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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編排先後順序以花卉類型為先，草木類型次之。再者，各類花木先後編

排順序，以其於《清詩匯》出現的先後作為排列之依據，茲詳列如下。 
 
 (一)、開花類 
 
花卉類型 篇名 作者 卷/頁/冊 

菊 賞菊 載湉 三/26/上 

 歎菊 永瑆 六/46/上 

 風摧庭菊殆盡用少陵茅屋

為秋風所破歌韻 

恒仁 七/60/上 

 題裕容齋畫瓶中折枝菊花

牡丹即次題畫原韻 

載銓 八/68/上 

 答菊 魏禧 十二/109/上 

 菊答 魏禧 十二/109/上 

 菊開遲日上不至 李騰蛟 十二/112/上 

 山中訪邱醉石見小徑菊花

有作 

向文煥 

 

十三/131/上 

 對菊 張光啟 十四/145/上 

 集菊花下忽憶亡友謝兩周

吳北窗淒然有感 

潘檉章 十五/156/上 

 和覺老菊花韻 王永命 二十四/307/上 

 吳耕方招飲觀菊 孫光祀 二十七/349/上 

 菊影 汪森 四十/561/上 

 集次典壽香亭對菊限韻 曹爚 四十/565/上 

 郭快庵太史齋聯有愛菊能

將酒醉花之句足成近體 

范承烈 五十/718/上 

 奉敕題畫菊 張照 五十八/852/上 

 題蔣南沙畫雜花詩（藍菊） 張照 五十八/872/上 

 九江道上黃菊盛開經數百

里不絕傳是東籬遺種 

萬承蒼  

 

五十九/872/上 

 十日菊答謝巨公 馬蘇臣 六十四/956/上 

 同顧備九彭晉函姚姬傳朱

竹君陳伯思仲思遊三藐庵

看菊花歸於伯思處小飲 

賈虞龍  

   

八十四/1279/中 

 瓶鞠 孔繼涵 九十四/1443/中 

 余性愛鞠衙齋隙地皆種之 孫玉庭 九十六/1473/中 



並移栽盆盎以待花時玩賞

比移官黔中猶攜數種以來

惟署衙近山閒庭褊小又為

荒池所占餘則枯竹數竿蕪

薉木石而已無地可藝鞠也

乃購盆盎分植之惜其太少

又於荒地種荷以補其缺今

小葉如錢已浮水面徘徊吟

望率成一草 

 對菊 潘瑛 一百十/1721/中 

 冬菊和唐竹虛韻 顧仙根 一百十一/1741/中 

 重九後溪南采杞菊追和張

永夫 

任兆麟 一百十五/1805/中 

 

 買菊 焦循 一百十六/1825/中 

 傍花 看菊作短歌 錢林 一百十九/1877/中 

 次蝯叟留菊元韻 胡興仁 一百三十二/2082/中 

 九日開戶獨對菊花 徐榮 一百三十九/2225/中 

 月下對菊示子何 鄭珍 一百三十九/2233/中 

 春日遊仁園見壁間詠菊詩

和其韻 

龐鍾璐 一百四十九/2392/下 

 題補籬種菊圖 翁同龢 一百五十五/2489/下 

 汪子賢宅菊花 曾習經 一百七十七/2867/下 

 陳麓賓乞罷客過之方灌菊

畦語客曰頃頓間有園之適

然每傍晚澆花望平西之日

覺甚異也 

曾習經 一百七十七/2868/下 

 藏園求佳朮見貽適志盦遣

送綠菊病枕裁箋以答嘉惠

吳昌綬 一百八十二/2952/下 

 詠醉楊妃菊 顧橫波  一百八十四/3006/下 

 題自畫菊 惲冰 一百八十四/3015/下 

 菊影 陳秀貞 一百八十四/3022/下 

 籬菊呈家大人 蔣佩玉 一百八十五/3069/下 

 種菊次外韻 惲珠 一百八十六/3088/下 

 題明小泉居士戈止賞鞠吟

後 

胡緣 一百八十六/3091/下 

 白菊 歸懋儀 一百八十六/3109/下 

 午至芹泉驛見黃菊盛開有

感 
李 媖 

一百八十七/3157/下 



 題張孟緹夫人澹菊軒圖 張夢龍 一百八十八/3174/下 

 詠菊 柯劭慧 一百八十九/3205/下 

 詠菊 王芬 一百九十一/3247/下 

 賞菊和查心穀韻 董白 一百九十三/3283/下 

 十月十日與頻伽丹叔退庵

霽青諸君馴鹿庄看看菊 

許湘 一百九十四/3291/下 

 同王夢樓太守高旻寺看菊 達瑛 一百九十七/3327/下 

 菊花 湛汎 一百九十七/3330/下 

 祖母命題菊花 智生 一百九十九/3363/下 

    

梅 自題畫梅 永瑆 六/47/上 

 嵩山以二扇索寫梅各題一

首 

書諴 

 

十/81/上 

 早梅 書諴 十/82/上 

 七夕夢梅花 黃宗羲 十/95/上 

 梅花 錢澄之 十六/163/上 

 題徐道力壁上墨梅 談遷 十七/183/上 

 賞梅 余楍 十八/206/上 

 梅花 余楍 十八/206/上 

 題梅花再送道目 周亮工 二十/241/上 

 庭梅 王士祿 二十六/328/上 

 梅花用坡公次李公擇韻 陳廷敬 二十八/366/上 

 憶樊川梅花用東坡松風亭

梅花韻 

陳廷敬  

 

二十八/366/上 

 早春江郊探梅 周榮起 三十三/437/上 

 同用晦東莊看梅 吳之振 三十九/535/上 

 鶴洲看梅同李人表 沈進 三十九/547/上 

 梅溪見落梅 梅庚 四十七/673/上 

 梅花落 李謨 四十八/686/上 

 梅花三弄 張梁 五十九/875/上 

 永興寺二雪堂曉起看綠萼

梅是馮具奩先生手種 

厲鶚 六十/892/上 

 莊愈廬舍人齋中雙盆梅歌

次陸根堂編修韻 

錢陳群 六十一/902/上 

 早春秋水園看梅花 梅枚 六十一/913/上 

 讀韋詩了無一物可以擬似

適僧贈梅花取以配之左司

戴晟 

 

六十四/951/上 



其詐我乎  

 探梅 王步青 六十五/968/上 

 歲朝萬玉庵看梅 欽璉 六十五/972/上 

 次韻家南阜左腕畫梅 高淑曾 六十六/991/上 

 童二樹畫梅歌 邵大業 六十八/1021/上  

 訪遯野老梅 陳梓 七十/1042/上 

 畫梅 童鈺 七十/1046/上 

 河渚雨中探梅 徐堂 七十/1046/上 

 除夕前一日竹葉亭探梅 馬蕃 七十/1051/上 

 沂州道中憶故園梅信 杭世駿 七十/1066/上 

 南陽郊外看梅花 沈彤 七十二/1089/中 

 泛舟出陳新關至皋亭山看

梅同穆門汪聲龍泓堇蒲甌

亭作 

梁啓心 七十五/1136/中 

 西園梅花下得句 吳穎芳 七十八/1180/中 

 臘月望集水琴山畫堂觀梅 朱麟應 八十/1218/中 

 續中草堂蠟梅同吳樵史陳

秋坪賦 

汪仲鈖 

 

八十/1218/中 

 尤水部載酒招游鄧尉探梅 王鳴盛  八十三/1263/中 

 驛旁梅花 王昶 八十三/1266/中 

 同董愚溪探梅鄧尉夜宿萬

峰禪寺 

浦鏜 八十七/1321/中 

 葉迎坡陸紆齋鮑咸吉諸君

招集南莊探梅 

張雲錦 八十七/1325/中 

 許丈竹素枉顧心遠堂瀹茗

論詩且訂城南看梅之約得

句奉贈 

畢沅  

 

八十九/1345/中 

 觀二樹山人畫梅即和題畫

詩韻 

邵晉涵 

 

九十四/1437/中 

 題張瘦銅同年梅花冊 顧宗泰 九十六/1478/中 

 題嚴力庵畫西溪探梅圖 魏之琇 九十七/1487/中 

 同王蘭泉張少華曹來殷遂

初園看梅信宿作歌呈拙庵

吳丈 

朱方靄 九十七/1495/中 

 嶺梅每歲十月先開今立春

後過嶺而花極繁盛山僧雲

去冬風雪嚴寒花遲兩月前

此未有也 

韓崶 

 

一百/1532/中 



 題詒晉齋畫梅冊子 錢棨 一百四/1601/中 

 真州准提庵老梅行 曾燠  一百四/1603/中 

 觀音寺僧道源獻蠟梅一枝

酬以數句 

曾燠 一百四/1604/中 

 題奚徵君墨梅為邱少尹並

寄懷奚君 

黎簡 

 

一百七/1664/中 

 眾香亭餞梅歌 黎簡 一百七/1666/中 

 滇中黑龍潭有古梅兩株唐

時物也未谷為設闌楯索余

圖永之于石 

錢杜 一百十/1717/中 

 自然庵月夜看梅 張學仁 一百十一/1740/中 

 寒雀野梅圖 花杰 一百十三/1771/中 

 顧南雅畫黑龍潭唐梅為望

坡尚書作 

吳嵩梁 一百十四/1788/中 

 

 中秋前一日雨中泛舟詣學

耕堂晤黃蕘圃即題其梅花

吟卷 

郭麟 

 

 

一百十五/1802/中 

 

 次日梅花已落坐聖恩寺還

元閣飯訖登銅井山絶頂 

沈欽韓 一百十九/1869/中 

 棲賢看梅 茅潤之 一百十九/1882/中 

 溪行見梅寄所思 汪淮 一百二十四/1956/中 

 滇中十月後梅已作花而綠

葉滿枝未落也 

吳振棫 一百二十六/1985/中 

 題梅花雪屋圖 王言 一百二十七/2011/中 

 梅花 陳文藻 一百二十九/2042/中 

 和魏春松師孤山探梅寄懷

原韻 

許乃穀 一百三十/2057/中 

 酬徐春颿梁溪道中看梅見

懷之作 

朱鍾 一百三十三/2108/中 

 六舟屬題湯雨生將軍所贈

畫梅即次將軍自題韻 

錢泰吉 一百三十四/2128/中 

 催楊紫卿畫梅 左宗棠 一百/1543/中 

 賀城河東看梅花 岑澂 一百四十/2250/中 

 雪霽東郊尋梅不得悵然作

此 

蘇珮 一百四十一/2266/下 

 梅花 楊文照 一百四十四/2323/下 

 黑龍潭古梅歌 何彤雲 一百四十五/2325/下 

 自題畫梅 馮培元 一百四十五/2326/下 



 江梅 袁梓貴 一百四十五/2339/下 

 落梅 孫麟 一百五十二/2450/下 

 短至前四日自鴛湖旋里蔣

杉亭仁榮招同崔蓮舫舅氏

德華許萸坪增曹篁坡鐘暨

令兄索梅熙鴻藹人士燮集

東野別墅分韻得欲字 

李善蘭 一百五十九/2564/下 

 題彭侍郎畫梅畫為何人所

藏其人亦能畫 

張之洞  

 
一百六十二/2602/下 

 七日伯嚴招集樊園探梅 瞿鴻禨 一百六十五/2644/下 

 可園獨游梅花盛開 嚴玉森 一百六十五/2658/下 

 追和梅樹君蘆花原韻 王柘 一百六十七/2691/下 

 觀梅回汲細林山泉水 沈祥龍  一百六十七/2696/下 

 鄧尉探梅圖卷吳丈翛閑屬

題 

費念慈 一百七十六/2852/下 

 畫梅 瞿應紹 一百八十二/2930/下 

 鞠坡精舍探梅致跂惠 陶邵學 一百八十二/2942/下 

 寓山看梅 祁德瓊 一百八十三/2977/下 

 和夫子西溪落梅 顧若璞 一百八十三/2981/下 

 落梅 卞夢玨 一百八十三/2984/下 

 梅花 侯成恩 一百八十三/2986/下 

 紅梅 胡瑗 一百八十四/3008/下 

 自題繡梅花圖 鍾令嘉 一百八十四/3033/下 

 梅花 郭步韞 一百八十四/3039/下 

 梅花 周映清 一百八十五/3044/下 

 憶梅和韻 周月尊 一百八十五/3057/下 

 憶梅和韻 畢慧 一百八十五/3057/下 

 憶梅和韻 錢孟鈿 一百八十五/3058/下 

 掃梅 何玉瑛 一百八十五/3062/下 

 詠庭前綠梅 張因 一百八十五/3065/下 

 自題畫紅梅 朱滿娘 一百八十五/3065/下 

 詠琴墅梅 阮恩灤 一百八十六/3102/下 

 梅花 王照圓 一百八十六/3103/下 

 春夜喜山人送梅 尤澹仙 一百八十六/3104/下 

 隱仙菴六朝古梅 文靜玉 一百八十六/3123/下 

 聞香雪海中梅花尚無消息

詩以催之 

袁綬 一百八十七/3133/下 



 庚子冬赴閩途中與伯瑛夫

子同作兼憶倉山梅花 

袁綬 一百八十七/3134/下 

 
 詠梅和外 許學衛 一百八十七/3137/下 

 夜坐梅花下口占 多敏 一百八十七/3168/下 

 盆梅 陳文瑛 一百八十八/3170/下 

 梅花依家大人韻 金鴻佶 一百八十八/3170/下 

 詠梅 言忠貞 一百八十八/3175/下 

 落梅 範淑 一百八十八/3180/下 

 適園梅花盛開 徐咸安 一百八十八/3182/下 

 有約鄧尉探海梅遇雨不果 徐咸安 一百八十八/3182/下 

 早梅 嚴澂華 一百九十/3217/下 

 憶梅曲和慈親韻寄仲儀三

妹 

曾懿 一百九十二/3252/下 

 冬夜玩月偶見南園梅花微

綻與外子尊酒賦此 

曾懿 一百九十二/3253/下 

 憶梅 慕昌溎 一百九十二/3259/下 

 畫梅 姚倩 一百九十二/3271/下 

 東瀛寓園有松柏數十株傍

餘隙地一弓以梅花補之 

姚倩 

 
一百九十二/3271/下 

 梅花 馮敬可 一百九十二/3279/下 

 落梅 宋昭明 一百九十二/3279/下 

 紅梅 俞體瑩 一百九十四/3287/下 

 畫梅一枝題贈潘恂九還巴

陵 

王至甸 一百九十四/3292/下 

 東林折梅送周大尊歸里 光鷲 一百九十五/3300/下 

 北山探梅與與社中諸子訂

實山之約 

光鷲 一百九十五/3300/下 

 鄧尉探梅舟中同惠仲儒程

筠軒作 

元璟 一百九十六/3309/下 

 枯榦開梅 行溗 一百九十六/3319/下 

 落梅 律然 一百九十七/3326/下 

 題查叔羽羅浮夢梅圖為周

梅坪作 

達受 一百九十七/3337/下 

 尋梅漫興 昌仁 一百九十八/3346/下 

 螺園訪林濤如適梅花初放

有詩見贈次韻 

含澈 

 
一百九十八/3346/下 

 詠白梅 敬安 一百九十八/3349/下 



 梅花 德容 一百九十九/3355/下 

 山中早梅雪後喜閨友任歸

見訪 

上鑒 一百九十九/3358/下 

 古梅歌 靜諾 一百九十九/3361/下 

 月下梅影 德日 一百九十九/3364/下 

    

牡丹 德壽寺牡丹短歌 永璂 六/49/上 

 與袁籜庵唐祖命方爾止張

瑤星余淡心黃俞邰諸君子

集牡丹花下 

錢陸燦 二十八/359/上 

 塔山觀牡丹 林麟焻 三十六/493/上 

 題元人張天頑墨牡丹 楊晉 六十三/937/上 

 南陔草堂牡丹為曾大父手

植雨後方盛開愴然有作 

徐以升 六十五/971/上 

 唐氏宅觀牡丹 姚培謙 七十/1044/上 

 牡丹 胡天游 七十二/1080/中 

 春暮同錢待之孝廉王敦初

上舍法源寺看牡丹次二君

即事有作用昌黎山石韻 

曹學閔 八十四/1238/中 

 網師園看牡丹即席有作 鼇圖 九十四/1431/中 

 與羲初慧福寺看牡丹 蔣超伯 一百四十六/2350/下 

 深廬學師招看牡丹賦呈 管庭芬 一百四十八/2374/下 

 題自畫牡丹 宗室縣君 一百八十三/2989/下 

 家園白牡丹 章有湘 一百八十四/3015/下 

 詠殘牡丹 施坤  一百八十五/3066/下 

 倉山牡丹盛開家嬸母招飲

即席感賦 

袁綬 一百八十七/3133/下 

 綠牡丹 翁氏 一百九十九/3365/下 

    

花 蒔花 永璂 六/51/上 

 與任梅村曹煙廬豐臺看花 塞爾赫 九/74/上 

 賞花作 李友太 十四/142/上 

 落花 歸莊 十五/152/上 

 賣花 王澤宏 二十七/347/上 

 惜花 李經垓 三十二/420/上 

 賣花詞 潘高 三十三/433/上 

 落花感懷 申頲 三十七/515/上 



 盆花 盛楓 四十七/674/上 

 同余鴻客周雪客朱林修蔡

芝泉鉉升過龔半千半畝園

看花有感 

卓爾堪 

 

五十/736/上 

 和宋秀才詠折花 吳麟 五十二/761/上 

 野花 張坦 五十四/778/上 

 同人元祐看花小飲 高其倬 五十四/782/上 

 喬石林侍讀一峯草堂看花

同外舅陸先生朱十表兄錢

越江周青士孫愷似湯西崖

分韻 

查慎行 五十五/815/上 

 書楊大東厓賞花詞後 陳邦彥  五十六/826/上 

 飛花 趙熊詔 五十七/845/上 

 落花 龔炳    五十九/885/上 

 雙龍觀看花即席拈韻得津

字 

黃德溥 

 

六十四/951/上 

 清明同人城南看花各賦七

言古詩追和蘇東坡楊夢載

兩先生作 

保祿 六十九/1031/上 

 落花 孫世儀 七十/1043/上 

 再至慈化寺花事已謝慨然

成詠 

王太岳 七十七/1165/中 

 對花作 朱珪 八十/1212/中 

 
雲 見示龍槐寺同飯崇

效寺看花之作復次其韻 

韓崶 

 

一百/1532/中 

 瓶花歎 翁咸封 一百四/1615/中 

 余將出都伊墨卿邀同羅兩

峰法時帆馬秋藥汪劍潭李

石農蔣礪堂曉過崇效寺看

花歸集寒玉齋餞別 

魏成憲 

 

一百五/1622/中 

 種花 王棨華 一百十二/1751/中 

 種花 鮑桂星 一百十四/1781/中 

 花落 陳逢衡 一百二十三/1939/中 

 雲麓過小齋見秋花盛開詩

以獎之和原韻 

王瑋慶 一百二十六/1986/中 

 落花寄鐵父先生 張履 一百二十六/1992/中 

 都門秋日偕查少泉劉稚筠 鄧承宗  一百三十二/2084/中 



史仲和單地山城南看花作  

 秋夜花遊 龔自珍 一百三十五/2140/中 

 題潘鴻軒茂才百花卷 陳澧 一百三十七/2181/中 

 落花怨 蔣坦 一百四十/2256/中 

 落花 張爾旦 一百五十二/2446/下 

 檢校草堂花事 潘觀保 一百五十六/2506/下 

 春色將還無端興感風前花

下率意口號匯而錄之 

姚濬昌 一百五十九/2552/下 

 題潘伯寅侍郎極樂寺看花

圖卷 

張之洞  

 

一百六十二/2607/下 

 花朝 孫顯  一百六十九/2721/下 

 角花箋歌 丁立誠  一百七十/2731/下 

 孤花 謝章鋌  一百七十一/2757/下 

 廨西廳事三楹雜蒔花竹頗

饒幽勝藤陰有亭餘榜曰詩

境夏日晚坐用黃鵠山人鑒

亭韻 

端方 

 

一百七十四/2818/下 

 惜花 祁德瓊 一百八十三/2977/下 

 落花和韻 龔靜照 一百八十四/3016/下 

 花朝曲 陳長生 一百八十五/3050/下 

 插瓶花有感 何若瓊 一百八十五/3051/下 

 落花 商采 一百八十五/3077/下 

 春日病中對落花戲成 姚益敬 一百八十六/3083/下 

 野花 胡緣 一百八十六/3091/下 

 落花 胡緣 一百八十六/3092/下 

 風雨連日花事凋殘為賦短

歌寄慨 

王淑 一百八十六/3122/下 

 題繡君女史百花卷子 管筠 一百八十六/3123/下 

 花朝早書畢以餘瀋作墨花

一枝 
李 瑛 

一百八十七/3157/下 

 看花 盧德儀 一百九十/3208/下 

 掃花 路秀貞 一百九十一/3230/下 

 雨後看花 葛遠 一百九十一/3233/下 

 落花 劉文嘉 一百九十一/3249/下 

 郊居新築溪流夾園喬木嚶

鳴雜花春發 

曾彦 一百九十二/3254/下 

 報國寺看花 慕昌溎 一百九十二/3259/下 



 花影 姚素榆 一百九十二/3270/下 

 見落花 徐穎 一百九十二/3275/下 

 孤花 德亮 一百九十七/3325/下 

 和枕石邗上看花韻 悟霈 一百九十七/3335/下 

 看花 超一 一百九十九/3356/下 

    

海棠 綠陰野屋前海棠二株栽三

年矣適值盛開喜而成詠 

弘旿 

 

七/59/上 

 同雷伯石朱廉水宏善寺觀

海棠 

胡世安 二十一/245/上 

 和菽原綠溪莊看海棠兼懷

依雲陝右 

祝喆 

 

八十九/1361/中  

 阮吾山邀同徐松廠祝芷塘

過法源寺看海棠和吾山原

韻 

沈初 

 

九十二/1393/中 

 海棠吟 翁咸封 一百四/1614/中 

 和劉春舲游法源寺觀海棠

有懷胡其緣之作 

潘世恩 一百九/1694/中 

 三月十九日同人集花之寺

看海棠 

潘世恩 一百九/1695/中 

 同潤臣仲穆至極樂寺看海

棠因游萬壽寺而歸 

朱琦 一百三十八/2202/中 

 甲申浴佛日偕日偕同直出

西直門至極樂寺看海棠 

錢應溥 一百五十/2408/下 

 愛??伯庭中新植海棠閏六

月重作花賦柬 

潘祖蔭 一百五十四/2470/下 

 會經堂海棠用坡公定惠院

韻寄懷林穎叔京兆王廷尉

定甫丈 

董文渙 一百五十五/2497/下 

 極樂寺海棠初開置酒會客 張之洞  一百六十二/2602/下 

 舊政務處棠花下追懷壽州

長沙兩老 

郭曾炘 一百七十二/2767/下 

 夜起海棠花下作 曾習經 一百七十七/2868/下 

 高上傅宅海棠敬次原韻 王燮 一百七十九/2906/下 

 海棠 孔繼坤 一百八十四/3012/下 

 海棠花 方壽 一百八十六/3104/下 

 暮春獨行後園遙見垣外白

海棠盛開 
李 媖 

一百八十七/3149/下 



 

 庭前舊植雞冠海棠鳳仙數

本秋日花開欣然賦此 

徐咸安 一百八十八/3182/下 

 夫子植海棠於寄園詩以紀

之翌日復以二株置庭前索

余作因次原韻 

張印 一百八十八/3183/下 

 白海棠 屠敬心 一百八十八/3191/下 

    

芍藥 種芍藥 烏爾恭阿 八/66/上 

 曹正子邀同家子兄側及諸

君豐臺看芍藥晚過祖氏園

亭 

王士禎 二十九/382/上 

 芍藥 查克建 五十六/822/上 

 豐臺芍藥謠 翁咸封 一百四/1615/中 

 龍樹寺看白芍藥是宋雪帆

前輩手植 

徐樹銘 

 

一百四十九/2393/下 

 晚過山寺看芍藥 徐宗亮  一百六十八/2722/下 

 和槐樓瓶中芍藥即用原韻 王存 一百七十七/2866/上 

 雨中看紫芍藥 黃幼藻 一百八十四/3020/下 

 恨白芍藥不開 黃幼藻 一百八十四/3020/下 

 孟夏飲芍藥花下 袁綬 一百八十七/3133/下 

    

蘭 題幻翁墨蘭 書諴 十/81/上 

 題損翁壁間幻翁蘭竹 書諴 十/81/上 

 幽蘭為儀封先生作 沈彤 七十二/1089/中 

 從侄柞索蘭 孔繼涵 九十四/1443/中 

 蘭語篇 鮑倚雲 九十七/1496/中 

 種蘭 張士元  一百六/1643/中 

 蘭花詠 褚華 一百十一/1733/中 

 顧南雅侍讀畫蘭歌 盛大士 一百十四/1795/中 

 題侯貞友畫蘭 馬宗璉 一百十六/1819/中 

 題墨蘭贈尹月三 陶澍 一百十七/1835/中 

 幽蘭 祁寯藻 一百二十六/1980/中 

 秋蘭 王殿森 一百六十/2574/下 

 鄭所南畫蘭卷樊山所藏元

明題者三十餘人末有張文

襄題詩樊山自題七言長篇

沈曾植 一百七十三/2796/下 



一絕句皆丁未都中作也 

 為人題畫蘭 秦樹聲 一百七十五/2837/下 

 詠蘭 蔣茲 一百七十九/2908/下 

 題趙承旨畫蘭 沈纕 一百八十五/3064/下 

 題馬守真雙鈎蘭花卷 方婉儀 一百八十五/3065/下 

 題自寫蘭 沈彩 一百八十五/3075/下 

 題自畫蘭為某夫人壽 王玉燕 一百八十六/3097/下 

 題素心蘭畫幅 王貞儀 一百八十六/3119/下 

 畫蘭曲題梁溪女冠韻香畫

蘭長卷 

汪端 一百八十七/3127/下 

 寫蘭 張印 一百八十八/3182/下 

 畫蘭 張雲龍 一百九十三/3282/下 

 寫蘭石有寄 了亮 一百九十八/3342/下 

 題畫蘭 徹凡 一百九十八/3346/下 

 詠秋蘭 靜諾 一百九十九/3362/下 

    

桃花 桃花 林古度 十六/165/上 

 神光寺看碧桃花 許友 十六/166/上 

 桃花嶺 趙以文 五十四/791/上 

 移居別池上桃花 許廷鑅 六十/899/上 

 錢修亭前輩招同汪謹堂吳

鳴珮李玉洲徐晉叔諸同年

集香樹齋看山桃花 

陳浩 六十六/980/上 

 南郡多熱冬月桃花盛開詠

此以志物候之不齊云 

楊廷璋 六十二/918/上 

 題碧桃花 六十七 六十九/1029/上 

 半山看桃花 馬曰璐 七十二/1091/中 

 游書曲牛頭寺看桃花 路談 八十/1224/中 

 惜桃花 楊瑞 八十四/1280/中 

 上巳日飲平瑤海確齋桃花

下 

諸重光  

 

八十九/1346/中 

 元夕看桃 洪亮吉 一百八/1679/中 

 雨後壺山看桃花已過半矣 李宗瀚 一百九/1697/中 

 春日同人過壺山看桃花即

逾七星山背出補陀岩至棲

霞寺小集 

李宗瀚 一百九/1698/中 

 桃花 吳照 一百十/1722/中 



 清明前三日甘墩村看桃花 張鉉 一百十一/1738/中 

 項孔彰畫酒甕中桃柳為思

亭題即次其韻 

郭麟 一百十五/1801/中 

 看桃花 阿林保 一百二十二/1921/中 

 孔家涵桃花 朱浩 一百二十二/1926/中 

 和陳魯山表舅氏詠白桃花

原韻 

裕貴 一百二十/1921/中 

 潘星齋少宰屬題漸江和上

畫卷因其近有桃花句余甚

喜之輒題小句 

何紹基 一百三十九/2220/中 

 題顧橫波桃花畫卷 蔣曰豫 一百五十九/2559/下 

 甲寅三月三日補松招飲樊

園新居看碧桃花 

瞿鴻禨 

 

一百六十五/2644/下 

 秋夜夢同先慈賦詩得天上

桃花之句覺後因足之 

王慧 一百八十三/2989/下 

 雨中桃花 王端淑  一百八十四/3000/下 

 乙丑人日感詠桃花 林瑛佩 一百八十四/3007/下 

 桃花殘後慨然有作 戴韞玉 一百八十五/3053/下 

 次韻和吳蘭雪石溪觀桃花 金逸 一百八十六/3112/下 

 聽外話皋亭桃花之勝 何佩芬 一百八十七/3127/下 

 皋亭山看桃花 夏伊蘭 一百八十八/3158/下 

 桃花 李媞 一百八十八/3160/下 

 看桃花 李長霞 一百八十九/3196/下 

 龍華鎮看桃花 蕭道管 一百九十二/3265/下 

 十月見桃花 李柱 一百九十四/3284/下 

    

梨花 三月廿日汾陽道上見梨花

折得一枝口號 

董文驥 二十五/315/上 

 梨花限韻 鄭金鑾 一百八十五/3068/下 

    

杏花 諫摩訶菴看杏花 郭棻 二十六/333/上 

 杏花絕句呈太倉王顓庵相

國 

高方 

 

六十三/944/上 

 東城看杏花 伊朝棟 九十三 1419/中 

 寒食日雨中吳竹嶼先生招

同錢獻之洪稚存孫淵如集

杏花春雨山房看花用昌黎

王復 

 

一百三/1594/中 



寒食日出遊韻 

 雙杏行 王靜涵 一百三十八/2214/中 

 雙銀杏歌 龐鴻書 一百七十二/2780/下 

 杏花 葉令儀 一百八十四/3049/下 

 吉芝樓杏花盛放 金蘭貞 一百八十七/3142/下 

 殘杏花 
李 媖 

一百八十七/3148/下 

    

茶花 楚雄遊紫頂寺同王玉熊李

少白汪季安時茶花盛開 

周應遇 三十二/423/上 

 周衣亭先生齋中山茶花用

劉後村集中韻 

汪舟 

 

八十/1217/中 

 白山茶歌 吳照 一百十/1722/中 

 乞種山茶花示蕭大令 孫思奮 一百九十/3124/下 

    

楊花 楊白花 曹炯 三十四/451/上 

 楊白花 曹鑒章 三十六/485/上 

 楊花 葉燮 三十六/495/上 

 柳花歌寓蕪城作 毛奇齡 四十四/626/上 

 柳絮曲 周瓚 五十二/765/上 

 楊花 王霖 五十六/829/上 

 楊花 陳德榮 五十八/865/上 

 楊花 盛鈺 七十/1050/上 

 楊花 蕭德宣 一百二十六/1987/中 

 楊花 郭式昌 一百五十七/2521/下 

 楊花曲 范軾 一百八十二/2960/下 

 白楊花和碧雲王妹作 張芬 一百八十五/3063/下 

 楊花篇 曾彥 一百九十二/3255/下 

    

芙蓉 擬古詩‧涉江采芙蓉 戴廷栻 三十九/544/上 

 同其年看池荷 冒丹書 四十/567/上 

 下海山門觀雙沼新荷還入

方丈小坐讀圖音和尚詩兼

貽圓公 

陳王猷 四十七/674/上 

 題墨荷 常安 五十四/780/上 

 水澱荷花 王企堂 五十六/828/上 

 偕同人過蔚千看荷 戴亨 六十一/914/上 



 荷花 丁廷烺 六十三/944/上 

 題玉井蓮圖送馬力畚之任

閿鄉 

陳浩 六十六/981/上 

 淨業湖看荷與沈歸愚椒園

張鴻勛賦 

李重華 六十六/982/上 

 為姚玉裁題蓮花莊圖 嚴遂成 六十六/984/上 

 城西南陳氏園看芙蓉花復

至真如寺 

萬光泰 

 

七十四/1117/中 

 金蓮花歌 靳榮藩 七十九/1204/中 

 臨平道中看白荷花同朱冰

壑陳漁所 

王又曾  

 

八十三/1271/中 

 採蓮曲 桂心堂 八十六/1313/中 

 怡親王畫荷為譚古夔題 余廷燦 九十/1370/中 

 六月二十四日鍾仰山侍郎

黃樹齋太史招同吳蘭雪刺

史張亨甫明經淨業湖觀荷

潘世恩 

 

一百九/1694/中 

 白蓮花歌 楊試昕  一百十一/1740/中 

 城南觀荷 袁鈞 一百十五/1810/中 

 地安門外觀荷花登酒樓和

秋士 

周賡盛 一百二十八/2020/中 

 雋生招同曹葛氏也是園觀

荷複至一粟庵小憩 

高錫恩 一百三十四/2119/中 

 五臺金蓮花詩 陳裴之 一百三十四/2121/中 

 和吳均採蓮 蔡兆華 一百四十/2258/中 

 蒲庵觀荷贈張東亭 彭慰高 一百四十四/2320/下 

 癸酉六月二十二日游莫愁

湖觀荷 

朱泰脩 一百四十九/2401/下 

 邵汴生師招游南澱觀荷 夏同善 一百五十五/2492/下 

 莘縣城西見荷花 趙國華 一百六十一/2593/下 

 七月四日圭盦複招同人由

天寧寺至北河泊觀荷仍集

葦灣柳叟醉墮水再用前韻

調之 

張佩綸  

 

 

一百六十五/2647/下 

 雙白蓮歌題長女兆英畫 何乃瑩 一百七十二/2773/下 

 南園看荷花作 何承道 一百七十九/2909/下 

 十剎海觀荷用蘇文忠公金

山詩韻 

董敬輿 一百七十九/2913/下 

 採蓮曲 朱德蓉 一百八十三/2978/下 



 採蓮曲 吳朏 一百八十三/2987/下 

 蓮花 曹鑒冰 一百八十三/2987/下 

 江南採蓮曲 郝湘娥 一百八十四/3008/下 

 採蓮曲 張令儀 一百八十四/3026/下 

 雨中看芙蓉作 高氏 一百八十四/3037/下 

 病中詠秋荷 蔡桓 一百八十五/3051/下 

 殘荷 錢孟鈿 一百八十五/3058/下 

 採蓮曲同婉兮姊作 沈纕 一百八十五/3064/下 

 夏日戲作蓮莊圖 姚益敬 一百八十六/3082/下 

 過西海子看新荷 王照圓 一百八十六/3103/下 

 採蓮曲 金逸 一百八十六/3111/下 

 金鼇玉蝀觀荷 翁端恩 一百八十七/3157/下 

 採蓮曲 周之瑛 一百八十八/3162/下 

 擬涉江采芙蓉 柯劭慧 一百八十九/3204/下 

 白荷花 王采蘋 一百九十/3211/下 

 白蓮 路秀貞 一百九十一/3230/下 

 并蒂蓮 許禧身 一百九十一/3232/下 

 蓮花曲 曾懿 一百九十二/3251/下 

 平山堂看荷 元度 一百九十六/3312/下 

 題蓮花 維極 一百九十九/3360/下 

    

菜花 菜花歌 曹寅 五十/720/上 

 菜花 熊璉 一百十一/1743/中 

 登中立閣看菜花 邱璋 一百八十六/3082/下 

    

蓼花 題蔣南沙畫雜花詩（紅蓼） 張照 五十八/853/上 

 白蓼花 劉珊 一百二十五/1968/中 

    

秋葵 向日葵 沈青崖 六十五/973/上 

 秋葵 敬文 一百二十二/3251/中 

 題自畫秋葵贈鄒太夫人 陳書 一百八十三/2990/下 

    

藤花 繡谷亭藤花歌 金志章 六十六/986/上 

 紫藤花下醉歌用竹垞原韻 姚鼐 九十一/1380/中 

 藤花歌 吳振域 一百二十六/1982/中 

    

丁香花 和稚威飲杭太史丁香花下 王延年 六十六/987/上 



 吳大椿置酒丁香花下 劉大櫆 六十七/993/中 

 飲杭大宗丁香花下 沈廷芳 七十一/1070/中 

 紫丁香花歌為杭大宗編修

賦 

查禮 七十二/1084/中 

 訪寒葭潭故居丁香作 程晉芳 九十四/1442/中 

 秦子衡為孫駕航畫崇效寺

丁香海棠卷 

張之洞  

 
一百六十二/2662/下 

 趙堯生招同法源寺看丁香 曾習經 一百七十七/2868/下 

    

李花 次雪漁雪春塢看李花韻 陳梓 七十/1042/上 

    

蘆花 蘆花 秦知域 八十六/1318/中 

 西溪看蘆花 許乃釗 一百三十八/2200/中 

    

刺桐花 刺桐花田 沙琛 一百二/1580/中 

 刺桐花 茹棻 一百五/1618/中 

    

杜鵑花 題薑笠人杜鵑花畫扇 伍光瑜 

 

一百三/1590/中 

    

木棉花 木棉花歌 凌揚藻 一百十二/1749/中 

    

紫薇花 紫藤花效玉溪生 顧煚世 一百三十三/2115/中 

 李丈次青方伯乞山中紫薇

花將去數本媵之以詩 

余雲煥  

 

一百六十八/2714/下 

 仲昭家薇花紅出牆外 孫芳祖 一百九十二/3257/下 

    

秋海棠 秋海棠 翁時稚 一百四十八/2382/下 

 秋海棠 僧鑒 一百九十九/3362/下 

 池上秋海棠 謝秀孫 一百八十四/3019/下 

 秋海棠用漁洋山人秋柳四

首韻 

何佩芬 一百八十七/3128/下 

    

瓊花 杭州瓊花歌 俞樾 一百五十/2415/下 

 瓊花 嚴永華 一百九十/3217/下 

 瓊花觀 行溗 一百九十六/3319/下 

    



蜀葵花 蜀葵花歌 張之洞 一百六十二/2607/下 

    

水仙 題人畫水仙 陳書 一百八十三/2990/下 

 紅樹水仙畫幅 玉并 一百九十二/3273/下 

    

迎春花 迎春花 王照圓 一百八十六/3101/下 

 簪迎春花 王照圓 一百八十六/3101/下 

    

金銀花 窗前樹金銀花一架 蕭道管 一百九十二/3264/下 

    

蘋花 蘋花 岑霽 一百九十七/3325/下 

    

茉莉花 茉莉花 德容 一百九十九/3355/下 

 茉莉 德日 一百九十九/3364/下 

    

 
(二)草木類 
 
草木類型 篇名 作者 卷/頁/冊 

松 樓松 清高宗弘曆 二/9/上 

 望松歌 永瑆 六/47/上 

 靈佑寺丈室畫松歌 蘊端 七/54/上 

 題松崖披卷圖 永璥 八/63/上 

 松棚和韻 晉昌 八/68/上 

 松化石歌 博爾都 九/71/上 

 龍王堂雙松歌 書諴 十/80/上 

 李賓山松歌 傅山 十二/103/上 

 題畫松 徐枋 十三/123/上 

 題福源寺羅漢松 歸莊 十五/152/上 

 王不菴作臥龍歌為余壽詩

以酬之 

屈大均 十八/196/上 

 湯陰使院中松石絕佳率爾

題壁 

金鎮 二十二/261/上 

 松 王士禧  二十六/329/上 

 訪王貽上於慈仁寺雙松下 許珌 二十七/342/上 

 易州新使院詠松 王澤宏 二十七/347/上 

 吳園六朝松 熊賜履 二十八/366/上 



 黃山松石歌寄金仁叔將軍

兼索子湘和 

宋犖 三十二/417/上 

 慈仁寺古松歌 邵長蘅 三十三/441/上 

 畫松歌贈梅瞿山孝廉 何  三十三/443/上 

 報國寺松歌 勞之辨 三十五/468/上 

 枯松行同沈康臣作 張英 三十六/476/上 

 壁間畫松歌 王戩 三十八/529/上 

 同沈留侯陳淡持湯千里飲

報國寺松下 

高佑釲 三十九/539/上 

 刺梅園老松行 汪文柏 四十/561/上 

 松下遣懷 彭孫遹 四十一/569/上 

 昭化寺古羅漢松歌贈蒼巖

沈師 

徐嘉炎 四十一/581/上 

 畫松歌為梅瞿山作 潘耒 四十二/590/上 

 慈仁寺雙松歌 徐釚 四十二/594/上 

 慈仁寺松 施閏章 四十三/609/上 

 春杪同諸子飲刺梅園古松

下 

陳維崧 

 

四十五/638/上 

 題梅淵公畫松為愚山先生

賦 

陳維崧 

 

四十五/642/上 

 

 一松二槐歌過刺縻園作 沈季友 四十八/694/上 

 蒼松吟為縉雲學博家邇可

大兄作 

張之澄 

 

五十/735/上 

 張山人畫松歌 鄭典 五十二/758/上 

 甯鄉坤元宮雙松歌 呂履恒 五十四/785/上 

 金章宗手植松在壽安山西

嶺上 

查慎行 五十六/815/上 

 重過封氏園飲矮松下偕查

夏重錢絅庵顧俠君作 

繆沅 五十七/847/上 

 四陽庵松歌 紀邁宜 五十九/880/上 

 石龍峰松下 張廷璐 六十/890/上 

 題曹山俱為禪人畫松泉圖 王九徵 六十四/959/上 

 盤山松歌 紀逵宜 六十五/970/上 

 伐松行 彭啟豐 六十六/989/上 

 題汪文端公松泉圖 蔡新   七十四/1108/中 

 題古中盤五松圖 蔡新 七十四/1108/中 

 藥王廟蟠松 祝維誥 七十五/1129/中 



 廣應寺雙松歌 祝維誥 七十五/1130/中 

 為杭大宗編修題松吹讀書

圖 

姚範 

 

七十七/1158/中 

 和陸端門吳小仙雙松 吳穎芳   七十八/1178/中 

 報國寺雙松歌 張錫爵   七十八/1189/中 

 金華題砌下小松 陳樹蓍 八十五/1293/中 

 萬壽寺松樹歌呈張祭酒 姚鼐 九十一/1381/中 

 黃山古松歌應潘大中丞教 鮑倚雲 九十七/1496/中 

 晉松和樗庵先生韻 黃定文 一百/1541/中 

 肅武親王墓前古松歌 法式善 一百二/1568/中 

 盤龍松歌 謝振定 一百二/1572/中 

 寧海雙松歌 王初桐 一百三/1597/中 

 紅梅松 費錫章  一百五/1623/中 

 戒壇古松歌 洪亮吉 一百八/1679/中 

 劍州官道古松歌 張問陶 一百八/1683/中 

 寄題武林郡署東坡手植雙

松歌 

鍾大源 一百十/1729/中 

 黃山松歌 張婁 一百十一/1735/中 

 張雪鴻畫松 喻文鏊 一百十五/1798/中 

 李芸甫水部畫松為子佩參

軍賦 

陶澍  

 

一百十七/1835/中 

 江郎山松歌 蔣澐 一百二十/1893/中 

 肅武親王墓大松歌 黃安濤 一百二十一/1906/中 

 惠山寺聽松石歌 楊紹基 一百二十二/1929/中 

 古松歌 徐謙 一百二十五/1964/中 

 松化石 王夢庚 一百二十二/1929/中 

 古松行 倪濟遠 一百二十七/2003/中 

 題傅青主為閻古古畫松 孫運錦 一百三十二/2083/中 

 半截松為李 巖居士作 陳圭 一百三十四/2128/中 

 畫松歌送吳引之還巢湖 徐子苓 一百三十七/2198/中 

 安園古松歌 朱琦 一百三十八/2202/中 

 張詩舲侍郎畫慈仁寺雙松

留置寺中 

葉名澧 一百三十八/2228/中 

 悼松 楊季鸞 一百四十/2247/中 

 黃華老人畫松歌 黎兆勳 一百四十八/2370/下 

 盆松篇 董文渙 一百五十五/2495/下 

 戒壇松歌 張之洞 一百六十二/2603/下 



 慈仁寺雙松猶存往觀有作 張之洞 一百六十二/2608/下 

 嚴氏家廟松歌為秋樵丈作 施補華 一百六十四/2634/下 

 昌隆寺孤松 張佩綸 一百六十五/2651/下 

 閭山大松歌 王柘 一百六十七/2690/下 

 三峽澗連理松歌 丁立誠 一百七十/2735/下 

 石梁古松歌用洪右臣前輩

古槐韻 

楊晨 一百七十二/2762/下 

 連理松歌 羅遠崍 一百七十八/2895/下 

 孤松 李景祥 一百八十二/2948/下 

 盆中小松 陳書 一百八十三/2990/下 

 老松 郭步韞 一百八十四/3039/下 

 松濤 何玉瑛 一百八十五/3061/下 

 畫雙松歌 廖雲錦 一百八十五/3062/下 

 詠盆中松樹 韓氏 一百八十五/3072/下 

 小松 百保 一百八十六/3117/下 

 老松 惲珠 一百八十六/3088/下 

 松芝圖 了亮 一百九十八/3342/下 

 高臺寺觀念庵松 敬安 一百九十八/3349/下 

 掛弓松 洪良浩 二百/3370/下 

 和陳雲伯詠老松 李光稷 二百/3372/下 

    

柏 至聖廟古柏歌 旻寧 三/23/上 

 看巖柏度雲得 傅山 十二/102/上 

 老柏行 呂師濂  十七/189/上 

 擬古詩‧青青陵上柏 戴廷栻 三十九/544/上 

 馮文毅公別業古柏 趙執信 四十七/664/上 

 庭柏久旱色悴漫賦 何焯 五十五/807/上 

 古柏行 胡天遊 七十二/1078/中 

 嵩山漢柏圖歌 翁方剛 八十二/1247/中 

 陸宣公墓枯柏重青詩以紀

之 

吳均 九十七/1489/中 

 僧廬古柏 方正澍 九十七/1493/中 

 漢將軍柏歌 曹振鏞 一百四/1600/中 

 宋自公堂後雙古柏 陳鴻壽 一百六/1646/中 

 古香齋柏樹歌為陳刺史賦 洪亮吉 一百八/1682/中 

 鄖陽使署古柏為風雨所拔

歎 

陳廷桂 

 

一百九/1706/中 



 精忠柏 孫原湘 一百十八/1853/中 

 劍州古柏行 吳振棫 一百二十六/1983/中 

 精忠柏歌 喬重禧 一百三十三/2107/中 

 天童寺古柏 陳勱 一百三十九/2237/中 

 開元寺飛來柏 許賡皞 一百四十/2256/中 

 泮山雙柏行用少陵古柏行

韻和金山吳教諭同年山在

郡庠之西北隅 

諸可寶  

 

一百六十四/2626/下 

 松林庵古柏歌 宗源瀚 一百六十八/2703/下 

    

草 春草 允禮 五/36/上 

 春草 弘瞻 六/40/上 

 除草 烏爾恭阿 八/66/上 

 芳草 林古度 十六/164/上 

 長信草 宋徵輿 二十四/300/上 

 冬草 陶窳 三十九/541/上 

 擬古詩‧青青河畔草 戴廷栻 三十九/544/上 

 除草 趙執信 四十七/663/上 

 秋草 江剡 五十二/761/上 

 秋草 趙作肅 五十二/762/上 

 萱草 謝重輝 六十二/918/上 

 牆上草 殷再巡 六十四/953/上 

 秋草 馮浩 七十九/1202/中 

 棉田稚草行 桂心堂 八十六/1313/中 

 新草 英和 一百九/1696/中 

 同人屬余寫春草圖題詩于

後殿以拙句 

錢善揚 一百二十四/1956/中 

 秋草 李忠鯁 一百二十九/2046/中 

 戲書眼中草木 莫友之 一百三十六/2160/中 

 題綠波春草圖送朱濂甫并

寄令弟溶庵 

楊季鸞 一百四十/2247/中 

 芳草 沈曾植 一百七十三/2799/下 

 春草 勒深之 一百七十五/2834/下 

 留別凝碧軒園中草木再疊

前韻 

黃紹弟 一百七十七/2870/下 

 秋草 董威 一百八十一/2931/下 

 秋草 張芬 一百八十五/3063/下 



 春草 盧德儀 一百九十/3208/下 

 擬青青河畔草 柯劭慧 一百八十九/3204/下 

 芳草 王嗣暉 一百九十二/3268/下 

 芳草詞 嘯溪 一百九十七/3334/下 

 秋草 嘯溪 一百九十七/3334/下 

 春草 野吞 一百九十八/3339/下 

 春草 敬安 一百九十八/3348/下 

    

竹 擬陳拾遺修竹篇 永瑢 六/44/上 

 竹闌行 博爾都  九/74/上 

 過石仲聲齋看竹子 傅維麟 三十三/280/上 

 種竹 吳正治  二十五/309/上 

 黃竹子歌 申涵昐 三十一/406/上 

 聽竹庵 涂斯皇 三十四/454/上 

 責竹 田蘭芒 三十八/520/上 

 秦淮竹枝詞 周在浚 四十/557/上 

 竹下偶次李賓之題丁禦史

墨竹韻走筆成此 

顧景星 

   

四十六/647/上 

 題歸高士畫竹 顧景星 四十六/649/上 

 七月七日雨中種竹樹 李鍾麟 五十/728/上 

 小臥花陰效竹枝詞體 高之騱  五十三/766/上 

 題黃山山人墨竹 張遠 五十五/799/上 

 題小顛墨竹 蔣廷錫 五十六/824/上 

 竹窗 甘汝來  五十九/871/上 

 方竹 沈心 七十/1054/上 

 新竹歌 李鍇 七十二/1081/中 

 天聖寺壁觀管夫人畫竹 祝維誥 七十五/1130/中 

 慶似村一枝書屋看竹 李棠 七十七/1169/中 

 瑞竹居 曹庭棟 七十八/1175/中 

 蕭尺木畫竹 吳穎芳 七十八/1179/中 

 書竹 吳穎芳   七十八/1180/中 

 寒亭問竹 王站柱 七十九/1200/中 

 天聖寺壁管夫人畫竹 蔡環黼   八十六/1320/中 

 藥師院看新竹 翁心存 一百三十/2060/中 

 題吳仲圭竹譜卷 錢泰吉 一百三十四/2128/中 

 題懸崖秋竹畫扇 史勝書 一百三十八/2211/中 

 鐵佛寺看竹 汪承慶 一百五十六/2506/下 



 畫竹 瞿應紹 一百八十一/2930/下 

 題竹 方維則 一百八十三/2979/下 

 畫竹 林以甯 一百八十四/3002/下 

 詠竹 李筠仙 一百八十五/3057/下 

 截竹為小洞簫吹之合律喜

而賦此 

何玉瑛 一百八十五/3061/下 

 南行見竹 方芬 一百八十五/3062/下 

 方正學畫竹贊心齋先生家

藏 

沈纕 一百八十五/3064/下 

 秋竹 顧有容 一百八十五/3076/下 

 霜竹 林氏 一百八十四/3019/下 

 題管夫人畫竹 金順 一百八十四/3042/下 

 題畫竹 項絸章 一百八十七/3137/下 

 留別河東道署庭前新竹 沈溎 一百八十七/3146/下 

 移竹 包蘭瑛 一百九十一/3240/下 

 詠新竹 際智亍 一百九十六/3314/下 

 種竹歌 德隱 一百九十九/3359/下 

    

柳 枯柳歎  恒仁 七/60/上 

 春柳 載澂  八/69/上 

 賦得秋柳 顧炎武 十/90/上 

 和阮亭秋柳詩原韻 冒襄 十三/128/上 

 柳絮 馮舒 十五/153/上 

 柳枝詞 馮班 十五/154/上 

 題石崖秋柳小景 錢謙益 十九/213/上 

 金陵柳枝詞 錢陸燦 二十八/359/上 

 秋柳 王士禛  二十九/375/上 

 和牧翁題沈朗倩石崖秋柳

小景 

王室禎 二十九/377/上 

 柳 葉方靄 三十一/397/上 

 題楊柳 王顓庵 三十三/431/上 

 秦淮竹枝詞 曹偉謨 三十四/457/上 

 琉球竹枝詞 林麟焻 三十六/492/上 

 楊柳枝辭 虞黃昊 三十五/473/上 

 巴江柳 範璐 三十七/500/上 

 柳枝詞 納蘭性德 三十七/512/上 

 新柳行 佟世思 五十/732/上 



 柳枝詞 汪繹  五十五/802/上 

 新城邸舍和壁間感柳韻 李紱 五十六/854/上 

 春柳 楊維元 五十八/860/上 

 洹河柳枝詞 胡煦  五十八/862/上 

 春柳 王鈞 五十八/868/上 

 和新柳元韻 楊廷璋 六十二/918/上 

 新柳 鄭世元 六十五/974/上 

 新柳 趙宗猷 六十七/996/上 

 溉柳 施世綸 六十九/1033/上 

 折柳歌送從叔穰塍先生之

粵東幕 

劉綸 

 

七十一/1058/中 

 塞下柳 陳兆侖 七十一/1069/中 

 折楊柳歌詞 沈德潛 七十六/1147/中 

 春柳 袁枚 七十六/1154/中 

 長干竹枝 姚範 七十七/1156/中 

 宜亭新柳 錢載 八十一/1229/中 

 和張漁山憶秦淮春柳 王鼎 八十六/1314/中 

 柳洲種柳歌 丁維時 八十六/1324/中 

 江研農楊柳枝詞畫冊 王嵩高 九十一/1389/中 

 蜀中秋柳和李滄雲學使 朱黼 九十二/1407/中 

 楊柳詞 錢九府 九十三/1418/中 

 官隄柳 楊元愷 一百/1545/中 

 阮芸臺侍郎偕朱野雲山人

補種柳樹於拈花寺 

法式善 

 

一百二/1569/中 

 

 柳下 張象津 一百二/1581/中 

 清明插柳詞 錢棨 一百四/1604/中 

 官道柳 王芑孫 一百六/1645/中 

 秋柳 錢福胙 一百七/1669/中 

 秋柳和雲澗韻 顧仙根 一百十一/1741/中 

 詠柳 徐堅 一百十一/1742/中 

 秋柳 吳文炳 一百十六/1825/中 

 鳳縣冬柳詞 姚椿 一百二十三/1939/中 

 秋柳  楊城書 一百二十四/1952/中 

 折柳枝詞 劉珊 一百二十五/1968/中 

 詠柳 林端 一百二十六/1994/中 

 冬柳 趙函 一百三十三/2113/中 

 新柳詞 戈渡 一百四十一/2260/下 



 秋柳 李文安  一百四十二/2283/下 

 驛柳 恩霖 一百四十五/2336/下 

 海塘柳枝詞 何兆瀛 一百四十七/2365/下 

 新柳 姚慶恩 一百五十八/2539/下 

 冬柳 蔣春霖 一百五十八/2547/下 

 冬柳 黃文達 一百六十/2570/下 

 柳 莊棫 一百六十七/2687/下 

 秋柳 董紹蘭  一百六十九/2720/下 

 勝金驛叢柳已碧 張蔭桓 一百七十九/2899/下 

 柳 張祖繼  一百八十/2919/下 

 新柳 周蕃  一百八十二/2969/下 

 柳 王靜淑  一百八十四/2999/下 

 楊柳枝詞 吳綃 一百八十四/3005/下 

 秋柳 錢紉蕙 一百八十四/3022/下 

 柳 張蘩 一百八十四/3025/下 

 客途新柳 何若瓊 一百八十五/3051/下 

 青門柳枝詞 周月尊 一百八十五/3057/下 

 青門柳枝詞 畢慧 一百八十五/3057/下 

 青門柳枝詞 錢孟鈿 一百八十五/3058/下 

 衰柳 張因 一百八十五/3065/下 

 秋柳 商可 一百八十五/3067/下 

 春柳 阮恩灤 一百八十六/3101/下 

 春柳 王照圓 一百八十六/3103/下 

 柳 歸懋儀 一百八十六/3109/下 

 柳枝詞 俞玫 一百九十一/3246/下 

 春柳 繆寶娟 一百九十二/3258/下 

 谿柳 張永亮 一百九十四/3293/下 

 新柳 達瑛 一百九十七/3328/下 

 秋柳 來季奴 一百九十九/3354/下 

 詠新柳 德日 一百九十九/3363/下 

 雨中新柳 德日 一百九十九/3364/下 

    

葉 過西峰草堂看黃葉賦贈 蘊端 七/54/上 

 桃葉歌 顧炎武 十/90/上 

 霜葉 陳瑚 十三/126/上 

 賦得楓葉微紅近有霜 趙進美 二十二/258/上 

 謖園看紅葉 王爾膂  三十三/439/上 



 落葉 陳玉璂 三十六/483/上 

 落葉和查夏重 陳訏 三十九/538/上 

 桃葉曲 徐恪 四十八/690/上 

 落葉次江觀察韻 馬鳳翥 五十一/752/上 

 五葉詞 方式濟 五十七/850/上 

 恭和禦制落葉詩 徐本 六十/889/上 

 霜葉 趙沅 六十八/1025/上 

 同顒齋嵩霞皋亭看紅葉即

事 

錢琦 七十四/1123/中 

 落葉歎 周准 七十八/1185/中 

 落葉和查夏重 陳訏 八十七/1318/中 

 落葉 孫志祖 九十三/1411/中 

 落葉 賈田祖 九十七/1485/中 

 落葉 莊述祖 一百二/1573/中 

 落葉 王宗炎 一百二/1573/中 

 落葉 李承烈   一百三/1598/中 

 落葉 徐鑅慶 一百五 1626//中 

 過逸龍庵采椿葉 羅以繩 一百十一/1739/中 

 落葉 蔣湘垣  一百十八/1866/中 

 黃葉樓和王夢樓 潘恭壽 一百二十三/1941/中 

 王秋垞子梅攜酒見過同酌

黃葉堆中 

孔憲彝 一百三十一/2076/中 

 落葉吟 劉常 一百三十三/2113/中 

 落葉 瑞常 一百三十六/2163/中 

 落葉 張葆謙 一百三十九/2235/中 

 水仙庵詠落葉 項傅梅 一百四十一/2268/下 

 落葉 俞樾 一百五十/2415/下 

 紅葉 周燮祥 一百五十二/2454/下 

 題朱梓皋湘江紅葉圖 許靜 一百六十六/2681/下 

 聞落葉聲有感 金和  一百六十七/2681/下 

 揚州文彙閣四庫全書殘葉

歌 

毛澂 

 
一百七十二/2784/下 

 黃葉 徐坊 一百八十/2916/下 

 落葉 陳國順  一百八十一/2930/下 

 和鄭齋同年落葉詩 周紹昌  一百八十二/2939/下 

 廣化寺紅葉歌 宗室壽富 一百八十二/2957/下 

 彭水道中見紅葉 劉富槐 一百八十二/2961/下 



 桃葉歌 紀映淮  一百八十三/2980/下 

 詠六月小庭落葉 卞夢玨 一百八十三/2984/下 

 和落葉詩原韻 馮嫺 一百八十四/3004/下 

 落葉 李學溫  一百八十四/3041/下 

 題梧桐落葉便面 項絸章 一百八十七/3137/下 

 落葉 宗粲 一百八十八/3164/下 

 落葉 徐咸安 一百八十八/3182/下 

 落葉 俞玟 一百九十一/3246/下 

 戲題落葉詩後 俞玟 一百九十一/3246/下 

 落葉 姚素榆 一百九十二/3270/下 

 黃葉 顯清 一百九十八/3342/下 

 落葉 明萱 一百九十九/3360/下 

    

藤 青藤歌 黃宗羲   十一/97/上 

 題方邵村畫青藤古塢圖 徐釚 四十二/594/上 

 古藤歌 李鍇 七十二/1081/中 

 青藤書屋歌 陳石麟 九十五/1465/中 

 度大屏諸山二十餘里一無

廬木而雨至忽有古藤一本

覆若夏屋得息 

王文誥 一百十/1723/中 

 銓曹署中四詠和雲麓作吳

文定公手植雙藤在大堂後

即今藤花廳也 

王瑋慶 一百二十六/1958/中 

 紫藤歌 朱雘 一百三十五/2134/中 

 圓津庵古藤歌 陳鍾祥 一百三十五/2147/中 

 朱藤 劉因之 一百五十二/2449/下 

 枯藤 張夢龍 一百八十八/3174/下 

    

菜 和橙齋種菜詩 張履祥 十一/100/中 

 野菜行 王又旦 三十/390/上 

 挑野菜歌 林徵韓 六十三/940/上 

 鋤菜 朱麟應 八十/1218/中 

 辟署後空地為菜畦 蕭霖 八十四/1289/中 

 常王孫種菜歌 江昉 一百三/1591/中 

 蔣少府種菜圖 錢儀吉 一百十九/1880/中 

 種菜 黃定齊 一百二十四/1950/中 

 和勉之種菜 岑澂 一百四十/2249/中 



 春菜詩 黎庶蕃 一百五十四/2477/下 

 題扇頭畫菜 吳靜 一百八十六/3083/下 

 種菜 張印 一百八十八/3184/下 

 種菜示棣兒 張印 一百八十八/3187/下 

 食山東白菜 張印 一百八十八/3189/下 

 種菜 王采蘋 一百九十/3212/下 

    

木 白山有喬木  李柏  十二/106/上 

 擬白香山有木詩 倪濤  三十三/435/上 

 彭翁義菴三修漉江橋為作

山木吟 

余廷燦 九十/1370/中 

 題張篁村萬木奇峰圖 姚鼐   九十一/1383/中 

 神木歌 黃爵滋 一百三十一/2071/中 

 古木 唐焯 一百四十一/2260/下 

 落木 馮桂芬 一百四十三/2296/下 

 神木歌 潘曾綬 一百四十三/2299/下 

 建德縣東陽橋古木 汪士鐸  一百四十三/2301/下 

    

林 寒林 馮班  十五/153/上 

 楓林 李應熙 七十七/1169/中 

 平林 郭浚   七十七/1171/中 

 獅子林歌 吳錫麒   九十六/1474/中 

 妙相禪林 張穆 一百三十五/2149/中 

 林下 范淑 一百八十八/3180/下 

    

樹 褚河南書枯樹賦歌為孝升

作 

余懷 十六/169/上 

 

 枯樹 葉方靄  三十一/397 上 

 擬古詩‧庭前有奇樹 戴廷栻 三十九/544/上 

 老樹 馬樸臣 六十八/1010/中 

 坐仙人橋望西峰紅樹 李鍇 七十二/1081/中 

 樹海歌 趙翼    九十/1365/中 

 一樹 方正澍 九十七/1493/中 

 朱野雲斷牆老樹圖為石敦

夫題 

舒位 一百六/1640/中 

 奔牛古樹詩 褚華 一百十一/1733/中 

 秋樹 顧蓴 一百十七/1832/中 



 疏樹 張鳴珂 一百五十七/2528/下 

 枯樹 葛其龍 一百六十七/2697/下 

 枯樹 王蔭祜  一百六十九/2719/下 

 芳樹 葛宜 一百八十三/2993/下 

 借居冶山弟公邸補種花樹

偶成 

孔璐華 一百八十六/3098/下 

 題讀書秋樹根圖 周之瑛 一百八十八/3162/下 

 詠庭中樹示兒 宋素梅 一百八十四/3029 下 

 枯樹歎 左錫嘉 一百八十八/3179/下 

 擬庭中有奇樹 柯劭慧 一百八十九/3204/下 

    

榆 剝榆歌 魏象樞 二十三/277/上 

    

檜 清涼寺雙檜歌 田雯 三十五/466/上 

 題雙檜 鄭炎 八十七/1319/中 

    

槎 香槎歌 汪森 四十/559/上 

 古槎行為梁階平前輩作 戈濤 八十/1224/中 

 枯槎 平聖臺 八十一/1234/中 

    

榕 題榕庵 陳遷鶴 四十八/687/上 

 種榕敷命堂前左右各二株

示通貢諸大夫 

徐葆光  

 

五十八/861/上 

 種榕 黎簡 一百七/1665/中 

 詠老榕樹 俞慶曾 一百九十一/3245/下 

    

杉 古杉詩 甘汝來 五十九/871/上 

    

桑 桑 謝重輝 六十二/918/上 

 采桑詞 張庚 七十三/1090/中 

 留壩道中見桑 羅繞典 一百三十五/2142/中 

 采桑曲 張之洞 一百六十二/2601/下 

    

梧桐 梧樹行 劉大櫆 六十七/994/上 

 題雙梧 王如玉 六十九/1036/上 

 階下梧桐忽然半枯感而有

作 

錢淑生 

 

一百九十一/3241/下 



    

桂 清勤堂前後老桂七株家大

人花時觴客各賦長歌小子

亦附作 

梁啟心    

 

七十五/1136/中 

 重陽前一日朱楚亭龍山書

屋看桂同鄧湘皋孝廉作 

李宗瀚 一百九/1697/中 

 八月七日同澹人平山堂訪

桂 

宋茂初 

 

一百九/1731/中 

 武昌寒谿訪陶桓公手植桂

用少陵古柏行韻 

范軾 一百八十二/2960/下 

 記原大兄邀看桂 侯蓁宜 一百八十三/2985/下 

 瓶中丹桂 王瑤湘 一百八十五/3077/下 

 老桂行 施遠恩 一百九十三/3281/下 

    

楓 丹楓 傅顯 九十五/1450/中 

    

菩提樹 光孝寺菩提樹歌和家載園

韻 

李如筠   

 
一百五/1630/中 

 菩提樹 林氏 一百八十四/3020/下 

 夏日集五松堂觀鄰寺菩提

樹影 

黃寬 

 

一百九十三/3283/下 

    

蕉 阮芸台夫子屬賦小琅嬛仙

館蕉花 

鮑桂星 

 

一百十四/1781/中 

 

 手植盆蕉經冬猶綠晨雪靜

對賦詩記之 

何乃瑩 

 

一百七十二/2744/下 

 

    

柞 孤柞歎 蔣湘垣  一百十八/1865/中 

    

梓 杜家古梓行 吳曾貫 一百二十七/2004/中 

    

槐 湘潭館陳滄洲先生手植槐 許喬林  一百十九/1867/中 

 古槐行 陳鍾祥 一百三十五/2147/中 

 前堂古槐作歌張之 李嘉樂 一百六十一/2593/下 

    

梨樹 山梨樹歌 蹇諤 一百四十七/2365/下 

    



苔 苔 曹秉哲  一百六十三/2615/下 

    

樟 萬杉寺五爪樟 丁立誠 一百七十/2734/下 

 萬杉寺五爪樟歌 羅遠崍 一百七十八/2895/下 

    

樸 老樸行 施遠恩 一百九十三/3281/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