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創作理念分析與實踐 

 

第一節 創作理念 

「寫生」是一種普遍的繪畫方式，在中、西繪畫發展歷程中，有

其不可忽略的歷史傳承與重要性。儘管當前繪畫風格萬變，而現代藝

術又有不需透過寫生也能創作的作品，然而寫生為大多數人習畫的初

步重要階段。尤其對於學習中國繪畫者而言，寫生更是脫離師承以塑

造自我風格的必要工夫。 

中國畫家每以反覆摹寫觀察，以寫山水之神，凡數萬本，方知其

實。「人離開了大自然，離開了傳統，就不可能創造任何東西。」1 故

在中國傳統繪畫創作中，師古人與師造化是缺一不可的必要過程。 

古希臘的哲學家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32 BC)闢明一切藝術

皆不外模仿自然與人生之種種現象，並主張「藝術貴乎逼真」。2 德

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ant, 1724-1804)在其判斷力批評中謂：「藝術

以模仿自然，得其全神為極則，故藝術作品，亦可為自然之產物也。」

3。〸九世紀印象派(Impressionism)以「光」和「色」去描繪、表現物

象，注重色彩變化，首度由室內走向室外，強調陽光賦予描寫物體的

                                                 
1 李可染，《李可染論藝術》，人民美術出版社，1990，頁91。 
2 凌嵩郎，《藝術概論》全冠彩色印刷，1994第14版，頁16。 
3 凌嵩郎，《藝術概論》全冠彩色印刷，1994第14版，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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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是對大自然的讚嘆，表現方式雖與中國不同，卻同樣是對自然

的重視。 

「地無論中西，時無論今古，繪畫之方法僅有一種。一種何？即

寫生是也。寫生者畫之始，亦畫之終也。」4由於造化的生命無盡，

所以繪畫的生命是無窮的。中國畫既以寫生為根柢，是對客觀事物再

認識的深入過程，完全抄襲自然是照相機的任務。中國畫之寫生不僅

重視客觀景物的選擇和描寫，更重視主觀思維對景物的認識和反映，

強調作者的思想感情的作用。作者在選擇寫生的景物時，必須合於自

己的興味，才能觸景生情，因為有感而發而觸景生情，才能通過對景

物的描寫來反映自己的思想感情。所以，描繪對象的選擇，在創作過

程中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 

當我們面對自然景觀時，常不自覺對這些景物作些寄情或聯想，

也對山神山靈充滿幻想，尤其面對造物主時，大山大水之壯闊，常讓

我們自覺渺小，更覺得造物之偉大，古人遨遊山川大澤胸懷天下之

心，將未能實現的理想寄情於山水，是抒情的象徵手法。著者此次之

創作，乃以寫實的描繪將情感融入具體表象中，運用寓物寄情的手

法，賦予特殊之情感，形成象徵性的語錄。此次創作所努力的目標，

可歸納為四點，茲簡述其內容如下： 

                                                 
4 俞劍華，《國畫研究》，台北：華正書局，1987，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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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寫生創作出發： 

如前所述，「寫生」乃一切繪畫方式之基礎，「外師造化，中得心

源」為一切創作的根源，歷代畫家皆重此法。深感自己在寫生基礎之

不足，以致創作上遇瓶頸無法突破，故轉而回到寫生創作，根據歷代

畫論論「石」之寫生表現，作為寫生實踐的憑藉。然未免落入純寫物

象之形貌而無所創見，遂尋求意境上之表達，以作為創作首要傳達的

訊息。 

二、嚴謹態度作畫： 

陳其寬作畫先從構想開始，以其設計家的背景，反覆的去考慮構

圖，直到完全滿意後才呈現出來，在作畫態度上是嚴謹的。現階段吾

亦以此態度，在未下筆前已構思明白，逐步實踐創作，較少隨意或不

可控制的效果之呈現。 

三、自我情感表現： 

自我情感意志的表現，是極其主觀與個人化的現象。藝術創作雖

有許多客觀的要素摻雜其中，但創作者主觀的駕馭這些材料時，也必

有個人感情與意志的成分在內。「情」與「意」的表達，在繪畫中不

可或缺，且往往有其欣賞的普遍性，故希望在普遍性中拓展個人的特

質。 

四、中西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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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國繪畫史上，如何把來自西方的影響和中國傳統繪畫融

合在一起，以符合時代的要求，是最重要的課題之一。西方美術偏重

於形與質，中國美術則更珍視神與韻，無論在西方或東方，都有不少

畫家在探索兩者的結合，此次創作亦是藉形與質來表現神與韻，以達

「以西潤中」之探究。 

 

 

第二節 客觀與主觀之調和 

寫境、寫生、寫萬物之生機及情境，乃為傳物象之神，造境、造

意，把萬物納入胸中，化為一己之情思，建立自己的世界，乃為寫胸

中之意。寫生固然能夠幫助畫家重新體會他所要描寫的題材，但只知

一味寫實而不知從景中提升深化，加以重新創造，則無新意；一味埋

頭造境，則容易流於空疏而顯膚淺。故創作時應該在寫實與造境之間

求取平衡，以達最佳之表現方式。 

就我們所知，所有的繪畫藝術，不論具象或抽象，寫實或寫意，

必然地或多或少帶有作者的主觀意念，就算寫生來說，從取景到構

圖，用筆到賦色，那一樣不受到畫家本人的學習經驗、生活習慣和個

性喜好所影響。中國山水表現乃是「心」的投射，反映出主觀自然，

「中得心源」才是藝術追求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客觀事物和主觀情思

的情感交流，相應契合之後昇華而成的美感形式，是先對客體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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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體認，再將主體的「善」和「真」相應淬煉成「美」的形式。我

們可以從前人的畫蹟中，探得歷經此過程而留下的痕跡。南宋夏珪的   

《溪山清遠》(圖 23)表現了

人處於自然之中的閒適 

圖 23   南宋 夏珪《溪山清遠》  局部 

自得，是作者沈醉山野美

景時，以和諧並存，寄天 

地的態度看待自然生命。西方畫家柯洛(Camille Corot 1796-1875)的

《陣風》(圖 24)，在堅實的描寫力中，增加了迷濛的空氣感和詩意， 

令人震攝於大自然的生命力。夏珪 

以筆墨勾勒，全體以氣運成，自有 

一分閒趣；柯洛以寫實手法，表現 

大地的生命，兩者表現技巧不同， 

卻同是對大自然讚嘆下的產物。著 

者此次創作，嘗試以西洋寫實造境

手法，融合中國傳統之筆墨勾勒，在不失對岩石光影的精細描寫下，

臻達表現中國文人畫家善長的荒寒莽然之氣與蕭散沈鬱之境，以求對

客觀事物的真實描繪，亦能充分表達主觀的思維。 

圖 24   柯洛《陣風》 

為求主觀與客觀之調和，遂以傅抱石對於寫生的步驟要按「游」、

「悟」、「記」、「寫」為出發。創作的第一步，則是深入細緻地去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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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洞各種岩石之紋理特色，將自身對自然造化、生活的感觸投射在景

物上，以文人「寓物寄情」的手法，激發作畫的熱情。第二步則在掌

握對象的特徵之後，深入思考分析，構思哪些是著者極欲表現自然中

「靜」、「默」的美感要素，使客觀景物醞釀成意境。第三步則是一面

記錄，一面記憶，仔細記錄石肌的變化及體會其所形成的精神風貌，

並銘記在心，在心中冥想仔細構思了的畫面。最後將浮現在腦中的畫

面，借筆墨反映出來。 

 

 

第三節 媒材與技法 

（一）選擇媒材： 

每一種材料皆有其無法被取代的個性，而這些個性將在作品中形

成不同的氣氛。選擇以宣紙彩墨表現，乃因宣紙與墨為表現中國畫特

色之主要媒材，欲求岩石厚重肌理，或用雙宣，偶用三宣，然雙宣在

遍染數次後較有水分感，三宣在遍染數次後顯得厚，掌握不好時，容

易顯得自膩、悶窒而毛躁。 

中國繪畫之異於西洋繪畫，顏料之不同，是其原因之一。中國顏

料色彩較為含蓄，故設色多為淡雅，以達色「淡」、畫「清」的境界，

「清」則神韻「雅逸」。顏料選擇傳統國畫顏料，間用水彩顏料，力

求淡雅，避免鮮艷色彩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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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現技法： 

從技巧上來說，傳統的技巧及學院主義的技巧，並不能包羅所有

藝術表現，尤其是現代藝術。現代藝術容許每位藝術家用一己的方法

去表現獨特的形式及造型的要求，不再只是質感、量感、明暗等的表

現，技巧的多元化，將有助於創作之豐富表現。此次創作所使用的技

法，分為四個項目說明： 

一、積墨法： 

古人多用此法，清龔賢，今人黃賓虹、李可染用之。積墨，

顧名思義多層積累、堆積、層層漬染，層積而厚。明‧唐志契

《繪事微言》云： 

「凡畫或絹或紙或扇，必須墨色由淺入濃，兩次三

番，用筆意積成樹石乃佳，若以一次而完者，便枯澀淺

薄。」5 

若只一次分出濃淡則顯單薄，即使只以水來皴染，次數多

了也顯秀潤。故積墨過程先淡後濃、或先濃後淡兩者並用，

使墨深入紙中，以期厚而不塞，多而不亂，步驟有條不紊，

以表現岩石之堅硬特性。 

二、不捨筆墨，色不重墨 

                                                 
5《繪事微言》收入于安瀾，《畫論叢刊》，台北：華正書局，1984，頁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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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畫是以筆墨作為造型的基本手段，「墨為主，色為

輔」，色彩是輔助筆墨來完成表現物象的任務的。選擇在水墨

畫上用色彩渲染，以色輔助墨光，以墨顯色彩，以達墨與色

的對比。 

三、渲染法： 

在暗部略加淡墨是局部的渲；大面積的塗染，包括著墨染

和色染則為染，染的目的是使暗的部分更加溫潤深厚。故為求

把原來分散的筆墨、點連貫起來呵成一氣，在繪畫過程中，經

常使用渲染。有些作品則是在未勾勒前，先行渲染，以期在未

下筆前，能對畫面氣氛有所掌握，然此法必須對畫面欲呈現的

結果有所經營，才不致顧此失彼。 

四、特殊技法： 

抽象畫家帕洛克(Jackson Pollock, 1912-1956)創造出獨特

的「滴彩法」作畫，以自動性技法，用化學顏料，直接潑在畫

面上，潑在畫布上的顏料，由於作畫速度的緩急之變化，產生

了自動性的效果。此法強烈表現出個人的自由，在繪畫風格的

創造上，對東西方藝術發展有甚大影響。現代水墨畫家每以不

同媒材技法來表現物象，陳其寬以木匠工具畫線條，劉國松嘗

試各種技法交互運用，著者則沒有帕洛克的大膽表現，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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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滴、拓等技法，以拓、滴表現岩石厚重肌理及紋理特性，

以噴來統整畫面色調。 

 

 

第四節 創作實踐 

自然界的變化是無窮的、奇妙的與偉壯的，不管是動物、植物、

礦物與天象氣候等，都可以站在一種欣賞的角度去表現詮釋。著者以

低沈的色調，表現石塊之結構肌理，大自然的神秘與莊嚴的氣氛感

受，是有關東方「禪」學中對自然的冥想，也是表現自然中「靜」、「默」

的美感，用來淨化現代都市文明那種喧鬧吵雜的失序無章。因此，強

調與自然和諧相處，而能靜觀自得。 

此次創作作品共計八件，畫幅尺寸均為全開，以顯傳統國畫長幅

之特色，有橫式、有直式，其中一幅則為四聯屏。在創作初期的摸索

階段，實是艱辛，為了描繪岩石紋理之特色，嘗試多種媒材實驗，歷

經無數的失敗。創作過程中，當屬四聯屏最為困難，常百思而不知如

何下筆，亦或下筆後無法達到預期效果，承蒙老師細心指導，終於完

成。在創作過程中，給了我諸多啟發： 

一、繪畫理論探究之重要： 

以前只知埋頭創作，不知應對理論有所涉獵，故只注

意到各家技法的表現，尤其現代各種炫麗特殊的技法，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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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每遇瓶頸無法突破，尚停留在媒材的實驗，膚淺的表面

工夫，沒有相關理論的深化作用，只會流於形式。繪畫理論

的探究，將有助於創作的發展。 

二、須適己之性： 

因個性使然，慣用嚴謹態度作畫，若要硬學倪瓚逸筆縱

意揮灑，難以發揮自我特色。選擇以各家皴法為基礎時，也

應適己之性，才能有所發展。 

三、以誠心表達內心感受： 

創作之可貴，在於能感動觀者，將誠心融入畫中，可使

作品更具意義。 

四、題材本身所表露的中國韻味： 

物象本有自我特性，在尋求創作題材時，應注意到是否

能傳達中國精神。如布袋戲本為我們所有，無論以何種方式

表現，自能流露出中國精神，若以西方傀儡來代替，即使以

水墨為媒材，是怎麼也無法展現中國韻味的。 

 

茲就作品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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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一〉 

˙畫題：你在看我嗎? 

˙尺寸：60cm x 120cm 

˙媒材：宣紙、彩墨 

˙年代：2003 

˙學理依據： 

繪畫的境界是從現實中來的，對境界的熟稔，自能得心

應手。所以繪畫要有意境，首先必須培養充沛的感情，那就

是身臨其景，方得其情，只有身臨其景，才能深刻的認識對

象。故李可染說：「意境是藝術的靈魂，是客觀事物精粹部

分的集中；加上人的思想感情的陶鑄，經過高度藝術加工達

到情景交融、借景抒情，從而表現出來的藝術境界，詩的境

界，叫作意境。」純寫物象之貌所傳達的意境，難令觀者產

生聯想，透過造境的營造，觀者自能在審美過程中，進入畫

中透露的意境而有所感觸。 

 

˙表現手法： 

不採取批判的態度與視角去描摹，而乃擬從師法自然韻

致的心得著眼，用中國山水畫的寫生精神，來為生活於狹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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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的現代人，增加一些想像力，注入些生命的活水，以解

放其閉塞、僵滯與疲憊不堪的心靈。採照像機之焦點透視，

將重點集中在畫幅中央，為避免過分呆板僵化，而以四周之

虛境淡化，使空間愈顯深遠，以營造一個蕭颯、荒寒、沈鬱

而陰黯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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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二〉 

˙畫題：源 

˙尺寸：60cm x 120cm 

˙媒材：宣紙、彩墨 

˙年代：2003 

˙學理依據： 

清‧唐岱〈繪事發微〉云：「畫石以欹斜取勢，要見兩

面三面，而坡腳與石相連，石嵌土內，土掩石根，崪屼嶙峋，

千狀萬態。石紋多端，皴法隨亦盡變。⋯⋯石乃山之骨，其

體質貴乎秀潤蒼老，忌單薄枯燥。」，「石見三面」是指上面、

正面、側面，是最能表現立體感的方法，若是功夫好，只以

「二面」，也就是陰與陽，亦能表現出立體感。厚重之表現，

始能發揮物之本質，無論用何方式表現石之立體感，應充分

傳達物之本性，也就是秀潤厚實之特質。 

˙表現手法： 

此作品以「石分三面」為出發，畫石忌單薄枯燥，為求

表現岩石厚重之肌理與質感，乃層層積墨、積彩，層層皴染，

由淺入濃，以期厚而不塞，輔以噴墨、噴彩做統調，以期多

而不亂。色彩力求淡雅，以「清」而達「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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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三〉 

˙畫題：剪刀、石頭、布 

˙尺寸：60cm x 120cm 

˙媒材：宣紙、彩墨 

˙年代：2003 

˙學理依據： 

中國藝術講求「空白」，繪畫有「計白當黑」，書法要求

「有無形容」，園林藝術則〸分注意空間的設置。空白是形

象的組成部分，不僅襯托了畫面的主體，同時也擴大了畫面

的意境，即所謂形象的延續。中國藝術中的「留白」是一種

廣大的謙虛，雖不著墨，卻能讓人的心靈與思維恣情奔馳，

而獲得無窮的妙悟。 

 

˙表現手法： 

空白的最大作用是引人注意，此作品乃用另一方式，以

黑當底，突顯下方岩石的白，所空出的一大片墨，期能具有

「留白」的效果。為突顯黑與白所產生的對比，刻意淡化色

彩和造形對畫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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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四〉 

˙畫題：靜觀 

˙尺寸：60cm x 120cm 

˙媒材：宣紙、彩墨 

˙年代：2003 

˙學理依據： 

頑固凝滯，毫無姿態，曰蠻；故作頓挫、妄生圭角，曰

巧；四角等度，向背不分，曰板。畫石最忌蠻、巧、板，古

人對此有諸多論述，可作為初學者造形之依據。就現代觀點

來說，形貌的改造，可凸顯主觀意志的表現，故畫面有需要，

頑固凝滯，毫無姿態之石，未嘗不可入畫。吾以寫生精神出

發，以龔賢認為畫石的最佳表現方式乃不方不圓為基礎，作

為選擇造形之依據。 

 

˙表現手法： 

布局上欲求豐滿，將焦點集中在右半部， 向左右延伸，

以達平遠感。色彩則以龍洞岩石特殊紋理的紅與水生植物的

綠做對比，以求在平淡的風格中有所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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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五〉 

˙畫題：楚河漢界 

˙尺寸：60cm x 120cm 

˙媒材：宣紙、彩墨 

˙年代：2003 

˙學理依據： 

俞劍華《國畫研究》一書中說：「地無論中西，時無論

今古，繪畫之方法僅有一種。一種何？即寫生是也。寫生者

畫之始，亦畫之終也。」由於造化的生命無盡，所以繪畫的

生命是無窮的，自然之美能淨化每個人的心靈，欲藉「寫真」

形式，將「客觀」之「人生」意蘊開掘出來。也就是表現自

然中的「靜」，用來淨化現代都市文明那種喧鬧吵雜的失序

無章，強調與自然和諧相處，而能靜觀自得。 

˙表現手法： 

現代人的孤獨、寂寞，對社會上暴力盛行的局勢，有著

強烈的不安感，運用「寓物寄情」的手法，將心中的情緒抒

發出來。布局上將重點集中在上半部，向四周延伸淡化，以

表現夢幻的意境。色彩則以岩石紋理的紅與植物的綠對比，

使荒寒的意境中增加滋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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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六〉 

˙畫題：左右逢源 

˙尺寸：120cm x 60cm x4 

˙媒材：宣紙、彩墨 

˙年代：2003 

˙學理依據： 

清‧沈宗騫《芥舟學畫編》說：「凡學畫宜先作石，蓋

用筆之法，莫難於石，亦備於石。」所以初學畫者，若不工

於畫石，則無法體會用筆之法。在不捨筆墨的前提下，「石」

成為最佳表現題材。畫石之法，不外勾輪廓、分面、加皴法

及點苔後渲染，吾不以傳統皴法表現石紋之肌理，乃由對客

觀事物的深入觀察，遺忘傳統皴法，本著「石分三面」的概

念，運用素描手法來表現。 

 

˙表現手法： 

布局上以兩處積水作呼應，將觀者視線由左牽引至右；

色彩則以赭石為主調，強調石紋之描寫。欲以極度的寫實形

式，追求一種抽象的本質，即意境的追求，以氣氛上的孤獨，

展現出荒野的孤寂，是對大自然奧妙之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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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七〉 

˙畫題：石邊積水 

˙尺寸： 120cm x 60cm 

˙媒材：宣紙、彩墨 

˙年代：2003 

˙學理依據： 

1960 年代後期，西方繪畫逐漸流行一股照相寫實風格， 

主張藝術的要素是「逼真」和「酷似」，必須做到純客觀地、

真實地再現現實。借助發達的現代攝影技術，根據所要描

繪物象之照片，一視同仁地把所有出現在畫面上的東西都

描繪得纖毫畢見。 

一般說來，我們眼睛在觀看時，除了特別需要，是沒有

必要對一件東西處處聚焦細看的。我們的「看」，在很大程

度上被觀念或感情左右著，我們在觀念裡輕視的東西，就

會「視而不見」，對自己喜愛的東西才肯「目不轉睛」。而

照相寫實主義面面俱到的細緻描繪，把好些被我們的價值

和功利篩掉的細節補上了，讓觀者放下主觀輕重深入地看， 

不僅提高了傳統寫實藝術的精確程度，更重要的是，這種

不同尋常的視點改變了人們一般觀看世界、趨近世界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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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表現手法： 

此作品以照相寫實的手法，焦點集中在一處積水，以俯

看的視點，使觀者窺得積水和石紋所形成的美感而無所遺

漏。多處以渲染法，在濕中帶皴帶染，以顯岩石在水的浸

潤下之秀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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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八〉 

˙畫題：幻境 

˙尺寸：120cm x 60cm 

˙媒材：宣紙、彩墨 

˙年代：2003 

˙學理依據： 

「劍拔弩張」的雄放風格，並非藝術的最高境界，只能

逞一時之暢快，傳達的餘韻寥寥無幾。以「蕭條淡泊」和「閒

和嚴靜趣遠之心」鑒畫，是文人審美價值的最高取向之一。

文人主張「平淡天真」，以「蕭散簡遠」、「簡古」、「澹泊」

來顯現主觀情緒。著者以為「簡」、「淡」雖能加深意境，「多」

與「滿」又何嘗不能表達意境美，只是殊途同歸，「少」所

展現的空靈感，較之「多」所產生的意境美，更易讓人體悟

中國畫之美。 

 

˙表現手法： 

吾欲以石表現寂寞荒寒之意，遂以少總多，留出大片虛

境，體現「蕭條淡泊」和「閒和嚴靜趣遠之心」。布局上將

焦點集中在上半部，向下延伸淡化，以達滿而不塞。色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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赭石做統調，在不捨筆墨下，以色輔助墨光，以墨顯色彩，

以達墨與色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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