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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臺大藝術史研究所於 1989 年正式成立，至今不過短短的十二年；然而，它

的前身「中國藝術史組」碩士班卻早於 1971 年已經成立，當時隸屬歷史學研究

所。由「中國藝術史組」獨立成為「藝術史研究所」，其間歷經了十八年的準備

與發展。[1]這 三十年期間，由於臺灣政治的安定、經濟的繁榮、藝術活動的頻

仍，加上影像資料的公開，以及圖書資訊的便捷，使許多人對藝術品接觸較多，

因而產生了濃厚的興 趣；但多數人對於「藝術史」研究到底是在作什麼卻不太

清楚。本文在此將簡要說明藝術史研究的性質和它在臺灣大學發展的過程；此外

個人在研習中國書畫史過程 中曾經接受過許多位名師的教導，因此也想在此介

紹他們不同的治學風範，以說明藝術史研究方法的多面性，以及他們對本研究領

域發展的貢獻。  

 

眾所週知，藝術史研究的核心條件是藝術品，它等同於史料之於史學。在傳

統中國學術分類中，它屬於藝術類門，包括對古代繪畫、書法、碑帖、古物、珍

玩等等的收藏、鑑定、理論、和發展史等等的記載和研究。自唐（618-907）、

宋（960-1279）以降，這門學科已發展出特殊的研究方法，並達到相當程度的研

究成果，累積了為數可觀的文獻資料。[2]然而傳統的研究呈現了明顯的侷限性，

主要是它們多為文獻，而議題多限於作品的真偽辨別和年代斷定。但僅憑文獻無

法理解實物的面貌，自然無法檢驗它的有效性，所以這些文獻僅可作為參考之用。  

 

二 十世紀以來，由於國內外各公私立博物館的開放，以及大量考古文物的

出土，再加上攝影印刷的進步和普及，使藝術史學者不但有機會目睹大量原始資

料，並且可以 利用圖版影像的排比，而在研究方法上有了巨大的突破。二次大



戰以後，中國學者由於受到西方學術的影響，而側重了對藝術品本身風格的解

析，以「知其然並知其 所以然」的研究方法補救了傳統「望氣直觀」、「自由

心證」，那種以模糊曖昧的方式去鑑定作品真偽和斷代等方法上的缺失。同時更

進而將作品當作史料，作為文 化史研究上重要的物證。事實上，藝術史絕非只

是骨董學。個人認為藝術史研究是以存世和出土藝術品為中心的文化史研究。它

所牽涉的範圍至少包括藝術家本人、 作品風格、製作技術、相關的政治、社會、

經濟、宗教思想、人生價值觀等文化史各方面的議題。簡言之，藝術史研究是綜

合性、跨學科的學術研究。它所涉及的領 域包含文學、歷史、哲學、考古人類

學、甚或科技實驗等等。  

 

二十世紀國人對藝術史重要性的認識和重視是緩慢而漸進的，且在觀念上和

方法上都曾受到西方學術研究的影響。中國藝術史早在十九世紀末年的日本和二

十世紀初年的歐洲，已成為學者熱切關注且積極探討的對象。特別是在德國，當

時柏林博物館館長鄂圖科摩（Otto Kümmel，1874-1952）館長不但有意識地以美

術品質為首要考量，收集中國繪畫，並且認為：要深入了解中國藝術史必需兼備

中國古典語言、文學、歷史、和思想等方面的知識。由此，他將中國藝術史的研

究納入了學術研究的領域，且視它為了解中國文明中不可忽視的一環。[3]將 藝

術史列為大學中的教育課程之一是那時德國大學的風尚。當時留學於慕尼黑大學

的蔡元培先生（1868－1940）曾深受影響，因此，他回國後，才會不遺餘 力地

提倡美育，且明白表示他深愛美術史，更且在 1925 年邀請葉浩然先生首開先例

地在北京大學開授「中國繪畫史」課程。[4]而其時，鄰近的日本東京大學已早

於 1893 年，聘請大村西涯（1868－1927）教授擔任東洋美術課程，而京都大學

也於 1909 年由內藤湖南（1866－1934）教授開授「中國繪畫史」課程。[5]但可

惜，後來因為戰亂，藝術史教育始終未能在全國推展，直到國民政府遷臺（1949），

故宮於 1965 年在臺北重新開放後，才有了重大的突破。  

 

故宮博物院原成立於 1925 年。1924 年溥儀（1906－1967）離開紫禁城，國

民政府成立了「清室善後委員會」，清點清宮舊藏，並擇件在三大殿展覽。次年

雙十國慶開放，供民眾 參觀。其後，故宮更定期出版文物圖錄。此舉促進了國

內、外學者研究中國美術史的熱潮。就對外而言，首先是 1935－36 年，故宮國

寶曾首次赴倫敦展 覽；1960－61 年又二度出國，赴美國展覽。這二次出國展出

都引起了國際高度重視，許多歐、美學者首次目睹了精美的中國皇室寶藏，深受

感動之餘轉而研究 中國美術史和中華文化，日後成為重要的美術史家和漢學

家。1996－97 年，國寶更三度出國，前往美國重要博物館巡迴展出，再度引起

美國民間的高度迴響。 在對內方面，因中國抗日戰爭（1931－1945）和國共內



戰（1945－49），部份故宮文物在國民政府派專人護衛下輾轉南遷，最後渡海來

臺，先隱藏在 臺中霧峰北溝，後於 1965 年才在臺北外雙溪復院。  

 

故宮在臺北的重新開放，對臺灣中國美術史教育的推展產生了積極的效應。

首先是院中的專家和文物收藏提供了臺北地區大專院校（如臺大、師大、文化學

院等開授「中國美術史」課程的主要師資和教材。而更重要的是，故宮院長蔣復

璁先生（1899－1990） 有感於故宮專家多半年事已高，而他們的專業亟待傳承，

因此便和臺大歷史系主任陳捷先教授協商，策劃合作方案，終於 1971 年得到臺

大校方同意，在歷史研究 所中增設「中國藝術史組」，招收碩士生，積極培養

人才。「中國藝術史組」的碩士生在臺大與故宮兩地上課，修習史學與藝術史課

程，並在故宮工讀，俾使他們有 接觸實物的機會，並了解博物館內部工作的情

形。當時在臺大授課的教授有莊申先生（1933－2000）開授「比較藝術史」與「中

國美術考古學史」，故宮則 有那志良先生（1905－1998）講授「玉器」，譚旦

冏先生（1906－1996）講授「銅器」，吳玉璋先生講授「瓷器」，李霖燦先生 （1913

－1999）講授「中國繪畫史」，江兆申先生（1925－1996）講授「書畫鑑賞」，

傅申先生講授「古畫斷代研究」等。個人忝為第一屆研究 生，畢業後並在故宮

工作數年，其後赴美進修，十年前回母校任教。回首三十年，歲月匆匆，倏然消

逝。這三十年間個人浸潤於藝術史的研究過程中，曾蒙受多位名 師教誨，欲謝

而辭窮，而其中多位且已於近年間仙逝，個人至今仍然感念不已。於此，個人謹

以數言略記他們獨特的治學與風範。他們對於後進的獎掖與中國藝術史 研究領

域的開發，成就卓著，貢獻非凡。由於個人所學為書畫史，因此，以下所記也只

限於此領域中的幾位名師，其中包括李霖燦、江兆申、莊申、傳申、和方聞等 教

授。  

 

李霖燦先生（1913—1999）  

   

李霖燦先生，民國二年生於河南輝縣，原畢業於西湖的杭州藝專，抗戰（民

國 27-28 年）時赴雲南大雪山研究麼些文，1949 年隨政府來臺後任故宮博物院

研究員，1960－61 隨國寶赴美展覽之便，得以研訪美國各大博物館珍藏中國古

代名 畫，時撰專文介紹，刊載於《大陸雜誌》。1965 年故宮遷來臺北之後，李

先生並應臺大歷史系之邀，開授「中國美術史」前後長約二十年。李先生的課在

當時可 稱盛況空前。課堂在文學院 204 室（現今的會議室）。原可容納最多六

十人的教室，往往擠得水洩不通，有人只好墊起腳尖，將上半身搭進窗口旁聽。



此課之吸引 人原因之一是因當時臺大並無通識課程，此課是唯一的藝術導論。

更重要的是，幻燈片在當時是神奇而珍貴的視覺材料，而此課上課方式是看幻燈

片，欣賞名畫及工 藝美術。再加上教材內容又是外界難得一見的珍貴文物，而

講解的更是故宮專家，因此，其吸引力是無法抵擋的。尤其更引人的是李先生深

入淺出、輕鬆自然、寓教 於樂的教學風範，因此他的「中國美術史」一課便風

靡校園。修課的人有時達七、八十人。李先生的聲音沙啞，語調低沈和緩，言談

風趣，聽者在自然愉悅的氣氛 中，自然而然地隨他走進了中國古代藝術殿堂，

隨他神遊雲岡、龍門、敦煌的石窟藝術，以及歷灠古代書畫和器物世界的多彩繽

紛。李先生的授課方式十分隨興活 潑：有時安排到故宮看真蹟，有時配合當時

展覽，帶我們去看西洋名畫複製品特展；而更有一次帶我們去坐在東吳大學旁邊

外雙溪中的大石頭上，在那兒講了一堂中 國山水畫。他的課沒有書目，沒有講

義，沒有閱讀作業，也沒有考試，只要求一篇期末書面報告。記得我修課那年題

目是「顧愷之」。我記得我自己費了些時間閱讀 《晉書‧顧愷之傳》和《世說

新語》上的相關資料，以及虞君質和其他學者的研究論文，認真地寫了一篇報告，

末尾還浪漫地註明那篇報告要獻給當時的一位摯友。 現在回想自己當日的行

徑，覺得實在天真稚拙懵懂得癡傻。李先生以深入淺出的方法帶領學生欣賞中國

藝術作品，以最自然輕鬆的方式推廣藝術史教育。那是他的生 活態度，也是他

的治學方式。他雖然對學生要求不多，但自己卻勤於研究和著作，李先生閱歷寬

廣，歷覽海內外名蹟並勤於為文介紹。他的文筆清新，偏好以小品文 方式敘述

作品特色和來龍去脈，而不作嚴肅的學術論辯。他幾部重要的著作，如《中國畫

史研究論集》（臺北：商務，1970）、《中國名畫研究》（臺北：商 務，1973）、

《中國名畫欣賞》（臺北：行政院文建會，1986）、《中國繪畫史稿》（臺北：

雄獅，1987）等，多呈現這種寫作風格。因為如此，所以 他能有效地引導初學

者入門。在中國美術史的推廣教育中，李先生是個開拓者。他輕鬆愉快地將藝術

欣賞融合在日常生活當中，形成了藝術生活化的典範。  

 

江兆申先生（1925－1996）  

 

江兆申先生，安徽歙縣人。在當時故宮研究書畫的專家中，江先生是倍受敬

重的一位。江先生時值壯年，天才橫溢，全憑自學而卻擅長詩、文、書、畫、篆

刻、兼長行政，曾任故宮書畫處處長，及副院長，1996 年瘁逝於瀋陽旅次。他

的一生充滿傳奇性的色彩：早年刻苦自學，十一歲即以替人刻印和抄書負擔家

計。1949 年來臺後，任教於頭城中學及成功中學，曾以詩文 自薦於溥心畬先生

（1896－1963）；溥先生極為欣賞而錄為弟子。江先生當時生活極為清苦。1965



年，為了病後償債而首開畫展，卻一夕成名，洛陽紙 貴，葉公超（1904－1981）

與陳雪屏（1901－1999）兩位先生以為奇才而推薦他進入故宮書畫處研究。其後

江先生因工作之便而兼治藝術史。他前 後經由故宮出版的《關於唐寅的研究》

（1976）、《文徵明與蘇州畫壇》（1978）、《吳派畫九十年展》（1975）、《雙

溪讀畫隨筆》（1977）等 書都是名著。更重要的是他在公務之餘，讀書不輟，

而詩、文、書、畫、篆刻等創作更無一刻停歇。他的書畫成就之高，名聞海內外，

與溥心畬、張大千 （1899－1983）、黃君璧（1898－1991）齊名，被譽為「渡

海四大家」，作品更為收藏家和博物館珍藏。至於他的教學授課之精采，更是令

人印象 深刻。個人曾從江先生學書畫史，畢業後在他屬下工作，先後共達七年

之久，對他的治學、教課、創作、與工作各方面態度的嚴謹與精進，欽服不已。

個人在 1991 年返臺之後，曾為因應幾次特殊場合而三度撰文記載，包括〈廬山

高－記江兆申先生和他的藝術史學〉（1992），《江兆申》（中國巨匠專輯） （1996），

〈滄海月明--紀念先師江兆申先生〉（1997）。[6]其中 1992 年的〈廬山高〉一

文，專記他在藝術史研究方面的成就(見附錄二)；而 1996 年的《江兆申》則專

門介紹他的繪畫特色。由上述文中可見江先生超凡的才氣與淵博的學養。  

 

莊申先生（1933－2000）  

 

莊 申（莊申慶）先生的授課方式和治學方法與李霖燦先生和江兆申先生呈現

了明顯的對比。莊先生在 1971 年秋到 1972 年春，趁他在香港大學休假之時應臺

大歷 史系邀請來校，開授「中國美術考古學史」與「比較藝術史」二門課，使

專研美術史的同學眼界大開，受益無窮。莊先生家學淵源，尊翁為莊尚嚴先生 

（1899－1980），時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莊先生幼承家學，勤於研究。早在他

就讀於師大史地系、及稍後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助理期間，便常有專文論述 中

國美術史，刊登在《大陸雜誌》，是當時引人注目的年青學者。莊先生在 1960

年代初赴美國普林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 進修，數年後才到香港大學

任教。莊先生深知當時臺大及故宮所收有關美術史方面的藏書數量極為有限，因

此自己帶了八大箱個人用書，及自備大量的幻燈片作為教 材。他開的兩門課，

教室分別在文學院第 23 教室（現歷史糸辦公室）及研究圖書館一樓大講堂（現

圖資系）。他的授課方式完全是現代歐美式的。每門課都有豐富 的中、英、日

文參考書目，授課內容以大量幻燈片介紹了歷年重要考古出土文物，以及各地博

物館相關藏品，並藉藝術作品風格上的相關性，建立不同地區文化傳播 的脈絡。

他的學識淵博，時常引用文獻，以證其說。這不但令我們眼界大開，得知傳統及

國際研究中國美術史的情況，更且啟發我們現代學術的研究方法。他所帶回 來



的教材，是當年戒嚴時期在臺灣所無法看到的，因此在材料上補充了當時研究條

件上的不足。更重要的是他令我們意識到，研究中國美術史應如何結合圖像和文

史 資料。他的個性率直坦誠，知無不言，對學生熱誠相待，深得愛戴。他自己

的治學態度十分嚴謹。這可從他當時出版的《王維研究》（香港：萬有，1971；

僅有 上冊，下冊惜因文稿被印刷廠丟失而未刊）、《中國畫史研究》（臺北：

正中書局，1959）和《中國畫史研究續集》（臺北：正中書局，1974）中可見一 

斑。莊先生在臺灣停留一年後又回港大，直到 1988 年才返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卸下港大長年的行政工作，回到史語所，他更能專心研究，勤奮著書。到 1996 年

退休之前，他已出版了《根源之美》，《扇子與中國文化》，及《從白紙到白銀》

等重要著作。[7]同 時他也曾在文大、成大和師大兼課。莊先生喜好購書、藏書、

著書與教書。他豐富的藏書後來轉讓給臺南藝術學院，後來自中研院退休後，雖

然一面治病，但卻又不 忍拒絕港大盛情邀約，而在 1999 年返回港大客座一年。

他對教學的熱忱與堅守研究崗位，一直到他仙逝前的兩個月為止。我一直難忘他

強撐贏弱的身軀到師大主 持最後一場博士生的畢業論文口試。2000 年 8 月，他

悄然仙逝，留下的是一個傳統讀書人耿介的風範。據師母說，他自覺最遺憾的是

他未能完成寫了一半的《中 國繪畫史學史》。莊老師的認真敬業、博學耿介、

不涉是非、待人坦誠，在學界中樹立了令人景仰的典型。  

 

傅申先生  

 

傅申先生生於 1937 年的上海，1949 年來臺後住在屏東，後來進入師大美術

系，1965 年因葉公超與陳雪屏兩先生的推薦而進入故宮任研究員，1968 年夏，

即赴美進修。 1972 年秋到 1973 年春，傅先生從普林斯頓大學回到故宮蒐集資

料，撰寫他的博士論文＜黃庭堅的書法研究＞。趁此之便，蔣復璁院長請他為臺

大藝術史組的 學生開授「古畫斷代研究」一課。上課地點都在故宮畫廊。他的

方法是讓每個學生直接面對畫蹟，說出自己的看法。那年正值院內推出兩個專題

畫展，分別是「歷代 墨竹特展」和「歷代墨梅特展」。傅先生上課的方式是：

自己不表意見而逼使每一個學生睜大眼睛、努力辨識圖像和筆墨特色。他認為細

審精讀作品是學習鑑賞最直 接而有效的方法。此外，他更要我們把圖像和風格

特色精確地轉化成文字語言，傳達給聽者，這是藝術史學者必備的能力。傅先生

多半耐心地只聽不說，也不加意見 或批評修正。他就如此忍受我們的自由心證，

長達一學期。直到最後第二堂課，他才綜合每一個學生的詞彙去解析一幅作品，

讓我們發現我們平日的用語如何空泛， 既不具體又不精確。這種委婉的反面指

正，讓我們深深警覺到自己繪畫語彙的空白貧乏而亟思補充。在最後一堂課中，



傅老師示範了如何處理問題。他蒐集大量圖版 和文獻資料，證明故宮無款的《九

珠峰翠》是元代（1279－1368）黃公望（1269－1354）的作品。  

 

傅先生長於書畫創作，又以精於鑑定書畫作品的真偽而聞名海內外。他與江

兆申先生同於 1965 年進入故宮書畫處，而於 1968 年赴普林斯頓大學進修，深為

指導教授方聞先生欣賞，因此在學時便與王妙蓮女士一同為大學美術館撰寫沙可

樂（Arthur M. Sackler）借藏該館的十七世紀繪畫作品特展目錄，即是有名的《中

國繪畫鑑賞研究》（Studies in Connoisseurship,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1975 年自普大完成畢業論文前，傅先生應聘到耶魯大學（Yale University）任教

四年。在耶魯期間，傅先生又舉辦書法特展並出研究目錄《筆蹤》（Traces of the 

Brush,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一書。隨後，他接受了華盛頓佛利爾美術館

（Freer Gallery of Art）之聘，任該館中國藝術部門的處長達十五年之久

（1979-1994），期間他不斷舉辦特展和發表研究專論，其中最著名的便是《挑

戰古人的張大千》（Challenging the Past：The Paintings of Chang Dai-chien, 

Washington D. C.: Sacker Gallery, 1991）。1994 年，傅先生返臺到臺大藝術史研

究所任教迄今，深受學生愛戴，2000 年並被推選為教學傑出教師。回臺之後，

傅先生又應故宮之請撰寫中文版《張大千的世界》（臺北：時報文化，1998），

目前正從事「書畫船」的研究。  

 

方聞先生 

臺大藝術史研究所的發展，與美國普林斯頓大學主持東亞考古與美術史研究

學程的方聞教授有相當密切的關係，因為不論是在 1971 年來臺任教的莊申先

生，或是在 1984 年返臺任教的石守謙先生，甚至是 1994 年回來任職的傅申先生，

以及個人（1991 年返臺），都曾先後進入普大考古 與藝術研究所，受教於方聞

先生。1989 年，本所籌劃成立之時，當時的文學院院長朱炎教授與歷史系主任

徐泓教授並曾親訪普林斯頓大學，徵詢方先生的意見， 並獲方先生的幫助，得

紐約洛克菲樂基金會之支援，贊助本所一套密西根大學製作的「台北故宮珍藏書

畫精品」幻燈片，作為教學與研究之用。因此臺大藝術史研究 所不論在發展方

向上、研究設備上，以及教學方法上都適度吸收了普大的經驗。個人於 1978 年

前往普大從方先生學，1985 年並在該校大學美術館及東亞藝術 資料室工作，

1991 年初才離職返臺。在留美的十二年半期間，幾乎天天以校為家，生活緊湊

而充實，普大如詩如畫的晨昏四季以及溫馨的人間情誼已成為個人生 命歷程中



最特別的一段經驗。方先生更是那段學習與工作經驗中最重要的教練。他的授課

方式、治學態度和行事風格令每一個從他學習的學生終身難忘。  

 

方先生生於 1930 年的上海，才智聰穎，自少即從名師清道人（李瑞清，

1867—1920）之侄李健（1881-1956）學書法，十歲左右便開個人書法展，名聞

上海，被喻 為神童。1948 年，方先生赴美就讀普林斯頓大學。普大成立於 1747

年，為美國東部名校，歷史悠久，曾產生威爾遜與克里夫蘭等兩位總統。方先生

在大學及 研究所時期，專攻歷史及藝術史，曾從名師 Kurt Weitzmann 及 George 

Rowley 兩位教授學西洋與中國美術史，以成績優異，畢業後留校任教。方先生

在 1970 年與東亞系合設東亞藝術史博士班學程，自己又兼任紐約大都會美術館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亞洲藝術部門特別顧問，一直到 2000 年為止。

在這三十年期間，方先生不論在教學、研究，和普大美術館以及紐約大都會美術

館亞洲藝術部門的擴充及收藏等方 面，所投注的心力與績效都非常人可比。方

先生由於長期以來在海外持續奮鬥，對中國美術史領域的開發、研究方法的突

破、學術成就的傑出、人才培育的不遺餘 力、以及擴展該領域的國際能見度等

方面的貢獻極大，因此 1992 年榮獲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殊銜。  

 

方先生認為研究美術史，首要了解作品的風格，而其中重要的工作便是解決

作品的真偽及斷代問題。其重要性相當於史學研究中的史料辨偽一般。在風格研

究之外，要解決的當然還有與作品相關的文化脈絡問題。方先生研究中國美術史

的方法是融合了西洋美術史的「結構分析法（structural analysis）」， 和中國傳

統的筆墨鑑定法，而建構出一套斷代方法學。在處理實物的步驟上，他首將相關

的考古證據和傳世可信的紀年真跡，作為風格發展史上重要的座標定點，然 後

再以風格比較的方法，將待研究的作品在座標上尋找出它適切的定位。「結構分

析法」的應用不僅可以建構某一藝術家作品風格的發展歷程，也可以有效地重建

傳 統畫史發展的大概面貌。使用這套方法的先決條件是需要排比大量的視覺證

據（圖版、幻燈片），並且仔細觀察研究實物真蹟，換句話說，就是必需有良好

的圖片檔 案和與實物印證的機會。為此，方先生又同時在普大建立了全球最好

的中國美術史研究圖版檔案，收集了各出版物及公私立藏品有關中國美術史的圖

片，並且大力設 法擴充普大美術館東方藝術品的收藏，目的都為教學和研究之

用。此外，他又和紐約大都會美術館合作，提供博士生到該館研究實習的機會。  

 

方先生精力旺盛，工作勤奮，出版豐富，令人欽佩。在擔負多項工作，進行

許多計劃的同時，他對教學工作的熱切認真，態度始終如一。一門專題研究課連



上七八小時是為常事。1979 年，有一次大風雪，雪深及膝，學校停課，但他卻

開一輛箱型車，接送每一學生到校上課。討論課中，他多半多問少答，問題犀利，

直指核心，逼使學生自尋答案。 他評論學生的口頭報告時，更是痛下針砭，令

人悚然心驚，難以招架。方先生的教學方式有如禪師棒喝，目的是令學生猛然醒

覺，頓然開悟。這種訓練學生自力更生 的方法，促使學生產生獨立思考的習慣，

並激發他們解決困難的潛能。三十多年來，他的學生來自世界各地，畢業後更分

別在臺灣、韓國、美國和歐洲，擔任各重要 博物館、研究機構、和大學中的行

政、教學、和研究工作，共同推動了東方美術史領域的開發和研究水準的提昇。

而這一切，實都源自於方先生的影響。2000 年 方先生已自工作崗位上退休，但

他仍努力不懈，勤於著作。方先生的著作豐富，不勝枚舉，除了為數眾多的論文

之外，比較重要的專書包括近年所作的幾種有關中國 書畫史的論著。[8]對於方

先生，我們是由衷佩服與感激的。  

結論 

不同時代的人處在不同的情境當中，自會以不同的思考方式，採取不同的方

法，處理不同的問題，因而產生不同的學風。縱觀中國美術史研究的歷程也是如

此：在作品 真蹟難以目睹，參考材料取之不易的階段中，許多美術史論著偏重

文獻。二次大戰之後，由於公、私立美術收藏品的公開，攝影和印刷技術的進步，

促使學者加強了 針對作品本身研究的興趣。而在這期間，中國美術史的研究在

方法上更具突破性，特別是結合西方的結構分析和中國傳統的筆墨鑑定。藉此得

以釐清了許多畫史上重 要作品的真偽與斷代的問題。加上大量考古美術品的出

土，增加了美術史重建的績效。近年來，中國美術史研究的學風，似乎又由以作

品研究為核心的導向，轉到了 探求其外圍的文化史方面的議題。事實上，每一

個時期、每一種方法、每一種學風都反映了學者在不同的情境下自然形成的獨特

的治學態度。學術研究工作的意義， 在於它的承先啟後。由於前輩學者的開疆

拓土，後生晚輩才能屯墾深耕。而對於師長的敬業風範與教誨之恩，個人除了仰

慕與欽佩之外，心中更深懷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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