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展品名稱 典藏編號 典藏單位 展覽期間

1 漢 褐綠釉桃都樹 100-00005 國立歷史博物館 全期

2 東漢 搖錢樹 85-00011 國立歷史博物館 全期

3 東漢 武氏墓群石室石刻原拓（左石室第九石） h0001082 國立歷史博物館 前期

4 東漢 武氏墓群石室石刻原拓（前石室第三石） h0001063 國立歷史博物館 後期

5
清 戴衢亨 八千春秋

珍苻集慶冊
故畫003344N5 國立故宮博物院 前期

6
清 戴衢亨 春滿霞臺

珍苻集慶冊
故畫003344N14 國立故宮博物院 前期

7
清 戴衢亨 壽樹旉榮

珍苻集慶冊
故畫003344N2 國立故宮博物院 後期

8
清 戴衢亨 萬歲華實

珍苻集慶冊
故畫003344N6 國立故宮博物院 後期

9
清 沈源 極樂世界圖

（原名清沈源畫佛像）
故畫003881 國立故宮博物院 前期

10 清 丁觀鵬 極樂世界圖 故畫003705 
 國立故宮博物院 後期

11 清 緙絲極樂世界圖 中絲000007  國立故宮博物院 後期

12 民國 四川德格或西藏昌都地區 綠度母救八難唐卡 贈畫000127 國立故宮博物院 前期

13 十八世紀 西藏 蓮師集會樹唐卡 購畫000136 國立故宮博物院 後期

14 唐 聯珠對獅團窠紋錦 南購織001405 國立故宮博物院 前期

15 十八世紀後期至十九世紀初 印度 儀式用繪染布 南購織000010 國立故宮博物院 後期

16 西漢 昇天圖畫像磚 贈瓷000470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17 東漢 昇天圖畫像磚 贈瓷000466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18 八至九世紀 巴基斯坦斯瓦特 銅鎏金彌勒菩薩趺坐像 贈銅000053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19 清 十八世紀 世宗菩提念珠 故雜001014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20 清 尤通 雕犀角人物乘槎 中雕000011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21 清 雕犀角人物乘槎 中雕000003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22 清 乾隆 天然嵌貝殼樹根 故雕000145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23 中唐 月魄菱花鏡 中銅000386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24 唐 雙禽銜紋鏡 中銅000391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25 唐 月宮鏡 故銅000055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26 清 弘旿 松喬拱壽圖 故畫001673 國立故宮博物院 前期

28
清人 喬松並壽

萬壽無疆二冊（上冊）
故畫003588N12 國立故宮博物院 後期

27
清人 椿壽萬年

萬壽無疆二冊（下冊）
故畫003589N12 國立故宮博物院 後期

29
清人 瑤池春宴

萬年不老冊
故畫003598N1 國立故宮博物院 前期

30
清人 蟠桃宴會

萬年不老冊
故畫003598N12 國立故宮博物院 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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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展品名稱 典藏編號 典藏單位 展覽期間

31 民國 張大千 壽字松圖 購畫000090 國立故宮博物院 前期

32 民國 王震 三壽作朋 購畫000191 國立故宮博物院 後期

33 清 十八至十九世紀 剔紅山水人物玉石盆景 故漆000255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34 清 剔紅八仙人物桃式盒(李鐵拐) 故漆000202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35 清 剔紅八仙人物桃式盒(張果老) 故漆000204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36 清 乾隆 玉桃枝花插 故玉003145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37 清 碧玉獻壽圖插屏 故玉002718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38 清 黃地藍彩仙人慶壽雙耳扁壺 故瓷012029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39 清 青花壽字紋扁瓶 故瓷018373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40 清 乾隆 青花福壽如意耳瓶 中瓷003769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41 明 嘉靖 嬌黃綠彩壽字樹碟 故瓷009283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42 明 嘉靖 嬌黃綠彩壽字樹碟 故瓷009284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43 明 萬曆 青花福壽花卉八稜葫蘆瓶 故瓷009185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44 明 十六世紀 青花福壽梅瓶 故瓷012909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45 清 亭台仕女瓣式捧盒 故漆000179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46 清 青金石松鹿長春小山子 故雜000370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47 清 十八世紀 蜜蠟松鹿長春山子 故雜000292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48 漢武都太守李翕碑（西狹頌）碑側黃龍白鹿拓片 購拓000001-2 國立故宮博物院 前期

49 漢武都太守李翕碑（西狹頌）碑側黃龍白鹿拓片 購拓000002-2 國立故宮博物院 後期

50 宋 米芾 孔子手植檜贊 故帖000104 國立故宮博物院 前期

51 清 乾隆御筆古檜並題張照臨米芾孔聖手植檜贊 故扇001225 國立故宮博物院 後期

52
清人 進獻瑞木

萬年不老冊
故畫003598N11 國立故宮博物院 前期

53 清 弘旿 萬年瑞松圖 購畫000103 國立故宮博物院 前期

54 清 王幼學 瑞樹圖 故畫003682 國立故宮博物院 後期

55

清高宗〈神樹賦〉

收入 清高宗撰《御製文初集》二十四卷第十三冊

清乾隆二十八年內府烏絲欄寫本

故殿027825 國立故宮博物院 前期

56

清高宗〈神樹賦〉

收入清高宗撰《御製文初集》二十四卷第十三冊

清乾隆間武英殿刊本

故殿000336 國立故宮博物院 後期

57

奏報永陵神樹倒歪並請簡員勘辦摺

盛京將軍玉明奏摺錄副

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奏

故機090902 國立故宮博物院 前期

58

奏報查驗永陵神樹回省日期

盛京將軍玉明奏摺錄副

同治二年八月初四日奏

故機091181 國立故宮博物院 後期

59

奏報查勘永陵神樹要工告竣並呈保護神樹圖示

欽差大臣基溥等奏摺錄副

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奏

故機092140 國立故宮博物院 前期

60

保護神 樹 形式圖

欽差大臣基溥等奏摺錄副附圖

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奏

故機092141 國立故宮博物院 前期

61

奏報永陵神樹發葉萌芽並呈神樹圖式

奉天將軍玉明奏摺錄副

同治三年四月十五日奏

故機096608 國立故宮博物院 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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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展品名稱 典藏編號 典藏單位 展覽期間

62

永陵神樹發葉萌芽圖式

奉天將軍玉明奏摺錄副附圖

同治三年四月十五日奏

故機096607 國立故宮博物院 後期

63

為遵旨赴永陵告祭並查驗神樹情形事

和碩禮親王世鐸奏摺

同治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奏

故機100720 國立故宮博物院 後期

64

永陵神樹圖式

和碩禮親王世鐸奏摺附件

同治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奏

故機100720(附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 後期

65

永陵圖

收入《欽定盛京通志》一百三十卷第一冊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故庫011009 國立故宮博物院 後期

66

昭陵新移紅樁柵木堆房圖

李奉堯奏請拆變差役退出官房等緣由奏摺附件

乾隆四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奏

故機032779(附件二) 國立故宮博物院 前期

67

奏報遵旨補種孝陵之盤龍松樹

保寧奏摺錄副

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奏

故機029209 國立故宮博物院 前期

68

奏報東陵甬道兩旁補換原地面自生松樹事

縕布奏摺

乾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奏

故宮071320 國立故宮博物院 後期

69

奏為請旨敬謹修養陵寢樹株以培植風水事

保寧奏摺

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奏

故宮059375 國立故宮博物院 前期

70

奏報各陵補裁樹株情形

保寧奏摺錄副

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初一日奏

故機028658 國立故宮博物院 後期

71

奏為遵旨審訊誠泰參奏民人馬成兒等偷砍木丁把總李廷彥教供捏報一案情由

劉統勳等奏摺

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奏

故機013038 國立故宮博物院 前期

72

奏報拿獲偷砍陵寢後龍風水禁內柏樹賊犯佟九月等並請議處疏於巡查之官兵事

董誥等奏摺

嘉慶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奏

故機048028 國立故宮博物院 後期

73
允祿等奉敕撰《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六卷第三冊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故庫014189 國立故宮博物院 前期

74

堂子圖

收入允祿等奉敕撰《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六卷第六冊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故庫014192 國立故宮博物院 前期

75
允祿等奉敕撰《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六卷第三冊

清鈔本
故殿024301 國立故宮博物院 後期

76

堂子圖

收入允祿等奉敕撰《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六卷第六冊

清鈔本

故殿024304 國立故宮博物院 後期

77
清 王澍 臨褚遂良枯樹賦

積書巖帖冊
故書000753N7-N13 國立故宮博物院 前期

78
清 王澍 臨褚遂良枯樹賦

積書巖帖冊
故書000753N14-N18 國立故宮博物院 後期

79 清 惲壽平 五清圖 故畫002420 國立故宮博物院 前期

80 清 鄒一桂 古榦梅花 故畫000777 國立故宮博物院 後期

81 明 錢穀 洗桐圖 故畫000544 國立故宮博物院 前期

82 明 崔子忠 雲林洗桐圖 故畫000659 國立故宮博物院 後期

83 民國 徐悲鴻 益壽圖 購畫000632 國立故宮博物院 前期

84 民國 傅狷夫 古柏 贈畫000962 國立故宮博物院 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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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展品名稱 典藏編號 典藏單位 展覽期間

85 明 陳洪綬 著色桃花 故畫003536N12 國立故宮博物院 前期

86
清 戴衢亨 槐市橫經

夏槐八景冊
故畫003340N1 國立故宮博物院 前期

87
清 金廷標 折梅寄友

人物事蹟十二幀冊
故畫003385N7 國立故宮博物院 後期

88
清 戴衢亨 槐黃試舉

夏槐八景冊
故畫003340N2 國立故宮博物院 後期

89 清 乾隆 緙繡九陽啟泰 故絲000096 國立故宮博物院 前期

90 明初 龍泉窯 青瓷劃花梅石三友執壺 故瓷016956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91 明 宣德 青花三友大碗 故瓷014393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92 明 成化 青花竹芝三友盤 故瓷010441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93 十五世紀後期至十六世紀初 越南 青花松竹盤 購瓷000203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94 明末清初 文樞款 雕犀角飲中八仙盃 故雕000251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95 清 十八世紀 黃楊木雕松竹梅筆筒 故雕000014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96 清 康熙 松花石歲寒三友圖硯 故文000275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97 清 乾隆 松花石歲寒三友圖硯 故文000231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98 清 玉松竹梅三友花瓶 故玉003828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99 清 青玉雕梅竹並御製詩插屏 中玉000597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100 清 乾隆 玉妻梅子鶴插屏 故玉000574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101 清 梧桐鳳凰山子 故玉000243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102 明 桐葉紋墨 故文001331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103 清 乾隆 五色鳳凰池硃墨 故文001561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104 清 乾隆 剔紅洗桐寶盒 故漆000083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105 清 乾隆 御題〈桄榔文洗〉 故雕000143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106 清 乾隆 御題〈文木癭盂子〉 故雕000242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107 清 前期至中期 癭木鼎式爐（附元 白玉秋山頂） 故雕000236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全期

108

奏謝欽賜御製青松詩畫兩幅

彭元瑞奏摺錄副

乾隆四十八年六月十七日奏

故機033667 國立故宮博物院 前期

109

奏謝天恩御賜石刻松樹一幅石刻御詩一張

蔡新奏摺

乾隆四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奏

故宮070823 國立故宮博物院 後期

110 日治時期  大久保百貨店發行 澎湖島通梁榕樹 明信片 2001.008.0397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全期

111 日治時期  阿里山神社 明信片 2004.020.0109.0049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全期

112 日治時期 朝香宮鳩彥王殿下命名之樹為萬歲檜 明信片 2001.008.0778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全期

113 日治時期  阿里山神社 明信片 2011.012.0120.0011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全期

114 日治時期  臺灣總督府營林所發行《阿里山事業概況》 2009.011.0339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全期

115 日治時期  阿里山神木 明信片 2001.008.0756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全期

116 日治時期 阿里山神木（周圍64尺）明信片 2011.012.0120.0002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全期

117 日治時期 陸季盈家族相簿 穿制服學生修學旅行於阿里山神木前合照
2009.001.0055

(2009.001.0055.0003)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全期

118 日治時期 人物合影 2019.011.0264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全期

119 日治時期  阿里山神木前合影 2019.011.0265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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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展品名稱 典藏編號 典藏單位 展覽期間

120
日治時期  阿里山扁柏林及神木  攝影

收入《臺灣教材寫真集》
2004.020.0107.0033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全期

121 民國  臺灣阿里山神木三千年  攝影 2010.006.0086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全期

122 民國  林權助 神木與火車  攝影 02570 高雄市立美術館 全期

第 5 頁，共 5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