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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代宮廷山水畫中，有一類作品專門描繪帝王巡幸所經之地，包括行宮與

周遭景致，甚至還有地方名勝以及人跡罕見之地，這些作品均屬地景畫的表現類

型，呈現出高度實景性質，於建築的描繪也大多細膩，但畫面上罕見人跡，也不

描繪巡幸隊伍或地方風俗，更未涉及宮廷儀制與事件描述。這類作品多為帝王敕

命製作，由具備詞臣身份的畫家繪製，不僅如此，作品多配有御製詩句，而詩句

內容也以描述地景為主。這類作品數量龐大卻未見專文討論，因此，本文以乾隆

朝詞臣董邦達的盤山系列圖繪為主軸，採用其所繪製的《田盤勝概》十六開冊頁、

《盤山十六景》卷、《欽定盤山志》中的〈圖考〉四十幅，以及《雕紫檀龍紋多

寶格》中收納的《御製靜寄山莊八景詩圖》冊八開等作品為主要材料，將之定位

為「巡幸地景畫」的類型，談論其中的風格來源、製作與使用脈絡。 

乾隆身為帝王，不僅一生中三十二度巡經盤山，更在山上營建行宮，親自

為各處宮宇景點命名。董邦達身為乾隆朝前半的重要詞臣，曾多次奉命遊覽盤山，

過程中必須圖繪盤山並參與纂修《欽定盤山志》。君臣之間不僅有互動，雙方更

在盤山文化產出的過程中扮演了「共同創作者」的角色。本研究針對乾隆朝盤山

圖繪進行全面性的整理，深入了解董邦達的地景畫範式與風格的影響力，透過種

種盤山書寫與圖繪，來定位乾隆朝盤山的意義與使用，了解乾隆加之於盤山的新

面貌，以及其所欲營造的王道氣象。 

「巡幸地景畫」於帝王與詞臣而言，並不僅僅是單純任務交付與奉命完成

而已，在帝王巡幸過程中，詞臣扈從身旁，除了與之詩文應和、探尋勘景、即景

作詩、即景作畫之外，扈從巡幸本身就具有強烈的政治意涵。對乾隆而言，當其

出巡之際，詞臣能於成群結隊伴於身旁，便意味著「王道之治」的成功，使得詞

臣心悅臣服。「巡幸」一方面可鞏固疆土，另一方面也是天下太平的象徵，而巡

幸地景畫就是體現帝王統治天下成功的最佳證明。 

關鍵詞：董邦達、乾隆、巡幸、地景畫、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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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a particular kind of  landscape paintings  that depicting  the  temporary 

palaces,  famous sites, and remote places during Qianlong’s  inspection  tours. Those 

were topographic landscapes, which were clos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buildings and 

natural scenery, excluding depictions of people, stories, imperial ceremonies and folk 

customs. These paintings accompanied by the poems written by Qianlong emperor, 

were made by  scholar‐court officials  and  commanded by  the  emperor.  This  thesis 

focus  on  the  group  of  paintings  defined  as  “topographic  landscapes  of  inspection 

tours,” especially the paintings of Mount Pan made by Dong Bangda. 

The  Qianlong  emperor  had  been  to  Mount  Pan  for  32  times.  He  built  a 

temporary palace on Mount Pan, which named Serene Lodging Mountain Resort（靜

寄山莊）. Dong Bangda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cholar‐court officials during 

the Qianlong’s  reign, who had been  to Mount Pan  several  times and depicted  the 

views during the trips because of Qianlong Emperor’s commands. So that I focus on 

Dong Bangda’ s paintings, such as album of the Great Views of Mount Pan, handscroll 

of  Sixteen Views  of Mount Pan,  images  in  the Qin ding Panshan  zhi  (Gazetteer  of 

Mount Pan) and album of  Imperial Poetry on  the Serene  Lodging Mountain Resort 

with  Paintings,  discuss  how  these  paintings were made  and  used,  as well  as  the 

particular style used by Dong Bangda. Through these paintings, we notice the change 

of Mount Pan and how the Qianlong emperor defined and used this place to show 

his statecraft. 

 

 

Keywords: Dong Bangda, Qianlong, inspection tours, topographic landscapes, Mount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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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目錄 

 

圖 1‐1：董邦達，《田盤勝概冊》，紙本（金粟山藏經紙）墨筆，26x54.5公分，原

藏日本友鄰館，中貿聖佳 2002春季拍賣會。 

圖 1‐2：石濤，《黃山八勝圖冊》（8開選 2），紙本設色，20.2x26.8公分，泉屋博

古館，京都。 

圖 1‐3：董邦達，《西湖四十景圖冊》，紙本設色，31.5x30.8公分，circa. 1750，

香港蘇富比拍賣目錄，1993/4/29。 

圖 1‐4：董邦達，《西湖十景圖》卷，紙本設色，41.7x361.8公分，台北故宮博物

院。 

圖 1‐5：董邦達，《葛洪山八景圖冊》，紙本，25.3×27.8公分，畏壘堂 Collection。

（《中國繪畫總合圖錄‐續編》，S 24‐33；中國嘉德 2003春季拍賣會） 

圖 1‐6：董邦達，《葛洪山八景圖冊》，上海博物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滬 1‐3923） 

圖 1‐7：董邦達，《葛洪山八景圖冊》，中國嘉德 2013秋季拍賣會。 

圖 1‐8：徐揚，《乾隆南巡圖》卷，第四卷（局部，視察黃淮），絹本設色，1770

年，68.8x109公分，紐約大都會美術館。 

圖 1‐9：高晉等纂，《南巡盛典》一百二十卷，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刻進呈

本，版框 21.8×16.9公分，卷九十二，〈程塗〉。 

圖 2‐1：董邦達，《松澗雲嵐》軸，紙本水墨，148.4x60公分，台北故宮。 

圖 2‐2：王原祁，《華山秋色》軸，紙本設色，115.9x49.7公分，台北故宮。 

圖 2‐3：王原祁，《仿黃公望秋山》軸，紙本設色，105.6x47.8公分，台北故宮。 

圖 2‐4：王原祁，《晴翠浮嵐》軸，紙本設色，120.6x53.1公分，台北故宮。 

圖 2‐5：董邦達，《居庸疊翠圖》軸，紙本設色，129.7x62.9公分，台北故宮。 

圖 2‐6：董邦達，《江關行旅》軸，紙本水墨，227.8x70.4公分，台北故宮。 

圖 2‐7：董邦達，《倣荊浩匡廬圖》軸，紙本水墨，183.8x108.3公分，台北故宮。 

圖 2‐8：傳荊浩，《匡廬圖》軸，絹本水墨，185.8x106.8公分，台北故宮。 

圖 2‐9：董邦達，《名畫大觀冊包裝》，綾本水墨，70x77公分，北京保利 2008春

季拍賣會。 

圖 2‐10：董邦達，《秋景山水図額装》，紙本，122.4×259.6公分，鴻禧美術館。（收

錄《中國繪畫總合圖錄 續編》） 

圖 2‐11：董邦達，《畫杜甫詩意高宗御題》軸，紙本設色，157.2x89.4公分，台

北故宮。 

圖 2‐12：董邦達，《倣王蒙層巒疊翠圖》軸，紙本水墨，192.2x94.3公分，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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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 

圖 2‐13：王詵，《漁村小雪》卷，絹本設色，44.5x219.5公分，北京故宮。 

圖 2‐14‐1：董邦達，《九陽消寒》軸，紙本水墨，116.2x69.3公分，台北故宮。 

圖 2‐14‐2：董邦達，《九陽消寒》軸（局部），紙本水墨，116.2x69.3公分，台北

故宮。 

圖 2‐14‐3：《九九消寒碑》，圖像來源：Chavannes Edouard, “LES NEUF NEUVAINES DE 

LA DIMINUTION DU FROID,”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Tome 41904, pp. 66‐74. 

圖 2‐15：董邦達，《灞橋覓句》軸，紙本設色，112.5x56.2公分，台北故宮。 

圖 2‐16：董邦達，《摹馬遠瀟相八景圖》卷（局部），紙本設色，23.4x526公分，

王南屏收藏。 

圖 2‐17：董邦達，《蘆汀泛月》軸，絹本水墨，187.4x94.5公分，台北故宮。 

圖 2‐18：王珣，《伯遠帖》，紙本行書，25.1x17.2公分，北京故宮。 

圖 2‐19：唐岱、孫祜，《合倣李唐寒谷先春》軸，紙本設色，355x274.5公分，台

北故宮。 

圖 2‐20：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卷，絹本設色，50 x 320公分，遼寧省博物館。 

圖 2‐21：董邦達，《四美具合幅》軸（右幅），紙本水墨，171.7x111.8公分，台

北故宮。 

圖 2‐22：江參，《千里江山圖》卷，絹本水墨，46.3x546.5公分，台北故宮。 

圖 2‐23：董邦達，《三希堂記意圖》，紙本設色，201.5x154公分，北京故宮。 

圖 2‐24：董邦達，《林巒積素圖》，67x83公分，北京瀚海 2010秋季拍賣會。 

圖 2‐25‐1：董邦達，《盤山十六景圖》卷，紙本設色，41.6x586.5公分，遼寧省

博物館。 

圖 2‐25‐2：董邦達，《盤山十六景圖》卷（局部），紙本設色，41.6x586.5公分，

遼寧省博物館。 

圖 2‐26：王原祁，《仿王蒙筆意》軸，紙本設色，100.5x45.1公分，台北故宮。 

圖 2‐27：唐岱，《倣范寬畫幅》軸，絹本設色，287.2x155.2公分，台北故宮。 

圖 2‐28：董邦達，《秋山蕭寺》軸，紙本水墨，159.3x83.9公分，台北故宮。 

圖 2‐29：董邦達，《畫杜甫詩意》軸，紙本設色，192.3x94.6公分，台北故宮。 

圖 2‐30：董邦達，《層巒聳翠》軸，紙本水墨，88.1x30.9公分，台北故宮。 

圖 2‐31：董邦達，《雲山圖》軸，紙本水墨，180.2x71.9公分，台北故宮。 

圖 2‐32：王紱，《北京八景圖》（局部：居庸疊翠），紙本墨筆，42.1 x 2006.5公

分（全長），中國歷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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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3：張若澄，《燕山八景圖》冊（八開選一，居庸疊翠），絹本設色，34.7x40.3

公分，北京故宮。 

圖 2‐34：《從空中俯瞰居庸關關城和關城內的雲台》，收錄在高巍、孫建華等著，

《燕京八景》（北京：學苑，2002），頁 186。 

圖 2‐35：《居庸關位置圖》，資料來源：胡漢生，〈論今居庸關長城的創建年代及

其選址的科學性〉，收錄昌平區十三陵特區辦事處編，《首屆明代帝王陵

寢硏討會論文集；首屆居庸關長城文化硏討會論文集》（北京市：科學出

版社，2000），頁 229。 

圖 2‐36：東漢，《赴任圖》，68x133公分，內蒙古和林格爾東漢壁畫墓出土（榜

題：「使君從繁陽遷度關時」、「居庸關」）。 

圖 2‐37：清康熙 12 [1673] 修（同年刋本），《昌平州(河北)志 二六卷》（居庸積

雪圖），Harvard Colleg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ttp://nrs.harvard.edu/urn‐3:FHCL:12002782 ）。 

圖 2‐38：李世倬，《對松山圖》軸，紙本設色，118.1x54.9公分，台北故宮。 

圖 2‐39：張若澄，《畫葛洪山居圖》軸，紙本設色，168.3x75.1公分，台北故宮。 

圖 2‐40：趙孟頫，《鵲華秋色圖》卷，紙本設色，29 x 605公分，台北故宮。 

圖 2‐41：張若澄，《雪浪石圖》軸，紙本水墨，183.4x93.1公分，台北故宮。 

圖 3‐1：〈盤山〉，收錄墨繪齋刊本，《名山圖》，收錄《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第 8輯。 

圖 3‐2：〈白嶽〉，收錄墨繪齋刊本，《名山圖》，收錄《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

第 8輯。 

圖 3‐3：〈匡廬〉，收錄墨繪齋刊本，《名山圖》，收錄《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

第 8輯。 

圖 3‐4：智朴纂輯、王士禛、朱彜尊校訂，《盤山志》，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

修，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江重印並補圖，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Chinese rare book digitization project。 

圖 4‐1：唐岱，《御筆盤山圖》軸，紙本水墨，1745年，162x93.5公分，北京故

宮博物院。 

圖 4‐2：允禧，《畫盤山十六景》冊，紙本設色，14x11.4公分，台北故宮博物院。 

圖 4‐3：允禧，《畫盤山十六景》冊，紙本設色，29.2x26.7公分，北京故宮博物

院。 

圖 4‐4：錢維城，《盤山圖》軸，紙本設色，159.5x55.6公分，臺北故宮。 

圖 4‐5：姚文瀚、袁瑛合筆，《盤山圖》軸，絹本設色，440x315公分，台北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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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院。 

圖 4‐6：蔣溥等纂，《盤山志》，武英殿刊本，乾隆二十年（1755年），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Chinese rare book digitization project。 

圖 4‐7：蔣溥、汪由敦、董邦達等奉敕撰，《欽定盤山志》，收錄《景印文淵閣四

庫全書》，第 586冊（臺北：臺灣商務書局，1983），頁 57。 

圖 5‐1：唐岱，《倣范寬畫幅》軸，絹本設色，1741年，287.2x155.2公分，台北

故宮博物院。 

圖 5‐2：唐岱，《倣范寬山水》軸，紙本設色，1743年，123.5x69.3公分，台北故

宮博物院。 

圖 5‐3：唐岱，《倣王蒙山水》軸，紙本設色，1746年，179.3x98.3公分，台北故

宮博物院。 

圖 5‐4：唐岱、沈源，〈山高水長〉，《畫圓明園四十景》，絹本設色，64x65公分，

1744年，法國國家圖書館。 

圖 5‐5：董邦達，《靜寄山莊八景圖》冊，紙本水墨，31.2x18.2公分，收納於《雕

紫檀龍紋多寶格》中，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5‐6：清《雕紫檀龍紋多寶格》，紫檀木，高 44.6公分，寬 35公分，厚 21.5

公分，見器物處，〈帝國的回憶‐‐「國立故宮博物院瑰寶」赴法展專輯(6)‐‐

珍玩〉，《故宮文物月刊》，第 190期（1999年 1月），頁 4‐41。 

圖 5‐7：蔣溥等纂，《盤山志》，武英殿刊本，乾隆二十年（1755年），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Chinese rare book digitization project。 

圖 5‐8‐1：〈曲院風荷〉，李衛等修，《浙江省西湖志》，收錄《中國方志叢書 華中

地方》（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第 543‐1冊。 

圖 5‐8‐2：〈曲院風荷〉，沈德潛輯，《西湖志纂》，收錄王國平主編，《西湖文獻集

成》（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第 7冊。 

圖 5‐9：王原祁，《西湖十景圖》卷，絹本設色，62x656.5公分，遼寧省博物館。 

圖 5‐10：〈圓明園附近地形〉，Google Map，檢索日期：2015/5/6。 

圖 5‐11：董邦達，《墨妙珠林》巳冊，三教巖，紙本水墨，62x42.2公分，台北故

宮博物院。 

圖 5‐12：唐岱、沈源，〈九州清晏〉，《畫圓明園四十景》，絹本設色，64x65公分，

1744年，法國國家圖書館。 

圖 5‐13：董邦達，《繪御筆范成大分歲詞》軸（局部），紙本水墨，112.9x28.7公

分，台北故宮博物院。 

圖 5‐14：唐岱、沈源，〈鴻慈永祜〉，《畫圓明園四十景》，絹本設色，64x6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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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4年，法國國家圖書館。 

圖 5‐15‐1：唐岱，〈雲罩寺〉，《御筆盤山圖》軸（局部），紙本水墨，1745年，

162x93.5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 

圖 5‐15‐2：唐岱，〈盤谷寺〉，《御筆盤山圖》軸（局部），紙本水墨，1745年，

162x93.5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 

圖 5‐15‐3：唐岱，〈千相寺〉，《御筆盤山圖》軸（局部），紙本水墨，1745年，

162x93.5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 

圖 5‐16‐1：〈雲罩寺、定光塔〉照片，資料來源：http://tjlyjszx.com/scenery/101/，

檢索日期：2015/5/7。 

圖 5‐16‐2：董邦達，〈雲罩寺〉，《田盤勝概冊》，紙本（金粟山藏經紙）墨筆，26x54.5

公分，原藏日本友鄰館，中貿聖佳 2002春季拍賣會。 

圖 5‐17：〈太古雲嵐〉比較圖之一。 

圖 5‐18：〈太古雲嵐〉比較圖之二：卷棚頂。 

圖 5‐19：李嵩，《西湖圖》卷，紙本墨筆，26.7×85公分，上海博物館。 

圖 5‐20：（傳）沈周，《蘇州山水全圖》卷，紙本設色，41.9x1749.3公分，台北

故宮博物院。 

圖 5‐21：〈湖山一覽圖〉，楊爾曾撰，《新鐫海內奇觀（三）》，China‐America Digital 

Academic Library，北京大學圖書館。 

圖 5‐22：董邦達，《盤山十六景》卷（局部）。 

圖 5‐23：胡桂，《御書隆福寺行宮六景詩圖》卷，紙本設色，24.1x159.3公分，

台北故宮博物院。 

圖 5‐24：張若澄，《靜宜園二十八景圖》卷，紙本設色，28.7x427.3公分，北京

故宮博物院。 

圖 5‐25：董邦達，《靜宜園全圖》，收錄萬依、王樹卿、陸燕貞主編，《清代宮廷

生活》（北京：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2006），圖版 440。 

圖 5‐26：董邦達《盤山十六景》卷與蔣溥等纂《盤山志》〈盤山全圖〉對照圖，

筆者自製。 

圖 5‐27：鄒一桂，《太古雲嵐圖》軸，紙本設色，188x78公分，台北故宮博物院。 

圖 5‐28：鄒一桂，《盤山圖》軸，紙本設色，190.2x78.8公分，王南屏收藏。 

圖 5‐29：徐揚，《京師生春詩意圖》軸，絹本設色，1767年，255x233.8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 

圖 5‐30：蕭雲從，〈太平山水全圖〉，《太平山水圖畫》，清順治五年刊本，出自蕭

雲從著，張萬選編注，《太平山水詩畫》（大阪：蜻蛉社，1931）。（經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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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1函 2 册，30x19x6公分，原本所藏者：人見少華氏） 

圖 5‐31：張宗蒼，紙本墨筆，1753年，28x142.8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 

圖 5‐32：錢維城，《熱河千尺雪》，紙本墨筆，28x168公分，避暑山莊博物館。 

圖 5‐33：圖 5‐33：〈貞觀遺蹤〉比較圖。 

圖 5‐34：郎世寧，《畫十駿圖霹靂驤》軸，絹本設色，清高宗乾隆八年（1743年），

239.3x270.1公分，臺北故宮。 

圖 6‐1：董邦達，《西江勝跡圖》冊（八開），紙本水墨，31.7x43公分，北京瀚海

2003拍賣。 

圖 6‐2：錢維城，《畫御製龍井八詠詩圖》冊，紙本設色，25.5x22公分，台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 6‐3：董邦達，《廬山圖》卷，紙本水墨，38.9x310.2公分，波士頓美術館。 

圖 6‐4：〈曲院風荷〉比較圖。 

圖 6‐5：〈斷橋殘雪〉比較圖。 

圖 6‐6：〈蘇堤春曉〉比較圖。 

圖 6‐7：〈三潭印月〉比較圖。 

圖 6‐8：〈平湖秋月〉比較圖。 

圖 6‐9：李世倬，《皋塗精舍圖》軸，紙本設色，84x45.5公分，北京：故宮博物

院。 

圖 6‐10：董邦達，《靜宜園圖》軸（局部），萬依、王樹卿、陸燕貞主編，《清代

宮廷生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頁 282。 

圖 6‐11：張若澄，《靜宜園二十八景圖》卷，紙本設色，28.7x427.3公分，北京：

故宮博物院。 

圖 6‐12：鄒一桂，《畫蒲芷群鷗圖》軸，紙本水墨，166.4x71.6公分，台北：國

立故宮博物院。 

圖 6‐13：鄒一桂，《楚黔山水》冊，貴州省博物館。 

圖 7‐1：Peter Paul Rubens, An Autumn Landscape with a View of Het Steen in the 

Early Morning, probably 1636, Oil on oak, 131.2 x 229.2 cm, The National 

Gallery. 

圖 7‐2：Jacob van der Croos, View of The Hague, with Twenty Scenes in the 

Neibourhood, 1661‐63. （見《風景與西方藝術》，頁 106。） 

圖 7‐3：Johannes Vermeer (1665‐1668), The Art of Painting, Oil on canvas, 130 cm × 

110 cm,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Vienna. 

圖 7‐4：Peter Andreas Rysbrack, Pope’s Villa, Twickenham, Middlesex, View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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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ver, 1735, Engraving. (in The Artist and The Country House, pl. 188, p. 184.) 

圖 7‐5：Georges Kress, General Ambrogio Spinola, surrounded by the places he has 

captured, 1621. (in Political Landscape, pl. 41.) 

圖 7‐6：〈盤山〉，收錄岡田玉山，《唐土名勝圖會初集》，日本文化三年（1806年）

浪華心齋橋龍章堂書坊刻本，現藏於日本早稻田大學，見

http://archive.wul.waseda.ac.jp/kosho/ru05/ru05_04025/。 

圖 7‐7：〈盤山〉，收錄沈錫齡《天下名山圖詠》，劉昕主編，《中國古版畫 地理卷》

（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99），第一冊，名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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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緒論 

 

一、研究主旨 

清代宮廷山水畫中，有一類作品專門描繪帝王巡幸所經之地，包括行宮與周

遭景致，甚至還有地方名勝以及人跡罕見之地，這些作品均屬地景畫的表現類型，

呈現出高度實景性質，於建築的描繪也大多細膩，但畫面上罕見人跡，也不描繪

巡幸隊伍或地方風俗，更未涉及宮廷儀制與事件描述。這類作品多為帝王敕命製

作，由具備詞臣身份的畫家繪製，不僅如此，作品多配有御製詩句，而詩句內容

也以描述地景為主。這類作品數量龐大卻未見專文討論，因此，本文以乾隆朝詞

臣董邦達的盤山系列圖繪為主軸，採用其所繪製的《田盤勝概》十六開冊頁、《盤

山十六景》卷、《欽定盤山志》中的〈圖考〉四十幅，以及《雕紫檀龍紋多寶格》

中收納的《御製靜寄山莊八景詩圖冊》八開等作品為主要材料，將之定位為「巡

幸地景畫」的類型，談論其中的風格來源、製作與使用脈絡。 

本文主要在兩條主線、三個角色之中發展，兩條主線中，一為帝王巡幸活動

與各項文化產出，包括詩文、圖像、書籍等；另一則是地景畫的製作脈絡、風格、

意義等問題。三個角色指的是乾隆、董邦達、盤山，由於巡幸地景畫的作品繁多，

加上各條巡幸路線都有不同的發展脈絡與意涵，本文為了使討論聚焦，而將範圍

劃歸於三個角色之間：乾隆身為帝王，不僅一生中三十二度巡經盤山，更在山上

營建行宮，親自為各處宮宇景點命名。董邦達身為乾隆朝前半的重要詞臣，曾多

次奉命遊覽盤山，過程中是有任務在身的，他必須圖繪盤山並參與纂修《欽定盤

山志》。君臣不僅有互動，雙方更在盤山文化產出的過程中扮演了「共同創作者」

的角色。最終要探尋的目標，不僅止於乾隆朝盤山圖繪的發展，以及董邦達地景

風格的樣貌與影響力，更要透過這三個角色的互動回饋機制，來了解乾隆如何運

用他手上的這些人才與資源，包括詞臣、盤山的種種、過往累積的盤山文史資料、

乾隆加之於盤山的新面貌等等，最終形塑出乾隆所欲營造的王道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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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巡幸地景畫」，必定有兩方面的事實存在，其一為「遊」的發生，巡

幸所指的是帝王之遊。中國歷來有帝王巡幸之傳統，隨著帝王與官僚勢力的消長，

對於巡幸活動的褒貶也有所變化。由於身份上的差異，帝王之遊必異於大眾之遊、

文人之遊或者是官宦之遊。隨著帝王巡幸所衍生的，是宮廷內部對整個行程的規

劃，在路途中也要安排休憩之所，於是有了各種類的行宮修建，1而帝王巡幸途

中，國家大事亦不可無人處置，故而扈從隊伍中除了侍從護衛之外，還有大批的

詞臣文官隨行。從食衣住行各方面來看，帝王巡幸的規模、方式都遠遠超乎其他

身份之遊。其二則是據景為圖，在中國繪畫的發展中，地景畫早就存在，也不乏

在旅途中即景寫生或繪稿者，但依附著帝王之遊而生的地景畫描繪，製作者的身

份便異於以往，有宮廷畫家也有詞臣畫家。文人旅遊而繪製地景畫，畫家與畫主

為同一人，當然可以「自作主張」決定作品的樣貌。然而，身為「侍從」角色的

詞臣，凡奉敕所為或臣字款作品，必定或多或少被帝王的意見所影響或宰制。因

此，欲了解帝王對某處地點景色有何想法企圖，往往可以透過這些地景畫來逐步

還原。 

雖然清代並未使用「巡幸地景畫」此一詞彙來描述這些作品，但透過作品的

圖像表現、文字著錄、籤題、御製詩、題跋、作者簽款等，可了解該作品是否與

巡幸相關。這批作品在描繪的內容方面有特定傾向，但在風格方面並未全面統一。

儘管如此，若將這批作品抽離帝王巡幸文化的脈絡來討論，會妨害我們對作品的

理解。在這種特殊的製作脈絡下，本文欲以董邦達及其盤山圖繪為核心，探討乾

隆對於擁有、遊觀地景的看法為何，而巡幸行為又如何改變盤山景觀？在景觀變

換的過程中，接受敕命的詞臣又是如何圖繪行宮、圖繪巡幸勝景？另外，這種扈

從圖繪的製作模式是乾隆朝特有，亦或是有前例可循？與康熙朝的扈從書寫、行

宮圖繪又具有何種關連性？上述種種，都將在本研究中循序漸進地探討並呈現。 

                                                       
1 依用途可分為茶宮（飲水休憩）、尖宮（吃飯）、住宮（居住）等類型，見袁森坡，〈清代口外

行宮的由來與承德避暑山莊的發展過程〉，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清

史論叢．二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286‐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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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董邦達的盤山圖繪談起 

盤山，又稱田盤山或四正山，位於今日的天津薊縣，被劃歸為天津薊縣國

家地質公園中的「盤山花崗岩地貌景區」，石質景觀為主，並以松、泉、石景聞

名，更有「上盤松勝，中盤石勝，下盤水勝」之稱，位處燕山山脈末端、京東要

地，為清帝謁陵、出入塞外必經之地。2乾隆喜愛盤山之景，又為出入巡幸之便，

以「盡孝道」為名於乾隆九年始修建靜寄山莊，3乾隆十九年（1754年）全面落

成，4期間同時進行了一系列的盤山圖繪製作，皆為乾隆敕命之下的產物，5最早

的是《御筆盤山圖軸》，6緊接著是慎郡王允禧的《盤山十六景冊》，上述兩件作

品，無論在空間處理或描繪手法方面，皆採取既有的中國山水畫作法進行，7直

到乾隆十二年（1747年）的董邦達《田盤勝概冊》始見不同於以往之面貌。 

董邦達的《田盤勝概冊》（見圖 1‐1）原藏於日本的友鄰館，8於 2002 年中

貿聖佳春季拍賣會以高於估價的 572萬拍出，92003年刊載在《收藏家》的短文

                                                       
2 相關資訊參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支持的世界地質公園網絡：

http://cn.globalgeopark.org/fytt/distribution/6497.htm；地質公園之家：

http://www.geoparkhome.com/detail.aspx?node=tsms&id=2678；天津薊縣國家地質公園：

http://geopark.cn/pdf/4.pdf；郭新紀主編，薊縣志編修委員會編著，《薊縣志》（天津：天津社

會科學院，1991），頁 708‐711。 

3 蔣溥等撰，《盤山志》，卷首一，頁 3b，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1），頁 173。 

4 于敏中等編纂，《日下舊聞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頁 1900。 

5 詳細製作時間的考證與編年，見附錄 1。 

6 經傅申老師推定為唐岱代筆之作，見傅申，〈乾隆皇帝《御筆盤山圖》與唐岱〉，《國立台灣大

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28期（2010年 3月），頁 83‐105+107‐122‐269。 

7 以空間處理手法為例，《御筆盤山圖軸》以山塊往上、往後堆疊的方式推展出空間的層次，慎

郡王的《盤山十六景冊》除了運用山塊堆疊的技巧外，還運用大量的雲氣暗示空間的過度以

及山巒的高聳。 

8 楊丹霞，〈乾隆御題董邦達田盤勝概圖冊—為他山水幽佳處 往往尋題趣有余〉，《收藏家》，第 7

期（2003年），頁 40。 

9 中國書畫拍賣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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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楊丹霞揭露了該作與以往我們對董邦達的認知不同，10呈現出高度的實景性

質，但又是以單純的筆墨來呈現的，尤有甚者，《田盤勝概冊》的製作與董邦達

被拔擢為內閣學士的時間點有高度相關性。實景性質、詞臣畫家、升官拔擢這幾

件事不僅交會在董邦達的經歷中，其中的主導者與核心人物更是赫赫有名乾隆皇

帝。董邦達扈從繪製的一系列盤山圖像，據筆者所知是他的首次地景畫製作，並

下開一系列的扈從地景製作—西湖、葛洪山、居庸疊翠等，而這些作品的製作時

間集中在在 1746‐1751間。11 

董邦達，字孚存，號東山，又號非聞，浙江富陽人，12是清代乾隆朝前半的

重要大臣，位極工部與禮部尚書，其子董誥更是青出於藍，位至戶部、刑部尚書，

並官拜大學士之位。董邦達是繼王原祁之後的宮廷山水畫重要代表人物。13作為

「文學侍從」的他，不僅參與了乾隆朝的各項文化事業，例如《石渠寶笈》、《西

清古鑑》編纂、內府收藏作品的題跋、補圖等，更留下了大量的山水作品。這些

山水作品多半屬臣字款，也就是奉帝王之命所作，其中最特殊的便是一系列地景

畫製作，也就是本文欲探討的主題所在。在乾隆頻繁的巡幸活動中，為其製作地

景畫的不僅董邦達一人，許多清宮著名詞臣畫家都有類似的製作，如張若靄、張

若澄兄弟、14鄒一桂、李世倬。而董邦達的盤山系列圖像製作，就性質來看屬行

                                                                                                                                                           
http://www.shsyfz.com.cn/index.php?_m=mod_product&_a=view&p_id=1573 （檢索日期：2015

年 1月 3日）。 

10 楊丹霞，〈乾隆御題董邦達田盤勝概圖冊—為他山水幽佳處 往往尋題趣有余〉，頁 40‐44。 

11 根據活計檔，董邦達最早前往繪製盤山圖稿是在 1746年，西湖、葛洪山、居庸疊翠、靈巖積

翠的製作都集中在 1750到 1751年間。 

12 彭元瑞，〈董邦達行狀〉，鄭澐、紹晉涵，《（乾隆）杭州府志》，卷八十二，頁 31a‐32a，收錄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 703冊，頁 226‐227。 

13「邦達山水源於董源、巨然、黃公望，墨法得力於董其昌，自王原祁後推為大家。久直內廷，

進御之作，大幅尋丈，小冊寸許，不下數百。」見趙爾巽等纂，國史館校註，《淸史稿校註》

（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99），頁 13910。 

14 張若靄、若澄為兄弟，雍正朝重臣張廷玉之子，兄弟同侍奉於乾隆朝，入直南書房，見周崇

云、吳曉芬，〈英年早逝的清代宮廷畫家張若澄〉，《東南文化》，第 1期（2009年），頁 115‐117；

馮春江，〈《雪浪石圖》和雪浪石〉，《故宮博物院院刊》，第 3期（1986年），頁 45‐4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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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圖與勝景圖的性質，往前追溯到康熙朝有冷枚的《避暑山莊圖》、《御製避暑山

莊詩》木版畫與銅版畫等相關製作，以及王原祁的《西湖十景卷》等，乾隆朝初

期則有《畫圓明園四十景》等作品（見附錄 2）。15除了王原祁的《西湖十景卷》，

這些巡幸相關圖像大多由宮廷畫家製作，16且採用重設色處理，在董邦達的盤山

圖像之後，越來越多詞臣畫家參與巡幸地景的製作（見附錄 3），不僅設色的比

率減低，與自然實景的對應成分也有所提升。由此可見，董邦達在巡幸地景畫的

發展中，不僅佔有重要的位置，而盤山圖像製作又可說是該製作類型的重要轉折。

有趣的是，上述詞臣畫家雖然具備有文人畫家的身份，所作的地景畫卻非理想性

的文人山水，反倒是功能性、政治性強烈的作品。 

本研究的核心所在是盤山圖繪，不僅得力於傅申的研究，17關於盤山史料的

逐漸完備也助益頗多。在文獻資料的部分，雖然與盤山相關的材料很多，但過去

尚未進行系統化的整理，如今不僅得見康熙朝智朴纂輯的《盤山志》，18更有點

校注釋本的《乾隆薊州詩集》，19以及學者整理出版的盤山史料三書：《乾隆帝起

居注巡幸盤山史料》、《清高宗實錄巡幸盤山史料》、《乾隆帝巡幸盤山御製詩》。20

傅申的研究中是以地點—「靜寄山莊」為核心，探討與之相關的詩文、圖像創作

                                                       
15 唐岱、沈源所作的《畫圓明園四十景》，在坊間出版品經常以《圓明園四十景圖詠》稱之，筆

者在此則統一使用《石渠寶笈》續編著錄名稱《畫圓明園四十景》。 

16 就乾隆朝巡幸圖像來看，在董邦達的盤山圖繪之前，詞臣製作的行宮圖繪有乾隆六年張若靄

的《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冊》，但該冊圖繪內容基本上承繼康熙朝留下來的圖像，並無開創性的

內容。圖版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故宮書畫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9），

第 28冊，頁 102‐107。 

17 傅申，《重建一座消失的乾隆「靜寄山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號

NSC92‐2411‐H‐002‐066，執行期間 2003.8.1‐2004.7.31。 

18 智朴，《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頁 1‐163；

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165‐477。 

19 清高宗撰，吳景仁輯注，《乾隆薊州詩集》（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2004）。 

20 常建華輯，《乾隆帝起居注：巡幸盤山史料》（北京：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白金輯《乾隆

帝巡幸盤山御製詩》（北京：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白新良輯《清高宗實錄：巡幸盤山史

料》（北京：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董邦達與乾隆朝巡幸地景畫 

‐‐‐‐‐‐‐‐‐‐‐‐‐‐‐‐‐‐‐‐‐‐‐‐‐‐‐‐‐‐‐‐‐‐‐‐‐‐‐‐‐‐‐‐‐‐‐‐‐‐‐‐‐‐‐‐‐‐‐‐‐‐‐‐‐‐‐‐‐‐‐‐‐‐‐‐‐‐‐‐‐‐‐‐‐‐‐‐‐‐‐‐‐‐‐‐‐‐‐‐‐‐‐‐‐‐‐‐‐‐‐‐‐‐‐‐‐‐‐‐‐‐‐‐‐‐‐‐‐‐‐‐‐‐‐ 

‐ 6 ‐ 
 

以及書畫鑑藏活動。本研究則是將主軸放在帝王巡幸行為，試圖從另一個角度切

入，探討以巡幸為動能所產生的各式創作與文獻記載。對盤山而言，帝王巡幸不

僅影響當地景觀，同時也主宰了地景寫作與地景圖繪，儘管康熙朝已有巡幸盤山，

但景觀上的大幅度改變則發生在乾隆朝。 

 

清宮山水畫發展與巡幸地景畫 

中國山水畫的發展到了清代宮廷—尤其是康、雍、乾盛世階段，作品數量

無論是就著錄或傳世品項來看都十分驚人，但這些山水畫的風格發展並非鐵板一

塊，而是有階段性的轉變，這同時又牽涉到正統派的發展問題，自董其昌的南北

宗論開始，到四王手上定型的正統派風格，自始至終是否秉持同樣的風貌，亦或

是隨著畫家的創見或帝王的企圖而有所轉變？這點在石守謙的〈以筆墨合天地：

對十八世紀中國山水畫的一個新理解〉一文已然點出，21十八世紀（大約是乾隆

朝，1736‐1795年）出現一批詞臣山水畫，而這些山水畫不僅標明所描繪之地點，

畫家在操作筆墨的過程中，明顯關注與自然風貌相合的問題，與自然之間維持著

和諧而非緊張對立的關係，這種作法既不同於晚明董其昌以來的觀點，也不同於

北宋的自然觀。筆者大量蒐羅清宮山水作品，發覺除了該文所提出的例子，還有

許許多多的作品皆具備上述性質。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畫家多半具有詞臣身份，

他們不僅創作上述類型的山水畫，也有偏向正統派觀點的作品，也就是說，這類

與自然相合的山水畫是有意識的出現，並非偶然。 

這批作品的產生，與帝王在帝國版圖中的移動高度相關，也就是所謂的「巡

幸」。巡幸行為不僅具有高度的政治意涵，更在文化產出方面產生高度刺激，以

乾隆南巡為例，有董邦達《西湖四十景冊》，另外就是赫赫有名的徐揚《乾隆南

巡圖》卷、高晉主編《南巡盛典》。除了上述這些關於巡經地點與巡幸歷程紀實

                                                       
21 石守謙，〈以筆墨合天地──對十八世紀中國山水畫的一個新理解〉，《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

集刊》，第 26期（2009年 5月），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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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之外，還有一類是專門描繪帝王行宮，這類作品自康熙朝即有，到乾隆朝

大盛，著名行宮苑囿均有多重版本的圖繪，如圓明園、靜寄山莊、靜宜園等。然

而以往討論巡幸行為，多半採用《南巡圖》、《南巡盛典》，反倒較少關注巡幸地

景畫。另外，當我們翻看歷代宮廷繪畫，鮮少帝王巡幸之作。明代王紱扈從永樂

帝北巡所繪之《北京八景圖》卷，或可謂為此類巡幸地景之先聲，但非帝王命制。

明代著名的商喜《明宣宗行樂圖》、佚名《出警入蹕圖》等，所繪皆以帝王行列

與人物活動為主，雖有部分地景表現，卻不屬於專以地景為主題的作品。欲了解

巡幸地景作品的傳統與發展脈絡，反倒要向民間探尋。 

在非官方命制的地景畫中，有一類是與移動、旅行密切關係者，就是所謂

的紀遊、紀行圖，或者是宦遊圖，例如明代陸治的各式紀遊圖、王世貞贊助、錢

穀與張復合繪的《水程圖》等。由於畫主身份上的差異，帝王巡幸與民間旅遊的

移動方式大不相同。以民間的例子來看，行旅者、宦遊者是以一種「外來者」的

角度去看待這些景點，在這些地景圖像中，圖繪的地點多半限縮在小範圍的區域

之中，或者是以遊覽軸線為基準的鄰近地區。但區域性的限制對帝王巡幸而言幾

乎不存在，尤其是巡幸活動頻繁的乾隆帝。帝王是以「天下的擁有者」自居，天

子所踏遍的每個角落，這所有的土地、山光美景、天下都是屬於自己的。以避暑

山莊為例，在皇家園林的設置與創建過程中，帝王是以一種「擁有者」的角度去

蒐羅並整理各地的重要景點，將這些東西複製並集結至山莊中。22這種對於行宮

的安排與設置，是帝王有意展現統治權與擁有權的行動。同理，當帝王以「天下

的擁有者」這種角色去觀看自己的「各地景點/財產」時，會以什麼樣的方式去

面對與處理？在畫面上又會呈現出什麼樣的形式或風格？ 

就筆者的觀察來看，這些巡幸地景畫杳無人跡，似乎刻意摒除人物的描繪，

卻並不排斥描繪人類活動的痕跡，例如車、馬、船、大帳等，這點與明代以來的

                                                       
22  Cary Y. Liu, “Archive of Power: The Qing Dynasty Imperial Garden‐Palace at Rehe,” 《國立台灣大學

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28期（2010年），頁 4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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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景紀遊圖極為不同。在王履《華山圖冊》、吳派紀遊圖、石濤《黃山八勝圖》

（見圖 1‐2）等典型的紀遊圖中，幾乎都會安排文人的形象在其中，這些人物會

進行各種活動，甚至在石濤的《黃山八勝圖》其中一開，還有人物走到半山腰的

「遊覽進行式」圖繪。也就是說，在紀遊類型的地景畫中，「遊」是畫家表現的

主軸所在，透過人物遊玩狀態與互動往來之呈現，能夠引導觀者觀看圖像中的地

景，並進一步達到「臥遊」的效果。但在巡幸地景畫中卻非如此處理，表示相較

於「遊」，乾隆更在意的似乎是「觀」，也就是他觀看這些地景的角度，或者是由

詞臣代為觀看時所採用的取景。另一方面也代表乾隆在乎的是地點、地景本身，

而非在這些地點所進行的活動，也就是地點本身的「恆常性」意義。關於巡幸地

景畫的意涵，將在後面的章節以實例來呈現。 

另外，巡幸地景畫中尤其強調建築物的所在，以群山、石頭環繞建築物所

在的地基，採用精巧筆觸描繪建築的結構，但並非以工筆界畫的方式呈現，整體

也不施加重彩；在視角方面傾向將整體畫面統一，並採用俯瞰角度；更重要的是，

這些作品特別著力於對地質、地理景觀、季節、天氣描繪。這種偏向於「紀錄

（documental）」地點的作法，可推測與帝王的統治性格有關，當帝王觀看這些

作品時，顯然可以喚起帝王對於該地點的記憶。另外還有一點值得關注：帝王為

何選擇由詞臣來製作這些巡幸地景，而非宮廷畫家？目前已經累積了一些關於清

代詞臣畫家的研究，但對於他們的角色定位並未明確，在一些證據中顯示，他們

與宮廷畫家作了同樣的事情，被皇帝以同樣的方式對待、檢視並審核其畫稿，但

他們的身份、地位、晉用途徑等等皆與宮廷畫家有很大的不同，我們應如何看待

他們在宮廷院畫中的定位，皇帝又是如何看待、對待這群畫家的？若要「紀錄」

地點，根據宮廷畫家本身受到的訓練，或許在呈現實景方面都能夠達到更好的效

果，最終這些巡幸地景畫卻是由詞臣畫家來製作，是基於「隨行/扈蹕/扈從人員」

的選擇問題，亦或是「畫家身份與風格連結」的問題，都將在本研究中進一步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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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材料的取得方面，得益於董邦達所留下數量龐大的地景畫創作，加上《石

渠寶笈》的記載，以及乾隆、董邦達所書的題跋詩文，在判斷創作脈絡時可透過

圖、文之間的相互印證來作為有力的證據。另外，在乾隆御製詩中有大量的地景

詩作，在《御製詩集》初、二、三、四、五、餘集中均以創作時間排序，再對照

乾隆朝《實錄》、《起居注》，可知這些詩作與乾隆的移動高度相關，這些移動不

僅有在宮外巡幸的部分，也有在紫禁城內部各處宮殿移動的狀況，書寫的內容除

了觸及該處地點的結構、狀況，還有天候、季節、自然風貌，更重要的是透過這

些詩作，我們得以了解乾隆如何到達該處，在該處進行的哪些活動，以及活動當

下的想法等。當這些御製詩與董邦達地景畫相互搭配，又會產生各種不同的製作

程序與賞鑑脈絡組合。另外，透過《實錄》、《起居注》、《御製詩集》，我們得以

了解乾隆的作為、想法與心理狀態，但這幾種材料之間性質差異甚大，23以本文

的主軸「盤山」為例，乾隆巡幸該處留下眾多詩作，多御筆親題在地景圖冊上，

並收錄於《御製詩集》、《欽定盤山志》中，但《實錄》、《起居注》中卻對此事隻

字未提，也就是說，這種賞鑑圖冊、風景並即景、即興作詩的行為，雖然發生在

具有高度政治意涵的帝王巡幸路途中，但乾隆有意將不同層面的企圖、作為、想

法儲放在不同的機構中。 

本文欲以董邦達為中心去探討乾隆朝巡幸地景畫的發展，首要工作便是將其

作品重新整理，以整體、全觀的角度去評價他的成就。關於這類以一位畫家為主

題的研究書寫很多，根據畫家本身的狀況與時代背景，書寫脈絡與著重點均有所

                                                       
23 江瀅河，〈乾隆御制詩中的西畫觀〉，《故宮博物院院刊》，第 6期（2001年），頁 55‐60；呂松

穎，〈清代乾隆御製詩詩意圖研究〉（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碩士論文，2005）；崔

岩，〈清高宗御制紀事詠史詩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史學理論及史學史博士論文，2006）；陳

葆真，〈乾隆皇帝對孝聖皇太后的孝行和它所顯示的意義〉，《故宮學術季刊》，第31卷3期（2014

年 3月），頁 103‐154；覃瑞南，〈從《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論乾隆帝之文采〉，《臺南應用科

大學報》，第 33期（2014年 10月），頁 85‐105；崔岩，〈從御製詩論乾隆帝的文化認同—兼

談清朝的漢化〉，收錄《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中壢：中央大學出版中心；臺

北：遠流出版社，2014），頁 11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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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例如 Jonathan Hay在處理石濤的過程中，24採取的是將他整個生平經歷作

完整的梳理，整本著作宛如「石濤傳記」，同時從藝術市場的角度切入，將其晚

期創作做充分的論述。另外，Craig Clunas筆下的文徵明，25跳脫以往「文人形象」

的認知，透過文獻、信札、筆記深入探索，了解文徵明作為明代社會網絡的一份

子，如何運用自身的詩書畫能耐來鞏固人際關係。就董邦達的例子來看，其官職

生涯與創作內容、形式間具有高度關連性，尤其是他與乾隆之間具有的緊密關

係。 

董邦達在科考方面的成績堪稱不錯，卻非極為優異的程度，至少比起他的門

生錢維城就短了一截，但他卻能在短時間內入直南書房，成為菁英官員預備班的

成員之一，終其一生攀升到尚書大位，同時為他的兒子董誥鋪出一條康莊大道。

在董邦達的官職生涯中，「擅長繪畫」這點是否助其一臂之力？而他是否刻意為

了升官而習畫，亦或是乾隆看重他的才能於是命他作畫？目前為止的研究多半將

他的習畫與清宮正統派或宮廷收藏做連結，但並未作清楚的脈絡釐清。有趣的是，

這些帝王近臣們似乎都身懷「絕技」，但這「絕技」的內容又僅限於詩書畫的範

疇之中，例如五詞臣中梁詩正、張照、汪由敦都擅長書法，其他南書房大臣裡也

有很多跟董邦達同樣擅長繪畫者，例如張若靄、勵宗萬。在《御製詩初集》的序

中，也提及許多詩作是在詞臣的幫忙下完成。另外，《御製詩集》、《皇清文穎》

以及一些繪畫作品上的題跋，也收錄了臣子應和皇帝的詩作。到底詩、書、畫的

能力，於詞臣而言是一種必備技能、加分項目或者是競爭官位的重要手段，是否

因而影響到院畫的發展？透過盤山為中心的探索，能夠網羅到董邦達、鄒一桂等

多位詞臣的案例，作為這方面議題的初步探尋軌跡。 

 

 

                                                       
24 喬迅（Jonathan Hay），《石濤：清初中國的繪畫與現代性》（台北：石頭出版社，2008）。 

25 柯律格（Craig Clunas），邱士華、劉宇珍、胡隽譯，《雅債：文徵明的社交性藝術》（臺北：石

頭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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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回顧 

本節分成兩個部分來回顧：首先是清代的行宮圖研究，以避暑山莊與圓明園

的案例為多，其次則是以董邦達畫藝為中心的相關研究，藉此了解其畫史定位。

雖然本文所欲討論的「巡幸地景畫」並未做過整體性、概觀式的討論，但與之相

關的行宮圖像則有相當程度的研究累積，而董邦達的地景作品也以個案研究的方

式陸續進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研究中多以「地點」為研究範圍的劃分，例如

以下將提到的避暑山莊或圓明園，對於這類圖像的討論便會牽涉到該處行宮園林

在清帝國之中的定位，以地點為切入角度固然有助於研究的具體化與深化，然而，

這類圖像的大量出現，描繪對象更擴及於各處行宮苑囿，這現象本身就具有深刻

的意義。因此，本節一方面仍以「地點」劃分呈現各項研究成果，但一方面也希

望透過這些研究來找出其中的共性，作為本研究的重要參考依據。 

 

1. 清代行宮圖像之研究 

清代的行宮研究主要分成兩個面向：其一是針對行宮本身，將與行宮相關的

圖繪、地圖、建築圖稿、照片以及文字紀錄、御製詩文皆視為「文獻」，透過這

些文獻來拼湊出行宮原有的樣貌，了解其修建與發展過程、建築物的設計與造園、

佈局觀念，帝王對該處行宮的使用，以及該處行宮在帝國中的定位。其二則是針

對行宮「圖像」本身的研究，在這類研究中，會將重點放在梳理製作脈絡，了解

製作者的背景與製作過程，探索圖像的風格與圖式來源，以及這些作品的製作企

圖等。不論行宮的本身或行宮圖像，皆由帝王敕命設計、建造、繪製，因此，關

於帝王的意圖的探究通常會被置於這些研究的核心，同時也是兩個研究面向的共

通點所在。 

歷來關於帝王行宮苑囿之研究，多半將重點放在建築物與園林佈局的重建。

儘管清代宮苑相對於其他朝代，建物與地基的保存狀況較為良好，但仍有許多宮

苑今已不存或已殘缺，例如清朝最大規模的行宮苑囿—避暑山莊、獲古今中外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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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萬園之園—圓明園，以及本研究的主角靜寄山莊等都是如此。所幸清宮也流傳

下來不少與這些行宮苑囿相關的各式繪畫作品、輿圖、樣式雷圖稿、燙樣等，成

為輔助重建宮苑樣貌的重要「文獻」。然而，本研究的主要目標並非回溯建築景

觀之樣貌，而是要檢視這些依附在行宮苑囿興建、發展過程而生的種種文化產品，

梳理出當初的製作脈絡為何，藉此了解帝王營建行宮苑囿的企圖，以及帝王如何

使用這些文化產品。以「圖像」為研究主體而得出的結果，有助於定位各種作品

的性質與意義，為中國藝術史發展找回失落的一塊，並且可回過頭來影響宮苑樣

貌之重建，幫助我們判斷哪些部分是刻意描繪的或增減的，增加重塑建物原貌的

精準度。 

清代行宮圖像的研究中，最被關注的是避暑山莊與圓明園。避暑山莊的興建，

與帝王巡幸有著密切的關係。清帝北巡秋獼原無定例，直到康熙十六年（1677

年）設立定制，並於二十年（1681年）建立了固定的木蘭圍場。圍場距北京五

百公里，路途遙遠，於是需要營建駐蹕之所—行宮。26避暑山莊的營建主要歷經

了三個階段：從草創期的「熱河上營」，到略具規模的「熱河行宮」，康熙五十年

（1711年）始定名為「避暑山莊」。27圓明園則是北京清代皇家園林「三山五園」

之一，始建於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後來康熙帝將園子賜給四子胤禛，也就

是後來的雍正帝。雍正即位後，圓明園逐步發展成園居理政之所，並歷五朝長期

經營。28儘管在研究行宮圖像時，避暑山莊與圓明園經常會並列討論，然而兩處

皇家園林的性質上仍有所區別。圓明園就位於京城西郊，雖然也是「行宮」，為

帝王巡幸駐蹕之所，但乾隆在此「園居理政」的時間很長，可知重要性並不亞於

紫禁城。29避暑山莊位於北京東北方約 180公里處，被視為清代第二大政治中心，

                                                       
26 王立平、張斌翀，《避暑山莊春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頁 8‐18。 

27 劉玉文，〈避暑山莊初建時間及相關史事考〉，收錄戴逸主編，《清史研究與避暑山莊：中國承

德清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703‐2003》（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5），頁 85‐91。 

28 郭黛姮，〈三山五園—北京歷史文化最輝煌的樂章〉，收錄林芳吟總策畫，《圓明園：大清皇帝

最美的夢》（臺北：頑石創意公司出版，2013），頁 58‐71。 

29 何瑜，〈清代三山五園與清帝國園居理政〉，收錄林芳吟總策畫，《圓明園：大清皇帝最美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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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正好介於蒙古與北京之間，成為聯絡蒙古部族、鞏固邊防的重要地點，同時

具有避暑、防止疾病感染、木蘭行圍等重要功能。30 

避暑山莊與圓明園，都是康熙朝始建並為後來的帝王承繼與使用，乾隆帝更

是在任內大加修建與擴張兩處行宮園林的規模。無論是康熙帝或乾隆帝，在營建

過程中皆曾有詩文圖像方面的創作，也成為藝術史學史所關注的對象。以下將列

舉相關的研究成果，透過眾多學者之眼，來了解這些圖像在清帝國、甚至是後世

的意義為何。 

避暑山莊 

關於避暑山莊的圖像製作，在康熙朝有康熙帝作詩、沈喻繪製、武英殿刊刻

的木版畫《御製避暑山莊詩》，冷枚繪製的《避暑山莊圖》，以及馬國賢製作的銅

版畫《御製避暑山莊詩》，乾隆朝則有重製康熙朝木版畫本的《御製恭和避暑山

莊圖詠》、張宗蒼、錢維城所繪的避暑山莊圖冊等作品。儘管品項繁多，但討論

的重點大多放在康熙朝的作品上。31楊伯達在〈冷枚及其避暑山莊〉文中，最先

定位了《避暑山莊圖》這件作品的價值，由畫家冷枚的角度切入，探索他在宮廷

活動的狀態，其次才是論述《避暑山莊圖》的製作與風格。32楊伯達指明《避暑

                                                                                                                                                           
（臺北：頑石創意公司出版，2013），頁 72‐77。 

30 袁森坡，〈清代口外行宮的由來與承德避暑山莊的發展過程〉，頁  286‐319。 

31 關於避暑山莊的研究十分豐富，以下列舉與本研究切近相關者：楊伯達，〈冷枚及其避暑山莊〉，

《故宮博物院院刊》，第 1期（1979），頁 51‐62。袁森坡，〈清代口外行宮的由來與承德避暑

山莊的發展過程〉，頁  286‐319。王景鴻，〈清宮鐫刻的第一部銅版畫冊——淺論康熙《御製

避暑山莊詩圖》〉，《故宮文物月刊》，第 285期（2006年 12月），頁  58–73。石聽泉，〈一座

清代御苑之傳播：康熙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及其在西方的傳播歷程〉，《風景園林》，第 6期（2009），

頁 92‐103。Cary Y. Liu, “Archive of Power: The Qing Dynasty Imperial Garden‐Palace at Rehe, ”頁

43‐66。Stephen Whiteman, Creating the Kangxi Landscape: Bishu shanzhuang and the Mediation 

of Qing Imperial Identity (Ph.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2011).許媛婷，〈靜默少喧嘩．臨景思治

道‐‐談康熙皇帝與避暑山莊詩圖〉，《故宮文物月刊》，第 343期（2011年 10月），頁 90‐99。

馬雅貞，〈皇苑圖繪的新典範：康熙《御製避暑山莊詩》的製作及其意義〉，《故宮學術季刊》，

第 32卷 2期（2014年 12月），頁 39‐80。 

32 楊伯達，〈冷枚及其避暑山莊〉，頁 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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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莊圖》的性質為「總圖」、「通景畫」，並核對了《避暑山莊圖》與沈喻的版畫

本，發現冷枚所繪只及三十景。儘管可確定作品是康熙朝製作的，但畫上未題年

款，於是楊伯達透過款印風格的比對，梳理避暑山莊三十六景的形成過程，並考

量作畫過程可能運用的「省略」手法（略去不必要的景物），且畫上有許多吉祥

寓意的事物描繪等，由此種種確認該圖應作於康熙六旬大壽之際。 

袁森坡的〈清代口外行宮的由來與承德避暑山莊的發展過程〉一文，重新梳

理、排序整個避暑山莊的發展過程，並重新檢視冷枚《避暑山莊圖》的製作時間。

楊伯達指出該圖是冷枚於康熙六十大壽時繪製進獻的，也就是 1713年所作，但

若根據其描繪的建築內容來看，許多1713年之前已營建完成的部分卻未入畫面。

經袁森坡考證，該圖應繪於康熙四十七（1708年）年「熱河行宮」竣工時，而

非五十年（1711年）康熙命名避暑山莊之後，據而認為該圖應以「熱河行宮圖」

命名為當。33 

儘管冷枚這件作品著錄在石渠寶笈中是以「避暑山莊圖」為名，並不表示在

製作的當下該處行宮已定位為「避暑山莊」，的確，在後來的研究中得知，在康

熙定名「避暑山莊」前，事實上還歷經了「熱河上營」、「熱河行宮」的階段，而

冷枚的《避暑山莊圖》所繪實為「熱河行宮」的階段。34儘管楊伯達對於這件作

品的檢視十分細膩，但我們也不得不承認，透過風格分析來確認作品年代，對於

這類採用寫實手法的行宮圖繪而言確有其侷限性。基於清代所留下的文獻確實比

其他朝代要來得多，透過這些線索的逐步梳理，我們得以確知更多相關的訊息。 

Anita Chung的  Drawing Boundaries : Architectural Images in Qing China一書，

主要在探討清代界畫，其中第三、四章將避暑山莊與圓明園圖像置於界畫發展的

                                                       
33 袁森坡，〈清代口外行宮的由來與承德避暑山莊的發展過程〉，頁 299‐230。 

34 袁森坡，〈清代口外行宮的由來與承德避暑山莊的發展過程〉，頁  286‐319。Stephen Whiteman, 

Creating the Kangxi Landscape: Bishu shanzhuang and the Mediation of Qing Imperial Identity. 馬

雅貞，〈皇苑圖繪的新典範：康熙《御製避暑山莊詩》的製作及其意義〉，頁 3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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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中討論。35關於避暑山莊圖像的討論，Anita Chung將重點放在冷枚的《避暑

山莊圖》，他認為避暑山莊的圖像具有「地產肖像畫（estate portraiture）」之性

質，因此，寫實手法的運用是一種必然的選擇，而冷枚的作品不僅針對康熙朝避

暑山莊的外觀進行寫實性的描繪，更進一步在構圖上做輻射狀的排列，在各建築

群之間分出內外之別，以此來傳遞政治意涵，此外，鳥瞰皇家建築全景的視角安

排，也是針對帝王的觀看需求而設計的。36Anita Chung將該作品的風格表現與帝

王之間作了更深刻的聯繫，並且強調了西洋技法在這件作品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透過西洋的線性透視的運用，冷枚得以針對建築本身做更為細緻、寫實的描繪，

並且運用線性透視來統合整體畫面，進而達到引導觀者的視線的功能。 

Anita Chung並指出除了冷枚的《避暑山莊圖》之外，康熙也曾贊助了傳教

士畫家的地圖繪製計畫，暗示康熙可能對於這些西法透視之運用有某種程度的偏

好，但文中也同時指出，冷枚並未針對整個畫面使用嚴格的線性透視，仍採取了

中西畫法之間的折衷處理。該文強調了帝王與作品風格之間的關連性，並將作品

置於清宮界畫發展脈絡中思考，得出更清晰的作品定位，針對冷枚在透視技法方

面的運用有著細膩的討論。Anita Chung較為關注作品對西洋技法的運用，甚至

將其放置在西方 estate portraiture的作品概念中討論，缺乏對中國傳統繪畫的聯

繫。 

相對於此，石聽泉（Richard E. Strassberg）則嘗試將避暑山莊的園景與圖像

放到中國傳統文化脈絡中討論，他所思考的不僅僅是圖像本身所透露出的意涵，

而是將帝王對園景的設計、塑造、賦詩、作圖等視為一系列的活動，以活動的整

體來考量帝王的企圖。37石聽泉認為，中國文化中「景」的意含，與西洋的 scene、

view不同，「景」是一種意念化的空間，遠遠超過我們視覺上所見的部分，在明

                                                       
35  Anita Chung, Drawing Boundaries : Architectural Images in Qi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36  Anita Chung, Drawing Boundaries : Architectural Images in Qing China, Chapter 3. 

37 石聽泉，〈一座清代御苑之傳播：康熙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及其在西方的傳播歷程〉，頁 9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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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私家園林中，「景」反映了園主的社經地位與理念，是一種對園主本身形象的

「portrait」，而非單純的景點再現，對「景」的適切解讀與否，則關係到觀者與

園主的關係，以及對園主的了解，由此看來，康熙為他的皇家園林「避暑山莊」

作詩、作園記，便與漢人的文人園林傳統有密切的關係。石聽泉並指出，康熙的

製作班底人數眾多，其中滿人、漢人兼具，似乎有意透過這樣的作品來展現自身

高超的文化水平，也就是說，行宮圖像事實上是帝王實踐園林文化活動的其中一

環，而帝王的賦詩、命人製圖、出版皆有意彰顯自身。 

針對各項作品的基本狀況都有初步了解之後，後來的研究中除了探討清帝製

作這些行宮圖像的企圖之外，更進一步把「觀者」的角度與地位也思考進去，這

「觀者」包含帝王本身、身邊的臣子，以及後世可能接觸到這些作品之人，不僅

如此，更將這些作品放到整個清帝國的發展中討論。Cary Y. Liu採用了新的、特

殊的角度切入，他使用 archive一詞來詮釋清帝對避暑山莊的園林建設、活動、

圖繪之意涵。38Archive指的是為人、地、物進行命名、編目，進而整理並掌控帝

國，Cary Y. Liu認為，當滿人入主中原之後，必須透過各種方式來佔領、管理整

個帝國的秩序，乾隆朝的四庫全書便是個典型的例子，透過命名、排序整理的方

式來為天下的所有東西豎立秩序。Cary Y. Liu指出，在避暑山莊例子中，archive

首先是透過山莊的花園與建築設計來達成的，帝王蒐羅天下名勝景致，繪製圖樣

並複製、重建在避暑山莊中，將山莊塑造成永恆的樂園，在樂園的中心是帝王的

居所，從各處拷貝而來的景點環繞在旁並以輻射狀排列，以此來定義出帝國的秩

序。然而，能夠親身遊覽皇家園林的人數有限，帝王欲將其所建構出來的秩序與

知識體系呈現給更多的「觀眾」，則需仰賴印刷與視覺媒體，也就是《御製避暑

山莊詩》等作品，透過版畫、詩、畫的知識體系建構，可呈現給廣大的中西方觀

眾看。Cary Y. Liu認為，帝國不僅僅是一種實際的存在，也同時是一種想像。不

僅要用武力（強勢）來建構，同時也是一種資訊戰，而清帝的這種作法，就如同

                                                       
38  Cary Y. Liu, “Archive of Power: The Qing Dynasty Imperial Garden‐Palace at Rehe, ”頁 4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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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地圖來進行知識、權力、認同、地域性的建構，以之整理出種族、政治、聖

域的地理體系。也就是說，在避暑山莊的例子中，清代帝王擺脫了舊手段，以新

的方式來表達「掌控帝國」的意義。 

Stephen Hart Whiteman有一系列針對康熙帝與避暑山莊的討論，39在他的博

士論文中，除了延續了 Cary Y. Liu的觀點探討避暑山莊在清帝國的意義之外，並

運用了W. J. T. Mitchell的理論架構「風景作為一種媒介」，也就是將風景視為一

種複雜的、被建構的象徵物，以文字與圖像的方式再現景物，並且能夠被解碼出

特定的意義。Whiteman運用這種架構，透過避暑山莊被建構與解構的過程，解

析康熙運用此風景媒介的方式與邏輯，並進一步了解帝王是如何建構他本身的認

同以及對「清」的認同。那麼康熙是如何透過避暑山莊來建構他所謂的帝國認同？

Stephen Whiteman的解析很有趣，他首先指出熱河雖然不若紫禁城或山東泰山、

孔廟等地具有強烈的政治、正統意涵，但也正因熱河是一塊「文化空白的畫布」，

用來重新建構滿清的文化認同再適合不過。為了建構政治認同，Whiteman特別

擴充了對「觀者」角度的詮釋。王權正統並不能由帝王這單一觀者來達成，而是

必須要有所擴張，也就是邀請更多觀者的加入。康熙一方面的邀請更多觀者來觀

看行宮園林，張玉書獲賜遊覽避暑山莊便是一例，另一方面則是印製多份《御製

避暑山莊詩》來達成傳布御製詩與行宮園林圖像的目的。在這樣的過程中，不僅

僅是帝王對行宮園林作出詮釋，並且透過印製、給予、觀看，形塑出帝王與接受

者之間的關係，接受者不僅對帝王表達忠誠，雙方更是共同確認了對這些帝國象

徵的詮釋。 

在前述關於避暑山莊的討論中，囊括了建築、園林佈置、畫軸、書籍、冊頁

                                                       
39  Stephen Whiteman, Creating the Kangxi Landscape: Bishu shanzhuang and the Mediation of Qing 

Imperial Identity. Stephen Whiteman, “Kangxi's Auspicious Empire: Rhetorics of Geographic 

Integration in the Early Qing,” in Jeffrey Kyong‐McClain and Du Yongtao (Eds.), Chinese History in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3), pp. 33‐54. Stephen Whiteman, 

“From Upper Camp to Mountain Estate: Recovering Historical Narratives in Qing Imperial 

Landscape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Gardens and Designed Landscapes, 33(4), pp. 249‐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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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種形式的作品，然而在不同表現媒材之間，亦存在著表現企圖上的差異。馬

雅貞的文章則是將討論聚焦在《御製避暑山莊詩》上，透過特定作品切入能夠獲

致更具體而有效的結果。作者仔細檢視並梳理《御製避暑山莊詩》的製作脈絡，

討論該書獨特的風格形式，包括在圖文關係與裝幀方面的表現，並進一步將該書

的製作與使用與中國明清私家園林文化傳統相比較。馬雅貞梳理了明清文士園林

活動的內容與意涵，透過園林建設、圖繪、雅集舉辦、文人遊覽並題詠詩文，使

得園林成為一個可用來表達自我、累積人脈資本的文化場域，而康熙帝不僅取園

林文化而用之，並改造成更能彰顯皇權的形式，在風格方面既狀似寫實，手法又

相對更為樸實，並且排除了傳統文士園林造景的小品趣味，以及園林圖中常見的

社交人物描繪，呈現出恢弘的皇苑建築氣度。40 

石聽泉、Stephen Whiteman的文章中皆曾提出「觀者」的問題，康熙欲建立

所謂的政治認同，除了主導避暑山莊景觀的建造與圖繪之外，還必須引進「觀者」

的參與，包括遊覽園林或欣賞圖繪等，這些被邀請之人藉由實際的行動表達對帝

王的認同。關於這點，馬雅貞以具體的例證—《御製避暑山莊詩》進一步推斷帝

王的用心，他認為康熙收編並改造中國文人的園林文化與活動模式，目的在於塑

造自身的「聖主」形象，以及詮釋理想的皇苑的樣貌。 

除了上述討論，避暑山莊的圖像製作中，還有一個部分是西洋傳教士製作的

銅版畫版本。王景鴻以傳教士畫家馬國賢主持的《御製避暑山莊詩》為研究主軸，

此為清代第一部以銅版畫刊刻的作品，經考察得知是以沈喻木版畫本《御製避暑

山莊詩》為底來製作的。41但在山石的刻畫、雲彩團塊、水面倒影等皆改採西法

描繪，作者還舉出幾個顯著的例子，來呈現木版畫與銅版畫本的差異，文中並強

調了馬國賢在傳播銅版畫技術上的貢獻。 

行宮圖像的研究中，多半述及對西洋技法、光影處理、線性透視的學習與引

                                                       
40 馬雅貞，〈皇苑圖繪的新典範：康熙《御製避暑山莊詩》的製作及其意義〉，頁 39‐80。 

41 王景鴻，〈清宮鐫刻的第一部銅版畫冊——淺論康熙《御製避暑山莊詩圖》〉，頁 5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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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銅版畫本避暑山莊圖的研究也不例外，由於這些作品曾傳播到西方，於是造

成了中國園林圖像對西洋的影響力，也就是說，在清代行宮圖的發展脈絡中，與

西洋之間的關係是雙向互動的狀態。石聽泉不僅討論了馬國賢所的做銅版畫本避

暑山莊圖，更提到後續的狀況與園林圖像的傳播。42馬國賢主持印製銅版畫本《御

製避暑山莊詩》，曾留下三十套作品並寄回歐洲，因而首度促成了中國皇家園林

樣貌在西方的流傳。後來馬國賢回到歐洲時，也帶回了多套銅版畫圖冊，然而西

方人並不懂得每幅圖像的詩句，包括滿文與漢文的部分，儘管馬國賢翻譯詩句卻

也不甚貼切。不論如何，馬國賢確實促成了中國皇家園林圖像在歐洲的傳播，同

時也搭上歐洲 chinoiserie的潮流。 

除了上述對於圖像製作脈絡、與西洋技法的關連，以及避暑山莊在清帝國中

的定位等方面的討論之外，還有一些研究是針對避暑山莊整體圖像發展進行概觀

式的整理與討論，也值得我們在研究時參考。例如許媛婷的〈靜默少喧嘩．臨景

思治道‐‐談康熙皇帝與避暑山莊詩圖〉一文，以及林秋玫的〈盛清避暑山莊研究〉

碩士論文等。43 

 

圓明園 

圓明園頗富盛名，卻在英法聯軍之際遭焚燬劫掠，為還原萬園之園的盛況，

有許多研究著作從各個面向來切入探尋。汪榮祖的《追尋失落的圓明園》一作，

便是特別具有代表性的，他全面性地檢視圓明園歷經清代五朝經營，呈現其興衰

的前因後果。44近來由於樣式雷圖稿的發掘與整理，因此興起了以影像形式還原

圓明園風貌的眾多著作。郭黛姮作了相當多圓明園相關研究，尤其專注在圖稿的

發掘與園林建築的重建，例如《乾隆御品圓明園》便以建築的「用途別」為分類

                                                       
42 石聽泉，〈一座清代御苑之傳播：康熙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及其在西方的傳播歷程〉，頁 92‐103。 

43 許媛婷，〈靜默少喧嘩．臨景思治道‐‐康熙皇帝與避暑山莊詩圖〉，頁 90‐99。林秋玫，〈盛清避

暑山莊研究〉（臺北：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44 汪榮祖著，鍾志恆譯，《追尋失落的圓明園》（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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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說明園中各處景點之建築景觀構建、意義、使用與在該處實行的典禮儀式

等，另外還有與賀豔合著的《圓明園的"記憶遺產" : 樣式房圖檔》、《數字再現圓

明園》等著作，以更為具體的形式來重建圓明園的樣貌。45端木泓則有一系列刊

登在《故宮博物院院刊》的文章，透過個別案例來討論探討圓明園內各處園林的

的發展狀況，主要藉由現存的圖像資料，以及御製詩來還原該處園林興建的緣由

以及空間的規劃，另外就是該處園林的命名與佈局的文化意涵。46 

喜龍仁（Osvald Sirén）在 1927年關於中國園林的討論中，將圓明園納入三

山五園之列，初步論及園景的構建過程與其中幾景的造型意涵等。47圓明園雖非

始建於乾隆朝，但在此時達到鼎盛，在擴建過程中，圖像的製作也隨之進行，1737

年乾隆命郎世寧、沈源、孫祜製作圓明園全景圖 1744年則有唐岱、沈源所作《畫

圓明園四十景》的完成。文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圓明園四十景圖像如避暑山莊圖

像的例子一般，曾透過複製的途徑進入西方世界，是由 Le Rouge製作，名為《中

國園林圖冊》，也稱 Jardin Anglo‐Chinois。喜龍仁乃中國繪畫史研究的權威，但在

此篇文章中並未針對圓明園圖像的製作與風格作深入的探究。 

與圖像製作脈絡更為切近相關的研究，多半以唐岱、沈源所繪絹本設色的《御

製圓明園四十景詩》為主軸，輔以孫祜與沈源繪製的武英殿刊本《御製圓明園四

十景詩》，近來則由於雷氏家族所製作的建築圖稿陸續發掘與整理，將之納入作

為園景配置與建築外型描繪的討論依據。Anita Chung在關於清宮界畫的研究中，

                                                       
45 郭黛姮，《乾隆御品圓明園》（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郭黛姮、賀豔，《圓明園的"記

憶遺產" : 樣式房圖檔》（杭州：浙江古籍，2010）。郭黛姮、賀豔主編，《數字再現圓明園》

（上海：中西書局，2012）。 

46 端木泓，〈圓明園新證—長春園蒨園考〉，《故宮博物院院刊》，第 5期（2005），頁 246‐292。

端木泓，〈圓明園新證—萬方安和考〉，《故宮博物院院刊》，第 2期（2008）， 頁 36‐55。端

木泓，〈圓明園新證—麴院風荷考〉，《故宮博物院院刊》，第 6期（2009），頁 14‐29。端木泓，

〈圓明園新證—乾隆朝圓明園全圖的發現與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第 1期（2009），頁

22‐36+156。 

47  Osvald Sirén，〈萬園之園圓明園〉，收錄侯仁之等著，《名家眼中的圓明園》（北京：文化藝術

出版社，2007），頁 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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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討論到避暑山莊的圖像外，在第三、四章也論及圓明園圖，並且以唐岱、沈

源所繪的版本為主。其中提到，這套作品與先前的冷枚《避暑山莊圖》不同，並

不屬於地產圖的性質，反倒是在詩與畫之間呈現出緊密的結合，並且展現了帝王

至高無上的權威性，以及其所處世界的奢華與享受狀態。48文中討論了圖繪手法，

尤其是不同畫家之間的合作關係，Anita Chung指出，唐岱先畫山水，並把建築

的位置空下來，由沈源負責完成，構圖採取「開合」的方式來安排，「開」的的

部分建築，「合」的部分是山石，由於建築與山石出於不同手所繪，故西洋線性

透視的使用僅限於局部表現，而非將整個畫面做嚴格透視統合。作者並針對各景

的命名與圖繪內容來討論作品的意涵，儘管圓明園是帝王的休憩之所，但就景點

命名來看是具有高度的政治意涵，例如「九州清晏」即呈現出乾隆的天下觀，另

外，各景點還同時具有儒釋道各方面的意涵呈現，尤其是對道教洞天、永生概念

的援引，更使該處增添了「不朽」、永恆的意義。49也就是說，這套圖像的表現

重點並不在於地產的呈現，反倒是透過帝王詩句與皇苑圖繪組合，形成一個完整

的意象營造。 

John Finlay的博士論文也是以唐岱、沈源所繪的《畫圓明園四十景》為研究

主軸，相較於 Anita Chung的研究，他援引了更多中國傳統多景圖繪，作為探尋

圖式傳統的材料。並且將這樣的現象與法國十八世紀皇家園林圖像的興盛做連結，

尤其這時中國園林圖像影響到西洋的「中國風」熱潮，50前述提及的研究中，石

聽泉、喜龍仁等人皆談論到這個部分。 

對於藝術史研究而言，John Finlay的第二、三章可說是關鍵所在。首先，第

二章依年代由遠而近探索《畫圓明園四十景》的圖式來源，最早的例子可溯及王

維的《輞川圖》詩圖組合，以及其「袋狀空間」的營造。其次，這種多景組合的

                                                       
48  Anita Chung, Drawing Boundaries : Architectural Images in Qing China, Chapter 3. 

49  Anita Chung, Drawing Boundaries : Architectural Images in Qing China, Chapter 3 and 4. 

50  John R. Finlay, 40 Views of the Yuanming yuan": Image and Ideology in a Qianlong Imperial Album 

of Poetry and Paintings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2011), Chap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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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與瀟湘八景的傳統以及明代王紱的《北京八景圖》有關。John Finlay並指出

《畫圓明園四十景》是真實再現的圖像，具有高度文化意涵，種種特點則與《輞

川圖》與西湖圖像傳統有關，尤其就西湖圖的例子來看，雍正、乾隆朝均有西湖

的志乘作品可供參考。與圓明園四十景製作時間最為貼近的例子便是乾隆的皇祖

父的避暑山莊三十六景，為了充分地了解這個例子如何進行，乾隆還曾命人作了

三十六景的複本。透過 John Finlay的種種討論，可知圓明園四十景的製作有著多

重的來源，而關於這些來源的討論，使我們得以更加了解圓明園四十景的製作內

涵。 

John Finlay在第三章則討論了乾隆朝參與圓明園四十景圖繪的三位重要畫家：

唐岱、沈源、孫祜，在他們筆下所呈現出的是清宮正統派與西洋技法之間的折衷

風格。51其中，唐岱為王原祁的後繼者，正統派的傳人，除了正統派筆法方面的

運用之外，他還使用了西法表現光線陰影的效果。沈源為宮廷畫家，曾與郎世寧、

陳枚、丁觀鵬、孫祜等人合作，既有機會學習西法，又對西法的使用很有興趣，

擅長使用線性透視來表現建築物。孫祜跟沈源一樣都是宮廷畫家的一員，John 

Finlay認為，透過這些宮廷畫家之手所建構出的風格，定義了十八世紀早期的清

宮風格，而這種風格是將正統派復古筆法與西方技法、線性透視做結合。John 

Finlay在末章則透過對四十景詩的翻譯，指出這些圓明園圖的製作，不僅僅是要

表現建築物本身，更是要體現帝王本身的意志。例如帝王本身具有正直純潔的心

靈、對儒家典範的承繼，以及對祖先王道正統的承繼。52也就是說，這些圖像超

越單純再現景物，具有更遠大的目標與企圖，這樣的詮釋則同於 Anita Chung的

研究。 

李雪的碩士論文同樣是以圓明園四十景圖為主要探討對象，所獲致的多項結

                                                       
51  John R. Finlay, 40 Views of the Yuanming yuan": Image and Ideology in a Qianlong Imperial Album 

of Poetry and Paintings, Chapter 3. 

52  John R. Finlay, 40 Views of the Yuanming yuan": Image and Ideology in a Qianlong Imperial Album 

of Poetry and Paintings, Chapt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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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均與 John Finlay相近，包括中西折衷風格、圓明園圖繪對避暑山莊圖繪的繼承

關係等，其中較有趣的地方是針對建築圖繪來源的討論。53乾隆朝曾對圓明園作

大幅度的擴建，李雪考證得知圓明園圖是在園林建設中尚未完成之際邊建邊畫的，

既未建成如何得以描繪如此寫實細膩的圖像？因此，李雪認為如意館畫師與製作

圖樣的雷氏家族之間應有某種合作模式，根據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記載，李雪

推知圓明園圖繪中的建築部分應是由宮廷畫家參照「燙樣」來描繪，此外，沈源

還是「畫樣人」出身，對於建築圖樣的製作應該有相當的熟悉度，更坐實了這些

圖像應是參照建築圖樣而成的可能性。54不僅如此，他更以「鏤月開雲」一景為

準，比較絹本、版畫本與張若靄本等三個版本的圓明園四十景圖，指出其中對某

座亭子的描繪有細節上的不同，認為這幾件作品的參照物並非實景，而是燙樣。

筆者認為，使用「燙樣」來作為描繪建築外型的依據確有可能，尤其這些圓明園

圖繪的建築皆描繪仔細，立體結構也表現得十分得當。但值得注意的是，就李雪

舉出的「鏤月開雲」一例來看，圖像上的相似並不見得需要燙樣作為中介，也有

可能是照著先前的版本作臨摹。若是參照燙樣，周遭景致的描繪並不被拘束，但

就這三本來看，卻是連景致描繪都十分相近的，因此畫家可能無須參照燙樣，可

直接取用宮廷中早先完成的版本來作為參照對象。無論如何，李雪所提出的「燙

樣」說的確很有價值，在本研究中便有需要燙樣輔助的行宮圖繪之例，將陸續提

出。 

 

小結 

透過上述研究，可知在行宮圖方面的討論，有三項關鍵切入點，其一是行宮

內外景點「命名」的問題，這部分的討論能夠體現帝王對該處的編碼、整理，以

及帝王意志的展現。其二則是來自西方的影響，以及對中西畫法的折衷處理，這

                                                       
53 李雪，〈圓明之德—《圓明園四十景圖》研究〉（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碩士論文，2014）。 

54 李雪，〈圓明之德—《圓明園四十景圖》研究〉，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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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通常會討論到光影的處理、線性透視的使用，以及銅版畫技術，其中不乏西

方傳教士畫家的參與。其三則是對中國既有園林文化的承繼，尤其是與唐、宋、

明、清文人私家園林書寫、圖繪、活動的關係。透過對避暑山莊與圓明園方面的

圖繪研究，可知自從康熙朝的冷枚《避暑山莊圖》、《御製避暑山莊詩》製作完成

之後，便豎立了圖繪皇家行宮園林的基本模式，當建造行宮園林告一段落時，帝

王會派人以圖繪紀錄並紀念已建成的部分。在這些行宮圖中，會有幾個必備的構

成元素，包括帝王的御製詩句、御定景點與命名，詞臣、宮廷畫家或內務府、鴻

臚寺人員繪製的景點圖樣，但詩句、命名、圖繪三者的出現順序與主從之別並不

一定，而是因各件作品的狀況有異。清宮製作的各項行宮圖繪之間是具有承繼關

係的，尤其康熙朝《御製避暑山莊詩》與乾隆朝《御製圓明園四十景詩》的承繼

關係有形諸文字，但這些行宮圖繪與中國傳統園林圖繪或者是西洋技法之間的關

係則不明朗，目前所得為各種間接證據，但目前呈現出的多重圖式與文化來源，

其實證實了清帝對這類行宮圖創作所採取的態度，並非針對某一特定文化內涵做

完整的繼承，反倒是掌握手頭上能夠運用的所有資源做綜合使用。此外，上述研

究中雖然強調這些行宮圖具有高度的政治與文化意涵，但他們也絕非天馬行空、

單純理想式、仙境式的表現，而是對於現實中的行宮樣貌具有一定程度的遵循，

由此可知帝王不僅關注抽象意涵的表達，同時重視對行宮與周遭景物的外在表象

的再現。 

 

2. 董邦達研究回顧 

再從董邦達的研究成果來看，目前較缺乏整體全觀的角度去詮釋，多半以其

作品的描繪主題來做研究範圍的劃分。董邦達的作品中有很大部分屬地景畫類型，

然而這些研究者並未明確地定義出這些地景畫的性質，卻又將這些作品用以探討

帝王的意圖與董邦達的繪畫成就，不免見樹不見林，或者直接將董邦達與宮廷山

水風格—正統派做連結，如此不僅無法給予董邦達適當的評價，更無法探知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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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真正意圖。 

在董邦達的相關研究成果中，首先是關於生平的部分，吳美淥的〈董邦達小

識〉已有初步的探索；55《清中期書畫家董邦達、董誥父子書法研究》考察了《富

陽董氏家譜》以及清代方志收錄的行狀等，排列出董邦達的完整生平年表，以及

董邦達父子為中心的整個董氏家族系譜，並且重新考訂董邦達的生卒年為

1696‐1769年，並非一般所認為的 1699年出生。56除此之外，該文並細密地考察

了董氏父子的交遊狀況，將他們的詩文、書、畫作品彙整編目，就文獻梳理的角

度來看助益頗多。 

其次，關於董邦達書畫作品的全面性研究，有兩篇碩士論文，其一為前述提

到的《清中期書畫家董邦達、董誥父子書法研究》，57主要內容在探討董氏父子

的館閣體，以及清代書法史的發展脈絡，由於非本文的關注重點，在此不加詳述；

其二為邱雯的《清代畫家董邦達藝術初探》，粗略地將董邦達的作品區分成山水

畫、山水扇面、詩意畫、西湖風景山水畫幾類，並強調董邦達的風格乃承繼自正

統派，邱雯還有另篇文章特別將山水風格上「三董相承」的論點大加發揚，58然

而三董（董源、董其昌、董邦達）串連的言論實際上來自乾隆，59筆者認為，這

筆文獻的價值不止於三董風格之間的承繼，關鍵反倒是在乾隆與董邦達之間的關

係，透過「三董相承」的評語，可了解乾隆對董邦達的評價與定位以及乾隆的畫

史觀。上述兩篇論文皆對董邦達的龐大資料整理有所助益，但在董邦達的畫史定

位與價值方面還留有一些討論的空間。 

                                                       
55 吳美淥，〈董邦達小識〉，《紅樓夢學刊》，第 1期（1982），頁 205‐206。 

56 鄧釵，〈清中期書畫家董邦達、董誥父子書法研究〉（杭州：杭州師範大學碩士，2007），頁 6，

註 1。 

57 上引文。 

58 邱雯，〈董邦達藝術初探——兼論董源、董其昌與董邦達畫風之傳承〉，《美術學報》，第 2期（2013

年），頁 83‐86。 

59 補乾隆說三董相承的來源：臺北故宮收藏「秋山蕭寺圖」上，乾隆丙寅年御題詩句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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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董邦達的作品中，山水畫類佔了絕大多數，60其中又可歸納出大批

地景畫，該特點也呈現在關於董邦達作品的研究中，若依描繪地點來區分，可分

為盤山、西湖、葛洪山、居庸關等地。 

 

盤山 

康熙朝已有行宮圖的生產，但僅有冷枚的《避暑山莊圖》、《御製避暑山莊詩》

以及描繪有西湖行宮的王原祁《西湖圖》卷，行宮圖像的大量出現，大致可定位

於乾隆朝，從初期的圓明園、避暑山莊圖像，到後來的靜寄山莊（位於盤山）、

靜宜園等，其中，盤山佔有重要的創作份量。不同於圓明園、避暑山莊都已歷兩

朝經營，靜寄山莊為乾隆朝新建，雖然建物與園林今已不存，透過留存下來的大

量圖像、詩文創作，亦可得知乾隆對其重視程度非凡。傅申在《重建一座消失的

乾隆「靜寄山莊」》研究計畫中，61以靜寄山莊為中心探討所有與盤山相關的圖

像，以及乾隆在此進行的各項藝文活動，計畫中大量蒐羅盤山相關的圖像材料，

並架構起研究的框架，其中關於《御筆盤山圖軸》的問題已經有專文發表。62 

在各項盤山圖像的討論中，以《御筆盤山圖軸》的討論最為完整，傅申針對

該圖的作者問題進行討論，63雖就題跋的語氣來判斷會認為是乾隆親筆所為，傅

申將之與其他御筆作品、詞臣山水畫之風格進行比對，認為該作的真正作者為唐

岱。邵彥〈時空轉換中的行宮圖像─對幾件《盤山圖》的研究〉，64則是在傅申的

研究基礎上，針對各項盤山圖像對乾隆的意義作深入探討，該文乃是以《御筆盤

                                                       
60 參閱鄧釵，〈清中期書畫家董邦達、董誥父子書法研究〉的作品彙整。此外，筆者蒐集了目前

可得的所有董邦達作品圖版，並整理了《石渠寶笈》初、續、三編、乾隆御製詩、《歷代著錄

畫目》等，由此種種歸納所得。 

61 傅申，《重建一座消失的乾隆「靜寄山莊」》。 

62 傅申，〈乾隆皇帝《御筆盤山圖》與唐岱〉，頁 83‐105+107‐122‐269。 

63 上引文。 

64 邵彥，〈時空轉換中的行宮圖像─對幾件《盤山圖》的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第 1期（2008

年），頁 24‐49 +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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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圖軸》為中心，搭配董邦達的《田盤勝概冊》、《盤山十六景卷》、蔣溥、董邦

達等人編《欽定盤山志》等作品，討論乾隆對於靜寄山莊、盤山一帶的看法。他

進一步整理《御筆盤山圖軸》上的所有題跋內容，將之與乾隆的御製詩書寫慣性

做對照，作者透過御製〈歲朝圖〉、〈中秋帖子詩〉等作品，討論「歲時」對於乾

隆的意義，發現其在春季所作詩句多與國計民生相關，秋季則偏抒情自省，而《御

筆盤山圖軸》上的三十四則題跋中，僅三則作於秋季，餘皆作於春季，由此可知

該作品的性質較偏向〈歲朝圖〉，而非〈中秋帖子詩〉，也就是說，乾隆在巡幸盤

山的過程中，思索更多的是帝國政治、民生社稷之問題。 

楊丹霞〈乾隆御題董邦達田盤勝概圖冊—為他山水幽佳處 往往尋題趣有余〉

一文，65認為董邦達綜合了乾隆詩意與實景觀察，並由於參與了《石渠寶笈》的

內廷收藏古代名家作品整理工作，才能做出《田盤勝概冊》這樣的作品，這與宮

廷製作裝飾性山水有不同的意義。在此，作者肯定這套冊頁是由董邦達親身考察

而作，並非單純想像或摹古。但關於實景性質的問題，邵彥的看法較為遊移，一

方面將《田盤勝概冊》中的〈貞觀遺蹤〉一景與目前遺留下來的盤山照片對照，

肯定其中的實景性質，卻也同時認為很多地方採用風格化的處理；另一方面則指

出《盤山十六景卷》創作時為秋天，董邦達當年十月丁憂返家，應無法即景寫生，

而是參照之前的冊頁而作。筆者認為，對照董邦達一系列的盤山圖像創作，儘管

並非件件都是對景寫生，但肯定針對各個景點製作過詳細的圖稿，這點可以透過

乾隆御製詩以及活計檔來證實，66這代表乾隆在意圖與景之間的對照關係，否則

                                                       
65 楊丹霞，〈乾隆御題董邦達田盤勝概圖冊—為他山水幽佳處 往往尋題趣有余〉，頁 40‐44。 

66 乾隆 11年 8月 26日，如意館：「七月二十六日沈源、董邦達前往盤山行宮等處起稿畫圖呈覽」，

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5），第 14冊，頁 426。乾隆 13年 9月 16日，如意館：「沈源、董邦達前往

盤山行宮等處起稿畫圖呈覽」，見《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 16冊，頁 259。「乾隆

十九年二月十八日駐蹕行宫，命臣蔣溥、汪由敦、邦逹等纂修盤山新志。臣等仰見天筆詠題，

日星並耀，宸遊伴奐，嵗月無疆，幸常從左右，史後槖筆，以紀盛事焉」，見蔣溥等撰《盤山

志》，卷首一，頁 6a，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175。 

 



董邦達與乾隆朝巡幸地景畫 

‐‐‐‐‐‐‐‐‐‐‐‐‐‐‐‐‐‐‐‐‐‐‐‐‐‐‐‐‐‐‐‐‐‐‐‐‐‐‐‐‐‐‐‐‐‐‐‐‐‐‐‐‐‐‐‐‐‐‐‐‐‐‐‐‐‐‐‐‐‐‐‐‐‐‐‐‐‐‐‐‐‐‐‐‐‐‐‐‐‐‐‐‐‐‐‐‐‐‐‐‐‐‐‐‐‐‐‐‐‐‐‐‐‐‐‐‐‐‐‐‐‐‐‐‐‐‐‐‐‐‐‐‐‐‐ 

‐ 28 ‐ 
 

不需派董邦達親往寫生。此外，上述文章雖均點出董邦達盤山系列圖繪的實景性，

卻未曾論及乾隆何以在意實景問題，這也是本研究欲處理的部分。 

 

西湖 

王雙陽，《古代西湖山水圖研究》是以歷代的西湖圖像為探討重點，其中，

清代的部分討論了王原祁、董邦達、戴熙，並稱董邦達為「誤區中的經典」，肯

定其在宮廷畫壇的地位，以及對康熙朝王原祁的承繼關係。67董邦達早期繪畫開

蒙可能來自其父親，68但繪畫風格建立的關鍵是在其入直內廷後，接觸王原祁、

唐岱的作品習得。王雙陽認為，王原祁乃是康熙朝以來經典山水樣式的重要奠基

者，乾隆朝繼而取之為宮廷服務，同時也失卻了原本的文人精神。此處作者將董

邦達歸於婁東派一脈，69以「誤區」的說法指稱四王正統傳派這種具備文人精神

的派別，在為宮廷服務後逐漸走入樣式化的狀態，採取負面的角度去詮釋正統派

及其傳脈，而董邦達雖被歸於其中，但肯定了他是少數在這種趨勢中仍能豎立地

位的畫家。的確，王原祁在清代山水畫發展中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與影響力，但

並不能充分解釋乾隆何以看重董邦達，70以及董邦達何以被視為王原祁之後的大

家，且董邦達的山水風格與王原祁之間並非直接的承繼關係。此外，筆者梳理了

董邦達西湖圖像的創作脈絡，得知這些十景、四十景冊頁、卷軸、手卷之間，彼

此共用相同的稿子，反覆在不同媒材、形制上創作，並且收藏在不同的地點，71

彼此之間不僅具有共通的風格，與前朝王原祁及當朝其他詞臣畫家相比，用筆風

                                                       
67 王雙陽，〈古代西湖山水圖研究〉（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博士論文，2009）。 

68 上引文，頁 74。 

69 婁東派一脈相承者有王原祁、黃鼎、唐岱，董邦達、董誥、錢維城、關槐，張宗蒼等人，見

王雙陽，〈古代西湖山水圖研究〉。 

70 根據筆者的整理，董邦達幫乾隆製作了眾多地景圖像，包含乾隆巡幸足跡所至之處，以及乾

隆所欲了解的地點，在所有詞臣畫家中可說在這方面最被重用者，董邦達不是單純的為皇帝

辦事，最終也轉變為代替皇帝觀看、詮釋地景的重要近臣。 

71《西湖十景軸》目前所知便有儲於延春閣與圓明園兩種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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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具有明顯差異，並非王雙陽所言的「缺乏個人特質」，72雖然董邦達的作品多

且品項繁雜，但若將這些作品都分開探討，不免失卻了解董邦達風格全貌的機

會。 

蘇庭筠的《乾隆宮廷製作之西湖圖》則綜合討論了董邦達在乾隆治下所作各

式西湖圖，73作者認為乾隆之所以命這些「士流畫家」做西湖圖，而非採用宮中

擅長西法的宮廷畫家，是因為乾隆無意營造西湖實景，而是要呈現出乾隆心中的

西湖意象，也就是為了單純的意境營造而採用這些文人畫家。在該文的詮釋下身

份與風格之間具有明顯的對應關係，宮廷畫家對應西法，士流畫家對應文人畫風，

74而乾隆在擇取作畫人選時，是根據風格的需求來選擇適合的身份人選。這樣的

說法看似合理，但若將董邦達的《西湖四十景冊》（見圖 1‐3）與唐岱、沈源的《畫

圓明園四十景》相對照，會發現除了設色濃度不同之外，取景角度以及對線性透

視的運用皆相仿，也就是說，董邦達的地景風格並不能單純地劃分在宮廷或文人、

西法或傳統山水之中，反倒是跨越了不同的範疇，這才是董邦達真正的獨特與價

值所在。 

在關於董邦達的研究中，除了邱雯的論文外，地景類的相關研究多半將董邦

達列為正統派的後繼者，認為其山水作品中，對筆墨的關心是遠遠高于實景的，

蘇庭筠在其研究中指出，董邦達獻給乾隆的西湖圖像乃是對既有的版畫圖像—雍

正西湖志以及王原祁的西湖圖之摹仿，而非對實際景象的描繪。75然而比對了董

邦達的《西湖四十景》冊頁（見圖 1‐3）、《西湖圖》手卷（見圖 1‐4），以及雍正

朝《西湖志》、76乾隆朝《西湖志纂》等官修附圖志書，77更能確認董邦達無意複

                                                       
72 王雙陽，〈古代西湖山水圖研究〉，頁 77。 

73 蘇庭筠，〈乾隆宮廷製作之西湖圖〉（中壢：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 50‐63。 

74 蘇庭筠所言的「士流畫家」，為受過科舉教育者，並不限於當官與否，見蘇庭筠，〈乾隆宮廷

製作之西湖圖〉，頁 50。 

75 蘇庭筠，〈乾隆宮廷製作之西湖圖〉，頁 53。 

76 李衛、傅王露撰，《西湖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海口市：海南出版社，2001），第 244‐265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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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過往存在的圖像，反倒是有意建立獨特的西湖圖式，這種表現手法不僅異於官

方志書，也不同於明代方志圖像。 

 

葛洪山 

董邦達目前留下三本《葛洪山八景》圖冊（見圖 1‐5、1‐6、1‐7），有一本收

藏在上海博物館，其他兩本目前應在私人藏家手中，一本曾獲畏壘堂收藏，後又

出現在中國嘉德 2003年春季拍賣，另一本則出現在中國嘉德 2013年秋季拍賣。

而盛靜碩士論文《乾隆皇帝對隱居題材的理解—以董邦達的《葛洪山八景圖》為

例》，78討論的主要是上海博物館的版本，整理了歷代與葛洪山、葛稚川相關的

圖像，以「隱居意象」的觀點切入討論乾隆的想法，並認為因為乾隆好大喜功，

這樣的作品同樣也是用來宣揚皇權。事實上這三本圖冊中，至少有一本留下董邦

達的長跋，內容詳細記載了整套圖冊的製作緣起與過程，而這段文字也收錄在地

方志中，可惜盛靜並未對此作深入的討論。筆者認為，這套圖冊的豐富記載，以

及三本之間在圖式上的承襲與相異之處，可作為探討巡幸地景畫的重要案例。 

 

居庸關 

詩畫關係除了在盤山系列圖像中被提出討論之外，在邱琳婷的〈「君詩臣畫」

下的詩畫關係：以清乾隆朝董邦達《居庸疊翠圖》為例〉，79指出董邦達《居庸

疊翠圖》是以乾隆帝的詩為主導，透過詞臣的繪畫，將「軍事空間」轉換為「遊

覽空間」的最佳案例；然而，該文有許多值得商榷之處，例如文中討論了《西湖

                                                                                                                                                           
77 梁詩正、沈德潛等撰，《西湖志纂》 ，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86冊（臺北：臺灣

商務印書館，1983）。 

78 盛靜，〈乾隆皇帝對隱居題材的理解—以董邦達的《葛洪山八景圖》為例〉（遼寧：中央美術

學院碩士論文，2007）。 

79 邱琳婷，〈「君詩臣畫」下的詩畫關係：以清乾隆朝董邦達《居庸疊翠圖》為例〉，《藝術學》，

第 27期（2011年 5月），頁 5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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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景圖冊》上的乾隆題句：「以境證畫」，80將之詮釋成乾隆與詞臣透過詩畫互

動營造出理想的山水境界，認為「境」是詞臣所造的景物剪裁之畫境，或者是特

意營造出的詩境，然而實際考察整套《西湖四十景圖冊》的製作脈絡，乃是先有

圖冊後有題詩，在首次南巡的路途中，乾隆將該圖冊攜於行囊之中，當抵達相符

的景點時，便取出圖冊觀看並題詩，由此看來，當下乾隆所題詩句並未影響董邦

達的作畫，也就是說，這裡的《西湖四十景圖冊》並非詩意畫的形式，乾隆的詩

作是以「題畫詩」的型態存在的，81詩與畫之間是一種合作的關係，實景與董邦

達畫帶給乾隆的種種感受，都浸潤到他的詩句之中，但最後有剩餘十四個景點乾

隆未能親遊，於是他在最後一開上寫明此事，並且在巡幸得空之時完成最後十四

開的題詩。由此可見乾隆對於親遊或對景作詩與否是相當在意的，並不刻意掩飾

這點。筆者認為，當討論御製詩與地景畫的關係時，必須在製作脈絡上做清晰的

梳理，才能獲致有效的詩畫關係判斷。 

透過上述文章，可知董邦達的地景作品頗受關注，也有許多基本資料的累積，

可惜這些單篇文章多根據地點區別、分開探討，未有全觀性的討論，因此，本研

究將以巡幸地景畫中心，將董邦達的其他山水作品都納入考慮，做整體性的評價，

並探討帝王與詞臣之間在地景畫製作上的合作關係，了解帝王意志如何呈現在圖

像上，而詞臣又是如何揣摩上意。 

 

三、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筆者認為透過董邦達的作品探討，足以在巡幸地景畫的探索方面獲致一定程

度的結果，尤其是對照董邦達的地景畫與一般山水畫，更能夠突顯出這個品項的

                                                       
80 上引文，頁 64 

81 這裡筆者是引用高居翰在《詩之旅》一書中針對「詩意畫」與「題畫詩」性質之間的辨明與

定義，見高居翰著，洪再新、高士明、高昕丹譯，《詩之旅  : 中國與日本的詩意繪畫》（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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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西巡盛典》中也收錄了巡幸路程圖，這類圖像強調路線的規劃與指示，因

此多以統一的簡明圖式來標註出行經之地、里程、行宮所在地、相關設施等，可

算是「輿圖」的一種（見圖 1‐9）；其三為本研究的討論重點—地景，這類圖像的

表現主題就是「地景」，因此重視對實景的詳實呈現，有部分地景圖具備有路徑

的標示，但仍與單純的輿圖或上述提及的路程圖不同，因為在描繪路徑的同時，

會將該地的地理、地質景觀、山石樹木等呈現出來。地景類依據描繪內容之不同，

又可分為三種：其一為單純的行宮圖，例如康熙朝的《避暑山莊詩圖》、乾隆朝

的《畫圓明園四十景》，圖中所描繪的均為皇家營建的行宮，以及行宮建築周遭

的自然景觀；其二為勝景圖，乃是帝王巡幸所經名勝景點，例如董邦達《西湖四

十景圖冊》、《葛洪山八景圖冊》；其三則是兼具行宮與勝景之圖繪，盤山圖繪即

為佳例，由於營建盤山行宮之前，盤山即有眾多知名寺宇、歷史景點、自然景觀，

當乾隆編目、命名「盤山十六景」時，除了行宮本身的景致之外，上述項目也都

納入考慮，當圖繪這十六景的過程中，不僅會呈現行宮圖像，也有「千相寺」、「紫

蓋峰」、「舞劍台」等周遭既有的重要名勝景點。除了對地景性質方面的強調外，

這類圖像多半罕見人跡，僅勝景圖偶見人跡，但所佔份量極微，僅僅是點景用途。 

在上述巡幸圖像的架構下，筆者選擇以盤山圖繪為核心，分成兩大主線來討

論—製作脈絡與使用脈絡：在製作脈絡方面，會強調出詞臣的角色與功能，尤其

在扈從帝王巡幸之過程中，這些詞臣不僅擔綱帝國公務運作之環節，似乎也在帝

王的命令下從事了許多扈從文藝創作，而巡幸地景畫創作中，並非由帝王單向主

導，而是根據帝王對詞臣畫藝的信賴程度，而有主導程度高下不一的互動關係，

這種種都呈現在巡幸地景詩圖的製作中；其次在使用脈絡方面，巡幸地景畫的完

成，並不終止於圖像繪完的時刻，而是在乾隆不斷地對景賞玩、題詩之過程中，

重覆「再創作」的過程，因此，這些御製詩對於整個巡幸地景畫的組成、詮釋，

                                                                                                                                                           
物院文獻館，1936年），頁 51‐102，「巡幸」。根據該書凡例，分類乃是參照《蘿圖薈萃》，由

此可知，「巡幸」一項為當時即創立的名目，且內容所佔份量極高。 

 



董邦達與乾隆朝巡幸地景畫 

‐‐‐‐‐‐‐‐‐‐‐‐‐‐‐‐‐‐‐‐‐‐‐‐‐‐‐‐‐‐‐‐‐‐‐‐‐‐‐‐‐‐‐‐‐‐‐‐‐‐‐‐‐‐‐‐‐‐‐‐‐‐‐‐‐‐‐‐‐‐‐‐‐‐‐‐‐‐‐‐‐‐‐‐‐‐‐‐‐‐‐‐‐‐‐‐‐‐‐‐‐‐‐‐‐‐‐‐‐‐‐‐‐‐‐‐‐‐‐‐‐‐‐‐‐‐‐‐‐‐‐‐‐‐‐ 

‐ 34 ‐ 
 

以及對帝王觀點的理解都有莫大的影響力，而詩畫結合下的巡幸地景作品，並不

僅作為一種「紀錄性質」的媒介，同時於乾隆而言具有賞玩、對照、指引、刺激

創作（詩句）等功能，另外，巡幸地景畫的使用模式之建立，與乾隆的收藏、賞

鑑、藝術史知識等有密切關係，83也就是說乾隆引用了漢文化既有的模式來進行

巡幸地景的賞鑑活動，尤其是詩畫創作、詩畫關係的部分。這部分又可延伸出一

個重要問題：究竟巡幸地景畫的政治意涵表現為何？它是一種偏公共性、公開性

的宣示，或者是一種私人性的抒情表現？而乾隆透過詩畫所呈現出來的觀點為何？

他對這些地點有何想法，對自己的帝國版圖又有何想法？更進一步要釐清的是，

近來新清史所強調的滿文化面向，尤其表現在巡幸行為的部分，特別強調滿族游

牧性格影響了清帝頻繁巡幸的狀況，然而在巡幸過程中，乾隆所實施的文化活動，

卻與漢文化更高度相關，或許在巡幸的實施過程中，滿漢文化之間並非以二元對

立的狀態存於乾隆的思想中，而是以一種互相交融、適度抽取運用的方式運作。

上述的種種，如何呈現與實踐在盤山圖繪的製作，將是本文討論的重點所在。透

過這一系列作品之討論，希望標誌出這些作品創作情境的特殊性，以及帝王寄託

於其中的意涵，而不僅僅是單純的當地風景呈現。 

本研究除了第壹章的緒論最後的結論部分之外，共分為五個章節，第貳章著

重討論董邦達本身的畫業與仕途，以及乾隆對其畫藝風格發展的主導性。綜觀董

邦達的現存作品，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臣字款作品，以山水畫科為主，其中包含許

多地景畫。董邦達不僅奉敕製作作品，在風格的營造上顯然也向乾隆的喜好靠攏。

他鮮少在詩文作品或題跋表達對風格、畫論、畫史之看法或立場，並不像清宮正

統派大家王原祁、唐岱一樣為文立論，但山水風格卻能夠展現出不同於前二者的

樣貌，當他接受帝王主導的過程中，似乎也走出了屬於自己的風格取向，也就是

在古法與實景之間取得折衷、平衡的表現手法。 

                                                       
83 具代表性的例證：因為乾隆內府收藏的豐富性，使其得以親見（根據畫上題跋）歷代的重要

地景圖繪，例如王維《輞川圖》、李嵩《西湖圖》、趙孟頫《鵲華秋色圖》等等，乾隆更是曾

將《西湖圖》與《鵲華秋色圖》帶往當地與實景做對照，並且留下詩句題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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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則將討論集中在乾隆朝之前的「盤山」藝文創作。明代中晚期旅遊風

氣大興，儘管有文人參與了走訪盤山、書寫盤山的活動，但該地知名度並未大開。

到了康熙朝智朴隱居盤山，開始整理盤山相關資料、藝文活動，並集結出版《盤

山志》，方使該地廣為人知，許多清初重要文人、官員都參與了這次活動。更重

要的是，作為清帝謁陵必經之地，康熙四度巡幸該處，與智朴也有了詩文唱和，

這是繼唐太宗、遼太宗、金世宗之後，皇權涉入盤山的重要開端。此外，高士奇

作為康熙的近臣，得以扈從遊歷盤山並奉敕書寫詩文，這種由詞臣代為描述巡幸

地點的作法，可視為後續乾隆朝巡幸地景畫製作的開端。 

第肆章則開啟乾隆帝與盤山之間關連性的探討，包括三個部分：其一是乾隆

在盤山的活動狀況概說，包括他巡幸盤山的時間、次數、原因，另外就是乾隆主

導下的各項盤山圖繪製作概況，在本章僅簡要概述這些作品的作者、年份、形制

等，關於風格方面的深入討論會在第伍章呈現。本章第二部分則是關於乾隆對盤

山行宮—「靜寄山莊」所寄託的價值與哲學之探索，另外就是透過乾隆御製詩文

來了解其在盤山的「遊觀」狀況，這兩點對於理解盤山圖繪與書寫具有重大的幫

助。第三部分則是針對乾隆朝新纂修的《欽定盤山志》來討論，清代之前盤山並

無專志，康熙朝有民間纂輯的《盤山志》，但在盤山行宮營建完成後，乾隆又命

人纂修新志，可知該書意義非凡。透過對《欽定盤山志》纂輯狀況彙整，與清代

其他巡幸書籍之比較，以及乾隆對該書的使用，可知盤山在清代巡幸活動中的定

位，並了解該書的纂輯企圖。 

第伍章是針對董邦達與乾隆朝盤山圖繪的討論，依據作品的形制、風格、圖

繪手法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討論：第一種是分景圖，也就是「一景一圖」的表現

方式，這類作品通常多幅成組，每幅針對景致做詳盡的描繪；第二種則是全景圖，

大部分是「多景一圖」的形式，有橫卷與立軸兩種形制，雖然描繪手法不同，但

都呈現出俯瞰大範圍地域的恢弘氣勢。盤山景致在帝王的巡幸與行宮建設下產生

轉變，呈現在圖繪中的景點選擇、風格等也有所轉換。乾隆朝之前鮮少盤山圖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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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多失傳，連康熙朝智朴《盤山志》中的附圖也是如此，可知盤山在乾隆朝之前

並未形成特定的圖繪傳統，由此更突顯出這批作品的重要性。當朝做盤山圖像的

畫家不少，且具有重要的身份地位，例如深受乾隆喜愛的畫家唐岱、與乾隆關係

密切的叔叔慎郡王允禧，當朝重要詞臣董邦達、鄒一桂等，他們大多是在扈從或

帝王賜遊的狀況下親自遊覽過盤山。細究他們的作品風格，可以發現董邦達不僅

產量最高，且都為奉敕所作，更重要的是奠定了新的實景圖繪手法，結合古法用

筆與實景角度、細節之呈現，而這種風格取向又可與第貳章結論相互呼應。 

礙於篇幅的限制，本研究未能全面探討所有的巡幸地景畫，但為了突顯這批

作品的特殊性，在第陸章把研究觸角擴及盤山以外的地點，並提出幾位乾隆朝重

要的詞臣畫家為輔助例證，如李世倬、鄒一桂、錢維城等人。在乾隆朝有參與到

巡幸地景畫製作者不僅僅董邦達一人，而這類型作品也不僅描繪盤山、熱河這類

行宮所在地，而是擴及帝王巡幸所經的名勝景點，不僅如此，有些地點雖然帝王

未曾踏足，卻授意詞臣前往圖繪。也就是說，詞臣已經不是單純、被動地依據帝

王挑選的景點進行圖繪，更要發揮勘景、整理景點的功能。而這些作品通常是在

詞臣前往各地辦公的公餘之時進行的，並且上呈給乾隆御覽。當然，不是所有作

品都能獲得青睞，帝王會透過題詩、題跋、落款、收藏印記、著錄《石渠寶笈》

等方式來表達意見。 

 

 

 

 

 

 

 

 

 

 



第貳章 董邦達地景畫風格之形成 

‐‐‐‐‐‐‐‐‐‐‐‐‐‐‐‐‐‐‐‐‐‐‐‐‐‐‐‐‐‐‐‐‐‐‐‐‐‐‐‐‐‐‐‐‐‐‐‐‐‐‐‐‐‐‐‐‐‐‐‐‐‐‐‐‐‐‐‐‐‐‐‐‐‐‐‐‐‐‐‐‐‐‐‐‐‐‐‐‐‐‐‐‐‐‐‐‐‐‐‐‐‐‐‐‐‐‐‐‐‐‐‐‐‐‐‐‐‐‐‐‐‐‐‐‐‐‐‐‐‐‐‐‐‐‐ 

‐ 37 ‐ 
 

第貳章、董邦達地景畫風格之形成 

 

一、歷來對董邦達山水風格的理解 

 

關於清宮山水畫的風格，除了傾向西法影響的作品之外，就楊伯達、單國強

等人的討論可知，84基本上是籠罩在董其昌與四王的影響之下，尤其康、乾二帝

都是「董其昌書畫的崇拜者和南宗山水畫的提倡者」，85另外，王原祁獲康熙賞

識重用，其傳派弟子也都在宮中延續勢力，尤其是唐岱，更是歷經康、雍、乾三

朝的重要宮廷畫家。在這樣的發展背景之下，董邦達似乎有異軍突起之勢，雖然

他經常被籠統歸在正統派後繼者之列，卻也沒有明確的文字記載來證實。因此，

在開始董邦達盤山圖像的討論前，本章將先就董邦達山水風格進行分析，藉以了

解其地景畫的風格來源，以及在他在清宮院體山水創作中的定位。 

透過文獻以及前人研究可知歷來對董邦達風格的了解，可分成兩派說法：一

派傾向認為董邦達就是清初四王、正統派山水的後繼者，另一派則認為其山水畫

風具有特出之處，且有宋人風格。為了解董邦達風格的階段性發展，筆者廣泛蒐

羅與整理其生平資料，初步推知其入宮前擅長山水畫科，可能以黃公望風格為主，

但師承狀況並不明確；入宮後對內府收藏古畫的廣泛閱覽與學習，加上乾隆主導

下所形塑出的風格，則是與一般認知的正統派山水有所差異。董邦達的地景畫作

品風格，主要受到乾隆的仿古訓練與評價影響而成，尤其是「層巒積翠」式的表

現。86石守謙討論十八世紀中國山水畫的發展時，曾用「層巒積翠」一詞來指稱

                                                       
84 楊伯達，〈董其昌與清朝院畫〉，收錄朵雲編輯部編，《董其昌研究文集》（上海市：上海書畫

出版社，1998），頁 671‐688；單國強，〈四王畫派與院體山水〉，收錄朵雲編輯部編，《清初

四王畫派研究論文集》（上海市：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頁 347‐364。 

85 楊伯達，〈董其昌與清朝院畫〉，頁 672。 

86 該用語引用自石守謙，〈以筆墨合天地──對十八世紀中國山水畫的一個新理解〉，《國立臺灣

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26期（2009年 5月），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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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詞臣所作的具寫景功能之山水作品風格，尤其是董邦達的山水作品，「層

巒」指的是畫面的構成單位，「積翠」則是作品所呈現出的意境。87對照董邦達

在同一時間點創作的地景畫與非地景作品，雖然都使用了「層巒積翠」式的畫法，

但在細節處理有很大不同，也就是說，董邦達是有意識地區分這兩類作品的表現

手法，以使地景畫作品貼近實景，這點在後面的章節中會有更深入的探討。 

關於董邦達的風格，在本文第一章研究回顧部分已做初步梳理，88多數研究

依循文獻的說法而認為董邦達上追董巨、元四家風格，89近仿清代四王，90甚至

以「三董相承」論之。91鄧釵指出，董邦達的風格大致可分為兩期，92以 60歲為

分界，前期延續元四家、清初四王的風格，後期則「更加輕鬆寫意」，具有「書

寫性」，同時也認為董邦達雖然影響力並未超越四王，但「繪畫成就則並不遜色」；

93王雙陽則指出，董邦達早期學畫經歷不明，作畫主是始於 40歲入直內廷之後，

風格主要是受到婁東派王原祁、弟子唐岱等人的影響。94以董邦達所處的位置來

看，的確最有可能受到籠罩清初宮廷的正統派山水風格影響，尤其在王原祁、唐

岱皆獲帝王重視的狀況下。95的確，在董邦達的作品中具有承繼正統派系統的作

                                                       
87 石守謙，〈以筆墨合天地：對十八世紀中國山水畫的一個新理解〉，頁 11‐15。   

88 見本文第壹章第二節「董邦達研究回顧」。 

89 蘇庭筠，〈乾隆宮廷製作之西湖圖〉，頁 51‐54，其中特別指出，董邦達《西湖圖》卷的風格為

仿王蒙筆意。 

90 王建芙、楊洋，〈文學侍從 點染江山 清乾隆朝文臣董邦達的繪畫藝術〉，《收藏》，第 9期（2013

年），頁 40‐47；盛靜，〈乾隆皇帝對隱居題材的理解—以董邦達的《葛洪山八景圖》為例〉，

頁 23‐25。 

91 吳美淥，〈董邦達小識〉，頁 205‐206；楊丹霞，〈乾隆御題董邦達田盤勝概圖冊——為他山水

幽佳處 往往尋題趣有余〉，頁 40‐44；邱雯，〈清代畫家董邦達藝術初探〉（杭州：中國美術學

院碩士論文，2006）；邱雯，〈董邦達藝術初探——兼論董源、董其昌與董邦達畫風之傳承〉，

頁 83‐86。 

92 鄧釵，〈清中期書畫家董邦達、董誥父子書法研究〉，頁 14‐16。 

93 上引文，頁 16。 

94 王雙陽，〈古代西湖山水圖研究〉，頁 78。 

95 黃瑋鈴，〈畫圖留與人看：由王原祁的仕途與畫業看清初宮廷山水畫風的奠立〉（台北：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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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例如《松澗雲嵐圖》軸（見圖 2‐1）在佈局上便與王原祁的《華山秋色圖》

相仿（見圖 2‐2），而用筆方面則與王原祁的《仿黃公望秋山圖》（見圖 2‐3）、《晴

翠浮嵐圖》（見圖 2‐4）等相仿，尤其是乾筆長披麻皴與寬筆橫苔點交疊的處理，

以及 Y字形岩石造型的運用。然而，這種風格並未籠罩所有的董邦達作品，若採

取「承繼正統派」的觀點來理解董邦達，將會錯失其作品中重要的另一部分。所

幸，在石守謙〈以筆墨合天地：對十八世紀中國山水畫的一個新理解〉文中，一

方面同意董邦達為「正統派嫡傳」，另一方面也點出他應乾隆之命作了大量的實

景山水畫，96他將這類作品風格稱為「層巒積翠」，並以《居庸疊翠圖》（見圖 2‐5）

與《江關行旅圖》（見圖 2‐6）等作品來論述其與實景山水之間的關係。石守謙的

文章特別點出董邦達山水畫中的實景性質，並將一批乾隆朝詞臣畫家所作具有實

景性質的山水作品也一同列入考慮。 

論及清人對董邦達風格的理解，「三董相承」可謂是其中關鍵，「三董」指的

是董源、董其昌、董邦達，連結三者的核心人物則是「董其昌」。董其昌，字玄

宰，號香光、思白、思翁，作有《畫禪室隨筆》，董其昌建立了「南北分宗」的

畫史論述時，將王維、董源、黃公望豎立成體系的中心，一脈相承，自身也追隨

此一體系，並掌握有南宗系統作品鑑別的話語權，影響後世的畫史觀。97而清人

對董邦達風格的理解，除了指出其效法「董（源）、巨（然）」之外，一些記載中

                                                                                                                                                           
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乾隆在未登基前便對唐岱的作品青睞有加，收藏於

台北故宮的《千山落照圖》上，便有乾隆 1733年的題跋（梁詩正代書）：「我愛唐生畫。數作

意未已」，另外，乾隆登基之初的重要行宮圖繪—《畫圓明園四十景》（1744年），山水部分

也是由唐岱所繪製。 

96 石守謙，〈以筆墨合天地──對十八世紀中國山水畫的一個新理解〉，頁 13。 

97 鄭威，〈董其昌的字號、卒月和墓地散考〉，收錄朵雲編輯部編，《董其昌研究文集》（上海：

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頁 829‐832；舒士俊，〈畫禪與詩禪—論董其昌與傳統文學觀念的

關係〉，收錄朵雲編輯部編，《董其昌研究文集》，頁 464‐498；班宗華，〈董其昌對宋畫的鑑賞

及其歷史妥適性之初步研究〉，收錄朵雲編輯部編，《董其昌研究文集》，頁 632‐647；古原宏

伸，〈晚明的畫評〉，收錄朵雲編輯部編，《董其昌研究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

頁 841‐857；馬躪非，《董其昌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0），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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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指出他與董其昌的關連，《國朝畫識》中則引《今畫偶錄》言道：「董尙書東山，

善山水，不疎不密，亦秀亦老，雖宗法董巨子久，而用筆用墨布置得力於香光居

多」；98秦祖永據傳曾獲稽璜舊藏董邦達作品，於其《桐陰論畫》中將董邦達列

為神品，稱其「筆墨深入古法，神韻悠然，足稱畫禪後勁」。99蔣寶齡在《墨林

今話》中稱董邦達天資甚高，100在「三王之後，自當首推大家」，並稱其「山水

多枯筆長皴，氣韻蒼逸，雖宗法董巨、子久，而其用墨實得力於思翁」。不僅這

些清代的作者公認「董邦達上承董巨、董其昌」，乾隆帝更扮演了對此說法一搥

定音的角色，1746年以一句「前稱北苑後香光，藝林都被卿家占」，101從此定調

「三董相承」的論點，並被後人沿用至今。102儘管就畫史脈絡的角度來看，當時

將董邦達歸入董其昌、四王、正統派之下是一種表達正面評價的作法，但他們似

乎都忽略董邦達地景畫創作的這一塊。 

有趣的是，董邦達在宮廷裡的後輩們倒是注意這一面，其中，對其風格描述

著力較深、描述貼切者當屬阮元，他是《石渠寶笈》續編的編纂者之一，103在《石

                                                       
98 馮金伯，《國朝畫識》（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善本古籍），卷十一，頁 4a‐4b。 

99 秦祖永，《桐陰論畫》，卷下，頁 14a‐14b，收錄《無錫文庫》，第 4輯（南京：鳳凰出版社，

2011），頁 419。 

100 蔣寶齡，《墨林今話》，收錄周駿富輯，《淸代傳記叢刊》，第 73冊（臺北：明文出版社，1985），

頁 45‐46。 

101 清高宗，〈董邦達秋山蕭寺歌〉，《御製詩初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2冊（臺北：

國立故宫博物院，1976），卷二十九，頁 8b‐9a。另見董邦達《秋山蕭寺圖》（見圖 2‐28）上

乾隆題跋。乾隆詩句中的「北苑」即為五代南唐畫家董源。 

102 乾隆並未直用「三董相承」之詞，該詞彙始於《清史稿》：「邦達工山水，蒼逸古厚。論者謂

三董相承，為畫家正軌，目源、其昌與邦達也。子誥，自有傳。」見趙爾巽等纂，國史館校

註，《淸史稿校註》，第 35冊（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99），頁 10518‐10519。 

103 值得注意的是，同樣擔任續編編纂者的還有董邦達之子董誥，董邦達行狀的撰寫者彭元瑞，

以及《西清筆記》的作者沈初。根據阮元《石渠隨筆》卷七記載，「文恪久直内廷，筆墨多奉

御之作，大幅軸子，有長至丈許者，小幅册子，有小至寸許者，無美不臻，無法不備。石渠

所藏，不下數百種，而亦不能無當時代筆者所爲。至編書時入選，鈐石渠定鑒寶笈，重編者

則皆眞蹟也。」由此可知，他在編纂過程中，遍覽董邦達的大量作品，且對作品是否為董邦

達親筆頗有見地。見阮元《石渠隨筆》，卷七，收錄《叢書集成初編》，第 1575冊（北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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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隨筆》中寫道： 

「山水畫法予竊謂爲國朝第一手，山顚多雲頭、羊毛皴法，屋子皆整齊界

畫，無作草草茅廬者，蓋北宋法也，魄力大而神韻圓足，又有一種士氣，

非煙客。麓臺所能及也。」104 

「煙客」、「麓臺」指的是王時敏與王原祁，祖孫倆為清初山水畫重要大家之

二，尤其是王原祁在清宮山水畫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力，由此可知阮元對董邦達的

評價超越了王原祁等人，並點出董邦達的特殊之處。另外，《讀畫輯略》中提到

董邦達「以元人筆墨，運宋人邱壑，多書卷氣，故其標新領異，變幻莫窮」，105此

說法似與阮元不謀而合，認為董邦達同時承襲了宋、元的作法，一方面重視用筆，

另一方面也在意造型的精確性，以及山石的氣勢營造。另外，董邦達的門人彭元

瑞，在為其所纂之行狀中則稱其「妙得古法，畫出入宋元諸家，畢臻其勝，奉勅

所作，皆藏石渠」；沈初在《西清筆記》中則認為「董文恪尙書，畫理精到，平

視宋人，較趙松雪、黄鶴山樵，不啻過之」。106董邦達的後生晚輩們，都注意到

其對宋、元法的融會貫通，這點則與正統派山水對元畫的提倡大不相同。阮元、

彭元瑞、沈初不僅與董邦達的生存年代相近，同為乾隆朝之人，且皆侍奉內廷，

皆參與了《石渠寶笈》續編的編纂，從他們的身份背景來看，是最能夠親眼看到

董邦達作品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們也是最有可能理解帝王喜好的人。根據董邦

達本身的生平經歷來看，其風格發展也與其上司—乾隆帝有極為密切的關係。 

 

 

                                                                                                                                                           
華書局，1991），頁 84。關於阮元本身的研究，可見高明一，〈積古煥發  : 阮元對「金石學」

的推動與相關影響〉（台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0）。 

104 阮元《石渠隨筆》，卷七，收錄《叢書集成初編》，第 1575冊，頁 84。 

105 佚名，《讀畫輯略》，收錄《淸代傳記叢刊》，第 79冊（臺北市：明文書局，1985），頁 274。

另洪業校注序中提到，《讀畫輯略》寫本可能成於乾隆朝（頁 237‐239）。 

106 沈初，《西淸筆記》，收錄潘祖蔭輯，《功順堂叢書》，第 5冊（臺北：藝文出版社，1967），卷

一，頁 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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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乾隆主導下的董邦達山水風格 

 

1. 董邦達繪事與仕途 

董邦達幼年即於文才方面有所表現，但由於家貧，求學之路頗為艱難，連進

京趕考的資金都無力籌措，107幸而途中屢獲貴人相助，雍正元年選拔貢生時，獲

當時擔任福建鄉試副考官的張照資助，108後來在雍正七年得中順天府鄉試，獲當

時的太子少傅勵廷儀推薦，109任戶部陝西司行走。110雍正十一年（1733年），董

邦達考上進士，改庶吉士，111當其欲接父親入京供養時，其父卻不幸在北上途中

暴卒，於是丁父憂返鄉，仕途晉升中斷。112到了乾隆二年獲授編修，113在朝廷地

位的快速晉升則始於乾隆九年（1744年），六月充日講起居注官，授右中允，十

二月即遷侍講，乾隆十年遷侍講學士，十二年正月奉命南書房行走，七月遷內閣

                                                       
107 汪文炳等修纂，《（光緒）富陽縣志》，卷十九，頁 9b‐13a，收錄《中國方志叢書》，第 583號，

第 5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頁 1660‐1667。 

108 許嗣茅，〈緒南筆談〉，收錄汪文炳等修纂，《（光緒）富陽縣志》，卷二十四，頁 16a‐18a，《中

國方志叢書》，第 583號，第 7冊，頁 2239‐2242；張照曾於雍正 1年任福建鄉試副考官，見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清國史館傳稿，701005728號。張照歷任三朝，官至刑部、吏部

尚書。 

109 勵廷儀曾於雍正 7年任太子少傅，見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清國史館傳稿，701005660

號。勵廷儀官至吏部尚書。 

110 汪文炳等修纂，《（光緒）富陽縣志》，卷十九，頁 9b‐13a，收錄《中國方志叢書》，第 583號，

第 5冊，頁 1660‐1667。 

111 董邦達為官經歷主要參考「人名權威」：

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search.php （檢索日期：2015/2/7）；王鍾

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 1475‐1477；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徵初

編》（臺北市：明文出版社，1985），卷八十，頁 639‐642。 

112 汪文炳等修纂，《（光緒）富陽縣志》，卷十九，頁 9b‐13a，收錄《中國方志叢書》，第 583號，

第 5冊，頁 1660‐1667。 

113 董邦達曾於乾隆 2年到 9年間任編修（翰林院編修），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清國史館傳

稿，70100572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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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114就董邦達繪畫創作狀況來看，乾隆九年之前幾乎沒有可靠的作品傳世，

乾隆九年之後開始有臣字款作品，數量方面則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達到高

峰（附錄 4），由此可知其繪事或與仕途升遷之間是具有正相關的。 

若董邦達要以繪事上邀聖眷，必定在入宮前便有這方面的訓練與養成。根據

《富陽縣志》記載，115董家原本世居徽州，到了始祖董定安因至浙江富陽經商而

落籍於此，祖父董炳文為庠生（且是醫生），董邦達的啟蒙教育便是由祖父「口

授經書」而成的。關於其父親的經歷，各項文獻記載則有出入，彭元瑞為董邦達

所寫之行狀並未明示其父親的身份，僅知其家貧，116而《富陽縣志》則指出其父

為董國翰，「業農」。唯有許嗣茅《緒南筆談》對其父親的其人其事做詳細的描述：

「父某亦諸生，性迂介，工篆隸，作室扁楹聯，剝灰堆鈿皆精。時張茹英員外方

修西溪山莊，招往奏技，傔僕憎之，背呼董漆匠」。117綜合這些文獻記載，不能

排除其父曾為了家計而擔任工匠、畫匠的可能性，且董父於董邦達剛考上進士不

久即過世，作傳、作行狀者不明其父生平經歷而未提及這點也是情有可原的。若

許嗣茅的說法可信，那麼董邦達早年便有可能獲家傳畫技，也不怪乎彭元瑞會寫

道「幼而頴異能言，即辨四聲，䘯長以筆墨嬉戲，年十一能文」。118 

關於董邦達早年的學畫淵源，除了父傳畫技的可能性之外，地方鄉紳也可能

是學習的對象之一。周凱所作〈董文恪公傳〉可說是關鍵性的記載，119其中提到

                                                       
114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頁 1746。 

115 汪文炳等修纂，《（光緒）富陽縣志》，卷十九，頁 9b‐13a，收錄《中國方志叢書》，第 583號，

第 5冊，頁 1660‐1667。 

116 彭元瑞，〈董邦達行狀〉，鄭澐、紹晉涵，《（乾隆）杭州府志》，卷八十二，頁 31a‐32a，收錄

《續修四庫全書》，第 703冊，頁 226‐227。 

117 許嗣茅，〈緒南筆談〉，收錄汪文炳等修纂，《（光緒）富陽縣志》，卷二十四，頁 16a‐18a，《中

國方志叢書》，第 583號，第 7冊，頁 2239‐2242。 

118 彭元瑞，〈董邦達行狀〉，頁 226‐227。 

119 周凱，清浙江富陽人，字仲禮，號雲皋。嘉慶十六年進士，官至河南按察使，善詩畫，尤工

山水。未第時，每陰雨輒入山觀煙雨出沒，以資畫趣。（人名權威：

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search.php ，檢索日期：2015/2/7）；「周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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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邦達曾在「河源龍山中，見龍門孫克恭畫山水，因仿作小幅，孫君歎絕曰：必

為當代名家」，由此可知在其考得功名之前便已有作畫能力。那麼孫克恭為何許

人也？周凱〈富陽畫山水者記〉提到：「龍門孫克恭，老諸生，畫師大癡，即文

恪所資以作畫者，用墨太重，微嫌板滯」。120由上述資料可知，孫顯然是受過科

舉教育的地方人士，作畫師法黃公望，畫藝並無特出之處。不僅如此，透過「畫

師大癡，即文恪所資以作畫者」一句，也可得知董邦達早期在地方可能也是仿黃

公望風格聞名，但我們仍不清楚他早期是否有正式的的師承。周凱在該文中同時

也揭露了另一個故事，當董邦達前往投考鄉試的路途中，曾「寓杭州湧金門外汾

水亭」，夜晚在湖上嘯歌時，遇到張照的父親，張父看著董的書畫不禁說道：「異

才也」，兩人更乘勢聊起繪事。董邦達抵京之後巧遇一事，時有富人家將所藏黃

公望作品七幅送琉璃廠裱裝，想找人補一幅卻遍尋京師不可得，當時只有董邦達

有此能耐臨摹一幅黃公望筆意，並能做到「神似」，令富人心滿意足，由此足見

董邦達對黃公望風格的專擅。121上述內容並未見於其他記載中，不免有流於奇聞

軼事之嫌。但據周凱文末所記得知，其祖父與董邦達同為富陽人且為表戚，而周

凱又出自董誥門下，不僅書畫得其親自教授，更曾臨摹董邦達的山水作品，《兩

浙輶軒續録》也有「周凱師事董誥」的相關記載。122儘管周凱的為文作傳可能意

在拉攏結交，仍可作為探尋董邦達早期風格的參考。若周凱所記董邦達事略為真，

那麼他在為乾隆所用之前便已通曉畫理，且尤擅元人作風。 

董邦達於乾隆十六年（1751年）起，歷任禮部、工部、吏部侍郎，二十二

                                                                                                                                                           
字仲禮，號芸皋，富陽人，嘉慶辛未進士，官至河南按察使，箸内自訟齋文鈔。家傳略。芸

皋學問淵雅，居詞苑者十年，師事董文恭公習山水，與李曉桐、袁少迂討論，深得畫家三昧。」

見潘衍桐，《兩浙輶軒續録》，卷二十七，頁 8b，收錄《續修四庫全書》，第 1686冊（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5。周凱，《內自訟齋文集》，收錄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52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 41‐43。 

120 周凱，《內自訟齋文集》，頁 51。 

121 上引文。 

122 潘衍桐，《兩浙輶軒續録》，卷二十七，頁 8b，收錄《續修四庫全書》，第 1686冊，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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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757年）任經筵講官，二十七年（1762年）起升任工部尚書，後來幾年在

工部與禮部尚書二職之間輪調。123董邦達為官期間也不免有疏漏之處，例如乾隆

十九年（1754年）、三十三年（1768年）因失誤被降級，但皆獲留任原職。另外，

於十二年（1747年）十月因丁母憂返鄉，一年後回京也比照梁詩正的前例在內

廷行走、有俸祿，後來更補回原官。當他於三十四年（1769年）五月以老病之

由奏請解任時，更獲乾隆下旨體恤：「董邦達年逾七旬，衰病乞休，自合引年之

義。但伊挈家久居京師，既不能遽回本籍，且禮部事務本不甚繁，著加恩准其給

假數月，俾得安心調攝，不必解任」。124凡此種種，足見乾隆對他的照顧與優容。

雖然董邦達一生在為官方面似無特殊成就，並曾有小過失，125卻獲乾隆聖眷至此，

作品屢獲題詩，126可以見得畫藝對詞臣仕途的加分作用。 

 

2. 董邦達的仿古作品 

由上節的討論可知，董邦達在入宮前已有畫藝方面的基礎訓練，但他並非以

畫取士，而是循正規的科舉途徑入仕，也就是說，繪畫才能可視為其仕途晉升過

程中的充分條件，但非必要條件。雖然目前未能找到董邦達入宮前的作品，透過

文字的記載大略可知其風格走向原為黃公望風格，照理說在此基礎上發展正統派

風格，應是水到渠成的選擇，況且當時在宮中山水風格的主要代表人物—唐岱，

便是正統派的繼承者。然而，筆者為董邦達作編年排序之後，赫然發現在他仕途

                                                       
123 人名權威：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search.php，檢索日期：

2015/2/7。 

124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頁 1475‐1477。 

125 將《清史列傳》所載董邦達傳記的篇幅（頁 1475‐1477），與其他乾隆朝詞臣如張照（頁

1450‐1456）、梁詩正（頁 1529‐1533）等人相比，可知篇幅長短差距甚大，另外，董邦達之所

以能入祀賢良祠，也是托其子董誥的成就之故。 

126 筆者統計在乾隆的《御製詩集》（共六集）中，題董邦達的詩作有 103首，僅次於題張宗蒼的

123首，另外，同期的詞臣畫家中，題鄒一桂的有 88首，題蔣溥的有 10首，題李世倬的則

僅 7首。備註：多景、多軸成組的作品都只算一次，故實際詩作數目應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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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晉升的這段時間裡，作品風格卻非偏向正統派或黃公望，反倒是有更多宋人

的成分。董邦達一生中仍有正統派風格的表現，但出現較晚，另外也多出現在非

臣字款的應酬畫方面。本節將透過董邦達入宮初期的作品，了解乾隆在其風格發

展階段中的主導性，以及前述阮元、沈初所稱的「宋人」成分為何。 

董邦達幾乎所有作品都是臣字款，也就是說他的整個繪畫生涯都奉獻給乾隆

皇帝了，而其風格發展的確也與帝王喜好有著緊密的連結。董邦達入宮初期的作

品題材、種類繁多，多關乎到乾隆的鑑賞與收藏活動，在此過程中，董邦達充分

地發揮了文學侍從的角色。127透過這些作品，可歸納出三條乾隆主導董邦達風格

發展的主要途徑。其一是仿古山水的製作，董邦達入宮初期有許多奉敕臨摹特定

古代作品的仿古山水（附錄 5），雖然大部分的仿本與原本未能同時流傳至今，

但董邦達的《仿荊浩匡廬圖》（見圖 2‐7）以及傳荊浩《匡廬圖》（見圖 2‐8）皆

幸運傳世至今，目前都收藏在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透過這兩件作品，我們得以

解乾隆對董邦達的仿古要求為何。其次，董邦達參與了《石渠寶笈》初編的編纂，

並且時常參與乾隆的鑑賞活動，奉敕作詩文應和，藉此可以了解董邦達實際看過

的作品有哪些，甚至是他與乾隆共同鑑賞過的作品是哪些，而帝王讚賞過的作品

也更有可能成為詞臣的效法對象。其三，乾隆不僅經常在董邦達的畫上題跋，更

在董邦達「層巒疊翠」式的作品上御題讚許，將之與畫史中重要的董源、董其昌

串連在一起，筆者認為，這樣的經驗也會影響董邦達的作畫習慣，當製作重要作

品時（特別是奉敕應制畫）多會使用這類風格，例如董邦達為內府收藏、董其昌

舊藏《名畫大觀冊》做畫套內側包裝山水圖（見圖 2‐9）、128為乾隆所作《秋景山

水圖額裝》（見圖 2‐10）、《畫杜甫詩意圖》（見圖 2‐11）等。129 

                                                       
127 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可參考馮明珠，〈玉皇案吏王者師——論介乾隆皇帝的文化顧問〉，收入

馮明珠編，《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2），頁 241‐256。 

128 楊丹霞，〈觀董邦達畫作〉（2008），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63ab950100e42t.html，檢

索日期：2015/7/6。 

129 董邦達共有三件《畫杜甫詩意圖》，皆收藏在台北故宮博物院，這裡所指是編號「故‐畫

‐003013‐00000」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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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先就董邦達的仿古作品進行討論，這部分的活動與乾隆的文化事業經營

有較高的關係。董邦達的仿古山水作品主要可分成兩種類型：其一為臨仿特定對

象的仿古山水，例如前述提及的《仿荊浩匡廬圖》（見圖 2‐7），另一種則是仿古

代大師筆意的作品，例如《仿王蒙層巒疊翠圖》（見圖 2‐12）。由於仿古筆意類型

作品並無特定的臨仿對象，無法確知董邦達對作品風格的學習與引用有多少，且

經筆者統計，該類作品的製作年代多半晚於地景畫，因此透過這些作品僅能了解

他對古代大家的偏好狀況。關於臨仿特定作品的部分，皆為乾隆敕命所為，且有

部分被臨仿對象以及董邦達的臨仿成果留存至今（附錄 5），乾隆在這些作品上

的題詩、題跋也多被《石渠寶笈》、《御製詩集》保留下來，因此可作為董邦達學

習古法的實際例證。由於董邦達未題寫年款，故臨仿作品的時間點僅能透過乾隆

題跋來定出下限。這些作品應不晚於 1746到 1747年間，而這個時段也正是董邦

達在朝廷活動量大增、官位快速晉升的階段。另外，董邦達的《仿荊浩匡廬圖》

可以確定製作時間是早於乾隆題跋的年款—丁卯年（乾隆十二年，1747年），根

據《御製詩集》收錄之〈題曹䕫音仿董邦達匡廬圖〉一詩，其中寫道「漫因形似

評荆董。（董邦達是圖蓋仿荆浩筆意）刻楮工夫有底難」，130由於該詩作於乾隆 8

年（1743年），可知董邦達成畫早於此。 

臨仿古畫向來是中國畫家習畫的必經歷程，但在宮廷繪畫的製作、收藏與賞

鑑脈絡中，臨仿古畫可說是別具意義，尤其在乾隆朝製作了許多仿古作品，其中，

獲得最多關注的便是宮廷畫家丁觀鵬的仿古作品，他的《摹顧愷之洛神圖》融合

了古典圖式、母題與西法、透視，被視為是一種「摹古、創新」兼具的「集大成」

創作。131另外，清宮製作的《漢宮春曉圖》也有許多討論，其仿繪過程並非一味

                                                       
130 清高宗，〈題曹䕫音仿董邦達匡廬圖〉，《御製詩初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2

冊，卷十四，頁 7a‐8a。 

131 林煥盛，〈丁觀鵬的摹古繪畫與乾隆院畫新風格〉（台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

文，1994）；鞏劍，〈清代宮廷畫家丁觀鵬的仿古繪畫及其原因〉（遼寧：中央美術學院碩士論

文，2008）；鄭淑方，〈西風廻雪 長吟永慕‐‐從丁觀鵬〈摹顧愷之洛神圖〉看經典圖式的創新〉，

《故宮文物月刊》，第 346期（2012年 1月），頁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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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追摹原本，而是積極地更動圖式，將清宮的元素加入古典母題中。132相較於前

述二者的積極改動性仿古，董邦達的狀況可說是大不相同，余佩瑾便指出乾隆命

董邦達作《仿荊浩匡廬圖》這種如實、等比例仿本，133可能發揮了保存古畫筆描

的功能。筆者認為，除了保存古畫的功能之外，對董邦達作為一個畫家而言，其

早年並無明確拜師學藝的情況下，這種如實臨仿五代、宋代古畫作品，應對山水

風格形成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就《仿荊浩匡廬圖》（見圖 2‐7）的例子來看，對照同樣收藏在台北故宮的荊

浩《匡廬圖》（見圖 2‐8），可以發現兩者的大小尺寸、輪廓、位置幾乎一模一樣，

唯獨底材不同，荊浩的是絹本，董邦達則採用紙本來臨仿，而質材的不同確實會

影響筆觸製造出來的效果。例如山石的暈染方面，荊浩的是均勻漸層的效果，董

邦達的則是清晰可見暈染過程所產生的疊壓筆觸。儘管如此，董邦達還是非常認

真地摹仿《匡廬圖》中的短皴用筆，以及山石的鋸齒狀邊緣。另外，董邦達的《仿

王詵漁村小雪圖》雖未得傳世，但由乾隆御題詩句可知，在雪景處理方面並非採

取明清山水畫中常用的留白處理，而是遵循古法以蛤粉敷染出白雪的樣貌，因而

有題句「蛤粉輕勻貎雪姿。不教留白襲前為」。134後來乾隆在王詵《漁村小雪圖》

（見圖 2‐13）上所題的「著粉古法為積雪，破墨奇搆飛流泉」一句與前者相互呼

應。135由《匡廬圖》、《漁村小雪圖》二例可知，乾隆對董邦達的仿古要求，是要

盡可能逼近原作，而非「創意式」的仿古，如此更能確知這些古畫對董邦達山水

                                                       
132  Anita Chung, Drawing Boundaries : Architectural Images in Qing China, Chapter 4；秦曉磊，〈乾隆

朝畫院《漢宮春曉圖》研究〉（遼寧：中央美術學院碩士論文，2012）；秦曉磊，〈清宮春曉：

乾隆朝畫院中的〈漢宮春曉圖〉〉，《故宮學術季刊》，第 31卷 2期（2013年 12月），頁 37‐100。 

133 余佩瑾，〈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特展介紹〉，《故宮文物月刊》，第 367期（2013年

10月），頁 19‐20。 

134 清高宗，〈董邦達倣王詵漁村小雪巻〉，《御製詩初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2

冊，卷四十四，頁 12b‐13a。 

135 清高宗，〈題王詵漁村小雪圖用蘇軾烟江疊嶂詩韻〉，《御製詩二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

全集》，第 4冊，卷四十八，頁 1b‐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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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所造成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董邦達在仿古過程中習得之畫法，也確實運用到其他作品的

創作中。例如董邦達的《九陽消寒圖》（見圖 2‐14）中，136左下角的山石便採用

了從荊浩《匡廬圖》（見圖 2‐7、2‐8）中學習到的鋸齒狀山石輪廓，以及密集的

短皴用筆。另外，在他的《灞橋覓句圖》（見圖 2‐17）中，便大量採用敷白粉的

方式來表現雪景效果，這明顯是臨仿王詵《漁村小雪圖》（見圖 2‐13）所學習到

的作法。在《摹馬遠瀟湘八景圖》（見圖 2‐16）中所學習到的南宋邊角式構圖，

則可見於《蘆汀泛月圖》（見圖 2‐17），以及其奉命為王珣《伯遠帖》（見圖 2‐18）

拖尾所作的補圖中。在董邦達的仿古作品中，乾隆除了在意仿本與原本神似與否

的問題之外，更關注到風格傳承的問題，他在董邦達《仿李成茂林遠岫圖》上便

題詩到：「古人絶材不可量，吟咏之餘精繪事。在唐王杜宋米蘇，爾家思白曽標

幟。當其神來奪化工，豈可形肖求繊備。其次閻吴及李荆，元氏大家厥有四。各

工其事遂造精，要以氣韻為之帥」。137這裡乾隆標誌出其心中的山水畫史代表人

物，句中「思白」指的是董其昌，可知乾隆是同意董其昌的論點。乾隆之所以挑

選內府收藏的李成、荊浩作品，命董邦達仿作並非偶然，而是希望董能夠學習這

些這些乾隆心中擇定的古代大家風格。 

董邦達在製作仿古繪畫的過程中，不僅受古法薰陶，更重要的是同時獲得了

乾隆的肯定，抬高其畫藝聲望。筆者認為，董邦達之所以能奉敕製作許多重要作

品，甚至取代被乾隆看重的唐岱來製作盤山地景畫，或許也與其仿古作畫屢獲聖

心有關。138根據乾隆題跋年款，董邦達臨仿之最早作品為李唐《寒谷先春圖》，

原跡與董邦達仿本皆不存，但有唐岱、孫祜《合仿李唐寒谷先春圖》傳世，製作

                                                       
136 補充說明：根據乾隆題跋可知，該作乃是取材自「祕府舊傳消寒圖」，對照現存的九九消寒石

碑（見圖 16‐3），可知是將其九格圖像拆開重組而得的畫面。 

137 清高宗，〈題董邦達倣李成茂林逺岫巻〉，《御製詩初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2

冊，卷四十四，頁 5a‐5b。 

138 唐岱在董邦達之前便已做過盤山圖像，且唐岱原本就具有製作行宮圖繪的經驗，如《畫圓明

園四十景》。這部分在第參章會有更詳細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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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早於董邦達，現藏於台北故宮（見圖 2‐19）。有趣的是，若參照乾隆御製詩

句，可知其對董邦達的評價高於唐岱、孫祜：「試比岱祜所合作，孔氏之徒羞五

伯」、139「徒令頻仿為，規模祗成亞。唐（岱）孫（祜）真貌似，糖成不復蔗。

老董（邦達）頗得神，天衣無縫罅。彼且兩致詠，扵本尋支婭」，140甚至稱讚董

邦達「縱教李唐重渲染，生動未遽能凌架。妙㢤結搆本天成，無須借助資侯亞」。

141雖然目前並無實際作品來確知董邦達的製作成果，但可知道乾隆挑選董邦達作

仿本並非偶然，因為御題詩句中寫道「詞臣家法夙擅長，背臨爰命花甎暇」，142這

也符合董邦達在入宮之初已具備畫藝的狀況，他能有機會為乾隆製作作品必定與

其畫藝有關。除了《仿李唐寒谷先春圖》之外，董邦達的其他仿古作品也獲乾隆

讚賞，稱其足以超越古人，在《仿荊浩匡廬圖》上有乾隆題詩贊道：「嘉爾說詩

渾似鼎，笑他能畫不輸荆」，143又《仿李成茂林遠岫圖》也被稱賞：「此圖粉本出

營邱，真蹟曽編能品類。慘淡經營或過之，乃知畫法首貴意」。144 

 

3. 「三董相承」的成立 

乾隆主導下的董邦達山水風格營造，不僅在畫面上下功夫，就名義上來說，

乾隆更是有意將董邦達的山水風格上追董其昌，甚至再上追到五代的董源，形成

「三董相承」的風格聯繫模式。已有文章透過作畫理念與地域性山水風格來討論

                                                       
139 清高宗，〈命董邦達倣李唐寒谷先春圗叠舊題唐岱孫祜畫韻〉，《御製詩初集》，收錄《淸高宗

御製詩文全集》，第 2冊，卷三十，頁 8a‐9a。 

140 清高宗，〈題李唐寒谷先春圖仍疊前韻〉，《御製詩三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6

冊，卷五十三，頁 2b‐3a。 

141 清高宗，〈命董邦達倣李唐寒谷先春圗叠舊題唐岱孫祜畫韻〉，《御製詩初集》，收錄《淸高宗

御製詩文全集》，第 2冊，卷三十，頁 8a‐9a。 

142 上引文。 

143 清高宗，〈題董邦達倣荆浩匡廬圖〉，《御製詩初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2冊，

卷四十四，頁 7b‐8a。 

144 清高宗，〈題董邦達倣李成茂林逺岫巻〉，《御製詩初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2

冊，卷四十四，頁 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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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的承繼關係，145然而三董的串連並非單純的「後者學習前者」之關係，董其

昌追尋或效法董源畫風，是為了上追南宗的始祖—王維，也就是說，這是一種具

有目的性的風格追索與承繼關係，更多時候是為了豎立畫家本身在畫壇或畫史中

的地位。董邦達的情況更加複雜，在他的作品中鮮少出現具「個人意識」的題詩、

題跋，其所題寫的文字多為應和帝王之作，或者是在應酬畫上表明該畫的贈與對

象等實用性企圖。因此，我們難以透過題跋來了解董邦達的畫史意識為何，或許

可進一步推斷，他沒有意思要樹立自己在畫史中的名聲地位。儘管如此，這點倒

是在乾隆的主導下達成了，他一方面命令董邦達臨仿特定作品，並要求貼近原作，

另一方面，更透過君臣共觀古畫、題寫詩文來傳達帝王本身的喜好與畫史觀點。

那麼，這樣的互動模式，是否形塑了董邦達製作巡幸地景畫所採用的風格？ 

上節透過董邦達生平資料之探究，可知其在入侍內廷之前已具備繪畫能力，

但在其相關記載中也有提及：「文恪自入都後畫益進，所觀覽者多，故用筆用墨

皆臻古法，得唐宋元明諸大家意」，146由此可知在入宮後參與的乾隆主導的各項

文化整理工作，對其畫風養成勢必有深刻的影響。筆者嘗試回溯董邦達能夠接觸

到的古畫，從中搜尋與其地景風格相關者。首先是三董相承的源頭「董源」，在

清宮舊藏的作品中，傳稱為董源之作的有現藏遼寧省博物館的《夏景山口待渡圖》

（見圖 2‐20）、北京故宮的《瀟湘圖》，以及台北故宮的《龍宿郊民圖》，三卷均

經董其昌鑑別，147其中，《龍宿郊民圖》最獲乾隆關注，但就三作著錄的時間來

看，《夏景山口待渡圖》入《石渠寶笈》初編，其餘兩幅收錄續編，故《夏景山

口待渡圖》最有可能被董邦達觀看到。初編的纂輯時間是乾隆九年二月到十年五

月，董邦達當時以「編修」的身份參與了《石渠寶笈初編》的編纂工作，148根據

                                                       
145 邱雯，〈董邦達藝術初探——兼論董源、董其昌與董邦達畫風之傳承〉，頁 83‐86。 

146 周凱，〈富陽畫山水者記〉，收錄氏著《內自訟齋文集》，卷七，頁 51。 

147 關於董源真蹟為何，長久以來有諸多爭議，但此處欲還原的是清代發展脈絡，尤其是乾隆朝

對董源的理解，以及這種理解對董邦達風格形塑的影響，故暫且不論真蹟與否的問題，而是

將焦點擺在乾隆的觀點。 

148 相關研究成果參見：楊丹霞，〈《石渠寶笈》與清代宮廷書畫的鑒藏(上)〉，《藝術市場》，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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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指出，編纂者可能分工負責不同宮殿區域的書畫整理工作，為了紀錄書畫上

的題跋印記，會有「內侍捧軸，倉促展現」，149也就是說，身為編纂者之一的董

邦達，是有機會親見內府收藏的，並且是最為近距離的接觸與觀看。實際比對《夏

景山口待渡圖》與董邦達的作品，最明顯的相似之處在於《四美具合幅》的右幅

上（見圖 2‐21），後方山巒頂端的描繪手法，將山脊稜線以 Y字形交錯處理，以

及採取短皴交疊製造出草坡蓬軟效果，以胡椒點作出山頭草木華滋的效果等，明

顯與傳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圖》有異曲同工之妙。 

除了因編纂之由觀看古畫外，身為「文學侍從」的董邦達，經常陪同乾隆賞

鑑作品並題詩、和詩，過程中董邦達不僅獲得視覺上的體驗，更重要的是可以接

收到乾隆對這些古畫的看法。其中值得關注的便是江參的《千里江山圖》（見圖

2‐22），同樣著錄在《石渠寶笈》初編。乾隆曾於丁卯年（1747年孟春）與大臣

們一同觀賞這幅作品，並相偕題寫詩文於畫上，共計有乾隆、梁詩正、汪由敦、

稽璜、董邦達等人的題跋。雖然該作品是否為江參的真蹟仍有爭議，150但根據題

跋可知，乾隆與眾臣基本上認同董其昌的說法，151並在其的引導下形成共識，認

                                                                                                                                                           
期（2004年），頁 119‐121；楊丹霞，〈《石渠寶笈》與清代宮廷書畫的鑒藏(中)〉，《藝術市場》，

第 11期（2004年），頁 134‐135；楊丹霞，〈《石渠寶笈》與清代宮廷書畫的鑒藏(下)〉，《藝術

市場》，第 12期（2004年），頁 116‐117；劉迪，〈《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續三編之編纂及版

本情況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 4期（2009年），頁 94‐100。 

149 劉迪，〈《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續三編之編纂及版本情況考述〉，頁 94‐97 

150 關於江參及其作品研究，見傅申，〈關於江參和他的畫〉，《大陸雜誌》，第 33卷 3期（1966

年 8月），頁 13‐19；翁同文，〈江參生卒年試探〉，《大陸雜誌》，第 33卷 9期（1966年 11月），

頁 13；黃君實，〈江參的家世及生平試考(附圖)〉，《東吳大學中國藝術史集刊》，第 11期（1980

年 7月），頁 26‐48；石慢，李慧淑譯，〈江參及十二世紀山水畫之在評介 — 「千里江山圖」

及「溪山林藪圖」〉，《故宮學術季刊》，第 3卷第 1期（1985年秋），頁 83‐100；王耀庭，〈帝

國的回憶 國立故宮博物院瑰寶赴法展專輯—江參千里江山圖〉，《故宮文物月刊》，第 185期

（1998年 8月），頁 40‐41；馮明珠，〈乾隆皇帝和他的文化顧問們〉，《故宮文物月刊》，第

235期（2002年 10月），頁 58‐59；馮明珠，〈江參千里江山圖〉，收入馮明珠主編，《乾隆皇

帝的文化事業》（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2），頁 78‐79。 

151 乾隆題跋中「豪奪真鑑兩俱幻，何必御府便成隔」乃是引用董其昌所述的「嚴分宜時，一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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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江參參得「北苑三昧」，也就是「獲得董源的真傳」之意。152董邦達不僅在《千

里江山圖》上題寫跋文，更將其中的山石描繪手法運用在其他創作中，例如乾隆

十一年（1746年）所作的《三希堂紀意圖》（見圖 2‐23）下方之岩石結組，153則

與江參《千里江山圖》的作法十分類似，這種風格上的引用，或許不僅是對江參

的學習，更代表著對前代大師董北苑（董源）的效法。 

上述所提及的作品中，董邦達所作的《三希堂紀意圖》與《四美具合幅》皆

為奉敕所作，根據其上題跋可知，兩件作品皆為紀念重要書畫作品聚於內府之盛

事。無論是《三希堂紀意圖》或者是《四美具合幅》，皆是乾隆看重漢文化整理

與經營的重要表徵。乾隆丙寅年（乾隆十一年，1746年）可說是文化豐收一年，

154該年正月於養心殿西暖閣闢室「三希堂」，155存放《快雪時晴帖》、《中秋帖》、

《伯遠帖》等三件稀世珍寶，又於夏天仿三希堂之例於建福宮花園靜怡軒西室，

156存放《女史箴圖》、《瀟湘臥遊圖》、《蜀川圖》、《九歌圖》，題室名為「四美具」，

在這大規模的文化收藏、賞鑑活動中，董邦達不僅參與作品拖尾補圖（附錄 6），

                                                                                                                                                           
卿有求於世藩，世藩屬購此卷，既得之。世藩敗，遂不復出。凡三十五年，而其家售之於余。

夫世藩之撿括，鉅卿之營購，與其子孫之護持，皆若為余地者，豈非數耶。雖然，使此卷一

入豪門，將與上河圖等俱歸御府，世間永不見有江貫道畫」；另外，梁詩正言道「丹邱元宰結

真契，肯許權豪污高格」，汪由敦：「俯視香光參畫禪，頓覺仙凡霄漢隔」，嵇璜：「意匠所至

真宰愁，筆力欲窮地維窄」，董邦達：「畫禪題識真解人，繪理書情並高格」。詳見江參《千里

江山圖》畫上題跋。 

152 董其昌：「江貫道，宋畫史名家，專師巨然，得北苑三昧，其皴法不甚用筆，而以墨氣濃淡洹

運為主，蓋董巨畫道中絕久矣，貫道獨傳其巧。」；汪由敦：「藝林誰繼荊關席，天水江生遺

妙蹟」；嵇璜：「北苑三昧參得之，護持丁甲為驅役」。詳見畫上題跋。 

153 雖然根據董邦達的題款，《三希堂紀意圖》的製作時間是 1746年，早於乾隆君臣題寫江參《千

里江山圖》的時間，但該作早已收錄《石渠寶笈》初編，故而董邦達是有機會看到該作的。 

154 傅申專題演講：「乾隆丙寅年」，「宮廷與地方：乾隆時期之視覺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

年 12月 15日‐16日，國立臺灣大學）。 

155 陶玉璞，〈王羲之〈快雪時晴帖〉之「接受」研究‐‐試以乾隆皇帝之題詩、跋語為探討對象〉，

《東華漢學》，第 18期（2013年 12月），頁 229‐273。 

156 張震，〈董邦達《四美具合幅圖》的創作、陳設及其意涵〉，《故宮博物院院刊》，第 3期（2012

年），頁 62‐76。 

 



董邦達與乾隆朝巡幸地景畫 

‐‐‐‐‐‐‐‐‐‐‐‐‐‐‐‐‐‐‐‐‐‐‐‐‐‐‐‐‐‐‐‐‐‐‐‐‐‐‐‐‐‐‐‐‐‐‐‐‐‐‐‐‐‐‐‐‐‐‐‐‐‐‐‐‐‐‐‐‐‐‐‐‐‐‐‐‐‐‐‐‐‐‐‐‐‐‐‐‐‐‐‐‐‐‐‐‐‐‐‐‐‐‐‐‐‐‐‐‐‐‐‐‐‐‐‐‐‐‐‐‐‐‐‐‐‐‐‐‐‐‐‐‐‐‐ 

‐ 54 ‐ 
 

更奉敕為三希堂、四美具盛事作圖紀念。值得注意的是，在詞臣、宮廷畫家奉敕

為三希、四美拖尾補圖時，除了《快雪時晴帖》應景繪製雪梅之外，餘則多半描

繪水際高士的題材，採用的構圖則是南宋的邊角式構圖。董邦達負責繪製的有王

珣《伯遠帖》與李氏《瀟湘臥遊圖》的拖尾補圖，其中，《瀟湘臥遊圖》的拖尾

補圖今已不存。 

「四美」首度匯聚在一起是在明代，由顧從義收藏，董其昌見這四幅作品稱

賞不已，題記稱之為四大名卷，但四卷不久散佚，乾隆偶於 1746年獲《瀟湘臥

遊圖》，按其上董其昌題記命人搜尋內府，獲知其他三卷早就入內府收藏，欣喜

不已，屢作題跋大讚這件美事，並且闢室收儲。157儘管目前學者皆對董其昌的鑑

定標準感到質疑，158但對乾隆而言，他不僅信任他的判斷，在整理內府收藏的過

程中更有與之較勁的意味，「四美具」的收攏齊全便是一個例子。「四美」並稱原

是由董其昌提出，乾隆不僅附和董其昌的說法，更大加發揚，甚至將之比附為春

秋時期干將、莫邪寶劍於豐城失而復得的典故，藉以彰顯此一事件的可遇不可求。

159董邦達作《三希堂紀意圖》與《四美具合幅》，便是在乾隆的安排下參與見證

了這些稀世珍品聚合內府的盛事，董邦達在作品中引用董源風格絕非偶然，此舉

正呼應了乾隆建立的「三董相承」脈絡，同時也是透過圖繪的方式贊同乾隆「四

美具」的安排，間接認可了董其昌「四大名卷」的指稱。透過乾隆的牽線，促使

董邦達得以與過去的二董（董源、董其昌）串連在一起。另外，在一幅張貼在盤

山婉孌草堂的董邦達作品《林巒積素圖》（見圖 2‐24）上，乾隆題詩更是直指董

邦達為「香光一脈」。160乾隆一方面重用董邦達，令其為內府重要收藏做「註腳」，

                                                       
157 段勇，《乾隆「四美」與「三友」》（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頁 8，72，81‐84。 

158 班宗華，〈董其昌對宋畫的鑑賞及其歷史妥適性之初步研究〉，頁 632‐647；王連起，〈從董其

昌的題跋看他的書畫鑒定〉，《故宮博物院院刊》，第 2期（2006年），頁 6‐19。 

159 見董邦達，《秋山蕭寺圖》，圖 2‐28。 

160 董邦達，《林巒積素圖》，北京瀚海 2010年秋季拍賣會，資料來源：

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71402233/ ，檢索日期：2015/1/5。另附上完整乾隆題句：

「草堂婉孌粘白壁，一脈香光證不遙。更暎林巒真積素，乍看氣韻敬相招。烘己自露珠綴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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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也處心積慮將董邦達放入乾隆立定的畫史脈絡中，當然，董邦達作品如

今看來也不負所託。 

 

三、古法與實景的折衷：董邦達的地景畫風格 

 

1. 「層巒積翠」的形成 

歸納董邦達的地景畫風格特點（見圖 1‐1‐3、2‐25），大體看來皆採取特定型

態的短皴線來描繪物象輪廓，以大山夾小石，再以更乾的擦筆製造出山石上的肌

理與草木，確實呈現出「層巒積翠」的樣貌，於是筆者沿用該詞來討論其地景風

格特徵。將這類風格作品與董邦達之前的清宮山水大家：王原祁、唐岱相比，則

可發現明顯的區別：就視覺證據來看，王原祁的作品以龍脈佈局開合與禿筆、乾

擦、長皴等表現為主，以「小塊積成大塊」，161作出複雜的山體結組變化（見圖

2‐26）；唐岱則是以倒 U形山體堆疊為主，搭配擦染產生立體感，山體穩坐四方、

氣勢宏大，頗有北宋巨碑式山水風範（見圖 2‐27）。就畫理來看，王原祁的「龍

脈」、「意在筆先」、「氣勢開合」等觀念均展現了對形式、佈局的高度關注，162唐

岱在《繪事發微》中的〈正派〉、〈邱壑〉二節基本上延續其師的觀念。163董邦達

的地景作品並不在意開合佈局或壯大的氣勢，反倒更為關注細節描繪與地質表現

的細膩變化。董邦達與王、唐之間的區別，正如石守謙所言，「層巒積翠」風格

的出現正顯示出「對正統派山水畫範式的修改」，而這種修改又是源於乾隆對實

景山水製作的需求。164董邦達的作品中多見貼近實景者，乾隆觀其作品時也好將

                                                                                                                                                           
拂遠疑泉飄來。清頻年缺題句，畫留空處待今朝。壬辰仲春既望御題」。 

161 王原祁著，張素琪校注，《雨窗漫筆》（杭州：西泠印社，2008），頁 22。 

162 郭繼生，〈王原祁的山水畫理論〉，收錄朵雲編輯部編，《清初四王畫派研究論文集》（上海：

上海書畫，1993），頁 675‐708；高居翰，〈王原祁與石濤：有法與無法的兩極〉，收錄朵雲編

輯部編，《清初四王畫派研究論文集》，頁 709‐742。 

163 唐岱，《繪事發微》，收錄于安瀾編《畫論叢刋》（臺北：華正書局，1984），頁 235‐257。 

164 石守謙，〈以筆墨合天地：對十八世紀中國山水畫的一個新理解〉，頁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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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與實景相對，連非地景畫類型的作品也如此，例如《疊嶺重泉圖》上便有題句：

「重泉貌得香爐間，叠嶺亦似南嶽盤。置二名區未為隘，合一全圖不覺難（附錄

7）」。由此可知，儘管「層巒積翠」與實景山水描繪有密切關係，但董邦達對這

類型風格的使用並不侷限於實景山水的範圍。董邦達的風格與作畫觀念既異於兩

位前輩，那麼他實際上風格來源為何？「層巒積翠」的風格取向又是根源於何種

觀看與習畫經驗？ 

董邦達除了透過傳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圖》與江參《千里江山圖》來效法董

源風格，贊同董其昌的鑑賞觀念，並達成乾隆的「三董相承」理想之外，這些作

品的風格更被內化、吸收成為「層巒積翠」式的山水風格，也就是說，除了實景

需求外，「層巒積翠」也具有古法的淵源。董邦達作於 1746年的《秋山蕭寺圖》

（見圖 2‐28）、《畫杜甫詩意圖》（見圖 2‐29）、《層巒聳翠圖》（見圖 2‐30），以及

1749年的《雲山圖》（見圖 2‐31）等皆為最佳例證（附錄 7）。首先就山石質理

與鋪排來看，《夏景山口待渡圖》呈現的是雲團狀的山石質理，並以稜線為基準

來連接中景與遠景的山脈。《千里江山圖》也大致如此，但山脈的走勢更加複雜，

採多線分布的效果。兩幅作品皆以大量的苔點製造出草木華滋的狀態，樹木都畫

得枝繁葉茂，採用短皴來鋪排出山體的明暗、質感與量感，且都描繪了水岸邊水

分充沛的景觀。董邦達不僅承繼上述特點，更進一步在《秋山蕭寺圖》、《雲山圖》

發展出更圓潤平滑的狀態，尤其《雲山圖》的山體形狀，雲團的狀態更加誇張化，

正如阮元所稱的「其山顚多雲頭、羊毛皴法」，165此外，他也將大量的細密苔點

蓄積在山頭，製造出草木繁盛的景象。董邦達在畫中採用短皴，但皴筆要比《夏

景山口待渡圖》、《千里江山圖》來得明顯，大山團中多會夾小石，製造出豐富的

山石質感。另外，董邦達雖然也是依照稜線鋪排山石結構，但走向更加複雜化，

往各個方向延伸發展，多股走勢又能合併蓄積出一股力量，其中，《雲山圖》的

動勢要比《秋山蕭寺圖》、《畫杜甫詩意圖》都來得強烈。 

                                                       
165 阮元《石渠隨筆》，卷七，收錄《叢書集成初編》，第 1575冊，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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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這種「層巒積翠式」的作法運用在作品中時，乾隆屢屢加以稱讚，例如《秋

山蕭寺圖》上有題跋云「邇來六法何寥寥，貌工形似神彌黯。吾於達也無間然，

豐不覺繁儉不欠」，《雲山圖》上乾隆贊道「畫家氣韻造絶詣，邦達氣韻乃餘事。

細皴粗抹無不佳，不期其法神其意。…張壁只慮天龍窺，奪造化工彼所忌」，而

《畫杜甫詩意圖》上更直指董邦達是董源的傳人：「詞臣家法傳北苑，爰教老筆

冩烟樹」（附錄 7）。 

筆者認為，乾隆的題跋稱許顯然有推波助瀾的效果，因此，在後來的地景畫

中董邦達也大量採用此種作法，例如收藏於台北故宮的《居庸疊翠圖》（見圖 2‐5），

乾隆顯然相當滿意該作品，認為董邦達的作法切合其心意：「近作燕山八景詩，

擬成長巻各圖之。侍臣承旨開生面，又見巖關疊翠奇。具來粉本寫神能，萬樹丹

青繢繡稜」。「近作燕山八景詩」一句應指乾隆於十六年所做〈燕山八景詩〉，166在

乾隆作詩當下便打算找人繪製圖畫，而奉敕作圖的董邦達，將居庸關附近的重重

關隘、山巒青翠交疊之樣貌描繪得具有奇趣、別開生面。在山石動勢鋪排方面，

《居庸疊翠圖》上採取更加複雜化與劇烈扭動的構成，該圖雖然在風格取向方面

與《秋山蕭寺圖》、《雲山圖》等十分類似，但更強調地理實景的複雜性。雲團狀

的石塊更進一步發展出各種造型，在《居庸疊翠圖》中至少可區分出四到五種不

同的石塊造型。董邦達一方面要表現出該地複雜的地理景觀，另一方面，這種表

現更帶來豐富多元的視覺經驗，也就是說，他的表現手法能夠同時達成實景性質

與感官經驗的雙重需求，也無怪乎乾隆會在畫上稱道「具来粉本寫神能，萬樹丹

                                                       
166 乾隆題《居庸疊翠圖》上一句「近作燕山八景詩」，指的是乾隆十六年所作的〈燕山八景詩叠

舊作韻〉見《御製詩二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3冊，卷二十九，頁 5b‐9b，

這是他第二次創作燕山八景詩，在其即位前早有〈燕山八景詩〉，見《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

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1冊，卷二十四，頁 1a‐3a，但第二次的八景詩書寫還加上

了每個地點的簡短描述，關於居庸關有如下說明：「居庸為九塞之一。見於吕覽淮南子。其跡

最古。酈道元謂：『崇墉峻壁。山岫層深。路才容軌。』為得其實云。」另外，根據第二次的

八景詩中〈金䑓夕照〉一詩有提到：「九龍妙筆寫空濛。（石渠寶笈有王紱燕山八景圖真蹟）

疑似荒基西或東」，可知乾隆應見過王紱的《北京八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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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繢繡稜」，董邦達可能在以往繪製地景稿本時，便展現了表現複雜地質景觀的

能耐，因而乾隆會想要找他製作關乎「燕山八景」之一的地景畫，得到的成果便

是以豐饒的林木妝點美好秀麗山稜的景觀，關於《居庸疊翠圖》與實景的問題會

在下一段做更深入的討論。 

 

2. 董邦達《居庸疊翠圖》 

在開啟盤山圖像的討論之前，筆者希望透過《居庸疊翠圖》的例子，來詮釋

董邦達的實景繪製手法，並藉由這個例子來彰顯乾隆對「親見實景」的重視程度。

董邦達的《居庸疊翠圖》並非該景圖繪的孤例，燕山八景的組合成於金代，167明

代即有王紱的《北京八景圖》，另外，同樣活動於乾隆朝的詞臣張若澄也曾繪製

《燕山八景冊》，目前收藏於北京故宮，比較三者對居庸關的描繪（見圖2‐5、2‐32、

2‐33），其共通點在於對「翠」字的點題，三圖皆採用大量的點苔來製造出草木

繁盛的效果。另一項共通點便是對關隘的描繪，但清代的兩件作品更多了矗立山

間的瞭望台描繪。三者最大的相異之處便是對「景」的處理，王紱與張若澄對燕

山八景的描繪乃是分景分圖處理，「居庸疊翠」該幅僅處理居庸關附近的狀況，

相較於此，董邦達的《居庸疊翠圖》則是將居庸關與附近一系列的景致都拉攏進

來，如北口、八達嶺、疊翠峰、彈琴峽、道陽坡、南口等，也就是所謂的「關溝」

景致。另外就是三圖對「疊」的詮釋，雖然都描繪了山石層層交疊的狀態，但呈

現出來的氛圍大不相同，王紱所繪前山與後山層層重疊，前山望不見後山，僅能

從關口處狹縫隱約見到後方的遠山，營造出神秘、不可知的氛圍。張若澄的則呈

現出開闊明朗的空間，山石累疊雖高，卻仍親切可人，一方面還呈現出水際的青

翠風光。而董邦達的居庸之景，山間道路以 S型往上扭曲延展，狹長的道路可對

                                                       
167 史樹青，〈王紱北京八景圖研究〉，《文物》，第 5期（1981年），頁 78‐85+105‐106。Kathlyn Liscomb, 

“The Eight Views of Beijing: Politics in Literati Art,” Artibus Asiae , Vol. 49, No. 1/2 (1988 ‐ 1989), pp. 

127‐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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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乾隆對該地的描述：「鳴鞭阿那羊腸道」，168他所強調的還有該地複雜的地形與

地質變化，山石堆疊發展拉出多股動勢，如海浪般交相衝擊，使畫面產生強烈的

動感。 

再將三圖對照實景，董邦達的《居庸疊翠圖》可說是最符合的作品。以居庸

關的結構為例，根據空拍照片可知（見圖 2‐34）該城關並非單一城門，169而是四

面均建有城牆，並設有南北兩道關門，關門築有甕城。三圖中僅董邦達將此城關

結構描繪出來，王紱、張若澄均簡化成一關隘城門作代表。170另外，董邦達所描

繪的居庸疊翠景致，事實上不僅止於居庸關一帶，而是從南口到北口（八達嶺）

的整個「關溝」景區（見圖 2‐35），171有研究指出當地景致特色為「山高、水長、

石奇、林密」。172首先，居庸關位於兩山夾峙之處，旁有河流，可說是具備天然

險要之地，關溝最高處是八達嶺，為軍事防衛要地，董邦達在畫中將關溝的主線

以 S型佈置在立軸中央，將南口置於畫面下方，居庸關置於中段，八達嶺與北口

則置於最上方，一方面符合關口之間的相對位置，另一方面也呈現出各關口間的

地形與所在高度。其次，關溝的主河道為永安河，據考證早在東漢時代的居庸關

圖像上，便有水流的呈現（見圖 2‐36），而董邦達也的確將河流繪製於道旁。再

者，該地地質以花崗岩與石灰岩為主，南口處有大片石灰岩質露出，搭配春、夏、

                                                       
168 清高宗，〈燕山八景詩叠舊作韻〉，《御製詩二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3冊，卷

二十九，頁 5b‐9b。 

169 高巍、孫建華，《燕京八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頁 186。 

170 除了上述三位畫家的作品之外，在《康熙昌平州志》也收錄有《居庸積雪》圖（見圖 2‐37，

資料來源：Harvard University Library 

http://pds.lib.harvard.edu/pds/view/48303079?n=1&imagesize=2400&jp2Res=0.5&printThumbna

ils=no ，檢索日期：2015/3/6），但該圖所繪也為單一關口城門的樣貌，足以對照出董邦達圖

寫實景之用心。現有的居庸關關城乃建於明代，見高巍、孫建華，《燕京八景》，頁 184‐187。 

171 關於關溝七十二景的敘述，見高巍、孫建華，《燕京八景》，頁 191‐201；以及王秀玲，〈論關

溝的旅遊資源〉，收錄在昌平區十三陵特區辦事處編，《首屆明代帝王陵寢硏討會論文集  ;首

屆居庸關長城文化硏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頁 265‐275。以下關於關溝

景致的描述，均參考自該文。 

172 王秀玲，〈論關溝的旅遊資源〉，頁 265‐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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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的綠色植被，呈現出複雜的地質景觀，董邦達採用短皴組合出各種不同的石

頭造型，尤其在南口附近的石質造型顯得特別複雜險峻，越往上走，接近八達嶺

附近，則轉為覆有植被的土坡，花崗岩則主要分布在河床地帶，有著名的仙枕石、

烏龜石等。在董邦達的圖繪上，可見河谷處有大小石頭的描繪，數量之多不似單

純的點綴性質，倒是有意強調該河谷的石頭景觀。該地林木茂密，歷來均有以「居

庸疊翠」為題的詩作，173但明末清初因戰事大量砍伐林木，一度使得當地翠綠不

再。對照同以「居庸疊翠」為題的張若澄與董邦達作品（見圖 2‐5、2‐33），張若

澄的作品中林木青翠茂盛，符合「翠」字點題，董邦達所繪的山頭倒是有些光禿，

似乎更符合當時的狀況。 

值得注意的是，不僅董邦達可能親見該地、圖繪實景，乾隆在《居庸疊翠圖》

上的題句「夤縁鳥道憶曽過」，也暗示著乾隆曾到過該處。乾隆題寫董邦達《居

庸疊翠圖》的時間點是「辛未（1751年）九月」，筆者考察《御製詩集》中〈題

董邦達居庸疊翠圖〉一詩的編排位置並對照《乾隆帝起居注》，174得知題寫的時

間點大約是他九月份前往西陵謁陵的途中，此時應無機會途經「居庸關」。儘管

無法確知 1751年乾隆是否去過「居庸關」，但根據另一首御製詩〈經居庸關〉，175

得知乾隆在更早之前於 1745年九月北巡回鑾之際曾途經居庸關，可能因該地非

駐蹕地點，故《起居注》並未記載。176另外，《欽定皇朝通志》有載「御書『居

庸疊翠』四字，乾隆十六年（1751年）正書」，雖然無法以此證實乾隆在當年度

                                                       
173 筆者檢索《中國基本古籍庫》（檢索日期：2015/4/13），得清代之前的「居庸疊翠」詩共 19

首，作者分別有元代的陳孚，明代的林環、曾棨、胡廣、胡儼、金幼孜、李東陽、林章、倪

岳、張元芳、楊奐、唐之淳、王紱、王洪、王英、薛瑄、楊榮等。 

174 清高宗，〈題董邦達居庸疊翠圖〉，《御製詩二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3冊，卷

三十，頁 17a。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帝起居注》，第 10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

版社，2002），頁 278‐281。 

175 清高宗，〈經居庸關〉，《御製詩初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2冊，卷二十八，頁

11a。 

17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帝起居注》，第 4冊，頁 667‐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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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過當地，至少可知當時乾隆相當重視「居庸關」。177正因為乾隆對居庸關的重

視，並且可能親臨過當地，當董邦達作該圖時，需要考量的便不只是風格上的選

用，在地理景觀的呈現上也必須能符合乾隆的視覺經驗。董邦達的地景作品並非

單純的描寫實景，乾隆所要求的也不僅僅要符合其巡幸過程的視覺經驗，而是以

實景為基礎，透過「層巒積翠」是山水風格的使用，達成「三董相承」的效果。 

 

3. 「底須乘傳擬嘉陵」：君臣親見與地景畫製作 

關於董邦達《居庸疊翠圖》的製作，除了與「二董」古法的聯繫、使用「層

巒積翠」風格之外，乾隆一句「底須乘傳擬嘉陵」也體現了君王派遣臣子前往實

地寫景的體制建立。該句所引用的典故，是唐玄宗天寶年間吳道子畫嘉陵山水事

蹟。據《唐朝名畫錄》所載，吳道子因擅丹青，奉召入宮侍奉，一日唐玄宗「忽

思蜀道嘉陵江水」，「遂假吳生驛駟，令往寫貌。及回日，帝問其狀。奏曰：『臣

無粉本，並記在心。』後宣令於大同殿圖之，嘉陵江三百餘里山水，一日而畢。」

178當時還有李思訓也繪製嘉陵江圖，雖花費數月方成，但十分精妙，於是玄宗有

言：「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子一日之跡，皆極其妙也」。乾隆顯然十分熟習這段

典故，因而當他派遣詞臣前往各地圖繪寫景時，畫上題句往往會用此典故。乾隆

所以命董邦達製作《居庸疊翠圖》，除了因乾隆當年度作〈燕山八景詩〉之外，

透過「近衛皇州鞏北户，底須乗傳擬嘉陵」一句可知，居庸關具備有防衛北方門

戶的重要性，故而值得援引吳道子圖寫嘉陵的例子，命身為皇帝臣下的董邦達來

圖寫之。既是擬「吳道子圖繪嘉陵」之例，那麼董邦達很有可能曾親往當地考察

取景，雖然目前尚未能找到相關的文獻記載，但就圖像上的證據來看確有可能。 

派詞臣前往各地圖寫景致之例，在乾隆朝還有李世倬的《對松山圖》（見圖

                                                       
177 乾隆三十二年敕撰，《欽定皇朝通志》，卷一百十九，頁 17a，收錄台灣商務印書館編輯，《景

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45冊（臺北：臺灣商務書局，1983），頁 585。 

178 朱景玄，〈神品上一人 吳道玄〉，收錄朱景玄撰，溫肇桐注，《唐朝名畫錄》（成都：四川美術

社出版，1985），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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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上有乾隆題句：「景行積悃望宫墻，視禮先期命太常。詎為嘉陵馳去傳，

却携泰嶽入歸装」，179根據畫上乾隆的題跋可知，當時是命李世倬前往山東「視

孔廟禮器」，回程因途經泰山，於是圖寫當地景致，李世倬因而有句云：「當泰岱

之半，景為最奇」。有趣的是，該圖的確不像舊有的山水構圖，反倒像是處於山

道途中，仰見山徑的蜿蜒曲折以及道旁聳立的松樹所繪。畫中皴法的使用不多且

不明顯，更像是擦筆的型態，用淺淡的乾筆作出細緻的明暗變化，由前景到遠景

的推移，運用了大氣遠近法的效果。道中有兩組乘轎者，或許正是李世倬與同行

者的寫照。還有一例是張若澄的《葛洪山圖》（見圖 2‐39），上有乾隆題詩云：「内

廷供奉屬車隨，六法曾叅識畫㫖。嘉陵乗傳有往例，携稿以歸傳其似。數日丹青

結撰成，直移仙境來牕几」。180另外在董邦達的《楚南名勝冊》上則有乾隆題詩

道「秩山至荆國，馳驛擬嘉陵。（董邦達於壬午春祭告南嶽，歸程就所經山水，

繪冊以進，兹偶展閲，因題句）」。181詞臣觀景寫生並上呈皇帝的例子在乾隆朝所

在多有，似乎成為一種特殊的地景畫製作機制，關於這方面的討論會在第陸章提

出。 

除了用來指稱詞臣親臨實景作畫，當乾隆見到好的地景畫，也往往用「嘉

陵」典故來讚賞該圖。例如趙孟頫的《鵲華秋色圖》（見圖 2‐40）上，有乾隆題

跋云「天光澹靄水揉藍，西鵲東華鏡空裏。留待今題信有神，（石渠寳笈内。題

詠名蹟甚多。獨是巻未曽及。留待今日即景拈吟。亦一奇也）不數嘉陵吳道子」，

182以及「徒聞道子乗驛傳，嘉陵不識能同無」。183有時也用來稱讚風光景致的美

                                                       
179 清高宗，〈李世倬自孔廟視禮器廻路便圖泰山一峰以獻因題其上〉，《御製詩初集》，收錄《淸

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2冊，卷四十四，頁 11ab。 

180 清高宗，〈命張若澄圖葛洪山因題句〉，《御製詩二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3

冊，卷十六，頁 9a‐10b。 

181 清高宗，〈題董邦達畫楚南名勝冊—衡嶽〉，《御製詩三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4冊，卷九十四，頁 21b‐22b。 

182 清高宗，〈題趙孟頫鵲華秋色圖〉，《御製詩二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3冊，卷

三，頁 2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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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如〈塞中即景〉：「試看秋景如春景，端是木蘭勝上蘭。一月行程詩逓詠，嘉

陵粉本不殊看。」184後來甚至將用典的範圍擴展到非山水畫的製作，例如乾隆曾

派張若澄前往圖寫「雪浪石」（見圖 2‐41），留有詩句道「况匪嘉陵遥，來徃數朝

昏」，185該句意指雪浪石所在之處，並不比吳道子當時前往嘉陵江來得遙遠，故

而派張若澄親往圖寫。錢維城曾奉召出使貴州，繪製《畫黔花八種》，該作也有

乾隆題句：「軺車有暇冩紅青。（維城以㑹讞奉使黔中。歸軺紀所見各種。合繪是

冊。非特為羣芳補注。亦取偹陳風之一節也。）樹態花姿畢肖能。借問何如呉道

子。徒傳給驛繪嘉陵」。186另外，乾隆在寫獅子林八景時，也曾提到當地的「假

山」造景十分優異，「妙手呉中堆塑能，絶勝道子寫嘉陵。一邱一壑都神肖，憶

我春巡展歩曽」。187 

 

四、小結 

 

在清宮山水畫的發展中，有康熙朝在宮內外立穩腳跟、建立地位、名聲與

龐大影響力的王原祁，也有歷經三朝屢屢擔綱重要山水創作的唐岱，到了乾隆朝，

董邦達能夠在正統派後輩林立的環境中異軍突起，必有其特殊之處。但回顧其出

身背景與入宮前的習畫經歷，既沒有顯赫的家世，也沒有明確的師承，連進京參

加科舉考試都得仰賴眾人接濟方能成行，更令人好奇他在入宮後是如何經營自己

                                                                                                                                                           
183 清高宗，〈再題趙孟頫鵲華秋色巻〉，《御製詩二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3冊，

卷十三，頁 19ab。 

184 清高宗，〈塞中即景〉，《御製詩二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3冊，卷十二，頁

10b‐11a。 

185 清高宗，〈命張若澄圖雪浪石至詩以誌事〉，《御製詩三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6冊，卷五十六，頁 8a‐8b。 

186 清高宗，〈題錢維城畫黔花八種—紅青花〉，《御製詩四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7冊，卷十三，頁 5a。 

187 清高宗，〈獅子林八景—假山〉，《御製詩四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7冊，卷四，

頁 3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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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仕途與畫業，以獲得乾隆的青睞。 

在考究董邦達山水風格的形成背景之後，發現他之所以能快速晉升、擔綱

繪製重要作品，以「文學侍從」的角色與乾隆有密切的互動，188並不是他單方面

的積極進取，更重要的是，乾隆似乎也有意培養他成為畫史大家的後繼者—也就

是所謂的「三董相承」脈絡。在此過程中，董邦達不僅成功地揣摩出乾隆喜好的

山水風格類型，更將他在古畫中習得的各種山石結組描繪、用筆等，運用在各式

作品的創作中，更重要的是，在此過程中形塑出的「層巒積翠」風格，並大量地

運用在乾隆的巡幸地景畫中。由此可知，董邦達在山水方面的突出表現並非偶然，

而是一種君臣之間互動默契下形塑出的成果。當這樣的成果運用在巡幸地景畫時，

意味著乾隆要求的效果並不僅僅是先前已能達成的實景或西法透視效果（如唐岱、

沈源的《畫圓明園四十景》），而是要在這基礎上，將地景畫納入山水畫風格的「正

脈」中，董邦達既能達成乾隆「三董相承」的期許，又能成功地將這種用筆融入

實景的表現中，因而能開啟他繪製眾多巡幸地景畫的事業版圖。 

 

 

 

 

 

 

 

 

 

 

 
                                                       
188 關於這方面的問題，參考《乾隆的文化大業》「文學顧問」一節，以及收錄該圖錄中的馮明珠，

〈玉皇案吏王者師——論介乾隆皇帝的文化顧問〉，頁 24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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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乾隆朝之前的盤山書寫與圖繪 

 

本研究的討論主軸為「盤山圖繪」，而董邦達並非首位以盤山為題來創作之

人，乾隆亦非首位在盤山遊幸的帝王，因此，在開始董邦達與盤山圖繪的討論之

前，有必要梳理盤山既有的文化底蘊，如此也更能突顯出乾隆對盤山的經營與詮

釋與以往有何不同。本章將以「地點」本身為切入角度，檢視盤山從有人的活動

以來留下之種種紀錄，包括盤山是如何被人們以文字與圖像紀錄下來，而不同朝

代之間不同身份的「盤山過客」所留下之足跡，又使該地點產生何種意義上的轉

換。 

 

一、清代以前的的盤山書寫與圖繪 

 

中國歷來有名山開發與書寫的傳統，據研究指出，名山的崛起有兩大重要因

素，其一是「自然條件」，其二則是「人文因素」。189本文第壹章已提及盤山的地

質條件，儘管有松、泉、石之勝景，但早期盤山是因人文因素而獲矚目，也就如

乾隆帝在談論盤山時曾言的「夫山川顯晦，時有定數，而必待人以彰」，190盤山

能夠受世人關注、在歷史長河上留名，必得有「人力」加持。早期的盤山活動大

致可分為兩個層面：一是因名人造訪而為該地命名或賦予意涵，例如三國時代田

疇因時局混亂，率族人隱居徐無山並得安居樂業，故後人以此事蹟稱該山為「田

盤山」，也就是今日的「盤山」，並從此賦予該山「隱居」的意象。191到了唐代，

                                                       
189 林皎宏，〈晚明黃山旅遊的興起〉，《史原》，第 19期（1993年 10月），頁 146‐147。 

190 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165‐166。 

191 田疇傳：「瓉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

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

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見陳壽著，趙幼文

遺稿，趙振鐸等整理，《三國志校箋》（成都：巴蜀書社，2001），頁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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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赫有名的太宗李世民於貞觀十九年征高麗時曾巡幸盤山，三軍並且在河邊的大

石塊上「晾甲」，於是留名「晾甲石」。192此外，唐太宗更留有詩作〈於北平作〉：

「翠野駐戎軒，盧龍轉征斾。遥山麗如綺，長流縈似帶。海氣百重樓，巗松千丈

葢。兹焉可遊賞，何必襄城外」，193此詩將山川的壯麗景致與征戰之意象做巧妙

的融合，可謂是豪氣干雲。當時著名的大將軍李靖，因扈從太宗東征而來到此地，

後人因其事蹟建剎稱「李靖庵」，清代文人宋犖則以「前賢不宜斥呼其名」之故，

將該處更名為「衛公庵」，爾後又被康熙更名為「萬松寺」，194附近則有傳說為李

靖舞劍之處的「舞劍台」。 

其二則是有人以山川事蹟寫作文字，有詩、賦或遊記等形式。最早與盤山相

關的詩文創作，應是前述提及的唐太宗〈於北平作〉，但該詩並無明確提到「盤

山」一地名諱。唐朝著名邊塞詩人高適〈同呂員外酬田著作幕門軍西宿盤山秋夜

作〉一詩，雖在題目點出「盤山」二字，內容並非以盤山主題。195早期的詩作中

還有「招隱詩」、「招隱圖」的類型，例如金代劉迎、閻長言的〈盤山招隱詩/圖〉。

196劉翔飛探討「招隱詩」的起源與發展，指出「招隱」可分為兩種意涵，原為朝

廷招攬隱居高士出仕的「招隱」，後來則有了嚮往歸隱山林的「山水招人隱」之

意。197就劉迎與閻長言的狀況來看，兩人均為金代著名文學家，皆為山東人，均

                                                       
192 智朴，《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13‐14，92。該地即後來乾隆命名「貞

觀遺蹤」之處。 

193 李昉等奉敕編，《文苑英華》，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書局，1983），

第 1335冊，頁 722‐723。 

194 智朴，《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15，73。「萬松寺，在盤山，原名李

靖菴，本朝康熙四十三年聖祖勅賜為萬松寺。」見唐執玉、李衛等監修，田易等纂，《畿輔通

志》，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書局，1983），第 505冊，頁 163。 

195 智朴，《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102。 

196 上引文。筆者另查其他文獻資料，記載有與智朴盤山志出入，例《御訂全金詩增補中州集》

所載劉迎的詩名為〈盤山招隱圖〉，而非招隱詩。見郭元鈺原編，淸康熙五十年敕編，《御訂

全金詩增補中州集》，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書局，1983），第 1445

冊，頁 261‐262。 

197 劉翔飛，〈論「招隱」詩〉，《中外文學》，第 7卷 12期（1979年 5月），頁  9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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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金朝任官。劉迎在當時頗受推崇，並且有許多題畫詩的創作，閻長言則是祖

上六世登科。198兩人的詩句中並未言及盤山之景，反倒是透露了對山林隱居生活

的嚮往，且劉迎還援引左思〈招隱詩〉的典故，故可推測這類作品並非意在彰顯

山川之美，反倒是有寄託歸隱意志的功能。 

真正以「盤山」本身的地理景觀為題之詩文創作，則要到明代中期以後才大

量出現，可能與當時的旅遊風氣大興有關。199例如唐順之、李元陽、袁宏道、劉

侗等人的盤山遊記，以及盧雍、王玹、楊守禮、于達真等人同遊盤山的詩句往返。

200在這些作品之中，多記人們在盤山出入、往來的故實，專寫地理景觀者當屬袁

宏道的〈遊盤山記〉，其中對山勢景觀的描述如下： 

「盤山外骨而中膚。外骨，故峭石危立，望之若劍㦸羆虎之林。中膚，

故果木繁而松之抉石罅岀者，欹嶔虬曲，與石爭怒，其幹壓霜雪不得伸，

故旁行側偃。每十餘丈，其靣削不受足，其背坦，故遊者可迂而達」。201 

由其所述可知，盤山山體以石質為主，故多崎嶇山勢與變化多端的山石造型，

但也有豐富的植被，儘管險峻，遊人仍可採取迂迴的路徑抵達各處景點。袁宏道

如此生動逼真、讀來如親臨實境般的敘述，得時人評論道「閱此便已悚慄」、「如

春花美女、婉媚多風」，或「鏤心剗骨，肖貌肖神，儼然吳道子畫地獄變相手矣」。

202這些文人筆下的盤山，除了涉及讌集、旅遊活動之外，顯然對該地的特殊地質

                                                       
198 周惠泉，《金代文學硏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頁 191‐192。王慶生，《金代文學家

年譜》（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上冊，頁 174‐179；下冊，頁 1145‐1147。劉繼才，《中

國題畫詩發展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0），頁 235。 

199 以下幾篇是關於明代旅遊風氣的探討，但未論及盤山的部分。巫仁恕，〈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

費文化─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41期（2003年），頁 87‐143；

巫仁恕，〈從遊觀到旅遊：16至 20世紀蘇州旅遊活動與空間的變遷〉，收錄巫仁恕、康豹、

林美莉編，《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頁 113‐149；

巫仁恕、Imma Di Biase，《游道：明清旅遊文化》（臺北：三民書局，2010）。 

200 智朴，《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93‐97、102‐105、131‐132。 

201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冊中，頁 688‐691。 

202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冊中，頁 691；冊下，頁 1699。施寬文，〈袁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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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也有所體會。 

透過文字記載，可知盤山在清代以前兼有文人與帝王之遊，那麼，這座山脈

的知名度又是如何？是否獲明人關注與重視？這點可以透過明代地理相關著作

與名勝志書之書寫狀況來來探查。為名山寫專志最早可追溯到唐宋時期，203然而

在清代以前，盤山一地確實沒有專屬的山志記載，官方編纂的志書中，也僅簡要

一句話帶過，如萬曆朝的《順天府志》所言：「盤山，薊州城西北二十五里，數

峰陡絕，大石揺之輒動，二龍潭禱雨多應」，204僅簡要記述了地理、方位與氣候。 

晚明因旅遊風氣大興，應運而生的是各式旅遊導覽書籍，有散篇的「遊記」、

「旅遊詩」之書寫，如前以述及的袁宏道〈遊盤山記〉等，但單篇文章的普及與

影響力有限，不若系統化編纂的名山圖籍，一方面羅列名勝景點，以圖說指引，

供讀者查閱臥遊，清晰明瞭，另一方面，眾名山勝景並列，彼此可群聚拉抬名聲，

同時可視為名山在時人心中的份量排行榜。205明代雖無盤山專志之編纂，卻不能

據此排除盤山的影響力與名聲，筆者欲了解明人對盤山一地的重視程度，故查找

了明代地理相關著作與名勝志書，其中，明代王圻父子所編的大部頭類書《三才

圖會》中，未見收錄盤山的圖像與文字描述，楊爾曾的《海內奇觀》雖廣收五嶽

名山、天下勝地，卻獨獨未見盤山，直到崇禎年間始見盤山的身影，有崇禎三年

（1630年）的曹學佺《大明一統名勝志》，206以及崇禎六年（1633年）墨繪齋刊

                                                                                                                                                           
道遊記探論〉，《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報》，第 23期（2011年 10月），頁 9‐20。 

203 馬孟晶，〈名勝志或旅遊書—明《西湖遊覽志》的出版歷程與杭州旅遊文化〉，《新史學》，

第 24卷 4期（2013年 12月），頁 102。 

204  Timothy Brook, Geographical sources of Ming‐Qing history (Ann Arbor :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2002), pp.46‐47. 沈應文、張元芳纂修，《（萬曆）順天府志》，《四庫全

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1996），史部地理類，第 208 册，頁 26。 

205 林皎宏，〈晚明黃山旅遊的興起〉，頁 152‐156；巫仁恕，〈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

以江南為討論中心〉，頁 89‐92；盧雪燕，〈納須彌於芥子，縮羅浮於寸幅—漫談名山與名山

圖籍〉，《故宮文物月刊》，第 259期（2004年 10月），頁 54‐57。 

206 曹學佺撰，《大明一統名勝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類，第 167 册（臺南：莊嚴

文化，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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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山圖》。207 

《大明一統名勝志》又稱作《大明輿地名勝志》，是由曹學佺自撰自刻的輿

地類書籍，收錄地點遍佈整個中國，以行政區劃分，盤山列於〈直隸名勝志〉的

〈薊州〉一節。曹學佺先述盤山的地理方位，緊接著便是羅列山上景點共九處。

208曹學佺（1575‐1646年），福建人，以科舉入仕，無論在京中或地方任職，都

常與友人遊歷附近景點並有詩作，例如房山、通州、薊門、浙江、蘇州、金陵、

河南、陝西、四川等地，甚至趁公務之便，暢遊江西、安徽、湖北等地，因此有

眾多遊記文學作品流傳至今。209為了撰寫《大明一統名勝志》，曹學佺有諸多準

備工作，包括蒐集歷代重要輿地書籍，包括《水經注箋》、《太平寰宇記》、《方輿

勝覽》、《輿地紀勝》，又因宦遊得以親訪各地狀況，參引自己所撰的《蜀中廣記》，

為了博採各地典籍與郡縣志，不僅親身前往各地購書，甚至動用所有的人際關係

來取得。《大明一統名勝志》歷十數年而成，因文稿保存不易，屢遭祝融、偷兒

威脅，於是刊刻成書。210曹學佺在其中所纂述的盤山介紹，內容來源有二，其一

是他所蒐羅參考的地方典籍與方志書，其二則是來自其親遊盤山的經驗談。曹學

佺曾於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與友人同遊盤山，並作〈遊薊門記〉以誌遊興。

211 

                                                       
207 墨繪齋刊本，《名山圖》，收錄《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第 8輯。 

208 「盤山，一名盤龍山，在州西北二十五里，髙二千仞，周百餘里山，北數峰林立如削，曰紫

蓋，曰宿猿，尤為奇特最髙者，曰上盤，頂有巨石，以指摇之輒動，上有二龍潭，下有潮井，

又有澤鉢泉，稍下者曰中盤，東行十餘里，蔚然深秀，怪石突起，曰白巖，日暮山光，嵐氣

濛濛如雨，上有古寺，山南有小嶺，陡絶難行，曰砂嶺，髙二百餘仞，周六里，泉水沿石竇

下為砂河，東流合五里河。」見曹學佺撰，《大明一統名勝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

地理類，第 167册，頁 283。 

209 許建崑，〈曹學佺《湘西紀行》的探究〉，收錄氏著《曹學佺與晚明文學史》（臺北：萬卷樓圖

書，2014），頁 107‐135。 

210 曹學佺，〈大明輿地名勝志自序〉，《大明一統名勝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類，

第 167 册，頁 234‐239。 

211 曹學佺，《石倉文稿》，收錄《續修四庫全書》，第 136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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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山圖》的版本問題十分複雜，據林皎宏的考證，現存至少有四種版本。

212筆者取得的是《中國古代版畫叢刊》刊載的版本，為 1633年墨繪齋所刊《名

山圖》共五十五幅圖，每幅一山，地點遍及中國各省。213其中所收錄的〈盤山圖〉，

為現存傳世最早的盤山圖像（見圖 3‐1）。根據《名山圖》篆文題記，可知部分收

錄圖像的繪者身份，例如「黃山、白嶽出鄭千里、吳左千…」，其餘未載明繪者

身份的圖像，則是由劉叔憲重摹自舊志，或者是單繼之重新補圖，〈盤山圖〉便

屬此類。也就是說，〈盤山圖〉可能還有更早的出處。214儘管目前未能確定該圖

的原始出處，但《名山圖》可說是首部收錄盤山圖像的名勝圖錄著作，象徵當時

已開啟對「盤山」一地的關注，且盤山首度被納入「名山」之列。 

〈盤山圖〉（見圖 3‐1）描繪的是高聳險峻的盤山，以小斧劈皴描繪出石質的

山壁造型，山頭平整但山勢陡峭，由前景往遠景依序鋪疊而上，在透視營造方面

主要採取了深遠、高遠的表現手法。山間少矮小草木，僅零星散布一些高大松樹。

其中還有蜿蜒的狹窄棧道，道上有零星旅人，道路引領觀者的視線以迂回曲折的

方式向深山邁進，並可導引至其間的幾座寺宇建築。將《名山圖》所收錄之〈盤

山圖〉與書中其他圖像作對照，可知該圖的表現重點在於山勢的聳峻、山間梵宇

遍布，以及文人之遊等，大致與明代的盤山書寫特色相符，但在山形的描繪方面，

若與白嶽（見圖 3‐2）、匡廬（見圖 3‐3）等名勝景點相較，則是相對較無特色的

                                                                                                                                                           
頁 904‐906。 

212 林皎宏，〈晚明黃山旅遊的興起〉，頁 155‐157。 

213 墨繪齋刊本，《名山圖》，收錄《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第 8輯，頁 1‐110。相關研究

見林曙雲，〈名山圖跋〉，附於《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所收錄之墨繪軒刊本《名山圖》影印本後；林皎宏，〈晚明黃山旅遊的興起〉，頁 131‐171；

盧雪燕，〈納須彌於芥子，縮羅浮於寸幅—漫談名山與名山圖籍〉，頁 52‐61；馬孟晶，〈名

勝志或旅遊書—明《西湖遊覽志》的出版歷程與杭州旅遊文化〉，頁 99‐100 

214 墨繪齋的題記：「《名山圖》仿自舊志。黃山、白嶽出鄭千里、吳左干；天台、雁蕩出趙文度、

杜士良；匡廬、石鐘出陳路若、黃長吉；赤壁、浮槎出藍田叔、孫子真。餘皆劉叔憲重摹，

單繼之補寫。咸一時名士勝流云。崇禎六年春月墨繪齋新摹。」見墨繪齋刊本，《名山圖》，

收錄《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第 8輯，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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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透過歷代與盤山相關的書寫、出版，可知該地起初最被突顯的特色是「隱居」

意象，由戰國時代的田疇為開端，到後來的許多招隱圖、招隱詩之製作。到了晚

明，文人崇尚旅遊，對盤山一地的觀察不再侷限於抽象意念的彰顯，而是真正觀

察山中的各種景致、地理形貌。盤山圖像的出現時間比書寫要晚了許多，數量也

明顯較少，書寫方面已經關注地理景觀方面的描述，但圖像的部分並未同步體現

這點。儘管如此，盤山能入「名山」之列，可知已有相當的知名度，並非默默無

聞之地。 

 

二、康熙朝的盤山書寫與圖繪 

 

盤山在明代已有知名度，卻從未有過系統化的整理，並無專志，書寫、圖像

也散見於各處。直到清代，康熙朝始有專志的纂輯，進行大規模的資料彙整，乾

隆朝則進一步將盤山收編納入皇權體系之中。在此期間有兩部關鍵的志書誕生，

其一完成於康熙朝，是由僧侶智朴纂輯的《盤山志》，另一部則是乾隆敕命詞臣

蔣溥、汪由敦、董邦達纂輯的《欽定盤山志》。兩部志書正好形成民間與宮廷纂

輯的極大對比。值得注意的是，康熙朝雖無官方志書的編纂，但有康熙帝與詞臣

的巡幸書寫，智朴《盤山志》也不乏官員背書，可知在這個階段宮廷勢力已逐步

介入盤山的書寫與詮釋之中，也為乾隆朝對盤山的全面經營打下基礎。以下將針

對康熙朝的盤山書寫進行討論，乾隆朝《欽定盤山志》則留待第肆章做詳細的說

明。 

 

1. 智朴《盤山志》 

智朴是當時定居於盤山的僧侶，有感於盤山往昔並無專志，於 1671年便興

起了編纂山志的念頭，過程中智朴曾找人相助但並不順利。真正開啟纂輯工作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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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 1677年，1690年帶著弟子描繪該地形勢，爾後在王士禛、朱彝尊的協助下

終於完成著作，於 1691年出版。215智朴編纂的《盤山志》為首度以「盤山」一

地為核心撰述的志乘，奠定了地理、人文資訊彙整的重要基礎。該書完成後，似

乎廣受重視與傳閱，竹村則行便談論到以智朴纂輯之《盤山志》為中心的清初文

人活動，216藉此探討宋犖、王士禛、朱彝尊、洪昇、智朴等人的交遊狀況。由此

可知，該書首先突顯出的面向仍如過往一般，是以文人交遊活動為主體，儘管智

朴起初目的是為了將盤山的相關資訊作彙整出版，但附加達成的另一目標便是與

當時重要文人、甚至是官員的往來。 

智朴《盤山志》的架構是以地理名勝為主體來進行系統性的整理，若以記載

內容來劃分性質，《盤山志》可列為「專志」一類，也就是專記某一項內容的志

書，同時具備有山水志、寺觀志、名勝志的性質。217開篇便是關於該地名稱由來

的探討，透過其敘述可知在清代較流行「盤山」的稱呼，但舊稱實有「四正山」、

「徐無山」、「田盤山」、「盤龍山」等四種，其中「盤龍山」、「四正山」之稱乎乃

是因地理形勢特色而得。218書中紀錄了流寓文人、當地地形、物產等關於盤山的

各項資訊，並且彰顯了當地的寺宇。其中關於〈名勝〉的記載，著重於地理形貌

的敘寫，尤其山景變化就有山、峰、石、巖、臺、嶺、盤、峪、洞等九種，水景

則有淀、泉、井、溝、澗、潭、池、塘等八種，媲美荊浩《筆法記》中對山、水

景致命名的豐富性，219足見盤山地理形貌的變化多端。 

                                                       
215 根據書中凡例可知，「盤山在昔無志乘可稽靈蹤，故典大半湮沒，（智）朴荊始丁巳（康熙 16

年，1677年），或從斷碣殘幢，或就山僧埜老，諮詢探討，洗剔尋繹，彙成一編，數紀十卷，

遂質之當代名公，互相參考，以廣見聞。」智朴，《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9。 

216 竹村則行，〈盤山に集った清初文人(宋犖・王士禛・朱彝尊・洪昇)と智朴『盤山志』につい

て〉，《文学研究》，第 99期（2002年 3月），頁 1‐24。 

217 分類參照：來新夏，《中國地方志》（臺北：臺灣商務書局，1995），頁 18‐19。 

218 智朴，《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5、10。 

219 智朴，《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1。荊浩筆法記：「山水之象，気勢

相生。故尖曰峰，平曰頂，圓曰巒，相連曰嶺，有穴曰岫，峻壁曰崖，崖間崖下曰岩，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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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該書還收有盤山的圖繪，儘管目前留存的版本為同治十一年

（1872年）李江重刊本，220其中所收並非原圖，而是李江根據當時的山景所補

之圖（見圖 3‐4），但原本的附圖在清初受到許多人的關注，有王士禎、阮旻錫、

龎塏、何百鈞等人的題畫詩，221稱讚該圖十分貼近實景。據智朴的自序可知繪圖

者為德意，乃是智朴的弟子，且是由智朴攜弟子於夏季親往山中各處「詳觀形勢，

繪之為圖」。222 

《盤山志》並非官修，但有許多在朝為官的重要人士作序背書，例如：王士

禛、高士奇等，他們所作之序在書中是依地位高低來排列的。擔綱校定者則是王

士禛、朱彝尊，皆為當時的文壇要角，因非官修，他們的抬頭用的都是籍貫而非

官銜（如：新城王士禛、秀水朱彝尊），但記年方面都是直接使用康熙年號。此

外，書中收錄有〈遊幸〉卷，表列歷代巡幸的帝王名錄（卷六），並收錄了帝王

詩文。其中多所提及康熙巡幸該地的時間與事件，甚至康熙近臣高士奇也以扈蹕

出巡行經盤山的角度來肯定該書的成就。223但整體來說，編纂的宗旨還是放在彰

顯地方特色上，將名勝、人物、建置等篇章置於前半，巡幸與詩、文等則置於後

半。然而，智朴纂修的《盤山志》雖非官方主導，卻有濃厚的官方意見參與其中，

但政治力量終究未掩蓋過整本志乘，而是作為一種附加的宣傳力量。 

                                                                                                                                                           
山中曰谷，不通曰峪，峪中有水曰溪，山夾水曰澗。其上峰巒雖異，其下崗嶺相連，掩映林

泉，依稀遠近。」見于安瀾編，《畫論叢刋》（臺北：華正書局，1984），上冊，頁 9。 

220 智朴纂輯，王士禛、朱彜尊校訂，《盤山志》，十卷，補遺四卷，清康熙 33年（1694年）

修，同治 11年（1872年）重印並補圖，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Chinese 

rare book digitization project。 

221 詳見智朴，《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111‐112、118、154‐155。 

222 智朴自序：「庚午夏攜弟子德意，詳觀形勢，繪之為圖。」見智朴，《盤山志》，收錄《故宮

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9。 

223 高士奇序中有提及康熙 20年扈蹕出巡行經盤山之事，並且提到「盤山自外望無殊眾山，一入

其境則聳嶂怪壑、奇石刻露、若奔若蹲、若斵若墮，不可名狀」；另外也提到康熙行經所留下

的各種題款，「輝映山谷，顧無志乘，以示永久」，而智朴所作又有王士禛、朱彝尊校訂，足

以擔綱此重任。見智朴，《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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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巡幸書寫的成立—康熙帝與高士奇 

盤山的知名度在明清之際始得展開，自從智朴《盤山志》的編纂之後，帶動

更多文人的關注，其中不乏宮廷高官的參與，因此政治勢力的介入也逐步增加。

也就是說，盤山形象的塑成是有階段性的進展，對盤山的關注層面也是逐步增加

的，並非一夕達成，值得注意的是，盤山位於清帝謁陵必經之地，故而有帝王作

詩，賞賜盤山上眾多寺宇並御賜匾額，扈從出巡的詞臣亦奉命書寫詩文。也就是

說，在乾隆帝經營盤山、董邦達奉敕繪製盤山圖前，早有詞臣擔綱紀錄帝王巡幸

點滴的例子，這先例便是康熙朝詞臣高士奇的扈從遊記書寫。也正是歷經康熙朝

扈從書寫的累積，以及乾隆朝初期宮廷畫家製作行宮圖繪的經驗，才會有後來董

邦達一系列的巡幸地景畫的製作。這一切過程將在本章與第肆、伍章呈現。 

 

A. 巡幸與帝王之治 

中國歷史上早有帝王巡幸的慣例，在張勉治討論乾隆朝巡幸的專書中，對巡

幸內涵便有深入討論，224原先三代時期的帝王巡幸，是具有鞏固中央集權功能的

軍事活動，並被注入「王道」理念的正面詮釋。然而，隨著官僚體制的發展，逐

漸出現一股能與王權相對的能量，帝王巡幸行為逐漸被賦予負面的意涵，最常被

提出之例便是隋煬帝巡幸揚州。由隋唐到兩宋，朝向「文治」之路發展，巡幸更

被抑制，到清代之前除了北方民族王朝（如元朝）有依循其民族傳統進行巡幸，

以及明初永樂帝有較為頻繁的巡幸行為之外，其他帝王近乎沒有機會步出宮城。 

元代掌權者為逐水草而居的蒙古人，不僅有頻繁的帝王巡幸，更有豐富的扈

從巡幸詩文創作，225忽必烈初始將國都暫立於開平府，是為上都，後於北京定都

                                                       
224  Michael G. Chang, A court on horseback : imperial tour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rule, 

1680‐1785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34‐71. 

225 元代並非扈從寫作之始，早在唐代宋之問便有扈從武則天登嵩山的詩作〈扈從登封途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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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稱之「大都」，元代帝王的巡幸基本上在兩都間往返，扈從大臣中不乏擅長詩

文者，故而在途中的所見所聞、對南北地理景觀的比對與感受都會化為文字創作，

一方面展現了當時的風土民情，另一方面，扈從隊伍中有漢人、蒙古人、色目人、

越南人、高麗人等，226多元民族參與扈從詩文書寫的情況下，作品也展現了多元

文化的風貌。 

明代帝王也有巡幸行為，但在文臣儒生的勸阻之下，往往無法堂而皇之地進

行。關於明代的扈從書寫有世宗朝的陸深，他官至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於

嘉靖十八年（1539年）春天，隨皇帝自北京出發南巡至承天府，以扈從詞臣的

身份紀錄帝王出巡的路途、日程、典儀、接見大臣等活動，寫成《聖駕南巡日錄》

與《大駕北還錄》兩部著作，前者紀錄去程，後者紀錄返程。227在這長達六十天

的紀錄中，雖有路途與日程方面的記載，卻未見對途經景色的描述，這種重視事

件而不重視路途景致的作法，基本上與明代的巡幸圖像特色相符，例如台北故宮

收藏的明人畫《出警圖》、《入蹕圖》，這些畫卷皆將描繪重點放在人物活動上，

周遭山石樹木僅為陪襯、布景的角色，且視角、地平面、人物與山石的大小比例

                                                                                                                                                           
關於元代的扈從詩作研究，見楊富有，〈元上都扈從詩人及其詩作的社會歷史價值探析〉，《赤

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期（2007年），頁 114‐116；李嘉瑜，〈上京紀行詩

的「邊塞」書寫‐‐以長城、居庸關為論述主軸〉，《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 14期（2008

年），頁 1‐28；李杰，〈從周伯琦《扈從詩前后序》看元代皇帝兩都巡幸〉，《韶關學院學報》，

第 11期（2010年），頁 9‐13；楊富有，〈由扈從詩分析元上都多元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前

沿》，第 3期（2011年），頁 195‐197；楊富有，〈從扈從詩分析元上都地位成因及其影響〉，《內

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期（2012年），頁 15‐19；陳琰、李曉光、薛翻，〈文

學地理學視野下的上都扈從詩研究——以馬伯庸、乃賢、薩都拉詩歌為例〉，《名作欣賞》，第

36期（2013年），頁 112‐114+132。 

226 楊富有，〈由扈從詩分析元上都多元文化的交流與融合〉，頁 195‐197。 

227 王興亮，〈陸深及其《聖駕南巡日錄》〉，《圖書館雜志》，第 1期（2005），頁 75‐78；

鄧濤，〈明世宗南巡湖廣承天府述論〉（內蒙古：內蒙古大學碩士論文，2014）；陸深撰，《聖

駕南巡日錄》、《大駕北還錄》，收錄沈節甫輯，《紀錄彙編 3》（臺北：藝文出版社，1966），

據原刻本影印，國立臺灣大學裝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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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皆不加統一，縱使兩卷末尾有部分暗示帝陵所在的圖像，228仍是為點出事件經

過而作，並非以地理景觀為主要描繪重點。也就是說，這類型畫卷較重視紀實性

成分，而非以「地景」為主題。唯一的例外是王紱所作《北京八景圖》卷，但目

前所知該作並非帝王敕命所繪，故與本文討論的「巡幸地景畫」有所差異。 

 

B. 康熙帝的盤山書寫 

康熙帝最初來到盤山，原因有二，其一是清朝定都北京，而盤山就位於「畿

甸」，意同「京畿」、「畿輔」，也就是京城周圍地區，與國都的安危有密切關係；

其二，盤山為謁陵必經之地，又「山色秀潤」，故康熙帝命人闢路登臨。229康熙

帝一共巡經盤山四次，分別在康熙 14、17、25、43年，多會前往山上各寺宇參

觀，賜金、賜詩、賜榜題、賜匾，甚至建設御碑亭。230由此可見，康熙基本上是

透過文字來留下巡幸足跡，甚至許多寺宇是在他手上更名的，例如雲淨寺、盤谷

寺、萬松寺等。231目前留存與盤山相關的聖祖御製詩共 12首，232內容多言巡幸

過程與所見景致，例如，而盤山的地理特色又會促發遊興，使其對景致產生各種

細密的觀察與想像，例如「日出入盤山，宸遊草木閒」，又「峩峩石狀獸蹲立，

因風摇曳如空懸。深潭清泠那可測，知是百尺神龍淵」。233除了單純的賞景抒發

                                                       
228 關於圖中所繪帝王為何、巡幸地點與事由等，見朱鴻，〈「明人出警入蹕圖」本事之研究〉，《故

宮學術季刊》，第 22期 1號（2004年），頁 183‐213+219。 

229 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172。關於康熙帝巡幸盤山

的種種事蹟，雖有載於智朴《盤山志》中，但並不完全，故筆者引用的資料以乾隆朝纂輯的

《盤山志》為主。目前可見的乾隆朝《盤山志》版本有二，其一為詞臣進呈本，收錄《故宮

珍本叢刊》，另一則是《欽定盤山志》，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關於兩個版本的

異同以及乾隆朝《盤山志》的纂輯情況，將於第肆章呈現。 

230 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172‐173 

231 上引文，頁 296‐331。 

232 上引文，頁 176‐177。 

233 清聖祖，〈清晨入盤山二首〉、〈再遊盤山〉，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

第 243冊，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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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康熙帝也針對盤山的所在區位進行定義，例如以〈盤山絕頂〉為題的三首

詩中，234開篇便言「上盤絕頂俯神京」，點出盤山位處畿輔、屏障京師的地位。

另外也在詩作中指出盤山的戰略防守位置，如「四顧清標髙逼天，風雲塞上斂寒

烟。遥觀沙漠宣威遠，近控州城作鎮懸」，235又言「漁陽古郡最阻阨，屹為左輔

雄幽燕」。236透過康熙的詩文書寫，大略可知其對巡幸盤山的想法，他以「畿輔」

的角度來看待此地，並且欣賞了盤山的地理景致，大致上看來，康熙對盤山的定

位，一為政權安穩與否的指標性地帶，二為觀景休憩的最佳處所。但要真正了解

帝王巡幸的過程與細節，還得仰賴扈從身邊的詞臣所留下之記載。 

 

C. 詞臣扈從詩文創作 

清代帝王以省方問俗、實踐孝道、治理河工等種種理由，進行了多次大規模

的巡幸旅程，在此過程中，自然也有眾多文武大臣扈從，以便政事照常運作。而

這些扈從詞臣是透過科舉取士得以進入宮廷侍奉，均受過基本的詩文書畫創作訓

練，帝王也非常清楚這點，並且「善用」他們的多才多藝。高士奇（1645‐1703

年）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根據記載，他在康熙朝入直南書房，任翰林院侍講、

侍讀、少詹事，最高職位到禮部侍郎，作為文官，他的位置可說是與皇帝十分親

近。237在他的眾多著作中，留有許多筆記類書籍，多與扈從帝王出巡有關，茲列

舉於下：238 

                                                       
234 清聖祖，〈盤山絕頂三首〉，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176。 

235 清聖祖，〈盤山絕頂三首〉，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176。 

236 清聖祖，〈再遊盤山〉，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176。 

237 人名權威：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search.php，檢索日期：

2014/12/26。另外，對照高士奇與董邦達在朝為官的經歷，會發現他們十分相似，但董邦達

的位置做得更高，到工部/禮部尚書，而兩者在書畫方面也都頗有心得，高士奇于賞鑑收藏方

面頗有心得，董邦達則是畫藝方面受乾隆高度讚賞，以之與董源、董其昌等大家相比擬。 

238 該表格整理自來新夏，〈高士奇和他的筆記〉，《尋根》，4期（2004），頁 8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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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名稱  著作紀錄的帝王巡幸時間  帝王巡幸地點 

松亭行紀（收入四庫全書）  康熙 20年，1681年  東陵、溫泉、喜

峰口、塞外 

扈從東巡日錄  康熙 21年，1682年  盛京 

扈從西巡日錄（收入四庫全書） 康熙 22年 2月，1683年  五臺山 

塞北小鈔  康熙 22年 6月，1683年  塞北 

扈從紀程  康熙 36年，1697  噶爾丹 

 

值得注意的是高士奇的第一部扈從書寫—《松亭行紀》，雖然康熙該次巡幸

主要目的地是塞外與謁陵，但路程的起頭與結尾都是盤山。根據高士奇的紀錄，

康熙於二十年三月二十日（陰曆）出發，二十一日抵達三河縣，239駐蹕當晚，皇

帝召來高士奇，指出隔日隊伍會經過盤山，要他前往一遊，指明要深入上盤、中

盤、李靖庵等地，並且希望他能夠在一天之內盡力遊覽這些地點。根據記載，康

熙早在十四年（1675年）便已到過盤山並遊覽山上諸寺，康熙十七年再訪盤山

時僅抵達古中盤附近，240由此可知，高士奇被要求深入中盤、上盤，應該是有為

帝王探路、探景的意味。高士奇於康熙二十年三月二十二日天未亮就啟程，除了

依約深入盤山各景，更作了〈賜遊盤山記〉一篇以及地景詩作數篇，二十三日早

晨入侍帳殿，康熙便要求他整理這些詩文作品，當大隊抵達遵化溫泉時要呈上御

覽。在上述過程中，高士奇發揮了詞臣扈從的另種功能—勘查與紀錄景點，而他

所使用的工具是詩文寫作，這與後來的詞臣扈從地景製作在機制上是相仿的，但

在地景圖繪的過程中，詞臣除了要具備觀察、感受景致的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

作畫的能力。 

                                                       
239 高士奇，《松亭行紀》，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第 460冊，頁 1125‐1131。「三河縣」隸屬今河北省，位於北京市與天津市之間。 

240 智朴，《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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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亭行紀》有高士奇所作盤山詩共 11首，詩作依照行程順序安排，並且

被收入智朴《盤山志》與乾隆朝《欽定盤山志》中。高士奇扈從北巡過程中，共

行經盤山兩次，去程共做九首詩，回程則有兩首，當置入山志的編排脈絡之後，

依詩句所述內容打散置入〈名勝〉、〈寺宇〉的介紹章節，剩餘的部分則放入〈藝

文〉。高士奇的詩作內容，一方面不斷強調對康熙的知遇之恩，「十年思一遊，塵

事日鞅掌。扈蹕過薊門，承恩恣觀賞」，以及其本身對山林的嚮往，如「松泉臣

所須，性志本踈朗」。241另一方面，高士奇也以詩句描述盤山各地的景色，如其

所言「卻從仗外看山色，一路題詩歷翠微」，242詩與景近乎亦步亦趨地相隨，移

步換景之間文思也隨之泉湧。詩中體現的盤山之景，乃是人跡罕至之境，僅有僧

人來往，因而有句「依稀樵徑無人跡，只有花香送馬蹄⋯山僧指㸃遥岑寺，猶隔

巑岏四十峰」。243由於康熙命其要深入「上盤」，並強調「不可不到」，244儘管路

途艱險高士奇依然使命必達，當然他也不避諱地將此危途景況呈現在詩句中，藉

以展現忠誠：「千仞聳危岫，孤髙數上盤。扶笻㸔更險，捫葛步仍難。天外松風

落，厓邊草色寒。塵襟一以滌，獨立感無端」。245 

有趣的是，若將康熙帝與高士奇的詩作相互對照，儘管句中也不乏對地勢

險絕的陳述，例如「盤道崚嶒難歩躡，危巖嶻𡺼恐身勞」，246但更突顯出以帝王

之姿，身處高處並俯視擁有之地的壯闊豪情，如「上盤絶頂俯神京，九月登山積

翠晴」，「四顧清標髙逼天，風雲塞上歛寒煙。遥觀沙漠宣威逺，近控州城作鎮懸」。

247以上種種，康熙帝所使用的陳述口吻都是高士奇詩中未見的，也就是說，這些

                                                       
241 高士奇，《松亭行紀》，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60冊，頁 1129。 

242 高士奇，《松亭行紀》，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60冊，頁 1130。 

243 上引文。 

244 高士奇，《松亭行紀》，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60冊，頁 1127。 

245 上引文，頁 1130。 

246 清聖祖，〈盤山絕頂三首〉，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176。 

247 上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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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寫地景的詩句，除了對地理景觀的陳述之外，更是一種主觀性的、對自己所在

身份地位的宣示。高士奇表達的是山徑路途的艱辛，但因帝王之命而義不容辭地

前往，藉以表達對帝王的忠心。康熙帝則是超脫對山路困難的體會，將思維模式

拉升至統領帝國的層級，表達對國境、邊疆的關心。身為詞臣的高士奇，能夠遊

歷盤山乃是帝王所「賜」，主動性、主導權都在康熙帝的身上。 

高士奇兩度獲賜遊盤山，除了與其「文學侍從」角色以及稱職的工作成果

相關，可能也與高士奇自身對於盤山景色念念難忘之情有關。高士奇與纂輯《盤

山志》的智朴有交情，曾在給他的信中述道： 

「弟性同鱗羽，愛止邱壑，早嬰物務，未遂斯懷。徒有神往名山，時

勞夢想。疇昔兩度賜㳺，簮筆悤悤，未敢肆所登歴。思於請休南歸時，紆

途入山，就訪青溝，與大師一話無生。」248 

高士奇向智朴表達了自身對山林邱壑的喜愛，卻因有官職要務在身，只得

「神往」。縱使兩度獲帝王賜遊盤山，也無法隨心所欲地登臨，故而希望在退下

職務、返回南方時，繞道前往私訪盤山，並與智朴敘舊。249這段話中一方面顯示

出高士奇的盤山詩文作創作，不僅止於奉敕而為，更展現出對山林邱壑的喜愛，

但另一方面也體現出詞臣奉敕遊覽山林，並非真能任意遊覽，而是在皇權規範下

的行動，其對山林的話語權也是被帝王所賦予的，甚至當帝王對山林進行歌頌與

定義之後，眾臣要再行題詠便受到侷限。宋犖便有詩句吟道：「至尊昔臨幸，宸

翰留層巒。昭回倬雲漢，250豐碑宜雕剜。皇矣聖人作，欲和良獨難」。251宋犖句

中所言「臨幸」當地並為山林做文章者的「至尊」應是康熙帝，宋犖一方面稱讚

                                                       
248 智朴，《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140‐141。 

249 高士奇為浙江錢塘人，故「請休南歸」一句應是指告老還鄉、回到南方。高士奇的基本資料

參見來新夏，〈高士奇和他的筆記〉，頁 80。 

250 典出《詩經 大雅 雲漢》，為周宣王治下遭遇大旱，於是向天祈求消彌災難的祭祀詩歌。「倬

彼雲漢，昭回于天」一句，形容帝王仰望銀河，觸目所及皆明亮閃爍。聶石樵主編，雒三桂、

李山注釋，《詩經新注》（濟南：齊魯書社，2000），頁 554‐558。 

251 智朴，《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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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文章展現了帝王的美德，並值得碑刻文字以永久流傳，另一方面也慨嘆帝王

所作就如同聖人之言，要能夠恰當地應和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關於巡幸途中的君臣互動關係，林士鉉研究高士奇的扈從東巡事蹟時有特

別強調，高士奇所以能扈從東巡，與其稱職的「文學侍從」角色有密切關係，252

康熙甚至明指高士奇是擔綱「秘書」的角色，與帝王行詩文應和，並以詩文紀錄

帝王的旅程。林士炫指出這種紀錄方式是康熙帝刻意為之，目的在於形塑出「文

人化君主形象」，因而刻意選擇能夠協助他達成目標的「江南文士」。253就紀錄的

方式與詞臣身份來看，高士奇的扈從寫作確實有助於彰顯漢文化、為帝王塑造特

定形象的功能，然而就《松亭行紀》的狀況來看，則不僅僅是對漢文化的比附，

其書於卷首與卷末的扈從恭紀詩已然露出端倪。254他在卷首的〈扈從恭紀詩〉提

到：「藻衛前頭時載筆，擬將三輔繼黄圖」，255高士奇扈從帝王行列之中，時時提

筆寫作，有意擬《三輔黃圖》之例來記述帝王的宮殿苑囿。所謂《三輔黃圖》，

本意即為「三輔地區的帝都圖」，該書專記秦漢時期的都城建設，包括宮殿、館

閣、苑囿、臺榭等。256三輔指的是京城附近區域，與前已提及的京畿、畿輔、畿

甸同義，高士奇扈從康熙帝出巡所經之地，就在畿輔一帶，行經之地不乏宮殿、

行宮、苑囿等，故而高士奇將自己的扈從書寫，與《三輔黃圖》相提並論。 

另外，他在卷末〈扈從回京〉詩中提到「新詩句句關山壯，何似前人羽獵

篇」，257「羽獵篇」指的應是漢代揚雄所作的〈羽獵賦〉，漢成帝出巡進行祭祀與

校獵的活動，揚雄位於隨行隊伍之中，並且書寫了一系列的賦文獻給成帝，〈羽

                                                       
252 林士鉉，〈絕塞山泉煮龍井—高士奇扈從東巡及其東北見聞〉，收錄藍美華主編，《漢人在

邊疆》（台北：政大出版社，2014），頁 38‐39。 

253 林士鉉，〈絕塞山泉煮龍井—高士奇扈從東巡及其東北見聞〉，頁 42‐44。 

254 高士奇，《松亭行紀》，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60冊，頁 1127，1151。 

255 上引文，頁 1127。 

256 何清谷，〈《三輔黃圖》的成書及其版本〉，《文博》，第 2期（1990年），頁 28‐32。何清谷，《三

輔黃圖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5）。 

257 高士奇，《松亭行紀》，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60冊，頁 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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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賦〉便是其中一篇。該文描述天子出行與遊獵的壯大場面，但不描寫山川物產、

歌舞遊樂。揚雄並不反對帝王進行畋獵，但反對規模過於龐大奢靡、甚至侵害百

姓田畝的狀況，於是揚雄在在誇張鋪陳了天子狩獵的場面之際，引用三皇武帝之

例並藉儒生之口來行諷諫之實。258由此可知，高士奇引用〈羽獵賦〉之典故，實

則因為自己同揚雄一般，都是扈從帝王出外巡狩並作文字描述途中所見，為不同

之處在於兩個層面：其一揚雄記述帝王巡狩活動內容，高士奇所寫卻是山川景物，

故有「新詩句句關山壯」之語；其二，揚雄所作帶有「諷諫」之意，高士奇卻無

此心。故其比附「羽獵」的典故卻又稱「不似」的道理便在於此。高士奇透過用

典來為自己的扈從書寫立下清楚的定義，一方面表彰自己的扈從書寫可與古代知

名的都城地理典籍與巡狩文字相比擬，由於是奉敕所遊、所寫，故此表彰之意更

是針對帝王而來的。既是高士奇的扈從書寫皆呈上御覽，想必這種對《三輔黃圖》

的比附或與揚雄〈羽獵賦〉之區別，也是帝王授意或默許的。 

在康熙帝賜高士奇遊盤山的例子中，一方面則是令臣子充分發揮「文學侍從」

的功能，為帝王勘查景觀，並且陪帝王吟詩作對，另一方面更展現對臣子的寵幸

與信任，肯定其詩文創作、以文字寫景的能力。這是一種君臣之間的雙向互動關

係，建立在帝王巡幸旅途中的種種需求之上。帝王需要有人陪伴、有人先行一步

探查前方狀況。這種詞臣扈從功能的運作，似乎因發生地點之不同，詞臣的工作

                                                       
258 高步瀛著，曹道衡、沈玉成點校，《文選李注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1881‐1963。

揚雄，張震澤校注，《揚雄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 83‐113。李錫鎮，〈揚

雄賦論初探—賦篇諷諫的功能及其語言策略〉，收錄逢甲大學中文系所編輯，《中國文學理論

與批評論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社，, 1995），頁 123‐169。朱曉海，〈揚雄賦析論拾餘〉，

收錄氏著《漢賦史略新證》（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頁 242‐293。王德華，〈主文譎

諫,以頌為諷—揚雄《甘泉賦》、《羽獵賦》、《長楊賦》解讀〉，《古典文學知識》，第 1期（2010

年），頁 95‐102。胡頎，〈西漢賦諷之淵源、策略與文化意義─以史書所錄司馬相如、揚雄作

品為例〉（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頁 182‐190。註：揚雄的《羽

獵賦》常見有兩種稱呼，該篇收於《漢書》時稱《校獵賦》，收於《文選》時稱《羽獵賦》。

筆者為方便討論，統一使用《羽獵賦》的稱呼。篇名來源見胡頎，〈西漢賦諷之淵源、策略與

文化意義─以史書所錄司馬相如、揚雄作品為例〉，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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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也有相異之處。例如討論避暑山莊問題時，最常提到的便是張玉書的〈扈從

賜遊記〉。張玉書於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扈從康熙北巡，並書寫〈扈從賜遊

記〉，紀錄從四月初四到六月二十八日間的活動過程，共分成五則，分別紀錄在

五處行宮苑囿的活動狀況，依時間先後順序排列如下：暢春園、靜明園、化育溝

行宮、哈喇和屯行宮、熱河行宮。259過程中有漢臣與滿臣的參與，康熙對這些大

臣十分禮遇，不僅賜遊還賜食，甚至遇到重要的名勝景點，會親自指示諸臣得以

賞玩之處。張玉書除了記述地點、日程、遊覽景觀之外，並屢屢表達對帝王的感

念，最重要的是，他針對熱河行宮早期的狀況作了相當詳細的描述。研究者據以

了解行宮的發展狀況，260並藉此推斷康熙的企圖，Stephen Whiteman便認為，

帝王透過行宮苑囿建立王權正統時，必須要透過觀者的擴張來達成，也就是說，

觀者不能僅有帝王一人，必須要邀請更多人的加入遊觀皇家園林，張玉書便是被

選中的其中一位。261的確，就〈扈從賜遊記〉的末句來看，「因地之勢，度土之

宜，而以人事區畫其間，經理天下無異道也」，262張玉書認為康熙經營熱河行宮

之景，就如同治理天下一般，其中道理並無兩樣，故張玉書對皇家園林的讚賞，

實則不僅僅針對園林本身，更是間接對康熙的治世表示贊同。 

比較高士奇與張玉書的扈從書寫，相同之處在於兩者皆扈從天子出巡，奉帝

王之命在隊伍中依據所見之景而書寫，兩者的文字皆有意表達對帝王作為之認同。

相異之處概列舉如下：其一，張玉書或賜遊的範圍均在皇家園林之中，而高士奇

隨天子所遊之範圍較廣，並不僅止於行宮苑囿，更有山間各處勝景、寺宇，其中

不乏地勢險峻之境。其次，兩者所觀之景皆由康熙指定，但張玉書所遊避暑山莊

之景，當時已由康熙帝劃定十六景，並需一一尋訪，高士奇的狀況則不然，康熙

                                                       
259 張玉書，〈扈從賜遊記〉，收錄王錫祺輯，《小方壺輿地叢鈔》，第 4冊（臺北：廣文書局，1962），

頁 605‐608。 

260 袁森坡，〈清代口外行宮的由來與承德避暑山莊的發展過程〉，頁 299‐300。 

261  Stephen Whiteman, Creating the Kangxi Landscape: Bishu shanzhuang and the Mediation of Qing 

Imperial Identity, Chapter 4. 

262 張玉書，〈扈從賜遊記〉，頁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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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指明範圍，實際景致則要由詞臣親身尋訪勘查。由此可知，張玉書之遊觀書寫

比較偏向被動接受的狀態，而高士奇則掌握了更多的主動性。 

順帶一提到了乾隆朝，帝王正式在盤山營建行宮群，並屢屢巡幸該地，御賜

詞臣遊歷的例子便更多了，如蔣溥、錢陳群、鄒一桂、董邦達等人均有賜遊盤山

恭記之文，這部分在第陸章會有更深入的討論，在此僅舉出一例，以示詞臣扈從

出巡書寫已經成為慣例。263乾隆 1774年的〈閱錢陳群《遊盤山詩冊》有感〉詩

中，264敘說了當群臣扈蹕至盤山時，會趁公餘群遊盤山各景並作詩，當時同遊之

人有錢陳群、阿克敦、介福、鄒一桂、薄海、介錫周、祝維誥等七人，他們一同

作詩並匯集成冊。265錢陳群不僅主動上呈諸臣詩作，當乾隆在觀景得句之後，也

將作品遞給錢陳群，令其和詩以為交流。由此可知，扈從作詩、和詩的活動，基

本上由康熙朝一直延續到乾隆朝，並未有太大改變，但重要的是另種形式的加入，

除了用詩句描寫地景外，圖像也成為紀錄視覺經驗、感受的重要媒介，也就是筆

者在後面的章節將討論到的「巡幸地景畫」。 

 

三、小結 

 

盤山一地在歷史上的塑造與建構過程中，與其他名勝景點不同的是，起初盤

山並非因地理景觀的特殊幸而吸引人們造訪、逗留，反倒是地理區位的因素而有

歷史名人在此留下足跡，才進而產生文化意象的累積，例如三國時代的田疇率族

人隱居於此、唐太宗巡幸經此等。此後很長一段時間，盤山都是以「隱居」的意

                                                       
263 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451‐456。 

264 白金輯，《乾隆帝巡幸盤山御製詩》，頁 260。 

265 「陳羣冊中錄詔扈從諸臣逰盤山詩。跋云：同逰者恊辦大學士阿克敦、侍郎介福、學士鄒一

桂、通政司叅議薄海、太僕寺少卿介錫周、中書祝維誥云云。今相隔僅二十餘年，而同逰七

人，竟無一存者矣。」上述為乾隆在詩中的自注，根據描述可知該次大臣同遊應發生在 1754

年，即《盤山志》告成之時。清高宗，〈閱錢陳群《遊盤山詩冊》有感〉，《御製詩四集》，收

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7冊，卷二十，頁 18b‐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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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聞名，而有眾多招隱詩、招隱圖的創作。明代中後期旅遊風氣大興，始有文人

以尋幽訪勝的角度踏足於此，並針對該地景觀作文化書寫，這時才開啟了人們對

盤山的「本質性」理解，也就是針對其景觀的特殊性去體驗、紀錄，袁宏道的〈遊

盤山記〉是最典型的例子。不僅如此，晚明盤山始被納入「名山」行列，表示在

當時的旅遊文化中，盤山已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就盤山圖像的表現來看，並未如

書寫一般著重於實際地理景觀的表現。 

清初智朴纂輯出版的《盤山志》，首度針對盤山文化進行大規模調查與整理，

僧人身份的他定居該地並花費數年時光廣泛蒐集資料，並與多位當時的文壇要角

合作，如王士禛、朱彝尊等，他們皆在朝廷任官，不僅如此更有多位官員為該書

作序。此時也正是皇權力量的初步介入時期，康熙帝因定期的謁陵儀式而行經此

地，並留下御製詩、題榜等，但他並未真正在盤山造成景觀上的轉變。 

原先關於盤山的書寫，多半是由民間人士所為，有文人與僧侶，康熙朝由於

帝王屢屢巡幸經過，開啟了帝王與詞臣書寫盤山之例，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高士

奇。高士奇除去官職身份的話，其實也是一介文人，但正因為遊歷盤山與書寫盤

山的機會皆為帝王所賜予的，對高士奇而言是一種榮耀但也是束縛。帝王對詞臣

扈從之遊會明確地劃定範圍，而詞臣遊歷期間所作文字，皆要呈上御覽，因此，

帝王可確實掌控詞臣的文字表達狀況，親手握有對該地的詮釋權。值得注意的是，

過去的巡幸圖像與文字書寫，均傾向描述帝王的巡狩隊伍以及途中舉行的種種儀

式。但就康熙朝的狀況來看，高士奇的書寫卻是傾向於寫景，這一方面與，高士

奇對山林的喜好有關，當其扈從巡幸隊伍的過程中，有機會親自遊訪各處景致，

因而對地理景觀能有深刻的觀察。不僅如此，這種傾向記述山林景色、行宮苑囿

的作法，很有可能是康熙帝授意為之，是一種選擇性的表現，故高士奇會在《松

亭行紀》的卷首與卷末詩文引用「三輔黃圖」與「羽獵賦」之典。在後來的扈從

書寫中，例如張玉書的〈扈從賜遊記〉也以寫景為主，也證實了扈從書寫的新走

向。這種側重於「寫景」的扈從書寫發展，可能下開扈從圖繪地景的活動，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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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思索巡幸地景畫的來源時，很可能不是單純從清宮山水圖繪發展繼承過來，而

是同時受到扈從書寫趨勢的影響。 

 

 

 

 

 



第肆章 乾隆帝與盤山 

‐‐‐‐‐‐‐‐‐‐‐‐‐‐‐‐‐‐‐‐‐‐‐‐‐‐‐‐‐‐‐‐‐‐‐‐‐‐‐‐‐‐‐‐‐‐‐‐‐‐‐‐‐‐‐‐‐‐‐‐‐‐‐‐‐‐‐‐‐‐‐‐‐‐‐‐‐‐‐‐‐‐‐‐‐‐‐‐‐‐‐‐‐‐‐‐‐‐‐‐‐‐‐‐‐‐‐‐‐‐‐‐‐‐‐‐‐‐‐‐‐‐‐‐‐‐‐‐‐‐‐‐‐‐‐ 

‐ 87 ‐ 
 

第肆章、乾隆帝與盤山 

 

乾隆帝在即位以前，便與盤山結下不解之緣，即位後更是經常於巡幸途中在

此休憩，進而令人興建行宮，為苑囿造景命名，並且命詞臣繪圖作志，凡此種種，

皆可見乾隆對盤山的喜愛之情，甚至藉此來寄託心志，彰顯為政之道。本章將就

乾隆對盤山的經營之道做詳細的探究。 

 

一、盤山行宮的建設與圖繪製作的興起 

 

1. 盤山在乾隆巡幸之中的定位 

「盤山」，無疑是清帝巡幸的中途站，並且與京城所在地具有緊密的連結。《欽

定盤山志》中凡例第一條便是指明盤山的定位，該地為「畿輔」，也就是京城周

圍地區之意。266另外，乾隆〈遊盤山記〉開編首句言道：「連太行，拱神京，放

碣石，距滄溟，走薊野，枕長城，是為盤山」，強調盤山作為京城天然屏障的意

義所在。267就帝王巡幸的脈絡來看，《欽定盤山志》明白指出該地是作為東巡盛

京、山海關、謁陵的駐蹕之地。268若進一步對照乾隆的實際行程，則可知盤山同

時還是北巡的行經之地。 

清代的康、乾二帝皆有大規模的巡幸活動，以乾隆朝為例，歐立德的著作中

清楚地刻劃出「巡遊之治」的統治特色，帝王巡遊活動更在此時達到頂峰，269他

根據帝王巡幸的大致方位與企圖，將這些活動分為四大主題說明：重回故土（北

巡塞外、東巡盛京）、佛教朝靚（西巡五臺山）、熱心的儒家（東巡山東）、南巡

（江浙地區）。歐立德在此所標誌的都是巡幸路途的最終站與主要目標，並未將

                                                       
266 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170。 

267 上引文，頁 177。 

268 上引文，頁 170。 

269 歐立德，青石譯，《乾隆帝》（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頁 9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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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幸途經的「中途站」納入討論架構，但事實上如「盤山」等巡幸途經之處，對

比這些最遠的端點，中途站的行經次數會更高。歐立德指出，乾隆六度造訪五臺

山、八次前往山東、六次下江南，但他一生中巡經盤山的次數則高達三十二次，

儘管盤山並非最終站，重要性仍不容小覷。270關於這點，白新良便以實際的數據

來證實盤山在研究中所受的關注程度，與乾隆對該地的使用與重視程度不成正比。

271盤山除了作為謁陵或巡幸各方的中途站、中繼站角色之外，其所在的地理區位

也具有象徵意義。常建華指出，272清帝巡幸各方除了具有「接續治統」的意義之

外，還有一種巡幸模式是「巡幸畿甸（畿輔）」，也就是巡視順天府，或更廣義是

稱直隸省的範圍內，作用是帶皇子觀政，並且表達勤政愛民之心。盤山所在的天

津便是位於畿輔區域之內，由此可知，盤山的意義除了依附在各個巡幸目標之下，

本身也具有獨立的意涵。 

常建華、白新良整理乾隆《起居注》與《清實錄》中的盤山行程，列出乾隆

帝三十二次巡經盤山的狀況。273筆者根據上述資料，重新歸納出乾隆行經盤山的

三種情形（見表 3‐1），他曾專程巡幸盤山共 12次，因其他目的途經盤山共 20

次，其中 16次是謁東陵回鑾，4次是北巡避暑山莊回鑾。274 

 

                                                       
270 常建華輯，《乾隆帝起居注：巡幸盤山史料》，頁 192‐196。 

271 白新良，〈乾隆帝巡幸盤山、天津述論〉，《歷史檔案》，第 4期（2007年），頁 62‐67+72。 

272 常建華，〈國家認同：清史研究的新視角〉，《清史研究》，第 4期（2010年），頁 1‐17。 

273 常建華輯，《乾隆帝起居注：巡幸盤山史料》，頁 192‐196；白新良輯《清高宗實錄：巡幸盤

山史料》，頁 1‐4。 

274 值得注意的是，在乾隆巡幸盤山的事由裡，並無東巡盛京行經之狀況，似與《欽定盤山志》

〈凡例〉所記不符。筆者為求謹慎，再度比對乾隆巡幸盛京的狀況，共計四次，分別在乾隆

8、19、43、48年，與巡幸盤山時間重疊僅乾隆 19年，但該年巡幸盤山在農曆二月，而巡幸

盛京則在五月到十月之間，時間不符。乾隆朝的詞臣特地在志書中將滿人龍興之地「盛京」

提出，或許別有用意。關於巡幸盛京的時間，見趙秉忠，〈論清帝東巡〉，《社會科學輯刊》，

第 5期（1994年），頁 121‐127。不僅如此，康熙帝共東巡三次，分別在康熙 10、21、37年，

但均與巡幸盤山時間未重疊。康熙巡幸盛京時間，見王佩環，《清帝東巡》（瀋陽：瀋陽出版

社，2004），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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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乾隆巡經盤山因素 

巡幸事由  乾隆年  次數 

專程巡幸盤山 

（指的是從紫禁城出發，回鑾

紫禁城或圓明園） 

9、13、23、34、37、40、47、50、54、56、

58、嘉慶 2 

12 

謁東陵回鑾  4、7、10、12、15、27517(1、2)、27619、20、

21、25、28、31(1)、35、39、52 

16 

北巡避暑山莊回鑾  14、18、29、31(2)  4 

註：乾隆 17年、31年分別兩度巡幸盤山，故用()標註次序。 

 

根據上述資料，我們首先可以確認盤山在乾隆巡幸活動中，經常作為中介者、中

途站的角色，尤其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以前，幾乎都是因其他巡幸目標而

行經盤山。然而，專程巡幸盤山的次數也多達 12次，顯見盤山在乾隆心目中的

地位不凡，當然，這也與路程遠近有關。盤山所處位置正好是京師到避暑山莊的

「半途」上，以之為休憩別業，在花費與人力調派上似乎比前往避暑山莊要簡省

許多。 

 

2. 乾隆對盤山的初次接觸與行宮建設 

關於乾隆朝盤山圖像的製作，需從乾隆與盤山結緣以及盤山行宮的營建說起。

277根據《欽定盤山志》的御製序以及御製詩《樓松》，可知乾隆早在潛邸期間便

                                                       
275 該次乃是巡幸東、西陵、巡幸中州途經，見白新良輯《清高宗實錄：巡幸盤山史料》，頁 1‐4。 

276 乾隆十七年第二次巡經盤山乃是因為送孝賢皇后靈柩至裕陵回鑾，見白新良輯《清高宗實錄：

巡幸盤山史料》，頁 1‐4。 

277 關於靜寄山莊的興建與發展，朱蕾以建築學的角度切入探討盤山行宮園林營建的狀況，詳見

其碩士論文〈境惟幽絕塵，心以靜堪寄—清代皇家行宮園林靜寄山莊研究〉（天津：天津大學

碩士論文，2004），以及三篇文章：朱蕾、王其亨，〈避暑山莊“姊妹篇”——天津薊縣盤山

行宮靜寄山莊考〉，《山東建筑工程學院學報》，第 3期（2005年），頁 27‐30；朱蕾、陳書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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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隨雍正謁陵（雍正十一年，1733年）而到過盤山，因對該地產生興趣，於是

索取了智朴所纂輯的《盤山志》閱讀，278並作〈樓松〉、〈盤山〉二詩紀念，發下

「寄語山靈還定約，他時擬上最高峰」之豪語，表達日後定要再遊盤山。279當乾

隆即位後的確實踐了當年所言，即位後的首度造訪盤山是在乾隆四年（1739年），

此次已登臨至天成寺，並留下題額「江山一覽閣」。280但他真正關注到盤山之美

與該地歷史則要到乾隆七年（1742年），當時雖是匆匆一遊，卻留下眾多詩作與

〈遊盤山記〉一文。乾隆九年（1744年），他下定決心要營建盤山行宮—「靜寄

山莊」，281此後行宮內外建築以及周圍寺宇的修建陸續進行，直到乾隆十九年

（1754年）全面告成。282 

之所以決定在此營建行宮，原因有三，第一是盤山的景色宜人，盤山位於「塞

垣」附近，故而山巒景致能夠兼有塞內、塞外之美，「兼收雄秀之粹，卓為造物

奧區焉」。283第二點則是盤山的地理區位優勢，乾隆為了兼顧謁陵與政事，曾經

一日往返於清東陵與紫禁城之間，當時不禁嘆道：「朝往暮歸，僕御之臣，不免

於勞」，因而興起興建靜寄山莊的念頭。284也正因為盤山位於塞內、塞外的交界

                                                                                                                                                           
王其亨，〈基于樣式雷圖檔的靜寄山莊前宮復原研究〉，《中國園林》，第 9期（2012年），頁

97‐101；陳宇琳，〈結合自然的中國傳統山地園林設計方法研究—以清代靜寄山莊為例〉，《華

中建築》，第 9期（2012年），頁 88‐93。以上文章均對本研究助益頗大，尤其是在園林建築

學方面的知識提供。但本文的關注重點並非對行宮建築的重建或復原，而是了解乾隆與詞臣

在巡幸地景畫、行宮圖像的製作中，其企圖與製作機制為何。 

278 清高宗，〈盤山志序〉，收錄吳景仁輯注，《乾隆薊州詩集》，頁 840。 

279 吳景仁輯注，《乾隆薊州詩集》，頁 1‐3。再根據乾隆的〈盤山志序〉，可知當時乾隆因行程倉

促，並未實際登臨山上。見吳景仁輯注，《乾隆薊州詩集》，頁 840。 

280 清高宗，〈登天成寺江山一覽閣做〉，收錄吳景仁輯注，《乾隆薊州詩集》，頁 5。 

281 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173。 

282 于敏中、英廉等奉敕撰，《欽定日下舊聞考》，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98冊，頁

723。 

283 清高宗，〈靜寄山莊十六景記〉，收錄吳景仁輯注，《乾隆薊州詩集》，頁 837‐838。 

284 上引文。另外朱蕾在〈境惟幽絕塵，心以靜堪寄—清代皇家行宮園林靜寄山莊研究〉一文章，

將靜寄山莊的興建定位為展謁東陵的產物，並且能平衡朝政處理，見頁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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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帶，當其巡幸塞北，前往木蘭圍場或避暑山莊時便會經過此地，作為巡幸途中

補給休憩之用。285第三，靜寄山莊的興建事實上也有上追聖祖康熙帝的避暑山莊

之意，乾隆曾在《欽定盤山志》的序中表明其有「繩武之意」，也就是追述、繼

承祖業。286 

盤山的行宮始建於乾隆九年（1744年），287應在營建之初即確立名號為「靜

寄」，故而唐岱、允禧作於 1745年的作品中均標明「靜寄山莊」之名，而非泛稱

「盤山行宮」。乾隆於 1747年訂立「盤山十六景」的組合，不僅為各景賦詩，還

在詩前書寫一段文字說明命名緣由。288十六景之中又以行宮圍牆內外為區分，分

成內八景與外八景，內八景的成立是在興建行宮的過程中「據景構舍」而成，為

新建景物，由乾隆命名，外八景皆為舊有的名勝寺宇，其中除了「天成寺」是乾

隆命名外，其餘七景則是沿用舊名。289由乾隆命名的九景之中，根據《欽定盤山

志》〈圖考〉所載之說明，將其命名原則大致歸納如下：有表彰乾隆哲學觀的有

「靜寄山莊」，引用典故的則有「太古雲嵐」、「貞觀遺蹤」，與宗教有關的是「清

虛玉宇（道教）」與「鏡圓常照（佛教）」，以景物特色來命名的則是「眾音松吹」、

                                                       
285 清高宗，〈靜寄山莊十六景記〉，收錄吳景仁輯注，《乾隆薊州詩集》，頁 837‐838。 

286 「繩武」，典故來自於《詩經 大雅 下武》：「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指的是昭示後人，要以

祖先的足跡為準繩。見聶石樵主編，雒三桂、李山注釋，《詩經新注》，頁 506。 

287 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173。根據《國朝宮史》記載，

「乾隆七年（1742年）建靜寄山莊於盤山之陽」，但該年度的《欽定盤山志》〈巡典〉以及乾

隆所撰〈遊盤山記〉皆未見行宮相關記載，以「盤山行宮」為名之詩始見於乾隆九年，故靜

寄山莊的建成時間仍應以〈巡典〉所記載的乾隆九年為準。鄂爾泰等編纂，《國朝宮史》（北

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頁 603。 

288 〈靜寄山莊十六景記〉：「園之內，得景八，園之外，標舊蹟與諸寺，復得景八，合為山莊十

六景，而名之曰靜寄。」清高宗撰，吳景仁輯注，《乾隆薊州詩集》，頁 837‐838。另參清高宗

作於 1747年的〈盤山十六景〉詩，見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

冊，頁 187‐190。 

289 清高宗，〈靜寄山莊十六景記〉，收錄吳景仁輯注，《乾隆薊州詩集》，頁 837‐838。所有景點

的命名因由均在《欽定盤山志》〈圖考〉的部分有詳細的說明。見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

《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208‐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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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芙蓉」以及「天成寺」。內八景命名皆以四字組成，外八景多寺宇，名稱

早沿用許久，「萬松寺」、「盤谷寺」又是由其皇祖父康熙帝賜名，「靜寄山莊」的

營建既意在上承避暑山莊的祖業，自然會在這些地方盡量保留原名。 

 

表 4‐2：盤山景點命名：時間與位置 

時間先後\ 

所在位置 

1747年：乾隆做〈盤山

十六景〉詩時所命名；後

被《欽定盤山志》收錄於

〈圖考〉上 

1754年：收錄於《欽定

盤山志》〈圖考〉下 

行宮內  「御定內八景」： 

靜寄山莊（1745年）、290

太古雲嵐、層巖飛翠、清

虛玉宇、鏡圓常照、眾音

松吹、四面芙蓉、貞觀遺

蹤 

「行宮內新增六景」： 

半天樓、池上居、農樂

軒、雨花室、泠然閣、小

普陀 

行宮外  「御定外八景」： 

天成寺、萬松寺、舞劍

台、盤谷寺、雲罩寺、紫

蓋峰、千相寺、浮石舫 

「附載十六景」： 

古中盤、上方寺、少林

寺、雲淨寺、東竺庵、東

甘澗、西甘澗、蓮花峰、

雙峰寺、法藏寺、青峰

寺、天香寺、感化寺、先

師臺、水月庵、白巖寺 

 

                                                       
290 以「靜寄山莊」為名的御製詩，最早出現於 1745年，為乾隆題允禧盤山圖冊所作，可知此一

命名的出現可上推至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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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十六景之外，據《欽定盤山志》的收錄整理狀況，可知乾隆朝劃定的盤

山景點共 38處，在 1747年之後又新增了 22處，也是依行宮內外區分，訂立了

行宮內新增六景以及附載十六景，而行宮內新增六景的命名均以三字組成。值得

注意的是，除了乾隆新建並自行命名的行宮內部景致，外部景致的選擇明顯與過

往有所不同。在過往的記載中，曾錄有盤山各處景致的便是曹學佺的《大明一統

名勝志》中，他所標舉的九景是紫蓋、宿猿、上盤、二龍潭、潮井、澤鉢泉、中

盤、白巖、砂嶺等。291曹學佺所書寫的盤山介紹文字曾被智朴《盤山志》援引，

292故乾隆有機會看到他的選景方式。對照乾隆與曹學佺的選景，共有三處相符，

為紫蓋、中盤、白巖，其中，曹學佺對紫蓋峰的描述被《欽定盤山志》的〈圖考〉

引用。可知乾隆在選景時必定先從過往典籍中了解狀況，但他不見得閱讀過《大

明一統名勝志》，可能是透過智朴《盤山志》得知曹學佺的選景，並且擇其所好

而用之。此外，智朴《盤山志》本身也將各處景點依地質特色分門羅列，乾隆得

以一面閱讀志書，一面在巡幸過程中親自勘點選景，以構成行宮外八景、附載十

六景的組合。 

 

3. 盤山圖像製作概述 

在行宮建設以及帝王持續巡遊盤山的同時，圖像創作也同步進行，293最早可

追溯到乾隆十年唐岱代筆的《御筆盤山圖》，294同年度還有允禧《田盤山色圖》

十六開，其中除了第一開〈靜寄山莊〉是圖繪行宮之景外，其餘皆是描繪盤山有

名的寺宇建築。上述兩件作品為乾隆朝最早的盤山圖繪，一方面顯示出行宮建設

尚未完成的狀況，另一方面，景觀與空間的圖繪手法基本上還是沿襲傳統，例如

唐岱透過山石團塊的往上堆疊，營造出崇山峻嶺的效果（見圖 4‐1），而允禧則是

                                                       
291 曹學佺撰，《大明一統名勝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類，第 167 册，頁 283。 

292 智朴，《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10。 

293 筆者將盤山行宮營建與相關圖像製作整理編年，見附錄 1。 

294 傅申，〈乾隆皇帝《御筆盤山圖》與唐岱〉，頁 83‐105+107‐122‐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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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量的雲氣遮掩空間轉折處（見圖 4‐2‐1，靜寄山莊），在冊頁的有限空間中迅

速地從山腳建築拔升到山頂。 

周汝式曾明確指出唐岱在清宮山水畫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僅上承王原祁，

更奠定了正統派在清宮的領導地位，同時受乾隆重用，獲稱號「畫狀元」。295靜

寄山莊對乾隆而言重要性非同小可，意欲上追聖祖營建避暑山莊的大業，故首幅

盤山圖像由唐岱製作可說是水到渠成的選擇，更何況唐岱在此之前已有繪製圓明

園圖像（1744年）的經驗。慎郡王允禧的兩套《盤山十六景》冊頁，296分別收

藏在台北故宮與北京故宮。允禧（1711‐1758年），字謙齋，號紫瓊道人、垢庵、

春浮居士等，為康熙帝的二十一子，乾隆帝的叔叔，因年齡與其相仿，感情甚篤。

297允禧能詩善書，文武雙全，在宗室書畫圈有「宗藩第一」的美譽，乾隆在即位

前便常常與其詩文唱和、索取畫作，目前傳世作品多為山水畫，以冊頁為多，除

了前述的《盤山十六景》冊之外，還有《黃山三十六峰圖》三十六開，同樣具有

御題詩句。298 

在唐岱、允禧之後做盤山圖繪者，則是乾隆朝的眾位詞臣，有董邦達、李世

倬、鄒一桂、錢維城等（附錄 1），其中以董邦達的作品數量最多。關於董邦達

的盤山圖繪，將在第伍章進行深入的探討，在此僅就大致的製作狀況說明。根據

記載，董邦達首次圖繪盤山是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他與沈源奉敕前往盤山

                                                       
295  Ju‐hsi Chou, “Tangdai: A Biographical Sketch, ” in Ju‐hsi Chou and Claudia Brown, eds., Chinese 

Painting under the Qianlong Era: The Symposium Papers in Two Volumes, Phoebus, vol. 6, no. 1

（1988）, pp. 132‐140. 

296 關於慎郡王允禧的繪畫研究，楊丹霞，〈胸中早貯千年史 筆下能生萬匯春 —允禧《黃山三十

六峰圖》冊〉，《收藏家》，第 7期（2005年），頁 73‐74；楊丹霞，〈慎郡王允禧及其繪畫〉，《紫

禁城》，第 4期（2005年），頁 188‐197；楊丹霞，〈清代皇族的書畫（上）〉，《中國美術》，第

1期（2010年），頁 104‐110 ；楊丹霞，〈清代皇族書畫（中）〉，《中國美術》，第 2期（2010

年），頁 94‐101；楊丹霞，〈清代皇族書畫（下）〉，《中國美術》，第 3期（2010年），頁 92‐103。 

297 楊丹霞，〈慎郡王允禧及其繪畫〉，頁 188‐189。 

298 楊丹霞，〈慎郡王允禧及其繪畫〉，頁 188‐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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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宮「起稿畫圖呈覽」。299隔年（1747年），董邦達則有兩件重要作品的完成：《田

盤勝概冊》（見圖 1‐1）、《盤山十六景卷》（見圖 2‐25），300這些作品乃是伴隨著

乾隆對盤山景色的整理而生。乾隆於在當年度（1747年）正式將行宮內外景致

匯聚為十六景，為此作詩、作記，並在巡幸盤山時賜宴諸大臣，命其圖寫盤山。

301董邦達應是獲賜宴的其中一人，其《田盤勝概冊》、《盤山十六景卷》便是奉帝

王之命所繪，依帝王所選擇的十六景而繪之。除了董邦達之外，當時獲賜宴圖繪

盤山者還有李世倬，作品今已不存。302 

由此可知，帝王在盤山的活動與圖繪的產生都是連動性的，而主要的動能取

決於帝王身上，另外就是盤山行宮的營建應已有一定的完成度，才能匯集成以行

宮為中心的內八景、外八景之分。乾隆十九年（1754年），在盤山行宮群營建完

成的同時，《欽定盤山志》也編纂告成，根據該志〈巡典〉的記載，可知其核心

編纂者有蔣溥、汪由敦、董邦達，再根據乾隆於十九年所作的〈山行即景〉：「侍

臣攜有清華侶，詩畫兼能為寫真」，以及乾隆在該詩作的自注，可知該志的繪圖

者確為董邦達，303 

                                                       
299 乾隆 11年 8月 26日，如意館：「七月二十六日沈源、董邦達前往盤山行宮等處起稿畫圖呈覽」，

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 14

冊，頁 426。 

300 關於這兩件作品的製作時間：《田盤勝概冊》〈浮石舫〉一開有董邦達簽款，但未落年款，因

此，製作時間的推斷是依據乾隆題跋、題詩的年款，御筆題寫的〈靜寄山莊十六景記〉末，

落有「丁卯仲春月望前二日」，而〈浮石舫〉一開的題詩末尾則寫道「丁卯嘉平月御筆」，可

知題寫時間有落差，分別題寫於農曆二月與十二月，但至少可確定該作品不晚於丁卯年（1747

年），再加上當年度有乾隆賜宴眾臣並命其繪圖的事跡，董邦達該冊很有可能便作於此時。《盤

山十六景卷》狀況同於《田盤勝概冊》，有董邦達簽款，但未落年款，乾隆在畫上題有〈盤山

花朝〉詩，並落年款「盤山花朝近作，丁卯秋杪御筆」，可知該作品不晚於 1747年秋末，即

農曆九月左右。 

301 于敏中、英廉等奉敕撰，《欽定日下舊聞考》，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98冊，頁

724；白金輯，《乾隆帝巡幸盤山御製詩》，頁 25‐31。 

302 國立故宫博物院編，《石渠寶笈》三編，第 9冊，頁 4158‐4162。 

303 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175。「泉帶東西自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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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一桂曾於 1752年做《盤山圖》軸三幅，根據御製詩文與作者題款，可知

這幾件作品都是扈從帝王巡幸盤山時所為，鄒一桂並作有賜遊恭紀詩，收錄於《欽

定盤山志》中。304錢維城所作《盤山圖》軸（見圖 4‐4），由於作者未落年款，加

上畫上六則乾隆御題詩句均寫於錢維城過世之後，故無法確定製作時間。作品呈

現出典型的文士山水樣貌，主山堂堂成 S型排列，前景布滿松樹，松下有泉，並

有高士盤坐於水際。該作並未呈現出任何可供判定地點的線索，並非地景畫，之

所以題名為《盤山圖》，則是來自該畫軸的題籤。305除了詞臣的作品之外，還有

一件由宮廷畫家姚文瀚、袁瑛所作的《盤山圖》軸（見圖 4‐5），作於乾隆四十四

年（1779年），根據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記載，姚文瀚負責畫建築，袁瑛負責

山石樹木。306該作品不僅尺幅宏大，更囊括了所有的盤山景色，據《石渠寶笈》

記載，該圖收錄了行宮內外共 112景，遠遠超過《欽定盤山志》所列舉的數目（38

景），連山神廟、土地廟、太監房、酒鋪等非特殊景點都標示出來，可知該圖對

景致的描繪比先前所有作品都更加完整，亦可得知從 1754到 1779年這二十六年

間，盤山的建設規模仍在擴張之中。307 

乾隆對盤山的種種作為，並非單純為了營建巡幸休憩之所，而是將之視為對

                                                                                                                                                           
山分向背變寒睻。田盤四面皆方正，拱極都環紫盖（峯名）尊。但看松姿皆入繢，不須花發

始吟春。侍臣擕有清華侶，詩畫兼能為寫真。（擕董邦達来。令為田盤全圖。兼欲修新誌也。）

竒峯不礙玲瓏影，古寺真如委宛藏。也覺吟懐無乃放，大都熟處未能忘。飛泉似掛古松梢，

雪練寒濤自磕敲。釀作春雲剛滿谷，頓希為雨潤東郊。」見吳景仁輯注，《乾隆薊州詩集》，

頁 172。 

304 鄒一桂的三件盤山圖繪中，傳世可見有二幅，一幅有乾隆御筆題跋（見圖 5‐28），另一幅則

是汪由敦代書御製詩，並有鄒一桂恭和詩書於其上（見圖 5‐27），兩幅作品上的御製詩為同一

首，但末句內容相異。 

305 國立故宫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輯，《故宫書畫圖錄》，第 12冊，頁 195‐196。 

306 乾隆 44年 6月 10日，如意館：「六月初十日，為畫盤山圖，姚文翰畫房間，方琮畫山樹，今

方琮告假回籍，其山樹請著袁瑛繪畫，或春景或秋景。於初十日發報請旨，十一日太監厄勒

里傳旨，著袁瑛繪畫，准畫春景」，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

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 42冊，頁 702。 

307 國立故宫博物院編，《石渠寶笈》續編，第 4冊，頁 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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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祖避暑山莊的承繼，當做重要的皇家園林來經營，然而乾隆最原初的動機其實

是對盤山景色的喜好之情。乾隆曾引用詩經的典故，來表達對盤山之峰、泉、松、

石的喜愛之意，他是這麼說的：「未見君子，惄如調饑，亦既見止，我心則夷」。

308前二句典出《詩經 周南》的〈汝墳〉，「未見君子，惄如調饑」原指婦人期盼

著遠行的夫婿早日歸來，而這種憂心之情就如同早晨的飢餓一般。309後二句典出

《詩經 召南》的〈草蟲〉，該句原文為「亦既覯止，我心則夷」，這篇事實上也

同〈汝墳〉一般，表達的是婦人思念夫婿並且殷殷期望再見到對方的心情，當得

以見到對方之後，心情自然得以平復並感到喜悅。310也就是說，乾隆把盤山比附

為「君子」，而自己則化身成盼望見到君子之人，透過《詩經》的用典表達出對

盤山的喜愛之意。乾隆在潛邸期間因代父謁陵得以一遊盤山，此後對該處景色便

充滿想望，就算取得智朴的《盤山志》一讀，也不過是望梅止渴罷了。直到有機

會再遊盤山，才能真正達到心靈上的滿足。至於乾隆對盤山的種種經營，除了精

神層面的需求外，還涉及個人意志的表達與彰顯，更有擴展皇權、統領收編地方

的意涵，以下則會針對這個部分做詳細的討論。 

 

二、乾隆對盤山的詮釋與寄託 

 

1. 乾隆對「靜寄」的詮釋 

前已提及，乾隆對盤山的認知始於代父謁陵而行經盤山，並索取智朴的《盤

山志》來閱讀，在屢次遊歷盤山之後，遂發下豪語：「不數年之間，使田盤改觀

者，余也」，311往後他不僅透過行宮的營建來改變整座盤山的景觀，更從此改變

                                                       
308 蔣溥、汪由敦、董邦達等奉敕撰，《欽定盤山志》，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86冊（臺

北：臺灣商務書局，1983），頁 1。 

309 蔡宗陽，《詩經纂箋》（臺北：萬卷樓，2013），頁 30‐31。馬瑞辰撰，陳金生點校，《毛詩傳

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 1989），頁 64‐68 

310 蔡宗陽，《詩經纂箋》，頁 40‐42。馬瑞辰撰，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頁 76‐78 

311 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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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們對盤山的歷史記憶，繼田疇、唐太宗、李靖等人之後，成為為盤山知名度

加持之名人之一，更徹底改變了盤山一地的性質，原本該處標舉梵剎寺宇為主，

乾隆朝則改為「首舉行宮，以統名勝」，312也就是說，乾隆將皇權的力量涵蓋整

座盤山之意味十分明確。 

透過乾隆的詩作用語，可體會到他一直是以「盤山的主人」自居。例如，乾

隆在 1750年來到盤山雲罩寺時，有詩作表達以詩寫景、以詩領景之意： 

「盤山向我如無語，我到盤山必有詩。舊嵗登臨最髙處，白石緑字鐫

清詞。今來遊歌宿兩日，髙處風寒姑不必。倚窓逸興已遄飛，又寄新題隣

舊律。今今昔昔徃復還，阿誰心閒果是閒。詩成擲筆大笑道，譲爾千秋占

此山」。313 

乾隆每每來到盤山，登臨高處觀景之餘，總會寫作詩句。而這次來到雲罩寺寄宿

兩日，倚窗觀景又詩興大起，執筆題詩，詩畢，乾隆似乎相當得意，大笑道這樣

的詩句應該可以永久地佔領此山此景，作為該處景致的重要詮釋與象徵之用。這

首詩的末句充滿豪氣也十分生動，彷彿可以透過該句來體現乾隆得意的神情，而

該句也明白表達乾隆屢屢作詩寫景，實則有透過詩句來定義盤山、掌握盤山之意

涵。另外，他在 1758年所作詩句，更明指自己是「靜寄主人」，以擬人化的手法

來表達自己的來去匆匆，連山靈都十分在意。314 

乾隆既以「盤山主人」的身份自居，自然也充分運用了該地的景觀資源，尤

其不會放過對盤山行宮與各景命名的機會，在其中寄託心志。前述提及的行宮內

部景點均由乾隆命名，並作詩、作記，其中最為關鍵的部分，便是將盤山行宮主

建築命名為「靜寄山莊」。事實上，並不是每座行宮都會由帝王親自命名，在長

                                                       
312 上引文，頁 170 

313 清高宗，〈寄題雲罩寺〉，《御製詩二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3冊，卷 20，頁

5a‐5b。 

314 清高宗，〈漫題〉，《御製詩二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4冊，卷 82，頁 23b‐24a。

「向駐田盤五日常。今來三日促歸裝。山靈訝似雲深語（去聲）。靜寄主人何太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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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的巡幸過程中，必須設置多個行宮以便大隊人馬休整、補給，多數行宮的命

名乃是直接援引地名或鄰近寺宇的名稱，例如西湖行宮、315梁格莊行宮、316隆福

寺行宮、桃花寺行宮等。317但盤山行宮於乾隆而言，儘管與上述行宮同樣是在任

內興建，意義卻非同一般。欲了解其寄託於盤山的心思，「靜寄」二字乃是關鍵

所在。 

乾隆認為「靜」為人的主體與本質，318山也是如此，而山寄託於天地間，就

如同人寄託於山林之間，然而山寄託於天地之間得歷久而恆常不變，人卻不見得

能如此，於是用「靜寄」二字以示自警之意。319乾隆不僅在〈盤山十六景詩〉與

〈靜寄山莊十六景記〉中做此宣示，在往後以「靜寄山莊」為題的詩作中，也時

常將「靜寄」的意涵反覆抒發。320駐蹕靜寄山莊期間，乾隆經常忙於政務，321但

這似乎也未動搖山莊「靜」的本質，乾隆曾有詩句：「一日萬機不紛此，行雲流

水可同其」，由此可見，靜寄山莊是一個可以安心寄託自我的地點，以寄成靜，

故而能達成日理萬機也不擾其本心。322儘管他經常在詩作中強調在盤山期間辦理

                                                       
315 徐卉風，〈西湖行宮及其八景〉，《紫禁城》，第 1期（2014年），頁 100‐104。 

316 那鳳英，〈梁格莊行宫〉，《紫禁城》，第 2期（1994年），頁 46。 

317 孫靖國，〈日本所藏兩部《東陵路程》與清帝謁陵研究〉，《長春大學學報》，第 7期（2012年），

頁 860‐863。 

318 關於「靜」的問題，在傅申《重建一座消失的乾隆「靜寄山莊」》有簡短的論述，其指出，乾

隆似乎相當嚮往「靜」的境界，因而在命名莊園、齋室時經常使用此字，例如靜宜園、靜明

園、靜怡軒等。傅申，《重建一座消失的乾隆「靜寄山莊」》，頁 12。 

319 關於「靜寄」的詮釋，見〈盤山十六景詩〉之〈靜寄山莊〉，以及〈靜寄山莊十六景記〉。見

清高宗撰，吳景仁輯注，《乾隆薊州詩集》，頁 74‐75，837‐838。 

320 清高宗於 1785年〈過大嶺至靜寄山莊駐蹕即事得句〉中有言「山莊靜寄久名斯，靜寄之名率

可思」，又 1791年〈駐蹕靜寄山莊因成二律一韻〉：「早年靜寄以名莊，每此居之思義長」。見

清高宗撰，吳景仁輯注，《乾隆薊州詩集》，頁 592、715。 

321 該處為「班朝聽政」之所在，見 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

頁 214。 

322 清高宗，〈過大嶺至靜寄山莊駐蹕即事得句〉：「大嶺東過路所諳，山莊七日駐逰堪。（是逰欲

駐山荘七日耳）時哉入畫目初暢，老矣乗輿意略慙。（向過大嶺率乗馬，今日乗輿，可知老矣）

千樹杏花迎谷口，萬枝香雪認江南。曉雲未雨旭光露，又見英英蔚翠嵐。山荘静寄久名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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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努力不輟的精神，但乾隆似乎也有人性化的一面，1772年駐蹕盤山遇雪，

似乎驚訝於雪景的美好而動心，於是有句「本圖靜意于斯寄，對此翻嗤欲靜難」，

句中表達來到靜寄山莊原是為了將自己的本心沈澱，卻反而受到景物變化而有所

擾動。由上述可知，乾隆在盤山所欲寄託的心志是一種對「恆常性」的渴求，人

生短短數十年，變動之快速無常往往無法掌控，就算是帝王身份也難免如此感受。

然而，山林雖然也隨季節、天氣轉變樣貌，但山的本體則長久佇立於此，就算表

面的事物變動再快，也不動搖本質，這令乾隆體悟道，雖然人世無常，卻仍有恆

常之物得以寄託，當人得以寄託於山之「靜」，自我的本質也能轉化為「靜」的

狀態。 

事實上，關於乾隆對「靜」的詮釋乃是有淵源可循，他在〈靜寄山莊〉一詩

中指出：「人生而靜，儒者之言也。人生如寄，達士之旨也」，323「人生而靜」一

詞典出《禮記 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

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324這裡

所討論的是人的本質以及與外界的互動關係，其中，「靜」為人的天性，當受到

外物的刺激會生「動」，但這並非人的本性，而是本性中的一種衝動，即為「欲」。

也就是說，「靜寄」的命名意涵，第一個層次便是對「本質論」的反思，由自身

的本體出發向外推展，若與帝王的身份與皇朝的治理做結合，則會衍生出「主靜

立極」的論點。詞臣在編撰《盤山志》時，曾以更為淺顯易懂的方式來說明「靜

寄山莊」的命名意涵，並且盛讚乾隆的觀點： 

「山以靜為體，人心亦以靜為體，聖人首出庶物，主静立極，時廵餘

暇，寄意林泉，猶兢兢以此自持，此中境界宏深，足令大地河山都歸涵照，

                                                                                                                                                           
静寄之名率可思。一日萬幾不紛（此）静，行雲流水可同其（寄）。来為客則住為主，（寄於

静者也）昔作他哉今作兹。（静者亦成其寄也）且置拈毫騁博辯，㑹於心者即摛詞。」見清高

宗撰，吳景仁輯注，《乾隆薊州詩集》，頁 592。 

323 清高宗，〈靜寄山莊〉見清高宗撰，吳景仁輯注，《乾隆薊州詩集》，頁 74。 

324 王夢鷗註譯，王雲五主編，《禮記今註今譯》（台北：台灣商務書局，1987），頁 61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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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獨山間雲物依然具太古氣象已也。」325 

也就是說，無論是盤山或人心，皆以「靜」為本體，聖人更能超越這些凡俗

事務，「主靜立極」，乾隆在巡幸閒暇之時，儘管寄興於山林泉水之間，仍然兢兢

業業，不忘「主靜立極」，不僅山間的雲氣事物能夠達到亙古長存，乾隆帝達到

境界十分深遠，甚至能超越天地間的所有事物。何謂「主靜立極」？該詞最早由

周敦頤所提出，《太極圖說》中有言：「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

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

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326」此乃周敦頤的人性修養理論，修養的最

終境界是「人極」，而欲達「聖人之道」，需持仁義中正，並且「主靜」，摒除「欲」

才能達到。327對此，朱熹認為聖人必須秉持本心之「靜」，才能因應外界天下事

物之「動」，而聖人的中正仁義之道，也必須以靜為主體去實行。328周敦頤的說

法，顯然表明了聖人「繼天立極」的思想，朱熹又進一步將之發揚，標舉聖賢人

格的本質：「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你許多道理。然天卻自做不得，所以生得聖

人為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329 

由此可知，乾隆引用「靜」的論點，並不僅是為了修養自身，更是為了全聖

人之道。這種觀點基本上延續了清初以來的崇儒立場，康熙朝擁立朱熹學說，試

圖將「道統」與「治統」合一，乾隆大致承繼祖父的立場，但並非如其一面倒擁

立「宋學」，330而是對此有所鬆綁，甚至為文直指朱熹的不妥之處。331他在〈聖

                                                       
325 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214。 

326 周敦頤著，陳克明點校，《周敦頤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6‐7。引文中括號處為朱

熹對周敦頤的說法的詮釋。 

327 李長遠，《北宋理學「性與天道」思想的淵源初探》（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2），頁 243。 

328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

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蓋必體立、而

後用有以行⋯」周敦頤著，陳克明點校，《周敦頤集》，頁 6‐7。 

329 陳俊民，《中國哲學硏究論集》（臺北：臺灣商務書局，1994），頁 120‐126。 

330 葉高樹，〈「崇儒重道」與學術正統的確立〉，收錄氏著《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臺北：稻鄉

出版社，2002），頁 179‐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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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論〉一文中表示：「朱註以是語，全歸之聖人，予則以

為有未當焉」。332儘管乾隆認同周敦頤的「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

焉」，但不認同朱熹所詮釋的「中正仁義必是聖人才得以為之」，如朱熹所言，實

則是否決了人追求更高層次的可能性。乾隆更進一步指出，「中正仁義」不僅聖

人有，更是人與物皆共有的，若人能秉持「中正仁義」，卻無法做到「無欲」，那

麼仍然無法全聖人之道，只能與一般萬物無異。由此可知，無欲得「靜」，主靜

即「克己復禮」，加上「中正仁義」便能成人極，而人極即為太極，即天地之道。

也正因為乾隆認同人與物皆具有「靜」的本質，因而將人的本體與山的本體相比

擬，將自身寄託於山林的例子與盤山寄託於天地之例相提並論，並且將自身「主

靜」的哲學，透過「靜寄山莊」達成向外的具體表述，甚至是希望透過靜寄山莊

的恆常存在，來彰顯自身的聖人之道，得以立於天地之間不被動搖或湮滅。 

乾隆這般對於萬物恆常與人世變動的對比之感，也抒發於盤山另一處建築

「太古雲嵐」。該處建築位於山腰處，倚山勢而建，可俯觀田盤景色，盡收眼底。

333太古雲嵐的主建物為壽萱堂，乃是皇太后臨幸時的歇息處所，可知其重要性僅

次於「靜寄山莊」。334乾隆在盤山觀察到，山中雲氣瞬息萬變，表面看來是變幻

無常的，殊不知雲與山均不分古今，自開天闢地以來便存於此，看似最變幻無常

者，實為恆常存在之物，335關於這點，臣子們亦揣摩聖上心意作出解釋：「自鴻

                                                                                                                                                           
331 夏長樸，〈乾隆皇帝與漢宋之學〉，收錄彭林編，《清代經學與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頁 156‐192。 

332 清高宗，〈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論〉，《御製文二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1冊，卷 4，頁 9a‐10b。 

333 清高宗，〈太古雲嵐〉，清高宗撰，吳景仁輯注，《乾隆薊州詩集》，頁 75。 

334 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214。 

335 清高宗，〈太古雲嵐〉，清高宗撰，吳景仁輯注，《乾隆薊州詩集》，頁 75。「當山半隨髙下為

樓館殿室，取唐庚山静似太古顔之。山中出雲，頃刻萬態，人知今之雲不同扵昨，豈知伊古

以来無日無雲，未嘗少異。雲無古今，山無古今，萬事萬物無古，今曷似之云乎。窓納田盤

萬景全，宜人暮靄復朝烟。臨虚標秀琴書潤，因逈為髙坐卧便。適可成圗添粉本，偶然得句

勒崖巔。批黄稍暇無餘事，静讀鶴林玉露篇。」 

 



第肆章 乾隆帝與盤山 

‐‐‐‐‐‐‐‐‐‐‐‐‐‐‐‐‐‐‐‐‐‐‐‐‐‐‐‐‐‐‐‐‐‐‐‐‐‐‐‐‐‐‐‐‐‐‐‐‐‐‐‐‐‐‐‐‐‐‐‐‐‐‐‐‐‐‐‐‐‐‐‐‐‐‐‐‐‐‐‐‐‐‐‐‐‐‐‐‐‐‐‐‐‐‐‐‐‐‐‐‐‐‐‐‐‐‐‐‐‐‐‐‐‐‐‐‐‐‐‐‐‐‐‐‐‐‐‐‐‐‐‐‐‐‐ 

‐ 103 ‐ 
 

濛以迄今，兹變幻靡盡，而處乎静以觀至變，而有不變者存焉」。336從開天闢地

至今，萬事萬物的變化無窮無盡，若處於「靜」的境界來看待萬事萬物，則可體

會到萬變之中仍有「不變」的事物存在。「靜」與「寄」的觀念顯然也運用在「太

古雲嵐」一景之命名，並以山間四時氣象的「靜」與「變」詮釋之。由此可知，

「太古雲嵐」的命名不僅有盤山實景作為參照對象，並進一步衍生出抽象的理論

根據，與「靜寄」的命名觀念相通。不僅如此，該次命名的靈感來源，還包括乾

隆所閱讀的書籍《鶴林玉露》。書中有篇名為〈山靜日長〉的文章，為宋代羅大

經抒發自己居於深山之中，享受林泉之美好，並於其間吟詩、讀書、寫作、觀書

畫的愜意生活，該篇結尾處慨嘆人生汲汲營營間，時間卻如白駒過隙，不若蘇軾

詩所云之美好，故有言道「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

337乾隆於「批黃」公事閒暇之餘閱讀該文，深得共鳴，故引用開頭之句「山靜似

太古，日長如小年」來為盤山該處行宮命名。338 

雖然乾隆明示了命名的緣由，但他並非首位以「太古雲嵐」形容盤山景色之

人，明代袁宏道的〈遊盤山記〉中有言：「先與導僧約，遇絶險處，當大笑，每

聞笑聲皆膽落。捫蘿探棘，更上下僅得度。兩巖秀削立，太古雲嵐，蝕壁皆翠」。

339儘管有熟門熟路的僧人引道，盤山的險絕仍令袁宏道感到驚嚇，但也因此觀看

到美景，尤其山間水氣充足、雲霧繚繞，令絕壁皆綠意盎然，於是袁宏道便以「太

古雲嵐」一詞形容該處雲氣之美。該篇遊記收錄於智朴《盤山志》與乾隆朝《欽

定盤山志》，故而乾隆是有機會讀到這段，卻未引用該段文字。或許比起袁宏道

生動而具臨場感的遊記，羅大經的〈山靜日長〉或許更能體現乾隆的意志，尤其

是對「靜」的體悟。 

                                                       
336 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214。 

337 羅大經，《鶴林玉露》（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304。 

338 唐子西即乾隆所言之唐庚，〈醉眠〉全詩錄於此：「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餘花猶可醉，

好鳥不妨眠。世味門常掩，時光簟已便。梦中頻淂句，拈筆又忘筌。」唐庚，黄鹏编著，《唐

庚集编年校注》（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頁 194。 

339 袁宏道，〈遊盤山記〉，見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冊中，頁 688‐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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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乾隆所言「靜寄山莊」是上承皇祖營建的「避暑山莊」之語，

並非說說而已，關於「靜」字的使用有兩處來源，有「靜明園」與「靜寄山房」，

兩者均為康熙命名。康熙於十九年（1680年）興建「澄心園」，後於康熙三十一

年（1692年）更名為「靜明園」，為京郊著名的「三山五園」之一，340「靜寄山

房」則是避暑山莊月色江聲島中的一景，建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341雖未

能覓得康熙帝使用「靜寄」一詞的來源與想法，但乾隆在御製詩中曾明確表達盤

山命名的確來自於此。342乾隆對於「靜」顯然頗有感觸，故其不僅用於靜寄山莊

一處，其於乾隆十到十一年（1745‐1746年）於香山以康熙帝舊有行宮為基重修

時，便將該處命名為「靜宜園」，並在〈靜宜園記〉明示命名由來。343「靜宜」

即「宜靜」，指的是合於天之道，典故來源也是周敦頤，乾隆認為，靜宜園的天

然美景乃自天成，並非人力刻意為之，而能體察造物之妙不加藻飾者便是乾隆，

因其能做到「主靜」，故能體察天地之道。於此，乾隆不僅表達了自身的處世哲

學，更進一步達到對自我心性的表彰。 

 

2. 乾隆的盤山「遊觀」 

乾隆在盤山之遊，留下大量的詩作，儘管御製詩的文學價值不高，並未得到

後世的讚賞，但就史料的角度來看卻是頗有助益。344尤其乾隆慣於在巡幸途中生

產大量詩作，而《御製詩集》的編纂正好又是依照編年時序排列，這些詩作就彷

彿是乾隆的日記一般。同樣都是載錄帝王言行，《起居注》或《實錄》是由臣下

                                                       
340 郭黛姮，〈三山五園—北京歷史文化最輝煌的樂章〉，頁 58‐71。 

341 牛伯忱，〈避暑山莊七十二景構成初探〉，收錄戴逸主编，《清史研究與避暑山莊：中國承德清

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5），頁 263‐273。 

342 「田盤此數典（盤山十六景總名之曰靜寄山莊），會心何處不」，見和珅、梁國治等奉敕撰，《欽

定熱河志》，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9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577。 

343 于敏中等編纂，《日下舊聞考》，頁 1437‐1438。 

344 崔巖，〈乾隆帝御制詩史學價值探微〉，頁 13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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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編纂而成，《御製詩》雖然也有詞臣代筆，但名義上作者還是帝王本身，從

內容來看這些詩作是具有更高度的主觀性，更能代表乾隆當下的心理狀態與想法。

據此，筆者得以從乾隆巡幸盤山期間的詩作，了解其「遊、觀」盤山的狀況與特

點，進而了解乾隆主觀意識與詞臣地景製作之間的關係。 

乾隆經常帶著大隊人馬前往盤山巡幸，抵達山腳之前故然是運用大量的馬

匹、車具來承載與運送，當抵達山區之後，尤其是要深入中盤、上盤尋訪名勝梵

寺，馬車便無法派上用場，而需要透過人力抬轎。關於乾隆巡幸過程中的行列隊

伍狀況，在其〈遊盤山記〉中有生動的敘述：345 

「乾隆七年秋，因謁陵廻鑾，便往遊之。斥警蹕，減儀從，輕輿朝陟，

搴蘿扳磴，曉嵐豁開，泉白山青，颯然林空，鬱然松翠。於是停蓋駐轡，

怡情縱目者久之，既而行漏催。吟興盡，夕陽在山，金吾整駕，雖命省騶

從，而近御執事者，汗雨揮而塵烟騰。向誚隠者之絶少，翻疑隠者之避而

逺去耳，乃知千乘萬騎不可以遊山，偶一過之山靈將毋笑其不韻也耶。」 

該文所描述的是乾隆七年（1742年）九月十六日謁東陵完畢後，346回鑾途

中順道一遊盤山的經過，由於一日往返間又有多政事需要處理，因此行程倉促，

只得稍做停留，入山顯然也不適合大隊人馬一同前往，於是乾隆減少了護衛的隊

伍，以「輕輿」一遊，深怕大張旗鼓會嚇跑山中隱者，還會引來山靈的訕笑。乾

隆的文字間語帶幽默，實際上要減少儀仗侍從的原因，也許跟盤山當地的道路地

形狀態有更為密切的關係。以下所舉之例便是乾隆深度探訪盤山的實況，可見許

多地方道路狹小、行動不便。 

乾隆有一首〈遊古中盤作〉，將其於 1770年遊歷中盤的過程作詳細陳述： 

「静寄到兩日，大略已粗觀。平明出北門，就近逰中盤。中盤雖不遥，

                                                       
345 清高宗，〈遊盤山記〉，收錄清高宗撰，吳景仁輯注，《乾隆薊州詩集》，頁 836。 

346 對照實錄的記事，得知該確切日期與該日的狀況，且該次行經盤山之事並未載於起居注。白

新良輯《清高宗實錄：巡幸盤山史料》，頁 8；常建華輯，《乾隆帝起居注：巡幸盤山史料》，

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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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在青雲端。跋馬歷石棧，蹄下聽鳴湍。少林别岐路，砟硌還躋攀。須叟

入松門，紅墻出簇攅。丹梯千百層，拾級凌紫煙。馬或弗可進，徒歩仍向

前。祇宫既云莅，屏息禮金仙。手拈不根花，别我忽一年。其左有精舍，

盤阿我所顔。下視千里遥，盡列咫尺間。設非半晌勞，安寄萬慮閒。云閒

固未能，輙復摛吟篇」。347 

全詩雖有流水帳之嫌，但能很真切地體現帝王遊歷山間的完整過程。乾隆在巡幸

途中，會依據路況颠簸程度而改變交通工具，先是騎馬，當遇階梯時，則親自徒

步。雖然整個過程不免辛勞，當乾隆於高處俯瞰連綿山巒的遼闊景象時，似乎一

切都值得了，故作此詩來表達心情。透過該詩也可得知，對乾隆而言，「遊」與

「觀」是一種連續性的過程。 

除了騎馬與徒步，他也曾仰仗人力「肩輿」來遊覽，  1770年遊半天樓時提

到：「肩輿穿砐硪，樓在半天仰。五歩十歩憩，造巔忽開朗」。348儘管肩輿對他而

會較為輕鬆，但他也能體察到人力的辛勞，1782年當乾隆再度造訪半天樓時，

便曾言道：「事半功倍實在斯，遂以肩輿陟嵔𡾋。十步一憩行且止，豈以已逸勞

忘彼」。349不僅如此，他更經常以親力親為、仰仗己力登臨盤山為榮，如其 1770

年登臨盤山定光塔時，便得意地說道：「今來忽欲試脚力，千層拾級如飛踏」。350

當時乾隆已屆六旬，故而以此過人體力為榮。但在往後的歲月裡，當他不斷巡幸

來到盤山之時，也逐漸感受到歲月催人老，1782年一首〈即事〉詩便道盡了心

有餘而力不足之感：「吾向逰盤山，據鞍率跋馬。兹来逰盤山，乃多乘輿也。心

                                                       
347 清高宗，〈遊古中盤作〉，《御製詩三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6冊，卷八十八，

頁 7b‐8a。 

348 清高宗，〈半天樓〉，《御製詩三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6冊，卷八十八，頁

9a‐9b。 

349 清高宗，〈登半天樓作歌〉，《御製詩四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8冊，卷八十八，

頁 8b。 

350 清高宗，〈登定光塔作歌〉，《御製詩三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6冊，卷八十八，

頁 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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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弗改昔，身實非昔者。孟子養浩然，筋力恐難假。設云輿則逸，已逸人勞惹。

斯豈忠恕道，自誦成吟冩」。351甚至到了後來，可能連乘騎也不太方便，故而當

他能騎馬出巡時，不僅自己感到得意，連同臣下也深感慶幸：「東門仍跨馬，萬

衆意欣然」，352
又「八餘仍策騎，九望不知勞」。353由上述種種，可知乾隆的盤山

之遊是一而再、再而三不厭其煩地屢屢踏訪，乾隆談盤山之「遊」，表面上是敘

述了各種遊的方式，包括步行、肩輿、騎馬，但實際上是要表彰自己的不辭辛勞、

親力親為，儘管身為九五之尊，臣下僕侍均需聽其號令，但他不僅懂得體恤臣下，

更展現了勤勞的美德。 

在盤山期間，乾隆除了親自踏足各處景點外，他大部分的時間是待在行宮裡

批閱奏摺，或者是運用閒暇閱讀清玩。354因而有多首以「閱本」為題的詩作，時

時表達對天下四海的關心，這些詩分別作於 1760、1766、1769、1770、1772、

1774、1797年，均作於春季，對百姓生計問題如雨水、農況等特別在意。1760

年乾隆在盤山望著春雨，讀著驛報稱京城也降下春雨，雙重欣喜之餘卻也心繫天

下，有言：「猶然憂四海，吾那饒樂分」。355另外，他也曾在詩句中表示，雖身在

行宮，但也不因而懈怠，仍時時心繫百姓。356當暢遊美景、即景吟詩的過程中也

                                                       
351 清高宗，〈即事〉，《御製詩四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8冊，卷八十八，頁 21a。 

352 清高宗，〈幸盤山起蹕之作〉，《御製詩五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9冊，卷四十

六，頁 1a。 

353 清高宗，〈小遊田盤起蹕之作〉，《御製詩五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10冊，卷

六十三，頁 22b。 

354 清高宗，〈盤山行宮即事〉，《御製詩初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2冊，卷二十四，

頁 23a‐23b。清高宗，〈太古雲嵐〉，《御製詩初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2冊，

卷三十九，頁 1a‐2b。 

355 清高宗，〈閱本〉，收錄清高宗撰，吳景仁輯注，《乾隆薊州詩集》，頁 263。「田盤對春雨，方

謂惬所願。驛本自京来，報霑剛及寸。覛土普潤滋，遲待何妨慢。究覺心慽慽，致惜膏未遍。

慰無終日歡，縈有百里悶。猶然憂四海，吾那饒樂分。」 

356 清高宗，〈閱本〉，收錄清高宗撰，吳景仁輯注，《乾隆薊州詩集》，頁 401。「驛章来間（去聲）

日，綈几閱清晨。敢以巻阿懈，不辭庶務親。因心惟省已，何事弗闗民。所可自信者，敬勤

兩字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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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此，例如他在 1772年于盤山上的延春堂賞雪時，便曾言道「即景拈辭亦奚

要，要在勤勞重民務」，357甚至會以賞景之機反思國計民生，「久安長治何以圖？

家給人足何以惠。詎惟登山玩景哉，思義顧名愧恒繼」。358由此可知，乾隆的記

遊詩作中，透過記述遊歷方式的詩句來表現「勤」的美德，「閱本」詩則體現他

在巡幸途中不忘「國政」，藉由這兩部分呈現出「勤政」的精神。 

乾隆在詩句中強調親歷親遊，既是如此，對山川景物也能夠做到「親觀」。

有趣的是，乾隆之「觀」並非單純仰賴肉眼，而是有輔具的運用。乾隆於十二年

（1747年）巡幸盤山，在陰曆 2月 17日這天，他大宴扈從的王宮大臣，並且命

令臣子之中擅丹青者，前往描繪行宮內外的景色，完成後呈上御覽。果然，這年

董邦達便完成了《田盤勝概冊》，乾隆顯然相當滿意，並御筆在各開題上當年度

新作的《盤山十六景詩》共十六首，359書寫在相符的景點圖繪上。值得注意的是，

他這年在盤山期間，不僅作了這十六首盤山詩，還有一首很有趣的詩〈千里鏡〉，

詩中描述他拿到來自西洋的望遠鏡之後，在山上試了一下，果然「頓教清濁判，

忽幻近遥齊」，360所有遠近物象都一目了然。乾隆觀景的狀況似乎能對應到《田

盤勝概冊》的描繪上，董邦達把視野範圍內的物象，包括很細小的石頭造型，以

及樹木生長型態等等都描繪得十分清晰，並且在描繪過程中加重了視野中央的處

                                                       
357 清高宗，〈延春堂對雪〉，《御製詩四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7冊，卷三，頁

30b‐31a。「前朝大嶺雪迷離，到兹漸止實積素。已欣創見有是哉，萬壑千巖景争赴。今日遊

山冒輕雲，情知欲雪迴中路。入園乍覺灑霏㣲，憩堂旋益紛布濩。竒松俱撐白繖盖，喬峯半

隠青瑶璐。雲罩乃在天以外，時晦時明時顯露。山靈喜欲效竒觀，徵我長言此其故。箇間詩

債宿經償，一節餘斯容可負。雖然我更有後言，春令發生喜和煦。雪大將必釀嚴寒，孚甲紐

芽寧不誤。即景拈辭亦奚要，要在勤勞重民務。」 

358 清高宗，〈題含遠樓〉，《御製詩四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7冊，卷三，頁 19b‐20a。

「一峰之上築高樓，樓上開窻望無際。雖然無際亦有窮，豈若心含逺難計。縱横寰宇逮九州，

上下古今維百世。久安長治何以圖，家給人足何以惠。詎惟登山玩景哉，思義顧名愧恒繼。」 

359 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187‐190。 

360 清高宗，〈千里鏡〉，《御製詩初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2冊，卷三十八，頁

19b。「何来千里鏡，竒製藉頗黎。適用宜山半，成模自海西。頓教清濁判，忽幻近遥齊。察

察吾方戒，箴規觸目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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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周邊則是以墨色逐漸淡出的方式去表現。這樣的做法，其實與使用望遠鏡的

視覺經驗十分相似。儘管目前尚未有確切的證據證實董邦達曾使用過望遠鏡，但

就間接的證據來看，乾隆當下觀看地景的視覺經驗，確實影響到詞臣的表現手

法。 

事實上，「千里鏡（望遠鏡）」的傳入與使用在晚明便開始了，根據邱仲麟的

研究，第一座望遠鏡傳入中國可能在天啟六年（1626年）左右，對宮廷而言，

望遠鏡的功能主要在觀測與修曆，同時也有軍事用途，對民間而言則是一種「奇

器」，可以滿足大家的視覺感官娛樂，也因此，無論宮廷內外都有望遠鏡的製作

與使用。361文中並指出，清初許多士人對望遠鏡的使用十分熟悉，這還包括許多

在北京任官者，例如康熙年間的徐乾學、陳鵬年、袁佑等，甚至是宗室子弟如康

熙朝的岳端、清高宗之弟弘晝等人，均曾寫詩歌詠「千里鏡」。另外，這些「千

里鏡」也被運用於旅行途中，邱仲麟所舉之例有康熙年間的王令、劉獻廷以及乾

隆年間的錢陳群等人，其中，劉獻廷的例子最為明確，他透過望遠鏡看見山上參

天古柏之後的山間人家。362據此可知，「千里鏡」的使用在清代中期以前已為人

所熟知，甚至改變了觀看景物的方式，影響眾人的視覺經驗，這點並不單獨發生

在宮內或帝王的身上，而是士大夫、宗室、民間士人皆參與其中。「千里鏡」的

使用，可視為一種帝王與詞臣之間共通的視覺經驗，當帝王認可這種經驗甚至主

動作詩對此表達肯定之意，便有可能成為詞臣用以表達地景的主要手段。 

乾隆對於當時流行的西洋奇器均有所接觸，但並不是對每種工具都抱持正面

評價，他的選擇是具有高度的主動性，並非因新奇就用，他也經常「藉題發揮」，

透過這些物品的特性，來表達治理天下等政治方面的理念。在這些西洋奇器中，

關係到視覺經驗的有「千里鏡」、「玻璃鏡」、「玻璃窗」、「顯微鏡」、「眼鏡」等（見

附錄 8）。關於千里鏡的使用，乾隆早在十一年（1746年）便已首度體驗，並作

                                                       
361 邱仲麟，〈晚明以來的西洋鏡與視覺感官的開發〉，收錄邱仲麟主編，《中國史新論：生活與文

化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頁 377‐447。 

362 邱仲麟，〈晚明以來的西洋鏡與視覺感官的開發〉，頁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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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千里鏡〉一首：363「巧製傳海西，佳名錫上京。欲窮千里勝，先辦寸心平」，

他在詩中自注：「視此鏡者，手或欹斜則不能見遠矣」，可見他是親自操作過的，

有實際經驗，並且因剛接觸不熟悉操作而不能立即上手。千里鏡的使用，不僅令

乾隆「能以遙為近，曾無濁混清。一空初不照，萬象自然呈。雲際分山皺，天邊

數鳥征」，體會到不論遠近皆能一目了然的觀看方式，同時也令其悟出為政之道。

該詩末句寫道「商書精論政，曰視遠惟明」，典出《尚書 商書 太甲中》：「視遠

惟明，聽德惟聰」，364指的是能夠看得長遠才是明智之舉，由此看來，乾隆對「千

里鏡」有相當正向的評價。使用這種句正面評價的工具來觀看盤山，更象徵著乾

隆對該地的重視，以及寄託其中的為政之道，不僅要看得清楚，更要走得長遠。 

然而，乾隆並非對所有西洋奇器都以正向評價看待使用。根據乾隆的詩作〈鏡

喻〉，365可知他對玻璃鏡與玻璃窗的科學原理均有所理解，他對玻璃鏡的看法只

覺新奇，因為青銅鏡就足以「照形已無遺」，但他對玻璃窗的看法就因地制宜了，

在〈面水齋有會〉一詩便曾提到，366設置水旁的書齋適宜觀景，若以傳統的方式

糊窗紙，不免遮擋了美好的山光水色，當改用玻璃窗時，「通明無隔矣，有魚任

潛躍，有鷺任立起」，不僅如此，就算涼風吹來也因玻璃窗的阻隔而不覺寒冷，

因而悟出「障而弗致礙，可以契禅理」。對乾隆而言，玻璃窗不僅有助觀景、擋

風，在特殊情況下還會轉化為「玻璃鏡」，在〈鏡喻〉詩中便提到：367「山亭偶

用此，徒縁觀峯姿。孰知别有得，新趣請言之。亭暗而外朗，承以西峯暉。通徹

玻瓈窓，西峯觸影披。不鏡而獲鑑，實匪伊所思」。原本因通透的特性而便於觀

景的玻璃窗，當建築物外變暗，「玻璃窗」便轉化為「玻璃鏡」。由此可知，乾隆

                                                       
363 清高宗，〈千里鏡〉，《御製詩初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2冊，卷三十一，頁

12a。 

364 王先謙撰，何晉點校，《尚書孔傳參正》（北京：中華書局，2011），第 1冊，頁 417。 

365 清高宗，〈鏡喻〉，《御製詩三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5冊，卷三十四，頁 5b‐6a。 

366 清高宗，〈面水齋有會〉，《御製詩四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8冊，卷八十二，

頁 23b。 

367 清高宗，〈鏡喻〉，《御製詩三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5冊，卷三十四，頁 5b‐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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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些新奇之物的體驗是十分細膩的，並且不厭其煩地將這些體驗形諸文字。 

儘管玻璃窗於乾隆而言如此實用、方便、有趣，但換個地點就不見得全然適

用了，以盤山經驗為例，他在〈盤阿精舍〉一詩中便表示：368「佛宇東廂精舍精，

千巖萬壑俯中呈。開窗活畫都眼底，何必玻璃更藉明」，並且在詩中自注道：「寺

踞中盤，登此，千巖萬壑俱在眼底。地方官於窗牖間飾以玻璃，意在㸃綴，而反

失天然之趣」。由上述可知非必要的情況下，乾隆無意藉助這些西洋物品的力量。

尤其在他使用顯微鏡與眼鏡的經驗中更是如此。乾隆二十一年所作的〈咏顯微鏡〉

一詩，便將看遠的千里鏡與看近的顯微鏡相對照，以「我思水清喻，置而弗用之」

一句表達他對使用顯微鏡沒有太大興趣。硬是使用顯微鏡把小物放大，使得「物

莫遁毫釐」，對乾隆而言就如「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一般，實則不利

於治理之道。除了顯微鏡的例子之外，乾隆於四十年（1775年）、五十三年（1788

年）以及嘉慶三年（1798年）更三度吟詠「眼鏡」，369言及對材質與功能的認識，

知曉眼鏡有助改善視力不清的狀況，不僅如此，詩句中也透露出臣下屢屢進獻此

物。隨著年紀增長，乾隆的確也「目力較遜於前」，但他仍堅持「借物為明非善

策，蠅頭弗見究何妨」。370同樣都是把物體放大看清，相較於看近，乾隆似乎對

看遠更有興趣，這點又可對照到盤山全景圖以及行宮圖的製作，這些作品都是以

一種觀看遠方、總覽天下的方式在呈現。 

 

 

                                                       
368 清高宗，〈盤阿精舍〉，《御製詩五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9冊，卷四十六，頁

19a‐19b。 

369 清高宗，〈眼鏡〉，《御製詩四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7冊，卷二十七，頁 34a。

清高宗，〈眼鏡〉，《御製詩五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9冊，卷四十，頁 6a‐6b。

清高宗，〈戲題眼鏡〉，《御製詩餘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10冊，卷十八，頁

16a‐16b。 

370 清高宗，〈戲題眼鏡〉，《御製詩餘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10冊，卷十八，頁

16a‐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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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結 

 

靜寄山莊為乾隆治下新建的行宮苑囿，乾隆對當地的山水風光又十分喜愛，

自然寄予厚望。當其命名盤山時，中心意旨便是要寄託個人意志，也就是「靜」

與「寄」的道理。乾隆在盤山期間，經常需要處理政務，時時心繫百姓，卻也不

免感受到人事的無常，於是將本心的不安都寄託於盤山，以山為靜的本體，將不

安的、變動的自身寄託於山，自然而然自身也達到了「靜」境界，消弭無常感，

獲得恆定性。這種對本質與變動問題的關注，事實上也表現在詞臣的圖繪中。既

是要將自身寄託於山莊的本體，變動性的元素例如遊人活動、季節、天氣等，甚

至是視角的變化轉移等，就不會是帝王希望看到的。這點在董邦達的盤山圖繪中

被徹底地實施了，尤其是《田盤勝概冊》與《欽定盤山志》附圖。關於風格的詳

細問題會在第伍章呈現。 

既是喜愛盤山，又要寄託心志，儘管政事繁多，乾隆的盤山之遊並不採取替

代性的「臥遊」形式，而是強調親歷親遊。在其「遊觀」的過程中，首要標舉的

價值是「勤政」，其次則是「視遠惟明」。透過上述可知，乾隆觀看、遊覽盤山的

方式有很多，有動態性的親自勘景踩點，也有靜態性的待在行宮遠觀。然而這遠

觀之景，並不全因景之遙遠而模糊不清，乾隆採取了新奇的工具—「千里鏡」來

解決這個問題。無論是親自踏訪，或者是透過望遠鏡來對盤山做更深度觀察與了

解，均代表乾隆對盤山本質的密切關注。雖然早年經常因巡幸他處而行經盤山，

將該地視為中途站、休憩之所，歷經盤山行宮的陸續建成，盤山景致的命名與劃

定成組，乾隆從早期的「喜愛」之情，逐漸轉為「鍾愛」，甚至將盤山是為寄託

心志的重要場所。而這種態度上的轉變，則體現在「遊觀」行為上。 

儘管乾隆經營盤山的過程中，包括命名與遊觀等行為，均反覆表述其勤政愛

民之心，但這類帝王巡幸活動長久以來多被賦予負面的意象。因此，對於這類遊

覽景致的行為，帝王總是要採用合理化的說詞來包裝，例如乾隆在《欽定盤山志》

 



第肆章 乾隆帝與盤山 

‐‐‐‐‐‐‐‐‐‐‐‐‐‐‐‐‐‐‐‐‐‐‐‐‐‐‐‐‐‐‐‐‐‐‐‐‐‐‐‐‐‐‐‐‐‐‐‐‐‐‐‐‐‐‐‐‐‐‐‐‐‐‐‐‐‐‐‐‐‐‐‐‐‐‐‐‐‐‐‐‐‐‐‐‐‐‐‐‐‐‐‐‐‐‐‐‐‐‐‐‐‐‐‐‐‐‐‐‐‐‐‐‐‐‐‐‐‐‐‐‐‐‐‐‐‐‐‐‐‐‐‐‐‐‐ 

‐ 113 ‐ 
 

序中，曾直言其環顧天下，當朝治世尚未達到唐堯、虞舜時的太平，身為帝王不

免有所愧疚，藉此表達遊幸盤山時也不忘天下黎民的處境。371另外，乾隆也在《畫

圓明園四十景》的〈圓明園後記〉中，以「遊覽園景得以怡情養性，進而成為勤

政愛民的好君王」為藉口，合理化大肆擴建園林、園居理政的作為。372 

 

三、《欽定盤山志》的意義 

 

乾隆對盤山的經營，可分為幾個層面來考察，物質層面的表現有盤山行宮的

營建，也就是實體建築的樹立，以及園林景觀的佈置等，精神層面則是乾隆寄託

於盤山的想法與意志，包括主靜立極、勤政愛民等，上述兩個層面累加起來，以

文化層面來展現則有御製盤山詩文、詞臣盤山書寫與圖繪，以及《欽定盤山志》

的纂輯。其中，最具規模且形成階層化、體系化的文化產品便是《欽定盤山志》。

以下就該書纂輯進行探討，並與清代相關志書、圖籍做比較，藉以了解乾隆命人

修志的企圖。 

 

1.《欽定盤山志》的纂輯 

《欽定盤山志》的纂輯是由蔣溥、汪由敦、董邦達等三位乾隆朝的詞臣負責，

其中是以蔣溥為首，其官職在三人之中居於高位，時任戶部尚書且有「太子少保」

銜，汪由敦則為工部尚書且有「太子太傅」銜，而當時董邦達僅為工部右侍郎。

373纂輯的時間是乾隆十九年（1754年）二月，當時乾隆巡幸盤山，於十八日駐

                                                       
371 蔣溥、汪由敦、董邦達等奉敕撰，《欽定盤山志》，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86冊，

頁 1。 

372 「夫帝王臨朝視政之暇，必有遊觀曠覽之地，然得其宜，適以飬性而陶情，失其宜，適以玩

物而䘮志，宫室服御、竒技玩好之念切，則親賢納諌、勤政愛民之念疎矣，其害可勝言哉。」

曲延鈞主編，《中國清代宮廷版畫》，第 6冊（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2002），頁 544‐546。 

373 蔣溥、汪由敦、董邦達等奉敕撰，《欽定盤山志》，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86冊，

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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蹕行宮，並命三人纂修「新志」。374之所以稱之為「新志」，乃是因為康熙朝即有

民間纂輯的《盤山志》存在，就是筆者在第參章介紹過的智朴《盤山志》。儘管

有舊志存在，乾隆也基於對盤山的好奇心而閱讀過這本，但對其內容、編排、敘

述並不十分滿意，認為收錄內容廣博卻不免冗長，甚至直指原因出在編者的身份

問題。乾隆認為人各有其專擅之處，而編纂志乘應為「文士」所擅長，如今由一

介方外之流（指的是智朴）來擔綱山志的編纂，不免有「拘名象而濫碔砆」之失，

375也就是拘泥於表象之物，儘管羅列各處景物寺宇，將各處的名稱、特徵等詳細

敘述，成就名物之學，卻未能辨其優劣精疏，做到「彰顯山川」的功能。由此可

知，乾隆下令纂修的原因之一便是對舊志的不滿，而其選用詞臣為編纂者，一方

面可以實踐「文人修志」，畢竟蔣溥、汪由敦、董邦達皆接受過科舉的洗禮，不

僅符合傳統定義中的文人，更是文人中的菁英，另一方面，參與修志者既為臣子

當聽命於帝王，於此更有機會編纂出乾隆理想中的《盤山志》。 

儘管是因乾隆嫌棄智朴《盤山志》的編纂敘寫，才有新修盤山志的舉措，但

仍不免要大量引用舊志的內容，在〈凡例〉的部分，詞臣詳述了整部志書的纂修

要點，洋洋灑灑十六條，幾乎條條都有「舊志」二字的存在。在大量援引的同時，

也會針對舊志太過龐雜的部分如名勝、建置等部分進行刪節。另外，舊志中雖有

記載山中松石之勝，卻在敘述方面有些簡略，於是纂修新志的詞臣便針對這個部

分加以補足，務使讀者開卷有如身歷其境。當然也不是所有舊志的章節都被嫌棄，

關於物產的紀錄就被認為「頗為詳備」。 

中國早有編纂志乘的傳統，地方文人修志可以彰顯當地文史，凝聚地方意識，

官方修志則能掌握對土地的管理。清帝下令修志的目的則不僅止於此，首要目標

當然在標舉疆土版圖之廣，昭示大一統的氣魄，康熙修《大清一統志》、乾隆修

                                                       
374 蔣溥、汪由敦、董邦達等奉敕撰，《欽定盤山志》，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86冊，

頁 12 

375 「碔砆」，似玉之石。高步瀛著，曹道衡、沈玉成點校，《文選李注義疏》，頁 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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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輿西域圖志》皆有此目的。376至於「山志」纂輯的目標，乾隆的皇祖父康熙

帝則有很清楚的詮釋：「山之有志，所以紀形勝，述建置，載藝文，俾後之人有

所稽考，往蹟舊聞不致湮没」，也就是說山志必須要有的項目是「形勝」，即山上

的名勝景物，「建置」，為山上各處建築、寺宇等完成的時間、過程、功能，「藝

文」，則是與這座山相關的各項書寫創作，康熙認為山志必須要能「詳簡適中，

不蕪不支，…撫卷而得其梗概」，才能稱得上好的志書。377雖然乾隆未曾明確談

論到纂輯山志的想法，但乾隆眾多舉措皆有意上承皇祖，這方面自然有可能迎合

其意向。 

《欽定盤山志》總共分成十門，有〈巡典〉、〈天章〉、〈圖考〉、〈名勝〉、〈寺

宇〉、〈流寓〉、〈方外〉、〈藝文〉、〈物產〉、〈雜綴〉，以分門別類的的方式來書寫、

呈現盤山相關事物，確為志乘常用的作法，比較特殊的一點是卷首冠以〈巡典〉、

〈天章〉的章節，〈巡典〉是帝王巡幸的年份日程紀錄，依照時間先後順序條列，

〈天章〉則是帝王的詩文作品。378單就章節安排來看，便已透露出濃厚的皇權統

領之意味。這部分可與舊志作對照（見表 4‐3），智朴《盤山志》中雖然整理了歷

代巡幸的帝王名錄（卷六），並收錄了帝王詩文，但整體來說，編纂的宗旨還是

放在彰顯地方特色上，將名勝、人物、建置等篇章置於前半，巡幸與詩、文等則

置於後半。《欽定盤山志》則是將帝王作為包括巡幸歷程、御製詩文、行宮佈置

等體現皇權的象徵物提到最前，其次才是盤山的名勝、物產等記載。或許是為了

不破壞既有架構，故〈巡典〉、〈天章〉是置於卷首，而非從卷一開始排起。另外，

〈藝文〉部分似乎是有意與御製詩文應對，除了選錄歷代盤山相關詩文外，還增

                                                       
376 鄂爾泰等編纂，《國朝宮史》，頁 594‐595，600‐601；慶桂等編纂，左步靑校點，《國朝宮史續

編》（北京市：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頁 884。 

377 鄂爾泰等編纂，《國朝宮史》，頁 602。 

378 紀昀校刊《欽定盤山志》並收入《四庫全書》，曾加註說明該志纂修的概況，該處稱志分「八

門」，但據原本修志之三位詞臣的進表，其稱體例共分「十門」，故筆者在此依據原纂修者的

意見稱之「十門」。蔣溥、汪由敦、董邦達等奉敕撰，《欽定盤山志》，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

全書》，第 586冊，頁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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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詞臣應和詩與賜遊盤山恭記文等。〈藝文〉的部分總共有五章，詩文編排順

序的邏輯同於整體章節架構，也就是說，與皇權相關者提到最前，因此藝文一、

二皆收錄詞臣對帝王的和詩，有康熙朝與乾隆朝的。藝文一卷首有有提到這些詞

臣詩文的來源，是在扈從出巡的忙碌之餘，得空閱讀帝王詩文篇章，加以附和賦

詩。而這樣的活動被比附為「卷阿之詠，上繼賡颺」，379「卷阿之詠」典出《詩

經 大雅》，指的則是周王出遊卷阿，臣子扈從並紛紛獻上詩歌的盛況，380由此可

知收錄詞臣和詩，實則有意呈現君臣一心的美好景況。 

 

表 4‐3：新舊《盤山志》體例比較 

項目  智朴《盤山志》  蔣溥等纂《盤山志》 

編纂朝代  康熙朝  乾隆朝 

卷首  序、報單、山圖、凡例  巡典（1） 

天章（2‐5） 

各卷內容  名勝（1） 

人物（2‐3） 

建置（3後半、4） 

物產（5） 

遊幸（6） 

文部（6後半） 

詩部（7‐10） 

補遺 

圖考（1‐2） 

名勝（3‐4） 

寺宇（5‐6） 

流寓（7） 

方外（8‐9） 

藝文（10‐14） 

物產（15） 

雜綴（16） 

註：括號內為卷數。 

                                                       
379 蔣溥、汪由敦、董邦達等奉敕撰，《欽定盤山志》，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86冊，

頁 201 

380 〈大雅（生民之什）卷阿〉，收錄馬瑞辰撰，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頁 914‐918；周

策縱，〈《卷阿》考〉，收錄《周策縱自選集》，（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頁 2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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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皇權統領盤山這點不僅表現在文字書寫，針對圖像的處理也是如此。〈凡

例〉第一條便彰顯了盤山在巡幸活動中的位置，並且將行宮的地位提到所有盤山

既有名勝之上。381當然「首舉行宮，以統名勝」並非說說而已，這點充分體現在

〈圖考〉的安排上。〈圖考〉共分上、下二卷，上卷收圖十八幅，其中包含〈盤

山總圖〉、〈行宮全圖〉各一幅，而「御定內八景」、「御定外八景」每景配圖一幅，

共十六幅，382這十六景也正是乾隆〈盤山十六景〉詩、〈靜寄山莊十六景記〉中

所稱的十六景。〈圖考〉的下卷則收錄「行宮內新增六景」以及「附載十六景」。

383本章第一節已提及所謂的內、外之別，是以行宮的圍牆所在來區分的，這點在

清代行宮圖繪中是相當特殊的安排，比較《御製避暑山莊詩》與《御製圓明園四

十景詩》，同樣都是皇家行宮苑囿，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與圓明園四十景皆屬圍牆

內部之景，並無所謂內外之別。而《欽定盤山志》之所以特地將行宮外的部分也

劃定進來，與其引用舊志資料一樣，可能都是一種不得不為之的選擇，起因於盤

山一地既有的文化底蘊。盤山雖然在清代以前並無盛名，卻也有多位帝王巡幸經

過，有許多典故、文史遺跡等，再加上山頭滿佈各式寺宇，已經到達無可忽視的

境界了。與其忽視這些，倒不如把這些都納入皇權的統領之下，乾隆的作法正是

如此，因而將眾多寺宇、名勝直接納入成組的景點編排中，並且用內、外來標示

出主次地位之別。384相較於此，康熙之所以選定熱河作為避暑山莊的營建處所，

其中一個原因便是該處並無人居，若闢為離宮也不會侵害到人民的田畝、居所，

                                                       
381 蔣溥、汪由敦、董邦達等奉敕撰，《欽定盤山志》，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86冊，

頁 7。 

382 上引文，頁 52‐53。 

383 蔣溥、汪由敦、董邦達等奉敕撰，《欽定盤山志》，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86冊，

頁 73‐74。 

384 上引文，頁 53。「今兹繪事，有總有分，以行宫為標凖，而内外諸景暨峯巖寺觀之著名者，

以次布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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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此外，  Stephen Whiteman也稱熱河為一塊在文化方面空白的「畫布」，因而

能隨帝王意志來建立對清帝國的詮釋與認同。386 

關於〈圖考〉的編纂，詞臣自然是參考過既有的盤山圖像，甚至搜索了內府

的收藏，然而這些雖有參考價值，但都不足以直接引用，387因此，志中所收圖像

皆為新製而成，在本章第一節部分已提及圖像的作者為董邦達。詳細的圖像風格

討論將在第伍章進行，在此僅就《欽定盤山志》中所提到的〈圖考〉編繪規範進

行討論。主要有兩項原則，其一便是要圖文兼具，目的在於閱讀、觀覽時的便利

性，而這種圖文兼具的作法，則是上承王維《輞川圖》的先例，在各地點加榜題

標示地名。388其二則是在圖繪時必須「模寫宜詳」，「無取髣髴」，無論行宮或名

勝皆須如此，不僅如此，對圖繪精確程度的要求更是要能夠「辨脈絡、正方位」，

而不僅僅是用來觀看欣賞而已。389這種在圖像精準度方面格外要求的狀況，幾乎

是空前絕後的，綜覽清宮所纂輯的行宮圖像書籍，康熙朝木版畫本的《御製避暑

山莊詩》中並無提及對圖像方面的要求，歷來研究也表示該書的圖文關係明顯是

「文主圖輔」。390乾隆朝木版畫本的《御製圓明園四十景詩》中，也僅一句話論

及其詩圖組合並加註的作法，是援引自《御製避暑山莊詩》，391後來的和珅、梁

                                                       
385 劉托、孟白主編，《淸殿版畫彙刊》，第 1冊（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頁 57，324。 

386  Stephen Whiteman, Creating the Kangxi Landscape: Bishu shanzhuang and the Mediation of Qing 

Imperial Identity, Chapter 1. 

387 蔣溥、汪由敦、董邦達等奉敕撰，《欽定盤山志》，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86冊，

頁 53 

388 《欽定盤山志》詞臣進表中明確指出編寫圖像的原則：「擬嘉陵之畫壁，景各為圖，摹輞水之

標題，圖皆有説，其他繪事所未及，悉歸名勝。」蔣溥、汪由敦、董邦達等奉敕撰，《欽定盤

山志》，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86冊，頁 3、8。儘管這裡提到王維《輞川圖》的

例子，但文中所指為景點圖像上書寫榜題，並不意味著在圖像上即有承繼《輞川圖》。嘉陵的

典故在第貳章已討論過。 

389 蔣溥、汪由敦、董邦達等奉敕撰，《欽定盤山志》，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86冊，

頁 8，53。 

390 馬雅貞，〈皇苑圖繪的新典範：康熙《御製避暑山莊詩》的製作及其意義〉，頁 39‐80。 

391 曲延鈞主編，《中國清代宮廷版畫》，第 7冊，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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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治纂輯《欽定熱河志》中，對於圖像方面幾乎沒有特殊要求，僅簡要說明七十

二景的由來是康熙、乾隆各定三十六景。392 

 

2. 與清代其他巡幸相關書籍比較 

從智朴的盤山舊志到乾隆朝的新志，帝王透過編纂體例上的大幅度轉變，來

達成皇權勢力的全面介入與掌控，這種作法並非乾隆首創，在康熙朝就有《清涼

山新志》的例子。林士炫的研究指出，清帝曾進行過十二次西巡活動，與之相關

的書籍編纂則有康熙朝的《清涼山新志》（1701年）、乾隆朝的《欽定清涼山志》

（1785年）、嘉慶朝的《西巡盛典》（1811年），其中，《清涼山新志》是以明代

的《清涼山志》為基礎而纂輯的。393筆者實際對照明代、康熙朝、乾隆朝的清涼

山志書，發現三者的確在編纂體例上有大幅度的轉變（見表 3‐3）。《清涼山新志》

雖然就各卷內容來看，的確與明代本並無太大差異，僅是將標題縮短更換，但《新

志》在全卷之首加上了御製序，並且收錄了御製碑與御製詩，就這點來看，《新

志》並非單純對舊志做增補，而是強調了皇權勢力與作為，將之置於宗教內容之

前。比較康熙朝《清涼山新志》與乾隆朝《欽定盤山志》，儘管康熙已然使用皇

權力量統整志乘編纂，但乾隆在這點上實施得更為徹底。《欽定盤山志》中不僅

以「天章」領文，更以「行宮圖」領圖，再根據蔣溥的《欽定盤山志》纂修告竣

進表可知，該書體例乃是君臣商討數月所得的結果，最後確立為十門：巡典、天

章、圖考、名勝、寺宇、流寓、方外、藝文、物產、雜綴，394這樣的纂寫架構，

也影響了後來的欽定志乘編纂，例如乾隆朝的《欽定清涼山志》（見表 3‐3）與《欽

定熱河志》等。 

 

                                                       
392 和珅、梁國治等奉敕撰，《欽定熱河志》，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95冊，頁 7 

393 林士炫，〈中華衛藏：清仁宗西巡五臺山研究〉，《故宮學術季刊》，第 28卷 2期（2010年 12

月），頁 151。 

394 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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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清涼山志》三種比較 

項目/書名  《清涼山志》  《清涼山新志》  《欽定清涼山志》 

時代  明代  康熙朝（1701年）  乾隆朝（1785年） 

引首圖繪  文殊法像、清涼山全

圖、「皇圖永固、帝

道遐昌、佛日增輝、

法輪常轉」 

圖像內容同右，但是

重新臨仿鐫刻的版

本 

文殊法像、清涼山全

圖、南臺圖、中臺

圖、西臺圖、東臺

圖、北臺圖、臺麓寺

行宮圖、菩薩頂行宮

圖、白雲寺行宮圖 

各卷內容  1. 總標化宇 

2. 徵釋化主 

3. 五峰靈跡 

4. 諸寺名跡 

5. 帝王崇建 

6. 名公外護 

7. 菩薩顯應 

8. 歷代高僧 

9. 異眾感通 

10. 名公題詠 

1. 化宇 

2. 原聖 

3. 靈蹟 

4. 伽藍 

5. 崇建 

6. 顯應 

7. 外護 

8. 高僧 

9. 緣感 

10. 題詠 

聖製（1‐2） 

天章（3‐6） 

巡典（7） 

佛蹟（8） 

名勝（9） 

寺院（10‐11） 

歷代崇建（12） 

靈感（13‐14） 

方外（15‐16） 

歷代藝文（17‐18） 

國朝藝文（19‐20） 

雜誌（21） 

物產（22） 

註：括號內為卷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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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巡幸的角度來看，官修典籍中《欽定盤山志》、《南巡盛典》、《欽定熱河志》

等皆與乾隆巡幸活動有密切的關係，這幾部作品中以《欽定盤山志》的時間最早，

《欽定熱河志》的時間最晚。395在《四庫全書》中，《欽定盤山志》被編到「史

部地理類山水之屬」，《欽定熱河志》歸於「史部地理類都會郡縣之屬」，但《南

巡盛典》則是編到「史部政書類儀制之屬」。就著作性質定位來看，雖然都與巡

幸相關，但前二者環繞在一個特定地點上，後者則擴及多個省分，也就是說，巡

幸所經的之區域大小截然不同。儘管三者所載皆為多次巡幸的集合，但就編纂的

主旨來看，《欽定盤山志》、《欽定熱河志》強調的都是某一特定地點的狀況，無

論是天章、圖考、名勝、藝文等記載都是環繞於該地點為主軸作描繪、敘寫或收

錄。《南巡盛典》強調的反倒是巡幸的過程、典禮與規制，章節包含恩綸、天章、

蠲除、河防、海塘、祀典、褒賞、籲俊、閱武、程途、名勝、奏議等部分。396三

部作品同樣都收錄了大量的地景圖繪，不同之處在於《欽定盤山志》、《欽定熱河

志》所描繪之景皆以行宮為中心，並向外擴散包攏，而《南巡盛典》所描繪的景

點則擴及巡幸途經的多個行宮、名勝，形成帶狀的分布。 

再就紀錄行宮的角度來看，《御製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圖》（康熙五十年，1711

年）可說是最早的官修典籍，到了乾隆六年（1741年）則有重刊本的《御製恭

和避暑山莊圖詠》。而乾隆十年（1745年）的《御製圓明園四十景詩》，在體例

上與前二者有異曲同工之妙。就這幾部作品的表現形式來看，重點都放在詩與圖

之間的搭配。雖然這些典籍對行宮各處景致有詳細的描繪，但範圍其實限縮於御

製詩敘寫到的部分，並不紀錄其他訊息，也就是說，他們不僅是單純的行宮圖，

                                                       
395 《盤山志》作於乾隆十九（1754年），《南巡盛典》作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熱河志》

作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見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

高晉等初編，薩載等續編，阿桂、傅恆等合編，《欽定南巡盛典》，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臺北：臺灣商務書局，1983），第 658‐659冊；和珅、梁國治等奉敕撰，《欽定熱河志》

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95‐496冊。 

396 高晉等初編，薩載等續編，阿桂、傅恆等合編，《欽定南巡盛典》，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第 658冊，頁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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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經過帝王精鍊、挑選過後的結果。 

《欽定盤山志》則是兼有「山志」與「行宮圖」的性質，故在蒐羅、編纂的

內容上，相對而言體例較為複雜，蒐羅的項目也更多，不僅僅是圖繪行宮或收錄

御製詩，而是對行宮各景都加上了具體的文字敘述，釐清該處景點的文史背景、

發展過程等，並連同周遭的名勝都囊括進敘述脈絡中。儘管《欽定盤山志》所涵

蓋的範圍龐大，但這些景點之間的安排是具有階層性的，〈圖考〉部分便有明確

提到：「今兹繪事，有總有分，以行宫為標凖，而内外諸景暨峯巖寺觀之著名者，

以次布列，復為說以考證之」，也就是說製作安排圖繪時是以行宮領諸勝景，最

重要呈現主軸還是擺在皇權的體現—行宮上，以之籠罩、總括、引領當地景觀，

而盤山既有的梵宇則退居次要標的。 

就圖文製作來看，《御製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圖》的編纂過程，是先有御製

詩後補上圖繪，由內務府主導，再由內務府編制下的宮廷畫家與刻工製作。397有

趣的是，書末有揆敘、勵廷儀、蔣廷錫、張廷玉、陳邦彥、趙熊詔、王圖炳等重

要文臣聯名之跋，其中提到「臣等忝列侍從，時賜讌逰，諸景皆嘗目撃，而莫能

摹寫」，可知大臣雖扈從在康熙身旁擔任文學侍從的角色，卻未擔綱以詩寫景的

工作，更不用提即景圖繪。398也就是說，在康熙朝的情況，大臣雖然幫御製詩作

注，主持編纂行宮詩圖，但在圖文內容製作的參與度是不高的。 

相對於此，《欽定盤山志》的編纂過程中，無論文、圖內容幾乎都是由蔣溥、

汪由敦、董邦達等大臣包辦，志中不僅收錄御覽諸景所作詩文，也有詞臣獲賜遊

獲扈從機會所作，與御製詩文形成應和關係。就這點來看，大臣的參與度在《欽

                                                       
397 王景鴻，〈清宮鐫刻的第一部銅版畫冊—淺論康熙《御製避暑山莊詩圖》〉，頁  58‐73。馬雅貞，

〈皇苑圖繪的新典範：康熙《御製避暑山莊詩》的製作及其意義〉，頁 39‐80。 

398 清聖祖撰詩，沈喻補圖，《御製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圖》，收錄劉托、孟白主編，《淸殿版畫彙

刊》，第 1冊，頁 322‐328。雖為諸臣聯名之跋，但根據《皇清文穎》所收同內容文章可知，

撰稿者為張廷玉。張廷玉，〈恭跋御製避暑山荘三十六景詩後〉，見陳廷敬等敕編，張廷玉等

奉敕續編，《皇淸文穎》，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書局，1983），第 1449

冊，頁 75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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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盤山志》中可說是明顯提高。因此，對盤山的詮釋與觀點並非單純由帝王掌握，

大臣的看法也參入其中，與乾隆的詮釋形成雙向互動關係。此外，各種詩文圖像

創作都是隨著盤山行宮的營建陸續進行，再被蒐羅進志中，因此，詩、圖之間並

無特定的先後或高下之別。 

儘管纂輯內容方面有很大的差異，但在裝幀形式上來看，《欽定盤山志》對

《御製避暑山莊詩》以及《御製圓明園四十景詩》卻有很明顯的承繼關係。馬雅

貞在考察《御製避暑山莊詩》時，曾針對書籍裝幀問題進行討論，其中以漢文木

版本為例，指出文本是以「版心向外的合葉線裝」，且印有版框，圖的部分裝訂

方式異於文本的部分，為拉頁形式，尺幅約為雙頁的寬度，裝訂在右側，沒有版

框，這種作法在中國傳統書籍裝幀中是前所未有的。399不僅康熙朝《御製避暑山

莊詩》是如此處理，木版本的《御製圓明園四十景詩》、《欽定盤山志》也承繼了

這種特殊的裝幀形式。以筆者取得的《欽定盤山志》為例，400封面題有「御定盤

山志」字樣，並有作於乾隆二十年（1755年）的御製《盤山志序》，內頁版框為

19x13.8公分，每頁為 9行 21字，白口，四周雙邊，單黑魚尾，版心上鐫書名，

中鐫卷次（見圖 4‐6），裝幀則同《御製避暑山莊詩》，於此不加贅述。這種拉頁

形式裝幀，有助於完整呈現整個行宮圖像，對比收錄在《文淵閣四庫全書》的《欽

定盤山志》則更可突顯出拉頁的優勢所在（見圖 4‐7）。401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三部著作在裝幀方面有共通點，但三者性質有別卻是毫

無疑問的。《欽定盤山志》在《國朝宮史》中被列為「志乘」，與被列為「御製」

                                                       
399 馬雅貞，〈皇苑圖繪的新典範：康熙《御製避暑山莊詩》的製作及其意義〉，45‐47 

400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Chinese rare book digitization project，見：

http://id.lib.harvard.edu/aleph/008022471/catalog ，檢索日期：2015/6/24。 

401 目前可見的乾隆朝《盤山志》中，分為進呈本與欽定本兩種，兩者差異如下：進呈本的御製

序是行書字體，並且有乾隆印記「乾」、「隆」、「陶冶性靈」三枚，圖版部分是拉頁，版心所

鐫書名為「盤山志」；欽定本的御製序是四庫館臣的抄寫字體，並有紀昀所撰的盤山志編纂梗

概，圖版部分是圖像應是重描過的，榜題也重新抄寫，版式合於文字部分，故每幅圖都被拆

成兩半，版心所鐫書名為「欽定盤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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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御製避暑山莊詩》、《御製圓明園四十景詩》有別，並且反映在纂輯結構上。

402《御製避暑山莊詩》與《御製圓明園四十景詩》二本清宮出版品的組成元素相

仿，以《御製避暑山莊詩》為例，開頭是御製序，緊接著是康熙選定的三十六景，

每景賦詩一首，配圖一幅，詩的部分則有詞臣加註。《欽定盤山志》中，雖然以

行宮居圖繪之首，也以帝王巡幸、御製詩文統領全書，該書的性質還是「志乘」，

是以「盤山」一地為記載對象，而非單單針對「靜寄山莊」這座行宮，所以內容

還是顧及關於盤山的一切事物，分門別類地考證敘說。 

關於上述行宮圖籍的使用，Cary Y. Liu、Stephen Hart Whiteman、馬雅貞等

人均點出《御製避暑山莊詩》的大量印製與散佈給大臣，有助於形塑對康熙王權

正統的認同，403也就是說，該書體現了再現皇家建築、將皇家園林體系化，並賦

予詮釋、意義，進而散佈、宣傳的過程，但我們並不清楚康熙帝本身是否會取出

行宮圖籍來使用。就《欽定盤山志》的編纂來看，的確有宣誓皇權、收編盤山的

意圖，但該書不僅是具有象徵性的意涵，更是具有實際用途。根據御製詩所記，

《欽定盤山志》於乾隆十九年編成印製後，不僅在盤山上的每座寺宇均放置一份，

當乾隆在山上四處遊覽時，也經常取出對照當地景觀，並藉以了解當地的文史背

景。例如乾隆帝於二十五年（1760年）駕臨雲淨寺，他一面在雨中賞景，感受

當地景觀之美，一面翻閱《欽定盤山志》作對照，總覽全局。404乾隆於三十七年

（1772年）遊歷少林寺時，也曾取出《欽定盤山志》來了解該寺寺名的更迭經

                                                       
402 鄂爾泰等編纂，《國朝宮史》，頁 521‐522，531，603。 

403  Cary Y. Liu, “Archive of Power: The Qing Dynasty Imperial Garden‐Palace at Rehe,” 頁 43‐66。

Stephen Whiteman, Creating the Kangxi Landscape: Bishu shanzhuang and the Mediation of Qing 

Imperial Identity.馬雅貞，〈皇苑圖繪的新典範：康熙《御製避暑山莊詩》的製作及其意義〉，

頁 39‐80。 

404 清高宗，〈雲淨寺〉，《御製詩三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5冊，卷三，頁 6b。「四

山霏翠雨，一逕入花歧。大士如如相，髙樓了了披。坐来襟袖冷，望去桞桃時。案上置新志，

（時盤山新志成，命分置各寺）全盤宛在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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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405不僅如此，當他駐蹕靜寄山莊時，更是邊閱讀《欽定盤山志》邊回想這二

十年來在盤山的遊歷經過。406由此可知，《欽定盤山志》不僅達到了以皇權統領

全山的宣誓效果，更持續發揮著「志乘」以及「旅遊導覽書」的功能，伴隨乾隆

一次次巡幸遊歷盤山山間。 

 

《欽定盤山志》不僅僅是要標舉皇權，紀錄皇權的代表物，包括行宮、帝王

巡幸日程、御製詩文，同時要透過臣子的參與，包括纂輯、圖繪、和詩、賜遊盤

山恭紀文字等，表達對帝王種種行動的贊同與忠誠之心，藉此達成「君臣一心」

的氣象，也就是《欽定盤山志》御製序中所言「志盤山而請序者，其亦同余此心

也耶」。407纂輯《欽定盤山志》並且向帝王請求寫序者，指的便是蔣溥、汪由敦、

董邦達等詞臣。透過纂輯的過程，不僅編出合於帝王需求的書籍，更是一種詞臣

對帝王宣示忠誠的行動。在過去的《御製避暑山莊詩》與《御製圓明園四十景詩》

中，是透過為御製詩加註的方式來達成，但詞臣實際上對行宮景觀的詮釋權，能

夠掌握的部分十分稀少。在《欽定盤山志》中，除了引用舊志、收錄他人詩文的

部分之外，其實有很多詞臣親自撰寫的部分，包括〈凡例〉、對各個地點的介紹、

各章節開頭的簡短引子，另外，書中也收錄蔣溥、汪由敦、董邦達三位編輯者的

詩文作品，更重要的是〈圖考〉中共計四十幅的圖繪，都是由董邦達完成的。比

                                                       
405 清高宗，〈少林寺〉，《御製詩四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7冊，卷三，頁 25a。

「少林元代寺，（盤山誌稱此寺舊為法興寺，至元中易名棲雲觀，至正中又賜額曰北少林寺，

其云北者，想對嵩山少林寺而言，但寺内並無舊碑可考。）數典自嵩山。是日乘遊興，因之

一叩闗。庭松聽佛偈，野鳥共僧閒。小别石橋過，猶聞澗水潺。」 

406 清高宗，〈駐蹕盤山静寄山莊即事二首〉，《御製詩三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5

冊，卷二十九，頁 11b。第一首：「薊城卅里路非脩，山色佳哉見舉頭。矯意可云姑舎是，崇

情况覺雅相投。不来又以兩年計，小駐無過四日留。了識林泉待吟渉，正何礙與静為謀。」

第二首：「新誌披看似舊脩，廿年遊豫憶従頭。敢忘民食祈年志，幸罷軍書午夜投。不改松青

還杏絳，正欣雲去有山留。騁懐今嵗應難暢，潦後農功切切謀。」 

407 蔣溥、汪由敦、董邦達等奉敕撰，《欽定盤山志》，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86冊，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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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過去詞臣僅能被動地為御製詩加註，尋找相關的文史典故來源，《欽定盤山志》

的三位編輯者掌握了更多的主動權，當然這點也反映在蔣溥、董邦達的賜遊盤山

恭紀文中，這部分則留待第陸章做深入的討論。 

 

四、小結 

 

乾隆在巡幸盤山的過程中，從最初潛邸時期對盤山的粗略了解，到逐漸增加

尋訪盤山的次數，進而對當地產生好感，並進一步擁有這個地方。以上種種，不

僅體現在乾隆的詩句中，更實際做物質上的轉化，在盤山進行大規模的行宮營建。

也就是說，乾隆對於盤山的感受與觀點，有著漸進式的轉變過程。由最初的「過

客」角色，進一步成為盤山的「主人」、「擁有者」、「主導者」。「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乾隆身為「天子」，盤山本就是其所擁有之地，儘管如此，盤山就過去的

發展背景來看，早有豐富的文化與宗教意涵底蘊，在乾隆朝之前也已有智朴做《盤

山志》，針對該處的文化與地理現象進行全面性的整理。因此，當乾隆要宣告成

為盤山的「主人」時，自然不能馬虎。他不僅在命名、詩句寫作上反覆宣示他的

定位，更透過《欽定盤山志》的纂輯，重新整理既有資訊，重新構組皇朝擁有的

盤山樣貌。 

乾隆使用「靜寄」二字命名盤山行宮，乃是藉此宣示自身的哲學觀，他將人

的本體與山的本體相比擬，將自身寄託於山林的狀態，與盤山寄託於天地之例相

提並論，一方面表達他在巡幸來到盤山期間，於靜寄山莊的休憩實則為了求得心

靈上的寄託，另一方面，「靜寄山莊」的營建與命名更是為了追述祖業，呼應康

熙帝的「避暑山莊」，並且進一步達成心志的具體表述，以行宮的營建與恆常存

在，來彰顯聖人之道，得以立於天地之間不被動搖或湮滅。 

相對於平民與文人士大夫之遊，乾隆無須競爭「遊」的高下等級，沒有區別

身份階級的焦慮感，因為他就是君臨天下的唯一天子，無論是遊具的選用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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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遊書籍的編纂，包括對當地文史背景的考察，都能命專人負責。帝王對「遊」

的方式掌握有絕對的選擇權，故能把所有的精神都集中在「觀」之上。基於對行

宮本質上的重視，加上乾隆「遊觀」盤山的深度訪查性質，都影響了往後詞臣製

作的盤山圖繪。同時，以上種種都以「集大成」的方式呈現在《欽定盤山志》中。 

由此可知，單就巡幸路程上來看，「盤山」似乎就是一個頻繁尋訪的中途站，

但對乾隆而言，它並不僅僅具備「實用性」，作為長途巡幸休整之用，他更進一

步透過「靜寄山莊」達成帝王意志的表述與發揚。在乾隆擘劃的詮釋架構之下，

詞臣遵從帝王的指令與想法進行種種的巡幸文字及圖像製作，透過君臣之間的合

作，達成對「盤山概念」的整體經營。董邦達在其中擔綱要角，以下章節將透過

董邦達地景圖繪風格的發展與梳理，以及盤山圖繪製作狀況的探討，了解在乾隆

意志下，詞臣是如何完成盤山意義的解讀與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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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董邦達與乾隆朝盤山圖繪 

 

本研究第貳章的部分已討論過董邦達的地景畫風格，在乾隆的主導下，他在

「實景」與「風格」之間作了巧妙的折衷處理。第肆章則談論到乾隆對盤山的種

種經營與想法，盤山作為帝王的擁有之物，乾隆在意的並非在山間的匆匆一「遊」，

而是在遊的過程中實際「觀看」到的東西，以及藉由觀看所獲得的體會、寄託的

意志等。承繼上述兩章的討論結果，以下要展開的是關於董邦達盤山圖繪的討

論。 

首先就董邦達之前的盤山圖繪進行討論，有唐岱、允禧的作品，二位畫家同

董邦達一般，皆與乾隆具有密切的關係，作品也都獲乾隆讚賞，但兩者所呈現出

的風格卻未影響到董邦達的盤山圖繪。就乾隆朝盤山圖繪的發展狀況來看，作品

數量與質量皆以董邦達所作為大宗，且風格表現也影響到其他詞臣畫家的巡幸地

景畫。關於這部分的問題會在本章與下一章呈現。 

 

一、. 唐岱、允禧的盤山圖繪 

唐岱代筆的《御筆盤山圖》軸為乾隆朝最早的盤山圖繪，作於 1745年，在

第肆章第一節已提及該作品的製作狀況。就風格上來看，觀察唐岱《盤山圖》軸

（見圖 4‐1）的空間佈局，山體的延伸與空間的展開主要仰賴「倒 U形」山石堆

疊而成，作法上似與其仿古筆意作品無太大區別（見圖 5‐1、5‐2、5‐3），再與其

前一年所作的《畫圓明園四十景》相比（見圖 5‐4），《畫圓明園四十景》的山石

安排還更具有立體空間的推移與透視效果。從樹木與山石、建築的比例關係來看，

無論是《盤山圖》軸或《畫圓明園四十景》都有樹木過大的狀況，相較之下，建

築物都小得像玩具一般。由上述特色可知，《盤山圖》軸無意強調空間的合理性

與真實性，也並未在意該處的地質景觀特色。根據乾隆 1745年的題跋指出，「命

筆規撫之，肖弗求形跡」，顯示帝王本身似乎也無意追求肖形。整幅作品倒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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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出「主山堂堂」的氣派景象，藉由這樣的意象來見證甫建成的靜寄山莊，而雄

偉的山勢變順理成章地成為「靜寄山莊」建築本身的最佳靠山，不僅如此，也同

時成為乾隆寄託心思的最佳處所。邵彥在其研究中整理出《盤山圖》軸上乾隆題

跋共三十四則，從 1745到 1793年期間長達近半個世紀，408也就是說《盤山圖》

軸有很長一段時間都作為乾隆抒發想法、觀點的重要載體。 

允禧的兩套《盤山十六景》冊頁中，台北故宮本具有御題「田盤山色」四字，

各開對幅有乾隆題詩，共十六首，並收錄在《御製詩集》中，409根據御製詩的製

作時間，可知該作品應不晚於 1745年，創作時間與《御筆盤山圖》軸相近；北

京故宮本的對幅則是由允禧自書乾隆御製詩與應和詩各一首。兩套圖冊選景相同，

構圖大致相同，但北京故宮本的設色更加豐富亮麗（見圖 4‐3‐1，靜寄山莊），細

節描繪也更多，畫中呈現出群花盛放的景象，也符合乾隆當年度遊覽該地的季

節—春季。410根據《欽定盤山志》〈巡典〉可知，乾隆於 1745年巡幸盤山共歷經

三日（二月十九到二十一日），造訪了千相寺、天成寺、萬松寺等。根據御製詩

〈命慎郡王寫盤山山色口占詩以贈〉，411可知該作不僅是奉敕所製，就身份上來

看更是「君臣」、「叔姪」同遊所製。就這點來看，可知在董邦達之前已有扈從繪

                                                       
408 邵彥透過乾隆的大量題跋探究其對盤山的想法，指出該圖題跋多作於春季，僅三筆題於秋季，

因而與寄託國政大事期許的歲朝圖像有較高的關連，見邵彥，〈時空轉換中的行宮圖像─對幾

件《盤山圖》的研究〉，頁 24‐49 + 157。然而對照常建華等人整理的巡幸盤山史料可知，乾隆

在十年以前多秋季造訪盤山，之後則多春季造訪，如此看來春季題跋較多乃屬正常，不見得

關乎心態。詳見常建華，〈走出皇宮的乾隆帝：關於《乾隆帝起居注》巡幸盤山史料〉，收錄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故宮博物院八十華誕暨國際清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紫禁

城出版社，2006），頁 634‐643。 

409 清高宗，〈題慎郡王山水即用其韻〉，《御製詩初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2冊，

卷二十五，頁 13ab。 

410 乾隆十年（1745）二月十四日前往遵化謁陵，二月十九日回鑾行經盤山，駐蹕靜寄山莊。見

常建華輯，《乾隆帝起居注：巡幸盤山史料》，頁 192。 

411「吾叔詩才素所知，於今學畫畫尤竒。同來勝地寜無意，為寫山容更詠之。」見清高宗，〈命

慎郡王寫盤山山色口占詩以贈〉，《御製詩初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2冊，卷

二十四，頁 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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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地景的先例，而唐岱作《盤山圖》軸時是否曾扈從出遊目前無從得知。 

允禧與乾隆之間交情匪淺且年齡相仿，兩人的交流最早起於康熙年間。412當

允禧四十歲生日時，乾隆特地作詩贈之，表達了往日兩人之間的緊密交流：「聖

祖含飴恩並天，追隨與叔正齊肩。詠歌尚憶相酬日，彼此同交不惑年」。413而乾

隆之所以在 1745年命允禧做盤山圖冊，除了因兩人同遊與匪淺的交情之外，另

一原因也許是允禧詩畫兼擅的才能，乾隆在詩句中便屢屢稱許這點：「吾叔詩才

素所知，於今學畫畫尤竒。同來勝地寜無意，為寫山容更詠之」，414「閒趣兼工

畫，清辭獨剩詩」。415但無論《盤山十六景》冊或《黃山三十六峰圖》冊，似乎

都沒有予之發揮詩才的空間，題詩的空間都被乾隆所掌控了。416不僅如此，綜觀

乾隆朝的地景圖繪，幾乎所有的作品皆是如此，儘管圖繪山容、行宮並非乾隆所

長，但他透過「詩句」所展現的文字力量，來主導了這些作品的內容詮釋。若就

題詩的狀況來判斷，乾隆對於唐岱以及允禧的盤山圖繪顯然都相當滿意。例如《盤

山圖》軸上題滿了歷年遊歷盤山所作詩句，表示乾隆年年望著該作題詩，卻從未

感到嫌膩。另外，乾隆在允禧的《盤山十六景冊》〈靜寄山莊〉一開題詩道：「境

惟幽絶塵，心以静堪寄。披圖似重歷，悅此煙霞意」，意指該作很能體現乾隆遊

歷盤山、寄情山水的心思。 

在行宮營建之前，盤山早有眾多寺宇矗立山頭，為一宗教勝地。就選景來看，

                                                       
412 楊丹霞，〈慎郡王允禧及其繪畫〉，頁 189‐190 

413 清高宗，〈二十一叔慎郡王生辰詩以壽之〉，《御製詩二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3冊，卷十四，頁 10a。 

414 清高宗，〈命慎郡王寫盤山山色口占詩以贈〉，《御製詩初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

第 2冊，卷二十四，頁 22b。 

415 清高宗，〈二十一叔父慎郡王輓辤十韻〉，《御製詩二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4

冊，卷七十八，頁 16b‐17a。 

416 值得注意的是，慎郡王的盤山圖冊共有兩套，分別存於台北故宮與北京故宮，兩本之間構圖

大致相仿，但對幅的題詩之人並不相同，台北故宮本的是乾隆御題，北京故宮本則是慎郡王

書乾隆詩，並作恭和詩在旁。儘管在北京本中有慎郡王發揮詩才的餘地，仍是被帝王御製詩

所主宰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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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岱《盤山圖》軸中所描繪的景色有靜寄山莊、少林寺、千相寺、中盤寺、天成

寺、萬松寺、盤谷寺、雲罩寺、定光塔等九處。與唐岱所繪景點相較，允禧的《盤

山十六景冊》則並未繪定光塔，其餘八處皆收錄其中，除此之外還有古天香寺、

雲淨寺、上方寺、雙峰寺、東竺菴、金山寺，以及不屬梵寺建築的東甘澗與西甘

澗等兩處景點。由此可見，無論是唐岱或允禧的作品，都偏向勝景記遊類型的作

品，將主題放在盤山既有的名勝梵寺上，與行宮相關者僅一處。此時乾隆也尚未

針對盤山景致進行全盤性的整理，根據筆者在上一章的討論，乾隆首度對盤山景

色進行命名、編組是在 1747年，是在唐岱、允禧繪製盤山圖的兩年之後。 

隨著盤山行宮建築群的陸續落成，乾隆重新理清盤山的景致，列出行宮內八

景與外八景，417儘管同允禧一般都是取「十六景」，但景點性質組合卻大不相同，

允禧所繪僅有一處行宮景，乾隆的選景之中，行宮景所佔比例則為五成。在這御

定十六景確立之後，擔綱後續的盤山圖繪以及《欽定盤山志》附圖繪製者，既非

製作行宮圖繪經驗豐富的唐岱，也非交情甚篤、詩畫兼擅的叔叔允禧，反倒是詞

臣董邦達。董邦達的風格既非採用唐岱的「主山堂堂」，也非允禧所採取的紀遊

圖式。乾隆之所以選擇董邦達，一方面與其官職身份與詩畫兼擅有關，乾隆曾稱

讚董邦達「侍臣攜有清華侶，詩畫兼能為寫真」，418另一方面，則可能與盤山性

質的轉換有關，行宮全面落成，乾隆又為各景點命名，此時需要重新圖繪行宮部

分，於是促成了董邦達盤山系列作品的誕生。 

 

 

 

 

 

                                                       
417 清高宗，〈靜寄山莊十六景記〉，收錄吳景仁輯注，《乾隆薊州詩集》，頁 837‐838；清高宗，〈盤

山十六景詩〉，收錄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187‐190。 

418 清高宗，〈山行即景〉，收錄吳景仁輯注，《乾隆薊州詩集》，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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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董邦達的盤山圖繪—分景圖 

 

1. 製作程序與三個版本之間的關係 

董邦達所製作的盤山圖繪，據筆者目前的蒐羅結果共有四組，分別是《田盤

勝概冊》十六開、《盤山十六景卷》、《欽定盤山志》四十圖以及《御製靜寄山莊

八景詩圖》八開。其中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全景與分景，全景圖指的是將某地

區大範圍的景致，或者是多處景致集合在同一畫面中表現；分景則是在每個畫面

中表現單一景致，再將各單景畫面聚集起來成為一個組合。《田盤勝概冊》、《御

製靜寄山莊八景詩圖》採取的是分景圖式，《盤山十六景卷》則是全景圖式，《欽

定盤山志》收錄的四十幅圖像中則是兩者兼具。無論是全景或分景圖式，製作者

不僅要著眼於各景的細節，更必須對整體景致的組成有通盤的了解。乾隆曾以詩

句提醒詞臣，在製作《欽定盤山志》時必須「親切名山全體圖，舊乘檢校正乖誣」。

419根據記載，董邦達為了完成乾隆交辦繪製盤山的任務，至少三度前往當地，分

別是 1746年、1747年、1754年，420由此可知整個製作過程的程序之繁複。另外，

《欽定盤山志》的凡例直指「模寫宜詳」、「務期刻畫，無取髣髴」，在在宣示乾

隆對此要求之嚴謹。421 

                                                       
419 清高宗，〈命蔣溥汪由敦董邦達修盤山新志即令入山遊訪即畢詩以示之〉，收錄吳景仁輯注，《乾

隆薊州詩集》，頁 180。 

420  1746年：乾隆 11年 8月 26日，如意館：「七月二十六日沈源、董邦達前往盤山行宮等處起

稿畫圖呈覽」，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

總匯》，第 14冊，頁 426。1747年：「乾隆十二年二月十四日駐蹕行宫。十五日駕至感化、天

成、萬松、盤谷、東竺、雲罩等寺。十六日至千相寺。十七日至古中盤、少林寺。是日賜諸

王大臣等宴。侍臣能繪者，被旨圖寫内外各景，至是成卷，進呈乙覽。」見蔣溥等撰，《欽定

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174。1754年：「乾隆十九年二月十八日駐蹕

行宫，命臣蔣溥、汪由敦、邦逹等纂修盤山新志。臣等仰見天筆，詠題日星，並耀宸遊，伴

奐嵗月無疆，幸常從左右，史後槖筆，以紀盛事焉」，見蔣溥等撰，《欽定盤山志》，收錄《故

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175。值得注意的是，中間空檔的幾年董邦達也沒有閒著，1750

到 1751年都在製作乾隆南巡的相關圖繪。 

421 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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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全景與分景圖式之觀看效果有極大的差異。當觀看全景圖時，

首先獲得的是對該區域的整體印象，緊接著才是注意到該處景致的每個細節；相

對於此，觀看分景圖時首先會注意到各景的細節，若畫家在處理分景圖時，採取

了統一的圖式或風格，則會帶給觀者一個比較明確的整體印象。當詞臣為帝王製

作地景畫時，可以確定帝王是最重要的觀者，因此，畫面效果的營造有可能是帝

王指授或者是由詞臣揣摩而得，在在反映了帝王的思維與觀點。 

在盤山分景圖繪中，《田盤勝概冊》與《御製靜寄山莊八景詩圖》因有董邦

達的名款，可確知是由他所做。而《欽定盤山志》中雖未明確記載繪圖者為何，

但志中已明確指出董邦達是主要編纂者之一，422乾隆詩句中也屢屢提及因編纂盤

山新志之故而命董邦達前往該處，423再加上內務府檔案記載董邦達、沈源曾奉命

一同前往盤山繪製行宮圖稿，424以及《欽定盤山志》附圖與確認是董邦達的作品

《田盤勝概冊》之間，圖像上具有高度相似性，綜合以上判斷可知《欽定盤山志》

中四十幅圖的作者為董邦達。 

在這三個版本的分景圖中，雖然所收景點數量不同，但景點選擇都是依照乾

隆的意思做安排，《御製靜寄山莊八景詩圖》所繪為御定行宮內八景，《田盤勝概

冊》則是再加上行宮外八景，共計十六景，《欽定盤山志》除了行宮內外各八景

外，還有行宮內新增六景與附載十六景，共三十八景，關於景點名稱細節均列於

表 4‐2。這些畫上或對幅所題寫的詩句內容也是直接引用乾隆御製詩，尤其《田

盤勝概冊》上的詩句是乾隆親筆御題的。 

《御製靜寄山莊八景詩圖》（見圖 5‐5）收納於《雕紫檀龍紋多寶格》（見圖

                                                       
422 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170。 

423 清高宗，〈山行即景〉、〈命蔣溥汪由敦董邦逹修盤山新志即令入山游訪既畢事詩以示之〉蔣溥

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205‐207。 

424 乾隆 11年 8月 26日，如意館：「七月二十六日沈源、董邦達前往盤山行宮等處起稿畫圖呈覽」，

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 14

冊，頁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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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中。425多寶格內共收納了四十七件珍玩，其中有收納於小櫃的四件冊頁，

就規格與主題來看皆可歸於一組，這四件之中，除了董邦達的《御製靜寄山莊八

景詩圖》之外，還有《御製燕山八景詩圖》、《御製廓然大公八景詩圖》、《御製惠

山園八景詩圖》等三件。而這四件作品所圖繪的地點，均位於北京或近畿（見表

5‐1）。除了燕山八景有部分是北京近郊景色以及關隘（居庸關），其他基本上都

是以皇宮苑囿為主。尤其是《御製靜寄山莊八景詩圖》，原本在盤山圖繪的製作

系統中，多以靜寄山莊內八景加外八景並稱的十六景成組，但在這裡卻將內外八

景拆開，僅取內八景的部分，也許是為了與其他三組的形制呼應，於是取用盤山

景致中最靠近皇權核心的內八景作為圖繪主題。 

 

表 5‐1：《雕紫檀龍紋多寶格》中收納的八景冊頁資料 

作品名  景點位置  分景名稱  御製詩句 

燕山八景  北京與近郊  瓊島春隂、太液秋風、

玉泉趵突、西山晴雪、

薊門烟樹、盧溝曉月、

居庸叠翠、金䑓夕照 

未即位前：〈燕山八景

詩〉（《御製樂善堂全集

定本》巻二十四）； 

1751年：〈燕山八景詩叠

舊作韻〉，《御製詩集二

集》卷二十九 

靜寄山莊八

景 

天津薊縣盤

山 

靜寄山莊、太古雲嵐、

層巖飛翠、清虛玉宇、

鏡圓常照、眾音松吹、

四面芙蓉、貞觀遺蹤 

1747年：〈盤山十六景

詩〉，《御製詩集初集》

卷三十九 

廓然大公八

景 

圓明園內  雙鶴齋、規月橋、峭蒨

居、影山樓、披雲徑、

1755年：〈廓然大公八景

有序〉，《御製詩集二集》

                                                       
425 器物處，〈帝國的回憶‐‐「國立故宮博物院瑰寶」赴法展專輯(6)‐‐珍玩〉，頁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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綺吟堂、韻石淙、唘秀

亭 

卷五十七 

惠山園八景  北京萬壽山

清漪園426 

載時堂、墨妙軒、就雲

樓、澹碧齋、水樂亭、

知魚橋、尋詩逕、涵光

洞 

1754年：〈題惠山園八景

有序〉，《御製詩集二

集》，卷四十五 

 

比較《田盤勝概冊》、《欽定盤山志》、《御製靜寄山莊八景詩圖》等三個版本

的盤山圖繪，雖然大致上圖像相仿，但仍有相異之處。首先，三者所使用的媒材

不同，《欽定盤山志》的圖像是用版畫印出來的，故以線條的表現為主，在處理

山石與建築的關係時，會傾向在兩者之間留出一些空隙，便於提高視覺的明晰度

與辨識度（見圖 5‐7‐3、5‐7‐5）。《田盤勝概冊》則使用更多擦染與墨韻來製造出

細微的山石立體感變化，石頭、建築的描繪也更為細膩。《御製靜寄山莊八景詩

圖》雖然也是使用筆墨呈現，但墨色的暈染處理方面比《田盤勝概冊》簡要許多。

其次在畫幅的長寬比方面，《田盤勝概冊》與《御製靜寄山莊八景詩圖》的比例

相近，為長寬比 2：1的扁長方形，《欽定盤山志》的尺幅更接近正方形。因為畫

幅比例的差異，儘管描繪的內容相仿，仍需要再構圖上做調整。以三組作品的《鏡

圓常照》一景為例（見圖 1‐1‐7、5‐5‐5、5‐7‐7），該處的建築群是由兩處框圍的

院落加上院落外的小房子組成，總計有三個單位，在《田盤勝概冊》中三個單位

密集分布，雖然不是統一的消失點，但視角大致上市統合的；在《欽定盤山志》

中，三個單位的距離拉大了，且就透視效果來看，三處所在的地平面高度似乎不

同；《御製靜寄山莊八景詩圖》中，三個單位不僅在視角上並未統合，最上方的

院落群甚至產生反透視的現象。 

就視角的統一程度來看，〈盤谷寺〉一景也是個很好的例子（見圖 1‐1‐14、

                                                       
426 英法聯軍時毀損，光緒年間慈禧太后重修並更名為頤和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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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4）。在《田盤勝概冊》中，呈現的方式比較接近我們在山間俯瞰建築會有

的視覺經驗，山徑的描繪都巧妙地隱藏在山石樹木間，令人隱約可見。但在《欽

定盤山志》中則是將山徑的描繪都突顯化，以致這些小路都有飛到空中、甚至要

高於建築所在地基的情況，尤其是建築的右後方出現了一條明顯的小溪，若以俯

瞰的視角來看，小溪應會被山石擋住，無法明顯看到，但這裡卻被突顯、強調出

來。綜觀《欽定盤山志》構圖的處理手法，比較偏傳統移動式視點，《御製靜寄

山莊八景詩圖》的視角處理比較接近《欽定盤山志》的作法，而《田盤勝概冊》

則傾向統一視點，反映人類視覺在俯瞰山景中所見的狀況。 

另外，圖像差異最明顯的便是〈貞觀遺蹤〉一開，不僅是構圖上的調整，而

是在實際景觀以及取景重點兩方面都有巨大的改變。該處景觀為溪澗旁有三塊平

坦大石，據傳為唐太宗東征高麗時巡幸經過此地並晾甲於此，乾隆得知該典故於

是以唐太宗的年號命名「貞觀遺蹤」。427有趣的是，董邦達於 1747年所作的《田

盤勝概冊》中，〈貞觀遺蹤〉一景以是三塊大石為描繪主題，並且對石塊的轉折

面、立體感做清晰的呈現。到了 1754年所作的《欽定盤山志》中，同樣題名〈貞

觀遺蹤〉，但表現的主題卻從大石塊轉變成一「ㄛ」字型建築物與溪澗水流，而

《御製靜寄山莊八景詩圖》中〈貞觀遺蹤〉的描繪內容則與《欽定盤山志》相仿。 

綜上所述，可知三個版本之間具有承繼關係。製作時間最早的是作於 1747

年的《田盤勝概冊》，接著是 1754年纂修完成的《欽定盤山志》。《欽定盤山志》

的行宮內八景、外八景大致上直接參考自《田盤勝概冊》，僅〈貞觀遺蹤〉一開

不同，是因為該處新增添了「千尺雪」之景與建築，故在《欽定盤山志》的圖繪

內容有所改變。《御製靜寄山莊八景詩圖》中，〈貞觀遺蹤〉的圖繪內容同於《欽

定盤山志》，但整套圖冊的用筆較前二者來得粗略。另外，《御製靜寄山莊八景詩

圖》屬《雕紫檀龍紋多寶格》所收四套八景圖冊的其中之一，四套成組故製作時

                                                       
427 智朴，《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92；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

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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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應相近，其中，御製詩〈廓然大公八景有序〉作於 1755年，而《御製廓然大

公八景詩圖》既是根據詩作而來，其製作時間應晚於 1755年，亦可推知四套作

品的製作時間應不早於這一年。綜合《御製靜寄山莊八景詩圖》的圖繪內容與製

作時間，可知他是董邦達三套盤山分景圖繪中最晚的一組作品。 

 

2. 佈局手法 

董邦達《田盤勝概冊》所描繪的十六個景點中，依據地點類型可分為兩組：

建築（行宮、寺宇）與特殊地景。428因應類型的不同，其構圖也有所調整，例如

〈靜寄山莊〉、〈天成寺〉等作品，因以建築為主題，故製造出群山拱托的地盤，

將建築物置放於畫面中央處；而〈貞觀遺蹤〉、〈舞劍台〉、〈紫蓋峰〉、〈浮石舫〉

等四幅，皆以盤山當地的特殊地形為題材，故將地貌特色置於畫面中央，強調出

特色地貌與一般地貌的差異性，其中，〈貞觀遺蹤〉便是一個很明確的例子（見

圖 1‐1‐10）。 

董邦達的盤山圖繪是以建築與風景為主要組成元素，當他在進行構圖規劃時

最有可能引用的便是園林圖或行宮圖。關於明代流傳下來各式園林圖繪，429其中

表現最為出色之處便是取景的多樣性與視角的轉換，畫家巧妙地運用各種角度呈

現出小小園林景色中的各種觀看可能性。但這種「視角轉換」的效果，似乎不是

巡幸地景畫所欲強調的部分。在董邦達的盤山圖繪中，大部分的取景角度都是由

高空俯瞰的狀態，建築物的描繪雖非嚴格的線性透視，大致上會將消失點放置在

畫面左上或右上方。不僅是董邦達，其他詞臣製作的巡幸地景畫也大致呈現這樣

的特色。這種「俯瞰全局」式的構圖，有利於觀者掌握整體地貌與建築配置，也

                                                       
428 行宮建築有七，分別是靜寄山莊、太古雲嵐、層巖飛翠、清虛玉宇、鏡圓常照、眾音松吹、

四面芙蓉。寺宇有五，分別是天成寺、萬松寺、盤谷寺、雲罩寺、千相寺。特殊地形有四，

分別是貞觀遺蹤、舞劍台、紫蓋峰、浮石舫。 

429 高居翰、黃曉、劉珊珊著，《不朽的林泉  : 中國古代園林繪畫》（北京：生活 讀書 新知三

聯書店，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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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這些地景畫中最重要的觀者—乾隆帝，可以透過這些作品來掌握他所擁

有的行宮面貌，是一種「掌握大局」的展現。 

再就清代行宮圖的發展來看，最早建立的是康熙朝的《御製避暑山莊詩》，

有木版畫與銅版畫兩種版本，但兩版本間描繪內容大致相仿，也就是說此時已建

立了一套特定的避暑山莊行宮圖像。當後世再製作同一地點的行宮圖繪時，可以

有幾種選擇，第一，照樣臨仿；第二引用圖式，內容修改；第三，全面重新製作。

乾隆朝再製避暑山莊圖像時，即選擇「照樣臨仿」的作法，由詞臣完全拷貝就有

的圖像成冊，如武英殿刊本《（高宗恭和）御製避暑山莊詩》，以及張若靄所繪《避

暑山莊圖並乾隆題詩冊》，兩套作品的圖像部分，均完全摹自康熙朝的《御製避

暑山莊詩》，唯一相異之處便是張若靄所使用的媒材，他是以冊頁呈現，採用青

綠設色描繪。430由此可知，當詞臣製作巡幸地景畫時，若該地有現成的參照對象，

是有可能直接承繼舊有的圖像來臨摹製作。其次，乾隆朝所編繪的版畫本《御製

圓明園四十景詩》，採取的作法便是「引用圖式」，其援引對象為康熙朝的《御製

避暑山莊詩》，這種援引關係不僅呈現在圖像上，431這段引用關係更形諸於文字。

432「全面重新製作」的例子則發生在董邦達身上，事實上，在他所繪製的各式地

景畫中，其角色比較像是「建立新的圖像傳統」者而非繼承者。 

綜觀董邦達的《田盤勝概冊》、《西湖四十景圖冊》與《葛洪山八景冊》，可

歸納出其描繪地景的特殊作法。筆者先就各幅圖中的地理形貌特色作分類，大致

上可分為平地景觀（包括水景）、山地景觀與特殊地質等三類。以再現實景為前

提的作品，必定在描繪不同地理形貌時採取不同作法，因而有分類的必要。在此

先不論特殊地質的部分，因為每處地理形貌的特徵均有所不同，自然在表現手法

                                                       
430 見張若靄，《避暑山莊圖並乾隆題詩冊》，共四冊，收錄在國立故宫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輯，《故

宫書畫圖錄》，冊 28。 

431  John R. Finlay, 40 Views of the Yuanming yuan": Image and Ideology in a Qianlong Imperial Album 

of Poetry and Paintings. 

432 鄂爾泰等編纂，《國朝宫史》，頁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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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不會呈現出共性。首先就平地或山地景觀來看，董邦達均採取俯瞰視角為主，

以建築物或水域所在的地平面為準來佈置景物，有採取單點透視的作法，如《田

盤勝概冊》中的〈靜寄山莊〉、〈太古雲嵐〉，《西湖四十景圖冊》中的〈平湖秋月〉、

〈聖因寺〉，以及《葛洪山八景冊》中的〈留雲院〉等；也有成角透視的例子，

如《西湖四十景圖冊》中的〈柳浪聞鶯〉、〈曲院風荷〉等，描繪時通常會將其欲

表現的主題置於畫面中央，主題通常是建築物本身。當然，若以直尺測量董邦達

所描繪的建築，並未全然遵守嚴格的西洋線性透視，但就其處理方式來看，的確

有受到西洋技法影響的影子。儘管山地景觀經常遇到地勢往上累加的狀態，董邦

達還是會維持地平面的所在，並在周圍區域往上疊加山石，以製造出地勢抬升的

效果，例如《田盤勝概冊》中的〈盤谷寺〉、〈雲罩寺〉，以及《西湖四十景圖冊》

中的〈雲林寺〉、〈水樂洞〉等。有時山地景觀的地勢變化較為劇烈時，董邦達則

會處理出二到三層的地平面所在來置放建築物，以呈現出地勢高低起伏的效果，

如《田盤勝概冊》中的〈萬松寺〉、〈千相寺〉，《西湖四十景圖冊》中的〈雲棲寺〉

〈韜光庵〉，以及《葛洪山八景冊》中的〈清虛宮〉、〈惠利祠〉等。 

就盤山圖繪的發展來看，乾隆朝早有唐岱、允禧所繪製的盤山圖，不僅如此，

當董邦達圖繪西湖與葛洪山時，也都有先例的存在，但董邦達並未直接沿用既有

的圖繪模式，反倒是自成一格。以董邦達圖繪西湖為例，雍正朝編纂的《西湖志》

中，已有豐富的景點圖像可供參考，乾隆朝編纂的《西湖志纂》中大部分的十景

圖繪也都繼承了雍正《西湖志》的成果（見圖 5‐8‐1、5‐8‐2），也就是說，為了圖

繪過程的便利性，董邦達是可以直接引用這些既有的、且又是官方認可的西湖圖

像。但董邦達並未直接沿用，反倒是在《西湖四十景》圖冊中自行創造新的圖像

（見圖 1‐3）。另外，董邦達的《西湖十景圖卷》（見圖 1‐4），在之前也有王原祁

的《西湖十景卷》可參酌（見圖 5‐9），王原祁的作法是將沿湖遊覽一圈的景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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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成長卷來呈現。433但董邦達所繪卻與之大相逕庭，反倒是採取全景俯瞰式構圖

來表現西湖全景。另外在董邦達《葛洪山八景冊》的例子裡，先前已有張若澄描

繪過葛洪山景，434但當乾隆二度遊葛洪山時，卻以未帶到張若澄作品為由命董邦

達重繪葛洪山景事實上在該次巡幸中，張若澄也隨侍在隊伍之列，若真要參酌先

前的經驗並非全無辦法，乾隆卻還是命董邦達重新製作《葛洪山八景冊》，並給

予董邦達「後來居上」的高度評價。再回到盤山的例子，當靜寄山莊建成之後，

乾隆帶了大批大臣前往，並命群臣能繪之手圖繪該地景觀，這些作品有部分流傳

至今，其中不乏受到乾隆題詩讚譽者，鄒一桂便是一例。然而，最終能製作《欽

定盤山志》圖像者，既非唐岱、允禧，也非鄒一桂，而是畫過《田盤勝概冊》的

董邦達，也就是說他最終定板盤山圖像之人。 

 

3. 山水樹石 

自乾隆初期的行宮圖繪起，到董邦達的一系列巡幸地景畫，在自然景物的描

繪方面有關鍵性的轉變，一方面與擔綱畫家之身份轉變有關，關鍵更在於帝王的

態度。乾隆初期的代表性行宮圖繪為《畫圓明園四十景》，由唐岱與沈源製作，

採絹本設色，根據題款可知是乾隆九年奉敕製作，該作目前藏於巴黎國家圖書館。

435將之與董邦達的《田盤勝概冊》相比，除了設色與否的問題之外，關鍵的差異

在於描繪的著重點不同，《畫圓明園四十景》著重於建築結構的詳細描繪，包括

華麗的設色、各部件的造型與立體感，以及整座建築群的透視效果，周遭的山石

樹木雖然有表現出遠近透視之效果（見圖 5‐4），但與實景狀況並不相符。圓明園

所在地實際上是一片平原，並無高低起伏如此劇烈的山景（見圖 5‐10）。因此，《畫

圓明園四十景》與其說是實景的圖繪，其表現的主軸倒是更接近仙境或理想境地

                                                       
433 張筠，〈王原祁《西湖十景圖》研究—清宮正統派地景畫的產生及政治意涵〉（台北：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頁 23。 

434 張若澄，《畫葛洪山居圖》軸，紙本設色，168.3x75.1公分，台北故宮博物院。 

435 中國圓明園學會編，《圓明園四十景圖詠》（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1985），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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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呈現。436《田盤勝概冊》的建築物基本上也描繪精細，但描繪的重點似乎轉移

到山石樹木的表現，尤其是複雜的地質結構。 

董邦達所以採取這種作法的因素有三：其一，盤山作為花崗石質的山脈，地

理景觀的表現十分豐富，在智朴纂輯的《盤山志》中對名勝景點的分類，437便是

是透過地質樣貌的用詞來排序，例如：山、峰、石、巖、臺、嶺、盤、谷、峪等，

由這點可知盤山的特色便在於變化多端的地質。其二，前已提及乾隆對《欽定盤

山志》的纂修期許便是要針對行宮、名勝景觀作詳細的描繪，並且要貼近實際的

的景物。438此外，在董邦達作《田盤勝概冊》的同一年（乾隆十二年，1747年），

乾隆巡幸盤山時有〈千里鏡〉一詩，有句「頓教清濁判，忽幻近遙齊」，439可知

新科技的引進影響了乾隆觀看景致的方式，不僅如此，清晰辨明遠方事物也是他

的興趣所在，這點在第肆章已提及。其三，董邦達的在描繪山石景色的表現方面，

能夠達到操作自如的程度，他於乾隆十一年（1746年）擔綱製作的《墨妙珠林》

巳冊〈畫龍虎山二十四巖〉（見圖 5‐11）中，440僅靠墨色勾染皴擦便能作出複雜

的山石結理變化，足見他很有資格擔綱盤山的地質描繪。另外，前已提及董邦達

曾與沈源一同被派往盤山繪製圖稿，想必在過程中有很多機會親身體驗、貼近觀

察當地的地質狀態。 

 

4. 建築的處理 

關於清宮界畫類型的作品討論，Anita Chung提出若以帝國皇權界線來界定

的話，可分成三種類型：儀式舉行地點、皇城宮殿、城市。441在皇城宮殿一段，

                                                       
436  Anita Chung, Drawing Boundaries : Architectural Images in Qing China, Chapter 4. 

437 智朴，《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1。 

438 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170‐172。 

439 清高宗，〈千里鏡〉，《御製詩初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2冊，卷三十一，頁

12a。 

440 董邦達在岩石方面的精采表現，於張華芝的〈院藏巨幅畫冊‐‐墨妙珠林  ‐上‐〉，頁 69。 

441  Anita Chung, Drawing Boundaries : Architectural Images in Qing China, pp. 8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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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ta Chung以地產肖像（estate portrait）的概念來討論冷枚《避暑山莊圖》，指

出畫中的建築圖繪使用了西洋線性透視法來呈現，雖非嚴格意義上的消失點統一，

但建築本身是具備寫實性的。也就是說，就描繪帝王擁有物的角度來看，以較為

精確的方式來呈現宮殿苑囿是必須的作法。盤山行宮的描繪基本上也屬於「皇城

宮殿」的一部分，就目前流傳下來的作品看，的確在建築描繪上都十分在意用心，

有採取界畫的方式呈現，甚至有運用到西洋的線性透視法。界畫此一畫科儘管自

古以來地位不高，但對於技術上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必須謹守法度，如《宣和畫

譜》的〈宮室敘論〉有言：「雖一點一筆，必求諸繩矩，比他畫為難工」。442 

就乾隆朝一系列行宮圖繪的製作狀況來看，一直都是由宮廷畫家沈源擔綱界

畫之大任，例如圓明園圖繪中，設色本（《畫圓明園四十景》）是與唐岱合作，版

畫本則是與孫祜合作，在過去的研究中也有突顯出他的重要性。443根據清宮內務

府造辦處檔案記載，沈源不僅曾與董邦達前往盤山行宮繪製圖稿，444還曾分別與

唐岱、董邦達合畫過香山靜宜園。445值得注意的是，沈源其實有許多署名的界畫

作品，如《清明上河圖》、《新月詩意圖》、《畫御製冰嬉賦》以及《十二禁禦圖》

中的《夷則清商》、《黃鐘暢月》、《中呂清和》等，其中《畫御製冰嬉賦》以及《十

二禁禦圖》均可對應到宮中的實際地點與建築。由其經歷可知，在圖繪清宮建築

方面，他具有充分的能力與經驗，也頗受倚重。 

                                                       
442 佚名，《宣和畫譜》，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3冊（臺北：臺灣商務書局，1983），

頁 112。 

443  John R. Finlay, “40 Views of the Yuanming yuan": Image and Ideology in a Qianlong Imperial Album 

of Poetry and Paintings, Chapter 3. 

444 乾隆 11年 8月 26日，如意館：「七月二十六日沈源、董邦達前往盤山行宮等處起稿畫圖呈覽」，

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 14

冊，頁 426。 

445 乾隆 11年 5月 19日，如意館：「二月十五日沈源、董邦達前往香山繪圖起稿；五月十九畫稿

（高九尺四寸、寬一丈四尺）進呈，合筆准畫。」見《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 14

冊，頁 422；乾隆 11年閏 3月 12日，如意館：「閏三月十一日，唐岱、沈源合畫香山圖（高

一丈五尺，寬九尺），起稿呈覽。」見《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 14冊，頁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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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田盤勝概冊》與《欽定盤山志》中皆未提到沈源的名字，但比對《畫

圓明園四十景》的〈九州清晏〉（見圖 5‐12）以及《田盤勝概冊》中的靜寄山莊

（見圖 1‐1‐3），可以發現建築的描繪手法極為相似，建築本身的立體感、體積感

皆十分到位。那麼建築物有無可能是董邦達所繪？筆者對照了董邦達的《西湖四

十景圖冊》（見圖 1‐3）、《葛洪山八景圖冊》（見圖 1‐5、1‐6、1‐7）、《范成大村田

樂府—分歲詞》（見圖 5‐13）等作品，可以確定董邦達在建築物的描繪方面並不

十分在行，屋頂的結構通常顯得鬆散、飄忽，而《欽定盤山志》中的建築表現（見

圖 5‐7），可能是董邦達依照沈源的圖稿重繪，故而建築物的表現並無《畫圓明園

四十景》及《田盤勝概冊》中的堅實感，更不用提製作時間更晚的《御製靜寄山

莊八景詩圖》，其中的建築描繪甚至有反透視的狀況發生（見圖 5‐5‐6、眾音松

吹）。 

值得注意的是，《畫圓明園四十景》中的兩開有落款（澹泊寧靜、洞天深處），

唐岱的名字皆書在沈源之前，應是有官階職位的高低區別，但也可能是因為繪山

水樹石者的地位高於繪建築者。《田盤勝概冊》的最後一開「浮石舫」（見圖 1‐1‐18）

可見董邦達署名，未見沈源的名字，儘管如此，並不能排除董、沈兩人合作的可

能，因為在董邦達的《弘曆松蔭消夏圖》、《四美具合幅》等作品中，也呈現出董

邦達與他人合作的可能性，446但簽款也僅董邦達一人。由上述可知，儘管董邦達

能夠描繪出色的山石樹木景致，但建築描繪非其所長，建築物的描繪還是仰賴經

驗豐富的宮廷畫家沈源擔綱製作，而他們的合作模式可能是沿用了唐岱、沈源合

作《畫圓明園四十景》的例子。 

在上述例子中，經常可見建築與山水樹石由不同人擔綱製作的狀況，可知這

                                                       
446 《弘曆松蔭消夏圖》中，弘曆與侍從的頭像有可能是傳教士畫家所作，呈現出西法描摹的痕

跡，而建築的部分則似由宮廷畫家以界畫描繪。張震研究《四美具合幅》時提到母本與合幅

之關係（見張震，〈董邦達《四美具合幅圖》的創作、陳設及其意涵〉，頁 62‐76。），雖然

該作者並未提出《四美具合幅》有其他畫家參與之可能，但實際對照兩者可以發現，母本的

建築描繪與合幅有極大差異，尤其是屋頂、屋脊的表現，可作為其他畫家參與的可能證據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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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題材類型之處理，的確在畫家技巧的要求上有很大的不同。在圓明園圖繪的

研究中，經常提及這兩種題材的處理技巧與在同一畫面上的結合，以及整個畫面

在視角統合方面的努力。Anita Chung論及唐岱與沈源是如何在《畫圓明園四十

景》上合作，447唐岱負責山水的部分，而曾與郎世寧學畫的沈源，則是發揮其專

長繪製建築的部分，並以〈長春仙館〉一圖為例，指出是先有山水繪製，建築的

部分乃是後畫。筆者推測，Anita Chung應是根據畫面上樹木疊壓在建築物之上

的線索來作出這樣的判斷。儘管如此，這麼複雜又要求精細描繪的圖像，必定在

製作前便有多番討論、定稿。值得參考的是，整套作品的構圖處理，均在建築所

在的基地處留下大片空地，山石的佈畫通常會讓出一小段距離，再以樹木作為山

石與建築之間的聯繫。就連山石最為貼近建築的〈鴻慈永祜〉一開（見圖 5‐14），

在畫面右上方處仍可見山石讓出一段距離，使得觀者連牆腳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這樣的呈現方式，便是負責山石樹木以及建築的兩位畫家間彼此協調合作下之結

果。就西洋線性透視效果的營造方面，不僅負責建築圖繪的沈源有使用到，John 

Finlay提到唐岱在處理地面時是採取統一視角，〈山高水長〉（見圖 5‐4）一幅中

更在樹木的處理上強調由近到遠、由大到小的線性透視、漸進式效果，設色方面

則運用了空氣透視，越遠之物所採取的色彩濃度越淡。448 

就行宮圖繪中的建築與周遭環境組合模式來看，避暑山莊與圓明園的例子中，

原本建築所在的基地都是以大片平原為主，具有較為明確的統一地平面，相對於

此，盤山行宮所在卻居於山間，地勢變化多端，高下不一。對照「平地起行宮」

與「山上起行宮」兩種情況來看，盤山圖繪的例子顯然更具難度。最能體現兩者

差異的莫過於唐岱的作品，他同時做過圓明園與盤山圖繪。首先，就唐岱的《畫

圓明園四十景》來看，儘管畫中有高山環繞的描繪，但實際上所有的建築群都是

安置在一個統一的地平面上，並未真的因山的存在而產生了地勢高低的變化，也

                                                       
447  Anita Chung, Drawing Boundaries : Architectural Images in Qing China, pp.87‐91. 

448  John R. Finlay, “40 Views of the Yuanming yuan": Image and Ideology in a Qianlong Imperial Album 

of Poetry and Paintings, p.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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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在這套圖冊中「山」是作為一種裝飾的用途，或許是為了營造出山間仙

境之效果，或者是如 John Finlay所稱是為了援引王維《輞川圖》的圖式。449更何

況圓明園實際的所在地是一片平坦之地，甚至有許多低窪蓄水地帶。在這套作品

中，建築皆十分穩當地安放在平地上，並透過西洋線性透視的運用，領著觀者的

視線安穩地往遠方推去，加上山景與水景的安排，可說是依山傍水的風水寶地。

但到了唐岱代筆的《御筆盤山圖軸》（見圖 4‐1）中，建築與山體的結合便十分微

妙。位於山腳處的靜寄山莊，安置在平坦地面，繪製手法同圓明園圖繪，並無太

大問題。但其他建築皆以山石樹木遮蓋屋腳的方式來帶過，這樣的做法對地基較

小的塔類建築（如定光塔）而言尚可適用，但用在多個建築單位合併而成的寺宇

建築便會顯得突兀，例如雲罩寺的狀況（見圖 5‐15‐1），整座寺宇似無立基之地

了，像是一片 2D的紙片夾在巨大的山塊之間。甚至有些部分直接以介字型屋頂

簡單帶過，如盤谷寺、千相寺（見圖 5‐15‐2、5‐15‐3）等。 

在董邦達的《田盤勝概冊》中，大致上將所有的山石排列與建築描繪都控制

在俯瞰的角度，僅部分作品的地勢處理同時具有俯瞰與仰望的效果，如〈天成寺〉

（見圖 1‐1‐11），其左方拔地而起之山，與其他地方的俯瞰角度形成對比。除了

〈舞劍台〉（見圖 1‐1‐13）、〈紫蓋峰〉（見圖 1‐1‐16）單純是以特殊地勢為主題，

因而有山石往上堆疊推高的描繪，其他作品大多在山石的推高方面有所抑制，也

就是控制「高遠」手法的運用。〈雲罩寺〉（見圖 1‐1‐15）一幅，儘管描繪的是位

於幾近山巔的雲罩寺與定光塔，都仍控制住不將山石過份往上堆疊，而是改為向

後延伸的作法，這樣的描繪方式與唐岱的作法產生極大的對比。 

當然，董邦達的作法一方面也是受到畫幅比例的限制，但另一方面，若對照

〈雲罩寺〉與實景照片（見圖 5‐16），更可突顯出他是有意要再現實際的視覺經

驗。另外，在處理依山勢高低而建的建築群時，董邦達對周遭山石、地勢的處理

也十分優異。例如〈萬松寺〉（見圖 1‐1‐12）與〈千相寺〉（見圖 1‐1‐17），據〈盤

                                                       
449  John R. Finlay, “40 Views of the Yuanming yuan": Image and Ideology in a Qianlong Imperial Album 

of Poetry and Paintings, Chap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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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全圖〉標示（見圖 5‐7‐1）兩者皆位於山腰處。就畫面上來看，建築群的地基

都被描繪出來，像階梯一般層層往畫面後方推高。這樣明確、穩固的地基描繪當

然要歸功於沈源，董邦達在處理其他部分的細緻手法，也為整體畫面加分。位於

建築地基前方的山石都特別壓低高度，不遮蓋過最矮的那一階地基，其他三面的

山石則是拱托在地基之旁，交錯介入各層地基之間，產生完美的融合效果。另外，

樹木也發揮了融合建築與山石兩者的作用，雖然山石不遮蓋地基，以維持地面抬

升的效果，但卻會適時安排一些生長在山石上的樹木，局部遮擋住地基與建築，

使其自然地融會，樹木與建築之間的高度比例則維持現實中所見的狀況。當然，

《田盤勝概冊》中也有建築與周遭山石融合得較不自然之例，例如〈眾音松吹〉

（見圖 1‐1‐8）一開，建築所在地明顯留出大片空白，山石小心翼翼地圍繞在旁，

這種山石與建築間留有大間隙之狀況，同於《畫圓明園四十景》，在這個例子中

明確呈現出建築與山石是出自不同畫家之手。 

除了建築與周遭景物配合的問題之外，建築本身的描繪其實對畫家而言就是

一大挑戰。綜觀這些署名董邦達的盤山圖繪，包括《田盤勝概冊》、《欽定盤山志》

附圖、《御製靜寄山莊八景詩圖》，以及下一節會討論到的《盤山十六景》卷，在

建築物的描繪上雖大致看來相仿，卻在許多細微處有差異。就建築結構的處理與

描繪的品質上來看，前已論及《田盤勝概冊》的建築很可能是沈源所作，但《欽

定盤山志》附圖與《御製靜寄山莊八景詩圖》則可能是董邦達依稿所繪。還有一

點值得注意的是建築描繪角度的問題，在董邦達的這四件作品中，《田盤勝概冊》、

《欽定盤山志》中的十六景圖、《御製靜寄山莊八景詩圖》所採用的是同一描繪

角度，而《盤山十六景》卷與《欽定盤山志》的〈行宮全圖〉則採取與前者完全

相反的描繪角度。以下為了討論之便，將《田盤勝概冊》等列為 A組，而《盤山

十六景》卷則列為 B組。A、B兩組之間雖然描繪同樣的建築，卻是由不同角度

觀看的結果（見圖 5‐17）。目前所知，盤山行宮的地盤圖樣有流傳至今，450若是

                                                       
450 朱蕾、陳書硯、王其亨，〈基于樣式雷圖檔的靜寄山莊前宮復原研究〉，頁 9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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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照平面圖稿來描繪建築立面，除非畫家本身對建築物部件與結構均有十分詳

細的了解，否則要從 A組到 B組這般轉個方向描繪便會有很大的困難。於此，

筆者提出兩種假設，其一，這些畫家的所描繪的行宮地景，並非照搬圖稿所繪，

而是忠實紀錄實景，包括建築與地貌兩部分；其二，畫家可能在描繪建築物時有

參照的依據，極有可能就是行宮建築的「燙樣」。清代內務府營造司底下設有樣

式房，在建築動工前，負責擬定立樣與地盤樣，呈上決議，之後依圖製作立體紙

模型，便是所謂的「燙樣」。451關於行宮圖繪參考「燙樣」的狀況，在李雪討論

清代圓明園圖繪時便已提出，452他認為，由於行宮多半是邊建邊畫的，但畫家又

必須在建築方面作詳細描繪，而《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曾記載有唐岱、

陳枚、孫祜依「房式」作畫，加上燙樣的製作技術在乾隆朝已十分成熟，宮內外

皆能為之，而今也有不少當時的圓明園各處建築燙樣流傳下來，可知這些圓明園

圖繪很有可能就是依燙樣繪製的。雖然目前對於盤山行宮的建築圖稿與燙樣流傳

狀況不明，但就上述 A、B兩組之別來看，若是直接看著燙樣來描繪建築本體，

那麼無論是從那個角度描繪皆能得心應手。 

還有一點值得考慮的是，就〈太古雲嵐〉的建築描繪來看，根據其中的細微

差異可推知《田盤勝概冊》與《盤山十六景》卷的建築為同一手所繪，而其餘包

括《欽定盤山志》、《靜寄山莊八景冊》等的建築描繪，則是直接臨摹自前二者。

也就是說，《田盤勝概冊》與《盤山十六景》卷的建築描繪分別是 A、B兩組的

祖本。關鍵線索在於〈太古雲嵐〉建築圖中的卷棚硬山頂（見圖 5‐18），453該處

屋頂在《田盤勝概冊》與《盤山十六景》卷描繪的乃是三頂相連的波浪式結構，

但到了《欽定盤山志》、《靜寄山莊八景冊》中卻成了分開的三個屋頂，也許是對

                                                       
451 黃希明、田貴生，〈談談“樣式雷”燙樣〉，《故宮博物院院刊》，第 4期（1984年），頁 91‐94。 

452 李雪，〈圓明之德—《圓明園四十景圖》研究〉，頁 20‐26。 

453 關於屋頂的用詞，參考梁思成，《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圖解》（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6），頁 36‐37，44‐45；劉致平，《中國建築類型及結構》（北京：中國建築工業，2000），

頁 364‐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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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結構並未有十分清楚的理解，而導致在臨摹時出錯。由於《田盤勝概冊》與

《盤山十六景》卷的創作時間較早，且描繪手法來看遠較其他版本仔細，故可判

斷《欽定盤山志》、《靜寄山莊八景冊》所繪之建築乃是臨摹自前二件作品。綜上

所述，《田盤勝概冊》與《盤山十六景》卷的建築描繪自不同的觀看角度，可能

是參照實景或者是燙樣，而兩件作品的建築圖繪則可視作 A、B兩組作品的祖本。 

 

三、盤山全景的營造 

在盤山圖繪的討論中，除了前述的分景圖像之外，還有一類是全景圖像，有

唐岱代筆的《盤山圖軸》、董邦達的《盤山十六景卷》、《盤山志》中的《盤山全

圖》、《行宮全圖》、鄒一桂的《盤山圖軸》、《太古雲嵐圖》、姚文瀚、袁瑛《盤山

圖軸》、同治朝重刊智朴《盤山志》中的李江繪盤山全圖、光緒朝的《盤山名勝

圖》等。除了鄒一桂的作品之外，其他作品均詳細標註地名，可知這些全景圖皆

有意讓觀者了解整個盤山上行宮建物、名勝、寺宇的名稱與位置所在，也就是兼

具輿地圖的功能。雖然皆以盤山為題，但形制各有不同，有立軸、長卷、書籍，

取景、描繪手法也均有差異，可據此了解其間表達企圖之不同。關於這類行宮全

景圖的呈現，康熙朝即有冷枚的《避暑山莊圖軸》，但乾隆朝的產量大增，除了

盤山之例外，還有冷枚、唐岱、沈源、郎世寧的《圓明園大觀圖》，董邦達的《靜

宜園全圖》、張若澄的《靜宜園二十八景圖》、胡桂的《隆福寺六景圖》、錢維城

的《仙莊秋月圖》，與乾隆朝之前的作品相較之下，可以明顯感受到此時已形成

特定表現模式。 

 

1. 全景圖的論述 

全，有完備、完整之意，當談論地景畫時以「全景」稱之，意味著所表現的

景致並不限於一隅，而是能令人收覽一地的完整景致。何以能夠達到「全景」之

效果？歷來有許多表現手法，有以視角與觀看幅度來呈現者，例如南宋李嵩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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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圖》卷（見圖 5‐19），將視角拉高到鳥瞰的狀態，將西湖的整塊水域置於畫面

中央，並能包攬周遭的建築、山景等，製造出盡收眼底的效果；也有以移步換景

的方式，盡量將一地的各處風景收納在一卷之中，例如傳沈周的《蘇州山水全圖》

（見圖 5‐20），454由於這類表現方式的視角變換幅度大，無法呈現各景之間的絕

對位置，相對位置也非全然準確，因而通常會文字標誌地名，便於觀者理解圖繪

的景致所在。上述所舉之例皆屬繪畫的範疇，若將輿地圖、方志附圖的圖繪傳統

也囊括進來討論，則有另種表現方式也值得注意，例如《新鐫海內奇觀》中的〈湖

山一覽圖〉（見圖 5‐21），既非俯瞰全景，也非移步換景，而是以西湖為中心，將

周遭景物以同心圓的方式逐層向外標示，相對位置的標示尺度皆以西湖為準，這

讓想要了解西湖一帶名勝景觀的觀者能夠一目瞭然。 

「全景」一詞早在宋代畫論中便出現，多在討論如何描繪山的整體，如韓拙

便認為「凡畫全景者，山重疊覆壓，咫尺重深，以近次遠，或由下層疊，分布相

輔，以卑次尊，各有順序，又不可大實」。455元代的饒自然則認為，「山無氣脈，

畫山於一幅之中，先作一山為主，却從主山分布起伏，餘皆氣脈連接，形勢映帶，

如山頂層疊，下必有數重脚，方承得住。凡多山頂而無脚者大謬也，此全景之大

義也，若夫透角，不在此限」。456兩者的說法有相通之處，均認為繪製全景形式

的山水畫時，由於囊括多重山脈，因此必須在山石疊壓佈局的過程中，注意主從

次序之安排，饒自然更強調了山的描繪必須注重「整體」，不能只畫山頂而無山

腳，但他也提出一個例外，若是偏角式構圖的山水則不見得要描繪全山的樣貌。

韓拙據傳為徽宗畫院之人，457饒自然雖生平事蹟不明，但根據一篇柯九思的序得

知可能是元人，458由此可知，「全景」概念之提出，可能是相對於北宋末的小景

                                                       
454 何炎泉等編，《明四大家特展：沈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4），頁 96‐99、316‐317。 

455 韓拙，〈山水純全集〉，收錄于安瀾編，《畫論叢刋》（臺北：華正書局，1984），頁 36。 

456 饒自然，〈繪宗十二忌〉，收錄于安瀾編，《畫論叢刋》（臺北：華正書局，1984），頁 52。 

457 于安瀾編，《畫論叢刋》，頁 50‐51。 

458 于安瀾編，《畫論叢刋》，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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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與南宋時興的偏角式構圖而生。 

後來，這樣的概念為唐岱所承繼，他在〈遊覽〉一文中提到：「畫人物者，

只畫峭壁，或畫一岩，以至單山片水，是點景而已。至山水之全景，須看眞山，

其重疊壓覆，以近次遠，分布高低，轉折廻繞，主賔相輔，各有順序。一山有一

山之形勢，羣山有羣山之形勢也。」459唐岱大致承襲前人說法，並進一步將「全

景」一詞與「點景」的概念相對。唐岱所以會發抒這樣的想法，顯然與親身經驗

有關。他不僅描繪過盤山的全景圖（《御筆盤山圖》軸），早在康熙四十九年，即

曾與友人同遊京城郊外的西山、房山等地，完成了《大房選勝圖冊》十三開，460

後來在乾隆朝則有《畫圓明園四十景》的地景畫製作，這兩套圖冊皆屬分景圖的

類型。值得注意的是，唐岱代筆的《御筆盤山圖》軸確實呈現出他畫論中所述的

樣貌，全幅的山石確實是以「重疊壓覆」的方式排列，並有遠近高低之分，群山

凝聚出「主山堂堂」的氣勢。 

當然，在清宮地景畫中，唐岱並非唯一製作全景畫的畫家，常被提到的還有

冷枚的《避暑山莊圖軸》、徐揚的《盛世滋生圖》、《京師生春圖》等。當學者討

論這些作品時，也往往會指出「全景」的特色所在，並對這種作法的企圖有所詮

釋。楊伯達在討論冷枚《避暑山莊圖》時，即以「通景畫」、「總圖」稱之，461指

出冷枚所描繪的景點數量達成了康熙三十六景中的三十景，取景範圍則囊括平原

區與湖區全部範圍。另外，當談論到徐揚《盛世滋生圖》時，王正華認為高視點

的採用一方面能夠囊括更遼闊的視野與景物，另一方面更是象徵帝王俯瞰視江山，

營造出強烈的秩序感。462馬雅貞則認為《盛世滋生圖》的全景視角，乃是中西折

                                                       
459 唐岱，〈繪事發微〉，收錄于安瀾編，《畫論叢刋》，頁 256。 

460 杜恒偉，〈從唐岱的《繪事發微》分析《大房選勝圖冊》—兼談其對婁東畫派的繼承與發揚〉，

《滿族研究》，第 1期（2010年），頁 95‐98。；李理，〈房山勝蹟今何在—清唐岱《大房選勝

圖冊》及其所繪古蹟〉，收錄氏著《紫氣東來：瀋陽故宮博物院院藏繪畫研究》（北京：故宮

博物院，2013），頁 102‐117。 

461 楊伯達，〈冷枚及其《避暑山莊圖》〉，頁 55。 

462 王正華，〈乾隆朝蘇州城市圖像：政治權力、文化消費與地景塑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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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的作法，常見於清宮肖像畫或貢品圖像中。463 

由上述可知，基於不同的形制尺幅、製作目的，以及作者本身或贊助者對「全

景」的想法等，會造就不同形式、風格的全景圖。董邦達對於盤山全景圖的處理，

則異於上述作品，以下章節以探究董邦達的全景圖風格為主軸，並將乾隆朝的其

他相關作品均納入討論。 

 

2. 董邦達的全景圖 

董邦達所繪的盤山全景圖，共有兩件，分別是《盤山十六景圖》卷以及《欽

定盤山志》中的〈盤山全圖〉與〈行宮全圖〉。〈盤山全圖〉（見圖 5‐7‐1）的空間

處理與傳統山水畫以及方志附圖相仿，並不特別在意空間的合理性。董邦達將山

石層層往左上方堆疊，山石樹木間則夾有各式建築，包括行宮與寺宇，各個景點

均有書寫地名標示。這種山石與建築關係的處理手法，同於唐岱代筆的《御筆盤

山圖》軸。較特殊的地方在於山石造型的處理，董邦達似乎有意強調盤山的山石

質地變化多端，於是在全圖的描繪上勾勒出各種不同的山石造型，並加皴法突顯

質感。當然，〈盤山全圖〉的功能在於標舉大略的山勢變化，而董邦達成功做到

這點。464相對於此，〈行宮全圖〉（見圖 5‐7‐2）僅囊括行宮內部的景致，於是可

以顧及地勢高下之別，透視的處理方面統一將消失點置於左上方，對於〈靜寄山

莊〉、〈太古雲嵐〉、〈層巖飛翠〉、〈清虛玉宇〉、〈農樂軒〉、〈眾音松吹〉、〈鏡圓常

照〉等範圍的建築佈置與地勢處理，均同於《盤山十六景圖》卷（見圖 5‐22，局

部）的處理，很有可能是直接抄自該卷構圖。可以確定的是，董邦達並非取用《田

盤勝概冊》各景建築圖稿來匯集成〈行宮全圖〉，因為《田盤勝概冊》的各景建

                                                                                                                                                           
所集刊》，第 50期（2005年 12月），頁 136。 

463  Ma, Ya‐chen（馬雅貞）, Picturing Suzhou: Visual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Cityscapes in the 

Eighteen‐Century China (Ph. 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2006), p.193. 馬雅貞，〈中介於地

方與中央之間：《盛世滋生圖》的雙重性格〉，《國立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24期（2008

年 3月），頁 259‐322。 

464 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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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描繪，消失點均置於右上方，與〈行宮全圖〉的消失點方位完全相反。總體看

來，版畫本的全圖由於囊括景點多而畫幅又受限，故在空間的處理方面無法達到

很細緻的處理。相對於此，《盤山十六景圖》卷則有很精采的表現。 

橫卷形式的《盤山十六景圖》卷，所採取的視角與分景圖相仿，也是採用俯

瞰的角度，建築物的消失點都是統一在左上方，而非分景圖所採用的右上方。卷

中各建築群之間並不擁有共通的消失點，但由於方向的一致性，仍可產生秩序感，

並能導引觀者視線。值得注意的是，大約同時期的橫卷式全景圖中，所採用的模

式皆同於董邦達的《盤山十六景圖》卷，例如胡桂的《隆福寺行宮六景圖》卷（見

圖 5‐23）、張若澄的《靜宜園二十八景圖》卷（見圖 5‐24）等。由於三件作品的

描繪地點都是位於山間的行宮建築，圖繪的時間也相近，因此在表現手法方面具

有共通點。三件作品都會統合畫面上的建築群，將各建築群的消失點統一設定在

左方或右方。不僅這三件，乾隆朝的全景圖，不論是橫卷、立軸或書籍，幾乎都

會統一設定所有建築群的消失點方向。當然這點也並非全面適用於所有作品，例

如董邦達的《靜宜園圖》軸（見圖 5‐25）似乎是以畫面中央為基準，位於左方的

建築將消失點設置於右方，位於右方者則將消失點設置於左方，以此達成一種向

中央匯集的效果。無論是消失點統一或不統一，事實上都是為了將觀者的視線聚

焦到同一方向，以此來達成一種秩序性、均衡性。 

在這些全景圖卷中，由於採取橫向分布，因此必須在建築群之間作出地勢高

低與間隔，《盤山十六景圖》卷、《隆福寺行宮六景圖》卷、《靜宜園二十八景圖》

卷這三件作品，主要都是採用隆起的山脊來分隔建築所在區塊。而雲氣留白處理

的作用比較特殊，是用以區隔不同建築所在地的高度差異。邵彥在研究中將《欽

定盤山志》中的〈盤山全圖〉與《盤山十六景圖》卷相對照，指出《盤山十六景

圖》卷的內八景位置、距離描繪較為準確，但外八景的位置安排則不同於，〈盤

山全圖〉尤以「天成寺」的位置差異最大。465但這種位置差異，事實上是來自於

                                                       
465 邵彥，〈時空轉換中的行宮圖像─對幾件《盤山圖》的研究〉，頁 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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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建築所在位置的高度差異。筆者重新對照二者（見圖 5‐26），根據地名標示將

相對應的位置以同一色彩框圍標示。藉此可知董邦達在《盤山十六景圖》卷是將

位於不同高度的建築群拆成三個部分，將行宮所在的內八景置於畫面中段，這同

時也是皇權中心的所在，外八景與其他山峰所在則分別置於左右。由於內八景與

外八景的高度有相當的差異，為了表現這樣的差異以及填補這樣的落差，於是運

用了雲氣留白的方式，一方面符合山間雲氣繚繞的效果，另一方面更巧妙地串起

不同高度的建築群，在長卷上呈現一個完整的盤山山體。若將張若澄與董邦達繪

製的《靜宜園圖》相對照（見圖 5‐24、5‐25），狀況似乎同於盤山圖繪，但相較

於董邦達保留較多山石、地面的細緻處理，張若澄的《靜宜園二十八景圖》卷中，

雲氣幾近遍佈長卷，從頭到尾繚繞不止，山體的整體感似乎就沒有《盤山十六景

圖》卷來得明確。 

關於董邦達的《盤山十六景圖》卷與張若澄的《靜宜園二十八景圖》卷，張

筠曾在王原祁《西湖十景圖》卷的研究中提出討論，他認為兩者是對王原祁正統

派地景作品的延續，因而重視筆法表現，為理想式地景而非仿自真實山水，強調

兩件作品中的仿古趨向。466的確，正如筆者在第貳章曾提及董邦達的地景風格，

是在實景與風格之間作了折衷處理，風格方面在乾隆的主導下與董源、董其昌產

生關連性，但筆法的使用與實景性質的高低並不完全悖逆。董邦達不僅在乎地質

景觀的細膩描繪，更是用心處理空間佈局，尤其山勢高低起伏處的行宮，可說是

最難處理的，但董邦達還是設法以分層佈局的方式來解決。不僅如此，董邦達所

繪的《田盤勝概冊》中，的確有多景皆可與實際照片相對應，邵彥早已提出〈靜

寄山莊〉、〈貞觀遺蹤〉之例，467筆者在前面也已提及〈雲罩寺〉的例子。由此可

知，實景性質的確是董邦達努力經營之處，更是畫的主人—乾隆所在意的。就這

點來看，明顯與王原祁《西湖十景圖》卷的狀況有所不同。王原祁的作品強調「遊」

                                                       
466 張筠，〈王原祁《西湖十景圖》研究—清宮正統派地景畫的產生及政治意涵〉，頁 82‐93。 

467 邵彥，〈時空轉換中的行宮圖像─對幾件《盤山圖》的研究〉，頁 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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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分，也就是張筠所說的描繪舟行西湖所見，而無論是董邦達、張若澄或者是

其他乾隆朝的詞臣所繪之全景圖，均非描繪「遊」的狀態，並不在畫面中強調路

徑或移步換景，而是描繪俯瞰觀覽某一特定區域的狀況。若以天秤衡量上述幾件

橫卷全景圖的仿古與實景成分，王原祁的作品的確是傾向仿古的，但乾隆朝的作

品皆是更趨向實景的部分。 

 

3. 乾隆朝的其他全景圖 

除了董邦達的全景圖之外，在盤山相關作品中還有其他畫家所作的全景圖。

其中最早的是唐岱代筆的《御筆盤山圖》軸，之後則有鄒一桂作於 1752年的兩

件《盤山圖》軸，正好介於董邦達作《盤山十六景圖》卷與《欽定盤山志》〈盤

山全圖〉之間，姚文瀚、袁瑛合筆的《盤山圖》軸的製作時間最晚，為 1779年

所作。就構圖來看，由於這些作品均為立軸，自然無法與《盤山十六景圖》卷對

照比較，但就描繪的筆法與處理實景的態度來看，與《盤山十六景圖》卷製作時

間最近的鄒一桂作品，則明顯有受到董邦達的影響。 

首先就上述幾件作品的構圖與佈局來看，唐岱的作品（見圖 4‐1）主要呈現

出幾近中軸對稱的穩固山體，頗具北宋巨碑式山水的氣勢。相較之下，鄒一桂所

繪之盤山似乎更加親近可人（見圖 5‐27、5‐28），山勢高聳的程度遠不及唐岱，

但格外重視雲氣飄忽、虛實交映的效果。唐岱所作雖然在靜寄山莊的描繪方面採

取俯瞰的角度，但處理山體的手法，則更接近仰視的角度。姚文瀚、袁瑛合筆的

《盤山圖》軸（見圖 4‐5）則是採用鳥瞰的角度，遠眺整個盤山。相較於唐岱、

鄒一桂的作品，姚文瀚、袁瑛所採用的畫幅更大，囊括的景致也更多、更完整，

選景已超越《欽定盤山志》所劃定的範圍，已多達百景，並將山神廟、太監房、

土地廟、僧房等非名勝景點的細節部分也標示上去。468另外，選用俯瞰的角度，

更能一目了然掌握盤山所有的景物，具有君臨天下的氣勢。 

                                                       
468 國立故宫博物院編，《石渠寶笈 續編》，頁 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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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乾隆巡幸盤山的時間軸來看，唐岱、鄒一桂、姚文瀚與袁瑛的盤山全景圖

製作分屬不同的階段，唐岱所作正是乾隆巡幸與營建盤山行宮的初期，一方面行

宮尚未營建完成，另一方面，乾隆也未踏遍整座盤山，採取仰視的角度似乎也暗

示著乾隆對於盤山的狀況，似乎未能完全掌握。鄒一桂做《盤山圖》軸時，不僅

行宮大部分已營建完成，乾隆也已對盤山景物作初步整理，劃定十六景，如前所

述，分景圖繪的部分已有董邦達、李世倬的作品供御覽，橫卷式的全景圖也有董

邦達的作品，鄒一桂所作正好補上不足的一塊。姚文瀚與袁瑛所作盤山圖，距離

《欽定盤山志》告成已有近三十個年頭，不僅如此，原本乾隆巡幸盤山的頻率大

約是每年一次或每兩年一次，但在乾隆四十年三月巡幸之後便隔了七年才又再度

駕臨盤山，469而他們奉敕作盤山圖的時間正好在這個空檔，或許是乾隆對盤山念

念難忘卻又未能前往，故而命人作圖呈上，並將該卷藏於御書房。470在姚文瀚與

袁瑛的盤山全景圖之前，已有徐揚于 1767年所作的《京師生春詩意圖》（見圖

5‐29），該圖為俯瞰式全景的典型，而姚文瀚等人的作品又比其多出一倍的大小，

若懸掛於牆上必能呈現出更恢弘的氣勢。 

高居翰在《不朽的林泉》中談論園林繪畫的形制問題時，471曾仔細地分析了

透過不同形制作品的觀看效果之別，單幅立軸、手卷、冊頁皆可呈現園林全景，

但其觀看經驗又各具差異，這點正好可與盤山作品作對照分析。以單幅的立軸形

式為例，高居翰指出，這類作品多半採取俯瞰的角度，如地圖般地呈現眼前，有

一覽無遺之感。在盤山圖繪中，唐岱的《盤山圖軸》、鄒一桂的《盤山圖》、《太

古雲嵐》、姚文瀚、袁瑛的《盤山圖》等均具有這類效果，但又各具些微差異，

唐岱、姚文瀚等人之作品，比較偏向「指示性」的全景表現，唐岱的作品直接在

各景點書寫名稱，姚文瀚等人除了書寫名稱之外，更將行宮建築所在的地盤空出

來，盡量不使樹木山石過渡遮檔，呈現出各建築的特色外觀，以利於辨識。鄒一

                                                       
469 常建華輯，《乾隆帝起居注：巡幸盤山史料》，頁 192‐196。 

470 國立故宫博物院編，《石渠寶笈 續編》，頁 2263。 

471 高居翰、黃曉、劉珊珊著，《不朽的林泉  : 中國古代園林繪畫》，頁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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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的作品則呈現出不同於上述兩件的特色，它是比較偏向意象式的呈現。乾隆在

1747年所作《盤山十六景詩》的〈太古雲嵐〉，即曾言「窗納田盤萬景全，宜人

暮靄復朝煙」，472這句點出他對該地景致的第一印象。由於「太古雲嵐」建築位

處山腰，倚山勢而建，故而如其所言敞窗即可俯瞰盤山景致，又可見環繞山間、

變化多端的雲氣。當鄒一桂於 1752年春季扈從前往盤山的過程中，奉乾隆之命

於公餘閒暇之時，騎馬遊盤山並作三圖。473相較於唐岱、姚文瀚等人作品，鄒一

桂並不特別強調每處行宮建築的所在，也不標示名稱，建築都融入背景的山石、

樹木之間。整幅作品呈現出的是高聳的山勢拔地而起，山塊逐漸往上推移、堆疊，

遠山之間有雲氣遮掩。該作品一方面將盤山的地勢特色詮釋到位，另一方面又把

握了雲氣變幻的效果，故而頗得聖心，而得題句「春雲欲出山濛濛，山乎雲乎將

無同。變態萬狀難為工，若人意㑹神以通。煙巒莫遁冥捜窮，妙解要在得其宗」。

474句中一方面稱許鄒一桂的表現，另一方面也再次強調了乾隆欲其呈現的盤山意

象，乃是雲氣變幻方面的表現。 

鄒一桂所作的時間點接近《欽定盤山志》完成的時間，在他之前已有董邦達

豎立起盤山圖繪的典型，全景與分景兼具，比較兩者的作法，其實可以感受到鄒

一桂似乎有意效法董邦達的作風，將表現的重點放在盤山的自然景觀方面。首先，

鄒一桂的作品其實在構圖方面是近於唐岱的，皆將位於山腳的「靜寄山莊」置於

畫面右下角，但山勢鋪排的作法方面兩者是截然不同的，唐岱的作法是將三角形

的山體依序堆疊而上，但鄒一桂的不然，他以短筆觸描繪出草木蔥榮的樣貌，以

小單位的山石與樹木逐步蓄積成大的山體，前景坡度較平緩，中段山體逐步拉高，

                                                       
472 清高宗，〈盤山十六景〉之〈太古雲嵐〉，收錄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

第 243冊，頁 187。該詩作於 1747年，是乾隆首度以「太古雲嵐」為題賦詩。 

473 鄒一桂的三幅盤山圖中現存二幅，分別為台北故宮與私人收藏，著錄《石渠寶笈 續編》御書

房、乾清宮。今不存的那幅著錄《石渠寶笈 三編》延春閣，乾隆有題詩並自注云：「春廵曾

命鄒一桂扈駕至田盤，因命文臣於奏事之暇，随意乗騎逰山，一桂此圖即自寫所歴也。」見

清高宗撰，吳景仁輯注，《乾隆薊州詩集》，頁 147。 

474 清高宗撰，吳景仁輯注，《乾隆薊州詩集》，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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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漸次鋪排往上發展，遠景則有大量留白，以表現雲氣飄忽於山間的幽渺氣氛。

透過上述手法，鄒一桂不以上下或前後堆疊的方式來處理空間，反倒是將山石單

位縮小，緩緩鋪排而上，並在其間置入建築，這種作法可以營造出更自然、符合

真實世界視覺經驗的效果，這種空間處理方式倒是更接近於董邦達的《盤山十六

景圖》卷。值得注意的是，鄒一桂的兩幅盤山圖雖為立軸，並未完整使用整個直

立空間，從山腳的靜寄山莊到遠山雲氣所在之處，大約只佔畫面高度的五分之二，

畫面下方五分之一的空間是以 S行鋪排的小丘帶過，上方五分之二的空間則留白，

成為題詩、鈐印的處所。由此可知，其實鄒一桂實際使用到的空間是近於正方形

的。鄒一桂在視角統合與畫幅形制之間，作出折衷的處理，正如同董邦達為了將

高聳的盤山塞入橫捲的形制所作出的空間調整一般，如此也更能體現兩者在視角

統合方面的用心。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行宮全景圖的製作過程中，因為在佈局、界畫建築方

面皆需要相當的技術與經驗，因此在工作安排上似乎都有銜接與傳承經驗的意義。

例如內務府造辦處檔案中記載冷枚曾繪製熱河圖樣，後來又被派往圓明園照前例

繪製圖樣，包括分處圖樣與總圖。475後來，冷枚、唐岱、沈源、郎世寧等人則有

《圓明園大觀圖》的合作機會。476另外，前已提及沈源曾分別與唐岱、董邦達奉

命前往香山（也就是靜宜園所在之處）繪製圖稿。477由上述可知，帝王派任畫家

繪製行宮圖像時，是有計畫性的安排，一方面明白每位畫家的能力所在，另一方

面讓彼此之間有合作的機會，以達到經驗傳承的效果，不至於製作出不符水準的

                                                       
475 楊伯達，〈冷枚及其《避暑山莊圖》〉，頁 51‐61。 

476 張超《家國天下：圓明園的景觀、政治與文化》（上海：中西書局，2012），頁 199‐201；John 

R. Finlay, “40 Views of the Yuanming yuan": Image and Ideology in a Qianlong Imperial Album of 

Poetry and Paintings. 

477 乾隆 11年 5月 19日，如意館：「二月十五日沈源、董邦達前往香山繪圖起稿；五月十九畫稿

（高九尺四寸、寬一丈四尺）進呈，合筆准畫。」見《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 14

冊，頁 422；乾隆 11年閏 3月 12日，如意館：「閏三月十一日，唐岱、沈源合畫香山圖（高

一丈五尺，寬九尺），起稿呈覽。」見《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 14冊，頁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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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以上所舉出的橫卷式全景圖，表現手法皆不同於傳統中國山水「移步換景」

的模式，似乎與主題的性質有關，因為圖繪的重點都是乾隆的行宮，是帝王的擁

有物，無論是立軸或長卷的形式，皆有意透過俯瞰全局的方式，不加遮掩，也沒

有視點高度轉換的曲折，以清晰明瞭的方式將它呈現在帝王的眼前。 

 

四、全景與分景的配合 

 

前述所提及的各項盤山圖繪，可能分屬全景或分景的類型，但也有全景與分

景圖搭配呈現之例，可見於乾隆朝修纂之《欽定盤山志》四十幅圖中。那麼全景

與分景搭配呈現有何作用？筆者在此以園林圖以及附圖的方志等相關作品，各舉

一例說明其功能所在，再以此對應到《欽定盤山志》的表現企圖。晚明張宏曾作

《止園圖冊》共 20開，478首幅便是「止園全景」，以俯瞰的角度呈現止園的大致

樣貌，接下來的各開則是分繪園中各景。儘管全景圖中並未標示各景名稱，但與

各分景仍透過視覺效果產生聯繫，這點已在高居翰的著作中得到詳盡的分析。479

就〈止園全景〉的例子來看，該幅的作用主要在於提供觀者止園園景大致的整體

狀況，令其在觀看分景圖像時，不至於流於零碎的印象。但這類型全景圖像的效

果是比較被動性的，若不自行比對，也很難了解各分景在園中的分佈位置。相對

於此，清初蕭雲從的《太平山水圖畫》則是一個非常積極性的例子。順治年間太

平府推官張萬選，治理姑孰地區四年即將離職北上之際，編集《太平三書》，三

                                                       
478 研究成果見 James Cahill, “Exploring the Zhi Garden in Zhang Hong’s Album,” in June Li and James 

Cahill ed., Paintings of the Zhi Garden by Zhang Hong: Revisiting a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Garden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1996), pp.9‐15；高居翰、黃曉、劉珊珊

著，《不朽的林泉  : 中國古代園林繪畫》。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的園林圖冊中全景圖繪

的安排並非慣例，就高居翰書中所提供的七個例子中，僅止園一例具備全景圖繪。 

479 高居翰、黃曉、劉珊珊著，《不朽的林泉  : 中國古代園林繪畫》，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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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分別為〈圖畫〉、〈勝概〉、〈風雅〉。480其中，《太平山水圖畫》為蕭雲從應張萬

選邀請而繪製，整組圖畫總共四十二幅，分別描繪太平府轄下三縣四十二處風光，

其中有當塗縣十五幅、蕪湖縣十四幅、繁昌縣十三幅，另外在開頭置全圖一幅（見

圖 5‐30‐1）、分注一幅（見圖 5‐30‐2），並標示出這四十二處景點所在相對位置。

有趣的是，蕭雲從似乎為了兼顧地理形貌的明確呈現以及名稱的標註，特別將圖

與文分置二圖為〈全圖〉與〈分注〉，筆者將二圖疊壓後（見圖 5‐30‐3），發現標

註的狀況具備高度的精確性。在這個例子中，全圖與分圖之間有明確位置與形貌

之對應關係，因而發揮了強大的索引功能。 

就全圖與分圖搭配的角度來看《欽定盤山志》附圖，也如《太平山水圖畫》

一般發揮了索引功能。在《欽定盤山志》凡例即直言「圖志並稱，所以備省覽也」，

481該書中之所以圖文並茂，是為了方便查閱，卷一〈圖考〉處亦再度強調這點，

並且指出志中之圖不僅要發揮供人觀賞的角色，更得能「辨脈絡、正方位也」。482

《欽定盤山志》中的全圖包括〈盤山全圖〉與〈行宮全圖〉二幅，〈盤山全圖〉

所標註的地名並不僅止於志中所載的行宮內八景、外八景、新內六景、附載十六

景，而是將一些重要的名勝景觀也囊括在內，例如懸空石、搖動石等，〈行宮全

圖〉亦然，也標註了未收錄在〈圖考〉的「石佛殿」。由此可見，身為重要編纂

者之一的董邦達，想必在最初調查盤山地形與建築時，並不只依照乾隆框出的選

景範圍來描繪，而是也注意到盤山上的各種重要地質景觀。《欽定盤山志》附圖

的功能的確如其在〈凡例〉、〈圖考〉中所宣告的一般，並不僅要標舉名勝，發揮

導覽指引之功能，必須將山上所有重要的辨識標的都囊括進去。而先前版畫本的

《御製避暑山莊詩》與《御製圓明園四十景詩》等作品，皆不在圖冊中附全圖，

                                                       
480 《太平三書》的各種序跋中皆稱三書分別為圖畫、勝概、風雅，僅張一如序稱圖畫、詩文合

稱勝概，共兩書，剩下一書為風雅。見張萬選，《太平三書》，收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臺南：莊嚴文化，1996），史部地理類，第 235冊；張萬選編注，《太平三書》，清乾隆

戊午三年（1738）補刊本，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善本。 

481 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171。 

482 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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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文字部分僅錄帝王詩作。以此相互對照，《欽定盤山志》已經遠遠超越了單純

的帝王行宮圖繪，而是具備作為一本「方志」所需的輿地知識收錄。而乾隆所以

命詞臣修志，並非單純附庸風雅或歌功頌德，而是充分地發揮了導覽的功能，而

需要被導覽者便是乾隆本人。當然，這點可能也與盤山一地的特色有關。該地儘

管在行宮營建之後，便以圍牆框出行宮所在，分別內外（見圖 3‐4），但該地仍非

並非單純的皇家苑囿用地，且地形複雜，與避暑山莊、圓明園這類行宮基地近乎

是一片平原的狀況十分不同。不僅如此，乾隆在盤山的遊覽行程，也從來不被行

宮圍牆所拘束，屢屢造訪各處山頭寺宇。儘管乍看之下盤山行宮圖繪的樣貌與先

前的避暑山莊、圓明園圖繪均十分相似，實際內涵與功能則大相逕庭。這種全圖

索引分圖的作法，也為後來乾隆四十六年刊行之《欽定熱河志》所承繼。483 

 

五、乾隆與盤山圖繪 

 

乾隆對盤山的觀點與影響，在第肆章已作了詳細的分析，筆者在此要進一步

提出乾隆對盤山圖繪的實際影響，大致上可分為三點說明：其一是關於「貞觀遺

蹤」一景的再詮釋與再構建，其二則是乾隆的盤山「遊觀」，據其詩文得知乾隆

對於「觀」十分有興趣，並體現在圖像，成就「杳無人跡」盤山圖繪，其三則是

盤山圖繪中對實景表現的重視。 

「貞觀遺蹤」位於盤山南面的溪澗中，原名「晾甲石」，關於該處最早的文

字紀錄出現在康熙朝智朴《盤山志》中，典故來自於唐太宗東征高麗，行經此處

令三軍晾甲休憩。484而乾隆是在七年謁東陵回鑾時巡經盤山，造訪晾甲石，並作

詩一首，以「石名晾甲枕山陂，遺蹟貞觀藉撫追」一句將該處命名〈貞觀遺蹤〉，

                                                       
483 《欽定熱河志》中雖然有加上全圖，但是以外加的方式來呈現，將〈避暑山莊總圖〉與行宮

圖像分開放置，並不破壞原本在康熙朝建立起的三十六景架構。見和珅、梁國治等奉敕撰，《欽

定熱河志》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95‐496冊。 

484 智朴，《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13。 

 



董邦達與乾隆朝巡幸地景畫 

‐‐‐‐‐‐‐‐‐‐‐‐‐‐‐‐‐‐‐‐‐‐‐‐‐‐‐‐‐‐‐‐‐‐‐‐‐‐‐‐‐‐‐‐‐‐‐‐‐‐‐‐‐‐‐‐‐‐‐‐‐‐‐‐‐‐‐‐‐‐‐‐‐‐‐‐‐‐‐‐‐‐‐‐‐‐‐‐‐‐‐‐‐‐‐‐‐‐‐‐‐‐‐‐‐‐‐‐‐‐‐‐‐‐‐‐‐‐‐‐‐‐‐‐‐‐‐‐‐‐‐‐‐‐‐ 

‐ 162 ‐ 
 

以紀念唐太宗的千載雄心。485 

當乾隆於十六年首次南巡時，於蘇州造訪晚明高士趙宧光的寒山千尺雪遺址，

頗為喜愛，於是在紫禁城西苑、避暑山莊皆複製千尺雪景觀。隔年（乾隆十七年，

1752年）春遊來到盤山晾甲石附近，雨後天晴、溪水暴漲奔流的壯闊景觀，吸

引了乾隆的目光，於是在面向泉水之處築三開間的屋舍以供開窗賞泉，並作〈盤

山千尺雪記〉誌之。486乾隆於十八年又做〈千尺雪〉詩，指出四處千尺雪皆命人

繪圖卷四份，方便乾隆在每處賞景時，皆可同時對照四處千尺雪景致。487參照乾

隆四十五年〈寒山千尺雪四疊舊作韻〉，488可知這四卷的作者分別如下： 

 

描繪地點  作者  現藏地  參考資料 

寒山千尺雪（見

圖 5‐31） 

張宗蒼  北京故宮  故宫博物院編，《故宫博物院

藏淸代宫廷繪畫》（北京：文

物出版社，1992），圖版 142。

西苑千尺雪  董邦達  不明  吳空，〈清代西苑的造園特

色〉，《紫禁城》，第 1期（1998

年），頁 7‐12。 

避暑山莊千尺雪 錢維城  避暑山莊博物 劉愛東，〈《熱河千尺雪》圖卷

                                                       
485 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180，223。 

486 清高宗，〈盤山千尺雪記〉，收錄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178。「御製盤山千尺雪記，乾隆十七年行書。」見乾隆三十二年敕撰，《欽定皇朝通志》，收

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45冊，頁 565；關於盤山千尺雪的研究，見廖寶秀，〈清高

宗盤山千尺雪茶舍初探〉，《輔仁歷史學報》，第 14期（2003年 6月），頁 53‐55+57‐119；廖

寶秀，〈乾隆皇帝與竹茶爐〉，《故宮文物月刊》，頁 36‐50。 

487「寒山、田盤、熱河、西苑皆有千尺雪，各繪為四巻合藏，而分貯其所，每坐一處，則三景皆

在目中也。」清高宗，〈千尺雪再疊舊韻〉，《御製詩二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4冊，卷四十四，頁 8a‐9a。 

488 清高宗，〈寒山千尺雪四疊舊作韻〉，《御製詩四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8冊，

卷六十九，頁 24b‐2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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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圖 5‐32）  館  與“千尺雪”〉，《文物春秋》，

第 4期（1992年），頁 94‐96。

盤山千尺雪  乾隆御筆  不明  廖寶秀，〈清高宗盤山千尺雪

茶舍初探〉，《輔仁歷史學

報》，第 14期（2003年 6月），

頁 53‐55+57‐119。 

 

這四件作品中，僅兩件傳世至今。雖然皆名為千尺雪，但就張宗蒼的《寒山

千尺雪》且錢維城的《避暑山莊千尺雪》來看，除了景觀都是由山間水邊建築等

元素組成之外，造景其實各有不同。雖然乾隆御筆的《盤山千尺雪》目前下落不

明，但我們仍可透過董邦達的《田盤勝概冊》、《欽定盤山志》附圖、《靜寄山莊

八景圖》等（見圖 5‐33），了解景觀變化的狀況。前已提及《田盤勝概冊》中〈貞

觀遺蹤〉一景，是以三塊晾甲大石為主角，旁還可見盤山行宮的圍牆與小門。而

《欽定盤山志》中的〈貞觀遺蹤〉一圖，不僅在大石與圍牆之間增添了新建築，

畫面主角也從大石改為湍激的泉水。而圖像上的轉變，一方面是因於新建築的添

置，更是體現乾隆的心思。 

乾隆原先是被「晾甲石」吸引，因「唐文皇東征晾甲於此」之典故御題「貞

觀遺蹤」，489後來以該處橫石如檻、泉水跨越奔流而下之勢，將之比擬為「寒山

千尺雪」之意象，並進而在該處泉上屋宇，以為觀泉聽籟之用。對乾隆而言，「貞

觀遺蹤」一處從景觀上的轉變，由山間溪澗大石到水上屋宇的興建，進而發展成

                                                       
489 貞觀遺蹤：「有石在南澗濱，色潤而質瑩，縱可五六，尋衡倍之，實一石，以凹凸分為三，於

平坦處結亭，蔭喬木而倚巨巖，境最幽寂。相傳唐文皇東征晾甲於此，御題曰：貞觀遺踪。

千載上雄心，逺略此石，所以志也。石迤下欲盡處，横亘若檻然，萬壑奔赴之水，至檻内勢

益怒，則踊躍砰擊而出，跳珠噴玉，下注深潭。宸遊作記，比之寒山千尺雪，遂以為名。天

翰並摹刻崖壁，築宇於泉上，相靣勢為髙下，雲窻霧寮，宛轉相屬，水聲潺潺，與虛濤清籟，

旦夕入聽，山中泉石相遭之，勝莫與此絜矣。」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

第 243冊，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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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角度的改變，由歷史遺跡晾甲石到附庸風雅的千尺雪泉水，這兩方面的改變

正好都呈現在董邦達的圖繪之中。若只是要單純體現新建築的產生，董邦達大可

將千尺雪建築置於畫面中央，將該處的描繪同其他行宮建築的處理一般，置主角

為中心，山石樹木環繞周圍。然而在《欽定盤山志》的〈貞觀遺蹤〉一圖，反倒

是將「泉水」置於畫面中心，千尺雪建築與晾甲石則置於兩旁，產生拱托的效果，

這正好呼應了〈盤山千尺雪記〉中乾隆對該處景致的書寫。乾隆最為關注的實為

泉水本身的奔騰之勢，晾甲石位於泉水間，令泉水水花激揚、水聲鏗然，小屋則

是乾隆開窗賞景的休憩之所，無論是大石或小屋均為附屬之物，乾隆欣賞的主體

乃是如「千尺雪」般的泉水。由此可知編繪《欽定盤山志》的董邦達，他做到的

不僅僅是再現盤山行宮景致，更重要的是體察了乾隆的心思，並且細膩地表現在

圖像上。 

董邦達既在細微處都能體現帝王心思，關於盤山圖繪的種種處理皆有可能是

奉皇命所為的，值得注意的一點便是「杳無人跡」的處置。在允禧的《盤山十六

景》冊中，經常出現拄杖、乘輦之文士，甚至有文人之間打躬作揖的舉止（見圖

4‐2‐7、4‐2‐10），這類處理方式，實與傳統記遊山水圖、園林圖繪以及晚明的旅

遊導覽書籍有密切關係。例如在明代王履《華山圖冊》中，即有描繪文士或拄杖、

或騎驢以遊覽山間的狀況，甚至有文士造訪山間民居、拱手作揖的場面；晚明朱

之藩的《金陵圖詠》即有意透過人物活動的描繪，來引導讀者觀看景物，進而指

引如何「遊覽」當地；490更不用提明清私家園林圖像，幾乎件件都有描繪園主與

客人在其間的活動狀況。491這種強調「文人之遊」以及以人物描繪來導引觀者的

觀看圖像的呈現方式，與唐岱、董邦達的盤山圖繪中「杳無人跡」之作法大不相

同。不僅如此，在清代避暑山莊與圓明園圖繪中均呈現如此狀況。 

Stephen Whiteman與馬雅貞在討論康熙朝的避暑山莊圖繪時，皆曾提出畫中

                                                       
490  Si‐yen Fei, Negotiating Urban Space: Urbanization and Late Ming Nanj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Chapter 3. 

491 高居翰、黃曉、劉珊珊著，《不朽的林泉  : 中國古代園林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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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杳無人跡」的特點。Stephen Whiteman認為，這些圖像中缺乏人物，尤其沒有

帝王的形象在其中，是因為帝王並不想在畫面中成為「物」，帝王的所在以及帝

王為帝國發聲，皆是透過詩文作品來達成的，這是康熙帝所構建出來的特定表達

模式。492馬雅貞研究《御製避暑山莊詩》時，也曾特別點出清代「皇苑圖繪」杳

無人跡的特殊處理，既有別於過往的宮苑樓台界畫，也不同於明清私家園林圖繪。

493 

筆者認為確如 Stephen Whiteman所言，皇苑圖繪的杳無人跡是因為帝王不

願置身於畫面之中，成為「物」的一份子，並且欲以「詩文」來為自己發聲，然

而原因不僅在於此，透過乾隆經營盤山所透露出的各項訊息，在圖繪中不加人物

或許也牽涉到帝王的「遊觀」觀念。從允禧的《盤山十六景》冊到董邦達的《田

盤勝概冊》之間，人物描繪與否的問題，不僅突顯出兩組盤山圖繪之間的性質差

異，更關乎乾隆對「盤山」的定位。乾隆在 1747年之前的盤山詩作，多以「盤

山行宮」、「盤山別業」來稱呼該地，494並且多言遊覽之意，例如「肯窮遊覽興，

佇待奏章來」，495或者是「境惟幽絶塵，心以静堪寄。披圗似重歴，恱此煙霞意」，

496之後則直接以「靜寄山莊」為題賦詩，以「靜寄」二字來表彰自己的人生哲學

觀，時常在詩句中透露出自己是「盤山主人」的意象，並且以「靜寄山莊」上追

祖業。由此體現了在乾隆心目中靜寄山莊地位的轉變，由原先的遊賞，到後來的

規劃、佈置、定義、擁有盤山。也就是說，原先盤山並無異於其他巡幸所經之地，

他在當地的遊覽是抱持著一種「尋幽訪勝」的心態，就如同當年祖父康熙遊盤山

一般，故而與允禧同遊盤山時，命其所會的圖冊會是記遊形式的。當他立下在此

                                                       
492  Stephen Whiteman, Creating the Kangxi Landscape: Bishu shanzhuang and the Mediation of Qing 

Imperial Identity, Chapter 4. 

493 馬雅貞，〈皇苑圖繪的新典範：康熙《御製避暑山莊詩》的製作及其意義〉，頁 39‐80。 

494 清高宗撰，吳景仁輯注，《乾隆薊州詩集》，頁 21、36、41、42。 

495 上引文，頁 21。 

496 清高宗，〈題慎郡王田盤山色圖十六幀〉之〈靜寄山莊〉，收錄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

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183。註：該詩作於 17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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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興建行宮的目標，而行宮建築又陸續完成之後，才真正轉變自己的觀點，

賦予「靜寄山莊」表彰立場、言志的功能，並且命董邦達製作《田盤勝概冊》與

《欽定盤山志》附圖。 

乾隆既已擁有盤山，「遊」對他而言當然不成問題，無論是騎乘、肩輿或步

行，皆有專人隨侍在旁，這些「遊」的意象，乾隆往往也透過詩句來表達，在這

過程中唯一無法做到的，便是以圖像的方式再現自己的擁有物—盤山行宮，這點

必須透過畫家來達成，而董邦達便承攬了這項任務，這樣的做法正是將乾隆所擁

有的地點轉化成圖像式的目錄，也形成如邵彥所言的「紀實檔案」性質。497乾隆

一直都有將帝國治下所擁有的一切轉化成「圖譜」的傾向，498盤山既是自己擁有

的地盤，自然也要以圖譜的方式整理編目。這種概念其實也合於 Cary Y. Liu所說

Archive的概念，為人、地、物進行命名、編目，以整理掌控帝國，Cary Y. Liu以

此談論康熙帝對避暑山莊的經營，499乾隆既然有意以靜寄山莊上追皇祖的避暑山

莊，那麼這種經營模式的比附也就合情合理了。 

既是要將盤山景物整理歸檔，圖像的部分勢必要能「紀實」，也就是合於「實

景」，若以傳統山水技法來作象徵性的表達，恐失卻了轉化成「圖譜」的目標。

                                                       
497 邵彥依據董邦達《田盤勝概冊》與乾隆〈靜寄山莊十六景記〉的製作時間點，來看《田盤勝

概冊》的性質，他以君臣二人同遊並同作圖冊、詩文這點，認為該作品不同於遊覽前作的「導

遊圖」或遊覽後作的「紀遊圖」，更具有「紀實檔案」的性質，並推測這是行宮落成的獻禮，

但邵彥並未討論乾隆何以需要「紀實檔案」類型的作品。邵彥，〈時空轉換中的行宮圖像─對

幾件《盤山圖》的研究〉，頁 38。 

498 這方面的研究見余佩瑾，〈品鑑之趣‐‐十八世紀的陶瓷圖冊及其相關的問題〉，《故宮學術季刊》，

第 22卷 2期（2004年，冬季號），頁 133‐166+203；賴毓芝，〈從印尼到歐洲與清宮‐‐談院藏

楊大章額摩鳥圖〉，《故宮文物月刊》，第 297期（2007年 12月），頁 24‐37；賴毓芝，〈圖像、

知識與帝國：清宮的食火雞圖繪〉，《故宮學術季刊》，第 29卷 2期（2011年 12月），頁 1‐75；

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75期（2012年 3月），頁 1‐76；余佩瑾主編，《得佳趣：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臺北：國

立故宮博物院，2012）；賴毓芝，〈清宮對歐洲自然史圖像的再製：以乾隆朝《獸譜》為例〉，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80期（2013年 6月），頁 1‐75。 

499  Cary Y. Liu, “Archive of Power: The Qing Dynasty Imperial Garden‐Palace at Rehe,”頁 4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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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董邦達在盤山圖繪中，如此賣力地處理空間問題，使建築與地貌之間能彼此

相合，既表現了山間地勢高低起伏的態勢，又顧及建築本身的精細描繪以及結構

上的合理性，並且考量到乾隆所要求的「三董相承」，以具有董源風格的用筆處

理實景，將樣式化的成分略微降低，用短皴筆堆疊出草木茂盛的山體，並作出緩

緩抬升的坡度。在盤山圖繪的製作過程中，要描繪哪些景點是由乾隆決定的，董

邦達佈局時會將主題置於畫面中央，再繪出周遭的地形與景物為背景，這種作法

一方面能營造出以山石簇擁、拱出建築的效果，例如〈太古雲嵐〉、〈層巖飛翠〉

等例子（見圖 1‐1‐4、1‐1‐5），另一方面，將主體物置於中央也是乾隆朝圖譜製作

的慣例（見圖 5‐34）。由上述可知，董邦達的盤山圖繪中呈現出的高度實景性質，

以及對地質景觀的強調，是「擁有物盤山—天下的主人—畫家」三方交會的成果，

而乾隆正好在其中扮演核心的角色，畫家則承皇命做盤山圖繪。 

 

六、小結 

 

在第肆章已探討過盤山對乾隆的意義，不僅是巡幸的中途站，更是帝王意志

的寄託與展現。盤山圖繪既是作為一種「擁有物」的紀錄，實景性質的掌握便成

為關鍵所在，這點同時呈現在盤山的分景與全景圖中，更可擴及其他巡幸地景畫。

當乾隆反覆巡幸遊覽盤山，對於該處景觀也逐漸具有相當的熟悉度，在這種狀況

下，傳統文人意象式、符號式的處理並不能滿足他的需求，儘管 1745年之前便

有唐岱、允禧的盤山圖繪，到了董邦達手上仍重新建立圖繪盤山的模式。 

就上一章筆者討論董邦達風格養成過程時，發現乾隆有意令其養成對古法正

脈的延續性，這點本與實景性質應是衝突的，但董邦達巧妙地在「實景」性質與

「風格」兩方面達成折衷，令乾隆十分滿意。不僅如此在風格方面有突出的表現，

當董邦達奉命製作地景圖繪時，儘管有現成資料可供參考，他還是選擇自行創出

新的表現方式，就取景角度與圖像內容來看，也明顯是重新尋訪當地所得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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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兩點不僅是董邦達特出、別具價值之處，綜觀他同輩與後輩的詞臣畫家，在

描繪行宮或帝王巡經名勝之圖像時，再無法做到像董邦達的效果。例如張若澄、

關槐，甚至是董邦達之子董誥都是。 

除了康熙朝智朴的《盤山志》之外，過去的盤山記載鮮有文圖並進的作法，

而乾隆朝的《欽定盤山志》不僅圖文並茂，對盤山景色也依循乾隆的「指示」來

進行重新編目整理。系統化後的盤山圖、文，不僅是乾隆反覆觀看、對照的依歸，

作為遊覽導引的功能，《欽定盤山志》也成為其「擁有物」的編目索引，志中所

收圖像也成為再創作、再收錄的依循對象，收納於《雕紫檀龍紋多寶格》的《御

製靜寄山莊八景詩圖》便是典型的例子，此外，《欽定盤山志》的文字紀錄當然

也成為後來纂修方志時的重要參考資料。以上種種盤山圖像的製作，關鍵作者便

是董邦達，他在帝王的敕命下不斷進行複本的製作，加上乾隆反覆賞鑑、題寫這

些圖像，盤山圖像便深刻地烙印在帝王的腦海中，而君臣之間對一地的詮釋與領

會也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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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乾隆帝、詞臣與巡幸地景畫 

 

第肆章已探討過盤山對乾隆的意義，不僅是巡幸的中途站，更是帝王意志的

寄託與展現，第伍章則針對董邦達以及乾隆朝其他詞臣畫家的盤山圖繪進行風格

與意義上的探究。乾隆反覆巡幸遊覽盤山，對於該處景觀也逐漸具有相當的熟悉

度，在這種狀況下，傳統文人意象式、符號式的處理並不能滿足他的需求，儘管

1745年之前便有唐岱、允禧的盤山圖繪，到了董邦達手上仍重新建立圖繪盤山

的模式。盤山圖繪既是作為一種「擁有物」的紀錄，實景性質的掌握便成為關鍵

所在，這點同時呈現在盤山的分景與全景圖中，更可擴及其他巡幸地景畫。 

這些詞臣扈從巡幸地景畫著重於個別景點的描繪，既不紀錄帝王行程，也不

描繪巡幸隊伍的活動狀況。除了描繪景點，作品通常搭配有御製詩句，而畫家又

多半具有詞臣身份。將詞臣畫家的定位問題，置放在巡幸地景畫的製作中，可以

發現一個有趣的矛盾之處，這些地景畫的描繪手法，高度關注與實景的對應關係，

既然如此，宮廷畫家應是製作此類作品的不二人選，然而這批作品卻大多由詞臣

畫家製作。人選的決定必定與帝王的企圖有高度關連，也關乎帝王對該地的觀點、

地景風格的營造。本章將提出的是乾隆朝其他詞臣所作的巡幸地景畫，了解個別

作品的製作背景，探索董邦達所建立的巡幸圖繪模式是否影響到這些作品，而乾

隆又是如何看到這些詞臣巡幸地景畫。 

 

一、扈從、賜遊與出差地景畫 

 

1. 扈從、賜遊與出差：詞臣的奉敕活動 

在乾隆朝詞臣巡幸地景畫中，根據製作脈絡大致可分為三種：扈從、賜遊、

出差，以下依據詞臣與帝王之間的互動，以及兩者與遊歷所見景物的關係來說明

這三種活動，「扈從」指的是帝王出巡時臣子跟隨在隊伍之中，由於是君臣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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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況，兩者會同遊、親歷、親見各式景物。「賜遊」指的是帝王賞賜臣下前往

遊歷某地，帝王可能在先前曾遊歷過當地，故賜予臣下「遊」的機會，這對臣子

而言是一種榮耀。「出差」一詞乃是現代用語，筆者援引該詞來指稱詞臣因出外

執行公務所生之「遊」，詞臣奉帝王之命前往京城以外的區域執行任務，不見得

是長期的派任，也有代君王祭祀或任鄉試考官等短期任務，在此過程中，帝王命

詞臣圖繪所到之處的景致。這些「出差」詞臣在遊歷的過程中，所見之景物為帝

王所未見的、未能觸及的地帶。以下針對這三種「遊」舉出實例與作品。 

就政治與國家的角度來看，詞臣扈從帝王出巡之目的，在於維持朝廷的正常

運作。如《起居注》、《實錄》中所記載的，在巡幸過程中帝王往往都在忙碌地處

理公務，也會議決巡幸所經的地方事務，南巡期間更特別關注河工整治的問題。

但從《御製詩集》、詞臣扈從所留下的文字紀錄，往往又展現了帝王巡幸中的另

一面向：省方問俗、觀覽景致。當觀景、賞景之時，便會衍伸出扈從書寫與圖繪。

就清帝巡幸盤山的狀況來看，扈從書寫的例子發生在康熙朝，在本文第參章已舉

出高士奇的例子。扈從圖繪則大量出現在乾隆朝，在先前已討論過的盤山圖繪中，

允禧於 1745年與乾隆同遊盤山，奉命做《盤山十六景》圖冊進獻，此屬扈從所

作；董邦達的《田盤勝概冊》與《盤山十六景圖》卷均有可能是 1747年扈從之

作，當年度二月份曾有乾隆巡幸盤山賜宴大臣並命之圖繪盤山的事件，這部分前

已論及，而《欽定盤山志》中的〈盤山全圖〉與其他附圖則是 1754年扈從所作，

在御製詩中有明確點出此事；500此外，鄒一桂的兩幅《盤山圖》軸，上有作者題

款道「壬申（1752年）春仲扈從盤山即景恭畫。臣鄒一桂」，可確知是扈從之作。

由此可知在乾隆巡幸盤山的過程中，扈從之作確實不少。然而扈從寫景之作不僅

止於盤山一地，以董邦達為例，他曾於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扈從西巡五臺

山，行經河北唐縣葛洪山一地並奉命繪圖，即今所留存下來的《葛洪山八景圖冊》。

                                                       
500 清高宗，〈山行即景〉：「侍臣擕有清華侶，詩畫兼能為寫真」，後有乾隆自注曰：「擕董邦達來，

令為田盤全圖，兼欲修新誌也。」見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

冊，頁 20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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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根據《光緒保定府志》的記載，可以確定董邦達位於巡幸隊伍的車列之中，以

「侍郎」的身份來擔綱此項任務，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早在十五年（1750年）

巡幸五臺山途中，即曾命張若澄繪製葛洪山圖，當時他的職銜是「學士」。也就

是說，董、張二人均以文臣的身份扈從在隊伍之中，乾隆「就近」傳召他們繪製

地景，由此可知乾隆所以選擇由詞臣圖繪地景，可能也與巡幸隊伍的編制有關。

502 

在賜遊盤山的例子中，同樣有書寫與圖繪兩方面的狀況。在《欽定盤山志》

中收錄有蔣溥、錢陳群、鄒一桂、董邦達等人的〈賜遊盤山恭記〉，透過他們的

文字，首先可以了解到詞臣獲得帝王的恩准遊覽某地，基本上是一種榮耀，就如

同康熙帝與高士奇的例子一般。進一步探究他們所撰寫之內容，可知每位詞臣在

遊覽盤山時，並不只是單純的遊歷休憩，往往被賦予一些特殊的任務。首先，根

據蔣溥的〈賜游盤山恭紀〉一文，可知其被賦予的任務是纂修《欽定盤山志》，

其中提到「名山賴傳記，特勅校天禄。舊乗多舛誤，或陋或繁縟。摛辭歸雅馴，

宸章謹三復」，內容描述他在纂修新志時所作的文字校錄工作，以及乾隆對此的

重視程度，他也在文中描述了蒐羅資料的過程，例如「蠟屐整籃輿，問途指林麓」，

又「摩挱古碑碣，文字半可讀」。503 

但提及錢陳群之遊，似乎就是單純的帝王賞賜與表寵幸之意。據其文章首段

可知，錢陳群扈從乾隆出巡來到盤山，獲公餘賜遊盤山，於是偕同亦是扈從來到

盤山的詞臣七人，趁著春光甚好，騎馬一遊。錢陳群獲賜遊的地點是天成寺，這

是其來有自的，因為天成寺是乾隆極為看重的寺院，每每來到盤山，首要造訪之

地均是該處，留有特別豐富的詩作，且「天成寺」是由乾隆於十年（1745年）

                                                       
501 董邦達的《葛洪山八景圖冊》傳世至今共有三本，關於版本問題在後面會討論到。 

502 張豫塏等纂，李培祜修，《光緒保定府志》，收錄《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6），頁 15，334。 

503 蔣溥，〈賜游盤山恭紀〉，收錄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45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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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自賜名，題匾「江山一覽」，並有勒碑「御製遊盤山記」。504錢陳群該次遊歷留

有七人共題的詩冊，並獲聖上御覽作詩，即為本文第參章所提到的乾隆〈閱錢陳

群《遊盤山詩冊》有感〉。505 

相對於前述二者，鄒一桂與董邦達或賜遊覽盤山的任務皆為作畫，但透過兩

者所書寫的恭記文，可知他們的遭遇與心境可說是大相逕庭。鄒一桂的旅途看來

艱辛異常，充分體現了盤山山勢的變換多端與崎嶇；董邦達則是對盤山之遊滿懷

憧憬，享受其間風光，並特別提到三度獲賜受到帝王之邀遊覽當地的事蹟。鄒一

桂在文章開頭首先提到盤山地勢的變化多端，506「怪石滿林麓，棋布而星列。大

者如車舟，小者若𤓰瓞。懸者如欲墜，動者如欲活。眈目虓虎蹲，昻首狂兕突」，

眼前所見均是形狀怪異的石頭滿佈山林間，大小參差，有懸掛者如同要墜落，滾

動的石頭彷彿有生命一般，大小石頭就如同怪獸一般蹲踞張目、昂首張狂，令人

感到畏懼。不僅如此，越往深處走甚至帶給鄒一桂「飛虹架危卵」的危機感，而

一行人在這崎嶇的道路上行走，狀況顯得十分狼狽，他對這樣的景況有十分生動

的描述：「冠者五六人，中途已抛撇。倒榻息吁嘻，索飲救枯渴」。文末終於談到

他在當地圖繪景致的狀況：「我來此盤桓，為盤冩凹凸。就泉作硯池，燒松為朽

筆。盤意會心胸，盤皴非倉卒」，由此數句可知，鄒一桂在當地已實地對實景作

                                                       
504 蔣溥、汪由敦、董邦達等奉敕撰，《欽定盤山志》，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86冊，

頁 65‐66。御製登盤山天成寺詩根據《皇朝通志》記載，共計有 19首，見乾隆三十二年敕撰，

《欽定皇朝通志》，收錄台灣商務印書館編輯，《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45冊，頁 562‐563。

關於乾隆在天成寺留有宸翰的狀況，見和坤等敕纂，穆彰阿等奉敕修，《（嘉慶重修）大淸一

統志》（台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本，1966），頁 148。 

505 錢陳群，〈賜游盤山恭紀〉，收錄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452‐453。白金輯，《乾隆帝巡幸盤山御製詩》，頁 260。錢陳群該次獲賜遊盤山，有留下詩冊，

於 1774年獲乾隆御覽並作一詩：〈閱錢陳群《遊盤山詩冊》有感〉，詩中提到錢陳群遊盤山之

事於今相隔約二十餘年，再根據錢陳群〈賜游盤山恭紀〉所言「其歲辰在申，其日為上已」，

可知該次遊歷應是在乾隆十七年（壬申年，1752年）。 

506 鄒一桂，〈賜游盤山恭紀四十韻〉，收錄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

冊，頁 453‐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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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寫生圖稿。最後鄒一桂因為眼力逐漸匱乏，當地天色也漸昏暗，在體力消

耗殆盡的狀況下結束了這次旅途，儘管充滿險阻，他仍不忘表達對聖上的感恩之

意。鄒一桂曾與錢陳群同遊盤山，及上所提及的 1752年之遊，而其扈從做《盤

山圖》軸也是在 1752年，但由於本篇恭紀詩並未明示出遊時間，故而無法確定

是否為 1752年所遊。有趣的是，文中提及同遊者五、六人，人數同於錢陳群之

遊，兩篇〈賜遊盤山恭記〉或有可能指的是同一次出遊，若然如此，兩者所呈現

的遊歷狀況卻大相逕庭。錢陳群之遊十分輕巧、游刃有餘，鄒一桂之遊則驚險萬

分、精疲力盡，是十分有趣的對比。 

董邦達的〈賜遊盤山恭記〉文中，507明確指出該次遊覽的時間點在乾隆十一

年（1746年）九月，但根據《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記載，他早在同年

七月份便已奉命與沈源前往盤山行宮繪製圖稿，這兩回均屬「賜遊」的性質，但

董邦達與沈源同往所繪的圖稿如今去向不明。董邦達在〈賜遊盤山恭記〉的文章

開頭，提到對這次遊歷盤山的殷殷期盼，細讀其中文字，可以感受到他的遊歷過

程不若鄒一桂所述的艱辛萬分，反倒像是來到仙境一般，漸入佳境：「霜林㸃染

紛繡繪，千巗叠玉層雲排。穿雲漸入最深處，似登閬苑升瑶階」。董邦達在此時

便已獲悉纂修盤山新志的任務，因而有言「天語傳宣勅授簡，山經輯綴探幽竒。

舊志一編未醇備，比邱蠡測還傳疑。今茲蒐羅務詳慎，廣擇博訪宏辭摛」。關於

圖繪山景的部分，董邦達則指出「五岳真形圖未易，况是壺天清景閟。親切應須

得縱觀，仙逰更沐君王賜」，以及「經營粉本備規模，粗識堯禹恭儉意」，將圖繪

盤山視為一種神聖重大的任務，要能真正體現盤山之景，實則仰賴帝王賜遊，方

得親歷親見、即景繪圖。文中當然也描述了盤山之景，相對於鄒一桂文中詭譎驚

險的狀況，董邦達所呈現的是壯闊美好、充滿靈氣的樣貌：「四靣蓮葩拔地攢，

千章松樹㕘天劃。蒼玉劈殘巨靈斧，黄金布滿能仁宅。盤泉伏地琴筝幽，白石齒

                                                       
507 董邦達，〈賜游盤山恭紀〉，收錄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45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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齒噴清流」。綜上所述，可知無論是鄒一桂的驚險之旅，或者是董邦達的自得其

樂，對圖繪盤山這個任務來說，親身造訪體驗都是必須的。而董邦達於 1746年

獲賜遊盤山，透過文字紀錄可確知應有繪圖，可惜沒有進一步的資料證實這年所

繪為哪幅，儘管如此，這年獲賜遊的經驗應當會影響到後來於 1747、1754年的

扈從圖繪之作。 

關於「出差」作圖的部分，筆者舉出三例：董邦達的《西江勝蹟圖冊》（見

圖 6‐1）、李世倬的《對松山圖》（見圖 2‐38）以及錢維城的《龍井八詠圖冊》（見

圖 6‐2）。在這些作品當中，有些是帝王敕命所作，如《西江勝蹟圖冊》，也有主

動進獻的，如《對松山圖》與《龍井八詠圖冊》。董邦達的《西江勝蹟圖冊》據

《石渠寶笈》續編之記載可知，該冊共十二開，為董邦達於乾隆十八年（1753

年）前往江西擔任鄉試正考官時所繪。508董邦達典試江西時，奉帝王之命繪製當

地名勝景觀，得十二景繪成冊頁十二開，回京後呈上御覽，並獲乾隆御題詩句十

二首。此外，董邦達有《廬山圖》卷（見圖 6‐3），描繪的亦是江西勝景，與《西

江勝蹟圖冊》共有六景相同。由於董邦達一生中幾乎都在京中任官，僅三度到地

方短暫停留，曾到陝西、江西任鄉試正考官，另外就是因丁母憂返鄉。509由此可

知《西江勝蹟圖冊》與《廬山圖》為同次所繪。 

當李世倬奉命前往山東孔廟視禮器時，描繪了《對松山圖》（見圖 2‐38）進

獻給乾隆，根據御製詩「景行積悃望宫墻，視禮先期命太常」一句，可知該作品

為李世倬任太常寺卿期間（乾隆八年到十五年）所作。510楊丹霞考證李世倬生平

及繪畫作品時，則提及該首詩句，並對照《明清檔案》得知此一事件發生於乾隆

                                                       
508 國立故宫博物院編，《石渠寶笈 續編》，第 6冊，頁 2981‐2982。 

509 人名權威：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search.php，檢索日期：

2015/7/4。 

510 李世倬於乾隆八到十五年任太常寺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內閣大庫檔案，052942號，

見人名權威：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search.php ，檢索日期：

2015/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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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1747年）九月。511 

根據錢維城的《龍井八詠圖冊》後副葉乾隆題跋兩開，可知該圖冊作於乾隆

三十年（1765年），當時錢維城擔任浙江學政，視學當地，於是以乾隆第三次南

巡所作《龍井八詠詩》為本，繪製圖冊，適逢乾隆第四次南巡來到浙江一帶，於

是錢維城進獻此冊。該圖冊與前二者不同之處，在於呈給乾隆之後，圖冊並未立

即吸引到聖上的目光。反倒是在錢維城過世之後，一次偶然的機遇下，才令乾隆

重執該冊題詩。關於這些圖像的風格，以及帝王對這些圖像的賞鑑與使用，將在

後面的章節中進行討論。 

 

2. 詞臣奉敕活動之意涵 

本文第貳章第二節已討論過康熙朝扈從盤山的狀況，高士奇《松亭行紀》中

記載了康熙帝命其前往盤山深處勘景的過程，並有他與帝王的種種互動、和詩紀

錄。對詞臣而言，扈從出巡並不僅僅是執行各項交辦任務的過程，也是帝王對其

的一種優容與賞賜。在高士奇《扈從東巡日錄》的開頭，512收錄其友人所寫的序

以及贈行詩，透過這些記載，我們不僅可以了解詞臣扈從的意義所在，更可了解

他所發揮的功能為何。高士奇因供奉內廷之故，獲得扈從出巡的機會，而他的友

人「寵斯行也，得贈行詩若干首」。贈行詩依據友人的官職高低排列，收錄在《扈

從東巡日錄》卷上，513其中，官位較低的纂修明史監生支七品俸的黃虞稷，在詩

中表現出羨慕之意：「獨羨詞臣能扈從，屬車載筆記從容，聖主東巡帝里遙，芳

春扈蹕敢言勞」。514在汪懋麟的序中更提到扈從者數以千百計，但其中漢人文臣

僅三人，高士奇當時是內廷供奉侍講，為三人之一，汪懋麟並直言「從來扈蹕朝

                                                       
511 楊丹霞，〈李世倬生平及繪畫研究〉，《故宮學刊》，第 1輯（2004年），頁 420。 

512 高士奇，《扈從東巡日錄》收錄在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6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該次東巡於康熙二十一年春，在《松亭紀行》所

載之巡幸的隔年。 

513 高士奇，《扈從東巡日錄》，收錄《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66冊，頁 64‐66。 

514 上引文，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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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儒臣之榮遇」，直言扈從帝王出巡事件極盡榮寵之事。515 

高士奇不僅有幸獲得扈從的機會，在永陵謁陵之後，大部分的大臣都留在盛

京辦公，而高士奇卻能夠隨著鑾輿「備歷松花，混同白山黑水諸勝，聞見益異，

紀事益奇」。516高士奇隨侍在帝王身旁，每經山川要害都要與之「撫今追昔」，談

論「興衰治亂之由」，以及「詠懷古蹟、流連景光」，517也因此朱彝尊在序中稱讚

高士奇，認為他能在君王左右，提供與名山、大川、史蹟相關的資訊，「非有倍

萬人之才者能之乎」。518上述言及的君臣詩文唱和的佳話之所以能流傳至今，根

據朱彝尊的說法是在帝王的應允下實行的，汪懋麟並指出在康熙「詠懷古蹟、流

連景光，則親灑宸翰，用記名勝」，「侍講（高士奇）必倚馬磨盾以和」，君臣詩

文唱和之後，「御製諸篇，外廷小臣不可得而見也」。519也就是說，不僅扈從帝王

出巡、與帝王詩文唱和的機會難得，就連御製詩文在當時都不是輕易可見的作

品。 

在康熙帝與高士奇的事蹟之後，君臣詩文唱和的佳話也被乾隆繼承下來，並

且在規格、表現層次上有所提升。在乾隆〈靜寄山莊十六景記〉的末段提到：「欽

承讀是記者，尚知吾繩武之意，520而所重固不在卷阿之遊歌也歟」。521此處的「繩

武」、「卷阿」皆典出《詩經 大雅》。「繩武」指的是承繼祖業，而「卷阿之遊歌」

一句出自「來游來歌，以矢其音」，指的則是周王出遊卷阿，臣子扈從並紛紛獻

上詩歌的盛況。對照〈靜寄山莊十六景記〉的上下文，可將這句話解讀成乾隆命

                                                       
515 上引文，頁 64。 

516 上引文，頁 64‐65。 

517 上引文，頁 65。 

518 上引文，頁 66‐67。 

519 上引文，頁 65。 

520 「繩武」典出《詩∙大雅∙下武》：「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指的是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

能繼其跡。後因稱繼承祖先業跡為「繩武」。馬瑞辰撰，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北京：

中華書局 1989），頁 864；漢典：http://www.zdic.net/c/3/d5/207707.htm，檢索日期：2015/1/8。 

521 〈大雅（生民之什）卷阿〉，收錄馬瑞辰撰，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頁 914‐918；周

策縱，〈《卷阿》考〉，收錄《周策縱自選集》，（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頁 2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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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修建該行宮，主要欲彰顯的是對聖祖避暑山莊的承繼關係，而非君臣共遊、群

臣歌頌的部分。儘管乾隆在文中如此宣稱，我們仍不禁會注意到《欽定盤山志》

中收錄的眾多恭和、賜遊詩文，522以及傳世至今的眾多盤山圖繪，這些不都是〈靜

寄山莊十六景記〉中所指稱的「卷阿之遊歌」？透過詞臣扈從作圖、作詩來彰顯

君臣和諧的氣氛，以及臣下對帝王的擁戴。不僅如此，乾隆經常在詩中引用「卷

阿」的典故來書寫行宮相關事宜，例如盤山行宮、蓮池書院、聖因行宮、避暑山

莊勤政殿等巡幸駐蹕之地的相關詩句中，皆有使用到「卷阿」，與巡幸高度相關

的典籍如《欽定盤山志》與《南巡盛典》的編纂大臣進表，也引用了「卷阿」的

典故。也就是說，乾隆是贊同「卷阿之遊歌」的概念，透過帝王即景題詩、詞臣

扈從寫作與圖繪、甚至是君臣詩文唱和的種種活動，就是要彰顯君臣共遊、群臣

歌頌之「來游來歌，以矢其音」的美好氣氛，而巡幸圖文製作的核心價值所在，

便是要體現群臣促擁歌頌帝王之遊的行為，當群臣獻上扈從圖文，便是表達對帝

王作為的贊同與忠誠。Stephen Whiteman談康熙朝《御製避暑山莊詩》時，便有

論及避暑山莊圖像的製作的意義，這些不僅僅是帝王在詮釋園林本身，也是透過

印製、給予、觀看，形塑出帝王與接受者之間的關係，接受者表達忠誠，以及雙

方共同確認對這些帝國象徵的詮釋。523由這點看來，早在康熙朝便有使用皇苑圖

繪與御製詩作來形塑君臣關係與帝國認同的作法。 

既然乾隆在乎詞臣的擁護，為何在靜寄山莊例子中，「繩武」的意義高於「卷

阿之遊歌」？並非乾隆不需詞臣在扈從過程中表達精神上與行動上的支持，而是

他更想要彰顯的是對皇祖父避暑山莊的承繼。乾隆重視孝道，出外巡幸也經常帶

著皇太后，524事實上，巡幸與建設行宮均常被漢臣視為是奢靡浪費之舉，若是以

                                                       
522 蔣溥等撰《盤山志》卷十、十一，收錄的是恭和御製詩，卷十四還有數篇詞臣所作的〈賜遊

盤山恭紀〉，見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361‐403，437‐463。 

523  Stephen Whiteman, Creating the Kangxi Landscape: Bishu shanzhuang and the Mediation of Qing 

Imperial Identity. 

524 陳葆真，〈乾隆皇帝對孝聖皇太后的孝行和它所顯示的意義〉，頁 113‐115。歐立德，青石譯，

《乾隆帝》，頁 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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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為由自然更理由充分些，的確在《欽定盤山志》〈巡典〉紀錄靜寄山莊的興

建與乾隆巡幸盤山等，均會見到皇太后的身影。525從這個邏輯看來，以上承皇祖

為名義建設靜寄山莊既是全了孝道，又代表著承繼大統，更是對康熙盛世的讚揚

與效法。如果乾隆建設靜寄山莊全無「卷阿之遊歌」的意思，他大可不必提出來。

據研究指出，在《詩經》原本的語境中，〈卷阿〉與〈下武〉（即「繩武」的典故

來源）二篇均有頌揚周成王之意，若乾隆也是如此理解〈卷阿〉與〈下武〉之意

涵，那麼他特地在〈靜寄山莊十六景記〉的末句提出：「尚知吾繩武之意，而所

重固不在卷阿之遊歌也歟」，便有以示謙遜之意涵了。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將詞臣扈從詩文寫景擴展到圖繪地景的作法，其概念的

產生或許可往前追溯到《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圖》的製作，但如先前所述，大臣

們有即景成詩或繪景的動機，但未曾實際參與，最終圖繪避暑山莊景致的仍是宮

廷畫家，或許是受限於繪畫能力與經驗所致。當時間來到乾隆朝，經過避暑山莊

與圓明園等行宮圖繪的經驗累積之後，董邦達雖為一介文臣，但由詞臣製作行宮

圖繪的氣氛與條件已然成熟。 

 

二、董邦達巡幸地景畫的範式形成 

 

1. 董邦達的西湖、葛洪山與西江勝蹟圖繪 

在董邦達繪製的地景畫中，雖然繪製的背景因素多元，扈從、賜遊、出差三

種因素兼具，但從風格與構圖方面來看卻都相仿，可知他在這豐富的圖繪經驗中，

已建立出特定的表現模式，以因應乾隆大量的地景畫需求。以下就《西湖四十景

圖冊》、《葛洪山八景圖》與《西江勝蹟圖冊》來進行說明。在風格方面，雖然所

在景點所在區域皆不同，西湖位於浙江杭州，葛洪山位於河北唐縣，西江勝蹟則

為為江西一帶，但處理方式有相仿之處。三者雖然兼有山景、水景，由山景來看，

                                                       
525 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17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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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以建築物置於畫面中央，以單點透視來處理建築，周圍則以山石簇擁拱托，並

且強調山石的造型變化；水景部分也多會有建築，但以成角透視處理，並以水域

拱托建築。關於建築的透視作法以及地勢高低的處理，已於第伍章討論，於此不

加贅述。 

在盤山地景畫的製作中，乾隆的遊觀與意志的確影響到董邦達的繪畫呈現。

但在董邦達筆下，並非所有的例子都是由乾隆掌握所有的主導性，董邦達在某些

時機上也能掌握有（或者說被賦予了）主導權，以下舉出兩個例子。以《西湖四

十景圖冊》為例，根據石渠寶笈與現存作品上的題跋可知，這套作品是在乾隆首

次南巡（1751 年）前完成的，由董邦達主動進獻，並且被乾隆攜帶在身邊。這

四十開的作品，被乾隆分成四批題寫詩句，依序是十景、八景、八景、十四景的

四批。在第一批的乾隆題跋中，提到將該冊攜於行囊中，於南巡時「遇境轍相印

證，信能曲盡其勝」。第二批的題跋中則指出，乾隆親歷董邦達這八開中所繪的

場景，並且「即境成詩，證以是冊」，也就是說確是先有該冊的製作完成，帝王

親身巡遊、親歷其境後「即境」寫成詩句，與冊頁中的圖像相互對照後，「益覺

會心不遠」。第三批的狀況跟第二批差不多，乾隆指出「即景成吟，辭不盡高，

質之圖中邱壑，略得梗概云」，可知乾隆雖然即景吟詩，卻也不免有文句無法徹

底體現景致之感，故而認為文句做不到的事，董邦達的圖似乎得以達成。而最後

一批圖冊中所描繪的景點，乾隆因為時間有限且景點位處偏僻，故而未能親自遊

覽，也沒法規規矩矩地每景賦予一詩，連同題詩都拖到回程舟行途才進行。儘管

如此，乾隆仍表達對董邦達圖繪西湖的信任感，他以「以境證畫，允擅傳神」稱

許之，嘉獎他在前三批作品中的精采表現，並稱其所繪冊頁在旅途過程中能發揮

「遊覽暢觀、信足娛志」的功能。 

由乾隆詩作與題跋可知，董邦達的《西湖四十景圖冊》是主動繪製進獻的，

因此，四十景的選擇很可能是由董邦達主導的，而御製詩的題寫則是對這種選擇

的再度確認與肯定。有趣的是，這四十景被分為十景、八景、八景、十四景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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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勻組合，其中，十景為南宋時代便已確立的就組合，只是景色命名用字略有改

變，其餘景致的選擇則無定例，可能是董邦達曾親遊或參照相關書籍來選定的。

也就是說，四十景的範圍是董邦達劃定，以此導引乾隆遊西湖時可以注意的景致，

但將四十景再分組則是乾隆的選擇，他依照旅途行經的狀態以及他對景致的重視

程度所作的分組，故而最後有偏僻的十四景未能盡遊。在董邦達的四十景西湖圖

冊中，對地景的觀看、描繪、詮釋、命名、分組，乃是一種反覆進行、反覆確認

的過程，而這樣的過程並非由乾隆單方面決定的，而是詞臣董邦達與皇帝共同完

成。 

順帶一提，或許正因為董邦達的《西湖四十景圖冊》如此受到乾隆的喜愛，

故而後來又有立軸本的《西湖十景圖》，有延春閣藏與圓明園藏兩種版本，皆收

藏於臺北故宮，今已不全。在蘇庭筠的文章中，曾論及《西湖四十景圖冊》及圓

明園藏《西湖十景圖》軸的各景典故與風格差異，其中指出冊頁較著重寫實，而

立軸則強調詩意與文人畫筆墨，526但未曾論及此中異同之緣故。筆者認為，比對

兩種立軸本的《西湖十景圖》與《西湖四十景圖冊》，可知立軸應是以冊頁為底

本製作的，以「曲院風荷」一景為例（見圖 6‐4），冊頁本的畫幅近似正方形，以

成角透視佈局建築、地塊與水域，正好形成 Z字形的構成，安穩地滿佈整個空間，

到了立軸本，董邦達依然採用 Z字形的構成，但因為畫幅拉長，需要填補上下多

餘的空間，故而將 Z字形扭曲變形往上下延伸，遠景則以遠山與雲氣來填充。這

種以 Z字形佈局冊頁，並在畫立軸將 Z字形扭曲拉長的例子還有「斷橋殘雪」一

景（見圖 6‐5）。另外，「蘇堤春曉」在冊頁中是採用三段式佈局，到了立軸本為

了填滿空間，三段式則改為四段式（見圖 6‐6）。 

其次是《葛洪山八景圖》的例子，現存有三個版本，在第壹章已提及三本的

來源。三本均以隸書標示景點地名，三本圖像內容相仿，僅有細節上的不同，其

中，畏壘堂本與上海博物館本上有董邦達書寫的景點說明，中國嘉德 2013本則

                                                       
526 蘇庭筠，〈乾隆宮廷製作之西湖圖〉，頁 5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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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地點說明，反倒書有乾隆御製詩。而畏壘堂本留有董邦達書寫的題跋（見圖

1‐5），內容是關於該本的製作過程，而該文也被收錄在《（光緒）保定府志》中。

527根據董邦達的題跋，可以清楚地知曉葛洪山八景圖的創作過程，乾隆於二十六

年（1761 年）謁泰陵，並巡幸山西五臺山，當隊伍來到河北唐縣時，乾隆囑咐

隨車的董邦達描繪附近的葛洪山。我們並不清楚乾隆是否親遊每個景點，然而董

邦達確實是是在地方官員與附近村民的協助下，深入葛洪山中探訪各個景點，並

畫下這套圖冊。在這套圖冊之前，其實已有張若澄繪過《葛洪山圖》軸所錄景點

更多，共十一景，而董邦達也明白知曉這點，因此，景點的選擇可能在此之前就

已完成，但對於個別地點的詳細描繪則是切切實實由董邦達完成的。在乾隆御題

的版本中（見圖 1‐6），有詩句如此寫道：「侍臣信有傳真筆，却合吾心向所存」，

如此道出乾隆對於董邦達描繪景點能力的信任感，也就是說，詞臣在景物的觀看

與詮釋上，成為帝王之眼的延伸，是乾隆能夠信任的對象，而乾隆對於該地名勝

景點的巡遊，是由董邦達代為完成的。 

不僅如此，乾隆雖未曾有機會巡幸江西，卻趁著董邦達「出差」當地，命其

繪圖進呈。《西江勝蹟圖冊》為董邦達據乾隆十八年典試江西奉命所作，據《石

渠寶笈》記載共十二開，北京瀚海 2003年拍賣曾出現同名作品，但該套冊頁僅

有八開（見圖 6‐1），尚不清楚開數不符的原因，有可能是作品佚失或者是縮減版

的複本。528值得注意的是，該作用筆較為率性飄逸，極有可能是即景所作，故而

無法比比斟酌。由上述各例可知，董邦達為乾隆製作地景圖冊的經驗的確十分豐

富，也不僅在扈從出巡、獲聖上賜遊的機會上作畫，連同在「出差」的狀況下也

不放過，奉命圖寫當地的名勝景致。529 

如上所述，董邦達的地景畫實與乾隆的巡幸有著密切的關係，但三件作品所

                                                       
527 張豫塏等纂，李培祜修，《光緒保定府志》，收錄《中國地方志集成》，頁 333‐335。 

528 在董邦達的地景圖冊中，經常有同地描繪多重複本的狀況，但每份複本收錄的景點數量不見

得相仿。《葛洪山八景冊》現存三本，皆描繪八景，但《西湖圖冊》則有四十景與十景之別。 

529 乾隆十八年，董邦達時任江西鄉試正考官，見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第 5冊，頁 1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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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的層次不同，《西湖四十景圖冊》被用來作為巡幸旅途中與實景對照之用，

同時具有導引名勝景點的用途，而《葛洪山八景圖》、《西江勝蹟圖冊》則是被用

來當做實景的替代品。既是替代品，一則表示乾隆想要知道該處景色卻無意或沒

空，二則表示乾隆對於董邦達圖繪實景的能力十分信任，才會派他畫葛洪山、江

西景色呈上御覽。比起盤山圖繪系列而言，在這三套作品中，實景因素的高低顯

得更為重要了，而導致這種決定性差異者便是乾隆帝。在清宮山水畫發展中，可

以發現具實景性質的作品在乾隆朝大幅度地增加，正如石守謙所點出的，這是因

為帝王對實景因素的重視，導致清宮畫家們因應其需求而作此表現，因而在詮釋

自然時採取了不同於正統派的態度，畫家拉近了與自然的關係。530 

董邦達所以建立了特別的範式來描繪地景，除了因為乾隆的大量委託以及對

實景因素的要求之外，或許也有意與其他詞臣進獻的作品競爭。董邦達的《西湖

四十景圖冊》乃是為乾隆首次南巡所進獻，並且伴隨著他整趟南巡旅程，由去到

返，題詩不斷，無獨有偶，沈德潛、梁詩正、傅玉露也在大約同時期編了《西湖

志纂》，同樣是為了乾隆首次南巡而作，並於乾隆十六年進獻，與《西湖四十景

圖冊》同時，《西湖志纂》乃是將雍正朝李衛的《西湖志》刪繁就簡而成。 

由此可知，當乾隆出巡時是需要這類型的導覽手冊，於是臣子爭相製作上呈。

當然，志書跟圖冊在形制上有所差異，但單就圖像的部分來看，兩者可能會形成

競爭關係。沈德潛本已經引用了李衛版本中的圖像，若董邦達再用便顯得毫無新

意，更不可能引起帝王的關注，因此，《西湖四十景圖冊》沿用了之前製作《田

盤勝概冊》的經驗，採取俯瞰的角度，另外，在表現手法方面也精益求精，別出

心裁。以「三潭印月」一景為例（見圖 6‐7），三者對「印月」的點題採取了不同

的表現手法，在雍正《西湖志》、乾隆《西湖志纂》中，都是在湖面上描繪月的

倒影以表示「印月」。董邦達的「印月」，則非直接描繪月亮的倒影，而是把天上

的一輪明月描繪出來，月光穿透過湖中小石塔的圓洞，進而映照在湖面上，呈現

                                                       
530 石守謙，〈以筆墨合天地──對十八世紀中國山水畫的一個新理解〉，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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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細膩的光影變換效果，在虛與實之間交相映照。另外，「平湖秋月」一景（見

圖 6‐8），雍正《西湖志》、乾隆《西湖志纂》都是描繪天上所掛著的明月，董邦

達反倒是描繪了湖面上的月亮倒影，不僅如此建築部分更採用了線性透視，營造

出景深，並導引觀者往遠方望去。如此別出心裁，故能獲得乾隆青睞。 

 

2. 董邦達巡幸地景風格的關鍵影響 

本文所討論的董邦達盤山圖像，在行宮圖繪的發展中佔有關鍵性的地位，乃

是往實景性質發展的重要轉捩點。第一部巡幸地景作品是《御製避暑山莊詩》，

出現在康熙五十二年，有銅版畫與木版畫兩種版本，收錄避暑山莊三十六景，乃

是由康熙皇帝命名並御製詩句配圖，531而這部作品的風格與形制，奠定了康乾盛

世的行宮圖像樣貌，可與後來的唐岱、沈源《畫圓明園四十景（彩繪本，1744）》、

孫祜、沈源《御製圓明園四十景詩（木版畫，1745）》、董邦達《田盤勝概冊》、《欽

定盤山志》、《欽定熱河志》、張若靄《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圖冊》、張宗蒼《避暑山

莊三十六景圖》、錢維城《避暑山莊七十二景圖》等相互對應。畫面都是以行宮

建築為中心，周圍布置相應的山光、水色、樹石，在大自然的環繞與襯托下，行

宮建築彷彿這舞台上的主角。就圖式來看，董邦達的巡幸地景畫基本上承繼了避

暑山莊、圓明園的圖繪方式，尤其是在行宮的部分，這部分較易於理解，因為行

宮對於帝王的意義，就如同王維的別墅一般，是一種私人產業、「擁有」的概念。

但就董邦達的其他地景作品來看，如《葛洪山八景冊》、《西湖四十景冊》，葛洪

山並非乾隆的行宮所在，僅是西巡途經之處，西湖四十景中雖然有西湖行宮的部

分，其餘許多景也非行宮的所在之處，或許我們可以合理推斷，乾隆即是將巡視

所經之處都視做私人產業、別墅、別墅附屬景致的一部分，因為這整個天下、帝

國都是屬於他的擁有物。 

儘管形制相仿，在這些作品中的山水樹石描繪卻有了很大的轉變，引領山水

                                                       
531 王景鴻，〈清宮鐫刻的第一部銅版畫冊——淺論康熙《御製避暑山莊詩圖》〉，頁  58‐73。 

 



董邦達與乾隆朝巡幸地景畫 

‐‐‐‐‐‐‐‐‐‐‐‐‐‐‐‐‐‐‐‐‐‐‐‐‐‐‐‐‐‐‐‐‐‐‐‐‐‐‐‐‐‐‐‐‐‐‐‐‐‐‐‐‐‐‐‐‐‐‐‐‐‐‐‐‐‐‐‐‐‐‐‐‐‐‐‐‐‐‐‐‐‐‐‐‐‐‐‐‐‐‐‐‐‐‐‐‐‐‐‐‐‐‐‐‐‐‐‐‐‐‐‐‐‐‐‐‐‐‐‐‐‐‐‐‐‐‐‐‐‐‐‐‐‐‐ 

‐ 184 ‐ 
 

風格轉變的關鍵人物便是董邦達。在製作行宮圖像時，雖然構圖佈置上承繼了先

前的作法，然而山水風格方面卻沒有繼承下來。這點可以將董邦達《田盤勝概冊》

與之前的作品進行比較：沈喻本、馬國賢本的《御製避暑山莊詩》、唐岱、沈源

《畫圓明園四十景》、孫祜、沈源《御製圓明園四十景詩》以及。在董邦達之前，

多採圓形土丘堆疊成山，雖然在山體明暗與體積感的處理上呈現出運用西法的優

勢，但山體的堆疊卻是相當規整的，較少細碎小石。董邦達的處理則傾向將山石

地形的處理細緻化，在大山體、山塊間夾小石，小石堆疊間又叢生草木，就如同

自然所見的樣貌，無論大山、小石，均非樣式化地帶過，而是根據當地形貌而有

特別安排。也就是說，董邦達在先前的行宮圖像基礎上，更加深了對地理形貌的

處理。 

除了景觀描繪的手法，從康熙朝的避暑山莊圖像，到乾隆朝初期圓明園圖像

系列等，還有一大特色就是理想性、永恆性、仙境型態的營造。532然而董邦達之

後的巡幸地景畫，除了人的因素被徹底拔除之外，建築本身的裝飾性與設色大幅

度地抽除，533理想化的山景、遍地花卉、仙境般的漢白玉台階等也都消失了，反

倒是強調周遭景觀的描繪，特別是山石的質感與變化，也就是從仙境場景轉換成

質樸的山水，呈現出更為貼近人間的狀態。這樣的表現不僅出現在董邦達身上，

詞臣在創作巡幸地景的過程中，都會在不同的面向展現實景性質，董邦達表現在

山石質理與地勢變化，鄒一桂表現在雲氣草木，李世倬展現在樹木質理與取景角

度，關於鄒一桂與李世倬的例子，在下文會有更深入的討論。 

在第參章曾討論過在董邦達之前，有頗受乾隆喜愛、重用的唐岱代筆做《御

筆盤山圖》軸，儘管唐岱在清宮山水畫的發展中，重要性不容小覷，但仍無法避

免「世代交替」的狀況。傅申指出，唐岱在 1745年代筆製作《御筆盤山圖》軸

                                                       
532  Anita Chung, Drawing Boundaries : Architectural Images in Qing China, Chapter 4. 

533 乾隆在靜寄山莊的建成時有特別提到不加藻飾、儉樸的美德。見清高宗，〈靜寄山莊十六景記〉，

清高宗撰，吳景仁輯注，《乾隆薊州詩集》，頁 837‐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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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已高齡七十三歲，並於三年後淡出宮廷活動。534然而當時乾隆對地景圖繪的需

求未曾減低，因而需要有繼起之人來負責這方面的創作。綜觀董邦達在乾隆朝前

半的活動狀況，可知是在天時、地利、人和的狀況下成為繼起的山水大家。首先

是他在乾隆九年起（1744年），為乾隆三希堂藏品《伯遠帖》補圖，作《三希堂

圖》，為四美具之一的《瀟湘臥遊圖》補圖（今不存），並作《四美具合幅》等，

還在江參的《千里江山圖》卷上與乾隆詩文唱和等，種種例子都證明他稱職地扮

演了「文學侍從」的角色，與乾隆的互動機會大增。更重要的是，當他擔綱仿古

圖繪的工作時，獲得了乾隆「後來居上」的美譽，而被超越之人便是曾繪製圓明

園圖的唐岱與孫祜。535由此可知，「天時」在於唐岱的年長與逐漸淡出，「地利」

則是董邦達入直南書房，與乾隆關係密切，「人和」則是董邦達的學養與繪畫風

格皆深受受乾隆看重，甚至被與董源、董其昌並立為「三董」，三項條件都對董

邦達有利，無怪乎在盤山圖繪以及往後的巡幸地景畫創作中，皆由董邦達擔綱大

任。 

 

三、其他詞臣的巡幸地景畫 

 

1. 李世倬的巡幸地景畫 

除了董邦達之外，與其活躍於同一時期的李世倬在巡幸地景畫的創作中也是

關鍵人物。他在乾隆十二年完成了三件地景作品：《靜寄山莊十六景》冊、《皋塗

精舍圖》以及《對松山圖》。其中，《皋塗精舍圖》目前收藏於北京故宮（見圖

6‐9），《對松山圖》則藏於台北故宮，《靜寄山莊十六景》冊今則不存，僅見於《石

渠寶笈》三編著錄，其中記載有乾隆題跋時間為「丁卯仲春月」，可知與董邦達

《田盤勝概冊》製作時間相仿，皆為乾隆於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大宴群臣時敕命所

                                                       
534 傅申，〈乾隆皇帝《御筆盤山圖》與唐岱〉，頁 94‐99。 

535 關於這個問題，詳見本文第貳章第二節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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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儘管無法得知該冊的描繪狀況，但關於李世倬在描繪行宮方面的成就，可以

透過《皋塗精舍圖》來進行討論。楊丹霞指出，《皋塗精舍圖》應是李世倬奉御

所作中最受看重的一幅，536上有乾隆御題四則，其中兩則題於乾隆十二年（1747

年），另兩則分別作於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與三十四年（1769年）。皋塗精

舍位於玉華寺，即為靜宜園二十八景中的玉華岫，537該處景致描繪亦可見於董邦

達的《靜宜園全圖》軸、張若澄《靜宜園二十八景圖》卷（見圖 6‐10、6‐11），

比較三者可知，董邦達與張若澄所繪建築結構與地理環境大致相仿，可見該處建

築群中，後方還遺留有一塊馬蹄形空地尚未利用，但在李世倬的《皋塗精舍圖》

中，該處空地已建有一雙層樓閣，由此可見景觀轉變的痕跡。根據《清宮內務府

造辦處檔案總匯》所載，唐岱、郎世寧、沈源、董邦達皆曾至香山靜宜園繪製當

地的地理形貌與道路位置，內府應存有相關圖稿，往後製作相關圖像時應可參酌

使用。538但就現存作品來看，經董邦達、張若澄、李世倬三人所繪的同地景觀，

卻有不同結果，所呈現的是由不同角度觀看建築物的結果。關於這點在第伍章已

有相關討論，在董邦達的《田盤勝概冊》與《盤山十六景圖》卷之間也有相同的

狀況，冊與卷之間雖然描繪同樣的建築，卻是由不同角度觀看的結果，有兩種可

能性，一為參照實景，二為參照燙樣。就董邦達、張若澄、李世倬三人所繪的皋

                                                       
536 楊丹霞，〈李世倬生平及繪畫研究〉，頁 417‐419。 

537 乾隆三十二年敕撰，《欽定皇朝通志》，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44冊，頁 363‐365。 

538 關於圖繪香山靜宜園的記載，有以下四筆：乾隆 8年 4月 11日，如意館：「唐岱、郎世寧、

沈源著前往香山、玉泉二處看其道路景界，合畫大畫二副，長九尺，寬七尺，起稿呈覽」，見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 11冊，頁 380。乾隆 8年 7月 2日，裱作：「太監高玉交

香山大圖一張，係唐岱、沈源合筆，絹對一付，係勵宗萬字，傳旨著將絹對托紙一層，其大

畫表軸子，欽此。⋯于乾隆九年二月十二日，司庫白世秀將香山大畫圖一張表得軸子一軸，

持進太監胡世傑呈進訖」，見《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 11冊，頁 781。乾隆 11年 5

月 19日，如意館：「二月十五日沈源、董邦達前往香山繪圖起稿；五月十九畫稿（高九尺四

寸、寬一丈四尺）進呈，合筆准畫」，見《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 14冊，頁 422。

乾隆 11年閏 3月 12日，如意館：「閏三月十一日，唐岱、沈源合畫香山圖（高一丈五尺，寬

九尺），起稿呈覽」，見《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 14冊，頁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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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精舍來看，不僅是觀看角度不同，更有新建物的出現，由此看來，除了可能參

照燙樣，畫家必然要去過當地才能得知該處建設的新狀況。 

乾隆於十二年農曆三月初五到初七日駐蹕靜宜園，539並作〈玉華寺皋塗精舍

作〉一詩，隔日李世倬往御前奏事，被賦予以該詩作圖的任務。540由乾隆題跋可

知，李世倬很可能在扈從行列，才會碰到乾隆的「一時興起」命之繪圖。這首御

製詩的內容在描述該處僧舍內外的景致，敞窗望去可見遼闊景致，還有無盡的山

巒堆疊與山嵐美景，以及順應天時盛放的花卉。然而李世倬所繪，並非由僧舍內

向外眺望之景，反倒是從遠處俯瞰整座玉華寺的角度，這種做法可與董邦達作《田

盤勝概冊》〈太古雲嵐〉一開的狀況相呼應。〈太古雲嵐〉上對應的御製詩句為「窗

納田盤萬景全，宜人暮靄復朝煙」，應是述說由建築內部向外眺望之景，然而董

邦達所繪卻是由一定的距離俯瞰太古雲嵐建築之樣貌。也就是說，在這類行宮圖

像的創作中，雖然帝王會在畫上題寫詩句，甚至是命臣子以詩意為本圖繪，但實

際表現出來的作品則是針對行宮本身及周遭景致之描繪，幾乎不涉及詩意的詮釋

與呈現。 

乾隆對《皋塗精舍圖》的評價相當高，稱其「不須論董巨，粉本谷神呈」，

能夠超脫對古法的沿用，如同天道造萬物一般神奇，呈現出自然景致的樣貌。541

這裡正好點出董邦達與李世倬之別，前已提到，董邦達在作地景畫時，會在風格

與實景間設法折衷，既能呈現實景，又有對董源的承繼。相對於此，楊丹霞在討

                                                       
53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帝起居注》，第 6冊，頁 57‐60。 

540清高宗，〈玉華寺皋塗精舍作〉，《御製詩初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2冊，卷三

十九，頁 18a。「山椒卜築傍僧庵，一室虚眀萬景涵。暮靄朝嵐常自冩，横峯側嶺盡来參。杏

花已放甜山色，桂子還韜寳月馣。逰厯每教成小憩，天然佳句座中探」。另外，李世倬《皋塗

精舍圖》軸畫上所有題跋，見朱誠如等著，陳浩星主編，《懷抱古今：乾隆皇帝文化生活藝術》

（澳門：澳門藝術博物館，2002），圖版 109。 

541 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16‐19。「谷神不

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根據該書校釋，「谷」字可

作「生」、「養」或「虛無」解，「谷神」可作為「道」之別名，也可視為「虛無」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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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李世倬的風格時，稱其為倪瓚、清初二王、高其佩以及清宮正統派的延續，542

然而，李世倬在《皋塗精舍圖》中所使用的筆墨，以乾擦之筆為主，用筆方面並

無顯現出特定的風格承繼，反倒有如西方的素描一般，將山體的明暗、轉折、陰

影表現出來，這點與董邦達差異極大。雖然兩者在地勢的起伏處理，將行宮建築

置中以山體拱托建築的圖式運用相似，但在山體的組成方面，董邦達以小石、小

樹叢為基本單位，逐步堆積而成大山體，李世倬則是以擦筆直接描繪大山體的凹

凸轉折與質感；此外，董邦達的用筆還是有古法的影子，李世倬則幾乎不考慮風

格的部分，以非特定用筆的乾擦來描繪。即如乾隆所言的「不須論董巨，粉本谷

神呈」。 

乾隆在董李兩人的作品中感受到風格運用方面的差異，不僅如此，乾隆三十

四年（1769年）的題跋更是追憶李世倬做《皋塗精舍圖》的「盤礡」成就，此

外，乾隆曾將李世倬與與董邦達並稱「董李」，藉以表彰兩人的繪畫成就，兩人

也曾被朱文震併入「畫中十哲」之列，然而兩人的成就與影響力是否真能相提並

論？楊丹霞認為，無論是地位、學養、品性、政治參與等各方面，皆是董邦達高

於李世倬，繪畫活動的頻繁程度與風格的影響力也都是董邦達勝出。543若將《皋

塗精舍圖》置入地景圖像發展的脈絡中思考，可知李世倬所獲之讚賞，不僅是對

其畫藝的肯定，某方面來說也可理解成乾隆對這類行宮圖像的風格形式之肯定。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李世倬雖如董邦達一般，兩者皆有任官，也都奉御作畫，

但在阮元筆下卻不是如此理解。《石渠隨筆》卷七記載，「董文恪…久直内廷，筆

墨多奉御之作…」，而李世倬卻被併於余省、金廷標、張宗蒼之列，「皆供奉如意

館者」。身為《石渠寶笈》續編的編纂者之一，阮元的意見的確有參酌的價值，

由此也更突顯出董、李二人身份、地位之別。544 

如同董邦達的經驗一般，李世倬也曾在「出差」的場合中繪製地景畫中。當

                                                       
542 楊丹霞，〈李世倬生平及繪畫研究〉，頁 404‐415。 

543 楊丹霞，〈李世倬生平及繪畫研究〉，頁 420。 

544 國立故宫博物院編，《石渠寶笈 續編》，第 8冊，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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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倬前往山東孔廟視禮器時，描繪了《對松山圖》（見圖 2‐38）進獻給乾隆，

根據御製詩「景行積悃望宫墻，視禮先期命太常」一句，可知該作品為李世倬任

太常寺卿期間（乾隆八年到十五年）所作。545楊丹霞考證李世倬生平及繪畫作品

時，則提及該首詩句，並對照《明清檔案》得知此一事件發生於乾隆十二年九月。

546《對松山圖》不同於前述二作，描繪內容並非當地既定的名勝景致，反倒是李

世倬在旅途中所見的某個片段，他的題跋指出所圖繪之景正位處於泰山的半山腰，

「青壁雙起，盤道中旋，石齒樹生，雲衣晴見，當泰岱之半，景為最奇」。畫面

中央是一 S型蜿蜒而上的山道，道中有兩組人馬，分別都是由僮僕抬坐轎運送主

人上山，或許轎上之人便是李世倬，山道兩旁皆為山壁，畫面左方山壁則格外險

峻，山間遍佈松林，與「對松山」之題相應。事實上，像李世倬這樣處理山水景

致的手法是相當少見的，他所欲強調的並非某地給人的既定印象，或者是某地的

名勝標的，反倒呈現出他實際踏訪當地所見到的某個瞬間。當乾隆看到這幅作品

之後，有感而發地寫道：「天闗虎豹常嚴肅，松磴虬龍鎮鬰蒼。便是眀年登眺處，

好教雲日仰仁皇」，這樣的作品似乎使他的心理有所準備，想像明年親身出巡登

臨時會見到什麼樣的景致。這種描繪途中之景，並未以特定建築物、名勝地景為

主題的作法，在詞臣巡幸地景畫中是相當特殊的一件。儘管是這麼特殊的作品，

也被當做營建行宮園林的圖稿來使用，據研究指出，李世倬所繪的《對松山圖》

便被複製在避暑山莊的「松雲峽」一景。547 

 

 

 

                                                       
545 李世倬於乾隆八到十五年任太常寺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內閣大庫檔案，052942號，

見人名權威：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search.php ，檢索日期：

2015/5/27。 

546 楊丹霞，〈李世倬生平及繪畫研究〉，頁 420。 

547 孟兆禎，《避暑山莊園林藝術》（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5），頁 50‐51。  Cary Y. Liu, “Archive 

of Power: The Qing Dynasty Imperial Garden‐Palace at Rehe,”，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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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鄒一桂的盤山即景 

鄒一桂與董邦達同為詞臣身份，在盤山圖繪的製作中也是關鍵人物之一，雖

然官位不如董邦達，但與乾隆的互動卻也十分密切。在第伍章盤山全景圖的討論

中，已探究過鄒一桂的盤山圖繪風格。事實上鄒一桂並不以畫山水聞名，作品以

花卉盆景居多，少數幾件山水作品也顯得十分樣式化（見圖 6‐12）。但在他在 1752

年所作的兩件盤山圖像中，卻展現出不同於其他作品的實景性質，很有可能受董

邦達所建立的盤山圖繪傳統影響。比較鄒一桂的與董邦達的盤山圖繪，皆以短筆

觸描繪出草木、石頭的質理，但鄒一桂的用筆比較濕潤，這點就詮釋《太古雲嵐》

而言則呈現出他的表現優勢，能把雲氣濕潤的效果詮釋到位。鄒一桂無疑在盤山

雲氣的處理表現優異，但這樣的作品較缺乏「指示性」的功能，當觀覽此圖時，

無法單純仰賴該圖提供的線索來判斷每處行宮、名勝、寺宇的所在。相較於此，

董邦達的作品則在「指示性」功能與地理形貌呈現兩方面達到平衡。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前已提及鄒一桂的作品雖為立軸，但所取用的空間其實

集中在中段，約佔總高的五分之二，這樣的特色也出現在李世倬的《皋塗精舍》，

李世倬實際上描繪建築與景物的部分大概佔整幅的二分之一，鄒、李二人這麼做

似乎是有意在形制與視角統一兩方面達到折衷平衡。若要使行宮與山巒均勻分布

整個立軸，勢必要採取傳統移動式視點，以高遠的方式處理，這麼一來便與現實

世界裡的視覺效果有所差距，若是設法統一視角，山巒無法佈滿整個長形的畫面，

於是，鄒、李二人將描繪重點擺在立軸的中段，畫面下半不與上半部的空間，則

以一些山巒、雲煙來填補，並在上部留出大量空白供題字之用。 

前已敘及鄒一桂驚險的盤山之旅，故可確定他的盤山圖繪絕非憑空而生，是

為即景寫生取材而成的。不僅如此，他在〈恭和御製古中盤放歌元韻〉更直言即

景描繪山景遇雨的狀況：「癡翁到此應取則，筆筆斧皴神丁役。雨來未許作全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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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貌山形梗概得」，548該詩正好敘說了鄒一桂現場寫生遇雨的情況，原本正在對

景作圖，卻因下雨而中斷，僅能完成大致的描繪，所謂「略貌山形梗概得」可能

指的便是「構圖」的階段。事實上鄒一桂早有圖寫地景的經驗，他在乾隆元年到

六年間曾至貴州地方任官並作《楚黔山水冊》（見圖 6‐13），549該圖冊不僅呈現出

當地的特殊地理景觀，更在用筆方面呈現出多元與隨性的效果，並且大量援引古

法，若與其兩幅盤山圖像對照更可突顯差異所在。有趣的是，讀其畫論著作時可

以發現，550鄒一桂對「潑墨」、「指畫」、「西洋畫」等相對於中國傳統繪畫的「異

類」，均不帶好感，稱唐代王洽的潑墨「非正派，故不足取」，又稱指畫容易「畫

虎不成，災墨禍紙，令閱者污目，豈不可笑」，西洋畫則是「筆法全無，雖工亦

匠，故不入畫品」。但其盤山圖繪中，不僅描繪了盤山山體的陰陽向背，雲氣部

分更是幾近「筆法全無」，以大量水分暈染出「變態萬狀」，似與其畫論相背，更

妙的是，乾隆還在《盤山圖》上題寫的稱讚之語，是將之與潑墨相提並論：「扈

蹕不孤冒春風，王洽潑墨應齊踪」。鄒一桂所作的《盤山圖》軸，不僅如第伍章

討論到的一般，受到董邦達盤山圖繪手法之影響，更是因應乾隆喜好所採用的表

現方式。就上述幾點來看，可知董邦達顯然豎立了盤山圖繪的特定手法，不僅深

得乾隆聖心，同時也影響其他詞臣的作畫風格，尤有甚者，為了取悅乾隆，鄒一

桂本身所豎立的論點似乎也拋之腦後了。 

 

                                                       
548 鄒一桂，〈恭和御製古中盤放歌元韻〉：「慿危陟險通脩阻，攝衣更上疑無所。石將墜兮猶懸雲，

欲飛兮仍佇豁然。開昌天青壁蒼萬，篸抽碧千芝布芳。狂崿搆虚而怒挺，巢宇貼翠而幽装。

平時虎跡來鳥道，為有鸞鳴百花好。奔騰之水落中盤，上盤浸影天光倒。癡翁到此應取則，

筆筆斧皴神丁役。雨來未許作全圗，畧貌山形梗概得。」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

珍本叢刊》，第 243冊，頁 387‐388。 

549 朱良津，〈讀貴州省博物館藏《楚黔山水冊》〉，《貴州文史叢刊》，第 2期（1997年），頁 23‐36+44。

朱良津，〈清鄒一桂的山水冊〉，《收藏家》，第 11期（2002年），頁 36‐41。朱良津，〈清初著

名畫家鄒一桂的貴州山水畫〉，《貴陽文史》，第 4期（2007年），頁 76‐78。 

550 鄒一桂，《小山畫譜》，收錄于安瀾編《畫論叢刋》，頁 805‐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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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錢維城《龍井八詠圖冊》 

錢維城的《龍井八詠圖冊》（見圖 6‐2）目前收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該圖冊

共八開，描繪的是浙江西湖龍井一帶的景致，分別是過溪亭、滌心沼、一片雲、

風篁嶺、方圓庵、龍泓澗、神運石、翠峰閣等八景，畫上有錢維城題寫的御製詩

《龍井八詠》，對幅則有乾隆題詩。筆者查找《清高宗御製詩文集》，發現乾隆一

生共五度寫作《龍井八詠詩》，其中四次分別是因南巡至西湖龍井一帶即景吟詠

寫作，唯獨乾隆三十九年是在靜寄山莊寫作《龍井八詠詩》（見表 6‐1）。前已論

及《龍井八詠圖冊》作於乾隆三十年，時值錢維城擔任浙江學政，以乾隆第三次

南巡所作《龍井八詠詩》為本，繪製圖冊，並於乾隆第四次南巡來到浙江一帶時

進獻。該圖冊的取景與董邦達的作法大致相仿，皆以俯瞰角度描繪山間一隅，並

以建築物或特殊名勝景觀為畫中表現主軸，但在地平面統合與地質表現等兩方面

皆不如董邦達所作的明顯。值得注意的是，在滌心沼、風篁嶺二開中，可見類似

行宮圍牆的描繪，標示皇權界線、領域之所在。 

錢維城，號稼軒，為乾隆十年（1745年）的狀元，終其一生曾官至尚書銜，

錢陳群曾言：「稼軒自幼出筆老榦，秀骨天成，通籍後又得力於東山者也」，「東

山」為董邦達的號，由此可知錢維城畫風師法董邦達。551就《龍井八詠圖冊》來

看，錢維城在山石結組描繪方面與董邦達相仿，皆採用密集的皴線與苔點，堆疊

出具凝聚力的山體團塊，但董邦達的抖動筆觸使用得較為頻繁，故山石多具有如

雲團捲動般地動勢，相較於此，錢維城的用筆則較為疏鬆，較多拉長平緩的坡線，

佈局的動勢較不明顯。關於山石的描繪手法，倒是更似張宗蒼（見圖 5‐31，寒山

千尺雪）。 

                                                       
551 《國朝畫徵續錄》，收錄中國書畫硏究資料社編，《畫史叢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4），

頁 1350。「錢維城，號稼軒，武進人。乾隆乙丑狀元，官翰林院修撰，累遷工部右侍郎，侍

直内廷。山水邱壑幽深，氣暈沉厚，迥不猶人，其座主錢香樹云：『稼軒自幼出筆老榦，秀骨

天成，通籍後又得力於東山者也。』」錢維城官至尚書銜（乾隆三十七年），見國立故宮博物

院圖書文獻處清國史館傳稿，701005786號，人名權威：

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search.php ，檢索日期：201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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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乾隆作《龍井八詠詩》 

寫作

次序 

詩名  收錄《御製詩

集》 

寫作年代  寫作緣由  備註 

1  《龍井八

詠詩》 

三集，卷 22  壬午，乾隆

27，1762 

第三次南巡   

2  《龍井八

詠詩》 

三集，卷 48  乙酉，乾隆

30，1765 

第四次南巡  錢維城時任

浙江學政（乾

隆 27‐37年）

3  《龍井八

詠詩》 

四集，卷 20  甲午，乾隆

39，1774 

在靜寄山莊泉香

亭閱錢維城所作

《御製龍井八詠

詩圖》冊 

 

4  《龍井八

詠詩》 

四集，卷 71  庚子，乾隆

45，1780 

第五次南巡   

5  《龍井八

詠詩》 

五集，卷 7  甲辰，乾隆

49，1784 

第六次南巡   

 

乾隆是在三十年第四次南巡時收到錢維城進獻之畫冊，但當時並未特別關注

此冊，未曾在冊上題字留印，直到錢維城去世後，當乾隆於三十九年（1774年）

巡幸盤山來到泉香亭，見該處景致頗似龍井，才想到該份圖冊並取出題詩，故在

該冊中有句提到「茲於田盤搆泉香亭，頗肖龍泓」，又「本自田盤富泉石，略摹

龍井遂同焉」。由於泉香亭營建時間晚於《盤山志》的編纂，欲了解其營建過程

則需仰賴御製詩。乾隆最早的〈泉香亭〉詩作於三十七年（1772年），有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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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就下為飛瀑，事半其功乃得倍」，552可知該處是依原有景致構建，但將泉香亭

與龍井相比擬，則晚至乾隆三十九年。553乾隆過去也曾將南巡所見景致與盤山之

景相互映對，千尺雪便是一例，筆者在第伍章已論及「貞觀遺蹤」一景在觀景重

點與意義上的轉變，以及景觀重建的整個過程，泉香亭一例的狀況可與之對照。

貞觀遺蹤一處原有泉水飛瀑之景，因乾隆南巡見蘇州寒山千尺雪遺跡，故而將南

北兩處景致連結，並於盤山貞觀遺蹤處營建茶舍，始成盤山千尺雪之景。但泉香

亭的例子中，則是先有景致，後來才根據詞臣所繪龍井名勝圖冊，將泉香亭與龍

井相互連結。也就是說，董邦達《田盤勝概冊》以及《盤山志》附圖是體現了整

個景觀轉變的過程，而錢維城的《龍井八詠圖冊》雖非描繪盤山之景，卻成為乾

隆印證盤山、龍井二處泉石景致相仿的媒介。 

 

四、小結：乾隆與扈從、賜遊與出差地景畫 

 

目前為止筆者對乾隆朝的巡幸地景畫觀察，大致可歸納出下述特點：其一，

這些作品與帝王的巡幸行為有密切的關係；其二，強調「圖與境/景」的相互印

證、對照；其三，無論是帝王巡幸親遊或詞臣獲賜遊、扈從等狀況，乾隆皆特別

重視親自遊覽、親見景點與否，針對每個地點是否確實遊歷過、採用的方式如何

等等，都會有很詳細的記述；其四，在全景式的地景畫中，除了將路徑、位置、

地名皆作清楚標示外，更強調對地形、地質景觀的描繪。 

大部分的巡幸地景畫，都是由乾隆敕命所作，但製作背景卻各有不同，有身

處扈從出巡隊伍的詞臣，奉命圖繪行經景點，也有獲賜遊某地的詞臣，在遊歷途

                                                       
552 清高宗，〈泉香亭〉，《御製詩四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7冊，卷三，頁 15b‐16a。 

553 清高宗，〈泉香亭再題錢維城畫龍井八景冊〉，《御製詩四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

第 7冊，卷二十，頁 3b。「本自田盤富石泉，略摹龍井遂同焉。境疑南國巡方日，畫在文臣

視學年。（乙酉南廵時，維城為浙江學政，圖此冊以進，因此間結搆仿似龍井，遂以題弆。今

冊在人亡，為之慨然。）因以弆藏時印證，底須畢肖昔方圓。（龍井尚有方圓菴，為辨才故蹟，

此則未築。）江鄉歸去俄成古，不覺披圖一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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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繪製地景，更有前往遠地「出差」，奉命圖繪當地景致並攜回呈上御覽。在詞

臣所描繪的地點中，有的在帝王巡幸的路線上，有的則是專屬帝王使用的行宮苑

囿，也有的是帝王不曾駕臨的名勝景點。無論是哪種狀況、哪種地點，這些地景

畫都是在詞臣親見、親歷實景之後所製作的。由此可知，乾隆所要的並不是傳統

山水畫中某些象徵性的景象組合，也不是單純標示地點、方位的輿圖，而是要能

體現當地實景的地景畫。不僅如此，乾隆也會針對這些作品作各種運用，例如他

曾將董邦達的《西湖四十景圖冊》當做旅遊導覽書來使用，李世倬的《對松山圖》

被用來當做圖稿，於避暑山莊中複製泰岱之景，甚至以錢維城《龍井八詠圖冊》

視作地方名勝景致的替代品，以之與盤山景色對照，將龍井的龍泓澗比附盤山的

泉香亭，進一步改變對地景的詮釋與想像。 

在上述舉出的各項例證中，乾隆掌握有地點、畫家人選、呈現風格等各方面

的選擇權，儘管圖像的製作是由詞臣進行的，某方面來說他們也掌握有一定的詮

釋權，但認可與否還是在乾隆手上。針對滿意的作品，乾隆不厭其煩地題寫詩句，

甚至會命詞臣製作多個複本，存放於不同宮殿中。不僅如此獲乾隆看重的作品，

通常也會著錄在《石渠寶笈》中。也就是說，對於這些巡幸地景畫的製作，乾隆

掌握有最終的決定權。當然在許多例子中，乾隆還是會放手讓詞臣圖繪地景再呈

上御覽，由此看來，在巡幸地景畫的製作中，帝王與詞臣之間雖然權力地位有別，

仍形成了互動的關係。 

當然，在乾隆朝製作地景畫的詞臣也不僅董邦達一人，因此筆者便透過這章

的討論，將相關案例一併提出，一方面呈現出地景畫製作的頻繁程度與乾隆的重

視程度確成正比，另一方面，乾隆對地景畫製作的需求，不僅在彰顯皇權、寄託

意志、以畫證境、導覽領路，同時有意透過詞臣之眼與手，將視野所及範圍擴張

到帝國版圖的各處。不僅以實際的巡幸行動來踏訪各處，更要藉詞臣「外派」或

「出差」之際，為帝王蒐羅地方景物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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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巡幸，在中國歷史發展脈絡中是一種毀譽參半的行為。隨著不同朝代、

多元民族取得統領天下之權，對於「巡幸」的運用也各不相同。乾隆帝無疑在「巡

幸」活動的發展脈絡中，可說是「集大成」的一位，應運而生的是各種與巡幸文

化相關的產品。除了《南巡圖》等紀實性的巡幸圖像之外，數量、質量雙方面皆

具有重要地位者便是「巡幸地景畫」。本文透過董邦達為乾隆所作的一系列地景

畫，尤其是盤山圖繪的部分，探討了巡幸地景畫的製作興起、發展、風格特徵，

以及這些作品與乾隆御製詩文如何產生對應關係，而乾隆又是如何看待與運用這

些圖像作品。 

在乾隆朝之前便有盤山書寫、圖繪等各種文化積累，圖像類型的作品中，屬

民間製作的有明代墨繪齋刊本《名山圖》、清康熙年間的智朴《盤山志》，康熙朝

已有盤山書寫，尤其是康熙帝與高士奇，未見盤山圖繪製作，康、雍時期纂輯的

《古今圖書集成》所收錄之〈盤山圖〉，尚且引用了墨繪齋刊本《名山圖》中圖

像，未有新格。乾隆巡幸盤山並開啟了盤山行宮的營建，在此同時也正式開啟了

盤山圖像的製作，如唐岱代筆的《御筆盤山圖》軸、允禧《盤山十六景》冊等。

然而這些作品多半採取傳統山水的描繪手法，就圖式、風格的角度來看，並未有

真正的創見，不僅如此，當時的景點選擇也尚未固定，對行宮的描繪也僅只「靜

寄山莊」一處，允禧的冊頁中更描繪了人物遊歷的狀況，與其說是行宮圖像，倒

更像是紀遊圖的形式。當盤山行宮內各處設施逐步營建齊全後，乾隆亦即作詩、

作記，也就是我們在《欽定盤山志》中所見的〈盤山十六景〉詩與〈靜寄山莊十

六景記〉，從此十六景正式劃定成組。也就是說，乾隆不僅透過興建行宮而在物

質上改變了盤山景觀，更以文字書寫的方式來命名、整理、定義盤山景致。就在

此時，開啟了董邦達一系列的盤山圖繪創作。 

董邦達的山水風格並無明確的師承，入宮後也無明確的拜師紀錄，過去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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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大多將之歸為正統派，但其作品風格卻與清宮正統派代表人物王原祁、唐岱

等人大不相同。在乾隆的主導下，董邦達參與了三希、四美的文化整理工作，並

在其指示下臨摹古畫，習得董源風格，更在乾隆的種種操作之下，形塑出「三董

相承」的論述，使董邦達成為與董源、董其昌的繼承者。或許正是透過這樣的論

述脈絡，董邦達跳過了清宮正統派這一層，得以直接與二董承繼，風格上的聯繫

可與古代大師更為親近。當董邦達製作地景畫時，也不忘使用古法，並在風格與

實景兩方面設法達成折衷的效果，體現在其製作的盤山圖繪中。 

根據現有的清宮行宮圖繪來看，這種分景分冊描繪成組地景的作法，始於康

熙朝的《御製避暑山莊詩》，每開描繪單一景點，手法樸實，著重建築的描繪；

乾隆朝唐岱、沈源所繪《畫圓明園四十景》則是將這種呈現方式重彩化、精緻化，

並更加強調西法透視的效果。到了董邦達的《田盤勝概冊》，描繪手法又回到樸

實路線，但更加強調實景效果，山石、樹木、建築的均表現強調比例上的合理性，

以及建築與周遭景物彼此融合時的協調與自然。而董邦達的《盤山十六景圖》卷

中，則描繪了整座盤山的景致，並標示出其中的十六景，該卷並不採用中國山水

畫既有的「移步換景」手法，而是將整卷視同單一畫面，將不同高度的山景拆解

重組，成為一完整的山體團塊。《田盤勝概冊》與《盤山十六景圖》卷均作於 1747

年，成為盤山圖繪的重要基礎，在建築描繪、圖式、地勢處理、山石樹木描繪等

各方面影響了後來的作品，例如在 1752年鄒一桂所作的兩件《盤山圖》軸，以

及 1754年由蔣溥、汪由敦、董邦達所纂修的《欽定盤山志》等。 

董邦達所作的《田盤勝概冊》與《欽定盤山志》附圖，均具有「紀實檔案」、

「圖譜」的特質，整套作品雖然圖像眾多，但在圖式方面作了統合，均將主題（以

建築物為多）置於畫面中央，再以山石樹木拱托主題。董邦達在圖冊中提供了相

當豐富的資訊，包含建築的外型、周遭布景、地勢與地質特色、植被狀況等，作

品並搭配了乾隆題詩，由文字內容可知該處景致的命名與意義，形成完整的行宮

景點資訊檔案。這種針對行宮園林景致的編目處理，在過去已有康熙朝避暑山莊

 



結論 

‐‐‐‐‐‐‐‐‐‐‐‐‐‐‐‐‐‐‐‐‐‐‐‐‐‐‐‐‐‐‐‐‐‐‐‐‐‐‐‐‐‐‐‐‐‐‐‐‐‐‐‐‐‐‐‐‐‐‐‐‐‐‐‐‐‐‐‐‐‐‐‐‐‐‐‐‐‐‐‐‐‐‐‐‐‐‐‐‐‐‐‐‐‐‐‐‐‐‐‐‐‐‐‐‐‐‐‐‐‐‐‐‐‐‐‐‐‐‐‐‐‐‐‐‐‐‐‐‐‐‐‐‐‐‐ 

‐ 199 ‐ 
 

方面的深刻討論。554這些被系統化整理的盤山圖繪，不僅僅作為提供訊息之用，

乾隆更將自身的意志與哲學觀賦予其中，也就是所謂的「靜寄」，為了達到「主

靜立人極」，而將自身寄託於具有「靜」之本質的盤山。如此不僅獲得精神上的

寄託，以不變應萬變，以靜制動，同時彰顯了對皇祖父康熙帝避暑山莊的繼承關

係，樹立皇權正統的延續。 

然而，就風格上來看，筆者所定義的這群「巡幸地景畫」，除了對實景性質

的重視，以及編目檔案化的處理之外，各組作品的描繪手法、風格與形制方面，

多少有些出入，無法一言以蔽之，就本文所討論的盤山圖繪是這樣，過去學者討

論過的避暑山莊圖繪也是。他們的共通性並不在於形而下的圖像樣貌，反倒是出

現在作品的核心精神，也就是「巡幸」的概念上。筆者認為，以「巡幸」的概念

來切入理解這群作品，是相當有效而適切的。就從最基本的製作脈絡來看，無論

是畫家或景點的挑選，皆與帝王巡幸有著密切關係。以乾隆朝的狀況來看，大多

挑選詞臣來作巡幸地景畫，儘管在宮中或圓明園有大批的畫院及如意館畫家可供

差使，當巡幸在外就沒有這麼方便了，但扈從隊伍中必定有詞臣的存在，尤其扈

從隊伍名單都是由帝王做最後決定的，而這些詞臣又正好詩畫兼長，無論是要和

詩、圖繪景點、行宮都沒問題。 

景點的選擇方面，有的是帝王巡幸途經之處，於是命人圖繪呈上御覽，也有

帝王有感興趣而所處偏僻無法抵達的地點，故而由臣子代為勘查並繪圖，也就是

說，巡幸地景畫並不拘於行宮一類，還擴及其他景點。在盛清階段，康熙朝的確

只限縮在皇家園林的部分，也就是針對避暑山莊所作的種種圖繪，乾隆朝初期也

是如此，另外增添了圓明園圖繪，同樣屬於皇家園林。因此，當學者在詮釋這類

圖像時，採取的作法都是以「地點」為主軸去理解這類創作的因由。以避暑山莊

為例，本身的地理區位所造就的意義有「避暑」、免於疾病、鞏固與蒙古部族的

關係、外交活動等，但這些是依附在地點本身的種種因素。筆者更感興趣的是，

                                                       
554  Cary Y. Liu, “Archive of Power: The Qing Dynasty Imperial Garden‐Palace at Rehe,” 頁 4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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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圖像本身的意義，以及製作者與帝王之間的關係。尤其到了乾隆朝，帝王巡

幸的範圍已擴展到更遠、更廣，這類圖像的製作也就超越了地點的限制，不只針

對行宮園林來製作，帝王所到之處甚至是未到之處都可以作為地景圖繪的對象。

不僅是帝王所踏足之處可以作為圖像蒐集、編目的對象，就算未能親遊之地也可

敕命詞臣前往蒐集地景，即本研究所稱的賜遊或出差。 

筆者在此將「巡幸」的意涵更加擴充了，以往所指的便是天子出巡，強調實

際上巡遊動作的發生，在本研究中則將範圍擴張，當天子欲勘查、了解卻未親自

踏足當地，改派官員前往蒐集資料、作圖作詩並呈上御覽，如此也可視作廣義的

「巡幸」，或是一種巡幸的意象。就如同帝王年年固定要進行的謁陵、祭祀活動，

也經常會派皇子、臣子代為進行一般，由帝王所擇定的人選可視為其代理人。「巡

幸地景畫」於帝王與詞臣而言，並不僅僅是單純任務交付與奉命完成而已，在帝

王巡幸過程中，詞臣扈從身旁，除了與之詩文應和、探尋勘景、即景作詩、即景

作畫之外，扈從巡幸本身就具有強烈的政治意涵。在康熙朝《御製避暑山莊詩》

的康熙序與詞臣跋中，以及乾隆朝《（高宗恭和）御製避暑山莊詩》的詞臣跋中，

皆強調了巡幸、扈從的問題，乾隆本詞臣跋中更有「扈遊將士同心一德」之語，

這點正好與乾隆在〈靜寄山莊十六景記〉中提到的「卷阿之遊歌」觀點相呼應。

也就是說，就乾隆的觀點來看，詞臣扈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代表他們跟帝王同

心同德，而其忠誠則透過恭和詩、賜遊恭記文、圖繪行宮名勝來表達。乾隆以周

成王禮賢下士的「卷阿之遊歌」典故，來指稱詞臣扈從恭和詩句的活動，引用唐

玄宗令吳道子畫嘉陵江之典故，來指稱其命詞臣作地景畫的活動，這其實彰顯了

乾隆的想法，當詞臣能於帝王出巡之際成群結隊伴於帝王身旁，意味著帝王的「王

道之治」成功，使得詞臣心悅臣服。帝王能有機會出巡，一方面是藉著巡歷來鞏

固疆土，另一方面也是天下太平的象徵，使得帝王詞臣都能結伴出遊。而巡幸地

景畫與詩作就是體現帝王統治天下成功的最佳證明。 

過去的研究並未使用「巡幸地景畫」的概念來討論這些作品，與之相關的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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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行宮圖的研究，以避暑山莊為例，這類圖像被編繪並大量印製，可視為是一種

檔案式整理帝國景物、文化的作法，是帝王建立對「清」的認同以及王權正統的

重要手段，也被視作皇家園林文化向漢人私家園林文化看齊的狀況。皇家園林圖

繪的製作其實與過往私家園林的經營手法相類，印書發送則是一種宣傳手法，將

帝王的觀點傳播出去，臣子透過參觀皇家園林、觀看書中圖繪，以及為御製詩作

注、作恭和詩等，表達對帝王、帝國的認同與忠誠。到了乾隆朝的盤山，關鍵性

的改變發生在兩個地方，其一，詞臣不僅透過文字方面表達對帝王的忠誠，更實

際參與了圖繪的製作，以更為直接、更貼近皇家建築的方式來表達。其二，無論

是避暑山莊三十六景，或者是圓明園四十景，都是園林之「內」的景致，多選擇

以建築為主體的景觀，君臣之間逛來逛去都是在既定的皇家園林圍牆內；然而，

乾隆在劃定盤山十六景時，內八景是行宮內，外八景則是行宮外，內外之別是以

行宮圍牆來區隔的，在各個盤山圖像中皆可見圍牆的所在，《欽定盤山志》〈盤山

全圖〉的圍牆不太清楚，邊緣大致在千尺雪、貞觀遺蹤旁，但同治朝李江重刊智

朴《盤山志》時所作的〈盤山圖〉，圍牆部分就十分明顯。對照之下，乾隆儘管

在命名時分隔內外，圖繪方面卻無意將內外作清楚的區隔。在劃定十六景時，乾

隆所考量的範圍早就已經超出行宮的界線了，有一半的景點是行宮外的，代表其

所要統領的景致不僅僅是行宮內部，行宮外的部分也理所當然地劃歸治下，展現

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氣勢。不僅如此，就盤山之遊來看，乾隆不辭辛勞

用騎馬、肩輿、甚至步行的方式都要努力踏遍山巔，詞臣更要奉命冒著危險去到

更深山之處，並且製作詩文圖繪，這也是用行動來體現對整座盤山的收編。於此，

乾隆對盤山的經營以及巡幸地景畫的製作，皆已超越了皇家園林文化的建構，擴

展到圍牆以外的地方，有的是既有的地方名勝，也有未開發的景點，詞臣便被授

權對這些地點的進行紀錄。 

當然，後來這種詞臣扈從所製的地景畫，也衍生出其他相關的產品，如賜遊

地景、出差地景等，這些地景畫的製作，不見得是詞臣扈從帝王身邊所作，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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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帝王甚至沒有機會親臨現場，但詞臣作為王權的延伸，深受帝王信任的情況

下，便會被派遣製作地景畫，當這些地景畫呈上御覽，有助乾隆了解帝國各處的

狀況與美景。當然也有詞臣會為了上邀寵眷，而主動上呈，但並不是每位詞臣的

作品都會立即受到帝王的看重，錢維城的《龍井八詠圖冊》便被擱置許久。無論

是帝王敕命所作，或者是詞臣主動進獻，最終這些圖像還是要經過帝王首肯的，

並非詞臣可任意為之。有時就算詞臣作了，帝王也不見得贊同，而其表達贊同與

否的作法，便是運用題詩與題跋來呈現。 

本研究提出「巡幸地景畫」的概念，針對乾隆朝盤山圖繪進行全面性的整理，

深入了解董邦達的地景畫範式與風格的影響力，透過種種盤山書寫與圖繪，來定

位乾隆朝盤山的意義與使用。但關於這個主題的討論，仍有許多力有未逮之處，

例如乾隆在不同巡幸路線上均建有行宮，但像是靜寄山莊或避暑山莊這類距京城

較近且巡幸次數頻繁的行宮，與南巡沿途的駐蹕行宮相較，性質上則有極大不同，

使用率以及乾隆看重的程度也有所差異，於此也會影響到巡幸文化產出的形式。

另外，巡幸地景畫的例子繁多，無法盡數，仍有一些重要詞臣畫家與作品未能納

入討論，在眾多乾隆朝的詞臣畫家之間，風格表現上也各有特色，因此，本文所

提出的董邦達盤山圖繪討論，可作為「巡幸地景畫」中的重要案例，但並不能視

為巡幸地景畫全體的總結。這方面作品的討論，尚待持續地開發與探究，相信對

於清代巡幸政治方面的討論能夠有所助益。此外，關於巡幸地景畫的圖式與風格

來源與影響，筆者雖未能獲致具體結論，仍在下文提出，以期發揮拋磚引玉之效。 

巡幸地景畫是否有更早的風格與圖式來源？根據基本的組成元素如建築、周

遭地理景觀的表現、相應的詩作等等來看，可與之比較討論者有中國早期的地產

山水，如王維《輞川圖》、盧鴻《草堂十志圖》、李公麟《龍眠山莊圖》等，以及

明代的園林山水畫。傳世的《輞川圖》版本眾多且關係複雜，在此暫且不討論作

者、真偽問題，單就圖式方面來與巡幸地景畫作對照。事實上，兩者除了組成元

素相同，風格方面的表現都有很大的差異。《輞川圖》強調以高聳山巒環繞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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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所在基地，形成「袋狀空間」，並且有樹大屋小之比例不合理的狀況，上述兩

點明顯被唐岱、沈源的《畫圓明園四十景》承繼，過去的研究已然提出，但在巡

幸地景畫中並未呈現這種狀況，尤其強調了比例的合理性。《輞川圖》強調人物

活動，以此彰顯該處地產的用途，並描繪屋內佈局與文人配備，但巡幸地景畫多

杳無人跡且無屋內設備的描繪。更值得注意的是，幾本舊藏清宮的《輞川圖》，

皆在乾隆晚期也就是 1770年之後才獲御題，儘管詞臣有機會觀看這些作品，但

在製作巡幸地景畫的當下，乾隆對於這些中國既有的地產山水並不特別關心。筆

者推測，若董邦達有受到這些作品的影響，也是間接接受的，而媒介便是《御製

避暑山莊詩》以及《御製圓明園四十景詩》等清宮較早的行宮圖作品。此外，盧

鴻《草堂十志圖》、李公麟《龍眠山莊圖》等作品，圖式與風格方面則與巡幸地

景畫相去更遠，暫不討論。 

再就明清園林圖像的影響可能性來看，可分成兩方面的探討，一為園林的意

義，二為園林的構圖與視角處理。在 Clunas的 Fruitful Sites中提到，555園林並不

僅是觀景遊覽之處，同時也是能夠種植收穫之地，因此，園林不僅是活動的處所，

也是園林主人所擁有的產業，財富與地位的象徵，它同時具有實質與象徵的意義，

就「擁有」的角度來看，與巡幸地景畫的確有相類之處。為了清楚地展示空間內

容物，中國明清傳統園林圖像，多採取高視點俯瞰的方式來呈現，藉以將園林中

的複雜細節置入這個繪圖空間中。556然而兩者在處理多景點組合的過程中，則採

取了不同的模式，以《不朽的林泉》中所舉之明清園林圖像之例，主要有兩種作

法，其一是將多景點納入一個長卷中，明代的例子傾向於將景物做大幅度的視角

轉換，在觀看過程中，能夠藉此體會在園林景物間踆巡漫步，感受景物的豐富變

化，例如仇英的《獨樂園圖》、吳彬《勺園祓禊圖》等，清代的例子則傾向於將

                                                       
555  Craig Clunas, Fruitful sites : 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556  Craig Clunas, Fruitful sites : 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 高居翰、黃曉、劉珊珊著，《不

朽的林泉  : 中國古代園林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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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平面統一，將整個園林俯瞰圖清晰完整地描繪出來，例如袁江的《東園圖》、

湯貽汾《愛園圖》等；其二則是以冊頁表現多景點組合，依據景點的數量決定冊

頁的開數，每開繪製一個景點，通常會有榜題標示景點名稱，例如杜瓊的《南村

別墅圖》、沈周《東莊圖》、文徵明《拙政園》沈士充《郊園十二景》等，就如同

明代園林長卷的表現手法，冊頁形式雖然是每開一景，但將整組攤開觀看，會發

現視角也是傾向於多元形式的處理，雖然用筆、用色會有所統合，但每幅作品、

每個景點的視覺效果卻各有不同。將傳統園林圖像的表現手法，與清宮巡幸地景

畫的作法相互對照，會發現清宮的作法傾向於將整組景點的視角加以統合，且每

個景點幾乎都有主體建築物的存在，而周遭的景物則是環繞襯托該建築，傳統園

林圖像所擅長的「移步換景」則不見於巡幸地景畫之中。因此，筆者目前將董邦

達盤山圖繪的圖式與風格來源，歸之於清代的行宮圖，尚未在中國傳統山水畫發

展中尋得更早的來源。 

除了中國既有的例子之外，筆者認為，西洋的風景畫中與地圖相關的圖繪，

557以及具政治性意義的類型也是值得參考的部分。558可惜目前沒有明確證據指出

這種強調實景、臨場視覺經驗的巡幸地景畫，與西洋風景畫有直接的關連，但筆

者在研究過程中，受益於西洋風景畫的相關討論。在《風景與西方藝術》的第四

章，討論到描繪自然地景之兩種概念上的端點：地圖與風景畫，兩者無論在中西

方文化中，皆在概念與用途上有所區分，地圖偏向實用性、指示性，必須清晰地、

有秩序性地標明各地點的相對或絕對位置；風景畫則是在呈現自然地理景觀的同

時，為觀者帶來愉悅感。儘管兩者之間有所區分，卻非完全相對而無法混融的概

念，Malcolm Andrews即循序漸進地提出各種西方的例子，這些例子正好展現出

不同程度的地圖與風景畫之混用，他並且提出，當地圖繪製者與風景畫家的企圖

                                                       
557  Malcolm Andrews，張翔譯，《風景與西方藝術（Landscape and western art）》（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2014）。 

558  Martin Warnke, Political landscape : the art history of nature,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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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為某地的物質性條件進行紀錄時，兩者所持有的觀念與所獲之成果並不會有

太大的差異，知名的文藝復興大師達文西即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將地圖與風景畫

的概念作結合，不僅僅是在細節的描繪與測量方面有所助益，針對地質、地理景

觀、位置等方面作知識性的、視覺性的紀錄，也能產生對自然景觀的進行統治的

效果，當這些「地圖—風景畫」大量地匯集起來，更能聚積成具有百科全書功能

的知識性力量。該書中所提到的「地圖—風景畫」總合表現，主要可分成四種類

型：並置、複合式、以地圖繪製觀念作風景畫、地圖觀與風景畫完美融合，這四

種類型展現出「地圖—風景畫」兩種概念間不同程度地結合與運用，而作者認為

的最高運用手法便是 Rubens的 A View of Het Steen in the Early Morning（見圖 7‐1），

559在這幅作品中，Rubens不僅是地景的描繪者，更是整片地產的擁有者，他同

時又是以退隱的姿態居於此地，這樣的地產風景似乎在概念上與王維的《輞川圖》

有密切地連結。 

上述提及的四種「地圖—風景畫」圖繪類型中，與巡幸地景畫較為接近者便

是「複合式地景圖像」的組合，根據表現意圖的不同可區分成以下三種： 

1. 以地理觀念作組合（這類型與地圖的製作觀念相關）：城市/鄉村、某地與

鄰近景點（見圖 7‐2、7‐3）。560 

2. 擁有者的表現：莊園產業圖像（Estate painting、Garden painting），將莊園

平面總圖置於中心，周圍則環繞莊園內各景點的圖像（見圖 7‐4）。561 

3. 政治性與征戰的成果：Ambrogio  Spinnola征服各地，將各地城堡、要塞圖

                                                       
559  Peter Paul Rubens, An Autumn Landscape with a View of Het Steen in the Early Morning, probably 

1636, Oil on oak, 131.2 x 229.2 cm, The National Gallery. 

560  Malcolm Andrews，張翔譯，《風景與西方藝術》，第四章；Svetlana Alpers, The art of describing : 

Dutch ar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Chapter 4, The 

Mapping Impulse in Dutch Art，維梅爾的作品。 

561  John Harris, The artist and the country house : a history of country house and garden view painting 

in Britain, 1540‐1870 (London : Sotheby Parke Bernet ; Totowa, N.J. : available from Biblio 

Distribution Center, 1979), p.184, fig.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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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串成螺旋帶狀圖像（見圖 7‐5）。562 

雖然上述三種類型在意圖方面各有不同，但在表現多景點成組時，傾向於將

各景點的視角與取景統合處理，他們可能會有相近的地平線高度，或者是相似的

俯瞰角度等等，取景的遠近也會相仿，當我們在觀看這些不同景點時，遠觀能體

現「成組」的統一性，近看則能顯示出各景點的特殊之處。筆者認為，乾隆朝的

巡幸地景畫中，成組類型的作品也是採取這種模式，儘管目前尚無明確證據指出

其受到西方的影響，但在圖繪模式上確實極為相似，當詮釋巡幸地景畫的創作企

圖時，可同時參照中國既有的傳統園林圖繪，以及西方的複合式地景圖繪手法。

563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雖將地圖的概念帶入地景畫討論，但上述提及的西方風景

畫，以及本研究欲討論的巡幸地景畫，作為「藝術品」的認知成分還是較高，尤

其這些巡幸地景畫都著錄在《石渠寶笈》中，564表乾隆也認定它們的藝術性，而

非單純的「輿圖」製作。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便是乾隆朝所建立的盤山圖像對後世之影響。乾隆在《欽

定盤山志》的序中發下的豪語：「不數年之間，使田盤改觀者，余也」。的確，透

過皇權的龐大勢力與宮廷的豐富人才，不僅短短幾年間在盤山豎立起一座座行宮

建築，更纂輯了質與量都遠較過去豐富的《欽定盤山志》，其中所附的四十幅圖

皆留存至今。但弔詭的是，乾隆朝之後的出版品述及盤山一地時，所使用的文字

與圖像皆非乾隆朝《欽定盤山志》的產物。例如，岡田玉山等人所編繪的《唐土

                                                       
562  Martin Warnke, Political landscape : the art history of nature, p.63, illus. 41. 

563 中西方在圖繪傳統式確實具有不同的發展脈絡，將不同文化脈絡放置在一起討論確實有偏誤

的危險，但筆者認為不無嘗試的可能，目前為止中西方藝術史家的筆下，也經常運用到跨文

化比較的方式去討論這些作品，例如高居翰在《氣勢撼人》中討論張宏、吳彬等人的風格來

源，以及巫鴻以十八世紀歐洲化妝舞會詮釋《雍正變裝像》的意涵。見高居翰，李佩樺等譯，

《氣勢憾人：十七世紀中國繪畫中的自然與風格》（臺北：石頭出版社，1994）；巫鴻，《時空

中的美術：巫鴻中國美術史文編二集》（北京：三聯書店，2009）。 

564 關於《石渠寶笈》的編纂狀況，見覃瑞南，〈清代《秘殿珠林》與《石渠寶笈》編纂之研究〉，

《臺南科大學報》，29（2010年 10月），頁 5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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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勝圖會》，565出版於日本文化二年（嘉慶 10年，1805年），其中「直隸—順天

府」的章節收錄「盤山」一地的介紹並附圖繪，其內容與曹學佺的《大明一統名

勝志》相仿，但可能是轉引自《日下舊聞考》一書。566書中的盤山圖繪（見圖

7‐6），有標註數個景點，如上盤、巨石、龍潭、砂嶺、潮井、白巖、中盤、紫蓋

峰，但這些並非智朴或乾隆所標榜的景點所在，而是依據曹學佺文字內容而來，

567由此可知，當時日人對中國地理風俗的理解，受到所蒐羅書籍的限制，因而對

盤山真正的狀況一知半解。另外，光緒 21年（1895年）出版的《天下名山圖詠》，

由沈錫齡所編繪，其中也收錄了盤山圖（見圖 7‐7），但其圖繪乃改寫自明代墨繪

齋的《名山圖》，文字內容也引自曹學佺的《大明一統名勝志》。綜上所述，清代

中期以後出版的書籍，當提及盤山時，所用之圖皆非來自《欽定盤山志》，反倒

是自行重新繪製或沿用明代墨繪齋刊本的〈盤山圖〉，這點顯示出皇權並未完全

壟斷盤山的詮釋權，《欽定盤山志》儘管作為大量印製的清宮出版品，其影響力

仍有限。 

 

 

                                                       
565 韋唐，〈《唐土名勝圖繪》—中日文化交流的珍貴圖籍〉，《文獻》，第 1期（1979年），

頁 85‐92。岡田玉山，《唐土名勝圖會初集》，日本文化三年（1806年）浪華心齋橋龍章堂

書坊刻本，現藏於日本早稻田大學，見 http://archive.wul.waseda.ac.jp/kosho/ru05/ru05_04025/，

檢索日期 2015/4/21。 

566 《唐土名勝圖繪》的引書凡例中，未見曹學佺《（大明一統）名勝志》，但該書內容被廣泛引

用，舉凡《日下舊聞》、《日下舊聞考》、智朴《盤山志》、乾隆《盤山志》等均引用其對盤山

的介紹。見于敏中、英廉等奉敕撰，《欽定日下舊聞考》，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98冊，頁 719。 

567 「盤山，一名盤龍山，在州西北二十五里，髙二千仞，周百餘里山，北數峰林立如削，曰紫

蓋，曰宿猿，尤為奇特最髙者，曰上盤，頂有巨石，以指摇之輒動，上有二龍潭，下有潮井，

又有澤鉢泉，稍下者曰中盤，東行十餘里，蔚然深秀，怪石突起，曰白巖，日暮山光，嵐氣

濛濛如雨，上有古寺，山南有小嶺，陡絶難行，曰砂嶺，髙二百餘仞，周六里，泉水沿石竇

下為砂河，東流合五里河。」見曹學佺撰，《大明一統名勝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

地理類，第 168册，頁 283。 

 



董邦達與乾隆朝巡幸地景畫 

‐‐‐‐‐‐‐‐‐‐‐‐‐‐‐‐‐‐‐‐‐‐‐‐‐‐‐‐‐‐‐‐‐‐‐‐‐‐‐‐‐‐‐‐‐‐‐‐‐‐‐‐‐‐‐‐‐‐‐‐‐‐‐‐‐‐‐‐‐‐‐‐‐‐‐‐‐‐‐‐‐‐‐‐‐‐‐‐‐‐‐‐‐‐‐‐‐‐‐‐‐‐‐‐‐‐‐‐‐‐‐‐‐‐‐‐‐‐‐‐‐‐‐‐‐‐‐‐‐‐‐‐‐‐‐ 

‐ 208 ‐ 
 

 

 

 

 

 

 

 

 



董邦達與乾隆朝巡幸地景畫 

‐‐‐‐‐‐‐‐‐‐‐‐‐‐‐‐‐‐‐‐‐‐‐‐‐‐‐‐‐‐‐‐‐‐‐‐‐‐‐‐‐‐‐‐‐‐‐‐‐‐‐‐‐‐‐‐‐‐‐‐‐‐‐‐‐‐‐‐‐‐‐‐‐‐‐‐‐‐‐‐‐‐‐‐‐‐‐‐‐‐‐‐‐‐‐‐‐‐‐‐‐‐‐‐‐‐‐‐‐‐‐‐‐‐‐‐‐‐‐‐‐‐‐‐‐‐‐‐‐‐‐‐‐‐‐ 

‐ 209 ‐ 
 

參考書目 

 

古籍檔案 

 

1. 于安瀾編，《畫論叢刋》，臺北：華正書局，1984。 

2. 于敏中、英廉等奉敕撰，《欽定日下舊聞考》，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 49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3. 于敏中等編纂，《日下舊聞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 

4. 中國書畫硏究資料社編，《畫史叢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4）。 

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

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帝起居注》，第 10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出版社，2002）。 

7. 王先謙撰，何晉點校，《尚書孔傳參正》，北京：中華書局，2011。 

8. 王原祁著，張素琪校注，《雨窗漫筆》，杭州：西泠印社，2008。 

9. 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8。 

10. 王夢鷗註譯，王雲五主編，《禮記今註今譯》，台北：台灣商務書局，1987。 

11.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 

12. 白金輯《乾隆帝巡幸盤山御製詩》，北京：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13. 白新良輯《清高宗實錄：巡幸盤山史料》，北京：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14. 朱景玄撰，溫肇桐注，《唐朝名畫錄》，成都：四川美術社出版，1985。 

15. 何清谷，《三輔黃圖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5。 

16. 佚名，《宣和畫譜》，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3冊（臺北：臺灣

商務書局，1983）。 

17. 佚名，《讀畫輯略》，收錄《淸代傳記叢刊》，第 79冊（臺北市：明文書局，

1985）。 

18. 李昉等奉敕編，《文苑英華》，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35冊（臺

北：臺灣商務書局，1983）。 

19. 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徵初編》，臺北市：明文出版社，1985。 

20. 李衛、傅王露撰，《西湖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64‐265冊（海口

市：海南出版社，2001）。 

21. 汪文炳等修纂，《（光緒）富陽縣志》，收錄《中國方志叢書》，第 583號，第

5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董邦達與乾隆朝巡幸地景畫 

‐‐‐‐‐‐‐‐‐‐‐‐‐‐‐‐‐‐‐‐‐‐‐‐‐‐‐‐‐‐‐‐‐‐‐‐‐‐‐‐‐‐‐‐‐‐‐‐‐‐‐‐‐‐‐‐‐‐‐‐‐‐‐‐‐‐‐‐‐‐‐‐‐‐‐‐‐‐‐‐‐‐‐‐‐‐‐‐‐‐‐‐‐‐‐‐‐‐‐‐‐‐‐‐‐‐‐‐‐‐‐‐‐‐‐‐‐‐‐‐‐‐‐‐‐‐‐‐‐‐‐‐‐‐‐ 

‐ 210 ‐ 
 

22. 沈初，《西淸筆記》，收錄潘祖蔭輯，《功順堂叢書》，第 5冊（臺北：藝文出

版社，1967）。 

23. 沈應文、張元芳纂修，《（萬曆）順天府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

理類，第 208册（臺南：莊嚴文化，1996）。 

24. 阮元《石渠隨筆》，收錄《叢書集成初編》，第 1575冊（北京：中華書局，

1991）。 

25. 周凱，《內自訟齋文集》，收錄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清代詩文集彙

編》，第 52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6. 周敦頤著，陳克明點校，《周敦頤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 

27. 和坤等敕纂，穆彰阿等奉敕修，《（嘉慶重修）大淸一統志》，台北：商務印

書館影印本，1966。 

28. 和珅、梁國治等奉敕撰，《欽定熱河志》，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9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29. 唐岱，《繪事發微》，收錄于安瀾編《畫論叢刋》，臺北：華正書局，1984。 

30. 唐庚，黄鹏编著，《唐庚集编年校注》，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 

31. 唐執玉、李衛等監修，田易等纂，《畿輔通志》，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 505冊（臺北：臺灣商務書局，1983）。 

32. 秦祖永，《桐陰論畫》，收錄《無錫文庫》，第 4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 

33.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4. 馬瑞辰撰，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 1989。 

35. 高士奇，《松亭行紀》，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60冊（臺北：臺

灣商務印書館，1983）。 

36. 高士奇，《扈從東巡日錄》收錄在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

集彙編》，第 16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7. 高步瀛著，曹道衡、沈玉成點校，《文選李注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85。 

38. 乾隆三十二年敕撰，《欽定皇朝通志》，收錄台灣商務印書館編輯，《景印文

淵閣四庫全書》，第 645冊（臺北：臺灣商務書局，1983）。 

39. 國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獻館編，《淸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圖目初編》，北平：

國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獻館，1936。 

40. 國立故宫博物院編，《石渠寶笈 三編》，台北：國立故宫博物院，1969。 

41. 國立故宫博物院編，《石渠寶笈 續編》，台北：國立故宫博物院，1971。 

42. 常建華輯，《乾隆帝起居注：巡幸盤山史料》，北京：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43. 張玉書，〈扈從賜遊記〉，收錄王錫祺輯，《小方壺輿地叢鈔》，第 4冊（臺北：

 



董邦達與乾隆朝巡幸地景畫 

‐‐‐‐‐‐‐‐‐‐‐‐‐‐‐‐‐‐‐‐‐‐‐‐‐‐‐‐‐‐‐‐‐‐‐‐‐‐‐‐‐‐‐‐‐‐‐‐‐‐‐‐‐‐‐‐‐‐‐‐‐‐‐‐‐‐‐‐‐‐‐‐‐‐‐‐‐‐‐‐‐‐‐‐‐‐‐‐‐‐‐‐‐‐‐‐‐‐‐‐‐‐‐‐‐‐‐‐‐‐‐‐‐‐‐‐‐‐‐‐‐‐‐‐‐‐‐‐‐‐‐‐‐‐‐ 

‐ 211 ‐ 
 

廣文書局，1962）。 

44. 張萬選，《太平三書》，收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類，第 235冊

（臺南：莊嚴文化，1996）。 

45. 張萬選編注，《太平三書》，清乾隆戊午三年（1738）補刊本，中研院傅斯年

圖書館藏善本。 

46. 張豫塏等纂，李培祜修，《光緒保定府志》，收錄《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47. 曹學佺，《石倉文稿》，收錄《續修四庫全書》，第 1367冊（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2）。 

48. 曹學佺撰，《大明一統名勝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類，第 167

册（臺南：莊嚴文化，1996）。 

49. 梁詩正、沈德潛等撰，《西湖志纂》，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8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50. 清高宗，《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臺北：國立故宫博物院，1976。 

51. 清高宗撰，吳景仁輯注，《乾隆薊州詩集》，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2004。 

52. 郭元鈺原編，淸康熙五十年敕編，《御訂全金詩增補中州集》，收錄《景印文

淵閣四庫全書》，第 1445冊（臺北：臺灣商務書局，1983）。 

53. 陳廷敬等敕編，張廷玉等奉敕續編，《皇淸文穎》，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第 1449冊（臺北：臺灣商務書局，1983）。 

54. 陳壽著，趙幼文遺稿，趙振鐸等整理，《三國志校箋》，成都：巴蜀書社，2001。 

55. 陸深撰，《聖駕南巡日錄》、《大駕北還錄》，收錄沈節甫輯，《紀錄彙編 3》（臺

北：藝文出版社，1966），據原刻本影印，國立臺灣大學裝訂本。 

56. 揚雄，張震澤校注，《揚雄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57. 智朴，《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1）。 

58. 鄂爾泰等編纂，《國朝宮史》，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 

59. 馮金伯，《國朝畫識》，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善本古籍。 

60. 趙爾巽等纂，國史館校註，《淸史稿校註》，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99。 

61. 墨繪齋刊本，《名山圖》，收錄《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第 8輯（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62. 慶桂等編纂，左步靑校點，《國朝宮史續編》，北京市：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63. 潘衍桐，《兩浙輶軒續録》，收錄《續修四庫全書》，第 1686冊（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02）。 

 



董邦達與乾隆朝巡幸地景畫 

‐‐‐‐‐‐‐‐‐‐‐‐‐‐‐‐‐‐‐‐‐‐‐‐‐‐‐‐‐‐‐‐‐‐‐‐‐‐‐‐‐‐‐‐‐‐‐‐‐‐‐‐‐‐‐‐‐‐‐‐‐‐‐‐‐‐‐‐‐‐‐‐‐‐‐‐‐‐‐‐‐‐‐‐‐‐‐‐‐‐‐‐‐‐‐‐‐‐‐‐‐‐‐‐‐‐‐‐‐‐‐‐‐‐‐‐‐‐‐‐‐‐‐‐‐‐‐‐‐‐‐‐‐‐‐ 

‐ 212 ‐ 
 

64. 蔡宗陽，《詩經纂箋》，臺北：萬卷樓，2013。 

65. 蔣溥、汪由敦、董邦達等奉敕撰，《欽定盤山志》，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第 586冊（臺北：臺灣商務書局，1983）。 

66. 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冊（海口：海南出版

社，2001）。 

67. 蔣寶齡，《墨林今話》，收錄周駿富輯，《淸代傳記叢刊》，第 73冊（臺北：

明文出版社，1985）。 

68. 鄭澐、紹晉涵，《（乾隆）杭州府志》，收錄《續修四庫全書》，第 703冊（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69. 聶石樵主編，雒三桂、李山注釋，《詩經新注》，濟南：齊魯書社，2000。 

70. 羅大經，《鶴林玉露》，北京：中華書局，1983。 

 

專書 

 

1. Malcolm Andrews，張翔譯，《風景與西方藝術（Landscape and western art）》，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2. 中國圓明園學會編，《圓明園四十景圖詠》，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1985。 

3. 王立平、張斌翀，《避暑山莊春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4. 王佩環，《清帝東巡》，瀋陽：瀋陽出版社，2004。 

5. 王福鑫，《宋代旅遊研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7。 

6. 王慶生，《金代文學家年譜》，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7. 曲延鈞主編，《中國清代宮廷版畫》，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2002。 

8. 朱誠如等著，陳浩星主編，《懷抱古今：乾隆皇帝文化生活藝術》，澳門：澳

門藝術博物館，2002。 

9. 何炎泉等編，《明四大家特展：沈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4。 

10. 余佩瑾主編，《得佳趣：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 

11. 巫仁恕、Imma Di Biase，《游道：明清旅遊文化》，臺北：三民書局，2010。 

12. 巫鴻，《時空中的美術：巫鴻中國美術史文編二集》，北京：三聯書店，2009。 

13. 李長遠，《北宋理學「性與天道」思想的淵源初探》，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2012。 

14. 汪榮祖著，鍾志恆譯，《追尋失落的圓明園》，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 

15. 來新夏，《中國地方志》，臺北：臺灣商務書局，1995。 

16. 周惠泉，《金代文學硏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 

 



董邦達與乾隆朝巡幸地景畫 

‐‐‐‐‐‐‐‐‐‐‐‐‐‐‐‐‐‐‐‐‐‐‐‐‐‐‐‐‐‐‐‐‐‐‐‐‐‐‐‐‐‐‐‐‐‐‐‐‐‐‐‐‐‐‐‐‐‐‐‐‐‐‐‐‐‐‐‐‐‐‐‐‐‐‐‐‐‐‐‐‐‐‐‐‐‐‐‐‐‐‐‐‐‐‐‐‐‐‐‐‐‐‐‐‐‐‐‐‐‐‐‐‐‐‐‐‐‐‐‐‐‐‐‐‐‐‐‐‐‐‐‐‐‐‐ 

‐ 213 ‐ 
 

17. 孟兆禎，《避暑山莊園林藝術》，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5。 

18. 柯律格（Craig Clunas），邱士華、劉宇珍、胡隽譯，《雅債：文徵明的社交性

藝術》，臺北：石頭出版社，2009。 

19. 段勇，《乾隆「四美」與「三友」》，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 

20. 馬躪非，《董其昌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0。 

21. 高居翰，李佩樺等譯，《氣勢憾人：十七世紀中國繪畫中的自然與風格》，臺

北：石頭出版社，1994。 

22. 高居翰、黃曉、劉珊珊著，《不朽的林泉  : 中國古代園林繪畫》，北京：生

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2012。 

23. 高居翰著，洪再新、高士明、高昕丹譯，《詩之旅  : 中國與日本的詩意繪畫》，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 

24. 高巍、孫建華，《燕京八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 

25.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故宮書畫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1989。 

26. 張超《家國天下：圓明園的景觀、政治與文化》，上海：中西書局，2012。 

27. 梁思成，《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圖解》，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 

28. 郭新紀主編，薊縣志編修委員會編著，《薊縣志》，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

1991。 

29. 郭黛姮，《乾隆御品圓明園》，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30. 郭黛姮、賀豔，《圓明園的"記憶遺產" : 樣式房圖檔》，杭州：浙江古籍，2010。 

31. 陳俊民，《中國哲學硏究論集》，臺北：臺灣商務書局，1994。 

32. 喬迅（Jonathan Hay），《石濤：清初中國的繪畫與現代性》，台北：石頭出版

社，2008。 

33. 劉托、孟白主編，《淸殿版畫彙刊》，第 1冊（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 

34. 劉致平，《中國建築類型及結構》，北京：中國建築工業，2000。 

35. 劉繼才，《中國題畫詩發展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0。 

36. 歐立德，青石譯，《乾隆帝》，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37. Alpers, Svetlana., The art of describing : Dutch ar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38. Brook, Timothy., Geographical sources of Ming‐Qing history, Ann Arbor :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2002. 

39. Chang, Michael G., A court on horseback : imperial tour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rule, 1680‐1785,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 

 



董邦達與乾隆朝巡幸地景畫 

‐‐‐‐‐‐‐‐‐‐‐‐‐‐‐‐‐‐‐‐‐‐‐‐‐‐‐‐‐‐‐‐‐‐‐‐‐‐‐‐‐‐‐‐‐‐‐‐‐‐‐‐‐‐‐‐‐‐‐‐‐‐‐‐‐‐‐‐‐‐‐‐‐‐‐‐‐‐‐‐‐‐‐‐‐‐‐‐‐‐‐‐‐‐‐‐‐‐‐‐‐‐‐‐‐‐‐‐‐‐‐‐‐‐‐‐‐‐‐‐‐‐‐‐‐‐‐‐‐‐‐‐‐‐‐ 

‐ 214 ‐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40. Chung, Anita., Drawing Boundaries : Architectural Images in Qi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41. Clunas, Craig., Fruitful sites : 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 Durham :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42. Fei, Si‐yen., Negotiating Urban Space: Urbanization and Late Ming Nanj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43. Harris, John., The artist and the country house : a history of country house and 

garden view painting in Britain, 1540‐1870, London : Sotheby Parke Bernet ; 

Totowa, N.J. : available from Biblio Distribution Center, 1979. 

44. Warnke, Martin., Political landscape : the art history of nature,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期刊論文 

 

1. Osvald Sirén，〈萬園之園圓明園〉，收錄侯仁之等著，《名家眼中的圓明園》

（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頁 33‐55。 

2. 牛伯忱，〈避暑山莊七十二景構成初探〉，收錄戴逸主编，《清史研究與避暑

山莊：中國承德清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5），

頁 263‐273。 

3. 王正華，〈乾隆朝蘇州城市圖像：政治權力、文化消費與地景塑造〉，《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50期（2005年 12月），頁 115‐184。 

4. 王秀玲，〈論關溝的旅遊資源〉，收錄在昌平區十三陵特區辦事處編，《首屆

明代帝王陵寢硏討會論文集  ;首屆居庸關長城文化硏討會論文集》（北京：

科學出版社，2000），頁 265‐275。 

5. 王建芙、楊洋，〈文學侍從 點染江山 清乾隆朝文臣董邦達的繪畫藝術〉，《收

藏》，第 9期（2013年），頁 40‐47。 

6. 王連起，〈從董其昌的題跋看他的書畫鑒定〉，《故宮博物院院刊》，第 2期

（2006年），頁 6‐19。 

7. 王景鴻，〈清宮鐫刻的第一部銅版畫冊—淺論康熙《御製避暑山莊詩圖》〉，《故

宮文物月刊》，第 285期（2006年 12月），頁  58‐73。 

8. 王德華，〈主文譎諫,以頌為諷—揚雄《甘泉賦》、《羽獵賦》、《長楊賦》解讀〉，

《古典文學知識》，第 1期（2010年），頁 95‐102。 

 



董邦達與乾隆朝巡幸地景畫 

‐‐‐‐‐‐‐‐‐‐‐‐‐‐‐‐‐‐‐‐‐‐‐‐‐‐‐‐‐‐‐‐‐‐‐‐‐‐‐‐‐‐‐‐‐‐‐‐‐‐‐‐‐‐‐‐‐‐‐‐‐‐‐‐‐‐‐‐‐‐‐‐‐‐‐‐‐‐‐‐‐‐‐‐‐‐‐‐‐‐‐‐‐‐‐‐‐‐‐‐‐‐‐‐‐‐‐‐‐‐‐‐‐‐‐‐‐‐‐‐‐‐‐‐‐‐‐‐‐‐‐‐‐‐‐ 

‐ 215 ‐ 
 

9. 王興亮，〈陸深及其《聖駕南巡日錄》〉，《圖書館雜志》，第 1期（2005），頁

75‐78。 

10. 王耀庭，〈帝國的回憶 國立故宮博物院瑰寶赴法展專輯—江參千里江山圖〉，

《故宮文物月刊》，第 185期（1998年 8月），頁 40‐41。 

11. 古原宏伸，〈晚明的畫評〉，收錄朵雲編輯部編，《董其昌研究文集》（上海：

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頁 841‐857。 

12. 史樹青，〈王紱北京八景圖研究〉，《文物》，第 5期（1981年），頁

78‐85+105‐106。 

13. 白新良，〈乾隆帝巡幸盤山、天津述論〉，《歷史檔案》，第 4期（2007年），

頁 62‐67+72。 

14. 石守謙，〈以筆墨合天地──對十八世紀中國山水畫的一個新理解〉，《國立臺

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26期（2009年 5月），頁 1‐36。 

15. 石慢，李慧淑譯，〈江參及十二世紀山水畫之在評介  — 「千里江山圖」及

「溪山林藪圖」〉，《故宮學術季刊》，第 3卷第 1期（1985年秋），頁 83‐100。 

16. 石聽泉，〈一座清代御苑之傳播：康熙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及其在西方的傳播

歷程〉，《風景園林》，第 6期（2009），頁 92‐103。 

17. 朱良津，〈清初著名畫家鄒一桂的貴州山水畫〉，《貴陽文史》，第 4期（2007

年），頁 76‐78。 

18. 朱良津，〈清鄒一桂的山水冊〉，《收藏家》，第 11期（2002年），頁 36‐41。 

19. 朱良津，〈讀貴州省博物館藏《楚黔山水冊》〉，《貴州文史叢刊》，第 2期（1997

年），頁 23‐36+44。 

20. 朱曉海，〈揚雄賦析論拾餘〉，收錄氏著《漢賦史略新證》（西安：陝西人民

出版社，2004），頁 242‐293。 

21. 朱蕾、王其亨，〈避暑山莊“姊妹篇”—天津薊縣盤山行宮靜寄山莊考〉，《山

東建筑工程學院學報》，第 3期（2005年），頁 27‐30。 

22. 朱蕾、陳書硯、王其亨，〈基于樣式雷圖檔的靜寄山莊前宮復原研究〉，《中

國園林》，第 9期（2012年），頁 97‐101。 

23. 朱鴻，〈「明人出警入蹕圖」本事之研究〉，《故宮學術季刊》，第 22期 1號（2004

年），頁 183‐213+219。 

24. 江瀅河，〈乾隆御制詩中的西畫觀〉，《故宮博物院院刊》，第 6期（2001年），

頁 55‐60。 

25. 竹村則行，〈盤山に集った清初文人(宋犖・王士禛・朱彝尊・洪昇)と智朴『盤

山志』について〉，《文学研究》，第 99期（2002年 3月），頁 1‐24。 

 



董邦達與乾隆朝巡幸地景畫 

‐‐‐‐‐‐‐‐‐‐‐‐‐‐‐‐‐‐‐‐‐‐‐‐‐‐‐‐‐‐‐‐‐‐‐‐‐‐‐‐‐‐‐‐‐‐‐‐‐‐‐‐‐‐‐‐‐‐‐‐‐‐‐‐‐‐‐‐‐‐‐‐‐‐‐‐‐‐‐‐‐‐‐‐‐‐‐‐‐‐‐‐‐‐‐‐‐‐‐‐‐‐‐‐‐‐‐‐‐‐‐‐‐‐‐‐‐‐‐‐‐‐‐‐‐‐‐‐‐‐‐‐‐‐‐ 

‐ 216 ‐ 
 

26. 何清谷，〈《三輔黃圖》的成書及其版本〉，《文博》，第 2期（1990年），頁

28‐32。 

27. 何瑜，〈清代三山五園與清帝國園居理政〉，收錄林芳吟總策畫，《圓明園：

大清皇帝最美的夢》（臺北：頑石創意公司出版，2013），頁 72‐77。 

28. 余佩瑾，〈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特展介紹〉，《故宮文物月刊》，第

367期（2013年 10月），頁 19‐20。 

29. 余佩瑾，〈品鑑之趣‐‐十八世紀的陶瓷圖冊及其相關的問題〉，《故宮學術季

刊》，第 22卷 2期（2004年，冬季號），頁 133‐166+203。 

30. 吳美淥，〈董邦達小識〉，《紅樓夢學刊》，第 1期（1982），頁 205‐206。 

31. 巫仁恕，〈從遊觀到旅遊：16至 20世紀蘇州旅遊活動與空間的變遷〉，收錄

巫仁恕、康豹、林美莉編，《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台北：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2010年），頁 113‐149。 

32. 巫仁恕，〈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41期（2003年），頁 87‐143。 

33. 李杰，〈從周伯琦《扈從詩前后序》看元代皇帝兩都巡幸〉，《韶關學院學報》，

第 11期（2010年），頁 9‐13。 

34. 李理，〈房山勝蹟今何在—清唐岱《大房選勝圖冊》及其所繪古蹟〉，收錄氏

著《紫氣東來：瀋陽故宮博物院院藏繪畫研究》（北京：故宮博物院，2013），

頁 102‐117。 

35. 李嘉瑜，〈上京紀行詩的「邊塞」書寫‐‐以長城、居庸關為論述主軸〉，《臺

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 14期（2008年），頁 1‐28。 

36. 李錫鎮，〈揚雄賦論初探—賦篇諷諫的功能及其語言策略〉，收錄逢甲大學中

文系所編輯，《中國文學理論與批評論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社，, 1995），

頁 123‐169。 

37. 杜恒偉，〈從唐岱的《繪事發微》分析《大房選勝圖冊》—兼談其對婁東畫

派的繼承與發揚〉，《滿族研究》，第 1期（2010年），頁 95‐98。 

38. 那鳳英，〈梁格莊行宫〉，《紫禁城》，第 2期（1994年），頁 46。 

39. 來新夏，〈高士奇和他的筆記〉，《尋根》，4期（2004），頁 80‐88。 

40. 周崇云、吳曉芬，〈英年早逝的清代宮廷畫家張若澄〉，《東南文化》，第 1

期（2009年），頁 115‐117 

41. 周策縱，〈《卷阿》考〉，收錄《周策縱自選集》，（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2004），頁 27‐63。 

42. 林士炫，〈中華衛藏：清仁宗西巡五臺山研究〉，《故宮學術季刊》，第 28卷

 



董邦達與乾隆朝巡幸地景畫 

‐‐‐‐‐‐‐‐‐‐‐‐‐‐‐‐‐‐‐‐‐‐‐‐‐‐‐‐‐‐‐‐‐‐‐‐‐‐‐‐‐‐‐‐‐‐‐‐‐‐‐‐‐‐‐‐‐‐‐‐‐‐‐‐‐‐‐‐‐‐‐‐‐‐‐‐‐‐‐‐‐‐‐‐‐‐‐‐‐‐‐‐‐‐‐‐‐‐‐‐‐‐‐‐‐‐‐‐‐‐‐‐‐‐‐‐‐‐‐‐‐‐‐‐‐‐‐‐‐‐‐‐‐‐‐ 

‐ 217 ‐ 
 

2期（2010年 12月），頁 147‐212。 

43. 林士鉉，〈絕塞山泉煮龍井—高士奇扈從東巡及其東北見聞〉，收錄藍美華主

編，《漢人在邊疆》（台北：政大出版社，2014），頁 41‐77。 

44. 林皎宏，〈晚明黃山旅遊的興起〉，《史原》，第 19期（1993年 10月），頁

131‐171。 

45. 邱仲麟，〈晚明以來的西洋鏡與視覺感官的開發〉，收錄邱仲麟主編，《中國

史新論：生活與文化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頁 377‐447。 

46. 邱琳婷，〈「君詩臣畫」下的詩畫關係：以清乾隆朝董邦達《居庸疊翠圖》為

例〉，《藝術學》，第 27期（2011年 5月），頁 55‐81。 

47. 邱雯，〈董邦達藝術初探——兼論董源、董其昌與董邦達畫風之傳承〉，《美

術學報》，第 2期（2013年），頁 83‐86。 

48. 邵彥，〈時空轉換中的行宮圖像─對幾件《盤山圖》的研究〉，《故宮博物院院

刊》，第 1期（2008年），頁 24‐49 + 157。 

49. 施寬文，〈袁宏道遊記探論〉，《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報》，第 23期（2011年

10月），頁 9‐20。 

50. 胡雲薇，〈千里宦遊成底事，每年風景是他鄉－試論唐代的宦遊與家庭〉，《臺

大歷史學報》，第 41期（2008年 6月），頁 65‐107。 

51. 胡頎，〈西漢賦諷之淵源、策略與文化意義─以史書所錄司馬相如、揚雄作品

為例〉（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頁 182‐190。 

52. 韋唐，〈《唐土名勝圖繪》—中日文化交流的珍貴圖籍〉，《文獻》，第 1期（1979

年），頁 85‐92。 

53. 凌利中，〈粉本在唐宋元畫史上的作用及啟示〉，收錄於上海博物館編，《千

年遺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6），頁 462‐475。 

54. 夏長樸，〈乾隆皇帝與漢宋之學〉，收錄彭林編，《清代經學與文化》（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156‐192。 

55. 孫靖國，〈日本所藏兩部《東陵路程》與清帝謁陵研究〉，《長春大學學報》，

第 7期（2012年），頁 860‐863。 

56. 徐卉風，〈西湖行宮及其八景〉，《紫禁城》，第 1期（2014年），頁 100‐104。 

57. 班宗華，〈董其昌對宋畫的鑑賞及其歷史妥適性之初步研究〉，收錄朵雲編輯

部編，《董其昌研究文集》，頁 632‐647。 

58. 秦曉磊，〈清宮春曉：乾隆朝畫院中的〈漢宮春曉圖〉〉，《故宮學術季刊》，

第 31卷 2期（2013年 12月），頁 37‐100。 

59. 翁同文，〈江參生卒年試探〉，《大陸雜誌》，第 33卷 9期（1966年 11月），

 



董邦達與乾隆朝巡幸地景畫 

‐‐‐‐‐‐‐‐‐‐‐‐‐‐‐‐‐‐‐‐‐‐‐‐‐‐‐‐‐‐‐‐‐‐‐‐‐‐‐‐‐‐‐‐‐‐‐‐‐‐‐‐‐‐‐‐‐‐‐‐‐‐‐‐‐‐‐‐‐‐‐‐‐‐‐‐‐‐‐‐‐‐‐‐‐‐‐‐‐‐‐‐‐‐‐‐‐‐‐‐‐‐‐‐‐‐‐‐‐‐‐‐‐‐‐‐‐‐‐‐‐‐‐‐‐‐‐‐‐‐‐‐‐‐‐ 

‐ 218 ‐ 
 

頁 13。 

60. 袁森坡，〈清代口外行宮的由來與承德避暑山莊的發展過程〉，收入中國社會

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清史論叢．二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

頁  286‐319。 

61. 馬孟晶，〈名勝志或旅遊書—明《西湖遊覽志》的出版歷程與杭州旅遊文化〉，

《新史學》，第 24卷 4期（2013年 12月），頁 93‐138。 

62. 馬雅貞，〈中介於地方與中央之間：《盛世滋生圖》的雙重性格〉，《國立台灣

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24期（2008年 3月），頁 259‐322。 

63. 馬雅貞，〈皇苑圖繪的新典範：康熙《御製避暑山莊詩》的製作及其意義〉，

《故宮學術季刊》，第 32卷 2期（2014年 12月），頁 39‐80。 

64. 高居翰，〈王原祁與石濤：有法與無法的兩極〉，收錄朵雲編輯部編，《清初

四王畫派研究論文集》，頁 709‐742。 

65. 崔岩，〈從御製詩論乾隆帝的文化認同—兼談清朝的漢化〉，收錄《清帝國性

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中壢：中央大學出版中心；臺北：遠流出版社，

2014），頁 115‐132。 

66. 常建華，〈走出皇宮的乾隆帝：關於《乾隆帝起居注》巡幸盤山史料〉，收錄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故宮博物院八十華誕暨國際清史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頁 634‐643。 

67. 常建華，〈國家認同：清史研究的新視角〉，《清史研究》，第 4期（2010年），

頁 1‐17。 

68. 張華芝，〈院藏巨幅畫冊‐‐墨妙珠林  ‐上‐〉，《故宮文物月刊》，第 316期（2009

年 7月），頁 56‐69。 

69. 張華芝，〈院藏巨幅畫冊‐‐墨妙珠林  ‐下‐〉《故宮文物月刊》，第 317期（2009

年 8月），頁 110‐121。 

70. 張震，〈董邦達《四美具合幅圖》的創作、陳設及其意涵〉，《故宮博物院院

刊》，第 3期（2012年），頁 62‐76。 

71. 許建崑，〈曹學佺《湘西紀行》的探究〉，收錄氏著《曹學佺與晚明文學史》

（臺北：萬卷樓圖書，2014），頁 107‐135。 

72. 許媛婷，〈靜默少喧嘩．臨景思治道‐‐談康熙皇帝與避暑山莊詩圖〉，《故宮

文物月刊》，第 343期（2011年 10月），頁 90‐99。 

73. 郭黛姮，〈三山五園—北京歷史文化最輝煌的樂章〉，收錄林芳吟總策畫，《圓

明園：大清皇帝最美的夢》（臺北：頑石創意公司出版，2013），頁 58‐71。 

74. 郭繼生，〈王原祁的山水畫理論〉，收錄朵雲編輯部編，《清初四王畫派研究

 



董邦達與乾隆朝巡幸地景畫 

‐‐‐‐‐‐‐‐‐‐‐‐‐‐‐‐‐‐‐‐‐‐‐‐‐‐‐‐‐‐‐‐‐‐‐‐‐‐‐‐‐‐‐‐‐‐‐‐‐‐‐‐‐‐‐‐‐‐‐‐‐‐‐‐‐‐‐‐‐‐‐‐‐‐‐‐‐‐‐‐‐‐‐‐‐‐‐‐‐‐‐‐‐‐‐‐‐‐‐‐‐‐‐‐‐‐‐‐‐‐‐‐‐‐‐‐‐‐‐‐‐‐‐‐‐‐‐‐‐‐‐‐‐‐‐ 

‐ 219 ‐ 
 

論文集》（上海：上海書畫，1993），頁 675‐708。 

75. 陳宇琳，〈結合自然的中國傳統山地園林設計方法研究—以清代靜寄山莊為

例〉，《華中建築》，第 9期（2012年），頁 88‐93。 

76. 陳琰、李曉光、薛翻，〈文學地理學視野下的上都扈從詩研究——以馬伯庸、

乃賢、薩都拉詩歌為例〉，《名作欣賞》，第 36期（2013年），頁 112‐114+132。 

77. 陳葆真，〈乾隆皇帝對孝聖皇太后的孝行和它所顯示的意義〉，《故宮學術季

刊》，第 31卷 3期（2014年 3月），頁 103‐154。 

78. 陶玉璞，〈王羲之〈快雪時晴帖〉之「接受」研究‐‐試以乾隆皇帝之題詩、

跋語為探討對象〉，《東華漢學》，第 18期（2013年 12月），頁 229‐273。 

79. 傅申，〈乾隆皇帝《御筆盤山圖》與唐岱〉，《國立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

第 28期（2010年 3月），頁 83‐105+107‐122‐269。 

80. 傅申，〈關於江參和他的畫〉，《大陸雜誌》，第 33卷 3期（1966年 8月），

頁 13‐19。 

81. 傅申，《重建一座消失的乾隆「靜寄山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

究計畫，計畫編號 NSC92‐2411‐H‐002‐066，執行期間 2003.8.1‐2004.7.31。 

82. 單國強，〈四王畫派與院體山水〉，收錄朵雲編輯部編，《清初四王畫派研究

論文集》（上海市：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頁 347‐364。 

83. 舒士俊，〈畫禪與詩禪—論董其昌與傳統文學觀念的關係〉，收錄朵雲編輯部

編，《董其昌研究文集》，頁 464‐498。 

84. 覃瑞南，〈從《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論乾隆帝之文采〉，《臺南應用科大學

報》，第 33期（2014年 10月），頁 85‐105。 

85. 覃瑞南，〈清代《秘殿珠林》與《石渠寶笈》編纂之研究〉，《臺南科大學報》，

29（2010年 10月），頁 57‐74。 

86. 馮明珠，〈玉皇案吏王者師—論介乾隆皇帝的文化顧問〉，收入馮明珠編，《乾

隆皇帝的文化大業》（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2），頁 241‐256。 

87. 馮明珠，〈江參千里江山圖〉，收入馮明珠主編，《乾隆皇帝的文化事業》（臺

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2），頁 78‐79。 

88. 馮明珠，〈乾隆皇帝和他的文化顧問們〉，《故宮文物月刊》，第 235期（2002

年 10月），頁 58‐59。 

89. 馮春江，〈《雪浪石圖》和雪浪石〉，《故宮博物院院刊》，第 3期（1986年），

頁 45‐48+100。 

90. 黃君實，〈江參的家世及生平試考(附圖)〉，《東吳大學中國藝術史集刊》，第

11期（1980年 7月），頁 26‐48。 

 



董邦達與乾隆朝巡幸地景畫 

‐‐‐‐‐‐‐‐‐‐‐‐‐‐‐‐‐‐‐‐‐‐‐‐‐‐‐‐‐‐‐‐‐‐‐‐‐‐‐‐‐‐‐‐‐‐‐‐‐‐‐‐‐‐‐‐‐‐‐‐‐‐‐‐‐‐‐‐‐‐‐‐‐‐‐‐‐‐‐‐‐‐‐‐‐‐‐‐‐‐‐‐‐‐‐‐‐‐‐‐‐‐‐‐‐‐‐‐‐‐‐‐‐‐‐‐‐‐‐‐‐‐‐‐‐‐‐‐‐‐‐‐‐‐‐ 

‐ 220 ‐ 
 

91. 楊丹霞，〈李世倬生平及繪畫研究〉，《故宮學刊》，第 1輯（2004年），頁

392‐435。 

92. 楊丹霞，〈胸中早貯千年史 筆下能生萬匯春  —允禧《黃山三十六峰圖》冊〉，

《收藏家》，第 7期（2005年），頁 73‐74。 

93. 楊丹霞，〈乾隆御題董邦達田盤勝概圖冊—為他山水幽佳處 往往尋題趣有

余〉，《收藏家》，第 7期（2003年），頁 40‐44。 

94. 楊丹霞，〈清代皇族的書畫（上）〉，《中國美術》，第 1期（2010年），頁 104‐110。 

95. 楊丹霞，〈清代皇族書畫（下）〉，《中國美術》，第 3期（2010年），頁 92‐103。 

96. 楊丹霞，〈清代皇族書畫（中）〉，《中國美術》，第 2期（2010年），頁 94‐101。 

97. 楊丹霞，〈慎郡王允禧及其繪畫〉，《紫禁城》，第 4期（2005年），頁 188‐197。 

98. 楊伯達，〈冷枚及其避暑山莊〉，《故宮博物院院刊》，第 1期（1979），頁 51‐62。 

99. 楊伯達，〈董其昌與清朝院畫〉，收錄朵雲編輯部編，《董其昌研究文集》（上

海市：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頁 671‐688。 

100. 楊富有，〈元上都扈從詩人及其詩作的社會歷史價值探析〉，《赤峰學院學報

(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期（2007年），頁 114‐116。 

101. 楊富有，〈由扈從詩分析元上都多元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前沿》，第 3期

（2011年），頁 195‐197。 

102. 楊富有，〈從扈從詩分析元上都地位成因及其影響〉，《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

社會科學版)》，第 4期（2012年），頁 15‐19。 

103. 葉高樹，〈「崇儒重道」與學術正統的確立〉，收錄氏著《清朝前期的文化政

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2），頁 179‐207。 

104. 廖寶秀，〈乾隆皇帝與竹茶爐〉，《故宮文物月刊》，頁 36‐50。 

105. 廖寶秀，〈乾隆皇帝與竹茶爐〉，《故宮文物月刊》，第 367期（2013年 10月），

頁 36‐50。 

106. 廖寶秀，〈清高宗盤山千尺雪茶舍初探〉，《輔仁歷史學報》，第 14期（2003

年 6月），頁 53‐55+57‐119。 

107. 端木泓，〈圓明園新證—長春園蒨園考〉，《故宮博物院院刊》，第 5期（2005），

頁 246‐292。 

108. 端木泓，〈圓明園新證—乾隆朝圓明園全圖的發現與研究〉，《故宮博物院院

刊》，第 1期（2009），頁 22‐36+156。 

109. 端木泓，〈圓明園新證—萬方安和考〉，《故宮博物院院刊》，第 2期（2008）， 

頁 36‐55。 

110. 端木泓，〈圓明園新證—麴院風荷考〉，《故宮博物院院刊》，第 6期（2009），

 



董邦達與乾隆朝巡幸地景畫 

‐‐‐‐‐‐‐‐‐‐‐‐‐‐‐‐‐‐‐‐‐‐‐‐‐‐‐‐‐‐‐‐‐‐‐‐‐‐‐‐‐‐‐‐‐‐‐‐‐‐‐‐‐‐‐‐‐‐‐‐‐‐‐‐‐‐‐‐‐‐‐‐‐‐‐‐‐‐‐‐‐‐‐‐‐‐‐‐‐‐‐‐‐‐‐‐‐‐‐‐‐‐‐‐‐‐‐‐‐‐‐‐‐‐‐‐‐‐‐‐‐‐‐‐‐‐‐‐‐‐‐‐‐‐‐ 

‐ 221 ‐ 
 

頁 14‐29。 

111. 趙秉忠，〈論清帝東巡〉，《社會科學輯刊》，第 5期（1994年），頁 121‐127。 

112. 劉玉文，〈避暑山莊初建時間及相關史事考〉，收錄戴逸主編，《清史研究與

避暑山莊：中國承德清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703‐2003》（瀋陽：遼寧

民族出版社，2005），頁 85‐91。 

113. 劉苑如，〈導論：從外遊、內觀到遊觀〉，收錄氏編《遊觀：作為身體技藝的

中古文學與宗教》（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3），頁 1‐19。 

114. 劉迪，〈《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續三編之編纂及版本情況考述〉，《古籍整理

研究學刊》，第 4期（2009年），頁 94‐100。 

115. 劉翔飛，〈論「招隱」詩〉，《中外文學》，第 7卷 12期（1979年 5月），頁  98‐115。 

116. 鄧濤，〈明世宗南巡湖廣承天府述論〉（內蒙古：內蒙古大學碩士論文，2014）。 

117. 鄭威，〈董其昌的字號、卒月和墓地散考〉，收錄朵雲編輯部編，《董其昌研

究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頁 829‐832。 

118. 鄭淑方，〈西風廻雪 長吟永慕‐‐從丁觀鵬〈摹顧愷之洛神圖〉看經典圖式的

創新〉，《故宮文物月刊》，第 346期（2012年 1月），頁 4‐18。 

119. 器物處，〈帝國的回憶‐‐「國立故宮博物院瑰寶」赴法展專輯(6)‐‐珍玩〉，《故

宮文物月刊》，第 190期（1999年 1月），頁 4‐41。 

120. 盧雪燕，〈納須彌於芥子，縮羅浮於寸幅—漫談名山與名山圖籍〉，《故宮文

物月刊》，第 259期（2004年 10月），頁 54‐57。 

121. 賴毓芝，〈從印尼到歐洲與清宮‐‐談院藏楊大章額摩鳥圖〉，《故宮文物月刊》，

第 297期（2007年 12月），頁 24‐37。 

122. 賴毓芝，〈清宮對歐洲自然史圖像的再製：以乾隆朝《獸譜》為例〉，《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80期（2013年 6月），頁 1‐75。 

123. 賴毓芝，〈圖像、知識與帝國：清宮的食火雞圖繪〉，《故宮學術季刊》，第

29卷 2期（2011年 12月），頁 1‐75。 

124. 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75期（2012年 3月），頁 1‐76。 

125. Cahill, James., “Exploring the Zhi Garden in Zhang Hong’s Album,” in June Li and 

Cahill, James. ed., Paintings of the Zhi Garden by Zhang Hong: Revisiting a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Garden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1996), pp.9‐15 

126. Chou, Ju‐his., “Tangdai: A Biographical Sketch,” in Ju‐hsi Chou and Claudia 

Brown, eds., Chinese Painting under the Qianlong Era: The Symposium Papers in 

 



董邦達與乾隆朝巡幸地景畫 

‐‐‐‐‐‐‐‐‐‐‐‐‐‐‐‐‐‐‐‐‐‐‐‐‐‐‐‐‐‐‐‐‐‐‐‐‐‐‐‐‐‐‐‐‐‐‐‐‐‐‐‐‐‐‐‐‐‐‐‐‐‐‐‐‐‐‐‐‐‐‐‐‐‐‐‐‐‐‐‐‐‐‐‐‐‐‐‐‐‐‐‐‐‐‐‐‐‐‐‐‐‐‐‐‐‐‐‐‐‐‐‐‐‐‐‐‐‐‐‐‐‐‐‐‐‐‐‐‐‐‐‐‐‐‐ 

‐ 222 ‐ 
 

Two Volumes, Phoebus, vol. 6, no. 1 (1988), pp. 132‐140. 

127. Liscomb, Kathlyn., “The Eight Views of Beijing: Politics in Literati Art,” Artibus 

Asiae, Vol. 49, No. 1/2 (1988 ‐ 1989), pp. 127‐152. 

128. Liu, Cary Y., “Archive of Power: The Qing Dynasty Imperial Garden‐Palace at 

Rehe,” 《國立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28期（2010年），頁 43‐66。 

 

學位論文 

 

1. 王明玉，〈由《墨妙珠林》集冊看乾隆初期對漢文化傳統的整理〉，台北：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2. 王雙陽，〈古代西湖山水圖研究〉，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博士論文，2009。 

3. 朱蕾，〈境惟幽絕塵，心以靜堪寄—清代皇家行宮園林靜寄山莊研究〉，天津：

天津大學碩士論文，2004。 

4. 呂松穎，〈清代乾隆御製詩詩意圖研究〉，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碩士論文，2005。 

5. 李雪，〈圓明之德—《圓明園四十景圖》研究〉，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碩士論

文，2014。 

6. 林秋玫，〈盛清避暑山莊研究〉，臺北：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1。 

7. 林煥盛，〈丁觀鵬的摹古繪畫與乾隆院畫新風格〉，台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

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8. 邱雯，〈清代畫家董邦達藝術初探〉，杭州：中國美術學院碩士論文，2006。 

9. 秦曉磊，〈乾隆朝畫院《漢宮春曉圖》研究〉，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碩士論文，

2012。 

10. 高明一，〈積古煥發  : 阮元對「金石學」的推動與相關影響〉，台北：國立

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0。 

11. 崔岩，〈清高宗御制紀事詠史詩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史學理論及史學史博

士論文，2006。 

12. 張筠，〈王原祁《西湖十景圖》研究—清宮正統派地景畫的產生及政治意涵〉，

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13. 盛靜，〈乾隆皇帝對隱居題材的理解—以董邦達的《葛洪山八景圖》為例〉，

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碩士論文，2007。 

14. 黃瑋鈴，〈畫圖留與人看：由王原祁的仕途與畫業看清初宮廷山水畫風的奠

 



董邦達與乾隆朝巡幸地景畫 

‐‐‐‐‐‐‐‐‐‐‐‐‐‐‐‐‐‐‐‐‐‐‐‐‐‐‐‐‐‐‐‐‐‐‐‐‐‐‐‐‐‐‐‐‐‐‐‐‐‐‐‐‐‐‐‐‐‐‐‐‐‐‐‐‐‐‐‐‐‐‐‐‐‐‐‐‐‐‐‐‐‐‐‐‐‐‐‐‐‐‐‐‐‐‐‐‐‐‐‐‐‐‐‐‐‐‐‐‐‐‐‐‐‐‐‐‐‐‐‐‐‐‐‐‐‐‐‐‐‐‐‐‐‐‐ 

‐ 223 ‐ 
 

立〉，台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15. 鄧釵，〈清中期書畫家董邦達、董誥父子書法研究〉，杭州：杭州師範大學碩

士，2007。 

16. 鞏劍，〈清代宮廷畫家丁觀鵬的仿古繪畫及其原因〉，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碩

士論文，2008。 

17. 蘇庭筠，〈乾隆宮廷製作之西湖圖〉，中壢：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8 

18. Finlay, John R., “40 Views of the Yuanming yuan”: Image and Ideology in a 

Qianlong Imperial Album of Poetry and Paintings,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2011. 

19. Ma, Ya‐chen（馬雅貞）, Picturing Suzhou: Visual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Cityscapes in the Eighteen‐Century China,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2006. 

20. Whiteman, Stephen., Creating the Kangxi Landscape: Bishu shanzhuang and the 

Mediation of Qing Imperial Identity, Ph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2011. 

 

 

 

 

 

 

 

 

 

 

 

 

 

 

 



董邦達與乾隆朝巡幸地景畫 

‐‐‐‐‐‐‐‐‐‐‐‐‐‐‐‐‐‐‐‐‐‐‐‐‐‐‐‐‐‐‐‐‐‐‐‐‐‐‐‐‐‐‐‐‐‐‐‐‐‐‐‐‐‐‐‐‐‐‐‐‐‐‐‐‐‐‐‐‐‐‐‐‐‐‐‐‐‐‐‐‐‐‐‐‐‐‐‐‐‐‐‐‐‐‐‐‐‐‐‐‐‐‐‐‐‐‐‐‐‐‐‐‐‐‐‐‐‐‐‐‐‐‐‐‐‐‐‐‐‐‐‐‐‐‐ 

‐ 224 ‐ 
 

附錄 

 

附錄 1：盤山圖繪編年 

 

西元年  清朝年號  事跡  資料來源  備註 

1675  康熙

14/10/13 

幸盤山諸寺  《欽定盤山

志》，卷首一巡典 

 

1739  乾隆

4/9/17 

幸盤山天成寺  《欽定盤山

志》，卷首一巡典 

根據盤山十

六景詩的

「天成

寺」，乾隆初

次訪天成寺

為秋季。 

1739  乾隆 4  御製登盤山詩  《清通志》，卷一

百十七金石略 

 

1742  乾隆

7/9/16 

幸盤山天成、萬松、盤

谷、雲罩諸寺 

《欽定盤山

志》，卷首一巡典 

 

1742  乾隆 7  御製遊盤山記；另外，

本年度起陸續做御製

盤山各景詩（最早為盤

谷寺、雲罩寺、晾甲

石）。 

《清通志》，卷一

百十七金石略 

 

1744  乾隆 9  「始命建皇太后臨幸

憩息之所十月二十日

奉慈輦駐行宫遍覽諸

勝二十一日駕至天香

天成萬松盤谷東竺雲

罩少林諸寺先是發帑

修建雲罩感化天香諸

刹次第告竣」 

《欽定盤山

志》，卷首一巡典 

 

1745  乾隆 10  「二月十九日駐蹕行

宫二十日駕至千相寺

《欽定盤山

志》，卷首一巡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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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日至天成寺萬

松寺敕修千相少林盤

谷諸梵宇」 

1745  乾隆 10  御筆盤山圖（四月上旬

到七月上旬，根據題

跋） 

傅申（推測應為

唐岱所作） 

 

1745  乾隆 10  御筆盤山圖軸，界畫山

莊及諸寺宇：靜寄山

莊、少林、中盤、盤谷、

千相、萬松、雲罩、定

光（少列「天成」，畫

面上有籤題） 

《石渠寶笈》續

編，重華宮一，

頁 1311起 

 

1745  乾隆 10  慎郡王（允禧），盤山

十六景冊（時間推定是

根據御製詩〈題慎郡王

《田盤山色圖》十六

幀〉寫作時間） 

《石渠寶笈》初

編，卷二十三，

上等月一 

臺北故宮 

1746  乾隆 11  七月二十六日沈源、董

邦達前往盤山行宮等

處起稿畫圖呈覽 

活計檔冊 14，乾

隆 11/8/26，如意

館 

 

1746  乾隆 11  董邦達，〈賜遊盤山恭

紀〉：「丙寅九月秋景

佳，承旨遂得凌高崖」

《欽定盤山志，

卷十四，頁 36。 

 

1747  乾隆 12  「二月十四日駐蹕行

宫。十五日駕至感化。

天成。萬松。盤谷。東

竺。雲罩等寺。十六日

至千相寺。十七日至古

中盤。少林寺。是日賜

諸王大臣等宴。侍臣能

繪者。被旨圖寫内外各

景。至是成卷。進呈乙

覽」 

《欽定盤山

志》，卷首一巡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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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7  乾隆 12  董邦達，田盤勝概冊

（上有御書盤山十六

景），前二開是「御筆

盤山十六景記」，有款

識「乾隆丁卯（乾隆

12，1747）仲春月（農

曆二月）望前二日」。

《石渠寶笈》續

編，重華宮，頁

1800起。作品現

存，私人藏。 

 

1747  乾隆 12  御筆盤山十六景詩

冊，款識「丁卯（乾隆

12，1747）仲春。駐蹕

盤山作。丁亥（乾隆

32，1767）)初冬。書

於養心殿之三希堂。」

《石渠寶笈》續

編，寧壽宮三。 

 

1747  乾隆 12  御製盤山十六景詩  《日下舊聞

考》，卷一百十五 

 

1747  乾隆 12  董邦達，畫盤山十六景

卷，御筆盤山花朝詩，

「盤山花朝近作，丁卯

秋杪（季秋）御筆」 

《石渠寶笈》續

編，寧壽宮，頁

2983。作品現

存，遼寧省博物

館。 

 

1748  乾隆 13  御製東甘澗詩「題慎郡

王盤山十六景圖内雖

有東甘澗詩而其實未

到今始遊云」 

《日下舊聞

考》，卷一百十六 

 

1748  乾隆 13  「閏七月十九日駐蹕

行宫二十日駕至天成

寺千相寺二十二日至

東竺菴少林等寺」 

《欽定盤山

志》，卷首一巡典 

 

1749  乾隆 14  「九月十七日塞上行

圍旋蹕奉皇太后幸行

宫駕至天成萬松盤谷

雲罩東竺雲淨少林等

寺二十一日至東甘澗

《欽定盤山

志》，卷首一巡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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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中盤」 

1750  乾隆 15  「八月二十二日奉皇

太后幸行宫駕至天成

寺西甘澗東甘澗古中

盤先後敕修萬松中盤

上方諸刹」 

《欽定盤山

志》，卷首一巡典 

 

1752  乾隆 17  「二月二十一日駐蹕

行宫駕至東竺雲淨少

林等寺十月二十八日

幸盤山行宫」 

《欽定盤山

志》，卷首一巡典 

 

1752  乾隆 17，

春仲 

鄒一桂，太古雲嵐圖

軸：「扈從盤山。即景

恭畫。」御製詩：「春

雲欲出山濛濛。山乎雲

乎將無同。變態萬狀難

為工。若人意會神以

通。烟嵐莫遁㝠搜窮。

妙解要在得其宗。奚問

邱壑石與松。五日清游

一覽中。扈蹕不孤冒春

風。嘉陵道子今齊踪。

（御製，汪由敦奉命敬

書）」，鄒一桂恭和詩，

宣德牋本，縱五尺九寸

五分，橫二尺四寸，「壬

申春仲扈從盤山即景

恭畫。臣鄒一桂。」 

《石渠寶笈》續

編，御書房七，

頁 2192，作品現

存，臺北故宮。 

 

1752  乾隆 17  鄒一桂，太古雲嵐圖

軸：「扈從盤山。即景

恭畫。」御製詩：「春

雲欲出山濛濛。山乎雲

乎將無同。變態萬狀難

為工。若人意會神以

《石渠寶笈》續

編，乾清宮十

三，頁 700。 

盤山志所收

「題鄒一桂

盤山圖」的

詩句，乃是

此幅上的，

與御書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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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烟嵐莫遁㝠搜窮。

妙解要在得其宗。奚問

邱壑石與松。五日清游

一覽中。扈蹕不孤冒春

風。王洽潑墨應齊踪。

壬申春仲駐蹕靜寄山

莊。命學士鄒一桂為此

圖，即題七言一章。」，

紙本，縱五尺八寸五

分，橫二尺四寸五分，

「壬申春仲扈從盤山

即景恭畫。臣鄒一桂恭

畫。」 

不同（最後

一句）。 

1752  乾隆 17  鄒一桂，盤山圖軸（畫

盤山諸景）：「壬申春

季。臣鄒一桂恭畫」 

《石渠寶笈》三

編，延春閣三十

一，頁 2267。 

 

1752  乾隆 17，

六月 

錢陳群書，賜遊盤山恭

記詩冊：當時同遊者

有—阿克敦、介福、鄒

一桂（通政司參議）、

薄海、介錫周、祝維

誥、汪由敦，「乾隆壬

申六月既望。臣錢陳群

敬識。」 

《石渠寶笈》三

編，延春閣三十

一，頁 2246起。 

 

1753  乾隆 18  御製千尺雪詩  《日下舊聞

考》，卷一百十五 

 

1753  乾隆 18  「十月初五日塞上行

圍旋蹕奉皇太后幸行

宫駕至雲罩寺初八日

至古中盤東甘澗西甘

澗天成等寺」 

《欽定盤山

志》，卷首一巡典 

 

1754  乾隆 19  盤山行宮建成，預定內

八景、外八景 

《日下舊聞

考》，卷一百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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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4  乾隆 19  「二月十八日駐蹕行

宫。命臣蔣溥。汪由敦

董邦逹等纂修盤山新

志。臣等仰見天筆詠

題。日星並耀。宸遊伴

奐。嵗月無疆。幸常從

左右。史後槖筆以紀盛

事焉。」 

《欽定盤山

志》，巡典 

 

    董邦達，畫盤山十六景

冊，未有款識年代，其

上書有御製盤山十六

景詩，以及各景的說明

文字，同「盤山志」圖

考內容，故而應在盤山

志編成之後所作。 

《石渠寶笈》續

編，淳化軒，頁

3379起。 

 

1765  乾隆 30  靜寄山莊十六景冊頁

二冊，御筆對題字十六

張（將原汪由敦對題換

下，換成御題） 

活計檔冊 29，乾

隆 30/12/16，如

意館 

 

1779  乾隆 44  六月初十日，為畫盤山

圖，姚文翰畫房間，方

琮畫山樹，今方琮告假

回籍，其山樹請著袁瑛

繪畫，或春景或秋景。

於初十日發報請旨，十

一日太監厄勒里傳

旨，著袁瑛繪畫，准畫

春景。 

活計檔冊 42，乾

隆 44/6/23，如意

館 

 

1782

（？） 

乾隆 47  錢維城，高宗御題盤山

圖軸（根據題跋訂出下

限） 

臺北故宮收藏

（有石渠三編

印，但石渠未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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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行宮圖繪編年 

 

性

質 

作品名稱  作者  年代  材料  資料來源 

紀

實 

康熙南巡圖  宋駿

業、王翬

等人 

康熙 30年，1691

始作，歷時七年 

手卷，設色  Hearn（所

繪為康熙

二次南

巡，1689

年） 

全

景 

避暑山莊圖  冷枚  康熙47年，1708（袁

森坡）；康熙 52，

1713（楊伯達） 

畫軸  楊伯達；袁

森坡 

分

景 

御製避暑山莊詩

（漢文本） 

沈喻

繪，朱

圭、梅裕

鳳鐫刻 

康熙 51年 7月到 52

年 7月（1712‐1713）

木版畫  許媛婷 

分

景 

御製避暑山莊詩  馬國賢  康熙 50‐52年，

1711‐1713；康熙 52

年，1713568 

銅版畫  《新視

界》；王景

鴻 

分

景 

御製避暑山莊詩

（滿文本） 

沈喻，朱

圭、梅裕

鳳鐫刻 

康熙 52年 9月

（1713） 

木版畫  許媛婷 

全

景 

圓明園大觀圖  冷枚、唐

岱、沈

源、郎世

寧 

乾隆 3年，1738，

歷時兩年半 

通景總

圖，配木框 

《家國天

下》，頁

199‐201；

569John R. 

Finlay：貼

落畫。 

分 （高宗恭和）御 沈喻  乾隆 6年內府重 木版畫  John R. 

                                                       
568 備註：根據 2011許媛婷的文章指出，北京故宮翁連溪、台北故宮的王景鴻與許媛婷、John R. 

Finlay等人均認為木版畫早於銅版畫的製作，且銅版畫是在木版畫的基礎上進行的。 

569 原本張貼在九州清宴清暉閣，道光中葉以後掛於正大光明西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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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製避暑山莊詩  刊，1741  Finlay 

分

景 

避暑山莊三十六

景 

張若靄  乾隆 6年冬，1741 冊頁，絹本

設色 

台北故宮

書畫檢索 

分

景 

畫圓明園四十景  唐岱、沈

源 

乾隆 9年 9月，1744 冊頁，絹本

設色 

《家國天

下》，頁

199‐201。

John R. 

Finlay 

分

景 

御製圓明園四十

景詩（武英殿本） 

孫祜、沈

源 

乾隆 10年，1745  武英殿木

版畫 

John R. 

Finlay 

分

景 

圓明園四十景  張若靄  乾隆 11年 4月，

1746 

冊頁，淺設

色 

John R. 

Finlay, pp. 

47‐48 

分

景 

避暑山莊三十六

景冊 

張宗蒼  乾隆 17年，1752  冊頁，絹本

設色 

John R. 

Finlay 

分

景 

避暑山莊七十二

景 

錢維城  乾隆 19年，1754  冊頁，絹本

設色 

John R. 

Finlay 

紀

實 

乾隆南巡圖  徐揚  乾隆 29‐35年，

1764‐1770年 

  Hearn（所

繪為乾隆

首次南

巡，1751

年） 

分

景 

御製圓明園長春

園圖，西洋樓銅

版畫 

伊蘭泰  乾隆 46‐51年，

1781‐1786 

  《家國天

下》，頁

199‐201。

 

附錄 3：巡幸地景作品清單 

 

作者  品名  製作

年代 

地點  乾隆詩  形制 

李世倬  皋塗精舍圖  1747  北京香山靜宜

園，玉華岫 

有，御題，偶然要李世倬圖之  立軸 

李世倬  清舒山館圖    避暑山莊  有，非御題，李世倬有和詩  立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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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倬  對松山圖    泰山半途  有，御題，李世倬代為巡視孔廟

圖中所繪 

立軸 

允禧  盤山十六景  1745  盤山  對幅御題詩  冊頁

（十六

開） 

允禧  盤山十六景    盤山  御製詩，非御題，允禧和詩  冊頁

（十六

開） 

胡桂  隆福寺行宮六景

圖 

1747  隆福寺行宮  有，多次御題  手卷 

唐岱  盤山圖  1745  盤山  有，多次御題  立軸 

張宗蒼  吳山十六景    蘇州附近  有，御題  立軸

（十六

軸） 

張宗蒼  西湖圖    西湖  御製詩，汪由敦題（湖心亭詩）  立軸 

張宗蒼  寒山千尺雪圖  1753  蘇州  有，御題  手卷 

張宗蒼  雲棲寺圖    西湖附近  御製詩，汪由敦題（雲棲寺）；

辛丑（1781）御題 

手卷 

張宗蒼  靈巖山圖    蘇州  作圖始末、沈德潛山居雜詩十

首，汪由敦題 

立軸 

張若澄  燕山八景    北京附近  無  冊頁

（八

開） 

張若澄  葛洪山圖  1750  葛洪山  御製御題；張若澄和詩  立軸 

張若澄  哈納紅葉    興安嶺，北巡

途中 

御製重九詩，張若澄題  立軸 

張若澄  鎮海寺雪景  1750  西巡途中  有，御製御題，張若澄、汪由敦、

劉綸和詩 

立軸 

張若澄  蓮池書院  1750  西巡途中  有，御製御題  手卷 

張若澄  興安嶺圖    興安嶺，北巡

途中 

御製興安大嶺歌，嵇璜題  立軸 

張若澄  靜宜園二十八景    北京香山靜宜

園 

無  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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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若澄  御園暮春      御製御園暮春詩，張若澄題  立軸 

張若靄  鎮海寺雪景  1746  西巡途中  有，御製御題，張若靄和詩  立軸 

張鵬翀  西山秋眺    北京附近  張鵬翀和詩  立軸 

張鵬翀  桃花寺八景    桃花寺行宮  有，御製御題  冊頁

（八

開） 

關槐  西湖圖    西湖  無  立軸 

關槐  上塞錦林圖  1782  長城外塞北；

木蘭秋獼 

有，御製御題詩，御製木蘭詩四

首，命關槐繪圖 

立軸 

王炳  天平山景  1751

（?） 

蘇州  御製萬笏朝天，汪由敦題  立軸 

蔣溥  塞山詠霧詩意圖  1752  木蘭秋獼  木蘭行圍御製霧詩，汪由敦題；

蔣溥、汪由敦和詩 

手卷 

蔣溥  東巡覽勝圖    盛京、東北地

區 

御製詩，蔣溥題  冊頁

（十六

開） 

鄒一桂  太古雲嵐圖  1752  盤山  御製詩，汪由敦題；鄒一桂和詩  立軸 

鄒一桂  盤山即景圖  1752  盤山  有，御製御題  立軸 

董誥  姑蘇名勝圖    蘇州  無  冊頁

（十六

開） 

董邦達  西湖十景（延春

閣） 

1751  西湖  詩塘：御製御題詩；下方：裘曰

修、汪由敦、觀保、蔣溥、金德

瑛、于敏中、王際華、錢汝誠和

詩 

立軸

（十

軸，現

有六軸

在臺北

故宮）

董邦達  西湖十景（圓明

園） 

  西湖  有，御製御題詩  立軸

（共十

軸，有

九軸在

臺北故

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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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邦達  西湖十景  1750  西湖    手卷 

董邦達  西湖十景    西湖  御製詩，嵇璜題  冊頁

（十

開） 

董邦達  西湖四十景    西湖  有，御製御題。  冊頁

（四十

開） 

董邦達  西湖圖    西湖  御製西湖泛舟絕句，汪由敦題。  拍品 

董邦達  葛洪山八景  1761  葛洪山（西巡

途中） 

有，御製御題  冊頁

（八

開），

拍品 

董邦達  葛洪山八景    葛洪山（西巡

途中） 

董邦達為該地寫的簡短說明；另

有長跋三開。 

冊頁

（八

開），

畏壘堂

董邦達  葛洪山八景    葛洪山（西巡

途中） 

董邦達為該地寫的簡短說明（內

容同畏壘堂冊頁） 

冊頁

（八

開），

上海博

物館 

董邦達  廬山圖    江西廬山  無  手卷 

董邦達  田盤勝概冊  1747  盤山  御跋；御製靜寄山莊十六景詩，

御題。 

冊頁

（十六

開），

拍品 

董邦達  盤山十六景  1747  盤山  有，御製盤山花朝詩，御題；御

製盤山十六景詩，梁詩正題。 

手卷 

董邦達  靜宜園全圖    香山靜宜園  無  立軸 

董邦達  居庸疊翠  1751  居庸關，北京

附近 

有，御製御題  立軸 

董邦達  靈巖積翠  1751  蘇州  御製靈巖積翠，汪由敦題  立軸 

董邦達  清舒山館    避暑山莊  御製清舒山館詩，董邦達題；董 立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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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達和詩。 

董邦達  御筆寶光寺    月山寶光寺  御製月山寶光寺詩，御題；命董

邦達為圖。 

立軸 

錢維城  西湖三十二景    西湖  求曰修書對幅  冊頁

（三十

二開）

錢維城  龍井八詠詩圖  1774  南巡途中  御製御題詩八首；御跋兩開；于

敏中、王際華、觀保、梁國治、

董誥、陳孝泳和詩共六則。 

冊頁

（八

開） 

錢維城  塞山秋月    木蘭秋獼  無  手卷 

錢維城  塞山雲海    木蘭秋獼  無  手卷 

錢維城  廬山高    廬山？  無  立軸 

錢維城  泉林清景  1756  泉林行宮  御製泉林行宮詩，汪由敦題  立軸 

錢維城  平准圖    準噶爾部  無  手卷 

錢維城  仙莊秋月圖  1768  避暑山莊  御製御題詩  手卷 

錢維城  法螺曲徑圖  1757  蘇州附近  御製法螺寺詩，汪由敦題  立軸 

錢維城  棲霞全圖  1760  攝山棲霞寺，

南京附近 

有，御製御題  立軸 

錢維城  豫省白雲寺圖    河南附近  有，御製御題，命錢維城圖之  立軸 

錢維城  雁蕩圖      恭摹李唐本  手卷，

拍品 

錢維城  獅子林圖  1774  蘇州獅子林  有，御製御題；錢維城有長跋說

明來由。 

手卷 

錢維城  盤山圖  1782  盤山  有，御製御題多次。  立軸 

錢維城  避暑山莊七十二

景 

1752  避暑山莊  有，御製御題  冊頁

（七十

二開）

姚文

瀚、袁

瑛 

盤山圖  1779  盤山  無  立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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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董邦達初入內廷的繪畫創作 

 

年代  作品名  藏地 

1744  九陽消寒圖  台北故宮 

弘曆松蔭消夏圖  台北故宮 

蘆汀泛月圖  台北故宮 

灞橋覓句圖  台北故宮 

1745  溪山霽雪圖  台北故宮 

1746  四美具稿本、四美具合幅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台北故宮 

仿馬遠瀟湘八景  王南屏收藏 

雪景山水（有乾隆題「雪賦」）  陝西歷史博物館 

御筆中秋帖子詩圖  台北故宮 

秋景山水額裝  鴻禧美術館 

秋山蕭寺圖  台北故宮 

御製雪浪石詩圖  台北故宮 

御製詠雪禁體詩圖  台北故宮 

御製擬古四章冊  台北故宮 

畫杜甫詩意圖  台北故宮 

墨妙珠林己冊—龍虎山二十四巖  台北故宮 

層巒聳翠  台北故宮 

三希堂—伯遠帖補圖  北京故宮 

1747  繪御筆范成大分歲詞  台北故宮 

田盤勝概冊  中貿聖佳 2002春季拍賣 

盤山十六景卷  遼寧省博物館 

仿陸天游山水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 

仿荊浩匡廬圖  台北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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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董邦達仿古代特定作品列表570 

 

作品名稱  作品傳世

與否 

被仿對象傳世

與否 

作品著錄  製作年代（暫

以乾隆所題干

支為準）、藏地

五代、北宋 

仿荊浩匡廬圖 

 

是（臣董邦

達奉敕臨

荊浩匡廬

圖） 

是（石渠寶笈

續編（寧壽

宮），第五冊，

頁 2639），現

藏台北故宮 

《石渠寶笈續

編》 

1747（丁卯九

秋既望後八

日）、台北故宮

（製作時間可

能更早，為

1743年，詳見

本文中考證）

摹李成茂林遠岫  否（臣董邦

達奉敕恭

摹李成茂

林遠岫筆

意） 

是（石渠寶笈/

卷二十四），現

藏遼寧省博物

館 

《石渠寶笈續

編》 

1747（丁卯九

秋既望五

日）、不明 

仿王詵漁村小雪  否（臣董邦

達奉敕敬

摹） 

是（石渠寶笈/

卷二十四），現

藏北京故宮 

《石渠寶笈續

編》 

1747（丁卯小

春朔日）、不明

南宋 

仿李唐寒谷先春  否（仿李唐

寒谷先春

圖臣董邦

達） 

否（石渠寶笈/

卷八） 

《石渠寶笈續

編》 

1746（丙寅春

日）、不明 

摹馬遠瀟湘八景  是（翰林院

侍讀學士

否（石渠寶笈/

卷六） 

《石渠寶笈續

編》 

1746（丙寅長

夏）、王南屏收

                                                       
570 備註—表 3‐整理方式：首先從《石渠寶笈》初、續、三編著錄中挑出籤題是「仿某某的某某

圖」的作品，再根據董邦達的題跋來判斷是仿特定作品或者是仿古筆意。另外，因董邦達題

款並未寫明製作年份，故年代的標定是根據乾隆題跋，與實際製作年代恐會有出入，但至少

可以確定作品製作年代的下限，以及乾隆欲董邦達臨摹這些作品的時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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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董邦達

奉敕恭摹

馬遠瀟湘

八景） 

藏 

元代 

摹王蒙幽林清逸  是（王蒙幽

林清逸臣

董邦達恭

摹） 

否  《石渠寶笈續

編》 

1756（丙子春

月御題）、台北

故宮 

摹元人君子林圖  否  是  《石渠寶笈續

編》 

不明、不明 

仿曹知白十八公

圖 

否（仿曹知

白十八公

圖臣董邦

達） 

是，現藏北京

故宮 

《石渠寶笈續

編》 

不明、不明 

 

附錄 6：董邦達參與乾隆文化事業的活動狀況 

 

系列別  品名  董邦達題詩、補圖、仿作  延伸作品 

三希堂  《快雪時晴帖》  （張若靄畫雪梅）  董邦達，《三希堂記意

圖》，北京故宮 《中秋帖》  （丁觀鵬畫水際高士） 

《伯遠帖》  董邦達，拖尾補圖水際高

士，北京故宮 

四美具  顧愷之，《女史箴圖》  （鄒一桂畫松竹石泉）  董邦達，《四美具圖》（一

件冊頁天津市藝術博物

館，大型對幅兩件在台北

故宮） 

李公麟，《蜀川圖》  （丁觀鵬畫水際高士） 

李公麟，《九歌圖》  （張若靄畫水際高士，應是

指涉屈原） 

李公麟，《瀟湘臥遊圖》  董邦達，拖尾補圖，今不存 

三友軒  《宋元梅花合卷》  董邦達，拖尾和詩  董邦達、鄒一桂、蔣溥合

繪，《三友圖》軸，瀋陽《元人曹知白十八公 董邦達仿作（《石渠寶笈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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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編》，年代、現藏地不明）  故宮博物院。571 

《元人君子林圖》  董邦達仿作（《石渠寶笈續

編》，年代、現藏地不明） 

 

附錄 7：董邦達「層巒積翠」式作品與乾隆的評價 

 

作品名稱  年代  藏地  帝王題跋 

秋山蕭寺圖  1746

年 

台北故宮  乾隆題詩：「（董邦達秋山蕭寺歌）憶我前嵗

（1744年）逰田盤。572巖關颯沓秋容淡。

嶤峯面面佛頭青。踈林葉葉漢子紺。髙入天

風侵袂寒。坐不可久立猶暫。孰謂山空無管

絃。沸聞萬籟鳴噫欠。天成閣中小趺憩。徐

無千里歸憑瞰。摩挱勒壁活即師。諦聴隔岫

支那梵。燭照秋山蕭寺圗。滿目金官㸔不

厭。招邀田疇友谷神。從知蒼老乃真豔。邇

來六法何寥寥。貌工形似神彌黯。吾於達也

無間然。豐不覺繁儉不欠。前稱北苑後香

光。藝林都被卿家占。（集部/別集類/清代/

御製詩集/初集卷二十九）」；乾隆題跋：「乾

隆丙寅立春前三日御題」 

杜甫（作者題

跋：「返照入江

翻石壁。歸雲

擁樹失山邨。

臣董邦達敬

1746

年 

台北故宮  乾隆題詩：「（董邦達畫杜甫詩意歌）詩中杜

老集大成。天然古淡足佳句。風烟萬里瞿塘

秋。奪造化工歸詠賦。㝡愛歸雲返照竒。（是

圗盖冩「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

之意）每欲形容意難赴。詞臣家法傳北苑。

                                                       
571 該作品圖版收錄於瀋陽故宮的圖錄中，作品介紹上並未指明該作的製作源由，筆者考察畫上

眾多詞臣題跋，得知該作乃是針對乾隆集結的三友軒而作，三位詞臣各做松、竹、梅來呼應

三友軒的收藏。這幅作品可說是補齊了遺失的那塊拼圖，至此可知，乾隆對三希堂、四美具、

三友軒是具有一貫化的收藏賞鑑模式，作品拖尾都會找詞臣或重要的宮廷畫家補圖，三項收

藏也都找董邦達另做一圖來紀念，只是三友軒比較特殊，有其他詞臣的參與。透過這樣的活

動痕跡，更可知道董邦達的重要性所在。 

572 參考：盤山起居注，頁 192，乾隆九年（1744年）駐蹕盤山的時間是十月二十至二十一，與

詩句中的「秋容」相符（備註：乾隆十年駐蹕盤山的時間是二月，正值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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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  爰教老筆冩烟樹。滃滃靉靉滿谷白。槿籬茅

舎依微露。天外一稜獨迥絶。映帶紅霞正秋

暮。江聲澎湃疑聒耳。樹色蒼凉信消慮。杜

句佳矣圖之難。䨇羙合并豈神助。何必﨑嶇

歴劔闗。即坐江樓觀灎澦。（集部/別集類/

清代/御製詩集/初集卷三十三）」；乾隆題

跋：「丙寅夏六月御題」 

層巒聳翠圖  1746

年 

台北故宮  乾隆御書「層巒聳翠」；董邦達題款：「高峰

如卓低如攢。謖謖松風生晝寒。蕭寺有僧依

樹老。山家無路入雲盤。溪迴側石岩花碧。

雨過平田野勢寬。向晚園翁閑不住。又隨鷗

鷺度前灘。乾隆丙寅（西元一七四六年）秋

中。臣董邦達敬繪并題。」 

雲山圖  1749

年 

台北故宮  乾隆題詩：「（董邦達雲山圖）畵家氣韻造絶

詣。邦達氣韻乃餘事。細皴粗抹無不佳。不

期其法神其意。承命為此雲山圖。雲如欲雨

山如醉。竒峰詭巘凡㡬重。宻葉枯枝以萬

計。謂宜凹䖏置人家。果見精藍倚蔥翠。溟

濛滃欎有餘潤。空白浮青各殊致。張壁只慮

天龍窺。奪造化工彼所忌。（集部/別集類/

清代/御製詩集/二集卷十）」；乾隆題跋：「己

巳五月五日御題」 

疊嶺重泉圖  1750

年 

四川省博

物館 

乾隆題詩：「（叠嶺重泉歌題董邦逹所畫） 

是人胸中小廬霍。573董家亦有元和脚。574不

                                                       
573 廬山和霍山的並稱。《文選·謝靈運＜初發石首城＞詩》：“游當羅浮行，息必 廬霍期。” 李

善注：“ 廬霍 ，二山名也。”唐皇甫冉《送康判官往新安》詩：“猿聲比廬霍 ，水色勝瀟

湘。” 清姚鼐 《左仲郛＜浮渡詩＞序》：“出三峽 ，濟乎洞庭，窺乎廬霍，循東海而歸。”

（漢典：http://www.zdic.net/c/0/7a/127826.htm ，檢索日期：2015/2/8） 

574 唐  刘禹锡  戏称 柳宗元 的书法。后亦指 柳公权  书法。脚，指笔形中的捺，俗称捺脚，代

指书法。 唐  刘禹锡 《酬柳柳州家鸡之赠》诗：“ 柳 家新样 元和 脚，且尽薑芽敛手徒。” 

宋 苏轼 《柳氏二外甥求笔迹》诗之一：“君家自有 元和 脚，莫厌家鸡更问人。”（漢典：

http://www.zdic.net/c/3/10/25026.htm ，檢索日期：20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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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意處人難工。叠嶺重泉偶所作。重泉貌得

香爐間。575叠嶺亦似南嶽盤。置二名區未為

隘。合一全圖不覺難。山東嗤浙派。曽傳楊

契丹。文筆今定誰。巨擘雌黄無。使輕譏彈

浮圖髙。入雲俯瞰危無底。與客安心處。指

説雲門寺。雲門寺外石磴斜。烟蘿古木紛轇

拏。飛流直下不計尺。滙作明湖漾淺沙。沙

痕石齒天然好。野橋那畔茆齋小。趺坐幽人

獨静㕘。應是忘機學莊老。莊老豈可學寓

意。聊足樂漁人舉罾。善求魚羽士調笙。將

欵鶴壯哉。大觀真卓犖。我與其間一揚𣙜。

（集部/別集類/清代/御製詩集/二集卷十

八）」；乾隆題款：「乾隆庚午首夏御題」 

楓谿觀瀑圖

（作者題跋：

「瞥過雲霞

眼。難忘意象

筌。解衣呈薄

技。揮藻示真

詮。澗瀑飛巖

罅。山烟吐屋

巔。望中楓葉

赤。長凜寸衷

然。臣董邦達

恭和。」） 

1750

年 

台北故宮  乾隆題詩：「（董邦逹楓溪觀瀑圖）從心不踰

矩。得意可忘筌。堪識此圖妙。休將六法詮。

髙人宛濠上。飛瀑自雲巔。楓葉落英似。武

陵然否然。（集部/別集類/清代/御製詩集/

二集卷十九）」；乾隆題款：「庚午秋仲御題」

居庸疊翠圖  1751 台北故宮  乾隆題詩：「（題董邦逹居庸叠翠圖）近作燕

                                                       
575 對照乾隆御製詩中對「香爐」一詞的用法，指的應是廬山的香爐峰，附近多瀑布景觀。（香爐

峰，同“ 香鑪峯  ”。亦作“香鑪峰”。江西省  庐山 北部名峰。奇峰突起，状似香炉，峰顶

水气郁结，云雾弥漫，如香烟缭绕，故名。有数峰。 北香炉峰 下有 白居易 草堂遗址。附

近多瀑布，为  庐山 胜景之一。 唐 李白 《望庐山瀑布》诗之一：“西登 香炉峰 ，南见瀑

布水。” 唐 白居易 《登香炉峰顶》诗：“迢迢 香炉峯 ，心存耳目想。终年牵物役，今日方

一往。” 宋 辛弃疾 《玉楼春》词：“ 琵琶亭 畔多芳草，时对 香炉峯 一笑。”參考漢典：

http://www.zdic.net/c/9/102/274178.htm ，檢索日期：2015/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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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山八景詩。擬成長巻各圖之。侍臣承㫖開生

面。又見巖闗叠翠竒。具来粉本寫神能。萬

樹丹青繢繡稜。近衛皇州鞏北户。底須乗傳

擬嘉陵。繚白縈青矗萬螺。夤縁鳥道憶曽

過。彈琴峡口雙松側。勒壁詩應蔚碧蘿。（集

部/別集類/清代/御製詩集/二集卷三十）」；

乾隆題跋：「辛未九月御題」 

江關行旅圖  不明  台北故宮  無 

重巒積翠圖  不明  台北故宮  無 

 

附錄 8：清高宗御製詩中與「鏡」相關者 

 

1. 集部/別集類/清代/御製詩集/初集卷三十一（丙寅，乾隆 11，1746） 

千里鏡 

巧製傳西海，（是物傳自西洋國。初始名之為千里鏡云）佳名錫上京。欲窮千里

勝，先辦寸心平。（視此鏡者，手或欹斜則不䏻見逺矣。）䏻以遥為近，曽無濁

混清。一空初不照，萬象自然呈。雲際分山皺，天邉數鳥征。商書精論政，曰視

逺惟明。 

 

2. 集部/別集類/清代/御製詩集/初集卷三十八（丁卯，乾隆 12，1747） 

千里鏡 

何来千里鏡，竒製藉頗黎。適用宜山半，成模自海西。 

頓教清濁判，忽幻近遥齊。察察吾方戒，箴規觸目題。 

 

3. 集部/別集類/清代/御製詩集/二集卷六十五（丙子，乾隆 21，1756） 

咏顯微鏡 

玻璃製為鏡，視逺已堪竒。何来僾逮噐，其名曰顯微。能照小為大，物莫遁毫釐。

逺已莫可隐，細又鮮或遺。我思水清喻，置而弗用之。 

 

4. 集部/別集類/清代/御製詩集/四集卷二十七（乙未，乾隆 40，1775） 

眼鏡 

器有眼鏡者，用助目昏備。或以水晶成，或以玻瓈製。玻瓈云害眼，水晶則無弊。

水晶貴艱得，玻瓈賤易致。老年所必須，佩察秋毫細。然我厭其為，至今未一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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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毫撫牋際，原可蠅頭字。抑更有進焉，絜矩具精義。賴彼作斯明，斯明已有蔽。

敬告後來人，吾言宜深思。 

 

5. 集部/別集類/清代/御製詩集/五集卷四十（戊申，乾隆 53，1788） 

眼鏡 

眼鏡有二種，水晶與玻璃。玻璃價實亷，水晶貨居竒。水晶雖艱致，用之無害滋。

玻璃出冶鍊，薫蒸火氣貽。長（上聲）年目力衰，視物或可資。今率五旬用，何

異童佩觽。予古稀有八，依然弗用斯。蠅頭雖難工，豆顆恒書之。以小可喻大，

常理非竒思。藉已眀扵他，其道乖君師。 

詩成既而思之，眀目達聰，非藉已明扵他人乎，盖明目達聰公也，寄耳目扵左右

私也。此其間蹟相似而道不同，差之豪釐，謬以千里。故大舜好問好察，固明目

達聰之，公猶必執兩端而用其中。若後世庸主，以猜忌之私，寄耳目扵左右，求

其明，適成其暗，是故申而論之。 

 

6. 集部/別集類/清代/御製詩集/餘集卷十八（戊午，嘉慶 3，1798） 

戲題眼鏡 

古希過十還増八，眼鏡人人獻百方。借物為明非善䇿，蠅頭弗見究何妨。 

眼鏡古無此物，自元明始来自西洋，今則其用寖廣，有玻璃水晶二種。玻璃出於

冶鍊，不若水晶無火氣為良。余向以其資人巧而失天真，從不用之，詳見辛丑(1781)

辛亥(1791)舊作。計辛丑作詩時，予年逾古希，辛亥則己過八旬，今且將望九矣。

雖目力較遜於前，然披閱章奏及一切文字，未嘗稍懈。有以眼鏡獻者，究嫌其借

物為明，仍屏而弗用，因戲成此詩，示意並以識嵗月。 

 

7. 集部/別集類/清代/御製詩集/三集卷三十四（癸未 28，乾隆，1763） 

鏡喻 

青銅摩以旃，照形已無遺。近代泰西法，玻瓈更新竒。然均藉人工，水銀塗抹資。

其未塗水銀，素片玻瓈輝。可以施窓櫺，外物瞭然窺。山亭偶用此，徒縁觀峯姿。

孰知别有得，新趣請言之。亭暗而外朗，承以西峯暉。通徹玻瓈窓，西峯觸影披。

不鏡而獲鑑，實匪伊所思。迴廊數（上聲）人行，喬樹瞰鳥飛。曰幻幻既否，曰

真真又非。宫疑廣寒懸，城似乾闥巍。炙轂莫䏻辨，椎輪誰所為。宇宙此有素，

造物誠無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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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集部/別集類/清代/御製詩集/四集卷八十二（辛丑，乾隆 46，1781） 

面水齋有㑹 

臨水搆書齋，水光漾窻裏。觀瀾豈不佳，而却蔽糊紙。因之設玻瓈，通明無隔矣。

有魚任潛躍，有鷺任立起。即令生秋風，涼亦避席几。障而弗致礙，可以契禅理。 

 

9. 集部/別集類/清代/御製詩集/五集卷四十六（己酉，乾隆 54，1789） 

槃阿精舍四首 

佛宇東廂精舍精，千巖萬壑俯中呈。開𥦗活畫都眼底，何必玻璃更藉明。（寺踞

中盤，登此，千巖萬壑俱在眼底。地方官於𥦗牖間飾以玻璃，意在㸃綴，而反失

天然之趣。）上松中石下為水，（見四正山居志）得一兼三可捨兹。俯仰觀惟平

等視，忘觀乃更適天隨。窈而深復繚而曲，梵者居如隠者宫。却属南陽非属北，

讀韓序究致疑中。（向讀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疑即此田盤地，與其詩所云，燕

川方口，似亦相合。舊時詩文遂假借用之，嗣命豫撫阿思哈訪查，據舊祠碑記，

以李愿所居，實在濟源，因作濟源盤谷考證。按韓愈乃南陽人，與濟源近在一方，

且其詩有昔「尋李愿向盤谷」之句，則盤谷為愈親至之地。而子向作考證，益可

無疑矣。）方丈𥦗中萬景披，隨宜吟不費艱思。言旋佳處戒留戀，扈蹕人宜待久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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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圖 1‐1：董邦達，《田盤勝概冊》，紙本（金粟山藏經紙）墨筆，26x54.5公分，原

藏日本友鄰館，中貿聖佳 2002春季拍賣會。 

 

 

 

1‐1‐1  1‐1‐2 

   

1‐1‐3：靜寄山莊  1‐1‐4：太古雲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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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層巖飛翠  1‐1‐6：清虛玉宇 

   

1‐1‐7：鏡圓常照  1‐1‐8：眾音松吹 

 

 

1‐1‐9：四面芙蓉  1‐1‐10：貞觀遺蹤 

 

 

1‐1‐11：天成寺  1‐1‐12：萬松寺 

 

 

1‐1‐13舞劍台  1‐1‐14盤谷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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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雲罩寺  1‐1‐16紫蓋峰 

 

 

1‐1‐17：千相寺  1‐1‐18：浮石舫 

 

 

 

 

 

 

 

圖 1‐2：石濤，《黃山八勝圖冊》（8開選 2），紙本設色，20.2x26.8公分，泉屋博

古館，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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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董邦達，《西湖四十景圖冊》，紙本設色，31.5x30.8公分，circa. 1750，

香港蘇富比拍賣目錄，1993/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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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董邦達，《西湖十景圖》卷，紙本設色，41.7x361.8公分，台北故宮博物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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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董邦達，《葛洪山八景圖冊》，紙本，25.3×27.8公分，畏壘堂 Collection。

（《中國繪畫總合圖錄‐續編》，S 24‐33；中國嘉德 2003春季拍賣會） 

 

 

 

 

圖 1‐6：董邦達，《葛洪山八景圖冊》，上海博物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滬 1‐3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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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董邦達，《葛洪山八景圖冊》，中國嘉德 2013秋季拍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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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董邦達，《松澗雲嵐》軸，紙

本水墨，148.4x60公分，台北故宮。 

圖 2‐2：王原祁，《華山秋色》軸，紙

本設色，115.9x49.7公分，台北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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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王原祁，《仿黃公望秋山》軸，

紙本設色，105.6x47.8公分，台北故宮。

圖 2‐4：王原祁，《晴翠浮嵐》軸，紙

本設色，120.6x53.1公分，台北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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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董邦達，《居庸疊翠圖》軸，紙

本設色，129.7x62.9公分，台北故宮。 

圖 2‐6：董邦達，《江關行旅》軸，紙

本水墨，227.8x70.4公分，台北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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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董邦達，《倣荊浩匡廬圖》軸，

紙本水墨，183.8x108.3公分，台北故

宮。 

圖 2‐8：傳荊浩，《匡廬圖》軸，絹本

水墨，185.8x106.8公分，台北故宮。

   

 

圖 2‐9：董邦達，《名畫大觀冊包裝》，綾本水墨，70x77公分，北京保利 2008

春季拍賣會。576 

 

 

                                                       
576 相關研究參考：楊丹霞，〈觀董邦達畫作〉（2008），

http://en.polypm.com.cn/news_detail.php?nid=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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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董邦達，《秋景山水図額装》，紙本，122.4×259.6公分，鴻禧美術館。

（收錄《中國繪畫總合圖錄 續編》） 

 

 

圖 2‐11：董邦達，《畫杜甫詩意高宗御

題》軸，紙本設色，157.2x89.4公分，

台北故宮。 

圖 2‐12：董邦達，《倣王蒙層巒疊翠圖》

軸，紙本水墨，192.2x94.3公分，台北

故宮。 

   

 

圖 2‐13：王詵，《漁村小雪》卷，絹本設色，44.5x219.5公分，北京故宮。 

 

 



董邦達與乾隆朝巡幸地景畫 

‐‐‐‐‐‐‐‐‐‐‐‐‐‐‐‐‐‐‐‐‐‐‐‐‐‐‐‐‐‐‐‐‐‐‐‐‐‐‐‐‐‐‐‐‐‐‐‐‐‐‐‐‐‐‐‐‐‐‐‐‐‐‐‐‐‐‐‐‐‐‐‐‐‐‐‐‐‐‐‐‐‐‐‐‐‐‐‐‐‐‐‐‐‐‐‐‐‐‐‐‐‐‐‐‐‐‐‐‐‐‐‐‐‐‐‐‐‐‐‐‐‐‐‐‐‐‐‐‐‐‐‐‐‐‐ 

‐ 267 ‐ 
 

 

圖 2‐14‐1：董邦達，《九陽消寒》

軸，紙本水墨，116.2x69.3公

分，台北故宮。  

圖 2‐14‐2：董邦達，《九陽消寒》軸（局部），紙

本水墨，116.2x69.3公分，台北故宮。 

 

 

 

圖 2‐14‐3：《九九消寒碑》，圖像

來源：Chavannes Edouard, “LES 

NEUF NEUVAINES DE LA 

DIMINUTION DU FROID,”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Tome 41904, pp. 

66‐74. 

圖 2‐15：董邦達，《灞橋覓句》軸，紙本設色，

112.5x56.2公分，台北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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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董邦達，《摹馬遠瀟相八景圖》卷（局部），紙本設色，23.4x526公分，

王南屏收藏。 

 
 

圖 2‐17：董邦達，《蘆汀泛月》軸，絹本水墨，187.4x94.5公分，台北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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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卷，絹本設色，50 x 320公分，遼寧省博物館。

 

 

圖 2‐21：董邦達，《四美具合幅》軸（右

幅），紙本水墨，171.7x111.8公分，台

北故宮。    

圖 2‐23：董邦達，《三希堂記意圖》，

紙本設色，201.5x154公分，北京故宮。

 

 

 

圖 2‐22：江參，《千里江山圖》卷，絹本水墨，46.3x546.5公分，台北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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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董邦達，《林巒積素圖》，67x83公分，北京瀚海 2010秋季拍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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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5‐1：董邦達，《盤山十六景圖》卷，紙本設色，41.6x586.5公分，遼寧省

博物館。 

 

 

圖 2‐25‐2：董邦達，《盤山十六景圖》卷（局部），紙本設色，41.6x586.5公

分，遼寧省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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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6：王原祁，《仿王蒙筆意》軸，

紙本設色，100.5x45.1公分，台北故宮。

圖 2‐27：唐岱，《倣范寬畫幅》軸，絹

本設色，287.2x155.2公分，台北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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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8：董邦達，《秋山蕭寺》軸，紙

本水墨，159.3x83.9公分，台北故宮。

圖 2‐29：董邦達，《畫杜甫詩意》軸，

紙本設色，192.3x94.6公分，台北故宮。

 

 

 

 

 

 

 

 

 

 

 

 

 

 

 

 

 

 



董邦達與乾隆朝巡幸地景畫 

‐‐‐‐‐‐‐‐‐‐‐‐‐‐‐‐‐‐‐‐‐‐‐‐‐‐‐‐‐‐‐‐‐‐‐‐‐‐‐‐‐‐‐‐‐‐‐‐‐‐‐‐‐‐‐‐‐‐‐‐‐‐‐‐‐‐‐‐‐‐‐‐‐‐‐‐‐‐‐‐‐‐‐‐‐‐‐‐‐‐‐‐‐‐‐‐‐‐‐‐‐‐‐‐‐‐‐‐‐‐‐‐‐‐‐‐‐‐‐‐‐‐‐‐‐‐‐‐‐‐‐‐‐‐‐ 

‐ 275 ‐ 
 

圖 2‐30：董邦達，《層巒聳翠》軸，紙

本水墨，88.1x30.9公分，台北故宮。

圖 2‐31：董邦達，《雲山圖》軸，紙本

水墨，180.2x71.9公分，台北故宮。 

 

 

 

圖 2‐32：王紱，《北京八景圖》（局部：居庸疊翠），紙本墨筆，42.1 x 2006.5公

分（全長），中國歷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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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7：清康熙 12 [1673] 修（同年刋本），《昌平州(河北)志 二六卷》（居庸積

雪圖），Harvard Colleg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ttp://nrs.harvard.edu/urn‐3:FHCL:12002782 ）。 

 

 

圖 2‐38：李世倬，《對松山圖》軸，紙

本設色，118.1x54.9公分，台北故宮。

圖 2‐39：張若澄，《畫葛洪山居圖》軸，

紙本設色，168.3x75.1公分，台北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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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邦達與乾隆朝巡

‐‐‐‐‐‐‐‐‐‐‐‐‐‐‐‐‐‐‐

2‐40：趙孟

2‐41：張若

巡幸地景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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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頫，《鵲華

若澄，《雪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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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秋色圖》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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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紙本設

，紙本水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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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色，29 x 6

墨，183.4x93

‐‐‐‐‐‐‐‐‐‐‐‐‐‐‐‐‐‐‐

605公分，台

3.1公分，

 

‐‐‐‐‐‐‐‐‐‐‐‐‐‐‐‐‐‐

台北故宮。

台北故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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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盤山〉，收錄墨繪齋刊本，《名山圖》，收錄《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第 8輯。 

 

 

圖 3‐2：〈白嶽〉，收錄墨繪齋刊本，《名

山圖》，收錄《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

編》，第 8輯。 

圖 3‐3：〈匡廬〉，收錄墨繪齋刊本，《名

山圖》，收錄《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

編》，第 8輯。 

   

 

圖 3‐4：智朴纂輯、王士禛、朱彜尊校訂，《盤山志》，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

年）修，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江重印並補圖，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Chinese rare book digitiza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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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唐岱，《御筆盤山圖》軸，紙本水墨，1745年，162x93.5公分，北京

故宮博物院。 

 

 

圖 4‐2：允禧，《畫盤山十六景》冊，紙本設色，14x11.4公分，台北故宮博物院。

4‐2‐1 靜寄山莊  4‐2‐2 千相寺 

   

4‐2‐3 萬松寺  4‐2‐4 天成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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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少林寺  4‐2‐6 盤谷寺 

   

4‐2‐7 雲罩寺  4‐2‐8 古天香寺 

 

 

4‐2‐9中盤  4‐2‐10 東竺庵 

 

 

4‐2‐11 雲淨寺  4‐2‐12 東甘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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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3 西甘澗  4‐2‐14 上方寺 

   

4‐2‐15 雙峰寺  4‐2‐16 金山寺 

 

 

 

圖 4‐3：允禧，《畫盤山十六景》冊，紙本設色，29.2x26.7公分，北京故宮博物

院。 

4‐3‐1 靜寄山莊  4‐3‐2 千相寺 

   

4‐3‐3 萬松寺  4‐3‐4 天成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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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少林寺  4‐3‐6 盤谷寺 

   

4‐3‐7 雲罩寺  4‐3‐8 古天香寺 

   

4‐3‐9 古中盤  4‐3‐10 東竺庵 

   

4‐3‐11 雲淨寺  4‐3‐12 東甘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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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3 西甘澗  4‐3‐14 上方寺 

   

4‐3‐15 雙峰寺  4‐3‐16 金山寺 

   

 

圖 4‐4：錢維城，《盤山圖》軸，紙本設

色，159.5x55.6公分，臺北故宮。 

圖 4‐5：姚文瀚、袁瑛合筆，《盤山圖》

軸，絹本設色，440x315公分，台北故

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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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全書》，

董邦達與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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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由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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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86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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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唐岱，《倣范寬畫幅》軸，絹

本設色，1741年，287.2x155.2公分，

台北故宮博物院。 

圖 5‐2：唐岱，《倣范寬山水》軸，紙

本設色，1743年，123.5x69.3公分，台

北故宮博物院。 

 

 

 

圖 5‐3：唐岱，《倣王蒙山水》軸，紙

本設色，1746年，179.3x98.3公分，台

北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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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唐岱、沈源，〈山高水長〉，《畫圓明園四十景》，絹本設色，64x65公分，

1744年，法國國家圖書館。 

 

 

 

 

 

圖 5‐5：董邦達，《靜寄山莊八景圖》冊，紙本水墨，31.2x18.2公分，收納於《雕

紫檀龍紋多寶格》中，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5‐5‐1 靜寄山莊  5‐5‐2 太古雲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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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層巖飛翠  5‐5‐4 清虛玉宇 

 

 

5‐5‐5 鏡圓常照  5‐5‐6 眾音松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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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 四面芙蓉  5‐5‐8 貞觀遺蹤 

 

 

 

圖 5‐6：清《雕紫檀龍紋多寶格》，紫檀木，高 44.6公分，寬 35公分，厚 21.5

公分，見器物處，〈帝國的回憶‐‐「國立故宮博物院瑰寶」赴法展專輯(6)‐‐珍玩〉，

《故宮文物月刊》，第 190期（1999年 1月），頁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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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蔣溥等纂，《盤山志》，武英殿刊本，乾隆二十年（1755年），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Chinese rare book digitization project。 

5‐7‐1盤山全圖  5‐7‐2行宮全圖 

   

5‐7‐3 靜寄山莊  5‐7‐4 太古雲嵐 

   

5‐7‐5 層巖飛翠  5‐7‐6 清虛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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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7鏡圓常照  5‐7‐8 眾音松吹 

   

5‐7‐9 四面芙蓉  5‐7‐10 貞觀遺蹤 

   

5‐7‐11 天成寺  5‐7‐12 萬松寺 

   

 

 

 

 

 



董邦達與乾隆朝巡幸地景畫 

‐‐‐‐‐‐‐‐‐‐‐‐‐‐‐‐‐‐‐‐‐‐‐‐‐‐‐‐‐‐‐‐‐‐‐‐‐‐‐‐‐‐‐‐‐‐‐‐‐‐‐‐‐‐‐‐‐‐‐‐‐‐‐‐‐‐‐‐‐‐‐‐‐‐‐‐‐‐‐‐‐‐‐‐‐‐‐‐‐‐‐‐‐‐‐‐‐‐‐‐‐‐‐‐‐‐‐‐‐‐‐‐‐‐‐‐‐‐‐‐‐‐‐‐‐‐‐‐‐‐‐‐‐‐‐ 

‐ 292 ‐ 
 

 

5‐7‐13 舞劍台  5‐7‐14 盤谷寺 

   

5‐7‐15 雲罩寺  5‐7‐16 紫蓋峰 

   

5‐7‐17 千相寺  5‐7‐18 浮石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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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1：〈曲院風荷〉，李衛等修，《浙

江省西湖志》，收錄《中國方志叢書 華

中地方》（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第 543‐1冊。 

圖 5‐8‐2：〈曲院風荷〉，沈德潛輯，《西

湖志纂》，收錄王國平主編，《西湖文獻

集成》（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第

7冊。 

 

 

 

圖 5‐9：王原祁，《西湖十景圖》卷，絹本設色，62x656.5公分，遼寧省博物館。

 

 

圖 5‐10：〈圓明園附近地形〉，Google Map，檢索日期：20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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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董邦達，《墨妙珠林》巳冊，三教巖，紙本水墨，62x42.2公分，台北故

宮博物院。 

 

 

圖 5‐12：唐岱、沈源，〈九州清晏〉，《畫圓明園四十景》，絹本設色，64x65公

分，1744年，法國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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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公分

 

圖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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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董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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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唐岱

，17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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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達，《繪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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岱、沈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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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慈永祜〉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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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歲詞》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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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軸（局部），

明園四十景》

董邦達與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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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水墨

》，絹本設色

乾隆朝巡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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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5‐1：唐岱，〈雲罩

寺〉，《御筆盤山圖》軸

（局部），紙本水墨，

1745年，162x93.5公

分，北京故宮博物院。 

圖 5‐15‐2：唐岱，〈盤谷

寺〉，《御筆盤山圖》軸（局

部），紙本水墨，1745年，

162x93.5公分，北京故宮

博物院。 

圖 5‐15‐3：唐岱，〈千相

寺〉，《御筆盤山圖》軸（局

部），紙本水墨，1745年，

162x93.5公分，北京故宮博

物院。 

 

 

 

 

 

圖 5‐16‐1：〈雲罩寺、定光塔〉照片，

資料來源：

http://tjlyjszx.com/scenery/101/，檢索

日期：2015/5/7。 

圖 5‐16‐2：董邦達，〈雲罩寺〉，《田盤勝

概冊》，紙本（金粟山藏經紙）墨筆，

26x54.5公分，原藏日本友鄰館，中貿聖

佳 2002春季拍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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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7：〈太古雲嵐〉比較圖之一。 

 

5‐17‐1董邦達，《田盤勝概冊》 

 

5‐17‐2董邦達，《欽定盤山志》  5‐17‐3董邦達，《御製靜寄山莊八景詩圖》

 

5‐17‐4董邦達，《盤山十六景圖》卷  5‐17‐5董邦達，《欽定盤山志》，〈行宮

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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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8：〈太古雲嵐〉比較圖之二：卷棚頂。 

 

5‐18‐1董邦達，《田盤勝概冊》 

 

5‐18‐2董邦達，《欽定盤山志》  5‐18‐3董邦達，《御製靜寄山莊八景詩圖》

 

 

 

5‐18‐4董邦達，《盤山十六景圖》卷  5‐18‐5董邦達，《欽定盤山志》，〈行宮全圖〉

 

 

 

 

圖 5‐19：李嵩，《西湖圖》卷，紙本墨筆，26.7×85公分，上海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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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0：（傳）沈周，《蘇州山水全圖》卷，紙本設色，41.9x1749.3公分，台北

故宮博物院。 

 

 

圖 5‐21：〈湖山一覽圖〉，楊爾曾撰，《新鐫海內奇觀（三）》，China‐America Digital 

Academic Library，北京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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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2：董邦達，《盤山十六景》卷（局部）。 

 

 

圖 5‐23：胡桂，《御書隆福寺行宮六景詩圖》卷，紙本設色，24.1x159.3公分，

台北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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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4：張若澄，《靜宜園二十八景圖》卷，紙本設色，28.7x427.3公分，北京

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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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5：董邦達，《靜宜園全圖》，收錄萬依、王樹卿、陸燕貞主編，《清代宮

廷生活》（北京：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2006），圖版 440。 

 

 

圖 5‐26：董邦達《盤山十六景》卷與蔣溥等纂《盤山志》〈盤山全圖〉對照圖，

筆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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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7：鄒一桂，《太古雲嵐圖》軸，

紙本設色，188x78公分，台北故宮博

物院。 

圖 5‐28：鄒一桂，《盤山圖》軸，紙本

設色，190.2x78.8公分，王南屏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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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9：徐揚，《京師生春詩意圖》軸，絹本設色，1767年，255x233.8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 

 

 

 

圖 5‐30‐1：蕭雲從，〈太平山水全圖〉，

《太平山水圖畫》，清順治五年刊本，

出自蕭雲從著，張萬選編注，《太平山

水詩畫》（大阪：蜻蛉社，1931）。（經

摺裝，1函 2册，30x19x6公分，原本

所藏者：人見少華氏） 

圖 5‐30‐2：蕭雲從，〈太平山水分注〉，《太

平山水圖畫》，清順治五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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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0‐3：筆者將〈太平山水全圖〉與〈太平山水分注〉以繪圖軟體疊壓處理

所得，可見二圖實有圖文對應之作用。 

 

 

圖 5‐31：張宗蒼，紙本墨筆，1753年，28x142.8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 

 

 

圖 5‐32：錢維城，《熱河千尺雪》，紙本墨筆，28x168公分，避暑山莊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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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3：〈貞觀遺蹤〉比較圖。 

 

5‐33‐1董邦達，《田盤勝概冊》 

 

 

5‐33‐2董邦達，《欽定盤山志》  5‐33‐3董邦達，《御製靜寄山莊八景詩圖》 

 

 

 

圖 5‐34：郎世寧，《畫十駿圖霹靂驤》軸，絹本設色，清高宗乾隆八年（1743

年），239.3x270.1公分，臺北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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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董邦達，《西江勝跡圖》冊（八開），紙本水墨，31.7x43公分，北京瀚

海 2003拍賣。款識：滕王閣。乾隆癸酉（1753年）十月，江西典試使檢臣董

邦達恭畫。進呈稿本。北蘭寺。歸宗寺。秀峰寺。萬杉寺。三峽澗。白鹿洞。

吳章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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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錢維城，《畫御製龍井八詠詩圖》冊，紙本設色，25.5x22公分，台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款識：臣錢維城恭畫。滌心沼。一片雲。風篁嶺。方圓庵。龍

泓澗。神運石。翠峰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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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董邦達，《廬山圖》卷，紙本水墨，38.9x310.2公分，波士頓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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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曲院風荷〉比較圖。 

 

6‐4‐1董邦達，《西湖四十景圖冊》 

 

 

6‐4‐2董邦達，《畫曲院風荷》軸，紙本

設色，128.5x67.3公分，臺北故宮。（圓

明園本） 

 

6‐4‐3董邦達，《曲院風荷御題》軸，紙

本設色，68.5x37公分，臺北故宮。（延

春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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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斷橋殘雪〉比較圖。 

 

6‐5‐1董邦達，《西湖四十景圖冊》 

 

 

6‐5‐2董邦達，《斷橋殘雪》軸，

127.6x67.1公分，臺北故宮。（圓明園

本） 

6‐5‐3董邦達，《斷橋殘雪御題》軸，

68.6x38.2公分，臺北故宮。（延春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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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蘇堤春曉〉比較圖。 

 

6‐6‐1董邦達，《西湖四十景圖冊》  6‐6‐2董邦達，《蘇堤春曉》軸，

127.8x66.4公分，臺北故宮。（圓明園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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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三潭印月〉比較圖。 

 

6‐7‐1董邦達，《西湖四十景圖冊》 

 

 

6‐7‐2雍正朝《西湖志》  6‐7‐3乾隆朝《西湖志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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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平湖秋月〉比較圖。 

 

6‐8‐1董邦達，《西湖四十景圖冊》 

 

 

6‐8‐2雍正朝《西湖志》  6‐8‐3乾隆朝《西湖志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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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李世倬，《皋塗精舍圖》軸，紙

本設色，84x45.5公分，北京：故宮博

物院。 

圖 6‐10‐1：董邦達，《靜宜園圖》軸，

萬依、王樹卿、陸燕貞主編，《清代宮

廷生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

店，2006），頁 282。 

 

圖 6‐10‐2：董邦達，《靜宜園圖》軸（局

部）。 

 

 

圖 6‐11：張若澄，《靜宜園二十八景圖》卷，紙本設色，28.7x427.3公分，北京：

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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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2：鄒一桂，《畫蒲芷

群鷗圖》軸，紙本水墨，

166.4x71.6公分，台北：國

立故宮博物院。 

圖 6‐13：鄒一桂，《楚黔山水》冊，貴州省博物館。

共計二十二幀，穿石、清浪灘、辰溪、馬嘴岩、黃

繞山、天柱縣、相見坡、玉屏山、石阡、關索嶺、

飛雲岩、雞公嶺、幫洞、鐵索橋、白水河、九裡箐、

葛鏡橋、東山、黔靈山、雲崖洞、照壁山、涵碧潭。

 

 

 

圖 7‐1：Peter Paul Rubens, An Autumn Landscape with a View of Het Steen in the 

Early Morning, probably 1636, Oil on oak, 131.2 x 229.2 cm, The National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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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Jacob van der Croos, View of The Hague, with Twenty Scenes in the 

Neibourhood, 1661‐63. （見《風景與西方藝術》，頁 106。） 

 

 

圖 7‐3‐1：Johannes Vermeer (1665‐1668), The Art of Painting, Oil on canvas, 130 cm 

× 110 cm,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Vi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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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2：Johannes Vermeer (1665‐1668), The Art of Painting (detail). 

 

圖 7‐4：Peter Andreas Rysbrack, Pope’s Villa, Twickenham, Middlesex, View from the 

river, 1735, Engraving. (in The Artist and The Country House, pl. 188, p. 184.) 

 

 



董邦

‐‐‐‐‐‐

 

 

圖 7

capt

 

圖 7

土名

（1

本，

http

ru05

 

 

 

 

 

邦達與乾隆朝巡

‐‐‐‐‐‐‐‐‐‐‐‐‐‐‐‐‐‐‐

7‐5：Georg

tured, 1621

7‐6：〈盤山

名勝圖會初

806年）浪

，現藏於日

p://archive.w

5/ru05_040

巡幸地景畫 

‐‐‐‐‐‐‐‐‐‐‐‐‐‐‐‐‐‐

ges Kress, Ge

1. (in Politica

山〉，收錄岡

初集》，日本

浪華心齋橋龍

本早稻田大

wul.waseda

025/。 

‐‐‐‐‐‐‐‐‐‐‐‐‐‐‐‐‐‐

eneral Amb

al Landscap

岡田玉山，《

本文化三年

龍章堂書坊

大學，見

a.ac.jp/kosh

‐‐‐‐‐‐‐‐‐‐‐‐‐‐‐‐‐‐

‐ 320 ‐ 

brogio Spino

pe, pl. 41.)

《唐

坊刻

ho/

圖 7‐7

山圖詠

理卷》

1999）

 

‐‐‐‐‐‐‐‐‐‐‐‐‐‐‐‐‐‐

ola, surroun

7：〈盤山〉

詠》，劉昕主

》（長沙：湖

），第一冊

‐‐‐‐‐‐‐‐‐‐‐‐‐‐‐‐‐‐‐

nded by the 

，收錄沈錫

主編，《中國

湖南美術出

，名山圖。

‐‐‐‐‐‐‐‐‐‐‐‐‐‐‐‐‐‐

places he h

錫齡《天下名

國古版畫 地

出版社，

 

‐‐‐‐‐‐‐ 

has 

 

名

地

 

 


	封面20150706英
	論文定稿-03small.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