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歷史博物館經典絕版老書
出版
年月
78.10
78.10
73.02
78.12

出版品名稱

林風眠畫集（精裝）
林風眠畫集（平裝）
八大石濤書畫集
宜興茶壺精品錄
形色璀璨的中國陶藝—
77.01
唐三彩

編號

以下即日起至2019年6月25日前
單筆滿千75折，不足者9折。

書名

張大千 三千大千
張大千 十方大千
張大千 千山大千
張大千 三千十方大千 (M122-125 合訂本 )
張大千 vs. 石濤書畫
張大千 vs. 四僧書畫 2 看懂石谿
張大千 vs. 四僧書畫 3 看懂八大山人
張大千 vs. 四僧書畫 4 看懂石濤
張大千 vs. 四僧書畫 1 看懂浙江
看懂四僧書畫 (1.2.3.4. 合集 )
石濤合集 ( 石濤書畫 + 看懂石濤 )
看懂大師 1 青城好顏色
看懂大師 2 愛痕之湖
看懂大師 3 名山勝水
看懂大師 4 梅竹雙清
看懂大師 2 愛痕之湖 增訂初版
張大千畫

1978 年張大千、何恭上合影於摩耶精舍

李公麟五馬圖

300

◎藝術圖書公司
M122
M124
M125
M126
M127
M128
M129
M130
M131
M132
M133
M134
M135
M136
M137
M150
Q012

◎羽鳥書店

定價
/元
1,200
900
650
500

定價 / 元
680
680
680
2,200
800
680
680
800
680
2,800
1,600
450
450
450
450
480
480

藝術圖書公司發行人何恭上先生
為大千忘年之交，近年潛心研究
大千，解讀大千名畫，旁徵博
引，深入淺出，為了解大千本人
及週遭時空極佳入門書。

◎文物出版社
張猛龍碑刻拓對勘
編者黃憲之（陳列）為汪
中教授高足，台師大書法
社創社社長，美國新墨西
哥大學電腦工程碩士，兼
長書法與電腦字形軟體設
計，自2005年起多次赴曲
圖四“書丹未刻時”深度學習系統
阜、濟寧等地逐字拍攝名
碑，以現代科技處理，與佳拓逐字對勘，分享同好，此書係與
楊思勝先生藏明拓本比對，發前人所未見，造福書壇。本書
21x28.5cm開本，112頁全彩。除逐字對勘外，另有馬成名、孟
憲鈞二拓本學者鴻文及編者後記“『書丹未刻時』深度學習
”。定價人民幣128元，台幣6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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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line000@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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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line010@gmail.com
平日：9:00~20:30 假日：10:00~18:30

今年初重現於日本國
立東京博物館“顏真
卿特展”，引起畫壇高
度關注。本 書由東 京
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助教授板倉聖哲精心
編著，42x29cm開本，88頁全彩精裝。右起為《五馬圖卷》圖版，
分原寸圖（P4~21）、縮尺全圖（P22~23）、擴大部分圖（P24-47）。
左半為年表、板倉撰文“《五馬圖卷》的歷史意義”先日文，後中
文，附相關彩色印譜及附圖。特價NT$10,000。

◎日本 藝術新聞社
墨257(2019年3-4月號)
墨雙月刊為了解日本書壇之最佳
平面媒體，自130期起每本特
價NT$728，一次合購台幣一萬元
以上9折優惠。本期內容豐富，
多篇與台灣有關，特集為“蘭亭
序を樂しむ”。4/16在台南大
學、4/17在台大對研究生講授碑
拓鑑定的伊藤滋先生有“豐坊刻
神龍半印本。蘭亭序近拓精本”
及“多彩なる蘭亭序の世界”、
“定武蘭亭序肥本”。“安思遠
舊藏善本碑帖過眼記”四篇鴻文。日本全國大學書道學會理事
長橫田恭三報導“初唐の三碑巡る旅”，介紹訪“九成宮醴泉
銘”，“孔子廟堂碑”，“雁塔聖教序、記”。旅展台灣15年
的台灣女婿香取潤哉則撰有“台北書法藝術の旅—全國大學書
道學會創立六十周年紀念。台北研修旅行に參加して”一文。
其他介紹向台灣借多件展品的“傅山展”、“生墨”、文房四
寶、日本各地展覽訊息等。

◎國立歷史博物館
吳平堪白書畫篆刻輯
2005年大展於歷史博物館之專輯。
吳平先生今年4月12日仙逝，享壽100
歲。書、畫、印戛戛獨造，不落俗套；
化育桃李，誨人無數。紀念吳老師，歡
迎訂購此套書。26x37cm開本，分上下
二冊合384頁，全彩精裝加函套，定價
5,000元，特價3,000元，另贈大陸製大梅
花盤（直徑22cm）一只，敬頌吳老師功
德圓滿，榮登彼岸！送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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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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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line080@gmail.com
平日：9:30~21:00 假日：9:30~18:00 平日：10:30~21:00 假日：10:00~18:30

蕙風堂經銷書
郵購不滿NT$2,000者，請另加處理費100元。

2019/5月份展覽
週一∼五 10:30─21:00
週六∼日 10:00─18:30

尚藝雅集

5/3~5/9

貨幣單位:新台幣元

一筆會臺藝大104級、105級
進修學士班書畫聯展

蔡篤釗書藝創作展

5/10~5/16

開幕茶會:5/19(日)15:00

開幕茶會:5/12(日)14:00

5/18~5/30

◎國立故宮博物院
故宮文物月刊433期

壽而康・院藏醫藥圖書文物特展

本期主要簡介「巨匠的剪影—張大千120歲紀念大展」及「赤
壁與三國群英形象特展—故宮×鄭問」。因大千喜用台製鳳梨
宣，任職故宮登錄保存處的洪順興先生特別撰“舊思維創新方
法—鳳梨葉纖維紙在局部修護與書畫裝裱的運用”一文，對裱
褙及古書畫、古籍修復均具參考價值。定價200元，9折優惠
180元。

故宮今年3/27∼6/30特展之專輯，內
含院藏醫藥相關古籍、檔案、法書、
繪畫、器物等不同類型文物，透過
「人之始生」、「透視身體」、「面
對疾病」、「外證治療」、「百草千
金」、「宗教醫療」、「養生延壽」
以及「醫事制度」八個單元，勾勒中
國傳統醫藥與身體、疾病、信仰、制
度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對日本、朝
鮮等鄰近國家的影響。本書19x26cm
開本，136頁全彩，可攤平式精裝，
附24節氣養生筆記，定價800元，9折
優惠720元。

花事・閑情

亞洲探險記・十七世紀東西交流傳奇

故宮在嘉義南部院區舉
辦「花事閑情：品味花
器與生活特展」。運用
花器與書畫並呈的方
式，展出十六至二十世
紀花藝陳設的美學，展
覽分四單元，「古物：
素雅的古典」、「新
物：煥彩的時尚」、
「吉物：富貴的載體」及「 舊 物 ： 阿 嬤 的 日 常 」 。 本 專 輯
21x27cm開本，308頁全彩，定價950元，9折優惠855元。

此展已於3/10在北部院區落幕，該展
覽分四單元，序幕「行旅足跡」—展
示荷使旅程所見相關紀錄與物件。第
二單元「異國奇珍」—展現兩個端點
的人們對異國充滿期待與想像。第三
單元「東方風情」。最後單元「寰宇
交會」—則以同時混融東西特色的裝
飾風格，重建十七世紀的世界觀，以
及東西交會影響下的藝術與文化。本
書21x29.5cm開本，352頁全彩平裝，
定價1,000元，9折優惠900元。

◎澹廬書會

◎心正書會（心太平室）

曹容書法字典

雄逸高風・李普同先生
百年紀念書法展

為慶祝澹廬書會創會
90年，柯景淮先生、
蔡秀春女士贊助，敦
請鄭聰明、鄭新研父
子 精 編 ， A 4 開 本
(21x29.7c m)，1,712
頁，嚴選四萬五千餘字。定價3,000元，推廣價現金1,800元，
刷卡1,950元。

心正書會為紀念李普同先生生誕百年，去年底
於基隆舉辦書法展並出版此專輯。除書法作品
五十餘組件、自用印、年表外，尚有張明萊、
蘇天賜二序，另有日本金澤子卿、西安鍾明善
及台灣門下弟子14篇文章，A4開本平裝。定價
1,200元，推廣價300元。

蕙風堂臉書粉絲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
授 權 承 銷 商

蕙風堂筆墨有限公司

www.topline88.com

蝦皮拍賣

shopee.tw/topline123

大陸老師傅精製老料羊毫筆系列
郵購不滿NT$2,000者，請另加處理費100元。

貨幣單位:新台幣元

老山羊粗光鋒斗筆

整筆採用10年以上粗 編號 直徑 鋒長 特價
光鋒羊毫製作，適合 大 4.5cm 17cm 9,000
小 3.5cm 13cm 4,000
寫大字、榜書等。

細嫩光鋒
採用10年以上老料製作，位於羊頸下部
最嫩的羊毛，彈性佳，含墨量高，適合
各體。早年專門外銷日本，品質比常客
拿出10多年前買的同尺寸日本長鋒羊毫
（日幣16萬元）還好很多，口碑甚佳，
真是物美價廉，數量有限，值得購藏！
編號
一號

直徑

1.5cm

鋒長

8.5cm

特價

900

二號

1.3cm

7.5cm

800

三號

1.2cm

6.5cm

700

四號

1.1cm

5.5cm

600

五號

1.0cm

4.5cm

500

加健玉蘭蕊（細光鋒＋豬鬃）
採用5年以上的細光鋒羊毫製作，內加豬
鬃增強彈性，適合各體書寫。
編號
大

京楂
筆肚採用五年以上粗光
锋，外層加披10年以上细
光锋製作，軟硬適中，各
體均宜。
直徑

鋒長

一號 2.4cm 8.0cm

1.0cm

鋒長

5.0cm

特價

300

中

0.9cm

4.5cm

270

小

0.8cm

4.0cm

240

玉筍（細光鋒、彈性佳）

（粗光鋒＋細光鋒）

編號

直徑

特價

採用5年以上的細光鋒羊毛製作，經石灰
水脱脂，易於吸墨，適合篆隸，吳昌碩
篆體、伊秉綬體尤佳。
編號
大

直徑

1.6cm

鋒長

5.0cm

特價

500

700

中

1.5cm

4.6cm

400

二號 2.0cm 7.2cm

600

小

1.3cm

4.1cm

300

三號 1.6cm 6.5cm

500

四號 1.5cm 5.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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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line000@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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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line010@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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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日：9:30~21:00 假日：9:30~18:00

日本古梅園老墨系列
日本墨條原售價滿5000元以上95折，滿10000元以上9折，滿20000元以上85折，滿30000元以上8折優惠。

紅花牛舌墨
此墨乃日本大正至昭和期間所做，距今約100年，
以上等松煙、菜種油煙、紅花及稀有中藥材等配
製而成，數量稀少，限量銷售中。
墨長約25cm，厚約1.8cm，重約200克。
每錠售價15,000元 ，9折價13,500元

1972年古墨（海舟墨）
明治13年製墨模，墨頂部呈勾玉狀，
墨模以沙孟海行草「悠然太古心」刻製。
每錠售價12,000元，9折價10,800元

1972年古墨
採用超細粒子的最高級菜種油煙，及草木取出的天
然藍色素混合製造而成的薄青系逸品。書畫皆宜。
每錠售價6,000元，95折價5,700元。

1977年古墨—柳下先生
沒特別標示煙品，推測為高級菜種油煙，
（現貨僅有12錠），每錠售價4,500元。

︵左圖係原寸大小︶

1983年純松煙墨—龍德被墨
此批墨僅做226錠（現貨僅有兩錠），
此錠編號第17號（另一錠編號22號），五丁形，
售價39,000元，8折價31,200元。

蕙風堂臉書粉絲頁
蕙風堂筆墨有限公司

www.topline88.com

蝦皮拍賣

shopee.tw/topline123

鍍鈦合金篆刻刀組（9 支紙盒裝）
由左至右 刀刃寬度分別為：
1、0.8、6.5、5、3、尖、0.5、0.4、0.2cm
每盒特價 2,500 元

篆刻入門款：白鋼篆刻刀組
（6 支紙盒裝）

由左至右 刀刃寬度分別為：
尖、0.3、0.4 斜口、0.4、0.5、0.6cm
每盒特價 600 元
蕙風堂麗水店（02）23211380 ╱板橋店（02）29651358

匡仲英
梅開五福圖(45x68cm)

劉太希
行草小品(29.8x40.5cm)

王農
飛馬圖(42.2x67cm)

名家書畫展
歡 迎 寄 售
即日起～108.5.31
蕙風堂·麗水店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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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師大停車場
週一～五 10:30～21:00
週六·日 10:30～19:00
TEL:02-2321-1380
e-mail:topline000@gmail.com

時有新品歡迎經常蒞臨

丁治磐
行書對聯
(33.5x134cmx2)

杜忠誥
草書大中堂
(66x137cm)

江兆申
琅玕散碧圖(63x100cm)

吳平堪白
行書對聯
(34x137cmx2)

江兆申
行草條幅
(33.3x100.8cm)

于右任
草書中堂(36x80.3cm)

李猷
劉延濤
篆書對聯
草書條幅
(21.6x132.8cmx2) (34.3x134.5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