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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題 

• 魏晉南北朝 
• 石窟藝術 
• 中外 
• 文化交流 

藝術史看甚麼？ 
• 不同於傳統的文獻歷史 
• 着重物質的表達 
• 看製作者的設計、製作技巧、對材料的運用、空間的運用 
• 輔以銘文、帶有特定語境、附在特定載體上的文字 
• 看製作者的團體 
• 看時間帶來的變化——歷史 
• 看地域帶來的變化 

天覺人覺機械覺+時間 
• 天覺：如衛星之視角，看大範圍之分佈，人群的流動…… 
• 人覺：以人之感官能探討的角度，如人之視覺看器物之色彩、造型，如人

之觸覺感受器表之潤滑粗糙…… 
• 機械覺：泛指以機器輔助才能探討的角度，如紅紫外線偵測畫作之墨痕，

顯微鏡觀測細緻部位 
• 時間：隨着時間流動而推測的變化 

問題： 
1. 傳世文獻帶給我們甚麼認識？確切人、地、時之紀錄 
2. 傳世文獻的認識有甚麼限制？受限於文獻作者之注視角度、較關注政治、

軍事史等國之大事，忽略非精英人群之角度，忽略物質史之角度 
3. 實物實景能帶來甚麼新認識？提供多種探索歷史之途徑 
4. 如何在實地考察中結合文獻與實物的探索？ 
5. 實物實景又有甚麼限制？ 

 
以文物、場景三維模型教授歷史文化 
Makifit.com/bmbw 
有用網上資源 
芝加哥大學天龍山石窟 3D 模型 



https://tls.uchicago.edu/sculptures?field_figure_type_tid=All&field_cave_tid=All&fie
ld_dynasty_tid=52&field_institution_tid=All&field_has_3d_model_value=All&items_
per_page=40 
敦煌研究院數字敦煌 
https://www.e-dunhuang.com/section.htm?ddhs/Core/Core/Core/Core/Metedata/D
ynasty=%E5%8C%97%E5%91%A8 
李建深團隊 3D 歷史文物 Art Information Modeling  
http://www.makifit.com/bmbw/detail4.html 
 
設計與製造 

• 造型、形狀：渾然天成？一個整體？拼合而成？ 
• 物料：青銅、黃銅、鐵等金屬、木、漆、竹、絲綢、陶、瓷、上釉之瓷、

泥、瓦…… 
• 色彩：礦物、植物、動物、黏合劑、膠 
• 製作環境：製成溫度、濕度 
• 製作時長 
• 製作工序：準備、即時操作 
• 結合整體產業思考，非限於個體器物 

空間與器物 
• 器物與空間的互動：空間如何構造以適應器物？又或器物如何製作以適應

空間？空間的變化，如何改變器物？器物變化，又如何改變空間？甚麼器

物於甚麼方位？甚麼器物於空間內的特定位置？ 
• 器物與器物之互動：甚麼器物放在一起？甚麼不放在一起？某時間段內甚

麼器物成一普遍組合？不同時段又帶來甚麼變化？ 
石窟藝術 

• 大空間分佈 
• 洞窟選址 
• 洞窟類型 
• 洞窟內外構造 
• 窟內器物： 
不可移動：依窟而造之塑像、壁畫、碑文書法； 
可移動：獨立塑像、獨立碑刻、經卷、珍寶 

六朝時代中國北方著名石窟 
• 山西大同雲岡石窟：北魏 

          公元 494 年，北魏孝文帝由平城(大同)遷都洛陽 
• 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北魏-宋 
• 甘肅敦煌莫高窟：十六國-元-清 
• 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十六國-北周-清 



• 甘肅天水炳靈寺石窟：西秦-唐-明 
• 山西太原天龍山石窟：北齊-唐 
• 河北邯鄲響堂山石窟：北齊 
• 新疆拜城縣克孜爾千佛洞：3-9 世紀 
• 新疆吐魯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6-13 世紀 
• 重慶大足石刻：唐宋-清 

 
20 世紀初期，中國文化西來說 
20 世紀中後期，中國文化本土說 
21 世紀初，中外文化交流說 
物質文化難有單向說，總宜雙向說 
只有當地具充份的交流條件，交流的物質紀錄才保留下來 
 
覆缽式佛塔 
仿木結構式 
依山而建 
鑿窟而建 
掏空洞窟 
保留主力柱 
開揚景觀，遠眺江河大地 
佛像造型 
「曹衣出水式」衣褶 
結跏趺座式 
Mathura 風格式 
樂舞、飛天、佛傳故事等壁畫 
敍事式 
洞窟整體結構 
 
巫鴻： 
地方自治、民族混合、大規模人口遷徙、帝國分裂，導致之新文化藝術現像 

1. 國家分裂而成的文化傳播新模式：不再是中央文化統一行政系統輻射式散

播，而是以地方為中心、本土與外域多元文化傳統互動，影響藝術和視覺

形式，如建築、繪畫、雕塑、服飾、喪葬藝術 
2. 佛教大規模傳入中國：宗族為單位的祖先崇拜、個人為單位的求仙長生不

同，宗教社團為基礎的佛教信仰刺激人們造廟造像造塔剎石窟 
3. 獨立藝術家誕生：供個人欣賞和收集的卷軸出現，鑒定學、品評書畫 

2000. 「前言」，《漢唐之間的宗教藝術與考古》. 北京：文物出版社. 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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