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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納古玩 

編

號 

文物統編 / 原始編號 品名 英文品名 尺寸 圖版 備註 

1 故瓷 005189 ~ 

故瓷 005255   

藏-164 

院 0235  

清 乾隆「采挹流

霞」瓷器箱 

漆箱 1 件 

內匣 19 件 

瓷器 67 件 

 

“Cai Yi Liu Xia” box of 

porcelain wares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Lacquer box: 1 piece  

Inner case: 19 pieces 

Porcelain ware: 67 pieces 

盒：長 61 公分、

寬 41 公分、高 36

公分 

 

 

 

1.  故瓷

005189N000000001 

漆盒 Lacquer box 長 61 公分 寬 41

公分 高 36 公分 

 

 

2.  故瓷

005189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雞缸

杯 

Porcelain chicken cup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nasty 

高 3.8 公分 口徑

8.1 公分 底徑 4

公分 

 

 

3.  故瓷

005190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雞缸

杯 

Porcelain chicken cup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高 3.7 公分 口徑

8.2 公分 底徑 4.1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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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 dynasty 

4.  故瓷

005191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雞缸

杯 

Porcelain chicken cup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nasty 

高 3.8 公分 口徑

8.3 公分 底徑 3.9

公分 

 

 

5.  故瓷

005193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雞缸

杯 

Porcelain chicken cup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nasty 

高 3.7 公分 口徑

8 公分 底徑 3.4

公分 

 

 

6.  故瓷

005194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雞缸

杯 

Porcelain chicken cup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nasty 

高 3.8 公分 口徑

8.1 公分 底徑 4.1

公分 

 

 

7.  故瓷

005195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雞缸

杯 

Porcelain chicken cup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nasty 

高 3.8 公分 口徑

8.2 公分 底徑 4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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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故瓷

005197N000000000 

明 成化 青花花鳥

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a scene of 

birds perched in fruiting trees 

in underglaze blue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nasty 

高 4.7 公分 口徑

5.9 公分 足徑 2.1

公分 

 

 

9.  故瓷

005198N000000000 

明 成化 青花花鳥

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a scene of 

birds perched in fruiting trees 

in underglaze blue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nasty 

高 4.8 公分 口徑

6 公分 足徑 2.3

公分 

 

 

10.  故瓷

005199N000000000 

明 成化 青花花鳥

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a scene of 

birds perched in fruiting trees 

in underglaze blue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nasty 

高 4.4 公分 口徑

6.1 公分 底徑 2.4

公分 

 

 

11.  故瓷

005200N000000000 

明 成化 青花花鳥

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a scene of 

birds perched in fruiting trees 

in underglaze blue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nasty 

高 4.6 公分 口徑

6 公分 底徑 2.4

公分 

 

 



皇帝的多寶格展覽清冊                        

4 

 

12.  故瓷

005201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四季

團花果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medallions 

of Four-seasons flower and 

fruit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nasty 

高 4.1 公分 口徑

7.9 公分 底徑 4.1

公分 

 

 

13.  故瓷

005202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四季

團花果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medallions 

of Four-seasons flower and 

fruit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nasty 

高 4 公分 口徑

7.9 公分 底徑 4.1

公分 

 

 

14.  故瓷

005203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四季

團花果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medallions 

of Four-seasons flower and 

fruit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nasty 

高 4.2 公分 口徑

7.8 公分 底徑 4.2

公分 

 

 

15.  故瓷

005204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四季

團花果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medallions 

of Four-seasons flower and 

fruit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高 4.1 公分 口徑

7.8 公分 底徑 4.1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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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nasty 

16.  故瓷

005205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四季

團花果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medallions 

of Four-seasons flower and 

fruit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nasty 

高 4.0 公分 口徑

8.0 公分 足徑 4.2

公分 

 

  

17.  故瓷

005206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四季

團花果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medallions 

of Four-seasons flower and 

fruit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nasty 

高 4.1 公分 口徑

7.8 公分 底徑 4.2

公分 

 

 

18.  故瓷

005207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四季

團花果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medallions 

of Four-seasons flower and 

fruit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nasty 

高 4.1 公分 口徑

7.8 公分 底徑 4.2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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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故瓷

005208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四季

團花果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medallions 

of Four-seasons flower and 

fruit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nasty 

高 4.2 公分 口徑

7.8 公分 底徑 4.3

公分 

 

 

20.  故瓷

005209N000000000 

明 成化 青花團夔

龍紋小洗 

Porcelain brush washer with 

six medallions of kui dragon 

in underglaze blue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nasty 

高 3.8 公分 口徑

8.4 公分 底徑 4.6

公分 

 

 

21.  故瓷

005210N000000000 

明 成化 青花團夔

龍紋小洗 

Porcelain brush washer with 

six medallions of kui dragon 

in underglaze blue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nasty 

高 3.9 公分 口徑

8.3 公分 底徑 5.2

公分 

 

 

22.  故瓷

005211N000000000 

明 成化 青花團夔

龍紋小洗 

Porcelain brush washer with 

six medallions of kui dragon 

in underglaze blue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nasty 

高 3.9 公分 口徑

8.3 公分 底徑 5.1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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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故瓷

005212N000000000 

明 成化 青花團夔

龍紋小洗 

Porcelain cup with medallions 

of kui dragon in underglaze 

blue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nasty 

高 3.9 公分 口徑

8.1 公分 底徑 4.6

公分 

 

 

24.  故瓷

005215N000000000 

明 成化 甜白雙龍

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paired 

dragon design in sweet-white 

glaze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ansty 

高 4.4 公分 口徑

5.9 公分 底徑 2.4

公分 

 

 

25.  故瓷

005216N000000000 

明 成化 甜白雙龍

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paired 

dragon design in sweet-white 

glaze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ansty 

高 4.6 公分 口徑

5.8 公分 足徑 2.6

公分 

 

 

26.  故瓷

005217N000000000 

明 成化 甜白雙龍

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paired 

dragon design in sweet-white 

glaze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ansty 

高 4.3 公分 口徑

5.9 公分 底徑 2.4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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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故瓷

005218N000000000 

明 成化 甜白雙龍

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paired 

dragon design in sweet-white 

glaze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ansty 

高 4.7 公分 口徑

6 公分 足徑 2.5

公分 

 

 

28.  故瓷

005219N000000000 

明 成化 甜白雙龍

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paired 

dragon design in sweet-white 

glaze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ansty 

高 4.4 公分 口徑

5.6 公分 足徑 2.4

公分 

 

 

29.  故瓷

005220N000000000 

明 成化 甜白雙龍

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paired 

dragon design in sweet-white 

glaze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ansty 

高 4.5 公分 口徑

6 公分 底徑 2.5

公分 

 

 

30.  故瓷

005223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花蝶

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flower and 

butterfly design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ansty 

高 4.1 公分 口徑

7 公分 底徑 2.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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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故瓷

005224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花蝶

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flower and 

butterfly design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ansty 

高 4.2 公分 口徑

6.9 公分 足徑 2.5

公分 

 

 

32.  故瓷

005225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花蝶

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flower and 

butterfly design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ansty 

高 4 公分 口徑

6.8 公分 底徑 2.6

公分 

 

 

33.  故瓷

005226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花蝶

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flower and 

butterfly design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ansty 

高 4.4 公分 口徑

6.9 公分 底徑 2.5

公分 

 

 

34.  故瓷

005227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蓮托

五珍寶紋小洗 

Porcelain brush washer with 

lotus branches supporting the 

Five Treasures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ansty 

高 2.8 公分 口徑

7 公分 底徑 4.4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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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故瓷

005228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蓮托

五珍寶紋小洗 

Porcelain brush washer with 

lotus branches supporting the 

Five Treasures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ansty 

高 2.8 公分 口徑

7.1 公分 底徑 4.6

公分 

 

 

36.  故瓷

005229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蓮托

五珍寶紋小洗 

Porcelain brush washer with 

lotus branches supporting the 

Five Treasures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ansty 

高 2.8 公分 口徑

7.1 公分 底徑 4.6

公分 

 

 

37.  故瓷

005230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蓮托

五珍寶小洗 

Porcelain brush washer with 

lotus branches supporting the 

Five Treasures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ansty 

高 2.8 公分 口徑

7 公分 底徑 4.7

公分 
 

 

38.  故瓷

005231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團雲

花卉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cloud and 

flower design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高 4.3 公分 口徑

7.5 公分 底徑 3

公分 

 

 



皇帝的多寶格展覽清冊                        

11 

 

Ming dyansty 

39.  故瓷

005232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團雲

花卉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cloud and 

flower design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nasty 

高 4.3 公分 口徑

7.2 公分 足徑 3

公分 

 

 

40.  故瓷

005233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團雲

花卉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cloud and 

flower design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ansty 

高 4.3 公分 口徑

7.3 公分 足徑 3

公分 

 

 

41.  故瓷

005234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團雲

花卉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cloud and 

flower design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ansty 

高 4.3 公分 口徑

7.3 公分 足徑 3

公分 

 

 

42.  故瓷

005235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團雲

花卉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cloud and 

flower design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高 4.3 公分 口徑

7.3 公分 足徑 3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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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 dyansty 

43.  故瓷

005236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團雲

花卉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cloud and 

flower design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ansty 

高 4.3 公分 口徑

7.3 公分 足徑 3

公分 

 

 

44.  故瓷

005237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人物

圖杯 

Porcelain cup with figure 

design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ansty 

高 3.7 公分 口徑

6.2 公分 足徑 2.4

公分 

 

 

45.  故瓷

005238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人物

圖杯 

Porcelain cup with figure 

design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ansty 

高 3.8 公分 口徑 

6.1 公分 底徑 2.6

公分 

 

 

46.  故瓷

005239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團花

果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medallions 

of flower and fruit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高 3.7 公分 口徑

6.7 公分 底徑 3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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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 dyansty 

47.  故瓷

005240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團花

果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medallions 

of flower and fruit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ansty 

高 3.7 公分 口徑

6.8 公分 底徑 2.9

公分 

 

 

48.  故瓷

005241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團花

果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medallions 

of flower and fruit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ansty 

高 3.7 公分 口徑

7.2 公分 底徑 2.5

公分 

 

 

49.  故瓷

005242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團花

果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medallions 

of flower and fruit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ansty 

高 3.7 公分 口徑

6.9 公分 底徑 3

公分 

 

 

50.  故瓷

005243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團花

果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medallions 

of flower and fruit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高 3.7 公分 口徑

6.9 公分 底徑 3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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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 dyansty 

51.  故瓷

005244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團花

果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medallions 

of flower and fruit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ansty 

高 3.7 公分 口徑

7 公分 底徑 3 公

分 

 

 

52.  故瓷

005245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葡萄

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grape vine 

and bitter melon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ansty 

高 4.7 公分 口徑

8 公分 底徑 3.2

公分 

 

 

53.  故瓷

005246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葡萄

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grape 

vines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ansty 

高 4.7 公分 口徑

7.6 公分 底徑 3.3

公分 

 

 

54.  故瓷

005247N000000000 

明 成化 青花藏文

杯 

Porcelain cup with Tibetan 

inscription in underglaze blue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ansty 

高 3.8 公分 口徑

7 公分 底徑 3 公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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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故瓷

005248N000000000 

明 成化 青花藏文

杯 

Porcelain cup with Tibetan 

inscription in underglaze blue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ansty 

高 3.7 公分 口徑

7 公分 足徑 2.8

公分 

 

 

56.  故瓷

005249N000000000 

明 成化 青花梵文

杯 

Porcelain cup with Sanskrit 

inscription in underglaze blue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ansty 

高 4 公分 口徑

7.5 公分 底徑 3.5

公分 

 

 

57.  故瓷

005250N000000000 

明 成化 青花梵文

杯 

Porcelain cup with Sanskrit 

inscription in underglaze blue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ansty 

高 4.1 公分 口徑

7.5 公分 底徑 3.5

公分 

 

 

58.  故瓷

005251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團花

鳥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medallions 

of birds and flowers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ansty 

高 5.6 公分 口徑

8.2 公分 足徑 3.1

公分 
 

 

59.  故瓷

005252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團花

鳥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medallions 

of birds and flowers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高 5.6 公分 口徑

8.1 公分 足徑 3.1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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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 dyansty 

60.  故瓷

005253N000000000 

明 成化 青花折枝

寶蓮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lotus 

sprigs in underglaze blue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ansty 

高 4.6 公分 口徑

8.2 公分 足徑 3.2

公分 

 

 

61.  故瓷

005254N000000000 

明 成化 青花折枝

寶蓮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lotus 

sprigs in underglaze blue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ansty 

高 4.8 公分 口徑

8.1 公分 足徑 3.2

公分 

 

 

62.  故瓷

005255N000000000 

明 成化 鬥彩團夔

龍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medallions 

of kui dragons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ansty 

高 4.8 公分 口徑

7 公分 底徑 3 公

分 

 

 

 

2 故瓷 013897~ 

故瓷 013906 

呂-619 

院  1617   

清 乾隆「精陶韞

古」瓷器箱 

瓷器 10 件 

“Jing Tao Yun Gu” box of 

porcelain wares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Porcelain ware: 10 pie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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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故瓷

013897N000000000 

元至明 十三至十五

世紀 青瓷葵口碗 

Porcelian hibiscus-rimmed 

bowl in celadon glaze 

 

13th to 15th century, Yuan to 

Ming dynasty 

高 4.9 公分 口徑

12 公分 底徑 3.5

公分 

 

 

2.  故瓷

013898N000000000 

明 宣德 霽青釉盤 Porcelain dish in cobalt blue 

glaze 

 

Xuande reign (1426-1435), 

Ming dynasty 

高 4.2 公分 口徑

17.4 公分 底徑

10.9 公分 

 

 

3.  故瓷

013899N000000000 

明 宣德 寶石紅釉

碗 

Porcelain bowl in ruby red 

glaze 

 

Xuande reign (1426-1435), 

Ming dynasty 

高 7.6 公分 口徑

17.5 公分 底徑

17.1 公分 

 

 

4.  故瓷

013900N000000000 

南宋 十三世紀 龍

泉窯青瓷洗 

Porcelain brush washer in 

celadon glaze 

 

Longquan ware 

13th century, Southern Song 

dynasty 

高 5.7 公分 口徑

16.8 公分 底徑

9.6 公分 

 

 

5.  故瓷

013901N000000000 

明 萬曆 青花梵文

盤 

Porcelain dish with Sanskrit 

inscription in underglaze blue 

 

Wanli reign (1573-1619), 

Ming Dynasty 

高 3.1 公分 口徑

15 公分 底徑 8.8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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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故瓷

013902N000000000 

明 十六至十七世紀 

青瓷蓋罐 

Porcelain lidded jar in 

celadon glaze 

 

16th to 17th century, Ming 

dynasty  

高 8 公分 口徑

12.6 公分 底徑

8.6 公分 通高

10.5 公分 

 

 

7.  故瓷

013903N000000000 

元 十三至十四世紀 

白瓷菊花瓶 

Porcelain gall-bladder-shaped 

vase with chrysanthemum 

design in white glaze 

 

13th to 14th century, Yuan 

dynasty  

高 16.2 公分 口徑

4 公分 底徑 5.3

公分 

 

 

8.  故瓷

013904N000000000 

明 十七世紀 白瓷

匜式洗 

Porcelain yi-type brush 

washer in white glaze 

 

17th century, Ming dynasty 

高 4.6 公分 口徑

7.6 公分 底徑

14.5 公分 

 

 

9.  故瓷

013905N000000000 

北宋 定窯 白瓷劃

花碗 

Porcelain bowl with incised 

flower design in white glaze 

 

Ding ware 

Northern Song dynasty (960-

1127) 

高 3.5 公分 口徑

13.5 公分 底徑

2.4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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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故瓷

013906N000000000 

明 十七世紀 白瓷

劃花靈芝紋渣斗 

Porcelain pot with incised 

lingzhi fungus in white glaze 

 

17th century, Ming dynasty 

高 13 公分 口徑

13 公分 底徑 6.7

公分 

 

 

3 故雜 000410 

雨-1175 

院 293 

清 乾隆「燔功彰

色」瓷器匣 

瓷器 1 件 

圖冊 1 件 

 

“Fan Gong Zhang Se” box of 

porcelain wares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Porcelain ware: 1 piece  

Illustrated catalogue: 1 piece  

   

1.  故雜 000410 清 《燔功彰色》圖

冊 

“Fan gong zhang se” 

illustrated catalogue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55.5 公分 寬

41.2 公分 

 

 

2.  故瓷 013976 元 青瓷魚耳爐 Porcelain censer with fish-

shaped handles in celadon 

glaze 

 

14th century, Yuan dynasty 

高 8.4 公分 口徑

11.2 公分 足徑

9.3 公分 

 
 

 

 

4 故雜 000415 

雨-1176-1 

清 乾隆「埏埴流

光」瓷器匣 

“Shan Zhi Liu Guang” box of 

porcelain w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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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293 瓷器 5 件 

圖冊 1 件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Porcelain ware: 5 pieces 

Illustrated catalogue: 1 piece  

1.  故雜 000415 清 《埏埴流光》圖

冊 

“Shan Zhi Liu Guang”  

illustrated catalogue 

 

Qing dynasty (1644-1911) 

43×40 公分 

 

 

2.  故瓷 005176 北宋 汝窯 青瓷洗 Porcelain brush washer in 

celadon glaze 

 

Ru ware 

Late 11th to early 12th century, 

Northern Song dynasty 

高 4.7 公分 口徑

15.9 公分 底徑

13.4 公分 

 

重出 

3.  故瓷 017236 明 仿定白瓷 印花

花口方碟   

Porcelain square dish with 

floral rim and impressed 

floral design in imitation of 

Ding ware 

 

Ming dynasty (1368-1644) 

高 2.5 公分 口徑

10.5 公分 

 

 

4.  故瓷 017711 元 青瓷雙耳三足爐   Porcelain tripod in celadon 

glaze 

 

14th century, Yuan dynasty, 

高 9.5 公分 最大

徑 14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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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故瓷 014236 清 白瓷劃花盃  Porcelain cup with incised 

floral design in white glaze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4.9 公分 口徑

9 公分 底徑 3.7

公分 

 

 

6.  故瓷 010632 明 宣德 紅釉高足

碗 

Porcelain stem bowl in 

copper red glaze 

 

Xuande reign (1426-1435), 

Ming dynasty 

高 10.6 公分 深

5.2 公分 口徑

15.3 公分 足徑

4.4 公分  

 

7.  故瓷 015582 明 成化 鬥彩蓮塘

鴛鴦盤 

Porcelain dish with mandarin 

ducks on a lotus pond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1487), 

Ming dynasty 

高 4 公分 口徑 18

公分 足徑 10.4 公

分 

 

 

5 故雜 000414 

雨-1176 

院  0293 

清 乾隆 「笵金作

則」銅器匣 

木匣 1 件 

銅器 9 件 

圖冊 1 件 

“Fan Jin Zuo Ze” box of 

bronze wares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Wood box: 1 piece 

Bronze ware: 9 pieces 

illustrated catalogue: 1 piece 

圖冊：40×44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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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故雜

000414N000000000 

清 乾隆 《笵金作

則》圖冊 

“Fan Jin Zuo Ze” illustrated 

catalogue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40×44 公分 

 

 

2.  故雜

000413N000000000 

清 乾隆 鑲嵌花梨

木匣 

Inlaid rosewood box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長 44 公分 寬 26

公分 高 33.5 公分 

 

 

3.  故銅

000453N000000000   

明 蟾蜍硯滴 Bronze water dropper in the 

shape of a toad 

 

Ming dynasty (1368-1644) 

長 8.4 公分 高 4.9

公分 

 

 

4.  故銅

000454N000000000   

明至清早期 澡豆罐 Bronze container of zaodou 

 

Ming to early Qing dynasty 

(15th to 17th century) 

高 6.2 公分 腹徑

7.4 公分 

 

 

5.  故銅

000455N000000000 

西周 鑾鈴 Bronze luan chariot jingle 

 

Western Zhou period (1046-

771 BCE) 

長 17.8 公分 寬

9.9 公分 

 

 

6.  故銅

000456N000000000 

商晚期 戈 Bronze ge dagger-axe  

 

Late Shang period (11th 

century BCE) 

全長 25.9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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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故銅

000457N000000000 

商晚期 明清改製 

弓形器 

Bronze bow-shaped object 

 

Late Shang period (11th 

century BCE), modified in 

Ming to early Qing dynasty 

(16th to 17th century) 

全長 19 公分 厚

0.7 公分 

 

 

8.  故銅

000458N000000000   

明至清早期 錯金銀

史尊 

Bronze zun vessel of Shi with 

gold and silver inlays 

 

Ming to early Qing dynasty 

(15th to 17th century) 

高 11.1 公分 口徑

9.9 公分 

 

 

9.  故銅

000459N000000000   

東周 蟬紋卮 Bronze zhi vessel with cicada 

pattern 

 

Eastern Zhou period (770-221 

BCE) 

高 7.7 公分 腹寬

10.7 公分 

 

 

10.  故銅

000460N000000000  

  

西周 弦紋觶 Bronze zhi wine vessel with 

linear pattern 

 

Western Zhou period (1046-

771 BCE) 

高 13 公分 口徑

7.6 公分 足徑 5.9

公分 

 

 

11.  故銅

000461N000000000 

明至清早期 竊曲紋

簋 

Bronze gui food container 

with qiequ curled pattern  

 

Ming to early Qing dynasty 

(15th to 17th century) 

高 6.7 公分 口徑

9.6 公分 

 

 



皇帝的多寶格展覽清冊                        

24 

 

6 故雜 000416 

呂-620   

院 304 

清 乾隆 「吉金耀

采」銅器匣 

木匣 1 件 

銅器 10 件 

圖冊 1 件 

“Ji Jīn Yao Cai” box of bronze 

wares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Wood box: 1 piece 

Bronze ware: 10 pieces 

illustrated catalogue: 1 piece 

盒長 48 公分 寬

32 公分 高 46 公

分 

  

1.  故雜

000416N000000000   

清 乾隆 雕紫檀博

古圖匣 

Sandalwood box carved with 

antiques design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長 48 公分 寬 32

公分 高 46 公分 

 

 

2.  故雜

000417N000000000 

清 乾隆 《吉金耀

采》圖冊 

“Ji Jīn Yao Cai” illustrated 

catalogue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長 43.3 公分 寬

28.4 公分 高 1.8

公分 

 

 

3.  故銅

002075N000000000 

西周 弦紋觶 Bronze zhi wine vessel with 

linear pattern 

 

Western Zhou period (1046-

771 BCE) 

口 7.1 公分 高

15.6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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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故銅

002076N000000000 

商晚期 弦紋爵 Bronze Jue wine vessel with 

linear pattern 

 

Late Shang period (11th 

century BCE) 

寬 16.4 公分 高

15.6 公分 

 

 

5.  故銅

002077N000000000 

漢 獸環鍑 Bronze fu food container with 

animal-head ring handles 

 

Han dynasty (206 BCE - 220 

CE) 

寬 18.9 公分 高

10.1 公分 

 

 

6.  故銅

002078N000000000 

西周 鑾鈴 Bronze luan chariot jingle 

 

Western Zhou period (1046-

771 BCE) 

寬 10.4 公分 高

19 公分 

 

 

7.  故銅

002079N000000000 

明 繩耳壺 Bronze hu vessel with cord-

shaped handles 

 

Ming Dynasty (1368-1644) 

寬 7.9 公分 高 9.7

公分 

 

 

8.  故銅

002080N000000000 

明 錯金銀獸面紋鈁 Bronze fang wine vessel with 

animal mask pattern inlaid 

with gold and silver 

 

Ming dynasty (1368-1644) 

寬 10.8 公分 高

17.7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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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故銅

002081N000000000 

西周 明清改製 夔

紋奩 

Bronze lian censer with kui 

dragon pattern 

 

Western Zhou period (1046-

771 BCE), modified in Ming to 

early Qing dynasty (15th to 

17th century) 

口 12.55 公分 高

6.2 公分 

 

 

10.  故銅

002082N000000000 

春秋 獸環耳敦 Bronze dun vessel with 

animal-head ring handles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1-476 BCE) 

寬 15.8 公分 高

7.1 公分 

 

 

11.  故銅

002083N000000000 

商晚期 父乙觶 Bronze zhi wine vessel of Yi 

the father 

 

Late Shang period (11th 

century BCE) 

腹徑 8.2 公分 高

14.6 公分 

 

 

12.  故銅

002084N000000000 

明 夔紋方簋 Bronze gui food container 

with kui dragon pattern 

 

Ming dynasty (1368-1644) 

口 13 公分 高 7.5

公分 

 

 

 

二、開箱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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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故雜 000677 

呂-1971 

院 1945 

清  乾隆時期裝 

天府球琳盒（〈天府

球琳〉百什件） 

 

(外盒) 木箱 1 件 

(內盒) 漆盒 1 件 

 

內含： 

玉石器 22 件 

瓷器 1 件 

琺瑯 2 件 

漆器 1 件 

銅器 5 件 

書畫 1 件 

目錄冊 1 件 

棋盤 1 件 

 

計 34 件 

“Tian Fu Qiu Lin” curio box  

 

Assembled in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Outer box) wood box: 1 

piece, (inner box) lacquer 

box: 1 piece 

 

Jade, gemstone, precious 

materials: 22 pieces 

Porcelain ware: 1 piece 

Enamelware: 2 pieces 

Lacquerware: 1 piece 

Bronze ware: 5 pieces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1 

piece 

Catalogue: 1 piece 

Go board: 1 piece 

 

Total 34 pieces 

盒高 26.3 公分 長

27.7 公分 寬 21.7 公

分 

 

 



皇帝的多寶格展覽清冊                        

28 

 

1.  故雜

000677N000000000   

清 乾隆 紫檀嵌骨

箱 

Sandalwood box with bone 

inlays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高 26.3 公分 長 27.7

公分 寬 21.7 公分 

 

 

2.  故雜

000678N000000000 

清 西洋銅胎鑲畫花

玻璃長方盒 

Copper rectangular box 

with glass inlays in floral 

design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9.8 公分 寬 6.6

公分 高 4.1 公分 木

座長 10.2 公分 寬

6.8 公分 高 1.1 公分 

連座高 4.6 公分  

 

3.  故雜

000679N000000000 

清 珊瑚小帶鉤 Coral belt hook 

 

Qing dynasty (1644-1911) 

橫長 2.7 公分 寬 1.3

公分 厚 0.8 公分 

   

4.  故雜

000680N000000000 

清 乾隆 瑪瑙巧雕

雙鶴小盒 

Agate box carved with 

paired cranes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長 3.4 公分 寬 3 公

分 高 2.6 公分 木座

長 3.5 公分 寬 3.1

公分高約 1.8 公分 

連座高 3.6 公分 

 

 

5.  故雜

000681N000000000 

清 金星石小盒 Aventurine glass box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2.1 公分 長 5.6

公分 寬 5.6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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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故雜

000683N000000000 

清 裱錦圍棋象棋棋

盤 

Go board mounted with 

brocade  

 

18th century, Qing dynasty 

長寬 31.7x 32 公分 

 

 

7.  故雜

000684N000000000 

清 瑪瑙巧雕桃藝書

鎮 

Agate paperweight carved 

with peach design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6.4 公分 寬 2.6

公分 

 

 

8.  故玉

002411N000000000 

清 青玉鏤花珮 Jade pendant with 

openwork design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8.4 公分 寬 8.1

公分 厚 0.6 公分 

 

 

9.  故玉

002445N000000000 

清 白玉小瓶 Jade vase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4.4 公分 口徑 1.0

公分 

 

 

10.  故玉

002446N000000000 

清 白玉小山子 Jade miniature mountain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1.6 公分 長 3.4

公分 橫寬 3.4 公分 

 

 

11.  故玉

002447N000000000 

清 灰白玉小圓盤 Jade round dish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1.5 公分 徑 4.8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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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故玉

002448N000000000 

清 白玉臥犬 Jade reclining dog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1.8 公分 橫長 6.2

公分 寬 2.5 公分 

 

 

13.  故玉

002449N000000000 

清 清玉犬 Jade dog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1.8 公分 長 3.7

公分 寬 2.9 公分 木

座長 4.1 公分 寬 3.3

公分 高 0.5 公分 連

座高 2.0 公分  

 

14.  故玉

002450N000000000 

清 乾隆 碧玉鴛鴦

小盒 

Jade box with mandarin 

ducks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高 2.9 公分 長 3.5

公分 寬 2.9 公分 

 

 

 

15.  故玉

002451N000000000 

清 白玉如意雲首紋

長方珮 

Jade rectangular pendant 

carved with cloud scrolls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3.8 公分 寬 1.5

公分 

 

 

16.  故玉

002452N000000000 

清 乾隆 碧玉雙連

環 

Jade linked rings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長 4.7 公分 寬 2.5

公分 厚 0.7 公分 

 

 

17.  故玉

002453N000000000 

清 青玉磬式珮 Jade pendant in the shape 

of qing bell 

 

Qing dynasty (1644-1911) 

最寬 5.0 公分 長 8.8

公分 最厚 0.6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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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故玉

002454N000000000 

清 白玉桃式珮 Jade pendant carved with 

peaches 

 

Qing dynasty (1644-1911) 

徑 4.0 公分 厚 0.6

公分 

 

 

19.  故玉

002455N000000000 

清 碧玉仙槎 Jade elder 

 

Qing dynasty (1644-1911) 

橫寬 4.2 公分 高 2.2

公分 厚 1.2 公分 木

座長 3.7 公分 寬 1.6

公分 厚 0.4 公分 連

座高 2.0 公分 

 

 

20.  故玉

002456N000000000 

清 青玉饕餮紋小尊 Jade zun vessel with taotie 

beast pattern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4.5 公分 長 3.3

公分 寬 2.3 公分 木

座長 3.2 公分 寬 2.3

公分 高 0.6 公分 連

座高 4.9 公分  

 

21.  故玉

002457N000000000 

清 玉獨角獸 Jade beast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2.5 公分 長 6.0

公分 寬 2.5 公分 木

座長 6.4 公分 寬 2.3

公分 高 1.9 公分 連

座高 3.7 公分 

 

 

22.  故玉

002458N000000000 

清 白玉馬 Jade horse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2.6 公分 長 5.2

公分 寬 2.7 公分 木

座長 5.7 公分 寬 2.8

公分 高 1.7 公分 連

座高 4.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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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故玉

002459N000000000 

清 乾隆 碧玉套環 Jade conjoined rings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徑 4.7 公分 厚 0.6

公分 

 

 

24.  故玉

002461N000000000 

故漆

000375N000000000 

漢 白玉螭紋嵌飾附

清 紅漆花式盒 

Jade ornament with chi 

dragon design 

With red lacquer box with 

floral rim 

Jade: Han dynasty (206 

BCE-220 CE) 

Box: Qing dynasty (1644-

1911) 

玉長 2.8 公分、寬

2.0 公分；盒高 1.9

公分 徑 3.6 公分 

 

 

25.  

26.  故瓷

018025N000000000 

明 嘉靖 青花龍紋

盂 

Porcelain water pot with 

dragon design in underglaze 

blue 

 

Jiajing reign (1522-1566), 

Ming dynasty 

口徑 1.5 公分 腹徑

3.2 公分 高 1.85 公

分 

 

 

27.  故琺

000808N000000000 

英國 畫琺瑯人物懷

錶 

Pocket watch with figures in 

painted enamels 

 

England 

厚 1.2 公分 徑 4.5

公分 錶鍊長約 19.5

公分 

 

 

28.   故書

000991N000000000 

清 乾隆 〈御書宮

殿四銘〉 冊 

Imperial Writing of Four 

Palace Poems  

 

Album 

長 8.4 公分 寬 5.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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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29.  故畫

003888N000000000 

清 乾隆 〈天府球

琳〉古玩名色摺子 

“Tian Fu Qiu Lin” inventory 

of curios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長 4.7 公分 寬 4.3

公分 

 

 

30.  故漆

000374N000000000 

日本 金漆蒔繪盒 Lacquer box with gold paint  

 

Japan 

長 25.0 公分 寬 19.0

公分 高 18.9 公分 

 

 

31.  故銅

002408N000000000 

清 浮雕龍鳳紋銅鎏

金雙管瓶 

Gilt bronze double-tube 

vase carved with dragon 

and phoenix design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4.5 公分 寬 4.3

公分 帶座高 4.8 公

分 厚 0.18 公分 

 

 

32.  故銅

002409N000000000 

清 鎏金獸紐銅印 Gilt copper seal with beast 

knot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1.95 公分 長寬

1.32x1.32 公分 

 

 

33.  故銅

002410N000000000 

清 鎏金獸紐銅印 Gilt copper seal with beast 

knot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1.6 公分 長寬

1.2x1.2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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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故銅

002411N000000000 

清 雙耳帶蓋三足銅

爐 

Bronze lidded tripod with 

ring handles 

 

Qing dynasty (1644-1911) 

腹寬 4.0 公分 最寬

4.4 公 含蓋高 4.0 公

分 木座長寬 4.1x4.0

公分 高 0.9 公分  

 

35.  故銅

002412N000000000 

清 嵌松石珊瑚銅火

鏈盒 

Bronze flint case with 

turquoise and coral inlays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6.7 公分 連環寬

5.7 公分 厚 1.3 公分 

 

 

8 故雜 001702 

呂-1904   

院  2019   

清 乾隆 八屜木匣 

 

木匣 1 件 

 

內含： 

玉石器 24 件 

瓷器 8 件 

琺瑯 4 件 

銅器 7 件 

木竹雕 2 件 

牙雕 1 件 

書畫 7 件 

金幣 2 件 

計 55 件 

Wood curio box with eight 

drawers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Wood box: 1 piece 

 

Jade, gemstone, precious 

materials: 24 pieces 

Porcelain ware: 8 pieces 

Enamelware: 4 pieces 

Bronze ware: 7 pieces 

Wood and bamboo 

carvings: 1 piece 

Ivory carving: 1 piec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7 

pieces 

高 46.5 公分 長

寬 12.3x39.5 公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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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 coin: 2 pieces 

Total 55 pieces 

1.  故雜

001702N000000000 

清 乾隆 八屜木匣 

 

Wood cabinet with eight 

drawers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高 46.5 公分 長

寬 12.3x39.5 公

分 

 

 

2.  故雜

001703N000000000 

英國 十八世紀中期 

鍍金嵌瑪瑙多用途盒 

Gilt multipurpose box with 

agate inlays 

 

England  

Mid 18th century 

寬 4.6 公分 通高

7.4 公分 

 

 

3.  故玉 006390 

N000000000 

故雜

001704N000000000 

清 雕玉蟬 

附竹絲貼黃瓜瓞盒   

Jade cicada 

With bamboo appliqué box 

in the shape of a melon 

 

Qing dynasty (1644-1911) 

玉長 5.8 公分、

寬 4.4 公分、厚

2.2 公分；盒縱

6.6 公分、橫 9.4

公分、高 4.9 公

分 

 

 

4.  

5.  故雜

001705N000000000 

清 十八世紀 玉髓

雙連葫蘆鼻煙壺 

Chalcedony conjoined snuff 

bottles in the shape of 

gourds 

 

18th century, Qing dynasty 

高 6.7 公分、寬

5.2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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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故雜

001706N000000000 

十八世紀 西洋金幣 Gold foreign coin 

 

18th century 

徑 3.85 公分 

 

 

7.  故雜

001707N000000000 

十八世紀 西洋金幣 Gold foreign coin 

 

18th century 

徑 3.85 公分 

 

 

8.  故雜

001708N000000000 

清 嵌石金帽頂 Gold hat finial with jewery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5.4 公分 

 

 

9.  故雕

000280N000000000 

清 象牙盒 Ivory box 

 

Qing dynasty (1644-1911) 

寬 4.2 公分 高 8.1

公分 蓋高 2.2 公分 

連座高 9.0 公分 木

座徑 4.3 公分 高 1.2

公分  

 

10.  故雕 000279N1 嵌玉蝴蝶式匣壹件  長 3.8 公分 寬 2.2

公分 高 2.2 公分；

盒長 8.0 公分 寬 5.0

公分 高 4.1 公分  

 

11.  故雜

001709N000000000 

清 嵌珠錶盒  附玉

子 

Timepiece box inlaid with 

pearls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3.8 公分 橫寬

8.6 公分 縱寬

5.9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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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故雜

001710N000000000 

清 嵌珠錶盒  附玉

子 

Timepiece box inlaid with 

pearls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3.8 公分 橫寬

8.6 公分 

 

 

13.  故玉

006378N000000000 

清 小玉人 Jade figure 

 

Qing dynasty (1644-1911) 

全高 4.565 公分 

縱長 4.47 公分 

橫長 5.5 公分  

 

14.  故玉

006379N000000000 

清 白玉鴨 附木盒 Jade duck with wood box 

 

Qing dynasty (1644-1911) 

全高 3.98 公分 

厚 1.3 公分 橫長

5.54 公分  

 

15.  故玉

006380N000000000 

清 白玉臂格 Jade armrest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15 公分 寬

5.1 公分 

 

 

16.  故玉

006381N000000000 

漢玉笄 Jade hairpin  

 

長 14.2 公分 

 

 

17.  故玉

006382N000000000 

漢玉笄 Jade hairpin  長 14.4 公分 

 

 

18.  故玉

006383N000000000 

清 小玉人 Jade figure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5.85 公分 橫

長 5.9 公分 厚

2.7 公分 

 

 

19.  故玉

006384N000000000 

清 小漢玉瓶 Jade vase 

 

Qing dynasty (1644-1911) 

全高 10.6 公分 

口徑 1.7 公分橫

長 2.9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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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故玉

006385N000000000 

清 小白玉葫蘆瓶 Jade vase in the shape of a 

gourd 

 

Qing dynasty (1644-1911) 

全高 3.3 公分 口

徑 1.2 公分 橫長

2.1 公分 

 

 

21.  故玉

006386N000000000 

清 白玉套環小插屏 Jade screen in the shape of 

rings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7.5 公分 寬 4.2

公分 厚 0.9 公分 木

架長 5.3 公分 寬 2.1

公分 高 3.5 公分 連

架高 9.3 公分  

 

22.  故玉

006387N000000000 

明 玉蚌 

附嵌玉橢圓木盒 

Jade clam with jade-inlaid 

wood box  

 

Ming dynasty (1368-1644) 

玉厚 2.6 公分、

縱長 2.5 公分、

橫長 7.8 公分 

  

N1 為

木盒 

23.  故玉

006388N000000000 

明 仿漢玉筒形器 Jade tube in Han style 

 

Ming dynasty (1368-1644) 

全高 5.6 公分 口

徑 1.7*1.1 公分 

 

 

24.  故玉

006389N000000000 

清 白玉象 Jade elephant 

 

Qing dynasty (1644-1911) 

全高 6.2 公分 縱

長 6.4 公分 橫長

4.6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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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故玉

006391N000000000 

清 白玉小插屏 Jade screen 

 

Qing dynasty (1644-1911) 

厚 0.65 公分 縱

長 9.06 公分 橫

長 5.48 公分 

 

 

26.  故玉

006392N000000000 

明 劍飾玉硯滴 Jade water dropper made 

from a sword fitting 

 

Ming dynasty (1368-1644) 

長 1.3 公分 寬

5.7 公分 高 6.5

公分 

 

 

27.  故玉

006393N000000000 

清 玉小方瓶 Jade vase  

 

Qing dynasty (1644-1911) 

全高 8.3 公分 橫

長 1.7 公分 

 

 

28.  故玉

006394N000000000 

清 白玉小花插 Jade flower vase 

 

Qing dynasty (1644-1911) 

全高 10.1 公分 

口徑 2.2 公分 橫

長 4.1 公分 

 

 

29.  故玉

006395N000000000 

明 項元汴藏款紫檀

嵌玉墨床 

Sandalwood paperweight 

with jade inlay, collected by 

Xiang Yuanbian 

 

Ming dynasty (1368-1644) 

長 10.7 公分 寬

2.9 公分 最高

0.93 公分 

 

 

30.  故玉

006396N000000000 

清 青玉盤 Jade dish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寬 19.3x8.1 公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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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故玉

006397N000000000 

清 白玉鳩瓶 Jade turtledove with a vase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6.7 公分 最厚

2.9 公分 高 7.8

公分 木座長 6.8

公分 寬 3.1 公分 

高 3.0 公分 連座

高 10.0 公分  

 

32.  故玉

006398N000000000 

清 小玉人 Jade figure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7.7 公分 寬

3.5 公分 厚 2.7

公分 木座徑 3.6

公分 高 2.2 公分 

連座高 8.4 公分  

 

33.  故瓷

018285N000000000 

清 青瓷貫耳瓶 

 

Porcelain vase with tubular 

lug handles in celadon glaze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6.7 公分 徑

4.0 公分 木座徑

4.0 公分 高 1.5

公分 連座高 8.1

公分 
 

 

34.  故瓷

018286N000000000 

清 青瓷貫耳瓶 

 

Porcelain vase with tubular 

lug handles in celadon glaze 

 

Qing dynasty (1644-1911) 

全高 9.45 公分 

口徑 2.1 公分 底

徑 3.2 公分 橫長

5.6 公分  

 

35.  故瓷

018287N000000000 

明 成化 五彩方瓶 Porcelain vase in wucai 

polychrome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

1487), Ming dynasty 

縱長 5.6 公分 橫

長 2.19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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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故瓷

018288N000000000 

青花瓶 Porcelain vase in 

underglaze blue 

 

全高 5.35 公分 

足徑 2.1 公分 口

徑 2.0 公分 

 

 

37.  故瓷

018289N000000000 

青花杯 Porcelain cup in underglaze 

blue 

 

全高 4.9 公分 足

徑 3.25 公分 口

徑 6.8 公分 

 

 

38.  故瓷

018290N000000000 

青花杯 Porcelain cup in underglaze 

blue 

 

全高 4.9 公分 足

徑 3.25 公分 口

徑 6.8 公分 

 

39.  故瓷

018291N000000000 

白瓷瓶 Porcelain vase in white 

glaze  

 

高 8.4 公分 寬

5.4 公分 厚 4.2

公分 木座長 5.3

公分 寬 4.1 公分 

高 1.7 公分 連座

高 10.0 公分  

 

40.  故瓷

018292N000000000 

爐鈞釉瓶 Porcelain vase in robin’s egg 

glaze 

 

 

長 4.7 公分 寬

4.1 公分 高 7.3

公分 木座長 4.8

公分 寬 3.8 公分 

高 1.8 公分 連座

高 8.7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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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故琺

000956N000000000 

清 十八世紀 銅胎

琺瑯小瓶 

Copper vase in painted 

enamels 

 

18th century, Qing dynasty 

長 4.5 公分 寬

2.9 公分 高 8.0

公分 

 

 

42.  故琺

000957N000000000 

清 掐絲琺瑯爐 Censer in cloisonné enamel 

 

Qing dynasty (1644-1911) 

 

徑 5.5 公分 高

6.8 公分 連座高

9.3 公分 木座高

1.7 公分 徑 5.5

公分 連蓋高 7.7

公分 蓋高 2.2 公

分 徑 4.5 公分  

 

43.  故書

001117N000000000 

清 〈金剛般若波羅

蜜經〉 冊 

Jingang Bore Boluomijing 

The Diamond Sūtra 

(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 

 

Album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寬 6.3x3.9 公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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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故書

001118N000000000 

清 陳邦彥〈臨智永

千文〉 冊 

 

Manuscript of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 by 

Zhiyong  

 

Album  

Chen Bangyan (1678-1752), 

Qing dynasty 

縱長 6.9 公分 橫

4.3 長 4.3 公分 

 

 

45.  故書

001119N000000000 

清 陳邦彥〈臨顏真

卿麻姑仙壇記〉  冊 

Manuscript of "Record of 

the Magu Immortal’s Altar" 

by Yan Zhenqing 

 

Album  

Chen Bangyan (1678-1752), 

Qing dynasty 

縱長 7.0 公分 橫

長 4.3 公分 

 

 

46.  故書

001120N000000000 

清 〈御書詩小雅七

篇〉 冊 

Seven Imperial Writings of  

“Lesser Court Hymns” 

 

Album 

Qing dynasty (1644-1911) 

縱長 7.1 公分 橫

長 4.6 公分 

 

 

47.  故畫

003875N000000000 

清 允禧畫〈山水〉 

卷 

Landscape 

 

Hand scroll 

Yunxi (1711-1758), Qing 

dynasty 

縱長 13.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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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故畫

003876N000000000 

清 〈江景畫冊〉冊 Riverbank scenery 

 

Album 

Qing dynasty (1644-1911) 

縱長 9.1 公分 橫

長 6.5 公分 

 

 

49.  故殿

053222N000000000 

清 〈孟子〉 Mencius 

 

Qing dynasty (1644-1911) 

縱 9.0、長 5.8 公

分 

 

 

50.  故銅

002592N000000000 

清 小古銅瓶 Bronze vase 

 

Qing dynasty (1644-1911) 

全高 7.07 公分 口徑

10.53 公分 縱長

10.65 公分 上長

2.68 公分 下長 4.89

公分  

 

51.  故銅

002593N000000000 

法國 約 1767 年 

銀嵌寶石漆鼻煙盒  

附玉子 

Lacquered silver snuff box 

inlaid with gemstones with 

pearls 

 

 

France 

ca. 1767 

橫長 7.4 公分 高

4.0 公分 

 

 

52.  故銅

002594N000000000 

法國 約 1767 年 

銀嵌寶石漆鼻煙盒  

附玉子 

Lacquered silver snuff box 

inlaid with gemstones with 

pearls 

 

France 

高約 3.9 公分 橫

長 7.1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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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1767 

53.  故銅

002595N000000000 

清 小古銅瓶 Bronze vase 

 

Qing dynasty (1644-1911) 

全高 10.4 公分 

口徑 4.7*2.7 公

分 底徑 2.6*2.1

公分 橫長

2.8*2.0 公分  

 

54.  故銅

002596N000000000 

清 小古銅瓶 Bronze vase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10.3 公分 長

4.7 公分 寬 2.1

公分 木座長 3.5

公分 寬 3.0 公分 

高 4.1 公分 連座

高 10.7 公分   

 

55.  故銅

002597N000000000 

清 小古銅盒 Bronze box  

 

Qing dynasty (1644-1911) 

全高 6.27 公分 

口徑 3.34 公分 

底徑 3.99 公分 

 

 

56.  故銅

002598N000000000 

清 天雞尊 Bronze zun vessel in the 

shape of a heavenly bird 

 

Qing dynasty (1644-1911) 

連座高 9.3 公分 

高 8.0 公分 長

6.3 公分 寬 2.8

公分 木座長 6.1

公分 寬 3.2 公分 

高 1.8 公分  

 

9 故雜 000612 

金-1165   

院 1986   

清 乾隆 桌形木匣

(「外出楠木摺疊百

什件桌」) 

 

Table-formed curio box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長 82.6 公分 寬 50

公分 高 15.6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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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形匣 1 件 

 

內含： 

木桌腿 4 件 

玉石器 34 件 

瓷器 5 件 

琺瑯 7 件 

銅器 4 件 

筆 4 件 

墨 2 件 

計 60 件 

 

Table-formed box: 1 piece 

 

Wood table foot: 4 pieces 

Jade, gemstone, precious 

materials: .34 pieces 

Porcelain ware: 5 pieces 

Enamelware: 7 pieces 

Bronze ware: 4 pieces 

Brush: 4 pieces 

Ink: 2 pieces 

Total 60 pieces 

1.  故雜

000612N000000000   

清 乾隆 外出百什

件桌 

Portable table with curio 

box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長 82.6 公分 寬 50

公分 高 15.6 公分 

 

 

2.  故雜

000168N000000000 

清 雕核桃念珠 Carved walnut prayer beads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131 公分 

 

 

3.  故雜

000613N000000000 

清 內填琺瑯花鳥盒

式鬧鐘 

Box-shaped alarm clock 

with flower and bird design 

in champlevé enamel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3.2 公分 徑 4.8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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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故雜

000614N000000000 

清 玳瑁邊廣琺瑯母

子圖玻璃容鏡 

Glass mirror with hawksbill 

shell band and a mother-

and-child depiction in 

Guangdong painted 

enamels  

 

18th to 19th century, Qing 

dynasty 

長 9.3 公分 、寬 6.7

公分 

 

 

5.  故雜

000615N000000000 

清 木桌腿 Wood table foot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38 公分 寬 5x5

公分 

 

 

6.  故雜

000616N000000000 

清 木桌腿 Wood table foot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37.9 公分 寬 5x5

公分 

 

 

7.  故雜

000617N000000000 

清 木桌腿 Wood table foot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38 公分 寬 5x5

公分 

 

 

8.  故雜

000618N000000000 

清 木桌腿 Wood table foot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38 公分 寬

4.7x4.7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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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故文

000029N000000000 

清 三希堂墨 Ink stick of “Hall of Three 

Rarities”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5.9 公分 寬 1.4

公分 厚 0.7 公分 

 

 

10.  故文

000031N000000000 

清 小紫穎筆 “Xiaoziying” brush with 

bamboo shaft 

 

Qing dynasty (1644-1911) 

含筆套長 21.9 公

分、筆長 20.8 公

分、筆管徑 0.8 公

分、筆套徑 0.9 公分 

 

 

11.  故文

000032N000000000 

清 小紫穎筆 “Xiaoziying” brush with 

bamboo shaft 

 

Qing dynasty (1644-1911) 

含筆套長 22.4 公

分、筆長 21.0 公

分、筆管徑 0.8 公

分、筆套徑 1.0 公分 

 

 

12.  故文

000033N000000000 

清 小紫穎筆 “Xiaoziying” brush with 

bamboo shaft 

 

Qing dynasty (1644-1911) 

含筆套長 21.6 公

分、筆長 21.1 公

分、筆管徑 0.8 公

分、筆套徑 1.0 公分  

 

13.  故文

000034N000000000 

清 硃墨 Cinnabar ink stick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5.3 公分 寬 1.3

公分 厚 0.7 公分 

 

 

14.  故文

001627N000000000 

清 紫石旭日硯 Inkstone with rising sun 

design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12.2 公分 寬 7.1

公分 高 1.7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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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故玉

000899N000000000 

清 灰玉花觚 Jade gu vase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7.3 公分 口徑 2.8

公分 底徑 2.2 公分 

 

 

16.  故玉

000900N000000000 

清 白玉盂 Jade yu vessel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5.7 公分 長 8.7

公分 寬 4 公分 

 

 

17.  故玉

000901N000000000 

清 白玉鎮紙 Jade paperweight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4.3 公分 長 8.5

公分 寬 3.3 公分 

 

 

18.  故玉

000903N000000000 

清 白玉小盤 Jade dish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1.3 公分 外徑 7.9

公分 底徑 3.6 公分 

 

 

19.  故玉

000905N000000000 

宋 舊玉鐲 Jade bracelet 

 

Song dynasty (960-1279) 

高 2.4 公分 徑 7.3

公分 

 

 

20.  故玉

000907N000000000 

宋 玉鸚鵡 Jade parrot 

 

Song dynasty (960-1279) 

全高 3.6 公分 長

8.33 公分 寬 3.8 公

分 

 

 



皇帝的多寶格展覽清冊                        

50 

 

21.  故玉

000909N000000000 

漢 白玉璏 Jade scabbard slide 

 

Han dynasty (206 BCE -

220CE) 

長 7.3 公分 寬 2.6

公分 

 

 

22.  故玉

000910N000000000 

清 白玉人 Jade figure 

 

Qing dynasty (1644-1911) 

全高 8.88 公分 寬

4.6 公分 

 

 

23.  故玉

000912N000000000 

元 玉圓盒 Jade round box 

 

Yuan dynasty (1271-1368) 

高 3 公分 直徑 4.5

公分 

 

 

24.  故玉

000913N000000000 

清 白玉鼻煙壺 Jade snuff bottle 

 

Qing dynasty (1644-1911) 

通高 5.1 公分 高 4.5

公分 口徑 1.1 公分 

底徑 1.8 公分 

 

 

25.  故玉

000914N000000000 

清 白玉器飾 Jade ornament 

 

Qing dynasty (1644-1911) 

厚 0.7 公分 寬 5.6

公分 

  

 

26.  故玉

000916N000000000 

明 青玉鵝 Jade duck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4.4 公分 長 6.1

公分 寬 4.4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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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故玉

000917N000000000 

清 白玉獅 Jade lion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3.3 公分 長 7.4

公分 寬 5.4 公分 

 

 

28.  故玉

000919N000000000 

清 玉水盛 Jade water holder  

 

Qing dynasty (1644-1911) 

通高 2.8 公分 通寬

7.8 公分 

 

 

29.  故玉

000925N000000000 

宋 舊玉貓 Jade cat 

 

Song dynasty (960-1279) 

高 2.1 公分 長 8.3

公分 寬 3.2 公分 

 

 

30.  故玉

000929N000000000 

漢 舊玉系璧 Jade bi disc 

 

Han dynasty (206 BCE-220 

CE) 

外徑 5.2 公分 內徑

2.3 公分 厚 0.7 公分 

木座直徑 5.7 公分 

木座高 1.9 公分  

 

31.  故玉

000931N000000000 

漢 白玉系璧 Jade bi disc 

 

Han dynasty (206 BCE-220 

CE) 

外徑 4.2 公分 內徑

1 公分 厚 0.5 公分 

 

 

32.  故玉

000932N000000000 

清 白玉鎮紙 Jade paperweight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1.5 公分 長 5.1

公分 寬 3.9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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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故玉

000937N000000000 

（明改雕）新石器時

代 玉鐲 

Jade bracelet 

 

Neolithic period, modified 

in the Ming dynasty 

外徑 7.42 公分 孔徑

5.4 公分 

 

 

34.  故玉

000939N000000000 

明 白玉鵝 Jade goose 

 

Ming dynasty (1368-1644) 

高 3.8 公分  長 7.5

公分 寬 5.1 公分 

 

 

35.  故玉

000941N000000000 

漢 舊玉方形器飾 Jade rectangular ornament 

 

Han dynasty (206 BCE-220 

CE) 

高 0.5 公分 長 3.7

公分 寬 3.1 公分 

 

 

36.  故玉

000948N000000000 

明 舊玉壺 Jade vase 

 

Ming dynasty (1368-1644) 

通高 10.5 公分 寬

4.6x4 公分 底徑

2.6x2.5 公分 

 

 

37.  故玉

000949N000000000 

明晚期至清 青玉小

瓶 

Jade vase  

 

Late Ming to Qing dynasty 

高 8.6 公分 口徑 4.1

公分 

 

 

38.  故玉

000950N000000000 

清 白玉龍鳳珮 Jade pendant with dragon 

and phoenix design 

 

Qing dynasty (1644-1911) 

寬 3.8 公分 厚 1.1

公分 連座高 2.2 公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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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故玉

001222N000000000 

明 青玉馬 Jade horse 

 

Ming dynasty (1368-1644) 

全高 4.3 公分 長 6.9

公分 寬 2.0 公分 

 

 

40.  故玉

001280N000000000 

清 玉獸 Jade beast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6.4 公分 寬 3.3

公分 高 3.2 公分 

 

 

41.  故玉

001354N000000000 

漢 白玉雙獅 Jade paired lions  

 

Han dynasty (206 BCE-220 

CE) 

長 6.2 公分 寬 5.1

公分 高 4.0 公分 

 

 

42.  故玉

002030N000000000 

廟二—齊家系 玉琮 Jade cong vessel 

 

Miaodigo II- Qijia culture 

寬 5.5 公分 高 2.7

公分 孔徑 4.2 公分 

 

 

43.  故玉

003425N000000000 

宋 墨玉貓 Jade cat 

 

Song dynasty (960-1279) 

玉貓長 6.2 公分 寬

4.3 公分 高 3.8 公分 

木座長 6.7 公分 寬

4.8 公分 高 1.1 公分  

 

44.  故玉

003456N000000000 

清 青玉小瓶 Jade vase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10.2 公分 口徑

3.3 公分 底徑 2.6 公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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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故瓷

018004N000000000 

青花銅口瓶 Porcelain vase with copper 

rim in underglaze blue  

 

 

口徑 1.6 公分 腹徑

3.9 公分 足徑 2.2 公

分 高 6.8 公分 連座

高 7.7 公分  

 

46.  故瓷

018005N000000000 

白瓷暗花水盛 Porcelain water holder with 

impressed design in white 

glaze 

長 2.7 公分 口徑 4.4

公分 底徑 3.7 公分 

腹徑 6.5 公分 高 2.6

公分 連座高 4.1 公

分 

 

 

47.  故瓷

018007N000000000 

白瓷瓶 

 

Porcelain vase in white 

glaze  

高 7.1 公分 口徑 2.7

公分 底徑 3.9 公分 

肩寬 4.1 公分 頸徑

2.5 公分  

 

48.  故瓷

018008N000000000 

明 青花花卉折方瓶 

 

Porcelain faceted vase with 

floral design in underglaze 

blue 

 

Ming dynasty (1368-1644) 

高 9.7 公分 長寬

4.8x4.8 公分 口徑

3.3 公分 足徑 4.6 公

分 連座高公分  

 

49.  故琺

000801N000000000 

清 銅胎掐絲琺瑯書

鎮 

Copper paperweight in 

cloisonné enamel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6.8 公分 寬 1.1

公分 高 1.1 公分 

 

 

50.  故琺

000802N000000000 

清 銅胎掐絲琺瑯書

鎮 

Copper paperweight in 

cloisonné enamel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6.8 公分 寬 1.1

公分 高 1.1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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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故琺

000803N000000000 

清 銅胎掐絲琺瑯書

鎮 

Copper paperweight in 

cloisonné enamel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6.8 公分 寬 1.1

公分 高 1.1 公分 

 

 

52.  故琺

000804N000000000 

清 銅胎掐絲琺瑯書

鎮 

Copper paperweight in 

cloisonné enamel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6.8 公分 寬 1.1

公分 高 1.1 公分 

 

 

53.  故琺

000805N000000000 

清 銅胎掐絲琺瑯書

鎮 

Copper paperweight in 

cloisonné enamel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8.3 公分 寬 6.2

公分 厚 0.4 公分 

 

 

54.  故銅

002074N000000000 

清 銅鳩車 Bronze turtledove with 

weels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8.7 公分 寬 3.2

公分 高 7.3 公分 連

座高 8.5 公分 

 

 

55.  故銅

002085N000000000 

清 描金銀銅甪端香

薰 

Copper censer in the shape 

of luduan with gold and 

silver inlays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8.5 公分 寬 6.1

公分 高 9.5 公分 

 

 

56.  故銅

002086N000000000 

清 鍍金銅兔 Gilt bronze hare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7.0 公分 寬 2.6

公分 高 4.0 公分 連

座高 4.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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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故銅

002087N000000000 

清 方式小銅壺 Bronze hu vessel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5.9 公分 寬

3.2x4.2 公分 連座高

7.1 公分 

 

 

10 故雜 538 

呂-1662   

院  1959 

清  乾隆 紫檀嵌寶

箱 

 

木箱 1 件 

 

內含： 

玉石器 38 件 

瓷器 3 件 

琺瑯 3 件 

漆器 2 件 

銅器 2 件 

書畫 4 件 

對數表冊 1 件 

木竹雕 4 件 

計 57 件 

Sandalwood curio box with 

inlays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Wood box: 1 piece 

 

Jade, gemstone, precious 

materials: 38 pieces 

Porcelain ware: 3 pieces 

Enamelware: 3 pieces 

Lacquerware: 2 pieces 

Bronze ware: 2 pieces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4 

pieces 

Handbook of logarithm 

table: 1 piece 

Wood and bamboo 

carvings: 4 pieces 

Total 57 pieces 

高約 34.8 公分 

長 34 公分 寬

19.9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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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故雜

000538N000000000 

清 紫檀嵌寶箱 

 

Sandalwood curio box with 

inlays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約 34.8 公分 

長 34 公分 寬

19.9 公分 

 

 

2.  故雜

000539N000000000 

清 十八世紀 瑪瑙

扁圓鼻煙壺 

Agate snuff bottle 

 

18th century, Qing dynasty 

高 7.0 公分、寬

5.6 公分 

 

 

3.  故雜

000540N000000000 

清 水晶嬰 Crystal infant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4.7 公分 寬

2.5 公分 高 1.4

公分 木座長 4.9

公分 寬 2.9 公分 

高 1.1 公分 帶木

座高 2.3 公分    

 

4.  故雜

000542N000000000 

清 十八世紀 玉雙

螭耳八稜式鼻煙壺 

Jade eight-faceted snuff 

bottle with chi dragon 

handles 

 

18th century, Qing dynasty 

通高 7.3 公分、

寬 4.3 公分 

 

 

5.  故雜

000542N000000002 

清 木雕描金鏤空雙

層屜 

 

Wood double-tiered 

cabinet with openwork and 

gold paint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寬約 34X19.9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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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故雜

000543N000000000 

清 琥珀珮 Amber pendant  

 

Qing dynasty (1644-1911) 

橫長 4.3 公分 

 

 

7.  故雜

000544N000000000 

清 對數表小冊 Handbook of logarithm 

table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5.5 公分 寬

4.0 公分 

 

 

8.  故漆

000354N000000000 

日本 十八世紀早期 

楓蒔繪小方盒 

Lacquer box with maple 

leaf design 

 

Japan 

Early 18th century 

長 6.4 公分 寬

4.8 公分 高 1.8

公分 

 

9.  故雜

000545N000000000 

清 琥珀雕雙壽 Amber carved in longevity 

symbol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3.3 公分 寬

3.8 公分 

 

 

10.  故雜

000547N000000000 

清 料酒杯 Glass cup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4.1 公分 口徑

5.3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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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故雜

000548N000000000 

清 瑪瑙雙耳杯 Agate cup with two handles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3.8 公分 橫長

8.3 公分 

 

 

12.  故雜

000549N000000000 

清 松石書鎮 Turquoise paperweight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3.9 公分 寬

3.8 公分 厚 3.3

公分 木座長 4.4

公分 寬 3.6 公分 

高 2.3 公分 帶木

座高 5.5 公分 

 

 

13.  故玉

000330N000000000 

清 白玉貓 Jade cat 

 

Qing dynasty (1644-1911) 

橫長 4.8 公分 寬

2.5 公分 高 2.5

公分 木座長 4.9

公分 寬 2.8 公分 

高 0.7 公分 連木

座高 3.0 公分 

 

 

14.  故玉

000412N000000000   

清 舊玉璲 Jade scabbard slide 

 

Qing dynasty (1644-1911) 

橫長 4.0 公分 寬

3.1 公分 高 1.4

公分 木座長 4.2

公分 寬 3.5 公分 

高 1.0 公分 含木

座高 2.3 公分 

 

 

15.  故玉

000413N000000000   

清 白玉荔枝 Jade lychee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3.5 公分 寬

3.1 公分 厚 1.6

公分 木座長 3.7

公分 寬 3.1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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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1.15 公分 連

木座高 2.4 公分 

16.  故玉

000414N000000000   

清 黃玉鴨 

 

Jade duck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4.1 公分、寬

1.7 公分、高 2.4

公分 

 

 

17.  故玉

000415N000000000   

清 白玉龍紋珮 

 

Jade pendant with dragon 

design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8.6 公分 寬

4.4 公分 厚 0.7

公分 木座長 9.0

公分 寬 4.5 公分 

厚約 0.7 公分 連

木座高約 1.4 公

分  

 

 

18.  故玉

000416N000000000 

清 舊玉璜 Jade huang ornament 

 

Qing dynasty (1644-1911) 

橫長 8.5 公分 縱

長 3.0 公分 厚約

0.3 公分 

 

 

19.  故玉

000417N000000000   

清 玉鴨   Jade duck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4.0 公分 寬

1.8 公分 高 2.4

公分  

 

 

20.  故玉

000418N000000000   

漢 舊玉小琮 Jade cong vessel 

 

Han dynasty (206 BCE-220 

CE) 

高 3.7 公分 寬約

2.5 公分 上下方

孔徑 1.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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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故玉

000419N000000000   

清 青玉異獸   Jade beast 

 

Qing dynasty (1644-1911) 

連座高 7.1 公分 

長 8.7 公分 寬

3.7 公分 高 6.3

公分 木座長 8.8

公分 寬 4.1 公分 

高 1.5 公分 

 

 

22.  故玉

000420N000000000 

清 青玉山子 

 

Jade miniature mountain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8.1 公分 最寬

4.2 公分 高 6.9

公分 木座長 8.0

公分 寬 4.5 公分 

高 1.3 公分 連座

高 7.4 公分 

 

 

23.  故玉

000453N000000000   

清 白玉蟠螭小尊 Jade zun vessel with coiling 

chi dragon design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6.6 公分 橫長

4.7 公分 最寬

3.2 公分 木座長

4.0 公分 寬 3.1

公分 高公分 0.6

公分 連座高 7.0

公分 

 

 

24.  故玉

000456N000000000   

清 白玉戲嬰杯 Jade cup with children at 

play 

 

Qing dynasty (1644-1911) 

橫長 8.1 公分 最

寬 3.7 公分 最高

5.0 公分 木座長

9.0 公分 寬 3.6

公分 高 2.4 公分 

連木座高 7.2 公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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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故玉

000457N000000000 

明 白玉蹲虎鎮紙   Jade paperweight in the 

shape of a tiger 

 

Ming dynasty (1368-1644) 

長 9.0 公分 寬

3.8 公分 高 3.8

公分 木座長 9.1

公分 寬 4.3 公分 

高 2.1 公分 連座

高 5.7 公分 

 

 

26.  故玉

000481N000000000   

清 雕花葉玉小碟 Jade saucer in the shape of 

leaves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6.8 公分 寬

6.0 公分 

 

 

27.  故玉

000625N000000000   

清 青玉豆形珮 

 

Jade pendant in the shape 

of a legume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7.5 公分 寬

2.3 公分 厚約

2.0 公分 木座長

8.1 公分 寬 2.4

公分 高約 2.3 公

分 連木座高約

4.0 公分 

 

 

28.  故玉

000630N000000000 

清 玉獸   Jade beast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3.3 公分 寬

3.3 公分 

 

 

29.  故玉

000631N000000000   

清 玉鼻煙壺 Jade snuff bottle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5.6 公分 寬 5.2 公分 

最厚 1.7 公分 木座長 5.7

公分 寬 5.6 公分 高 0.9

公分 含木座高 2.4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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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故玉

000733N000000000   

清 玉犬 Jade dog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3.3 公分 寬

3.3 公分 

 

 

31.  故玉

000767N000000000   

清 玉獅   Jade lion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4.2 公分 寬

9.0 公分 

 

 

32.  故玉

000768N000000000  

  

清 雕花玉片   Jade panel with carved 

design 

 

Qing dynasty (1644-1911)n 

高 1.0 公分 長

3.0 公分 寬 2.5

公分 

 

 

33.  故玉

000769N000000000   

清 青玉琴式盒   Jade box in the shape of a 

zither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7.3 公分 寬

2.5 公分 

 

 

34.  故玉

000770N000000000 

清 玉子母獸 Jade mother-and-cub 

beasts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3.1 公分 長

7.4 公分 寬 2.4

公分 

 

 

35.  故玉

000771N000000000 

清 青玉臥人 Jade reclining figure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5.0 公分 寬

1.5 公分 高 1.4

公分 木座長 5.6

公分 寬 2.0 公分 

高 1.3 公分 連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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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高 3.3 公分 

36.  故玉

000772N000000000   

清 青玉雙鯰 Jade paired catfishes  

 

Qing dynasty (1644-1911) 

橫長 6.6 公分 厚

0.9 公分 高 4.5

公分 連木座高

2.2 公分 木座高

1.2 公分 長 7.0

公分 寬 5.0 公分 

 

 

37.  故玉

000773N000000000 

元 玉鹿   Jade deer 

 

Yuan dynasty (1271-1368) 

高 4.0 公分 寬

4.2 公分 

 

 

38.  故玉

001162N000000000   

清 玉石榴   Jade pomegranate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寬 5.6x5.0 公

分 厚 2.7 公分 

木座長 5.9 公分 

寬 4.9 公分 高

0.8 公分 連木座

高 3.6 公分 

 

 

39.  故玉

001163N000000000   

清 玉葫蘆 Jade gourd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寬 10.0x5.1 公

分 最厚 2.0 公分 

木座長 10.1 公分 

寬 5.4 公分 高

1.9 公分 帶木座

高 3.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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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故玉

001164N000000000   

清 白玉蟬 Jade cicada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4.5 公分 寬

2.9 公分 厚 1.0

公分 

 

 

41.  故玉

001165N000000000 

清 翠玉手串 Jadeite beads  

 

Qing dynasty (1644-1911) 

帶穗全長 31.2 公

分 珠徑 1.5 公分 

佛頭珠徑 1.8 公

分 

 

 

42.  故瓷

018000N000000000 

清 仿官釉蓍草瓶 Porcelain Shicaoping vase in 

glaze imitating Guan ware 

 

Qing dynasty (1644-1911) 

邊長 3.9 公分 口

內徑 2.0 公分 底

內徑 2.7 公分 高

9.8 公分  

 

43.  故瓷

018001N000000000 

清 紅釉葫蘆瓶 Porcelain gourd-shaped 

vase in red glaze  

 

Qing dynasty (1644-1911) 

最大腹徑 4.0 公

分 底徑 1.9 公分 

高 6.8 公分 木座

徑 3.6 公分 高

1.3 公分 連木座

高 7.4 公分 

 

 

44.  故瓷

018002N000000000 

清 雍正 青花八寶

高足杯 

Porcelain stem cup with 

eight treasures in 

underglaze blue 

 

Yongzheng reign (1723-

1735), Qing dynasty 

口徑 4.2 公分 高

4.6 公分 連木座

高 5.9 公分 木座

徑 3.1 公分 高

1.8 公分  

 



皇帝的多寶格展覽清冊                        

66 

 

45.  故琺

000792N000000000 

清 銅胎掐絲琺瑯鑲

玉海棠花式盒 

Copper begonia-shaped box 

with cloisonné enamels and 

jade inlay 

 

Qing dynasty (1644-1911) 

橫長 8.6 公分 寬

5.7 公分 高 4.3

公分 木座長 9.2

公分 寬 6.3 公分 

高 2.6 公分 連座

高 6.5 公分 

 

 

46.  故琺

000793N000000000 

清 銅胎掐絲琺瑯鳧

壺 

Copper ewer in the shape 

of a waterfowl with 

cloisonné enamels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7.5 公分 長

9.2 公分 寬 4.3

公分 木座長 8.3

公分 寬 3.9 公分 

高 0.7 公分 連木

座高 8.1 公分 

 

 

47.  故琺

000793N000000002 

木雕描金鏤空雙層屜

（下層） 

Wood double-tiered 

cabinet with gold painting 

(lower tier) 

暫缺 

 

 

48.  故琺

000794N000000000 

清 乾隆 銅胎畫琺

瑯蝙蝠花卉鼻煙壺 

Copper snuff bottle with 

bat and flower design in 

painted enamels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高 5.6~6.4 公分 

口徑 0.9~1.6 公

分 

 

 

49.  故漆

000355N000000000 

清 乾隆 剔紅錦荔

寶盒 

Carved red lacquer box with 

lychee design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徑 4.7 公分 高

2.4 公分 木座徑

4.4 公分 高 0.9

公分 連木座高

3.1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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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故銅

000444N000000000 

清 仿古銅鈁 Bronze fang vessel in 

antiquarian style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6.0 公分 長

4.3 公分 寬 3.2

公分 木座長 3.7

公分 寬 3.5 公分 

高 0.7 公分 連木

座高 6.5 公分 

 

 

51.  故銅

000450N000000000 

歐洲 十八世紀中晚

期 鍍金雕花嵌瑪瑙

鼻煙盒 

Gilt snuff box with agate 

inlays 

 

Europe  

Mid to late 18th century 

高 2.7 公分 長

5.5 公分 寬 4.7

公分 

 

 

52.  故扇

000693N000000000 

清 嘉慶 趙秉冲

〈書畫合璧〉摺扇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hand fan 

 

Zhao Bingchong (1759-

1814) 

Jiaqing reign, Qing dyansty 

長 15.8 公分 

 

 

53.  故扇

000694N000000000 

清 嘉慶 趙秉冲、

黃鉞〈書畫合璧〉  

摺扇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hand fan  

 

Zhao Bingchong (1759-

1814) and Huang Yue (fl. 

18th century) 

Jiaqing reign (1796-1820), 

Qing dyansty 

長 15.8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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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故扇

000695N000000000 

清 嘉慶 趙秉冲、

黃鉞〈書畫合璧〉  

摺扇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hand fan  

 

Zhao Bingchong (1759-

1814) and Huang Yue (fl. 

18th century) 

Jiaqing reign (1796-1820), 

Qing dyansty 

長 15.8 公分 

 

 

55.  故畫

003887N000000000 

清 嘉慶〈幾餘攬

古〉 冊 

“Ji Yu Lan Gu” album 

 

Jiaqing reign (1796-1820), 

Qing dyansty 

長 11.7 公分 寬

8.0 公分 

 

 

56.  故雕

000116N000000000 

清 雕竹持如意小童 Bamboo child holding a ruyi 

scepter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3.1 公分 最寬

處 4.6 公分 厚約

3.1 公分 木座寬

4.9 公分 厚 3.0

公分 高 1.4 公分 

含木座高約 4.3

公分 

 

 

57.  故雕

000170N000000000 

清 雕竹雙獸 Bamboo paired beasts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5.2 公分 寬

3.9 公分 高 1.7

公分 木座長 5.5

公分 寬 4.4 公分 

高 0.6 公分 連座

高 2.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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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故雕

000171N000000000 

清早期 雕竹伏虎羅

漢 

Bamboo carving of a tiger-

taming lohan 

 

Late 17th to early 18th 

century, early Qing dynasty 

高 8.15 公分 底

長 7.64 公分 底

寬 3.28 公分 連

木座高 9.1 公分  

 

11 故雜 001374 

呂-2052   

院  1976   

清 乾隆  紫檀龍紋

小櫃 

 

木櫃 1 件 

 

內含： 

玉石器 27 件 

瓷器 5 件 

琺瑯 2 件 

銅器 4 件 

書畫 9 件 

 

計 47 件 

Sandalwood cabinet with 

dragon design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Sandalwood cabinet: 1 

piece 

 

Jade, gemstone, precious 

materials: 27 pieces 

Porcelain ware: 5 piece 

Enamelware: 2 pieces 

Bronze wares: 4 pieces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9 

pieces 

 

Total 47 pieces 

櫃高 44.6 公分 

寬 35.0 公分 厚 

21.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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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故雜 001374 

N000000000 

清 乾隆  紫檀龍紋

小櫃 

Sandalwood cabinet with 

dragon design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高 44.6 公分 寬 

35.0 公分 厚 

21.5 公分 

 

 

2.  故玉

005759N000000000 

明 青玉四耳活環尊 Jade zun vessel with four 

ring handles 

 

Ming dynasty (1368-1644) 

3.2×4 公分 

 

 

3.  故玉

005760N000000000 

明晚期至清初 青玉

赭班仿古雲紋玉管 

Jade tubular bead with 

archaic cloud design 

 

Late Ming to early Qing 

dynasty 

3.9 公分 

 

 

4.  故玉

005761N000000000 

明晚期至清初 青玉

仿古鳥紋佩 

Jade pendant with archaic 

bird design 

 

Late Ming to early Qing 

dynasty 

5×2.2 公分 

 

 

5.  故玉

005762N000000000 

戰國 穀紋環  附木

架 

Jade huan ring with grain 

pattern with wood st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475-

221 BCE) 

4.9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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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故玉

005763N000000000 

清 黃玉獸尊 

 

Jade zun vessel with beast 

design 

 

Qing dynasty (1644-1911) 

5.4×5.7 公分 

 

 

7.  故玉

005764N000000000 

明晚期至清初 青玉

仿古雲紋小水盛 

Jade water holder with 

archaic cloud design  

 

Late Ming to early Qing 

dynasty 

3.2×2.9 公分 

 

 

8.  故玉

005764N000000002 

清 銅扣提環木匣  

（四面附花果形書畫

拉門） 

Wood box with metal 

holder (four painted slides 

in the form of flower or 

fruit)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8.5 公分 寬

7.2 公分 高 5.4

公分  

 

9.  故玉

005765N000000000 

清 仿舊玉方勒 Jade le ornament  

 

Qing dynasty (1644-1911) 

3.1×1.4×1.3 公分 

 

 

 

10.  故玉

005766N000000000 

清 青玉穀紋飾件 Jade ornament with grain 

pattern 

 

Qing dynasty (1644-1911) 

3.3×2.2 公分 

 

 



皇帝的多寶格展覽清冊                        

72 

 

11.  故玉

005767N000000000 

清 青玉人物筆洗 Jade brush washer with a 

human figure  

  

Qing dynasty (1644-1911) 

8.9×5.6 公分 

 

 

12.  故玉

005768N000000000 

清 白玉雙螭水盛 Jade water holder with two 

chi dragons 

 

Qing dynasty (1644-1911) 

10.4×6 公分 

 

 

13.  故玉

005769N000000000 

新石器時代晚期 舊

玉方勒 

Jade le ornament  

 

Late Neolithic period 

4.9×2×2 公分 

 

 

14.  故玉

005770N000000000 

清 青玉穀紋環 Jade huan ring with grain 

pattern 

 

Qing dynasty (1644-1911) 

4.7 公分 

 

 

15.  故玉

005771N000000000 

明晚期至清早期 青

玉褐班雕回首臥羊 

Jade reclining goat 

 

Late Ming to early Qing 

dynasty 

6.1×3.1 公分 

 

 

16.  故玉

005772N000000000 

元至明早期 灰玉仿

古雙龍柄小瓶 

Jade vase with dragon 

handles in antiquarian style 

 

Yuan to early Ming dynasty 

6.7×4.8×1.8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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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故玉

005773N000000000 

明 青玉圓盒 Jade round box 

 

Ming dynasty (1368-1644) 

2.9×3.9 公分 

 

 

18.  故玉

005774N000000000 

青玉鳥首獸面紋帶勾 Jade belt hook with bird's 

head and dragon's face 

pattern 

4.1×1.4×1.7 公分 

 

 

19.  故玉

005775N000000000 

清 青玉獸面紋觚 Jade gu vase with animal 

mask pattern 

 

Qing dynasty (1644-1911) 

6.4×2.7 公分 

 

 

 

20.  故玉

005776N000000000 

清 青玉壺 Jade pot 

 

Qing dynasty (1644-1911) 

3.4×3.7 公分 

 

 

21.  故玉

005777N000000000 

清 青玉雙耳活環瓶 Jade vase with ring handles 

 

Qing dynasty (1644-1911) 

4.2×4.3 公分 

 

 

22.  故玉

005778N000000000 

清 乾隆 玉雙螭耳

鼻煙壺 

Jade snuff bottle with chi 

dragon handles 

 

Qianlong reign (1735-1796), 

Qing dynasty 

3.8×5.2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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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故玉

005779N000000000 

明晚期至清 黃玉獸

匜式洗 

Jade yi-typed brush washer 

in the shape of a beast 

 

Late Ming to Qing dynasty 

6.1×5.6 公分 

 

 

24.  故玉

005780N000000000 

戰國晚期至西漢早期 

青玉穀紋杖頂（清代

改為水盛） 

Jade staff pommel with 

grain pattern (modified as a 

water holder in the Qing 

dynasty)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Western Han period 

3.4×6.1 公分 

 

 

25.  故玉

005781N000000000 

良渚文化 琮式管 Jade cong-type tubular 

bead 

 

Liangzhu culture 

4×1.4×1.4 公分 

 

 

26.  故玉

005782N000000000 

清 青玉穀紋管 Jade tubular bead with 

grain pattern 

 

Qing dynasty (1644-1911) 

4.5×2.1 公分 

 

 

27.  故玉

005783N000000000 

清 仿舊玉圓 Jade tubular bead 

 

Qing dynasty (1644-1911) 

4.5×2.6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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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故玉

005784N000000000 

漢 玉環 Jade huan ring  

 

Han dynasty (206 BCE-220 

CE) 

2.9 公分 

 

 

29.  故玉

005785N000000000 

漢 玉環 Jade huan ring  

 

Han dynasty (206 BCE-220 

CE) 

2.9 公分 

 

 

 

30.  故書

001088N000000000 

清 張若靄〈臨般若

波羅蜜多心經〉 冊 

Manuscript of “the Heart 

Sutra 

(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 

Album  

 

Zhang Ruoai (1713-1746) 

Qing dynasty 

7.2×4.3 公分 

 

 

31.  故書

001089N000000000 

清 嘉慶御書〈濡豪

摘韻〉 冊 

Imperial writing of “Ru hao 

zhai yun”  

Album 

 

Emperor Jiaqing (1760-

1820) 

Qing dynasty 

13×10.7 公分 

 

 

32.  故瓷

018217N000000000 

清 仿官釉粉青水盛 Porcelain water holder with 

light bluish-green glaze in 

imitation of Guan ware 

 

5.8×4.7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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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 dynasty (1644-1911) 

33.  故瓷

018218N000000000 

清 青白瓷繩紋圓罐 Porcelain jar with cord 

pattern in bluish-white 

glaze 

 

Qing dynasty (1644-1911) 

2.6×3.8 公分 

 

 

34.  故瓷

018219N000000000 

清 青花三友紋貫耳

瓶 

Porcelain vase with tubular 

lug handles and Three 

Friends of Winter in 

underglaze blue  

 

Qing dynasty (1644-1911) 

7×4.8 公分 

 

 

35.  故瓷

018220N000000000 

清 乾隆 銅胎畫琺

瑯西洋母子圖鼻煙壺 

Copper snuff bottle with 

western mother-and-child 

design in painted enamels 

 

Qianlong reign (1735-1796), 

Qing dynasty 

高 4.9 公分 寬

3.6 公分 

 

 

36.  故瓷

018221N000000000 

仿官釉青瓷瓜式洗 Washer in the shape of 

melon in glaze imitating 

Guan ware 

10.2×3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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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故琺

000929N000000000 

清 西洋畫琺瑯花卉

鍍金錶 

Gilt pocket watch with floral 

deign in painted enamel 

 

Qing dynasty (1644-1911) 

4.6 公分 

 

 

38.  故琺

000930N000000000 

清 掐絲琺瑯雙耳活

環蓋罐 

Lidded jar with ring handles 

in cloisonné enamels 

 

Qing dynasty (1644-1911x ) 

4.9×5.4 公分 

 

 

39.  故畫

003848N000000000 

清 董浩〈御製燕山

八景詩圖〉 冊 

Illustrated Imperial Poems 

on the Eight Views of 

Yanshan  

 

Album 

Dong Gao (1740-1818)  

Qing dynasty 

31×18.4 公分 

 

 

40.  故畫

003849N000000000 

清 董邦達畫〈御製

雪浪石詩〉 卷 

Illustrated Imperial Poems 

on the Snowy Wave Stone 

 

Hand scroll 

Painting by Dong Bangda 

(1699-1769) 

Qing dynasty 

16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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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故畫

003850N000000000 

清 董邦達畫〈御製

禁體雪詩〉 卷 

Illustrated Imperial Poems 

on the Snow 

 

Hand scroll 

Painting by Dong Bangda 

(1699-1769) 

Qing dynasty 

16 公分 

 

 

42.  故畫

003851N000000000 

清 汪由敦書董邦達

畫〈御製靜寄山莊八

景詩圖〉 冊 

Illustrated Imperial Poems 

on the Eight Views of 

Serene Lodging Mountain 

Resort  

 

Album 

Calligraphy by Wang 

Youdun (1692-1758) 

Painting by Dong Bangda 

(1699-1769) 

Qing dynasty 

18.5×31.2 公分 

 

 

43.  故畫

003852N000000000 

清 汪由敦書王炳繪

〈御製惠山圖八景詩

圖〉 冊 

Illustrated Imperial Poems 

on the Eight Views of 

Huishan 

 

Album 

Calligraphy by Wang 

Youdun (1692-1758) 

Painting by Wang Bing (fl. 

31×18.3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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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th century) 

Qing dynasty 

44.  故畫

003853N000000000 

清 允禧畫〈山水〉 

冊 

Landscape 

 

Album 

Yunxi (1711-1758) 

Qing dynasty (1644-1911) 

8.8×6.1 公分 

 

 

45.  故畫

003854N000000000 

清 汪由敦書王炳畫

〈御製廓然大公八景

詩圖〉 冊 

Illustrated Imperial Poems 

on the Eight Views of 

Boundless Impartiality 

 

Album  

Calligraphy by Wang 

Youdun (1692-1758) 

Painting by Wang Bing (fl. 

18th century) 

Qing dynasty 

31.2×18.9 公分 

 

 

46.  故銅

002533N000000000 

清 銅嵌金銀天雞尊 Bronze zun vessel in the 

shape of a heavenly fowl 

with gold and silver inlays 

 

Qing dynasty (1644-1911) 

11.4×6.7 公分 

 

 

 

47.  故銅

002534N000000000 

明 錯金銀車飾銅硯

滴 

Bronze water dropper made 

from a chariot fitting with 

gold and silver inlays 

 

4.8×3.2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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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 dynasty (1368-1644) 

48.  故銅

002535N000000000 

清 銅弦紋壺 Bronze hu wine vessel with 

linear design 

 

Qing dynasty (1644-1911) 

5.2×3.2 公分 

 

 

49.  故銅

002536N000000000 

清 嵌金銀帶蓋雙耳

鼎 

Bronze tripod with gold and 

silver inlays 

 

Qing dynasty (1644-1911) 

5.3×4.7 公分 

 

 

12 故雜 001285 

呂-2026 

院 2020 

清 乾隆 紫檀博古

圖長方匣 

 

木匣 1 件 

 

內含： 

玉石器 35 件 

瓷器 1 件 

琺瑯 8 件 

漆器 3 件 

銅器 4 件 

核雕 3 件 

書畫 9 件 

 

計 63 件 

Sandalwood box with 

antiques design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Sandalwood box: 1 piece 

Jade, gemstone, precious 

materials: 35 pieces 

Porcelain ware: 1 piece 

Enamelware: 8 pieces 

Lacquerware: 3 pieces 

Bronze ware: 4 pieces 

Fruit pit carving: 3 pieces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9 

pieces 

Total 63 pieces 

盒長 45.5 公分、

寬 29.3 公分、高

27.3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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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故雜

001285N000000000 

清 乾隆 紫檀博古

圖長方匣 

Sandalwood box with 

antiques design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長 45.5 公分、寬

29.3 公分、高

27.3 公分 

 

 

2.  故雜

001286N000000000 

清 瑪瑙碗 Agate bowl  

 

Qing dynasty (1644-1911) 

口徑 10 公分、

高 5.8 公分、足

徑 3.7 公分；座

徑 8.3 公分、座

高 2.5 公分；連

座高 7.2 公分 
 

 

3.  故雜

001287N000000000 

清 白玉菱角附嵌染

骨鍍金葉式盒 

 

Jade water chestnut  

With gilt leaf-shaped box 

with dyed bone inlays 

 

Qing dynasty (1644-1911) 

玉長 7.1 公分、

寬 2.8 公分、高

4.0 公分；盒長

10.0 公分、寬

5.5 公分、高 3.9

公分 

 

 

4.  故玉

005645N000000000 

5.  故雜

001288N000000000 

清 松石鹿 Turquoise deer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5.7 公分、寬

2.6 公分、高 3.8

公分；木座長寬

6.0x3.3x0.7 公分;

連座高 4.3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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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故雜

001289N000000000 

清  瑪瑙壽星 Agate god of longevity 

(shouxing)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3.75 公分、徑

約 1.2 公分；木

座徑 2.3 公分、

高 1.5 公分；連

座高 4.4 公分  

 

7.  故雜

001290N000000000 

清 紫碧璽桃式水盛 Tourmaline water holder in 

the shape of a peach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5.9 公分、寬

5.2 公分、高 3.2

公分；木座長

5.6 公分、寬 5.0

公分、高 1.1 公

分；連座高 4.1

公分 

 

 

8.  故雜

001291N000000000 

清 瑪瑙雙耳盃 Agate cup with two handles 

 

Qing dynasty (1644-1911) 

口徑 6.8 公分、

含耳長 10.2 公

分、足徑 2.6 公

分、高 4.2 公

分；木座徑 6.1

公分、高 1.1 公

分；連座高 5.2

公分 

 

 

9.  故雜

001292N000000000 

清 十八世紀 蜜蠟

五福捧壽鼻煙壺 

Amber snuff bottle with five 

bats (blessings) circling 

longevity character 

 

18th century, Qing dynasty 

高 6.7 公分 寬

4.3 公分 厚 2.0

公分 木座長 4.1

公分 寬 2.0 公分 

高 0.4 公分 連座

高 7.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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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故雜

001293N000000000 

清 松石獸 Turquoise beast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6.0 公分、寬

3.6 公分、高 2.8

公分；木座長

6.1 公分、寬 4.1

公分、高 0.8 公

分；連座高 3.4

公分 

 

 

11.  故玉

005630N000000000 

清 白玉填金荷花鼻

煙壺 

Jade snuff bottle with lotus 

design filled with gold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5.6 公分、寬

6.0 公分、厚 1.2

公分；木座長

6.0 公分、寬 5.8

公分、高 1.5 公

分；連座高 2.8

公分 

 

 

12.  故玉

005631N000000000 

清 十八世紀 玉填

金菊花鼻煙壺 

Jade snuff bottle with 

chrysanthemum design 

filled with gold 

 

18th century, Qing dynasty 

高 5.6 公分、寬

6.2 公分、厚 1.7

公分；木座長

5.7 公分、寬 6.2

公分、高 1.4 公

分；連座高 2.7

公分 

 

 

13.  故玉

005632N000000000 

清 白玉石榴 Jade pomegranate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10.0 公分、高

5.0 公分、連座

高 8.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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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故玉

005633N000000000 

清 青玉荷鷺 Jade heron and lotus leaf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4.9 公分、寬

4.5 公分、連座

高 5.2 公分 

 

 

15.  故玉

005634N000000000 

清 碧玉洗 Jade brush washer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3.1 公分、口

徑 9.1 公分 

 

 

16.  故玉

005635N000000000 

清 白玉桃 Jade peach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7.2 公分、寬

4.4 公分、高 5.0

公分；木座長

6.9 公分、寬 5.0

公分、高 3.5 公

分；連座高 8.1

公分 

 

 

17.  故玉

005636N000000000 

清 青玉雙魚 Jade paired fish 

 

Qing dynasty (1644-1911) 

玉長寬

6.6x5.6x2.7 公

分；木座長寬

7.0x6.4x1.1 公

分；連座高 3.1

公分 

 

 

18.  故玉

005637N000000000 

漢 玉璏 Jade scabbard slide 

 

Han dynasty (206 BCE-220 

CE) 

長 7.0 公分、寬

2.5 公分、高 1.7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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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故玉

005638N000000000 

清 白玉魚 Jade fish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7.4 公分、寬

3.1 公分、厚 1.0

公分；座長 7.7

公分、寬 3.3 公

分、高 1.4 公

分；連座高 2.1

公分 

 

 

20.  故玉

005639N000000000 

宋 玉帶環 

附清 雕漆人物海棠

花式盒 

Jade huan ring 

With lacquer begonia-

shaped box carved with 

figure design 

 

Jade: Song dynasty (960-

1279) 

Box: Qing dynasty (1644-

1911) 

玉長 5.45 公分、

寬 2.75 公分、厚

0.75 公分； 

盒長 7.45 公分、

寬 5.7 公分、高

3.9 公分 

 

 

21.  故漆

000463N000000000 

22.  故玉

005640N000000000 

清 青玉鳥 Jade bird 

 

Qing dynasty (1644-1911) 

玉 7.1x5.5x1.7 公

分；木座

8.0x5.6x1.2 公

分；連座高 2.2

公分 
 

 

23.  故玉

005641N000000000 

清 白玉獨角獸 Jade beast 

 

Qing dynasty (1644-1911) 

玉獸長 8.9 公

分、寬 4.8 公

分、高 4.2 公

分；座長 9.7 公

分、寬 4.8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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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高 4.3 公

分；連座高 7.6

公分 

24.  故玉

005642N000000000 

清 碧玉巧合環 Jade huan ring 

 

Qing dynasty (1644-1911) 

徑 8.1 公分、厚

2.2 公分；木座

徑 8.3 公分、高

2.9 公分；連座

高 2.9 公分  

 

25.  故玉

005643N000000000 

清 青玉桃 Jade peach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6.8 公分、寬

6.1 公分、高 4.0

公分；座長 7.6

公分、寬 6.5 公

分、高 1.9 公

分；連座高 4.6

公分 

 

 

26.  故玉

005644N000000000 

清 青玉羊 Jade goat 

 

Qing dynasty (1644-1911) 

羊長 7.6 公分、

寬 4.5 公分、高

6.6 公分；木座

長 8.3 公分、寬

4.6 公分、高

1.8；連座高 7.7

公分 

 

 

27.  故玉

005646N000000000 

清 白玉鏤雕龍紋珮 Jade pendant with 

openwork dragon design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5.1 公分、寬

2.2 公分、厚 0.7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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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故玉

005647N000000000 

清 白玉鏤雕龍紋珮 Jade pendant with 

openwork dragon design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5.0、寬 2.2、

厚 0.7 公分 

 

 

29.  故玉

005648N000000000 

清 白玉雙人 Jade paired figures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4.1 公分、寬

1.2 公分、高 4.2

公分；木座長

4.1 公分、寬 2.2

公分、高 1.9 公

分；連座高 5.6

公分 

 

 

30.  故玉

005649N000000000 

宋 白玉人 Jade figure 

 

Song dynasty (960-1279) 

長 1.9 公分、寬

1.1 公分、高 7.2

公分 

 

 

31.  故玉

005650N000000000 

清 青玉獅 Jade lion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4.5 公分、寬

3.3 公分、高 3.0

公分；木座長

5.1 公分、寬 3.6

公分、高 0.6 公

分；連座高 3.4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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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故玉

005651N000000000 

清 青玉戲嬰 Jade child at play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5.4 公分、寬

3.3 公分；木座

高 1.2 公分、寬

3.2 公分；連座

高 5.9 公分 

 

 

33.  故玉

005652N000000000 

清 白玉羊 Jade goat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3.7 公分、寬

1.7 公分、高

2.8；木座長 3.7

公分、寬 2.4 公

分、高 1.0 公

分；連座高 3.6

公分 

 

 

34.  故玉

005653N000000000 

清 白玉雕馬上封侯 Jade “Monkey on Horse”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6.9 公分、寬

3.2 公分、高 3.9

公分；木座長

7.0 公分、寬 3.8

公分、高 0.6；

連座高 4.7 公分 
 

 

35.  故玉

005654N000000000 

清 白玉小圓盒 Jade round box 

 

Qing dynasty (1644-1911) 

徑 2.4 公分、高

2.1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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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故玉

005655N000000000 

清 青玉小羊 Jade goat 

 

Qing dynasty (1644-1911) 

羊長 2.6、寬

1.6、高 0.95 公

分；木座

1.4x2.4x0.7 公

分；連座高 2.1

公分 

 

 

37.  故玉

005656N000000000 

清 白玉獸 Jade beast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2.2、寬 2.9、

厚 1.6 公分；木

座長 3.1 公分、

寬 2.3 公分、高

0.6 公分；連座

高 2.6 公分 

 

 

38.  故扇

001300N000000000 

清 陳輝祖書〈御製

詩〉 摺扇 

Hand fan with impeiral 

poem 

 

Calligraphy by Chen Huizu 

(1732-1783) 

Qing dynasty 

長 14.2 公分、展

開寬 23.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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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故扇

001301N000000000 

清 陳輝祖書〈御製

詩〉 摺扇 

Hand fan with impeiral 

poem 

 

Calligraphy by Chen Huizu 

(1732-1783) 

Qing dynasty 

長 14.2 公分 

 

 

40.  故扇

001302N000000000 

清 陳輝祖書〈御製

詩〉 摺扇 

Hand fan with impeiral 

poem 

 

Calligraphy by Chen Huizu 

(1732-1783) 

Qing dynasty 

長 14.2 公分 

 

 

41.  故扇

001303N000000000 

清 陳輝祖書〈御製

詩〉 摺扇 

Hand fan with impeiral 

poem 

 

Calligraphy by Chen Huizu 

(1732-1783) 

Qing dynasty 

長 14.2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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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故扇

001304N000000000 

清 陳輝祖書〈御製

詩〉 摺扇 

Hand fan with impeiral 

poem 

 

Calligraphy by Chen Huizu 

(1732-1783) 

Qing dynasty 

長 14.2 公分、展

開寬 23.5 公分 

 

 

43.  故扇

001305N000000000 

清 陳輝祖書〈御製

詩〉 摺扇 

Hand fan with impeiral 

poem 

 

Calligraphy by Chen Huizu 

(1732-1783) 

Qing dynasty 

長 14.2 公分、展

開寬 23.5 公分 

 

 

44.  故書

001081N000000000 

清 周興岱節書〈王

維山水論〉  卷 

Manuscript of “Theory of 

Landscape” by Wang Wei 

 

Hand scroll 

Zhou Xìngdai (1744-1809) 

Qing dynasty 

最長 17.8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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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故瓷

018164N000000000 

明 嘉靖 鬥彩嬰戲

圖杯 

Porcelain cup with children 

at play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Jiajing reign (1522-1566) 

Ming dynasty 

口徑 6.05 公分、

高 5.0 公分、足

徑 2.9 公分；木

座徑 5.0 公分、

高 1.0 公分；連

座高 5.8 公分 

 

 

46.  故琺

000906N000000000 

西洋銅胎琺瑯橢圓盒 Copper box in cloisonné 

enamels 

長 6.7 公分、寬

4.2 公分、高 2.2

公分 

 

 

47.  故琺

000907N000000000 

西洋銅胎琺瑯橢圓盒 Copper box in cloisonné 

enamels 

長 6.7 公分、寬

4.2 公分、高 2.2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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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故琺

000908N000000000 

清 銅胎掐絲琺瑯蓮

花式洗 

Copper brush washer in the 

shape of a lotus with 

cloisonné enamels  

 

Qing dynasty (1644-1911) 

琺瑯洗長 8.5 公

分、寬 5.5 公

分、高 3.5 公

分；帶銅座高

5.5 公分；帶木

座高 6.5 公分 

 

 

49.  故琺

000909N000000000 

歐洲 十九世紀初 

銅胎琺瑯嵌珠鑲錶鼻

煙盒 

Copper snuffbox with 

cloisonné enamels and 

pearl inlays 

 

Europe 

Early 19th century 

最長 8.5 公分 寬

5.1 公分 厚 2.4

公分 

 

 

50.  故琺

000910N000000000 

歐洲 十九世紀初 

銅胎琺瑯嵌珠鑲錶鼻

煙盒 

Copper snuffbox with 

cloisonné enamels and 

pearl inlays 

 

Europe 

Early 19th century 

長 8.5 公分、寬

5.1 公分、高 3.3

公分；鑰匙長

4.1 公分、寬 1.6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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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故琺

000911N000000000 

瑞士 約 1774 年 

金胎畫琺瑯鑲錶音樂

鼻煙盒 

Gold musical snuffbox in 

painted enamels mounted 

with a clock  

 

Switzerland 

Ca. 1774 

最長 8.4 公分 寬

6 公分 最厚 3.2

公分 

 

 

52.  故琺

000912N000000000 

清 乾隆 銅胎畫琺

瑯西洋人物鼻煙壺 

Copper snuff bottle with 

western figures in painted 

enamels 

 

Qianlong reign (1735-1796), 

Qing dynasty 

高 4.9 公分 寬

3.7 公分  連座

高 7.0 公分 木座

長 3.2 公分 寬

2.2 公分 高 1.1

公分 

 

 

53.  故琺

000913N000000000 

西洋銅胎畫琺瑯長方

盒 

Copper rectangular box in 

cloisonné enamels 

高 2.1 公分、 長

8.7 公分、 寬

4.5 公分 

 

 

54.  故畫

003846N000000000 

清 董誥畫〈山水〉   

卷 

Landscape 

 

Hand scroll 

Dong Gao (1740-1818)  

Qing dynasty 

最長 17.7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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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故畫

003847N000000000 

清 汪承霈畫〈花

卉〉 冊 

Flower 

 

Album  

Wang Chengpei (1736-

1805) 

Qing dynasty 

長寬 11.3x8.0 公

分、高 1.3 公

分、本幅尺寸

12.5x8.0 公分 

 

 

56.  故漆

000462N000000000 

清 乾隆 蒔繪船盒

附元至明 玉「秋

山」帶飾 

Lacquer box in the shape of 

a boat with jade belt 

ornament with "Autumn 

Mountains"  

 

Box: Qianlong reign (1736-

1795),  Qing dynasty 

Jade: Yuan to Ming dynasty 

(1271-1644)  

船盒長 13.5 公

分、寬 4.2 公

分、高 3.6 公

分；木座長 12.1

公分、寬 4.3 公

分、高 2.2 公

分；連座高 5.4

公分 

 

 

57.  故玉

006098N000000000 

玉長 5.8 公分、

寬 2.8 公分、厚

1.4 公分 

58.  故漆

000464N000000000 

清 剔紅抱琴聽松圖

小圓盒 

Lacquer box with a scene of 

holding a zither beneath 

pinetree 

 

Qing dynasty (1644-1911) 

徑 5.2 公分、高

2.6 公分；石子

徑約 4.1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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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故銅

002518N000000000 

清 仿古銅獨角獸 Bronze beast in antiquarian 

style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5.5 公分、寬

3.7 公分、高 5.6

公分；木座長

5.8 公分、寬 4.3

公分、高 1.1 公

分；連座高 6.7

公分 

 

 

60.  故銅

002519N000000000 

清 仿古銅鐓 Bronze dun sheath in 

antiquarian style 

 

Qing dynasty (1644-1911) 

口徑 2.4 公分、

底徑 2.2 公分、

高 7.9 公分；木

座徑 3.2 公分、

高 1.5 公分；連

座高 8.2 公分 

 

 

61.  故銅

002558N000000000 

清 仿古銅雙耳活環

壺 

Bronze vessel with handles 

in antiquarian style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7.5 公分 、口

徑 3.2 公分、腹

徑 5.7 公分、底

徑 3.7 公分；木

座徑 5.0 公分、

高 1.5 公分；連

座高 8.8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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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故雕

000254N000000000 

清 十八世紀 葫蘆

鼻煙壺 

Molded gourd snuff bottle 

 

18th century, Qing dynasty 

高 3.8 公分 最大

徑 3.1 公分 木座

徑 3.1 公分 高

0.8 公分 連座高

4.3 公分 
 

 

13 故雜 695 

呂-2037   

院  2003 

故雜 853 

呂-2047   

院  1942 

清  乾隆 紫檀嵌彩

瓷博古圖小櫃   

 

木櫃 2 件  

 

內含： 

玉石器 28 件 

瓷器 8 件 

琺瑯 5 件 

漆器 3 件 

銅器 10 件 

木盒 1 件 

犀角雕 1 件 

蚌殼 2 件 

書畫 12 件 

 

計 70 件 

 

Sandalwood cabinets with 

porcelain panels of antiques 

design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Sandalwood cabinet: 2 

pieces 

 

Jade, gemstone, precious 

materials: 28 pieces 

Porcelain ware: 8 pieces 

Enamelware: 5 pieces 

Lacquerware: 3 piece 

Bronze ware: 10 pieces 

Wood box: 1 piece 

Rhino horn carving: 1 piece 

Clam: 2 pieces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12 

pieces 

高 22.5 公分 長

寬 42.0x25.5 公

分 

 

高 46.4 公分 寬

42.3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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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70 pieces 

1.  故雜

000695N000000000 

清  乾隆 紫檀嵌彩

瓷博古圖小櫃 

Sandlewood cabinet with 

porcelain panels of 

antiquities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高 22.5 公分 長

寬 42.0x25.5 公

分 

  

 

2.  故玉

003691N000000000 

清 青玉老人 Jade elder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3.5 公分 寬

2.6 公分 高 13

公分 木座長 4.8

公分 寬 3.8 公分 

高 1.8 公分 連座

高 14 公分  

 

3.  故玉

003694N000000000 

清 乾隆 玉螭紋鼻

煙壺 

Jade snuff bottle with a chi 

dragon design 

 

Qianlong reign (1735-1796), 

Qing dynasty 

高 6.9 公分、寬

3.6 公分 

 

 

4.  故玉

003699N000000000 

清 青玉子母獸 Jade mother-and-cub 

beasts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4.3 公分 寬

1.9 公分 高 4.0

公分 木座長 4.9

公分 寬 2.2 公分 

高 1.6 公分 連座

高 5.3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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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故玉

003702N000000000 

清 青玉韘形珮 Jade pendant in the shape 

of a thumb ring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5.1 公分 寬

4.4 公分 厚 0.3

公分 

 

 

6.  故玉

003710N000000000 

清 白玉龍紋珮 Jade pendant with dragon 

design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寬 5.7x5.7 公

分 厚 0.5 公分 

 

 

7.  故玉

003715N000000000 

清 舊玉嬰 Jade infant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5.3 公分 寬

2.8 公分 高 2.0

公分 

 

 

8.  故玉

003717N000000000 

清 舊玉嬰 Jade infant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5.4 公分 最寬

3.2 公分 厚 1.6

公分 

 

 

9.  故玉

003728N000000000 

清 白玉龍紋珮 Jade pendant with dragon 

design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寬 5.0x4.2 公

分 

 

 

10.  故玉

003741N000000000 

清 青玉雙獸耳杯 Jade cup with beast handles 

 

Qing dynasty (1644-1911) 

口徑 7.6 公分 最

寬 12.3 公分 底

徑 4.8 公分 高

5.6 公分 木蓋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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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公分 高 4.0

公分 玉頂徑 1.9

公分 高約 1.7 公

分 連蓋高 8.5 公

分 

11.  故玉

003742N000000000 

清 青玉人 Jade figure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8.4 公分 寬

3.7 公分 高 3.3

公分 錦墊長 8.4

公分 寬 3.9 公分 

木座長 10.7 公分 

寬 5.4 公分 高

6.3 公分 連座高

6.4 公分 

 

 

 12.  故玉

003743N000000000 

清 舊玉榖紋璧 Jade bi disc with grain 

pattern 

 

Qing dynasty (1644-1911) 

徑約 13.7 公分 

厚 0.5 公分 

 

 

13.  故玉

003744N000000000 

清 碧玉榖紋璧 Jade bi disc with grain 

pattern 

 

Qing dynasty (1644-1911) 

徑 14.7 公分 厚

0.5 公分 

 

 14.  故書

000994N000000000 

清 于敏中〈臨趙孟

頫書〉 冊 

Manuscript of Calligraphy 

by Zhao Mengfu 

 

Yu Minzhong (1714-1779) 

Qing dynasty 

長寬 8.0x5.1 公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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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故瓷

018030N000000000 

清 仿廣窯 天藍方

瓷奓斗 

Porcelain pot in sky blue 

glaze imitating Guang ware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7.8 公分 口沿

邊長 9.4 公分 

 

 

16.  故琺

000813N000000000 

英國倫敦 十八世紀 

銅鍍金畫琺瑯懷錶 

Gilt bronze pocket watch 

with painted enamels 

 

London 

18th century 

直徑 6 公分 厚

3.8 公分 

 

 

17.  故琺

000814N000000000 

英國倫敦 十八世紀 

銅鍍金畫琺瑯懷錶 

Gilt bronze pocket watch 

with painted enamels 

 

London 

18th century 

直徑 6 公分 厚

3.8 公分 

 

 

18.  故畫

003777N000000000 

清 張若澄畫〈江山

春曉〉 卷 

Rivers and Mountains in 

Spring Morning 

 

Hand scroll 

Zhang Ruocheng (fl.1745-

1759) 

Qing dynasty 

高 19.8 公分 

 

 

19.  故畫

003778N000000000 

清 張宗蒼畫〈湖山

霽色〉 卷 

Lakes and Mountains in the 

Clear Sky after Rain 

 

Hand scroll 

Zhang Zongcang 

高 19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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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 dynasty (1644-1911) 

20.  故漆

000378N000000000 

清 山水蒔繪小方盒 Lacquer box with landscape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9.3 公分 寬

6.5 公分 高 4.3

公分 

 

 

21.  故漆

000379N000000000 

清 山水蒔繪小方盒 Lacquer box with landscape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9.3 公分 寬

6.5 公分 高 4.3

公分 

 

 

22.  故銅

002417N000000000 

清 小銅瓶 

 

Bronze vase 

 

Qing dynasty (1644-1911) 

口徑 2.9 公分 底

徑 3.3 公分 腹徑

4.4 公分 高 12.7

公分 木座徑 4.4

公分 高 1.8 公分 

連座高 14.0 公分  

 

23.  故銅

002418N000000000 

清 仿古銅壺 Bronze vase in antiquarian 

style 

 

Qing dynasty (1644-1911) 

口徑 2.2 公分 底

徑 2.4 公分 肩寬

4.0 公分 高 5.9

公分 木座徑 4.0

公分 高 1.4 公分 

連座高 7.2 公分  

 

24.  故銅

002419N000000000 

清 鍍金鑲松石銅齋

戒牌 

Abstinence plaque with 

turquoise inlays 

 

Qing dynasty(1644-1911) 

連穗長 38 公分 

牌長 10 公分 最

寬 5 公分 厚約

1.1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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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故銅

002420N000000000 

清 仿古金銀錯異獸

銅硯滴 

Bronze water dropper in the 

shape of a beast with gold 

and silver inlays 

 

Qing dynasty(1644-1911) 

長約 16 公分 最

寬 7.3 公分 高

6.2 公分 木座長

15.8 公分 寬 6.6

公分 高 3.3 公分 

連座高 8.7 公分 

 

 

26.  故雕

000134N000000000 

清早至中期 雕犀角

龍紋火鐮盒 

Rhinoceros horn flint case 

with dragon design 

 

Early to mid-Qing dynasty 

高約 3.0 公分 長

6.7 公分 寬 6.6

公分 

 

 

27.  故雜

000853N000000000 

清  乾隆 紫檀嵌彩

博古圖小櫃 

Sandlewood curio box with 

porcelain panels of 

antiquities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高 46.4 公分 寬

42.3 公分 

 

 

28.  故雜

000854N000000000 

 

明 白玉螭紋連環珮

附清 紫檀嵌白玉蟠

螭橢圓盒 

Jade pendant with linked 

rings and chi dragon design 

With sandalwood box with 

jade inlay of coiling chi 

dragons 

 

Jade: Ming dynasty (1368-

1644) 

Box: Qing dynasty (1644-

盒長 12.8 公分、

寬 8.1 公分、最

厚 5 公分 

 

 

 

29.  故玉

004298N000000000 

玉全長 7.9 公

分、 徑 5.9 公

分、最厚 2.5 公

分、打開後全長

11.4 公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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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31.  故雜

000856N000000000 

清 乾隆 玻璃胎畫

琺瑯金地纏枝花卉鼻

煙壺 

Glass snuff bottle with 

painted enamel rendering 

of floral scrolls on a gold 

ground  

 

Qianlong reign (1735-1796), 

Qing dynasty 

高 5 公分 寬 3.4

公分 

 

 

32.  故雜

000857N000000000 

清 蚌殼 Clam shell 

 

Qing dynasty (1644-1911) 

橫長 6.7 公分 

 

 

33.  故雜

000858N000000000 

清 蚌殼 Clam shell 

 

Qing dynasty (1644-1911) 

橫長 6.7 公分 

 

 

34.  故雜

000859N000000000 

清 西洋鍍金嵌錶轉

花瓶 

Gilt vase with a clock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16 公分 寬

5.8 公分 最厚

3.4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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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故玉

004295N000000000 

清 乾隆 青玉蒜頭

瓶 

Jade vase with garlic-

shaped head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高 8.6 公分 腹部

長寬 5.4x4.7 公

分 口徑 1.5 公分 

木座高 1.8 公分 

長 5.5 公分 寬

4.5 公分 連座高

10.4 公分 

 

 

36.  故玉

004296N000000000 

清 青玉雙耳扁瓶 Jade vase with handles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12.5 公分 寬

4.3 公分 厚 1.9

公分 連座高

12.6 公分    

 

37.  故玉

004297N000000000 

清 十八世紀 玉荔

枝鼻煙壺 

Jade snuff bottle in the 

shape of lychee 

 

18th century, Qing dynasty 

全長 6.6 公分、

寬 3.9 公分 

 

 

38.  故玉

004299N000000000 

清 白玉鏤花螭紋雞

心珮 

Jade pendant with 

openwork chi dragon design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5.7 公分 寬

4.5 公分 厚 0.7

公分 

 

 

39.  故玉

004300N000000000 

清 青玉鏤花螭紋雞

心珮 

Jade pendant with 

openwork chi dragon design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5.3 公分 寬

3.9 公分 厚 0.5

公分橫長 5.2 公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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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故玉

004301N000000000 

清 乾隆 青玉單耳

方杯 

Jade cup with a handle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連座高 6.7 公分 

長 10.1 公分 寬

6.4 公分 高 4.9

公分  

 

41.  故玉

004302N000000000 

清 改刀仿古動物面

紋玉圭 

Modefied jade tablet with 

animal pattern in 

antiquarian style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18 公分 寬

6.5 公分 厚 1.6

公分 

 

 

42.  故玉

004303N000000000 

清 青玉痕都斯坦式

海棠花形洗 

Jade begonia-shaped brush 

washer  

 

Qing dynasty (1644-1911) 

橫長 10.6 公分 

縱長 7.9 公分 

 

 

43.  故玉

004304N000000000 

清 白玉手串十八子 Jade bracelet with eighteen 

beads 

 

Qing dynasty (1644-1911) 

全長約 38.5 公分 

 

 

44.  故玉

004305N000000000 

清 白玉鏤龍紋雞心

珮 

Jade pendant with 

openwork dragon design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5.6 公分 寬

4.9 公分 厚 0.5

公分 

 

 

45.  故玉

004306N000000000 

清 青玉人物山子 Jade miniature mountain 

with figures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寬 6.5x5.8 公

分 厚 3 公分 連

座高 10.0 公分  

木座 6.8x4.2 公

分 厚 2.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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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故玉

004307N000000000 

清 乾隆 白玉乾卦

斧 

Jade axe with qian trigram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長 8.4 公分 寬

4.5 公分 厚 0.8

公分 

 

 

47.  故玉

004308N000000000 

清 十八世紀 玉佛

手鼻煙壺 

Jade snuff bottle in the 

shape of a Buddha’s hand 

citron 

 

18th century, Qing dynasty 

全高 6.3 公分、

寬 4.12 公分 

 

 

48.  故玉

004309N000000000 

宋 玉乳丁紋璧 Jade bi disc with knob 

pattern 

 

Song dynasty (960-1279) 

徑 16 公分 內徑

3.5 公分 厚 0.6

公分 

  
 

49.  故玉

004310N000000000 

清 黃玉螭紋璧 Jade bi disc with chi dragon 

design 

 

Qing dynasty (1644-1911) 

徑 13 公分 內徑

4.3 公分 厚 0.5

公分 

 

50.  故瓷

018083N000000000 

清 萬曆款 青花萬

壽齊天雙獸耳杯 

Porcelain cup with beast 

handles, symbols of 

longevity, and Wanli reign 

mark in underglaze blue 

 

Qing dynasty (1644-1911) 

口徑 6.9 公分 含

耳長 9.7 公分 高

4.3 公分 底徑

3.2 公分 木座徑

5.8 公分 高 0.6

公分 連座高 4.9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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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故瓷

018084N000000000 

明 廣窯 鈞釉天藍

貫耳瓶 

Porcelain vase with tubular 

lug handles in sky blue glaze 

 

Guang ware 

Ming dynasty (1368-1644) 

高 9.2 公分 口徑

1.8 公分 底徑

2.5 公分 腹徑

4.6 公分 木座徑

4.1 公分 高 0.6

公分 連座高 9.6

公分 

 

 

52.  故瓷

018085N000000000 

明 廣窯 鈞釉天藍

貫耳瓷瓶 

Porcelain vase with tubular 

lug handles in sky blue glaze 

 

Guang ware 

Ming dynasty (1368-1644) 

高 9.2 公分 口徑

1.8 公分 底徑

2.5 公分 腹徑

4.7 公分 木座徑

4.1 公分 高 0.8

公分 連座高 9.8

公分 

 

 

53.  故瓷

018086N000000000 

南宋 脩內司官窯 

粉青五角瓷筆洗 

Porcelain brush washer 

with five angles in light 

bluish-green glaze 

 

Xiuneisi Guan ware 

Southern Song dynasty 

(1127-1279) 

橫長 11.2 公分 

寬 9.8 公分 高

2.7 公分 

 

 

54.  故瓷

018087N000000000 

明 釉裏紅三魚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three 

fish design in overglaze red 

 

Ming dynasty (1368-1644) 

口徑 7.3 公分 高

3.7 公分 木座長

17 公分 寬 7.8

公分 高 2.8 公分 

連座高 4.8 公分 

 

 



皇帝的多寶格展覽清冊                        

109 

 

55.  故瓷

018088N000000000 

明 釉裏紅三魚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three 

fish design in overglaze red 

 

Ming dynasty (1368-1644) 

口徑 7.3 公分 高

3.7 公分 

56.  故瓷

018089N000000000 

清 青花雙鳳錐把瓶 Porcelain vase with paired 

phoenixes design in 

underglaze blue imitating 

Xuande ware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9.5 公分 最大

徑 5 公分 連座

高 9.8 公分  木

座徑 4.9 公分 高

0.8 公分  

 

57.  故琺

000839N000000000 

清 銅胎畫琺瑯雲龍

戲珠玉壺春瓶 

Copper yuhuchun vase with 

two dragons chasing pearls 

among clouds in painted 

enamels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10.5 公分 底徑

4.1 公分 口徑 3.6 公

分 腹徑 6.8 公分 木

座徑 6.4 公分 高 2.1

公分 連座高 12.4 公

分 

 

 

58.  故琺

000840N000000000 

清 銅胎掐絲琺瑯五

彩轉枝花蒜頭瓶 

Copper garlic-head vase 

with floral scrolls in 

cloisonné enamels 

 

Qing dynasty (1644-1911) 

器高 7.85 公分 

最寬 4 公分 連

座高 10.0 公分 

木座高 2.2 公分 

座徑 4.6 公分 
 

 

59.  故帖

000276N000000000 

清 乾隆御書〈璿璣

仙藻〉墨刻 冊 

Rubbing of Imperial Writing 

“Xuan Ji Xian Zao”  

  

Album  

Emperor Qianlong (1711-

長 20.6 公分 寬

9.8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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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9) 

Qing dynasty 

60.  故書

001025N000000000 

清 仁宗御書〈敕幾

慎德〉 冊 

Impeiral Writing “Chi Ji Shen 

De” 

 

Album 

Emperor Jiaqing (1760-

1820) 

Qing dynasty 

長 11 公分 寬

8.8 公分 

 

 

61.  故書

001026N000000000 

清 嘉慶御書左傳

〈齊晏嬰諫禳彗〉  

冊 

Imperial Writing of “Yan 

Ying of Qi Admonished 

Against Sarcrifice for a 

Comet ” from The Zuo 

Tradition 

 

Album 

Emperor Jiaqing (1760-

1820) 

Qing dynasty 

長 20.6 公分 寬

10.5 公分 

 

 

62.  故書

001027N000000000 

清 嘉慶御書左傳

〈楚武王侵隨〉 冊 

Imperial Writing of “King 

Wu of Chu Invaded Sui” 

from The Zuo Tradition 

 

Album 

Emperor Jiaqing (1760-

1820) 

長 20.8 公分 寬

10.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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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 dynasty 

63.  故書

001028N000000000 

清 嘉慶御書〈鄒鳴

雷與王穉登書〉 軸 

Imperial Writing of “Works 

by Zou Minglei and Wang 

Zhideng” 

 

Hanging scroll 

Emperor Jiaqing (1760-

1820) 

Qing dynasty 

長 7.4 公分(連軸

頭) 

 

 

64.  故書

001029N000000000 

清 王際華書高宗御

題〈居莭品茶圖十

詠〉 冊 

Manuscript of Impeiral 

Writing of “Ten Praises of 

Tasting Tea by Ju Jie” 

 

Album leaf 

Wang Jihua (1717-1776) , 

Qing dynasty 

長 12.8 公分 寬

9.8 公分 

 

 

65.  故畫

003800N000000000 

清 錢維城畫〈杉磴

松橋〉 卷 

Firs, Cliffs, Pines and Bridge 

 

Hand scroll 

Qian Weichang (1720-

1772), Qing dynasty 

長 18.7 公分 

 

 

66.  故畫

003801N000000000 

清 錢維城畫〈雲嵐

烟塢〉 卷 

Clouds and Mists Among 

Village 

 

Hand scroll 

Qian Weichang (1720-

長 18.8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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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2), Qing dynasty 

67.  故畫

003802N000000000 

清 袁瑛畫〈山水〉  

冊 

Landscape 

 

Album leaf 

Yuan Ying,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12.6 公分 寬

9.6 公分 

 

 

68.  故銅

002460N000000000 

清 乾隆 雙耳方銅

鼎 

Bronze ding cauldron with 

handles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銅鼎腹長 7.1 公

分 寬 5.5 公分 

連座通高 12.5 公

分 木座長 7.5 公

分 寬 6 公分 

 

 

69.  故銅

002461N000000000 

宋 嵌金銀銅鳧尊 Bronze zun vessel in the 

shape of a waterfowl with 

gold and silver inlays 

 

Song dynasty (960-1279) 

全長 11.6 公分 

寬 5.1 公分 高

9.4 公分 木座長

6.4x6.4 公分 高

1.8 公分 連座高

10.3 公分 

 

 

70.  故銅

002462N000000000 

明 龍首雙耳四足銅

爐 

Bronze censer on four feet 

with dragon-head handles 

 

Ming dynasty (1368-1644) 

高 6.6 公分 長

11.6 公分 寬

10.6 公分 木座

長 11.3 公分 寬

8.8 公分 高 1.3

公分 連座高 8.2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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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故銅

002463N000000000 

明 銅獸耳鈁 Bronze fang vessel with 

beast handles 

 

Ming dynasty (1368-1644) 

連座高 9.2 公分 

最寬 3.85 公分 

口徑長寬 2x2.1

公分 木座長寬

3.7x3.5 公分 木

座高 2 公分 

 

 

 

 

 

三、藏物格架 

14 崑-226 

 

清 乾隆 多寶格 

珍玩共 24 件 

 

玉石器 11件 

瓷器 12件 

銅器 1件 

Curio box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24 pieces of curios  

With 

Jade and stone ware: 11 pieces 

Porcelain ware: 12 pieces 

Bronze ware: 1 piece 

 

1.  故玉

001331N000000000 

清 白玉雙耳盃 Jade cup with handles 

 

Qing dynasty (1644-1911) 

全高 6.6 公分 足

徑 3.6 公分 口徑

6.7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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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故玉

002830N000000000 

清 青玉瓶 Jade vase 

 

Qing dynasty (1644-1911) 

全高 11 公分 肩

寬 6.8 公分 口徑

3.2 公分 底徑 4.1

公分  

 

3.  故玉

002938N000000000 

清 白玉獸 Jade beast 

 

Qing dynasty (1644-1911) 

全高 5.5 公分 寬

6.2 公分 

 

 

4.  故玉

002939N000000000 

南宋至元 桃式水

盛 

Jade water holder in the 

shape of a peach 

 

Southern Song to Yuan 

dynasty (1127-1368) 

全高 5.2 公分 長

11.4 公分 寬 6.9

公分 

 

 

5.  故玉

002940N000000000 

清 白玉雙劍擺飾 Jade ornament of conjoined 

swords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18.5 公分 寬

5.75 公分 厚 0.8

公分 

 

 

6.  故玉

003340N000000000 

明 白玉碗 Jade bowl 

 

Ming dynasty (1368-1644) 

全高 5.2 公分 口

徑 10.9 公分 底徑

5.1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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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故玉

003341N000000000 

明 玉洗 Jade brush washer 

 

Ming dynasty (1368-1644) 

全高 3.6 公分 口

徑 13.6 公分 

 

 

8.  故玉

003342N000000000 

遼至金 玉蓮瓣紋

碗 

Jade bowl with lotus petal 

pattern 

 

Liao to Jin dynasty (907-

1234)  

全高 5.4 公分 口

徑 11.4 公分 底徑

6.6 公分 

 

 

9.  故玉

003349N000000000 

明 玉瑗 Jade yuan ring 

 

Ming dynasty (1368-1644) 

肉中部厚 1.4 公分 

徑 11.2 公分 孔徑

5.1 公分 

 

 

10.  故玉

003580N000000000 

明清 十七世紀 

玉螭虎觥 

Jade gong vessel with chi 

tiger relief  

 

17th century, Ming to Qing 

dynasty 

通高 17.6 公分 口

徑 9.1x5.8 公分 

 

 

11.  故玉

003581N000000000 

清 玉洗 Jade brush washer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3 公分 長 11.6

公分 寬 10.4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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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故瓷

005176N000000000 

北宋 十一世紀末

至十二世紀初 汝

窯 青瓷洗 

Porcelain brush washer in 

celadon glaze 

 

Ru ware 

Late 11th-early 12th century, 

Northern Song dynasty 

高 4.7 公分 口徑

15.9 公分 底徑

13.4 公分 
 

於第三

單元展

出 

13.  故瓷

007755N000000000 

宋 龍泉窯 粉青

圓盤 

Porcelain round dish in light 

bluish-green glaze 

 

Longquan ware 

Song dynasty (960-1279) 

高 4.2 公分 口徑

16.5 公分 底徑

10.5 公分 

 

 

14.  故瓷

008712N000000000 

南宋至元 十二世

紀至十四世紀 青

瓷葵花式洗 

Porcelain hibiscus-rimmed 

brush washer in celadon 

glaze 

 

12th to 14th century, 

Southern Song to Yuan 

dynasty  

高 3.2 公分 口徑

12 公分 底徑 9.5

公分 

 

 

15.  故瓷

011355N000000000 

明 白瓷蓮瓣蓋罐 Porcelain lidded jar with 

lotus petal design in white 

glaze 

 

Ming dynasty (1368-1644) 

高 6.7 公分 通高

8.5 公分 口徑 5.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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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故瓷

013966N000000000 

清 十八世紀 青

瓷貫耳穿帶壺 

Porcelain vase with tubular 

lug handles in celadon glaze 

 

18th cemtury, Qing dynasty 

高 22.4 公分 口徑

8.5*6.8 公分 

 

 

17.  故瓷

016064N000000000 

清 十八世紀 青

花加彩花卉渣斗 

Porcelain pot with flower 

design in underglaze blue 

and polychrome enamels 

 

18th cemtury, Qing dynasty 

高 10.6 公分 口徑

14.1 公分 底徑

7.7 公分 

 

 

18.  故瓷

017663N000000000 

明 宣德 青花纏

枝蓮紋三足爐 

Porcelain tripod censer with 

lotus scrolls in underglaze 

blue 

 

Xuande reign (1426-1435), 

Ming dynasty 

高 12.5 公分 口徑

15.1 公分 足徑

14.3 公分 深 9.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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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故瓷

017680N000000000 

清 十七至十八世

紀 成化款青花雲

龍紋瓶 

Porcelain vase with cloud 

and dragon design and 

Chenghua mark in 

underglaze blue 

 

17th to 18th century, Qing 

dynasty  

高 17.3 公分 口徑

3.3 公分 

 

 

20.  故瓷

017703N000000000 

清 十八世紀 青

瓷觚 

Porcelain gu vase in celadon 

glaze 

 

18th century, Qing dynasty 

高 17 公分 口徑

15.3 公分 

 

 

21.  故瓷

017825N000000000 

明 十七世紀 白

瓷三繫竹節把壺 

Porcelain teapot with three-

knots and bamboo-shaped 

handle in white glaze  

 

17th century, Ming dynasty 

高 11.0 公分 口徑

4.0 公分 足徑

12.8 公分 

 

 

 

22.  故瓷

017850N000000000 

北宋 十一世紀末

至十二世紀初 汝

窯 青瓷碟   

Porcelain dish in celadon 

glaze 

 

Ru ware 

Late 11th to early 12th century, 

Northern Song dynasty 

高 3.8 公分 口徑

15.5 公分 

 

 

23.  故瓷

017857N000000000 

清 十八世紀 仿

汝釉奉華尊 

Porcelain zun vessel with 

“feng hua” inscription in 

glaze imitating Ru ware 

 

高 16.3 公分 口徑

13.2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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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th century, Qing dynasty 

(1644-1911) 

24.  故銅

001938N000000000 

仿商癸觚 Shang-style bronze gu vase 

of Gui 

口 13.3 公分 足

8.8 公分 高 17.5

公分 

 

 

15 
呂-1804 

清 乾隆 博古格  

珍玩共 125 件 

 

玉石器 79 件 

瓷器 25 件 

琺瑯 2 件 

漆器 3 件 

銅器 13 件 

書畫 3 件 

Curio box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125 pieces of curios 

With  

Jade and stone ware: 79 pieces 

Porcelain ware: 25 pieces 

Enamelware: 2 piece 

Lacquerware: 3 piece 

Bronze ware: 13 pieces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3 pieces 

 

1.  玉璧三件   

附嘉慶皇帝御書三

件與嵌玉棕櫚木四

層蓋盒   

Three jade bi discs  

 

With three imperial 

故玉 002109 

呂-1804-20 

漢 舊玉系璧 

 

故玉 002109N1-N2 

嘉慶 御書周子拙賦、嵌

玉棕櫚木四層蓋盒 

Jade bi disc 

 

Han dynasty (206 BCE-220 

CE) 

外徑 4.63 公分 孔

徑 1.8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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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ritings and three-

tiered palm wood 

box with jade inlay  

 

Box: Qing dynasty 

(1644-1911) 

Album: Jiaqing reign 

(1796-1820), Qing 

dynasty 

故玉 002110N1 

呂-1804-20   

嘉慶 御書蕭子良

三銘 

   

3.  故玉 002111 

呂-1804-20 

戰國 舊玉系璧 

 

故玉 002110N1 

嘉慶 御書戴復古題畫詩 

Jade bi disc 

 

Warring States Period (475-

221 BCE) 

外徑 4.72 公分 孔

徑 3.25 公分 

 

4.  故玉 002135  

呂-1804-45  

元 墨玉牧羝器架 Jade stand in the shape of a 

ram with rider 

 

Yuan dynasty (1271-1368) 

全高 11.7 公分 長

16.3 公分 

 

 

5.  故玉 005658 

故書 001082 

故漆 000465 

呂-1804-58   

漢 玉環   

附清御筆〈怡情宣

翰〉冊與雕漆圓盒   

Jade huan ring  

with Imperial writing of “Yi 

qing xuan han” and carved 

lacquer round box 

 

Jade: Han dynasty (206 BCE-

220 CE) 

Album and box: Qing 

dynasty (1644-1911) 

玉：外徑 6.2 公

分、內徑 2.2 公

分、厚 0.6 公分；

木座徑 6.2 公分、 

高 0.8 公分；冊

頁：長 4.2 公分、

寬 4.1 公分、厚

0.7 公分；盒徑

7.8 公分、高 4.1

公分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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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故玉 005660 

呂-1804-81   

清 白玉雙耳杯 Jade cup with handles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含耳)14.8 公分 

口徑 8.7 公分 高

7.2 公分 通高(含

木座)8.9 公分、

木座徑 8.2 公分 

高 3.1 公分 

 

 

9.  故玉 005661 

呂-1804-68   

清 白玉杯 

 

Jade cup  

 

Qing dynasty (1644-1911) 

口徑 7.1 公分 足

徑 3.7 公分 高 

5.3 公分 通高(含

漆座)8.9 公分、

漆座徑 7.9 公分 

高 4.9 公分  

 

10.  故玉 005662 

呂-1804-66 

明清 十七世紀 

蟠螭玉雙管瓶   

Jade double-tube vase with 

coiled dragons 

 

17th century, Ming to Qing 

dynasty 

高 18.5 公分 口徑

9.0 公分 底徑 7.6

公分 通高(含木

座)21.0 公分 、

木座長 10.8 公分 

最寬 6.2 公分 高

7.6 公分 

 

 

11.  故玉 005663 

呂-1804-63   

漢 玉管   Jade tube 

Han dynasty (206 BCE-220 

CE) 

玉口徑 6.6 公分 

高約 6.5 公分 通

高(含木座)8.0 公

分、琺瑯內胆直

徑 5.6 公分 高 6.2

公分 底徑 5.0 公

分、木座直徑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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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高 2.3 公分 

12.  故玉 005664 

故漆 000466 

呂-1804-46  

新石器時代晚期 

耳飾玦 

附明十六世紀中晚

期填漆雲龍紋小圓

罐 

Jade jue earring  

With lacquer round box with 

dragon and cloud design  

 

Jade: late Neolithic period 

Box: mid to late 16th century, 

Ming dynasty 

玉：徑 3.4 公分、

高 2.7 公分；罐口

徑 5.1 公分、腹寬

6.4 公分、底徑

6.3 公分、高 4.5

公分、通高 5.7 公

分 

 

 

13.  

 

 

14.  故玉 005665 

呂-1804-79 

良渚文化 玉蚩尤

環 

Jade “chiyou” bracelet 

 

Liangzhu culture (ca. 3300-

2300 BCE) 

外徑 10.7 公分 內

徑 6.6 公分 厚 1.6

公分 通高(含木

座)5.3 公分、木

座徑 10.8 公分 高

4.5 公分 

 

 

15.  故玉 005666 

呂-1804-46   

春秋晚期 西元前

五世紀 玉銎斧 

Jade axe 

5th century BC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長 13 公分 寬 4.5

公分 厚 1.4 公分 

通高(含木座)6.2

公分、木座長

13.3 公分 最寬

4.3 公分 高 3.2 公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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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故玉 005667 

呂-1804-72   

明清 玉佛山 Jade mountain with Buddha 

 

Ming to Qing dynasty (1368-

1911) 

寬 8.7 公分 高約

6 公分 厚約 3.1

公分 通高(含木

座 7.7 公分、木座

高 1.5 公分 底徑

9.7x4.4 公分 
 

 

17.  故玉 005669N1 

呂-1804-83 

漢 玉瑞獸之木

座、木盒、木屜 

 木座高 2.1 公分 底徑

5.3x7.6 公分、木盒長

寬高 6.2x8.5x6.3 公

分 、木屜長寬高

6.2x8.5x2.4 公分  

 

18.  故玉 005671 

呂-1804-87   

清 白玉杯 Jade cup  

 

Qing dynasty (1644-1911) 

玉杯高約 4.9 公分 徑

約 8.1 公分 底徑約

4.4 公分 通高(含木

座)約 9.2 公分、木座

高約 5.1 公分 底徑約

6.3 公分  

 

19.  故玉 005672 

呂-1804-53   

清 玉獸 附木盒 Jade beast with wood box 

 

Qing dynasty (1644-1911) 

玉獸長 3.6 公分 寬

2.2 公分 高 3.2 公

分 通高(含木座)4.1

公分、木座長 5.9

公分 寬 4.1 公分 

高 0.9 公分、木盒

長 8.9 公分 寬 6.6

公分 高 6.6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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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故玉 005673 

呂-1804-75 

明清 十五至十八

世紀 玉印 附木

匣 

Jade seal with wood box 

 

15th to 18th century, Ming to 

Qing dynasty 

玉印高 5.2 公分 印面

縱長 3 公分 橫長 2.5

公分、玉印之木座高

1.9 公分 縱長 3.5 公

分 橫長 3 公分、玉

印通高(含木座)約 6.9

公分、木匣長 6 公分 

寬 4.7 公分 高 8.6 公

分、木匣之木座底長

7.1 公分 寬 5.7 公分 

高 2.4 公分、木匣通

高(含木座)約 11.3 公

分 

 

 

21.  故玉 005674 

呂-1804-69   

明 青玉仿古琮式

筆洗 

Jade brush washer in 

antiquarian style 

 

Ming dynasty (1368-1644) 

底徑約 10.3 公分 最

寬處約 0.9 公分 高

5.1 公分 通高(含木

座)約 8 公分、木座底

部約 11.2x11 公分 高

約 3.1 公分 

 

 

22.  故玉 005675 

呂-1804-50 

清 白玉洗 Jade brush washer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9.8 公分 寬 9.1

公分 最高 5.4 公

分 通高(含木座)7

公分、木座

10.1x9.5 公分 高

2.3 公分  

 



皇帝的多寶格展覽清冊                        

125 

 

23.  故玉 005678 

呂-1804-86   

漢 玉扳指 Jade thumb ring 

 

Han dynasty (206 BCE-220 

CE) 

外徑 3.5 公分 內

徑 2.7 公分 高 3.3

公分 通高(含木

座)3.8 公分、木

座徑 3.5 公分 高

0.5 公分  

 

24.  故玉 005679 

故雜 001295 

呂-1804-56   

漢  玉鳥形珮 

附清 蜜蠟盒   

Jade pandent in the shape of 

a bird with agate box 

 

Jade: Han dynasty (206 BCE-

220 CE) 

Box: Qing dynasty (1644-

1911) 

玉：長 3.3 公分、

寬 1.6 公分、高

1.0 公分；盒：長

4.8 公分、寬 3.6

公分、高 2.2 公

分、通高 3.5 公分 

 

  

 

25.  

26.  故玉 005680 

故漆 000467 

呂-1804-85 

漢 玉虎墜 

附清雕蓮紋漆盒 

Jade pandent in the shape of 

a tiger with lacquer box 

carved with lotus design 

 

Jade: Han dynasty (206 BCE-

220 CE) 

Box: Qing dynasty (1644-

1911) 

玉：長 2.3 公分、

寬 1.2 公分、高

1.1 公分、木座寬

3.1 公分；盒直徑

4 公分、高 2.5 公

分、通高 4.5 公

分、木座直徑 4.9

公分、高 1.5 公分 

 

 

27.  

28.  故玉 005681 

呂-1804-54   

龍山文化晚期至二

里頭文化 玉圭 

附清 木匣 

Jade gui tablet with wood 

box 

 

Jade: Late Longshan to 

Erlitou culture (ca. 2200-

長 17.2 公分 最寬處 5.3

公分 最厚處 0.8 公分 

含穗長 49.5 公分、錦袱

30x28.5 公分、木匣長

19.5 公分 寬 9.4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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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BCE) 

Box: Qing dynasty (1644-

1911) 

高 4.0 公分 

  

29.  故玉 005682 

呂-1804-62 

漢 玉豬 Jade pig 

 

Han dynasty (206 BCE-220 

CE) 

長 10.6 公分 寬 3.1 公

分 高 2.8 公分 通高

4.9(含木座)公分、木座

長 11.9 公分 寬 3.4 公

分 高 2.5 公分 

 

 

30.  故玉 005683 

呂-1804-82   

清 白玉獸耳雙觥   Jade gong conjoined vessels 

with beast handles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7.4 公分 最寬 7.5 公

分 高 8.4 公分 通高(含

木座)約 9.7 公分、木座

長 8.4 公分 寬 7.9 公分 

高 1.7 公分  

 

31.  故玉 005684 

呂-1804-67   

漢 玉山 Jade mountain 

 

Han dynasty (206 BCE-220 

CE) 

長 6.6 公分 寬 3.3 公

分 高 6.0 公分 通高

(含木座)8 公分、木

座長 7.7 公分 寬 4.4

公分 高 2.2 公分  

 

32.  故玉 005700   

呂-1804-36 

清 白玉高足碗 Jade stem bowl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7.2 公分 口徑

9.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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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故玉 005701 

呂-1804-32 

清 白玉碗   Jade bowl 

 

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 6.3 公分 口徑

8.9 公分 

 

 

34.  故玉 005786 

呂-1804-14 

清 十五至十八世

紀 半截玉觚   

Jade half gu vessel 

 

15th to 18th century, Ming to 

Qing dynasty  

全高 8.3 公分 口

徑 8.6 公分 

 

 

35.  故玉 005787 

呂-1804-26 

清 玉璧 附木架 

 

Jade bi disc with wood stand 

 

Qing dynasty (1644-1911) 

全徑 11.5 公分 

 

 

36.  故玉 005788 

呂-1804-19   

清 小玉筒   

 

Jade pot 

 

Qing dynasty (1644-1911) 

全徑 4.6 公分 

  

 

37.  故玉 005789 

呂-1804-22   

清 玉璜槓頭 Jade tube 

 

Qing dynasty (1644-1911) 

全徑 8.9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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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故玉 005790 

呂-1804-38 

清 玉桃形洗 Jade brush washer in the 

shape of a peach 

 

Qing dynasty (1644-1911) 

底長 12.2 公分 最寬

處約 8.8 公分 口徑長

約 11 公分 高約 4 公

分 木座長 12.7 公分 

寬約 9.3 公分 高約

1.6 公分 通高(含木

座)約 6.6 公分 

 

 

39.  故玉 005791 

呂-1804-9   

清 玉小獅 附嵌

玉木盒 

Jade lion with jade-inlaid 

wood box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3.6 公分 高 6 公分 

最寬 3.4 公分 木盒高

6.5 公分 寬 7.9 公分 

長 6.3 公分 嵌玉長

4.6 公分 寬 3.3 公分 

厚 0.7 公分 

 

 

 

40.  故玉 005792~5811 

故書 001090 

玉獸二十件 附嘉

慶皇帝御書〈程子

四箴〉與日本蒔繪

漆盒 

 

Twenty jade beasts 

故玉 005792 

呂-1804-33 

清 玉犬形墜   

Jade pendant in the shape of 

a dog 

 

Qing dynasty (1644-1911) 

最長 3.5 公分 寬

1.4 公分 高 2.1 公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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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with imperial writing 

of “Four Admonitions 

by Cheng Yi” and 

Japanese makie 

lacquer box 

 

Album: Jiaqing reign 

(1796-1820), Qing 

dynasty  

  

  

 

故玉 005793 

呂-1804-33   

南宋 玉鹿   

Jade deer 

 

Southern Song dynasty 

(1127-1279 CE) 

長 3.5 公分 寬 1

公分 高 2 公分 

 

 

42.  故玉 005794 

呂-1804-33 

清 玉獸形墜 

Jade pendant in the shape of 

a beast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3.1 公分 寬 1.5

公分 高 2.4 公分 

 

 

43.  故玉 005795 

呂-1804-33 

清 玉犬形墜 

Jade pendant in the shape of 

a dog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3.2 公分 寬 1.4

公分 高 2 公分 

 

 

44.  故玉 005796 

呂-1804-33   

清 玉犬形墜 

Jade pendant in the shape of 

a dog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3.6 公分 寬 2

公分 高 1.8 公分 

 

 

45.  故玉 005797 

呂-1804-33   

清 玉羊形墜   

Jade pendant in the shape of 

a goat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2.7 公分 寬 1.1

公分 高 2.5 公分 

 

 

46.  故玉 005798 

呂-1804-33 

清 玉馬形墜 

Jade pendant in the shape of 

a horse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3.6 公分 寬 1.6

公分 高 2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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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故玉 005799 

呂-1804-33 

清 玉獸形墜   

Jade pendant in the shape of 

a beast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3 公分 寬 1.3

公分 高 2.1 公分 

 

 

48.  故玉 005800 

呂-1804-33   

清 玉犬形墜   

Jade pendant in the shape of 

a dog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3.1 公分 寬 1.5

公分 高 1.3 公分 

 

 

49.  故玉 005801   

呂-1804-33   

清 玉獸 

Jade beast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2 公分 寬 1.5

公分 高 1.2 公分 

 

 

50.  故玉 005802 

呂-1804-33   

清 玉獸形墜 

Jade pendant in the shape of 

a beast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2.8 公分 寬 1.5

公分 高 2.2 公分 

 

 

51.  故玉 005803 

呂-1804-33   

清 玉獸形墜 

Jade pendant in the shape of 

a beast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3.1 公分 寬 1.5

公分 高 1.8 公分 

 

 

52.  故玉 005804 

呂-1804-33   

清 玉羊形墜   

Jade pendant in the shape of 

a goat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3 公分 寬 1.4

公分 高 2 公分 

 

 

53.  故玉 005805 

呂-1804-33   

清 玉犬形墜 

Jade pendant in the shape of 

a dog 

 

長 3.4 公分 寬 2.2

公分 高 1.7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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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 dynasty (1644-1911) 

54.  故玉 005808 

呂-1804-33 

清 玉獸形墜 

Jade pendant in the shape of 

a beast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3.4 公分 寬 1.3

公分 高 1.9 公分 

 

 

55.  故玉 005809 

呂-1804-33 

清 玉獸形墜 

Jade pendant in the shape of 

a beast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2.9 公分 寬 1.8

公分 高 1.7 公分 

 

 

56.  故玉 005810 

呂-1804-33 

清 玉獸形墜   

Jade pendant in the shape of 

a beast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2.2 公分 寬 1.4

公分 高 1.5 公分 

 

 

57.  故玉 005811 

呂-1804-33 

清 玉獸形墜 

 

Jade pendant in the shape of 

a beast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3.4 公分 寬 1.2

公分 高 2.3 公分 

 

 

58.   故書 001090 

呂-1804-33 

清 嘉慶 御書

〈程子四箴〉冊 

Imperial writing of “Four 

Admonitions by Cheng Yi” 

album 

 

Jiaqing reign (1760-1820), 

Qing dynasty 

長 21 公分 高 9

公分 厚 1.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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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故玉 005812 

呂-1804-43   

清 玉水盛   Jade water holder 

 

Qing dynasty (1644-1911) 

外徑 5.4 公分 口徑約

1.6 公分 高約 2.6 公分 

木座徑 5.3 公分 高約

0.8 公分 通高(含木座)

約 2.9 公分 

 

 

60.  故玉 005813 

呂-1804-11   

清 乾隆 玉雙瓶

式書鎮 

Jade paperweight in the 

shape of two vases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展開全長 16.5 公分 寬

約 2.8 公分 高約 3.6 公

分 木座長 9.5 公分 寬

4.3 公分 高 5 公分 含

木座高約 11.5 公分 

 

 

61.  玉十件 附紫檀木匣 

Ten jades with 

sandalwood case 

  

  

  

  

  

  

故玉 005815 

呂-1804-1   

清 舊玉穿帶   

Jade ornament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5.0 公分 寬 2.0 公

分 高 1.2 公分 木匣

長 20.5 寬 8.3 公分 

高 3.6 公分 

 

 

 

62.  故玉 005816 

呂-1804-1 

清 舊玉畸形墜 

Jade pendant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4.5 公分 寬 2.0

公分 高 1.7 公分 

 

 

63.  故玉 005817 

呂-1804-1   

清 舊玉螭虎墜 

Jade pendant with chi tiger 

design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3.2 公分 寬 2.4

公分 厚 0.6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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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故玉 005818 

呂-1804-1 

清 舊玉獸形墜 

Jade pendant in the shape of 

a beast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2.2 公分 寬 1.5

公分 厚 1.3 公分 

 

 

65.  故玉 005819 

呂-1804-1   

清 舊玉鳥形墜   

Jade pendant in the shape of 

a bird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3.9 公分 寬 2.6

公分 厚 0.7 公分 

 

 

66.  故玉 005820 

呂-1804-1   

清 舊玉虎頭墜   

Jade pendant in the shape of 

a tiger’s head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3.5 公分 寬 1.9

公分 厚 1.2 公分 

 

 

67.  故玉 005822 

呂-1804-1 

清 舊玉立方墜   

Jade pendant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4.6 公分 寬 1.0

公分 厚 1.0 公分 

 

 

68.  故玉 005823 

呂-1804-1 

清 舊玉鴛鴦角形

墜 

Jade pendant in the shape of 

mandarin ducks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5.8 公分 寬 3.2

公分 厚 0.7 公分 

 

 

69.  故玉 005824 

呂-1804-1   

西周 神人紋玉墜   

 

Jade pendant with deity 

design 

 

Western Zhou period (1046-

771 BCE) 

長 4.7 公分 寬 1.9

公分 厚 0.5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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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故玉 005828 

呂-1804-17   

清 異獸玉鎮紙 

附木匣 

Jade paperweight in the 

shape of a beast with wood 

stand 

 

Qing dynasty (1644-1911) 

長 7 公分 寬 5 公

分 高 3.5 公分 

 

 

71.  故玉 005829 

呂-1804-41 

明 十七世紀 玉

龍首銜觥 

Jade gong vessel with 

dragon head 

 

17th century, Ming dynasty 

高 16.5 公分 最寬

10.2 公分 

 

 

72.  故玉 005830 

呂-1804-44 

清 乾隆 白玉雙

環四足爐   

Jade censer on four feet with 

two ring handles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含蓋高 13.3 公分 

含耳寬 11.4 公分 

寬 7.9 公分 木座尺

寸 10.2*10.2 公分 

高 3.7 公分  含木

座高 15.8 公分  

 

73.  故瓷 008284 

呂-1804-70   

北宋 十一世紀末

至十二世紀初 汝

窯 青瓷碟   

Porcelain dish in celadon 

glaze 

 

Ru ware 

Late 11th to early 12th 

century, Northern Song 

dynasty 

高 3.2 公分 口徑

13.1 公分 足徑

8.9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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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故瓷 008285 

呂-1804-64   

明 嘉靖 青花龍

鳳獸耳環瓶 

Porcelain vase with beast 

handles and dragon and 

phoehix design in 

underglaze blue 

 

Jiajing reign (1522-1566), 

Ming dynasty 

高 17.4 公分 口徑

4.3 公分 底徑 7.6

公分  

 

75.  故瓷 008286 

呂-1804-48 

清 十八世紀 青

花花卉罐 

Porcelain jar with flower design 

in underglaze blue 

 

18th century, Qing dynasty 

高 5.4 公分 通高

6.1 公分 口徑 3.8

公分 底徑 2.8 公分  

 

76.  故瓷 008287 

呂-1804-63 

明 十七世紀 鬥

彩夔龍蓋罐   

Porcelain lidded jar with kui 

dragon design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17th century, Ming dynasty  

高 8.3 公分 通高

8.8 公分 口徑 4.4

公分 底徑 7 公分  

 

77.  故瓷 008288 

呂-1804-73   

南宋至元 十二至

十四世紀 青瓷膽

瓶 

 

Porcelain gall-bladder-

shaped vase in celadon glaze 

 

12th to 14th century, 

Southern Song to Yuan 

dynasty 

高 14.9 公分 口徑

2 公分 底徑 5.9

公分  

 

78.  故瓷 017678 

呂-1804-35-1   

明 成化 鬥彩番

蓮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Indian 

lotus scrolls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高 4.3 公分 口徑

8.4 公分  

 



皇帝的多寶格展覽清冊                        

136 

 

Chenghua reign (1465-

1487), Ming dynasty 

79.  故瓷 017679 

呂-1804-35-2   

明 成化 鬥彩番

蓮紋杯 

Porcelain cup with Indian 

lotus scrolls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

1487), Ming dynasty 

高 4.2 公分 口徑

8.3 公分  

 

80.  故瓷 017702 

呂-1804-34   

南宋 官窯 青瓷

膽瓶 

Porcelain gall-bladder-

shaped vase in celadon glaze 

 

Guan ware 

Southern Song dynasty 

(1127-1279) 

高 13.6 公分 口徑

2.5 公分 

 

 

81.  故瓷 017764 

呂-1804-30 

明 宣德 寶石紅

釉僧帽壺   

Porcelain monk's cap jug in 

ruby red glaze 

 

Xuande reign (1426-1435), 

Ming dynasty 

通蓋高 19.2 公分 

口徑長 16.1 公分 

口徑寬 11.2 公分 

足徑 7.6 公分 深

16.6 公分 

 

 

82.  故瓷 017775 

呂-1804-78-2   

白釉杯 Porcelain cup in white glaze 

 

高 7.5 公分 口徑

11.8 公分 

 

 

83.  故瓷 017783 

呂-1804-80   

明 十七世紀 仿

汝釉三足爐 

 

Porcelain tripod censer in 

glaze imitating Ru ware 

 

17th century, Ming dynasty 

高 8 公分 口徑 1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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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故瓷 017800 

呂-1804-8   

清 十八世紀 青

瓷海棠式瓶 

Porcelain begonia-shaped 

vase in celadon glaze 

 

18th century, Qing dynasty 

 

高 11.5 公分 口徑

5.5 公分 

 

 

85.  故瓷 017802 

呂-1804-5   

清 十八世紀 青

瓷海棠式瓶 

Porcelain begonia-shaped 

vase in celadon glaze  

 

18th century, Qing dynasty  

高 17 公分 口徑

5.2 公分 

 

 

86.  故瓷 017851 

呂-1804-47   

北宋 十一世紀末

至十二世紀初 汝

窯 青瓷無紋水仙

盆   

Porcelain narcissus basin in 

celadon glaze 

 

Ru ware 

Late 11th to early 12th century, 

Northern Song dynasty 

高 6.9 公分 口徑

23 X 16.4 公分 足

徑 19.3 X 12.9 公分  

 

87.  故瓷 017861 

呂-1804-28   

明清 十七至十八

世紀 青釉瓶 

Porcelain vase in green glaze 

 

17th to 18th century, Ming to 

Qing dynasty 

高 7.5 公分 口徑

4 公分 

 

 

88.  故瓷 017903 

呂-1804-10 

南宋至元 十二至

十四世紀 青瓷瓶 

Porcelain vase in celadon 

glaze 

 

12th to 14th century, 

Southern Song to Yuan 

dynasty 

高 15.8 公分 寬

7.7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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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故瓷 017906 

呂-1804-42   

清 十八世紀 青

瓷弦紋盤口瓶 

Porcelain flared-rimmed 

vase with linear design in 

celadon glaze 

 

18th century, Qing dynasty  

高 11.6 公分 寬

9.2 公分 

 

 

90.  故瓷 018171 

呂-1804-23   

明 成化 鬥彩天

馬圖蓋罐   

Porcelain lidded jar with 

heavenly steed design in 

doucai painted enamels  

 

Chenghua reign (1465-

1487), Ming dynasty 

高 4.4 公分 口徑

10.3 公分 足徑

3.3 公分 

 

珍- 

 

91.  故瓷 018174 

呂-1804-19-2   

清 十七至十八世

紀 紅釉尊 

Porcelain pot in red glaze 

 

17th to 18th century, Qing 

dynasty  

高 5.2 公分 口徑

4.6 公分 腹徑 4.8

公分 底徑 2.9 公

分 木座徑 4.6 公

分 高 2.5 公分 連

座高 7.9 公分  

 

92.  故瓷 018222 

呂-1804-21 

清 十八世紀 青

瓷瓶   

Porcelain vase in celadon 

glaze 

 

18th century, Qing dynasty 

高 14.1 公分 口徑

4.6 公分 腹徑 9.5

公分 底徑 6.1 公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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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故瓷 018223 

呂-1804-37 

清 十八世紀 青

瓷弦紋盤口瓶   

Porcelain flared-rimmed 

vase with linear design in 

celadon glaze 

 

18th century, Qing dynasty 

高 15.0 公分、深

14.0 公分、口徑

4.2 公分、底徑

5.7 公分、腹圍

32.6 公分  

 

94.  故瓷 018224 

呂-1804-27   

北宋 十一世紀末

至十二世紀初 汝

窯 青瓷碟（「丙

蔡」銘） 

Porcelain dish with “bingcai” 

inscription in celadon glaze 

 

Ru ware 

Late 11th to early 12th 

century, Northern Song 

dynasty 

高 1.5 公分，深

1.2 公分，口徑

10.9 公分，底徑

8.2 公分 

 

 

95.  故瓷 018227 

呂-1804-16   

清 十八世紀 白

瓷瓶   

Porcelain vase in white glaze 

 

18th century, Qing dynasty 

高 10.6 公分 最大

徑 5.4 公分 木座

徑 5 公分 高 1 公

分  

 

96.  故琺 000914 

呂-1804-57   

清 銅鍍金胎掐絲

琺瑯獅耳方爐 

Gilt copper censer with lion-

shaped handles in cloisonné 

enamels 

 

Qing dynasty (1644-1911) 

口內徑 9.3x7.1 公

分 木座長 8.5 公

分 寬約 6.1 公分 

高 1.2 公分 通高

(連玉頂木蓋及木

座) 10.2 公分 

 

 

97.  故琺 000915 

呂-1804-24 

清 十八世紀 銅

鍍金胎掐絲琺瑯蟠

龍瓶 

Vase with coiled dragons in 

cloisonné enamels 

 

18th century, Qing dynasty 

高 12.1 公分 口徑

3.9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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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故銅 002520 

呂-1804-76 

秦漢 獸耳扁壺 Bronze flask with animal-

head rings 

 

Qin to Han dynasty (221 

BCE-220 CE) 

長 20 公分 寬 7.4

公分 高 16.3 公分 

通高(含木座)19.6

公分、木座長 13.8

公分 寬 7.9 公分 

高 3.6 公分 
 

 

99.  故銅 002521 

呂-1804-88   

明清 十五至十八

世紀 錯金銀雲紋

犧尊   

Bronze sacrificial animal-

shaped zun vessel inlaid with 

cloud pattern in gold and 

silver 

 

15th to 18th century, Ming to 

Qing dynasty 

長 20.5 公分 高 18.3 公

分 寬 8.8 公分 通高(含

木座)21.6 公分、木座長

18.7 公分 寬 10.1 公分 

高 3.1 公分  

 

100.  故銅 002522 

呂-1804-71   

西周 弦紋觶 Bronze zhi wine vessel with 

linear design 

 

Western Zhou period (1046-

771 BCE) 

口徑 6.9 公分 底徑

6.1 公分 高 12.9 公分 

通高(含木座)14.5 公

分、木座寬 2.1 公分 

厚 2.0 公分  

 

101.  故銅 002523 

呂-1804-51   

明清 十五至十八

世紀 獸環方壺 

Bronze rectangular hu vessel 

with animal-head ring 

handles  

 

15th to 18th century, Ming to 

Qing dynasty 

腹徑 6.7 公分 連銅環腹

徑 7.6 公分 口徑 3.8 公

分 底徑 4.7 公分 通高

10.9 公分、木座底徑

6.0 公分 高 1.4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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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故銅 002524 

呂-1804-61   

明清 十五至十八

世紀 錯金銀瑞獸

尊   

Bronze zun vessel in the 

shape of a divine beast with 

gold and silver inlays 

 

15th to 18th century, Ming to 

Qing dynasty 

寬約 9.3 公分 口

徑約 5.8 公分 通

高(含木座)14.2 公

分 

 

 

103.  故銅 002525 

呂-1804-49 

明 龜獸硯滴 Bronze water dropper in the 

shape of a turtle with a 

beast 

 

Ming dynasty (1368-1644) 

長 8.9 公分 寬 6.0 公

分 高 4.5 公分 通高

10.2 公分、牙座長

9.0 公分 寬 7.0 公分 

高 2.7 公分、木座長

9.2 公分 寬 7.1 公分 

高 1.8 公分 
 

 

104.  故銅 002526   

呂-1804-77 

明 瑞獸爐   Bronze censer in the shape 

of a divine beast 

 

Ming dynasty (1368-1644) 

底銅盤直徑 12 公分 高

8.5 公分 最大徑 7.7 公

分 通高 18.0 公分、木

座(一)上直徑 10.4 公分 

底座直徑 7.3 公分 高

7.8 公分、木座(二)直徑

8.8 公分 高 2.5 公分  

 

105.  故銅 002528 

呂-1804-2   

明清 十五至十七

世紀 素觶 

Bronze zhi wine vessel  

 

15th to 17th century, Ming to 

Qing dynasty  

高 13.3 公分 口徑

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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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故銅 002537 

呂-1804-6   

明清 十五至十七

世紀 素垂雲尊 

Bronze zun vessel with cloud 

design 

 

15th to 17th century, Ming to 

Qing dynasty 

全高 15.3 公分 

 

 

107.  故銅 002538 

呂-1804-29   

西周 明清改製 

夔龍奩 

Bronze lian container with 

kui dragon design  

 

Western Zhou dynasty 

(1046-771 BCE), modified in 

15th to 17th century, Ming to 

Qing dynasty  

全高 19.1 公分 

 

 

108.  故銅 002541 

呂-1804-12 

明清 蒜頭壺 Bronze vase with garlic-

shaped head 

 

Ming to Qing dynasty (1368-

1911) 

全高 15 公分 

 

 

 

 

109.  故銅 002542 

呂-1804-13   

明清 獸環方壺   Bronze rectangular hu vessel 

with animal-head ring 

handles  

 

Ming to Qing dynasty (1368-

1911) 

全高 10.7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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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故銅 002543 

呂-1804-31   

魏晉 唾壺   

 

Bronze tuohu spitting vessel 

 

Wei to Jin dynasty (220-420)  

口徑 8.1 公分 腹徑

10 公分 底徑 6.9 公

分 高 9 公分 木座徑

8.5 公分 高 1.8 公分 

含木座高 10.6 公分 

 

 

 

111.  故雜 001294 

呂-1804-55 

清 乾隆 浮水石 

附金盒及雕紫檀龍紋

盒 

Floating stones with gold 

box and sandalwood box 

carved with dragon design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金盒長 5.5、寬 3.1、高

2.1 公分；木盒長 6.7、

寬 4.1、高 4.0 公分；白

球長寬高 2.6x1.6x1.3 公

分；紅球長寬高

2.3x1.9x1.9 公分 

 

 

112.  故雜 001377 

呂-1804-15   

清 乾隆 青玉「五

福五代堂古稀天子

寶」璽 

Jade seal of the Qianlong 

emperor, with the 

inscription of “Wu fu wu dai 

tang gu xi tian zi bao”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Qing dynasty 

高 4.7 公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