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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霞光掠影話舟船＞創作理念與實踐 

第一節  個人創作理念試探 

 

    中國的繪畫藝術向來就很重視創造精神，在歷史長河中留下

無數的不朽立論。例如：宋朝劉道醇說「在古無法，創意自我，

功期造化」；清朝釋原濟說「師事古人則可，為古人奴隸斷乎不

可」。西方畫家克利（Klee）也說「步踱在藝術的路徑之上，要用

一雙冒險的目光和思想，來貫穿這項工作。
53
」所以，藝術之所以

為藝術，永遠是一種生生不息的創造，以超越已有的成就，解脫

自己原有的風格。例如：張大千、畢卡索（Picasso）等等，到晚

年的畫風仍繼續求新求變，推展自己的創作理念，正是它們偉大

之處。 

個人創作理念試探： 

一、傳統繪畫思想與人文社會關懷 

以往的農業社會裡，由於追求靜態的生活，人們直觀地投入歷

史的永恆面，去把握存在於假設中的「大道」之抽象實體，對

於思想在歷史上的流動性和可析性極為避忌。今日生活在高解

析度的社會裡的人，卻又過分迷失於瞬息萬變的時空，使過去

的歷史顯淂格外寂然無聲
54
。剖析現代水墨創作的方針，不僅要

從傳統出發再變革，也要吸取西方藝術之長，更重要的是如何

將生活落實在創作中，紀錄自己對於某一個時空下所產生的見

解或情感。面對現代化過程的衝擊所產生的利與弊，是正面的

                                                 
53克里斯提安．哥爾哈爾著，吳瑪琍譯，《保羅．克利》（台北藝術家出版社，1987年），頁9。  
54高木森，前引書，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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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美肯定、或劇烈的批判、或幽默的反諷⋯等，皆是從「人文

社會關懷」與「入世」的思考角度，表達自己深刻沉思後的圖

象紀錄。 

二、以後現代藝術觀表現當今時空的特質 

當今社會是高度分工、高速度、高解析度和高科技的綜合體，

所以，社會結構、家庭生活、宇宙觀、人生觀等，都和以前截

然不同
55
。現代科技帶領人類走出傳統的視野，進入新的視覺世

界。例如電腦、電視，其生產力、生殖力、再造力和複製的潛

力，遠超過我們的視覺或想像可以掌握的時間和空間，形成一

種超時空的藝術觀，而產生平面化的壓縮形式，突顯並時性的

空間。又因廣告性、商業性的抬頭，導致藝術品與大眾文化界

線的消失，以及藝術崇高性的破滅，而走向生活的美學化。
56
所

以，運用現代生活中感受到的新奇視點和想法，解構物象，重

組在任何新的時空中；或瓦解觀念中恆常不變的水平線，形成

變換不定的視點；或用誇張的透視直接呈現內容，作近距離的

特寫，突顯物象特徵；或壓縮填滿畫面，隱喻物質化的膨脹與

壓力⋯等等，皆試圖結合時代動脈，突顯當代景物的時代性格

的創作嘗試。 

三、運用多樣性材質的探索與多元表現技法 

隨著科學的進展與社會的開放和多元化，各種素材也不斷的改

良、更新或研發，客觀環境提供我們充分的資源以探索、運用，

形成一股最具發展潛力的趨勢。在表現上，突破單一材質或技

                                                 
55高木森，前引書，頁9。 

 
56葉維廉，前引書，頁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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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慣用語彙，以解構單一的理智中心世界（或權威中心），採

取媒材的綜合運用，突破本身美學的侷限，以拓展無限可能的

形貌，並藉以傳達現代社會紛陳的現況，與人們心靈世界的混

亂矛盾。為製造一些不同於傳統的肌理，試著在毛筆之外尋找

不同的表現方式，例如：從切割、拼貼到拓、印、噴、甩、滴、

流⋯等的技法，從傳統國畫顏料到水彩、粉彩、蠟筆、廣告顏

料、壓克力顏料⋯等的色彩，從毛筆到排筆、水彩筆、油畫刀、

滾筒⋯等的工具使用，在探索的過程中，這些多樣性的材質與

多元的表現法，產生一些實驗性和綜合性的現代感形式，以期

達到創作的理念與需求。 

四、追求現代性的水墨創作 

現代藝術必須在形式和內涵上具有現代感，依據高木森在《中

國繪畫思想史》一書中所列舉的「現代感」，至少包括下列八大

項：就形式言：重視建構性、強調潛意識的表現、擴充複合媒

材的運用、空間與形象的曖昧性。就內容言：必須有現實性、

反叛性、劇烈性以及非唯美性等57。所以，具有現代性的水墨畫，

需由傳統的舊經驗中作選擇性的保留，並發揮其精妙處，再從

西方藝術攫取營養，認識「現代」時空所交織而成的現實，以

獨創為目標，與自己的時代共同吞吐、共同思考，而相融於現

代時空環境中。工商文明中的舟船、汽車、高樓等，都是人類

的偉大發明，把人類的美感經驗提升到高速、高空的境地，雖

代表現代科技的效率、速度與秩序，但也隱喻現代人役於科技

的無奈與空虛。所以，我從舟船造型與時空的解構著手，傾向

                                                 
57高木森，前引書，頁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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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的設計或從屬心象的表徵，所透露的訊息是視覺的、官能

的、強烈的、尖銳化的⋯現代性格，其中變動的價值體系，正

呈現今日社會的矛盾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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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霞光掠影話舟船＞創作的思想內涵與形式  

 

「物」之存在，有「質」、有「形」。「質」指內在之本質，「形」

指其呈現、顯示於外之狀貌，即整個外部表徵。「物」的「本質」

與「現象」或曰「內容」與「形式」，此兩方面原不可分割，既無

「形」之「質」，亦無「質」之「形」58。由此可知，內容是指構

成事物的內在要素總和，形式是指內容諸要素的結構方式和表現

形態。一般而論，內容是指決定事物性質的基礎方面，形式為內

容所要求的存在方式；因此，內容決定形式，形式為內容服務59。

當塞尚（Paul Cezanne）被問及：為何繼續描繪已經腐爛的蘋果？

他答說：「我不是畫它的外形，我是畫它的內在。」馬蒂斯（Henri 

Matisse）也說：「我不是在畫什麼，而是在表現什麼。」所以藝術

形式是思想內涵的視覺化表現，觀者經由它得以心領神會其潛在

的意涵。 

    西洋現代藝術帶有很強的解析性，反映高度工業文明和商業

社會中分崩離析的生活面，以及人類意圖運用理智和科學重建秩

序的努力60。這是我國傳統藝術中所欠缺的。所以，我嘗試藉由西

方藝術觀，把現實主義（Realism）、人文主義（Humanism）⋯等

融入現代水墨畫中，以「舟船」為主題，具象或半具象的重組與

解構後，再作象徵性的表達，闡述現代多元社會的形貌及其宗教

觀、科學觀，在文化進展過程中的相抗與相依。因此，藉用筆墨、

色彩及構成元素三者，來表達我創作的思想內涵與形式： 

                                                 
58洪毅然＜形象與意象＞，載《美學》（中國人民大學，1987年），頁61。 

 
59谷風編輯部，《美學基本原理》（台北：谷風出版社，1986年），頁282。 
60高木森，前引書，頁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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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筆墨方面 

    水墨畫中的筆墨是中國畫家高度創作思維和經驗的結晶之

一，清朝方濬頤則強調「萬言千語，不外乎用筆、用墨、用水。

萬物出生一點水，水之為用大矣！」處於百年來變革中的水墨畫，

仍因其特殊的繪畫語言，不同於世界各種繪畫流派而獨享殊榮。

歸根究底乃是淵源於傳統水墨的精神內涵以及「宣紙」和「水墨」

的持續使用。經過千百年的反覆探索，水墨畫的技巧已高度成熟，

時至今日，應導入西畫論點的繪形觀念，極力尋求繪畫新元素的

獨立性，與紙、絹、毛筆、顏料的配合中，發揮墨彩、墨韻、墨

氣的最大表現力，以超出傳統的範疇。 

    在＜霞光掠影話舟船＞研究中，先是以視覺感知為寫生基

礎，結合傳統筆墨虛實為用的精神，從實景開拓筆墨的視覺性和

律動性，尤重筆墨交疊或水墨撞擊的隨機性與空靈性，趁其將乾

未乾之際，以濃墨、或淡墨、或水破之⋯，輔以或印、或擦、或

拓⋯的肌理，並適時加入色彩、膠水、礬水、鹽、油⋯等媒介物，

以增加變化寬廣度，充分發揮浸染、互滲、漬跡⋯的水墨特殊效

果。由於舟船結構完全不同於山水、花鳥或人物，更需強調其質

量感，以建立物性特徵。所以，參照西法之比例結構及光影視覺，

在筆的使轉、舖染中，發揮線條自身的衍化，或粗線、或細線，

以加強墨韻的結構性及律動性，務求其筆筆有生命，既有描述性

且富表現性，以求量塊感的造型之美。 

有時以西方印象派（Impressionism）手法，表現光與色的微

妙效果而放棄固有色，使物形與空間融為一處，所採用的筆墨就

特別注重乾、濕、濃、淡⋯的衝突與對立，然而，適時加入膠水

更能縫合而協調。有時，加強筆墨造型意味，把觀者從視覺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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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感，帶入心靈的遐思，以感性符號作為隱喻，以解構內心潛

在的精神境界。有時則引用帕洛克（Jackson Pollock）滴彩法，

以旋渦形的筆墨，將海水壓縮成同心圓的造型，其躍動的筆墨造

成模糊不定的空間轉換，在畫面上掀起無始無終的波瀾。藉此，

象徵循環不已的生命，並結構出一種特殊的節奏，以抓住觀者視

線，並誘導視覺軌跡和移動速度，將流轉的時間貼平在空間裏，

形成壓縮的矛盾心理效能。如黃賓虹所提示：「以筆法消解形象，

以筆韻自身的價值取代形象的價值。」並從墨法中演展，從破墨、

潑墨、潑彩到各種肌理、肌質的創造，使水性、墨性、紙性，得

以淋漓盡致的發揮，在具象與抽象的構成之間，尋得視覺意境的

平衡點。 

二、色彩方面 

色彩感受是視覺過程中極有力的情緒因素，對色彩的感應常

是強烈而立即的，而且把許多極為不同的經驗與情緒常和某些色

彩連接起來
61
，但由於經驗的不同與感情投注的相異，色彩對視覺

的經驗產生生理上、心理上、社會習俗上⋯皆有其不同的意義，

根據里德（H﹒Read）之研究，色彩除了「自然的」應用外，又

可分為「說明的」、「和諧的」和「純粹的」三種用法62。傳統國畫

中的色彩，則偏於「和諧的」使用，並有衍生意涵，所以，常有

「中國畫的色彩不夠豐富」的普遍看法。其實，中國民間藝術或

                                                 
61 Bates Lowry著，杜若洲譯《視覺經驗》（台北：雄獅圖書公司，1991年八版），頁38。 

 
62所謂「說明的」用法，是指社會習慣或權威決定色彩的選用；「和諧的」用法，通常指創作

使用的色彩，如文藝復興至印象派的階段，用色限制大都是棕色調；所謂「純粹的」用法，

則突破用法的附屬性質，常以最純粹的強烈色彩出現，利用其相互間所產生的遠近、張縮力

量，以建立色彩關係。 

詳見里德（H﹒Read）原著，杜若洲譯，《藝術的意義》，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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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壁畫裡的生動作品，也不乏色彩斑粲者，所以設色之妙，全

在於創作者適性發揮其思想內涵與美感品味。 

康丁斯基（Kandinsky）曾說：「色彩各有其色彩的語言」，

塞尚（Cezanne）也說：「繪畫就是紀錄作者色彩的感情的」，梵

谷（Van Gogh）自承他的藝術道路是「色彩的路」。足見西方畫

家都將色彩視為繪畫的生命。 

    現代水墨畫受到西方繪畫、原始藝術、民間藝術等的影響，

在色彩表現上，趨向於豐富絢麗。傳統國畫顏料大致分為植物與

礦物兩種，植物性顏料多為水溶性，適合水墨淡彩的表現，礦物

性顏料不易脫膠且色調明亮，常用於重墨重彩的畫面。然而在媒

體文化普及的今日社會，人們已習慣於五光十色的視覺影像，所

以，適時加入中外各種色料，依其特性表現於畫面，以達原意的

創性，賦予新時代的視覺意義。 

    在＜霞光掠影話舟船＞研究中，為表現強烈厚重的感覺，有

時以濃稠的壓克力顏料塗抹，強化飽和性的張力，再以油畫刀刮

擦、用渴筆快速的或揮或掃或擦，而呈現小面的動勢與線狀的躍

動色彩，提高作品的生相活力。為表現達悟族永恆的信仰圖象，

其形式價值須與生活理念、宗教信仰結合，故取其部落的特殊色

彩為基調，來呈現他們特有的民族風格。設色多趨向主觀的「純

粹性」，以強調色彩的感覺作用、情緒作用或自身的構成，使色彩

能彰顯作品內涵。在設色敷彩中，擷取多方向的探索，活用於中

國傳統顏料及天然礦物色，甚至泥金、銀箔⋯，東洋的膠彩、水

干顏料、鹿膠、礬水⋯，西洋的炭筆、粉彩、蠟筆、廣告顏料、

壓克力顏料、油畫顏料⋯等，作廣泛的探索研究，以增加流動性、

覆蓋性、厚實性、透明性⋯的表現面貌，使其在不相融的色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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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和諧、在不平衡中達到相抗的視覺動感。 

三、構成元素 

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電腦科技時代，人們所看到的物象已

不僅是透過肉眼所見的範圍，科技產品（顯微鏡、望遠鏡、照相

機、電視、電腦、X 光⋯）已解構我們對物象的恆常性認知，將

視覺帶向另一個詭譎多變、模擬虛幻的天地裏。正如陳其寬所言

「由於肉眼、物眼所見，在這個世紀中起了變化，因之心理上、

精神上也起了共鳴，新的想法產生了，姑名之為『意眼』。63」在

進入資訊時代的「第三波」，科技發展速度令人咋舌，電子媒體出

現以後，人們思考方式改採馬賽克式的集錦路線，謂之「彈片文

化」，是一種不按牌理出牌的全新時空觀念。如同愛因斯坦所證明

的：時間可以壓縮，也可以延伸。所以，在這個新的時代中，時

間和空間已被結合起來64。況且，現今社會資訊傳遞又快又多，吸

收、轉化的速度相當驚人，透過無數「媒介」可以理解所有未曾

經驗的一切，這種不需身歷其境就可以認知的方式，及對符號的

認同遠勝於經驗時，於是，圖像的解構辨証或顛覆叛逆，往往成

為創作的主要依據。所以，現代繪畫藝術的表現，已脫離現實的

說明與模擬再現，而朝向知性造型分析與感性的情感探究中發

展。如立體派（Cubism）的造型是分解、重疊的覆合幻影，以各

種不同角度的同時呈現，打破造型的完整性與空間的視覺性。又

                                                 
63陳其寬，＜肉眼、物眼、意眼與抽象畫＞，錄於郭繼生編，《當代台灣繪畫文選》，頁236、

237。 

 
64在牛頓已降的工業時代，屬於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第二波」，是一種「直線時間」的「直

線思考」，是秩序井然的思考路線。他顯示在造型藝術上的便是西式寫實主義，即文藝復興

到古典主義為止。 

詳見呂清夫，《後現代造型思考》（高雄：傑出文化公司，1996年），頁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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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著重精神性的探求，傾向於主觀化

與浪漫感的表現，呈現出誇張、扭曲的造型。因而巔錯世界，打

破物性之恆常看法，乃源於生活感受應運而生，應用於本創作中。 

    在＜霞光掠影話舟船＞研究中，有時刻意用誇張的透視，直

接呈現題材、內容，若以北宋「高遠」的風格較之，則有「特寫」、

「近實」的特徵。有時以拼貼法，將古今各代的舟船同時呈現在

同一畫面，暗示空間與時間的層疊與壓縮，表現現今「彈片文化」

的社會。有時將不同視點的大輪船，迫塞於一畫面中，雖有從屬

於光影的筆墨技法，卻又利用色彩將主題平面化、單純化，而瓦

解其空間深度，產生畫面矛盾的張力。皆嘗試以解構、重組的方

式擷取實景，以及從屬心象的主觀造型，輔以設計傾向的構圖，

以探舟船在今日社會中的多元化關係及其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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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霞光掠影話舟船＞代表作品分析 

 

一、希望與沉鬱  

（一） 內容形式 

畫    題：希望與沉鬱 

形式尺寸：3尺×3尺 

材    料：宣紙、墨、顏料、拓印 

創作年代：2002年 

（二） 作品解析 

本創作是以現代環境為覺知對象，以心靈的探觸為創因，

隱喻現代社會環境與人的互動所形成一種窄化的心理特徵。

「憂鬱」與「焦慮」是現代都市人對生活最深刻的感受，在工

作中淪為複製的機器，在競爭中失去人性的主旨，在利益中迷

失了方向，所以，現代人正處於知識、科技、電腦的壓縮時代，

這種扁平的時空觀，正是精神的時代性。 

本作品取材於台灣的基隆商港，因見往來巨大的港輪矗立

在狹窄的港口，或進或出、或停或駛，處處顯現繁忙的商業景

象與現代化工業社會的特徵。在擁塞的地貌與急促的氣息中，

充斥著吵雜的機械聲、馬達聲、船笛聲以及人們的吆喝聲。在

交疊的時空中，間雜著人性的焦慮與緊張、失落與漠然、希望

與期待的神情，這些衝動的撼力，激起我創作的原動力。 

在形式上，採用物象與空間交疊、擠壓的方法，將多艘厚

重的大輪船塞滿畫面，呈現出港灣貿易吞吐的熱絡。以挺勁的

筆法畫出高聳挺立的起重架，穿插在船與貨櫃之間，以顯出現

代工業的機械化特質，這些符號正是具有社會真實面貌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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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意義。 

天空採紋理表現法，期與輪船融合為一體，增加沉鬱而扁

平的氣氛，並與下方黑雜的卡車群相映，造成前後的壓迫性，

而其上下肌理以類似中求取變化為原則，並以灰藍、灰綠等色

彩貫穿畫面。將心靈的無奈、灰茫與恐懼，藉此依託於畫面。

海水採用印象派的光影法，雖用傳統筆墨技法畫出亮暗的立體

感，但其色調與天空相似，形成水天一色的上下空間壓縮法。

船身的暖色調，其光源來自空間與海水的反射，藉此推開沉悶

的畫面。在墨色的渲染烘托下，海水的耀動與船樓的亮麗，使

其在灰暗中呈現希望的生命，並賦予水墨語言的新嘗試。 

 

 

 

 

 

 

 

 

 

 

 

 

 

二、心弦之歌 

（一）內容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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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題：心弦之歌 

形式尺寸：3尺×3尺 

材料技法：宣紙、墨、顏料、畫刀、滴彩（墨） 

創作年代：2002年 

（二）作品解析 

達悟族的飛魚祭及達悟拼木舟，都是眾所週知的傳統文

化，但由於生活環境的變遷與現代文明的侵蝕，蘭嶼的純樸厚

實也逐漸被改變。本創作是以人文關懷為出發點，呈現消逝中

的傳統有如漩渦一般，是陷？是捲？還是依然故我？ 

本作品以圓形為主要形制，造成通幅的律動。其中，渦流

佔了畫面大半，作為畫面的主要元素，其餘的太陽、獨木舟、

魚群，則作為同質的呼應。圖中以紅紅的太陽，突顯出蘭嶼的

區域性特質與文明精神。中置逆時針方向的左旋渦流，其勢宏

大，施以抖筆蕩墨，暈染烘托，加強筆墨造型意味，並引用帕

洛克（Jackson Pollock）滴彩法，以色料或滴、或灑、或敲，

以增加動勢和層次；亂石數個漂浮於上，飛魚隨勢而身陷其中，

載沉載浮。從飛魚陷於漩渦中，隱喻達悟人也陷於時代的漩渦

中，當然，文化特質也被捲在時代渦流中，只剩下幾艘孤寂的

木舟兀立在岸邊長嘆。 

把觀者從視覺感知的動感，帶入心靈的遐思，以感性符號

作為隱喻，以解構內心潛在的精神境界。以旋渦形的筆墨，將

海水壓縮成同心圓的造型，其躍動的筆墨造成模糊不定的空間

轉換，在畫面上掀起無始無終的波瀾。藉此，象徵循環不已的

生命，並結構出一種特殊的節奏，以抓住觀者視線，並誘導視

覺軌跡和移動速度，將流轉的時間貼平在空間裏，形成壓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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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心理效能。 

以紅紅的太陽和蘭嶼圖騰相呼應，結合物性與民族性，展

現蘭嶼精神象徵，並以當地的木船置於幅上，突顯區域特質。

所以色彩以層層相疊的暖色作為基調，以示人文的改變受著不

同層次的傷害而沒落，有如日落西山的彩霞，僅擁有剎那的美

感，總是令人婉惜。同時，也是一種期許與等待，期待黎明的

曙光，更像紅日橙天，尊嚴的保有自己獨特的民族風格。 

 

 

 

 

 

 

 

 

 

 

 

 

 

 

 

 

三、圖騰的詩歌 

（一）內容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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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題：圖騰的詩歌 

形式尺寸：3尺×3尺 

材料技法：宣紙、墨、顏料、噴霧、拓印、裱貼、滴彩 

創作年代：2002年 

（二）作品解析 

      一個民族的圖騰產生，是經過長期的人文演化而確立的，

它代表多數人的精神標地與內在的肯定。 

      達悟人將它們的信仰表現在圖騰上，主要以三角形、螺旋

紋和菱形的線條紋樣為主，顏色則以紅、白、黑三種濃烈色調

最常見。同心圓幾何圖形，邊緣以三角形裝飾，代表光芒四射

的「太陽」，象徵對太陽的誠敬與熱愛，這也是達悟舟上最重要

的圖案。高舉雙手、兩腿伸展的「人形紋」，造型活潑而簡潔。

正反三角形對稱組合而成的浪狀雕飾圖案，對波浪的詮釋十分

貼切。這些傳統的紋飾，深深吸引我，促成以它為創作的根源。 

      作品中以格化為主要表現法，中央以圓形為總結，下方以

斜式切入畫面，破除格式的單調，增加空間的深遠。 

以「人形紋」和「太陽」兩種主要的圖騰，當作格化的主

要內容，在畫面中作有機組合，依格式的大小，而有面積與彩

度、明度的不同變化，並加上拓印肌理，打破「設計」的平面

性和機械性。中央圓形面積內置雅美獨木舟，以工筆白描略施

淡彩，詳細刻畫其獨特的造型與色彩，是畫面的視覺焦點，並

呈現「手工」的親和性，以與四周格化圖騰的機械性形成強烈

對比，也是對工業文明的一種宣言。 

下方斜式排列的獨木舟，以寫意墨法畫出立體感，以噴霧

法烘托月夜氣氛，使其在迷濛光影中不見色彩，有如消逝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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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悟文化。 

 

 

 

 

 

 

 

 

 

 

 

 

 

 

 

 

 

 

 

 

 

四、無止盡的黑洞 

（一）內容形式 

畫    題：無止盡的黑洞 



 69 

形式尺寸：3尺×3尺 

材料技法：宣紙、墨、顏料、畫刀、裱貼、拼貼、水拓 

創作年代：2002年 

（二）作品解析 

自古至今，人從基本的生存到生活，進而追求生活品質的

良善。 

「金錢」代表人性的欲求、生存的意義、社會的地位、歷

史的價值⋯等，是永不止息的追求目標，更像是永無止盡的黑

洞，暴露出人性的貪婪。 

從歷朝舟船名作，延伸到現代的輪船，以超越時空的意念，

將人性的欲求同時匯聚在一起。 

以不同的筆墨來呈現舟船造型：或白描、或勾勒填墨、或

寫意、或潑墨、或積墨；有的擇取代表性的古畫，有的以寫生

取得，將各幅畫作以適度的區隔，以示時代性，卻又以色彩作

為聯結，使其分野中不失零散。本圖中有歷代名家所繪的各式

古船、也有現代的漁船、膠筏、輪船⋯等，雖然時代不同，但

為了生活而奔忙，卻是共同性的焦點，所以，以拼貼的錢幣，

作為通幅聚合的語言，雖然，錢幣分屬於不同的年代或國家，

但人們心中的幣值卻是相同的。 

在通幅的統整方面，底層用水拓法的水紋作為聯繫，使每

一部份都有必然的視覺形象聯繫，既隔且能合或隔而覺合。並

施以各種材質的綠色與藍色，使「天」與「水」合而為一，突

破小畫間的同格性，消除其空間錯覺，使每張小畫具有雙重的

色彩和形式，卻又能融合成一張大畫。再依其旋轉的動勢，拼

貼影印的錢幣，增加聚合的實質焦點。最後，表層用白粉、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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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壓克力顏料，用旋轉性的筆勢與刀勢，作出流動的飛白肌理，

增強時間的躍動性，以達視覺的統一效果，引領觀者進出不同

的時間與空間。 

 

 

 

 

 

 

 

 

 

 

 

 

 

 

 

 

 

 

 

五、護佑紅塵 

（一）內容形式 

畫    題：護佑紅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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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尺寸：3尺×3尺 

材料技法：宣紙、墨、顏料、畫刀 

創作年代：2002年 

（二）作品解析 

      漁人行船於波濤洶湧的海上，生命安危便成為他們最關切

的課題，因此，港灣之處常見廟宇林立，以求取神明的護佑與

自我心靈的寄託。這種祈求與依賴也是存在主義的本質之一，

更是舟船文化的典型特徵。故以此理念而經營形式，表現中華

民族特有的人文與宗教觀。 

    畫面捨棄具象廟宇的符號，僅以石獅造型隱喻宗教寺廟，

作為人心的依附處，並以「陰陽」作為意象主流。中國人的陰

陽觀主張：生為陽、死為陰；日為陽、月為陰；人為陽、鬼為

陰；紅為陽、綠為陰⋯等觀念，本幅色彩則依此陰陽觀來表達。

石獅背後以紅色的色塊，作為抽象性的宗教暗示，同時代表「生」

像。上置一金一銀的日月圖像，代表時空的無時時，表示人們

無法脫離任何的時光隧道。四周背景為綠藍色，代表死途陰路。

這些都是建立在神化的精神境界，不僅是生死對比，也產生色

彩學的紅綠對比，形成不協調中的平衡。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統萬物而

生生不息。」石獅身上佩帶八卦，八卦也有陰陽，演化出人、

天、物、時、事、理⋯等等吉凶禍福的預知，以此貫穿人類的

乞求性與恐懼心，這也是將舟船畫在石獅下方的原因。 

以寫意法畫出舟船的立體感，再以潑墨、潑彩法滴漬相滲，

呈現出海浪的虛幻無情與漁船的渺小，暗示漁民生活的艱辛與

危險。抽象的墨塊與具象的漁船，將動靜交織；虛實互映的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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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思維，轉化為水墨性的視覺經驗。 

 

 

 

 

 

 

 

 

 

 

 

 

 

 

 

 

 

 

 

 

 

六、船歌浪語 

（一）內容形式 

畫    題：船歌浪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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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尺寸：3尺×3尺 

材料技法：宣紙、墨、顏料 

創作年代：2002年 

（二）作品解析 

      現代水墨畫的言語符號，已超越舊有的區域理念和時間限

制，它不僅能將過去的人、事、物、景、境，經過時空的隧道

而延伸或搬移到現代，並能在時空的對流下，產生新舊思想的

重疊。若以同一平台觀之，只是一體兩面的形式，展開同時的

對話。 

      本創作理念基於以上的人生哲學觀，以海浪和魚作為古今

時空的橋樑，架構新舊社會的共體性。 

以勢而言，幅上以浪滔翻滾之寫景手法描繪，隱喻歷史的

潮流是永不止息的向前推動著，有道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幅

下的海浪卻用輕描淡寫的寫意手法帶過，結合理性與浪漫，在

動靜、繁簡中增加兩種動勢的呼應。 

構圖形式是以幾個不同的空間堆疊而成。畫面呈現開展式

的立方體，卻消失於藍色的斜式三角形，以此進入更替的時空，

並隱喻任何時代的舞台都有消失的時刻，也代表不斷向上昇華

而超越時空。進一步言之，是一種時間化的空間，強調心理空

間的圖像。 

      每個時代就像個封閉式的空間，上演著該時空的劇碼，時

間一到，下一批的演員上場，下一個時代自動輪替。不斷的新

生、不斷的消失，不論是人？是船？是魚？誰都無法逃脫時空

的更替。      

本幅色彩不多，以淺絳色為主。中央的平台施以灰綠、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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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及墨色，加上墨線的方格與時鐘，同時代表空間與時間。黑

白墨色表現古樸的古船，鮮豔的綠、朱色系則表現漁船的現代

感，兩者上下並置以引入歷時的相關性，在瞬間畫面營造時間

變化過程。藉以描述古今浮生掠影，探討歷史軌跡與人文變遷，

並呈現思古幽情和時空印象。 

 

 

 

 

 

 

 

 

 

 

 

 

 

 

 

 

 

七、漁港彙集錄 

（一）內容形式 

畫    題：漁港彙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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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尺寸：3尺×3尺 

材料技法：宣紙、墨、顏料、膠水 

創作年代：2002年 

（二）作品解析 

現代繪畫是一種多樣式的形貌，其思想的廣泛度與媒材的

多元化，極具特色。不僅突破過去的佛、道、儒家的思想，也

揚棄了文人畫的詩歌情境，轉而進入現代商業、科技的文化，

是一種現實性、活生生的經驗題材，與當下時空緊密的連結在

一起的藝術。 

本作品以集結的方式，將漁船海事的單一性加以彙集，包

括：各種漁船造型、各類漁具、魚類、貝類⋯等，組合在同一

平面、同一時空中，聚合成多樣性的內容。每一格都有各事物

的獨立性，卻又共同呈現整體性的面貌，是一種隔而不離的「櫥

窗式」構圖法。 

線條的大量運用與墨韻的多重變化，是本作品的特色。首

先，潑淡墨，分割成大小不一的聚散圖形。再施以加膠水的中

墨，使其自然擴散，展現水墨的隨機性、律動性、空靈性、透

明性⋯等特質，以破除原有的格局造型。經由潑、染、暈，呈

現不經意的線條和墨塊，使格化的櫥窗式構圖更為多元。並藉

由格化的分割，形成交錯、互動的空間，解構心境與意境的虛

實。 

擇取部分區塊敷彩為底，使墨、彩、膠三者交融，而後以

象徵手法，繪上漁事圖形和文樣符號，譜出漁業生活的百態。

再隨類賦彩，或乾、或濕，使彩、墨合一，增加色彩變化與肌

理的交疊。並配合點、線、面的交織運用，豐富畫面的多種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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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對應，展現一種新的視覺效果。 

       邊框加上黃橙色，以突顯漁業櫥窗的現代風格，並強化彩

度的對比性。 

 

 

 

 

 

 

 

 

 

 

 

 

 

 

 

 

 

 

 

八、風獅望月 

（一）內容形式 

畫    題：風獅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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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尺寸：3尺×3尺 

材料技法：宣紙、墨、顏料、拼貼 

創作年代：2002年 

（二）作品解析 

      到過金門的人，都知道金門的人文特色，尤其建築形制的

華麗與多樣化，乃是民間建築藝術的一大寶藏。金門古稱浯州，

從宋朝以來就一直是文采鼎盛的地方，目前仍留存著非常豐富

的中國閩南系傳統建築。風師爺的精神意涵，更是金門人的獨

特信仰。據傳風師爺有鎮邪壓勝之威力，故常聳立在村落之入

口處，其造型有站立及蹲立兩種，背部披著紅巾，多是張牙瞪

眼的表情。       

本作品以方形為主要形制，傳達繪形性的獨立美感。以現

代人本生活觀，展開人文探索。 

      作品中以金門建築為基調，以示區域性的特質。壁面施以

灰白與壓克力白，營造斑剝效果，作為時光的步痕。下置漁船

夜息：在擁塞的港灣中，塞滿歸航漁船，燃亮燈火點點，以濃

郁的夜景氣氛，襯托出歷經炮火愴傷的金門。所以，經由天空

的大片深藍，傳達出色彩的張力，在強烈的明度對比中，強化

圖象的震撼，表現金門的自信與堅毅。 

以朱紅色帶作為平面化的磚牆，繞於外圍，畫有幾何圖案，

增強牆面肌理。上有造型相異的風師爺，增添了內外繪畫語言

的層次。只取其頭部拼貼，以隱喻目前金門文化的褪色，成為

片段式的彈片文化，往往只知其頭而不知其尾，逐漸被觀光旅

遊的熱潮所取代。  

外圍以篆、隸、行三種書體書寫漁舟詩文，結合文學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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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金門過去的風華，用以表現對美好的往昔，以及傳統文化

深深的眷戀。並以弧線切割，增加屋宇、舟船的對應形制，隱

喻現代文化的洗禮和切割。 

 

 

 

 

 

 

 

 

 

 

 

 

 

 

 

 

 

 

 

九、港灣月夜 

（一）內容形式 

畫    題：港灣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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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尺寸：3尺×3尺 

材料技法：宣紙、墨、顏料、紙拓、滴彩 

創作年代：2002年 

（二）作品解析 

      每當夜幕低垂，明月當照時，蘇澳港灣中的漁船夜景，最

令人遐思讚嘆。常聽到海浪的拍擊聲與明月共和而歌，常見到

重重的船影與燈光相映，伴隨著明滅浮沉的律動，成為現代印

象派的光影特色，及厚墨重影的效果。雖未歷經古詩的「楓橋

夜泊」詩意，但眼前的畫境與創作理念，卻與「楓橋夜泊」同

一命脈。卻又跳脫了古人單一的訴求，進入現代情、景、境的

意象。 

 以大片渲染的墨色逐次營造低沉的調子，使籠罩在暗夜的

氣氛中，得以通貫全幅。所以，本作品以墨韻為主，用色不宜

鮮繁。 

先以大塊潑墨為山巒，增長後面的縱勢，襯托出幽寂的夜

色。停泊休憩的群艘大漁船，其龐大的船身，透過簡潔的線條

造型與渾厚的筆墨堆疊，簡化了形制的固有化，進行水墨性的

意象思考，從形體的質量感尋找特質的表達，從色塊的佈陳尋

找符號的張力。於是山巒與漁船，相構組成墨的韻律與伸展，

營造出具有想像空間的真實。 

前景群船雜陳，架構成「反L形」的佈局，並留出一片波

光倒影，增強空間距離與音、色的遐思，及濃郁的港灣韻味。 

遠處的樓房，以人為意識型態呈現，籠罩在一片月色中。

圖上頂端置有皎月彎彎，產生天、地、人、海的共語，分不出

何處是月光、星光、海光、燈光的現代漁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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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霞光雲影 

（一）內容形式 

畫    題：霞光雲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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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尺寸：3尺×3尺 

材料技法：宣紙、墨、顏料、膠水 

創作年代：2002年 

（三） 作品解析 

人與自然之間隨著不同的時空，不斷變化著的對話的題材

與內容，一直是詩人和藝術家所探討的生命價值，闡述萬物共

存共享的生命觀，因此，自然界的景物結構，往往參與人物的

情緒而共體呼應，使之情景交融而意生。 

台灣中脊山脈高聳，河川奔流而下，在河海交界處，具有

另類的風情，尤其大肚溪出海口是多樣化的複雜性，淡水魚、

海水魚兼有，海鳥種類繁多，蘊藏著豐富的天然資源，此處竹

筏、膠筏、小船⋯隨處可見。又緊鄰火力發電廠，電塔林立，

插於溪中。加上聞名的「大肚夕照」，火紅太陽與海鳥群舞，

形成大肚溪畔人文翡翠的綜合性地方色彩。 

       此圖，採橫向三段式構圖，海水面積約佔三分之二，天空

面積約佔三分之一。前景水面廣闊，並以濃墨的大船，繪出主

題特色，用消失手法，向後推遠到電塔聚集處，與主電塔的墨

色取得呼應，使橫直空間交錯，增加觀者美感的停留時間。遠

處膠筏角度，與水平線相同，以增加結構的穩定性。雲霓的動

勢與電線曲度配合而互相呼應，以拓展空間的深遠度，增加視

覺效果。滿天的霞光也映照至水波光體，使其蘊含通幅的氣

氛，提昇視覺美感。 

       輸送南北電線的電塔，聳立於溪中，是現代社會生活的真

實符號，也是畫面的重要構成元素。經由它，以展現時代面貌，

並串聯水、天的橫向並列形制，達到橫、直、弧三者交疊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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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之美。 

       作品中以國畫顏料、壓克力顏料、膠彩等混合使用，並參

雜水墨韻味與特殊技法，把大氣的氤氳、燦美、豪情⋯，凝於

畫中，化作永恆的光芒，以達原創的意涵。 

 

 

 

 

 

 

 

 

 

 

                

 

 

 

 

 

 

 

十一、海上量權 

（一）內容形式 

畫    題：海上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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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尺寸：3尺×3尺 

材料技法：宣紙、墨、顏料 

創作年代：2002年 

（四） 作品解析 

          在台灣海域上，不遠的近海中，常看到一艘艘的「海上旅

館」，作為大陸漁工休息或暫居之處，其生活品質和精神層次

都極為低落，這是現代海峽兩岸政治角力下的特殊景象，因

而激發我創作的思潮。 

           台灣，一向是地理上的邊陲小島，卻在短短的三、四百

年內，受到不同政權的統治，擁有複雜的歷史背景，而影響

當今國內社會、經濟、文化的衝擊。也成為美國太平洋防線

的中據點，更是兩岸政權的焦點。台灣，是下棋手？還是被

下的棋子？ 

           以斜式棋盤貫穿畫面，點出主題意涵，並暗示「政局如

棋局」。左上角畫出大陸海岸，右下角則畫出台灣地形，一大

一小，一紅一綠，互相對峙。並在棋子上畫出黨派標誌，強

化對奕的臨場感。右上角的藍色，代表國民黨。左下角的黃

色代表親民黨。四個黨派分據四角，不但是政局的對立，也

是色彩的對比。 

畫幅中央以破舊的「海上旅館」作為主題，並為畫面焦

點。為保留其特徵及意義，採用墨色的堆疊，加上塗、擦、

印、壓等手法，並減少色彩的份量，卻加重漁工的色彩，以

突顯擁塞的現象與不能上岸的無奈。 

這種兩岸漁人的無奈，根源於政治的對峙，所以，加上

棋盤與黨派的政治符號，其色彩也以紅、綠、藍、橙作為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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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海上的浪濤，更是代表政治檯面下的翻騰、詭譎多變。

兩岸之間，是友？是敵？是助？是傷？觀者由畫作之中，將

能粲然一笑，這不也是詮釋現代繪畫的新語言嗎？ 

 

 

 

 

 

 

 

 

 

 

 

 

 

 

 

 

 

 

 

十二、詘體詠歌 

（一）內容形式 

畫    題：詘體詠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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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尺寸：3尺×3尺 

材料技法：宣紙、墨、顏料、噴霧 

創作年代：2002年 

（二）作品解析 

   從往昔至今，漁人社會中的神明文化，在他們心中總是安

穩而踏實，護佑與感恩與他們的生活情境是合而為一。這種相

互之間引動的感情，產生千年牢不可破的至情至義。所以，港

灣之處常見廟宇林立，是舟船文化的典型特徵，表現出中華民

族特有的人文思想與宗教觀。感於斯而創作此作品。 

在形制上，觀音像位居畫幅中央，外襯以黃色的圓形光環，

象徵其無量的慈悲與光明、圓融的智慧。四個角落則畫出不同

的手勢，分別代表光明、吉祥、如意、解脫等意涵，以象徵護

佑是超越時空的界限而無所不在的。漁船則環繞其間，無時時

的受到庇佑，象徵人、神之間的互動與相依，當面臨危難時，

身心得以寄託而遠離恐懼。 

在技法上，除了毛筆的描寫性外，加上噴、敲、點、拓等

技法呈現，以表現石刻佛像厚實的肌理與通幅的氣氛。融合傳

統技法與現代肌理，形成交錯、互動的空間，構築虛實之心境，

隱喻人類與宗教互相依存的關係。 

      此圖觀音像取自四川大足石刻，原作上方手持日月，又稱

日月觀音。造像端莊豐富、氣質渾厚，採用浮雕手法，面貌柔

和慈祥。當年造像乃為祈求遠離民間疾苦，得到安泰。雖然，

歷經千百年，現代人觀之，仍覺得她非常親切和藹，跟我們的

時代並不脫離，沒有時空的隔閡。 

      因為人性的共通點不離悲歡離合、喜怒哀樂、聚散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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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賤富貴，尤其漁民常以自身的安危為首要的祈求與希望，況

且，觀世音菩薩在人們心理的形象，象徵著大慈大悲、救苦救

難的意涵，涵蓋面比媽祖寬廣，這就是我選取觀世音菩薩作為

宗教信仰代表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