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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情人間—歷年捐贈器物特展

寄情人間

至今，本院器物捐贈次數達一百三十

豐富收藏。自民國五十四年遷移現址

來亦不斷購藏並接受各方捐贈，以

品除了承繼清代宮廷珍藏之外，歷年

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本院︶的藏

文物典藏是博物館的核心。國

呈現觀眾面前，藉以彰顯各位捐贈者

贈時間先後順序表列歷年捐贈梗概，

則輔以圖像，聊補遺珠之憾，並依捐

份捐贈文物展出，未及展出之捐贈品

單元展出。鑑於有限空間，僅能擇部

與瓷、文房珍玩及金相玉質三大主題

藏常設展的大架構，以材質分為：陶

色。﹁近代生活美學﹂單元則展出

品，認識陶瓷器的素樸意趣與地方特

更可由這些有別於院藏精美官窯的作

觀之，從中窺見陶瓷史發展的軌跡；

與院內陶瓷器陳列室的展出作品合併

橫跨新石器時代到清代，觀者不僅可

元。﹁歷代贈瓷集萃﹂單元展出作品

瓷集萃﹂與﹁近代生活美學﹂二單

朱林澤 張志光
黃蘭茵 陳 瑛

筆，就捐贈者的特性而言，可分為三

大公無私的精神，以下依序介紹各單

歷年捐贈器物特展

大類：第一類是民國初年開國元老的

十九至二十世紀的成套生活用瓷，不

白陶鬹﹀︵圖一︶，使

器形像是一隻引頸而啼的鳥兒，二足

用泥質高嶺土手工塑造而成，整體

大汶口文化

許作立先生捐贈的︿新石器時代

依作品時代，選介陶瓷文物五件。

盤，均充滿喜氣與華麗的氣氛。以下

是帶有吉祥寓意設計樣式的瓷磚與碗

論是為特殊節慶所特製的餐具，或

元的策展理念及展覽精品。

陶瓷器捐贈品劃分為﹁歷代贈

富了陶瓷典藏的多樣性與完整性。

各界人士的慷慨捐贈，則更進一步豐

映了清宮收藏的特色。而歷年來得自

宋代各窯的知名度最高，相當程度反

範圍，以明、清官窯的數量最多，以

國立故宮博物院陶瓷收藏的品類

陶與瓷

家傳文物，如吉星福、譚延闓等。每
位捐贈者本身的經歷，就是一部民國
歷史，他們在政治、軍事或文學、藝
術等不同領域，各有其卓然成就，而
其所珍藏的文物，正可以補本院清宮
舊藏之不足，延續本院收藏品的歷史
時間。第二類是張大千、王壯為等藝
術家的藝術創作。他們將其一生中所
創作的重要作品，贈與本院典藏，供
後人欣賞。第三類是梅原末治、葉
義、彭楷棟等收藏家的收藏，從其收
藏中挑選精品，贈與本院，更增本院
典藏內涵。
博物館的典藏因各界的參與
捐贈，使收藏更形豐富而多樣。本
院歷年來的器物類捐贈品總計為
四千一百八十八件。此次展覽參考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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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瓷58
林語堂先生捐贈
三彩騎馬俑
唐
圖二
圖一 新石器時代 大汶口文化 白陶鬹
許作立先生捐贈 贈瓷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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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一足在後，流似鳥嘴朝天，敞

等大汶口文化遺址；在接續的山東龍

東半島等地。︵張志光︶
林語堂先生捐贈︿唐

三彩騎

的繩紋，扁形鋬銜接頸腹，腹的下半

個小圓餅形鈕，腹部中間有一道凸起

的陶鬹出土，一直到夏末商初，陶鬹

城、兗州西吳寺等地，不乏造型獨特

濰坊姚官莊、日照兩城鎮、泗水尹家

上。馬匹凝神豎耳，鬃毛分披前額二

踩馬蹬，威風凜凜，跨坐駿馬鞍韉之

臂曲於腰部兩側，雙手呈握韁狀，腳

身著長袍，腰繫寬帶，足穿靴。其雙

山文化遺址出土文物中，也常看到陶

部承接三個中空袋形錐足。
的製作才逐漸減少消失。大汶口文化
側，馬首微向左望。馬身骨肉亭勻，

口，束頸，頸腹接合處有五道絃紋，

陶鬹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一種陶
與山東龍山文化都是黃河下游地區新
體態雄健，短尾細結，長身立於薄板

馬俑﹀︵圖二︶的騎士頭帶幞頭，

製容器，通常以夾砂或泥質為原料製
石器時代中晚期的文化代表，時間約

鬹的身影，如山東省的章丘城子崖、

成，顏色有紅、灰、黑與白色。已出

胎，先上白色化妝土，再施低溫鉛

腹的上半部似半圓而豐腴，腹前有一

土的陶鬹見於山東省泰安大汶口、莒

在 西 元 前 四 一 ○○—
二 ○○○
年間，
範圍約在今日的山東省、江蘇省北

活用品。︵張志光︶
葉義先生捐贈的︿明

十七世紀

姓、文人雅士與皇家都共同喜好的生

枕有關的詩作，足見瓷枕是民間百

皇帝御製詩中也發現有二十餘首與瓷

清宮舊藏中不僅有瓷枕收藏，從乾隆

益睛，至夜可讀細書﹂的功效。本院

的︽遵生八箋︾則提到瓷枕有﹁明目

文人雅士用以饋贈的禮品。明代高濂

髮冷泥丸驚。﹂說明瓷枕曾經是宋代

贈我消炎蒸，持之入室涼風生，腦寒

枕﹀詩云：﹁鞏人作瓷堅且青，故人

北宋張耒在︿謝黃師是惠碧瓷

明

桂良先生捐贈︿金

世界的意圖。︵黃蘭茵︶

茵︶

磁州窯

棵松樹攀附其上，十分雅緻。素三彩

為造型，工匠於器身上剔地浮雕出一

筆筒﹀︵圖五︶，全器以一段樹幹

朱銘源先生捐贈︿素三彩松樹

們判斷生產年代的重要指標。︵黃蘭

︵一六一五︶遺構中也有出土，是我

及大阪堺環濠都市遺跡的元和五年

︵一六二三︶廢城的京都伏見城跡以

類似的低溫釉彩蓋盒在日本元和九年

世紀末到十七世紀生產不輟。另外，

是這類型作品的產地之一，且自十六

及考古挖掘，發現福建漳州平和縣應

稱為﹁交趾香盒﹂。近年來，經調查

日本，其中蓋盒類的作品在早期則被

許多在十七世紀前半作為茶道具輸入

的低溫釉彩被稱為﹁華南三彩﹂，有

這一類產於明清時期中國南方

其下粉白胎色。

亦施黃釉，只是較為稀薄，隱約可見

色釉，並刻印有蟹紋。矮圈足，足內

一朵盛放的菊花；蓋面中央則施紫褐

壁均施黃釉，上下各壓印直棱，狀似

形，帶蓋，器身扁平。盒身及盒蓋外

黃釉印花蟹紋盒﹀︵圖四︶，盒呈圓

元
—

墓主人想將生前權勢財富重現於死後

顯赫的政治、經濟地位，同時寄託了

三彩陶俑，正反映了貴族高官們生前

美的象生作品也應運而生。盛唐時的

厚葬之風盛行的情況下，大量裝飾華

雕飾如生，徒以炫耀路人﹂，可見在

陪葬，當時﹁競為厚葬，偶人象馬，

唐代時，貴族高官習以大批物件

描繪顏色，可惜現已不存。

鮮亮。騎士的臉部及雙手原應有彩料

主，褐、綠、黃、白交接，釉色飽滿

之上。馬匹及人物皆以灰黃色陶土為

縣大朱村、曲阜西夏侯、鄒縣野店、
釉，馬匹以褐色，人物則以綠色為

文，並有專門製做瓷枕的作坊。

部、河南省東部、安徽省北部以及遼

比，紋飾題材多為民間生活場景或詩

飾技法，造成紋飾與器表間的色調對

妝土上運用劃、刻、剔花、彩繪等裝

形、銀錠形，製作的技法是在白色化

形、花瓣形、雞心形、六角形、八角

造形豐富，有長方形、腰圓形、雲頭

自隋到清，以宋代最流行。磁州窯枕

冥器以及醫療使用的脈枕，使用年代

用器的睡枕、臥枕或腕枕、陪葬用的

白分明的視覺效果。瓷枕可作為生活

筆繪花鳥圖畫，形成白地黑花這種黑

白釉，以黑釉描邊，並於枕面與枕壁

角形，枕面與長邊微向內凹，全器施

白地畫花花鳥紋枕﹀︵圖三︶為八

兗州王因、日照東海峪和膠縣三裏河

贈瓷275
葉義先生捐贈
黃釉印花蟹紋盒
十七世紀
圖四
贈瓷176
朱銘源先生捐贈
素三彩松樹筆筒
清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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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瓷430
桂良先生捐贈
白地畫花花鳥紋枕
金—元

磁州窯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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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釉上彩繪瓷器的一種，其製作方式

蟈葫蘆罐等則是精緻休閒生活的用
器。數量最多的名家用印不僅為印章

的同時，表現漢字精鍊的文字內涵與

先以高溫燒成素瓷胎，上釉後再低溫

有一說為素胎之意；三彩則是以茄、
特有的線條之美。以下選介各式作

的主人作歷史見證，在呈現印石之美

黃、綠三色為主，實際上並不限於這
品，與諸位分享。

燒成。素者，一般是指不用紅色，或

三種顏色。

幹，茄白相間的浮雲，表現松樹高聳

攀附的松樹有綠色的松葉，茄色的樹

刃部鑿凹槽，內鑲嵌多片磨利石片成

直長條刀形，以動物肢骨磨製而成，

晚期

秦孝儀先生捐贈的︿新石器時代

突出雲端的意象。全器雕塑精緻，層
刀刃，骨器柄端有一長形凹槽並有一

這只筆筒的器身為黃色的樹幹，

次分明，釉面光澤有立體感，樹皮、
孔，以供繫墜或嵌插，為獸骨柄石

雕骨嵌石大刀﹀︵圖六︶，作

樹疤與松葉剔畫唯妙唯肖，是難得一
刀，其刀刃石片是今人依據其他同類

左右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最初出現在

結合的產物，最早見於約距今一萬年

梗石刃器﹂，是磨製骨器與細石器相

器，亦被稱為﹁石刃骨柄器﹂或﹁骨

這種鑲嵌石片或石葉為刃的骨

冬暄，秦孝儀心波自題並銘﹂。

刃，遙覘術智，夫豈一割之利。丙子

大刀。髀為樞柄，山供磨礪，琅玕藏

盒蓋上題銘：﹁新石器后期獸骨嵌石

女士編綴。原收藏者特製龜紋錦盒，

出土品修復而成，紅色墜飾為陳夏生

見的精緻作品。︵張志光︶

文 房珍 玩
文房珍玩一類主要著眼於功能，
包含墨、硯、紙鎮、印章等文房用
具，還有陳設用的雕刻品，日常使用
的服裝飾件以及鼻煙壺等各式珍玩，
數量約一千件，其中又以印章為大
宗。此類文物的材質較複雜，多為
玉、石、牙、骨或金屬等之複合材
質，展出中的戰國時期琉璃是早年的
出土器，品相稀有。雪夜冰琴和端硯

︽淮南子︾：﹁隨侯之珠，和

內蒙古地區，後分布於東北、西北、

西南。學者認為石刃骨刀是史前時期
氏之璧，得之者貴，失之者貧﹂，

等是書齋中精品，陞官圖象牙牌、蟈

先民隨身攜帶的器具，可能是宰殺動

﹁隨侯之珠﹂與﹁和氏之璧﹂被視為

七十三顆，曾侯亦稱隨侯，所以考古

物時剝皮和切割過程的工具，或食用

梅原末治先生捐贈︿戰國玻璃

專家曾推測，玻璃珠可能就是春秋時

春秋二寶。戰國曾侯乙墓出土玻璃珠

珠﹀ ︵圖七︶，圓形，中央有一圓穿

代所稱的﹁隨侯之珠﹂。此二珠為日

肉類時的餐具。

孔。色呈棕帶黃綠，表面平滑光澤，

收藏，遂慷慨捐贈二顆戰國玻璃珠，

本考古學家梅原末治慮及本院無此類

中心，由小而大環繞深淺不一的圓形

以充實本院藏品。梅原末治，大阪府

黑色漩紋佈列，漩紋以一黑色圓點為

紋。學者研究指出，中國玻璃的生產，

首分居中央與兩上側，身形作回紋，

羽曳野市人，京都大學名譽教授，致

曾勞藹如女士捐贈之清︿曾國

側面四面上緣環繞帶狀花卉水波紋。

與青銅器冶煉有密切的關係，但技術似

藩印﹀、︿滌生﹀對印︵圖八︶，為

對印並排時，中間螭龍首相互對望，

力於日本古墳的研究之後，進而研究

清代名臣曾國藩用印。印材質硬，色

典雅自然。

乎尚未成熟，前期的玻璃以玻璃管、珠

黑，間帶灰白絲入其中，印面方正，

東亞青銅器文化。對於中國考古學上

﹁曾國藩印﹂為白文漢印，漢繆篆字

曾國藩︵一八一一 一
—八七二︶，
字伯函，號滌生，湖南湘鄉人，曾任

為主，質地易脆，常出現在西周早期墓

體，用字古樸，﹁滌生﹂為寬邊細字

兩江總督，指揮湘軍攻陷太平天國首

商周青銅器、戰國至魏晉南北朝的銅

朱文，字體小篆，兩印皆以浙派切刀

都天京，又為晚清一代文豪，書法尤

葬中，或單獨或與瑪瑙、松石等珠子串

的刀法刻成，無邊款，不知何人所

以對聯見稱，與同時期王闓遠、左宗

鏡以及漢代漆器，有深入的研究。

刻。因其為對印，石上紋飾兩兩相

棠同譽為﹁湘中三大聯家﹂。鈐蓋於

成頭部或頸部的飾品，是當時的達官貴
人、帝王將相使用之物。

對，印石頂面刻螭龍水波紋，三螭龍

贈雕24
秦孝儀先生捐贈
雕骨嵌石大刀
新石器時代晚期
圖六
贈玉499、500
曾勞藹如女士捐贈
清「曾國藩」、「滌生」對印
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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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雜2
梅原末治先生捐贈
戰國玻璃珠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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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把玩，造就出時間和愛憐的痕跡。
鳴蟲飼養的文化始自唐朝盛於明
代，清代時越發講究。︽清宮詞．種
葫蘆︾云：﹁纖塵不到凈銅鋪，承應
親閑一事無。予計冬來藏蟈蟈，牆陰
汲水種葫蘆。﹂葫蘆器，又稱匏器或
蒲器，清康熙時已出現以葫蘆器養育
鳴蟲。每年立秋時，清宮即派人捕捉
秋蟲，在宮內備暖室精心飼養。元日
及上元節令，乾清宮殿暖閣設精美火
盆，內燃香木炭，周圍架子上擺滿蟈
蟈葫蘆及各類草蟲，日夜齊鳴，與殿
外爆竹震天，相互應和，此起彼落，
是為當時節令的特殊音效。帝后、王

其傳世書法作品上之對章不只一對，

結。左下方陰刻楷書：﹁丙戌二月

紹杰先生遺孀曾勞藹如女士所贈，曾

細密、溫潤如玉，磨之無聲且發墨而

不同主人收藏。

記，八十﹂，左上方陰刻篆文：﹁多

紹杰先生︵一九一一 —
一九八八︶是
近代著名金石篆刻與書學大家。
不損毫為其特色，為四大名硯之一。

印式多為﹁曾國藩印﹂白文，﹁滌

黃莉容、黃文如女士捐贈的︿清
此硯雕工極為精湛，注重自然材質，

研齋﹂等等，顯示此硯曾輾轉多次被

端石雲根硯﹀︵圖九︶，為黃杰生前
以石構圖，工藝技術嫺熟，置於案

生﹂朱文。此印為曾國藩五弟曾孫曾

收藏硯。古人稱石為﹁雲根﹂，意喻
頭，平添文人雅興。

左方陰刻楷書：﹁雷恪珍藏於種移

偏左下方陰刻篆文：﹁雲根﹂二字，

書：﹁煙雲出岫，亩郭翁題﹂；中央

﹁得之則保﹂；硯背右上方陰刻楷

書體款識，墨堂左上方陰刻楷書：

低大小不同的雲紋。雲紋內分刻不同

大小雲紋四朵，硯身通飾深淺浮雕高

紋，從其深潤的色澤，可知收藏者長

形生動，雕工精緻。葫蘆器身光素無

窗，蓋頂鏤刻大小雙獅相對而視，造

成，鑲玳瑁邊，蓋面鏤雕金錢紋為氣

蓋。口緣、足底及蓋皆以象牙雕嵌而

製成，侈口、斂頸、碩腹、斂底、帶

蟈葫蘆罐﹀︵圖十︶，器以葫蘆為體

吉星福先生捐贈︿清雕牙獅紐蟈

端石產於廣東肇慶，以質地堅實

雲觸石而生。硯石呈暗紫色，硯池作

堂﹂，並以長方篆文印﹁公父﹂做

據︽蝶階外史︾記載，咸豐時北

石，並祝八秩大慶。戊午初夏，後

千先生營構雙谿精舍落成，敬瑑此

張徐雯波女士捐贈的民國王

京已有專做蟈蟈葫蘆罐的太監，然因保

學王壯為載拜﹂。張大千晚年回台

公大臣及嬪妃之外，宮女亦喜愛養蟈

存不易，傳世品稀少。蟈蟈葫蘆罐大多

定居，於臺北外雙溪籌建﹁摩耶精

壯為刻︿摩耶精舍﹀泰來石印︵圖

是以葫蘆的上半截做器身，配以象牙、

舍﹂，﹁摩耶﹂為釋迦牟尼的母親

蟈等秋蟲，讓牠們在自己的懷裡取暖

玳瑁做器蓋、蒙芯。或將葫蘆四周雕琢

之名，其腹中有三千大千世界，故

十一︶，陽刻鳥蟲篆體。邊款：﹁大

人物、花卉、字畫等精美紋樣以通氣，

﹁摩耶精舍﹂即﹁大千精舍﹂之意。

過冬，蔚為風尚。

精細工絕，價有貴至百金者，頗受王公

一九七八年八月精舍落成，適逢張大

王壯為替大千刻印，始於

大臣的青睞。蟈蟈葫蘆罐的精微工巧，

將軍所捐贈，先生參贊戎機，軍功夙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八三年間共刻了

千八十歲，王壯為刻此印，除賀其新

著，一九八四年三月，偕夫人張振芳教

廿八方印，大多為齋館和書畫閒章，

除顯示主人的品味及身價，也反映當時

授，共攜珍藏文物二笈，慨贈本院，由

幾乎包含了大千先生晚年旅居各地的

居落成亦有祝壽之意。

其用品可知清末民初文人的文化韻涵及

屋舍齋館名稱，﹁摩耶精舍﹂印即為

的時代風尚和審美取向。此罐為吉星福

閒情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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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王壯為「摩耶精舍」泰來石印
張徐雯波女士捐贈 贈玉337
圖十一
民國 臺靜農「以介眉壽」 泰來石印
張徐雯波女士捐贈 贈玉385
圖十二

贈文43
黃莉容、黃文如女士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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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圖九
贈雜56
吉星福先生捐贈
清雕牙獅紐蟈蟈葫蘆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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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情人間—歷年捐贈器物特展

兩人情誼由此可見。臺靜農︵一九 二
○

﹁摩耶精舍﹂，牌額亦請臺靜農書題，

之體，字形安排和刻製極為耗神，應

之，此印為鳥蟲篆體，並非日常創作

易縣人，自幼受父親薰陶，刻印作
有特殊情境才促成此印的產生，是王

其中之一。王壯為，本名沅禮，河北

畫。中日戰爭時，投身軍旅，以﹁壯

台在大專院校教授篆刻、書法史，為
︿以介眉壽﹀泰來石印︵圖十二︶，

張徐雯波女士捐贈的臺靜農刻

﹁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

東漢王逸︽楚辭章句︾中云：

金相玉質

重於世。︵陳瑛︶

年﹁未名社﹂負責人之一，以新文學見

一
─九九 ︶
○，原名傳嚴，改名靜農，
安徽霍邱人。知名文學家、書法家，早

著名金石書法家。刻印根柢紮實，漸
印石色白灰間帶磚紅，雲霧狀石紋，

壯為少數鳥蟲篆體之精品。

進求變，近於自然，面貌豐富，甲
印 頂 微 凸 呈 弧 面 。 泰來石為泰國與韓

為﹂為名，替人刻印。一九四九年來

骨、金文、簡帛各類古文字皆能入
國之耐火磚用石，與壽山石石質相若，
極，永不刊滅者矣。﹂青銅與玉器是
中華文化遺產中極為重要的瑰寶，乃
貴族文化中品秩與權力的象徵，也是
文人雅士雲煙供養的珍品。本院歷年
來受贈的銅、玉文物，計贈銅四一一
件、贈玉八二六件、贈錢一四八九
件，今選陳精品，以識其端，並彰顯
諸君子大愛無私之情。
此次選件，年代從新石器時代
至清約七千年之久，區域則遍亞洲各
國，器類豐富多元。觀眾可欣賞到長
江下游馬家浜文化之石鑿、台灣卑南
文化的玉飾、印度蒙兀兒帝國的玉柄
短劍及東北亞、東南亞、南亞等地之
金銅佛。而捐贈文物中亦不乏重器，

調味品。甚至到東周產生煮湯︵熱

嫁娶，也可以盛煮各種肉類、黍稷、

個用途：可以用於祭祀、宴享賓客、

自銘鼎中，我們將鼎的作用歸納出幾

鼎是烹煮器也是盛食器，在眾多

河 M1
： 西
1 周早期銅鼎近似，故將此
鼎定序為西周早期。

式樣，由於鼎身略鼓與甘肅靈台姚家

形、紋飾是殷商晚期至西周早期典型

帶，下接三角蟬紋，無鑄銘。本件器

一九七六年陝西周原出土的一對西周

﹁爵﹂，還是為古器物學者所接受。

器型特徵相合，所以此類酒器定名為

徵來看，是與現今三足青銅爵顯示的

從甲骨文與周金文的﹁爵﹂字結構特

今通稱之三足青銅爵，定名始於宋代。

辦法提出一槌定音令人信服的實證。現

酒器等不同意見之爭。對於雙柱的作

多有著述推測其用途，故有飲酒器、溫

青銅爵．酒器。歷來文獻及學者

飾細陽線獸面紋一道，是二里岡期典

水︶的專用鼎。此外青銅鼎若依器形

晚期﹁伯公父爵﹂，器形為橢圓斗狀，

外侈，腹最大徑位於鼎身中部。口緣

分類，計有盆鼎、罐鼎、鬲鼎、盤

下接圈足，腰腹接一板狀曲柄，自名為

型之作。

鼎、束腰平底鼎、方鼎等式樣，本件

﹁爵﹂。且言其用途是﹁用獻、用酌、

用，眾多學者也有不同看法，但都沒有

器形、紋飾皆鑄造精良，堪稱盆鼎中

用享、用孝﹂，這是迄今為止，僅見自

強筋呈階狀，上腹壁微斜近直、內收

小立於流口交界處，口緣內側環鑄加

十四．五公分，窄流、尖尾、雙柱矮

期 獸面紋爵﹀︵圖十四︶，全器高

酒器演化的蛻變？還是未知的真實碎

西周晚期出現自名的爵形器，是漫長

本上已退出青銅禮器的歷史序列。而

現的青銅酒器，但演進到西周中期基

三足青銅爵是夏文化中最早出

銘為﹁爵﹂的青銅器。

成束腰，下腹鼓出，平底有明顯煙燻

彭楷棟先生捐贈︿北魏太和九

片？是今後我們必須探索的課題。
微撇，於腰上置板形鋬。全器於腰腹

痕，平底下接三足呈三稜錐狀足較短

張金鍊先生捐贈︿商 二里岡

的精品。

下飾一道夔紋與冏紋相間交錯的主紋

千慨贈倪元璐法書以做研究，回台營築

足，早年臺靜農習倪元璐書體，張大

以為壽﹂可知，臺靜農與張大千情同手

福之情。此印印款﹁擬吾八兄之作，並

大千畫作大量鈐蓋此印，增添吉祥、祝

壽。﹂含有春暖花開長壽之意。此後張

︽詩經．七月︾：﹁為此春酒，以介眉

年張大千壽辰賀禮。﹁以介眉壽﹂語出

北定居，臺靜農仿製其舊作，作為當

因數度遷居散佚，一九七六年返回臺

靜農﹂。此印原為張大千自己所刻，

辰四月擬吾八兄之作，並以為壽。弟

置於朱欄之中。內韻趣味，邊款﹁丙

壽﹂，甲骨文入印，田字格型制，文字

印面方正，陽刻四字﹁以介眉

為臺灣印人常用之印材。

印。
王壯為一生篆刻以清麗暢然為

如商代二里岡期銅爵、西周蟬紋鼎，
還有極具重要史料價值的唐玄宗禪地
玉冊。在在展現捐贈者與人共享、慷
慨恢宏的氣度。以下選介銅器、玉器
各四件。
蔣鼎文先生捐贈︿西周早期 蟬
紋鼎﹀︵圖十三︶，腹深：七．五
公分，立耳、鼓腹、三柱足，兩耳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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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銅4
蔣鼎文先生捐贈
蟬紋鼎
西周早期
贈銅39

圖十三
張金鍊先生捐贈
獸面紋爵
二里岡期
商
圖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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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情人間—歷年捐贈器物特展

年 銅鎏金無量壽佛像﹀︵圖十五︶，

圓形頭光及舟形背光與佛像連
鑄。頭光分二層，內側光素，外層裝
銅鎏金獸

流行，到隋唐時代達到鼎盛。
彭楷棟先生捐贈︿漢

公分，圓鈕、四葉紋鈕座，鈕座間飾

通高二十四公分，佛頭作高髻、髮

平素，外飾綯紋，第二層僅見舟形頂
雲氣紋，外以寬帶紋與主紋分隔。主

紋八子鏡﹀︵圖十六︶，直徑二十一

鼻、長耳、嘴角略帶笑意。著圓領
端裝飾火燄紋。最外層呈上尖下平的
紋飾區由八星丁間隔為八區，以星丁

飾蓮辨紋。背光分三層，內層近佛處

通肩僧衣，衣褶線條由兩肩呈自然弧
舟形背光，裝飾翻騰燃燒的火燄紋。

呈中分式樣，面相圓潤、杏眼、高

線垂於胸前，左後肩與左袖口衣褶作
紋為中心、外繞盤龍紋，形成像八個

這八子間裝飾羽人、青龍、白虎、朱

背光背面以線刻頭戴寶冠、手持淨瓶

無量壽佛即梵稱阿彌陀佛的漢譯
雀、獨角獸、青羊、及雲氣紋等等不

波曲狀。右手於胸前施無畏印，左手

覆蓮座上。蓮座下有四足方座，方座
名。漢譯本無量壽經稱，此佛最能表
可名狀的祥雲瑞獸，主紋飾區外緣環

小鏡子環繞在鏡鈕四周的結構。並在

上緣飾三角紋，並在四足上刻發願文
現光明無量之德，可渡一切苦厄。故
繞類似折磬紋的三角折曲紋，且將以

的立姿菩薩。

四十四字﹁太和九年歲在乙丑，二月
而此佛的造像活動，由北魏中期開始

平肘置於胸腹間握持衣襟，赤足立於

造無量壽佛一區。﹂
……

戊戌

上區域部份施以鎏金，形成金碧交輝
的華麗意象。鏡邊緣在寬帶紋中嵌入
銘文帶。篆體銘文排列較為特殊，以
正逆互錯將兩道銘文連成一體：
得天道、宜位官、見朱顏、心志驩。
︵逆時轉︶
象日月、長思君、世不絕、保八子。
︵順時轉︶
此類多乳鳥獸紋鏡，大致依鏡面
大小排次，由五至八星丁不同組合，
流行於西漢晚期到東漢晚期之間。

一九六四年陝西西安南郊出土之﹁傳

而八子境是其中較大型且最華麗者。

反兩面皆有圖文銘刻，從此開啟了玉

近年出土於餘杭安溪鄉的青玉璧，正

區的﹁良渚文化﹂也發現大量玉璧，

之一。

子孫銘．七子四神鏡﹂與本鏡紋飾、

時期的作品。

十三年

璧的神秘裝飾美學之路。而本件玉璧

吉星福先生捐贈︿戰國 —
漢 玉
璧﹀︵圖十七︶，直徑：八．二公

寬二九．二公分，單簡長二九．九

形制排列方式大體相近，時代可定序

分，玉料呈青色、半透明，體扁平、

公分、寬二．八公分，以大理石製

禪地衹玉冊﹀︵圖十八︶，

劉慕俠女士捐贈︿唐玄宗開元

正圓形。內外兩緣修飾突起素寬邊。

成，共計十五簡，每簡上下各橫穿一

的﹁禮玉﹂，在東周時代其用途是貴

一，從新石器時代出現就一直是重要

玉璧作為︿周禮﹀正名的五瑞之

山下社首山︵今稱蒿里山︶，此冊文

唐玄宗李隆基於開元十三年瘞埋於泰

祇祭禱文共一百一十五字。此玉冊是

三組。每簡以隸書體刻字一行，禪地

孔，以金屬絲串聯為五簡一組，共計

族在朝覲、聘問、燕享、祭祀等場合

在新舊︿唐書﹀及歷來文獻都沒有登

及佩飾。位於長江下游、餘杭太湖地

的﹁石峽文化﹂大量出現玉璧、玉琮

珮的發源地，科學考古在今廣東曲江

體系。而南方玉器正是琮、璧、冠、

︵包括東部西北部︶、南方玉器三大

域特色產生了，北方玉器、中部玉器

之心，以各種形式來祭天祀地應是常

的先民，對天地之威是充滿戒慎崇敬

禪﹂。在渾沌初開的時代，民智初啟

﹁泰山下小山上除地，以報地之功曰

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

︿史記．封禪書﹀﹁泰山上築

言可喻。

載，由於可補史藉不足，其重要性不

手執的信物，同時也是貴族珍愛的隨

磨精工。

通體雕琢臥蠶紋，兩面紋飾相同，琢

的紋飾正是東周以來流行的主要紋飾

漢

在西漢晚期到新莽之間，兩者應是同

圖十六

中國玉器在新石器時代由於區

葬品。

贈銅342
彭楷棟先生捐贈
銅鎏金獸紋八子鏡

贈銅123
彭楷棟先生捐贈
北魏太和九年

銅鎏金無量壽佛像
圖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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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玉301
吉星福先生捐贈
玉璧
戰國—漢
圖十七

展場巡禮

寄情人間—歷年捐贈器物特展

至十八世紀 蒙兀兒帝國玉柄短劍﹀
︵圖二十︶，通長三八．四公分，寬

形卷曲

五．六公分，厚二．三五公分。劍
首作彎曲瘤形，與劍莖及呈

形劍格，用白玉整體雕成，其上淺浮
雕花葉紋為飾。鐵刃雙開鋒、劍尖微
翹、形似彎刀。劍鞘以薄木為體、貼
飾絳紅絲絨，於稜脊上裝飾金屬絞
絲，並嵌接花葉紋白玉製的護口及鞘
尖，白玉護口近柄處雕飾一凸起小
環，可繫流蘇。
這種短劍流行於波斯與印度，

贈玉3
劉慕俠女士捐贈
禪地衹玉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
圖十八
贈玉324
黃君璧先生捐贈
白芙蓉石觀音大士像
清
圖十九

態。太史公引管子之言﹁管仲曰：古

手環置其上，頭微側凝視虛空。整體法

發現的神廟與祭壇遺址，﹁良渚文

古所出，在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

記﹀記載此池位於贍部洲之中心。八地

有云：阿耨即指阿耨達池，︿大唐西域

是梵文譯音，意譯為﹁無上優異﹂。又

相應是雕琢觀音三十三化身中的﹁阿耨

化﹂的祭壇遺跡，海岱地區的﹁大汶
菩薩以願力，化作龍王，住于其中，尊

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

口文化﹂在莒縣凌陽河發掘的陶文具
名即由此來。是故在︿普門品﹀、︿法

觀音﹂，又稱﹁阿耨多羅觀音﹂此尊名

有禮天祀地的意象，上述這些先民們
苑珠林﹀中皆將觀音視為水源女神之

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若以此對照考

都在禮天祀地。
一，有照護江海之願力，能救水難，有

此尊造像以芙蓉石採圓雕手法，

或許我們可以將﹁封禪﹂歸于

複雜政局交相利用妥協下，歷朝還是
意造觀音法相。芙蓉石屬於壽山石系

消災解厄之功德。晉唐以來文人雅士多

有六帝登臨泰山行封禪大典，直到
的山坑石，礦源在福建省福州北郊壽

東周齊儒之言，秦皇、漢武的封禪也

宋真宗祥符元年為止。千古之下乾
山村之月洋加良山。壽山石用於石

好清談，在文房清供中，亦不乏以雲湮

隆皇帝對封禪一事甚至御批﹁自欺欺
雕，在考古發掘中於南朝墓曾出有圓

雜有太多長生求仙的私慾。但從秦始

人，貽譏史冊﹂之語，但從乾隆十三
雕﹁臥豬﹂，而福州地區的宋墓更出

供養佛道神仙造像，以祈文藝精進。

年至五十五年，卻先後十次登臨泰山
土大量造型簡練的壽山石人俑、鳥

皇始封禪泰山之後，在文士議論及

祭祀。這是否也側寫出禮天敬地的觀
獸。時至元、明以後文人以壽山石刻
製印章，從此壽山石系的石品正式進

念，早已深植人心。
白芙蓉石

入文房清供中，成為文人墨客書案上

黃君璧先生捐贈︿清
觀音大士像﹀︵圖十九︶，通高十七公
不可或缺的瑰寶。

葉博文伉儷捐贈︿十七世紀晚期

分，通寬十六．五公分。像雙足作左單
盤、立右膝、右手持念珠抱右膝、左

是伊斯蘭貴族日常生活的佩劍。在本
院伊斯蘭玉器藏品中，其彎曲的瘤形
劍首之變化，還可看到有獸首及花葉
形兩種。由於蒙兀兒王室血統中濃厚
的突厥、蒙古血緣關係，我們可以看
到草原文化對玉柄短劍這類兵器的影
響。在﹁鄂爾多斯式﹂青銅兵器裏，
相當中國商周時期︵西元前十五 —
七
世紀︶流行於內蒙古中南部，山西和
陝西北部、西部，燕山南北地區，甘
肅、青海東部，這一大片廣大的區域
中，發現的鈴首曲柄短劍、獸首曲柄
短劍、鈴首彎刀、獸首彎刀，與本件
白玉瘤形曲柄短劍有著源遠流長，且
不可分割的臍帶關連。︵朱林澤︶
本次器物類的捐贈展雖僅能展出
部份捐贈文物，然已足以窺見台灣私
人收藏的實力。一地博物館的收藏正
反映當地的藝術文化水平，惟有各界
的積極參與，才能為博物館注入源源
不絕的生命力。期待更多、更好的捐
贈品能長留博物館，長存世人眼前，
不斷地訴說著文物與收藏者之間許多
有趣而生動的故事。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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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玉826
葉博文伉儷捐贈
蒙兀兒帝國玉柄短劍
十七世紀晚期至十八世紀
圖二十

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