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原祁淺絳《秋山圖》的畫風淵源─

以筆描勾勒與皴擦山石，僅以色彩暈染、側點出物象造型，
藉此製造出鮮明強烈視覺效果的畫法相當特別。

董其昌與王時敏的“沒骨山水”

還需注意的是，十七世紀中葉前後的王鑑也發展出類同

以上論述王原祁早年於山水構圖的經營，藉此勾勒其晚年

於王時敏的著色山水畫風。就王鑑倣大癡的山水冊頁來看，

《倣黃公望秋山圖》的發展脈絡，並指出這一系列作品發展出

有上海博物館藏王鑑《倣古山水冊》中《倣一峯學人》一開

的獨特設色手法。王原祁晚年偏好使用紙本創作一種少用墨線

（圖二十）

勾勒與皴擦，而直接以顏色擦染山體的淺絳畫風，令人好奇這

圖冊》的《擬子久》（1665 年）一幀。這些作品與王時敏

種畫法可能的風格來源與意義為何。

筆者以為麓臺畫中

畫法與設色概念相近，都是直接以色彩暈染山體，較少明

青綠的山、紅色樹葉、藍色遠山、刻意留白的水域與天空，強

確的輪廓線與皴擦。山體以花青、汁綠為基調，中間交雜

烈色彩對比的概念，配合簡單的筆線輪廓與乾擦墨染的畫法，

著赭色點綴畫面並突顯不同的山石結構，細部則有綠色、

與明末董其昌的“沒骨山水”畫風關係密切，應該是麓臺繼承

藍色染出的樹幹、紅色的樹葉、赭色交錯施染而成的坡岸，

祖父王時敏與王鑑等人學習董其昌畫風的結果。更切確來說，

製造出活潑繽紛的山水景緻。基於兩者風格的相近程度判

【圖十七】王時敏《倣大癡秋山圖》

這種畫法可能與王時敏與王鑑等文人於十七世紀中葉，創作尤

斷，王時敏與王鑑在同一時期所臨倣的黃公望山水圖，很

（1662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多的設色黃公望山水相關。

可能有個共通的風格來源。

（註十九）

王時敏今天還存有一開創作於《倣大癡秋山圖》冊頁（1662

仔細推敲之下可以發現，王鑑及王時敏往往在臨倣古

，是幫助我們追索王原祁《秋山圖》畫風來源的重

代大家時才會使用色彩。但並非所有倣早期大家之作皆採

要資料。王時敏此開之風格與同一時期前後的幾開倣黃公望冊

設色畫法，尤其集中於倣楊昇、趙伯駒、趙孟頫、黃公望

頁一致。包括上海博物館藏《倣宋元六家山水圖冊》中《倣大

等人的作品。有趣的是，王鑑與王時敏的倣古設色之作囊

癡》

括南北二宗，可見即便是被學界歸類成董其昌正統派大將

年）

（圖十七）

、常熟博物館收藏的王時敏《倣古山水圖冊》中《倣

（圖十八）

黃子久》一開

、北京故宮藏《倣古山水圖冊》中《倣大

的王鑑與王時敏，並不一味泥於董氏的文人畫理論。王時

癡筆》（1652 年）、以及晚年所作之《倣古山水圖冊》中《倣

敏有一幀《倣趙伯駒江皐秋色》（圖二十一），畫中亦巧妙運用

大癡》（約 1666—1668 年）等諸多作品。以上作品不僅是母題、

各種冷色系的藍與綠施染、點畫出山體，再用暖色系的紅、

構圖，乃至於筆法與用色上皆有

橘、黃等色畫出樹葉與枝幹。搭配上海博物館藏有王鑑一開

異曲同工之妙。在近景有土坡雜

《摹楊昇》之作

樹，透過高聳的樹木將構圖延伸

色染出山體，近景石塊則有淺綠、藍色平塗而出，樹葉使

至中後景三角形山體與山間平臺

用翠綠、棗綠、鮮紅、橘紅、褐色等色點綴而出，非常搶眼。

堆積而成的主山，山腰煙霧氣飄

王鑑的《青綠山水圖》（圖二十三）明顯的使用了相同的圖繪手

邈，兩側溪谷間則有瀑布飛泉一

法，畫家並於卷尾題跋中說明了這種畫風來源：

（圖十九）

【圖十八】王時敏《倣大癡》
上海博物館藏

（1662 年），以及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倣古山水

【圖二十】王鑑《倣一峯學人》
（1662年）上海博物館藏

【圖二十一】
王時敏《倣趙伯駒江皐秋色》常熟博物館藏

，畫家以鮮麗明亮的綠色交雜著藍

（圖二十二）

瀉而下，最後再於山間溪澗邊點綴屋舍人家。重點在於，畫面

余向在董思翁齋頭見趙文敏《鵲華秋色卷》。及

構成幾乎不見肯定的筆墨線條，多用淡墨乾筆簡單勾勒輪廓後，

余家所藏子久《浮嵐遠岫圖》皆設青綠色。無畫苑習

使用鮮豔的花青、汁綠、赭石等色直接描繪山體樹石，遠山山

氣。今二畫不知流落何處。時形之夢寐。閒窗息紛。

頭亦是用淡色花青染出，並以橘紅色點畫出遠處山頂的樹叢，

【圖十九】王時敏《倣黃子久》

甚至在一群赭色染出的樹叢中直接以紅色或藍色塗染樹幹。不

常熟博物館藏

追師兩家筆法而成此卷。雖不敢望古人萬一。庶免近
時蹊逕耳。戊戌長夏王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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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二】王鑑《摹楊昇》 上海博物館藏

宋人有溫公獨樂園圖。仇實甫有摹本。蓋畫院界畫樓臺。小有郭恕先趙伯駒之意。
非余所習。茲以董北苑黃子久法寫晝錦堂圖。欲以真率當彼巨麗耳。
此畫以黃公望慣用的披麻皴法，山體至卷首綿延至卷尾，並於畫卷中央轉折向左右上方
斜向運動，形成 V 字型的動勢；山中土石平臺與橫筆點苔等特徵，皆與黃公望風格密切相關。
無論如何，不管是淺設色或重青綠的畫法，其中以藍色、綠色交雜著赭色畫出的山體，
對應到直接以紅色點畫樹葉，甚至以藍色塗染樹幹，或以顏色側筆點出的苔點，這種強調
色彩表現，較輕忽以墨筆界定輪廓線與皴擦的畫法，應當是來自於董其昌沒骨山水的傳統。

【圖二十三】王鑑《青綠山水圖》（1658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根據王鑑，這件作品乃依心中趙孟頫與黃子久設色山水創作而成，然其筆墨與設

然而，若草率將王原祁的淺絳山水與董其昌等人之作混為一談，我們則難注意王氏匠心獨

色手法不同於現存的黃公望（如《天池石壁圖》）與趙孟頫山水面貌，因此值得深思王

具的一面及其作品的畫史意義。需強調的是，麓臺更進一步改革董其昌畫法，直接以顏色

鑑的畫風來源究竟為何？再者，楊昇、趙伯駒與趙孟頫等人之間究竟有何關聯？為何王

模擬墨筆作畫，實踐其獨特的繪畫觀念“設色即用筆。用墨意所以補筆墨之不足。顯筆墨

時敏與王鑑不約而同地使用類同畫法作之？

之妙處。”（註二十二）創造一種以色彩取代墨染的獨特風格，融合“沒骨畫風”強烈的色彩對

據蔡佳蒨研究，晚明突然出現許多傳為張僧繇、楊昇的沒骨山水畫作，可能與董其昌提
倡並試圖重建早期設色山水的畫史脈絡有關。

（註二十）

追根究底，王時敏與王鑑的大癡著色

比與文人畫講求的筆墨表現特性。這應該就是張庚所謂“（王原祁）於大癡淺絳尤為獨絕。
熟不甜。生不澀。淡而厚實。而清書卷之氣。盎然楮墨外。”（註二十三）的意思。

山水畫風可能緣自於董其昌的“沒骨山水”一系列作品。首先，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董玄宰
《倣古山水圖冊》中有《倣唐楊昇》一開（圖二十四），畫中不以筆墨勾勒輪廓或皴擦山體，而
以鮮豔明亮之色彩塗染出藍綠交錯的近景巖石，上方生長的樹叢則以赭色、紅色、紫色點畫
樹葉，遠景則畫有青綠色低緩的三角形土丘。根據董其昌 1621 年《倣古山水冊》（臺北故
宮博物院）中有“唐楊昇《峒關蒲雪》。見之明洲朱定國少府。以張僧繇為師。祇為沒骨山。
都不落墨。”由此可知，此開冊頁應該是試圖模倣唐代楊

【圖二十五】董其昌《倣張僧繇白雲紅樹圖》（1628年）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昇的沒骨山水之作。重要的是，此開後為王時敏蒐藏，畫
面右下的“煙客真賞”一印即可得知，王時敏當對此畫風
相當熟悉。不僅如此，王鑑的《倣古山水圖冊》中《倣楊
昇》一開（圖二十二），強烈的色彩對比及刻意隱藏筆跡的畫
法，在在顯示這些作品與董其昌沒骨山水的密切關係。

【圖二十六】董其昌《晝錦堂書畫卷》 吉林省博物館藏

除此之外，蔡佳蒨注意到董其昌晚年嘗試以六朝張僧
繇的設色畫法，結合元代黃公望的文人筆墨趣味與母題，

一個世紀的追尋─王原祁《倣黃公望秋山圖》的畫史意義

創造出融合筆墨與設色的文人設色山水畫風。（註二十一）這
樣的畫法與日後王原祁《秋山圖》的創造亦有關聯。在董
氏《倣張僧繇白雲紅樹圖》（圖二十五） 中，在鮮艷色彩的覆

如果僅從畫家個人創作的角度出發，將難以解釋王原祁數十年來對黃公望山水的執著與

【圖二十四】董其昌《倣唐楊昇》
（1621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蓋下雖不明顯，但仔細觀察後可發現畫家運用許多黃公望慣用的長披麻皴線擦染山體，並以
側筆沿著山體輪廓線橫向點上苔點。此外，該作山體、遠景樹叢、坡岸等造型都與董其昌收
藏的《富春山居圖》造型相近。另一件董玄宰晚年之作《晝錦堂書畫卷》（圖二十六）則使用稍淡
的色彩，但在墨染與皴擦的配合下更有一種秀潤淡雅的韻味。董其昌題識：

熱情。若能將此現象放置在更大的明清文人畫發展脈絡中，或許更能體會麓臺所處的文化與
藝術脈絡，以及文人畫衰微與重建典範的重要性。
在深入探討王原祁《倣黃公望秋山圖》系列作品的畫史意義之前，我們必須留意明清之
際文人所理解之黃公望《秋山圖》實有多樣面貌。據現存《倣黃公望秋山圖》相關作品來看，
當事人王時敏僅留存一開《秋山圖》，而王鑑也祇有三幅《秋山圖》存世。相形之下，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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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留存有較多倣大癡《浮嵐暖翠圖》、《煙浮遠岫

就更廣的繪畫史角度來看，王原祁畫中鮮明的彩色當有更積極繼承董其昌及其祖父畫風的畫

圖》、《夏山圖》等的作品。或許是因個別作品不同

史意義才是。於是乎，王氏《秋山圖》乃統合筆墨、設色、構圖等三方面的集大成之作。

的流傳經歷，王時敏與王鑑等人的《倣黃公望秋山圖》

就畫家個人與其祖父王時敏及董其昌三人而言，黃公望《秋山圖》代表著正統畫派的

在日後逐漸散逸。但若從現在僅存王時敏、王鑑等人

嫡傳與三者間的親密關係。若據惲南田記載，“董宗伯棄世久。藏圖之家已更三世。奉常亦

的倣黃公望的《秋山圖》作品來看，其形式與風格面

閱滄桑且五十年未知此圖存否何如。”（註二十七）大致假定王

目多樣，包含水墨冊頁（圖二十七）、水墨立軸（圖二十八）、

時敏約在一六二零年前後自董其昌口中得知《秋山圖》，自

重設色立軸，以及淺絳設色的小開冊頁

等。若

此以後直至其於一六八零年過世止，期間五十多年不斷追索

根據惲壽平記載，黃公望《秋山圖》最重要的特徵就

此畫。再加上王原祁中晚年不斷臨倣此畫，直至一七一五年

是“彩翠爛然”的豐富色彩。那麼，為何王鑑又創作

過世為止，王原祁祖孫兩人共同歷經了將近一個世紀對黃子

了許多水墨的《秋山圖》呢？其表現手法明顯與惲南

久《秋山圖》的追模。對麓臺來說這是個自祖師董其昌流傳

田記載有所出入。若說王時敏確實見過一《大癡秋山

而下無形但寶貴的資產，是透過三人之間口耳相傳的私密記

圖》，為何又產生風格與構圖如此多樣的倣大癡秋山

憶。麓臺曾謂：“余弱冠時。得聞先贈公大父訓。迄今五十

圖？難道說他們並非臨倣同一件黃公望《秋山圖》？

餘年矣。所學者大癡也。所傳者大癡也。華亭血脈。金針微

筆者以為，試圖重建“大癡秋山圖”原貌的說服力與可能性並不高，畢竟後代畫家在臨倣古

度。在此而已。”( 註二十八 ) 一方面可說王原祁繼承董其昌與

畫時各有己見，反而是王原祁如何利用黃公望的“原型”

祖父的繪畫觀，特別重視臨摹元四家中黃公望之作，視其為

再創自己心中的理想山水較令人感到有趣。麓臺為何如

維繫“華亭血脈”之關鍵。這個重大使命具體反映在王原祁

此忠實於“一種”黃子久《秋山圖》？黃公望山水對他

繼承了由董其昌傳遞給祖父，再由奉常交付給他的《黃公望

來說又有怎樣不同於前輩畫家的意義嗎？

秋山圖》這個無形但意義重大的使命。抽象畫道思想的傳遞，

（圖十七）

【圖二十七】王鑑《倣大癡秋山圖》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先就個人層面談起，麓臺擬黃子久《秋山圖》對其畫

有如禪宗法傳“不立文字，敎外別傳”的特性，正符合董其

業來說實有特別意義，可分就作品筆墨、構圖、設色等三

昌沿襲禪宗哲理提出文人畫觀念，著重精神修養的內涵。
【圖二十九】王原祁（臣字款）

點來討論。首先就用筆來看，所謂“古人用筆。意在筆先。

這種延續正統派香火的重要責任與使命感可見於王原祁

然妙處藏鋒不露。元之四家化渾厚為瀟灑。變剛勁為柔和。

個人的題跋及其祖父對談的記載中。（註二十九）祖父王時敏在

正藏鋒之意也。子久尤得其要。”（註二十四）王原祁認為黃

麓臺二十九歲舉進士時（1670 年），特地作《付孫原祁山水冊》勉勵其孫“汝幸成進士。

公望用筆能夠表現山水物象疎淡雅致的文人氣質，為元

宜專心畫理以繼我學。”（註三十）此時年近八十的王時敏，並不特別在意孫子如何在官場有

四家之最。再者，王原祁倣大癡《秋山圖》中不斷揣摩、

番作為，反而期許麓臺能兼負起更多傳遞正統派燈火的重責大任。根據鄭威的研究，王原祁

實驗各種不同的山體布排方法，正符合其畫論中對構圖

舉進士之後開始不斷創作倣黃公望山水畫作以贈親友，相較二十九歲以前並未見到甚麼倣黃

之講究。所謂“作畫但須氣勢輪廓，不必求好景，亦不

公望作品留存。（註三十一）這麼看來，自一六七零年起王原祁確實負擔起更多延續畫派系統的

必拘舊稿。”（註二十五）。最後，就設色手法來說，王原祁

責任，以臨倣黃公望山水畫作宣揚正統派的繪畫觀。據福開森《歷代著錄畫目》，清代書畫

繼承董其昌與祖父王時敏的“沒骨畫風”，進一步融合

典籍中所載之王原祁作品約有三百件，其中直接名為“倣黃公望 / 倣大癡”者多達五十餘件。

黃公望慣用疏淡的筆致，創造出筆墨簡淡、色彩鮮麗的

另參照王原祁之《麓臺題畫稿》，其中收錄五十六件畫跋，竟高達三十件標題為“倣黃公望 /

王氏淺絳山水。學者劉宇珍亦注意到王氏晚年獨創的設
色手法，認為王原祁在《倣王維輞川圖》中鮮豔繽紛的
色彩使用，是呼應王維畫中詩意的特殊表現。

（註二十六）

但

《秋亭山色》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倣大癡”，其中十八件指名贈送給親朋好友。由此可知，王原祁大量臨倣黃公望畫作顯示自
【圖二十八】王鑑《倣大癡秋山圖》（1657年）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身對倣子久山水充滿信心，這些作品受到友人歡迎而成為文人交誼贈禮的同時，巧妙的達成
推廣黃氏山水與鞏固正統派畫風的最終目的。（註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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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進一步來看，王氏晚年（約 1702—1713 年間）創作尤多的“倣黃公望秋山”或可解

“消失”對象的過程。更有趣的是，這亦代表明清之際審美典範轉換的一個過程。由董其

釋為他於五十九歲（1700 年）奉命進京入侍南書房後，承擔的另一個宣揚文人畫傳統的重

昌至四王，清初文人在董思翁建立的宏大文人畫論體系之下，更偏好黃子久代表的“疎秀”

責大任。

王氏被欽點為內廷供奉後，一方面負責鑑定古今書畫名蹟而有機會博覽內

之風尚。（註三十六）最後，王原祁秋山圖系列作品可作為學界單純將文人畫家等同於水墨山水

府珍貴收藏；另一方面，其政治地位的提升帶領其藝術創作進入另一個層次。相較早期多以

畫家的反證，顯示正統派畫家並非祇是依循故舊，而往往具有豐富的原創性與藝術能量。提

倣黃公望山水為主，此時他並不拘泥子久一家，而更廣泛的臨模高房山、王蒙、董源、巨然

醒吾人明清文人畫家試圖鞏固正統派畫論之同時，並不一味排斥設色鮮麗的畫法，而更在乎

等大家之作，為數不少的臣字款畫作見證王原祁晚年畫風的轉變。

值得注意的是，

不同色彩、筆墨、構圖可能帶來的視覺效果。於是，他們才能打著“復古”的旗幟，持續嘗

即便王氏臣字款作品幾乎少有“倣”古代某某大家之作，但其中的構圖與造境都與其他王氏

試並開發出嶄新的山水畫風。甚至藉著構圖、筆法與著色上的精進，實踐董其昌所強調的“神

倣大癡山水不謀而合

變”─藉創造及改變傳統來附與傳統新的意義與內涵，而完成屬於自己的“集大成”之作。

（註三十三）

（註三十四）

。無論是斜向堆壘的山勢、平臺、汀洲水渚、茂林、橫向苔點，

（圖二十九）

在在都是脫胎於王氏的倣黃公望山水。然而，這些作品幾乎沒有“倣黃子久”的字樣出現。
這個現象讓人感到好奇，是否是因這些臣字款作品乃上進康熙皇帝之用，因此麓臺刻意隱藏
自身的審美趣味？相較之下，在代表私領域的文人交友圈中，王原祁倣黃公望系列作品，尤
其是《秋山圖》依舊是餽贈親友的最佳禮物。於是可說，在獲得更高政治與社會地位之後，
麓臺確實按照祖父期望，負擔起更多傳遞文人畫風的責任。藉著職務之便，以較為隱微的手
法，透過臣字款作品於宮廷推廣黃子久代表的正統派山水；另外，私下也持續創作《倣黃公
望秋山圖》以鞏固與維繫文人畫傳統於文人圈中的聲譽及地位。

結語
郭繼生曾將王原祁畫藝生涯區分為早、中、晚三期，認為王氏晚年之作滄渾之特色來自
於其“筆法”成熟。（註三十五）然而，階段性劃分法不足以說明王原祁一生持續不斷對黃公望
的學習，尤其構圖的營造與淺絳設色的手法是中年後才逐漸發展成熟。本文論證之倣黃公望
《秋山圖》是王原祁一生倣子久山水中品質最為出眾的作品，乃其透過經營位置追模大癡畫
意，加以再詮釋董其昌“沒骨畫風”的成果。於是，《秋山圖》系列作品可謂王原祁一生山
水畫業的縮影，值得學界投入更多關注。透過對其作品構圖的分析，可知王原祁一生不斷嘗
試各種可能的布景圖法。對畫家來說，黃公望風格的完美詮釋，可能就在氣勢與龍脈的巧妙
經營。王原祁對黃公望的執著，彷彿他一生祇曾聽聞、未能一見的子久《秋山圖》一樣，讓
他“常形夢寐”，是一個不斷精益求精、至死方休的創作過程。然而，麓臺究竟為何如此執
著於黃公望山水呢？這或許是因為大癡山水扮演著上接董巨、下開明清山水畫的關鍵，王原
祁《山水圖》（大英博物館藏）中寫道：“論畫必宗董巨。而董巨三昧。惟元季四家得之。
大癡則尤和盤托出者也。故欲法董巨。先師子久。”此段文字闡明了王原祁心中學習南宗繪
畫的必經歷程，必須透過元人黃公望之筆法，並上追五代的董源與巨然方能圓滿。某種程度
來說，王原祁對黃公望《秋山圖》的追尋，可以比擬董其昌對王維山水或張僧繇沒骨山水
的渴慕，是一個仰賴口傳記載、文獻、間接臨倣本建構出的概念，都是嘗試重建一個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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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一： 除上海博物館另藏有一開《倣黃公望秋山圖》外，現存王原祁《倣黃公望秋山圖》作品皆保存於臺北故宮博物
院。事實上，據王原祁《麓臺題畫稿》及《王司農題畫錄》，王氏晚年應該還有創作其他幾幅《倣黃公望秋山

註十六： 王原祁，《雨窗漫筆》，頁19。
註十七： 曹興原，〈龍脈．氣勢─試論王原祁《輞川圖》之構成與表現〉，收入《清初“四王”畫派研究論集》，

圖》，然並未流傳至今，故不在本文討論內範圍之內。
註二： 黃瑋鈴，〈畫圖留與人看：由王原祁的仕途與畫業看清初宮廷山水畫的奠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
文，2005），頁22-41；109-124。

頁748-749。
註十八： 王原祁，《雨窗漫筆》，頁19。
註十九： 近期學者王珅首先注意到王原祁《秋山圖》中特殊的設色手法，並推論王氏畫風當受王鑑影響，如北

註三： 此乃明末董其昌強調之觀念，所謂“集大成”並非單純因襲傳統，而蘊含強調變化與創造之意。所謂“右

京故宮所藏王鑑《青綠山水圖卷》（1658年） （圖二十三） 這類作品。他更進一步上溯此畫風來源至趙

軍父子之書，至齊梁而風流頓盡。自唐初虞、褚輩一變其法，乃不合而合，右軍父子殆如復生。”請見董其

孟頫的《鵲華秋色》，是一種遠承唐代青綠設色傳統的復古畫風。Wang Shen,“Wang Yuanqi and the

昌，《畫禪室隨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2，頁15。又見方聞，〈董其昌與正宗派繪畫理論〉，《故宮

orthodoxy of self-reflection in Early Qing Landscape Painting”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季刊》，2卷3 期（1968），頁14。

Pennsylvania, 2010) pp. 172-183.根據王鑑《青綠山水圖卷》題識 （圖二十三） 可知，此作畫風延續董

註四： 新藤武弘，〈“四王”與黃公望〉，收入朵雲編輯部編，《清初“四王”畫派研究論集》，頁259-268。

其昌家藏的趙孟頫的《鵲華秋色》與王氏家藏的黃公望《浮嵐遠岫圖》而來。然仔細觀察之下，可發

註五： 歷來學者已對王原祁山水畫作了不少研究，大多注重其畫論及作品形式結構如筆法、構圖、母題、留白等特

現趙孟頫《鵲華秋色》的畫法與王鑑及王原祁等人的設色畫風有著顯著的差異。趙孟頫強調書法用筆

性之間的討論，請見Wen C. Fong, “Wang Hui, Wang Yuan-chi, and Wu Li,” in Roderick Whitfield ed., In

的觀念在其《鵲華秋色》中顯露無疑，不同於清初王氏等人重視以鮮豔色彩施染山水樹石所製造的強

Pursuit of Antiquity (Princeton: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1969), pp. 180-186；Mae and Anna

烈視覺對比。在《鵲華秋色》中，趙子昂使用時而乾澀、時而濃重的中鋒筆勾勒樹幹，以細勁、充滿

Quan Pang, “Wang Yüan-ch’i (1642-1715) and Formal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Ph.D.

彈性的中鋒線畫出蘆葦，更用濃淡、乾溼、抖動的多變筆線描繪河岸汀渚。畫中線條的表現力展現無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76)；郭繼生，《王原祁的山水畫藝術》（臺北：故宮博物

疑，正符合趙吳興所說書法性用筆的繪畫觀。然而，在王原祁及王鑑的設色山水中，筆描的表現力似

院，1981）；曹興原，〈龍脈．氣勢─試論王原祁《輞川圖》之構成與表現〉，收入《清初“四王”畫派

乎並不是重點，直接使用鮮明色彩塗染山體林木所造成的視覺效果反而更加引人注目。以王原祁《倣

研究論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頁743-756；陸偉榮，〈王原祁における山水画様式変遷につ

黃公望秋山圖》 （圖十二、十三） 為例，從樹石、土坡、山體等，乃至於汀渚水岸等處皆用乾澀淡墨簡約勾

いての一試論─《倣王蒙夏日山居》から《煙雲喬柯修竹図》まで〉，《美術史研究》，38期（2000），

畫而成，線條的變化與表現受到壓抑與限制。這麼看來，王原祁與王鑑等人的設色山水畫風，應當還有

頁101-122。事實上，注重圖像分析的研究法實有顯著成果，亦能與王氏本人講究構圖、布局、開合等繪畫

著王珅沒有注意到的重要畫風因子與轉變。

裡論相互參照。但另一方面，近年劉宇珍在其王原祁《擬盧鴻草堂十志圖冊》研究中，注意到各開冊頁分別

註二十： 在晚明董其昌之前，未有任何早期文獻出現“沒骨山水”的紀錄。董其昌作於1596年《燕吳八景》中的

選用不同畫風再現十景風貌，在不同形式背後所蘊含可能的畫史意義。他認為，此套冊頁代表王氏繼承南宗文

《西山雪霽》刻意隱藏筆墨線條、強調色彩鮮明對比，已經透露出其模倣“沒骨山水”的端倪。張丑《清

人畫傳統與實踐自我山水畫業的重大意義。再者，黃瑋鈴試圖從王原祁政治仕途的角度切入，檢視王氏於宮廷

河書畫舫》（出現了南宋賈似道曾收藏楊昇《沒骨山水》的文字記載。董其昌在其1621年《倣古山水圖

的活動情況與其對清宮畫院及畫家的影響，探究傳統“絕俗性”的文人畫如何因王原祁之故，進而成為宮廷繪

冊》中《倣唐揚昇》一開，明確寫下揚昇“以張僧繇為師。祇為沒骨山。”的題識。總之，至遲於17世紀

畫之主流的畫史現象。即便兩者研究中，依舊關切王原祁畫面構圖與形式表現的特徵，但皆試圖超越畫面風格

初期已出現“沒骨山水”的名稱，這樣的稱呼專用來指一種幾乎沒有皴法，強調以色彩平塗暈染山體，營

分析，進而探討形式背後可能承載更深刻的畫史議題。劉宇珍，〈王原祁（1642-1715）《擬盧鴻草堂十志圖

造鮮麗明亮的色彩對比的畫法。詳見蔡佳蒨，〈晚明“沒骨山水”研究〉（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

冊》及其畫道追求〉，《故宮學術季刊》，21卷3期（2004）；黃瑋鈴，〈畫圖留與人看〉（臺灣大學藝術史
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註六： 張庚，《國朝畫徵錄》，收入中國書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
第10 冊，頁440。
註七： 在他的新書Pictures for Use and Pleasure 中，學者高居翰針對早期中國藝術史學界受晚明董其昌南北宗畫

論文，2010），頁12-34。
註二十一： 蔡佳蒨，〈晚明“沒骨山水”研究〉，頁39-41。
註二十二： 王原祁，《雨窗漫筆》，頁21。
註二十三： 張庚，《國朝畫徵錄》，頁440。
註二十四： 王原祁，《麓臺題畫稿》，頁33。

論之影響，產生偏重文人畫與輕忽職業畫家的研究趨勢有著深刻的批判。此外，書中亦對自己學術生涯初

註二十五： 王原祁，《雨窗漫筆》，頁207。。

期較側重文人畫與山水主題作品的研究歷程作了反省，並藉此書開拓另一尚未被學界重視的研究領域─

註二十六： 劉宇珍，〈王原祁（1642-1715）《擬盧鴻草堂十志圖冊》及其畫道追求〉，頁134。

中國職業畫家創作之區域性的通俗繪畫 (vernacular paintings)。請見James Cahill, Pictures for Use and

註二十七： 惲格，〈記秋山圖始末〉，頁14。

Plea sure: Vernacular Painting in High Qing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0), pp.

註二十八： 王原祁，《麓臺題畫稿》，頁51。

1-28.

註二十九： 關於明清正統派理論的分析與討論，請見方聞，〈董其昌與正宗派繪畫理論〉，頁1-26。

註八： 惲格，〈記秋山圖始末〉，《歐香館集》，收入《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1965），卷62，頁13-15。

註三十：

註九： 惲格，〈記秋山圖始末〉，頁15。

註三十一： 鄭威，〈王原祁年表〉《朵雲》，1992:4，頁88-119。

註十： 江兆申，〈王原祁畫軸特展概述〉，收入胡賽蘭編，《王原祁畫軸特展》（臺北：故宮博物院，1997）。

註三十二： 王原祁，《麓臺題畫稿》，頁23-56。

註十一： 請見黃瑋鈴，〈畫圖留與人看〉，頁96-97。

註三十三： 王昶，〈王原祁小傳〉，《春融堂集》（續修四庫全書本），卷65，頁298-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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