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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宋徽宗〈芙蓉錦雞圖〉81.5╳53.6cm 北京故宮藏 

圖片來源：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1999），中國繪畫全集2：五代宋遼金第一

卷，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頁146。 

 



 

 

 

 

 

 

圖 2 朱倫瀚〈指畫御製詩意圖〉之二（彩圖版） 28.7╳35.3cm 台北故宮藏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2005），故宮書畫圖錄24。台北：故宮，頁32、
349-51。以下十二幅同。 



 

圖 2a 朱倫瀚〈指畫御製詩意圖〉之一 

 

圖 2b 朱倫瀚〈指畫御製詩意圖〉之二 



 

圖 2c 朱倫瀚〈指畫御製詩意圖〉之三 

 

圖 2d 朱倫瀚〈指畫御製詩意圖〉之四 



 
圖 2e 朱倫瀚〈指畫御製詩意圖〉之五 

 
圖 2f 朱倫瀚〈指畫御製詩意圖〉之六 



 

圖 2g 朱倫瀚〈指畫御製詩意圖〉之七 

 

圖 2h 朱倫瀚〈指畫御製詩意圖〉之八 



 

圖 2i 朱倫瀚〈指畫御製詩意圖〉之九 

 

圖 2j 朱倫瀚〈指畫御製詩意圖〉之十 



 

圖 2k 朱倫瀚〈指畫御製詩意圖〉之十一 

 

圖 2l 朱倫瀚〈指畫御製詩意圖〉之十二 



 

圖 3 嘉慶皇子時期的學詩作業，紅字為皇子師傅批改的痕跡。 

圖片來源：萬依、王樹卿、陸燕貞（1988），清代宮廷生活。台北：商務印書館，
頁 215。 

 



 

圖4a 清聖祖〈御製避暑山莊詩〉附圖之一「煙波致爽」（戴天瑞設色指畫） 

19.9 ╳13.4 cm 北京故宮藏 

圖片來源：北京故宮網站，網址 http://www.dpm.org.cn/china/default.asp 
 

 

圖4b 清聖祖〈御製避暑山莊詩〉附圖之二「芝徑雲堤」（戴天瑞設色指畫）

19.9 ╳13.4 cm 北京故宮藏 

圖片來源：北京故宮網站，網址 http://www.dpm.org.cn/china/default.asp 
 

 



 

圖 5a 金昆〈御製有鳥二十章詩意〉之一「鳳凰」 31.5╳27cm 北京故宮藏 

圖片來源：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9），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10，上海：上海

人民美術出版社，圖145。 

 

圖 5a-1 金昆〈御製有鳥二十章詩意〉之一「鳳凰」局部 



 

圖 5b 金昆〈御製有鳥二十章詩意〉之二十「雲間鶴」31.5╳27cm 北京故宮藏 

圖片來源：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9），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10，上海：上海

人民美術出版社，圖145。 

 

 
圖 5b-1 金昆〈御製有鳥二十章詩意〉之二十「雲間鶴」局部 



 

圖6a 冷枚〈御製十宮詞詩意〉之一 33.1cm ╳29.3cm 北京故宮藏 

圖片來源：北京故宮網站，網址 http://www.dpm.org.cn/china/default.asp 
 

 

圖6b 冷枚〈御製十宮詞詩意〉之二 33.1cm ╳29.3cm 北京故宮藏 

圖片來源：北京故宮網站，網址 http://www.dpm.org.cn/china/default.asp 



 

圖6c 冷枚〈御製十宮詞詩意〉之三 33.1cm ╳29.3cm 北京故宮藏 

圖片來源：北京故宮網站，網址 http://www.dpm.org.cn/china/default.asp 
 

 
圖6d 冷枚〈御製十宮詞詩意〉之四 33.1cm ╳29.3cm 北京故宮藏 

圖片來源：北京故宮網站，網址 http://www.dpm.org.cn/china/default.asp 



 

圖6e 冷枚〈御製十宮詞詩意〉之五 33.1cm ╳29.3cm 北京故宮藏 

圖片來源：北京故宮網站，網址 http://www.dpm.org.cn/china/default.asp 
 

 

圖6f 冷枚〈御製十宮詞詩意〉之六 33.1cm ╳29.3cm 北京故宮藏 

圖片來源：北京故宮網站，網址 http://www.dpm.org.cn/china/default.asp 



 

圖6g 冷枚〈御製十宮詞詩意〉之七 33.1cm ╳29.3cm 北京故宮藏 

圖片來源：北京故宮網站，網址 http://www.dpm.org.cn/china/default.asp 
 

 
圖6h 冷枚〈御製十宮詞詩意〉之八 33.1cm ╳29.3cm 北京故宮藏 

圖片來源：北京故宮網站，網址 http://www.dpm.org.cn/china/default.asp 



 

圖6i 冷枚〈御製十宮詞詩意〉之九 33.1cm ╳29.3cm 北京故宮藏 

圖片來源：北京故宮網站，網址 http://www.dpm.org.cn/china/default.asp 
 

 

圖6j 冷枚〈御製十宮詞詩意〉之十 33.1cm ╳29.3cm 北京故宮藏 



 

圖 7 李世倬〈御製擬古詩意〉 台北故宮藏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1994），故宮書畫圖錄14。台北：故宮，頁389。 



 
圖 7a 李世倬〈御製擬古詩意〉局部 

 

圖 7b 李世倬〈御製擬古詩意〉局部 



 

圖 8 鄒一桂〈御製擬古詩意〉 台北故宮藏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1994），故宮書畫圖錄14。台北：故宮，頁391。 



 

圖 8a 鄒一桂〈御製擬古詩意〉局部 

 

圖 9 張若靄〈御製御園暮春詩意〉 61.2╳81.1cm 台北故宮藏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故宮書畫圖錄11。台北：故宮，頁

375-6。 



 
圖 9a 張若靄〈御製御園暮春詩意〉局部 

 

 

圖 9b 張若靄〈御製御園暮春詩意〉局部 



 

圖 9c 張若靄〈御製御園暮春詩意〉局部 
 

 
圖 9d 張若靄〈御製御園暮春詩意〉局部 

 



 

 

圖 10 徐揚〈御製天寧寺小憩詩意〉 15.6╳102.5cm 北京故宮藏 

圖片來源：聶崇正主編（1996），清代宮廷繪畫。香港：商務印書館，頁268-9。 



 

 

圖 10a 徐揚〈御製天寧寺小憩詩意〉局部 

 

圖 10b 徐揚〈御製天寧寺小憩詩意〉局部



 

圖11 徐揚〈御製玉帶橋詩意〉 15.4╳124cm 北京故宮藏 

圖片來源：聶崇正主編（1996），清代宮廷繪畫。香港：商務印書館，頁270-3。



 

 

圖11a 徐揚〈御製玉帶橋詩意〉局部 

圖片來源：聶崇正主編（1996），清代宮廷繪畫。香港：商務印書館，頁 270-1。 

 

 

圖12 玉帶晴虹 

圖片來源：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西湖志纂，卷一，玉帶晴虹。



 

圖 13 李世倬〈御筆皋塗精舍詩李世倬繪圖〉 北京故宮藏 

圖片來源：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2001），中國繪畫全集27清代第9卷，北

京：文物出版社，圖版150。 



 

圖 13a 李世倬〈御筆皋塗精舍詩李世倬繪圖〉（箭頭標示大門） 北京故宮藏 

圖片來源：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2001），中國繪畫全集27清代第9卷，北

京：文物出版社，圖版150。 

 
圖 14a 董邦達〈靜宜園全圖〉「玉華岫」局部（箭頭標示大門） 

圖片來源：萬依、王樹卿、陸燕貞（1988），清代宮廷生活。台北：商務印書館，

頁 282。 



 

 

 
圖 14 董邦達〈靜宜園全圖〉 

圖片來源：萬依、王樹卿、陸燕貞（1988），清代宮廷生活。台北：商務印書館，

頁 282。 



 

圖 15 董邦達〈御製雪浪石詩〉 台北故宮藏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1994），故宮書畫圖錄14。台北：故宮，頁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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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a-e 董邦達〈御製雪浪石詩〉局部 
 



 

圖 16a 定州州城圖 
圖片來源：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 225號，河北省定州志，台北：成文出版

社，頁 448-9。 

 

圖 16b 眾春園圖 
圖片來源：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 225號，河北省定州志，台北：成文出版

社，頁 526-7。 



 

圖 17 董邦達〈御製夜雪詩意〉 台北故宮藏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故宮書畫圖錄11。台北：故宮，頁389。 



 
圖 17a 董邦達〈御製夜雪詩意〉局部 

 
圖 17b 董邦達〈御製夜雪詩意〉局部 

 

圖 17c 董邦達〈御製夜雪詩意〉局部



 

圖 18 （宋）馬和之〈荷亭納爽圖〉 台北故宮藏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1989），故宮書畫圖錄2，台北：故宮，頁27。 
 
 



 
 

 

圖 19 郎世寧、方琮〈乾隆叢薄行圍圖軸〉 424╳348.5cm 北京故宮藏 
圖片來源：聶崇正主編（1996），清代宮廷繪畫，香港：商務印書館，頁197。 

 



 

 

圖 20 蔣溥〈御製塞山詠霧詩意〉 台北故宮藏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故宮書畫圖錄20。台北：故宮，頁279-80。



 

 

圖 20a 蔣溥〈御製塞山詠霧詩意〉局部  

 

 

圖 20b 蔣溥〈御製塞山詠霧詩意〉局部 



 

圖 21 董誥〈繪御筆甲午雪後即事成詠詩〉 台北故宮藏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故宮書畫圖錄12，台北：故宮，頁299。



 

圖 22 佚名〈乾隆雪景行樂圖軸〉 468╳378cm 北京故宮藏 
圖片來源：聶崇正主編（1996），清代宮廷繪畫，香港：商務印書館，頁 277。 



 
圖 23 郎世寧等〈乾隆雪景行樂圖軸〉 289.5╳196.7cm 北京故宮藏 

圖片來源：聶崇正主編（1996），清代宮廷繪畫，香港：商務印書館，頁 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