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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代表作品分析說明 

有關這次展出作品，可依題材內容分為四個方向：風景心境系列、冬陽殘荷系列、人

文、建築系列、人物與風景構成系列，是自一九九六年迄今逐漸蛻變演化而來。其中歷經

各種圖像資料的收集、現場實地寫生、攝影組合，昔日畫稿參酌，方能將蘊藏已久的創作

理念與架構呈現出來。 

 

三年來，筆者在師大藝研所進修，在師長們熱心指導下，畫論及技法皆有所精進，使

得多年來的思考與理念，能獲得進一步的表現，這些學習過程對個人的創作，是彌足珍貴

的經驗。 

 

此次，提出十件作品分析、說明，在技法表現上以油彩為主，水彩為輔。畫題分述如

下： 

作品一：鄉道、夕陽 

作品二：冬陽殘荷（一） 

作品三：懷鄉情（一）、（二）、（三）（四） 

作品四：大石、枯木、溪流 

作品五：禮讚和平 

作品六：夏日少女情懷 

作品七：懷鄉組曲 

作品八：禮讚和平 

作品九：童年記趣 

作品十：巴黎蒙馬特－聖心堂 

 

有關創作理念、內容形式與技巧三方面，已在前面各篇章作綜合性的論述與說明。因

此，在此項代表作品分析說明中，特別著重在單件作品的解讀分析，其說明重點如下： 

1. 題材（內容）選擇之源由 

2. 畫面結構與形成 

3. 創作蘊育分析說明 

4. 作品形式技法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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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品名稱：鄉道、夕陽 

（Sunset over the country road） 

規格尺寸：91㎝ × 72.7㎝（30F） 

使用媒材：油彩、中目麻布、凡尼斯保護油 

創作年代：2002年4月 

 

1.背景分析 

《鄉道、夕陽》這幅作品是我一系列以描繪花蓮縣玉里鎮近郊客城里的田野景緻之一，

每當夕陽西下，夜幕低垂，此地就份外具有浪漫詩意，深深吸引著我，自從民國六十一年

外出求學、服役，從事教育工作，匆匆已過三十年。每年春節返鄉省親、拜訪師長之際皆

會信步尋找童年玩耍的地方，倍感親切。除了鄉道稍寬外，頗感欣慰的是鄉村農舍景緻，

尚未有太多人為的破壞。厚實的土地與道路、巨大挺拔的椰子樹呈現鄉村多變之風貌與冬

天農人收割完畢田野充滿粗獷而有力的感覺，學生時代也常以此景畫水彩，一草一木皆極

為熟悉並充滿濃厚家鄉溫馨的氣息，也令我想起自己崇拜的西方自然主義畫家－柯洛

（Jean-Baptiste-Camille Corot,1796-1875年）以簡單而平坦的空間來表現，儘量減少虛假的暗

色調子，改以色調來創造空間。 

2.形式構圖 

《鄉道、夕陽》（圖4-1），是多次鉛筆素描、水彩畫練習、體驗與具現的作品之一。這

件作品結構可分為四大部份，即： 

  （1）表現夕陽落日與遠山點景 

  （2）一點透視的筆直鄉道 

  （3）畫面兩側平坦的農田景緻 

  （4）高大挺拔而富變化的椰子樹 

 

整幅作品利用線性平行（一點透視）、線性角度，利用視覺因透視而集中在遠處，來營

造出空間深度無限延伸的感覺，除了透視點與天空（夕陽）交接處屬於高明度外，三分之

二畫面都在中明度以下，整個畫面充滿深沉又靜馨的氛圍，而採用這種極度靜肅的夕陽景

色，以試圖詮釋一種踏實、圓融和諧的感覺與思鄉情緒。其中有關時空的轉換、生命的體

悟、出外遊子對生活的省思，以及自然與人文之間的互動，都是我欲表現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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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形式表現 

作品中的道路是全畫的視覺重心，因透視而產生視覺的延伸性，路面在夕陽餘暉的照

映下，呈現出暗紫色的感覺，泥路上留下了人、車的痕跡，亦象徵著人與自然、時光的互

動關係，漫漫長路，不知盡頭在何處，皆能表達我思鄉之情。左方巨大的椰子樹，生動多

姿而不失秩序和遠景的天空相互呼應，自然且和諧。冬藏的田地雖不秀麗，但穩重而踏實。

這是「鄉道、夕陽」這件作品給我最直覺的感受。 

圖 4-1   鄉道、夕陽    媒材：油彩、中目麻布、凡尼斯保護油 

尺寸：91 cm x 72.7 cm（30F）    年代：2002 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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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品名稱：冬陽殘荷（一） 

規格尺寸：91㎝ × 72.7㎝（30F） 

使用媒材：油彩、中目麻布、凡尼斯 

創作年代：2002年2月 

 

印象派代表畫家克勞德．奧斯卡．莫內（Claude Oscar Monet,1840-1926）的作品沒有繁

複的人物和龐雜的畫面，呈現的是純淨自然情景。他為了接近自然，捕捉印象，還常乘小

舟寫生，描繪水波盪漾、山林夕照瞬間的美感。為了不停的畫畫，他走過了許多地方旅遊

寫生，依季節、氣候、時刻、光影的變化而完成許多大型連作，由於他對光線與色彩特別

感興趣，為了達到畫面的秩序感和寫實性，莫內晚年開始潛心

以一個主題來研究光線的變化。他在一八九一年展出十五件「乾

草堆」（Haystack Series,1891年）系列作品（圖4-2），就是以這種

態度來研究主題在不同光線下所呈現的效果。 

 

 

1.背景分析 

的確，「內心的感動」與「真摯的熱愛」是創作靈感的源泉，熱愛自己生長的土地，朝

夕與共，生活在其中，與這片土地融為一體，脈搏中有這片土地的氣息，這樣才能畫出感

情、畫出好畫來。多年來筆者也致力於風景畫的研究與創作，這次展出系列之一「冬陽、

殘荷」作品，也是在這種心境下完成的。取材自鄉間住家後的水塘，這個池塘早期是調節

儲水之用，兼做水牛休息之便，後因鄉間農務漸由現代機械取代，家人在無心下種植荷花，

結果也具賞心悅目的效果。每年春節返鄉總是寒冬，雖然荷花多數枯萎，但隱約中透露了

生命契機，陽光照射下，乾涸水塘、荷苞、荷幹、荷葉交織成一幅動人且富韻律的畫面。 

 

2.形式構圖、技巧 

近年來在藝術理論探索和繪畫創作實踐下，得到一個啟示：理論的認同並不等於追求

藝術形式的一致性。他人的繪畫形式，其經驗可學而不可仿。繪畫形式是心靈性、感覺性

之結晶。筆者《冬陽、殘荷》（圖4-3,4-4）作品中，構圖形式捨去傳統透視表現空間的暗示，

而探索意境構圖，畫面中心以凋零的荷苞來構成作品的視覺重心，交錯排列的荷幹因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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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線條結構秩序的變化和呈現音符般的韻律感。既有旋律強烈的韻律感，也有構成的統

一性。使統一中有變化，變化中有統一，試著表現形式構圖之美。圖中荷幹動態不一，交

錯構成大小不同的面積比，但不失平衡與和諧。受光的乾涸水塘，以塞尚線為主色系，中

景色彩用深褐、深綠加以薄彩，前景荷幹依受光不同用鎘紅、褐黃、淺褐、白色以厚塗表

現，視覺上力求和諧與變化的平衡。全幅畫作企圖表現完整的構圖，秩序井然、韻律生動、

色彩活潑兼具形式之美。 

圖 4-3, 4-4   冬陽殘荷（一）    媒材：油彩、中目麻布、凡尼斯 

尺寸：91 cm x 72.7 cm（30F）    年代：2002 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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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品名稱：懷鄉情（一）（二）（三）（四） 

規格尺寸：40㎝ × 90㎝ 

使用媒材：油彩、中目麻布、凡尼斯 

創作年代：2002年2月 

 

這件作品懷鄉情（一）（二）（三）（四）（圖4-5）是筆者這次展出作品系列中，唯一以

連幅的創作方式，而且畫面均採長條形（40 ㎝×90 ㎝）的方式並列呈現，但如仔細觀察，

將會發現《懷鄉情》四連幅作品中，每幅作品內在意涵與形式表現上都有相關性，這也是

筆者意圖運用四連幅表現方式來詮釋不同時空意境的鄉景，使之更具視覺張力，並傳達更

加深入的親情、人文與自然的精神內涵。 

 

1.背景分析 

小時候，天真的以為自己的家鄉－玉里，就是整個台灣。因為它四面環山，三面臨河，

交通不便，又常因颱風的侵襲而與外界隔離；及長，離家負笈在外求學，方知世界之廣大

無窮、浩瀚無邊。 

一九五Ο年代，東部的花蓮鄉村是相當典型的一個農業環境，物質生活條件極為匱乏。

在此困窘的環境下，母親必須長年在秀姑巒溪畔，耕植菜蔬，幸好收成除了自給自足以外，

尚能稍微貼補一些家用。而當年的我，碰到課餘或閒暇時，就是母親在農事和家務上最好

的幫手，藉由母親潛移默化的身教與言教，彼此之間建立了良好的親子互動關係。 

從小就能深刻體會自然山川變幻的無常，印象中，母親辛勤耕耘的菜圃，常因溪水洪

流之氾濫，一夕間頓成荒蕪，這樣的情景，屢見不鮮，但樂天知命的母親始終默默承受，

讓我也試著和自然界的變化建立起和諧相處的模式。這些生活上的體悟，無形中開啟了筆

者對自然、人文探討的興趣，也奠定了早期美感經驗的基本認知。 

 

2.形式構圖 

《懷鄉情》雖採連幅形式呈現，但單一作品的意涵卻仍是獨立完整的。其中，遠山在

畫幅中所擺放的高度均差不多，甚至可相互銜接，實非刻意表現，但結果卻意外令人驚喜，

相當妙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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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幅作品在創作時，以高視平線的構圖形式，企圖拉大空間感，使之呈現出一種寬闊無邊

的深遠感，擴展視覺的張力；同時，也運用時空背景的轉換，來表達潛意識裡強烈思鄉的

意境。 

 

對筆者而言，以夕陽、黃昏等象徵渾厚深沉質感的色

調，來呈現鄉村濃厚的土地情感，就是希望給人一種貼近生

命又能夠親身感受土地脈動的感覺，此一表現手法則是深受

西方巴比崇畫派的畫家米勒（Millet，1814-1875）的影響。

他的代表作，如「晚禱」、「拾穗」（圖4-6）等，每件作品都

試圖傳達出人類至高無上的尊嚴，而此類以描寫自然外貌為出發點的繪畫，對於人類內在

精神層面有著如此深刻的揣摩，常引起我極大的共鳴與感發。 

 

3.形式技法 

在描繪山脈時，自覺沿襲並深受後期印象派畫家塞尚喜用綠色風格的影響，十分蒼翠

雄渾。還有，或許是筆者從小的生長環境即是淳樸的農村，安土重遷的傳統觀念早已在筆

者的心中根深柢固，於是作品內容便很自然地憶及米勒（Millet，1814－1875）的自然主義

風格，將土地與人做緊密的連結，因此畫作下的景物，無一不是與農村田園有著密不可分

的關係。 

這種擅長捕捉具象寫實的鄉村景象，透過質樸的表現筆法，同時揉合了各派的表現技

巧，並摻雜了象徵主義、超現實主義等畫派的精神，再經過個人內心主觀情感的體現之後

所形於外的一種感發，則是延續了筆者以往一貫的風格。 

在四連幅的作品中，每件皆有一主題象徵意涵，畫面均可區分成前景、中景、遠景三

個部分。 

 

懷鄉情（一） 

前景一幅母與子手牽手的突顯畫面，暗示著親情間的不可分割；也象徵歸  鄉之途，

遭到眼前蜿蜒曲折的道路與中景重重阻隔的山脈的橫斷，在精神層面上，表現出歸鄉的路

途險阻且漫長，還有對故鄉親人的綿長思念，因為親情是自己與故鄉最緊密的牽繫，所以

內心裡有著渴望能早日踏上歸鄉路途的無限企盼；遠景則是在山脈與天空之間，出現一道



 30

夕陽的餘暉，閃爍著光芒，正是代表了對未來有著無窮的憧憬。 

 

懷鄉情（二） 

前景有一截枯木橫倒在畫面前方，樹枝指向天際的某一個方向，雖然景象有些蕭瑟衰

頹，但遠方的天邊卻閃爍著夕陽餘暉，透露出了希望的生機，暗示黎明終將會在不久之後

到來。而這截橫倒在畫面前方的枯木，很可能不久前還昂然蓬勃的矗立在土地上，但一陣

狂風驟雨的肆虐之後，樹木傾倒，河水暴漲，將農人辛苦耕耘的作物湮沒，摧毀殆盡，轉

眼間化為烏有，這反映出大自然的力量是如此的深不可測，而人們卻是那樣的渺小無助，

平凡的人們從此開始懂得懷著敬畏天地，以謙虛的心情，學習與大自然和平共處。中景為

代表母親慈愛情感的河流，源遠流長朝向遠方，這象徵著河流無私無我的奉獻出自己的一

切來灌溉並滋潤這片土地，整幅畫有著深刻的人文關懷，和對大自然的崇敬之心。 

 

懷鄉情（三） 

畫面裡的稻草人為農村處處可見的熟悉景象，表面上是農人情感的轉移，其實更可以

說是農人精神的化身，藉由始終堅守工作崗位勤奮不懈的稻草人，農人表達了自己對這片

土地深深的愛戀和眷念，這正是筆者意圖強調的人文意涵。 

 

懷鄉情（四） 

黃昏，兩棵檳榔樹的倒影，疏疏斜斜地躺在剛收割完的田地上，這樣的角度，讓整幅

畫面呈現出一種穩定安詳的氣氛。還記得小時候的記憶裡，每當夕陽西沉，就是母親催促

貪玩的筆者該回家吃晚飯的時刻，心中溢滿了暖暖的親情，在回家的路上，筆者總喜歡看

著自己拖得長長的影子，企盼自己有一天真的可以變得像檳榔樹的倒影那樣頎長壯碩，心

中懷著這樣的想望，未來的路似乎也不再那麼坎坷崎嶇了！這種由檳榔樹的倒影進而連結

到對自己未來前途的企盼，也是筆者一直想傳達的深層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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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懷鄉情（一）（二）（三）（四）    媒材：油彩、中目麻布、凡尼斯保護油 

尺寸：40 cm x 90 cm x 4    年代：200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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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品名稱：大石、枯木、溪流（Huge stones 

  withered trees and mountain streams） 

規格尺寸：116.7㎝ × 91㎝（50F） 

使用媒材：油彩、中目畫布、GESSO、凡尼斯 

創作年代：2002年2月 

 

1.背景分析 

故鄉秀姑巒溪孕育了我的創作生命，旅外多年，看盡各地受污染的河川悲歌，更深刻的

體會到它的純樸可愛，清澈的溪水，絲毫沒有受到現代工業污染之秀麗河川，對我來說，

它是心靈所嚮往的一片淨土。一九八○年至一九九○年間，我以它的故事為題材，畫了近

四十件水彩作品，並在一九八四年八月在台北市名人畫廊舉辦了「第一次個展」，當時受到

許多師長、同學及親友們的鼓勵與好評。那次展出之後，我依然以平實的步伐和堅毅的意

志，持續以秀姑巒溪的一切作為創作的主題，這一系列的作品代表著我對故鄉的一往情深

的眷戀，也代表了我對藝術創作始終不變的執著。 

 

2.形式構圖、技巧 

《大石、枯木、溪流》（圖4-7）這件作品是第一次以油彩來表現，延續這個系列的作品。 

作品結構可分為三部份，即： 

（1）佔畫面大面積的石頭 

（2）前面的枯木與左下方的紫色石頭 

（3）中間受光的橘紅色山石與清流溪水 

 

秀姑巒溪，是本省第六大河，流經花蓮瑞穗一帶，形成「河川襲奪」的特殊地理景觀，

此處河流變得湍急，驚險石灘隨處可見，近年來更因泛舟而馳名全國。其上游有二大支流

──清水溪與安通溪。這幅《大石、枯木、溪水》是取材自安通溪上游的天然景觀。畫面

構圖佈局簡約有力，以自然天成、雄渾有力的大石頭為主體結構，搭配象徵生命成長與凋

零的枯木，隱喻自然界的生生不息，清澈的溪水恰好和石頭形成剛柔的對比。友人常戲稱

這些題材，最能象徵筆者質樸的個性，執著如石、澹泊似水。畫面視覺中心，呈現橘紅色

與金黃色質地的石頭交錯排列著，它的形成乃是因安通溪流的溫泉水及硫磺礦石，長年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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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而成，也使得畫面因其形與色而更加豐富且神祕。形式構圖力求平衡，長滿青苔的石頭，

因為陽光而呈現極大的明度對比。左邊的石頭因長年受到陽光的照射，質感與色相皆與暗

面不同，為了增加其質感與渾厚的效果，筆者上彩之前也加了些打底劑（GESSO）作基底，

來增強其厚度。以高明度表現的溪水，是筆者企圖藉前景石頭的暗面來增加這視覺空間效

果，並凸顯自然山林的神祕感。枯木的出現與形狀是企圖表現自然力量的無窮與生生不息

之象徵意涵。 

圖 4-6   大石、枯木、溪流    媒材：油彩、中目麻布、凡尼斯 

尺寸：116.7cm x 91cm （50F）    年代：2002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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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品名稱：月光下的黃衣少女（圖4-8） 

規格尺寸：72.7㎝ × 60.6㎝（20F） 

使用媒材：油彩、中目麻布、GESSO、畫刀、凡尼斯 

創作年代：2001年 

 

1.背景分析 

在筆者人物畫系列中，這幅作品相當特殊地一反以往較為寫實的表現，而是以象徵主

義略帶超現實主義的手法，來呈現個人超越時空的懷鄉情愁。童年花蓮玉里農村的生活，

堆疊出許多深深淺淺的記憶。歷經數十年的異鄉孜孜求學、工作的淘洗，始終未曾褪色，

那些搖曳生姿的花草、巍然聳立的大山、大樹、純樸厚實的大地，農人們揮汗耕耘的園地，

家鄉人、事、時、地、物等點滴鐫刻在我心版上，成為午夜夢迴之際的思念，深深撼動我

的創作靈魂。 

 

2.形式構圖 

這幅畫，處處充滿隱喻和象徵，畫面主題明確，黃衣少女的形象，是我童年認識的阿

美族少女依娃，記憶中的她，有著深邃雙眼、柔麗的五官、褐色的皮膚、秀髮兩側結有美

麗吉祥飾物、個性純樸、善良，常到溪旁摘擷野花，鮮明的黃衣裳洋溢著青春年華。少女

情懷總是詩，詩般的情感天真醇厚，一如我對家鄉濃烈的情感。大把豔麗的花束，映著少

女的容顏，也映著她花樣年華。背景是我熟悉的中央山脈，也是假日和家人取燃薪木之地，

右上角飛縱而下的瀑布如銀鍊，表徵大地豐沛的生命力，靈感來自北宋畫家范寬畫作「谿

山行旅圖」。瀑布的流水、少女青春而富韻律的形體與厚重山峰形成虛實、剛柔的對比。 

 

3.形式技法 

畫作主題是少女律動的胴體，運用高明度的金黃色，做為衣裳的主色系，活潑耀眼，

象徵少女的年華，背景的山水深沉墨綠和褚褐色為主，運用畫刀表現分割的形色，來突顯

其厚重、多彩、奇異、安定的視覺效果。天空是日夜更迭的柔美時刻，雲彩與月光同諦視

大地，迎接黑幕籠罩後的另一番魅惑夜色。律動的少女身形與安定厚實的山脈背景，構成

人與大自然和諧秩序，寧靜和諧的時空，配上少女低頭沉思的神韻，正是我身處繁擾塵世，

對歸鄉望眼欲穿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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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月光下的黃衣少女    媒材：油彩、中目麻布、GESSO、畫刀、凡尼斯 

尺寸：72.7cm x 60.6cm （20F）    年代：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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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品名稱：夏日少女情懷（圖4-9） 

規格尺寸：116.7㎝ × 91㎝（50F） 

使用媒材：油彩、中目麻布、凡尼斯 

創作年代：2002年 

 

「窗」與人的日常生活關係相當密切，在藝術裡也是重要的心理與視覺意象。雖然現

代人已被經濟生產物化，都市建築也形成一座座水泥森林，即使生活使人忙得無法抬頭望

天，無暇尋覓一片藍天白雲；但是身處的室內空間，若見不著一扇窗，會使人產生恐懼、

被擠壓的不穩定情緒。生活裡「窗」是如此重要，在藝術裡又如何呢？視覺藝術裡「窗」

的符號演變，是值得學習視覺藝術者探討的，它是人的美感、視覺文化與宗教觀的另一形

式。文藝復興以前的藝術家常藉「窗」這樣的符號來暗示人與神，人與自然的關係。直到

現代人居住在水泥叢林裡，抬頭望不到藍天、白雲時，又興起藉「窗」的符號意義，來表

達人對大自然渴求的情懷。 

古典文學詞裡常以「花」作為人的象徵符號，西方古典繪畫中以花作為女性貞潔的表

現符號。日常生活中人們也常藉花來表現心靈、傳達情感，象徵著生命形態。筆者在《夏

日少女情懷》作品中，人物與瓶花之間皆有象徵青春生命之意涵。 

 

1.背景分析 

居住在大都會裡的人，常不由得幻想生活在森林，而月兒就在草地彼端的環境裡。筆

者《夏日少女情懷》這件作品也是在如此心境下構思而成的。 

 

2.形式構圖 

少女倚窗而立，劃分了室內與室外二個世界，暗示了我們內心與外在世界的相遇。窗

內-的活動和擺設，反映的是對現實生活的熟悉；窗外則是一片繽紛多彩的世界，充滿未知

與自由，白色彎曲的河流，象徵著人生路途艱辛且遙不可測；夏日強烈的陽光又象徵勇敢

和希望；隱喻少女應接受外在世界的挑戰，去開創錦鏽前程。全畫以少女為重心，眼視左

下方桌面的瓶花、書本、飾物和右下方的沙發構成三角形的穩定效果，窗外的明度高、彩

度低，使空間具有延伸的視覺效果，半具像的內容，更能突顯室內景物的真實性與生活的

現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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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形式技法 

《夏日少女情懷》這件作品，是筆者先以彩色鉛筆構思草

圖，再三修改而成油彩創作的畫稿。全幅作品因「窗」而產生

室內、室外不同的兩個世界，室內象徵現實的生活，窗外則是

超時空的幻想。夏日強烈的光線照射，連結了窗內、外的關係，

而擁有共同的時空與現實感。畫面以暖色系與高明度的色彩來

表現夏日悠然閒適的意象。形式構圖以身形厚實豐滿的少女為

主軸，她雙手輕撫休閒椅背，右腳微歇，沉思的面容凝視象徵

生命的瓶花，顯示室內安詳、靜謐的氣氛。少女背後的沙發與

凝視的瓶花、靜物，視覺上構成三角形的穩定效果，窗外陽光

的變化、照射，使得室內靜物產生了豐富層次的光影，更彰顯青春生命的氣息，室外採高

明度、色塊的組合以半具像的手法，暗示了遠山、樹、河流等景觀的構成。這也是象徵筆

者住在現實的水泥叢林裡，抬頭望不到藍天，見不到白雲，尋覓不著星星的苦悶心情；才

興起藉「少女倚窗」的符號意義，來表達個人嚮往大自然的情懷。 

圖 4-9   夏日少女情懷    媒材：油彩、中目麻布、凡尼斯 

尺寸：116.7cm x 91cm （50F）    年代：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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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作品名稱：懷鄉組曲（圖4-11） 

規格尺寸：116.7㎝ × 91㎝（50F） 

使用媒材：油彩、中目麻布、凡尼斯 

創作年代：2002年4月 

 

自然風物的吸引人處，主要不在其外貌，而在於觀賞主體深深感得其生命形式。 

美學家認為人類欣賞自然物其中最重要或者最基本的原因，是在於生命的共感。就像

人身處宇宙間，冥冥中常似有一「大生命」之存在，生物界中的鳥鳴、花開、草長、鳥飛，

固然是生命的表現；即使是非生物界中的雲行、水流、露凝、霜隕，也莫不予人一種生命

的感覺。 

中西古典詩詞對景物的描寫，常去其再現寫實性質，而成為具有某種情感意味的藝術

符號。而西洋美術史裡藉「太陽」、「月亮」引發宇宙、人生哲理思考的創作，非常豐富，

各種不同的意義與象徵，令人探索不盡。依據史學家的說辭，月亮在農業社會裡，是大地

與農耕的象徵，具有母性的形象，另外，人們從月圓月虧，周而復始的觀察經驗中，又賦

予它不死與再生的神秘力量。我們如果細密觀看古典名作，會發現到無論是強調太陽或月

亮的藝術作品裡，它們主要都是在表達人類對宇宙人生之謎的思索。 

 

1.背景分析 

筆者在前文中提及個人開始習畫迄今，從西方美術理論觀點來探源，受到「巴比崇」

畫派與「印象派」的影響較深。另則個人對巴黎派畫家－馬爾克．夏卡爾（Marc chagall,1887-）

的藝術理念也有高度的共鳴。當我們接觸到夏卡爾夢幻、抒情的藝術時，彷彿卻能夠從現

實的塵世超越，步入童話般綺麗的心靈意境，也充份反映二十世紀人們的這種欲超越現實，

追求心靈愉悅的心情。筆者這件《懷鄉組曲》表現的是自己的心理寫實，但也深受夏卡爾

作品影響表現出那忽視時間、空間與正常比例的人、房子、樹、動物等，愉快地歌唱出他

們的哀豔之歌，如泣如訴，令廿世紀的人們產生無限鄉愁與幻想。因此，筆者在此創作背

景下也運用了幻想與象徵圖像，來組合構成畫作的元素。例如飛翔的天使圖像意欲表現超

越時空的使者，傳達個人思鄉情感；以連續的月亮圖像來表達家鄉母親的慈暉；飛魚象徵

祈求家鄉農作豐收的意涵，其它圖像表現的是家鄉人文、自然景觀的象徵，有山、水、枯

木與稻田，藉由這些象徵圖像為元素，運用繪畫形式，來構成《懷鄉組曲》這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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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形式構圖與技法 

全幅作品，在技法方面，綜合了「象徵主義」、「超現實主義」、「立體派」的風格。以

飛翔的天使圖像作為全畫的視覺焦點；「月亮」的圖像符號是畫面光的來源，運用立體派分

割畫面的技法，來呈現時間、空間交錯的幻覺，層層疊疊的山巒與彎曲延伸不盡的河流，

來表徵家鄉在筆者內心裡是遙遠的期待；橫臥畫面下方的枯木是家鄉自然景觀的暗示，在

構圖上更有安定平衡的用意。畫面除了以天使與月暉為主體之外，還採用低明度、低彩度

的深沉色系，意欲營造夜幕低垂時，人的思想情感特別脆弱、憂愁，更添加了思鄉的情懷。 

圖 4-11   懷鄉組曲    媒材：油彩、中目麻布、凡尼斯 

尺寸：116.7cm x 91cm （50F）    年代：200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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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作品名稱：禮讚和平 

規格尺寸：116.5㎝ × 91.5㎝（50F） 

使用媒材：油彩、中目麻布、凡尼斯 

創作年代：2002年 

 

在西歐美術史上，對於大自然風景的關心至少可溯自文藝復興時代，但後來的浪漫畫

家不只愛好山川草木的雄偉及華麗，且擬投影自己的心思於其中，他們非以肉眼觀照自然

而以心眼觀賞。於是乎自然景物已非客觀的存在，而是被心眼所投射出來與觀賞之靈魂進

行交流，人與自然結合為一體。有時人融入自然神祕的境界中，有時亦可以體驗出宗教的

深奧性。傑出的浪漫派風景畫家－德國的佛利德里希（Caspaar David Friedrich,1774-1840）說：

「閉上你的肉眼，試著以心眼觀賞。」由此以心眼觀賞的畫面，已非現實自然的再現，而

是藝術家傳達心情之園地。 

「藝術唯一的、真正的源泉在於吾心，即純粹且樸素的靈魂之語言。」這句話也是現

階段筆者在繪畫創作上至高無上的準繩。 

 

1.背景分析 

《禮讚和平》（圖4-12）這件作品，是筆者依據自己生活體悟和美感經驗來呈現個人的

心境與作品內涵。從生長過程的回憶、鄉居生活的眷戀、對自然的歌頌、讚美與憧憬等內、

外心裡的激發與共鳴，形成意念的動因與創作的企圖。 

 

2.形式構圖與技法 

畫面構圖以「樹」作為前景、背景，左右畫面的視覺焦點，以生命之樹來代表宇宙之

軸、生命之源。以人物、動物、時間、空間、自然界等要素，運用現實和夢幻的手法融匯

構成，藉以表現主觀的心靈世界。 

畫面人物比例刻意打破時空的安排，強調其象徵意涵，試圖詮釋人類莊嚴祥和與溫馨

濃郁的人文氣質，有別於冷漠、疏離的都會人性格。畫中少女雙手示意期待飛翔的鴿子，

作為畫面的訴求主題，傳達人與自然萬物間互動最崇高的意境「和平與自由」。合掌少女象

徵著人類誠摯的祈禱；馬背上的紅衣少女，無邪的眼神凝視微托的手掌，表達了靜穆感恩

的情懷；右下方二位親密的少女，傳訊人與人之間誠摯的友情與關懷；左方馳騁原野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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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代表人與自然、動物間本是和諧一體的 。全畫人物皆以女性為象徵，以期增添靜謐、

平和的意境。背景的田野與昏暗的山巒，暗示著家鄉自然景像，橘紅色的夕照天空，意含

著黎明將起，圖中出現的馬、羊圖像，對筆者也有著象徵意義，從小參與農務，每當課餘

放學，總是黃昏時刻，趕著家裡放牧在溪邊的牛、羊，有時騎在牛背上，常幻想著那是一

匹高大駿秀的馬兒，神遊荒漠草原之上，這些童年夢幻記憶中對馬的崇拜與羊兒的憐愛，

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全畫的視覺動線以生命之樹為軸，延伸左下方高明度的羊形到右下方

二位紅衣少女構成安定的三角形，這也是全部構圖的基礎。高的水平線達到了深遠的空間

效果。使得全畫疏密有致，同時間有著更理想的秩序體系。 

圖 4-12   禮讚和平    媒材：油彩、中目麻布、凡尼斯 

尺寸：116.7cm x 91cm （50F）    年代：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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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作品名稱：童年記趣 

規格尺寸：91㎝ × 72.7㎝（30F） 

使用媒材：油彩、細目麻布、凡尼斯 

創作年代：2001年5月 

 

藝術反映人類文化演進的過程，藝術家的創作結晶，呈現不同地域背景的思想語言，

亦為時代留存永恆的文化財產，一位從事藝術工作者的生長背景及天賦條件亦影響其一生

的藝術成就。台灣前輩李石樵先生曾說：「藝術是一場拿刀揮劍的精彩比舞，繪畫不只是畫

面的完美也要有深刻的意義與文化內涵。」李老師曾指導筆者大學三、四年級油畫課程，

他專注的創作態度與繪畫理念，一直是我極為敬佩的前輩。老師的創作，在理論中發掘問

題，思索如何解決問題，經常一個問題就是下一張作品的創作泉源，作品兼具理性與感性，

每件作品構思綿密，依序漸層分明，肌理豐富結實，構圖穩健而明朗，幾乎沒有多餘的色

彩和線條，薄薄的油彩卻表現出厚實的質感，這些都必需具有深厚的素描功力及經驗累積，

才能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李老師曾以十年的時間去研究立體派、超現實主義等西洋美術

史過程，鑽研變形與構成的抽離組合，色彩與空間處理以及畫面分割的協調等問題，而這

些畫理也一直都是他不斷探討的秩序依據，雖經歷這些過程，但最後仍然回到自我。所以

我們欣賞老師的作品，看不到大刀闊斧的揮灑畫面，全是調合的色彩層次，一筆一筆清楚

的理智結構，紮實的素描構圖、恰到好處的明暗以及生動的人物景色。李石樵老師的學理

與技巧，深深影響筆者在繪畫創作上的態度。 

 

1.背景分析 

《童年記趣》（圖4-13），這件作品是取材玉里鎮近郊古剎「玉泉寺」的 後花園。內容

是描繪三位衣著耀眼的女童在炎炎夏日嬉戲玩水的情景。在台灣開發史上東部花蓮地區遠

較西部來得晚，年代悠久的古蹟較少，而玉泉寺是純原木建造而成的外觀雖不宏偉，但頗

具古風，依山傍水，四周樹林茂密，極為典雅幽靜，玉泉寺近百年的歷史，算是家鄉最具

代表性的古蹟，寺的後院有著寬廣的花園、水塘，加上地勢起伏，景觀變化豐富，是筆者

兒時與同伴玩耍的主要去處之一。此地對個人來說留下了許多童年愉快的回憶。 

2.形式構圖、技法 

筆者以群像為主的作品較少。在結構安排上較受李石樵老師、劉文煒老師學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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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幅作品以三位戲水女童靜態、動態的組合為主題。形式結構可分為四大部分，即： 

（1）三位穿著著明亮的女童，不同的肢體動態構成視覺重點。 

（2）荷塘與保護溝渠的石牆及以圓柱表現的垂柳。 

（3）中景的樹與花園綠草坡 

（4）延伸至視平線的石階步道、遠樹與天空做畫面的背景。 

 

三位肢體表現不同的女童，與由左下朝右上延伸的護牆，形成穩定的三角形構圖，加

上右邊水塘與圓柱狀的垂柳，使得畫面結構左右對稱與平衡。採高的水平線，來營造深遠

的視覺空間，不致造成擁擠的畫面，人物不同的肢體動態使畫面富韻律效果，衣著色彩黃、

藍、紅原色形成對比，但色彩面積比不同，色相也能保持穩定與和諧的效果。筆者試圖以

《童年記趣》這幅作品，來詮釋質樸、自然、溫馨與和諧的意念，來傳達《質樸心、懷鄉

情》的濃烈鄉土情懷。 

圖 4-13   童年記趣        媒材：油彩、細目麻布、凡尼斯 

尺寸：91cm x 72.791cm （30F）    年代：2001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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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作品名稱：法國巴黎蒙馬特區－聖心堂 

規格尺寸：60.6㎝ × 50㎝（12F） 

使用媒材：油彩、中目麻布、畫刀、凡尼斯 

創作年代：2000年5月 

 

一九九八年，筆者接受救國團之邀擔任「大專青年英、法藝術訪問團」團長一職，三

週的時間參訪重點有英國國家美術館、大英博物館、溫莎古堡。在法國有凡爾賽宮、羅浮

宮、奧塞美術館、楓丹白露約瑟芬夏宮、巴比崇畫家村、及巴黎蒙馬特聖心堂等知名的藝

術景點。在求知及驗證的心情下，透過文字及鉛筆速寫，留下了豐碩的成果。 

1.背景分析 

巴黎蒙馬特聖心堂，位於市郊、地勢高聳，教堂建於十九世紀，以白色大理石建造，

故又稱為「白教堂」。建築精美、典雅、壯觀；搭配四週白牆、紅瓦的建築，及無數廣場，

自古即是印象派、立體派、巴黎畫派等大師活躍聚集論藝之地，

使得聖心堂一帶充滿人文、藝術的氣息，因而遠近馳名。如今

有些廣場規劃成為街頭藝術家為觀光客素描人像之地，撫今追

昔，憑弔大師，對從事藝術教育的我別具意義。駐足停留期也

示範了多張當地寫生的鉛筆畫稿。（圖4-15,4-16） 

2.形式構圖 

筆者在大學時期，就非常景仰巴黎派畫家摩利斯．尤特里羅（Maurice Utrillo 1883-1995）

他的藝術可說是建立在蒙馬特粗糙的石灰壁、磚瓦、舖石

和柏油路上；蒙馬特大街小巷成為他畢生創作的題材，乍

見不能入畫的陋巷，經過尤特里羅的手筆，就成為詩情畫

意的藝術。那沒有行人古老的建築以及街道，宛如申訴人

間哀樂一般，呈現出孤獨與哀愁之感，他的藝術魅力，在

此完全建立了。 

這幅作品是根據現場寫生的素描畫稿及參考照片而完成，全畫為了突顯主題古老的白

牆和紅磚瓦，畫面採用明度、彩度對比的原則作畫。形式結構分為動態人群及右邊古老建

築為前景、中景是表現的主題，以建築物的白牆、窗、紅瓦為主，遠景以帶有淺紅色的聖

心堂及湛藍天空及三朵雲彩為內容。畫面形式對稱穩重為首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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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形式技巧 

前景人物與建築採用豐富色彩，但明度、彩度低，藉以襯托主題的高明度。為了要表現建

築物白牆的粗糙厚重的質感起見，在白色顏料裡混一些打底劑（GESSO），然後用畫刀強勁

地堆砌上去，以達到純厚的質感。不過白色絕不是單調的白，而是富有微妙變化，能勾引

人們產生無限哀思 與聖潔的白。聖心堂塔尖採用淺粉紅的色感，主要是和主題的白牆有空

間距離的視覺效果。全幅畫作強調了人群動態和古老建築間的剛柔對比，彩度、明度的對

比，但也表現了視覺、結構上的均衡與秩序之美。 

圖 4-14   法國巴黎蒙馬特區—聖心堂    媒材：油彩、細目麻布、凡尼斯 

尺寸：60.6cm x 50cm （12F）    年代：2001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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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誠水彩、油畫參考圖錄 

 

 

 

畫題：荒野古屋 

尺寸：4K 

媒材：水彩    年代：1998年 

 畫題：望海少女 

尺寸：4K 

媒材：水彩    年代：1993年 

 

 

 

畫題：望鄉（歸鄉） 

尺寸：全開 

媒材：水彩    年代：1982年 

 畫題：陽光、石頭、陰影 

尺寸：2K 

媒材：水彩    年代：1983年 

 

 

 

畫題：河邊枯木 

尺寸：2K 

媒材：水彩    年代：1986年 

 畫題：石之倒影 

尺寸：2K （56cm x 76cm） 
媒材：水彩    年代：1998年 

 

 

 

畫題：牧羊少女 

尺寸：2K （56cm x 76cm） 
媒材：水彩    年代：1996年 

 畫題：石牆之美 

尺寸：全開 

媒材：水彩    年代：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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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題：石頭、水、倒影 

尺寸：2K 

媒材：水彩    年代：1982年 

 畫題：紅葉溪谷（二） 

尺寸：56cm x 76cm（2K） 
媒材：水彩    年代：1992年 

 

 

 

畫題：陽光、石頭、沙灘 

尺寸：2K 

媒材：水彩    年代：1983年 

 畫題：十分瀑布 

尺寸：2K 

媒材：水彩    年代：1986年 

 

 

 

畫題： 沙灘、石頭、陽光 

尺寸：76cm x 56cm（2K） 

媒材：水彩    年代：1990年5月 

 畫題：北埔姜宅古厝 

尺寸：4K  

媒材：水彩    年代：1996年 

 

 

 

畫題：紅葉溪谷（一） 

尺寸：56cm x 76cm（2K） 
媒材：水彩    年代：1990年 

 畫題：三峽古宗祠 

尺寸：4K 

媒材：水彩    年代：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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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題：都市農耕圖 

尺寸：2K （56cm x 76cm） 

媒材：水彩（Arches 300p）年代：1998年 

 畫題：蘭嶼之歌（四） 

尺寸：8K 
媒材：水彩    年代：2000年 

 

 

 

畫題：山盟海誓 

尺寸：全K 

媒材：水彩    年代：1998年 

 畫題：巴黎蒙馬特—聖心堂 

尺寸：4K 

媒材：水彩    年代：2000年 

 

 

 

畫題： 關西農村（二） 

尺寸： 4K 

媒材：水彩    年代：2000年 

 畫題：巴黎蒙馬特一角 

尺寸：8K  

媒材：水彩速寫    年代：2001年 

 

 

 

畫題：蘭嶼之歌（二） 

尺寸：8K 
媒材：水彩    年代：2000年 

 畫題：法國楓丹白露小鎮 

尺寸：4K 

媒材：水彩（法國 Arches、180P） 
年代：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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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題：裸著上身的少女 

尺寸：8K  

媒材：水彩   年代：2001年 

 畫題：畫家與模特兒 

尺寸：60.6CM×50CM (12F) 
媒材：油彩、中目畫布、凡尼斯 

年代：2000年5月 

 

 

 

畫題：少女像 

尺寸：60.5CM×45.5CM (12P) 
媒材：油彩、細目畫布  

年代：2001年7月 

 畫題：玩偶 

尺寸：60.6CM×50CM (12F) 
媒材：油彩、中目畫布、凡尼斯     

年代：2001年6月 

 

 

 

畫題：少女像 

尺寸：53CM×45CM (12P) 
媒材：油彩、細目畫布 

年代：2000年1月 

 畫題：鄉居 

尺寸：41CM×27.3CM (6P)  
媒材：油彩、中目畫布、凡尼斯 

年代：2001年5月 

 

 

 

畫題：沉思少女 

尺寸：6F 
媒材：油畫   年代：2000年 

 畫題：鄉居情懷(二) 
尺寸：80.3CM×65.2CM (25F) 
媒材：油彩、中目畫布、凡尼斯 

年代：200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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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題：鄉居情懷(一) 
尺寸：80.3CM×65.2CM （25F） 
媒材：油彩、中目畫布、凡尼斯 

年代：2002年3月 

 畫題：河邊暮色 

尺寸：53CM×45CM （12P） 
媒材：油彩、中目畫布    

年代：1995年8月 

 

 

 

畫題：鄉間小路 

尺寸：12F 
媒材：油彩    年代：1998年 

 畫題：荷之幻想曲 

尺寸：91CM×72.7CM （30F） 
媒材：油彩、中目畫布     

年代：2000年2月 

 

 

 

畫題：河畔古鎮 

尺寸：15F 
媒材：油彩  年代：1998年 

 畫題：眺望城市 

尺寸：65CM×53CM （15F） 
媒材：油彩、中目畫布    

年代：1999年3月 

 

 

 

畫題：漁村風光（一） 

尺寸：60.6CM×50CM （15F） 
媒材：油彩、細目畫布、凡尼斯    

年代：2000年5月 

 畫題：都市放牧 

尺寸：12F 
媒材：油彩   年代：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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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題：漁村風光(二) 
尺寸：65CM×53CM （15F） 
媒材：油彩、細目畫布 

年代：1995年5月 

 畫題：鄉居 

尺寸：12F 
媒材：油彩   年代：2001年 

 

 

 

畫題：巴黎蒙馬特一角 

尺寸：89.8CM×39.8CM （10F） 
媒材：油彩、中目畫布、凡尼斯     

年代：2000年9月 

 畫題：聖心堂速寫 

尺寸：8K 
媒材：鉛筆    年代：1998年 

 

 

 

畫題：巴黎蒙馬特-聖心堂 
尺寸：60.6CM×50CM （12F） 
媒材：油彩、中目畫布、凡尼斯 

年代：2000年5月 

 畫題：牛津大學校園一景 

尺寸：8K 

媒材：鉛筆(6B)   年代：1998年 

 

 

 

畫題：法國楓丹白露小鎮 

尺寸：12F 
媒材：油彩   年代：2001年  

 畫題：巴黎凱旋門 

尺寸：8K 
媒材：鉛筆   年代：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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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題：巴比松村 
尺寸：8K 
媒材：鉛筆速寫  年代：1998年 

 畫題：禮讚和平 

尺寸：8K 
媒材：彩色鉛筆  年代：2002年 

 

 

 

畫題：大石枯木溪流 (草圖) 
尺寸：8K 
媒材：色鉛筆 G   年代：2002年 

 畫題：懷鄉組曲 

尺寸：8K 
媒材：彩色鉛筆    年代：2002年 

 

  

畫題：大石、枯木、溪流 
尺寸：8K 

媒材：色鉛筆(草圖)  年代：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