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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初唐、盛唐時期的敦煌石窟壁畫為研究對象，探討唐代早期敦煌壁

畫中的山水表現。 

首先，本文從初唐、盛唐時期壁畫山水的構成母題入手，將其拆解為山、

石、樹、水和雲，分別分析其元素風格。初唐時期整體而言以暈染為主，勾線

為輔，盛唐時期則繼承初唐風格，並存在複雜化的變體，加之新的風格，在石

窟中都尋找到了較為合適的位置各自體現，表示此時石窟藝術富有多樣性和成

熟度，形成了多元並存的局面。 

其次，本文分析初唐、盛唐時期對於場景的刻畫和塑造，結合山水構成之

外如人、動物、界畫、交通工具等的其他母題，參考母題分為野外、庭院和天

界進行探討。進而，研究此時期空間結構的處理主要方式，涉及到窟內視線的

引導，壁面內的分割，畫面內空間表現、敘事方式和視點設置，母題之間的關

係等問題。再從中尋找歷史和地緣的淵源和關聯性，意在梳理此時敦煌壁畫山

水的發展脈絡和所受影響，並簡單探討粉本、留白等問題。 

最後，本文探討此時期敦煌壁畫山水對後世敦煌壁畫及相關山水畫作品的

意義和價值。分析敦煌壁畫中的山水表現所反映的唐代畫史畫論中人們對於

「山水」觀念認知。從敘事功能轉變為象徵意味，由此討論山水畫科的獨立標

準。 

 

關鍵詞：敦煌、初唐、盛唐、山水、壁畫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Dunhuang Grottoes murals in the early and flourishing period 

of Tang Dynas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explore the manifestation of landscapes in 

Dunhuang murals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First of all,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compositional elements of landscapes in 

the murals of the early and flourishing period of Tang Dynasty, and decomposes 

them into mountains, stones, trees, water and clouds to analyze their element styles 

respectively.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he murals were dominated by shading, 

supplemented by delineating, while during the flourishing period of Tang Dynasty, 

the murals inherited the style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where both complicated 

variations and new styles existed and a proper position and respective reflection were 

also found in the grottoes, which shows that at this time, the grotto art was rich in 

diversity and maturity, forming a multi-coexistence situation. 

Second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rtrayal and shaping of the environment in 

the early and flourishing period of Tang Dynasty. Combining with other elements 

such as people, animals, ruler paintings, and traffic means beyond  the landscape 

composition, the reference motifs are divided into field, royal court and celestial 

temple for discussion. Furthermore, the main processing methods of spatial structure 

during this period are studied, involving the guidance of the sight line in the Grottoes, 

the segmentation within the wall surface, the spatial representation in the picture, the 

narrative mode, viewpoint setting,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ments so as to find 

out the origin of history and geographical relationship and their relevance, with a 

view to sorting out the development vein of Dunhuang mural landscape and the 

influence it has suffered, and briefly exploring the issues of draft painting and blank 

space, etc.  

Finall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Dunhuang mural 

landscape in this period to the later Dunhuang murals and related landscape paintings 

and analyzes the cognition of people to the landscape concept in the painting history 

and theory of Tang Dynasty reflected by the landscape manifestation in Dunhuang 

 



murals. From the narrative function converted to the symbolic meaning, the 

independent standards of the landscape painting branch are thus discussed. 

 

Key words : Dunhuang, early Tang Dynasty, flourishing period of Tang Dynasty, 

landscape, m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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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敦煌石窟是人類文明中一塊美麗的珍寶，也是學術研究裡信息量非常龐大的寶藏庫。以

敦煌石窟材料本身而言，其時間跨度長，範圍涉及廣，包含內容豐富。在藝術史、考古、宗

教史、文化交流史、古代文字史等諸多領域，皆被視為豐富的資料來源而存在。從藝術史方

面來看，壁畫材料和卷軸畫、雕塑等其他藝術類別的材料一起得到關注。 

初唐時期敦煌壁畫展現出一些新的藝術風格和現象，盛唐時期是唐代中國民族和文化融

合的一個鼎盛時期，此時段內敦煌作為中西交通要道，在文化交流和融合上的功用亦達到了

巔峰，因此初唐和盛唐亦是整個敦煌石窟壁畫由創新磨合傳統後趨於成熟的時段，體現了一

種集大成之勢。這種藝術表現體現在神佛人物衣著服飾和面部表情的生動描繪上，在動物和

傢俱的豐富表現上，同時也在遠近日漸符合常理的界畫上。然而在石窟研究中，山水母題相

關的壁畫構成和畫面場景塑造部份往往相對較為邊緣化。實際上，壁畫中山水題材的發展脈

絡，遵循其自身的發展規律，在此時期亦呈現出新舊風格多元並存的狀態，既表現了此時期

敦煌壁畫在另一角度的輝煌，又展現了此時期山水母題在不同媒介上的發揮，故而對中國中

古時期山水畫發展的研究極為重要。 

從以往的敦煌學學術史來看，敦煌壁畫中山水相關的主題研究雖然不是主流，但也引起

了部分學者們的重視，並產生了重要的結果。首先，在敦煌石窟的整體研究中，唐代早期的

山水壁畫雖然在藝術史畫科範疇內還未單獨成為一種研究主題，但從後人研究角度切入分

析，已經作為一個較為單獨的議題而存在，而不僅僅是作為討論別的藝術門類時才順便提及

幾句的附庸。其次，山水壁畫的創作手法得到關注，學者們通過設色、筆法、構圖等角度分

析，對其創作有所剖析。以及，在山水畫科範疇中，敦煌壁畫中的山水被視為早期山水畫的

重要材料，在通史類的學術著述中佔有一席之地。雖說如此，對敦煌山水壁畫的研究或依附

於宗教研究框架，或依附於敦煌歷史發展框架，彷彿進入了一個僵局，對其本質和時代的整

體還原仍有待深入研究。 

地上考古材料對美術史的研究同樣重要，特別對研究中國古代早期藝術史有所助益。其

一，考古材料可以補充現今所罕存的唐代及其以前的卷軸畫圖像材料。其二，考古材料對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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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真偽、斷代的補全幫助極大。其三，考古材料提供一種不同的思維方法，用以分析畫面空

間問題，並引發對整體圖像放置環境的思考。近年來，有關「山水」主題的考古圖像材料不

斷地出新，如唐代韓休（672 年-740 年）墓的山水壁畫等。這些材料已重新引起了研究者的

注意。隨之，我們得以返回前輩學者們所述之議題，通過校驗與補充，對同一類型的材料進

行再思索。在這一基礎之上，筆者認為需要更加熟悉舊材料的運用，對兩種材料的關係進行

探尋，提出解決新的問題的嘗試。 

因此，筆者撰寫此文的動機有三： 

首先，敦煌石窟壁畫依然是現存早期藝術史的重要圖像來源，其價值目前尚待更加深入

研究，且暫時無可取代。鑒於初唐和盛唐時期，已有年代定論的傳世繪畫作品數量不足、真

偽待議、問題甚多，敦煌石窟內的山水壁畫為研究中古時期山水畫的相關問題，補充了許多

年代較為詳細的材料。此外，亦可以釐清唐代山水畫的部分問題，如繪製方式、排置方法、

空間處理等等。加上與唐代墓室壁畫等其他美術考古中的圖像材料相結合，得以獲致相互補

的助益。增進吾人對於山水風格圖像背後隱藏意義的想像，提昇對唐代山水畫史的全面認

知。 

其次，一直以來，傳統中國藝術史框架可以說是屬於「大師」的藝術史。這種現象，和

自古以來史書寫作的影響有關，也和早期傳統藝術史研究者建立中國藝術史體系的研究方向

有關。此種撰寫框架，是否是以反映一部完整的歷史，則有待商榷。 

發展至今，筆者認為如何從這種「大師」組成的藝術史構建中取得突破非常重要。關於

那些尚未名留青史的藝術參與者（包括畫師、畫匠甚至普通百姓），其在藝術史中作用也不

應忽視。因為其所留作品確實也是藝術史的組成部分，所以對於這些無名參與者的研究，或

可建立更微觀、全面的藝術史面貌。 

再者，雖然很多材料還沒有被充分利用，很多問題尚待研究，不過，依據前輩學者在圖

像學、考古學等領域已提出非常踏實詳細的研究成果，筆者更希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利用

多角度來重新審視材料，並提出新的問題，試圖打破學科、材料之間的界線分野，將墓葬美

術、卷軸畫、工藝美術等多種素材相結合來佐證，通過這種方式，使得圖像中的藝術史和文

獻中的歷史相結合，從而使得時代樣貌推測依據更為符合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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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對象 

 

一、研究範圍 

（一）時代性 

本論文的研究時間節點將著重在初唐、盛唐時期，具體年代是西元 618（武德元年）至

781 年（建中二年）。 

結合地區史和畫史分期，筆者沿用如今敦煌學界普遍較為認可的分期模式，將唐代敦煌

地區的石窟藝術分為四個時期：初唐、盛唐、中唐（歸義軍時期）、晚唐。研究對象主要處

於初唐及盛唐的時間節點，筆者選擇研究原因在於以下幾點： 

第一，以目前發表的圖像材料而言，初唐時期敦煌壁畫窟中山水母題的所呈現出的形式

較為多樣，且多數形式並非孤立，因此做歸納總結意義頗重。 

第二，以圖像風格而言，初唐材料與初唐之前的材料相比，初唐山水母題具有非常明顯

的不同風格，與此同時初唐之前的風格並未完全消失，因此可被視為研究對象的變革時期，

適合探究其生成過程。 

第三，以目前的佛教考古材料而言，盛唐時期所開鑿的洞窟最多，且已發表的材料較為

豐富，對研究風格史的承襲和發展具有數據性的優勢。 

第四，單以研究對象所涉及的問題而言，盛唐時期與初唐時期關聯性緊密，初唐時期的

風格與盛唐時期所衍生出的新風格無法割裂，亦有較多值得比對探討的其他遺存材料可供研

究選擇，適合歸放在一起討論，以此看出趨勢。 

當然，因時間的不可分割性和時代發展的連續性，且涉及探討風格、結構來源等相關問

題，故會運用到初唐之前的敦煌石窟壁畫和其他遺存。又因涉及發展和多樣性，故可能會運

用到盛唐之後的敦煌及其他地區相關材料。 

（二）地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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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的研究地區以敦煌地區石窟中出現的壁畫山水場景相關母題為主。另外，因需探

討到比對、來源、思想基礎等問題，故涉及到唐兩京（長安、洛陽）等中心城市區域的相關

材料，特別是畫史畫論中所提及的寺觀壁畫材料，和如今考古所見的泛中心區域的墓室壁畫

材料。另有少量現存於日本、英國等地的相關圖像材料，有的為從敦煌帶回，有的則為在地

生成。 

 

二、研究對象 

（一）石窟壁畫 

主要包含敦煌石窟中已公開發表的材料，初唐所涉及到山水相關的石窟壁畫有二十七

個
1
，其中 332 窟、220 窟和 321 窟較為重要。盛唐所涉及到論文議題相關的石窟有三十二

個
2
，其中根據石窟畫面的完整程度、紀年的準確程度及發表材料的數量，筆者認為 217

窟、45 窟、103 窟、172 及 148 窟較為重要，另有其他時代的敦煌石窟如 285 窟、432 窟等。 

（二）考古和墓葬美術材料 

主要包含山水、植物畫出現的墓葬美術材料。 

1.唐章懷太子墓 

即李賢（654 年-684 年）墓。位於中國陝西省鹹陽市乾縣，1971 年開始進行發掘工作。

所涉及討論材料有墓內東壁的《狩獵出行圖》，圖中人物駕馭坐騎，穿梭在山石、樹叢之

中。用以探討母題風格、人景關係及比較在地風格。 

2.唐懿德太子墓 

即李重潤（682 年-701 年）墓。位於中國陝西省鹹陽市乾縣，1971 年開始進行發掘工

作。所涉及討論材料有《闕樓儀仗圖》，圖中儀仗人物身處於室外場景中，闕樓高聳，背景

                                                 
1
 分別為 57 窟、71 窟、202 窟、203 窟、209 窟、220 窟、244 窟、340 窟、321 窟、322 窟、323 窟、

328 窟、329 窟、331 窟、332 窟、334 窟、335 窟、338 窟、341 窟、372 窟、375 窟、380 窟、381

窟、388 窟、389 窟、390 窟和 431 窟。 
2
 分別為 23 窟、27 窟、31 窟、33 窟、39 窟、41 窟、44 窟、45 窟、46 窟、74 窟、79 窟、103 窟、

113 窟、120 窟、121 窟、123 窟、130 窟、148 窟、166 窟、171 窟、172 窟、194 窟、199 窟、205

窟、215 窟、217 窟、225 窟、320 窟、384 窟、387 窟、444 窟和 446 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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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較為複雜的山石，另外此墓還有個別動物出現，如獵犬、獵豹等。用以探討建築（界

畫）與場景的關係、人景關係及比較在地風格。 

3.唐節湣太子墓 

即李重俊（707 年故）墓。位於中國陝西省渭南市富平縣，199 年開始進行發掘工作。

所涉及討論材料有西壁《儀仗圖》，儀仗人物處於山石場景中。東壁《儀仗圖》，同西壁。

另有前甬道頂部的仙雲祥瑞等。棺床內的「折式屏風畫」，含樹下人構圖。以上皆用以探討

人景關係及比較在地風格，目前等級較高的墓葬，一定程度代表皇家審美和風格選擇。 

4.唐李道堅墓 

李道堅（738 年故）為唐高祖曾孫，其祖父為李靈夔。李道堅墓位於陝西省渭南市富平

縣，由 1994 年經查盜墓而被發現，2016 年開始進行發掘工作。所涉及討論材料有北壁東側

「仙鶴圖」、西側「牽牛圖」和南壁「臥獅」中的動物，其中「仙鶴圖」背景出現山石和植

被。西壁與棺床繪有屏風狀「山水」題材畫數幅。用以探討山石母題繪製方式、構圖風格、

比較在地風格及山水畫獨立的過程。 

5.唐武惠妃墓 

武氏（699 年-737 年）為唐玄宗李隆基貞順皇后，其父恆安王武攸止，母楊氏。武氏墓

位於陝西省西安市，所涉及探討材料為皇后陵墓內的石槨，2004 年起被盜至美國，2010 年

追回中國大陸，現存於陝西歷史博物館。石槨所繪屏風狀「花鳥人物」題材圖數幅，含樹下

人構圖。用以探討植被、山石繪製方式、構圖風格。 

6.唐韓休墓 

韓休（672 年-740 年），唐玄宗時期任宰相，子韓滉。韓休墓位於陝西省西安市，由

2010 年經查盜墓而被發現，2014 年開始搶救性發掘。所涉及討論材料有東壁《樂舞圖》

《高士圖》，含樹下人構圖。「山水」題材獨幅繪畫，為唐代墓葬中至今首次發現的獨屏山

水壁畫，且尺寸較大，高有 2.2 米，寬有 2 米。用以探討山水風景、山石的繪製方式、構圖

風格、比較在地風格及山水畫獨立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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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五代王處直墓 

王處直為易、定、祁州節度使，其墓位於河北省曲陽縣。1994 年此墓因被盜而進行搶救

性挖掘。所涉及討論材料有前室北壁「山水」題材獨幅水墨壁畫，及耳室「山水」重屏一

圖，另有「植物」題材屏風及仙雲等母題等。用以探討水墨山水的發展方向及唐代敦煌山水

畫、唐墓山水壁畫的影響。 

（三）卷軸畫及絹畫材料 

1.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遊春圖》 

傳為隋朝畫家展子虔創作，絹本質地，青綠設色。雖年代和作者問題處於爭議，可能並

非為隋朝展子虔所作，如傅熹年先生曾得出此幅《遊春圖》為北宋時期臨摹作品，張伯駒等

先生則持相反觀點，但綜合而言，是中古時期中國山水畫中不可忽視的一件，並且即使並非

展子虔所作，因底本的繼承性依然具有討論價值。 

2.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明皇幸蜀圖》 

傳為唐代山水畫家李思訓或李昭道所作，絹本質地，青綠設色。此幅畫作年代同樣存有

一定爭議，故在本論文中研究價值類同《遊春圖》，但因整體年代較《遊春圖》晚，因此可

以被用於探討初唐後期青綠山水畫的風格，又因作者屬地和派別有代表性，因此可以用於比

較在地風格和對敦煌地區的交流影響。 

3.日本奈良國家博物館所藏《過去與未來因果經》 

為 8 世紀奈良時代畫卷，紙本質地，青綠設色。此圖為長卷，上半部分有人物、山石和

植物，下半部分為題記和經文。可以用於比較山石畫法、青綠設色影響和橫幅卷軸畫的發展

歷程。 

4.俄國國立艾米爾塔甚博物館所藏《阿彌陀淨土變》 

為 7 世紀所作敦煌絹畫。其中包含中間經變部分和兩端十六觀、未生怨的主題組合。圖

中存在山石、植物畫法可供研究母題風格，另外畫面的安排對參考同時期敦煌壁畫的畫面安

排有所助力。 

5.俄國國立艾米爾塔甚博物館所藏《彌勒上生經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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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8 世紀盛唐時期作品，所描繪生活場景、喪葬和雲氣，對人物和場景的繪製方法有所

助力。 

6.英國大英博物館所藏《報恩經變相圖》 

為 8 世紀中末期敦煌絹畫。主題為鹿王本生，用以探究山石構圖對敘事的作用，和敦煌

壁畫中同題材、同元素圖像做對照。 

7.英國大英博物館所藏《佛傳圖》 

為 8 世紀敦煌絹畫，其中具有山水母題和人物，動物，和敦煌壁畫中同題材、同元素圖

像做對照。 

（四）工藝品及其他圖像材料 

1.日本正倉院所藏琵琶捍撥山水騎象胡樂畫 

為 8 世紀唐代樂器，其中具有山水母題和動物，用以探究山水構圖範式，和敦煌壁畫中

的山水、動物圖像做對照。 

2.日本正倉院所藏八角鏡 

為 8 世紀唐代工藝品，其中具有山水樹石母題，用以探究山水構圖範式，特別是非方形

畫面區域中地平線和遠景的表達，和敦煌壁畫中的山石圖像做對照。 

3.英國大英博物館所藏《靈鷲山說法圖》 

為紡織品類別，高 241 公分、寬 160 公分，編號 Ch00260，年代在 7 世紀末到 8 世紀之

間。用以探究岩石的在不同藝術門類裡的表現，和敦煌壁畫中的岩石圖像做對照。 

4.法門寺地宮所出土銀芙蕖供養器等 

為工藝品類別，1987 年在法門寺地宮內部被發掘，年代唐。用以探究中原地區植物的結

構在不同藝術門類裡的表現，和敦煌壁畫中的植物圖像做對照。 

5.深圳望野博物館所藏《金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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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工藝品類別，用以探究植物在不同藝術門類裡的表現，和敦煌壁畫中的植物圖像做對

照。 

（五）文獻材料 

主要包含畫史畫論相關材料及歷史文獻材料兩種。如宗炳《畫山水序》、張彥遠《歷代

名畫記》，包含所收錄之前人山水相關論述文章，如傳顧愷之所做《畫雲臺山記》、傳宗炳

所做〈畫山水序〉及王微所做〈敘畫〉等，歷史文獻材料如《舊唐書》、《新唐書》等。 

 

第三節  論文架構和研究方法 

 

一、論文架構 

本論文結構分為三部分。 

首先，本文從初唐、盛唐時期壁畫山水的構成母題入手，解決此時期壁畫中山水表現具

體存在的類型、展示的風格。將其拆解為山、石、樹、水和雲，分別分析其母題風格。 

其次，本文分析初唐、盛唐時期對於場景的刻畫和塑造，結合山水構成之外如人、動

物、界畫、交通工具等的其他母題，分為野外、庭院和天界進行探討。進而，研究此時期石

窟空間結構的處理主要方式，涉及到窟內視線的引導，壁面內的分割，畫面內空間表現、敘

事方式和設置，母題之間的關係等問題。再從中尋找歷史和地緣的淵源和關聯性，藉由梳理

此時敦煌壁畫山水的發展脈絡和所受影響，並簡單探討粉本、留白等問題。 

最後，本文探討此時期敦煌壁畫山水對後世敦煌壁畫及相關山水畫作品的意義和價值。

分析敦煌壁畫中的山水表現所反映的唐代畫史畫論中人們對於「山水」觀念認知。從敘事功

能轉變為象徵意味之角度，由此討論山水畫科的獨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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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根據材料的不同需要而採用不同研究方法結合，力求時刻注意

「5W1H」（即 When、Where、What、Who、Why、How）以全面的看待討論議題。 

 

依據使用頻率排序如下： 

最主要的是風格分析，又稱形式分析。敦煌壁畫雖用以作為唐代美術史材料的補充，但

和其他現存同期美術材料一樣，依舊存在一些共有問題。首先，由先已發表的材料來看，目

前多不可考證創作者。其次，具有確定年份的石窟數量不多，且開鑿日期和繪畫風格確定之

間並非完全同步。因此，非常適合運用風格分析法來避免弊端，從而解決問題。 

其次為圖像學範疇，主要運用圖像學的圖像分析方法研究問題。分為三個步驟，一是辨

認畫面的具體母題內容，將山水環境相關的壁畫分為山、石、樹、水、雲母題，將其他母題

分為人物、建築、動物和交通工具、幾何裝飾紋樣等。第二步根據所需，利用文獻和圖像

史，查找各種元素的歷史來源與去向。第三步則根據其組合進行交叉比對和歸類，得出內在

含義關聯的藝術史內涵意義等。但因經文類別的不確定性，故此研究中將縮小探尋宗教意

義，而專注於圖像和藝術史本身。 

第三為文獻探討，通過收集敦煌在地歷史和中原同期歷史文獻、畫史畫論文獻，以探明

敦煌山水在初唐、盛唐時期的具體性質和狀況。包含脈絡研究、藝術史背景研究及歷史文化

背景的推論， 

最後為個案研究、統計說明等方法，依照文獻數據和已經公開出版的刊物書籍進行分析

研究，將其中有代表性的現象和數據反饋進行重點分析。 

基於如上方法論闡述，結合前文所述論文架構，分章節詳細說明研究方法如下：正文第

二章，主要採取圖像學圖像分析法，拆分山水環境相關的母題，另外採用風格分析法，總結

歸納研究時段研究對象的風格分類，並闡述歷史變化。正文第三章，主要採取圖像分析法，

依據個案研究和統計說明，來闡述常見的場景塑造、畫面劃分方法和空間處理方法。正文第

四章主要採取文獻分析法，探究山水壁畫的內涵和反映。並再度採取風格分析，研究風格走

向的歷史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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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學術史回顧 

 

筆者縱觀敦煌壁山水畫相關材料的研究，可見依照研究對象所涉及的面向不同，需要分

類討論。根據資料，筆者將學術史回顧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對敦煌壁畫山水的專項研

究，第二部分是對山水畫科和山水畫史的研究，第三部分是對墓葬美術的研究，最後一部分

是為對敦煌石窟美術的研究。後三部分研究，雖並非專一討論敦煌山水壁畫，但因材料或題

材有所涉及，故也須被考慮進來，在此節選和山水壁畫相關的章節進行回顧。這些著述拓寬

了敦煌山水壁畫的研究方向，從各個角度對材料產生不同的解讀。 

筆者下面按照每個部分出版年份的順序進行排布。 

  

一、針對敦煌壁畫山水的研究 

此部分是非常明確地僅針對敦煌壁畫山水這一單一議題的研究。此類研究較為專項，故

在相關學術史回顧中發展年代較晚，但因何議題最為相關而放置在前。 

1987 年刊登秋山光和的〈唐代敦煌壁畫山水中的表現〉。
3
 依據自述，秋山光和的出發

點本為闡述敦煌石窟繪畫和日本「大和繪」風景畫的關係。因唐朝中心地區圖像遺存的缺失

而被重新看待，又因同樣理由，連帶地區的重要性受到了別樣的重視，賦予兩地材料以使命

感，用以補充、推斷唐代美術的典範樣式。其依據歷史時間敘述，分為三個主要部分，即初

唐、盛唐和吐蕃佔領時期。主要探討石窟壁畫並兼論了絹畫。秋山光和的這篇文章思考點在

於其所闡述的地域之間的聯繫，通過兩個被影響的區域逆推主要區域的時代表現，這種中央

與地方的關係在區域發展中的共性方面應給予多方思考，在證據上得以補全，但值得注意的

是區域本身發展的自主性應該被考慮，逆推本身具有風險。對於唐代敦煌山水壁畫的全貌，

雖然因文章篇幅和議題（與日本的聯繫）所限並沒有過於深入的探討，僅通過依附於時間發

展的風格史來做簡要論述，但從材料的概括考慮方面非常的有意義。   

                                                 
3
 秋山光和，〈唐代敦煌壁畫山水中的表現〉，《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五》（北京：文物出版

社，1987 年），頁 195-2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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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聲良撰寫過很多關於敦煌壁畫山水主題相關的文章，頗多依據時代而論，1988 年便在

〈敦煌石窟唐代後期山水畫〉
4
中，延續性地分析了北朝以來長卷式的連環畫形式。 

2000 年，王伯敏集合了自身對敦煌莫高窟山水繪畫創作方面的五大探問，並添加部分散

稿成書
5
。王伯敏的研究有其作為畫家身份的特殊性，對創作實踐的認知從經驗出發，對筆

法設色的敏感度較高，對其他研究有所彌補。此書基本框架構建在對莫高窟壁畫山水的五個

主要的探問章節之上，囊括了莫高窟壁畫中重要的山水材料。初探中以材料解讀繪畫史上對

於唐代美術創作概括詞彙並反駁其中部分，認為唐人有自己的獨特的一套空間處理理論，皴

法的雛形初現並非孤立和偶然。再探肯定了配景的重要性，對照圖文解讀山水畫法，摹寫了

山石的筆法。三探主要論述的是構圖景深的發展，沙漠景觀的塑造。四探做了個例研究，探

討了意境的構成和文獻的呼應。五探對比了卷軸畫和佛教風景繪畫。除此之外，王伯敏在書

中還收錄了一些相關文章，將山水與和《歷代名畫記》、道釋思想做聯繫，並關注到了克孜

爾地區的壁畫山水。作者認為敦煌山水壁畫包含四種空間（主觀立意空間，沉靜生空間，立

體化音的空間和無山勝似有山的空間）。這本著述對於筆者而言，最大的收穫在於從創作者

的角度來審視敦煌石窟山水畫的繪製過程。 

 趙聲良的專著《敦煌壁畫風景研究》
6
是 2005 年從其日文博士論文中翻譯回中文而來，

趙聲良將自己定位為新世紀文人，對敦煌壁畫山水的分析也關注到其中水墨畫相關的因素，

論述最為系統，細節補充全面，提供了一個非常清晰全面、個人特色鮮明的脈絡結構。在對

敦煌北朝到元代壁畫中風景因素進行考察的基礎上，對個時代風格和樣式加以分析和討論。 

在書中第一章闡述了早期敦煌壁畫中的風景要素。論述了南北地域的影響和聖樹的樣式來源

變化。闡述了詩歌促進了敦煌山水風景壁畫的產生，敦煌壁畫中的山水風景反應了宗教世俗

化、漢化、融合的發展歷程。第二章說明空間表現在唐代得以成熟，並產生群像八字式排

列、圓形、星雲、展現景深，建築方面，隋代比較簡單的採用正面投影式，三段構成法、魚

骨式構圖等方式塑造。四川地區所發展的完整的經變形式並未全國流行。人物山水建築得以

綜合表現，凈土圖式在盛唐後因為魚骨式的構圖得以達到極盛。第三章重點在於後期青綠山

水向水墨山水的變化展現了文人意識的覺醒和文人地位的提升。 

                                                 
4
  趙聲良，〈敦煌石窟唐代後期山水畫〉，《敦煌研究》，1988 年 04 期，頁 65-69。 

5
 王伯敏，《敦煌壁畫山水研究》，（浙江：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 年），頁 1-139。 

6
 趙聲良，《敦煌壁畫風景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頁 8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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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楊馥翠所撰的寫《唐代敦煌壁畫山水論析 : 以法華、維摩詰、觀無量壽經變

畫為據》
7
從佛教典籍入手，藉由三種經變（法華經變、維摩詰經變、觀無量壽經變），結

合文獻印證唐代敦煌壁畫山水，建構山水藝術風貌。論文架構基本以歷史時間為主幹，以三

種經變為分支，來闡述觀點。楊馥翠對整個唐代的壁畫山水進行了綜述分析，還闡述了自身

對敦煌山水畫的評價，試圖分析敦煌壁畫山水情景，分述成就和局限。楊馥翠認為唐代敦煌

壁畫山水的特色，是以山水佈局達到多種功能的創意，是具有裝飾性與平面質樸的意趣，是

青綠重彩點綴下的富麗活潑，是作畫技法的寫實和成熟，也是對同時期中原山水畫想像的資

料增補。對於其局限，楊馥翠認為，在於缺乏獨立的山水審美構成，山水審美位於附庸地

位，經變繪畫的設色較為形式化，過度依據粉本而不考慮自然，壁畫原料攝取不易功法困

難，用色狀態不穩，並且線條缺乏靈動的表現性。 

近年，趙聲良也一直堅持探索敦煌壁畫山水和空間的議題，在 2012 年發表的文章〈敦

煌隋代山水與空間表現〉
8
，他認為空間表現更為深入，為唐代經變畫的繁榮打下基礎。       

此部分的研究中，秋山光和的文章在於比對敦煌和日本的遺存，以此構建其推想中的唐

代長安風貌，這樣的推論方法雖是必然，但有所風險，史論依據上還可以更加全面。王伯敏

和趙聲良的研究皆著重在於技法及空間的探討上，前者在技法上著墨較多，後者則相對比較

全面，細節和宏觀皆有所考慮。楊馥翠則以經變為分界研究壁畫山水，這種研究方式適合研

究個例，但對敦煌石窟內的整體空間和整體風格把握則較為模糊。 

 

二、針對山水畫史畫論的研究 

此部分著述是以藝術史為基礎，以中國繪畫史中山水畫科為標尺的研究。這類研究的歷

史較為悠久，多為從形成和發展角度來研究，將敦煌山水壁畫在此的作用多為早期卷軸畫缺

失時期材料的補充，和後期卷軸畫等材料的前瞻。 

Michael Sullivan在同年的出版的幾本書中便提到許多關於敦煌山水壁畫的材料，其在早

期山水畫是如何誕生這一議題中，已經注意到敦煌石窟中的山石畫法和植被構圖的種類和多

元組合的情況，認為早期創作者面對空間和景深組織無法得心應手，等到創作者的先天投入

                                                 
7
 楊馥翠 ，《唐代敦煌壁畫山水論析：以法華、維摩詰、觀無量壽經變畫為據》，（台南：藝術大學

碩士學位論文，2006 年）。 
8
  趙聲良，〈敦煌隋代山水與空間表現〉，《敦煌研究》，2012 年 05 期，頁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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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位並且草書和白描的興起之後，山水題材的創作才有了積極的面向，包含有直接和間接主

題的材料及在後世被劃分為山水畫範疇的材料。此時的山水畫題包含漢代傳承、本土新主

題，有些後世流行的主題並未出現。鑒於藝術的發展，更多宗教、哲學特徵被表達出來，山

水畫地位得以提高，並成長為巧妙、複雜的象徵性語言，表達崇高的理想形態。雖山水趨勢

從宋代開始明晰，但應溯源。周代便出現但藝術概念未定。漢代藝術家面對地形描繪的問

題，是山水實用性的開端。因材料零碎而引入織物、漆器、青銅器及其紋飾材料，以及石刻

和陶器上可見更為自由、私人的風格。六朝材料基於文獻，融合了漢代遺風、自身新風格和

外來的周邊地區風格。面臨空間和維度組織無法得心應手的問題。並因創作者的先天投入、

草書和白描的興起而對山水題材的創作起到積極作用。
9
他在同年出版的隋唐山水畫相關著

述中進一步運用了敦煌壁畫中的山水主題材料。
10
書中注意到了張彥遠和朱景玄對唐代山水

畫記錄的貢獻，敦煌在其觀點來看可以代表山水進入藝術的現實體現，從自然排布發展到有

意識分層疊加的卷軸形式。 

類似的論點在Sherman E. Lee出版於 1962 年的藝術通史類著作中也有所提及，但分類上

將其放置在包含先秦、兩漢到宋代以前的早期，討論得較為籠統。
11
 

日本學者米澤嘉圃（Yoshiho Yonezawa）亦在 1962 年便出版了對中國繪畫史的研究，

主要依靠風格發展進行通史式的梳理，推測雲臺山可能指的是四川天柱山，在結論上和前兩

者一樣處於較為混沌的層面。
12
 

方聞在 1981 年出版的討論中國早期繪畫風格與結構研究中，曾用敦煌經變壁畫的構圖

舉例，特別提到凹凸畫在 428 窟等石窟在山水樹石上的表現，認為 428 窟是敦煌藝術家第一

次系統地嘗試解決空間中三維物體的形似問題，並經過發展，在連綿不斷的山行主題構成獨

立的空間單元，為連續的故事情節提供了連貫的背景。並表明山水的構圖有南方山水的影響

和外來的敘事風格，界畫佐證也表明出現了以之字形構圖增加景深的現象。
13
 

宗像青彥（Munakata Kiyohiko）在其 1991 年出版的著作中，向上追溯仙山、聖山概念

的起源。概括了從戰國發端，至漢代持續的三個關於仙山崇拜的概念：萬物有靈說；宇宙支

                                                 
9 Michael Sullivan, The birth of landscape painting in China（Berkeley:UC press, 1962）, pp.127-167. 
10  Michael Sullivan,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Berkeley:UC press, 

1962）, pp.107-153. 
11 Sherman E. Lee,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Cleveland :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1962）, pp.9-20.  
12 米澤嘉圃，《中國繪畫史研究山水畫論》，（東京：平凡社，1962 年），頁 4-152。 
13 Wen Fong, Ao-t’u-hua or receding and protruding Painting at Tun-huang（臺北：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

會議論文集，1981 年）, pp7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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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說；東海神山說。而仙山是早期象徵意象的三種學說互相結合的產物，成為複雜的宇宙

觀，推動漢代風行的信仰。戰國時期仙山是危險禁地，天地之靈間摻雜了兇猛的動物和鬼

怪。在宇宙觀中，仙山連接天地，打通人與天的關係，引導死後昇仙的途徑，經常被視為和

薩滿教有關。走獸和鳥類紋飾不僅是平面裝飾，也是立體形象。漢代仙山的概念繼續發展，

有更多樣的描繪方法表現人和造物的行為及二者互動。雖依舊設想作為天地的銜接，在漢代

宇宙觀中，作為將世上所見圖示化的重要構成。但漢代思想中宇宙具有其自身圖像上的能

量，仙山也被想像成實際存在的能量而非僅是表徵，因此想像中的山更加人性化了，這一趨

勢在漢代後依舊持續。
14
        

陳傳席在 2006 年再版的《六朝畫論研究》中，關於山水畫論的研究的有《畫雲臺山

記》和《畫山水序》兩篇，陳傳席對前者進行了精細地校對和注釋，對後者則總結出五條重

要的意義價值，認為《畫山水序》是現存最早的山水畫論，此篇強調了山水畫所追求的境界

為「道」、「理」、「神」、「靈」、「聖」，賦予山水畫以功能，在繪畫之間，得以展現

山水之神韻，並總結了繪畫原理。認為其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響，意義傳於後世。
15
 

2008 年，陳傳席又再度出版了《中國山水畫史》，梳理了山水畫從六朝至清代的畫科

史。其中對於隋唐時期的山水畫，以展子虔、吳道子、李昭道、王維等人為代表，主要分為

青綠和水墨山水畫進行論述。
16
 

石守謙 2008 年的文章中接續了其老師方聞的觀點，簡單論述了盛唐之前的敦煌壁畫之

史。
17
認為 5 世紀的敦煌白畫結合了犍陀羅風格的影響，間接受到印度影響，因如實複製而

顯得程式化，衣著照搬外來風格，人體塑造毫無興趣，6 世紀北魏政權推行漢化，吸收了南

方風格的影響，寬袍大袖的服裝開始出現，人物也變得更加秀骨清像，線繪體現陰影和立體

感，這種轉換使得本土可以接受。凹凸畫則通過遠近關係和層次感在山水樹石上顯現。 

陳葆真在其著作中進一步分析了山水母題與空間設計的類型
18
。此畫與 2012 年出版簡體

版本，主要討論的材料是洛神賦圖，但有部分章節內容涉及到了敦煌山水壁畫裡時間和空間

的表現問題。第三章為漢代到六朝時期故事畫的發展情景，其中包含對構圖方式、時間表

                                                 
14 Munakata Kiyohiko,“Early Symbolic Images of the Sacred Mountains”,Sacred Mountains in Chines Art 

(Champaign,Illinois: Kranner Art Museum, University of Illinois,1991),pp.65-110. 
15
 陳傳席，《六朝畫論研究》，（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 年），頁 84-111。 

16
 陳傳席，《中國山水畫史》，（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 年），頁 30-41。 

17
 石守謙，〈盛唐白畫之成 與筆描能力之擴展〉，《風格與世變──中國繪畫十論》 （北京：北京

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17-50。  
18
 陳葆真,《洛神賦圖與中國古代故事畫》，（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8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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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空間設計和技法演進過程的推論。關於敦煌壁畫，發現主要包含異時同景、按時序曲折

構圖、非時序橫向構圖和按時序橫向構圖四種主要方式。認為此時期對石窟故事壁畫的塑造

方式，成型因素主要是畫面分割和敘事順序。並且幾種塑造方式包含了同窟不同手法的現

象。此書中，作者進一步分析了六朝山水母題與空間設計的類型，表示其通過處理山水因

素，營造多樣性的空間表現，注重韻律感的營造，從而有了一些創新之處，例如空間通道盒

型空間，圓形空間（分別細分為連圈式、半連圈式、殘圈式），對空間架構的特徵進行了逐

一說明，將敦煌山水壁畫與卷軸畫結合起來看待。 

2011 年，王治專著於西方淨土變，藉由單一佛經來闡釋空間塑造的變革
19
。  

2014 年，張建宇
20
的則通過北涼至盛唐則通過北涼至盛唐中人與景致的研究來闡述空間

表現，並注重漢畫傳統對此的影響。 

此類研究的目前趨勢依然在於從「構圖」、「空間」、「山水理念」等概念入手規劃議

題。是藝術史中較為常見的處理問題方式，但還應該結合新的墓葬美術材料，將石窟作為一

個整體空間考量。 

 

三、針對墓葬考古美術的研究 

此部分是根據議題所需，補充對於墓葬壁畫的研究。唐代墓葬壁畫相關研究，主要基於

考古發掘簡報或專題報告，以及已經出版的遺存圖錄等等。 

分期方面，宿白在將唐代陝西周邊地區的壁畫分期為：唐高宗至太宗中期，風格沿襲十

六國與北朝；唐高宗至武周，壁畫佈局走向一致，具有較為具體的形制規則可供遵循，且與

世俗建築相聯繫。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神龍二年至開元十七年，有一批皇室成員的墓出

土。天寶至德宗，四神圖像凸顯。憲宗至唐末，雲鶴屏風增加，壁畫簡化。
21
 

墓室壁畫分類方面，以涉及到的唐墓壁畫為主。 

                                                 
19
 王治，《空間表達與寓意──以敦煌西方淨土變結構研究為中心 》（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博士學

位論文 ，2011 年），頁 30-71。 
20
 張建宇，〈敦煌淨土變與漢畫傳統〉，《民族藝術》，2014 年 01 期，頁 131-137。 

21
 宿白，〈西安地區唐墓壁畫的佈局與內容〉，《考古學報》，1982 年 2 期，頁 137-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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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濤對盛唐時期壁畫墓中的六扇屏風山水畫意義的轉變作了討論，認為其出現可追溯至

六朝時期，至隋便有完整的山水畫流傳，五代大家雲集，推行了水墨畫至另一個高度。對山

水畫的地位則認為其為五代至宋畫壇之首，並一直處於主流，流傳至清。
22
 

Mary H Fong認為唐墓壁畫不可能是當時一流畫家繪製的，但畫工們卻受最著名的畫家

畫風的影響，通過人物肖像、繪畫形式與繪畫技巧三個方面的探討，認為繪畫唐墓室壁畫雖

然「質量上不屬於上流」，但是貴在「真實」，很有可能證明唐代肖像繪畫要好於現存的贗

品，為專門從事墓室壁畫創作的畫工繪製，而非當時一流的著名畫家所繪製，但有可能受其

影響。通過章懷太子墓壁畫《打馬毬圖》比較韓斡的《牧馬圖》以及韋郾《雙騎圖》，《狩

獵出行圖》比較張萱的《虢國夫人遊春圖》，認為壁畫缺乏原創性，而是運用粉本，當時繪

畫應更優秀。女人和樹的繪畫主體源於中國“更令人信服”並且在唐朝發揚光大，造型的技

法富有目的性和自發性，是中國繪畫藝術的經典之作。探討漢唐中國繪畫的「暈染法」時，

認為唐墓壁畫採用的暈染法原本源自中國本土，在西域畫風的影響下又得到重現。
23
 

李星明討論了唐代山水之變。描述了此墓兩端壁畫所繪的山水樹石的繪製手法及用色，

認為“水墨起了主導性作用”，提供了盛唐時期山水畫實例。並且比較了懿德太子墓壁畫，

提兩座壁畫中的山水在畫法上呈現出一個體制下兩種不同的傾向性的風格，由此推斷出二李

與懿德太子墓壁畫類似，而吳道子與章懷太子墓壁畫風格類似的結論。
24
 

孫丹妍以章懷太子、懿德太子和節憨太子墓壁畫加以對比，分析了乾陵陪葬墓的山水畫

共性，證明瞭山水畫在盛唐出現了巨大變化，線條色彩的平均運用被打破，裝飾作用被弱

化，並認為參與此墓葬繪畫的繪師水準應不低於王維、吳道子。作者還分析了當時作畫者將

人物畫中的技法沿用至山水畫的原因是「尚沒有合適山水畫的獨特表現手法，甚至可能還沒

有專門致力於山水畫的藝術家」。
25
 

鄭岩將韓休墓北壁的山水圖分為圖式、筆法和意義三方面進行探討，比對正倉院的遺存

材料，認為韓休墓的山水圖為盛唐流行的圖式，和敦煌時期的觀想畫有關聯，但多增加了隱

逸之趣。並根據「臥遊」之說，提出聯想。
26
 

                                                 
22 徐濤，〈呂村唐墓壁畫與水墨山水畫的起源〉，《文博》，2001 年 1 期，頁 53-57。 
23 Mary H Fong，〈八世紀早期的唐墓壁畫〉，《文博》，2004 年 6 期，頁 28-33。 
24
 李星明，《唐代墓室壁畫研究》（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 年），頁 23-32。 

25
 孫丹妍，〈從唐墓壁畫看早期山水畫筆墨技法的演進〉，《上海文博論叢》，2005 年第 01 期，頁 49-

53。 
26
 鄭岩，〈唐韓休墓壁畫山水圖芻議〉，《故宮博物院院刊》，2015 年 5 期，頁 8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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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承雍將正倉院琵琶中的山水圖和韓休墓做比對，藉此說明唐代山水畫家運用「日出」

作為焦點透視非常熟練，對後世的審美具有影響。
27
 

劉呆運和趙海燕研究了韓休墓壁畫山水中每個部分所代表的意義，認為此獨屏山水與墓

主的身份息息相關，亦與墓主的信仰和追求環環相扣。
28
 

郭美玲依照韓休墓山水的佈局，探究唐墓壁畫中山水題材的源流及其意義，將其比對青

州畫像石，太遠金勝村唐墓壁畫等圖像，並認為山谷佈局表達了墓主對高隱的期許，是韓休

個人志趣和盛唐隱逸風尚的體現。
29
 

 劉曉達將韓休墓的山水圖放入唐代山水畫的大範疇，歷史角度分析由晉到唐代畫面對

於空間表現經歷了從「咫尺千里」到「夾岸為穀」的轉變。認為其同時體現了青綠山水和水

墨山水的特色。
30
        

以上研究，主要關注點在於從墓室壁畫的內容來推斷當時人物的生活情況，其中關於儀

仗、斗拱、送行、車馬等墓室壁畫的探討，可以為研究同樣為墓室壁畫的山水題材壁畫提供

一定材料的補全，但解讀圖像的方法應根據具體內容而有所區別，例如具體壁畫的斷代方

式，山水畫的標準不等同於人物畫的標準，應有自身的一套風格變遷史。 

 

四、針對佛教美術的研究 

此部分是依附於佛教美術的整體議題中。這類研究起始時間最早，熱度延續較久，成果

較多。但因和議題相關性相對較弱，故僅選用時代相關的文章論述。 

早在 1937 年，松本榮一便為敦煌壁畫的研究奠定了基礎，開始廣泛地運用圖像學來處

理敦煌壁畫材料，特別根據圖像表現對敦煌莫高窟西方淨土變壁畫提出的分類，分類根據是

一幅壁畫左右兩端的十六觀。
31
 

                                                 
27
 葛承雍，〈初曉日出：唐代山水畫的焦點記憶——韓休墓出土山水比劃與日本傳世琵琶山水畫互

證〉，《美術研究》，2015 年 6 期，頁 22-28。 
28
 劉呆運、趙海燕，〈韓休墓出土山水圖的考古學觀察〉，《文博》，2015 年 6 期，頁 26-30。 

29
 郭美玲，〈唐墓壁畫山水題材源流——兼論韓休墓「山水圖」佈局及其意義〉，《故宮博物院院

刊》，2017 年 6 期，頁 94-106。 
30
 劉曉達，〈從「咫尺千里」到「夾岸為谷」——唐代韓休墓山水圖談晉、唐山水畫空間表現之變

遷〉，《美術觀察》，2017 年 11 期，頁 10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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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王惠民發表文章，從絹圖和壁畫內容考查了敦煌西方淨土信仰的遺存資料，並詳

細梳理了當時值得關注的著述，也提出了這一領域的對於全面運用所有淨土圖像研究尚且不

足的問題。
32
       

2004 年，公維章對 148 窟進行個案研究時，便主要探討了 148 窟流行信仰的背景，從窟內

形制和圖像入手，分析了觀無量壽經變、東方藥師淨土變和彌勒上升下生經變三種淨土圖像

和三種密教觀音經變。從而解讀圖像中唐時期同類型經變畫的影響，還闡述了 148 窟有法華

信仰而無圖像的歷史特殊性。是個針對單一石窟較為完整的著述，分析了洞窟裡的幾乎全部

材料，對體會洞窟的整體氛圍作用有所貢獻。
33
        

此部分的議題，通常是對某種信仰或某個（類）洞窟進行系統的個案、類型研究，因議

題所研究的信仰所涉及到主體思想，而順便對相關畫面予以考量。因此對畫面的分析依附於

塑像、石窟形制等，對石窟內壁畫對照經文的關係有所助力，對畫內母題的考量不足。 

經總結，以上諸類時間階段不同，持續長短不一，以佛教美術研究為先，以山水壁畫專

科研究為後，中間穿插山水畫史和墓葬壁畫的研究，可以一窺問題史的發展，亦可以瞭解學

界對敦煌山水壁畫的研究歷程。表明了敦煌壁畫山水的可讀性非常高，從不同角度整合，都

有其獨到之處，因此非常有研究的意義和趣味。與此同時，也不難看出，對敦煌山水壁畫的

材料討論，比較容易陷入學科分野的桎梏中，這些著述成書時間相對較早，而期刊論文類文

章的議題也限與著述的大框架之下，目前結合時下新材料，對地理、環境及社會文化等方面

的整體考量還可以作進一步研究，這也是筆者認為可以進一步添磚加瓦的地方所在。 

 

第五節  研究限制與解決方式  

 

所受限制方面，一是對壁畫題材的創作手法較為生疏，且實踐條件比較不足，親力親為

地體會創作壁畫過程並不現實。二是實地考察方面因保護所限，參觀石窟變得比以往更為困

難。三是圖像的殘破、變色、缺失與重修的痕跡對結論的生成會有影響。四是敦煌地區的壁

                                                                                                                                                                  
31
 松本榮一，《敦煌畫の研究》（東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硏究所，1937 年），頁 2-224。 

32
 王惠民，〈敦煌西方淨土信仰資料與淨土圖像研究史〉，《敦煌研究》，2001 年 03 期，頁 12-19。 

33
 公維章，《涅槃、淨土的殿堂：敦煌莫高窟第 148 窟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年），頁

11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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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創作，其傳承有特殊性，不可簡單和中原做類比類推，需要考慮地勢、環境、文化傳播的

複雜性，需要還原時代所見，才能更加準確的分析。 

關於研究限制的補救，一是由補充創作理論的大量知識來彌補。二是充分搜集並利用電

子圖像資源，在圖像獲取和空間想像上裨補闕漏，特別需要時刻注意所研究對象所佔壁畫面

積和比例問題。三與四則是謹慎挑選代表壁畫及代表窟，選擇其中覆蓋全面且問題較少出現

的石窟壁畫來說明主要問題，詳略得當。若有必要，需要在文章中先行研究並說明，這樣才

能順利進行下面議題。 

 

第二章 初、盛唐時期敦煌壁畫山水的母題風格 

 

第一節 山巒的母題風格 

 

一、初唐時期 

初唐時期山巒最主要的表現手法是青綠暈染。其中包含幾種細微的差別。 

（一）暈染 

第一種為直接暈染。 

具有 642 年供養人題記的 220 窟，其東壁繪有「維摩詰經變」，在維摩詰身邊及身後，

鋪設了同時期更常見的山體（圖 1）。此種山體並無明顯的墨線勾勒，幾乎完全依靠暈染確

定形態和走勢。山體由右上綿延至左下，與另一邊的山體相呼應，單座山的線條起伏規則、

平緩，但整體走勢更加險峻，傾斜感更強烈。設色方面，同樣以青綠為主，但綠色暈染範圍

有所增加，山體之間的空隙依舊由暈染色帶相間隔。 

321 窟的經變山水中，鋪設了大量暈染類山體（圖 2），與 220 窟不同的是，此面山體

造型風格整體更為一致，每一組山脈的起伏角度相似，單個山體雖依舊以等腰三角形居多，

但相互擠壓，並通過更陡峭的山峰造型讓山巒堆疊得更高，特別是在畫面中間主體、前景和

兩側部分，可看出山勢明顯挑高，山體造型相對狹窄，山頭尖銳。從設色來看，此幅山體的

暈染範圍變小，色帶變細，由此使得山間距離增大，主體牆面的山體設色為青綠，部分挑高

的山間空隙被可明顯區分的土黃色岩石填充，畫面上端一排的幾組山體則呈綠色，個別為深

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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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窟佛教史跡壁畫中出現的暈染山體是同類山體的淡彩設色版本（圖 3）。從造型上

來看，同樣分為低矮綿延狀的山體組和高聳尖錐狀的山體組，低矮山的數量較少，高聳山較

多，二者相互穿插平鋪向上堆砌，使得畫面韻律感十足。和其他暈染類山體一樣，此面壁畫

的山體是以極細的勾線起稿，依照勾線輪廓暈染，筆觸均勻細膩，但顏料皆水分充足，因而

呈現一種水霧感，青色、綠色和藍色的暈染面積減小，在個別較為高挑的山體裡，青、綠、

藍僅出現在山尖位置，卻不像 321 窟那樣結束的較為突兀，而是逐步過度到土黃色的暈染

層，再由此和牆體底色相容，這樣既保有水霧感，又有留出山體間的空隙而不顯得擁擠，也

不像 431 窟矮山中青綠和土黃的接壤處那樣分界明顯。不過，此面壁畫中的土黃色不僅出現

在山體暈染的過度色帶上，有一部分和褐色構成具有明顯的縱向走勢的筆觸，這一部分內容

在後文對於岩石的分類總結中會有進一步贅述。 

第二種為起稿線做底後再進行暈染。 

在 431 窟的觀無量壽經變壁畫中，暈染形山體存在於壁畫畫面前端，因畫面需求而整體

呈現起伏規律、均勻、變化少的走勢。山體的組合感更為明顯，具體表現便是每組山體皆由

三到四條暈染色帶組成中間高兩端低的等腰三角形，近似縮小的底矮山巒。其中，顏色並非

以單體暈染色帶區分，而是通過綠色的山體組和青色的山體組穿插來表現。從筆觸上看，山

體組之間區別亦十分明顯，綠色山體組的繪製更為詳細，有起稿邊線，且線條更為確定，有

明顯的起稿邊線，暈染筆觸較為乾澀。藍色山體組的畫面分佈依附於前者，並無起稿邊線，

暈染筆觸更為濕潤模糊。 

 

（二）暈染結合勾線類 

335 窟的壁畫維摩詰經變中，存有和 220 窟類似的暈染類青綠山體，有著明顯山石區分

的陡峭山體堆砌在文殊菩薩人物組一側，從壁面左端中間位置一路圍繞文殊菩薩挑高至畫面

頂端。此類山體每一組由兩到三組暈染色帶疊加構成，每條色帶走勢起伏一致，僅流出一絲

間隙（圖 4）。整片山體的構成從風格可分為三部分，首先是最左邊的三座相連的圓弧狀山

峰。其次是往上延伸的一組變色的暈染山體，承襲了矮山三角形的形狀，最後是圍繞著寶樹

的一圈挑高的山體，暈染僅出現在峰頂，若從形態來看，相較第一種更為簡化，僅留有一條

青綠暈染色帶，但是挑高的山體中間填充的是植物而非岩石，山頭也更加圓潤，需要加以區

分。設色則以青綠為主，僅有一組體積較大的山體呈現變色後的藍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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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窟的青綠暈染山除了有霧感外，更呈現一種更為娟秀的風格，主要體現在起稿線條

較長，山勢綿延，橫向伸展的空間較大，每一層疊加的色帶較細，疊加起來扁平，縱向距離

緊湊，暈染邊沿模糊，但結束的並不突兀。山體設色較其他同期壁畫更冷峻，淡藍色的使用

比例增加，青綠色則退居邊角位置。334 窟對於遠山的處理延續了娟秀的暈染風格，畫法與

整鋪山體別無二致，隔著河水，水天一線。332 窟綠色暈染的山體則更加狂放，筆觸短促，

流動性強，幾乎不成山體 。 

（三）反復強調勾線類 

目前發表的材料看只有 209 窟有這樣較為特別的山體風格（圖 5）。209 窟的主要山體

雖然同樣是以墨線起稿，而後用綠色和土黃色暈染山體，但呈現出與初唐其他各窟山體不同

的風格。第一，其山峰筆觸較其他暈染山體而言更為平潤，呈直線，且角度基本一致，並未

有山坡、山頭的明顯區分，其走勢並非依靠起稿線的上下起伏來表現，而是第一次出現了翻

折的線條。第二，在整幅山體暈染完成後，繪畫者重新用墨線再度強調出山體外緣線，在繪

製手法上呈現交織的「之」字形，其中暈染色帶也隨之進行翻折，是有意而為之。 

（四）遠山 

 遠山因畫幅所限，往往佔據畫面邊角，刻畫詳略程度與以上山體差別較大，故單獨列

出討論。初唐時期，遠山便已呈現出多種形態。 

 第一種為幾何三角類遠山。其出現在 321 窟的經變山水畫面最上排，同時亦是視線最

遠處，若不注意的話極易忽視（圖 6）。此種山體造型極為簡單，僅由橫向平行線與幾何三

角構成。通常一組山體是先繪製二到四條不等的平行短線，兩線之間等距離相互區隔，再沿

橫線水準畫出數個不相連的等邊小三角形作為山體。平行線的用色有黑色和白色兩種，山體

則基本上呈黑色或深藍色，無論是平行線還是三角皆採用筆畫平塗的方式進行描繪。 

 第二種為高聳暈染類遠山。出現在 323 窟（圖 7），高聳暈染類遠山對於幾何三角類遠

山而言，顯得更為自然，主要體現在與其他主要山體之間未有很明顯的風格割裂感，更像是

對同幅壁畫中山體進行直接縮小、簡化。此種山體基線起伏並不算劇烈，卻運用尖細的山

峰，塑造出十分陡峭山勢。通過放大細節，似乎可見此類山體的大部分繪製手法偏向於暈染

系山體，即先勾勒山峰邊線後向下暈染，但在極個別未暈染均勻的山體上，亦存在先定下基

線後向上疊繪山體（即與平行線類遠山畫法一致）的可能性，或許因顏料變色的原因，目前

山體呈現出一種單一的墨藍色，由大到小層層堆疊至遠方，最終簡化成一筆山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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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為下窄上寬類遠山。出現在 335 窟，因為變色等諸多原因，在已發表的圖像中無

法更詳盡的觀察其細節，但可以大致描述其外輪廓造型風格。此座仙山矗立在細長的底柱之

上，向上對稱延伸，形成一個底部較寬的等腰三角形山峰區塊，區塊內部由青綠色的暈染山

體對稱疊高，呈現火炬狀延展。 

 

二、盛唐時期 

盛唐時期，敦煌壁畫山水中出現的山巒緊密結合，刻畫呈現出多種樣式、風格並存的局

面。在此僅以重點石窟為例進行說明，以盛唐早期所興建的 217 窟為例，就包含了三種主要

的山巒造型。 

 

（一）駝峰山。 

以位於此窟南壁的壁畫為例，所圍繞的壁畫內容是「法華經序品」。這種山巒在畫法方

面，是以駝峰狀的山體作為個別單位，相互堆疊錯落，成為走勢隨地平線起伏，高度相對一

致的小山群。顏色方面，是以白線勾邊，再以赭石、土紅和石青等顏色依附外輪廓線進行平

塗，分層填充（圖 8）。同種類型的山體還出現在 103 窟南壁的「法華經變」部份。 

（二）暈染類山體 

此時分佈面積較初唐時期增多，以此窟北壁為例，出現在「未生怨」、「十六觀」等壁

畫內容中（圖 9）。山巒所塑造出來的山勢較駝峰山更加綿延，山峰間區隔不如第一類那樣

刻板，但有時會出現淡墨勾線，山體呈青綠色，從外輪廓線向內渲染，最後和土黃色的地面

交會。 

（三）結合了天象的幾何類山體 

普遍出現在壁畫中的遠景部份，依然以此窟北壁「十六觀」壁畫為例。山巒往往和太

陽、光線等母題聯繫，在圖像區塊中間會出現類似太陽的實心圓，並向外放射出條狀代表的

光線，以目前存留的顏色來看，有土黃色、赭石色渲染的水準平行的多條地平線，黑色、青

綠色的等腰三角形小山依顏色穿插碼放在上，太陽和光的顏色則也是黑、青綠和赭石三種

（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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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變體 

此三種盛唐時期常規山巒畫法在盛唐時期其他石窟中，還存在著以這三種為基準的變

體，在此筆者同樣僅舉個例。 

駝峰山的變體造型與青綠色暈染類山巒看似合二為一，都是由渲染而成，然而不同的

是，其並不侷限於墨線勾邊，而是從外輪廓線的墨色直接過度渲染到青綠色山體，在此種山

巒裡，墨線被格外強調了。這一類型可見於 205 窟南壁的「觀音經變」中（圖 11），但不排

除顏色變色的可能性。更加成熟的運用則展現在更為流暢的勾線和更為堆疊的山體上，並將

擦染的筆觸變得更為明顯，顯示出山的紋理，可見於 103 窟北壁「未生怨」部份（圖 12）。

在 172 窟東壁的「文殊變」中，這一變體中土黃色石頭的部份有時候高度更趨近於青綠山本

身，但其走勢從擦染的筆勢來看，雖然依附青綠色山體，卻從層次刻畫的明顯不同上可以輕

易區分出山和石來（圖 13）。在 148 窟北壁的《天請問經變》遠景中，山體切面僅僅留下了

墨色擦染暗部（圖 14）。變體二介於第一種色塊山體和第二種青綠渲染山體之間，其由不

同顏色的單個山體組成，但走勢組合和渲染方式則和青綠山水無異，可見於 444 窟東壁《現

毗沙門天王身說法》中（圖 15）。 

而遠山的變體，雖與 217 窟中幾何形遠山相比，二者顏色取向相似，但不同的是三角形

分佈的小山被和非遠景的綿延、低矮的山體色帶層取代，放射狀的太陽光線也變成簡單的暈

染，並依託於雲朵形狀而不單獨存在，這一類型在 320 窟北壁的《十六觀》可見。在 148 窟

中，可以看出從近景到遠景之間的顏色過渡區分，近景山脈是青綠混合土黃色，而中景是石

青藍色，遠景則添加黑色或者黑紅色。 

 

第二節 坡地與岩石的母題風格 

 

一、初唐時期 

初唐時期，坡地、岩石和前文所述山巒在顏色的區分上並不明顯，在繪製方法上，多是

較山巒筆觸更為簡化，但此時可以觀察到一條岩石存在感從無到有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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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面積暈染類 

部分坡地會在邊緣勾畫墨線，如在 220 窟維摩詰經變題材的壁畫中，文殊菩薩和帝王儀

仗被一併安排在地勢相對平緩的山地上。以繪製手法而言，圖中山體先以簡潔的幾筆墨線勾

勒出地表輪廓，再由青至綠進行賦色，沿墨線往下端柔和地暈染，最終與刷了底色的牆體顏

色相融。每一組山體色帶之間留有空隙，由右下綿延至左上，表現出層層交疊的地勢，造型

的整體表現較為平面，遠近區分較為模糊。 

（二）僅暈染坡地類 

類似 220 窟的坡地出現在 335 窟（圖 16）的同題材壁畫裡，不同的是畫面近景處，多添

加了一些半橢圓形的小土坡。土坡皆為青綠色，每組以無勾線的暈染方式，分散平鋪在人物

之間的地面空隙裡。每一組暈染色塊內，仿佛地表雜草一般均勻點綴了些墨點。 

（三）岩間色帶類 

431 窟「未生怨」的壁畫（圖 17）中，坡地除了用青綠進行暈染外，還沿暈染邊界處用

土黃色描繪出一條較細的色帶，似乎是為了區分地表和地層石體之間的立體層次感。323 窟

佛教史跡畫中亦出現這種低矮的坡地，另外還有一種地勢，更加低平，配色同坡地一致，筆

法則是通過在水準方向反復暈染得來。 

在 321 窟「寶雨經變」的大幅壁畫山水中，在山體暈染層下端出現了依附於高聳山體的

岩石線條（圖 18）。這些線條上端彎折貼近山巒輪廓，而後垂直於地面，以縱向平行排列

的筆畫描繪出岩石的大勢走向。其中，一部分岩石直接用土黃色筆畫表示，另一部分岩石則

用褐色線條勾勒，其脫色後呈白色。每一組山體的岩石縱線之間表現近似，基本沒有更具體

的空間體現，整體亦較為平面。類似風格的岩石在 335 窟的維摩詰經變中筆觸更寬，更缺少

彎折，直上直下垂直于水準線。209 窟中，縱向暈染的岩石線條被塗抹在土橘色的岩石色帶

上，筆觸更加短促，每一條豎線間的距離基本等同，垂直平行。 

相反在 322 窟中，暖色調暈染得岩石更具有靈活的流動性，呈現出交疊的「S」形，不

同岩層組合之間相互堆疊，在頂部有隆起上升之感，途經山嶽，在底部匯聚到一起。雖筆觸

基本無變化，皆為淡色暈染，但每一組岩層間有微妙的色彩區分，偏暖的土黃色和偏冷的褐

色相互穿插，使得整個岩體更多樣，立體感更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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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盛唐時期 

盛唐時期，山與石之間的區分較初唐更為明顯。以承上啟下的 217 窟為例，在壁畫內岩

石和坡地的風格表現上，亦和山巒同步，形成多種風格並存、新舊風格交替的局面，可謂這

一時期的集大成者。 

初唐時期的岩石、平地畫法在此清晰可見。 

第一，南壁的平地近景刻畫上，可見最基礎的青綠色大面積填塗，因手法類似便不多贅

述（圖 19）。 

第二，可以明顯地識別出 335 窟壁畫中近似的橢圓形平面色塊，其依舊以青綠色進行水

準塗抹暈染，只不過 335 窟壁畫中疑似代表草本植物的均勻墨點不見了，暈染區塊更大，顏

色漸變更多，外輪廓更加不明顯，從而顯得更為自然。東壁的《觀音普門品》中，也能見到

類似的岩石，在東壁門上的菩薩群像之間，岩石被隨性塗掃在人物間隙之間。以及，大部分

堆疊矮山、山頭之間，保留了諸如 431 窟中小型坡地的畫法，即在青綠色的山體之間，用土

黃色帶接染青綠區分地表和地層。 

第三，岩間色帶類岩石在 321 窟中出現，體現為縱向垂直、飛速塗抹的土黃色、褐色山

石筆畫。相較初唐時期，此時岩間色帶類岩石更集中出現在畫面中較為高聳狹窄的山體上，

並強調了墨色勾線，然後再隨著勾線而暈染，整體線條更加肯定，風格更為狂放肆意，充滿

力量感，將整座石塊的走勢往壁畫的視覺中心推移。 

    另有部分岩石風格，得益於繪製者對山、石的區分增加，且表現手法更加多樣，多為盛

唐才出現的，可總結為岩石是獨立於山體在畫面中存在。 

（一）彩線勾勒 

217 窟（圖 20）南壁右下角的岩石，不再依附於青綠山巒暈染的色帶之下，而是「反客

為主」，通過赭石色的線條，直接勾勒出石塊造型。其中，一部分用疊加的「人」形線條代

替青綠色帶塑造的山石層疊，一部分則勾畫出石體的四個立體塊面：頂部、左側面、正面、

右側面，青綠色僅在塊面頂部作填塗暈染。整組岩石的走勢和同壁面山體一致，增加了岩石

塊隔斷。 

（二）墨色勾線石塊 

在同壁面妙莊嚴王本事品部分出現在由仙雲圈起的天界下端（圖 21）。其雖然設色方

面僅通過單赭石色填塗，但用中等長度、粗細均勻的墨線勾勒出棱角分明的石塊，排列緊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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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實，疊加成一整塊巨大的岩體。幾乎每一塊岩石都有明顯的塊面分界，因此在造型上依舊

比較立體，較同窟其他岩石風格，更接近北方現實所見的自然形態。其走勢從中軸向兩邊延

展，類似「T」形，對上方的畫面起到承托作用。 

（三）青綠、土黃暈染石塊 

在此窟北壁耆闍崛靈山會的故事畫周圍，出現了數塊塊狀岩石（圖 22），雖然和山體

採取的繪製手法一致，皆為暈染，但在造型的區塊劃分上已脫離山體，且每個石塊皆單獨矗

立於地表。這些石塊比起山體，因顏色豐富，故有相對清晰的明暗刻畫，但較後期出現的皴

法相比，筆觸較為隨意。石塊分為冷暖兩色，一為青綠，二為土黃。每一種石塊除隱約可見

的起稿線外，並無墨線勾勒，僅通過筆觸和暈染塑造立體感。具體繪製手法，據筆者推測應

在壁畫起草之時便區分出山、石區域，即在畫好的山體旁留出石塊空間，隨後繪製岩石。這

類岩石筆觸上重下輕，造型風格顯得頗為敦實、厚重。同種類型的山巒還出現在第 45 窟南

壁的「商人遇盜」故事壁畫中，以及 103 窟南壁的「化成喻品」中。     

（四）墨色暈染線石 

出現在此窟北壁以十六觀為內容的壁畫中（圖 23）。在人物與樹的局部壁畫後方和大

片青綠山體之間，很明顯地出現了不同於其他岩石風格的墨色石塊。墨線勾勒出清晰的輪

廓，然後同樣用稍淡一點的墨色暈染岩體，在岩塊堆疊的部分亦加重筆墨，使得岩石本身很

有層次感。類似的單色皴法石也可見於 320 窟。 

 

第三節 水體的母題風格 

 

初、盛唐時期，敦煌壁畫中的水體主要出現在兩種位置：一是以蓮花池的形態出現在

「說法圖」、「淨土變」等相關題材壁畫中。二是以自然界水體的形態出現在「佛傳故事」

等經變故事壁畫中，其中包含湖泊、山澗、海洋及河流。或許有人認為，在傳統中國繪畫史

關於山水表現的研究中，蓮花池類水體應被排除在研究對象之外，但筆者認為，蓮花池圖像

中所體現出對於波浪的技法表現和對畫面的掌控甚至妥協並不應該被忽視。以發表材料看，

對於自然界水體的描繪與蓮池相比數量較少，但依然有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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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唐時期的蓮花池 

主要以平塗加勾線的手法營造蓮花池中的水體。 

第一種為平塗加白色筆觸刻畫水流的類型。57 窟的「說法圖」（圖）壁畫中關於水的

刻畫以平塗的方式呈現（圖 24）。表現手法為在蓮花池的長方形區塊中先鋪染一層青綠

色，再用上彎的白色短弧線表現水波紋，白色短弧線之間有所區隔，橫向排列後一層層往上

碼放，以表現波浪起伏感，些許白點點綴其中，或許代表水花。整個水體青綠色鋪設均勻，

浪花之間除緊湊度略有不同外，也無明顯前後關係的表現，呈現出較為平面的圖像特徵。

322 窟的「說法圖」中對於蓮花池的表現和 57 窟相似，但弧線較為平緩、短促且間距加大。

以同樣方式繪製的還有 372 窟的蓮花池，僅將波浪線變為交錯的白色直線，起伏感減弱。 

第二種是平塗加黑色筆觸刻畫水流的類型，較為迂迴翻折。220 窟的「阿彌陀淨土變」

（圖 25）中的蓮池區域更大，對水體刻畫也更為精細。蓮池依然採用青綠平塗，水波紋的

表現上除了排布更為密集外，顏色採用了墨線，線條也增長了，且部分波浪呈現出勾回的筆

畫，形成橫向細、扁、長的橢圓形，和弧線混合在一起，使得水面較為靈動。同類型可見於

334 窟「阿彌陀淨土變」裡狹窄的水道中。在同一窟的「東方藥師經變」中，相對應的蓮花

池水體採用了類似的風格刻畫，只是由墨線變為綠色線條來表示水波紋，且長波浪線和短弧

線交織的情況變少了，基本上依靠長線之間錯落有致的波動來表現流暢的水面波紋。 

第三種類型較為複雜，雖然依然是平塗加勾勒墨線，但水流的方向經過主觀加工，體現

了水體在摸索中成熟的過程。329 窟「彌勒下生經變」（圖 26）壁畫中的蓮花池被安排在較

為複雜的建築系統裡，水流從樓閣穿梭而過，形成三條橫向和四條縱向的水道所搭建出的

「工」字形水體區域。在這幅壁畫中，水波紋走向不再是平行，而是有意沿建築牆體排布，

線條風格呈現出多種混搭的局面。首先，墨線勾回的橢圓圈形依舊存在，在橫向水道中的數

量遠多於在縱向水道中的數量。其次，直線大量出現，在縱向水道中長線出現較多，在水道

轉折處則長短不一，以四十五度角略帶散開，表示水流的轉向；另外還有一些彎折的「之」

字墨線，但因較為混亂無法非常清晰的辨認方向。最後，部分貼合建築的迴廊、憑欄的空隙

中，存在短促的「C」字形、「I」字形的補線疊加。這些看似隨性且無序的線條表現，表明

創作者有意識地觀察到了水流走向和水波紋、浪花的不同狀態，但對具體排布並不算用心，

主要是以熟悉的手法來隨性填空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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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71 窟「阿彌陀淨土變」的蓮花池（圖 27）中，水流線條呈現出截然相反的風格。一

為墨線的排布極為緊密、克制、缺少變化，水波紋隨建築體轉折的角度都極為相似。縱向水

道中呈現非常規整的「S」形排列，分出幾層回捲的浪花，但每一層浪花都朝向一致，可謂

過猶不及，略帶刻板。另一種則以翻折的回圈形和拉長的「Z」字形曲線，使得波浪靈動、

細緻、充滿動感。 

321 窟的蓮花池（圖 28）相比較而言，水體的表現最為成熟，波浪線的刻畫更加趨近真

實。其水波紋表現分出明顯的層次。在後方區域的橫向水道內，墨線長度較短，以「C」字

形弧線堆疊，水準排布。在前方區域的橫向水道內，則以回圈形的長線為主，疊繪出較為平

緩的波浪。有意思的是縱向水道對波浪的處理，同樣以「S」形排列，但浪花除了分層外亦

四散開，用凹凸法，暈染浪花外輪廓線內部，使得水流具有規整的堆積感，縱向水道下方與

橫向水道的匯合處，浪花的形狀變得較為扁平，且密度增加，展現出水流速度的放緩。整幅

水體流經方向指向明顯，橫向水道向縱向水道的轉折皆十分自然，憑欄之間補繪的線條亦能

與其他波浪線風格保持一致，並不突兀，體現了創作者的繪畫功底，刻畫水體的遊刃有餘。 

 

二、盛唐時期的蓮花池 

盛唐時期的蓮花池內水體的營造手法，較初唐而言，僅體現在與青綠暈染結合得更為緊

密上。 

217 窟北壁「阿彌陀淨土變」中的蓮花池採用了青綠暈染的手法表現水體（圖 29），筆

觸幾乎不可見，僅在濃淡上有細微區分。同類型可見於 320 窟的「觀無量壽經變」中，整體

風格更加秀氣、精細。以及 384 窟「六臂不空羂索觀音」中。31 窟「文殊會」右側。320 窟

的蓮花池水的表現近似，但暈染得更為刻意體現水體韻律。445 窟南壁的「阿彌陀淨土變」

亦是如此，但變色較為嚴重。同理 225 窟南龕頂「西方淨土變」，只是水體顏色變為藍色。

148 窟亦有此種風格出現。172 窟東壁門上的蓮花池中，青綠色的水體暈染區域區分了色塊

邊線，如魚鱗狀排布，表現出水波紋的蕩漾感。 

當然，初唐時期所流行的暈染加勾線類的蓮花池依然存在。172 窟北壁的「淨土蓮池化

生」（圖 30）中，保有了和同壁面河流一致的繪製手法。和大部分蓮花池水體不同的是，

此處並未服務於界畫樓閣的走向，而是從上至下保持一致，僅在體現流水經過建築物時，依

靠靈動的墨線線條繪製出水流的包圍感和碰撞感，因此可謂塑造得更加貼近真實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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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初唐時期的水道 

初唐時期，敦煌壁畫中出現的江、湖泊、海和溪流等水體，筆者認為皆屬於水道範疇。 

（一）平塗類 

321 窟「寶雨經變」（圖 31）的局部塑造了野外場景，其中繪有風格簡約的湖泊。繪製

手法十分簡單，僅用藍色平塗出河流範圍，與河岸邊界清晰，通過色塊區分。331 窟中對海

平面的刻畫則多了些顏色層次，但因壁面殘破而未能準確辨識。 

（二）暈染類 

323 窟的大幅佛教史跡畫中水體出現的較多（圖 32），總體處在「暈染」類風格的範

疇，僅在形態上分為固定水域和「之」字形河流。畫面右上方描繪了「康僧會傳教」的故

事，有對於海面的刻畫。手法主要以暈染為主，顏色青、綠相間，富有變化，水體和遠景山

體之間的分界較為不明顯，幾乎融合在一起，層次和立體感不突出，人物泛舟空浮於水面之

上。海水區域的下端為「之」字形水岸，接壤處顏色從青綠承接藍色，強調和岸邊的區隔，

這一風格在「石佛浮江」等畫面部分也存在，且水體存在感更低，僅依靠河岸區分邊緣。同

一面壁畫的左上方亦有「之」字形河流依山繞行，因河流面積較小，故描繪得較為簡單，僅

做單色暈染。 

（三）勾線類 

334 窟經變（圖 33）山水中對於遠景河流的處理呈現出比較特別的風格。河流出現在

「八王爭舍利」主題區域的遠景部分，呈現水準於地平線的走向。其表現方式似乎近似部分

蓮花池中對波浪的先平鋪青綠後勾線水波紋畫法，實則不然。如若仔細觀察，便會發現此河

流並無暈染層，而是運用褐色和青綠色的線條直接表現河水波浪，兩種顏色採用了一致的畫

法相互交織，更加符合此窟經變山水的整體風格。類似的繪製手法在 332 窟「珞珈山觀音」

的壁畫上有所體現，不同的是水體作為近景出現於固定水域，因此對迴旋的水流表現得更

多，線條更曲折，粗細亦有起筆收筆的變化，水波紋被表現得更有層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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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盛唐時期的水道 

盛唐時期，敦煌壁畫所繪水道的綜合體現亦可見於 217 窟，承襲了初唐常見的表現方

式。 

南壁出現了大量「之」字形河流（圖 34）。雖然在遠景水體的描繪上依然是從簡處

置，主要依靠起稿做暈染，但河流更綿長，向上一直延伸到畫面邊界，向下則突破了遠景的

限制，一直貫穿至畫面中下部。或許因河流的延伸，水域獲得了更多的表現空間，於中下部

可見水岸走向更加複雜、靈活，且可明顯觀察到暈染的河流上墨線刻畫的水波紋，上、中部

交接處，每隔一層水岸，墨線便排一層短線，在中部則以波浪弧線回捲的方式刻畫出水花，

營造出衝擊河岸的水面效果。「向白骨誦經」故事中人物背後的水流較為細長，波浪線則呈

現「S」形。205 窟的河流採用類似的處理方式，但因變色嚴重故浪花線條模糊。 

另有部分暈染為主構成的水流。217 窟北壁「十六觀」部分的壁畫中，採用了經典的暈

染類水體，青綠相間無縫銜接，緊靠「之」字形水岸。而東壁「觀音普門品」（圖 35）從

圖像表現來看，與北壁、南壁的暈染風格並不一樣，繪製的湖泊暈染底色為淡藍色，有赭石

色塊點綴其中，另外離水岸更近，分界刻畫的較為簡單，不見岩石層剖面。45 窟北壁「十

六觀」中，水岸呈現不規則凹凸，但與 217 窟北壁繪製手法一致。446 窟中仙山下的水體將

山根合圍起來，故水岸線較其他壁畫要多出一半，但水體的表現手法也是一致的。 

於此同時，一些較初唐時期表現更為複雜化的暈染風格出現了。 

（一）疊色暈染類 

320 窟北壁「未生怨」（圖 36）的河流中，水波紋呈現出一種新的純粹暈染的風格，其

主要依靠暈染的不同方式表現水波紋的變化。波浪顏色整體由深藍色、青綠色為主，但因相

互疊加，所以色彩層次較為豐富。遠景處波浪呈水準狀，先用藍色暈染底色，然後疊加青色

暈染出三個色帶，緊接著銜接了青色的水流，短橫線的排布似乎為了體現坡度落差感，以上

筆觸皆為沿邊緣往下暈染。水體在下方則換了另一種形態，表現方向和用色皆可謂倒置，先

用青色暈染底色，然後由出波浪層，然後由藍色勾畫出水波紋分層，每一層沿邊緣線向上暈

染，外加用深藍色點在分界處，塑造出浪尖，營造出湍急的水流飛馳而下的狀態。簡化版可

見於 148 窟彌勒上下生經變的人物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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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墨線勾勒類 

即使用淡墨色波浪反復勾線，45 窟南壁「船難」題材的壁畫（圖 37）裡，海面採用了

墨線勾勒為主導的風格。雖然水面依舊採用青綠色暈染，但水墨線條的變化更為突出。水波

紋用極細的弧線層層疊加橫向伸展，與水岸、船隻和水生植物所用的水墨線條濃淡、粗細皆

區別很大。類似可見於 103 窟南壁的化城喻品中，墨線勾勒出水流和石岸邊線呈現出較為明

顯的粗細對比，水的筆墨塑造比山石要輕巧。水波紋以「S」形波浪線為主，但在和石岸交

匯處呈現擴散狀漣漪。 

其相似變體是濃墨色為主導的重複勾線的波浪。172 窟呈現了一種重點以墨線反復勾勒

為主導的波浪。其風格雖同樣為暈染底色加勾畫墨線，但此時的波浪紋的線條遠比水岸、建

築體的外輪廓線明顯，是謂重點突出。在此壁中波浪以同種風格呈現多種形態。 

同窟南壁右上「未生怨」部分（圖 38）的河流自上而下，上部的波浪呈較為扁平的

「人」字形相連，浪尖朝向一致向右。水流行至中段，則由靈活的曲線一圈一圈繪出旋渦，

在靠近河岸的一端，曲線沿岸邊石的輪廓擴散出漣漪，並自然的運用「S」形曲線相連，塑

造出整體的流暢感。浪花部分所用繪製手法是疊起的圈線，重點刻畫在旋渦兩端，可謂十分

活潑。左上「十六觀」中，重點浪花和岸邊有用墨色暈染出體積感，遠景水流更細更曲折，

便以暈染的方式繪製，從中景開始重點刻畫較右上角水體更為湍急的水流速度，具體表現在

「S」形的傾斜角增大，當然，同一種旋渦和浪花的繪製方式在此同樣可見。其中的「日想

觀」提供了一種相對簡化的處理方式，即浪花以墨點的形式呈現。    

而東壁「文殊變」（圖 39）中的水體顏色顯得較為沉重。繪製手法應為先用墨線進行

「人」字平行排列，一排疊加一排，浪尖朝向皆偏右，此時水體便已分層，再以墨色和深藍

自左下至右上在一排排浪尖上和水岸邊進行多重重點暈染，使得河流體積感增加。「普賢

變」（圖 40）中的水體雖僅用淡青色疊底，但浪花的墨線淩亂，起伏無序，更為不規則和

狂放。 

（三）墨線勾勒後平塗類 

這是一種較為特別的畫法。217 窟西龕壁畫的「之」字形河流（圖 41）難得出現在非經

變山水的遠景中，於其他「之」字水流不同，其繪製方式為兩條墨線沿「之」字走線並行排

開，從右下角一直延伸至左上，並繞行於菩薩、眾人身後。水道本身似乎和壁畫底色一致，

由墨線和藍色背景區隔。和同時期壁畫中的河道邊界相比，此窟河道線條刻畫得異常剛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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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拙的筆觸讓人想起北魏時期的山石邊緣，筆者認為可能是使用的繪畫工具有所不同，或許

為竹筆所繪。 

 

第四節 雲氣及天象的母題風格 

 

若僅論述雲氣則是以仙雲為主，但筆者認為應該考慮進此時敦煌壁畫中對天象的有意識

刻畫，包含太陽、天色、節氣雲等母題。 

 

一、仙雲 

在初唐、盛唐所有有關天象母題的表達方式中最為主要的是仙雲。主要分為暈染和勾線

兩大類別，各自再分為單色和多色。初唐時期，雲體表現已具有多樣性。 

（一）單色暈染類 

為最簡潔基礎的畫法。375 窟的仙雲（圖 42）先是勾出雲朵的半邊外輪廓，再往內以同

色渲染。雲朵頂端一般由三到五條不等的「C」字形線相連排開，整體彎成一個半圓形扇

面，而後通過弧線一端延展開細長的軌跡線，呈現一種較為秀麗的形態。 

57 窟的仙雲（圖 43）從暈染類雲朵的分類來看體現出不同形態，其既有 375 窟同類的

風格，僅暈染線為白。又有更為複雜的變體，表現在勾線更下細、筆畫描繪更實在、深重，

雲朵尖端的「C」字形扇面分出兩層，雲朵尾端的條數也較多，並且出現了一些小雲朵以示

填充，整體顯得更有層次感。 

322 窟藻井處（圖 44），雲朵依舊採用白色暈染的設色，形狀則稍有不同。是以三個

「逗號」狀的筆觸橫向排列後，拉長尾部縮小距離，並予以波浪線形態，雲頭則是以逗號外

圍渲染「3」字形扇面，由此組成的一朵雲。同窟龕頂飛天群像、「乘象入胎」和「夜半逾

城」壁畫中亦是此種畫法，只是筆觸更加漫不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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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色暈染類 

有些仙雲採取起稿後純粹暈染的風格。203 窟的維摩詰說法主題壁畫中，雲朵的表現為

彩色暈染為主（圖 45），流動感和裝飾性並存。每一朵雲的「C」形輪廓排布、大小皆相

近，使得扇面狀的雲朵非常規整。較小的雲朵由單面凸起的「C」形排成直線組成，結尾是

略帶波浪狀的曲線。這些雲朵首先由淡赭石色起稿並分層，暈染的顏色由藍色、綠色和赭石

色組成，各分擔一片扇形共同構成一朵雲的基本形態。 

322 窟「說法圖」中的彩色暈染雲更為粗獷（圖 46）。暈染色帶較寬，雲朵描繪得也比

較潦草，僅顏色分區排列得有規律，以綠色在中，兩邊赭石色。兩種以藍、白、綠色為主的

暈染類的彩雲風格存在於另外兩幅「說法圖」中。第一種以白色做底，以藍色填塗，再輔助

綠色渲染雲頭和小雲朵，強調層次。第二種繪製得筆觸更細，並疊加一層墨線勾邊，但因雲

朵分塊過小，暈染分界混合在一起，勾邊亦沒有完全按照邊緣，因此非常雜亂。 

329 窟「乘象入胎」和「夜半逾城」中的雲呈現出疏離分散的特色（圖 47）。其造型類

似漫天花朵般散開，單獨成朵。暈染帶較細長曲折，顏色主要以褐色為中間層，土黃色、藍

色和綠色交替為內外層。色帶距離較遠，顯得雲與雲之間具有空氣感和流動感。造型總體較

為平面，頗具裝飾性。同窟藻井和「說法圖」中的雲朵亦採用類似風格描繪，僅因牆體底色

鋪設不同而先將雲朵區域用白色暈染，不過正因如此，此面壁畫的雲朵較「乘象入胎」和

「夜半逾城」而言，層次感和立體感都有所增加。同窟藻井部位環繞的雲朵外圈為更為淡色

分散、縮小簡化的版本。類似風格的雲朵可見於 386 窟藻井處。 

331 窟文殊普賢身邊的暈染雲朵似乎未完成又似乎是點到為止（圖 48），僅僅在白底色

區域勾畫出基礎的彩線並稍作暈染，四朵雲以深藍、綠色的邊緣色帶塑造，另起一排為同色

系雲尾和褐色雲邊，非常規整地自左下排列至右上。同窟另一幅壁面上的雲朵則是典型的暈

染勾線類畫法，雲間相互遮擋，暈染色帶亦是根據排列而有規律地切換，似乎可看出細化完

成後的樣子。        

（三）暈染復勾線類 

321 窟天庭場景的塑造中雲朵以藍、綠色為主，呈現較為結實的暈染風格（圖 49）。主

要表現底色鋪設為平塗，本身缺乏層次感，暈染色帶之間依靠緊密，且填色較實。雲朵暈染

完畢後，又由墨線勾出雲朵和雲端整體的邊緣，因此顯得較為刻板。321 窟樓閣和飛天之間

的雲，因變色而會被「誤診」為勾線雲，但實際上若關注未變色部分，便能發現實際上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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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似的繪製風格，僅雲尾較長。類似的例子亦可見於 332 窟珞珈山觀音上方。同窟樓閣和

飛天之間的雲，因變色而會被「誤診」為勾線雲，但實際上若關注未變色部分，便能發現實

際上採取了相似的繪製風格，僅雲尾較長。類似的例子亦可見於 332 窟珞珈山觀音上方。 

（四）單色勾線類 

見於 57 窟「說法圖」中，是以墨線為主，純粹根據線條的堆疊形成大團雲朵（圖

50）。用線較短促、密集。三到五個小扇面成團，五團成雲，角落點綴幾個小雲朵。用色方

面，幾乎不見同色（深藍或墨黑）的暈染層，而是用白色線沿輪廓線勾描提亮。 

（五）多色線勾勒類 

220 窟出現了一種較為常見的仙雲，是主要由線條表示（圖 51）。仙雲在白色打底後，

運用褐色、藍色、綠色的長曲線，由中心向外捲曲疊加構成。較大的雲頭外端依然是「C」

字形組成，但因捲曲幅度加大而並非呈現扇形，而是呈現「旋渦」狀，較小的雲頭則簡化為

直接呈現圓旋渦狀。雲尾是由顏色線條拉直合併構成。四、五個雲朵形成一片，因頭大尾小

對比明顯，使得整個畫面中，雲朵呈現指向性較強的動勢。同窟「東方藥師經變」中，這樣

的雲朵被縮小了雲頭，拉長了雲尾。因排布而較少出現雲朵群，多數使用頭尾相接的方式延

續仙雲所佔畫面的區域。 此窟中還有一種頗為立體的彩雲，表現在彩色線條的疊加方式

上，屬於二者結合體。雲朵分成左右兩部分，一半呈現沿雲尾回卷的趨勢，呈旋渦形，另一

半則分叉開順著雲尾和回卷雲的交界處延伸，呈靈芝形，二者具有前後遮擋關係。 

同窟的彩色雲朵圈表現亦頗為典型，可見於《維摩詰經變》壁畫右端。以土黃色、赭石

色、綠色、藍色交互遮擋層疊出「靈芝」形的彩雲（圖 52），所有底部雲朵的下端波浪線

收緊在一起，包裹出一個圓形的區域用以敘事，因其雲朵之間疊加的緊密而體現出立體感。

塑像上端的雲朵圈則更加精細但又相對平面，其原因姑且可被視為雲朵所佔空間變大導致，

在白色鋪底上，彩色線條並沒有進行更密集的排布而是較為分散擴展，雲朵之間的疊加關係

也稍顯削弱了。同類型的彩雲可見於 431 窟，為縮小簡化的版本。 

334 窟（圖 53）「說法圖」中類似位置的雲朵圈，可被視為此種雲朵更為複雜的變體。

雖然其設色上並無可特別提及之處，但雲朵表現分層更加明顯，內外分為兩圈，甚至個別地

方有因雲朵大小不同而同時呈現出三朵雲的情況，雲間重疊部分較少。另外每一朵雲的雲頭

左右分叉明顯，雲身為三道弧線，相似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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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328 窟同樣位置的雲朵圈則主要以「旋渦」形構成（圖 54）。因藍、青綠、

土黃色的層疊色帶間隙較小，且天空底色為深藍，因此雲朵顯得較為擁擠，不清晰。又因繪

製範圍呈現方形，雲朵圈填滿整個邊角，故描繪風格更為規整，缺少變化。 

329 窟「彌勒經變」中雲朵呈現多種形態，但綜合來講皆屬於勾線風格（圖 55）。一種

為壁面先鋪上藍色，再由白色圈出雲朵範圍，在此之上以綠、黑藍、土黃和褐紅色勾畫出雲

朵，上端由連續的小「C」形組成蘑菇狀，幾朵雲的尾端順暢地匯集在一起。另一種為分岔

形深藍色、白色勾線的雲朵。雲端主要分為左右兩瓣和雲頭三部分，部分轉折到雲尾的過程

中還會再下端分出一小支。372 窟的雲同樣以白色做底，後用綠色、褐色等彩線勾勒。每朵

雲由兩條中心旋渦狀曲線和花瓣狀外輪廓線構成，三、四朵雲為一組，雲尾彎曲且橫縱交織

在一起。 

另一種淡彩設色風格的仙雲，出現在 202 窟「見寶塔品」的背景中（圖 56）。其造型特

色在於儘管筆法一致，皆為運用大量短線橫疊出雲朵，但形態各異，既有「螺旋」形的又有

「靈芝」形，雲尾彎折幅度較大，整體呈現擠壓、堆積感。色彩上以極淡的青綠、土黃為

主，每一朵雲僅採用單色描線，單雲成團不做組合。 

除上述之外，部分仙雲因壁畫變色所導致無法呈現完貌，但從筆法表現判斷，依然可分

辨是暈染類還是勾線類雲朵。 

首先是勾線類雲朵。335 窟的雲雖然變色嚴重，不可精準判別是彩色還是單色，但顯然

屬於勾線類的雲朵風格。此種雲朵的特點是小且密集，基本上十餘個堆積成一個雲團，且匯

集的雲尾較細，長度較短，數朵雲的雲尾走向一致，強調了動勢。另有 71 窟細線勾勒風格

的雲朵，以合圍而非承托包裹仙人的形態出現在壁畫中，因此平面性更強。 

其次是暈染類雲朵。323 窟的佛教史跡畫和龕內寶蓋處的雲朵則根據邊緣和整體風格，

可被判斷為暈染類（圖 57），其形態較為靈活流暢，雲端形狀多變，服務於畫面需要。同

理 338 窟「彌勒經變」中的雲朵亦為暈染類，只是造型相對敦實、缺少靈動感。340 窟「見

寶塔品」的雲朵圈，仙雲風格活躍，造型規整的同時對牆面邊角的填充處理又極為靈活，從

未變色的邊緣部分可推為暈染類。同窟「文殊變」、「普賢變」的雲朵則回到 375 窟同題材

壁畫的類似風格，為較為分散的暈染類雲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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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色、天象及氣象 

初唐時期，代表天空顏色的繪製手法以平塗和渲染兩種為主。其中主要分為四種顏色。

除去以 57 窟「說法圖」為代表的牆體底色（土黃）外，有部分固定設色出現。 

第一種，為深白色平塗，出現在 329 窟「乘象入胎」、「夜半逾城」及藻井中。另外

331 窟，244 窟、340 窟和 386 窟皆為同種表現風格。 

第二種，為深藍色平塗。220 窟是典型的雲朵圈包裹的深藍色天體。另外，329 窟彌勒

經變、321 窟憑欄菩薩所處環境亦是如此。還可見於 334 窟、328 窟、331 窟「文殊」、「普

賢」的背景處。 

第三種，為橙紅色平塗。見於 57 窟、322 窟、375 窟等壁畫的天空部分，仙人所處環境

的背景為橙色。 

最後一種，是唯一以暈染而非單純平塗繪製的天體環境，為淡藍色暈染。可見於 334 窟

「八王爭舍利」部分， 和 322 窟的藻井部分。 

盛唐時期，因「未生怨」、「十六觀」等題材的盛行，此時的壁畫更強調了太陽和雨水

的存在，且塑造的更為具體。例如 171 窟、113 窟、120 窟和 215 窟的太陽。323 窟、23 窟的

雨水等等。尤其是太陽出現的頻率盛唐遠多於初唐。雨水的刻畫則由熟悉的雲朵繪製完畢

後，以黑色短線縱向排布表示，較為簡單，變化不大。 

 

三、裝飾雲 

筆者所定義的裝飾類雲不屬於以上幾種，主要指與仙人、菩薩互動關係幾乎為零的雲，

並無具體指代天象、氣候等用途，亦無敘事功能，且多為平行、密集排布出雲間帶，對壁畫

畫面僅起到區隔和裝飾作用。主要以 321 窟為例（圖 58），出現了兩種繪製風格的裝飾雲，

勾線、暈染各一類。其中勾線類雲朵呈現極為密集擁擠的排布，脫離自然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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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植物的母題風格 

 

筆者將此時敦煌壁畫中出現的植被依場所和風格特色分為庭院植被、野外植被和寶樹三

種。其中，寶樹類植被和「淨土變」、「說法圖」等壁畫中的蓮花池一樣，著重分期其表現

技法和風格。 

 

一、庭院植被 

（一）盆景類植被 

庭院植被有部分採用類似盆景式畫法畫出蕉葉類樹木。其中盆景式的芭蕉葉類植物類似

於平塗類寶樹的畫法，但植被葉面的走勢呈現向上聳立的狀態，和寶樹的傘狀葉有所區分。

如 338 窟《彌勒經變》中的植被（圖 59），便是和寶樹類一併繪製於庭院場景中的例子。 

（二）留白類樹木 

採取跳脫的顏色設置，在深色牆體周邊的樹木則採用留白的方式留出樹幹區域。在淺色

牆體的背景下則採用淺褐色作為樹木枝幹底色。例如 431 窟「未生怨」題材的壁畫中（圖

60、61），便同時呈現出兩種處理手法。且院落植物在樹種分辨上較其他場景的植物更加容

易，重點刻畫出葉類和樹幹的多樣性。 

 

二、野外植被 

野外植被種類最多，從墨點表示地面草皮到低矮的灌木皆有，山頂還有挑高類的樹種出

現，表現手法因此較為豐富。220 窟的菩薩背景繪製青綠設色的竹葉（圖 62），採用和同幅

壁面山石平地同樣的繪製手法，即先勾線再填塗，竹葉的繪製是一筆到位，因此不會顯得死

板。 

部分野外植物的繪製帶有皴法，遠景處除了正經勾畫的一顆顆小樹外，還會有類似豎線

來簡略表達遠景的樹木。山間出現的花樹在青綠色的暈染山底色下顯得非常突出，山石間還

有垂蔓的表達。以 321 窟的大幅《寶雨經變》為例，便可見多種畫法的植被並存的情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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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間圍繞出的圈形區域裡，地表植被或作物呈現出散點分開碼放的狀態，植被和地表土壤之

間並無明顯的「栽種」感（或「破土」感）（圖 63）。山間的低矮樹叢則沿用極為簡略的

平塗描繪，僅從色塊分辨出枝與葉（圖 64）。而遠山山頂的植被則更為簡單（圖 65），僅

僅用單色模擬出樹冠頂端的樣式，以小弧線堆疊幾層，沿山脈往上攀升，並無明顯的樹幹描

繪，樹與樹之間亦無區隔。但此窟中已經出現另一種後期常見的墨線勾勒風格的樹（圖

66），出現在山間中景和近景範圍，其以墨線勾勒出主幹和葉片後，用墨再度強調樹枝轉

折、結節處，體現出較為紮實的體積感。這樣的繪製手法在盛唐時期變得更為精簡，暈染的

面積愈發減小，從而最終達到以純墨線勾畫的形態。 

盛唐時期對野外植被的刻畫更為繁茂。以 217 窟（圖 67）與 321 窟對比可見，對植被的

掌握能力增強了，對個體樹木刻畫更精細，各種樹種的區別更明顯，繪畫技法更活絡且熟

稔，樹之間的前後關係更明確，對整體畫面的安排更為遊刃有餘。 

 

三、寶樹 

一般主要出現在「說法圖」部分，作為襯托主體人物的背景描繪。其本身技法並不算複

雜，造型也較為固定，但從樹木的主幹和葉片描繪中可以依稀見得風格的不同。另外，「樹

下人」模式中採取類似的樹葉放置手法，故放在一起討論。 

（一）平塗式 

以青綠設色為主，樹幹本身和葉片並無立體感，僅勾外輪廓線後將顏色填充在範圍內。

在 57 窟《說法圖》中便是這樣一種風格，其間樹木從主幹到分枝較為對稱，主幹的走向有

意識地避開前端人物的佛光部分，不做重疊，且葉片同樣平鋪排開互相不影響，主幹呈青

色，樹葉則採用相間色（圖 68）。322 窟的《說法圖》有多幅，但大部分設色和 57 窟略有

不同外，大致並無巨大差異，造型上體現出更為成熟、緊湊的排列方式，有互相遮擋的關

係。這樣的繪製方法還可見於 220 窟。比較特別的是 322 窟的一幅《說法圖》（圖 69），其

中以叢生的蕉葉類植物的背景，其樹幹枝條的繪製方式一樣採取平塗，但葉子是先基於淡設

色的大色塊鋪陳後再用較深的顏色描繪而成，因此葉間相對較有朦朧感，空氣感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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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勾線類 

即前段所述的野外勾線類植被的放大具體版本。常見於盛唐時期的相關壁畫中。217 窟

龕頂的「樹下人」構圖（圖 70）中，樹木的繪製手法明顯變得複雜且擁擠，墨線勾勒樹幹

外輪廓和內部構造的痕跡明顯，但其餘部分依舊採取彩色填塗。此窟南壁法華經變中，樹木

枝幹用白色的旋渦線表示出虯節和年輪的質感，但還比較平面、裝飾化。在 79 窟的西龕之

中（圖 71），勾線類的樹呈現出最完備的姿態，其完全脫離使用大面積彩色重點暈染的風

格，而僅採用細線表現出所有樹幹和枝葉細節，色彩在此淪為配角，除淡淡暈染一層外，僅

在重點部位反復塗抹，用以強調立體感。 

 

四、寶相花、水蓮和蓮花座 

寶相花分散在畫面中仙人相關的背景裡，水蓮出現在蓮池中，蓮花座在仙人菩薩腳下，

這幾大分支因有類似的形態和畫法，故放在一起討論。總體而言，繪製這樣的花卉技法上分

為平面型花卉、暈染型花卉和立體刻畫型花卉三種。 

（一）平面型的花卉 

有的僅僅做色塊平塗狀態，可見於 220 窟（圖 72）。有的則已用輪廓線勾出立體形狀。

譬如 57 窟的《說法圖》中，可見花骨朵的簡單結構。因技法相較樹植簡單，故著筆不多。 

（二）暈染型花卉 

主要和主窟人物、雲氣繪製手法相同，可見於 329 窟披頂的仙人周邊（圖 73）。花朵分

為三個顏色層，自深褐向白色漸層暈染，後接青綠色的花莖，同壁畫中的荷葉以同色系繪

製，但因暈染而體現出層面的區分。 

（三）立體型花卉 

不同於以上兩種持續存在於初唐、盛唐的壁畫中。立體型花卉則盛唐較多見於體積相對

較大一些的蓮花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 79 窟的荷花（圖 74），主花的花瓣具有前後遮擋關

係，花蕊也分層作出細緻的描繪，荷葉的葉背和葉心用不同的綠色鋪陳，葉子的脈絡用淡墨

色仔細且還原地畫了出來。225 窟的百合花（圖 75）亦呈現出非常強烈的立體感，不僅體現

 



 

40 

在花瓣內外的分色上，亦體現在花蕊漸層暈染，和因花瓣外捲所塑造出的立體感等細節之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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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初、盛唐時期敦煌壁畫山水的空間表現  

 

第一節 初、盛唐時期敦煌壁畫中常見的場景塑造 

 

筆者依據圖像資料，將初唐及盛唐時期敦煌壁畫中所描繪的場景分為大致三類：天界、

野外和庭院。對其歸類和討論，有助於瞭解前文所述山、石、水、樹、雲等自然母題與人

物、動物、交通工具、建築界畫及其他母題之間相互組合的方式，藉由它們之間的關係和相

互作用，體現對空間表現的影響。 

 

一、天界場景 

天界場景的刻畫，主要依據圖像所處位置而分不同的類型。 

第一種位置出現於披頂和門兩側，主要依據畫面故事內容而呈現軸對稱的構圖。以 375

窟兩側牆壁的「乘象入胎」（圖 76）和「夜半逾城」（圖 77）的組合為例，表現的是釋迦

摩尼出世及入世的兩大關鍵節點。329 窟的同題材組合壁畫中，天界場景位於披頂位置，雲

朵的排列表現亦以平面鋪陳為主，呈現散點分佈，用以填補空缺、襯托主體人物、增強動

感，同窟另有繪製乘虎仙人、飛天等其他人物的壁面，對天界的表達方式保持和「乘象入

胎」（圖 78）、「夜半逾城」（圖 79）相一致。322 窟中的同題材作品中，亦有通過小仙人

承托的舉動突出主體人物（圖 80、81）。331 窟文殊、普賢的天界背景中的，雲朵也主要採

取托舉功用存在（圖 82）。因此，此類型作用於相互對稱、呼應的人物或情節，以母題之

間的所呈現的比例而言，在披頂和門側位置塑造天界時，畫面往往主次分明，最為凸顯的是

主要人物和坐騎，其次是隨從人物，最後是仙雲和飛天，用途是使人物的動態更加突出。 

第二種位置出現於藻井，呈現中心對稱的構圖形式，仙人和仙雲組合在此分佈規律，並

且最具裝飾性。以 322 窟為例，此窟藻井部分呈現典型的多重「回」字結構（圖 83），每一

圈的裝飾花紋不同，整體設色和風格保持一致，在深色裝飾花紋的夾帶襯托下，淺色的天空

變得更為凸顯，天空範圍內雲朵和仙人以中軸劃分為兩組，分別以順時針、逆時針方向規整

排布。329 窟中天界分為內外兩個「回」字區域體現（圖 84），外圈雲朵和仙人一起呈現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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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針走向，內圈因裝飾紋的區隔，圍繞中心形成圓形。在「回」字形的天界場景中，畫幅被

擠壓而多呈現高度較矮、寬度較長的長方形條狀，又因不做敘事功用而強調裝飾性，因此雲

朵母題與仙人之間並無明顯的大小、重點區分，而是一起為畫面的整體效果而服務。 

第三種位置出現於緊鄰窟內主題塑像背部的龕內及龕周圍的頂部空間，相對而言所塑造

的天界較為多樣和複雜。部分壁畫中所體現出與前兩種別無二致的裝飾性作用。例如同樣在

322 窟的龕周圍位置（圖 85），雲朵呈現出前文所述風格一致的裝飾效果，即以仙人飛天為

主，用仙雲塑造氛圍並填補畫面空缺。 

第四種位置同樣多出現於龕內頂部及壁面頂部，區別於第三種，為前一章所述的「雲

圈」，呈現軸對稱構圖。220 窟所繪製的「雲中菩薩」的場面（圖 86），便是先將菩薩放置

於深藍色的天空背景中，再用雲朵有意識地包圍住菩薩，將天界場景與其他壁內場景隔絕開

來，此為內圈型天界塑造方式，較為簡單。反之更為普遍的外圈型天界塑造可見於 338 窟的

《彌勒經變》周圍（圖 87）以雲圈隔開主要敘事區域和裝飾區域，雲圈內部繪製經變故事

細節，而外圈塑造了基本為軸對稱的天界場景。同理 334 窟《說法圖》。202 窟則較為不

同，更像兩種類型的結合體（圖 88），此窟龕內「見寶塔品」壁畫中，深色的雲圈緊貼墻

壁邊沿創作。因此並無內外雲圈場景之區別，但因內部故事背景用彩色雲朵填充塑造，故和

雲外圈產生差異。  

盛唐時期，龕頂的雲團內部所繪製的天界構圖變得更為複雜化，主要體現在人物數量增

加，場景內容更充實，人物之間的比例差異也縮小了，因此畫面顯得較為擁擠，但輔助塑造

天界場景的雲圈本身，並未具有太大變化。例如 45 窟的「見寶塔品」（圖 89）。但應注意

的是，此時雲圈所限定的天界範圍已經逐漸脫離於龕內空間，在經變山水所常見的南北壁面

中，已存在類似的構圖。例如 217 窟的「法華經變」中，天界出現在畫面中央上部（圖

90），其亦結合了仙雲所塑造的承托感而變得更為自然。 

在天界場景中，主要涉及到構成的母題僅有雲朵，其經過排列組合與人物及其坐騎產生

互動效果。其刻畫的形態依據壁面形狀、大小確定走勢，除本身風格所至，更多得則是基於

以下兩點：一是服務於人物和動物，呈現承托感和支撐性。從雲朵的風格表現來看，刻畫精

細度不及主要人物、動物，設色上亦不做突出。二是填充畫面以做裝飾效果。此方面功能往

往結合飛仙、天女散花場景中的小朵寶花，共同補充畫面細節和豐富度。例如前文所提及

322 窟，便能看到在供養菩薩背後出現分散的花瓣和花蕊。或 334 窟天女散花場景，可見團

花和雲朵在背景中共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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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從屬服務性和裝飾性功能，故在刻畫天界場景時，畫面內容與經文的對照關係並不

是繪製者需要首要考慮的問題，所選擇刻畫的形象亦是表達難度較為簡單的。 

一部分因經文本身並未具體描繪場景細節而自行添加。初唐時期，共有三例內容為「乘

象入胎」、「夜半逾城」題材的天界場景，分別來源於 375 窟西龕、322 窟西龕及 329 窟的

龕頂。此故事來源於《過去與未來因果經》，經文中對天界的塑造，以飛天散花、仙人奏樂

等描繪為主，而對「空」這一場景的本身形態並未多加筆墨，三組壁畫的繪製者在刻畫同樣

的天界場景採用了同一種處理手段，即通過人物肢體的扭曲代表身體離地懸空的狀態，雲朵

在此無論是承托還是填充，皆為了加強人物的這種「滯空」狀態。同樣的處理手法見於 329

窟的騎龍駕虎的仙人，57 窟中的菩薩，和 331 窟西龕、340 窟正龕北側兩兩相對的文殊、普

賢。在 322 窟、329 窟和 386 窟的藻井中，次要人物例如飛天群像周圍環繞的雲朵背景亦可

歸類為同種手法。 盛唐時期，387 窟的藻井亦用此法（圖 91）。 

另一部分則對經文內容點到為止。例如 220 窟東壁的「維摩詰經變」，其根據《維摩詰

所說經》所繪，雲圈之內刻畫了經文中的場景： 

接妙喜國，鐵圍山川、溪穀、江河、大海、 泉源、須彌諸山及日、月、星宿、

天、龍、鬼神、梵天等宮，並諸菩薩、 聲聞之眾，城邑聚落，男女大小，乃至無

動如來，及菩提樹。34 

因此，圈內出現日月、須彌山等表達天界的元素。除此之外，圈內對界畫、說法場景的

刻畫，並未特別表現出「天界」和「地界」區別，這時便會運用「雲圈」以示區隔天界的內

外空間，即便如此，雲朵本身亦未進一步體現天界細節。 

這種刻畫場景的處理手法並不限於一種主題，除「維摩詰經變」外，還出現在 202 窟和

340 窟的「法華經見寶塔品」中，和 328 窟的「說法圖」中。盛唐時期 217 南壁的「法華經

變」中，雲圈內所表現的是《妙莊嚴王本事品》中佛的居所，畫面以庭院為主，和地面建築

亦並無不同。又有 45 窟「見寶塔品」，源於《法華經》，雲圈內所表現的是《法華經》中

法會的情景，畫面的重點在於刻畫寶塔在說法時從地面湧現，光芒萬丈為萬物所見，通過眾

菩薩的光環和空中的飛花部分，表達出所處場所的特殊性。因此直至盛唐時期，雲圈本身同

樣僅做為天地間的區隔分割，這種手法會在後文討論壁面分割之時再做詳述。 

                                                 
34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冊 14，第 475 經，頁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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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初唐、盛唐敦煌壁畫天界場景的變化，主要體現在對整體場景、人物刻畫的風格上

更加成熟、複雜上，例如 172 窟龕頂（圖 92）飛天的身形動作更為流暢伸展，肢體和肌理的

刻畫更為精細，雲朵更加靈動。46 窟西龕頂部雲圈內（圖 93）墨線勾勒出的人物面孔、衣

著都更為精緻等等。但由現如今發表的圖像材料可證，無論在未指明身份的飛天、仙人等群

像人物所處場景之中，還是在身份明確如文殊、普賢、釋迦摩尼佛等故事相關的場景中，只

要屬於天界場景，盛唐還是以承襲初唐對經文和圖像的轉換關係手法為主，除畫法和大小外

並無太大區別，因經文內容所略，或對經文重點場景的選擇所致，文字向圖像轉換的關係不

大。多處相同的處理手法，除了當時創作者的普遍認知和歷史承襲外，更有可能和所據粉本

有關。 

 

二、野外場景 

野外場景在初、盛唐時期，大量出現在經變故事畫的山水中。根據窟內形制，最常見多

見於南北壁，少量見於其他處。野外場景由山水樹石母題主要和人、車馬、建築母題共同組

成。   

一般而言，初唐時期壁畫裡人物比例過大，建築、樹植的比例極小。如 431 窟的「寶樓

觀」（圖 94），人與樹的高度基本一致，和建築也幾乎比肩，同窟中人物與車馬的比例卻

又相對正常。究其差異，在於人物的身份不同，故重要程度不同，信仰者為畫面的主要人

物，而馬夫為次要人物。這一定律在初唐時期較為常見。 

在具有代表性的 321 窟內部繪有大幅「寶雨經變」（圖 95）。此幅壁畫以軸對稱的構圖

鋪設了多座山體。山體的走勢可以說完全為了畫面故事內容而服務，在畫面中心最大的一座

山體，結合畫面中段底部密集的錐形尖山，包裹了主體佛像和聽法的仙人僧侶。畫面兩端的

山體較小，相互交疊出無數個小場景空間。其中山體和人物的比例便趨於合理。同理，在

323 窟，菩薩佔據畫面五分之三的面積（圖 96），野外場景中，也由主及次由大到小繪製人

物。334 窟中，「八王爭舍利」場景為此局部畫面的中心點（圖 97），人物基本與山體高度

一致，而周圍及遠處的僧侶相對小了許多。 

盛唐時期的野外場景裡，依舊遵循著人物主次不同而大小不同的定律，但山體的整體高

度增加了，人物皆等比例縮小，相對初唐更加符合現實比例。即使在 148 窟綿延的山體（圖

98）之內，人物也不會顯得過分突兀，建築物內部坐著的眾人並不顯得擁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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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因此時「十六觀」題材的盛行，壁畫中的野外場景開始出現獨幅山水畫的概念，

畫面往往成長方形，一人一景，無車馬、動物等母題，代表信仰者對自然的敬畏，面對山水

展開冥想的情節。因「十六觀」主題常分佈於壁面兩側，故高聳的山體多在外邊一側。172

窟的「日想觀」是典型的例子（圖 99）。地平面又因河流穿梭向畫面遠方延展，加上山體

挑高，塑造出一個很廣闊的自然空間，人物在此空間中便顯得更為渺小。 

根據《觀無量壽經》中對於「十六觀」的記載，以「日想觀」為例，僅表面了面向太陽

打坐，並未要求周邊的環境，敦煌此時的「日想觀」乃至整個「十六觀」雖筆法各有不同，

但構圖又頗為相似，或許皆為繪畫者依據粉本再度創作而來。 

 

三、庭院場景 

第一種主要出現在淨土變相關的壁畫中。以水體和建築母題為主，提供人物活動場景。 

初唐時期的庭院場景多為人物圍繞蓮花池和建築聚集在一起。如 220 窟所繪（圖

100），建築物群的遠近關係各異，荷葉浮萍浮於水體表面，蓮池前後岸線條長度一致，以

至於目測起來仿佛懸空。同一遠近空間內的遠近走向也有所不同，因此畫面顯得往往比較雜

亂。        

第二種是關於宅邸庭院的刻畫。如 431 窟所繪庭院（圖 101），往往將外牆塗成深色，

使其較有輪廓感，深色墻上的樹枝全部留白。 

盛唐時期庭院場景呈現出更為複雜的形態，人物數量和建築群數量翻倍，但遠近關係的

處理變得更為和諧舒適，和野外場景的處理方式類似，庭院建築被挑高了，人物縮小。217

窟所繪（圖 102）建築群朝向一致，畫法類似，建築物上的瓦片、木質屋頂走向亦保持同一

方位整體沒有扭曲感。 

此種還包含為對應「十六觀」的「未生怨」主題的壁畫。也可以說庭院場景也出現了類

似獨幅繪畫的分隔。見於 45 窟「未生怨」部分（圖 103），以庭院建築自然分割了畫面，畫

面內人物站在建築內外互動，結合建築構件的橫縱排布，營造出較小的庭院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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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空間結構的表現形式 

 

前章所論，主要為探究初、盛唐時期所存在的母題風格，前節所論，主要為探究母題之

間的整合問題。這些實屬作為研究壁畫山水之材料不得不優先劃撥分類的議題。但是，若要

探討山水的空間表現，及解決「何為壁畫山水」甚至發散至「何為山水」這一重要議題，則

須整合後一併考量。因此，此節主要以石窟內整幅畫面的構圖及壁面組合的情況加以分析，

以此對初、盛唐時期的壁畫山水更為整體的認知。 

對於初唐及盛唐時期敦煌壁畫中的空間結構，筆者主要通過如下幾點進行分析。首先是

石窟內部的視覺引導方式，主要受石窟形制影響，以裝飾帶居多，但山水樹石相關的母題亦

有所作用。其次是壁面分割和敘事的關係討論。再有便是經過分割區域後的單幅壁畫內對空

間的塑造，主要表現在視點和景深的塑造上。最後是母題個體所體現的空間關係。 

 

一、視覺引導      

第一種，是此時期石窟內服務於視覺引導的圖像。從材料所見，此時擔任視覺引導的主

要以裝飾性花紋為主，例如火焰紋除了裝飾性外，是最為明顯的視覺引導。例如初唐 329 窟

（圖 104），運用火焰紋將人的視線集中在造像上，再藉助其走勢，將人的目光引入至上方

天界圖像處。 

第二種，部分水體，也傳達了視覺引導的資訊，主要是引人視覺向畫面下部或上部轉

移。蓮花池內的水波紋便具有這樣的導向作用。水體則見於前文所討論的大幅經變山水左、

右角落及「十六觀」的獨幅山水畫中。 

第三種，為前文所述的天界仙雲，多數擔任了承托感和指向性並存的功能。在雲圈形畫

面中，無論服務於裝飾性，還是服務於人物，場景設色和人物設色對比非常大，雲圈本身多

呈現深色或濃彩設色，而天空背景和內圈雲體有濃有淡，依照主體人物的設色進行調整，呈

現戲劇化張力效果。可見創作者是以突顯畫面人物和窟內主體塑像為目的來進行創作，且仙

雲大小基本一致，並不受人物大小和分佈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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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山石走向在部分圖像中也強調了目光指向性，尤其是整塊山巒的傾斜，常見於前

文所述「十六觀」圖像中。 

 

二、壁面分割和敘事 

從初唐、盛唐時期的敦煌壁畫材料而言，筆者認為分割壁面的方式分為兩種類別，即為

敘事服務的和不為敘事服務的。以下做分別討論。 

以「與敘事無關」的分割畫面方式為例，常見且最為直接的是榜題，一般出現在供養人

相關的畫面中。例如初唐時期 375 窟的供養人長幅畫面（圖 105）便是典型的例子，一般而

言，榜題僅佔據畫面的上半部分，互相之間等距離分隔開人物組，不對敘事產生影響。 

第二種是直接墨線劃分壁面。同為 375 窟的壁畫邊緣就採用這樣的方式，僅做畫面區

分，並無他意。 

第三種是裝飾帶分割。如 322 窟的供養菩薩（圖 106），便被菱形團花狀的裝飾帶做區

隔。使得畫面色彩更豐富，更加華麗。 

第四種是植物分割。主要出現在說法圖相關題材的壁畫中，起到環境塑造和襯托前方人

物的作用。前文討論野外場景時，提到 323 窟的菩薩佔據畫面極大，在這幅山水中，菩薩與

菩薩之間便是用淡設色的等高植物做區隔。另外，「樹下人」的組合中的樹木，多數時候兼

顧分割畫面的功能。 

第五種是雲分割。主要分佈在龕內塑像頂部和維摩詰經變等壁畫部位，為渲染環境所

用。前文所討論的雲圈、裝飾雲皆屬於此範疇。 

而「與敘事有關」的分割畫面方式，主要以如下幾種為主。 

第一種是山石分割。以具體時代來看，初唐時期，經變山水中所出現山石分割經變山水

比較多。初唐時期的敦煌壁畫中，圈形敘事較為普遍，以 321 窟的寶雨經變為典型。為了營

造圈形敘事，山石還進行了變形。盛唐時期，山石的繪製更為成熟，對山石本身的探討增

多，再加上界畫的不斷發展，結合淨土變的盛行，山石用以分割畫面的情況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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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是建築分割，以前文所提 217 窟南壁「妙莊嚴王本事品」為例，神仙居所劃分出

不同的敘事場合。從大英博物館藏《報恩經變相圖》內建築物的分割作為敘事場所，到後來

單體建築區隔不同空間，並區分和前景、後景。 

第三種是直接墨線劃分壁面，在盛唐時期的「十六觀」、「未生怨」中，用來直接框選

屏風類山水畫的區域。以便框內直接繪製特定場景。 

 

三、空間遠近和退縮 

主要通過敦煌壁畫中已被分割的單幅畫面來比較。初唐敦煌壁畫裡的山水對中景的塑造

毋庸置疑的進入熟稔階段，但對遠景的嘗試從未停滯。此時敦煌壁畫山水中對於畫面的空間

處理便可清晰地區分出近景、遠景。但在近景到中景的處理上依舊比較生疏，中景到遠景也

有所割裂，對遠景的猶豫與探索則可透過多重地平線一窺。 

盛唐時期，中景到遠景的視點變化可以順利通過波浪勾線類河流體現，中景、遠景的銜

接亦變得自然，但多重地平線的表現方式並未被淘汰，是否在創作者的眼裡，有比遠景的更

為遙遠的世界存在。 

另外，一些初唐之前的圖像中出現的空間處理方法直至盛唐依舊被沿用了，隱藏山石之

間的人物和儀仗隨處可見，人物之間採用四十五度角相對站立，以拉開空間距離於。 

 

四、母題關係和結構 

主要體現母題自身展現出的空間感。在壁畫邊緣憑欄的裝飾帶渲染上，分出三個立面用

顏色區隔，視覺上產生了立體感。如前文提及 321 窟的憑欄菩薩，217 窟西龕雲圈母題的遮

擋透視關係。蓮花池的構建的透視。部分蓮花池內邊沿的裝飾磚向畫面上方收小，呈現出中

心對稱的透視效果，在中心人物後延伸，有強烈的景深感。217 窟的仙樂在建築物欄杆中自

在穿梭（圖 107）。還有，初唐 329 窟（圖 108）和盛唐 148 窟（圖 109）對車馬透視所採用

的同樣手法，運用四十五度斜側以表現更多空間。另外，遠景山的筆畫互相疊加，中景山石

的相互堆積也表現出體積感和空間前後關係。還有水波紋在遠景和中景中的運筆變化，也體

現了視點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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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風格來源 

 

一、母題樣式 

（一）北魏樣式 

以盛唐時期的山石為例，前文所列出的盛唐時期敦煌石窟壁畫中三種常見的山石畫法及

其各自衍生的變體，通過梳理材料，筆者認為它們的來源並非階段性的發展而成，而是由幾

種起點距盛唐遠近不一的山石畫法演變而來，並相互影響形成的。 

第一種山石畫法的歷史淵源最為久遠，自北魏時期敦煌壁畫中就可見其雛形，因此筆者

將這一大類暫定名為「北魏樣式」。其特徵是層隔山峰並列放置，並以色塊平塗的手法處理

山石。在「北魏樣式」固定之前，山石在敦煌壁畫中的繪製是較為紛亂、點綴式的。例如

254 窟南壁的《薩埵太子本生》故事中，山石的走勢完全仰仗人的動態和畫面的空缺，以波

浪狀山為主，山體與山體之間區隔模糊，依照目前所見顏色，僅僅以天藍色和黑色作為山帶

區塊間的分野（圖 110）。但在同一窟中，已然出現了對於「北魏樣式」的嘗試，例如沿著

西壁下端基線水準繪製的山帶，就呈現出單個山體駝峰狀，並通過青綠、赭石和白色三種顏

色平均分配，使得山與山之間的區隔明顯。在單色山體間還運用不同顏色依照外輪廓走向勾

勒出裝飾性的細線，其中大部份為白色（圖 111）。「北魏樣式」在 257 窟中的運用得更為

成熟。尤其是西壁的《鹿王本生》故事和《沙彌守戒自殺緣》故事壁畫中，運用青綠、赭

石、白色和黑色，將駝峰山的裝飾性較之前又進一步提升，並在走勢上跳脫了僅和牆壁基線

平齊的定式，發展成為較為開放式的斜坡，作為敘事場景間隔帶（圖 112）。 

北魏樣式的風格變化基本上是基於單個駝峰山體內部的繪製方式改變而決定的。到了西

魏時期，北魏樣式演變出更為複雜的裝飾圖案，駝峰山體的內部刻畫突破了裝飾性細線，發

展出多種平塗方式並存的狀態，代表了這一樣式最為成熟的時期。以此時期典型的 285 窟為

例，便出現了三種北魏樣式的變體。 從窟頂東披非常明顯地可以看到兩種，一種是將駝峰

山內部用水準橫線切割成二到五段不等的平行帶，一種是將駝峰山塑造成有鋸齒狀小山丘的

形象，並在內部上色中秉承這一走勢。此窟西披窟頂部還有一種北魏樣式的變體，結合了前

兩種的特徵，變成鋸齒狀山丘外廓和平行帶狀山丘內部相結合的產物。以上三者都是根據色

系分配單體山石內部的顏色搭配，例如藍色固定配青綠色，赭石固定搭配黑或白等等。此

外，在駝峰山體內部也出現了顏色分界愈發模糊的趨勢，換句話說，即顏色間相互渲染情況

開始增加。例如 285 窟中《雙孔雀龕楣》頂部的一排山丘，可以明顯看出從赭石到黑色、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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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色到綠色的過渡（圖 113）。同樣 249 窟的窟頂也能看到過渡色在駝峰山內部山帶之間的

運用（圖 114）。關於過渡色的營造，筆者認為原因在於上色的筆觸上突破了水準填塗的侷

限，這點從此窟山林細節中可以見得，以藍和青綠的這座過渡色山體來看，其創作步驟明顯

是先縱向平鋪滿一層青綠色，再在青綠底色上，以藍色做由上而下、密度漸疏的水準填塗，

由此營造出自然過渡的效果。 

從目前已發表的資料可見，以上幾種北魏樣式的變體分佈是有規律的，但當時的創作者

是以何種規則安排空間中不同平塗方法的排列組合，筆者目前暫時得不到肯定答案。雖說如

此無可否認的是，這樣山石畫法並存的狀態，為此時石窟寺壁畫中的同類型的山石提供了較

為靈動的、富有變化性的風格特質。尤其是此時，即使北魏樣式風格的山體刻畫變化多樣，

達到峰值，創作者卻顯然並未僅僅侷限於此，在特別的場景中，可以發現其加入了自己的巧

思。例如 285 窟西披的窟頂上可以看到有兩隻猴子造型生動、動勢可愛，它們並非直接居於

北魏樣式變體的山脈之中，而是活動在創作者為它們特別創作的兩組赭石色的山石之間。其

中一隻獼猴抱膝曲腿坐在特別為其彎曲成座椅的山石上，伸出左手觸摸頭頂垂下來的植物葉

子（圖 115）。另一隻則張開四肢做出攀岩狀，樹木和山石分別被刻意安排在左手和左腳著

力點（圖 116）。兩組山石筆觸和明暗非常明顯，與北魏樣式的變體中日漸模糊的山體內部

分隔形成鮮明對比。 

自西魏以後，敦煌壁畫中的北魏樣式逐漸趨於穩定，較之前而言，圖案繪製的精細度降

低，樣式變化的活躍程度也減弱了，因而在此筆者僅簡單舉例期間變化，不多贅述。北周時

期，北魏樣式的山可以更為明顯看出裝飾用途和為壁畫內容服務的指向性，體現在非常規四

壁和天頂的空間中。正如 461 窟「晱子本生和摩尼寶珠」左右兩端的邊角部份，因為處於拱

形龕狀畫面之上，所以山石雖然結構畫法相同，但走勢卻被創作者刻意扭曲，由原本垂直的

山體群變成山頭向中心傾斜的山體，在邊角處有部份山體甚至整體傾斜到了水準角度（圖

117）。這樣的處理方式意在引導觀看者目光，指引其關注畫面中心的經變故事。到了隋

代，對於北魏樣式的繼承發展體現在兩種變化上。第一種是山石作為敘事場景間隔帶的目的

更為明顯，例如 428 窟的《須達拏太子本生》中展現的那樣，形成密閉的圈形空間，使得故

事場景區隔開來（圖 118）。第二種則恰恰相反，山石作為區隔的作用被邊緣化了，取而代

之的是畫面中的界畫、植物，因為植物和界畫與山石的厚實質感不同，所以塑造出來的故事

場景獲得更加開放的空間。從圖像上來看，出現了相較北魏至北周時期的駝峰山而言，更加

低矮的山峰，排列在畫面底部。如 417 窟中，山脈僅佔據畫幅約五分之一的高度，僅從起伏

的特徵和色塊中的筆法看得出表現的是山體（圖 119）。有的更進一步出現了諸如海浪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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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疊累放感，如 423 窟的《維摩詰經變》，在建築物圖案下麵，用低矮的駝峰山環繞出蓮花

池的邊界，其中的山體也是單色（黑色、紅色）和水準填塗（藍和青綠）結合。這一場景說

明創作者企圖用山石塑造房屋前的景色（圖 120），將北魏樣式的山峰脫離敘事間隔的需

求，放置在如此靠前的位置，即使立體效果的塑造較為不成熟，也顯示出除了裝飾性作用

外，對空間深度處理的新嘗試。 

（二）隋代樣式 

第二種盛唐時期出現在敦煌的基本山石畫法，在盛唐敦煌壁畫中出現頻率最高。當時，

樹木和北魏樣式的山石已經成為點綴，界畫成為區隔故事場景的主體，筆者認為第二種畫法

便是基於這一前提發展起來的。雖然也許有受到北魏樣式後期色帶間暈染過渡的上色方式影

響，但從筆法來看，卻有規律得多，往往沿著山體外輪廓線一層一層地沾水上色，這樣的風

格是從隋代開始普遍流行的，因此筆者暫且稱之為隋代樣式。其特點是主要以青綠色山水為

佈景，用淡彩暈染的繪畫法營造山石。不僅僅是山石畫法出現暈染的效果，還會被創作者有

意識地層疊山體，區分塊面體積。隋代 62 窟《山間禪僧》中出現的一小塊山石可以證明這

一點，山石用淡藍色起稿後填入赭石、棕色等做渲染，山頭處留白或用黑色筆刷強調，部份

塊面運用青綠色點綴，使得整個山群有明顯的層疊感（圖 121）。佔據較為完整牆面的隋代

樣式在初唐時期可以見得。以 431 窟的《觀無量壽經變之未生怨》為例，可以看出前文北魏

樣式在隋代所營造出的「山石包裹蓮花池」的圖像組合被繼承下來，只是各個母題的畫法皆

有所改變。從山石部份來看，駝峰山的定式被波浪狀起伏的長條山體替代，一組山體只運用

一種單色，再通過上色次數的多寡區分出濃淡。127 窟的《寶雨經變》中，情景故事被自然

地安插在山間，並未刻意扭曲山體迎合敘事框架，整個壁面都僅運用了青綠、淡藍兩種極為

相近的顏色，若不仔細看則很難看出來，山體走勢為人字形山峰堆疊，由創作者從邊線開始

向內渲染而成，最後和土黃色的牆面交融。334 窟的《八王爭舍利》所用顏色同樣不多，以

深淺藍為主，山體較之前案例更為多樣，為人字形山峰和波浪狀山峰的集合，除了遠山都是

波浪形的外，其他空間分佈均勻。332 窟中的《靈鷲山說法》中體現了隋代樣式運用不同畫

幅上的效果，在縱向畫面中山體被擠壓成長條狀，並用幾乎垂直的筆觸描繪一種過於規律的

山體層次。筆者認為這說明隋代樣式發展到初唐，山石顏色可以渲染非常自然，山石因地制

宜改編形態的特徵，展現的雖然不一定是十分真實的山石，但一定程度反映出創作者對山石

處理的熟悉程度。另外，在盛唐敦煌常見山石的第二種畫法中，有部份壁畫出現的墨線勾邊

的渲染山石，這種山體大概是直至初唐才出現的，原因筆者認為可能有兩種，一是創作時因

不同洞窟所運用的原料不同故用來替代渲染色中較深的顏色，二是用墨線交織來強調山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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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勢和景深。例如 209 窟人物故事畫中，綠色的山體渲染和垂直筆法的山石紋理都有所保

留，外側勾線並不僅限與山峰的外輪廓，在山峰內部出現由左下到右上連續的「之」字形，

既牽引著觀看者的目光進入畫中故事，又明確表示了這座山是有深度而非平面的。 

（三）初唐樣式  

和太陽相互組合的遠景小山，屬於初唐時期出現的風格。筆者認為出現的原因可能在於

這一時期敦煌壁畫中的創作者開始有意識區分山水的近、中、遠景，尤其注重遠景的區別

性。雖然在同一時期，還存在著近、中景內渲染風格的山體保持一致的現象，但同時也出現

了和近、中景迥然不同的風格。例如前文提及的 209 窟山水中的遠景，便是由四條水準基線

所構成的，基線上規律散落著小山。這些小山的形象頗似北魏樣式初始之時駝峰山的縮小

版，讓筆者不禁猜測，這一時期的創作者在有意識地解決景深問題之時，可以較為熟悉地運

用隋代樣式處理近、中景的山體，但對於遠景的處理則較為茫然，所以從山石畫法上會回溯

到北魏樣式中重新尋找靈感，同時在空間處理上依然保留了多重地平線的時代風格。 

由此來看，初、盛唐敦煌壁畫所呈現的幾種山石特徵是多種時代風格發展的綜合體。第

一種山體繼承了北魏樣式的繪製手法，但功能簡化為僅作裝飾。第二種和第三種山石畫法在

繼承畫法之餘，在此時探索了空間關係。不同的是，第二種山石因已經不作為敘事間隔的唯

一方式，且對場景塑造進入成熟期，所以可以進一步探索山體本身的質感和景深感，而第三

種山石作為較新產物，還處於結合畫法的初步探索狀態，並趨於成熟。 

 

二、敘事結構和空間安排 

山水母題服務於敘事結構可追溯到北魏時期，「鹿王本生」、「薩埵太子捨身飼虎」題

材的壁畫中，可見山丘切斷式阻隔空間的手法，後逐漸轉化為「圈式」和「魚骨式」。初唐

時期，經變山水依然保有了「魚骨式」的圈形敘事構圖，時至盛唐逐漸減少。前文所提以

332 窟和 321 窟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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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結構考慮則也有受到中原影響。例如 321 窟的寶雨經變，其為武則天時期興建，畫

面對於經文故事情節的安排，和南天竺僧菩提流支所翻譯的《佛說寶雨經》類似，35應為對

照其所作。 

盛唐時期「十六觀」、「未生怨」等壁畫的結構，和當時所流傳、現屬大英博物館的絹

畫《報恩經變相圖》（圖 122）類似，此類絹畫應該直接影響到了壁面繪畫更改構圖形式。

部分「十六觀」中遠景山水的構圖方式，可以在韓休墓北壁獨屏山水和日本正倉院藏「螺鈿

槽琵琶捍撥騎象胡樂圖」（圖 123）中見到，皆為兩端山峰隆起，向中心偏移，畫面中部為

開闊的平地和江河，飛燕作為視覺引導，讓人從近景過度到遠景部分，遠景外皆有關於日落

的描繪，「十六觀」中遠景盡頭使用多地平線的堆疊的筆觸，在正倉院琵琶上有同樣的表

現。唯一不同的便是主體人物，在正倉院琵琶上的主題人物是乘象的胡人，其穿著打扮世

俗，在進行娛樂，和「十六觀」中的隱士打扮差異很大，韓休墓中的主體人物則是寄託於山

水的墓主自身。 

 

三、筆法設色 

對於水墨筆法的運用，筆者認為受到中原地區的影響。盛唐所見繪製一棵樹的筆法，特

別是樹幹部分僅採用墨線詳細勾勒出樹根和枝杈，僅在虯節部分賦以淡色，這樣的筆法在敦

煌初唐時期的壁畫中基本很少見，而更類似與唐長安地區所出土的墓室壁畫裡對於樹的處

理。盛唐時期，對人體結構用線條處理，似乎為絹畫的簡化版本，較為精細的刻畫在俄藏敦

煌絹畫《彌勒上生經變》中可以見得（圖 124）。 

同時，筆法受到佛教工藝品、紡織品的很大影響。前章所提及的勾線平塗式石塊，可在

《靈鷲山說法圖》（圖 125）的紡織品中尋找到相似之處。而樹葉和樹幹的處理方式，則可

見於出土的金銀器遺存中，尤其和望野博物館所藏金樹（圖 126）如出一轍。225 窟和 79 窟

充滿立體感的花朵，開花的方式，花瓣彎折的弧度，皆類似於法門寺地宮出土的銀芙蕖供養

器。在俄藏敦煌絹畫《阿彌陀佛淨土變》中，亦有對「樹下人」和花卉的描繪，在正倉院所

藏鏡子背面，山水雖非處於常見的畫框空間，依然有此時常見的相互遮擋關係（圖 127）。 

設色方面，例如唐章懷太子墓、懿德太子墓、節湣太子墓、李道堅墓則代表了中原一派

的頂級墓葬壁畫畫師的水準，作為比較對象在之後討論。敦煌壁畫山水中大量青綠色的重點

                                                 
35 史葦湘，《敦煌歷史與莫高窟藝術研究》（陝西：甘肅出版社，2002 年），頁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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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則技法風格則是受西北流派影響的成果。另外如前文所提錐形山的填色方式，則是北魏

時期中亞風格流傳至此地遺留後發展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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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初、盛唐時期敦煌壁畫山水的意義與影響  

 

第一節 初、盛唐時期敦煌壁畫山水的關聯性和特殊性 

 

目前，除敦煌本土外流的絹畫、揭取下的石窟壁畫及其他工藝品外，與初、盛唐時期的

敦煌壁畫山水材料相關的材料類型還有三種：一是同時期前後所遺存的卷軸畫材料。二是同

期時前後目前所出土的墓葬中包含山水相關題材的壁畫等材料。三是同期時前後記載相對較

多的兩京地區寺觀壁畫材料。這三種材料在如今的學術發表層面各有其不確定性，譬如：卷

軸畫年份具有爭議，城區內寺觀壁畫考古資料的不可行性而連帶圖像的缺失，墓葬壁畫材料

稀少且圖質不清等等。但於此同時，其對於初、盛唐時期山水環境相關的壁畫具有補全、對

照、類比的功用不可被忽視，卷軸畫中可以得知風格的流轉，墓葬壁畫在空間構圖探討和斷

代方面具有優勢，而兩京寺觀壁畫可以補全一些文獻記載。通過比較，不僅可以展現此時期

唐代山水畫更全面的面貌，亦可更突出敦煌壁畫山水的特殊性。 

 

一、與墓葬遺存比較 

筆者根據材料年代和圖像的可確定性排序，選擇優先選取比對與此時期敦煌壁畫相關的

墓葬美術材料。截至目前，考古工作和發表的初唐、盛唐時期唐墓壁畫圖像材料，主要歸屬

成員身份多為皇室、貴族，又因搶救性發掘的區域多處於中心城區長安，因此呈現出的繪製

風格從整體而言較為多元，且較同期敦煌壁畫而言多更為精細複雜。 

（一）筆法風格 

此時段的唐墓壁畫中水墨和青綠的兩大設色體系都有較為突出的圖像材料。章懷太子李

賢墓和懿德太子李重潤墓中，皆具以出行活動為題材的壁畫，畫中人物穿梭於山石、植被之

間。章懷太子墓中關於山水環境母題的壁畫以《狩獵出行圖》（圖 128）和《打馬球圖》

（圖 129）為代表。狩獵場景中人物騎在馬上，圖中的山石置於畫面前景，呈現出水墨勾線

的淡青綠設色，人物馬匹和山石之間並無明顯的遮擋關係，通過對比母題之間的大小，可見

山石明顯處於畫面近景，而人物處於中景位置。打馬球場景中，植被以樹木為主，在此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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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典型的中原樹木的畫風，即墨線勾勒後，根據分枝繪製成組的樹葉，最後以淡彩青綠設色

進行填塗，在樹幹處保有明顯的立體結構刻畫。此圖中的樹木最為高大，但變化和空間感都

以服務於人物、馬匹駱駝為主，樹木之間缺少前後感，人物被遮擋在樹木之後，僅僅是作為

畫面分割以表達林野場景，達到環境塑造的功用。因此，在此墓壁畫中，人物相比較而言還

是最為突出表現的中心元素，且較真實情況下比例佔比較大，馬匹較小且跑動的姿勢為非現

實狀態，樹木比例正常但較為刻板。另外，此墓前室東壁繪有一組以樂舞和觀鳥為主題的多

人物圖，在人物背景部分可見此時常見的「樹下人」組合構圖，此畫中石頭和樹本體同樣採

用了墨線勾邊、淡彩填塗的繪製風格，和人物的前後關係僅依靠地平線的前後差異和人物衣

襬的簡單遮掩完成。 

懿德太子墓中的《闕樓儀仗圖》（圖 130）在山水環境相關的母題中則重點突出了岩石

結構。其墨線直接勾勒出的石體塊面和前文所述盛唐時期 217 窟的墨色勾線石如出一轍。建

築（界畫）雖然在此因空間位置不同而刻畫角度不同，但樓闕在畫面場景中無比突出，人景

關係重點突出儀仗人物，但建築依舊按照遠近來描繪，各部分相對獨立成區。 

以此兩種墓室壁畫個例比較而言，敦煌壁畫在畫面元素間前後關係的處理上呈現出不同

的方法，雖皆有用遮擋、遠近來表達，但所選擇重點刻畫對象並不完全等同。敦煌壁畫中對

山水樹石等母題的前後關係刻畫得相對更為留意，而對人物之間的前後關係表達則處於基本

滿足要求、點到為止的水準。元素刻畫方面，此時敦煌壁畫中所繪植被更多樣，刻畫出因海

拔位置而呈現出的多樣存在，植被大小不一，二位太子墓的壁畫中，樹木皆更加統一高度，

但排布較為單一。這一區別也反映出現實中地理位置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自然景觀，外加太

子官宦的活動區域可為皇家獵場，這種半野外的場景，自然較敦煌壁畫中出現的野外場景對

植被的生長、樹種的種植更有規劃性。 

（二）佈局構圖 

因墓室空間和石窟寺空間整體形制的不同，墓葬遺存和敦煌壁畫本不可直接作為類比，

但比對壁畫內部細節，卻依然有可鑒之處。 

章懷太子墓中的植被多處於畫面近景，而敦煌壁畫中則由近及遠皆有之，實際上，這亦

可歸結於對不同畫面採用不同的空間安排手法。章懷太子墓中人物穿梭的山林位於墓道東西

甬道處，長度較長，高度較矮，因此更為適合放置儀仗及運動場景。敦煌的石窟寺較墓室而

言，空間更高挑，壁面更大，加上專注宗教信仰相關，又有「未生怨」、「十六觀」等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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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圖的演化發展，功能較為單一。信仰的虔誠需要世俗之人盡可能縮小自身存在，擴大神佛

的存在。在佛教發展至盛唐時期，壁畫不再著重表現經文敘事，轉而以描繪場景、塑造環境

為主，故壁面允許的情況下，分割縱向長方形的空間更容易達成這種視覺效果。 

當敦煌壁畫山水發展至盛唐時期，壁畫的分割情況趨於穩定，壁面各司其職，拼湊成整

幅壁畫。此時的畫面分割，便承擔了類似屏風式的畫框空間。屏風式的壁面對照墓葬美術材

料，可見於武惠妃墓中的石槨（圖 131）和李道堅墓中的西壁與棺床（圖 132），二者與敦

煌壁畫材料中的山水樹石表現有所差異。武惠妃墓中的石槨上出現「樹下人」構圖的屏風區

塊，因石刻的緣故，對線條的運用達到極致，僅在五官重點部位稍加賦彩。在近景的處理

上，石槨以低矮的石塊和花草充填畫面，並未有明顯遠景的刻畫，樹木將人物局限於狹小的

空間，因畫面填補較滿，而更顯擁擠。李道堅墓中的山水屏風，同樣給人以擁擠之感，近景

處的亂石堆砌而上，使人的目光不自覺地看向畫面上方的雲朵處。最為貼近敦煌壁畫中山水

佈局和構圖的，是韓休墓北壁的山水獨屏，其構圖貼近「日想觀」裡處理山水空間的方式，

兩端山石像中間平原傾斜。但畫幅相對較寬，視覺上更為開闊，凸顯了畫面中心區域豁然開

朗的通透感。 而敦煌的「日想觀」因壁面需要和「十六觀」、「未生怨」的其他內容相互

照應，故一直採用縱向長方形的固定幅面。 

（三）秉承理念 

相較敦煌壁畫材料，二者所涉及的理念唯一重合之處，便是對脫離人間後所在的佛國、

仙界之地的期許嚮往，無論是生老病死所致，還是得道飛升所致，這份嚮往的寄託便通過山

水畫來表達。韓休墓山水獨屏（圖 133）和「十六觀」所承載的意圖便體現了這點。 

在唐墓壁畫中，山水畫及樹石等母題所充當的角色較為多樣。韓休墓除了包含的寄託往

生之外，亦有臥遊之意味，從場景中塑造的居所來看，甚至帶有隱逸之意。李道堅墓中的山

水屏風同樣帶有此意，特別是對兩塊雲彩的不同描繪，兼顧仙雲和現實所見氣象雲。在唐

代，花鳥、人物、山水各自發展，似乎已經有了性別分野的意味，山水一般為男性所寄託，

花鳥一般為女性所寄託，從武惠妃墓中的石槨和李道堅墓中的棺床題材便可見。在諸多墓室

壁畫所表現的相關母題中，山水往往而樹石母題作為其中較為「中性」的存在，出現在不分

性別的「樹下人」場景中，筆者認為是其作為畫面分割的功用並未消退的結果。 

敦煌壁畫與之相比，山水樹石作為整體場景的構成部分，或服務於整體理念，或各自承

擔畫面分割，性別意味幾乎不存在，因石窟寺的功能所限，所承載的意圖也較為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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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卷軸畫比較 

雖中原地區依據目前遺存所記流傳至今的卷軸畫材料而言，主要以青綠山水設色為主，但

水墨的部分並非缺失了，而是在筆法風格上有綜合發展。《遊春圖》（圖 134）、《明皇幸

蜀圖》（圖 135）和《過去與未來因果經》（圖 136）各自代表了唐代各階段較為典型的圖

式。 

（一）筆法風格 

《遊春圖》中對水岸的處理，和對高聳山巒上植被的鋪陳，在初、盛唐時期的敦煌石窟

壁畫山水中，可以見到相似的例子。前文所總結的「Z」字形水岸，在《遊春圖》中，因作

者風格的不同，外加筆墨置於絹上，墨線的勾勒更加輕巧，被描繪得更為細膩。 

僅從《明皇幸蜀圖》的山石設色和盛唐時期較為成熟的青綠設色、墨線勾勒的山體畫法

相比，已大為不同。比起盛唐時期的壁畫風格，《明皇幸蜀圖》運用更為複雜的技巧描繪山

石，山石的塊面主要不依靠略帶皴法的筆觸體現，亦不通過邊緣線劃分石體區塊，主要通過

向青綠顏色中添加墨色，並由青綠向赭石的暈染過渡，塑造出自然、溫潤的山石明暗面。 

《過去與未來因果經》和盛唐時期敦煌壁畫中「樹下人」風格上是三幅卷軸畫中最為相

似的。雖在岩石的描繪上，有勾線和巖間色帶等初、盛唐時興的風格，但精細程度遠遠比不

上盛唐時期敦煌的壁畫材料，樹木、石塊和低矮的坡地較為程式化，缺少變化，前後亦無明

確的遮擋關係，遠山突兀地出現在畫面右起三分之一處。從筆法上來看，可以說是盛唐時期

敦煌壁畫山水的各方面簡陋版。 

（二）佈局構圖 

《遊春圖》中，中景至遠景處山巒的堆疊為盛唐時期所常見，但對近景坡地、植被的處

理有很大的不同。較初唐、盛唐時期的敦煌壁畫而言，坡地之間的前後關係，樹木之間的相

互交疊遮擋處理得更為成熟，或許因為其依據隋代粉本繪製而成，因此在空間處理方面和細

節繪製方面有年代矛盾性。 

《明皇幸蜀圖》的構圖最為複雜，一幅畫面中五座高山橫向排開，此圖應根據底本進行

繪製。整幅畫面依據故事場景，可分為三部分，若以此將畫面分為三份，便可以輕易得到類

似於李道堅墓中的山水屏風的構圖，雲氣繚繞的場景塑造也頗為相似。不過，此圖僅從山巒

和石塊的走勢才能依稀可見盛唐時期的敦煌壁畫山水構圖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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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與未來因果經》因為長卷，其構圖排布功用性強烈，主要用於對照經文場景，與

初、盛唐時期的敦煌壁畫材料差別較大。 

（三）秉承理念 

初、盛唐時期敦煌壁畫山水的材料在繪製之初，並未有宣揚宗教經文以外的思想理念，

這點與《過去與未來因果經》則更為相似，而《明皇幸蜀圖》不僅是一幅歷史故事的紀錄，

還通過此題材，起到訓誡作用，其功用看似一致，但所傳達的理念、訓誡的對象則不同。前

者以信仰者和眾生為對象普度佛法，後者則訓誡君王治國。因此在傳播方面，敦煌壁畫山水

材料更具有普世價值。 

 

三、與兩京寺觀壁畫比較 

初、盛唐時期，中心城市地區佛教盛行，關於唐代長安、洛陽的寺觀建築，有記載的文

獻大致有唐段成式的《寺塔記》、張說、 張九齡的《唐六典》、後晉趙瑩的《舊唐書》、

北宋歐陽修等編著的《新唐書》、北宋王溥 的《唐會要》、清徐松的《唐兩京城坊考》等

等，在如今可見的關於當時寺觀壁畫的記載中, 比較突出的便是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卷

三中所記錄的唐長安、唐洛陽的寺觀壁畫 。雖然張彥遠所生活的時代，處於盛唐之後，但

在整個城市建設的發展中，寺觀的建造和壁畫的完成皆不是短時間內便可達成的，且依照畫

面主題的相關性，寺觀壁畫和敦煌石窟壁畫相較墓葬壁畫和卷軸畫，應具有更多精神內涵和

創作流程層面的相通之處。 

（一）唐長安地區寺觀的地理分佈 

根據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三中記載，截止西元 845 年，唐長安寺觀共有五十座，唐

洛陽寺觀共有十三座，本章所收錄此兩章中所有可以大致確定位置的寺廟地點，定位精確至

坊，對張彥遠時代寺觀壁畫在唐代長安（西京）、洛陽（東京）的地理分佈加以分析。 經

由在城市平面圖中標註分佈，可得出，主要集中在三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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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為沿城市朱雀大街構成的中軸線，自北向南呈現的宗教寺觀集中帶，此帶有狹長

延續、北密南疏的特點。
36
 

第二，為以城中東市作為中心包圍的寺觀集中帶。
37 

第三，為以城中西市作為中心包圍的寺觀集中帶，此帶有大量西域教派寺觀，如拜火

教、 景教等等 38。 

除了三個主要區域外，在唐代皇家活動範圍附近也有寺觀，如光宅寺（光宅坊）、安國

寺（長樂坊）近大明宮，慈恩寺（進昌坊）、凈影寺（敦化坊）近芙蓉園地區等等。地區離

中心區域較遠的則在此不多提及。 

（二）唐洛陽寺觀的地理分佈 

唐朝自長安城遷都至洛陽城後，保留了裡坊、市場制度以及城市整體外圍的方正格局，

但依照張彥遠的記錄而標註的平面圖來看，城市規劃內部中軸線的格局被打破，變得較為不

規則。城內佛寺數量減少，道觀所佔比例增加，典籍記述較唐長安減少，寺觀分佈較為分

散。 

有趣之處在於，依照張彥遠所記錄的唐洛陽寺觀壁畫，其主要分佈依然保有前文所述唐

長安時期寺觀分佈的特點。遷都後，宮門延伸的軸線變成從皇城端門到城南定鼎門之間的路

段。
39
其次，唐洛陽城北市附近形成寺觀集中區。

40
最後唐洛陽城南市形成規模較小的寺觀集

中區。
41
 

                                                 
36
 此區域共有十三座已知寺觀，所包括的有：溫國寺（太平坊）、定水寺（太平坊）、薦福寺（開化

坊）及其寺塔（安仁坊）、玄都觀（崇義坊）、開業寺（豐樂坊）、空觀寺（興化坊）、凈景寺

（興化坊）、濟度寺（安業坊）、崇聖寺（崇德坊）、永壽寺（永樂坊）、大興善寺（靖善

坊）、玄都觀（崇業坊）、開元觀（道德坊）。 
37
 此區域共有十三座已知寺觀，所包括的有:資聖寺（崇仁坊）、寶剎寺（崇仁坊）、玄真觀（崇仁

坊）、菩提寺（平康坊）、萬安觀（平康坊）、寶應寺（道政坊）、凈域寺（宣陽坊）、景公寺

（常樂坊）、雲花寺（常樂坊）、鹹宜觀（親仁坊）、祆寺（靖恭坊）、唐安寺（宣平坊）、青

龍寺（新昌坊）。 
38
 此區域共有十六座已知寺觀，所包括的有：波斯胡寺（醴泉坊）、祆寺（醴泉坊）、祆寺（布政

坊）、奉恩寺（居德坊）、大秦寺（義寧坊）、化度寺（義寧坊）、龍興寺（頒政坊）、龍興觀

（頒政坊）、懿德寺（延壽坊）、勝光寺（光德坊）、靜法寺（延康坊）、西明寺（延康坊）、

大雲經寺（懷遠坊）、延興寺（長壽坊）、永泰寺（長壽坊）、 海覺寺（崇賢坊）。  
39
 此路段集中了天宮寺（尙善坊）、弘道觀（修文坊）、龍興寺（寧人坊）等寺觀 

40
 有華嚴寺（景行坊）、大雲寺（毓財坊）、福先寺（積德坊）、天女尼寺（教業坊）、昭成寺（道

光坊）等寺觀。 
41
 有長壽寺（嘉善坊）、敬愛寺（懷仁坊）、聖善寺（章善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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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長安、洛陽所形成的三個寺觀集中區，不同於城外寺觀等宗教建築集中區域，共同特

點是並非清靜之地，而是佔據城內交通、經濟要道，且名家集中。筆者認為這基於三個主要

原因： 

第一，當時唐朝的統治者對宗教總體上保持著較為開放的態度，不光部份統治階層信仰

佛教，且給予宗教傳播者非常優渥的條件，例如坊內佔地廣闊、建築設施完善，又如宗教人

員享受均田制度、可做買賣生意等等，雖然態度開放，但統治者同時對寺觀的分佈進行著有

意識的控制，經由其批准才可在具體地點興建寺觀，因此寺觀分佈受主觀控制的影響。 

第二，因為官方允許商貿，因此寺觀在交通最發達的市場周圍集聚，信仰有進一步世俗

化的傾向，市場是普通信眾們的生活必去之地，在此建寺觀也是方便大眾的明智之舉，寺觀

壁畫的主要創作者地位不低且居住在城中，交通方便使得其縮短了創作過程帶來了收益，綜

合來看，信眾、創作者和寺觀分佈的關係形成良性循環。 

第三，外來傳教者通過發達的交通位置，可與市場進行傳教，販賣外來宗教的周邊物

品，減少了移動成本，位居高位的宗教人士還可一路入城自中軸線向上至皇城內部，方便向

統治者進貢、傳達資訊。 

至於兩京所盛行的壁畫題材，主要依據依然是《歷代名畫記》卷三。依據唐代論述中常

見寺觀壁畫題材，分為四大類：一為人物類，包括神鬼菩薩、經變故事、高士僧從、帝后等

世俗之人四類。二為山水樹石類。三為飛禽走獸類。四為其他類，依照遺書記載情況主要指

書法，故此文暫不列出。 

四類之中，所記錄題材未詳者單暫不列舉。另外，為了保持寺觀完整性而避免過於割裂

寺觀建築的空間感，排列順序以整壁為單位，以單一寺觀順序，以前文所提及之畫類為底

線， 不在畫類之下的小分支（即神鬼、經變等畫幅）中再做細分。關於佔有多數畫類的壁

畫作品， 如經變中往往也會出現其他眾僧，則根據主題進行歸類。信息未詳者暫且不予歸

類。  

（三）唐長安寺觀壁畫的題材 

從寺院壁畫題材的數量統計上來看，唐長安寺觀壁畫中數量最多的是神鬼菩薩類題材壁

畫，共三十八個。數量第二的是經變故事類壁畫，共二十三個。數量第三的是高士僧徒類壁

畫，共十四個。山水樹石類壁畫位居第四，共九個。飛禽走獸類壁畫排在第五，共五個。最

末是世俗之人， 僅有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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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寺觀內部壁畫題材的分佈來看，所有壁畫中人物類分支下帶有宗教出世元素的題材因

為寺觀建築的特殊性而被大量使用且範圍最廣。神鬼菩薩題材和經變故事題材在寺觀建築中

所畫之處最明顯，使得觀者一眼可見，記錄為「神」的在神鬼菩薩題材中較為頻繁，而「地

獄變」是最為多數的經變題材。這些題材的大型畫作多分佈在三門、大殿等主要場所，小型 

畫作亦可以裝飾在窗間、偏門之處。高士僧徒題材則多在寺觀走廊、門間、繞塔板等觀仰者 

動線經過的區域分佈，和神鬼、經變多出現在人群集中區域有所區分。山水可推斷為和宗教 

意象有關的須彌山、海水，正如雖然非長安、洛陽但在同一時期 在的浙西甘露寺中的山水 

壁畫；樹石類以松竹植物為常見，雖然數量稱不上很多，但在寺觀中的位置卻並不僅僅在邊 

角，而 在佔據一壁的現象，雖然沒有顯示出現在寺觀北壁中心位置，但有的依然和神鬼菩 

薩題材所放置的方位等級相當;當然，除了單獨作為一壁內容外，還在以上關於神仙、僧侶 

的壁畫中作為背景裝飾、襯托出現，正如勝光寺中周昉所繪製的水月觀自在菩薩和圓光菩薩 

像以竹子為背景。飛禽走獸類題材多是寄託於帶有神性的祥瑞動物比如龍、辟邪等等，多數 

出現在寺觀建築的門梁、房梁上方。人物類分支下關於世俗之人的壁畫描繪，以張彥遠所記 

錄的兩個例子來看，均是以帝、後和諸王族做對象。  

從長安城內壁畫題材分佈來看情況如下。三十八個神鬼菩薩題材壁畫和二十三個經變故 

事題材壁畫因為數量眾多、寺觀必備而分佈廣泛，基本上形制尚可的寺觀皆有二者在。十 

四個高士僧徒題材的壁畫分佈在十一個寺觀內，總體而言可分為兩種，一種是無名眾僧，因 

為裝飾性較強、教理上重要性較弱，分佈也較為廣泛;另一種是有名望的高人，如一行大

師、 法華七祖、楚金和尚等，繪有這類人物的寺觀分佈除了太平坊的定水寺外，都不在前

文所提及的寺觀集中區，而是在城區較為邊緣的位置。九個山水樹石題材的壁畫分屬於六個

寺觀，分別是慈恩寺、懿德寺、唐安寺、興唐寺、崇福寺和寶應寺，在整個城市中分佈不均

衡但又有所對稱，其中大寧坊的興唐寺和休祥坊的崇福寺在地裡上基本處於東西對稱的位

置；而寶應寺和懿德寺也分別坐落在前文所提及的東、西市寺觀集中區；餘下兩座則皆位於

市東，一 在東市集中區內，一在皇家活動範圍芙蓉園附近。五個飛禽走獸題材的壁畫分屬

於三個寺觀， 分別是菩提寺、空觀寺和大雲寺，這三個寺觀又很巧合地分佈在前文所提及

的三個中心區域內，每個區域各一個。兩個世俗之人題材的壁畫，一個分佈在安國寺，歸屬

於緊臨著大明宮的長樂坊內部，所記載的壁畫內容並非唐代當朝或前朝的帝后，而是梁武帝

和郗後，綜合建築功用和人物意象來看，極有可能繪製的是「梁皇寶懺」的內容，用作寺觀

進行佛門儀軌時作懺儀用，使得皇室成員及其他觀賞者加以勸誡；另一個繪有世俗人物的壁

畫在西市集中區的奉恩寺尉遲乙僧居住宅內，內容為其所繪製的《本國王與諸親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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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僅僅是張彥遠所見的唐長安寺觀壁畫，但這批有限的材料中依然有時間上的階段

性，由此也可以嘗試推測各個題材的偏好情況。其中，唐長安具有明確壁畫題材的寺觀中，

寶剎寺、菩提寺、凈域寺、溫國寺、定水寺、空觀寺、勝光寺、凈法寺、海覺寺、 褒義寺

為唐初所沿用的隋代佛寺，而薦福寺、光宅寺、資聖寺、大慈恩寺、大安國寺、定國寺、西

明寺、千福寺、崇福寺為唐初至天寶十四年（755）所新建的。題材上比對則不難發現，唐

初所沿用的隋代佛寺中，基本包含了神鬼菩薩題材和經變故事題材，個別出現高士行僧題材

和飛禽走獸題材，記錄中沒有山水樹石題材和世俗之人題材，植物的母題僅在勝光寺周昉所

繪的水月觀音壁畫中有竹子，而文中所記錄的唐初至天寶十四年所新建的寺觀中山水樹石題

材的比例明顯上升，同時帝后及諸王族的肖像也有所表現，飛禽走獸題材數量較前一組對比

對象減少。 

（四）唐洛陽寺觀壁畫的題材 

唐洛陽的寺觀數量不比唐長安，因此寺觀壁畫的數量也隨之受到影響，總體數量下降，

張彥遠所觀察到的唐洛陽寺觀壁畫，在題材偏好上較唐長安寺觀壁畫也是有所變化的。 

依舊先從寺院壁畫題材的數量統計上來看，唐洛陽寺觀壁畫中，雖然宗教出世元素的人

物畫依然佔據主流，但神鬼菩薩題材的數量卻被經變故事題材所超越。經變故事題材數量總

共有二十一個，轉而佔據第一位；神鬼菩薩題材共十二個，排第二；高士僧從題材共九個，

位列第三；第四依然是人物大分類底下的世俗之人，共四個；飛禽走獸類共兩個，排第五；

最後是山水樹石，僅有一個。以張彥遠自身在唐洛陽記錄最詳盡的敬愛寺為例，經變故事題

材的壁畫作品比神鬼菩薩類的壁畫作品多一倍有餘，高士行僧和神鬼菩薩數量齊平，武則天

真則是其所記述的唐洛陽寺觀壁畫中唯一具體到個人（統治階層）的壁畫作品，山水、動物

各一例。 

寺觀內壁畫題材的總體分佈上，大抵和前文唐長安所記敘的特點並無太大差別，但值得

提及的是，經變題材中各個小畫題分佈均勻，「地獄變」這類一枝獨秀的題材較唐長安寺觀

壁畫所佔比例減小了。世俗之人題材的壁畫中，則不僅出現了帝、後的肖像畫，還出現了記

錄皇家祭天禮儀的畫面，以及其他階層的供養人肖像。飛禽走獸題材中，也出現了非神性祥

瑞的動物，比如敬愛寺壁畫中的家禽等等。 

因唐洛陽留史料有限，今張彥遠所記錄的寺觀可確定位置者並不多見，再加上張彥遠所

記述的唐洛陽寺觀壁畫並不如唐長安寺觀壁畫那樣完整，城內壁畫題材分佈不得以窺探全

貌，但依然可以觀察到一些特點，如敬愛寺這一個例中所體現的那樣，從神鬼菩薩到飛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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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畫類完全、分佈得當，寺觀壁畫題材或有完善的趨勢，或者有意識地被分別、完全地記錄

下來。 

筆者認為造成如上分佈的原因大致有四點，皆與敦煌壁畫的形成極為不同： 

第一，統治階層對藝術偏好的影響到寺觀之中，如前文所述，對寺觀的分佈加以控制，

而且還通過贊助等方式使得自身的形象也出現在宗教建築之中，以求鞏固統治，在擴大交

流、傳播審美之餘，建立更加正面的形象。 

第二，隨著唐朝宗教系統自身的完善，對經文的翻譯、解讀工作進一步開展，寺院的所

有者和其他修行的僧人們不光滿足於使用佛教形象來傳播教義，經變題材愈發佔據重要位

置，轉化為更為普遍的圖像內容，向普通信眾和其他觀賞者傳授教業、發展信徒，在宗教層

面上實現「成教化、助人倫」，外國信教者和外來宗教的傳播者不斷湧入，也在城市內逐步

建立起自己的群體聚集地，並通過寺觀加以體現。 

第三，受創作者擅長題材的影響，基本上大部份有記載的創作者皆位居高位，有的還是

創作世家，身世顯赫，整體屬於上層階級的審美，部份創作者專業僧侶的身份更加促使壁畫

題材和寺觀建築進一步融合。 

第四，是百姓審美的影響，百姓時刻關注著唐朝著名繪畫創作者的一舉一動，雖然無法

選擇寺觀壁畫中的創作對象，但是卻有觀看者自身的偏好。百姓發揮的作用和創作者相輔相

成，作者因擅長某題材而受百姓喜愛，百姓因喜愛某作者而決定了部份壁畫的創作者，從而

樂於入寺觀瞻仰修行，豐富文化生活、提高修養、修煉身心。與唐朝遺 的墓葬壁畫相比，

唐朝寺觀壁畫的儀仗功能並未被忽視，而是通過眾僧的角色加以體現，題材上更少關注日常

生活、再現世俗樂趣，基本上沒有靈肉之間「來生如此生」的觀念，而更加強調精神層面上

隨信仰而超脫，這可能與後來山水畫的進一步發展關係密切。 

另外，筆者認為張彥遠在此章內記錄的唐長安寺觀壁畫中同時收錄了秘書省、禦史台、

將作監、太常寺壁畫內容的行為，也許並非是錯置或是無理由隨意放置。通過對壁畫題材分

佈的分析來看，可能是當時鑑賞者或記錄者，普遍對禮儀相關系統和宗教相關系統沒有下意

識區分到極致，而是根據壁畫用途加以歸類，這與前文提及的政治希望利用宗教進行統治的

思想有關，寺觀壁畫中牽扯到的關於世俗人物的壁畫中包含的關於祭天等禮儀內容的壁畫似

乎多少可以印證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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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敦煌建造石窟寺壁畫的條件，便有極大的不同。在敦煌石窟修建的地理位置上，即

使作為絲綢之路的必經之路，交通也遠不如兩京地區發達，資源分散不夠密集。至於開窟位

置，更是和交通無關，是以前朝所修石窟為基礎進行增補、覆蓋。比起統治者的偏好，敦煌

壁畫題材所受傳教僧人及供養人的影響更大。石窟寺壁畫的創作者，雖習得名家，但和兩京

活躍的大師對比，差距較大，多作為工匠承包石窟壁畫的繪製，這些工匠可能為流動的固定

團隊，並非專供一窟一畫。又因依照粉本二度創作，故和兩京地區精密的寺觀壁畫不可比，

因目前同時代無論寺觀還是寺觀壁畫皆不存在，因此十分珍貴。而其又恰巧反映出敦煌地區

性的特別，遠離中心城市，經濟並未十分落後，在此信仰更容易生根發芽，也更加純粹。 

 

第二節 敦煌壁畫所反映的唐人山水觀 

 

一、山水觀念在畫史畫論中的來源與發展 

（一）《畫雲臺山記》 

在畫史畫論文獻中追溯山水觀念的興起，可上溯至六朝時期顧愷之所寫《畫雲臺山

記》，此文並非像後人論著一樣，著重描寫繪製山水畫的規則和制度，而是將雲臺山當做想

要描繪的對象進行暢想。此時的「山水」觀念並未成熟，描述對象僅僅為雲臺山這一個體，

天色和水色僅作為襯托山體的存在。雖以徐復觀的觀點，顧愷之的《畫雲臺山記》僅能作為

山水相關的文學作品，並不能成為合格的畫論。但值得一提的是顧愷之基於對雲臺山的想像

所表述出具體的描繪過程，飽含著無以倫比的想像力。 

其文中，詳細描繪了山體細節，包含山體在自然光線下的變化： 

    山有面，則背向有影。42 

另外，顧愷之注意到了山體的遠近概念： 

    西去山，別詳其遠近。43 

                                                 
42
 陳傳席，《六朝畫論研究》（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4 年），頁 69。 

43
 陳傳席，《六朝畫論研究》（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4 年），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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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愷之將雲臺山分為三段，想像之中，每段山體的所繪形態各異，西段山「畫丹崖臨澗

上，當使赫巘隆崇，畫險絕之勢」，中段山為神明居所，呈現上寬下窄的闕型。後段山「赤

岓，當使釋弁如裂電」 44
。表明顧愷之對想像中的山有非常具體的想法，必然因平日細心觀

察自然得來，並抓住了山體的不同特點，可謂外師造化，中心得源。顧愷之在此文中還做出

了突破六朝繪畫構圖的假想： 

    下為磵，物景皆倒。作清氣帶，山下三分居一以上，使耿然成二重。45 

（二）《畫山水序》 

顧愷之後，便是南朝宋的宗炳所著《畫山水序》。此篇被陳傳席、徐復觀等學者認為是

最早的山水畫專論。宗炳對山水畫的內涵和意義探索頗多，山水對其而言是助力悟道的工

具，通過對山水美感的體會，達到精神上的滿足，從而悟賢仁之道： 

夫聖人以神發道，而賢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不亦幾乎。餘眷戀廬、

衡，契闊荊巫，不知老之將至。愧不能凝氣怡身，傷跕石門之流。於是畫象布色，

構茲雲嶺。46 

以此表達了對玩樂山水的沉迷，並表示可通過感受山水畫，滿足對山水的極度熱愛。文

末以此感歎了觀賞山水畫帶來的積極效應，使人心生嚮往： 

    聖賢映於絕代，萬趣融其神思，余復何為哉？暢神而已，神之所暢，孰有先焉。47 

（三）《續畫》 

接續宗炳山水畫理論的是同時代王維所做的《續畫》。王維將圖畫的功用抬高，使其脫

離普通技藝範疇。這一思想直接影響了張彥遠等諸多畫史畫論撰寫者。同時，王維將山水畫

單獨重點論述，依照其所堅信的，山水畫在此時便具有的獨立性，因此山水畫和地圖便有所

區分，亦不作為人物畫的附庸。 

（四）《歷代名畫記》 

                                                 
44
 陳傳席，《六朝畫論研究》（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4 年），頁 69。 

45
 陳傳席，《六朝畫論研究》（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4 年），頁 70。 

46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臺北：學生書局，1966 年），頁 238。 

47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臺北：學生書局，1966 年），頁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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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彥遠對山水畫史論方面的貢獻有二。第一，其梳理總結了山水畫史的發展流程，從魏

晉至隋朝之前： 

    或水不容泛，或人大於山。率皆附以樹石，暎帶其地，列植之狀，則若伸臂布

指。48 

時至隋至初唐時期，山水樹石開始發生了一些風格、筆法上的演變： 

漸變所附，尚尤狀石則務於雕透，如冰澌斧刃，繪樹則刷脈鏤葉，多棲梧菀柳，功

倍愈拙，不勝其色。49 

盛唐時期，在張彥遠眼裡山水開始發生變革，而這一切的發端便是吳道玄，後經二李傳

承並發揚。 

第二，張彥遠總結了一批擅長畫山水、喜好畫山水的畫家，並闡述其特點。《歷代名畫

記》中所體現的「好事者」身份同樣具有代表性： 

皎弟暎，性雅正好學，善山水。 ……初暎於東都舉進士，應宏詞，彥遠曾祖魏

國公為河南尹兼留守，愛其藝，每加獎焉，奏為河南府參軍。及魏公罷相為左僕

射，暎已拜相矣。魏公再入中樞，暎已貶官夔州。50 

（張璪）曾令畫八幅山水障，在長安平原裡。破墨未了，值朱泚亂，京城騷擾，璪

亦登時逃去。家人見畫在幀，蒼忙掣落。51 

太原王胐，終劍南刺史。師昉畫子女菩薩，但不及昉之精密。余大父高平公首末提

獎之。52 

劉方平，工山水樹石，汧國公李勉甚重之。53 

皎善外藩人馬，工山水，學習小楷古篆，……，彥遠大父高平公有重名，皎每以書

畫及篇章求知焉。至今予家篋笥中猶有齊君少年時書畫。54 

 

                                                 
48
 俞劍華注釋，《歷代名畫記》（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 年），頁 26。 

49
 俞劍華注釋，《歷代名畫記》（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 年），頁 26。 

50
 唐張彥遠，俞劍華注釋，《歷代名畫記》（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 年），頁 198。 

51
 唐張彥遠，俞劍華注釋，《歷代名畫記》（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 年），頁 201。 

52
 唐張彥遠，俞劍華注釋，《歷代名畫記》（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 年），頁 205。 

53
 唐張彥遠，俞劍華注釋，《歷代名畫記》（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 年），頁 195。 

54
 唐張彥遠，俞劍華注釋，《歷代名畫記》（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 年），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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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比起對於山水神形的探討，和對山水畫科的強調，論及史觀的構建，是在張

彥遠之時才完備的。 

（五）文學 

山水觀念的來源，除從藝術史和美學角度可追本溯源外，文學角度雖然關係並非如上緊

密，定義不同，但亦可作為思想上的參考對照，在此進做簡述。《詩經》主要以描繪自然為

主，《楚辭》中出現了將自然環境與自身情感相結合的內容，《漢賦》中對大山大河集中描

寫，不斷詠歎。《文心雕龍》中所記載魏晉時「老莊告退、山水方滋」，其關於「內心臥

遊」的思想，依然用於體驗自然。而唐代山水詩盛行並趨於成熟，往往詩畫結合。 

 

二、敦煌壁畫山水表現所反映的唐人山水觀 

初、盛唐時期的敦煌壁畫山水材料所反映的唐人山水觀，和唐之前的山水觀的建立密不

可分。 

在畫論方面，主要體現在兩點。 

第一為訓誡悟法。此時敦煌壁畫中的經變山水不似以往敘事功用明顯，主要源於佛經的

傳播、翻譯廣泛，且說法之士活躍，因此信仰者對經文的熟悉程度增加，不再依賴事無巨細

的敘事性壁畫山水。但壁畫山水的訓誡功能依舊沒有變化，根據佛經中重點情節、場景所描

繪的壁畫，提點信仰者時刻想起經文內容，以此反復體悟。 

第二為觀想得道。此時敦煌壁畫中的山水圖像營造出仙人眾多的天界、庭院，特別是

「未生怨」、「十六觀」題材的畫面中，直接描繪出人與山水面對面進行精神交流和冥想的

畫面。使人在石窟寺參拜或靜坐之時，腦中浮現出的便是佛國之景，與「臥遊」的理念有所

重合，但更主要的是面對山水圖像，參禪悟道，壁畫中的山水為信仰者的想像插上翅膀，在

思想上與經文中所描繪的場景更加統一。 

在畫史方面，主要體現在敦煌本地對吳道玄、周舫等宗教相關繪師作品的推崇，從側面

表達出敦煌對待繪畫的歡迎程度，敦煌壁畫山水的表現形式和歷史變遷，亦較為準確地反映

了張彥遠所總結的山水畫史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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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初盛唐時期敦煌壁畫山水對後世的意義和價值 

 

一、技法風格 

此時期對山水壁畫的技法主要拓展在青綠設色的熟練運用和水墨設色的技法發展上，對

後世敦煌壁畫的影響主要以水墨設色為主，墨線勾畫形體的作用已不可替代，青綠色逐漸退

居次要，在裝飾層面有所運用，以填塗為風格。 

盛唐之後，敦煌壁畫中依舊可見初唐、盛唐時期的母題風格。例如對蓮花池的描繪可見

於中唐時期 201 窟「觀無量壽經變」之中。橢圓形坡地可見於中唐時期 202 窟的彌勒經變

中。 

 

二、空間形制 

此時期對山水壁畫的空間結構層面主要拓展在逐漸從圈式山水中掙脫出來，發展出較為

明顯的遠景和中進景觀念，另外對近景和中景的區隔及遠景之外的更遠景的刻畫還在探索。

自敘事間隔的方式改變之後，圈形敘事已退居次要地位，獨立的屏風框架的小景山水逐漸盛

行，為敦煌後期的山水壁畫所繼承。山水服務於敘事的功用降低，而轉向象徵意味。「未生

怨」、「十六觀」等圖像以小景山水的方式表現，小景內的構圖為後期壁畫所沿用，並間接

影響了北宋立軸的構圖形式，一些北宋早期長卷山水畫中，可以看到小景山水組合的痕跡，

而後逐漸轉化為成熟的北宋「三遠」圖式。 

 

三、觀念   

基於此時壁畫山水的技法有所革新，空間結構有所突破且出現新的敘事方法，特別是屏

風式的畫面分割固定了一套山水範式，可謂塑造出理想的山水範式。山水在畫面中以敘事角

度來看，從「有意義」到「無意義」，因此更注重觀念層面，重視山水與內心的照應關係，

鑒於山水畫科獨立的論點此時已逐步完善，客觀條件亦日漸滿足，筆者認為此三點可以作為

初唐至盛唐時期，山水畫科趨於獨立的部分鑒別標準，以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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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綜上所述，初、盛唐時期敦煌壁畫中的山水表現極為多樣，以現發表的圖像資料可見，

此階段承襲前朝對母題、空間的處理方式，並不斷結合發展出的新的畫法和樣式。通過對此

階段山水相關母題的劃分及對空間、場合的探討，筆者對這部分材料認知更為全面。  

以初、盛唐時期壁畫中山水相關的母題進行探究，將其細分為山巒、坡地岩石、水體、

植被和雲氣天象。通過對其畫法和風格的探討，得出初唐時期山巒母題風格為暈染類、暈染

勾線結合類、反復強調勾線類三種，並有三種描繪遠山的簡要處理方式。盛唐山巒母題風格

所含括的前代風格更多，包含駝峰山、暈染類、結合天象的遠山及各自的變體。坡地岩石母

題在初唐時期，分為大面積暈染類、坡地暈染類、岩間色帶類。盛唐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彩

線勾勒、墨線勾勒、彩色暈染、墨色暈染等繪製手法。初唐時期水體母題分為蓮花池和水

道，前者以平塗填線為主，後者分為平塗類、暈染類、勾線類，盛唐時期多種畫法相結合，

並呈現出更為複雜的暈染風格如疊色暈染類、墨線勾勒類，還有墨線勾勒後平塗類這一少數

例子出現。雲氣及天象的母題中，仙雲在此時可分為單色暈染類、多色暈染類、暈染復勾線

類、單色勾線類、多色線勾勒類，天色、天象及氣象以平塗為主，個別呈現輕微暈染效果，

並逐漸增加了天象出現的機率。裝飾雲亦分為勾線、暈染類。植物母題，根據生長場所，分

為景類植被、庭院留白類植被、野外植被，其中部分樹木的繪製方式帶有皴法。寶樹因宗教

意味形態穩定分為平塗類和勾線類。寶相花、水蓮和蓮花座分為平面型、暈染型和立體型花

卉。 

初、盛唐時期，敦煌壁畫中所描繪的場景分為大致三類。天界場景中，以雲和人的母題

互動為主，出現在披頂和門兩側、藻井、龕頂內外及壁面頂部。或服務於人物和動物，呈現

承托感和支撐性，或僅做填充裝飾，和經文關係不大。野外場景，常出現在獨幅山水和經變

故事中，初唐到盛唐時期在人與自然環境的對照關係上演變明顯，但依然有服務於主體佛像

人物的定式。庭院場景主要以淨土變中的宮殿及宅邸庭院為主，其形制類發展似於野外場

景，特別是人物和建築之間的關係，可看出初唐到盛唐時期對空間認知的成長。此階段，空

間結構的表現形式分為視覺引導、壁面分割和敘事、空間遠近和母題結構四類。視覺引導經

由火焰裝飾紋、水體、仙雲、山石等圖像的扭曲變化達到目的。壁面分割則分為和敘事有

關、與敘事無關兩種。利用榜題、墨線、裝飾帶、植物、雲分割畫面，多與敘事本身無關，

利用山石、建築、屏風式墨線分割畫面，多與敘事有關。空間遠近方面，初唐時期至盛唐時

期可謂是細分近景、中景並連接中景、遠景的過程。一些前朝遺存圖像中常見的空間處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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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還在繼續使用。母題結構方面，建築構件、山石堆疊、水波紋粗細、車馬的細節透視等皆

有強烈的表達空間的意圖。風格來源以北魏樣式至初唐樣式為主，空間安排和筆法設色上，

受絹畫、中原佛經、工藝品等影響。 

初、盛唐時期敦煌壁畫山水的關聯性和特殊性，通過對比墓室壁畫、傳世卷軸畫和兩京

寺觀壁畫文獻記載而有所認知。 初、盛唐時期敦煌壁畫山水亦反映了時至唐代畫史畫論中

山水畫史和山水畫科相關思想。在技法風格、空間形制的處理和觀念上影響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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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圖 
  

  

圖 1  220 窟 東壁 維摩詰經變（局部）初唐 圖 2  321 窟 南壁 寶雨經變（局部）初唐 

  

  

圖 3  323 窟 南壁 佛教史跡（局部）初唐 圖 4  335 窟 北壁 維摩詰經變（局部）初唐 

  

  

圖 5  209 窟 西壁 人物故事（局部）初唐 圖 6  321 窟 南壁 遠山（局部）初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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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323 窟 南壁 遠山歸帆（局部）初唐 圖 8  217 窟 南壁 法華經序品（局部）盛唐 

  

 
 

圖 9  217 窟 北壁 十六觀（局部）盛唐 圖 10  217 窟 北壁 未生怨（局部）盛唐 

  

  

圖 11  205 窟 南壁 觀音經變（局部）盛唐 圖 12  103 窟 北壁 未生怨（局部）盛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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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172 窟 東壁 文殊變（局部）盛唐 圖 14  148 窟 北壁 天請問經變（局部）盛唐 

  

  
圖 15  444 窟 東壁 現毗沙門天王身說法（局部）

盛唐 

圖 16  335 窟 北壁 維摩詰經變（局部）初唐 

  

 

 
圖 17  431 窟 北壁 觀無量壽經變（局部）初唐 圖 18  321 窟  南壁 寶雨經變（局部）初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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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217 窟 南壁 化城喻品（局部）盛唐 圖 20  217 窟 南壁 化城喻品（局部）盛唐 

  

  

圖 21  217 窟 南壁 妙莊嚴王本事品（局部）盛唐 圖 22  217 窟 北壁 耆闍崛靈山會（局部） 盛唐 

  

 

 

圖 23  217 窟 北壁十六觀（局部） 盛唐 圖 24  57 窟 北壁 蓮池（局部）初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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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220 窟 南壁 阿彌陀淨土變（局部） 初唐 圖 26  329 窟 北壁 彌勒下生經變（局部） 初唐 

  

 

 

圖 27  71 窟 北壁 阿彌陀淨土變（局部） 初唐 圖 28  321 窟 北壁 蓮花池（局部） 初唐 

  

  

圖 29  217 窟 阿彌陀淨土變 北壁（局部）盛唐 圖 30  172 窟 淨土蓮池化生 北壁（局部）盛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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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321 窟 南壁 寶雨經變（局部） 初唐 圖 32  323 窟 北壁 佛教史跡（局部） 初唐 

  

 

 

圖 33  334 窟 南壁 八王爭舍利（局部） 初唐 圖 34  217 窟 南壁化城喻品（局部） 盛唐 

  

 

 

圖 35  217 窟 東壁 觀音普門品（局部） 盛唐 圖 36  320 窟 北壁 未生怨（局部） 盛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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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45 窟 南壁 船難（局部） 盛唐 圖 38  172 窟 南壁 未生怨（局部） 盛唐 

  

 

 

圖 39  172 窟 東壁 文殊變（局部） 盛唐 圖 40  172 窟 南壁 普賢變（局部） 盛唐 

  

  

圖 41  217 窟 西龕 河道（局部） 盛唐 圖 42  375 窟 西壁 仙雲（局部）初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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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57 窟 北壁 仙雲（局部） 初唐 圖 44  322 窟 窟頂 藻井 （局部） 初唐 

  

 

 

圖 45  203 窟 正龕 仙雲（局部） 初唐 圖 46  322 窟 東壁 仙雲 （局部） 初唐 

  

 

 

圖 47  329 窟 龕頂 夜半逾城 （局部） 初唐 圖 48  331 窟 西龕 仙雲 （局部） 初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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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321 窟 龕頂 憑欄菩薩 （局部） 初唐 圖 50  57 窟 南壁 說法圖 （局部） 初唐 

  

 

 

圖 51  220 窟 北壁 仙雲 （局部） 初唐 圖 52  220 窟 東壁 維摩詰經變（局部） 初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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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334 窟 西龕仙雲 （局部） 初唐 圖 54  328 窟 仙雲 龕頂 （局部） 初唐 

  

 

 

圖 55  329 窟 北壁 彌勒經變 （局部） 初唐 圖 56  202 窟 龕頂 仙雲 （局部） 初唐 

  

 

 

圖 57  323 窟 北壁 雨水 （局部） 初唐 圖 58  321 窟 龕頂 裝飾雲 （局部） 初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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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338 窟 龕頂 彌勒經變 （局部） 初唐 圖 60  431 窟 北壁 未生怨（局部） 初唐 

  

 

 

圖 61  431 窟 北壁 未生怨 （局部） 初唐 圖 62  220 窟 竹葉（局部） 初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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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321 窟 南壁 地表植被（局部） 初唐 圖 64  321 窟 南壁 灌木（局部） 初唐 

  

  
圖 65  321 窟 南壁 遠山植被（局部） 初唐 圖 66  321 窟 南壁樹木（局部） 初唐 

  

  
圖 67  217 窟 植物 （局部） 盛唐 圖 68  57 窟 北壁 寶樹 （局部）初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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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  322 窟 東壁 樹下人 （局部）初唐 圖 70  217 窟 南壁 寶樹 （局部） 盛唐 

  

 

 

圖 71  79 窟 西龕 樹 （局部） 盛唐 圖 72   220 窟 門上 花卉 （局部）初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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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  329 窟 龕頂 花卉 （局部）初唐 圖 74  79 窟 西龕 花卉 （局部） 盛唐 

  

  
圖 75  225 窟 南龕 花卉 （局部） 盛唐 圖 76  375 窟 乘象入胎 西壁龕 （局部）初唐 

  

 
 

圖 77  375 窟 夜半逾城 西壁龕（局部）初唐 圖 78  329 窟 乘象入胎 龕頂（局部）初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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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9  329 窟 夜半逾城 龕頂（局部）初唐 圖 80  322 窟 乘象入胎 西壁龕（局部）初唐 

  

  

圖 81  322 窟 夜半逾城 西壁龕（局部）初唐 圖 82  331 窟 文殊 西龕南（局部）初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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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  322 窟 藻井 窟頂（局部）初唐 圖 84  329 窟 藻井 窟頂（局部）初唐 

  

 

 
圖 85  322 窟 天界 窟龛（局部） 初唐 圖 86  220 窟 雲中菩薩 龕頂（局部）初唐 

  

 
 

圖 87  338 窟 彌勒經變 龕頂（局部）初唐 圖 88  202 窟 見寶塔品 龕頂（局部）初唐 

 



 

89 

 

 

圖 89  45 窟 見寶塔品 西龕頂（局部）盛唐 圖 90  217 窟 法華經變 南壁（局部）盛唐 

  

 
 

圖 91  387 窟 寶相花藻井 窟頂（局部）初唐 圖 92   172 窟 飛天 龕頂 （局部） 盛唐 

  

  

圖 93  46 窟 龕頂六菩薩 西龕（局部）盛唐 圖 94  431 窟 寶樓觀 西壁（局部）初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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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5  321 窟 南壁 寶雨經變 初唐 圖 96  323 窟 佛教史跡 北壁（局部）初唐 

  

 

 
圖 97  334 窟 八王爭舍利 南壁 （局部）初唐 圖 98  148 窟 均分舍利 西壁（局部）盛唐 

  

 

 

圖 99  172 窟 日想觀 南壁（局部） 盛唐 圖 100  220 窟 舞樂圖 南壁（局部）初唐 

 



 

91 

 

 
圖 101  431 窟 觀無量壽經變 北壁（局部）初唐 圖 102  217 窟 觀無量壽經 南壁（局部）盛唐 

  

 

 

圖 103  45 窟 未生怨 北壁（局部）盛唐 圖 104  329 窟 火焰紋 龕頂（局部）初唐 

  

 

 
圖 105  375 窟 供養人 北壁（局部）初唐 圖 106  322 窟 供養菩薩 帳內 初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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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7  217 窟 淨土樓閣 北壁（局部）盛唐 圖 108  329 窟 馬夫與馬 西壁（局部）初唐 

  

  

圖 109  148 窟 車馬 西壁（局部）盛唐 圖 110  254 窟 薩埵太子本生 南壁（局部）北魏 

  

 

 

圖 111  254 窟 藥叉 西壁（局部）北魏 圖 112  257 窟 九色鹿本生 西壁（局部）北魏 

  

 

 

圖 113  285 窟 山石 龕楣（局部）西魏 圖 114  249 窟 山石 窟頂（局部）西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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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5  285 窟 山頂獼猴 西披（局部）西魏 圖 116  285 窟 登山獼猴 西披（局部）西魏 

  

  
圖 117  461 窟 山樹 西龕（局部）北周 圖 118  428 窟 須達拏太子本生 東壁（局部）北周 

  

  
圖 119 417 窟 流水長者救魚 人字披西頂（局部）

隋 

圖 120  423 窟 維摩詰經變 窟頂（局部）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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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  62 窟 山間禪僧（局部）隋 圖 122 大英博物館的絹畫 報恩經變相圖 8 世紀中

末 

  

 

 
圖 123  8 世紀 正倉院 螺鈿槽琵琶 捍撥騎象胡 圖 圖 124   彌勒上生經變 俄藏敦煌藝術品 盛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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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5  英國大英博物館藏  靈鷲山說法圖 8 世紀 圖 126   望野博物館金樹 唐 

  

  

圖 127   正倉院八角銅鏡 （局部）唐 圖 128   章懷太子墓壁畫 狩獵出行圖（局部）唐 

  

 

 

圖 129   章懷太子墓壁畫 打馬球圖（局部）唐 圖 130   懿德太子墓 闕樓儀仗圖（局部）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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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   武惠妃墓石槨 線刻拓本 唐 圖 132   李道堅墓山水屏風 唐 

  

  

圖 133   韓休墓 獨屏山水壁畫 唐 圖 134   傳展子虔遊春圖 隋 

  

 

 

圖 135   傳李思訓 李昭道 明皇幸蜀圖 唐 圖 136  過去未來因果經 日本奈良國家博物館藏 8

世紀 

 



 

97 

參考書目 

 

書籍 

一、中文 

（一）古代文獻 

 

（北宋） 王溥撰，《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5 年）。 

（後晉） 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 

（北宋） 歐陽修，宋祁等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 

（唐）長孫無忌等撰，《唐律疏議》，（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唐）李林甫撰，《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日]崗村繁，《歷代名畫記譯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俞建華注釋，《歷代名畫記》（香港：南通圖書公司，1973 年）。  

中國書畫研究資料社編，《畫史叢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4 年）。  

敦煌研究院編，《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年）。  

童瑋，《二十二種大藏經通檢》（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季羨林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 年）。 

（二）今人論著 

A. 專書  

方聞著，李維琨譯，《心印》，（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 

王伯敏，《敦煌壁畫山水研究》（浙江：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 年）。 

王重民，《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 年）。  

 



 

98 

公維章，《涅槃、淨土的殿堂：敦煌莫高窟第 148 窟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年），頁 117-172。 

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李芳民，《唐五代佛寺輯考》（北京市：商務印書館，2006 年）。 

李映輝，《唐代佛教地理研究》（湖南省：湖南大學出版社，2004 年）。  

巫鴻，《禮儀中的美術》（北京：三聯書店，2005 年）。 

施萍婷，《新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  

吳偉、黃徵撰，《敦煌願文集》（湖南：嶽麓書社，1995 年）。  

周大正編，《敦煌壁畫與中國畫色彩》（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9 年）。  

秋山光和，〈唐代敦煌壁畫山水中的表現〉《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北京：文物出版

社，1987 年）。  

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甘肅：甘肅教育出版社，1996 年）。  

祝重壽，《中國壁畫史綱》（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 年）。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年）。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  

陳葆真，《洛神賦圖與中國古代故事畫》（臺北：石頭出版社，2011 年）。  

湛如，《敦煌佛教律儀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敦煌研究院，《段文傑敦煌研究五十年紀念文集》（北京：世界圖書出版社，1996 年）。  

趙聲良，《敦煌石窟藝術總論》（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 年）。 

榮新江，《唐代社會的宗教與信仰》（上海：上海辭書，2003 年）。  

 



 

99 

樊錦詩、劉玉權等編，《中國敦煌學百年文庫》（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9 年）。  

B. 學位論文  

王治，《空間表達與寓意──以敦煌西方淨土變結構研究為中心 》，中央美術學院博士學

位論文，2011 年。  

石小英，《8 至 10 世紀敦煌尼僧研究》，蘭州大學博士論文，2008 年。  

李南芹，《唐代前期敦煌莫高窟西方淨土變壁畫分類研究》，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14 年。  

馬新廣，《唐五代佛寺壁畫的文獻考察》，西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系博士論文，2008 年。  

黃幸惠，《唐代初期敦煌莫石窟的西方淨土變》，中國文化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92 年。  

楊馥翠，《唐代敦煌壁畫山水論析 : 以法華、維摩詰、觀無量壽經變畫為據》，台南藝術大

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年。  

劉惠卿，《佛經文學與六朝小說母題》，陝西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6 年。  

C. 期刊論文  

王惠民，〈敦煌西方淨土信仰資料與淨土圖像研究史〉，《敦煌研究》，2001 年 03 期，頁

12-19。  

王惠民，〈西方淨土變形式的形成過程與完成時間〉，《敦煌研究》，2013 年 03 期，頁 76-

85。  

王治，〈敦煌莫高窟中唐西方淨土變理想模型的構成〉，《敦煌研究》，2012 年 04 期，頁

75-92。  

王治，〈 長路迢遙往生便──敦煌莫高窟唐代西方淨土變結構解析〉，《美術研究》，2013

年 01 期，頁 68-74。  

 



 

100 

王治，〈未生怨與十六觀──敦煌唐代觀無量壽經變形式發展的邏輯理路〉，《故宮學

刊》， 2014 年 01 期，頁 74-91。  

李玉瑉，〈中國佛教美術研究之回顧與省思〉，《佛學研究中心學報》1 期， 1996 年，頁 

209-234。  

金維諾，〈西方淨土變的形成與發展〉，《佛教文化》，1990 年 02 期，頁 30- 34。  

吳榮鑑，〈敦煌壁畫色彩應用與變色原因〉，《敦煌研究》，2003 年第 5 期，頁 44-50。  

馬剛，〈南北朝時期敦煌壁畫中的裝飾手法〉，《敦煌研究》，2000 年第 3 期， 頁 43-47。  

馬新廣，《唐五代佛寺考補》，《西北大學學報》2008 年 01 期，頁 98-101。  

趙聲良，〈敦煌石窟唐代後期山水畫〉，《敦煌研究》，1988 年 04 期，頁 65- 71。  

趙聲良，〈敦煌隋代山水與空間表現〉，《敦煌研究》，2012 年 05 期，頁 16- 21。  

榮新江，〈盛唐長安與敦煌〉，《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7 年第 03 期，頁

15-25。  

鄭岩，〈唐韓休墓壁畫山水圖芻議〉，《故宮博物院院刊》，2015 年 05 期，頁 87- 109。  

羅世平、羅簡，〈自然的心象,敦煌壁畫《十六觀》反映的自然觀〉，《美術研究》，2015

年 04 期，頁 55-58。  

八木春生 ，李梅譯，〈敦煌莫高窟第 220 窟南壁西方淨土變相圖〉，《敦煌研究》，2012

年 05 期，頁 9-15。  

馬剛，〈南北朝時期敦煌壁畫中的裝飾手法〉，《敦煌研究》，2000 年第 3 期， 頁 43-47。  

吳榮鑑，〈敦煌壁畫色彩應用與變色原因〉，《敦煌研究》，2003 年第 5 期，頁 43-50。  

 

 



 

101 

D. 研討會論文  

孫修身 ，〈敦煌石窟中「觀無量壽經變」〉，《1987 年敦煌石窟研究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沈陽：遼寧美術出版社，1990 年）。  

王惠民，〈隋至唐前期敦煌西方淨土圖像考察〉，《新加坡大學 2001 年 7─9 世紀唐代佛教

及佛教藝術國際會議論集》（台灣：覺風基金會，2006 年）。  

二、英文  

Arthur Waley, A Catalogue of Paintings Recoverde from Tunhuang by Sir Aurel Stein, London, 

1931.  

Michael Sullivan, The birth of landscape painting in China, Berkeley:UC press, 1962.  

Michael Sullivan, Symbols of Eternity—The Art of Landscape Painting in China, 

Stanford,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Michael Sullivan,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Berkeley:UC press, 

1980.  

Munakata Kiyohiko, Sacred Mountains in Chinese Art, Champaign Illinois: Kranner Art Museu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91.  

三、日文  

松本榮一，《敦煌畫の研究》（東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926 年）。  

正倉院事務所編集，《正倉院的繪畫》（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1968 年）。  

勝木言一郎，《初唐、盛唐期の敦煌における阿彌陀浄土圖の研究》（東京：創土社，2006

年）。  

 

 



 

102 

四、圖像資料 

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藝術叢書》（浙江：江蘇美術出版社，1995 年）。 

保定市文物管理處編，《五代王處直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  

段文傑等，《中國敦煌壁畫全集》（天津：天津美術出版社，2006 年）。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對象
	一、研究範圍
	二、研究對象

	第三節  論文架構和研究方法
	一、論文架構
	二、研究方法

	第四節  學術史回顧
	一、針對敦煌壁畫山水的研究
	二、針對山水畫史畫論的研究
	三、針對墓葬考古美術的研究
	四、針對佛教美術的研究

	第五節  研究限制與解決方式

	第二章　初、盛唐時期敦煌壁畫山水的母題風格
	第一節　山巒的母題風格
	一、初唐時期
	二、盛唐時期

	第二節　坡地與岩石的母題風格
	一、初唐時期
	二、盛唐時期

	第三節　水體的母題風格
	一、初唐時期的蓮花池
	二、盛唐時期的蓮花池
	三、初唐時期的水道

	第四節　雲氣及天象的母題風格
	一、仙雲
	二、天色、天象及氣象
	三、裝飾雲

	第五節  植物的母題風格
	一、庭院植被
	二、野外植被
	三、寶樹
	四、寶相花、水蓮和蓮花座


	第三章　初、盛唐時期敦煌壁畫山水的空間表現
	第一節　初、盛唐時期敦煌壁畫中常見的場景塑造
	一、天界場景
	二、野外場景
	三、庭院場景

	第二節 空間結構的表現形式
	一、視覺引導
	二、壁面分割和敘事
	三、空間遠近和退縮
	四、母題關係和結構

	第三節　風格來源
	一、母題樣式
	二、敘事結構和空間安排
	三、筆法設色


	第四章　初、盛唐時期敦煌壁畫山水的意義與影響
	第一節　初、盛唐時期敦煌壁畫山水的關聯性和特殊性
	一、與墓葬遺存比較
	二、與卷軸畫比較
	三、與兩京寺觀壁畫比較

	第二節　敦煌壁畫所反映的唐人山水觀
	一、山水觀念在畫史畫論中的來源與發展
	二、敦煌壁畫山水表現所反映的唐人山水觀

	第三節  初盛唐時期敦煌壁畫山水對後世的意義和價值
	一、技法風格
	二、空間形制
	三、觀念


	結    語
	參考書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