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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展品名稱 典藏編號 展覽期間

1 奏為辦理平定準部回部得勝圖銅板四幅交法國刻製事 故宮046866 前期

2 咨呈軍機處奉旨傳辦刊刻得勝圖銅版情形 故機011252 後期

3 洋商帶回鐫工首領柯升寄京書信呈覽 故機013260 後期

4 咨呈軍機處法國夷船來廣帶到印成得勝圖五百四十三張 故機014859 前期

5 為刊刻得勝圖銅版洋客同班給官與兩廣總督回信 故機013261 前期

6 為刊刻得勝圖銅版事洋商寄蔣友仁信 故機013262 前期

7 咨呈軍機處法商帶回得勝圖銅版第一次四幅並夷書一封 故機013251 後期

8 為法國刊刻得勝圖銅版情形奏聞事 故機015599 後期

9 奏為法船帶到印成得勝圖圖畫及銅版事 故宮055537 後期

10 咨呈軍機處法國夷船帶回得勝圖銅版惟未能全部帶回情形 故機018132 前期

11 清  十八世紀  廣州船舶圖 南購畫000082 全期

12 清  十九世紀中  廣州商館 南購畫000085 全期

13 亞洲圖 贈圖000029 前期

14 中華韃靼及西藏全圖 贈圖000027 後期

15 賞給得勝圖名單 故機025758 前期

16 恭謝賜奴才平定伊犁回部御詩并 戰圖 三十四幅事 故宮064392 後期

17 奏為奉旨將 得勝圖 一分存藏於柳墅行宮並謝賜回殘玉事 故宮064023 前期

18 奏謝恩賞金川戰圖十六幅事 故宮075667 後期

19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清高宗　御製序 平圖021224 前期

1-3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遠方的戰爭—清宮銅版戰圖特展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S101展廳

展覽期間：第一檔 110/07/30 — 110/09/29
第二檔 110/10/09 — 110/12/26

1-1  赴法製做
單元一 　法國的舶來品：戰爭記憶的產製與傳佈

1-2  戰圖的賞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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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平定伊犂受降圖 平圖021226 前期

21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格登山斫營詩 平圖021227 前期

22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格登山斫營圖 平圖021228 前期

23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格登山斫營圖（試印本） 平圖021259 前期

24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鄂壘扎拉圖之戰圖 平圖021230 前期

25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和落霍澌之戰圖 平圖021232 前期

26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庫隴癸之戰圖 平圖021234 前期

27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烏什酋長獻城圖 平圖021236 前期

28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黑水圍解圖 平圖021238 前期

29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呼爾滿大捷圖 平圖021240 前期

30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通古思魯克之戰圖 平圖021242 後期

31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霍斯庫魯克之戰圖 平圖021244 後期

32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阿爾楚爾之戰圖 平圖021246 後期

33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伊西洱庫爾淖爾之戰圖 平圖021248 後期

34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拔達山汗納款詩 平圖021249 後期

35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拔達山汗納款圖 平圖021250 後期

36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拔達山汗納款圖（試印本） 平圖021268 後期

37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平定回部獻俘圖 平圖021252 後期

38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郊勞回部成功諸將士圖 平圖021254 後期

39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凱宴成功諸將士圖 平圖021256 後期

40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臣工跋 平圖021257 後期

41 平定兩金川得勝圖  收復小金川全境圖 平圖021192 前期

42 平定兩金川得勝圖  攻克喇穆喇穆等處圖 平圖021193 前期

單元二　清宮自製戰圖：戰爭圖像的傳統新詮與收藏
2-1  清宮自製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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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平定兩金川得勝圖  攻克羅博瓦山碉圖 平圖021194 前期

44 平定兩金川得勝圖  攻克宜喜達爾圖山梁圖 平圖021195 前期

45 平定兩金川得勝圖  攻克日旁一帶碉寨圖 平圖021196 前期

46 平定兩金川得勝圖  攻克康薩爾碉寨木城圖 平圖021197 前期

47 平定兩金川得勝圖  攻克木思工噶克ㄚ口等碉柵圖 平圖021198 前期

48 平定兩金川得勝圖  攻克宜喜甲索等處碉卡圖 平圖021199 前期

49 平定兩金川得勝圖  攻克石真噶賊碉圖 平圖021200 後期

50 平定兩金川得勝圖  攻克菑則大海等處圖 平圖021201 後期

51 平定兩金川得勝圖  攻克勒烏圍圖 平圖021202 後期

52 平定兩金川得勝圖  攻克科布曲索隆古山梁等處碉寨圖 平圖021203 後期

53 平定兩金川得勝圖  攻克噶喇依圖 平圖021204 後期

54 平定兩金川得勝圖  金川平定午門受俘圖 平圖021205 後期

55 平定兩金川得勝圖  郊勞凱旋將士圖 平圖021206 後期

56 平定兩金川得勝圖  紫光閣凱宴將士圖 平圖021207 後期

57 平定台灣得勝圖  小半天之戰圖 平圖021276 前期

58 平定台灣得勝圖  賜宴凱旋諸將圖 平圖021282 後期

59 平定種苗得勝圖  勒保奏報南籠解圍圖 平圖021158 前期

60 平定種苗得勝圖  勒保生擒王囊仙圖 平圖021159 前期

61 平定種苗得勝圖  勒保俘獲王抱羊圖 平圖021160 後期

62 平定種苗得勝圖  鄂輝奏報剿淨種苗餘黨圖 平圖021161 後期

63 平定種苗得勝圖 平圖021162 前期

64 平定苗疆得勝圖  福康安進剿石柳鄧圖 平圖021163 前期

65 平定苗疆得勝圖  捷來圖 平圖021176 後期

66 平定苗疆得勝圖  明亮攻克石隆寨圖 平圖021177 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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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平定廓爾喀得勝圖  攻克協布嚕圖 平圖021178 前期

68 平定廓爾喀得勝圖  攻克東覺山圖 平圖021179 前期

69 平定廓爾喀得勝圖  攻克瑪噶爾轄爾甲圖 平圖021180 前期

70 平定廓爾喀得勝圖  攻克濟嚨圖 平圖021181 前期

71 平定廓爾喀得勝圖  攻克熱索橋圖 平圖021182 後期

72 平定廓爾喀得勝圖  攻克帕朗古圖 平圖021183 後期

73 平定廓爾喀得勝圖  攻克擦木圖 平圖021184 後期

74 平定廓爾喀得勝圖  廓爾喀陪臣至北京圖 平圖021185 後期

75 平定安南得勝圖  嘉觀訶戶之戰圖 平圖021186 前期

76 平定安南得勝圖  壽昌江之戰圖 平圖021187 前期

77 平定安南得勝圖  市球江之戰圖 平圖021188 前期

78 平定安南得勝圖  三異柱右之戰圖 平圖021189 後期

79 平定安南得勝圖  富良江之戰圖 平圖021190 後期

80 平定安南得勝圖  阮光顯入覲賜宴圖 平圖021191 後期

81 平定粵匪得勝圖  逆眾圖擾懷桐楚軍會剿圖 平圖021289 前期

82 清  張廷彥  平定烏什戰圖 故畫003077 後期

83 清  得勝圖 故畫001752 後期

84 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通俗演義  第三冊 平圖003197 前期

85 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通俗演義  第八冊 平圖003202 後期

86 和碩康親王平定四省大功圖 平圖021432 全期

87 御製避暑山莊詩（並圖）二卷 第一冊 故殿029529 全期

88 御製避暑山莊詩 二卷 故滿000476 全期

89 文淵閣陳設圖  不分卷（文淵閣東稍間寶座陳設） 故殿053218 前期

2-2  戰圖的形式與發展

2-3  戰圖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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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文淵閣陳設冊  不分卷（文淵閣東稍間寶座陳設） 故殿053209 後期

91 清  白瓷紅彩蓮紋甘露瓶 中瓷003858 全期

92 宋  龍泉窯  青瓷鬲式爐 故瓷013979 全期

93 清  紅木鑲玉吉慶有餘如意 故雜004127 全期

94 明  永樂 甜白半脫胎團龍葵瓣碗 故瓷003111 全期

95 清  剔紅梅花水波紋盒 故漆000451 全期

96 清  雕漆嵌玉卷書式几 中漆000057 全期

97 清  天然樹根爐 故雕000086 全期

98 清  天然樹根瓶 故雕000087 全期

99 清  天然樹根盒 故雕000088 全期

100 漢以後  嵌金銀犧尊 故銅001834 全期

101 御筆文淵閣記  不分卷含外紫檀本盒 故殿002224 全期

102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二十卷 第一冊含外漆盒 故殿002202 全期

103 清  郎世寧  十駿圖如意驄 故畫003717 前期

104 清  郎世寧畫十駿圖霹靂驤 故畫003697 前期

105 清  郎世寧  愛烏罕四駿 故畫001049 前期

106 清  艾啟蒙  踣鐵騮 故畫003699 後期

107 清  郎世寧  十駿圖赤花鷹 故畫003703 後期

108 中亞  十八世紀  厚足碗 故玉003524 全期

109 中亞  十五至十八世紀  厚足碗 故玉000636 全期

110 中亞  十五至十八世紀  玉罐（附錦盒蓋） 故玉000633 全期

111 清人  緙絲乾隆書十全記 中絲000009 前期

112 清  王杰  御製十全記 故書000864N1-8 後期

單元三　誰的戰爭？榮耀背後的野心和殘酷
3-1  戰爭的紀念



第 6 頁，共 6 頁

編號 展品名稱 典藏編號 展覽期間

113 清  慶隆樂舞 故書000268N1-7 後期

114 清  茄鼓樂章 故書000278N1-6 前期

115 清  郎世寧  阿玉錫持矛蕩寇圖 故畫001099 前期

116 清  郎世寧  瑪瑺斫陣圖 故畫001098 後期

117 清  十八世紀  金石佛砵（附皮盒） 故雜001298 全期

118 清  十八世紀  金碗（附皮盒） 故雜001241 全期

119 清  高宗御筆填金十全記玉版 中玉000632 全期

120 清  觀保  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  卷 中書000043 前期

121 清  皇武遠揚平定兩金川大捷恭紀 故書000935N1-9 後期

122 清  乾隆  嵌東珠寶石盔 故雜006008 全期

123 清  皮帽纓 故雜006011 全期

124 清  噶布拉碗 故雜000482 全期

125 清  噶布拉碗 故雜000487 全期

3-2  戰爭的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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