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೩āāࢋ
過去學界談論乾隆時代傳教士的〈貢馬圖〉畫作，較偏重於中西藝術文化交流
的角度，重視東西方繪畫技法的融合與創新，而多忽略貢馬的歷史背景，以及與之
相關的各種滿洲政治文化表現。乾隆朝廷接受外藩諸部與各國屬邦的貢馬，除了體
現北亞民族尚馬傳統，並成為畫作與詩賦的主題之外，尚有清朝獨特的滿洲政治文
化內涵，本文透過為馬命名的藝術，馬匹的相關辭彙在滿洲語文工具書－「清文
鑑」的變化，以及宮廷薩滿信仰祭祀馬神等相關活動展現出來。
ᙯᔣෟĈ清代、滿洲、馬、十駿圖、清文鑑、薩滿

* 本文初稿曾於「文獻足徵Ǖ 第二屆清代檔案國際學術研討會」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5年
11月3~5日）上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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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ā֏
ഈ۞ࢋֽҋγᘸăᛳ֣Ăߏϔ̼͛ᄃ߆ڼγϹ̢જ۞யۏĄ̝
ٺΔֲϔϠ߿็Ăّࢋࢦҋ̙֏ޞĂซ̽۞߿જѝ̏јࠎ႕߷ϔᄃ
ᄋΟඈొᘦؠᙯܼ۞ࢦࢋܑனĄᐌഈགྷᒉᘟા۞јಶĂЧొăᛳ֣၇၇Ш
ഈ࠱ޓซЩෳ۞̽Ăӈߏࠎ˞ܑ྿̓рăᏮྕ̝ϫ۞Ą
ͽࠎᗟ۞൪үĂӈߏĲဦĳĂ۞झԗੰ൪͍ͽҘ߶็ି̀۞
Щү̫ٺ͵็ݡĂּтĈࢡ͵ှĞGiuseppe CastiglioneğăғୁᄋĞIgnatius
Sichelbarthğ۞Ĳ˩ᔾဦĳăĲˣᔾဦĳăĲဦĳඈඈĂٙ൪ᔾӈкߏซ
ഈԗ۞ЩĄֱЩᄃЩ൪۞ඕЪౌдษॡѣᖳಱ۞јڍĄ
࿅Νጯࠧኘኢษॡ็ି̀۞Ĳဦĳ൪үĂкઐࢦ̚ٺҘᘹఙ̼͛Ϲ
߹۞֎ޘĂࢦෛڌҘ͞ᘱ൪ԫ۞ڱᏉЪᄃ౹າĂ҃ྵنர۞።ΫࡦഀĂͽ̈́
ᄃ̝࠹ᙯ۞Ч႕߷߆ܑ̼͛ڼனĄษॡ۞झԗᘱ൪Ăੵ˞ጼဦăҖᕷဦΞ
ͽܑன઼छຍ෪۞ဦ൪Ă 1 ͽࠎᗟ۞൪үĂ˵Ξͽซ˘Վଣ̰உĄ
ษഈԗତצγᘸኜొᄃЧ઼ᛳ֣۞Ăੵ˞វனΔֲϔ็إĂ֭јࠎ൪
үᄃྐኬ۞ᗟ̝γĂإѣഈপ۞႕߷߆̰̼͛ڼஉĂ࿅ࠎЩ۞ᘹ
ఙĂ̽۞࠹ᙯᙜຉд႕߷ᄬ͛̍३ǕĶ͛ᝥķ۞ត̼Ăͽ̈́झԗᖠ႕ܫ
Јۥৠඈ࠹ᙯ߿જणனֽĄ

˘ăଂזĲဦĳ
Ğ˘ğֽ
̝ٺΔֲϔ็ߏࢦࢋ۞হய̝˘Ă͍߿ߏજ˧ณ۞ֽĄ̽˵
јࠎొֽ̝ـม۞ᖃݡăۏĂ߿જдΔֲЧ๕˧̝ม̙ᕝซҖĄࣧ̚߆
ᝋૻ̝ॡĂࢋܮՐΔ͞ϔˢĂ̽ӈߏࢦࢋีྤۏϫĄ
ഈˢᙯ݈̏གྷ̂ఢሀତצᄋΟኜొ۞ĂּтĈૣᇇ˟ѐĞ1637ğ˟
͡Ă͉ف؟ഈᔿπ҃ؠᔘĂٺִ֧˩˟ݱγҖᒉĂӈѣᄋΟ˿ᐵপă

1

相關研究參見劉潞，〈
《叢薄行詩意圖》與《清高宗大閱圖》考析Ǖ 清代多民族國家形成的圖像
見證〉
，頁15-26。馬雅貞，〈戰爭圖像與乾隆朝對帝國武功之建構Ǖ 以《平定準部回部得勝圖》
為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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ญႬкͽ̈́෫ႬొݣརҖྱΣᖃĄ 2 Ϥ۞߆ٺјΑĂೄ̽۞ᇴณ̏
֖ͽઇࠎ̂ณካኲ̝ϡĄૣᇇαѐĞ1639ğ˝͡ʹ̄͟ĂࡊႬՓࣖᗝዾۦপ
ᄃ̳ᕩ઼Ă࠱Ьதኜͳă֓ઙኜܛݱĂనजᐢ̝ćТ͟ĂᄈᆅপొརϺֽ
ഈĂ͉؟ೄ˼̽Ăͽ˘Ѻ˘˩˛̽ኲග݈ᑕካ۰ĂዶˣѺˣ˩
ˬ̽ĂᏐͳă֓ઙඈĂ੩ณ̶ካĂ˫̣˼ءѺ˝˩˟̽Ă΄˟˩ၮӮ̶ග
ͱᮔ̚ళࡴ۰Ą3
ഈˢᙯ̝ޢĂᄋΟ̪ซᚥ̂ณĂҭߏ۞ֽ˵ѣڻҋځഈֽ҃۞
ԛёĄځഈ၆ڻᙝซ۞൫ဃͽξ̝Ӏᐹ̝Ăഈ˵੩ณڻϡĂּтĈੴҘఄ
ࡓ̋ಢಡाъٺႧѐมฟؕซ̽ć 4 ϟඥةэгડ˟˩αъ൫ဃĂ̶α
ख़Ѩˬѐ˘ซĂҭഈԗΪפѣϡ۞̣̽ă˩ࢶ͢ܦଡ଼ć 5 ซ̽࠰Ϥᖃ
ొځݶĂೇݗਖ਼˯ዹੰϹνΦ̶ࠁཏೄ⼞ዳĄ6
ѩγֽҋг͞༛ᇬ۞Ă˵Ξͽ·၁˯ዹੰ̝ᅮĄႧˬ˩˟ѐĞ1693ğ
˩˟͡Ăѯᓁ༛౮ٛٙ˞ੵݶซᚥ൪סඈۏĂᔘΒ߁ᄋΟ˩̽ă̌˩
̽ĂႧ࠱ٺޓԲܑ̚ϯĈĶ̌யгำݑĂᇃҘăα̌ăෳэ̝Шֽќ
ৼĂѩγ༛ᇬඈٙซ̝ۏଂ̙ќĄķ 7 ᄋΟ͞ࢬ۞ซ͍кĂΞ֍ٺĮ̰ᅦ̂ऱ
ᑫįć 8 ҃࠹ᙯఢቑΞ֍ٺĮநᘸੰּįĂΒ߁ĈಁႬಁᄋΟซĶ˝Ϩķă̰
͙ᖠҹЧၮᄋΟͳ̳ăέРඈซĶ഼ѿķăĶ߿ѿķĂ˵ѣͳ̳ăέРٙៀۓᐎ
௪Ă৶ࣖඈ෫ϩඈćᄋΟ˜Ϥ˯ዹੰរෛĂՏ˝̰̽Ϊ੩ќα̽Ă̽
ඈௐԶካĄ 9 Ⴇα˩̱ѐĞ1707ğα͟͡˝ܐĂಁႬಁ͙ᖠҹăᛂκপඈొᄋ

2
3
4
5

6
7
8

9

齊木德道爾吉、巴根那，《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實錄蒙古史史料抄》
，頁413，崇德二年二月辛
卯。
《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實錄蒙古史史料抄》
，頁518，崇德四年九月丙子。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
，091400號，康熙三十六年正月二十七日。
朱麗霞，〈岷縣藏傳佛教興衰之初探〉
，頁429-478；《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
，
090611號，乾隆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岷州喇嘛、莊浪喇嘛之進貢賞賚另見楊選第、金峰校注，
《理藩院則例》
，卷57，〈喇嘛事例二〉
，頁400-401。
《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一）
》
，冊3，頁907。
《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
，120號，頁55，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例如：大連市圖書館藏，遼寧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譯編，《清代內閣大庫散佚滿文檔案選編
Ǖ 職司詮選、獎懲、宮廷用度、宮苑、進貢》，頁297-396，主要是康熙年間之外藩進貢、官員
，頁311-365，乾隆年間以
進獻；《清代內閣大庫散佚滿文檔案選編Ǖ 獎懲、宮廷用度、進貢》
後的外藩進貢。
《理藩院則例》
，卷17，〈貢輸〉
，頁188-193。

故宮學術季刊

54

第二十四卷第二期

ΟͳᅋֹኛщĂֽ֭ዷĂќޢזϹϤ˯ዹੰរ࠻ĂซВ˛̽Ă̚α̽
Ъќৼݡ৺ĂዶႽੜаĄ10
Ⴇ̣˩˘ѐĞ1712ğα͡Ăဦந؇ўֹ͂ጆপᄋΟ̝˿ႬଞপొĂҖ
̚Ϻତ˿צႬଞপ઼ܠϜঈѭٙ౯̽ᗨࢷĂѩγĂ֓̄ܠٛο֤̝ͭ
ᭀ౫͢ĂЯ̄ഈҘᖟаܡצܔĂࠎຏᔁႧ࠱ޓତܢ̰צăኲێလनᙯγ
̝ाଐĂপᅋֹኛ࠱ޓཐщ֭ਖ਼̽Ą˿Ⴌଞপ઼ᅈдܻᘲЄႬΐ߹ګાĂ
༊ॡ֭ܧഈ̝γᘸĂϺܧᛳ઼Ăਖ਼ྕܧĶķĂ҃̽ઇࠎᖃۏĂဦந
ϺܑϯѩᓝĶࠤЪᖃᆇķĄ11 ϤѩϺΞۢĂ̽၆Δ͞Чϔ҃֏Ă̙ኢઇࠎϠ߿
ϡݡĂ˜ҌٺᖃݡăۏӮѣࢦࢋгҜĄ
ᓁ̝Ăഈ۞ֽࠤᇃĂࠤࠎ႕߷ڼ۰ࢦෛĂ˵ͅߍഈ۞Δֲ̼͛
ࡦഀĂੵ˞͌ᇴࣶءซᚥĂкֽҋγᘸᄋΟ۞ซᚥĂษѐมڇفĶາᘟķ
Հᕖֽ̂Ă̈́ٺҘొᛳ઼Ąߊߏ߆۞ࢦࢋј̶Ă˵·၁˞
߆Ą
Ğ˟ğഈ۞߆
߆۞ቑಛࠤᇃĂੵ˞˾γێಞăˣၮዳăซ̽ඈࢋีĂ˵ঘ̈́һ
ొăᖃొă͉ဉъă̰ચ˯عዹੰăЧយ৭ඈ፟ၹĂᔘΒ߁࠱ֹޓϡ۞Ą
ษ࠱ૻޓአĶ઼ᄬᗨडķߏഈԗ̝ώă႕߷̝Ă˵எۢ߆ᄃᗨड઼߆۞ᙯ
ాĂЯѩ၆߆ѣᚑॾ۞ࢋՐĂ˵ᄮࠎഈ۞߆ᅈ࣫ٺഈĄࡗரͧྵ
ഈᄃ࣫ഈ۞मளĈ
彼四十萬，想即市取回鶻者，奈當草盡泉枯，馬病羸而不勝鞍，何如我
朝上都諸部蒙古牧場寬，育馬二十萬有奇，生駒增年年，營馬驛馬乃分
餧，按月各給以馬乾，其數劌二十萬有奇，不動聲色得實用，並無扞格
不通行之難（注：本朝之馬，分佈於上都達布遜諾爾、達里岡愛、烏梁
海、大凌河，暨左右兩翼各場放牧，及各蒙古部落滋牧者，其二十萬二
千八百餘匹，各就水草宇育，仍歲有孳生，又滿、漢、各營及各省驛遞

10 《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
，1089號，頁500，康熙四十六年四月初十日。類似情況尚有：1100

號，頁506，康熙四十六年四月十九日；1230號，頁550，康熙四十六年十月十六日；1613號，頁
687-688，康熙四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4204號，頁1686-1687，無年月。
11 莊吉發，《滿漢異域錄校注》
，頁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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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站馬，共二十二萬五千二百餘匹，皆月給馬乾銀，各就所在分飼，均
資實用，且無馬多地狹、不敷芻秣之患）。12
ጾѣᇃ̂ਨ࡚۞ᄋΟێಞߏഈ߆ྵ݈јΑ۞ࢋࣧЯĄ͍ጧႬᄋ
Οăаొᕩˢۍဦ̝ޢĂҘΔг͞۞̽˵Ξ࿅ٽᆧΐг͞ϡ̝ᅮĄᛳ઼
ݣᖠҹొٺϿஞг̽͞ٽĂՏ̽ᆊ̙࿅ˬăαܛĂྵ̰ٺгᆊΪᅮˬ̶̝
˘Ă̙ҭΞϡ͏ٺϣăڻᙝᒉЁĂՏѐͽ̰عባϧ·ᆊĂĶۏ։ࣃπĂ̚γᄋ
ӀķĄ13 ˣၮࠎޘטഈ઼វĂˣၮྻ۞ޘטү˵Β߁˞߆ኜีϫĂᓝ˲ણᅳࣘ
გᑫٗăءদОă߃ዳዷăྫྷᗨءăዷᇄٸێඈְีౌѣྎ
ఢౢĄ14
ഈ࠱ޓՏѨ˾זγᔖഁ̋ఄă͢ᜋಛಞĂͽ̈́Ҙ̣֟ᄂ̋ă̍ګ֟ݑĂੵ
˞ϡăඉ̝ᅮĂ˵υืϡ౯ֻ̽ᐌТ۞Ч͉ႾăਮᎴٗˠඈĂͽ̈́ಛ̰
ᗨϡăాТซִᗨϡˠඈڻՀೱĄВᅮϡ˘˼αѺዶ̽ĂֱӮֽҋ˯ዹੰ
ЧೄĂ̙ᇳ۰ΩγݗҖһొᅳϡˣၮءĄ 15 ѩγĂᔘΒ߁˞ᐌַᗨϡዻăଞ
ଂˠࣶٙᗨ̽ă̳˭ካϡ̽ඈĄϤѩΞۢĂԗ၆̽۞ֹϡณΞᏜ࠹
༊ᘀ̂Ą16
Ҍޓ࠱ٺϡ۞Ă˜Ϥ̰ચ˯عዹੰტநĂዳٙΒ߁˞༰̰ݱ
˘ೄă̱ࡿݑೄĄ 17 ۞ྏޓ࠱ߏ˵ࡿݑಞٙĂ˵ߏ࠱ވјࣶߋ؞ᄓᕷ۞ಛಞĄ
ᙯྏٺϡĂ̰ચࢎعѣఢౢĈ
凡管試御馬之大臣、侍衛俱係特派（無定員），專管騎試 ，挑選上乘御
馬併選收進貢馬匹。乾隆三年八月，奏准於阿敦侍衛內揀選四員隨管試
御馬之大臣、侍衛等學習騎試。嘉慶六年九月，本院奏准向例每年冬春
二季派阿敦侍衛八員赴南苑騎試內養馬匹，分別報堂……。18

12 《御製詩四集》
（
《清高宗（乾隆）御製詩文全集》
）
，卷44，頁29-30，〈陰山道，疾貪虜也〉
。
13 《御製詩五集》
，卷11，頁24，〈千叟宴聯句用柏梁體〉
。
14 《欽定八旗則例》
，卷9，廉部，馬政，頁1-5，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
，冊25，頁236-238。
15 《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一）
》
，冊3，〈隨侍馬駝〉
，頁952-953。此一千四百餘匹馬除了來自

上駟院、八旗官馬之外，「其途次補換疲乏之馬匹，向由上都達布遜諾爾牧群撥馬一千匹，護送
前往衣勒格奔哈達處以備更換」；「每次木蘭圍內駝牲應用以及備用駝隻向由上都達布遜諾爾選
撥騸駝七十隻預備，護送衣勒格奔哈達處備用」
。
16 《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一）
》
，冊3，〈隨侍騎用駑馬〉
、〈扈從人員所騎馬匹〉
，頁954-955。
17 《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一）
》
，冊3，〈御馬內養馬賞罰事宜〉
，頁908-910。
18 《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一）
》
，冊3，〈管試御馬〉
，頁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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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Ķܠַķߏ႕ᄬadun i hiya۞႔ᛌĂĶܠĂadunķಶߏێཏ۞ຍ
ޥĂĶhiyaķߏַ̝ຍĂ႔ф˵ᆷઇĶኇķĂܠַĂࣧຍߏٸێཏ۞ַ
Ăᖚೠࠎᐌַ࠱ྏޓᗨĂ˵ಶߏᏴࠎౖТ࠱ַ̝ྏޓĄࣇᔴ
ᛳܠٺཿܝĂႧ̱ѐĞ1677ğĂܠཿܝՀЩࠎ˯ዹੰĄ
ษ˟˩̣ѐĞ1760ğˣ͡˩ˣ͟Ăษ࠱ޓᄃ࠱͉Ь˘Җˠୁᖺ͢ᜋಛ
ಞĂᐌҖᔘѣᄋΟăаొኜγᘸᄼމĂษ࠱ܮޓᐌึгͧྵаొᄃ႕߷ăᄋΟ
۞௫ܸĈ
新攜回部鶻師赤（回部霍集斯等皆令隨圍，彼中放鵰鶻者，謂之鶻師赤，
如《元史》稱司鷹者謂之錫保赤之類），高處興安試放雕（雕鶻宜於高處
就下放之，滿洲、蒙古以騎為重，若回部、厄魯特，則以此為重云）
。19
ᓝ˲ăៀ̝ᙷĂώֽಶߏΔ͞ϔ͟૱ഫێăडᕷ۞ϾҡĂ႕߷ăᄋΟͽᗨࠎ
ࢦĂՏ͢ٺᜋಛಞซҖĶजαְķĂҋษ̱ѐҌ̣˩αѐĞ1741-1789ğͤĂ
जᄋΟͳ̳ඈĂనă̦ၳă࠹ᇡăି⼦αְ̏྿α˩ѨĄ 20 ֱቚ
̽ăૈዳఙăႊݶᄋΟሄѡͽ̈́ၢ֎ᚮԫඈ߿જĂјࠎ႕ᄋϔВТ۞ࢲܸĄ
ࠎ˞ჯ઼छྻүٙᅮ̽ኳณ۞ᘦؠĂᐹ։۞ݡێኳͽ̈́ವ૱۞߿
જ̖ߏ૱ၗĄ҃Ăߙֱซ۞ᔾĂΒ߁ۓăៀඈĂপҾࠎ࠱ޓٙᔨຑĂᔘј
ࠎဦ൪ᗟĄษ࠱ޓ၆۞ࢦෛĂͅߍд˭ࢬӈኢ۞ᙯࠎٺЩăࠎ
ৠඈ͞ࢬĂੵ˞ษॡனᇴณᖳಱ۞ဦĂလᇉഈ˵ѣ̙͌ϼड़̝
үĂ 21 ֱᔾဦညಶߏ߿જ۞ໂܑனĄͽ˭ӈኢֱဦ྆۞Щ
Ą
ĞˬğҘ߶็ି̀ٙᘱဦ
ഈٺझԗ̰నѣтຍᐡĂઇࠎझԗᘱ൪፟ၹĂझԗ̚ѣ˘ొ̶ֽҋለ߷۞
൪छĂࣇࣧࠎ็ିֽ҃Ăֻֽޢᖚٺझ̚ćࣇֽҘ߶ᘱ൪۞ԫڱĂ֭ͷᇆ
ᜩזझԗᘱ൪۞ࢲॾĄษॡ۞ధкͽăࠎᗟ۞൪үĂି็ߏܮ
̀൪छ۞үݡĄ

19 《御製詩三集》
，卷7，頁19，〈八月十八日恭奉皇太后木蘭行圍啟蹕之作〉
。
20 《御製詩五集》
，卷50，頁23，〈蒙古王公等進宴即席得句〉
。
21 嘉慶朝的駿馬、貢馬圖作品，例如：〈院畫八閑八駿〉一冊八對幅、〈院畫馬〉一冊八對幅、

〈天閑馴良平安八駿圖〉一卷（另有同名圖卷）
，均見於《欽定石渠寶笈三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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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Щ ۞ ็ ି ̀ ൪ छ ѣ т ˭ ᇴ Ҝ Ĉ ࢡ ͵ ှ Ğ Gi u s e p p e C a s t i g l i o n e , 1 6 8 8 1766ğĂཌྷ̂ӀˠĂٺႧ̣˩αѐĞ1715ğ઼ֽ̚זĂᐌӈдझֻ̚ᖚĂߏ
Щ۞็ି̀൪छĂүݡໂಱϲវຏĂٙ൪үϺᖳಱĂ˵ણᄃ࿅ځ྆Ҙ
߶ሁ۞నࢍĄͳྕĞJean Denis Attiret, 1702-1768ğĂڱᜋҘˠĂٺษˬѐ
Ğ1738ğ઼ֽ̚זĂጽڵܜ൪ւည̈́֕ᘙĄғୁᄋĞIgnatius Sichelbarth, 17081780ğĂگԓѼֲĞ̫ᛳଥҹğˠĂٺษ˩ѐĞ1745ğ઼̚זĂซझֻᖚĂϺ
ጽܜˠۏă֕ᘙĄෲĞLouis de Poirot, 1735-1814ğĂڱᜋҘˠĂٺษˬ˩
̣ѐĞ1770ğ઼ֽ̚זĂጽͪ̋ܜăˠۏă֕ᘙĂ֭ჟ఼႕ă႔͛Ąምԗౢ
ĞGiuseppe Panzi, ?-1812?ğĂཌྷ̂ӀˠĂٺษˬ˩̱ѐĞ1771ğ઼ֽ̚זĂֻᖚ
ҌษϐഇĄ22
˯็ି̀൪छΞᏜΒᏱ˞ษॡٙѣဦĂ֭ͷࠎॡˠٙᇟϼĄ 23 ඊ
۰ಶϫ݈ٙ֍ࢡ͵ှඈ็ି̀ͽ̽ࠎᗟ۞൪үĂᄦܑтܑ˘Ą
Ϥܑ˘ΞۢĂಶᗟՄ҃֏ĂᙯٺဦᇴณᅲкĂ͍͵ࢡှăғୁᄋٙ
ᘱĂͽĲ˩ᔾဦĳࠎЩ۞˟˩಼λคЩĄΩγ˵Β߁ĈĲጧႬ
ဦĳăĲݣᖠҹဦĳăĲຑনցαᔾဦĳĂĲ٥྿̋ˣᔾဦĳĂĲᬙภ㒦ဦĳ
Ğ܅ਨࡏᘰၹဦğඈඈĄғୁᄋੵ˞ᘱѣͽĲ˩ᔾဦĳࠎЩ۞˛಼คĂ˵ѣĲˣ
ᔾဦĳ˘इˣคĂͽ̈́ĲᚗР㒦ဦĳĞ܅ਨࡏᘰၹဦğ˘คĄ҃ͳྕĲ˩ᔾĳ
ဦΊĂߏᄃࢡ͵ှษˣѐĞ1744ğĲ˩ᔾဦĳ˩ค˩̽ᔾ̝Щăݻၗ࠹
ТĂΪߏΐ˞̋ͪਨඈࡦഀĄͽĲˣᔾĳࠎЩ۰ࠤкĂ̙ኢߏӎБࠎĂ
ͽĶˣᔾķ̝Щ۰Ăғୁᄋѣ˘इˣคĂࢡ͵ှٙ൪Ҍ͌ˣ಼ćͽᇴณ҃֏Ă˵
ࢡ͵ှ۞൪үᇴณҫкᇴĄษ࠱ޓপҾឰ็ି̀൪छү൪۞ࣧЯĂΞਕߏࢋՐ
൪үࢲॾυืߏᎵăᑢৌᄃᆷ၁Ă͍ࠎҘ߶ԫڱٙጽĂপҾߏ̂ݭ൪үĂਕ
ග៍ிϤෛᛇម؈˜Ҍ͕ីዩᛷĂ҃ࢡ͵ှ۞үݡĂ̙ኢλคᄃ͘סĂΑ˧
ቁ၁˲ܧĂࠎ࠱ޓٙؠۺĄ

22 以上資料參見聶崇正，〈清代宮廷繪畫機構、制度及畫家〉
，頁1-28。
23 例如：張為邦曾畫〈乾隆御騎圖〉軸，其實就是仿自郎世寧所繪〈前十駿圖〉之〈紅玉座〉
、〈

雲駛〉
，圖版見《美術觀察》
，此圖為中國嘉德所拍賣。馮諄〈春郊閱馬圖〉卷和姚文瀚〈春原閱
駿圖〉卷，都是仿郎世寧、張岱之〈春郊閱駿圖〉卷，前者圖版見《
「中國の洋風畫」展》
，頁
208-209，日本有鄰館藏；後者圖版見Christie’s (HK) 2004.11.1, pt. 1。英和〈惜驄圖〉仿照〈前十
駿圖〉之〈 雲駛〉姿態，圖版見《中國書畫（古代）
》
，編號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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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ࢡ͵ှඈҘ߶็ି̀۞ᔾဦ൪˘ᜓܑ
畫

作

郎世寧〈馬〉冊

年
不詳

代

出

處

《郎世寧》

收

藏

上海博物館

郎世寧〈八駿圖〉（郊原牧馬）一卷 不詳（約於雍正朝）《郎世寧》

北京故宮

郎世寧〈柳蔭雙駿圖〉

不詳

《郎世寧畫集》

鎮江市博物館

郎世寧〈柳蔭八駿圖〉一軸

不詳

〈郎世寧繪畫繫年〉 日本藪本收藏

郎世寧〈牧馬圖〉一卷

不詳

〈郎世寧繪畫繫年〉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郎世寧畫〈百駿圖〉一卷

雍正六年

《石渠寶笈續編》，
乾清宮藏一五

臺北故宮

郎世寧〈閱駿圖〉屏

不詳

《郎世寧畫集》；
《清代宮廷繪畫》

北京故宮

郎世寧〈十駿圖〉十軸

乾隆八年

《石渠寶笈初編》，
卷一二，貯御書房

臺北故宮（奔霄驄、
雲駛、霹靂驤、赤
花鷹、雪點雕）、北京
故宮（萬吉驦、闞虎
騮、獅子玉、自在
驈、英驥子）各藏五
軸幅

郎世寧畫〈八駿圖〉一卷

乾隆八年以後

《郎世寧》

江西省博物館

王致誠〈十駿馬圖〉一冊

不詳

《石渠寶笈續編》，
寧壽宮藏一八

北京故宮

郎世寧、唐岱〈春郊試馬圖〉卷

乾隆九年

〈郎世寧繪畫繫年〉 日本京都藤井齊成會
有鄰館

郎世寧〈八駿圖〉一軸

乾隆十三年

《石渠寶笈續編》， 臺北故宮
重華宮藏一二；
〈郎世寧繪畫繫年〉

郎世寧畫〈準噶爾貢馬圖〉一卷

乾隆十三年

《石渠寶笈續編》， 巴黎人類博物館
寧壽宮藏一八
（Musée de l’Homme）

郎世寧、艾啟蒙〈十駿圖〉十軸
乾隆十三年
（紅玉座、大宛騮、如意驄，此三駿
為郎世寧之作）

《石渠寶笈續編》，
寧壽宮藏

臺北故宮

廣東省博物館

郎世寧畫〈佶閑騮〉一軸

乾隆二十三年

《石渠寶笈續編》，
乾清宮藏一五；
《百馬圖說》

郎世寧畫〈哈薩克貢馬圖〉一卷

乾隆二十四年

《石渠寶笈續編》， 法國巴黎居美博物館
寧壽宮藏一八
（Musée Guimet）

郎世寧畫〈八駿圖〉一軸（雲錦呈材） 乾隆二十四年

《石渠寶笈三編》， 臺北故宮
延春閣藏三六；
〈郎世寧繪畫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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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代

出

處

收

藏

郎世寧〈八駿圖〉一卷（「哈薩克所 乾隆二十四年
貢八馬，俱清漢文標名」）

《石渠寶笈續編》
，
寧壽宮藏一八

郎世寧〈大宛貢馬圖〉

乾隆二十四年

〈郎世寧繪畫繫年〉 英國鄭德坤收藏

郎世寧畫〈拔達山八駿〉一卷
（「設色畫馬，皆清漢書標名」）

乾隆二十五年

《石渠寶笈續編》，
淳化軒藏八

不詳

郎世寧畫〈愛烏罕四駿〉一卷

乾隆二十八年

《石渠寶笈續編》，
寧壽宮藏一八

臺北故宮

《石渠寶笈續編》，
寧壽宮藏

臺北故宮（踣鐵騮、良
吉黃）
、北京故宮（馴
吉騮、勝吉驄、錦雲
騅、佶閑騮、寶吉騮）

郎世寧、艾啟蒙〈十駿圖〉十軸
乾隆三十七年、
（踣鐵騮、良吉黃、馴吉騮、勝吉
乾隆三十八年
驄、*錦雲騅、*佶閑騮、寶吉騮， （寶吉騮）
此七駿為艾啟蒙之作）

不詳

艾啟蒙畫〈寶吉騮〉圖一軸

乾隆三十八年（據
郎、艾〈十駿圖〉
之寶吉騮）

《石渠寶笈續編》，
乾清宮藏一五

臺北故宮

艾啟蒙〈八駿圖〉八軸

不詳

〈策馬嘯西風〉

南京博物院

賀清泰、潘廷章〈喀爾喀貢馬象〉
圖卷

乾隆五十八年

《石渠寶笈三編》； 北京故宮
《清代宮廷繪畫》

郎世寧（款）〈柳蔭五駿〉

不詳

《中國嘉德》

不詳

郎世寧（款）〈馬〉（二匹）

不詳

《嘉德四季》

不詳

郎世寧〈雙駿〉

不詳

《天津國拍》

不詳

郎世寧〈八駿圖〉立軸

不詳

《2004中國書畫拍
賣大典》

不詳

資料來源：聶崇正，《中國巨匠美術叢書：郎世寧》；聶崇正主編，《清代宮廷繪畫》；韓北新，
〈郎世寧繪畫繫年（一－六）〉；萬新華，〈策馬嘯西風：記南京博物院藏艾啟蒙〈八駿
圖〉〉，頁76-81；鄧明、王克文編著，《百馬圖說》；《郎世寧畫集》；《石渠寶笈初編、
續編、三編》；《中國嘉德》，中國古代書畫，2000春季，編號852；《嘉德四季》，中國書
畫（三），2005.03.19-13，北京，編號1756，頁124；《天津國拍》，中國書畫，2001秋季，
編號862；《2004中國書畫拍賣大典》，頁125，原上海崇源公司拍賣。From Beijing to
Versailles: Artis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從北京到凡爾賽), 306-307, cat. 121.
資料說明：1. 郎世寧畫〈八駿圖〉一卷（江西省博物館藏）的作畫時間，據該圖詩注「世寧奉詔畫十
． 駿圖現貯於內府」，此圖或應作於〈十駿圖〉（乾隆八年）之後；而韓北新考訂則為乾隆
． 三年。
2. 王致誠〈十駿馬圖〉一冊，款識無年月，此十駿之名稱、姿態與郎世寧〈十駿圖〉相
．同，或為同一時期。
3. 艾啟蒙所繪〈十駿圖〉之〈*錦雲騅〉、〈*佶閑騮〉因未見其圖錄，暫時與其他四幅同樣
． 繫於乾隆三十七年，然而〈*佶閑騮〉與艾啟蒙於乾隆二十三年所畫同名之〈佶閑騮〉，
．兩幅畫作題款時間不同。
4.《天津國拍》之郎世寧〈雙駿〉，另註：「真偽有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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ࢡ͵ှ۞൪үݡΞ̶ࠎᙷ̂Ĉௐ˘ᙷߏ၆ৌٙ൪۞ᆷϠ൪ĂϤᄋ
ΟăݣᖠҹăຑনցĞܠಱѭğඈซ̝̽൪үĂּтĈͽĲ˩ᔾဦĳࠎЩ۞
˩ˬคăĲຑনցαᔾဦסĳඈćௐ˟ᙷߏĶॲፂҋ̎кѐ۞៍၅ăវົ҃౹ү
۞൪಼ķĂּтĈĲѺᔾဦĳסăĲߨቹᗕᔾဦĳፖ಼ĞᗉѯξğăĲˣᔾဦĳס
ĞĲࢠࣧێဦĳĂΔִ߇झğăĲˣᔾဦĳคĞᄂΔ߇झğăĲˣᔾဦĳคĞĶำᐅ
Ӕ̖ķĞᄂΔ߇झğğඈĄ 24 ൪छٙ൪۞˵ౌߏĄ̙҃ߏΪѣனд
ܑ˘۞൪ү྆Ăੵ˞ဦͽγĂษ࠱ޓপҾಈຑ۞Ă˵னдዦڠăಛ
ᕷඈဦည̝̚Ą

˟ăษ࠱۞ޓ̈́ဦည
Ğ˘ğĶ˘Ϡѕķ۞ษ࠱ޓ
ษ࠱ࢦޓෛҋ̎ϡ۞Ăᔵ̙ߏ̦ᆃ።Ϋ˯۞౹ᓝĂ۞ݒኢ
ߏдᇴณ˯ͽ̈́၁ᅫүϡ͞ࢬౌˠਕΠĂᔘ˭ధкဦ൪ྐ͛ඈ࠹ᙯ
ᐂĂјࠎԧ઼።Ϋ̝Ą࿅ษ࠱̈́ͽ͛ྐ۞ޓ൪үĂֱ̙Тٺᑫ९ă
ء३۞ĶΫफ़ķϺѣӄٺቜநྋ࠱۞ޓĂд͟૱Ϡ߿̚ĂԷႊࢦࢋ֎ҒĂ
˵д઼छᆇё྆ѣΑਕຍཌྷĄԧࣇЯ҃Ξͽᄮࠎษ࠱˘۞ޓϠᄃᔾᙯܼ
̷ĂஅࠤஎĂֱ̙֭ߏϡֽᕇყĶ˩БڠΑķ۞Ă҃ߏ၁ኹᗨडჟৠ۞
م၁ϾҡĄձࣇ̂кᇴߏซ۞Ă˵ѣໂ͌ᇴߏᙝҊซᚥ۞Ąษ࠱۞ޓ
ѣೀ࣎পᇈĂΒ߁পঅЩăপᆷဦညĂ҃дҖಛă̂ዦăडᕷඈ൪ү̚˵
Ξ൴னձࣇ۞֗ᇆĄ
ษ࠱ޓ၆Аয়۞˵ТᇹࢦෛĄᚶҜ̝ޢĂܮ၆ͭᏐϒ࠱۞ޓѣ
ԁචщଵĂЯ̙ԡᗨϡА̝ͭइዬĂ˜Ϲ;˯ዹੰᖰຕዳĄ 25 ษˣѐ
Ğ1743ğĂษ࠱ޓ؇࠱͉Ь֟ڌִ߇гĂᖀЈ͉ߌ؟ॡ֍זৠѣϮĂ
༊г߇ҁ̝֏ۢĈߌϮϒߏ͉͉࠱؟ໂϠ݈̝ᗨĂ˘ЩĶ̂ϨķĂ

24 聶崇正，〈郎世寧的生平、藝術及“西畫東漸”
〉
，《郎世寧畫集》
，頁8-9；另收入《宮廷藝術的

光輝》
，頁231-234。也有學者認為臺北故宮的兩幅〈八駿圖〉都是哈薩克貢馬的寫實之作，參見
，頁59。
馮明珠，〈駿馬天山來Ǖ 談郎世寧所畫的駿馬〉
25 《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
，4796號，頁2403，雍正十三年九月初十日。滿文原摺見《宮中檔雍
正朝奏摺》
，第31輯，頁687-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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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ЩĶ̈ϨķĂ༊ॡ͉؟វᖳ㈫ࢦĂࢷĶ̈Ϩķ͟ҖѺ֧ĂࢷĶ̂ϨķਕҖ
̣˩֧ඈְـĂѩ˟ᔘഅ͇ٺᓐ˟ѐĞ1628ğᐌفഈᔿĄ26
ᇴษ࠱˘۞ޓϠĂಛᕷΞᏜߏࢦצෛ۞߿જีϫ̝˘ĂপҾזצয়
ͭႧ࠱۞ޓᇆᜩᄃአିĄႧ࠱ٺޓĮलॾ֏į̚পҾିጱ̄गᗨड̝υ
ҋρ௫јĂ೩˞זĶˠ࠹Ă˯˭тࢳķćĶˠਕពĂ҃ϺਕពˠķĄ27 
ֱछጯĂษ࠱ޓቁ၁˞זৌ็Ą˩˟໐ॡಶַ؇Ⴇ࠱ࡿݑٺޓă͢ᜋಛಞ
௫ಛĂӈҜޢՏ໐ߋม̪΄࠱̄ă࠱गă࠱അगዅࡿݑٺጯ௫Җಛć 28 Ҍ͢זٺ
ᜋಛಞĂᖞּ˯ዹੰАٺα͡มĂषᜭᕷҌಁಋێ͏ګዳĂͽ౯ҖಛĂޞ
֘ዼזॡĂҌҖझ݈ܝӔᜓĄ29
ᐌѐ᛬۞ᆧΐĂҌ͌дษ˟˩αѐĞ1759ğ̝݈Ăᗨ۞௫ၚ̏ѣԼ
តĂҋҌ࣪͟ࢷĂቪಛฟؕࢷᔕᙛĄ 30 ͷҋษ˟˩̣ѐĞ1760ğᓖ
ঽޢĂإਕᗨडĂ҃ĶՎडዳٺ႕̚ķĂᗨडਕࣄϡ˧ĂՎडυืБ˧
ᝈ̕Ăෛវ˧ଐؠ҃ڶĄ31 ษˬ˩̣ѐĞ1770ğĂ̏ߏ̱˩໐̝᛬ĂĶ̫໐ѣᚍ
ҋୁҖӈࢷآᔕ۰ĂϏଂኛ˵Ąķ 32 ѨѐĂҖߋᄓࡿݑٺĂϤٺҋΝѐࡌᕷ
ޢĂ̏ᇴ̙͡ࢷ̕ϭĂѨҖಛܮѣĶˠ̙࠹௫ķ̝ຏĂ߇҃எגវົ
Ķजщ⊯߲ĂΟˠ̝ٙࠎԦ˵Ąķ33 ษˬ˩˝ѐĞ1774ğߋĂߙ͟ࡿݑٺҖಛĂ
่ᒔ˟Ăॡѐ̱˩αĂͧษ˟˩ѐĞ1755ğ̝ॡ˘͟ᕷˣ۞јᒻĂ
ຏሉĶम֖ه௫౻τጻ̝ԠĂܧवྒჟ˧ϏĂᖣͽྋᆚ҅Ąķ34

26 《御製詩初集》
，卷18，頁12-13，〈昭陵石馬歌〉
。詩句有言：「太宗馬上得天下，房駟星輝天錫

嘏。大白小白協安吉，至今立仗昭陵，貽石馬遐思。」
騎射之道，必自幼習成〉
，收入雍正皇帝輯錄整理，李健注譯，《康熙
皇帝教子格言、康熙皇帝告萬民書》
，頁268。
《御製詩四集》
，卷87，頁11，〈仲春幸南苑即事雜詠〉
，詩注有言：余十二歲時恭侍皇祖於南苑
習圍，蓋我朝家法最重騎射，無不自幼習勞；今每歲春間仍命皇子、皇孫、皇曾孫輩於此學習行
圍，所宜萬年遵守也。乾隆皇帝十二歲之年亦於木蘭圍場侍奉祖父康熙皇帝秋獼，並深得康熙皇
帝的寵愛，參見莊吉發，〈關於雍正皇帝繼位的傳說〉
，頁45。
《御製詩三集》
，卷41，頁5，〈至喀喇河屯行宮作〉；《御製詩三集》
，卷51，頁19，〈至喀喇河
屯行宮作〉
。
《御製詩二集》
，卷90，頁13-14，〈野郵〉
。
《御製詩四集》
，卷96，頁8，〈閱武〉；《御製詩五集》
，卷2，頁21，〈箭廳〉
。
《御製詩三集》
，卷92，頁21，〈出哨〉
。
《御製詩三集》
，卷95，頁4，〈春蒐〉
。
《御製詩四集》
，卷20，頁31，〈小獵三首〉
。

27 《庭訓格言》
，〈二一九
28

29
30
31
32
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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ᓁ̝Ă̱˩໐ͽޢĂĶॡࢷᔕ҃ҖĂᔵઊ̙ٽ࿅Җ˩ዶ֧ӈҌҖझĞಁ
ಋ͏ګğ҅ķĄ 35 ษα˩˘ѐĞ1776ğĂаጸଂ݈Ҍ͢ᜋĂĶଂࢷᔕְ̝Ă
ܕЯҴߋࡌ̏࿈̱˩ĂᇴѐֽҋҖᒉҌ࠻ࢷؕݱ۷ᔕĂͽᔖፍ୲ĂҌ˯ಛ̪ࢷ
Ąķ 36 ษα˩˝ѐĞ1784ğĂߙѨणዦՂ̳អĲ̣ဦĳĂຏೖѐ࿈˛˩̝
ޢĂϤٺវ˧̙౼ଠĂĶ̫ҁջĂ࿈Ο⦁Ă֤Ҭټѐ᎒ଠ֝Ăणဦҋປͷҋ
ᇔĂϮͫЍౚిྕܫķĂͷѣĶҋປҋᇔķ̝ရĄ37
ѐҁ۞ษ࠱ޓГѨणዦࢡ͵ှᘱٺษ˩ˬѐĞ1748ğ۞ĲጧႬဦĳ
סĂ༊ѐࠎᔾĶтຍ㕝ķᗟᙒ۞ᎰྐୖڒϒඈኜҜෟҊĂҌษ̣˩˘ѐ
Ğ1786ğΪх˘ҜĂೇҊ̍ౢĂ˘າ҅ϫć38 Ω˘͞ࢬĂ̪િ็ࠚ֟
ĂТѐĂ͐ٺᗞܟᘲঔಛಞĂా൴αϭӈ̚α౩Ą 39 ѐܕˣ˩Ă݈ـᔖഁ̋ఄ
̪ᖞּĂࢷᗨҖć 40 ҭ˵ᄮࠎˣ˩໐ޢĂĶѐ̏୕˝Ăநᑕ༼౻Ăቪࢷᗨ
ջķĂ41 ٺݒѨѐĞ1787ğˣ˩˘໐Ăҋᛇჟৠᖼ౼Ă˫ೇࢷᗨҖĄ42 Ҍษ̱
˩ѐĞ1795ğࠎͤĂୁᖺυࢷҌګćߏѐĂ̪୬ֶּඉĂ݈ଞଂă̂Ҋ
ඈͽዳ࠷౻ࠎآĂߏͽϏҌګĂӈೱ۷ᔕćࡶߏ˟˩ѐ݈ĂĶҋୁ៣Ҍሤګ
˛̚͟͟ࢷĊķ43
Ğ˟ğᆷৌĈĲ˩ᔾဦĳ
ٙᏜ۞Ĳ˩ᔾဦĳ˜ߏ˩̽ᔾ۞൪ညĂࠎՏ̽ᔾઇ˘಼൪คĄĲ˩ᔾဦĳ
ѣ˟इĂԛјॡม̙ТĂᐂٺĮϮറᚗᾯܐበį̈́ĮϮറᚗᾯᜈበįĂ̶֭Ҿ
ќ෬ٺ३ٗှုझĄЯѩĂٕΞͽĲ݈˩ᔾဦĳăĲ˩ޢᔾဦĳĂٕͽĲ३
ٗ˩ᔾဦĳăĲှုझ˩ᔾဦĳ̝ЩΐͽડҾĄ˟˩̽ᔾѣ˩ˣ̽ߏษѐ
มϤЧొᄋΟͳ̳ăέРඈซӔҌझ̚Ăјࠎษ࠱ޓᔨຑ۞ळᗨĄ

35 《御製詩四集》
，卷38，頁30，〈至喀喇河屯行宮作〉
。
36 《御製詩四集》
，卷40，頁22-23，〈木蘭雜詠〉
。
37 《御製詩五集》
，卷1，頁35，〈再題李公麟五馬圖〉
。
38 《石渠寶笈續編》
，寧壽宮藏一八，收入《續修四庫全書》
，冊1073，頁383-385。
39 《御製詩五集》
，卷26，頁20-21，〈巴顏陀羅海圍場射鹿得句〉
。
40 《御製詩五集》
，卷40，頁25，〈啟蹕幸避暑山莊即事〉
。乾隆五十三年，因上駟院將御馬遲誤，

致使乾隆皇帝只得乘輕輿就道，上駟院官員乃分別議處。
41 《御製詩五集》
，卷50，頁25，〈山崖口作〉
。
42 《御製詩五集》
，卷66，頁24，〈啟蹕幸避暑山莊之作〉
。
43 《御製詩五集》
，卷98，頁11，〈過清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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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इĲ˩ᔾဦĳВ˟˩̽ᔾӮѣኲလЩĄĲ݈˩ᔾဦĳϤࢡ͵ှٺษ
ˣѐĞ1744ğϲԆјĂТѐĂษ࠱˵ޓѣೡѩ˩ᔾࢲ̝ܚĲ˩ᔾဦႇĳĄ44
ѩ˩ᔾ̶ҾЩࠎĈ؋ዧ㕝ă֔܅ៀăౠᕇᐎăᜧិ㝊ă

ำዺă༱Р㝋ă㒊

㒦ă̄Ϝăҋд㗼ăࡻ៝̄ĄĲ˩ޢᔾဦĳϤࢡ͵ှғୁᄋЪᘱ҃јĂ
̚ѣˬᔾҋࢡ͵ှ̝͘ĈࡓϜळăтຍ㕝ă̂ؤ㒦ćΩ˛ᔾҋғୁᄋ̝͘Ĉ
Р㒦ăᐅำ㉥ăⲁᜠ㒦ăᬙภ㒦ă౼Р㕝ăᚗР㒦ă։РเĄ45
ͽĶ˩ᔾķࠎЩ۰ĂإѣͳྕĲ˩ᔾဦĳΊĂࡶᄃࢡ͵ှٙᘱᔾ࠹
ྵĂৠၗ˩̶࠹ҬĂߏТᇹ۞˩̽ĂҭĲ˩ᔾဦĳΊΩͽ̋ͪਨࡦࠎഀĂ
ѣΞਕߏͳྕᓜᇟࢡ͵ှ۞൪ү҃ј۞ĄፂˠࡧፂٙĮ઼ഈੰ൪ᐂįĂ३
̚ᐂ˞ͳྕ۞൪ΊĂ˩ᔾ̝ЩᄃĲ݈˩ᔾဦĳ࠹ТĄ 46Ĳ˩ᔾဦĳ۞࠹
ᙯྤफ़֍ܑ˟ĄĲ݈˩ᔾဦĳᘱٺษˣѐĞ1744ğĂೱ֏̝Ăษˣѐͽ݈Ă
ѩ˩ᔾ̏·౯ĂᐁѣလЩĂాТĲ˩ޢᔾဦĳ྆۞˩̽ᔾЧѣপҒĂѩ่ಶٙ
֍ྤफ़ர̝Ą
1. ᜧិ㝊
ᜧិ㝊ᑕߏѝϤษ࠱ޓኲЩ۞ĂѩϤಁႬಁᗝዾඉࣝซᚥĂඉࣝ
ᔘ̰זऱ˯ϡባα̽ĂЕˢĲԶካְآĳĈ
七年二月，奉旨，額駙策楞（凌）所進兔鶻馬，著賜名「喀爾查海」，
將內庫上用緞四匹即與伊牽來人帶去賞給，嗣後凡朕賜名馬匹之進貢
人，俱照此賞給內庫緞四匹，將此永著為例，欽此。47
ᜧ ិ 㝊 ۞ ͨ Ғ ߏ Ķ  㕼  ķĂ Ϩ Ғ ă ୶ ࡓ Ғ ͨ ࠹  ۞  Ă ኲ Щ   ٺษ ˛ ѐ
Ğ1742ğĂĶಁႬߤঔķߏᄋΟᄬĶៀķ۞ຍޥĄ 48 ҃Ăษ˝ѐĞ1744ğĂᜧ
ិ㝊ঽ߇ćษ࠱۞ޓଓᙜྐήጸ̈́ĈĶΔอቑᜭĂ֟ڌঔՏ⹔ķĂ
ᓝ˲Δ֟ăౌ֟ڌТҖ࠹ᐌĄ 49 ѩྐೇᗟᆷٺษˣѐĞ1743ğࢡ͵ှٙ൪Ĳ݈
44 《御製詩初集》
，卷13，頁11-12，〈十駿圖歌〉
。此十駿之順序同《石渠寶笈》所著錄十軸之軸

序，見表二。
45 這二十幅駿馬圖的典藏情形，見表一。
46 引自聶崇正，〈清代宮廷畫家雜談〉
，《宮廷藝術光輝》
，頁110。
47 《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一）
》
，冊3，〈折賞事宜〉
，頁907。
48 〈十駿圖〉的命名參見表四。
49 《御製詩初集》
，卷22，頁23-24，〈霹靂驤歎〉
。詩句云：「霹靂驤者，超勇親王額駙策凌所進，

十駿傑出者也，服御多年，今病垂斃，感物傷懷而作是詩。天閑十二龍為侶，驥不多得聞自古；
不稱其力稱其德，德力雙兼更難睹；汝為驥子亶其然，久冠驪黃在吾圉；北窮雁塞範馳驅，東巡
遼海周每膴；資汝之力惜汝軀，肯教下與駑駘伍；騰驤猶具昔年心，芻秣恆減瘏其跙；耳竹離披
目星落，向我長鳴不能語。嗚呼自今，秋郊之獸免佗佗，惟有弊帷留待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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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Ĳ˩ᔾဦĳᔾྤफ़˘ᜓܑ
著錄畫作 馬

名

奔霄驄

貢

部

落 、 大

臣

長

尺

寸

第七軸

高四尺二寸，長七尺五分

第十軸

高四尺一寸，長七尺

喀爾喀親王 固倫額駙策楞

第四軸

高四尺三寸，長七尺二寸

喀爾喀親王 德欽札布

第八軸

高四尺六寸，長七尺二寸八分

科爾沁郡王 諾門額爾龢圖

第五軸

高四尺三寸，長七尺

第一軸

高四尺二寸，長七尺一寸五分

第二軸

高四尺六寸，長七尺二寸八分

第三軸

高四尺三寸，長七尺三寸

*自在驈 和拖輝特貝勒 誠溫札布

第六軸

高四尺三寸，長七尺二寸六分

*英驥子 和拖輝特貝勒 誠溫札布

第九軸

高四尺三寸，長七尺五分

紅玉座

準噶爾台吉 噶爾丹策凌

郎世寧

高五尺一寸，長七尺六寸

如意驄

準噶爾台吉 噶爾丹策凌

乾隆十

高五尺一寸，長七尺四寸

大宛騮

準噶爾台吉 策旺多爾濟那木扎爾

三年

高四尺八寸，長七尺

踣鐵騮

準噶爾台吉 噶爾丹策凌

霹靂驤

上等月一 *萬吉驦 喀爾喀郡王 多爾濟札爾
原貯
*闞虎騮 喀爾喀郡王 澄文札布
御書房
*獅子玉 喀爾喀 折布尊丹巴呼圖克圖

艾啟蒙

高

翁牛特貝勒 彭蘇克

〈十駿圖〉 赤花鷹
雪點雕
十軸

郎世寧、

軸序、年代

科爾沁王公 達爾馬達杜

雲駛
郎世寧

進

良吉黃
〈十駿圖〉 馴吉騮
十軸
勝吉驄

大學士忠勇公 傅恆
阿爾泰烏梁海總管 塔斯哈
喀爾喀和碩親王 成袞扎布

原貯

*錦雲騅 喀爾喀扎薩克多羅貝勒 納木扎爾策蘇楞

寧壽宮

*佶閑騮 內大臣 班第

高五尺，長七尺三寸
艾啟蒙
乾隆三
十七年

高五尺六寸，長八尺
高四尺四寸，長七尺四寸
高六尺三寸，長七尺三寸
高五尺六寸，長七尺七寸
高六尺一寸，長七尺七寸

艾啟蒙
寶吉騮

土爾扈特郡王 策伯克多爾濟

乾隆三

高五尺八寸，長七尺三寸

十八年
資料來源：《石渠寶笈》，卷40，頁20-25；《欽定石渠寶笈續編．寧壽宮藏一八》，〈郎世寧、艾啟蒙
〈十駿圖〉〉，十軸，頁400-401；〈闞虎騮圖〉一軸圖版，可參見楊伯達，〈郎世寧在清內
廷的創作活動及其藝術成就〉，頁12，圖2。唯圖版過小、模糊，原畫軸有滿文詩文；亦可
參見王致誠〈十駿馬圖〉冊。
資料說明：1. 尚未能見到該畫軸圖版者以*表示。
2. 每軸均以滿、蒙、漢文三體書寫馬名，並注寫某某所進、尺寸，另有款識、臣工贊。
3. 闞虎騮、馴吉騮、勝吉驄、寶吉騮四軸內含有御製詩文的滿文譯本。
4. 每軸御題詩文多是乾隆皇帝據相關詩作另寫於該軸。50
5. 進貢部落、大臣之命，依據資料來源，用字或許另有異寫。

50 〈前十駿圖〉之〈霹靂驤〉軸，其御題「天閑十二龍為侶」等句，見乾隆九年（甲子）
，見《御製

詩初集》
，卷22，頁23-24，〈霹靂驤歎〉
。〈赤花鷹〉軸，其御題「伯樂今難遇」等句，原見於乾
隆五年正月〈郎世寧寫生一冊〉十二幅，第一幅畫馬，乾隆六年（辛酉）夏五月御題，六月，梁
詩正奉敕敬書；著錄於《石渠寶笈》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卷41，頁52；另見《御製詩初
集》
，卷5，頁23，〈題郎世寧畫馬〉
。〈雪點鵰〉軸之「雲行者龍陸行馬」等句，見乾隆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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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ᔾဦĳ̝Ĳᜧិ㝊ĳคĞણ֍ဦ1ğĄ
2. ༱Р㝋
ษαѐĞ1739ğ˩˘͟͡ˬܐĂษ࠱ޓௐ˘ѨࡿݑٺᓝҖ̂ዦˣၮء
һĂ༊ॡᗨϒߏĶ༱Р㝋ķĄѩѨ̂ዦϤٿܛăୖྐϒඈٺษ˩˘ѐĞ1746ğ
ᘱဦࡔ၁ĄனхĲ̂ዦဦĳ̝ˬסĂĲዦੱĳĂӈΞ֍ษ࠱ޓᗨࢷ༱Р㝋̝ѕ
྅ညĄ 51Ĳ˩ᔾဦĳ྆Ķ༱Р㝋ķ۞ԛ෪˵ΞϤͳྕ۞Ĳ˩ᔾဦĳΊ྆࠻
Ğણ֍ဦ2ğĄ
ษˣѐĞ1743ğ˩͡Ăษ࠱ࢬޓ၆ҋ̎˳ࢷкѐ۞ᗨĂጎ̏ܜĂᙱ
࿅̝ዶࢵѨᆷ˭ݖሉ̝ྐĄ52 ѩ̽ᗨΪЩࠎĶϨķĂҬͼإϏѣপঅ۞ЩфĂ
҃ձޝΞਕд͟ޢజפЩࠎĶ༱Р㝋ķĄனхೡᘱษ̱ѐĞ1741ğࡌ؞ĂࢵѨ
͢ᜋಛᕷ̝Ĳᆷ࣪౩ဦĳĂษ࠱ޓٙᗨ۰ĂΞਕಶߏѩྐ̝ĶϨķĄ 53Ğણ
֍ဦ3ğ

（戊辰）
，《御製詩二集》
，卷4，頁12，〈龍馬歌題郎世寧所畫〉；又見於雍正六年，郎世寧繪
〈郎世寧百駿圖〉一卷，《石渠寶笈續編》
，乾清宮藏十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
，冊1070，頁
395-396。〈 雲駛〉軸之「上都鹽海地寬平」等句，見乾隆六年（辛酉）
，《御製詩初集》
，卷
6，頁22，〈閱馬〉
。〈奔霄驄〉軸之「烏梁海獻胡青驄」等句，見乾隆二十三年（戊寅）
，《御製
詩二集》
，卷81，頁13，〈俊鶻驄歌〉
。〈後十駿圖〉之〈紅玉座〉軸，其「不為騄駬為騕褭」等
句，見乾隆九年（甲子）
，《御製詩初集》
，卷23，頁8，〈馬嘶〉
。〈如意驄〉軸之「凹凸丹青法」
等句，見於乾隆十三年（戊辰）
，〈郎世寧畫準噶爾貢馬圖〉一卷；又見同年，《御製詩二集》
，
卷1，頁22-23，〈準噶爾貢馬名之曰如意驄命郎世寧為圖而繫以詩〉
。〈大宛騮〉軸之「今之哈薩
舊大宛」等句，乃乾隆二十四年（已卯）春所寫之〈大宛馬歌〉
，見《石渠寶笈續編》
（1971年）
，
冊3，頁1425-1426，〈御筆大宛馬歌并識卷〉；《御製詩二集》
，卷83，頁4-5；亦見於同年之郎
世寧畫〈哈薩克貢馬圖〉一卷，又見於由于敏中奉敕敬書於郎世寧畫〈八駿圖〉卷、〈八駿圖〉
軸（雲錦呈材）
。艾啟蒙〈後十駿圖〉之〈踣鐵騮〉
，其「駿馬多意氣」等句，見乾隆16年（辛
未）
，《御製詩二集》
，卷30，頁18-19，〈駿馬〉
。〈良吉黃〉之「千里徑循東」等句，見乾隆二
十年（乙亥）
，《御製詩二集》
，卷58，頁27，〈和李嶠雜詠詩百二十首韻．馬〉
。〈勝吉驄〉之
「平原草色著」等句，見乾隆五年（庚申）
，《御製詩初集》
，卷4，頁2，〈閱馬〉
。〈馴吉騮〉之
「肥壤挾川阿」等句，見乾隆八年（癸亥）
，《御製詩初集》
，卷16，頁23，〈閱馬〉
。〈寶吉騮〉
，卷16，頁25-26，〈寶
軸之「土爾扈特親王」等句，亦見乾隆三十八年（癸巳）
，《御製詩四集》
吉騮〉；〈寶吉騮〉
（坡樹下竿繩繫馬）之〈
（御製詠）寶吉騮〉
，由梁國治奉敕敬書。其他如〈闞
虎騮〉等各軸，由於未見過圖版尚不能了解御題詩文的內容。
51 〈大閱圖〉四卷，《石渠寶笈續編》
，重華宮藏十二，收入《續修四庫全書》
，冊1071，頁690694。〈大閱圖〉共手卷四卷，分別為〈幸營〉
、〈列陣〉
、〈閱陣〉
、〈行陣〉
，現存僅兩卷，〈列
陣〉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第三卷〈閱陣〉圖版見Christie’s (HK), 2004.4.25, pt. 3。圖版說明見
頁208。
52 《御製詩初集》
，卷19，頁5，〈惜白馬〉
。詩云：「白馬我久乘，馴良性久諳。於今齒加長，不能
備六驂。四蹄憶龍驤，雙耳猶竹篸。向我臨風嘶，無邊感慨含」
。
53 此〈寫照哨鹿圖〉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參見楊伯達，〈郎世寧在清內廷的創作活動及其藝術
成就〉
，頁11；聶崇正，《郎世寧》
，頁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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ษ˩˘ѐĞ1746ğߋĂҌࡿݑҖಛॡ࠻֍ѐҁ۞༱Р㝋Ăษ࠱̙ޓ༰ѣ
ຏ҃൴Ą៙Ⴭ༱Р㝋ࠎ˩ᔾ̝ࢵĂĶ͇ภ˩˟Ⴝ㎞⺖Ăѩᇇ౼ٙᄁķĂ 54Ķ͇
ภķߏ࠱ޓዳ۞г͞ĂĶ㎞⺖ķ։Ă҃ӈֹд༱Р㝋ޢ̝߇ۏĂгҜ
˵ߏٙΞפĄ
3. ̄Ϝ
̄ϜࠎಁႬಁᄋΟ۞̂߿Ңࣰο̜͐ײဦҹဦٙซĂгҜҋ̙Т˲
ᜩĄಁႬಁᄋΟ৵ͽĶ˝Ϩ̝ķซᚥٺഈԗĂፂĮநᘸੰּįྶĈĶಁႬ
ಁဦ̦ຽဦѭă֘Ҋѭăࣰο̜͐ࡧဦҹဦĂՏѐӮࣞ˝ϨĂϡϨዷ˘Ă
Ϩˣ̽ĂѩγᄋΟͳ̳ඈ̙ጽซ˝ϨĄՏѐࣰο̜͐ࡧဦҹဦซϨˣ
̽ĂϨዷ˘ĂϤநᘸੰݗځݶਖ਼ώੰĂϹνΦ̶ࠁЧཏೄ⼞ዳĄķ 55 ̄Ϝ۞
ဦညΞણ֍ဦ4Ą
4. тຍ㕝
тຍ㕝ࠎࢡ͵ှٙᘱĲ˩ޢᔾဦĳ̝˘ĂߏጧႬጧႬ̜ඉࣝซĂֽҋٺ
ݣᖠҹٙயᔾĂϺӈٙᏜ۞Ķ̂ؤķĄдѩ̝݈ĂĶ̂ؤķҬ̙к֍Ăࢡ
͵ှĲ݈˩ᔾဦĳ̝Ķ֔܅ៀķࠎಁႬಁᏐͳٙซᚥĂயг˵ߏĶ̂ؤķĄ56 т
ຍ㕝ࠎษˣѐĞ1743ğĂጧႬέРጧႬ̜ඉࣝᅋֹҊဦႬౌٙĂ༊ॡ̂Ҋ
ୖྐϒඈԛटձĈĶϜኳ৷৵Ăᔳѣ͛ܦĂ̇˘͎̣͎̫ޘĂ͎˛ܜα̇Ă
͎ˣ͎ѣ؈Ă҃ܜˮѣ˟͎Ă౿ّߘĂヴヴ֖Ąķ 57 ݈ޢೀѐĂഈᄃ
͂ጆপጧႬొᙯܼᇶॡቤĂـѐጧႬкซ෫ϩĂษ˩˟ѐĞ1747ğາ
ߋĂೇֹֽഈซĶ̂ؤķĄ 58 ֽޢษ࠱ޓษˣѐٙซኲЩ͠Ķтຍ
㕝ķĂ͵ࢡှࠎဦĂӈߏĲ˩ޢᔾဦĳ̝Ĳтຍ㕝ĳคĂ֭ᗟѣྐήࡔ ه59Ğણ

54 《御製詩初集》
，卷30，頁5，〈萬吉驦惜辭〉
。
55 《理藩院則例》
，卷17，貢輸，頁188。
56 《御製詩初集》
，卷13，頁11-12，〈十駿圖歌〉
。據「赤花鷹來大宛鄉」之句。
57 〈郎世寧畫準噶爾貢馬圖〉一卷，《石渠寶笈續編》
，寧壽宮藏一八，收入《續修四庫全書》
，冊

1073，頁383。此圖藏於巴黎人類博物館，圖版參見From Beijing to Versailles: Artis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從北京到凡爾賽）, 306-307, cat. 121. 唯此圖版只有局部，不能看到
馬匹。
58 〈宴準噶爾夷使〉
，《御製詩文十全集》
，卷3，頁15；另見《御製詩初集》
，卷37，頁4。詩句有
言：「宛馬以看來萬里」
（詩注：準噶爾接哈薩克部落，古大宛也，準噶爾向惟貢貂，今加進馬，
以表其敬，蓋自大宛得之）
。此為乾隆十二年間之事，如意驄可能是此年才命名。
59 〈準噶爾所進大宛馬名之曰如意驄命郎世寧為圖而繫以詩〉
，《御製詩文十全集》
，卷3，頁15；另
見《御製詩二集》
，卷1，頁22-23。此為乾隆十三年間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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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ဦ5ğĄТѐĞ1748ğϒ͡Ăࢡ͵ှ˵൪ĲጧႬဦĳ˘סĂӈߏೡᘱซ
тຍ㕝۞ଐഀĄ60
5. 㒊㒦
ษˣѐĞ1743ğ˛͡Ăษ࠱ޓ؇࠱͉Ь݈ـִᏛয়ĂГҌ͢ᜋࡌ⿁
ࣘ௫ְĂᄃˣၮॠᛝᒔᕅăⴚ̝ᘙĂ˫ͽᗎᕷ୭ҁ˘Ą 61 ၆னхĲו
ဦĳĂဦ̚ϲᑕࠎѩ㒊㒦Ğણ֍ဦ6ğĄ㒊㒦ࠎಁႬಁᏐͳሏ͙͛οٙ
ซĂͳྕĲ˩ᔾဦĳΊ̝Ĳ㒊㒦ĳ۞ݻၗᄃࢡ͵ှĲ˩ᔾဦĳٙᘱԛည࠹
ТĞણ֍ဦ7ğĄ
ѣᙯ㒊㒦۞ဦညҌ͌ᔘѣĈษ˝ѐĞ1744ğĂࢡ͵ှă࣫خᘱĲߋࢠྏ
ဦĳĂВ˩˘̽Ă̚ษ࠱ޓٙࢷ˜ѩ㒊㒦Ą 62 ˫னхĲྏࡿݑĳϲ
คĂษ࠱ྏࡿݑٺޓᗨѩ㒊㒦ĂѩဦഅϤন֧ฮᛂᄂϖ൧Ă؇ୄਖ਼Ϲᔖ
ഁ̋ఄ፭ڿະྕ໒෬Ą 63 Ĳडᕷჸᐠဦĳ࠻ݱय़۞˟̽ᔾĂ˘Ϻࠎ㒊㒦
Ğણ֍ဦ8ğĄĲ͢ᜋဦĳαסܜĂѣˬΞ֍㒊㒦Ą64
ษ˩̣ѐĞ1750ğߋĂษ࠱֍ޓ㒊㒦̏ҁĂຏရĶ˩ᔾķ̝Ķˬλ
ᑞķ̏ࣟĂ̚༱Р㝋ăᜧិ㝊ѝ̼̏ۏĂΪхѩ㒊㒦ćೇጸְ̈́ـוĂ
ྐ͠ĈĶШྤѬ˧ड़ᛡⲌĂ֤ିٺሕڒఁķĂ҃㒊㒦۞ͅᑕĂษ࠱ޓԛटĈ
Ķ̙υצዬ࠹ؤᙊĂڀᖟҬ୬ܓˠᄬć͕ѣዶ̲˧̙֖Ăֹԧ̙ԡᐛᜪѬĄķ 65
ษ˩ˣѐĞ1753ğߋĂษ࠱ޓҌࡿݑҖಛĂ㒊㒦ֶઉдĂϺᜪ̙Ă
˜ࡔྐཱིࠎĶ̚΅ķĂձ˵Ξਕߏ݈˩ᔾ̚۞ုܜćТѐĂษ࠱ͪͽޓግ
൪㒊㒦Ăٺ൪ࢵ͔סᗟᆷĈĶฯݻтߑķĄ66 ѩޢՏѨࡿݑזҖಛυؠෛĂ

60 〈郎世寧畫準噶爾貢馬圖〉一卷，《石渠寶笈續編》
，寧壽宮藏一八，收入《續修四庫全書》
，冊

1073，頁383-385。
61 《御製詩初集》
，卷17，頁21，〈射虎行〉
。詩句有言：「乍見白額出林叢，鼻頭出火人思刺。期

62
63
64
65
66

門飲飛驟驊騮，驅之草淺平川地。四圍重排雪鋒鎗，負嵎空憶難迴避。唐弓夏箭出櫜鞬，命中已
決眈眈眥」
。這首詩中並沒有注明當時所騎為「闞虎騮」
，有可能是還沒有夾寫註解的習慣，也可
能還沒有命名。
郎世寧、唐岱〈春郊試馬圖〉卷，圖版見Michel Beurdeley, Castiglione, 58-59.
〈南苑試馬〉立軸，圖版見Christie’s (HK), 2001.4.29, pt. 2.，頁582。
郎世寧、金昆等〈木蘭圖〉四長卷之〈行營〉
，圖版見《木蘭圖與乾隆秋季大獵之研究》
，頁102。
《御製詩二集》
，卷17，頁6，〈闞虎騮惜辭〉
。
《御製詩二集》
，卷40，頁1-2，〈闞虎騮〉
。詩云：「養老育林苑，馳驅將廿年；驚看來碩果，寍忍
被文韉；驦（萬吉）驌（ 雲）今何在（所謂三良馬也）
，驊騮幸尚全；銜恩遘良遇，合號馬中
仙」
。此詩中把「 雲駛」列入最佳三駿之一，前詩則選以「霹靂驤」
。而「馳驅將廿年」可能指闞
虎騮的年齡。〈御筆畫闞虎騮〉一卷，《石渠寶笈續編》
，冊7，頁3900，本幅題詩同上〈闞虎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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ษ˟˩ˬѐĞ1758ğߋĂษ࠱˞ז֍ޓ㒊㒦ĂᗟྐهĈ
我之十駿皆權奇，其九敝帷一已老；老者其名闞虎騮，十裡巨擘匹者
少；齒長休養又多年，碩果不食猶英矯；每來南苑必牽視，顧我長鳴意
如惱；承平致力無過獵，何由郤出古北道；馬乎馬乎尚若斯，固宜人中
有結草。67
6. ᬙภ㒦
ᬙภ㒦ࠎ̰̂ҊௐٙซᚥĂ˵ᚶ༱Р㝋ă㒊㒦̝ޢĂษ࠱ޓҖಛडᕷ
۞ָᑒ͘Ąษ˟˩ѐĞ1755ğߋĂࡿݑٺҖಛӈࢷĶᬙภ㒦ķĂ˫͵ࢡှ
ඈĂೡᘱѩѨҖಛ̝ĲडᕷဦĳĄ68Ğણ֍ဦ9ğ
ษ˟˩ˬѐĞ1758ğߋĂГࡿݑזҖಛ˵ѩĄ 69 ߏѐĂኬѣĲᬙภ㒦
ႇĳĂྐ̚ԛटᬙภ㒦۞ᇇ˧ᗕБ̝ĈĶ˲࿃ᘙ֗ܕϏѣ̙ᐦฅ۰ĂॡѣႰ
؋ଂਘ˭ᖇ࿅Ă㒦ࢳт߇Ăᖵ̨̝҃ਫ਼Ăピᅄ̚Ąķ 70 ࢡ͵ှٺТѐߋ؞Ă
నҒ൪Ĳᬙภ㒦ĳ˘คĂͽĶڗឍ܅ਨĂࡏ˯ᘰᘭķ۞ၹဦ็͵ 71Ğણ֍ဦ
10ğĄᇴѐޢĂғୁᄋГᘱᄦјࠎĲ˩ޢᔾဦĳ̝˘Ą
ᬙภ㒦ᔘனд൪үĂּтĈĲఙဦĳٙϯĂษ࠱ࢷޓѩᬙภ㒦៍
࠻ఙܑႊ 72Ğણ֍ဦ11ğĄĲዦᔾဦލĳĂဦ̚ˬˠٙᔾĂϺࠎᬙภ㒦Ą 73
Ğણ֍ဦ12ğ
ᬙภ㒦ҋษ˟˩̱ѐĞ1761ğࡌ⿁ඕՁޢĂӈዳٺᔖഁ̋ఄĄษ˟˩
˛ѐĞ1762ğĂษ࠱ֽ݈ޓҖಛĂ̏൴ᛇᬙภ㒦̏႙ԛҁĂᬙภ㒦അགྷд
ษ࠱ٺޓĶ͢ᜋड˘౩ॡĂن࿃எĂᬙภ㒦ࢳࡶπгķĂт̫ጸଂ݈Ă

67 《御製詩二集》
，卷77，頁14，〈闞虎騮嘆〉
。
68 《御製詩二集》
，卷56，頁16-17，〈行圍三首〉
。郎世寧等繪〈射獵圖〉
，圖版見《郎世寧畫集》
，

頁128，圖上題寫御筆御製詩。
69 《御製詩二集》
，卷77，頁13，〈行圍三首〉
。
70 《御製詩二集》
，卷77，頁14-15，〈佶閑騮歌〉
。詩云：「驥不稱力稱其德，佶閑騮者德力全。萬

吉帷裡闞虎老，繼其後者唯斯焉。去秋大蒐木蘭鹿，箭不虛發倒應弦。今春小試南海子，驚獐蹙
斃無勞鞭。歕玉逐星乃餘事，馴良若此誰比肩。儲英惠駿備天御，吾更因之廑育賢」
。
71 《石渠寶笈續編》
，乾清宮藏一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
，冊1070，頁397。此軸之〈御製佶閑騮
歌〉為于敏中奉敕敬書。
72 郎世寧等〈馬術圖〉橫幅，圖版見聶崇正主編，《清代宮廷繪畫》
，頁165-169。據圖版說明，此
圖描繪乾隆十九年，乾隆皇帝於避暑山莊接見蒙古輝特部阿睦爾撒納等人的情景，本圖作於乾隆
二十年，曾懸掛於避暑山莊卷阿勝境殿內。韓北新認為此圖中乾隆皇帝的乘騎為〈前十駿圖〉之
〈赤花鷹〉
，疑誤，見韓北新，〈郎世寧繪畫繫年（三）
〉
，頁107。
73 郎世寧等〈閱駿圖屏〉
，圖版見聶崇正主編，《清代宮廷繪畫》
，頁154；《郎世寧畫集》
，頁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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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ຏရ̝ྐĂᔘϨೡ൪ᬙภ㒦Ăࢵ͔ٺᗟᆷĈĶလӴԠķĄ74
7. ᐅำ㉥
ᐅำ㉥ֽҋಁႬಁᄋΟĂษ˟˩̱ѐĞ1761ğߋĂษ࠱ޓ؇࠱͉ЬҘ֟
̣ᄂ̋ĂాᜈˬѨ࠰࿃ౠĄѩѨֽ݈ĂЯࠎѣᐅำ㉥Ăֹษ࠱ޓਕૉдౠྮ
г˯πᘦᗨࢷĄ̝ٙזᓝ˲ĈᕊᓲĂĶඉԧำᐅ㉥Ă྾Ҍܛ݅ķć 75
˼Ң߽ĂĶԧࢷᐅำ㉥ĂᘦٺᅅՎᙛķĂ 76 ˭ڻஎגО෪ĄТѐĞ1761ğ˛
͡Ăـሤ̚ګ࿃˩ѐց֍̝̂ܥĂษ࠱ޓᗨࢷπᘦĂĶҖሑᐅำ㉥Ăтᆹг
ᛡⲌĂוᙲⅲ̚ĂᘦՎԞજອķĄ77
ษˬ˩˘ѐĞ1766ğĂᐅำ㉥ᔵߏ˘̽ਕᝮᛡਕࢦ̝Ķৠ៝ķĂ˵̏ѐҁ
ੜЃᇴѐĂษ࠱̪ޓॡԝˠֽᇬෛĂ֭ᄮࠎĶ˳གྷ˧ᑕᇔĂ┇Ꮬ͇ภ
̫ͻ̂ؤĄķ 78 Ҍษˬ˩˝ѐĞ1774ğ͢ᜋࡌᕷॡĂᐅำ㉥ѝ̏߇ۏкѐĂ
إጸĶͽ˧ჍᔾĂბЯᇇཱི։ķĂ༊ѐౠְـ۞ݱܜޘޢĄ79
8. ᚗР㒦
ษˬ˩̱ѐĞ1771ğĂ˿ႬଞপొᄋΟᕩึഈĂјࠎᓝ઼៘ϫ۞ְ̂Ą
ߏѐĂඉұҹкႬᑻଂല͐ᐁֽᕩĂˢᖭĂދჇᏐͳĂ֭ซᚥ̈́˥ܛᔾĄ
ѩֽҋҒႬҹĄҒႬҹࠎĶ߸ᔄႬķٙᛳĂࠧዐܻᘲĄ၆ഈֽᄲݣᖠ
ҹ̙̏૱֍Ă҃ҒႬҹгݣᖠҹҘΔĂᅈֽ͍ࠎᙱĄѩᕩ˫ܢᔾ
ְ̝পྶٺĮᄋΟͳܑ̳็įĄ80
ѩአ௫གྷ໐Ăٺษˬ˩ˣѐĞ1773ğҌ͢ᜋࡌᕷҖಛĂّڍ։Ăᐁ
ЩࠎĶᚗР㒦ķĄТѐĂғୁᄋࠎᚗР㒦ᘱѣ˟ဦĂࠎ˘Ĳ˩ޢᔾဦĳ̝Ĳᚗ
Р㒦ĳคĂ˟ၹဦࠎĲࡏ˭ᘰᘭĳ˘ค 81Ğણ֍ဦ13ăဦ14ğĄҌ͌ଂษ

74 《御製詩三集》
，卷26，頁11，〈佶閑騮嘆〉
。〈御筆佶閑騮並圖〉一卷，《石渠寶笈續編》
，冊

4，頁2367。
75 《御製詩三集》
，卷11，頁20，〈跋馬至黛螺頂〉
。
76 《御製詩三集》
，卷11，頁26-27，〈遊千佛洞得古體四十韻〉
。
77 《御製詩三集》
，卷15，頁19，〈行潦一首〉；頁20，〈石槽行宮駐蹕遣緒〉
。
78 《御製詩三集》
，卷58，頁4，〈錦雲騅歎〉
。
79 《御製詩四集》
，卷24，頁204，〈賦得九方歅相馬．得黃字八韻鄉試題〉
。
80 《蒙古回部王公表傳》
，第一輯，卷103，傳87，頁668-669，〈扎薩克和碩布延圖親王策伯克多爾

濟列傳〉
。
81 此二軸〈寶吉騮〉均有御製詩文，列於〈後十駿圖〉者為乾隆皇帝御筆，「坡樹下竿繩繫馬」構

圖者，為梁國治奉敕敬書；另見《御製詩四集》
，卷16，頁25-26，〈寶吉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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ˬ˩ˣѐזษα˩˘ѐĞ1773-1776ğĂՏѐ͢זᜋಛಞӮѩᚗР㒦ҖಛĄ82
9. ᐅำᔾ
ษα˩˝ặ˩ѐĞ1784-1785ğĂ͢ٺᜋಛಞٙࠎᐅำᔾĂษ࠱ޓᔘ
ѣĶ˘ⶩᗕ౩ķ۞ќᒔĂ͍ಛᕷॡĂⴚ̄ҋཛ˭ࡍα֖҃࿅Ăᐅำᔾ̪ᘦ
т૱ćษ̣˩ѐĂҋ͢ᜋಛᕷඕՁĂ൪ੰࠎဦćษ̣˩˘ѐĞ1786ğ
ߋĂဦ̏ᘱјГᛸҌࡿݑĂซҖߋᕷĄ83 ษ̣˩ˬѐĞ1788ğĂษ࠱ޓٙᆷ۞
Ĳᗟड౩ҖሄဦĳΞਕಶߏೡᘱѩְ̝үĄ84Ğણ֍ဦ15ğ
ଂษˣѐĞ1743ğࢡ͵ှᘱјĲ݈˩ᔾဦĳ˩คҌษα˩˘ѐĞ1776ğ
ͤĂ̏࿈ˬ˩ዶѐĂษ࠱ޓጾѣிкĂҭ֭ܧՏ˘̽ᔾౌߏགྷ૱ᗨࢷҖ
ಛĄษα˩˘ѐĂษ࠱ٺޓᔖഁ̋ఄͽᗑϜᗟᆷĲϜᙬˣᔾႇĳĂѩ
Ķˣᔾķ˜ҋ݈ă˩ޢᔾЧᏴαᔾĄ̚Ᏼ̝ˣᔾΒ߁Ĉ༱Р㝋ă㒊㒦ăᜧិ
㝊ă֔܅ៀăᬙภ㒦ăтຍ㕝ăᐅำ㉥ăᚗР㒦ĂЩְĂኬႇт˭Ĉ
引領仍屬萬吉驦，以德弗以力致祥；騮稱闞虎星降房，雄姿威服於菟
藏；俊逸獨是霹靂驤，木蘭圍裡殲天狼；赤花鷹似朵雲翔，鴥彼飛隼相
低昂；有騮佶閑鳥中凰，海子蹙斃胯下獐；厄魯所進如意驄，鮮身汗血
氣開張；錦雲騅穩坐玉床，雪山潦途健步康；寶吉騮來最後行，洪豁爾
遠天一方。85
ኬႇ៙̝ዶĂ̪ГѨૻአĶˣᔾķ̝ᇴᔵΟᄬĂҭ̙ߏ็ڱפᄲ̚᎗ͳ
̝དྷྼವĂ҃ߏܑၓձࣇ၆ٺഈࢦෛѕᗨड۞ᚥĄ
ٺᄦྐะ྆֍ѣ̝Щ҃ဦည̙ྎ۰ĂإѣĈษ˩ˣѐĞ1753ğ
ĂҌԦᄂణЩ݅Ă༊ॡЩĶ࠹Р㒦ķĄ86 ษ˩˝ѐĞ1754ğआĂ֟ڌҋᔖ
ഁ̋ఄୁᖺĂᄃᄋΟኜొಛᕷĂٙࢷЩĶึР㗷ķĄ 87 ษ˟˩ѐĞ1755ğĂ؇

82 《御製詩四集》
，卷39，頁7，〈玉鏤八駿歌〉
。
83 《御製詩五集》
，卷21，頁12-13，〈錦雲良駿歌〉
。據御製詩所言，應有騎獵之圖，該圖為何則有

待進一步考察。
84 《御製詩五集》
，卷41，頁14，〈題射鹿行樂圖二首一韻〉
。但是此詩中有「十年前事圖行樂」之

句，而一射雙鹿之事應只有乾隆四十九年，也就是四年前，而非十年前，這其間的矛盾尚待查
明。
85 《御製詩四集》
，卷39，頁6-7，〈玉鏤八駿歌〉
。此所謂「玉鏤」的製作形式有待考察。
86 《御製詩二集》
，卷44，頁19-20，〈初至戒臺六韻〉
。
87 《御製詩二集》
，卷51，頁10，〈小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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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ЬୁγĂ͢ᜋࡌ⿁ĂٙࢷࠎĶщР㕝ķć 88 ѩѨҖಛĂѣາ͂ܢጆ
পᄋΟέРֽ݈Ꮫ֍ĂщР㕝˵т༊ѐ۞㒊㒦ĂҖಛϿწ̝ॡĂчࡿ̝ء
ֽಡѣĂษ࠱ޓதᗎࢷѩщР㕝ࢳ؋ᅁĂ˘൴҃ⶩ̝Ą89
ษ˟˩ˬѐĞ1758ğĂ͢ᜋࡌ⿁ॡ˵അࢷĶܷ㕼㕝ķҖᕷĂፂᄦྐ
Ĳܷ㕼㕝ႇĳٙྶĂѩᔾߏনୖঔᄋΟٙᚥĂགྷ࿅ێዳአି̝ޢĂ౯ዼࡌಛĂ
ĶνΠ٩ႽтຍĂ൴̈ⶩ̂࠰ଂटķć90 ѩᔾٺĮҘાဦԠįϺѣᄲځĂߏࠎ
͂ጆপᄋΟጧႬొ̝˿யĄ 91 নୖঔг͞۞ĂҬͼᅲѣЩঈĂഈԗഅٺনୖ
ঔ෴ᔾĂҌӈٺಛ̚ྏडĄ 92 ࢵᄦྐ̙ۢңॡษ࠱˫ޓᗟᆷ͵ࢡٺှ
Ĳ݈˩ᔾဦĳ̝Ĳ؋ዧ㕝ĳค൪˯ĄΩγĂษα˩˛ѐĞ1782ğĂ͢ٺᜋಛಞགྷ
ϿႳဦ˾̈ᕷॡĂٙᗨࠎĶბРᔾķĄ93
Ϥྤٺफ़̙֖Ă˘ֱᔾΪ֍ѣဦည̙إਕྎቁЩཱིĈּтĈĲᕷ౩ဦĳ
Ğણ֍ဦ16ğĄࢡ͵ှăٙ͞ᘱĲᕍᓠҖྐຍဦĳĂဦ̚ษ˟˩ˬѐĞ1758ğ
ษ࠱ޓٙࢷ۰ĂҬࠎ˯̝Ķᬙภ㒦ķ 94Ğણ֍ဦ17ğĄษ˟˩ˬѐĂษ
࠱ޓĲ̂ዦဦĳค˵ߏ˘಼ໂࠎѣЩ۞൪үĂࠎࢡ͵ှٙᘱćѩѨ̂ዦٙࢷᔾ
࠹ྵษαѐĞ1739ğܐѨ̂ዦٙᗨࠎĶ༱Р㝋ķĂ۰̙̽ТćͨҒ˫ᄃ
Ķᬙภ㒦ķѣొमளĂߏӎቁࠎᆷ၁̝үĂѣޞซ˘Վ҂၅Ą95Ğણ֍ဦ18ğ
ဦᐂ˞ֽҋݣᖠҹăຑনցă٥྿̋ă၏Ⴌಁඈᛳ઼Ăѣ۞
хҌ̫˵ౌߏЩăҒ۞झԗᘱ൪ĄֱဦഅགྷߏษॡӖҊВТ౹

88 《御製詩二集》
，卷59，頁16，〈過清河〉
。
89 《御製詩二集》
，卷59，頁23，〈射虎行〉；《御製詩三集》
，卷95，頁5，〈射虎行〉；《御製詩

五集》
，卷72，頁2-3，〈射虎川〉
。
90 《御製詩二集》
，卷81，頁13，〈俊鶻驄歌〉
。
91 《西域圖志校注》
，卷43，土產，準噶爾部，頁551-552。
92 《御製詩三集》
，卷42，頁11，〈進伊瑪圖口行圍即事〉
。
93 《御製詩四集》
，卷92，頁27，〈進伊瑪圖口小獵即事得句〉
。
94 關於〈叢薄行詩意圖〉
，圖版見聶崇正主編，《清代宮廷繪畫》
，頁196-197；相關研究參見劉潞，

，頁15-26，該
〈
《叢薄行詩意圖》與《清高宗大閱圖》考析Ǖ 清代多民族國家形成的圖像見證〉
圖軸繪於乾隆二十三年九月初四日，于敏中奉敕敬書〈御製叢薄行〉，此詩另見於《御製詩二
集》
，卷81，頁15-16。
95 聶崇正、韓北新均誤將此圖認作是描繪乾隆四年的南苑大閱，韓北新亦誤定此圖繪於乾隆十二
年，見聶崇正，《清代宮廷繪畫》，頁151；《郎世寧》，頁28；韓北新，〈郎世寧繪畫繫年
（五）
〉
，頁73。據朱家潛、劉潞之考察應為乾隆二十三年之作。韓北新又認為此御騎為〈前十駿圖〉
之〈赤花鷹〉
，毛色雖相像，但此圖若為寫實之作恐怕也不正確，如前文所述，〈前十駿圖〉中只
有闞虎騮存活至乾隆二十三年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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үڟካăᗟෟүኬ۞൏ᕇĂ˵ߏഈԗࢦࢋ۞णϯݡĂͽϯγᘸĄ96
ֽҋ̰ౙֲ̚гડ۞ᔵ˩̶̂Ăߏ̙ݒษ࠱ޓҖಛࠚᕷ۞ҡܴĂ
ҋ̎അᄲĈĶ˯ዹੰ࠰ᄋΟгٙயĂภ௫አ։ĂШѐҖಛٙࢷυϡѩĄҌ
ݣᖠҹăοጆপࡇΞֻҖྮ̝ϡĂ̙ΞͽҖಛ˵Ąķ 97 ϤѩΞۢĂ˯ֱ֤
Β߁д݈ăޢĲ˩ᔾဦĳ྆۞ᄋΟĂགྷ࿅˯ዹੰ۞አିĂਕૉд၁ᅫ۞ಛᕷॡ
ѣр۞ລ੨ड़ڍĂ̖ਕјࠎษ࠱ࢦޓෛ۞Ąݣᖠҹăຑনցඈྤफ़
่ͽܑˬரϯĂဦ̰͛ट̈́࠹ᙯࡦഀϺΞણ֍ܑˬ̝ྤफ़ֽĄࢡ͵ှĲˣᔾဦĳ
סĞษ˟˩αѐĂ1759ğĂࠎݣᖠҹٙˣᔾᄃຑনցαᔾĂЩӮќˢ
Įᆧࢎ͛ᝥįăĮ̣វ͛ᝥįĂͽ˭ᚶᜈኢ۞ЩĄ

ˬăࠎЩĈкᄬ͛Ъᕸ
ဦੵ˞ᔾ۞ԛ෪࿀ৌ̝γĂ͔ˠڦϫ۞পᇈ̝˘ӈߏ̙Т˲ᜩ۞
ЩჍĄԧ઼።Ϋ˯ѣЩ۞̙͌ĂּтĈ͉࣫۞؟Ķߌ̱ᔾķЧѣЩć 98
࣫ϛ۞؟Ķ؆ϨķĂᔹഅү൪хԛ෪ć 99 ΔԇՂ̳អĲ̣ဦĳĂ̚
ѣαϺΞቁۢЩĄ100 ֱᗟ۞үݡĂ˵ࠎޢˠٙᇟ൪Ą
ᄋΟొ۞ѭĂౌѣ࣎ᜩ۞ܪЩཱིĂТᇹгĂࣇ۞Ă˵ౌѣ࣎႓۞ܪЩ
ჍĂͽܑϯͧܧವ૱۞гҜĄ 101 ܐᄋΟΫछᖠتၔ֚ٙĮᄋΟ߹įĂ
ྶᄋΟΫְࠤྎĂኜҜᄋΟ̂ѭᄃෳౌѣЩĂΒ߁Ĉࣈඍѭă͉ڗЪցă˵
АЪցĂ௲ᝌ͉रඈࣇ۞ळᗨౌѣЩć 102 ௐˬዅ྿ᏥಋဗҌᄋΟ็ᇫҢ۞ڱ
ࢷᗨĂ˵ѣপঅЩཱིĂჍࠎĶ̂тຍᚗķ۞㒦ĂፂĮᄋΟ߹įೡĂձኼ
ᏦО۞Ϯᐝ˯Ă̼ன˞̱фৌ֏Ăிˠ֍˞ͽܮҌྕܫЈ̝Ą103

96 《御製詩四集》
，卷4，頁23-24，〈八駿圖，戒奇物懲佚遊也〉
。關於此詩作於稍後馬匹詞彙部分會

再提到。
97 《御製詩五集》
，卷1，頁35，〈再題李公麟五馬圖〉
。
98 昭陵六駿之名：竦露紫、拳毛騧、白蹄烏、特勒驃、青騅、什伐赤。金代畫家趙霖，〈昭陵六駿

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見《百馬圖說》
，頁32-34。
99 韓幹〈照夜白〉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見《百馬圖說》
，頁4。
100 李公麟〈五馬圖〉
，五馬之名：鳳頭驄、錦膊驄、好頭赤、照夜白、滿川花。日本私人收藏，圖

版見《百馬圖說》
，頁24-26。
101（俄）符拉基米爾佐夫著，劉榮焌譯，《蒙古社會制度史》
，頁282-283。
102 烏蘭，《
《蒙古源流》研究》
，頁270、274、276、355。
103 烏蘭，《
《蒙古源流》研究》
，頁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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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ˬ ࢡ͵ှĲˣᔾဦĳăĲ٥྿̋ˣᔾဦĳĲຑনցαᔾĳăғୁᄋĲˣᔾဦĳăෲă
ምԗౢĲ၏Ⴌಁٙ෪ဦĳ̽ྤफ़˘ᜓܑ
畫作、年代

郎世寧〈八駿圖〉
一卷
乾隆二十四年

艾啟蒙〈八駿圖〉
八軸
年分不詳

郎世寧〈拔達山八
駿〉一卷
乾隆二十五年

郎世寧〈愛烏罕四
駿〉一卷
乾隆二十八年
賀清泰、潘廷章
〈廓爾喀所貢象馬
圖〉一卷
乾隆五十八年

馬

名

進

貢

部

落 、 大

臣

浴洼駿
歕玉驄
錦雲騢
蒼龍驥
繡鐵騧
明月題
雪團花
星文驎

哈薩克
哈薩克
哈薩克
哈薩克
哈薩克
哈薩克
哈薩克
哈薩克

翰如駱
曦馭黃
蒼艾騏
掣電騂
雲駱
飛霞騮
同吉黃
炯星騮

哈薩克 阿布賚
愛烏罕 愛哈穆特沙
哈薩克 阿布爾巴穆畢特
喀爾喀公 額爾克沙拉
喀爾喀多羅郡王 車希敦查布
哈薩克 阿布爾畢斯
準噶爾台吉 喇嘛達拉濟
副都統 鄂博什

洱海驦
祥霞驥
堅昆鶻
玉題駿
雲騢
服遠騮
送喜驄
紫電騋
超洱驄
徠遠騮
月 騋
淩崑白
紫雲騱
鳳臆騪

阿布爾畢斯
霍集伯爾根
喀拉巴拉特
阿布賴
額爾壘
輝格爾德
阿畢里斯
圖里拜

毛

色

淺黑色
青白色
紅白花色
白色
黑色
黑紅色
純白色
褐色

長

尺

寸

高五尺一寸，長七尺五寸
高四尺八寸，長七尺四寸
高四尺七寸，長七尺二寸
高四尺七寸，長七尺
高五尺一寸，長七尺八寸
高四尺九寸，長七尺五寸
高四尺七寸，長七尺二寸
高四尺九寸，長七尺三寸
高五尺六寸，長八尺二寸
高五尺九寸，長七尺九寸
高五尺四寸，長八尺七寸
高五尺四寸，長八尺三寸
高六尺二寸，長八尺八寸
高五尺三寸，長八尺一寸
高五尺六寸，長八尺五寸
高六尺一寸，長八尺七寸

拔達山汗 素爾坦沙

白色
赭白色
青白色
黑色
銀褐色
黑色
青白色
紫色

愛烏罕汗 愛哈莫特沙

青色
赤黑色
黃白色
白色

廓爾喀 拉特納巴都爾

高

高七尺六寸，長八尺四寸
高七尺七寸，長八尺四寸
高七尺八寸，長八尺三寸
高七尺五寸，長八寸三寸
高四尺六寸，長六尺八寸
高四尺三寸，長六尺

資料來源：《欽定石渠寶笈續編．寧壽宮藏一八、淳化軒藏八》，頁390-391，727；《欽定石渠寶笈三
編．乾清宮藏一三》，頁105；萬新華，〈策馬嘯西風：記南京博物院藏艾啟蒙〈八駿
圖〉〉，頁76-81。
資料說明：1. 空白欄位表示尚未發現相關記載，此暫缺。
2. 郎世寧此三圖卷，形式相當接近。
3. 進貢部落、人名其寫法依照資料來源，或許另有異寫，此不一一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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႕߷ăᄋΟਨࣧۤົ۞Щ็ĂѣϔপҒĂࣇಈᝌͽજ۞ۏЩჍࠎ
̄̃ЩĂ҃ษ࠱ޓপҾಈᝌͽЧٕЩෳ۞જࠎۏҋ̎۞ᗿۏЩĄ104
னдᄋΟă႕͛ᚱ྆ᐂ̽ͨҒĂ˵Ξਕజ࠻јߏপᇈᄃЩཱིć 105 ֱᄋ
͛ă႕͛ͨҒĂ၆ٺ႔ϔֽᄲĂপঅّٕధ˵ညߏপঅЩ˘ਠĂҭߏಶ
ษ࠱۞ޓăֽᄲĂͨҒ̙֭ਕზߏৌϒ۞ЩĄ
Ğ˘ğĲ˩ᔾဦĳ۞ЩপҒ
ͽ႔͛Щֽ࠻Ă˘ਠଐߏڶΒ߁˞ԛटপҒ̝ෟᄃͨҒᙜຉĂּтĈ㒊
㒦ĂĶ㒊ķߏপҒĂຍࠎ൴۞ޤҁĂ㒦ߏͨҒĄૻአᔾ۞পҒĂ˵ߏ
ĶᇇّķĂּтĈтຍ㕝ĂĶ㕝֏ҒĂтຍ֏ᇇ˵Ąķ 106 ˵ѣ႔ЩБߏԛ
ट̝ෟĂּтĈĶࡓϜळķăĶ̄ϜķඈĂಶ՟ѣᏴϡĶ㒦ķăĶ㕝ķඈфĄ
˯݈Ĳ˩ᔾဦĳ̝˘ĂĶᜧិ㝊ķߏ̽Ķ㕼ķĂຍࠎĶࡓϨķĂѩ˜
ಶ ͨ Ғ ҃ ֏ Ă Ķ ಁ Ⴌ ߤ ঔ ķ ӈ ߏ ᄋ Ο ᄬ Ķ ៀ ķĂ ֶ ѩ Ξ ۢ Ă  ኲ Щ Ϗ ϡ ႕ ͛
ĶៀĂgiyahūnķĂ҃ͅͽᄋ͛ЩĂ˵ధߏЯࠎֱౌߏᄋΟ͞ࢬซᚥ۞̽Ąଂ
႕ăᄋ͛Щфֽ࠻Ăͽࢳ༲ᘙЩĂΒ߁Ĉៀăᐎă⁏ăăඈĂߏࢡ͵ှ
Ĳ݈˩ᔾဦĳ۞ࢦࢋপᇈĂੵ˞Ķ༱Р㝋ķăĶҋд㗼ķ̝γӮߏтѩĄ̚Ķౠ
ᕇᐎķӈߏĶତϨᐎķĂĶତϨķຍ˯โ˭ϨĂ၁႕ăᄋ͛˵˞ಶߏಈ
ᚆ۞ҀҒĄᓁ̝Ă႕͛ăᄋ͛Щфཌྷ࠹ܕĂೡপᇈĂ҃႔͛ϡфྵࢦෛĶᇇ
ّķ۞ฮܑனĄ
ͽᄋΟ͛Щ۞পҒĂ˵ۡତܑனдͳྕĲ˩ᔾဦĳΊĂѩဦΊ̰ᔾ
Щф۞३ᆷ͞ڱĂѩᄃࢡ͵ှăғୁᄋ۞݈ăޢĲ˩ᔾဦĳ˟˩ค̙ТĄ݈ăޢ
Ĳ˩ᔾဦĳͽ႕ăᄋă႔ˬវ͛ф३ᆷЩĂ҃ͳྕ۞൪ΊΪಏᆷ˘Ăϒߏ
ͽ႕͛фϓࢰᛌăᆷ۞ᄋ͛Ąѩࢰᆷᄋ͛۞ܑன̶͞˩ڱপঅĂᆷ۞ߏ႕
͛Ăݒ၁ࠎᄋΟᄬĂ҃ͷΪܲᄋ͛Щ۞ԛटෟొ̶Ąֱࢰᆷᄋ͛ᑕߏॲፂ
႕߷ˠ۞ᄬ֏௫ၚ҃ᆷ۞ᄋΟ͛Ă˵јࠎາ౹۞႕͛фຉĄࢡ͵ှ̝Ĳ݈˩ᔾ
ဦĳᄃͳྕĲ˩ᔾဦĳΊ႔͛ᄃ႕ăᄋ͛۞Щ३ᆷͧྵĂણ֍ܑαĄ
104 乾隆皇帝為其寵物的命名研究，參見莊吉發，〈郎世寧《十駿犬》命名由來〉
，《清史拾遺》
，頁

，《清史拾遺》
，頁150-152。
144-148；莊吉發，〈策馬長城外Ǖ 蒙古滿洲的馬政〉

105 例如：蒙文、滿文版本的《老乞大》已出現各色馬匹名目。莊吉發，〈
《清語老乞大》與漢語

《老乞大》的比較研究〉
，《清史論集（一）
》
，頁87-89。
106〈郎世寧畫準噶爾貢馬圖〉一卷，《石渠寶笈續編》
，寧壽宮藏一八，收入《續修四庫全書》
，冊

1073，頁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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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ޢᔾĂ႕ᄋ͛۩ϨҜ˜Яϫ݈՟ѣĲ݈˩ᔾဦĳ۞ဦྤۍ
फ़Ξͽણ҂ĂᇶĄ၆ᑕٺĲ˩ᔾဦĳΊٙϯ۞ࢰĂΞۢϺߏᄋΟᄬࢰĂ៍
͛ф˫ߏ႕͛Ăᄃ݈̣ဦԛё࠹ТĄּтĈЩ۞Ķ㒊㒦Ăbar baturķĂbar
ߏࢰᆷҋᄋΟbarsĂຍࠎҁĂbaturࢰᆷҋᄋ͛baγaturĂຍࠎࡻฯă۞Ă
ЯѩĂ㒊㒦ߏ˘̽тҁ۞㒦ćĶ̄ϜĂhas arsalanķ۞Ķhasķຍࠎᄋ
ΟᄬĶϜķĂᄋ͛ᆷઇĶqasķĂ႕͛ࢰᆷઇĶhasķĄ

ܑα ࢡ͵ှĲ݈˩ᔾဦĳᄃͳྕĲ˩ᔾဦĳΊЩͧྵ˘ᜓܑ
郎

世

寧

〈前

十

駿

圖〉

十

軸

王致誠〈十駿馬圖〉冊

蒙

文

音寫蒙文

漢 文

滿 文（漢譯）

赤花鷹

cakiri giyahūn keire alha
（蘆花鷹棗騮花馬）

tarlang qarčaγai keger alqa

tarlang harcagai

雪點雕

saksaha daimin cabdara alha
（接白雕銀鬃花馬）

čaγčaγai bürgüd čabidar alqa

cagcahai burgut

霹靂驤

hūdun giyahūn fulgiyan suru
（快速如鷹的紅白馬）

hurdun qarčaγai sirγol

hūrdun harcagai

雲駛

kuri daimin keire alha
（虎斑雕棗騮花馬）

qurudu bürgüd keger alqa

hūrutu burgut

奔霄驄

akdun arsalan fulan
（結實如獅的青馬）

batu arslan boro

batu arsalan

*萬吉驦

tumen belektu
（萬吉）

*闞虎騮

bar batur
（勇敢的老虎）

*自在驈

tumen jirgal
（萬福）

*英驥子

idegeltu ider nacin
（可信賴、強壯的游隼）

*獅子玉

has arsalan
（玉獅子）

資料來源：故宮博物院編，《清代宮廷繪畫》；謝鳳崗輯，《郎世寧畫集》。莊吉發，〈策馬長城外
─蒙古滿洲的馬政〉，頁149-156。
資料說明：1. *表示尚未見到該圖軸的出版圖錄，因此不解其滿蒙文命名情況，此據〈十駿馬圖〉冊之
． 音譯蒙文推測漢文命名，並據之復原蒙文，注明語意。
2. 在蒙文命名裡有若干拼寫法與現代不同，如：「快速，qurudu」，《御製五體清文鑑》，
． 寫做quruudu，現代蒙文寫作qurdu。「白脊樑的，tarlang」，現代蒙文寫作tar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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ፂܑ̣ٙϯĂࢡ͵ှăғୁᄋĲ˩ᔾဦĳ̽۞Щ˵ᅲѣপҒĄࠎ˞ܑϯ
Ķтຍ㕝ķઇࠎጧႬᄋΟซᚥ۞ࢦࢋຍཌྷĂ႕͛ЩຍࠎĈே༄ѣု۞ܦϨ
ͨҒᔾćᄋ͛ຍޥᄃ႕͛࠹ܕĂຍࠎĈ؈ளѣု۞ܦѷҒᔾĂ྆۞Ķт
ຍķ̙ߏ֤ីٕۿำѧېĂֻەካ֭ઇࠎРேܑᇈ۞ጡćࣆߏĶᚗР㒦ķ
۞႕͛ЩຍࠎĈтຍѣР۞โᗪԍነҒঔ㒦Ăᄋ͛ຍޥତܕ႕͛Ă҃ѩĶт
ຍķ˘ෟĂߏТĶтຍᚗķઇࠎРேጡ۞тຍĄĶ̂ؤ㒦ķ۞Щ࠹༊প
অĂপҾૻአߏϤݣᖠҹٙซᚥĂ႕͛ᄃᄋ̝͛ຍТࠎĈݣᖠҹ۞ѣု۞Ԗ
यĂ႕͛ᄃᄋ͛ౌ՟ѣᙯͨٺҒ۞ϡфćĶࡓϜळķ۞ЩᄃĶ̂ؤ㒦ķѣֱᙷ
ҬĂ႕͛ᄃᄋ̝͛ຍТࠎĈѣтܛҒԖय۞ᅙᗪĄ

ܑ̣ ࢡ͵ှăғୁᄋĲ˩ᔾဦĳ႕ăᄋă႔͛Щ˘ᜓܑ
漢

文

滿

文

蒙

文

如意驄

ferguwecun jalafungga fulan
（祥瑞有壽的青馬）

γaiqamsiγ öljeitü boro

大宛騮

hasak i jalafungga besergen
（哈薩克的有福壽的床席）

qasaγ-un öljeitü sirege

紅玉座

aisin besergen cabdara
（金色床席的銀鬃馬）

altan sirege čabidar

踣鐵騮

akdun soorin kalja kuren
（結實寶座的線臉粟色馬）

batu tabčang qaljan küreng

良吉黃

sain sabingga kūlan
（佳好吉兆的黑鬃黃馬）

sayin belegtü qaliγun

勝吉驄

nosikingga sabingga fulan
（多獵物吉兆的青馬）

γanjuγatu belegtü boro

馴吉騮

hebengge sabingga kailun
（隨手有吉兆的黑鬣尾褐色騮馬）

uralγu belegtü qaliγun

寶吉騮

keksebure sabingga kailun
（如意有吉兆的黑鬣尾褐色騮馬）

čindamuni belegtü qaliγun

*錦雲騅
*佶閑騮
資料來源：《郎世寧畫集》，頁76、79、82；《清史圖典》，冊7，頁430；《清代宮廷繪畫》
（2001），
頁166-167。
資料說明：艾啟蒙所繪〈錦雲騅〉、〈佶閑騮〉之滿、蒙文命名，因未見圖版，資料暫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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ͽ˯ܑαặܑٙϯĂֱ̙Тᄬ͛၆ᛌ۞ЩĂ˵ಶߏĮ̣វ͛ᝥįඈ
ᄬ͛̍३ٙྶ۞̽ͨҒᙜຉ۞၁ᅫྻϡĄ107
Ğ˟ğғୁᄋĲˣᔾဦĳă၏Ⴌಁ۞ЩপҒ
˯ࢰᆷᄋ͛۞ЩԛёĂдษഈ̚ཧͽޢன˞႕ᄋ͛ϡଐԛĂᅲ
ࠎপঅĄܑˬٙЕғୁᄋĲˣᔾဦĳˣคĂ̂̈ᇹёᅲᙷ݈ٺăޢĲ˩ᔾဦĳ˟
˩คĂҬЯϏᐂٺĮϮറᚗᾯįĂ˵՟ѣᗟྐ͛Ă߇ྵ̙͔ˠڦຍĂᇹёણ
֍ဦ19ĄѩĲˣᔾဦĳՏค಼Ϻѣ႕ăᄋă႔͛ˬវ̝ЩĂপঅ۞˘ᕇߏ႕
͛۞ЩĂԛटෟొ̶Ӯҋᄋ͛ࢰᛌֽ҃Ăྕͳ˯Ĳ˩ᔾဦĳΊԛё
࠹ТĄ
ּтĈĶᎰтᐨķຍࠎĈԣి۞ͪᘚഊเҒᔾĂĶԣిķ˘ෟĂ႕͛Щ
̙֭ϡhūdunĂ҃ࢰᛌᄋ͛ᆷјĈhurduntućĶワķຍࠎĈт˘ਠ۞โᗪเ
Ă႕͛Щ̙֭ϡώѣ۞ĶĂtarkiyanķĂ҃ࢰᛌᄋ͛ᆷјĈcakilgatućĶ
ำᐨķຍࠎĈтำ૾˘ਠ۞ഊเҒᔾĂ႕͛Щ˵̙ϡώѣ۞ĶำĂtugiķĂ҃
ࢰᛌᄋ͛ᆷјĈegultućĶࢳᔷ㒦ķຍࠎĈтᔷ૾˘ਠ۞㒦Ă႕͛Щ̙ϡώ
ѣ۞ĶjaksakaĂᔷķ҃ࢰᛌᄋ͛ᆷઇĈtuyaltućĶࠑߐ㒦ķຍࠎĈтߐܪਠ۞
㒦Ă႕͛Щ̙ϡώѣ۞ĶdurgiyaĂߐܪķĂ҃ࢰᛌᄋΟᆷઇĈcolmuntućĶ
฿เķຍࠎĈ̂֕Վ۞เĂ႕͛Щ̙ϡώѣ۞ĶjoranĂ̂֕ķĂ҃ࢰᛌᄋ͛
ᆷઇĈjirugatuĄ
̙ϡ႕͛ࣧѣ۞ෟຉ҃ଳϡࢰᛌᄋ͛۞ଐڶĂܑϯֱᔾܐᑕྍߏ
ͽᄋ͛Щ۞Ą108

107 關於《五體清文鑑》
「馬匹毛色類」的研究，參見Vicki M. Shinneman, “Horse Colors of The五體

清文鑑：The Quinquelingual Mirror of the Manchu Language.” Vicki M. Shinneman比對《五體清
文鑑》裡面滿、蒙、漢、藏四種語文的各種馬匹毛色辭彙，尤其描述各個詞彙在本民族語文的意
涵，並且相對照現代可見的馬匹毛色實例。如果可以進一步比較〈十駿圖〉等各式各樣毛色的馬
匹，在實際命名時所用的字彙，應有助於深入了解其中特色。例如：「良吉黃」之滿、蒙文並不
對應，滿文kūlan按照《五體清文鑑》應該對照蒙文qula，對應的漢字為「黑鬃黃馬」；而蒙文
qaliγun，則應該對應滿文kailun，對應的漢字為「海騮」
，而「海騮」一詞，滿文意指黑色鬃尾的
褐色馬，蒙文和漢文指海貍、水獺之棕黃毛色。另外，滿文與蒙文詞彙的相關與借用情形也可探
討。
108 這種選用蒙文辭彙的現象，可能也可以從語文表達的方便性來探討，蒙文附加詞tu相當於滿文的
igese，使用蒙文的表達似乎比較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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ษ̣˩ˣѐĞ1793ğϒ͡Ă၏ႬಁֹҊٙซᚥ۞̚ݡĂѣг͞পய۞̂
෪ăЩĄ̂෪ЩࠎĶᅈ෪ķăĶЄߘ෪ķĂᔾЩࠎĶำ㒡ķăĶᆂᓓ
㒣ķĂӮͽ႕႔Ъᕸԛё३ᆷЩĄ 109 ѩ˟۞႕͛ЩфΪͽԛटෟࠎЩĂٙᏜ
ĶำķĶᆂᓓķౌߏԛटෟĂ҃႔͛྆Ķ㒡ķĶ㒣ķĂ֭՟ѣ࠹ᑕгᛌ႕
͛ĄဦညΞણ֍ဦ20Ą
Ķำ㒡ķ႕͛ᆷүĈjaksanggaĞᔷࡓ៨۞ă۞ğseberiĞᅙᏦğbelegtu
ĞѣРЏ۞ğĂຍࠎĈѣࡓҒᅙᏦ۞РேᔾćĶᆂᓓ㒣ķ႕͛ᆷઇĈcekjehun
ĞቮğgiratunggaĞᐪӴğbelektuĞѣРЏ۞ğĂຍࠎĈԛӴ۞Рே
ᔾĄ
۞̚Ķbelektuķࣧܧ႕͛Ă˜ߏֽҋᄋ͛ĈbelegĂѣĶᖃۏăᚥᖃķ̝
ཌྷĂԛटෟត̼ĈbelegtüĂ˵ѣே༄̝ཌྷć110 ႕͛ϺࣄϡѩфĂᆷઇbelektuĄ
ܑα྆Ĳ˩ᔾဦĳΊ̝Ķ༱Р㝋Ătumen belektuķ̏֍ѩфĂ༊ॡϺߏͽ႕͛
ࢰᆷᄋ͛Ą၏Ⴌಁѩ˟۞႕͛ЩĂ˵Ᏼϡbelektu˘ෟĂҬͼ̏ԯѩфଂᄋ
͛ࣄј႕ֹֽ͛ϡĂјࠎ̽ෟຉ̝˘Ąܑ̣ٙϯĂĲ˩ޢᔾဦĳ྆ᄋ͛ĶѣР
Џ۞Ăbelegtüķ˘ෟĂ႕͛к࠹ᑕгᛌઇsabinggaĂ 111 ˞זษϐѐĂ၏Ⴌಁ
̝႕͛Щ̏ۡତֹϡbelektu˘фĂ˵ߏ႕͛ࣄˢᄋ͛ͽᕖ·ώ֗ෟຉ۞ְ
ּć˫тοጆপٙซᚥ̝̽Ă႕͛ၦІ྆ಶனͽĶbelek morinķܑϯ۞ଐ
ڶĄ112
Ğˬğࢡ͵ှĲĞݣᖠҹğˣᔾဦĳסᄃĲຑনցαᔾဦĳס
ࢡ͵ှٺษ˟˩αѐĞ1759ğٙᘱĲĞݣᖠҹğˣᔾဦĳסĂͽ̈́ٺษ
˟˩̣ѐĞ1760ğٙᘱĲ٥྿̋ˣᔾĳဦסϫ݈̪̙ۢ˭རĂፂĮϮറᚗᾯįٙ
ྶĂѩ˟ဦ˯סˣᔾЧᇾѣ႕͛ă႔͛ЩĄĲຑনցαᔾĳဦ˯סαᔾ۞Щ
˵࠹༊ࠎপҾĂனαᄬ͛Ă̶Ҿࠎ႕͛ăᄋ͛ă႔͛ăаొჯӍႬ͛Ğણ֍
ဦ21ğĄ

109〈賀清泰、潘廷章：廓爾喀貢馬象圖（卷）
」
，故宮博物院編，《清代宮廷繪畫》
，頁202。
110 另一個和beleg相似的字是：belge，有占兆，特徵等意思，形容詞寫作belgetü。
111 即〈馴吉騮〉
、〈寶吉騮〉
、〈勝吉驄〉
、〈良吉黃〉
、〈馴吉騮〉四軸。
112《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
，162825號，道光四年閏七月初七日；161090號，道光

四年八月初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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ĲĞݣᖠҹğˣᔾဦĳסᄃĲຑনցαᔾĳဦ۞סЩჍౌќˢĮᄦᆧࢎ
͛ᝥįĂϤొ˘ߏٺ႕͛фĂձࣇ۞Щф˵༊ј႕͛ᙜຉυืϡ႕͛ΐͽ
ڦᛖćТॡ˵ќˢĮ̣វ͛ᝥįĂЯѩՏ࣎ᙜຉౌѣ႕ăᄋă႔ăᖟăа̣
ᄬ͛၆Ąٙࢋ˞ྋĶ٥྿ҹˣᔾķͽ̈́ĶຑনցαᔾķЩপᇈಶυืણ҂
ొĶ͛ᝥķĂࢨ࣎ٺˠਕ˧Ăώ͛Ϊரٙۢ۞পҒĄ 113 ܑ̱ٙϯࠎѩ˟ဦ
̝ס႕͛ăᄋ͛ᄃ႔͛ЩĄ
ፂĮᄦᆧࢎ͛ᝥį۞႕͛ᛖཌྷĂԧࣇͽ˞ྋĂֱౌߏ˘
ĶkulukķĄԧࣇ˵ΞͽᄮࠎਕૉኲͽЩཱི۞ᔾౌߏĶkulukķĂߏّଐҳܮᘦ
ࢦăჿඕ၁˳ăཙՎрăԣ۞Ą 114 kuluk˘ෟĂдࡎ౿͞֏྆ѣࡻฯă
ᔈă̂۞ۓຍޥćдĮᄋΟΫį྆ι۞ຍܷߏޥăᄹĂඈТࡻٺฯĂ 115
Ξͽቁۢ႕͛ѩф۞ϡڱᑕߏٺᄋΟᄬć 116 ഈ׀ѣĶາᘟķ̝ޢĂՀᘦؠг
ଂ̰ౙֲ߷Ꮾˢ̽ĂᏴϡྍડ఼Җ۞ෟຉĂϺҾຍཌྷĄѩඈᔾͅߍഈ̝
ڠΑ͵Ăࠎ˞ܑனι۞˲ܧĂৌΞͽෛࠎĶৠᔾķĄ
ॲፂĮᄦᆧࢎ͛ᝥį۞႕͛ᛖཌྷĂ͛ήԛёౌߏĈĶߙপᇈăͨҒ̝
kulukĂჍ̝ĄķЯѩĂѣܑϯপᇈ۞ԛट̖ზߏЩĄ˯ғୁᄋĲˣᔾဦĳ
ˣคү൪ѐΞਕͧࢡ͵ှဦסĂ႕͛Щࣄϡٺᄋ͛ࢰཌྷ۞ன෪Ă̏ݒ
གྷனдဦࢬ྆סĄ
ᓁ̝Ăဦ྆۞̽ЩкߏԛटপҒ̝ෟΐ˯ͨҒфຉĂҭѩ఼ܧĂ
͍̙ਕΪଂ႔͛ЩфநྋĄ႕ăᄋ͛Щф۞ᙜཌྷ࠹ܕĂᄃ႔͛фཌྷϏυ࠹ТĂ
႔͛פЩࢦෛРேăᇇّ۞ܑனĂ҃႕ăᄋ͛۞Щф͍кᇹкܚĂࢡ͵ှ̝݈
Ĳ˩ᔾဦĳ̰ӈѣˣᔾϡࢳ༲ᘙЩĄ႕ăᄋă႔ˬᄬ͛ЩфϏΞᕝ֏ߏА
ϡࣹ˘ᄬ֏Ă͍ᄋΟ۞гҜপҾࢦࢋĂଂᄋΟЩф۞ܑனдĶᜧិ㝊ķ

113「愛烏罕四駿」的命名情況較為複雜，《五體清文鑑》裡的「愛烏罕四駿」
，相較於原圖卷，滿文

命名不變；蒙文命名則除了「超洱驄」以外的三駿以重新命名者為正寫，以原圖卷（乾隆二十八
年）的命名為旁注；回部維吾爾文命名均重新改寫，有了第二個命名。
114《增訂清文鑑》
，卷31，〈馬匹類〉
，第一，頁36。
115 額爾登泰等著，《
《蒙古祕史》詞匯選釋》
，頁219。該書認為豪傑的意思是從駿馬轉變而來的。
蒙文külüg在蒙古史書裡有沒有代替mori，還有待考察。
116 William Rozycki, “The Mongol Elements in Manchu,” 194. 根據Rozycki對滿文kuluk詞源的判斷，
他認為：“The final consonant in Ma. indicates this is a Mongolism rather than an assimilated word
within the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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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ĲĞݣᖠҹğˣᔾဦĳăĲຑনցαᔾဦĳ႕͛ăᄋ͛ᄃ႔͛Щ˘ᜓܑ
漢

文

滿

文

蒙

文

滿

文

釋

義

超洱驄

colgogan fulan
（超群的青馬）

tasurqai boro
（絕代的青馬）

aiugan aiman ci colgorome tucike fulan kuluk
（特別出自愛烏罕部的青馬神駿）

徠遠騮

bojina keire
（招商契約的棗騮）

bekitü keger
（結實的）

boobai kuluk
（寶貝的神駿）

月

argatu sirha
（有計謀的銀合馬）

saratu sirγ-a
（月亮的銀合馬）

ten amba sirga kuluk
（至大的銀合馬神駿）

凌崑白

kulkuri suru
（騰躍的白馬）

rititü čaγan
（法術神力的白馬）

alin dabaga be dabara mangga šanyan kuluk
（踰過山嶺才勇出眾的白色神駿）

浴洼駿

argūma sarla

arγumaγ saral
（灰色的駱皮駿馬）

omo de tucire kuluk saral dahan
（出於池中的神駿灰色駱皮駒）

歕玉驄

hasrun sirga

qas orool sirγ-a
（玉唇銀合馬）

cangka bime biyooha bisire kuluk
（有眼鼻紅而且勾鼻的白馬神駿）

錦雲騢

eguletu alha

egülen alaγ
（雲朵花馬）

tuki jaksan i gese alha kuluk
（如雲霞一般的花馬神駿）

蒼龍驥

kulutu fulan

kökeloo boro
（青龍青馬）

boro kuluk
（青馬神駿）

繡鐵騧

temurtu kara

kö qar-a
（灰黑色馬）

sele i gese sahaliyan kuluk
（鐵一樣的黑色神駿）

明月題

saratai keire

saraliγ keger
（月亮的棗騮）

biya i gese tosi bisire fulahūn kuluk
（有月亮一樣的白色額紋的淡紅神駿）

雪團花

cabgan suru

časun čaγan
（雪白）

der seme šanyan kuluk
（雪白的白色神駿）

星文驎

odontu kailun

odoliγ qaliγun
（星星的海騮）

usiha i gese camhata kuluk
（星星一樣的點子神駿）

騋

資料來源：「愛烏罕四駿」之命取用圖卷上的命名；「哈薩克八駿」命名見《御製增訂清文鑑》、《五
體清文鑑》。
資料說明：1. 「哈薩克八駿」的命名，滿文用字多以滿洲字母音寫蒙文，屬於「新造」之滿文，故只
． 注明蒙文之漢譯。
2. 「愛烏罕」的滿文羅馬拼音轉寫有ainugan、aigugan等，本文認為應寫做aiugan。

Аͽᄋ͛Щּ̝Ăͽ̈́ధкͽ႕߷фϓࢰᆷᄋ͛۞ଐڶĂӮពϯᄋ͛۞Ύг
ҜĄ႕͛Ω౹kuluk˘ෟᔵϏۡତϡٺЩĂ҃ߏϡͽྋᛖ۞ّኳѣৠᔾ۞
гҜĂ̏·̶ܑன˞ഈ၆߿જ۞ࢦෛĄֽҋ̰ౙֲ߷۞ЩĂтĶ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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নցαᔾķăĶݣᖠҹˣᔾķඈᔘซ˘Վќˢ႕͛ф३Įᆧࢎ͛ᝥįͽ̈́Į̣
វ͛ᝥį̝̰Ăᙯٺன෪Ă˭ࢬᚶᜈଣĄ

αăĶ͛ᝥրЕķ۞̽ෟຉ
Ğ˘ğĶ͛ᝥրЕķ۞̽ෟຉͧྵ
Ķ͛ᝥրЕķߏҋႧăษѐมᚷᏭ۞Ч႕͛фĂѝΪѣ႕͛
ಏᄬĂֽޢΐˢᄬ͛ĂЧొӮѣপҒĂĶ͛ᝥրЕķ۞በᏭ˵ߏ႕
߷̼͛൴ण۞ᇾ۞Ą 117 ႧഈበᚷĮᄦ͛ᝥįĂษഈ̝ᕖ·ࠎĮᄦᆧ
ࢎ͛ᝥįĂᔘѣͽкᄬ֏ࢰཌྷ၆ᛌ۞Įᄦ႕߷ᄋΟ႔фˬЪ̷ࢰ͛ᝥįă
Įαវ͛ᝥįăĮ̣វ͛ᝥįඈĂЧొဦ३ᙯ̽ٺෟຉ̙֭࠹ТĄᖎ֏̝Ă
ษഈ࣒ٙĮᄦᆧࢎ͛ᝥįăĮ̣វ͛ᝥįĶ̽ᙷķᆧࠎˬĂ̂̂
гᆧΐෟຉᇴณĄ
ͽ˭А̬ႧഈĮᄦ͛ᝥį̽ᙷෟຉ۞ૄώ̰टĂГፂͽྋژษ
ഈາᆧෟຉ۞ຍཌྷĄΩγĂ͏ވ؟ဦٺษ˩˘ѐĞ1746ğႧഈĮᄦ͛
ᝥį̟ͽԼᆷĂ֭ͽ႔͛ᛌ͛၆ĂѩӈĮ˘ጯˬర͛ᝥįĄ 118 ѩ३ᄃႧഈ
Įᄦ͛ᝥį̶ᙷ̂࠹ТĂ˫ЧҾᙜຉᄃᛖ͛ԼᆷјቔౢĂ၆ٺநྋĮ
ᄦ͛ᝥįЧᙷี̝ᏴෟăཌྷநᅲѣᑒӄĄ̚Ĳ̽ᙷĳ۞႔ᛌ̰टт˭Ĉ
問馬、駝、驢、騾之牲，用之亦各有道乎？曰：固有也。《易》曰：
「牝馬地類，行地無疆」。乃天之所以為生民用也，故聖人於諸畜之中，
各擇所長而用之，惟馬之用為更大。太平無事，而作稼穡，駕車乘；或
有兵戎，則為撫禦敵之需也。是以家中所生之駒，至二、三歲，觀其性
之良劣，可騸則騸之，使去其咆哮不隨手，行走猖狂也。若夫未搭鞍之
駒，則伶便隨手，何用騸哉，當使牡牝相交，而繁育之也。夫馬之結
實，耐久戀長，與硬朗能耐遠者，此不易得也。其中有嘴飄拉人，與跳
躍不息者，當使力大善騎之人而教之。或前身低頭，後高栽腔，顛走不
穩，則為不善之馬。其笨馬、趕懶，與甘受鞭之疲馬，誠所謂駑馬矣。

117「清文鑑系列」的各部圖書資料，可參見江橋，《康熙《御製清文鑑》研究》
，頁156-169。
118（清）屯圖，《一學三貫清文鑑》
，收入《故宮珍本叢刊》
，冊723，頁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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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種飄騸不駒馬，此馬中之異者也。119
Į˘ጯˬర͛ᝥį۞႔͛ᛌ͛˩̶఼ၰĂԯĲ̽ᙷĳ۞ෟຉБౌৼˢĄҭߏ
၆Į˘ጯˬర͛ᝥįᄃษഈഢؠᙜ३Ă۰႔͛ᛌෟரѣ̙ТĂּтĈ
ajirganĂᛌઇĶհķĂֽޢԼᛌઇĶķćsileminĂᛌઇĶܜķĂ҃ษഈٙ
࣒Įᆧࢎᄦ͛ᝥįඈፂΔִ˿ྖԼᛌࠎĶϩᅇķć 120 ušakūĂᛌઇĈĶٛ
ˠķĂֽ҃ޢԼјĈĶᙱઙ۞ķćsofinĂ႔͛ᛌઇĈĶྯ̙िķĂֽޢԼјĈ
Ķરঈķćcukū luĂ႔͛ᛌઇĈĶ݈֗ҲᐝķĂֽޢԼјĶՓᐝķćireshū nĂ
႔͛ᛌүĈĶॺޢටķĂֽޢԼјĈĶॺටķĄְֱּܑϯĂĮ˘ጯˬర
͛ᝥį۞႔ᛌٕధߏഈԗ൴ഢؠᙜ३̝݈۞ϡф௫ၚĄΩѣĈĲ̽ͨͯ
ᙷĳĂ႔ᛌ͛т˭Ĉ
問馬之色，亦有偏正乎？曰：凡白馬、紅馬與黑馬、黃馬，此正色也。白
中而帶紅毛，謂之紅白馬。身白而鬃尾微黑，名曰青馬。白多黑少，為粉
青。黑白毛真，曰沙青。青而毛紅者，即所謂麝香者也。又有青而黑多
者，謂之鐵青。青而如灰者，名曰灰青。身有旋圈之毛，則為菊花青，而
又生白花，即喜鵲青之謂也。其毛似灰，則為貉皮，其毛紅黑，曰栗色馬
也。鬃尾白而身紅，為銀鬃。紅白相參，即紅沙。身黑紅而鬃尾黑，名曰
棗騮。棗騮而嘴眼白，則粉嘴棗騮也。其棗騮色黑。謂之煙熏棗騮。身微
黃而鬃尾黑，名為黑鬃黃馬。凡各色之馬，如項膀之間，而有微黑微紅之
毛者，名曰繡脖子馬也。黑鬃黃馬而色淡，曰乾草黃。身參白而鬃尾黑，

119《一學三貫清文鑑》
，頁58-59。滿文轉寫：morin ulha i hacin. fonjime. morin. temen. eihen. losa i

jergi ulha be baitalara de. inu meni meni doro bio. jabume. esi bi. i ging de henduhengge. geo morin
na i duwali. na de yaburengge. jecen akū sehebi. ere abkai banjire irgen de baitalan oburengge. tuttu
ofi enduringge niyalma. geren ulha i dorgici. meni meni golmin babe sonjofi baitalacibe. damu
morin i baitalan ele amba. taifin necin baita akū ucuri. tarire bargiyara be kicere de. sejen tohombi.
aikabade cooha dain bihede. uthai goroki be bilume bata be sujara de baitalambi. tuttu ofi boode
ujihe unahan dahan oho manggi. terei banin i nomhon doksin be tuwame. aktalaci acarangge uthai
aktalambi. terei murikū dabdali. codoli be geterembumbi. aikabade elmin ildamu hebengge oci.
aktalafi ainambi. ajirgan geo be. urunakū ishunde ajirgalabume. fuseme banjimbuci acambi. morin i
akdun. niyancangga. silemin jai cira dosobume muterengge ere ja i baharangge waka. erei dorgi de
duyen. ušakū. sofin ningge bici. giyan i hūsun amba. yalume bahanara urse de afabufi. tacibuci
acambi. embici cukūlu. ireshūn. doli ojorongge. uthai sain morin waka kai. terei modo. lata. jai
cihanggai šusihalara be alire libki serengge. yargiyan i alašan seci ombi. geli emu hacin i kisari
bisirengge ere morin i dorgi encu ningge kai.
120 silemin在《御製清文鑑》的釋文為：馬牲口甚耐長久（niyancangga）者，在《一學三貫清文鑑》
則以「niyancangga silemin」合稱，漢譯作：「耐久戀長」
，而乾隆朝欽定辭書《御製增訂清文鑑》
等改以北京土話「皮辣」譯出，相關考證參見江橋，《康熙《御製清文鑑》研究》
，頁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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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海騮。身白而微黃，謂之糖紅。無論各色馬身，有異色之點者，則為豹
花、點子；其大片之異色，則為花馬也。凡馬、犬之白頭者，皆謂之玉
面，白馬而眼嘴微紅，名曰燒嘴也。白鼻梁為線臉，腦蓋白曰玉頂。鼻尖
有白皮，則為鉤鼻兒。腿蹄白者，即是銀蹄也。121
႔ᛌ͛۞ͨҒϡෟΞᏜ΄ˠீ܅ᇨใĂͨҒ۞ϡෟયᗟᅲࠎኑᗔĂᔵѣ၆ᛌĂ
ҭ̙Тϔ၆ᗞҒ۞ϡෟЧѣপҒĂޝᙱѺ̶̶̝ԆБ၆ᑕĄsuiha fulanĂ၆
႔͛ᛌઇĶৰܦķĂຍࠎĶϨкโ͌ķĂֽޢᛖ͛ரԼࠎĶϨ۞ܦķć
sirgaĂ႔͛ᛌઇĶᎤࡓķĂֽޢԼјĶᅙЪķćfulgiyan suruĂĶࡓϨķĂ
Įᄦᆧࢎ͛ᝥįԼ႔͛үĈĶ㕼ķĄࢶĂԼүĶࢶܦķĄ፵ᆜĂԼ
үĈĶ፵ᆜ፵ீķć܅Ăੵ˞ϡcohoroĂĮᄦᆧࢎ͛ᝥįإΞ၆ᛌઇ
tobtokoĂ˫ΐˢĶϜீķăĶ؝ᏦķඈາෟĄ122
дĮᄦ͛ᝥį۞႕͛ᛖ͛྆ĂপҾͽּήᄲځಏф۞ଐڶĂᙷҬٺĮᙜ
į˘ᙷ۞̍३Ăֱּήౌҋ႔͛གྷĂҭߏٺ֍ֽ̙̏ޢษഈ۞Į
ᄦᆧࢎ͛ᝥįĂ˵ߏ۰ࢋमளĄ
႔ᚱགྷ۞႕͛ᛌώĂҋึڼѐม̏ฟؕᖙᛌĂ̙ҭᙷᓄкĂᑕϡᆸࢬ˵

121《一學三貫清文鑑》
，頁60-62，滿文轉寫：morin ulha i bocoi hacin. fonjime. morin i boco de. inu

gulu suwaliyata bio. jabume. yaya suru jerde kara konggoro serengge. ere gulu boco kai. šahūn i
dorgi de fulahūkan funiyehe suwaliyaganjahangge be fulgiyan suru sembi. beye šahūn bime delun
uncehen sahahūkan ningge be fulan sembi. šahūn labdu sahahūn komsongge be suiha fulan sembi.
sahaliyan šanggiyan boco getuken ningge be boro fulan sembi. yacikan bime funiyehe fulahūkan
ningge. uthai fulgiyan fulan sehengge inu. geli yacikan bime sahahūn labdungge be. kara fulan
sembi. yacikan bime fulenggi boco i gesengge be kuku fulan seme gebulembi. beye de muheren gese
funiyehe banjihangge be tolboto sembi. ede geli šanggiyan ilha banjihangge uthai ulu sehengge inu.
terei funiyehe fulenggi gesengge be sarla sembi. terei funiyehe fulahūkan sahahūn ningge be kuren
sembi. delun uncehen šanggiyan bime beye fulgiyan ningge be cabdara sembi. fulahūn šahūn ishunde
suwaliyaganjahangge uthai burulu inu. beye sahahūkan fulahūkan bime delun uncehen sahaliyan
ningge be keire sembi. keire bime angga yasa šahūkan ningge uthai kaltara inu. keire i boco
sahahūkan ningge be kara keire sembi. beye sohokon bime delun uncehen sahahūkan ningge be kūlan
seme gebulembi. yaya hacingga bocoi morin i meifen i dalba de sahahūkan fulahūkan funiyehe
bisirengge be jahala seme gebulembi. sahaliyan delun. suwayan morin bime boco gelfiyen ningge be
kūwa sembi. beye šahūkan bime delum uncehen sahaliyan ningge be kailun sembi. beye šahūn bime
sohokon ningge be sirga sembi. hacingga boco i morin i beye de. encu hacin i sabdan bisirengge be.
uthai cohoro camhota sembi. terei amba farsi encu boco bisirengge be alha sembi. yaya morin
indahūn šanggiyan uju ningge be gemu mangkara sembi. šanggiyan morin bime yasa angga
fulahūkan ningge be cangka seme gebulembi. šanggiyan kangsiri ningge be kalja sembi. šenggin
šanggiyan ningge be tosi sembi. oforo songgiha de šanggiyan sukū bisirengge be biyooha sembi.
bethe fatha šanggiyan ningge uthai seberi inu kai.
122 《滿洲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亦沒有收入。

故宮學術季刊

84

第二十四卷第二期

ܑ˛ Įᄦ͛ᝥį̽ኜᙷּή˘ᜓܑ
類

別

〈馬匹類〉

〈馬匹毛片類〉

〈馬畜肢體類〉

〈馬匹馳走類〉

滿

文

漢

譯

出

處

滿文與蒙文的關係

morin

馬

漢代 馬援之言

借自蒙古

ulha

牲口

詩經

周頌

不同

geo

騍

易經

坤卦

借自蒙古

akta

騸

詩經

魯頌

借自蒙古

dahan

駒

詩經

周南

相同

nomhon

馴良

詩經

小雅

相同

doksin

劣蹶

古文淵鑑

sofin

馬啕氣

易經

說卦

不同

alašan

駑馬

通鑑

藺相如之言

不同

suru

白馬

詩經

小雅

不同

fulan

青馬

詩經

鄭風

不同

suiha fulan

粉青

詩經

魯頌

suiha借自蒙古

sarla

駱皮馬

詩經

魯頌

不同

kara

黑馬

詩經

秦風

借自蒙古

kaltara

粉嘴棗騮

詩經

魯頌

借自蒙古

konggoro

黃馬

詩經

魯頌

借自蒙古

kailun

海騮

詩經

小雅

借自蒙古

sirga

銀合馬

詩經

豳風

借自蒙古

kalja

線臉

易經

說卦

借自蒙古

tosi

玉頂

詩經

秦風

不同

seberi

銀蹄

詩經

秦風

相同

wahan

蹄

易經

說卦

不同

uncehen

尾

史記

伯夷列傳

不同

lesumbi

駝疾走

詩經

小雅

不同

katarambi

顛

詩經

小雅

相同

šodombi

大顛

詩經

小雅

不同

niolhumbumbi

使放轡

詩經

鄭風

不同

feksimbi

跑

詩經

小雅

借自蒙古

uruldembi

試跑等第

易經

大畜卦

hūdun

快

詩經

大雅

借自蒙古

hari

跑得歪

詩經

小雅

不同

借自蒙古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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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馬匹動作類〉

〈套備馬匹類〉

〈騎駝類〉

〈牧養類〉

〈馬匹殘疾類〉

滿

85

文

漢

譯

出

處

滿文與蒙文的關係

janggalcambi

張狂

詩經

小雅

不同

incambi

馬嘶

詩經

小雅

相同

siderembi

絆馬

詩經

周頌

借自蒙古

kutulembi

牽牲口

孟子

tohombi

備馬

詩經

yalumbi

騎牲口

通鑑

morilambi

騎上馬

詩經 大雅

字根morin借自蒙古

adulambi

牧放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

字根adun借自蒙古

suwangkiyabumbi

使啃草

詩經 小雅

不同

melembi

飲牲口

詩經 大雅

不同

tarhūhabi

上了臕

詩經 小雅

借自蒙古

macumbi

瘦了

詩經 周南

不同

calimbi

乏透

詩經 周南

相同

hasan

癩

詩經 小雅

不同

借自蒙古
鄭風

借自蒙古
不同

資料來源：《御製清文鑑》，卷21，牲畜部，馬匹類、馬匹毛片類、馬匹肢體類、馬匹馳走類、馬匹動
作類、套備馬匹類、騎駝類、牧養類；漢文參見《御製增訂清文鑑》，同前諸類。William
Rozycki, “Mongol elements in Manchu.”
資料說明：據Rozycki的比較成果，「滿文與蒙文的關係」一欄內，「借自蒙古」指滿文或古代通古斯
語所用此字，來自於蒙古；「相同」表示兩者形態或發音相同，可能是同源。

ᇃĂϤĮᄦ͛ᝥį۞ּήΞۢĂ႕͛ᛌώ̙ߏ௭౯˘ॾ۞྅Ă҃ߏјሢᑕ
ϡдф३በᚷĄҭߏ˞זษഈĂᔵࢦᛌĮα३įăĮ̣གྷįĂҭߏдĮᄦᆧ
ࢎ͛ᝥį྆̏གྷפঐ˞གྷּήĂͅߍ˞႕ᛌ႔ᚱགྷ۞ᑕϡ̏གྷѣ˞າ۞൴
णĂ͍႕͛ྋཌྷΞͽ̙υֶܢ႔ᚱĂษॡྕΞᏜ႕߷ᄬ͛൴ण۞າล߱Ą
ܑ˛ߏಶĮᄦ͛ᝥį྆ܢѣּή۞̽࠹ᙯෟຉĂᅲਕ࠻͔ϡᚱ۞প
ҒĄ
࠹ྵٺ႔͛Įෟį˘ᙷ۞̍३ĂĮᄦ͛ᝥį̙֭ߏٙѣ۞фෟౌѣ
ּήĂͷּήᔵܑϯྍෟΞ֍߇ֱࣹٺĂ҃Įᄦ͛ᝥį྆۞ּή˜ߏᛌҋ
႔͛ᚱĂΪߏຐܑϯྍ႕͛ಏф۞фཌྷ࠹༊ٺᄃ႔͛གྷߙ۞३ߙౢή̝ϡ
фĂ̙֭ߏܑϯ႕͛ಏфٺ႔͛གྷ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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Ϥܑ˛ٙЕּήĂΞۢ̂ొ̶۞ּήౌҋĮྐགྷįĄึܮ҂၅ֱෟ
ຉ۞ᄬĂα˩̣࣎ෟຉΪѣ˩˝࣎ᄃᄋ̙͛ТĂ࠹ТᄃࣄҋᄋΟΞ҂۰ҫ˘Η
ͽ˯Ą
Įᄦ͛ᝥįࢵАྋᛌĶĂmorinķĂᛖ͛ຍߏޥĈᗨࢷϡࠗ˾̝ЩĂ
д˩˟г͚̝ௐ˛ĂரҬៜĂ҅̈ĂᗪăԍܜĂۻॡޢჿАજĂ৭ॡ݈ჿА
જĄ 123 ּή͔ϡ႔೯̝֏ĂຍߏޥĈдг˯Җ֕۞՟ѣͧ˯Ą124 дྋᛖ
Ķ㉡Ăgeoķ˘ෟॡĂּή͔ҋĮٽགྷįĂĲĳנĂĲᳵĳ͠ĈĶѹгᙷĂҖ
гᘟĄķ125 ㉡ಶߏѹăϓĂĮ˘ጯˬర͛ᝥį˵ܲѩּήĄ
ͽĶkaltaraĂৰᆜ㒦ķăĶsuiha fulanĂৰܦķăĶsarlaĂᐨϩķࠎּĂ
ˬ࣎ෟຉ۞ּήӮ༼ᐂҋĮྐགྷąጆįĂĲĳቔĂ҃ధкᖙᛌ۞ܑன̙֍
Ξͽдăனᙜ३྆൴னĄ
ĶkaltaraĂৰᆜ㒦ķ۞ּή႔͛ࣧઇĈĶᓠ֏۰Ăѣ㗼ѣ࠱ĂѣѣเĂ
ͽ֘ೆೆĄķ 126 ႕ּ͛ήᆷઇĈši ging ni lu sung ni going fiyelen de. yohoron
gocikangge de. kaltara bi. kūwa bi. kara bi. konggoro bi. sejen tohoci kungur
kanggar sehebi.ĂຍߏޥĈĶĮྐགྷąጆįĂĲĳቔĈԵ۲˞۞Ăѣৰᆜ
㒦ăѣਨเăѣโăѣเĂࡶߏइ֘Ă൴kungur kanggarᓏĄķ
̚ĂĶৰᆜ㒦ķಶߏĶ㗼ķĂ҃Ķ࠱ķăĶķăĶเķౌߏЧͨҒ۞̽Ă
႕͛ӮѣᖙᛌĄ
Ķsuiha fulanĂৰܦķ۞ּή႔͛ࣧઇĈĶᓠ֏۰Ăѣ㉥ѣⳳĂѣワѣ㉞Ă
ͽ֘ᩆᩆĄķ 127 ႕ּ͛ήᛌઇĈši ging ni lu sung ni going fiyelen de. yohoron

123《御製清文鑑》
，卷21，牲畜部，馬匹類，頁5。滿文原文：yalure ulha i gebu. juwan juwe gargan i

124
125
126
127

nadaci de be. losa de adalikan. šan ajigen. delun uncehen golmin. dedure de amargi bethe nenembi.
ilire de julergi bethe nenembi.，對照《御製增訂清文鑑》的解釋，後者沒有「在十二地支之第七」
一句。
滿文原文：han i gurun i ma yuwan i henduhengge. na de yaburengge morin de isirengge akū sehebi.
此句話的出處待查證。
滿文原文：i ging ni kün guwa i tuwan de. geo morin. na i duwali. na be yaburengge jecen akū
sehebi:《一學三貫清文鑑》把「行地」譯成「na de yaburengge」與此不同。
完整詩句：「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
斯臧。」
完整詩句：「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
斯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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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cikangge de suiha fulan bi. alha bi. kūlan bi. niowanggiyan fulan bi. sejen tohoci
hūng giong sehebi.ĂຍࠎĈĶĮྐགྷąጆįĂĲĳቔĂԵ۲˞۞Ăѣৰ
ܦăѣ܅ăѣโᗪเăѣქҒܦĂࡶߏइ֘Ă൴hūng giongᓏĄķ
Ķৰܦķ
ಶߏĶ㉥ķćĶⳳķ၆ᛌࠎĶalhaĂ܅ķćĶワķ၆ᛌࠎĶkū lanĂโᗪเ
ķćĶ㉞ķ၆ᛌࠎĶniowanggiyan fulanĂქҒ۞ܦķĄĶhūng giongķߏ
۲ཏҖ̝ᓏĂѩෟٺษഈ̏ԼᆷࠎĶhūng hiyongķĄ
ĶsarlaĂᐨϩķ۞ּή႔͛ࣧઇĈĶᓠ֏۰Ăѣ⼥ѣ㎣Ăѣ㗹ѣ౦Ăͽ
֘≳≳Ąķ 128 ႕ּ͛ήᆷઇĈši ging ni lu sung ni going fiyelen de. yohoron
gocikangge de. sarla bi. burulu bi. seberi bi. cikiri bi. sejen tohoci teng tang
sehebi.ĂຍࠎĈĶĮྐགྷąጆįĂĲĳቔĂԵ۲˞۞ĂѣᐨϩăѣࡓՒ
ăѣᅙᏦăѣϜீĂࡶߏइ֘Ă൴teng tangᓏĄķĶᐨϩķಶߏĶ⼥ķĂ
Ķ౦ķ྆۞ߏĈᖡϨҒீ༗Ă˫ჍүĶϜீķĄĶ㎣ķăĶ㗹ķ၆ᛌࠎĶࡓՒ
ķăĶᅙᏦķĄ
ᓁ̝ĂĮᄦ͛ᝥįߏኢܐႧѐม႕͛ᖙᛌጏጯགྷྤࢋࢦ۞फ़Ă
ιߏഈ͞ءഢ۞ؠௐ˘ొᙜ३Ăд൴ण႕͛ఢቑ̼۞࿅̚Ă႕͛ᛖ͛۞ּή
ಶߏдವՐՀкᑕϡ۩ม۞ּᙋĄּήᄃษഈٙࢦᛌ႕͛ώĮα३įă
Į̣གྷįඈ႔͛གྷ۞ளТĂ˵ࣃซ˘Վͧ၆ᑭĄĮᄦ͛ᝥį۞በᚷវ
ּߏͽ႕͛ڦྋ႕͛Ăּ҃ήБߏᛌҋ႔͛གྷĂ႕͛۞̽ᙷෟຉ̂˫ݒкᄃ
ᄋΟ̢ࠎᙯܼෟĂቁ၁ߏܧ૱ѣ۞ன෪ĄษѐมĮᄦᆧࢎ͛ᝥįܲ
˞Įᄦ͛ᝥį྆ࢬ۞ෟຉĂҭߏበᏭវּ̙̏ТĂ႔ᛌϡф˵ரѣ̈ள̝
Ă͍႕͛۞ྋᛖ˵ᅲѣត̼Ąͽ˭੫၆̽ᙷາᆧෟຉซ˘Վ̶ژĄ
Ğ˟ğາᆧෟຉ̶ژ
Įᄦᆧࢎ͛ᝥą̽ᙷąௐ˘į̰टੵ˞˯ĶݣᖠҹˣᔾķăĶຑনց
αᔾķĂإќˢĶ᎗ͳˣᔾķඈ˩̱୧Ăߏࠎ።Ϋ˯۞߇Ăώ͛ᄮࠎ̙ზ
ߏĶЩķĂΪਕზߏĶᖙᛌķĄĶ᎗ͳˣᔾķĶͨķඈ˩̱୧ĂĮᄦ
ᆧࢎ͛ᝥį֭՟ѣᄲځќˢ۞நϤĂԧࣇΪਕણ҂႕͛ᛖ͛ଯീιࣇౌߏҋ

128 完整詩句：「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袪袪。思無邪，思馬

斯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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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Ϋ۞྆߇ᔾĄĶՎᇆķߏ႔͞ڌ४ྼРำ̝гĂ̝ٙ˝͎ৠć 129
ĶͨķѣᆈТཌྷෟĂтĶࢷآķăĶഴวķඈć 130Ķॉͨ㎥ķߏ͉࣫؟
۞ĂĶߌ̱ᔾķ̝˘Ă˵ߏԇ㉞៝ੰ̱̝˘ć 131Ķ˝܅ᱣķАߏ࣫
؟ॡࡰว༼ֹޘซĂ˫؟ᖼኲගో̄ᆇć 132ĶჅำ㎣ķĂͨҒჅĂт
ᔷтำć 133Ķᐅჾ㕝ķߏԇՂ̳អٙᘱ㉞៝ੰ̝˘Ą 134Ķ㉞ķߏѣโᕇт
ഗ̄۞ϨĂĶ៝ķߏਕ͟ҖᇴѺ֧۞։ዽָЩĂౌߏᔾ۞૱ϡෟĄ
ॲፂܑˣٙፋந۞Ķ᎗ͳˣᔾķ۞႕͛ᄋ͛ЩĂੵ˞̽ͨҒෟ̝
γĂԛटপᇈ۞ొ̶႕͛ౌߏଂᄋ͛ࣄϡăԼౄֽ҃Ăଂᄋ̖͛ਕ˞ྋຍཌྷĂּ
тĈĶϨཌྷķᄋ͛ຍࠎĈཌྷч༼۞ϨĂ႕͛ࢰᆷᄋ͛ᆷઇĈjirumtućĶ൸ķ
ຍࠎѣᕇ۞โĂ႕͛ࢰᆷᄋ͛ᆷઇĈbūrtu karaćĶර㒦ķຍࠎĈ੯ܪᘏᝍ۞
㒦Ă႕͛ۡତࢰᆷᄋ͛ԼᆷઇĈgilbar keireĄ
ĶՎᇆķߊߏĶৠķĂ˵ಶߏˢٺkuluk̝ЕĂձ۞ͨҒপᇈߏĈޢჿͨ
ѣ͟ă͡˘ਠ۞͘ć႕͛ͽࢰᆷᄋ͛ຍᛌүĈт˘ਠ۞ৠᔾĄ 135Ķ㉞ķᄃ
Ķ៝ķ˟ф۞႕͛ᖙᛌĂѣΞਕߏΐˢ႔͛фࢰ۞ౄфĂĶ㉞Ăkiķΐ˯
kulukĂ˜ࠎјkilukć136Ķ៝Ăgiķΐ˯kulukĂјࠎgilukĄ
ፂĮᄦᆧࢎ͛ᝥį྆۞႕͛ᛖཌྷĂĶ᎗ͳˣᔾķĶՎᇆķĂώֽಶ
ߏĶৠᔾķ̝ᛳĂ˵ಶͽkulukЩ̝Ă่ᅃͽͨҒரࠎડҾĂٙͽᛖཌྷӮᆷઇĈ
ĶkulukߙͨҒķĂ҃ĶݣᖠҹˣᔾķăĶຑনցαᔾķ۞ᛖཌྷԛёĂᆷઇĈ
ĶߙপᇈăͨҒkulukķĂ۰ځព̙ТĄkuluk˘ෟాĮ̣វ͛ᝥį۞аొჯӍ
Ⴌ͛˵ౌтߏТࢰ၆ᛌĄ

129（明）董斯張，《廣博物志》
，卷46，頁62。
130（明）朱謀瑋，《駢雅》
，卷7，頁11。
131（宋）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
，卷56，頁10；（元）馬端臨，《文獻通考》
（景印文淵閣

四庫全書本）
，卷118，頁27。
132（宋）葉庭珪，《海錄碎事》
，卷22上，頁47。
133《御定康熙字典》
，卷34，頁20。
134（明）汪砢玉，《珊瑚網》
，卷26，頁24。
135「步影」蒙文譯做：qurdun soonaγ，soonoγ可能是自suγunaγ改寫，意為快速的煙霧；滿文譯成：

如電一般的棗騮，兩者用字不同。
136 這裡對於「騏」的解釋，便與上述《御製清文鑑》例句裡，滿文翻譯《詩經．魯頌》詩句，「騏」

對應於「綠色青馬」不相同。

乾隆時代的貢馬與滿洲政治文化

89

ܑˣ Įᄦᆧࢎ͛ᝥą̽ᙷąௐ˘įෟຉ˘ᜓܑĞ۞̚Ķݣᖠҹˣᔾķ
ᄃĶຑনցαᔾķΩ֍ܑ̱ğ
漢

文
馬

滿

文

翻

譯

滿

文

釋

義

蒙

文

翻

譯

morin

yalure ulha i gebu（節略）

mori

八駿

jakūn kuluk

kuluk（節略）

naiman ajinai

赤驥

kuluk jerde

kuluk fulahūkan morin

külüg jerde

盜驥

būrtu kara

kuluk kara morin

bürtö qar-a

白義

jirumtu suru

kuluk suru morin

jirumtu čaγan

踰輪

dagūi cohoro

kuluk cohoro morin

duγui čoqor

山子

amurtu sarla

kuluk sarla morin

amurqan saral

渠黃

omoktu konggoro

kuluk konggoro morin

omorqaγ qongγor

華騮

gilbar keire

kuluk keire morin

gilbaljaγur keger

綠耳

kuciker fulan

kuluk fulan morin

küčiken boro

旋毛馬

forontu morin

morin i tulu i funiyehe torhome banjihangge

ergiltü mori

cakilgatu kuluk

kuluk i juwe suksaha i funiyehe.
šun biya i gese foron bangjihangge

qurdrun soonoγ

拳毛騧

forontu kara

hefeli de foron banjiha kara

ergiltü qar-a

九花虯

šolontu cohoro

juwe šan šolon i gese banjiha cohoro morin

jabdultu čoqor

碧雲騢

kukele alha

fulgiyan šanyan funiyehe suwaliyaganjame banjiha
fulgiyan fulan morin

köbker alaγ

錦膊驄

jahaltu sirga

meifen halba i funiyehe justan i fulahūri banjiha sirga

jaγal sirγa

騏

kiluk

šanyan funiyehe de sahaliyan tongki tonio i gese
banjiha morin

külügčin

驥

giluk

sain morin i gebu. emu inenggi ududu tanggū ba
yabume mutere morin

külüglig

步影

資料來源：《御製增訂清文鑑》，卷31，頁36-38；《五體清文鑑》，卷31，頁4317-4324。
資料說明：1. 「馬」和「八駿」的滿文釋義內容頗長，前已述及，故此略之。
2. 「哈薩克八駿」和「愛烏罕四駿」之命名，見表六。

ҌٺтĶͨķඈĂ࿅႕͛ᛖཌྷΞͽ˞ྋͨҒ۞ొপᇈĂՀࢦࢋ۞
ߏĂձࣇΪߏĶĂmorinķĂ̙ߏĶৠᔾĂkulukķĂೱ֏̝Ăձࣇ۞Щфૄώ˯
ΪѣͨҒ۞ຍཌྷ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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Įᄦᆧࢎ͛ᝥįј३ٺษˬ˩̱ѐĞ1771ğĂĮ̣វ͛ᝥįј३ٺ
ษ̣˩̱ѐĞ1791ğĂĮᄦᆧࢎ͛ᝥįΪѣ႕͛ᄃ႔͛Ă҃Įᄦ႕ᄋΟ
႔фˬЪ̷ࢰ͛ᝥįј३ٺษα˩̣ѐĞ1780ğĂѣ႕ăᄋă႔͛ˬវĂҭ
ߏ֭՟ѣќˢ˯᎗ͳˣᔾඈܑ̱ăܑˣٙЕЩĄЯѩĂԧࣇυืણ҂Į̣
វ͛ᝥį྆Щ۞ᄋ͛ొ̶Ă̖ਕ˞ྋ႕͛ᄃᄋ̝͛ม۞ᙯܼĄ၆Įᄦᆧ
ࢎ͛ᝥįĮ̣វ͛ᝥį྆ٺ።Ϋ۞߇ЩݣᖠҹˣᔾĂԧࣇ൴ன႕
͛ѣ۞ۡତҋᄋ͛ࢰᛌĂѣ۞Լᆷٕΐˢ˞ᄋ̮͛৵ĂٙͽޝѣΞਕߏАѣᄋ͛
ᖙᛌĄĮ̣វ͛ᝥįٺĮᄦᆧࢎ͛ᝥį˟˩ѐĂ҃ᄋ̝͛ЩҌ͌д࣒ᚷ
Įᄦᆧࢎ͛ᝥįॡĂӈษˬ˩̱ѐĞ1771ğ̏གྷனĂГĶᖼតķј႕
͛Ăᄋ̝͛Щ࣒זܲ˫ᚷĮ̣វ͛ᝥįॡГᆧˢᄋΟᄬҜĄࡶ̙ߏАѣ
ᄋ͛ЩĂಶଂֱĶາౄ۞ķ႕͛ͅଯјᄋ͛ĂҬͼ̙͉ЪநĊ
ଂĮᄦᆧࢎ͛ᝥįٙᆧྶ۞ЩෟຉĂӈĮ᎗ͳˣᔾįăĮݣᖠҹˣ
ᔾįĂԧࣇ˵ГѨ൴னĶˣᔾķ۞ຍ෪˩̶ځពĄтڍғୁᄋĲˣᔾဦĳˣคቁ
ؠΪѣˣคĂܮΞͽͅߍߏଂࣧА۞Ĳ˩ᔾဦĳคזĲˣᔾဦĳค۞າᏴፄć
ษ࠱ޓҋ݈ăޢĲ˩ᔾဦĳ྆ЧᏴαĂϡјˣᇴĂᇤᆷĲϜᙬˣᔾႇĳ˵ߏ
࠹Т۞ܑனĄࢡ͵ှඈˠᘱѣĲˣᔾဦĳ̈́ͽסĮᄦᆧࢎ͛ᝥįٙќˢ۞ˣ
ᔾЩౌߏ࠹Т۞ࣧĂ࣎ࣧҬͼ̙ߏಏ৷۞ĶрΟķăĶϼΟķ͕ၗĄ
ษ࠱ޓ੫၆࣫ഈྐˠϨٽاĲˣᔾဦ̝ႇĳܑϯ̙ͽࠎĈ
穆王之失在於志怠政而好佚遊，祭公謀父固已箴其咎。八駿圖，國朝家
法與古殊，守之以文勤撫宇，濟之以武詰戎時，邁弗敢疏，馬射亦有駿
者八，以示外藩，猶非御以車，既至踵事圖，其後則以愛烏罕及拔達山
屢貢其名駒，然益持盈保泰勤政之念日殷，吾未敢恣佚遊而玩奇物，白
家少傅知此乎！137
ษ࠱۞ޓˣᔾຍ෪ᄃ᎗ͳ۞ˣᔾชྼԛјૻধ၆ͧĂ҃ݣᖠҹٙˣᔾĂ˵
ܑϯֱĶ̂ؤķߏ႔ޓڠ̙ٙਕ̈́۞јಶćΎពˣᔾ˘ߏܮҋԧ೩ᏹ
۞ᐽԠၗޘĄษ࠱ޓᔨຑ۞ᅈᅈ࿅ˣᔾ̝ᇴĂҭߏĮᄦᆧࢎ͛ᝥį
ඈ३˘ໄϏќĂѩᇾᓝ̝ĶˣᔾჟৠķĂ˵ΞࡗரநྋొĶ͛ᝥķ۞Ᏼ
ෟᇾĂѣࢦܑன઼छຍ෪۞˘ࢬĄᄋΟˠΞਕ̙ۢ᎗ͳˣᔾ۞߇Ă

137《御製詩四集》
，卷4，頁23-24，〈八駿圖，戒奇物懲佚遊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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ҭᑕྍౌۢјРޥѭˣᔾѣ̷ᙯܼĂˣᔾ̝៙Ă࿆็Ă 138 ˣᔾϺΞ෪
ᇈᄋΟ็ĄЯѩĂษॡ၆ˣᔾ۞೩ăࢦෛᄃາྚᛖϒ႕֖˞႕ăᄋă႔
кϔ̮̼͛۞ᅮՐĄ

̣ăࠎৠĈझԗ۞ৠ
Ğ˘ğΔֲϔ۞ૣ
ഈ۞ੵ˞·၁߆ăϡٺᗨडĂ˵ᄃ႕߷ᖠ႕็ۥඕЪĂϺӈ
ৠ߿જĄᖠ႕ܫЈߏԧ઼Δ͞ኜϔ̚ྵࠎࣧؕ۞ϔมܫЈĂ࠹ܫ༱ۏѣីߏ
ВТ۞ޥຐૄᖂĄᖠ႕ܫЈ߿ۥજ˵ܲдझԗ྆Ăษഈԗੵ˞ఢቑ
߿ۥજĂᔘΐˢࠎ۞ۥາּĄৠώߏ႕߷ϔܫ؇ᖠ႕ܫЈ
۞̰ट̝˘Ă႕߷ଂϔมזझԗౌѣ؇ۥĂૄᖂܮдٺ၆۞ૣ͕நĄ
ܠႬᄬրኜϔ࿆ૣĂৠкࠎϨҒĄࡎ౿ᄬᄮࠎߏѣីّă
ົᄲྖăົޥჯ۞ৠཐજۏĂιؕم၁ٺҋ̎۞ˠĂ֭дПᙱ̚ାӄˠĂ
д็ᄲ߇ְᄃΫྐ̚ĂՏ࣎ˠ̳ౌѣᄃ࠹੨۞ৠᐷԣዽĂ҃ϨҾّីĂ
జෛࠎৠćݣгડ۞ჯӍႬˠд˳ԿܥăఄቈҖߜѪ۞ПާଐڶĂܮ୭
ϨҒ̳͇ćݣᖠҹϔมܫЈ˵ѣৠĂჍүĶ͐͢ݣႬҁķćᄋΟă྿
ၭႬϔมܲإᏴৠ۞௫ܸ̈́࠹ᙯ༰ԟĂజᏴ̝ৠჍࠎĶΟķẴˠ̙
ᗨϡćᔘѣͽআཨăᄦౄĶਃచķ۞௫ܸăϡΚ˪ඈඈĂពϯૣᄃ
ីᅿă͇ৠඈ៍هඕЪĄপҾߏૣᄃࡻฯૣ۞ᙯܼ͍ځពĂߏܮᄃј
Рޥѭૣăѭᝋຍᙊă઼छຍᙊ࠹ᓑᘭĄࡻฯᄃᔾᔘΞͽߏୃְྐăႇᔀ็
ભ۞ᗟՄĂּтĈĲјРޥѭ۞̽ᔾĳăĲˣᔾᙒĳඈĄҌ఼ٺΟᄬ۞
႕Ăৠ۞ࢋࢦྵͧߏৠីĂᔵன႕ೀͼ̙ГᓝҖ۞็ᆇёĂ
ҭд͛ᚥ྆ݒѣ࠹༊к۞ᐂĄ139
Щ۞႕͛ጯĲκ̋ᖠ႕็ĳĂ˵ѣᙯ̽ٺᄃѪ۰ីᅿ۞ೡĄ࣎߇

138 例如，《蒙古祕史》
，卷二，敘述成吉思汗帖木真的八匹白騸馬被賊劫走，失而復得的故事，見

不著撰人，額爾登泰、烏云達賚校，《蒙古祕史總譯》
，頁943。
139 迪木拉提．奧邁爾，《阿爾泰語系諸民族薩滿教研究》
，頁84-85。這裡提到蒙古族把神馬稱為

「溫古」
，應是蒙古語ongγon，意為神聖的、神靈，也寫做「翁袞」；刑莉，〈蒙古民族的馬崇
拜〉
，頁6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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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ಱˠ۞̄γ˸߇Ăགྷ࿅κ̋ᖠ႕זౚม߀ାីᅿĂٺѪ҃ೇϠĄ҃
дؼኛᖠ႕Җજ̝݈Ăࠎ˞फ़நѪ۰ְޢĂࢵАࠎߏܮѪ۰౯Ąдঔણ❠ۍώ
۞Ĳκ̋ᖠ႕็ĳ߇ְ྆Ă೩۞זळᗨᇴณΒ߁ĈĶ܅Ғ܅㒧˩̽ăͫҒࡓ㒧
˩̽ăܛҒᅙЪ㒧˩̽ăԣిጌ܅㒧˩̽ćϨҒϨ㒧˩̽ăግҒโ㒧
˩̽ķĂ˯ࡦ̽˩ˬ۞̚ϩΒăᓮባăҗڇĂዶࡦ˯ᇩఠă̕ඈĂ˫ͽౠ
Ϩܦ㒧٣˯ࡓዬĂУ˯ቨĂҲ˯ᔠܛᝢඈБइ྅౯Ăд݈Ķ͔ྮķćдှ
ۍώ۞߇ְ྆ĂͽߏĶ૾ำ۞㒧˘၆ă˝͡Ϡ۞ϨҒ㒧˘၆ặ͡Ϡ۞ᅙ
Ъ㒧˘၆ă˟͡Ϡ۞ࡓҒ㒧˘၆ăโҒᆜধ˘၆ķĂౌ౯˯ܛዬăܛᝢĂ
˯͙ѣוᖔĂБүࠎĶ͔ጱķ̝ϡćдĲ˘າᖠ႕ĳ۞߇ְ྆Ă߄ᏴĶࡓ
˩̽ăϨ˩̽ă̽˩ܦăเ˩̽ăഊҒ˩̽ķĂઇࠎѪ۰Ķ࿅ͫķ̝
ϡĄ140
႕߷Οᖃ̝Ķ୭⍮ϩൎķĂӈߏͽـϠ۰ळᗨౖ۞ᆇёĄᆇё̰टĈ
Ķˠ˸߇˞Ăᗨ۞୭˞ĂࣤϩĂ˯ᆨॡĂዬ౯˯ଵЕᆨ݈ĂலĂТ
৽ᓝͫ፵̼Ąķ 141ĶࣤϩķӈĶ⍮ϩķĂϩૺᇣ၁Ăኑᄦ̽Ϡ݈
ሀᇹ̝ሀݭĄ˯Įκ̋ᖠ႕į߇ְ྆ࢬ֭ځϯࠎѪ۰͔ྮ̝̽ϺߏĶ୭
⍮ϩൎķĂҭߏѩᆇёߏࠎ႕߷ΟᖃځߏݒϨྶ۞Ą
ੵ˞ᄃˠ۞ីᅿѣᙯĂᄃ͟૱Ϡࢍ࠹ᙯ۞ߏӈֹহઉπщĂ҃ৠ
۞ᖚਕߏܮĶΦೄ̰ࠗহ̝Ѓ˵ķĂ 142 ЯѩĂझԗͽ̈́ѣֱ႕߷छ˜ѣ
ৠ۞߿જĄ
Ğ˟ğझԗ۞ৠᆇё
ࠎϡᔾৠߏษѐม̖ฟؕ۞Ăᛳٺझԗᖠ႕ܫЈ̝ৠ߿જቑ
ಛĄٕధߏࠎ˞ૻአ၆ֱă۞ࢦෛĂಶপҾдৠ߿જΐˢ˞ࠎ
ᘤৠՐ۞ᆇёĄ

140 莊吉發，《薩滿信仰的歷史考察》
，海參崴本漢譯，頁231；遼寧本漢譯，頁255；〈一新薩滿〉
，

頁273。
141（清）李延基，《清文彙書》
，卷二，頁55；李延基補註：「此例今無」
。《御製增訂清文鑑》
，卷

6，頁58，〈喪服類第二〉
，滿文寫做：koyorholombi. akū oho niyalma de. tohoho morin be wafi.
gulhun fuyefi. kuilefi. waliyara de enggemu tohofi faidafi waliyame wajiha manggi. hoošan
tekdebure de deijire be. koyorholombi sembi.《一學三貫清文鑑》
，喪服類，頁46，亦載：「凡有
送焚衣冠，及所揎之馬皮，皆至紙錢所積之處而焚之。」
142（清）鄂爾泰修，《滿洲西林覺羅氏祭祀書》
，頁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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झԗᖠ႕߿ۥજᅲࠎኑᗔĂಶಞٙ҃֏Β߁Ĉૅ̄ăှझৠވĄ
ૅ̄ҜܜٺщνܝγăϜګڌĂˢᙯ݈ഈԗ̏ѣᏛᇁ߿જĂѩࠎ͇ăᄰरඈ
߆߿ڼજ̝гćҌษѐมͽؠĶૅ̄ķჍײć 143 ߋăࡌ˟̄ૅٺ؞ᓝҖՊ
߿જߏ႕߷ෳ۞̂ĂΒ߁ছҢ༼ă͡ඈĂ҃႔̙ߏءυણΐ۞Ąှझ
ۥΞᏜߏ࠱۞ޓछĂૅ̙̝̄ॡĂٺှझщٸኜৠĂͽޓ࠱ܮഈ́ᏐĂ
ഈˬৠࠎᛖ࢘Ѹκă៍ࢰඳᖠăᙯޓཐӖẮ̝ৠӮࠎᖠ႕ܫЈ፧۞ݓҋ
ৠăয়АৠăࡻฯৠඈĄ144
ৠ̙ҭдૅ̰̄ᓝҖĂᔘΩѣৠވĂΞ֍ৠ߿જ˩̶ࢦזצ
ෛĄૅ̄྆۞ৠĂர֏̝ĈĶՏѐߋࡌ˟ۥࠎ؞ৠĂՏ؞ϡ˟͎α̇̂
ኩˣ˾ĂՏѨૅ̄ϡ˩̽ĂலĂϡქҒძ୧߃ᗪԍĂࡓܦძ୧߃
౯̽Ąķ 145 Ҍٺ͟۞ۥഇĈĶߋ؞ăࡌ؞४͟ϲՊৠ̄ૅٺĂ͟ࠎ
ৠ̄ૅٺķć 146Ķϒ͟͡ˬܐăՏ͟͡˘ܐăα͡ܐˣ͟Տెৠϒ͟Ă
Ğૅ̄ğܩё໒̰ଭ৽Ч˟˩˛ૺĄķ 147 ᓁ̝Ăߏߋăࡌ˟؞ϲՊৠ̝ޢĂ
ӈࢋᓝҖᆇёĂĮᄦ͛ᝥįăĮᄦᆧࢎ͛ᝥį၆ĶৠķϺтѩ
ྋᛖĄ148
ৠވҜٺ༰۞ݱৠ̰ܝڠĂৠވдˢᙯ݈Ăӈᕬว߇झ̰̙֭х
дĂᑕߏˢᙯ̖ޢᜥވౘనĄ 149 Տͽ˟͟Ăϒ͟ࠎٙࢷĂѨ͟ࠎێཏᓄि
ĄЧѣഈắăࡦ፶Ą 150 ૅ̄ৠΪ˘͟ĂٙᏜĶϒ͟ķĂ҃
ĶѨ͟ķ̝ᆇёĂࡶͧྵౘనֻጡۥٙϡጡϪĂৠ̄ૅྵވৠՀ

143 傅同欽，〈清代的祭堂子〉
，《北京考古集成》
，卷14，頁955-961。
144《大清會典（嘉慶）
》
，卷74，〈滿洲祭神祭天之禮〉
，引自《清代宮廷薩滿祭祀研究》
，頁251-

254。
145《大清會典事例（嘉慶）
》，卷893，〈內務府祀典〉，引自《清代宮廷薩滿祭祀研究》，頁259-

260。尚有對參祭者身分的規定：「崇德元年定，凡為馬群致祭者，親王以下，輔國公以上，許
祭，鎮國將軍以下不許。」
146（清）昭槤，《嘯亭雜錄》
，卷8，堂子，頁231。
147《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5，〈祭神祭天供獻器用數目〉
，（堂子）供獻物品類，收入《清代宮廷
薩滿祭祀》
，頁148。《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堂子亭式殿祭馬神儀注〉
，收入《清代宮廷薩滿祭
祀》
，頁125-126。
148《御製增訂清文鑑》
，卷6，頁44，「祭馬神」
，滿文釋文：morin i jalin wecembi. niyengniyeri
bolori siltan tukiyeme wecehe amala. encu geli morin i jalin wecembi.
149 姜相順，〈清宮滿族薩滿祭祀的珍貴遺物〉
，頁213。
150《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正日祭馬神儀注〉
，〈次日祭馬神儀注〉
，收入《清代宮廷薩滿祭祀》
，
頁127-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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ࠎษࢦĄৠ̰ވᔘѣ˘পҾ̝Ă˘тှझ̝̰ĶֻᄋΟৠĂѣያโ႗ळ
˘ాࡓͯܛᏍķ151Ăͅߍ႕߷Аয়ᄃᄋΟϔдܫЈ˯۞̷ᓑᘭĄ
ࣧώдৠ྆ވĂĶՏѐߋࡌ˟؞ĂࠎۥৠĂலĂۥৠࡓ୧߃˯
ࢷĞЩĺ৶֧႔ĻğķĄ 152 ֽޢĂษ˟˩̱ѐĞ1761ğ̱͡Ăษ࠱ޓЯ
̙˞ྋ۞ۥᖃᆇĂࢋՐ̰ચځߤعĈĶ˯ࢷᗝĂ߃ۥძ୧Ăٕᖠ
႕ᖃᆇ߃Ăٕಋဗᖃᆇ߃̝ķĄፂ̰عચᖬݶΞͽۢৠ۞ވۥ
༼Ĉ
每年春秋二季，在神武門西邊神房為騸馬致祭，係薩滿（即贊祀）叩
頭，白畫給紅綢條七十副拴記上乘額御馬，晚間給青綢條二百七十六副
拴記大凌河騍群馬匹；再對子圈內所養祭祀馬四十匹內，每年春秋二季
致祭，將青馬十匹送往堂子薩滿叩頭，祭畢，給綠綢條十副，即拴記此
馬十匹。具奏，奉旨著將摺交軍機大臣，欽此。153
Ϩ൪ซҖ۞ӈĶഈķĂมซҖ۞ࠎĶ́ķĂֱౌߏֹϡĶᖠ႕ᖃᆇķĄ
ษ˟˩̱ѐĞ1761ğͽޢĂՏ؞ۥĂౌࠁ̰ચ̂عҊ˘ࣶ̈́˯ዹੰࣦࣶ˘
ˠ݈ـĄ154
Ϥ˯ϺΞۢĂৠ۞ވϡᄃૅ̄ৠ۞ϡ˵ѣߏ࠹ᙯా۞Ąৠ
ވĶࠎۥৠĂலĂϡࡓძ୧α˩ઘ߃ૅ̄ٙϡα˩̽ĂՏѐ˟Ѩૅ
̄Ăٺѩี̰̽ொ̽˩פᑕϡĄķ 155 ૅ̄ĂՏѨٙϡ˩̽ĂĶϤ˯ዹੰ
౯ĂலĂϡქҒძગ୧Ă߃ᗪԍĂܦăࡓძગ୧Ϲ˯ዹੰ߃౯ٙ
ϡ̽ᗪԍĂᇶϡᖠ႕җ˟̶Ăᖡο⓼ಏ˟Ğϡੋ̪ᘳаྍऱğĄķ 156 Ω
γĂှझᔵ̙ৠĂٺ˵ݒՏ໐αͽ؞ᚥৠĈĶՏѐߋआࡌα͡Ăۥ

151《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卷5，〈祭馬神室陳設供器類〉
，收入《清代宮廷薩滿祭祀》
，頁166。
152《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一）
》
，〈祀神拴記馬匹〉
，冊3，頁900。所謂的「索里漢」應是滿

語：soriha，意指：「馬尾上拴的綢條」
。
153 《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一）
》
，〈祀神拴記馬匹〉
，冊3，頁900。另據《嘯亭雜錄》略述用馬

情況：「凡禂馬，歲春秋二季禱馬於神，繫帛於御馬鬣尾以為識，凡三十匹。附養四色馬四十
匹，令祭堂子，率以十匹詣神前受釐，繫絲帛亦如之。」見《嘯亭雜錄》，卷8，〈內務府定
制〉
，頁230。
154《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一）
》
，冊3，頁759，收入《清代各部則例》
。另見《大清會典事例
（嘉慶）
》
，卷893，內務府祀典。
155《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一）
》
，〈祀神馬匹〉
，冊3，頁951。
156《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一）
》
，〈為馬致祭〉
，冊3，頁758-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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ৠՏ؞ϡܦϨ˟̽ĂፂೠᆇΦࣞݶϤዻೄ̰߄Ᏼ౯ۥৠĂலϹົࢍΦ
㘄Ąķ157 ߏ߇Ăৠăͽᚥৠౌߏझԗᖠ႕̰ࢋࢦ۞ۥटĄ
ှΟгડҢ႕߷Ğfe manjuğ߿ۥજĂזனд̪ѣٙܲĂۥ
۞ௐ˘͇য়Ăௐ˟͇͇Ăௐˬ͇ѣֱछᓝҖ߃ĶЪķШয়АৠĄ
ĶЪķಶߏৠĂ 158 ှΟϔม۞ͽৠয়ᆇёᄃ˯ৠѣٙᙷҬĂ
υื౯ˬăα໐۞ϨҒٕѷҒ۞ܜᗪܜԍ̳ĂۥॡĂͽࡓο୧ᘭٺ
ԍĄ159
̝އءछৠ߿જĂΞͽษѐม۞ญႬछࠎּĄญႬ۞Ҙڒᛇᘲ
ͩ˩̶ࢦෛछ็ۥĂৠӈߏี˘ϫĄྍछۥϺ࠹༊ѣপҒĂ
߱˘̚ᆇёĈ
每歲於二、八月初一日祭祀，……在西坑正中設一供桌，桌正面拴縛木
架高二尺許，遂請到馬神木桶。揭開神筒請出馬神，先用布單搭於架
上，次請出神卷張掛：紅馬居南，黑馬居北，又請出神筒內木雕小神像
安放柳枝上。160
ˠॾྶ႕߷ۥৠĂĶٕࠎ͢גĂᓑඛ҃ᚙٺٙĂٕనည҃ۥķĂ161
ญႬछੵ˞ЧёֻጡăݡĂᔘѣĶৠ͢ඌķăĶ͢ᐎ̈ৠညķͽ̈́Ķࡓ
ķăĶโķ۞ଭဦඈඈछপᇈ۞ৠۏĂᄃॾٙ࠹ЪĄᆇё̚υื
˾ᄪٙᏜ۞ĶҁᄬķĈĶญᘲķĂຍࠎĶᚍซᒑ۰ķĂ˾ᄪˬᓏĂᚥ੧ٺৠĄ
ۥඕՁĂߨڑᘭрৠ͢ညĂᚙ֎ݑڌ̰ੰٺĂᖰҋ͟ۥზ۞ௐˬ
͟Ăચυ˭פᕩٺৠඌ̰Ą
҃Ăॾྶ႕߷ৠ̝ܸ̙֭೩̈́ᖠ႕ܫЈăᖠ႕ᖃᆇĂ͔ݒϡĮ
ءį̝ᖃĂĮءįĈĶߋয়ĂआАێĂࡌۤĂՎķĂ֭ͷ೩
ځזഈ߸˟ڠѐĞ1369ğۥĶয়ķĂ࠰ߏЪٺĮءį̝ᖃĄ 162 ЯѩĂͽˬ

157《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一）
》
，〈祀神馬匹〉
，冊3，頁951。《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
（坤寧

宮）每歲春夏秋冬四季獻神儀注〉
，收入《清代宮廷薩滿祭祀》
，頁86-87。據後者儀注資料，上駟
院以白馬二，慶豐司以牛二備祭，與《則例》所載略不同。
158「他合」應是蒙古語takin，意為祭祀、獻供。
159 劉明新，〈滿族的民間祭祀管窺〉
，頁33。
160（清）鄂爾泰修，《滿洲西林覺羅氏祭祀書》
，頁81-85。
161（清）福格，《聽雨叢談》
，卷11，〈祭馬神〉
，頁220。
16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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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ؠአĂૻአᄃˬ̝ܸ࠹ЪĂҬͼߏ̚ཧͽޢ၆႕߷ᖠ႕ڱ࠻۞ۥĄ
လᇉ̮ѐĞ1796ğĂตᾕ༯ͩ৶ှщ҂၅႕߷̝ۥᖃᄃĮᖃį࠹Ъć 163 ߌ⬤
၆ٺૅ̄۞ୃĂ˵ᄮࠎᄃથăࡶט̝Ъ༼ĂฟቔϲኢĈĶ઼छҋă
ᕬĂѣనࡏ͇̝ᖃĄ˫ᓁۤۥቋኜৠࡇٺᐖވĂЩ͠ૅ̄Ă၁ᄃΟۥົૅځཏ
ৠ̝࠹טĂ൘ڻΟᖃ˵Ąķ164 ᓁ̝Ă၁ࠎᖠ႕ܫЈĂ̏ݒЩࠎˬΟᖃĄ
ᓝ˲झԗ̰ٙѣ۞߿ۥજӮѣ̰ચعፆᏱĂษഈ۞ӖҊ˵ԯ˯ዹੰ౯Ᏹ
ăෛࠎĈĶ˯ዹੰೠ̽ዷͽֻϡĂ༊ӈĮ઼ᄬįٙᏜͳĄķ˜
Ҍ̰ٺચ̝عనཉБౌЪĮءį̝ᖃĂซ҃ன˭Е៍ᕇĈ
《周官》玉府、內府等職統之冢宰，漢以後有少府、寺殿、中監，皆掌
乘輿服御諸物。自宋以後，其職漸移於奄宦，至明而流弊益甚，國初罷
十三監特置內務府，分設七司以經理內府諸政，其總管無定員以王公及
滿洲文武大臣為之，蓋即《周官》統於冢宰之意而規制尤為詳備云。165
ĮαऱБ३įܑٙ྿۞៍ᕇĂϺෛˣၮ̝ˬࠎטΟڱ൘хć 166 ߌ⬤ࠤҌᄮࠎĂ
ഈ઼វˣၮ˵ޘטѣϼĮᖃą྾ˠį̝Ă҃ྋՙˣၮϠࢍયᗟĂ˵آϼ
Įᖃįಲһ̝ྺٺඉĂۡ֏ћΟԼ۞טநຐĄ 167 ᓁ̝ĂԼౄझԗᖠ႕۞ۥԛ
෪Ăֹ̝ᄃˬΟ࠹טЪĂ˵ߏษॡͽࢫ˩̶পঅ۞߆̼͛ڼன෪Ą

ඕāኢ
ᄃ߆˟۰ቑಛ࠹ᙯ҃ໄهѣҾĂࢨٺቔ಼Ăώ่͛ࡗர̺ઙ߆
۞၏Ăଂ۞֎ޘΞͅߍ߆۞ొ̶ᆸࢬĂ҃ࢋࢦଣษॡ߿
જд߆۞˯̼͛ڼк̮ࢬШĄษॡ۞߿જ·̶ͅߍдᇴณᅲк۞۞
ဦᘱᄦĂֱপঅ۞ѣ۞јࠎ࠱ޓಈຑ۞Ăձࣇ˵јࠎଣษഈ۞೩
࣍ᗨडჟৠĂࢦෛ႕߷็۞˘࣎ࢦࢋࢬШĄ߿જШࠎഈγᘸăᛳ

163（清）索寧安，〈
《滿洲祭天祭神典禮》序〉
，嘉慶六年刊《滿洲四禮》集本，收入劉厚生編著，

《清代宮廷薩滿祭祀》
，頁270-275。
164（清）昭槤，《嘯亭雜錄》
，卷8，〈堂子〉
，頁231。
165《御製詩四集》
，卷93，頁23-24，〈職官表聯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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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上諭八旗十三卷、上諭旗務議覆十二卷、諭行旗務奏議十三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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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ม۞߆ڼϹ߹ĂТॡ˵ߏΔֲϔ็۞ڻᜈĂଂώ͛ٙពϯ۞дဦ
ညăᄬ֏͛фăЩפШă႕͛ᙜ३۞በᚷᄃۥᆇё˯۞к͞ࢬܑனĂԧࣇ̙
ᙱநྋഈ۞႕߷߆̼͛ڼপҒĄ
႕߷ᄃᄋΟ̼͛ࡦഀྵତܕĂѣВ఼۞Ķ̼͛ķ็ᄲĂੵ˞ۥৠĂֽ
ҋٺᄋΟ۞Ꮾͽ̈́߆۞ᎸĂܮΞ˞ྋᄋΟਨಞ၆ഈฟ٤ྻ۞ࢦࢋ
ᚥĄ۞ЩĂ౯႕͛ᄃᄋ͛Ă႕͛Щ͍૱ࣄˢᄋ͛ࢰཌྷć͍ษ࠱
ޓৌϒᗨࢷĂϡͽಛᕷ۞ౌߏᄋΟ̽Ăጾѣֱ։̖ਕՏѐᓝҖಛᕷͽ̈́၇
Ѩඉ֟Ă၁ኹᗨडჟৠĄ
ษ࠱ޓᔵ̙ߏฟ઼ӖͳĂߏࣆݒĶ˘ϠѕķĂдధк͛ିăۍဦඈ͞
ࢬӮѣฟ౹ّ۞јಶć 168 ᔵᄲĶ͇˭Ξͽ˯̝Ă̙Ξͽ˯̝ڼķĂҭߏ
႕߷ϔĶд˭̝ޢĂ֭Ϗᗓ̝ᅈΝķĄ 169 ษ࠱ޓҋ̎˵ᄲĈĶ˯۰Ϗ
Ξ˯чĂ˯ܧч۰Ă˫༊ͦԞ˯౻Ąķ170 ߏ˘Ϡ۞ᆷĄ
ѩγĂ۞Гனࡎព˞ͽˣᔾࠎ۞إϼΟຍ෪Ă҃ࠎৠ۞ᖠ႕ܫЈ˵
జෛࠎᄃˬ̝ܸĶТķ۞ћΟࢬᄻĄڱΟᄃϼΟߏ၆ᐹ։።Ϋ็̼͛۞೩
࣍Ă႕߷ϔ۞дТ̼ᏉЪ͞ࢬ۞ܑனĂಶߏ˘߆۞̼͛ڼன෪ĄਕૉрΟ
̙҃ڪΟĂдĶણ႔੩ܛķ̝ዶĂ˵̙ᕝ͔ˢᄋΟ̮৵ęĶણᄋΟ੩ܛķĂᔾ
ᔘߏᄋΟ۞рĂ၁ϡٺᗨडĂΞᏜߏษॡѣฟ౹ჟৠ۞˘ࢬĄՐˣᔾԛ
ё̝ΟĂͽݒᎸ۞߆ͽ̈́Ķາ٤ķ۞ۍဦֽᖙາ၁ኳ̰टćˬ۞ۥΟࢲ
ߏ࠱ഈາኬ̟۞நྋĂ҃ώኳᔘߏᖠ႕ܫЈĂᙷҬᇹ۞႕߷߆ܑ̼͛ڼனΞᏜ
ߏษॡ۞পҒĄ

168 莊吉發，〈運際郅隆：乾隆皇帝及其時代〉
，頁107-123。
169 歐立德（Mark C. Elliott）著，華立譯，〈清代滿洲人的民族主體意識與滿洲人的中國統治〉
，頁

87。
170《御製詩三集》
，卷39，頁10，〈自東嶺取近跋馬至行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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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郎世寧〈十駿圖〉之〈霹靂驤〉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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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王致誠〈十駿馬圖〉冊之〈萬吉驦〉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清代宮廷繪畫》
（2001）
，頁151。

圖3 郎世寧〈寫照哨鹿圖〉軸 局部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清代宮廷繪畫》
（2001）
，頁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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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王致誠〈十駿馬圖〉冊之〈獅子玉〉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清代宮廷繪畫》
（2001）
，頁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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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郎世寧〈後十駿圖〉之〈如意驄〉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 佚名〈刺虎圖〉軸 局部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清代宮廷繪畫》
（2001）
，頁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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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王致誠〈十駿馬圖〉冊之〈闞虎騮〉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清代宮廷繪畫》
（2001）
，頁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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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郎世寧〈圍獵聚餐圖〉軸 局部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清代宮廷繪畫》
（1999）
，頁164。

圖9 郎世寧等〈射獵圖〉軸 局部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郎世寧畫集》
，頁1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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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艾啟蒙〈佶閑騮〉軸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百馬圖說》
，頁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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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郎世寧等〈馬術圖〉軸 局部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清代宮廷繪畫》
（2001）
，頁113。

圖12 郎世寧〈閱駿圖〉屏 局部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郎世寧畫集》
，頁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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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艾啟蒙〈後十駿圖〉之〈寶吉騮〉軸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清代宮廷繪畫》
（2001）
，頁166。

圖14 艾啟蒙〈寶吉騮〉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5 佚名〈射鹿行樂圖〉 局部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清史圖典》
，冊6，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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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佚名〈叢薄行詩意圖〉 局部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清代宮廷繪畫》
（1999）
，頁196。

圖16 佚名〈獵鹿圖〉 局部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清史圖典》
，冊6，頁18。

圖18 郎世寧〈大閱圖〉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清代宮廷繪畫》
（1999）
，
頁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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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艾啟蒙〈八駿圖〉之〈曦馭黃〉
南京 南京博物院藏
摘自《中國博物院叢書．南京博物院》
，
頁162。

圖20 賀清泰、潘廷章〈喀爾喀貢象馬圖〉卷 局部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清代宮廷繪畫》
（2001）
，頁202。

107

108

故宮學術季刊

圖21 郎世寧〈愛烏罕四駿〉圖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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