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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畫群芳擷秀冊》為康熙皇帝與蔣廷錫（1669-

1732）共同製作的書畫冊頁。這件作品以十二種花卉為主題，每一開的書畫皆

使用不同顏色的色箋紙製作，右側為康熙皇帝書寫歌詠花卉的詠物詩詞，左側

為蔣廷錫所繪的花卉畫。由於本作品作於色箋紙上，因此在視覺呈現顯得較為

特殊，設色也出現非傳統中國繪畫的特徵。除此之外，作品主題增加塞外花卉

的題材，亦非傳統詩詞與繪畫常見的主題。 

 本文以《畫群芳擷秀冊》為研究對象，分別從繪畫、書法和作品內容切

入，逐步釐清這件作品在清朝花卉畫的定位。《畫群芳擷秀冊》的繪畫風格及

媒材的選擇呈現康熙朝宮廷藝術對於顏色的重視，且試圖在設色上融合中國繪

畫風格及當時可見的「海西法」，呈現新的視覺效果。康熙皇帝在《畫群芳擷

秀冊》書寫的的書法風格及內容，呈現康熙皇帝從被動學習轉為主動掌握漢文

化，以個人的書法和詩詞能力，傳遞自己欲收編天下人才的訊息。作品主題亦

反應康熙皇帝在統治中期意圖調整中國傳統知識體系，加入帝國新元素，建構

出適合滿清帝國的新文化。文章最後以《畫群芳擷秀冊》討論蔣廷錫在清朝宮

廷繪畫的重要性，認為蔣廷錫是建立康熙朝花卉畫中西折衷風格的重要角色。 

 

關鍵字：蔣廷錫、康熙朝、花卉畫、中西交流 

 

  

 



  

Abstract 

  The “Picked Beauties of Beautiful Flowers ” now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s an album of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jointly produced by Emperor Kangxi and 

Jiang Tingxi (1669-1732). This work is based on twelve spices of flowers. Each set 

consists of a poem written by Emperor Kangxi and a flower painting by Jiang Tingxi. 

They are all made of various colored paper. With the using of colored paper as the 

media, which gives the work a special visual presentation, and the coloring of 

paintings also presents a style that different from Chinese tradition. In addition, the 

theme of the work has added the flowers beyond the great wall, which is not common 

in poetry and painting traditions. 

  This study takes “Picked Beauties of Beautiful Flowers ”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uts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inting, calligraphy and works, to clarify the 

positioning of this work in the Qing Dynasty flower painting. Its selection of painting 

styles and media highlights the emphasis on color in the Kangxi era, as well as the 

incorporation of Chinese painting and the "Western Techniques" that were visible at 

the time to present a new visual experience. The calligraphy style and content written 

by Emperor Kangxi in it presents his mastery of Chinese culture, and conveys the 

message of recruiting talents over the empire through the calligraphy and poetry. The 

theme of the work also reflects the intention of Emperor Kangxi to adjus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knowledge system in the middle of the reign, join the new 

elements of the empire, and construct a new culture suitable for the Qing Empire. 

Discuss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Jiang Tingxi's painting in the court of the Qing 

Dynasty is also provided in the end of the thesis. In order to establish Jiang Tingxi as 

an important role in establishing the eclectic style of Kangxi Dynasty flower painting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models. 

 

Keywords: Jiang Tingxi , Flower Painting, Kangxi Reign, Sino-Western Encou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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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第一節 研究主旨 

涼風隨輦轉雕輪，帳殿深嚴不動塵。 

正是金蓮花放日，好臨粉本寄歸人。1 

 康熙年間，時任翰林院修撰的汪繹（1671-1706）寫下這首詩，記錄他送同

鄉好友蔣廷錫（1669-1732）離開京城的情形。當時正值金蓮花綻放的季節，汪

繹在詩中提醒準備隨康熙皇帝至北方避暑的蔣廷錫臨繪此種塞外花卉。2此詩除

了提及蔣廷錫善畫花卉的才能之外，亦透露蔣廷錫獲得扈從康熙至避暑山莊的殊

榮。 

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畫群芳擷秀冊》，是十二開書畫共同裝裱的冊頁

作品，以十二種花卉為主題，每開使用不同顏色的色箋紙製作，右方為康熙皇帝

的御筆書法，左方則是清代詞臣畫家蔣廷錫（1669-1732）的設色花卉畫，作者

印鑑齊全。3由於《畫群芳擷秀冊》為君臣書畫並列的冊頁形式，且作品設色鮮

豔，少見地繪製在色箋紙上，在視覺效果上相當搶眼。無論是置於蔣廷錫臣字款

繪畫，或是康熙皇帝御製書法作品的脈絡之中，都是相當特殊的作品。然而因缺

乏文獻記載其製作過程，因此目前對於此套冊頁的研究，僅能從文本和繪畫的內

容入手。 

對康熙朝的繪畫研究，受限於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的缺乏，因此對於作品的製

作脈絡及目的，都必須倚靠文獻補充，或從作品本身尋找蛛絲馬跡。目前康熙朝

的宮廷繪畫研究，在山水畫、仕女人物畫、巡幸圖像及版畫等等已有一定的成果。

                                                      
1 見汪繹，〈送西谷扈駕避暑口外〉，《秋影樓詩集》卷五，選自《續修四庫全書》第 1421 冊（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 此詩未紀年，但根據汪繹在詩後附註「時余將請假」一句，筆者認為詩應作於康熙四十四年

（1705），此年蔣廷錫隨康熙巡幸塞外，並留有《野菊》、《塞外花卉卷》等作品，汪繹亦離開京

城赴揚州校勘《全唐詩》，隔年病卒。 
3 蔣廷錫（1669-1732），字南沙、揚孫，號西谷，江蘇常熟人，康熙朝進士，雍正朝官至大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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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清宮花鳥畫的研究則推遲至雍正朝、乾隆朝的個別畫家，如西洋畫家郎世寧

（1688-1766）、詞臣畫家鄒一桂（1686-1772）、宮廷畫家金昆（生卒不詳）等，

較少關注在清宮早期花鳥畫扮演重要角色的詞臣畫家蔣廷錫。 

康熙三十八年（1699）蔣廷錫舉順天鄉試，薦南書房行走。除了在雍正四年

（1726）因母喪回原籍三年之外，直至雍正十年（1732）去世為止，皆在宮廷服

務。在三十餘年仕宦生涯之中，蔣廷錫被收錄在《石渠寶笈》初編至三編的繪畫

作品共有七十一件，其中具有康熙皇帝御書題跋的共有十七件，可見蔣廷錫的作

品受康熙皇帝的青睞。 

在清代宮廷繪畫之中，由具有功名的詞臣畫家所繪製的作品亦佔不少。相較

於在宮廷供職的職業畫家，這些能書善畫的詞臣官階較高，繪畫風格對宮廷繪畫

具有一定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往往來自於繪畫贊助人皇帝的支持。以康熙朝詞

臣畫家王原祁（1642-1715）為例，王原祁先有畫名，並在地方任職多年後進入

中央。透過王原祁在朝廷製作的臣字款作品，以及受康熙之命拜入王原祁門下的

畫院畫家作品，可以看到王原祁的山水畫風格成為宮廷繪畫的主流。這種發展受

惠於康熙皇帝對於漢文化的提倡，皇帝命令畫院畫家拜王原祁為師，也促使正統

派畫風的影響力擴及至宮廷畫院。4儘管清宮的正統派繪畫風格屢經變化，但追

隨王原祁風格的詞臣畫家如董邦達、董誥、錢維城等人，亦在乾隆朝延續正統派

的影響力。而從宮廷的角度來看，正統派繪畫風格進入宮廷，亦是將漢人極具影

響力的正統派風格收編，轉換成清宮繪畫風格的一部分。 

相較於王原祁對清代宮廷山水畫的影響，同在康熙朝嶄露頭角的蔣廷錫，他

在花鳥畫的成就則較少引人注目。根據前述，蔣廷錫於康熙三十八年進入南書房，

隔年秋天王原祁也進入宮廷供奉筆墨。5兩人到宮廷服務的時間點相當接近，各

                                                      
4 關於王原祁如何因畫名影響仕途，以及康熙皇帝如何公開支持王原祁的繪畫風格，可參考黃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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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國立臺灣大

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5）。 
5 王原祁進入內廷供奉的時間點參考黃瑋鈴的考證，見前引〈畫圖留與人看：由王原祁的仕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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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山水畫、花鳥畫獨領風騷。王原祁在入宮之前的名聲，掩蓋了此時的南書房，

也有另一位擅於繪畫的詞臣蔣廷錫。儘管蔣廷錫在畫壇上的名聲遠遠不及王原祁，

但不可忽略他也是康熙朝的詞臣畫家，並在尚未取得進士資格之前，即進入南書

房供俸。 

值得注意的是，正統畫派進入清宮，最後成為清宮院體風格的情形，符合馬

雅貞提出的「皇清文化霸權」理論。她指出康熙朝開始將當時明清文士的藝文模

式，轉換成清宮文化的一部分，藉由收編社會體系價值較高的文士文化，贏得被

支配的漢人對於清朝社會秩序的共識，以此強化皇權在社會秩序上的地位。6康

熙皇帝接連招入兩位具有繪畫才能的漢臣，他們的才能對於清宮而言有什麼樣的

作用呢？目前學界對於王原祁在清宮繪畫的影響，以及王原祁奉皇帝之命所製作

的臣字款作品，皆有一定程度的研究。同時期進入宮廷的蔣廷錫，他在清宮繪畫

的重要性，則尚未有較為深入的討論。特別是在康熙朝開始將明清文士的藝文模

式收編進入宮廷，轉換成清宮文化的時候，蔣廷錫又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因此，

重新評估蔣廷錫的繪畫，也可以幫助我們繼續思考「詞臣畫家」在清宮扮演的角

色，以及他們如何透過繪畫幫助皇帝維持「皇清文化霸權」。 

 作為南書房的漢臣，蔣廷錫和康熙皇帝的關係相當密切，並有多次扈從康熙

至避暑山莊的紀錄。馮金伯（1738-1819）《國朝畫識》（1794）的記載：「時蔣西

谷（蔣廷錫）花卉、馬文湘墨竹、王麓台（王原祁）及僧人成衡、覆千山水，皆

為聖祖所賞」。7可見蔣廷錫的花卉畫特別受到康熙皇帝的喜愛。清代畫家李鱓

（1686-1762），曾在《花鳥十二條屏》自述繪畫師承，在題跋上提到向蔣廷錫

學畫的情形：「……癸巳（1713 年）九月獻詩口外，聖祖仁皇帝謂：李鱓花卉

                                                                                                                                                        
畫業看清初宮廷山水畫風的奠立〉，頁 13-21。 
6 關於「皇清文化霸權」的相關解釋，可見於馬雅貞，《刻畫戰勳：清朝帝國武功的文化建構》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16），頁 1-4。 
7 馮金伯，《國朝畫識》，選自於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十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1993 年）頁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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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得，交常熟相公（蔣廷錫）教習徐熙黃荃工細一派」。8鄭燮（1693-1766）為

李鱓《花卉蔬果》冊所作的題跋，也提到：「其（李鱓）後入都，謁仁皇帝馬前，

天顏霽悅，令從南沙蔣廷錫學畫，乃為作色花卉如生。」9從李鱓在宮廷學畫的

例子，顯示出除了王原祁之外，康熙皇帝也欣賞蔣廷錫的花卉畫，並希望底下的

宮廷畫家向蔣廷錫學習。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上述的文獻，康熙皇帝要求蔣廷錫傳授的是具有「徐熙

黃荃工細一派」、「作色花卉如生」特色的作品，應該是偏向設色花鳥的風格，

這和目前學界對於蔣廷錫繪畫風格的理解有所出入。過去對於蔣廷錫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具有文人逸筆風格的墨筆作品，至於蔣廷錫較為工細的設色花卉畫，大

部分認為是代筆之作，討論的方向也集中在畫題的特殊性。然而，康熙皇帝希望

蔣廷錫教宮廷畫家的風格，卻是具有「工細」特色的花卉畫，並把這種風格向上

追尋，連結至五代的徐熙、黃荃。因此，蔣廷錫對於宮廷繪畫最有影響力的部分，

很可能是設色花卉畫。因此蔣廷錫設色花卉畫的風格顯然有重新討論的必要，一

方面能解決清代宮廷花卉畫風格的傳承問題，另一方面也能透過蔣廷錫和康熙皇

帝的例子，看到皇帝如何選擇宮廷繪畫風格。 

本文主要討論蔣廷錫奉敕製作的臣字款花卉畫，選擇《畫群芳擷秀冊》作為

研究的切入點，則是基於此作品的特殊性。根據《石渠寶笈》初編至三編的記載，

康熙皇帝親題的蔣廷錫作品，共有十七件（表 4-1）。在十七件蒙獲御題的作品

之中，《畫群芳擷秀冊》是唯一的冊頁作品。在這件作品中，康熙皇帝的書法與

蔣廷錫的繪畫，分別裝裱於冊頁左右。皇帝的御書並非題寫於繪畫的留白處，而

是額外獨立出來，寫於十二種不同底色的色箋紙上，與蔣廷錫的繪畫構成書畫合

璧之作。 

                                                      
8 李鱓《花鳥十二條屏》現藏上海博物館，題跋釋文轉引自鄭艷，〈惲壽平、蔣廷錫與清初宮廷

花鳥畫〉，《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第 12 期（2011 年），頁 95。 
9 李鱓《花卉蔬果冊》現藏於四川省博物館，題跋釋文轉引自黃俶成，《畫仙春秋·李鱓傳》（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頁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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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畫群芳擷秀冊》中，康熙皇帝呈現較強烈的主導性，不僅自己親筆寫書

法，題寫的詩詞除了有自己創作的御製詩詞，其餘被挑選的古人詩作也有三首經

過康熙皇帝的改寫，使得這件作品所集結的詩詞，似乎呈現某種共同意象。而在

這件作品的主題中，亦加入較少作為詩畫作品主題的塞外花卉，不完全沿用過去

較常使用的中原花卉，使得這件君臣共同製作的作品意義更加複雜，作品的目的

性更為強烈。 

而在繪畫方面，蔣廷錫亦配合皇帝在箋紙上作畫，在《畫群芳擷秀冊》中，

蔣廷錫的繪畫技法尚嫌生疏，不僅物體結構有不合理之處，且暈染技法也受限於

色箋紙的吸水、斥水性，顯得較不完美。然而正是因為屬於早期生澀的臣字款作

品，因此可以清楚看出此時蔣廷錫意圖呈現融合中西繪畫的折衷風格。而這種風

格混合的情況，亦出現在蔣廷錫的臣字款作品中。 

本文選擇《畫群芳擷秀冊》為主要研究對象，即是希望透過這件作品，了解

康熙皇帝如何主導臣字款花卉畫作品，以書畫依附皇帝的意志。除了以親筆書法

書寫詩詞之外，亦在作品主題、製作材質和畫家的繪畫風格上佔有主導性。由此，

希望能透過《畫群芳擷秀冊》，了解蔣廷錫臣字款花卉畫作品的製作脈絡，以及

康熙皇帝如何主導蔣廷錫的繪畫風格，在清宮產生「徐熙黃荃工細一派」、「作

色花卉如生」的花卉畫。而在蔣廷錫方面，則是討論畫家如何作為惲壽平沒骨法

的中介者。除此之外，亦探討蔣廷錫作為大臣的後代，以及江南文臣的身分，是

否也是康熙皇帝命蔣廷錫作臣字款繪畫的原因，由此理解蔣廷錫在康熙朝宮廷繪

畫所擔任的角色。 

第二節 作品概況及研究回顧 

（一）作品概況 

《畫群芳擷秀冊》為書畫共同裝裱的冊頁作品，每開的書法和繪畫尺寸為縱

22.5 公分，橫 18 公分，底紙皆為色箋紙，每開顏色不重複，共計十二開。從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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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角度來看，右方是康熙御筆書法，每幅右上有「中和」，左下句末有「康熙」、

「稽古右文」等三印；左方為蔣廷錫設色花卉畫，每幅皆有「臣廷錫」、「朝朝染

翰」作者印記，末幅〈梅花〉於右下角有「臣蔣廷錫恭畫」的落款。在鑑藏印鑑

部分，首幅〈蘭花〉有「乾隆御覽之寶」、「石渠寶笈」和「養心殿鑑藏寶」三印，

次幅〈牡丹〉有「嘉慶御覽之寶」，第三幅〈棣棠〉有「宣統御覽之寶」。 

此套冊頁錄於《石渠寶笈》初編，貯養心殿，目前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繪

畫主題依序為「蘭花」、「牡丹」、「棣棠」、「野菊（山菊）」、「碧桃」、「荷花」、「菊

花（金蓮）」、「秋海棠」、「茶花」、「杜鵑」、「菊花」、「梅花」等十二種花卉。對

幅有康熙皇帝的御書，其中第四開、第七開和第十開的詩文為康熙皇帝自作的御

製詩詞，其餘九首則是抄錄宋、明二朝詩人的作品。 

關於《畫群芳擷秀冊》的製作時間，由於沒有文獻明確記載，因此僅能從作

品內容推測。在詩詞的部分，康熙皇帝為《畫群芳擷秀冊》題了十二首詩詞，其

中有三首詩詞是康熙個人創作的作品，分別為第四開〈山菊藍雀花〉、第七開〈詠

嶺外金蓮盛放可愛〉與第十開〈詠杜鵑花賜高士奇〉。由於清朝皇帝的御製文集

是按照時間排序，因此透過《御製文集三集》的編排順序，可以推測這三首詩依

序作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秋天、康熙四十一年（1702）春天與康熙四十二年

（1703）春天。10 

 從三首御製詩詞的完成時間，可以初步推測《畫群芳擷秀冊》書寫詩詞的時

間，至少於康熙四十三年秋天以後，即是三首御製詩詞最晚完成的時間。值得注

意的是，由於《畫群芳擷秀冊》所書寫的御製詩詞，與康熙朝官方編纂的詩文集

所收錄的文字略有不同，因此能進一步推測製作時間範圍。《畫群芳擷秀冊》第

四開收錄的〈山菊藍雀花〉，第二句為「山花滿野馨」，與康熙四十七年編定的《佩

文齋廣群芳譜》文字相同，但是康熙五十二年編定的《御製文集三集》卻是「山

                                                      
10 許文美，〈冰綃留賞群芳──康熙朝詞臣畫家蔣廷錫花卉畫〉，頁 5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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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遍野馨」。除此之外，《畫群芳擷秀冊》第七開收錄的〈詠嶺外金蓮盛放可愛〉，

其中一句為：「俗人莫道輕寒，幽雅處，餘香滿山」，《佩文齋廣群芳譜》和《御

製文集三集》則改為「悠雅處」。 

康熙皇帝經常修訂自己的詩詞，根據康熙朝的詞臣文集與奏摺，可以看出康

熙皇帝完成御製詩詞之後，在正式的詩文集出版之前，仍會反覆修訂字句。11因

此，從〈詠嶺外金蓮盛放可愛〉的文字差異，至少能推測《畫群芳擷秀冊》書寫

的詩詞版本，最早應是在三首御製詩詞皆創作完成的康熙四十三年秋天以後，至

康熙四十七年（1708）《佩文齋廣群芳譜》出版定稿之前。12 

綜覽目前留存的史料，關於《畫群芳擷秀冊》的記載並不多，最早的紀錄出

現在《石渠寶笈》初編： 

蔣廷錫花卉一冊，次等宙一。 

五色牋（箋）本著色畫。末幅款云：臣蔣廷錫恭畫。毎幅右方聖祖仁皇

帝御書詩句，第七幅書小詞一首。每幅有中和、康熙、稽古右文三璽。

13 

《石渠寶笈》並未出現以「畫群芳擷秀」為名的作品，但是五色箋本《蔣廷錫花

卉冊》的作品特徵，無論是作品材質、御書的內容、印鑑與落款，皆符合國立故

宮博物院所藏的《畫群芳擷秀冊》，可見在乾隆朝的時候，作品內容和裝裱形式，

已經是目前留存的模樣。 

                                                      
11 如康熙十七年（1678）《南書房記注》記載：「（八月十八日）……命臣士奇捧御製詩集至南書

房賜觀，傳上諭曰：『朕萬幾餘暇，偶有吟詠，未能深造古人。因爾等在內編纂，屢次請觀，故

出以示爾等。中有宜改定處，明言之，毋隱。』臣廷敬等恭讀訖，奏曰：『蒙恩賜觀御製詩集，

臣等恭讀再四……但悉心紬繹，聖制盡善盡美，實無可更易字句』」，轉引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王澈編選，〈康熙十七年南書房記注〉，《歷史檔案》第三期（1995），頁 17。另可參考王志民，〈康

熙對其詩詞的修改──兼談康熙詩詞各種版本〉，《語文學刊》，1993 年 2 期，頁 19-22。 
12 另一個證據則是第八開〈詠秋海棠〉，第一句寫：「春色應先到海棠」，與康熙四十五年編定的

《佩文齋詠物詩選》版本相同，但是在康熙四十七年編定的《佩文齋廣群芳譜》，則改為「春色

陰先到海棠」，可見《畫群芳擷秀冊》收錄的是《佩文齋廣群芳譜》之前的文本。 
13 張照、梁詩正等編纂，《石渠寶笈》卷十二，頁 49。收錄於《文津閣四庫全書》冊 826（北京：

商務印書館，2006），頁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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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色箋本《蔣廷錫花卉冊》更名為《畫群芳擷秀冊》的原因不明，僅能從文

獻推測更改名稱的時間。五色箋本《蔣廷錫花卉冊》在《石渠寶笈》原藏於養心

殿，根據《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以下簡稱《陳設檔》）的記載，於道光

十四年時改藏於敬勝齋，並在道光三十年底的時候，被咸豐皇帝要去。14而在民

國初年完成的《故宮物品點查報告》，《蔣廷錫花卉冊》已經更名為《畫群芳擷秀

冊》。15根據《陳設檔》的記載，可以確定在道光年間，五色箋本《蔣廷錫花卉

冊》仍未更名，推測《蔣廷錫花卉冊》更名的時間，應是在咸豐至宣統年間。16

雖然《蔣廷錫花卉冊》被咸豐皇帝索取之後的流向不明，但因為《畫群芳擷秀冊》

第三開蓋有宣統皇帝的收藏印，因此仍能判斷它在宣統年間仍藏於清宮。 

 由於《畫群芳擷秀冊》封面題為「群芳擷秀」，與乾隆朝《石渠寶笈》所記

載的「蔣廷錫花卉冊」有所出入，因此應在更名期間經過重新裝裱。至於冊頁的

順序是否有所更動，目前僅能肯定《畫群芳擷秀冊》第七開所題寫的〈詠嶺外金

蓮盛放可愛〉，符合《石渠寶笈》所記載的「第七幅書小詞一首」。除此之外，《畫

群芳擷秀冊》前三開分別蓋有乾隆皇帝、嘉慶皇帝和宣統皇帝的鈐印，以及最後

一開具有蔣廷錫的臣字款題跋，亦能證明這四開順序應未更動。至於其他開作品

是否符合現今的順序，則需透過其他線索推敲。 

 根據花卉的開花季節來看，每一開的主題順序勉強符合開花的季節。若以每

一開所書寫的詩詞內容來看，第四開〈野菊〉、第七開〈金蓮花〉和第十開〈杜

鵑〉所書的詩詞內容，皆是康熙皇帝的御製詩詞，因此極有可能是康熙皇帝欲將

                                                      
14 根據道光十四年六月清點的「敬勝齋冊頁手卷檔」，有一條黃浮籤記載：「三十年十二月十三

日 上要去蔣廷錫花卉一冊」，底下文字為：「蔣廷錫花卉 宙一」。根據《石渠寶笈》初編至三編

的記載，名為「蔣廷錫花卉」的冊頁作品共有三件，但只有五色箋本的花卉冊等第為「宙一」，

因此能確認是現存的《畫群芳擷秀冊》。道光皇帝已於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去世，因此黃浮籤

所寫「上要去蔣廷錫花卉一冊」，應是指已繼位的咸豐皇帝。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清

宮陳設檔案》第三十七冊（北京：故宮出版社，2013），頁 41。 
15 「鐘粹宮點查檔案」第 31 件：「群芳擷秀（十二開）一冊」。見清室善後委員會編輯，《故宮

物品點查報告‧中華民國十四年至十九年》第三冊（北京市：線裝書局，2004），頁 96。 
16 筆者於 105 年 11 月至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調閱道光三十年至咸豐十一年的《各作成做活計

清檔》，並未找到《蔣廷錫花卉冊》或《畫群芳擷秀冊》的相關記載。由於同治朝、光緒朝的活

計檔不開放調閱，因此僅能作此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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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御製詩詞穿插在這十二開冊頁之中。由此來看，《畫群芳擷秀冊》至少有

一半的開數可確定並未更動。 

 關於《畫群芳擷秀冊》的討論，目前有許文美對此件作品做初步的研究。她

舉《畫群芳擷秀冊》作為蔣廷錫繪製皇帝所喜愛的塞外和離宮花卉之例，除了初

步分析康熙皇帝題畫的詩文來源，也特別針對〈野菊〉、〈金蓮〉和〈杜鵑〉這

三開的康熙御製詩文及花卉品種做研究。如蔣廷錫描繪的「野菊」是塞外特有的

山菊；「金蓮」產於山西五臺山，曾被康熙皇帝移植於避暑山莊，創造避暑山莊

三十六景之「金蓮映日」；康熙皇帝所寫的〈杜鵑〉詩也直接提及「移根禁苑」

一詞，並且強調所詠的植物為江南特有的杜鵑品種「石巖」，可見描述的對象應

該是特別移植於北方宮廷內的江南花卉。17許文美針對作品內容作出初步的分析，

但是對於此件作品的製作脈絡、風格、材質和意義，尚未有更深入的討論，因此

本文即建立在許文美的研究上，做更進一步的討論。 

（二）蔣廷錫研究回顧 

１.生平 

 蔣廷錫字南沙、揚孫，號西谷，江蘇常熟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進士，

官至大學士。他出生於常熟望族，祖父蔣棻（1605-1664）18為明朝官員，官至禮

部主事。父親蔣伊（1631-1687）19和兄長蔣陳錫（1653-1721）20皆因科舉，成為

康熙朝早期的漢人官員。關於蔣廷錫其人，由於他沒有自傳性質的詩文，因此目

前研究成果，主要著重在考證其生平，以及繪畫作品研究。溫肇桐初步考證蔣家

                                                      
17 許文美，〈冰綃留賞群芳──康熙朝詞臣畫家蔣廷錫花卉畫〉，《故宮文物月刊》第 389 期（2015

年 8 月），頁 52-63。 
18 蔣棻，字畹仙，崇禎十年（1637）同進士出身，官廣東南海、福建建安知縣，根據《蘇州府

志》記載：「（蔣棻）升禮部主事，未赴，遭國變，杜門著述，年六十卒」。 
19 蔣伊，字渭公，號莘田。康熙十二年（1673）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隔年改御史巡視中城。

曾任廣西道御史、廣東布政使司參議糧儲道、廣東糧儲參議、河南通省提督學道。 
20 蔣陳錫，字文孫，號雨亭，康熙二十四年（1685）進士。曾任陝西福平縣知縣、禮部員外郎、

山東巡撫、雲貴總督。康熙五十九年因延誤運送糧草而被奪職，皇帝令蔣棻自行運米入藏，隔年

卒於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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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的仕宦生涯，發現從蔣廷錫的祖父蔣棻至兒子蔣溥，皆任朝廷重要官員，顯

示蔣家在明、清朝逐步累積政治勢力。21張波考證蔣廷錫的大學士殿閣名號在史

書上記載不一的情況，考訂蔣廷錫名號的為文華殿大學士，以及其卒日應為雍正

十年七月乙巳，推斷蔣廷錫確切的在世時間。22張婷宇透過蔣廷錫的詩集，以及

他身邊的翰林詞臣、常州文人所留下的詩詞散文，拼湊出蔣廷錫的生平經歷23，

以及蔣廷錫的交友關係。24從蔣廷錫的生平考證，可知他的活動範圍，集中在常

熟和北京兩地，交友圈也集中在江蘇的文人，或江蘇出身的中央官員。 

２.繪畫風格 

學界對於蔣廷錫的繪畫研究，可以分為討論其繪畫師承、繪畫風格，以及為

宮廷製作的臣字款作品。在繪畫師承的部分，主要重點在於蔣廷錫和惲壽平的花

鳥畫風格是否有關連性，其中也牽涉到蔣廷錫是否有代筆人的問題。鄭艷透過文

獻考證，認為蔣廷錫和惲壽平的風格繼承關係，是被後世畫史論著串聯而成。她

提出惲壽平的弟子馬元馭（1669-1722）25，以及馬元馭的弟子潘林（生卒不詳）

26是蔣廷錫重要的代筆人。他們為蔣廷錫製作具有惲壽平風格的代筆作品，是造

                                                      
21 溫肇桐，《蔣廷錫》（上海市：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 年），頁 5-8。 
22 張波，〈雍正朝大學士蔣廷錫史書記載考辨兩則〉，《歷史檔案》04 期（2013），頁 115-117。 
23 張婷宇考證，蔣廷錫於康熙二十六年（1687）喪父後，曾於虞山北麓破山寺（今常熟興福寺）

讀書、聽佛法，後於康熙三十六年（1697）入京備考，於康熙三十八年（1699）舉順天鄉試薦

南書房行走，康熙四十二年（1703）會試未中，蒙皇帝恩賜，經殿試獲賜進士。關於蔣廷錫為何

在雍正朝官職晉升快速，她引用沈德潛《清詩別裁集》的說法：「（蔣廷錫）康熙朝已官內閣學士，

雍正初歷尚書，久綰戶部以入軍機，官文華殿大學士，恩寵無比，倚任之專，稍亞張廷玉，疑其

受知先己，入仕雍邸也……」，認為蔣廷錫在康熙朝皇子爭權時，暗自擁立四皇子。見張婷宇，〈蔣

廷錫繪畫藝術研究〉（天津市：天津美術學院中國美術史碩士論文，2015），頁 3-17。 
24 張婷宇把蔣廷錫的交友對象分為三類，第一類「善書畫者」有馬元馭、顧文淵、張照 ；第二

類「文人學者」有張道浚、錢陸燦等人；第三類「入仕官員」有嚴虞惇、顧嗣立、汪繹等人，詳

見張婷宇，〈蔣廷錫繪畫藝術研究〉，頁 17-29。 
25 馬元馭（1669-1722），字伏羲，號棲霞，又號天虞山人，江蘇常熟人。魚虞《海虞畫苑略》記

載：「（蔣廷錫）未第時與馬棲霞、顧雪坡遊，遊戲翰墨，天資高邁，落筆超然絕俗。」，見魚虞

《海虞畫苑略》，頁 17。為蔣廷錫代筆的記載，見沈德潛《竹嘯軒詩鈔》：「（蔣廷錫）流傳世間

者真跡絕少，馬伏羲（馬元馭）父子代作者即可亂真也。」，摘自馮金伯《國朝畫識》，選自盧輔

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十冊（上海市：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p622。 
26 潘林，字衡谷，號西疇，江蘇常熟人。為蔣廷錫代筆的記載，見張庚，《國朝畫徵錄》：「其流

傳有設色極工者，皆其客潘□代作也。」徐邦達考證其缺字為「衡谷」，即潘林，見徐邦達，《古

書畫偽訛考辨》（下卷）（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 年），頁 188。魚翼《海虞畫苑略補遺》：

「花卉翎毛師馬棲霞（馬元馭），蔣文肅（蔣廷錫）招置幕中，凡進御花鳥卷冊，多出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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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嘉慶、道光時期的畫史著作，把蔣廷錫作為惲壽平傳人的依據。因此，原本被

並提的兩位花鳥畫家，因為地緣關係，以及有類似的選題和風格，逐漸有了先後

的繼承關係。27儘管鄭艷使用許多文獻，證明到清朝中期才逐漸有人將惲壽平與

蔣廷錫的繪畫風格做出連結，但是並未直接就繪畫作品本身討論風格，而直接將

惲派風格的作品列為代筆之作，直接排除了蔣廷錫本身學習惲壽平風格的可能

性。 

張婷宇則考證馬元馭的相關文獻，提出馬元馭曾與蔣廷錫交流繪畫，但在蔣

廷錫入朝為官後，馬元馭多次拒絕蔣廷錫邀請他至北京，因此僅能證明馬元馭是

蔣廷錫早年學畫的重要人物。28由於蔣廷錫一生中有一半的時間皆在北京，而馬

元馭始終在常熟，因此馬元馭為蔣廷錫代筆人的可能性較低。邱馨賢則考證蔣廷

錫的代筆人尚有孫逸、曹琇、許永等人，這些人皆為常熟地區的畫家，師從馬元

馭或是蔣廷錫，亦有可能是將惲壽平風格傳入宮廷的中介者。29 

除了惲壽平之外，蔣廷錫亦學習其他畫家的風格，但是學界對於蔣廷錫的學

習順序眾說紛紜。早期的研究者認為，蔣廷錫的花鳥畫可能是以惲壽平的沒骨法

為基礎，兼學習明代陳淳、沈周或元人的墨筆花鳥風格，逐漸建立個人特色，是

惲壽平之後的花鳥畫新風格「蔣派」創造者。30但是對於蔣廷錫的風格學習推論，

並未有實際的作品佐證。張婷宇透過排列蔣廷錫的紀年作品，提出蔣廷錫學習元

人和明代陳淳（1483-1544）。進入朝廷之後，摹古對象再擴及至宋代。這些摹古

作品主要集中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是蔣廷錫成為禮部侍郎之前所作，之後

                                                      
27 鄭艷列舉康熙至道光時期的畫史記載，認為在康熙、雍正時期的畫史著作，僅認為惲壽平和

蔣廷錫的花鳥畫水平相當。直至乾隆、嘉慶之後，隨著惲壽平的聲名高漲，逐漸把蔣廷錫列為惲

壽平的繼承者。見鄭艷，〈惲壽平、蔣廷錫與清初宮廷花鳥畫〉，《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第 12

期（2011 年），頁 96-98。 
28 馬元馭之子、蔣廷錫的弟子馬逸也以母親年邁為由，拒絕蔣廷錫向康熙推薦他為宮廷畫家。

因此馬家父子一生皆未當官，也沒有曾至北京的證據。見張婷宇，〈蔣廷錫繪畫藝術研究〉，頁

18-20，50-51。 
29 邱馨賢，〈惲派沒骨花鳥研究〉（臺北市：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1），

頁 121-124。 
30 相關論述見溫肇桐，《蔣廷錫》，頁 13-14。林柏亭，〈蔣廷錫、蔣溥父子作品展〉，《故宮文物

月刊》第六卷第十二期（1989 年 3 月），頁 10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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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開始有個人風格出現，非停留在技法上的學習，因此歸類為成熟時期的繪畫。

31上述對於風格的討論，主要集中在蔣廷錫的墨筆或淺設色作品，基本上排除設

色作品及臣字款作品，且僅根據題跋所言的師法對象判斷學習歷程，對於畫作本

身呈現的風格變化較少討論。 

在繪畫風格的部分，學者們皆注意到蔣廷錫的畫風多變。Daphne Lange 

Rosenzweig 即指出，若僅將蔣廷錫視為惲壽平花鳥畫的追隨者，會掩飾蔣廷錫

的作品在風格和題材上的多樣性。她注意到蔣廷錫的紀年作品，集中在中舉之前

的 1690 年代和 1710 年代。並提出同一時期的作品，從色彩豐富的沒骨畫風、設

色勾勒到逸筆風格皆有，臣字款的作品風格也不一致，加上其他無款卻被歸於蔣

廷錫名下的作品，因此難以作精確的風格分期排序。32有些學者則以分辨親筆、

代筆的作品，來解釋蔣廷錫風格多變的問題。徐邦達認為，蔣廷錫的親筆作品，

僅有《芙蓉白鷺圖》軸及《柳蟬圖》軸（皆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其餘不同風

格的作品應為代筆。33王耀庭指出，目前臺北故宮所藏的蔣廷錫畫作，出現不同

風格及水準差異的現象，如《敖漢千葉蓮》、《山羊圖》、《四瑞慶登》等作品，皆

與一般所見的蔣廷錫作品有所差距，足以顯示代筆的問題。34邱馨賢提出，雍正

七年的《歲朝圖》（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應較接近蔣廷錫真正的工筆風格。她

也從蔣廷錫的傳世作品之中，分辨出具有惲派風格的代筆作品，認為具有惲壽平

繪畫特色的蔣廷錫真跡，主要是逸筆風格的作品。35  

透過上述回顧，可以發現學界對於蔣廷錫紛雜的繪畫風格並未有定論，因此

                                                      
31 蔣廷錫入仕之後，摹寫的對象共有宋代趙昌（959-1016）、宋徽宗（1082-1135）、趙孟堅

（1199-1264），元代張中（生卒不詳），明代沈周（1427-1509）、孫克弘（1532-1611）等。見張

婷宇，〈蔣廷錫繪畫藝術研究〉，頁 33-38。 
32 李鑄晉編；石莉譯，《中國畫家與贊助人：中國繪畫中的社會及經濟因素》（天津市：人民美

術，2013 年）頁 65-76。譯自 Chu-tsing Li; James Cahill; Wai-Kam Ho, Artists and Patrons: Some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Chinese Painting,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1.  
33 徐邦達認為，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塞上花卉圖》卷、《四瑞慶豐圖》軸、《鵓鴿譜》、《花

鳥冊》，以及藏地不明的《瑞蔬圖》軸，這五件作品共反映三種面目，應是代筆之作。見徐邦達，

《古書畫偽訛考辨》下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頁 187-188。 
34 王耀庭，〈康熙朝宮廷繪畫三題：舉臺北故宮藏畫為例〉，《兩岸故宮第三屆學術研討會：十七、

十八世紀（1662-1722）中西文化交流》（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2011）頁 120-121。 
35 邱馨賢，〈惲派沒骨花鳥研究〉，頁 12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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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研究著重在鑑定蔣廷錫名下的作品是否為代筆作品，以此作為蔣廷錫風格

多變的依據。本研究以蔣廷錫臣字款作品為研究對象，雖然亦會鑑定親筆的問題，

但無論作品是否具有代筆問題，亦將所有簽署臣字款的作品，視為是蔣廷錫的作

品。 

３.臣字款作品 

關於蔣廷錫的臣字款繪畫，學界關心的是這些作品對於皇帝的作用，以及皇

帝的喜好對繪畫風格的影響。在作品用途的部分，Daphne Lange Rosenzweig 注

意到蔣廷錫有多幅相似的《瓶蓮圖》，並在畫題周圍留下大面積的空白，猜測的

用途應與《敖漢千葉蓮》一樣，是為了方便君臣書寫題畫詩。36許文美研究康熙

朝的蔣廷錫臣字款花卉畫，個別討論蔣廷錫作為詞臣供奉內廷，為不同需要所作

的作品。如描繪塞外和離宮花卉的《佛手寫生》、《野菊》和《畫群芳擷秀》冊的

〈野菊〉、〈金蓮花〉等。這些作品皆有康熙皇帝的御題，反映康熙對異域風土、

植栽的關注。《瓶蓮》和《畫敖漢千葉蓮》則是蔣廷錫獲御賜瓶蓮後獻畫，成為

康熙效法古代君臣一同賞花賦詩的宴會紀錄。37邱士華研究《戴臨雜書畫冊》時，

觀察到每開右幅點綴的花鳥有蔣廷錫的臣字款簽名，認為應是蔣廷錫先在通草紙

上設計類似信箋裝飾的花鳥，再由戴臨書寫上文字。38 

 在臣字款繪畫風格的部分，林莉娜注意到宮廷畫家班達里沙所繪的《畫人葠

花》，與蔣廷錫《人參花》是分別以油畫和傳統繪畫繪製同一株人參花，反映康

熙對於西法和油畫的接納態度。39邱士華認為《戴臨雜書畫冊》的花鳥風格較秀

                                                      
36 李鑄晉編；石莉譯，《中國畫家與贊助人：中國繪畫中的社會及經濟因素》，頁 69。 
37 許文美，〈冰綃留賞群芳──康熙朝詞臣畫家蔣廷錫花卉畫〉，《故宮文物月刊》第 389 期（2015

年 8 月），頁 52-63。 
38 邱士華，〈雍正朝的多能之士──由《戴臨雜書畫冊》談起〉，《故宮文物月刊》第 319 期（2009

年 10 月），頁 52-63。 
39 林莉娜分析康熙的題跋，發現康熙雖稱稱人參為「神草」、「地精」，卻說其專補元氣僅是昔日

傳聞，似乎不認同人參的功效，由此連結至康熙對於服用人參的態度。透過研究康熙御批奏摺，

指出康熙晚年對人參的藥補功能有所疑慮。見林莉娜，〈班達里沙、蔣廷錫《畫人參花》──康

熙宮廷百草之王〉，《故宮文物月刊》第 343 期（2011 年 10 月），頁 6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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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雅致，認為應是蔣廷錫在雍正朝的作品，較符合雍正對雅趣的追求。40 

整體而言，蔣廷錫為皇帝所作的臣字款作品作品具有兩種特色，一是能與詩

文結合，二是具有紀錄性質。上述討論的臣字款繪畫風格，皆為工筆設色作品，

但風格來源多元，有來自惲壽平的沒骨法、傳統的折枝花卉，也有嘗試模仿西法

的作品。 

（三）宮廷花鳥畫研究回顧 

宮廷花鳥畫的議題，大致上可分為三個重要議題：花鳥畫的寓意、花鳥畫風

格的形成，以及花鳥畫的寫實性等，可以作為本研究的參考方向。在宮廷花鳥畫

寓意的部分，主要是透過解析花鳥母題的諧音、母題被賦予的象徵寓意，去理解

畫家或贊助人透過繪畫所欲傳達的意涵。宋后楣透過呂紀的花鳥畫，以及明代宮

廷花鳥作品，討論畫家如何搭配多種花鳥的母題，組合蘊含吉祥寓意或政治意涵

的作品。41宋后楣的研究，著重在宮廷畫家如何巧妙地讓繪畫產生寓意。近年來

的研究，則是著重在贊助人如何透過宮廷花鳥畫，向特定對象闡述自我。李慧淑

研究南宋皇后的題畫詩，認為她們所題的詩文並非單純的詠物詩，而是藉由花卉

畫自我比喻、抒發自我，引起皇帝的注意。42黃心怡以金昆《有鳥詩意圖冊》為

研究對象，討論乾隆在寶親王時期製作此套圖冊，藉由歌頌山林間的禽鳥，向雍

正闡述自己的政治意圖。43余玉琦以乾隆朝製作的白鷹圖為研究對象，回顧過去

的鷹圖傳統，認為乾隆轉化宋代即有的「架上鷹」母題，強調滿人尚武的傳統。

                                                      
40 邱士華，〈雍正朝的多能之士──由《戴臨雜書畫冊》談起〉，頁 63。 
41 例如呂紀在具有雙關諧音和教化性的「鷹鳴聽澗（英明聽諫）」畫題裡，加入一群對雄鷹呼叫

的喜鵲，代表勇於進諫的朝臣。見宋后楣，〈虎鵲圖研究〉，《國立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38 期（2015 年 3 月）頁 133-142。其他討論見宋后楣，〈呂紀畫雉〉，《故宮學術季刊》第十卷第

四期（1991 年夏季號），頁 93-94。 
42 如馬遠為楊皇后所畫的《倚雲仙杏》，其畫作內容及楊皇后所題的詠物詩，皆向丈夫寧宗傳達

了隱晦的情慾訊息。吳皇后也藉由歌詠《膽瓶花卉圖》的桃花菊，藉此比喻自己的不凡。見 Hui-Shu 

Lee, Empresses, Art, and Agency in Song Dynasty China (Seattle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0), pp. 160-218. 
43 寶親王透過宮廷畫家金昆的圖繪，以及寶親王的師傅梁詩正代筆題字，展現出寶親王對於漢

文化詩文的學習成果，詩文亦展現對當朝太平盛世的歌頌，以及對農事生產、社會生計的關心。

見黃心怡，〈有鳥有鳥在清宮──從金昆《有鳥詩意圖冊》看寶親王的政治意圖與自我呈現〉（臺

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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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上述研究，顯示宮廷繪畫的贊助人不僅只有皇帝，還有皇后、皇子等皇室成員。

他們藉由花鳥畫，隱諱地向特定對象傳遞訊息，達成他們所欲追求的目的。 

 宮廷花鳥畫的風格，事實上是與地方風格互相交流的成果。地方花鳥畫風格

進入宮廷的方式，主要透過職業畫家進入宮廷。如高居翰論述明代宮廷繪畫，認

為宮廷畫家邊文進、林良和呂紀，皆為明初的宮廷帶入出身地（福建、廣東和浙

江）的繪畫風格。45邱馨賢透過繪畫作品分析，認為蔣廷錫初期向馬元馭學習沒

骨工筆花鳥，入宮後招攬學習馬元馭畫風的常熟畫家，使得惲壽平的沒骨風格，

以及馬家具有明代院畫趣味的「鴝鵒圖」畫題，得以在清朝宮廷傳播。46宮廷繪

畫風格亦影響至地方，如鍾子寅整理毘陵草蟲圖的風格發展，認為毘陵畫派在北

宋末呈現的精緻寫實風格，應是受到宮廷繪畫的影響，即是宮廷傳入地方的例子。

47 

關於宮廷花鳥畫的寫實性研究，主要是針對不同繪畫風格的討論，以及這些

繪畫技法「再現自然」的程度。至於花鳥畫如何「再現自然」，每個朝代著重的

方式皆不同。李慧淑認為徽宗朝的花鳥作品已經脫離五代或北宋初年的自然寫實，

更趨向是描繪理想化的自然，儘管仍有忠實描繪物象的寫生，但事實上還注入畫

家主觀的因素，要求整體畫面呈現某種意境。48到了清朝，由於西洋繪畫風格的

傳入，因此對於宮廷花鳥畫的寫實性討論，還牽涉到對於西法和中國傳統技法的

選擇。賴毓芝將清宮花鳥畫置於全球化的脈絡，從清宮的兩件《額摩鳥》作品討

論乾隆如何接觸西洋的知識和圖像，並改變中國傳統博物學的圖像。49賴毓芝也

討論乾隆朝對於編纂動植物圖譜的興趣，以乾隆朝的《獸譜》為研究中心，發現

                                                      
44 余玉琦，〈乾隆宮廷白鷹圖研究〉（臺北市：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2）。 
45 高居翰，《江岸送別－明代初期與中期繪畫》（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13-14、43-46、111-113。 
46 邱馨賢，〈惲派沒骨花鳥研究〉，135-144。 
47 鍾子寅，〈毘陵草蟲圖的風格及其畫史意義--兼論「常州畫派」之論述〉（板橋：國立台灣藝術

大學，1999）。 
48 李慧淑，〈宋院體花鳥畫之研究--從徽宗及其畫院探風格轉變之關鍵〉（臺北：國立台灣大學藝

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 
49 賴毓芝，〈圖像、知識與帝國：清宮的食火雞圖繪〉，《故宮學術季刊》，29 卷 2 期（2011 年冬

季），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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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與《鳥譜》、《職貢圖》是同時期的計畫，這些圖繪比起傳統博物學更強調視覺

擬真的效果，並加入西洋知識以及實際的考察，對傳統文獻的訛誤有所批評。50

這兩項研究顯示，清宮在製作知識性圖繪的時候，採納了西洋的生物知識及繪畫

技法。 

除了採用西洋繪畫風格的作品之外，清宮事實上仍有承襲傳統花鳥畫風格的

花鳥作品。姜又文研究鄒一桂的作品，以及他的畫論著作《小山畫譜》，認為鄒

一桂仍遵守中國傳統的樣式，並試圖在繪畫、詩文中，彰顯自己繼承惲壽平花卉

畫風格的特殊價值，期待獲得乾隆的注意力。乾隆也因鄒一桂精確描繪物象的能

力，命他製作多種具有紀實作用的花卉圖譜、盆景畫等等。51除此之外，余玉琦

提出，乾隆晚期製作的白鷹圖，任命非西洋出身的畫畫人楊大章主筆，減少繪畫

中的西洋風格，即是要回歸中國傳統繪畫描繪精確物象的手法，呈現既能呼應中

國傳統圖式，亦能符合滿州觀看物象習慣的宮廷花鳥畫。52透過鄒一桂強調自己

繼承惲壽平的繪畫風格，以及乾隆晚期繪畫逐漸回歸到中國傳統繪畫的形式，可

以發現乾隆朝的宮廷花鳥畫即使採取不同的繪畫風格，但核心要求仍是希望繪畫

能夠記錄物象。 

第三節 章節架構 

本文以《畫群芳擷秀冊》為切入點，主要探討三方面的問題。第一點，透過

研究《畫群芳擷秀冊》製作脈絡，了解作品本身反映的時空背景，以及康熙皇帝

藉由作品主題及詩詞所欲傳達的訊息，奠定此件作品的重要性。第二點，探討《畫

群芳擷秀冊》的書法與繪畫，以及使用色箋紙作畫的視覺效果，在風格與材質的

選擇上，是否具有特殊意義。第三點，透過對於《畫群芳擷秀冊》的分析，進一

步擴及至蔣廷錫的臣字款繪畫，觀看蔣廷錫如何將惲壽平沒骨法引介至宮廷，並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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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6），頁 1-75 
51 姜又文，〈一個清代詞臣畫家的「科學」之眼？──以鄒一桂（1686-1772）為例，兼論考據學

對其之影響〉（中壢：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0）。 
52 見余玉琦〈乾隆宮廷白鷹圖研究〉，頁 5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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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熙皇帝的主導下，以沒骨法為基礎，做出不同風格的嘗試，以此觀看康熙皇

帝稱蔣廷錫「徐熙黃荃工細一派」、「作色花卉如生」的風格如何產生。除此之

外，亦探討蔣廷錫在朝廷的身分，評斷蔣廷錫在康熙朝宮廷繪畫的重要性。 

第一章主要討論《畫群芳擷秀冊》的繪畫風格，以及繪畫在色箋紙上所呈現

的視覺效果有何特殊之處。第一節分析《畫群芳擷秀冊》的繪畫風格來源，認為

這件作品反應了蔣廷錫使用惲壽平的花卉畫構圖及沒骨法，並採納蔣廷錫認為的

「海西法」的設色概念，並透過風格呈現判斷該件作品繪於康熙四十四年左右。

第二節則是分析《畫群芳擷秀冊》所使用的色箋紙，從繪畫在色箋紙上的呈現效

果，得出《畫群芳擷秀冊》的繪畫應是配合書法繪於色箋紙上的結果，亦反應康

熙朝的宮廷藝術作品嘗試使用色底作畫的現象。 

第二章以康熙皇帝的書法及書寫的內容為主軸，討論《畫群芳擷秀冊》的製

作目的。第一節以康熙皇帝的書法為研究對象，首先透過風格比對，確定《畫群

芳擷秀冊》的定年，並探討康熙皇帝在當時如何使用御書作品，以及在朝臣子對

於御書的反應，以此推論康熙皇帝在《畫群芳擷秀冊》使用多種書法風格的意義。

第二節分析康熙皇帝所書寫的詠物詩詞內容，推測詩詞是以花卉的品德比喻官員，

傳達康熙皇帝對於臣子們的期許。 

第三章透過詩詞與繪畫，確認每一開的花卉品種，判斷作品應是描繪移植至

清宮的花卉，並討論清宮如何透過進貢及採集的方式取得各地花卉。第二節透過

詩詞的來源，以及描繪塞外花卉的精確性，將《畫群芳擷秀冊》的製作背景連結

至康熙朝中期的官方編書活動，以及《畫群芳擷秀冊》的詠物詩詞和重視植物特

徵的繪畫，如何展現康熙皇帝對於「物」的興趣。 

第四章則是奠基於《畫群芳擷秀冊》的研究結果，配合蔣廷錫的臣字款作品，

討論《畫群芳擷秀冊》在蔣廷錫及康熙朝宮廷繪畫的定位。第一節將蔣廷錫的臣

字款作品作風格分期，以此判斷《畫群芳擷秀冊》的折衷繪畫風格具有什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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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則是以蔣廷錫在康熙朝的仕途，探討《畫群芳擷秀冊》及其他臣字款作品

在製作材質與繪畫風格中所呈現的實驗性質，是否與康熙皇帝試圖形塑宮廷花繪

畫風格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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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蔣廷錫的繪畫與色箋紙 

《畫群芳擷秀冊》以十二種花卉為主題，每開使用不同顏色的色箋紙製作。

冊頁左側為蔣廷錫所繪的設色花卉畫，每幅皆有「臣廷錫」、「朝朝染翰」作者印

記，末幅《梅花》於右下角有「臣蔣廷錫恭畫」的落款。《畫群芳擷秀冊》以色

箋紙作畫的情形在過去繪畫作品中較少出現，主要受限於色箋紙吸水性較差，對

於顏料和繪畫技法有諸多限制，且須兼顧繪畫與色箋紙的顏色搭配等。 

《畫群芳擷秀冊》為何要使用色箋紙作為製作媒材？這件作品因色彩豐富顯

得相當炫目，但是乍看之下仍能認為這件作品具有傳統花卉畫的特徵。我們究竟

該如何解讀《畫群芳擷秀冊》的繪畫風格，它在風格上依循傳統以及創新的部分

為何？除此之外，儘管繪製在色底上的繪畫作品較少，但若擴及討論至工藝品，

則可發現康熙朝宮廷致力研究的畫琺瑯工藝也有類似的視覺呈現效果。《畫群芳

擷秀冊》在色底上作畫，是否呼應了康熙朝宮廷的藝術潮流呢？ 

由此，本章以《畫群芳擷秀冊》的繪畫及色箋紙為討論的主軸，第一部分分

析《畫群芳擷秀冊》的風格來源，透過構圖及設色討論這件作品是遵循繪畫傳統

還是另有變化。第二部分討論《畫群芳擷秀冊》繪製在色箋紙上的視覺效果與康

熙朝畫琺瑯工藝的關聯性，觀看《畫群芳擷秀冊》如何呈現的康熙朝宮廷藝術的

新視覺效果。 

第一節 繪畫風格來源及定年 

《畫群芳擷秀冊》在蔣廷錫的作品之中屬於重設色作品，細究繪畫風格，可

以發現蔣廷錫承襲江南畫家惲壽平（1633-1690）的構圖特色，設色技法也與惲

壽平所創的「沒骨法」有相似之處。53但是在設色概念上，蔣廷錫則是偏向以每

個塊面的顏色變化塑造出物體的形狀，與惲壽平略有差異。《畫群芳擷秀冊》的

                                                      
53 （清）惲壽平（1633-1690），名格，字惟大、壽平，後更字正叔，號南田，又號白雲外史、甌

香散人等，江蘇常州武進人。在繪畫上與「四王」王時敏、王鑑、王翬、王原祁、吳歷等人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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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衷風格來源分別為何？以下從構圖及繪畫技法討論《畫群芳擷秀冊》與惲壽平

繪畫的異同之處，以此探討《畫群芳擷秀冊》是否還有受到其他風格的影響。第

二部分則是透過風格來源及繪畫技法的成熟度，推論《畫群芳擷秀冊》的繪畫作

品定年。 

（一）惲壽平：構圖與技法 

惲壽平為江蘇常州武進人，以設色沒骨花卉畫著名。清代以前的花鳥畫以雙

鈎和寫意為主，然而惲壽平卻鑽研較少人研究的設色沒骨技法，試圖延續北宋徐

崇嗣（生卒不詳）的繪畫風格： 

寫生有二途，勾花範葉細染細開，黃筌神矣。不用筆墨，全以五彩染成，

謂之沒骨，徐崇嗣獨稱入聖。後世寫生家稍能操觚者，悉祖述黃法，大

諦以華贍工麗為宗，而徐崇嗣沒骨一宗無聞焉。蓋不用勾勒，則染色無

所依傍，學者殆難為工，故研精其法者鮮矣。……間嘗考之前股，研思

秘蹟，惟徐崇嗣創制沒骨為能，深得造化之意，盡態極妍，不為刻畫。……

因斟酌今古，而定宗於沒骨云。54 

透過惲壽平的自述，可得知他對「沒骨」的定義是「不用筆墨，全以五彩染成」，

且指出沒骨法失傳的困境是「不用勾勒，則染色無所依傍」。因此惲壽平的沒骨

花卉畫特點是改以色線勾勒輔助，並精確地掌握顏料兌水暈染調和的效果，使作

品的色彩變化多端。55儘管惲壽平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即去世，但是他的繪

畫風格仍頗受歡迎，如張庚《國朝畫徵錄》（1722-1735）記載：「近日無論江南

江北，莫不家南田而戶正叔，遂有常州派之目」，可見惲壽平的影響力延續至雍

正年間，且傳播區域遍及南北。56 

                                                      
54 惲壽平〈畫跋冊〉，見承名世，《惲壽平書畫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55 邱馨賢，〈為花傳神韻──惲壽平的沒骨花卉〉，《故宮文物月刊》第 337 期（2011 年 4 月），頁

58-67。 
56 （清）張庚，《國朝畫徵錄》，收錄於于安瀾編，《畫史叢書（三）》，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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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群芳擷秀冊》也採用了惲壽平所發明的沒骨法，惲壽平在描繪偏工筆的

沒骨法時並非完全不使用輪廓線，而是使用較淺的墨線或色線勾勒。但是與一般

工筆設色畫的相比，惲壽平較不注重以輪廓線狀物，而是以色塊的設色變化呈現

物體的形貌。57《畫群芳擷秀冊》也使用較淺的墨線勾勒物體輪廓，再敷上顏料，

並視設色與色箋紙的色差呈現效果，決定是否要以淺墨線或是色線加強物體輪廓。

以第五開〈碧桃〉為例，由於粉色碧桃與藍色箋紙的顏色差異較大，不必特意留

下輪廓線作區隔，因此在為碧桃敷色的時候，蔣廷錫選擇將顏料蓋住大部分的輪

廓線，僅在花瓣尖端留下部分線條製造出體積感。而在設色與色箋紙顏色差異較

小的作品，則會在敷色之後再以色線或是淺墨線勾勒尖端，如第七開〈金蓮花〉

和第十一開〈菊花〉。這種在花瓣尖端加上線條提點的手法，是惲壽平描繪重瓣

花卉常見的技法，可見於惲壽平《山水花卉冊》的〈菊花〉（圖 1-2）。 

除了沒骨技法之外，《畫群芳擷秀冊》在花朵和枝葉的部分相當重視數量成

對和彎曲的造型，樹枝或是莖大部分以雙數呈現（除了第十一開〈菊花〉），部分

圖繪則出現較不符合現實情況的構圖，如呈現圓弧狀的樹枝或是對稱交叉的枝幹。

雖然《畫群芳擷秀冊》的構圖不至於死板呆滯，但也較不自然。這種構圖方式在

過去花卉畫較為少見，但卻能在與蔣廷錫的時代較為接近的惲壽平作品中找到相

似之處。 

《畫群芳擷秀冊》所呈現的惲壽平花卉畫構圖特徵，首先表現在構圖上注重

枝幹交叉的美感。在《畫群芳擷秀冊》第三開〈棣棠〉、第九開〈山茶〉和第十

二開〈梅花〉，皆可看到莖或枝幹對向交叉的構圖。而在惲壽平的作品中，最明

顯的例子則是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為留耕作花卉圖冊》。《為留耕作花卉圖冊》

作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屬於惲壽平晚年的設色作品。58其中第一開〈紫藤

花〉及第六開〈松枝圖〉，皆呈現紫藤花與松樹枝條交叉生長的構圖（圖 1-3、1-4）。

                                                      
57 關於惲壽平的沒骨法技法，參考邱馨賢，〈惲派沒骨花鳥研究〉第二章。 
58 見題跋：「苕華館寫生十種，留耕世兄鑒。乙丑暮春之初，南田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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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構圖特徵則是強調物體彎曲弧度，以惲壽平《為留耕作花卉圖冊》第六開

〈松枝圖〉為例，最右方的松樹枝條以九十度的彎折筆直向下生長，與《畫群芳

擷秀冊》第十二開〈梅花〉的構圖十分相似。 

 惲壽平繪畫中所出現的枝幹交叉和轉折的構圖，可能是將傳統花卉畫構圖誇

張化。以惲壽平的《臨唐寅桃花圖》為例，這件作品同樣強調枯枝彎曲的弧度（圖

1-5）。明代唐寅流傳下來的設色花卉畫並不多，以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折枝

花卉卷》為例，畫幅中央的「桃花」與尾端的「梅花」皆強調枝幹扭轉的弧度，

顯得較為戲劇化。雖然此件作品並非唐寅所作，但可作為當時所認為的唐寅花卉

畫風格之一（圖 1-6）。《折枝花卉卷》枝幹轉折造形可能是來自於當時的花卉盆

景，惲壽平的《臨唐寅桃花圖》則把彎枝處理成圓弧的曲線，在造型上顯得更加

寫意。 

透過比較《畫群芳擷秀冊》和惲壽平繪畫，可以得知蔣廷錫在畫中參照惲壽

平較為寫意的繪畫構圖，部分花卉的描繪技法也具有惲壽平特定畫題的繪畫特徵。

惲壽平雖然終身未仕，但是在康熙朝已具有名氣，當時南書房資歷最深的翰林高

士奇（1644-1703）59與張英（1637-1708）60，皆曾為他的花卉作品題詩。61由此

看來，惲壽平的花卉畫名氣極有可能已經傳至宮廷。目前學界皆肯定蔣廷錫為惲

壽平風格傳入清宮的重要仲介者，不僅作品具有惲壽平的風格，也推薦不少學習

惲壽平風格的畫家進宮服務。62至於蔣廷錫如何學習惲壽平的繪畫風格，目前認

為是透過惲壽平的弟子馬元馭（1669-1722）及其弟子潘林。63根據文獻，蔣廷錫

                                                      
59 （清）高士奇，字澹人，號江村，浙江錢塘人。官至禮部侍郎，諡文恪。 
60 （清）張英，字敦覆、夢敦，號圃翁，安徽桐城人。官至大學士，諡文端。 
61 張英有〈題惲南田花卉冊子二首〉〈題惲南田雜卉頁七首〉、〈寐因惲南田畫雁來紅二首〉等；

高士奇有〈題惲正叔畫芍藥〉，轉引自盧慶濱，〈清代文人與花木──以張英、高士奇詩文為例〉，《文

與哲》第二十二期（2013 年 6 月），頁 355-402。 
62 邱馨賢考證確認有惲壽平風格的畫家，有潘林、孫逸、曹琇、許永等人，皆傳為蔣廷錫的代

筆人，見〈惲派沒骨花卉研究〉，頁 123-124。 
63 馬元馭（1669-1722），字伏羲，號棲霞，又號天虞山人，江蘇常熟人。為蔣廷錫代筆的記載，

見沈德潛《竹嘯軒詩鈔》：「（蔣廷錫）流傳世間者真跡絕少，馬伏羲（馬元馭）父子代作者即可

亂真也。」，摘自馮金伯《國朝畫識》，選自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十冊（上海市：上

海書畫出版社，1992），p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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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尚未得第之前曾與馬元馭切磋畫藝，進入宮廷之後也收馬元馭的弟子潘林作為

門客，這兩位畫家應是他學習惲壽平風格的來源。64  

（二）海西法：設色概念 

《畫群芳擷秀冊》以沒骨法繪成，但是乍看之下無法馬上連結至惲壽平的風

格，原因在於設色概念上與惲壽平有所不同。惲壽平的作品雖然顏色變化豐富，

並以顏色深淺區分不同片花瓣，但是設色仍較為平面而規律。以惲壽平的重設色

作品《百花圖卷》為例，《百花圖卷》面向觀者綻放的碧桃花的畫法，是先畫好

正中央的花心及花心外圍的花瓣，再逐漸向外暈染層層花瓣。繪畫概念著重在以

設色深淺塑造一朵花的整體，暈染的深淺顏色交錯，具有某種規律。《畫群芳擷

秀冊》的碧桃則是著重以顏色的變化塑造每片花瓣的體積感，顏色的層次較為豐

富，且設色深淺會依據周圍的花瓣有所調整，注意到花瓣與花瓣之間所形成的三

度空間，體積感較強。若參考惲壽平《百花圖卷》描繪的山茶花，可以看出惲壽

平的的花瓣暈染變化主要是為了塑造花瓣的形狀及皺褶。但是蔣廷錫的山茶花則

是在花朵與其他花瓣、花心或花萼的交界處加上深色暈染，著重突顯花瓣與其他

物體接觸後的體積感（表 1-1，圖 1-7）。 

若以《畫群芳擷秀冊》的〈牡丹〉，與惲壽平的《百花圖卷》及西洋畫家郎

世寧（1688-1766）的《瓶花圖》相比，可看出《畫群芳擷秀冊》的設色方式偏

向於郎世寧的作法，即是著重利用設色深淺表現出物體的體積感，但是蔣廷錫的

設色方式仍不算是標準的西洋明暗法，因為並未突顯物體的高光。（表 1-2，圖

1-8）。65 

蔣廷錫這種以暈染深淺表現體積感的作法是否受到西洋繪畫影響呢？或許

可參考蔣廷錫標榜學習「海西法」的作品。「海西法」為當時稱呼西洋繪畫風格

                                                      
64 邱馨賢，〈惲派沒骨花卉研究〉，頁 121-123。 
65 感謝賴毓芝老師於口試時提出惲壽平的《百花圖卷》為重設色作品，更適合與《畫群芳擷秀

冊》作為風格比較對象，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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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詞彙，具體解釋可參考胡敬的《國朝院畫錄》： 

臣敬謹案，海西法善於繪影，剖析分刌，以量度陰陽向背，斜正長短，

就其影之所著，而設色分濃淡明暗焉。66 

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蔣廷錫《牡丹圖》扇頁，題跋寫「戊戌六月，戲學海西

烘染法」，為作於康熙五十七年（1718）的作品（圖 1-9）。這件作品風格偏向小

寫意，亦可看見蔣廷錫烘染每一片花瓣的深淺，技法與《畫群芳擷秀冊》的〈牡

丹〉極為相似。因此這種以設色濃淡明暗塑造物體的方式，或許便是蔣廷錫所認

定的「海西法」。 

 除了以顏色濃淡塑造物體體積感的「海西法」之外，《畫群芳擷秀冊》也有

其他受到西洋繪畫影響的表現手法。第十開〈杜鵑〉的樹幹由於繪於黑色底紙上，

因此將底部先上白底，再以赭色混墨色描繪樹幹的暗處，以不同深淺的筆觸擦染，

塑造出樹幹的體積感，這種作法與油畫十分相似，應也有受到西洋繪畫的影響。 

（三）定年 

 整體而言，《畫群芳擷秀冊》的構圖上有時會出現物體與物體之間結構斷裂

的情形，具有寫意繪畫的特徵。如第一開〈蘭花〉，可以明顯看到右邊第三片長

葉與花瓣交錯的地方結構不連續，可以說明蔣廷錫在創作《畫群芳擷秀冊》的時

候仍習慣以寫意的技法作畫。這種風格可見於康熙四十四年蔣廷錫繪製的折枝花

卉畫《野菊》、《塞外花卉卷》，及康熙四十五年的《飛花遊魚圖》，可以發現物象

的輪廓並未連在一起，屬於較寫意的手法（表 1-3，圖 1-10、1-11、1-12）。因此

當《畫群芳擷秀冊》試圖將寫意的成分降低，便出現物體不連續的問題。由此看

來，《畫群芳擷秀冊》是蔣廷錫試圖從沒骨寫意風格逐漸轉向工筆之作，從繪畫

技巧來看，應是在康熙四十四年左右的作品。 

                                                      
66 （清）胡敬，《國朝院畫錄》，頁 1-2。收錄於《畫史叢書（三）》，頁 1797-1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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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蔣廷錫對於「海西法」的學習，則可能是來自於義大利畫家聶雲龍

（Giovanni Gheradini，1644-1723）為康熙朝宮廷所作的作品。康熙三十八年

（1699），聶雲龍受到法國耶穌會的委託至中國，由傳教士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帶去晉見南巡途中的康熙皇帝，經過測試後成為宮廷畫師，直至康

熙四十三年（1704）離開。在聶雲龍待在宮廷的這段期間，他主要的工作是為皇

城內的耶穌會教堂「北堂」繪製天頂畫，且為康熙皇帝及其嬪妃描繪肖像畫。67

由於清宮目前並未有確切署名為聶雲龍的作品傳世，學界推測較有可能為聶雲龍

的作品為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康熙半身像》（圖 1-13）。這件肖像油畫描繪康

熙皇帝四十歲左右的面貌，並使用明暗陰影法描繪康熙皇帝的臉部，且對明暗陰

影法掌握相當熟練，因此判斷極有可能是聶雲龍的作品。68除此之外，高士奇在

《蓬山密記》提及康熙皇帝在暢春園使用西洋畫裝飾牆壁，極有可能也是聶雲龍

所留下的作品。69加上康熙皇帝在出巡時也命聶雲龍扈從，因此作為南書房翰林

的蔣廷錫，應有辦法直接接觸到聶雲龍所留下的西洋繪畫風格的作品。70 

小結 

透過《畫群芳擷秀冊》的繪畫風格分析，可以得知蔣廷錫雖然學習惲壽平的

構圖及沒骨技法，但在設色上並未按照惲壽平的繪畫風格。惲壽平的設色方式重

視在顏料兌水調和，或是在設色中加入白粉暈染增加物體的顏色變化，令花瓣或

是葉片產生透明感，色線僅是輔助突顯物體的輪廓。但是蔣廷錫使用沒骨技法，

                                                      
67 相關討論可見劉輝，〈康熙朝洋畫家：杰凡尼‧熱拉蒂尼──兼論康熙對西洋繪畫之態度〉，《故

宮博物院院刊》第二期（2013），頁 28-42。童芃，〈焦秉貞仕女圖繪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3），頁 14-18。 
68 劉輝另外將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康熙帝讀書像》與《和妃半身像》列入聶雲龍的作品，

由於《康熙帝讀書像》的透視並不準確，而《和妃半身像》與《康熙皇帝半身像》相較之下，在

臉部的明暗陰影法較不明確，因此此兩件作品暫不列入討論。見劉輝，〈康熙朝洋畫家：杰凡尼‧

熱拉蒂尼──兼論康熙對西洋繪畫之態度〉，頁 33-35。 
69 「（康熙四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高台宏麗，四周皆樓，設玻璃窗，上指示壁間西洋畫，令觀。」 
70 「我們當然不會忘記對教堂進行彩繪，但康熙皇帝每次出巡，都命杰拉爾迪諾先生（聶雲龍）

扈從，不斷地占用他的時間。如果皇帝不像往常那樣話，那麼杰拉爾迪諾先生在回國前很願意承

擔彩繪工作」，見（法）Thomaz de Bossière Yves de 著，辛岩譯，《耶穌會士張誠：路易十四派往

中國的五位數學家之一》（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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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視的卻是用顏色深淺塑造的色塊表現物象的形體，在設色概念上更接近於

「海西法」。儘管蔣廷錫在花瓣與葉片上重視色塊的呈現，但是在枝幹表現上卻

仍是保留中國繪畫的苔點，這種折衷風格表現是《畫群芳擷秀冊》相當特別的地

方。 

第二節 色箋紙與色地作畫的視覺呈現 

 《畫群芳擷秀冊》使用較為厚重的顏料繪製，儘管會使用兌水的技法，但整

體而言設色的不透明程度仍然較高，這與繪製在色箋紙上有關。《畫群芳擷秀冊》

的色箋紙與一般繪畫用的紙與絹有何差異？繪畫風格的呈現是否受到製作媒材

的影響？本節首先分析《畫群芳擷秀冊》的製作材質，並探討《畫群芳擷秀冊》

的繪畫與色箋紙結合，在視覺效果上是否有何創新之處。 

（一）作品媒材分析：色箋紙 

根據《石渠寶笈》記載，《畫群芳擷秀冊》所使用的紙質為「五色牋（同「箋」

字」）。71實際上，《畫群芳擷秀冊》使用二十四張染色的箋紙製作書法與繪畫，

除了第六開〈荷花〉書法與繪畫使用的色箋紙顏色差異較大，其餘十一開的書法

和繪畫皆使用顏色相近的箋紙，且每一開的顏色不重覆。除了第四開〈野菊〉第

五開〈碧桃〉和第十開〈杜鵑〉之外，其餘九開的十八張色箋紙表面另有黏著金

箔片加工。72 

中國繪畫史上以灑金、冷金或是泥金箋紙上作書畫的實例較多，使用色箋紙

作書亦相當常見。73色箋紙一開始即是為了寫書法而誕生，如唐代的「薛濤箋」、

                                                      
71 （清）《欽定石渠寶笈》卷十二，頁 49。收錄於（清）永瑢、紀昀等編，《文津閣四庫全書》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冊 827，頁 593。 
72 附表為筆者於 2016 年 12 月 20 日調閱《畫群芳擷秀冊》的觀察結果，未調閱的第三開與第十

開則以國立故宮博物院所拍攝的高階數位圖檔觀察，特此感謝協助調閱的陳韻如老師、陳建志老

師、劉芳如處長、張碧凉科長。 
73 十五世紀中期以後的摺扇作品經常以有金箔加工的底紙作畫，這種作畫形式來自於日本，於明

代傳入中國之後，流行在明代宮廷與蘇州文人圈。見石守謙，〈物品移動與山水畫──日本摺扇西

傳與山水扇畫在明代中國的流行〉，收錄於石守謙，《移動的桃花源》（臺北：允晨文化，2012），

頁 277-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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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謝公箋」等，皆是當時文人雅士流行的書法箋紙之一。74但因箋紙保存

不易，因此清代以前的現存作品並不多。較有名的是遼寧省博物館所藏的張旭《古

詩四帖卷》，使用四種顏色的五色箋紙拚接而成（圖 1-14）。除此之外，康熙朝使

用「五色牋」製作的作品，另有陳奕禧（1648-1709）《雜書》一卷，其中有「五

色牋本六幅」，與其它使用素綾、素絹與素箋的六幅作品共同裝裱。75陳奕禧的

《雜書》目前無法對應上確切的傳世作品，但由於十二幅書法的材質不一致，因

此可推測僅是以單張五色箋紙書寫一件作品，事後與其它作品湊成十二幅裝裱成

同卷。相較之下，《畫群芳擷秀冊》在製作時即有意識使用不同顏色的箋紙作書

畫，且每開顏色皆不同，仍是較為罕見的例子。 

由於明、清的宮廷用紙皆仰賴江南各地上貢，產地主要集中在江西、浙江、

徽州、蘇州等地，及至清代，各地生產的紙與絹也定期進貢至宮廷，因此可以判

斷這批箋紙應該是地方上貢的貢箋。康熙時期宮廷相當盛行灑金粉箋，常用於書

寫對聯，是宮廷上用或賞賜所用的紙。76清代地方上貢五色灑金箋的記載，大部

分集中在兩江地區。77目前北京故宮博物院現藏一批康熙四十八年製造的粉箋，

為當時任江寧織造的曹寅進貢，共有五十一張。各箋長 138 公分，寬 61.5 公分，

有牙白、灰、黃三種顏色，並以同色的十張為一卷（圖 1-15）。78透過這批粉箋

紙提供的訊息，可以判斷當時即便是地方上貢的特殊箋紙，同款顏色至少會製作

十張，且尺幅極大。《畫群芳擷秀冊》畫心長 18 公分，寬 22.5 公分，雖然是工

                                                      
74 唐代的「薛濤箋」是一種以芙蓉花汁所染出的深紅色紙箋，為當時寫詩寄贈他人時所使用的

色箋紙。宋代則有謝景初（1019-1084）所作的「謝公箋」，共有深紅、粉紅、杏紅、明黃、深青、

淺青、深綠、淺綠、銅綠、淺雲等十種顏色。見劉仁慶，《中國古紙譜》（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

2009），頁 95-97，129。 
75 「陳奕禧雜書一卷。次等天一。凡十二幅，素綾本三幅，素箋本一幅，素絹本二幅，五色箋

本六幅，俱書雜詩。」見《石渠寶笈》卷五，頁 42。收錄於《文津閣四庫全書》，冊 827，頁 438。 
76 趙麗紅，〈明清宮廷御用紙張〉，《紫禁城》第七期（2008），頁 76-95。 
77 根據何新華從清代史料整理出的清代貢物清單，具有「五色」及「灑金」或「泥金」工藝的箋

紙，共有江南河督萬歲貢「五色灑金蠟箋一百張」、安徽巡撫每年十月進貢「泥金各色對箋五十

幅」、兩江總督進「五色泥金蠟箋紙一百張」等。見何新華《清代貢物制度研究》（北京：社會科

學文獻，2012），頁 142-143，149。 
78 箋紙上有兩個朱簽，分別題寫：「康熙四十八年七月十一日曹寅進黃素箋紙十張」、「康熙四十

八年七月十一日曹寅進牙色白箋紙十張」，應是內府人員標註。見吳春燕，〈幾種具有清代紀年信

息的紙張〉，《故宮博物院院刊》第 132 期（2007），頁 9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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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技術更高的粉蠟箋，但製作時必定是尺幅較大的紙張，若以貢紙的大小來看，

不至於無法湊出同種顏色的色紙。因此《畫群芳擷秀冊》出現其中八開箋紙顏色

不一致的情形，可能並非康熙朝大量製作的貢箋，而是更為珍貴的箋紙。  

在康熙朝之前，灑金五色粉箋主要是作為明代宮廷所產的宣德貢箋之一。根

據明代高濂（1573-1620）《遵生八牋》（1591）的記載，明朝宮廷有許多種加工

箋紙，其中包含「細密灑金五色粉箋」。79而明代宮廷最珍貴的五色粉箋，即是

明宣宗宣德年間（1426-1435）的貢箋，又稱「宣德紙」。查慎行曾於康熙三十九

年寫詩感謝翰林院侍讀納蘭揆敘（1674-1717）贈送宣德紙，根據查慎行的詩，

可知宣德貢箋款式相當多： 

宣徳貢牋，有宣徳五年造素馨紙印，又有五色粉牋，金花五色牋，五色

大簾紙，磁青紙，以陳清欵（款）為第一。 

根據查慎行的詩，可見在清代仍能見到宣德貢箋，且當時的權貴納蘭家族收藏不

少。80納蘭家族所收藏的宣德紙，尚能令查慎行選擇不同款式，且作為禮物轉贈，

因此康熙朝宮廷以珍貴的宣德紙來製作書畫，也並非不可能。 

據明代沈德符（1578-1642）的說法，當時萬曆年間已有部分宣德紙從內府

流傳出來，他認為這些貢紙「非書畫所需」，但是「可飾裝褫」，能夠作為書畫裝

裱之用。81沈德符對於宣德紙作出「非書畫所需」的評價，可能是因為這些紙不

易吸水吸墨，因此需要覆蓋性較強的顏料或是墨。清代鄒炳泰（？-1820）的《午

風堂叢談》談及宣德紙，也提到其中的灑五色粉箋有「堅紉如段素，可用書泥金」

                                                      
79 （明）高濂（1573-1620）〈論紙〉：「……若今之大內細密灑金五色粉箋，五色大帘紙，灑金箋。

有等白箋，堅厚如板，兩面砑光，如玉潔白。有印金花五色箋紙。又若磁青紙，如段素，堅韌可

寶，多用寫泥金字經。有等藍色者，薄而不佳。」見高濂，《遵生八牋》，卷十五，頁 34-36。收

錄於《四庫全書珍本》（臺北：臺灣商務，1979），冊 230。 
80 查慎行〈愷功侍讀惠宣德紙走筆謝之二首〉其一：「小印分明宣徳年，南唐西蜀價爭傳。儂家

自愛陳清欵，不取金花五色牋」。見《敬業堂詩集》卷二十七。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冊 1326，頁 347。 
81 〈高麗貢紙〉：「宣德紙近年始從內府溢出，亦非書畫所需，正如宣和龍箋、金粟藏經紙，俱

可飾裝褫耳。」，見（清）沈德符著，錢枋校點，《元明史料筆記叢刊·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

書局，1959），卷二十六，頁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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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性，亦說明它適合覆蓋性強的顏料。82因此《畫群芳擷秀冊》所使用的泥金

箋、灑金粉蠟箋，也有可能是來自於明代的宣德紙。 

由於目前沒有更多餘的資料能證明《畫群芳擷秀冊》的色箋紙與宣德紙的關

聯性，因此僅能從第六開的書法與繪畫使用不同箋紙的情況，推測出這些箋紙的

珍貴性。《畫群芳擷秀冊》的第五開〈碧桃〉與第十開〈杜鵑〉並未使用灑金色

箋紙，而是靛藍及黑色箋紙。這兩張箋紙的顏色甚小，應是同一批箋紙所剪裁而

來，極有可能是為了補上不足的色箋紙，湊成十二的數字。為了使每一開皆有金

箔，因此康熙皇帝在這兩開使用泥金作書。由於泥金較昂貴，因此過去以泥金作

書多半用於寫宗教典籍，極少使用在書寫詩文。康熙皇帝在這兩開使用泥金，也

刻意選取了有宗教意涵的詩詞，如第五開〈碧桃〉提及「蓬萊宮闕」，第十開〈杜

鵑〉提及佛教聖地「天臺山」等，可見康熙皇帝的巧思。 

觀察《畫群芳擷秀冊》所使用的媒材，可以發現《畫群芳擷秀冊》的紙質材

料相當複雜，每一張箋紙的情況略有不同（表 1-4）。透過紙張的平滑程度、蛀洞

所顯示的紙張厚度及顏料墨色吸附效果，可推測基本材質為先上蠟後上粉的粉蠟

箋。雖然同樣是粉蠟箋，但是每張紙的粉與蠟比例不同，因此吸水性與排水性的

情形亦不同。如觀察第三開〈棣棠〉繪畫中的葉子，即可看到積墨的痕跡，是紙

質吸水性較強的表現。至於第六開〈荷花〉書法使用的銘黃色箋，則是因箋紙表

面上蠟過多，因此字體邊緣皆有墨色無法吸附的狀況（表 1-5）。 

除了紙質之外，細究《畫群芳擷秀冊》每一張箋紙的工藝技術，可以進一步

證明這些箋紙並非同一批。以有金箔加工的十八張灑金粉蠟箋為例，每張箋紙的

金箔大小與成分明顯不同，有些仍保有金黃色，有些則氧化成黑色。由於純金不

會變色，因此這些金箔應有混合銀、銅等材質。83除此之外，儘管每一開的繪畫

                                                      
82 「白箋堅厚如板，面面砑光如玉。灑金箋、灑五色粉箋、金花五色箋、五色大簾紙、磁青紙，

堅紉如段素，可用書泥金」。見（清）鄒炳泰，《午風堂叢談》卷八，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第

146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15。 
83 金箔混和其他材質的情況，最明顯是第一開〈蘭花〉，非純金的部分皆有變黑的情形，其餘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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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書法盡量使用顏色相近的箋紙，但是除了未灑金的第五開與第十開，以及紙色

相同的第四開與第十一開之外，其餘八開的紙張皆有色差，金箔大小也略有不同，

應是不同批次製作的紙張組合而成。除此之外，或許因為第六開的銘黃色箋斥墨

情形較嚴重，因此繪畫用紙改用淺綠色箋紙。這張淺綠箋紙表面有明顯的刷紋，

是製紙時遺留的痕跡，在所有箋紙中最為明顯，也可證明與其它箋紙的工藝技術

不同（表 1-6）。 

從箋紙上的蛀洞狀況，也可以觀察到有趣的現象。首先這些箋紙僅被蛀穿表

層，可得知紙張的厚度較厚，黏合的紙張數目較多。根據蛀洞的痕跡，能發現第

四開〈野菊〉的書法與繪畫的用紙原本是灑金黃褐色箋，但最後以金色顏料塗滿

覆蓋，成為「泥金箋」。84繪畫用紙的其中一個蛀洞有一條極細的墨痕，極有可

能原本底下有線稿，但最後不採用，因此以泥金顏料塗滿重複使用（表 1-7）。 

由於疊紙作箋與染色皆需要極佳的手藝，從《畫群芳擷秀冊》箋紙的厚度與

部分箋紙顏色飽滿的狀況來看，這些箋紙的手藝並不差，且使用較好的顏料才能

染出鮮麗的顏色。除此之外，如第四開雖然有墨跡，但仍用泥金顏料覆蓋繼續使

用，以及第六開書法與繪畫使用不同顏色箋紙的情況，推測製作冊頁時能選擇的

色箋紙數量並不多，更能證明這些箋紙的珍貴性。除此之外，《畫群芳擷秀冊》

每一種箋紙的吸水、吸墨狀況皆有所不同，從作品呈現的效果來看是採用了覆蓋

性較強的顏料。儘管作品使用的白粉較多，但並未出現變色的情形，且繪製在上

蠟的箋紙上但僅出現極少的掉色情況，可見顏料的品質甚佳，亦代表突破了材質

的限制。 

（二）色地作畫的視覺效果 

                                                                                                                                                        
見表格。 
84 現存清宮製作的灑金箋紙，具有紙表平滑、質地勻細、紙厚等特徵。灑金箋紙也依據灑在箋

紙上的金箔大小，而有不同的別名。如金箔片大稱「冰片」，金箔片小稱「雨雪」，滿金則稱「泥

金」。見田洪生編，《紙鑒：中國古代書畫文獻用紙鑒賞》（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8），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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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繪畫和色箋紙的使用，可以看出《畫群芳擷秀冊》呈現康熙朝宮廷對於顏

色的重視。在過去的繪畫作品中，較難找到直接在有色底的媒材上作畫的例子，

其中牽涉到技法與顏料覆蓋性的問題。目前所見具有色底的作品，如宋人所繪《子

母雞圖》、《萬年青》等，是以白紙、白絹作畫，再將背景塗為深色，與直接在色

底上作畫的技法不同（圖 1-16、1-17）。《畫群芳擷秀冊》直接於色箋紙上作畫，

設色必須更加濃豔，甚至需要先以白粉打底，使得繪畫的顏料呈現不被色箋紙的

顏色影響。這種色感對比較為強烈，並與色底互相輝映的視覺效果，更接近於壁

畫、漆器或是畫琺瑯的作畫方式。而在康熙朝的畫琺瑯中，也能見到與《畫群芳

擷秀冊》類似的視覺呈現效果。 

清朝的畫琺瑯工藝品，主要繪製在銅胎、瓷胎、宜興胎與玻璃胎的工藝品上。

然而直接以色底作畫的作品並不多，僅出現在較早期的銅胎畫琺瑯，或是技法較

成熟的宜興胎畫琺瑯。85畫琺瑯是一種使用琺瑯彩料彩繪燒製而成的工藝品，由

西洋傳教士傳入中國。康熙朝對畫琺瑯相當有興趣，不僅康熙皇帝在康熙三十六

年派法國傳教士白晉（Bouvet, S.J., 1656-1730）回法國，要求他尋找會燒琺瑯的

藝匠到中國，其他西洋文獻也顯示當時的皇子也開始實驗西洋的玻璃與琺瑯相關

的工藝。86根據施靜菲的研究，康熙朝的畫琺瑯工藝在缺乏西洋畫琺瑯工匠的情

況下，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這段期間自行研發畫琺

瑯技術。初期的畫琺瑯以舊有的彩繪技術不斷實驗，主要使用銅胎畫琺瑯上，再

擴及至其他材質。及至康熙朝後期，由於工匠掌握了區隔顏料的技術，使不同琺

瑯彩顏料能緊密並列，因此除了本身胎體就具有色底的宜興胎之外，便逐漸不在

色底上直接作畫。87 

在康熙朝的畫琺瑯工藝品中，也可見到與《畫群芳擷秀冊》相似的作畫概念，

                                                      
85 宜興胎畫琺瑯繪於褐色胎體上，而銅胎畫琺瑯則是先在金屬胎上燒製一層不透明釉，再塗上

畫琺瑯，最後燒製而成。 
86 施靜菲，《日月光華：清宮畫琺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頁 31。 
87 瓷胎與玻璃胎畫琺瑯的色底則是以避開紋飾另外塗上，成熟期的銅胎畫琺瑯也選擇這種方式。

見施靜菲，《日月光華》，頁 2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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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將色底作為繪畫的一部分。以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康熙朝畫琺瑯梅花紋

盒》為例，此件作品的材質為銅胎畫琺瑯，梅花直接繪於粉藍色的色底上，儘管

樹幹塗了薄薄一層赭色，仍未蓋住底下的色底，這種作法也可見於《畫群芳擷秀

冊》第八開〈山茶〉與第十二開〈梅花〉（表 1-8，圖 1-18）。除此之外，以國立

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宜興胎畫琺瑯萬壽長春海棠式壺》為例，花瓣靠近花心的地

方顏色偏紅，事實上是保留了色底的顏色，加上極細的紅色直紋所製造而成的效

果（圖 1-19）。而在《畫群芳擷秀冊》，第三開〈棣棠〉、第五開〈碧桃〉與第十

二開〈梅花〉，也刻意保留色底的顏色製造花瓣陰影，使得花瓣的顏色層次更加

豐富（表 1-9）。 

除了利用色底之外，《畫群芳擷秀冊》也使用康熙朝所發明的桃紅色顏料，

這種過去不曾出現的顏色，是清宮為了模仿西洋的金紅彩顏料所研發而成，也出

現在當時的畫琺瑯作品上。如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康熙朝《琺瑯彩瓷粉紅地開

光四季花卉碗》，共繪有白色的綠萼梅、粉紅山茶、粉紅色牡丹和粉紅色菊花，

粉紅花卉的部分即使用此種桃紅色顏料，具有展示新顏料的意味（表 1-10，圖

1-20）。88《畫群芳擷秀冊》共有七開出現這種過去較少出現的桃紅色顏料，主要

使用於粉紅花瓣的陰影處，使得花瓣的層次增加。這或許也是為什麼《畫群芳擷

秀冊》雖然以牡丹、菊花和茶花等繪畫常見的花卉為主題，卻選擇較少見的粉紅

色品種作畫。如第二開「楊妃牡丹」、第四開「野菊」、第九開「楊妃山茶」和第

十一開「洋菊」，皆是描繪過去繪畫中較少出現的粉紅色品種。儘管繪畫的顏料

與畫琺瑯的顏料有所差異，但或許也顯示康熙朝宮廷此時對於桃紅色顏料的關注

及研發（表 1-21）。 

《畫群芳擷秀冊》使用色箋紙作畫，且這種以色箋紙製作書畫冊頁的作品形

式較少見於清代之前的作品，能進一步推論《畫群芳擷秀冊》的繪畫應是配合書

                                                      
88 見余佩瑾撰寫的《琺瑯彩瓷粉紅地開光四季花卉碗》解說，收錄於何傳馨主編，《神筆丹青──

郎世寧來華三百年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5），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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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而作，故選擇使用相同的材質。使用色箋紙作畫雖然不見於繪畫的傳統，卻反

應了當時康熙朝宮廷藝術品使用色底作畫的嘗試，且代表掌握了在色底材質上作

畫的能力，展現開發新顏料、新技術的成果。 

小結 

根據《畫群芳擷秀冊》的繪畫風格，可以確定此件作品約作於康熙四十四年

（1705）左右，並分別採取惲壽平的繪畫風格及海西法，呈現折衷風格。蔣廷錫

採用惲壽平早年較為寫意的構圖，以沒骨技法描繪設色鮮麗的花卉畫於色箋紙上，

呈現相當搶眼的視覺效果。 

透過《畫群芳擷秀冊》的色箋紙材質，可以發現箋紙顏色非常飽滿，紙質厚

且表面能附著重彩顏料，應是宮廷用紙。《畫群芳擷秀冊》使用這些本身就具有

顏色的色箋紙作畫，其中牽涉到作畫技術與顏料好壞，以及如何呈現色底作畫的

視覺效果。《畫群芳擷秀冊》採用了過去較未出現的桃紅色顏料，並且能與畫琺

瑯研發的金紅彩顏料互相對照。雖然畫琺瑯出現金紅彩顏料的時間較晚，但是《畫

群芳擷秀冊》證明當時在繪畫上亦出現了新的調色盤，顯示出康熙朝宮廷對於顏

色的追求與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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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康熙皇帝的書法及詩詞內容 

 根據《石渠寶笈》記載，《畫群芳擷秀冊》每開右側為康熙皇帝之御書，書

寫的文本包含康熙皇帝自己創作的三首御製詩詞，以及作於宋、明兩朝的九首詠

花詩。本章將以康熙皇帝的書法及書寫的詩詞內容為研究對象，首先分析書法風

格，透過作品比對確認作品定年，並討論作品風格的意義。第二部分解析《畫群

芳擷秀冊》的詩詞內容，以此推論康熙皇帝選詩的寓意。透過探討康熙皇帝的書

法風格及詩詞內容，討論《畫群芳擷秀冊》的製作目的。 

第一節 書法 

《畫群芳擷秀冊》共書寫十二件書法作品，每一開的書法皆蓋有「康熙」、「稽

古右文」及「中和」等作者印記，書體大致可分成正楷、行楷與行草等三種。由

於每一開在用筆上有些微差異，使人無法直接判定是康熙皇帝的書法風格，但是

印章的位置相當一致，可見這些不同書風的作品是有意識製作成同一冊。加上第

七開所書的〈詠嶺外金蓮盛放可愛〉受限於紙張尺寸刪去第一句「萬傾金蓮」，

由於這首詞為康熙皇帝所填，需皇帝本人才能決定是否能省略字句，亦能側面證

明《畫群芳擷秀冊》的製作具有康熙皇帝的意志。 

康熙皇帝自幼透過大量臨寫古人書跡學習書法，並由張、林兩位內侍與身邊

翰林沈荃輔助指導。89在康熙十六年（1677）成立南書房時，他選擇「博學善書」

的翰林張英（1637-1708）、高士奇，作為最早的南書房供俸。90這幾位教導康熙

皇帝書法的近臣，擅長明末董其昌（1555-1636）的書風，也影響了康熙皇帝的

                                                      
89「朕自幼好臨池，每日寫千餘字，從無間斷。凡古人之墨跡石刻，無不細心臨摹。積今三十餘

年，實亦性之所好。」見《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64），頁 2908。

「朕八歲登極，即知黽勉學問。彼時教我句讀者，有張林二內侍，俱係明時多讀書人。……朕少

年好學如此，更耽好筆墨，有翰林沈荃素學明時董其昌字體，曾教我書法。張林二內侍俱及見明

時善於書法之人，亦常指示。故朕之書法有異於尋常人者以此。」見《聖祖仁皇帝庭訊格言〉，

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冊 717，頁 616-617。 
90「（康熙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朕不時觀書寫字，近侍內並無博學善書者，以致講學不能應付。

今欲於翰林內選擇博學善書者二員，常侍左右，講究文學。……再如高士奇等善書者，亦著擇一、

二人……」，見《清代起居注‧康熙朝（北京所藏）》第五冊，頁 2369-2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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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喜好。當時董其昌在書史上的地位得以確立，也與康熙皇帝的喜好有關。91

在臨寫學習的過程中，康熙皇帝也累積了鑑賞書法的經驗，對於個別的書法家的

風格及書家之間的傳承系譜都有自己的看法。92康熙皇帝對於書法的推崇，亦使

書法能力成為康熙朝漢臣進入政治權力中心的手段之一。93 

根據文獻的記載，康熙皇帝經常頒賜御書，但流傳下來的真跡並不多。楊丹

霞根據所見的書法傳世品作出初步的風格分析及分期，她將康熙皇帝的書法風格

分成前後兩期，認為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之前，康熙皇帝主要透過臨寫古帖

廣泛學習唐宋名家的書跡，後期則以臨仿董其昌行書為主，兼取宋元明家。94《畫

群芳擷秀冊》共收錄了十二開康熙皇帝的御筆書法，集結正楷、行楷和行草等不

同書體，是康熙皇帝的書法中相當罕見的作品。這件作品的定年是何時？康熙皇

帝在同一件冊頁中收錄不同書風及書體，具有什麼意義呢？本節首先分析《畫群

芳擷秀冊》的書法風格，並對照目前的傳世品與法帖作為定年的依據。再根據風

格分析的結果，討論康熙皇帝在《畫群芳擷秀冊》呈現多種書風的意義。 

（一）風格與定年 

《畫群芳擷秀冊》由於每一開的書法風格略有不同，因此筆者從字體的連筆

及簡化的程度，將這十二件書法作品分為正楷、行楷及行草等三種類別。以下將

依照三種書法分類，追溯個別的風格來源，並與康熙皇帝其他書法作品互相對照，

作出書法風格的定年。 

１.正楷 

                                                      
91 何炎泉，〈萬幾餘暇、怡情翰墨－從三件院藏品看康熙皇帝書法及其書學〉，《故宮文物月刊》

第 344 期（2011 年 11 月），頁 40-49。 
92 見莊吉發，〈龍章鳳藻、鐵畫銀鉤－康熙皇帝論書法〉，《故宮文物月刊》第 111 期（1992 年 6

月）頁 112-127。 
93 陳捷先舉出康熙朝沈荃、唐孫華、張英、高士奇、喇沙里等臣子為例，證明寫字的好壞會影

響仕官生涯的順遂與否。見陳捷先，〈康熙皇帝與書法〉，《故宮學術季刊》第十七卷第一期（1999

年秋天），頁 1-18。 
94 楊丹霞，〈試論清康熙帝書法的淵源、分期與影響〉，《故宮博物院院刊》第五期（2008），頁

8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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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群芳擷秀冊》共有七件作品有正楷書體的特徵，又可根據字體的結構，

分成仿唐代書家顏真卿（709-785）及歐陽詢（557-641）二種。仿顏真卿楷書共

有第九開〈茶花〉和第十開〈杜鵑〉二件，以第九開〈茶花〉為例，每個字體筆

劃分布均勻，字形方正，豎劃有外張的弧度，並成拱形向內，如「舒」、「厚」兩

字。第十開〈杜鵑〉轉折處的弧度也相當圓潤，如「秀」、「才」二字。這兩件書

法多使用中鋒，強調轉折處的圓弧，收尾也以藏鋒處理，字跡稍肥厚，有顏真卿

楷書的特徵（表 2-1）。根據容庚《叢帖目》的記載，康熙二十九年（1690）刊刻

的《懋勤殿法帖》二十六卷收錄康熙皇帝摹顏真卿《自書告身》的臨本，可證明

康熙皇帝早期對於顏真卿楷書的學習。95 

第二種仿歐陽詢楷書共有第一開〈蘭花〉、第二開〈牡丹〉、第三開〈棣棠〉、

第七開〈菊花（金蓮花）〉、第八開〈秋海棠〉等五件。這五件的結字削瘦，轉折

處不如兩件仿顏體楷書作品來得外張與圓潤，用筆較為方硬，字體特徵較似歐陽

詢，或是同為初唐書家的虞世南（559-638）。類似的字體結構，可參考康熙二十

七年（1688）的《暢春園記》（圖 2-1）。根據楊丹霞的解析，此件作品為康熙早

年的個人書風作品，以歐陽詢的書法風格為基礎，有「結字端正規矩、用筆峭勁、

時出鋒芒」的特徵。96《暢春園記》的字體結構與《畫群芳擷秀冊》相似，但是

左右結構稍嫌呆版（如：倒數第六行之「物」字，以及倒數第四行之「鄰」字），

是書風尚未成熟的摸索之作。相較於言，《畫群芳擷秀冊》是結字處理較為成熟

的作品，因此需要再比對康熙皇帝更晚期的作品。 

康熙五十五年（1716）刊刻的《避暑山莊法帖》，收錄康熙皇帝於康熙三十

二年（1693）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的書法作品。以第五卷所收錄的《唐人應

製詩》，與《畫群芳擷秀冊》仿歐陽詢的楷書比較，有兩處相似的書寫特徵（表

                                                      
95 《懋勤殿法帖》二十六卷版，目前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但未公布完整的作品資訊。因此法

帖內容主要依據容庚《叢帖目》的記載。見容庚，《叢帖目》第一冊（臺北：華正，1984），頁

396。 
96 楊丹霞，〈試論清康熙帝書法的淵源、分期與影響〉，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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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圖 2-2）。首先是對於「日」、「目」等部首寫法，特別強調橫折與部首最後

一筆橫劃的長度，如第一開的「暖」、「時」字，第二開的「暖」、「曉」字，第三

開的「晴」字，第七開的「眺」字等，這種部首特色也見於歐陽詢、柳公權等唐

楷書法，但康熙皇帝的處理更為誇張，使「日」字旁乍看之下幾乎以為是「耳」

字旁。除了部首的特殊寫法之外，《畫群芳擷秀冊》第一開的「飛」字、第三開

的「常」字和第七開的「道」字，頓點收筆皆有往上勾的特徵，這個用筆的特色

也見於《唐人應製詩》。 

根據康熙皇帝在《唐人應制詩》帖的後記，可知此帖為康熙四十四年（1705）

春天南巡時書寫的作品： 

乙酉春南巡，船窓多暇，以讀書為事，以安靜為養，偶有佳景，即吟詠

記載。又覽唐宋元明各家詩中，可以消遣怡情。今錄唐人應制詩十首，

字雖不佳，自為好書云爾。97 

康熙皇帝雖然謙稱此帖「字雖不佳」，但又說「自為好書云爾」，並且在十一年後

收錄於《避暑山莊法帖》，可見康熙皇帝仍自認《唐人應制詩》為自己的楷書代

表之作，可作為這段期間的楷書書風代表。 

比較《畫群芳擷秀冊》仿歐陽詢的楷書與《唐人應制詩》整體書法風格，可

以發現兩者結字相近，但是《唐人應制詩》的字體更為削瘦勻稱，《畫群芳擷秀

冊》的字體則多了顫筆。如第一開的「蝶」字、第七開之「滿」字，「氵」字旁

的上提顫抖等等，近似黃庭堅（1045-1105）的顫筆手法。由於《唐人應制詩》

是刻帖，在刻工技術的限制之下，刻帖的書法筆觸應不及原帖，顫筆是刻帖較無

法呈現出來的書法技巧。若從結字來看，仍可判斷是同時期的書法作品。 

２.行楷 

                                                      
97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避暑山莊法帖》無實體出版物，僅公布圖像於「書畫典藏資料檢索系

統」網站。檢索網址：http://painting.npm.gov.tw/Painting_Page.aspx?dep=P&PaintingId=22836，2018

年 3 月 27 最後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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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群芳擷秀冊》的行楷作品共有兩件，分別是第四開〈野菊〉和第六開〈荷

花〉。第四開〈野菊〉字體方正，結字較寬闊，行書與楷書各半，轉折弧度圓潤，

有較多筆劃勾連的部分（如「涼」、「至」、「能」等字）。若比較康熙五十四年康

熙皇帝臨趙孟頫的《道德經》，可見〈野菊〉的字體寫法參考趙孟頫的行書字體，

如「馨」字的「殸」、「雖」字的「隹」、「紅」字的「糸」、「能」字的左半部等（表

2-3，圖 2-3）。 

第六開〈荷花〉結體緊密，較強調斜勾的筆劃（如「淺」、「膩」二字），這

種特色也與《道德經》的「哉」字之「戈」部的寫法相近。這件作品的書法風格

未見於康熙皇帝其他行書作品，但若與康熙三十二年《清聖祖御筆蘭亭詩序》比

較，〈荷花〉的「濃」字與蘭亭詩序的「流」字皆為右肩偏上，「六」字的結體則

可參考蘭亭詩序的「亦」字（表 2-4，圖 2-4）。 

除了上述的作品之外，現今可見的康熙皇帝書法，並未有與《畫群芳擷秀冊》

的兩件行楷作品較為相似之作，僅能確定這兩件行楷的字體結構和筆法學自趙孟

頫。相較於康熙皇帝晚年臨摹的《道德經》，《畫群芳擷秀冊》的筆劃收尾較不銳

利，用筆較軟，雖然沒有展現趙孟頫書跡用筆強勁的特色，但也融合了顫筆的技

法創造出個人風格。 

３.行草 

 《畫群芳擷秀冊》的行草作品為第五開〈碧桃〉、第十一開〈菊花〉和第十

二開〈梅花〉，這三件作品的書風可視為同一種風格，有字形方正、字體大小一

致、轉折圓潤的特徵。若比較《避暑山莊法帖》收錄的康熙四十一年《清聖祖山

海關詩并序》及康熙四十三年《清聖祖舞鶴賦》，可發現字體結構與《畫群芳擷

秀冊》非常相近（表 2-4，圖 2-5、2-6）。前者作品有董其昌草書書風，後者則在

題跋標明為「甲申（康熙四十三年）秋日倣董」的作品，因此能確定《畫群芳擷

秀冊》這三件作品，能追溯至董其昌的書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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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法帖作品之外，《畫群芳擷秀冊》的草書也可和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

兩件康熙皇帝扇面書法作比較，分別為《聖祖康熙行書七言絕句》、《聖祖康熙行

書七言律詩》（圖 2-7、2-8）。這兩件作品並沒有明確的定年，只能確定前者的文

本曾收錄於康熙四十四年（1705）編定的《御定全唐詩》（以下稱《全唐詩》），

後者書寫的內容則為康熙四十四年仲春南巡所作的御製詩，應是該年或是該年以

後所寫的書法作品。98 

根據何炎泉的研究，兩件扇面作品皆有董其昌的書風，推測為康熙晚年的作

品。《聖祖康熙行書七言絕句》的結體有董其昌字體攲側取勢的特色，線條有輕

重變化，強調用筆的提按與筆鋒轉向。《聖祖康熙行書七言律詩》用筆較遲澀，

但線條變化更豐富，對董書結體的掌握也更加嫻熟。99從字體結構來看，《聖祖

康熙行書七言絕句》的「遙」字，與《畫群芳擷秀冊》的「蓬」字，皆採取「辶」

部與其他筆劃不相連的作法，並有尾筆向上鉤的特色。儘管此件作品與《畫群芳

擷秀冊》共同有的「精」字之尾筆為向內勾轉，筆劃略有不同，但與其他字體的

風格變化不大（表 2-5）。由此來看，《畫群芳擷秀冊》與兩件扇面作品應是同時

期的作品，即是康熙四十四年前後的作品。 

小結 

細究《畫群芳擷秀冊》的書法，能窺見康熙皇帝對於歷代書家的學習痕跡，

再以臨摹多年的基底，創作具有個人特色的書風。從《畫群芳擷秀冊》的楷書風

格，可看見康熙皇帝對於顏真卿、歐陽詢、虞世南等唐楷書家的學習。楊丹霞認

為，康熙皇帝早期的楷書皆以歐陽詢楷書為基礎，並兼師唐代諸家。她分析北京

故宮博物院所藏《臨東坡滿庭芳》卷、《暢春園記》、《臨趙孟頫平泉圖記》等三

                                                      
98 《聖祖康熙行書七言律詩》的詩詞文本為〈柏林寺南望〉，見《御定全唐詩》卷二百四十八，

頁 8。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冊 1425，頁 387。

《聖祖康熙行書七言律詩》文本為康熙皇帝御製詩〈船窻對月小飲〉，收錄於《聖祖仁皇帝御製

文第三集》卷四十九，頁 2-3。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99，頁 361-362。 
99 何炎泉，〈萬幾餘暇、怡情翰墨－從三件院藏品看康熙皇帝書法及其書學〉，《故宮文物月刊》

第 344 期（2011 年 11 月），頁 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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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康熙皇帝楷書，認為這三件作品雖然自署臨蘇軾、趙孟頫等，但書法結構仍參

照柳公權、歐陽詢的楷體。100相較之下，《畫群芳擷秀冊》的楷書及康熙四十四

年（1705）的《唐人應製詩》對於用筆較有把握，沒有早期下筆遲澀，以及字體

左右不勻稱的問題，屬於康熙皇帝書風較成熟的作品。 

《畫群芳擷秀冊》的兩件行楷作品字體十分端正，橫折處雖然稍用側鋒，但

仍以中鋒書寫為主。整體而言，雖然線條粗細變化不大，字體也相當工整，字體

風格似乎可對應至前述兩種楷書，即顏真卿風格之圓潤楷體，以及混合歐陽詢、

虞世南風格之瘦字楷書，但行楷的筆法特徵，則可見到王羲之、趙孟頫的影響。 

《畫群芳擷秀冊》三件行草作品的筆法雖然脫胎自董其昌，但是字體構成更

具有個人特色。相較之下，康熙皇帝其他臨董法帖和書法作品，線條較有變化。

以康熙四十四年（1705）的《臨董其昌書滕王閣序》卷為例，這件作品即有董書

字體偏重右肩的特徵，筆法也更為灑脫，不講求結體平正（圖 2-9）。《畫群芳擷

秀冊》的字體風格，則和《避暑山莊法帖》的兩件臨董作品較為相似，行草斷字

斷得非常乾淨，字與字之間沒有太多牽絲、映帶，也沒有董其昌攲側取勢的特色。 

根據風格分析，可知《畫群芳擷秀冊》的十二件書法，並非臨摹名家之作，

而是康熙皇帝以王羲之、歐陽詢、顏真卿、趙孟頫和董其昌等書家的風格為基礎，

所創立的個人書風。這些書家的作品，在康熙皇帝臨習書法的過程之中，皆扮演

重要的角色。由於康熙皇帝所留下的紀年書法作品不多，因此使用的材料除了傳

世品之外，也參考了經由刻工再製的法帖。根據上述作品與《畫群芳擷秀冊》的

比對結果，《畫群芳擷秀冊》的書法風格與康熙四十四年前後的作品較為接近。

若比較楊丹霞以康熙四十七年為界線所作的風格分期結果，《畫群芳擷秀冊》大

致上落在前期與晚期之間。 

                                                      
100 楊丹霞，〈試論清康熙帝書法的淵源、分期與影響〉，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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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書法風格的意義 

《畫群芳擷秀冊》十二開書法雖然乍看之下各有差異，但透過與康熙皇帝其

他作品的風格比較，仍能肯定是康熙皇帝的親筆之作。他在《畫群芳擷秀冊》呈

現數種不同書風，意圖展現他如何綜合各家，到內化成為個人風格的成果，可說

是康熙皇帝對個人書法學習的總結。 

《畫群芳擷秀冊》每一開的運筆風格相當一致，且沒有鉤摹填寫的痕跡，顯

然並非集字臨摹的結果，應是直接書寫而成。這十二件作品的書風不一，且刻意

展現各種書寫技巧，如第一開特別強調顫筆，以及書寫橫劃時特意在下筆與收尾

時壓筆，又或是第十一開和第十二開特別講求筆劃的彎折曲線等，使得書法風格

來源更難辨認。這些技法與風格混用的情形，有可能是受到董其昌認為書風應自

成一家的影響。但是康熙皇帝選擇的風格來源更廣，並未特別區分碑學與帖學之

別。101 

康熙皇帝在《畫群芳擷秀冊》所寫的書跡，不再是臨摹名家之作，而是自己

的個人書風。這種情況也顯示在收錄此時期書法作品的《避暑山莊法帖》。在這

套刊刻示眾的法帖之中，其所收錄康熙三十七年（1698）至五十四年（1715）的

作品，康熙皇帝非臨帖的作品數量，也超越了臨帖之作，顯示此時康熙皇帝對自

身書法能力的自信。這些作品除了成為《畫群芳擷秀冊》定年的關鍵，也顯示康

熙皇帝具有多種書法風格，並非過去所認為僅專注於董其昌書風。102 

現今對於康熙皇帝的書法研究，主要針對康熙皇帝利用御書作品的政治舉動，

如在特殊的場合或節慶中頒賜御書、御帖，或是在名勝古蹟上留下御題，以此拉

                                                      
101 高明一分析董其昌作於萬曆四十一年（1613）的〈論書冊〉內容，認為董其昌成熟時期的書

學觀是「自成一家」，董其昌亦以此為標準，推崇楊凝式及批評主張復古的趙孟頫。見高明一，〈自

成一家評前人：董其昌論書冊的書學觀〉，《故宮文物月刊》第 396 期（2016 年 3 月），頁 60-71。 
102 對於康熙皇帝專書董其昌風格的說法，楊丹霞曾提出論證，認為部分原因是因為康熙皇帝中

年以後大肆賞賜御書，這些以臨仿董其昌為主的作品在宮外傳播，逐漸形成康熙皇帝書法以董書

為主的成見。見楊丹霞，〈試論清康熙帝書法的淵源、分期與影響〉，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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攏漢臣及南方的臣民等。103陳芳妹即認為康熙皇帝對於漢文化的學習，具有從初

期被動地學習漢文化，到後期逐漸取得自主性的轉換過程。因此從康熙皇帝御書

「萬世師表」匾額於康熙二十八年（1689）懸掛在孔廟大成殿的案例，認為康熙

皇帝透過獻祭，將御書匾額置入過去不曾懸掛皇帝御書的大成殿。皇帝的御書既

是儒家符號，亦是來自於滿州皇帝的文化政治符號。104根據陳芳妹的研究，可看

出康熙皇帝在統治中期開始把御書作為工具，強化自己在文化與政治上的統治

權。 

透過上述的回顧，康熙皇帝在《畫群芳擷秀冊》所展現的多元書風，是否對

於預期的觀者有某種宣示的作用？可以參考南書房翰林查慎行（1650-1723）寫

於康熙四十一年（1702）的〈南書房敬觀宸翰恭紀〉。105在這篇詩文中，查慎行

記錄了康熙皇帝在該年頒賜御書之前，先於南書房將所有御書展示給臣子觀看的

場景： 

康熙四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上御乾清宮，發御書一千四百二十七幅，

命大學士臣張玉書、吏部尚書臣陳廷敬、工部尚書臣王鴻緒、副都御史

臣勵杜訥、右諭德臣查昇展閱，分類以備頒賜，臣慎行亦得隨諸臣後仰

瞻。106 

查慎行跟著臣子們觀看御書，並寫下他對於御書的觀察： 

……游藝入神，自眞書以及行草，由小楷以至擘窠，或臨倣諸家，或親

書聖製，有美畢萃，無體不兼。此雖古來專工八法，終身矻矻，自名一

                                                      
103 莊吉發，〈翠華南幸－以康熙皇帝南巡御書留題為中心〉，《故宮文物月刊》第 409 期（2017

年 4 月），頁 68-79。Jonathan Hay, “The Kangxi Emperor’s Brush-Traces: Calligraphy, Writing, and the 

Art of Imperial Authority.” In Wu Hung and Katherine Tsiang Mino, eds., Body and Face in Chinese 
Visual Cul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pp311-334. 
104 陳芳妹，〈「萬世師表」御書的歷史情境〉，《美術史研究集刊》第四十四期（2018），頁 175-235。 
105 （清）查慎行，本名查嗣璉，字夏重，浙江海寧人。因康熙二十八年（1689）涉及長生殿事

件，遭革職。後改名為查慎行，字悔餘，號他山。於康熙四十二年（1703）考取進士，入值南書

房。 
106 查慎行，《敬業堂詩集》卷二十九之《赴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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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未有如是之多而且精者，而臣扵拜觀宸翰之下，仰見我皇上神功聖

德冠絶，千古者更有蠡測焉。……伏睹御書於晉魏六朝，以逮唐宋元明

諸臣名跡，無不手模心賞，要皆棄所短而取所長，集古今之大成，為帝

書之第一，而紙尾必署云臨某某書。107 

康熙皇帝所寫的一千多件御書有真書也有行草，有小楷也有匾額，有臨寫諸家也

有親筆書寫，種類相當多元。查慎行也稱讚康熙皇帝吸收歷朝書家的特點，並在

詩中直寫康熙皇帝展示御書的目的，即是欲令臣子們奉皇帝為楷模： 

逺自鍾王溯禇虞，百家一一手臨撫。兼長逈出專家上，要令諸臣奉楷模。

108 

從這次觀書事件，可以得知康熙皇帝透過御書的展示活動，展現自己在書法方面

的能力，令臣子得以臣服。由此看來，《畫群芳擷秀冊》書寫多種書風，是康熙

皇帝對於自身書法能力的展現。 

 透過比對《畫群芳擷秀冊》的書法風格，可以確定此件作品的書法為康熙皇

帝親筆之作，定年時間約於康熙四十四年（1705）前後。根據查慎行記錄康熙四

十一年的觀賞御書活動，可看出當時康熙皇帝即有意在臣子面前展現自己有能力

書寫各式書風，讓臣子奉自己為楷模。這種書寫不同書風的能力，亦展現在《畫

群芳擷秀冊》之中。 

第二節 詩詞內容 

 康熙皇帝在《畫群芳擷秀冊》書寫了十二首詩詞，其中便包含康熙皇帝御製

的五言、七言絕句兩首，以及填詞的小令各一首。其餘九首為宋代及明代文人所

作的五言、七言絕句，但也有三首詩的部分詩句內容與原詩不同（表 2-6）。透過

上一節分析《畫群芳擷秀冊》的書法，可以看出康熙皇帝此時開始將自己學習漢

                                                      
107 查慎行，《敬業堂詩集》卷二十九之《赴召集》。 
108 查慎行，《敬業堂詩集》卷二十九之《赴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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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成果主動呈現給臣民觀看，用以加強自己在漢文化和政治上的統治權。《畫

群芳擷秀冊》的御書內容是否也具有某種意義呢？  

康熙皇帝選取九首歷代詠物詩，以及自己作的三首詩，整體寓意是什麼？除

此之外，康熙皇帝也更改了三首詠物詩的詩句，使得整首詩的意思與原詩略有不

同，他的改動究竟想表達什麼？本節首先將康熙皇帝所寫的三首御製詩詞，以及

康熙皇帝所更改的三首宋代、明代詠物詩挑出來討論，理解這些詩詞的創作背景

及意涵，最後解讀十二首詩詞所傳達的整體意象，以此討論《畫群芳擷秀冊》所

欲傳達的訊息。 

（一）康熙皇帝的御製詩詞 

《畫群芳擷秀冊》共收錄康熙皇帝創作的三首御製詩詞，分別為第四開〈山

菊藍雀花〉、第七開〈詠嶺外金蓮盛放可愛〉，以及第十開〈詠杜鵑花賜高士奇〉。

第一首詩收錄於康熙朝的《御製詩集三集》，後兩首詩則收錄於《御製詩集二集》，

此兩本詩集的詩詞製作時間以康熙四十二年（1703）為界。除此之外，這三首詩

亦收錄於康熙五十三年（1714）刊定的《御製文集第三集》。109以下將透過討論

詩詞的製作背景及內容，探討康熙皇帝在《畫群芳擷秀冊》加入這三首詩詞的寓

意。 

１.〈山菊藍雀花〉 

第四開所書寫的〈山菊藍雀花〉作於康熙四十三年秋天，歌詠塞外生長的野

菊與藍雀花。康熙皇帝在詩中將這兩種花卉統稱為「山花」，敘述在塞外雨停後，

見到滿山野菊與藍雀花的感嘆： 

                                                      
109  乾隆朝編定的《四庫全書總目》，稱其為「清聖祖御製文集第三集」。關於康熙朝「御製詩集」

與「御製文集」所收錄的範圍差異，詳見王志民、王則遠校註，《康熙詩詞集注》（呼和浩特：內

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頁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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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過初涼至，山花滿野馨。雖無紅紫艷，能使屬車停。110 

「停車」的典故來自杜牧〈山行〉，詩人因為秋山的楓林開得紅艷，與傍晚的暮

色互相映襯，因此停下車來欣賞。111康熙皇帝使用這個典故，將杜牧駕車上山，

與皇家駕車至塞外避暑的意象重合。「紅紫」一詞應是來自於成語「奼紫嫣紅」，

代指各種鮮豔的花卉。康熙皇帝在詩中強調山花「雖無紅紫艷」，不比其他植物

艷麗，但因為下雨過後散發馨香，仍能令皇帝的車隊停下來賞花。在這首詩中，

亦寄託生長於邊疆的野花儘管遭受雨淋，仍能因為自身的馨香吸引皇帝駐足。 

２.〈詠嶺外金蓮盛放可愛〉 

 第七開所書寫的〈詠嶺外金蓮盛放可愛〉，詞牌名為〈柳梢青〉。康熙皇帝一

生所填的詞僅十二首，〈詠嶺外金蓮盛放可愛〉即為初次嘗試填詞之作。112根據

標題提及「嶺外」一詞，可知這首詞作於康熙四十一年至北方避暑期間，描述皇

帝在塞外所見的金蓮花景色： 

萬頃金蓮，平臨難盡，高晀千般。珠蹙移花，翠翻帶月，無暑神僊。 

俗人莫道輕寒，幽雅處，餘香滿山。嶺外磊落，遠方隱者，誰似清閒。

113 

在《畫群芳擷秀冊》，康熙皇帝省略了這首詞的第一句：「萬頃金蓮」，應是受限

於紙張尺寸，為了保留蓋印空間，不得不對文本作取捨。 

金蓮花自古即受到遼、金兩個遊牧民族王朝的喜愛，且是佛教的聖花。而在

〈詠嶺外金蓮盛放可愛〉這首詩中，康熙皇帝依據金蓮花的生長環境，以「隱者」

比喻金蓮花，讚其不畏嶺外寒冷的特性。康熙皇帝在其他詩詞作品中也對金蓮花

                                                      
110 《御製文集三集》，卷四十八，頁 3。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99，頁 355。 
111 杜牧〈山行〉：「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見《御訂全唐詩》，卷五百二十四，頁 13。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428，頁 247。 
112 黃建軍，《康熙與清初文壇》（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270。 
113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第三集》，卷四十五，頁 1。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99，

頁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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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諸多讚美之詞，如〈金蓮映日〉敘述「塞北無梅竹，炎天映日開」，將塞外生

長的金蓮花與代表花中君子的梅花、竹子相提並論。114過去關於金蓮花的文學作

品甚少，康熙皇帝在自己的御製詩詞中多次賦予金蓮花極高的品德，亦是將塞外

植物納入傳統花文化之中。 

３.〈詠杜鵑花賜高士奇〉 

第十開所書寫的〈詠杜鵑花賜高士奇〉，為康熙皇帝於康熙四十二年（1703）

南巡歸來所作： 

石巖如火本天台，秀質丹心日月催。移根禁苑清詩句，朱夏山林惜茂才。

115 

高士奇為康熙皇帝的近臣，於康熙十六年（1677）進入南書房供俸，主要負責教

導康熙皇帝學習詩文，並經常與皇帝詩文唱和。116康熙四十二年，康熙皇帝第五

次南巡，已退休的高士奇奉詔接駕。在三月十六日隨駕至北京，入住在宮廷中，

直到三月十九日離開。他將這四日與康熙皇帝的互動，寫成《蓬山密記》。 

根據高士奇在《蓬山密記》的自述，〈詠杜鵑花賜高士奇〉一詩，為康熙皇

帝於該年三月十九日賜予他的五幅御書之一，且高士奇知道康熙皇帝賞賜給自己

的御製詩，具有某種寓意： 

  御書五幅，內一幅〈御製咏杜鵑花賜高士奇〉，蓋有寓意者。117 

高士奇為浙江錢塘人，隨父親北上至京師，於康熙八年（1669）進入太學之後，

被康熙皇帝招入南書房，從此開啟在皇帝身邊供俸的生活，直至康熙三十六年「以

養母乞歸，詔允之」。118康熙皇帝在詩中以花卉喻高士奇，將紅色的石巖比喻為

                                                      
114 〈熱河三十六景詩‧金蓮映日並序〉，見《御製文第三集》，卷五十，頁 10。收錄於《景印文淵

閣四庫全書》，冊 1299，頁 374。 
115 《御製文集三集》，卷四十六，頁 7。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99，頁 345。 
116 關於高士奇在南書房侍直所從事的文學活動，可參考黃建軍，《康熙與清初文壇》，頁 23-36。 
117 高士奇，《蓬山密記》，頁 32。 
118 （清）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冊 33）》卷 271，列傳 58（北京：中華書局，1977），頁 1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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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心」，用以比喻高士奇對朝廷的忠心，對於臣子而言是相當高的評價。詩中

最末句「朱夏山林惜茂才」，反應了康熙皇帝對於高士奇的惜才之心。 

高士奇既善於作詩寫書法，也曾作《江村銷夏錄》評論見過的書法與名畫，

具備傳統士大夫所認可的才能。高士奇的仕途經歷，正好能對應詩中敘述石巖原

本生於浙江的天臺山，卻從南方移植至禁苑的情形，並以杜鵑花能啟人文思，足

以令詩句清麗，暗指高士奇在文學造詣上對康熙皇帝的啟發。119因此康熙皇帝在

《畫群芳擷秀冊》加入自己為高士奇所寫的詩，應是透過稱讚花卉的品德，寄託

自己尋覓良臣之心，以及對於已任職於朝廷的文臣之期望。 

小結 

康熙皇帝所作的三首御製詩詞，雖然以花卉為主題，但皆在詩詞中進一步賦

予寓意。〈詠嶺外金蓮盛放可愛〉提及金蓮花在寒冷的嶺外仍能「餘香滿山」，〈山

菊藍雀花〉則敘述秋天雨後初涼的時候，塞外花卉散發的花香令皇家車隊駐足欣

賞。兩首詩皆強調塞外花卉不畏寒冷散發馨香的特性，能吸引皇帝的注意力，為

過去較少成為詠物詩詞主題的塞外花卉，賦予君子的品德。而在〈詠杜鵑花賜高

士奇〉，則是將杜鵑的紅色比喻成「丹心」，將花卉的特徵連結至忠臣的品德。透

過這三首詩詞，可以得知康熙皇帝藉此寄託了尋覓人才，並希望能將人才招入至

宮廷的寓意，如同將生長於塞外和南方的美好花卉移植至宮廷。 

（二）康熙皇帝更改的詩句 

《畫群芳擷秀冊》共有九首選自宋代、明代詩人所作的五言、七言絕句詩，

其中有四首詩的詩句被康熙皇帝修改，分別為第二開〈牡丹〉、第三開〈棣棠〉、

第五開〈桃花〉和第八開〈秋海棠〉。第五開〈桃花〉的字詞更動，僅是寫出同

一地點的不同名稱，對於文意的解讀並無太大影響，因此不另行討論。120其餘三

                                                      
119 「士奇無戰陣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學問者大也。」見《清史稿》，頁 10014。 
120 第五開所書的詩文為（明）陶望齡的〈詠上苑桃花〉，在《詠物詩選》、《廣群芳譜》記載的第

一句為「度索山頭駐彩霞」，《畫群芳擷秀冊》則改成「度朔」一詞，兩者皆指《山海經》所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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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詩的字句更改，則影響了整首詩的文意。以下將分別提出這三首詩的更改之處，

並探討康熙皇帝更改後的詩句，是否具有特殊的寓意。 

１.〈畫牡丹〉 

《畫群芳擷秀冊》第二開的文本僅見於此冊，應是改自明代文徵明

（1470-1559）所作的〈畫牡丹〉一詩： 

粉香雲暖露華新，曉日濃薰富貴春。好似沉香亭上看，東風依約可憐人。

121 

原詩末兩句提及唐代長安城興慶宮的「沉香亭」，加上「東風」、「可憐人」等關

鍵字，應是化用唐代李白〈清平調〉以牡丹譬喻楊貴妃的典故。122康熙皇帝則把

這兩句改成「好是瑞煙籠罩處，東風微動最宜人」。「瑞煙」，為祥瑞的煙氣，用

以比喻焚香所產生的煙。123康熙皇帝將直指楊貴妃典故的關鍵詞「沉香亭」刪除，

應是因為沉香亭為唐玄宗與楊貴妃縱樂的場地，並非具有正面意義的地點。康熙

皇帝將第三句的地點改成「瑞煙籠罩處」，可能是引用白居易〈長恨歌〉的典故： 

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

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

124 

在〈長恨歌〉的故事中，唐玄宗命方士尋找楊貴妃的魂魄，最後發現楊貴妃在「虛

                                                                                                                                                        
位於東海的仙山。見（清）《御定分類字錦》，卷四，頁 73。「畫虎於門」條：「《續漢書‧禮儀志注》：

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

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05，頁 157。 
121 （明）文徵明，《甫田集》，卷十二，頁 3。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73，頁 85。 
122〈清平調〉全詩：「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

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闌干。」（清）《御定全唐詩》，卷二十七，頁 22-23，

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423，頁 382。 
123 如（唐）杜審言《蓬萊三殿侍宴奉敕咏終南山應制》：「半嶺通佳氣，中峰繞瑞煙」，使用瑞煙

一詞，形容終南山被煙霧壟罩的樣子。見（清）《御定全唐詩錄》，卷五。頁 22。收錄於《景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472，頁 101。 
124 （唐）白居易〈長恨歌〉，《白氏長慶集》，卷十二，頁 11-14。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冊 1080，頁 127-28。 

 



51 
 

無縹緲間」的蓬萊山中，住在「樓閣玲瓏五雲起」的蓬萊宮。文徵明的原詩使用

「可憐人」一詞，對楊貴妃致使君王耽誤朝政，最後被縊死的歷史典故抱有憐惜

之意。康熙皇帝對詩詞的更動，迴避了楊貴妃在政治上的遭遇，更著重於楊貴妃

最後成為蓬萊仙子的身分。125 

２.〈沈家店道傍棣棠花〉 

《畫群芳擷秀冊》第三開，為宋代范成大（1126-1193）所作的〈沈家店道

傍棣棠花〉：126 

乍晴芳草競懷新，誰種幽花隔路塵。綠地縷金羅結締，常依芍藥殿餘

春。127 

此詩末句原為「為誰開放可憐春」，是詩人有感於開於道路旁的棣棠，不知為了

誰而綻放。康熙皇帝把這句話改為「常依芍藥殿餘春」，敘述棣棠依靠芍藥，在

宮殿中綻放晚春的春意。康熙皇帝更改〈沈家店道傍棣棠花〉的原因，應與〈畫

牡丹〉相同，皆是去除詩人原本對於花卉的憐惜之意，以及詩句中的哀愁感。 

若進一步解釋康熙皇帝更改的詩句，可從花卉的典故與意義探討延伸意涵。

「芍藥」在文學作品中，有「花相」的意思，如《長物志》記載：「牡丹稱花王，

芍藥稱花相」。128清代並沒有宰相，但是設有正一品的大學士，為文臣之首。129范

成大的〈沈家店道傍棣棠花〉，原為詠頌綻放於路旁的棣棠，憐惜棣棠在幽暗之

處生長，隔絕了塵土，不知為誰綻放。康熙皇帝將最後一句改寫成「常依芍藥殿

                                                      
125 康熙二十八年（1689），國子監生洪昇（1645-1704）因在佟皇后國喪期間演出以唐玄宗和楊

貴妃為主角的戲曲《長生殿》，因而牽連五十多人遭受革職，其中包含當時的國子監生查慎行。

後來查慎行於康熙四十一年受到推薦，於康熙四十二年進入南書房。因此康熙皇帝將憐惜楊貴妃

的句子刪改，或許也與長生殿事件有關。 
126 （宋）范成大，字致能，號石湖居士，諡文穆，吳郡（今江蘇蘇州）人。紹興二十四年（1154）

中進士，官至參知政事，晚年辭官歸吳縣，追贈少師、崇國公。 
127 （宋）范成大，《石湖詩集》，卷十三，頁 11。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59，頁

688。 
128 （明）文震亨《長物志》，卷二，頁 2。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62，頁 37-38。 
129 康熙朝大學士自康熙九年以後，以六殿知名分別為中和殿、保和殿、文華殿、武英殿、文淵

閣和東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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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春」，讓原本生於路旁的棣棠成為宮殿的花卉，在宮廷中散發馨香，也有暗喻

文人從在野進入宮中，與朝廷宰相共同為朝廷服務的寓意。 

３.〈詠秋海棠〉 

《畫群芳擷秀冊》第八開，為明代俞琬綸（生卒不詳）130所作的〈詠秋海棠〉： 

春色先應到海棠，獨留此種占秋芳。稀疏點綴猩紅小，堪佐黃花九日觴。 

此詩末句原為「勘佐黃花薦客殤」，康熙皇帝將此句改為「勘佐黃花九日殤」，把

詩文裡沒有明確時間的飲酒賞花活動，定在九月九日重陽節，也符合節日喝菊花

酒的習俗。 

重陽節登高、喝菊花酒的典故，最早出自南朝梁人吳均之的《續齊諧記》，

傳說中是為了驅趕瘟疫。131康熙皇帝將「薦客觴」改為「九日觴」，把時間定為

重陽節，更強調菊花酒有「驅趕瘟疫」的正面典故。 

小結 

《畫群芳擷秀冊》更動的詩詞，僅見於該件作品，並未出現在其他詩文集之

中。根據上述的分析，三首詩的更動皆改變了文意，應是康熙皇帝主動修改而成。

如修改第二開〈畫牡丹〉原句的「東風依約可憐人」、第三開〈沈家店道傍棣棠

花〉「為誰開放可憐春」，使詩句減少了負面的感嘆。第八開〈詠秋海棠〉的「薦

客觴」改為「九日觴」，也將並未定義明確時間的飲酒活動改為配合重陽節的習

俗，使得《畫群芳擷秀冊》的詩詞整體呈現較為正面的意象。 

除此之外，康熙皇帝為《畫群芳擷秀冊》改寫的詩句，也特意把將花卉比喻

                                                      
130 （明）俞琬綸（生卒不詳），字君宜，江蘇長洲人。萬曆四十一年（1622）進士，曾任西安令，

有文名，被罷官後回蘇州。 
131 見（清）《御定月令輯要》，卷十六，頁 14。「登高」條：「汝南桓景，随費長房遊學累年，長

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茰以繋臂，登髙飲菊花酒，

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

登髙飲酒，婦人帶茱萸囊盖，始於此。」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67，頁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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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女性的敘述刪除，如《畫群芳擷秀冊》第二開〈畫牡丹〉原詩所提及的「可憐

人」，以及第三開〈沈家店道傍棣棠花〉原詩所提及的「為誰開放可憐春」，皆是

將花卉喻為惹人憐惜的美人。康熙皇帝將這些偏陰性的形容更改，也證明康熙皇

帝以花比喻的對象並非陰性的美人。132這些詠頌花卉具有美德的詩詞，相對於陰

性的「美人」而言，呈現較為陽性的特質。若連結至康熙皇帝在《畫群芳擷秀冊》

所挑選的御製詩詞，可以得知康熙皇帝所欲歌詠的對象，應是在朝廷服務的官

員。 

（三）詩詞整體解讀 

根據《畫群芳擷秀冊》的詩詞內容，可以看出這件作品所選錄的詩詞，主要

以花卉的特性比喻君子的美德。第十開〈詠杜鵑花賜高士奇〉明確指出詠頌對象

為康熙皇帝身邊的資深文臣高士奇，從《畫群芳擷秀冊》的選詩作者及典故，亦

顯示《畫群芳擷秀冊》與「官員」意象的緊密串連。 

《畫群芳擷秀冊》的詩詞作者除了康熙皇帝之外，其餘作者皆具有官員的身

分。第一開〈蘭花〉與第二開〈牡丹〉的作者為文徵明，第九開〈茶花〉的作者

為王穀祥（1501-1568）133，第十一開〈菊花〉的作者為陸師道（1517-1574）134。

上述的三位明代文人皆曾於朝廷任官，主要活動範圍皆在蘇州，彼此之間也有師

生或是親戚關係。135第三開〈棣棠〉的作者為宋代范成大，與第八開的作者明代

俞琬綸（生卒不詳）亦為蘇州有名的官員。第五開〈碧桃〉作者為陶望齡

                                                      
132 在以花喻人的詠物詩之中，性別也是其中一個分類特徵。如歌詠「梅花」的詩歌，即因梅花

有「孤獨」的暗喻，因此可分成歌詠被深鎖深院、閨房或是與愛人分隔的「美人」，或是在官場

失意、被忽略的文人隱士。見（美）畢嘉珍著；陸敏珍譯，《墨梅》（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

頁 107-111。 
133 （明）王榖祥（1501-1568），字祿之，號酉室，直隸長州縣人。嘉靖八年（1529）進士，官

至吏部員外郎，後辭官歸里。 
134 （明）陸師道（1517-1574），字子傳，號元洲，直隸長州縣人。嘉靖十七年（1538）進士，

授工部主事，後以母老請辭歸鄉，曾拜文徵明為師。  
135 （明）文彭（1498-1573），為文徵明長子。王榖祥與文氏一族有姻親關係，書法則先後學於

王寵、祝允明，最後拜入文徵明門下。陸師道亦拜文徵明為師。見凌利中〈文徵明家族的文脈及

早期藝術活動〉，《中國書法》第 279 期（2016 年 4 月），頁 12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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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2-1609），為浙江會稽人，官至國子監祭酒。136第六開〈蓮花〉，作者為白

玉蟾（1194-1229），祖籍為福建人，曾被宋朝詔封為紫清明道真人，為著名的道

教人士。137這些作者的祖籍遍布各地，無論是生卒年或是仕途經歷皆有所不同，

然而他們的共同點皆是曾入朝為官替朝廷服務。 

《畫群芳擷秀冊》的作者與官員身分的關聯性，可進一步參考第十二開的〈梅

花〉一詩，以及原作者陳與義（1090-1138）的仕途。138陳與義為宋代政和三年

（1113）的進士，曾向宋徽宗獻上五首墨梅詩，獲得宋徽宗的讚賞，對陳與義的

仕途有所幫助。139相關文獻可見於曾敏行（1120-1175）於《獨醒雜志》（1186）

所載： 

花光仁老作墨花，陳去非與義題五絕句，其一云：「含章檐下春風面，造

化動成秋兔毫。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皋」。徽廟見而善之，召

對，擢用，畫因詩重，人遂為此畫。140 

在這條文獻中，可以得知曾敏行認為陳與義的墨梅詩是受到僧人仲仁（1086-1093）

的墨梅畫啟發。141且宋徽宗注意到陳與義的墨梅詩，將陳與義召入宮中擢用。《畫

群芳擷秀冊》所收錄的梅花詩，即是陳與義獻給宋徽宗的〈和張規臣水墨梅五絕〉

的最後一首，為讚揚隱士林逋（967-1028）的梅花詩： 

自讀西湖處士詩，年年臨水看幽姿。晴窓畫出橫斜影，絕勝前村夜雪時。 

林逋為北宋有名的隱逸詩人，有「梅妻鶴子」之典故，亦是以梅花為主題的詩詞

                                                      
136 （明）陶望齡，浙江會稽人，萬曆十七年（1589）一甲三名進士探花，曾任翰林院編修，官

至國子監祭酒，乞歸養，諡文簡。 
137 （南宋）白玉蟾（生卒不詳），原名葛長庚，字如晦、紫清，號海瓊子、武夷散人。祖籍福建

閩清，生於瓊州瓊山。曾詔封為紫清明道真人，為道教全真道金丹派南五祖之一。 
138 陳與義（1090-1138），字去非，號簡齋，洛陽人。曾因獻《墨梅詩》獲得宋徽宗嘉賞。宋高

宗召為中書舍人，累遷參知政事，以疾請出知湖州，卒年四十九。 
139 （美）畢嘉珍，《墨梅》，頁 40-41。 
140 （宋）曾敏行，《獨醒雜志》，卷四。轉引自（美）畢嘉珍，《墨梅》，頁 231。 
141 （宋）仲仁，字超然，越州會稽（今浙江紹興）人。因住在湖南衡州華光寺，故有「華光」

之稱。後又移居花光寺，亦名「花光仁」。喜畫墨梅，著有《華光梅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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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提及的對象。然而，康熙皇帝並不直接選取林逋的梅花詩，而是選取陳與義

稱讚林逋的詩，似乎也是因為陳與義具有朝廷文官的身分，而非終身不仕的隱士。

且陳與義因寫詩而引起皇帝注意，進而入朝為官，對康熙皇帝而言是相當正面的

典故。 

在《畫群芳擷秀冊》第十開，康熙皇帝以花卉比喻高士奇，並具體點出石巖

花與高士奇同樣來自南方，強調了花卉被移植至宮廷的性質。高士奇為康熙朝的

翰林，翰林一職最早於唐玄宗開元初年設立，主要掌管文字、書史，後又分為以

特殊技藝入選的「翰林待詔」，以及有詞藝學識的「翰林恭奉」。清朝則繼承明代

的舊制，透過館選、特授、制科等途徑選拔翰林官，進入翰林院或是分派他處，

主要負責文職工作，如編纂書籍、史書等，是朝廷的基礎文官。142康熙十六年

（1677），康熙皇帝在翰林中選取「博學善書者」者兩名，即侍講學士張英、高

士奇，命他們入侍內廷供俸，其侍值之所即為南書房。143入值者不論資歷，皆稱

為「南書房翰林」、「南書房供俸」或「南書房行走」等，主要負責為皇帝講解經

史、編纂書籍，陪伴皇帝從事文化相關的消遣娛樂，或是協助皇帝處理文書，如

抄寫撰擬特頒諭旨，或是口傳上諭等。144 

根據統計，在康熙朝入值南書房的翰林共有四十九人，其中僅有康熙三十三

年（1694）入選的法海（生卒不祥）145為滿人，其餘皆為漢人。146這些南書房翰

林的出生籍貫，大部分集中在江南一帶，亦有來自其他地區的漢人。147除了翰林

以外，清朝也透過「歲貢」、「拔貢」和「恩貢」等方式，選拔各地的人才進入國

子監讀書，如同《畫群芳擷秀冊》所選取的花卉一樣，來自清帝國各地。 

                                                      
142 潘務正，《清代翰林院與文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頁 17-28。 
143 朱金甫，〈論康熙時期的南書房〉，《故宮博物院院刊》第二期（1990），頁 27-38。 
144 梁希哲、孟昭信，《明清政治制度述論》（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1），頁 448-454。 
145 （清）法海（生卒不祥），滿州鑲藍旗人，見《詞林典故》，卷七，頁 46。收錄於《景印文淵

閣四庫全書》，冊 599，頁 629。 
146 見宋秉仁，《清初翰苑體制與翰林流品》（臺北：泰安書局，2004），頁 467-470。 
147 本文選取的江南範圍，定義在江蘇省長江以南的應天、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太倉等府

州、浙江省的杭州、嘉興、湖州、紹興、寧波等府郡，以及安徽省的皖南諸府郡。見吳仁安，《明

清江南望族與社會經濟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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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畫群芳擷秀冊》所收錄的詩詞，詠頌的對象是進入朝廷的官員，

透露當時康熙皇帝的文治策略，即是希望能收編人才進入朝廷服務。除了《畫群

芳擷秀冊》所收錄的〈詠杜鵑花賜高士奇〉之外，康熙皇帝也詠頌從南方移植至

宮廷植物，用以比喻進入宮廷的人才： 

南方青竹叢林，不乏觀玩。北地氣寒，非保護得宜，即難藝植。朕嘗有

事河乾，住來數次；覽竹樹之暢茂，暫時停輦即行。後於禁苑種植頗蕃，

今經三十餘年，邇來延至數畝之廣。其圍至八寸，徑二寸五分有零。古

人以竹比君子，因而思及草木無知，積小以至於高大；人有血氣，加之

培養，豈非國家楨干之選歟？故賦七言一律記之。148 

在這首詩中，康熙皇帝詠頌從南方移植到禁苑的青竹。由於古人以竹子比喻成君

子，因此康熙皇帝也將移植青竹的經驗聯想至培育人才。康熙皇帝亦曾令臣下一

起觀賞自己親手栽種的竹子，以在宮廷成功種植南方青竹的經驗，感嘆將人加以

培養，亦能成為國家棟樑： 

北方地寒風高，無如此大竹，此後朕親視栽植，每年培養得法，所以如

許長大。由此觀之，天下無不可養成之物。149 

南方的竹子不易在北方栽種，使得在園林栽竹成為北方權貴的風雅之事。150康熙

皇帝認為只要培育得當，南竹換了環境依舊能成長茁壯，以此得出「天下無不可

養成之物」的結論。康熙皇帝招集臣子展現自己栽植南竹的成果，以栽種植物的

經驗連結到自己對於收編人才、培育人才的願望。透過康熙皇帝為南竹所作的詩，

可以側面證明《畫群芳擷秀冊》所收錄的詩詞，確實具有以花卉比喻朝臣人才的

寓意。 

                                                      
148 見《御製文集第四集》，卷三十四，頁 1-2。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99，頁 620。 
149見（清）清聖祖，《聖祖仁皇帝聖訓》卷三十，頁 9-10。選自《景印文淵閣四顧全書》，第 411

冊，頁 499-500。 
150 如康熙朝重臣索爾圖之子索芬（？-1708）喜愛竹子，客卿黃鼎即不遠千里買舟載竹至北方。

見許文美，〈雅志高雲──院藏康熙朝旗籍畫家赫奕作品〉，《故宮文物月刊》第 315 期（2009 年

6 月），頁 11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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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根據《畫群芳擷秀冊》的書法風格定年，可以確定此件作品約作於康熙四十

四年（1705）左右。在書法方面，康熙皇帝書寫三種不同書體，甚至利用顫筆或

是壓筆等技法，使每一開呈現的書風略有不同。這種作法炫技意味相當濃厚，且

不強調是模仿個別書家的風格或是學習特定的書法傳承系譜，而是突顯自己具有

轉化多種書風形塑個人風格的能力。 

《畫群芳擷秀冊》書法風格的多元性，反應此時康熙皇帝意圖展現自己在書

法的能力，並能在翰林查慎行的詩文中獲得證實。在《畫群芳擷秀冊》書寫的內

容中，康熙皇帝也選取自己所作的三首御製詩詞，與選自宋、明二朝的九首詩並

置，且將其中三首詩的詩句更改，同樣彰顯出康熙皇帝對於漢文化的學習及理

解。 

康熙皇帝在《畫群芳擷秀冊》選取歌詠花卉的詩詞，將移植至宮廷的美好花

卉比喻成來自帝國各地的官員，反應康熙皇帝對於朝廷臣子的期望，可推測《畫

群芳擷秀冊》的預設觀者應是在朝的漢臣。在翰林查慎行的記錄中，康熙皇帝在

統治中期透過展示御書作品的活動，向朝臣彰顯自己的書法學習成果。由此可推

想康熙皇帝雖然透過《畫群芳擷秀冊》表達自己的求賢之心，但也同時展現自己

對於書法與詩詞的掌握能力，亦是向朝臣彰顯自己從被動的學習者成為有能力形

塑自我風格的漢文化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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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製作脈絡 

 《畫群芳擷秀冊》以十二種不同花卉為主題，根據許文美的研究，已知《畫

群芳擷秀冊》的主題包含產於塞外的野菊、金蓮花。這兩種植物因為產地偏僻而

較少被人紀錄，並非清代以前常見的詩畫題材。151其餘十種花卉以粉紅色品種居

多，較少見於過去的繪畫之中。且細究《畫群芳擷秀冊》文本與圖像，可以發現

詩詞敘述與繪畫描繪的花卉是較為昂貴或稀有的品種。《畫群芳擷秀冊》為何要

在作品中加入塞外花卉主題？每一開描繪的花卉品種是否具有特殊的意義？除

此之外，透過蔣廷錫描繪的花卉特徵與詠物詩詞的敘述，能判斷出《畫群芳擷秀

冊》每一開的花卉品種，這種對於植物品種的重視在過去的繪畫作品中較為少見，

是否與當時的時空背景或事件有關？ 

 由此，本章以康熙朝的文獻為輔助材料，試圖推測《畫群芳擷秀冊》的製作

脈絡。第一節將分析《畫群芳擷秀冊》的花卉品種，得知這些花卉的產地、花季

及時人對該種花卉的看法，以此討論為何選擇這十二種花卉作為冊頁主題。第二

節則以作品中的「詠物詩」及「寫生花卉」為線索，將《畫群芳擷秀冊》的製作

連結至康熙朝中期敕令翰林編纂以「佩文齋」為名的官方類書修編活動，藉此探

討《畫群芳擷秀冊》的製作背景是否與當時的編纂及塞外考察活動有關。 

第一節 冊頁主題：清宮的移植花卉 

明清時期因為經濟水準提升，士大夫賞玩花卉的風氣更為興盛，不僅流行在

自家庭園栽植花卉，或購買盆景、瓶花點綴室內，賞花也成為文人常見的休閒活

動。152清朝宮廷也盛行賞玩花卉，儘管北方風土不適宜栽種花木，但是宮廷仍有

                                                      
151 許文美，〈冰綃留賞群芳──康熙朝詞臣畫家蔣廷錫花卉畫〉《故宮文物月刊》第 389 期（2015

年 8 月），頁 58-59。 
152 相關研究可參考邱仲麟，〈花園子與花樹店──明清江南的花卉種植與園藝市場〉，《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8 本第 3 期（2007 年 9 月），頁 473-552；〈宜目宜鼻──明清文人對

於盆景與瓶花之賞玩〉，《九州島學林》第 5 卷第 4 期（2007 年 12 月），頁 120-166；〈明清江浙

文人的看花局與訪花活動〉，《淡江史學》第 18 期（2007 年 9 月），頁 75-108。陳建守，〈奼紫嫣

紅：明清牡丹花文化的建構與論述〉，《近代中國研究集刊（5）：近代中國的物質文化》（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 133-163。 

 



59 
 

江南地區每個月上貢的花木盆栽，以及從帝國各地移植栽種的植物。康熙皇帝亦

在宮中舉辦宴會，邀請臣子至皇家苑囿賞花，促進君臣的情誼。 

本節將探析《畫群芳擷秀冊》的花卉圖像與詩詞，透過現代植物學知識，搭

配清朝的植物史料，辨認每一開的花卉主題、季節及產地，以及這些花卉在清宮

移植的情況，以此確認這些原產地分散於清朝疆域各地的花卉，是否能被康熙皇

帝或是蔣廷錫所見。 

（一）花卉品種辨析 

１.第一開：蘭花 

《畫群芳擷秀冊》所繪的蘭花，應屬於廣義的「春蘭」（學名：Cymbidium 

goeringii），是「中國蘭」的五大類之一。153春蘭主要生長於黃河流域以南，特

徵為單花花序（一朵花單獨生於枝頂端），花瓣為淺黃綠色，具有淺紫褐色花脈。

154根據清朝詞臣畫家鄒一桂（1686-1772）《小山畫譜》的記載，〈蘭花〉所繪的

植物特徵，符合鄒一桂對春蘭的敘述。155如花瓣三長兩短、以紅紫色描繪紋路，

或是葉子有主葉脈（劍脊）等特徵，可以證實〈蘭花〉描繪的是春蘭。156 

「春蘭」細分成許多品種，若對照康熙朝翰林高士奇（1644-1703）157歸隱

後種植花木的筆記《北墅抱甕錄》（1690），則可進一步得知蔣廷錫描繪的春蘭品

種及等級： 

                                                      
153 中國蘭五大類分類為：春蘭、蕙蘭、建蘭、寒蘭與墨蘭。見陳東等編著，《避暑山莊園林景觀

（動植物景觀分卷）》（石家莊：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0），頁 165。 
154 劉仲健、陳心啟、茹正忠著，《中國蘭屬植物》（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頁 195-198。 
155 鄒一桂，字原褒，號小山，晚號二知老人，江南無錫人。雍正五年（1727）進士，入翰林院

為庶吉士。雍正十年（1732）派至廣西，後又至雲南、貴州等地。乾隆七年（1742）奉詔回京，

乾隆二十二年（1757）告老退休。善畫花卉，風格承自惲壽平。 
156 「蘭：春蘭最早，正二月即開。莖長三寸，層苞，花五瓣，三長二短。心如象鼻，紫文如貝。

著裡處兩旁超起，色白。上另一青子，三角，末微紅，即花後結蓀者也。葉長條，尺餘，闊三四

分，背有劍脊，經冬不凋。此花本生於深林山澤中，取貯盆盎，經年則葉短而花高，香氣彌郁。」

見（清）鄒一桂，《小山畫譜》，卷上，頁 14。收錄於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冊 838，頁 709。 
157 （清）高士奇，字澹人，號江村，浙江錢塘人。官至禮部侍郎，諡文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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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蘭一莖一花，以紫莖青花者為上品，青莖青花者為中品，非也。惟莖

淡白，花淡綠，心純素者，為玉根蘭，又名素蘭，格價最高，青與紫皆

不及。158 

《畫群芳擷秀冊》描繪淡綠色莖的蘭花，比起紫莖和青莖，較符合莖淡白的敘述。

花蕊的部分是白色，上頭有多枚深色花粉，符合「心純素者」的敘述。透過植物

特徵的比對，可知〈蘭花〉描繪的應是當時春蘭價格最高的「素蘭」。 

２.第二開：牡丹 

《畫群芳擷秀冊》第二開描繪單朵粉紅色花卉，為皇冠型複瓣牡丹，花瓣為

倒卵形，邊緣有齒列，花蕊則稍有退化，散布於花瓣之間。159目前符合第二開花

瓣特徵的牡丹品種繁多，但因為描繪的牡丹葉子相當柔軟，枝條彎曲弧度優美有

彈性，整朵花彷彿在風中搖曳，因此判斷蔣廷錫描繪的品種，極有可能是「酒醉

楊妃」。 

「酒醉楊妃」又稱「醉楊妃」，此種牡丹因枝粗又軟，比普通牡丹容易彎曲，

如同醉酒的楊貴妃，因而得名。主要特徵為粉紫色花瓣，基部具紫紅色暈。葉子

為大型深綠色長葉，質厚而軟，葉緣有不規則的缺刻。160康熙皇帝為〈牡丹〉書

寫的詠花詩改自文徵明以牡丹花譬喻楊貴妃遭遇的〈畫牡丹〉一詩，因此能進一

步證明〈牡丹〉所繪的是「醉楊妃」品種。 

整體而言，〈牡丹〉描繪的植物特徵符合「醉楊妃」，儘管現代普遍認為「醉

楊妃」為粉紫色，但是《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將「醉楊妃」分類為粉紅類的牡

丹，推測清代當時所見的「醉楊妃」應是粉紅色花瓣，也符合〈牡丹〉所描繪的

                                                      
158 （清）高士奇，《北墅抱甕錄》（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14。 
159 皇冠型的牡丹，特色為花型高聳型似皇冠，外瓣寬大平展，由外向內越近花心處越寬大，夾

雜少量退化的雄蕊及完全退化成絲狀的雌蕊。見中國花卉協會牡丹芍藥分會、王蓮英主編，《中

國牡丹品種圖志》（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1997），頁 138。 
160 中國花卉協會牡丹芍藥分會、王蓮英主編，《中國牡丹品種圖志》（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

1997），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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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瓣顏色。161 

３.第三開：棣棠 

棣棠花（Kerria japonica）產於長江流域，屬於落葉小灌木，有香氣。特徵

為單葉互生，葉片為卵狀或卵狀披針形，邊緣有鋸齒，花色為金黃色。《畫群芳

擷秀冊》第三開描繪的棣棠，有黃色重瓣，形狀如球，葉子邊緣有鋸齒，屬於重

瓣棣棠花品種（var. planiflora）。162雖然過去較少在繪畫上見到重瓣棣棠，但是

這種花卉被鄒一桂的《小山畫譜》記錄下來，也被乾隆朝的詞臣畫家董誥

（1704-1818）163繪入《畫二十四番花信風圖冊》，代表重瓣棣棠在清宮，已經成

為常見的花卉繪畫題材（圖 3-1 左圖）。164 

４.第四開：野菊 

 《畫群芳擷秀冊》第四開，描繪三株菊花，分別有紫色花瓣及紫紅色花瓣。

許文美分析畫中菊花具有金黃色花蕊、舌狀花系平瓣型的特徵，以此判斷蔣廷錫

描繪的是《欽定熱河志》記載熱河（灤京）特有種「紫菊花」，與蔣廷錫在康熙

四十四年所繪的《野菊》立軸屬於同種花卉（圖 1-10）。165 陳東透過比對，認為

《野菊》描繪的紫菊花，應是現代植物學定名的「三脈紫菀（Aster ageratoides）」，

為菊科紫菀屬植物，主要生長於塞外山區。 

 《畫群芳擷秀冊》描繪的野菊，在顏色、花形等外觀特色上，也同樣符合三

脈紫菀的品種特徵。在葉形的部分，〈野菊〉符合三脈紫菀葉片呈寬卵圓形，葉

                                                      
161 （清）汪灝等編著，《廣群芳譜》，卷三十二，頁 5。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46，

頁 127。 
162 陳俊愉；程緒珂編著，《中國花經》（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頁 318-319。 
163 董誥（1704-1818），字雅倫，號蔗林，浙江富陽人，諡文恭。乾隆二十八年（1763）進士，

乾隆三十六年入南書房，嘉慶二十三年（1818）告老退休，官至文華殿大學士。 
164 「黃棣棠：蔓生，花黃，千葉，如球，大如彈丸，長條千朵。開足圓滿，不見蒂。葉尖圓有

齒，宜植籬間。四月花開。」《小山畫譜》，卷上，頁 22。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38，

頁 713。 
165  許文美，〈冰綃留賞群芳──康熙朝詞臣畫家蔣廷錫花卉畫〉，頁 57-58。《欽定熱河志》記

載：「紫菊花惟灤京有之，今塞外兼產各種。」見和珅、梁國治等編纂，《欽定熱河志》，卷九十

四，頁 19。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96，頁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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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有鋸齒，無葉裂，越接近花朵的上部葉較小等特徵。在花朵的部分，符合外圍

舌狀花約十餘片，有紫色、淺紅色或白色之分，內部的筒狀花為黃色等特徵。166

但是根據花心繁密的情況，更接近於「翠菊（Callistephus chinensis (L.) Nees.）」，

花期為七月至八月，分布在中國北部或是西南部的山區（圖 3-2）。167 

康熙皇帝為〈野菊〉所寫的詠花詩，為自己所作的御製詩〈山菊藍雀花〉，

這首詩寫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秋天，歌詠生長在塞外的野菊與藍雀花。隔年，

康熙皇帝也在蔣廷錫的《野菊》立軸畫上，題下自己為野菊所作的詠物詩〈乙酉

秋日山莊偶成〉： 

山花野菊喜清風，塞北烟光報嶺楓。無暑不知秋氣至，數叢蘭蕊放離宮。 

透過康熙皇帝所作的〈山菊藍雀花〉和〈秋日山莊偶成〉二首詩，可以得知野菊

除了生長在塞外山區，也被移植至避暑山莊，成為康熙皇帝作詠物詩的新題材。 

５.第五開：碧桃 

 《畫群芳擷秀冊》第五開，描繪淡粉紅色的重瓣碧桃，葉型為長圓狀披針型，

顏色為淺綠，符合現代碧桃（Prunus persica f.duplex Rehd.）的基本特徵。168在

清代，碧桃又被稱為「千葉桃」，因其花瓣為重瓣而得名。169 

碧桃是花鳥畫經常描繪的植物，也是清宮常見的桃樹品種（圖 3-1 右圖）。170

根據高士奇在《金鰲退食筆記》的記載，江南地區每個月都需上貢花木至紫禁城，

                                                      
166 陳東等編著，《避暑山莊園林景觀（動植物景觀分卷）》，頁 118-120。 
167 柏廣新；崔成萬；王永明，《中國長白山野生花卉》（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2003），頁 172。

筆者原本判斷植物品種為「三脈紫菀」，經北京大學王釗同學指出葉形和花頭後部苞片更接近翠

菊，因此修正為「翠菊」，特此致謝。 
168 中國科學院，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中國植物志·第三十八卷》（北京，科學出版社，1978），

頁 19。 
169 「千葉桃，一名『碧桃』，花色淡紅。」，見《廣群芳譜》，卷二十五，頁 25。收錄於《景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46，頁 13。 
170 圓明園購買苗木的清單中，以山桃樹與碧桃樹最多。見《避暑山莊園林景觀（動植物景觀分

卷）》，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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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桃即為二月所進貢的植物，可確定康熙朝宮廷確實有栽種碧桃。171  

６.第六開：荷花 

 《畫群芳擷秀冊》第六開，描繪一朵粉中帶紅的單辦型荷花，與綠色橢圓形

荷葉，葉柄有刺，並以長葉作為陪襯。中國所產的蓮花，皆為「中國蓮系」（Nelumbo 

nucifera）的品種，依照花卉的顏色，分成紅蓮、粉蓮、白蓮等不同類型。172根

據筆者進一步比對，認為〈荷花〉的花托（俗稱「蓮篷」）顏色，較符合現代定

義的「敖漢蓮」品種（圖 3-3）。 

現代認定的「敖漢蓮」產於承德避暑山莊，是內蒙古敖漢旗所產的荷花，於

康熙年間移植至避暑山莊。173在植物學的分類上，敖漢蓮屬於中國蓮種系大株型

群底下的少瓣類粉蓮型。174依照花瓣和花形，敖漢蓮可分為單瓣和千葉、重臺等

品種，外型雖然與一般荷花相近，但是花托顏色較為特殊。一般紅蓮型、粉蓮型

荷花的花托，通常為黃色，到了花瓣掉落的時候才逐漸轉為綠褐色。敖漢蓮的花

托則是黃綠色，這種特徵在白蓮型的荷花較常出現，但出現在粉蓮型的敖漢蓮。

除了花托的顏色以外，敖漢蓮的另一個特徵為花辦顏色由淺至深，並有直紋痕，

符合本開花瓣有直紋痕，花瓣尖端顏色較深的特徵。康熙皇帝為〈荷花〉所配的

詩文：「淺深痕上著胭脂」，也符合敖漢蓮的特色。 

 目前也有學者認為清代所指的敖漢蓮並非現代認定的單瓣粉蓮，陳東以蔣廷

錫《畫敖漢千葉蓮》為例，認為畫中描繪的是避暑山莊栽種的千葉敖漢蓮（左下）、

並蒂敖漢蓮（左中）、重臺敖漢蓮（右上）、白蓮與普通單瓣粉蓮（右下）（圖 3-4）。

畫中的三種敖漢蓮花型大小都比右下的單瓣粉蓮大上許多，因此認為單瓣粉蓮並

                                                      
171  「二月進瑞香、玉蘭、碧桃、鸞枝。」，見高士奇，《金鰲退食筆記·下》，收錄於中國古籍整

理研究會編，《明清筆記史料叢刊‧清》，第四十三冊（北京：中國書店，2000），頁 107-108。 
172 王其超、張行言主編，《中國荷花品種圖誌》（北京：中國林業出版，2005），頁 63。 
173 陳東，〈清代避暑山莊的宮廷花卉〉，《紫禁城》第九期（2016），頁 34-49。 
174 主要特徵為：特徵是花型呈碗狀，雄蕊附著物較大，呈乳黃色，雌蕊花托為黃綠色，花托邊

緣較寬。花瓣長而寬，花色基部和尖端顏色較深，為淡堇紫色。見王其超、張行言主編，《中國

荷花品種圖誌》，頁 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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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敖漢蓮品種，只是用來襯托另外三朵大型敖漢蓮。175筆者認為，雖然現代對於

敖漢蓮的定義有所爭議，但由於《畫敖漢千葉蓮》描繪的直紋漸層色單瓣粉蓮，

符合《畫群芳擷秀冊》所描繪的荷花，因此即使《畫群芳擷秀冊》描繪的並非敖

漢蓮，也能證明此種單瓣粉蓮曾經移植至避暑山莊。 

 若論花辦顏色由紅至白的漸層荷花，也可見於某些中國蓮系的單瓣紅蓮。以

「西湖紅蓮」為例，這種紅蓮是杭州常見的荷花品種，與「敖漢蓮」的差異，在

於花托為黃色，花瓣偏紅紫色，但同樣有花尖顏色較深的特徵，乍看之下十分相

似。176康熙皇帝的選詩，提及荷花「一似西湖六月時」，或許也有將移植到避暑

山莊的敖漢蓮，比作西湖紅蓮之意。 

７.第七開：金蓮花 

《畫群芳擷秀冊》第七開，描繪金黃色花朵，分別展示的正面、側面及背面。

據康熙皇帝所提的御製詞〈詠嶺外金蓮盛放可愛〉，可確認此開的主題，為生長

於塞外的金蓮花（Trollius chinensis）。透過蔣廷錫所描繪的植物特徵，可知他所

描繪的金蓮花，並非中原俗稱旱金蓮（Tropaeolum majus）的品種，而是生長於

高緯度的中國特有種，花期大約在六月到七月之間。177 

根據《廣群芳譜》的記載，金蓮花主要產自山西省五臺山及塞外： 

金蓮花：出山西五臺山，塞外尤多，花色金黃，七瓣兩層，花心亦黃色，

碎蘂，平正，有尖小長狹黃瓣環繞其心，一莖數朶，若蓮而小，六月盛

開，一望徧地，金色爛然，至秋花乾而不落，結子如粟米而黑，其葉綠

色，瘦尖而長，五尖或七尖。178 

                                                      
175 陳東，〈清代避暑山莊的宮廷花卉〉，頁 34-49。 
176 《中國荷花品種圖誌》，頁 88。 
177 陳東等編著，《避暑山莊園林景觀（動植物景觀分卷）》，頁 100-103。 
178《廣群芳譜》敘述金蓮花的外型為「花色金黃，七瓣兩層」，但是金黃色七瓣的部分，現代植

物學認為是花萼，真正的花瓣為環繞其心的「尖小長狹黃瓣」。見《廣群芳譜》，卷五十三，頁 1。

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46，頁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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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廷錫所描繪的金蓮花，如實畫出葉緣三全裂的五角形葉片，橢圓狀卵形、七瓣

兩層的金黃色花萼，以及狹線形的花瓣。雖然《廣群芳譜》與現代對金蓮花的植

物特徵定義不同，但是蔣廷錫所繪的金蓮花完全符合《廣群芳譜》與現代所見的

金蓮花特徵（圖 3-5）。 

金蓮花是康熙皇帝相當喜愛的花卉，他曾以金蓮花為題材，分別作賦、詩、

詞等不同體裁的詠花作品。179金蓮花在佛教典籍上經常被提及，因外型似金色的

蓮花，因此成為佛教的聖花。康熙皇帝從五臺山將金蓮花移植至紫禁城，也在避

暑山莊種植金蓮花，將園林景觀命名為「金蓮映日」，呼應「黃金布地」的佛教

典故。除此之外，遼、金二朝的皇帝也相當喜愛金蓮花，遼道宗在塞外巡狩的時

候觀賞金蓮花，金世宗也曾將河北省的河川命名為「金蓮川」。180透過上述的回

顧，可以得知金蓮花不僅有佛教的典故，自古以來也受到遼、金兩個遊牧民族王

朝的喜愛。 

８.第八開：秋海棠 

秋海棠，又名八月春，是繪畫中經常出現的題材。一般入畫的秋海棠主要是

生長於長江流域一帶的品種。以清代花鳥畫家惲壽平所繪的《設色花卉圖冊》為

例，第八開描繪的秋海棠分枝繁密，花朵眾多，應是中原常見的秋海棠（Begonia 

evansiana）（圖 3-6）。181相較之下，《畫群芳擷秀冊》第八開的枝葉分枝較少，

花朵生長稀疏，葉形為心型葉，而非惲壽平所描繪的掌狀葉。因此描繪的秋海棠

品種，應是產於北方的「中華秋海棠」（圖 3-7）。182 

中華秋海棠（Begonia sinensis）又名野秋海棠、山海棠，為多年生草本植物，

                                                      
179 賦有〈金蓮花賦〉；詩有〈詠金蓮花〉、〈金蓮盛放〉、〈綠金蓮花〉；詞有〈詠嶺外金蓮花盛放

可愛〉等，見《欽定熱河志》，卷九十四，頁 1-3。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96，頁

465-466。 
180 王釗，〈皇室顏色的金蓮花〉，《博物行記》（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16），頁 133-142。 
181 賀士元；尹祖棠；邢其華，《北京植物檢索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頁 180 
182 特徵為莖直立，少分枝，葉子互生，基部偏心型，背部葉脈為紫紅色，邊緣有鋸齒。花梗叉

狀分枝，花為粉紅色。見陳俊愉；程緒珂編著，《中國花經》，頁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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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期為七月至九月，主要分布於長江流域各省及山東、河北等地區，是唯一能生

長在塞外的秋海棠品種。183康熙皇帝所題的詩文〈詠秋海棠〉，第三句提及「稀

疏點綴猩紅小」，也強調了中華秋海棠花朵稀少的特徵。 

９.第九開：山茶 

《畫群芳擷秀冊》第九開，描繪五朵單瓣粉紅色茶花，花型為筒狀，花瓣共

有五瓣，花瓣前端有凹口，花心中間有黃色的花蕊。其中兩朵已盛開的茶花，中

央另有白色雄蕊。蔣廷錫描繪的山茶花，屬於單瓣類單瓣型的山茶（Camellia 

japonica），不僅花型的特徵符合，葉片的描繪也符合正面為深綠色，背面較淡的

特色。184 

對照《廣群芳譜》的記載，蔣廷錫描繪的山茶品種，應是「楊妃茶」。185「楊

妃茶」，又名「楊妃山茶」或「醉楊妃」，是古代的名種。宋代即出現以「玉環」

為名的粉紅茶花品種，到了明代才出現「楊妃茶」的名稱，是「玉環」的變種。

186《小山畫譜》所敘述「楊妃山茶」的外型，如「單葉粉紅者」、「五瓣」、「黃心

一簇」和「葉厚尖長有棱」，也符合〈山茶〉的特徵。187文震亨曾在《長物志》，

稱讚「醉楊妃」開於雪中姿態可愛。188康熙皇帝為〈山茶〉所選的詩句「歲暮饒

冰雪，朱顏不改觀」，提及山茶在雪中盛放，也能證明此開的主題為楊妃山茶。 

山茶主要產於長江流域，較不耐北方的寒冷。曹寅（1658-1712）曾寫〈竹

村大理寄洋茶滇茶二本，置西軒中，花開索詩漫題〉一詩，記錄蘇州織造李煦

                                                      
183 《避暑山莊園林景觀（動植物景觀分卷）》，頁 125-127。 
184 《中國花經》，頁 145-152。 
185 「楊妃茶，單葉，花開早，桃紅色。」，見《廣群芳譜》，卷四十一，頁 1。收錄於《景印文

淵閣四庫全書》，冊 846，頁 299。 
186 「粉紅更妖嬈，玉環帶春酲，偉哉紅百葉，花重枝不勝。」節錄自（宋）徐致中〈山茶〉，收

錄於《廣群芳譜》，卷四十一，頁 6，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46，。 
187 「山茶：木本。單葉粉紅者，名楊妃山茶，破臘開。大紅者為蜀茶，正月開。皆五瓣，黃心

一簇，如瓣大，白須半寸，苞蒂數層。葉厚尖長有棱。」《小山畫譜》，卷上，頁 28-29。收錄於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38，頁 721-22。 
188 「山茶：蜀茶，滇茶俱貴，黃者尤不易得。人家多以配玉蘭，以其花同時。而紅白爛然，差

俗，又有一種名醉楊妃，開向雪中，更自可愛。」見文震亨《長物志》，卷二，頁 2-3。收錄於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62，頁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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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5-1729）從大理寄回茶花之事。189詩中提及楊妃山茶，註解寫「本地單瓣

者，呼為楊妃山茶，開易謝」。由於曹寅的西軒花園位於南京，因此可知楊妃山

茶應是南京當地的品種。190按照清朝的規定，江南地區每年正月皆需上貢山茶至

清宮，因此蔣廷錫所描繪的楊妃山茶，應是上貢至清宮栽種的山茶之一。191 

１０.第十開：杜鵑 

〈杜鵑〉描繪紅色重瓣杜鵑花，花型為鐘狀，葉型為卵狀長圓形，尖端帶有

凸尖頭，表面為淺綠色。花蕊的部分由於作品遭受蟲蛀，無法確認原本描繪的顏

色。根據圖像的特徵，蔣廷錫描繪的品種應是「映山紅」（Rhododendron simsii 

Planch.）（圖 3-8）。映山紅花期為三月至四月，主要分布在秦嶺及長江流域以南，

生於海拔一千六百公尺以下的山區。花期共有兩次，分別為四月到五月，以及十

月到十一月。192 

康熙皇帝御製詩描寫的花卉品種為「石巖」，產於浙江省天臺山一帶，是杜

鵑花的品種之一，特徵是先著葉後開花，顏色紅如血，比起一般品種顏色較深。

193康熙皇帝在詩中也以「石巖如火」、「丹心」、「朱夏山林」等詞彙，多次強調石

巖的紅色。不過鄒一桂在《小山畫譜》並未細分石巖與杜鵑的區別，可見除了花

與葉的生長順序不同，顏色有些微差異之外，其餘特徵差距並不大。194 

                                                      
189 曹寅，字子清，號楝亭。曾任蘇州織造、江寧織造等，與李煦輪流兼任兩淮巡鹽御史；李煦，

字旭東、來崇，號竹村，康熙三十二年（1693）擔任蘇州織造，至雍正元年（1723）。 
190 曹寅，《楝亭詩鈔》，卷四，頁 13。《楝亭詩鈔‧卷四-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91 「每歲正月，進梅花、山茶、探春、貼梗海棠、水仙花。」見高士奇，《金鰲退食筆記·下》，

頁 107-108。 
192 劉初鈿，《中國珍稀野生花卉》（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2001），頁 96。筆者原本判斷植物

品種為「火紅杜鵑」，經由北京大學王釗提醒高海拔杜鵑皆為匯聚成球狀的鐘狀花，建議修正為

「映山紅」，特此致謝。 
193 「杜鵑花以二、三月杜鵑鳴時開。有二種，其一、先敷葉後著花者，色丹如血，其一、先著

花後敷葉者，色差淡，人多結縛為盤盂翔鳳之狀。嘉泰志云：『近時又謂先敷葉後著花者，為石

巖，以別之。』然前人但謂之紅躑躅，不知石巖之名起於何時，今江南在在皆稱石巖。」見《廣

群芳譜》，卷三十九，頁 1。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46，頁 254。 
194 鄒一桂並未細分杜鵑與石巖的差別，他在《小山畫譜》所寫的杜鵑，應歸為石巖。「杜鵑：古

名紅躑躅，本系蜀花，今各處皆有。高四五尺，低者一二尺，春盡方開。色朱紅，六出，重臺，

花蒂託管，蒂甚微細。一枝數萼，先葉後花，葉尖小，枝皆對節。花瓣尖圓，殘則全朵脫落。其

樹盤生，望若赤樓，枝條軟弱，以杜鵑鳴時始開，故名。」見《小山畫譜》，卷上，頁 18。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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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第十一開：菊花 

 《畫群芳擷秀冊》第十一開，描繪三株重瓣菊花，花型為球形，花瓣顏色共

有黃色、粉紅色和紫色三種，花瓣為不捲曲的平瓣型，花瓣顏色從花心至花尖由

深至淺。葉型為披針型，葉緣有掌狀裂。蔣廷錫描繪的菊花種類，應是小菊系瓣

子花類，由於此類菊花極多，較無法分辨確切的品種。195 

 蔣廷錫繪製三種不同顏色的菊花於同一開，應是遵循「五色菊」的傳統繪畫

主題。以惲壽平（1633-1690）的《山水花卉圖冊》為例，第四開為〈五色菊花〉，

將五種不同顏色的平瓣菊與舌狀瓣菊放在一起，題跋寫「臨趙昌絹本」，可見「五

色菊」的主題最早可追溯至宋代（圖 3-9）。根據《小山畫譜》的記載，菊花分為

五色，花型有圓狀和盤狀，花瓣形狀並未細分是平瓣、舌狀瓣或是管狀瓣。196在

明代朱有爌（1400-1471）所著的《德善齋菊譜詩》（1457-1461），大部分的菊花

為重瓣類平瓣型，可見此類的菊花在明代相當普遍。197然而蔣廷錫所繪的菊花，

花瓣顏色由淺至深，則為較為少見的品種。 

關於描繪漸層平瓣菊花的圖繪，可見於惲壽平《山水花卉冊頁》的〈菊花〉，

中間的黃色菊花，即為漸層平瓣菊花（圖 3-10）。目前認為中國傳統品種的菊花，

通常花瓣為舌狀瓣，呈現細長捲曲的模樣，明代以後才逐漸在繪畫中見到重瓣類

平瓣型菊花，因此惲壽平所繪的平瓣型菊花，應是明清回流至中國的「洋菊」。198

「洋菊」為外來菊種的統稱，乾隆朝有許多以洋菊為題的圖像。錢維城（1720-1772）

199《畫洋菊圖卷》描繪的「搓粉妝」，與《畫群芳擷秀》所描繪的重瓣平辦菊花

                                                                                                                                                        
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38，頁 711。 
195 《中國花經》，頁 121-127 
196 「今之菊，古之茱萸也。具五色，種類不一，方梗缺葉，五出。花千瓣，圓者如球，扁者如

盤。」見《小山畫譜》，卷上，頁 34。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38，頁 719。 
197 （明）朱有爌，《德善齋菊譜詩》，明刻本，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描繪當時開封一帶的菊花品

種，共分黃色、白色、紅色、紫色等。 
198 陶靜，〈金秋九月以菊會友──「明清菊花特展」繪畫作品擷英〉，《紫禁城》第 260 期（2016

年 9 月），頁 64-77。 
199 （清）錢維城（1720-1772），字宗盤，號紉庵，江南武進人。乾隆十年（1745）狀元，授翰

林院修撰，官至刑部侍郎。曾入值南書房，擅山水、花卉畫。卒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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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十分相似，花瓣顏色越靠近花心越深，越外圍則顏色越白，花瓣有深色直紋（圖

3-11）。200透過菊花設色的比對，蔣廷錫所繪的菊花品種，應與洋菊有關。 

１２.第十二開：梅花 

 〈梅花〉描繪上下交錯的兩枝梅花，上頭有淡粉色的單瓣花，每朵皆為五瓣，

花萼為淺綠色帶有赭色，應屬於直枝梅類江梅型的梅花。據范成大《范氏梅譜》

記載，江梅主要長於臨水處，又稱野梅。201康熙皇帝所書寫的詠梅花詩，提到「年

年臨水看幽姿」，也符合江梅生長的環境。 

 江梅主要分布於長江流域以南，雖然是中原常見的梅花品種，但根據高士奇

《北墅抱甕錄》的記載，單瓣野梅的品第極高，僅次於綠萼梅、玉蝶梅，可見《畫

群芳擷秀冊》所描繪的梅花，在康熙朝屬於較為珍貴的品種。202每年十一月、十

二月及正月，江南皆會上貢各種梅花至清宮，如梅花、早梅、蠟瓣梅、香片梅古

干等，因此江梅應該也是上貢的品種之一。203 

（二）匯聚各地花卉的宮廷花園 

 透過上述的分析，可以得知蔣廷錫的花卉畫雖然沿用傳統的構圖，但是描繪

的花卉特徵卻能對應現實世界特定的花卉品種，且這些花卉與過去繪畫作品較常

出現的品種不同。《畫群芳擷秀冊》所描繪的花卉來自各地，如「重瓣棣棠」產

於長江流域、「碧桃」、「楊妃山茶」與「江梅」產於江南地區，「石巖」產於浙江

天臺山等。其餘則是產於北方，如主要產於塞外的「野菊」、「敖漢蓮」與「中華

秋海棠」，反應清朝的疆域擴及長城以北。這些花卉也屬於較為珍貴的品種，如

                                                                                                                                                        
敏。 
200 李湜，〈丹青流芳──《石渠寶笈》著錄的錢維城《洋菊圖》卷〉，《紫禁城》第 260 期（2016

年 9 月），頁 64-77。 
201 「江梅：遺核野生，不經栽接者，又名直腳梅，或謂之野梅，凡山澗水濱，荒寒清絶之趣，

皆此木也，花稍小而疎瘦有韻，香最清。」見（宋）范成大，《范氏梅譜》，頁 1。收錄於《景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45，頁 33。 
202 「梅種不一，以綠萼為上品，玉蝶次之，單瓣野梅又次之。」見高士奇，《北墅抱甕錄》，頁

1。 
203 高士奇，《金鰲退食筆記·下》，頁 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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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名種「醉楊妃牡丹」、「楊妃山茶」，或是當時被評為等第較高的名種，如「素

蘭」、「單瓣野梅」等，甚至還有外來的「洋菊」等。 

 《畫群芳擷秀冊》所繪的花卉遍布各地，北至塞外，南至江南，且花卉品種

等第較高，應屬於移植至清宮的進貢花木及塞外花卉。康熙朝宮廷以十二種花卉

為主題的作品，除了繪畫以外，也見於景德鎮官窯所產的「十二月花卉紋杯」，

共五彩或青花等不同類型，為康熙皇帝賞賜臣下之用。這些花卉紋杯同樣以詩畫

歌詠十二種花卉，選取的主題皆為過去詠物詩詞常吟詠的月令花卉（圖 3-12）。204

然而，《畫群芳擷秀冊》的主題並非過去傳統的十二月令花卉，且加入了不曾成

為詩畫題材的塞外花卉。以第八開〈秋海棠〉為例，蔣廷錫以塞外生長的中華秋

海棠，取代傳統花卉畫描繪生於江南一帶的秋海棠，可進一步證實《畫群芳擷秀

冊》描繪的應是宮廷生活所見的花卉。 

 康熙皇帝挑選的詩文，也暗示《畫群芳擷秀冊》描繪的花卉為從原生地移植

至他處的狀態，如第七開「珠蹙移花」。詩詞內容則進一步強調了這些花卉被移

植至宮廷的性質，如第五開〈詠上苑桃花〉的第三句「共傳西苑千秋實」，其中

「西苑」既能解釋成碧桃原本生在西王母的花園，也能解釋成碧桃被種植於皇家

園林。205第十開〈杜鵑〉直接寫明花卉被「移根禁苑」，表達歌詠對象的是被移

植至皇家園林的石巖花。 

 康熙朝的大學士張英（1637-1708）曾在詩文中提及「京師難於樹植，艱於

曠土」，指出土壤是北京難以種植花木的原因。206因此清宮的花卉仰賴各地上貢，

也專門在紫禁城西苑門附近開闢南花園，作為專門栽種花木的地方。根據高士奇

《金鰲退食筆記》的記載，南花園貯藏從江寧、蘇松、杭州三大織造所進貢的花

                                                      
204 以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康熙五彩十二花卉杯》為例，每個月的代表花卉分別為：水仙、

玉蘭、桃花、牡丹、石榴、荷花、蘭花、桂花、菊花、芙蓉、月季、梅花等。每個花卉杯接配兩

句五言詩，詩後均有一方篆書「賞」字印。呂成龍，〈康熙五彩十二月花卉杯賞析〉，《紫禁城》4

期（1994），頁 31-32。 
205 隋朝的西苑建於洛陽，今部分遺址位於洛陽西苑公園與牡丹公園。明朝的西苑指紫禁城西側

的花園，即今日北京市北海、中海和南海附近。 
206 （清）張英，《文端集》卷四十六，頁 733。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19，頁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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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並設有溫室專門培育植物。207高士奇也詳細記載每個月從各地上貢至清宮的

花卉品種： 

每歲正月，進梅花、山茶、探春、貼梗海棠、水仙花。二月進瑞香、玉

蘭、碧桃、鸞枝。三月進繡球花、杜鵑、木筆、木瓜、海棠、丁香、棃

花、挿瓶牡丹。四月進梔子花、石榴花、薔薇、挿瓶芍藥。五月進菖蒲、

艾葉、茉莉、黃楊樹盆景。六、七月進苿莉、建蘭及鳳仙花，五色斑斕。

置玻瓈盤中。八月進岩桂。九月進各種菊花。十月進小盆景松竹、冬青、

虎鬚草、金絲荷葉及橘樹、金橙。十一月、十二月進早梅、探春、迎春、

蠟瓣梅，又有香片梅古干，槎牙開紅白二色，安放懋勤殿。208 

透過高士奇的敘述，可以發現江南上貢的花卉種類涵蓋《畫群芳擷秀冊》所繪的

一半植物，如正月的梅花、山茶；二月的碧桃；三月的杜鵑、牡丹；九月的菊花

等，能側面證實《畫群芳擷秀冊》所繪的南方花卉，能在北方宮廷所見。 

 清宮除了在紫禁城的南花園栽植花木，也將南方的花卉移植到暢春園、避暑

山莊等其他皇家園林，這和康熙皇帝對栽種培育植物的興趣有關。康熙皇帝曾寫

詩〈題蘭〉，歌詠移植至避暑山莊的蘭花，自述能透過培植草木植物，獲得「格

物知詳」的效果： 

君子之道，闇然日章。蕙蘭之質，有風則香。草木培植，格物知詳。飛

潛動靜，各有攸藏。秉精天地，青紫芬芳。產自松島，移根草堂。209 

關於「格物」一詞，最早出現在《禮記‧大學》。歷代儒學家解釋「格物」一詞各

有側重面，其中較重要的是宋代程頤（1033-1107）和朱熹（1130-1200）的解讀。

                                                      
207 「本朝改為南花園，雜植花樹，凡江寧、蘇松、杭州織造所進盆景，皆付澆灌培植。又於暖

室烘出芍藥、牡丹諸花，每歲元夕賜宴之時安放乾清宮，陳列筵前，以為勝于剪綵。」高士奇，

《金鰲退食筆記·下》，頁 106-107。 
208 《金鰲退食筆記·下》，頁 107-108。 
209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第四集》，卷三十四，頁 3-4。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99，

頁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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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頤將「格物」與「窮理」連結在一起，認為「格物窮理，非是要窮天下之物，

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朱熹則進一步解釋「格物」、「致知」和「窮

理」的關係，認為「所謂致知在格物，言欲致吾之知，在集物而窮其理也」，即

是認為透過「格物」這種認知一事一物的活動，能夠獲得體悟天道的道理，並進

一步內化成自己的知識。210儘管乾隆朝的《欽定熱河志》證明移植到避暑山莊的

蘭花生長不繁密，應不如南方所栽，但是在康熙皇帝的詩中，他顯然更重視能透

過將植物移植至他處栽培，進一步體悟到天地萬物的道理。211 

《畫群芳擷秀冊》加入野菊與金蓮花的主題，亦代表清朝的疆域擴大，得以

獲得邊疆較為罕見的植物。如康熙四十四年，南書房翰林查慎行所作的〈立秋後

一日召遊行宫後苑賜宴恭紀十二首〉，敘述康熙皇帝在塞外行宮花園賜宴的情況。

其中提及「塞垣小草生何幸，開作長春苑裏花」，即是查慎行歌詠康熙皇帝移植

花卉的成果，證明除了將南方上貢的花卉移植至皇家園林之外，康熙皇帝也將塞

外的花卉移植至宮廷，並在園林設宴，令臣子欣賞花卉移植的成果。212 

透過康熙皇帝寫於蔣廷錫《野菊》的〈秋日山莊偶成〉一詩，可以得知生長

於塞外的野菊已於康熙四十四年移植至宮廷。至於清宮移植金蓮花的範圍則更為

廣泛，極有可能與金蓮花的寓意有關。金蓮花最早被移植到清宮的記載，可見於

〈金蓮花賦〉，是康熙皇帝第一次去山西五臺山所作的作品。五臺山為佛教四大

名山之一，從康熙皇帝在賦中敘述「移土砧於上苑」，可以得知在康熙二十二年

（1683）的時候，五臺山的金蓮花已經移植至紫禁城。高士奇的《金鰲退食筆記》，

即證明紫禁城南花園栽種金蓮花。213康熙朝大學士張玉書（1642-1711）寫於康

                                                      
210 關於清代以前對於「格物致知」的解讀，詳見金觀濤、劉青峰，〈從「格物致知」到「科學」、

「生產力」──知識體系和文化關係的思想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46 期

（2004 年 12 月），頁 108-113。 
211 「蘭自關內移植山莊，雖不甚繁，亦能作花」。見《欽定熱河志》，卷九十四，頁 39。收錄於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96，頁 484。 
212 《敬業堂詩集》，卷三十二，頁 5-7。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26，頁 428-29。 
213  「上從清涼山，手移金蓮花，亦付南花園栽種。四月末花開，碧葉黃英，鮮潔可愛。」見《金

鰲退食筆記·下》，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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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四十七年的《扈從賜遊記》，進一步透露金蓮花被移植到塞外的樺榆溝行宮和

喀喇河屯行宮，是康熙皇帝每年至木蘭圍場北狩必經的路線。214而在康熙皇帝建

造避暑山莊的時候，也特地移植金蓮花至園林，並將此造景命名為「金蓮映日」。

215 

從康熙皇帝與身邊詞臣所作的詩文，可以發現金蓮花的移植範圍逐漸擴大，

不僅只在北京的皇家花園，也延伸至塞外的避暑山莊和行宮。究其原因，極有可

能是因為康熙皇帝稱讚金蓮花的顏色為「正色」，如康熙皇帝在〈金蓮花賦〉寫

其「冠方貢之三品，賦正色於中央」，又或是在〈金蓮映日〉寫其「正色山川秀」

等。金蓮花的黃色不僅能代表皇權，在遼、金時期也深受皇帝的喜愛，或許也能

作為滿清皇權的象徵。216 

根據上述，清宮所栽植的移植花卉，除了是康熙皇帝個人興趣之外，也具有

某種程度的政治意涵。宮廷栽植來自各地的花卉，一部分是江南地區定期上貢至

朝廷的證明，使得北方宮廷也能與江南士大夫同步，賞玩當時流行的花卉名種；

一部份則是來自於北方所產的塞外花卉，代表清代疆域擴大，且這些被查慎行稱

為是「塞垣小草」的邊疆植物，亦被移植至宮廷，使宮廷充滿來自帝國各地的花

卉植物。 

除此之外，清宮在各地離宮栽植正黃色的金蓮花，則透過花卉的顏色與產地

所衍伸的滿清皇權象徵，彰顯離宮是滿清皇權的範圍。由此看來，《畫群芳擷秀

冊》收錄南北各地的花卉異種，並在十二開冊頁的中間第七開，以代表清朝皇室

的金蓮花為主題，也借用了花卉的象徵意義，讓來自帝國各地的花卉簇擁金蓮花

                                                      
214 張玉書（1642-1711），字素存，江南丹徒人。順治十八年進士，為康熙朝多部官方修書的總

裁官，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兼領戶部尚書。他記錄康熙在樺榆溝行宮賜給每位大臣一瓶金蓮花，並

說明：「特移植種於口外者，鮮妍可愛，與五台所產無異，他省諸山未之見也」。張玉書也在喀喇

河屯行宮見到金蓮花，「循長堤而行觀金蓮花數畝，色正黃，彌望奇英煥爛自壓諸花之上」。見《小

方壺齋輿地叢鈔（一）》（臺北：廣文書局，1962），頁 605-608。 
215 「廣庭數畝，植金蓮花萬本，枝葉高挺，花面圓徑二寸餘，日光照射，精彩煥目。登樓下視，

直作黃金布地觀，正色山川秀。金蓮出五台，塞北無梅竹，炎天映日開。」見《御製文第三集》，

卷五十，頁 10。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99，頁 374。 
216 王釗，〈皇室顏色的金蓮花〉，《博物行記》（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16），頁 13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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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央。217若結合《畫群芳擷秀冊》的詩詞寓意，可證實康熙皇帝確實將清宮的

移植花卉用以比喻來自帝國各地至中央任職的官員。這些移植花卉在宮中得以生

存，並能在宮廷中被蔣廷錫所記錄，亦證明康熙皇帝培育得當。 

第二節 「佩文齋」官方類書的編纂活動 

 在《畫群芳擷秀冊》中，康熙皇帝所書寫的詩詞屬於「詠物詩」及「詠物詞」，

即是利用詩詞描寫物象的形體或神態。關於詠物詩的起源，可見於清代俞琰（生

卒不詳）所撰《歷代詠物詩選》的序言： 

古之詠物者，其見於經（《詩經》），則灼灼寫桃花之鮮，依依極楊柳之

貌，昊昊為出日之容，漉漉擬雨雪之狀，此詠物之祖也，而其體猶未全，

自六朝而始以一物命題。唐人繼之，著作益工。兩宋元明承之，篇什愈

廣。故詠物一體，三百導其源，六朝備其製，唐人擅其美，兩宋元明沿

其傳。218 

詠物詩源自於《詩經》，至六朝開始出現固定形制，以歌詠單一物品為主。透過

前一節的研究成果，康熙皇帝所選取的詩詞，確實能幫助觀者透過詩文的描述判

斷詠頌的對象。諸如第六開敘述敖漢蓮「淺深痕上著胭脂」，第八開敘述中華秋

海棠「稀疏點綴猩紅小」，第九開敘述楊妃山茶「葉舒犀甲厚」等，因此能肯定

《畫群芳擷秀冊》所選取的是以花卉為主題的詠物詩。然而除了描述主題的外形

之外，亦須注意這些詩也藉由歌詠花卉表達某種主觀的意見。219 

根據第一節對於花卉品種的分析，可以發現《畫群芳擷秀冊》選取的詠物詩

                                                      
217 《石渠寶笈》雖然並未標明《畫群芳擷秀冊》每一開的內容，但明確記載「每幅右方聖祖仁

皇帝御書詩句，第七幅書小詞一首」，因此可以確定唯一書寫御製詞〈詠嶺外金蓮盛放可愛〉的

「金蓮花」為第七開。 
218 （清）俞琰，《歷代詠物詩選》（臺北：廣文書局，1968），頁 4。 
219 詠物詩的類型，大致上可分為「直寫物象」和「體物寓意」二類。前者著重在描寫物品的形

體、神態；後者則是詩人透過描寫物象，表達某種主觀的意見，如言志、抒情、議論、說理等等。

見張滌雲，〈略論唐宋詠物詩的寫法類型〉，《浙江教育學院學報》第六期（2006 年 11 月），頁

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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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能對應到該花卉的特徵，如外型、生長環境或是命名的典故，可見詩詞經過挑

選。值得注意的是，康熙皇帝在《畫群芳擷秀冊》並未選取唐詩，而是選取以宋

詩、明詩與自己的御製詩，這並不符合康熙皇帝在統治初期刻意壓抑宋詩，並偏

愛唐詩的情況。220康熙皇帝對於宋詩的壓抑，可以見於毛奇齡《西河詩話》記錄

康熙二十四年（1685）翰林院考試的情況： 

初盛唐多殿閣詩，在中晚亦未嘗無有，此正高文典冊也。近學宋詩者，

率以為板重而却之。予入館後，上特御試保和殿，嚴加甄別。時同館錢

編修（錢中諧）以宋詩體十二韵抑置乙卷，則已顯有成效矣。221 

錢中諧（生卒不詳）以宋詩應試，最後不僅被評為乙等，並改任他官。222這次的

事件也反映康熙皇帝希望應制詩以唐詩為標準，也對當時民間詩壇宗宋詩的風氣

有所抑制。223但到了康熙皇帝統治中期，對於宋詩的抑制則逐漸放寬，如善於作

宋詩的查慎行於康熙四十二年成為南書房翰林，即是最好的例子。康熙四十八年

（1709）康熙皇帝下令編纂《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亦是表明對於宋詩逐漸開

放的態度。然而其中收錄的宋詩僅七十八卷，不及元詩八十一卷、明詩一百一十

八卷，也不及《全唐詩》收錄的一百卷，則代表對於選進官方編纂書籍的宋詩仍

有所限制。224 

 從《畫群芳擷秀冊》未選取唐詩，而選取宋詩、明詩的狀況來看，反應了康

熙朝中期開始關注非唐代的詩文，可連結至康熙朝中期開始進行多項詩文類書編

纂計畫。《畫群芳擷秀冊》所選取的詠物詩大部分被收錄在康熙朝編纂的官方詩

                                                      
220 康熙皇帝對於唐詩的偏好，可見於康熙朝臣子獻詩集給皇帝的情況。如康熙四十四年（1705），

徐倬（1623-1712）趁康熙皇帝南巡時獻上自己繕錄的《全唐詩錄》一百卷，並因此從翰林院侍

讀升至禮部侍郎。杜詔（1666-1736）原已落選會試，上呈《唐詩扣彈集》十二卷，因此康熙皇

帝特命進入殿試，並賜進士出身。相關資料參考潘務正，《清代翰林院與文學研究》，頁 96-104。 
221 見（清）毛奇齡《西河詩話》卷七，轉引自潘務正，《清代翰林院與文學研究》，頁 100。 
222 （清）錢中諧，字宮聲，號庸亭，江南吳縣人。順治十五年（1658）進士，由庶吉士彭會淇

薦舉試鴻博，授編修。 
223 潘務正，《清代翰林院與文學研究》，頁 101-102。 
224 根據《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的提要，除了歐陽脩、蘇軾、梅堯臣、黃庭堅被予以正面肯定

之外，其餘如四靈、江湖詩派等，則被評為「弊極」，未被選入。見黃建軍，《康熙與清初文壇》，

頁 248-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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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如《佩文齋詠物詩選》與《佩文齋廣群芳譜》等。225佩文齋位於暢春園的

東北方，是康熙皇帝的書房之一。226根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的記載，康熙朝

以「佩文齋」為名的官方編纂書籍，共有康熙四十三年（1704）至康熙五十年（1711）

編纂的《佩文韻府》、康熙四十五年（1706）完成的《佩文齋詠物詩選》、康熙四

十七年（1708）完成的《佩文齋書畫譜》與《佩文齋廣群芳譜》等。《佩文韻府》

是以元代陰時夫《韻府群玉》、明代凌稚隆《五車韻瑞》等類書為基礎增補而成

的辭典。227《佩文齋廣群芳譜》則以明代王象晉的《二如亭群芳譜》增補而成。

至於《佩文齋書畫譜》與《佩文齋詠物詩選》，則是廣蒐歷代書畫與詩詞相關的

類書編纂而成，並無特定的底本。這四部類書皆是奠基在過去的類書基礎上，再

由康熙朝的朝臣加以修訂增補而成。 

清代宮廷的修書機構甚多，內廷常設修書機構大致上有宮廷書房（南書房、

上書房等）、文館、內三院、軍機處方略館、武英殿修書處等；外朝則有起居注

館、國史館及各種臨時性書館。228康熙朝的官方編纂書籍並非全部都在北京宮廷

製作，如康熙四十四年編纂的《全唐詩》，為康熙皇帝下令九位翰林至揚州負責

校刊，並透過曹寅上呈的樣稿，檢視編修成果。229然而以「佩文齋」為名的四部

類書，則全是由康熙皇帝親自監督編纂而成，根據參與編修人員所留下的紀錄，

可以發現康熙皇帝主導了編纂的過程，並親自校訂其中的內容，可見這四部以「佩

文齋」為名的官方類書，應是康熙皇帝以佩文齋作為修書中心，命翰林編纂而成。

230這個臨時的修書處，是為了這四部類書所成立，也僅存於這四部類書所編纂的

時間，即是康熙四十三年至康熙五十年。231 

                                                      
225 許文美，〈冰綃留賞群芳──康熙朝詞臣畫家蔣廷錫花卉畫〉，頁 62。 
226 周維權，《中國古典園林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頁 281。 
227 曹紅軍，《康雍乾三朝刻書機構研究》（台北：花木蘭，2013），頁 57。 
228 沈原，〈清代宮廷的修書機構〉，《明清檔案與歷史研究論文選》（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1995）。 
229 史景遷，《曹寅與康熙》，頁 135-142。 
230 主要依據查慎行《敬業堂文集》與康熙皇帝為書籍作序的內容，見曹紅軍，《康雍乾三朝刻書

機構研究》，頁 57-58。 
231 這四部類書以《佩文韻府》開始編纂的時間最早，為康熙四十三年。而最晚成書的類書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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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佩文齋」修書處成立的時間，蔣廷錫當時身為南書房編修，主要負責《佩

文齋詠物詩選》的編輯工作。這套官方詩文類書由康熙皇帝親自監督大學士與翰

林製作，收錄從漢代到明代的詠物詩，並加入幾首康熙的御製詩詞。《畫群芳擷

秀冊》的御製詩詞定年範圍，正好能對應康熙皇帝下令南書房翰林編纂以「佩文

齋」為名的四部官方類書。因此本節將透過康熙朝的文字記錄，確認《畫群芳擷

秀冊》與官方編纂類書的關聯性。 

（一）「佩文齋」修書與《畫群芳擷秀冊》製作的關連性 

根據參與編纂的翰林查慎行《陪獵筆記》，可得知最早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

的時候，康熙皇帝即令翰林院與南書房的翰林進行官方修書的前置作業。查慎行

的《陪獵筆記》記載該年五月二十四日至九月二十一日這段期間，以南書房翰林

的身分隨扈至塞外的情形。除了查慎行之外，當時隨扈的翰林，另有查昇

（1650-1707）232、陳壯履（1680-1748）233、勵廷儀（1669-1732）234、汪灝（1671-1706）

235、蔣廷錫，以及後來加入的錢名世（1660-1730）236等，共有七人。 

查慎行鉅細靡遺地記錄每天的行程，透過《陪獵筆記》，可以一窺康熙皇帝

至塞外避暑時，命翰林所做的工作。在塞外的期間，翰林需要與康熙皇帝進行詩

文活動。康熙皇帝不時頒布自己所作的御製詩，考驗翰林是否明白御製詩所使用

的典故，應是康熙皇帝考核翰林是否能勝任編纂《佩文韻府》的手段。237在隨扈

                                                                                                                                                        
《佩文韻府》，成書時間為康熙五十年。 
232 （清）查昇，字仲韋，號聲山、漢中，浙江海寧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進士，累遷至少

詹事。 
233 （清）陳壯履，字禮叔，號幼安、潛安，山西澤洲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進士，累遷至

侍讀學士，後因被彈劾而降為編修。 
234 （清）勵廷儀，字令式，號南湖，直隸靜海人，為勵杜訥之子。康熙三十九年（1700）進士，

康熙四十一年（1700）命為南書房行走。曾任刑部尚書、吏部尚書等，加太子少傅，諡文恭。 
235 （清）汪灝，江南休寧人。康熙四十二年（1701）進士，特授編修。 
236 （清）錢名世，字亮工，江蘇武進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進士（探花）。與年羹堯為鄉試

同年，雍正年間因年羹堯被賜死而牽連，雍正命文臣作詩聲討，交付錢名世編《名教罪人詩》。 
237 根據查慎行的記載，康熙皇帝共頒發十二首御製詩，如〈將之山莊四首〉、〈賦得綠樹陰濃夏

日長〉、〈尖齊圓健筆之四德戲作四首〉、〈古戍三絕〉等，皆收錄於《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三集》，

卷四十七。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99，頁 347-351。「五月二十六日……御試〈賦

得綠樹陰濃夏日長〉七律一首，命臣等同作。傍晚內侍傳示：聖製七言律詩第五首，中用「末垂」

二字，臣等未詳出處……」。三天後，翰林們終於翻到典故出處，「五月二十九日……與紫滄（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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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中，翰林也需要不斷作詩，記錄隨扈所遇到的事物，或是與康熙皇帝唱和。

這些呈獻給康熙皇帝的詩，也會經過康熙皇帝的批改。238翰林也負責校正清宮所

藏名家書畫的題跋，文中並沒有詳述校正書畫的目的，但推測應是為了之後編纂

《佩文齋書畫譜》（1708）的前期準備工作。239 

在這段期間，康熙皇帝於六月初四下令「將古人詠物詩分類編輯，自明日始」，

開啟《淵鑒齋列朝詠物分類詩選》的編纂活動。隔天由內府頒發參考書，諸如《唐

人萬首絕句》、《唐詩類苑》和《詩雋類函》等等，令翰林從植物詩開始編輯。240

在六月二十二日，除了奉旨回京取書的勵廷儀之外，康熙皇帝選取五個花卉種類，

下令五位翰林分別蒐集相關的詠物詩，作出詩選的編輯範本，讓康熙皇帝閱覽： 

《淵鑒齋列朝詠物分類詩選》，凡例八條，編輯六人，除勵南湖已經回

京外，潛齋（陳壯履）分蘭類、紫滄（汪灝）牡丹、亮功（錢名世）菊

花、揚孫（蔣廷錫）海棠、余（查慎行）荷花。各繕樣本，先呈御覽。

241 

當時康熙皇帝至塞外北巡，要求隨扈的五位翰林蒐集五種花卉的詠物詩詞作為

《淵鑑齋列朝詠物詩選》的編輯範例，蔣廷錫即是其中一位。這五種花卉也包含

在《畫群芳擷秀冊》的主題之中，極有可能與《畫群芳擷秀冊》的製作有關。 

「淵鑑齋」為康熙皇帝的另一間書齋名，以「淵鑑齋」為名的官方編纂類書，

共有康熙四十年編定的《淵鑑類函》及康熙五十三年編定的《淵鑑齋御纂朱子全

書》。然而目前並無《淵鑑齋列朝詠物詩選》一書，且查慎行《陪獵筆記》所記

                                                                                                                                                        
灝）檢閱《文選》，始知『南陸迎修暑，朱明送末垂』，乃潘岳懷縣詩中句也。」見（清）查慎行，

《陪獵筆記》，收錄於《中國邊疆行紀調查記報告書等邊務資料叢編（初編）》第十九冊（香港：

蝠池書院，2009），頁 10、14。 
238 五月二十九日，康熙皇帝指正查慎行〈湯山詩〉的典故引用錯誤。見查慎行，《陪獵筆記》，

頁 15。 
239 例：六月初一日「發下宋高宗所書《陶弘景水仙賦手卷》，臣等校閱中間譌四字，缺四字，校

畢繳進。」《陪獵筆記》，頁 19。 
240 《陪獵筆記》，頁 23。 
241 《陪獵筆記》，頁 39。 

 



79 
 

載的《淵鑑齋列朝詠物詩選》的編纂人員，與《佩文齋詠物詩選》的編纂人員相

同，因此應是《淵鑑齋列朝詠物詩選》後來改冠以「佩文齋」修書處之名。從康

熙皇帝在《佩文齋詠物詩選》的序言並未提及編纂開始日期，可推測《佩文齋詠

物詩選》的編書計畫，即可能經歷過改動，因此無法明確寫出編纂計畫的起始日

期。 

《淵鑒齋列朝詠物詩選》是完成於康熙四十五年（1705）的《佩文齋詠物詩

選》之前身，從這道命令來看，《淵鑒齋列朝詠物詩選》的編輯範本，始於蘭花、

牡丹、菊花、海棠和荷花等五種詠花詩，至少直接符合《畫群芳擷秀冊》第一開

〈蘭花〉、第二開〈牡丹〉、第十一開〈菊花〉和第六開〈荷花〉等四開的主題。

若參考南書房同時編纂的《佩文齋廣群芳譜》，依照此書的花卉分類來看，「菊花」

類包含第四開〈野菊〉、第七開〈金蓮花〉，「海棠」類也包含第三開〈棣棠〉和

第八開〈秋海棠〉。至此為止，《淵鑑齋列朝詠物詩選》的編輯範例，在《畫群芳

擷秀冊》的十二開主題之中，已經占有八種花卉。 

 康熙皇帝在《畫群芳擷秀冊》選取十二首詠物詩詞，每一開亦使用不同顏色

的色箋紙，極有可能是來自於古代以顏色差異分辨物的典故。「物」原本為「雜

色牛」之意，在《禮記》中，即是透過比較祭祀用的犧牲之毛色差異，用來對於

「物」做分類。242因此《畫群芳擷秀冊》以不同顏色區分每一開的主題，或許也

呼應了對於「物」的分類傳統。 

（二）塞外考察及花卉寫生 

在《畫群芳擷秀冊》，康熙皇帝題寫自己為野菊、金蓮花和杜鵑所作的御製

詩詞，這三首詩詞皆收錄於康熙四十七年成書的《佩文齋廣群芳譜》，此書為康

熙朝宮廷所編纂的類書，以明代王象晉（1561-1653）所著的《二如亭群芳譜》（1621）

                                                      
242 鄭毓瑜引用王國維〈釋物〉的說法，進一步透過孔穎達對《禮記》的解釋，討論「物」與「類」

的字源由來。見鄭毓瑜，〈類與物──古典詩文的「物」背景〉，《清華學報》第 41 期（2011 年

3 月），頁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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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礎增補而成。243這三首詩詞所歌詠的花卉並未收錄於明代的《二如亭群芳譜》，

可見這些花卉在明代的時候較不受重視。康熙皇帝將自己詠塞外花卉的兩首詩詞，

與其它選自宋代、明代的詠花詩一起收錄於《畫群芳擷秀冊》，也有將塞外花卉

與過去經常成為詠物題材的花卉並列的意思，如同康熙朝編纂的《佩文齋廣群芳

譜》增添許多過去較少成為詠物詩詞題材的花卉。 

康熙皇帝下令編纂的「佩文齋」官方類書，除了廣泛蒐集書籍，以歷代類書

為基礎重新校訂之外，在《佩文韻府》、《佩文齋詠物詩選》和《佩文齋廣群芳譜》

這三部書中，也增加不少與塞外相關的題材，反映了康熙皇帝意圖將塞外事物納

入至過去的知識體系之中，應也是康熙皇帝將翰林編纂官方類書的地點擴及至塞

外的原因之一。 

查慎行的〈山莊雜詠〉一詩，在序言寫道：「其間山川風土之美、草木禽魚

之狀，一一俱蒙恩指示」，提及康熙皇帝沿路教導翰林關於塞外風土、動植物的

相關知識，顯然令翰林觀看塞外的事物，也是康熙皇帝下令翰林隨扈的目的。244

除了查慎行留下詩文記錄塞外的點滴，同樣於康熙四十二年隨扈至塞外的翰林汪

灝，也將隨扈的過程寫成《隨鑾紀恩》。汪灝的記載偏重於描寫塞外沿途的自然

環境，並記錄許多中原不曾見的草木植物。245在此之後，康熙皇帝下令以汪灝為

首的幾位翰林，重新增修明代王象晉所寫的《二如亭群芳譜》，於康熙四十七年

完成《佩文齋廣群芳譜》。《佩文齋廣群芳譜》增添不少新發現的植物，其中即有

被汪灝記錄在《隨鑾紀恩》的塞外花卉。246 

在《佩文齋廣群芳譜》的序言，康熙皇帝寫道：「奇花瑞草之產於名山，自

遠徼絕塞，為前代所未見聞者，亦咸列焉」，凡例也提及《佩文齋廣群芳譜》增

                                                      
243 〈山菊藍雀花〉與〈詠嶺外金蓮盛放可愛〉皆收錄於第五十三卷；〈詠杜鵑花賜高士奇〉收錄

於第三十八卷。 
244 《敬業堂詩集》，卷三十二，頁 17-21。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26，頁 434-36。 
245 （清）汪灝，《隨鑾紀恩》，收錄於《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二）》（臺北：廣文書局，1962），頁

581-608。 
246 王釗，〈幾暇格物：康熙帝的博物學實踐初探〉，《中國博物學評論》第二期（2017 年 6 月），

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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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了不少「塞外諸奇花」、「海內諸名山所產山花」。可見康熙皇帝命翰林隨扈，

有意識要讓他們記錄塞外的地理環境與動植物，並將這些知識增添至過去的類書

之中，編纂成新版本的書籍，由官方刊印公布於世。 

透過《畫群芳擷秀冊》選取了塞外花卉作為主題，以及大部分主題涵蓋《淵

鑒齋列朝詠物詩選》最初的編輯範例，應能確定其製作背景能連結至塞外編纂的

活動。為《畫群芳擷秀冊》作畫的蔣廷錫也參與編修的過程，並展現了自己的繪

畫才能。查慎行的《陪獵筆記》兩次提到蔣廷錫在塞外作畫的情形： 

（七月十七日）直郡王（允禔）以長箋索揚孫（蔣廷錫）畫各種花卉，

令余輩各題詩。247 

在這天的記錄中，皇子允禔要求蔣廷錫畫花卉長卷，令其餘隨扈翰林在上頭題詩。

這件事代表蔣廷錫的畫名已在宮廷流傳，並且文人作畫題詩的風氣也傳至宮廷

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趟塞外之行，蔣廷錫除了與其他翰林一起進行康熙皇帝

交辦的文學工作，也負責記錄塞外的植物： 

（七月十八日）……野蓛（小米子）四種，塞外村莊黍苗茂美、垂穗雙

岐者，比比而是，連日共得數十莖，上（康熙皇帝）發直盧收貯，今日

揚孫（蔣廷錫）繪成一圖，余輩各題一詩進呈。248 

查慎行在這次事件中所寫的〈塞田雙穗嘉穀恭紀〉詩，提及「屬車到處瑞徵奇」，

證明康熙皇帝與隨扈的隊伍會注意沿途的異相。249透過查慎行的記載，可得知康

熙皇帝會蒐集路上的植物，命翰林收存。而在七月十八日這一天，蔣廷錫將這幾

天採集的雙穗小米子畫成一張圖，讓其餘翰林各題一詩，進呈給康熙皇帝。 

                                                      
247《陪獵筆記》，頁 58。 
248《陪獵筆記》，頁 58。 
249 「屬車到處瑞徵奇，嘉穀欣看燕尾垂。異畝比禾皆九穗，連畦如麥總雙岐。澤流膏雨珠兼玉，

譜入豳風畫亦詩。從此康年豈勝紀，太平天子是農師」。見《敬業堂詩集》，卷三十，頁 18。收

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26，頁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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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群芳擷秀冊》所描繪的塞外花卉，諸如野菊、金蓮花、中華秋海棠等，

也是蔣廷錫隨扈至塞外所見的植物。蔣廷錫以塞外花卉為題的作品不只一件，較

著名的是於康熙四十四年（1705）隨扈至塞外所繪的《塞外花卉圖卷》。現存北

京故宮博物院的《塞外花卉圖卷》，共繪有六十六種花卉，款曰：「塞外花卉六十

六種，乙酉（康熙四十四年）七月南沙門下士蔣廷錫寫」。透過落款的資訊，可

知這是蔣廷錫獻給大學士的作品（圖 1-11）。250根據查慎行的詩集，可以發現該

年蔣廷錫曾製作另一個繪有七十餘種花卉的長卷，獻給當時翰林院掌院學士納蘭

揆敘（1674-1717）。251納蘭揆敘收下的花卉長卷現不存，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

《塞外花卉圖卷》，應是從七十餘種花卉長卷刪改而來。252 

根據考證，《塞外花卉圖卷》描繪的花卉母題大部分不曾入畫，但有一半曾

被記錄至本草類和譜錄類的書籍。經由比對圖繪與實際的植物，部分植物描繪相

當精確，部分植物卻將枝葉的特徵描繪錯誤。253由此看來，蔣廷錫描繪植物的方

式，應是透過採集實物和沿途速記而來，具有寫生的成分。查慎行詠頌蔣廷錫獻

給納蘭揆敘的花卉長卷，提及翰林們隨輦至塞北，需負考察的工作，蔣廷錫將塞

外花卉繪成長圖，應也帶有考察與記錄的功能。 

在完成《塞外花卉圖卷》之後，蔣廷錫依然會繼續觀察花卉，調整花卉的圖

像。以《畫群芳擷秀冊》與《塞外花卉圖卷》皆有出現「金蓮花」為例，《塞外

花卉圖卷》所繪的金蓮花，描繪的是花朵綻放即將凋謝的模樣，因此底下的金黃

色花萼形狀較不堅挺，橘色的花瓣與花藥較為凌亂（圖 3-6 正中央的花朵）。《畫

群芳擷秀冊》第七開描繪的金蓮花，則是花朵剛盛開的模樣，因此花萼一片片排

列整齊，描繪得相當堅挺（圖 3-6 左上方的花朵）。後來蔣廷錫在國立故宮博物

                                                      
250 王釗，〈博物學與中國畫的交匯：談蔣廷錫《塞外花卉圖卷》〉，頁 65-78。 
251 查慎行，〈塞外草花暑月特盛，同年蔣酉君用橫幅寫七十餘種，呈院長揆公，以絶句屬和四首〉，

收錄於《敬業堂詩集》，卷三十二，頁 4。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26，頁 440。 
252 陳東認為，蔣廷錫給納蘭揆敘的花卉長卷，應是作於康熙四十四年六月，之後以此為稿本，

重新再繪《塞外花卉圖卷》，並於七月繪成。見《避暑山莊園林景觀（動植物景觀分卷）》，頁 24。 
253 王釗，〈博物學與中國畫的交匯：談蔣廷錫《塞外花卉圖卷》〉，《故宮博物院院刊》1 期（2017），

頁 6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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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所藏的《畫花鳥冊》與《寫生冊》也描繪整齊排列的金蓮花，可見《塞外花卉

圖卷》的花卉圖像僅是呈現當下所見的花卉，之後並未成為固定的粉本（表 3-1）。

254由此看來，蔣廷錫在《畫群芳擷秀冊》對於花朵與枝葉的特徵描繪相當精確，

得以透過圖像比對出特定的花卉品種，是基於寫生的經驗。 

小結 

 本章第一節透過分析《畫群芳擷秀冊》的花卉品種，確認作品的主題為移植

至清宮的花卉。這些花卉的產地遍布清朝的疆域，反映了康熙皇帝對於移植植物

的興趣。第二節則進一步從詩詞及圖像的來源，確認《畫群芳擷秀冊》與康熙朝

中期的官方類書編纂活動有關。 

 整體而言，《畫群芳擷秀冊》在詩詞內容上顯示欲招攬有才能的漢人進入宮

廷服務，亦暗示當時的的文治政策，即是讓這些在文壇上具有號召力的漢人至宮

廷編纂官方圖書，令朝廷掌握漢文化的話語權。根據這些文字記錄，能夠發現康

熙皇帝此年下令隨扈的翰林，大部分為康熙三十六年以後進入朝廷的新進人員。

255儘管《畫群芳擷秀冊》並未留下觀者的聲音，但是根據《陪獵筆記》記載康熙

皇帝平時考驗翰林解讀詩文的能力，可以想見朝廷的翰林應能理解此件作品的弦

外之音。256 

《畫群芳擷秀冊》加入以塞外花卉為主題的詩詞與繪畫，反應當時康熙皇帝

與翰林在塞外考察、編纂「佩文齋」官方書籍的活動。從康熙四十二年的《陪獵

筆記》及該年康熙皇帝與翰林的詩文作品，可以得知康熙皇帝與翰林在塞外編纂

類書的期間，康熙皇帝以自己的詩詞創作考驗翰林的文學知識，與翰林分享塞外

的風土知識，也要求翰林作詩吟詠塞外的景觀，以及隨扈期間所發生的事件。在

                                                      
254 感謝北京大學的王釗博士提供避暑山莊拍攝的金蓮花照片，並告知金蓮花的金黃色部分為花

萼，橘色部分為花瓣，特此致謝。 
255 康熙四十二年隨扈的翰林，除了查昇為康熙二十七年進士之外，陳壯履、勵廷儀、查慎行、

汪灝、錢名世與蔣廷錫六人皆為康熙三十六年以後才進入朝廷的官員。 
256 翰林對於康熙皇帝的詩詞解讀，可參考高士奇收到康熙皇帝賞賜的〈詠杜鵑花賜高士奇〉御

製詩之後，在《蓬山密記》提及此詩「蓋有寓意者」，詳見第二章第二節的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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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漢文化活動中，康熙皇帝是文化的主導者，透過創作詩詞與編纂類書的活動，

令翰林將塞外的事物加入至傳統文學之中，並藉由官方類書將新的知識傳播出去。

由此看來，《畫群芳擷秀冊》混雜中原及塞外花卉的主題，反應了當時康熙皇帝

意圖將清帝國新元素加入傳統漢文化知識中的文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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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畫群芳擷秀冊》的重要性 

根據前三章對於《畫群芳擷秀冊》的作品形式及製作脈絡的研究，可以發現

《畫群芳擷秀冊》反應了康熙皇帝在統治中期試圖在漢文化的基礎上增加新的元

素，在文學和藝術上皆引導了新的方向。然而對於蔣廷錫而言，《畫群芳擷秀冊》

在他的繪畫風格和畫業上的定位是什麼？是風格轉變時期的實驗之作，還是階段

性的成就呢？在繪畫上，《畫群芳擷秀冊》顯示康熙朝當時對於顏色的追求，以

及對於中西折衷風格的實驗，這樣的藝術趨勢是否在清宮仍有延續呢？ 

本章以蔣廷錫在康熙朝所作的臣字款作品為主軸，討論蔣廷錫作品的風格變

化，以此討論《畫群芳擷秀冊》在蔣廷錫的繪畫風格中的定位，並討論作品所呈

現的中西折衷風格在康熙朝宮廷繪畫的意義。最後以《畫群芳擷秀冊》及臣字款

作品的藝術表現，延伸討論蔣廷錫的繪畫在康熙朝宮廷的定位。 

第一節 康熙朝的臣字款作品風格分期 

《石渠寶笈》初編至三編所記載的蔣廷錫臣字款花卉畫，扣除掉確定是雍正

朝的作品，共有三十四件推測是康熙朝的作品，目前可見的傳世作品則有十五件

（表 4-1）。257儘管蔣廷錫進宮前對於顏色暈染的技法尚未成熟，但是在臣字款作

品中，設色反而成為作品的重點。蔣廷錫在《畫群芳擷秀冊》蓋的鈐印有「臣廷

錫」、「朝朝染翰」，其中「染翰」一詞原為作文章的意思，後引申為作畫，也頗

有凸顯自己的臣字款作品以敷色為重之意。 

《畫群芳擷秀冊》的定年屬於蔣廷錫早期的臣字款作品，使用了來自惲壽平

的沒骨法，以筆沾水、沾墨或是沾其他顏料混色等技法。相較於同時期的《野菊》

（圖 1-10）與《塞外花卉圖卷》（圖 1-11）的繪畫風格，《畫群芳擷秀冊》加入

自己所理解的「海西法」，更強調利用色塊的顏色變化去形塑物體，是風格轉折

                                                      
257 本表主要選取蔣廷錫的臣字款花卉畫，去除掉確定為雍正朝的作品。其餘未寫明製作時間，

且未有康熙皇帝或雍正皇帝御題的作品，筆者仍收進表中，再於正文提及時闡述筆者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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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本節以蔣廷錫現存的作品為研究對象，討論《畫群芳擷秀冊》在臣字款

的風格轉變中具有什麼樣的關鍵意義。 

（一）學習諸家及惲壽平風格的早期作品 

由於文獻較少提及蔣廷錫入朝為官之前的作品風格為何，因此本文先就現存

的紀年作品討論蔣廷錫早期的作品風格。現存蔣廷錫進宮之前的作品共有兩件，

一件為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畫歲朝圖》，另一件則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

的《花鳥草蟲圖冊》。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畫歲朝圖》，主要以沒骨寫意筆

法描繪水仙盆、石頭、牡丹、如意及柿子。在設色方面，使用極少的顏料，加入

較多的水與膠再塗至紙上。物體邊緣留下的顏料淤積痕跡，即是水和膠使用較多

的證明（圖 4-1）。從作品來看，蔣廷錫這時候便相當重視設色的層次變化，因此

會趁顏料未乾的時候再加上水或是顏料，使顏色變化更加豐富。以畫中的黑色石

頭為例，石頭中間顏色最淺的地方，便是趁顏料未乾時再以筆點水渲染所產生的

效果；石頭右上方邊緣深色處，則是以黑色顏料補筆的痕跡。除此之外，蔣廷錫

也善用不同顏料撞色的效果，如畫面左上方牡丹花的花苞，即是先以淺灰綠畫出

花苞的形狀，尖端點上紅色胭脂，花苞底端再以水渲染，製造出因尚未成熟而介

於綠色與紅色之間的花苞。 

 《畫歲朝圖》的作品款識寫：「庚午嘉平月擬白陽山人（陳淳）筆意，南沙

蔣廷錫」，若比較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陳淳寫意花卉《畫牡丹》，蔣廷錫學習

陳淳的地方，即是對顏色暈染效果的重視，但是技法尚不成熟，無法做出陳淳以

花瓣暈染深淺塑造出牡丹形狀的效果（圖 4-2）。除此之外，《畫歲朝圖》的物象

組合亦較不成熟，如水仙盆、石頭造景及探出盆外的牡丹，這三個物象之間的空

間關係相當平面，看不出物體前後的空間感。 

 另一件現藏於瀋陽故宮博物院《花鳥草蟲圖冊》共有十二開，每開以花卉為

主角，其中七開另搭配鳥類或是昆蟲，最後一開款識為：「己卯新春模元人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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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幀，蔣廷錫」（圖 4-3）。258《花鳥草蟲圖冊》為紙本設色之作，由於目前僅

公布黑白影像，因此較不能看出設色的處理方式。但是透過這件作品，可以看到

蔣廷錫較少使用雙鈎填彩，而是使用短皴一筆筆描繪出物象的輪廓。以第一開、

第八開的樹幹及第五開、第十一開的石頭為例，這四開皆是擦染的短線條或是墨

點堆疊出物象。除此之外，也可以看出蔣廷錫此時即對曲線構圖產生興趣，如第

四開和第十二開的枝幹皆呈現半圓弧的姿態，屬於在自然界的植物較不易出現的

生長情況。但由於枝幹上生長的花朵甚繁，分散掉曲線的不自然感，因此較不顯

得突兀。 

 在這件作品中，蔣廷錫自述「模元人寫生」。雖然蔣廷錫並未標明他所學習

的對象，但是從《花鳥草蟲圖冊》使用較短的墨線點出物體輪廓，應是學習元代

王淵的風格。259王淵的墨筆作品以勾勒和沒骨法並用，在王淵的《寫生圖》立軸

可看見樹石主要以墨點塑成輪廓及明暗處，與蔣廷錫《花鳥草蟲圖冊》的樹石描

繪技法相似（圖 4-4）。但是蔣廷錫在構圖上對於曲線的重視，則應是受到惲壽平

的影響。 

整體而言，透過《畫歲朝圖》和《花鳥草蟲圖冊》兩件作品，可以看出蔣廷

錫進宮之前仍處於學習的階段，但是在作品中已呈現對顏色變化的重視，以及使

用短線條塑造物象輪廓等特徵，這些特徵仍可見於蔣廷錫之後的作品。 

蔣廷錫進宮之後所作的早期臣字款作品，在設色上開始出現惲壽平淺設色花

卉畫的特色，即是較注重顏料兌水暈染後所產生的透明感。目前蔣廷錫傳世的十

五件臣字款作品中，有三件折枝花卉立軸作品具有較明顯的惲壽平設色特徵，其

中有留下紀年的是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野菊》（圖 1-10，表 4-1 的編號 10）。

蔣廷錫以沒骨法描繪塞外所產的野菊，並以物體與物體之間留白的方式來處理兩

                                                      
258 康熙三十八年，蔣廷錫舉順天鄉試以薦南書房行走，由於鄉試時間為八月，因此作於該年新

春的《花鳥草蟲圖冊》仍視為蔣廷錫尚未進宮之前的作品。 
259 王淵，字若水，號澹軒，一號虎林逸士，錢塘（今浙江杭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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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物象交疊的情況，使得不同色塊不至於互相干擾。然而物體之間的留白距離並

未掌握好，且暈染的技巧不足，因此野菊褐色莖部有多處混入葉子的綠色，屬於

繪畫技法較不成熟的作品。 

 另一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桃花梨花圖》（圖 4-5，表 4-1 的編號 33），

畫法偏向寫意。左上方有康熙皇帝題寫唐代蘇頲（670-737）的〈侍宴桃花園詠

桃花應制〉： 

桃花灼灼有光輝，無數成蹊點更飛。為見芳林含笑待，遂同溫樹不言歸。

唐蘇頲句。 

這件作品描繪兩枝交叉的桃花樹枝，構圖具有惲壽平強調樹枝彎曲弧度的特徵。

兩枝桃花的交叉處以深色與淺色區別出不同枝幹，但是較看不出物象前後關係，

物體空間感較為平面，且依然有設色暈染至其他物象的問題。桃花花瓣的描繪方

式，接近於蔣廷錫在康熙二十八年仿陳淳所作的《歲朝圖》之牡丹。至於葉片的

設色方式，《桃花梨花圖》以不同顏色區分不同葉片，並未出現《野菊》在顏料

未乾時以筆沾水渲染葉片的技巧，單一顏色的深淺變化較不豐富，因此製作時間

應早於《野菊》。 

 第三件未紀年的折枝作品為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桂花》（圖 4-6，表

4-1 的編號 18），描繪兩枝生長繁密的桂花，右上方有康熙皇帝自題的御製詩〈中

秋望月〉： 

坐望中秋月正圓，玲瓏丹桂植當天。無私普照八荒外，皎潔清光雲漢邊。

中秋望月。 

這件作品暈染技巧較佳，物象與物象之間的留白更乾淨，較無出現顏色沾染至其

他物體的問題，因此應是在《桃花梨花圖》、《野菊》之後的作品。在這件作品中，

蔣廷錫在設色上開始注意作品整體呈現的視覺效果，試圖以顏色深淺區分葉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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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距離，如被疊在後面的葉子顏色偏深。但是因為葉子顏色深淺差異較小，因

此層次變化較不明顯。 

這三件作品皆出現惲壽平繪畫風格特徵，依據繪畫技法的成熟程度，可以排

列出製作順序應是《桃花梨花》、《野菊》和《桂花》，屬於蔣廷錫早期的臣字款

作品。《桃花梨花圖》的風格偏向寫意，若以惲壽平《花卉冊》的〈紫藤花〉為

比較對象，可以看出蔣廷錫雖然在描繪桃花的部分，沿用陳淳的寫意點染方式，

但是卻學習惲壽平枝幹交叉的構圖，且強調枝幹彎曲的弧度，枝幹的交界處以顏

色深淺區分的特徵（圖 1-3）。《野菊》和《桂花》則是使用惲壽平以筆沾水渲染

葉片的繪畫技巧，以惲壽平《花卉冊》的〈蠶豆花〉為例，葉子上色的方式，是

趁顏料未乾的時候以筆沾水稀釋部分顏料，使得葉片有種透明感（圖 4-7）。 

透過《桃花梨花》、《野菊》和《桂花》這三件早期的臣字款作品，反應了蔣

廷錫進宮之後的作品開始學習惲壽平的設色技法。惲壽平的繪畫由於使用沒骨法

強調花卉顏色變化，且作品大部分具有惲壽平本人的題詩，用以抒發個人心志，

在江南文人圈裡面相當受歡迎。本文第一章即提及康熙朝南書房資歷最深的翰林

高士奇、張英皆曾為惲壽平的花卉畫題詩，可見他的畫名也極有可能透過兩位翰

林傳至康熙皇帝耳中。這三件沒骨花卉作品皆有康熙皇帝的御題，製作時間最早

的《桃花梨花》書寫的是唐代蘇頲的應制詩，其餘兩首則是康熙皇帝的御製詩，

內容亦呈現康熙皇帝對於塞外花卉及移植花卉的興趣。由此看來，蔣廷錫也將江

南一帶流行的詩畫花卉傳進宮廷，轉為康熙皇帝用以承載御製詩的宮廷繪畫。 

由於惲壽平已於康熙二十九年去世，且沒骨法的染色方式需要前人經驗，較

無法透過粉本或是臨摹學習而成，因此要將惲壽平風格帶入宮廷，需要透過惲壽

平的傳人。從文獻來看，蔣廷錫曾多次招攬同鄉好友馬元馭入京。馬元馭即師從

惲壽平，曾被王翬稱讚「盡得其傳」，在江蘇畫名極盛。260然而對於蔣廷錫的招

                                                      
260 「王翬嘗稱其神韻飛動，勝於陳道復、陸叔平，繼又與惲南田為忘年交，講求討論，盡得其

傳」。見張鏡寰修，丁祖蔭等纂，《常昭合志》卷二十，頁 47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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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馬元馭卻多次稱病拒絕： 

相國蔣文肅，處士（馬元馭）同里也，嘗與處士講論六法，其時若汪殿

撰繹、楊處士晉，無一日不聚青桐軒。及蔣公官禁，以書招處士入都，

數以疾辭。261 

雖然馬元馭並未前往京師，但是蔣廷錫依舊招攬了學習惲壽平風格的畫家，即馬

元馭的弟子潘林。魚翼《海虞畫苑略補遺》記載： 

潘林，字衡谷，號西疇。花卉領毛師馬棲霞，蔣文肅招置幕中，凡進御

花鳥卷冊，多出其手。262 

潘林被指稱為蔣廷錫「進御花鳥卷冊」的代筆人，或許即是臣字款作品。無論潘

林是否是臣字款代筆人，透過這條文獻，可推測潘林應是蔣廷錫臣字款作品中的

惲壽平風格來源。 

蔣廷錫於康熙三十八年進宮之前仍在學習臨摹名家的階段，而在進宮之後的

臣字款作品則在設色和構圖上更為突顯對於惲壽平風格的學習。透過文獻回顧，

可以得知蔣廷錫寫信請馬元馭進宮被拒，之後招入馬元馭的弟子潘林作為代筆人，

側面說明蔣廷錫在進宮後對於學習惲壽平風格的需求。 

（二）轉為重設色的過渡期作品 

蔣廷錫早期的臣字款作品呈現惲壽平淺設色作品的風格，主要以折枝花卉為

主題，之後的作品則以物體結構較為複雜的花卉湖石為題材，可看見蔣廷錫開始

轉為重設色作品，並且在設色中逐漸顯露以顏色變化塑造體積感的趨勢。現藏於

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畫牡丹圖》（圖 4-9，表 4-1 的編號 15）以金箋紙作畫，畫

中描繪生於坡石上的五株不同種的牡丹，右上角為康熙皇帝自題的御製詩〈詠各

                                                      
261 馮金伯，《國朝畫識》卷七，選自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十冊（上海市：上海書畫

出版社，1992） 
262 魚翼，《海虞畫苑略補遺》，收錄於《中國古代地方人物傳記彙編：江蘇（卷二）》第十六冊，

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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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牡丹〉，收錄於《御製文集三集》： 

晨葩吐禁苑，花蒔就新晴。玉版參仙蕋，金絲雜緑英。色含潑墨發，氣

逐彩雲生。莫訝清平調，天香自有情。詠各種牡丹。 

這件作品的花卉和葉片的設色方式較為呆板，牡丹花瓣的邊緣皆以白粉加強描繪，

每一片花瓣的暈染層次變化相似。這種較具裝飾性的牡丹描繪方式，可見於惲壽

平的《國香春霽圖》（圖 4-10）。雖然《畫牡丹圖》的設色技法與蔣廷錫過去的作

品較不同，但每片葉子的暈染仍然富有變化。 

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花鳥寫生圖》（圖 4-11，表 4-1 的編號 11）為使

用金箋紙繪製的大型立軸，畫中描繪紫薇樹、湖石及菊花，樹上則有一隻白頭翁，

右上角有康熙皇帝的御題： 

種自金華省，分來竹素堂。蟠枝凝瑞露，接葉逗清光。掩映輕霞放，忝

差碎錦粧。三秋花爛漫，相遲到重陽。明馮琦詩。 

《佩文齋廣群芳譜》記載此詩為明代潘允哲的〈紫薇〉，且詩句與康熙皇帝所題

的不同： 

種自金華省，分来竹素堂。蟠枝凝瑞露。接葉逗清光。不向仙郎伴，還

移野老傍。三秋花爛漫，相遲一飛觴。263 

「不向仙郎伴，還移野老傍」，指紫薇花不選擇仙郎，反而移居陪伴住在田野的

老人，頗有選擇歸隱的意思。康熙皇帝將此句改為：「掩映輕霞放，忝差碎錦粧」，

成為單純詠紫薇外形的詩句。最末句「相遲一飛觴」，也改為「相遲到重陽」，與

《畫群芳擷秀冊》第八開最末句「勘佐黃花薦客觴」改為「九日觴」相同，皆是

把詩中的飲酒活動附會成重陽節的習俗。 

《花鳥寫生圖》描繪的白頭翁，畫法與康熙三十八年《花鳥草蟲冊》類似，

                                                      
263 《佩文齋廣群芳譜》卷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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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會在鳥類腹部邊緣以墨筆擦染，製造出鳥類的體積感。除此之外，畫中菊花的

描繪方式，特別是描繪花卉側面花萼的畫法，也與《畫群芳擷秀冊》第十一開〈菊

花〉十分接近，因此應是蔣廷錫的親筆作品（表 4-2）。由於以金箋作畫需要用覆

蓋性較強的顏料，因此這件作品設色濃重，花卉和葉子皆加入白粉，利用白粉與

顏料的變化，取代注水暈染的效果。但是樹幹和石頭僅有赭色與水墨，凸顯花卉、

葉子和白頭翁的設色豐富。這種並未將畫中所有物象都上色的作法，也可見於《畫

群芳擷秀冊》第十二開〈梅花〉，同樣保留樹幹未上色。 

《藤花山雀》（圖 4-12，表 4-1 的編號 16）現藏於大阪市立美術館，描繪水

邊的樹石雜花。左上方有康熙皇帝的御題，為唐代岑參所作的〈石上藤〉： 

石上生孤藤，弱蔓依石長。不逢髙枝引，未得凌空上。何處堪托身，為

君長萬丈。 

雖然目前僅公布黑白圖像，無法看出設色的細節，但仍可觀察到此件作品對比強

烈，應是重設色作品。樹幹、湖石的輪廓和陰影處使用短皴擦出，湖石表面和水

岸邊以水暈染，雖然顏色無固定規律，沒有塑造出物體體積，但是仍可看出試圖

用暈染製造出顏色變化。 

 這三件以花卉湖石為主題的作品，構圖方式開始將母題拆成獨立的色塊，如

以一片片花瓣為單位，組裝成完整的花朵，明顯能看出在設色概念上的轉變。《畫

群芳擷秀冊》雖然仍保留對於惲壽平的沒骨折枝花卉構圖特徵，但是在設色上已

經開始重視體積感的塑造，且從物體的設色受到當時所見的西洋繪畫及畫琺瑯作

品所影響來看，應是屬於此時期較為成熟的作品。 

（三）折衷中西繪畫風格的後期作品 

根據傳教士馬國賢的回憶錄，可得知在聶雲龍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離開

中國之後，清宮的油畫室裡仍有聶雲龍的學生，因此西洋風格的繪畫並未在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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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264除了《畫群芳擷秀冊》，蔣廷錫在康熙朝亦有一批較明顯受到西洋繪畫

風格影響的作品。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人參花》（圖 4-13，表 4-1 的編號

12），描繪避暑山莊栽植的人參花盆栽，右上角有康熙皇帝自題的御製詩： 

〈熱河産人參，雖不及遼左，枝葉皆同。命翰林蔣廷錫畫圖，因戯作七

言截句記之〉：舊傳補氣為神草，近日庸醫悞地精。五葉五枝含洛數，

當看當用在權衡。 

康熙皇帝這首御製詩作於康熙五十二年，由於詩中提及「命翰林蔣廷錫畫圖」，

因此《人參花》應與御製詩的製作時間相同。清宮另有一件構圖與蔣廷錫《人參

花》相似的人參盆景畫，為宮廷畫家班達里沙以朝鮮箋繪製的油畫作品《畫人葠

花》，右上角亦有康熙皇帝以泥金書寫的御製詩，題跋除了「命翰林蔣廷錫畫圖」

改為「命畫者圖繪」之外，其餘詩句皆與蔣廷錫《人參花》所題的詩相同（圖

4-14）。 

 比對蔣廷錫的《人參花》和班達里沙的《畫人葠花》，可以發現他們描繪的

是同一株人參花。雖然兩株人參花的姿態相同，但是蔣廷錫在作畫上省略較多細

節，減少了人參花和樹葉的數量，而班達里沙則是省略描繪人參葉緣的鋸齒。兩

件作品的枝葉的結構略有不同，處理葉面的明暗度也不一致，可見應是康熙皇帝

令兩人臨摹同一株人參花，而非使用同一件稿本（表 4-3）。蔣廷錫《人參花》的

設色相當重，花盆也試圖畫出表面的釉色，並以設色的明暗製造體積感，但僅以

輪廓線邊緣的設色深淺作為明暗的區別，並無西洋繪畫技法的受光面或背光面的

概念。265 

在康熙五十二年，蔣廷錫除了《人參花》之外，另有一幅作於該年元旦的《瓶

蓮》立軸。《瓶蓮》（圖 4-15，表 3-1 的編號 12）描繪四朵顏色各異的千葉蓮插

                                                      
264 （義）馬國賢著，李天綱譯，《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在華回憶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頁 48。 
265 林莉娜，〈班達里沙、蔣廷錫《畫人參花》：康熙宮廷百草之王〉，《故宮文物月刊》第 343 期

（2011 年 10 月），頁 6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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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色哥窯花盆中，右上角有康熙皇帝自題御製詩〈香遠亦清〉，是〈熱河三十

六景詩〉的其中一首： 

出水漣漪，香清益逺，不染偏竒。沙漠龍堆，青湖芳草，疑是誰知。移

根各地，參差歸何處，那分公私。樓起千層，荷占數頃，炎景相宜。調

柳梢青。 

畫中左下方有蔣廷錫落款：「康熙五十二年元旦賜觀瓶蓮，臣蔣廷錫恭摹」，是記

錄元旦當天康熙皇帝所賜的蓮花。蔣廷錫並非第一次以圖繪記錄康熙皇帝的賜花

活動，許文美在《詞林典故》和程穆衡《婁東耆舊傳》，即找到康熙四十四年（1705）

五月初九，康熙皇帝曾召十三位臣子在宮廷賜饌賞花，事後蔣廷錫以《賜蓮圖》

紀錄此事，可惜此件作品今不存。266 

《瓶蓮》底下的木座與哥窯盆使用墨線勾勒，上方的四朵蓮花則是沒骨法呈

現。儘管全幅設色較淡，但是顏色並不平板呆滯。荷葉的正面背面設色，皆為一

筆筆沾染出來的結果，再輔以色線勾勒輪廓，底部的葉子亦描繪出葉緣枯萎的效

果。荷花的花瓣敷色亦相當豐富，花瓣邊緣以一條條色線畫出花瓣的直紋，最後

匯聚在花尖，再依照花尖的形狀敷染顏色。哥窯盆雖然造型較古拙，盆底並未依

照實際的樣貌畫出半圓弧，但是盆緣卻畫出了陰影，且哥窯盆的設色並非平塗，

敷色顏料厚薄不一，製造出哥窯盆的顏色變化。 

康熙皇帝在同一年，命蔣廷錫以淺設色和重設色分別描繪《瓶蓮》與《人參

花》這兩種不同風格的作品，且又命宮廷畫家班達里沙以油畫描繪同一株人參盆

景，極有可能是要測試不同繪畫風格所呈現的效果。若進一步看蔣廷錫《人參花》

立軸，可以發現蔣廷錫特別以顏色深淺區分花盆的結構。但與宮廷畫家班達里沙

所繪《畫人葠花》油畫相比，蔣廷錫的設色並非西洋明暗陰影法，沒有描繪出物

體的受光面和暗面，可見蔣廷錫並未受到系統化的訓練，僅是吸收了西洋技法中

                                                      
266 許文美，〈康熙朝詞臣畫家蔣廷錫花卉畫〉，頁 55。 

 



95 
 

對於顏色明暗的重視。 

由於兩件作品上皆有康熙皇帝題寫同一首御製詩，可確定蔣廷錫與班達里沙

是受旨描繪同一盆人參，分別製作油畫版本及絹本版本。267蔣廷錫雖然在描繪花

盆時模仿明暗陰影法，但在作畫概念上仍是中國繪畫的概念，如他相當仔細地描

繪人參葉的尖刺，這個細節在班達里沙的油畫版本裡面已經被省略。透過這起事

件，可以證明這兩件作品是康熙皇帝對於中西繪畫風格融合的實驗。 

 《人參花》的設色相當厚重，顏色的不透明感較高，且並未有留白之處。相

較之下，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佛手寫生》將樹幹與湖石留白，僅為果實和

葉子上色，仍保留過渡期的花卉湖石題材的特色，但是在設色上屬於較成熟的折

衷風格（圖 4-16，表 3-1 的編號 13）。《佛手寫生》描繪生長於山坡上的佛手樹，

佛手根部左右各置一塊湖石。上方則有康熙皇帝的御製詩〈佛手柑〉： 

生緑熟黄却有因，清香八閩昔呈珍。似開貝葉瞿曇手，妙合華陰仙掌垠。

驛路不傳為異物，民風自感得楓宸。畫圖尺素分枝幹，莫使他鄉憶海濱。 

《御製文集四集》所記載的詩文，則和《佛手寫生》有多處不同： 

生緑熟黄却有因，清香閩嶠共呈珍，似開貝葉瞿曇手，妙合華隂仙掌垠。

異物不須傳驛路，竒芬欣得近楓宸。畫圖尺素分枝幹，相對無煩憶海濵。

268 

根據許文美的研究，〈佛手柑〉一詩作於康熙五十四年（1715）夏秋之間，此時

正值康熙皇帝北巡駐蹕塞外行宮。詩中傳達佛手本為貢品，但因移植至宮廷，故

皇帝不需透過車馬傳遞即可見。過去以佛手為題材的畫作多半僅畫果實的部分，

《佛手寫生》以整株佛手入畫，細緻描繪了《本草綱目》所載的「長枝間有刺」、

                                                      
267 林莉娜，〈班達里沙、蔣廷錫《畫人參花》──康熙宮廷百草之王〉，《故宮文物月刊》第 343 期

（2011 年 10 月），頁 68-78。 
268 《御製文集四集》，卷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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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如橙柚而厚皺，而光澤」等特徵，是相當少見的作法。269 

 《佛手寫生》的樹幹與湖石以線條鉤出輪廓，輔以短皴擦點邊緣。葉子表面

以墨綠為主，加上藤黃和花青提染，部分葉片還有加上一點點白粉提染，使得葉

子顏色變化相當豐富，甚至有幾片葉子連邊緣的枯萎處都仔細描繪出來。佛手果

實則是以線條勾勒外輪廓，再以黃點製造出佛手表面凹凸不平的部分，最後以藤

黃或是青綠染佛手的邊緣，表現每顆佛手尚未成熟或是已成熟的狀態，增加此件

作品為對著物象寫生的真實性。 

《佛手寫生》事實上是重設色作品，但是在視覺效果上會覺得《人參花》的

顏色更為厚重，主要原因是《佛手寫生》的顏色變化較多，在淺色的部分加入了

白色及黃色顏料作變化，深色的部分也使用青綠、墨綠等顏料作調配。這類摻入

多種顏色塑造物體明暗的作法，更接近西洋繪畫的技法，屬於康熙朝晚期的成熟

折衷作品。 

除了《佛手寫生》之外，蔣廷錫另有兩件未紀年的臣字款《寫生冊》亦屬於

使用多種顏色塑造物體的作品。《寫生冊》（圖 4-17、4-18）每冊各十二張圖，每

開主題則見於《石渠寶笈三編》的記載： 

本幅紙本二冊，每冊十二對幅，皆縱一尺三寸二分，橫九寸，右幅設色

畫花卉。上冊一紫丁香，二虞美人，三野薔薇，四玫瑰，五鐵線蓮山樝，

六菜花，七稻穗，八金絲桃，九薔薇，十山丹翠梅，十一貼梗海棠，十

二僧鞋菊。 

下冊一柏樹藤花，二金蓮花紫茉莉，三山躑躅，四剪秋羅，五木樨，六

翠雀纏枝連，七桃花，八葵花千日紅，九榴花，十牽牛花，十一茶花，

十二剪絨花野菊。款：「臣蔣廷錫恭畫」。鈐印二：臣廷錫、朝朝染翰。

                                                      
269 許文美，〈康熙朝詞臣畫家蔣廷錫花卉畫〉，頁 5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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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冊同，左幅空。270 

兩件《寫生冊》的主題相當豐富，每開以花卉植物為主題，搭配鳥類或是草蟲，

偶爾繪有水岸、坡石等背景，極力塑造自然的景色，屬於蔣廷錫集大成之作。 

《寫生冊》以沒骨法作畫，輔以色線勾勒邊緣，且使用短皴筆法描繪坡石、

樹幹。葉子的設色概念與大型立軸《桂花》較接近，但是暈染的技巧更佳。花朵

的設色概念則與《畫群芳擷秀冊》接近，利用設色深淺塑造花瓣之間的三度空間。

除此之外，《寫生冊》描繪花瓣、葉子，也以輪廓線邊緣的設色深淺作為明暗的

區別，與《人參花》描繪花盆的概念相同，但是設色方式主要使用暈染，邊緣輔

以有顏色的短皴慢慢擦染上去。 

《寫生冊》的構圖與母題相當繁複，設色較淺，並加入較多的水與膠表現物

體的透明感，但仍保留對於物體邊緣體積感的重視。這種繪畫風格與蔣廷錫與張

照（1691-1745）合作的《書畫合璧冊》相似，有可能是康熙朝末期或是雍正朝

的作品（圖 4-19）。271值得注意的是，《寫生冊》有兩開與乾隆朝的《余省張為邦

合摹蔣廷錫鳥譜》構圖相似，因此《寫生冊》極有可能與蔣廷錫為宮廷製作的《鳥

譜》有關（表 4-4）。 

 由於《蔣廷錫鳥譜》現不存，因此僅能參考《石渠寶笈初編》所記載的文字

資料： 

蔣廷錫畫鳥譜十二冊，上等宙一。 

素絹本著色畫。毎冊三十幅，左方别幅書譜文。每冊末幅款云：「臣蔣

廷錫恭畫」。下有「臣廷錫」、「朝朝染翰」二印，共計三百六十幅。幅

                                                      
270 《石渠寶笈三編》，卷七十六。 
271 張照，字得天，號涇南、天瓶居士，江南婁縣人。康熙四十八年進士，康熙五十四年入值南

書房，官至刑部尚書。善書法，諡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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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尺七分。廣一尺二寸九分。272 

《鳥譜》共計三百六十幅甚多，因此應非蔣廷錫一人所繪，而是由蔣廷錫主導多

位畫家的繪畫計畫。根據《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

雍正元年九月十八日，出現「畫《鳥譜》金尊年、王恒、于壽白三人，著原養的

織造官送回本籍」的記錄，因此《鳥譜》有可能在康熙朝末期即已完成。273 

除了《活計檔》的紀錄，《石渠寶笈初編》亦記載康熙皇帝曾於康熙四十六

年秋天命蔣廷錫畫《何爾其圖》，是一種產於黑龍江的雞類。274這件作品現不存，

根據康熙皇帝的起居注，可以得知康熙皇帝在該年六月初六至十月二十日皆在塞

外度過，因此應是蔣廷錫隨扈至塞外被康熙皇帝指定為塞外鳥類作畫，極有可能

是為了製作《鳥譜》而記錄圖像。透過乾隆朝所製作的鳥譜摹本，可以發現《鳥

譜》的構圖是由《寫生冊》簡化而來，因此《寫生冊》應是作於《鳥譜》之前，

屬於康熙朝的作品。兩者構圖相似之處，可證明《寫生冊》的圖像被挪用至《鳥

譜》的計畫中。 

小結 

《畫群芳擷秀冊》在本文對於蔣廷錫的作品分期中，屬於介於過渡時期及折

衷中西風格時期之間的作品。整體看來，蔣廷錫的臣字款作品雖然風格各異，每

件作品側重的繪畫表現不同，但是共同點即是利用顏色的變化塑造物體，較少依

靠線條勾勒外型，因此援引惲壽平的沒骨法，或是模仿西洋的明暗陰影法，以顏

色的深淺形塑物體的體積感。早期的臣字款作品的繪畫構圖相對較簡單，慢慢從

沒骨折枝花卉，到以複數母題組成的花卉湖石、瓶花題材，最後再逐漸轉向需要

具有空間概念的寫生冊，逐漸從簡單到複雜。 

                                                      
272 《石渠寶笈初編》，卷四十一。 
27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一冊（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5），頁 164。 
274 「《蔣廷錫畫何爾其圖》一軸，次等元六。素絹本著色畫。款云：『臣蔣廷錫恭畫』。按：何爾

其，鷄類。出于黒龍江興安南北地。康熙四十六年秋命廷錫畫圖。」見《石渠寶笈初編》，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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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色方面，由於對於物象結構較不擅長，因此蔣廷錫依靠設色變化製造出

物體的體積感。早期的物象設色變化儘管相當有層次，但並沒有依照整體構圖設

色，僅是用於區分不同物象，直到後期才逐漸利用設色加強物象的結構。雖然蔣

廷錫的設色並不完全符合西洋明暗陰影法的概念，但是在物體的輪廓線邊緣以顏

色加強明暗，以及使用多種顏色表現物體的亮面或是暗面，亦是受到西法的影

響。 

第二節 蔣廷錫在康熙朝的仕途及畫業 

蔣廷錫為江蘇常熟人，於康熙三十八年舉順天鄉試，薦南書房行走。在當時

僅通過鄉試便進入南書房，仍是相當特殊的情況。蔣廷錫進入南書房的原因，應

與父兄的政治地位有關。蔣廷錫的父親蔣伊（1631-1687）官至河南通省提督學

道，為從一品官。曾於康熙二十二年向康熙皇帝呈上《流民圖》請願： 

（蔣伊）公官御史，繪為十二圖以進。（按：蔣氏世工畫學，亦自公開

之）一曰《難民妻女圖》，二曰《刑獄圖》，三曰《寒窗讀書圖》，四曰

《春耕夏耘圖》，五曰《催科圖》，六曰《鬻兒圖》，七曰《水災圖》，八

曰《旱災圖》，九曰《觀榜圖》，十曰《廢書圖》，十一曰《暴關圖》，十

二曰《疲驛圖》。復為疏極言其狀，聖祖動容嗟嘆，置諸左右。……逾

年，駕東巡，道多饑民，聖祖顧近臣曰：「此蔣伊所繪《流民圖》也」。

275 

康熙皇帝對於蔣伊所繪的《流民圖》印象深刻，然而蔣伊於康熙二十六年（1687）

即「以勤勞死其官」。276因此在蔣廷錫入朝為官之前，蔣氏家族在官場上最具影

響力的人是蔣廷錫的兄長蔣陳錫。 

蔣陳錫（1653-1721）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考取進士，康熙二十八年（1689）

                                                      
275 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393。 
276 蔣伊，字渭公，號莘田。生平參考熊賜履，〈河南督學道蔣君莘田墓誌銘〉，《經義齋集》卷八，

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230 冊（濟南：齊魯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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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陝西福平縣知縣，因接濟災民而獲得升遷，進入朝廷中央成為禮部主客司主

事，後遷員外郎。康熙四十一年，授直棣天津道，遷河南按察使，屬於正三品。

277蔣廷錫在京師考取鄉試之後，即受到薦舉進入南書房，應與父親曾任要職及兄

長正於中央任官有關。蔣陳錫之後陸續擔任山東巡撫、雲貴總督等外地要職，透

過目前公布的史料可得知康熙皇帝會通過蔣廷錫的家書，向在外地任官的蔣陳錫

傳遞密諭，能進一步證明蔣家兄弟在官場上的緊密程度。278 

蔣廷錫進宮之前主要以詩聞名，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時任江蘇巡撫的宋

犖（1634-1714）編纂的《江左十五子詩選》，即把蔣廷錫列入其中。279在入朝為

官之前，蔣廷錫在家鄉常熟雖然與畫家馬元馭（1669-1722）、顧文淵（生卒不詳）

有所往來，但僅是「遊戲翰墨」，尚未找到相關文獻具體記載他入朝之前的繪畫

風格，或是對個別作品的評價。280然而在蔣廷錫入朝為官之後，他的畫名逐漸為

人所知，不僅花卉畫受到康熙皇帝的喜愛，甚至康熙皇帝會要求宮廷畫家向蔣廷

錫學習具有「徐熙黃荃工細一派」、「作色花卉如生」特色的繪畫風格。281 

蔣廷錫的繪畫為何在入朝為官之後才逐漸受到矚目，他的繪畫能力對於康熙

朝宮廷有什麼重要性？《畫群芳擷秀冊》在蔣廷錫的畫業中是否有什麼特殊意義

呢？本節將梳理蔣廷錫進宮前後的畫業，並搭配蔣廷錫進宮之後的仕途，著重討

論製作《畫群芳擷秀冊》對於蔣廷錫本身的仕途與畫業的定位。 

（一）進宮初期的仕途 

                                                      
277 蔣陳錫，字文孫，號雨亭，康熙二十四年進士。生平參考（清）趙爾巽《清史稿》（北京：中

華書局，1977），卷 276。 
278 如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初三日，山東巡撫李樹德奏摺：「蒙升任撫臣蔣陳錫親捧密旨一

道至奴才署中……內開九月十三日，蔣廷錫奉上諭：『俞文言這人斷不可放，爾密密寫字與爾兄，

將朕此旨告訴巡撫李樹德，教他留心。欽此。』」。奏摺提及康熙皇帝令蔣廷錫以家信的方式，將

聖旨秘密傳給兄長蔣陳錫。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七冊（北

京：檔案出版社，1984-85），頁 467-468。 
279 共有王式丹、吳廷楨、宮鴻曆、徐昂、錢名世、張大受、吳士玉、顧嗣立、李必恒、蔣廷錫、

繆浣芷、王圖炳、徐汆宣、郭元釪等十五人。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386 冊（濟南：齊魯出

版社，2001），據蘇州大學圖書館藏淸康熙四十二年宛委堂刻本影印。 
280 「（蔣廷錫）未及第時，與馬棲霞、顧雪坡游，遊戲翰作，天資高邁」，見（清）魚翼，《海虞

畫苑略》，收錄於《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1989），頁 701。 
281 詳見本文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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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宮之後，蔣廷錫開始與南書房翰林以詩畫唱和，這類詩畫作品往往具有

目的性。透過查慎行寫於康熙四十二年（1703）的《陪獵筆記》，可以得知在塞

外隨扈期間，蔣廷錫被直郡王允禔要求以長箋畫各種花卉，並令其他翰林於蔣廷

錫的花卉卷上題詩，屬於應制而作的花卉詩畫作品。282除此之外，蔣廷錫也將康

熙皇帝命南書房收貯的雙穗小米畫成圖，搭配其他翰林的題詩呈上，以詩畫的形

式記錄塞外的植物。透過查慎行在〈塞田雙穗嘉穀恭紀〉稱讚「從此康年豈勝紀，

太平天子是農師」，可以得知這件詩畫作品除了用來記錄塞外植物，也有藉此吹

捧康熙皇帝之意。283 

除了呈畫之外，蔣廷錫在進入南書房初期，也曾將獲賜的御書刻石。此件刻

石已經不知去向，但是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玄燁賜蔣廷錫臨黃庭堅行書步虛詞

十首之一》，即是此件刻石的拓本（圖 4-21）。這件御書原為康熙皇帝臨於康熙四

十一年冬季的字帖，於康熙四十二年特賜給蔣廷錫。284此件拓本後面刻有蔣廷錫

的跋文，說明受賜御書的經過： 

康熙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恩賜入值南書房諸臣御書詩扇，又特賜臣

廷錫御書臨黃庭堅大字一幅。欽惟皇上天縱聖神，精勤問學，金聲玉振，

發為至文。萬幾之暇，留心書法，臨橅靡倦。在廷臣工多蒙頒賜，而臣

廷錫以新進小臣，特叨宸翰，此真殊恩異數，迴出等論者也。至於御筆

結構嚴謹，無法不備，較之黃庭堅真本，更臻神化，誠非淺識所能贊頌

萬一。敬勒諸貞石，用垂不朽。且傳示子孫，以志千秋榮遇云。翰林院

庶吉士臣蔣廷錫恭跋。285 

蔣廷錫自述以新進之臣得到此殊榮，深感榮幸，故將此墨跡刻石，以流傳子孫。 

                                                      
282 「（七月十七日）直郡王（允禔）以長箋索揚孫（蔣廷錫）畫各種花卉，令余輩各題詩」，見

《陪獵筆記》，頁 58。 
283 《陪獵筆記》，頁 58。 
284 國立故宮博物院印行，《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一）（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69），

頁 231。 
285 轉引自尹一梅，〈《石渠寶笈》著錄的一件康熙皇帝御書拓本〉，《中國書法》第 271 期（2015

年 11 月），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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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刻石已經不知去向，根據尹一梅針對拓本的研究，認為石碑刻工精湛，

拓本使用宮廷御墨拓製，且裝裱精緻，應是內務府御書處工匠所製。由於康熙朝

無史料留存，雍正朝的檔案也未見御用工匠接大臣活計的記錄，且蔣廷錫當時僅

為南書房庶吉士，此帖如何能透過宮廷工匠製作，原因仍然不明。286無論如何，

這件拓本呈現了當時康熙皇帝以御書賞賜給新進的臣子，臣子將皇帝賞賜的御書

刻成石，而御書刻石又以拓本的形式收藏在宮廷中，記錄這段君臣佳話。而刻石

和拓本為宮廷精心製作的情況，或許也顯示這件事情極有可能是在康熙皇帝的默

許下，由蔣廷錫配合演出。 

《畫群芳擷秀冊》的製作定年約於康熙四十四年前後，該年蔣廷錫亦作《塞

外花卉圖卷》（圖 1-10）及《野菊》（圖 1-11）兩件作品。前者是獻給大學士納

蘭揆敘之作，後者則有康熙皇帝御題的御製詩〈乙酉秋日山莊偶成〉，是蔣廷錫

的作品中紀年最早的臣字款作品。287透過對於蔣廷錫進進宮前和進宮初期的事蹟

回顧，可以得知蔣廷錫在宮廷雖然以編修為主業，但逐漸透過繪畫能力獲得皇帝

和皇子的青睞。蔣廷錫也陸續獻上詩畫作品給康熙皇帝，僅是在康熙四十二年

（1703），便有獻上塞田雙穗圖詩畫和御書刻石等事蹟。由此來看，康熙皇帝在

康熙四十四年（1705）的《野菊》軸上題御製詩，即是以被獻畫者的身份給予蔣

廷錫回應。而在《畫群芳擷秀冊》，蔣廷錫的繪畫能與康熙皇帝的詩書並置，亦

是相當大的殊榮。 

根據本文前三章《畫群芳擷秀冊》的研究，由於康熙皇帝書寫的詩詞內容是

《畫群芳擷秀冊》最主要的作品寓意來源，因此無論是先由蔣廷錫主動呈畫再由

康熙皇帝題詩，或是康熙皇帝令蔣廷錫製作的詩畫冊頁，皆不妨礙康熙皇帝意圖

                                                      
286 尹一梅，〈《石渠寶笈》著錄的一件康熙皇帝御書拓本〉，頁 187-191。 
287 該詩末句署名「乙酉秋日山莊偶成并書」，能得知此詩作於康熙乙酉年（康熙四十四年），但

無法從詩畫作品本身判斷康熙皇帝書寫於蔣廷錫《野菊》軸的時間。然而康熙皇帝於戴天瑞的《東

籬秋色圖》亦書寫同一首詩，詩末署名改為「乙未（康熙五十四年）秋日山莊偶成再書」，因此

可側面肯定蔣廷錫《野菊》上的御題確實為乙酉年（康熙四十四年）所書寫。見《石渠寶笈》卷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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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這件作品傳遞希望收編天下人才為己用的訊息。從蔣廷錫的身份及仕途來看，

他確實是配合康熙皇帝作品的絕佳人選。由於蔣家素有畫名，蔣廷錫其父蔣伊所

繪的《流民圖》曾令康熙皇帝印象深刻，且蔣廷錫為康熙皇帝特選進入南書房的

翰林，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初入南書房時僅通過鄉試，後來會試未中，又蒙

康熙皇帝特授為進士，之後再遷庶吉士。蔣廷錫進宮之後的仕途，即是康熙皇帝

擴大收編人才的結果，能透過蔣廷錫的身分加強肯定《畫群芳擷秀冊》欲傳達的

寓意。 

（二）蔣廷錫在康熙朝的畫業總結 

蔣廷錫初期的臣字款花卉畫採納江南流行的惲壽平風格，正好與當時由王原

祁（1642-1715）所引入的正統派山水畫風格相互輝映。王原祁為王時敏

（1592-1680）之孫，透過祖父學習到明末董其昌的繪畫風格。由於康熙皇帝對

於董其昌的書法極其推崇，因此在崇董的風氣之下，康熙三十年時即由師法董其

昌的王翬（1632-1717）作為《康熙南巡圖》的主筆。然而王翬在康熙三十六年

完成《康熙南巡圖》之後，即因無官職而離開了北京。在此之後沒多久，康熙皇

帝即令王原祁於康熙三十九年「寓直海淀供奉筆墨」，並於康熙四十年將王原祁

改入翰林，將承襲自董其昌的正統派山水畫風格帶至宮廷中。288 

康熙皇帝在獲得王原祁以及其所代表的董其昌繪畫風格之後，開始對繪畫感

興趣。透過文獻記載，也可發現康熙皇帝干涉王原祁的作畫過程。如《婁東耆舊

傳》記載康熙皇帝命王原祁於南書房作畫的情形：「王氏伸紙染翰，上憑案觀之，

並指示六法，王氏手揮口奏，移晷，上未嘗不稱善」。289根據這條文獻，可看出

康熙皇帝有時亦主導王原祁的作畫過程。王原祁進宮供俸後的風格差異，應與康

                                                      
288 黃瑋鈴以清代程穆衡的《婁東耆舊傳》作為基礎史料，搭配《康熙起居注冊》，爬梳王原祁進

入朝廷中央供俸的時間點。見黃瑋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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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75-77。 
289 （清）程穆衡，《婁東耆舊傳》，卷五，轉引自鄭威，〈王原祁年表〉，《朵雲》第四期（1992），

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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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皇帝的喜好有關。290 

從康熙皇帝在王原祁作畫的時候下指導棋來看，康熙皇帝對於臣字款繪畫握

有一定主導權，即便王原祁已負盛名，且作為正統派山水畫的傳人，亦受到皇帝

的干涉。由此來看，名氣不如王原祁的蔣廷錫，在臣字款作品風格展現的多樣性，

或許也為了迎合贊助人康熙皇帝的品味。 

 蔣廷錫臣字款繪畫風格的多樣性，可見於康熙五十二年（1713）的作品。該

年蔣廷錫先在元旦作了偏向文人畫瓶花形式的《瓶蓮》（圖 4-15），以及在熱河作

了具有油畫厚塗效果的《人參花》（圖 4-13），且另一位宮廷畫家班達里沙也在皇

帝的命令下以油畫描繪同一株人參花，繪製成《人葠花》油畫。由於《人參花》

這種具有厚塗效果的風格，在蔣廷錫過去的作品較少出現，且在康熙皇帝的題跋

上明確寫出是「命翰林蔣廷錫畫圖」，能證明康熙皇帝在這件作品的主導性。根

據同一年製作的《瓶蓮》與《人參花》的風格差異，能證明作為贊助人的康熙皇

帝對於繪畫風格的影響力。 

透過《石渠寶笈》初編至三編對於蔣廷錫臣字款花卉畫的記載，可以發現蔣

廷錫的臣字款作品中有一批臨摹古代畫家的冊頁，共有《臨宋徽宗花卉寫生冊》

一件、《倣宋人筆意》二件、《倣元人筆意冊》一件等（表 4-1，編號 22-25）。這

四件作品現不存，但是《石渠寶笈》記載每件作品皆是不同繪畫風格。第一件《臨

宋徽宗花卉寫生冊》臨的是宋徽宗紈扇花卉畫，落款為「「宣和畫冊十二幅，臣

蔣廷錫奉勅恭臨」。第二件《倣宋人筆意》則是以花鳥禽魚為主題，落款為「倣

宋人設色，臣蔣廷錫」。第三件《倣宋人筆意》則是畫墨花花卉，落款為「仿宋

人勾染法，臣蔣廷錫」。第四件《倣元人筆意》畫設色花卉寫生，落款為「仿元

人冩意，臣蔣廷錫」。 

                                                      
290 黃瑋鈴認為王原祁的臣字款特色，是在構圖上對於三角形正中主峰和空間深度的強調，極有

可能是為了在廳堂上展示而做的改變。見黃瑋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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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0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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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臨宋徽宗花卉寫生冊》的題跋，可以得知蔣廷錫是奉皇帝的諭令臨摩

宋徽宗的花卉寫生冊。其餘三件冊頁雖然沒有標明是經過皇帝下令作畫，但由於

蔣廷錫屬名臣字款，可見這些作品皆會敬呈給皇帝。291根據康熙皇帝下令蔣廷錫

與班達里沙以不同繪畫風格繪製同一株人參花的情況來看，蔣廷錫獻給康熙皇帝

不同風格的冊頁作品，極有可能是為了考驗蔣廷錫作畫能力。 

除此之外，康熙皇帝也嘗試讓蔣廷錫以不同材質作畫。檢視《石渠寶笈》初

編至三編所記載的蔣廷錫臣字款花卉畫，亦能發現除了《畫群芳擷秀冊》使用五

色箋作畫之外，其餘三十三件臣字款作品中，也使用了較罕見的材質作畫，如《蔣

廷錫張照書畫合璧一冊》（表 4-1，編號 8）使用「通草牋」，《花鳥寫生》、《牡丹》、

《瑞石新花》（表 4-1，編號 11、15、20）使用「金牋」，《佛手寫生》、《花果寫

生》（表 4-1，編號 13、14）使用「宣德牋」，《繪事羅珍》（表 4-1，編號 32）使

用「東洋牋」等。這些箋紙較為珍貴，且用在大型立軸和十二開的冊頁上，需要

的紙材亦不少，蔣廷錫應是在皇帝的授意下使用宮廷提供的箋紙作畫，亦能看見

皇帝對於臣字款作品的主導性。 

經由追溯蔣廷錫的臣字款作品風格及材質，再結合康熙五十二年蔣廷錫受旨

所繪的《瓶花》和《人參花》，可以推測蔣廷錫臣字款作品呈現的多樣性，應是

蔣廷錫本身掌握多種繪畫風格，再經由康熙皇帝選擇的結果。儘管臣字款繪畫風

格所呈現的多樣性，應有部分作品非蔣廷錫本人所繪。如《畫瓶蓮》的木製底座

具有西洋明暗陰影法，與瓶身和花卉的風格不一致，亦或是《鳥譜》這種大型圖

譜計畫，並非具有其他文職工作的蔣廷錫能獨自完成的作品等等，皆能證明蔣廷

錫的臣字款作品有他人代筆的情形。但是若以繪畫贊助人康熙皇帝的角度來看，

蔣廷錫的臣字款是否有代筆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蔣廷錫能奉旨呈現康熙皇帝所想

                                                      
291 這四件作品並未標示製作時間，由於蔣廷錫在雍正朝的臣字款作品皆為大型立軸，風格已趨

固定，且蔣廷錫於雍正元年即遷禮部右侍郎與內閣學士行走，並擔任《古今圖書集成》的總裁官，

此後逐年升遷高位，雍正皇帝應更重視蔣廷錫的行政職務，蔣廷錫應不需要上呈給皇帝不同風格

的冊頁作品，因此判斷是康熙朝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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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繪畫效果。 

除了《畫群芳擷秀冊》之外，蔣廷錫蒙獲康熙皇帝題詩的臣字款作品主題多

半是移植至宮廷的花卉植物，且康熙皇帝的御題除了稱讚移植至宮廷的花卉之外，

也隱含以花比喻臣子的寓意（表 4-1）。蔣廷錫作為朝廷的編修，曾參與官方類書

的編纂及塞外考察活動，所繪的花卉畫強調細節，具有一定程度的真實性。加上

康熙皇帝的御題，能進一步藉由詩文將移植植物的繪畫記錄賦予意義。即是把蔣

廷錫這些具有江南風格的詩畫花卉，轉換成康熙皇帝向朝廷文臣傳遞寓意的宮廷

繪畫。 

由此看來，蔣廷錫的臣字款作品，特別是詩畫花卉，對康熙皇帝而言具有宣

傳意義。即使蔣廷錫的臣字款繪畫作品可能有代筆的情形，甚至作畫品質不比精

緻的宮廷繪畫，都不減損這批臣字款作品的意義，因為重要的是蔣廷錫具有江南

文臣的身分。康熙皇帝在蔣廷錫的作品上以自己的書法題寫挑選的詩文，那麼君

臣共同製作的詩畫花卉作品，即能透過蔣廷錫的身分，肯定了康熙皇帝意圖傳達

的寓意。 

小結 

本章主要總結《畫群芳擷秀冊》在康熙朝宮廷的意義，在繪畫風格上，《畫

群芳擷秀冊》比起蔣廷錫其他具有惲壽平風格的臣字款作品，呈現蔣廷錫對於惲

壽平風格的學習及再轉化，並不完全複製惲壽平的設色概念。透過回顧蔣廷錫進

宮前的作品，可以看見他對於短皴和顏色變化的偏好，使得他能夠善用惲壽平的

沒骨法，或是在繪畫中模仿西洋明暗法來描寫物體。 

《畫群芳擷秀冊》在風格上屬於臣字款作品中較早的作品，在當時已呈現康

熙皇帝的意圖，即是透過蔣廷錫引進江南流行的詩畫花卉畫形式與風格，並親自

書寫自己所選的詩詞，以詩書畫承載所欲傳達給臣子的訊息。蔣廷錫與惲壽平的

弟子馬元馭交好，並透過馬元馭及其弟子潘林學習到惲壽平的繪畫風格，將江南

 



107 
 

地區流行的沒骨花卉引入宮廷。透過考察蔣廷錫的父兄，可以得知蔣家素有畫名。

雖然蔣家的繪畫在藝術方面並未留下太多討論，但是蔣廷錫的父親蔣伊曾向康熙

皇帝獻畫為流民請願，且為官清廉有名聲，其兄蔣陳錫亦因在地方賑災而進入中

央任官，可想而知蔣廷錫在身分上屬於忠臣的後代，經由康熙皇帝特選進入朝廷

之後，仕途亦為《畫群芳擷秀冊》賦予意義。 

雖然蔣廷錫保留惲壽平風格的臣字款作品不多，在康熙皇帝的主導之下，惲

壽平的沒骨法成為融合其他風格的媒介。透過蔣廷錫的手，康熙皇帝讓蔣廷錫嘗

試不同的繪畫風格，也令蔣廷錫在較特殊的材質上作畫。康熙皇帝雖然透過蔣廷

錫引進江南花卉畫，但並未讓蔣廷錫完全採用惲壽平的沒骨法，而是令他學習與

模仿不同的繪畫風格，應也是透過蔣廷錫，尋找適合宮廷繪畫的花卉畫風格。至

此，在康熙朝除了有王原祁帶來繼承董其昌風格的正統派山水畫之外，蔣廷錫所

帶來的惲壽平風格的花卉畫，亦被收編至清朝宮廷繪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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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文以《畫群芳擷秀冊》為主要研究對象，這件作品具有康熙皇帝書法與蔣

廷錫的繪畫，無論是在書畫風格、製作材質、冊頁主題和詩詞內容，甚至是作者

的身分，皆是相當特殊的作品，介於傳統與創新之間，是實驗性質較強烈的作品。 

《畫群芳擷秀冊》是康熙皇帝收編文人繪畫，轉換為宮廷繪畫的其中一例。

在製作脈絡部分，《畫群芳擷秀冊》反應了康熙朝中期文化政策的轉變，漢人未

通過殿試即破例成為翰林進入朝廷中央的情形增多。康熙皇帝廣納各地有名的文

人進宮，與他們進行當時文士所流行的藝文活動，藉此展現自己對於漢文化的了

解，獲得進入宮廷的詞臣認可，加深對於皇權的認同。詞臣亦將自己對於皇帝的

認可與臣服，透過詩文傳播出去。曾被革職多年，又獲得薦舉進入南書房的查慎

行，即是極具代表性的例子。 

康熙皇帝雖然藉由《畫群芳擷秀冊》的詠物詩詞內容，以花卉的特徵歌頌朝

臣的品性，並透過賜給高士奇的詩，傳達自己對於人才的渴求與期望。然而康熙

皇帝在《畫群芳擷秀冊》以多種書風書寫詠物詩，且將自己的御製詩詞與古人的

詠物詩並置，甚至將既有的詩句更改為符合冊頁內容的寓意，皆展現自己在文化

上的主導性。在《畫群芳擷秀冊》中，康熙皇帝並非被動地向朝臣展現自己學習

漢文化的成果，而是透過自己的書風和御製詩詞，展現自己作為滿人皇帝，有能

力駕馭漢文化，進而希望人才能夠臣服於清帝國的統治，進入宮廷服務。 

在康熙朝中期，康熙皇帝對於漢文化的自主性增加，也意圖將清帝國的事物

納入漢文化原本固有的知識體系中，因此出現由康熙皇帝主導的官方類書編纂計

畫。《畫群芳擷秀冊》呈現康熙皇帝對於「詠物」文學的興趣，從圖冊主題出現

較少作為詩畫主題的塞外花卉，即展現康熙皇帝欲擴大屬於清帝國的物類系統，

反應康熙皇帝對於「物」的掌控。這種由官方主導的類書編纂計畫在乾隆朝時再

度被重視，編纂的範圍更加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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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能夠展現作品的多重寓意，《畫群芳擷秀冊》的製作材質和內容皆經過

設計。在製作材質方面，《畫群芳擷秀冊》每一開的書畫皆使用不同顏色的箋紙

製作，以此乘載不同花卉主題。儘管色箋紙不適合用於製作繪畫，但是《畫群芳

擷秀冊》得以在色箋紙上作畫，並能與十二種不同顏色的色底互相搭配，亦反應

康熙朝宮廷對於顏料和色底作畫的研究，顯示不同於傳統繪畫的視覺效果。 

 康熙皇帝選擇在繪畫較無名氣的蔣廷錫製作《畫群芳擷秀冊》，而非嫻熟繪

畫的宮廷畫家，即是看中蔣廷錫的詞臣身分。蔣廷錫作為南書房的翰林，並曾參

與編修類書與塞外考察的活動，無論是在文學造詣或是對於物象的觀察力，能更

好地呈現花卉的細節。除此之外，蔣廷錫來自江南，且父親曾獻畫為水災請命，

又破例進入南書房服務，亦能突顯康熙皇帝在統治中期破例拔擢多位翰林進南書

房，他的身份亦能加強《畫群芳擷秀冊》的政治寓意。 

 在繪畫方面，蔣廷錫是惲壽平繪畫風格傳入清宮的重要中介者，但是透過《畫

群芳擷秀冊》和臣字款作品的風格分析，可以發現蔣廷錫並未完全按照惲壽平的

風格。從康熙皇帝將蔣廷錫的繪畫風格評為是「徐熙黃荃工細一派」來看，徐熙、

黃荃的風格差異雖大，但皆相當重視設色的表現。因此蔣廷錫對於惲壽平繪畫風

格的學習，更重要的是利用沒骨設色技法去研究如何以色塊呈現物體的形貌，這

種以顏色區別物體的方式應是受到海西法的影響。 

在聶雲龍於康熙四十三年（1705）離開中國，到郎世寧於康熙五十四年（1715）

抵達中國之間，康熙朝宮廷仍有學習油畫的畫畫人，因此西洋繪畫技法仍存在於

宮廷。從蔣廷錫與班達里沙描繪同一株人參花的作品的事件來看，蔣廷錫在作品

中嘗試以中國設色技法詮釋西法以設色明暗的色塊為重的特色，而在班達里沙的

油畫作品中被忽略的葉緣尖刺，亦被蔣廷錫保留下來。透過蔣廷錫的《人參花》

與油畫作品的比較，以及蔣廷錫臣字款作品的風格演進，可以看出蔣廷錫試圖要

融合中西繪畫的優點，即是兼顧中國繪畫以線條狀物，以及西方繪畫以顏色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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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徵。由此看來，在郎世寧尚未來華之前，蔣廷錫在宮廷花卉畫的中西折衷風

格實驗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畫群芳擷秀冊》是康熙皇帝利用書畫彰顯政治意涵的顯例，康熙皇帝將文

人書畫合璧的形式，展現自己對於書法、詩詞的掌握能力，並搭配蔣廷錫的花卉

畫，加強作品寓意的說服力。本文期望透過《畫群芳擷秀冊》的研究，探討過去

較少論及的康熙朝臣字款花卉畫，重新定位蔣廷錫在清宮繪畫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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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第一開：蘭花 

 

第二開：牡丹 第三開：棣棠 

   

第四開：野菊 

 

第五開：碧桃 第六開：荷花 

   

第七開：金蓮花 

 

第八開：秋海棠 第九開：山茶 

   

第十開：杜鵑 

 

第十一開：菊花 第十二開：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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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清）蔣廷錫，《畫群芳擷秀》冊，紙本設色，22.5×18 cm，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2 （清）惲壽平，〈菊花〉，《山水花卉圖冊》

第四開，紙本設色，23×34.9 cm，北京故宮博物院

藏。 

圖 1-3 （清）惲壽平，《為留耕作花卉圖》冊之〈紫藤

花〉，紙本設色，25.2×34.7 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1-4 （清）惲壽平，《為留耕作花卉圖》冊之〈松枝圖〉，

紙本設色，25.2×34.7 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1-5 （清）惲壽平，《臨唐寅桃花圖》，紙本設

色，133×55.5 cm，北京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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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明）唐寅，《畫折枝花卉圖》卷，絹本設色，28.6×251.2 cm，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7 （清）惲壽平，《百花圖》卷，絹本設色，41.9 x 649cm，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圖 1-8 （清）郎世寧，《瓶花圖》軸，絹本設色，

113.4×59.5 cm，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9 （清）蔣廷錫，《牡丹圖》扇頁，紙本設色，

17×49.2 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康熙五十七年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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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部） 

圖 1-10 （清）蔣廷錫，《野菊》軸，絹本設色，72.5×27.9 cm，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熙四十四年（1705）。 

 

 

 

圖 1-11 （清）蔣廷錫，《塞外花卉圖卷》，絹本設色，38×512.3 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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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 （清）蔣廷錫，《飛花遊魚圖》軸，絹本設

色，140×58 cm，遼寧省文物商店，康熙四十五年。 

圖 1-13 （清）佚名，《玄燁半身像》，絹本油畫，

126×95 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1-14 （唐）張旭，《古詩四帖》，紙本墨筆，29.5×195.2 cm，遼寧省博物館藏。 

 

圖 1-15 白色暗花粉箋紙 （圖片來源：

吳春燕，〈幾種具有清代紀年信息的紙

張〉，《故宮博物院院刊》第 132 期

（2007），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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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6 （宋）佚名，《畫子母雞圖》軸，紙本設色，

41.9×33 cm，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17 （宋）佚名，《萬年青》軸，紙本設色，

98.9×47.4 cm，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18 （清）康熙朝，《畫琺瑯梅花紋盒》，高

3.5cm，口徑 7 cm，底徑 4 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1-19 （清）康熙朝，《宜興胎畫琺瑯萬壽長春海

棠式壺》，高 6.9 cm，口徑 6 cm，通蓋高 9.3cm，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20《琺瑯彩瓷粉紅地開光四季花卉碗》，高 7 

cm，口徑 15 cm，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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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清）玄燁，《暢春園記》卷（局部），紙本墨筆，23.8×639.3 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康熙二十七年（1688）。 

  

圖 2-2 （清）玄燁，《唐人應制詩》（局部），《避暑

山莊法帖》卷五，紙本墨拓，31.2×35.9 cm，台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寫於康熙四十四年（1705），

法帖製於康熙五十五年（1716）。 

圖 2-3 （清）玄燁，《道德經》（局部），《避暑山

莊法帖》卷四，紙本墨拓，31.2×35.9 cm，台北國

立故宮博物院藏，寫於康熙五十四年（1715）。 

 

 

圖 2-4 （清）玄燁，《清聖祖御筆蘭亭序》軸，紙本

墨筆，408.1×209.1 cm，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

熙三十二年（1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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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清）玄燁，《清聖祖山海關詩并序》（局部），

《避暑山莊法帖》卷一，紙本墨拓，31.2×35.9 cm，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寫於康熙四十一年

（1702）。 

圖 2-6 （清）玄燁，《舞鶴賦》（局部），《避暑山莊

法帖》卷二，紙本墨拓，31.2×35.9 cm，台北國立

故宮博物院藏，寫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 

 

  

圖 2-7 （清）玄燁，《聖祖康熙行書七言絕句》，《清

三可汗手蹟冊》第二開，紙本墨筆，16.7×48 cm，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8 （清）玄燁，《聖祖康熙行書七言律詩》，《清

三可汗手蹟冊》第一開，紙本墨筆，15.8x49cm，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9 （清）玄燁，《臨董其昌書滕王閣序》卷（局部），灑金箋本墨筆，31.7×439.1 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康熙四十四年（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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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清）董誥，《畫二十四番花信風圖冊》第七開，紙本設色，20×14.2 cm，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2 翠菊 （圖片來源：柏廣新；崔成萬；王永明，《中國長白山野生花卉》（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2003），

頁 172。） 

 

 

圖 3-3 現代敖漢蓮 （圖片來源：陳東，〈清代避暑山莊的宮廷花卉〉，《紫禁城》第九期（2016），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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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部） 

圖 3-4 （清）蔣廷錫，《畫敖漢千葉蓮》軸，絹本設色，215.7×96.5 cm，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熙六十一年（1722）。 

  

圖 3-5 承德避暑山莊的金蓮花（花卉特寫及全株）（照片來源：王釗 攝於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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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清）惲壽平，〈秋海棠〉，《設色花卉圖冊》第八開，絹本設色，29.9×22.2 cm，上海博物館藏。 

 

圖 3-7 中華秋海棠 （圖片來源：劉初鈿，《中國珍稀野生花卉（二）》（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2001），頁 42。 

 

圖 3-8 映山紅 （圖片來源：劉初鈿，《中國珍稀野生花卉（二）》（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2001），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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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清）惲壽平，〈五色菊花〉，《山水花卉圖冊》第四開，紙本設色，23×34.9 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3-10 （清）惲壽平，〈菊花〉，《山水花卉圖冊》第四開，紙本設色，23×34.9 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3-11 （清）錢維城，《洋菊圖卷》，紙本設色，38.5×695.5 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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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清）《康熙五彩十二月花卉盅》，五彩釉，高 5cm、口徑 6.5cm、足徑 2.5cm，瀋陽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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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清）蔣廷錫，《畫歲朝圖》軸，紙本設色，

77.3×45.3 cm，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熙二十九年

（1690）。 

 

圖 4-2 （明）陳淳，《畫牡丹圖》軸（局部），紙本

設色，122×33.3 cm，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嘉靖二

十三年（1544）。 

 

圖 4-3 （清）蔣廷錫，《花鳥草蟲圖》冊（十二開），紙本設色，42×29 cm，瀋陽故宮博物院藏，康熙三十八年

（1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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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元）王淵，《寫生圖》軸，紙本墨筆，88.3×45.3 

cm，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4-5 （清）蔣廷錫，《桃花梨花》軸，絹本淺設

色，66.8×33 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4-6 （清）蔣廷錫，《桂花》軸，絹本設色，

172.8×74.5 cm，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4-7 （清）惲壽平，《花卉冊》之〈蠶豆花〉，絹

本設色，29.9×22.7 cm，上海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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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蔣廷錫，《畫牡丹》軸，紙本設色，

164x98.2cm，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4-10 （清）惲壽平，《國香春霽圖》，絹本設色，

164x98.2cm，上海博物館藏。 

 

 

圖 4-11 蔣廷錫，《花鳥寫生》軸，紙本設色，

123.3x55.4cm，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4-12 蔣廷錫，《藤花山雀圖》軸，絹本設色，

211.8X97cm，大阪市立美術館藏。 

 



138 
 

 

 

  

圖 4-13 蔣廷錫，《人參花》軸，絹本設色，

131.7x65.4cm，，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熙五十二

年（1713）。 

圖 4-14 班達里沙，《人葠花》軸，紙本設色，

136.1X74.2cm，，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熙五十二

年（1713）。 

 

 

圖 4-15 蔣 廷 錫 ，《瓶 蓮 》軸 ， 絹本 設 色，

139.2X65.4cm，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4-16 蔣廷錫，《佛手寫生》軸，絹本設色，

195.9x81.9cm，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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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蔣廷錫，《寫生》冊，紙本設色，42.3x28.9cm，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4-18 蔣廷錫，《寫生》冊，紙本設色，42.3x28.9cm，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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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蔣廷錫；張照，《書畫合璧》冊第一開，紙本設色，

24.2x22cm，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4-20 余省；張為邦，《余省張為邦合摹蔣廷錫鳥譜》第十

二冊之〈蜀黍雀〉（圖），41.1x44.1cm，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4-21 （清）玄燁，《賜蔣廷錫臨黃庭堅行書步虛詞十首之一》（部份），紙本墨拓，前七開每半開 34.5×26.1 cm，

末開 29.7×26.9 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康熙四十二年（1703）。 

 

 

 

 

  

 



141 
 

附表 

表 1-1 蔣廷錫《畫群芳擷秀冊》與惲壽平《百花圖卷》的設色概念比較 

  

蔣廷錫《畫群芳擷秀冊》第五開 惲壽平《百花圖卷》局部 

  

蔣廷錫《畫群芳擷秀冊》第九開 惲壽平《百花圖卷》局部 

 

表 1-2 惲壽平、蔣廷錫及郎世寧的花卉比較 

   

惲壽平《百花圖卷》 郎世寧《瓶花圖》 《畫群芳擷秀冊》第二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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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蔣廷錫作品中物體輪廓不連續的情形 

    

蔣廷錫《塞外花卉圖》 

康熙四十四年 

蔣廷錫《野菊圖》 

康熙四十四年 

蔣廷錫《飛花游魚圖》 

康熙四十五年 
《畫群芳擷秀冊》第一開 

 

表 1-4 作品媒材分析：色箋紙 

 圖像 繪畫 書法 

第 

一 

開 

 

紙質：灑金五色粉箋 

紙色：粉紅色（偏灰） 

金箔片大小：大 

金箔狀況：金箔變色範圍較

大，僅有上半部未變色。 

紙質：灑金五色粉箋 

紙色：粉紅色 

金箔片大小：大 

金箔變色情形：金箔變色範圍

較小，較不規律，推測是金箔

不純。 

第 

二 

開 

 

紙質：灑金五色粉箋 

紙色：淺藍色 

金箔片大小：小 

金箔狀況：金箔接近古銅色。 

其它：畫作右上方和左上方有

刮痕 

紙質：灑金五色粉箋 

紙色：淺藍色（偏灰） 

金箔片大小：小 

金箔狀況：金箔接近金黃色，

較無變色的情形 

第 

三 

開 

 

紙質：灑金五色粉箋 

紙色：紅紫色 

金箔片大小：小 

金箔狀況：偏金黃色，無變色

情形，灑金較密集。 

其它：蛀洞顏色與書法用紙的

蛀洞顏色相同 

紙質：灑金五色粉箋 

紙色：青紫色 

金箔片大小：小 

金箔狀況：偏金黃色，無變色

情形，灑金較密集。 

其它：蛀洞顏色與繪畫用紙的

蛀洞顏色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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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像 繪畫 書法 

第 

四 

開 

 

紙質：泥金箋紙 

紙色：金色 

金箔狀況：透過蛀洞可發現底

紙原為灑金赭黃粉箋，之後刷

泥金顏料覆蓋。 

 

紙質：泥金箋紙 

紙色：金色 

金箔狀況：透過蛀洞可發現底

紙原為灑金赭黃粉箋，之後刷

泥金顏料覆蓋。 

 

第 

五 

開 

 

紙質：五色粉箋 

紙色：靛青色 

金箔狀況：無金箔。 

備註：蛀洞所見的底紙為灰藍

色。 

 

紙質：五色粉箋 

紙色：靛青色 

金箔狀況：無金箔。 

備註：蛀洞所見的底紙為灰藍

色。 

 

第 

六 

開 

 

紙質：灑金五色粉箋 

紙色：淺綠色 

金箔片大小：小 

金箔狀況：作品邊緣變色情況

較多。 

其它：右方邊緣殘留桃紅色顏

料。 

紙質：灑金五色粉箋 

紙色：銘黃色（偏橘色） 

金箔片大小：小 

金箔狀況：幾乎無變色。 

其它：紙質較不吸墨，因此墨

色不均勻。 

第 

七 

開 

 

紙質：灑金五色粉箋 

紙色：青白色 

金箔片大小：小 

金箔狀況：偏古銅色，灑金較

密集。 

紙質：灑金五色粉箋 

紙色：青白色（偏灰色） 

金箔片大小：小 

金箔狀況：偏古銅色，灑金較

密集。 

備註：紙張右上角與右下角泛

黑 

第 

八

開 

 

紙質：灑金五色粉箋 

紙色：藤黃色 

金箔片大小：小 

金箔狀況：偏古銅色，灑金較

密集。 

備註：紙張中心偏橘色，葉片

顏料有刮痕。 

紙質：灑金五色粉箋 

紙色：淺黃色 

金箔片大小：小 

金箔狀況：偏灰黑色，較稀

疏，集中在紙張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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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像 繪畫 書法 

第 

九 

開 

 

紙質：灑金五色粉箋 

紙色：粉橘色（偏橘） 

金箔片大小：小 

金箔狀況：偏古銅色。 

 

紙質：灑金五色粉箋 

紙色：粉橘色（偏白（ 

金箔片大小：小 

金箔狀況：偏黃褐色，灑金較

密集。 

第 

十 

開 

 

紙質：五色粉箋 

紙色：黑色 

金箔狀況：無金箔。 

紙質：五色粉箋 

紙色：黑色 

金箔狀況：無金箔。 

 

第 

十

一

開 

 

紙質：灑金五色粉箋 

紙色：米色 

金箔片大小：小 

金箔狀況：偏古銅色，部分發

黑，灑金較密集。 

 

紙質：灑金五色粉箋 

紙色：米色 

金箔片大小：小 

金箔狀況：偏古銅色，灑金較

密集。 

 

第 

十

二 

開 

 

紙質：灑金五色粉箋 

紙色：桃紅色 

金箔片大小：小 

金箔狀況：偏金黃色，灑金較

密集。 

 

紙質：灑金五色粉箋 

紙色：桃紅色（偏灰） 

金箔片大小：小 

金箔狀況：偏金黃色，灑金較

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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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個別紙張積墨與斥墨的情形 

第三開（繪

畫） 

 

第六開（書

法） 

   

積墨 斥墨 

 

表 1-6 第六開繪畫底紙刷紋 

第六開 

（繪畫） 

 

 

左下角 右上角 

 

表 1-7 第四開的蛀洞狀況 

第四開 

（繪畫） 

 

 

 

蛀洞顯示底紙為灑金箋紙 

 
蛀洞底下有墨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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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畫群芳擷秀冊》與銅胎畫琺瑯作品的色底作畫視覺效果比較：保留色底作畫（樹幹） 

 
  

康熙朝《畫琺瑯梅花紋盒》 第八開（局部） 第十二開（局部） 

 

表 1-9 《畫群芳擷秀冊》與銅胎畫琺瑯作品的色底作畫視覺效果比較：保留色底作畫（花瓣） 

 
  

康熙朝，《宜興胎畫琺瑯萬壽長春海棠

式壺》 
第五開（局部） 第十二開（局部） 

 

表 1-10 康熙朝桃紅色顏料的使用：琺瑯彩 

  

（局部） 

 

（局部） 

（清）康熙朝，《琺瑯彩瓷粉紅地開光四季花卉碗》，高 7cm，口徑 15cm，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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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畫群芳擷秀冊》桃紅色顏料的使用 

 

第二開（局部） 

 

第四開（局部） 

 

第五開（局部） 

 

第六開（局部） 

 

第八開（局部） 

 

第九開（局部） 

 

第十一開（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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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畫群芳擷秀冊》楷書字體比較 

第九開〈茶花〉 

  

第十開〈杜鵑〉 

  

 

表 2-2 《畫群芳擷秀》與《唐人應制詩》（康熙四十四年）之字體比較 

第一開〈蘭花〉 

 
      

《唐人應制詩》 

       

第二開〈牡丹〉 

       

《唐人應制詩》 

       

第三開〈棣棠〉 

     

  

《唐人應制詩》 

    
 

  

第七開 

〈菊花（金蓮花）〉       

 

《唐人應制詩》 

     

  

第八開〈秋海棠〉 

     

  

《唐人應制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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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畫群芳擷秀》與《清聖祖御筆蘭亭詩序》帖（康熙三十二年）、《道德經》帖（康熙五十四

年）之字體比較 

第四開〈野菊〉 

    

《道德經》 

    

第六開〈荷花〉 

   

 

《清聖祖御筆 

蘭亭詩序》帖 

  

  

《道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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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畫群芳擷秀》與《清聖祖山海關詩并序》（康熙四十一年）、《清聖祖舞鶴賦》（康熙四十三

年）之字體比較 

第五開〈碧桃〉 

    

  

《清聖祖山海關詩

并序》 
   

 

  

《清聖祖舞鶴賦》 

  
 

   

第十一開〈菊花〉 

    

棲 

  

《清聖祖山海關詩

并序》 
   

 

樓 

  

《清聖祖舞鶴賦》 

   
   

第十二開〈梅花〉 

  
 

 
 

詩 
 

《清聖祖山海關詩

并序》 
   

 
 

時 
 

《清聖祖舞鶴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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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畫群芳擷秀》與《聖祖康熙行書七言絕句》、《聖祖康熙行書七言律詩》之字體比較 

第五開〈碧桃〉 

   

《聖祖康熙行書 

七言絕句》 
 

  

《聖祖康熙行書 

七言律詩》 
 

  

第十一開〈菊花〉 

   

《聖祖康熙行書 

七言絕句》 
 

  

《聖祖康熙行書 

七言律詩》 
 

  

第十二開〈梅花〉 

   

《聖祖康熙行書 

七言絕句》 
 

  

《聖祖康熙行書 

七言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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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畫群芳擷秀》詩詞來源 

開數與主題 《畫群芳擷秀》內文 詩詞來源 收錄詩集 

第一開： 

蘭花 

手培蘭橤兩三栽，日暖風和次第開。 

坐久不知香在室，推窓時有蝶飛來。 

（明）文徵明 

〈題畫蘭〉 

（明）徐𤊹《徐氏筆精》 

《御定佩文齋詠物詩選》 

（元）余同麓292
 

〈詠蘭〉 

《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 

（明）文彭 

〈畫蘭〉 

文字略異 

（明）郁逢慶《書畫題跋記》 

（明）汪砢玉《珊瑚網》 

第二開： 

牡丹 

粉香雲暖露華新，曉日濃薰富貴春。 

好是瑞煙籠罩處，東風微動最宜人。 

（明）文徵明 

〈畫牡丹〉 

文字略異 

（明）文徵明《甫田集》 

《御定歷代題畫詩類》 

《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 

第三開： 

棣棠 

乍晴芳草競懷新，誰種幽花隔路塵。 

綠地縷金羅結締，常依芍藥殿餘春。 

（宋）范成大 

〈道傍棣棠花〉 

文字略異 

（南宋）范成大《石湖詩集》 

《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 

 

第四開： 

野菊 

雨過初涼至，山花滿野馨 

雖無紅紫艷，能使屬車停。 

玄燁 

〈山菊藍雀花〉 

文字略異 

《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 

《欽定熱河志》 

第五開： 

碧桃 

度朔山頭駐彩霞，蓬萊宮闕即仙家。 

共傳西苑千秋實，已著東風一樹花。 

（明）陶望齡 

〈詠上苑桃花〉 

文字略異 

《御定佩文齋詠物詩選》 

《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 

第六開： 

荷花 

濃淡色中勻粉膩，淺深痕上著臙脂。 

華堂展處南薰起，一似西湖六月時。 

（宋）白玉蟾 

〈繪蓮〉 

《御定歷代題畫詩類》 

第七開： 

菊花 

（金蓮花） 

平臨難盡，高晀千般。 

珠蹙移花，翠翻帶月，無暑神僊。 

俗人莫道輕寒，幽雅處，餘香滿山。 

嶺外磊落，遠方隱者，誰似清閒。 

玄燁 

〈詠嶺外金蓮盛放可愛〉 

文字略異 

《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 

《欽定熱河志》 

第八開： 

秋海棠 

春色先應到海棠，獨留此種占秋芳。 

稀疏點綴猩紅小，堪佐黃花九日觴。 

（明）俞琬綸 

〈詠秋海棠〉 

文字略異 

《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 

第九開： 

茶花 

葉舒犀甲厚，花放鶴頭丹。 

嵗暮饒氷雪，朱顔不改觀。 

（明）王榖祥〈仿趙松雪剔青

地著色萱花〉之〈又山茶〉293
 

（明）汪砢玉《珊瑚網》 

（明）王榖祥〈山茶圖并題〉 （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

考》 

                                                      
292 《廣群芳譜》雖然記載為元代余同麓，然而推測應為明代余有丁（1527-1584），字丙仲，號同麓，鄞縣人。嘉靖壬戌

及第，授翰林編修。曾任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平晉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學士，以滇南之捷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諡

文敏。 
293 原文誤記為「黃祿之」，應為王榖祥（字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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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數與主題 《畫群芳擷秀》內文 詩詞來源 收錄詩集 

第十開： 

杜鵑 

石巖如火本天台，秀質丹心日月催。 

移根禁苑清詩句，朱夏山林惜茂才。 

玄燁 

〈詠杜鵑花賜高士奇〉 

《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 

第十一開： 

菊花 

三徑秋容菊有芳，九華佳色媚重陽。 

金精炫彩叢棲露，玉質含貞獨傲霜。 

（明）陸師道 

〈題花卉冊－菊花〉 

（明）汪砢玉《珊瑚網》 

（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

考》 

第十二開： 

梅花 

自讀西湖處士詩，年年臨水看幽姿。 

晴窓畫出橫斜影，絕勝前村夜雪時。 

（宋）陳與義 

〈和張規臣水墨梅五絕〉294
 

（宋）陳與義《簡齋集》 

（宋）陳與義 

〈水墨梅〉 

《御定歷代題畫詩類》 

《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 

（宋）陳與義 

〈和張矩臣水墨梅〉 

文字略異 

《御定佩文齋詠物詩選》 

 

 

  

                                                      
294 共有五首，《畫群芳擷秀冊》收錄的詩為最後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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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蔣廷錫所繪的金蓮花圖像 

 
 

（清），蔣廷錫，《畫群芳擷秀》冊，紙本設色，

22.5×18 cm，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蔣廷錫，《塞外花卉圖卷》，絹本設色，

38×512.3 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康熙四十

四年（1705）。 

  

（清）蔣廷錫，〈金蓮蜻蜓〉，《畫花鳥冊》第

五開，絹本設色，39.2×29.9 cm，國立故宮博

物院藏。 

（清）蔣廷錫，〈金蓮茉莉〉，《寫生冊》第二

開，紙本設色，42.3×28.9 cm，國立故宮博物

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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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石渠寶笈》初編至三編所記載的蔣廷錫臣字款花卉畫（未收錄確定是雍正朝的作品）295 

編號 文字 出處 備註 

1 蔣廷錫梅花一卷 次等地二             

素絹本著色畫。款云：「臣蔣廷錫恭畫」。卷前聖祖

仁皇帝御題云：「瓊枝遺玉骨，粉蕋趂冰姿。香透

芙蓉帳，詩成度御墀。咏梅」。下有康熙、稽古右

文二璽。前有佩文齋一璽。 

石渠寶笈初編 

卷六 

畫卷次等、貯乾清宮 

․ 題跋為御製詩，收錄於《廣群芳

譜》卷二十三，〈御製詠盆中梅〉。 

2 蔣廷錫菊花一軸 次等元一 

素絹本著色畫。款云：「臣蔣廷錫恭畫」。左方上聖

祖仁皇帝題云：「山花野菊喜清風，塞北烟光報嶺

楓，無暑不知秋氣至，數叢蘭蕋放離宮。乙酉秋日

山莊偶成并書。」下有體元主人、萬幾餘暇二璽。

前有佩文齋一璽。 

石渠寶笈初編 

卷九 

畫軸次等、貯乾清宮 

․ 題跋為御製詩，收錄於《御製文

集》第三集卷四十九，〈乙酉秋日

山莊偶成〉、《欽定熱河志》卷二

十五，〈秋日山莊偶成〉，作於康

熙四十四年。 

․ 題跋同編號 11《野菊》，印記不

同。 

3 蔣廷錫剪秋羅冩生一軸 次等元二 

素絹本著色畫。款云：「臣蔣廷錫恭畫」。右方上聖

祖仁皇帝題云：「可惜輕羅任剪裁，名傳南國尚徘

徊。未知紫塞多佳種，雜置深紅配綠苔。咏剪秋羅。」

下有康熙、稽古右文二璽。前有中和一璽。 

石渠寶笈初編 

卷九 

畫軸次等、貯乾清宮 

․ 題跋為御製詩，收錄於《御製文

集》第四集卷三十四，〈詠剪秋

羅〉、《欽定熱河志》卷九十四，〈詠

剪秋羅〉。 

4 蔣廷錫蓮塘白鷺圖一軸 次等元三 

素絹本著色畫。款云：「臣蔣廷錫恭畫」。右方上聖

祖仁皇帝題云：「濃淡色中匀粉膩，淺深痕上

著胭脂；華堂展處南薰起，一似西湖六月

時。」下有康熙宸翰、保合太和二璽。前有佩文

齋一璽。 

石渠寶笈初編 

卷九 

畫軸次等、貯乾清宮 

․ 題跋節錄自《御定歷代題跋類》

卷八十九，（宋）白玉蟾〈繪蓮〉

二首。296
 

․ 與《畫群芳擷秀冊》第六開題跋

相同。 

5 蔣廷錫文明富盛圖一軸 次等元四 

素絹本著色畫。錦鷄牡丹。款云「臣蔣廷錫恭畫」。 

石渠寶笈初編 

卷九 

畫軸次等、貯乾清宮 

 

6 蔣廷錫蘆雁一軸 次等元五 

素絹本著色畫。款識云：「宋人殷宏本。臣蔣

廷錫恭臨」。左方上御筆題「妙」字。 

石渠寶笈初編 

卷九 

畫軸次等、貯乾清宮 

 

                                                      
295 由於本文主要討論康熙朝的花卉畫，因此不錄《石渠寶笈初編》的臣字款作品《畫山羊圖》《畫何爾其圖》、《鳥譜》

和《鵓鴿譜》。且不錄確定為雍正朝的臣字款作品《瑞蔬圖》、《四瑞慶登圖》。《石渠寶笈三編》另有一套《畫花鳥冊》，

因題跋為「蔣廷錫恭畫」，上面並未加上「臣」字，考量到蔣廷錫所有具有康熙皇帝的作品皆屬名「臣蔣廷錫恭畫」，因

此此件未署名「臣」字的作品可能是獻給非皇帝的皇族成員，故不收錄。 

296 全文：「筆底荷花水面浮，纎毫造化奪工夫。為誰畫出生綃上，泰華山頭玉井圖。濃淡色中匀粉膩，淺深痕上著臙脂。

華堂展處南薫起，一似西湖六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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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文字 出處 備註 

7 蔣廷錫花卉一冊 次等宙一 

五色牋本著色畫。末幅款云：「臣蔣廷錫恭畫」。毎

幅右方聖祖仁皇帝御書詩句。第七幅書小詞一首。

每幅有中和、康熙、稽古右文三璽。 

石渠寶笈初編 

卷十二 

畫冊次等、貯養心殿 

․ 即《畫群芳擷秀冊》。 

 

（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8 蔣廷錫張照書畫合璧一冊 上等天一 

左方通草牋本著色花卉。末幅款云：「臣蔣廷錫恭

畫」。下有臣廷錫、朝朝染翰二印。每幅二印同。 

右方朝鮮牋本書題句，毎幅署花名。末幅款云：「臣

張照敬題」。下有臣照、聨印。 

（詩句略） 

石渠寶笈初編 

卷十二 

書畫合冊上等、貯養心

殿 

 

9 蔣廷錫花卉一卷次等黄一             

素絹本著色畫，款云：「臣蔣廷錫恭畫」。 

石渠寶笈初編 

卷十六 

畫卷次等、貯養心殿 

 

10 蔣廷錫野菊一軸上等洪一             

素絹本著色畫。款云：「臣蔣廷錫恭畫」。下有臣廷

錫、朝朝染翰二印。軸髙二尺二寸五分。廣八寸六

分。上方聖祖仁皇帝書御製舊作云：「山花墅菊

喜清風。塞北烟光報嶺楓。無暑不知秋氣

至。數叢蘭蕊放離宫。乙酉秋日山莊偶成

併書。」下有康熙、稽古右文二璽。前有惜寸陰

一璽。 

石渠寶笈初編 

卷十八 

畫軸上等、貯養心殿 

․ 同編號 2 御題，印記不同。 

 

（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11 蔣廷錫花鳥寫生一軸次等是一           

金牋本著色畫。款云：「臣蔣廷錫恭畫」。右方上聖

祖仁皇帝御書明人五律一首，識云「明馮琦詩」，

下有康熙宸翰一璽前有佩文齋一璽。 

石渠寶笈初編 

卷十八 

畫軸次等、貯養心殿 

 

․ 題跋收錄於《廣群芳譜》卷三十

八，潘允哲〈紫薇〉。297
 

 

（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297 康熙皇帝題跋為：「種自金華省，分來竹素堂。蟠枝凝瑞露，接葉逗清光。掩映輕霞放，忝差碎錦粧。三秋花爛漫，

相遲到重陽。明馮琦詩」，然而筆者並未查到馮琦（1558-1603）曾作此詩。《廣群芳譜》記載作者為潘允哲（生卒不詳，

為嘉靖四十年（1565）進士），詩文後四句為：「不向仙郎伴，還移野老傍。三秋花爛漫，相遲一飛觴」，與康熙皇帝

的題詩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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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文字 出處 備註 

12 蔣廷錫瓶蓮一軸次等昃二             

素絹本著色畫。款識云：「康熙五十二年元旦

賜觀瓶蓮，臣蔣廷錫恭摹」。右方上聖祖仁皇

帝書御製舊作云：「出水漣漪，香清益逺，不

染偏竒。沙漠龍堆，青湖芳草，疑是誰知。

移根各地，參差歸何處，那分公私。樓起

千層，荷占數頃，炎景相宜。調柳梢青」。

後有康熙、稽古右文二璽。前有淵鑑齋一璽。 

石渠寶笈初編 

卷十八 

畫軸次等、貯養心殿 

 

․ 題跋節錄於御製詞，收錄於《御

製文集》第三集卷五十，〈熱河三

十六景詩〉之〈香遠益清〉、《欽

定熱河志》卷二十八。298
 

 

（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13 蔣廷錫佛手寫生一軸次等昃三           

宣徳牋本著色畫。款云：「臣蔣廷錫恭畫」。上方聖

祖仁皇帝題云：「生緑熟黄却有因，清香八閩

昔呈珍。似開貝葉瞿曇手，妙合華陰仙掌

垠。驛路不傳為異物，民風自感得楓宸。

畫圖尺素分枝幹，莫使他鄉憶海濱。」後

署：「佛手」二字。上有康熙御筆之寳一璽。 

石渠寶笈初編 

卷十八 

畫軸次等、貯養心殿 

 

題跋為御製詩，收錄於《御製文

集四集》卷三十四，〈佛手柑〉。 

 

（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14 蔣廷錫花果寫生一卷 次等黄一 

宣徳箋本著色畫。凡二段。第一段佛手柑。第二段

荷花。 

欵署：「臣廷錫」。畫前俱有聖祖仁皇帝御書題句。 

第一段題云：「生緑熟黄却有因。清香八閩昔

呈珍。似開貝葉瞿曇手。妙合華陰仙掌垠。

驛路不傳為異物。民風自感得楓宸。畫圗

尺素分枝幹。莫使他鄉憶海濵。」後署：「佛

手」二字。下有康熈宸翰、保合太和二璽。前有

佩文齋一璽。 

第二段題云：「數畝芳塘花未開。荷珠清露落

莓苔。雨涼翡翠搖歌扇。風弄蜻蜓惹蕊堆。

綰燕舞。吟鶯來。炎天還似去春回。葛衣

日暮絲絲冷。丹檻泉聲處處催。」後署：「擎

石渠寶笈初編 

卷二十五 

畫卷次等、貯重華宮 

․ 第一段及第二段為御製詩，皆收

錄於《御製文集四集》卷三十四。 

․ 佛手的題跋同編號 13《佛手寫

生》軸。 

                                                      
298 全文：「曲水之東，開凉軒前後，臨池中植重臺千葉諸名種。翠蓋凌波，朱房含露，流風冉冉，芳氣竟谷。出水漣漪，

香清益逺，不染偏竒。沙漠龍堆，青湖芳草，疑是誰知。移根各地。參差歸何處，那分公私。樓起千層，荷占數頃，炎

景相宜。」 

 



159 
 

編號 文字 出處 備註 

葢荷珠。調鷓鴣天」八字。下有體元主人、萬

㡬餘暇二璽。前有日鏡雲伸一璽。 

15 蔣廷錫牡丹一軸 次等宇二 

金牋本著色畫。欵云：「臣蔣廷錫恭畫」。右方上聖

祖仁皇帝題云：「晨葩吐禁苑。花蒔就新晴。

玉版參仙蕋。金絲雜緑英。色含潑墨發。

氣逐彩雲生。莫訝清平調。天香自有情。」

後署：「詠各種牡丹」五字。下有康熙宸翰一璽。

前有佩文齋一璽。 

石渠寶笈初編 

卷二十七 

畫軸次等、貯重華宮 

․ 題跋為御製詩，收錄於《御製文

集三集》卷四十六、《廣群芳譜》

卷三十三。 

 

（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16 蔣廷錫藤花山雀圖一軸 次等宇三 

素絹本著色畫。欵云：「臣蔣廷錫恭畫」。左方上聖

祖仁皇帝題云：「石上生孤藤。弱蔓依石長。

不逢髙枝引。未得凌空上。何處堪托身。

為君長萬丈。」下有體元主人、萬㡬餘暇二璽。

前有日鏡雲伸一璽。 

石渠寶笈初編 

卷二十七 

畫軸次等、貯重華宮 

․ 收錄於《佩文齋詠物詩選》卷三

百四十八，藤花類，〈石上藤〉（唐）

岑參、《御定全唐詩》卷一百九十

八，〈石上藤（得上字）〉《廣群芳

譜》卷八十一。 

 

（現藏於大阪市立美術館） 

17 蔣廷錫蟠桃圖一軸 次等宇四 

素絹本著色畫。欵云：「臣蔣廷錫恭畫」。左方上聖

祖仁皇帝書唐人七言截句一首。下有康熙宸翰、保

合太和二璽。前有佩文齋一璽。 

石渠寶笈初編 

卷二十七 

畫軸次等、貯重華宮 

․ 康熙皇帝的御題內容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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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文字 出處 備註 

18 蔣廷錫桂花一軸 上等日一             

素絹本著色畫。款云：「臣蔣廷錫恭畫」。下有臣廷

錫、朝朝染翰二印。軸高五尺四寸，廣二尺三寸二

分。右方上聖祖仁皇帝書御製七言絶句云：「坐望

中秋月正圓，玲瓏丹桂植當天。無私普照

八荒外，皎潔清光雲漢邊」。識云：「中秋望

月」。下有康熙宸翰，保合太和二璽。前有佩文齋

一璽。 

石渠寶笈初編 

卷四十 

畫軸上等、貯御書房 

 

․ 題跋為御製詩，收錄於《御製文

集》卷三十二，〈中秋望月〉。 

 

（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19 蔣廷錫畫人參花一軸次等張一           

素絹本著色畫。欵云：「臣蔣廷錫恭畫」。右方上聖

祖仁皇帝御筆題識云：「熱河産人參，雖不及

遼左，枝葉皆同。命翰林蔣廷錫畫圖，因

戯作七言截句記之：舊傳補氣為神草，近

日庸醫悞地精。五葉五枝含洛數，當看當

用在權衡」。下有康熙、稽古右文二璽。前有惜

寸陰一璽。 

石渠寶笈初編 

卷四十 

畫軸次等、貯御書房 

 

․ 題跋為御製詩，收錄於《御製文

集》第四集，卷三十三、《欽定熱

河志》卷九十四。299
 

․ 與班達里沙〈畫人葠花〉題跋相

似。 

 

（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20 蔣廷錫瑞石新花圖一軸 次等張二          

金箋本著色畫。款云：「臣蔣廷錫恭畫」。右方上聖

祖仁皇帝書御製七言絶句云：「竒蕋瓊葩綴碧

枝，幽香獨占美丰姿。薫風初到窻前賞，

疑是仙花月下移」。識云：「詠花舊作」下有

康熙、稽古右文二璽。前有中和一璽。  

石渠寶笈初編 

卷四十 

畫軸次等、貯御書房 

 

․ 題跋為御製詩，收錄於《御製文

集》第二集，卷四十三。 

21 蔣廷錫疎林翠巘圖一軸 次等張四          

素絹本著色畫。款云：「臣蔣廷錫恭畫」。 

石渠寶笈初編 

卷四十 

畫軸次等、貯御書房 

 

22 蔣廷錫臨宋徽宗花卉冩生一冊 次等黄一 

素絹本著色畫。臨宣和紈扇本。款識云：「宣和畫

冊十二幅。臣蔣廷錫奉勅恭臨」。冊計十二幅。 

石渠寶笈初編 

卷四十一 

畫冊次等、貯學詩堂 

 

                                                      
299 《欽定熱河志》卷九十四，〈藥之屬·人參〉另記：「五椏五葉，視盛京迤東所産，為遜。考唐書，檀州、營州俱土貢人

參，熱河在檀州之北，蓋自昔已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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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文字 出處 備註 

23 蔣廷錫倣宋人筆意一冊 次等黄二 

素箋本著色畫。花鳥禽魚。款識云：「倣宋人設

色。臣蔣廷錫」。册計十二幅。 

石渠寶笈初編 

卷四十一 

畫冊次等、貯學詩堂 

 

24 蔣廷錫倣宋人筆意一冊 次等黄三 

素絹本墨畫花卉十二種。款識云：「仿宋人勾染

法。臣蔣廷錫」。冊計十二幅。 

石渠寶笈初編 

卷四十一 

畫冊次等、貯學詩堂 

 

25 蔣廷錫倣元人筆意一冊 次等黄四 

素絹本著色花卉冩生。款識云：「仿元人冩意。

臣蔣廷錫」。冊計十二幅。 

石渠寶笈初編 

卷四十一 

畫冊次等、貯學詩堂 

 

26 蔣廷錫花卉一冊 次等黄五 

素絹本著色畫。款云：「臣蔣廷錫恭畫」。冊計十二

幅。 

石渠寶笈初編 

卷四十一 

畫冊次等、貯學詩堂 

 

27 蔣廷錫花卉一冊 次等黄六 

素絹本著色畫。每幅款云：「臣蔣廷錫恭畫」。册計

二十四幅。 

石渠寶笈初編 

卷四十一 

畫冊次等、貯學詩堂 

 

28 蔣廷錫畫牡丹譜二冊 次等黄七 

素絹本著色畫。毎幅簽書標目百種。末幅欵云：「臣

蔣廷錫恭畫」。上下冊各計五十幅。 

石渠寶笈初編 

卷四十一 

畫冊次等、貯學詩堂 

 

29 蔣廷錫百種牡丹譜四冊 次等黄八 

素絹本著色畫。每幅簽書標目百種。每冊末幅款

云：「臣蔣廷錫恭畫」。左方别幅戴臨書牡丹詩。第

四冊末幅款云：「乾隆九年歲次甲子秋七月。

上澣臣戴臨敬書」。每冊二十五幅。共計百幅。 

石渠寶笈初編 

卷四十一 

畫冊次等、貯學詩堂 

 

（現藏於上海龍美術館300） 

30 蔣廷錫畫瓶蓮一軸 

本幅絹本。縱五尺三寸六分，橫二尺七寸五分，設

色畫。瓷瓶中紅白蓮各三花，款：「臣蔣廷錫恭畫」。

鈐印二，臣廷錫、朝朝染翰。鑒藏寶璽八璽全。 

石渠寶笈續編 

卷三 

乾清宮 

 

（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31 蔣廷錫畫墨牡丹一軸 

本幅絹本縱一尺三寸五分，橫九寸二分，水墨畫牡

丹二枝，款：「臣蔣廷錫恭畫」。鈐印二：臣廷錫、

朝朝染翰。鑒藏寶璽八璽全。 

石渠寶笈續編 

卷三十六 

重華宮 

 

（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300 目前認為較有可能是雍正朝的作品，見（清）蔣廷錫，《百種牡丹譜》（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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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文字 出處 備註 

32 繪事羅珍十八冊 

（前略）第十二，東洋牋本，十二對幅。每幅縱一

尺，橫八寸一分，蔣廷錫設色畫花卉。一碧桃竹枝，

二蟋蟀草紫花，三貼梗海棠，四蘭花，五垂絲海棠，

六萱花石竹，七木香，八秋海棠，九藍菊，十秋葵

老少年，十一牽牛，十二萬壽菊。款：「臣蔣廷錫

恭畫」。每幅鈐印臣廷錫、朝朝染翰，對幅顧成天

題。 

石渠寶笈續編 

卷八十八 

靜宜園 

 

（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33 聖祖仁皇帝御書蘇頲句題蔣廷錫桃花梨花一軸 

本幅絹本縱二尺一寸，橫一尺五分，設色畫桃花梨

花，款：「臣蔣廷錫恭畫」。 

御筆行書並識：「桃花灼灼有光輝，無數成蹊

點更飛。為見芳林含笑待，遂同溫樹不言

歸。唐蘇頲句」。鈐寶三：康熙、稽古右文、惜

分陰。鑒藏寶璽：寶笈三編，石渠寶笈所藏。 

石渠寶笈三編 

卷五 

乾清宮 

․ 收錄於《詠物詩選》卷二百九十

六，〈侍宴桃花園詠桃花應制〉、

《廣群芳譜》卷二十六。 

 

（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34 蔣廷錫寫生二冊 

本幅紙本二冊，每冊十二對幅，皆縱一尺三寸二

分，橫九寸。右幅設色畫花卉，上冊一紫丁香，二

虞美人，三野薔薇，四玫瑰，五鐵線蓮山樝，六菜

花，七稻穗，八金絲桃，九薔薇，十山丹翠梅，十

一貼梗海棠，十二僧鞋菊。下冊一柏樹藤花，二金

蓮花紫茉莉，三山躑躅，四剪秋羅，五木樨，六翠

雀纏枝連，七桃花，八葵花千日紅，九榴花，十牽

牛花，十一茶花，十二剪絨花野菊。款：「臣蔣廷

錫恭畫」。鈐印二。臣廷錫、朝朝染翰，二冊同，

左幅空。 

石渠寶笈三編 

卷七十六 

 

 

（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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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花鳥寫生圖》與蔣廷錫其他作品比較 

  

《花鳥寫生圖》 《畫群芳擷秀冊》第十一開 

  

《花鳥寫生圖》 《花鳥草蟲圖冊》第二開 

 

表 3-3 蔣廷錫《人參花》和班達里沙《畫人葠花》的比較 

  

蔣廷錫《人參花》 班達里沙《畫人葠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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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蔣廷錫《寫生冊》和《余省張為邦合摹蔣廷錫鳥譜》的圖像比較 

  

蔣廷錫，《寫生》冊之〈柏樹藤花〉 蔣廷錫，《寫生》冊之〈稻穗〉 

  

《余省張為邦合摹蔣廷錫鳥譜》第

五冊之〈石燕〉 

《余省張為邦合摹蔣廷錫鳥譜》第十二

冊之〈蜀黍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