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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本指南是為了準備（或是考慮）進行藝術家總錄編制者而作的。藝術家總

錄（catalogue raisonné，以下簡稱總錄）為涵蓋某特定藝術家生平完整、已知的

所有作品，或是依據特定時期的部分作品（例如畫派時期、風格手法、媒材全數

羅列後）所編輯而成的一項重要目錄， 
不同的藝術家其總錄編制的方式不盡相同，本指南著重在西元 1300 年至

1960 年的畫作，彙整具共通性的編制方針，這些方針是一些必要條件，但並非

鐵律，未來希望總錄編制者可以提供相關建議來擴充這份指南。 
在總錄編製的過程，對於作者歸屬（authorship）與真實性（authenticity）

的界定，一直是相當重要的議題。在多數情況下，實際出版總錄與理想中的標準

都是有差距的，因為有限的預算而限制發展符合期望標準的總錄是常見的情況，，

也同時為總錄創造還可以進步的空間。 
 
本指南有幾個目標： 

Ø 提供一份協助總錄編制者的準備清單，涉及的層面包含學術、科學、法

律、經濟與實務。 
Ø 提倡最好的作法（總錄專業化與標準化作業）。 
Ø 常見困難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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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總錄編制作業流程  

1. 準備：創造有利條件  

1.1 具備藝術史學位或是掌握基本藝術史研究技巧。 
1.2 具備審視該項主題的史學知識。 
1.3 加入專業組織，例如藝術家總錄學會（ Catalogue Raisonné Scholars 

Association）。 
1.4 聯絡該項主題的專家，或查看藝術家相關的總錄計畫。 
1.5 有鑒於總錄編制是一項綜合領域的研究方法，應探詢與其他專家合作的可能

性。 
1.6 取得藝術家作品的重製許可，以盡量減免或降低費用。 
1.7 建立電子資料庫以歸檔圖像、資料與文書，並制定圖像及檔案命名的準則。 
1.8 藉由直接檢視作者歸屬無爭議的作品來訓練個人眼光，並透過大量觀察同時

期藝術家的作品，來提升個人作品鑑賞力。 
1.9 宣傳總錄編制的訊息： 

1.9.1 在合適的機構網站上、拍賣圖錄和藝術雜誌裡置放廣告，例如德國藝

術雜誌《世界藝術》（Weltkunst）、《阿波羅雜誌》（Apollo）、《藝術新

聞》（Art Newspaper）以及《藝術與拍賣》（Art & Auction）等。 
1.9.2 在學術期刊發表相關主題文章。 
1.9.3 聯絡典藏該藝術家作品的博物館或是經營該藝術家作品的畫廊。 
1.9.4 於博物館策劃一檔回顧展。 
 

1.10建置網頁公布總錄編制計畫，並提供聯絡訊息：  
1.10.1 說明計畫的目標與範疇。 
1.10.2 聯絡資訊以及個人簡歷。 
1.10.3 邀請作品持有者提供資料與圖像。 
1.10.4 提供通信住址。有鑒於類比照片相較於數位資料比較不容易被複製，

透過傳統信件寄達的東西也比較能顯示圖片及資料來源，方便編制者

辨識作品持有人及位置。 
 

1.11網站需規劃一個安全的交流平台，保護專家學者於平台上討論作品、上傳並

儲存資料和圖像。這種做法對於總錄進入最後出版階段時是很有效率的方法，

不過對於內容的公開程度需要特別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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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際工作：蒐集  

2.1 高品質的圖片： 
2.1.1 可以的話，請要求兩種檔案格式：同個圖像的 RAW 圖檔（彩色或灰階

照片）和 TIF 檔（或是其他不失真的圖檔）。RAW 檔是最「真實」的數

位影像形式，作為標準參考也很有價值。若是「失真的圖像」如 JPEG
檔，資料會被壓縮以讓檔案變小，就會喪失細節。 

2.1.2 建立最小解析度，且必須是一個量度單位的固定值；也就是說，要求的

不是檔案大小，而是例如每個單位像是一英吋裡有多少像素。品質及再

現性好的最小要求數值是 300 dpi（也是歐洲通用的圖像再現的標準），

不過高品質影像的解析度可以再更高。如果沒有辦法，至少取得有細節

的照片作表面研究。必須能達到圖像之間互相比較的目的。 
2.1.3 如果自己拍攝，要向專業攝影師諮詢以建立有效的參考準則。 
2.1.4 蒐集檔案庫照片和能看出藝術品在經特別修護之前、期間及之後的狀態

的照片。 
 

2.2 蒐集資料： 
2.2.1 以早期大師及十九世紀的藝術家為例：可以尋求照片典藏（photo 

collections）、專門的圖書館及研究機構，如紐約的弗里克藝術文獻圖書

館（Frick Art Reference Library）、洛杉磯的蓋堤研究中心（Getty Research 
Institute）、倫敦的維特圖書館（Witt Library）等等，以及博物館和畫廊

的檔案庫。 
2.2.2 以現代及當代藝術家為例：尋求畫廊檔案庫以及藝術家後代/家屬。聯繫

工作室檔案庫並訪談藝術家人際圈。 
 

2.3 第一手檢視作品，藉由： 
2.3.1 聯絡博物館、藝術品買賣商及藏家以充分地研究真品或是可能的真品。 
2.3.2 造訪拍賣及藝術博覽會去看一些浮出水面而沒人知道的作品。 

 
2.4 檢視作品的時候要拍照，照片內容包含： 

2.4.1 正面及反面。 
2.4.2 戳記、印章、標記、題字及其他作品反面的標記。 
2.4.3 帆布基底材的包邊，可以透露一些資訊如重新裝裱、畫作狀況、裱褙等

等。 
2.4.4 木板油畫（panel paintings）的邊緣會顯示顏料痕跡（cutting or shaving）。 

 
2.5 檢視作品的時候： 

2.5.1 測量高度、寬度（若為木板油畫也要測量油畫板的厚度，另外如果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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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面構造由一個以上的板子所組成，就要個別量每個板子的寬度）。 
2.5.2 作詳細的筆記（帆布沒有裱褙，架置了一個小型、刻度精細的「L」型

尺，從畫作反面特寫看，L 型尺與帆布的經緯紗對齊，可以讓你之後有

需要時能記錄帆布紗支密度；油畫板顯示了紋理方向）。 
前述資料和圖像可以幫助釐清各種相關層面如使用的技巧和媒材、創作的地點

和時間、之後的去向及所有者、手法質感、作者歸屬及保存狀況。基底材的技

術細節很容易記錄，而且對於建立藝術家使用材料的模式也很有用。 
 

2.6 必須記下一個大致但確實的狀況說明，要特別注意作品狀況有無太多後製介

入，是否足以主張作者歸屬。狀況良好的話會是： 
2.6.1 表層顏料層並沒有因為凡尼斯褪色、變黑或是蒙上塵土而凋落。 
2.6.2 大部分原來的顏料層都有保存下來，藉此可觀察藝術家的筆觸和質感。 

 
2.7 研究作品出處。 

作品出處包含文件記錄，囊括所有者姓名、持有的時間和轉移過程（如遺產

繼承或是藉由買賣商或拍賣購買），以及從作品創作出來那一刻到目前為止

的收藏地點。 
 

2.8 相關衍生問題： 
2.8.1 作品出處很容易偽造。因此要謹慎參考已經出版發表的作品出處，切

勿沿用二手文獻。 
2.8.2 找出在某特定期間作品持有人並不容易，通常也不太可能。 
2.8.3 若是現當代藝術家的作品，總錄編制者通常會碰到的問題是資訊來源

不公開。這也會發生在早期大師及十九世紀藝術家作品比較近期的收

藏記錄。如果資訊不讓總錄編制者知道，通常也就不會允許放進要出

版的總錄裡。一定要讓作品持有人填寫文件表述他們希望怎麼標註引

用來源。 
 
2.9 指南、方法與工具： 

2.9.1 參考國際藝術研究基金會 IFAR（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of Art Research）
網站上的作品出處指南：http://www.ifar.org/provenance_guide.php 

2.9.2 參考「N.H. Yeide et al., The AAM Guide to Provenance Research, 
Washington 2001.」。 

2.9.3 參考 Google 圖片，但要小心偽作。 
2.9.4 參考作品展覽歷史，查詢作品出借來源（查閱展覽圖錄的附註）。 
2.9.5 參考拍賣記錄，查閱拍賣圖錄的附註，除印刷版外可使用線上彙編的

資料庫，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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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弗利斯‧盧戈特（Frits Lugt）的線上匯編資料庫：

http://lugt.idcpublishers.info/content/aboutlugt.php 
(2) 蓋堤的作品出處索引： 

http://www.getty.edu/research/tools/provenance/search.html 
(3) 拍賣公司的線上已售拍品檔案庫 
(4) 其他網站如Artnet、Artvalue、Invaluable和Artprice。 

2.9.6 參考畫廊記錄（可查閱畫廊畫冊和史料庫）。 
2.9.7 參考藝術家的記錄、書信和藝術家在照片背後書寫的文字。 
2.9.8 找複製版畫（reproductive prints）（主要以早期大師而言）。 
2.9.9 找尋其他出版品中的重製圖像。 
2.9.10 找尋藝術品同時期或是之後的複製品（主要以早期大師而言）。 
2.9.11 參考相關、出版過的一手來源的文件，例如有提及這些作品的日記或

日誌。 
2.9.12 參考畫作反面、內框和畫框上的印章、記號、題字和標記。 
2.9.13 參考前面有提到的（在「蒐集資料」部分）照片典藏、專門的圖書館

和研究機構。 
2.9.14 參考作品之前持有人的傳記（可查閱傳略辭典和線上歷史新聞資

源）。 
2.9.15 參考藝術家主要贊助機構的檔案庫。 
2.9.16 參考藏家的遺囑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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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術研究：技術藝術史、科學檢測與修復  

總錄編制者之間能取得的技術資源有著程度上的差異，雖然一體適用的標準作業

流程在實際執行上存有困難，但是仍有一些程序是通用且必要的。 
3.1 蒐集研究中作品的物理狀況相關資料、檔案文獻、保存檔案等。 
3.2 及早讓技術專家參與。 

先釐清問題以便與技術專家討論可能的解決方法。倘若尚無法取得具體資訊，

則先釐清研究限制，尋求在限制條件下可達到目標的最佳方法。透過與技術

專家的討論，能釐清作品可能會被誤判的特徵（例如作品材料可能產生的物

理變化、因修復過程造成的變化等），並有助於加強肉眼判別能力。諮詢專

家之專業領域涵蓋：技術藝術史、藝術科學或藝術修復。倘若諮詢專家瞭解

各種材料知識，對於可能遇到的議題範疇就能提供更深入的見解。 
 

3.3 藉由與技術專家的討論，建立以下項目： 
3.3.1 對於研究最有利的物理性質。 
3.3.2 建立可用於鑑別資料庫。 
3.3.3 技術研究包括作品的科學檢測紀錄（如 X 光譜、紅外線），以及材料檢

測（如顏料、黏著劑和基底材）。 
3.3.4 建立最能判斷該藝術家創作特性的調查途徑，這些調查線索在分析時如

何利用（舉例來說，假設這個藝術家都不畫底稿，作品只有簡單描繪，

若出現大幅底稿時就會很可疑）。 
 
3.4 了解侷限。 

3.4.1 了解技術研究的侷限很重要，以避免過度倚賴某些資料和誤信他人。因

為大部分的藝術史學家沒有受過技術資料判讀的訓練，因此與技術專家

建立良好的工作關係是很可貴的。技術專家可以參與總錄團隊，作為其

中一員或是顧問，以提供調查方法建議、分析每個方法的利弊以及如何

利用這些資訊強化總錄的編制。 
3.4.2 不過分高估或低估技術研究的結果。技術研究可以排除某個作品的歸屬

或是曾被提出的日期判定（a proposed dating of）。它可以顯示一件作品

如何與特定藝術家的創作材料及技巧吻合。值得注意的是，技術研究報

告並不能用來「鑑定」藝術品，當技術研究受限於預算及設備，可能會

影響報告結論（例如：只因為沒有發現任何「錯誤」並不代表這個作品

「可以」；可能不是所有的點都有檢查到，這個作品可能是當代創造出來，

只是仿造的人用了歷史時代相符的材料等等）。還有，如果你不確定報告

的意思，就要去詢問報告的作者；若是沒有辦法或是你覺得還需要別人

的意見，那就諮詢同等地位的獨立專家。 
3.4.3 記住誤判（false positive）的定律。在進行技術研究與鑑賞（connoiss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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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如果太著重於一位藝術家的作品，將無法辨別與其他人的特徵不同

之處。在進行特定藝術家的作品研究時，同步檢視該時期的技術背景（art 
technological context）也很重要。 

 
3.5 進行技術研究委託時，需仔細思考蒐集來的資料如何長期保存及利用。不能

輕忽作品採樣的過程，從作品取樣檢測材料有可能會損及作品，如何依最小

限度執行非破壞性檢測，而且描述明確理由。可參考國際上文化資料保存組

織之倫理規章及專業指南裡相關作業標準： 
3.5.1 材料資料庫之再利用。科學技術持續更迭，對於資料的解釋並非絕對，

材料樣本未來也要能夠得以再檢測，數據資料也是，如同藝術史佐證也

必須能取得再作討論。 
3.5.2 掌握相互比較的概念，建立資料蒐集協議，增加資訊使用性。 
3.5.3 資料可觸性。技術資訊應該要再次檢閱、討論及分享。同儕審查會議的

工作報告可以讓廣大的藝術社群注意到技術研究的重要性，還可以從其

他領域的專家獲取有用的意見因而產生新的洞見。 
3.5.4 謹慎選擇研究作品。評估作品在進行技術研究檢測前，必須考量作品狀

況及評估狀況特徵的重要性。例如，倘若該作品狀況不佳，通過技術研

究檢視作品狀況有益於描述藝術家作品特有的材料脆弱性時，將使得這

項檢測具有其高度意義。另外可能的情況是為釐清作品保存狀況而產生

的研究價值。另一個可能是因為作品的創作技巧新穎，想要藉由建立明

確的準則及詳列有用的特徵，以鑑別及利用作品的技術資訊。 
3.5.5 建立專家網絡。 
3.5.6 確定資料文件有謹慎處理及歸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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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智力工作：進一步的研究、處理及詮釋  

4.1 建立藝術家傳記（biography）以了解作品的創作時間及地點。 
4.2 建置作品年表： 

4.2.1 註明時間清單做為參考架構。 
4.2.2 對於十九世紀及近現代時期的藝術家，多半能追溯其作品首度展覽的時

間與照片紀錄。因此，照片檔案庫對於註記與了解作品的時間點發揮重

要的功能，不過也要留意照片誤導的可能性。 
4.2.3 透過年表通常能觀察藝術家的創作技巧及風格的演進，並對於這些過程

加以描述及分析。通過歸納藝術家之諸多論述及證據，可作為作品進行

作者歸屬的衡量標準。 
 
4.3 建立作者歸屬的衡量標準： 

4.3.1 根據藝術家傳記、技巧、工作室手法、年表及風格來建立作者歸屬的界

定。 
4.3.2 紀錄個人觀察出的藝術家創作模式，便於後續進一步研究。例如：底稿

的使用、特殊的表面效果、一再發生的狀況問題。 
4.3.3 其他常見相關特性（例如媒材及靈感來源等）。 
 

4.4 在進行技術專家諮詢時，盡可能提供任何有助於調查的資訊，包括對作品的

肉眼觀察判斷。列出從科學檢測中想要尋求的技術特徵清單，並在檢前進行

資源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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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衍生層面：學術獨立、權責及責任義務  

5.1 從作品檢視、討論與文件相對應去仔細記錄造訪過哪些博物館、藏家以及藝

術品買賣商。 
5.2 在引用相關的版權作品時，須和所有權人達成清楚協議。 
5.3 只有在作品所有權人要求時，才能在非純學術性文章裡發表作者歸屬的主張。
但建議如果面臨類似要求時也要盡量避免。 

5.4 如需提出主張時，請先參閱前述藝術家總錄學會（Catalogue Raisonné Scholars 
Association）之標準意見請求書，以減低面臨法律訴訟、運輸及保險的金錢
責任或是其他施加於學者身上的要求。 

5.5 保險（例如作者錯誤疏漏專業責任險單）。 
5.6 要求作品所有權人簽署（不能是其他第三方）責任釋放和保護責任切結書，
以降低訴訟風險。 

5.7 有鑒於陳述內容代表個人主張並反映研究現況，應時時檢視，並接受這些主
張可能會因為新見解而改變。 

5.8 避免將作者歸屬的陳述為「認證」或「專家意見」，而是「學術觀點」。 
5.9 發表作者歸屬的主張時避免索取費用。若是有人另外提出延伸報告的需求，
則可以按時計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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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構總錄：呈現資料  

6.1 以早期大師為例： 
6.1.1 對於作品身分的中立論述而言，在總錄裡正式地否決或懷疑這些作品的

作者歸屬並說明論點是必須的付出。 
6.1.2 對早期大師總錄編制者而言，以下是可以採用的分類清單（並非所有類

別都適用於每個案例；有些可能會通用或重複）： 
(1) 公認的作品 
(2) 合作完成的作品 
(3) 工作室的作品 
(4) 被歸屬為這個作者的作品 
(5) 可疑的作品 
(6) 作者沒看過的作品（Works not seen by the present author） 
(7) 否決掉的作品 
(8) 從照片得知的作品 
(9) 從複製畫得知的作品 
(10) 從其他文件描述中得知的作品 

 
6.2 現當代總錄的例子裡前述列舉的分類常會省略，總錄裡僅放公認的作品。 

6.2.1 對於早期大師和那些比較現代的大師的總錄編制者而言，還有一項值

得特別注意的類別，就是所謂的毀損滅失或是庫藏的作品。當這些作

品的狀況很糟，僅剩一點原來的顏料或基底留存，如果要將它們納入

總錄，一定要註明它們現況惡劣的程度。 
6.2.2 每件作品都要據分類指出它們的明確度還有支持的證據。如果能取得

技術分析也要點明。沒有技術性證據時，可以猜測這個學者並沒有得

知任何訊息。 
6.2.3 第二層則是仰賴藝術家以及他們的作品類型。年表順序收錄在總錄裡

很普遍但不是每次都有用，例如藝術家只創作了一小段時間，作品也

都沒有標註日期，從他的作品也看不出明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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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出版：總錄裡要包含什麼、要怎麼呈現  

7.1 出版總錄要符合九項原則： 
7.1.1 正確性（沒有事實錯誤、有問題的疏漏或是不當表示之前的學者意見）。 
7.1.2 明確性（不含糊的用詞）。 
7.1.3 貫通性（資料要在有邏輯和平衡性的框架中呈現）。 
7.1.4 一致性（沒有矛盾的陳述或見解）。 
7.1.5 完整性（盡可能，且在限制下總錄作者自己要達到的標準）。 
7.1.6 對應性（總錄的方法和組織要遵循藝術家作品本質）。 
7.1.7 實用性（對使用者友善）。 
7.1.8 透明性（關於方法、設定的目標及自己碰到的限制）。 
7.1.9 機密性（關於現在作品持有人的身分，有時候也包括地點）。 
 

7.2 除了狹義的定義外，還應該要包含以下內容： 
7.2.1 緒論說明設定的目標、限制、方法及理論。 
7.2.2 實際使用的說明。 
7.2.3 學術附註（檢索輔助、詞彙索引、目錄索引、縮寫詞列表、圖表清單、

文獻書目、展覽名稱縮寫清單、重要文件附錄）。 
7.2.4 圖片來源。 
7.2.5 並可視情況加上： 

(1) 免責聲明。 
(2) 總錄作者、小組、委員會。 

 
7.3 下列九項必須特別注意： 

7.3.1 作品編列序號（包含藝術家自己的記錄或藝術家工作室的編號，還有

先前總錄的序號）。 
7.3.2 名稱用語編制通則 

對於收錄於總錄的藝術家，編制者要提出編制通則：創作者、第一次展

出的展覽名、題寫的名稱、博物館名（通常會透過照片使用同意書請求）、

名稱翻譯等。如果原來的名稱跟總錄所使用的語言不同，必須將原文包

含在內，倘若原始名稱是藝術家母語的話則更為必要，此舉也有助於作

品研究。 
7.3.3 作品所在地及所有者： 

徵詢博物館、畫廊或藏家對於作品引述是否有特殊要求需遵照、或是關

於保密部分有什麼需求。 
7.3.4 基本的技術細節： 

媒材（注意用語：沒有技術分析通常不太可能用肉眼就能判斷媒材）。 
基底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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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藝術家親筆簽名、時間和題字，以及其他後代加筆。 
可能的話，註明該件作品曾經接受一手檢視的事實。 
註明已知資訊、資訊來源，以及哪些項目純屬推測以免過度簡化。 

7.3.5 圖片 
畫作正面，如果有特別意義的話，也可加上背面（例如畫作反面有裱

襯且裝了新的內框）。 
7.3.6 作品出處： 

遵循定義明確的描述架構。 
作品出處需有先前文獻或其他來源的參考資料為基礎。 
早期大師及十九世紀的藝術家需包含拍賣價格及私人交易的價位（可

得知的話）。 
也要包含現在作品的所有者及所在地（要注意引用方法，如果有要求

也要作保密；見上述內容）。 
7.3.7 參考資料 

展覽歷史、相關文獻、未發表的碩博士論文、未發表過的報告或其他

文件都要在附註條目詳述）。 
7.3.8 作品狀況及技術研究 

評估要精確直接。註明觀察和研究是基於一手檢視還是基於作品持有

人或其它來源提供的報告，並進一步考量報告的出處及目的、何時並

在什麼條件下去執行研究或檢測。如果沒有連貫的資訊，則可以去強

調各時期「典型」的作品，這也可以代表該藝術家作品的特徵。其他

像是藝術家可能不會使用的某些項目，如凡尼斯，也是需要點明之處，

這對使用總錄的學者而言很有益處。 
7.3.9 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