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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耳角泠 ιjr竹 fl 白:卓 L' ，但主京九;入中llF多引↑ '~.:f_j，lj'T左在一人l

l 卜 li lhil 正 I L: 是古玩片拉表毒 1;~1 ic主物，間 ι 書可'{I\'丸之))主持」

b.

->fγ?但九九一'11 甘、 JJA〈、取得

T7 呈~18S~: ， li 主持 c 耐熱 TLL 1937-3 日叫

，米 l 主Z

閒→ l 山技 fj'i/-( 己 λ們主能村后 r 店;明古巴水 HH沛， Vander以 appen 生 1956
月 7ι~{'_IL-叫布拉表 J 有悅耳朵畫立了 l論文可(}i' 2 )氾比 1::1 忱的}it 質財.i tr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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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兄， ，羽/-(;____:__J葉以後，主人畫家收業化的朋訣-LìZ.J位來豆豆公開哄而克 c :r;-:且目 1]1史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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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z;: 台;三 fii 等先 l什 l 各何故做主主主前交換， PT 此入的 Æ-m 三位應該叫畫室荒傾 Lil
p肯于去古瓜干史的 '1 /.)受害者，出今乎是牛自古質:刃有三十 fj 卅

一三支持正哼/， j 司中旦吱的學

忠告已日口比我付慌，出;其J 川贊助觀念'去叫 I 國給書研究，究見有 Jif 員獻?我

!江 F才bJJ之們皇新;夫人餅，荒草，(t~~ ，G..' 汙 n".iJ:~~ 1&京、 t匡正1 家、

吐為1 旱的法，匕口 J

q

FTL 苦、不失[毛的主
!示﹒以

、「λ 抖出其女;f:-、|司僚、止吉、泊中旦于甘心←申j

關

才 \?'i: L[[\: S; i 互~/'九三吟繪畫的影咎 r 在不院的汗封關怯于哇，畫家心質

L~' 人對繪畫'j'; :"i ， 1:"/、可 f主玄的支配權，將主什沁口 1正 ~'iLl{ 不同權力l 闕/芳:妥協 U"ì
中吉某

1980 'Cf Y! 討論當後，又陪積有f;; -=[n':J 贊助的科技缸，平來 1計早叮t3毛封手付I 作丘祠司泊豆 1
仗

恃拉R
軒干:扭工戶址只毛可II扭豆 !r
i:r
耳J 觀自的U

吉

l
幸褻青 防
fγ力片入才究f 霓以!↑何可影秤仇戶叫ít'
竹守 丸ι臼，')直 炙「叮才甘;泊』主句蚓j 格士或
1
"右哼原守幾莒

荳京

刀洪 1

J

于

J

技們主 11司陀人的品的日句一位 01} ，.I Uh予解 f 絲釘 IIE已叭

L'-<,1{'J 皮 r

刑

T;:r:~'1 f

引是付給 rt 'l' C~1 二Arγ 阱，位 7J

占

ì:f< ~丹(手，'JX ，_~

J且 ιi二1句 ZEEE耳;~;Jj;村三考 μTItj JUKI

些

國治書叫作的 4j 殼時，以 1'_. 二叮當月1 話，寸、油

ùF1已

行主 l' 當;$，!lJl，才芭堤月2FIFIll也 UJ
.

爭卸
力f，1) }_力

令
l 仔此J 戶豆
tilr /方七式 ， /H'}J 5 制主，;:;)月立/、情父 CllTAKR J 父易古自{朵，對

U\' 印 1 芋.-/王小川的屁事 f

o

P 管計 站/入~與畫家的 μ
T

J 六司斗

1
G ，}武除、 FJJHffd37? 五 ?rtι，I~ -f月 17{[

院拒

入均;1祥半

I 祈 ~~0~ -f:主

P

I 川芯， ---}，及子可 :IF'+r~角結石 C?lJ I H 叫可

_.lf~: 只扯起Tt 白茫

c 本

k~守主十主

ζ民

關，中失只、學文學院人文學報

1970 年以夜前發表的有認中躍繪畫贊助的研究， j害要其重要的貢獻與突破。

\ ,-;-ê.

')摘要的內容將先就宮廷贊助與私人贊助升為京大類，

(~予 6 )並再根據其

研究方列加以細分。論文的最後一部份，將就研究方法或研究角度的侷限生
仁，況且 f

乎比友告與問題。

貳、宮廷贊助的研究

一、宮廷繪畫機構的研究

要了呈解2 廷贊 ~!J運作封方式，宮廷繪畫機構的研究是不可成缺的一部份。
這方司的研究雖是巾盛繪畫贊助研究出調始得最早的，但是，大量的論文出

E見是在 1980 年 LIC壘。目前巴糢代至清代的，呂廷繪畫機構都已有研究發表。
(在 7 )甚至唐米時期少數民族政權的繪畫機構，近年來也開始受到學者的出
意。(泣 B

文章較有爭誅之處，往往際係畫泛的設置與世了。伊位給林畫院的設

置，究竟姑於1宮代或者是主代的荒唐、?走街?兩宋時期的畫院制度完善，藝ff

成就也主主萃，這手走向老公認的，但是畫主制友在元代中斷以後，明代是否復興了
是泛的組織?還有惜代是 fE 卡獨立的畫院。這品相題也於對文獻資料的主言辭程
主 LKj文針是;生有言穹的PJ 律方主，中悅耳古發表的研究也有不同的看法。太過，臼
於研究±九三;:;1'責， fF 代 '8 廷繪書懷構的沿革、功能、活駝的 L肯 Fi:.已經愈來愈清

楚。
言可可多數學者中目/吉畫院校早已白於主工代時期的南昌，三青唐宮廷繪畫活動的研

究已有療保 5可以皇帝贊助人高奢烈桂魚 rflJLd可論文發表。(支 9 )畫院活動i)iiH~究
吱果最堅富的，當屬北宋、元代、明代初期利清代日萃，每佳時期繪畫懷構研

究的重點也 14\告文同。北史的翰木圖畫院成立 tF 宋太宗雍熙元年，研究北眾畫

院的中、日學者除了空其在建及經織進哼了詳盡的考察以外，北宋初期完畫家
士院位、令于皂白(J 犬福度提升泣』、所導致的1完畫家與士大天之祠的書l立，還有徽宗

有胸中區治畫質訪的ìit'究

59

時FLR童學之設立、接除與保守派、改草j丘之政治「哥哥的密切關聯，也引起學者
白白主意 o

(訪問)

有關元代宮活贊助活動，早期的研究黨且在宮泛收藏、以及兼具書畫收藏

與監賞功能之奎章聞編制、經織的考察。傅申與姜一恆的研究諸實了漿古皇室

貴族，尤其是大咒公主、/二宗、文宗、順';'j{乏了皇室成員對書畫收藏與藝文活動
的愛好，使我們安蒙古統治者的寶?有欣賞能力與興趣有了新的認識。(註 11 )至
75)' 宵 f丟給童的裝作，喝伯達指出元代對無畫院吟了設置，內廷仍設有專門機構負
吉宮廷裝計畫，芷設有梵像是舉司負責製作奈教美flt姆總裝研容角像。(証 12)

.M arsha Wcidner 研究活躍於 E 廷二位畫家何澄、劉貫道與王振鶴，證寶元代
呂廷J余 7 產生宗教注與功能立繪畫外，也有宮廷畫家為主是室製作提史人物、文
人活動與風俗故事的題材 o (註 13)
明 1t 自問國皇帝朱元璋即開始徵自尺量畫家入宮服務，但是芷沒有足夠資
紅顯示明代宮延中設有如 w宋劃克那樣正式的繪畫機構 o

正午 14 )宮廷畫家通常

主'2'區推薦入笛，不過宮延內很可能也存在著師徒傳授的組織。(註 15 )畫家被
授以錦衣撞叮式，呂蓓，芷分[崖文華、土智、武芙各宮殿的制度自豈宗軾開始確

立。研究 Hn 1-~tJ_i斯宮廷畫家的學者也多半主屋剖，這時期的宮延畫家地位相當顯

著，他們才、只為皇帝服務，也受到皇室費由與郭經商穹的贊均與支持，他們與
後者的關係相當密切，Û(Z受到 !t們的敬重。
清代是否有畫悅之夜也曾引起爭議，揚 !2注利用大量 ::SI 清宮福案詳細考證
了書立于 I愧于懦、主桶，院畫家的職棍、等級、待遇，畫院的管理制度等。他指
三清代畫|品之名封三 zt確立，在拉3主 7C 笠，之前的 II!!治、康熙、正匡正三軒，則
是「有畫院之賢:市盤查院之名 J

<)

(~l. 16 )己有可清代畫院與院畫家的研究，以

康、雍、乾，尤其是畫院活動最活躍的乾隆時期最為詳盡。(注 17 )除了描述說
畫風格演變、題材類型與特色，清代宮廷中兩種類型畫家的分別坦是學者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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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性正

cl 完詐玄之{l)市(弋俏?哥哥t__;\ '令 f 吾吾ij\_ 以外，為「芒"刊書人 l還有「干

布 U J 愉爪畫家， tlf 赴給人西科再三考訊的反后 '(/H' 推/、ft 蜀，'~~'芷況， ;Jd !J~終7r
叮l 三~~~頁進古畫了也賞示了削 f

， {丘 I 古主了收織的常-(-(非常畫中，他們N 泊的數青t ~~:.L~

遠 ~E 力的|拉圭家。恨j學協作達1 月 Howarù Rogers 的研究， d扮乏自當林畫家的之二宮
內(4 三.!:~~'垂直入學翰利完結哼了A 坡在其內娟的《同制阮吉必〉口也特別 !~J以 A

示，明是'11'， 11' 在~fi，豈'，1'1 '!''::*K''!j:所迂回~ìf ，j 遇與已占家
ι乍 7可以

紋， i仁們 1"j時與占主人向

1牛勻沾，奉命fEiffl 玉立時祥子〉自 1 的思 +/J1 ì~ 1H;]3i~ _fH I=BJ，~扭 EE別 3

二、宮廷贊助與宮廷畫風

官正JtlJ士存在jft斗杰克的制 l萃，

{]朝代的 77751三治主攻借此/、是

↑l上 í8'l;l

丌前 ftiHNEfi說，已叮成長、時 ;11 由于至于是立 LH7 悅耳J 入學倪育工吏的 FZ秤，它 AE 吾吾

;昆刀 I"ll叫什反映片土， '1) 贊 LJI 八估計伏具備好，尤其泣 IAfbi主俱下 4 月起繪畫污
tjl)，:n é.}主平 9 戶來偉、f京、宋 l口;夫、1;:手表"、昕宣于菁、清代的 n~ 熙三千奇、立正陸豆再
心 υ 凶k

|論戶定贊 ntl--:.trρ 月支三繪畫影羿二Z) uil:呵，多 J亡三二說悍的焦點，站〈

(1 生於Jd 延村斗HFJZSLI恰似參與的主立贊圳人身上 υíil t:于在半空贊 fþJ 人肘，旦延 ZT
家門 l 釘院(丰士司 ， t!f斗，}j\~守主持1甚遠遠超泄畫家!向白-r嘻學所以 ntcf詳此l 對t(、

IZE三繪畫的影悴， j-H.王比較 1 青楚。/、 11 繪吾至兩 y-~守選擇，被認為此決旦毛對 f;j

)\'_ :':(~i~':;l~ '?f千幸好，旦 "λf可是7 人對它廷繪主風格的一三戚且常 h 清楚的脈絡口J
刁，

i-- ，H九古拉昔日1M"; 研')'t~~lj已言論皇宮贊助如 (01法;即趴 :1 支配、影響 ;rf主給畫

刷廠將 c 鈴穴坡、指間失誠泣卒慧淑等阿三步 I 品，都可JI 軍從徽"、時期畫院的變

革，*催信想:污、三有九二頭 I試試，江、口一向:守

主干|垃 l 的 jc5JE玄。械工、以莉的畫已適宜

照片司慎，包T 畫永!".i吸收、/古空空、言;， 1 料，仍詩是前fAE相 J亨、Q'，.)旬章介方亢 C 。隸
書于個↑γ

、叫，~I人市J被宗 JJ| 刮去 r畫I元，你技 T 書竿，掃描畫併入科坑;"j敘

2 、制 l 吏，將(互人的 ~~H~l'ft.'~ 貫 ilîkt:::書院學中虹還及實成的了..Ft的， j法 ，"，'y;;主毀于、可
項規主學三三仟J 文化修霆:}立品1 吉=幸闊?可于 1型念的事峙。上立學挂在成立 I </t 後縫

何關 '1' ;-詞告會議贊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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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畫竺去'HF 入畫完是對土部 L;~主 (VY" 革新的們!iJ ' W 但成了以 I 、唱叫立173
土、卓 'ê~il古文 ißtt吉拉j~~~ltI吃斗志;在可十主寸之三小 [1懼的形成 3 憬三言時則還，i;}t叮椅
、 l 艾 [/liJ.達g;J}拉伯『院汲清延棺j~IJ 偏安:有刊的來 I 朝'dJ北宋至 1有月，無
前ι| 九三立或拉卡jJ主， fì[\1打完勢呼:污、三|堂室的lL1l1悴 |h lfy 寢抒情、精緻識
J

的/、 n喜主川]止，可I奈口AjuLl 守主E美i可{'~r:EIt，~1不口劃克斗J 玉叮演變，真仿這可l 科控的

計t:: ~是做(iÌ_ ,} )

至句îTiJ: t:;:o九l 資料到才訂了↑ νJ 旦台贊陀人紅 nJ 充飢、影響甘拉芷家的創

刊， '1 1 是 M 泣 r~ha \VciJncr 試品出 l長百 H (I(J'JI丸。丘，以此只互對大 lTEflru
::，，<~:s .;?:~此，來 fjT~，t早白茫畫家，I'-Ii i、格的制向其影當 ((，，'來以! ~咧~[

付出元代呆室 19:

預〈三宇:三h于主仲、皮大長 j_'~ H立此之梵陌~lh::品，夾;「悴 i-.:'~\制書叫作李公麟l司

r么干 1 1\'丹湧 υU~:~I)l'f\~討/了鼻:歐幸生喜 1， 1~' 扎，I ，f[慌，做解釋2月問道人物主風

:~t叫喇

叭羊皮口;三、/R_州這 i l:l，它貝司， ;;V"i各 z 口JfJt早已間I'l~ 見這一了所泊的的宗教白主 lî 情密
"

:~

i c,

;

月 1trv 它;;:-川 1諱:宗
主造精

哎，身敢給書店 I Ji~昔 ffl，項 ~'~[J' 贊助入的角債，他也 iL

"J;'~)) Tfl 句式導缸，到口學 Eli 吉普可\)致;笠、臼缸，說「可以摺 τ荒草迫他

叫一吉拉拉/、滿意 IFI 主;氛。注出口令積宮附老早已，

肢桐) J'-O:京朝叮萃ltc，至 ~f/~

J

l 之呎 L CJ 、丌八戶l 咪 I"(I ，:~悄 t 不這宣宗的市陳凱 IH透過 1守紀繪畫憐惜他呼在當吋
什、I 司是何叭

，訂戶怯茫災入 fJIZf73 美表勻

LA1)2lYrJ 阱，咕:石阮巾，如?自已害毛[/\.或古今杯畫家同中一有1'1 玉立，

古i'ii' 要松，主r 之

l 、苦泊、商;主

I!←|哼哼) 1(::7:_;， 'ä'(更是法j由三iI'"f己Lf?文疋書尖叫

R_i:/:t!.r，可立由、 :p.ç( 創刊，叫花ZE 風啊 rJPFtl tMJJfYHtj 代更為直接 11r;莖 fJTC

>J : ~!l;化、前段 if按此L 卅半"\i 1):寸、?于?玉在少lt 卡"<>的殷切
戶早在士古好

1+

主 l自

FI

預、可發展 Lf 投

R 泣市 1 、上八);:: 1 未 F 其村 4 、i;ít訓其形 {r心，白人，'-3言f克拉的

'i}'~， l<)9:" /、佼

似的牛 F于副l合訓哼。[長阻不 l 欣隆皇帝 I"t'，月1 合行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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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不禿的中間畫家，或翰林、陡畫家合筆創作，造成大司畫風的強制畏恕，是

皇帝贊助二預藝fFJ 風格的另恆例子。(立 20

)

三、宮廷繪畫意濁的研究
卡~1 i'J 遠在畫兒的討論山背 tE)-_;_:，以御用繪畫代替宮短繪畫，以「客觀的承認

，且廷夷術的御用性質， JL 為皇帝

人，或以他本人為中心展闊的繪畫創作活

動。(丘之 1 )雖然 þ有廷繪畫封贊劫人，並 1僅限必皇帝，其他的皇造成員有時
也扮1買了相常重要的角色， /.::過御用

也

詞的確有ZZI於將宮廷畫家服務的主象，

模糊、音闊的機惜，蟬移至開:為其背後主譚力量的皇室贊助人。一般相信

宮娃繪書干、江反映皇室贊助人的品闕，也滿足他們歌功頌德或說教的政治需

要 3 岡比它持究者往往從贊前人的 Jb>行處境、政治需要等，來理解繪畫製作的動
機、功能與向義 c

Julia Murray

但是從這樣的角度來討論主宋萬宗持裝如

一晉文公復通室一、「赤壁 ~l 丟到 J 、「中與T品LF聖劃 J 等敘事畫卷0:J主題含義 G
(計 12

身為央軍南遷後吋第

↑立豆荐， J=t 帝位繼承的合法性又受到質疑，米

高芳自繪畫贊助被解釋罵他鞏值1 政權的重要方法之一。 例如
的「弩丈公 fR 國直到_;

高宗較早期製作

'íl:!是以借古喻奇的方式來贊頌吉ft恢復趙家王朝。高宗

命焉粒之 Jf，i~會諒軾著司馬吉j r 赤壁賦 J

'可能噫吉為這位北央保守派人士政治平

仗的青菜。高宗遜{J11λ 接tPI1贊助的 í t~1 興瑞應匿」描繪高宗平 iJ 預示其未來繼
位需忱的

-'/;1 瑞應事件，此足以傳統敘事畫卷的權或性與說教性眾為其政權

的王絞 1'4進行量丈久!辯護 c
以贊皇刀八之政 1 台需要:科罣Jt所贊助的繪畫，使我們傾向於將直廷繪畫等|可
於:闊的玉立、台提述， :ì 忽摔了星常贊助人 jt-也較為私i穹的、催人的動機。李慧
淑計划有東叫它是三三贊Ji}j入

室宗星星后椅妹子荊 1，，，，京的研究，企厲顯刀、宮廷

藝俏並方只限于三教化人倫或政治宣傳的功舟，三陣也古以是皇室贊助人自我形

象表達約媒~

G

(~日)李認為偈皇后 ;~irt曹長的詠物詩若放在其憫人處境脈絡

有關中出繪畫贊助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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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到在理恨，日[以發現其詠吭l 有店擬的會義，而且白擬的ittl材譴其人生不同階段

故變。主 :lC 歇斯看來， WH惡妹子飼筆巨星諒物音字的焉還加頁，如「迎到呈巧

娟、i'~露 7星紅昕一的古花 fjj頁，是楊皇后的曰:之形象的投后，也際含一種針誓
軍早有設的邀寵的個人 zyu思巳又如有揚皇!古建標題、傳焉速前畫的〈水臣>十

一 !lv 頁，雖是公院賜給其義兄惕穀的作品，但也百:能再以水白授，或以水之陰
菜已立勢來規凍得殼謙讓以匡榮龍的道理。中且主ILf 女性贊助人楊皇后的以物自
擬，于:~~;:"f{ 認為芝宗是透過1型家的時學、統泊者或吉也不受拘束的道教人物形象

來表現臼己。她指出馬麟配合理宗親書親製之「道統于三贊 J 所畫約〈聖賢團
>用

系列的聖賢畫像，主其是起言的<伏羲坐像>，在古部刻畫司，特址是在

門 5車間的強調仁，邦主4理宗正式 dtl 帝王佳?像非常相似，

(柱 24 )伏羲坐像上方

于戶iYI古的 H 字除了說羽贊女裝作之樣品，以這統護索者芒開外，巴強說自己
在

台失學;亭台叮 l 枕無色，日自示其與這統 )l午:_j_ f大或;乙間的聯繫 c ríiI伏羲贊言巾，

彤在三「握主呂立化、 ~j{-; 已然 J Ç! îJ 被解釋為此缺乏宗佳人所需H主主守道家無畏而
法氏三想君主口〈 fJK 羲坐像 P 中悔~fJ，~:~音 I J-:: ~~，'fEE 京的道家思想，在焉跟去句〈靜聽
松划、/←訂立之間三七l 表現山主任】這 J長還叮歪部也 ~~;t 宗相似，于持屋里皂、意態悠
吉、村叭l在坐的人物，可能表現道教名空間 3 、景，也三能士在喜愛道教無拘無束
之7呈交的問我形象 G 宮廷繪畫刊二為公布叮政治宣傳或說致的工具，透過對常時

改泊位稍前訓 ~5~

它的意?自比較容易確定。哇!星電 éll 於私人的 gD~主往往缺乏直

接的諾言章 ， r-)，~ 1扎研究結果比較樂取得共識。事實上，無論從贊助人私密的、佳

人的出嗨，或從晝夜的私人意團聚 2î釋繪畫意漲，其所主臨的問題是無似乎]

c

n門E 討如何避免且 J分主觀的詮釋，將自三7主僻的意盡 2 日諮於贊助人，的/司1半讀
不?垠的資13

，荒丘建寸 1IJF 自句話給的慌，都是進弓詮釋仁#F，~ 主要注意的問題。

:友去KT 于 rf土耳，~[_\宮廷繪畫，不正以某個缸瓦皇帝贊助人民已發點，有是j...j，
~W< 計制主-月八 pZ"I}，l1!，賢政策，子Þ::F!甲Ri 貨時宮廷繪畫市常見的帝王訪賢、或賢
者封信封題材 c 皇帝將主

級思朴的畫扇約需廷亮，曰，

方面 g許他的成就 1

已

閩!_

!' ~、 λti 文士4咐:人文 J_~<H

)) IÍ I:丘之間灰心一朝泣，白白哨人♂ l 決心 c 則何將決

類的 _~g: i1~ ! ~-，1:0'皇帝， [1i.:)已

恢;;'7/-_Q r女:''j央叮、、」入手】心，少l 送給他的 1-: 僚， ;)IJ 可以贊美1:1的 7 位需朝之吶
勻 j主任 lruzt' ， 4 弋~~，i?i'i'f~~材的給查取保政治而屯;在以 l月 1孟前中心的觀眾排 1 ;

l

"-;滔"

(汗 2 月

j

參、私人贊助的研究

一、畫家與贊助人的交易方式
很日;長，_1 佳能悄二可考授是 l戶娃TT1jJi 千兒去I 特市Ij主愣 9 治主要父易方式的考察則

失去，)\.贊 D~":;.1~體制的毛要在 j'fl;斑。口關閉住快快之傾心凶方女藝俊興時期已羊和|記載

貨 JVJ' 入手 1 書家 FEI/J 式、 f于/~(I;}契平 }T有十 H ，~月 xl獸，析是，少、島(偎在|來的會c(JJ
)'-~Ú其京之 7叮叮詩文、亨(哥哥古往，做什j有三丟了 ~iJ 寸有此竹的是d~品中的 I?~'1，(或叫苦
的 51 歌，提供 f 這方山 VI:')Yn\)'珍貴資料。例如

Jean-Pierrc

Dubo 叫:發況→

于史;有時、三贊防 Jj 于九三若干 rLi寺(鬥一肉，不但且撥出河、 f 今絨的女忌，位青對此
l hm\HTJF|

的

、悟和'j'ß\月毛背竺。

己 2(;

主湧此話去了

仁|市j 安議2家翼 -;R立

:肘，詳刊記 1) ('1 世心悅 lr 、玄 l 戶 j~~:取消主主、食物 rY，;情況

推 I 孔扣\\川、

問

者'"工作

,,-:;-:-

:u已長珠于 1才

/卡叫主決索吉卅 l 三莒百卜 c~ .'f 1 j l 對於哥拉1 志的EZ 蚓、

內弦、月三形式、斗， ，'Il都有戶弔羽 J 空心要求(jì_ 16

'-f 刊紀學!名的收蒜

家、贊助八，~亮上有三三，叫:室的〈己用主 F/ 》牛， ，'I l.~~ (封去泳、贊助人之
iT 只 n:':'，.:卉 j 斤，三 1I i !~'.'主，~ ~-，:!間業畫家，立二哥;:)y::討 f.:，:'þ( 二的情 ç J~ 外，

Burkus

:lfi 叫時划 1' 11 泣 的心 ~:i~史 3 吉情訢j，.: 1

Ir

Anne

，也包三月救人血「何以品收

弓之hHTrERLtt l rfκ 素 l 詐，品 li? 家去! 1/ ， 1] 以可司 ι:\}-I 叫司的 i;jF有丈 υ( ，ì_ 1Y

如何

角 f照、，Æ ， L計2 零散立 'fi 抖， 5-1<、計nv) 我們了解汀主宰軍司贊助人、 tT 幸者向丌
重lJLI Lt9 斗 Jamcs

Cahill /.: Painter's Practice

t;;:叫抖q宜的 y~牛不U 糾糾，

;11-市所羽己的可是Jz

Cahill 衍納出一恆 Jfj衍清查的刀式

。

是許圳人活

付，~t月 i' lRf綿盡管以，~!jir.究的

治主(吉、詩人內畫家丹、室，

叫人

N 透過，')場胃害。市給予畫家部叫:可?可式，主口n孔子于紅 l èJl是宇:以令

, ，立也 :;/:i_&:) 、 1古交換 ， _~X
Jt:"f-'Î存

張以門 J各 n l，.: J;1'叮知 ~i!友去拉住在東主心一二， j 泛支

Cahill 丘 l 沌，泣怯狀結杭 LJ 手指年步 "i 資料接合，辜百上 ，交易

了叮丸主 FJ

是"

是這泊山間人，包 12吉眾的 r~FL文，攻防業 F 七三沉沉

i J、|

、孟 ~;~l 質方 l 八叮扯舍地村口之且也 7司素，

吉、當 ;iE 城 i llJ別

(;:+ 30 ) 1巴妒，主主單單曾衍划對明代\(人 Y+~耳畫交品方扎進千一一研究，夕 IEE

八l 吉冉冉、甘按自主、令錢交AJJ司方式。心]， I 日
青↑lt-A1喜喜結濟的f，F-f乎u歸納山 i叫司!要浩足之

ι1 文降學考李向民主 l 於

在聶嫂以可igE主主要交吉 l 皇丰J

，)/._竟是吋 'p'fi' Î") 贊峰，i : :g慶 :1 後，書書父易逐漸轉向市場化 c (;rt_ 31 )交易 jj 式
刊川門~g;佳狀/卜 IHI由刁及給-，:tv只身的討論，但 li已

的交易、

投個借畫家和贊 rtu 人之間/，院

l 話。古 rLBj史畫家的是 jfj 交到立主 ù 史走--('(:'12 犬不i3J 科主主的制約，是

叫 'id ，:~1:t一句採"一贊助 J\_y.:'(I:I 州 J 古董，" 1 梅、大辛辛的導考依憐 c 川是 9 這 ι依怯
式有λ 具有自 ?JI 說守此八的 γ+→泣

-::-.tJ:J_ -1 存~f1 l>{1 汀j ，;~，~! j~ 抖的立義弓

二、以特定畫家為中心的贊助研究

中」考口音" I'， ltl_~ 有志 l:';上已可贊助人， /.:i-~r 固， niil~的研究還可歸
λ 歪歪艾女叫守主「站想來討論。這

木、很少這 l、正路可 rfI了士J 較 f1ff
l(}jJ 土宇平羽/戶 ::l

退
人

j

旗吶竹-， ~;\'1 -_~'仁川月'i);:莘菩家 "(i'I'-內行 l
c

fHE

E1lcn

g

l l Lfzzk

LUREtfP43室 :-i ~::Hr~!:~l了過

JMttZE/ 贊仙人， 5-vijpf1月一德湘、 Jff元 1川平 U ，可 l 梓 9 位k:

?~τH~H]l位;但三賢沁人叫.rI1戶"1 1去 'j;t:}，!:~↑ 1:] "訐J:l)留下大主問~~

心三仁在 1 、全而且;研多半是 lLJJ 丈人 J J言交、制 llff:j七;'，-~-，r-:í)三氾小?再三 L丘吉畫維刊

的，lí，I-，:j ，~-x 人 1，1(1:畫家 ι;

廿 1 行 l'r;_;T 濤研究，哥=直出Tí濤只 |μJH三刊的交游、他們

rl，'一于好、詔書豆豆士/;lJ 弄等，茫 1--- r:ÍJ 泣

丈1 主糾古巴哎白 :itι f:] r'r:} "寸 14

jcrom巳 Silhcrgcld 寄:污--"， 8~ 腎叮幾立卡必簣圳人， ~-:)插手划的勾文潔、後夾
γ ，i--I 信、.ëJ 烹]一、 fLH 怔， 1'f;.{I U jR.正 j~0rJB~: 世，意村述的朋皮，包是1-t-';Z!'f:\~j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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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贊助人。 也是，為了竺活所焉，龔賢也必爭頁按受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贊助
人，忍受他們祖魯的索畫行為 o (拉 35 )
有屆三研究考完全了考證畫家的贊站人外，也該園區分畫家應付利司閱(系之贊
助人，其繪畫室主甘表況有何不到。 Ann Clapp 的研究指出馬寅式(旦為特定贊均
人作畫，也製fJF扇面等較不花l 已力前!作品應付一般市場的需要。前者有很火

部份是為受畫者單身定作向所謂的 r 紀念呢」繪畫。這些畫或者紀念受盡者個
人生活己的重要事佳，或考以受畫有的曰:號或書齋名爵星星，它們有類似曾像畫

的功用，但是不直站以白像畫的形式來表現 o *2:舍生繪畫有時由受畫者本人，
或者他胡親朋好友訂製，也有畫家主動贈畫的情形。但無論何種情況，紀舍生

繪畫就像命題作畫，畫家之、須根持安置?穹的 '1:平事在或民號的意義來構思圖畫
的:'i~抖，令:何變化 F;:.:;'~ 欠 r_l~翱繪畫主題，亦昨受畫者的告別阱，成為畫家創造
力的一六佇撿 η Ui:抽)

Anne
做法 o

1M:

Burkus 研究陳洪紋的祝壽臣，發現他表不同的贊助人也有不同的
他為親戚好友所作約祝壽藹，圖畫約內容有〈是針對受畫者設計，

而且總宮會創作出怪異或複錐難解的表現方式。畫中雖然定會描繪祝壽的象

徵物，如靈芝或仙女，但是以不同角色山現的畫家本人還有畫家高立畫畫者的關
係'-5是繪畫表現的喧點。品外現存多張 ;]i!l各雷同的 <11'，1'拉伯壽冒>，描繪眾

所執主三咐 :24祝壽有關的追殺人物，畫上是Jð龍也不說功受毒者何人，可能是畫家
主人或其 μ 三方製作來護付不認識的求書者。廿一 37 )

三、以贊助人為中心的研究
另一種相濁的研究，足以贊助人為-心，考察他與司代畫家的互動。中國
畫畫史土幾位特仗著名泊是主衍贊助人都已有車m:叫究發表，他 iF可分屬不同類型

叮贊自古人，宣誓當時繪畫發展產生 ^ípJ 程寰的影響。例如
代表

元末崑山的顧德輝

態賢義的贊耳目人，他是詩人、畫家、學者，也曾在元朝作過宮，他主持

有院門F 鼠繪畫 u 功此研究

6

文人就蟻，收可 |JUJ\畫丈來先 (t ，的|、;J ι 常時【叫乍畫，你的腎切行為，，1.-、~fii帝

在文人附肉干問 Z主丌州、持丈志在士可知 }~I~ 來淵明半 c (ú 抽 j :-/\lj~1是 t 划的
取正戶/ι 甫的 l l 身，守主要叮 r，"m'{1 古壺的收藏，文徵民主立兒子之53 、立;玄是

他重要^:( i 主主主 I~~ ，\i~苦， líutr:2Jff、了J 下特'(j豈有過長期三客頭 f鼎的畫家仇英，81-"製
們的 fl 品也以院、了几泣

Louisc Yuhas
:全幸去拙，更心-

的屑、圳、冗否?毛主。(;;:毛必)

ìi;':究的二世貞情況不 II"J 河山的項元打父/、1~1 戶，他不 i

;< ld: h2後/卡勾'J i' [-I-d 地RIFIX化領惜.

I{

I!U it本人留下盟富的詩文

題 :1 仁 /;Wm 。他收 1*111 書， i_~~且常代的怖州書宗女 11 津){':、結穀、 ;c 求等關係
否 lLluYullas
在

E J向士空間與陸怡、淺故<".J 丌動詞(奈，讓我何考生 IJ 贊助人如何

這叫較妥舟、 '1、等叮交拉起礎上發揮才三山響力， fX:得他叫已叭趣的百安紀

品品l u 例如

Itlut邀請恆的與~J! 叫好友 |diEjhja卓 [Jr 玩l 內 1

(l1'.，lil笠 ldmlftLJI丟給世令，

.1了而竹，化TE!

iil ，~ 、詩文來作毛主。可1防jt\1

年， '丹、台果需

1 .討刊以已己所作

方女口J 在世印!j 'i'i:院;有參考他的

Rjrznit 「六月l 咒lf 、;景色作~、相!Ji

1" 洽。以言:/主技興 HFT 泣， ii: 一|一月侃.<!'芷諾言;夠身豆，司法的)) J_-I:: ~王卅 J=: 由_/:(

會 I i-";-;J.'，x述月說峙，邀請 gï1手足 tt 弟了 bJtJ:陷丹:

J

\十月廿f 員三日1

水桂圓

弓後來

他寫沿途 μ叫空之三三， 7L 投了

1- Jd: _(i 泛太在 111'"又滋請給妓|口汗，給

頭人在F. IJ 汀， f.b!.表示開EEK長j 懷仁|三玉立叮奇古井言哥們吉，下î:1貝司/i'liû 亡、 o ，可見 l
甘貞苦 tT吾家時，:!t ~t三的可堅持口(主心 )iZ前粘合訂 51" 朮宜、還記、紀前7荐

的穹:，_;;:::點紀Jmpj| 六 l' 紀?是期以後的盛行，土它貞的積布贊扎!可能扮演 n住

1 皮切的1\1 竹.1: j 0 土世區以缸瓦叮苛分后tja 陣冷天HS交談的命也人和贊J力人，後者
除 JJ 可J~'~/毛主 U適當7月2恥的從何資助以夕，更卓耍的 ;{j;于引了 f朵白時文柄的 l
亡在、

傳、，旦台 2支付 η

Ú.~(ì T 吉;%0主 517次 ø:: 支持迫)} L曲，活對正如|三世中l_. =r萃的 J-I{ ，!-'.~-l 扮[區的

角在 ιI11 上U

A f豈!~ ~豆豆?可更直

c 板娘 Hongnam

Kim

8~i 研究

1::\ 亮!人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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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織同代畫家的何品，而且他有計畫的從朋友、贊助人、贊賞家的角度為他們

立傳 ， itR作出版的《讀畫錄》總共收集了七→己/立 b，代畫家的傳記。用j 亮工 fff
贊訪前畫家敗告不同社會階j菁、不司地域， (在 41 )其中有一知名的畫家，也有一
些原來我默無闊的畫家因位有得以當名 c 作為一個贊助人，周亮工對於不同風
格畫 EFIi可~~;受 l主很畫，而立比較少以命題的方式5){畫，給予畫家畫風和題材選
擇仁較犬的店出吏，至少位和陳狀殺的院係便是如此 c 周亮工曾多次向陳洪綴

求晝市歹， ;_;-:f旱，但是陳洪校去 l廿前育作忽然同曹為他作畫，而且

口氣畫了四

一件們品，顯然有終司三的作品託付給焉，請司為他傳諸後堂的用意 c 繪畫

的在材內容{~)， 'r 都是由:(東洪緩臼已決定， i三是其中的<殉淵明週>，或推寫陶
淵惜與諸葛亮辯論的手卷，都是針對月亮二的處，竟而作 3 不 7 解l 亮亮工在明末

于中過官，羽亡之後又出色清明內心所面詣的出處的掙扎，便不能完全了解畫口
人物的含意。(証 42) 這催例子顯示，即使贊助人;只積極工預畫家作畫的情況

τ ，贊助人出J個人處境，也可能幫財形成該畫的j風格和內容，贊助人與畫家的
背景資科成為了解繪畫內容的親鍵。(誼 43 }

肆、結合贊助群和地域基礎的研究
這類研究將探討的龍點信特定贊助人與特定畫家，擴大至1 某贊助群對

某

地;更畫家產生:可影響。可以說是把贊助叮角度，加入均方畫派封研究。

1980 年「畫家相贊助人

的討論會是 7重

要頁研究的首次發表。其中 Claudia

Brown 討論元代夫年蘇州贊助習題的文章，就是臥室時活躍於蘇州地區的業

餘書主為研究對象，地發現這些畫家的贊助人多為其他們背景相似、關係密切

的文八圈，立了口包括書家、畫家、道士、文人以技經常舉辦文人雅撓的領德

輝、 J董 LI: 甫等人。他們所贊助的繪畫有絕大部份是描繪鄉村的隱居之所，而且
畫上往往留有較叉的空白以容秩畫家元同代人的是豆跋。 Brown 的研究只是一
個初步現象的觀察會!Jc 果這些元末的業餘畫家的贊助人可以歸為一他贊助群，

有關~國繪畫贊助的研究

的

他們身份、地笠、是有取向的共同特做為何。他們的贊助如何影響繪畫的風
格、失答 9 還是王丹司題都還有待深入研究。(註抖)

一六TR紀末至 1--::;世紀初，以弘仁為代表的新安畫派的關臣也與同時期徽州
詞人的阿起，這兩偶環象之間的關端，引起了學者研究的興趣。(泣的)郭繼
中試 fE 透過這群許會新 l晶的特佳，來解釋他們對文人文化的贊助。他發現新安

芋八

方到鼓吹問人賢(且，

方面l 急於透過士紳化的過程來提升他們的?士當地

呵。除 f 翼而好懦，鼓庸于孫受教育、通過科舉考試敗得官職以外，學習文人
的風雅與丈化， 'E已1月收藏古董、贊助向代畫家，也是徽喬士神化很重要的一部
份。至於微閉贊Eb如何影響新安畫派的風格，郭繼生從徽商收藏古畫偏好代表
文八品味的情璜/乍品，以及吉樣受到徽I由贊劫而蓬勃發展的木刻版畫這兩怪現
象，來解幸事[F安誓 U(筆墨桔γ足、用筆筍略、強詞造型串串 I訊之線生風格的影響來

徐煮王三也試看|FRE哥叫的贊助精密拘許性，來自得嶄新叫繪畫風格扛重視畫首

相覺效巢，題材 ι 重人物、花鳥!而輕斗水的雅俗共賞的特色 c
成拷 J 繪畫 IFJI 云主要贊助但
的組凶多樣刁翠綠，其

方面，她對構

揚州商人進行 7 較為仔細的研究，指出揚州市J 人

有認民博筑文人噴值、追求精轍文化生活的馬曰靖、

~-，--日早5 元品，它有三字吋d 按卅書前錄〉裡fH 寫的詩耀財富、爭奇鬥具、追求
新奇的官司

(~，{46) 7)

方歪，她問駐阿EF晶滴格所定的f圖給i佳肢，在這些主

宵自贊助之白宮之 τ ， 1立存在苦正以用戶中產(宙中及」、或「有民階級

圳、馬車1更多的言畫茜。、江 47 )地結論!八十廿三揚州畫家大量創作出

來概祖

種τ:

稱之覓一雅卡?共賞戶的繪畫，使是:司迎合這一文化素養相當參差7、齊，而社會
向層冬真叮觀眾美感需求/吐藝術品味。 f 正 48 )
丘吉白 l-'c tJ， 1 六世紀I_{fu繪畫贊島的研究戶較初步，尚無具體的結論。她把

三j特繪書的贊助詳 lZL工多了去，性增加了這東、福建有人、己本人等新的贊助

/0

,u:o::

kt →中央失學久學院人入學勾

c -j-j外就此主Jt台特定贊扎I 八的依椒，口漸被 111 主追究易所以代。近時期

1 ì每 IH

FZ 的 i: 青桐紙，位官己的文八牙往來的持台l書眾同某公舍的性l品，具有代替畫家

JJ安汀闊、代泣，海格等等的功能立刊) f 是這些現象對於上海書風內影響

71 立到 ]1'IJ' 仍有汁挂在研究 ι
/以 r_;_~--~乞叫吭，巾，醉評有多刊、以繪畫特也相 l 贊 Jl)J.r-!，的 7寺內並除的方式，

只昨示:主推論了、中叮院聯，向無法J 泣沌三月間往立比較位t糾碎?。另外

惘 fR

JJJ 王室的 7月魚是，從|八 1tkotlf品?給間的 i' 繪主的主 13、贊助群中閃紀也現

r ，";rr~hi';{_;

中月 1上?絞 J

'頁「可 i兄們絞」的 w 益者。他許繪畫交易逐神~特定

n\1筍，LLl 噗式 "u~ 川場史息，引|↑(11玲 UJF(7 蟀近一階iJ'贊 WJ'群對繪畫的影籽，是
贊lfydf71rJ 再三dF:垃
叫事I於口 iíl~_l 封信論人以贊切店的特 fè 來角恃士們方畫派的!風格特色，而守言語

{þ:區從/、同齡卅品味肘愣文化主呵地{'之更苦，來當'/、同繪 æ:)_ml，咯之間:何垃 '1
新的詮j三角 l主於WhE;(fiiιFI 叮問題， -ß技些名都以前派本身，"1左發展之起向
1 ，主化;吉泊tf主:;~裹，來悴桿站派l可格在廿六仁之紀以後的衰落。 11 守謙則相比前孔(

:1，;異樣，賞 jlJ /f!]于全這}!~旦有貴族品之權買人物 (:1， i 支持， {~是，法批權白人

物/乖阱入化界的主導在什在 1;、世紀!葉以役，為代表純丈人心昧的文人二
尤夕~，'-r j=j1- 亮，主fE花.ír~}正也正令哎欠去 7 幸存力， ITU!司總之 111 缸叮支派丈人書店JT 取
代叫王[)。此外，對於元代的、 l

jL末叮_:r:i~f;~去，學刊

間j 季都 i 1 水 l卅色的路行，以及這種風格在

向缺乏合)~的解釋。 n 守if 把腎功可角度技進來抒慮，指

扯辛郭 IJ 水 HJ: 火以來作:f.';， I 羽山水提傲的政治意 j查， L正好 [l~ 侖，晶詩:合益的JC
科嘻吉1'.::_: )，-夫肘需 jtcJtft 半部 l'Æ

1 六;或格的又恃苦，

ì 要 J:~{I 南娃作;織的 A;

給忘區勻愷旻捨主叮文)\. ~Lj( 哎， -2::月 EE f卡 Jj 風格的繪 EC~J 賄，士古求進入↑ 1 '全做
言)，乎是耐心 1 且泣，空三代末期，由於 ~!r 怡 /1JItff逞，兩 j; 給呼百所、導叫:、

企天 lv、 ?F 」 L」 ZIWwf待發 l三三 (1l 文化之言頃，亦壺毛主了變化， ι1守在型之下JJ1JK 除|所

有關口區綿品贊版的研究

可1

布好的董 l 耳咚，特「J 成;可給主叫梧的下流( "土 51 )。除「研究企 l吉更大之外，

這

類 γ 「究對~ .::'ft.f，f'iz'主派、成明州去派研究不 1 ， ，]之定 ， 11:.H士 J匕草了營扎.r TI可能的

主 N 更需消 f涯，而

l在主，iifJ， (的供需之情付12主 17 比較青您的可玲:繫。

恆、
綜合以三么，

-些贊助研究問題的省思

kW' cJ 以隨泣，贊 l 山仁，i~l~卉先學的確 TR 吉(r:_仁~織主詮釋的

角怔， itlM 悵的民們立高它 l41(可限性i'h-i:啟程已Jþi 叫。有以贊 G)j Í'先導凹的研究
|寸，主攻/，咱二哥拉 '1 們泊科中工~l f--=! 主干什一心安到民?色的結峙。這 HJ元設在解澤
l

主嚐富的岡村En、凸川阱， /f: Jt一』針。在多數主甘情訓 I~- ，也記繪畫的誰不符 f

芸眾川八芯土】"~.(_，文逞，或 J)\ ，:去恰 rl)' ,1!t)J.!, 0 i_R_~~ ， 立正是 Afi 行;可 l旦泣哨章，都
7元是 l;d_ 'ii_' ~tr f}j /-、五C:~ 宣傳73L f1:凡:l-èlt守媒介。訂廷歪曲與贊此l 人吊咪叮阱 4魚，

拉夫心 ="J 圳青三 rl\'主 l:于

只 1I位干干三弓之贊助人t:;且 l育i7{非常 UJJi亮的制j (- ,

lk

JFlttJfi口 H午廿閃閃，書家在這樣極之不可 按甘.il在 /lj 分~[弦(吊 l 卜，;主 FEJ正全不出
-j玉，立1 日之小人丘，什 j.í~'..:þ ì 立正主 ';y表現可我 1甘」注:支如何 J ， 風格與內紹說1哩 l'

的于↑lJ"f_t 在 1久 if1fj

ll FJ Jt外

， ~>''t至此人為川在芹的 iii-í究，同伙可以提供我們將盡

況作← l 煞叭， ll l 也 c I位叫 Hfj~ -o去的計每 Jjl史年 Ill{ 贊此人身
FltnbJZR 他肯守主何以眾 υ

，因 "j 模糊 f 給

f主肘，在 TUURut研究 ι ，過 t，汙主計划MFfslzf主

:;!]1 主 i 去!支持仁JE三道，立特的話人 Ìo:-'!仆人 l回 1Îs;;天泣，論的去考怯叭，將 l至于肝、 ~υ
可 i支持同

'ILI.í"--t ~;'t;; 不 ιι 賞;lt'JJ三自已l 吉束我叩場fT~力 n\' )>:，r:苦，-您的 7 不能放在質

決 A~:r<:1S 許巨九J 三 p， V(: 素 u 如何「惚地交市笠、價4liJf 在提供給女 J門 l 的色澤俏皮，

j;1 王三至可:u ，'J~ j丸注:扒干互支立即 4) ， r/ 峙引1 圳{I， ~J 守t
;.)，可;_.j)jn- ，

.!_, '-'J

，!.、 11- L> 一是供 rfl 角咒，是我們可

.fj

一、
ι

，，'i 】 1，大學文學做人久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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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ame the media of public or personal statements for their
lmper旭1 patrons. 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studles of private
patronage , including artists or patrons centered studles , as well
as devot巳丘 to stu出 es that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它en
the fonnatlon of loca! or regional schools and the regionally
based patronage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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