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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式家具一向被譽為中國家具的巔峰之作，是珍貴的天然材質與傳統木作工
藝的完美結合，它最具代表性的特徵是經由典雅流暢的線條，表現出簡約優美的
造形，其風格獨具的藝術美感在國際上不但享有盛譽，亦廣受東西方藏家喜愛。
本文研究對象限定為王世襄所定狹義的明式家具，經由彙整公開發表的明式
家具藏品之學術研究專書、收藏圖錄、期刊與網站資訊，統計現存藏品的數量、
種類與材質比例，做為分析博物館與私人收藏比例與分佈概況的依據。
第二章由中國古代家具的源起與發展，追溯明式家具產生的時代背景，展現
其所處之相關位置與環境；並經由認識明式家具之種類與形式、使用材質與結構、
線條與紋飾的特色，理解明代文人的喜好與審美標準對於明式家具設計與製作的
影響，再更進一步，從西方藝術觀點來闡釋明式家具的美感特質。
第三章從中外文獻梳理出明式家具如何由中國日常生活實用器物，發展為中
外認同之文物藏品的歷程；同時綜覽中國與歐美各主要博物館的明式家具收藏，
瞭解明式家具所獲得的重視以及經典藏品之收藏歷史與特色。
第四章將觀察東西知名藏家的分佈與重要藏品、藏家的收藏重點與個別看法，
進而藉由筆者的明式家具收藏經驗與收藏市場的長期觀察，分析明式家具的收藏
意義，整理出收藏要點與策略。
第五章歸納明式家具之歷史文化意義與藝術價值，也藉由明式家具收藏的意
義與收藏現況探究其未來發展。

關鍵字：明式家具、中國古典家具、黃花梨、藝術收藏、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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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ng furniture has been known as the pinnacle of the classic Chinese
furniture’s evolution, constructed with a perfect combination of precious natural
materials and traditional wooden craft. Ming furniture’s most distinguished
characteristic is its portrayal of simplistic and elegant style through classic and flowing
lines. The unique aesthetics that Ming furniture exhibits is not only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but also celebrated by Eastern and Western collectors alike.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is study focuses exclusively on Ming furniture as
defined by the acclaimed scholar Wang Shixiang. Through examining various published
work regarding Ming furniture, including scholarly books, collection catalogs,
periodicals, and websites, this study compiles and indicates the number, type and
materials of existing Ming furniture collection in the world. The study also uses this
compilation as the basis for analyzing the distribution of Ming furniture among
museums and private collectors.
Chapter Two of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background and context under which
Ming furniture was born and established as a unique style of furniture by surveying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classic Chinese furniture. This chapter also observes the
different types of and forms, lines, structures, ornaments, and materials used in Ming
furniture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aesthetics and standards for artistic appreciation of the
elite society during Ming Dynasty, and in turn, how the elites’ aesthetics influenced the
design and making of Ming furniture. Furthermore, this chapter also aims to explain the
aesthetics of Ming furniture through a Western Art lens.
Based on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publications, Chapter Three explains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Ming furniture has become historical relics worthy of colle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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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latter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is Chapter also presents the current Ming
furniture collections of various renowned museums around the world to shed light on
the artistic significance Ming furniture enjoys today, as well as the history and
distinguished features of the classic collection of Ming furniture.
Chapter Four surveys the distribution, key collection and considerations of
various renowned Western and Eastern Ming furniture collectors. The author also
discusses her personal Ming furniture collecting experiences and long-term observation
of the collecting market in order to supply a synthesis of key considerations and
strategies for the collecting of Ming furniture.
Chapter Five concludes the study with a summary of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behind collecting Ming furniture,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and trends for the Ming
furniture collecting market.

Key words: Ming Furniture,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 Huanghuali, Collecting,
A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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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多年前，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筆者路經臺北市建國南路一家古董文物店，看
到一個中式木質小几，當時只覺得它的造形十分簡潔、做工很精細、整體看來十
分雅緻有趣。買回家後為了瞭解它，陸續找了一些資料來看，經研究後才知道它
是一個老紅木做的腳踏(如圖 1-1)。

圖 1-1 紅木腳踏(64x28x17.6 公分) 儷園藏木

該時正值大陸改革開放後不久，台灣有許多古董文物店引進各式各樣的古玩，
其中也包括大批的中國古家具，此後即常常利用工作餘暇前往觀賞。自此即對中
式古典家具漸生興趣，不但為它們改變居家佈置，把所收藏的家具拿來居家使用，
同時也將參觀國外博物館的古典家具收藏、古典家具展覽、古典家具與文物古董
店納入出國旅行計劃之中。
家具是我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用品之一，它雖然是實用器物，但在人類
工藝技術的成熟與生活文化的累積下，已將工藝與美感需求結合，進而製作出既
實用又美觀的用具。同時不同民族的起居模式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便發展出不
同形式的器物，而這些實用的家具不但反應了該時代的特徵，呈現當時的生活樣
貌與審美價值，也具體承載了該民族在工藝與文化上的發展成果。
1

筆者經由多年實物觀賞與收藏的經驗，閱讀學術研究、博物館專書以及各種
收藏圖錄，逐漸將個人對中式古典家具的喜好歸納到以「明式家具」為主的收藏
活動。
明式家具一向被推崇為中國古代家具的代表性高峰1，也是中華文化傳世器物
的典範之一，明式家具以其優雅簡練的造型、美麗的木紋與材質、完美的結構工
藝、流暢表現的線條、展現出中華文化傳統深意以及富含內斂的文人氣質。它不
但在世界家具工藝中獨樹一幟，也以它的藝術美感在國際享有盛譽。
研究明式家具最具代表性的中國學者王世襄2對明式家具一詞的定義，在其
《明式家具研究》一書中述如下：
「明式家具」一辭有廣、狹二義。其廣義不僅包括凡是製於明代的家具，也
不論是一般雜木製的，民間日用的，還是貴重木材、精雕細刻的，皆可歸入；
就是近現代製品，只要具有明式風格，均可稱為明式家具。其狹義則是指明
至清早期材美工良、造型優美的家具。3
明式家具一般是指在繼承宋元家具形式與工藝的基礎之上，採用紫檀木、花
梨木、紅木、鐵力木、鸂鶒木、烏木等六種硬木以及櫸木、楠木、黃楊、南柏、
樟、柞、杉、楸、椴木等十一種非硬木類為主要用材4，以「線條」為主要表現方
式，所製作具特定風格、款式多樣而完備的家具。又因此類家具製作年代始於明
中期、盛行於清早期、甚或至清代中晚期仍有依樣製作者，故並不以朝代命名，
1

濮安國著《明清家具鑑賞》，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頁 9。
王世襄（1914－2009 年）
，北京人，祖籍福州。中國著名文物收藏家、鑒賞家。王世襄出生官宦
世家，小學、中學在北京美國學校讀書，燕京大學文學學士、碩士（1941 年）
，1943-45 任中國營
造學社助理研究員，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平津區助理代表，1947 年任故宮博物院文物館科長。
1949 年任故宮博物院陳列部主任，1953 年任中國音樂研究所副研究員，1962 年任國家文物局中國
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研究館員。2003 年榮獲荷蘭克勞
斯親王基金最高榮譽獎。2005 年獲中國工藝美術學會終身成就獎。王世襄興趣廣泛，喜愛古詩詞，
曾從事繪畫、清代匠作則例、家具、髹漆、竹刻、傳統工藝、民間遊藝等多方面的研究與論述。王
世襄喜愛收集明式家具，雖經文化大革命浩劫，仍保存八九十件，在世界上是數一數二的高水準與
高品質的收藏，此為他後來長期研究明式家具並撰寫《明式家具研究》的重要依據與基礎。
3
王世襄編著，《明式家具研究》
，文字卷，臺北：南天書局，1989，頁 17。
4
王世襄編著，《明式家具研究》
，文字卷，臺北：南天書局，1989，頁 139-144。
2

2

而稱之為「明式家具」5。
近些年來，筆者參觀國內外知名的古典家具博物館如：臺北故宮博物院、桃
園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英國維多利亞亞伯特博物館、美國波士頓藝術博物館、
美國堪薩斯市納爾遜藝術博物館、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美國加州中國古典家
具博物館、德國科隆東亞藝術博物館、北京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觀復博物
館以及香港徐氏藝術館等；國內外知名的中國古典家具展覽如：1995 年美國加州
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精品展、1999 年台灣國立歷史博物館之風華再現：明清家具
收藏展、2006 年北京故宮博物院之永恆的明式家具－侶明室收藏展、2007 年香港
中文大學文物館之燕几衎榻：攻玉山房藏中國古典家具展等。同時也造訪了台灣、
香港、中國、日本、歐美各國無數的文物古董店欣賞藏品與展覽。在各地傳世收
藏品中所見，均尤其著重紫檀木與黃花梨木製作的明式家具，不但多個國際博物
館設專館收藏，在中外文物收藏界，也備受各地藏家的推崇與珍愛。
在收藏明式家具十幾年來，筆者以為收藏的並不僅是明式家具的物件本身，
而更是它的歷史文化內涵與藝術價值。在《真與美的遊戲：漢寶德看古物》一書
中，漢寶德說：
「其實我想收藏的不只是家具，而且是歷史。」6
其一語正道盡我心，筆者經常逕自佇立看著一件件藏品，欣賞它們優雅的線
條與簡約的造型，也彷如感到它們一個個穿越時空來到身旁，歲月為它們灑上的
痕跡，已靜靜地收斂至其瑰麗的木紋中，正隱隱向我們散發出融融之歷史光輝。
筆者希望藉由個人對明式家具的長期觀察與收藏經驗，進一步探究明式家具成為
文物藝術收藏品的歷史發展、中外收藏現況與藝術收藏價值。

5

濮安國著《明清家具鑑賞》，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頁 12

6

漢寶德著《真與美的遊戲 - 漢寶德看古物》
，臺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頁 231

3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目的

明式家具多為傳世器，國際上多所博物館以及知名藏家均有豐富的收藏7，坊
間古典家具經紀商亦有部份精品。在多年閱讀各明式家具有關資料中，見到許多
研究明式家具的歷史背景、種類形式、製造材質、造型裝飾、年代鑑定與藝術美
感等各類專文。但顯少甚或僅片斷的述及，明式家具如何由二十世紀之前、中國
的日常生活用器，發展為二十世紀迄今、東西方皆一致認同的藝術收藏品。筆者
以為實可藉此將明式家具收藏的發展歷程與中外收藏現況做一探討與整理。
筆者以收藏並使用明式家具多年的經驗為主軸，經由歸納各學術研究與期刊
論文，參觀各大博物館與名家收藏展覽，整理現存明式家具圖錄，佐以訪視港中
台三地經紀商以及參與家具拍賣會等實務經驗，來探討明式家具受到重視的原因、
其成為藝術收藏品的發展歷程、中外公開與私人的收藏現況，以及供藏家參考的
收藏策略。本文之研究方法與研究目的分述如後：

一、研究方法
筆者在研究過程中，採取以下幾種方法：
(一) 理論研究法
透過整理中國古典家具與明式家具的中英文專書、期刊論文、收藏圖錄、相
關文獻與網站資料，歸納明式家具藝術成就與收藏現況。依其內容與性質可分為：
1.

中英文專書：中國家具史、明清家具、明式家具、山西家具、藝術欣賞、
藝術收藏等。

2.

7

期刊論文：中國古典家具、家具鑑賞研究、藝術收藏與投資等。

參見本文第三章與第四章

4

3.

圖錄與網站資料：博物館與收藏家的藏品、特展、拍賣目錄等。

(二) 比較研究法
以筆者歷年來參觀多個博物館和收藏家的藏品與展覽，並以此與所收集之專
書與圖錄進行交叉比對，觀察公開發表之明式家具收藏精品，追溯藏品來源與收
藏歷史，進而歸納其成為藝術收藏品的發展歷程。
(三) 實地採訪法
1.

各大博物館藏品與知名藏家收藏展覽：經由參觀藏品與特展，可以觀察
到明式家具收藏的精品與收藏重點。

2.

各國古董經紀商與藝術顧問：經由走訪各地經紀商，可了解物件供應狀
況與市場價位；經由與藝術顧問討論，可由非學術角度了解物件特點、
來源、產地、做工與修復狀況，更可以了解交易近況。

3.

家具拍賣會：經由實際參與拍賣會，可在預展時，同時觀察大量拍賣精
品，不但得以實物比對圖錄、更可與學術理論相互印證，尤其可以在拍
賣過程近距離觀察該季公開市場的脈動與趨勢。

(四) 統計分析法
以各博物館與著名藏家明式家具收藏之專書圖錄為主、網站資料為輔，應用
Windows 系統的 Excel 軟體，針對各個種類、材質、公開與私人收藏進行比例統計，
進而以量化方式探究目前明式家具的收藏現況。

二、研究目的
明式家具的藝術性與收藏價值已廣為各界認同，本文將著重於觀察中外博物
館與東西方藏家的收藏內容與特色，以及其如何在近百年間，逐步發展成為一項
重要的中國文物藝術品收藏品。同時，將採擷知名藏家收藏心得與筆者多年收藏
經驗，藉此將其收藏策略做一探討與整理。本文研究目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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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瞭解明式家具的歷史背景、形式特色與藝術成就。
(二) 探究明式家具受到重視的原因，追溯其藝術收藏的發展。
(三) 觀察明式家具中外收藏現況，呈現精典藏品分佈完整面貌。
(四) 分析明式家具收藏價值，彙整藏家收藏策略。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約至明中期以後，硬木家具才逐漸開始在中國流行，在以蘇州為中心的江南
地區，更是受到文人雅士的喜愛，也成為一種嶄新的社會時尚。為了運用新材質
－硬木、便讓傳統家具的製造工藝與造形產生很大改變。硬木家具被稱之謂「細
，以便與既有的「銀杏金漆」漆家具區別8。故而在明清時
木家具」或「小木家夥」
期，新穎的硬木家具與傳統的漆飾家具同時存在，並同樣的發展為中國家具史上
最輝煌的工藝成就。

一、研究範圍
由此，我們知道，明式家具不是指明代家具，而明代家具也不能說就是明式
家具。
「明式家具」有其特定內涵和外形，它與傳統的漆飾家具和以朝代為界的明
代家具都有所不同。
這種區分，在 1944 年第一本介紹中國硬木家具的專書《中國花梨家具圖考》
9

(Chinese Domestic Furniture ) 出版時突顯了它的特色。之後，直到 1985 年王世襄

8

濮安國著《明清家具鑑賞》，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頁 10。
艾克著《中國花梨家具圖考》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2；原印：由 Henri Vetch 於 1944 年
在北京印製 200 本。該書在中國發行之中譯版本名為《中國花梨家具圖考》。
9

6

著述的《明式家具珍賞》10與《明式家具研究》11相繼出版後，才正式為「明式家
具」確認其定義與內涵。其意涵確定，不但方便讓一般人去認識它，也讓學者特
別去研究中國明清這一特定歷史時代的家具工藝與藝術成就。
依《中國工藝美術大辭典》解釋：
「明式家具」一般是指中國明代至清代早期
(約公元 15-17)世紀所產生的，以花梨木、紫檀木、紅木、鐵力木、杞梓木等為主
要用材的優質硬木家具。由於製作年代主要在明代，故稱「明式家具」12。
本文研究範圍採王世襄對「明式家具」一詞的狹義定義為主13，並參酌《中國
工藝美術大辭典》所述採用花梨木、紫檀木、紅木、鐵力木、杞梓木等優質硬木
為主，並著加烏木、櫸木、楠木、樺木、黃楊、南柏等木料14所製做之線條優美、
造型簡約，選材考究，工藝精緻的明式家具為主要研究對象。
雖然漆飾家具在明代及中國古典家具中亦佔有重要地位，而且中國古代漆家
具在明清時期亦發展到一個最高峰，但因其不包含在「明式家具」的定義之下，
故不列入本文研究範圍。
在統計分析各博物館與著名藏家的收藏現況時，則依所出版的專書、圖錄與
網站中之圖檔為資料研究對象，未公布或未經公開發表的明式家具收藏，因無法
確認其資料細節，故未納入研究範圍。

二、 研究限制
同時，雖然斷代與鑑定真偽是器物收藏的最重要課題之一，但因其需運用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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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著《明式家具珍賞》
，臺北：藝術圖書公司，1987；香港：三聯書局與文物出版社聯合出
版，1985。
11
王世襄著《明式家具研究》
，臺北：南天書局，1989。
12
梅寧華、陶信成主編，《北京文物精粹大系-家具卷》
，北京：北京出版社，頁 21。
13
見本章第一節，頁 2。
14
王世襄雖將紫檀木、花梨木、紅木、鐵力木、鸂鶒木、烏木等六種硬木以及櫸木、楠木、黃楊、
南柏、樺樟柞松杉楸椴等十一種非硬木類為木料用材均例入明式家具用材，但對講究的明式家具，
松杉楸椴並不用於主體而多用於做背板及抽屜等不顯之處，故僅採用家具主體木材為研究。

7

古學的方法，以獲得認同的時代標準器或典型的器物，諸如瓷器、玉器、金銀器、
文房用品等的器型與紋飾來做比對，而這些內容將成為另一項專門而龐大的學術
研究，應另文予以專題探討，故亦未列入本文研究範圍。

第四節

文獻探討

明式家具受到中外矚目是近幾十年的事，而將它作為一門藝術學科來研究亦
尚未超過一個世紀，其具體的研究，是由一位二十世紀初、居住在中國的西方學
者開始的。現知第一本闡述中國古典家具結構源起、分析明式家具美感與特質、
並將家具繪製剖析線圖的專書《中國花梨家具圖考》是由一位德籍教授古斯塔夫．
艾克（Gustav Ecke, 1896－1971）15所著作，在 1944 年當時該書只印製了 200 本。
後來於 1962 年在美國重印，同時大陸也在 1991 年發行了中譯本，而台灣則在 1992
年重新印行英文版。

圖 1-2 艾克夫婦－1966 年攝於夏威夷檀香山家中 引自《美成在久─金絲楠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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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stav Ecke，一般譯為「艾克」
，接觸到中國的建築與其他藝術品，非常推崇中國藝術、並且開
始收藏明式家具。其 1944 年出版的《中國花梨家具圖考》
，是中國家具史上第一本有詳細比例建築
剖面線繪圖研究「明式家具」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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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於 1923 年應聘到中國，先後在廈門大學、清華大學、輔仁大學任教近
26 年。其於在華期間，同時也參與「中國營造學社」16，並做為創始會員之一。艾
克在德國伯恩與柏林就讀大學時17，正是德國包浩斯18與其他現代主義思想蓬勃發
展的階段，故艾克以其本身在藝術、文學與哲學領域的素養，經由參與中國營造
學社，研究中國傳統木建築工藝，並採用不同的角度來觀察中國家具。他發現有
一類中國家常使用的硬木家具，並未採用傳統繁複裝飾為主的形式，也有別於過
去一般中國漆飾用器的表現，讓他對中國民間硬木家具的精準結構、簡練線與條
形式極為讚許，遂與當時在北京許的一些外籍人士合作，拍攝他們所收藏使用的
明式家具，並由建築師楊耀（1902－1978）繪製線圖與剖面圖，於 1944 年出版了
第一部討論明式家具的專著《中國花梨家具圖考》
，其著述內容涵蓋家具形式、線
條與結構，並且推崇中國民間硬木家具極具有創意，艾克說：
「當我們在選擇家具時，不論是其在木材質上的表現或是在傳統形式上的闡
釋，我們都依循中國人的創意做出決定。」( In our choice we have been guided
by the Creative Spirit of the Chinese, wherever it reveals itself in the wood and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aditional patterns.)20
艾克的《中國花梨家具圖考》出版後在西方世界引起關注，爾後，紐約布魯
克林博物館的東方藝術部主任喬治‧蓋茲(George Norbert Kates, 1895-1990)21，也因
16

中國營造學社在當時致力於整理清朝留下的官訂與民間各式工程做法與則例，學社記錄並保留
中國傳統大木作的木建築工藝，梁思成領導其他會員、林徽音、劉敦禎等等人開始了 15 年、190
個縣、2738 處古建築，艱鉅的實地測量工作，繪製了大量的宋唐古建結構與剖面圖。
17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 Society) 1992 年冬季, 頁 31
18
包浩斯學校（德：Staatliches Bauhaus）
，通常簡稱包浩斯（Bauhaus），是一所德國藝術和建築學
校，講授並發展設計教育。
「Bauhaus」由德文「Bau」和「Haus」組成（「Bau」為「建築」
，
「Haus」
為「房屋」之意）
，1919 年由建築師沃爾特·格羅佩斯創立於德國威瑪，1933 年在納粹政權壓迫下，
包浩斯關閉。包浩斯學校對於現代建築學的深遠影響，今日的包浩斯不單是指學校，而是其倡導的
建築流派與設計風格的統稱，注重建築造型與實用機能合而為一。除了建築，包浩斯在藝術、工業
設計、平面設計、室內設計、現代戲劇、現代美術等領域上的發展都有顯著的影響。
20
艾克著《中國花梨家具圖考》，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2
21

喬治‧蓋茲，美國人，先後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與哈佛大學主修建築，後至英國皇后學院進修，

獲歐洲歷史與藝術博士。他於 1933 年來到北京，十分仰慕中國博大深遠的文化傳統，更嚮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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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北京時即長期觀察中國家具，並與妹妹及友人一同將多位朋友的明式家具
丈量拍照留下記錄22。他在回到美國後，於 1948 年出版了《中國生活日用家具》
(Chinese Household Furniture)，研究的範圍從實物擴大到明中晚時期木刻畫裡描繪
日常生活的家具，書中結尾時，他以「均衡、簡約與文明」(Balance, Simplicity, and
Civilization)23來形容中國家具，而其所指的「中國生活日用家具」與艾克相同，即
為今日的「明式家具」。
24
到了 1971 年，一位美國人安思遠(Robert Hatfield Ellsworth, 1929~) 出版了《中

國家具》(Chinese Furniture： Hardwood Example of the Ming and Early Ch’ ing
Dynasties )25這是在 70 年代開始，承襲艾克研究觀點，對中國古典家具的發展，由
史的觀點，從戰國時代河南信陽長台關楚墓的架子床開始，探究中國古代家具，
同時也以考古學角度，利用 1960 年 8 月，在上海所挖掘出的明代潘惠及其子潘
允徵墓 ( 分別為 1587 與 1589 年 ) 所出土的一整組家具模型明器，來研究中國明
朝家具的斷代與鑑定26。他著作的《中國硬木家具》是 1970-1980 年代研究明式家
具很重要的一本參考書，所收圖錄涵蓋當時博物館與個人主要藏品，對明式家具
藏
收探討很有貢獻。
中國方面，北京的王世襄(1914－2009)用數十年的時間研究中國古典家具，
他不但量測北京故宮、中國各省博物館藏家具，平日也勤走中國各地，探訪一般
人家，見到傳統家具即請求允許拍照，測量或讓售，也與北京硬木廠老師傅研習
家具木作工藝。到了 1982 年，王世襄完成三十萬字初稿，七百多幅圖版，並由其

文人的氣質，於是他在北京賃一處老房子，融入當地環境依中國傳統方式生活七年。
22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1990 年冬季，頁 67-72
蓋茲著《中國生活日用家具》， 紐約：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48, 頁 59.
安思遠，美國人，詳見第四章第二節

23
24
25

安思遠著《中國家具》，紐約：Magnum Printing Company, Second edition 1997,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1971)
26

同上，頁 23

10

夫人繪製線圖，首先於 1985 年，以彩色圖片加上細部構件解說的方式出版了《明
式家具珍賞》27。
1989 年，他將更完整的內容，加上明代畫作、各地考古陸續出土的模型家具
明器的研究，出版《明式家具研究》
，分「圖版卷」與「文字卷」二冊，將明式家
具分成椅凳、桌案、床榻、櫃架及其他等共五類，廣泛而深入地討論明式家具的
時代背景、製造地區、結構、用材、裝飾、年代鑒定與改製的問題，尤其羅列了
相關家具的名詞與慣用詞彙上千條28。實匯集王世襄四十餘年研究所積累的精華，
創立明式家具研究體系，系統化的展示明式家具的成就，並從人文、歷史、藝術、
工藝、結構、鑑賞等角度完成對明式家具的基礎研究。該書是研究明式家具的菁
華與標準所在。該書出版後，享譽國內外，並被翻譯成多國語言，是研究明式家
具必讀的「聖經」，也是中國古典家具學術研究的一部里程碑式巨作。
《明式家具珍賞》與《明式家具研究》問世後，中國明式家具在國際拍賣會
場如紐約蘇富比（Sotheby，New York）或倫敦佳士得（Christie's, London）等處受
到藏家注目，並引發更多中西方學者的研究興趣。
同期在地球的彼端，1988 年世界第一個專志於明式家具典藏的博物館－中國
古典家具博物館(Museum of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在美國加州文藝復興鎮成
立，並於同年冬季開始出版專注於明式家具研究的定期季刊－《中國古典家具學
會季刊》(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 Society)，由館方聘請家具研究
的學者如柯惕思(Curtis Evarts)及韓蕙(Sarah Handler) 等人陸續撰寫專文探討明式
家具的藝術美感與工藝成就，該刊內容豐富並溯及中國古典家具的收藏記事，該
季刊如下(圖 1-3)。

27 王世襄著《明式家具珍賞》，香港：三聯書局與文物出版社聯合出版，1985；臺北：藝術圖書
公司，1987
28

王世襄著《明式家具研究》，臺北：南天書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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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

該學會也辦演了中西學術交流的橋樑，經常邀請中國學者分享研究成果並於
期刊中發表，同時也不定期舉行講座，推廣對中國古典家具的認識與討論。每當
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收藏到佳品，即對之進行專題研究，該刊陸續出版了五年，
對明式家具的主要品類諸如椅凳、桌案、香几、床榻、櫃架、屏風均由文獻記述
與中國繪畫史料做深入的探究。
值此，正式將明式家具帶入藝術與學術探討的研究領域。之後，於 2001 年，
繼續致力研究明式家具的韓蕙，以通史性的記述出版了《樸素明亮的中國古典家
具》(Austere Luminosity of Chinese Classical Furniture)29。
爾後，西風東漸，明式家具研究也再次引起中國藝術學界的注意，將歷代以

29

Handler, Sarah, Austere Luminosity of Chinese Classical Furni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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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中國藝術史研究以書法、繪畫、雕塑與器物30等四大類為範疇的思考擴大，重新
檢視家具的藝術性。短短數年間，相關書籍陸續出版，如《中國歷代家具圖錄大
全》、《張德祥說木器》、《中國家具鑑定與收藏》、《中國歷代家具》、《中國古代的
家具》
、
《明式家具》等31，大體上都是由中國古代家具的源起，闡述與明式家具傳
承與發展的相關研究。
近期相關著作以 2004 年由濮安國所著之《明清家具鑑賞》及 2007 年王正書
著述的《明清家具鑑定》最具影響力32。濮安國在 2002 年發表以文獻探究的方式，
提出明式家具的「文人意識」論點，他認為明式家具由於有文人參與設計而顯得
特別具有書卷氣息，他將家具由藝術美感的層面，增加了文人傳承層面，這又特
別以蘇州地區所存之明式家具最具代表性。王正書所著之《明清家具鑑定》更主
張採取考古方法論中的器型學和紋飾學原理，以可供比照的時代標準器來論斷，
書中就以器型、附件、與紋飾來對明式家具的製作年代做詳細討論，是研究明式
家具斷代很重要的參考。
談收藏，研究圖錄也是重要的一環，在明式家具方面，各國博物館的家具收
藏專書，如美國夏威夷檀香山藝術學院(檀香山藝術博物館前身)於 1982 年出版的
《夏威夷明式家具珍藏》(Chinese Hardwood Furniture in Hawaiian Collections)；
1988 年英國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院出版的《中國家具》(Chinese Furniture)；美國
明尼阿波利斯藝術博物館也有專書介紹；以及前述在美國加州的中國古典家具博
物館。其他參考性很高的還有各地博物館的特展，如 1999 年臺北歷史博物館的「風

30

傳統藝術史的器物研究僅包含青銅器、陶瓷器、漆器及玉器等，一向並未將家具包括在內。
胡文彥著，
《中國歷代家具》
，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8，阮長江編繪，
《中國歷代家具
圖錄大全》，臺北，南天書局與江蘇美術出版社合作出版，1992；春元等編，
《張德祥說木器》，北
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3；胡文彥著，
《中國家具鑑定與收藏》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胡德
生著，
《中國古代的家具》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濮安國著，
《明式家具》
，濟南，山東科學技
術出版社，1998。
32
濮安國著《明清家具鑑賞》
，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王正書著《明清家具鑑定》
，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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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再現－明清家具收藏展」33。
另外收藏家，經紀商與拍賣公司所出版的圖錄也具有高參考價值，如臺北的
經紀商也賞自行摘輯出書，表達他們的觀點如《黃花梨之美》34。由整個明式家具
收藏市場來看，在這一波明式家具研究與收藏的風潮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香港
的伍嘉恩（Grace Wu Bruce）以及美國柯惕思(Curtis Evarts)。
伍嘉恩她搭起了中國與歐美學者與收藏家與經紀商之間的橋樑，身兼經紀商
與收藏家的伍氏除了出版數本有關明式家具的書籍，記述明式家及收藏家的藏品
與收藏故事35，以及知名藏家的書錄，如有葉承耀醫師私人出版的三本收藏專集《攻
玉山房藏明式黃花梨家具：楮檀室夢旅》（The Dr. S.Y.Yip Collec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以圖錄方式展現所藏明式家具36。她還經常參與中國與美國明
式家具的研討會發表其研究心得。
柯惕思自 1990 年代即為美國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擔任研究工作，並於
1990 年冬季開始出版討論明式家具的定期刊物－中國古典家具季刊發表明式家具
研究論述，並為該館的主要策展人及收藏顧問。柯惕思也為香港藏家馬可樂編寫
了《山西傳統家具可樂居選藏》(C. L. Ma Collec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Furniture
from the Greater Shanxi Region)專門介紹其山西家具收藏。
其他近期重要圖錄則以香港黃定中著《留餘齋明清家具》37及比利時侶明室之
《生活于明：侶明室藏明式家具》為代表。由這些年的收藏圖錄看來，可以看出
收藏界已更深入探究明式家具的藝術性與價值，可依此研究做為明式家具收藏一

33
34
35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風華再現－明清家具收藏展》，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9
洪光明編著，《黃花梨之美》，臺北：編者自行出版，1995。
伍嘉恩著《明式家具二十年經眼錄》，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

36

Grace Wu Bruce,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The Dr. S. Y. Yip
Collec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 Hong Kong: New Island Printing Co., Ltd. 1991；The Dr. S. Y.
Yip Collec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 II. Art Museum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8
37
黃定中著《留餘齋明清家具》，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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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很好的參考。
雖然明式家具已由王世襄於 1985 年在香港所出版的《明式家具珍賞》38確認
其名稱、定義與內涵，但該時英文資料與書籍對明式家具一詞未有統一的稱謂，
例如：1944 年艾克的《中國花梨家具圖考》，1948 年喬治‧蓋茲著作的《中國生
活日用家具》39到 1971 年安思遠所著的《中國家具》40均稱中國硬木家具。在 1988
年，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於美國加州文藝復興鎮(Renaissance)成立將之命名為「中
國古典家具」(The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許多明式家具收藏界人士即接受之。
然香港的伍嘉恩於 1992 年在 Orientation 月刊(無中譯名)上發表研究此類中國硬木
家具心得時即稱之為「Ming Furniture」41，這兩個稱謂在此後的十年多兩者均有人
使用，直到美國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在 1996 年結束後，該館前資深研究學者
韓蕙於其最新出版的明式家具研究專書《Ming furniture in the light of Chinese
architecture》42，在書名上採用了「Ming Furniture」，值此往後確立明式家具的英
文名稱。

38

王世襄 著《明式家具珍賞》，臺北，藝術圖書公司，1987

39

Kates, George N., Chinese Household Furniture,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and Brothers, 1948
Ellsworth, Robert H., Chinese Furniture: Hardwood Example of the Ming and Early Ching Dynasties,
New York, Magnum Printing Company, Second edition 1997, (First edition 1971)
41
Bruce, Wu Grace, Ming Furniture, Some Example of Fakes and Forgeries and their Methods of
Detection, Orientation, January 1992 P. 107
42
Handler, Sarah, Ming furniture in the light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Ten Speed Press, Berkeley, 200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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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明式家具的源起與風格特色

第一節

明式家具的歷史背景

被譽為中國家具登峰造極之作的明式家具是架構於宋代成熟家具工藝之上所
發展出來的43，而宋代家具正源自於距今約 3600 年之前，由商周開始、歷經春秋
戰國、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以降至宋的長期發展而成。要瞭解明式家具，除了
追溯中國家具的歷史淵源與發展長流，更要探究其產生的時代背景與環境，以理
解其所處之相關歷史位置。

一、中國家具的源起與發展
家具作為生活起居用器，經歷了由簡單到複雜，由實用到結合藝術的發展階
段。中國早期的家具，由新石器時代、商周到春秋戰國，依生活方式所使用的是
適宜跪、坐、臥的矮型家具；秦漢至隋唐五代，隨生活環境與習俗的變化，逐步
轉向高型家具，並在上層社會逐漸流行；由宋朝至明清，美學意識和木作工藝十
分成熟，高型家具已全面取代矮型家具，也就發展出中國家具史上登峰造極的精
美創作。
(一) 低矮型家具時期
中國古代家具至少在新石器時代就已出現坐臥的葦席、篾席等，如在龍山文
化墓地出現的案、盤、俎等原始木器44。被後人尊為「木工業祖師」－春秋時期著
名的匠師魯班(西元前 507-444)發明了鑽、刨、曲尺和墨斗，使家具的製造和種類
43

濮安國著《明清家具鑒賞》，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頁 9

44

于伸編著《木樣年華－中國古代家具》
，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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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充分發展45。春秋戰國時期，除傳統的俎和食案外，還出現供坐臥的帶矮圍子
的床和可作憑倚的几、存放酒器的酒具箱、置衣物用的漆箱和竹筒，以及用作觀
賞的透雕漆屏等，楚墓出土的漆木家具精美絕倫，有完整的戰國時期製品，如信
陽長台關楚墓的有欄杆大床(圖 2-1)46。漢代的起居方式仍是席地而坐，但家具形
式已相當完備，置物、儲藏、坐臥和遮蔽四大功能的家具皆有。而漢代漆製家具
發達，燕尾榫、透榫、圓榫、插榫、槽榫、銷釘等榫卯結構工藝非常成熟，為後
世家具工藝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47。

圖 2-1 河南信陽長台關楚墓出土大床 引自《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 11 竹木牙角器》

(二) 低矮型發展為高型家具的過渡期
西漢時與西域諸國擴大文化交流，改變了跪坐的觀念，家具逐漸由低矮增高，
品類也不斷增加48。東漢末年傳入的「胡床」普及民間，逐漸發展有椅凳等高型坐
具49，人們也開始習慣垂足而坐，一般可以坐於榻上，也可以垂足榻沿，因此，床
慢慢增高，床上擺有依靠用的長几、隱囊(袋形大軟墊供人坐於榻上時依靠)和半圓
50
形的憑几 。

45

〔明〕午榮著《魯班經一建築和木工營造經點指南》，臺北：明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8
王世襄、朱家溍主編《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 11：竹木牙角器》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頁 22
47
王正書著《明清家具鑑定》，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頁 7
48
于伸主編《木樣年華－中國古代家具》
，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頁 7
49
朱家溍主編《明清家具─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香港：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上
冊、頁 16
50
王世襄、朱家溍主編《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 11：竹木牙角器》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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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時期，崇信佛教之風盛行，興建寺廟以及佛像等也帶來了改變，
不但有僧侶等使用的「禪椅」51，家具也有了有束腰的台座，發展出坐椅、箱型凳、
四足凳等新式樣家具52。
隋朝統一中國，開鑿了大運河，促進南北地區物產與文化交流。到了唐代則
是商業發達，國際交流頻繁，各種不同區域文化融合，思想與文化生活空前繁榮。
當時上層社會人士追求新穎變化，十分喜歡「胡式」生活與服飾，垂足而坐的起
居模式，便首先在宮庭和都市裡快速被接受53。這時候的椅子造型雖然仍十分樸實，
但已出現追求線條美的設計形式，例如坐椅的扶手常採用弧形曲線。唐人床榻流
行帶有壺門的箱式結構，凳子則常見到優美的月牙式造形。同時在唐與五代，屏
風也很重要，大型座屏風多以山水畫裝飾，屏前常放置書案，這是當時出現的一
種新的家具使用方式，這種組合形成了帶有濃郁文人氣息的起居環境，它對宋代
以後的居家佈置有長遠的影響。隋唐以後高型家具迅速發展，在上層社會已經廣
泛使用，但該時期，矮型家具也是同時並存的54。

圖 2-2 五代南唐顧閎中畫韓熙載夜宴圖 引自臺北故宮書畫典藏資料庫

頁 22
51
王正書著《明清家具鑑定》，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頁 7
52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風華再現－明清家具收藏展》，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9，
頁 14
53
于伸主編《木樣年華－中國古代家具》
，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頁 14
54
王正書著《明清家具鑑定》，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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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高型家具的時期
宋代雖然不是一個強盛的朝代，卻建立了高度的文化發展。依據現有資料，
可以看到垂足而坐的生活方式在宋代十分通行，故而高型家具已是非常普遍，這
是中國古典家具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捩點，人們終於擺脫了幾千年來跪坐的習
慣，傳統的矮型家具完全退出，由高型家具來配合其日常生活起居55。
宋代的建築業發達，受其大木作工藝的影響，製作小木作器物的家具工藝也
隨之改變，符合力學原理的樑柱式框架結構成為該時家具造型的主流56，傳統的壺
門台座或箱式結構從此漸漸沒落。同時，宋代家具的品類與形式也增加了許多，
為適合垂足而坐的生活所需有諸如：凳、靠背椅、扶手椅、交椅、圈椅、玫瑰椅；
為適合高立起居的生活則有諸如：琴桌、折疊桌、高几、盆架、巾架、衣架；此
外還有鏡台、櫥櫃、大小屏具以及各種支架類等家具57。

圖 2-3 宋代十八學士圖卷局部 引自臺北故宮書畫典藏資料庫

宋代家具在結構的轉角處使用牙子，在牙條和牙頭的裝飾上，除了傳統的壺
門曲線外，還刻有流雲紋、水波紋、如意紋和花草紋等；在家具附件上則增加了
矮老、卡子花和羅鍋棖等裝飾性的結構部件；而家具本身的裝飾也更為豐富，大

55
56
57

王正書著《明清家具鑑定》，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頁 9
王正書著《明清家具鑑定》，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頁 10
邵曉峰著《中國宋代家具》，南京：東南大學，2010，頁 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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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使用線腳修飾整個形體，在腿足部位則出現多種曲線，如三彎腿、花瓣形腿、
雲紋足和動物蹄足等輪廓；這種將力學和美感相互運用的有機結構，以及其豐富
的造型與藝術美感，為以後的明式家具風格與成就打下深厚的基礎58。

二、明式家具發展的時代背景
元代歷時短暫，家具形式繼承宋代工藝，直到進入明代，農業、手工業及商
業速發展，經濟十分發達，文化與生活藝術也進一步增強，中國古典家具的黃金
時期終於到來，不但傳統漆製家具更加精美華麗，也因新硬木材質的運用，而產
生了被譽為中國家具巔峰之作的明式家具，其得以在此社會條件下逐步成形，可
分下列三個方向來探究其發展原因：
(一) 經濟繁榮增加社會需求
明代建國之初，面對百廢待舉的現實狀況，洪武、永樂年間(1368-1424)便採
取一系列有助於發展生產的措施，如獎勵農耕墾荒、移民屯田、興修水利，鼓勵
農民種植桑、棉、漆、桐，使農業生產很快復原。此外，明代統治者解除了元代
對手工業者的人身限制，手工業者不僅可出售自製產品，還可請求改業不予限制。
嘉靖年間(1522-1566)又准許匠戶交錢代役，這些措施提高了手工業者的生產力和
59
創造性 ，所以，明代的各種手工業均得到充分發展。

在經濟快速發展之下，使得社會購買力擴增，家具的製作日益精美。而明代
帝王對家具用器十分喜好，上行下效之下，地主富商官員與王公貴胄均爭相購買
高品質家具，不但增加對精品家具的需求，又更加促進了家具工藝的持續提升60。

58

王正書著《明清家具鑑定》，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頁 11
朱家溍主編《明清家具─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香港：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上
冊，頁 17
60
王世襄著《明式家具研究》，臺北：南天書局，1989，頁 19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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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海禁開放帶來新穎硬木材質
自隆慶初年(1567) 起，明朝廷為了解決財務問題，開闢稅收來源，便採取開
放「海禁」的政策，允許私人海外貿易，南洋各地盛產的珍貴木材就此進入中國。
工匠們以所擁有的成熟小木作家具工藝，特別為這些新穎而貴重的硬木材質，發
展專門的更高水準製作工藝。這個情況又因所製成的硬木家具又可出口，便又再
促進了家具生產與製作的發達62。這樣的互為因果的良性影響之下，材美工良的新
形式硬木家具－即今稱之明式家具因應而生。
(三) 文人審美標準與生活品味提高家具藝術氣氛
明代隨著經濟貿易發達，也促進了園林藝術的發展，園林建築奠基於人文薈
萃之地，因文人雅士寄情山水，崇尚自然成為時尚。其中，物產豐富的蘇州得最
為蓬勃發展，明朝時期，上層社會人士在姑蘇城中興建各式私家園林蔚然成風63。
約至明代中葉後，中國漸漸開始流行以硬木製作的家具65，在以蘇州為中心的
江南地區，並受到了文人階層的青睞和倡導。明代眾多的文學家、詩人、畫家、
鑑賞家等等文人雅士，著有許多與家具有關家具的論述，如：曹明仲著有《格古
要論》，文震亨著有《長物志》，高濂著有《遵生八箋》等。其中尤以《長物志》
為代表，專文於卷六談論如何製作及陳設家具，其在用料上，喜採有天然木紋的
材質稱－文木；樣式上，則因功能用途有所不同，例如書桌要「中心取闊大，四
周鑲邊，闊僅半寸許，足稍矮而細」，文震亨還要提醒「漆者尤俗」66。在《長物
志》中也多處提到「園林」的組成概念，既要標榜風雅，就要「開池築山」，「植
67
樹養花」，以涵養心志。在此情境架構中，家具也力求文秀雅緻 。

62

王世襄著《明式家具研究》，臺北：南天書局，1989，頁 18
濮安國著《明清家具鑑賞》，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頁 169
65
濮安國著《明清家具鑒賞》，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頁 9
66
〔明〕文震亨編《長物志》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頁 42
67
濮安國著《明清家具鑑賞》，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頁 167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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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明杜堇玩古圖 引自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

由明(1378-1644)至清(1644-1911)兩代中間經過五百多年，家具的質與量都達
到歷史高峰68，同一時期，傳承了數千年的漆飾家具不但仍不斷在製作中，其種類、
形式與工藝水準也都更進一步達到最高峰。然而由明中期開始逐漸成形的明代硬
木家具，以及漆飾家具，到了清乾隆年間都漸漸轉化，發展出與明代不同的造型
與裝飾，更擁有其時代性的獨特風格，後人稱之清式家具69。
明式家具雖然與漆飾家具同期存在，但因江南文人追求「有度」、「有式」的
內涵，展現文人對於天地人的理念和精神追求，讓明式家具從書齋中的書桌、畫
桌、文椅、玫瑰椅到廳堂以及其他起居空間中的各類家具，依文人的審美標準來
製作，充分呈現時代性的儒雅文化風韻。也因此，明式家具無論在實用性、科學
性或藝術性上，都達到中國家具史前所未有的最高成就。

68
69

王世襄著《明式家具研究》，臺北：南天書局，1989，頁 18
吳美鳳著《盛清家具形制流變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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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種類與形式

由於垂足而坐生活方式的普及，椅凳、桌案、櫃架等各種高型家具便構成了
明式家具的主要形式，日常所用之方桌、書桌、畫案、臺几、椅、凳、櫥、架、
床、箱、屏風等各類家具，不但種類齊全，形式更是精美繁多。
明式家具可依使用功能劃分為五大類：椅凳類、桌案類、床榻類、櫃架類與
其他類70。在形式系統方面，王世襄首先提出「無束腰」與「有束腰」的大分類方
式，無束腰源自於傳統木建築的大樑架的結構相應關係；而有束腰則淵源於佛像
常用之須彌座的線條表現71。這種形式系統分類方式可以普遍的在如方凳、條桌等
多數方形或長方形結構的椅凳類、桌案類、床榻類以及其他類中如滾凳、火盆架
等中看到，實為明式家具主要結構形式做了一個系統性的劃分。
本文根據 68 份出版和公開發表之各明式家具專書、圖錄、文物期刊與拍賣
目錄及博物館官網資料，彙整現存明式家具收藏，結果共得 3251 件，其中椅凳
類共 1043 件佔 32.1%、桌案類共 829 件佔 25.5%、床榻類共 129 件佔 4%、櫃架
類共381 件佔 11.7%、其他類共 869 件佔 26.7%。

現藏明式家具五大品類比例
其他類
27%
櫃架類12%
床榻類4%

椅凳類

椅凳類

32%

桌案類

桌案類

床榻類

25%

櫃架類
其他類

表 2-1 現藏明式家具五大品類比例圖 筆者製

70

王世襄著《明式家具研究》，臺北：南天書局，1989，頁 27

71

王世襄著《明式家具研究》，臺北：南天書局，1989，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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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分類來看，椅凳類與桌案類佔最大多數，顯示其日常生活實用所需之量
較大，其他家具、尤其床榻類最少，反應了較大體積之古典家具、在生活習慣改
變的現今環境下收藏保存不易的情況，椅凳類、桌案類、床榻類、櫃架類與其他
類五大家具種類分述如下：

一、椅凳類
(一) 杌凳與坐墩
杌凳與坐墩是沒有靠背的日常坐具，杌凳可分為方、長方和圓形等幾種，其
各種形式變化亦非常多樣，如下列之圓凳、條凳、坐墩、交杌(圖 2-5)、方凳(圖
2-6)。

圖 2-5 黃花梨上折式交杌(56x49x49 公分)

圖 2-6 黃花梨方凳(60x53x49.5 公分)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
儷園藏木

引自《明式家具珍賞》

與現今之家具相較，比較少見的是腳
凳，或稱腳踏(圖 2-7)。它主要是和寶座、
大型坐椅、床榻一并使用。除了上床時可用
以踏蹬，還可在就坐時放腳。一般寶座與大
型坐椅的椅面設計都較高，坐著時會讓腳部
懸空，配上了腳踏，就會感到便利又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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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果木腳踏(47x26.5x18 公分) 儷園藏木

(二) 坐椅
明式家具坐椅的形式很多，主要可依有無扶手而歸為兩大類：無扶手的如一
統碑式椅與燈掛椅；以及有扶手的如：玫瑰椅、南官帽椅(圖 2-9)和四出頭式官帽
椅(圖 2-8)72等。

圖 2-8 榆木四出頭官帽椅 (55x43x120 公分)

圖 2-9 櫸木南官帽椅 (57x44x119 公分)

儷園藏木

儷園藏木

另外被稱為明式家具中最具代表性特色的創作之一，就是圓後背交椅(圖
2-10)和圈椅(圖 2-11)，兩者均利用靠背上端與扶手連結成圓弧形椅圈，再加上背
板與座面相連，呈現出環抱舒適感設計而成，椅圈框架一般多為圓材，以搭配整
體的弧形曲線，其的韻律美，是明式家具的經典之作。

圖 2-10 黃花梨圓後背交椅 (70x46.5x112 公分)

圖 2-11 黃花梨圈椅 (51x42x106 公分)

上海博物館藏 引自《明式家具珍賞》

儷園藏木

72

官帽椅以其造型酷似古代官員的官帽而得其名。官帽椅分為南官帽椅和四出頭式官帽椅兩種，
所謂四出頭，實質就是靠背椅子的搭腦兩端、左右扶手前端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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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座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坐椅，並且專供皇帝使
用，寶座多陳設在各宮殿的中心或顯著位置，而且
都是單獨陳設，寶座多施以雲龍、瑞獸、花草等精
美雕刻紋樣，如左圖 2-12。

圖 2-12 紫檀荷花紋寶座
(98x78x109 公分)
引自《明清家具－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二、桌案類
明代的几、桌、案在種類、功能各個方面都有很豐富
的設計與製作。
(一) 几
几通常尺寸多半都比較矮小或造型較輕巧，可放在炕
上或床上，如炕几、琴几和香几等。炕几，既可在其上放置
日常用品，除置物外也可供憑依使用，如右圖(圖 2-13)香几
圖 2-13 榆木黑漆香几(47.5x41x83 公分)

可供花賞石或焚香之用。

儷園藏木

(二) 桌案
桌與案的最大差異是，桌子的腿足設在桌面邊緣的四角上，常見的桌子有炕
桌、琴桌、方桌、長條桌、畫桌、圓桌、半桌、酒桌、圓半桌等，因款式極多，
取圖示如長條桌(圖 2-15)。關於案的基本造型，與桌主要不同之處、為腿足裝置
在案面兩側向裡邊縮進一些的位置上。案面兩端，也有平頭和翹頭兩種形式，兩
側的案腿間大都鑲有各種雕刻圖案的板心裝飾。案類的家具主要有炕案、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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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案、平頭案、翹頭案、架几案、和條案等。在各種造型中，最有特色的為翹頭
案與小條案(圖 2-14)。

圖 2-14 黃花梨小條案 (89x37.8x78 公分)

圖 2-15 紫檀長條桌 (102.5x35x83 公分)

儷園藏木

儷園藏木

此外，以外型來看，常放在炕上使用的几、案、桌腿足較短，高度約為 30
至 40 公分。與炕几相較、炕案，炕桌略寬，使用時放在炕的中間，而炕几和炕案
則放置於炕的兩側使用。炕桌在中國北方地區流行，是因為北方民居多設炕，形
成了人們在炕上活動的生活習俗。南方的几、桌、案則多為直接放在地上使用，
依各種不同用途，高度約在 70 至 90 公分不等，但形制差別不大，且功用相近。

三、床榻類
古代的臥類家具主要有床和榻，床的體積較大，榻的體積較小，兩者皆可用
為坐具，也可用為臥具。明朝家具製作的用途分工愈加明細，人們生活空間以桌、
椅、凳為中心，床做為專用的臥具，且已退居到內室。床、榻發展到明朝，在造
型與功能上已經有了明顯的區別，主要有榻、羅漢床、架子床和拔步床，現分述
如下：
(一) 榻
三面不安床圍子、而又窄小些的床，主要為日間起居而設，如圖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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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黃花梨三彎腿榻 (221.3x98.5x53.6 公分)
引自《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藏精品圖冊》

(二) 羅漢床
在榻的基本型上，在靠背及左右安裝床圍子，沒有床架，亦不能掛帳子，這
種床其實主要也是為日間起居休息之用(圖 2-17)。

圖 2-17 紫檀厚板圍子羅漢床 (211x106x79 公分)
引自《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藏精品圖冊》

(三) 架子床與拔步床
架子床在明代家具中是體型較大的一種家具，架子床是床與床帳結合的產物，
可以掛帳子，有四柱床、六柱床和拔步床三種形式。分述如下：四柱床-在床面四
角立柱，左右及後、三面安床圍子、上有床頂。六柱床-除在床面四角立柱外，另
在正面床邊多加兩根立柱，其他與四柱床相同。
拔步床的獨特之處是在架子床外增加了一個仿如小廊廳的空間，床由兩部分
組成，一是架子床，一是床前的圍廊，圍廊兩側可以放置床凳、燈盞等小型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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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地上鋪板，床置於地板之上，收雖在室內使用卻宛如一間獨立的小屋子，
這種床在長江中下游十分流行73(圖 2-18)。

圖 2-18 楠木垂花柱式拔步床 (239x232x246 公分) 引自《明清家具鑑賞》

四、櫃架類
貯物用的箱、櫃、櫥到了明代種類十分豐富，功能非常齊全。有架格、櫃、
櫥與箱等，分述如下：
(一) 架格與亮格櫃
架格基本類型是以四根立木為四足，用橫板將空間分為若干層，並多四面不設
檔板，以保持空靈的氛圍；亮格櫃是格架和櫃子的組合，其形式多為架格在上櫃
子在下，用於陳設和收圖藏之用(圖 2-19)。

73

朱家溍主編《明清家具－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香港：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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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9 黃花梨亮格櫃 (101.5x54x183 公分) 檀香山藝術博物館藏
引自《Chinese Furniture–Selected articles from Orientations 1984 - 1994》

(二) 方角櫃與圓角櫃
方角櫃為四面齊平，櫃四角以直角交接，上下垂直，無側角，櫃門採用銅合
頁連接，沒有櫃帽；圓角櫃是因櫃的四邊櫃框為圓材，櫃門與邊框連接不用任何
合頁，而僅用門櫃的結構與櫃體相連而得名，其形式簡潔，櫃頂轉角做成圓弧形，
開合自如，使用十分方便如圖 2-20。

圖 2-20 櫸木圓角櫃 (125.5x54.5x236.5 公分) 儷園藏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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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悶戶櫥、聯二櫥、聯三櫥與箱
櫥可以看成是案與櫃的結合體，主要形式有一屜的稱悶戶櫥、兩屜稱聯二櫥、
三屜稱聯三櫥(如圖 2‐21)，是一種具備陳設和儲藏兩種功能的家具。箱則是家居必
備的貯存用具除一般方形與長方形的小箱與衣箱、還有專為特殊用途而設的諸如
為乘轎時置物用之轎箱，或裝藥用的藥箱等。

圖 2-21 黃花梨聯三櫥 (193x54x81 公分) 引自《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 1994 秋季》

五、其他類
明式家具為各種用途之製作極多，有鏡架、
鏡箱、官皮箱…僅介紹具代表性的形式如提盒、
台架及屏風等。提盒、即食格，是專門用來提取
運送食物的器具，由多層次方盒組成；台架類家
具主要有衣架、盆架、巾架、鏡架、燈架、天平
架等，各種款式繁多、製作亦依功能而有所不同；
屏風是為裝飾並分隔室內空間之用，其形制主要
有折屏和座屏兩大類，折屏又稱「圍屏」，落地

圖 2-22 座屏 (63x32.5x62 公分)
儷園藏木

擺放，有六扇，八扇、十二扇等多種樣式；座屏
也稱為「插屏」(見圖 2-22)，下有底座，不能摺疊。在使用與佈置上，也更加靈
活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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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材質結構與裝飾

明代自隆慶初年開放海禁，硬木由此進口，中國古家具多採用木作，便採用
它來製作高級家具。同時，中國家具受建築工藝影響，自古即發展出極精密的榫
卯結構，家具的各個構件，都透過各種形式的榫卯把各結合處連接起來，無論家
具的尺度、線條和設計如何，均僅採用榫卯即可接合，又因硬木材質精良，製作
結構體與榫卯都十分精準，實為明式家具的特點之一。
明式家具裝飾從整體來看十分優美，但仔細看則可觀察到其運用線腳來修飾
其立體造形；在平面上，工匠運用硬木的天然色澤紋理來突顯質感，同時採用雕
刻及鑲嵌手法將各種圖案或不同材質裝點在家具上，呈現或樸素內斂、或富麗穠
華的氛圍，這些都讓明式家具在製作與裝飾上更獨樹一格，造就其備受讚譽的藝
術表現74。

一、明式家具的用材
硬木紋理、色彩美觀，木性穩定，耐久又好加，因而被視為高級木材。常見
的硬木有紫檀、花梨、黃花梨、酸枝、鐵梨、烏木、雞翅木等，其主要生長於南
洋一帶，進入中國後，很快被蓬勃發展的家具製造業所採用，明式家具選材充分
運用木質材料的優點，演繹出特殊的家具文化。
本文所彙整的明式家具收藏中的材質，以黃花梨製作最多有 1983 件，紫檀其
次有 528 件，其他酸枝、鐵梨、烏木、雞翅木、櫸與楠木等都有運用。分類圖表
如下：

74

王世襄著《明式家具研究》，臺北：南天書局，1989，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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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材質比例
鐵力木
楠木
1%
1%
花梨木
2%
雞翅木
3%
紅木 5%

櫸木
1%

黃花梨
紫檀木
紅木

未刊出 其他
5%
5%

雞翅木
花梨木
黃花梨
61%

紫檀木
16%

鐵力木
楠木
櫸木
未刊出
其他

表 2-2 家具材質比例圖 筆者製

以下介紹明式家具中主要使用的硬木種類75：
黃花梨又稱老花梨，新材呈黃褐色略帶紅，老材則呈淺黃到赤
紫，有淡香味，質堅而不過重，色澤鮮明有光澤，紋理美麗而
富變化，明代工匠利用此一特性，賦予家具質樸簡潔、線條流
暢的藝術美感，其主要產地為海南島與現今之越南，是製作明
式家具非常重要的材質。

圖 2-23 黃花梨

花梨木色略紅紫而紋理細膩，又稱為新花梨木，泛指各類草花梨，色較淡
黃，少有鬼面紋且材質較鬆。花梨木產於中南半島，傳世花梨木有新與老花梨之
分，黃花梨及傳統認知的老花梨，由淺黃至赤紫，色彩鮮麗，有稱鬼面的漩狀紋
理，木質清亮有香味。明代較考究家具多為老花梨木所製。

75

周默著《木鑑》，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及圖 2-23 至 2-25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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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檀木也叫青龍木，質堅而密，顏色深沉，黑裡透紅，
還有細緻的蟹爪紋是世上最貴重的木材品種之一，數量稀少，
主要產於印度，有木中黃金之稱，其表面打磨拋光後具有玉般
的質感和金屬般的光澤，極具沉穩、厚重之美。

圖 2-24 紫檀木

雞翅木又稱杞梓木，又有相思木或紅豆木之稱，多產於中
國華南地區，其所具有一種罕見又明顯的像雉雞或鳥類羽毛的
天然紋理，常隨光照時間變化呈現出暗紅、棕紅等不同色調，
十分受到明代文人重視。
圖 2-25 雞翅木

還有主要木材如：紅木木質堅硬，重量較紫檀略輕，呈紅褐色。但隨時間延
長，會逐漸變成深紅或黑紅色。其紋理光華細密呈較長條狀，具輕微馨香氣，最
大缺點是在炙熱和潮濕變化中易收縮或膨脹變形；楠木有寫作「桐木」
，主產於中
國四川、雲南、廣西、湖北、湖南等地，木質堅硬，有香味，是優質的建築和家
具材料。其貴重品種為金絲楠，木紋中有細細金絲，在陽光照射下點點閃爍，十
分受到喜愛；櫸木也叫南榆，常有大材，木質堅固，紋理優美，常呈現如排列有
序的重疊波浪花紋。在江南各地被普遍使用，雖不算硬木類，但在明清傳統家具
中使用極廣，造型和製作手法與硬木家具基本相同，可說櫸木家具是明式硬木家
具先驅；鐵梨木又稱做鐵力木或鐵栗木，產於中國廣東、廣西，色紫黑，質地極
為堅硬，材質本身非常沉重。其料大常用於製作大件器物，其色彩紋理與某些雞
翅木十分相近，雖亦有羽狀紋，但常呈現較長的羽狀波紋；烏木又稱做烏文木，
主產於中國海南，雲南及南番等地，其木材全都為漆黑顏色，日久而不變色。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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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材質深重堅硬，其紋理細膩，但因材多較小而硬，故木質較易脆裂。常被用來
做部件嵌飾以突顯材質的色差。

二、明式家具的結構
明代的家具結構基本上沿用中國古代建築的框架，方、圓立腳如柱，橫檔與
棖木似樑，交接處用牙子加固，整體架構比例堅固，讓家具可以穩定使用，同時
用運用榫卯接合，相對於前代而言，明式家具榫的種類更加多樣，有綜角榫、抱
肩榫、插肩榫、搶角榫、托角榫與燕尾榫…等使結構精巧而美觀。其攅邊技法亦
很有特色，多用榫接合而不用釘膠，這樣不僅可以適應面板木材的膨脹變形，還
可以掩蓋木材斷面橫紋，形成優美的立體輪廓。以下分別介紹直材與弧形材料的
接合。
(一) 直材的結合
桌案、椅凳及櫃門等板面框的結合，
或椅背、扶手等立柱與橫樑的直角結合為直
材角結合(如圖 2-26)，直材角結合常用暗榫，
接合後看不見榫卯；另有不用 45°斜面的相
接，而是把橫材下面做出榫窩，直材上端做
出榫頭，將橫材壓在豎材上，俗稱「挖煙袋
鍋」。明式靠背椅和扶手椅的椅背搭腦和扶

圖 2-26 直材的角接合
引自《明式家具研究》

手的轉角處常用這種做法。另外，家具有束腰和無束腰等形式，為適應不同結構
實際需要及外形和輪廓線形的變化，亦有各種構造和造型的連接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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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弧形材料結合
明式家具經常運用弧形來表現造形，如圈椅，
香几等。弧形材料的結合常用楔釘榫，多見於圈椅
的椅圈，由於椅圈的弧度較大，須用兩節或兩節以
上的短材拼接而成。為使接口堅實牢固，匠師們把
兩個圓材的一頭各做出長度相等的半圓，在半圓材

圖 2-27 弧形材料結合
引自《明式家具研究》

頂端做出榫舌，再把兩個半圓平面的後部與橫斷面相交的轉角處開出與半圓平面
齊平的橫槽。然後把兩材依平面對接。圈椅背圈的接合如上圖 2-27。

又如香几，在弧形的腿足下要安裝「托泥」，
它是家具的一種構件，托泥的作用還在避免家具因
陳設時間過久，接觸地面的部分受潮腐爛或因挪動
而磨損，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只需更換托泥即可。
弧形腿的香几與托泥接合如圖 2-28。

圖 2-28 托泥與腿足的結合
引自《明式家具研究》

三、明式家具的裝飾
明式家具的裝飾手法十分多樣，有雕鏤、有鑲嵌；裝飾材質也很多樣化，經
常運用各種石材、金屬、漆飾等；在紋飾方面，有花草、動物、山水、吉祥紋飾
等，多依整體需求，做恰當的局部裝飾。而「線腳」的運用則是明式家具的最大
特色，常用在家具的大邊、抹頭構成的框體、券口、腿足等，以修飾整體家具的
美感。明式家具裝飾歸納為線條與紋飾兩大面向說明：
(一) 線條
明式家具的各部件大多在實用基礎上再賦予必要的藝術造型，古代匠師對於
整個家具結構部件中的顯眼部位進行簡單的美化加工，運用結構部件裝飾，使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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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實體顯得優美，可說是明式家具最重要的裝飾方法。
(二) 部件
各種部件例如：束腰，在家具面沿和牙板下作出一道縮進的線條；牙條，如
建築上承托大樑的替木，又稱托角牙子或倒掛牙子；羅鍋棖與矮佬通常一同配合
使用，用在低束腰或無束腰的桌子和椅凳上，用以固定四腿和支撐桌面；或是裝
在四框裡的牙板－圈口；三面的牙板互相銜接的－券口等。各式部件與線條可由
下圖(圖 2-29)介紹：

圖 2-29 玫瑰椅各部件及線條說明 引自《明式家具研究》

(三) 線腳
線腳裝飾是對家具的某一部位或某一部件所賦予的裝飾手法，對家具的結構
並無作用，但線腳的運用，可以增添家具優美、柔和的藝術美感。主要施於家具
的邊抹（邊框構件）
、棖子（橫檔）
、腿足等部位，透過平面、圓面、凹面、凸面、
陰線、陽線之間不同比例的搭配組合，形成千變萬化的幾何形斷面，達到雖簡潔
卻精細的悅目的裝飾效果。另外，在置物的平面和可承重的腿足上也有用線腳裝
飾，如桌面的邊抺都作「冰盤沿」式或上下對稱的線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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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0 圓方腿足線腳 引自《明式家具研究》

圖 2-31 冰盤沿線腳 引自《明式家具研究》

(四) 紋飾
中國傳統家具的裝飾花紋都是按著中國傳統祥瑞觀念沿襲下來，它反映中國
古人的審美情趣和思維模式。在裝飾題材和使用習俗中，融會不同的風格特點。
裝飾紋樣有圖案化的，也有趨於寫實的，基本上明式家具不以雕飾為主要裝點，
而主要是突出家具自身的造型和線條美，但它仍運紋飾圖案與鑲嵌方式表現其同
時特有的美學和藝術形式。
在紋飾方面有，龍鳳螭紋、各式雲紋、花卉紋、捲草紋、靈芝紋、山水紋、
幾何紋。例如：捲草紋經常刻在牙條上，或龍鳳螭紋、山水紋經常刻在圍屏上，
靈芝紋經常放在坐椅背板或案的檔板上(如圖 2-32)

圖 2-32 鳳紋 引自《屏居佳器：中國 16~17 世紀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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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鑲嵌
明式家具經常運用白銅或黃銅等金屬，一
方面加固結構、一方面裝飾器身，這些亮光的金
屬飾件，裝飾在花梨、紫檀、鷄翅木等色調柔和、
木質紋理優美的家具上，可以讓質感、色彩產生
圖 2-33 黃花梨大藥材行櫃

強烈對比，給予人美的感受(如圖 2-33)。

(47.4x35.5x36.2 公分)
引自《攻玉山房藏明式黃花梨家具 III》

另外將金、石等貴重之物釘入木
器上，組成各種樣的紋飾或圖畫，也
可在部份明式家具上看到，家具鑲嵌
材料種類頗多，其中以螺鈿鑲嵌居絕
大多數，其次為各色珐琅、木雕、各
色石材、各色瓷版及金銀片等76，這種
工法最出名的是稱為「周製」的家具，
多位知名藏家皆藏有如圖 2-34 之背
板鑲嵌百寶的官帽椅等，鑲嵌工藝使
圖 2-34 黃花梨南官帽椅(58.4x43.2x121.9 公分)

家具更增華美觀。

76

引自《屏居佳器：中國 16~17 世紀家具》

胡德生主編，宋永吉著《古典家具收藏入門》
，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06，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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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明式家具的藝術性

在今日，不論東方或西方都十分推崇明式家具的材美工良與藝術性77，但並不
是只有材美就能有美感78，最重要的應是其本身的藝術價值。明式家具在明代文人
參與設計和提倡之下，表現出了嶄新的時代風貌79，其造型的「輪廓線」和構件加
工而生的「線腳」
，讓明式家具表現出隽永的線條美。由此我們可先理解明代文人
的審美標準如何轉移於家具，讓它們承載該時代的美感文化特質，進而再以西方
造型要素來探究明式家具的藝術表現。
明代經濟貿易發達，也促進了園林藝術的發展，園林建築奠基於人文薈萃之
地，因文人雅士寄情山水，崇尚自然成為時尚。其中，富饒的蘇州最為蓬勃，該
時，大批官員富商在姑蘇城中興建各式私家園林，蔚然成風80。
明代中葉以後，在蘇州及周邊城鎮，文人的生活即以園林為中心81，有了園
林居所自應善加佈置，這就產生了對於各種「長物」的需求，而符合文人美感需
求的要件為何，便可由明代文震亨在《長物志》所述看出，該書對屋宇花園、禽
魚水石、書畫香茗、衣飾舟車，所有生活之用皆有論見。其中也多處提及「園林」
的組成概念，既要標榜風雅，就要「開池築山」
，
「植樹養花」
，以涵養心志，故而
在此情境架構之中，日用家具也必力求古雅精麗。
在材質方面的標準是：「天然几以文木如花梨、鐵梨、香楠等木為之。」 為
呈現材料的自然與考究，在家具製作上盡量保留木材優美的紋理和天然色澤，談
到形式是：
「藏書櫥須可容萬卷、愈闊愈古，惟深僅可容一冊，…門必用二扇，不

77
78
79
80
81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1991 年夏季, 頁 63-65
安思遠著《中國家具》紐約：Magnum Printing Company, Second edition 1997, 頁 11
濮安國著《明清家具鑑賞》，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頁 170
濮安國著《明清家具鑑賞》，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頁 167
濮安國著《明清家具鑑賞》，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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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四及六，小櫥以有座者為雅…四足者差俗。」對於櫥的形式與設置方式皆有
定規；關於製作尺寸則多所指示，例如：榻，坐高一尺二寸、屏高一尺三寸、長
七尺…，還說明凳與桌等、鑲邊闊僅半寸許…；又言臺几之製作「種類大小不一、
俱極古雅精麗…」
。以上這些有關家具論著，均強調「古樸」和「精麗」兩個主要
的審美標準82，為滿足需求，明式家具便依當時文人所好製作，進而展現文人追求
的藝術美感－「貴其精而便，簡而裁，巧而自然」83。
而西方的審美觀點，可由第一本明式家具專書作者艾克的讚賞看出，他說：
「簡單純粹、可型塑的張力與精湛的打磨工藝構成了這些家具的主要美感。」
(The purity, the plastic strength, and the flawless polish of these pieces constitute their
chief aesthetic appeal.)84
知名古典家具專家張德祥也非常認同「藝術性」是決定明式家具價值的第一
要素85，在 2007 年，當他為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講課時，便特別把藝術的規律和要
素引進古典家具的審美，他說：
「家具如畫，家具也要有好的比例，恰當的虛實變化和點線面的搭配對比。
86

」

故而當我們以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 1893-1968)所規納藝術構成的四種基本元
素：色彩(Color)、色調(Tone)、線條(Line)和形式(Form)87的理論來檢視明式家具時，
可以看到各種造型元素的存在如下：
(一) 色彩－如紫檀的紫褐色、烏木的黑色、雞翅木紋的黃黑色。
(二) 色調－各種不同木質之固有色彩及加漆之後所呈現色彩之調性。
82
83

﹝明﹞文震亨著，王雲五主編，《長物志》
，臺北：臺灣商物印書館，1966，頁 41-45
胡文彥著《中國家具鑑定與收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 196

84

艾克著《中國花梨家具圖考》，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2，頁 1

85

楊麗凡著《大收藏家：古家具專家張德祥》，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頁 154
楊麗凡著《大收藏家：古家具專家張德祥》，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頁 150

86
87

里德著，杜若洲譯《藝術的意義》，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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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線條－桌案平面與直棖上的直線、座椅靠背Ｓ形的曲線、圈椅椅圈的弧形。
(四) 形狀－方桌面的正方型、方角櫃面的矩型、桌案腿的細長方型、圈椅椅圈
的半圓型、圓凳凳面的圓形、炕桌卷珠足的球型等。
這些造型元素再經由點、線、面、形體、質感等視覺元素，並依所謂的形式
原理：平衡、比例、韻律(反覆、漸層)、對比、調合等組合，完成一件件家具的造
形與空間，不但呈現了獨創性、完整性、統一性的美感特質，也實現了架構於實
用目的之上的藝術成就。現在從線條、結構、外形等三個面向來看明式家具的藝
術特質，其重點分述於下：

一、線條
以「線條」塑造形體與表現造型是明式家具最重要的特色之一，明式家具捨
棄傳統的漆飾工藝，採用小木作的精湛技能，並創造性地運用「線」來塑造、表
現、傳達形體造型的式樣，成功地構建起了明式家具別具一格的造型藝術形象。
線是中國造型藝術形式的獨特語言，無論是中國繪畫、雕塑，以及裝飾藝術等，
對線的運用都達到了極高境界。
明式家具的另一特色就是採用「線腳」裝飾88，這是指一種裝飾性線條的組合，
作用在於修飾家具的線條，它得使家具的外觀由樸質粗放變為俊雅挺秀，它通常
沿水平或垂直方向出現在家具的框架部位，如桌沿、腿足、櫃帽和棖子上，形式
極為豐富，線型變化多端，以產生良好的視覺效果，所到之處，不論方料圓材，
皆呈現各式優美輪廓，可謂用非常簡單的形式、但是很高的工藝，對家具做整體
的修飾。而明式家具造型形體上的「輪廓線」也正是線的立體表現。

88

王世襄著《明式家具研究》，臺北，南天書局，1989，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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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直線、曲線與弧形
明式家具上直線、曲線與弧形是被廣泛的交互運用，我們可以在很多結構或
部件看到，例如：各種桌案的腿足、各種椅子的反Ｓ形靠背，座椅下部加強結構
強度用的壺門等。明式家具的各種腿部與足部線條更是線的特色表現，有馬蹄腿、
鼓腿彭牙馬蹄足、三彎腿、三彎腿卷珠足、…等等，如圖 2-35。

圖 2-35 明式家具腿足線條 引自《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

二、結構
明式家具在四方形的立木(垂直)與橫木(水平)或弧形(曲線)的連結處，採用中
國傳統家具結構工法「榫子」與「卯眼」
，加上使用了質地堅實的硬質木材，讓匠
師可以依其設計做出各式各樣的精巧榫卯，再只以榫卯就完成上下與左右、主體
與支撐間，或粗細或斜直、主從相連穩固的立體形式與結構。各種形式的原理也
廣泛的被運用，明式家具藉其精湛工藝，在平衡、比例、韻律(反覆、漸層)、對比、
調合等形式之中，疏密有致地表現了物件的完美結構。說明如下：
(一) 平衡與對稱
平衡是明式家具造形的基本形式，兩相對稱的形狀經常被運用在桌與案，各
式櫃架。非常典型的例子可以這件黃花梨鳳紋衣架底座之側面來面看(如圖 2-36)。，
它的兩片牙條左右對稱夾住衣架的腿，看來單純但顯現典雅安定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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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6 黃花梨鳳紋衣架底座側面 引自《明式家具珍賞》

(二) 比例
從椅凳、桌案、櫃架我們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方型與長方型的表現，這些形
狀的長寬比例也有各種特色。以方桌和條形桌案為例，一般方桌面版長寬多為 100
x100 公分左右，比例是 1：1；一般桌與案面版長寬則有多種比例，以常見的酒桌
為例，面版長寬多為 100 公分 x50 公分左右，比例是 2：1；如圖 2-37 的炕桌，常
見的長寬高約是：長 96 公分、寬 63 公分、高 30.5 公分，比例則約為 3：2：1，
這樣長寬高比例均衡穩定。

圖 2-37 黃花梨炕桌 (95x63x30.5 公分) 儷園藏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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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漸層與反覆
明式家具經常利用線條與形狀的反覆出現表現出一個物件的韻律。同一單位
的圖案重覆出現，則經常出現在物件的局部裝飾上，它以同一種樣式的連續重覆
出現，呈現出一種變化的感覺，如圖 2-38 架子床的床圍，這個卍字圖案反覆出現，
表現滿秩序與整齊的美感。

圖 2-38 黃花梨嵌松木卍字紋攢圍子六柱架子床 (207x120.7x196.2 公分)
引自費城藝術博物館官網

(四) 對比
我們也經常在明式家具造形中看到形狀、顏色與材質的對比。家具本身使用
的木材與裝飾用的石材的對比如圖 2-39，圓形與長方形的對比；座椅面木框與座
椅面用的籐編軟屜的對比；還有各種櫃子門上與箱子上所用的銅件與物件本身木
質的對比。

圖 2-39 材質對比─黃花梨撇腿小案(51x27x20 公分)
引自《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藏精品圖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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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對比，無一不在不同的形、質、色各面向以對比的形式出現，也正因為
如此的有明有暗、有輕有重在靜態中充滿活力，讓一個家具不再單調。
(五) 調合
以明式家具中最具代表性的圈椅來說，它的曲線豐富多樣而協調。工匠在運
用線形構成圈椅特定的部件時，首先從椅子靠背的功能要求出發，使靠背的曲線
適合於人體在坐下時，可以獲得舒適的依靠；其次在靠背、圈椅的椅圈、扶手與
椅子整體造型的聯繫與變化上，都要使它與整體線形統一而協調。最典型的例子
之一是香几，其優雅的曲線廣受藏家喜愛，如以下四種不同造形的香几如圖 2-40。
看它的線條是由下往上升、先彎向內、而後再向外擴張、最後收攏在桌面。正可
與放置於其的香爐內正裊裊升起的熏香所呈現的線條相呼應。同時它也在重複出
現的几腳線條展現律動的美感。

圖 2-40 香几之優雅曲線 引自《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

三、外形
當我們把家具的各種材質考量到色彩、色調、線條、和形式間的關係，以平
衡、比例、韻律(反覆、漸層)、對比、調合等方式組合，便架構出物件的外形，其
正是所有藝術元素與形式的具體呈現，所有造形最終目的都是在多樣的統一中，
創造觀者的美感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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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式家具種類形式多樣、藝術表現豐富，以下介紹兩個極具特色的作品，它
們不論在形色與結構上都超越一般，若以王世襄所言之明式家具 16 品之「簡練」
與「穠華」闡釋，正可呈現其優美藝術特質。
(一) 簡練之美
這個罕見的紫壇琴几 (見圖 2-41)採用紫檀厚板製成，在几面與板足、以及板
足下的內彎卷足全部削去方型硬角，而板足本身中間部位亦內彎，線條圓弧但形
式淨素。本物件在造形上顯得典雅淳樸，因採用紫檀，其用料厚實，暗褐紫色的
木質使得物件色調沉穆、，但因其線條造形簡單樸實，在整體上表現出簡練雋永
的美感。

圖 2-41 紫檀琴几(162x45.5x35.5 公分) 陳啟德藏 引自《明式家具二十年經眼錄》

(二) 穠華之美
這張知名的黃花梨架子床(圖 2-42)是美國前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的精典
舊藏89，床設六柱，立柱上承頂架，在頂架、柱子與床面以透雕板裝飾，床沿正面
浮雕螭龍卷草紋，四個床腳為獸面紋虎爪三彎腿，制作精細，雕飾繁縟，做工精
巧，富麗堂皇。這個物件以垂直與水平為架構，精細的雕飾以不同的質感與形狀
比例，在對稱的反覆間完成了有序的律動，它把線條、形狀、色調、質感和空間
統合在一起，充份展現穠麗華美的氛圍。

89

伍嘉恩著《明式家具二十年經眼錄》，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2010，頁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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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2 黃花梨六柱架子床(226.1x156.2x226 公分) 引自《明式家具二十年經眼錄》

以上兩件家具為例，當我們在觀看這個物件時，就如同在觀賞一幅畫作，
當家具是畫作時，它可能代表自然、森林、海岸、蘋果，這些都藉由外在世界給
了觀者印象的意涵。同樣的，當我們用美感的角度來觀看家具時，它們的意義已
經從畫布上的造形進入了實用物件的存在美感，明式家具以其簡練的結構、流暢
的線條、合宜的比例與優美造型、以超越時空的特質與美感深得中外人士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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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一節

明式家具的收藏探討

明式家具收藏的發展

王世襄著作的《明式家具珍賞》和《明式家具研究》中英文版陸續於 1985
年出版後，在中西方各地再次興起對明式家具的關注與討論。1980 年代正值中國
大陸逐步改革開放90，明式家具在眾多學術研究紛然發表、中外博物館擴大館藏91、
舉辦相關展覽92，學界與藏家合力舉辦學術研討會，以及古董文物業界全力配合推
動93，引領全球各地收藏家94熱心投入的時空環境之下，正式於二十世紀末展開了
前所未見的收藏熱潮。
但在這熱潮之前，也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發展，才逐步把明式家具推上藝術文
物收藏的高位，其中我們看到中國對明式家具由原本的良材美器，到重新體認所
代表的文化傳承與藝術價值；西方由發現明式家具的設計美學與工藝成就，進一
步到推崇其純粹的藝術性與文化特質，以及中西方在這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互動
與影響，本節將依時間軸，逐步探討明式家具收藏在中國以及海外的發展。

一、二十世紀前期
(一) 明式家具收藏在中國的發展
90

中國共產黨於 1978 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中提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
，此決策
改變了中國自 1949 年後對外封閉的狀況，進而促使中國進入了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
91
參見本章第二節與第三節之博物館收藏概況。
92
例如：1990 年北京中國古典家具展，1991 年香港葉承耀明清家具收藏展，1999 年臺北國立歷史
博物館的《風華再現－明清家具收藏展》
93
例如：1986 年，
「寒舍藝術中心」在臺北創立，專營中國古董文物藝術品，明清古典家具則佔相
當重要比例；1987 年，「嘉木堂」在香港開業，專門經營明式家具；1990 年，「亞細亞佳古美術」
在臺北創立，專營中國古典家具與古董織品。
94
參見本章第三節著名藏家收藏綜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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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現在看來，在明式家具的發源地－中國，人們看待明式家具與其他古文
物並無不同95，但其實在過去中國文物收藏的領域裡，家具並不能算是一個門類，
中國知名古典家具研究學者張德祥(1949~)96說：
「木器家具在古玩行屬冷門，歸入雜項。字畫銅器陶瓷玉器都有獨立的專項。
家具一般是由家具店經營。家具木器是日常生活用品，是日常生活用品，一
種襯托，托架著銅器、瓷器等。」97
在晚清，並沒有專賣家具的古玩店，而都是與其他古玩一同順帶賣的98。這
種情形尤其以中國北京東、西琉璃廠的古玩店、古籍店、字畫鋪等最具代表性，
例如榮寶齋、寶古齋、韻古齋、悅雅堂…等店都擁有一批珍貴明清家具，其目的
主要的是可以利用古典家具的質感，襯托古玩的優美歲月光輝99。
雖然如此，我們仍可以在一些文獻記載或極少數的傳世實物上，看到這些明
式家具受到的重視、不但考其來源、為之題識並傳予於後人。例如依中國古典家
具專家田家青(1953~)100所見，早期明式家具收藏實例之一，為記述明代畫家文徵明
101

所使用過的一張椅子，田家青說：
「以往，筆者查閱資料時，曾見黃濬先生的《花隨人聖盦摭憶》102一書述及「太
史椅」，文中曰：「椅為文徵明衡山故物，衡山沒後，付之門人彭年，後復歸

95

濮安國著《明清家具鑑賞》，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頁 156

96

張德祥於 1960 年代末開始收藏古家具，80 年代推薦明式家具給王世襄拍照後收錄於《明式家具
珍賞》與《明式家具研究》
，1990 年推動成立「中國古典家具研究會」，2008 年任北大客座教授，
經常發表明式家具相關論述與演講，並為中國文化部評鑑古典家具。
97

春元、逸明 編《張說木器》，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1994 年(第二版)，頁 88

98

馬未都著《馬未都說收藏 - 家具篇》，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8，頁 189
田青家著《明清家具鑑賞與研究》，北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 184
100
田青家多年專注於古典家具、明清硬木之木工工具與明清家具修復研究，亦從事設計並製作具
時代風格的傳統家具。
101
文徵明（1470 年－1559 年）
，長洲人（今江蘇蘇州）
，初名璧，字徵明，更字徵仲，號衡山居士，
中國明代畫家，與唐寅、沈周、仇英合稱為「明四家」
。
102
黃濬（1891-1937）
，福建人，室名花隨人聖庵，所著之《花隨人聖庵摭憶》記述並議評清代-民
國之史事典故與人物軼事，原稿最初連載於《中央時事週報》
，續刊於《學海》
，由 1934 年載至 1937
年 8 月，後於 1943 年初版印行。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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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山曾孫相國震孟。明亡後，此椅歸汪苕文琬，苕文殞，苕文子以贈姜仲子…」
此處記載的是文徵明用過的一把椅子輾轉傳世之經過。後人考證，該椅為明
代交椅。以筆者所見，此乃早期明式家具收藏實例。」103
另王世襄一篇 1979 年發表於北京故宮博物院院刊論述明清家具的款識及作
偽的文章中，也述及晚清書法家張廷濟(1768－1848)所藏之兩件明代家具的特殊性。
一件是個紫檀扶手椅，座椅背板上刻有明代詩人、書法家周公瑕即周天球(明正德
九年至明隆慶三年 1513-1569）的一首詩：
「無事此靜坐，一日如二日，若活七十年，
便是百四十。」，此即所謂「周公瑕坐具」104。
另一件則是一個長三尺、寬兩尺的桌子，其足部刻有明代著名收藏與鑑賞家
項墨林的三方印鑑，張廷濟在購藏這張棐几後，為之題銘並刻於几之足部。後人
稱此几為「項墨林棐几」105，1960 年代此几尚由上海藏家保存，然至 1990 年代則
不知去處106。
二十世紀前期，中國以收藏明式家具著名者僅知有少數，其代表性收藏如：
清宗室溥侗(1876-1952)舊藏－源自明末清初宋犖(1634－1714)家傳的明紫檀插肩
榫大畫案107；書畫鑑賞家關冕均(1871-1933)所藏精美的紫檀靈芝紋有束腰几形畫
桌108；和大收藏家朱文均(1882-1937)所藏明清家具七十餘件等109，爾後這些早期經
典明式家具都歸由中國博物館收藏。
中國自 1840 年鴉片戰爭起即內憂外患紛亂不斷至 1950 年代政權輪替，一般
人民生活動盪不安，難以談及收藏等風雅之事。反之，1920 至 1940 年代，艾克與
一些住在北京的外籍人士有機會認識明式家具、欣賞進而收藏，並中國造成搶購
103
104
105
106
107

田青家著《明清家具鑑賞與研究》，北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年，頁 180
故宮博物院院刊，北京，1979 年第 3 期，頁 74
故宮博物院院刊，北京，1979 年第 3 期，頁 73
田青家著《明清家具鑑賞與研究》，北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 181
詳見本章第二節中國博物館收藏概況。

108

王世襄著《明式家具研究》，臺北：南天書局，1989 年，乙 111 圖，文字卷：頁 64

109

田青家著《明清家具鑑賞與研究》，北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年，頁 18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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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潮，當時明式家具價格已變得非常貴110。雖然我們可在文獻記載或少數的實物
上，看到明式家具受到重視與珍藏。但這樣情況也說明在二十世紀前期，從中國
整體來看，在傳統上尚未將家具納入藝術文物收藏的主流。

(二) 明式家具收藏在海外的發展
相較於中國，西方國家對於家具有很不相同的看法，他們認為要了解一個高
度文明的人士，必需了解他的日用家具以了解其生活文化。早期研究明式家具並
在 1948 年著作《中國生活日用家具》的學者喬治‧蓋茲表示：
「要了解一個高度文明民族的生活文化，必先認識他們的居家生活陳設與日
用家具。」(To comprehend the life of a civilized people one must know something of
its household furniture and the setting for its daily living.)111
蓋茲認為中國日常生活所用的硬木家具112, 是西方對於眾多中國藝術中最不
熟悉的一項，歐洲與美國的博物館對待明式家具、應像看待瓷器與銅器般，付出
更多關注與了解。他認為早期歐洲人沒有機會與中國知識份子有非正式交流，也
很少機會深入中國生活文化，故不認識中國上層社會富文人品味的硬木家具，同
時外國貿易商所接觸僅為生意所需之貿易物件113。
根據最早美國博物館收藏中國家具記錄之一，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在 1909 年拍
賣會購買了三項漆製家具114，在 1920 至 1930 年代，美國費城藝術博物館、華盛
頓費爾藝術館、堪薩斯市的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等都藏有中國漆家具115。

110

春元、逸明編《張說木器》，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1994 年(第二版)，頁 88

111

蓋茲著《中國生活日用家具》紐約及倫敦：Harper and Brothers, 1948. Reprinted by Dover

Publication, New York 1962, 頁 1
112

依蓋茲之《中國生活日用家具》一書，此乃指以黃花梨為主的明式家具。
蓋茲著《中國生活日用家具》紐約及倫敦：Harper and Brothers, 1948. Reprinted by Dover
Publication, New York 1962, 頁 3
114
一個十七世紀漆條桌、一個十八世紀朱漆櫃與一個十八世紀嵌百寶漆櫃。
115
《中國家具選集》(Chinese Furniture, Selected articles from Orientation1984-1994), 香港：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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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直到二十世紀初，西方對中國家具的認識仍多停留在裝飾繁複的民間漆家具、
氣派的宮廷漆家具、或專為貿易製作的西洋風中國家具116。
直到 1920 年代，當居留在中國的西方人接觸到中國社會菁英所用的明式家具
後，欣賞它們的優美與簡約，在北京魯班館與琉璃廠購置並依所嚮往的中國文人
生活方式佈置居所，在互相鑑賞研究討論後，更加認同明式家具的藝術價值，並
推崇它為西方人所知千百種中國藝術文物中的最後一項藝術品117。
當外籍人士更加解明式家具後，對於漆家具的喜愛便逐漸降低，尤其在 1944
年艾克《中國花梨家具圖考》出版後，更大大加速了這項鑑賞品味的改變，這些
外籍藏家轉而認同艾克的藝術審美觀，專注於以黃花梨為主的明式家具收藏118。
在 1920 到 1940 年代，駐華的美國人、德國人和北歐人很喜愛收集明式家具。
相對的，英國人、法國人和義大利人比較喜歡收集帶有繁複雕工、華麗裝飾的漆
製家具119。也正由於中西方對待古典家具觀念上的不同，當 1949 年中國環境改變，
多數外籍人士離華，並將其日用收藏之明式家具帶回國。許多明式家具，乃經由
當時英國大使館的一位喜愛中國藝術的官員費茲傑羅(Charles Patrick Fitzgerald,
1902-1992)協助運送出境120，就這樣，大批的明式家具便遠渡重洋到異鄉，即此開
啟明式家具海外收藏的濫觴。

Orientations Magazine Ltd.頁 130
116
蓋茲著《中國生活日用家具》 紐約及倫敦：Harper and Brothers, 1948. Reprinted by Dover
Publication, New York 1962, p. 2
117
同上，頁 1
118
《中國家具選集》(Chinese Furniture, Selected articles from Orientation1984-1994), 香港：
Orientations Magazine Ltd.頁 132
119

安思遠著《中國家具》紐約：Magnum Printing Company, Second edition 1997,頁 11

120

《中國家具選集》(Chinese Furniture, Selected articles from Orientation1984-1994), 香港：
Orientations Magazine Ltd., P.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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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十世紀中期
(一) 明式家具收藏在中國的發展
1950 年代的中國，包括明式家具在內的各種古代家具遭逢極大劫難，因為政
府文物法禁止古典家具出口121，大量的明式家具，不論材質或精美與否均被拆散
做為材料使用。1957 年王世襄在《文物參考資料》上發表呼籲搶救古代家具，他
說：
「成件木器被大量拆散鋸開作為材料使用，這些木器多數經凌遲宰割，改製
成樂器、秤杆、克郎球棍、算盤子、刨子、模型等。...我不止一次從樂器店門
前經過，看到他們正在鋸明代紫檀大床或條案。此情此景，使人觸目驚心。...
我們要知道，中國古代木器究竟是有限的，不是永遠拆不盡，毀不完的，長
此下去，就要絕了。搶救古代家具是一項是刻不容緩的任務。」123
1950 年代古典家具文化快要失去傳承與保護，到了 1966 年文化大革命開始
後，其破壞與損毀則變得加倍的劇烈。張德祥說：
「國內民間的古典家具一夜之間突然成了「四舊」，有的被就地銷毀，劈了、
燒了，有的被命令沒收，集中運走。僅在北京，短短幾天之內，散布在全城
的古典家具，不是被就地銷毀，就是在大廟裡空地上堆成了山。」124
在當時社會動盪的環境下，很難再談藝術文物甚或明式家具的收藏。故就整
體而言，家具在中國收藏界受到普遍重視也僅是近來幾十年的事125。
(二) 明式家具收藏在海外的發展
中國在 1950 年代採取封閉政策後，西方自由世界沒有再看到中國藝術品與明

121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1991 年秋季, 頁 38
鄭重著，
《收藏大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 年，422 頁；原文載於《文物參考資料》
1957 年第六期，頁 64-65；英譯刊出於《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 1991 年秋季, 頁 37-39
123

124

楊麗凡著《大收藏家：古家具專家張德祥》，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頁 67-68

125

鄭重著《收藏大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 年，頁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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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家具的流出，也沒有任何文物研究資訊的交流126。相對的，在 1950-1970 年代，
各個博物館積極展開對於二十世紀前期進入歐美的明式家具的收藏活動，例如：
英國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院、法國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均購藏數件曾在艾克
書中刊出的黃花梨精品；美國檀香山藝術博物館在艾克指導之下購藏，納爾遜‧
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費城藝術博物館、波士頓藝術博物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都買了許多如圈椅、圓後背交椅、架子床、拔步床、羅漢床等黃花梨明式家具精
品127。

三、二十世紀後期迄今
因二十世紀後期，東西方交流頻繁，無論在資訊上或收藏活動皆已經很難依
中國或海外來劃分，故本時期僅以蓋況性的觀點做論述。
1970 年代末中國對外開放，自此經濟貿易與國際交流頻繁，中國大陸對外開
放後的第一批明式家具於 1983 年前後在香港出現後，明式家具收藏活動即快速發
展128。在中國，王世襄《明式家具珍賞》和《明式家具研究》分別於 1985 年及 1989
年出版後，
「中國古典家具研究會」也在 1990 年於北京成立129，有關學術研討與展
覽活動亦紛然開展，明式家具才逐漸開始在中國發展為一個收藏專項130。
1980 至 1990 年代的香港是全球最重要的中國文物集散地，尤其自 1985 年起，

126

安思遠著《中國家具》紐約：Magnum Printing Company, Second edition 1997,. 頁 11

127

《中國家具選集》(Chinese Furniture–Selected articles from Orientations 1984–1994), 香港：

Orientations Mayayure Ltd. 1996,
128

頁 130.

佳士得拍賣圖錄 畢格史珍藏中國古典家具 (The Mr. and Mrs. Robert P. Piccus Collection of Fine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 紐約, 1997, 頁 18
129

楊麗凡著《大收藏家：古家具專家張德祥》，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 年，頁 142

130

1991 年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在北京舉辦「明式家具國際學術研討會」
，同期間，中國古典家具研

究會與北京文物商店於北京智化寺聯合舉辦「中國古典家具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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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家具自廣州等地大量流出大陸132，許多明式家具精品由廣州、江門、佛山等
地匯聚香港，世界各國博物館、經紀商和藏家都經常到香港搜尋藏品133。時至 1980
年代後期，港台地區也成立了許多經紀明式家具為主的經紀商，台灣有寒舍，雅
典襍，亞細亞加、樸莊、儒林院…等知名古董文物店；香港則以嘉木堂、陳勝記…
為代表。
同期台灣和香港也產生了許多知名收藏家134如陳啟德、林木和、葉承耀、馮
耀輝、洪氏夫婦等。1999 年，他們一同提供藏品支持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風華
再現－明清家具收藏展》，北京故宮博物院亦提供院藏精品，為 20 世紀明式家具
收藏寫下美麗篇章。
2000 年後的發展對明式家具收藏更為重要，中國由以往的不甚重視轉而開始
徵集古典家具。2002 年，中國設立「國家重點珍貴物徵集專項經費」以搶救流失
海外及散落民間的重要珍貴文物。截至 2006 年，國家文物局利用該項專款，自香
港徵集了 50 件以明式為主的家具珍品，包括黃花梨為、紫檀、雞翅木和榆木等製
作的條桌、平頭案、香几、多寶櫃、大禪凳、南官帽椅、隔扇等典型明式家具135。
2006 年，由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文物信息諮詢中心和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
心聯合主辦《簡約‧華美－明清家具精品展》
，並特別說明該次展覽所展出的大部
分展品是國家文物局利用「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徵集專項經費」自香港購回的明清
家具。
同時，國際上看到中國對於明式家具收藏的重視，重要西方藏家也開始到中
國舉辦展覽，例如比利時收藏家蓋巴德在 2006 年春，於北京故宮博物院永壽宮舉
辦「永恆的明式家具－侶明室收藏明式家具展」。

132

楊麗凡著《大收藏家：古家具專家張德祥》，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頁 107

133

伍嘉恩著《明式家具二十年經眼錄》，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 頁 31‐41

134

參見本文第四章第一節東方藏家重要收藏。

135

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編《恭王府明清家具集萃》，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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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中國古典家具製作工技藝被選入中國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項目名錄。2012 年 12 月，中國北京頤和園舉辦首屆京作家具節，並成立京作家具
文化研究院，諧趣園、涵遠堂也舉辦京作臻品家具鑑賞展，京作家具紅木知識大
講堂則向一般大眾介紹紅木家具生產技藝136。
值此，明式家具收藏以及相關的家具製作工藝在中國受到各界重視，明式家
具也因其所內涵的文化傳承與藝術價值在中國廣受重視。

第二節

中國博物館收藏現況

中國是明式家具的發源地，目前明式家具在官方博物館的收藏主要在北京故
宮博物院、頤和園、恭王府博物館、承德避暑山莊與上海博物館等，其他如南京
博物院、天津市歷史博物館、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等亦有少數收藏137。而以民間所
設博物館來看，主要為北京觀復博物館，同時其在浙江杭州與福建廈門亦均設立
地方館長期陳列138。依所彙整之資料，中國與歐美博物館總計收藏明式家具 1158
件，其中，中國博物館藏有 720 件，歐美博物館藏有 438 件，中國博物館與歐美
博物館分別佔全球公開收藏的 62.2%及 37.8%。
中國與歐美博物館收藏數比例

37.8%

中國博物館

62.2%

歐美博物館

表 3-1 中國與歐美博物館比例圖 筆者製

136

北京日報，2012 年 12 月 2 月 7 日

137

王世襄著《明式家具珍賞》，臺北：藝術圖書公司，1987，收藏者一覽表

138

觀復博物館官網 http://www.guanfumuseum.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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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分述中國各大博物館之收藏重點如下：

一、北京故宮博物院
北京故宮博物院於 1925 年在紫禁城內成立，該院將明清兩朝歷代帝王所收集
之各項文物加以整理館藏。在中國，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了最豐富的明清兩代家
具，以材質來看硬木家具佔絕大多數139，北京故宮博物院特選其館藏之最具代表性
的明清家具精品共 470 件，明式家具精品共 272 件，於 2002 年，所出版的《明清
家具－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中在一般常見之椅凳、桌案、床榻、櫃架、
屏風等品種外，更擁有許多極為獨特的物件，如一個明黃花梨鏤雕捕魚圖樹圍(圖
3-1)，樹圍乃用於庭院中保護花木，此樹圍四面鏤空，每面分三層雕飾，上層透雕
葡萄紋；中間部份透雕生動的漁夫搖櫓撒網之捕魚圖；下層為菱花式透欞。該物
件不但雕工精美，還採用珍貴的黃花梨來製作，這件用器一方面顯示了古人生活
的雅趣，同時也呈現古代皇家宮廷講求的精緻與奢華，真是非常難得又獨特的傳
世孤品140。

圖 3-1 黃花梨鏤雕捕魚圖樹圍 (109x62.5x94.4 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明清家具－故宮博物院》

139

朱家溍主編《明清家具－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香港：商務印書館，2002，上冊、頁

16
140

朱家溍主編《明清家具－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香港：商務印書館，2002，上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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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該院於 1949 年之後，亦經由各文化宮院調撥、收購、交換和接受捐贈等
方式擴大館藏141，在捐贈中亦獲得十分稀有物件，例如明代正德天然木流雲槎(圖
3-2)，由天然木根修整而成之家具或藝術品稱為「槎」，這件家具以形似流雲而得
名，它的形體十分碩大，整個造型呈現榻形，並另取楠木透雕成六塊卷雲式的底
座，以上承其槎。

圖 3-2 明正德天然木流雲槎 (257x320x86.5 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明清家具－明清家具─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這件天然木家具非常特殊，除了刻有明代趙宦光所題篆書“流雲”二字外，
還另刻有董其昌、陳繼儒以及清代阮元、半圓主人和現代王衡永等共六組題記(圖
3-3)。
天然木流雲槎是明武宗正德年間(1506-1521)揚州新城康對山的故物。清初為
江鶴亭以千金購得，乾隆皇帝南巡時，曾兩次至揚州觀賞此槎。後歷經阮元、麟
142
慶(半園主人)收藏。1958 年，由麟慶的後人王衡永捐贈給北京故宮博物院 。此類

以天然木樹根製作的家具原本就很少，而家具有款識的更是極為稀有，此天然木

141
142

朱家溍主編《明清家具－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香港：商務印書館，2002，上冊、頁 7
朱家溍主編《明清家具－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香港：商務印書館，2002，上冊、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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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雲槎不但保存完整，又流傳有序，實為難得的稀世珍品。

圖 3-3 董其昌、陳繼儒、阮元、半圓主人、王衡永六組題記
引自《明清家具─明清家具─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二、頤和園
頤和園前身為清漪園，始建於清乾隆 15 年(1750)，1928 年以公園形式對外開
放143。它是至今保存得最完整的一座皇家園林，也是紫禁城以外，晚清最重要的皇
家居所與行政中心，頤和園藏有數千件明清家具144，在 1950 年清點時，查有硬木
145
家具 3230 號，柴木家具 273 號 。1953 年後，園方陸續調撥數百件硬木家具給人

民大會堂、外交部迎賓館、北海公園、陶然亭公園等許多單位。頤和園現藏各類

143

頤和園官網 http://www.summerpalace-china.com

144

北京頤和園管理處彙編田家青總策劃《頤和園藏明清家具》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頁 17

145

古典家具之桌案櫃架類多為成對製作、椅凳類多為二張、四張、八張不等，故此或而用「號」

而非「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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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家具近 3000 件，依時序發展，其所藏涵蓋由明末到清初的明式家具、清三代
康雍乾時期家具以及清中晚期家具146。為滿足皇家用度，所藏古典家具數量龐大、
種類豐富、精品無數，多有如紫檀雕龍紋大羅漢床及紫檀長方魚桌等豪華用器147。
目前，頤和園所藏家具多數存放在庫房中，僅有少部份在文昌院及澹寧堂公開陳
列148。
在頤和園品中有兩件極為精美特殊的家具，一件是黃花梨高扶手南官帽椅(如
圖 3-4)其靠背三段攢成，上段鑲嵌透雕龍紋玉片，經察為明代腰帶玉版，並非專
為本椅而琢，中段平鑲黃花梨板，下段鑲卷草紋亮腳。三段上、下落堂而中段平
鑲，是為了適宜倚靠而特別設計的。扶手後部相當高，與搭腦接近，形成類似圈
椅的特殊造型，該椅不用聯幫棍，鵝脖退後，另木安裝，並不與前足一木連做。
座面以下，四面用素直券口牙子，亦為少見。該椅四具成堂，因長期在宮苑，細
籐軟屜上覆有錦墊，故尚完整。它們是藝術價值極高又保存得相當好的明代家具。

圖 3-4 黃花梨高扶手南官帽椅(56x47.5x93.2 公分) 頤和園藏 引自《明式家具珍賞》

另一件特殊的家具是黃花梨有束腰斗栱式半桌(如圖 3-5)，此桌為黃花梨製，

146
147
148

北京頤和園管理處彙編田家青總策劃《頤和園藏明清家具》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頁 18
同上，頁 22-25
同上，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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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被染成黑色，這是因為清代中晚期崇尚紫檀，故而有些黃花梨或花梨染成深色
充當紫檀。其在腿足與桌面間安裝伸出式角牙，上端翹起，略做龍頭狀，支承著
牙子，讓人想到中國古代建築上的雀替和斗栱，整體工藝精湛，尤其此款斗栱式
牙子難得一見。

圖 3-5 黃花梨有束腰斗栱式半桌(98.5x64.3x87 公分) 頤和園藏 引自《明式家具珍賞》

三、承德避暑山莊博物館
位於河北省承德的避暑山莊是清朝康熙、乾隆、嘉慶三代皇帝駐蹕熱河皇室
休憩、處理軍政及接待外藩宴遊的區域。承德避暑山莊博物館設於避暑山莊內，
其前身為 1949 年 2 月籌建的熱河省古物保管所和 1956 年組建的河北省承德市避
暑山莊博物館。同年，館方將山莊內正宮的「澹泊敬誠」和「四知書屋」兩殿，
及位於月色江聲島的「瑩心堂」開闢為展覽室。避暑山莊博物館館藏文物 3 萬件，
重要碑刻 21 通，歷史典籍與圖書資料近 3 萬部冊，目前展覽陳列的面積有 1.3 萬
多平方公尺。
避暑山莊所藏家具除山莊本身歷朝皇家用器外，最值得留意的是知名藏家的
捐贈，如大收藏家－浙江蕭山朱翼盫(1882-1937 年)自 20 世紀前期以來所收藏一批
明代紫檀、黃花梨等大型家具數十件，在 1976 年時，由其後人朱家溍(1914-2003
年)、前故宮博物院研究員亦是著名文物專家和歷史學家，將朱氏珍藏家具精品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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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捐贈給避暑山莊博物館。其中黃花梨嵌楠木寶座(如圖 3-6) 十分珍貴，其原為
盤山行宮靜寄山莊中之物件，在多年後又回到原地。寶座為五屏風式，上有卷書
式搭腦，仿青銅器的花紋用楠木癭子嵌成，用材厚重，至為難得。

圖 3-6 黃花梨嵌楠木寶座 (107x73x102 公分) 承德避暑山莊藏 引自《中國美術全集》

四、恭王府博物館
北京恭王府建於 1776 年，恭王府的前身為和珅舊宅，經過幾次異主後，由咸
豐皇帝賜予恭親王奕訢。恭王府花園於 1988 年對外開放，宅邸在修繕整理完成後
與花園一起於 2008 年正式全面開放，並由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管理149。
和北京故宮一樣，恭王府藏家具都包含了明清兩代風格的家具，不同的是，
恭王府家具記錄了清代由盛而衰的歷程，除了明式家具外，隨著國勢的衰弱及西
洋風尚的流行，恭王府藏品中還包括許多西洋式家具以及晚清風格的酸枝木鑲嵌
150
螺鈿或大理石家具 。自 2004 年，經過多次古典家具徵集，目前恭王府博物館藏

家具達到 400 多件，其中計有明式家具精品 55 件151。其中最為世人矚目的，要屬

149
150
151

中國文化部官網 http://www.mcprc.gov.cn
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編《恭王府明清家具集萃》，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頁 19
同上，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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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佑和(1925~)152所捐贈的七件明式黃花梨家具珍藏。
曾佑和的夫婿是艾克，他以著作第一本中國明式家具專書153而廣受世人推崇。
曾佑和在 2006 年返回北京定居時，不但帶了許多藝術品，還有她與艾克當年在中
國所收藏的七件黃花梨明式家具：二屜聯二櫥、圈椅、理石石面書桌、夾頭榫帶
屜板小條案、帶束腰霸王棖小條桌各一件及條凳一對。

圖 3-7 曾佑和捐贈明式黃花梨家具 引自《恭王府明清家具集萃》

這七件明式家具並非僅為一般明式黃花梨家具珍藏，其最難能可貴之處是：
這其中的五件家具曾為艾克收錄，於
《中國花梨家具圖考》中刊出，故而
它們不但擁有極高學術研究價值，也
是鑑賞明式家具最具體的標準器。依
照曾佑和所委託之拍賣公司估價，這
七件家具在當時約值 1800 萬人民

圖 3-8 恭王府安善堂展曾佑和捐贈七件明式家具
引自《恭王府明清家具集萃》

幣。
152

曾佑和為出生於北京的美籍華人，1942 年輔仁大學美術系畢業，1945 年與艾克博士結婚，1949
年與夫婿到美國後定居夏威夷，1950 年任美國檀香山美術館中國美術顧問，1972 年任夏威夷大學
教授，1987 年創立夏威夷大學中國研究中心，1998 年退休，2006 年返回北京定居。
153
參見本文第一章第四節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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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王府管理中心表示了徵集意願以及妥善保存的專業安排，經過商談，在
2006 年 9 月，曾佑和將她與艾克博士珍藏超過半個世紀多的七件明式黃花梨家具，
無償捐贈給中國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永久珍藏，這批家具並於 2006 年在安善堂
展出供世人參觀154。
自 1944 年艾克出版《中國花梨家具圖考》至今已將近七十年，這七件明
式黃花梨家具跨越時空的變遷，又平安地回到了它們的故鄉。

五、上海博物館
上海博物館在 1996 年 10 月新館開幕時，設立了中國明清家具館，其展廳內
陳列了 100 多件中國古典家具的精品，這也是中國的博物館首次將明式家具以專
館方式陳列，介紹給參觀者。
該館的藏品極受世界矚目，主因這 100 多件家具中的 83 件為王世襄舊藏，另
20 餘件為陳夢家(1911-1966)與趙夢蕤 (1912-1998) 夫婦的收藏，它們均曾在王世
襄所著作之《明式家具珍賞》和《明式家具研究》中刊出，故不但是明式家具精
品中的精品，更廣為全球的博物館、明式家具學者專家、收藏家與愛好者所熟悉
的指標性藏品，擁有極高的知名度。
上海博物館能夠建立這麼具有代表性的明式家具館藏，要歸功於兩位大家的
胸懷，王世襄有意將其明式家具收藏捐贈給博物館，因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家具藏
品太多了，他認為捐給上海博物館是較為合適的，但他希望仿照西方的方式，由
捐贈者價購再贈予博物館，王世襄願意以象徵性的五十萬美元將曾發表於圖錄的
79 件明式家具出售，但條件是買者一定要集中捐獻給博物館。後即由香港富茂有
限公司董事長莊貴倫買下，再以莊氏家族之名整批捐贈給上海博物館。王世襄又

154

中國國家博物館官網：http://www.chnmuseu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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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再捐贈一個曾於圖錄中刊出的小馬扎，以及另三張圖錄未刊出的椅子，好使它
們與已刊出的一張得以四張成堂155。
陳夢家與趙夢蕤夫婦早於 1960 年代就要將所藏明式家具捐贈給上海博物館，
可惜因文革等時事及家族紛擾，由 60 年代、80 年代、90 年代多次延宕，直到 1998
年趙夢蕤故後，其親屬以 1000 萬人民幣轉讓給上海博物館156。
王世襄這批明式家具收藏不但精品無數，更是明式家具的標本，其中可以明
紫檀插肩榫大畫案(圖 3-9)為代表，這張畫案用料碩重，其尺寸寬大更是少見，僅
畫案腿足的看面寬度即超過 10 公分，全案採取案面、牙條、牙頭、腿足各部件活
動裝卸的施做工法，並以左右兩個寬面上卷雲頭配上插肩榫支撐案面。整體形式
古樸、線腳裝飾簡單素雅。

圖 3-9 明紫檀插肩榫大畫案 (192.8x102.5x83 公分) 上海博物館藏 引自《明式家具珍賞》

這張明紫檀插肩榫大畫案，尤其難得的是其在一塊牙條上刻有光緒丁未年
(1907)清宗室溥侗的題識，全文如下：
「昔張叔未藏有項墨林棐几，周公瑕紫檀坐具，製銘賦詩鍥其上，備載《清

155
156

鄭重著《收藏大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頁 424
鄭重著《海上收藏世家》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頁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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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閣集》中。此畫案得之商丘宋氏，蓋西陂舊物也。曩哲留遺，精雅完好，與墨
林棐几，公瑕坐具，並堪珍重，摩挲拂拭，私幸於吾有夙緣。用題數語，以志景
仰。丁未秋日，西園嬾侗識。」
這張紫檀大畫案原為王世襄舊藏，並曾收錄於《明式家具研究》157與《明式
家具珍賞》158之中，根據他考證，西陂（1634－1714 年）是宋犖的號159，為明末清
初人，並以富於收藏和精通鑑別而聞名，因他的祖父宋纁及父親宋權均曾官至高
位，故王世襄認為這畫案應是西陂家中的傳世之物，這張紫檀插肩榫大畫案自晚
清以來，一向被推為第一紫檀畫案160。
另陳夢家與趙夢蕤夫婦早於
1960 年代就要將所藏明式家具捐贈給
上海博物館，可惜因文革等時事及家族
紛擾，由 60 年代、80 年代、90 年代多
次談及但都延宕，直到 1998 年趙夢蕤
故後，其親屬以 1000 萬人民幣將所藏
轉讓給上海博物館161，這 24 件曾收錄
於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與《明式家

圖 3-10 黃花梨透空後背架格(107x45x168 公分)
陳夢家舊藏 現藏上海博物館

具珍賞》中的經典藏品也與王世襄舊藏

引自《明式家具珍賞》

一同在上海博物館展出。

157

王世襄著《明式家具研究》，臺北：南天書局，1989，頁 66-67

158

同上，頁 174-175

159

宋犖，河南商丘人，字牧仲，號漫堂，又號西陂，晚年稱西陂老人。
王世襄著《明式家具珍賞》，臺北：藝術圖書公司，1987，頁 276
鄭重著《海上收藏世家》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頁 351

160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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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觀復博物館
觀復博物館由知名收藏家與文物鑒賞家馬未都(1955~)創辦，並於 1997 年在
北京對外開放，它是中國在 1949 年後第一個由私人設立的博物館，該館自 2004
年起實行理事會制，現為公益性獨立法人，接受社會各界的捐贈。觀復博物館並
在浙江杭州、福建廈門設有地方館。
中國古典家具是觀復博物館很重要的館藏主軸之一，尤其以位於北京朝陽區
的本館最具代表性，其家具藏品分別在六個展廳內，陳列了 200 多件中國古典家
具，展出依木料材質而分別設置紫檀家具廳、黃花梨家具廳、雞翅木家具廳，紅
木家具廳（內廳、外廳）
、並另設有一間古代書房，該館擁有許多明式家具的精品
162

。例如：黃花梨鏤空福字紋四出頭官帽椅(圖 3-11)

圖 3-11 黃花梨鏤空福字紋四出頭官帽椅一對(61x50x113 公分) 觀復博物館藏
引自《坐具的文明》

筆者以為觀復博物館的成立，對於明式家具在中國的收藏具有特別義意，在《明
式家具珍賞》和《明式家具研究》出版十多年後，該館以民間力量，收藏並長期
展出明式家具，顯示明式家具的藝術性與美學價值已經在中國各界獲得普遍的認
同。

162

觀復博物館官網 http://www.guanfumuseum.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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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歐美博物館收藏現況

從 20 世紀初，西方人士接觸到明式家具並認識其特有的歷史文化與藝術價
值後，便開啟其對明式家具的收藏和研究。而在 1940 年代中國政治環境變動，他
們帶著所藏明式家具回國後，即陸續為各國博物館收藏，故而現今歐美許多博物
館都擁有明式家具精典藏品，就各主要博物館展出內容來看，英國、法國與美國
的藏品皆十分出色，其中尤以美國在數量和品質方面最具代表性，以下分述歐美
各大博物館之收藏現況。

一、歐洲博物館的收藏
(一) 英國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院（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位於英國倫敦的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
院成立於 1852 年，館方的東亞藝術部藏有七
十餘件中國古典家具166，其明式家具藏品種類
豐富，由圈椅、官帽椅、炕桌、條桌、大小
翹頭案、大四件櫃到燈座等皆備，同時館方
選藏甚精，擁有知名流傳，例如有兩件來自
1944 年出版的《中國花梨家具圖考》中刊出
的佳作，一件為黃花梨黃花梨夾頭榫雲紋牙
167
頭翹頭案 (如圖 3-12，另一件則是知名的艾

166

圖 3-12 黃花梨夾頭榫雲紋牙頭翹頭案
(99x46x85 公分)
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院藏
引自《中國家具》

庫能斯著(Clunas, Craig)《中國家具》(Chinese Furniture), 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院遠東系列 倫敦：
Bamboo Publishing Ltd, 1988,頁 7

167

同上，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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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舊藏－黃花梨帶翹頭聯二櫥168(如圖 3-13)，這二屜的櫥帶悶倉，櫥面兩端裝翹
頭，櫥面下配素牙子夾向櫥身，兩足並微向外撇，悶倉下安平刻雲頭紋牙條，簡
練柔婉，這聯二櫥是一件標準的明式家具代表作，同時也被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
院選為其 1988 年出版之《中國家具》(Chinese Furniture)一書的封面169。

圖 3-13 黃花梨帶翹頭聯二櫥(170x57x90 公分) 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院藏
引自《中國家具》

(二) 法國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Guimet）
位於法國巴黎的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以下簡稱吉美博物館)成立於 1889
年，是世界首屈一指的亞洲藝術博物館，它的藏品不但享有盛譽，也是亞洲地區
以外最大規模的亞洲藝術收藏之一。吉美博物館所藏中國古典家具共展出數件明
代漆家具與十多件明式家具，其數量雖然不算多，但藏品都擁有非常高的品質。
現場展出的明式家具材質全都為黃花梨包括：圈椅、燈掛椅、四出頭官帽椅、圓
角書櫃各一對以及頂箱帶座四件櫃、綠石座屏、官皮箱與冰箱各一件。

168

同上，頁 84

169

庫能斯著(Clunas, Craig)《中國家具》(Chinese Furniture), 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院遠東系列 倫
敦：Bamboo Publishing Ltd,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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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明式家具陳列 引自吉美博物館官方網站

現場展出的明式家具材質全都為黃花梨包括：圈椅、燈掛椅、四出頭官帽椅、
圓角書櫃各一對以及頂箱帶座四件櫃、綠石座屏、官皮箱與冰箱各一件，其中尤
以黃花梨帶底座四件櫃最為珍貴(如圖 3-15)。

圖 3-15 黃花梨帶底座四件櫃 (73x58x86.5 公分) 吉美博物館藏
引自雅昌藝術網

這四件櫃之頂箱的設計為本身即帶有底座，其底座平直，可安放於方角立櫃
之上，頂箱櫃身較立櫃略為縮小一圈，又因頂箱帶有底座，故亦可以個別放置，
此種設計與使用方式極易讓人把個兩個物件分開，甚而與其立櫃失散，故此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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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傳世品極為罕見170。吉美博物館所藏之黃花梨帶底座四件櫃，曾為艾克選錄於《中
國花梨家具圖考》一書中171，是真正難得一見的精品。

二、美國博物館的收藏
1940 至 1950 年代，許多美國博物館研究人員回國後即推廣明式家具收藏，
有的向私人藏家借用藏品舉辦展覽，例如美國最早的明式家具展，即為庫爾倫夫
婦(Mr. and Mrs. John F. Kullgren) 將 其 明式 家 具 收 藏 借 給 洛杉 磯 藝 術博 物 館
(1942-1948)的長期展示173。

圖 3-16 1942-1948 年洛杉磯藝術博物館舉辦明式家具展覽
引自《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 1991 年秋季》

另一早期明式家具展為紐約布魯克林博物館於 1946 年 2 月所舉辦，由該館東
方藝術部主任喬治‧蓋茲所策劃的展覽，蓋茲於 1930 年代曾旅居北京七年，由於
長期對中國家具的觀察與實際使用，他在 1948 年時著作出版了《中國生活日用
家具》，研究的範圍從實物擴大到明中晚時期木刻畫裡描繪日常生活的家具，而

170

伍嘉恩著《明式家具二十年經眼錄》，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頁 210

171

艾克著《中國花梨家具圖考》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2，圖版 26
《 中 國 家 具 選 集 》 (Chinese Furniture, Selected articles from Orientation1984-1994), 香 港 ：
Orientations Magazine Ltd., 頁 133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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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稱的「中國家具」便與艾克相同，主要即指今日的「明式家具」174。

圖 3-17 1946 年 2 月紐約布魯克林博物館明式家具展
引自《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 1991 年夏季》

美國巴爾的摩藝術博物館(Baltimore Museum of Art)亦於 1946 年 9 月舉辦中國
明式家具展，並多次在期刊上發表展品介紹176。

圖 3-18 1946 年 9 月巴爾的摩藝術博物館明式家具展
引自《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 1991 年夏季》

174
176

蓋茲著《中國生活日用家具》紐約：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48, 頁 59.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1993 夏季，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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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就是現今密蘇里州堪薩斯市納爾遜. 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
（Nelson-Atkins Gallery in Kansas City）、賓州費城藝術博物館（The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s）、夏威夷藝術博物館的前身－夏威夷藝術學院（The Honolulu
Academy of Arts）等各博物館早於 1950 年代即典藏有許多明式家具精品。

(一) 檀香山藝術博物館（The Honolulu Museum of Arts）
位於夏威夷州首府的檀香山藝術博物館（The Honolulu Museum of Arts）於
1927 年開館，其前身為檀香山藝術學院（The Honolulu Academy of Arts）
，到了 2011
年時，檀香山的現代美術館(The Contemporary Museum)將它的現代藝術品收藏與
各項資產悉數贈予檀香山藝術學院，於是在 2012 年，兩館合併後便更名為檀香山
藝術博物館177。
艾克教授在 1949 年離開中國後，於同年接受檀香山藝術學院的邀請，擔任該
院首任的東方藝術部主任直到 1966 年為止178。艾克在接任後即於 1952 年舉辨一次
中國古典家具展，可惜當時礙於經費不足而未能出版展覽目錄179。
檀香山藝術博物館早於開館前的 1920 年代，便開始收藏包括家具在內的各項
中國美術與工藝品180，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市是美國明式家具收藏的重地之一181，
其館藏更是種類完整品項豐富。1982 年初，館方邀請安思遠與檀香山藝術博物館
亞洲藝術部一同策劃「夏威夷明式家具收藏展」182，並特別以該次展覽向艾克致敬，
所展出的 101 件明式家具中，多數為館方藏品、其他則來自 14 個當地收藏家183。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檀香山藝術博物館官網 http://honolulumuseum.org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 1991 年春季頁 69
安思遠著《夏威夷明式家具珍藏》，夏威夷藝術學院，1982，頁 11
檀香山藝術博物館官網 http://honolulumuseum.org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1991 年春季，頁 66
要到 1985 年王世襄著作的《明式家具珍賞》出版後，才正式稱這類中國古典家具為明式家具。
安思遠著《夏威夷明式家具珍藏》 ，夏威夷藝術學院，1982，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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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9 1982 年夏威夷明中國硬木家具收藏展 引自《夏威夷明式家具珍藏》

同時檀香山藝術博物館也有數件別具意義的藏品，例如一件黃花梨裹腿羅鍋
棖加矮老雙環卡子花榻(圖 3-20)，其圓裹圓的仿竹做工十分經典，是艾克特於 1956
年為館方收藏184。

圖 3-20 黃花梨裹腿羅鍋棖加矮老雙環卡子花榻 (210.2x70.2x50.1 公分) 檀香山藝術博物館藏
引自《中國家具選集》

另外還有一對黃花梨萬曆櫃(圖 3-21)，櫃子上層亮格有背板、三面安壼門式
券口、欄杆為精緻的十字攢接四簇雲紋，下櫃為圓角櫃，整體材質光素、線條流
暢，而其裝飾繁簡適中，呈現典型明式家具的優雅風格。這對黃花梨萬曆櫃是 1971

184

《中國家具選集》(Chinese Furniture–Selected articles from Orientations 1984–1994), Hong Kong：
Orientations Mayayure Ltd. 1996, 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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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艾克過世後，檀香山藝術博物館為紀念他的貢獻，特別於 1972 年由館方購藏185。

圖 3-21 黃花梨萬曆櫃一對 (87.6x49.5x181.6 公分) 檀香山藝術博物館藏
引自雅昌藝術網

(二) 賓州費城藝術博物館（The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s）
費城藝術博物館位於賓西法尼亞州最大城市
－費城，它於 1876 年開館，館方收藏了幾十件中國
古典家具，並建造一個中式環境的展覽廳公開陳列
其中十幾件明式家具如圈椅、官帽椅、畫案、四面
平桌等。其收藏多有佳器，最特別的如圖 3-22 的屏
背式帶壼門圈椅，採用核桃木、榆木、黃楊木搭配
製作而成，該椅坐面寬達近一公尺，椅圈與座椅平
面間用密屏圍繞，呈現出厚拙凝重的大氣，此款式

(寬 99.1x 高 101.6 公分)
費城藝術博物館藏

乃現今唯一僅見。

185

圖 3-22 核桃木屏背式圈椅

引自費城藝術博物館官方網站

安思遠著《夏威夷明式家具珍藏》，夏威夷藝術學院， 1982，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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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Nelson Atkins Gallery in Kansas City）
位於密蘇里州堪薩斯市的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以下簡稱納爾遜博物
館)於 1933 年開館，它建立明式家具收藏的時間相對地顯得早，因此擁有非常出色
的藏品，故除了中國，它在明式家具收藏界是一個非常知名的博物館，這主要可
歸功於它的館長勞倫斯‧席克曼(Laurence Sickman, 1907-1988)，席克曼於 1930 年
代獲「哈佛－燕京獎學金」居留中國時，便開始為館方收藏各式中國文物與藝術
品，他當時也與艾克和其他一些居住在中國的外籍人士一同研究並收藏明式家具
186

。
1966 年 11 月，館方新增了一間專門陳列中國家具與藝術品的展覽廳時，便

由席克曼策劃同步展出該館多年來收藏的中國古典家具，這批藏品中約共有 40 件
為明式家具，它們以黃花梨為主，另有少數紫檀等其他材質的家具188。
在納爾遜博物館的整個明式家具收藏中，實以圖 3-23 這張黃花梨拔步床最
為舉世聞名，該床床頂採軟木製成並的與地平連結，其他如床柱、大邊、圍子、
欄杆等部件則全都為黃花梨所製，床周邊與門廊的所有圍子與欄杆皆採用短材攢
接出斜卍字紋，其用料繁浩，所施工藝精巧絕倫，該床整體比例優美又大器，中
外人士均極為讚嘆。

186
188

《中國家具選集》
，香港：Orientations Magazine Ltd. 1996, 頁 132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
，1993 年冬季，頁 6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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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黃花梨卍字紋拔步床(219.1x214x231.1 公分) 艾克舊藏
現藏於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 引自《Orientations 2002 年 1 月號》

諸如拔步床或架子床等大型明式家具保存不易，常常隨著時代環境與生活方
式變遷，多所損壞或被拆開做為改件，與其他家具品種相較，流傳下來的數量很
少189。納爾遜博物館的這座拔步床不但是現今世界僅見，更曾被艾克收錄在其《中
國花梨家具圖考》一書中，並特以三頁圖版詳加介紹190，當時的收藏者為雪梨‧庫
柏(Sydney M. Cooper)191，多年後由納爾遜博物館向詹姆士‧史畢爾(James W. Speer)
購藏192。

189
190
191
192

王世襄著《明式家具研究》臺北，南天書局，1989，文字卷，頁 76
艾克著《中國花梨家具圖考》，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2，項 26，圖版 37-39
同上，頁 46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1993 年冬季，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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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位於美國東岸的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於 1870 年開館，是世界知名的大型博物館。
時至 1970 年代，館方特別積極加強中國藝術收藏品的項目與數量193，不但擴大中
國藝術品的陳列面積，並重新全面整修各展覽廳。

圖 3-24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中國館庭園 筆者攝

圖 3-25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明軒明式家具展示
引自《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藏精品圖冊》

193

Orientation (無中譯名), 香港：Orientation Magaine Ltd., 1997 年 12 月, 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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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擷取中國蘇州園林宅院佈置，特別延請蘇州工匠到館，以
傳統工法建置一個中式古建築的陳列廳與庭園，於 1981 年完成的各展覽廳由迴廊
連結，圍繞著這中式庭園－亞士多花園(Astor Court)，而其面對中庭花園的正廳－
明軒，即展出館藏明式家具，以營造出中國傳統精緻生活氛圍，明軒內雖僅陳列
十幾件，但所選藏品甚具明式優雅生活代表，包括黃花梨羅漢床、黃花梨翹頭案、
聯三櫥、大四件櫃、琴几、南官帽椅、雞翅木無束腰直足羅鍋棖方凳和置於及羅
漢床上的黃花梨書卷小几等。

(五) 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 (The Museum of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
1990 年，一間專以收藏明式家具為主的私人博物館，在加州首府沙加緬度北
邊 70 英哩的文藝復興鎮開幕。

圖 3-26 館內陳列 加州文藝復興鎮的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
引自《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藏精品圖冊》

80

該館得以成立要歸功於 Fellowship of Friends(以下暫譯為「友朋會」)的創辦
人羅勃波頓(Robert Bur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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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時，波頓在巴黎一間古董店看到一對非常精

緻的紫檀南官帽椅，為其優美流暢的線條所吸引，當下立即購置，並將之陳列於
友朋會所設的藝術博物館中。

圖 3-27 檀南官帽椅一對 (61x57x94 公分) 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舊藏
引自《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藏精品圖冊》

此後，友朋會便全力投入明式家具收藏，故而當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開館時，
便已擁有相當數量的藏品。
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在搜求藏品時，不但要在各個種類項下建立齊全的形式，
更務必尋訪最高品質的明式家具，材質以黃花梨、紫檀為主，同時在稀有性之外，
更建立館方的嚴格標準，堅持要求藏品達到明式家具美學的最高境界。
中 國 古 典 家 具 博 物 館 開 館 的 同 年 也 成 立 了 中 國 古 典 家 具 學 會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 Society)，館方集合十多位研究人員，專志從事實物的搜尋與保存、
彙整明式家具有關照片與學術資料、翻譯明式家具著作、並出版專業刊物等，全
面性投入明式家具收藏與學術研究的領域。《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 Society)於 1990 年冬季創刊，它是當今唯一研究中
194

羅勃波頓於 1970 年 在美創辦國際性非營利靈修組織－Fellowship of Friends，主張人類可經由藝
術陶冶心性淨化精神，分會遍布多國及全美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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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古典家具的學術專刊195，更廣為研究中國古典家具學者或收藏界人士的讚賞。
王世襄對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致力於明式家具收藏亦表示肯定，並且為該館
提供實質的支持。1990 年 9 月，他首度造訪這間全球唯一的明式家具博物館，不
但以專家角度建議如何增進館藏品質，更為整體收藏品的種類與品種架構提供具
體的指導196。此後他三度拜訪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檢視藏品，每當館方購入新藏時，
便寄照片給王世襄看，而他就為每一件明式家具新藏寫一份簡短的說明，並且與
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館長柯惕思一同著作明式家具藏家與博物館必讀的《加州中
國古典家具博物館藏精品圖冊》(Masterpieces from the Museum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197
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的努力在短短的八年內達成驚人的成就，其館藏件件精
品，確實兼顧了稀有性與美學價值。遍覽藏品，最讓明式家具藏家與博物館專家
贊許的是有許多成對或成堂、又十分精美的物件，櫃架椅凳成對已屬不易，但其
館藏由紫檀三撞提盒到黃花梨圖書行櫃皆為成對收藏的精品，在當今明式家具收
藏環境來看實屬不易。其中難得的精品之一為雞翅木臺座式榻，臺座式架構是床
榻的原型器物(圖 3-28)，現今此類傳世作品屈指可數。

圖 3-28 雞翅木臺座式榻(185x89x44 公分) 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舊藏
引自《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藏精品圖冊》

195

《中國古典家具協會季刊》已於 1994 年秋季停刊。
王世襄、柯惕思著《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藏精品圖冊》
，香港：Tenth Union International Inc.,
1995，頁 xi
197
同上，頁 ix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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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館整個收藏中最知名的當為一件十七世紀黃花梨大理石插屏式座屏風(圖
3-29)，該屏風面嵌山水畫意雲南大理石，四周邊框裝雙面透雕螭紋縧環板，因尺
寸寬大、底座深達 105 公分，故採鐵力木製作並浮雕螭龍紋，其他全身為黃花梨。
在現存的明式家具中大座屏是最就稀有的品種，北京故宮有一件同類型座屏，比
例上較瘦長，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的這件黃花梨大理石插屏式座屏雖尺寸碩大風
氣宇輝宏，但在精工透雕是現今所見唯一的明式座屏風代表作。

圖 3-29 黃花梨大理石插屏式座屏風(181x105x215 公分) 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舊藏
引自《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藏精品圖冊》

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於 1995 年 6 月至 1996 年 3 月在舊金山太平洋傳統博物
館(Pacific Heritage Museum)舉行館藏明式家具大展，1996 年 3 月閉館，後於同年 9
月在紐約佳士得舉行專場拍賣，將之前所藏之 107 項明式家具悉數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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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波士頓藝術博物館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Massachusetts)
位於美國東部的波士頓藝術博物館於 1876 年開館，館藏有百多件中國古典家
具，1996 年之「屏居佳器：十六至十七世紀中國家具」(Beyond the Screen: Chinese
Furniture of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大型的明式家具展，即在各個空間鋪陳出中國的
生活文化樣貌198，所展出之幾十件藏品多為私人收藏家全力支持出借所藏，另有上
海博物館亦提供 14 件明代潘允徵墓出土之微型家具，呈現明式家具原始器型。

圖 3-30 黃花梨透雕螭龍座屏風 (85.1x45.7x140.7 公分) 波士頓藝術博物館借展品
引自《屏居佳器：中國 16~17 世紀家具》

該次展出深獲博物館與收藏界好評，與之同步推出的還有展覽同名專書介紹
該館研究成果200。

198

波士頓藝術博物館官網 http://www.mfa.org

200

伍嘉恩著《明式家具二十年經眼錄》，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頁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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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黃花梨透雕圍子羅漢床(208.3x104.1x81.3 公分) 波士頓藝術博物館借展品
引自《屏居佳器：中國 16~17 世紀家具》

(七) 明尼阿波利斯藝術博物館 (The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s)
位於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明尼阿波利斯藝術博物館，其亞洲藝術新
館於 1999 年(以下簡稱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館)時開幕，在新館中的中國文化展覽廳
有一項令人矚目的全新系列藏品同步展現在世人面前，這是一個以中國古代建築
與明式家具為主題的大型長期陳列。
館方特別自中國太湖地區購買了數個建築，包括洞庭東山吳氏家族園林所殘
留的一個明代正廳如圖 3-32。

圖 3-32 十七世紀早期重建明代正廳 引自《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館明式家具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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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洞庭西山一個清代(1797 年) 的書房(圖 3-33)以及庭園，所有建築物全部原
件運回美國，再依中國傳統建築工法將各個構件予以復原201，一方面展示中國古代
建築結構，一方面呈現中國古典家具與古代建築間的關係。

圖 3-33 十八世紀晚期重建清代書房 引自《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館明式家具珍藏》

總共有超過 60 件中國古典家具，陳設在精心佈置的中國傳統建築所構築的廳
堂以及文人書房的居住環境中，以期充分呈現古代中國明清時代所推崇的文人意
趣與精緻生活文化。
能夠有中國明清傳統建築物復原的展覽廳與這樣規模的明式家具收藏展示，
要歸功於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館的贊助人－戴頓夫婦(Ruth and Bruce Dayton)，他們
202
長期購置各國藝術品與古董文物捐贈給當地博物館 。戴頓夫人研習中國醫藥，故

而經常前往中國，在接觸多年之後，戴頓夫婦均非常喜愛中華文化，他們想為館
方增加中國藝術方面的收藏時，首先就想到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館當時所缺少的項

201
202

明尼阿波利斯藝術博物館官網 http://www.artsmia.org
伍嘉恩著《明式家具二十年經眼錄》，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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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203，當時一件明式家具都沒有，於是便從這裡開始規劃，原本的目標是收藏四、
五件具有代表性的明式家具佳作供館方陳列，但經過五年的努力，逐步陸續購置
達數十件藏品204。在這批藏品中最獨一無二的，當要屬以歷史高價拍回的知名明式
家具代表作，即前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的舊藏，一座黃花梨大理石插屏式座
屏風與一張黃花梨圓後背交椅(圖 3-34)，它們於 1996 年 9 月紐約佳士德拍賣會中，
由戴頓夫婦分別以 1,102,500 美元及 530,500 美元標下贈予館方。

圖 3-34 黃花梨大理石插屏式座屏風 (181x105x215 公分)與黃花梨圓後背交椅 (69x46x98 公分)
加州中國博物館舊藏 引自《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館明式家具珍藏》

現這全球唯一的黃花梨大理石座屏風、黃花梨圓後背交椅與其他戴頓夫婦購
贈的藏品一同陳列於該館的中國藝術展覽館205內，堪稱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館明式家
具收藏的鎮館之寶。

203

戴頓著(Ruth and Bruce Dayton), 《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館明式家具珍藏》(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

in The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s), 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藝術博物館, 1999, 頁 7
204
205

同上，頁 8
同上，頁 19－「戴頓夫人中國文物展覽廳」(Ruth Ann Dayton Chinese ro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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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明式家具私人收藏與策略

第一節

東方藏家重要收藏

1970 年代末期，中國對外開放，香港成為二十世紀後期東方最活絡的中國藝
術文物市場，尤其到了 1980 年代後期至 1990 年代，香港文物市場上出現的古典
家具不但式樣多而且選擇豐富，同時更可以找到大量品質精良、造形優美的明式
家具，故而除中國之外，在東方世界佔地利之便的台灣與香港，便產生許多專注
於明式家具的收藏家。
自二十世紀後期以來，曾經公開發表的私人收藏共有 2093 件，東方私人收藏
966 件，佔整體私人收藏的 46%。以分佈來看由日本、台灣、香港、中國、菲律賓、
新加坡皆有，其中主要為香港佔 79%，台灣佔 10.5%，中國佔 9.2%。

東方收藏地區分佈比例

臺灣
10.5%

中國
9.2%

日本
1.2%
香港
臺灣

香港
79.0%

中國
日本

表 4-1 東方私人收藏地區分佈比例圖 筆者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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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開發表的資料來看，香港藏家的藏品數量最大。然而這並不表示台灣與
中國的私人收藏較少，應主要是對於文物收藏理念的不同，中國傳統上多習慣將
藏品「收藏」起來，也許會與藏家同好互相觀摩欣賞，但並不認為需要對外公開
發表或炫耀，故實際上台灣與中國應有相當豐富而未公佈的精品收藏207，以下分別
介紹台灣、中國與香港的重要私人收藏。

一、台灣
台灣自 1980 年代後期到 1990 年代，在市面上可以看到許多以明式家具為主
要營業項目的古董店，他們所經營品項十分豐富，由椅凳桌案至床櫃皆備208、由此
可見明式家具在台灣吸引了許多的愛好者，並進行收藏活動。由台灣著名企業家
收藏團體－「清翫雅集」的收藏來看，古典家具是他們藏品的一部分209，然而在曾
經公開發表的收藏圖錄，並未見藏家在明式家具方面完成了有系統的完整收藏，
依筆者觀察，台灣藏家多數非常低調，除了前述之台灣與中國藏家保守的收藏習
慣外，更可能是為了避免藏品曝光所可能引起的不必要風險210。
台灣藏家比較具代表性的收藏品，可由曾經支持 1999 年台灣國立歷史博物館
所舉辦之「風華再現：明清家具收藏展」管窺一斑，例如：吳先旺所藏黃花梨帶
抽屜棋桌、紫檀方凳一對和紫檀海棠式開光坐墩，陳永泰所藏紫檀大橢圓凳，曹
宛青所藏黃花梨提盒、黃花梨枕盒與黃花梨三屏風式鏡臺，陳啟德所藏黃花梨仿
竹方凳一對、黃花梨燈掛椅四張、黃花梨大四出頭官帽椅一對、黃花梨圈椅、黃
花梨霸王棖四面平畫桌、黃花梨、等近 20 件精美藏品。另散見於其他報導的還有

207

田青家著《明清家具鑑賞與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 181

208

知名經紀商如：寒舍、雅典襍、樸莊、亞細亞加、乾隆殿、儒林院、居意..等，除寒舍、雅典襍、
儒林院外多數已歇業或轉為其他專項。
209
清翫雅集 20 周年專訪理事長潘文華：典藏古美術 http://artouch.com/m/antique/
210
例如台灣收藏家的知名明式家具收藏被竊，該批家具當時曾借給國立歷史博物館 1999 年舉辦之
「風華再現：明清家具收藏展」展出：自由時報 2011 年 4 月 11 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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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先旺所藏紫檀圈椅一對以及林木和所藏之黃花梨龍紋官皮箱等精品211，以下選
擇最具代表性的收藏家陳啟德介紹如後。

(一) 陳啟德
身為知名營造與礦業公司董事長的陳啟德，是台灣著名企業家收藏團體－「清
翫雅集」的成員之一，他的文物收藏從書畫到明式家具非常豐富，不但支持文化
出版事業與表演藝術，還曾投入崑劇《長生殿》的製作，他一如「清翫雅集」台
灣收藏家們的低調212，亦未曾出版個人明式家具藏品圖錄，但由散見於各個國內外
明式家具專書著述213以及參加「風華再現：明清家具收藏展」，可以看出他所收藏
的近 20 件家具種類多，品相亦非常精美，例如：一對黃花梨羅鍋棖卡子花一腿三
牙石面方桌一對(如圖 4-1) 還曾經由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特別介紹214

圖 4-1 黃花梨一腿三牙石面方桌一對 (89x89x85 公分) 陳啟德藏
引自《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 1994 年春季》

211

李維菁著《名家文物鑑藏》，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0，頁 56 及 154

212

典藏古美術 http://artouch.com/m/antique/

213

例如：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風華再現－明清家具收藏展》
，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1997；美國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各季刊 1990-1994；伍嘉恩著《明式家具二十年經眼錄》
，北京：紫禁
城出版社，2010
214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1994 年春季，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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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還有經典藏品如圖 4-2 的黃花梨高束腰羅漢床，此床三圍獨板，形式簡
單古樸，高束腰並製作精美，是難得一見的佳品，由此羅漢床可以得見他的明式
家具收藏在品質方面達到非常高的水準。

圖 4-2 黃花梨高束腰羅漢床 (199x95.3x78.5 公分) 陳啟德藏
引自《風華再現－明清家具收藏展》

二、中國
在中國的明式家具收藏家甚多，例如在 1950 年代的王世襄與陳夢家，到 1980
年代後期的古家具專家張德祥、和創立中國第一個私人家具博物館的馬未都，還
有其他有成收藏家諸如：蔡國慶、王鐵成、張鐵林、金甌卜, 史志廣…等多人215，
但與台灣藏家一樣，他們顯少出版專書或圖錄介紹其個人收藏，以下選擇最具代
表性的兩位收藏家介紹如後。
(一) 王世襄
王世襄祖籍福建，1914 年在北京出生，曾任職中國營造學社、故宮博物院，
投入於書畫文物研究、他是官宦世家書香子弟，中英文俱佳，但自幼調鷹弄犬，
216
製葫蘆養蛐蛐，對傳統民俗游藝甚廣 。

215

春元、逸明編《張說木器》，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1994, 頁 6；楊麗凡著《大收藏家：古家

具專家張德祥》，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 頁 133
216

鄭重著《收藏大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 頁 41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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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緣際會，王世襄早於就讀北大期間便接觸到艾克，當時艾克在輔仁大學教
書，也同時編寫《中國花梨家具圖考》
，當時楊耀協助他量測家具、繪製透視圖等，
王世襄與楊耀相識，有時就到艾克家裡看他們如何給硬木家具拍照和測量217。這淵
源也讓王世襄及早看到明式家具的特色，並購置艾克舊藏之一件黃花梨鳳紋衣架，
其中牌子透雕鳳紋，整體雕飾精美，王世襄稱許其為所見同類中，選材雕工製作
最精美，又保存最好的一件雕花衣架(圖 4-3) 。

圖 4 -3 黃花梨鳳紋衣架 (176x47.5x168.5 公分)
艾克、王世襄先後收藏 現藏上海博物館 引自《明式家具珍賞》

他後於 1945 年開始注意相關資料，1948 年為北京故宮博物院指派，接受洛
克菲勒基金會獎金赴美加考察博物館一年，1949 年回到中國後，便投入明式家具
的採訪、拍照與收集218。他很早即為文呼籲對明式家具的重視：
「世界各國對他們的古代家具都是非常重視。走進一所藝術博物館，家具
的陳列要占很大的比重。有歷史、藝術價值的家具是被當作重要文物來看待
的。他們不但重視本國的古代家具，同時也重視中國的古代家具。在美國的
博物館裡，中國的明式家具往往被放在顯著的地位。紐約市五十七街的古玩
商店櫥窗中，也陳列中國家具。」

219

217

榮宏君著《煙雲儷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實錄》
，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1，頁 72-74

218

王世襄著《明式家具研究》，臺北：南天書局，1989，頁 13

219

鄭重著《收藏大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頁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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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從知名藏家、古玩鋪、魯班館木器店、舊木料攤、到尋常人家尋訪值
得研究保存的明式家具，他或購買、或請求拍照、測量繪圖。這樣經過三十多年
的不斷努力，他不但完成其明式家具研究鉅著，個人也終成明式家具收藏第一大
家220。王世襄的收藏豐富完整而系統化，品質既精更有無雙重器，現其所有明式家
具藏品已經為上海博物館收藏。

(二) 張德祥
張德祥，1949 年生於北京，曾在製材工廠工作，並學習美術與家具設計。1988
年發起組織中國古典家具研究會，經常在各大學與研究機構講授中國文物與家具，
並多次為中國海外回流文物專項資金工作委員會鑑定海外古典家具221。張德祥的文
物收藏開始於 1969 年購買的古琴和之後的紫檀雙劈料八足繡墩(如圖 4-)，1978 年
第一次讀到艾克的《中國花梨家具圖考》
，又於同年初秋結識王世襄，自此開啟他
一生的推廣古典家具研究、收藏與鑑賞的志業222。

圖 4-4 紫檀八足綉墩 張德祥藏 引自《大收藏家•古家具專家張德祥》

220

同上，頁 421

221

楊麗凡著《大收藏家：古家具專家張德祥》，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 頁 184-188

222

同上，頁 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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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祥收藏範圍十分廣泛，以材質論，自木料、石材器、鐵件、陶瓷、織品、
紙類、象牙…皆備，由成品看，由家具、雕刻、佛具、字畫、文玩、磁器、兵器、
庭園用具、農具、繡品服飾…無所不收。張投入古典家具收藏數十年，並特別專
注於研究歷朝代間家具型制流變與榫卯演化223，其明式家具藏品不但數量多品質精，
由香几到羅漢床皆備，其中尤以 1985 年購得的一對黃花梨四出頭官帽椅(如圖 4-)
最具代表性224，其結構大器、造形優美，最特別的是其三截式背板，上部嵌山水紋
大理石，中段癭木面刻名家題字，下段壼門開光，美國《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
亦曾特別引用介紹225。

圖 4-5 黃花梨鑲理石背板刻字四出頭官帽椅(61x50.5x113.5 公分) 張德祥藏
引自《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 1991 年春季》

223
224
225

同上， 頁 150
同上，頁 92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 1993 年春季，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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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香港
因其地利之便，1980 年代末到 1990 年代初，香港文物市場上的明式家具式
樣多選擇豐富，更可找到大量價格相對低廉、造形優美、品質精良的古典家具226。
香港文物鑑賞家品味精、眼光亦甚嚴，故而當香港市場出現許多高品質的明式家
具時，便成就了許多高水準的明式家具收藏家227。香港藏家不同於台灣與中國，他
們將其藏品集結成冊、贊助研討會、並參與展覽等相關文化活動，現分別介紹如
下：
(一) 葉承耀
葉承耀(1933~)是香港人，為知名的皮膚科醫師與藝術收藏家，1960 年代後期
承襲其五叔遺贈古玉藏品及書齋堂號「攻玉山房」
，也另收藏瓷器和書畫，為香港
著名收藏家團體「敏求精舍」會員。1985 年《明式家具珍賞》在香港出版，三聯
書店配合新書出版，於 9 月 14 日至 22 日舉辦「明式家具珍賞展覽」
，參觀了香港
首次的小型明式家具展後，留下深刻的印象，自此為他開啟未來明式家具收藏之
夢旅228。
葉承耀於 1988 年開始收藏明式家具229，並專注於黃花梨家具收藏，除了喜愛
黃花梨的色澤紋路、家具清雅線條與造形外，他認為真正的明式紫檀家具價高量
少、香港又一向善於整修重製紫檀器，後配或新作並不易分辨，故其收藏以黃花
梨明式家具佔最大多數。香港文物市場上的明式家具式樣多選擇豐富，僅三年內
即收到 68 件精品，此後經過 20 多年的逐步蒐集與調整，葉承耀的選藏稀有、品
類豐富而完備，並分別於 1991 年、1998 年及 2007 年出版了三本收藏圖錄記錄其
226

伍嘉恩、葉承耀著《攻玉山房藏明式家 III》(The Dr. S. Y. Yip Collection of Classic Chinese Furniture

III), Hong Kong, 2007, 頁 13
227

同上，頁 10

228

伍嘉恩、葉承耀著《攻玉山房藏明式黃花梨家具：楮檀室夢旅》 香港，1991, 頁 15

229

伍嘉恩、葉承耀著《攻玉山房藏明式家具 III》香港，2007, 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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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兩百件的明式家具藏品。其中收錄於 2007 年《攻玉山房藏明式家具 III》圖錄
中的一件黃花梨石面五足高束腰圓几極為精美(如圖 4-6)，明式家具圓的造型本就
稀少，這張面徑寬又以高束腰和五 S 足突顯其凝重，束腰施透雕呼應物件下部空
靈通透氣氛，配上大理石桌面更顯秀麗華美。

圖 4-6 黃花梨石面五足高束腰圓几 (67.4x62.2 公分) 攻玉山房藏
引自《攻玉山房藏明式家具 III》

葉承耀的明式家具藏品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一方面因他很早即投入收藏，另
一方面是他對明式家具有很深的熱忱，稱其個人黃花梨明式家具收藏經歷為「楮
檀室夢旅」(Dreams of Chu Tan Chamber and Romance with Huanghuali Wood)。在其
三本藏品圖錄中，不但親自為文記述其個人收藏的機緣，亦特別說明他對明式家
具學術知識的研究與個人收藏的見解。
此外，他對推廣明式家具藝術與收藏更是不遺餘力，除舉辨個人明式家具收
藏展和中國古典家具國際研討會，並經常出借藏品給歐亞美多國博物館與美術館
舉辦展覽，現共展出超過 20 餘次。

(二) 洪建生與洪壬家琪
洪建生(Raymond Hung)與洪壬家琪(Mimi Hung)夫婦於 1973 年在國外完成學
業後，返回香港居住並一同創立他們業的企業。洪氏夫婦自 1985 年開始收藏明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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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但於 1990 年結識安思遠後，便請他檢視現有藏品，為之重新挑選整理，並
協助他們建構明式家具之完整收藏230。
洪氏夫婦投入收藏甚深，除在香港本地購買外，亦常經自國外拍賣會競標求
得家具精品，終而完成有系統而涵蓋各品項之收藏逾兩百件。洪氏挑選其所藏佳
作、並由安思遠為文介紹，分別於 1996 年與 2005 年集結成冊，出版《洪氏所藏
木器百圖》之收藏圖錄二冊。
洪氏夫婦及其孩子們一家人都十分熱衷於玩賞明式家具，他們認為明式家具
既美觀又實用，又可與其收藏品朝夕相處，更由於時時親近，方便欣賞其優美形
式，也容易了解其榫卯結構。例如其所藏之一張特大尺寸、難得的明式畫桌即為
其餐桌，而所藏之各款明式椅凳自然成為家用坐具。另明式家具中的床榻類收藏
不易，與其他藏家相較，其所藏之明式床榻相對的多、共三張榻、六張羅漢床及
四張六柱架子床(圖 4-)，洪氏夫婦將之做為其孩子們所用的臥具，全家與明式家
具珍藏生活與共231。

圖 4-7 黃花梨六柱架子床(228.6x225.4x151.2 公分) 洪建生與洪壬家琪藏
《洪氏所藏木器百圖》

230

安思遠著 《洪氏所藏木器百圖第二卷》(Chinese Furniture-One Hundred and Three Examples from

the Mimi and Raymond Hung Collection II) 香港：私人出版， 2005, 頁 9
231

安思遠著《洪氏所藏木器百圖》(Chinese Furniture-One Hundred Examples from the Mimi and

Raymond Hung Collection), New York, Privately Published, 1996, 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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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馮耀輝
馮耀輝(1946~)是香港金融界人士與文物收藏家，他有兩個女兒(依凌及依琪)，
因名字裡均有「依」字，故而將自己的私人館藏命名為「兩依藏」博物館233，兩依
藏主人以收藏明式家具、珍貴沈香木、西洋珠寶香粉盒與仕女手提袋而知名。
馮耀輝的家具收藏策略是黃花梨及紫檀並重，尤其紫檀家具之椅凳、桌案、
櫃屏、燈檯兼備，例如一件高達 206 公分的紫檀插屏式透雕大座屏，即為難得一
見的精品(如圖 4-8)

圖 4-8 紫檀插屏式透雕大座屏 (135x65x206 公分) 兩依藏藏品
引自《兩依藏玩閒談》

他也著重文房器物，所收各款筆筒近 30 件，其中佳作無數，可以一件鐵力木
有陰雕款筆筒(圖 4-9)為代表。

233

今日新聞，2011 年 5 月 11 日，http://www.now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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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鐵力木有陰雕款筆筒(面徑 15x 高 14.5 公分) 兩依藏藏品
引自《兩依藏玩閒談》

在 2000 年時，馮耀輝選取所藏精品 122 件，由柯惕思為之撰述圖錄《兩依藏
玩閒談》介紹其明式家具收藏234，而累藏至今，已號稱是全中國持有最多紫檀、黃
花梨等珍貴古典家具的收藏家235。

(四) 黃定中－留餘齋收藏
黃定中自稱嶺南人，為著名的明式家具收藏家與鑑賞家，述其於弱冠之年便
愛收藏舊物，在 1996 年搬遷新居時，無意中購買了廣式硬木家具，即此便非常喜
愛明清木器與家具，此後一邊搜尋藏器，更時時認真探究明式家具相關學問236。
至 2009 年時，黃定中選擇所藏精品之 70 件黃花梨、7 件紫檀、16 件雞翅木
等珍貴硬木製作的共 93 件明式家具集結出版－《留餘齋藏明清家具》。最難能可
貴的是，他以一個藏家身份，將其個人對於明式家具的研究心得與收藏看法發表
在該書中，說明他所認定的關於材質、形式、保存狀態以及收藏意趣。其見解甚
為深入，尤其在保存狀態方面，主張保留「皮殼」的原狀，的確是目前的收藏主
流看法，這確也是有別於過去，尤其是香港家具整理修復的模式，早期明式家具

234

柯惕思著《兩依藏 玩閒談》(A Leisurely Pursuit), 香港：United Sky Resources Limited, 2000

235

明報新聞網，2011 年 5 月 11 日，http://www.mingpaotor.com/htm/News

236

黃定中著《留餘齋藏明清家具》
，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 頁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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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打磨、上蠟，而損及家具本身的不當方式。
其所收錄藏品件件依其主張保存，稀有性佳、不予修飾的原件原狀面對世人237，
例如與。

圖 4-10 黃花梨裹腿禪凳
(80.5x80.5x50.5 公分) 留餘齋藏品

圖 4-11 黃花梨雙層亮格書櫃

引自《留餘齋藏明清家具》

(95.5x47.5x172 公分) 留餘齋藏品
引自《留餘齋藏明清家具》

黃定中的藏品可做為明式家具收藏進入一個新里程碑的代表，如今藏家不僅
只聽取經紀商建議，而是由藏品出發，經由收藏家個人的理論學習與實物研究，
進而獲得收藏本身的精意。

237

同上，頁 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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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西方藏家重要收藏

明式家具早於 1940 年代即受到當時居住於中國的一些西方人士推崇與喜愛，
他們集結同好為所藏明式家具測量拍照並為之著述。1950 年代，他們帶著所藏離
開中國後，也有愛好者如勞倫斯‧席克曼(Laurence Sickman)在西方博物館工作並
推廣明式家具收藏238。時至 20 世紀後期，則有新一代的收藏家產生，如安思遠、
羅勃特‧畢格史夫婦(Alice and Robert Piccus)、侶明室以及具藝術與設計素養人士
如霍艾可為收藏家代表。
自二十世紀中期以來，依曾經公開發表的私人收藏統計共有 2093 件，西方藏
家收藏共有 742 件，佔整體私人收藏的 36%。

私人藏家收藏比例
不具名
18%

西方

東方

東方

46%

西方

36%

不具名

表 4-2 私人藏家收藏比例圖 筆者製

238

《中國家具選集》(Chinese Furniture, Selected articles from Orientation1984-1994), Hong Kong：
Orientations Magazine Ltd. 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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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佈來看由美國、英國、義大利、、奧地利、比利時、南非各國皆有，其
中主要為美國佔 17.06%，英國佔 0.53%，法國佔 0.53%，未具國家及個人名的私
人收藏佔 16.29%。
美國

私人收藏地區數量

比利時
法國

923

英國
義大利
歐洲
其他地區
香港

357

341

99
11 11

67

中國

123 108
14 20

19

臺灣

日本
其他
不具名

表 4-3 私人收藏地區數量圖 筆者製

西方藏家在其收藏的時序上對明式家具收藏的發展具有相當的影響，像早期
的艾克與蓋茲，艾克開啟明式家具研究、在其 1944 年出版的著作中讓西方世界了
解這項登峰造極的家具工藝所承載的中國文人美學與文化精髓；蓋茲則將其明式
家具收藏帶回美國，在 1946 年策劃了最早的明式家具博物館展覽之一，之後多個
美國博物館皆舉辦明式家具展覽。到中期的安思遠，不但在 1970 年出版更進一步
探討明式家具形制源流與工藝的專書、亦經常為博物館策展與私人藏家顧問、推
廣對明式家具的認識與收藏。而晚期的霍艾與侶明室，則是另外兩位收藏家的典
範，霍艾展現一位以個人審美標準架構其藏品的專注與內涵，而侶明室不但推廣
明式家具收藏，更實踐明代文人的的精神，在貴其精、簡而裁，巧而自然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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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意趣下，將明式家具融入現代居家，親身體現生活美學的經典境界。以下依序
分別介紹於後。

一、早期藏家
(一) 古斯塔夫‧艾克 (Gustav Ecke)
身為第一本明式家具研究專書《中國花梨家具圖考》的作者，艾克與其畫家
妻子曾佑和(Yu-Ho Tseng Ecke, 1925~)的明式家具研究聞名天下，更對開啟明式家
具在國際上的認知貢獻極大。
艾克表示，早在 1924 年，當他途經中國福建省而第一次看到中國古典家具時，
便非常驚訝的發現它們的美，而這在當時的西方國家對它認知甚少239。他在旅華
26 年後，於 1949 年移居美國夏威夷州檀香山、陸續任職檀香山藝術博物館東亞藝
術部主任與夏威夷大學教授。艾克夫婦所藏近 50 件黃花梨家具僅有半數運出，其
他則不知去向240。

圖 4-32 艾克夫婦家中的明式家具收藏與佈置
引自《美成在久─金絲楠之美》
239

艾克著《中國花梨家具圖考》臺北：SMC Publishing Inc.，1992，頁：Acknowledgments

240

王萍編輯《美成在久－金絲楠之美》，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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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 1971 年艾克去世的數十年間，他均不遺餘力地從事中國藝術與明式家
具的研究，他在夏威夷經常發表明式家具論述並推廣其藝術價值，使得夏威夷州
成為美國明式家具收藏的重地之一，由安思遠在為檀香山藝術博物館策劃 1982 年
明式家具收藏展時所言即可得證：

「The Hawaiian Islands are the only pl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n the
Western world, where the quality and abundance of Chinese furniture are sufficient
to allow an exhibition drawn solely from local public and private collections.」
241

(在美國甚或整個西方世界，只有夏威夷才藏有這麼多數量、種類豐富而品

質又高的中國家具，其博物館與私人收藏就足以舉辦一個家具展)
艾克在《中國花梨家具圖考》一書中展示了數十件個人部分藏品，其中許多
件都非常精美，誠可為明式家具的代表作等。圖錄中編號第 97 件的黃花梨聯二悶
戶櫥242，現已由英國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院收藏243。
到 2006 年，曾佑和將她與艾克珍藏了六十年的明式黃花梨家具代表性文物捐
贈給恭王府收藏。艾克教授對明式家具開創性的研究，以及把中國古典家具的藝
術美學與文化傳承介紹給全世界，其在歷史上的貢獻與影響極為深遠。

(二) 喬治‧蓋茲 (George Kates)
喬治‧蓋茲(1895-1990)於 1933 年來到北京，他與艾
克一樣，發現有一類以硬木製成、造型簡練、線條優雅
的古典家具，完全不同於其以往對中國漆飾家具的印象，
244
隨即選購明式家具來佈置居所，並收藏其中之佳器 。

圖 4-13 蓋茲─1967 年拍攝
引自《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

241
242
243
244

安思遠著《夏威夷明式家具珍藏》夏威夷藝術學院， 1982，頁 11
艾克著《中國花梨家具圖考》臺北：SMC Publishing Inc.，1992, plate: 118-120
庫能斯著《中國家具》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院遠東系列，頁 84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1990 年冬季，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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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代，蓋茲回到美國，並將所擁有的各種中國文物與明式家具一併帶回，
其多數的藏品都經由一位友人協助陸續賣掉。到了 1955 年，他所剩餘的 50 件明
式家具，包括數件曾登錄於《中國生活日用家具》一書中的藏品，在一個紐約的
拍賣會上賣出，其中多件明式家具都為美國博物館收藏245。書中介紹蓋茲與其妹
妹所藏之紅木大翹頭案(圖 4-14)、紫檀小平頭案及黃花梨書桌都即非常知名246。

圖 4-14 紅木夾頭榫翹頭案 (218.4x52.1x88.9 公分) 蓋茲藏
引自《中國生活日用家具》

與艾克相同，蓋茲對明式家具的研究與收藏對於明式家具在美國收藏有很大
的影響，後其多數的藏品都經由一位友人協助陸續賣掉，到了 1955 年，他所剩餘
的 50 件明式家具，包括數件曾登錄於《中國生活日用家具》一書中的藏品，在一
個紐約的拍賣會上賣出，其中多件明式家具都為美國博物館收藏247。

二、中期藏家
(一) 安思遠(Robert H. Ellsworth)
安思遠(1929~)出生於美國紐約市，1940 年代，當他才十幾歲的時候，就開始

245

《中國家具選集》
，香港：Orientations Magazine Ltd., 頁 133

246

蓋茲著《中國生活日用家具》 紐約及倫敦：Harper and Brothers, 1948. Reprinted by Dover
Publication, New York, 1962.
247
《中國家具選集》
，香港：Orientations Magazine Ltd. 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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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二手貨店購買來自中國的舊物，再轉賣給當地的文物商店，他在 17 歲的時候被
介紹到古董店工作，後來不久即開始為紐約最知名的中國文物經紀商服務，得到
以店東實物來了解中國文物的機會，並積極為店方蒐羅中國文物與藝術品。到了
1960 年代前期，安思遠便成立了自已的中國文物古董店，即此展開更開闊的個人
中國藝術文物經紀商與收藏家的生活，他由中國書法、繪畫、銅器、磁器、織品
到古典家具全都經紀收藏有成248。
他著作的《中國硬木家具》一書中有近 60 件明式家具精品均為其個人收藏，
其所藏廣而精、涵蓋各個不同類別與品項，不但具有完整代表性，還有許多成對
成堂的難得佳器。安思遠除個人收藏外，也經常捐贈藏品給博物館，如捐贈給檀
香山藝術博物館的一個楠木冰箱，還有捐贈給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一對雞翅木無
束腰直足羅鍋棖加矮老方凳和置於及羅漢床上的黃花梨書卷小几(如圖 4-15)是很
典型書房文雅用器。

圖 4-15 安思遠捐贈雞翅木方凳及花梨小几

三、晚期藏家
(一) 羅勃特‧畢格史夫婦(Alice and Robert Piccus)
羅勃特‧畢格史夫婦為國際知名的美籍亞洲藝術收藏家，收藏東南亞石雕、

248

紐約時報誌，China’s Modern Masters, http://www.ny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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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及明式家具有成。羅勃特‧畢格史是企業顧問，愛麗絲‧畢格史是香港佳士
得拍賣公司的部門主管249。他們自 1968 年起即定居香港，並與知名藝術經紀商夏
綠蒂‧赫斯曼(Charlotte Horstmann) 以及中國藝術文物、古典家具經紀商與大收藏
家安思遠結為好友。畢格史夫婦不但經常在赫斯曼家中聽她介紹明式家具，認識
精美硬木家具造形與製作工藝，更有機會親炙她於 1950 年代由中國帶出來的許多
如黃花梨羅漢床等精典明式家具。於是在市場上尚未見到明式家具前，畢格史夫
婦已先向他們學會如何欣賞中國古典家具、了解其優美的特質、並直接使用明式
家具250。
終於在 1970 年代，畢格史夫婦收藏到他們的第一件明式家具珍品，一個做為
佛像座椅，也是至今唯一僅見的孤例－黃花梨麒麟紋五屏式寶座椅(如圖 4-16)251
以及一些硬木筆筒和小型物件。

圖 4-16 黃花梨麒麟紋五屏式寶座椅 (52.7x54.6x127 公分) 畢格史夫婦藏
引自《文房佳器》

249
250
251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 1992 年秋季，頁 4
佳士得拍賣圖錄，
《畢格史珍藏中國古典家具》，紐約，1997, 頁 1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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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格史並集結友人，將所收藏的共 120 件文房用器與小型物件，於 1984 年出
版了《文房佳器》(Wood From the Scholar’s Table)介紹他們所推崇的明式人文精神
與書房用器252。
畢格史夫婦恰逢時機、又擁地利之便，到 1980 年代初，中國古典家具一在香
港出現後立即投入收藏，他們在 1983 年前後即覓得一對黃花梨圈椅253，即此至 1995
年展開他們收藏明式家具的全盛時期。在近 25 年的時間裡，畢格史夫婦匯集了超
過一百多件明式家具佳作與精選文房器物，安思遠特別介紹說，他相信這些珍貴
收藏品都曾經與中國歷代文人朝夕相處254。值得注目的佳品甚多，例如：黃花梨
四面平條桌、黃花梨獨板圍子羅漢床和黃花梨龍紋交杌一對 (圖 4-17)

圖 4-17 黃花梨龍紋交杌 (56.2x49x49.5 公分) 畢格史夫婦藏
引自《文房佳器》

(二) 甘高爾夫．蓋斯 (Gangolf Geis)
甘高爾夫．蓋斯夫婦原住在德國斯圖亞特市，於 1970 年代後期移居香港，蓋
斯從事時尚產業，家族中伯叔輩人在德國開設木作工場，故而當他在香港荷里活
道看到紅木作坊時，對於中國家具的工藝感到十分親切又愉悅有趣。蓋斯不但收

252

畢格史等著《文房佳器》(Wood From the Scholar’s Table－Chinese Hardwood Carvings and Scholar’s

Articles), Hong Kong: Gulliver Books Ltd, 1984
253

佳士得拍賣圖錄，
《畢格史珍藏中國古典家具》，紐約，1997, 頁 19

254

同上，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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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明式家具，也收藏佛教文物與西藏藝術品。
蓋斯收藏的品類由椅凳、桌案、櫃櫥到架子床，還有為數不少的筆筒文件盒
等文房用具。其所藏不僅是著重黃花梨，其他良材如紫檀、龍眼木、雞翅木皆備。
其中十分精美少見的可以一個龍眼木四柱架子床(圖 4-18)與黃花梨楠癭面大畫案
為代表。

圖 4-18 龍眼木四柱架子床 (223.2x141x229.9 公分) 蓋斯藏 引自《蓋斯藏中國家具》

(三) 霍艾 (Ignazio Vok)
霍艾是一位居住於義大利的建築師，他在大學時代即開始收藏活動，其興趣
廣泛，由遠東至伊斯蘭文化，由古代、近代至當代，或由波斯織品至明式家具與
文房器物，均等同喜愛並予以收藏。針對他的明式家具收藏，他特別說明其唯一
指的標便是「純粹－Pure Form」或「美感－Beauty」，故他自 1989 年，購入第一
件藏品－黃花梨小方桌後，便依其一貫美學素養與個人偏好收藏明式家具。
他自認每一個收藏家的審美判斷，必源自其學習養成環境與其個人經驗，而
他希望其費時十五年而成的明式家具收藏，可以忠實呈現個人品味與其美學風格
255
即「霍艾收藏」(Ignazio Vok collection) 。他不但把收藏集結成冊，並請專家為文，

255

霍艾等著《純粹：中國古典家具－霍艾收藏》 慕尼黑，私人出版，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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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明式家具與文化自十七世紀末起對歐美產生的影響， 霍艾自述其個人十五年
的收藏心情以及集結對明式家具的認識，他推崇明式家具具有「超越時空的特質」
(Timeless quality)256，並挑選 53 件精品，於 2004 年出版中國古典家具收藏圖錄－
《純粹：中國古典家具－霍艾收藏》。

圖 4-19 黃花梨禪椅 (75x75x85 公分) 霍艾藏
引自《純粹：中國古典家具－霍艾收藏》

其中件件精品，最具代表性的佳作如黃花梨禪椅(圖 4-20)及紫檀癭木面架几
案(圖 4-19)，的確可以看霍艾出依西方審美標準所挑選出的造型簡練而線條優美的
明式家具。

圖 4-20 紫檀癭木面架几案(208.4x42x92.3 公分) 霍艾藏
引自《霍艾中國古典家具收藏圖錄》
256

同上，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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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艾將他的明式家具收藏公諸同好，2004 年 11 月至次年 3 月，在德國科隆
東亞藝術博物館舉辦「純粹：中國古典家具霍艾收藏展」(Pure Form,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 Vok Collection)；2005 年 10 月至次年 3 月，霍艾收藏於德國慕尼
黑舊皮納克提現代美術館展出。

(四) 侶明室 (The Lu Ming Shi)
侶明室主人是比利時收藏家菲利普‧德巴蓋（Philippe De Backer）
，他在閱讀
王世襄著作的《明式家具珍賞》和《明式家具研究》後，認識了明式家具的藝術
美學價值，用了將近 20 年時間，收藏約百件明式家具，並將之佈置於其居所共同
生活，王世襄特為他的收藏命名為「侶明室」
，2000 年時，德巴蓋將其收藏精品集
結成冊出版，王世襄又為其題識：
「明亡已卅紀，地隔逾萬里，何幸有遺珍，伴我在尺咫。」257
其藏品涵蓋各式家具如桌案、床榻、櫃架、文玩類等，多為黃花梨所製其中
精品無數，椅凳類可以黃花梨透雕靠背玫瑰椅為代表(圖 4-21)，其背板雕飾精美，
並有許多成對佳作，如所藏一對黃花梨班竹片門圓角櫃(圖 4-22)，兩櫃面板全由
班竹細條片拼攢而成，作工細膩、氣氛典雅精緻、十分難得。

圖 4-21 黃花梨透雕靠背玫瑰椅 (61.4x46.8x87.5 公分) 侶明室藏
引自《生活于明：侶明室藏品》

257

伍嘉恩著《生活于明：侶明室藏品》香港：私人出版，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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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黃花梨班竹片門圓角櫃一對 (71.7x41.6x115.8 公分) 侶明室藏
引自《生活于明：侶明室藏品》

德巴蓋經常與博物館合作舉辦個人藏品展覽外，也支持參加明式家具研討會，
與學者專家一同切磋推廣明式家具研究與欣賞。例如曾於 2003 年 3 月及 10 月分
別在法國巴黎吉美亞洲藝術博物館舉辦「明－中國家具的黃金時期展覽」 (Ming, I'
Age d' or du Mobilier Chinois, The Colden Age of Chinese Furniture, Collection of Lu
Ming Shi) 和瑞士巴塞爾舉辦「明：侶明室藏品展」。
2006 年春夏兩季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永壽宮舉行「永恆的明式家具—侶明室收
藏明式家具展」；同年 11 月，「永恆的明式家具」來到南京博物院開展；2011 年 3
月，則於北京恭王府嘉樂堂展出「讀往會心－侶明室藏黃花梨家具展」258，可謂為
明式家具之西方收藏家代表。

258

新華網 http://news.hexu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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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明式家具收藏策略

當觀察中外博物館與東西方藏家的明式家具收藏後，可知其不但獲得各界普
遍認同，並且已從日常生活用器轉變成中國文物藝術品的重要收藏項目之一259。自
20 世紀末到 21 世紀初，明式家具更因其典雅的造形與隽永的藝術風格贏得東西方
人士喜愛、進而產生對經典藏品的一致追求，讓明式家具市場價格達到一個前所
未見的高峰260。現今坊間各式論述眾說紛紜，而各種作偽與新仿的成品更隨處可
見，在這樣的環境下，新手要如何入門或已經開始的愛好者要如何加強收藏，就
值得進一步關注與研究。現分下列四大項來探討明式家具收藏策略：

一、個人專業的自我充實
想要跨入收藏領域，擁有專業知識是必要的準備，現今各種明式家具研究的
書籍與資訊非常豐富，搜尋相關資訊與研究成果、選擇高評價的專書與圖錄來閱
讀，可以瞭解其發展源起、歷史意義、品項種類、主要材質、製作年代與造型裝
飾等基本專業知識。
同時，也應多參觀博物館與展覽會，熟悉明式家具實例與審美標準，學習辨
識各項細節與特色，彌補平面與數位資訊之不足，以加強欣賞優質藏品的能力。
還可勤於造訪不同經紀商，不但能將實物上手、近距離觀看，印證所學知識，更
可以經由對實物的接觸，學會辦識材質、瞭解做工、觀察榫卯與結構等明式家具
工藝。而最難得的是，若遇到學術專家與前輩收藏家，更應把握機會多多請益、
以提高收藏素養。同時，藝術性是檢視藏品非常重要的元素之一，故亦應多閱讀
藝術理論與美學等相關著述，加強個人藝術美感、以增進藝術欣賞能力。

259
260

《CANS 藝術新聞》
，臺北：華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2 年 2 月，頁 155
《CANS 藝術新聞》
，臺北：華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 年 2 月，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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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擇可靠的購買管道與供應來源
收藏明式家具的管道可以分為主流與非主流兩大管道，現分述如后：
(一) 主流管道－經紀商與拍賣會
經紀商與拍賣會是購買收藏品最正常而普遍的管道，然而，不論是經紀商或
拍賣會都應事先加以查證，要選擇經營歷史較久、重視信譽的優良店家和公司與
之往來。一般來說，正派經營的經紀商與拍賣公司通常都較珍惜長期建立起的商
譽，會比較重視其來源與整體的品質，經紀商陳列的商品與拍賣會上的拍品通常
都可以近距離觀察與接觸，讓有興趣的收藏者在多加了解後再做出決定。同時，
在交易模式方面，拍賣公司也是公開而相對透明化的。
(二) 非主流管道－個人賣家與藏友互換
另外較不普遍、亦非主流的收藏管道可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是「個人賣家」，
它並非公開營業、但由個人提供所藏供人購買。以筆者經驗，通常這一類型管道
所提供的物件，不但無法瞭解其來源，品質亦較為低劣，常有較差材質冒充較高
材質(如新花梨木充當黃花梨木)，或用全新仿製家具充當舊物件等情形。在這種狀
況下，不但個人的專業知識顯得非常重要，同時也應提醒自己不要貪便宜，在當
今資訊流通迅速的時代，很難有這種千載難逢的機會，還有他人不知道的精品，
但只被我們碰上的。另一個非主流的收藏管道是「藏友互換」藏品261，收藏一段時
間的人多會有興趣改變或想要調整藏品的情況產生，但是在交換之前，雙方一定
要先經過充份考慮，確認這是雙方都同意的互換交易，以免日後紛擾。
在現今網際網路發達的環境下，不論主流與非主流兩大管道，大多有提供透
過網路的線上交易模式，以筆者經驗，除有信譽的拍賣公司對拍品提供完整圖片
與詳細說明可供參考外，其他多數相關資訊較不足，有意收藏者宜小心處理。

261

張德祥著《鑑寶專家張德祥談家具收藏》，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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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認識標的藏品品質並重視收藏歷史
對於有興趣的收藏品要事先加以充份瞭解，並要特別著重標的藏品的品質，
這可依其種類和形式、所採用材質、保存狀態、修復水準、製作年代與工藝、稀
有性與藝術性等多方而來觀察，並應多注意細節與特徵262。然而從整體來看，文
物藝術品既要真、更要美，故藝術性是評估收藏品的第一要件263，藏家應對標的
藏品的審美價值特別重視。
同時，標的藏品的收藏歷史(provenance)也是非常值得關注的，例如，該收藏
品之前的收藏背景為何：是否曾經為知名藏家或博物館的收藏、是否曾經在專業
著作中刊出，是否曾經在博物館、藝術中心或重要國際大展中展出、曾經被相關
報導記述或學術研究引用。由藏品的收藏歷史，也可看出該藏品的流通性264，流
通率高表示受收藏家喜愛，擁有較高市場價值。這些良好的收藏資歷不但突顯其
市場知名度、更肯定該件藏品的地位與收藏價值265。

四、觀察及注意市場發展趨勢
明式家具的收藏與任何文物藝術品收藏一樣，皆會因各地經濟條件的時空
環境變化而有所不同，故而熟悉藏品的市場價格，了解個別品項的喜好，觀察藝
術收藏市場的發展趨勢，對收藏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參考。
例如在二十世紀初，受清代偏好影響，中國大藏家著重於紫檀家具收藏；
二十世紀中期到本世紀初之前，明式家具收藏皆以歐美博物館與藏家為主，黃花

262

馬未都著《馬未都說收藏－家具篇》，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8，頁 19

263

楊麗凡著《大收藏家：古家具專家張德祥》，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頁 154

264

黃文叡著《藝術市場與投資解碼》，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8，頁 73

265

黃文叡著《藝術市場與投資解碼》，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8，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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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是他們最喜愛的材質，簡練優雅的文人風格是他們所推崇的審美最高標準。然
而在中國經濟起飛後，中國買家影響力漸漸擴大，逐步發展出對華麗與富貴氣息
的追求，2003 至 2008 年間在家具收藏方面轉而推崇具有富貴宮廷風格的紫檀家具
271

；然而近年，看到官方的徵集政策以及藏家與經紀商的推廣，在 2010 至 2011

年前後，又逐漸回歸到欣賞黃花梨明式家具272，而華貴宮廷風的紫檀家具仍獲重
視，顯示其做為清式家具經典代表的獨立地位。
因此，收藏家在追求標的藏品、鑑賞研究個人收藏品之際，尤其應該注意
市場的發展趨勢與變化，以做為選擇收藏標的物與適宜的切入時間點的參考，進
而在個人收藏主軸之下，擬定符合藏家利基的收藏策略，經由汰弱更新、逐步調
節現有藏品，以加強收藏內容並提升收藏品質。

271

《CANS 藝術新聞》，台北：華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 年 2 月，頁 136

272

《CANS 藝術新聞》，台北：華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 年 2 月，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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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明式家具在中國生活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流中具有代表性的意義，早於南宋時
期，日常所需家具的各個品類便很豐富，而各種實用器型也發展得十分完備，至
明代隆慶年間(1567-1572)海禁開放而陸續進口了許多珍貴木材，當時家具製作工
藝已經非常成熟，於是工匠便採用這些嶄新材料製作家具，由此發展出完全不同
，其造型優美、選材考究、
於傳統漆飾形式的新風格家具，後人稱之為「明式家具」
製作精細，在世界家具體系中，以其獨特風格而佔有重要地位276。
同時也就在這最近的一百年間，我們見證了明式家具由中國日常生活實用器
物發展為一項國際藝術文物收藏品以及一個專門的研究學科，中外各國學術單位
與藝術機構，正因有了這些明式家具收藏品，方可依據實物進行研究，藉以建立
理論系統，本文研究探討更一步闡明明式家具之歷史意義與藝術價值，也藉由明
式家具收藏的意義與收藏現況探究其未來發展。

一、明式家具收藏意義
(一) 歷史文化價值
數千年來，家具在中國的發展由低矮到高大、由簡單到華美、由實用的製作
進化到藝術美感與工藝的結合，更由於明代的文人對於園林建築、屋宇及日用器
物表達他們的好惡，於是文人的審美觀便影響了家具的形式與製作，故而明式家
具不但保存了古典家具製作的工藝、也充份孕含時代性的美感特質，而現今可見
的明式家具都是傳世之物，它們正站在這歷史發展的巔峰之上，具體展現華夏文
化的審美特質與精湛工藝的傳承，更是中華歷史與文化的累積。
276

北京市頤和園管理處編《頤和園藏明清家具》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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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藝術欣賞價值
明代精良的家具製作工藝，發展出以「線條」做為主要的形式語彙和造型表
現，更由於明代文人重視「長物」的美感、特別崇尚古樸、精麗的氣質氛圍，造
就了明式家具典雅而精緻的藝術美感與成就。
明式家具的各部件均依功能而設，並融入造形之中，其勻稱而協調的比例關
係，讓家具形態呈現優美秀雅；另一重要特色就是所採用的珍貴木材，其製作表
現方式特別讓我們去欣賞木質的天然色澤與自然紋理，而其裝飾手法雖說多樣變
化，但是繁簡相宜，在局部做恰如其分的點綴，使得整體表現出簡單、樸素、厚
重、典雅之美。
而這樣的藝術美感是東西共賞的，故而在二十世紀初，尚未熟悉中華文化的
艾克與蓋茲等西方人士在看到明式家具時即大為讚賞，也正因此，明式家具實涵
蓋了時代性的文化傳承、藝術美感、生活鑑賞等多方面的內涵與意義，明式家具
確實讓藏家在其收藏的過程中獲得最大藝術鑑賞價值。

二、收藏現況與分佈
從本世紀初，西方人士接觸到明式家具並認識其特有的歷史文化與藝術價值
後，便開啟個其對明式家具廣泛的收藏和研究，故而在中國之外，歐美各國的許
多博物館與個人藏家也都藏有不少的明式家具。
本文彙整 27 本專書、12 本藏家圖錄、16 份期刊、10 項拍賣目錄、3 個網站
資料之中外博物館與東西方知名藏家的明式家具藏品共得 3251 件277。在博物館方
面，中國與歐美博物館總計收藏明式家具 1158 件，佔整體收藏的 35.6%；其中之
中國博物館藏有 720 件，歐美博物館藏有 438 件，公開收藏所佔比例分別為 22.1%

277

登錄於經紀商等公司名下之明式家具常因買賣交易而有所異動，故未列入本文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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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13.5%；私人收藏方面，東西方主要藏家共收藏 2093 件，其中東方藏家藏有 966
件，西方藏家藏有 742 件，所佔比例分別為 29.7%與 22.8%，另有不具名藏家佔
11.8%；其比例分佈如下：

明式家具藏品分佈比例
不具名藏家

中國博物館

11.8%

22.1%

東方藏家

歐美博物館

29.7%

13.5%
西方藏家
22.8%

中國博物館

歐美博物館

西方藏家

東方藏家

不具名藏家

表 5-1 明式家具藏品分佈比例圖 筆者製

由以上分佈比例來看在西方的公開與私人收藏有 1180 件，佔整體收藏的
36.3%，令人感到惋惜的是，這超過三分之一比例的明式家具有很大部份是留在中
國以外的地區，顯示在十九、二十世紀西方重視明式家具的程度，而衍生出國力
強的歐美博物館與私人藏家爭相收藏的結果。
本研究對文中述及之中外博物館與東西方知名藏家的藏品觀察，均以曾經公
開發表的為主，其實博物館與藏家都另有更多未公布的收藏品，根據香港知名藏
家葉承耀近 25 年收藏觀察，大約有一萬件明式家具在市場中，這較所彙整之公開
發表數量多近兩倍，希望這些資料在未來或有機會逐步公開，讓學者與明式家具
的愛好者做更全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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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收藏發展
(一) 研究與收藏逐漸回歸中國
明式家具雖然是由艾克於 1944 年開啟西方人士的關注與研究，但在 1985 年，
王世襄確立明式家具研究體系後，明式家具研究的重心就逐漸轉到中國，繼王氏
之後，有周默、胡德生、張德祥、王正書、濮安國、田家青、馬未都等學者皆各
有所長，分別就材質、製作工藝、結構流變、地域性特色、形式風格、斷代與鑑
定發表研究成果，1990 年代後各式專書紛紛出版，也帶動了明式家具在中國的研
究與收藏風氣。
收藏皆會因時空更迭而有所變化，例如第一本明式家具專書，艾克的《中國
花梨家具圖考》中所刊出之 122 件家具，多數已於 1950 年代運至歐美，並分散至多
個博物館或個人收藏。爾後，由陸續所出版的專書圖錄來看，僅有一件黃花梨鳳
紋衣架與一件黃花梨高面盆架，因由王世襄和陳夢家夫人分別收藏而留在中國。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轉而開始徵集古典家具，在 2002 年，中國設立「國
家重點珍貴物徵集專項經費」以搶救流失海外以及散落在民間的重要珍貴文物；
至 2006 年時，國家文物局利用該項專款自香港徵集了 50 件以明式為主的古典家
具珍品。另又於 2006 年，曾佑和在重返北京時，將她與艾克珍藏數十年的七件黃
花梨家具無償捐贈給恭王府管理中心收藏，這些都顯示明式家具收藏，已逐漸受
到中國官方的重視。
(二) 收藏市場價格屢創新高
經由探究明式家具的收藏歷史與發展，可以觀察到雖然已有許多精典藏品流
向博物館，但在整體數量上，私人收藏還是佔將近 64%的大多數。私人收藏流通
的主要管道之一是經由拍賣會，而明式家具的拍賣市場價格，也在各藏家與博物
館的收藏與流通過程中屢創新高。
在中國，明式家具最有代表性的拍賣，首推 1995 年中國嘉德秋季「清水山房
藏明清家具」專拍，其 28 件拍品以 61%成交率，寫下總成交價人民幣 4,46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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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紀錄；在西方最具代表性的里程碑是在 1996 年，佳士得於美國紐約舉辦的「中
國古典家具博物館藏珍品」(Important Chinese Furniture–Formerly The Museum of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 Collection)專拍，107 件明式家具全數拍出，不但以近人
民幣 1000 萬元創下明式家具有史以來最高國際成交總金額，同時也創下明式家具
單件最高價，一件黃花梨大理石插屏式座屏風，以人民幣 9,194,850 元為美國藏家
收購278。
明式家具不但在國際上大受囑目，也在它的發源地掀起熱潮，一件黃花梨霸
王棖三屜翹頭桌，在 1995 年中國嘉德秋季「清水山房藏明清家具」專拍以人民幣
275,000 元成交；到 2010 年中國嘉德秋拍，同件家具以人民幣 23,520,000 元拍出。
15 年間，這件「清水山房」舊藏的價格，在拍賣市場中翻漲近 85 倍。
在中國經濟快速起飛的情況下，國際重要收藏的拍賣也轉而在中國舉行，例
如比利時「侶明室」收藏，在 2011 年春季時，便由中國嘉德進行「讀往會心－侶
明室藏明式家具」專拍，全部 70 件家具，以人民幣 247,906,000 元悉數拍出，又
再次將黃花梨明式家具推上另一高峰279。
明式家具存世數量有限而愛好者眾，隨著明式家具精品尤其是黃花梨與紫檀
家具的市場價格屢創新高，更讓中外各界看到它的藝術收藏與投資價值，因此收
藏活動則將更具挑戰性，收藏家在高價因素的影響之下，不免會失去對藏品應有
的判斷，在拍賣價不斷提升的情況下，藏家不但要面對收藏成本的增加，也要面
對隨處可見的各種偽作，因此藏家們如何加強個人專業素養、了解藏品收藏歷史、
並重新檢視收藏明式家具的本質、也就是它所承載的內涵，以便確實找回收藏的
真義，就顯得相當重要。

278

佳士得拍賣公司官網 http://www.christies.com/

279

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官網 http://www.cguard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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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式家具珍賞》

24

圖 2-6

方凳

黃花梨

60x53x49.5

儷園藏木

儷園藏木

24

圖 2-7

腳踏

果木

47x26.5x18

儷園

儷園藏木

24

圖 2-8

四出頭官帽椅

榆木

55x43x120

儷園

儷園藏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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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x寬x高)

收藏者

圖片來源/備註

頁碼

圖 2-9

南官帽椅

櫸木

57x44x119

儷園

儷園藏木

25

圖 2-10

圓後背交椅

黃花梨

70x46.5x112

上海博物館

《明式家具珍賞》

25

圖 2-11

圈椅

黃花梨

51x42x106

儷園

儷園藏木

25

圖 2-12

荷花紋寶座

紫檀木

98x78x109

北京故宮博物院

《明清家具－故宮博物院》

26

圖 2-13

黑漆香几

榆木

47.5x41x83

儷園

儷園藏木

26

圖 2-14

小條案

黃花梨

89x37.8x78

儷園

儷園藏木

27

圖 2-15

長條桌

紫檀木

102.5x35x83

儷園

儷園藏木

27

圖 2-16

三彎腿榻

黃花梨

221.3x98.5x53.6

圖 2-17

厚板圍子羅漢床

紫檀木

圖 2-18

垂花柱式拔步床

圖 2-19

亮格櫃

圖片

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
《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藏精品圖冊》
舊藏

28

211x106x79

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
舊藏

《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藏精品圖冊》

28

楠木

239x232x246

未註明

《明清家具鑑賞》

29

黃花梨

101.5x54x183

檀香山藝術博物館

《Chinese Furniture–Selected articles
from Orientations 1984 - 199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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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

圓角櫃

櫸木

125.5x54.5x236.5

儷園

儷園藏木

30

圖 2-21

聯三櫥

黃花梨

193x54x81

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
舊藏

《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1994秋
季》

31

圖 2-22

座屏

榆木

63x32.5x62

儷園

儷園藏木

31

圖片

圖 2-23

黃花梨木

《木鑑》

33

圖 2-24

紫檀木

《木鑑》

34

圖 2-25

雞翅木

《木鑑》

34

圖 2-26

直材的角接合

《明式家具研究》

35

圖 2-27

弧形材料結合

《明式家具研究》

36

圖 2-28

托泥與腿足的結合

《明式家具研究》

36

圖 2-29

玫瑰椅各部件及線條說明

《明式家具研究》

37

圖 2-30

圓方腿足線腳

《明式家具研究》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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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冰盤沿線腳

《明式家具研究》

38

圖 2-32

鳳紋

《屏居佳器：中國16~17世紀家具》

38

圖 2-33

黃花梨大藥材行櫃

黃花梨

47.4x35.5x36.2

攻玉山房-葉承耀

《攻玉山房藏明式黃花梨家具III》

39

圖 2-34

南官帽椅

黃花梨

58.4x43.2x121.9

波士頓藝術博物館

《屏居佳器：中國16~17世紀家具》

39

圖 2-35

明式家具腿足線條

《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

43

圖 2-36

黃花梨鳳紋衣架底座側面

《明式家具珍賞》

44

圖 2-37

圖 2-38

圖 2-39

炕桌

嵌松木卍字紋攢圍子六柱架
黃花梨
子床

撇腿小案

黃花梨

95x63x30.5

儷園

儷園藏木

44

207x120.7x196.2

費城藝術博物館

費城藝術博物館官網

45

51x27x20

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

《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藏精品圖
冊》

45

《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

46

《明式家具二十年經眼錄》

47

香几之優雅曲線

圖 2-40

圖 2-41

黃花梨

琴几

紫檀木

162x45.5x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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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2

六柱架子床

黃花梨

226.1x156.2x226

未註明

《明式家具二十年經眼錄》

48

圖 3-1

鏤雕捕魚圖樹圍

黃花梨

109x62.5x94.4

北京故宮博物院

《明清家具－故宮博物院》

58

圖 3-2

流雲槎

天然木

257x320x86.5

北京故宮博物院

《明清家具－故宮博物院》

59

《明清家具─故宮博物院》

60

圖 3-3

圖片

董其昌、陳繼儒、阮元、半圓主人、王衡永六組題記

圖 3-4

高扶手南官帽椅

黃花梨

56x47.5x93.2

頤和園

《明式家具珍賞》

61

圖 3-5

有束腰斗栱式半桌

黃花梨

98.5x64.3x87

頤和園

《明式家具珍賞》

62

圖 3-6

嵌楠木寶座

黃花梨

107x73x102

承德避暑山莊藏

中國美術全集

63

圖 3-7

曾佑和捐贈明式黃花梨家具

《恭王府明清家具集萃》

64

圖 3-8

恭王府安善堂展曾佑和捐贈七件明式家具

《恭王府明清家具集萃》

64

圖 3-9

插肩榫大畫案

紫檀木

192.8x102.5x83

上海博物館

《明式家具珍賞》

66

圖 3-10

透空後背架格

黃花梨

107x45x168

上海博物館

《明式家具珍賞》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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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圖片

名稱

材質

鏤空福字紋四出頭官帽椅一
黃花梨
對

尺寸/公分
(長x寬x高)

收藏者

圖片來源/備註

頁碼

61x50x113

觀復博物館

《坐具的文明》

68

圖 3-13

夾頭榫雲紋牙頭翹頭案

黃花梨

99x46x85

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院

《中國家具》

69

圖 3-14

帶翹頭聯二櫥

黃花梨

170x57x90公分

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院

《中國家具》

70

吉美博物館官方網站

71

雅昌藝術網

71

明式家具陳列

圖 3-15

圖 3-16

帶底座四件櫃

黃花梨

73x58x86.5

吉美博物館

圖 3-17

1942-1948年洛杉磯藝術博物館舉辦明式家具展覽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1991年秋季》

72

圖 3-18

1946年2月紐約布魯克林博物館明式家具展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1991年夏季》

73

圖 3-19

1946年9月巴爾的摩藝術博物館明式家具展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1991年夏季》

73

圖 3-20

1982年夏威夷明中國硬木家具收藏展

《夏威夷明式家具珍藏》

75

圖 3-21

圖 3-22

裹腿羅鍋棖加矮老雙環卡子
黃花梨
花榻

萬曆櫃一對

黃花梨

210.2x70.2x50.1

檀香山藝術博物館

《Chinese Furniture – Selected articles
from Orientations 1984 – 1994》

75

87.6x49.5x181.6

檀香山藝術博物館

雅昌藝術網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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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屏背式圈椅

核桃木

99.1(寬)x101.6(高)

費城藝術博物館

費城藝術博物館官方網站

76

圖 3-24

卍字紋拔步床

黃花梨

219.1x214x231.1

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
博物館

《Orientations 2002年1月號》

78

圖片

圖 3-25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中國館庭園

筆者攝

79

圖 3-26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明軒明式家具展示

《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藏精品圖冊》

79

圖 3-27

館內陳列 加州文藝復興鎮的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

《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藏精品圖冊》

80

圖 3-28

南官帽椅一對

紫檀木

61x57x94

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
舊藏

《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藏精品圖冊》

81

圖 3-29

臺座式榻

雞翅木

185x89x44

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
舊藏

《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藏精品圖冊》

82

圖 3-30

大理石插屏式座屏風

黃花梨

181x105x215

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
舊藏

《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藏精品圖冊》

83

圖 3-31

透雕螭龍座屏風

黃花梨

85.1x45.7x140.7

波士頓藝術博物館
借展品

《屏居佳器：中國16~17世紀家具》

84

圖 3-32

透雕圍子羅漢床

黃花梨

208.3x104.1x81.3

波士頓藝術博物館
借展品

《屏居佳器：中國16~17世紀家具》

85

《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館明式家具珍藏》

85

圖 3-33

十七世紀早期重建明代正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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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者

十八世紀晚期重建清代書房

圖 3-34

圖片來源/備註

頁碼

《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館明式家具珍藏》

86

圖 3-35

大理石插屏式座屏風
圓後背交椅

黃花梨

181x105x215
69x46x98

加州中國博物館舊藏

《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館明式家具珍藏》

87

圖 4-1

一腿三牙石面方桌一對

黃花梨

89x89x85

陳啟德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 1994年春季》

90

圖 4-2

高束腰羅漢床

黃花梨

199x95.3x78.5

陳啟德

《風華再現－明清家具收藏展》

91

圖 4-3

鳳紋衣架

黃花梨

176x47.5x168.5

上海博物館

《明式家具珍賞》

92

圖 4-4

八足綉墩

紫檀木

未刊出

張德祥

《大收藏家•古家具專家張德祥》

93

圖 4-5

鑲理石背板刻字
四出頭官帽椅

黃花梨

61x50.5x113.5

張德祥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 1991年春季》

94

圖 4-6

石面五足高束腰圓几

黃花梨

67.4x62.2

攻玉山房

《攻玉山房藏明式家具III》

96

圖 4-7

六柱架子床

黃花梨

228.6x225.4x151.2

洪建生與洪壬家琪

《洪氏所藏木器百圖》

97

圖 4-8

插屏式透雕大座屏

紫檀木

135x65x206

兩依藏

《兩依藏玩閒談》

98

圖 4-9

有陰雕款筆筒

鐵力木

15(面徑)x14.5(高)

兩依藏

《兩依藏玩閒談》

99

138

圖表
編號

圖片

名稱

材質

尺寸/公分
(長x寬x高)

收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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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4

裹腿禪凳

黃花梨

80.5x80.5x50.5

黃定中

《留餘齋藏明清家具》

100

圖 4-9

29

雙層亮格書櫃

黃花梨

95.5x47.5x172

黃定中

《留餘齋藏明清家具》

100

圖 4-10

艾克夫婦家中的明式家具收藏與佈置

《美成在久─金絲楠之美》

103

圖 4-11

蓋茲─1967年拍攝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

104

《中國生活日用家具》

105

筆者攝

106

圖 4-12

29

紅木
樟木

夾頭榫翹頭案

218.4x52.1x88.9

喬治‧蓋茲

安思遠捐贈雞翅木方凳及花梨小几

圖 4-13

圖 4-14

99

麒麟紋五屏式寶座椅

黃花梨

52.7x54.6x127

羅勃特‧畢格史夫婦

《文房佳器》

107

圖 4-15

29

龍紋交杌(一對)

黃花梨

56.2x49x49.5

羅勃特‧畢格史夫婦

《文房佳器》

108

圖 4-16

28

四柱架子床

龍眼木

223.2x141x229.9

甘高爾夫．蓋斯

《The Gangolf Geis Collection of Fine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

109

圖 4-17

19

禪椅

黃花梨

75x75x85

霍艾

《Pure Form: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 - Vok Collection》

110

圖 4-18

25

癭木面架几案

紫檀木
癭木

208.4x42x92.3

霍艾

139

《Pure Form: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
- Vok Collection》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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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1

透雕靠背玫瑰椅

黃花梨

61.4x46.8x87.5

侶明室

《Living with Ming：the Lu Ming Shi
Collection》

111

圖 4-20

46

班竹片門圓角櫃(一對)

黃花梨

71.7x41.6x115.8

侶明室

《Living with Ming：the Lu Ming Shi
Collection》

112

140

附錄三、收錄表
編號

書名 / 網站

作者

出版地

出版商

出版
年份

收錄
件數

1

明式家具珍賞

王世襄

臺北

藝術圖書公司

1987

81

2

中國美術全集
工藝美術編11：竹木牙角器

王世襄、朱家溍
主編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8

39

3

張說木器

春元、逸明

北京

國際文化出版社

1994

5

4

風華再現－明清家具收藏展

國立歷史博物館
編輯委員會編

臺北

國立歷史博物館

1999

115

5

明清蘇式家具

濮安國

杭州

浙江攝影出版社

1999

38

6

明清家具集珍

田家青

香港

三聯書局(香港)
有限公司

2001

20

7

明清家具鑑賞與研究

田家青

北京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3

3

8

明清家具鑑賞

濮安國

杭州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4

6

9

明清家具鑑定

王正書

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7

2

10

明清家具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上冊)

朱家溍主編

香港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2

141

11

明清家具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下冊)

朱家溍主編

香港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2

75

12

北京文物精萃大系－家具卷

梅寧華、陶信誠
主編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2

71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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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你應該知道的131件黃花梨家具

芮謙主編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8

43

14

恭王府明清家具集萃

文化部恭王府
管理中心編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8

52

15

馬未都說收藏 - 家具篇

馬未都

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
有限公司

2008

23

16

百盒 千合 萬和

馬未都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9

37

17

坐具的文明

馬未都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9

126

18

明式家具二十年經眼錄

伍嘉恩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10

146

19

頤和園藏明清家具

北京市頤和園
管理處著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

23

20

物得其宜─黃花梨文化展

首都博物館書庫
編輯委員會編

北京

首都博物館

2011

2

21

大收藏家：古家具專家張德祥

楊麗凡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1

30

22

Chinese Household Furniture

Kates, George N.

紐約/倫敦

Harper and Brothers

1948

109

23

Chinese Furniture: Hardwood Example of the
Ming and Early Ching Dynasties

Ellsworth, Robert H.

紐約

Magnum Printing
Company

1971

97

24

Chinese Hardwood Furniture in Hawaiian
Collection

Ellsworth, Robert H.

夏威夷

Honolulu Academy of
Arts

1982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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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Wood from the Scholar's Table: Chinese
Hardwood Carvings and Scholar's Articles

Piccus, Robert
Forsyth, Angus
Jones, Rebecca Rice

香港

Altfield Gallery

1984

54

26

Chinese Furniture, Far Eastern Series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Clunas, Craig

倫敦

Bamboo Publishing
Ltd

1988

40

27

Chinese Domestic furniture

Ecke, Gustav

臺北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1992

55

28

Beyond the Screen：Chinese Furniture
of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Berliner, Nancy

波士頓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Massachusetts

1996

25

29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 in the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s

The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s

1999

97

30

Austere Luminosity of Chinese Classical Furniture

柏克萊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21

31

The Dr. S. Y. Yip Collection of Classic Chinese
Furniture
Wu Bruce, Grace and
(Dreams of Chu Tan Chamber and the Romance
Yip, Dr. S.Y.
with Huanghuali Wood)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
文物館

1991

69

32

The Dr. S. Y. Yip Collection of Classic Chinese
Furniture II
Wu Bruce, Grace and
(Dreams of Chu Tan Chamber and the Romance
Yip, Dr. S.Y.
with Huanghuali Wood)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
文物館

1998

71

33

The Dr. S. Y. Yip Collection of Classic Chinese
Furniture III
Wu Bruce, Grace and
(Dreams of Chu Tan Chamber and the Romance
Yip, Dr. S.Y.
with Huanghuali Wood)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
文物館

2007

85

Jacobsen, Robert D.
明尼
and Grindley, Nicholas 阿波利斯

Handler, Sarah

34

洪氏所藏木器百圖

Ellsworth, Robert H.

紐約

私人出版

1996

123

35

洪氏所藏木器百圖第二卷

Ellsworth, Robert H.

香港

私人出版

2005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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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兩依藏 玩閒談 －A Leisurely Pursuit

Evarts, Curtis

香港

United Sky Resources
Limited

2000

129

37

Living with Ming：The Lu Ming Shi Collection

伍嘉恩

香港

Grace Wu Bruce Co
Ltd

2000

89

38

Pure Form: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
－Vok Collection

Grindley, Nicholas
Hufnagl, Florian

慕尼黑

私人出版

2004

65

39

留餘齋藏明清家具

黃定中

香港

三聯書店(香港)
有限公司

2009

111

40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

文藝
復興鎮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

Winter
1990

7

41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

文藝
復興鎮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

Spring
1991

5

42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

文藝
復興鎮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

Summer
1991

7

43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

文藝
復興鎮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

Autumn
1991

5

44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

文藝
復興鎮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

Winter
1991

3

45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

文藝
復興鎮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

Spring
1992

4

46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

文藝
復興鎮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

Summer
1992

5

47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

文藝
復興鎮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

Autumn
199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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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

文藝
復興鎮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

Winter
1992

1

49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

文藝
復興鎮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

Spring
1993

7

50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

文藝
復興鎮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

Summer
1993

9

51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

文藝
復興鎮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

Winter
1993

9

52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

文藝
復興鎮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

53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

文藝
復興鎮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

Summer
1994

4

54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

文藝
復興鎮

中國古典家具學會

Autumn
1994

3

55

Chinese Furniture – Selected articles from
Orientations 1984 – 1994

Orientations Magazine
Ltd.

香港

Orientations Magazine
Ltd.

1996

26

56

Important Chinese Works of Art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Christie’s

紐約

Christie’s

1994

13

57

中國嘉德1995秋季拍賣會
《清水山房藏明清家具》

中國嘉德

北京

中國嘉德

1995

39

58

Important Chinese Furniture: Formerly The
Museum of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 Collection

Christie’s

紐約

Christie’s

1996

138

59

The Mr. and Mrs. Robert P. Piccus Collection of
Fine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

Christie’s

紐約

Christie’s

1997

111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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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The Jingguantan Collection Part II

Christie’s

紐約

Christie’s

1997

27

61

From Elegant Mansions: Fine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 and Works of Art

Christie’s

紐約

Christie’s

1998

31

62

Important Chinese Furniture

Sotheby’s

紐約

Sotheby’s

1999

18

63

The GangolfGeis Collection of Fine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

Christie’s

紐約

Christie’s

2003

79

64

The Geldart Collection of Chinese Furniture,
Scholar's Objects and Carpets

Bonhams &
Butterfields

紐約

Bonhams &
Butterfields

2009

84

65

中國嘉德2012秋季拍賣會
《澄懷觀物─明清古典家具》

中國嘉德

北京

中國嘉德

2012

2

66

雅昌藝術網

http://www.artron.net/

12

67

費城藝術博物館官網

http://www.philamuseum.org/

42

68

洛杉磯藝術博物館官網

http://collections.lacma.org/

1

共收錄27本專書, 12本藏家圖錄, 16份期刊, 10項拍賣目錄, 3個網站資料，總計325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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