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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文化/史 

ArtsInfo 

9/ 20 /2019 

 

1. 感謝黃立芸、板倉聖哲、石釗釗、陳韻如、Kayi Ho, 賴毓芝、觀物網站所提供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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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多多貢獻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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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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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最新訊息以紅色標示，內容包括中(Big5)、英、日文(IME)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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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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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以方便作業。 

 

展覽：  

■台灣 

1. 國立故宮博物院 

2. 中研院史語所陳列館 

3. 佛陀紀念館  

 

■ 亞洲 

1. 故宮博物院 

2. 瀋陽故宮博物院 

3. 中國國家博物館 

4. 浙江省博物館 

5. 國家典籍博物館 

6. 蘇州博物館 

7.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 

8. 敦煌莫高窟  

9. 吉林省博物館 

10.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11. 東京國立博物館 

12.  出光美術館 

13. 京都國立博物館  

14. 奈良國立博物館  

15. 廣島縣立美術館  

16.  靜嘉堂文庫美術館 

17.  根津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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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大倉集古館   

19.  五島美術館 

20.  永青文庫  

21. 神奈川県立金沢文庫 

 

歐美: 

1. The Ferenc Hopp Museum of Asiatic Arts in Budapest 

台灣 

1. 國立故宮博物院 

1) 故宮動物園 

2019/7/5-9/25 

201, 212 

2) 以文會友: 雅集圖特展 

2019/10/05- 12/25 

202, 210, 212 

3) 小時代的日常—一個十七世紀的生活提案 

展期：2019-09-28~2020-01-05 

105, 107 

這個展覽訴說的小時代是指十七世紀而言，那是一個有趣，並且充滿各種可能性的時期。以現代物

質文化研究來看，既可從東西交流的角度，一窺當時探險家跋山涉水開拓航道的故事，也能從江南

視線瞭解文人世家看似平淡，其實分外講究質感，別有一番趣味的日常。此次通過十七世紀的小資

文青文震亨（1586-1645）書寫《長物志》歸類而出的「書畫」和「器具」兩個章節作為策展基礎，

除了重新發掘博物館藏品蘊含的人文脈絡之外，也探索古人游賞於物的點滴細節，從中梳理與之相

關的交遊網絡，以及賞古風逐漸影響一般居家日用的面向。嘗試從古人處理身外之物的態度，回看

現代的人與物的關係。 

展覽分成四個單元，單元一「文震亨與長物志」，藉由善本古籍與書畫類作品，勾勒出作者的生平

與交遊及其作為鑑賞指南的《長物志》一書的出版與流通。單元二「文青品味」，呈現以文震亨為

代表的古代文人圈日常用物的樣態與品評觀點。單元三「可用之物」則以帶有藏家標記的文物，呼

應文震亨指出的鑑賞準則及各自的藏物類別與態度。單元四「百匯聚珍」展現物流日漸普及帶動各

式仿古、新創商品紛繁出呈，連帶也讓名家標記和作坊店號成為時尚的一環。 

每個時代在不同的時間進程中都有其更迭出新、值得借鑑、參考的面向。時下的我們，每天踏著緊

湊的步伐前進，也接觸到各式各樣新與舊的事務，除了日常必要之外，你是否曾想過哪些是生活中

缺一不可的用品？雖然展覽重建的是一個以物作為身分象徵，區隔同好與否的一群人的一些事，但

從策展人對藏品的解讀中，也提供一個再造舒適、嫻雅生活的提案。 

 



 

3 

 

4) 泥土的座標 －院藏陶瓷展 

2019/6/29-10/10 

南院 S201 陶瓷廳 

5) 紫砂風潮: 傳世器及其他 

2018/4/8-2019/ 

207 

6) 適於心—明代永樂皇帝的瓷器 

2017/5/18— 

北部院區展覽區一 203 

7) 實幻之間－院藏戰國至漢代玉器特展 

2018/9/20-2020/2/23 

303/300 

8)  天香茄楠—香玩文化特展 

2018-05-25~2019-10-20 

北部院區 第一展覽區 304 

9) 穿上亞洲-織物的交流與想像 

展期：特別展覽 2019/01/29~ 2019/07/28 

陳列室： S304 織品文化展廳 

2. 中研院史語所陳列館 

1) 天朝大慶：皇清盛典特展 

內閣大庫檔案區 

2) 東周實相──河南出土東周文物展 

2019/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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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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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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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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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這場競爭，有的無端被捲入而消失在歷史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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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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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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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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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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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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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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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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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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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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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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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時的青銅器反映當時人們的積極進取的精神，我們稱為「新田風格」。 

   3) 島嶼群相: 台灣考古展覽 

3.佛陀紀念館  

1) 龍門佛光－河南佛教藝術展 

8/18至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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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交融，形成獨特的“中原風格”，然後向四周傳播發展，龍門石窟等是這一時期的代表。大唐盛世，

龍門石窟迎來了造像高潮 ，盧舍那大佛標誌著中華古代雕塑藝術的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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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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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在領悟佛教文化的同時，淨化心靈，品味佛教藝術美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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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穿越時空 法寶再現－佛經寫本與刻本特展 

8/8至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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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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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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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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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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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的法寶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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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 

1. 故宮博物院 

1) 天下龍泉——龍泉青瓷與全球化 

2019/7/15-10/20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fgsbmc.org.tw%2Fnews_exhibition_c.aspx%3FId%3D20190701%26R%3D3%26fbclid%3DIwAR1Mel81VgStS4HG09hUyzaSdsZpKcA9Tp2m2EYffiV-nfDVPMTUz4MOdEo&h=AT3yjbFZAd59FIEg0UQDK1IpPJNwoeQI-D_9e5ULHNFfIiTXAaQvKoUzVOqJDHRbv9uGkXNY_yIREh0an45JLYd_IbDx_TV2Yy_cmzsPisCqUk1HqsUXVw2xqzKGWknqbzDGTVQd4SPfZ854MXMFZyglp24OLKbF9uG5nbbwf1fi0z4Rz0nfFzKRz6n7iuohGq4aIkHrfeRa0moEIAO7vVG2gbmXr7x7hYpP-kTh-_i2dUUg3c8bq-iZSKFa6lsnUB8--dPteIFr7rw_OIzsE5XY5efVsZh9ympCyWY1UEMnMf3hHwo7YeidOuBcHlTqtyzNIlSWE8bRcWDZ4Py810KLNsv1btox1NZSLadmWTKeWVKFk1JbjgZK_JBMK01fbyWGzET-Li_fYwq64A1qdXXi1_WmFLRZn0JMxKhqXJX5ya1tiPCayI5QlGj7Mjj_uS6w6vPhYqz9oTJBly6fgxOxSmJk1N0Ngw52epDx0CkWVaQPrw6P6We32Y5TPYPlVensEkLOKvgq_pi4EiAJxPFML7blwOkggr5d69xB6I3tK-Vzz5RLoiniu3jxFTtXHhSzNV9hRtImrnp4CPqvQLvM9K9Omaz_0jtumhM091_lMauRez8oTGjC1OMSMGwJwnc
http://www.fgsbmc.org.tw/news_exhibition_c.aspx?Id=20190606&R=2&fbclid=IwAR34haXTeDzOvcAu4o36GlEsEG6WoW1h0jldB0PCKBxWktUFyfpxCLGJe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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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館、麗水市人民政府聯合舉辦 

齋宮、景仁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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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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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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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良渚與古代中國：玉器顯示的五千年文明 

2019/07/16 -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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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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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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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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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10月20日。 

展覽年代跨度從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時期到明清時期，貫穿了中華上下五千年，通過“引子”“神王之
國”“文明傳承”“結語”四個部分，完整、系統地反映良渚文明的早期國家特徵和對後世文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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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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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保護和研究工作中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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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萬紫千紅——中國古代花木文物特展 

2019/9/2~ 

午門正殿及東西雁翅樓展廳 

https://mp.weixin.qq.com/s/dqlMu6Pupz9JpORxed3v6g?fbclid=IwAR290UZZPRVpHZMP9WmUiR2aiXIds

URnJvg8I7dFs62-6XOU6_x-zMt8BLg 

4)洪武、永樂、宣德瓷器大展 

2019/11~ 

午門正殿及東西雁翅樓展廳 

5)韓熙載夜宴圖—歷代人物畫作品展 

2020/5~ 

午門正殿及東西雁翅樓展廳 

6)《清明上河圖》與歷代風俗畫 

2020/9~ 

午門正殿及東西雁翅樓展廳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dpm.org.cn%2Fshow%2F249642.html%3Ffbclid%3DIwAR3VlPp0lur9BH-WKDP4WMUdJUsZCpfIjwP55FtqGDT4pErsuyBmI2AfFHA&h=AT0CdflvVE0EquCI_Knrzz3_qwzx_Unpgb5OWPEaoGj8OSH2e3jFAJ-iFBcXBvHHKiIzxULmfnj1Kyp0E3rkkwFgnqG60uXH9wS8FGCpFBevS0_677UGYsjZlEsuaoxRlS3e-XfwnmRzpnx51VpZhkmArlWUI3HQG3CxRwVFvIjlMt3YQjSudH4XMiNWPl83Gz5WA1YEY_WRw8yd8_l9E8kZnurpzd_4iFFksS78jUrJbLRqXy9w_he-EXLXbfj0rx-kfOpYlyqVJbaG97xxHLLUKRjNwPLvKffiMpK18Y1IgCRqrYSsnfB2qcTcbsPi8f1TmlYcLViTv7wdl0PLR8s6k2bSIC_exng1_TTxFIBXMxNA7FBz7svzP8u1eUvdRsCPTBPLoUWLG-QMqboGpgt3aGXcnFVcH4jAAlRyZ3CV20W_-7he_MhTns0GJ1CmbAZQULm9LYP7HWoL0mCEsXDCQIJLYsXCU9vd8spiDTeV35-wPNLQ1eWIzku8Hp0SJf4TpZl-qFXClJlBfHPTElFnk5sB6alb4gMGpB1Qg86CW-76KqN3BDvmCXU9pRnoqVHPGDU3CW0Au7YCPlFXozRFJOdYxX18ODDz4RcRcFDQSxwvF28Fj6BRG6l5l-Sh1Oo
https://mp.weixin.qq.com/s/dqlMu6Pupz9JpORxed3v6g?fbclid=IwAR290UZZPRVpHZMP9WmUiR2aiXIdsURnJvg8I7dFs62-6XOU6_x-zMt8BLg
https://mp.weixin.qq.com/s/dqlMu6Pupz9JpORxed3v6g?fbclid=IwAR290UZZPRVpHZMP9WmUiR2aiXIdsURnJvg8I7dFs62-6XOU6_x-zMt8B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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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康、雍、乾瓷器大展 

午門正殿及東西雁翅樓展廳 

2020/12~ 

2. 瀋陽故宮博物院 

萬紫千紅——中國古代花木文物特展 

2019/9/2~ 

https://kknews.cc/culture/lm956gz.html 

3. 中國國家博物館 

和合共生：臨漳鄴城佛造像展 

8/6-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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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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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湛的佛教造像精品，充分展示了鄴城佛造像別具一格的藝術成就。 

4. 浙江省博物館 

1) 天下龍泉——龍泉青瓷與全球化 

2019/11/15-2020/02/16 

5. 國家典籍博物館 

中華傳統文化典籍保護傳承大展 

2019/9/7/~ 

第一、二、三、四展廳 

https://mp.weixin.qq.com/s/SZ6QmQxkH63xH_u828Kf6Q?fbclid=IwAR057JWu_0a8CYETKLhjpqHhLm

QuWbwfcV2JxYcQnwzlcp9xhCRa3fILbKU 

 

6. 蘇州博物館  

屏風：主人翁背後的奇妙世界 

9/6-12/6 

https://itw01.com/U3NK2EZ.html 

7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 

三千大千——張大千抗戰時期繪畫作品展 

https://kknews.cc/culture/lm956gz.html
https://mp.weixin.qq.com/s/SZ6QmQxkH63xH_u828Kf6Q?fbclid=IwAR057JWu_0a8CYETKLhjpqHhLmQuWbwfcV2JxYcQnwzlcp9xhCRa3fILbKU
https://mp.weixin.qq.com/s/SZ6QmQxkH63xH_u828Kf6Q?fbclid=IwAR057JWu_0a8CYETKLhjpqHhLmQuWbwfcV2JxYcQnwzlcp9xhCRa3fILbKU
https://itw01.com/U3NK2EZ.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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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3至10.13 

展覽共展出張大千 相關作品84件。 

8. 敦煌莫高窟 

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時期藝術珍品展 

2019/7/3-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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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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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諸多精品文物；也有故宮博物院等國內二十多家考古文博機構的諸多瑰寶。 

9. 吉林省博物館 

   長白遺珠——吉林省博物院藏古代書畫精品展 

   2019年8月 20日-2019年10月30日 

   地點：吉林省博物院一樓C區張伯駒館 

https://kknews.cc/n/jl4evpl.html 

10.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1) 簡約與華美：18至20世紀中國家具 

展覽日期：由2019年6月24日至2019年9月22日 

展覽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文物館展廳 IV 

2) 北山汲古：中國繪畫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展廳 I、II 

展期： 

第1期：2019年9月21日～10月27日 

第2期： 

展廳 I：2019年11月9日～12月15日 

展廳 II：2019年11月1日～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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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近年對利氏北山堂捐贈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之書法、紫砂、碑帖銘刻拓本的整理研究之後，這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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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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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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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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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kknews.cc/n/jl4evp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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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江疊嶂圖》、董其昌（1555–1636）《仿各家山水圖》、龔賢（1618–1689）《燕子磯山水圖》、石濤（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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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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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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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趣，一方面補充吾人對中國畫史之認識。 

 (請見附檔的展品清單) 

11. 東京國立博物館 

1) 中国の石刻画芸術 

7室  2019年4月2日（火） ～ 2020年4月5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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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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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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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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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を一堂に集めて展示します。 

2) 御即位記念特別展「正倉院の世界－皇室がまもり伝えた美－」  

 平成館 特別展示室  

2019年10月14日 ～ 2019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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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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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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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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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ご覧いただき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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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出光美術館 

「名勝八景 ―憧れの山水」 

10月5日～11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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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wAR3UUna1QKoYbicqb09HCsux_1Po4XQVKXNY4WIyuFM7X0hQDXQiEwjvDNE 

13. 奈良國立博物館  

  1) 名品展 : 珠玉の佛教美術  <繪畫>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tnm.jp%2Fmodules%2Fr_free_page%2Findex.php%3Fid%3D1968%26fbclid%3DIwAR2ZPxvXe8nCCyWqjPtUFKKBlG4RCvsV9-1xIaoAeJYZS1VIeDoZ89sJ7oI&h=AT1piTI8MHKSZdN4doqd2OroiFmPfQ2wvWLm9xnJSIWfbTXTVaCneKV448r-h3Xo68GeBJORUsJSLH9l89y7Pb9R9xNGvxzqsBGNnxl4MMp-hHHhXRixochpSHxYCu1N1TWTkb3jv3rNTJoDV9N8jhHwjmmJ4ppwq0UfmGuuAk8I-aFGzkuF7xL2UgHs0LG0-j9cWmozQAzzNO_A4IDh5rqteHax9nqZqH6gSNVFmxPxIX2qHyJW6yJd7jau9JeOzvnQtFEN6_kmFENMkvEyKdzLSF7WCJ_n4FswLsPz41uvSqHoPYzsnm_sZpIaXsHTMsLqEckbw9MY4dhbbYAcCH8o4qrAHrgbe1f-Tf6iYGoDkHPhavnwIam_sE_C99rrxtk89mgKGFH6VfCddTj8BboooA08tb6FajchAwAK8hjpixRVcGcjZU-IZtPBIc2RyIsnHbvdBSC_RdGzPLARsxGoq4AzGBr7SH2X61lCuM1GIkVbfCSXs48NitOc3060QFeV4iybrAUFGLY6mqV6ElIEpeUDMdn_GIZ8o63RpaF3DMrCW0F8qvGaTNHjpGFLJgPh6uUq0dAlM5HiD8nU52ga-E6H6B4-w2jILaiWs0A3hfV9ZpeX7CU1Cfjxh7HhY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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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8/20-9/23 

「東アジアの宗教絵画」〈西新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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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9G4j8rr1uFjbnKSHlrO41OdTQHUwXmXL2vx7g 

2) 正倉院展  

10/26-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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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9AB_KreHPfhND7fbuYrugkYFWJwCNW8tPmxZYMHY7L_Vd2c 

(附檔請見展品清單) 

14. 廣島縣立美術館 

入城400年記念 広島浅野家の至宝 ―よみがえる大名文化―  

2019/9/1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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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靜嘉堂文庫美術館 

墨の美術 

8/31-10/14 

 

16. 根津美術館 

日本・東洋の花鳥表現 

9/7-11/4 

http://www.nezu-muse.or.jp/jp/exhibition/index.html?fbclid=IwAR1y5oTcbn5acB41e_TR0bAmL-ITOPuftJ3Ms
mf5SUaLU4VtPUPWOHwtGt4 

 

17 大倉集古館   

桃源郷 

9/12-11/17 

本展では、新収品の呉春筆「武陵桃源図屏風」（江戸時代・18世紀）を本邦初公開し、本作品の

創作の原点となった呉春の師・与謝蕪村の筆になる一連の桃源郷作品へのオマージュ、そして呉春

自身の画業における本作品の位置づけに着目します。これらに関連の深い作品の展観を通じて、蕪

村が中国文化に向けた詩情や桃源郷への憧れが呉春に受け継がれ、やがては独自の様式の中に昇華

される軌跡を辿ります。 

https://www.narahaku.go.jp/exhibition/2019mei/2019mei_109_kaiga.html?fbclid=IwAR2sM3vQrHUauyd6tX0jsF9G4j8rr1uFjbnKSHlrO41OdTQHUwXmXL2vx7g
https://www.narahaku.go.jp/exhibition/2019mei/2019mei_109_kaiga.html?fbclid=IwAR2sM3vQrHUauyd6tX0jsF9G4j8rr1uFjbnKSHlrO41OdTQHUwXmXL2vx7g
https://www.narahaku.go.jp/exhibition/2019toku/shosoin/2019shosoin_press_list.pdf?fbclid=IwAR3fld3q_Q3Q9AB_KreHPfhND7fbuYrugkYFWJwCNW8tPmxZYMHY7L_Vd2c
https://www.narahaku.go.jp/exhibition/2019toku/shosoin/2019shosoin_press_list.pdf?fbclid=IwAR3fld3q_Q3Q9AB_KreHPfhND7fbuYrugkYFWJwCNW8tPmxZYMHY7L_Vd2c
https://www.hpam.jp/museum/exhibitions/%E5%85%A5%E5%9F%8E400%E5%B9%B4%E8%A8%98%E5%BF%B5-%E5%BA%83%E5%B3%B6%E6%B5%85%E9%87%8E%E5%AE%B6%E3%81%AE%E8%87%B3%E5%AE%9D-
https://www.hpam.jp/museum/exhibitions/%E5%85%A5%E5%9F%8E400%E5%B9%B4%E8%A8%98%E5%BF%B5-%E5%BA%83%E5%B3%B6%E6%B5%85%E9%87%8E%E5%AE%B6%E3%81%AE%E8%87%B3%E5%AE%9D-
https://www.hpam.jp/museum/exhibitions/%E5%85%A5%E5%9F%8E400%E5%B9%B4%E8%A8%98%E5%BF%B5-%E5%BA%83%E5%B3%B6%E6%B5%85%E9%87%8E%E5%AE%B6%E3%81%AE%E8%87%B3%E5%AE%9D-
http://www.nezu-muse.or.jp/jp/exhibition/index.html?fbclid=IwAR1y5oTcbn5acB41e_TR0bAmL-ITOPuftJ3Msmf5SUaLU4VtPUPWOHwtGt4
http://www.nezu-muse.or.jp/jp/exhibition/index.html?fbclid=IwAR1y5oTcbn5acB41e_TR0bAmL-ITOPuftJ3Msmf5SUaLU4VtPUPWOHwtG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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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呉春《武陵桃源図屏風》―蕪村へのオマージュ― 

第二章 桃の意味するもの―不老長寿・吉祥― 

第三章 「武陵桃源図」の展開―中国から日本へ― 

https://www.shukokan.org/exhibition/ 

 

18. 五島美術館 

1) 筆墨の躍動 

8/31-10/20 

2) 美のトランジション 

10/26-12/8  
 

19. 永青文庫  

細川家と中国美術秋季展 

10/19-12/8 

「細川家伝来・江戸の唐絵」展＠永青文庫 出陳予定 

生誕260年を記念して、細川斉茲が入手したことが確定できる 

（伝）辺文進「海棠牡丹八哥鳥図」 

「松鷹図」 

沈南蘋「芦雁図」 

呂紀（款）「花鳥図」双幅 

林良（款）「芦雁図」 

（伝）呂健「芙蓉鷺図」 

楊月澗（款）「茄子図」 

顧氏「咸陽宮（楼閣）図」 

謝天游「青緑山水図」双幅 

（伝）劉祥「雲龍図」 

李一和（款）「花鳥図」三幅 

汪肇「月雁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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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巻公開。 

 

歐美 

1. The Ferenc Hopp Museum of Asiatic Arts in Budapest 

 Made in Asia: The Centenary of the Ferenc Hopp Museum of Asiatic Arts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shukokan.org%2Fexhibition%2F%3Ffbclid%3DIwAR3it6ikzldRjMieToAlPPUzwn09To1uTsaNlWk2w-RzvHAhB9kHIcKm68Q&h=AT11B7mPYkr6psiTcrPKf4iyTdrTePHnbeQLqbe3gIASGPcGXFnE9dqwryQmdWq5i4WO1DNlmSCd_1kfl15u2r-DPFi9zXeD0LLqRNruGV09yGp0L1wJqzGEgKdWp9K2o4gaZz2_nTA8Uyd-R_nxkfFKfVcmFbMAOa-Tdi73-8dqFqk4UEb-rEGavqT2Ja1rYjzLAR_9z6VORvT91ckry6uhMMxPQY3uBirLemcD-_Mr8F_OG6hR4GuXnWTEH0ZZH9KnaoKn_2bBRA7DPIR1rZGjfvIBbyW8ZmVUP7wHuqJY5gkKV2wK9Fd6Ub4uNzOQ8Rblgp186Mc9XsU2kcsZs1G2PIUOqzaR6ulubTqiY4s_NNXdQ8GeX4OTIIwAGbgioEytEghVtAIxox--2amcuaXyYCUET5lYrvRbo_W-mm58YHWlINX8QIFghI6XPLTzR6GDh8bIB4_oylG6MhPsUlXgh6-AbUsJE0RajO5CW-hZvZw6lBoJiCdHEMoTTyCtxPU7FM_aFxf4cIcNNxhBsJG5-iVrBDLwn51K_lZe6cTErut-NjAEjXtRNBAoMsi9SZ6aGSQb2i9dGTICZUwm6PokqFaorjJxuwd6cj_-PrA_e9xY5PkzHvlZ1z2PYlbfSxs


 

11 

 

 20 June 2019 – 30 August 2020 

The more than 500 artefacts – including temporarily displayed pieces – are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most 

important periods in the museum’s history. The display allows an insight into how – based on what opportunities 

and collecting criteria –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items and groups of objects entered the collection.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condition of the artefacts selected for the exhibition, in some cases we introduced quarterly replacements 

of certain items or groups of items. We will remember the prominent figures in the museum’s history: directors and 

staff members who played a key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operation of the museum and in shaping its collecting 

activity in those period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at were fraught with tragedies in Hungary (and across the world). 

We will acquaint visitors with the – often adventurous – stories of the highest quality pieces, thus allowing them with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ponder twentieth-century history in the context of the Asian artefacts of a Hungarian 

museum. 

https://hoppmuseum.hu/kiallitas_en 

演講 

1. 武則天與佛教藝術：唐代佛教藝術與武則天所帶來的影響 

主講人：大西磨希子 教授 （日本佛教大學） 

時間：2019年9月20日（週五）下午2:30～4:30 

地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大樓一樓文物圖象研究室 

備註1：《續高僧傳》研讀班 專題演講 

備註2：演講以中文進行，無須事先報名 

2. 広島県立美術館講演会 

1) 「浅野家伝来の宋元絵画」 

日時：9月22日（日） 13:30～15:00 ［開場13:00］ 

講師：板倉聖哲（本展企画委員） 

場所：地階講堂（先着200名） 

2)「広島浅野家の至宝ーよみがえる大名文化」 

日時：10月6日（日） 13:30～15:00 ［開場13:00］ 

講師：隅川明宏（当館学芸員） 

場所：地階講堂（先着200名） 

3. 講題： 來舶畫人謝時中再考 

主講人：錦織亮介（日本福岡市立美術館前館長） 

主持人：石守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時間：2019年9月30日（一）14：00- 16：00 

地點：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二樓會議廳 

https://hoppmuseum.hu/kiallitas_en?fbclid=IwAR2KTOXoClEHdzOLLbBRUgfPZpV_QapTmyinwlldBxHqXfPmrGB0NK-eI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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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時代的日常：十七世紀的生活提案」系列講座 

地點：北部院區 行政大樓一樓 文會堂。 

對象：一般成人。 

共6場，各場時間詳如下： 

【第一場】 

 講員：器物處 余佩瑾處長 

 時間：10/2 (三) 14:00-15:00 (13:30開放入場) 

 講題：從<<長物志>>看十七世紀的物的鑑賞與流通 

 介紹：「小時代的日常：一個十七世紀的生活提案」特展，是從十七世紀文人文震亨（1586-1645）書寫

《長物志》歸類而出的「書畫」和「器具」兩個章節作為策展發想的基礎。展覽中除了探討博物館藏品

蘊含的人文脈絡之外，也回溯古人游賞於物的點滴細節，以及賞古風逐漸形成影響的面向。配合展覽，

此場演講介紹展件的風格特色之外，將著重於當時鑑藏家討論的內容，透過他們看待文物的方式，梳理

當時流通於市場的文物與相關行情。 

【第二場】 

 講員：圖書文獻處 許媛婷副研究員 

 時間：10/9 (三) 14:00-15:30 (13:30開放入場) 

 講題：長物日常—十七世紀文青的選物指南 

 介紹：在變化劇烈的時代中，生活該以什麼樣的面貌呈現？對現代文青而言，為自己而活是一種普遍性

的思維；然而，對身處於動盪時代的十七世紀，諸如文震亨這類的文青們，則是力求屬於在他們的小時

代裏活出自己。於是，生活面貌從周遭有形之物的居所、器用、書畫收藏逐一建構，而心境與品味則在

無形之間成為生活全部。本次演講從文震亨《長物志》談起，探討十七世紀文青選物品味的養成，以及

他們都參考哪些書籍來做為日常選物的指南？ 

【第三場】 

 講員：書畫處 邱士華助理研究員 

 時間：10/16(三) 14:00-16:00 (13:30開放入場) 

 講題：小時代的日常書畫—談文震亨同溫層喜好與厭惡的作品 

 介紹：《長物志》全書皆為文字，沒有任何插圖，也不太提及特定作品名稱。無論是文震亨讚揚的名家

書畫作品，或是他欣賞的書畫具備的特質，皆難以查考。因此，除了可以從文震亨自己的書畫創作或收

藏體會他的審美視角外，《長物志》各卷的審定者們，也可算是文震亨的「同溫層」，在文藝品味上應

具有相當的共性，所以這個演講也將提到展間中與這些審定者有關的書畫收藏與創作，幫助我們瞭解這

群明末文人的書畫品味，那些他們喜好或者厭惡的作品。 

【第四場】 

 講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研究員兼副所長 王鴻泰、 

 時間：10/23(三) 14:00-16:00 (13:30開放入場) 

 講題：明清文人的美學生活 

 介紹：明中期以來，士人在科舉制度下，上升管道日窄，多數沉滯基層，人生充滿困頓之感。不少愛好

文藝的士人，乃轉變人生經營方向，縱樂於城市文藝社交，從而發展出一套生活美學，以安頓自我，這

也創造了一種「文人」的生活形式與社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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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文人的美學生活，乃在生活領域內，置入新的生活內容，將諸如書畫、茶香、琴石等各種無關生產

的「長物」納入生活範圍中，同時在主觀態度上耽溺其中，對之愛戀成癖，以致使之成為生活重心，進

而以此來營造深具美感的生活情境，作為個人生命的寄託，如此構成一種有別於世俗的雅文化。 

【第五場】 

 講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研究員兼副所長 巫仁恕 

 時間：10/30(三) 14:00-16:00 (13:30開放入場) 

 講題：明清士大夫的休閑購物與男性特質 

 介紹：現代社會學家已經指出消費行為與消費取向，是建構社群認同的重要途徑或象徵。不僅如此，透

過消費行為的差異，其實也反映出性別的區分。本講座將深入探討明清士大夫所建構的男性消費文化。 

【第六場】 

 講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賴毓芝副研究員 

 時間：10/31(四) 14:00-16:00 (13:30開放入場) 

 講題：晚明的「好事家」與贋本 

 介紹：董其昌在其花了四十餘年所集的《唐宋元名畫大觀一冊》中批評「好事家多收贋本」，而文震亨

《長物志》中也充斥著對於「好事者」從眾品味之不屑的言論。有趣的是，這些好事者不僅追求流行，

連最有名的《清明上河圖》都可以一收數件。如果「真品」只有一件，那同時收了這麼多件《清明上河

圖》究竟意味著什麼？這些晚明的潮人如何看待贗品呢？「真偽」在晚明的文化消費市場上是一個什麼

樣的問題？此次演講將以作品與文獻帶領大家一窺晚明書畫市場消費之一隅。 

4.Chinese Ceramics – A Hong Kong Perspective: Lecture Series by Prof. Peter Lam, 

Sept 28 - Nov 5 

The OCS is excited to announce this six-part lecture series by Prof. Peter Y. K. Lam introduc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eramics through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Hong Kong. 

This unique and informative series aims to introduce members to common terminology, vessel forms as well as to 

the connoisseurship of ceramics through artefacts excavated in Hong Kong. Conducted in plain language 

comprehensible to the layman, the series will also appeal to scholars, archaeologists, collectors and lovers of 

Chinese art. 

Prof. Peter Y. K. Lam is Honorary Fellow,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Before his retirement in 2013 he had been with the Art Museum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for four decades and 

was its Director for fourteen of those years. 

http://orientalceramics.org.hk/…/lecture-series-by-prof-p…/… 

5. 第三屆郭廷以學術講座─ 

Completing the Map of the World, 1644: Cartographic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日期： 2019/10/21 

*時間： 15:00~17:00 

*地點： 檔案館第二會議室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orientalceramics.org.hk%2Fevent%2Flecture-series-by-prof-peter-lam%2F%3Ffbclid%3DIwAR1LjiNooseL2RiHgXw5mpVa2Z3SJmYzSqq8tAx8WzHt1K2zBnMBXue6d7o&h=AT1ksBPcaNJtFsZxBmHNJxLI_i5ylvuO0tbW7ujiGeK6lHYZthBMpZG96-poYEU3BBYJfBJWUsM6RG3vewTDXls8ubwyWRm8J8a4PSkLxKxEJN1L3MLjq1ZxrMyqtTvIghyQE84RjMD9rbIi_GC16eHhDzAO3nf4227Xf5bDwu40eRW6rxXsNC5zhTBW9IDavkJrAaVrEw6dFKwg1nctSCnuRDYRI9oXsk6nFIb5PVDVxNYNQJ_EWGN6U08acvA2SNtsncbdPwYyWdEkNP_ZJXUou6lHkqy23TnfePlL3ur51AEM2V7SJW-oNoLSPE0Gz69y1kF1NgNnOjPM19uHkgdGhXCZ6ru9zy6u5wBLiNIsuwMGsOfA8-JLtR3uNvAuOUrBKchj6mFw9MnMMie4PQ3q0ICEJZcQKydbsJYBWLq2vy-q-dbXXG27hLvmRMHl5HBRKFwzk60iAjbybuGPUISCNd5sZ5GJ9pskQVzKcYP1rZdoCm-YRYkQAa8wrjNKYHGBxTx-y8IAg9J3L5ouogVRvnSXqBdGV3nAfv2a-Cr_yhNYzEoIucAkQvSewxnRzPdfKlDOUHMFqAGmsNR34O1OVpXxWehwOEVT32FYUkhf5G9ho7hsZMjXgeVxzKca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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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Prof. Timothy Brook（卜正民）（Republic of China Chair,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主辦單位： 近史所 

※Lecture 1 

Taipei: The World from China 

Lecture 2 

London: The World from Europe 

 

工作坊  

 

研討會 

1.「近世東亞佛教文化：明清與江戶」國際學術研討會  

地點：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二樓會議廳、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 

日期：2019年9月26-27日（四、五） 

（詳細議程可點下方連結，或下載附檔） 

一般報名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GV_J8wd0xuHL0Fk1iwzWzG4Z6t_ch6NgovXPK5NvKik/viewform?edit

_requested=true 

 

3. 「北山汲古：中國繪畫」專題研討會 

日期： 2019年10月19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場)10:00-12:30 ; (下午場) 14:30-17:00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L1 

語言：粵語及普通話 

報名： https://www.eventbrite.com/e/72026616549 

查詢： eocartmuseum@cuhk.edu.hk 

 

主持人： 

莫家良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榮休教授 

講題及講者 （按發言序） 

文俶──藝術代理人與贋品 

李蘊詩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北山堂藏花鳥雜畫 

吳秀華 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助理研究教授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GV_J8wd0xuHL0Fk1iwzWzG4Z6t_ch6NgovXPK5NvKik/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fbclid=IwAR2H4C6nrZwt_fkbiRqjS7FW9V0R9hVVL9-YRWdry2i59zlJNTz3xjX7de4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GV_J8wd0xuHL0Fk1iwzWzG4Z6t_ch6NgovXPK5NvKik/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fbclid=IwAR2H4C6nrZwt_fkbiRqjS7FW9V0R9hVVL9-YRWdry2i59zlJNTz3xjX7de4
https://www.eventbrite.com/e/72026616549?fbclid=IwAR3tt1A3mt6AYq32DImhErDSr0bOLo-V0tpKCcZoyOVE9iwYy0BIbvgBj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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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的項聖謨作品 

何嘉誼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博士後研究員 

從仙山到實境──明代前中期紀遊山水之發展變遷 

蔣方亭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博士後研究員 

師其心而不師其蹟──北山堂藏品所見中國繪畫的臨仿畫例 

陳冠男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助理研究主任（書畫） 

寫貌圖真──北山堂藏《竹笑蘭言圖》 

莫家良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榮休教授 

弄花香滿衣──仕女畫中的「羅浮香影」圖 

陳芳芳 香港科技大學李兆基圖書館高級事務主任（特藏） 

明代慶壽神仙人物畫 

何嘉誼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博士後研究員 

揚州畫壇──以《揚州畫舫錄》為研究材料 

徐麗莎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高級導師 

十九世紀初廣東文人畫家的鄉邦情結 

張藝議 北山堂基金總監 

"The Bei Shan Tang Legacy: Chinese Painting" Symposium 

Panel Discussion 

 

Date: 19 October 2019 (Saturday) 

Time: (morning session) 10:00-12:30; (afternoon session) 14:30-17:00 

Venue: L1,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edium: Cantonese and Putonghua 

Registration: https://www.eventbrite.com/e/72026616549 

Enquiry: eocartmuseum@cuhk.edu.hk 

Moderator: 

MOK Kar Leung Harold Emeritus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opics and Speakers (in the order of presentation sequence): 

Wen Chu/Shu - Art Agents, and Forgeries of Her Works 

LEE Wun Sze Sylvia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Histor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Bird-and-Flower Paintings of the Bei Shan Tang Collection 

NG Sau Wah Sarah 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 Academy of Visual Art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ttps://www.eventbrite.com/e/72026616549?fbclid=IwAR3-t6x90vksISmvnpwGHDOOeJo0tyEMAAQQDJPFyUb81QqxXTFeTCcPJ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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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ng Shengmo’s (1597-1658) Painting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Art Museu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 Ka Yi Postdoctoral Fellow,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rom Mysticism to Verisimilitude: The Development of Travel Landscape in Early to Mid-Ming Dynasty 

JIANG Fangting Postdoctoral Fellow, Art Museu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producing the Spirit, Not the Form: Imitated Works in Bei Shan Tang’s Chinese Painting Collection 

CHAN Kwun Nam Phil Research-Assistant Curator (Painting & Calligraphy), Art Museu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picting Likeness and Picturing Trueness: Orchid Words amidst Bamboo Laughter in the Bei Shan Tang 

Collection 

MOK Kar Leung Harold Emeritus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aressing Flowers Steeped My Clothes in Fragrance: “Fragrant Shadows at Luofu” in Female Figure Paintings 

CHEN Fong Fong Senior Officer (Special Collections),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e Shau Kee Library 

Paintings of Deities for Observing Birthdays in the Ming Dynasty 

HO Ka Yi Postdoctoral Fellow,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rt in Yangzhou through the Painted Boats of Yangzhou 

CHUI Lisa L S Senior Tut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Histor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atal Belongingness of Guangdong Literati Painters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CHEUNG Ngai Yee Director, Bei Shan Tang Foundation 

 

網路資源 

1) 墓誌數據庫－浙大墓誌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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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Library of Congress rare book collection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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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GfRAcOWjFUkAkh9A1RjuY_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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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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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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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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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xt 

http://csid.zju.edu.cn/tomb/stone?from=singlemessage&fbclid=IwAR3lgk0JQQdjQZcXiOfDL4w8wAitFnwUF-2f8doRSRcI1ym7iaBnikFvP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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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ly considered a methodology rooted in European art history, iconography has been historically employ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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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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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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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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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and European art. 

Aim 

CIT aims to create an indexing standard that will facilitate access and inter-operability of Chinese digital images a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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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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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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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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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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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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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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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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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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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OCAT Institute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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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wyHd5EuAGN4vcaihFd__gWVZ9I2eQgePcag 

4)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善本方志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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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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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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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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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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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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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scription or licensing f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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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ection?fbclid=IwAR1S-GTmPSP-nO98UjiRfBlVy5MBvICc7_BlPr1sSYDwcAaBrMk8k9faC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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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展廳 I、II 

 

展期：第 1期：2019年 9月 21日～10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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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號展廳：2019年 11月 1日～12月 15日 

 

壹、腕底雲煙 

 

 年代 作者 品名 館藏編號 展期 



 2 

貳、江山勝景 

 年代 作者 品名 館藏編號 展期 

1 明 文伯仁 煙江疊嶂圖 卷 
1995.0675 1 

2 明 張復 山水人物圖 卷 
1995.0528 1 

3 明 吳彬、胡宗仁、高
陽 

江山勝覽圖 卷 
1995.0404 2 

4 明 鍾惺 金陵十景圖 冊 
1995.0550 2 

5 明末清初 黃向堅 尋親圖 卷 
1995.0563 2 

6 清 周榘 長江萬里圖 卷 
1995.0711 2 

7 清 萬上遴 西溪漁隱圖 卷 寄存 
1 

 

1 南宋至元 （傳）朱德潤 楓岸輕舟圖 扇面冊頁 寄存 
1 

2 元 陶鉉 幽亭遠岫圖 軸 
1996.0488 

1、2 

3 明 李在 崇山水榭圖 軸 
1996.0081 1 

4 明 文嘉 邗江山水圖 卷 
1995.0673 2 

5 明 劉原起 院落歸舟圖 扇面冊頁 寄存  
1 

6 明 陳繼儒 雲山墨戲圖 卷 
1995.0535 1 

7 明 趙左 巖壑藏脩圖 冊頁 

暖雲籠岫圖 冊頁 

1995.0543 

1995.0544 

1 

8 明末清初 葛徵奇 山高水長圖 卷 
1998.0055 2 

9 明末清初 弘仁、蕭雲從、鄭
旼、韓鑄、黃呂 

新安逸韻 冊 
1995.0506 1 

10 明末清初 項聖謨 松泉圖 軸 
1995.0557 1 

11 明末清初 關思 松壑幽居圖 軸 
1995.0529 1 

12 明末清初 方以智 山水人物圖 軸 
1995.0492 2 

13 明末清初 顧殷 山水圖 冊 
1995.0564 1 

14 明末清初 查士標 尋秋策蹇圖 軸 
1995.0565 2 

15 明末清初 龔賢 燕子磯山水圖 卷 
1995.0496 

1、2 

16 明末清初 戴本孝 泉壑幽居圖 軸 
1995.0502 2 

17 清 翁陵 山水圖 冊 
1995.0478 1 

18 清 嚴怪 山水圖 冊 
1999.0321 2 

19 清 韓臥金 山水小景圖 冊 寄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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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仿古山水 

 年代 作者 品名 館藏編號 展期 

1 明 戴進 仿馬遠踏歌圖 軸 
1996.0079 

1、2 

2 明 姚綬 臨趙孟頫秋江獨釣圖 

軸 

1996.0082 2 

3 明 錢貢 仿文徴明溪山雅集圖 

軸 

1996.0094 2 

4 明 董其昌 仿各家山水 冊 
1995.0460 1 

5 明 李流芳 山水圖 軸 
1995.0473 1 

6 明末清初 袁尚統 湖山曠覽圖 冊 
1995.0545 1 

7 明末清初 翁陵、王時敏、吳
宏、馮肇𣏌、公
桓、周鼐 

山水集錦 冊 
1995.0477 1 

8 明末清初 王鑑 縮本仿古山水 冊 
1995.0407 2 

9 明末清初 藍孟 雪嶠行征圖 軸 
1995.0525 1 

10 明末清初 陸遠、高簡、宋駿
業、李炳 

祝壽圖 軸 寄存  
1 

11 明末清初 王翬 仿胡廷暉淺絳山水圖 

軸 

1995.0419 2 

12 清 曹有光 山水圖 冊 
1995.0561 2 

13 清 汪家珍 仿宋元山水圖 冊 
1995.0712 1 

14 清 蕭慧 瀟湘八景詩意圖 冊 寄存  
2 

15 清 宋葆淳 仿宋元山水圖 冊 寄存  
2 

16 清 汪恭 摹古山水圖 冊 
1999.0335 2 

17 清 張崟 仿趙孟頫苕霅漁樂圖 

軸 

1999.0347 1 

18 清 湯貽汾 仿古山水圖 冊 
2002.0911 1 

19 清 陳彬 仿古山水圖 冊 
1999.0396 2 

 

肆、花鳥雜畫 

 年代 作者 品名 館藏編號 展期 

1 南宋 （傳）祁序  牧羊圖 扇面冊頁 寄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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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明 朱鷺 竹石圖 軸 
1995.0531 2 

5 明末清初 石濤 花果圖 冊 
1996.0068 

1、2 

6 清 達真 蘆雁芙蓉圖 軸 
2001.0004 2 

7 清 高其佩 枝頭雙鳥圖 軸  寄存 
2 

8 清 潘恭壽 仿古蘭竹八段圖 卷 
1995.0708 2 

9 清 蔣寶齡、許菊人、
朱熊、蔣茞生 

芝石圖 軸 
1999.0362 1 

10 清 洪範 果蔬圖 冊 
1999.0343 1 

11 清 姚燮 花卉圖 冊 
1999.0371 2 

12 清 劉子宣、劉德六 博古花卉圖 軸 
1999.0530 1 

13 清 張槃 花鳥圖 冊 
1999.0374 1 

14 清 王禮 花鳥圖 冊 
1999.0378 

1、2 

15 清 周閑 設色花卉圖 冊 寄存 
2 

 

五、仙佛世界 

 年代 作者 品名 館藏編號 展期 

1 明 張路 仙人瑞鹿圖 軸 
1996.0084 1 

2 明 鄭重 摩利支天圖 卷 
1995.0548 2 

3 明 蘇霖 大勢至菩薩像 軸 寄存 
2 

4 明末清初 呂煥成 海屋添籌圖 軸 
1995.0567 2 

5 清 方薰 摹唐寅玉骨仙人圖 軸 
1999.0334 2 

6 清 佚名 道教仙真圖 軸 
1981.0141 1 

7 清 華子宥 羅漢圖 軸 
1986.0024 1 

8 清 江蓉 白描九歌圖 冊 
1999.0390 1 

 

陸、寫貌圖真 

 年代 作者 品名 館藏編號 展期 

1 明 郭詡 謝東山像 軸 
1996.0083 

1、2 

2 明末清初 佚名 王士禛賞梅賦詩圖 卷 寄存 1、2 

3 清 翟繼昌、朱昂之、
張培敦 

竹笑蘭言圖 卷 寄存 1、2 

4 清 顧鶴慶 詩龕祭詩圖 軸 
1999.035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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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清 沈燮 秋聲燈影圖 卷 
2000.0206 

1、2 

6 清 沈榮 白描姜夔像 軸 
2000.0004 

1、2 

7 清 吳立程 紅蘭吟館主人像 軸 
2000.0008 

1、2 

8 清 佚名 秋林瀹茗圖 卷 
1999.0394 

1、2 

9 清 佚名 晴江春曉圖 冊 
1995.0714 

1、2 

 

柒、國色天香 

 年代 作者 品名 館藏編號 展期 

1 明 佚名 女孝經圖 卷 寄存 1、2 

2 清 闕嵐 倚樹仕女圖 軸 
1999.0524 1 

3 清 顧洛 鬪香圖 軸 
2000.0013 2 

4 清 改琦 吹簫仕女圖 軸 
1995.0701 

1、2 

5 清 費丹旭 庭院撲蝶圖 軸 
1999.0368 1 

6 清 湯祿名 梅屋仕女圖 軸 
2001.0008 1 

7 清 郭岱 採蓮仕女圖 軸 
2000.0210 2 

8 清 張琦 竹蔭仕女圖 軸 
1999.0389 1 

9 清 顧春福 桐蔭仕女圖 軸 
2000.0005 2 

10 清 吳穀祥 樓臺仕女圖 軸 寄存 
2 

 

捌、揚州逸韻 

 年代 作者 品名 館藏編號 展期 

1 清 高鳳翰 西園翰墨圖 冊 
1998.0057 1 

2 清 李鱓 歲朝清供圖 軸 
1977.0027 1 

3 清 汪士慎 花卉圖 冊 
1998.0058 2 

4 清 金農 墨竹圖 軸 寄存 
1 

5 清 高翔 寒窗十詠圖 冊 
1998.0059 2 

6 清 鄭燮 竹石圖 軸 
1973.0676 2 

7 清 李方膺 菊石圖 軸 
1977.0056 2 

 

玖、粵地丹青 

 年代 作者 品名 館藏編號 展期 

1 明 顏宗 江山勝覧圖 卷 
1994.006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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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明 袁登道 烟雨無垠圖 卷 
1979.0037 2 

5 明末清初 張穆 雙駿渡河圖 軸 
1998.0053 1 

6 明末清初 高儼 四時山色圖 卷 
1998.0056 2 

7 清 黎簡 大烏峰圖 軸 
1995.0433 1 

8 清 謝蘭生 山水圖 冊 寄存 
1 

9 清 吳榮光 山水圖 軸 
1986.0025 2 

10 清 蘇六朋 白玉蟾像 軸 寄存 
1 

11 清 何翀 人物花鳥圖 冊 寄存 
1 

12 清 居巢 菖蒲奇石圖 扇面冊頁 
1995.0437 1 

13 清 蘇仁山 雲泉高閣圖 軸 
1990.0055 2 

14 清 居廉 花卉草蟲圖 冊 
1996.0069 2 

15 清末民初 梁于渭 暑雨乍涼圖 軸 寄存 
2 

 

拾、玉臺妙墨 

 年代 作者 品名 館藏編號 展期 

1 明 馬守真 雙清並秀圖 軸 
1995.0689 1 

2 明 文俶 蝴蝶圖 卷 
1995.0676 2 

3 明 邢慈靜 七佛圖 冊 
1995.0519 2 

4 明末清初 黃媛介 浮煙空翠圖 軸 寄存 
2 

5 明末清初 蔡含 仿夏㫤橫松圖 卷  
1995.0691 1 

6 清 廖雲錦 梅竹雙清圖 軸 
1999.0523 2 

7 清 薩克達・介文 俯視一切圖 軸 
2001.0006 1 

8 清 金禮嬴 美人芳樹圖 軸 
1999.0355 

1、2 

9 清 吳尚熹 緱嶺仙餐圖 卷 
1982.0092 2 

10 清 吳規臣 花卉圖 冊 
1999.0376 1 

11 清 朱美瑤 山水圖 冊頁 
1982.009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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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陳
番号

倉番号 名称 よみがな 略称 員数 法量　（寸法＝㎝　重量＝ｇ） 初出陳 前回出陳年

1 北倉2 赤漆文欟木御厨子 せきしつぶんかんぼくのおんずし ケヤキの厨子 1基 総高100.0　幅83.7　奥行40.6 1998年（東博2009年）
2 北倉13 紅牙撥鏤尺 こうげばちるのしゃく 染め象牙のものさし 1枚 長30.3　幅3.0　厚1.0 2006年
3 北倉14 緑牙撥鏤尺 りょくげばちるのしゃく 染め象牙のものさし 1枚 長29.8　幅2.5　厚0.9 2000年
4 北倉1 七條刺納樹皮色袈裟 しちじょうしのうじゅひしょくのけさ 刺縫いの袈裟 1領 縦145　幅262 1987年

5 北倉161
天平宝字二年十月一日献物帳
藤原公真跡屏風帳

てんぴょうにねんじゅうがつついたちけんもつちょう
ふじわらこうしんせきびょうぶちょう

屏風の献納目録 1巻 本紙縦28.8　全長85.5　軸長31.3 1997年

6 北倉26 金銀平文琴 きんぎんひょうもんきん 金銀飾りの琴 1張 全長114.5　額の幅16.0　尾の幅13.0 1999年

7 北倉44 鳥毛立女屏風 とりげりつじょのびょうぶ 鳥毛貼りの屏風 6扇

［第1扇］長135.9　幅56.2
［第2扇］長136.2　幅56.2
［第3扇］長135.8　幅56.0
［第4扇］長136.2　幅56.2
［第5扇］長136.2　幅56.5
［第6扇］長136.1　幅56.4

第1・3扇＝1999年
（東博2014年）、
第2・4・5・6扇＝2014年

8 南倉67 赤漆欟木胡床 せきしつかんぼくのこしょう ケヤキの椅子 1脚 床縦68.5　横78.5　高42.5 2004年
9 南倉70 金銀山水八卦背八角鏡 きんぎんさんすいはっけはいのはっかくきょう 銀貼りの鏡 1面 径40.7　縁厚1.2　重7483 2006年
10 南倉70 八角高麗錦箱 はっかくこまにしきのはこ 錦貼りの鏡箱 1合 長径45.0　高3.7 2006年
11 北倉157 礼服御冠残欠 らいふくおんかんむりざんけつ 冠の残片 1括 葛形裁文　横13.5　鳳凰形裁文　縦9.7 2002年
12 北倉157 赤漆八角小櫃 せきしつはっかくのしょうき 冠の箱 1合 短径55.5　高49.0 2002年
13 北倉157 冠架 かんむりかけ 冠の架台 1基 台縦30.6　横30.4　矢竹長43.5 2002年
14 北倉157 赤漆六角小櫃 せきしつろっかくのしょうき 冠の箱 1合 短径50.5　高46.4 2002年
15 北倉157 冠架 かんむりかけ 冠の架台 1基 縦32.5　横31.3　高27.6 2002年
16ー1 南倉66 衲御礼履 のうのごらいり 儀式用のくつ 1両 長31.5　爪先幅14.5　高12.5 2014年
16ー2 南倉66 赤漆履箱 せきしつのくつばこ くつの箱 1合 縦49.6　横44.5　高23.3 2014年
17 南倉96 袈裟付木蘭染羅衣 けさつきもくらんぞめらのころも 羅の上着 1領 丈106　幅210 2002年

18 中倉88 紺玉帯残欠 こんぎょくのおびざんけつ 玉飾りの革帯 1条
現存長156　幅3.3　巡方縦3.1
横3.6　丸鞆縦2.3　横3.3

1999年（東博2009年）

19 中倉88 螺鈿箱 らでんのはこ 紺玉帯の箱 1合 径25.8　高8.4 1999年（東博2009年）
20 南倉174 仮山残欠 かざんざんけつ 山形のかざり 1座 幅87.0　奥行45.0 1952年
21 中倉177 粉地彩絵八角几 ふんじさいえのはっかくき 献物用の台 1基 径41.0　高9.3 1995年（東博2009年）
22 南倉52 紫檀金鈿柄香炉 したんきんでんのえごうろ 柄付きの香炉 1柄 長39.5　高7.6　炉口径11.0 2007年
23 南倉163 金銅鳳形裁文 こんどうのおおとりがたさいもん 鳳凰形のかざり 1枚 長78.5　厚0.25 1999年（東博2010年）
24 南倉162 金銅雲花形裁文 こんどうのくもはながたさいもん 雲花形のかざり 1枚 最長43.5　厚0.35 1999年（東博2010年）
25 南倉164 金銅鎮鐸 こんどうのちんたく 鐘形の風鈴 1口 身高16.0　口径10.5　風招幅19.5 ○
26 南倉164 金銅鎮鐸 こんどうのちんたく 鐘形の風鈴 1口 身高17.1　口径8.4　風招幅21.1 ○
27ー1 南倉1 伎楽面　師子 ぎがくめん　しし 伎楽の面 1面 縦30.0　横32.2　奥行44.8 2010年
27ー2 伎楽面　師子　復元模造 ぎがくめん　しし　ふくげんもぞう 1面 縦30.0　横32.2　奥行44.8　重5140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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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中倉166 漆胡樽 しっこそん 革袋形の水入れ 1双 長92.0 2010年
29 南倉18 金銀花盤 きんぎんのかばん 花形の脚付き皿 1基 径61.5　高13.2　重4496.2 2009年
30 南倉79 子日手辛鋤 ねのひのてからすき 儀式用の鋤 1口 全長130.0　鋤金幅11.8 1989年
31 南倉75 子日目利箒 ねのひのめときのほうき 儀式用の箒 1柄 長65.0　把径3.9 2009年
32 南倉76 粉地彩絵倚几 ふんじさいえのいき 儀式用の箒の台 1基 高29.1　台長径31.0　台短径26.6 2009年
33 南倉148 黄絁 きあしぎぬ 税として納められた平絹 1帖 長1783　幅56 2010年

34 中倉15 正倉院古文書正集　第四十三巻 しょうそういんこもんじょせいしゅう
筑後国・薩摩国の決算報告書、
豊後国の戸籍

1巻 （14張） 1994年（九博2005年）

35 中倉15 正倉院古文書正集　第一巻 しょうそういんこもんじょせいしゅう 官庁の食料等の請求書 1巻 （18張） 2003年
36 中倉18 続修正倉院古文書別集　第四十八巻 ぞくしゅしょうそういこもんじょべっしゅう 鏡背文様の下絵・人物戯画ほか 1巻 （13張） 1999年
37 北倉174 棚厨子 たなずし 宝物の収納棚 1基 幅55.1　長187.0　総高154.3 2001年
38 北倉183 古櫃 こき 宝物の収納容器 1合 縦69.0　横103.0　総高50.5 ○
39 中倉20 続々修正倉院古文書　第十二帙　第四巻 ぞくぞくしゅうしょうそういんこもんじょ 文書箱の開検目録 1巻 （3張） 2003年
40 聖語蔵2－1 大乗大集地蔵十輪経 だいじょうだいしゅうじぞうじゅうりんぎょう 唐経 1巻 （43張） 1978年
41 聖語蔵3－81 四分律　巻第二十三 しぶんりつ 光明皇后御願経 1巻 （22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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