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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創作思想與理論基礎 

 

一、意境 

常有人面對一幅畫、一曲旋律、一篇短詩時,忍不住發出讚嘆,直說意境

好。但當進一步探究其謂「意境」之真義時,卻往往不知如何達意了。這樣以

含糊而朦朧的感覺來概括「意境」,而不能對其中堂奧透析闡述的情形,不僅

一般欣賞者如此,就是一般創作者也未曾對「意境」做過深入的了解。 

「意境」原詞為佛教用語,指的是佛性修養達道的境地。在中國文藝理論

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任何形式的文藝創作或鑑賞,都與它息息相關。進

一步說,任何作品如果缺乏了意境,就喪失了審美的價值3,「意境」可以說是文

藝作品的靈魂。意境是由「意」和「境」兩個要素構成的。「意」是人的主觀

精神,「境」是客觀的物質世界,所謂意境實際上就是藝術家將其主觀的情感、

思想提煉鎔鑄成意境中的「景」,借由景映射藝術家的心靈。可以說「景」是

藝術品的軀殼,「情」才是藝術品的中心靈魂。有情無境（景）,內在的情感

則無以寄託,無法產生意境；有境而無意（情）,一切景物徒具表象,也無法形

成意境感動他人。以情為主,景為輔,「情」藉「景」而得以傳達抒發,「景」

因為「情」的融入,而突顯其意義,無論詩詞、小說、戲劇、舞蹈、繪畫、書

法、音樂、建築、雕刻、電影….都能傳達人類思想情感並具有意境。 

「意境」在中國文藝理論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一個具有民族特

色的概念。它的具體概念雖然是由唐朝詩人王昌齡首先提出,但早在先秦時期

的『尚書．虞書．堯典』就已經提出「詩言志」,闡明了詩歌抒情言志的本質,

可以說是「意境說」的先河,中國藝術論的開山綱領。另外當時的『毛詩序』

                                            
3沈季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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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動情於中,而行於言」;『樂記』說「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

使之然也。」這說明客觀的外物作用於人的感官,人心便感物而動,心動而產

生情志,於是發言為詩、詠聲為歌、足蹈為舞。早在先秦時期,人們就已經懂

得藝術的本質在於抒發情志了。 

在先秦出現了「象」這個範疇,到了魏晉六朝時期,「象」轉化成了「意

象」。魏晉六朝時期,抒情寫景文學興起,藝術經驗及理論的累積 ,使人們對藝術

的特點、本質、規律有了更深的認知,進而推動了意境說的發展。劉勰在『文

心雕龍』中,有「神與物游」、「神用象通」的概念,指出藝術創作時的原則,更

重要的是提出了「意象」一詞。在這裡,意象並非指客觀的物象,而是藝術家

投射內在主觀情感之象 ,也是藝術家心中產生的創造性形象。也就是形象與情

趣的契合,就是黑格爾說的：「在藝術裡,感性的東西是經過心靈化了,而心靈的

東西也藉感性化而顯現出來了。」 

「意象」一詞到了唐代已被美學家普遍的使用,如張懷瓘《文字論》：「探

彼意象,如此規模。」王昌齡《詩格》：「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司空圖《二

十四詩品》：「意象欲出,造化已奇」等等。唐代詩歌的高度藝術成就和豐富的

藝術經驗,使其對審美形象作進一步的分析和研究，而「意境」此一概念也就

逐漸萌發形成。 

到盛唐詩人王昌齡則明確將其運用於藝術創作理論中。他在其《詩格》

中把「境」分為三類,即：「物境」、「情境」、「意境」。其中「物境」是指自然

山水的境界, 「情境」是指人生經歷的境界 , 「意境」是指內心意識的境界。

認為詩人寫詩應「處身於境,視境於心」,積極「用思」,使物我相互交,最後達

到「了然境象」的境地。王昌齡的「意境」是境的一種,與「物境」、「情境」

都導於審美客體。而意境說的「意境」,則是約定的一種審美意象。是「意」

（藝術家的情意）與「境」（包括王昌齡說的「物境」、「情境」、「意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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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合。4 

除此之外,他在《詩格》中,對詩歌意境的產生,認為有三種情形：即「生

思」、「感思」、「取思」。5 

中唐詩僧皎然則是意境說的推進者,其『詩式』則是一部專論詩境的著作,

他的「兩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但見性情,不睹文字」及「緣境不盡曰情」、

「詩情緣境發」等,6都是指意境的含蓄和韻味,也就是說審美情感是由「境」

引發的。皎然在「境」的理解與劉禹錫是一致的。中唐劉禹錫在他的《董氏

武陵集記》也提出了「境生於象外」的觀點,意謂欣賞者自作品中的具體形象

出發,透過移情想像,而產生藝術所追求的意境。皎然在《詩格》中說：「又云：

不要苦思, 苦思則喪自然之質。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時 ,

須至難至險,始見奇句」,都是認為「境」是從「象外」產生的。 

最早在美學意義上用「象外」這名詞的是南朝的謝赫。它在《古畫品錄》

中說：「若拘以體物,則未見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厭膏腴,可謂微妙也。」意思

是說畫家不要停留在有限的孤立的物象,而要突破有限的「象」,從有限到無

限,這樣創造出來的畫面形象,才能體現作為宇宙本體和生命的道,達到微妙的

境地,而「氣韻生動」。 

謝赫的「取之象外」直接引發了唐代美學中「境」的範疇。唐代所提的

「象外」、「境」仍不是指「意」,仍然屬於「象」的意義。「象外」不是某種

有限的「象」,而是突破有限形象的某種無限的「象」,結合了虛與實7。晚唐

司空圖稱此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 謝赫的「取之象外」就是取之「象

外之象」,亦即取「境」了。「象」與「境」區別於：「象」是某種孤立、有限

                                            
4葉朗 152 
5詩有三格：一曰生思。久用精思 ,未契意象 ,力疲智竭 ,放安神思 ,心偶照境 ,率然而生。二曰
感思。尋味前言 ,吟諷古制 ,感而生思。三曰取思。搜求於象 ,心入於境 ,神會於物 ,因心而得  

6秋日遙和盧使君和遊河山寺宿揚上人房論涅盤經義  
7葉朗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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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象,而「境」則是大自然或人生的圖景,「境」包含了「象」,是涵蓋氣韻

的造化自然。 

魏晉南北朝以後, 審美對象逐漸由「象」轉為「境」。在文學上,由《三

百篇》的寫「象」,發展到《楚辭》的寫「境」8,在繪畫上則是由謝赫「六法」

的「應物象形」推移到荊浩「六要」的「景」。 

晚唐司空圖提出的「詩與境偕」的觀點,「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與極

浦書》、「韻外之致」、「味外之旨」《與李生論詩書》等主張,豐富了意境的美

學內涵。司空圖的「思與境偕」就是說詩人的藝術靈感和藝術想像,不能脫離

客觀的「境」,與劉勰說的「神思」、荊浩「六要」中的「思」涵義相仿。其

「二十四詩品」9在對二十四種意境的說明中,可以發現有一個中心思想：就

是詩的意境必須體現宇宙的本體和生命。司圖空的崇尚老子哲學,並受莊子美

學影響。對老子的認為「道」是「有」與「無」、「虛」與「實」的統一，以

及莊子提出「象罔」為「有形」與「無形」、「虛」與「實」統一的概念共鳴,

並再加衍述。「二十四詩品」清楚地表明了「意境」的美學本質,也表明了意

境說和老子美學、莊子美學的緣由關係。「意境」不是表現孤立的物象,而是

表現虛實結合的「境」也就是表現造化自然氣韻生動的圖景,表現作為宇宙的

本體和生命的道,這就是「意境」的美學本質。10 

意境說又歷經了宋、元、明、清四代詩人、書畫家、理論家不斷的戮力

研究而更為完備。計有嚴羽的「興趣說」、王世貞的「格調說」、袁枚主的「性

靈說」及王士禎的「神韻說」等。分別各從不同角度和面向,逐漸豐富了意境

的內涵。 

                                            
8鍾書說：竊謂《三百篇》有物色而無景色 ,涉筆所及 ,止乎一草、一木…. 
9雄渾、沖淡、纖穠、沉著、高古、典雅、洗煉、勁健、綺麗、自然、含蓄、豪放、精神、

縝密、疏野、清奇、委曲、實境、悲慨、形容、超詣、飄逸、曠達、流動  
10葉朗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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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直到近代的王國維,才將意境說予以理論化、系統化。他強調意境

是文藝的本質。11並認為只有深入「景物」、「感情」的刻劃,才有「境界」或

「意境」有三層涵義：第一，「境界」或「意境」是情與景、意與象、隱與秀

的交融和統一。王國維強調文學乃是「情」與「景」的統一，即感情與知識、

感情與想像的統一，意即主客觀的統一。認為「意」與「境」相互緊密結合

的程度,決定了意境審美的高低。第二，王國維以為「境界」或「意境」，要

求再現的真實性。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第三，「境界」或「意

境」能夠引起鮮明生動的形象感，也因此有「隔」與「不隔」分別的主張論

述。此外,他更提出了「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造境」與「寫境」、等

詩境理論。                                                                     

「意境」和「境界」，王國維使用這兩個詞時，「意境」只能用於藝術作

品，而「境界」則也可以指藝術家描寫的對象，也就是說境界不僅指藝術意

象，有時也用來指外界和人心中的審美對象。12這中國美學中心之一課題，

在西方美學與心理學的文化思潮介紹到中國之後，發展成為真正具有科學意

義的美學概念和範疇。 

現代的美學大師朱光潛和宗白華，都把意境看做是「景」與「情」的統

一。朱光潛認為「每個詩的境界都必有『情趣』（feeling）和『意象』（image）

兩個要素。」「詩的境界是情趣與意象的融合」「詩的理想是情趣與意象的忻

合無閒，所以必定是『主觀的』與『客觀的』。」13 

一. 宗白華認為,人與世界接觸,因關係的層次不同,而有五種境界。14除了

這五種境界之外 ,還有一種「藝術境界」,而這藝術境界就是「意境」。

                                            
11王國維《人間詞話》「滄浪所謂興趣 ,阮亭所謂神韻 ,猶不過道其面目 ,不若鄙人拈出『境界』
二字 ,為探其本也。  

12葉朗  中國美學史大綱  613 
13林同華  21 
14即功利境界、倫理境界、政治境界、學術境界、宗教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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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意境是「情」與「景」（意象）的結晶品。又說：『藝術家以心

靈映射萬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現的是主觀的生命情調與客觀的

自然景象交融互滲，成就一個鳶飛魚躍，活潑玲瓏，淵然而深的靈境；

這靈境就是構成藝術之所以為藝術的「意境」。』他認為意境的五個

審美特徵：意象美、情韻美、自然美、含蓄美、獨特美。 

其中「獨特美」是說：藝術創造應力求獨特創新,反覆因襲,則不見新意,

自然不能使人感動。因為李白仿崔顥〈黃鶴樓〉詩15而作〈鸚鵡洲〉詩16,雖

為好詩,但仍跳脫崔詩的窠臼,到金陵後則另闢蹊徑 ,根據自己獨特的生活感受 ,

寫了〈登金陵鳳凰台〉詩17,創造了新的藝術價值與成就。 

宗白華說：「藝術境界主於美。所以一切美的光是來自心靈的源泉：沒有

心靈的映射，是無所謂美的。瑞士思想家阿米爾（Amiel）說：『一片自然風

景是一個心靈的境界。』18一切的美，離不開心靈的創造。 

《世說新語》的《賞譽》有段記載：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問

周侯。周侯曰：可謂卓朗。桓公曰：精神淵箸。從這段記載中 ,可以看到魏晉

文人在人物品藻、自然美的欣賞以及藝術創作中,都特別強調主體要有一個審

美心胸。對於人物有審美觀照的能力,才能發現和捕捉住一個人的丰姿神采。

對自然美的欣賞,就是要以一種超越世俗的虛靜心胸面對山水。就像《世說新

語．容止》注引孫綽《亮碑文》中說亮「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只有這

樣,才能領略山水之美。郭熙在《林泉高致．山水訓》寫「看山水亦有體。以

林泉之心臨之則價高,以驕侈之目臨之則價低」。 

                                            
15昔人已乘黃鶴去 ,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 ,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 ,
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16鸚鵡來過吳江水 ,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飛攏山去 ,芳洲之樹何青青。煙開蘭葉香風暖 ,
岸夾桃花錦浪生。遷客此時徒極目 ,長洲孤月向誰明。  

17鳳凰台上鳳凰遊 ,鳳去台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 ,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 ,
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為浮雲能蔽日 ,長安不見使人愁。  

18宗白華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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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熙認為畫家必須要有一個審美的心胸,才能實現審美的觀照,發現審美的自

然。他在《林泉高致．山水訓》：『看山水亦有體。以「林泉之心」臨之則價

高，以驕侈之心臨之則價低。』 

 

二﹒風景繪畫意境生成的要素 

風景繪畫,在這裡指的是以「自然環境」為內容的繪畫。自然環境是由各

種形式的自然因素有規律的組合，包含山川、海河、樹木、人類、建築、動

物等地表上的一切具有生命與不具生命的對象、以及在這地表之上的一切變

化,其中包含風、雨、雷電、霜雪、陰晴、彩虹、霧氣、雲、霞、日光與月光、

星辰…等所有的自然現象。 

藝術家透過景物形象來抒情,亦即是「借景言情」,然而自然生活與環境

中的形象,未必是具備充分、豐富而完整的感動力,必須透過藝術家的提煉,將

形象、景物予以「典型化」、「藝術化」,抓住生活、題材中最富有詩意、感動

力的形象,融入自己的情意,化為「典型化」、「藝術化」的意象,才能引發人們

的美感,進而情感的感染與共鳴。 

（一）景觀形象： 

在自然風景結構形式中，地形景觀是風景形象美的主要結構基礎。形象

美的概念，大體自唐宋以來即有：雄、奇、險、秀、幽、奧、曠等，意即雄

偉之美、奇特之美、險峻之美、秀麗之美、幽深之美、奧秘之美、曠遠之美。 

雄偉形象的景觀，高大壯闊，為崇高而陽剛的美感。如宋代范寬的「谿

山行旅圖」「圖一」。 

奇特形象的景觀，有非比尋常、出人意料、激動人心的感覺。往往深深

吸引著審美者的心靈，激發起詩人、畫家、詩人、攝影師的靈感和想像力。

如邱曲（Frederick Edwin Church 1826-1900）的「尼加拉瀑布」「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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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峻形象的景觀是由危峰峻嶺、懸崖峭壁陡坡深谷構成，令人驚心動魄、

望而生畏。如佛列德利赫的「在魯根的石灰岩」「圖三」。 

秀麗形象的景觀，主要是有著茂密的植披覆蓋，山巒起伏、色彩蔥綠，

線條柔美，為柔情的景致，誘發審美者的情懷，給人親近的感覺。如希施金

（1832-1898）的「雨中的橡樹林」「圖四」。 

幽深形象的景觀，視域比較窄小，景深而層次多，不是一覽無遺的景觀，

有深不可測的奧秘，給人一種超脫隱逸的情感、修身養性怡然自樂的感應。

如希施金的「松林的早晨」「圖五」。 

奧秘形象的景觀，深奧迷離為神秘之境，激發人們浪漫的遐想。如德爾

沃的「入睡的維納斯」「圖六」。 

曠遠形象的景觀，無論平曠高曠，都是遼闊開朗，視域寬廣無邊，極目

天際的景觀。如列維坦（1861-1900）的「墓地上空」「圖七」。 

景觀的形象美直接影響其表現出來的意境。中國在山水繪畫的品評上, 

非常注重意境的創造。荊浩在《筆法記》中,用「景」這個概念來概括山水畫

的意境,而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則用「遠」這個概念來概括山水畫的意境。

綜觀無論是荊浩在「景」上,來概括山水畫的意境；或是郭熙在用「三遠」形

成的「咫尺萬里」、「平遠極目」,畫面上在景觀景點上,給予欣賞者感受到宇

宙一片遼遠寬廣、富有生機的感動力。這是景觀的形象美所對風景畫產生的

作用。 

法國風景畫家杜比尼（Daubigny<1817-1878）認為造景的重要,他說：「很

難為我所要畫的題材找到合適的現成風景,總是不得不造景」。19 從此見得畫

                                            

19法國巴比松畫派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186 頁 平野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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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表現時，對於景觀的要求與重視。 

（二）季節時間： 

「辭不達意」是指在文字學裡，因為在傳達表現上思想渾沌、情感單薄、

技巧不足，導致的言之無物、模糊不清。對某些風格、形式的風景繪畫（寫

實風景畫）表現來說，對「季節」與「時間」精準的表達描繪，就如同藝術

形象的「典型化」，在歷史畫、肖像畫中，具有必要的地位一般，不但是風景

畫傳情達意的「表情」，更是感動審美的精髓。明確的描繪表現風景中所存處

的季節與時間，如同明確的對人物肖像畫中，人物內在情緒精神氣質的掌握

表現一樣，是作品的生命。在技法上，無法表現出明確的季節與時間特徵的

風景繪畫作品，在明暗層次及色彩寒暖方面的運用上，多見劣拙之處。 

無論是米勒的「晚鐘」、莫內的「盧昂大教堂」，或是李成的「寒林圖」，

在這方面都具有果斷鮮明的表現，獨特而突出。 

中國山水繪畫由於多數不強調陽光的作用效果，並以黑白灰階或以淺絳

敷色為多，在「季節」與「時間」上的表現，雖然沒有西洋風景畫那樣鮮明

辨識，然而在大多數傑作的畫面中，仍得以從植物相貌、人物動作神態以及

大自然季節時令特徵的描繪中，顯露出他們在這方面的卓越表現中得到的非

凡感動力。 

（三）情感內涵： 

思想、情感和技巧是構成藝術的要素，凡是好的作品，無論中外古今， 

它所表現的情感、思想，往往是打破時間的限制與空間的束縛。情感、思想

在偉大作品普遍引起審美產生共鳴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人物畫在情感內涵的表達上，容易透過面部表情、肢體動作等人類共有

的感知經驗來傳達。風景畫的情感則可以透過上述兩項，配合情感表達時所

需的象徵物件（包含人與物），以充具情感的思想賦於景致結構中，構成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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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內涵。 

一幅沒有特殊意境的風景畫，充其量僅只是描繪大自然表象的紀錄作品 

而已，並不能使人產生情思。高超的藝術家皆擅長化景物為情思、從周遭的

大自然中發掘出素材、從平凡的景物中營造出境界。  

（四）繪畫技法： 

繪畫的表現需要借助於技術與方法來呈現。優秀的作品往往都藉由了適

合其風格形式而表現的最高技巧來達成。這「最高技巧」與「熟練度」是無

關的；而是與「自然度」有關。東晉詩人陶淵明曾論寫詩時要「無雕琢之痕 ,

無矯揉之態」。生硬強力說明性方式的手法,如同宣傳漫畫生吞活剝赤裸意念

的顯露推銷方法來表達情意，在手法上是粗糙的。 

（五）獨創的美感： 

王國維的意境審美觀點認為,認為凡文學之事的「工與不工」,乃「視其

意境之有無,與其深淺而已」。而藝術家與常人的分野,亦視其能否「創境」。

大小藝術家的區別也在其所創之境的深淺厚薄。 

許多繪畫大師以創新而獨創的風格形式，創造了史無前例的視覺形象，  

使作品顯露出更強烈而尖銳的效果、近而傳達出更為感人的情感內涵。例如 

孟克的「吶喊」、畢卡索的「哭泣的女人」、泰納的「豪雨之後的早晨」，葛雷  

柯的「托雷多風景」、王蒙的「谿山高逸圖」、李可染的「月牙山圖」、張大千  

的「巫峽雲帆」，這些作品因為創造了嶄新而獨創的藝術形象美感，而使人留 

下深刻的印象。 

無論是何種景觀、哪個景點？都能表現出具有意境的風景畫。只有藝術

家掌握住生活中最富有詩意且典型的形象,並融匯藝術家的感情,將其化為意

象（意中之象）,才能表達出風景繪畫感動人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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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洋風景繪畫中的藝術境界 

在傳統上 ,風景繪畫在中國稱為「山水畫」。山水畫在中國的繪畫史上佔

有獨特而突出的地位 ,比歐洲風景畫的發展早了大約一千多年 ,無論在美學理

論、繪畫創作、技法等,發展出了一個完整的系統與不凡的成就。 

西洋風景繪畫的發展歷程,即是伴隨著其文化、經濟、政治、宗教、科學

之演變的發展史。透過繪畫 ,我們對其所處年代的上述要素的研析 ,能有所依

循與線索。西洋風景繪畫雖在不同的年代中 ,各有其傳統與發展特色 ,但並不

因為其個別在描繪景物方面造形的表現真實程度 ,或技法的成熟發展運用與

否 ,而對一件作品在產生意境上的要求 ,產生任何的阻礙。因為這些能夠穿越

時間、空間的長河 ,而受到讚美與肯定的作品 ,充滿了足夠產生美感與意境的

要素,使其能歷經考驗至今仍能熒熒耀眼。 

20關於風景畫的起源,眾說紛紜,有記載純粹的風景畫室古埃及壁畫「有魚

池的庭園」,約為西元前 1580 年。根據古羅馬歷史學家普林尼的記載,在希臘

古典時期 ,繪畫藝術已經非常興盛了 ,畫家們以風景畫作為人物畫的背景。雖

然當時還沒有純粹的風景畫,但是畫家已能體會到大自然的美感。今日我們能

透過龐貝城的一些模仿作品窺見風景對人所產生的審美價值。 

21西方在歷經了以宗教為中心,影響政治、文化、社會發展近十個世紀的

中世紀之後,從十四世紀開始,以義大利佛羅倫斯為中心,興起一股崇尚科學、

探求自然真諦、懷疑並批判神學思想,並發覺希臘、羅馬時代的文化精神,進

行一個人文主義運動---文藝復興。這個運動把人類從長期迷失在宗教信仰,

因而誤失了對客觀世界及人的認識當中,梳整了起來。這個時期崇尚科學、探

求自然真諦,也將繪畫題材由宗教畫擴展到描繪希臘神話故事和肖像畫。這個

                                            
20歐洲早期繪畫中的風景  
21歐洲 14 至 16 世紀繪畫中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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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促使提高了風景畫的地位。畫家逐漸注意自然美景的作用,無論在宗教

畫、人物畫中,風景的搭配描繪作風,蔚為風潮。 

   達文西在其《聖母、聖嬰和聖安妮》及《蒙娜麗莎》兩幅畫中,在人物背

後描繪著異乎尋常的風景,這些變幻莫測,氛圍獨特的自然風光,都是達文西對

米蘭北部阿爾卑斯山的實際感受而化成的,其重要性幾乎與其人物表現一樣

重要,不同於十五世紀其他佛羅倫斯畫家一般：雖將風景精確描繪,亦令人留

下深刻的印象,但卻都只是前景人物的背景襯飾角色而已。 

吉奧喬尼（Giorgione, 約 1477/8-1510）是屬風景畫派的吉奧喬尼派創始 

人,被認為是使風景畫邁向獨立的第一位畫家,在他的作品中風景的地位已被

提升至與人物同等重要。他在《日落景色》、《摩西經歷的嚴峻考驗》、《牧羊

人的朝拜》或《入睡的維納斯》中,都把人物形象融入優美的風景裡；甚而在

他《暴風雨》一作中,風景成為主體,人物反而成為配角,畫中的斷柱也許象徵

著破滅的希望，增強了此畫的神秘感，和隱含在內的憂鬱氣息。吉奧喬尼將

觀賞者的目光，從人物形象越過，順著河流向前移動，停留在閃電雷鳴的天

空中。這種神秘、詭譎和青藍色的風景，是吉奧喬尼營造意境成功之處。 

文藝復興時期的風景畫,雖然畫面整體表現偏重理想,但是凡.愛克兄弟在

樹的描繪,及質感、光影、色彩方面的表現皆十分真實。 

22風景畫從宗教畫、人物畫中獨立出來,是從十七世紀的荷蘭開始。當時

剛從西班牙的統治下獨立,建立一個注重商業發展的海權國家,由於在宗教上

的束縛不大,在政治上也不是君主專制體制,富庶而對此濱海新國家的熱愛,直

接推動了對描繪荷蘭風景的繪畫收藏,進而導致了風景畫的興盛。 

這個時期的風景畫所表現的都是極盡所能的以真實、細緻手法描繪自然 ,

                                            
22歐洲 17 至 19 世紀繪畫中的風景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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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繪特定時間、地點的景象 ,即自然瞬間的片斷 ,是對眼睛所看到的最真實的

描繪。由於荷蘭位處海邊 ,地勢平坦、空氣濕潤 ,天空雲霧變化萬千。在許多

荷蘭畫派的風景畫中 ,常有大片的畫面面積用來表現天空,各式各樣 ,風情萬種 ,

作品中把握住自然的真實美,更極端注意自然中細節與整體的關聯。23 

小荷蘭畫派率先將風俗畫、靜物畫與風景畫 ,從宗教主題畫中獨立出來 ,

描繪農村原野、鄉居城鎮的生活景色。 

義大利畫派自十七世紀開始,不斷地湧現許多描寫古蹟、城邦、古堡、港

灣的精緻之風景畫 

葛雷柯（El Greco, 1541-1614）這位擅長以宗教題材、人物肖像畫聞名的

畫家，在「托雷多風景」一圖中，以他一貫令人心悸、神秘而猶如幽靈般的

氣氛手法，表現出一個充滿魔力、令人心悸的托雷多，籠罩在綠色和光怪虛

幻的光線下，城垣、高塔和建築密密麻麻地排列開來。被山巒的黃赭色片片

截斷而發出螢光的綠色，以及在閃光般陰沉詭譎的雲團襯托之下的銀光亮藍

色，運用了這兩種色調交錯混雜。葛雷柯「托雷多風景」一圖，並非忠實的

再現自然景色，它創造一種主觀象徵的閃爍空間，也展示了藝術家的下意識

靈魂。 

十八世紀,浪漫主義文學作品中,大量歌詠自然之美,普遍肯定大自然對人

性陶冶之功能及其審美價值。就在這個氛圍中,英國畫家康斯坦伯、泰納的風

景畫真正擺脫義大利、荷蘭、法國風景畫影響,引導風景畫步入最輝煌的時

期。並提供了十九世紀印象派豐富有益的啟示。 

十九世紀 30 年代左右,法國巴比松畫派信奉「回到自然」的主張,在以寫

實手法再現大自然的基礎上,力求表現畫家對大自然的真實感受,它在歐洲繪

                                            
23揚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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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史中,有著自己的傳統,被認為源於荷蘭的風景畫24,但是一如柯洛：「面向自

然,對景寫生」給巴比松畫派指標式的名言一般,無疑的 , 法國巴比松畫派比較

荷蘭畫派更貼近接近自然、描繪自然,開拓寫實主義風景畫的發展途徑,並使

法國風景畫創作獲得了新的生命力,也對後來印象主義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十九世紀 70年代興起的印象派,雖然是寫實主義的延伸 ,可是卻造成近代

西方美術史上,重大的一次突破,也因之引發了整個現代藝術的蓬勃與多變。 

    十九世紀的法國,由於工業革命、光學的新發現等因素,使人們對自然、

生命有新的看法,對事物的永恆性產生質疑,同時對短暫易逝的事物有了新的

價值觀。這樣的時代背景,使得印象派畫家作畫全憑視覺印象,並希望把握住

短暫而獨特的印象。由於極端的重視感官經驗,所以認為光線和色彩是作品中

最重要的成分。莫內自始至終在色彩上的鑽研創造了史無前例由色彩帶來的

新意境。同時期梵谷的「柏樹」、「星夜」、「麥田上的烏鴉」等作品，也以其

激情有力的筆調，表現出前無古人的風格面貌。及至後來新印象派的秀拉、

席涅克等人把印象派色彩並列的方法,研究發展得更深入而具邏輯性。他們運

用徹底科學理論的方法,使得繪畫逐漸脫離了寫實,而走向主觀的構成,以細膩

的技法,藉由各種主色的並列以獲得畫面閃耀的深度感。新印象主義的點描技

法,不僅使繪畫意境上有了新的形式，影響了野獸派和二十世紀早期的立體主

義,而且也影響了新藝術運動以及德國的表現主義運動。而基里訶（Chirico, 

1888-）「憂鬱與神秘的街道」與恩斯特（Max Ernst, 1891-1976）的「雨後的

歐洲」一作，反映了作者對戰爭的恐懼感，表現了被納粹入侵蹂躪的悲慘歐

洲，和不可思議的殘暴野蠻景象，以及作者心中的不忍和憤怒。畫面中充滿

了幻覺般的廢墟景致， 人和物都呈現一般死寂，畫中景物彷彿經歷戰爭、天

                                            
24弗羅芒坦認為同時代的法國風景畫家 ,是老輩荷蘭藝術家的追隨者。他寫道：「這一次荷蘭
找到了自己的門生 ,它教會了我們觀察、感覺和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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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的浩劫，岩石般的肌里與明亮柔和而寧靜的天空，形成了強烈的衝突對比，

這些手法傳達了作者對戰爭無情的控訴，也成功的營造了戰爭之下恐怖的意

境。 

25「哈德遜河畫派」頌揚美國本土風景中所見到的大自然奇景，這個畫

派名稱自 1825-1870 年代，具有十分浪漫的情感。代表畫家有寇爾（Thomas 

Cole 1801-1848）、杜蘭（Asher Durand 1796-1886）、邱曲（Frederick Edwin 

Church 1826-1900）、比雅斯德（Albert Bierstadt 1830-1902）等。 

寇爾，是美國風景畫哈德遜河畫派的主要畫家。1801 年出生於英國，早

期為版畫家。1819 年前往西印度群島，見到當地迷人的景色，深受感動。直

到 1825 年定居紐約後，才在風景畫上小有成就。寇爾喜歡將大自然景觀理想

化，構成神聖奇觀的美境，使觀者產生達到一種洗滌心靈的宗教情懷。 

他的「暴風雨過後的山景」「圖八」是寇爾的代表作。這幅畫以表現大地

氤氳水氣的生動而感人，畫面左邊以近乎一半的面積表現暴風雨過後的烏

雲，在高空的艷陽照射及清風的吹拂下逐漸消褪，地表的濕氣也隨著大氣的

移動徐徐向上嬝繞，透過烏雲透射下來的陽光，把下面的河谷照耀得金黃耀

眼，而與映在河谷上的烏雲投影，相互交織成一幅神秘氛圍，並使人產生光

明希望的畫面，達到「氣韻生動」的境界。 

杜蘭，與寇爾是朋友，同時也是美國風景畫哈德遜河畫派的領導畫家之

一。早期也是版畫家，與寇爾不同的是，他都在戶外寫生，他的風景畫因為

有一種質樸而不假修飾的寫實特質。他後來的作品採取近乎十七世紀畫家霍

伯瑪等人的風格。 

邱曲，在寇爾去世的前幾年，成為他的入門弟子，跟著寇爾到處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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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與寇爾一樣熱愛自然，但是不同於寇爾那種宗教情懷，邱曲只執著於準確

的描繪，他畫的「尼加拉瀑布」「圖二」寫實壯闊非常，畫長 230 公分，描繪

河水奔流急洩的奇觀。畫中可見畫家對水流方向、波濤型態，以及天光水色

的精確細緻的觀察描繪，展露出他優越的繪畫技巧。 

在美國的邱曲（Frederick Edwin Church 1826-1900）與俄國希施金(N.N. 

IIINIIIKNH, 1832-1898) 雖然他們兩人喜好表現的主題不同，但從其生存年代

接近、相同的對描繪場景的整體氛圍的掌握，及細部深入刻畫的寫實繪畫風

格，在相互比較之後，令人覺得有異曲同工之妙。 

魏斯（Andrew Wyeth, 1917）的「克莉絲汀娜的世界」畫中又表現出殘

障的女孩對生命的熱情與樂觀的人生觀，此外他大多作品中都流露出一種靜

謐的詩意，令人有許多的遐想。  

26十九世紀後期俄國的寫實派畫家對風景畫也表現出他們對家園的深厚

感情.他們透過繪製風景畫體認自己家園的外貌,以及他對人民.及其生活的重

要性.基於十九世紀俄國巡迴畫派的宗旨精神,此時巡迴畫派的風景畫也因此

和風俗畫緊密結合,這些畫中雖然有些畫裡沒有任何人,但透過關懷其對熟悉

鄉土的熱情投注,表達出他們生存其中和努力經營的大自然,這些畫必然就是

他們對鄉土.人民命運及抒情的表達. 

俄羅斯 1870和 1880年代的風景畫, 有兩個很清楚的傾向-----抒情想像和

客觀寫實。 抒情想像的風景畫以庫茵芝(A.N.KyNHJIXN, 1842-1910)為代表；

客觀寫實的風景畫以列維坦(NNJIeBNTaH, 1861-1900) 為代表。 

庫茵芝(A.N.KyNHJIXN, 1842-1910)「拉多加湖」「圖九」、「烏克蘭的傍晚」

「圖十」、「第聶伯河上的月夜」「圖十一」等作品，張張充滿幻想與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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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維坦是巡迴畫派中屬較年輕的一代,其風景畫和巡迴畫派中表達人物

精神狀態一樣的細緻,他以前所未見的多變和豐富,表現了大自然,及與人精神

的和諧,他的畫裡常隱含著精神上的意義,精湛的繪畫能力和超越的精神內涵,

將十九世紀俄羅斯風景畫推向前所未有的巔峰。他的「符拉基米爾大道」「圖

十二」是一幅立意深刻的作品。這一條總長數百里的筆直大道,曾是俄皇時期

流放政治犯前往偏遠西伯利亞的一條不歸路。任何經歷過那段歲月或了解那

段時代背景的人，無不為此而感動。「三月」「圖十三」。表現出俄羅斯三月艷

陽天裡，暖和的陽光照耀在積雪上，剛冒出新綠的枯枝樹稍上，掛著一個鳥

屋，暗示著春天的初到；樹下享受著溫暖日照的驢子，在門口前等候著拜訪

朋友的主人。這一切都是經由畫家刻意安排經營構思的場景，掌握住生活中

最富有詩意且典型的形象,並融匯藝術家的感情,是一幅感人而具有意境的風

景畫。除此之外，薩符拉索夫(A.K CaBpacoB ,1830-1897)的「白嘴鳥飛來了」

「圖十四」與希施金(N.N. IIINIIIKNH, 1832-1898) 的「大松樹林」「圖十五」

作品中皆流露出俄羅斯壯闊的土地之美與極富藝術氣息的民族性。 

在風景畫中和在肖像畫、歷史畫中一樣,也可以根據不同的方法進行分類,

因有色彩風景畫家、素描風景畫家、想像的風景畫家、幻想的風景畫、歷史

的風景畫。27曾一度學畫的 19 世紀法國詩人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 

1811-1872）認為理想化的風景畫派與從現實出發的風景畫派,同樣偉大。在

這兩個極端之間有著藝術的廣闊天地。可以有無數各種各樣的辦法和變化,

把理想與現實結合起來。28 

風景畫自十六世紀的法蘭德斯開始,然後在十七世紀的荷蘭明確獨立發

展到十九世紀末止,這三百年間,寫實風景畫始終是最主要的潮流。最初以威

                                            
27波德萊爾美學論文選  人民文學出版社  郭宏安譯 1987  284-286 頁  
28法國巴比松畫派  四川人民出版社   平野譯 1984  2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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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畫派為代表的南歐畫派,注重色調表現甚於追求真實色彩的畫風直到十

九世紀康斯坦伯開始,才由注重色調表現轉為追求真實的自然色彩。到印象派

時又由追求真實的自然色彩,轉為追求視覺的色彩。二十世紀畫家由真實描繪

自然,轉變成為從自然中選取線、形、色彩等造型元素,來構成畫面,把自然中

的景色加以變形、變色來表現他們的感情,使風景繪畫展現出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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