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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作品解說（11 幅） 

 

（作品 1）  風雨前的寧靜   Calm before the storm  100×50cm  1999  傅彥熹作      

構思： 

1999 年盛夏 ,與一群畫友前往桃園縣新屋漁港寫生。看見這艘棄停在岸

上的漁船 ,立刻引發我的創作靈感 ,正擺好畫架 ,準備開始就地寫生時 ,發現南

方天色逐漸暗沉了起來 ,根據陰沉烏雲移動的速度及雲團的變化來判斷 ,這將

是一場難得一見又顯詭異的大雷雨。當機立斷收起畫箱與用具 ,並且備妥照相

機等待它的到來。 

拍完照片之後即先行開車離去 ,汽車行駛不到十分鐘 ,果然就在半路遭遇

到這場傾盆雷雨。 

畫面結構： 

在畫面結構方面,將地平線提高到畫面的 2/3 處,使天空顯得更為寬遠,也

具有壓迫的效果；向前延伸過來的地平面將漁船推得更遠,顯得更加孤寂。 

描繪技法： 

    天空由亮部先畫,乾後再逐漸依照所想表現的烏雲暗度,逐層加深。船與

地面的塗色則乾濕並用, 由暗到亮、由薄到厚,層層堆疊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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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形象： 

     孤單的船、遼闊的地平線、陰霾的雲----一個鮮明的藝術形象浮現了。

面臨這個開闊的海岸景緻,我選擇了 1：2 特殊的畫面尺寸,目的在能表現廣闊

的水平視野 ,增強遼闊的空寂感 ,並使畫面左邊的烏雲與右邊明朗的天際有足

夠的距離銜接轉變,增加天空雲團幻變戲劇性的表現空間。 

詭譎多變的烏雲意味著人間難以掌握的旦夕禍福；遠離自由遼闊的海水,

而停擱岸上的廢棄漁船 ,又象徵了人生中的榮枯與興衰。遠方海上明亮的天際,

正暗示著在這片狂暴的雷雨過後,一切還是開朗光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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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2）  闃寂   River Clouds  162×130cm（100F）  2003  傅彥熹作   闃寂(修改前) 

 

構思： 

2001 年夏天,在俄羅斯的特列查可夫博物館 ,看到俄羅斯畫家杜波伏斯柯

依（Nikolai Dubovskoy）的「暴風雨前的雲」畫作 ,內心深受感動。那幅畫描

繪著暗夜裡 ,幽柔的月光穿透沉靜的雲團縫隙 ,灑在寂靜的湖邊村落 ,彷彿這沉

睡的大地即將發生不可預知的災難。在那幅畫前我駐停了很久 ,心中的激動至

今不能平息。隱喻與顯張的手法、超現實與寫實的形式使畫給予人們對意境

感受的不同。於是我開始嘗試以隱喻的方式,來表現強而巨大的視覺張力。雖

然這幅「闃寂」構思受啟發於杜波伏斯柯依的「暴風雨前的雲」,但是在畫面

構成、色彩及意境上,都不同於前者。    

畫面結構： 

    我將地平線定在畫面 1/2 處 ,因為全幅畫面都是低明度 ,只有雲塊是高明

度,所以地平線的 1/2 平分畫面中央的感覺被弱化了 ,取而代之的是雲底部的

輪廓邊線,約佔畫面 2/3 處。雲底部的輪廓邊線、地平線與河岸的邊線,形成了

構組畫面動勢與透視的四條線,使雲產生由右向左遷移的動感。 

描繪技法： 

    畫面中央河水的部分,我參考俄羅斯風景畫家庫茵芝（Arkhip Kuindji）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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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第聶伯河上的月夜」畫中的技巧 ,使水光能隨著觀看者的位置移動 ,而浮

動飄移。在初步階段使用大刷子作畫,使容易維繫畫面整體的關係。往後再逐

步更換不同尺寸的畫筆處理細節。 

藝術形象： 

    一團無法探知其究竟 ,深藏玄奧而不可預測的巨雲 ,閃著銀熒的金光 ,在闃

寂無人的月夜裡 ,由小雲塊的引導緩緩前行。低空壓境而來的浮雲 ,突破視覺

的經驗,令人震懾於大自然的威嚴與其不可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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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3）  紅霞   The red afterglow  162×130cm（100F）   2003  傅彥熹作 

 

構思： 

夕陽最美---她似晚宴的美人般浪漫 ,以最璀燦而濃郁的一抹彩粧 ,作為閉

幕前的結尾。又像慷慨激昂的英雄烈士,在成仁之前為執著的理念做最後的一

搏。夕陽在幸福家庭中象徵著全家團聚時刻的到來；在孤獨的旅人心中,又平

添一回落寞的鄉愁。 

這片天空是在我任教學校的樓台上看到的 ,濃妝豔抹 ,絢麗而脫俗 ,好不迷

人!當時留校處理教學校務,疲憊之餘走出教室外 ,突然看見這難得一見的滿天

紅霞,一時神清氣爽,勞頓盡除----想必是上天對我的酬報吧! 

驚嘆那場天地的饗宴以後 ,我決定將她畫下來！但是必須畫得有所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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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結構： 

根據所拍得的照片 ,將地平線向下降低 ,在起伏地表的面塊造型與比例上 ,

再三斟酌。天空佔據了畫面 4/5 的高度 ,刻意降低的地平線,更顯得穹蒼的浩瀚

遼闊。 

描繪技法： 

天空雲霞以高彩度的紅色系表現 ,輔以小面積低彩度灰藍的寒色調 ,使天空色

彩達到調和的效果。地面受光部分輝映彩霞,以深紅色系表現；地面陰暗部分

則以深綠色系表現。紅與綠互補摻揉配置 ,地面的低明度 ,與天空的高彩度形

成強烈有力的對比。 

藝術形象： 

法國畫家米勒（Millet）描繪的「晚鐘」,象徵了勞動者得到身體休息與

心靈的撫慰；俄羅斯畫家庫茵芝（Arkhip Kuindji）描繪的「烏克蘭的傍晚」,

則充滿俄羅斯鄉村濃烈的大地情感,悠靜的晚霞擁抱著充滿溫暖的人家。「紅

霞」作品表現著在濃艷的天色之下,難掩大地沉重的孤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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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4）清境早晨   Still morning  162×112cm（100P） 2003  傅彥熹作  （起稿階段） 

 

構思： 

今年初春到南投縣梅峰農場寫生。那是台灣大學山地實驗農場，位於仁

愛鄉清境農場附近，提到梅峰就不能不提白楊步道；白楊，是溫帶國家的防

風林，就像木麻黃在台灣的作用一樣，只不過屬於落葉木的白楊樹型優美，

春夏秋冬各有不同風情，無論是春天的新芽，夏天枝繁葉茂的綠色隧道，或

是深秋隨風翻飛的金黃落葉，乃至於冬天枯葉落盡的北國風情，都各有不同

的魅力。這條富有情調的林道當場就觸動了我的心弦 ,完成了水彩小稿速寫之

後,即拍下照片作為資料。 

畫面結構： 

這是一個具有深度透視空間的題材。透視消失點在畫面的中央，具有平

靜穩定的視覺效果。1689 年荷蘭畫家霍伯瑪（Hobbema）在「密德哈尼斯大

道」畫作中，就應用了這種效果，表現了平靜的荷蘭鄉村風景。白楊木由近

而遠逐漸縮小，自然形成縱深空間的深遠推移；稀疏細密而垂直的樹枝，緩

和了向中央匯聚的透視線之強烈感覺。 

描繪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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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作品我採用直接畫法。開始時以油畫排刷沾顏料 ,直接按對象色彩上

色 ,無論明度高低 ,全幅同時分區進行上色 ,以便掌握整體的感覺。無論高低明

度 ,每一區域換用不同畫筆 ,由暗部先畫 ,並使用較多的畫用油 ,以使暗部能夠

產生深沉透氣的效果。 

顏色較淺 ,透空且冗雜的枯枝暫時不畫 ,等待天空部份完成八成之後 ,分別

在其未乾及已乾時,再以大筆及小筆描繪繁複的枯枝。 

    每次再度深入整理畫面的時候 ,就都從遠方的消逝點開始 ,但特別注意隨

時調整遠近虛實及整體的關係。  

藝術形象： 

這樣難得的清靜早晨，黝黑濃密的樹林，襯顯著側邊這長長一列的白楊

木林道，在清朗朝陽的照耀下，色彩越發顯得澄澈而肯定；冷冽的風徐徐篩

過細密的白楊枝枒，如此長長漫漫一條美麗的步道，想是園丁為情人們所作

的的巧心安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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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5）  靜謐的樹林   Silence in the forest  333×162cm（300P）  2003   傅彥熹作 

 

構思： 

在一次前往新屋海邊的途中,我發現了這片桉樹林。陽光穿透樹梢的縫隙,

照耀在灰白滑溜的桉樹樹幹上,一片蓊蓊鬱鬱, 沁涼的綠意。我第一次決心想

畫好自己的鄉土 ,是在看見十九世紀俄羅斯風景畫大師列維坦（Lewitan）的

風景畫之後。列維坦的風景 ,僅僅用「美麗」不能概括其特色 ,用「清新」又

不能說明其風貌,具有詩意的抒情是列維坦創作的特點。這片充滿詩意的樹林,

剎時扣動了我的心弦----列維坦為俄羅斯畫了「白樺林」，我告訴自己：「就從

這片桉樹林開始吧!」 

畫面結構： 

這個畫面幾乎被大片的綠草地及陰暗的深綠樹蔭所佔滿 ,但是透過畫面

中心明亮的遠方 ,產生深遠水平的效果；垂直挺立的樹幹 ,使這一片原本單調

的綠林生動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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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色畫底過程）                              （上色過程） 

描繪技法： 

這幅畫是以三張 100P的畫布併合而成,全幅畫面籠罩在綠蔭的調子裡,綠

色系的調配是繪製此畫時特別要注意的,。首先以深褐色（Burnt umber）混合

畫用油,依照畫面明度的深淺,以寬刷（約 10 公分寬）沾取,完成單色畫 ,乾後

再以油畫小排刷依照單色畫的深淺明度塗上色彩。使用寬刷除了在畫布上較

容易掌握整體關係之外,作畫時間也快速許多。 

在繪製時 ,必須將幾乎全面遮蓋天空的樹蔭看待成天空一樣 ,由遠而近 ,必

須表現出如同鍋蓋罩頂似的空間感。注意透空的天空部份其形狀的美感,天空

雖然透漏出極少的面積 ,但是在明度的變化及色彩的冷暖上 ,仍然依循在整體

的要求之中。綠草部份避免在堆疊層次過程中,使用過高的明度。 

新古典主義畫家安格爾（Ingres）曾說：「畫畫以起稿，用針線收筆」。「掃

把」用以掌握整體、概括整體；「針線」用以深入刻畫、精工描繪。而作此畫

的過程自始至終都要退遠到距離畫面 6 公尺處 ,以確保深入描繪是架構在整

體的大關係裡。維持「整體大貌」是繪製巨幅作品時特別需要加強注意的 ,

同時也是它能產生懾人氣勢的必要基礎。 

藝術形象： 

在這一片詩意盎然的桉樹林中,每一顆優美的心靈得以在此優游；一切的

塵囂煩擾在此得以舒活釋放。在自己鄉土的懷抱下,總能踏實安穩的入夢----

在台灣還有多少像這桉樹林這般美的景緻呢?在俄羅斯時很容易發現感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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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景色,伴隨著一次次的發現,是心裡一次次的悸動-----原先以為是自己面對

美景時情不自禁的詠嘆,後來才領悟到原來那是一份內心深處的嘆息! 美景

愈是容易發現,心裡就愈感到難過。為什麼在我的故鄉裡,這些不是那麼隨手

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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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6）金門餘暉   Kinmen，sun-set  53.5×45cm（10F）   1997   傅彥熹作 

 

構思： 

金門---是許多曾經歷練戰火防守前線者 ,心中一塊不能抹滅也無法忘懷

的地方,到過的人對她有許多不同的印象。是一個溫柔婉約健康純樸的鄉下姑

娘，是一位枕戈待旦嚴肅剛直的英勇戰士。我還記得睡在那數不盡的砲彈坑

道裡的日子；站夜哨 ,睜大了眼卻什麼也看不到時 ,那種戒慎恐懼的心情；純

樸而勤勞的老嫗,在車道上舖滿金黃高梁的景象；假日裡約集了同學在太武山

上歡聚、古厝間逡巡留連----金門這地方對我來說 ,確實充滿了豐富的情調與

記憶。 

畫面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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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幅畫描繪著金門鄉間的夕晚 ,鄉間道路直穿畫面中央 ,彷彿觀賞者駐足

在這道路上,親賭感受這夕晚斜陽的幽靜。向左偏斜的樹群與消逝在遠處轉角

的道路 , 再加上後方落日的環繞 ,構組了畫面力線的焦點 ,突顯出這幅畫的中

心----房舍。 

描繪技法：  

畫面左方逆光而暗黑的路樹 ,我用較多的油以及投注豐富的層次 ,以便達

到暗部深沉又透氣的效果。整幅畫的色調寒暖並置 ,以求得視覺色彩的均衡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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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7）龍潭晨曦   The sun rising over Loung-tan  54×45.5cm（10F）  1998 傅彥熹作 

 

構思： 

我喜歡鄉下-----為了能夠在上班開車的途中欣賞白鷺,享受水田裡吹來的

清風, 我總不惜繞遠一點的路,讓我的每一天能有個愉快的開始。「龍潭晨曦」

中的景緻 ,就是這麼找到的 ,描繪一天當中具有特殊氣氛的時間 ,往往能夠產生

動人的映象。 

畫面結構： 

在這幅畫中,中低明度幾乎佔了 2/3 的畫面,土紅色調的地面與樹木,與淡

藍色的天空形成寒暖、暗亮的對比。在大片樹蔭籠罩的土地上,植物的深綠色

與泥土的紅棕色,協調互補,以求得畫面色彩的均衡感。晨曦照耀的堆積木料,

在深色的樹叢、土地的襯托下,成為畫面受注目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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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繪技法： 

在表現技巧上,特別用心在顏料厚度及肌理的運用。我以最厚的顏料、最

高的明度與彩度,畫出此畫中受光的焦點主題,使它因為明度、彩度、厚度而

產生醒目的視覺效果。天空及遠處的山則使用較多的油與平滑的肌理,使能夠

達到推遠的空間感。另外小心的處理相思樹間隱約可見透空的部份。整體而

言,表現出清新、明朗而耀眼的晨曦,是我在畫這作品時唯一的目標。 

藝術形象： 

日出與日落總是令人驚心動魄的 ,無論登山者或攝影家 ,不惜千辛萬苦的

攀登與漫漫的等待,總是為了能夠抓住那天地間剎那的美。晨曦比日出顯得大

方多了 ,她讓稍微晚起的人仍能夠欣賞到她的美 ,溫和的氣息 ,同時帶給人們每

一天光明的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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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8）晨霧   Morning fog  33×45.5cm（8P）   1999   傅彥熹作 

 

構思： 

龍潭遠望四周群山環抱 ,是一個多霧的地方 ,早期為了農作灌溉之利 ,而建

設了許多的池塘,所以當地早期的客家地名叫做「龍潭陂」。清晨農地濕潤,在

氣溫的變化下,常可欣賞到迷人的晨霧。冬季裡偶而可見濃密霧團自遠方飄移

過來 ,眼前一片銀白 ,令人興奮不已! 龍潭的晨霧應當是最具代表性的景觀之

一。描繪「晨霧」這個題材,一直是我按耐不住的慾望。 

畫面結構： 

畫面採以單純水平的構圖形式 ,在單一色調的籠罩下 ,期望達到如晨霧般

清爽氤氳的單純感覺。右方近處的瓜棚與菜園,使產生從畫面的右前方向左後

方遠望的視覺效果 ,瓜棚菜園豐富層次的刻畫與暖色調的使用 ,使靜謐的晨曦

因此稍具活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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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繪技法： 

此畫最初先將各部份作大色快的鋪陳 ,以把握各部份的明度關係 ,在最短

的時間內掌握晨間霧氣的感覺,然後在大關係架構中對細節層次逐步深入。表

現霧氣迷濛的感覺 ,在空間的推移上 ,保持中低彩度的色彩運用 ,在不同個體彩

度與明度的銜接上 ,避免大幅度的變化 ,尤其是中遠景的表現 ,以漸層的手法 ,

使畫面層次變化柔和,達到迷濛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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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9）嘆息橋   The bridge of “sign”   41×53cm（10P）   2000   傅彥熹作 

 

構思： 

在威尼斯聖馬可廣場旁邊的 Rio Cannonica O. Palazzo河道上，有一條其

貌不揚的小橋，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嘆息橋。它的一端連接著總督宮，那兒在

十五世紀時是犯人受審的地方，審訊完畢，犯人就會被帶到監獄行刑，嘆息

橋是連接兩個地方的必經之路，犯人可從橋上的窗看到外面世界的最後一

面，因心生懊惱而不自覺地嘆息，因此有嘆息橋之名。初次聽到這座橋的典

故時,內心感傷莫名,它同時讓我想到俄羅斯風景畫家列維坦（Lewitan）畫的

「符拉基米爾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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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座橋和那條路上,都曾經滿載著一樣即

將遠離人世的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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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結構： 

嘆息橋在畫面的上方,橋跨兩邊建築物,體積龐大,畫面主題顯得醒目。兩

邊建築物向遠方明亮的河道延展的透視線 ,造成了畫面中心深邃的感覺。河上

的木舟將視點往下遷移,並在單調的河面上,有畫龍點睛的作用。 

描繪技法： 

    兩邊建築物的描繪先以松節油稀釋顏料 ,大筆塗刷為底色 ,並使產生不規

則的紋理與變化,再逐次堆疊層次形成肌理變化。橋的壁面以顏料厚塗的方法

表現 ,能產生突出的效果。遠方澄紅的建築物 ,以厚薄變化更為強烈的表現法 ,

增加肌理的變化。 

藝術形象： 

我畫嘆息橋,在於提述我對它的感傷,以及紀錄這個時期我的心情。 

   「嘆息橋」一作 ,是為個人情意轉注的紀錄。我想這份情意,會經由不斷的

歷練成長而逐漸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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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10）蕭瑟土地   a Barren land  20×29cm（3P）   2001   傅彥熹作 

構思： 

2001年冬天,到彰化寫生畫下了這幅畫。那是一處找尋多時,河床旁的一

塊土地。猶記當時刺骨的冷風從背後不斷襲來,當時身體並不覺得寒冷,只覺

得後腦門有點刺痛,當晚就因為傷風得了急性感冒,此後對寫生的安全有了更

多的經驗。 

畫面結構： 

這個景點十分特殊,遼闊而荒蕪,土地上除了有些稀稀落落單薄的小樹枝

之外,就是一片荒蕪。在土地充分利用的台灣來說,的確難得一見,顯得異常蕭

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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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11）淡水暮色   Sunset Over Dan-Shui  72.5×91cm（50F）   2003   傅彥熹作 

 

構思： 

雖然偶而去淡水,但卻常常看人畫淡水。畫面裡總有水邊的船塢與搭架水

岸的人家,或有一長列藍色的漁船,並排面向對岸的觀音山……反復再三的總

有人不斷的以這樣的形象來表現著淡水。寫生十分重要,但是以如此千篇一律

而未經提煉的通俗形象來表現,不再能引起我的興趣。於是我以構思一幅特別

的淡水風景畫,作為對自己風景畫創作的鍛鍊。 

畫面結構： 

我構思創作淡水風景畫的基礎點是掌握藝術在審美的「獨特性」上。絕

大多數描繪淡水的作品,在時間的選擇上,以黃昏夕陽居多,或是日光充足的午

間時分,免不了有三五艘藍紅相襯的漁船,以說明畫面中所描繪的地點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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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選擇入夜時分的淡水暮色來表現,畫面中沒有平日熟悉的漁船,也不見任何

岸邊的小屋,這個場景似乎是淡水海邊人煙罕到的一隅。這樣的安排,除了是

實踐我要求的「獨創性」以外,我想表現的是「原始」的淡水,也就是沒有人

工的自然風景,表現出不同以往的淡水之美。 

描繪技法： 

此畫的焦點或許多在遠方的海面,與暮靄中的餘暉,但是水與岸交接的淺

灘,更是畫面中吸引人的部份,它具有的層次以及顏料的厚薄肌理變化,使觀賞

者的目光不由自主的,來回於這兩者之間。水與岸相互交撘描繪、乾溼並用,

表現水在灘上、灘在水下的透明感。 

藝術形象： 

自 1996年起,我畫了許多以水為題材的作品 ,但是這是我初次嘗試表現淺

灘之作。水具有多樣的面貌與各種不同的型態 ,對風景畫創作來說 ,實在具有

相當的美感,與意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