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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藝術及中國文化賞析 

 
工藝珍寶卷 

 

時期 作品 

商代 乳丁紋方鼎 

商代 (約公元前 16 - 11 世紀) 四羊銅罍 

商代 (約公元前 16 - 11 世紀) 立鹿四足銅甗 

商代 (約公元前 16 - 11 世紀) 大型銅人立像 

商代 (約公元前 16 - 11 世紀) 金面銅人頭像 

春秋 (公元前 770 - 476 年) 銅編鐘 (一套 26 件) 

春秋 (公元前 770 - 476 年) 銅怪獸 

戰國 (公元前 474 - 221 年) 錯銀雙翼銅神獸 

戰國 (公元前 474 - 221 年) 銀首男俑銅燈 

西漢 (公元前 206 - 公元 25 年) 鎏金「長信宮」銅燈 

西漢 (公元前 206 - 公元 25 年) 錯金銅虎節 

東漢 (25 – 220) 銅馬踏飛燕 

東漢 (25 – 220)  陶座銅搖錢樹通 

新新石器時代   紅山文化 (約公元前 3500 - 2000 年) 雙豬首玉三孔形器 

新石器時代  良渚文化  (約公元前 3300 - 2200 年) 玉琮 

商代 (約公元前 16 - 11 世紀) 玉鳳 

商代 (約公元前 16 - 11 世紀) 玉蟬形璣式環 

戰國 (公元前 475 - 221 年) 包金鑲玉嵌琉璃銀帶鉤 

戰國 (公元前 475 - 221 年) 玉出廓環  

戰國 (公元前 475 - 221 年) 青玉龍首帶鈎 

漢代 (公元前 206 - 220 年) 玉蟬琀 

漢代 (公元前 206 - 220 年) 玉豬 

西漢 (公元前 206 - 公元 25 年) 玉舞人 

唐晚期 (九至十世紀) 玉鏤雕孔雀銜花佩 

唐代(618 – 907) 玉飛天 

遼代(916-1125) 或 金代(1115 – 1234) 白玉海東青琢雁圖玉佩 

宋代 (960 – 1279)  玉鏤雕執荷童子 

宋代 (960 – 1279) 玉雙立人耳禮樂杯 

元代 (1271 – 1368) 玉鏤雕龍穿花佩 

明代中期  (十五世紀) 玉人物龍紋磬 

明代 (1368 – 1644) 鑲金托雲龍紋玉帶板 (一套十四件) 

明代 (1368 – 1644) 青玉出戟方形觚 

明代 (1368 – 1644) 青白玉「子剛」合巹杯 

清代 (1796– 1820) 「嘉慶御用」銅提梁瓜形青玉壺 

清代  乾隆朝  (1736– 1795) 白玉錯金嵌寶石雙耳碗 

清代 (1644 – 1911) 白玉月令組佩 

清代   乾隆朝  (1736 – 1795) 碧玉西園雅集圖筆筒 

清代 (1644 – 1911) 玉狩獵圖、樓閣、人物圖搬指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商務印書館 



唐代(618 – 907) 鎏金鴻雁流雲紋銀茶碾子 

唐代 (618 – 907) 鎏金飛天仙鶴紋壺門座銀茶羅子 

元代 (1279 – 1368) 銀槎杯   朱碧山製 

清代 (1644 – 1911) 金鳳貂皮皇后冬朝冠 

清早期 金交龍鈕“奉天之寶” 

戰國 楚國(公元前 115 年 -公元前 223 年) 彩繪漆木雕方座雙頭鎮墓獸 

西漢 (公元前 202 年-公元 8 年) 彩繪魚紋漆圓耳杯  

西漢 (公元前 202 年-公元 8 年) 彩繪「君奉食」漆圓耳杯 

唐代 (618 – 907) “九霄環佩”琴 

元代 (1206 – 1368) 楊茂製-剔紅樓閣人物圖八方盤 

元代 (1206 – 1368) 楊茂製-剔紅花卉紋尊 

元代 (1206–1368) 剔犀雲紋圓盤   

明代 宣德朝 (1425 – 1435) 戧金彩漆牡丹花紋橢圓盒 

明代  嘉靖朝 (1521–1566) 剔彩春壽圖圓盒 

清中期 (十八世紀) 剔紅壽山福海圖插屏 

清代 乾隆朝 (1735–1796) 

 

填漆春壽圖菱花式盒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商務印書館 

清代 雍正朝 (1722– 1735) 黑漆描金三多袱繫紋 長方匣 

清代早期 (十七世紀) 黑漆嵌螺鈿職貢圖長方盒 

明代  萬曆朝 (1572 – 1620) 竹雕仕女圖筆筒 朱三松 

清早期 (十七世紀) 竹根雕採藥老人 

清中期 (十八世紀) 文竹几式文具匣 

清早期 紫檀百寶嵌蓮藕紋拜匣 

明代晚期 (16 - 17 世紀) 犀角雕蘭亭修禊圖杯 

明代晚期 (16 - 17 世紀) 犀角雕仙人乘槎杯  尤通製 

商代 (約公元前 16 - 11 世紀) 嵌綠松石獸面紋象牙杯 

商代 (約公元前 16 - 11 世紀) 象牙鏤雕福壽寶相花套球  
清中期 象牙雕月曼清游冊 （十二冊） 

清中期 象牙雕月曼清游冊 （十二冊） 

清晚期 (十九世紀) 象牙雕群仙祝壽塔 

元代 (1206 – 1368) 掐絲琺瑯纏枝蓮紋獸耳三環尊 

明宣德 鏨胎琺瑯纏枝蓮紋盒 

清代  乾隆朝 (1735 – 1796) 掐絲琺瑯天雞尊 

清代  乾隆朝 (1735 – 1796) 掐絲琺瑯寶相花紋金佛喇嘛塔 

清代  康熙朝 (1661 – 1722) 畫琺瑯桃蝠紋瓶 

清代  乾隆朝 (1735 – 1796) 金胎畫琺瑯西洋少女圖盞托 

清代 乾隆朝 (1735 – 1796) 金累絲嵌珠寶塔 

清代  乾隆朝 (1735 – 1796) 金髮塔 

清代中期 (十八世紀) 金累絲嵌寶石七珍 

清 (1644 – 1911) 銅鎏金累絲嵌珠寶盆萬年仙壽盆景 

明代 (1368 – 1644) 端石龍池硯 

清代 乾隆朝 (1735– 1796) 端石十二章紋硯 

清代  乾隆朝 (1735 – 1796) 御製月令七十二候詩集錦墨（72 錠） 

清代 (136– 1644) 紫檀木旅行文具箱 

清代  乾隆朝 (1735– 1796) 畫琺瑯西洋母嬰圖鼻煙壺 



清代  乾隆/嘉慶朝 (約十八世紀晚期) 

 

寶石紅十二肖玻璃鼻煙壺 

 
玻璃煙壺  沐文堂收藏全集  冊 19 

沐文堂美術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 2009 

(ISBN: 9789889881887) 

清代  乾隆/嘉慶朝 (約十八世紀晚期) 

 

寶石藍靈猴獻壽玻璃鼻煙壺 

 
玻璃煙壺  沐文堂收藏全集  冊 19 

沐文堂美術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 2009 

(ISBN: 9789889881887) 

清代  嘉慶/道光朝 (約十九世紀初期) 

 

白地套紅善財童子玻璃鼻煙壺 

 
玻璃煙壺  沐文堂收藏全集  冊 19 

沐文堂美術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 2009 

(ISBN: 9789889881887) 

清代  嘉慶/道光朝 (約十九世紀初期) 

 

百寶嵌花鳥紋琥珀玻璃鼻煙壺 

 
玻璃煙壺  沐文堂收藏全集  冊 19 

沐文堂美術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 2009 

(ISBN: 9789889881887) 

清代  宣統二年(1910) 葉仲三畫 

 

內繪庭園嬰戲圖玻璃鼻煙壺 

 
玻璃煙壺  沐文堂收藏全集  冊 19 

沐文堂美術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 2009 

(ISBN: 9789889881887) 

西漢 (公元前 206 - 公元 25 年) 馬踏匈奴 

北魏  (386 – 534) 繪彩三尊佛像石雕 

唐代  (618 – 907) 釋迦佛一鋪 

唐代  (618 – 907) 迦葉．菩薩及天王敦煌 

唐代  武士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