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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目的菩薩容顏，我不必把佛像在畫面上再現，藏人的佛畫是極其慎重、沒

有自我的修行，做為一個藝術工作者，我想表達的只是心中有佛的平凡西藏

人，而非被神化了的人形佛像。 
 

四 個人作品賞析 
《八廓街上的人群》 

2003水彩雙全開 100× 150cm                                                    
藏胞自出生到死亡都會赴大昭

寺，八廓街是大昭寺外圍；藏胞手持

轉經輪繞行的一條最熱鬧的街。行進

中的人群圍大昭寺採順時鐘方向、畫

面中的右往左的動勢。注目焦點安排

在 1 著磚紅袍並戴帽的男士與粉紅上
衣的女子，2畫面正中央邊說話邊回眸
的姐妹，3偝孩子的婦人，最後才注意
街道對面的幾個行人。個別的衣著色

彩有色相與明度的對比，揹子婦自身

的紫與孩童的黃是一例。人物佈局安

置完以後，以街道邊住家的藏式穩定

性強的黑色窗框來統整畫面中央的四

人與右方的三人。人的面積佔去大

半，小、碎面積由窗框上的方塊、花盆、

花擔任。最大塊面積是左上方的牆面，

地面。大昭寺的朝聖客如織的穿梭，地

面酥油垢、牆壁祈福沾抹上的新舊青稞

粉、寫在牆塊上的六字大明咒⋯原本地

面歷經多年朝聖者的足跡走過，陳年酥

油與塵垢在石版的累積，是很有質感

的，為求畫面仍有一片可以呼吸的空

間，該牆面以單純淺色水潤的帶過。藏

人因地儲處高原，農區冬日一片肅颯蕭

條，百姓穿著多數色彩鮮艷，盡粧點之能事。手織羊毛圍群色如彩虹般有漸層�
果，其實圍群的裝飾效果大於實用� 益 
這張雙全開的作品，是由兩張對開的朝聖者擴充而成的群像。西藏的天候特

殊，雖在盛夏，早晚仍涼，一般百姓穿著仍以袍裝居多，行進時會將上半截衣服

綁在腰際，形成特殊習慣。八廓街上逆向步行的多為觀光客，駐足街頭能補捉到

朝聖者循順時鐘同一方向走路時的默契、悠遊與自在。藏人朝聖、祈福、做五體

投地的頂禮皆非為自己，而是一心一意的「利他」，為眾生到無我的地步才有這

八廓街前的朝聖者 1999 水彩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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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令人感動的街景。 
《喇嘛系列》  

西藏的寺廟頗多，居住在寺廟中的喇嘛也很多。喇嘛� 平日除自我的潛
修，還替民眾解決生、死、病⋯等問題，是安定社會的重要力量之一。喇嘛的聚

集、誦經、辯經也是西藏特有的另類景觀，所捕捉到的喇嘛群像有： 
1《曬太陽的喇嘛》2003  水彩全開 76× 109cm 

描述寒冬的正午、強巴林寺一面有西藏

文字的牆邊，喇嘛� 在作習告一段落、曬太陽的
悠閒。一人眺望遠方、兩人在交談、一人忱思，

另一個一半在畫面外的喇嘛旁的一截空白，把畫

面左右分成約八比一，多與少的比例。四人或交

談、或凝視遠方共同點是置身在有六字大明咒字

樣的壁面之下，著相同服裝的喇嘛身份，閒適意的靠在牆邊曬太陽、取暖，構

成這幅以磚紅、暗紫的喇嘛服為主體，地角線、椅牆、橫式六自字大明咒、影

子為陪襯的當下畫面。 
 

2《望果節的喇嘛》2003   
水彩全開 76× 109cm 
白白的哈達繫於長長的喇叭上並隨風飄

起，形成兩個倒 v字形的角，右邊背著經書的虔
誠百姓手執的旗桿，與喇叭並排，使得原本被分

割的接近等面積的三部分多了些變化。為了突

顯喇嘛帽子與服裝的鮮黃與磚紅，遠山與群眾

的色彩取淺靛綠色做色相的對比。望果節是農區

藏胞祈求農產豐收，在田間背著經書盒的莊稼漢

盛裝遊行的場景。農區的藏胞夏季在望果節做準

備工作時，每一戶指派一位壯丁，穿上整齊乾淨

的衣服（這種衣服從捻羊毛線，到紡成羊毛紗到

織成毛料，製成衣裳都由家中女士親自操作），隨著先頭吹著法號的喇嘛群，

在田野中遊行。 
3《牽著斑牛的喇嘛》 

2003水彩全開 76× 109cm 
飼養牲畜是小喇嘛的日常任

務，出生不久的小斑牛依偎在小

喇嘛的身邊，頸上繩子的紅與另

一為小喇嘛手執葉子的綠是小面

積的對比色，倆人身後背景的深

色狀成箭頭形指向黑白對比的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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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斑牛，強調牠才是這張畫唯一的注目焦點。 

4《辯經的喇嘛》 2003  水彩 112× 160cm 
藏文 la-ma 喇嘛是上師的意

思，喇嘛是受過教育有相當知識甚至

學有專精者，他們在信仰上為民眾排

困、解惑，一般西藏家庭會將子女中

最聰慧的一位，貢獻給寺院，在生活

上若有任何不易解決的難題，也多半

會求助於喇嘛，喇嘛的生活由民眾供

養。喇嘛在西藏的社會地位之高是眾

所周知的。因此喇嘛的群眾聚集是我

很想在畫面上再三呈現的題材。辯經

是藏傳佛教的特產，喇嘛的養成教育

所必經的訓練。原本空曠的場地進入

一大群喇嘛，兩人一組，或另有一人

見習，為解釋自己對經文的看法給對

方知曉，反駁對方的看法，再提出自

己的意見，好幾回合下來有些人坐

著，有些人持續站立，甚或擊掌來增

加節奏、加強語氣⋯是大寺廟才有的

陣仗，我有幸在色拉寺與強巴林寺各逢到過一次這種別開生面的場景。此張喇

嘛群像呈三組主要的結構，右邊的兩組略重疊，左邊一組稍遠呈直立長方形此

三群之外的人物皆刻意縮小，以加深園中的深度。觀察寺廟中喇嘛的一天生

活，誦經、辯經是重點，在辯經的過程中喇嘛表情豐富而多變，時而慷慨激昂、

時而專注傾聽，能將諸多不同的表情統整匯集在一張大水彩紙上須有週詳的計

劃。先構圖在對開的水彩紙上，找出缺失、更正之後再在大紙上展開。先將紙

固定在夾版上，以草稿展示放大，須直立並經常遠觀，才不致產生視覺錯覺，

錯的離譜。上色時亦須將所須之色彩多調一些才不致造成青黃不接的窘境，先

著異於常人的膚色，由於西藏海拔高，紫外線過強，藏人之膚色多半較深。然

後上衣服的暗、濁紅色，最末當是背景與地面，光線透過葉隙，照射到地面是

比較不容易表達之處。 
《單人系列》 

在西藏我以一位尋常百姓的身份，細緻敏銳的參與他們的生活。我感受到

雪域大地冬季遼遠荒寒與夏季欣欣向榮之美，也感受藏族同胞獷達純樸之善，更

理解除神奇的宗教文明與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相隨相克之真。想把這些所見在畫

面上留住、再現是畫此系列作品的原動力。西藏因季節、因地區、因節慶、因年

紀⋯的不同，造成人� 表情、裝束的多變化，可用來當做題材之描寫對象用之不
盡、取之不竭，構圖上大致近似，形象來源為攝影。本人用素描手工放大而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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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燈直接精準放大，不在求形像，在乎神似：長者的豁達，畫嘎東年長的鄉親，

他� 多半有美滿的家庭，晚輩在大都會中工作，老人家悠閒的照顧孫子輩，如圖
1、2、3。節慶時整裝、盛裝的姐妹與弟兄，一反一般人對西藏人不愛乾淨的刻
板印象如圖 4、5、6。對觀光客的友善與狐疑，在初識時藏胞的表情上可見一斑，
如圖 7、8、9。母性美的光輝，於人群之中覓見朝聖的母親，不怕辛苦攜子同往
之兩例，如圖 10、11。藏胞婦女工作時的專注與閒暇的輕鬆如圖 12、13。 

仔細將構圖定形之後，我會考慮主體色彩與背景的關係而將照片上的原來

色彩做刪改，盡量以補色對比或色相明度對比使畫面主體凸顯。也要化繁為簡去

蕪存菁，配件頂多是手執的東西，或背著的、抱著的，總之對藏族同胞的瞭解透

過寫實畫面，以最直接的手法呈現。眾所週知水彩的技法常被使用的有數十種之

多，我在這組作品中只用兩種技法，遮蓋液的遮蓋效果如圖 6,13，灑鹽的雪花效
果如圖 3,8。人物群像可發揮的題材還有節慶如：望果節、雪頓節、賽馬節、曬
佛節⋯等，然難度頗高，恐不是短時間之內就可時現的理想，有待日後再努力。 

以下作品圖版雖然縮小，但依比例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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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執葉的老夫人 水彩對開 2003    2戴帽的老先生  水彩對開 2003 

3 朝聖者       水彩全開 1999    4上山的壯丁    水彩     2003 
5 編髮少婦     水彩對開 2003    6 盛裝的老太太  水彩對開 2003   
7吃糌粑的女孩 水彩對開 2003     8 執唸珠的男子  水彩對開 2003 
9 西藏青年     水彩四開 1999    10 母與子       水彩對開 2003 
11母與子       水彩     2003   12刻經版的女子 水彩      2003 
13 抱狗女孩    水彩對開 2003    

《室內與室外》 
       我曾嘗試畫西藏的大山大水，但總不能表達出所見之千萬分之一，印象
最深刻的應是酷寒氣候下的雪山、隆冬結冰的湖面，而我能力所及超脫速寫簡

筆畫的作品僅有這一張盛夏室外的油菜花田，希望表達的是燦黃色的花田在遠

處綠紫的群山的對比下是絕對的亮麗，另一張室內則是西藏朋友借給我的住

房，原本是農舍的貯藏室兼客房，在描寫午後穿過門板登堂入室的光線。西藏

的風景是未來計畫要實踐的專題，尤其是山脈，形狀瑰麗多變，四季景觀多有       
不同之風貌，有待繼續尋訪觀探，將作周全之準備再穩紮穩打成行。不久的將

來，會加入西藏朋友的朝山行列，往岡仁波齊山做朝山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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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花田 水彩 28×77cm2003 

室內 水彩對開 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