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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四章 創作理念及作品解說 

 

第一節 創作理念 

科技的進步日躍千里，一個人在有限之年要多方接觸，要生活也要

創作，要藝術也要科技並不容易。藝術家一搬來說是感性的，對冰冷

又複雜的電腦並無操控的能力也不感興趣；而對電腦操作熟練者來說

又缺 少藝術的素養，也無創作藝術品的能力，這就像感性與理性的

衝突，格格不入、難以相容，好像各有領域、各自發展。但若能突破

此界限，相互支援利用，在創作與展出上將帶給我們極大的發展空間

與便利。利用硬冷的電腦新媒材，表現溫熱的人文藝術，打破僵化的

傳統表現材料。利用新科技豐富繪畫表現，也利用多年來對傳統繪畫

的認知支援生冷的科技媒材之表現，使獨立成為一全新的表現形式，

或回頭反芻傳統繪畫。新科技藝術的創作有兩大指導原則：首先，藝

術作品應服從其所涉技術天性或著簡單說是"盡其所能" 的探索技術

之可能性，在實驗的過程中， 使藝術家的想法與材質性互相滲透融

合。使"構思"同"做法"合而為一。其次，藝術作品應有藝術上的趣味，

而不只是對於新科技的趣味呈現，應使材質性同化於藝術家的天性；

使材質性冥合於"意念"。 

今日的藝術家不只是偶然由科學中發現靈感，許多藝術家在創作中

表達其科學精神的宇宙觀，表現出一種具有"科學精神的文化"。要探

討的是藝術與科學兩條大河間的自然交匯點。藝術家和其表現材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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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博鬥的過程，不只在"創作過程"的物理層次上，重要在"我"的想法

層次上。器官接觸外在後轉化為組織能夠吸收的養份，進而"同化"為

身體的一部份。往後，一旦環境改變，器官運作也隨著改變，在適應

過程中，器官開始吸收不同的營養。這使器官與時代環境相互適應，

並造成了器官的演進以能隨時代腳步轉移。所以與時代推移演進是必

然的。 除在創作工具上進化外，最重要的是"人文精神"，也就是創

作"智能"。生物的行為和其智能的發展是持續演進的，智能對於一個

生命體而言，是達到內外平衡的最佳"工具"。所以內在的養分要不斷

的充實，創作動 能才能源源不斷。我們只能看見我們眼睛所想看見

的，腦子裡有多少料，就能看得到多少東西並吸收它、使用它。 

 

●在具象內容的表現上──作虛實正反二元的並置探討 

──實與虛之間的激盪存在於作品的內涵與技術之間── 

對視覺世界提出困惑的質疑，反應視覺再現之思考，世物無常態，

世上的每一物象都是變動的，沒有肯定。 

從平常視覺圖像裡，找出其中神祕的現象地域，這是現實與夢幻相

交處的一個被遺漏的私密之處。現實之中俯拾之物的變異換裝，不同

邏輯的並列與錯置，從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創造出另有所指的再造企

圖。 

對比的和諧是存在的定理，陰陽、大小、強弱、明暗、高低、理性

感性⋯⋯等，在之間產生力量動能，這就是生命產生的動力。「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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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比處於完美和諧的狀態，比重一致沒有單獨個體突出，在動盪衝

突中把時空延展開，把視覺退後拉遠看事物，使視界擴大，如此一切

動盪衝突是非愈來愈減弱消失在整體中，此刻人所知覺狀態是美好而

祥和。 

永恆是人類在藝術上追求的極致，它在對比的和諧中求得。 

 

 

●在技法上──對新媒材的研究 

作品是語言的載體，語言是信息的載體，信息是意識的載體。被載

體依靠載體的存在而盡可能表現。 

作者的意念，也就是無形的精神思想，須要有形的形式來作為與人

溝通的媒介，以畫家來說其傳達思想的媒介就是他的作品，作品的完

成由媒材構成，媒材的豐富性影響到作品的表達能力。傳統的畫材有

紙張、畫布、水彩、油彩、壓克力、卵彩、水墨、碳筆、粉彩等等各

有其表現的範疇，傳統材質各有其存在的價值各具特點，不會因為時

間而消失，傳統媒材與新的創作媒材會共存於時代的演變中任君選

擇。創作生涯中不斷發現，使用新的素材，除在傳統媒材之外再利用

新時代的語彙──〈數位〉作為創作的媒材，期許自己能在創作上有

新的面貌。生命是活的，不可能一招半式獨守一輩子的創作生涯，老

死守著所謂風格那是多麼無生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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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作品中運用數位技術的兩種方式 

 

一、以數位媒材的功能支援輔助傳統繪畫 

在支援傳統繪畫可利用到的數位工具有： 

●數位相機─收集圖像資料作為創作資料庫，將收集來的圖像分類

存在電腦中或燒錄成光碟以備創作使用，如此久而久之就有取之不竭

的資料可供使用，不會臨時需要圖像運用卻找不到，破壞了繪畫的興

緻。 

●電腦軟硬體─除之收集圖像外，也可作為繪畫創作前的草稿分

析，繪圖軟體容易在構圖上反覆修正直到滿意為止；也可存檔留在日

後作為再修正之用。另外電腦軟體在修色方面也具有強大的能力，在

色相、明度、彩度、對比等的調整都相當便利。 

●網際網路─除了收集文字圖像外，還可傳遞資訊、展示宣傳自己

的作品及理念，也可觀摹他人創作了解畫壇動向。 

 

二、使用數位軟硬體直接創造數位作品 

以數位媒材創作數位作品，直接以電腦螢幕呈現來與觀賞者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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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數位繪畫作品的呈現方式 

 

一、直接以電子數位在螢幕呈現或以數位傳送展示 

如網路展示，不以傳統畫廊空間呈現繪畫作品 

二、間接以列印方式呈現 

以噴墨或雷射列印呈現可觸摸「實」的作品，以傳統「一張作品」

的方式呈現，但作品影像本身是「虛」的材料─數位所構成，等於說

從無實體到有實體的一種方式來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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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個人繪畫作品說明 

此次畢業創作乃是以探討數位在傳統平面繪畫創作上的能力，研究

方向分為三部份： 

一‧以數位支援傳統油畫創作 

 

 

二‧以數位媒材作具象的表現 

 

 

三‧以數位媒材作抽象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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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數位支援傳統油畫創作  

以傳統繪畫的性能來說，數位可以是一種媒材、一種多效能的工

具、一種新顏料、也可以是一種畫布、是一張海報、一個宣傳品、更

可以是一個超時空的展覽埸所，甚至包括了繪前的定稿及收集資料的

功能，可以說數位涵括了有關繪畫的一切，由此看來數位似乎可代替

傳統繪畫的一切。對於數位多功的認知，我在油畫創作從收集資料→

調整草稿→到完成作品的展示皆使用到數位的元素於繪畫作品上，但

對數位的操控還是以平常對繪畫的觀念來主導。 

以下為油畫作品十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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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名稱：流星 

媒材：油畫 

尺寸：50F 

年代：2003 

 

 

流星，對人們來說，它充滿著神秘的魔力，耀眼的光芒與及一閃即

逝的特質更引人遐思，帶給人們無限夢想。 

  

浩瀚無垠的宇宙裡，無限的遙想隨著夜幕中星斗的增加而增加。當

凝望星空忘卻自身軀體的存在，此時自己已成星空的一部份，只有意

識與閃亮的星點共存，是一種寧靜、永恆的感動。 

 

當靜靜夜空中畫出閃耀圓弧，一道明亮的閃光划破夜空，飛流而

逝，它給寂靜的星空帶來一絲震動，讓人驚覺時間沒有因夜而停頓，

生命正在消逝中，消縱即逝的流星似乎也提省著人們應該把握短暫的

生命。 

  

在中國民間常把流星稱為“賊星”。畫裡賊星畫過奇異的廢墟，產

生一種詭譎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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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名稱：不存在的界線 

媒材：油畫 

尺寸：50F 

年代：2003 

 

此作品的草圖使用電腦影像合成技術，將不同場景融合重置，突破

虛實空間的界限，迷惑觀者的視覺經驗，在迷惑間，推敲空間的存在。

在互動思維中，所嘗試的是一種「視覺」與「思維」的空間構成。空

間關係的改變和重組的機能讓人產生錯覺，因而賦予了空間新的意

義。 

在畫面上採用錯視 (optical illusion,visual illusion)的效

果，兩種不同的空間用橋樑與鷺鷥作一連貫，讓視覺隨時遊走於虛與

實兩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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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名稱：風景 

媒材：油畫 

尺寸：50F 

年代：2003 

  

週遭的環境變遷，一方面社會多元開放，帶給人希望和理想；在另

一方面，舊有的體制逐漸癱瘓，社會威權迅速瓦解，令人不知所從。

畫中奇特的景象又熟悉又陌生又帶一點怪異，置身其中讓人有種想逃

脫飛離的感覺。 

 

畫中結構採錯置（Misplacement）手法，把客體物，經主觀的移轉

與挪移，讓客體所原有的「"存有"之特性（character）」、「位置

（position）的意涵」以及「具排他性限制（exclusive 

limitation）的"存在方式"」，在新的空間裡，被直接挪用，並重新

支解與組合，使新空間中凝聚出一股奇異的氛圍。客觀體的意涵、特

色與存在方式被重新建立與擴張。作品的呈現也因觀者對場景體驗感

受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發酵作用，空間意涵亦因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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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名稱：交織的空間 

媒材：油畫 

尺寸：100M 

年代：2003 

 

三維空間的矛盾性，造成眼睛的錯視，表現非現實中的無理造形，

是一種夢幻空間、假想空間、錯覺空間和非現實空間的表述形式。 

 

錯視是一種在視覺上的錯覺，錯視就是我們的知識判斷與所觀察到

的形態在現實的特徵中所產生的矛盾經驗。當觀察者發覺到自己主觀

上所把握的與對象物之間不均衡時，就會產生錯覺作用的混亂。 

 

利用錯視創作的美術作品與寫實、表現、聯想、象徵的作品不同，

錯視藝術的目的只為誘導我們的視覺產生作者預期的視覺反應。通常

在面對錯視的圖象，其反應則是依賴著期待及憑著過去的經驗或者把

某種視覺的暗示按照原狀接受。我們往往很樂意接受在視覺上矇騙的

效果，或者進一步尋求特殊的視覺上的剌激，從廣義的藝術定義來

看，錯視的手法倒是開拓了人類另一種視覺領域。 

 

在超現實主義畫家中，達利就是很擅長利用錯視原理創作的藝術

家。另歐普藝術利用點、線、面、色彩，構成一種抽象的錯視，瓦沙

雷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恩索﹝M.C.Nscher﹞是一位獨特的畫家，風

格接近超現實，他的畫會使觀者產生神秘感與錯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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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名稱：破牆上的日月 

媒材：油畫 

尺寸：80P 

年代：2003 

 

日夜、寒暑、陰陽、生死更替轉換，一種事物的變化必定要放棄某

些屬性，才能獲得相反的屬性。它並非全然等同於由一種狀態向相反

狀態轉化的過程，而是一種相對立狀態的統一：「冷的物體變暖，暖

的物體變冷；濕的東西變乾，乾的東西變濕，生與死、醒與睡、青年

與老年，所有這些都是同一的；因為一種情形轉變成另一種情形，而

後者又變回前者⋯⋯對立統一於自身：這是一種產生於相對立狀態的

和諧，不和諧的音調形成最美的和諧，一切皆由衝突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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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名稱：過客 

媒材：油畫 

尺寸：50P 

年代：1999 

閃電之電，燧石之火，起滅迅速，一切事物變滅無常似之，故多取之

為喻。 

 

  

《心地觀經》卷一︰「猶如夢幻與泡影，亦如朝露與電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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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名稱：大草原 

媒材：油畫 

尺寸：100×50cm 

年代：2001 

  

茂密的野草，經過嚴冬的折磨摧殘，暫時墊伏在土裡；春天風雨的

滋潤，使它又蓬勃地生長出來。儘管歲歲年年都有草枯的時節，可是

它們的生機卻不會被消蝕，酷寒擋不住草枯期之後的新綠。茂密草原

有時會被莫名的野火燒盡；但每當春風又吹起的時候，生命力頑強的

小草又萌發出無數的希望，不久後又茂盛蔥翠。草原生長的榮枯循

環，讚頌著頑強的生命力，暗喻生命量能隨時興起不易被摧毀。畫中

描寫芳草連天之景，暗點遊子的去向。一片長滿茂盛芳草原野淹沒多

少文明後的荒城；表達出景物依舊，人事已非的些許惆悵與失落，。 

 

在白居易的《賦得古原草送別》寫著：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 

 

「榮枯盛衰，世間無常。」歲歲花開，年年花落，生物的榮枯盛衰，

任大自然的客觀運行。生是自然，死亦是自然﹔日出日落，東升西夏，

花木一歲一榮枯，四時生生不息地更替著、輪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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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0 

名稱：放風箏 

媒材：油畫 

尺寸：50F 

年代：2002 

 

表現秋收農閒景象，或嬉戲或捉迷藏或放風箏，在放風箏時，因受

風的關係，風箏會發出鳴叫聲音，早期曾作為部落彼此傳遞訊息的信

號物，後因使用機會不多，漸轉為秋收農閒時的童玩。 

 

台灣地區的氣候從九月開始就吹起了號稱「九降」的無雨北風，正

巧適宜放風箏。逐漸在重陽節，風箏便成了很受歡迎的習俗。俗語：

「九月九，風吹（風箏）滿天哮（鳴）」的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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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數位媒材作具象的表現  

 
使用 2Ｄ、3D 軟體如 photoshop、bryce、poser 等，以電腦模擬現實

又不太現實的獨特性，表現超現實般的奇幻超自然空間，藉以模糊現

實與虛幻的界限。 

以下為數位具象作品五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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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攀 

數位‧噴墨列印 

林茂榮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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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來去 

數位‧噴墨列印 

林茂榮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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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追逐 

數位‧噴墨列印 

林茂榮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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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掌舵者 

數位‧噴墨列印 

林茂榮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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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觀星 

數位‧噴墨列印 

林茂榮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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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數位媒材作抽象的表現  

使用影像處理軟體 photoshop 以視覺美學內涵出發，控制電腦參

數，進行點、線、面及色彩等視覺圖像的組織構成，以各種 photoshop

特效交互使用，使創作中的各個符號被統合於一整體的構成中。利用

不同於傳統的材料─「數位」，在抽象繪畫的歷史中作一個延續與再

創新。此類作品研究主要以曲線動態作抽象表現，創作動力來源為水

庫樹枝的倒影，其黑白對比的波動造形隨著陽光的強弱、風速的大小

產生多樣的變化，其美妙律動令人著迷，入神之際發覺這不就是生命

的元素陽光、空氣、土地、水所產生的律動嗎？ 

 

 

以下「水漾系列」創作專題研究，即以數位元素來作抽象性表現： 

題目：漾--生之波紋   數位形繪 

展出時間：2003 年 11 月 6 日至 18 日 

展出地點：台灣藝術教育館 

展出件數：50 件左右 

作品媒材：數位繪畫、EPSON 7500 印表機噴墨輸出、EPSON 抗光 200

年墨水 

創作根源： 

《管子‧水地》水者，萬物之本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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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臘學者泰勒斯 1（Thales, 624-547 B.C）也有句名言：「水是萬

物之本，萬物終歸於水。」在歷史中首先開端提出物質有最小且不可

分割的最終單位之觀念。泰勒斯以「水」為本原來統一世界，把世界

看成是由水的運動變化而形成的整體，認為一切產生於水又復歸於

水。泰勒斯這種以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某種物質，作為世界始基的系統

整體觀，代表了早期哲學家探索宇宙整體的直觀性。  

泰勒斯是希臘的七哲之一，他所流傳下來有關自然哲學的理論有： 

1、萬物的本原（ arche）是水。  

2、世界是有生命的，萬物充滿靈魂（ psyche）。  

3、地浮在水上，是靜止的。  

泰勒斯：「水是萬物生存的根本。」這句話現在看來稀鬆平常，但

是西方的哲學思考的確是由此開始，泰勒斯後來被稱為人類歷史上的

第一個水科學家與第一個哲學家，如今水科學（Hydrology，又稱為

水文學）即是來自希臘的古字水（Hydro-）與理論（ logy）所合成的，

即使到如今，水文學仍是自然科學裡最主要的學問之一。  

他所提出「水是萬物的質料因」這個命題。泰勒斯最初是從氣象學

的考察形成他的觀點的。我們知道，在萬物之中，水能分為多種多樣

的形態，如液體、固體、氣體等，它在冬天裡能是冰和雪的形式，它

也能變為蒸汽，也能形成雲霧。而在河流形成三角洲的地方水似乎轉

化成為土地，水也能從土地中噴出，水又是生命的基本條件。由此可

見，假如說有那麼一種基本實體，很自然的會先想到水！  

泰勒斯以為水是原質，其它一切都是由水造成的﹔泰勒斯又提出大

地是浮在水上的。萬物都是由水構成的，這種說法可以認為是科學的

假說。近代，人們所接受的觀點是﹕萬物是由氫所構成的，水有三分

之二是氫。  

                                                 
1
泰勒斯（Thales, 624-547 B.C），古希臘學者，米利都學派三傑中之一。他出生在小亞細亞的
米利都城的一個奴隸主貴族家庭。家庭政治地位的顯貴、經濟生活的富足，泰勒斯均不屑一顧，

而是傾注全部精力從事哲學與科學的鑽研。在年輕時，他四處遊學，到過金字塔之國，學會了天

文觀測、幾何測量；也到過兩河流域的巴比倫，飽學東方璀燦的文化。回到家鄉米利都後，創立

了愛奧學派，後成為古希臘著名的七大學派之首。泰勒斯素有“科學之父”的美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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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里士多德 2
 （Aristotle  384─322 B.C）說：泰勒斯提出水是萬物的本

原，其原因可能有：  

1、萬物的種子都是潮濕的，而水是潮濕本性的來源。  

2、萬物都以濕的東西為滋養料。  

泰勒斯認為，一切事物都由水發生而又復歸於水，因為： 

1、一切生物的種子都以濕潤為其原則一樣，一切動物也同樣都以

濕潤為其原則。 

2、一切植物都由水得到養料，由水而結果實，如果缺乏水，它們

就要枯萎⋯⋯。 

3、甚至太陽與星辰的火，以至世界本身，也都是由於水的蒸發而

得到滋養的。 

水既然是宇宙的開始，那麼，在宇宙萬物形成之後，水還存在不存

在？如果存在，它在什麼位置，起什麼作用？上述原因二回答了起什

麼作用的問題：萬物以水作為養料。萬物為什麼需要養料呢？在米利

都學派中，這是一個基本的觀念，因為在他們看來，任何物體都是活

的，有生命的，而有生命的東西便需要營養來維持生命，水就被泰勒

斯用來作為維持萬物生命的養料。實際上，只要我們注意到靈魂

（ psyche）是與呼吸、生命聯繫在一起的，就不難發現泰勒斯所謂萬

物皆有靈魂，意思是說，萬物都有生命，是活的，標志是它們都有「呼

吸」。水正是萬物通過呼吸它而得以維持自身生命活力的養料，而它

存在於每一物體。  

宇宙間大小物體都是有機體，宇宙整體也是一個有機體。既然每一

物體都是一個有機體，那麼，作為有機體養料的水就充塞在宇宙內外。 

在泰勒斯以前，一般人對水的思考，只限於如何取用、如何灌溉、

如何輸送、排放等「實用」性的思考，而泰勒斯卻認為水與人與萬物

                                                 
2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是著名的希臘哲學家和科學家。他師從柏拉圖（Plato），

曾任亞歷山大大帝的老師，並建立雅典學園（Lyceum）以與柏拉圖學園分庭抗禮。部分地由於

他對中世紀基督教的深遠影響和教會採納了他的教義，他的大量著作流傳至今，內容包括三段式

邏輯、修辭理論以及與動物學、宇宙學和美學相關的形而上學。E. J. Borowski及J. M. Borwein著，

《數學辭典》，貓頭鷹出版社，台灣，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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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活如此息息相關，水的背後有些更深的法則與目的，他直接指出

人可以思考有關水「看不見」的意義，而非只是在「看得見」的使用，

也許「看得見」的部份只是暫時的、多變的，而「看不見」的部份是

永恆不變的。 

泰勒斯否定了神創造一切的觀點，開創了從世界本身來認識世界的

正確道路。在科學上，他倡導理性，不滿足於直觀感性的特殊認識，

而是一種科學性的思考方式。  

 

從泰勒斯開始，歷史中便出現許多對水的新觀點，如：他的學生安

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  610-546 B.C）的觀點，「太陽照射水面，

是使水蒸發、使旱地露出的機制」，與安那克西曼德的學生安那克曼

尼斯（Anaximenes, 585-525 B.C）的觀點：「雪是來自水在高空冷凝

形成的」。同時期的克塞諾芬尼（Xenophanes）也提出：「雲、雨、泉

水與河川的水源皆來自海洋」，他由高山上的化石提出：「世界曾經被

海所覆蓋」，他也是歷史上第一個以化石研究古生物的人。  

至於海水如何成為泉水與河水，安那克薩克拉

（Anaxagoras,500-428B.C.）提出：「是藉由地下的孔穴將海水接通到

陸地。」而後希羅多德（Herodotus,484-425B.C.）更研究河川的沖積

土地，他提出：「不同河段的沖積平原所含土質的顆粒大小皆不同，

愈到海口，顆粒愈小。」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約 460-400B.C.）

更繼而提出：「污濁的水較重，清澈的水較輕，雨水最輕。」他認為

影響水的因子，也會影響人體，故以水的輕重去解釋人體的冷熱、乾

濕與疾病，他被稱為「醫學之父」。  

這是一件非常值得深思的事，這些希臘的哲學家，竟能由「水」去

探討事物的來源，甚至生命的本源，這也許是泰利斯起初沒有料到的。 

 

另外米利都派的第二個哲學家，也就前面所提到泰勒斯的學生阿那

克西曼德。他認為萬物都出於一種簡單的「元質」，但是那並不是泰

勒斯所提出的水。而是一種無限、永恆的元質，它包圍著一切世界，

因為他認為我們的世界只是許多世界中的一個。元質可以轉化為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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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熟悉的各式各樣的實質，它們又都可以互相轉化。關於這一點，他

作出了一種重要的論述﹕「萬物所由之而生的東西，萬物消滅後複歸

於它，這是命運規定了的，因為萬物按照時間的秩序，為它們彼此間

的不正義而互相償補」。  

阿那克西曼德所表現的思想似乎是這樣的﹕「世界上的火、土和水

應該有一定的比例，但是每種元素﹙被理解為是一種神﹚都永遠在試

圖擴大自己的領土。然而有一種必然性或者自然律永遠地在校正著這

種平衡﹔例如只要有了火，就會有灰燼，灰燼就是土。」「不能逾越

永恆固定的界限」觀念，是一種最深刻的希臘信仰。  

阿那克西曼德有一種論點，證明原質（Stuff）不是水，或任何已知

的原素。因為如果其中的一種是始基，那麼它就會徵服其他的元素。

亞里士多德又記載阿那克西曼德曾經說過：「這些已知的原素是彼此

對立的平衡存在。氣是冷的，水是潮的，而火是熱的。如果它們任何

一種是無限的，那麼這時候其餘的便不能存在。因此，原質在這場宇

宙鬥爭中必須是中立的。」  

 

由水、無限（ apeiron）到氣，真實地反映了米利都自然哲學家由神

話觀念邁向科學實驗的歷程。海洋之神是眾神之父，（水）便成了萬

物之本原﹔混沌之中辟開天地，（無限定）便成了宇宙原質，對立面

的分離便成了宇宙的創生過程﹔只有阿那克西米尼，注意到了空氣乃

是維持生命的靈魂，注意到了不同的吹氣方式可以吹出熱的和冷的兩

種空氣，作出了（氣）是宇宙原質，冷的聚集和熱的稀鬆是萬物的形

成原則的論斷。  

米利都自然哲學家，所找尋的是那萬物由之而出又化歸於它的物質

性本原，也就是在變化過程中不變的基體。這個基體是一種物質性的

元素。他們找到了不同的元素作為本原，米利都學派的發展變化就蘊

涵在這些元素的差異之中。  

 

另一位來自西西里南岸的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是第一位把「原

始物質」由單一種單位的一元論轉成一種多元論。為了避免一種「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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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實體」不能解釋事物多樣性的困難，他假設有四種基本元素：土、

水、空氣和火。這幾種元素由於「愛」和「恨」的作用而相互混合和

分離。恩培多克勒的貢獻在於表達一個前所未有的觀念：就是少數幾

種不同的基本實體間的混合與分離，解釋了事物的無限多樣性。  

 

在亞里士多德的論點中，也大力提倡四元素說。他認為一切物質都

由水、空氣、火和土組合而成，是一種具有乾、濕、冷、暖等特徵的

結合體。乾和冷產生土，而水的成份是濕和冷。亞里士多德認為，光

是暖和濕的混合物；而暖和乾形成火。若按照四元素的理論看來，一

棵破土而出的植物，是石頭（土）和水同太陽光中的火的一種結合。

樹木被砍伐並曬乾後，便失去水元素，這樣就能燃燒了。而在燃燒後

變成了石頭（也即灰）和火。這樣的解說比德莫克利特  (Democritus，

460-370BC)不可見的原子假想來得易於理解。於是接下來的幾個世紀，

四元素說幾成原始實體的定論。  

 

 

《國語》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先王以金、木、水、火、土雜以成

百物。  

《尚書》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水曰潤下，火曰炎土，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檣。  

《尚書－大傳》中述及：「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土者，

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為人用」。同時，木、火、土、金、水亦各有不

同的特性。 

木如樹木，向外具有生發、發達的象徵，春風生起，草木萌芽，亦

屬春天，色屬青色、綠色，位屬東方。 

火如火焰，具炎熱向上的特性，萬物皆生，亦屬夏天，色屬赤色，

紅色，位屬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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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如大地，具有生化萬物的特性，滋養土壤，開花結果，色屬黃色，

位屬中央。 

金如硬石，具有肅殺、清靜的特性，亦屬秋天，酷躁煩熱，色屬白

色，位屬西方。 

水如大海，具有寒冷、向下的特性，亦屬冬天，色屬藍色，位屬北

方。 

五行是指自然界中一切事物都歸屬於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

早在商周之際此學說即已萌芽，它是我國古代人民長期的生活體驗和

實踐中，對物質世界的一種認識，對人與物及物與物之間不可或缺的

東西。 

在中國的《易經》和《洪範》中提出的 "八卦 "（天、地、雷、火、

風、澤、水、山） "五行 "（金、木、水、火、土）說，把某些最基本

的物質看作是組成萬物的基本元素，而整個世界無非是由這些元素組

成的整體系統，它們之間相生相剋，使得整個世界不斷循環演化。在

以後的《老子》、《荀子》等著作中提出的「有無」、「陰陽」學說，則

用一些更抽象的範疇，如有與無、一與二、陰與陽等對立的統一關係

來表達自然界的統一性。在《荀子‧天論篇》中，提出了「萬物為道

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的命題，這就是說，一物為萬物的一部份，

而萬物又是更大的道的一部分。如果用今天的觀點來理解這句話，可

以認為它明顯地指出了系統的部分和整體的辯證關係。「氣」是中國

古代思想史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各代名家理解均有不同。我們認為，

它似乎帶有對系統流質的猜測，對形成系統有序性的信息的猜測。

「氣」往往還包含有系統功能，系統質這樣一些猜測在裡面。這些理

論和當代系統論有不謀而合之處。  

中國古代的醫學思想，更包含著豐富的系統觀點和系統方法。它集

陰陽、五行、氣論於一體，首先把自然界和人體看成是由五種要素相

生相剋、相互制約而組成的有秩序、有組織的整體系統。把人體看成



 82

是在這個大宇宙中的小宇宙，人的養生規律與自然界的發展規律密切

相關。在這樣一種系統相關思想的指導下，古代醫學提出了「天人相

應」的醫療原則。其次，就人體本身而言，人體的各組成部分均相互

聯繫，相互制約而組成有機的人體系統。中國古代的自然觀是一種有

機的自然觀，這種有機自然觀的核心就是系統觀。  

 

個人繪畫創作之研究－－＜漾＞，乃是從自然觀察中延伸而來：水

中樹之倒影隨著陽光強弱、風之大小所產生陰陽之律動，令人隨其律

動盪至忘我之境，與大自然一同的美妙，這是生命元素：陽光、土地、

水、空氣完美平衡的互動。  

水的律動象徵著生命的進行，它是曲線的波動，是活力生命的。生

命律動就像水中曲線的律動，多樣多變的萬象便存在此律動的流變之

中。陰陽波紋的互動替位一如日夜、寒暑、陰陽、生死更替轉換，一

種事物的變化必定要放棄某些屬性，才能獲得相反的屬性。它並非全

然等同於由一種狀態向相反狀態轉化的過程，而是一種相對立狀態的

統一：「冷變暖，暖變冷；濕變乾，乾變濕，生與死、醒與睡、青年

與老年、日與夜的交替，所有都是同一的，因為一種情形轉變成另一

種情形，而後者又變回前者⋯⋯對立統一於自身：這是一種產生於相

對立狀態的和諧。相反的東西彼此歸屬，不和諧的音調形成最美的和

諧，一切皆由衝突生成⋯⋯向上的道路和向下的道路是同一條、直路

和彎路是同一條路。」  

 

赫拉克利特 3（Heraclitus,  544-438 B.C）有句名言：「萬物皆流，無

物常駐」。他提出「水不斷的流動，是力量平衡的結果。」他進而觀

察出，自然界的物質並非都在靜止中獲得平衡，而是在運動中取得平

衡。他是一位發現＜變化＞觀念的哲學家。他的格言之一是：「宇宙

充其量像胡堆亂放的垃圾堆」。他沒有將世界設想為一座大廈，反而

                                                 
3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古希臘哲學家，與柏拉圖先後同時。赫氏認為萬物瞬息迭替；世

間無不易的河水，亦無相同的火焰。柏拉圖僅以此詮釋感覺現象；在知性的層次，「相」（Forms）

或「觀念」恆常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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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設想成一個其大無比的過程；沒有將其設想為一切事物的總和，

反而將其設想為一切事件或變化或事實的總和。因為世界一直在運動

變化著，一切是那麼多樣與複雜，但卻是包含在一整體的規律秩序中。 

 

以下為數位抽象作品（水漾系列）八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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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漾-29 

數位‧噴墨列印 

林茂榮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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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漾-15 

數位‧噴墨列印 

林茂榮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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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漾-04 

數位‧噴墨列印 

林茂榮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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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漾-07 

數位‧噴墨列印 

林茂榮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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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漾-02 

數位‧噴墨列印 

林茂榮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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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漾-12 

數位‧噴墨列印 

林茂榮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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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漾-26 

數位‧噴墨列印 

林茂榮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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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漾-10 

數位‧噴墨列印 

林茂榮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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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個人繪畫網站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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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他人作品介紹及其相關網站 

一、李小鏡 

專長：數位影像、攝影創作、人物攝影 

網站：www.daniellee.com 

李小鏡為當代著名攝影家，他並結合攝影與電腦技術，融合東西方

文化與科技，形成一系列以半人半獸為主題的作品。其作品包括 90

年代初期的「十二生肖」、之後的「審判」、由十二生肖變化出來的「一

○八」眾生相，以及「緣」之作品。前後對照可看出其概念的演繹，

從初步的擬實到深入的探討。 

 餌  李小鏡 

李小鏡利用數位影像表現動物進化，李小鏡打破了時間點的限制，

以數位的光點構成了人獸合一的生命體，並利用電腦數位投影與複合

媒體裝置給予影像一個輪迴的新規律。 

他的作品在歐美日名國展出，頗獲重視，且有藝術刊物專輯評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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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彩欣 

 渾沌世紀 42×29.7 

渾沌之際，所有元素正在破壞與重建；希望提醒人類，在渾沌之際

能有清明。 

方彩欣創意的主要來自於大自然與人之間的情感，先在紙上鉤勒出

欲表達的概念草圖，並寫下一些語彙來提醒自己所要創作的重點。首

先在光碟圖庫中尋找可用的影像素材，也使用傳統技術，如：油畫、

鉛筆、粉彩將自己創作部分影像繪出，再始用掃瞄器將手繪作品轉變

成數位式圖像，然後在電腦中將自己手繪的圖像與數位影像加以結

合，透過此種集合方式所完成的電腦藝術創作品，證明了傳統繪畫媒

介和數位媒介之間存在一種融合而非對立關係。 

方彩欣會將自己手繪的圖像與數位影像加以結合，透過此種集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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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所完成的電腦藝術創作品，證明了傳統繪畫媒介和數位媒介之間存

在一種融合而非對立關係。 

方彩欣借用電腦繪畫不同於傳統繪畫媒材的獨特變異性，與豐富視

覺效果以及鮮明變化的色彩震撼，來反諷人類社會；透過電腦合成影

像的特殊性，直接點出世紀末始的病態文明與人心荒蕪之混沌衝突。 

它的作品多以大幅連續作品形態呈現，期能透過寬度的視覺影響來

傳遞出創作者所營造的特殊世紀末始氣氛。 

方彩欣的創作哲學為，希望自己得藝術作品不要離人群太遠，關心

的是一般人的生活、環境、大自然與野生動物，並不想將重心放在一

般人難理解的藝術理論為作品的重點。雖然受過專業的美學理論，才

不致於流於空泛！希望自己的藝術是可以提醒與留給人群愛惜生

命、反省與付出關心的思考空間！ 

藉由畫面豐富的視覺色彩與意象，期能宣告世人，表面光彩絢爛的

和諧已成美麗糖衣假象，期待能藉著畫面的深沉控訴來提醒人們仔細

思索宇宙天地的意欲與自我存在的永恆4。 

 

                                                 
4 1999 混沌世紀末始—方彩欣電腦藝術
http://www.acertwp.com.tw/magazine/cadesig/content/8806/p1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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