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清冊總表（點選名稱可看詳細資訊） 

金蟾獻寶 羅漢托寶 祥龍戲珠 海底龍宮 

萬壽無疆 大聖雄風 吉祥如意 祥龍如意 

福山壽海 紅樓攬勝 金蟾招財 紫雲仙閣 

花開富貴 仙山瓊閣 群龍聚寶 壽翁 

雲起江樓 飛龍在天 麻姑獻壽 鍾馗 

一帆風順 祥龍戲古錢 福壽綿延 財運亨通 

景美風順 祥龍迎福 威鎮四方 九龍獻瑞 

壽高北斗 關外美景 龍宮取寶 祥龍戲水 

招財童子 魚躍龍門 返璞歸真 祥龍迎福 

壽源萬里 直上青雲 千年古松 祥獅獻瑞 

劉海戲金蟾 和平吉祥 金蟾聚寶 松鶴延年 

群龍獻瑞 瑤林仙境 千子紅光 人參如意 

雙喜臨門 鴻運當頭 歡喜彌勒佛 金蟾招寶 

富貴吉祥 財源廣進 彌勒佛 風景如畫 

龍騰九霄 財寶薈萃 騎象羅漢 龍騰福至 

祥兔招寶 鍾馗抓妖 龍蹯寶山 有龍則靈 

麒麟獻福 高閣臨風 龍遊四海 紅樓夢 

海市蜃樓 松鶴同春 明月高樓 神龍出海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金蟾獻寶 12 16 1. 高級工藝師徐岳軍作。 

2. 鑑定證書誤植高 16 CM寬 12 CM，更正為高 12 CM寬

16CM。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羅漢托寶 28 18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祥龍戲珠 22 15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海底龍宮 20 20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萬壽無疆 29 18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大聖雄風 26 15 1. 林福照作 戊寅年。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吉祥如意 19 28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祥龍如意 22 19 1.鑑定證書誤植高 28CM 寬 23CM，更正為高 22CM 寬 19CM。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福山壽海 23 26 1. 李岳明書 已卯年仲春。 

2. 補充說明：不含木座，高 19CM 寬 26CM。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紅樓攬勝 28 28 1. 函文名冊誤植為景美風順，更正為紅樓攬勝（鑑定書名

稱）。外盒景美風順，鑑定證書名稱為紅樓攬勝。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金蟾招財 28 21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紫雲仙閣 29 23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花開富貴 18 18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仙山瓊閣 23 18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群龍聚寶 32 16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壽翁 34 19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雲起江樓 22 32 1. 鑑定證書誤植高 32CM 寬 22CM，更正為高 22CM 寬 32CM。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飛龍在天 28 25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麻姑獻壽 28 28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鍾馗 27 26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一帆風順 27 32 1. 鑑定證書誤植高 30CM 寬 28CM，更正為高 27CM 寬 32CM。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祥龍戲古錢 27 23 1. 函文名冊誤植為祥龍戲錢，更正為祥龍戲古錢（鑑定證書

名稱）。 

2. 補充說明：函木座高 27CM 寬 25CM。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福壽綿延 24 19 1. 函文名冊誤植為福壽延綿，更正為福壽綿延（鑑定證書名

稱）。 

2. 鑑定證書誤植高 26CM 寬 19CM，更正為高 24CM 寬 19CM。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財運亨通 28 27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景美風順 25 27 1. 鑑定證書誤植高 27CM 寬 25CM，更正為高 25CM 寬 27CM。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祥龍迎福 28 24 1. 工藝師楊僊平作。 

2. 鑑定證書誤植高 22CM 寬 19CM，更正為高 28CM 寬 24CM。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威鎮四方 33 23 1. 函文名冊誤植為威震四方，更正為威鎮四方（鑑定證書名

稱）。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九龍獻瑞 32 26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壽高北斗 27 26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關外美景 21 32 1. 函文名冊誤植為關外景美，應更正為關外美景（鑑定證書

名稱）。 

2. 鑑定證書誤植高 30CM 寬 22CM，更正為高 21CM 寬 32CM。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龍宮取寶 25 26 1. 陳小甫作 庚辰春。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祥龍戲水 28 19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招財童子 22 21 1. 林崇安 丁丑年作。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魚躍龍門 23 25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返璞歸真 19 17 1. 函文名冊誤植為反璞歸真，更正返璞歸真（鑑定證書名

稱）。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祥龍接福 34 25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壽源萬里 28 28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直上青雲 22 18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千年古松 35 26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祥獅獻瑞 31 26 1. 鑑定證書誤植高 33CM 寬 20CM，更正為含木座高 31CM 寬

26CM。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劉海戲金蟾 17 22 1. 鑑定證書誤植高 20CM 寬 17CM，更正為含底座高 17CM 寬

22CM。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和平吉祥 25 15 1. 鑑定證書誤植高 35CM 寬 12CM，更正為含底座高 25CM 寬

15CM。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金蟾聚寶 10 13 1. 鑑定證書未載明尺寸，經實際測量為含底座高 10CM 寬

13CM。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松鶴延年 45 36 1. 鑑定證書誤植寬 30CM，更正為寬 36CM。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群龍獻瑞 46 37 1. 函文名冊誤植為祥龍獻瑞，更正為群龍獻瑞（鑑定證書名

稱）。 

2. 鑑定證書誤植高 48CM 寬 35CM，更正為含木座高 46CM 寬

37CM。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瑤林仙境 39 30 1. 吳勇麗作 己卯年。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千子紅光 18 15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人參如意 11 10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雙喜臨門 備註 

說明 

備註 

說明 

1. 尺寸為 10X2.2X2.2CM，重量為 140公克。 

2. 尺寸為 10X2.0X2.0CM，重量為 105公克。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鴻運當頭 備註 

說明 

備註 

說明 

1. 尺寸為 10.5X3.3X3.3CM，重量為 302公克。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歡喜彌勒佛 17 17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金蟾招寶 11 15 1. 鑑定證書誤植高 13CM 寬 11CM，更正為含底座高 11CM 寬

15CM。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富貴吉祥 10 14 1. 鑑定證書誤植高 13CM 寬 10CM，更正為含底座高 10CM 寬

14CM。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財源廣進 10 13 1. 鑑定證書誤植高 12CM 寬 10CM，更正為含底座高 10CM 寬

13CM。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彌勒佛 16 8 1. 補充說明：含底座為高 18CM 寬 9CM。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風景如畫 15 17 1. 鑑定證書誤植寬 14CM，更正為 17CM。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龍騰九霄 45 48 1. 鑑定證書誤植寬 45CM，更正為寬 48CM。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財寶薈萃 32 33 1. 鑑定證書誤植寬 30CM，更正為寬 33CM。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騎象羅漢 21 24 1. 鑑定證書誤植寬 20CM，更正含底座寬 24CM。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龍騰福至 30 22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祥兔招寶 34 27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鍾馗抓妖 47 25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龍蹯寶山 36 30 1. 函文名冊誤植為龍蟠寶山，更正為龍蹯寶山（鑑定證書名

稱）。 

2. 鑑定證書誤植高 38CM 寬 27CM，更正為高 36CM 寬 30CM。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有龍則靈 31 26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麒麟獻福 35 31.5 1.鑑定證書未載明尺寸，經實際量測為含底座高 35CM 寬

31.5CM。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高閣臨風 33 28 1. 胡梅冬作 庚辰年。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龍遊四海 33 32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紅樓夢 35 22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海市蜃樓 35 28 1. 倪愛榕作 己卯年。 

2. 鑑定證書誤植寬 25CM，更正為寬 28CM。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松鶴同春 44 31 1. 鑑定證書誤植寬 26CM，更正為寬 31CM。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明月高樓 30 29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石尚珍品線上鑑賞清冊 回首頁 

名稱 尺寸（公分） 備註 

（依動產鑑定報告書所載） 高 寬 

神龍出海 30 27 1. 函文名冊誤植為祥龍出海，更正為神龍出海（鑑定證書名

稱）。 

2. 補充說明：含底座為寬 27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