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場巡禮

清明上河圖特展

童文娥

︿清明上河圖﹀是風俗畫的傑作，也是備受推崇與喜愛的作品，存世︿清明上河圖﹀
約有百卷之數，收藏在世界各大博物館及私人藏家中。本院庋藏的︿清明上河圖﹀共
計八卷，略分為傳宋本與明本，雖屬摹本或偽托之作，但均添入新的城市風情與時代
風格，加上名氣響亮的︿清院本清明上河圖﹀，共同構築出完整的時代序列，可從中

故宮博物院，著錄於︽石渠寶笈三

貌，是宋代風俗畫的鉅作，現藏北京

都城開封汴河兩岸市井閭閻的繁榮風

︿清明上河圖﹀︵圖一︶，描繪北宋

張擇端︵活動於十二世紀前期︶

史學者研究的課題，從畫家、畫名、

聚鑑賞者和收藏家的目光，亦是藝術

峰，兼之傳奇性的流傳過程，不僅凝

手法與非凡的構思，把風俗畫推向巔

無粗率流習，別有秀潤之氣，寫實的

栩栩如生，其筆墨精湛，賦色清雅，

景致、社會風俗、人們的活動刻畫得

多的關注與爭論。其後諸多摹本或臨

餘件摹本，加以分類、探討，引發更

至今者至難估計，在一九七 ○
年代，
日本學者古原弘伸搜羅了當時約四十

及風俗軌跡，或仿效，或複製，留存

儼然興起。歷代畫家又從不同的角度

說紛紜，莫衷一是，﹁清明上河學﹂

的物品，皆深入探究、爬梳。然卻眾

領略明清兩代畫家詮釋︿清明上河圖﹀的多元面向。

編︾，為避免混淆及行文方便，本文
季節、地點、商肆、印鑑、題跋、流
本陸陸續續浮現，到了二

前言

以︿寶笈三編本﹀稱之。張擇端試圖
傳考證，乃至畫中市招、人物及販賣

五年已
○○

利用宏觀的視角，多元側寫，將城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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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而能品第書畫與著錄，向氏稱
張擇端曾作︿清明上河圖﹀之言，應
極為可信，因此，在︿清明上河圖﹀
的諸多摹本中，標名為張擇端者居
多，本院即收藏兩件：傳宋張擇端
︿清明易簡圖﹀︵圖二︶、傳宋張擇
端︿清明上河圖﹀。

達百餘卷，典藏在各大博物館及私人
風姿。

觀眾，並撰文介紹，讓作品盡展卓越

四四︶都曾被署名。
︵九六七 一 ○
然根據︿寶笈三編本﹀上有金人張著

動於十一世紀前半︶，及燕文貴

動於十一世紀前半︶、高元亨︵活

擇端同時代的風俗畫家葉仁遇︵活

畫家為何人，一直爭論不休，與張

從︿清明上河圖﹀出現以來，

傳宋本︿清明上河圖﹀

藏家手中，反映出︿清明上河圖﹀在
各個時代受喜愛的程度及其影響力。
本院庋藏的︿清明上河圖﹀共
計八卷，略可區分為三類：具名為張
擇端，即傳為宋本︿清明上河圖﹀，
仇英款的明本︿清明上河圖﹀，及清
本。前兩者在結構上，主要臨仿張擇
端的︿寶笈三編本﹀，雖屬摹本或偽
托之作，但均添入新的城市風情與時
代風格，塑造迥異於宋本的新貌。清
本則有︿清院本清明上河圖﹀︵以下
稱為清院本︶人物繁多、景致華美，
引人入勝的情節，和︿翠玉白菜﹀並
列本院的人氣王，聲名如雷貫耳，來
院參觀的遊客，無不想親臨展場，一

於金世宗大定丙午︵一一八六︶的題
跋記載：﹁翰林張擇端，字正道，東
武人也。幼讀書，游學于京師。後習
繪事，本工其界畫，尤嗜于舟車橋郭
徑，別成家數也。按︽向氏評論圖

的沈源︿清明上河圖﹀，清麗的畫

憾而歸。其他還有與︿清院本﹀肖似

半維護期，才能再次展出，因此常抱

每次只能展出三個月，至少間隔一年

記︾，為向宗回所作，向氏約生於慶

者。另外，跋文中的︽向氏評論圖畫

之。﹂學者大多肯定張擇端是原創

明上河圖﹀，選入神品，藏者宜寶

畫記︾云：︿西湖爭標圖﹀、︿清

風，譽為雙美。加上李石曾先生遺贈

極少曝光的七件作品集結陳列，以饗

此。﹂依其所見，︿易簡圖﹀是張擇

︵一一一 ○ 一一一七︶之間，享年
約六十二歲，以太子少保致仕，家藏

序列與風格。本次特將︿清院本﹀與

互動已重新組合，內容、情節更形豐

端簡化了畫面內容，重新創出來的作

∼

富外，也隱含著新的時代氛圍。

的︿清明上河圖﹀，構築完整的時代

四八 一 ○
曆八年至皇祐五年︵一 ○
五三︶，卒於大觀四年至政和七年

窺全貌。然因基於保護書畫的立場，

∼

但幅後乾隆三十三年戊子

品，為張氏真蹟無疑。

林畫史臣張擇端進呈﹂。引首乾隆御

︵一七六八︶的題識推翻了沈德潛的

諷諫，畫一年餘，難矣。而轉曰易，

河，宋代積久豪華，擇端本翰林，寓

國之物，不應遽入外邦。︙清明上

金天輔五年，即宋徽宗宣和三年，中

跋，意即易簡圖也。︵見吳匏菴集︶

上河圖，有張著跋。一留汴京者，無

圖，本有二幅，一在張英公家者，名

獻之物，題跋云：﹁張擇端清明畫

侍郎。從其跋可知，此卷是沈德潛進

歷任起居注官、內閣學士，官至禮部

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

蘇州人。是乾隆四年︵一七三九︶進

識。沈德潛，字確士，號歸愚，江蘇

定此作為張擇端真本，因﹁天輔五年

歷史事實來論證此件作的真偽，雖肯

之道，固可不煩言而解也。﹂乾隆從

命重裝時，裁偽存真，亦有合於易簡

資羶薌，而多一贗款，適足滋惑。因

庸手妄作。然是圖聲價自在，無藉別

不應預為金有。是天輔款字，蓋出於

事，在宣和四年，即如所云，此卷亦

遼。安知不以此圖媚金，第求金之

證，則云童貫蔡攸，嘗奉使助金滅

遼之議，此畫不應入金。沈德潛考

年，彼時汴京無恙，亦尚未興助金滅

豈有錢妃之事，且其年為宋宣和三

六八

○

筆﹁夢華陳迹﹂四字，拖尾有蘇舜舉

人一萬餘，繁矣，而轉曰簡。乾以易

賜錢妃﹂款是後人庸手之作，將題款

賜錢妃字，按天輔為金太祖︵一

看法，記云：﹁卷後舊有天輔五年

一七六九︶與乾隆題

知，坤以簡能，包涵大易精義。外人

裁切，造成學者研究比對的遺憾與困

此作在六

年代已引起學者的
○

一一二三︶年號，其時方開，

但稱上河，從其便也。詠詩之人，俱

難。

潛︵一六七三

元貞元年︵一二九五︶題跋，及沈德

卷末山石之上有張擇端款：﹁翰

∼

無可考。張英公本，今藝苑不傳，
臣學殖淺陋，家無藏書，故所見祇

∼

傳宋張擇端︿清明易簡圖﹀絹
本，縱三八公分，橫六七三．四公
分，著錄於︽石渠寶笈續編︾。此

一七九五︶題跋的考

圖標題為﹁清明易簡圖﹂，在乾隆
︵一七三六
證，斷定是從︽易繫辭︾而來：﹁易
則易知，簡則易從。﹂解釋為﹁平易
簡單﹂之意，畫家希望透過畫面，呈
現汴京繁華景象，讓觀者一目瞭然。
畫面分為幾個段落，郊野鄉間、迎親
隊伍、虹橋市集、城牆內外、天津之
橋，在結構上主要承襲︿寶笈三編
本﹀的布局章法，但增添了許多情節
與活動，如郊野有文士攜琴過橋、牧
童吹笛，在中段添置迎親隊伍、農作
犛田、趕鵝上集，後段增繪了染布工
房、打鞦韆、鳥店、井邊打水、修繕
房舍及文士作畫等，畫面細節及人物

∼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清明上河圖
張擇端
宋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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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吳淞細密花布﹂是元代事

易簡新成﹂，且比對畫中文字﹁奎章

舉的題識為真，跋文有所謂：﹁清明

﹁似本﹂，即摹本之意，又判斷蘇舜

然大陸學者孔慶贊解釋﹁易簡﹂為

信︿清明易簡圖﹀是張擇端的真本；

餘則出自一個稿本輾轉臨摹的。﹂確

笈三編本﹀，為獨樹一幟之作品，其

性來看，得到一個結論，此本與︿寶

擇端親筆簽名，因而從歷史性與時代

錄︾找到相關資料印證；﹁卷末有張

肆﹂等，認為可在孟元老︽東京夢華

﹁孫好手葷素饅頭﹂、﹁李師師瓦

招文字，﹁薑行﹂、﹁會仙酒館﹂、

河圖之綜合研究︾指出：從畫面與市

注意與討論，如劉淵臨在其︽清明上

畫工之手。

束呆板，匠氣十足，應出自一般職業

︵一二九五︶，且筆法軟弱，筆意拘

舉一說熙寧︵一 ○
六八 一 ○
七七︶
年間人，題跋記於元成宗元貞元年

背離常規，與魚目混珠之謬誤。蘇舜

職掌與漕運、官鹽等毫無關係，似有

制為掌管進呈經史書籍，考校歷史，

運使兼 □
花石岡﹂、﹁江淮鹽運﹂同
列於官船之上，﹁奎章閣﹂是元代官

閣﹂、﹁參知政事﹂與﹁欽
京東轉
□

﹁翰林畫史﹂職稱；至於畫中﹁奎章

筆板滯拙劣，且北宋圖畫院並沒有

末﹁翰林畫史臣張擇端進呈﹂款，用

過是牽強附會，張冠李戴罷了。另卷

汴京更無牡丹亭，所謂相關資料，不

宜奴、孫三四等，誠其角者。﹂北宋

偽作。

字，經學者考證，題跋、印章皆後人

蘇舜舉題，後隔水題﹁東府同觀﹂四

︵一二四四 一三一 ○
︶於大德戊戌
︵一二九八︶的跋，除此之外，亦有

岳璿天順六年︵一四六二︶及戴表元

代來看，應為後人托作；拖尾分別有

﹁御前之印﹂一印，以款字書風或時

早，成年白首新。古今披冕者，如

縑該眾藝，綵筆盡黎民。始事青春

六公分，前隔水有金太祖題五言律
○
詩：﹁我愛張文友，新圖妙入神。素

三︶，絹本，縱三九．七公分，橫六

傳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圖

在上河春。﹂後署﹁賜錢貴妃﹂，鈐

細不勻，斷續抖動；人物比例合理，

山石施以青綠重彩，輪廓線條粗

版本中少見的。

門造型，城門以正面出入，這是其他

書。主張小唱：李師師、徐婆惜、封

以來，在京瓦肆伎藝：張廷叟，孟子

只是宋代瓦肆名伎藝之一：﹁崇、觀

的﹁李師師瓦肆﹂的記載，李師師

例如在︽東京夢華錄︾並沒有所謂

相關事物之論述，有諸多謬誤之處，

記載在︽東京夢華錄︾，或與元人

細究畫中市招文字、風物，或

附會於入金之事，另有蘇舜舉款，再

煙波之間。其上有金太祖偽款，穿鑿

市集，城樓店舖，結束於華美樓閣與

具格套化，前有郊野遊客，中為虹橋

畫匠，為擬真仿製，題張擇端名款，

石橋，從筆墨及畫面風物來看，應為

建築結構相當平面化，虹橋已成單孔

空間的處理，無法掌握前後及比例，

此作線條細且生硬，人物大小不一，

畫法，與︿寶笈三編本﹀差異極大。

同。筆力稚弱，山石、樹木及人物的

其裝飾性，和宋代典雅沉厚的賦色不

欄杆、樑柱以朱硃、青綠填染，加強

此幅設色淺淡，然畫中樓閣、

有城牆內外、市井商店、官員宅第、

作；中段虹橋市集、競技圍觀，後段

畫一六 ○
六相近，起首是廣闊的郊野
山川，文士過橋、迎親隊伍、農地耕

在圖像的架構上，故畫一六

置亦因臨摹者的主觀意趣而所增減。

圓型拱門，上半部為精巧的樓閣式城

池競渡等景；城樓台作為磚石砌成，

增繪潛水拉縴搶灘、兒童嘻鬧、金明

工人修繕房屋。為使畫面更加熱鬧，

打架、拳擊、染房、官員送往迎來和

安排也有共通之處，如迎親、趕鵝、

大宅及金明池，結構相仿，在細節的

橋市集、百業商行、城牆內外、市街

畫面段落從迎親開始，拉縴行船、虹

此作尺寸較︿清明易簡圖﹀短，

馬、驢等動物造型修長，拉長腳與頸

鈐﹁嚴世藩﹂、﹁李東陽﹂、﹁王世

本院的三卷傳明仇英︿清明上

確的線條以交待其走向，反而淡染雲

強，造型單薄，有些建築並沒有明

10

明代摹本。

物，將此作歸為﹁世罕其傳的元代開

部的比例，加染部分相當多，似要凸

京青染房、盪鞦韆、修繕房屋等景，

綠加強，增加畫面的綺麗；屋舍、

化；遠山以墨線畫出，再以石青、石

故畫一六 ○
六的人物比例較扁
而短，頭大四肢小，衣紋線條具格式

硬不自然，近乎圖案形式。

條簡化，面貌五官並不明顯，動作生

法線條規律而格式化，人物較小，線

弱，山石以披麻皴法勾勒，礬石與皴

色淺淡，畫法也截然不同，筆力軟

但故畫一六 ○
四的尺寸較短，絹亦粗
鬆，無仇英款，且卷後無題跋。其設

型，幾如出一轍，應來自同一稿本，

四與故
○

顯動物的健壯；屋舍建築結構則平面

兩者無論是虹橋商店的位置、幟旗造

擇端作品的系統內。

兩件張擇端作品，都可納入明人仿張

像，即所謂的﹁蘇州片﹂。本院所藏

代蘇州山塘畫店為求利高而生產的圖

貞﹂等宋明人偽印，以連結︿清明上

本。

一五五二︶

至於題為仇英仿作，或仿仇英
之作，在段落的安排，雖大同小異，
但已增加戲曲的演出，並參酌元代王
振鵬︿明池競渡﹀圖式而來的金明池
競渡情景，幅後添補文徵明︵一四七
○ 一五五九︶等明代文人偽跋，自
成另一仇英仿作系統。

河圖﹀，文物統一編號分別是故畫

氣，空間處理模糊不清，與仇英精工

城牆及橋樑等建築的輪廓，以墨線加

五
○

明本清明上河圖

愛，所乏者腕指間力耳。子景星，號

一六

四︵圖四︶、故畫一六
○
平泉，精于仿古，所擬仇十州人物仕

摹﹂，鈐﹁實父﹂。卷後有文徵明題

嫻熟風格不類。卷後款題﹁仇英實父

女，姿態艷逸，駸駸度驊騮前矣。吳
中鬻古，皆署以名人款求售。﹂蘇州

六︵圖六︶，
︵圖五︶及故畫一六 ○
三者的筆法與賦色填彩各異，剪裁佈

弇州惟其迹雖不類真本，亦自工致可

稍加刪潤，布景著色，幾欲亂真。王

廟所愛，飾以丹青。彪得擇端稿本，

金之值而後得之。尋籍入天府，為穆

相國購求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捐千

字震泉，蘇州人，嘉靖間，分宜嚴

詩史︾載：﹁黃彪，︵一說王彪︶，

利多而作偽題款，如姜紹書︽無聲

仿作或仿仇英之作，皆畫工為求價高

一為仇英︵約一四九四

要分為兩大系統，一是署名張擇端，

所作的臨仿品或創作，大量湧現，主

明代以︿清明上河圖﹀為題材

河圖﹀驚奇的流傳事蹟，這些疑似明

封社會風俗畫卷﹂。

∼

化，從畫法風格來看，應是明代的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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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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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華勝景多風采—清明上河圖特展

出現，更仔細描繪金明池的建築及活

的堆疊，粗糙而誇張，構組出一種奇
幻的空間感，水紋、雜樹與人物等景

跋。款、題書風相近，筆多偏鋒，鋒
動，不只樓閣華美，屋檐結構繁複，

他作品所無，尤其大量運用石青、石

芒外顯，但結體鬆散，與文徵明精整

堂皇；場面更是熱鬧非凡，有龍池搶
綠、朱砂、洋紅、胭脂、藤黃、胡粉

物的畫法具圖案化。重彩設色亦是其

標、舞蹈遊藝等。但在畫法上有許多
及紫色等顏料，畫面燦爛奪目，呈現

極具矯飾誇張，強調宮殿建築的富麗

故畫一六 ○
五的畫面場景多處與
前兩者的版本不同，如戲台演出、射
不合理之處，譬如河水的走向、山石

穩健的用筆，差異極大。

柳、雜耍特技、走索及校閱等場景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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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局部
清明上河圖
張擇端
傳宋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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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華勝景多風采—清明上河圖特展

濃烈瑰麗的風格。
意組合，將城市風貌從北宋都城的汴

︵一五一七
的蘇州城。明清作品尺幅加長，以散

州地區流行著多種版本，經由畫家隨

年︵一五 ○
五 一五六六︶、文嘉
︵一四九九 一五八二︶、陸師道
梁，變成明清時期人文薈萃，物產豐饒

春居士時的題識，由梁詩正書寫，幅
章及書風來看，皆為後人作假，近似

此作引首有乾隆帝為寶親王長
？︶等明人題跋，從印

後有仇英款：﹁吳門仇英實父摹宋張

隨著晚明城市文化消費的崛起與
結合一起，再現蘇州城市真實風貌。

人物，林林總總的舟楫、車馬等景物

居，形形色色的市街商店，熙來攘往的

法：仇英摹古之作皆不署款。款書筆
流行，描繪城市景象風貌的作品，蔚

意摹仿。

點透視法，將山川、橋樑、河道、民

一七四五︶的說

法拙劣，應為後人偽作。拖尾有文徵
為風潮，對仿作︿清明上河圖﹀有推
波助瀾之功，推測在明末清初時，蘇

岐︵約一六八三

﹁蘇州片﹂無名畫家對仇英風格的刻

∼

擇端筆﹂，鈐﹁十洲﹂一印，據安

∼ ∼

明、王守︵一四九二 一五五 ○
︶、
一五五一︶、彭
陸粲︵一四九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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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1604
局部
清明上河圖
仇英
傳明
圖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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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本清明上河圖
反映現實生活的城市風情，在
張擇端創作出︿寶笈三編本﹀時達到
鼎盛，到明末清初大量流行、繼承，
一七二二︶、雍
一七三五︶、乾隆時

清康熙︵一六六二
正︵一七二三

∼

作，其中由畫院陳枚︵一六九四

顯現清代畫院合筆應制巨幅長卷的實

費時九年，其繁瑣嚴謹的製作流程，

小注所說﹁畫成於乾隆二年﹂，前後

補上托裱完成期，即︽乾隆御製詩︾

︵一七三六︶十二月完成並簽款，若

﹁准時再畫﹂的定稿繪製，乾隆元年

改﹂、﹁呈覽﹂等反復過程，到最後

稿，歷經﹁起稿﹂、﹁呈覽﹂、﹁修

時間約從雍正六年︵一七二八︶起

清檔︾︶及畫家的分工，此件創作的

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

依據清宮︽內務府造辦處各作

究，足以媲美︿寶笈三編本﹀。

七︶，其內容包羅萬象，製作精緻考

志道五位畫家合作的︿清院本﹀︵圖

一七四五︶、孫祜、金昆、戴洪及程

∼

展出的兩件清本作品，為清宮名手之

期重要的歷史畫卷中延續者，如本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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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1605
清明上河圖
仇英
傳明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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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度極高，如起首郊野有文士漫步行
吟過橋，戲台搬演著﹁鳳儀亭﹂，其

本，應該是參考流傳在蘇州地區匠人
繪製的仿本，從郊野、迎親花轎、戲

際景況。
依︽石渠寶笈︾成書的時代來

甚至市招文字如﹁磁器店﹂、﹁湖

他如城門的打鐵鋪、走索、畫室，

校閱、金明競渡等皆若合符節，對於
筆﹂、﹁紬綾紗羅﹂等大致雷同，但

台剪影、虹橋市集、城牆內外、軍隊

時，︿寶笈三編本﹀、︿清明易簡
人物的互動、場景等細節的安排，相

看，陳枚等人應制圖繪︿清院本﹀

圖﹀皆未入宮，畫家們恐難見到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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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1606
局部
清明上河圖
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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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1

清

院本清明上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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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2

圖八

清

清

院本清明上河圖

沈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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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華勝景多風采—清明上河圖特展

︿清院本﹀在布局的取捨與人物的互
動組合上，更為合理，加上受到西洋
畫風的影響，街道房舍，均以透視原

理作畫，房舍街巷歷歷可數，大小比
例，遠近距離皆精準掌握。

︿清院本﹀外，不論在佈局、段落的
鋪陳、事物、舟車與人物的安排，兩

位畫家各展其技，融合各時代仿作的
橋過後的小店賣的是﹁三鮮大麵﹂及

安排，如前段增繪掃墓哭墳，中段虹

者幾無差異，不同之處在人物的佈局

內容、場景，建構繁華的市井氣象，
﹁美味餛飩﹂，而非︿清院本﹀﹁包

︿清院本﹀吸納諸多版本，五

經營出雄偉華麗的時代氣息與宮廷文
辦南北酒席﹂的﹁金蘭居﹂，商店匾

而豐富，不單有柳樹、桃樹，還有叢

化，堪稱集大成之作。全作以景物繁

至於清沈源︿清明上河圖﹀
竹、松、椿樹及各式闊葉樹木，民

額名稱與販賣物品清晰明瞭，人物互

︵圖八︶為紙本淺設色畫。沈源，
居、商店的形式更為多元；在空間的

多取勝，設色妍麗見長，筆墨精謹，

生平籍貫不詳，善畫佛像，亦工山水
延伸處理，極為寫實精緻，是清代畫

動具戲劇張力，貼近市井小民生活；

界畫。雍正、乾隆時供奉內廷，根
院佳作。兩相對照下，︿沈源本﹀較

中西融合的畫風，細膩寫實的藝術表

據︽活計清檔︾的記錄，雍正五年
具原創性，體現清宮畫院繪製長卷鉅

在景物的刻畫亦顯用心，如樹種多樣

︵一七二七︶畫院有位南匠沈元，應
著的運作過程。

現，展示清宮藝術的品味。

為沈源，為其最早活動記錄，到乾隆

的題跋外，尚有李石曾、沈尹默

雅淡的韻味。除材質、設色不同於

意點染，筆法較隨性，自有一番清新

濃墨勾勒線條定位，並用淺絳赭石隨

人物、建築、物品的輪廓，其上再以

性極高，其畫法寫意，先以淡墨略寫

從時間順序推測，此作為稿本的可能

選作畫，據載雍正六年命畫匠起稿，

闢專室，將八件作品同時展現在世人

然極少全數展出，今值四月清明，特

拖尾除了有文徵明﹁嘉靖癸卯仲春﹂

筆﹂，鈐﹁十洲﹂、﹁仇英之印﹂，

名款：﹁吳門實父仇英摹宋張擇端

首有李石曾題，幅後山石間有一行

仇英︿清明上河圖﹀︵圖九︶，引

於民國七十五年入藏本院，原標為

︵一八八一

在展覽中有一卷來自李石曾

︵一八八三 一九七一︶、何遂、沈祖

面前，打造這場華麗的視覺饗宴，歡

十四年︵一七四九︶還可見其應奉入

德等人題。按其筆法，或款與印之形

迎觀眾一同來領略明清兩代畫家詮釋

幾相仿，稿本的可能性甚大。這些作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

劉淵臨，︽清明上河圖之綜合研究︾，
臺北：藝文印書館，一九六九。
許樂安、崔陟、李穆編，︽仇英仿張擇
端清明上河圖︾，北京：文物出版社，
七。
二 ○○
孔慶贊，︿略論台灣、北京、美國三本
清明上河圖﹀，︽史學月刊︾一九九四
二七五。
年第三期，頁二五六 —
戴立強，︿清明上河圖異本考述﹀，

參考書目

︿清明上河圖﹀的多元面向。

∼

一九七三︶先生遺贈，

制分析，仇英款與文徵明跋均不真。

品都是︿清明上河圖﹀圖像的經典，

人，雖無法確定其繪製年代，然兩者

絕無僅有之創作，︿沈源本﹀清雅可

州畫匠仿作情況，︿清院本﹀，更是

出︿清明上河圖﹀在明代受歡迎及蘇

均美，傳為宋本及明本的作品，映照

本院八件︿清明上河圖﹀，質量

結論

為清初之作，是仿本中較精采者。

空間的處理著墨較多，結構合理，應

染石青、石綠，再加以描金線條；對

五作品接
或龍舟結構，與故畫一六 ○
近，畫中山石除以墨線勾勒外，並敷

加了金明池競渡之景，其樓台、飛閣

種種細節，幾乎一模一樣，但此幅增

舖的安排與人物互動，甚至商貿物品

四及故畫一六 ○
河圖﹀︵故畫一六 ○
六本︶之段落與佈局近似，如虹橋商

此幅與院藏兩幅明仇英︿清明上

∼

︽ 遼 寧 省 博 物 館 館 刊 ︾ 第 一 輯 ， 二 ○○
六，頁二八 —
三一。
余輝，︿清院本清明上河圖﹀，︽紫禁
一 ○
年四月，頁一 ○—
二八。
城︾二 ○
童文娥，︿清院本清明上河圖及其相關
清院本清明上河
問題﹀，︽繪苑璚瑤 —
一
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 ○
年四月，頁一九六 —
二一 ○
。
○
故宮博物院編，︽清明上河圖新論︾，
一一。
北京：故宮出版社，二 ○
陳韻如，︿製作真境：重估清院本清明
上河圖在雍正朝畫院之畫史意義﹀，
︽故宮學術季刊︾第二十八卷第二期，
六四。
頁一 —
余輝，︿從清明節到喜慶日﹀，︽清明
上河圖的故事︾，北京：故宮出版社，
二 一
○二，頁一五八 一
—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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