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室一

1 「大清雍正年製」款粉彩蝠壽紋盤
清雍正（1723 - 1735年）
香港藝術館藏品，林炳炎基金會捐贈

2 「大清雍正年製」款粉彩蝠壽紋盤
清雍正（1723 - 1735年）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品，林炳炎基金會惠贈 
照片：©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

3 「大清雍正年製」款粉彩蝠壽紋盤
清雍正（1723 - 1735年）
天民樓藏品

4 金八吉祥雲蝠紋粉紙
清乾隆（1736 - 1795年）
懷海堂藏品

5 玉夔鳳雲蝠紋硯
清（1644 - 1911年）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品，北山堂惠贈 
照片：©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

6 玉蝙蝠紋佩飾
清康熙（1662 - 1722年）
香港藝術館藏品，黃鼎康先生捐贈

7 玉「萬福悠同」佩飾 
清（1644 - 1911年）
香港藝術館藏品，黃鼎康先生捐贈

8 玉蝙蝠靈芝紋佩飾
清，十八世紀
劉瑞隆藏品

9 銀鎏金蝙蝠飾件
清，十九世紀
夢蝶軒藏品

10 銀框嵌琥珀蝙蝠飾件
清，十八世紀
夢蝶軒藏品

11 玉蝙蝠形飾件
清，十八至十九世紀
夢蝶軒藏品

12 「乾隆年製」款青花紅彩雲蝠紋鼻煙壺
清乾隆（1736 - 1795年）
懷海堂藏品

13 珊瑚雲蝠紋鼻煙壺
清，十九世紀
承訓堂藏品

14 硬木雕雲蝠紋盒
清，十九世紀
承訓堂藏品

15 「大清雍正年製」款青花五蝠紋碗一對
清雍正（1723 - 1735年）
長青館藏品

16 鬥彩雲蝠紋葫蘆瓶
清，十八世紀
長青館藏品

17 「大清乾隆年製」款鬥彩雲蝠紋罐
清乾隆（1736 - 1795年）
天民樓藏品

展室二

18 「大清嘉慶年製」款粉彩「萬年甲子」五蝠捧壽紋碟
一對
清嘉慶（1796 - 1820年）
懷海堂藏品

19 「大清乾隆年製」款松綠釉五蝠捧壽紋洗
清乾隆（1736 - 1795年）
天民樓藏品

20 「慎德堂製」款粉彩描金蝠壽紋盤一對
清道光（1821 - 1850年）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品，胡仁牧先生惠贈
 

21 絲織八寶壽字掛軸
清光緒（1875 - 1908年）
懷海堂藏品

22  「光緒年製」款紅彩五蝠捧壽紋鼻煙壺
清光緒（1875 - 1908年）
懷海堂藏品

23 瓷蝙蝠紋桃形杯
清（1644 - 1911年）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品，張啟慧先生惠贈

24 玉桃蝠紋佩
明（1368 - 1644年）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品，邵維錫先生惠贈 
照片：©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

25 玉蝠壽紋佩飾
清，十九世紀
夢蝶軒藏品

26 「大清雍正年製」款青花蝠壽葫蘆紋寶月瓶
清雍正（1723 - 1735年）
懷海堂藏品
照片：©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

27 「大清乾隆年製」款青花蝙蝠葫蘆紋瓶
清乾隆（1736 - 1795年）
懷海堂藏品

28 「大清乾隆年製」款淺綠地金彩百壽紋龍耳瓶
清乾隆（1736 - 1795年）
藝德堂藏品

29 「大清道光年製」款粉彩蝙蝠耳西番蓮紋壽紋瓶
清道光（1821 - 1850年）
懷海堂藏品

30 「大清嘉慶年製」款粉彩松綠地蝠壽紋杯
清嘉慶（1796 - 1820年）
長青館藏品

31 白玉蝠壽紋如意
清，十八世紀
仇焱之與仇浩然藏品

32 容祖椿（1872-1944年）
《指畫福壽扇面》
水墨紙本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品， 
文物館購藏基金購藏 
照片：©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

展室三

33 「咸豐年製」款紅彩鍾馗捉妖圖鼻煙壺
清咸豐（1851 - 1861年）
懷海堂藏品

34 「大清咸豐年製」款紅彩鍾馗捉妖圖鼻煙壺
清咸豐（1851 - 1861年）
懷海堂藏品

35 樊紹珍（1945年 -）
《南山進士》
水墨設色紙本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品，利漢楨教授惠贈 
照片：©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

36 蘇仁山
《福臨圖》
清（1644-1911年）
水墨紙本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品，黃苗子先生惠贈 
照片：©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

37 玉福在眼前佩飾
清，十九世紀
夢蝶軒藏品

38 嵌玉銀鏡
清，十九世紀
承訓堂藏品

39 銀鎏金蝙蝠紋簪
清，十九世紀
夢蝶軒藏品

40 銀鎏金點翠蝙蝠紋扁方
清，十九至二十世紀初
夢蝶軒藏品

41 「乾隆年製」款銅胎畫琺瑯李鐵拐麻姑圖鼻煙壺
清乾隆（1736 - 1795年）
懷海堂藏品

42 「大清雍正年製」款鬥彩壽山福海紋瓷碟一對
清雍正（1723 - 1735年）
天民樓藏品

43 龍趕珠雲蝠紋織錦
清嘉慶（1796 - 1820年）
懷海堂藏品

44 「大清乾隆年製」款白地紅彩趕珠龍蝙蝠紋罐
清乾隆（1736 - 1795年）
藝德堂藏品

展室四

45 藍色綢平金繡雲蝠蟒紋吉服袍
清光緒（1875 - 1908年）
昇雯閣藏品 
照片：©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

46 「大清嘉慶年製」款粉彩雲蝠龍紋帽托
清嘉慶（1796 - 1820年）
藝德堂藏品

47 粉彩雲蝠紋賞瓶
清宣統（1909 - 1911年）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品，懷海堂惠贈 
照片：©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

48 「大清乾隆年製」款礬紅彩百蝠圖葫蘆瓶
清乾隆（1736 - 1795年）
藝德堂藏品

49 「大清光緒年製」款礬紅彩蝙蝠紋瓶
清光緒（1875 - 1908年）
懷海堂藏品

50 「咸豐年製」款粉彩仿雕漆蝙蝠紋瓷尊
清咸豐（1851 - 1861年）
懷海堂藏品

51 銀鏤空蝠壽紋簪飾
清，十九世紀
夢蝶軒藏品

52 棕石髓馬上有蝠圖鼻煙壺 
清（1644 - 1911年）
香港藝術館藏品

53 粉彩五蝠紋「大吉」葫蘆壁瓶
清乾隆（1736 - 1795年）
懷海堂藏品

54 玉鏤雕蝙蝠紋「大吉」葫蘆形香囊
清（1644 - 1911年）
香港藝術館藏品

55 玉蝠壽在眼前佩飾
清，十九世紀
夢蝶軒藏品

56 玉蝙蝠紋佩飾
清，十九世紀
夢蝶軒藏品

57 剔紅雲紋五蝠獻寶蓋盒
清乾隆（1736 - 1795年）
武士立先生藏品

58 玉蝙蝠吉祥雕飾一組
清（1644 - 1911年）
武士立先生藏品

59 汪曉棠
「彤雲山房」款粉彩麻姑祝壽圖瓶
民初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品，懷海堂惠贈 
照片：©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

60 「大清道光年製」款黃釉雕瓷福祿壽慶圖筆筒
清道光（1821 - 1850年）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品，懷海堂惠贈

61 「大清乾隆年製」款鬥彩五福同祝壽春撇口大瓶
清乾隆（1736 - 1795年）
長青館藏品

62 高劍父
《三多圖》

1904年作
水墨設色絹本團扇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品，何耀光先生、
霍寶材先生、黎德先生等惠贈 
照片：©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

偏廳

63 孫遜
《主義之外》

2010
動畫錄像，8分08秒
仇浩然藏品

64 孫遜
《蝠道》

2015
墨及金
藝術家藏品；鳴謝仇浩然先生及
浩然藝術與教育基金的支持

展覽館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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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展覽

《別有洞天：蝙蝠之旅》首次揉合棲息於亞洲協會香港中心的果蝠，於2015年9月16日
至2016年1月3日假麥禮賢夫人藝術館內展出七十多件傳統中國蝠紋瑰寶，包括瓷器、
玉石、畫作及絲織品等等，並配合當代藝術家孫遜以蝠為題的創作，希望一洗以往
大眾對中國傳統藝術的誤解和沉悶印象，以現代有趣的手法，體現古今藝術之融合。 

自明朝以來，因「蝠」與「福」諧音之故，蝙蝠獲得前所未有的青睞，成為中國文化的
吉祥象徵，躍升為重要紋樣，頻繁出現在不同工藝品中，上至皇室器物，下至平民
擺設皆有。這些蝠紋瑰寶蘊含豐富的吉祥祝願，像畫謎般有待觀者發掘。

同時展出的另有由中國當代藝術家孫遜以筆墨創作的動畫短片《主義之外》及壁畫
《蝠道》，與展館內各式蝠紋吉祥文物展開一場超越時間的對話，同時亦將藝術館轉
化成一個不一樣的蝙蝠洞。與別不同的博物館體驗，配以當代藝術與歷史珍藏之間的
古今互動，令人對傳統蝙蝠紋樣眼前一亮。 

展覽由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合辦，由許曉東
博士擔任策展人。許博士曾於2007至2013年任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現任香港
中文大學文物館副館長及藝術系禮任副教授。展覽助理策展人為馮安浚，現職於亞洲
協會香港中心藝術館。

教師資源手冊說明

此教師資源手冊特別為視覺藝術、中國歷史及中國語文及文化的教師而設，以支援教師帶領學生參觀
展覽，並進行與中國文物或傳統藝術相關的教育活動。此手冊分為三章：

 第一章：概述 
 旨在提供中國文物或傳統藝術欣賞的一般指南，及介紹是次展覽相關的教育主題。

 第二章：蝠紋瑰寶導賞 
 介紹是次展覽其中六件重點藝術品的資料。

 第三章：當代藝術回應 
 介紹是次展覽中當代藝術家孫遜的兩件藝術品。

第二章及第三章均提供討論問題及活動建議，教師可按學生的學習程度，在導賞期間或之後，提供合適
的討論問題及教育活動，鞏固學生在是次展覽中的學習經驗。本資源手冊尾頁附有部分討論問題的建議
答案，以增進師生對中國藝術文化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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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欣賞中國藝術，亦是一次探索「以物載道」的旅程，其最初製作和最終的使用流通，
皆以人為本。雖然是次展覽中大部份實物無附帶文字，若取道有方，猶如閱覽「無字
之書」一樣，我們可管窺「物」背後藝匠之妙思巧手，及其蘊含的歷史背景和文化
脈絡。是故，此手冊的設計理念，正是為教育工作者和學生的探索過程提供一個路標
指引。

晚明最後一個十年（崇禎十年，1637），一本記載中國手工藝及農業的百科書籍刊行
問世，它便是《天工開物》。作者宋應星在序中曰：「天覆地載，物數號萬，而事亦因之，
曲成而不遺，豈人力也哉。」換而言之，天地間無數事物所構成的精彩世界，端賴於
自然界自身的萬千變化，此乃「天工」也；話雖如此，但自古無數的先民仰賴於人力
凝聚成巧奪天工的瑰寶，正是我們文明的見證，若後人無法讀懂，豈不可惜哉？

是次展覽跨度自明清降至近代。在先前歷代的傳承積累下，書畫和各類工藝在此階段
迎來新的發展契機。元明易代之際，器物也由質樸素美逐漸步入色彩繽紛的風尚。
從元末的單彩、青花、釉裡紅，醞釀出新式的彩色釉。

其次，明代早期由官營作坊主導的手工業，在晚期逐步讓渡為更多元開放的格局。
明清時期，因儒、釋、道三教兼容並蓄，大眾文化蔚然成風，庶民和貴族追求長壽
安康的普遍願景，在當時的工藝品和畫作皆有體現。除多彩和吉祥圖案盛行，晚明
工藝製品深具文人品味，自宋代以來深受文人喜愛的文房用具得到長足的發展。

降至清代，皇室成員受到晚明文人風尚的影響，成為當時最重要的藝術贊助者。康、
雍、乾三朝皇帝的主導下，皇家工藝除從傳統中汲取養分外，更融合了西洋知識和
技術，展覽中多件的清代鼻煙壺即是最佳的例證。歷經了數百餘年的中外交流，當代
青年藝術家孫遜的作品，結合東亞的水墨畫元素和現代多媒體技術而成，對歷史傳統
在當代社會形成的張力及其角色提出新銳的反思，也為此次探索之旅劃下一個完美
句點。

討論
之前是否曾接觸過類似的中國藝術展覽或文物嗎？在觀看是次展覽前，你對於中國傳統藝術和
工藝有何印象嗎？不妨先談一下自己的看法。

1.1  中國文物的觀看之道

欣賞中國文物的方式或因人而異，亦有捷徑可循。一般而言，可從物質性（materiality）
和視覺性（visuality）兩方面出發，除認識中國傳統藝術之外，亦適用於其它不同國家
及文化地域。

物質性，是指與文物本身密不可分的材質及相關工藝。是次展覽以陶瓷、玉石、紙絹、
金銀、織繡等載體為主，不僅各有不同的製作週期和技術特徵，也反映著特定社會
階層的喜好品味。名貴材質諸如金銀、玉石，早期仍為上層貴族所壟斷，晚明的商業
市場化和身份位階鬆動的社會氛圍，則開始打破這一禁忌，不乏商賈之家用其點綴
門面。各項工藝皆臻於完備，同一器物結合多樣的材質和工藝屢見不鮮，乃不同訓練
出身的工匠密切合作、分工細化之成果。《金瓶梅》和《紅樓夢》等明清小說中大量湧現
家居器物和衣著妝扮的細緻描寫，正生動反映其時人們豐富的物質生活。

視覺性，即器式設計和圖案紋樣，同時指涉書畫平面和器物立體的視覺表達。展覽中
高度模式化的吉祥紋樣，皆是從平面圖稿的大量複製，經藝匠之手轉移至三維器面。
因而，明清時期，繪畫、版畫和器物工藝之間的圖樣互動時常會共享的母題組合，
形成鮮明的時代風格。

最後，則是結合文物的物質性和視覺性去分析其背後的製作和使用意涵。部份書畫的
款識自帶畫題，可直接透露畫者的創作意圖。然而，由於中國文化講求含蓄而非直白，
展覽中多數文物的象徵意義自在「曲徑通幽處」。即便是約定俗成、流傳廣泛的吉祥圖
案，普遍巧妙運用不同的物象（人物、動植物、器物等意象），藉助諧音、雙關、借喻
手法，演繹由來已久的民間習俗和神話傳說之餘，亦表達著超越古今之界限的普世
願景。恰是這種「似曾相識」的歷史代入感，拉近了我們與這些文物的距離。

活動
1 鼓勵學生就展覽文物的物質性和視覺性兩方面出發，例如按照不同材質（陶瓷、玉石、織繡
等），或者是根據吉祥圖案主題進行簡要的分類，總結各自的特點，以便加深觀感印象。

2 觀展期間，可透過錄音導賞簡要了解部份文物的製作工藝，也可在網上搜查自己感興趣的工
藝名詞解釋及其製作過程。

第一章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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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國吉祥圖案

中國的吉祥文化悠遠綿長，不少仍沿用至今，體現了古人的巧思智慧。今年（公曆
2015）為乙未羊年，而「羊」同「祥」之觀念早於商周時期便以形成。猶如西方天主教
主張以聖像和戲劇形式向不識字的大眾傳播聖經的福音教義，吉祥圖案與節慶賀語
是中國通俗文化的一個縮影，亦記錄了民間信仰的重要片段。因此，我們可從展覽
中管窺到旁落於正史、卻又鮮為人知的文化面向。

明清時期，工藝品上表現吉祥寓意的圖案蔚為大觀，其主要表現手法可大致分為
三種：

其一，直接運用帶吉祥意涵的字句。除最為常見的「福」、「祿」、「壽」單字外，
也有部份乃四字詞，如「金玉滿堂」、「福壽康寧」等。

其二，用喜聞樂見的的傳統象徵物（物品、人物或動植物）作裝飾。除彰顯皇室與
權勢地位的龍、鳳外，藏傳佛教代表祥瑞之「八吉祥1」寶物，以及直接用法器代表
仙道人物的「暗八仙2」法器，皆突破原有宗教屬性，廣泛盛行於不同階層。唐宋興
起的象徵兒孫滿堂的「百子圖」、「嬰戲圖」，以及元代譬喻文士貞節的「歲寒三友3」
組合，在明清時期盛行不衰，更添新意。

其三，利用中文的諧音效果，例如以蝙蝠代表「福」；「蝶」諧音「耋4」，寓意長壽；
用「魚」代表「餘」、「裕」。不少明清工藝品集多樣手法於一體，例如蝴蝶配以瓜即有
「瓜瓞連綿」或「瓜瓞綿綿」的寓意，而與「福祿」諧音的葫蘆上刻有「大吉」二字，
代表「福祿大吉」。用諧音「平」的瓶象徵富貴的牡丹花，寓意「富貴平安」。

1 「八吉祥」即藏傳佛教中代表吉慶祥瑞之物：法輪，法螺，寶傘，白蓋，蓮花，寶瓶，金魚，盤長（腸）。
2 「暗八仙」即蒲扇（鍾離權）、葫蘆（李鐵柺）、花籃（藍采和）、荷花（何仙姑）、寶劍（呂洞賓）、竹笛（韓湘子）、魚鼓（張果老）、玉板（曹國舅）。
3 「歲寒三友」即松、竹、梅。
4 音「秩」，意思即「老至」，人到老年。

討論
是次展出的工藝品上的吉祥圖案，有哪些常出現的
物品？

活動
鼓勵學生聯繫日常生活和年歲節日，了解傳統中國文
化、諺語和習俗中的吉祥意象；亦可聯繫中國漢字和語
文知識，了解吉祥圖案運用諧音的方式。

1.3  中國藝術中的蝙蝠

西方文化中，蝙蝠與巫術掛鉤，帶不祥之意。然而在漢語之
中，「蝠」與「福」諧音，蝙蝠卻成為中國文化中的吉祥圖像。
明清藝術中以蝙蝠為主體的紋樣種類繁多，除單獨出現外，
也常與其他母題組合，表達不同的吉祥意義，如「洪福
齊天」、「福壽雙全」、「壽山福海」等；繼而亦衍生出「福在
眼前」、「五福捧壽」等賀語。常見的蝠紋樣式包括：

• 起源自元代的成語「洪福齊天」，比喻福氣與天同壽。
紅色蝙蝠較為常見。「紅」與「洪」諧音，代表廣大。
紅蝠於祥雲間飛舞，就是「洪福齊天」的形象體現。

• 《書經》對「福」之記載中，論及福分五種：一曰壽、二
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亦即長壽、
富貴、健康安寧、品德仁善、平安終老，故明清器物中
時常出現五隻蝙蝠，亦與「壽」字進行多樣的組合搭配。
蝙蝠、壽山石加上如意或靈芝，名曰「平安如意」。

• 蝙蝠與馬組合成「馬上有福」；萬壽福祿紋，將鹿巧妙
地畫成團形，背負如意靈芝捧壽字，壽字間飾展翅飛翔
的蝙蝠，構圖簡潔大方。

• 自古以來，為方便串連攜帶，中國銅錢中央皆設有孔眼。
加上「錢」與「前」諧音，銅錢就順理成章常與蝙蝠結伴出
現，取其「福在眼前」之意。清代如鏡、髮簪和扁方等清
代日常用品常附蝠抱圓錢設計，反映當時的審美觀。

• 唐宋以降，鍾馗成為民間耳熟能詳的辟邪鬼神，通行於
木刻版畫、門神年畫、小說和戲曲。明清時期，懸掛
張貼鍾馗圖像的習俗從新年轉移至端午節，更配合當地
的民間習俗，繪製適合不同月令的圖樣。鍾馗在晚期
圖像中，時常配以一隻出現在他身前的蝙蝠，除有辟邪
功用外，更寓意「鍾馗迎福，福在眼前」。

「大清乾隆年製」款鬥彩雲 
蝠紋罐 
清乾隆（1736 - 1795年） 
天民樓藏品

罐身繪飾五彩祥雲及多隻紅色
蝙蝠，寓意「洪福齊天」。

棕石髓馬上有蝠圖鼻煙壺  
清（1644 - 1911年） 
香港藝術館藏品

蝙蝠在馬之上，組合成 
「馬上有福」。

「大清咸豐年製」款紅彩 
鐘馗捉妖圖鼻煙壺 
清咸豐（1851 - 1861年） 
懷海堂藏品

蝙蝠出現在鍾馗身前，寓意
「鍾馗迎福」。

「慎德堂製」款粉彩描 
金蝠壽紋盤一對 
清道光（1821 - 1850年）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品， 
胡仁牧先生惠贈

此器具內心中間飾有「壽」字，
周邊襯以五隻蝙蝠，構成「五
福捧壽」的吉祥組合。

玉福在眼前佩飾 
清，十九世紀 
夢蝶軒藏品

銅錢與蝙蝠結伴出現，寓意 
「福在眼前」。

討論
蝙蝠在西方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形象之間有什麼差異
嗎？或可進一步嘗試解釋這種差異背後形成的因素。

活動
你是否可辨識出文物上不同的蝙蝠母題？嘗試用畫筆臨
摹不同的蝙蝠圖案，區分實際自然環境中的蝙蝠樣貌和
工藝圖案之間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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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大清雍正年製」款粉彩蝠壽紋盤

此三件盤器屬同一系列，盤心的壽意圖案設計盛行於清代雍正朝（1723 - 1735），底書青花「大清雍正
年製」六字二行雙框楷書款。這類福壽紋盤應是萬壽節（即皇帝生辰）的訂製用品。

觀看時，可仔細觀察瓷器的胎質和粉彩在其上的漸變效果。盛清時期，粉彩乃是由中國傳統的五彩調
色盤的基礎上，融入了西洋琺瑯和玻璃工藝的粉白顏料，從而令器面裝飾具深淺明暗的層次和粉潤柔
和的效果。通體白釉上繪粉彩八桃過枝紋，一桃枝由盤外壁延伸至盤內。盤外三隻桃子、五隻蝙蝠，
盤內則繪五隻桃實、三隻紅蝠；內外各以「八」這個吉祥數字遙相呼應，「蝠」與福諧音，桃實象徵
長壽，寓意「福壽雙全」。觀者應留意桃枝越出盤表沿後在外壁的接續，顯示出工匠試圖在平面上製造
出三維立體的幻覺效果，生動而饒有趣味。

討論
古時仍未有機器作大量生產，何故三件器物圖樣
幾近一致呢？試討論其製作過程。

活動
鼓勵學生通過臨摹素描，先用深色線條描繪盤心
圖案的大致輪廓，回到學校運用水粉（或廣告彩）、
彩色鉛筆填色，加以模仿粉彩的視覺效果。

展室一

「大清雍正年製」款粉彩蝠壽紋盤 
清雍正（1723 - 1735年）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品， 
林炳炎基金會惠贈

2.2  金八吉祥雲蝠紋粉紙

此粉紙為乾隆御筆書寫年節楹聯所用，整幅填金，勾勒祥雲為背景花紋，雲間繪多隻展翅蝙蝠及「八吉
祥」，如海螺、吉祥結等等。雖然因長期保存氧化，局部顏色發黑變暗，但依然無損畫面富麗精妙
之貌。右下角有「乾隆年仿明仁殿紙」隸書長條朱文印記5，顯示乃乾隆時期仿製元代的名紙。

晚明至清，文人所珍視的文房四寶之製作，在市場分工細化下更為精巧。除保留原有功能之外，紙箋
融匯更多工藝和裝飾元素。

展室一

討論
1 尋找出右下角「乾隆年仿明仁殿紙」的隸書字樣，
並嘗試解讀其中的信息內容。你覺得乾隆仿製
元代名紙的原因是什麼？ 

2 你或家人是否曾在同類的灑金紅紙上書寫對聯、
揮春，用於迎春接福、裝飾家居呢？你認為作為
滿清皇帝吸收漢族的文化習俗是否僅出於乾隆的
個人興趣，是否有政治因素在背後起作用呢？

活動
建議將紙箋中所有的吉祥元素尋找出來，例如
蝙蝠、「八吉祥」等。

金八吉祥雲蝠紋粉紙 
清乾隆（1736 - 1795年） 
懷海堂藏品

5 朱文印記，意即陽文印章，與白文（陰文）相對應。

第二章　蝠紋瑰寶導賞

「大清雍正年製」款粉彩蝠壽紋盤 

清雍正（1723 - 1735年） 
香港藝術館藏品，林炳炎基金會捐贈

「大清雍正年製」款粉彩蝠壽紋盤 

清雍正（1723 - 1735年） 
天民樓藏品第

二
章
　
蝠
紋
瑰
寶
導
賞

第
二
章
　
蝠
紋
瑰
寶
導
賞

07 08



2.3  白玉蝠壽紋如意

如意相信最早自西域隨佛教傳入。早期的形狀，乃長柄一端呈手掌形，以示「手不能至，搔之可如意」。
龍門石窟、敦煌壁畫上常出現文殊菩薩手持如意的圖像。六朝時期，如意成為帝王貴族和文人雅士手
中把玩之物，被賦予身份與權貴的象徵。明清時期流行用竹、木、金或玉等珍貴寶石製成，以雲頭或
靈芝作柄端，更具裝飾意味。

此如意即用一整塊和闐白玉巧雕而成。握柄線條舒展流暢，一端作鏤空設計；另一端雲頭刻陽文6「壽」
字，其上用高浮雕飾一隻展翼蝙蝠，以寓福壽雙全。大塊的白玉子料在明清時期十分難得。十八世紀，
乾隆皇帝透過彪炳武功將回疆納入清國版圖後，方可大量獲取新疆和闐地區最優質的玉料，令宮廷和
民間的玉器生產達至高峰。

活動
在現代的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常使用、而具有身份
權力象徵的物品？請學生分組列舉出來。

展室二

討論
1 「玉」分為硬玉、軟玉二種。和闐白玉屬軟玉的一
種。中國軟玉（Nephrite）摩氏硬度介於5.5 - 7.0
之間。「玉不琢，不成器」，工匠需要尋求比玉硬
度更高的材質去加工。如此一來，在金剛鑽和電
力驅動的車床等現代工具出現之前，玉匠是如何
切割玉石的呢？

2 你是否曾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過用於抓背的長柄爪
形器？這類工具與如意有直接的淵源，兩者的形
狀有何異同？嘗試從材質和圖案設計切入，探討
如意是如何逐漸失去早期的實用功能，演變成為
純裝飾性的身份象徵。

6 印章上文字或圖像有凹凸兩種形體，凹下的稱陰文（又稱雌字），凸起的稱陽文。

白玉蝠壽紋如意 
清，十八世紀 

仇焱之與仇浩然藏品

2.4  蘇仁山《福臨圖》

蘇仁山（1813 - 1850年）出身於廣東順德。他曾兩度考秀才落第，後來
寄情書畫。性格孤僻，在清代素有「畫壇怪傑」之稱。工於山水、人物，
兼寫花卉。

鍾馗殺鬼的記載由來久遠，與其相關最廣為人知的傳說，是他曾出現
在唐玄宗夢中，為他驅鬼並治好他的病。唐玄宗夢醒病癒後，遂命道
釋畫家吳道子以圖繪形式記錄其形象。鍾馗遂在唐宋以降成為家喻戶曉
的辟邪鬼神，其形象通行於木刻版畫、門神年畫、戲曲和小說。明清
時期，手持寶劍的鍾馗開始與端午節物，如五毒7、桃實和石榴等搭配，
發展出祛邪、三多（多福、多子、多壽）的多重意義。

明清畫家喜畫鍾馗時加入飛翔於空中的蝙蝠，儼然有「福自天申」的含
義，同類圖式應借用自更早出現的門神版畫。蝙蝠亦可視為小鬼的化
身，與鍾馗形成「鍾馗降蝠（福）」。此類圖像中鍾馗多手持寶劍，持劍
與「只見」二字相結，亦具「只見福來」的寓意。圖像上方的兩隻蝙蝠
運用了淩厲的草書筆勢，一蹴而就，抽象而寫意，被藝術家重複運用
於鍾馗冠上的帽翅，仿若其頭上也棲有一隻蝙蝠。

樊紹珍（1945年 -） 
《南山進士》 
水墨紙本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品 
利漢楨教授惠贈 
照片：©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

日本早稻田大學風陵文庫藏 
中國年版畫8 

清代民間鍾馗天師年畫

蘇仁山 
《福臨圖》 
清（1644 - 1911年） 
水墨紙本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品， 
黃苗子先生惠贈 
照片：©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

7 「五毒」為蝎子、蜈蚣、蛇、蟾蜍、壁虎。傳統上五毒常作為兒童服裝及端午節相關裝飾圖案，人們相信此類圖案可以以毒攻毒， 
 防止身體受五毒侵害。
8 早稻田大學的風陵文庫是一個屬於公開領域（public domain）的網上數據庫，內有更多古代鍾馗圖象可參考及下載使用， 
 網址：http://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

參考圖片

討論
畫像與典型的鍾馗形象大相徑庭：民間形象中鍾馗
普遍穿著紅袍，濃髯瞠目、面相猙獰。同期展出
的樊紹珍的《南山進士》，即運用富有舞台表演性的
誇張動作，演繹了鍾馗武舉人的動勢感。換到蘇仁山
筆下，鍾馗僅用粗渾的白描墨線刻劃，表情祥和且
雙眼合閉，步伐虛浮。如此偏離常規的人物形象
背後，是否揭示出畫家別有用意，試圖營造出一位
「醉鍾馗」或「無用鍾馗」呢？

活動
請學生試著模仿鍾馗在《臨福圖》與《南山進士》中
兩種不同的動作神態，進一步體會兩個藝術家各自
表達上的差異。

展室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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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藍色綢平金繡雲蝠蟒紋吉服袍

此清代藍地吉服袍飾有緙絲五爪蟒九條，間飾盤長結、雲蝠、江水海崖紋等裝飾。蟒袍乃清代王公及
官員所穿著的一種吉服，亦稱為「花衣」。凡遇慶典朝賀之時，文武百官皆需穿蟒袍。依據《大清會典》，
這件吉服袍應該是親王、郡王所穿著的。

袍中金線乃工藝師首先用小錘將金磚錘成像紙一樣薄的金箔，再將金箔條平均包裹在一條絲線上，
最終成型。蟒袍除明黃、杏黃色外，諸色隨用，但以石青、藍色居多。袍上的蟒數、爪數隨不同品秩
級別而有所區分。

這件吉服部份特徵體現了滿族的遊牧習俗及其騎射傳統。最為突出應屬袖端外加一塊半圓形袖頭，
形似馬蹄，又稱「馬蹄袖」。馬蹄袖穿著時平日綰起，出獵作戰時則放下，覆蓋手背，冬季可御寒。

藍色綢平金繡雲蝠蟒紋吉服袍 
清光緒（1875 - 1908年） 

昇雯閣藏品 
照片：©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

討論
1 五爪和四爪，哪一種是配合更為高級的身份等級
的紋樣？

2 在清代時期，哪一類人群可以穿著黃色色系的蟒
袍？為何蟒袍會在顏色上有嚴格的穿著制度？

活動
1 仔細觀察不同吉祥元素的組合，例如蟒數及其
爪數。

2 除了古代吉服，現代常見的旗袍、長衫馬褂、
婚禮專用的傳統服飾也有不少吉祥圖案，請學生
試在網上搜尋服裝上不同的吉祥紋樣。

展室四
2.6  「大清嘉慶年製」款粉彩雲蝠龍紋帽托

帽托，亦可稱為冠架，放置冠帽用。帽托在清宮生活中既可發揮其固定功能，也是一種陳設品。這件
帽托的裝飾性便極為豐富：其冠傘為球狀，四面帶開光鏤空設計9。通體飾有明黃地，繪有多尾五
爪遊龍，配蓮花狀托。托柱飾紅色蝙蝠及雲紋，並加描金彩。底座為四瓣海棠式，仿硃紅戧金材質，
輔以金彩卷草、如意雲、連珠紋等裝飾。

討論
此帽托上的龍紋究竟飾有幾爪呢？參考同一展室
中的蟒紋吉服袍，你認為使用飾有此類龍紋的器物
的適用對象與吉服袍是否一致呢？

活動
這一件器物作為帽托，在清宮生活上是如何使用的
呢？它與現代生活的帽架在形制上有何異同呢？
請參閱附圖《欽定大清會典圖》清代朝冠，找出帽托
之設計是如何與之相配合的。

展室四

「大清嘉慶年製」款粉彩雲蝠龍紋帽托 
清嘉慶（1796 - 1820年） 

藝德堂藏品

皇帝冬朝冠圖

（資料來源：《欽定大清會典圖》卷五十七，服冠一．禮服一）

參考圖片

皇帝夏朝冠圖

9 鏤空是一種雕刻技術。外面看起來是完整的圖案，但裡面是空的或者鑲嵌小的鏤空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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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關於藝術家：孫遜

孫遜出生於1980年，家鄉為遼寧省阜新市，早年畢業於中國美術學院
版畫系。作為中國大陸新晉的新媒體藝術家，曾於倫敦、洛杉磯、紐約、
巴塞爾、臺北多地舉行個人展覽；2006年創立了「π格動畫工作室」，
2010年獲頒中國當代藝術獎最佳年輕藝術家殊榮。

大學時期，孫遜便創作了個人第一部實驗影像作品《拔牙》，2002年完
成首部完整的實驗動畫作品《創世紀》。所有關於夢想的、現實的、荒誕
的意象，在他手下的線條中不斷呈現，傾瀉而出。他的作品或多或少都
指向錯綜迷離的歷史隱喻；所謂的「歷史」或源於其童年影像的模糊記憶，
或來自「教科書」使他產生的種種思緒。他在其中不斷尋找他所說的界定
自我真實存在的參照系統，以很多鐵鏽味道的動畫作品發出自己的疑問。
例如，他在藝術裝置《文明的生物》中，以馬、雞、球體、屏幕組成奇怪
的「生物」，諷刺社會上拾人牙慧、不求甚解的現象。

孫遜在最大限度上依賴手工進行創作，盡量回避電腦等高科技的介入，
從而在粗糙的圖式之中尋找一種真實的細膩。他的影像畫面充斥著各
類古怪的生物以及奇思妙想，折射出藝術家對歷史和文明的反思。他在
2014年香港展出的《美麗新世界》，便借用了同名出版於1932年的著名反
烏托邦小說。其中《「龍年往事」腳本壹》以手繪畫像製作的一部動畫，藉
助回首龍年發生的事件，反映了各種人間怪象與人類的冷漠，也突出了
獨立思考在這個「娛樂至死」社會的重要性。

孫遜與「π格動畫工作室」網頁： 
http://www.sunxunandp.com/

孫遜的個人訪談視頻： 
https://youtu.be/82ls_nUGlTY

討論
1 藝術家運用了什麼載體去傳達自己的理念？他在拍
攝、剪輯多媒體影片的過程中，需要預先手繪多幅
的水墨畫作，然後以定格動畫形式逐幀拍攝。你認
為靜態的水墨作品和動態的動畫影片，二者在表達
的視覺效果上存在什麼差異呢？

2 何為「主義」（ism）呢？無論在政治史或藝術史的
慣常敘事之中，經常充斥著各種「主義形式」，這是否
即是藝術家希望批判而引起觀者共鳴的對象呢？看
完整部影片之後，你認為其創作源頭與主義（ism）
存在如何的呼應關係呢？

3 影片中出現了很多動物的意象，既有源於現實生活
的，也有來自於《山海經》等古代神話傳說的異獸，
你認為這些動物究竟有何象徵意義？蝙蝠在其中
有何種象徵指涉？

4 藝術家早期的動畫中10曾出現過的戴高頂帽的黑
衣魔術師形象，在《主義之外》也可找到他的蹤
影。你是否留意到他的出現呢？孫遜認為魔術師
有製造幻象、虛構現實的本領，是具合法權力的
說謊者。這個形象在影片中有何作用？結合藝術
家的創作理念，嘗試分析他在多部作品中貫穿運
用同一形象，有何深層次的目的嗎？

3.2  《主義之外》

孫遜認為，古時中國視世界為一座巨山，被一隻名為「贔屭」，善於負重的大龜馱著⋯⋯又有另一
傳說，指秦始皇派遣徐福到東海蓬萊尋找不老仙藥。有說他到了日本⋯⋯蓬萊是沒有鳥的，蝙蝠是
那裏唯一可飛的動物，穿梭於非晝非夜、非真非假、非陰非陽、非時間非空間之處。

藝術家嘗試向觀者提出質疑：蓬萊這個美麗的神話，一切皆浪漫的廢墟。廢墟之上，會否出現人們
期待已久的輝煌呢？或者，我們是否要顛覆謊言？在主義之外，我們該如何自處？

活動
試著將短片中出現的一些動物及其他意象（如人物、
紀念性建築）按時間順序記錄下來，並與其他同學
或老師探討影片整體是否存在一個連貫的敘事思路。

10 藝術家早期的動畫如《魔術師的謊言》、《21克》、《安魂曲》。

《主義之外》 
2010 

動畫錄像，8分08秒 
仇浩然藏品

偏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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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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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蝠道》

藝術家指出此件壁畫之創作靈感，源自戰國時期陰陽家鄒衍提出「五
德終始說」。按照此說，漢屬土，而土屬黃，故漢朝崇尚黃色。除龍
袍外，漢代藝術也崇尚黑金搭配。之後黃色一直為皇族所用，傳承
至明清。

他亦指出壁畫借鑒了日本室町時代的狩野派風格。十五至十七世
紀，狩野派受益於日本幕府和武士階層的長期贊助，成為當時影
響力最大的一支宗派畫派。它結合南宋的水墨元素和大量使用金
色的華麗裝飾，發展出獨特的折衷品味。此幅壁畫展現出廣闊的
金黃色空間，並以蝙蝠為主題，「蝙蝠」寓「遍福」， 象徵幸福延綿
無邊。

討論
動畫《主義之外》是2009至2010年孫遜在日本橫濱的
藝術家駐住計劃的成果。其開頭敘述秦始皇遣送徐
福去東海尋訪仙藥，最終到達日本的傳說。而壁畫
《蝠道》，也明顯受到日本狩野派畫風的影響。你認
為日本的表現風格和意象在這兩部作品中各自起到
什麼作用？

活動
請學生從書籍或網上查閱關於日本狩野派的代表
作品圖像，例如《唐獅子圖屏風》（狩野永德，宮內
廳三之丸尚藏），《松孔雀圖壁貼附》（狩野探幽，
京都：元離宮二條城事務所藏）等，與《蝠道》進行
比較，嘗試描述兩者在材質（物質性）、視覺效果上
的異同。

《蝠道》 
2015 
墨及金 
藝術家藏品； 
鳴謝仇浩然先生及浩然藝術與教育基金的支持

狩野永德 
《唐獅子圖屏風》 
宮內廳三之丸尚藏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偏廳

《主義之外》 
2010 
動畫錄像，8分08秒 
仇浩然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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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答案

2.1 「大清雍正年製」款粉彩蝠壽紋盤（第07頁）

 三件器物圖樣幾近一致，應是運用官樣圖稿的「傳移 
 模寫」：畫匠先依據雍正皇帝的旨意製作圖樣，經其過 
 目許可下，再發稿本和樣本模型至景德鎮用於瓷器的 
 統一生產。

2.3 白玉蝠壽紋如意（第09頁）

1 因應技術不同，古代製玉主要分為線切割、片切割和 
 砣切割。若有興趣，老師及學生可從晚清的《玉作圖》 
 的十二個圖示或以下網上資料去進一步認識相關工序。 
 <網上資料：https://www.khanacademy.org/partner- 
 content/asian-art-museum/aam-China/v/working-jade >

 [活動建議答案] 摺扇、戒指、柺杖、腕錶等。

2.5  藍色綢平金繡雲蝠蟒紋吉服袍（第11頁）

1 五爪是配合親王以上的皇室成員，爪數越多，象徵著 
 越高的身份等級。

2 清代典制規定，黃色色系僅由皇帝、皇太后、嬪妃和 
 皇子等皇室成員使用。

2.6 「大清嘉慶年製」款粉彩雲蝠龍紋帽托（第12頁）

 由於此帽托整體呈明黃色，乃皇帝、后妃、皇子專用 
 御色，其等級應會比親王、郡王的石青色的吉服袍更高。

3.2 《主義之外》（第14頁）

2 「主義」代表一套有完整體系的思想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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