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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國傳統繪畫與人文環境的關係 

滬尾雖處於中西文化交匯的環境之下，但在人文藝術上以中

原漢文化為主的時空裡，並未因西方或日本文化的融入而改變其

根本的形態，原因是當時的人民均以漢文化為主。歷史的演變脫

離不了它的人文藝術根基，尤其清朝統治將近二百年，在文化上

已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所以我們探討滬尾的人文藝術必得先就中

國傳統繪畫與人文環境的關係做一分析。 

中華文化因象形文字的演化而成長不輟，經由指事、會意、

形聲、轉注、假借的組態，一連貫長期歷練形成的書法體系自然

而然發展表達思想於所見所聞的繪畫方面，加上人文環境的推

動，造就十分雄厚的基礎。所以中國文化是以大自然為體、人文

環境為用的基本架構。 

一、政治導向  

    春秋戰國時代的中華民族，正是百家爭鳴、各顯神通以期能

使自己的理論學說能被統治者所重用，作為其擴展政權的工具。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制定許多規章典範、齊一各種律法，中華

文化的歷史從此步入另一新的紀元「帝王政權集中制」，在有形

的方面來說；加強行政體系的確立、軍權系統的控制、經濟生產

的統籌等等以確保其政權鞏固，在無形方面來說；焚書坑儒，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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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人民思想，使百姓徹底服從其統治，為之效命。這種帝制式統

治模式雖然略有變更，但是基本上並沒有變化，只是後來的帝王

在思想上較為懷柔，改為尊重儒家思想、道家學說、佛教理論來

控制規範百姓的思想。所以自漢朝以來的各個帝王掌控之下，繪

畫藝術幾乎可認為是受到利用做政治的工具。中國傳統水墨也就

是在這種人文環境之下成長發展的，因此之故，每一朝代政治良

莠關係著水墨繪畫藝術的發展。 

    自隋唐以來帝制之下的行政系統逐漸形成文官制度來推行

其政令，統治國家，在這樣的環境裡，政府官員均為文人，對於

整個社會文化風氣產生根深柢固的影響。而踏入仕途是人們求取

功利的最佳途徑，人人趨之若騖，造成「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

高」的社會價值觀。文人們因此主導了整體社稷，尤其在繪畫方

面更是影響深遠，因為畢竟文人是國家社會的主導人物，俱權威

性與審核標準。所以他們握有權力時，深俱侵略性，而一旦失勢

時卻成為好發議論的騷人墨客。繪畫也就成為他們得意或失意

時，用來發抒心情意境的工具。 

二、哲學思想的引導 

   基本上中國的人文思想就是儒家思想、佛教與道家思想這三

種融合的思想正是適合在中國這樣的環境裡滋長存在。首先從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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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思想談起，大學經文第一章裡開宗明義說道：「大學之道在明

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就是在使自己本來的德性清靜光明，

不受私慾所蒙蔽。要推行這種清明德性，使他人也都革去舊習而

自新起來。從以上可以想到我們在繪畫創作上有所心得，有所感

應時，就想要推己及人讓大家也一起來感受一樣的心理狀態，儒

家思想之所以能夠推行是因它的主旨之論適合了統治者的口味， 

利用它可以容易馴服百姓，不做無謂的抗爭，可以鞏固政體不受

挑戰，而儒家的主論正是給予百姓在生活上有可依循的法理。兩

相契合，所以就一直流傳到今日。我們在學校所背誦的四書，孔

孟之道正是儒家的正統思想，它已有二千五百多年了。 

    道家思想即老莊思想，雖然是中國人文思想之一大支柱，但

是他的普及性不及儒家，多數人都認為他是一種出世的思想，比

較消極，不進取，且崇尚自然，也就因為表相的消極思想，較不

受統治者的青睞，又且其思維在生活上的法理不那麼現實可見，

人文思想是處於理論狀態，當然一般人的接受度不高，其實老莊

思想，雖然強調順其自然，但其本質是與自然為伍，才能長長久

久存活。在道德經裡第十二章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

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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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用，故去彼取此。」(註 1)這裡所說的都是以

相互對比的人文思想。其意即身外之物與內心世界的較量，而在

傳統水墨畫上意境的啟發，應該是這樣的，除去心中雜念與身上

外物懸掛，確保固有的天真，才能在繪畫創作上有所突破與進展。 

    老子在道德經第二十五章中：「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

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法自然。」(註 2)說明天地萬物之所生為自然之實體，道與自然是

一體的，道也說明，中國人文思想，對應於外物都一視同仁，所

以在繪畫方面表達的也是容於大地與外物為伍，把意境及實體同

時存於思維之中。 

    佛教在唐朝興盛於中國之後，文人士大夫以儒家的修身正心

思想、道家的崇尚自然思想，融合了佛教的慈悲為懷主張，形成

禪學的禪宗。宋代理學之風因而成熟 ，早期儒、老的對立，後

來儒、釋、道對立的三種思想勢力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下，經

過漫長的鬥爭融合終於趨向於一致，而成為三教合一。儒、釋、

道三教的調和和合一深刻地影響著中國思想文化的各方面(註 3)。

這正說明了禪宗集合三教，除去佛教繁文縟節的教規，省去儒家

的禮教束縛，主張“頓悟成佛”，在修行上就不限制身份地位，

                                                 
(註 1)  張默生 《老子新釋》台南 大廈出版社 1992年 5月  頁 22 
(註 2)  張默生 《老子新釋》台南，大廈出版社，1992年 5月 頁 31 
(註 3)  敏澤 《中國美學思想史》第２卷 山東，齊魯書社，1989年  頁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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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給予士大夫提供精神上方便之門，也因此在文人繪畫上逐漸

有另一番不同的景象。 

三. 書畫論與文人畫影響 

中國繪畫由畫家寫實風格轉變為文人寫意畫,是由於文人書

畫論的著作中,大都以老莊佛道禪哲學思想、美學觀為作畫的標準,

而留下不少作畫的詩詞文章,為依歸。畫論可分為三類,（一）理

論篇如韓拙、郭若虛等。（二）畫家論畫：郭熙、郭思合撰《林

泉高致》其中有最重要的幾章＜水山訓＞、＜畫意＞、＜畫訣＞。

（三）文人論畫：有蘇東坡、黃庭堅、歐陽修、米芾…等人(註 4)。

文人們承接了老莊哲學觀和宗炳的繪畫觀，其中以歐陽修的「蕭

條淡泊」「閒和嚴靜」《鑑畫》，蘇軾的「肅靜簡遠」米芾的「平

淡天真」在畫論中不謀而合，對繪畫要求柔淡。立論中藉佛、道、

空、無，山林野性，逃避現實。對於反映民情，進諫君王，較有

責任感的詩給予「不正」的看法。對於社會寫實的描寫，落在職

業畫家，但士大夫認為是匠體，繪畫導向個人精神層次，是個人

閒暇時的自娛，作為個人發洩與表現的途徑，也提昇個人心靈的

修養與品格。「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

人。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邊鸞雀寫生，趙昌花傳神,何如此

                                                 
(註 4)  陳傳席《中國繪畫理論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年，頁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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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幅，疏淡含精勻。誰言一點紅，解寄無邊春。」蘇軾《書鄢陵

王主簿所畫折枝兩首》之一(註 5)蘇軾的論述改變了宋代以前的繪

畫觀念,文人繪畫形象思維不在事物的外物，而是其本質。「似」

與「不似」之間，畫家基於表象，通過藝術形象，於是塑造藝術

的同時，寄託自己的情感、意境。 

文人畫家重視學養、人品，而不重視寫生，因此影響了中國

繪畫明清時代之創作，文人寫詩，移情於繪畫中，蘇軾說：「味

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化中有詩。」(註 6)對王維稱讚

有加,文人畫心中藝術的表達形象，以書法來增加其藝術形象的寫

意和象徵，文人必須具備，能詩、能書、能畫。 

 
 

第一節：繪畫對象的感情投射 

一、陶冶性情的山水畫 

「山水畫之產生，究其根源，實因愛好自然的民族特性所

致。而其真正的形成，嚴格說來是始於六朝，因其北方胡人入侵，

原居住北方的漢族被迫南遷，由於北伐不能致勝，回鄉無望，心

理消極之餘，又受老莊哲學與佛教思想的影響，於是文人雅士大

都隱居於幽美的江南山林中清靜談玄，山林文學與山水繪畫興

                                                 
(註 5)  阮璞《中國畫史論辯》大陸， 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頁 154 
(註 6)  蘇軾〈東坡論山水畫〉編入俞崑《中國畫論類編》（上）頁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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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自此歷經各朝代，山水畫家每隨著時代背景與不同的生活環

境，創出多采多姿的獨特風格。」(註 7)自漢、唐時期佛教文化次

第傳入中國並深深地融和在各個階層當中，結合儒家、道家的人

文思想，活化整個社會、政治、經濟等的動力，對於當時的繪畫

增添許多色彩。因佛教文化頗受到統治者的喜好，文人們隨之而

起來附和漸次深入社會基層面，影響了民間畫的發展，增加許多

佛教方面的彩繪資料；反映出樸拙、約束思想行動的繪畫，雖然

民間畫比文人畫的勢力大，但是其長處亦多為文人畫所吸收。至

於文人畫是文官科舉考試下的產物，唐朝科舉以詩為舉才的標

準，唯文人才能做官，因此影響後來文人山水畫詩、書、畫一體

的格式。 

   佛教文化、儒家理論、道家思想這一成型的模式深刻的嵌入

文人畫的體系裡面而成為主體，也影響中國文化的成長。六朝宗

炳（375—443）所著的《山水畫序》成為中國水墨中山水畫論的

創始人即是例證之一；他終生遊山玩水以求道，認為得道者是至

高無上的聖賢，他依此而繪畫所遊歷的山水，提高了繪畫的格調

與價值。當然，這是他從佛教、道家、儒家中體會領悟得來的成

就。尤其道家的「道法自然」論點。 

                                                 
(註 7)  羅振賢《中國山水畫風之地域因素》台北，中國美術出版社 頁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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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水畫在中國的演進，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甚巨，在改朝換

代時，均有一階段性的改變，唐代文教武功鼎盛，統治者崇尚文

教，自然而然在繪畫風氣跟著蓬勃興起。社會繁榮安定生活富

裕，在技法創作上比較自由開放，總體的思想磨練時間多且廣

泛，安定繁榮的社會必定有很多時間，很多頂尖人物來鑽研它，

使之精緻頂尖化。 

  宋朝主國之三百多年間，重文輕武，在文風思想上深受老莊

哲學思想的影響，繪畫逐漸與現實脫節，崇尚理想意境，宋人范

寬的（谿山行旅圖）不只創造了距今一千多年山水畫的傑作，他

的成就足以傲視古今。他說：「無師於人者，為若師諸物也，吾

與其師於物者，未若師諸心。」正是其一生成就的寫照。宋代山

水畫在內容上的差異，起因於南宋國戰亂的大遷移，大量的文

物、人才往東南方向避難，造就與北方不同的氣勢與格調，究其

原因有（一）地理上的不同；（二）氣候上的不同；（三）人文

環境的不同。茲分述如下： 

（一）地理上的不同： 

  北宋時，文人畫家所處的北方自然景色綠意盎然，生氣蓬勃

的景物少而多高山峻嶺，貧瘠土地，其畫自然表現出粗礦、嚴峻

氣勢、陽剛之美。而南方因多平原、多河流，土地肥沃，所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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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的就比較柔和和客觀。 

（二）氣候上的不同： 

  北方氣候多嚴寒多風雪，在山水景物上亦有剛毅不屈的氣

勢，比較嚴肅謹慎。南方則因氣候暖和、物產富饒、生活閒逸，

對事物的觀感就比較柔和，在畫作上就顯得多采多姿、秀麗清新。 

（三）人文環境的不同 

生存條件嚴苛的地方，人事物的表現均較強悍，獨立務實，

具有領導的氣勢與風格在畫題上顯現霸氣。而南方生存容易，自

然較圖安樂，表現的就靈巧、陰柔富創造理念。 

綜合上述，山水畫在北方有嚴峻氣勢的風格，在南方則有華

麗柔和、富創造性的風格。宋亡之後，由蒙古人統治的元朝，前

朝遺臣以亡於異族而在繪畫上表現得不願面對現實的思想，而沉

湎於前人的成就，漸漸地形成復古風，藉繪畫來消恨意。這時期

的代表人物是趙孟頫，其繪畫主張尊古，有「書畫同源」之論。

明取元之後，政權重歸漢人治理，在繪畫的體制方面，盡量恢復

到宋朝時代，惟獨在思想上加以控制，以防藉此作出不利執政者

的掌控，所以程度不如前朝，至於到了清代仍沿襲舊制，沒什麼

多大的突破，畫風反而日漸沒落。 

    清朝收併台灣之後，江南福建江浙一代的繪畫流派慢慢地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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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移民的開發而輸入台灣，在台灣落地生根，但是其發展是緩

慢的，尤其甲午戰爭，日本據台，對當時的人文畫有相當的阻力，

因為日本較中國早受西化的影響，所以在繪畫方面摻入了西畫的

理念，以膠彩畫為主體，開拓寫生風氣，為台灣本土培育不少人

才，國民政府遷台後，隨之而來的中原水墨畫家，亦對本土新生

代加添現身說法式的直接教學。如此的融合，山水畫以本土景色

為主，形成水墨發展的地方化，也因為媒材、技巧的多元性，傳

統水墨比從前更加活潑、豐富。 

 

二、意境與移情的山水、花鳥畫 

  意境是山水畫的靈魂。繪畫創作思想、手法各有不同，但是

將自己情感、意念移注於山水或花鳥是藝術家的理想境界。水墨

畫常與詩詞結合，達到最好的境界，王維的「詩中有畫，畫中有

詩」更顯突出。蘇東坡也認為這句話是指「意」字而言，「落花

寂寂啼山鳥，楊柳青青渡水人」，「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更是被畫家們所津津樂道的。(註 8)表達主觀意識和創造意境，須

將山水、花鳥作為感情轉移的對象。歷代許多畫家藉繪畫抒發感

情或發洩心中不滿，以達移情作用。   

花鳥畫也常給文人畫家在題材上賦予個性、生命，表達自己

                                                 
(註 8) 羅叔子《談中國繪畫特點》香港，館香港商務書，2001年 5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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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情感。常以梅、蘭、竹、菊四君子表現氣節、意念和個性。

表現出的意境已在畫外，常有象徵與人格化的移情表現。八大山

人與揚州八怪的寫意畫將鳥、花、樹石借助於孤寂、抑鬱和不滿

的情緒轉移畫面，情感昇華。 

 
 

 

第二節  反映時代與人文環境的作用 

    傳統水墨畫，雖然是畫家們情意投射的表現，在整個社會的

供需價值觀上卻也顯現出創作的生命力，一方面生活環境賦予創

作的題材，另一方面思想、學問、品德也是作畫的原動力。這是

中國傳統水墨繪畫在世界畫壇上有其獨特且深切意涵的地位。 

      唐代張彥遠所著《歷代名畫記述論》中曾述：「及董卓之

亂，山陽西遷，圖畫、縑帛、軍人皆取為幃囊。所收面西七十餘

乘，遇雨道艱，半皆遺棄。魏晉之代，因多藏蓄，胡寇入洛，一

時焚燒---。」(註 10)及說明水墨在歷史潮流每一個朝代的社會裡，

其生活習俗、政治良瓢，除了時代改變外，環境因素如氣候、地

理、人文等亦關係深遠，無論各家水墨畫的評價如何？站在供需

的經濟條件來講，必得有所需求方有供應，所以漢、唐以來畫作

                                                 
(註 10)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編入 俞崑《中國畫論類編》（上），1984年，頁 29 



37 

的創作產生有因生活利益之所需而作，因此如果在飢荒、戰亂之

下，焉能潛心作畫？可見人文環境左右著水墨畫作的發展，而水

墨畫作的發展亦反映出時代的文化歷史。從歷史的趨勢來看水墨

變革，在宋朝南遷為一階段。再來就是近代資訊全球多元化的時

期，以台灣目前發展的狀況可看出水墨畫所受到的衝擊十分劇

烈、深遠，其原因有四： 

一、日治時期的美術培養教育，因日本明治維新受西畫的方式、

思潮影響深遠，固以西畫方式來培養教育台灣的美術人才，在基

本思維上，對傳統水墨與西畫有判斷比較的標準，而且以利膠彩

畫為基本的架構，就有更豐富的繪畫創作題材，至於日本的膠彩

畫在光復初期與傳統水墨作家起了很大的爭論，即膠彩畫是否為

國畫之辯？事實上「日本在唐宋時期學習了中國丹青彩繪之後，

將其保存下來並發揚光大，台籍畫家雖然到日本習畫，其實是學

習在中國已接近失傳的古法，不能說它就是日本畫。」(註 11)加上

光復後由大陸來台的水墨畫家主導台灣美術界， 影響更為深廣。 

二、書法教育的提倡與普及化，使基層國民對畫作有深切的認

知，在水墨繪畫的鑑賞助益不小，且從事此項的工作人口更多。 

三、台灣經濟近年來高速發展成長，國民所得快速增加，對於生

                                                 
(註 11)  《中國巨匠美術周刊》 中國系列林之助 1994年 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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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品質、品味也因此大幅提昇，尤其資訊透明化與多元化，更

加深人們對精神形而上的享受。                   

四、世界各地的政治、經濟、文化活動均可即時知悉，所以對傳

統水墨畫的型態則有更高的品味與更嚴謹的標準，來審視與比

較，因此無形之中有一股力量推動傳統水墨的求新求變來因應市

場經濟框架下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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