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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個人繪畫創作形式運用

當「虛與實」為個人繪畫創作中心思想底定，在有、無意之間總是會
參考、引用甚至轉化西方比較近代美術各派，如抽象、絕對、抽象表現、
極限等主義不同理念、風格，但絕不是一味的摹仿，畢竟每個人的生活環
境不同，創作思想、心情當然也相異，同時也援引了中國書法、水墨畫裡
抽象本質、形色技法以為創作基礎，因此作品自會有中西藝術融合的形式
特徵和現代精神內涵。

一、 抽象藝術（Abstract Art）

抽象藝術在東方是有相當悠久的歷史，特別是中國，由於書法形式的
原因，使抽象藝術得到充分的發展，進而影響到繪畫創作，比如八大山人、
石濤等「四僧」的作品中就具有很強烈的抽象表現成分。在園林設計中，
中國人對太湖石的使用更是抽象雕塑的基礎。因此抽象藝術不能說是在廿
世紀，才真正在西方國家出現的藝術形式。只是在東方，特別是中國和日
本，已經發展得很成熟的抽象藝術，卻因地域分隔與文化敵意下，無法與
西方相互借鑑而顯得可惜。（註一）

若對西方的抽象繪畫溯源，可以是開始於十九世紀。因繼承浪漫主義
對古典藝術、學院派藝術的否定，因此在現代藝術中顯得很突出。抽象繪
畫將藝術基本要素，比如形式、線條、色彩、色調、肌理做為具有本身獨
立意義的元素，把這些元素進行抽象的組合，創造出抽象的形式，完全打
破了藝術原來強調主題寫實再現的局限，因而突破了藝術必須具有可以辨
認形象的藩籬，開創了藝術新的發展天地。

抽象繪畫是由傳統繪畫觀念及技巧連續逐漸演變的結果，不是一時一
刻，突然產生的繪畫。它的前身是“印象派”所強調的忽略主題，只專心
去描寫光和色。接著“野獸派”將色彩做更主觀的發揮，同時梵谷也發現
色彩的純粹性。而有「現代繪畫之父」之稱的塞尚，更將傳統繪畫結構改

（註一）參見王受之著《世界現代美術發展》，藝術家出版社 2001 年初版，
第 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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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影響了“立體派”將物象形態解體，再以平面手法組織構成的風格。
而源起義大利的“未來派”，將畫面具象破壞，以富節奏、律動手法表現
主題的運動感，對現代抽象繪畫也有相當大影響。以上是比較廣義的推論，
若採取比較狹義的解釋，則純粹主義（Purism）、青騎士團體（Der Blaue 
Reiter）、絕對主義（Suprematism）、結構主義（Constructivism）、新造形主義
（Neo-plasticisme）⋯等有更直接影響。（註一）
（一）純粹主義（Purisme） 發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 1918 年，承繼立

體派美學，純粹主義想徹底追求它，並且拒絕一切多餘的裝飾性，
尊重簡潔明確的造形表現。企圖把零碎的形與色重新組合，而且在
操作中要把不純的、曖昧的，和感情以及裝飾的要素，從畫面上排
除。「純粹主義」絕不建立在感傷趣味、優雅趣味、技巧趣味，以及
官能性、放縱性、變態性感覺等種種人類弱點基礎之上，也和流行
相反，完全不受時間影響，是以追求產生如此恒常的表現為目標的
藝術活動。（註二）如此，純粹主義最終欲求取的是——色與形的單
純化。

（二）青騎士團體（Der Blaue Reiter） 以康丁斯基為中心，1911 年成立。
他們曾經大膽宣言過：要自任何自然摹寫解放，僅依色與形的言語，
來開拓人類新的表現世界。（註三）所以他們的特徵是賦予色彩象徵
的意義，想把德國古來的浪漫氣氛，在畫布上形象化。因此尊重製
作者的內在表現，結果必然地走上抽象道路。

（三）絕對主義（Suprematism） 1915 年末由俄羅斯的馬勒維奇（Casimir 
Severinovitch Malewvich）提出，他認為絕對主義即「創造藝術中感覺
的極致」，並相信只有透過最簡單和原始的視覺形式（例如四方型），
才能傳達心中超越事物、自然渾純的至高無上。（註四）因此畫面常

（註一）參見李長俊著《西洋美術史綱要》，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98 年三版一刷，第 150 頁。

（註二）參見劉振源著《抽象派繪畫》，藝術圖書公司 1998 年初版，
第 60 頁。

（註三）參見劉振源著《抽象派繪畫》，藝術圖書公司 1998 年初版，
第 62 頁。

（註四）參見修 ‧歐納／約翰 ‧符萊明合著《世界藝術史 A World History 
of Art》，木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1 年第五版，第 7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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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圓形、長方形、三角形或正方形構成，認為幾何形體是最單純，
也最純粹的，是絕對的造形，足以表現任何事物了。

（四）結構主義（Constructivism） 延續絕對主義，俄國塔特林（Vladimiv E. 
Tatlin）以建築的意識形態，強調體積構成的簡潔與宏大，（註一）並
且用色彩和線條表現審美理想，以追求單純的形式美和空間性為主
要目標。

（五）新造形主義（Neo-plasticisme）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1914-18），在
荷蘭，以畫家蒙德里安（Mondrian）為中心所創立。在 1949 年「今
日的藝術」12 月號曾刊載過他的手稿。這篇手稿簡潔的說明「新造
形主義法則」內容如下：
１、造形手段必須以三原色（紅、藍、黃）及無彩色（白、黑、灰）

的平面或是長方體來達成畫面的構成。如果是在建築物，空虛
部分便要用無彩色，材質才用有彩色。

２、造形手段的等價性，經常必要。色彩的大塊、小塊雖然相異，
然而必須是具有同等價值。均衡是在大塊無彩色的平面，和有
彩色或材質的細小平面之間求得。

３、持續的均衡，是依賴於其基本對立時所佔位置的關係來達成。
而以直線（造形手段的極限）表現。

４、如欲使造形手段無力化或抹殺均衡。那麼應依其配置而產生律
動的比例的手段來達成。（註二）

淺顯的說，即他主張把構成繪畫的造形要素，還原到最基本的形態，
然後依其基本要素的性質來創造畫面。在構圖上迴避曲線、斜線，完全限
於垂直線和水平線來組成。色彩又限於紅、藍、黃三原色，和黑、灰、白
等無彩色。並且採用嚴格比例以構成畫面。其基本觀念是以純粹色與線的
純粹關係，來實現純粹的美。

以上各畫派都屬於抽象繪畫的第一世代。其後在兩次大戰間以及二次
大戰後，屬於第二世代的畫家們，也都緊接著登場，因受到當代「色面繪

（註一）參見劉振源著《抽象派繪畫》，藝術圖書公司 1998 年初版，
第 239 頁。

（註二）參見劉振源著《抽象派繪畫》，藝術圖書公司 1998 年初版，
第 6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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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Color-Field Painting）、「硬邊派藝術」（Hard Edge）、「歐普藝術」（Op Art
或稱為光效益藝術）、「抽象表現主義」（Abstract Expressionism）、「極限主義」
（Minimalism）等影響，藝術形式變得愈來愈複雜和多樣性。

二、 抽象表現主義（Abstract Expressionism）

以美國畫家為主，受到歐洲繪畫的影響甚鉅，代表性人物有帕洛克
（Pollock,1912∼56）、德庫寧（De kooning,1904∼）、克萊因（Kline,1910∼62）
等人。利用立體派的結構觀念和超現實主義的自動性技巧的結合，創造出
完全自由而抽象的繪畫。他們常使用滴彩法的技巧，把畫布攤放在地上，
人在畫布四週將顏料滴下或倒下，製造油滴踫撞畫面產生的偶然效果和表
現動力能量顯現的軌跡，有時也在顏料中混入沙子或玻璃屑以做出比較特
殊質感。他們甚至將自動性技巧的觀念推展到極端，視繪畫的行動本身比
完成的作品更重要。代表畫家帕洛克 1947 年所寫的一段話，（註一）最能
說明創作心情：

「我幾乎不曾在作畫之前將畫布攤開。我較喜歡將未展開的
畫布舖在牆面或地板。我需要堅硬表面的抗性。在地板我比較輕
鬆自在。我感覺比較接近我的畫，因為這樣我可以繞著它走動，
從四面作畫，實際上也可以說就在畫中作畫。這類似西部印地安
沙畫藝術家的方法⋯，當我在畫中之時，我並不知道我在作什麼。
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熟識後我才會看我所做的。我不怕做任何的
改變或摧毀意象等事，因為繪畫有它自己的生命。我只試著讓它
出來而已。」

（《我的畫》，刊登在《可能性Ｉ》，1947-8 年。）

因此“不確定性”與“無限感”是帕洛克作品中最突出的特色。

（註一）參見修 ‧歐納／約翰 ‧符萊明合著《世界藝術史 A World History 
of Art》，木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1 年第五版，第 8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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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畫家紐曼（Barnett Newman）則以色彩和空間的安排，以表達人
類普同意義的新表現形式，並利用“聲明”賦予其作品主題的重要性，對
他而言，藝術在探尋“未知性”與“崇高性”。他寫到：（註一）

「我相信這裡——美國，⋯我們之中有些人，掙脫歐洲文化
的負荷，企圖找出答案，藉由完全地拒絕相信藝術與美麗有任何
關係，也不在乎美麗從何來⋯⋯，我們再次肯定人類對於崇高事
物的自然想望，和我們與絕對感情之關係的關懷⋯⋯，我們從記
憶、關連、鄉愁、傳說、神話或從西方歐洲繪畫的技法等阻礙中
釋放自己。我們不是靠著基督、人類、或生命建造出大教堂，我
們仰賴自己和自己的感覺而建造出來。」

（《莊嚴即當下》，收錄於《老虎的眼睛》，1948 年。）

三、 極限主義（Minimalism）

極限主義，又稱為「減少主義」，英語原字是「Minimalart」，其中「Minimal」
是「極少」的意思。是一九六Ｏ年代在美國興起的重要新潮藝術之一，重
要藝術家有丹‧佛拉文（Dan Flavin）、卡爾‧安德勒（Carl Andre）、特魯伊
特（Anne Truitt）、盧西奧‧封塔那（Lucio Fontana）⋯等。

此 派 反 對 當時 美 國 最 流 行 的 藝 術潮 流 ： 抽 象 表 現 主 義（Abstract 
Expressionism）和普普藝術（Pop Art）。認為前者藝術家瞬間感覺作畫不夠
嚴肅，後者則太不夠專業，不利藝術的發展。（註二）

極限主義主張非常少的形式主題，強調藝術創作必須通過精心的設
計、周密的計劃，相信藝術是要通過高度的專業訓練的結果。

早在一九一三年，俄國畫家卡西米爾‧馬勒維奇（Kasimir Malevich）
創作了一張新油畫，畫面是白色的底色，上面畫了一個規整的黑色正方形，

（註一）參見修 ‧歐納／約翰 ‧符萊明合著《世界藝術史 A World History 
of Art》，木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1 年第五版，第 840 頁。

（註二）參見王受之著《世界現代美術發展》，藝術家出版社 2001 年初版，
第 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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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預告了極限主義的肇始，他說：

「藝術再不為政府或者宗教服務了，藝術也再不用來描述行為
歷史了，它將僅僅用來表達客觀對象，表明簡單的客觀對象（指簡
單的幾何形態）可以存在，並且能單獨存在，不依賴於其他的任何
東西。」（註一）

這段話基本尊定了極限主義的理論基礎。加上另一位俄國構成主義藝
術家塔特林（Tatlin）提倡「真實的空間、真實的材料」這個觀念，更將創
作對象的色彩準確性、空間尺度準確性、材料使用的準確性發展到極端的
水準。

因為“理性”為極限主義的思維中心，因此“設計”在創作中有至高
無上的作用，其絕對中性立場很顯著，是完全取消人情化的創作趨向。極
限主義具有反主觀性、物質主義性、絕對主義性和反生活性的特點。

表現在實際作品上是盡量不留下藝術家個人化的製作痕跡，與傳統繪
畫、雕塑講究藝術家的個人筆觸、製作特徵正好相反。雖然審美立場與傳
統相同，表現的具體方法卻有極大差異。在極限主義藝術中，所有的“內
容對”是最重要的內容，沒有主次區別，沒有重點和非重點之分，這個特
點特別突出。

極限主義是具一些本身的困難或者局限性，最大的困難是“形式語
言”很少，使藝術家能夠運用的空間和形式也非常少，所以藝術家必須非
常經濟、精準地使用有限的形式和色彩，創作難度比較高。（註二）因此善
用布局編排（多塊畫面並置或同色相不同明度色塊的對比⋯等）方法，以
增加形式的內涵顯得很重要，甚至更多後繼畫家都尋求完全與文脈（context）
（註三）沒有關係的單純內容和單純形式來表現作品。

（註一）參見王受之著《世界現代美術發展》，藝術家出版社 2001 年初版，
第 54 頁。

（註二）參見王受之著《世界現代美術發展》，藝術家出版社 2001 年初版，
第 66 頁。

（註三）文脈：觀念藝術的特徵之一，是藝術觀念表現的承上啟下的聯繫
關係，是創作的核心，比會因人而異的內容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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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有關幾個近代非具象主義繪畫的整體約略描述，至於「色彩」
部分，因為以上近代各畫派都有特別依賴色彩表現力之處，以期彌補它們
先天造形上似乎大都呈現出比較單調（單純）、簡陋（純粹）的畫面形式，
因此有必要另行探討之。當然亦可視作色彩本身的自主性提高，不再臣服
於傳統具象繪畫觀念中，那種似乎只是附屬於描繪事物外形輪廓的地位而
已。事實上，經過牛頓在 1666 年，將白光透過三稜鏡，分解成紅、橙、黃、
綠、青、紫彩光後，（註一）就已經引起當時代各生活層面上，對色彩運用
的熱烈討論；接著在十九世紀的印象派，經由馬奈、莫內、雷諾瓦、秀拉⋯
等畫家的運用，色彩便開始發展出屬於自我表達的意涵，且歷經野獸派、
表現派、立體派⋯等的發揮多時，最後在眾多抽象畫家，如康丁斯基、克
利，理論家如德國伊天（Pr Johanes Itten）教授、美國色彩學家貝練（Faber 
Birren）（註二）之手，始能建立起比較有組織的色彩理論系統。
    繼者，在西方科學觀以追求標準化、尖銳化底思維下，對色彩的表現
力有著極度高標的要求，因此對色彩的探索運用，一直是近代畫家（尤其
是抽象畫家）最關心的課題之一，因而不可避免的，本人繪畫作品亦會援
引以上各家的色彩理論，做綜合性的運用。茲略述如下：

影響繪畫的色彩，有「色相」、「明度」、「彩度」三要素。「色相」是指
紅、橙、藍、黃⋯等相異色彩面貌而言；「明度」則指色調由最亮至最暗的
階層分佈屬性；「彩度」則意指色彩的鮮艷程度。所有的彩色照理論言，都
可以由色彩三要素混合形成，但實際上，囿限於色光、色料取材的無法完
全純化，和襯托背景（如銀幕、畫紙、畫布等）無法絕對完美的配合，因
此想表現心中絕對完美的某一色彩，終究只會是畫家遙遠的理想罷了。所
幸，善用色彩三要素的千變萬化組合，亦足以讓凡人我們的肉眼，達到目
為之眩與神為之迷的效果了。

（註一）參見林書堯著《色彩學概論》，個人 1980 年增訂八版，第 39 頁。
（註二）參見林書堯著《色彩學概論》，個人 1980 年增訂八版，第 83、84

頁。德國色彩學權威伊天（Pr Johanes Itten）教授著有「色彩
藝術論」，書中有特別談到色彩與形態的關係，對康丁斯基影響很
大。美國色彩學家貝練（Faber Birren）著有「色彩的形態與空
間」，對色彩與空間的關係，如圖與地、色面積比例⋯等效果，做
深入分析，部分色彩形態論點與前者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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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來話「黑」色：在物理學上它並不能算是色彩，但人們對它仍然
會有強烈的感覺，因為它大量的存在我們周遭環境中，處處影響著人的視
覺、思想和生活行為。事實上自然界並沒有所謂純粹的黑色，只能算是近
似純黑而已，像木炭、油煙墨，因構成物本身的物理性質使然，幾乎把全
部的光線吸收了，因此表面就顯得特別的黑了。黑色常使我們連想到“黑
夜”，因每個人成長的不同生活經驗，部分人可能會無可救藥的愛上它的
神秘、浪漫情調，但是更多的人，卻只會被那種不自覺，自內心底深處滲
出的死亡恐怖情緒所折磨，不得不歇斯底理去排拒它。黑色一方面表現著
黑暗、寂寞、悲哀、沈默、恐怖、罪惡、消滅⋯等負面消極象徵，另一方
面卻也有著嚴肅、含蓄、莊重、解脫⋯等的正面象徵意涵。「黑色」的使用，
很早就在遠古人類的洞窟畫中，被找到運用的證據，接著東、西方更將黑
色使用在陶器上，前者有中國夏代的黑陶文化，後者有克里特島、希臘時
期的黑陶器。中國秦朝甚至把黑色當作軍人服裝顏色，到漢朝仍有部分襲
用，做為官服的色彩。

再來敘說「白」色：與黑色相反，將所有的光線反射就成了白色，但
是在物理學上也不稱其為色彩。也因生活經驗的不同，每個人會有相異的
聯想。白色可以象徵潔白、希望、光明、神聖、純真、輕快、樸素、恬澹⋯
等意思；也會讓人有空洞、虛偽、軟弱⋯等感覺。日本人特別喜愛白色，
因為他們很愛乾凈。另外白色也常用在西式婚禮中新娘穿的禮服上，以顯
示新娘的純潔。有趣的是在中國國劇臉譜上，全面積的「白色」反而成了
大奸大惡的負面象徵意義了。

接著畫個「紅」色：紅色是三原色之一，色彩給人很有活力、熱情、
強壯、溫暖、活潑、衝動、奮鬥、決心和尖銳的感覺，可以帶給人們喜事
和幸福。但也同時具有暴力、衝動、魯莽、血腥、破壞、恐懼、殺戮、失
控⋯等的反面象徵，帶來人類的浩劫和苦難。若純以色彩理論言，明度較
高的紅色，是比較有明朗、健康、親合、快樂的感覺趨向，相反明度較低
的紅，則有溫雅、深沉、沉著、可靠⋯等的特性。當然顏色本身的鮮艷度
亦有巨大的影響，尤其加上黑色，有可能變成近乎呆滯、僵硬的棕色，因
此使用上要特別小心。通常，中國人對紅色都特別情有獨鍾，在嫁娶、壽
誕宴席中，自然少不了紅色當道；過年、度節聚會裏，也充滿著紅得化不
開的人情味、以至國祚家慶全民歡騰的場合，更是赤海飛揚得讓人美不勝
收，甚至駭（high）到受不了。此時的紅色，應該代表著中國人的「熱血」
和「希望」。

隨之提出「青」色：亦是色彩三原色之一，是自然界中面積佔得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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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色彩。它給人沉靜、理性、穩定、神聖、清高、幽深、深度⋯等感受，
反面有未熟、憂鬱、感傷、冷淡⋯等的特質。在中國，青色用在平民的衣
服上，是表示地位的卑賤，用在文人服飾卻代表清高。康丁斯基在《藝術
的精神性》著作中提到：

「青色是有深度感的色彩。我們可以同樣先看它理論上物理的運
動；1、遠離人們，2、走向自我的中心。⋯⋯青色的深度感傾向
很大，所以調子愈深就顯得愈密，內在的作用更顯著。青色愈深，
愈易喚起人們一種遙遠的意象，並且渴望單純和形上。」（註一）

青色可以說是很和善與耐看的色彩，與黃、橙、黑可以配出非常濃厚
幽深的效果。

更要道述「黃」色：黃色是三原色之一，是最耀眼的色彩，因為明度
很高，所以不容易使用。它具有希望、明朗、功名、和平、溫柔、高貴、
聰明、尊嚴⋯等的含意。相反也象徵著下流、輕浮、野心和猜忌。黃色是
中國佛教、皇室重要的色彩，是廟宇、宮殿建造時不可或缺的色彩，歷代
皇帝時有禁止百姓使用，可說是很中央的色彩。但黃色不適宜單獨使用，
與明度低的色彩，可以配出很好的彩色效果。

最後結論「紫」色：紫色是所有色相中明度最低，感覺最安靜的色彩，
也是最難調配的色彩之一。它有神秘、高貴、優美、妍婉、虔誠、嬌媚⋯
等效果，也可能帶有孤獨、迷信、高傲、不幸、威脅⋯等特性，端看紫色
本身明度、彩度變化，和鄰近何種色相而定。我喜愛紫色，尤其它配青色
時，青色好似代表著沙漠上，那一望無際的湛藍天空，紫色也彷彿成了在
深夜裏綻放著耀眼光彩的寶石，使人內心不自覺充滿著異國浪漫情調與神
秘的遐思，有若進入天方夜譚的夢境般，尋得些許的耽溺和溫柔。

以上是由「色相」的差異角度來論述色彩意義的不同，應該具有某部
分的客觀性，但是「明度」、「彩度」也必須一併列入思考，才能更周延的
把握住色彩情感。

我們都了解，每個人因個性、生活經驗而對色彩的喜好總有些差別，
譬如性別、年齡、職業、教育、民族、宗教、時代、傳統、流行⋯等因素

（註一）參見康丁斯基著／吳瑪娳譯《藝術的精神性》，藝術家出版社
1998 年再版，第 65 頁。



45

會深度影響著我們對色彩的嗜好。通常男人比較喜愛青藍色的沈靜理性，
女人卻偏偏愛著浪漫的粉紅色系。在既有的印象中，中華民族的「傳統」
色彩是紅、黃、青、白為主。印度民族是以紅、黑、黃、金色為重。斯拉
夫民族則以紅、褐為代表。拉丁民族則尚橙、黃、紅、黑、灰色。日耳曼
民族偏向青、綠、紅、白色系。至於非洲民族是最愛紅、黃、青等鮮艷的
原色了。（註一）

說到「流行」色，當屬西方商業市場機能的影響最巨大，從每一季流
行的服裝色彩，到成為風尚的化粧品色系⋯等，就可以看出當時社會上色
彩流行的趨向。

「年齡」的影響，則可以舉大畫家畢卡索為例，他也在不同的年齡時，
以不同色彩來表現他的心境，如「青色時期」代表“貧困”，「桃紅色時期」
象徵稍稍“富裕”，「抽象、原始性時期」則帶有色彩豐富的“天趣”。

因此，色彩的感覺是可以培養的。首先每個人都要提高對色彩的興趣
和關心；再來，隨時隨地的多觀察環境色彩變化，並且勤於吸收色彩運用
知識；而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多練習混色、配色，以磨練出優異調色技巧，
和激發出色彩美感潛能，如此就不難創造出非常優美，而且很富有變化的
理想色彩。（註二）

由以上幾個近代繪畫主義的思想理論演進、造形手法的變化，和色彩
知覺激發中，可以深刻感受繪畫藝術的發展，是有時空的延續性與人智的
傳承性的。既然因為生活和文化背景因素，使我自然而然的選擇以非具象
繪畫形式手法來表現內心之所見、所感和所悟，因此將可以輕易在我此次
提出的論文作品中，尋得各派形式混合運用的蛛絲馬跡。

（註一）參見林書堯著《色彩學概論》，個人 1980 年增訂八版，第 103 頁。
（註二）本章有關色彩理論受惠於林書堯著《色彩學概論》的〈第四章 視

覺機能與色彩心理〉，個人 1980 年增訂八版，第 66∼102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