蕙風堂匯集全球複製中國書畫精品，涵括日本二玄社、玉蘭堂、台灣臻印、戴勝山
房、北京東方博古、文物、汲鼎、上海大雅堂、太一等豐富多樣、歡迎洽詢選購。

戴勝山房絹 北宋 范寬 雪景寒林 軸 193.5x160.3cm 特價 NT$85,000

宣紙圖書：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21號B1
服務專線：(02)23211381∼2
傳
真：(02)23214078
郵
撥：05455661 蕙風堂筆墨有限公司
E-mail：topline3@cwin.com
平日：10:30~21:00 假日：10:00~18:30

麗 水 店：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23號
服務專線：(02)23211380
傳
真：(02)23211278
郵
撥：05455661 蕙風堂筆墨有限公司
E-mail：topline@cwin.com
平日：10:30~21:00 假日：10:30~19:00

和 平 店：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77-1號
服務專線：(02)23511853•23977098
傳
真：(02)23214255
郵
撥：05455661 蕙風堂筆墨有限公司
E-mail：topline1@cwin.com
平日：9:00~20:30 假日：10:00~18:30

板 橋 店：板橋區文化路一段127號
服務專線：(02)29651358∼9
傳
真：(02)29651335
郵
撥：13401669 蕙風堂畫廊
E-mail：topline5@cwin.com
平日：9:30~21:00 假日：9:30~18:00

複製書畫選萃
4月5日（四）清明節，蕙風堂各店放假一天。

郵購不滿NT$2,000者，
請另加處理費100元。
貨幣單位:新台幣元

東方博古 紙本 北宋 張擇端 清明上河圖 手卷 ( 局部 ) 24.8x1250cm 特價 NT$69,600

東方博古 紙本 晉 陸機《平復帖》手卷 ( 局部 ) 24.5x323.9cm 特價 NT$16,800

二手 二玄社 絹本 明 唐寅 山路松聲圖 軸 212x104.5cm
特價 NT$50,000

國立故宮博物院
授 權 承 銷 商

太一 紙本 清 朱耷 河上花圖卷 ( 局部 ) 46.8x194.5cm 特價 NT$169,200

蕙風堂臉書粉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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蕙風堂筆墨有限公司

蕙風堂經銷 20 年以上

貨幣單位:新台幣元

韓國真華硯磨墨機
2018/4/1—4/30
一部定價 $8,000
磨墨機專用新歙硯 $1,000
買磨墨機 + 專用硯
合購 8 折優惠只要 $7,200
還可以免運寄到家 !

磨墨是一種享受，但大量
墨汁練習或創作時，請試
試看磨墨機！發墨快、馬
力足，裁紙、泡茶的時間，
就有新鮮現 磨的墨汁可
以用了！

配合磨墨機使用，接觸面積大，更省時！

日本製 10 丁墨條

2018/4/1—4/30 全面 8 折優惠
墨運堂

古梅園

大鳳10丁
長18x寬4.1cm
原價$1,500
8折價$1,200

虎溪三笑10丁
長17.6x寬4.1cm
原價$3,000
8折價$2,400

四星紅花墨
五星紅花墨(菜種油煙)10丁
(菜種油+礦油煙) 10丁 長17.5x寬3.9cm
長17.6x寬3.8cm
原價$10,500 8折價$8,400
原價$6,900 8折價$5,520

寒山拾得（純松煙）10丁
長16.1x寬3.9cm
原價$15,000 8折價$12,000

簾外薰風（松煙）10丁
長17.7x寬4.1cm
原價$3,000 8折價$2,400

鈴鹿墨

玄 10丁
長17.4x寬4cm
原價$1,500
8折價$1,200

亞湖 10丁
長18.3x寬4.3cm
原價$3,000
8折價$2,400

麗 水 店：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23號
服務專線：(02)23211380
傳
真：(02)23211278
郵
撥：05455661 蕙風堂筆墨有限公司
E-mail：topline@cwin.com
平日：10:30~21:00 假日：10:30~19:00

鈴鹿（菜種油煙）
10丁 長17.6x寬4cm
原價$3,000
8折價$2,400

清風松下明月（胡麻油煙）
10丁 長17.5x寬4cm
原價$9,000
8折價$7,200

和 平 店：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77-1號
服務專線：(02)23511853•23977098
傳
真：(02)23214255
郵
撥：05455661 蕙風堂筆墨有限公司
E-mail：topline1@cwin.com
平日：9:00~20:30 假日：10:00~18:30

鶯語吟修竹（菜種油煙） 天爵（菜種油煙）10丁
10丁 長18x寬4.1cm
長18.2x寬4cm
原價$6,000
原價$9,000 8折價$7,200
8折價$4,800

宣紙圖書：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21號B1
服務專線：(02)23211381∼2
傳
真：(02)23214078
郵
撥：05455661 蕙風堂筆墨有限公司
E-mail：topline3@cwin.com
平日：10:30~21:00 假日：10:00~18:30

板 橋 店：板橋區文化路一段127號
服務專線：(02)29651358∼9
傳
真：(02)29651335
郵
撥：13401669 蕙風堂畫廊
E-mail：topline5@cwin.com
平日：9:30~21:00 假日：9:30~18:00

蕙風堂經銷書

郵購不滿NT$2,000者，
請另加處理費100元。
貨幣單位:新台幣元

4月5日（四）清明節，蕙風堂各店放假一天。

2018/4

月份展覽 週一∼五 10:30─21:00 週六∼日 10:00─18:30

林東明書法班/
黃明修篆刻班習作展

3/30~4/4

開幕茶會：4/1(日)14:00

經典之書-經文書法
篆刻作品展

遊筆暢神-丁姿文水
墨創作展

4/6~4/12 策展人：蔡介騰 4/13~4/19

大方無隅-夢務
崔載錫博士書法篆刻展

入微—黃筱俐、張嘉樽、
陳姿貝仨人聯展

4/20~4/26 策展人：林政榮 4/27~5/3
開幕茶會：4/8(日)14:00 開幕茶會：4/14(六)14:30 開幕酒會：4/21(六)15:00 開幕茶會：4/28(六) 14:30

蕙風堂來店禮：親臨本公司和平、麗水、宣圖、板橋四店，一次購物付現並自取回
者，１：滿1,000元贈薛平南教授華甲書法篆刻展篆刻書簽(20方)一份。２：滿
2,000元者贈柳炎辰老師篆刻集字“篆海彙編”一本。３：滿3,000元者贈“2016吳
耀輝書法篆刻作品集”一本。４：滿5,000元者贈“泰和宣”單宣半開50張一色。

◎東京國立博物館/
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
敬求霞翁面交。 長尾雨山先生台鑑。
丙辰元宵。 吳昌碩手託。

154.8x51.9cm

篆書﹁觴詠墨緣﹂軸 虎斑箋墨書

民國元年 (1912)69
歲
東京國立博物館

苦鐵沒後90年 吳昌碩とその時代
為紀念吳昌碩逝世90年，上二館聯合台東區立
朝倉雕塑館共同企劃，在二館展出日本公私收藏
的吳昌碩作品。本書分三期鋪陳：第一期--安吉
時代(1~38歲)。第二期--蘇州．杭州．上海時代
(39~67歲)。第三期--上海時代(68~84歲)。A4開本
112頁全彩，特價NT$500。

◎聯經(大陸熱銷書)
蘇東坡新傳
本書十之 八九 取材自
東坡詩詞，參照其他文
集資料，勾勒出他一生
不平凡的際遇。以詩人
少有的人生經歷，與其
心血結晶的詩相印證，
使一個活生生的蘇東
坡躍然眼前。

作者李一冰先生(1912-1991)一生亦傳奇。本書為
公認以白話文寫蘇東坡最有深度而詳盡的版本，
1983年出版，2016年8月三版三刷，分上下冊，A5
開本合約1,200頁，單色印刷，全套定價850元，不
分售。特惠價672元。

國立故宮博物院
授 權 承 銷 商

◎日本公益財團法人
藤井齊成會有鄰館
有鄰館古鉥印精華

◎尾崎蒼石先生

2015年初版，2017年再版，收中國戰國至北魏
鋼印、玉印、石印、銀印、金印、鍍金、銀銅印
計50方，18.0x25.7cm開本76頁全彩，特價
650元。

◎晨風會出版局
河野隆作品集2016
—篆刻．書．畫
河野隆(1948-2017)教授
2016年12月底展於蕙風堂
藝 廊，造 成「 河 野 隆 旋
風」，本書為該展之專輯。
內容涵括書、畫、篆刻、印
矩等文房清玩。A4開本72
頁全彩精印，餘書不多，
特價500元。

尾崎蒼石篆刻書畫
作品集2018
前日本篆刻家協會理事長、現任
會長尾崎先生今年2/23~2/27個
展於蕙風堂之專輯，A4開本80
頁全彩。特價500元。尾崎蒼石
先生與河野隆先生為近年現代
書道二十人展中唯二篆刻家(今
年為第62回，1月初起至3月初已
巡迴展出於東京、大阪及名古屋
)。二人書、印皆精，並擅大寫意
花鳥、山水。

◎雄獅美術
故宮法書精萃導讀
國立東華大學李秀華教授新著，計三冊：一.絕色/晉唐
篇。解讀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平安.何如.奉橘帖》、
孫過庭《書譜》、顏真卿《祭姪文稿》、懷素《自敘帖》。
二.醉白/宋代篇。解讀蔡襄《澄心堂紙帖》、蘇軾《寒食
詩帖》、黃庭堅《松風閣詩帖》、米芾《蜀素帖》、宋徽宗
《穠芳詩帖》。三.天地/元明清近代篇。解讀趙孟頫《趵
突泉詩》、張雨《登南峰絕頂詩》、楊維禎《晚節堂詩》、
文徵明《醉翁亭記》、董其昌《杜律冊》、王鐸《書詩卷》、齊白石《篆書五言聯》。
三書均21x28.5cm開本，96頁全彩，定價380元。特價各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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蕙風堂推薦好物 因為很好，所以分享 !!

購藏專線 (02)2321-1380 蕙風堂麗水店

澳洲堅果油

飽滿健康無污染的堅
果成熟後，自然掉落，
經人工撿拾清潔後，再
日曬三個月以上。經過
日曬「熟化」的堅果油，
分子極細，不論沾、拌、
蒸、炒、煮、燉、烘培、
皮膚保養、推拿按摩、、
等，都是愛用者，從 頭
到腳，由裡至外，最幸
福的貼身夥伴喔！

大 350ml/3,300元
小 50ml/880元
優待辦法請洽麗水店

鑲銀月芽白茶

位於滇緬邊境，海拔高差懸殊，河川縱橫
之上百年野生白茶樹架接育種，採收未見
晨光初冒之銀毫嫩芽，以陽光和風吹撫至
一分熟成，瞬間蒸氣低溫壓餅成型。外以
純天然無漂白之極品手工雁皮宣雙層包
裝，保留白茶後發酵之友善精華因子。
每餅180g/4,950元
2餅 8,800元
5餅 20,000元
10餅38,000元(限量300餅)

周澄
秋山共長天圖(31x100cm)

日常飲泡
冷泡法：7 克，浸置 700 cc 過濾純天然熟
化涼水，可泡 11 回左右。
熱 泡 法：7 克，水 溫 不 宜 超 過 90 度，約
500 cc 水量，可泡 11 回左右。

李義弘
放翁詩意圖(68x137cm)

名家書畫展
歡 迎 寄 售
即日起～107.4.30
蕙風堂·麗水店

一

4月5日(四)清明節，蕙風堂各店放假一天。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23號（師大校門口斜對面）
停車點：1.路邊停車格
週一～五 10:30～21:00

2.師大停車場

週六·日 10:30～19:00

TEL:02-2321-1380 e-mail:topline@cwin.com

時有新品歡迎經常蒞臨

周澄
雨霽村深圖
(31.5x94cm)

李猷
楷書小中堂(33.5x69.3cm)

丁衍庸
荷鳥圖
(34.2x90cm)

魏景蒙
行書小中堂
(22.5x72.5cm)

傅狷夫
行草對聯(33x138cm)

李葉霜
行書對聯(34x135cm)

李義弘
達摩(94.5x104cm)

丁治磐
行書條幅
(34.3x115cm)

程滄波
行書小中堂(挖款)
(36.1x65.5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