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帝圖科技文化專注於「藝術品牌與通路」領導地位，也是台灣唯一擁有帝圖藝術
實體拍賣、Online Bid線上專拍、非池中藝術網、非池中畫廊平台、非池中線上藝
廊、帝圖藝術研究中心等一條龍藝術相關服務與銷售能力品牌通路，旗下擁有：

台灣唯一藝術產業鏈全通路領導品牌　興櫃代號6650-TW

提供即時藝術展覽資訊
與媒體曝光，為台灣
流量最大藝術媒體平台

提供畫廊代理藝術家作
品銷售，也是台灣最具
指標性的畫廊電商平台

提供新銳藝術家作品線上
銷售，為台灣最大的藝術
電商平台

進行藝術產業報告或跨域
應用研發等，主要促進藝
術及科技領域之跨域應用
為主要任務。

非池中藝術網 非池中畫廊平台

非池中線上藝廊 帝圖藝術研究中心

帝圖Online Bid
線上專拍

提供藝術精品多樣選擇，
以及專業網路拍賣服務，
使優質藏品也能透過
網路購買收藏

進行藝術品拍賣交易，
在書畫拍賣交易量市占率
居領導地位

帝圖藝術實體拍賣



帝圖藝術2020迎春拍賣會

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297號6樓 (TEL：+886 2-2658-1788)

帝圖藝術拍賣部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340巷24號 (TEL：+886 2-2709-3288)

帝圖藝術展演館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99號6樓 (TEL：+886 2-2771-4588)

圖錄索取

2020 / 1 / 19 (日)
】玩珍董古【 03:31-00:21

】術藝代當與代現【 00:51-03:31
】畫書代現近【 00:51

國泰金融會議廳 (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9號 )

拍賣時間

2020 / 1 / 18 (六) 10:00-18:00
2020 / 1 / 19 (日) 10:00-12:00

國泰金融會議廳 (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9號 )

預展時間

2020/ 1 / 1  (三) 起 ， 採預約看展

帝圖藝術拍賣部 (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340巷24號 )
帝圖藝術展演館 (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99號6樓 )

預約看展

預展 1月18日(六)   拍賣 1月19日(日) 國泰金融會議廳

服務據點

業務諮詢

拍賣部業務主管

劉嘉宸 Louis Liu

Tel/ +886 2 2709-3288 分機24
Mobile/ 0988-106-486
Email/
louis@artemperor.tw

拍賣部業務專員

廖建傑 Jack Liao

Tel/ +886 2 2709-3288 分機21
Mobile/ 0921-002-026
Email/
jackliao@artemperor.tw

拍賣部業務專員

潘冠中 Ben Pan

Tel/ +886 2 2709-3288 分機23
Mobile/ 0920-482-368
Email/
cece0920@artemperor.tw

拍賣部業務專員

許家梅 Maggie Hsu

Tel/ +886 2 2709-3288 分機22
Mobile/ 0916-109-181
Email/
maggie.hsu@artemperor.tw

海外業務諮詢

劉家蓉 Hannah Liu

Tel/ +886 2 2658-1788 分機108
Mobile/ 0911-384-301
Email/
hannah_liu@artemperor.tw

拍賣部業務專員

唐一寧 Dale Tang 

Tel/ +886 2 2709-3288 
Mobile/ 0928-390-515
Email/
dale662110@artemperor.tw

客戶服務

王筱甄 Xiao Zhen Wang

Tel/ +886 2 2658-1788 分機101
Mobile/ 0973-001-920
Email/
needle469@artemperor.tw

客戶服務

李雅婷 Winny Lee

Tel/ +886 2 2709-3288 分機9
Mobile/ 0961-016-363
Email/
asdfwinny@artemperor.tw

付款事宜

曾瑞蓮 Raining Tseng

Tel/ +886 2 2658-1788 分機168
Mobile/ 0936-998-671
Email/
raining148@artemperor.tw

圖錄內所載之預估價匯率僅供參考用，實際拍定後金額的使用匯率以拍賣會當日所公布之匯率為準。

欲登記特殊競標牌號，需繳交保證金新台幣1,000萬元

帝圖藝術拍賣部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 2 2709-3288
Fax/ +886 2 2709-3558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340巷24號

Tel/ +886 2 2658-1788
Fax/ +886 2 2658-5126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297號6樓

帝圖藝術展演館

Tel/ +886 2 2771-4588
Fax/ +886 2 2771-4699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99號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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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以來， 西風東漸。時至清代，西洋傳教士對於中、西方文
藝交流，發揮了更重要的作用。他們多在宮廷任職，直接為皇帝提
供服務，同時為中國畫家開啟了「新視界」。在眾多西洋傳教士畫
家中，以郎世寧來華五十一年，時間最久，畫技也最高超，遂成為
最具影響力的畫家。

郎世寧，原名 Giuseppe Castiglione，西元 1688年生於米蘭，19

歲時，在熱內亞的耶穌會成為見習修士。1715年，他到達北京。
透過傳教士馬國賢 ( Matteo Ripa，1682-1745 )引薦，成為清聖祖
的宮廷畫家，此後又受雍正、乾隆兩位皇帝重用。根據《牛津藝術
辭典》的評論：

他按皇帝的命令學習中國繪畫，在山水畫、動物畫與世俗風情畫中，
首次將中國的筆法與西方的寫實畫風結合起來，在宮廷裡贏得極好
贊譽。他是第一位被中國人瞭解並欣賞的西方畫家。

日本學者編的《西洋美術辭典》則強調郎世寧：

向清人傳授歐洲的透視學、陰影法、解剖學，但是他本人則學習中
國傳統畫法，用中國的畫具（他本人對它們有所改造）、紙、絹創
造自己獨特的畫風。

簡單地說，儘管郎世寧來華後以中國毛筆和顏料為工具，但他總是
在畫中融入西方繪畫重視的細膩光影、色彩變化、立體感，並結合
透視學、解剖學知識來描繪物象，所以開創出精緻寫實、中西合璧
的畫風。據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郎世寧的專家聶崇正先生說，目前
能確認的郎世寧傳世畫作大約七、八十幅，如北京故宮藏《乾隆皇
帝大閱圖》、《弘曆戎裝騎馬像》、臺北故宮藏《八駿圖》、《百
駿圖》、美國克利夫蘭博物館藏《心寫治平卷》等，都是舉世公認
的名作。

儘管郎世寧極具天才，舉凡人物肖像、飛禽走獸、花卉翎毛，甚
至是場面複雜壯闊的戰爭歷史畫，無一不精。但是，像《照盆孩兒
圖》這樣描繪恬靜嬰戲的作品，卻極為稀少，可見其在郎氏繪畫中
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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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盆」，原指古人用盆盛水，映照身形，端正衣冠。這本來是日常
生活之事，在歷代文人學士筆下，又被賦予更高端的人文情懷。如唐
憲宗元和十五年（820年）進士施肩吾曾作〈上禮部陳侍郎•陳情〉：
「暗天欲照盆無水，貧女如花鏡不知。」就是以水盆無法照見美女
作為比喻，訴說自己懷才不遇的心情。又如宋人蘇軾作〈次韻子由三
首•東樓〉：「白髮蒼顏自照盆，董生端合是前身。」所謂「董生」
是指漢代大儒董仲舒，可見東坡居士是看著水盆中自己的倒影顧影自
憐，追懷古人了。

中國畫家則另闢蹊徑，將「照盆」和「嬰戲」這兩個主題結合起來，
創造出具有生活氣息，又有深刻文化內涵的畫面。最有名的創作者，
就是北宋畫家劉宗道。關於劉氏，南宋的鄧椿在《畫繼》卷 6就說：

劉宗道，京師人。作《照盆孩兒》，以水指影，影亦相指，形影自分。

儘管劉宗道在北宋末年名噪一時，可惜卻沒有真蹟流傳後世。因此清
初大收藏家孫承澤就在《硯山齋雜記》卷 6大發感嘆：

古圖既不可見，尚有散見其名目於載籍中者，如曹不興《玄女授黃帝
兵符圖》、……劉宗道《照盆孩兒圖》……。按其名目，尚恍惚若見
於目中，使人飛動，不能自己，況覩其真蹟乎！

孫承澤明知這些歷史上著名的畫作早已失傳，仍是看著畫名就在心中
大加揣摩，無法自拔。除了是他愛畫成癡以外，也不難想見這些畫史
稱豔的名作，對後人有巨大的魅力。正因為神秘，這些名作在後人心
中變得更美。為了彌補名作失傳的遺憾，更刺激人們努力嘗試填補這
份空白。大概就是在這樣的心態下，促成了乾隆皇帝命郎世寧創作
《照盆孩兒圖》。

圓渾鮮活，洵稱絕筆：
談郎世寧的《 照盆孩兒圖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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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與宋氏三姊妹

宋耀如 宋耀如（前左 1）與孫中山（前左 2） 宋氏家族

宋氏家族對 20 世紀的中國歷史有著重要影響，堪
稱民國第一家族。宋耀如（1866 ～ 1918）又名宋
嘉澍，海南島文昌縣人。1875 年，以童年赴美投
靠親戚，為謀生而在美奮鬥，在美國南方工作時，
信仰了基督教，其後得資助而入學受教育，畢業
於范德比大學的神學院；1886 年返回中國，為美
國監理會派往中國的傳教士，在上海和蘇州地區
傳教。其後因諸多因素，脫離監理會而成一獨立
傳教的基督教牧師，在全國工商業中心的上海地
區，除繼續傳教外，亦投入工商業，從事印刷出
版事業，十分成功，再轉投資於其他企業，亦有
所成；他以從事工商業的盈餘，再來資助教會的
發展。宋亦同情國民革命，曾以人力與物力支持
革命，對同為信仰同道的革命領袖孫中山的資助，
亦不遺餘力；對「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的創
立，投注心力亦大，宋耀如實為一位集傳教士、
工商企業家、革命家等多重角色於一身的傳奇人
士。1918 年，宋耀如因病去逝，他的 3 子 3 女，
依序是宋藹齡、宋慶齡、宋子文、宋美齡、宋子
良、宋子安皆有聲於時。

長女宋靄齡嫁孔祥熙，次女宋慶齡嫁孫中山，三
女宋美齡嫁蔣介石；長子宋子文是民國財政部長，
後升任到行政院長，二子宋子良是民國廣東銀行
行長，三子宋子安曾任國貨銀行、廣東銀行董事。

這張清朝宮廷畫師郎世寧所繪的《照盆孩兒圖》
是張學良遊說宋耀如妻子倪桂珍女士，為 6個孩
子所買的郎世寧畫作中的一幅。也喜歡中國書畫
的長子宋子文，對於母親的決定，自是歡喜。加
上宋子文對「少帥」張學良本就一見如故，張學
良也對略長自己 7歲，卻已執掌財經大權的宋子
文感到欽佩，兩人自然結為至交。直到去世前，
宋子文還保留多張與張學良結伴遊歷的照片。

除一度甚得宋家 3女宋美齡的丈夫蔣介石器重外，
張學良與宋家也因為妻子于鳳至，建立得更深。
于鳳至畢業於奉天女子師範學校，溫文爾雅且明
事理。起初張學良對於父母的包辦婚姻並不滿意，
但後來于鳳至對張學良溫良恭順，贏得張的愛慕
和敬重。兩人興趣相投、相敬如賓，感情日益融
洽。民國 15年，于鳳至趕往南京，與正在參加蔣
張會晤的丈夫相會，首次得見蔣介石與宋美齡等。
她後赴上海，曾認宋老夫人為乾娘，與宋美齡等
結下姊妹情意。張學良與妻子于鳳至經常往來於
京滬之間，與宋家上下都熟，宋母對于鳳至疼愛
有加，坊間一度稱她是「宋四小姐」，也實際反
映宋家與張學良關係之熟稔。

一家 6 子，2 位國母，3 位官員。這幅郎世寧去
世前 10 年（1756）所繪的《照盆孩兒圖》，經乾
隆皇帝御覽題詩，民國以後宋氏家族刻意收藏。

上百年的歷史長河帶走的是歲月，卻
帶不走郎世寧筆下的細膩色彩，以及
人們對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宋氏家
族的稱奇和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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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世寧《池蓮雙瑞圖》 郎世寧《池蓮雙瑞圖》實物照

郎世寧《池蓮雙瑞圖》
實物局部圖

郎世寧《池蓮雙瑞圖》
宋子安收藏印

民國以後，這幅《照盆孩兒圖》正是由著名的宋氏家
族收藏。居中斡旋、促成此事者，便是宋子文、張學
良這兩位肝膽之交。

宋子文（1894-1971），哈佛大學經濟碩士，哥倫比亞
大學經濟博士。父親宋嘉澍是富商，支持革命。二姐
宋慶齡嫁孫中山，妹妹宋美齡嫁蔣中正，弟弟宋子良
（1899-1987）、幼弟宋子安（1906-1969）也都是著
名財經專家。宋子文本人曾歷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
中央銀行總裁、行政院長等重要職務。大家更熟悉的
是，1936年「西安事變」中，就是宋子文憑著張學
良的信任，居中斡旋；是蔣中正重獲自由的關鍵人物。

早在 1920年代，宋子文即因
張學良是母親倪太夫人疼愛
的義女于鳳至的丈夫，也是
妹婿蔣介石在軍事上的夥伴，
兩人因此以兄弟相稱，親如
家人。1929年，張學良在東
北召開財經會議、整頓東北
金融時，可能因為宋子文的
關係，傾心學習英、美模式，
並要宋子文推薦人才到奉天。
想當然耳，若非如此，張學良
日後絕不可能在西安事變這
麼要緊的事務上聽從宋子文
的建議。西安事變後，張學良
被幽禁數十年。期間，宋子文
不斷周濟張學良夫婦的生活，
並曾在 1940 年聯合妹妹宋美
齡之力，促成張學良的元配
夫人于鳳至女士赴紐約進行
乳腺癌手術。若在張學良年輕得意時，宋子文的態度
也許不足為怪。而今他已是階下之囚，身邊特務如麻，
人人冷遇，宋子文卻能一如既往以誠相待。他不斷企
圖為張學良爭取一定範圍的人身自由，甚至不惜因此
和妹婿蔣介石漸生嫌隙，以致最後去職。凡此種種，

更證明宋、張二人交情，絕非尋常。這樣的情誼，當
然是在西安事變之前就有了深厚的基礎。這幅《孩兒
照盆圖》堪稱這段友情的證物；因為這幅《孩兒照盆
圖》正是宋老夫人倪桂珍接受張學良建議，為宋家 6

個孩子所購買的郎世寧畫作中的一幅。張學良之所以
提此建議，是為了幫忙當時處心積慮想脫離日本人控
制的遜帝溥儀，急需經費進行活動之故。

除了本幅《照盆孩兒圖》外，宋家也買進郎世寧所繪
的《池蓮雙瑞圖》。《池蓮雙瑞圖》曾著錄於《石渠
寶笈三編》，其與臺北故宮所藏《聚瑞圖》都是郎世
寧在雍正元年因應「諸瑞疊呈」事件之創作，日後又

曾長期存放在寧壽宮，說明它
在乾隆心中的重要性。最後，
通過張學良與宋子文，《池蓮
雙瑞圖 》和本幅《 照盆孩兒
圖》都成為宋子安的收藏。因
民間流傳的郎世寧真蹟不多，
《池蓮雙瑞圖》此前已由蘇富
比高價賣出。由於郎世寧傳世
《照盆孩兒圖》極可能僅此一
幅，相當稀有。畫面又富天真
吉祥寓意，所以後來長居美國
的宋氏家族也曾用來印製舊金
山廣東銀行年曆。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長年心
儀這張《照盆孩兒圖》的宋子
文，在幼弟宋子安 1969年過
世後，徵得子安夫人的同意，
也在此畫邊綾鈐上《宋子文鑑
定書畫精品》收藏印，意味著

心許即若擁有，同時紀念兄弟情誼。由此可見，本幅
郎世寧《照盆孩兒圖》歷經乾隆御覽題詩、民國以後
宋氏家族刻意珍藏，不但體現郎世寧筆下對兒童的細
膩情感，更見證歷史長河之變遷，和宋子文、張學良
二位風雲人物的曠世情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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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標本件拍品，須辦理高估價競標牌號

3119

郎世寧 Lang Shr-Ning  
1688-1766

照盆孩兒圖

鏡框 設色 紙本   99×62cm

款識：相共揶揄嬉，似與周旋慣，道是影非真，誰知形亦幻。
丙子初冬御題。
鈐印：乾隆宸翰 (白 )、得象外意 (朱 )。
款識：臣郎世寧恭繪。
鈐印：恭 (白 )、畫 (朱 )。
收藏印：宋子安珍藏書畫之印 (朱 )、宋子文鑑定書畫精品 (朱 )。
著錄：
1.《清高宗（乾隆）御製詩文全集 (四 )》第二冊卷六十六，題照盆孩兒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印行，1976年。

2.《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頁 243，印面編號 63,68，上海博物館，
1987年。

3.《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乾隆 21年，冊 21，頁 689，香港
中文大學，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2005年。

4.《中國名畫家全集 -郎世寧》，頁 175，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
5.《神筆丹青－郎世寧來華三百年特展》，台北故宮博物院，2015年。

NT$ 50,000,000-80,000,000
RMB¥ 10,000,000-16,000,000
US$ 1,666,650-2,666,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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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與妹妹宋美齡

宋子文

宋
子
文
鑑
定
書
畫
精
品

宋子文（T. V. Soong），海南島文昌縣人，生於上海。民
國年間著名的宋氏家族成員之一。父親宋嘉澍是美南監
理會（今衛理公會）的牧師及富商，孫中山革命支持者。
早年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求學，後到美國留學，民國 4年
於哈佛大學經濟學碩士畢業。後於哥倫比亞大學畢業，
獲經濟學博士學位。曾於紐約花旗銀行見習。民國 16年
起，歷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行政院長、
中國銀行董事長、最高經濟委員會主席、外交部長、駐
美國特使、廣東省政府主席、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會常務委員。民國 38年去法國後，遂於美國長住。

除與大姊宋靄齡、大姊夫孔祥熙、二姐宋慶齡、二姊夫
孫中山，以及弟弟宋子良、宋子安和妹妹宋美齡和妹夫
蔣中正等家族成員關係密切外，在外人部分，宋子文與

張學良的交往時間既長且深。
張學良 16歲成親，原配夫人
于鳳至 1897年生於吉林省懷
德縣，父親于文斗在雙遼縣
鄭家屯開有糧棧。于鳳至畢
業於奉天女子師範學校，溫
文爾雅且明事理。雖然起初
張學良對於父母的包辦婚姻
並不滿意，但後來于鳳至對
張學良溫良恭順，贏得張的
愛慕和敬重。兩人興趣相投、
相敬如賓，感情日益融洽。
為人豪爽、重義氣、喜結交
的張學良，一度甚得蔣介石

的器重。民國 15年，于鳳至趕往南京，與正在參加蔣張
會晤的丈夫相會，首次得見蔣介石與宋美齡等。她後赴
上海，曾認宋老夫人為乾娘，與宋美齡等結下姊妹情意。
張學良與妻子于鳳至時常往來於京滬之間，與宋家上下
很熟，宋母對于鳳至疼愛有加，坊間一度稱於為「宋四
小姐」，這實際上體現了宋家與張學良關係之深。

宋子文 (1894-1971)

宋子文則對「少帥」
一見如故，張學良對
與年紀相差不大但已
執掌財經大權的宋子
文尤為欽佩，兩人結
為至交，多次結伴遊
歷、野炊。張學良還特別喜歡攝影，直到去世前宋子文
還保留了多張當年由張學良拍攝的照片。對於張學良於
民國 22年被迫去職，宋子文一直持有保留意見。張、宋
兩人同為至交好友，相互扶持。在「西安事變」後張學
良被囚禁的日子裡，宋子文曾經給了張學良全家以關懷。
這在美國胡佛研究所所藏宋子文檔案也有反映。民國 30

年夏，張學良患急性盲腸炎轉為腹膜炎，不得已開刀割
治。7月11日，戴笠致電向在美國的宋子文報告。12日，
宋子文複電云：「漢卿割治經過良好，甚慰。務請逐日
電示病情，並祈飭屬慎護為禱！」同日，宋子文又致電
張學良慰問，電云：「頃聞兄患盲腸炎，割治經過良好，
稍慰懸念。尚祈格外珍衛。已請雨農逐日電告尊況。嫂
夫人安吉勿念。」

在張學良被押禁在南京後的一段時間裡，從西安南下打
聽消息的張學良的祕書和衛士，便住在宋子文在南京北
極閣的官邸。在宋子文看來，蔣介石在西安期間做出的
承諾應當兌現，至於剝奪張學良的人身自由，更是不符
情理和信義，因此多次向蔣進諫，乃至發生爭執，不歡
而散。

在張學良被幽禁的歲月裡，宋子文盡其所能關照張學良
及其眷屬子女，即便抗戰時期他駐美外交公務繁忙，也
不曾忘卻、疏忽。如民國 30年 7月 12日，宋子文收到
戴笠自重慶發來密電，報告張學良住院手術：「宋部長：
晚昨抵貴陽，漢卿因盲腸炎潰爛變腹膜炎，昨在中央醫
院割治，經過良好，精神亦佳。笠叩。真。」當時的醫
療條件下，腹膜炎是重症，張學良又是被「管束」之人，
宋子文十分耽心其手術後的病情，於 7月 15日、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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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和宋子安

宋子安與宋美齡

宋
子
安
珍
藏
書
畫
之
印

宋子安，海南島文昌縣人，父親是上海傳教士及富
商宋嘉澍，母親倪桂珍。他是宋氏家族 6兄弟姊妹
中的幼弟，兄宋子文、宋子良，姊宋靄齡、宋慶齡、
宋美齡。與兄姊不同，宋子安較少涉足政治。宋氏
家族長久以來被視為中國 20世紀上半葉最有影響
力的家族。宋子文的父親宋耀如擔任傳教士且是孫
中山先生革命事業的支持者，母親倪桂珍是明代科
學家徐光啟的後代。宋子文大姐宋靄齡為孔祥熙夫
人，二姐宋慶齡為孫中山夫人，三妹宋美齡為蔣介
石夫人，宋子文的大弟宋子良曾任國民政府外交部
秘書和總務司長、廣東省政府委員，長期擔任宋子
文發起的中國建設銀公司的總經理，還 擔任過中央
銀行理事、交通銀行常務理事，是宋子文在金融實
業上的主要助手；小弟宋子安曾任過國貨銀行、廣
東銀行董事。在宋家 6兄妹中，最早辭世的是小弟
宋子安；民國 58年，62歲的宋子安在香港病逝。

宋子安 (1906-1969)

兩度致電戴笠詢問情況。以後張的病情復發，宋子
文又多次電詢，關懷始終。又如，宋子文還注意把
于鳳至在海外治病以及張學良幾個孩子的情況，輾
轉告訴張，他在 1941年 10月 10日經宋子安、戴
笠電告張學良：「子安弟譯發雨農兄轉漢卿兄鑒：
伊雅格陪尊夫人來華盛頓，馬丁雷孟仍在英，已屢
次囑其來美或赴愛爾蘭，寶林在德，已囑來美，或
赴瑞典，寶貝安好。弟文。灰。」

此外，宋子文還請時任駐英大使顧維鈞關照張學良
的孩子。可以說，在宋子文的後半生裡，他一直為
張學良的遭遇感到不平，也在為自己與張的情誼盡
自己的責任，做力所能及的事。

宋氏三姊妹宋子文（右）與張學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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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鑑定書畫精品 宋子安珍藏書畫之印

乾隆宸翰

乾隆宸翰

得象外意

乾隆印：
Lot.3119印面

乾隆印：
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

收藏印：
Lot.3119印面

得象外意

《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頁 243，印面編號 63,68，上海博物館，1987 年。

16



17



(2)  題於丁觀鵬所繪照盆孩兒圖(1)  題於郎世寧所繪照盆孩兒圖

《清高宗（乾隆）御製詩文全集》，第二冊卷六十六， 

   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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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的《御製詩五集》卷 19 錄有詩句「竹馬照盆圖戯嬰」，其下注：

皇上安懐厪念，寓意翰墨。如《戲     嬰圖》、《照盆孩兒圖》，屢見吟詠。

可見乾隆本人也是很愛欣賞嬰戲圖，而且常常作詩吟詠。因此在《御製詩二集》
卷 66，我們又看到錄有乾隆丁丑年（1757）《題照盆孩兒圖》五言詩一首：

呼來卻弗應，顧時鎮相視。扶盆問水中，汝是誰家子。相共揶揄嬉，似與周旋慣。

道是影非真，誰知形亦幻。肖貌劉家法，形容高氏詩。最憐玉筍種，盡是蘀龍兒。
這一首詩的第五至八句，就題在本幅《照盆孩兒圖》左上角，說明乾隆對它的喜
愛。在「劉家法」這句下方，有小字注云：「《畫品》有劉宗道《照盆孩兒圗》。」
這也完全符合前述《活計檔》的記錄。從這些資料來看，本幅《照盆孩兒圖》，實
為郎世寧按旨創作無疑。

這一首詩的第一至四句，就題在丁觀鵬《照盆孩兒圖》右上角，證明當時乾隆命
郎世寧、王致誠、丁觀鵬、姚文瀚倣劉宗道畫《照盆孩兒》各畫一張，並選出滿
意的兩張作品題上前後段御題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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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筆丹青－郎世寧來華三百年特展》，台北故宮博物院，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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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世寧年表
《神筆丹青－郎世寧來華三百年特展》，P401，台北故宮博物院，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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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一般簡稱《活計檔》），冊 21，頁 689

有乾隆二十一年（1756）八月〈如意館〉的記錄，《照盆孩兒圖》是直接由乾
隆下旨命郎世寧等人製作，其云：

十七日接得員外郎郎正培、催總德魁押帖一件，內開：本月十六日太監張永泰
傳旨：著郎世寧、王致誠、丁觀鵬、姚文瀚倣劉宗道畫《照盆孩兒》各畫一張，
欽此。於閏九月十九日員外郎郎正培將畫得《照盆孩兒》四張呈進訖。

這個記錄確認了《照盆孩兒圖》是郎世寧奉旨創作。儘管它在目前已知的郎世
寧作品堪稱絕無僅有，卻是其來有自，絕非憑空虛造。

乾隆皇帝要求郎世寧等人「倣劉宗道畫《照盆孩兒》」，應該有幾種原因。其
一當是前文所說，為了彌補真蹟失傳的遺憾。其次，乾隆也將「臨仿」古畫視
為對宮廷畫家的訓練，希望透過臨摹，讓當朝畫家遍學古人秘法，也就是所謂
的「集大成」，以便將來發揮創新。因此即便是像郎世寧這樣的高手，也時常
被要求臨仿古畫。

尤為要者，像《照盆孩兒圖》這類嬰戲圖，展現的是一個活潑天真，無憂無慮
的童稚世界。因為童年是每個人必然的經歷。兒時玩樂點滴，也常是人們難忘
的回憶。從這個角度切入，嬰戲圖便成為自宋代以來的重要畫題。凡是高明的
嬰戲圖作品，總能令觀者心往神會。即便是乾隆皇帝，恐怕也不能例外。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乾隆 21 年，冊 21，頁 689，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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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之所以如此喜愛《照盆孩兒圖》這類嬰戲
圖，是因為兒童在嬉戲中生動活潑的姿態，專注
喜悅的表情，稚拙可愛的模樣，不只讓人心生憐
愛，更能讓人暫時忘卻世俗紛擾，感受到童稚的
無憂無慮，所以才會命郎世寧等人畫《照盆孩兒
圖》。同一個畫題，讓不同畫家各自發揮巧思進
行創作，大概不免也有一些比較、考校的意味。
在這種情況下，郎世寧領命作畫，必然全力以赴。

此外，嬰戲圖也能結合各種吉祥物、佳節慶賀主
題，用以象徵如「多子多福」、「赤子之心」、
「兄弟和睦」、「連生貴子」、「歲朝豐年」等
等文化、倫理和願望。既能體現對孩童的關愛與
期望，又能表達人們對美好幸福生活的嚮往。

再者，對於身為國主，背負著立儲壓力的乾隆來
說，嬰戲圖更不外是他對子嗣的愛憐和祝願的最

北京故宮藏 郎世寧《乾隆歲朝圖》 衣著、絹絲染色規制相仿

北京故宮藏 郎世寧《乾隆歲朝圖》局部

佳體現。御製詩云：「最憐玉筍種，盡是蘀龍
兒。」把這種心情表達得很清楚。「玉筍」指潔
白如玉的竹筍，日後能長成挺立的脩竹，也就是
「蘀龍」，所以詩中以「玉筍」比喻兒童，大加
憐愛。基於這種心理，乾隆又命郎世寧作《乾隆
歲朝圖》，現藏北京故宮。在《乾隆歲朝圖》中，
乾隆慈祥的看著諸位皇子在身旁嬉戲，郎世寧直
接把他對孩子的憐愛也畫進圖中。我們不妨比較
一下《照盆孩兒圖》和《乾隆歲朝圖》，就會發
現在這兩張畫裡面，小兒蹲在大盆旁邊的情態極
為相似。甚至是孩子本人的五官相貌、穿著打扮，
也堪稱如出一轍。也許，正是因為曾經有創作《照
盆孩兒圖》的經驗，才讓郎世寧能創作出更加複
雜，更能反映乾隆心願的《乾隆歲朝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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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幅《照盆孩兒圖》雖然只有鈐蓋《乾隆宸翰》白文、《得象外意》朱文印，未見
其他清宮印，仍無損其價值。因為如北京故宮藏《孝賢皇后像》、《慧賢皇貴妃像》
等掛屏，畫面上也都沒有任何作者署款及清宮印章。但是根據繪畫的風格和水準，以
及《活計檔》等有限的文獻資料，仍然能夠被聶崇正先生等專家肯定為郎世寧親筆。

再者，乾隆題本幅《照盆孩兒圖》的書法風格，與臺北故宮藏《清高宗御題董邦達畫
山水軸》、《清高宗御題張宗蒼千岩層雪軸》、《清高宗御題金廷標畫秋華軸》等作
的御題書法極為接近。

本幅《乾隆宸翰》、《得象外意》兩印也和上述畫軸完全一致。所以說，《照盆孩兒
圖》畫中御詩、御題、御印結合《御製詩集》、《活計檔》等發揮的作用，已經等同
本幅為真蹟的第一手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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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故宮藏 董邦達《清高宗御題董邦達畫山水軸》

臺北故宮藏 董邦達《清高宗御題董邦達畫山水軸》局部

郎世寧《照盆孩兒圖》局部

郎世寧《照盆孩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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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故宮藏 郎世寧《白鷹圖》落款

臺北故宮藏 郎世寧《白鷹圖》

Lot.3119郎世寧《照盆孩兒圖》

Lot.3119郎世寧《照盆孩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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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傳有序

本幅《照盆孩兒圖》畫心右下角有小楷「臣郎世寧恭繪」款，鈐《恭》白文、
《畫》朱文印。款印格式與風格正合郎世寧晚年作品所見。畫心左上為乾隆丙子
年（1756）御題詩。當年乾隆也曾為宮廷畫家丁觀鵬的《照盆孩兒圖》題御製詩：
「呼來卻弗應，顧時鎮相視。扶盆問水中，汝是誰家子。」這兩幅《照盆孩兒圖》
的題詩，再加上可能題在其他嬰戲圖上的最後四句，最後就合成一首十二句的五言
古詩，並在隔年（1757）收入《御製詩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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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宮博物院郎世寧藏品裱工比對》
。

此幅《照盆孩兒圖》為鏡框式乾隆內府裝潢，所用裱綾等材料也常見
於乾隆內府所用。作品的鏡心、邊框皆符合乾隆內府繪畫裝潢規制，
故能推測裝裱系由乾隆內府完成，極少改動過，應是一件標準的乾隆
時代宮廷繪畫作品。

在本幅左下角，鈐有《宋子安珍藏書畫之印》，邊綾左下方又鈐《宋
子文鑑定書畫精品》。這兩方印章則見證這幅畫離開清宮後的去處，
以及相關人物之間的深厚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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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3119郎世寧《照盆孩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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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兩位小主角身上，郎世寧刻意不畫華麗繁複的花紋，
也不畫裝飾配件，只應用透視、解剖學知識，準確表
現幼兒頭身的比例。再加上層層色階逐漸重疊的方法，
敷染幼童飽滿、光滑、柔嫩的肌膚。他採用半身正面
光畫法，畫出柔潤的光線朝主角額頭照去，使人像在
背景中顯得格外突出。同時刻意弱化光線明暗對比，
不讓人物臉部出現強烈陰影，以符合中國皇家的審美
觀點。衣服採用淺淡配色，只著重於表現衣物質料的
柔軟細緻，以便呼應後方的桃花，烘托畫面素淨而高
貴雅致的情境。這樣一來，立刻讓觀眾的視線聚焦在
兩個孩子烏亮的眼神中，同時讓人感到他們聰慧乖巧、
專注穩定的精神和氣質。

若參照宋代《宣和畫譜》所論，我們更能知道畫嬰孩
之難。其云：

形貌態度自是一家，要於大小歲數間定其面目，髫稚
世之畫者不失之於身小而貌壯，則失之於似婦人。又
貴賤氣調與骨法尤須各別。

大意是說畫小孩容易有「小兒身、成人臉」的毛病。
如果臉孔畫得太幼嫩，又容易把小孩畫成婦人。但是

郎世寧在本幅中巧妙運用他的科學知識，人物臉部和
衣摺的立體感都用「退暈法」描繪，配合虛擬的正面
柔和光源，用色彩層層疊染體現出人物面部的立體感，
運用光、色把人物的面部、鼻子、眼睛、嘴唇的凹凸
起伏表現的淋漓盡致，從面部幾乎看不出一絲筆觸，
更不見線條勾勒的痕跡。很顯然地，畫家不僅技法嫺
熟，更懂得人體骨骼與肌肉的組織關係。

更為難畫家的是，小主角的臉在畫中出現了兩次；一
正一反，一真一幻，一實一虛。畫家必須讓觀眾在看
到畫面的瞬間就感知這是同一個人的兩張臉，又不能
讓水中的幻影過於喧賓奪主，這就更有賴畫家發揮造
型和賦色能力。在描繪水中倒影時，他必須準確的掌
握主角面部肌肉、骨骼起伏的特徵，和五官位置、大
小的比例，還要再次全面性降低色彩明度、彩度之間
的差距，這就要求水中臉孔的賦色必須比實體臉孔有
更幽微的變化。郎世寧也舉重若輕地達到了這樣的要
求，真實與虛幻的兩張臉相輔相成，互相襯托，形成
引人入勝的「畫眼」，真正達到「體度如生」的效果。

郎世寧巧妙運用科學知識，將人物臉部和衣摺用「退暈法」描繪，用色彩層層疊染體現出人物的立體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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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的面、鼻、眼、唇的凹凸描繪幾乎看不出一絲筆觸與線條勾勒的痕跡，畫家不僅技法嫺熟，更懂得人體骨骼與肌肉的組織關係。

描繪水中倒影時，畫家須準確掌握主角的肌肉骨骼、五官位置、大小比例，還要全面降低明度、彩度的差距，要求水中臉孔有更幽微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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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成就

眾所周知，西洋風雖於清初便已傳入宮廷，然而真正
促進中、西畫法融合發展的關鍵人物，首推郎世寧。
郎世寧的指導，讓清代宮廷畫家從最初充滿異奇的眼
光，到最後認真研究學習西方「透視法」與表現立體
感的「陰影法」，甚至將「油畫」媒材與技法結合中
國毛筆和「高麗紙」作畫，間接衝擊或刺激傳統中國
畫傳統的觀念與技法。過程中，郎世寧屢屢奉旨作畫。
為了因應中國傳統的審美價值，郎世寧本人也不可避
免的努力學習中國傳統繪畫工具和技法，甚至與清代
宮廷畫師合力創作。本幅《照盆孩兒圖》，正是郎世
寧力作。

在畫面中心左下方處，畫兩名幼兒臨盆照影。小主角
天庭飽滿渾圓，眉清目秀，身穿淺粉紅色絲質衣裳，
腦後單髻束得整齊。他正蹲在一個裝滿水的大木盆旁
邊，一手指著水中倒影，一手指著粉嫩的臉龐，觀察
水面上的自己。面露微笑，彷彿有所發現。一付聚精
會神、心中若有所思又欣喜的模樣，讓觀眾彷彿也能
感受到探索的樂趣。小主角身邊站著一個頭繫雙髻、
身穿水藍綢衣的玩伴。他雙膝微彎，上身微微傾向盆
面，同樣專注望向小主角手指的水面，似乎正在幫忙
確認小主角的發現。雖然只露出部分眼角、睫毛、鼻
尖和上下唇的最前端，但是圓腦豐頤的臉部輪廓，吹
彈可破的細膩膚質，正和小主角如出一轍，一望即知
是富貴人家的孩子。

圍繞兩個小朋友的，是一個安靜亭院。為了讓觀眾感
受庭院的整潔、開闊，以及溫暖、乾淨、春天的氣氛，
畫家運用單點透視手法，將地平線安排在畫軸中央略
偏上方的位置。畫幅前景、左側有低矮的坡石和花草。
畫面右側有一大塊「回」字般突起的怪石。怪石與矮
坡包夾出一片「之」字平地，隨著矮坡逐漸向遠方消
失。這一大片地面讓亭院顯得相當開闊，地面則長滿
地毯一般的短草，暗示出刻意經營照護的富貴亭院。
怪石之上，桃枝伸展，桃花正開，有效地隔離了外界
干擾，營造出一個舞臺，讓觀眾視線聚焦在主角身上。
怪石、桃花之後再無他物，營造亭院的靜謐與安全。
兩個小朋友就獨自在畫面的角落，盡情享受這個充滿
詩意的空間，觀察他們對世界的心得。

以上看似簡樸的描繪手法，其實都是郎世寧苦心經營
的結果。例如平地和聳立怪石、桃樹的對比，物象位
在角落的構圖，「之」字形延伸的空間，迷濛而詩意
的氣氛，都和臺北故宮藏南宋蘇漢臣名作《秋庭戲嬰

圖》大有關係。這就顯示畫家努力學習、連結優秀的
中國畫傳統，以便適應這個文化環境。但是郎世寧並
非簡單抄襲古人的手法，他更運用了西方的單點透視，
讓畫面的空間感更合理，更具說服力，氣氛也就更具
現實和親切感。

此外，畫面前景的低矮坡石、花草，中景右側的怪
石和桃樹，又和臺北故宮藏郎世寧款《十駿犬驀空鵲
軸》的造型非常相似。然而本幅《照盆孩兒圖》更大
量地融入西方素描的技巧。它運用短促和劇烈轉折的
墨線，結合墨色濃淡的交替變化，畫出立體感強烈、
質感堅硬的怪石。怪石頂部較為平緩，朝地面的部位
少被侵蝕踐踏，滿是凹凸嶙峋，完全符合物情與物理。
桃樹位在視平線的高度，乍看之下枝葉扶疏，有聚有
散，相當自然。其實所有花朵、枝葉的聚散，也都經
過精心配置。既能營造畫面的虛實，又能借花朵與枝
葉的方向凝聚觀眾的視線。畫花、葉時，郎氏運用水、
色交溶重疊的技法，將筆痕溶入塑造物體的色彩，各
辦花葉皆按色相冷暖、明暗與彩度關係，表現花葉在
物裡空間中的正背仰俯。葉片色彩由淺粉綠慢慢轉變
為翡綠，花朵則正面、反面、含苞、盛開皆儼然有別，
由淺粉紅向嫣紅過渡。無論花或葉，正面色彩飽滿，
背面彩度降低，顯現出勻和的正面光源。

以繪畫供奉內廷，畫法參酌中西，《照盆孩兒圖》亦
是奉旨，如實的體現其紮實的寫實和結構準確的合理
性，和《弘曆采芝圖》，《弘曆觀荷撫琴圖》 ，《高
宗閱兵圖》等名作一樣。《照盆孩兒圖》雖為慕古，
但一定是來自宮廷寫生創作，山石，桃花亦可能是取
自乾隆花園的一景，孩兒也可能是乾隆寵愛的皇孫。

臺北故宮藏 郎世寧《十駿犬驀空鵲軸》 《十駿犬驀空鵲軸》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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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宮藏 郎世寧《弘曆採芝圖》

北京故宮園林桃花圖

郎世寧繪 皇子永琰像，即後之嘉慶帝北京故宮藏 郎世寧《乾隆歲朝圖》

Lot.3119郎世寧《照盆孩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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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上述，我們可以知道《照盆孩兒圖》應是郎世寧奉乾隆旨意
創作的真蹟。其中包含著乾隆對畫史名作、對兒童天真世界的追
想，可能也反映他對子嗣們的祝願。

郎世寧身為外國畫家，來華後全力展現藝術天分，融合中西畫法
創作，遂深得乾隆器重。《照盆孩兒圖》完全體現郎世寧的才能，
因此乾隆御題「道是影非真，誰知形亦幻。」大加讚賞郎世寧在
畫中展現出如幻似真的繪畫功力，確是的評。

郎世寧所作此類嬰戲圖原來就很稀少，本幅獨存，更見珍貴。隨
著時代變化，又經宋氏家族舊藏，淵源流傳，歷歷在目。不但見
證畫史之變遷，又見證著相關人物的情義，真堪稱絕品也。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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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世寧年表

中國紀年 西元 歲數 活動事蹟

康熙 27年 
戊辰

1688 0-1 陽曆七月十九日生於義大利北部米蘭市，父親彼得羅•迦斯底里奧內
（Pietro Castiglione）、母親安娜•瑪麗亞（Anna Maria）、姐姐安
吉拉•瑪麗亞（Angela Maria）。弟弟喬凡尼•巴斯蒂塔（Giovanni 

Battista），早夭。

康熙 54年 
乙未

1715 27 七月十九日，抵達澳門，取漢名郎世寧，字約瑟。進京後或作郎士寧、
郎石寧，稍晚始稱郎世寧。

八月初六，轉抵廣州。

十一月二十二日，與羅懷忠北上京師，居住北京東堂，在傳教士馬國
賢（Matteo Ripa，1682-1746）引薦下，郎世寧獲得康熙皇帝召見。

康熙 60年 
辛丑

1721 33 康熙皇帝開始下旨令郎世寧繪畫，其中多幅油畫分別賞賜朝中大臣與
阿哥們，其畫藝才能也隨之顯露並被肯定。

耶穌會士費德（Xavier-Ehrenbert Fridelli，1673-1743）重建東堂，郎
世寧亦參與新建天主堂內裝潢工作，並為此堂畫了兩幅壁畫。

雍正 2年 
甲辰 

1724 36 三月初二，怡親王諭郎世寧畫《百駿圖》一卷，至雍正十三年十一月
十四日畫成進呈。

十月，繪製《嵩獻英芝圖》軸，為雍正皇帝祝壽之作。

雍正 12年 
甲寅

1734 46 正月初五，郎世寧畫得《綠竹》畫、《野外咸寧》畫遵旨特赴圓明園
張貼；同月，郎世寧獲賞賜小花荷包 1袋，內銀錁 2個。

四月十四日，郎世寧等奉命畫端陽節絹畫，五月初二，郎世寧畫得《夏
日山居》絹畫 1張進呈。

八月二十二日，命郎世寧等為萬壽節畫絹畫，十月，郎世寧畫得《萬
松永茂》絹畫 1張。

十一月，命郎世寧等畫年節絹畫，十二月初，郎世寧畫得《錦堂春色》
絹畫 1張。

十二月三十日，郎世寧獲御筆四龍福字 1張。

乾隆 8年 
癸亥

1743 55 三月初四，傳旨著郎世寧畫《十駿》大畫 10幅，不必布景，二十五日
進呈，命造辦處裱匠進如意館托裱。

五月十二日，傳旨郎世寧畫《十駿》手卷 1卷，佈景著唐岱書，次年
完成。

六月十六日，傳旨唐岱、郎世寧畫圍獵犬畫 1張，起稿呈覽。

七月初二，命唐岱、郎世寧畫條畫 10幅；初十日，命唐岱、郎世寧再
畫《圍獵圖》大畫 1幅，照橫批畫上款式佈景，起稿呈覽。

十月二十六日，太監胡世杰交郎世寧畫《十駿》絹畫 10張，著托裱
10軸；深受乾隆皇帝喜愛，俱評為上等，並特製黑紅漆畫金龍箱收貯。

十二月十二日，太監張玉交郎世寧花卉大畫 1張，奉旨裱大畫 1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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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 12年 
丁卯

1747 59 二月初一日，傳旨郎世寧等畫香山情賞為美通景大畫一幅。

三月十一日，傳旨郎世寧等畫養心殿東暖閣仙樓通景大畫一幅；十七
日，傳旨郎世寧倣陳容《九龍圖》卷用宣紙畫，不要西洋氣；同日再
傳旨，郎世寧愛用絹，令照原畫尺寸改用絹畫《九龍圖》。

完成《橅元人秋林羣鹿圖》軸，四、五月間乾隆皇帝並作詩《郎世寧
橅元人秋林羣鹿圖》一首。

五月十三日，命郎世寧為長春園思永齋穿堂內壁子畫通景畫二幅；
二十一日，傳旨郎世寧為清暉閣仙樓畫通景畫一幅。

六月，開始受命參與圓明園長春園西洋樓區工程，並推薦蔣友仁負責
園區噴泉設計工作。六月二十日，傳旨待長春園諧奇趣八角亭蓋完，
著郎世寧起稿畫通景連柱畫；三十日，命郎世寧為長春園中所頭層殿
西牆上畫通景畫。

七月十八日，郎世寧畫得八角亭西洋通景小稿呈覽。

十二月十八日，傳旨郎世寧十駿大狗大畫 10幅。

乾隆 13年 
戊辰

1748 60 正月，傳旨命郎世寧、艾啟蒙畫《十駿圖》，郎世寧負責紅玉座、大
宛騮與如意驄三幅。乾隆皇帝並在如意驄圖繫詩。

三月二十八日，傳旨郎世寧將《十駿馬圖》並《十駿狗》收小，改用
宣紙畫冊頁二冊。樹石著周鯤畫，花卉著余省畫，於同年十二月完成
進呈。

四月，完成《八駿圖》軸，乾隆皇帝並作詩《龍馬歌題郎世寧所畫》
記之；二十七日，命郎世寧、王幼學畫《大駕鹵簿圖》1卷。

五月二十六日，命郎世寧為養心殿後殿三面牆棚頂起通景畫稿。

七月二十六日，命郎世寧仿《木蘭圖》繪畫 1幅，高 1丈，寬 6尺，
落款寫現今官銜。

閏七月二十八日，傳旨郎世寧參「均釉雙耳瓶」用宣紙另畫樣稿，不
要照此瓶原樣，改畫好款式瓶。

八月初六日，傳旨雙鶴齋後東進間西牆著郎世寧照稿畫通景畫；初六
日，郎世寧為匯芳書院眉月軒南進間南牆畫通景畫一幅；十七日，命
郎世寧、王致誠、丁觀鵬與姚文瀚仿劉宗道《照盆孩兒》各畫 1張，
同日，郎世寧起諧奇趣正寶座背後照壁紙樣 1張。

十月初四日，傳旨郎世寧為豐澤園耦齋東仙樓畫通景畫；初八日賞郎
世寧奉宸苑卿職銜並俸祿；十一日，郎世寧、余省奉命各摹菊花畫 1

份 22幅。

十一月初八日，郎世寧為瀛臺漱芳潤殿內北牆配畫起稿；十一日，命
郎世寧用絹畫白鷹 1軸，得時著方琮畫松樹。

傳旨郎世寧用宣紙畫《百駿圖》卷，樹石著周鯤畫，人物著丁觀鵬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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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 21年 
丙子 

1756 68 二月二十五日，命郎世寧往九洲清晏畫畫。

四月初一日，命郎世寧畫達瓦齊油畫臉像；初七日，傳旨郎世寧於長
春園諧奇趣東邊，起西洋式花園地盤樣稿呈覽，準時交圓明園工程處
成造，於本日起得西洋式花園樣稿一張呈覽，奉旨照樣准造；十五日，
郎世寧奉命為含經堂西所涵光室殿內圍屏八扇畫西洋水法、人物、花
卉通景畫 1幅。

五月十七日，命郎世寧用玻璃片畫油畫；二十五日，傳旨郎世寧將珊
瑚人配做西洋式陳設一件；二十六日，郎世寧畫西洋陳設樣稿四張呈
覽。

六月初一日，命郎世寧、蔣友仁（Michel Benoist，1715-1774）做水
法陳設數件，又命郎世寧將玻璃時辰表、琺琅走獸等 31件配做陳設，
用於水法上；初二日，命郎世寧照庫理狗坐像畫畫一張，於當日起得
庫理狗紙樣一張呈覽。奉旨，著郎世寧畫油畫 1張，畫得時將畫用背
板糊做陳設。庫理狗，滿文讀作「kuriindahun」，意謂有斑紋的花狗或
虎斑狗；初六日，太監交《十駿犬圖》7幅，命郎世寧照庫理狗油畫
配畫十幅，畫得用背板糊做陳設。

七月三十日，郎世寧起得水法陳設鴿子紙樣 2張，龍鳳瓶紙樣 1張呈
覽，奉止著琺琅處做琺琅鴿子 1對，掐絲琺琅龍鳳瓶 1件，其座子用
紫檀木做。

八月十六日，傳旨著郎世寧、王致誠、丁觀鵬、姚文瀚，仿劉宗道《照
盆孩兒》各畫 1張。

十月初二日，傳旨豐澤園春耦齋大殿內東仙樓 2間，著郎世寧畫通景
畫；十一日，太監交畫菊花 22幅，傳旨著郎世寧、余省各摹 1份，郎
世寧畫得《洋菊畫》軸 1幅。

十一月初八日，傳旨瀛臺漱芳齋殿內北牆，著郎世寧照南面曲尺柱子
通遠景配畫起稿，得時著王幼學畫；十一日，命郎世寧用白絹畫《白
鷹》1幅，得時著方琮畫松樹，於十二月初四畫得進呈，次日奉旨裱
作掛畫；十三日，杏花春館畫得棚頂，著郎世寧用絹接畫；同日，傳旨，
新建水法西洋樓各處棚頂，有應畫處，俱著郎世寧起稿呈覽；十六日，
郎世寧起得諧奇趣正寶座背後照壁紙樣 1張呈覽。

乾隆 31年 
丙戌 

1766 78 五月十五日，賞郎世寧菜一桌，內素菜兩碗、攤雞蛋一碗、蝦米白菜
一碗，又點心盤及素粉湯。這是郎世寧最後一次在清宮如意館活動紀
錄。

六月初十日（陽曆七月十六日），郎世寧病逝，享年 78歲。奉旨追加
侍郎銜，賞銀 300兩，葬於北京阜城門外傳教士墓地，並立碑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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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賣規則
下列賣家規則係賣家參與本次拍賣之條件與規則，並構成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與賣家訂定之合約之一部分；
而下列買家規則係買家參與本次拍賣之條件與規則，亦構成本公司代表賣家與買家訂定之買方合約之一部分。買家及賣家務必詳讀各項
規則，於參與本次拍賣時即視為同意下列相關條款與規定。

I. 買家規則

一、拍賣原則

本公司就本次拍賣係受賣家委託，並擔任賣家之代理人，除另有約定外，
拍賣品經拍賣官確認最高競投價，且該價格等於或高於拍賣品之底價時
視為拍定，拍賣品一經拍定，賣家與該最高競投價出價之買家即構成買
賣協議。本公司得要求與拍定之買家簽署買方合約書，述明拍定標的物
之相關資訊（包含拍定金額及其他應付費用 )，但如買家不配合簽署買
方合約書，除經賣家解除買賣協議外，不影響買賣協議之成立，買家仍
應依買家規則履行其義務。
除另行標明外，本公司拍賣品均設有底價。競投價如未達底價，即使為
拍賣品之最高競投價，亦不構成買賣雙方之買賣協議。如因最高競投價
未達底價致拍賣品不成交，本公司不負擔任何責任。
估價並不代表底價，亦非對拍定價之預測，本公司有權隨時修訂對任何
拍賣品已作出之估價。

二、拍賣前

1. 拍賣品狀況之注意事項
請買家注意，本公司之圖錄及網站目錄中對於拍賣品之描述僅供參考。
本公司已盡可能提及拍賣品之顯著損壞，但不保證拍賣品不包括其他缺
陷與瑕疵。是以拍賣品僅以「現狀」( 即包含所有缺陷、瑕疵與不完整
) 拍賣，本公司對於任何拍賣品不負擔任何保證或瑕疵擔保責任，買家
應於參與拍賣前詳細審閱拍賣品之相關資訊。

2. 拍賣品之說明
(1) 本公司於圖錄對任何拍賣品之作者、來歷、日期、年代、尺寸、材質、
歸屬、真實性、出處、保存狀況或估計售價之陳述，或另行對此等方面
之口頭或書面陳述，均僅屬參考意見之陳述，買家不應據此作為確實事
實之陳述或作為任何拍賣項目之依據。網站目錄圖示亦僅作為指引參考，
不應作為任何拍賣項目之依據，或藉此決定拍賣項目之顏色或色調，或
揭示其缺陷。本公司對拍賣項目之價格估計，不應為拍賣品會成功拍賣
價格之依據或拍賣品作其他用途之價值依據。
(2) 許多拍賣品基於其年代或性質，使其未能有完美之狀況，圖錄內有
些說明或提述拍賣品之損壞及 / 或修整資料。此等資料僅作為指引參考，
如未有提述此等資料，亦不表示拍賣品並無缺陷或修整，如已提述特定
缺陷，亦不表示並無其他缺陷。

三、拍賣時

1. 拒絕入場
拍賣於本公司之場地或具有控制權之場地進行，本公司具有完全之決定
權，並可拒絕任何人進入拍賣場地或參與拍賣。

2. 競投之前做出登記
每一買家在作出競投之前，必須填妥及簽署登記表格，並提供身分證明。
買家應注意，本公司通常會要求買家提出相關財務資料進行信用核查。

3. 投標牌號保證金為新台幣（以下同）貳拾萬元整。特殊競標牌號保證
金為新台幣壹仟萬元整。若競買人成功競買而成為買受人，則該保證金
自動轉化為已成交拍賣品的部分購買價款、訂金或部分訂金。惟本公司
有權調整該保證金之金額。若競買人未能購得拍賣品，則全額無息退還
保證金。

4. 競投標者為買家
除登記時已書面約定並敘明競投者係代表第三人參與競投，且該書面約
定業經本公司同意者外，本公司得認定競投者為買家，並由競投者承擔

相關法律責任。

5. 委託競投
如買家使用印於目錄說明之後之委託競標單指示本公司代其競投，本公
司將盡適當努力 ( 或指示第三人 ) 代其競投，但代為競投指示須於拍賣
日前送抵本公司。如本公司就某一拍賣品而收到多個委託競投之相等競
投價，而在拍賣時此等競投價乃該拍賣品之拍定最高競投價，則該拍賣
品會歸其委託競標單最先送抵本公司之人。因拍賣進行之情況可能使本
公司無法 ( 或無法指示第三人 ) 代為競投，由於此項委託競標乃本公司
為買家按所述條款提供之免費服務，如未能按委託作出競投，本公司將
不負任何法律責任。買家如希望確保競投成功，應親自出席競投。

6. 電話競投
買家如於拍賣前與本公司已作好電話安排，則本公司將盡適當努力聯絡
買家，以便買家得適時以電話參與競投。但在任何情況下如未能聯絡上
買家，本公司對於該買家均不負任何責任。

7. 影像與多媒體資訊
在拍賣中本公司可能會展示有關拍賣品之影像或多媒體資訊，然展示過
程中可能出現錯誤，或展示之影像或多媒體資訊與拍賣品可能有所差異。
不論展示之影像或多媒體資訊是否與拍定之拍賣品相配合，本公司對買
家均不負任何責任。

8. 拍賣官之決定權
拍賣官就下列事項具有絕對決定權：
(1) 拒絕或接受任何競投；
(2) 以其決定之方式推動出價；
(3) 將任何拍賣品撤回或分批、將任何兩件或多件拍賣品合併拍賣；
(4) 如遇有爭議，有權決定成功之競投者、是否繼續拍賣、取消拍賣或
將拍賣品重新拍賣；及
(5) 採取其他認為適當之行為。
為避免最高競投價不達底價，在競投未達底價之前，拍賣官得自行或由
其指定之人加價、連續競投或參與競投，但本公司、拍賣官及其指定之
人禁止為自己之利益參與競投。任何為本公司、拍賣官及其指定之人之
利益所為之競投，縱使為最高競投價，買賣協議亦視為不成立。

9. 成功競投
在拍賣官之決定權下，下槌僅顯示該出價為最高競投價，買賣協議在經
拍賣官確認該最高競投價等於或高於拍賣品之底價時始成立。

四、拍定後

1. 鑑定物品
本公司鄭重建議，買家應於拍品得標拍定前，親至現場鑑定該得標作品。
本公司除就贗品（詳本買家規則第六條所定義）依據本買家規則負擔相
關責任外，本公司不對買家負擔其他任何義務或任何保證責任。
本公司有權要求與拍定之買家簽署買方合約書述明拍定標的物之相關資
訊（包含拍定金額及其他應付費用 )，惟本公司有權不揭露拍定標的物
之賣家相關資訊。
如拍定之買家拒絕簽署買方合約書，本公司得廢棄買家最高競投價之資
格，並代表賣家解除拍賣品之買賣協議，買家不得有任何異議。

2. 拍定之買家支付本公司每件拍賣品之服務費率
(1) 每件拍品拍定價低於或等於壹仟萬元時，服務費率為拍定價之 18%；
(2) 每件拍品拍定價介於壹仟萬元至貳仟萬元時，壹仟萬元的部分以
18% 計算；超過壹仟萬元的部分，以超過金額 15% 計算；
(3) 每件拍品拍定價高於貳仟萬元時，壹仟萬元的部分以 18% 計算；壹
仟萬元以上未超過貳仟萬元的部分，以 15% 計算；超過貳仟萬元的部
分以超過金額 12% 計算；

(4) 支付拍賣品的運送費用，若買家自行取件或自行運送則不需支付運
送費用。
惟本公司有權調整上述約定之每件拍賣品服務費率。

3. 稅項
拍定之買家支付本公司之所有款項均不包括任何貨物稅、服務稅或其他
增值稅。如有任何相關稅項產生，拍定之買家需負責按有關法律所規定
之稅率及時間自行繳付稅款。

4. 付款
(1) 拍定之買家應立即提供姓名、地址及往來銀行等相關資料予本公司。
(2) 拍定之買家需於拍定後以現金、即期支票、匯款、信用卡或以其他
經本公司同意之方式悉數支付所有交易款項（包含但不限於拍定價、服
務費、運送費用，以及任何適用之稅賦）。但如拍定價格超過新台幣三
十萬元者，本公司不接受現金支付。
(3) 如買家委託第三方代為支付款項者，應由買家出具代付款授權書，
並於第三方出具身份證明文件予本公司後辦理之，但本公司有權不具任
何理由拒絕買家委託第三方付款。
(4) 拍定之買家如未於本公司指定之期限內向本公司支付所應付之全部
款項，則不能取得拍賣品之所有權與其他任何權利，即使本公司已將拍
賣品交付予買家，該拍賣品之所有權仍屬於賣家，賣家及本公司均有權
追回拍賣品。如支付予本公司款項為新台幣以外之貨幣，本公司將向拍
定之買家收取所產生之匯差及規費。

5. 若拍定之買家未在拍定後於本公司指定之期限內付清款項，或拍定
之買家在付清所有交易款項後，賣家不願出賣或拒絕將拍賣品之所有權
移轉，或於拍定之買賣過程中產生任何紛爭，本公司對拍定之買家與賣
家無需負擔任何責任（包含無責任代買家 / 賣家採取任何法律行動 )。
但本公司有權行使下述一項或多項權利：
(1) 對違約之該買家提出訴訟，要求該買家賠償因其違約而使本公司與
賣家所遭受的一切損失及提出訴訟之所有費用，並另外賠償本公司該次
拍定物之拍定價百分之三十之懲罰性違約金；
(2) 對違約之該買家，本公司得不經催告逕行解除其於本次或它次拍賣
之交易或合約；
(3) 違約之該買家如已支付一部份款項，本公司得沒收該買家已付之款
項，且不論違約之買家是否已支付任何款項，本公司得對原拍定物於公
開或非公開之拍賣中再予出售。再次出售之拍定價，若比前次之「應付
總款項」（包含原拍定金額與其他依據本規則應付之費用、利息及違約
金 ) 於扣除已付款部分加上再出售費用後之金額還低，其差額應由違約
之該買家負擔；若再出售之拍定價額較高，則超出部分歸於賣家所有。
再次出售前拍定物之搬運、儲存及保險，需依本公司選擇之方式處理，
其有關費用應由違約之該買家負擔；
(4) 對於該買家尚未付清之「應付總款項」，本公司可自拍定日起至款項
付清日止按每月 1.6% 之利率計息，且本公司可留置該買家於本次或它
次拍賣之拍定物，至「應付總款項」付清後才由該買家領回；
(5) 違約之該買家若在本公司有任何已到期或未到期之應收拍賣所得，
本公司有權抵償其「應付總款項」，不足部分可對其交由本公司保管之
任何物品設定質權或其他權利。

6. 交付拍賣品
(1) 拍定之買家依據本買家規則在付清款項後七天內，如該買家同意本
公司安排拍賣品運送並給付相關運費，拍賣品將交付本公司委託之承攬
運送廠商以便運送至買家指定之地點。但該買家亦可（或要求其指定之
承攬運送廠商）至本公司指定地點親取。惟本公司對於拍賣品之任何運
送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如因運送產生任何糾紛本公司可協助該買家與承
攬運送廠商進行協商。
(2) 如拍定之買家未能依據本買家規則在付清款項後七天內領回拍賣品，
則本公司可自行安排儲存事宜，搬運費用及管理費用由買家承擔，拍賣
品風險及保險費用全由買家承擔，本公司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7. 出口許可證
(1) 除本公司另有書面同意外，拍定之買家意欲或提出申請出口許可證並
不影響該買家依據本規則付款之責任，亦不影響本公司對該買家之延遲
付款收取利息之權利。
(2) 如拍定之買家要求本公司代為申請出口許可證，本公司有權收取額外
服務費、增值稅與其他相關費用。
(3) 無論拍定之買家是否因意欲或提出申請出口許可證之事實而做出付
款，本公司並無責任退還買家因此產生之利息與其他已產生之費用。

8. 買家轉賣
如拍定之買家於拍定後十四天內將拍賣品轉賣第三人，該買家就該拍賣
品對於本公司或賣家所可主張之所有權利亦同時終止，但該買家對本公
司及賣家之義務仍繼續存在。

五、本公司之法律責任

除本買家規則第六條所列之情況外，不論賣家或本公司，或本公司任何
僱員或代理人，對任何拍賣品之作者、來歷、日期、年代、歸屬、真實
性或出處之陳述，或任何其他說明之誤差，或對於拍賣品之任何瑕疵或
缺陷，本公司均不對任何買家或第三人負擔任何責任或義務。除本規則
已明文訂定者外，本公司、本公司之僱員或代理人，均不對任何拍賣品
負任何明示或默示之保證或擔保責任。

六、贗品處理

1. 買家如認定拍賣品係為贗品，需於拍定後十四個工作天內，以書面通
知本公司，且符合下列條件時，始得退回拍賣品。所謂贗品，係指拍賣
品所檢附之：
(1) 畫廊保證書；
(2) 藝術家出具的原作保證書；
(3) 創作藝術家、代理畫廊或展覽單位所出版之畫冊；或
(4) 藝術家配偶或直系親屬出具的證明文件；
經本公司認可之鑑定單位出具之鑑定報告書鑑定上述證明文件為偽造者。

2. 鑑定報告書應由本公司認可之鑑定單位提出書面說明，並經本公司   
認可。

3. 買家應於拍定後二十一個工作天內，將購得屬於贗品之拍賣品退回本
公司，且本公司收到該拍賣品時，該拍賣品之狀況需與本公司現場展示
時相同，否則本公司可拒絕買家退貨還款之要求。

4. 買家需保證可移轉該退回拍賣品之完整所有權，且未在該退回拍賣品
上設定任何權利或負擔 ( 包含但不限於質權 )。

5. 買家於符合贗品鑑定條件並於規定期限內將購得之拍賣品退回本公
司，並經本公司確認無誤後，始得要求將支付款項無息退還。除無息退
還支付款項，買家並不得向本公司或賣家請求其他權利或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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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賣規則
下列賣家規則係賣家參與本次拍賣之條件與規則，並構成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與賣家訂定之合約之一部分；
而下列買家規則係買家參與本次拍賣之條件與規則，亦構成本公司代表賣家與買家訂定之買方合約之一部分。買家及賣家務必詳讀各項
規則，於參與本次拍賣時即視為同意下列相關條款與規定。

I. 買家規則

一、拍賣原則

本公司就本次拍賣係受賣家委託，並擔任賣家之代理人，除另有約定外，
拍賣品經拍賣官確認最高競投價，且該價格等於或高於拍賣品之底價時
視為拍定，拍賣品一經拍定，賣家與該最高競投價出價之買家即構成買
賣協議。本公司得要求與拍定之買家簽署買方合約書，述明拍定標的物
之相關資訊（包含拍定金額及其他應付費用 )，但如買家不配合簽署買
方合約書，除經賣家解除買賣協議外，不影響買賣協議之成立，買家仍
應依買家規則履行其義務。
除另行標明外，本公司拍賣品均設有底價。競投價如未達底價，即使為
拍賣品之最高競投價，亦不構成買賣雙方之買賣協議。如因最高競投價
未達底價致拍賣品不成交，本公司不負擔任何責任。
估價並不代表底價，亦非對拍定價之預測，本公司有權隨時修訂對任何
拍賣品已作出之估價。

二、拍賣前

1. 拍賣品狀況之注意事項
請買家注意，本公司之圖錄及網站目錄中對於拍賣品之描述僅供參考。
本公司已盡可能提及拍賣品之顯著損壞，但不保證拍賣品不包括其他缺
陷與瑕疵。是以拍賣品僅以「現狀」( 即包含所有缺陷、瑕疵與不完整
) 拍賣，本公司對於任何拍賣品不負擔任何保證或瑕疵擔保責任，買家
應於參與拍賣前詳細審閱拍賣品之相關資訊。

2. 拍賣品之說明
(1) 本公司於圖錄對任何拍賣品之作者、來歷、日期、年代、尺寸、材質、
歸屬、真實性、出處、保存狀況或估計售價之陳述，或另行對此等方面
之口頭或書面陳述，均僅屬參考意見之陳述，買家不應據此作為確實事
實之陳述或作為任何拍賣項目之依據。網站目錄圖示亦僅作為指引參考，
不應作為任何拍賣項目之依據，或藉此決定拍賣項目之顏色或色調，或
揭示其缺陷。本公司對拍賣項目之價格估計，不應為拍賣品會成功拍賣
價格之依據或拍賣品作其他用途之價值依據。
(2) 許多拍賣品基於其年代或性質，使其未能有完美之狀況，圖錄內有
些說明或提述拍賣品之損壞及 / 或修整資料。此等資料僅作為指引參考，
如未有提述此等資料，亦不表示拍賣品並無缺陷或修整，如已提述特定
缺陷，亦不表示並無其他缺陷。

三、拍賣時

1. 拒絕入場
拍賣於本公司之場地或具有控制權之場地進行，本公司具有完全之決定
權，並可拒絕任何人進入拍賣場地或參與拍賣。

2. 競投之前做出登記
每一買家在作出競投之前，必須填妥及簽署登記表格，並提供身分證明。
買家應注意，本公司通常會要求買家提出相關財務資料進行信用核查。

3. 投標牌號保證金為新台幣（以下同）貳拾萬元整。特殊競標牌號保證
金為新台幣壹仟萬元整。若競買人成功競買而成為買受人，則該保證金
自動轉化為已成交拍賣品的部分購買價款、訂金或部分訂金。惟本公司
有權調整該保證金之金額。若競買人未能購得拍賣品，則全額無息退還
保證金。

4. 競投標者為買家
除登記時已書面約定並敘明競投者係代表第三人參與競投，且該書面約
定業經本公司同意者外，本公司得認定競投者為買家，並由競投者承擔

相關法律責任。

5. 委託競投
如買家使用印於目錄說明之後之委託競標單指示本公司代其競投，本公
司將盡適當努力 ( 或指示第三人 ) 代其競投，但代為競投指示須於拍賣
日前送抵本公司。如本公司就某一拍賣品而收到多個委託競投之相等競
投價，而在拍賣時此等競投價乃該拍賣品之拍定最高競投價，則該拍賣
品會歸其委託競標單最先送抵本公司之人。因拍賣進行之情況可能使本
公司無法 ( 或無法指示第三人 ) 代為競投，由於此項委託競標乃本公司
為買家按所述條款提供之免費服務，如未能按委託作出競投，本公司將
不負任何法律責任。買家如希望確保競投成功，應親自出席競投。

6. 電話競投
買家如於拍賣前與本公司已作好電話安排，則本公司將盡適當努力聯絡
買家，以便買家得適時以電話參與競投。但在任何情況下如未能聯絡上
買家，本公司對於該買家均不負任何責任。

7. 影像與多媒體資訊
在拍賣中本公司可能會展示有關拍賣品之影像或多媒體資訊，然展示過
程中可能出現錯誤，或展示之影像或多媒體資訊與拍賣品可能有所差異。
不論展示之影像或多媒體資訊是否與拍定之拍賣品相配合，本公司對買
家均不負任何責任。

8. 拍賣官之決定權
拍賣官就下列事項具有絕對決定權：
(1) 拒絕或接受任何競投；
(2) 以其決定之方式推動出價；
(3) 將任何拍賣品撤回或分批、將任何兩件或多件拍賣品合併拍賣；
(4) 如遇有爭議，有權決定成功之競投者、是否繼續拍賣、取消拍賣或
將拍賣品重新拍賣；及
(5) 採取其他認為適當之行為。
為避免最高競投價不達底價，在競投未達底價之前，拍賣官得自行或由
其指定之人加價、連續競投或參與競投，但本公司、拍賣官及其指定之
人禁止為自己之利益參與競投。任何為本公司、拍賣官及其指定之人之
利益所為之競投，縱使為最高競投價，買賣協議亦視為不成立。

9. 成功競投
在拍賣官之決定權下，下槌僅顯示該出價為最高競投價，買賣協議在經
拍賣官確認該最高競投價等於或高於拍賣品之底價時始成立。

四、拍定後

1. 鑑定物品
本公司鄭重建議，買家應於拍品得標拍定前，親至現場鑑定該得標作品。
本公司除就贗品（詳本買家規則第六條所定義）依據本買家規則負擔相
關責任外，本公司不對買家負擔其他任何義務或任何保證責任。
本公司有權要求與拍定之買家簽署買方合約書述明拍定標的物之相關資
訊（包含拍定金額及其他應付費用 )，惟本公司有權不揭露拍定標的物
之賣家相關資訊。
如拍定之買家拒絕簽署買方合約書，本公司得廢棄買家最高競投價之資
格，並代表賣家解除拍賣品之買賣協議，買家不得有任何異議。

2. 拍定之買家支付本公司每件拍賣品之服務費率
(1) 每件拍品拍定價低於或等於壹仟萬元時，服務費率為拍定價之 18%；
(2) 每件拍品拍定價介於壹仟萬元至貳仟萬元時，壹仟萬元的部分以
18% 計算；超過壹仟萬元的部分，以超過金額 15% 計算；
(3) 每件拍品拍定價高於貳仟萬元時，壹仟萬元的部分以 18% 計算；壹
仟萬元以上未超過貳仟萬元的部分，以 15% 計算；超過貳仟萬元的部
分以超過金額 12% 計算；

(4) 支付拍賣品的運送費用，若買家自行取件或自行運送則不需支付運
送費用。
惟本公司有權調整上述約定之每件拍賣品服務費率。

3. 稅項
拍定之買家支付本公司之所有款項均不包括任何貨物稅、服務稅或其他
增值稅。如有任何相關稅項產生，拍定之買家需負責按有關法律所規定
之稅率及時間自行繳付稅款。

4. 付款
(1) 拍定之買家應立即提供姓名、地址及往來銀行等相關資料予本公司。
(2) 拍定之買家需於拍定後以現金、即期支票、匯款、信用卡或以其他
經本公司同意之方式悉數支付所有交易款項（包含但不限於拍定價、服
務費、運送費用，以及任何適用之稅賦）。但如拍定價格超過新台幣三
十萬元者，本公司不接受現金支付。
(3) 如買家委託第三方代為支付款項者，應由買家出具代付款授權書，
並於第三方出具身份證明文件予本公司後辦理之，但本公司有權不具任
何理由拒絕買家委託第三方付款。
(4) 拍定之買家如未於本公司指定之期限內向本公司支付所應付之全部
款項，則不能取得拍賣品之所有權與其他任何權利，即使本公司已將拍
賣品交付予買家，該拍賣品之所有權仍屬於賣家，賣家及本公司均有權
追回拍賣品。如支付予本公司款項為新台幣以外之貨幣，本公司將向拍
定之買家收取所產生之匯差及規費。

5. 若拍定之買家未在拍定後於本公司指定之期限內付清款項，或拍定
之買家在付清所有交易款項後，賣家不願出賣或拒絕將拍賣品之所有權
移轉，或於拍定之買賣過程中產生任何紛爭，本公司對拍定之買家與賣
家無需負擔任何責任（包含無責任代買家 / 賣家採取任何法律行動 )。
但本公司有權行使下述一項或多項權利：
(1) 對違約之該買家提出訴訟，要求該買家賠償因其違約而使本公司與
賣家所遭受的一切損失及提出訴訟之所有費用，並另外賠償本公司該次
拍定物之拍定價百分之三十之懲罰性違約金；
(2) 對違約之該買家，本公司得不經催告逕行解除其於本次或它次拍賣
之交易或合約；
(3) 違約之該買家如已支付一部份款項，本公司得沒收該買家已付之款
項，且不論違約之買家是否已支付任何款項，本公司得對原拍定物於公
開或非公開之拍賣中再予出售。再次出售之拍定價，若比前次之「應付
總款項」（包含原拍定金額與其他依據本規則應付之費用、利息及違約
金 ) 於扣除已付款部分加上再出售費用後之金額還低，其差額應由違約
之該買家負擔；若再出售之拍定價額較高，則超出部分歸於賣家所有。
再次出售前拍定物之搬運、儲存及保險，需依本公司選擇之方式處理，
其有關費用應由違約之該買家負擔；
(4) 對於該買家尚未付清之「應付總款項」，本公司可自拍定日起至款項
付清日止按每月 1.6% 之利率計息，且本公司可留置該買家於本次或它
次拍賣之拍定物，至「應付總款項」付清後才由該買家領回；
(5) 違約之該買家若在本公司有任何已到期或未到期之應收拍賣所得，
本公司有權抵償其「應付總款項」，不足部分可對其交由本公司保管之
任何物品設定質權或其他權利。

6. 交付拍賣品
(1) 拍定之買家依據本買家規則在付清款項後七天內，如該買家同意本
公司安排拍賣品運送並給付相關運費，拍賣品將交付本公司委託之承攬
運送廠商以便運送至買家指定之地點。但該買家亦可（或要求其指定之
承攬運送廠商）至本公司指定地點親取。惟本公司對於拍賣品之任何運
送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如因運送產生任何糾紛本公司可協助該買家與承
攬運送廠商進行協商。
(2) 如拍定之買家未能依據本買家規則在付清款項後七天內領回拍賣品，
則本公司可自行安排儲存事宜，搬運費用及管理費用由買家承擔，拍賣
品風險及保險費用全由買家承擔，本公司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7. 出口許可證
(1) 除本公司另有書面同意外，拍定之買家意欲或提出申請出口許可證並
不影響該買家依據本規則付款之責任，亦不影響本公司對該買家之延遲
付款收取利息之權利。
(2) 如拍定之買家要求本公司代為申請出口許可證，本公司有權收取額外
服務費、增值稅與其他相關費用。
(3) 無論拍定之買家是否因意欲或提出申請出口許可證之事實而做出付
款，本公司並無責任退還買家因此產生之利息與其他已產生之費用。

8. 買家轉賣
如拍定之買家於拍定後十四天內將拍賣品轉賣第三人，該買家就該拍賣
品對於本公司或賣家所可主張之所有權利亦同時終止，但該買家對本公
司及賣家之義務仍繼續存在。

五、本公司之法律責任

除本買家規則第六條所列之情況外，不論賣家或本公司，或本公司任何
僱員或代理人，對任何拍賣品之作者、來歷、日期、年代、歸屬、真實
性或出處之陳述，或任何其他說明之誤差，或對於拍賣品之任何瑕疵或
缺陷，本公司均不對任何買家或第三人負擔任何責任或義務。除本規則
已明文訂定者外，本公司、本公司之僱員或代理人，均不對任何拍賣品
負任何明示或默示之保證或擔保責任。

六、贗品處理

1. 買家如認定拍賣品係為贗品，需於拍定後十四個工作天內，以書面通
知本公司，且符合下列條件時，始得退回拍賣品。所謂贗品，係指拍賣
品所檢附之：
(1) 畫廊保證書；
(2) 藝術家出具的原作保證書；
(3) 創作藝術家、代理畫廊或展覽單位所出版之畫冊；或
(4) 藝術家配偶或直系親屬出具的證明文件；
經本公司認可之鑑定單位出具之鑑定報告書鑑定上述證明文件為偽造者。

2. 鑑定報告書應由本公司認可之鑑定單位提出書面說明，並經本公司   
認可。

3. 買家應於拍定後二十一個工作天內，將購得屬於贗品之拍賣品退回本
公司，且本公司收到該拍賣品時，該拍賣品之狀況需與本公司現場展示
時相同，否則本公司可拒絕買家退貨還款之要求。

4. 買家需保證可移轉該退回拍賣品之完整所有權，且未在該退回拍賣品
上設定任何權利或負擔 ( 包含但不限於質權 )。

5. 買家於符合贗品鑑定條件並於規定期限內將購得之拍賣品退回本公
司，並經本公司確認無誤後，始得要求將支付款項無息退還。除無息退
還支付款項，買家並不得向本公司或賣家請求其他權利或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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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賣家規則

一、拍賣原則

本公司就本次拍賣係受賣家委託，並擔任賣家之代理人，除另有約定外，
拍賣品經拍賣官確認最高競投價，且該價格等於或高於拍賣品之底價時
視為拍定，拍賣品一經拍定，賣家與該最高競投價出價之買家即構成買
賣協議。本公司得要求與賣家簽署賣方合約書，述明拍定標的物之相關
資訊（包含拍定金額及其他應付費用 )。
除另行標明外，本公司拍賣品均設有底價。競投價如未達底價，即使為
拍賣品之最高競投價，亦不構成買賣雙方之買賣協議。如因最高競投價
未達底價致拍賣品不成交，本公司不負擔任何責任。
估價並不代表底價，亦非對拍定價之預測，本公司有權隨時修訂對任何
拍賣品已作出之估價。

二、拍賣方式

1. 賣家所提供的拍賣品須附有下列其中一種證明文件，且拍賣底價合理，
本公司才會接受為拍賣品：
(1) 畫廊保證書；
(2) 藝術家出具的原作保證書；
(3) 藝術家配偶或直系親屬出具的證明文件；
(4) 本公司認可之鑑定單位出具鑑定報告書；或
(5) 創作藝術家、代理畫廊或展覽單位所出版之畫冊。

2. 作品簽約後，賣家必須將拍賣品實體送至本公司供展示之用。賣家有
義務提供拍賣品實體至本公司指定地點供買家觀賞，而不得以任何理由
拒絕。

3. 拍賣官之決定權
拍賣官就下列事項具有絕對決定權：
(1) 拒絕或接受任何競投；
(2) 以其決定之方式推動出價；
(3) 將任何拍賣品撤回或分批、將任何兩件或多件拍賣品合併拍賣；
(4) 如遇有爭議，有權決定成功之競投者、是否繼續拍賣、取消拍賣或
將拍賣品重新拍賣；及
(5) 採取其他認為適當之行為。
為避免最高競投價不達底價，在競投未達底價之前，拍賣官得自行或由
其指定之人加價、連續競投或參與競投，但本公司、拍賣官及其指定之
人禁止為自己之利益參與競投。任何為本公司、拍賣官及其指定之人之
利益所為之競投，縱使為最高競投價，買賣協議亦視為不成立。

4. 委託競投與電話競投
賣家同意本公司可接受買家之書面或電話指示由本公司代其競投。因拍
賣進行之情況可能使本公司無法 ( 或無法指示第三人 ) 代買家競投，如
未能作出競投，本公司對賣家不負任何責任。

5. 成功競投
在拍賣官之決定權下，下槌僅顯示該出價為最高競投價，買賣協議在經
拍賣官確認該最高競投價等於或高於拍賣品之底價時始成立。

三、費用

賣家需支付本公司下列費用：
(1) 若拍賣物拍定，依作品委託拍賣合約書規定以拍定價之一定百分比
% 支付本公司作為服務費，因未能拍出而私下議價者亦同。
(2) 若拍賣物未拍定，支付未拍定拍賣品的圖錄費用；及
(3) 經賣家要求，由本公司協助處理拍賣品之相關費用，包括包裝、
儲存、保管、裝框裱褙、鑑定、整修與關稅等。

四、保險

1. 除賣家特別指示本公司毋須為拍賣品購買保險外，本公司將代賣家針
對拍賣品進行投保，保險金額依本公司對拍賣物之估價訂之，但估價之
金額非本公司保證之拍定價。
(1) 若拍賣物拍定，則本公司有權向賣家收取拍定價的 1% 作為保險費；
(2) 若拍賣物未拍定，則本公司有權向賣家收取賣家委託底價的 1% 作
為保險費；
(3) 於本公司指定期限內，如賣家未依據前述第 (1) 或 (2) 款支付本公司
相關金額時，本公司有權留置拍賣品，於指定期限過後拍賣品有任何滅
失或損害概由賣家自行負擔。

2. 本公司代賣家針對拍賣品進行投保之保險期間，自賣家將拍賣品送達
至本公司時起：
(1) 若成交，至 (i) 拍賣品運送至買家指定之地點（如買家同意本公司進
行拍賣品運送），或 (ii) 拍賣品移轉給買家本身或其指定之運輸業者（如
買家未同意本公司進行拍賣品運送 )；
(2) 若未成交，於 (i) 賣家領回拍賣品之日；或 (ii) 本公司通知賣家領回
拍賣品之日（不含當日）起屆滿七天之日止，以孰先屆至者為準。

3. 如由本公司安排拍賣品運送事宜，本公司將向賣家收取額外運送費用。
惟本公司對於拍賣品之任何運送不承擔任何責任，如因運送產生任何糾
紛本公司可協助賣家與承攬運送廠商進行協商。在賣家的要求下，本公
司可提供承攬運送廠商資訊予賣家。

4. 拍賣品之任何滅失或毀損（包含蛀蟲、空氣或氣候轉變對拍賣品造成
之毀損 )，本公司概不承擔任何責任。如拍賣品之滅失或損害係於保險
承保理賠之範圍時，本公司將協助賣家對保險公司進行出險與要求理賠，
惟費用應由賣家負擔。

五、賣家不購買保險之風險

如賣家特別指示本公司毋須為拍賣品購買保險，拍賣品之所有風險（包
含但不限於任何滅失或毀損）全由賣家承擔，且賣家保證本公司、本公
司之僱員與代理人，以及買家（如適用）免因拍賣品之任何滅失或毀損
而須負擔任何賠償責任。

六、賣家就拍賣品所做之承諾

1. 賣家保證其為拍賣品之唯一所有權人，拍賣品其上並未設定任何權利
負擔，賣家有權轉讓拍賣品予買家，並保證無任何第三人得對於拍賣品
主張任何權利或要求任何損害賠償 ( 包含但不限於著作權侵害之損害賠
償 )。
2. 賣家保證已遵守一切與拍賣品進出口有關之法律或其他規定，並已將
過去任何第三人未能遵守此等法律或規定之情事，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
說明。
3. 賣家保證已將其所知之有關拍賣品之任何修改以及第三人就拍賣品之
所有權、狀況或歸屬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4. 如上述 1-3 項賣家之保證或提供之資訊有任何不實，賣家應賠償本公
司及買家因之而引起之所有損失與費用 ( 包含但不限於第三人對本公司
或買家索賠之金額 )，不論該損失與費用是因拍賣品本身還是因拍賣過
程而引起。

七、撤銷、解除或終止委託

賣家委託拍賣後，如有下列任一情形發生，本公司得撤銷、解除或終止
委託：
1. 本公司對拍賣物之歸屬或真實性有懷疑時；
2. 本公司對賣家所做說明或保證之內容有懷疑時；或
3. 賣家有違反本拍賣規則內容時。

八、拍賣守則

1. 本公司對網站或圖錄內拍賣品之描述與圖示方式、拍賣時間與方式、
拍賣品真實之證明文件，是否應尋求專家意見等均有完全之決定權，且
本公司在未徵得賣家同意下有權撤回拍賣品之拍賣而無須負擔任何義務。
2. 如賣家在作品委託拍賣合約書簽訂後，當次拍賣尚未進行前，欲撤回
拍賣品之拍賣，賣家須：
(1) 支付本公司委託底價 30% 之懲罰性違約金；
(2) 支付本公司相當於拍賣品依照委託底價成功拍賣時本公司應得之服務
費款項；以及
(3) 支付任何適用之增值稅與保險費和其他開支。

九、拍定後

1. 結算
(1) 除本公司收到通知該拍賣品為贗品（如下所定義者）外，在買家依據
相關規定付清所有款項前提下，本公司會於買家簽訂買方合約書（不含
簽訂日）後二十一天內，將相等於拍定價扣除賣家應支付本公司所有費
用之剩餘款項支付予賣家。如遇買家延遲付款，則本公司將在買家付清
所有款項（不含本公司收到款項之日）後十四天內支付予賣家。如因任
何理由而使本公司在買家未付清款項前即付款予賣家，則本公司有權以
下列任一方式處理之：
(a) 本公司得解除與違約之買家就該次拍賣之交易及合約，並以書面通知
賣家，自本公司付清款項時起，由本公司取得拍賣品之完整所有權與其
他權利；本公司嗣後得自由處分該拍賣品，亦得行使買家規則第四章第
5 條之權利，且行使權利所得悉由本公司收取，與賣家無涉；
(b) 本公司亦得不取得拍賣品之所有權，要求賣家返還已付之款項，並於
解除與違約之買家就該次拍賣之交易及合約後，返還該拍賣品予賣家； 
(c) 本公司如未取得拍賣品之所有權，並依買家規則第四章第 5 條對原拍
定物於公開或非公開之拍賣中再予出售時，再次出售之拍定價，若比前
次之「應付總款項」（包含原拍定金額與其他依據本規則應付之費用、利
息及違約金 ) 為高，則超出部分歸於賣家所有。
(2) 除賣家另有書面指示外，本公司以新台幣付款。如賣家要求以新台幣
以外之貨幣付款，本公司將向賣家收取所產生之任何外匯匯差或規費。

2. 買家不付款
(1) 賣家瞭解，如買家在拍定後或簽訂買方合約書後拒絕受領拍賣品或拒
絕付款，此時本公司對賣家並無須負擔任何責任 ( 包含但不限於：無責
任支付賣家款項，無責任代賣家向買家採取任何法律行動等 )。
(2) 如買家在拍定後未依據相關規定支付全部款項或延遲付款，本公司有
權代賣家與買家就付清款項、保管與拍賣品保險而協商特別條款，並有
權（但無義務）行使買家規則第四章第 5 條之權利，或採取其他本公司
認為需要的方式向買家收取其應付之款項，但本公司對賣家無須負擔任
何責任 ( 包含但不限於：無責任支付賣家款項，無責任代賣家向買家採
取任何法律行動等 )。

3. 贗品
如在買家付清所有款項後十四日內，經買家提出相關證明並經本公司認
可該拍賣品為贗品 ( 如下所定義者 ) 時，本公司有權解除或撤銷該拍賣品
之所有相關合約並對該拍賣品行使留置權，有權留置屬於賣家之任何物
品以作為賣家應退還款項與負擔賠償責任之擔保。所謂贗品，係指拍賣
品所檢附之 (1) 畫廊保證書、(2) 藝術家出具的原作保證書、(3) 創作藝
術家、代理畫廊或展覽單位所出版之畫冊、或 (4) 藝術家配偶或直系親
屬出具的證明文件，經本公司認可之鑑定單位出具之鑑定報告書鑑定上
述任一證明文件為偽造者。如拍賣品為贗品，賣家須將已收取之拍賣款
項退還予本公司。

4. 未拍定之拍賣品
任何在本公司展示的拍賣品如未能拍定或出售，或不包括在本次拍賣範
圍之內，或因任何理由而撤回拍賣，在本公司發出通知要求賣家領回拍

賣品七天內，賣家必須領回拍賣品。該拍賣品如在通知賣家七天後仍
未領回，每天每件本公司有權徵收新台幣壹仟元之保管費，並有權加
收保管期間產生之保險費用。
該拍賣品如在上述通知賣家後三十天內未被領回，本公司可決定是否
將該拍賣品進行處置，包含將該拍賣品移往第三人之貨倉，相關風險
與費用概由賣家承擔。

5. 賣家拒絕交貨
如拍賣品為贗品，或在買家拍定後或買家簽署買方合約書後，賣家拒
絕出賣或拒絕將拍賣品之所有權移轉於買家，賣家對於買家與本公司
應負擔相關法律責任並賠償買家與本公司之所有損失，且本公司有權
行使下述一項或多項權利：
(1) 對違約賣家提出訴訟，要求賣家賠償因其違約而使本公司與買家所
遭受的一切損失及提出訴訟之所有費用，並另外支付本公司該次拍定
物之拍定價百分之三十之懲罰性違約金；
(2) 對違約賣家撤回、解除或撤銷其於本次或它次拍賣之交易或合約；
(3) 留置賣家於本次或它次拍賣之其他物品，直到賣家將拍賣品之所有
權移轉於買家為止；
(4) 違約賣家若在本公司有任何已到期或未到期之應收拍賣所得，本公
司有權拒絕支付直到賣家將拍賣品之所有權移轉於買家為止。

十、圖片與重製品

賣家同意本公司進行重製、編輯、改作、散布、發行、展示、播送、
傳輸、上映、或發表該拍賣品本身、其重製品、多媒體重製品及其他
版本之重製品。本公司針對該拍賣品進行重製、改作、編輯、攝影等
而衍生之攝影著作、編輯著作或其他著作等，賣家知悉該攝影著作、
編輯著作或其他著作之所有著作權屬於本公司所有。於作品委託拍賣
合約書或賣方合約終止或解除後，賣家同意本公司仍得無償不限地域
將包含有該拍賣品著作財產權之該攝影著作、編輯著作或其他著作再
進行重製、編輯、改作、散布、發行、展示、播送、傳輸、上映、或
發表。

十一、其他稅項

賣家支付予本公司之所有款項不包含貨物稅、服務稅或其他增值稅，
如有任何相關之稅項產生，賣家須依據有關法律規定之稅率及時間繳
付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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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賣家規則

一、拍賣原則

本公司就本次拍賣係受賣家委託，並擔任賣家之代理人，除另有約定外，
拍賣品經拍賣官確認最高競投價，且該價格等於或高於拍賣品之底價時
視為拍定，拍賣品一經拍定，賣家與該最高競投價出價之買家即構成買
賣協議。本公司得要求與賣家簽署賣方合約書，述明拍定標的物之相關
資訊（包含拍定金額及其他應付費用 )。
除另行標明外，本公司拍賣品均設有底價。競投價如未達底價，即使為
拍賣品之最高競投價，亦不構成買賣雙方之買賣協議。如因最高競投價
未達底價致拍賣品不成交，本公司不負擔任何責任。
估價並不代表底價，亦非對拍定價之預測，本公司有權隨時修訂對任何
拍賣品已作出之估價。

二、拍賣方式

1. 賣家所提供的拍賣品須附有下列其中一種證明文件，且拍賣底價合理，
本公司才會接受為拍賣品：
(1) 畫廊保證書；
(2) 藝術家出具的原作保證書；
(3) 藝術家配偶或直系親屬出具的證明文件；
(4) 本公司認可之鑑定單位出具鑑定報告書；或
(5) 創作藝術家、代理畫廊或展覽單位所出版之畫冊。

2. 作品簽約後，賣家必須將拍賣品實體送至本公司供展示之用。賣家有
義務提供拍賣品實體至本公司指定地點供買家觀賞，而不得以任何理由
拒絕。

3. 拍賣官之決定權
拍賣官就下列事項具有絕對決定權：
(1) 拒絕或接受任何競投；
(2) 以其決定之方式推動出價；
(3) 將任何拍賣品撤回或分批、將任何兩件或多件拍賣品合併拍賣；
(4) 如遇有爭議，有權決定成功之競投者、是否繼續拍賣、取消拍賣或
將拍賣品重新拍賣；及
(5) 採取其他認為適當之行為。
為避免最高競投價不達底價，在競投未達底價之前，拍賣官得自行或由
其指定之人加價、連續競投或參與競投，但本公司、拍賣官及其指定之
人禁止為自己之利益參與競投。任何為本公司、拍賣官及其指定之人之
利益所為之競投，縱使為最高競投價，買賣協議亦視為不成立。

4. 委託競投與電話競投
賣家同意本公司可接受買家之書面或電話指示由本公司代其競投。因拍
賣進行之情況可能使本公司無法 ( 或無法指示第三人 ) 代買家競投，如
未能作出競投，本公司對賣家不負任何責任。

5. 成功競投
在拍賣官之決定權下，下槌僅顯示該出價為最高競投價，買賣協議在經
拍賣官確認該最高競投價等於或高於拍賣品之底價時始成立。

三、費用

賣家需支付本公司下列費用：
(1) 若拍賣物拍定，依作品委託拍賣合約書規定以拍定價之一定百分比
% 支付本公司作為服務費，因未能拍出而私下議價者亦同。
(2) 若拍賣物未拍定，支付未拍定拍賣品的圖錄費用；及
(3) 經賣家要求，由本公司協助處理拍賣品之相關費用，包括包裝、
儲存、保管、裝框裱褙、鑑定、整修與關稅等。

四、保險

1. 除賣家特別指示本公司毋須為拍賣品購買保險外，本公司將代賣家針
對拍賣品進行投保，保險金額依本公司對拍賣物之估價訂之，但估價之
金額非本公司保證之拍定價。
(1) 若拍賣物拍定，則本公司有權向賣家收取拍定價的 1% 作為保險費；
(2) 若拍賣物未拍定，則本公司有權向賣家收取賣家委託底價的 1% 作
為保險費；
(3) 於本公司指定期限內，如賣家未依據前述第 (1) 或 (2) 款支付本公司
相關金額時，本公司有權留置拍賣品，於指定期限過後拍賣品有任何滅
失或損害概由賣家自行負擔。

2. 本公司代賣家針對拍賣品進行投保之保險期間，自賣家將拍賣品送達
至本公司時起：
(1) 若成交，至 (i) 拍賣品運送至買家指定之地點（如買家同意本公司進
行拍賣品運送），或 (ii) 拍賣品移轉給買家本身或其指定之運輸業者（如
買家未同意本公司進行拍賣品運送 )；
(2) 若未成交，於 (i) 賣家領回拍賣品之日；或 (ii) 本公司通知賣家領回
拍賣品之日（不含當日）起屆滿七天之日止，以孰先屆至者為準。

3. 如由本公司安排拍賣品運送事宜，本公司將向賣家收取額外運送費用。
惟本公司對於拍賣品之任何運送不承擔任何責任，如因運送產生任何糾
紛本公司可協助賣家與承攬運送廠商進行協商。在賣家的要求下，本公
司可提供承攬運送廠商資訊予賣家。

4. 拍賣品之任何滅失或毀損（包含蛀蟲、空氣或氣候轉變對拍賣品造成
之毀損 )，本公司概不承擔任何責任。如拍賣品之滅失或損害係於保險
承保理賠之範圍時，本公司將協助賣家對保險公司進行出險與要求理賠，
惟費用應由賣家負擔。

五、賣家不購買保險之風險

如賣家特別指示本公司毋須為拍賣品購買保險，拍賣品之所有風險（包
含但不限於任何滅失或毀損）全由賣家承擔，且賣家保證本公司、本公
司之僱員與代理人，以及買家（如適用）免因拍賣品之任何滅失或毀損
而須負擔任何賠償責任。

六、賣家就拍賣品所做之承諾

1. 賣家保證其為拍賣品之唯一所有權人，拍賣品其上並未設定任何權利
負擔，賣家有權轉讓拍賣品予買家，並保證無任何第三人得對於拍賣品
主張任何權利或要求任何損害賠償 ( 包含但不限於著作權侵害之損害賠
償 )。
2. 賣家保證已遵守一切與拍賣品進出口有關之法律或其他規定，並已將
過去任何第三人未能遵守此等法律或規定之情事，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
說明。
3. 賣家保證已將其所知之有關拍賣品之任何修改以及第三人就拍賣品之
所有權、狀況或歸屬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4. 如上述 1-3 項賣家之保證或提供之資訊有任何不實，賣家應賠償本公
司及買家因之而引起之所有損失與費用 ( 包含但不限於第三人對本公司
或買家索賠之金額 )，不論該損失與費用是因拍賣品本身還是因拍賣過
程而引起。

七、撤銷、解除或終止委託

賣家委託拍賣後，如有下列任一情形發生，本公司得撤銷、解除或終止
委託：
1. 本公司對拍賣物之歸屬或真實性有懷疑時；
2. 本公司對賣家所做說明或保證之內容有懷疑時；或
3. 賣家有違反本拍賣規則內容時。

八、拍賣守則

1. 本公司對網站或圖錄內拍賣品之描述與圖示方式、拍賣時間與方式、
拍賣品真實之證明文件，是否應尋求專家意見等均有完全之決定權，且
本公司在未徵得賣家同意下有權撤回拍賣品之拍賣而無須負擔任何義務。
2. 如賣家在作品委託拍賣合約書簽訂後，當次拍賣尚未進行前，欲撤回
拍賣品之拍賣，賣家須：
(1) 支付本公司委託底價 30% 之懲罰性違約金；
(2) 支付本公司相當於拍賣品依照委託底價成功拍賣時本公司應得之服務
費款項；以及
(3) 支付任何適用之增值稅與保險費和其他開支。

九、拍定後

1. 結算
(1) 除本公司收到通知該拍賣品為贗品（如下所定義者）外，在買家依據
相關規定付清所有款項前提下，本公司會於買家簽訂買方合約書（不含
簽訂日）後二十一天內，將相等於拍定價扣除賣家應支付本公司所有費
用之剩餘款項支付予賣家。如遇買家延遲付款，則本公司將在買家付清
所有款項（不含本公司收到款項之日）後十四天內支付予賣家。如因任
何理由而使本公司在買家未付清款項前即付款予賣家，則本公司有權以
下列任一方式處理之：
(a) 本公司得解除與違約之買家就該次拍賣之交易及合約，並以書面通知
賣家，自本公司付清款項時起，由本公司取得拍賣品之完整所有權與其
他權利；本公司嗣後得自由處分該拍賣品，亦得行使買家規則第四章第
5 條之權利，且行使權利所得悉由本公司收取，與賣家無涉；
(b) 本公司亦得不取得拍賣品之所有權，要求賣家返還已付之款項，並於
解除與違約之買家就該次拍賣之交易及合約後，返還該拍賣品予賣家； 
(c) 本公司如未取得拍賣品之所有權，並依買家規則第四章第 5 條對原拍
定物於公開或非公開之拍賣中再予出售時，再次出售之拍定價，若比前
次之「應付總款項」（包含原拍定金額與其他依據本規則應付之費用、利
息及違約金 ) 為高，則超出部分歸於賣家所有。
(2) 除賣家另有書面指示外，本公司以新台幣付款。如賣家要求以新台幣
以外之貨幣付款，本公司將向賣家收取所產生之任何外匯匯差或規費。

2. 買家不付款
(1) 賣家瞭解，如買家在拍定後或簽訂買方合約書後拒絕受領拍賣品或拒
絕付款，此時本公司對賣家並無須負擔任何責任 ( 包含但不限於：無責
任支付賣家款項，無責任代賣家向買家採取任何法律行動等 )。
(2) 如買家在拍定後未依據相關規定支付全部款項或延遲付款，本公司有
權代賣家與買家就付清款項、保管與拍賣品保險而協商特別條款，並有
權（但無義務）行使買家規則第四章第 5 條之權利，或採取其他本公司
認為需要的方式向買家收取其應付之款項，但本公司對賣家無須負擔任
何責任 ( 包含但不限於：無責任支付賣家款項，無責任代賣家向買家採
取任何法律行動等 )。

3. 贗品
如在買家付清所有款項後十四日內，經買家提出相關證明並經本公司認
可該拍賣品為贗品 ( 如下所定義者 ) 時，本公司有權解除或撤銷該拍賣品
之所有相關合約並對該拍賣品行使留置權，有權留置屬於賣家之任何物
品以作為賣家應退還款項與負擔賠償責任之擔保。所謂贗品，係指拍賣
品所檢附之 (1) 畫廊保證書、(2) 藝術家出具的原作保證書、(3) 創作藝
術家、代理畫廊或展覽單位所出版之畫冊、或 (4) 藝術家配偶或直系親
屬出具的證明文件，經本公司認可之鑑定單位出具之鑑定報告書鑑定上
述任一證明文件為偽造者。如拍賣品為贗品，賣家須將已收取之拍賣款
項退還予本公司。

4. 未拍定之拍賣品
任何在本公司展示的拍賣品如未能拍定或出售，或不包括在本次拍賣範
圍之內，或因任何理由而撤回拍賣，在本公司發出通知要求賣家領回拍

賣品七天內，賣家必須領回拍賣品。該拍賣品如在通知賣家七天後仍
未領回，每天每件本公司有權徵收新台幣壹仟元之保管費，並有權加
收保管期間產生之保險費用。
該拍賣品如在上述通知賣家後三十天內未被領回，本公司可決定是否
將該拍賣品進行處置，包含將該拍賣品移往第三人之貨倉，相關風險
與費用概由賣家承擔。

5. 賣家拒絕交貨
如拍賣品為贗品，或在買家拍定後或買家簽署買方合約書後，賣家拒
絕出賣或拒絕將拍賣品之所有權移轉於買家，賣家對於買家與本公司
應負擔相關法律責任並賠償買家與本公司之所有損失，且本公司有權
行使下述一項或多項權利：
(1) 對違約賣家提出訴訟，要求賣家賠償因其違約而使本公司與買家所
遭受的一切損失及提出訴訟之所有費用，並另外支付本公司該次拍定
物之拍定價百分之三十之懲罰性違約金；
(2) 對違約賣家撤回、解除或撤銷其於本次或它次拍賣之交易或合約；
(3) 留置賣家於本次或它次拍賣之其他物品，直到賣家將拍賣品之所有
權移轉於買家為止；
(4) 違約賣家若在本公司有任何已到期或未到期之應收拍賣所得，本公
司有權拒絕支付直到賣家將拍賣品之所有權移轉於買家為止。

十、圖片與重製品

賣家同意本公司進行重製、編輯、改作、散布、發行、展示、播送、
傳輸、上映、或發表該拍賣品本身、其重製品、多媒體重製品及其他
版本之重製品。本公司針對該拍賣品進行重製、改作、編輯、攝影等
而衍生之攝影著作、編輯著作或其他著作等，賣家知悉該攝影著作、
編輯著作或其他著作之所有著作權屬於本公司所有。於作品委託拍賣
合約書或賣方合約終止或解除後，賣家同意本公司仍得無償不限地域
將包含有該拍賣品著作財產權之該攝影著作、編輯著作或其他著作再
進行重製、編輯、改作、散布、發行、展示、播送、傳輸、上映、或
發表。

十一、其他稅項

賣家支付予本公司之所有款項不包含貨物稅、服務稅或其他增值稅，
如有任何相關之稅項產生，賣家須依據有關法律規定之稅率及時間繳
付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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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圖委託競標單

委託競標單須於拍賣24小時前送抵客戶服務部。 
委託競標單可傳真至本公司：
電話：+886 2-2709-3288 
傳真：+886 2-2709-3558
E-mail：art@artemperor.tw

拍賣名稱：帝圖藝術2020迎春拍賣會
日期：2020 年 1 月 19 日 (星期日)
拍賣地點：國泰金融會議廳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9號

 拍賣品編號（按數字順序） 名稱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日期：      

電話（住宅）： （手機）： 傳真：

地址 ：

E-mail： 簽名 ：   

競標資料

競標牌編號 ：書面委託 電話委託

（電話競標無需填寫）

請用正楷填寫清楚

最高競標價（新台幣、不含服務費）

茲請求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就下列拍賣品於下列競投價範圍內投標。 

本人亦明白，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乃為方便顧客而提供代為競標的服務，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不因怠於投標而負任何責任。  
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就同一項拍賣品收到相同競價之委託，以最先收到者優先辦理。 
本人知悉如投標成功，本人應付之購買價款為最後之拍定價加上服務費，（連同該最後拍定價及服務費之營業稅）服務費依最後拍定價乘以
服務費率計算，並請詳見買家拍賣規則第四 -2 條之規定：

(1) 每件拍品拍定價低於或等於新台幣壹仟萬元時，服務費率為拍定價之 18%。                                                                                                                             
(2) 每件拍品拍定價介於新台幣壹仟萬元至新台幣貳仟萬元時，新台幣壹仟萬元的部分為 18%；超過新台幣壹仟萬元的部分，以超過金額之
15% 計之。
(3) 每件拍品拍定價高於新台幣貳仟萬元時，新台幣壹仟萬元的部分為 18%，超過新台幣壹仟萬元而未超過貳仟萬元的部分，以超過金額之
15% 計之；超過新台幣貳仟萬元的部分，以超過金額 12% 計之。 

為確保所有投標均得以接受及拍賣品之送交不延誤，有意買家應向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往來銀行或其他適當之參考資料，並授權
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得向銀行查證。該等資料應即時提供，以便在拍賣前著手處理。
投標牌號保證金為新台幣貳拾萬元整。特殊競標牌號保證金為新台幣壹仟萬元整。若競買人成功競買而成為買受人，則該保證金自動轉化為
已成交拍賣品的部分購買價款、訂金或 部分訂金。若競買人未能購得拍賣品，則全額無息退還保證金。

本人明瞭拍賣規則之條款，因應不同拍賣公司而有所不同，本人已詳讀並同意遵循拍賣規則之條款。 

新客戶 (首次參與帝圖競投登記，請詳實填寫下列資料)

舊客戶 (曾經參與過帝圖競投登記)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電話（住宅）： （手機）： 傳真： 

地址 ：

E-mail：

競標者資料

競標牌編號：

競標牌登記表

（本公司須取得閣下之簽名，方可接受競標）  年 / 月 / 日

日期：簽名：

競標牌號保證金為新台幣貳拾萬元整。特殊競標牌號保證金為新台幣壹仟萬元整。若競買人成功競買而成為買受人，則該保證金自動轉化為
已成交拍賣品的部分購買價款、訂金或部分訂金。惟本公司有權調整該保證金之金額。若競買人未能購得拍賣品，則全額無息退還保證金。 
本人知悉若競標成功，本人應支付之購買價款為最後拍定價加上服務費。
所有作品皆以「現狀」拍賣，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對作品的任何損傷及缺陷不承擔任何責任。
本人授權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為辦理【帝圖藝術 2020 迎春拍賣會】之目的索取本人之財務資料。 
本人明瞭拍賣規則之條款，因應不同拍賣公司而有所不同，本人已詳讀並同意遵循拍賣規則之條款。 
本人明瞭自拍賣官拍定之時起，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不接受任何取消要求。

委託申請人必讀事項

/ /

新客戶 (首次參與帝圖競投登記，請詳實填寫下列資料)

舊客戶 (曾經參與過帝圖競投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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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圖委託競標單

委託競標單須於拍賣24小時前送抵客戶服務部。 
委託競標單可傳真至本公司：
電話：+886 2-2709-3288 
傳真：+886 2-2709-3558
E-mail：art@artemperor.tw

拍賣名稱：帝圖藝術2020迎春拍賣會
日期：2020 年 1 月 19 日 (星期日)
拍賣地點：國泰金融會議廳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9號

 拍賣品編號（按數字順序） 名稱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日期：      

電話（住宅）： （手機）： 傳真：

地址 ：

E-mail： 簽名 ：   

競標資料

競標牌編號 ：書面委託 電話委託

（電話競標無需填寫）

請用正楷填寫清楚

最高競標價（新台幣、不含服務費）

茲請求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就下列拍賣品於下列競投價範圍內投標。 

本人亦明白，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乃為方便顧客而提供代為競標的服務，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不因怠於投標而負任何責任。  
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就同一項拍賣品收到相同競價之委託，以最先收到者優先辦理。 
本人知悉如投標成功，本人應付之購買價款為最後之拍定價加上服務費，（連同該最後拍定價及服務費之營業稅）服務費依最後拍定價乘以
服務費率計算，並請詳見買家拍賣規則第四 -2 條之規定：

(1) 每件拍品拍定價低於或等於新台幣壹仟萬元時，服務費率為拍定價之 18%。                                                                                                                             
(2) 每件拍品拍定價介於新台幣壹仟萬元至新台幣貳仟萬元時，新台幣壹仟萬元的部分為 18%；超過新台幣壹仟萬元的部分，以超過金額之
15% 計之。
(3) 每件拍品拍定價高於新台幣貳仟萬元時，新台幣壹仟萬元的部分為 18%，超過新台幣壹仟萬元而未超過貳仟萬元的部分，以超過金額之
15% 計之；超過新台幣貳仟萬元的部分，以超過金額 12% 計之。 

為確保所有投標均得以接受及拍賣品之送交不延誤，有意買家應向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往來銀行或其他適當之參考資料，並授權
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得向銀行查證。該等資料應即時提供，以便在拍賣前著手處理。
投標牌號保證金為新台幣貳拾萬元整。特殊競標牌號保證金為新台幣壹仟萬元整。若競買人成功競買而成為買受人，則該保證金自動轉化為
已成交拍賣品的部分購買價款、訂金或 部分訂金。若競買人未能購得拍賣品，則全額無息退還保證金。

本人明瞭拍賣規則之條款，因應不同拍賣公司而有所不同，本人已詳讀並同意遵循拍賣規則之條款。 

新客戶 (首次參與帝圖競投登記，請詳實填寫下列資料)

舊客戶 (曾經參與過帝圖競投登記)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電話（住宅）： （手機）： 傳真： 

地址 ：

E-mail：

競標者資料

競標牌編號：

競標牌登記表

（本公司須取得閣下之簽名，方可接受競標）  年 / 月 / 日

日期：簽名：

競標牌號保證金為新台幣貳拾萬元整。特殊競標牌號保證金為新台幣壹仟萬元整。若競買人成功競買而成為買受人，則該保證金自動轉化為
已成交拍賣品的部分購買價款、訂金或部分訂金。惟本公司有權調整該保證金之金額。若競買人未能購得拍賣品，則全額無息退還保證金。 
本人知悉若競標成功，本人應支付之購買價款為最後拍定價加上服務費。
所有作品皆以「現狀」拍賣，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對作品的任何損傷及缺陷不承擔任何責任。
本人授權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為辦理【帝圖藝術 2020 迎春拍賣會】之目的索取本人之財務資料。 
本人明瞭拍賣規則之條款，因應不同拍賣公司而有所不同，本人已詳讀並同意遵循拍賣規則之條款。 
本人明瞭自拍賣官拍定之時起，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不接受任何取消要求。

委託申請人必讀事項

/ /

新客戶 (首次參與帝圖競投登記，請詳實填寫下列資料)

舊客戶 (曾經參與過帝圖競投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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