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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文化/史 

ArtsInfo 

8/ 23 /2019 

 

1. 感謝黃立芸、板倉聖哲、石釗釗、Kayi Ho, 賴毓芝所提供的資訊。 

2. 目前原則上固定於每週五寄發，包括展覽、演講、會議議程與徵文、網路資源、研習營等訊息，歡迎

大家多多貢獻資訊。 

3. 若有與中台藝術史或文化史相關的研究、演講、展覽、或會議之訊息，不論來自何地，都歡迎提供，

我會將之轉給大家。雖然未必能與會，分散於天涯海角的我們卻可對各地情況有所瞭解。 

4. 最新訊息以紅色標示，內容包括中(Big5)、英、日文(IME)碼。 

5. 本期更新：展覽、演講、研討會、工作坊、call for proposals、網路資源。 

6. 如有其他同好對此電子報有興趣，請告知電子郵件位址，我將加入寄送名單中。若不願收到，也請告

知，以方便作業。 

 

展覽：  

■台灣 

1. 國立故宮博物院 

2. 中研院史語所陳列館 

3. 世界宗教博物館  

4. 佛陀紀念館  

 

■ 亞洲 

1. 故宮博物院 

2. 中國國家博物館 

3. 上海博物館 

4. 上海奉賢博物館 

5 雲南省博物館 

6. 浙江省博物館 

7. 中國絲綢博物館 

8. 山西博物館 

9. 安徽省博物館 

10. 蘇州博物館 

11.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 

12. 中國國家博物館 

13. 敦煌莫高窟  

14.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15. 東京國立博物館 

16 出光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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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京都國立博物館  

18. 奈良國立博物館  

19. 廣島縣立美術館  

20.  靜嘉堂文庫美術館 

21.  根津美術館 

22.  大倉集古館   

23.  五島美術館 

24.  永青文庫  

25. 國立九州博物館  

26.  神奈川県立金沢文庫 

 

歐美: 

1.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台灣 

1. 國立故宮博物院 

1) 故宮動物園 

2019/7/5-9/25 

201, 212 

2) 交融之美－神戶市立博物館精品展 

2019/6/6-9/8 

故宮南院 

https://artouch.com/news/content-11119.html?fbclid=IwAR2rAW-r_oGeD9RAlbtjrOzMSVQk0jaL1F19Cf6

m6b7N6HNOGxloijQ_96Q 

3) 筆墨見真章: 院藏書法選萃 

2019/7/1--9/25 

4) 泥土的座標 －院藏陶瓷展 

2019/6/29-10/10 

南院 S201 陶瓷廳 

5) 紫砂風潮: 傳世器及其他 

2018/4/8-2019/ 

207 

6) 適於心—明代永樂皇帝的瓷器 

https://artouch.com/news/content-11119.html?fbclid=IwAR2rAW-r_oGeD9RAlbtjrOzMSVQk0jaL1F19Cf6m6b7N6HNOGxloijQ_96Q
https://artouch.com/news/content-11119.html?fbclid=IwAR2rAW-r_oGeD9RAlbtjrOzMSVQk0jaL1F19Cf6m6b7N6HNOGxloijQ_96Q


 

3 

 

2017/5/18— 

北部院區展覽區一 203 

7) 實幻之間－院藏戰國至漢代玉器特展 

2018/9/20-2020/2/23 

303/300 

8)  天香茄楠—香玩文化特展 

2018-05-25~2019-10-20 

北部院區 第一展覽區 304 

9) 穿上亞洲-織物的交流與想像 

展期：特別展覽 2019/01/29~ 2019/07/28 

陳列室： S304 織品文化展廳 

2. 中研院史語所陳列館 

1) 天朝大慶：皇清盛典特展 

內閣大庫檔案區 

2) 東周實相──河南出土東周文物展 

2019/5/15~ 

東周時代（770-221 BCE）的面貌非常多樣，比方在這段期間列國產生了很多重要的思想家，老

子、孔子、墨子等，他們的哲學思辨，對於人類全體有深刻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極其恐怖的時代，

中原各國領袖，在貪婪性的驅使下，各找藉口，舉兵廝殺，一場戰事下來，將士死傷動輒數萬人。

中原核心以外，東周時代的東亞大陸還有很多中國古代經典未曾記載的國家與政治實體，有的被迫

參與這場競爭，有的無端被捲入而消失在歷史的洪流。 

所以，這個展覽雖稱「東周實相」，但事實上僅是東周真實面貌的一個小窗口。本次展出東周時代

鄭國與晉國墓葬的出土器物，分別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在汲縣山彪

鎮、輝縣琉璃閣進行的考古發掘，它們是春秋中期到戰國初期（ca. 600-400 BCE）的墓葬出土的器物。

還有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同樣來自輝縣琉璃閣的兩座墓葬的部分發掘品，以及更早以前在新鄭李

家樓發掘的墓葬出土品，後者是在「前考古時期」由河南地方人士組織挖掘所得的。 

本展覽分為三個單元，首先是以國立歷史博物館藏的河南發掘品為主，包括李家樓與琉璃閣的重器。

第二、三單元是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發掘品，一是輝縣琉璃閣60號墓的器物，以及山彪鎮1號墓的器

物。這兩部分是整墓出土品一起展出。從這批展品，我們可以看到東周中原地區高級貴族生活的面

貌，由於我們的展品跨越春秋中期到戰國初期，從器物間的比較，可以看出風格上的轉變，特別是

晉國銅器，從早期迷惘與失落的神態（琉璃閣），進入到由新田（晉都）作坊生產的器物，具有自

信與進取的風格（山彪鎮）。晉國遷都到新田（575 BCE）以後，經過大約百年的開發，經濟發達，

此時的青銅器反映當時人們的積極進取的精神，我們稱為「新田風格」。 

   3) 島嶼群相: 台灣考古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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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世界宗教博物館  

供養藝術：心、器、法的對話 

2019-05-18~08-18 

5. 佛陀紀念館  

1) 龍門佛光－河南佛教藝術展 

8/18至11/24 

河南地處中原，是古代絲綢之路的東端起點，北魏遷都洛陽後，佛教藝術在這裡與中華傳統文化相

互交融，形成獨特的“中原風格”，然後向四周傳播發展，龍門石窟等是這一時期的代表。大唐盛世，
龍門石窟迎來了造像高潮 ，盧舍那大佛標誌著中華古代雕塑藝術的巔峰。 

此次展覽由中華文物交流協會、財團法人佛光山文教基金會主辦，從河南博物院、洛陽龍門石窟研

究院等單位收藏的佛教造像中精心挑選67件佛教文物，從一個側面來展示河南瑰麗的佛教藝術，讓

觀眾在領悟佛教文化的同時，淨化心靈，品味佛教藝術美的價值。 

http://www.fgsbmc.org.tw/news_exhibition_c.aspx… 

2) 穿越時空 法寶再現－佛經寫本與刻本特展 

8/8至 11/17 

「穿越時空 法寶再現」，從佛經寫本、拓片、刻本、雕版等，帶領大家一起進入歷史旅程，見

識國寶級經典，了解藏經起緣與東傳、佛經文學與藝術，到現代佛光大藏經的輝煌瑰寶。 

此次主辦單位：佛光山寺、佛光大學、財團法人人間文教基金會、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共同

策劃從佛經寫本與刻本特展、佛教藏經國際學術研討會、大藏經通俗講座一系列活動，展覽更首

次結合了國家圖書館21組、佛光山典藏18組等不同年代歷史性的展品，在佛陀紀念館可謂是珍

貴的法寶大展。 

http://www.fgsbmc.org.tw/news_exhibition_c.aspx… 

亞洲 

1. 故宮博物院 

1) 觀魚知樂——宮廷金魚文化與故宮博物院藏金魚題材文物聯展 

7/30-8/30 

延禧宮 

聯展分為金魚展和金魚題材文物展兩個部分。其中金魚展由北京市水產技術推廣站承辦，以 16個木

海陳列于延禧宮院內，持續到 8月 11日；故宮博物院藏金魚題材文物展位於延禧宮東側一層展廳，

持續到8月30日。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fgsbmc.org.tw%2Fnews_exhibition_c.aspx%3FId%3D20190701%26R%3D3%26fbclid%3DIwAR1Mel81VgStS4HG09hUyzaSdsZpKcA9Tp2m2EYffiV-nfDVPMTUz4MOdEo&h=AT3yjbFZAd59FIEg0UQDK1IpPJNwoeQI-D_9e5ULHNFfIiTXAaQvKoUzVOqJDHRbv9uGkXNY_yIREh0an45JLYd_IbDx_TV2Yy_cmzsPisCqUk1HqsUXVw2xqzKGWknqbzDGTVQd4SPfZ854MXMFZyglp24OLKbF9uG5nbbwf1fi0z4Rz0nfFzKRz6n7iuohGq4aIkHrfeRa0moEIAO7vVG2gbmXr7x7hYpP-kTh-_i2dUUg3c8bq-iZSKFa6lsnUB8--dPteIFr7rw_OIzsE5XY5efVsZh9ympCyWY1UEMnMf3hHwo7YeidOuBcHlTqtyzNIlSWE8bRcWDZ4Py810KLNsv1btox1NZSLadmWTKeWVKFk1JbjgZK_JBMK01fbyWGzET-Li_fYwq64A1qdXXi1_WmFLRZn0JMxKhqXJX5ya1tiPCayI5QlGj7Mjj_uS6w6vPhYqz9oTJBly6fgxOxSmJk1N0Ngw52epDx0CkWVaQPrw6P6We32Y5TPYPlVensEkLOKvgq_pi4EiAJxPFML7blwOkggr5d69xB6I3tK-Vzz5RLoiniu3jxFTtXHhSzNV9hRtImrnp4CPqvQLvM9K9Omaz_0jtumhM091_lMauRez8oTGjC1OMSMGwJwnc
http://www.fgsbmc.org.tw/news_exhibition_c.aspx?Id=20190606&R=2&fbclid=IwAR34haXTeDzOvcAu4o36GlEsEG6WoW1h0jldB0PCKBxWktUFyfpxCLGJe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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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分魚之樂、魚之意、魚之器三個單元。第一單元以帶有生動金魚圖案的瓷器與織繡類文物為主。

第二單元著意表現金魚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體現的吉祥寓意。第三單元展示了一些清代宮廷使用過的魚

缸。 

2)龍鳳呈祥——故宮博物院藏龍鳳題材文物展 

2019/3~ 

齋宮、誠肅殿 

3) 天下龍泉——龍泉青瓷與全球化 

2019/7/15-10/20 

故宮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館、麗水市人民政府聯合舉辦 

齋宮、景仁宮 

    本次展覽是歷年來關於龍泉青瓷研究與展覽中，展品數量最多、涉及產地最廣且包含文化最多元的

一個展覽，共展出文物830件左右，含故宮博物院院藏文物507件、來自浙江等18個省市32家文博

機構的205件文物，以及來自境外6個國家和地區11家文博機構的約120件文物。 

4) 良渚與古代中國：玉器顯示的五千年文明 

2019/07/16 - 10/20 

2019年7月6日，在亞塞拜然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第43屆會議上，中國世界文

化遺產提名項目“良渚古城遺址”以符合世界遺產第3條和第4條標準，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成為中國第55項世界遺產。“良渚與古代中國——玉器顯示的五千年文明展”彙集了全國9個省市17

家文博單位的260件（組）館藏珍品，是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後首次隆重亮相。展覽將持續到2019

年10月20日。 

展覽年代跨度從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時期到明清時期，貫穿了中華上下五千年，通過“引子”“神王之

國”“文明傳承”“結語”四個部分，完整、系統地反映良渚文明的早期國家特徵和對後世文化的影響，

科學、全面地詮釋良渚文明在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中的重要貢獻和獨特作用。同時，武英殿東、西

配殿展出良渚古城遺址的考古研究和保護申遺歷程，讓觀眾走近五千年前的中國早期文明，並瞭解今

人在保護和研究工作中所做的努力。 

https://www.dpm.org.cn/show/249642.html 

5)萬紫千紅——中國古代花木文物特展 

2019/9~ 

午門正殿及東西雁翅樓展廳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dpm.org.cn%2Fshow%2F249642.html%3Ffbclid%3DIwAR3VlPp0lur9BH-WKDP4WMUdJUsZCpfIjwP55FtqGDT4pErsuyBmI2AfFHA&h=AT0CdflvVE0EquCI_Knrzz3_qwzx_Unpgb5OWPEaoGj8OSH2e3jFAJ-iFBcXBvHHKiIzxULmfnj1Kyp0E3rkkwFgnqG60uXH9wS8FGCpFBevS0_677UGYsjZlEsuaoxRlS3e-XfwnmRzpnx51VpZhkmArlWUI3HQG3CxRwVFvIjlMt3YQjSudH4XMiNWPl83Gz5WA1YEY_WRw8yd8_l9E8kZnurpzd_4iFFksS78jUrJbLRqXy9w_he-EXLXbfj0rx-kfOpYlyqVJbaG97xxHLLUKRjNwPLvKffiMpK18Y1IgCRqrYSsnfB2qcTcbsPi8f1TmlYcLViTv7wdl0PLR8s6k2bSIC_exng1_TTxFIBXMxNA7FBz7svzP8u1eUvdRsCPTBPLoUWLG-QMqboGpgt3aGXcnFVcH4jAAlRyZ3CV20W_-7he_MhTns0GJ1CmbAZQULm9LYP7HWoL0mCEsXDCQIJLYsXCU9vd8spiDTeV35-wPNLQ1eWIzku8Hp0SJf4TpZl-qFXClJlBfHPTElFnk5sB6alb4gMGpB1Qg86CW-76KqN3BDvmCXU9pRnoqVHPGDU3CW0Au7YCPlFXozRFJOdYxX18ODDz4RcRcFDQSxwvF28Fj6BRG6l5l-Sh1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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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洪武、永樂、宣德瓷器大展 

2019/11~ 

午門正殿及東西雁翅樓展廳 

7)韓熙載夜宴圖—歷代人物畫作品展 

2020/5~ 

午門正殿及東西雁翅樓展廳 

8)《清明上河圖》與歷代風俗畫 

2020/9~ 

午門正殿及東西雁翅樓展廳 

9)康、雍、乾瓷器大展 

午門正殿及東西雁翅樓展廳 

2020/12~ 

2. 中國國家博物館 

1) 萬里同風：新疆文物精品展 

7/9-9/9 

由中國國家博物館攜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舉辦的 “萬里同風：新疆文物精品展”，從眾多文化
瑰寶中遴選了191件 (套) 自先秦至宋元時期新疆各地區出土的精美文物，包括陶器、金屬器、紡織

品、木器、紙張、佛造像、玻璃器等。 

http://www.chnmuseum.cn/portals/0/web/zt/20190709xinjiang/ 

2)和合共生：臨漳鄴城佛造像展 

8/6-10/6 

本次展覽由中國國家博物館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聯合主辦，河北省臨

漳縣人民政府協辦。共展出各類文物171件（套），包括自北魏至唐代的131件造型精美、技藝精

湛的佛教造像精品，充分展示了鄴城佛造像別具一格的藝術成就。 

3) 小城故事：湖南龍山裡耶秦簡文化展 

2019.8.6-9.6 

此次展覽精選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裡耶秦簡博物館收藏的175件（組）裡耶秦簡，結合中國

國家博物館館藏35件（套）秦代文物，通過秦朝時期的小城風貌、秦人生活和縣政狀況，以小見大，

充分展示秦朝大一統中央集權制度在全國有效實施的真實狀況。 

其中，裡耶秦簡中的公文簡牘頻繁出現“洞庭郡”，證實秦朝即設有“洞庭郡”，糾正了學界關於秦朝

行政區劃的錯誤認識；“遷陵以郵行洞庭”則充分說明秦時遷陵和洞庭郡之間已有書信來往，郵書封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chnmuseum.cn%2Fportals%2F0%2Fweb%2Fzt%2F20190709xinjiang%2F%3Ffbclid%3DIwAR2N694m8Crle4Ioog-WaRvwMHd5ICofuenGQDKCrmdOUf7sVzWpvx9GwcI&h=AT3fXavGDlQh-98S7vSOC-RB0fbaiA2K63iZMruqaP1_fIrqvYo87OLUJVi8wjb0973FfTAuDv9HGo01vSbSzit4c6vzbLqZRfSVoK5-2-4M_3mBRokEZkXExyeb7mknTK8sY43mHP7UsymBZNbSor8NQq-5Pr15CcV0LqNDl-_dS-oCypb2LxmLO9xVNujrFgVVUvgopFMNx4E5p3utOpsleD5PjTRjI6dtN0z5MFN4xpWprX75UHkoUpTUnx5PzIaBHm_1_PGZbRNULMXJRdLRnN2avMQR0LWqXJXgLPo3VL7tL1MPu9aDo-IMmUl7NLANyss_9bDgGf4e3NbcYMXuPKwzj-ESWhbtNl5eVDC9dzYyGEl6aQchl7llE1irEY9AcQXKp5N9whXZBVTlXvX3hYBCD3iYBcJjmqPCNC6Bi96Ntox4X7Kjnc0eAckIktAVBqsVxbHI54AI4f0T41Mn27W4-esaXGbletVOfwZZaEznIPnmFJ4PkVPJot_zLAWo7KSrWX8o1WoYj2xseK-UHSMkJ_6KLGN5IhJMchsattp-ZQ883RFlzI_T6pXoY9apsv8a6-OoUX5XuKk8xmLj1WZ_RsnkSDtJf2DKpVQdqtL-sfopyq9gAvGkIgVmM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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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木牌被稱為中國最早的信封。“九九乘法表”秦簡則是迄今為止我國發現最早最完整的乘法口訣表

實物，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九九乘數表，比古埃及還早 600 多年。 

http://www.chnmuseum.cn/portals/0/web/zt/20190806liye/ 

3.上海博物館 

1)灼爍重現：明十五世紀中期景德鎮瓷器大展 

時間：2019年5月28日-8月31日 

地點：上海博物館第二展廳 

十五世紀中期即明代的正統、景泰、天順時期，帝位更迭頻繁，政治混亂動盪。而此時景德鎮生產的

瓷器，也因為缺乏有明確紀年的器物，史料記載又語焉不詳，因此其面貌一直模糊不清，被稱為中國

陶瓷史上的“空白期”或“黑暗期”。2014年對景德鎮禦窯遺址的最新考古發掘，使得這一時期瓷器生產

的神秘面紗被逐步揭開。 

此次上博主要與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合作，彙集了國內外28家機構收藏和出土的280餘件器物，

將分為四個部分向觀眾展現正統到天順時期的皇家官瓷、景德鎮禦窯廠出土的瓷器及標本、與各地分

封藩王相關的產品以及民窯瓷器。值得指出的是，把國內外十五世紀中期官窯、民窯代表性器物大批

量集中展出的情況尚屬首次。希望通過此次藝術性、學術性、探索性兼具的展覽，對正統、景泰、天

順三朝景德鎮瓷業發展情況和具有時代特點的產品，有一個總體的認識和客觀的評價，較系統的還原

這一段歷史。 

4. 奉賢博物館 

雍正故宮文物大展 

2019/5/16-8/16 

將展出故宮博物院院藏的 120 余件珍貴文物，講述雍正皇帝的人生經歷、政治措施及

雍正朝的藝術工藝。展出的雍正時期珍貴文物中，包括瓷器、玉器、書畫、琺瑯器、

漆器，更有雍正帝御用之物和御筆書法，門類豐富，為觀眾呈現一場視覺盛宴。 

https://mp.weixin.qq.com/s/Ju9iyOcigsCHbUsG82hkPQ?fbclid=IwAR2r536MhjYJdE2wh66UNp4c25EerBPt

N2bNh1t_X_aoGW2bIXcytS9ZqbM 

5. 雲南省博物館 

國寶盛宴——《史記》中的西南邊疆 

展出時間：2019年5月18日-- 8月18日 

展覽地點：雲南省博物館一樓臨展廳 

主辦單位：雲南省博物館、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貴州省博物館、四川博物

院、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 

http://www.chnmuseum.cn/portals/0/web/zt/20190806liye/?fbclid=IwAR0SMpjdMc1vjpOm2c2Bwq3BFCQXgmLWHp7TiM_XroxGVbJUo0ikOM0Sw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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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單位：雲南李家山青銅器博物館、保山市博物館、文山州博物館、晉甯區博物館、廣南縣民族博

物館、黔西南州文物局 、赫章縣文物事業管理局 、安龍縣文物管理所 

集西南重器之豐創句町哀牢之首 

雲南、重慶、四川、貴州、廣西各省級館、地市級館及遺址館均收藏有相當數量的代表古國、古族文

化的文物精品。其中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成都金沙遺址舉世聞名，豐富的古蜀國遺珍彙集於此；

四川馬家墓地、重慶小田溪墓地、雲南晉甯石寨山墓地、廣西貴港羅泊灣、合浦墓地以及貴州可樂遺

址等出土文物，基本涵蓋了戰國-西漢時期巴、蜀、夜郎、滇、南越等幾個大的王國文化；來自文山、

廣南的句町、保山的哀牢古國珍品，也是雲南大地上神秘而鮮為人知的燦爛文明。 

這些館藏文物精彩絕倫、地域性極強，被學術界認為是各區域文化的代表，乃至王室重器。本次巡展

的雲南站中，除了原展中選擇的200餘件（套）文物，我們還特別加入了更多古滇國青銅重器，並將

首次公開展出句町、哀牢古國文物，展品總量超過300件（套），其中一級文物就超過了100件（套），

是名副其實的“國寶盛宴”。 

相信這個集合數館典藏重器於一體的精品文物展覽，必能凸顯各區域文明的最精彩章節，讓觀眾享受

更豐富的視覺盛宴。 

http://www.sohu.com/a/313196603_469537?scm=1002.44003c.fe0151.PC_ARTICLE_REC&spm=smpc.conte

nt.fd-d.47.1557532800096rzgKKqd 

6. 浙江省博物館 

1) 越王時代·吳越楚文物精粹展 

時間：2019年6月6日—9月6日 

地點：浙博孤山館區·浙江西湖美術館 

2)  天下龍泉——龍泉青瓷與全球化 

2019/11/15-2020/02/16 

7. 中國絲綢博物館 

1) 絲路歲月：大時代下的小故事 

6/21-9/8 

古老的絲綢之路猶如一條彩帶，將古代中國和世界上其他國家聯繫在了一起。正是通過絲綢之路，不

僅是中國的養蠶絲織技藝以及絲綢、茶葉、瓷器等被傳播到世界各國，同時，來自中亞的駿馬、葡萄，

印度的佛教、音樂、熬糖法、醫藥，西亞的樂器、金銀器、天文學、數學，以及亞洲島嶼、歐洲各國、

甚至是非洲大陸的各種物質文化和技術文明等也向中國輸入，使得古老的中華文明得以不斷更新、發

展。 

然而，絲綢之路上起到決定作用的因素是人。無論是穿行在絲路沿途的使者、商團、牧民、船員或是

教士，或是堅守在絲路沿途的軍士、官員、農夫、驛長、僧侶，他們都是絲綢之路真正的建設者、守

護者和見證者。本次展覽試圖用13個時代不同、民族不同、身份不同、人生經歷不同的人物所遺留

下來的“小故事”，來重塑在風雲變幻的絲路歲月中大小人物或精彩似傳奇，或平凡如你我的一生。他

http://www.sohu.com/a/313196603_469537?scm=1002.44003c.fe0151.PC_ARTICLE_REC&spm=smpc.content.fd-d.47.1557532800096rzgKKqd
http://www.sohu.com/a/313196603_469537?scm=1002.44003c.fe0151.PC_ARTICLE_REC&spm=smpc.content.fd-d.47.1557532800096rzgKKq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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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所經受的日常生活和平凡經歷展示出那個和平合作、開放包容的“大時代”，多視角地再現不同時期

絲綢之路沿途不同地區的時代特徵及文化碰撞。 

http://www.chinasilkmuseum.com/zz/info_17.aspx?itemid=27318 

   2) 大邦之夢：吳越楚玉器·青瓷展覽 

2019年6月18日 - 8月18日 

近三百餘件玉器和原始瓷精品彙聚于蘇州博物館，集中展示春秋戰國那段崢嶸歲月，展覽共分“禮尚
往來”、“樂享天籟” 、“工藝融合”、“瑞玉為信”、“美玉為禮”、“巧玉為飾”、“工玉為器”等八部分，

希望能為大家重構吳、越、楚“大邦之夢”的文化內涵與融合歷程，期待進一步推動吳、越、楚文化的

交流和學術研究。 

http://www.szmuseum.com/…/1cb78175-c61c-4774-a582-8c9fc2fc1… 

8.  山西博物院  

楮墨增華：明清山西書畫藝術 

2019.05.18 ~ 2019.08.18 

第一單元： 一朝風流化骨鯁——明代至康乾 

有明一代，晉人累出英才，于學則北學興盛，於政則屢出宰輔，然而未如江南翰墨之蕃，傳世作品珍

罕。及至清騎入關，天下易主。重關之內的山西，形成了以遺民領袖傅山為中心的文化藝術群落。這

其中，既有與傅山聲氣相通的前朝遺民戴廷栻和梁檀，也有身居廟堂的陳廷敬和畢振姬，還有布衣終

老的名士吳雯，以及傅家一門俊彥傅眉、傅仁和傅蓮蘇。這些藝術家或仕或隱，均為士林所瞻望。他

們的作品，也如同人品一樣，耿介高標，風骨獨具。及至康雍治世，于成龍、劉璋、賈鉉、王含光、

於灝等人作品，織成一片風景。 

第二單元： 學者詩宗並書家——乾嘉至同光 

“康乾盛世”的虛華將盡，清王朝的積弊漸露。西方列強的炮船轟開了古老帝國的大門，中華文明面臨

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一敗再敗，割地賠款。傳統士人在痛苦中思考，在絕望中探索，終於開始睜開眼

睛看世界。以祁寯藻、張穆和徐繼畬為代表的山西文化人，身兼朝廷重臣和著名學者等多重身份，以

身許國，忠君愛民，勵精圖治，針砭沉屙。揮毫潑墨之間，赤子之心仿佛在拳拳脈動。此階段還有楊

二酉、溫忠翰、張道渥、宋葆淳、岳皋和趙鶴等山右名流，以各自的藝術造詣，蜚聲藝林。 

第三單元： 大江以北無比肩——光宣至民初 

戊戌變法失敗，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改良之路斷絕，革命成為必然，國家的命運勢如脫韁之馬。以商

業金融馳名海內的晉商，堅信自強方是振興之道，紛紛開辦實業以救國興晉。這些名商巨賈之中，文

人傳統薪火相承，書畫藝術大家輩出。榆次常氏昆仲、太谷趙昌燮皆享譽當時。與吳昌碩並稱為“南

吳北趙”的“華北第一枝筆”趙鐵山，吐納經史百家，書寫蒼涼豪情，鐵骨錚錚，氣節如山，領袖山西

墨林，無愧於汾水太行。 

http://www.shanximuseum.com/exhibtion/detail/3740.html 

http://www.chinasilkmuseum.com/zz/info_17.aspx?itemid=27318&fbclid=IwAR04PZZpllX4o4nlN-yJC-RpSyhtJNuLlnUrbBmExr7VGQEs4otUQl6nw3c
http://www.szmuseum.com/Exhibition/TemporaryDetails/1cb78175-c61c-4774-a582-8c9fc2fc1935?startYear=2019-06-22&fbclid=IwAR1AhzZb8J8x3vxTA74LpHbMyrsdVeSQ36_Hrv1xtKiBWnEzere8IbEYEHQ
http://www.shanximuseum.com/exhibtion/detail/3740.html?fbclid=IwAR1oav2RfrQZZIGm_gx2ULagl5qKgZ7QEBX75RSUM4vbjE516doZuures6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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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安徽省博物館 

“淮上窯火——壽州窯瓷器專題展”    

展出時間：2019/5/18 - 2019/9/8 

展出地點：安徽博物院老館西二樓展廳本次展覽遴選了安徽、江蘇等地出土的壽州窯瓷器140餘件套，

通過渾厚清潤的早期壽州窯、異彩紛呈的唐代壽州窯、壽州窯的流通與貿易三個單元，較為全面地展

示了壽州窯瓷器各個時期的燒造工藝特徵，探究了壽州窯產品的外銷，為我們研究隋唐時期安徽經濟

社會的發展和百姓日常生活打開了一扇窗。 

10. 蘇州博物館  

1) 集其大成：蘇博館藏董其昌及晚明各流派繪畫特展 

2019年6月25日 - 8月18日 

蘇州博物館本次展覽，特別遴選館藏董其昌師友圈與明末清初各流派山水共二十餘件，內容即以松江、

新安、遺民為主，形制上卷、冊、軸兼備，從中我們可以窺見明末清初山水畫壇流派紛呈、氣象萬千

的局面。 

https://www.szmuseum.com/…/e2433e5d-46c9-471a-ae71-98b4498b… 

2) 屏風：主人翁背後的奇妙世界 

9/6-12/6 

https://itw01.com/U3NK2EZ.html 

11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 

三千大千——張大千抗戰時期繪畫作品展 

2019.07.13至10.13 

展覽共展出張大千 相關作品84件。 

12. 敦煌莫高窟 

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時期藝術珍品展 

2019/7/3-10/22 

由中國國家文物局指導，敦煌研究院與美國普里茲克藝術合作基金會主辦，海內外近三十家文博機構

協辦。本次展覽既有包括7世紀至9世紀古代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絲織品、佛像、王冠、生活器物等

國外諸多精品文物；也有故宮博物院等國內二十多家考古文博機構的諸多瑰寶。 

13.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1) 妙筆傳神: 中國美術館藏任伯年人物畫特展 

展覽日期：由2019年3月22日至2019年8月18日 

展覽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文物館展廳 II 及 展廳 III 

https://www.szmuseum.com/Exhibition/TemporaryDetails/e2433e5d-46c9-471a-ae71-98b4498b220d?startYear=2019-06-25&fbclid=IwAR0qw-koFXZlcduhmUVb_Ez1InAwXyy2f_gz98Th0RaWpDUCpCn_yDwW5KQ
https://itw01.com/U3NK2EZ.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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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筆傳神: 中國美術館藏任伯年人物畫特展」為「海上畫派」的先驅任伯年於香港首個大型展覽，

精選任氏畫作82項，悉數由享負盛名的中國美術館借出。任氏是其中一個最具影響力的中國近代畫

家，其藝術造詣深深啟發眾多後世畫家，包括吳昌碩、徐悲鴻及張大千。是次展覽著力呈現任氏於

人物畫綻放的破格筆觸、於民間傳説和文學經典為主題的畫作所添加的玩味元素，此亦為同代或後

世畫家、藏家與觀畫者欣賞任畫津津樂道之處。承蒙徐悲鴻紀念館惠借，展覽亦會展出一幅徐悲鴻

親繪的罕有任伯年畫像。此外，展品亦包括由中國美術館吳為山館長創作的任伯年塑像。 

http://www.hkmaritimemuseum.org/chi/whats-on/special-exhibitions/91/ 

2) 簡約與華美：18至20世紀中國家具 

展覽日期：由2019年6月24日至2019年9月22日 

展覽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文物館展廳 IV 

清代家具主要有三大類：廣式家具、京式家具和蘇式家具，又稱廣作、京作、蘇作。 

廣州在 1757-1860年間是清代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商品經濟極度繁榮。廣式家具從清代中葉開始逐

漸形成自己風格。因鄰近東南亞木料產地，廣式家具用料充裕，體質厚重，構件多整木製成而不拼接，

並講求木性一致，多大面積雕刻。同時，因受西方藝術影響， 流行束腰、羊蹄腿、足部雕刻等設計

以及西番蓮紋圖案，對中國傳統家具樣式產生巨大衝擊和影響。廣式家具用材以酸枝木為主。 

京式家具又稱清式家具，主要指清宮造辦處所製家具。京式家具用料較廣式小、蘇式大；造型取廣式，

線條仿蘇式。用材講究，精雕細刻，常見金銀、玉石、象牙、琺瑯鑲嵌。除具標識皇室身份的龍鳳外，

亦流行雷紋、螭紋、夔紋、獸面、夔鳳等古代青銅、玉器紋飾，盡顯皇家用品之奢華、尊貴與品位。

京式家具用材以紫檀為主。 

蘇式家具是指以蘇州為中心的長江中下游地區所生產的家具。明式家具即以蘇式為代表。蘇式家具最

大特點是造型輕小、裝飾簡秀、用材精打細算。裝飾題材多以歷代名畫、神話故事為稿，習見松、竹、

梅、山石、花鳥、風景圖案。主要用料有黃花梨、紫檀、鐵力木、雞翅木、癭木等。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自 2019年 6月 24日開始，舉辦《簡約與華美：18至 20世紀中國家具》展，包

含屏風、茶几、貴妃榻、扶手椅、書檯、箱櫃等三十餘項，以廣式家具為主。配合家具，同場還將展

出新近入藏之清代廣東外銷畫及老北京風俗畫。 

3) 北山汲古：中國繪畫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展廳 I、II 

展期： 

第1期：2019年9月21日～10月27日 

第2期： 

展廳 I：2019年11月9日～12月15日 

展廳 II：2019年11月1日～12月15日 

文物館網址：http://www.artmuseum.cuhk.edu.hk/en/exhibition/current/ 

http://www.hkmaritimemuseum.org/chi/whats-on/special-exhibitions/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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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近年對利氏北山堂捐贈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之書法、紫砂、碑帖銘刻拓本的整理研究之後，這次的

「北山汲古：中國繪畫」特展，精選一百二十件北山堂捐贈與寄存文物館之古代繪畫作品，分兩期，

展現宋元以來中國繪畫藝術的成就與多元面貌。此次的展覽依山水、花鳥蟲草、宗教、人物寫真、仕

女、揚州、廣東與女性畫家等門類，分十個單元，以畫蹟反映各畫家獨特的技藝巧思，及其所身處的

時代環境與藝術氛圍。展出作品不乏如陶鉉（活躍於14世紀）《幽亭遠岫圖》、文伯仁（1502–1575）

《煙江疊嶂圖》、董其昌（1555–1636）《仿各家山水圖》、龔賢（1618–1689）《燕子磯山水圖》、石濤（1642–

1707）《花果圖》等代表性北山堂藏畫精品。是次展覽也特選多件首次公開展示的繪畫珍品，如（傳）

祁序（約11世紀）《牧羊圖》、林良（約1436–約1487）《松樹雙鳥圖》、佚名《王士禛賞梅賦詩圖》等。

希望聯同與中大藝術系師生合作書寫之同名圖錄的出版，一方面反映北山堂藏畫的獨到品味與廣博興

趣，一方面補充吾人對中國畫史之認識。 

 (請見附檔的展品清單) 

14. 東京國立博物館 

1) 特別展「三國志」  

2019/7/9- 9/16 

本展は、「リアル三國志」を合言葉に、漢から三國の時代の文物を最新の成果に

よってひも解きます。  

２世紀末、漢王朝の権威がかげりをみせるなか、各地の有力武將が次々に歴史の

表舞臺へと躍り出ました。そうして魏、蜀、吳の三國が天下を分かち、新時代へ

と向かう大きなうねりとなりました。近年、三國志をめぐる研究は曹操高陵の発

掘など空前の活況を呈しています。それらは実物ならではの説得力と、歴史書や

物語をしのぐ迫力があります。2019 年、三國志の"新時代"が始まります。  

https://sangokushi2019.exhibit.jp/index.html#overview 

2) 中国の石刻画芸術 

7室  2019年4月2日（火） ～ 2020年4月5日（日） 

後漢時代（1～2世紀）の中国山東省や河南省南部等では墓の上に祠（ほこら）を、地下には棺など

を置く部屋である墓室を石で作りました。祠や墓室の壁、柱、梁などの表面には、先祖を祭るため

に当時の世界観、故事、生活の様子などを彫刻して飾りました。画像石と呼ばれるこれらの石刻画

芸術は中国の様々な地域で流行しましたが、ここではとくに画題が豊富で優品の多い山東省の作品

を一堂に集めて展示します。 

3) 御即位記念特別展「正倉院の世界－皇室がまもり伝えた美－」  

https://sangokushi2019.exhibit.jp/index.html#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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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成館 特別展示室  

2019年10月14日 ～ 2019年11月24日 

天皇陛下の御即位を記念し、正倉院宝物を中心とした飛鳥・奈良時代の国際色豊かな造形文化に焦

点を当てた特別展を開催します。本展は、正倉院宝物と法隆寺献納宝物という日本を代表する文化

財が一堂に会する稀有な機会です。また、令和元年の本年にこそふさわしい、日本文化を世界に発

信する展覧会です。皇室が守り伝えたかけがえのない日本の美、今後も受け継がれゆく悠久の美を

ご覧いただきます。 

https://www.tnm.jp/modules/r_free_page/index.php?id=1968 

(請見附檔的展品清單) 

15. 出光美術館 

1) 唐三彩 ―シルクロードの至宝 

2019年6月22日～8月25日 

20世紀初頭の中国で鉄道敷設工事中に偶然発見され、その存在が知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唐三彩。そ

の名の通り、唐時代（618 - 907）に緑釉・褐釉・白釉（透明釉）という三色、あるいは、コバルト

を用いた藍釉を加えた多彩な鉛釉をかけ分けた装飾が特徴です。華麗な色釉に彩られた多色釉陶器

である三彩は、またたく間に世界のコレクターを魅了し、今では中国陶磁を代表する存在となって

います。 

この時代はシルクロードを通した東西交流が盛んな時代でもありました。砂漠の貿易商人である胡

人（ソグド人）や長距離交易の際の乗り物であったラクダといった異国情緒たっぷりな人物や動物

の像、さらには西方伝来のうつわ類を再現した唐三彩は、国際色溢れる当時の雰囲気を私たちに教

えてくれます。 

また、王侯貴族の葬礼を彩り、来世での使用のために墳墓内に埋納された唐三彩は、当時の陶芸技

術の粋をあつめた芸術品でもあり、まさに至宝と呼ぶにふさわしい作品なのです。 

本展では、平成21（2009）年開催の「中国の陶俑（とうよう）」展以来10年ぶりに、出光コレク

ションの唐三彩を厳選し、一堂に展観します。 

さらに、中国の周辺、北部草原地帯に王朝を建設した契丹（きったん）族の遼（りょう）と西方の

ペルシア地方に誕生した独特の三彩（遼三彩とペルシア三彩）、および、唐の滅亡後におこった歴

代の王朝（金～清時代）において、制作の伝統が守られながらも、新たに発展してきた多種多様な

三彩スタイルの陶磁器もあわせてご紹介します。 陶磁器装飾の一つのスタイルとして、アジア各

地で花開いた三彩の美の世界をご堪能ください。 

http://idemitsu-museum.or.jp/exhibition/present/ 

2) 「名勝八景 ―憧れの山水」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tnm.jp%2Fmodules%2Fr_free_page%2Findex.php%3Fid%3D1968%26fbclid%3DIwAR2ZPxvXe8nCCyWqjPtUFKKBlG4RCvsV9-1xIaoAeJYZS1VIeDoZ89sJ7oI&h=AT1piTI8MHKSZdN4doqd2OroiFmPfQ2wvWLm9xnJSIWfbTXTVaCneKV448r-h3Xo68GeBJORUsJSLH9l89y7Pb9R9xNGvxzqsBGNnxl4MMp-hHHhXRixochpSHxYCu1N1TWTkb3jv3rNTJoDV9N8jhHwjmmJ4ppwq0UfmGuuAk8I-aFGzkuF7xL2UgHs0LG0-j9cWmozQAzzNO_A4IDh5rqteHax9nqZqH6gSNVFmxPxIX2qHyJW6yJd7jau9JeOzvnQtFEN6_kmFENMkvEyKdzLSF7WCJ_n4FswLsPz41uvSqHoPYzsnm_sZpIaXsHTMsLqEckbw9MY4dhbbYAcCH8o4qrAHrgbe1f-Tf6iYGoDkHPhavnwIam_sE_C99rrxtk89mgKGFH6VfCddTj8BboooA08tb6FajchAwAK8hjpixRVcGcjZU-IZtPBIc2RyIsnHbvdBSC_RdGzPLARsxGoq4AzGBr7SH2X61lCuM1GIkVbfCSXs48NitOc3060QFeV4iybrAUFGLY6mqV6ElIEpeUDMdn_GIZ8o63RpaF3DMrCW0F8qvGaTNHjpGFLJgPh6uUq0dAlM5HiD8nU52ga-E6H6B4-w2jILaiWs0A3hfV9ZpeX7CU1Cfjxh7HhY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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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11月 10日

%E3%82%88%E3%81%BF%E3%81%8C%E3%81%88%E3%82%8B%E5%A4%A7%E5%90%8D/?fbclid

=IwAR3UUna1QKoYbicqb09HCsux_1Po4XQVKXNY4WIyuFM7X0hQDXQiEwjvDNE 

16. 京都國立博物館  

守美傳美——託付於京博的曠世之寶 

紀念 ICOM京都大會隆重召開 特別企劃  

2019年8月14日 ～ 2019年9月16日 

17. 奈良國立博物館  

  1) 名品展 : 珠玉の佛教美術  <繪畫> 

  2019/8/20-9/23 

「東アジアの宗教絵画」〈西新館〉 

https://www.narahaku.go.jp/exhibition/2019mei/2019mei_109_kaiga.html?fbclid=IwAR2sM3vQrHUauyd6tX0j

sF9G4j8rr1uFjbnKSHlrO41OdTQHUwXmXL2vx7g 

2) 正倉院展  

10/26-11/14 

https://www.narahaku.go.jp/exhibition/2019toku/shosoin/2019shosoin_press_list.pdf?fbclid=IwAR3fld3q_Q3

Q9AB_KreHPfhND7fbuYrugkYFWJwCNW8tPmxZYMHY7L_Vd2c 

18. 廣島縣立美術館 

入城400年記念 広島浅野家の至宝 ―よみがえる大名文化―  

2019/9/10-10/20 

https://www.hpam.jp/museum/exhibitions/%E5%85%A5%E5%9F%8E400%E5%B9%B4%E8%A8%98%E5
%BF%B5-%E5%BA%83%E5%B3%B6%E6%B5%85%E9%87%8E%E5%AE%B6%E3%81%AE%E8%87
%B3%E5%AE%9D- 

 

19. 靜嘉堂文庫美術館 

墨の美術 

8/31-10/14 

 

20. 根津美術館 

日本・東洋の花鳥表現 

9/7-11/4 

 

21. 大倉集古館   

桃源郷 

https://www.narahaku.go.jp/exhibition/2019mei/2019mei_109_kaiga.html?fbclid=IwAR2sM3vQrHUauyd6tX0jsF9G4j8rr1uFjbnKSHlrO41OdTQHUwXmXL2vx7g
https://www.narahaku.go.jp/exhibition/2019mei/2019mei_109_kaiga.html?fbclid=IwAR2sM3vQrHUauyd6tX0jsF9G4j8rr1uFjbnKSHlrO41OdTQHUwXmXL2vx7g
https://www.narahaku.go.jp/exhibition/2019toku/shosoin/2019shosoin_press_list.pdf?fbclid=IwAR3fld3q_Q3Q9AB_KreHPfhND7fbuYrugkYFWJwCNW8tPmxZYMHY7L_Vd2c
https://www.narahaku.go.jp/exhibition/2019toku/shosoin/2019shosoin_press_list.pdf?fbclid=IwAR3fld3q_Q3Q9AB_KreHPfhND7fbuYrugkYFWJwCNW8tPmxZYMHY7L_Vd2c
https://www.hpam.jp/museum/exhibitions/%E5%85%A5%E5%9F%8E400%E5%B9%B4%E8%A8%98%E5%BF%B5-%E5%BA%83%E5%B3%B6%E6%B5%85%E9%87%8E%E5%AE%B6%E3%81%AE%E8%87%B3%E5%AE%9D-
https://www.hpam.jp/museum/exhibitions/%E5%85%A5%E5%9F%8E400%E5%B9%B4%E8%A8%98%E5%BF%B5-%E5%BA%83%E5%B3%B6%E6%B5%85%E9%87%8E%E5%AE%B6%E3%81%AE%E8%87%B3%E5%AE%9D-
https://www.hpam.jp/museum/exhibitions/%E5%85%A5%E5%9F%8E400%E5%B9%B4%E8%A8%98%E5%BF%B5-%E5%BA%83%E5%B3%B6%E6%B5%85%E9%87%8E%E5%AE%B6%E3%81%AE%E8%87%B3%E5%AE%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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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11/17 

 

22. 五島美術館 

1) 筆墨の躍動 

8/31-10/20 

2) 美のトランジション 

10/26-12/8  
 

23. 永青文庫  

細川家と中国美術秋季展 

10/19-12/8 

「細川家伝来・江戸の唐絵」展＠永青文庫 出陳予定 

生誕260年を記念して、細川斉茲が入手したことが確定できる 

（伝）辺文進「海棠牡丹八哥鳥図」 

「松鷹図」 

沈南蘋「芦雁図」 

呂紀（款）「花鳥図」双幅 

林良（款）「芦雁図」 

（伝）呂健「芙蓉鷺図」 

楊月澗（款）「茄子図」 

顧氏「咸陽宮（楼閣）図」 

謝天游「青緑山水図」双幅 

（伝）劉祥「雲龍図」 

李一和（款）「花鳥図」三幅 

汪肇「月雁図」  

を中心として展示。前期のみ（10月19日～11月10日）修理完成記念で黄庭堅「伏波神祠」を全

巻公開。 

 

24. 國立九州博物館  

室町将軍 - 戦乱と美の足利十五代 

2019/7/13〜9/ 1 

https://www.kyuhaku.jp/exhibition/exhibition_s55.html 

この展覧会では「東山御物」と言われる宋元画が出ています。その並べ方が面白い。過去に根津で

は現在の鑑定による時代順、三井では室町時代の鑑定による時代順、で陳列しました。ここでは足

利将軍家と関わった順番に展示されています。義満・義教・義尚・義政のところに、（伝）徽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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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谿・李迪・梁楷…の名品が。 

25. 神奈川県立金沢文庫 

   特別展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金沢文庫 東洋学への誘い 

7月 20日～9月16日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は「東洋文化の総合的研究」を目的として1941年に創設されました。以

来、アジア諸言語を用いる広範な地域、時代、多様な分野を対象として国内外の研究をけん引し、

東洋学研究の可能性を発信しています。 

このたび、同研究所が所蔵する漢籍善本、敦煌遺書、キジル壁画、東方文化学院東京研究所旧蔵

資料など約100点を一堂に公開します。 

また、金沢文庫が保管する旧鈔本『文選集注』（国宝）や、『論語』、『礼記』などの漢籍の利

用を伝える鎌倉時代の古文書などをあわせてご覧いただきます。 

主要展示作品： 

1 漢籍 宋刊本『史記』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蔵 

2 工芸 瓦当「千秋万歳」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蔵 

3 典籍 瑠璃王経音義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蔵 

4 彫刻 武人像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蔵 

5 彫刻 仏三尊像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蔵 

6 漢籍 国宝 文選集注 称名寺所蔵 

7 古文書 国宝 禅恵書状・十如勘返状 称名寺所蔵 

歐美 

1.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Faces from China’s Past: New Directions in Figure Paintings 

April 6 2019 - September 8 2019 

This exhibition features Chinese figure paintings along with a selection of European prints and miniature portraits. 

These objects offer insights into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conventions of portraiture in distinct cultures. 

They also reveal how the two artistic groups influenced each other. 

For centuries, landscapes were more popular in China than paintings of the human figure. Beginning in the 1500s, 

contact with Europe helped to revive Chinese figure painting. Thanks to expanded global trade, Chinese artists 

were exposed to European portraits through prints. Christian missionaries, many of whom were painters, also 

demonstrated European techniques. These encounters not only introduced new stylistic elements but also 

promoted portraiture in China. Portraits of Chinese subjects by European artists further illuminate artistic exchange 

from the 1500s through the 1800s. 

https://nelson-atkins.org/events/faces-chinas-past/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nelson-atkins.org%2Fevents%2Ffaces-chinas-past%2F%3Ffbclid%3DIwAR2eY2Wfx7TWXAD_c49MWfJCWQBRFC0FstfZ7XsOq2VjZ037dzdZYgnsG2M&h=AT1zcKdwWt9JPilyrwGZegf9AWueBxBTvOTfOn8EuPIUiaU83ZQ1oQTHl-4C1NrMmZt9RMtVPfTsiDXqhp74eQZAmdSHVlvLH3V0TXzGwAww7sGP5WACRb1KOd9GcU6cUDI5466ePXVFOI7AWN-Iqq72LeDRYO3fInbzaKOJij8G__evtxlXbsxGJdyfrWxSd9hHU0NXiQGXcgsbcASKtHiLhNN4nfHsNvVauxt4ZkeXH5bTK5uN1zoSGbTIbp33GVC6yuBBlyR5ytHepY4V5H5hpLO1P3rVp6oATOovgNm7n4cCIT_5QJDpmqfI3FXhu41yxs1MZlfARruRUKSa1RITleaqiPswkeSfjLtbT5EEavdAwhvCEQEjFWmWzFSiLFZ30PR1OZohIMdj5qCvjmgqae4tzPhv8eiqTH5kL9ga-qeXpT_plCrqqvaneBLvpO_LnBFh1bNNuLPdjBxSgzDdpknMyIfI3nkzA9UyZdPzHxlgRtGerZsrQuXPCqJBlNHSMYlZNcrZOcqNIfZPx6qgPe7iUbooX2RD5esvr53I-6-liXxfpLTgfcgDgTO6rwGyaqVTIayOCRc5gZXR2rJUOVQrcB5ZROZOTw98SA72A2M4weaFEjvB4XQrzb_mDZ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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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 

1. 故宮南院「交融之美：神戶市立博物館精品展」系列講座 

1)  8月17日13:30至15:00 

從南蠻到異人：近代日本美術中的奇人奇物  

林素幸（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副教授） 

2) 8月 17日15:15至16:45 

水墨的足跡：日本黃檗、南蘋畫派與台灣明清水墨畫風 

邱琳婷（東吳大學歷史系兼任助理教授） 

2.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妙筆傳神萱暉堂講座系列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L1 

為配合文物館最新展覽《妙筆傳神：中國美術館藏任伯年人物畫特展》，將舉辦「妙筆傳神萱暉

堂講座系列」。講者陣容鼎盛，包括來自中國美術館、兩岸故宮、台灣中央研究院、愛丁堡大學

以及中大藝術系的資深專家。 

1) 2019年8月16日(五) 下午3時至5時 

講題1：妙筆傳神——任伯年的人物畫 

講者1：周晉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副教授） 

語言：普通話 

2) 講題2：徐悲鴻所作之任伯年畫像 

講者2：陳芳芳（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博士） 

語言：粵語 

3. 広島県立美術館講演会 

1) 「浅野家伝来の宋元絵画」 

日時：9月22日（日） 13:30～15:00 ［開場13:00］ 

講師：板倉聖哲（本展企画委員） 

場所：地階講堂（先着200名） 

2)「広島浅野家の至宝ーよみがえる大名文化」 

日時：10月6日（日） 13:30～15:00 ［開場13:00］ 

講師：隅川明宏（当館学芸員） 

場所：地階講堂（先着200名）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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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狩野派與中國」工作坊 

2019/8/27  9:00-17:40 

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第二會議室 

    

2.「中國西南地區近年考古發展」工作坊 

會議日期：2019年9月12日（週四） 

會議地點：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大樓704會議室 

主辦人：林圭偵 

本會議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erXamCcPvM5C37V77（不受理電話報名）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2019年8月30日止，考古學相關領域（人類學、歷史、民族、地質等）人員優

先錄取，錄取名單將於9月9日於本所網頁公告。 

 

研討會 

1. 第六屆古代墓葬美術研究國際學術會議 

2019年8月15 -17日 

芝加哥大學北京中心 

該會議每兩年舉辦一次，今年是第六屆，也是這個系列會議的最後一屆。墓葬美術是傳統中國歷時最

久、植根最深的一個禮儀美術傳統。隨著考古材料不斷湧現以及綜合學科成果的啟迪，墓葬美術已經

成為一個非常重要並且不斷發展壯大的研究領域。 

主辦： 

芝加哥大學東亞藝術研究中心、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北京大學視覺與圖像研究中心 

https://mp.weixin.qq.com/s/xNKUdsPlxOeHv3Mui1gd7w 

2.  中亞和東亞地區的佛教金石雕造、保存與研讀 

牛津大学 

2019年 8月 20-21日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roduction, Preservation and Perusal of  

Buddhist Epigraphy in Central and East Asia 

  

Dates: August 20-21, 2019 

Venue: St Anne’s College (Woodstock Road, University of Oxford, UK) 

    Sponsoring 主辦: 

https://forms.gle/erXamCcPvM5C37V77?fbclid=IwAR07Wf8v9reJQLIhqSrEc35-jOMT01Kej4TqtU_eynPWnW78h6d8pVubdKo
https://mp.weixin.qq.com/s/xNKUdsPlxOeHv3Mui1gd7w?fbclid=IwAR3EZEQ6AoxTstR6WLOKBTnHW75ktrRKTEwfbGXm7KziL-ykAtulYd_iz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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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Center for Buddhist Texts and Arts (RCBTA) at Peking University 

北京大學佛教典籍與藝術研究中心 

The FROGBEAR Project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拔地入雲計畫 

Glorisun Global Network of Buddhist Studies at Oxford 

牛津－旭日國際佛學研究網絡 

Hosting 承辦: 

Glorisun Global Network of Buddhist Studies at Oxford 

牛津－旭日國際佛學研究網絡 

  

DAY I 第 1日 

August 20, 2019 

  

8:50-9:00 

陳金華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與于江寧（龍門石窟研究院） 致歡迎詞 

9:00-11:30Panel 部會 1 

Stone Images 造像 

 (氣賀澤保規   主持) 

1.1.童嶺 (南京大學): 

Diplomatic Relations of the Buddhist Kingdom Beiliang 北涼: A Research on theTime of Juqu 

Mengxun’s 沮渠蒙遜 Building Stone Buddha for His Mother on Mount Tianti天梯山 

1.2. 孫英剛 ( 浙江大學): 

北朝時期的燃燈佛造像與王朝政治 

1.3.陳志遠 (中國社會科學院): 

釋“七世父母”——石刻造像記定型句研究之一七世父 

1.4.Mylinda SUN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大足寶頂山石刻南宋第十八龕觀無量壽經變研究 

Comment (10:00-10:15)     

Alexei DITTER 迪磊     評議 

Discussion (10:15-11:00) 

Open Floor 開放討論 

  

13:00-14:45Panel 部會 2  

Local Buddhism Inscribed on Stone 石刻所見地域佛教 

(童嶺   主持)   

2.1. 王珺 (北京大學): 

古漁陽地區佛教寺院碑刻流布與民間信仰調查——以香水寺為中心 

2.2.張成渝 (北京大學) &張乃翥 (龍門石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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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維書幢的發現及其與龍門地區佛教文化的因緣 

2.3. 焦建輝 (龍門石窟研究院): 

龍門石窟的「業道」像 

Comment (13:45-14:00) 

張雪松     評議 

Discussion (14:00-14:45) 

Open Floor 開放討論 

  

15:00-16:45Panel 部會 3   

Stone Biographies 墓誌銘 

(Claudia WENZEL 温狄婭  主持)   

3.1.Stephanie BALKWILL 白思芳 (The University of Winnipeg ): 

The Earliest Known Biography of a Chinese Buddhist Nun 

3.2.朱雋琪 (Rutgers University ): 

Exemplary Deaths of Buddhist Lay Practitioners in Medieval Chinese Entombed Epitaph 

Inscriptions (Muzhiming) 

3.3.Alexei DITTER 迪磊 (Reed College): 

Memory-making in Tang dynasty BuddhistMuzhiming: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Comment (15:45-16:00) 

George KEYWORTH 紀强   評議 

Discussion (16:00-16:45) 

Open Floor 開放討論 

  

Day II 第 2日 

August 21, 2019 

  

9:00-10:30Panel 部會 4 

Stone Scriptures 石經 

 (馮國棟  主持) 

4.1.氣賀澤保規 (日本明治大學): 

房山石經唐代《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的刻經與“巡禮” 

4.2. 張雪松 (中國人民大學): 

房山石經《一乘法界圖合詩一印》發微 

4.3Claudia WENZEL 温狄婭 (Heidelberg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Imprinting the Living Rock with Buddhist Texts: On the Creation of a Regional Sacred Geography in 

Shandong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ixth Century 

Comment (9:45-10:00)     

T. H. BARRETT 巴瑞特  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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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10:00-10:30) 

Open Floor 開放討論 

  

10:45-12:15Panel 部會 5   

Chan & Esoteric Buddhism 禪與密 

( 倉本尚德    主持) 

5.1.T. H. BARRETT 巴瑞特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 

“Against Epigraphy: Once More a Visit to Zen and History” 

5.2.劉泳斯 (中央民族大學): 

道㲀《顯密圓通成佛心要》新考  

5.3. George KEYWORTH 紀強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Longkan Shoujian 龍龕手鑒 as a Glossary on Dhāraṇī Carved in Stone in the 

North Pagoda at Chaoyang and in Manuscripts from 12th Century Japan 

Comment (11:30-11:45)     

Stephanie BALKWILL 白思芳  評議 

Discussion (11:45-12:15) 

Open Floor 開放討論 

  

14:00-15:30Panel 部會 6    

State, Literati, Local Networks, and Sacred Narratives 士大夫、皇族婦女、地方網絡與神聖敘述  

(孫英剛   主持)   

6.1. 倉本尚德 (京都大學): 

初唐皇家供奉寺院的變遷────從智首碑談起 

6.2. 陳金華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Identity and Network: Yan Zhenq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Vinaya Lineage 

6.3.馮國棟 (浙江大學): 

宋「大安塔碑銘」疏證——兼論宋初皇族婦女與佛教 

6.4.紀贇 (Buddhist College of Singapore): 

宗族、士紳網絡構建與國族文化認同：新加坡蓮山雙林寺碑銘考訂 

6.4. 李嬋娜 (Institute for the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Asia): 

Offering to the Buddha or the Saṅgha?: One Perspective of Problematizing the 

Buddha-Saṅgha Hierarchy through Narratives and Epigraphs 

Comment (15:15-15:30) 

Jessey J.C. CHOO 朱雋琪  評議 

Discussion (15:30-16:15) 

Open Floor 開放討論  

16:30-17:30 

最終討論並總結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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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皇朝禮器圖式》國際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時間： 2019 年 08 月 22 日（四）上午 9：00 至 2019 年 08 月 23 日（五）下午 6：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第二會議室 

報名期限： 即日起至2019/08/16 17:00 （額滿截止） 

相關連結： http://www.mh.sinica.edu.tw/UcEvent00_Detail.aspx… 

(議程請見附檔) 

4.2019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9/8/28-30 

   http://mingching.sinica.edu.tw/News_Detail/1630 

 

網路資源 

1) 墓誌數據庫－浙大墓誌庫 

資訊連結：http://csid.zju.edu.cn/tomb/stone?from=singlemessage 

2) Library of Congress rare book collection online 

https://www.loc.gov/collections/chinese-rare-books/?fbclid=IwAR1kqwasBc7t70Ch9aG0lS_h0lV_ygwYoMA

mGfRAcOWjFUkAkh9A1RjuY_A 

3) V & A: Chinese Iconography Treasures (CIT) 

The CIT brings together sinology, art histo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to create the first thesaurus of Chinese 

iconography. CIT will be a valuable research tool that will enhance the accessibility and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art. 

Launched in 2016 with a three-year research grant from DCMS, UK. 

Context 

Traditionally considered a methodology rooted in European art history, iconography has been historically employed to 

index and access images related to Euro-American art. Because of the lack of alternative models for documenting 

non-western artefacts, Chinese art objects housed in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collections have often been 

catalogued according to Eurocentric classifications. The CIT presents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create an alternative 

classification scheme rooted in the specificity of Chinese visual culture and foster systematic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European art. 

Aim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mh.sinica.edu.tw%2FUcEvent00_Detail.aspx%3FeventID%3D1454%26tableName%3DEvent%26tmid%3D21%26mid%3D57%26fbclid%3DIwAR1iGj_0m59fpNfz2D3PNULLj5fWN2wbcvoJrnxur9T8Jrf9YG2BVlHrXO0&h=AT17sv_PYhkvrCCmKvAR63_4jFluHAPsuu07CiWx6t2jjBl4bCNzsN9ZtdMxmUuKVXuDwLL_Va1Qo6XXd-XO4z3Kwm-2PwwVQJlkIBMBZx_kswVAoksAcZa1uJdGTvzdxmGjMtR3uzKrlqLgScgrBa80nvWpU845YFjuVr5_NNbFfWjRvkqK7g5xLog4uKQcaCOuODp-NZQv_UTnAyvnRNljhzxG4cBvmJiwDBQ-xo-GACbiq3SggmHCRN2wtBd38FQnUZeTbEFEiC8eIPE-NArU970FBct_SOlGPR-XbMsTClNy92LdmeiSm6oyLZ7LUnJFgn1t8iTh47NS6DxH7XURFK2YjFJfKT9IZxWZNUXP7lq212nxkyut16FxfHA5b6z6nTNIpb1-H0Pv5ljj7nFGAxbyvygIYMBqUCMXft8-eHkOX3h_XUEZizF_j-tHmVUxXis-jx-v9SNlzayRcFs2JHCV4cPcPh3CyDLjYBuF_frgepvZ0lh_oSu_RIpJTcDi6TDQ-j1oWsQXb2oP55GhlDqXPps-iNO-2ePUQDYjNnV2WQssKGCnLs2c8P3f5g5XHs6WhPLWICGlc5ArATEftB9-sgqrwR-5M_YdAXqRM9ZyVYoK7FxX3tfkSE052P0
http://mingching.sinica.edu.tw/News_Detail/1630
http://csid.zju.edu.cn/tomb/stone?from=singlemessage&fbclid=IwAR3lgk0JQQdjQZcXiOfDL4w8wAitFnwUF-2f8doRSRcI1ym7iaBnikFvP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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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 aims to create an indexing standard that will facilitate access and inter-operability of Chinese digital images across 

collections. It will provide professionals in museums, libraries and image archives with a controlled vocabulary that will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ataloguing practices for Chinese collections. An online database of Chinese art images indexed 

with the CIT terminology will deliver a dynamic and open-ended research tool that will enable a wide spectrum of users 

to explore the contents of,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individual works of art. 

Outcomes 

The CIT terminology will be released in autumn 2019 as an open access and downloadable document, along with the 

image database that will contain objects from the V&A as well as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in New York and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n Taipei and will feature browsing and search functions. The outcomes will be made available 

through the V&A website and a dedicated website hosted by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The release of CIT 

terminology and its image database will be accompanied by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rganis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OCAT Institute in Beijing. 

https://www.vam.ac.uk/research/projects/chinese-iconography-thesaurus-cit?fbclid=IwAR3aoFu9VTcxsYtRhsV-Skd

2wyHd5EuAGN4vcaihFd__gWVZ9I2eQgePcag 

4)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善本方志資料庫 

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MPIWG) in Berlin has partnered wit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to launch the first high-quality, scholarly open-access database from the rare Chinese local gazetteers in its 

holdings. 

These full texts were produced manually rather than by OCR to ensure the highest accuracy (>99 per cent), and 

titles for production were selected based on rarity and geographic coverage, vis-à-vis those already digitized in 

commercial databases. Together with scanned pages already made available by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scholars 

now have a full set of high-quality, digitized corpus of Chinese local gazetteers for research without paying 

subscription or licensing fees. 

https://www.mpiwg-berlin.mpg.de/research/projects/rare-local-gazetteers-harvard-yenching-library-open-access-

collection?fbclid=IwAR1S-GTmPSP-nO98UjiRfBlVy5MBvICc7_BlPr1sSYDwcAaBrMk8k9faCng 

https://www.vam.ac.uk/research/projects/chinese-iconography-thesaurus-cit?fbclid=IwAR3aoFu9VTcxsYtRhsV-Skd2wyHd5EuAGN4vcaihFd__gWVZ9I2eQgePcag
https://www.vam.ac.uk/research/projects/chinese-iconography-thesaurus-cit?fbclid=IwAR3aoFu9VTcxsYtRhsV-Skd2wyHd5EuAGN4vcaihFd__gWVZ9I2eQgePc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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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汲古：中國繪畫」展品清單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展廳 I、II 

 

展期：第 1期：2019年 9月 21日～10月 27日 

            第 2期：一號展廳：2019年 11月 9日～12月 15日 

      二號展廳：2019年 11月 1日～12月 15日 

 

壹、腕底雲煙 

 

 年代 作者 品名 館藏編號 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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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江山勝景 

 年代 作者 品名 館藏編號 展期 

1 明 文伯仁 煙江疊嶂圖 卷 
1995.0675 1 

2 明 張復 山水人物圖 卷 
1995.0528 1 

3 明 吳彬、胡宗仁、高
陽 

江山勝覽圖 卷 
1995.0404 2 

4 明 鍾惺 金陵十景圖 冊 
1995.0550 2 

5 明末清初 黃向堅 尋親圖 卷 
1995.0563 2 

6 清 周榘 長江萬里圖 卷 
1995.0711 2 

7 清 萬上遴 西溪漁隱圖 卷 寄存 
1 

 

1 南宋至元 （傳）朱德潤 楓岸輕舟圖 扇面冊頁 寄存 
1 

2 元 陶鉉 幽亭遠岫圖 軸 
1996.0488 

1、2 

3 明 李在 崇山水榭圖 軸 
1996.0081 1 

4 明 文嘉 邗江山水圖 卷 
1995.0673 2 

5 明 劉原起 院落歸舟圖 扇面冊頁 寄存  
1 

6 明 陳繼儒 雲山墨戲圖 卷 
1995.0535 1 

7 明 趙左 巖壑藏脩圖 冊頁 

暖雲籠岫圖 冊頁 

1995.0543 

1995.0544 

1 

8 明末清初 葛徵奇 山高水長圖 卷 
1998.0055 2 

9 明末清初 弘仁、蕭雲從、鄭
旼、韓鑄、黃呂 

新安逸韻 冊 
1995.0506 1 

10 明末清初 項聖謨 松泉圖 軸 
1995.0557 1 

11 明末清初 關思 松壑幽居圖 軸 
1995.0529 1 

12 明末清初 方以智 山水人物圖 軸 
1995.0492 2 

13 明末清初 顧殷 山水圖 冊 
1995.0564 1 

14 明末清初 查士標 尋秋策蹇圖 軸 
1995.0565 2 

15 明末清初 龔賢 燕子磯山水圖 卷 
1995.0496 

1、2 

16 明末清初 戴本孝 泉壑幽居圖 軸 
1995.0502 2 

17 清 翁陵 山水圖 冊 
1995.0478 1 

18 清 嚴怪 山水圖 冊 
1999.0321 2 

19 清 韓臥金 山水小景圖 冊 寄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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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仿古山水 

 年代 作者 品名 館藏編號 展期 

1 明 戴進 仿馬遠踏歌圖 軸 
1996.0079 

1、2 

2 明 姚綬 臨趙孟頫秋江獨釣圖 

軸 

1996.0082 2 

3 明 錢貢 仿文徴明溪山雅集圖 

軸 

1996.0094 2 

4 明 董其昌 仿各家山水 冊 
1995.0460 1 

5 明 李流芳 山水圖 軸 
1995.0473 1 

6 明末清初 袁尚統 湖山曠覽圖 冊 
1995.0545 1 

7 明末清初 翁陵、王時敏、吳
宏、馮肇𣏌、公
桓、周鼐 

山水集錦 冊 
1995.0477 1 

8 明末清初 王鑑 縮本仿古山水 冊 
1995.0407 2 

9 明末清初 藍孟 雪嶠行征圖 軸 
1995.0525 1 

10 明末清初 陸遠、高簡、宋駿
業、李炳 

祝壽圖 軸 寄存  
1 

11 明末清初 王翬 仿胡廷暉淺絳山水圖 

軸 

1995.0419 2 

12 清 曹有光 山水圖 冊 
1995.0561 2 

13 清 汪家珍 仿宋元山水圖 冊 
1995.0712 1 

14 清 蕭慧 瀟湘八景詩意圖 冊 寄存  
2 

15 清 宋葆淳 仿宋元山水圖 冊 寄存  
2 

16 清 汪恭 摹古山水圖 冊 
1999.0335 2 

17 清 張崟 仿趙孟頫苕霅漁樂圖 

軸 

1999.0347 1 

18 清 湯貽汾 仿古山水圖 冊 
2002.0911 1 

19 清 陳彬 仿古山水圖 冊 
1999.0396 2 

 

肆、花鳥雜畫 

 年代 作者 品名 館藏編號 展期 

1 南宋 （傳）祁序  牧羊圖 扇面冊頁 寄存  
2 

2 明 夏㫤 奇石清風圖 軸 
1996.008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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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明 孫克弘 朱竹圖 卷 
1995.0688 1 

4 明 朱鷺 竹石圖 軸 
1995.0531 2 

5 明末清初 石濤 花果圖 冊 
1996.0068 

1、2 

6 清 達真 蘆雁芙蓉圖 軸 
2001.0004 2 

7 清 高其佩 枝頭雙鳥圖 軸  寄存 
2 

8 清 潘恭壽 仿古蘭竹八段圖 卷 
1995.0708 2 

9 清 蔣寶齡、許菊人、
朱熊、蔣茞生 

芝石圖 軸 
1999.0362 1 

10 清 洪範 果蔬圖 冊 
1999.0343 1 

11 清 姚燮 花卉圖 冊 
1999.0371 2 

12 清 劉子宣、劉德六 博古花卉圖 軸 
1999.0530 1 

13 清 張槃 花鳥圖 冊 
1999.0374 1 

14 清 王禮 花鳥圖 冊 
1999.0378 

1、2 

15 清 周閑 設色花卉圖 冊 寄存 
2 

 

五、仙佛世界 

 年代 作者 品名 館藏編號 展期 

1 明 張路 仙人瑞鹿圖 軸 
1996.0084 1 

2 明 鄭重 摩利支天圖 卷 
1995.0548 2 

3 明 蘇霖 大勢至菩薩像 軸 寄存 
2 

4 明末清初 呂煥成 海屋添籌圖 軸 
1995.0567 2 

5 清 方薰 摹唐寅玉骨仙人圖 軸 
1999.0334 2 

6 清 佚名 道教仙真圖 軸 
1981.0141 1 

7 清 華子宥 羅漢圖 軸 
1986.0024 1 

8 清 江蓉 白描九歌圖 冊 
1999.0390 1 

 

陸、寫貌圖真 

 年代 作者 品名 館藏編號 展期 

1 明 郭詡 謝東山像 軸 
1996.0083 

1、2 

2 明末清初 佚名 王士禛賞梅賦詩圖 卷 寄存 1、2 

3 清 翟繼昌、朱昂之、
張培敦 

竹笑蘭言圖 卷 寄存 1、2 

4 清 顧鶴慶 詩龕祭詩圖 軸 
1999.035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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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清 沈燮 秋聲燈影圖 卷 
2000.0206 

1、2 

6 清 沈榮 白描姜夔像 軸 
2000.0004 

1、2 

7 清 吳立程 紅蘭吟館主人像 軸 
2000.0008 

1、2 

8 清 佚名 秋林瀹茗圖 卷 
1999.0394 

1、2 

9 清 佚名 晴江春曉圖 冊 
1995.0714 

1、2 

 

柒、國色天香 

 年代 作者 品名 館藏編號 展期 

1 明 佚名 女孝經圖 卷 寄存 1、2 

2 清 闕嵐 倚樹仕女圖 軸 
1999.0524 1 

3 清 顧洛 鬪香圖 軸 
2000.0013 2 

4 清 改琦 吹簫仕女圖 軸 
1995.0701 

1、2 

5 清 費丹旭 庭院撲蝶圖 軸 
1999.0368 1 

6 清 湯祿名 梅屋仕女圖 軸 
2001.0008 1 

7 清 郭岱 採蓮仕女圖 軸 
2000.0210 2 

8 清 張琦 竹蔭仕女圖 軸 
1999.0389 1 

9 清 顧春福 桐蔭仕女圖 軸 
2000.0005 2 

10 清 吳穀祥 樓臺仕女圖 軸 寄存 
2 

 

捌、揚州逸韻 

 年代 作者 品名 館藏編號 展期 

1 清 高鳳翰 西園翰墨圖 冊 
1998.0057 1 

2 清 李鱓 歲朝清供圖 軸 
1977.0027 1 

3 清 汪士慎 花卉圖 冊 
1998.0058 2 

4 清 金農 墨竹圖 軸 寄存 
1 

5 清 高翔 寒窗十詠圖 冊 
1998.0059 2 

6 清 鄭燮 竹石圖 軸 
1973.0676 2 

7 清 李方膺 菊石圖 軸 
1977.0056 2 

 

玖、粵地丹青 

 年代 作者 品名 館藏編號 展期 

1 明 顏宗 江山勝覧圖 卷 
1994.0065 1 

2 明 林良 松樹雙鳥圖 軸 寄存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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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明 萬國楨 四清圖 軸 
1984.0099 2 

4 明 袁登道 烟雨無垠圖 卷 
1979.0037 2 

5 明末清初 張穆 雙駿渡河圖 軸 
1998.0053 1 

6 明末清初 高儼 四時山色圖 卷 
1998.0056 2 

7 清 黎簡 大烏峰圖 軸 
1995.0433 1 

8 清 謝蘭生 山水圖 冊 寄存 
1 

9 清 吳榮光 山水圖 軸 
1986.0025 2 

10 清 蘇六朋 白玉蟾像 軸 寄存 
1 

11 清 何翀 人物花鳥圖 冊 寄存 
1 

12 清 居巢 菖蒲奇石圖 扇面冊頁 
1995.0437 1 

13 清 蘇仁山 雲泉高閣圖 軸 
1990.0055 2 

14 清 居廉 花卉草蟲圖 冊 
1996.0069 2 

15 清末民初 梁于渭 暑雨乍涼圖 軸 寄存 
2 

 

拾、玉臺妙墨 

 年代 作者 品名 館藏編號 展期 

1 明 馬守真 雙清並秀圖 軸 
1995.0689 1 

2 明 文俶 蝴蝶圖 卷 
1995.0676 2 

3 明 邢慈靜 七佛圖 冊 
1995.0519 2 

4 明末清初 黃媛介 浮煙空翠圖 軸 寄存 
2 

5 明末清初 蔡含 仿夏㫤橫松圖 卷  
1995.0691 1 

6 清 廖雲錦 梅竹雙清圖 軸 
1999.0523 2 

7 清 薩克達・介文 俯視一切圖 軸 
2001.0006 1 

8 清 金禮嬴 美人芳樹圖 軸 
1999.0355 

1、2 

9 清 吳尚熹 緱嶺仙餐圖 卷 
1982.0092 2 

10 清 吳規臣 花卉圖 冊 
1999.0376 1 

11 清 朱美瑤 山水圖 冊頁 
1982.009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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