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原祁“奉敕恭畫”之
《西湖十景圖卷》
司徒元傑

香港藝術館虛白齋館長

西湖十景散布於湖山夾抱之中，各景點位置於錯落之中互聯對衡，除實景本身的吸引力
外，其中包涵四時變化和大自然的聲色意蘊，更令無數人士為之傾醉。歷宋、元、明、清各
朝，西湖十景能鶴立於其他勝景而成之典範，除了得到歷代眾多文學、藝術作品與及遊客的
稱讚傳頌，更重要者實有賴於清初康熙、乾隆二帝的大力褒揚和推動，令其發展達至高峰，
成為人文景觀中最具經典意義和代表性的名勝。
清朝建立之初，仍面對著不少內外困擾，局勢尚未平定。至康熙皇帝玄燁八歲登位、
十五歲主政，清王朝才逐漸步入穩定階段，並大大增強了統治地位，史家有“聖德之功”的

【圖一】

稱譽。康熙在掃除外患、統一全國後，便將注意力集中在國家內部之管治：一方面以馳緊並

王原祁（1642—1715 年）的《西湖十景圖》卷，是在康熙帝巡幸西湖後這背景之下所“奉

施的手法消弭社會上仍存在的反清情緒，特別是與南方漢人的矛盾，乃有開博學鴻詞科籠絡

敕恭畫”的。（圖一）畫作並無年款，但按圖中繪有“行宮”一景可作推斷，作品應完成於康

文人、士大夫；另方面致力改善百姓生活，下詔各地減免賦稅，並發展農業、水利等民生基

熙四十六年（1707 年）最後一次南巡後，即王原祁六十六歲後，屬晚年作品。（註七）《石渠

本問題。基於此重要政治考慮，康、乾二帝分別六次南巡。（註一）康熙於二十三年（1684 年）

寶笈》初編有載王原祁繪有兩卷下款相同、均具分段標題的絹本《西湖十景圖》：一為已佚

作首次南巡，經淮河視察水利，至江寧（今南京）參謁明陵後回北京。回京後欲再深入南下，

的“二等”墨畫本；另一是此卷泥金書標題“一等”設色本。按清宮廷畫的製作模式推知，

有載：“朕頃因巡河，駐蹕淮上。江浙兩省官民吁請幸臨，朕徇群情，涉江而南。”

前者可能是先呈皇上省批的稿本。

（註二）

嗣後康熙五次南巡均幸至杭州，並有御詩曰：“東南上郡古臨安（今杭州），親采風謠一省

畫卷起首自西湖東北方的一角杭州城垣，由錢塘門開始至卷末清波門城牆再次出現，首

（註三）

觀。……德化遠敷吾未信，如何夾道萬聲歡。”又有：“乘春弘沛澤，隨地稔民情。”

尾互相銜接。描繪之景物剛好是作三百六十度環湖一周的展示，實際上並無起訖之分。（圖二）

道明了欲親自省覽德政實施的情况，並一睹這聞名已久之“上郡”風采。康熙二十八年（1689

這與一般手卷的構景慣例大異其趣，非常獨特。另一大特色是全卷用泥金書題一百二十五條

年）第二次南巡，他首次親炙杭州的湖江山色，雖則對初見之美景讚嘆不已，但仍然不忘自

景目，除盡錄“西湖十景”外，亦標示了另外百多個景點或建築物的名稱，位置大多精確明

己南巡的首要政治目的，是希冀九州天下盡得太平，他的《泛舟西湖詩》有句：“……此行

晰。清代杭州城修建於順治五年（1648 年），最初是為旗營駐防用以管治漢人，牆高一丈

不是探名勝，欲使陽和遍九垓。”

（註四）

然而，康熙似乎最終被杭州西湖的昇平和優美景象

所攝服，他第六次南巡在孤山之南建造了新的行宮，其址盡攬西湖大片最佳景致。（註五）駐
蹕其間十天，有感而發寫了不少題額、書聯和詩篇，其中《題行宮詩》：“歲月流光五十春，
兩江風景一時新。蟠桃果熟春光好，海屋籌添麗月明。幸有百僚分節治，噓嗟凉德際昇平。
年豐物阜民安樂，何必燕京是帝京？”（註六）面對迷人秀麗的西湖風光，竟有遷都於此，長
作久居之想。
最能反映康熙對西湖的垂青，是他第二次巡幸杭州時為“西湖十景”親筆品題各景目，
並刻碑立石建御碑亭作恭護。乾隆南巡時又為十景賦詩並鐫刻於碑陰。自始“西湖十景”的
名稱從詩詞、畫題、史誌的文字記載變成實際的景點標誌，固定的實景位置使“西湖十景”
更加聞名遐邇。

【圖二】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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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b

九尺、厚六尺，歷時兩年完成。畫中城牆

鶴賦》，復勒石建亭以兹敬仰。（註十一）

前後被烟靄縈繞，祇顯露錢塘門一地標，

御碑亭現今尚存，惟是孤山行宮現址是

刻意隱去了內城屋舍稠密的景象。自錢塘

中山公園至西泠印社一帶，原建築物幾

門往左移至“斷橋殘雪”一段景物，如今

近完全湮沒，祇餘一潭池水和雜石可供

面目全非，祇餘一些遺址標記，斷橋上亦

憑吊。

不復見畫中的橋亭。

跨過斷橋沿

孤山後方隔著內湖對望便是寶石山

著白堤再越過錦帶橋便是“平湖秋月”，

至葛嶺一段景物，沿岸畫了不少寺廟、

稍前方繪有御碑亭，現今尚存實物。前路

庵堂、公祠等建築物，可知現今北山路

至此為一大柵欄所阻，欄後整區被朱欄圍

一帶，在康熙時期乃是香火集中之地。

隔，是禁禦森嚴之地，此乃康熙最後一次

山嶺上有造型尖挺的保俶塔，是此處最

巡幸杭州駐蹕之孤山行宮，後於雍正五年

突出的地標。沿岸前行至湖之西口，復

（1727 年）改為聖因寺。

康熙前四

有西泠橋與孤山接合。再前行至西湖的

次到杭州均居停於湧金門內太平坊的織造

西北角，這處有背枕棲霞嶺的名勝岳王

府，最後一次因得“臣民懽忭，踴躍創建

廟（岳飛祠墓）。康、乾二帝為籠絡人

行宮”乃以孤山為駐蹕之地。（註八）王原祁

心，對岳飛等歷史忠臣多表尊敬，巡幸

對此行宮描繪較為詳細，參照雍正《西湖

杭州時每派官致祭，乾隆更嘗賜扁額並

誌》“聖因寺圖”，可對照出部份宮內之

親臨岳飛祠墓。岳王廟南湖畔是“曲院

建築物，如自東至西排列的有涵清居、西

風荷”，據《西湖誌》載宋時這裡有麯

湖山房、攬勝齋、萬歲樓、雲岫閣等，並

院釀製官酒，故稱“麯院荷風”，康熙

有在孤山頂上可“蓋全湖之勝”的六角亭。

卻親自更名為“曲院風荷”並大加修繕，景目沿用至今。再往前行即聞名遐邇的“蘇堤春

（註九）

康熙最後一次南巡駐蹕於孤山行宮，

曉”。蘇堤自北往南貫穿西湖，右方遙望是連綿群山，左方則是瀲灩湖光。王原祁演繹在畫

此時國家局勢大定，面對綺麗恬淡的湖山

卷中的蘇堤，猶如一游龍出水，自右至左一脈延展。長堤上六橋依次排列，每橋均有清楚標

秀色，百感交雜，詠出《題行宮詩》中充

目：跨虹橋、東浦橋、壓堤橋、望山橋、鎖瀾橋、映波橋。（圖六）畫中蘇堤夾道遍植桃花柳樹，

滿感慨的詩句，更觸景生情於行宮園內看

紅綠相間，鱗次櫛比，步移景隨，如行畫中，其情趣實令人讚嘆不能自已。康熙對此景青睞

見一泓泉水，而得此心境寫照：“臨池懐

有加，並以之為“西湖十景”之首，親書“蘇堤春曉”並刻石建碑亭。畫裡可見在壓堤橋與

雅則，采秀在山青。每念風波息，心寬與

望山橋之間的碑亭。蘇堤後的群山橫亘，其中顯著者為“雙峰插雲”的北高峰和南高峰，宋

水平。”（《渟泉詩》）

王原祁大

時原用“兩峰”稱之，康熙改為“雙峰”，沿用至今，畫中亦繪有碑亭為記。在北高峰下，

概亦深明康熙對此西湖行宮的特殊感情及當時的心境，故對孤山這段景物著筆較多，描繪亦

幽谷茂林之間，隱若可見雲林寺、冷泉亭、飛來峰等泥金書景目，此處即現今遊人如鯽、香

比較細致。王原祁類似的處理手法亦散見於其他景點。行宮後的放鶴亭，位處孤山背後山腳

火鼎盛的靈隱寺景區。查雲林寺原即古之靈隱寺，乃是康熙敕賜改名。（註十二）（圖七）康、乾

處，畫中之角度理應看不到此亭。然而，王原祁則刻意將其位置挪到山脊之上，而顯露出來，

篤信佛

並有泥金書“放鶴亭”標示。（圖五 ab）康熙於三十八年（1699 年）親幸此景，他對宋代林和

隱寺更是他每次必到之古剎，除御書題額“禪林法紀”、“飛來峰”外，又賞賜寺僧香金、

靖的情操，和於此處梅林放鶴的典故頗有感懷，有詩曰：“今朝閒繫艇，還是愛賢才。”遂

經卷、佛像等珍寶。（註十三）雲林寺的實際位置距西湖頗遠，按理是遙不可及，但王原祁卻

御書“放鶴”二字亭額並親臨董其昌（1555—1636 年）所書南朝鮑照（414—466 年）之《舞

移形換影，將之搬至蘇堤對岸並為各景物標題。此特殊處理手法，大概亦如前述放鶴亭的情

【圖三ab】

【圖四】

（圖三 ab）

（圖四）

（註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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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ab】

，每次南巡多往參拜佛門聖地。據載康熙五次到杭州便有十八次巡禮寺廟之舉，靈

慈禪寺”。循湖畔拐至西湖的東
南方，是遍植松樹的萬松嶺。展
卷至此，乍見杭州城牆再現，首
入眼帘是清波門城樓。城門前方
是錢王祠，這是紀念吳越國錢氏
諸王對杭州貢獻的宗祠。康熙南
巡目的之一是藉以表達對漢人先
賢的崇敬，故亦到此祀禮錢王並
御題額“保障江山”。此處湖畔

【圖六】

況般，與康熙的鍾愛不無關係。過飛
來峰後續見群山連綿，畫卷標示的包
括天馬山、丁家山、南高峰、三臺山、
九曜山等，其中亦隱見龍井和茅家埠
等名勝。從畫面再往左走，即抵西湖
的西南角，這一帶山峰有南屏山、慈
雲嶺、鳳凰山、蓮花峰等，但諸峰次
序及前後位置與實景均有出入。
沿蘇堤跨過鎖瀾橋便到達有“湖
南絕勝”之譽的“花港觀魚”，（圖八）
【圖七】

康熙於此御書扁額並建立碑亭。王原

祁用了比較細緻手法繪畫此處建築物：前有定香橋與蘇堤接連，後有一幢三進的房舍，兩旁
敞軒臺榭清晰可見。特別之處是王原祁用縱深的視點表現房舍的深度，手法頗近當時出現的
西洋單點透視法。這畫法亦偶見於畫卷中的一些建築物。“花港觀魚”前方湖面是“三潭映
月”，清晰可見湖上三座石塔。（註十四）與之對望是明萬曆年間用淤泥圍埂而成的放生池，景
象正如《西湖誌》所描述：“內置高軒傑閣，渡平橋三折而入，空明窅映，儼然湖中之湖。”
（註十五）

湖上另繪有湖心亭，惟其位置與實景距離有頗大偏差—從壓堤橋附近湖面南移至雷

峰塔對開的位置。畫中雷峰塔正是構成“雷峰西照”的地標，清楚可見康熙時此塔僅餘磚砌
塔芯的殘貌。（圖九）自宋代以來，此景一直用“夕照”名稱，康熙御書改為“西照”，王原
祁的泥金書亦依照聖意書題。一九二四年雷峰塔因為土民的過度偷挖盜磚，終於整座頹然傾
塌。現址新塔是二零零二年按宋塔範本重新建造。雷峰塔旁是淨慈寺，亦是“南屏晚鐘”衍
生之地。然而，康熙認為：“夜氣方清，天籟俱寂，鐘聲乍起，響入雲宵，致足發人深省也。”
（註十六）

乃易“晚鐘”為“曉鐘”，惟後世的文獻和詩詞仍沿用舊目，包括王原祁亦題書“晚

鐘”。淨慈寺曾經是康熙禮佛之地，嘗御書《金剛經》賜贈，又親自撰寫重修碑文和題額“淨

【圖八】

柳岸，正是畫卷所描繪“西湖十
景”的最後一景“柳浪聞鶯”。
王原祁除繪畫了一組院落房舍
外，前方柳陰下亦繪有一兩層建
築物，是全卷中第二個附有泥金
標題的御碑亭。這區的樹木比較
茂密，楊柳依依沿湖延伸，與背
後浮露在雲帶之上的城垣對比强
烈。除湧金門外，城牆前一帶已
沒有繪畫明顯的景點，祇有伸出
湖面作為全卷結尾的問水亭。按
《西湖誌纂》載：“宋時有上船

【圖九】

亭圯，明萬曆建亭曰問水，今為
關帝廟，舟人猶稱問水亭。”可知乾隆時此亭已不存在。（註十七）畫中問水亭有高牆包圍，門前
左右高豎旗杆，似是官府建築物。王原祁以此作畫卷之終結，應有一定象徵寓意，也許是康熙
遊湖後泊舟上岸之處，有待考證。
畫卷末段景物，明顯集中在城牆後方背靠錢塘江、高聳橫亘的吳山區域。吳山最高處是
紫陽山，上有天然砥平的巨石大觀臺，畫中均有標示。此處是靠城的唯一高地，登臨其上可
盡攬江湖景致，頗有凌空超凡之概。康熙第一次到杭州便有《登吳山絕頂詩》：“左控長江
右控湖，萬家煙火接康衢。偶來絕頂凭虛望，似向雲霄展畫圖。”（註十八）山上三

九流、寺

觀祠廟紛陳，其中清楚標目者有大德廟、城隍廟、東嶽廟和海彙寺，而城隍廟是當時香火旺
盛之冠。對照杭州實景，可發覺王原祁處理此區景物所顯露的大膽手法。錢塘江距離吳山位
置頗遠，實無法清楚得睹如畫中所描繪的江上帆影和隔江的岸邊。大概王原祁是憑藉自己的
認知，或是要迎合康熙詩中“左控長江右控湖”的意思，而特別把畫中的場景作出剪裁。（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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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卷的高度限制了一些偏遠勝景的展現，畫家則用了藝術挪移手法，將意念上的大略概念，

熙對王原祁畫藝的賞識，是《國朝畫徵錄》所記載的一樁事件：“聖祖嘗幸南書房，時公為供奉，

轉化為能夠呈現於視覺圖畫中的景象和形態。前面已有放鶴亭、靈隱寺和湖心亭等先例，這

即命畫山水，聖祖憑几而觀，不覺移晷。嘗賜詩，有‘畫圖留與後人看’句，公鐫石為印章，紀

處將錢塘江拉近至吳山脚下，是王原祁的另一演繹。此外，他又把杭州城內吳山脚下“萬家

恩也。”（註二十二）（圖十一）此外，王原祁作為正統派傳人，他作品中所標榜的崇古和形式主義，

烟火接康衢”的景象完全掩蓋於雲海之中，大片留白的雲霧正好和卷首錢塘門的處理方法相

頗適合康熙時的政治、文化和社會需要，進一步肯定了他的地位和影響力。王氏的追隨者甚

銜接。這反映了王原祁此畫卷是集中描繪“十景”和其他與遊賞有關的勝跡景點，並非表現

眾，形成“婁東派”，其中唐岱（1673—1752 年）、張宗蒼（1686—1756 年）等宮廷畫家，

杭州城喧鬧的一面。然而，縱觀全卷所表現的西湖勝概與及充滿閑逸、遊賞的氣象，卻是從

更直接左右宮廷畫風的發展。他們與宮內另一主流王翬之“虞山派”互相輝映，共同將正統

一側面反映了杭州城的昇平和背後的繁華。在錢塘門後方至武林門一帶，即卷首處隱藏於雲

派的文人畫傳統帶入畫院，奠定了清代“院體”山水畫的典型風格。康熙時期重要繪畫的製

烟遠山之間的大片空白，正是遊覧西湖活動頻繁之地。《西湖誌》有記此處“北關夜市”之

作，是交由翰林畫家任總裁、地方名家為主力和院畫家參與。（註二十三）王原祁統領製作《萬壽

盛况：“蓋水陸輻輳之所，商賈雲集。每至夕陽在山，則檣帆卸泊，百貨登市，故市不於日

盛典圖》和王翬應邀入京主持《康熙南巡圖》繪事便是其中例子。然而，作為侍奉宮廷的畫家，

中，而常至夜分……凡自西湖歸者，多集於此，熙熙攘攘人影雜杳，不減元宵燈市洵熙時之

就有必要“調整原有畫風，參照院畫常用的技藝和已形成的風格”。（註二十四）如使用充滿富

景象也。”（註十九）杭州與蘇州有京杭大運河相連接，武林門是此水道船艇停泊之處，也是康、

貴氣派、艷亮奪目的青綠重彩技法等，王翬的《康熙南巡圖》可見一斑。

乾二帝南巡登陸杭城之處，極具象徵意義。王原祁以一抹煙雲輕輕略去此段景致，絕對不會

王原祁《西湖十景圖》明顯不是一般史詩式的宮廷大製作；既不是為了宣示帝威，也

是無心之失，卻恰是刻意經營的做法。王原祁的《西湖十景圖》明顯與一般宮廷繪畫有別，

不是作巨細無遺的紀錄。畫中的泥金書目頗類似明、清時期方輿誌書上的版畫插圖，具有標

這反映了他的特殊身份及與康熙的關係。

示景點位置的作用。但畫卷完成於康熙多次遊覽杭州之後，其創作動機並非為皇帝繪製導遊

王原祁，字茂京，號麓臺，江蘇太蒼人，出身名門望族。祖父王時敏（1592—1680 年）

圖，而應是作為回憶西湖美景之用─能夠為康熙提供袖藏勝景、隨時可作卧遊山水的功能。

為明萬曆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畫藝

畫中西湖用鳥瞰總攬手法描繪大略，完全不講求細節交待。作品整體的畫法非常隨意，行筆

深 受 董 其 昌 影 響， 並 與 王 鑑（1598—

自然疏放，更出現一些勾勒失準的地方。然而，這正是王原祁的本色；對於這幅“奉敕恭畫”

1677 年 ）、 王 翬（1632—1717 年 ）、

的畫作，他並沒有把自己風格作太大的調整。

王原祁共同繼承其衣鉢，成為清初正統

能夠駕馭千頭萬緒的山水長卷製作殊不容易，王原祁也指出：“古人長卷皆不輕作，必

派文人畫的代表，史稱“四王畫派”。

經年累月，而後告成，苦心在是，適意亦在是也。”（註二十五）細味《西湖十景圖》，可發現

王原祁十歲便能作小幅山水，深得祖父

他的山石畫法大體上是先以淡墨勾斫皴擦，再罩以主色汁綠，層層暈染，最後用花青、焦墨

讚賞並親傳畫藝，嘗道：“元季四家，

點苔提醒或複勾輪廓。用筆沉雄蒼勁，是他晚年爐火純青的筆法特徵，王氏自稱為“筆端金

當推子久（黃公望）。得其神者，惟董

剛杵”。張庚《國朝畫徵錄》記錄了王原祁的一次作畫實況，描述詳盡：“……乃展紙審顧

宗伯（其昌）；得其形者，予不敢讓；

良久，以淡墨略分輪廓，既而稍辨林壑之概，次立峰石層折，樹木株榦，……少加皴擦，即

若形神俱得，吾孫其庶乎！”

清

用淡赭入藤黃少許，渲染山石，以一小熨斗貯微火熨之乾，再以墨筆

楚闡述了王原祁畫學的淵源和發展脈絡。

乾擦石骨，疏點木葉。而山林屋宇，橋渡溪沙瞭然然矣。然後以墨綠

王原祁於康熙九年（1670 年）中進士後，

水，疎疎緩緩，渲出陰陽向背，復如前熨之乾，再鈎再勒，再染再點，

仕途順利，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户部右

自淡而濃，自疎而密，半閱月而成。……古人十日一水，五日一石，

侍郎等要職。王氏深得皇帝厚愛，經常

洵非誇語也！”（註二十六）這段記錄完全可應用於《西湖十景圖》的畫

進出暢春園，入直南書房供奉，得御賜墨

法分析，也說明了王原祁一以貫之的作畫特色。（圖十二）

（註二十）

寶，又嘗隨駕南巡。（註二十一）他並為內府

王原祁非常著重作品中各細部之間的統一性，嘗引用王翬與他論

鑑定書畫，奉旨纂輯《佩文齋書畫譜》，

畫的觀點：“寫時不問粗細，但看出進大意，煩簡亦不拘成見，任筆

主持《萬壽盛典圖》的製作。最能反映康

【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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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所之。”（註二十七） 王原祁並提出了

註釋：

“龍脈”的概念，有云：“龍脈為

註一： 康熙皇帝分別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二十八年（1689年）、三十八年（1699年）、四十二年（1703年）、

畫中氣勢源頭，有斜有正，有渾有
碎，有斷有續，有隱有現，……且

四十四年（1705年）、四十六年（1707年）作了六次南巡。
註二： 《清史稿》卷8＜聖祖本紀三＞。
註三： 《巡幸杭州詩》、《西湖再作詩》詩句，引自冷晓《康熙乾隆兩帝與西湖》，杭州：杭州出版社，2005，頁4、7。

通幅有開合，分股中亦有開合。通

註四： 同上，頁36。

幅有起伏，分股中亦有起伏。……

註五： 李衛等修《西湖誌》，卷3，＜名勝＞一，頁5〈聖因寺〉，雍正十三年（1735年）刊本。輯於《中國地方誌叢

如能從此參透，則少塊和成大塊，

四十六年（1707年）聖祖仁皇帝省方南巡駐蹕於此，臣民懽忭踴躍刱建行宮。雍正五年，皇上聖孝純誠俯順逝

焉有不臻妙境者乎！”

（註二十八）

書．華中地方》，臺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3，頁210。〈聖因寺〉一項有載：“寺在孤山最高處，康熙
民愛戴思慕之忱，即其地虔供法王，祝頌聖德神功於萬世，欽頒御書聖因寺額。”另乾隆《西湖誌纂》則載行

概

宮創建於康熙四十四年。見沈德潛輯《西湖誌纂》，卷3，＜孤山勝蹟＞，頁1，乾隆十七年（1752年）輯。收

括而言，就是要處理好畫面上局部

於沈雲龍主編《中國名山勝蹟誌》第2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5，頁182。

與整體的協調關係；在進行壘石成

註六： 沈德潛輯《西湖誌纂》，卷3，＜孤山勝蹟＞，頁3，乾隆十七年（1752年）輯。收於沈雲龍主編《中國名山勝

山的造形過程時，須掌握統一於條

註七： 有論者則根據畫上“放鶴亭”一標題出現的時間為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而認為此圖完成不會早於是年，應

理脈絡之中。《西湖十景圖》把環

為王氏五十七歲後之作。參徐英章＜清．王原祁西湖十景圖卷＞，遼寧省博物館，《書畫著錄．繪畫卷》，19，

繞西湖的連綿丘壑壓縮在畫心中景部分，基本上沒有繪畫近景和遠景，使橫看成嶺的連綿效

no. 18) in Willow Weilan Hai Chang ed., The Last Emperor’s Collection: Masterpieces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

【圖十二】

果非常鮮明。這與王氏一般的手卷作品迥異，是“龍脈”論的至佳演繹。（註二十九）
《西湖十景圖》雖然是一件上呈御覽的宮廷畫作，但王原祁還是以逸筆草草、恬淡自然
的個人風格作出演繹，沒有偏離黃公望、董其昌的筆墨道統。尤其是王原祁視之為圭皋的黃
公望畫法，更完全反映在作品一筆一墨之中。保留正統文人畫的精粹和內涵，正是此長卷難
能可貴之處。王原祁畫論中嘗談及用色之道：“至於陰陽顯晦，朝光暮靄，巒容樹色，更須
于平時留心。淡妝濃抹，觸處相宜，是在心得，非成法之可定矣。”

（註三十）

其中借蘇軾吟

詠西湖的千古名句，套用於畫法之上，足見他對古人的尊崇和擅於用古的涵養。

蹟誌》第2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5，頁185。

頁479。類似推論亦見於David Ake Sensabaugh, “Wang Yuanqi, Ten Views of  West Lake”(catalogue entry
phy from the Liaoning Provincial Museum （New York: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2008）, p.216.
註八： 同註5，頁210。
註九： 同註5，頁213。
註十： 同註6，頁185。
註十一： 同註5，頁350。
註十二： 同註6，頁115。這亦是引發民間故事，傳說康熙誤筆“靈”為“雲”字，惟有將錯就錯續寫成雲林寺。《清
史稿．聖祖本紀》則記康熙是因杜甫詩“江漢終吾老，雲林得爾曹”之句而得此靈感。
註十三： 同註3，頁112,119。
註十四： 此景目所存康熙御書的石碑則題“三潭印月”，亦與乾隆《西湖誌》所載相同。
註十五： 同註5，頁259。
註十六： 同註5，頁252。
註十七： 同註6，頁258。
註十八： 同註3，頁62。
註十九： 同註5，頁300。
註二十： 張庚《國朝畫徵錄》，卷下＜王原祁＞，頁52，載于安瀾編：《畫史叢書》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第3冊。
註二十一： 《婁東耆舊傳》（卷5）有載王原祁於五十八、六十二、六十六歲有隨康熙第三、四、六次南巡的零碎記
錄。《壯陶齋書畫錄》（卷16）另載王氏六十三歲“隨駕至吳門”，即第五次之南巡。參見鄭威＜王原祁
年表＞，載《朶雲》，第4期，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頁88-119。又王原祁《題山中早春圖軸》
有“余冬春之交日在直廬，无暇為人作畫，今奉扈從先行之命……”載於張素琪校《雨窗漫筆．集外題畫
拾遺》，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頁101。各項資料均沒有清楚列出王原祁所到之地，故未能確定
王氏有否隨駕至杭州。
註二十二： 同註20。
註二十三： 楊伯達《清代畫院》，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頁62。
註二十四： 同上。
註二十五： 王原祁《麓臺題畫稿》，載黃實虹、鄧實編《美術叢書》第1冊，上海：江蘇美術出版社，1986，頁71。
註二十六： 同註20，頁23。
註二十七： 同註25，頁69。
註二十八： 王原祁《雨窗漫筆》，載黃實虹、鄧實編《美術叢書》第1冊，上海：江蘇美術出版社，1986，頁64。
註二十九：王原祁的經典手卷作品《睛巒霄翠》（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藏）、《輞川別業》（美國紐約莫爾斯夫婦
藏）可供比較。見郭繼生《王原祁的山水畫藝術》，臺北故宮博物院，1981，頁190-193、201-206。
註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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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註28，頁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