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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知性之旅參觀故宮職貢圖特展側記 
 

吳嘉玲1 

（本會會友） 

 

 

台北故宮博物院推出「四方來朝—職貢圖特展」，展期 2020 年元月 1 日至 3 月 25

日。2019 年 12 月 17日，邱韻如老師在科史會臉書上貼出特展的消息。同日，曾經研

究過職貢圖的張之傑老師回應：「科史會可辦個戶外活動，我或可充任導覽。」邱老師

決定主辦此事。本會上一次知性之旅是 2016 年 5 月 14 日的樹火紙博物館參觀活動，

也是邱老師主辦的，導覽為陳大川老師，距今已三年多。  

2020 年元月 4日例會，議定參觀活動為元月 17日，由張之傑老師導覽。鑑於若干

會員、會友仍在工作，且故宮 16：30後可免費進場，所以集合時間訂在 18時，集合地

點為故宮第一展區 210特展入口處。 

 
此次知性之旅主辦人邱韻如教授所製作海報。  

 

是日張之傑老師提前半個小時到達現場，查看各展件的位置，其時參觀者寥

寥無幾。參觀活動 18 時準時舉行，到場會員 8 人：邱韻如、邱美華、劉昭民、楊

龢之、徐統、賴進義、徐勝一、張之傑；會友 7 人：吳嘉玲、游素美、沈萬汀、

章樂綺、趙久驊、林更青、白知方；合計 15 人。 

職貢圖特展共展出圖繪 15 件，以及明太祖與進貢有關的御筆文書 5 件。15 幅

圖繪，根據朝代臚列於後： 

 

唐：閻立本職貢圖卷、周昉蠻夷執貢圖冊、閻立本王會圖卷  

五代南唐：顧德謙摹梁元帝番客入朝圖卷 

 
吳嘉玲，前環保署簡任組長，業餘從事寫作、繪畫及音樂。電郵：zjzhang.wu@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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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宋人景德四圖卷契丹使朝聘、李公麟萬國職貢圖卷、蘇漢臣畫趙孟頫書萬國

朝宗圖卷、艾宣西旅貢獒冊、錢選西旅貢獒圖卷  

元：趙孟頫貢獒圖卷、任仁發貢馬圖卷、元人畫貢獒圖軸  

明：明人畫麒麟沈度頌軸、 

清：謝遂職貢圖卷 

無款貢象圖軸 

 

張老師說，繪畫是一種重要的史料，具有百聞不如一見的作用。我們的參觀重點，

是具史料價值的畫作。我們要看的第一件畫作謝遂《職貢圖》，就具有史料價值。 

 

謝遂《職貢圖》 

謝遂《職貢圖》共計 301圖（每圖繪一男一女及滿漢文圖說），裝裱成四軸長卷，

每卷各有卷名，依次是：蘿圖式廓、卉服咸賓、琛贐雲從、梯航星集。這四軸長卷幾乎

佔有一個展廳。 

張之傑老師只帶領大家看卷二，即卉服咸賓，為東北、福建（含台灣）、湖南、

廣東、廣西等省邊疆民族圖像，計 61圖，其中台灣原住民佔兩圖：彰化縣大肚社、西

螺社熟番男女各一。大肚社番男所攜獵犬，媒體咸認是台灣犬的祖先。 

 

 

 

 

 

 

 

觀看謝遂《職貢圖》卷二。圖

前自右而左，依次為張之傑、

章樂綺、趙久驊、楊龢之、劉

昭民。（游素美攝） 

 

 

清代將台灣原住民劃分為熟番、化番、生番。熟番指已漢化的原住民。生番指官府

力量不及、仍維持原有生活方式的原住民。化番指介於生番與熟番之間的原住民。乾隆

時台灣西海岸的平埔族大多已經漢化。圖中大肚社、西螺社番婦的穿著已和漢人無異，

番男仍保有其民族特色。 

謝遂《職貢圖》每圖繪一男一女及滿、漢文說明，以大肚社、西螺社為例，抄錄其

漢文說明如下： 

 

彰化縣大肚等社熟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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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屬土番，濵海倚山，種類蕃雜，共五十社。其大肚等社番，皆以漁獵為業。

善鏢箭。竹弓，竹矢傅以鐵鏃。亦勤耕作。番婦則攜飲食餉之。暇日或至縣貿易。 

 

彰化縣西螺等社熟番 

西螺等社熟番，居處、服飾與大肚等社相似。其人趫捷，束腹奔走接遞文移，官給

以餼。番婦常挈子女赴縣，用榖帛相貿易。凡彰化縣各社，歲計輸丁賦四百六十三兩零。 

 

張老師說，謝遂《職貢圖》源自《皇清職貢圖》。不知何故，故宮展件介紹未提到

《皇清職貢圖》。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下令各地總督、巡撫將其管轄境內不同民族，

及與清廷有來往國家之民族，描繪其衣冠形貌、生活習俗，而成《皇清職貢圖》。此圖

凡九卷，清傅恆、董誥等纂，門慶安等繪。繪製精準，具史料價值。傳世有彩繪冊頁（已

散佚不全），及四庫刊本，後者為版畫。謝遂《職貢圖》源自冊頁彩繪本，圖說亦依式

抄錄。謝遂，蘇州人，乾隆時期宮廷畫家，生卒年不詳，約活動於 18世紀中葉。 

 

閻立本《職貢圖》 

看過謝遂《職貢圖》，張老師說，此次特展最重要的有四幅，即閻立本《職貢圖》、

周昉《蠻夷執貢圖》、《元人畫貢獒圖》、《明人畫麒麟沈度頌》，這四幅圖他都研究

過，可參見其著作《畫說科學》（商務版易名《科學風情畫》）。  

張老師說，根據他的研究，職貢圖可大別為兩類，一類是外國進貢時由宮廷

畫家所畫的寫實之作；一類根據某一史實，或某一畫題，畫家揣摩的想像之作。

上述四圖，《蠻夷執貢圖》、《元人畫貢獒圖》、《明人畫麒麟沈度頌》屬於前者，閻立

本《職貢圖》屬於後者。 

此次特展，每幅皆有「展件介紹」。閻立本《職貢圖》的介紹如下： 

畫中域外人物高額深目，手捧奇珍異物，由右向左絡繹前行。此畫應是描繪貞觀五

年（631），婆利、羅剎、林邑三國使節團，向大唐帝國朝貢的史事。畫中人物極富戲劇

性的造型，說明職貢圖「紀實」與「想像」的敘事風格。此幅沒有畫家款印，籤題作閻

立本（？─673）。依《宣和畫譜》著錄，閻氏畫作多與唐朝國際政治有關。 

關於閻立本《職貢圖》，前故宮副院長李霖燦先生認為，所繪是貞觀五年（631）

林邑等國入貢的史實。那年林邑等國獻給唐太宗一隻五色鸚鵡和一隻白鸚鵡（cockatoo，

鳳頭鸚鵡），那隻白鸚鵡聰明伶俐，屢屢向太宗「訴寒」，太宗心生惻隱，就將白鸚鵡和

五色鸚鵡一同交還使者送回本國，這是個有名的典故。 

李先生還有一大證據，就是蘇東坡曾經寫過一首題為《閻立本職貢圖》的詩，詩

曰： 

貞觀之德來萬邦，浩若滄海吞長江，音容獊獰服奇尨，橫絕嶺海逾濤瀧，珍禽瑰產

爭牽扛，名王解辮卻蓋幢，粉本遺墨開明窗，我喟而作筆且降，魏徵封倫恨不雙。 

圖中有 27個相貌奇特的異國人物，有人牽異獸，有人扛鳥籠（籠中又有一隻鸚鵡），

和東坡詩一一相合，表示遠在北宋時，東坡居士就看過這幅畫。「名王解辮卻蓋幢」，指

得是唐太宗將白鸚鵡交還使者的事。因此，李先生得出結論：「即令這幅畫不是閻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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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當亦是唐宋以來流傳有緒的一個摹本。」 

閻立本《職貢圖》的鳥籠呈方形，外面罩著一層淺紅色的薄紗。透過薄紗，可以

看到紅色的鸚鵡狀鳥喙，細長的尾巴，和依稀的輪廓。一眼就可以看出，牠絕對不是白

鸚鵡（鳳頭鸚鵡）。牠的體色和籠外的紅紗完全一樣，表示牠原有的羽色是白色，所以

也不是五色鸚鵡。然而，牠確實是隻鸚鵡，那麼牠是什麼鸚鵡？ 

 

 

 

 

 

 

 

 

鳥籠中的鸚鵡，經過放大，

輪廓看得很清楚，牠顯然不

是黑喙、短尾、頭上有冠羽

的白鸚鵡。（賴進義攝） 

 

賴進義老師新購三個鏡頭的手機，隔著玻璃櫃，拍下由兩個土著扛著的鳥籠，經過

放大，那隻鸚鵡的輪廓看得更清楚。張老師說，他研判畫家的原意是要畫貞觀五年林邑

等所進貢的那隻白鸚鵡，但因不識其廬山真面目，就以我國南方所產的長尾鸚鵡

（parakeet）為藍本，保留了其紅喙和長尾，將體色改為白色。在畫家的認知中，鸚鵡

嘛，紅喙、長尾是天經地義的事，殊不知白鸚鵡為黑喙、短尾，至於頭頂上的冠羽，更

是做夢也想不到的。 

閻立本是唐太宗時宮廷畫家，古時的宮廷畫家有如現今的攝影師。貞觀五年那次進

貢最重要的就是那隻白鸚鵡，閻立本哪可能畫錯！畫家因為沒看過白鸚鵡所留下的破

綻，成為我們了解這幅職貢圖的重要線索。 

其次，圖中的長角羊，角型似北非劍羚，但頦下有一撮山羊鬍，世間沒有這樣的動

物。這幅畫顯然是後人根據歷史掌故畫的，絕非閻立本真跡。然而這幅由宋徽宗題簽的

古畫，距今至少有一千年，即使不是閻立本真跡，亦無傷其價值。 

 

《周昉蠻夷執貢圖》 

接下去張老師帶領大家去看周昉《蠻夷執貢圖》。這是幅冊頁，有金章宗瘦金體題

簽。繪一高鼻深目使者，牽著一頭長角羊向大唐進貢。張老師說，他因編輯《中國巨匠

美術週刊》，1995 年春已認出圖中長角羊是北非劍羚。劍羚有四種：北非劍羚、東非劍

羚、南非劍羚和阿拉伯劍羚。後三者角直出，只有北非劍羚角略彎曲，形如彎刀，所以

英文名為 scimitar-horned oryx。章樂綺老師用手機在 google 上查 oryx（劍羚）圖像，果

然以 scimitar-horned oryx的角較長，且稍彎曲。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5 期（2020 年 12 月） 

 

138 

 

有唐一朝，外國貢羚羊只有一次，即開元七年（719）吐火羅使臣為拂菻獻上獅子

及羚羊各兩隻，因此這幅古畫應當和這次進貢有關。拂菻原指東羅馬，盛唐時主要指已

臣服大食的敘利亞地區。張老師在他的文章中說： 

「開元六年（718），吐火羅的使臣來到長安，他為拂菻國帶來兩頭獅子、兩頭長角

羊。……開元七年（719）正月吉日，貢使牽著獅子、羚羊上表進貢，唐明皇龍心大悅，

吩咐宮廷畫師畫下入貢情景，畫師研紫調朱，畫了一幅長卷。後來歷經戰亂，到了金章

宗時，長卷已經毀損，所幸羚羊的一段大致完好。金章宗命良工重新裝裱，並根據傳說

題簽為周昉《蠻夷執貢圖》。 

「周昉的確畫過《蠻夷執貢圖》，不過內容恐怕和金章宗題簽的周昉《蠻夷執貢圖》

無關。唐時所謂的蠻夷，有其特殊指涉。《舊唐書》將域外國家分為南蠻西南蠻、西戎、

東夷和北狄，《新唐書》分為北狄、東夷、西戎和南蠻。因此，蠻夷可能指南蠻與東夷，

也可能是個複詞，合指南方熱帶國家。周昉《蠻夷執貢圖》所繪胡服使者及北非劍羚顯

然來自西域。因此，我們可以大膽假設：金章宗將一幅無款的唐代古畫張冠李戴了！」 

張老師說，周昉是中唐畫家，開元七年拂菻獻獅子和羚羊時他可能還沒出生。周昉

《蠻夷執貢圖》即便是周昉的作品，也應該是個摹本。那麼他摹自哪位畫家的哪幅畫？

張老師認為，周昉《蠻夷執貢圖》可能是《拂菻圖》的一段。 

《宣和畫譜》卷五著錄張萱《拂菻圖》一幅，卷六著錄周昉《拂菻圖》二幅。這三

幅《拂菻圖》的內容已無從查考，照理應該和開元七年拂菻進貢的史實有關。張萱是盛

唐宮廷畫家，應經歷過拂菻貢獅子和羚羊的事。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十謂周昉：「初

效張萱畫，後則小異，頗極風姿。」周昉既然曾經效法過張萱，而開元之後又找不到拂

菻再次入貢的記載，周昉《拂菻圖》或許是張萱《拂菻圖》的摹本，也可能是張萱的原

作。 

開元七年拂菻入貢，獻上兩頭獅子、兩頭羚羊，宮廷畫家張萱奉詔畫下入貢實況。

張老師又根據《營造法式》的拂菻圖繪（兩牽獅胡人），認為《拂菻圖》是一軸長卷，

主體內容為兩牽獅胡人和兩牽羚羊胡人。台北故宮博物院珍藏的周昉《蠻夷執貢圖》，

當為其中的一段。 

故宮職貢圖特展，此幅之展件介紹如下： 

本幅描繪一名牽羊的西域朝貢者，人物捲髮戴箍，深目隆鼻虯髯，腰繫蹀躞帶並配

戴短刀。蹀躞帶原本是歐亞草原民族的服飾配件，畫中所繪形制，與突厥、契丹墓葬出

土物相仿。山羊角長如彎刀，毛色灰白，特徵與中東地區阿拉伯大羚羊極為吻合。畫中

人物牽曳走獸的構圖，後經演變成為職貢圖的經典圖式。 

阿拉伯大羚羊，即阿拉伯劍羚。既然長如彎刀，怎會是阿拉伯大羚羊？撰寫展件介

紹者將圖中的動物弄錯了。 

 

《元人畫貢獒圖》 

張老師寫過一篇《獅乎？獒乎？從元人畫貢獒圖說起》，就是討論這幅畫。張老師

說，他所經眼的獅畫，寫實的只有兩幅，一幅就是此幅，另一幅是嘉德藝術中心近年展

示的成化十九年繪《撒馬兒罕貢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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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幅畫兩貢使牽著一隻獅子，從貢使的容貌和服飾來看，應當來自中亞回教國家。

圖中的獅子造型準確、姿態生動、刻畫入微，這麼逼真的獅畫，題簽者怎麼認不出來？ 

中國不產獅子。張老師說，古人只認識變形的獅子，看到真正的獅子反而不認識了。

獅子的造型什麼時候開始變形？以石獅子來說，現存最早的石獅子──東漢的楊君墓石

獅，造型簡單，但已開始變形。此後愈變愈誇張，到了宋代，大致已變成日後的形制。

當雕塑、繪畫及各種民間工藝的獅子造型都趨於定制時，這種定制的造型就成為人們的

刻板印象。試想：已有先入為主觀念的古人怎會認識寫實的獅子？ 

張老師在他的文章中說：「《洛陽伽藍記》卷五載宋雲與惠生在乾陀羅國見到獅子的

事：『時跋提國送兩獅子兒與乾陀羅王，雲等見之，觀其意氣雄猛，中國所畫，莫參其

儀。』可見在魏晉時，國人所畫的獅子即已脫離現實。宋雲等所見到的獅子兒即幼獅。

雄獅約一歲時才長出鬃毛，至五歲時才生長齊全。古人印象中的獅子為變形後的雄獅，

宋雲等看到鬃毛未豐的幼獅，當然認不出來了。」 

獅子有兩個亞種：非洲獅和亞洲獅。自東漢章帝章和元年（87）月氏貢獅子，歷代

外國貢獅，除了鄭和下西洋期間有過非洲獅，其餘都是來自西亞、中亞的亞洲獅。《明

史‧列傳二二○‧西域四》｢哈烈」條：「獅生於阿木河蘆林中，初生目閉，七日始開。

土人於目閉時取之，調習其性，稍長則不可馴矣。」鳥類和哺乳類都有銘印現象，對於

睜眼所看到的第一個活動的物體（通常是母親）心生孺慕，信任不疑。銘印現象使得人

們可以馴養獅子等猛獸，但必須是從小豢養的人，不是每個人都能讓牠聽話。 

剛生下的乳獅，體重約 1.2-2.1公斤，比大貓還小！古時沒有奶瓶，或許以母狗充

當奶媽。獅子的哺乳期約三個月，此後雖可吃肉，但要到半歲後才完全斷奶。因此，進

貢的獅子至少要過了哺乳期才能東行。途中或許一面餵肉，一面像餵貓咪喝奶般，將馬

奶、駱駝奶、羊奶等盛在容器中，讓還沒完全斷奶的獅寶寶舔食。雄獅一周歲後才開始

長出鬃毛，要到五歲才長得齊全。從圖中獅子的形態來看，可能走了一年，原先的獅娃

娃已長成半大小子。 

邱美華老師提問：「既然獅子只聽從小養牠的人的話，養獅人是不是留在中國？」

張老師說是的，獅、象、獵豹等莫不如此。楊龢之老師補充，明代留下來的養獅人還授

予三品銜呢！ 

 

《明人畫麒麟沈度頌》 

明代將原產非洲的長頸鹿比附為麒麟。《公羊傳》：「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

無王者則不至。」永樂帝得國不正，象徵聖王出世的麒麟就成為下西洋期間的重要搜求

對象。據張老師研究，下西洋期間外國進貢及購買長頸鹿至少六次，其中四次在永樂朝，

一次在宣德朝，一次時間待考。 

永樂十二年，榜葛剌（今孟加拉）貢麒麟，長頸鹿初次來到中國。翰林院修撰沈度

撰〈瑞應麒麟頌〉，配上圖繪，而成為藏台北故宮博物院的《明人畫麒麟沈度頌》，為

這次進貢留下真實記錄。張老師說，這隻長頸鹿可能來自當時回教世界強權埃及的馬穆

路克王朝。中世紀時，回教世界有禮物外交的傳統，馬穆路克王朝經常贈送長頸鹿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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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動物給其他回教國家。榜葛剌蘇丹可能從馬穆路克王朝獲得長頸鹿，又將其園囿中的

長頸鹿轉贈給永樂帝。 

除了台北故宮藏《明人畫麒麟沈度頌》，明清以來還有多種麒麟圖傳世，畫幅左側

皆繪長頸鹿，右側皆繪一纏頭異邦人士，身穿紅袍，雙手執牽索，立於長頸鹿右下方，

側身仰首回望。這些麒麟圖構圖和設色完全相同，顯然同出一源。 

從書法上觀察，《明人畫麒麟沈度頌》之頌文歪斜不正，自第四行至第二十一行皆

偏向左。明代院體書法講究規矩法度，呈獻皇帝哪能馬虎？因此張老師判斷，台北故宮

藏《明人畫麒麟沈度頌》並非呈獻皇帝原件。不過此幅可能是最接近原件的摹品，可作

為鑑定其他摹本的依據。 

 

 

 

 

 

 

 

 

 

 

 

 

 

 

 

以特展看板上的明人畫長頸鹿為背景，遮去手執牽索

的異邦人士，營造出一種有趣的效果。（邱美華攝） 

 

其他職貢圖 

看完《明人畫麒麟沈度頌》，其他職貢圖只是大略看一下，未作詳細解說。張老師

認為，這些職貢圖史料價值不高，或根本沒有史料價值。 

先看閻立本《王會圖》和顧德謙摹《梁元帝番客入朝圖》，這兩幅圖卷構圖和內容

相似，可能同出一源，惟前者設色，後者白描。前者繪 24國外國使者，後者繪 33國使

者。張老師認為，南朝‧後梁為一積弱不振的南方政權，很難想像會有那麼多「番客」

前來朝貢。各國使者的像貌、穿著、服飾，或許有點史料價值，但也有明顯失真之處，

譬如把波斯國、倭國使者的皮膚畫得較深，就不符事實。 

關於「王會」一詞，楊龢之老師補充，典出《汲塚逸周書‧王會篇》，記述邊遠地

區朝拜周武王的盛況。邱韻如老師提問：「兩幅圖所繪人物怎麼脖子怎麼那麼短？」楊

龢之老師說，這就像古埃及畫人物都畫側面一樣，這是一種習慣。張老師說，唐人所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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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仕女圖露出頸部，外邦使者的脖子之所以畫得短，是否和領子較高、遮住頸部有關？ 

此次職貢圖特展，貢獒圖有四幅，除了誤獅為獒的《元人畫貢獒圖》，還有艾宣《西

旅貢獒圖》、錢選《西旅貢獒圖》和趙孟頫《貢獒圖》等三幅。閻立本曾畫過《西旅貢

獒圖》，當《西旅貢獒圖》成為一個畫題，他人所繪都畫成莫名其妙的異獸。 

 

 

 

 

 

 

 

錢選《西旅貢獒圖》局部。

所繪之獒，純粹出於想

像。(故宮博物院提供） 

 

上述三幅，錢選《西旅貢獒圖》所畫的獒，背部綠色，背部以下藍色，腿長得不成

比例，尖爪外露，世間無此動物。楊龢之老師認為，設色可能得自傳說中文殊菩薩的坐

騎青獅。艾宣《西旅貢獒圖》所畫的獒，略似藏獒，但頭部不夠大，吻部尖突，仍非寫

實之作。趙孟頫《貢獒圖》所畫的獒，一隻呈淺褐色，形態似貓科動物，仰首，尾巴蓬

鬆，腿長，爪外露；一隻呈黑色，低首，形態與前者相似；世間也沒有這樣的動物。張

老師的結論是，這三幅圖具有藝術價值，沒有任何史料價值。 

游素美老師提問：｢也許古代有這樣的動物，現已滅絕了也說不定，龍就是個例子。」

張老師回答：｢龍是一種想像的動物。至於圖中的異獸，很難歸類為哪一科，這在動物

學上是說不通的。」楊龢之老師補充：｢宋、元距今不遠，滅絕的動物不可能沒留下記

錄。」 

宋人景德四圖第一段《契丹使朝聘》，繪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契丹遣使韓杞入

宋談判，簽訂澶淵之盟，隔年朝覲真宗場景，契丹使團入崇德殿朝見真宗。惟所繪崇德

殿不夠寬敞、高聳，接見外國使臣的殿宇不應如此簡陋，以此推斷可能不是寫實之作。 

李公麟《萬國職貢圖卷》凡 10 幅，水墨畫。繪吐蕃國、賓童龍國、暹羅國等

10 個國家的貢使與貢物。每國一圖，圖左有簡短說明。以第一圖吐蕃國為例，其

圖說：「吐蕃國，又號假西番，本西羌屬，居支水西。蕃髮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其

俗謂強雄曰贊，大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每入貢于中國。」大致合於事實。圖中人

物與貢物則出於想像：人物眼框凹陷，所貢動物為一獨角異獸。 

蘇漢臣畫趙孟頫書《萬國朝宗圖卷》凡 10 幅，設色，每圖繪一國貢使及貢物。

圖上無文字，左側有趙孟頫書圖說。以第一圖為例，其圖說：「自舊港順風八晝夜可

至其國。傍海山孤人少。受弱於暹羅。每歲輸金為稅。田瘠少收。內有山泉流為溪。谿

中淘沙取錫煎成塊。曰斗錫。俗尚淳厚。屋如樓閣。用木高低。層布連床。就榻箕踞而

坐。」顯然有所依據，但未說明是哪一國。圖中人物未戴帽者薙髮結辮，腦後有兩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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辮子（似契丹人）。南方國家沒有薙髮結辮的習俗。 

任仁發《貢馬圖》作於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任仁發，曾主持吳淞江等多項水

利工程。這幅貢馬圖，所繪皆西域良馬，當來自中亞國家，惟貢使夾雜黑人，與中亞國

家民族不合。任仁發長期在江南任官，看到中亞國家前往大都貢馬的機會不多，可能也

是想像之作。 

無款《貢象圖》展件介紹：「本幅畫一名深目高鼻、膚色黝黑的外國人雙手牽象。

大象體態敦厚，馱負一只華麗的琺瑯盆，盆內盛滿金銀、珊瑚、硨磲、瑪瑙等財寶，佛

塔矗立其間，當中有尊彌勒佛像，珍珠瓔珞垂綴於上。……」產象的南方國家除了印度，

沒有深目高鼻的民族。即便來自印度，衣著裝束卻更像中亞民族。此幅應非描繪某次貢

象之作。 

 

參觀結束後在展場入口處合照。左起：賴進義、邱美華、趙久驊、徐統、邱韻如、章樂

綺、張之傑、徐勝一、劉昭民、沈萬汀、楊龢之、游素美。有三位未入鏡。（賴進義攝）  

 

看完了 15 件圖繪，時間是 19：20。張老師沒帶領大家觀看明太祖的御筆文書。

邱韻如老師召集大家在「四方來朝」展場入口處拍攝大合照，參觀活動至此結束。

（庚子正月初三） 

 

 

收件日期：2020年元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