵圖》 
估價：HKD 10,000,000 - 18,000,000 

百年同興號青餅．向慶記 
估價待詢 

 
（2022 年 6 月 16 日 — 香港）十載誌慶精彩不斷，保利香港十周年拍賣會將隆重呈獻多件來源顯赫、極其珍

罕的中國古董珍玩及中國書畫，均由專家團隊精心蒐羅，這一系列的雋永名跡及珍貴典藏，完美顯現中國源遠

流長的藝術造詣與傳統美學；另外亦欣然呈獻陳年老茶、茅台酒、收藏級威士忌及干邑，將極為珍貴的珍茗佳

釀，轉化成無與倫比的滋味和價值。承接上月香港的精品預展，保利香港將於 6 月 18 至 19 日在台北微風南山

藝文展演中心舉行台北精品預展。 
 



 
中國古董珍玩 

  
中國古董珍玩部隆重推出四大專場，共呈獻逾 270 件拍品，拍前總估價逾港幣 3 億元，當中「御海凝珍：懷海

堂藏清乾隆御瓷粹珍」專場最備受矚目。懷海堂主人，傾心收藏逾五十載，為敏求精舍重要一員， 過去輔助香

港相關博物館不遺餘力，以弘揚中國藝術之精；專場欣呈清乾隆 鬥彩加粉彩礬紅雲蝠「海水雲龍」紋雙螭耳

瓶，畫工及用色水準超群絕倫，闡證此瓶舉足輕重之地位。「不止青綠：歐美藏家藏中國色彩藝術珍品」專場

則傾心遴選御瓷珍品，以色彩展現中國藝術中的臻絕美感；其中清雍正 釉裡紅剔刻海水龍紋梅瓶，精湛雕工，

器身通景蒼龍教子圖，雕刻與燒製配合得宜，展現出雍正上品御瓷的非凡麗質。此外，欣呈「花舞大唐：北美

十面靈璧山居珍藏唐三彩」專場，北美十面靈璧山居收藏序列的藝術品皆堪稱精絕之珍寶，「中國古董珍玩」

專場，則精心呈獻各式珍罕難得的古董及珍玩，以饗藏家。 

 

保利香港拍賣中國古董珍玩部主管杜紀波表示：「自中國古董珍玩部成立以後，我們秉持一貫的專業知識並配
合市場動態，傾心遴選古董珍品，承蒙廣大藏家的鼎力支持，十載以來屢創拍賣紀錄。在 2021 年秋季拍賣，
中國古董珍玩部總成交額達 2.2 億港元，承此佳績，我們為十周年拍賣會精心呈獻四大專場，並由最舉足輕重
的「御海凝珍：懷海堂藏清乾隆御瓷粹珍」專場領銜，彰顯我們長久以來對於承傳中國經典文化與藝術的不懈
熱忱。」 
 

「御海凝珍：懷海堂藏清乾隆御瓷粹珍」專場 

 

清乾隆 鬥彩加粉彩礬紅雲蝠「海水雲龍」紋雙螭耳瓶 
款識  「大清乾隆年製」 
H 28.7 cm 
來源： 
1. 日本私人收藏 
2. 懷海堂珍藏 
3. 香港蘇富比，2011 年 10 月 5 日，編號 1947 
展覽及出版： 
《機暇清賞：懷海堂藏清代御窯瓷缾》，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香港，2007 年， 編號 122 
估價：HKD 8,000,000 - 12,000,000 
 

 

本品形制恢宏大氣，胎質堅致白皙，釉汁瑩潤如玉。瓶身繪雲龍紋，氣勢凌人。此品形態和紋飾皆為臻作，立

體的螭龍耳與腹身龍紋主題互相呼應，器身龍紋亦充分顯現出莊嚴大度之皇室氣派。龍素來是中國皇權的象徵，

歷代眾多君主中， 乾隆皇帝尤好龍，以之彰顯其威名顯赫的宏圖大業。清宮瓷匠為迎合乾隆皇帝之奢華品味，

額外加繪繁複的瑞雲和蝙蝠圖案，為作品增添吉祥瑞意。相類似作品甚罕，目前僅見一例藏於倫敦維多利亞與

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此例紋飾與本品鏡相對稱，原應為一對。 

 

 

 



 
 

「不止青綠：歐美藏家藏中國色彩藝術珍品」專場 

 

清雍正 釉裡紅剔刻海水龍紋梅瓶 
款識  「大清雍正年製」 
H 27.8 cm 
來源： 
Sheelah M. Langan（1910-1993）舊藏，後由家族傳承（Sheelah M. Langan 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加

入美國外交部，曾駐羅馬、曼谷、黎波里、拉巴特、雅典、倫敦、波哥大及墨西哥城） 
估價：HKD 26,000,000 - 35,000,000 
 
 

 

本品以釉裡紅為飾繪海水，留白暗刻海濤中騰躍大、小二龍，有「蒼龍教子」之寓意，造型端莊秀麗，氣度非

凡，細節之處一絲不茍。瓶通體施透明釉，釉面清潤厚腴，如脂似玉，宛如隱青呈色。雕刻與燒製配合得宜，

展現出雍正上品御瓷的非凡麗質。此式梅瓶仿明永樂所製，作品原形見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及美國西陵基金會

（原瑞士玫茵堂舊藏）；另外亦見台北故宮博物院、英國鐵路基金會舊藏、《世界陶瓷全集．15．清》著錄類

似作品。 

 

 

清雍正 天藍釉團壽心蓮花式盞托 
款識「雍正年製」 
D 14 cm 
來源： 
1. 仇炎之舊藏 
2. 香港蘇富比，1980 年 11 月 25 日，編號 75 
3. 葛沃得舊藏，編號 48 
4. 香港佳士得，2010 年 12 月 1 日，編號 2817 
出版： 
Gerald M. Greenwald，《Greenwald 收藏——中國陶瓷兩千年》，1996 年，編號 48 
估價：HKD 2,200,000 - 2,800,000 

 

此盞托呈六瓣蓮花形，托中央突起杯槽，槽心模印團壽紋樣作裝飾，精巧雅致，工藝難度極大。通體罩天藍釉，

釉色淡雅悅目，色澤柔和，釉質瑩潤。器型設計甚為獨特，精緻巧麗的造型惹人心扉，十分罕見，如此天藍釉

團壽心蓮花式盞托可謂絕世孤品。秀雅的單色釉瓷器是雍正朝精彩絕倫的瓷器品種之一，眼前的天藍釉團壽心

葵花式盞托，正正彰顯出雍正皇帝儒雅的品味。 

 

 

 



 
 

「中國古董珍玩」專場 

 

十三至十四世紀 銅鎏金釋迦牟尼 
H 35 cm 
估價：HKD 3,500,000 - 4,500,000 

 

此尊為經典的釋迦牟尼佛成道像，造型展現了佛陀不同凡俗的莊嚴和寂靜。整體造型大方，體態優美，軀體雄

健，氣韻生動，既具生動柔麗的藝術美感，加上其極為罕見的碩大體量，震撼人心，體現了極高的雕刻藝術和

鑄造工藝水平。遍查海內外博物館和私人藏品，類似體量和圓座造型及保存狀態的造像並不多見。相同造像可

參見英國藏家朱勒斯．斯彼爾曼（Jules Speelman）珍藏的一尊十四世紀銅鎏金釋迦牟尼，以人民幣 1.035 億

元於北京保利 2015 年 12 月 7 日拍出，編號 7333。 

 

 

金 木雕彩繪菩薩立像兩尊 
H 142 cm 
來源： 
1. 霍明志（Paul Houo-Ming-Tse) 北平 
2. Hotel Drouot （拍賣行）1932 年‘霍明志舊藏：中國藝術品’專場 Lot No. 84、Lot No. 85 
3. Gerard Devillers 巴黎 
4. Eskenazi 紐約 
5. 北美十面靈璧山居珍藏（The Ten-Views Lingbi Rock Retreat Collection），編號 EK106、

EK207 
展覽及出版： 
1 . 霍明志著，《達古齋古證錄》 （ 「Preuvesdes Antiquites de Chine」），北京，1930，頁

314 
2. Hotel Drouot，《霍明志收藏：中國藝術品》（「Objets d' art de la Chine: Collection Paul 
Houo-Ming-Tse」），1932 年，巴黎，84 號，85 號 
3. Eskenazi，《北魏至明代佛教雕塑》，2002 年 3 月，紐約，圖 16 
4. Eskenazi，Hajni Elias，《中國藝術品經眼錄：埃斯卡納齊的回憶 》，第 228 頁，圖版第

130，131 
估價：HKD 20,000,000 - 30,000,000 

 

此對木雕菩薩均跣足立於蓮座上，分別由一整棵木材圓雕而成，雙臂為分雕後接，整體面貌俊朗。菩薩肩覆披

帛，皺褶沿肌膚形成自然的曲線，二者頭部、頸部均裝飾的精緻華美，雕像表面依然有施金留存，多處可見綠

色、紅色以及黑色殘彩。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一尊金代木雕彩繪貼金大勢至立像，亦可觀察到與本對相似的形



 
制以及造型，唯本對造型更顯厚重，更具威武莊嚴之氣勢。美國克利夫蘭博物館藏有一尊木雕觀音菩薩立像，

見於《海外遺珍：佛教雕塑》臺北，1990 年，第 135 號，兩者的姿態、臉形與面部表情都非常相近。 

 

「花舞大唐：北美十面靈璧山居珍藏唐三彩」專場 

 

唐 三彩立馬 
H 66 cm W 68.6 cm 
來源： 
1. 傳 1926 年於河南洛陽附近出土 
2. 康格．固特異將軍收藏，1927 年購自盧芹齋，美國水牛城 
3. 布法羅自然科學學會收藏，美國，1955 年獲贈自康格．固特異將軍 
4. 紐約佳士得，1992 年 12 月 3 日，編號 233 
5. 北美十面靈璧山居收藏，編號 FR385A 
展覽： 
布法羅科學博物館 
估價：HKD 3,000,000 - 3,800,000 
 
 

唐代尚馬之風極盛，馬是唐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此件三彩立馬，俯首靜立，除馬鬃、馬尾及鞍飾外，全

身通披白色釉彩，一匹白色駿馬躍然眼前。軀體豐肥適度，比例精準，達到了力與美的和諧統一，處處彰顯著

唐代工匠精湛的技藝，出神入化，已臻化境。 
 

中國書畫 
 
中國書畫專場將呈現超過 260 件來源有序、品質上乘的拍品，並由中國書畫近現代版塊佳構，張大千巔峰鉅制

擬古山水作品仿王詵《連山斷磵圖》領銜，當代水墨版塊則涵蓋王良福先生所珍藏之吳冠中及林風眠等當代水

墨巨匠傑作。專場亦將呈現「愛吾盧」吳承燕珍藏中國書畫，囊括徐悲鴻、齊白石及于右任等書畫名家之作品，

均來自於吳承燕先生家屬珍藏；另外呈現新加坡著名畫家曹瑞蘭女士上款以及珍藏的名家書畫作品，涵蓋著名

畫家朱屺瞻、劉文西、韓天衡及沈道鴻等精品佳作，將為廣大藏家帶來非凡的視覺饗宴。 
 
保利香港拍賣中國書畫部專家程遠楓表示：「 2022 年暨保利香港拍賣成立十周年慶典，承蒙藏家信賴，中國
書畫部榮幸甄選質量上乘的精彩作品 200 餘件，由張大千巔峰鉅制擬古山水作品仿王詵《連山斷磵圖》與晚明
姑孰畫派創始人的蕭雲從《溪山無盡》長卷領銜，更有吳冠中、林風眠等學貫中西的殿堂級大師佳構，及南洋、
台灣的同一藏家秘藏數十年富含人文精神的書畫專題，略探中國書畫的源遠流長。恰逢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
古今新舊匯集交融於香江，藉此共襄盛事！」 
 
仿王詵《連山斷磵圖》是張大千於盛年時期所作的巨幅擬古山水工筆重要作品，寫就於絹本之上，尺幅宏大，

層次井然。張大千在山水畫創作上受到石濤「搜盡其峰打草稿」的精神感召，遊歷名山大川，建立了自己龐大

的古代書畫收藏，也成就了他「借古開今」的強大摹古功力。取陳洪綬山水畫中茂密繁複的畫風，垂直構圖凸

顯了山川巍然聳立的險峻和高山流水的傾瀉之勢，順勢而下的瀑布與人物向上仰望的視線將觀者的視線鎖定，

流連於畫圖的一方天地之中。山岩的皴法以曲折的散鋒筆法寫就，山石以水墨和赭石寫成，茂密的松針以花青

暈染，充滿生命的張力，沈雄恣勢，水墨滃鬱的畫風令人歎為觀止。 
 



 
作品得自於黃金榮舊藏，作品頂部裱邊有張大千擬董其昌的長文題跋。作品媒材的選擇和做舊的手法亦可見書

畫大師擬古之用心，其裝裱保留了原始精美的裝裱狀態，地桿之軸頭選用的是象骨材質，並在作品內部細微處

標誌了左／右的區分。張大千的傳世臻品不知凡幾，而這樣創作於巔峰時期，體現畫家極致用心的巨幅擬古山

水作品可謂市場罕見，亦可見其在大師創作生涯中的別饒意義。 

 

張大千 仿王詵 《連山斷磵圖》 
 
設色絹本 立軸  222×87.5 cm. 
著錄／出版： 
1. “Challenging the Past: The Paintings of Chang Dai-Chien”（《血戰古人：張大千畫展》，傅

申著）, Page 37, Shen C. Y.  Fu，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1 
2. 《傅申論張大千》，田洪，蔣朝顯編，浙江大學出版社，第 217 頁，圖版 6，2022 年 1 月 
來源： 
1. 黃金榮舊藏，現藏家直接得自於黃金榮先生家屬。 
2. 瑞秀樓珍藏 
估價：HKD 10,000,000 - 18,000,000 
 
 

 

1941 年春，張大千率領門人子侄，赴隴西敦煌考察古代石窟壁畫，歷時近三年，刻苦臨摹了魏晉至宋元等歷朝

的壁畫共達二百餘幅，為敦煌藝術的發掘和傳播作出了巨大貢獻。「藻井」為「交木為井，飾以藻文」，又稱

為天井、方井、斗四等，是中國古建築當中一種裝飾性的木質結構頂棚，多見於寺廟，宮宇等古代建築中。此

幅張大千的《臨盛唐藻井》，絳紅色的中心方井上所繪為一朵由蓮花、雲紋等多種紋樣組成的大型五彩寶相花，

方井外有七層五彩邊飾，分別是番蓮紋、梅花紋、菱形紋、蓮瓣紋、纏枝蓮紋、與瓔珞及鈴鐺紋飾等。各種紋

樣都施以工整細緻的疊暈手法。端莊規整，層次分明，紋樣嚴密，濃重瑰麗，充分展現了綺麗華貴，臻於成熟

的盛唐風格，精妙絕倫。此作來源於張大千知己山田喜美子女士的珍藏，離開日本後，張大千與山田保持著密

切的書信往來。從畫作精美裝裱之工藝，可見山田喜美子與其家人對此作的鍾愛。 

 

吳冠中所創作的《燕語鄉音》畫面明快靈動，從風景中提煉表現形式美感的元素，即線條、色塊及色彩，在拆

解再重構的過程中，表現抽象美感及主觀觀感，展現了一幅生趣盎然、朝氣勃勃的生活情境。畫面中，水墨色

塊圍繞而呈現的留白空間，形成了白牆，表現了「白」色的空靈和純淨美感。《燕語鄉音》也透過留白的美感，

表現一種澄明無我、圓融和諧、永恆寧謐的境界。 



 
創作《金秋》之時，林風眠已晉八秩之齡，創作激情絲毫未減，幾乎要將生命揉入每一筆中。畫面所繪景色正

值仲秋時節，近景由兩顆色彩鮮艷、高大挺拔的樹佔據畫面的三分之二，形象頂天立地。湍急的河流穿過村莊

蜿蜒而來。正中為黑瓦白墻的屋舍坐落在高大茂密的樹林之中，預示著秋天的金色、紅色樹木透過層層堆疊，

使用焦點透視的同時營造山水的深遠意境。高大蒼莽的松林與秋色，平遠壯闊的山巒在煙雲迷蒙中若隱若現，

增添了一分靜謐淡泊的氣韻。在此空間各種意象中，林氏創造的自然生命充滿了色彩、熱情與力量，一如其在

藝術創作中孜孜不倦、生生不息地追求盡善盡美、天人合一的境界。 
 

 
張大千《臨盛唐藻井》 

設色紙本 鏡心 63×64 cm. 
來源：山田喜美子舊藏， 

作品得自於山田喜美子家屬 
估價：HKD 1,000,000 - 1,500,000 

 
吳冠中《燕語鄉音》 

設色紙本 鏡心 69×69 cm. 
來源：王良福先生珍藏 

 
估價：HKD 1,000,000 - 2,000,000 

 

 
林風眠《金秋》 

設色紙本 鏡心 69.5×68 cm. 
來源：王良福先生珍藏 

 
估價：HKD 1,000,000 - 2,000,000 

 

珍茗佳釀 
 
珍茗佳釀部將呈獻兩個專場逾 520 件珍罕佳品，「陳年普洱茶及茶道具」專場將由極為珍貴的原筒百年同興號

青餅．向慶記領銜，此為世間罕有的號級茶，更是首次現身拍場；另外，「陳年茅台酒、威士忌及干邑」專場

亦欣然呈獻難得一遇的陳年酒與限量版名酒佳釀，包括 1970 年代「葵花牌」茅台酒以及輕井澤 50 年 - 1965 
#8636，完美糅合中西方的生活文化與品味。 

 

保利香港拍賣珍茗佳釀部主管桂湘表示：「我們一直貼合藏家的生活品味，將東西方品茗、品酒的精髓，以視
覺與味覺的交匯，締造多場精彩拍賣盛宴；此次為各大藏家精心搜羅各式各樣的陳年普洱茶、茅台酒、威士忌
及干邑，更將矚目呈獻首現拍場、曠古絕今的百年同興號青餅．向慶記，唇齒間迴盪的百年滋味，象徵保利香
港的十年蛻變，我們期望日後繼續發掘更多值得收藏的珍茗佳釀，宣揚富有東方特色的生活品味。」 
 



 
同興號茶莊原名為順祥號，亦稱為中信行，始創於清雍正十年（1733 年）的易

武鎮，是歷史記載以來，雲南第一家正式註冊成立的茶號。1921 年前後，同興

號茶莊年產規模達五百擔，屬大型茶莊之列，並與後期成立的同慶號、福元昌

號和宋聘號被稱為易武「四大家族」。這筒同興號．向慶記青餅首次出現拍場，

竹箬外殼依舊完整，掀開一角，藍紙黑標內飛清晰可見。整筒茶重量約 2246 克，

乾倉儲存。 

 

 

 

 

「葵花牌」是文革時期的特殊註冊商標，生產周期僅 9 年。1966 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因原商標「飛天牌」

採用敦煌壁畫的飛天圖案，有「四舊」嫌疑被停用，取而代之的則是寓意「朵朵葵花向太陽」的「葵花牌」茅

台。 

 

易武位於西雙版納是知名六大茶山之一，自古以來便為知名茶山，茶莊林立百家齊放，當時僅以單一產區純料

製作，至今更是最多 1949 年之前製作陳年茶餅的最多的產區，於清代更是皇室用茶的生產地之一；全境位於

北迴歸線以南，為雲南境內緯度最低、年均溫與降雨量最高的茶區，王德傳精選易武千年古茶樹春蕊，為中國

寮國交界之千年古樹茶區，其茶芽碩大、茶氣十足。易武千年古茶樹，茶湯厚實飽滿、入喉甘潤令人舒緩優雅

迷人，歷經近十年陳放細緻中更增添歲月的韻味，是值得期待的茶品，宜飲宜藏。 

 

另外，輕井澤 1965 年份酒於 2016 年裝瓶，以慶祝 La Maison Du Whisky 成立 60 周年。這間巴黎零售商是法

國 Number One Drinks 的分銷商，發行過許多獨家版本的輕井澤威士忌。包裝在原裝展示盒中，內含染料、

刷子、陶瓷混合盤和獨特的 90 號橡皮圖章。 

 

 
1970 年代「葵花牌」茅台酒 

度數：54% 
容量：540 ml 

數量：1 瓶 
 

估價：HKD 150,000 - 250,000 

 
2013 年 易武春蕊（千年古樹） 

數量：原筒 7 片加 1 餅 
總重量：約 2840 克 

工序：生茶 
狀態：乾倉 

估價：HKD 88,000 - 150,000 

 
輕井澤 50 年 - 1965 #8636 

單一麥芽 波本桶 
1965 年入桶 2015 年裝瓶 

桶號 8636 全球限量 199 瓶 
ABV 62.6% 700 ml 1 瓶 

估價：HKD 260,000  - 330,000 
 
 

 

百年同興號青餅．向慶記 
數量：原筒7片 
總重量：約2246 克 
工序：生茶 
估價待詢 



 
預展：保利香港十周年拍賣會 — 台北精品預展 
台北｜6 月 18 至 19 日｜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00 號 微風南山藝文展演中心 3 樓 
 
預展及拍賣：保利香港十周年拍賣會 
香港｜7 月 9 至 14 日｜灣仔博覽道 1 號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1E 展廳 
 
 

日期 時間 拍賣項目 拍賣地點 
7 月 10 日 
星期日 

11:00am 陳年普洱茶及茶道具專場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2:00pm 陳年茅台酒、威士忌及干邑專場 

7 月 11 日 
星期一 

12:00pm 名貴鐘錶專場 

4:00pm 尚品手袋及潮玩專場 

7 月 12 日 
星期二 

10:00am 中國書畫專場 

6:30pm 現當代藝術 晚間拍賣 

7 月 13 日 
星期三 

11:00am 現當代藝術 日間拍賣 

3:30pm 璀璨珠寶專場 

7 月 14 日 
星期四 

10:30am 花舞大唐：北美十面靈璧山居珍藏唐三彩 

2:00pm 不止青綠 ：歐美藏家藏中國色彩藝術珍品 

2:45pm 御海凝珍：懷海堂藏清乾隆御瓷粹珍 

3:00pm 中國古董珍玩專場 
 
高清圖片連結： 
Google：https://bit.ly/PolyAuctionHK10th-WOA-FCPC-WIN  
百度網盤：https://bit.ly/PolyAuctionHK10th-WOA-FCPC-WIN-CN  
 
傳媒查詢： 
Jessica Chen 陳燕娟小姐｜jchen@polyauction.com.hk｜+852 2303 9892 
Maora Cheng 鄭思穎小姐｜mcheng@polyauction.com.hk｜+852 2303 9891 
 
有關保利香港拍賣有限公司 
 
保利香港拍賣有限公司於 2012 年由保利文化集團成立，致力成為香港最具活力的拍賣行之一。保利文化集團旗下的北京

保利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是中國最大的國有控股拍賣公司，亦是全球中國藝術品拍賣行業成交額最高的拍賣企業。保利文化

集團於 2014 年 3 月 6 日正式於香港上市（保利文化，03636.HK）。 
 
近年來保利香港屢創佳績，表現持續穩健。2021 年，保利香港以港幣 26 億元成交額閃耀收官。保利香港設有現當代藝術、

中國書畫、中國古董珍玩、璀璨珠寶及名貴鐘錶、尚品手袋及潮品、珍茗佳釀六大部門。各部門設有專業團隊，並提供拍

賣、私人洽購、免費估值諮詢等服務，致力為廣大藏家摯友提供卓越而專業的服務。 
 
保利香港致力為海內外藏家提供卓越的專業諮詢、精美絕倫的藝術精品和顧客至上的優質服務，現於全球各地設有辦事處，

包括香港、北京、上海、澳門、廈門、山東、臺灣、日本及紐約。展望未來，我們的專家團隊將繼續努力，與您共同促進

文化收藏的發展，期待為您帶來更加精彩的藝術呈獻。 
 

### 
 

 
 

https://bit.ly/PolyAuctionHK10th-WOA-FCPC-WIN
https://bit.ly/PolyAuctionHK10th-WOA-FCPC-WIN-CN


 
關注保利香港拍賣有限公司 
 
官方網站：  www.polyauction.com.hk 
Facebook：  保利香港拍賣 Poly Auction Hong Kong 
Instagram：  polyauctionhk 
微信公眾帳號：  polyauction-hongkong 
小紅書帳號：  保利香港拍賣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