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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作為人類最早馴養的六畜之首，與人類生產

生活一直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隋、唐時期養豬已成

為農民增加收益的一種重要手段，元明時期在擴大養

豬規模上有很多創造。在古代豬往往是財富的象徵，

豬的形象常常出現在人們各類生活用器之上。本品由

和闐白玉籽料圓雕而成，質地溫潤如凝脂。玉豬呈臥

伏狀，體態圓潤，前鼻拱起，口部橫穿一孔。運刀簡

練有力，線條刻划流暢，造型寫實生動。承襲魏晉至

宋代的小型動物圓雕技法，為元代肖生玉精品。

001

A WHITE JADE PIG FIGURINE

YUAN DYNASTY 

3.8cm(1 1/2in.)long 
Provenance: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HK$ 8,000-12,000 

元 白玉豬   

來源：臺灣私人珍藏

本件器物黄玉質地，表面帶有沁色，包漿自然。

整器圓雕，兩只獾臥狀相對，似在嬉戲玩耍。獾為長吻，

圓目，雙耳外垂。用陰刻手法描繪雙獾骨骼，並淺浮雕

呈現獾尾。造型生動活潑，惟妙惟肖。整器刻畫簡練，

增加了剔透輕靈的感覺，亦可穿繫把玩。以獾為雕琢題

材清代常見，獾諧音歡，具有喜慶之意。

002

A WHITE AND RUSSET JADE 

'TWO BADGERS' GROUP

SONG DYNASTY

9.9cm(3 9/10in.)long 
HK$ 10,000-20,000 

宋 黃玉雙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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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品以和闐白玉製成，玉質細如凝脂，採用浮雕、

鏤雕工藝精心雕琢，細微處更顯工藝之精湛。觀音面容

安詳，神態莊嚴，衣袂翩然；一手扶蓮台，一手托淨瓶，

盤右腿而坐，左足輕踏蓮台。

自在觀音，原名“水月觀音”，被認為是觀世音

菩薩三十三種化身之一。也是明清時期世間崇奉的常見

造像題材。在諸多大乘佛教經典，如《楞嚴經》、《法

華經》、《華嚴經》中，都有關於其的記述、可見信仰

之廣泛。她一改佛教造像直立或打坐的成規，形象無拘

無束，自由自在。

清中期 白玉自在觀音坐像 

來源：購於瑞士拍賣會

正面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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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HITE JADE FIGURINE 

OF AVALOKITESHVARA  

MIDDLE QING DYNASTY 

14.2cm(5 3/5in. )high 
Provenance:Acquired in an Auction in 
Switzerland
HK$ 5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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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螺，為密宗必備之法器、供器，為藏傳佛教“吉

祥八寶”之一。佛經上講佛陀講經說法時聲音嘹亮，

猶如大海螺的聲音響徹四方，佛陀入滅後，後世遂以

海螺之音代表佛陀的法音召喚，故稱之為法螺。海螺

順時針方向生長者，即左旋螺；逆時針方向生長者，

為右旋螺，右旋螺極為稀有。清朝乾隆皇帝所撰《白

螺傳》中有如下記載：“每年藏中喇嘛（藏傳佛教中

的上師）於新正及萬壽節過丹書，所陳貢器有獻右旋

法螺者，以為奇寶而不多見，涉海者帶於舟則吉祥安

穩，最為靈驗。”本品即為右旋法螺，整體以翡翠製

成極費工料，頗顯宮廷用器不惜工本的製作慣例。

004

A JADEITE CONCH SHELL

QING DYNASTY

16cm(6 3/10in.)long 
Provenance: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HK$ 50,000-80,000 

清 翡翠法螺   

來源：臺灣私人珍藏

參閱：清 法螺，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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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玉內蘊深沉古樸，正是這種穩重與莊穆，博

得了乾隆帝的喜愛。此件碧玉琢製而成的一頭健壯臥

牛，其身體呈側臥狀，頭部略微側轉，以一種寫實的

技法，琢磨而成。中國長期處於農耕時代，農耕中牛

扮演著最為重要的角色，因此古人對於牛有著特殊的

感情。而牛溫順、勤勞的品性，也一直被古人加以褒

揚，甚至以牛作為主題編撰一些神話故事。而後牛也

成為了常見的一類藝術題材，各種古詩文及藝術品中

均可以見到牛的形象。此件臥牛底部四蹄的刻划細緻

入微，背部脊柱隆起，清晰可見，身體的肌肉飽滿，

線條刻划流暢，并十分到位。

005

A SPINACH-GREEN JADE 

FIGURINE OF A BUFFALO

MIDDLE QING DYNASTY 

13.6cm (5 1/3in.)long 
Provenance:Acquired in an Auction in 
California,  US
HK$ 100,000-150,000 

清中期 碧玉臥牛   

來源：購於美國加利福尼亞拍賣會

參閱：

1. 18 世紀 臥牛，長 38.5cm，英國倫敦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收藏，

   收錄於《中國古玉藏珍》，圖版 85 號，廣西美術出版社

2. 清 翠臥牛，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參閱 1 參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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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壽佛坐像，體碩端莊，威嚴尊貴，屬清宮

十八世紀風格，融漢、藏、蒙佛教造像傳統，獨樹一

格，所造佛像供於紫禁城、承德避暑山莊、北京雍和

宮佛殿、及重要佛教勝地。

無量壽佛，於密教為五佛中之西方尊，於胎藏

界曰無量壽，於金剛界曰阿彌陀。據佛經記載，按信

徒的修行程度與願心大小，西方極樂世界分為九品蓮

花，其殊勝之處是阿彌陀佛在諸佛中願力最大。虔誠

持誦其名可滅減重罪，臨終帶業往生，在西方極樂世

界受持佛法永不退轉。

此尊無量壽佛菩薩裝，面龐方正，垂眸下視，

面含微笑，表情莊嚴慈和。頭戴枝葉繁密的五葉寶

冠，寶冠均已鏤空作飾，葫蘆形髮髻，極顯華貴。

寬肩束腰，身材比例勻稱，造型優美。耳垂圓璫，

長髮披肩，上身袒露，胸前綴滿繁復的項鍊瓔珞，

雕刻細緻圓潤，鑲嵌各色寶石鮮艷奪目，滿帶宮廷

的華貴氣息。雙手施禪定印，絡腋自左肩斜披至右

肋部，天衣自肩而下，繞雙臂而飄起，再繞臂而下，

垂落於身後，線條輕盈，質感強烈。下身著短裙，

兩腿間裙擺的褶皺呈放射狀自然流暢鋪於座面之上，

刻畫生動，具有強烈的質感。全跏趺坐坐姿，蓮台

雙層仰覆蓮瓣，蓮瓣寬大肥厚。

006

AN IMPERIAL GILT-BRONZE FIGURE OF AMITAYUS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33.5cm (13 2/5in.)high 
Provenance:Jap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HK$ 500,000-800,000 

清乾隆（宮廷） 銅鎏金無量壽佛坐像 

來源：日本私人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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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作品面龐青春俊秀，面含童稚般純真的微

笑，象徵無量壽佛內在寧靜純潔的精神世界。無論是

面容還是肌膚都透露出年青的氣息。其胸部肌肉豐滿

圓潤，勻稱有力，腰肢柔和，身姿挺拔。胸前垂落的

瓔珞珠粒精圓，雖是銅鑄，卻讓人感覺到玉石的圓潤，可

見工藝水平之高，加工之精良。飄帶繞手臂自然翻飛

於體側，為整件造像營造出一種立體而生動的氛圍。

衣緣裙邊均有細密刻花裝飾，所有的花飾部分原本應

均嵌各色珠石，可見鑄造時之華貴。

乾隆時期宮廷造像銅質厚重，加工精良，素為

藏家所重。這一時期宮廷造像以無量壽佛為主，其功

用有兩個方面，其一為賞賜蒙古王公，其二為皇家寺

廟供奉之需。由於無量壽佛能滿足現世人間眾生對於

壽命綿長的追求，使其成為佛教信仰中極為重要並流

傳廣泛的尊神。這種信仰和供奉尤以清代乾隆朝為

最，乾隆時期宮廷寺廟和法事活動的核心就是為皇帝

祈壽，無量壽佛佛像成為皇家必不可少的供奉聖物。

清代康雍乾三朝宮廷造像都有數量不等的實物

留存下來。從現存實物看，這三個時期的造像都屬於

典型的漢藏式造像，它們的整體風格基本一致，既延

續和保持了藏傳佛教藝術重視造像儀軌量度和裝飾華

麗的特點，又受到了內地傳統藝術和時代審美觀念、

工藝技術的影響，形成了造型規範、工藝精細、手法

寫實、風格清新的時代新風貌，與明代宮廷造像有著

明顯的區別。而發展至乾隆時期，清宮造辦處製作的

佛像鑄造規模與體量更大，並且被視為清宮各類法身

的標準樣式。

參閱：清乾隆 銅鍍金無量壽佛，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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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白玉圓屏為清乾隆朝御制玉器，用以觀賞和陳設使

用。拍品以大塊白玉制就，玉質潤潔。正面雕刻“華封三祝”、

“海屋添籌”故事，其間畫面波濤暗湧，山石嶙峋，蒼松遒勁，

人物細膩自然，形象生動，構圖疏密得當，琢磨精緻。下部為

宮廷原裝紅木底座，滿飾鏤雕螭龍紋，雕工純熟。此屏造型生

動，繁而不亂，琢工精美，盡顯雍容雅趣。

插屏是屏扇與屏座可裝可卸的座屏、硯屏等的統稱。明

代以前，屏風多趨於實用，被歸為傢具的一種，主要用於遮蔽

和做臨時隔斷，大都是接地而設。清初出現的插屏和掛屏，則

開始兼有供人欣賞之用。

此圓屏背面陰刻清高宗御題律詩一首，引首“御題”， 

落款“辛卯仲春月製”，尾鈐 “乾”、 “隆” 朱文及白文篆

字印章款。

詩文為：

《福》我受命溥將［詩］，降福穰穰［詩］，大有元亨

［易］，用敷錫厥庶民［書］，豈弟君子，受天之祜［詩］，

永言保之［詩］，俾緝熙於純嘏［詩］。

《祿》俾爾戩谷［詩］，受天百祿［詩］，惠我無疆

［詩］，寵綏四方［書］，受小球大球［詩］，天其申命用休

［書］，綏萬幫屢豐年［詩］，萬物皆致養焉［易］。

《壽》天保定爾［詩］，萬壽無疆［詩］，保合太和

［易］，身其康強［書］，君子所其無逸［書］，信彼南山

［詩］，以引㕥（以）翼［詩］。

此詩文原出處：清高宗（乾隆）《御製文初集》卷二十八

之《福祿壽三星贊》，見《欽定四庫全書·集部七·別集類·御

制文初集卷二十八》及《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集部·別集類·御

制文初集卷二十八》。

007

A PAIR OF WHITE JADE DOUBLE-SIDED 

CIRCULAR SCREENS WITH STANDS 

QING DYNASTY, SEAL MARK AND PERIOD OF QIANLONG

Dated Second month, xinmao year(1771)
20cm(6 7/8in.)diam. 
Provenance:Singaporean Private Collection 
HK$ 500,000-800,000 

清乾隆 白玉御題詩福祿壽三星贊人物山水圖圓屏一對 

款識：“乾隆（1771 年）辛卯仲春月製”款

來源：新加坡私人珍藏

正面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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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 : 景印《攡藻堂四庫全書薈要》集部，第三冊，別集類，

世界書局印行，350-812

正面
背面

乾隆皇帝在中國歷代帝王中地位首屈一指，實際執政時間時間最

長，晚年五世同堂，是中國歷史上最長壽的皇帝。他把自己一生總結為

“十全武功”，自號“十全老人”。乾隆皇帝自詡“古稀天子”“十全老

人”“諸福備具”。為進一步嚮往終身“福”“壽”，在《乾隆寶藪》中

也採以《論語》之“仁者壽”，《尚書》之“饗用五福”來寄託其理想。

《詩經·大雅·卷阿》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意指天賜福

祿、仁壽安康。祿與福、壽結合在一起時，傳遞了對人們的美好祝福。自

秦漢已有福祿壽三星的概念，後逐漸人格化，有清一代，多將三者作為器

物的裝飾圖案或繪畫的主題。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新春之際，乾隆

帝弘曆在長春書屋寫下此《福祿壽三星贊》詩文，集四書五經之章句分別

闡釋他所理解的福、祿、壽。此文彰顯乾隆皇帝的萬丈豪情，身為天子，

順承天意，將天降之福祿普惠臣民，致養萬物，人人長壽，彼此合和，國

祚綿長。

清代乾隆皇帝為了祈求“福”“壽”，在藝術品製作造型或紋飾上，

喜歡以“福”“祿”“壽”吉祥如意為主題，它們在各種工藝品上廣泛採

用。在本件拍品上，更是講求質量，追求完美，精雕細琢，巧奪天工。

Joint Wells (HK) Auctions 022 023Joint Wells (HK) Auctions 



008

A FAMILLE-VERTE BRUSH POT

QING DYNASTY, KANGXI PERIOD 

14.3cm(5 2/3in.)high 
Provenance: Christie's Hong Kong, 1 May 2000, Lot726
HK$ 50,000-80,000 

清康熙 五彩人物詩文筆筒  

來源：香港佳士得，2000 年 5 月 1 日，拍品 726 號   

唐朝詩人岑參在《山房春事》中留下了“數枝門

柳低衣桁，一片山花落筆床”的經典詩句。筆床，就

是筆筒的前身，唐時的筆床是將毛筆橫臥其上，如人

臥床。一個筆床上至多可放三四管筆，雖然造型新巧，

但使用起來不太利便，明代以後被大量興起的筆筒取

而代之，至今盛行不衰。筆筒是中國古代除筆、墨、

紙、硯以外主要的文房用具，自古以來文人雅士對筆

筒就鍾愛有加。筆筒雖是古玩“小器”，但它包羅著

許多的人文氣息，細節處甚至令人嘆為觀止。每個筆

筒由於詩、書、畫、印或者雕塑的不同，以致每一個

筆筒都是一件個性化的產物。

筆筒作為文人書房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在歷代均

有實物傳世，明清以前以簡單實用的竹質或木質為主，

直到明末清初時期瓷質筆筒才廣泛流行起來，並成為

文人墨客徑相追捧的一個品類。康熙時期文房用瓷之

所以得到迅速發展，與康熙皇帝尊孔崇儒的文化政策

分不開。即位伊始，其首先確立程朱理學為官方哲學，

採取懷柔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政策，不斷擴大科

舉取士名額，舉山林隱逸、博學鴻詞科。此外還組織

大規模修纂書籍工作，比如《康熙字典》、《佩文韻

府》、《古今圖書集成》等圖書都是這一時期編纂完

成的。除積極推行漢文化政策外，康熙本人一生學習

的知識也相當廣泛。在他的積極倡導下，詩文禮儀在

康熙時期遍及天下，設立學校、誦習經書也成為一代

風氣。文房用瓷即是在這樣一種比較寬松平和的文化

政策下得以興盛發展。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康熙時期文

房用瓷，它們從一定的層面上反映了這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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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熙時期文房用瓷的燒製中，以筆筒最為出

色，在清代陶瓷發展史上其地位舉足輕重。這一時期

筆筒的生產工藝和用料有革命性的創新，為歷朝所不

見，而且造型、紋飾相當美艷，藝術表現也呈多樣

性。主要題材涵蓋花鳥、人物、山水景致、田園風

光、詩詞歌賦等一應俱全，其文字與裝飾圖案，也非

常深刻地反映了這個時代的特色。

五彩是釉上彩繪的一種工藝，“五”是言其色彩

豐富。康熙五彩以其淡雅的色調、精湛的繪畫，一掃

嘉靖萬曆五彩只重色彩而不細究其形貌的粗率畫風，

在陶瓷史上獨領風騷。在清宮舊藏康熙五彩筆筒中，

以白地五彩為主，紋飾多為山水人物、花鳥蟲魚。

此筆筒圓形直口，筒狀，口與底相若，釉色為

漿白釉。外壁繪兩組五彩人物圖，一面繪一人坐在

河邊青石上，手搖羽扇，一樵夫在旁背著乾柴，配

以詩句：“且向池亭追勝覆，微軀持酒浥清香。”

另一面繪三人在橋上對話。中間還繪有祥雲龍，栩栩

如生。筆筒繪畫工致精麗，生動傳神，色彩瑰麗多

姿、濃艷奪目，人物刻畫傳神細緻。可謂是詩書畫印

極具一堂，這種以墨彩書寫詩文提字和人物繪畫來進

行裝飾的方式，在康熙朝較為流行，時至今日也很受

歡迎。此件作品無論繪畫、書法都表現出很高的藝術

水準，具有較高的收藏價值。據史料記載，康熙皇帝

非常喜歡這類筆筒，曾下令收集天下各式各樣的筆筒

供他欣賞把玩，此件極有可能是其中一件曾上供到宮

廷的一件筆筒。可參考紐約蘇富比2019年春季拍賣會

《潔蕊堂珍藏專場》的焦點拍品——清康熙 “五彩

望月圖詩文筆筒”以572,000美元高價成交，折合人

民幣約400萬，可見其收藏價值。

參閱 : 清康熙  五彩望月圖詩文筆筒 , 紐約蘇富比，

2019 年 3 月 19 日，拍品 328 號，成交價 57.2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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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玉雕三足爐，多仿摹《西清古鑒》中的商周

青銅鼎彝造型，此件三足爐便在其類。此香爐白玉琢

製，器身渾圓光素，瑩潤典雅，兩側各一耳，下承三

足。爐身光素無裝飾，是以突顯玉質之美，乃是遵循

“良材不雕”的原則，以示玉蘊天地山川之精氣。乾

隆皇帝對此類素面作品亦十分賞識，他認為這類作品

符合道家“清靜無為”的行為理念，同時也能體現儒

家的“素位”、“謙言”的道德准則。此白玉三足爐

無暇無絡，品相全美，雖未刻款識，但從製式和韻味

來看，極有可能是宮廷內製之物。

009

A WHITE JADE CENSER

MIDDLE QING DYNASTY 

3.6cm(1 2/5in.)high 7cm(2 3/4in.)wide
HK$ 20,000-30,000 

010

A SPINACH-GREEN 

JADE FIGURE OF 

AVALOKITESHVARA

MIDDLE QING DYNASTY 

16cm(6 3/10in.)high 
Provenance:Acquired in an Auction in New 
York,  US
HK$ 80,000-120,000 

清中期 白玉朝冠耳香爐 清中期 碧玉觀音菩薩坐像

來源：購於美國紐約拍賣會

本件器物碧玉質，玉質瑩潤。觀音左手執法器，

右手撫膝，坐姿舒適自在，右足露出裙擺，衣褶流暢，

展現出柔軟的質感。整體造型優美，生動傳神，尤其注

重造像神態與內在氣質的表現，觀音眉眼低垂，嘴角微

微上揚，垂眸含笑，似在沉思，十分安詳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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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諸帝崇佛信教，禮敬高僧，其時，皇宮中

的常設佛教建築——英華、隆德、大善等殿佛事不

斷，香火延綿。受此影響，權臣、宦官們也大興土

木，於京城內外廣建佛寺，為了滿足各處皇家寺院

的供奉需要，自永樂朝始，宮廷御用監便設置“佛

作”，專門負責鑄造佛像和佛事所用法器。在帝王的

推動下，以永宣佛像為代表的明代銅鎏金造像達到了

歷史高峰，在中國佛造像史上佔據了重要位置。近

日，經香港衆會拍賣行諸同仁接洽，日本重要私人收

藏友情提供明代銅鎏金彌勒菩薩一尊，經審慎研討，

考察此像造型、工藝、文化等特色，這尊彌勒菩薩應

為明代國力強盛期的頂峰之作，為重要皇家寺院數百

年供奉之品，堪稱佛門瑰寶，大國力作。

大佛偉岸　氣勢憾人　

明代銅鎏金彌勒菩薩結跏跌坐，面相豐滿端

正，神態慈悲，端凝下視，垂眸含笑，髮髻高輓，頂

綴蓮苞形髻寶，精美寶冠中間飾一淨瓶，標識彌勒菩

薩身份，耳後繒帶優揚飄起，呈Ｕ字形翻卷，圓形團

花耳璫垂落肩頭。雙手施說法印，手和足部有釧躅裝

飾，精緻的項鍊和瓔珞掛於胸前，雙肩披大帔帛，衣

紋流暢優美，衣緣鏨刻纏枝寶相花紋，佛韻悠然。腰

繫寶帶，繫帶垂落腹部，下身裙褶如波浪般在兩腿上

隨意散開。

通觀此像，形製碩大，鎏金飽滿，工藝精湛，

非國富民強之期不可得。明帝國自朱元璋開立基業，

經永樂、宣德二帝圖強，數十年間即成盛世之姿，其

後百年間始終雄踞東亞，文武齊備，有緣於此，感念

佛教信仰無上力量的皇家於侍佛一項盡心求全，不

惜人力財力。此尊銅鎏金彌勒菩薩通高89釐米，比習

見20.3釐米的明代銅鎏金造像高達三倍之多，身軀龐

大，氣勢憾人。其以上好黃銅鑄造，體量精當，塑形

準確，鏨刻華美，歷經五百餘年供奉，毫髮無損，風

采依舊，拭去歲月塵埃，但見鎏金厚重，耀人眼目，

足見此尊彌勒菩薩貴重所在。

國力雄厚、物料豐沛，亦需高手相助。源於明

初諸帝王對佛教的重視，宮廷御用監佛作一度匯集了

中原、藏地和尼泊爾的造像高手。他們在繼承元代

宮廷造像“西天梵相”風格的基礎上，遵循佛法原

011

A GILT-BRONZE FIGURE OF 

MATREYA

MING DYNASTY

89cm(35in.)high
Provenance:Jap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HK$ 1,200,000-1,800,000 

明 銅鎏金彌勒菩薩坐像

來源：日本私人珍藏

盛世氣度　佛國至寶

明代銅鎏金彌勒菩薩鑒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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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和儀軌，以別出心裁的構思，創製了獨特的宮廷

風格，使佛造型更加完美成熟，彰顯出雍容華貴的皇

家氣派。就此尊彌勒菩薩造像而言，其身形比例符合

佛造像儀軌，髮冠、繒帶、瓔珞等裝飾源出藏傳佛造

像，面目、衣裙、紋飾等則為漢地審美風格，體現出

漢藏藝術的相互融合。考察目前傳世明代銅造像，類

似此尊出自明早中期盛世階段，融匯漢藏兩種風格的

漢傳佛造像頗為罕見。（圖一）。及至明代晚期，隨

著國力衰退和藏地高手的離去，如此件彌勒菩薩像般

精美的佛像再難復現。明晚期製品大多銅質粗糙、大

頭小身，比例失衡，面相呆板，衣紋粗疏，這也是我

們為明代銅造像斷代分期的重要依據。

寶相聖花　芳華佛國　

除上所述，出現在彌勒菩薩像衣裙邊緣處的纏

枝花卉紋，亦可幫助我們深入認知此件造像。依據

花瓣形態構成，及呈Ｓ形彎轉的枝蔓分析，這一紋

樣應為明代流行的典型的纏枝寶相花紋，其不止在

佛像上呈現，還廣泛出現在明代早中期的瓷器、漆

器等藝術品上。參考（圖二、圖三、圖四）。

圖一：銅觀音，蓮花座“正德十一月十一日”款、

紐約佳士得，2000 年 3 月

圖二：

明宣德青花纏枝蓮紋盌、

倫敦蘇富比，1999 年春季拍

賣會，拍品 171 號

圖三：

明宣德青花纏枝花卉紋盌、

香港蘇富比，2019 年春季拍賣

會，拍品 0006 號

圖四：

明宣德青花纏枝番蓮紋大盌

香港蘇富比，2019 年春季拍賣

會，拍品 0007 號

據知，並非現實存在的寶相花演變自蓮花，

而蓮花被視為佛教聖花，按中土廣泛信奉的大乘佛

教認為，一切皆有佛性，不過被生死煩惱所掩蓋，

只要破除這一煩惱，便會如蓮花般出淤泥而不染，

遂而成“佛”，同時，佛學經典中還以蓮花之香、

淨、可愛、柔軟等四德特性，象徵佛教常、樂、

我、淨四德。經由唐代的佛教昌隆期，來自蓮花

紋逐漸發展成多元素組合的想象之花——寶相花。

關於“寶相”一詞最初是用來象徵佛像金光萬丈、

恢弘、莊嚴的形象。南朝梁王巾《頭陀寺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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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資寶相，永藉閒安，息了心火，終焉游集。”　

由此可見，裝點在這尊彌勒菩薩像上的寶相花紋飾，

與佛像有著互為映襯的關係，佛呈寶相，花傳禪意。

考察傳世明代銅佛，衣緣處裝飾寶相花者並不鮮見，

當為這一時期佛造像的流行特色，參考（圖五：明銅

觀音像、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篤信彌勒　心享淨土

在明代傳世銅佛像中，以彌勒菩薩為題材者頗為

鮮見，具備一定的稀缺性，且此尊造像體量巨大，也

意味著複雜的工藝難度和巨大的物力耗費。為何明帝

國官方會斥資鑄造如此偉岸的佛像。這還需要從佛教

中彌勒信仰的內容來探討。

在漢傳佛教中，彌勒菩薩在文殊、普賢、觀音、

大勢至等衆多菩薩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彌勒菩薩原為

釋迦牟尼的弟子，是真實的人物。按《賢愚經》記

載，他出生在南印度波羅奈國的婆羅門貴族家庭，出

生後身如紫金，姿容不凡，故以彌勒為名，長大後，

彌勒進入波婆梨波羅門，後來受到釋迦牟尼的教化，

成為佛的弟子，因根機深厚，悲智超群，深得釋迦牟

尼器重。不幸的是，彌勒在釋迦牟尼涅槃之前便已去

世。釋迦曾預言，彌勒離開世間後，將上生欲界六天

中的第四層天——兜率天宮，為諸天說法，經過四千

年（相當於人間五十六億七千萬年）下生人間，在華

林園龍華樹下修成正覺，繼而在龍華樹下三會說法，

化度九十六億衆生。

由上所述，所謂的彌勒信仰由彌勒上生信仰與下

生信仰兩部分組成，包含了三層內容：一、彌勒佛是

佛教中的未來佛。二、釋迦牟尼涅槃後，彌勒上生兜

率天，以天主的身份為那裡的菩薩、天人說法。三、

彌勒的下生，意味著未來世界的光明和幸福，也意味

著人間淨土的建立。這三方面的含義造就了彌勒形象

的亦佛亦菩薩的特徵，上生天國時為兜率天主，下生

人間時又意味著美好世界的實現。這種“救世主”的

身份，使得彌勒信仰與中土儒教長久信奉的“君權神

授”、“天人感應”等理論不謀而合，迎合了世俗社

會帝王們的心理需求，盡心供奉自不待言。

“示現真彌勒，咨參妙吉祥。”（《懷淨土百韻

詩》明·楚石梵琦）

此尊以說法之姿呈現的彌勒菩薩造像，姿態生

動，佛韻悠然，謹身觀拜，自可疑惑消散，心享順

安。依照佛教說法，彌勒佛能為一切衆生種植善根，

以衆生心，做大福田，獲天量勝果。供養彌勒菩薩，

可常得吉神擁護，遠離災害，吉祥安康，衣食豐足，

家庭和睦，事業興旺。

　隨著近年來學術研究的深入，以及佛像收藏市

場的多元化發展，這樣一尊代表明代宮廷造像最高水

準的漢傳佛像的出現，必將引起海內外人士的關注，

推動漢傳佛像市場地位的提升。同時，有助於我們對

明代宮廷漢傳佛像的深入瞭解，發掘出更多值得珍視

的國之瑰寶。

圖五：明銅觀音像、北

京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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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器物白玉質，玉質瑩潤潔白，圓雕而成。

瓶蓋為覆鬥形，共八面，子母口，上有一鈕。瓶身亦

為八面，微侈口，束頸，垂腹，方圈足。下接鏤雕山

石形底座。頸部有 S 形耳一對。器物通體裝飾復古紋

飾，如獸面紋、回紋、倒垂蕉葉紋、弦紋等。瓶身浮

雕蓮葉，並與童子相連。一童子一腳蹬於瓶上，另一

腳蹋於寶盒之上，另一童子於寶盒之下，生動自然。

整件器物由童子、雙耳瓶、玉座三部分組成，為整料

雕琢，可見耗材之大。

012

A WHITE JADE 'BOYS AND LOTUS' VASE AND COVER

MIDDLE QING DYNASTY

19.5cm(7 2/3in.)high 
Provenance:Acquired in an Auction in Los Angeles,  US
HK$ 100,000-200,000 

清中期 白玉荷花人物雙耳瓶 

來源：購於美國洛杉磯拍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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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品採用和闐黃玉雕琢而成，玉質細潤，色澤純

正。瓶口與瓶底以回紋裝飾，瓶身兩側各雕一童子摯

磬，憨態可掬，惟妙惟肖。東漢文學家王逸曾於《玉

論》中贊玉之色為：“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截

脂，墨如純漆，謂之玉符，而青玉獨無說焉，今青白者

常有，黑色時有，而黃赤者絕無。”黃玉之稀見。可見

一斑。黃玉不僅材料難得，其顏色恰好契合“黃為正”

的傳統美學思想。明末高濂著《玉說薈刊．燕閒清賞箋

．論古玉器》曰：“黃為中色，且不易得，以白為偏

色，時亦有之，故而令人賤黃而貴白，以見少也”。何

為“中色”？中為四方之中也，也就是位於中，黃色

在五行中為土，土位於五行之中的中央，即“大地之

中”，故“黃色”通過“土”就與“正統”、“遵崇”

聯繫起來，是品味高貴的象徵。再者，黃色由皇家獨

尊，清代對於黃色的推崇，更是將黃玉的地位推至頂

峰。高濂認為：“蒸栗色佳，焦黃為下，甘青色如新

柳，近亦無之。”本品色如蒸栗、玉色均一，色正而

嬌，柔潤如脂，單以玉質而言，已是難得珍罕。

013

A RARE YELLOW JADE 'TWIN BOYS 

AND VASE' FLOWER VESSEL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11cm(4 1/3in.)high
HK$ 50,000-80,000 

清十八世紀 黃玉童子抱瓶花插 

正面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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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彩描金無量壽佛，頭戴五葉寶冠，蜷髮披肩，

耳際寶繒飄拂，垂目含笑，面相莊嚴慈悲，神態安詳。

胸飾寶珠瓔珞，手帶臂環，結禪定印跏趺坐於束腰仰

覆蓮花座上，身姿端嚴妙好。佛髮呈青色，即所謂“佛

頭青”，五葉寶冠和寶繒以青紅色裝點，如青金珊瑚。

上身著淺綠僧祇支，點綴鵝黃花飾，下身束黃袍，飾

以團花紋，座下蓮花色澤華艷。佛像面部身軀皆塗金，

因佛經說釋迦牟尼有“三十二相”其中之一為“身色

金黃”，故歷代佛像多用金箔“裝金”，此尊無量壽

佛是為乾隆御製瓷質佛像之精品，釉彩髮色鮮明如寶

石，描金數百年仍燦爛奪目，宛如七寶裝塑，製作

精細，莊嚴奢華，呈現典型的乾隆朝宮廷佛像藝術風

格。此尊與上海文物商店所藏清乾隆粉彩瓷塑佛像在

法相、工藝和尺寸等方面十分相近，可為參考。

無 量 壽 佛 又 稱 阿 彌 陀 佛， 梵 文 作 Amitayus 或

Amitàbha，是西方淨土的教主，大乘佛教的主要佛陀，

淨土宗的信奉對象，其左右有觀世音及大勢至兩大菩

薩脅侍。無量壽佛主要以大悲接引衆生忘掉悲願，修

持極樂佛境，往生極樂淨土，故又稱極樂陀佛。《觀

無量壽佛經》雲：“見無量壽佛者，即見十方無量諸

佛。”《無量壽經上》：“無量壽佛，威神光明，最

尊第一。”清代皇室崇信佛教，據史料記載，蒙古活

佛哲布尊丹巴曾為康熙帝傳授長壽之秘法及長壽佛之

灌頂並受戒。乾隆帝認為祖父康熙帝是無量壽佛的轉

世，在《永佑寺碑文》中稱：“我皇祖父聖祖仁皇帝，

以無量壽佛示現轉輪聖王，福慧威神，超軼無上。”

當時人還普遍相信供奉無量壽佛可保佑長壽康寧。乾

隆帝尤其重視供奉無量壽佛，所作《萬壽山大報恩延

壽寺題記》雲：“聖壽本無量，更有無量加，無量復

無邊，萬萬千千多”，不僅在紫禁城和行宮、皇家廟

宇中大力營西方極樂世界道場以供膜拜，每逢皇帝和

太后誕辰，都要按例敬造無量壽佛像。各地官員、蒙

藏活佛喇嘛、宗親也多以無量壽佛造像進奉。乾隆一

朝的無量壽佛造像質量極高，除常見的銅鎏金造像，

還有工藝複雜、燒造難度極高的瓷質粉彩佛像，後世

也難有匹敵者。

 

014

A GILT-DECORATED AND FAMILLE-ROSE 

ENAMELLED FIGURE OF AMITAYUS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14.9cm(5 7/8in.)high 
Provenance:
1. Acquired by the grandfather of the present owners, Whampoa, Guangdong,
    circa1890-1911, thence by descent within the family
2. Christie's New York, 16-17 September 2000, Lot1494
HK$ 500,000-800,000 

清乾隆 粉彩描金無量壽佛坐像

來源：1. 由現藏家的祖父收藏，廣東黃埔，約 1890 年至 1911 年，由藏家家屬繼承作品。 

   2. 紐約佳士得，2010 年 9 月 16-17 日，拍品 1494 號 

Joint Wells (HK) Auctions 040 041Joint Wells (HK) A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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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INE FAMILLE-ROSE BUDDHIST TWIN FISH ALTAR 

VESSEL 

QING DYNASTY, SEAL MARK AND PERIOD OF QIANLONG

29cm(11 2/5in.)high 
Provenance:Acquired in an Auction in UK
HK$ 200,000-300,000 

清乾隆 粉彩八吉祥高足蓮托—雙魚供器

款識：“大清乾隆年製”款    

來源：購自英國拍賣行

參閱 : 香港蘇富比拍賣，2005 年 11 月 28 日，拍品 1619 號

        清乾隆 松石綠地粉彩八吉祥高足蓮托供品 （八件），

        高 26cm，成交價 628 萬港幣

款識

本件器物原為宮廷佛前供器，分為台座和雙魚

插件兩部分。台座部以蓮瓣紋裝飾，台面繪粉彩纏枝

西番蓮紋，其上飾以七彩支柱，柱承粉彩蓮蓬面挖雕

蓮子。瓷塑雙魚口吐火焰珠，魚身立體，魚鱗凹凸。

全器工藝精細，色彩本富豔麗，顯示出乾隆朝官窯瓷

器工藝的高超水平。體現出美觀與實用完美結合，且

保存完好，十分難得。以礬紅彩書“大清乾隆年製”

六字三行篆書款。

八寶為傳統吉祥紋樣，又稱“八吉祥”，是佛

教中的八種寶物。根據北京雍和宮法物說明冊稱：金

魚為其中之一，表示堅固活潑解脫壞劫之意。由於清

皇室崇信藏傳佛教，其中尤以乾隆皇帝為最，清宮廷

中設有許多藏傳佛教殿堂，之後喇嘛廟，後道教的元

君廟也以此為供物。

Joint Wells (HK) Auctions 042 043Joint Wells (HK) A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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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YELLOW JADE 'TWIN FISH' GROUP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23.5cm(9 1/4in.)high 
Provenance: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HK$ 500,000-800,000 

拍品為大塊黃玉整雕而成，鰲魚龍首魚身，騰躍於

海浪之間，身尾舒展，躍然海上，金鱗歷歷，靈活生動，

鰲魚身伴小魚，相對相依。玉匠用純美玉材將“魚龍變

化”這一瞬間定格，把鰲魚昂首擺尾，騰空而起的姿態表

現的極為到位，下方配木雕海水紋底座，波濤滾滾。故而

拍品極具玉堂富貴之氣，形大而穩，色凝而潤，圓雕、鏤

清乾隆 黃玉“魚躍龍門”

來源：臺灣私人珍藏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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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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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浮雕、刻畫等多種技法並施，顯見乾隆時期國運正盛

時玉匠之細琢精工。

黃玉潤如凝脂，色正而嬌，歷來為玉中珍品，深

得帝寵。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箋》中曾講“玉以甘黃為

上，羊脂次之”，可見其珍罕。又因黃玉字音諧意高貴，

“黃”與“皇”語音一致，故成為皇家貴族製作玉器之首

選，但產量稀少，故黃玉製品甚為罕見，大件黃玉作品更

罕。清代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疆之後，闐地區優質玉大量

開採和不斷運入內地，使得以蘇州、揚州、北京造辦處玉

作為中心的琢玉業蓬勃興旺。

“魚躍龍門”的典故，神話傳說中的鯉魚，跳過龍

門就能變成龍，後引申為中舉、升官等飛黃騰達之事，也

比作逆流前進，奮發向上，寒窗苦讀，功名有成。魚龍紋

在我國古代的應用非常廣泛，歷朝歷代的工藝美術品中都

能見到它的身影。從現有的文物資料來看，魚龍紋最早出

現在商代。商代玉雕作品中出現的魚紋，是早期魚化龍形

式的一種。魚紋和龍紋的組合最早在漢代，時人所作《三

Joint Wells (HK) Auctions 046 047Joint Wells (HK) Auctions 



參閱 : 

1.18 世紀 雙魚瓶，收錄於《英國國立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院·中國古玉藏珍》，圖版 52，劉明倩，

廣西美術出版社

2. 清 青玉雙魚式花插，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3. 清 紅白瑪瑙巧做雙魚龍花插，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4.《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繫·玉器編·8（清）》第 212 頁，圖版 168；第 229 頁，圖版 188，

安徽美術出版社，2011 年

5.《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玉器卷》第 302 頁，圖版 247，中國國家博物館，2007 年

6.《中國傳世玉器全集·清（6）》第 222 頁，科學出版社，2010 年

參閱 1 參閱 2 參閱 3

秦記》有雲: “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鱉之屬

莫能上。海江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上則為龍，不上

者點額暴腮”。《漢書》注雲：“魚龍者，舍利之

獸，先戲於庭極，乃入殿前激水，化為比目魚，跳躍

激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敖戲於庭，

炫耀日光”。《說苑》中也有“昔日白龍下清冷之淵

化為魚”的記載。《長安謠》記載“東海大魚化為

龍”和民間流傳的鯉魚跳過龍門，均講述了龍魚互變

的關係。“魚化龍”這一題材早在商代晚期便在玉

雕中出現，並在歷代得到發展，後成為祝願金榜題

名、高昇昌盛的美好吉語。《封氏聞見記》卷二載：

“故當代以進士登科為登龍門”。李白《與韓荊州

書》：“一登龍門，便聲價百倍”。《琵琶記·南浦

囑別》：“孩兒出去在今日中，爹爹媽媽來相送，但

願得魚化龍，青雲直上”。

北京故宮博物院、國家博物館、北京頤和園均

收藏有同題材玉雕作品，可為參考。

Joint Wells (HK) Auctions 048 049Joint Wells (HK) A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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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HITE JADE CENSER WITH STAND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13.5cm(5 1/3in.)high 
Provenance: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HK$ 200,000-300,000 

有清一朝，中國古代玉雕藝術，無論從玉料的

開採還是工藝的雕琢技術上都日臻精湛。乾隆以絳，

中國古代玉雕藝術更是發展到了歷史的高峰。此一時

期，在這位“玉痴”皇帝的推動下，紫禁城內湧現了

大量精美絕倫的玉雕作品，尤其是宮廷陳設用玉，直

至今日亦無與倫比。在這些陳設用玉中，器皿類玉器

所佔比例頗高，其中以爐、瓶、盒、壺、盌、洗、香

薰等為衆，這些玉器不僅有一定的實用功能，更重要

的是日常陳設作用。

此次，香港衆會拍賣首拍，特別推出這件盛世

宮廷美玉：“清乾隆白玉獸鈕夔龍紋三足爐”，以餮

藏家。

古時無、幸今時有 , 因上古禮器象徵興盛、賢德

的帝王時代，以及宋、明以來，對文人好古思想的認

同，因此仿古玉器尤其是乾隆宮廷玉雕類別中很重要

的一項，借仿古玉器重現，有“古時無、幸今時有”

的誇耀心理。

此件清乾隆“白玉雕龍鈕獸面紋三足爐”取古

樸厚重之吉金造型，以和闐上等白玉精心雕琢而成，

玉料體積較大，玉質細膩溫潤，純淨外表如凝脂般瑩

潔通透，實為難遇之材。蓋上圓雕臥龍為鈕，器蓋與

器身裝飾蓮瓣紋、夔龍紋、回紋、瑞獸紋。兩側對稱

飾方形耳。下承三蹄足，足飾獸面紋。足下為一體雕

琢的如意形器座。

整器用料上乘，做工精湛，打磨盡顯美玉天姿，

展示出乾隆宮廷高超的琢玉技藝。

蓋爐為清代皇家及士大夫的書房常備之物。乾

隆皇帝熟通漢理，精於儒典，乃一代文雅之帝，屋內

焚香亦不可少。玉爐飄香，一室皆淨。本品採用和闐

白玉上等之料，處處彰顯出古雅樸拙的唯美，構思巧

妙，刀工細膩流暢，仿古卻不同於古，具有典型乾隆

期仿古玉器的意蘊，於富麗中增添古雅之姿，實為精

彩，為不可多得的玉雕珍品。

清乾隆 

白玉龍鈕夔龍紋三足爐連座

來源：臺灣私人珍藏

參閱：清 白玉爐、瓶、盒三式，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Joint Wells (HK) Auctions 052 053Joint Wells (HK) A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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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慶 鬥彩纏枝花卉紋“福壽長慶”燈籠瓶

款識：“大清嘉庆年製”款

來源：1. R.H.Rocke 洛基上校珍藏

          （在 1860 年中英戰爭中服役，並參加了 8 月 12 日和 14 日的北京戰鬥）

   2. 捷克國家博物館收藏

   3. 意大利私人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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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ARGE DOUCAI 'LOTUS' VASE 

QING DYNASTY, SEAL MARK AND PERIOD OF JIAQING

28.2cm(11 1/10in.)high
Provenance:
1. From General R.H. Rocke's (who served in the British army during the Second Opium 
War,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battle of Aug. 12th and 14th in Beijing) collection
2. Kept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zech Republic
3. Italian private collection 
HK$ 800,000-1,200,000

此瓶為嘉慶御瓷中的佳妙之作。這類形製又稱

“燈籠瓶”，顧名思義因形似燈籠而得名，而如似

燈籠之狀，豐肩鼓腹，寓意吉祥福氣滿盈。燈籠瓶

是雍正時期景德鎮官窯創燒，流行於乾隆、嘉慶時期。

此類形製多以青花手法裝飾，誠如本品署嘉慶款飾

鬥彩紋飾者，少如鳳毛麟角。

此件燈籠瓶以繁縟華麗的裝飾圖案與豐富的色

彩，烘托出喜慶祥和的氣氛。其呈微撇口、短頸、豐肩、

Joint Wells (HK) Auctions 056 057Joint Wells (HK) Auctions 



參閱：

1. 清乾隆 粉彩粉紅地番蓮紋八仙過海燈籠瓶，香港

蘇富比，2016 年 4 月 6 日，拍品 3611 號，成交價

1208 萬港幣

2. 香港蘇富比拍賣，2008 年 10 月 8 日，拍品 2602 號，

高 31.5 釐米，成交價 326 萬港幣

3. 清嘉慶 鬥彩蓮蝠紋燈籠瓶，清宮舊藏，收錄於故

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繫《五彩·鬥彩》，第 289 頁，

圖版 263，上海科技出版社，2005 年 4 月 1 日

垂直長腹、圈足。通體以鬥彩繪制纏枝西番蓮紋飾、

如意雲紋、勾蓮紋和蝠紋，以清淡色彩和纖細的筆

觸繪盛開的牡丹，有的含苞待放，構成“福壽長慶”

之意，此瓶色彩豔麗，工藝華美，盡顯宮廷用品之

奢華，為清代宮廷陳設之器物。我們不得不讚嘆其

構圖處理獨具匠心，宛若一段激揚婉轉的韻律，又

暗含起承轉合的格律要求，實在是形、繪、意三絕

之作。底部近足處繪變形蓮瓣紋一周，此類連續佈

局形式，蘊含好事成雙的傳統審美情趣。本品胎釉

精良瑩潤，鬥彩色澤妍麗，筆觸靈動秀潤，亦可為

清宮摹仿西洋的典範之作。清宮鬥彩瓷器使用西洋

元素的裝飾最早見於雍正時期，西洋元素得以在清

宮諸式工藝品的裝飾中盛行，遂成風潮，與清代皇

帝本人的性情喜好不無關係，御窯廠工匠大膽借鑒

西洋美術，探索中西文化之交融發展，為中國鬥彩

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鬥彩工藝難度大，且成本高昂，所以能符合御

瓷嚴格要求的鬥彩器，其造價定然不菲。北京故宮

似乎僅發表過一例清嘉慶纏枝藩蓮紋“福壽長慶”

燈籠瓶，應與此件為原本一對。

參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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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PINACH-GREEN JADE TWIN-HANDLED 

ARCHAISTIC VASE AND COVER 

MIDDLE QING DYNASTY

30.5cm(12in.)high 
Provenance:Christie's London, 29 June 1970, Lot69   
HK$ 100,000-200,000 

本品以大塊碧玉雕琢而成，仿商周青銅器形製，

周身出八條扉稜，扉稜最初是青銅器範鑄的特徵，為

凸出的條狀，後純用於器物的裝飾。整器周身及雙耳

以獸面紋裝飾，器蓋及頸部刻划蕉葉紋。

清朝以前，和闐產的大塊玉料稀缺，因此很難見

到大器。清乾隆時期，隨著邊疆戰事的平息，從新疆

專供皇家御用玉料陡增，為大型玉擺件的製作提供了

豐富的原料。從現今兩地故宮舊藏的玉器中我們可以

發現，這一時期宮廷所用玉料以青玉和碧玉為多，比

如交泰殿二十五璽中就有 15 件為青玉或碧玉製成，

就連當年乾隆帝為了紀念和闐玉得以通暢輸入內地所

特製的刻御製和闐玉詩文大盤也為碧玉製成。可見乾

隆皇帝對於這兩種玉料的偏愛。

清中期 碧玉獸面紋雙耳出戟蓋瓶

來源：倫敦佳士得，1970 年 6 月 29 日，拍品 69 號   

參閱：清 玉饕餮紋出戟扁瓶，收錄於《中國國家博

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玉器卷》圖版 279 號，中

國國家博物館編，上海古籍出版社

Joint Wells (HK) Auctions 062 063Joint Wells (HK) A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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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佛耳爐，和闐白玉質，玉質溫潤，色澤

淡雅。器呈圓形，口微撇口，造型雅致。爐外壁素

面無雕工，盡顯玉質之美。底部圈足一圈仰覆蓮瓣

裝飾，蓮瓣造型寬大飽滿。

最為特殊的是爐身高浮雕一周共四尊佛像。

佛像均為結跏趺坐，雙手合十置於胸前，眼簾低垂，

寶相莊嚴。佛像為高浮雕，恰到好處的突出了紋飾

立體感。

020

A WHITE JADE 'AMITABA' CENSER

MIDDLE QING DYNASTY 

5.8cm(2 1/4in.)high 
Provenance: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HK$ 50,000-80,000 

清中期 白玉阿彌陀佛耳爐  

來源：臺灣私人珍藏

Joint Wells (HK) Auctions 066 067Joint Wells (HK) Auctions 



本品為一對白玉製菊瓣型盌，兩盌以同一玉材

雕琢而成，形製同，玉質細緻亮麗，溫潤無比。花口，

壁微弧，整器取菊花之瓣為其形，呈盛開的菊花瓣狀，

器型討巧，盌內外壁打磨成凹凸的菊瓣形，最為特殊

的是其底部圈足，未用省工的素圓形圈足，而是採用

同盌壁一樣的菊瓣形，且足內外壁皆打磨得凹凸有致，

可見皇家宮廷用器之一絲不苟。菊瓣形玉器為清朝時

期以宮內痕都斯坦玉器仿製而成，逸麗脫俗，深受皇

帝喜愛。菊花色澤豐富，高雅潔淨，寓意吉祥，各朝

代均有大量詩畫以菊花為題，贊嘆其美，可見菊花深

厚的文化意涵。

痕都斯坦玉器在清朝的宮廷中是非常名貴而特

別的一種，精美絕倫。痕都斯坦本為清代對北印度的

稱謂，而痕都斯坦玉器則泛稱宮中所藏中亞等地區的

玉器。這些玉器很有當地文化特點，採用水磨技術，

胎體透薄，有“西昆玉工巧無比，水磨磨玉薄如紙”

之說。

021

A PAIR OF JADE 'CHRYSANTHEMUM' BOWLS 

WITH WOOD STANDS

MIDDLE QING DYNASTY 

13.3cm(5 1/4in.)diam.(mouth) 6.2cm(2 2/5in.)high 
Provenance:Acquired in an Auction in London 
HK$ 50,000-80,000 

清中期 白玉菊瓣紋盌一對連木座 

來源：購於倫敦拍賣會

參閱：

1.清乾隆 玉菊瓣蓋盌，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收錄於

《文物藏品定級標準圖例：玉器卷》第174頁， 圖

版198，國家文物局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編，文物出

版社

2.清雍正 白玉仿痕都斯坦菊瓣盌，首都博物館藏

參閱 1 參閱 2

Joint Wells (HK) Auctions 068 069Joint Wells (HK) Auctions 



本品和闐白玉質，質料上乘，溫潤柔和。立體

雕琢成荷葉形筆掭，荷葉邊緣兩側蓮花盛開，此筆掭

雕工精細，細部紋路絲絲入微，生動逼真。蓮花以寶

石為裝飾，仿效宮內痕都斯坦玉器風格。

痕都斯坦玉器在清朝的宮廷中是非常名貴而特

別的一種，精美絕倫。痕都斯坦本為清代對北印度的

稱謂，而痕都斯坦玉器則泛稱宮中所藏中亞等地區的

玉器。這些玉器的裝飾很有當地文化特點，有些在器

壁上鑲嵌金、銀細絲及紅、綠、黃、藍等各色寶石或

玻璃。採用水磨技術，胎體透薄，有“西昆玉工巧無

比，水磨磨玉薄如紙”之說。

022

A WHITE JADE 'LOTUS' INK PALETTE 

INLAID WITH GEMS 

MIDDLE QING DYNASTY  

26cm(10 1/4in.)long 
HK$ 80,000-120,000 

清中期 白玉嵌寶石蓮花荷葉筆掭 

Joint Wells (HK) Auctions 070 071Joint Wells (HK) Auctions 



本品以整塊和闐白玉雕琢而成，玉質肥潤，潔淨

勻稱，工料上佳。宮廷此類玉爐多見青白玉、青玉作品，

多因材治玉，大塊玉料難免綹裂棉絮，上等白玉頗為難

得，尺寸大者更是鳳毛麟角，如本品製作器皿者當為皇

家御用，其工料成本耗費巨大，由於當時工藝技術限製，

掏膛所出玉料過於散碎只能盡皆廢棄，非民間所能承受。

本品方身，下身收斂，方形足，斜方形蓮瓣紋蓋，爐身

四面各雕一獸面紋鋪首，近足處飾變形蓮瓣紋。四方形

爐在清宮玉器中較為少見，其器形摹古創新，卻嚴謹歸

正，樸拙唯美。器身上高浮雕琢刻精緻纖巧，與傳統玉

質鼎爐風格相異，為乾隆宮廷仿古銅器作品而加以創新，

頗具藝術及收藏價值。

023

A WHITE JADE QUADRANGULAR 

ARCHAISTIC CENSER AND COVER

MIDDLE QING DYNASTY

16cm(6 3/10in.)high 
Provenance: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HK$ 300,000-500,000 

清中期 白玉獸面四方蓋爐 

來源：臺灣私人珍藏 

參閱：清 青玉蓋爐，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Joint Wells (HK) Auctions 072 073Joint Wells (HK) Auctions 



Joint Wells (HK) Auctions 074 075Joint Wells (HK) Auctions 



此尊普賢菩薩坐像由白玉精雕而成，玉質溫潤

細膩。採用圓雕，浮雕技法，刻工精練，人物刻畫細

緻。菩薩衣紋鮮明而有質感，神態慈祥。普賢菩薩是

“華嚴三聖”之一，是象徵理德、行德的菩薩，同文

殊菩薩的智德、正德相對應，是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

的右、左脅侍。此作玉質細潤。造型端莊典雅，端坐

白象之上，令人觀之起敬。

024

A WHITE JADE FIGURE OF SAMANTABHADRA

MING DYNASTY

14.7cm(5 4/5in.)high 
Provenance: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HK$ 30,000-50,000 

明 白玉普賢菩薩坐像 

來源：臺灣私人珍藏

參閱：

1. 明晚期 玉菩薩，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收錄於《文物藏品定級標準圖例：玉器卷》圖版 195，

 國家文物局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文物出版社。

2. 香港蘇富比，2017 年 11 月 30 日，拍品 66 號，元至明 青白玉觀世音菩薩坐像，清十九世紀，

 鎏金銅鏨花須彌座連背光，坐像高 14.9cm，座高 23cm，成交價 212.5 萬港幣。

參閱 1 參閱 2

Joint Wells (HK) Auctions 076 077Joint Wells (HK) Auctions 



本品採用大塊和闐白玉雕琢而成，玉質溫潤細

膩。瓶蓋與器身各高浮雕一臥龍，兩龍首前祥雲做活

環鎖鏈連接，使上下兩龍相呼應，也將器蓋與瓶身相

連，構思頗為巧妙。瓶身兩側各雕一獸面紋耳銜活環，

除器身浮雕行龍祥雲，餘地皆光素無紋飾，盡顯玉質

之美。本品多采用活環、高浮雕工藝，極盡宮廷治玉

工藝之精華，也體現出皇家製器不惜工本。本件作品

能夠完好保存至今，頗為難得。

025

A WHTIE JADE 'DRAGON' VASE AND COVER

QING DYNASYT, 19th CENTURY

29.5cm(11 3/5in.)high 
Provenance:Acquired in an Auction in Italy
HK$ 80,000-120,000 

清十九世紀 白玉浮雕雲龍紋套鏈活環耳蓋瓶 

來源：購於意大利拍賣會

Joint Wells (HK) Auctions 078 079Joint Wells (HK) Auctions 



本品採用和闐白玉雕琢而成，仿犀角杯造型，

上敞下斂，杯腹內收，口沿及底足呈不規則橢圓形，

仰馬蹄狀造型。腹部以浮雕技法刻松下高仕圖於器

璧之上，刀法深淺有度，沉穩細緻，整器古樸而端莊。

宮廷玉器製作往往不計工本，如本品掏膛工藝需耗

費大量玉料。由於古代受技術限製，故掏膛所出玉

料頗為細碎無法再做它用，可見其成本之高。

026

A WHITE JADE HORN LIBATION CUP

MIDDLE QING DYNASTY

12cm(4 7/10in.)high 
Provenance: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HK$ 120,000-150,000 

清中期 白玉“松下高仕”圖角杯 

來源：臺灣私人珍藏

參閱：清中期 犀角雕山水人物杯，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JointWells (HK) Auctions 080 081JointWells (HK) A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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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樂世界為梵名 Sukhavati 之意譯。音譯作蘇訶

縛帝、須摩提、須阿提。即指阿彌陀佛之淨土。又稱

極樂淨土、極樂國土、西方淨土、西方、西天、安養

淨土、安養世界、安樂國。自此世間向西而去，經過

十萬億佛土之彼方即為極樂淨土。關於該淨土之情況，

在阿彌陀經中有詳細之解說，而阿彌陀佛今仍在彼處

說法。據無量壽經等所載，往生於該佛土者身受諸種

快樂。據佛經記載，此廣袤聖土沒有三惡道，人人清

淨平等，珍寶遍地，聖水盈池，樓閣恢弘，天樂鳴空，

堪稱美妙絕倫的一個世界。

此幅掛屏就展現了阿彌陀佛極樂世界的種種稀

有殊妙的美好景象。主尊阿彌陀佛頭飾螺髮，面龐豐

圓，眉眼平直，嘴含微笑，展現出佛陀的莊嚴和肅穆。

上身著袒右肩袈裟，下身著飄逸僧裙，手捧蓮花，兩

側是八大菩薩、供養天女和聽法衆生，諸佛背後有頭

光，體現佛陀的聖潔和高貴，周圍滿繡欄葶，寶池內

花木穠麗，祥瑞群集，七寶築成的諸佛所住的講堂、

精捨等金碧輝煌。繡師們以藝術的手法生動描述了

《佛說阿彌陀經》中晝夜六時“出和雅音”、“雨

天曼陀羅花”的極樂世界場景。畫幅人物衆多，場

面熱烈，配色和諧，構圖主次分明，詳略得宜，並

無雍塞之感，兼之人物衣飾均以鑲珍珠於畫面來呈

現，更加顯示出刺繡匠人純熟精湛的技藝。

027

AN IMPERIAL EMBROIDERED SILK PANEL DEPICTING 

AMITABHA IN SUKHAVATI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101cm(39 3/4in.)long 141cm(55 1/2in.)high 
Provenance:The Heritage of Abbot Lighter. Acquired in 1985 in Hong Kong 
HK$ 300,000-500,000 

清乾隆 御製刺繡鑲珠寶極樂淨土掛屏 

來源：Abbott Lighter 遺產，1985 年購於香港     

JointWells (HK) Auctions 086 087JointWells (HK) Auctions 



刺繡是針線在織物上繡製的各種裝飾圖案的總

稱。刺繡分絲線刺繡和羽毛刺繡兩種。就是用針將絲

線或其他纖維、紗線以一定圖案和色彩在繡料上穿刺，

以繡跡構成花紋的裝飾織物。它是用針和線把人的設

計和製作添加在任何存在的織物上的一種藝術。刺繡

是中國傳統手工藝之一，在中國有著悠久歷史。中國

刺繡主要有蘇繡、湘繡、蜀繡和粵繡四大門類。刺繡

的技法有：錯針繡、亂針繡、網繡、滿地繡、鎖絲、

納絲、納錦、平金、影金、盤金、鋪絨、刮絨、戳紗、

灑線、挑花等等。

宮廷刺繡，又稱為京繡、宮繡。興盛於明清時期

的京繡多用於宮廷裝飾及服飾，由於其嚴格而標準的

宮廷藝術審美規範，其技術精湛、用料講究，和民間

繡品有著本質的區別。故宮製作收藏的歷代刺繡珍品，

包括實用品、宗教用品、欣賞品等。

參閱：

1. 清 刺繡御製題桐蔭玩鶴圖掛屏 ,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2. 《寶藏：中國西藏歷史文物》清朝時期第四冊，朝華出版社

3. 清乾隆滿繡彌勒佛像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參閱 1 參閱 2 參閱 3

JointWells (HK) Auctions 088 089JointWells (HK) A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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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宣德時期為宮廷燒造的御用瓷器是中國瓷

器製作的高峰，為歷世名品，後世楷模。宣德時期，

在皇家的主導下，運用進口的青花原料，通過製作和

燒造技術的完善，加之鮮明的藝術特徵，成就了在中

國陶瓷史中最為傑出的青花瓷器，使其自降世以來一

直被歷朝歷代競相效仿。宣德時期御器廠的質量控

管非常嚴格，在景德鎮御窯廠宣德地層出土的大量殘

品便揭示了當時嚴格的質量要求，任何一件無法達到

標準的器皿皆被摧毀掩埋。宣德官窯優良的質量和品

類紋飾的多樣性體現了宣德皇帝本人的藝術品味和追

求。宣德瓷器的胎體低鈣高鉀，透光性高。釉層盈潤，

釉下青花的描繪更於此時期獲得了完全掌握。

本品形製為宣德時期典型式樣，選用上等進口

蘇麻離青，青花發色淡雅柔和，極其純正，是在這一

時期極為稀見的，為同時期作品中屬發色最為上乘的

佳作。其釉汁肥厚瑩潤，主體纏枝蓮紋線條流暢簡潔，

所繪花葉生動傳神。

宣德皇帝勤政尚儒，天下太平富裕，並深受其

祖父永樂帝崇信佛教之影響，永樂始築之佛教寺塔，

宣德續建，多告竣工，如南京大報恩寺及其琉璃寶塔，

永宣二朝並有施工，終於宣德年間完工。此時景德鎮

御窯廠造瓷亦顯藏傳佛教影響，宣窯禮器多以青花瓷

取代前朝單色白瓷，青花則繪纏枝蓮紋、蓮瓣紋及佛

028

A FINE AND RARE BLUE AND WHITE 'LOTUS' BOWL 

MING DYNASTY, SEAL MARK AND PERIOD OF XUANDE

17.3cm(6 4/5in.)diam.(mouth)
Provenance:Sotheby's London, 16 June 1999, Lot790
HK$ 1,200,000-1,800,000 

明宣德 青花纏枝番蓮紋盌 

款識：“大明宣德年製”款

來源：倫敦蘇富比，1999 年 6 月 16 日，拍品 790 號    

JointWells (HK) Auctions 092 093JointWells (HK) Auctions 



獅、八吉祥等圖案。纏枝花卉與卷葉紋飾乃借鑒西

方，自地中海國度經由古印度、中亞，而傳至中國，

始用於佛教建築或石雕紋飾，漸作於祭祀銀製禮器，

最終成為瓷器紋飾。

本品所書款識的粉本應出自當時大書法家瀋度

之手，瀋度的書法深得聖意鍾愛，宣德皇帝常以之

為師，故《萬曆野獲編》贊宣德皇帝的書法“學顏

清臣，而微帶瀋度姿態。”瀋氏對明初宮廷文化生

活影響頗大。明焦竑《玉堂叢話》卷七“巧藝”條

記述：“度書獨為上所愛，凡玉冊、金簡，用之宗

廟朝廷、藏秘府、施四裔、刻之貞石，必命度書

之”。 今審瀋度著名墨跡《張桓墓碣銘》中的“宣德”、

“年”三字與瓷器上的款式如出一人之手，無論其

點之大小，划之長短，運筆之輕重，間架之疏密均

非常相像，可見宣德瓷器上的年款是由瀋度書寫後，

再交工匠臨摹上瓷的。

宣窯青花瓷器非凡的工藝水平使之在明代就已

十分珍罕。嘉靖朝謝肇淛於《五雜俎》贊曰：“宣

窯不獨款式端正，色澤細潤，即其字畫，亦皆精

絕。”“惟宣德款製最精，距今百五十年，其價幾

與宋品矣！”正因如此，宣德御瓷備受歷世追捧，

一直身價不菲，明田藝蘅《留青日札》中驚嘆“宣

德之貴，今與汝敵！”時至今日，宣德青花御窯作

品即使是在世界各大博物館也是重要藏品，而能為

私人擁有的則更是如鳳毛麟角。

參閱：

1. 香港蘇富比，2019 年 4 月 3 日，拍品 0010 號，明宣德 青花纏枝番蓮紋盌，

   “大明宣德年製”款，直徑 17.3 釐米，成交價 1097.5 萬港幣

2. 明宣德 青花盌，直徑 17.3 釐米，《大英博物館藏中國明代陶瓷》上冊，收錄於霍吉淑著，故宮出版社

參閱 1 參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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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尊結跏趺坐於雙層束腰蓮花座上，表情靜穆

柔和， 頭飾螺髮，肉髻高隆，左手置腹部結禪定印，

右手下垂結觸地印，表現釋迦佛在菩提樹下經過無數

磨難，降服了破壞修法的惡魔終於得道的形式，這種

造像稱為“降魔得道相”。釋尊上身著袈裟，衣紋流

暢，起伏自然，質感和立體感頗強。雙手和腳部的刻

畫柔軟生動，富有表現力。蓮座為雙層束腰仰覆蓮樣

式，造型規範，邊緣飾一周圓形聯珠紋，蓮花瓣周匝

環繞，飽滿有力。作品整體造型端莊，比例勻稱，通

體鎏金，飽滿悅目，富麗堂皇，工藝精湛，充分體現

出清代乾隆時期極高的工藝水準，具有重要的歷史、

藝術和宗教價值。

029

AN IMPERIAL GILT-BRONZE FIGURE OF SAKYAMUNI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34cm(13 2/5in.)high 
Provenance:Jap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HK$ 200,000-300,000 

清乾隆 ( 宮廷 ) 銅鎏金釋迦牟尼佛坐像 

來源：日本私人珍藏

JointWells (HK) Auctions 096 097JointWells (HK) Auctions 



本件白玉帶蓋薰爐，敞口，鼓腹，雙耳、圈足

外撇。通體採用大面積鏤空技法，以漏孔花卉紋裝

飾。如此鏤空之雕刻手法，更利於香氣散髮。香熏

內膛寬敞，蓋子同樣作鏤空處理。合蓋之後，彼此

契合緊密。器物內底為浮雕花卉紋，圈足內以浮雕

雙魚紋戲水為裝飾。整器造型端莊典雅，爐身的處

理寬闊飽滿。香熏內部空間大，可熏燃草本類香料，

也可熏燃樹脂類香料，因為滿器均是鏤空，用於觀

煙品香最為合適。

玉香爐屢見前人題詠。李賀《神弦》詩雲：“女

巫澆酒雲滿空，玉爐炭火香咚咚。海神山鬼來座中，

紙錢窸窣鳴旋風。”溫庭筠《更漏子》詞膾炙人口：

“玉爐香，紅蠟淚，偏照畫堂秋思。眉翠薄，鬢雲

殘，夜長衾枕寒。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

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李清照《浣溪沙》

中亦有“淡蕩春光寒食天，玉爐沈水裊殘煙，夢回

山枕隱花鈿”。但真正以玉為爐，過於豪奢，非常

人所能有。

030

A WHITE JADE CENSER AND COVER 

CARVED WITH FLOWERS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16cm(6 3/10in.)high 17cm(6 7/10in.)wide
Provenance: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HK$ 100,000-200,000 

清乾隆 白玉透雕花卉紋薰爐 

來源：臺灣私人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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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

1. 清乾隆 玉鏤空牡丹花熏，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收錄於《文物藏品定級標準圖例：玉器卷》

   圖版 109，國家文物局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編，文物出版社

2. 18 世紀 鏤空蓮紋花熏，收錄於《英國國立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院·中國古玉藏珍》

   圖版 55，劉明倩著，廣西美術出版社

3. 清中期 玉鏤空花卉紋香熏，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收錄於《敬天格物：中國歷代玉器導讀》

   第 149 頁，圖版 7-4-1，台北故宮博物院

參閱 1

參閱 2

參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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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品題材源於遼金時期“春水玉”。透雕河塘

蓮花，一蘆鴨游弋於荷花叢中，整體雕刻精細，磨工

精湛。白玉留皮更顯古拙之氣。鵝為農家富貴之物，

故此器有“連生貴子”和“連年富貴”之意。

春水玉是反映遼代皇帝，貴族春季進行圍獵時，

放海東青捕獵天鵝場景的玉雕。春水玉通常採用鏤雕

來體現水禽，花草，風格寫實，具有強烈的民族特色。

031

A WHITE JADE AND RUSSET ARCHAISTIC 

FIGURINE OF TWIN GEESE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9cm(3 1/2in.)long  
Provenance:Acquired in an Auction in London 
HK$ 50,000-80,000 

清乾隆 白玉留皮銜蓮寶鵝 

來源：購於倫敦拍賣會

正

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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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品以整塊碧玉雕琢而成，蓋鈕雕如意雲紋，器

蓋與器身以纏枝花卉紋裝飾，花頭綻放，花莖彎曲相

連，自然柔美。器蓋採用鏤雕工藝，技藝精湛。

清軍平定了新疆准葛爾和回部的動亂，在新疆地

區行使統治權之後，中西交通得以保障，質地優良的

新疆和闐美玉源源不斷進入宮廷，帶動了清朝玉雕工

藝的發展。清代玉雕用玉廣泛、作工精巧、題材多樣，

加上“造辦處·玉作”工匠全是精挑細選自各地的琢玉

高手，使宮廷玉器的發展進入了鼎盛輝煌時期，玉器

品種也因而激增，凡舉器皿、擺件、文房等……宮廷

所製玉器無一不精。

032

A SPINACH-GREEN JADE CENSER AND COVER 

CARVED WITH INTERLOCK BRANCH LOTUS 

MIDDLE QING DYNASTY

16.8cm(6 3/5in.)diam.(mouth) 11cm(4 1/3in.)high 
Provenance: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HK$ 80,000-120,000 

清中期 碧玉纏枝蓮紋熏爐

來源：臺灣私人珍藏

參閱：清 玉鏤雕牡丹紋香熏，清宮舊藏，收錄於中

國國家博物館編《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

玉器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版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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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

A RARE GILT BRONZE STUPA

YONGLE INCISED SIX-CHARACTER PRESENTATIONG 

MARK AND OF THE PERIOD (1403-1424)

28.5cm(11 1/4in.)high
Provenance:Important Private Collection in Japan
HK$ 3,800,000-6,800,000 

明永樂 銅鎏金吉祥多門佛塔 

款識：“大明永樂年施”款

來源：日本重要私人珍藏  

 Stupa that carries Buddha’s teachings and the Emperor’s will
A study on the Stupa of Many Doors from Yongle era

The 'Tathagata Stupas of the Eight Sacred Places' is a 

set of eight stupas tha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eremonial 

instruments for believers of Mahayana Buddhism. The eight 

stupas in architectural form can be found at major Tibetan 

Buddhism temples, such as Potala Palace in Tibet and the 

Kumbum Monastery in Qinghai. Moreover, we can often find 

bronze gilt eight stupas, emitting shinning light as the brightness 

of Buddhist doctrine. The most important and significant set of 

eight stupas, is from Yongle period (1403AD - 1424AD) during 

Ming Dynasty, and they were made specifically for the imperial 

court. The eight imperial stupas made during Yongle period are 

thus with the highest ranking among all other stupas, as well as 

representing the most delicate and refined design and details. 

They are also the most valuable ones to be studied for Buddhism 

studies

Jointwells Auction recently had the fortune to acquire 

from overseas the Stupa of Many Doors, and it will be auctioned 

during 2019 Autumn Auction of Jointwells (October 5th, 2019 

at 6:00 pm. Venue: Renaissance Harbour View Hotel, 8th Floor - 

Oasis Room). After browsing the collections of major museums 

around the world, the similar stupas (the ones with Yongle's 

reign mark) could be only found at the Museum of Tibet and 

the Potala Palace –three at the Museum of Tibet and two at the 

Potala Palace (Figure 1-5). Other stupas in the same set have 

not appeared in exhibitions and auctions in China nor abroad. 

After comprehensive study and comparison on this stupa and the 

other four displayed in the museums, experts concluded that it 

was delicatedly made by the department Fozuo, which specialize 

in making buddha figures, and it belongs to the Imperial atelier 

Yuyongjian. The original purpose of this set of stupas was to 

be bestowed on the high ranking monks by Emperor Yongle. 

This stupa is currently the only one from the set of eight that is 

available on the market, and it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valuable and important treasures of 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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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ning treasure made by Imperial techniques

This stupa is engraved with Yongle's reign mark 'Da 

Ming Yongle nian shi' , and is 28.5cm in its height. It is made 

of brass of refined quality. The gilding is very thick and thus 

after so centuries, it is still glittering. It is nearly impossible to 

achieve this level of refinement unless it was made directly at 

the imperial atelier with specific techniques used there. During 

Yongle's reign, a lot of investment and efforts were poured in 

to make the eight stupas, not only to demonstrate the power of 

royal household, but also shows the Fozuo's deep understanding 

of Buddhism, Buddhist art and culture. Since Je Tsongkhapa 

founded the Gelug school of Tibetan Buddhism, yellow has 

become the most prominent color among all. Therefore, using 

precious metals with yellow color such as gold and brass to 

build the stupas is to deliver profound implication that these 

glittering stupas guide believers to the light. 

This stupa was made strictly in accordance with Buddhist 

Kalpa, in another word, discipline. Viewing from the top to 

the bottom, the outline is quite natural, and the proportions 

are accurate and appropriate. The arrangement of patterns and 

carvings is systematic and in an orderly manner. It not only 

conveys the respect for the Gautama Buddha, but also presents a 

solemn, elegant and harmonious cultural aesthetics of Buddhism.

Observe closely this Stupa of Many Doors, we can see the 

lotus petals decoration at the bottom part of the stupa. It is the 

lotus seat symbolizing the earth. The middle part of the stupa 

takes the style of a pavilion, supported by 12 columns, carved in 

between columns are recumbent mythical beasts. The part above 

resembles stairs with four steps, distributed evenly on four sides. 

In between these levels, many doors are engraved delicately next 

to each other. Above the stairs, it is the rounded vase (Bumpa), 

which represents water. The Gautama Buddha sits peacefully 

inside the ornamentally shaped opening, which is decorated with 

golden-winged bird figure. Continue our observation upwards, 

we see engraved on the surface of the Harmika (the part below 

the spire), Yongle's reign mark 'Da Ming Yongle nian shi' . On 

top of that, it is a spire form with 13 Bhumis in the shape of 

wheels. The top of the stupa that is decorated with moon and sun 

sits on top of the Parasol representing wind.

Precious Gift from a Great State

Aside from usage of luxurious materials combining with 

superb production techniques, this stupa's importance lies also in 

the fact that it was intended as a national gift, and thus it carries 

very high political values too. 

It is understood that the emperors of the early Ming 

Dynasty all believed in Buddhism. For political ruling purpose, 

the general approach at the time was to grant local leaders 

lordship status, and the more of them the better to make them 

impossible to unite against the central court. Among all the 

emperors, Yongle Emperor was the most well versed in this 

approach. 

 It is said after Emperor Yongle took the throne, he 

continued the friendly policies that had been applied by his 

predecessor towards Tibet, and thus further strengthe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ng royal family and people in 

high places in Tibet. Emperor Yongle actively courted Tibetan 

hierarchs and persuaded them to visit Beijing. After some of 

the most powerful hierarchs joined the Ming official ranks, the 

Tibetan Buddhism had became more influential in the Ming 

royal society than ever before. Tibetan monks regarded being 

granted official positions and being bestowed by the Emperor 

as an great honor, and they all went to the capital with countless 

treasures and presents hoping to be received by the Emperor. The 

Emperor also bestow equally (sometimes even more) precious 

gifts on them to show his respect towards the Tibetan Buddhism. 

According to ancient texts, after Jamchen Chojey returned to 

Tibet from Beijing, he built the famous Sera Monastery using 

the money and treasures given by the Emperor.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from 1408AD to 1418AD, 

there were in total six times that Tibet had accepted buddha 

figures bestowed by Emperor Yongle. As a result, Emperor 

Yongle did what was similar to Yuan Dynasty, establishing in 

the imperial court the Fozuo, which was specialized in making 

buddha and bodhisattva figures. In order to perfectionate the 

products made by the Fozuo, the Emperor invited highly skilled 

artisans from central China, Tibet and Nepal. The masterpieces 

produced by the Fozuo all have the reign mark 'Da Ming Yongle 

nian shi' engraved to show their origin.

This Stupa of Many Doors, like its sisters the Stupa of 

Lotuses, the Stupa of Paranirvana, the Stupa of Reconciliation 

(which are being displayed at the Museum of Tibet), has the 

reign mark ‘Da Ming Yongle nian shi’(Figure 6). Besides, the 

characters were engraved delicately with a powerful touch, the 

style of engraving is nearly identical to the reign mark that was 

found on another priceless treasure of the Museum of Tibet - 

Gilded Copper Mandala of Yamantaka (Figure 7). Moreover this 

Stupa of Many Doors shares the same artistic grace as the other 

four, and is gilded with the equal technical perfection. All these 

evidence point towards that, this Stupa of Many Doors used to 

be among the bestowal to the people in power in Tibet, which 

further proves the rarity and preciousness of this masterpiece.

Tathagata Stupas of the Eight Sacred Places, treasure of the 

realm of Buddhas

It is well know that the imperial gilt-bronze figures of the 

Yongle and Xuande reigns are aesthetically amongst the finest 

sculptures ever made in China, but why aside from Buddhist 

figures, the imperial court had invested so much people and 

resources to make this set of 'Tathagata Stupas of the Eight 

Sacred Places'? It is because in the Tibetan Buddhism system, 

the origin and implication of the eight stupas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According to Buddhist scriptures, when Buddha 

Shakyamuni passed away in 475BC, his disciples then cremated 

his body. Surprisingly, they found many crystal-like beads 

(Sariras) left in the ashes. To commemorate him, his followers 

built the eight stupas composed of a semi-spherical dome with 

a parasol placed on the top, to hold his Sariras. This was how 

the stupa's architectural shape came to be. Based on Buddhist 

doctrine, except a few abnormal shaped towers and Kadam 

towers, all stupas in Tibet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e eight 

stupas. 

While Buddhism spread across Tibet, as time went by, the 

architectural and spiritual forms of the mainstream 'eight stupas' 

had been continuously evolving and perfect itself, and finally 

reached the stage where we see nowadays. As the set of eight 

stupas has mainly been using to commemorate the deeds of 

Buddha Sakyamuni, people in the modern times often refer them 

as 'Tathagata Stupas of the Eight Sacred Places'.

'Tathagata Stupas of the Eight Sacred Places' include 

Lotus Stupa, Enlightment Stupa, Stupa of Many Doors, Stupa 

of Great Miracles, Stupa Descent from God Realm, Stupa of 

reconciliation, Stupa of Complete Victory and Paranirvana 

Stupa. 

The story behind the Stupa of Many Doors is a colorful 

one. After spending 49 days, on June 4th, sitting under a Bodhi 

Tree meditating, Siddhartha Gautama became Buddha Gautama: 

he had finally reached enlightenment. Instead of to be in a 

state of bliss called nirvana and having no use for the world of 

mortal beings, Buddha Gautama chose to remain among mortals 

and teach them the Dhamma, the eternal truth to which he had 

awakened, in another word, the Buddhist Way. 

The path of Buddhism is built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Four Noble Truths, and it i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teachings of Buddhist Doctrine. The four truths are dukkha 

(suffering), samudaya (origin, cause), nirodha (cessation, 

ending), marga (path).  In Buddhist teachings, it is believed 

that duhkka (suffering) is an innate characteristic of existence. 

Unguarded sensory contact gives rise to craving and clinging 

to impermanent states. This craving (samudaya) is exactly what 

makes us suffering. There is a way to end this cycle, namely 

by attaining nirodha (ending), cessation of craving, whereafter 

rebirth and the accompanying dukkha will no longer arise again. 

To achieve the highest level of rebirth, one must following 

strictly and determinedly the eightfold path (marga).

The Stupa of Many Doors, by its name, we can tell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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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many doors carved. It is also called the Stupa of the Wheel of 

the Sacred Teachings or the Stupa of Pristine Cognition and was 

built by Buddha's first sangha of five monks, to commemorate 

his first turning of the wheel of dharma at Sarnath near Varanasi. 

It is square with four tiers and a boxlike decorative projection 

(lombur) at the center of each level on the four sides. There 

are a few versions, the maximum there are 112 doors, and the 

minimum 16 doors, and in between there can be stupa with 56 

doors. The number of doors signify the opening of the doors to 

Dharma and point to the teachings: four doors symbolizing Four 

Noble Truths, eight doors representing Noble Eightfold Path, 

twelve doors meaning Twelve Links in the Chain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and sixteen doors symbolizing the Sixteen Kinds of 

Emptiness.

Apart from the Stupa of Many Doors, other seven stupas 

also has different connotation:

The Stupa of Lotuses was built to celebrate the birth of 

Shakyamuni Buddha. At birth the Buddha took seven steps in 

each of the four directions (East, South, West and North). In 

each direction lotuses sprang, symbolizing the brahmaviharas: 

love, compassion, joy and equanimity.

The Stupa of Enlightenment symbolizes the 35-year-old 

Buddha's attainment of enlightenment under the Bodhi tree in 

Bodh Gaya, where he conquered worldly temptations.

The Stupa of Great Miracles refers to various miracles 

performed by the Buddha when he was 50 years old.

The Stupa of Descent from the God Realm symbolizes 

Buddha's descent back to earth from the heaven after giving his 

teachings there.

The Stupa of Reconciliation commemorates the Buddha's 

resolution of a dispute among the sangha in the kingdom of 

Magadha, where the reconciliation occurred.

The Stupa of Complete Victory commeorates Buddha's 

successful prolonging of his life by three months.

The Stupa of Nirvana refers to the death of Lord Buddha 

when he was 80 years old. It symbolizes his complete absorption 

into the highest state of mind. 

Worship the Buddha through the medium of the stupa

The eight great stupas refer to the eight principal deeds of 

the Buddha. In Buddhism, buddha figure represents Buddha's 

body, Buddhist inscription refers to Buddha's speech, and stupa 

symbolizes Buddha's  mind. Among the three, the mind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erefore, a stupa is the foundation or perfect 

place for offering gifts to enlightenment, as it symbolizes not 

only the Buddha state of 'body, speech and mind inseparable' but 

also the entire path through the ten Bodhisattva levels until full 

enlightenment.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eight stupas create a strong 

protective field which can keep away negative forces.

The full set of 'Tathagata Stupas of the Eight Sacred 

Places' contains eight stupas, so we could assume that during 

Yongle period when the Fozuo was making stupas, it was 

completed by sets. After centuries, many treasures had been lost 

without a trace, and very few stupas made by the imperial atelier 

in Yongle period have survived until today. This time, when 

this Stupa of Many Doors from Yongle period finally makes its 

appearance to the public, it will certainly be sought by many 

collectors for its refined craftsmanship, noble status as well as 

rich Buddhist connotation it is carrying. Let us witness together 

in October how this legendary stupa from the past becomes a 

modern leg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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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明永樂 吉祥多門佛塔款識“大明永樂年施”款

如來八塔，又稱善逝八塔，是大乘佛教僧侶信

衆最主要的供奉法器之一，在西藏的布達拉宮、青

海的塔爾寺等重要藏傳寺廟中均有以建築形式體現

的此種“八塔”。此外，一組八塔的形式也常以銅

鎏金工藝呈現，在金光燦然間抒顯佛教妙義。這之中，

尤以明代永樂宮廷御用監佛作製作的“如來八塔”

最為重要，作為明代永樂年間的上等供器，永樂御

製“如來八塔”在品級、工藝、佛學內涵等方面均

高於永樂佛造像一籌，是最值得珍視的國寶重器。

近日，香港衆會拍賣行同仁有幸自海外徵集“大

明永樂年施”款銅鎏金吉祥多門佛塔一尊，將於香港

衆會拍賣行 2019 年秋季拍賣會呈現拍場。（2019 年

10 月 5 日晚間 6：00、香港萬麗海景酒店 8 樓美景閣）

檢索各大文博機構，類似這樣有永樂年款，隸屬“如

來八塔”序列的銅鎏金佛塔目前僅見西藏博物館、

布達拉宮等處收藏有五尊。（圖一，明永樂聚蓮塔 

西藏博物館藏；圖二，明永樂涅槃塔 西藏博物館藏；

圖三、明永樂降佛塔 西藏布達拉宮藏；圖四、明永

樂多門塔 西藏布達拉宮藏；圖五、明永樂和解塔 《金

色寶藏》P188 中國歷史博物館、西藏博物館編輯，

寶塔莊嚴涵帝志  吉祥多門證如來

明永樂銅鎏金吉祥多門塔賞鑒

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海內外歷年拍場尚無同類器物

出現。經與公藏器物比對，考量各鑒賞要點，此尊世

面稀見的吉祥多門佛塔當為明代宮廷御用監佛作精工

製作而成，是永樂帝賞賜西藏上層僧侶的御賜之物，

也是目前明代永樂御製“如來八塔”中唯一能夠市場

流通的寶塔，堪稱明代重器、佛國瑰寶。

圖一 聚蓮塔 西藏博物館藏 圖二 涅槃塔 西藏博物館藏

圖三 降佛塔 西藏布達拉宮藏 圖四 多門塔 西藏布達拉宮藏

圖五 和解塔 西藏博物館藏

皇家工藝  金光富麗

“大明永樂年施”款銅鎏金吉祥多門佛塔，高

28.5 釐米，此塔以上好黃銅精製，鎏金厚重，雖曆歲

月之久，依舊金光熠然，憾人心神，如此效果非宮廷

技藝難以達成。永樂宮廷之所以耗費龐大物力以銅鎏

金工藝製作此塔，既是為了彰顯皇家氣度，也在於明

代宮廷佛作對藏傳佛教文化有著深入的理解。自宗喀

巴大師創立格魯派之後，黃色在藏傳佛教中逐漸成為

了至高無上的色彩，用金黃色的黃金、黃銅來建造佛

塔，有指引僧衆走向光明的深遠寓意。  

此塔嚴格依照佛教儀軌製作，自塔頂由上而下

觀賞，線條自然，比例精當，紋樣鋪排設置繁簡有序，

既傳遞出對釋迦佛祖的崇敬，也呈現出肅穆莊重，典

麗和諧的佛教文化審美意味。

細觀此尊吉祥多門佛塔，塔下承蓮瓣裝飾、象

徵大地的須彌座。塔座中間部位為 12 柱支撐而成的

樓閣式樣，並有高浮雕瑞獸盤伏其間。其上臺階處

為四級四方多門式樣，在喻示水的塔瓶中間，釋迦

牟尼安祥盤坐，龕門以金鵬鳥等紋飾點綴。目光上移，

蓮座下“鬥部”立面鏨刻“大明永樂年施”六字款，

上部 13 層圓碟狀相輪組成刹身，喻示風和智慧的華

蓋以及體現天空的剎頂則以日、月為飾。

大國重禮  身份高貴

除了奢華的物料用度，高超的製作工藝之外，

此尊吉祥多門佛塔的重要性，還體現在它貴為國禮

的高貴身份。

據瞭解，明早期諸位帝王均崇信佛教，出於政

治統治的需要，亦採用“多封衆建”的方式加強對西

藏地區的管理。這之中尤以明成祖朱棣最值得稱道。

據知，朱棣即位之後，續接明太祖朱元璋對藏

傳佛教採取的優崇政策，進一步加強了與西藏上層

的關係，特別是隨著哈立麻等教團領袖人物的入朝，

藏傳佛教在明代宮廷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在“多封

衆建”政策的引導下，西藏上層僧侶無不以獲得皇

帝的敕封為榮，紛紛進京朝貢。皇帝對此也不吝財物，

以薄來厚往的姿態對往來高僧大肆賞賜，賞賜的物

品價值有時甚至超過僧侶貢品的數倍。據記載 , 當時，

受宗喀巴派遣朝貢的釋迎也失從京師回藏後，竟以

朝廷賞賜物資建成了著名的色拉寺。

據史料記載，從永樂六年（1408 年）到永樂

十六年（1418 年）間，西藏曾先後六次接受明廷賜

贈的佛像。如此之多的賞賜行為，造成了對“國禮”

需求的高漲。為此，朱棣仿效元朝，在宮廷中設置

了專門製作佛教造像的“佛作”，廣邀內地和西藏、

尼泊爾的造像高手進宮，並多以“大明永樂年施”

款來標注器物的來歷身份。

就此件銅鎏金吉祥多門塔而言，其不止與現藏

西藏博物館的聚蓮塔、涅槃塔，布達拉宮的多門塔、

降佛塔一樣，皆有“大明永樂年施”款（圖六：明

永樂吉祥多門塔款識），而且，刻款字體秀麗規範，

富於力度，具有傳世器物上同內容刻款的風格，比

對明永樂八瓣蓮花大威德金剛鎏金銅像的款識（圖

七 -1、2：八瓣蓮花大威德鎏金銅像及其款識）幾無

二致。同時，這尊吉祥多門塔與其他在博物館中的

傳世永樂“如來八塔”高度趨於一致，鎏金工藝一

脈相承，應是當年賞賜西藏上層僧侶之物，珍罕程

度不言而喻。

 

圖七 -1 八瓣蓮花大威德鎏金銅像

圖七 -2 八瓣蓮花大威德鎏金銅像

   款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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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八塔  佛國聖寶

衆所周知，備受推崇的 “永宣造像”向以製作銅

鎏金佛造像為主，佛像存世數量也佔據傳世品的主流，

為何當年會投入大量物力人力創製這組“如來八塔”？

在藏傳佛教體繫中，“如來八塔”無論來源、

還是表現的佛理均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佛教經典記載，西元前 485 年，佛祖釋迦牟尼

在拘屍那迦城附近的娑羅樹林中涅槃而去。弟子們

隨後火化了他的遺體，沒想到得到很多晶瑩堅硬的

珠子，即舍利子。這種神奇的現象，讓人們更加的

崇拜佛祖，為了紀念他，人們將佛祖舍利分成八份，

分別供奉在佛祖生前活動的地方，並在每處建造一

個半圓形建築作為紀念，這即是印度佛教中 “八靈

塔”來源。按佛教的儀軌分類，除了少數的異形塔

和“噶當塔”之外，西藏所有的佛塔都可以劃分到“八

靈塔”範圍之內。

隨著佛教進入西藏，在時間的推移下，以“八靈塔”

的為主流的佛塔形製不斷變化，日臻完美，最終成為

今人習見的規整姿態。因為這一組八尊的佛塔主要功

用為紀念釋迦牟尼的事蹟，所以目前人們多以“如來

八塔”命名。從位於西藏布達拉宮的“如來八塔”可見，

此組佛塔依此為聚蓮塔、菩提塔、吉祥多門塔、神變塔、

降佛塔、和解塔、勝利塔、涅槃塔。就吉祥多門塔（又

稱轉輪塔）而言，紀念的是佛陀悟道成佛後的第 49 天，

即 6 月 4 日，在波羅捺城的鹿野苑初轉四諦法輪，向

自己的主要弟子初度五比丘：憍陳如﹑阿說示﹑跋提﹑

十力迦葉﹑摩訶男拘利宣講四諦教義的事蹟。

“四諦”是佛教基本教義之一，指苦、集、滅、

道四諦。“諦”為佛經中所指的“真理”。佛教認為，

人世間一切皆苦，叫“苦諦”；慾望是造成人生多苦

的原因，叫“集諦”；斷滅一切世俗痛苦的原因後進

入理想的境界，即“涅槃”，叫“滅諦”；而要達到

最高理想“涅槃”境界，必須長期修“道”，叫“道諦”。 

出於對佛祖初轉法輪、首次講解“四諦”教義

事蹟的記載，吉祥多門塔又被稱為法輪塔、四諦塔。

此塔以佛祖的五位弟子所建之塔為樣板，主要特點為

標誌性的四級四方多門。塔身裝飾的門多則 112 扇，

少則 16 扇，還有 56 扇的。並且不同門的數量具有不

同的象徵意義。一方四扇門象徵四諦，八扇門象徵八

解脫，十二扇門象徵十二緣起，十六扇門象徵十六空。

除吉祥多門佛塔之外，“如來八塔”中的其他

七佛塔尊也是各有內涵。其中，聚蓮塔紀念的是佛陀

在藍毗尼降生時行走七步，地生蓮花的殊勝經過；菩

提塔為紀念佛陀三十五歲時，在菩提伽耶菩提樹下成

就了無上道境；神變塔紀念的是佛陀示現神通；降佛

塔紀念佛陀上天說法後重返人間；和解塔紀念佛陀在

世時，到王捨城竹林精捨開示，令僧團重新團結一致

的事蹟；勝利塔紀念佛陀證達自主生死之境界的事蹟；

涅槃塔為紀念佛陀肉身八十歲時在拘屍羅什涅槃。

禮敬佛塔  功德廣博

八塔彙集現身，呈现佛陀一生功業。在佛教中，

佛像代表佛陀的“身”，佛經代表佛陀的“語”，佛

塔則代表佛陀的“意”。身、語、意之中，以意為王，

涵義廣博。因此，供養如來佛塔等同於彙聚了佛陀的

身語意，其功德不可估量，是淨除惡業、障礙并廣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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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

1、明永樂 聚蓮塔，高 28.5cm，邊長 13cm，西藏博物館藏，錄於《西藏博物館》P181，西藏博物館編，中國大

百科全書出版社；另錄於《雪域瑰寶·西藏文物展》P60-61，廣東省博物館、西藏博物館編，嶺南美術出版社。

2、明永樂 涅槃塔，高 28.5cm，邊長 13.5cm，西藏博物館藏，錄於《西藏博物館》P180，圖版 1，西藏博物館編，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另錄於《聖地チベット ポタラ宮と天空の至寶》P125，圖版 082。

3、明永樂 降佛塔，西藏布達拉宮藏，錄於《布達拉宮秘寶》P167，圖版 3，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

4、明永樂 多門塔，西藏布達拉宮藏，錄於《布達拉宮秘寶》P167，圖版 2，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

5、明永樂 和解塔，高 28cm，底徑 13cm，錄於《金色寶藏》P188，中國歷史博物館、西藏博物館編輯，中國

藏學出版社。

6、八瓣蓮花大威德鎏金銅像，藏於西藏博物館

福德資糧的極具威力的法門。供養佛塔可生如日出，

光明普照，六根圓具，色身莊嚴。得如來庇佑，廣聞

不忘失，諸事無不辦，一切所願皆得滿足。

如來寶塔一組八尊，就此推論，當年永樂宮中

御用監“佛作”在製作時，必是八尊一組而成。無奈

歲月流轉，珍寶散佚，今日現世之佛塔屈指可數。此

次位屬永樂“如來八塔”序列的吉祥多門佛塔耀世而

出，榮登拍場，必將以無與倫比的工藝，高貴的身份，

豐富的佛教文化內涵，受到各路藏家的追捧，在金秋

十月，締造新的傳奇，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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