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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創作理念與實踐 

第一節  創作理念 

有關藝術的創造，歷來已有許多中外的學者提出過許多

不同的見解。不論是「模仿說」、「遊戲說」、「美感說」、「直

覺說」、「情感說」、「慾望說」、「經驗說」……等等，都有其

立論之依據。個人以為，固然每一個推論都有其合理性，但

都僅是藝術活動發生的一部分原因。換句話說，藝術的產生

過程裡事實上是可能包含多樣因素的，它可以是因遊戲而產

生，並且帶有對自然的模仿，同時又是根據個人美感經驗與

直覺，而達到情感與欲望的投射的結果。反之，藝術的創造

也可以僅由任一單獨的原因而發生。 

以下僅就個人觀點，分為幾部分來闡述吾人對於創作之

淺見： 

（一）創作與生活 

創作是為了什麼？當然，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是因人而

異的，但是我相信它應該深深困擾過每一個創作者。對我而

言，這個問題倒是沒有太難，我認為：創作是為了捕捉、保

留以及傳達一些生活感動。 

生活中的感動有太多，每一天、每一刻都可能發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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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個喜歡的人；來到一處美麗的地方；吃了一頓好吃的

食物；聽了一首動人的曲子；發現一件新奇的事物；讀到一

篇精采文章；做了一件得意的事；想到一個有趣的故事；看

到一朵美麗的花；撿到一個漂亮的貝殼……這還只是喜怒哀

樂等眾多感動的一小部份而已呢！ 

人們對於讓自己感動的事或物，總是會時常懷想，偏偏

記憶能力又是那麼地有限，因此捕捉精彩的片刻，便成了大

家的習慣，目的是在日後，用以作為喚起最初感動的媒介。 

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方式，來保留了他們的感動：音樂

家用音符；詩人用文字、雕刻家用大理石；攝影家用影像；

畫家則用形與色。無論使用的方式是何者，都可以某些程度

地保留自己的感動，並可透過作品將感動傳遞給別人。 

另一個與創作有關的問題是題材。常聽陷入困境的創作

者抱怨「沒有靈感」，靈感到底從何而來？「憑空捏造」、「無

中生有」需要的是想像力與創造力，這個能力大家都有，把

它當作創作題材本無不可，可是易淪為無病呻吟，要不就是

流於浮面。 

這裡不得不先談到另一個嚴肅的話題：作品的好壞如何

界定？身為中學教師，曾不只一次被學生提出這樣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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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答是：「藝術品的好壞，取決於作者對題材的體悟以及

表達的深刻與否」。這裡面包含兩部分：一是體悟，二是表達。 

體悟要深刻，是藝術家思維的部分，也是作品的內涵。

而表達要深刻，靠的是技術的修為，它是作品的外在。二者

缺一則不可，有思想無功夫，作品枉有內涵卻表達不出，觀

者將會不知所云，甚至造成誤解；有功夫缺乏思想，作品則

必流於膚淺。 

體會與領悟要深刻，除了個人的學養之外，個人以為：

要從生活出發，去關照生活。充實學養也是必要的，它幫助

我們培養敏銳的知覺。具有敏銳的知覺，對事物的觀察才能

深入。認真生活更是必要，唯有如此才會發現值得深入觀察

的對象。一個認真生活的創作者，必不致缺乏創作的靈思，

因為題材俯拾皆是。回到前一個問題上，創作靈感與題材該

從何而來？我的答案是：「從生活中來」。 

當「創作是為了什麼？」與「靈感到底從何而來？」、「作

品的好壞如何界定？」這三個問題放在一起的時候，創作與

生活的關係不言自白。 

美學家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主張「藝術即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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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個經驗並非平常「支離渙散」45無組織之經驗，而是「完

整的經驗」，並且是「偏重情感的經驗」46。依我個人粗淺的

體會：其所指也許便是如此！ 

不過生活有時候，可以不必那麼嚴肅，創作也可以不必

具備那麼偉大的情操。把它看成是一種遊戲也無傷大雅，德

國學者朗格（Konrad Lange 1855-1921）言：「遊戲是孩提時代

的藝術，而藝術是形式成熟的遊戲。」47。藝術既是遊戲，便

是可以允許輕鬆視之。當然我主張藝術應是智慧的遊戲，其

過程輕鬆也可，嚴肅也可，總之，都是一種生活體驗的具現。 

（二）繪畫是一種語言 

如同單字之於語文、音符之於音樂，形與色便是繪畫的

元素。繪畫不只是一種語言，更是一種可以運用來體現生活

的語言。而且這種語言，是人與生具來的本能之一，不用透

過學習便會使用，站在語言的功能來看：繪畫好比英語、國

語一般，它可以用來記錄，也可以用來傳達訊息。而且這個

語言很多時候比口語、文字在使用上更為直接、更加精準，

某些情況下還比語文更加傳神。 

                                                 
45《西洋美學與藝術批評》，劉文潭著，環宇出版社，台北市，1984，頁191。 
46《西洋美學與藝術批評》，劉文潭著，環宇出版社，台北市，1984，頁195。 
47《現代美學》，劉文潭著，台灣商務印書館，台北市，2000，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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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材與形式 

題材是作品的內涵，媒材與形式則決定作品的外在，兩

者相輔相成。但是論定藝術品的好壞，卻不需涉及媒材與形

式的種類。任何一項工具，各有其特性，只要用得好就是好

媒材。任何一種表現手法，都有其長處，能準確傳達創作者

情感的都是好形式。 

形式、媒材與題材之間，也無絕對的關聯，亦即表現的

形式、所用的媒材和題材，本身不必然相依。同樣的題材用

音樂、用雕塑、用繪畫……去表現，會有截然不同的效果，

但不同類型的形式間，是無法也無必要去區分優劣的。好比

音樂比賽，不能拿繪畫作品參加一般，抽象與具象；傳統與

現代；印象派與立體派；油畫與水墨，都可以表現同一題材，

但同樣應該是不分好壞的。 

作品的價值，不是由題材決定，也不因使用的媒材與形

式而判定，如前文所提及，取決於作者對題材的體悟，以及

表達的深刻與否。 

（四）水墨畫的未來 

在世界的藝術範疇中，個人以為，水墨畫這個媒材與形

式，雖不敢斷言是最優秀的，但至少也是數一數二的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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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毛筆，它的表現空間廣大，既可以書寫出千變萬化優

美的文字，又可畫出各式各樣的效果，已幾乎被認為是全人

類歷史中最重要的發明之一。另一方面，也由於毛筆在中國

有悠久的使用歷史，所以不僅被開發出各樣特性，也被不斷

地改良，讓使用者更加能得於心、應於手！此外，水墨媒材

中的紙與墨也是獨特的。而且畫出來的畫面趣味與水彩、油

畫、版畫……都不相同。因此一直以來，始終與毛筆共同創

造水墨藝術，與毛筆共存亡。 

但是在數位科技發達的今天，生活的各種層面都受到不

少的衝擊。新生代的人們，幾乎全仰賴電腦來處理生活事務，

已經可以看到用手的機會明顯地減少了，寫字如此，繪畫更

是不用說！相信不久的未來，人們徒手繪畫的能力整體而言

必然大幅降低，不消說，能畫一手好畫之人，也一定會日漸

稀少！ 

雖然二十世紀後出現的現代藝術風格的諸多現象之一，

便是世人們學會尊重差異的存在，不論是個人的或是文化

的。而另一方面，在東方文物大量地湧進西方世界的百年之

後，也漸漸使得世人真正了解中國藝術的可貴價值了。但是，

即便如此，在這樣的情境之下我們真的有信心，相信水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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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藝術還能持續下去，直到永遠嗎？ 

曾聽書法家感嘆：現在大家都不拿毛筆寫字了！誠然，

毛筆用於書寫，不如現代工具便利，因此在一般文字的書寫

上，早已被取代了。殷鑒不遠，使得我們不得不正視這個問

題。生活數位化，是繼百年前西方文明衝擊之後，水墨畫又

一次的存亡危機！而且這次的敵人比起前次，恐怕更加難以

對付。 

平心而論，繪畫，尤其是傳統的繪畫，在數位新時代被

多數新人類冷落是理所當然的。對他們而言，追上新潮流唯

恐不及，哪有閒功夫去回顧過往。我以為，在可見的未來，

實際從事水墨畫的人口，將會因為後繼無人的關係，而大量

銳減，好比今日的書法藝術。當然不是只有水墨畫的處境如

此，在全球化的時代，西方繪畫媒材也同逢困境。 

不過反觀藝術活動，一向本在人們經濟繁榮，及生活悠

閒的情境之下，往往更加興盛，所以當機械取代大部分人工

的同時，也意味著人們空閒的時間會增加，相對地人們從事

與藝術相關之活動的機會也會提高。 

再加上基於物稀為貴的道理，而且科學愈進步，在科技

化冰冷的生活中，藝術在人們心中的價值將更顯得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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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機械」的科技生活，藝術更顯「人文」； 

相對於「冰冷」的科技生活，藝術更顯「溫暖」； 

相對於「無機」的科技生活，藝術更顯「有機」； 

相對於「硬調」的科技生活，藝術更顯「軟調」； 

相對於「單調」的科技生活，藝術更顯「豐富」； 

相對於「規律」的科技生活，藝術更顯「自由」； 

相對於「乏味」的科技生活，藝術更顯「趣味」； 

所以現實看起來雖是危機，卻也是轉機。從事水墨畫的

人口，大量減少是避免不了的，但是由於前人留下了太多珍

貴的文化寶藏，加上資訊的快速流通，所以對後學者而言，

可以輕易在前人的基礎之上，快速地成長，如同今日的我們

一般，也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將來水墨畫藝術的發展趨勢，

應該會演變成量少質精的狀況。 

我主張：與其擔心水墨的存續問題，倒不如努力地學習，

因為在今天我們擁有資訊的優勢，因此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

的畫家都更有機會超越古人！換句話說，這個時代更有機會

釀造出曠古爍今的超級大師。在講求創造精神的今天，唯有

如此，才有可能開創水墨的新境界，也才有可能開啟水墨永

續發展的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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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創作實踐 

台灣是一個自然資源豐沛的寶島，在面積三萬六千平方

公里左右的土地上，卻擁有變化極端的各式地形景觀，看在

地理學者的眼裡，更是世界上少有的奇蹟！對藝術工作者而

言，何嘗不是如此：不須千里跋涉，即可尋得多樣的表現題

材！距離台北車程不遠的北海岸，有山又有水，基於前述「創

作與生活」之關係，於是我選擇北海岸之東北角作為此次創

作題材，形式上選擇了具象表現，媒材則用水墨設色。此外，

歷代的先賢們留下了不少關於山石畫法上的見解，我將取其

中部分，作為創作時之學理依據。 

除了地緣關係之外，我會選擇東北海岸也是因為此地的

景觀特殊，濱海又有許多巨石。而這些或大或小的礁石，大

多純粹無多餘雜樹附於其上，非常便於觀察與表現。其次，

這裡的岩石千狀萬態，種類多、造型獨立又變化豐富，彷彿

是一座戶外大型雕塑博物館，給人美不勝收之感。再者，此

等海蝕岩岸景觀，不見有古人描寫過，因此在歷代以來的畫

法裡，並沒有立可借用之方，因此引發了的我創作動機。 

創作的過程，首先是收集資料，包括實景寫生、拍照以

及閱讀有關北海岸之相關著作。然後在畫室內分析、整理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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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來的資料，再從其中去篩選、思索與佈局，與製作草圖。

待草圖決定後才正式繪於宣紙之上。 

在整理相關資料後，我對此次描寫地點的理解如下：北

海岸的範圍，「西起淡水河口附近的油車口，東至三貂角的來

來鼻，海岸線共長85公里，但濱線卻長達144公里」48，它

大體而言屬於岬灣地形，北海岸地形之形成，主要是受到海

水的作用力，一方面也受到氣候的影響，還有來自陸地的集

水區所帶來的泥沙，經年累月地侵蝕與堆積而成。景觀種類

有單面山、海岬與海灣、隆起珊瑚礁、海蝕地形、海積地形……

等。 

由於此次研究重心是山與石之畫法，未將整個北海岸納

入創作研究之範圍，故涵蓋範圍僅限於東北角之南雅、鼻頭

角、龍洞一帶。 

龍洞位於鼻頭角的南方，海岸長約1公里，因地形如蟠

龍環繞而得名。地理條件非常的特殊，是東北角最古老及最

堅硬的岩層。此處地質景觀，有斷層擦痕、斷層線、地塹與

地壘、節理數種。主要的岩石為石英岩質砂岩及頁岩組成，

岩層非常堅硬；從岩層上會看到許多小斷層及節理，將四稜

                                                 
48《台灣的地形景觀》，王鑫著，渡假出版社，台北市，1997，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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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岩切割成許多小岩塊，緊接著受海水侵蝕，使崖邊的岩塊

滑落；而形成今天我們所看到階梯狀的龍洞。 

龍洞岬中有多處伸出海中的海崖，地勢險絕，起伏落差

大。這些海崖屬白砂岩，色澤灰白微帶土黃，明度高；節理

分明，除縱向多垂直裂紋，頁岩走向因幾近水平，故橫向之

平行紋路亦甚明顯。 

我以此處伸出海中的海崖為題材，創作了「自在」、「幽

境人蹤」、「山高水深」、「留連」、「奔波」、「龍洞觀石」共六

件作品。 

南雅則位於台北瑞芳鎮，是由北進入東北角海岸的第一

個賞遊點，以奇岩景觀著稱。這一帶的岩層為大埔層砂岩，

砂岩中的節理甚多，經雨水侵蝕及風化作用，造成含鐵礦物

氧化，形成氧化鐵的帶狀花紋。因侵蝕速率隨著岩層的節理，

或軟硬不同而有不同，於是岩石身上，便產生凹凸不平的表

面。另一方面，風化作用的影響，也使得岩石的色彩有深淺

不同的變化，這些風化紋岩石，外型奇特，有「霜淇岩」之

稱，真教人嘆為觀止。 

以南雅為題材我創作了「匆匆」、「放懷山水間」、「群岩

競秀」等作品。 

在這些作品之中，畫法原則上以線條表現為主，不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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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任何已知之皴法，山石的肌理或用中鋒線條；或用側筆

擦掃，乾濕墨並用，並染以接近原石之色調。顏料則混用水

彩、廣告顏料以及傳統之國畫顏料。 

描寫重點雖主要是放在石頭的畫法嘗試，另一方面，我

也試著將某些巨石當成山來處理。過程中，除著重前人畫法

之實踐，亦試圖以自我的體會，來描繪出龍洞與南雅石頭之

特色。我並無意發明一獨特之皴法，以作為描繪東北角海岸

奇石之用，僅純用筆、墨與色來詮釋眼前之對象。但實踐中

仍不免為了因應此地特有之山石造型與質感，而產生了不見

前人曾使用之方式，至於其效果的好壞，則不敢驟下斷言。 

茲將部分寫生資料以及作品與實景之對照，以下列圖片

呈現。 

  

 

 

 

 

 

 

 
   

寫生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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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生稿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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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龍洞岬伸出海中的海崖為題材所構思的作品與實景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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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雅附近為題材所構思的作品與實景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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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作品解析 

作    品：自在 

127.5× 35cm 紙本水墨設色 2003 

創作思考： 

此景乃是龍洞岬伸出海中的海崖一角。 

構圖上我只取邊緣之局部來加以描寫，意圖以高度上的

垂直落差來表現海崖的險峻，所以刻意採條幅般的細長畫

面，拉開上下距離來佈局。另留出一邊以便安置遠景，前景

則搭配同質地之小平台，與造型接近之遠山，此二者實際上

並不存在，均是為了表現空間感，而做的安排。這是此一系

列的第一件作品，起初的構圖並不理想，後來裁去上方一段

約10公分的空白，方覺圓滿。 

畫面分配上：山與石的面積約佔70﹪左右，水面約20﹪，

其餘留白為天空。以將大部分的舞台空間，讓山石來演出。 

學理依據： 

王維《山水訣》中說：「山分八面，石有三方」49，無論

是三或八數，其實只是「多」的意思。山石分面若不夠多，

則易顯得扁平，缺乏立體之感，同時亦無從顯現其結構。故

此畫之主要山石我皆分上、左、右三大塊面來表現。 

宋郭熙《林泉高致集》中有云：「自山下而仰山顛，謂之

                                                 
49《中國畫論類編》，余崑編著，華正書局，台北市，1975，頁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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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遠」50，於是我將點景人物，安排在下方前景露出水面之小

平台上，以牽引觀者之視覺焦點，由下往上望，期能達成「高

遠」效果。  

表現技法： 

此圖首先以中鋒、側鋒並用之線條，� 出輪廓與山崖內
部之主要縱橫紋理，後用側鋒為主之筆法點畫或乾擦描寫石

之質感，再以墨染出陰陽向背，然後以赭石為主的色調來染，

待乾後用色與墨� 皴，如此反覆數次。海水部分則以魚鱗紋
� 線為主，染以青、綠色。遠山用淡墨與花青淡染。 

海崖石壁底部虛化，描寫較弱，使成頭重腳輕之狀，除

意欲營造向下重壓之勢，並襯出點景人物。 

海崖的上半部，為了加深其厚實感，並不致扁平化，強

化了其明暗之對比，以明顯分出其石面的轉折。 

創作心得： 

「石有三方」確實是一簡單可行的法則，山石的結構，

藉此方法即可輕易掌握。此外，自認「高遠」的效果處理得

尚可。不過在海崖石壁底部虛化的部分，自覺處理不甚理想，

使得前景與山崖交接處略有不自然之感。而在筆墨的掌握上

也不夠純熟，還有不少需要改進的地方。 

                                                 
50 《中國畫論類編》，余崑編著，華正書局，台北市，1975，頁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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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 

127.5× 35cm 

紙本水墨設色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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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品：幽境人蹤 

138× 35cm 紙本水墨設色 2003 

創作思考： 

此圖是延伸前一幅之構思，而發展出的另一作品。構圖

上仍取同一海崖之局部來加以描寫，並同樣刻意採條幅般的

細長畫面來佈局，而且改進前圖原來天空過多之缺失，將山

的頂部盡量往畫幅上緣逼近。構圖上不安排空隙佈置遠景，

前景則描繪露出海面之礁石，並有浪濤沖激留下之水流宣

洩。人物改至上方平頂，調整觀者之視覺焦點由上而往下眺，

期望同樣能達成「高遠」效果。 

此圖除著重崖壁與礁石之描寫外，並企圖以最少的留白

來經營畫面，這一點成為後面其他幾幅作品中，在構圖上所

追求之共同趣味。 

學理依據：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中說：「山不必多以簡為貴」51。

我的理解是：山少為簡，山多則繁。繁則易雜，所以寧簡勿

繁。「簡」甚至可以進一步引申為簡化的意思，亦即畫山時，

不僅取捨要精簡，描寫更要適度地簡化。 

潘天壽也認為： 

「對景寫生，要懂得捨字。懂得捨字，即能懂得取

字。即能懂得景字。」52，又說「對景寫生，更須懂得捨

                                                 
51《中國畫論類編》，余崑編著，華正書局，台北市，1975，頁727。 
52《潘天壽畫論》，潘天壽著，華正書局，台北市，1986，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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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捨，不捨而捨，即能懂得景外之景。」53 

取與捨事實上，便是畫家在構築畫面時，首先要面對的

第一個問題。取景難，捨景更難，但是好的想法，總是在取

捨的辯証當中產生。另一方面，取捨其實也就是去蕪存菁、

化繁為簡的過程。 

我秉持此一概念，嘗試去除了崖石多餘的邊與面，但還

是要表現出其原有的特質。  

表現技法： 

此圖與前圖在畫法上大同小異，同樣以中鋒、側鋒並用

之線條，� 出輪廓與內部之主要縱橫紋理，然後反覆用筆墨
皴擦與烘染。由於構圖上採正面平視海崖石壁，彷彿一面石

牆直立其上，不似前作中有大面轉折，在無法以三面關係，

來呈現其體積感的困境之下，所以此次在� 染時筆墨較重，
以強調山石之厚重感。海水部分仍以魚鱗紋� 線為主，染以
青、綠色。 

海崖石壁底部虛化，依舊描寫較弱，不過這次虛得較慢，

以順利承接前景之礁石。 

創作心得： 

此圖少了遠景，另一方面也由於畫幅狹長之故，犧牲了

開闊的場面，不免在空間上少了平遠與深遠的趣味。對我而

言，是一項大膽的嘗試！在不見左右邊際的平面上，製造厚

實之量感，略有所得。 

                                                 
5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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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境人蹤 

138× 35cm 

紙本水墨設色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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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品：留連 

69.5× 138cm 紙本水墨設色 2003 

創作思考： 

這件作品可說是前兩圖的結合。在創作了前兩幅作品之

後，我嘗試換成橫幅的構圖，因為橫幅的畫面可以容納較大

面積，以開闊山石的氣勢。 

佈局上不只是將山的頂部，盡量往畫幅上緣逼近而已，

更將岩壁延伸出了上方的邊界，試圖讓不見邊際的山更顯其

高。並於圖之右方，留一狹長空間安置遠景。前景則同樣以

浪濤沖激露出海面之礁石來增添畫面趣味。 

學理依據： 

提到畫石的筆法，大家最為熟悉的，莫過於趙孟頫所謂：

「石如飛白木如籀」54。當然並不是每一種石頭，都非得要用

飛白的筆法不可，我認為趙孟頫的此話的涵意，除了是要闡

明書畫的本質之外，更是要說明畫者，當隨物體的不同而調

整不同的用筆法。 

所以當我們要表現山石之時，便不能僅畫出其外型，以

及明暗變化而已，更要注重以不同之筆法來呈現其獨特的質

感。 

                                                 
54「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還應八法通。若也有人能會此，須知書畫本來同。」 《中國畫論類編》，

余崑編著，華正書局，台北市，1975，頁1063。 



 87 

表現技法： 

此畫在處理的程序上，與前二圖仍舊大同小異，同樣以

中鋒、側鋒並用之線條� 出輪廓、與內部之主要縱橫紋理，

然後反覆用筆、墨、色皴擦與烘染。比較不同的是在石頭的

質感上，我用毫無章法的方式去表現。有側筆拉出的長線條；

有類似斧劈的擦筆；有橫筆的側點；也有濕墨的染⋯⋯，總

之，是嘗試以各式的用筆方式，來表達眼前的山石。 

創作心得： 

如此的嘗試，使我更能體會中國毛筆的無限可能性。這

是以前在從事水彩或油畫時，完全不曾用過的方法，甚至也

是不曾想過的問題。西畫中也許是過於重視形與色，以及光

與影的關係，反而忽略了對象本質的追求。我想這應該是中

國畫之所以能夠優於西方繪畫的主因之一吧！同時這不正也

代表了東西方人不同的思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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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品：山高水深 

140× 78cm 紙本水墨設色 2003 

創作思考： 

這件作品是由「留連」的視點，往後拉遠而成。由於立

足點退後的關係，熱鬧的石間小流瀑已不復見，畫面顯得寧

靜不少。為了增添幽靜之情趣，乃安排一高聳之遠山，並有

兩朵浮雲縈繞其間。 

此圖除延續「以最少的留白來經營畫面」的想法之外，

並大幅加重了遠山的份量。遠山歷來只做為陪襯的角色，因

此畫家們一向習於對它輕描淡寫，並且總是安排在主山之外

剩餘的空間。在此畫裡，我試著突顯其在畫中之地位，但又

盡量不使其強過主題。 

學理依據： 

唐岱《繪事發微》言：「山主靜，畫山亦要沉靜。」55，

山立在海中，即使波濤再洶湧，它仍然� � 地挺立，不發一
語。所以畫山便要表現出它寧靜的本質。 

王維《山水論》提及山的處理：「山腰雲塞，石壁泉塞」，

山腰之處以煙雲阻斷以顯其高；石壁中綴以泉水則可增添其

靈氣，使其不致顯得單調。 

雲與山的關係，郭熙顯然也有深刻的體會，《林泉高致

集》： 

                                                 
55《中國畫論類編》，余崑編著，華正書局，台北市，1975，頁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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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以水為血脈，以草木為毛� ，以煙雲為神彩，故山
得水而活，得草木而華，得� 雲而秀媚。」56； 

「山無煙雲，如春無花草。山無雲則不秀，無水則不媚，

無道路則不活，無林木則不生。」57； 

雲的陪襯不僅可以使山高，更可以增添山的靈氣，讓山

富有生命與變化。 潘天壽也說：「看山，須有雲霧才靈活」58，

「山無雲不靈」59，看來自古英雄所見略同。 

表現技法： 

此圖技法上只有這座「遠的主山」比較特別。王維《山

水論》：「遠山無石」60；「遠山不得連近山」61言明拉開前山與

後山，以及不寫遠山之細節，當是處理空間感的方法。以及

唐志契《繪事微言》：「遠山用染不用皴」62便是我採用之法。

利用紙與墨的特性，用大筆乾染的方式，一次畫成。 

創作心得： 

嘗試至此，畫出山寧靜的本質，成了我另一目標。方法

上雖不是初次運用，卻還難以掌控。而以遠山作為畫面的重

心，似乎並無不可，但易使畫面重心混淆。 

                                                 
56《中國畫論類編》，余崑編著，華正書局，台北市，1975，頁638。 
57《中國畫論類編》，余崑編著，華正書局，台北市，1975，頁639。 
58《潘天壽美術文集》，王靖憲編，人民美術出版社，北京市，1983，頁8。 
59《潘天壽美術文集》，王靖憲編，人民美術出版社，北京市，1983，頁9。 
60《中國畫論類編》，余崑編著，華正書局，台北市，1975，頁596。 
61 同上。 
62《中國畫論類編》，余崑編著，華正書局，台北市，1975，頁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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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水深 

140× 78cm 紙本水墨設色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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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品：奔波 

78× 140cm 紙本水墨設色 2003 

創作思考： 

龍洞岬陡峭的海崖因海蝕作用而形成，長年的波浪衝

擊，使得岩石順著節理崩落，形成特殊的景觀。 

此岬角垂直與水平方向的節理甚為發達，但採取平視或

由低處仰視，則無法得見其美妙之處。故此圖取景上一改刻

意安排的手法，僅取眼見的實際視角，由上往下俯瞰，但仍

以石為主體。同樣的海崖，當從比較高的角度來俯視，氣勢

全消，完全無高聳峻峭之感。因此採用較大面積來安排巨石，

以彌補氣勢上之不足。 

學理依據： 

黃公望《寫山水訣》： 

「畫石之法，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者為上」63 

董其昌《畫旨》： 

「作畫，凡山俱要有凹凸之形，先� 山外勢形像，其中
則用真皴，此子久法也。」64 

「山之輪廓先定，然後皴之」65 

在此畫中我採用這樣的畫法。不過，所有題材的描繪，
                                                 
63 《中國畫論類編》，余崑編著，華正書局，台北市，1975，頁696。 
64 《中國繪畫理論》，傅抱石著，華正書局，台北市，1984，頁213。 
65 《中國繪畫理論》，傅抱石著，華正書局，台北市，1984，頁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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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體皆是先畫輪廓，再畫細節，不單是畫山石而已。 

表現技法： 

此圖表現技法，並無特出之處，除了構圖視角上的改變

外，僅水紋改用其他方式� 勒，另外用色上也作了些調整。 

創作心得： 

此一取景角度，呈現的山石結構比較結實，立體感比較

容易表現。同時，俯視的取景，容易令人覺得一目了然，但

缺乏想像的空間。另一方面，比較接近西方繪畫式的構圖，

相對地，便失去了中國畫裡的特殊意境，在趣味上顯得很不

相同。但是這並不見得一定是缺點，尤其在中西繪畫已經融

合的今天，它應該可以是足以代表現代水墨畫的一種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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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品：龍洞觀石 

69.5× 138cm 紙本水墨設色 2003 

創作思考： 

龍洞因地形而得名，伸出海中的龍洞岬海崖便是其中景

緻最佳之處，尤其岩石表面裂紋與節理密佈，極為有趣。前

幾件作品，均以海崖末端來構思，這件作品則是擷取其中段

部分。本圖依然採俯視的角度來構圖，期望能表現出此處山

石之特點。 

學理依據： 

龔賢《半千課徒畫說》：「山無石則無脈絡，石無山則無

包含」66。這是說山由石所組成，岩石不僅是組成山的基本元

素，岩石在組合時還可決定山勢的走向。此外，山又是石的

母體，兩者相互依存。所以畫山之石與畫石之山，均不得不

處理好兩者之關係。  

此外，清王學浩《山南論畫》說：「畫石之法，方者用折，

圓者用�，順其勢也。」67，乃使指用筆當順石之本質而為之。 

表現技法： 

作此圖時，我主要秉持以上的理念，首先在用筆上注意

方折圓轉，用方筆多圓筆少，以適當地表現此石之型態。其

                                                 
66 《中國畫論類編》，余崑編著，華正書局，台北市，1975，頁797。 
67 《中國畫論類編》，余崑編著，華正書局，台北市，1975，頁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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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留意石的組成，讓海崖上之細碎小石能緊密結合，不致過

於鬆散。此外，海水部分雖然依舊以� 線為主，但色染較重。 

創作心得： 

此一取景角度，山石的結構很容易以王維「石有三方」

的方式來表現，而岩石本身的特徵，也得以清晰展現。 

主題採截頭去尾的安排，使得觀者有不見邊際的感覺，

多少能彌補像前一圖般，缺乏想像空間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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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品：匆匆 

78× 140cm 紙本水墨設色 2003 

創作思考： 

南雅雖是進入東北角海岸的第一個賞遊點，以奇岩景觀

著稱，但其範圍不像龍洞那樣廣闊，高度落差也與龍洞無法

相比，景觀自然不如龍洞般吸引人。不過，就在濱海公路旁

也有一片伸出海濱的海崖，規模固不比龍洞岬，但也氣勢磅

礡，風景宜人。本圖即描繪此一砂岩所構成之海崖附近的景

觀，佔畫面約二分之一之前景，乃是散佈海中的隆起珊瑚礁

岩，右上角畫出一小段公路，暗喻途經此地的過客，匆忙得

忘了停下腳步，觀賞一下隨手可得的美景。 

學理依據： 

龔賢《畫訣》談到石頭的畫法如是說： 

「畫石外為輪廓，內為石紋，石紋之後，方用皴法。石

紋者，皴法之現者也。皴法者，石紋之渾者也。」68； 

張大千先生則說：「畫山最重皴法。」69兩位大師點出了

皴法在畫山石上的重要性，及其代表的實質意義。 

 

                                                 
68 《中國畫論類編》，余崑編著，華正書局，台北市，1975，頁779。 
69《山水畫皴法、苔點之研究》，李霖燦著，故宮博物院，台北市，1981，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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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技法： 

由於此處的珊瑚礁岩與霜淇岩在結構、造形、色彩、節

理上都與龍洞岬的白砂岩大不相同，基本上在用筆與用色之

上，我作了些區分。例如珊瑚礁岩的岩質疏鬆多孔，岩石表

面又多有藻類附著，因此在前景之石上，用了些綠色來染。

而霜淇岩則多橫向紋理，所以我則以比較多橫向乾擦的線條

來表現。 

創作心得： 

這些不同的岩石，從外觀上即可輕易看出其明顯之差

異。除了色彩與節理的不同之外，岩石本身之結構、造形似

乎也受其質地的差異，而有不同之構成方式。若不從自然界

裡去觀察，怎能有此體會，因此，我想這便是古人說「師造

化」的真諦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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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品：放懷山水間 

69.5× 138cm 紙本水墨設色 2003 

創作思考： 

比起上一張作品，此圖拉近了距離，直接描寫南雅海崖。

構圖上崖壁由畫面右邊直入畫面，佔據大部分的面積。由於

幾乎完全是以平面的方式呈現，石壁彷彿是一面大屏風，這

樣的安排，是為了要展現此地岩石特殊的美。畫面的空間沿

著左邊往後延伸，左上角僅留下一小片空白，是天空，也是

以最少的留白，來經營畫面之企圖的又一次展現。 

學理依據： 

龔賢《畫訣》： 

「畫石塊上白下黑。白者陽也。黑者陰也。石面多平故

白，上承日月照臨故白。石旁多紋，或草苔所積，或不

見日月為伏陰，故黑。」70； 

潘天壽也言：「畫山，須背日光才厚重」71，以上之論述

說明畫山石時，須巧妙地以明暗來表現。在此圖中，我便以

此理論，試圖用明暗關係，來使彷彿屏風般的石壁不致於顯

得平面化。 

表現技法： 

為了表現石壁應有的體積，我在岩石上做了些光影的效

                                                 
70 《中國畫論類編》，余崑編著，華正書局，台北市，1975，頁779。 
71《潘天壽畫論》，潘天壽著，華正書局，台北市，1986，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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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其餘基本上皆與上一幅畫作相差不多。唯岩壁的底部因

長期被海水侵蝕，出現了許多孔洞與溝痕，所以我除了畫了

些橫向的線條與小點外，也用了破筆乾點的手法。 

創作心得： 

這種角度岩石體積感與重量感是最難表現的，因此我用

了較重的墨色，以及西畫中光影的表現法。大家口中常說的

「重墨」，習慣上，總是理所當然的把它理解成濃墨的同義

詞，或是由淡墨累積而成的較暗墨色。原來，它在視覺上也

是份量較重的。所以，「黑者陰也」，用重墨固然可以表現山

石的陰面，而「背日光才厚重」，也是因為背光面需用重墨才

得以顯其重吧。 



 103

放
懷

山
水

間
 

6
9
.
5
×

1
3
8
c
m
 

紙
本

水
墨

設
色

 
2
0
0
3
 



 104

作    品：群岩競秀 

138× 69.5cm  紙本水墨設色 2003 

創作思考： 

此圖雖然也是南雅海崖景觀，不過卻是虛構之景。全圖

以遠近不同、大小錯落的岩石所組成，主角配角都是岩石，

用以展現北海岸奇岩怪石之美。 

構圖上，採取傳統國畫中越遠越高的透視法，描寫上也

由近至遠越來越虛。此圖中除試圖探討不同岩石之表現外，

也同時琢磨岩石遠近不同的表現。 

學理依據： 

潘天壽有云： 

「吾人平時在地面上看景物，以平視為多，俯視次之。

因之吾國繪畫中之透視，亦以採用平透視為主常。平透

視，以花鳥畫採用為最多。然在山水畫上，卻喜採取斜

俯透視為習慣。以求前後層次豐富多變，層層看清，不

被遮蔽故也。為合吾人之心理要求耳。」72 

這是在說傳統國畫的透視使用法則。其中山水畫所採透

視較為特殊，為了符合畫家心理層面的需要，因此採取斜俯

透視。所以中國畫家，並不是像西方人所說的不懂得透視法，

                                                 
72《潘天壽美術文集》，王靖憲編，人民美術出版社，北京市，1983，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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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正是因為太了解它，故懂得進一步去活用它，以達成自己

的目的。 

表現技法： 

此景仍由珊瑚礁岩與霜淇岩所構成，基本上在用筆與用

色上同「匆匆」一圖相差無多。在此圖中珊瑚礁岩的部分，

為了表現其多孔洞的平行紋理，我多用了顫動的線條畫法。

而霜淇岩的條紋還是橫筆為主。 

全圖在描寫上，前景筆墨皆重，中景筆墨稍淡，關於遠

山的處理，則仍舊用染不用皴。水波改用色染而不� 線。 

創作心得： 

承續前兩件作品的嘗試，對於南雅此地的岩石，我大致

已能掌握。而遠近不同的處理，也大致不成問題。另外佈局

在作品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任何一件好作品都是需要先

有好的佈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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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岩競秀 

138× 69.5cm 紙本水墨設色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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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品：獨釣 

138× 69.5cm 紙本水墨設色 2003 

創作思考： 

這件作品也是虛構、組合的景，把珊瑚礁岩安置在崖壁

的腳下，以強調山崖的高，同時高峻的石壁也可襯托人物的

渺小。此外，用倒Ｌ形的構圖是一項新的嘗試，同時為了將

空白處縮至極限，便將海平面拉至幾與崖頂同高。 

學理依據： 

齊白石曾說：「作畫，妙在似與不似之間。」73，黃賓虹

也說：「凡畫山，不必真似山；凡畫水，不必真似水」74，我

認為這個道理，除了運用在物象的描寫之外，用在佈局上，

也是說得通的。 

表現技法： 

此圖技法上無特別之處。崖壁與釣者所立之礁岩採側視

的角度，所以用了上白下黑的方式，來分出不同之面。 

創作心得： 

右側之崖壁，因高度不高，所以我不想以煙雲來斷其腰，

但為顯其挺拔之姿，故僅使其露出極少面積。換句話說，用

長寬的比例關係，也是可作出高度的效果。 

                                                 
73《中國繪畫思想史》，陳傳席著，東大圖書公司，台北市1997，頁404。 
74《黃賓虹美術文集》，黃賓虹著、趙志鈞編，人民美術出版社，北京市，1994，頁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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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釣 

138× 69.5cm 紙本水墨設色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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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品：忘情得趣 

69.5× 138cm 紙本水墨設色 2003 

創作思考： 

此地是鼻頭角至龍洞途中，一處波蝕平台的地形，也是

斜向一面的單面山地形，其上並有海蝕溝縱橫，還形成了許

許多多像豆腐一樣的方形石塊。 

在傳統的水墨畫裡，常見到有沒入水中之石塊或土坡，

但它們甚少被當作主景來表現。我還是用大面積來安排此一

主角，構圖上仍留下極少的白，不予處理，斜入海中的動勢，

則用點景人物與救生圈來平衡。此外，圖中亦試著探討乾濕

不同的岩石表現。 

另一方面，此景雖由一平台所構成，但其間之分割，卻

將此平台劃分成無數小石塊，因此如何在畫面上，安排眾多

的石頭，也成了另一個欲加探討的問題。 

學理依據： 

龔賢《半千課徒畫說》：「石多宜靜，靜在安妥」75。這段

關於岩石的論述，我覺得頗有意思，大意上是說山水畫面中

若石頭的數量不少時，最好要使氣氛靜謐，而方法便是將其

安置穩當。有趣的是：岩石乃無機之物，既無生命，又何以

                                                 
75《中國畫論類編》，余崑編著，華正書局，台北市，1975，頁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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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發出噪音呢？我的解答是：應是指畫面的韻律感而言。 

在構成藝術品的美的原理裡，韻律與節奏感便是其中要

件之一。當然繪畫是屬於視覺藝術的範疇，故其韻律感，乃

是由眼睛所感受，而非音樂般以耳朵來聆聽。所以當石塊在

畫面上安置紊亂時，在觀者欣賞的過程中便會產生混雜之

感，這種感受就會相當於聽覺上的嘈雜，自然就不寧靜了。 

表現技法： 

此地之岩石的質地，非常近似霜淇岩，色彩上也很像，

但造型卻大不相同，所以畫法上就少了橫向的紋路，但是色

調上我還是用赭石為主，再加上一些變化。至於石塊沒入水

中，或被浪花濺濕的部分，則用花青來染，嘗試以色相的差

異，來處理乾濕不同的質感。 

創作心得： 

傳統的水墨畫裡，沒入水中之石塊，由於多為配角，也

因此幾乎不見有談及其相關畫法的畫論。我是從觀察許多畫

家的作品裡的用色去揣摩，而目前在我的實踐當中，看來效

果普通，我想這也是一個可以在往後繼續探討的方向。至於

如何適當地安排眾多的石頭，目前尚未有深刻體會，在佈局

的疏密與描寫上的強弱區隔，或許能對零散的石群發揮些許

統一之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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