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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科技與繪畫的關係 

 

第一節 藝術史中科技對視覺繪畫的影響 

 

視覺傳達媒體之演進 

古代人類運用視覺傳達訊息主要由圖像開始，而圖像傳達則由寫實

的手繪表現為主。爾後歷經工業革命寫實科技的發展，攝影技術在藝

術創作上漸漸被接受成為另一個視覺傳達的媒材。近年來，有動態影

像結合聲音與文字的多媒體成為新的意念傳達工具。因為數位空間的

建立，文字及圖像的取得變得更便利，使人類傳達意念的能力更為豐

富與寬廣。人類運用數位媒體的重要目的在於迅速正確的傳達訊息，

影像的應用是基於工具上的發展，使得圖像取得簡易。因此，圖像轉

換訊息傳達過程變成非常重要。傳統圖像轉換功能已被數位化媒體的

強大功能而簡化其過程。由於數位媒體對人類創造力具有正面功能，

電腦數位自然成為資訊社會發展的產物。 

從人類文明史來看，藝術的創造常與科技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繪

畫常藉助科技及其相關知識的幫助，來達到人類追求美感的目標。例

如希臘時期應用黃金比例、中古世紀強調中心點原則、到文藝復興時

期追尋精確的透視、解剖的觀念，都是運用科技技術來達到繪畫的目

的 。 其 它 還 有 印 象 主 義 (Impressionism) 、 新 印 象 主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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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Impressionism)、歐普藝術(Op Art)、超寫實主義(Super Realism)

等等都受當代科學某些程度之影響。 

另外今日電腦藝術為資訊時代的藝術發展宣示重要的時代意義。電

腦藝術不只在二度空間及三度空間具有高度的展現能力，它更結合時

間因素，成為四度空間的構成，形成完整藝術的創作經驗。電腦藝術

配合時間與空間的觀念，提供新的表現領域，繼而引起藝術創作的變

革。由於資訊科技結合多媒體技術，使得資訊科技已超越傳統藝術單

純的物理性，而提供媒體創作的可能性與活潑性。電腦與藝術關係也

由輔助藝術創作的工具，繼而發展成為創作的新媒材。 

西方的藝術中就因為具有科學實驗的文化特質，所以在藝術的發展

中每隔一段時間就有新的風貌產生。 

 

以下就幾個影響到繪畫的科學實驗或發明作一介紹： 

一、繪畫顏料 

從人類在洞窟裡留下的壁畫來看，人類在西元前一萬七千年就知道

用顏料來繪畫了。研究那些洞窟壁畫，我們發現許多在那時已使用的

繪畫媒材及方法，我們至今仍在使用著。 

從洞窟壁畫的誕生到現在，有很多偉大的藝術家留下很多偉大的作

品。我們都會想這些偉大的藝術家為什麼能把色彩掌握得恰到好處？

他們用了什麼方法和訣竅，或是用了專家級的顏料才能如此鮮麗？ 

因技術的發展而產生的繪畫媒材中最常見的有蠟畫﹝encau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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溼壁畫﹝fresco﹞、蛋彩畫﹝tempera﹞、油畫顏料﹝oil colors﹞、水

彩顏料﹝watercolor﹞及壓克力顏料﹝acrylic colors﹞等。每種繪畫媒

材皆有其特質，它們的產生對爾後的繪畫創作影響很深，雖然隨著往

後科學的進展，不斷還會有新的創作媒材出現，但這些材料並不會消

失，各有特色各有存在的價值，它們會與新媒材並存讓創作者有更多

的選擇。 

以下為各種媒材的發明及其在繪畫上運用的特點： 

１．蠟畫媒材﹝encaustic﹞ 

有些早期由古希臘、羅馬人所繪的繪畫，是以類似蠟筆的材料所畫

成的。這裡的蠟畫材料是以色粉及融化的蠟混合而成，其中的蠟是固

著劑，而使蠟融解並維持液態的熱源就是溶劑。通常用蠟所繪成的

畫，在光線下會閃耀出特殊的色澤。  

２．溼壁畫﹝fresco﹞ 

溼壁畫是很一種早就已經發展成熟，而且被大量應用的繪畫技術，

它是以色粉畫在刷了濕石膏的牆上。藝術家先將新鮮的溼石膏塗抹在

牆上，然後將具有水溶性的顏料快速的畫在石膏表面上。這時顏料會

很容易的附著在溼的石膏表面。等石膏乾燥之後，繪畫就變成牆的一

部分了。 

溼壁畫媒材中的石膏是固著劑，溶劑是溼石膏裡頭的水分。溼壁畫

的技術在十五世紀時期曾被文藝復興時代義大利的畫家們加以改

進，並且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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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類 最 偉 大 的 溼 壁 畫 作 品 應 當 是 米 開 蘭 基 羅 (Michelangelo 

Buonarroti,1475-1564)在梵諦崗西斯汀教堂(Sistine Chapel)的天花板和

祭壇上所畫的舊約聖經的故事以及最後的審判(Last Judgement)。 

 

３．蛋彩畫媒材﹝tempera﹞ 

蛋彩是將色粉混合蛋黃及水，用細小的筆刷調和而成。蛋彩不易散

開，也不易調和，所以蛋彩顏料適合將一層層的顏色細心勾勒疊畫，

畫出清晰、乾淨的畫面。蛋彩繪畫非常耗時，一旦乾了，卻有極佳的

防水性。蛋彩畫家特別容易捕捉事物的細節。 

４．油畫顏料﹝oil colors﹞ 

油畫顏料是一種油溶性顏料。15 世紀初，第一次使用油畫顏料，

直到今日已成為最普遍的繪畫媒材之一。 

位於義大利半島東北部的威尼斯在文藝復興時期，商業繁榮，生活

富裕，這種生活趨向反映在藝術上則有明朗華麗、色彩豐富等特色，

在作品中大多充滿了樂觀主義的色彩。在十五世紀以後，北方的佛蘭

德斯的畫家已採用油畫顏料和帆布作為繪畫表現的材料；威尼斯的畫

家由於受到其影響，也逐漸採用這種繪畫的新技法，而取代了繪製在

木板上的蛋彩畫﹝tempera﹞。 

亞麻仁油是油畫顏料的固著劑，它在乾燥後可保持光澤；松節油則

是溶劑。油畫顏料乾得很慢，所以畫家們可以從容地把顏料塗抹在畫

布上，甚至可反覆作畫或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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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畫顏料可以厚塗，作出有趣的結構和不同的肌理，當顏料厚塗

時，看起來是不透明的，也就是光線不能透過的感覺。油畫顏料也可

以薄薄的暈染，畫面則呈現透明的色調感，就像上釉一般，下層顏色

隱約透露出來。 

５．水彩顏料﹝watercolor﹞ 

水彩混合了色粉、阿拉伯膠及水。水是它的溶劑，在調色盤上用清

水適當調勻顏料，畫在質感良好的專用水彩紙或白紙上，而調色盤以

白色的調色盤最好，因為觀色較為準確，不致發生色差。另也可以用

小張畫紙試色，以確定色相、明度、彩度和顏料的濃度。 

水彩可以給人輕柔、迷濛的感覺，但也可以是濃烈、富光澤的。透

亮的光影是水彩中最常見的透明表現法。 

６．壓克力顏料﹝acrylic colors﹞ 

二十世紀科技的進步使藝術家們有了新的繪畫媒材可以選擇。工業

合成顏料是工廠製造出來的顏料，加上塑膠固著劑製成的。這些顏料

在 1930年代開始用於佈景繪製。 

現在最被畫家普遍使用的工業合成顏料就是壓克力顏料，它是一種

快乾、水溶性的顏料。壓克力顏料像油畫一樣，它可以淡抹也可以濃

妝，薄畫和厚塗兩者皆可。壓克力甚至可以用噴槍噴灑出似薄霧般的

厚度。壓克力比油畫顏料較不易弄髒畫室，因為它乾了之後成為一種

合成塑膠，很容易用熱水將其軟化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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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黃金比例（golden mean） 

在人類的歷史中，比例（ratio）一直是被運用在建築、雕像、繪畫

以及工藝品上。尤其在希臘、羅馬的雕刻、建築、繪畫等藝術的表現

中，理想的比例被當作是一種美的表徵。有幾個完美的比例，古代的

學者就把它公式化，作為藝術創作的基本原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黃

金比例」。古希臘羅馬人認為「黃金比例」是最完美的比例而且將之

活用於藝術造型的表現中。 

黃金分割是一個比例。在造型藝術上所謂的「比例」乃是指長度或

面積等屬於量度之間的一種比率，它描述部份與全體之間或部份與部

份的關係。將一條線分割成大小兩段，小線段和大線段的長度比，等

於大線段和全部線段的長度比，也就是 1 比 1.618 的比例分割，這在

數學裏稱之為黃金數。這種比例分割方法就稱為「黃金比例」。黃金

分割有著獨特的優美特質。 

公 元 前 六 世 紀 古 希 臘 數 學 家 畢 達 哥 拉 斯 （ Pathagoras 

Pythagoras,582-500 B.C.）是著名的數學家、哲學家和思想家，他窮畢

生精力去研究比例，他把美妙的比例分為十級，最高級的即最美麗的

比例，就是黃金分割。 

畢達哥拉斯創立了一個神祕的教派，認為「數」是宇宙之基，從數

中可導出「黃金比例」，創造一切完美的造型、音樂；即使是人體，

當其符合黃金比例時，是最勻稱，也就是最美的。他所發現的「畢氏

定理」，至今仍被活用於視覺造形中。 

相傳，有一天當他把單弦琴弦線在約五分之二長度的地方用承托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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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時，兩邊就能彈出極為美妙的和音，他就把這比例命名為「完美的

五分」(a perfect fifth)。對沉醉數學的畢氏來說，玩單弦琴並非為奏樂，

而是研究數學的一個行為。他想，弦線既然可擁有一個完美的分割點

（或比例），那麼所有線條、形狀、物體、萬事萬物，乃至宇宙，是

否都應該有同一個完美的比例。這比例既然能表現音樂的完美，是否

也能表現線條、形狀、物體、乃至宇宙萬事萬物的完美呢？ 

在宇宙萬物中，所有的動物，包括人類、海裏的魚、地上昆蟲、天

上的鳥等等，擁有完美比例者到處皆是。例如人體（總身高）的黃金

分割點就在肚臍，面部總面長的黃金分割點在眼眉，眼至下巴的黃金

分割點在鼻孔。而金字塔的高度與底部邊長成黃金比例。 

畢氏從事了多方面的研究，其中包括天文、美學、音樂、數學、和

自然學，去證明他對這一個完美的比例的信念。他和古希臘的許多數

學家相較，畢氏的偉大在於他能觀察入微。 

據說畢達哥拉斯，認為人在潛意識中喜歡一種數理關係的形式，此

學說，在美學思想上影響頗大，希臘的建築與雕刻多用這一原理，完

成他們的作品。維納斯是西元前一百多年希臘雕像最盛時期的作品，

在西元 1863 年愛琴海的小島所挖出，雖然殘缺破損，但是兩千多年

前希臘人的審美觀仍令我們激賞。維納斯這座雕像之所以讓人覺得她

充滿美感，是因為她的下半身和上半身的比例就是「黃金比例」。 

在文藝復興時代，義大利以神聖比例來稱呼它，認為黃金比例是最

完美的比例。 

三、透視與解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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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性是文藝復興時期藝術的特點。這個時期的藝術表現，經過長

期的探索，有了很大的突破。藝術家把藝術創作技法的研究和自然科

學相結合，以當時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建立了藝術解剖學、透視學、

繪畫明暗轉移法等新學科，帶給當時的繪畫、雕刻和建築很大的推動

力。其中以達文西為最突出，他的重要貢獻是把繪畫藝術從手藝提高

到一門獨立的科學。 

早期的義大利文藝復興藝術以佛羅倫斯為中心。此時發展出一套完

美的透視法則，及應用人體解剖學、明暗對照法的實體表現法。  

有「文藝復興之父」稱呼的是：畫家馬薩奇奧（Massaccio,1401∼28）， 

建築家布魯內列斯基（Brunelleschi,1377∼1446），雕刻家杜那鐵羅

（Donatello,1386∼1466）。 

馬薩奇奧的透視法和明暗對照法，對於鼎盛期文藝復興繪畫風格之

建立，貢獻頗大。他放棄哥德式的複雜及繁瑣性，追求更簡潔有力的

造形，其中尤以人物之表情和體感的表現最為突出，代表作品《三位

一體》1425，佛羅倫斯新聖母堂、《亞當和夏娃被逐出樂園》1427。 

法蘭契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 1416∼92），致力於藝術、數學、

幾何的研究，人物及透視的表現，皆注重數理結構的嚴謹與平穩。代

表作《示巴女王會見所羅門王》1452、《烏爾比諾公爵夫婦肖像》1474，

佛羅倫斯烏菲茲美術館、《耶穌復活》壁畫，1467-68，聖墓鎮市立博

物館。 

布魯內列斯基，為數學透視法發明人，首倡實地考察古典遺跡，運

用古典風格與柱式，在完成佛羅倫斯大教堂圓頂之後，又建《育嬰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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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 和聖克羅切教堂的《帕齊禮拜堂》1430∼1440 等，空間開闊，比

例和諧，開創了文藝復興建築風格。 

杜那鐵羅，潛心研究人體解剖學，開始創作完美的裸體形象，如《大

衛像》1430∼32，佛羅倫斯巴杰羅美術館，作品表現出血肉的有機感。 

 

四、印刷術 

印刷術被譽為世界「文明之母」，因為它在推動世界文明方面作出

了巨大貢獻，這是值得世人驕傲的。 

印章是印刷術的前身 

印章在戰國時已經通行，由於可以重複蓋用，可說是最原始的印

刷。東漢時，朝廷把儒家經典刻在石碑上供人抄錄，石碑共有四十六

塊。因爲抄寫費時，於是想到拓印的方法，如此便可以快速拓出黑底

白字來。這種碑法加上印章的經驗，促進了唐代雕版印刷的發明。 

雕版印刷 

雕板印刷術發明的確切年代尚無法確知，較為可信的說法是「隋朝

說」，即六世紀的隋、唐之際。雕板印刷在隋朝產生後，就被用來印

刷佛教經典、佛像和宗教畫片等，經唐和五代三百多年的發展，不斷

推廣和傳播，幾乎遍及各個方面。 

雕版印刷是在梨木，棗木等版上，刻出凸起的字或圖案，塗墨鋪紙，

用刷子在紙上壓刷，圖文就印在紙上了。唐代詩人元稹在一篇文章中

提到，當時揚州和越州一帶，常有人將詩文大量雕刻，在街上售賣或



 20

拿去換茶酒，可見當時雕版印刷已經廣泛流行，民間印書風氣很盛。 

雕板印刷術在中國產生後，首先傳入鄰近的日本、朝鮮，爾後陸續

傳入伊朗、埃及和歐洲等世界各地，對人類文明作出了重大貢獻。 

印刷造成了書籍、教育的普及，改變了當時歐洲原來衹有僧侶才能

讀書和接受高等教育的狀況，也刺激起歐洲日後的文藝復興運動。由

此可見，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實在促進了世界文化的交流和發展。 

印刷術在藝術影響： 

「民俗版畫」是印刷術延伸的一種，是重要文化資產之一，它是利

用雕版印刷的方式，大量刊印與民間生活有關的信仰、風俗、傳說等

的一種以圖形作為表徵的民族藝術。 

版畫，是中國美術的一個重要的類別。古代版畫主要是指木刻，也

有少數銅版刻和套色漏印。獨特的刀味與木味使它在中國文化藝術史

上具有獨立的藝術價值與地位。 

明清兩朝是我國版畫的高峰時期，在許許多多文人、書商、刻工的

共同努力下，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局面。不僅創作出大量優秀的作品，

也出現了各種流派。宗教版畫在明代達到頂點，欣賞性的版畫也在明

代大大興起。 

另外日本浮世繪（Japanese prints）對近代繪畫也有一定的影響，浮

世繪是興起於日本江戶時代的一種民間版畫，在江戶時代後期，浮世

繪擁有高度的藝術風格，但當時的日本人視之為宣傳單或海報，不加

以重視，遂於江戶末期至明治時代之間（19 世紀後半），大量流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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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有些甚至被當為磁器的包裝紙運送至海外。 

浮世繪的魅力當然在於其高度的藝術價值上，又因是當時的通俗繪

畫，題材多取自日常生活的景象與民眾的生活習俗，再加上鮮明獨特

的色彩與創意，作品充份表現出日本民族風格，也反映當時的日本文

化背景。 

浮世繪於 19 世紀後半，流傳到歐洲，印象主義的大師們如莫內

（Monet,1840-1926）、梵谷（Van Gogh,1853-90）、馬奈（Manet,1832-83）、

雷諾瓦（Renoir,1841-1919）等等都受到浮世繪的衝擊，梵谷個人的珍

藏品中就有大量的日本歌川派浮世繪。梵谷畫中湛藍的天空與金黃的

太陽花，可說是取材自日本的浮世繪。浮世繪藝術精神及特質與印象

主義畫家們所渴望、所追求的相吻合，19 世紀後半的歐洲才會進而

產生繪畫變革，更揭開了歐洲現代藝術的序幕。由此可見，浮世繪對

印象主義具有相當影響。 

五、三稜鏡 

我們知道太陽光經過三稜鏡折射後，可分開成無窮色彩的連續光

譜。習慣上，我們大略區分為紅、橙、黃、綠、藍、靛、紫等七種色

光。但視網膜內的組織由於影像解析度的關係，並不能精細到對所有

無窮多頻率的可見光都產生反應。視網膜內的錐狀細胞組織，大約可

區分為三種：一種可被較低頻的紅光所刺激，使我們感受到紅色；另

一種可被中頻的綠光所刺激，使我們感受到綠色及第三種可被較高頻

的藍光所刺激，使我們感受到藍色。當視網膜內的三種組織同時受到

一定比例強度的刺激時，感受到的將是白色。換句話說，只要以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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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的紅光、綠光、藍光相混合，我們將感受到白光。倘若不同強度

紅、綠、及藍三色光的任意搭配合成，將可使我們感受到可見光譜中

的任意色彩。因此，我們稱紅、綠及藍為光的三原色。電視螢幕所呈

現的色彩就是基於此種色光的混合原理而來的。 

印象主義的產生與當時的科學發達有關，因為法國的化學家謝佛勒

(Eugene Chevreul)在 1839 年出版了《The Principles of Harmony 

and Contrast of Colors，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the 

Arts》這本書，給了當時的印象主義畫家一些啟迪，認為觀察到的色

彩都會影響到鄰近的色彩，而任何單獨的色彩幾乎都被其補色的光暈

索環繞著，因此他們立即將此種色彩的特質運用到創作上。所以印象

時期的浮光掠影般的效果，在近處看不出所以然的表現形式，都是在

畫史未有的。 

印象主義是十九世紀下半葉在法國興起的一個畫派。該派反對當時

學院派的保守思想和表現手法，採取在戶外陽光下直接描繪景物，追

求色光變化中表現對象的整體感和氣氛的創作方法，代表畫家有莫

內、畢沙羅（pissarro,1830-1903）、希斯里（Sisley,1839-99）、雷諾瓦

等。 

莫內終其一生不斷追求光影的印象，突破陰影單調的黑、灰，巧妙

地使用藍、紫、綠等色彩繪出暗影效果，從他的作品中不斷嘗試色彩

的運用，更突破傳統只將顏料置於調色板上的習慣，結合光學的原

理，大膽地將色彩混合於畫面上，使得用到畫面上的色彩有生動躍動

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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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主義畫家對世界有了新的看法，他們描畫圍繞著他們的環境光

和其短暫的事物，改變了風景畫質量。為了達到這個效果他們改用新

調色板和運用不同繪畫手法。印象主義就是結合光學的原理，主張根

據太陽光譜所呈現的紅燈黃綠藍靛紫七種顏色來畫，反映自然界的瞬

間印象，一反過去宗教神話等主題內容和陳陳相襲的灰褐色調，不使

用黑和黑暗棕色來繪畫。印象主義使歐洲繪畫出現以色光原理來表現

的新方法，這對繪畫技法的革新有很大影響。 

印象主義的創作風格，顛覆傳統的創作理念。如果我們翻閱一些有

關藝術史的書籍，印象時期的創作大體上受到科學影響，大膽的描繪

眼睛所見到的事物，印象主義時期的藝術家已經厭煩浪漫而煽情的創

作風潮，並捨棄傳統形式的包袱。 

印象主義顛覆性的創作方式在繪畫史中起了一個重要的作用，它具

有一個革新的精神。但他們的創作風格並沒有順利的被當時的人們所

接受，而是歷經了許多的消遣、批評與責難，才逐漸在歷史上建立穩

固的地位。印象主義時期的作品為未來的藝術創作埋下更深層的影響

力，綜觀整個藝術史的發展，如果當時沒有大膽放棄傳統的包袱及突

破風格的限制，大概二十世紀的藝術就無法大放異彩，表現的如此多

采多姿。 

繪畫在印象主義後便處處受到科學、知識、新思潮的影響，遂漸地

影響到不少的藝術創作，亦開始偏離傳統藝術原本軌道，轉向到被新

技術、新文化觀、新學術理論所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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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主義所處的時代，實證主義1正大行其道，實證主義認定是種

族、環境、時機，而非信仰、心靈決定著人類的命運。 

 

新印象主義（Neo-Impressionism）的作品，也是使用點描繪法，精

通這技術的畫家有畢沙羅。這種點描繪法是由許多純顏色顏料的微小

點點在調色板上組成。這個方法能產生顏色的振動的效果。 

新印象主義企圖以更科學的方法分析色調，採用光學原理將純粹的

色彩用小點塊的方法，彼此相鄰近地排列在畫布上，以求得比在畫板

上進行色調混合的更高明亮度，所以新印象主義又叫「點彩派」或「點

描派」。 

畫家們在畫面上使用純色，而不在調色盤上調混顏色，這樣中間色

是在觀賞者（離畫面有一定的距離）的眼中自然混合而產生的。此類

手法亦有助於描繪一些瞬息即逝的情懷，光影。當然，攝影機亦能將

剎那的光影複製，但其和畫家筆上的感覺是無法比喻的。 

最獨特之處，就是戶外寫生時以明亮的色彩、散碎的筆法，捕捉大

自然中的瞬間，並讓筆觸一筆一畫清晰可見，正因如此，印象主義繪

畫需要遠處觀看，若鼻子貼近會亂成一團。這就推翻了畫室內細心鋪

陳、審慎構思、慢工營造的沙龍畫作傳統，因而對法國畫壇一向以來

                                                 
1實證主義（Positivism）是 19世紀後半、20世紀初的一種主流思想，其中心理念認為唯有自然
科學才是最確切的學問，唯有事實才是確切學問應有的研究對象，實證主義只在絕對確定，才接

受知識，比如能立即掌握的或"經驗"的。首位被稱為認為是實證主義者的是 19世紀法國哲學家
康德（August Comte）。康德極力強調科學和進程，只對觀察得到的現象感到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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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光滑平整的畫面要求，構成很大的挑釁。而他們鬆動的筆觸，

甚至被一些莫名其妙的保守主義者質疑：「會讓道德鬆動」，因為他們

相信，唯有布雷克(Blake,1757-1827)那般剛硬的線條，是「合乎道德」

的。印象主義藝術帶給我們這時代的反思，其實不只是美學角度的革

命。從藝術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這個藝術派別，也一樣會發現，它們有

很多值得探究的時代處境。 

印象主義尚未出現以前，波特萊爾
2(Ch. Baudela ire, 1821-1867)就曾宣

告：繪畫藝術中的「大傳統」已消失。 

「宗教、歷史與英雄繪畫，一步步的和屬於同一層面的神權、君權

政體一齊消失。它們所依賴的社會結構死亡了」。法國大革命以後經

歷動盪的歲月，終於出現一些真的革命成果──中產階級成為新興貴

族，社會結構因此徹底改變，他們的影響力主導社會文化，藝術的內

涵與面貌也因他們的視野而改變3。 

印象主義藝術家逢此科學理論大突破的時代，也受其科學發展之

惠。 

 

六、照相術 

在浪漫(Romanticism)、寫實主羲(Realism)之後，1840 年照相術發明，

畫家畫筆的精密度遠不如照相機，照相在寫實的能力中佔了絕對的優

勢，使人懷疑繪畫是否有存在的必要，也讓人產生繪畫跟照相有什麼

                                                 
2
波特萊爾為十九世紀法國浪漫詩人  

3 http://folkartist.e-lib.nctu.edu.tw/speech/inSide16.html，印象派藝術在藝術史上的地位， 
陳韻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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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的疑問。於是畫家對寫實主義繪畫的目標重做一次檢討，使畫家

尋求如何發展新的繪畫風格。於是十九世紀便產生印象主義的新表現

形式及後期印象主義主觀的新藝術。 

另外 1970 年興起於美國的超寫實主義(Super Realism)是受照相術影

響最大的繪畫運動。超寫實主義又稱「今日寫實主義」(Realism Now)、

「徹底寫實主義」(Radical Realism)、「照片寫實主義」(Photographic 

Realism)。它是利用照片或照相機原理對描繪的形象作客觀的、真實

的、正確而細微的描繪，主張藝術家若加上主觀的情感，則這一件事

物就遠離了原本的真實性。 

主要的代表畫家有佩爾斯坦(Philip Pearlstein,1924-) 、克羅斯(Chuck 

Close,1940-)、和愛斯特(Richard Estes,1936-)等。 

 

佩爾斯坦《Edmund Pillsbury 夫婦》（1973，德州華茲堡市私人藏） 

 

七、機械 

機械主義(The Age of Machinery)由機械上取得靈感，對機械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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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感到興趣，啟動自未來主義以來，以藝術對速度和機械的讚美。

機械主義的畫家也不喜歡在畫上加上特別的筆觸，只用平塗法作畫，

所以機械主義的作品看起來堅實樸素，運用強烈的色彩對比，表現一

種明朗生動感。機械主義代表人物勒澤(Fernand Leger1881-1955) 以特

別的造形語言，表現機械與工業文明的印象。勒澤在作品裡，征服甚

至操縱機械化的世界，利用機械的要素，暗示現代都會組織廣大場

面，採取「視覺的綜合」而形成全體的效果。利用塞尚的繪畫原理，

把一切現象當作純物理法則運動的必然現象。 

八、商業 

資本主義發展、商業活動熱絡，在美國產生普普藝術。戰後美國都

市的輕鬆富庶的生活形成了商業物質性的通俗文化-----普普(Pop 

Art)。普普藝術將當時的藝術帶回物質層面，而成為一種通俗文化

(Popular Culture)，這種藝術使得當時以電視、雜誌或連環圖畫為消遣

的一般大眾感到相當的親切熟悉。 

普普藝術主要描寫商業廣告招牌、標誌、照片、漫畫等等，與美國

的商業文明有關。普普藝術家把日常生活與大量製造的商品與過去藝

術家視為精神標竿的理想形式主義視為同等的重要地位。普普藝術大

師安迪．沃荷(Andy Warhol,1928-87)，擅長大量重複使用大眾熟悉的

形象符號及使用攝影技術與繪畫的結合。他最常使用的物件包括明星

的影像，如瑪利蓮夢露、貓王等，他也喜歡使用罐頭湯、可口可樂與

成箱的清潔劑等商品，他常把這些影像重複使用在他的作品中。 

九、電子數位   在下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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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什麼是數位繪畫 

 

一、何謂電腦繪圖  

電腦繪圖（Compute Graphic），簡稱為 CG。乃是藝術家藉由數位

處理過程（digital processes)所創作的行為。這與將傳統繪畫作品數

位化有所不同。數位繪畫藝術包含了靜態的繪畫和動畫（動畫有平面

或立體的表現）。 

電腦繪圖所創作出的形像與以往的繪畫、攝影等視覺藝術最大的差

異在於電腦繪圖是以數據化的信號為組成單位。因此對圖像具有再處

理、合成、修正、移動、儲存、取用、傳遞等功能。 

視覺藝術數位化的發展，使影像表現更加豐富多樣，大大滿足了人

類從遠古以來對魔幻法術的憧憬。 

 

二、數位藝術發展的歷程  

回顧電腦繪圖的技術與表現的神速發展，實在令人驚嘆。電腦問世

尚不滿六十年，而電腦繪圖的正式起步，也不過三、四十年，但其造

形表現能力的精良與豐富，已遠超過以往人類所創造的任何一種視覺

媒體。電腦繪圖和其他視覺藝術表現工具的最大差異是除了能依照指

示描繪出精緻的圖畫之外，只要改變其中的參數，往往就能產生超越

作者想像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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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電腦繪圖技術的發展歷程作一介紹 1895湯普森發現電子。 

1937 年由英國數學家亞蘭杜林(Alan Turing，1912-1954)，提出最早

的電子計算機理論的概念。他想出了一個通用機器(Universal Machine)

的概念，可以執行任何的算法，形成了一個可計算(computability)的基

本概念。他使用了符號處理(symbol processing) 的概念。 

1940 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為了要精確計算彈道避免人為

的疏失，而著手開發電腦的製作技術。自此電腦科技便蓬勃發展。在

戰後的 1946 年，由當時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艾克特(John Prespei 

Eckeit)突破製作的技術，完成世界上第一部使用真空管，但體積龐大

的電腦。在艾克特成功研發了電子數字計算整合器之後，雖然不到六

十年的時間，卻已經使人類生活模式受到電腦的影響，甚至影響到人

類的思考方式。從最早的電子數字運算整合器的發明，到今天使用各

種高度思考運算的工作階段，電腦的產生與人類整體文明的發展緊密

聯繫，電腦的發展也自然的維繫於社會的發展。 

1950 年代，隨著資訊科技的迅速發展，陰極射線管的發明，使人類

與電腦溝通模式突破文字數字指令，而增加了使用圖像式的交談模

式。此後，對所有人機界面而言，更朝向圖像式溝通模式研究。 

1961 年，波士頓麻省理工學院的薩惹蘭德（ I，Sutlier Land ）著

手研究會話型的圖形處理系統。 

1963 年發表了可以使用光筆在圖像顯示器上描繪圖形，人與機器直

接對話的繪圖系統（Sketch Pad System），爲爾後電腦繪圖技術與發展

方向奠下基礎。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初期的十多年間，可說是進化過程的關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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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刻。使用電腦繪圖技術所製作的圖形或影像，表面看起來和一般的

繪圖、照片或影片十分雷同，但有一點是截然不同的，電腦所製作的

圖像無論是多麼單純的點、線或面的構圖，背後一定隱藏著支持其成

立的數學公式或計算的程序；因此在基本的模型建構完成之後，還可

進一步作各種角度與動態的視覺模擬。以一立方體來作比喻，除了可

以確認空間中各部份的相關座標位置之外，將座標上的點與設定的視

點連結起來，經由關係數式的演算，可以自由自在的模擬當視點移動

時，從不同視點可以看得到的各種靜態或動態的景象。同時，經由內

部的計算，也能呈視出視角變化時，環境中光線投射或映射週遭景象

的狀態。由於這種計算程序的進化，使視覺擬真的表現更加精緻與自

然。 

1972年手提電算機問世。 

1970年代末期電腦晶片出現，使個人電腦呼之欲出。 

1970年代末期由於技術的進步，研發出各種繪圖、文書等使用軟

體。電腦繪圖在色彩、形態、質感等造形要素的表現上日趨成熟；並

超越了平面與靜態的表現，可以作出具有立體感與完整光影表現的寫

實場面。 

1979 年發表的「光跡追蹤法」（Ray Tracing Method）是一種以光的

反射狀態來顯示物體的質感，或是呈現出如同透過透明材質，反映出

受到折射影響而變形或映射週遭景象等顯示材料質感或透明感的寫

實技法。緊接著由於電腦計算能力的高速化，應用新的數學理論--碎

形（Fractal），可以經由自我相似型的衍生，描繪出需要龐大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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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才能處理的山脈、海岸線、雲朵、葉脈等複雜的不規則圖形。 

電腦藝術概念的形成，主要是基於許多數位理論的發展，早期研究

包括秩序(order)與混沌(chaos)、以及運用亂數原理。其中共包括了隨

機亂數(randomness)概念、數學公式、邏輯演算、碎形(fractal)以及混

沌等原理。藝術家在改變如位置、大小、形狀等變項(parameters)後，

數位技術便可以很迅速創作出許多圖像、位元、符號與座標。 

1980 年 Ethernet乙太網路使用。 

1980年個人電腦開始發展。 

1981 年 IBM 個人電腦問世，1980 年代，個人電腦觀念推行，造成

電腦發展的另一次革命，個人所享有的資源迅速擴增。 

1987年電腦藝術使用者界面持續發展出簡單易學的界面。 

1990年發展多媒體的電腦，正式實現多媒體的理論。 

1995 年網際網路的發展使電腦應用層面更廣。199O 年代的 World 

Wide Web〈全球資訊網〉變化而來的網際網路，結合個人電腦將人類

帶入了另一場資訊文明的大革命。 

電腦科技自二次世界大戰後蓬勃發展，加上網際網路的推行，目前

個人電腦已經達到過去大型電腦的功能。另外數位影像處理技術不斷

進步，許多影像經由類比信號轉化成數位訊號，並且經由電腦的處

理，引導數位電腦進入影像處理的世界。早期的電腦以分時系統，藉

由黑白螢幕輸入形式語言(formal language)指令，到目前個人電腦擁有

多媒體的功能，其進展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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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關數位繪畫的常見名詞 

●RGB 螢幕色彩 

色彩是造形表現的另一項重要要素，電腦螢幕的色彩顯示基本上是

以紅、綠、藍三色光的組合來呈現影像，而三原色各有 256 個階段，

因此組合出來的色彩約為 1677 萬色，遠超過人類的視覺所能辨識的

限度。螢幕顯色發展至此，使電腦繪圖已迅速轉換為造形藝術與設計

表現等視覺藝術的新工具。 

 

●位元(byte) 

位元，是電腦儲存資料的最小單位。位元是經由邏輯判斷或是數字

運算後所產生。電腦處理資料圖像的能力主要是依據數學中的形式邏

輯(formal logic)理論所發展形成。電腦處理資料的主要功能是透過機

器指令群(machine instruction set)執行命令以處理資訊。電腦內每一筆

記憶資料都是由位元結構依照模組化的順序所組成。電腦處理資料具

有前進至下一位元、後退至上一位元、改變目前位元資訊、以及清除

目前位元資訊的四項能力，而成為處理形式資料的高手。雖然電腦具

有強大處理數位形式資料的能力。由於電腦能夠處理任何已經轉換成

二進碼數字資料的特性。 

資料經由處理成為一連串的位元。資料對外傳遞訊息時往往取決於

資料結構的整合能力。對圖像資料而言，則是圖形表達的完整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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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科技中，空間次元藉由不同型態組成不同的數位形式。文字是以

一次元資料方式處理而儲存，圖像則是二次元的傳播媒介處理。圖像

配合文字成為三次元物件，而動畫影片則是三次元加上時間成為四次

元資料結構。因此，目前影像資料在電腦中的儲存處理是以非圖形方

式處理。數位科技資訊藉由媒體界面與相關的工具和技術，具有呈現

數位影像的功能。電腦也因為有圖像傳遞的功能而具有完整溝通傳達

的功能，成為資訊社會的新媒介。 

●像素(pixel) 

又稱為畫素，像素是影像的最基本單位。像素的數值與解析度有直

接關係，像素值越高解析度越好，畫質也越佳。像素算法：如 30 萬

像素，解析度為 640×480 pixels，這兩者是一種換算關係（640×480＝

307200）。通常以 MP 表示百萬像素。 

 

●亂數(Random) 

亂數可製造數位電腦系統的不可預測性。許多電腦藝術作品利用這

項特性來創作作品中的驚奇性。真實世界的景象事物，往往是由許多

不同抽象的形式組合而成。運用數學公式所創作的電腦藝術作品，並

不限定於幾何圖像。 

●碎形幾何(fractal geometry) 

碎形幾何是一門新數學，用來描述一種結構的狀態。fractal 原意是

「破碎」的意思，1975 年由 IBM 華特生研究所的曼德布洛特（Beno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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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elbrot）提出。碎形幾何可說是用來理解不規則且複雜的形狀或

現象的幾何學，他幫我們進一步探索複雜無窮的宇宙。將碎形用於繪

畫上，可產生無窮延生的美妙圖形。 

在自然界中充滿著各種不規則且複雜的形狀，在身邊隨處可見的東

西，很多都具有碎形結構，例如雲的形狀、海岸線、樹葉、樹枝、支

氣管、閃電等形狀，乃至生物族群、電磁學、氣象、醫學.....等，都

有碎形的現象，但這些用我們所學的歐幾里德幾何學，無法闡明這些

特殊的形狀。而碎形幾何學結合電腦正是解決這方面問題的利器，它

是為了在電腦畫出自然界形狀的一種方法。碎形幾何可在電腦裡出

現，也可存在於自然界中。由於碎形幾何是新興的數學，所以還有許

多理論基礎未盡完善，是一塊值得開發的領域。 

碎形有幾個特色: 

◆碎形具有分數維度：不同於整數維度的一維線段，二維矩形，碎

形所具有的維度是分數的，例如無窮擴張三分之四的卡區曲線，其維

度是 1.2618。碎形與傳統的幾何形狀最大的不同在於碎形的形狀相

當破碎紛亂，並無法以傳統的維度觀去理解，我們必須以非整數維度

的幾何圖形來考慮。 

◆碎形具有自我模仿性：對於「同一個」碎形結構，自我模仿就是

一層層縮小而其結構具有重複性，在越來越小的尺度裡不斷重現，造

成某種循環再現的複雜現象。 

碎形最重要的特徵就是，無論圖形如何擴大或縮小，其內部結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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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重現，具有自我相似性，巨觀會相似於微觀，圖形放大縮小後會跟

原本圖形相似。 

◆碎形具有與尺度無關聯性：對於「同一個」碎形結構，以不同大

小的量尺來量度「可觀察的區域」，碎形會具有一致的碎形維度。例

如，如果我們不同程度地放大或縮小，我們會發現圖形的複雜、摺疊

或粗糙程度並未因此而改變。 

◆碎形代表有限區域的無限結構：例如，卡區的雪花曲線，是一條

無限長，而結構不斷重複的線段，被限制在最初三角形的正圓區域內。 

碎形曲線（fractal curve）的典型特點是在放大下的自對稱性，並可

從任何正多邊形以它的每一條邊作為生成元（generator），並不斷重複

這個過程來構造碎形曲線。通常碎形線稱為雪花線或龍形線，因為它

們都有無限重複的結構。 

◆碎形是一種互相牽連的整體性：碎形可從某一尺度的樣子，來推

知另一尺度碎形的大致形貌，這一種整體性中，小細節可以透露大細

節的傾向，其細節的絲毫改變可以令其後之變化全面改觀，再造成整

個碎形圖的改變。 

◆碎形是觀察手段的相對結果：在曼德布洛特的論文提到「英國的

海岸線有多長？」，作為碎形結構的海岸線而言，在某種意義下是無

限長，但是對不同的觀者來說，海岸線長度卻端視其心中的量尺﹙不

同的觀察手段﹚而定。曼德布洛特說：「數據結果是依觀察者與其對

象而改變。」也正是這個觀念，才促使他發展出不同於過去的維度理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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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形是非線性動力過程的結果：大自然的外貌、結構是非線性動

力過程所造成的結果，我們只能在非線性現象中，才能找到碎形的蹤

跡。4 

 

製造碎形的方法實際上相當多種，除了使用非線性系統來產生以

外，也可以使用隨機過程的處理來造成。 

碎形，是利用計算機能做高速計算的特性，來處理一些有疊代性

(recursive)的式子，所繪出來的圖形。碎形及其相關的問題也被稱為

“混沌”(chaos)，”非線性動力系統”(nonlinear dynamics)，和“複

雜”(complexity)。 

在碎形的圖案裡，一些很常被人提及的有 Mandelbrot set (曼德布洛

特集合)，Julia set， Cantor set， 等等。從這些碎形的圖案，我們可

發現到他們都有一共通性，就是似乎都會一再重覆它自己的圖形 (自

我模仿 self-similarity)，從最小的，到最大的。其結果是經由一再的

疊代運算，造成極為複雜的巨觀圖案。重要的是，由於它是不斷的疊

代的運算，前一次的結果會代回原式子去算得下一代的結果，因此只

要一點點的改變（如某項變數前的參數由 2 變為 1.999），就會在數次

疊代之後成為淘天巨浪，結果成為一個可能和原式子的結果完全不同

的圖案，可能變成蜈蚣般的圖案，可能又會變為一個有如波浪般的圖

案、或像個水母，甚至可以產生出一片美麗的樹葉，甚至整個灌木叢。 

以的樹葉為例，整片樹葉的形狀和一個分支出去的小片是一樣的，

                                                 
4 http://alumni.nctu.edu.tw/~sinner/complex/fractals/，碎形 Fractal，吳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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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個分出去的小小片的形狀還是一樣的，如此不斷的重覆下去。這

些圖案的產生，並不是用所謂的電腦繪圖軟體來繪出來的，而是用一

個非常簡單的疊代式子所產生出來的。 

碎形，說明了大自然的造物主，用了一個一貫的方法，來產生出表

面上看起來是那麼不同的東西。我們可以由一個生物學上的例子來看

這種碎形圖案背後所代表的意義。以一片樹葉為例，它是由於不斷疊

代的一個簡單式子而得到的。我們將這個對應到生物成長中基因的控

制機制，一切的生物的長成皆受其本身基因的控制。我們的 DNA 因

分裂而複製出 RNA，RNA 又用來製造出蛋白質、酶或酵素等的物質，

如此一層層的長上去而成為我們一個個的個體，我們吃下去的東西又

經過消化、分解，而再成為構成 DNA 和 RNA 的原料，如此循環這個

過程，非常類似碎形圖案裡產生碎形的方式。事實上，他們的確是非

常的類似，都是用疊代的方式來製造出自身的每一個部分，也都是由

其內部的某種 pattern 來控制外觀的長像，這 pattern 在生物體是 DNA，

而在碎形則是那個疊代的簡單式子。 

大自然在創造一切的生物與無生物之初，正是使用“碎形”的方

法，來造出物體的種種樣式。所以，我們可以說碎形是無所不在的。

碎形不只是數學或藝術，我們亦可從中探尋宇宙生命生成的原理。 

 

●渾沌原理(chaos) 

我們常常提到混沌系統的重要特徵，就是"天有不測風雲" --- 這並

不意味混沌系統存在有"隨機現象"，而是當系統開始運算時只要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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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差，這誤差擴散很快就會把系統弄得很複雜。 

讓我們無法去預測系統未來的發展，我們常說的「蝴蝶效應」---

陽明山的蝴蝶揮舞翅膀，將可能造成墾丁下大雷雨，就是一種混沌效

應，這是因為天氣的變化屬於混沌系統，混沌系統還有一個重要條

件，那就是系統變化的範圍只能限定在一定的範圍內雖然從直觀上這

似乎限制了混亂的幅度，但有趣的是，這條件才是讓前面所說的誤差

擴散真正讓系統弄複雜的關鍵。 

 

四、數位繪畫的特質  

1.複製性 

數位複製性代表了一種科技的革命性形式。資訊媒體時代所運用的

數位複製是遠較機械複製時代更為徹底的複製技術。例如比版畫的機

械複製性更加徹底、更為迅速。 

尤其是在網際網路(Internet)發展之後，電腦科技對於藝術作品的影

響，更從藝術作品生產的層面，擴及藝術品傳播的層面，這使得我們

對於藝術相關概念的理解，也應該從藝術作品生產的層面，拓展至整

體的藝術實踐(art practices)層面。事實上，電腦數位的興起，使得人

類的複製技術又提昇到了另一個層次，人類所進行的複製工作將比以

前更為徹底。在這樣的一個具有獨特性的數位複製時代，幫助我們更

了解這個時代的美學特性。 

2.在虛實之間的一種存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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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是一種原本虛幻的材料，這種材料我們摸不著看不見，無色無

味不需畫筆畫布，不用調合劑，但我們利用它來完成的形像卻是那麼

多采多姿、變化萬千，它是那麼真實也如此的虛幻，它能產生讓我們

看得見具有形有色的視覺相貌；但當我們把電腦關機後它又是在那裡

存在？它總是在虛實中不斷的轉換，這不就是生命存在的模式嗎？實

實虛虛、真真假假。 

 

3.另外數位還具備了快速、大量、可修改、傳遞、儲存、非實體、

平民普及化、跨時空、經濟耗費能量低等特點。 

 

五、促成數位藝術發展的幾個重要因素  

由於電腦軟硬體、週邊設備的發展及人機圖形介面的形成，如麥金

塔電腦、PC 的 window，使得與數位有關的藝術能夠蓬勃發展。以下

歸納出幾個促成數位藝術發展的重要因素： 

１．便宜的個人電腦興起 

由於微處理晶片的研究發展促成個人電腦的問世與普及，使個人電

腦不但體積縮小、處理速度更快、而且電腦價格不斷降低、功能不斷

提升，使藝術工作者皆可輕鬆擁有屬於個人的電腦設備，這讓使用率

得以普遍提升，讓藝術家有機會使用不同於傳統的創作媒材，成為真

正屬於個人全新的工具，電腦藝術逐漸成為電腦應用的重要發展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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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記憶體價格降低 

記憶體價格降低，使處理數位資料的能力更加成熟，在以往 RAM

的價格有如黃金般的昂貴，並不是一般人可以充份擁有。今天 RAM

在價格上不但降低許多且容量增加，使處理影像的能力大大提升。 

３．圖像輸入技術的進步 

在一九六○年代滑鼠(mouse)的發明對於電腦藝術發展具有決定性

的影響。成為電腦輸入的主要設備，滑鼠成為最成功的重要工具。 

在視窗作業系統(window operation system)推行後，滑鼠迅速成為電

腦的標準配備。滑鼠從滑球滑鼠發展到光學滑鼠；從有線滑鼠發展到

無線滑鼠，種種的改良使滑鼠的使用更有效率。視窗圖像以及滑鼠的

發明，對電腦藝術模擬性發展具有關鍵性的影響。由於滑鼠的使用，

電腦在作為藝術創作時互動性提高，所呈現畫面仍是以線條及塊面所

構成。雖然偏重數學程式運算，但是所產生圖像逐漸為藝術創作者所

重視。在一九六八年，美國史丹福大學研究生 Doug Engelbart 展示經

過研究人機互動模式後，所研發出來的第一個以視窗概念建構由滑鼠

操 控 的 對 話 型 電 腦 示 範 作 業 系 統 。 視 窗 圖 像 滑 鼠 指 標

(window-icons-mouse-pointer， WIMP)的界面，最早是在一九七○年代

由 Xerox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 開始使用，蘋果公司麥金塔電腦於

一九八四年使用時曾引起大眾注意，直到視窗系統廣泛應用於個人電

腦時，已被社會接受為標準界面。如今 WIMP 成為瀏覽電腦中知識架

構的重要隱喻(metaphor)。 

另外數位壓力板也為電腦藝術提供另一種輸入法，它的特點在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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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觸能隨手所下的壓力大小產生不同的粗細變化，其筆觸較具藝術

性，它再配合繪畫軟體〈如 Painter>便能畫出更多豐富的筆觸。在電

腦藝術的輸入方面由滑鼠延伸至數位壓力板後，又加入了掃描器、數

位相機、圖像光碟的使用，使得電腦藝術的輸入更為多樣性。 

 

４．顯示器在圖像表現的進步 

顯示器是電腦繪畫的圖像最先顯示的地方，是視覺所在，螢幕對藝

術家來說就如同是他的畫布、速寫簿一樣，提供藝術家作不同嘗試的

顯現。所以它的發展對電腦繪畫具有關鍵的地位。 

在１９６０年代，高解析度的電子螢幕的單價約在五萬美金到十萬

美金之間。後來研發出較便宜大約一萬美金的螢幕顯示器，但是在螢

幕呈現速度上無法達到瞬間呈現立即更新的要求，而且僅有少數藝術

家能夠有機會使用螢幕以呈現電腦藝術的創作。爾後科技進步，顯示

器技術也不斷改良突破。螢幕顯示影像，讓觀眾有較接近日常生活視

覺經驗的感覺，螢幕解析度提高，使影像更為逼真細膩，讓創作者及

觀賞者有較舒適的視覺感覺。高畫質螢幕模擬出真實世界的影像，是

使藝術創作者將電腦藝術接受成為創作媒材的重要理由。 

從傳統映像管螢幕到最近流行的液晶螢幕、電漿螢幕，2OO2 年又

發表更先進的有機螢幕。 

我們將四種螢幕介紹如下: 

A.映像管螢幕(Ｃ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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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像管顯示器是最傳統的顯示器，其擁有體積大、笨重，佔空間等

缺點，不論是從前「球型」映像管，或是最近的「超平面映像管」，

在映像管螢幕的邊緣部分，或多或少都有向內凹陷曲度的缺點，特別

是在大尺寸映像管方面此問題更是嚴重。 

映像管顯示器的掃描頻率分為垂直及水平掃描頻率兩種，以 17 吋

顯示器而言，通常水平掃描標示為 H:30-95kHz，即是每一秒鐘可以畫

出的水平線條的數目。水平掃描頻率越高就表示可以具有較高的解析

度。垂直掃描頻率則標示為 V:50-160Hz，即表示每一秒鐘螢幕由最上

面到最底部的所有線條，全部被重新顯示的次數。垂直掃描頻率越

高，使用者所感受到的閃爍情況也就越不明顯。 

B.液晶螢幕（LCD） 

解像度提昇，物體輪廓的立體度也更加自然，液晶顯示器在製造技

術方面可以比映像管顯示器得到較小的點距，低輻射，因此可以近距

離閱讀，眼睛長期注視也不容易疲勞的優點。液晶顯示板也較為省

電，色彩變化的層次也比以往提升最高可達 64k 種顏色，顯像能力強，

因此液晶顯示器在資訊周邊的普及率越來越高。但液晶顯示器可視角

度較小，無論是觀看筆記型電腦顯示器或是桌上型液晶顯示器就會發

現，只要使用者偏離正面一些角度，螢幕上的影像會呈現不清的的現

象。 

C.電漿螢幕（PDP） 

電漿顯示器通常都是 30 吋以上，60 吋以下大面板，主要市場在於

大型展覽館、機場、醫院等大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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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有機螢幕 

美國科學家海達克從自然發光的水母身上獲得靈感，在黑暗的實驗

室，培養類似水母的自然發光生物。水母體內有種蛋白質，能在外來

光源的照射下發光，也會自行產生化學作用，發出自己的生物光源。 

科學家利用這種特色正在研發體積更薄更小、色彩更明亮、影像更

鮮明的新一代平面顯示器。 

利用水母體內的發光蛋白質，製造有機發光兩極真空管科技的業

者，已經研發出這種厚度幾乎薄得像一張紙，亮度比一般液晶螢幕更

亮，影像更鮮明的新一代平面顯示器。更重要的是，從任何角度，都

可以清楚看到影像。 

現階段的有機發光螢幕容易碎裂，而且能顯示的顏色範圍有限，但

科學家有信心改善這些缺點。已經將這種新科技授權給手機製造商，

先將有機發光螢幕安裝在新款的手機。或許之後更可用於翻譯機、

PDA、手提電腦等，並取代現今流行的桌上型液晶螢幕。 

５．繪畫軟體的成熟 

在一九六○年代，互動式電腦藝術技術逐漸發展成熟。一九六三

年，交談式電腦繪圖軟體設計使用後，數位藝術的發展便迅速開展，

於是電腦藝術成為數位科技重要應用的一部份。Sutherland(1970)所發

展的繪圖系統，戲劇性地展現使用者能以圖像式編輯方式與電腦溝通

從事視覺創作。電腦藝術提出創造力仍然是掌握在使用者的手中，而

電腦可以成為可靠的工具協助圖像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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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常使用的繪圖軟體有： 

2D: photoshop illustrator painter 等 

3D: bryce  poser 等 

 

６．網際網路時代的來臨 

在二十一世紀，網路社會的形成已成為人類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捩

點，網際網路是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科技與文化間發展之差異的重

要分水嶺。它代表著因工具改革所構成之人類文明的決定性改變，同

時也帶給人類在藝術、文化、經濟、社會、政治、思想等方面無限的

衝擊，甚至也逐漸解構重組人與人間的關係，並重新劃定人類文明史

中國家與文化的界線。 

網際網路的形成提供藝術家創作與展示的新舞台，在二十一世紀的

藝術發展上，網際網路形成一種新的藝術形貌與語言，並以一種未知

盡頭的無限潛能，引導著人類藝術創造與接觸藝術的新方向，網路藝

術發展將產生出與過去藝術截然不同的形式與思考，以迎接網路社會

所帶來的新思維、新文化。 

由於「網路藝術」的發展具備著虛擬與現實間的連結關係，以及觀

眾觀看形式的新互動方式，它突破了創作者、展出者、策展者、觀眾

間傳統的互動模式，改變以往固定的場域與接觸藝術的方式，網路提

供了人類文化藝術發展上更大空間的可能，更可確定的是它已為二十

一世紀的藝術家指出了另一個新的表現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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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文化除了標示出二十一世紀網路世界裡人類新的溝通模式與

虛擬場域之特質外，也預告了新藝術形式（網路藝術）的展開及其所

衍生出新的藝術生態，網路文化勢必激盪出多元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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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數位繪畫與傳統繪畫的比較 

 

一、數位螢幕 RGB 與傳統繪畫顏料反射光的差異--虛與實 

●數位螢幕光的三原色 RGB 

人眼所見的各種色彩是因為光線有不同波長所造成的，經過實驗發

現，人類肉眼對其中三種波長的感受特別強烈，只要適當調整這三種

光線的強度，就可以讓人類感受到『幾乎』所有的顏色。 

這三個顏色稱為光的三原色，就是紅，綠，藍。所有的彩色電視機、

螢幕都具備產生這三種基本光線的發光裝置。因為這三種光線的混合

幾乎可以表示出所有的顏色，因此電腦裡頭就用三個數值的大小來標

示顏色，每個顏可以有種亮度的變化，因此組合出來的色彩約為 1677

萬色，遠超過人類的視覺所能辨識的限度。 

由於光線是越加越亮，因此兩兩混合可以得到更亮的中間色：黃

(yellow)、青(cyan)、洋紅(magenta)；三種等量相加可得到白色。。 

另外補色是指完全不含另一種顏色，例如黃色一定是由紅綠兩色合

成，完全不含藍色，因此黃色稱為藍色的補色，從色相圖中可以看到

兩個補色隔著白色相對。將兩個補色相加會得到白色。 

 

●傳統繪畫顏料 CMYK 反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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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繪畫顏料的特性剛好和光線相反，顏料是吸收光線，而不是增

強光線，因此顏料的三原色必須是可以個別吸收紅、綠、藍的顏色，

那就是紅綠藍的補色：青、洋紅與黃色(CMY)。 

把黃色與青色顏料混合起來，因為黃色顏料會吸收藍色光，青色顏

料會吸收紅色光，因此最後只剩下綠色光可以反射出來，這就是黃色

加青色顏料會變成綠色的道理。 

理論上將印刷三原色混合之後，應該可以將紅綠藍光通通吸收而得

到黑色，只是現實生活中並找不到這種光線吸收、反射特性都十分完

美的顏料，將三種顏色混合後還是會有些許光線反射出來，而呈現暗

灰色或深褐色。 

光線和其他在波動中傳遞的能量一樣，可以被反射回來。當光從一

個表面上反彈時，它就是被反射了。撞擊到一個表面的光稱之為入射

光，而從它上面反彈回來的光線，就稱之為反射光。當光線從一個平

滑而明亮的表面上反射回來時－例如一池靜水或是一面鏡子，反射的

光線就會產生一個可以看見的像。這個像看起來就好像存在於反射物

的另一端。 

 

二、基本表現材質不同 

電腦繪圖所製作的圖形或影像，與以往的視覺媒材可見可觸摸的物

理性材質之最大差異是在其以數據化的信號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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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另數位繪畫與傳統繪畫的不同點有： 

1. 前者具無限複製性、後者是單一性。 

2. 前者具大眾平民化、後者是貴族化。 

3. 前者具快速傳遞性、後者是封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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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網際網路在繪畫上的運用 

在過去十幾年中，各式各樣的資訊科技新產品已使許多公司及社會

隨之逐漸轉型，也使得我們個人的工作、生活起居發生了重大變化。

自從個人電腦、網際網路、衛星及個人通訊系統等快速普及化，資訊

科技對於我們人文、社會文化的影響所牽涉的層面更廣更快。政府積

極推動的自動化、電腦化、資訊化的政策，使得大多數民眾了解資訊

科技應用所形成新的社會發展形態。網際網路時代的來臨不但使得學

習型態更活潑，更重要的是經由多媒體科技重新建構知識體。許多以

往不相關的知識，現在卻因為新知識體架構建立而產生直接的關連。

早期圖像資訊由於是由經驗累積創作而成，因此所形成知識的結構單

純，知識結構的形成往往是堆積式的。隨著繪圖科技發展與知識累

積，圖像知識結構慢慢形成樹枝分叉狀。 

近年來，教育普及、傳播媒體發展，人類對圖像創作藉由科技幫助

快速累積，圖像知識結構也由線狀發展至面的狀態。多媒體電腦系統

加上網際網路成為人類面臨立體狀知識的結構。多媒體圖像知識結構

將如同化學分子的模型一般，是由許多立體知識體所構成。知識與知

識彼此之間藉由網路數位媒體連接，形成新的結構。 

所謂超本文(hypertext)正是對未來知識結構最佳的詮釋。學習者的

主動學習所造成的不只是個人學習路徑的不同，更是人類認知學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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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革命，學習不再只是教師或任何人所掌控。以前學習所遭受到的

束縛終於有希望解除。 

近年來，網際網路結合文字與聲音影像，有靜態、動態的多媒體成

為新的意念傳達工具。網際網路數位空間建立，使人類傳達意念的能

力更為豐富與寬廣。人類運用數位媒體的重要目的在於傳達正確的訊

息，影像的應用是基於工具上的發展，網際網路使得圖像取得簡易也

更快速。而也因此，圖像轉換訊息傳達過程變成非常重要。傳統圖像

轉換功能已被數位化媒體的強大功能而簡化其過程，創造新訊息成為

處理圖像的挑戰。由於網際網路之數位媒體對人類創造力具有正面功

能，電腦藝術在其中自然成為資訊社會發展的產物。 

 

網際網路可供我們在繪畫上的運用： 

１、作為收集資料與資訊的工具 

利用搜尋引擎尋找特定資料，收集有關藝術資源，有圖片有文字多

樣資訊。搜尋古今中外作品、美術理論、美術史資料及自己所喜歡的

特定藝術家，收集其資料並進行分析研究。 

２、改變作品展示的方式 

製作個人繪畫網路展示個人繪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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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展出方式具有下列突破傳統的特性：  

a.超越傳統展出的時空限制 不須實際建築物作為展出場所，可全

天、長期展示。 

b.取代傳統畫冊，可謂為一電子畫冊，省去傳統畫冊之高製作成

本，並可隨時增加電子畫冊之內容，且可無限發行，經濟豐富又環保。 

c.節省大量開支省去裝框、人事、水電、運費、保險、場地費等一

切之開支。 

d.宣傳效果強且持久報紙時效為一天、雜誌時效一個月、網頁時效

為長期性。 

如此種種的好處使個人獨立網站有如一座經濟實惠的私人美術

館。這是網路時代的禮物，科技的恩賜。它是一個全新超強的展覽宣

傳工具、也希望它在未來成為我全新的創作工具。 

3、將網際網路本身當作藝術表現媒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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