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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倪瓚（1301-1374）身處元末動盪不定的時代，其畫與其人都充滿著傳奇的

色彩。在一系列傳倪瓚作品中，有幾幅在倪瓚風格脈絡裡顯得格格不入，如：《松

林亭子》、《雨後空林》…等，過去曾有專家學者提出各種意見與疑問，肯否並陳，

但這些作品至今仍歸於倪瓚名下。本文將由倪瓚自書的題跋和倪畫中常出現的母

題—亭子，討論幾幅具有爭議性的畫作真偽；另由倪所作的《畫譜》畫論中，探

討其繪畫思想，並比較明清之後對於亭子母題描繪之差異。除此之外，對這些風

格迥異的作品，為何地位如此難以撼動，提出一些想法。 

 

 

 

 

 

 

 

【關鍵字】：題跋、荊關風格、畫譜、逸。 

 

由倪瓚之書法及亭子母題探討其畫作之真偽 

A Study of Ni Zan’s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s 

國立台灣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研究生  許芷瑄  Hsu, Chih Hsuan 



2010 造形藝術學刊 

 168

一、 緒論 

 
(一) 研究動機 

 

倪瓚（1301-1374）身處元末動盪不定的時代，其畫與其人都充滿著傳奇的

色彩。在一系列傳倪瓚作品中，有幾幅在倪瓚風格脈絡裡顯得格格不入，如：《松

林亭子》、《雨後空林》…等。但這些作品至今仍歸於倪瓚名下。本文將由倪瓚自

題的題跋和畫中常出現的母題—亭子，比較這些畫作之間的異同點，並討論幾幅

畫作的真偽。 

 

(二) 文獻整理 

 

在關於倪畫作真偽鑑定上，學者容庚(1894-1983)於 1944 年第一次進行整體

而有系統的檢驗，他將倪瓚作品分為正錄、別錄與偽作；正錄大多見於詩集及清

閟閣全集，或有名人題跋鑑定者、以及記載在明代著錄者，1容庚的這一份研究

報告也奠定日後論倪瓚畫作真偽的基礎，故宮博物院出版的研究報告《元四大

家》，也大多採取容庚的說法，收錄倪的作品。 

 

本文即將討論的兩幅畫作：《松林亭子》與《雨後空林》，過去一直是被質疑

與討論的，但大部分學者最後仍選擇相信明清鑑賞家的說法，接納這兩件為真

品，並各自提出理由解釋。以《松林亭子》來說，高木森曾提此畫中倪瓚的書法

幼稚、行氣歪斜，較同時期書法相去甚遠，因此懷疑此幅作品的真實性。2王季

遷則認為此畫的書法、山石與《岸南雙樹》有「絕似處」，只因此幅是絹本作畫，

因此倪的筆趣無法發揮。3 

 

關於《雨後空林》，張光賓也曾質疑倪的題跋為偽：「…倪題字跡墨色特濃，

                                                 
1 容庚，<倪瓚畫之著錄及其偽作>，《中國學報》，第 2 卷，第 2 期，1944 年，頁 5。 
2 高木森，《元氣淋漓: 元畫思想探微》。(臺北 : 東大圖書，1998)，頁 354。 
3 王季遷，<倪雲林之畫>，《故宮季刊》，第 1 卷，第 3 期，1987 年，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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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體與運筆習慣皆不類，顯為後人另加上去…」但結論卻是，此畫年代推論上有

誤，沒有懷疑畫作是否為偽。4高木森則是一開始便否認書與畫皆偽的想法，並

認為《雨後空林》的題字與《安處齋圖》、《容膝齋圖》、《紫芝山房圖》等類似，

畫的部份則是：「此畫甚精，且流傳有緒，絕不可能是偽」。從這段文字可看出來，

高氏因古人記載，相信此畫應為真；對《雨後空林》畫中的方石，解釋為倪接觸

到荊關派書畫，並開始由董巨風格進入荊關的證明。5王季遷則是認為倪瓚少有

這種格局，但看過原作，山水龍脈十分清楚，能簡能繁，對此畫亦持肯定的態度。

6 

李潤恒認為在容庚所收錄的正錄、別錄中可疑者仍多，而倪瓚歷年來書法風

格較為一致與穩定，與流傳的畫作相比，書法偽作較少，因此可作為較可靠的判

斷依據。7 

 

二、 研究方法 

 

    由容庚研究報告、故宮《元四大家》一書，8與《中華五千年文物集刊》中，

9選出傳為正品倪瓚的畫作。並以較為可靠的《秋林野興》、《漁莊秋霽》、10《容

膝齋圖》11作為對照。前半部依年代順序分別比較《六君子圖》、《松林亭子》和

《雨後空林》三幅作品上的題跋。 

 

                                                 
4 國立故宮博物院，《元四大家：黃公望・吳鎮・倪瓚・王蒙》。(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1984)，
頁 19-21。 
5 高木森，《元氣淋漓: 元畫思想探微》。(臺北: 東大圖書，1998)，頁 348-350。 
6 王季遷，<倪雲林之畫>，《故宮季刊》，第 1 卷，第 3 期，1987 年，頁 24。 
7 李潤桓，<倪瓚書跡研究>，《新亞學術集刊》，第 4 卷，1983 年，頁 291。 
8 國立故宮博物院，《元四大家：黃公望・吳鎮・倪瓚・王蒙》。(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1984)。 
9 吳哲夫，《中華五千年文物集刊：元畫篇》。(臺北：中華五千年文物集刋編輯委員會，1986)，
頁 162-175。 
10 Susan E.Nelson.”Rocks Beside a River: Ni Tsan and the Ching-Kuan Style in the Eyes of 
Seventeenth-Century Critics,”Archives of Asian Art,1980,vol.33,pp.73-81. 
11 Wen C.Fong and James C.Y. Watt.,Possessing the Past: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Taipei (New York :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 Distributed by H.N. Abrams, 
1996),pp.317-319. 



2010 造形藝術學刊 

 170

後半部透過倪瓚《畫譜》理解倪瓚的繪畫觀，並以《容膝齋圖》、《秋林野興》

圖中的亭子母題作為比較基準，比較《松林亭子》、《江岸望山圖》、《楓落吳江》、

《安處齋圖》、《雨後空林》、《紫芝山房圖》、《江亭山色》、《孤亭秋色》、《秋亭嘉

樹》。以上圖片皆收錄在容庚正品錄及國立故宮博物院出版的刊物之中。12圖片

僅作原比例的縮放，未經其他後製，期望能達到最接近原作的狀態。 

 

三、 研究分析 

 
(一) 倪瓚生平、評價 

 

元代(1271-1368)普遍存在等級歧視制度，漢人當時飽受不平等對待，文人多

隱居山林，表現在繪畫上，此一階段的畫作，文人氣息與筆墨趣味變重，更注重

性靈的抒發並由南宋華麗纖巧畫風轉向筆墨渾厚的風格。元初趙孟頫(1254~1322) 

揭櫫「復古」，以書法入畫，作畫首重古意。對接下來元代畫壇有著深遠的影響。 

 

倪瓚生於 1301 年（另一說採 1306 年），字元鎮，號雲林，迂翁。無錫人。

自幼家中富裕，清閟閣藏書畫、古玩、經典。32 歲前信奉道教，且與道家人士

往來。這段期間都過著富裕而悠閒的生活。一直到元朝後期，特別是 1340 年代

中後期至 1350 年代期間，自然災害頻傳，統治者不斷巧立名目向人民科以重税。

至正 12 年(1352)，倪瓚不堪重稅選擇棄家，晚年漂泊於山水之間，過著隱居生

活。 

 

倪瓚的畫風可歸納為一河兩岸式構圖：近景坡陀、樹木、茅亭；遠景沙渚山

巒，中間空白為汪洋湖水。早期受董巨影響，山石用披麻皴，六十歲後漸入荊關

風格，自創折帶皴法，使用側鋒轉折交錯，適用於表現橫向的紋理，整體山石看

                                                 
12 選自故宮出版的書籍『元四大家』、『中華五千年文物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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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來冷峻而堅實。高居翰形容倪瓚，下筆使用側鋒淡墨，不帶任何神經質的緊張；

墨色濃淡變化不大，稀疏橫打的點、沙洲部份線條強調較深的墨線，整體畫面顯

得清淡，顯示倪的潔癖與遠離塵世喧囂。13 書法上，早期習歐、褚，作品多為

楷書，後帶有隸書味道，二十到三十歲間，書法受鐘繇和其友鄭元祐影響，但更

顯得沈鬱婀娜。14晚年轉為行楷體，六十歲後字跡較為放逸，體型由長瘦轉為扁

方。15  

 

明人王世貞將倪瓚畫作列入逸品，並表示：「元鎮極簡雅，似嫩而蒼。宋人

易摹，元人難摹，元人猶可學，獨元鎮不可學也。」16董其昌推崇倪為元四大家，

並稱讚他的畫作「古淡天然」，書法則是「雅勁沈靜，如老僧入定。」17由上述

評價可略為窺知倪瓚畫作與書法上的風格特色。 

 

(二) 由倪瓚題跋比較《秋林野興》、《六君子圖》 

 

    倪瓚作《秋林野興》(1339) 時仍住在家中，過著閒適的生活。王文佫題跋：

「世率以其書辨真贗不知早歲作，尤少嫩如其人。」畫中山石學董源，使用披麻

皴。六年後作《六君子圖》(1345)，倪瓚自題：「盧山甫每見輒求作畫…至正五

年四月初八日…」可知題跋時間約為 1345 年。 

 

    倪瓚早期書法與後期相比偏長且瘦，結體方正不歪斜，初受褚遂良影響，字

體清秀細膩。《秋林野興》(圖一)字體的粗細筆劃造成墨色深淺不一，整體視覺

上構成具有韻律的結構，捺筆皆有加重拖曳的趨勢，如「秋」、 「林」 、「木」、

「春」、「長」等字，另每字起筆多為細筆，逐漸加重筆力至收筆，造成字體粗細

                                                 
13 James Cahill，宋偉航等譯，《隔江山色：元代繪畫》。(臺北：石頭出版社，1994)，頁 132-134。 
14 李潤桓，<倪瓚書跡研究>，《新亞學術集刊》，第 4 卷，1983 年，頁 279。 
15 吳長鵬，《倪瓚繪畫觀研究》。(臺北：藝術家出版社，1983)，頁 51-54。 
16 王季遷，<倪雲林之畫>，《故宮季刊》，第 1 卷，第 3 期，1987 年，頁 39。 
17 吳長鵬，《倪瓚繪畫觀研究》。(臺北：藝術家出版社，1983)，頁 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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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較《六君子圖》(圖二)來得豐富，圖二每字從起筆到收筆，都顯得粗細一致

而缺乏變化，使其顯得較為單調貧乏，且每行第一字至最後一字排列歪斜，與他

在《秋林野興》中行列整齊有所差異。唯一解釋在於句中所說：「…泊舟弓河之

上，而山甫篝燈出此紙，苦徵畫。時已憊甚，只得勉以應之。…」是否因泊舟河

上，或身心疲憊，造成書法行體歪斜，仍有討論空間。 

 

從署名來看，《秋林野興》(圖三)的筆鋒外露，筆劃開始與結束處都顯得尖

銳纖細；而《六君子圖》(圖四) 筆劃顯得較圓頓內斂，在筆劃結束處不像《秋

林野興》中那麼外放而隨興，似乎有意壓抑筆觸，由倪字掠筆可以明顯看出。 

 

(三) 由倪瓚題跋比較《岸南雙樹》、《松林亭子》與《漁莊秋霽》 

 

倪畫《岸南雙樹》(1353)時，畫中山石已由圓轉方，顯現出之後荊關風格的

演變。隔年，陸孟德自吳淞攜回《秋林野興圖》，數日後倪瓚作《松林亭子》 

(1354)，款中紀年至正 14 年初冬。並題詩：「亭子長松下，幽人日暮歸，清晨重

來此，沐髮向陽晞。」畫上有吳睿(~1355)提跋與張雨(~1350)題詩。《漁莊秋霽》

(1355)畫上的題跋，則是於 18 年後(1372)補題。 

 

根據學者研究《岸南雙樹》與《漁莊秋霽》是倪較為可靠的作品，可以來和

《松林亭子》作比較。從《岸南雙樹》1353 年的題拔 (圖五)，演進到《漁莊秋

霽》(圖七) 1372 年的書跡，可看出結構已開始變得扁平，兩件作品結體較前期《秋

林野興》來得歪斜，隸書筆意也變得更加明顯，收筆都會加重頓勢，如同隸書中

的燕尾收筆，又《漁莊秋霽》題於 1372 年，已是倪瓚晚年書法作品，扁平化現

象達到極致，但筆劃粗細變化上，仍是維持輕重相間的和諧韻律。《松林亭子》(圖

六)的書法，則難以和隸書筆意作聯想，單看畫面字體細長，一筆一劃皆無粗細

變化，第三行第三字的「倪」字最後一筆，轉折處顯得不自然。放在《岸南雙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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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與《漁莊秋霽》(圖七)間，便可看出風格差異。另《岸南雙樹》(圖五)第一

行「茂」字，與《松林亭子》(圖六)第四行「茂」字相比，可看出在筆劃粗細與

長短迥異，《松林亭子》(圖六)「茂」字刻意拉長的字體，再加上筆劃均細瘦，

造成字體下方空虛，通篇結構因而顯得鬆散，與《岸南雙樹》整體綿延的氣勢形

成強烈對比。 

 

(四) 由倪瓚題跋比較《雨後空林》、《虞山林壑》與《容膝齋圖》 

 

至於《雨後空林》(1368)，傳為倪瓚唯一流傳下來的設色作品，則與《虞山

林壑》(1371)和《容膝齋圖》(1372)來比對，《容膝齋圖》於倪七十二歲時贈其友

檗軒，又寄贈醫師仲仁，並於 1374 年雲林補題詩。這三幅畫作皆成於倪瓚晚年，

可互相作為對照。 

 

放大《雨後空林》(圖八)的字來看，可以發現用筆較多轉折與鈍角，《容

膝齋圖》(圖十)中可看出倪瓚使用側鋒書寫，起筆細如髮絲，逐漸變粗，到

達收筆時的加重頓挫。而《雨後空林》的用筆似乎採用中鋒下筆，舉其中

的「生」字(圖十一)來看，第一筆橫畫結尾，如使用側鋒無法達到此效果。 

 

再由圖十三、圖十四可看出，《雨後空林》的書法比起《容膝齋圖》，

更加具有表現性與戲劇張力，圖十三頓筆加重至不成比例，與圖十四中頓

筆淺嚐即止、冷淡而理性的書法筆意不相似。 

 

另外取與《容膝齋圖》同年提字的《漁莊秋霽》(圖七) 比對，圖十五

中四個年代相近的「山」字，可以看出《雨後空林》的「山」字過窄，容

不下三直豎中間的空隙，另外三個正品中的「山」字，可看出倪瓚留出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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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直豎空間，讓其朝橫向發展。橫向發展的「山」，嵌合在上下文間，符合

倪瓚晚期書法扁方風格。圖十六中右邊三個「雲」字下方的「云」，兩橫畫

分明，雖已帶有行書意味但仍嚴謹細分筆劃，與《雨後空林》中「雨」與

「云」字一氣呵成，筆劃相連的筆意不同。 

 

(五) 《六君子圖》與《松林亭子》畫面分析 

 

在上述比較中，挑出較有疑義的《六君子圖》作進一步畫面分析。首

先檢驗構圖構，早期《秋林野興》(圖十七)遠處的河岸與近處相隔甚近，到

中期《漁莊秋霽》(圖十九)將遠處河岸推開至遠方，湖水居於期間顯的廣闊

杳遠；晚期《虞山林壑》(圖二十)與《容膝齋圖》(圖二十一)前後岸維持中

期的深遠，另外後岸向上發展出山頭，讓後景藉由山脈延伸，產生更廣闊

的空間。 

 

1345 年的《六君子圖》(圖二十二) 構圖上已將後面河岸推至深處，與

早期 1339 年《秋林野興》空間安排相異，1354 年的《松林亭子》(圖二十

三)構圖則較類似早期作品。若《六君子圖》與《松林亭子》皆為真跡，那

兩幅年代似乎互相錯置了，因為年代較晚的《松林亭子》構圖上反而較接

近早期的《秋林野興》，接著檢驗樹石透露出的線索。 

 

《六君子圖》樹幹上多苔點，加重了樹的關節。除了松柏樹外，其餘

樹葉皆由上往下拉點，呈一短直豎線，用墨頗重。樹頂樹枝不外露，並無

多餘的末端枝節出現；樹幹上有用淡墨擦出樹皮肌理與明暗面，是相當細

緻的刻畫處理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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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林亭子》靠近地面的樹葉多用橫點，到了中上段的樹幹改用豎點，

如同六君子般的處理方式。但松林亭子的豎點顯得比較軟弱無力，豎點最

密集處如同一團水草，喪失六君子直豎的勁道。又《松林亭子》的樹枝最

明顯的是其末端枝節外露，刻意要表現樹枝彎曲的走勢。樹幹下方及左上

方樹頂可以明顯看到彎延曲折且不斷自我重複延伸的樹枝。 

 

《秋林野興》左方出現了與《六君子圖》同的垂直樹葉，樹幹也同樣

細心刻畫，另末端樹枝多藏起來，僅右方枯枝表現較明顯，但未產生如松

林亭子般自我衍伸且走勢蜿蜒的樹枝。而在樹幹上可見眾多苔點，比《六

君子圖》來得多，《松林亭子》樹幹表面無點，肌理明暗也不明顯。 

 

中期《岸南雙樹》(圖十八)樹幹部分簡化了，其上也已無苔點出現，樹

葉點用墨深點，比起《秋林野興》來得更為有規畫，雖然樹葉減少了，但

位置安排恰到好處。在此之後的畫作，樹幹皆無苔點，也無樹皮肌理描繪。

若描繪最末端樹枝，可看出不超過三筆，多為兩筆結束，形成如螃蟹爪一

般的「Y」字型。 

 

總結上述，從樹幹上苔點與表面肌理來看，《秋林野興》最繁，次為《六

君子圖》，中晚年畫作幾無描繪。從點葉子的筆力及樹枝繁簡來看，《松林

亭子》在筆力上比起真跡，如《岸南雙樹》為弱，但樹枝描繪又顯得太過

複雜。 

 

從遠山來看，最早的《秋林野興》可看出山體披麻皴意味，且渾圓山

頭帶著濕潤感。中期《漁莊秋霽》已用乾筆擦出山脈，濕潤感全無，同時

期的《松林亭子》卻仍帶著濕潤，且山頭苔點太多，積墨成一片，兩相比

較之下可看出濕潤度的差異。《六君子圖》表現方式則介於《秋林野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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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莊秋霽》之間，山體仍帶有麻線下披的線條，但已開始乾枯，山頭仍

有苔點，山頭形狀漸變尖。石頭畫法演進方式，從早期披麻皴逐漸演變成

折帶皴，晚期石頭上出現苔點，早中期則無。作為中期作品的《松林亭子》

反常地出現苔點。 

 

最後回到書法上，前面幾節已分析《六君子圖》缺少了整潔嚴謹，《松

林亭子》比起同時代書法則是欠缺隸書筆意且形體歪斜。若將《六君子圖》

再挑出與《松林亭子》一比，更能見《松林亭子》書法之拙劣。 

 

《六君子圖》作為一種過渡時期作品，介於早期演變至中晚期畫風，

是有其存在的可能性，不排除為倪瓚真跡。但《松林亭子》無論是在前幾

節書法比較上，或是本節畫面分析，皆無法視為真品，且倪瓚晚期才出現

的山石苔點，卻出現在中期《松林亭子》畫面上，但《松林亭子》的構圖

卻又不像中晚期前後岸相距甚遠，反而是採取早期前後岸靠近的構圖。種

種矛盾跡象顯示，《松林亭子》可能是由後人挑取倪瓚各時期特色拼湊而成

之作。 

 

(六) 傳倪瓚畫作中的亭子比較 

     

本節將從《松林亭子》、《江岸望山圖》、《楓落吳江》、《安處齋圖》、《雨後

空林》、《紫芝山房圖》、《江亭山色》、《孤亭秋色》、《秋亭嘉樹》、《秋林野興》與

《容膝齋圖》中出現的亭子，挑出比對一下它們的表現手法。其中《秋林野興》

與《容膝齋圖》是一般學者認為較可靠的倪作。 

 

從《秋林野興》(圖二十五)和《容膝齋圖》(圖二十六)中，可以大致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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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倪瓚亭子的印象：三角錐形的屋頂加上四個柱子，亭子為四面開放流通的空

間。在處理質地部分，初期的《秋林野興》對屋頂細節較為注重，畫出稀疏的茅

草。晚期《容膝齋圖》，僅用線條鉤勒出亭子形狀，屋頂輪廓線線條堅定有信心，

一氣呵成，也可看出此時用筆技巧已經到達爐火純青的地步。 

 

    接著看九個不太確定的圖，可以先挑出建築結構明顯不符的：《松林亭子》(圖

二十七)、《安處齋圖》(圖三十)和《雨後空林》(圖三十一)。這三個亭子都處理了

複雜的空間與透視，且不僅是只由屋頂和柱子兩個元素構成而已。《楓落吳江》(圖

二十九)的線條呈現顫抖且不穩的現象，柱子部份也來回補了幾遍，從技巧純熟

度與個性上來看，似乎和倪瓚有所出入。《秋亭嘉樹》(圖三十五)對於屋頂茅草

的描繪十分仔細，甚至製造出茅草反光般的效果，是充滿寫實意味的處理方法。 

     

1351 年倪瓚應外甥華子文要求著作《畫譜》18一冊，內容細述如何畫山石竹

木，透露倪瓚本人的繪畫觀。在「兩山」一頁中提及：「…若要亭屋，任意於空

隙處寫一椽，不可多寫，多則不見清逸耳。…」可見倪瓚本人對亭台樓閣的要求，

描繪建築物主要結構即可，不可增加多餘繁複的裝飾，描繪太多則畫面喪失清逸

平淡之氣。抱持這樣想法的倪瓚，與明清之後的畫論有所不同，明代龔賢《畫訣》

即表示：「畫屋有正有旁，正為堂，旁為舍，不得倒置。畫屋要以設身處其地，

令人見之皆可入也。」19清人蔣驥《讀畫紀聞》：「村居亭觀，人物橋樑，為一篇

之眼目，如房舍有當用正者，有當用側者，或幾面有窗牖者，或反露村居之後面

者。以及亭觀之高下，人物之往來，皆有一定區處。譬之真景，以我置身於其地，

則四圍妙處皆可領略，如此方有趣味。」20明清畫論講求建築形式要合乎體例，

正為堂，旁為舍，不可不察。空間結構要合於比例，讓觀者能遊於其中，增加畫

面趣味。以此觀點來看，《松林亭子》、《安處齋圖》和《雨後空林》，這三個亭屋

                                                 
18 國立故宮博物院，《故宮書畫圖錄》。(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2003)，第 22 冊，頁 135。 
19 傅抱石，《增訂本中國繪畫理論》。(臺北：華正書局，1984)，頁 273-278。 
2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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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呈現複雜的空間透視，對於窗牖台階也巨細靡遺交代細節，與倪畫論中的「不

可多寫」互相矛盾。又再將這三幅圖的屋、亭與明董其昌《倣倪瓚清閟草堂》(圖

三十六)和清惲壽平《倣倪瓚山水》(圖三十七)中的房舍互相對照，可見其中相似

處：皆描繪出建築物之正面、側面兩個方向，並用許多線條分割牆面，畫出窗戶、

門、屋簷等幾個重要的房子結構，呈現多種幾何塊面，三角、正方與長方形等。

是否這幾幅圖成畫於明清時期，可再綜合其他線索深入探討。 

 

四、結論 

 

經過書法和畫面分析幾乎可確定《松林亭子》非真跡；而《雨後空林》裡出

現的房屋與倪瓚本人畫論相悖，且書法也與同時期的作品不似，應可確定其非倪

瓚真跡，疑似為明清之後的偽作。又《六君子圖》書跡雖然可疑，但畫面分析又

可銜接早中年的過渡期，因此有可能為真跡。《安處齋圖》與董其昌《倣倪瓚清

閟草堂》中的房屋結構相似，且與倪瓚畫論有所出入，因此目前將此圖歸於倪瓚

名下，恐有疑問。《楓落吳江》與《秋亭嘉樹》等圖，雖然由亭子看來不像倪瓚

之作，但仍需深入探討畫面中的其他特徵，才能進一步確定其真偽。上述幾幅圖

一直沒有被質疑，推測原因是其中某些畫作，自明以來都經過歷代蒐藏家背書，

《六君子圖》曾收錄在明人李日華(1565-1635)的《紫桃軒雜綴》、汪珂玉(1587 1587

生)《珊瑚網》、卞永譽(1645-1712)《式古堂書畫彙考》、清代《佩文齋書畫譜》

(1708)；21《松林亭子》其上有董其昌題跋與鈐印；《雨後空林》則是曾收錄在明

代、李日華《六研齋筆記》、張丑(1577-1647)《清河書畫舫》、卞永譽《式古堂書

畫彙考》清安岐《墨緣彙觀》(1742) 、顧復(1894-1979)《平生壯觀》…等著錄，

此外還有吳叡(1298-1355)、周南老(1308-1383)、董其昌、乾隆等人的題跋22。在

容庚鑑定文章中，正錄大多以見於詩集及《清泌閣全集》，或有名人題拔、明代

                                                 
21 吳哲夫，《中華五千年文物集刊：元畫篇》。(臺北：中華五千年文物集刋編輯委員會，1986)，
頁 168。 
22 高木森，《元氣淋漓: 元畫思想探微》。(臺北 : 東大圖書，1998)，頁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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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錄作為辨別的一個依據。目前國內關於倪瓚的論文也都引用容庚或故宮著作，

作為資料來源。因此經過一代代的延襲，奠定其真品地位。 

    倪瓚傳世的畫蹟不少，但真偽混雜不清，目前對於他真實面貌認識，停留在

「簡、淡、疏」上面，而本文便是從這個角度出發，從我們目前最認識的倪瓚，

去推測其他作品真偽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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