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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創作研究主要以女性的角度出發，探索生命階段中內心世界的複雜變

化，藉由畫中舞者細膩的肢體動作來投射出隱藏內心的情感世界，生命的經驗

與生活的感動。作品呈現舞蹈元素—動與靜、快與慢、時間與空間、虛與實等

對比與交疊的關係，舞蹈的韻律與女性剛柔並蓄之美。 

本研究共分五章，各章析論重點如下：第一章「緒論」，就研究與創作的關

係作一概括性說明，包含創作動機、目的與範圍。第二章「舞蹈之探討」，闡述

舞蹈的定義與特質，中西方舞蹈的演變過程，舞蹈動作的研究與探討，以及舞

蹈主題畫作的舉例分析。第三章「創作理念與表現形式」，則闡述個人的創作理

念，就作品上中呈現的元素、畫面的構成、表現的手法等方面的研究與分析。

第四章「作品實踐」，除了闡述每件作品的創作技法及形式的分析，也說明創作

的歷程與心境的轉變。第五章「結論」即對此次研究創作之檢視及對個人未來

創作之期許。 

 

 

關鍵字：舞蹈、韻律、女人、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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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changing and complicated heart, reflexes the hidden 

thoughts, the experience and sensation from life in the perspective of woman by the 

dancing person’s exquisite body movement from the painting. The work presents the 

comparison and overlapping of the elements of dancing: move and quiet, fast and 

slow, time and space, fictitious and real, which connect with the rhythm of dancing, 

the rigid and soft beauty of woman. 

This paper totally has five chapters. In Chapter 1, Introduction, I will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earches and art making, including the motivation, 

purpose and scope of art making. In Chapter 2, the Discussion of Dance, I will 

explain the definition and specific characters of dance,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dance i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the analyses by examples of paintings in the 

topic of dance. In Chapter 3, the Ideas and Form of Expression, I will expound my 

personal creative ideas in art work, including the study and analysis of art work’s 

elements, the composition of frames, and the means of artistic expression. In 

Chapter 4, the Practice of Art Works, I will not only illustrate artistic technique and 

creation form of every art work mentioned in the paper, but also tell the creating 

cours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heart of artist when I was working. In chapter 5, 

Conclusion, I will view this research again and give expectation on my personal art 

working in future. 

Keyword：dance, rhythm, woman, pa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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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創作動機  

過去的日子，經過結婚育子的階段，放下許多自己的想要，改以另一半或

孩子的需要為生活的重點。從少女到為人妻、為人母的過程，心理的轉變是複

雜而難以言說的。和周遭女性朋友談到此過程，在心理層面上，都有許多相似

之處，有喜、有憂，盡全力地付出愛，也渴望被愛。對筆者而言，女人，是家

庭的照顧者，是幫助者，是愛與美的化身。她的多種樣貌，隨著歲月而轉換的

心境，可以透過甚麼方式傳達出來呢？藉由創作來對自身內心做進一步的探

索，以及檢視從過去到如今的心境轉變，成為本次創作的起始動機。 

要如何將自身內心的想法與情緒表現出來？透過臉部表情、身體動作應該

是最直接的。身體的表情動作是人類的溝通符號，是人與人接觸時，可以用以

相對話的，比語言的傳遞來得直接。複雜矛盾的情緒可能同時存在，愛與恨、

悲哀與歡樂，透過人的表情與肢體動作，可以使觀者接觸到人們內心的狀態，

進而感受到生命的存在。而舞蹈動作是經過設計美化的身體動作，是一種身體

語言，一種情感的符號，猶如三度空間的書法線條，優美且帶有力量，許多藝

術家會藉由描繪舞蹈姿態來表現人物的美。 

筆者任教的竹北高中，在創校之初就設立舞蹈班，且成立了溪畔舞團1，每

年定期舉辦創作展演，在學生習舞、排練與正式展演時，都有許多機會可以近

距離地觀察記錄與描繪。加上筆者於小學時期曾經加入學校的民族舞蹈團，有

                                                
1
 「溪畔舞團」是由國立竹北高中舞蹈班培訓之專業舞者所組成，成立於民國 83 年，近年來皆

邀請國內外知名編舞家客座指導與編創。此次創作內容參考取材於溪畔舞團的舞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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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訓練與表演的經驗，而這個美好的經驗至今仍記憶猶新。就如俄國小說家

托爾斯泰（Leo Nikolayevich Tolstoy,1828~1910）所說：「藝術真正的起源於，

當一個人為了將自己經歷過的情感和別人進行交流，而重新引出那情感經驗，

並藉助一些外在符號表現出來的過程2。」在這次創作的過程中，視覺經驗與生

活經驗相互碰撞，產生了情感經驗，要如何將它呈現至平面繪畫中，便成為一

個研究的課題。嘗試將自身經驗與生活感動投射於所描繪的舞者表情與姿態

中，與觀者分享生命過程中的心境轉變，為本次創作的主要動機。 

第二節   創作目的  

舞蹈，不管是中國身韻、芭蕾或是現代舞，雖各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不同

的韻味，但同樣都是藉由身體語言傳達心中的情感。然而，如何用畫筆表現出

舞蹈的韻味，且能表達自己的情感？這段時間不僅從繪畫材料、美術史、繪畫

技法與舞蹈美學等各方面廣泛地獲取新知，同時也思考了許多的問題，嘗試與

探索了更多的可能性。盼望藉此創作研究的機會，能對舞蹈與繪畫領域有更進

一步的認識，並且能融合應用得宜。 

在這次的創作研究中，以女性的角度出發，探索生命階段中內心世界的複

雜變化，以畫中舞者細膩的肢體動作投射出隱藏內心的情感世界，生命經驗與

生活的感動，或喜樂，或雀躍，或悲傷，或孤獨，或在逆境中仍有希望。藉由

描繪舞蹈元素—動與靜、快與慢、時間與空間、虛與實等對比與交疊的關係，

                                                
2
 湯瑪斯･華騰伯格著，劉藍玉、張淑君譯，《論藝術本質―名家精選輯 9》，(台北市：五觀藝術

出版，2001)，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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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美且帶有力量的動作姿態，來呈現舞蹈的韻律與女性剛柔並蓄之美。意圖使

觀者能欣賞到畫面結構中舞蹈與繪畫兩種語言交織的韻律和力量之外，還能看

見一個女性的心境轉變，感受當中所傳達的情緒與心情，甚至與自身經驗連結，

產生新的感動，這是筆者在本次創作上主要的目的。也期許自己藉由這次創作

研究，對創作技巧與理念內涵方面的探究更加成熟，未來能在繪畫的領域走出

一條自己的路來。 

第三節   研究範圍  

康丁斯基 (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 在《論藝術裏的精神》之中提

到：一門藝術向另一門藝術的方法上的借用，只有在所借用的方法不是膚淺地

而是本質地被運用時才能獲得真正的成功。各種藝術就是這樣在相互滲透，這

種滲透只要利用恰當，就可以產生真正不朽的藝術3。若是要將舞蹈融入繪畫之

中，不得不對舞蹈美學有所瞭解，否則很難理解箇中精髓，也才能如康丁斯基

所說不是膚淺地而是本質地運用，互相滲透且利用恰當。因此在創作之初與過

程中，對於舞蹈動作的認識與研究，成為描繪舞者的姿態時重要的依據。 

本次創作取材的範圍以溪畔舞團的展演與訓練過程的紀錄為主，並藉由認

識舞蹈美學的基本內涵，對芭蕾、現代舞、身韻的動作發展與分析認識，了解

舞蹈的姿勢、線條、韻味與精神，以作為繪畫創作的參考。此外也參考其他畫

家以舞蹈為題材的作品，瞭解其創作手法、表現風格，以及畫家傳達的想法概

念，以做為本次創作研究的良好基礎。 

                                                
3
 康丁斯基著，呂澎譯，《論藝術裡的精神》，(丹青圖書出版，1987)，頁 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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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舞者練習與正式展演時，近距離地從旁觀察與記錄，觀察舞蹈老師的教

學過程與直接訪談，瞭解舞者的肢體動作、著力位置與身體線條，以做為創作

時畫面安排與描繪的參考依據。在創作內容、形式、技法與媒材上努力探索許

多可能性，並加入自身的想像，營造出似真似幻、給予觀者想像空間的視覺印

象，此為本次創作研究的主要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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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舞蹈之探討  

本次創作是藉由女性舞者的優美舞姿傳達女性特質與自身情感，而舞蹈是

一種動態的形象，是以身體為載體，與平面繪畫的表現方式不同。欲將舞蹈與

繪畫兩個藝術領域做出較佳的結合，勢必對舞蹈領域有更多的認識。因此以下

將對舞蹈的定義與特質、舞蹈動作的發展與分析、舞蹈主題的畫作分析等方面

做一番探討與研究。 

第一節   舞蹈的定義與特質  

英文「舞蹈」(Dance)的原意是「延伸」和「張力」，《大英百科全書》解釋

為：「舞蹈是身體有節奏的動作，通常會出現在一個特殊的空間並伴隨著音樂；

這些動作的目的是為了表達一種想法、情緒、釋放能量，或者就只是從動作獲

得樂趣4。」古希臘人視舞蹈為諸神的恩賜，希臘字 chora，意思是「喜悅的來

源」，和希臘文的 choros（舞蹈）相似，規律與節奏為舞蹈的主要特質。然而從

甲骨文學的報告來看，中文的「巫」字其實是從「舞」字演變而來的，古代的

巫人或巫師必須手舞足蹈來通神和娛神，可以說是中國文化中最早的舞蹈家5。

我們看到人類社會少不了舞蹈，用舞蹈來表達自我、傳承歷史，歌頌人類的身

體、心靈與情感。舞蹈從最早為了特定儀式，而後有了邀舞同樂的入世性格，

到為專業劇場演出的要求而發展出特定的舞蹈形式來，具有教化和娛樂的雙重

特質，不同民族、不同時代各有其創造力。 

                                                
4
  李立亨著，《我的看舞隨身書》，(台北市：天下遠見出版，2004)，導讀 1。 

5  葛皓（Aadree Grau）著，謝儀霏譯《舞蹈》，(台北市：貓頭鷹出版，2006)，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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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著名符號論美學家蘇珊．朗格 (Susann K. Langer,1895~1982)認為舞蹈

是「一個虛幻的力的王國」，是力的展現。舞蹈家利用物質材料（表演者的身體、

服裝、燈光、道具、舞台等），創造出足以表達情感的客觀可見但卻又是虛幻的

藝術形象。換句話說，舞蹈是一種「虛的實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物質的、

客觀的存在，用人體等物質材料作為其基礎，另一方面則又是虛幻的，是在這

個物質基礎上人工地創造出來的虛幻形象6。舞蹈類型不同也有解說觀點的差

異：在抽象主義舞蹈中，動作純粹地表現自身，傳遞純粹的動力美感經驗，觀

者的想像是開闊自由的。表現主義的舞蹈動作，架構在故事情節中而負有詮釋

角色的功能，動作傳達對人性的體認，肢體語言的符號比較固定7。舞蹈中的身

體動作可以延展出不同的排列組合，或圓或方，或曲或直，交疊重組，變化出

豐富多樣的形象，可以講述一段故事，抒發一種情緒，或者僅僅提供一個氛圍、

一種力與美的單純感動。而在舞蹈上的節奏是最能感受到這些元素的。台灣原

住民舞蹈合歌而舞的特性，展現深層的文化意涵與多年的歷史沉澱，所堆砌而

成的意義與形式體系，質樸卻深沉的美感；弗朗明哥舞蹈中靈巧的舞步及多變

俐落的手勢，傳達一個民族對生命滄桑的詠嘆；愛爾蘭踢踏舞在趾尖與腳跟的

打擊節奏與優美舞姿所形成的特有幽默、詼諧和表現力；時下流行的街舞，展

現音樂或語言節奏和身體律動精巧的結合，不論何種舞蹈，最吸引人之處就是

其中的節奏性。 

舞蹈的載體是人的身體，比起詩歌，給人的感受更直接、更強烈。觸動人

心的舞蹈，乃是情感的流露，在人與人之間產生了連結。彈性的肌肉和運動時

的呼吸與節奏，這都是生命力的象徵。編舞家最感興趣的，就是思考如何在舞

蹈的瞬間，在有限的舞台空間上，營造出生命和力的象徵。德國現代舞之父拉

                                                
6
 伍蠡甫總編，朱立人主編，《舞蹈美學》，(台北市：洪葉文化出版，1994)，頁 245~246。 

7
 陶馥蘭著，《舞書—陶馥蘭話舞》，(台北市：萬象圖書出版，1994 年)，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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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 (Rudolf Laban ,1879-1958)記錄了人類自然生活的動作，在 1948 年發展出「勁 

(Effort)理論」。「勁」指的是身體的質感，包括身體與空間、力量、時間、流動

等互動的關係，可以用來分析動作者出力時的內在態度。「力量」有強弱、輕重，

力量，顯示的態度是一種動機或意圖;「時間」包含快、慢，延續性或突然，顯

示的是何時發生的；「空間」包含了直接與間接，指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何處，是

凝焦或失焦；「流動」則包含自由與束縛，指動作者如何行進。人的身體動作就

在這個四元素的兩極之間流動，這些元素的不同組合，也展現出身體相異的質

感，呈現人們的內在心理意義。身體動作因不同的移動與變化，而形成質感的

改變8。「力量」、「時間」、「空間」、「流動」等這些元素，在筆者看來，不僅是

舞蹈動作的元素，在繪畫創作上也是相通的，許多藝術作品探討的都是與此相

關的問題。因此，在這次創作中，畫面的呈現上也同樣探討這些元素。 

第二節   西方舞蹈的演變  

西方舞蹈從過去的宮廷芭蕾 (Ballet de cour)、歌劇芭蕾 (Opera Ballet)、動

作化芭蕾 (Ballet daction)、浪漫芭蕾 (Romantic Ballet)、古典芭蕾、到之後的現

代舞以及後現代舞蹈等等，從其演變的過程可以看到形式上的變化與肢體動作

運用的不同。隨著時間的推進，編舞者融合過去並結合當代，創作新的表演語

彙，注入新的元素，帶給觀者不同的視覺感受。筆者本次創作中描繪的形象有

古典芭蕾舞者與現代舞者的舞蹈姿態，不論是芭蕾舞或現代舞都屬西方舞蹈範

疇。以下分別從西方舞蹈歷史來看舞蹈動作的演變過程，以及對於古典芭蕾與

                                                
8
 李宗芹，《傾聽身體之歌—舞蹈治療的發展與內涵》，(台北市：心靈工坊出版，2009)，頁

21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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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舞的動作形式上做進一步的研究探討與分析，以作為創作時的參考依據。 

西方世界最早開始講究規矩的舞蹈形式是「芭蕾」(Ballet)，原本是西元十

五、十六世紀歐洲文藝復興 (Renaissance)時期，流行於義大利，表演者戴著面

具在音樂伴奏下演出故事情節的民間舞蹈。 西元 1547 年，法國宮廷開始出現

「宮廷芭蕾」，由國王與貴族們戴著精緻的假面具、著華麗的服裝，在宮廷的大

廳或花園裡演出希臘或羅馬的神話故事，舞蹈的進行注重隊形的變化及幾何圖

形的路徑。在十六世紀「歌劇芭蕾」的時代，舞者與教師全為男性，戴假面具

與假髮演出。1681 年第一次有女性舞者上台演出，但穿著厚重之長裙而無法做

出高難度的動作，十七世紀過後，舞者腳步和跳躍動作日趨複雜，而改為平底

軟鞋。直到十八世紀中期，法國芭蕾大師尚．喬治．諾維爾 (Jean George 

Noverre ,1727~1810)提倡的「動作化舞劇」，廢除舞者戴假面具演出的傳統，強

調舞蹈動作本質，舞者直接運用肢體與臉部表情來表現內心情感。十八世紀末

到十九世紀初發展出「浪漫芭蕾」，著重詩意和戲劇性的民間故事或傳說，現實

世界與幻想世界交互出現，音樂主題清楚。最經典的就是〈仙女〉和〈吉賽兒〉，

舞者開始使用足尖踮立的動作，動作較多往上躍，呈現輕忽飄渺與夢幻的感覺，

此舉大大改變了芭蕾舞蹈動作的發展。此時，男舞者大多只做配角，協助扶持

女舞者做全踮的動作或高舉的動作 9。 

由於歷任俄國沙皇支持芭蕾藝術，延聘許多歐洲各國優秀的舞蹈家，將芭

蕾的作品及舞蹈技巧介紹到俄國，十九世紀時的舞劇發展中心就從巴黎逐漸轉

移到俄國，發展出「古典芭蕾」的表演形式，展現理性、規則、明晰度高的特

色，女舞者穿著短紗裙，用默劇手勢來傳達劇情。編舞手法對稱性強、規格化，

舞劇大約四到六幕，配合旋律優美氣勢磅礡的交響樂演出。其中最有名的便是：

                                                
9
 李立亨著，《我的看舞隨身書》，(台北市：天下遠見出版，2004)，頁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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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鵝湖〉、〈睡美人〉和〈胡桃鉗〉。「俄羅斯芭蕾舞團」的編舞家福金 (Michel 

Fokine,1880~1942)在作品裡注入了凸顯整體氛圍與主題的精神。1909 年所編的

〈 垂 死 的 天 鵝 〉 (Dying Swan) 是 改 編 自 聖 桑 (Charles Camille 

Saint-Saëns,1835~1921)的〈動物狂歡節〉(Le carnaval des animaux)中的〈天鵝〉

(Swan)，用舞來表現音樂的「氣氛」。他允許舞者跳舞時放鬆臂部和彎曲腰背，

將膝蓋放鬆，又參照許多西班牙的土風舞形式，提出舞蹈和手勢必須為表現整

體戲劇行動來服務10。 

許多具有才能的編舞家在二十世紀後半葉從其他種類舞蹈如爵士、現代

舞、社交舞中獲的靈感，融入於自己的作品中，而形成了另一種不同風格的芭

蕾舞。另一方面，藉由作曲家的創作意念，增廣了編舞者的領域、技巧及運用

音樂的觀念。「現代芭蕾」(modern ballet)結合了芭蕾和現代舞兩者的特色，有

古典芭蕾的動作，但是大膽使用了現代的元素，服裝簡單，無華麗的場景，肢

體動作增加勾腳、平行腳、推骨盤等動作，動作技巧增加，速度分明，擴大了

表演的領域11。到了 1920、1930 年代，舞蹈動作發展出一種「玩耍」的感覺，

同時追求「自然動作」(natural movement)—從自然的觀點出發來發展舞蹈動作。

其中以伊莎多拉．鄧肯(Isadora Duncan,1877~1927)為代表人物，她強調回歸古

希臘時期自然的舞蹈方式，如赤腳、散髮、身穿白紗、動作飄逸的希臘女神造

型來盡情舞蹈。在她看來，人體只是一種媒介，其目的是要表現人類靈魂中最

崇高也是最內在的各種情感12。一些舞者受到她的影響開始向內檢視自己，並

注重肢體表達與情緒的連接，開始尋找新的表達與溝通方式。 

現代舞逐漸發展，一些舞者從創造性、自然即興的動作中，發展新的動作

                                                
10
 李立亨著，《我的看舞隨身書》，(台北市：天下遠見出版，2004)，頁 28~32，64。 

11
 同註 10，頁 45、48。 

12
 伍蠡甫總編，朱立人主編，《舞蹈美學》，(台北市：洪葉文化出版，1994)，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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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同時，東方的舞蹈動作與精神，也深深地影響一些現代舞者在藝術上的

創造，例如瑪莎．葛蘭姆(Martha Graham,1894~1991)從東方尋找淵源，強調舞

者們必須經常鍛鍊自己從脊椎和呼吸出發，去運用肢體來詮釋舞作裡的豐富感

情，建立以「縮腹」與「伸展」為基礎的「葛蘭姆技巧」：緊縮←→放鬆、扭曲

←→延展，在釋放身體能量的同時，也呈現畫面上的對比與戲劇張力13。從舞

蹈的發展史來看，會發現舞蹈形式不斷的改變，就像舞評家所說的：「舞蹈是一

門經常在反叛過去的表演藝術」。「形式」與「內容」的更迭，正是舞蹈發展的

基礎，而不同舞蹈類型各有各的思考邏輯和表現手法14。不同表演形式和媒體

的加入舞蹈演出，正在豐富今天舞蹈世界裡所要凸顯的「內在力量」。每一個階

段發展的舞蹈都是為了創新，表現與前一階段不同的形式與概念。現代舞蹈從

反對古典芭蕾、傳統觀念、舞蹈原則開始，甚或使舞蹈變成一種非舞蹈。過去

芭蕾著重在空中的表現，現代的舞蹈重視與地面的接觸，為了充分而自由地感

覺地面，體驗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的哲理和境界，也象徵著更重視舞者尋找自我

的歷程。現今舞蹈透過身體的接觸、重心與空間的轉換，隨興創造出動作的方

式，不論在表現形式、多媒體運用、肢體書寫和觀念上一直不斷的更新變化，

越來越多元，甚至跨領域合作，激發出更多的可能，呈現許多令人驚豔的效果。

                                                
13 葛皓（Aadree Grau）著，謝儀霏譯《舞蹈》，(台北市：貓頭鷹出版，2006)，頁 8。 
14
 李立亨著，《我的看舞隨身書》，(台北市：天下遠見出版，2004)，導讀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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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芭蕾舞與現代舞的基本動作    

芭蕾舞的動作因著時代、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有些變化，但基本上都是表

現輕盈、向上的精神。美國《紐約時報》首席舞評安娜．吉辛珂芙(Anna 

Kisselgoff,1938~)認為芭蕾並沒有國界或現代古代之分，只有風格的異同：「風

格基本上就是加諸在技巧上面的態度……，英國對於舞蹈的態度是保守的，俄

國是戲劇化的，法國人不那麼注重形式時是敏銳的，美國的芭蕾則是融合了運

動和活潑的質地15。」由於本次創作中有多幅作品是採用芭蕾舞者的姿態動作，

與古典芭蕾舞姿中的阿拉伯姿為創作內容，為要求畫面結構與身體線條的準

確，因此特別對古典芭蕾基本動作的特徵、阿拉伯姿的舞蹈動作做了一番認識。

以下就芭蕾與現代舞的基本動作的特徵做簡單介紹。 

古典芭蕾非常強調穩定性，身體姿態不論處於任何舞姿，都必須自信而穩

定，體重必須平均分佈腳掌上。平衡的基礎在於保持中軸線垂直，這根線貫穿

頭部和軀幹的中心，直達主力腿以半踮站立的前腳掌上；如果以全腳站立，中

軸線最終是落在腳跟的略前處。腳在變換動作之中或是站定在位置上，身體的

各部分都必須保持正確的位置和姿勢。穿硬鞋全踮著腳尖跳舞，為女性獨舞及

雙人舞時的一項主要表演元素，其動作必須兼具輕盈、柔美、力度和表現力。 

古典芭蕾的舞姿基礎是「圓」，圓線使舞蹈看來更和諧更優雅大方，使動作

和動作之間的連接更為自然。旋轉動作即是圓的體現，它使舞者看起來更輕盈、

                                                
15
 李立亨著，《我的看舞隨身書》，(台北市：天下遠見出版，2004)，頁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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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靈巧。而在做所有旋轉動作時，軀幹必須擺放端正，固定腰部俾使後背強而

有力，此為旋轉時嚴守垂直體態之要領。雙臂要能收放自如：先帶動旋轉，再

鎖住旋轉中的舞姿。主力腿必須收緊、伸直、向外轉開成半踮（或全踮），它與

軀幹、後背結合為一個整體。旋轉之初，明確的將頭轉成側面，不可傾斜；旋

轉結束，快速回到面向觀眾的位置。芭蕾的跳躍動作的種類頻繁而且節奏變化

多端，雙腿跳起的瞬間，兩膝、腳背和腳尖必須繃緊和伸直至極限。若為單腳

的跳躍，處於指定舞姿的另一條腿，其大腿必須向外轉開。跳躍後返回地面的

動作必須輕盈，如同跳耀中一般，讓軀幹、雙腿、頭和雙臂保持向上提起，展

示出指定舞姿應有的造型與表現力。腳尖先接觸地面，再經由腳掌落下全腳，

進入一個穩定、具彈性的「一半彎曲」(Demi-plié)，然後將腿伸直。古典芭蕾

舞者千方百計的要克服地心引力的困擾，就是為要做到身體輕盈地躍昇，似在

空中飛翔。 

手臂是芭蕾舞者最重要的表演媒介之一，它們使舞姿造型得以完整呈現，

為舞蹈動作提供助力，尤其當地面和空中的旋轉及困難的跳躍時，身體和雙腿

更受到手臂積極的支援。當舞姿定型的瞬間，無論是靜止或跳躍時，手臂都必

須保持明確的線條。無論動作是單手或雙手，必須隨時留意保持在軀幹或頭部

之前，不讓它們擺到身體中軸線的後面。此外，手臂無論在預備姿勢和其他任

何位置，兩邊肩膀都應向下放平，絕對不能向前、向後或往上聳起16。如果說

雙臂是賦予舞者表現其藝術性的美和和諧，那麼頭的姿勢和臉部表情在舞蹈中

即扮演了畫龍點睛的角色。義大利芭蕾名師卡爾洛．布拉西斯 (Carlo Blasis, 

1797-1878)曾經說過：「頭絕不能與肩呈垂直，無論視線朝上、朝下或正面任何

方向，頭都應該略予偏左或偏右，才令人悅目，並且也才能夠保持其自然性運

                                                
16
 薇拉．科斯特羅維茨卡婭、阿列克謝．比薩列夫(Vera S.Kostrovitskaya、Alexei A. Pisarev)著，

李巧譯，《俄羅斯學派之古典芭蕾教學法典》，(台北市：幼獅文化出版，2009)，，頁 50~55，

140、151、249。 

 



 13 

動的活潑感，以免流於沉重而呆板17」。總而言之，手是舞者傳遞情感的重要工

具，而指間流露的柔美，使舞姿更具表現力。頭的傾斜和轉動、視線的方向，

左右了舞蹈姿態的美否。 

阿拉伯姿 (Arabesque)是從翔姿蛻化而成的舞姿，為古典芭蕾中最為優美，

也最基本的舞姿，布拉西斯稱阿拉伯姿是最魅人的舞姿。Arabesque 一字原為

摩爾人 (Mouresque)所發明的葉片狀連續花紋圖案18。雖然字源是曲線圖案，但

用圖形來表分析其動作，會發現它的動作其實是水平線與垂直線相交的組合。

阿拉伯姿是一個舞姿，一個靜止狀態下的凝定姿態，是一個展現體態美的機會，

應力求靜與持久的原則，通常用在每段舞步的結尾，或是慢板中的緩慢動作和

快板中的輕快動作。最基本的阿拉伯姿是女舞者以單腳半蹲或直立，身體向前

俯傾，另一腳足底朝上、往後伸直，至少需與支撐腿成直角，雙臂呈與此相應、

和諧一致的姿勢，從而構成從指尖到趾尖伸展至極限的直線。它可以立腳尖做，

也可以在跳耀或轉身中保持不變。阿拉伯姿變化很多，按其傾斜度不同而有分

別。竇加 (Edgar Degas,1834~1917)有一系列的雕塑作品(圖 2-1)是表現女舞者的

阿拉伯姿，許多不同的傾斜姿勢，可見竇加當時對舞者的動作姿態做了一番研

究分析。筆者的〈疊影〉系列作品乃將阿拉伯姿的各個不同的傾斜姿態重疊組

合而創作的。 

現代舞將舞蹈動作自芭蕾語彙中釋放出來，以一種較為自然、厚實的動作

技巧，甚至更引入日常生活動作和姿勢。舞蹈理論家也先後發展出關於動作本

質的理論，以研究的態度分析人體、動作與時間的關係。現代舞蹈家以自己獨

特、更自由、更具有表達力的方式，去開發肢體動作的可能性，著重呼吸、韻

                                                
17
 籚原英了著，李哲洋譯，《舞劇與古典舞蹈》，(台北市：大陸書局，1991)，頁 89。 

18
 籚原英了著，李哲洋譯，《舞劇與古典舞蹈》，(台北市：大陸書局，1991)，頁 10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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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延展等，清楚的表現身體的線條。本次創作中以現代舞的舞姿表現自由與

力量，以堅毅的眼神與有力的手臂線條，將內在的渴望釋放、延伸出來。以芭

蕾舞姿，傳達一種內斂卻豐沛的情感，在臉部表情與指尖上透露內心的哀傷與

一絲絲的希望。每件作品都是藉由舞蹈動作中，身體的線條、臉部的表情，傳

達一種內心的情緒與感受，盼望觀者能透過畫面，感受到創作的情感層面。 

 

圖 2-1 竇加，阿拉伯姿系列，青銅雕塑，1890 年以前建模，1920 年鑄造 
尺寸依序為：57.1 x 35.2 x 32.4 cm / 43.8 x 54.6 x 24.4 cm / 28.9 x 38.7 x 15.9 cm 

40.6 x 26.7 x 24.8 cm / 28.9 x 43.5 x 9.8 cm / 43.8 x 60.3 x 29.5 cm 
圖片來源：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15/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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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中國舞蹈的演變  

中國舞蹈的歷史是一部燦爛的動作語言史，表現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追求與

審美趣味。起源久遠，且流派繁衍，綿綿不絕，從山崖壁畫、舞蹈陶俑、詩詞

歌賦中的描寫、史書典籍中的樂舞志錄等，為漫漫舞史提供的形象的佐證。中

國舞動作講究線條靈動之美，姿態造型曼妙，很適合入畫。為在繪畫創作中表

現出中國舞的獨特氣質與柔美姿態，特別針對中國舞蹈的動作特色與演變過程

作研究認識，以了解其深層的意涵與精隨。 

《詩經》裡記載了二千多年前民間舞蹈和宮廷舞蹈的內容和表演方式，據

說周公制禮作樂，對上古氏族祭祀樂舞進行了一次大規模整理，建立宮廷的雅

樂舞體系，其中「文以昭德」、「武以象功」的文舞、武舞兩大樂舞分類便是在

周代完成。從春秋戰國到秦代樂舞，在祭祀性舞蹈方面主要繼承了周代樂舞。

春秋時期諸子百家思想的活躍爭鳴，使得樂舞理論生發並走向完備，以至於中

國古代樂舞思想在這一時期獲得精深研討19。至漢代以後，匯集了戰國七雄各

地、各族的民間樂舞雜技和御外傳入的多種表演技藝，舞蹈技巧更加提升，在

抒發內心情感、表現詩的意境等方面也有長足的進步20。魏晉時期，舞蹈的技

術發展與審美情感有了進展，在舞蹈技巧方面，多繼承漢代舞容，如舞袖、折

腰、雜技與舞蹈相融合的特點，但舞蹈本身卻沒有漢代那種豪放粗獷的氣質21。

到唐朝時，舞蹈被視為抒情和展示才華、表示禮節的手段，大量吸收各民族的

民間舞蹈及外國傳入的舞蹈，大膽創新，分為「健舞」和「軟舞」兩大類，軟

                                                
19
 馮雙白、王寧寧、劉曉真著，《圖說中國舞蹈史》，(台北市：揚智文化出版，2003)，頁 1、2、

6、25、31。 
20
 王克芬，《中國舞蹈圖史》，(北京市：中華書局，2012)，頁 92。 

21
 王克芬，《中國舞蹈發展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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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動作偏柔，健舞則剛健有力，常會以刀劍等兵器作為道具。多采多姿的唐代

舞俑和墓室壁畫的舞者，大多是身穿各式掩手長袖舞衣，各種舞袖的姿態與技

法，是在繼承前代傳統的基礎上發展變化的22，有高度繁雜的肢體動作技巧，

色彩鮮明的服裝與道具，還加進了詩歌、劇情與音樂的配合，成為一項形式完

整、內容豐富的表演藝術。 

到了宋代，舞蹈被分為宮廷隊舞、民間隊舞和百戲中的舞蹈。元朝將蒙古

樂舞帶進中原，而呈現雄偉宏大的特色。在宋元之後蓬勃興起的戲曲藝術，是

在繼承與融合前代多種藝術形式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到了明清時代，戲曲藝

術高度發展和成熟，京劇也推向了一個程式化的階段，形成了「唱、念、做、

打」一整套表演體系23。戲曲舞蹈是根據劇情和人物的需要發展而形成的，如

豐富多變的舞袖動作，姿態優美且傳達出豐富的情感，是相當有表現力的戲劇

動作。戲曲表演中的動作是具象徵意涵的，但在現今的中國舞創作中，常將這

些戲曲動作視為單純的組合元素，這之間的演變可看出時代的改變與文化的內

化。 

中國舞蹈發展史中經歷了各朝代的改革創造，積累了優秀的舞蹈文化傳

統，在台灣近代舞蹈發展至今有 80 多年的歷史，受到了日本新舞蹈、西方流派

舞蹈形式的影響，傳承了固有文化底藴的民族舞蹈、傳統戲劇表演及台灣原住

民歌舞，交融成一爐，在多元化的社會及不同的時空背景下，發展出獨具特色、

充滿張力與故事性的舞蹈形式。許多早期舞蹈家不僅熱衷於創作，也積極獻身

於教學工作，對於台灣舞團的人才培育及蓬勃發展奠立良好基礎。從 1970 年代

林懷民 (1947～)創立第一個職業舞團「雲門舞集」後，現代舞的風潮方興未艾，

                                                
22
 伍曼麗主編，《舞蹈欣賞》，(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2001)，頁 140、171。 

23
 馮雙白、王寧寧、劉曉真著，《圖說中國舞蹈史》，(台北市：揚智文化出版，2003)，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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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則是台灣多元化發展另一個轉捩點，此時學成歸國的舞者引入更多不

同的舞蹈流派，也促成了許多各具特色的舞團紛紛成立，創作出許多貼近社會

議題及反映台灣舞蹈特色的精彩舞碼與舞劇24。台灣舞團在國際舞台上亮眼的

表現，讓人注意到不同於西方的文化藝術表現。 

第五節   中國舞蹈身韻動作  

中國舞蹈藝術源遠流長、支派眾多，表現形式與舞姿形態也是百花齊放。

中國舞動作講究線條靈動之美、姿態造型之美，和西方舞蹈的內涵特質與所呈

現的樣貌都非常的不同。為了對中國舞蹈的動作有更多的認識，特別請教竹北

高中舞蹈班的楊琳琳(1969~)老師。她指出，在台灣的舞蹈教學課程中，大致將

中國舞蹈在表演形式上分為：古典舞、民俗舞(又稱民間舞蹈)、少數民族舞。

而古典舞又分「文舞」、「武舞」，「武舞」在台灣又稱「武功」，動作強健有勁，

像蘭陵王入陣曲的舞蹈就屬「武舞」，「身段」則屬於「文舞」，其動作源自戲曲

中的動作。戲曲中的身段多為唱、唸服務，屬裝飾性動作，而當今的身段動作

則在戲曲動作原有的基礎上將它提煉加工並轉化為舞蹈，不按戲曲的規範，而

是根據舞蹈的特性，按照舞蹈的要求，將它們昇華為舞蹈，把技術性的內容，

轉化為藝術性的內容。因此，「身段」從新的意義上來講，就是舞蹈的姿態，也

就是更美化、更精細的舞蹈技巧。 

中國大陸通常將「身段」稱為「身韻」。二十世紀 50 年代起，凡是從戲曲

舞蹈中吸收整理，以進行訓練為目的的舞蹈課程都稱為「身段」。北京舞蹈學院

                                                
24
 葛皓（Aadree Grau）著，謝儀霏譯《舞蹈》，(台北市：貓頭鷹出版，2006)，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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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創立身韻課時也將其稱為「身段課」，但自 1984 年起，將身段課重新定名

為「身韻課」，其意義欲將戲曲與舞蹈分家。身段融合戲曲與武術，而身韻則將

這兩部分去除，側重於表演者的體態與神韻為其訓練精髓。就筆者所蒐集的文

獻資料皆以「身韻」稱，故本文研究內容便採「身韻」此名稱。 

「身韻」是中國古典舞的藝術規範和審美規則，是中國古典舞的旨歸，從

外形的雕琢到神態的磨練，從氣息勁力的掌握到情感的準確表達25。「身韻」是

中國古典舞「身法」與「韻律」的總稱。「身法」屬於外部的技法範疇 ,「韻律」

則屬於藝術的內涵神采，表裡合一構成「身韻」。其技術運用的特點以腰為軸，

力發於腰並和呼吸緊密結合的動作26。「提、沉、沖、靠、含、腆、移、旁提」

等動作，「欲左先右、欲上先下、欲開先合」等「從反面做起」的運動規則，與

「平圓、立圓、八字圓」的路線規則，這些方面構成了身韻語言的內部結構，

加上身韻「形、神、勁、律」的表現方式，使中國舞具有了中國文化特色的舞

蹈美學。 

形，是一切外在的、直觀的體態和動作、動作與動作之間的連接、姿態與

姿態之間的過渡與路線。中國舞蹈之形體以「圓」為主要形象特徵，主要是受

到中國哲學思想所影響，發展出「擰、傾、圓、曲」的曲線美和「剛健挺拔、

含蓄柔韌」的氣質美。從出土的墓俑和敦煌壁畫中不難看出這一點是由古至今

一脈相承而不斷發展演變的。如秦漢舞俑的「塌腰蹶臀」、「翹袖折腰」、唐代的

「三道彎」、戲曲舞蹈中的「子午相」、「陰陽面」、「擰麻花」，中國民間舞的「輾、

                                                
25 胡昭昉，《身韻．意境．生命—中國古典舞藝術審美特性分析》，(汕頭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04)，頁 12。 
26 孫光言、徐大之編著，《中國舞基訓常用動作選》，（北京市：人民音樂出版社，2008），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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擰、轉、韌」等無一不貫穿著人體的「擰、傾、圓、曲」之美27。 

神，即內涵、神韻，把握住了「神」，「形」才有生命力。「心、意、氣」是

「神韻」的具體化，強調內涵的氣韻、呼吸和意念。身韻的動作上吸收了很多

戲曲的東西，手、眼、身、法、步是戲曲舞蹈裡的五法，眼神是傳神的工具28。

眼神的「聚、放、凝、收、合」乃是受內涵的支配和心理的節奏所表達的結果。

「形未動，神先領，形已止，神不止。」這一口訣準確的解釋了形和神的關係

與聯繫29。「形神兼備，身心互融，內外統一」，「以神領形，以形傳神」的意念

情感造化了身韻的真正內涵。 

勁，就是力，包含輕重、緩急、強弱、長短、剛柔等關係的處理。「勁」即

賦予外部動作的內在節奏和層次、對比的力度處理。中國古典舞的運行節奏往

往是在舒而不緩、緊而不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的自由而又有規律的「彈性」

節奏中進行的。舞者會按情緒需要，使某舞蹈段落最後一個動作成為加強節奏

感的一個舞姿造型，這個舞姿要通過頭、眼、身、手、腿剎那的動作頓挫、甩

頭、凝視等使表達神情更加突出、明朗，這也就是所謂的「亮相」30。由動到

靜的亮相，是由眼神、表情和靜止的身體所構成的行動，來傳達意涵。由靜到

動則須具備某種「預動」，如欲左先右等，這種「預動」彰顯出「行動」的意圖，

意指內在情感的釋放31。 

律，包含動作中自身的律動性和運動中依循的規律這兩層含義。一切從反

                                                
27 于平選編，唐滿城著，《中國古典舞身韻的形神勁律—中國舞蹈教學》（北京：北京舞蹈學院，

1998），頁 105~110。 
28 蕭君玲，《中國舞蹈審美》，（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08），頁 49。 
29 于平選編，唐滿城著，《中國古典舞身韻的形神勁律—中國舞蹈教學》（北京：北京舞蹈學院，

1998），頁 105~110。  
30 孫光言、徐大之編著，《中國舞基訓常用動作選》，（北京市：人民音樂出版社，2008），頁 161。 
31 同註 28，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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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做起之說，即「逢沖必靠、欲左先後、逢開必合、欲前先後」的運動規律，

正是這些特殊的規律產生了古典舞的特殊美感。無論是一氣呵成、順水推舟的

順勢，還是相反相成的逆向運勢，都是體現了中國古典舞的圓、游、變、幻之

美，這正是中國「舞律」的精奧之處32。而「形、神、勁、律」這四大動作要

素的關係，是經過勁與律達到形神兼備，內外統一和協調。其規律是「心與意

合、意與氣合、氣與力合、力與形合」。 

「圓」是中國古典舞的特點之一，以「平圓、立圓、八字圓」為其動態路

線。從動作分析面來觀察，可以明顯看出運動過程都圍繞在一個「圓」字。「轉」

這個動作亦是「圓」的體現，如輾轉、行進轉、旋轉、空中轉及跳轉。「轉」不

僅可作為獨立表現的技巧，也可以在表演中起到巧妙的銜接作用。而翻身是在

上體成傾斜狀態下，以腰為軸做「翻轉」的動作，或者可以說是帶彎腰的「轉」，

具有很強的表現力，可以採用徐緩和急促的不同速度和節奏，表現出抒情和激

情等不同情感33。 

除此之外，中國舞蹈動作與動作之間的流暢與韻味非常講究，例如女性要

表現「輕移蓮步」，恰似水面浮出的蓮花，隨著水面漣漪緩緩移動，自然唯美。

而手勢是傳達情感很重要的一環，在中國身韻的動作中，常可以見到的女性掌

式為「蘭花手」，即五指挺直翹起，虎口收緊，拇指與中指靠攏但不貼上，五指

伸展與手背同寬，形似一朵蘭花34。在創作中，描繪中國古典舞姿時，特別強

調流暢婉轉的動作，柔中帶剛的雙手線條，和充滿靈氣的眼神，以表現其內斂

豐富的韻味。 

                                                
32 孫光言、徐大之編著，《中國舞基訓常用動作選》，（北京市：人民音樂出版社，2008），頁

105~110。 
33 同註 32，頁 23、45。 
34 同註 32，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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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舞蹈主題之畫作  

藝術的歷史是一個層層累積的動態過程，一切有價值的創造都是傳統的延

承，都是傳統的再創造35。因此，在本次創作研究過程中，想藉由美術史上畫

家們所創作的舞蹈主題的畫作，來了解他們觀察與紀錄的角度、表現的手法與

呈現的感覺，以作為創作的參考。 

孟克(Edvard Munch,1863~1944)在作品〈生命之舞〉（圖 2-2）中表現出舞

蹈的節奏感，以個人的經驗描寫，象徵一個人生情愛變化的過程，隱喻人的生

命週期，展現了情慾、嫉妒、悲傷，甚至是絕望。三位女性形象分別象徵著女

性一生的三個不同階段， 白色象徵年輕女子的純潔，黑色象徵其內心的黯淡與

哀傷、老化與逝去。筆者在本次創作中也採用象徵隱喻的手法，藉舞者的動作

與姿態表現自身的情感，以飄落的羽毛象徵淚光、玫瑰象徵愛情等。馬諦斯

(Henri Matisse,1869~1954)從古典雕塑中尋得靈感，與地中海給他的喜悅情緒緊

密相連，創作了作品〈舞蹈〉（圖 2-3），藍色背景寓意著蔚藍的天空，綠色使

人想起青翠的松柏，而人物的朱砂色則象徵地中海人健康的棕色身軀36。馬諦

斯以單純的色彩與線條表現無窮的趣味，給予筆者一些靈感，嘗試以單純的色

彩—紅、黃、藍為主色調，結合半抽象的造形，創作了一系列作品。秀拉(Georges 

Seurat,1859~1891)研究色彩在光線中的變化，在作品〈騷動舞〉（圖 2-4）中表

現巴黎夜生活騷動喧囂的氣氛，展現強烈的戲劇張力。在輕盈有致的節奏中，

加入幾何圖形、斜線和曲線37。點線面交織的畫面結構所呈現的韻律與趣味，

提供了筆者在創作時一些想法。 

                                                
35
 余秋雨，《藝術創造工程》，(台北市：允晨文化出版，1990)，頁 307。 

36
 許麗雯總編，《巨匠美術周刊：馬諦斯》，(台北市：錦繡出版，1989)，頁 8。 

37
 劉綺文主編，《你不可不知的 300 幅名畫及其畫家與畫派》，(台北市：高談文化出版，2004)，

頁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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竇加(Edgar Degas,1834~1917) 對於舞者的動作姿態，做了許多研究與紀

錄，為其創作的依據，其研究精神是值得學習的榜樣。作品〈在舞台上〉（圖

2-5）表現舞者的千姿百態、細膩的情緒，利用縮短線條的透視比例來勾勒全畫，

畫面中的人物被裁切、不完整的形象，像是要出畫面之外似的。出生於智利，

現居住在西班牙的年輕畫家馬丁內斯(Sergio Martinez Cifuentes,1966~)，創作了

一系列芭蕾女孩的作品（圖 2-6）很吸引筆者的注意，他在作品中展現了深厚

的基本功，對美感的敏銳觀察力和細膩表現力，內斂的繪畫技巧及優雅的用色，

充分傳達出女性柔美的特質。柳毅(1958~)的作品（圖 2-7）呈現抒情風格，其

詩意氛圍是筆者創作時參考的對象，用色淡雅，半透明的銀灰色調，細膩刻畫

芭蕾少女的形象，充滿詩意的文人氣息。參考了眾多畫家的作品，將所喜愛的

部分化為創作時的養分，例如喜愛竇加的薄塗明亮的色彩，因此在創作時，也

採用薄塗的技巧與明亮的色彩。在畫面上的色調與整體表現上，亦想呈現馬丁

內斯作品中的優雅、內斂與細膩，如同柳毅在畫面中所營造的的詩意氣息。 

 

圖 2-2 孟克，生命之舞，油彩、畫布，125.7 x 190.5 cm，1899~1900 年，奧斯陸國家畫廊 
圖片來源：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painter-wt/munch/munch-1899.htm   2015/05/07 

圖 2-3 馬諦斯，舞蹈，油彩、畫布，260 x 391cm，1909~1910 年，俄米塔希博物館 
圖片來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Matissedance.jpg  2015/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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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秀拉，騷動舞，油彩、畫布，169.1 x 141 cm，1889~1890 年，庫勒穆勒美術館 
圖片來源：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Georges_Seurat,_1889-90_Chahut,_Kr%C3%B6ller-M%C3%BClle
r_Museum,_Otterlo,_Netherlands.jpg 2015/05/01 

圖 2-5 竇加，在舞台上，粉彩、畫紙，57 x 43 cm，1880 年，芝加哥藝術學院 
圖片來源：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painter-wt/degas/degas-1880.htm  2015/05/07 
 
圖 2-6 塞爾吉奧．馬丁內斯，芭蕾舞者，油彩、畫布，100 x 100 cm，2013 年 
圖片來源： 
Sergio Martinez Cifuentes FB 網站 2015/04/07 
 
圖 2-7 柳毅，芭蕾系列，水彩 
圖片來源：http://liuyi.boyie.com/html/zuopin/baleirenwuxilie/20090420/229.html  2015/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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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結   

肢體動作是人類心靈的語言，舞蹈是設計過的動作姿態，同時結合了力量、

時間、空間、流動等元素，是一種力與美的表現，是生命力的象徵。舞蹈的發

展史上可以看到舞蹈形式不斷的改變與創新，芭蕾舞著重在空中的表現，現代

舞重視與地面的接觸，中國舞強調傳承文化底蘊。現今舞者越來越重視尋找自

我的歷程，不論在表現形式、多媒體的應用、肢體書寫和觀念上不斷的更新變

化，甚至跨界合作，產生更多的形式，激發出更多的可能。舞者的曼妙舞姿從

古自今都是畫家喜歡描繪的主題。筆者藉由對舞蹈領域的探究，對舞蹈美學、

舞者的姿態動作、畫家的表現方式有更多的認識，成為創作的先備基礎。 

 



 25 

第三章   創作理念與表現形式  

從藝術史來看，藝術家從事創作的目的各有不同，呈現的內容與給人的感

動亦不盡相同，有的是為宣揚宗教，有的是受貴族委託，或為社會發聲，或為

表現對生活的感動，也有的是為了更認識自己。對筆者來說，創作乃是一種生

命的創造、個人情感的表現。這次的創作主要是以女性的角度出發，探索生命

階段中內心世界的複雜變化，以畫中舞者細膩的肢體動作投射出隱藏內心的情

感世界，生命的經驗與生活的感動。藉由描繪舞蹈元素—動與靜、快與慢、時

間與空間、虛與實等對比與交疊的關係，優美且帶有力量的動作姿態，來呈現

舞蹈的韻律與女性剛柔並蓄之美。 

第一節   創作理念  

十九世紀末西方藝術家為要傳達對於藝術或生命的看法，開始在視覺思考

與形式表現上出現實驗的精神，探索真實的本質，而有不同的詮釋方式與結果。

我們可以看到同樣以女人為創作主題的畫作，傳達的想法卻是不同。在孟克的

作品裡，女人成為一個象徵，呈現她們與性慾的交織連結，然而對死亡的恐懼、

對孤寂的無奈、衝突與矛盾的心境才是孟克作品中所要傳達的主要訊息。克林

姆(Gustav Klimt,1862~1918)比孟克更強調愛與死的衝突，以戲謔、玩世不恭的

態度，在變態與原罪中加入神經質的美感、神祕象徵與灼熱情慾。孟克作品中

的女人形象是罪惡、矛盾與痛苦，克林姆筆下的女人為裝飾性與華麗感的形象。

當我們在觀看他們的作品時，無法單單將它視為表現女人形象的作品，而是透

過這些形象來感受到藝術家創作時的心境，看到他們面對生命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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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創作中，同樣以女人為描述對象，以舞者的姿態呈現，表現的形象

與背後的想法亦是不同。乃是從身為女人的角度來描繪女性，來呈現自身內心

的投射。女人的一生，與各種角色共舞，不同的角色，對女人就有不同的期待

和要求；不同的角色，負有不同的責任和義務。對筆者而言，女人，在家庭中

常是幫助者與照顧者的角色，是充滿愛、希望，與美的化身。一個女人，為了

家庭、為了孩子，奉獻青春、付出體力，許多時候是將自己隱藏起來的，偶爾

會暫時脫離現實空間，遨遊在過去的美好時光，或是在未來的想像世界裡。一

個渴望自由、蛻變、想要更好的心，要怎麼表現在女人的形象裡？或許在她的

表情裡，在她的肢體動作中，可以傳達出那樣的心情。  

人的肢體動作、表情線條都在悄悄地透露出他的內心狀態。翠迪．蘇(Trudi 

Schoop,1904~1999)這位被譽為帶來「人性訊息」的舞蹈家就曾提到：不論思想

或情緒是理性或非理性、正面或負面、分裂或統一、知覺或抑制的，都將影響

到身體的表徵，這些表徵如節奏、速度、聲音、緊張、精力的使用、空間的關

係，都是透過身體的姿勢中展示出來38。簡言之，不須言語說明，身體動作本

身便可以傳達個人的思想或情緒。而舞蹈的動作又是經過設計，甚至還能賦予

象徵意涵，因此選擇藉由描繪舞蹈，傳達內心情感與想法，成為筆者本次創作

的表現方式。 

隨著時間的過去，年歲的增長，生命的體驗與生活的感動愈加的豐富。因

此，在創作中，以舞蹈中的元素—「動」與「靜」、「快」與「慢」、「時間」與

「空間」、「 虛」與「實」等對比與交疊的關係，象徵內心世界複雜的變化，藉

由畫中舞者細膩的肢體動作，來投射隱藏內心的情感世界，嘗試不同的創作手

                                                
38
 李宗芹，《傾聽身體之歌—舞蹈治療的發展與內涵》，(台北市：心靈工坊文出版，2009)，頁

100。 

 



 27 

法，營造變換多端的想像空間，盼能引領觀者至心靈深邃之處，產生靈魂的深

度共鳴。 

( 一 ) 時間‧流動 

「舞蹈的媒介，是稍縱即逝的流動人體，舞者與觀眾之間的相遇常常是一

種轉瞬之間的印象39。」此次創作的課題便是將這轉瞬之間的印象轉化為靜態

的平面繪畫，將現實對象和心理活動的運動狀態凝固為瞬間的靜止形象。而每

個瞬間都是時間的切片，要如何選擇最能表現舞蹈美感的瞬間，成為在創作時，

再三思量的問題。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在關於〈拉奧孔〉

(The Laocoon and his Sons)的筆記中完整表述了狄德羅(Denis Diderot,171~1784)

曾經表達過的思想：「繪畫在它的並列的佈局裡，只能運用動作中某一頃刻，所

以它應該選擇孕育最豐富的那一頃刻，從這一頃刻可以最好地理解到後一頃刻

和 前 一 頃 刻 40 。 」 著 名 的 攝 影 大 師 昂 利 卡 蒂 ． 布 列 松 （ Henri 

Cartier-Bresson,1908~2004）也提出了「決定性瞬間」：「生活中發生的每一個事

件裡，都有一個決定性的時刻，這個時刻來臨時， 環境中的元素會排列成最具

意義的幾何形態，而這個形態也最能顯示這樁事件的完整面貌。有時候，這個

形態瞬間即逝。因此，當進行的事件中，所有元素都是平衡狀態時，攝影家必

須抓住這一刻41。」決定性的瞬間並不只是留住「事件最好的一剎那」，而是「藉

最好的一剎那，來使事件產生全新的意義與境界」。本次創作形象既以舞者的姿

                                                
39
 劉建、孫龍奎著，《宗教與舞蹈》（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頁 17。 

40
 王林著，《美術形態學》，（台北市，亞太圖書出版社，1996），頁 23。引用《藝術特徵論》，

文化藝術出版，1984），頁 57。 
41
 阮義忠著，《當代攝影大師 20 位人性見證者》，（雄獅美術，2000），頁 137。 

 



 28 

態動作為主，則須挑選在舞蹈過程的時間軸中最有表現力的瞬間，作為創作的

表現元素，才能表達其豐富的意涵。 

舞蹈是一連串的動作，其中包含了時間、過程、變化和連續性等。要將其

形象轉化至繪畫上，除了選擇有孕育性的某一瞬間之外，利用視覺殘像的表現

方式也可以呈現出時間性與流動感。如杜象(Marcel Duchamp,1887~1968)的作品

〈下樓梯的女人〉(Nude Descending a stair case)(圖 3-1)便是把時間的因素直接

體現在二度平面上，在平面上把空間表現為切割的、透明的，重新加以組合，

或機械性的重疊，把時間表現為有如音樂的重複與流動的旋律。在這次創作中

〈疊影〉系列作品(圖 3-2)採用此手法，表現舞者姿態的變化過程，一種時間流

動的韻律感。 

 
圖 3-1 杜象，下樓梯的女人，油彩、畫布，146 x 89 cm，1912 年，費城美術館 

圖片來源：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painter-wt/duchamp/duchamp-1912.htm 2015/04/07 

 

   
圖 3-2 駱佳慧，疊影系列，油彩、畫布，91 x 261.5 cm，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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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想像 

內心世界，非外在可視的世界，要描繪出來，須透過想像的過程。想像，

是連貫舊觀念形成新觀念的作用，是人在大腦裡對已儲存的記憶表像進行加工

改造，形成新形象的心理過程，有些心理學家把其過程說成「造像過程」。許多

藝術家在創作當中，都經過想像的過程，如同克利(Paul Klee,1879~1940)就認為

繪畫並不是畫肉眼所看到的，而是畫心裡所想的。畢卡索（Pablo Ruiz Picasso, 

1881-1973）也說：「我先想像，而後看見，最後完成這幅畫42」。達利(Salvador 

Dalí,1904~1989)、馬格利特(René François Ghislain Magritte,1898~1967)、夏卡爾

(Moishe Shagal,1887~1985)等畫家的作品也是明顯可見，畫家不滿足於單純的描

摹現實，加入想像成為他們表現的重要方法。仔細想想，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

宗教畫，亦何嘗不是畫家竭盡所能的，想像所欲描繪的事件發生的場景與各種

細節。 

所有注重想像的畫家都有一個相同的信仰，就是「內心的觀照」(Inner eye)

比外面的世界更重要。但由於藝術家的想像是屬於他個人的，觀者也有屬於他

的私人世界，要如何才能使創造出來的形象對觀者產生意義或連結？心理分析

家告訴我們：一般人的內心，事實上並不像我們所想像的那樣不同，所有人的

內心幾乎都有相同的思想組織，因此一般人的想像和記憶都是一樣的，這是指

我們內心不自覺的部分，在那裏所有的經驗時常出現在我們的記憶裡，不管我

們願不願意回想。下意識的內心常和我們的內心理智的一部分混合在一起，然

                                                
42
 布魯斯特．基哲林，李元春譯，《創造的歷程》，(台北市：九大文化，1992)，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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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變成夢中的景象43。夏卡爾曾說：「在我內心的世界，一切都是現實的、恐怕

比我們目睹的世界更加現實。」他發自內心的情緒和感觸，是藝術上的真實。

畫作〈我與鄉村〉( I and the Village)(圖 3-3)中綠臉的人就是夏卡爾，牛是他用

以象徵故鄉的代表性角色，他空洞地望著遠方，像是靈魂脫離了軀體，回到了

思念的故鄉那般。看起來像是幻想的夢境，但其實可以說是藝術家的童年回憶、

成長的歲月。我們藉由瞭解畫中圖像之意涵，體會其創作時的心情，同時回想

自身經驗，與之呼應，進而有所感動。 

創作，乃是要站在外在的客觀真實之上，向內找回情感的真實，突破時間

和空間的束縛，打造一個想像的意象。以女性舞者的表情與姿態傳達自身內心

的情感，就如同夏卡爾以綠色人物與牛的形象傳達思念故鄉之情，都是藉用想

像的意象。在創作中將自身想像為畫面中的舞者，或憂或喜，都是生活中的體

驗與感動。隨著音樂起舞，幻化為花仙子，似脫蛹而出的蝴蝶，那樣的自由而

美麗，是內心嚮往之境界。 

 
圖 3-3 夏卡爾，我與鄉村，油彩，191 x 151 cm，1911 年，美國紐約現代美術館 

圖片來源：http://www.marcchagall.net/i-and-the-village.jsp 

 
 
 

                                                
43
 詹森(H. W. Janson)著，曾堉、王寶連譯，《西洋藝術史 4—現代藝術》，(台北市：幼獅文化出

版，1989) ，頁 104。 

 



 31 

( 三 )象徵  

創作中借用某些具體的形象或事物表示特定的意涵，間接表現抽象的觀

念，表達自身的真摯感情，即是運用象徵的手法。象徵，就是以有限形式對於

無 限 內 容 的 直 觀 顯 示 。 德 國 哲 學 家 謝 林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認為美就是從有限通向無限，任何藝術多少都帶有象徵的

色彩。再現和摹仿，很容易被看成目的，其實只是手段。不少藝術家不惜大花

精力在經營細節、氣氛等，使人誤以為藝術的極致就在這裡。其實，即便是最

道地的再現和摹擬，背後沒有難以言狀的蘊藏就不是成功的藝術，而一旦有了

難以言狀的蘊藏，也就涉足了象徵44。象徵是源自現象又超越現象，表現事物

的本質，又越過本質的表達豐富的想像。就像我們看到綠色，想到的是和平、

年輕有活力，看到玫瑰，想到的是送給情人的心意，這些都是生活經驗記憶的

連結。隨著全球資訊傳播的迅速，象徵運用的基本元素有更多的共通性，運用

象徵手法可以幫助作品訊息的傳達，而觀者豐富的聯想可以喚起對作品內容的

共鳴。 

這次創作之目的是透過視覺圖像以象徵內心情感之意涵，與象徵主義的創

作目標相似。詩人摩里亞斯(Jean Moreas,1856~1910)發表的〈象徵主義宣言〉

(Symbolist Manifesto)，指出藝術的本質在「為理念披上感性的外形」，目標就

是為解決橫亙在精神與物質世界之間的衝突，希望以視覺的形式來表現神秘與

玄奧的世界。藝評家奧赫耶(Albert Aurier,1865-1892) 在〈繪畫中的象徵主義〉

的評論中提到，藝術創作必須是觀念的、象徵的、綜合的、主觀的及裝飾的。

讓作品本身去傳遞內心的情境，使感情得以不朽。象徵主義(Symbolism)強調藝

                                                
44
 余秋雨，《藝術創造工程》，(台北市：允晨文化出版，1990)，頁 227~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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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應該傳達主觀的意念、情感和詩境般的想像45，這樣的想法正好與筆者的創

作理念不謀而合，但內心所對的焦點並不相同。象徵主義的繪畫主題通常聚焦

在人性的黑暗面與負面情緒，而筆者所描述的正好相反。雖然生活中有喜有悲，

有許多複雜的情緒，但始終是想迎向正向光明的一面。選用多種圖像安排於畫

面中，用以象徵個人主觀的意念、內心的情感和詩境般的想像。舞者的表情與

姿態是自身內心情感的投射，花朵象徵生活的美好事物，玫瑰象徵愛情，海芋

象徵端莊，飄落的羽毛象徵悲傷的淚水，窗象徵探索內心與外在世界的窗口，

門鎖是現實的限制，而蝴蝶是自由、蛻變與美麗的象徵（圖 3-4）。 

    

     
圖 3-4 象徵元素示意圖 

                                                
45
 劉綺文主編，《你不可不知的 300 幅名畫及其畫家與畫派》，(台北市：高談文化出版，2004)，

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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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氣氛 

本次創作藉舞者的姿態傳達內心情感、表現韻律，在畫面經營上極重要的

部分是氣氛的營造。曾有研究氣氛的美學家伯梅(Gernot Böhme,1937~)對氣氛提

出解釋，他說：「氣氛好像常用來表達某種飄忽不定的、難以形諸語言的對象，

甚至僅僅是用以掩飾語言表達的模糊地帶，也特別強調理性解釋之外的彼岸世

界。氣氛不是獨立飄動在空中，反而是從物或人及兩者的各種組合生發開而形

成的。氣氛是一種空間，也就是受物和人的在場及其外射作用所薰染的空間

46」。氣氛，即是寓心於景、以形寫神，藉畫面元素的組合的趣味與韻律，營造

一種空氣感、時間感與生命感，誘導觀者入畫，體會創作者的創作情感與意念。

作品中所創造出來的空間，是內心世界的寫照，隱晦內斂或是明亮繽紛的色調

是不同情緒的反應，曖昧不明的形象是無法言說的感受。 

在畫面中，意圖製造空氣的流動與富節奏感的韻味，如同中國繪畫中，意

到筆不到、以虛表實等方式。南齊謝赫（479～502）所提繪畫六法中的「氣韻

生動」，指的是作品中的神氣與韻味。「氣」在中國的概念是代表宇宙的一切根

源，是指「空間」和「時間」，不只是物質世界，還有精神世界，二者渾然一體

不可分裂。中國人對生命的重視，表現在繪畫上則強調必須具有氣的生命感，

像是雲氣、人物的生氣與神氣等。「韻」的概念源自陰陽的變化，如太極中的黑

與白，兩相對立的兩個矛盾體，可以互相包容，盈虛相濟，像滾雪球般地動，

在黑白（陰陽）相感應中，由動而生出「韻」味來47。畫面中有「氣」，即有空

                                                
46
 包姆(Gernot Böhme)文，谷心鵬、翟江月、何乏筆譯，《氣氛作為新美學的基本態念》，(當代

雜誌 188 期，2003)，頁 10。 
47
 洪進丁，《氣韻生動根源之探討及漢魏晉三代之發展》，（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

論文，1986），頁 10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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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感與生命感；有「韻」，使畫面中造形、色彩、線條等元素交織組合出一種節

奏感與時間感。 

談到畫面氣氛關係的研究，不得不提到十九世紀的英國畫家泰納(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1775~1851)，他研究海與天、風與雨之間那種浩大有力

的氣氛關係，用近乎抽象、模糊的輪廓、不確定的光源、不甚鮮明的色彩，而

形象在曖昧與過渡、具象與抽象之間，其喚起的聯想更接近內心的視象，空間

與景深恍惚，視象與情緒揉合在一起，較之摹寫自然的再現，這種內心投射的

影像更為主觀，讓觀者留下揣摩和冥想的空間48 (圖 3-5)。在具象與抽象之間的

這種曖昧性，為外象與內涵提供了一個遼闊的中介空間，提供了追索內涵的樂

趣，增加了人們良久端詳的吸引力，擴大了精神力量的鋪蓋面。模糊，保全了

感官直覺，又保全了精神理想，吸引和召喚欣賞者參與其間、投入創造49。造

形、色彩、明暗、質感、空間等諸多元素所構成的視覺形象，而從局部、整體，

或從不同視角觀看，所得到的感覺大不相同。邀請觀者透過氣之流動、韻之節

奏，進入曖昧與過渡之間的想像空間，觸動其內心的記憶，進而產生感動，乃

為創作之目的。 

 
圖 3-5 泰納，諾漢姆城堡的日出，油彩、畫布，91x122 cm，1835~1840 年，倫敦泰德畫廊 

圖片來源：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painter-wt/turner/turner-1835.htm  2015/04/17 

 

                                                
48
 高行健著，《論創作》，(台北市：聯經出版，2008)，頁 93～96、171。 

49
 余秋雨，《藝術創造工程》，(台北市：允晨文化出版，1990)，頁 27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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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表現形式  

這次的創作在內容上企圖追求的是從舞蹈動態中，感受所展現出來的生命

力與創造力，從而反觀自身內在的渴望與體悟，進行一系列的研究與探索。形

式上，借用蒙太奇的概念、攝影技巧中的重覆曝光手法，以點、線、面交織構

成富流動感與節奏感的想像空間，並加入花卉與象徵性物件等元素，以傳達個

人的感性情感與想像。 

( 一 ) 蒙太奇 

為要表現舞蹈與繪畫交織的韻律，在畫面結構上的安排要有節奏，要表現

有快有慢的時間感，或紀錄移動的軌跡以呈現流動感，在空間上要有虛有實、

有空氣感。將不同視點觀察所得的事物巧妙地組織在一起，不同的空間和時間

同時再現在一幅畫上，這種因空間和時間的移動而產生的動感，即是一種「韻」

的表現，此表現手法與「蒙太奇」(Montage)相似50。 

蒙太奇，泛指現成意象所拼湊而成的圖像，和拼貼（collage）不同，前者

是就主題選擇意象，後者是以形狀為主要的考量因素51。蒙太奇，在法文字義

上含有組合、結構的意涵，最早是指建築師把一堆沒有生命的建築材料組合成

風格、樣式不同的各種建築。後來德國攝影師詹 哈特菲爾(John Heartfield, 

                                                
50
 洪進丁，《氣韻生動根源之探討及漢魏晉三代之發展》，（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

論文，1986），頁 108~113。 
51
 大衛．派柏主編，〈世界藝術百科全書 4—藝術辭典〉，（台北市：佳慶文化出版，1984），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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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 ~1968)把照片的片段組合成一幅作品，將它稱為照片蒙太奇 (Photo 

montage)，藉由切割、重組以及拼貼各種不同性質或是相似元素的照片或底片，

甚至是用某些相片製造與原本圖像內容相矛盾的影像，再經由沖洗或是再翻攝

成無接縫的作品。電影理論家貝拉．巴拉秋(Bela Balazz,1886-1952)提到：蒙太

奇就是把攝影下來、毫無秩序和意圖的斷片，在導演意圖之下銜接，產生有系

統的效果。換言之，鏡頭只是構成電影的材料，將之排列組合經過處理構成的

工作就是蒙太奇。 

這次創作中，把攝影下來的舞蹈片段依照著個人主觀的意念組合，使它產

生所意圖的效果，這剛好與蒙太奇的概念是相近的。像是作品〈華想〉中的圖

像，有花、鎖、門，和幾個女人的形象，是主觀意念所挑選組合的，用以象徵

內心世界的矛盾，而畫面上的呈現是以「多重曝光」的概念創作。「多重曝光」

是蒙太奇攝影技法之一，是讓複數影像在一個影像中重疊合成，可以在拍攝照

片時讓同一張底片曝光兩次以上，或是在同一張相片紙上放兩張以上的負片，

或者用電腦影像編修軟體，亦可以創造出各種富創意或有趣的組合，例如在女

性的影像上疊加花朵(圖 3-6)，水波蕩漾的水面與建築物的交互重疊等，使觀者

遊走在現實與虛幻之間。如作品〈蛻變〉中蝴蝶的翅膀與花叢影像的重疊，〈疊

影〉系列中舞者與花的疊影，都是應用這個表現手法的，在物件的質感上、色

彩上作各種變化，以製造虛實對應的關係、似真似幻的空間（圖 3-7）。 

 
圖 3-6 林容瑀，交錯，攝影，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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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重疊影像示意圖 

( 二 )花與女人的組合 

人們用「沉魚落雁、閉月羞花」來比喻女子的貌美，以「珠簾掩映芙蓉面」 

指女子臉龐的紅潤艷麗如出水的荷花，又有以花的生命週期比喻女人的一生。

以花比喻女人，是因在屬性上有許多疊合之處。畫家常把花與女人同組在一個

畫面上，純真、嬌羞、豔麗、高貴、或是浪漫等各種形象的呈現，將花與女人

的特性合而為一。例如畫家克林姆大量運用幾何圖形與東方的圖騰，喜用金、

銀色，色彩賦予裝飾功能，仿浮世繪的技法充滿了華麗的風情，使作品具有強

烈的象徵性與裝飾性(圖 3-8)。慕夏(Alfons Maria Mucha,1860~1939)用四季、一

天的時序、寶石等意象來創造如女神般的女性形象，用複雜細緻的花朵與曲線，

圍繞在畫中美麗的女人(圖 3-9)，呈現繁複且富裝飾性的設計風格，細膩而華

美。布拉德(Brad Kunkle,1978~)的作品中經常加入許多葉子或花朵，圍繞在人

物身邊，或是從空中飄落，製造虛幻情境與律動感。在畫作表面常會加上金箔

或銀箔，觀者可以因移動角度，或隨著光線改變，而產生微妙的變化，讓人沉

迷在擬真的人物或是風景之中(圖 3-10)。魯東認爲繪畫主要是想像的結果，而

不是靠視覺印象的再現，以繽紛的色彩、扭曲的裝飾性流線，帶有節奏感的造

型，在變幻中表現內心世界，在寫實自然中滲和幻想(圖 3-11)。歐姬芙(Geor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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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eeffe, 1887-1986)的花卉系列作品，局部放大的花朵形成半抽象具有韻律感

的構圖，充滿著同色調的細微變化(圖 3-12)。 

本次創作中的作品〈花舞〉，是以細膩的手法與粉嫩的色調描繪花卉與舞

者，表現自然、想像力與情感之間的關聯。〈疊影〉系列的創作發想，是來自歐

基芙的花系列作品而得的靈感。花卉放大，外輪廓已於畫面以外，花瓣輪廓宛

如抽象線條，與舞者半抽象之形象交織出一種動態的韻律。在作品〈華想〉中

大量地使用金色與銀色，大朵花卉增添華麗的裝飾性效果。〈優雅〉中紫色花朵

圍繞在芭蕾舞者身旁，營造一種夢幻的空間，意圖給人浪漫細膩的感覺。許多

作品都加入許多葉子、花瓣或羽毛，部分以金色或銀色提亮，隨著彩帶舞動時、

舞者展動雙手時，飄落在空中，欲引領觀者進入一個奇異的幻想祕境(圖 3-13)！ 

 

圖 3-8 克林姆，艾露姬肖像，油彩、畫布，81 x 84 cm，1902 年，奧地利維也納史學博物館 
圖片來源：http://www.aerc.nhcue.edu.tw/4-0/art/s28/theme_11.html  2015/04/10 
 
圖 3-9 慕夏，春，彩色石版畫，104 x 54 cm，1896 年 
圖片來源：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Alfons_Mucha_-_1896_-_Spring.jpg#/media/File:Alfons_M
ucha_-_1896_-_Spring.jpg  2015/04/16 
 
圖 3-10 布拉德，排列，油彩、銀箔、木板，86.4 x 45.7 cm，2011 年，私人收藏     
圖片來源：http://bradkunkle.com/selected-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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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魯東，薇奧萊特．海曼肖像，粉彩，72 x 92.5 cm，1909 年，克利夫蘭美術館 
圖片來源：http://it.wikipedia.org/wiki/Decadentismo  2015/04/10 
 
圖 3-12 歐基芙，罌粟花，76 x 91 cm，1927 年 
圖片來源：http://bee1955.blogspot.tw/2014/03/georgia-okeeffe.htm 
 
 
 

 

圖 3-13 花卉元素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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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點、線、面的構成 

舞蹈的形式、動作與繪畫的畫面構成是有相關性的。溪畔舞團的編舞者也

提到編舞的基本概念，乃是運用了康丁斯基(Kandinsky Wassily,1866~1944)的

《點、線、面》一書中提到的原則。古老芭蕾舞型式裡就有「點」這個術語。

踮著腳尖走路，身後留下踮就是一串串的點號。芭蕾舞者跳躍時，也應用點；

跳高時，把頭抬高，下降時，腳尖著地。現代舞蹈裡的跳躍方式，有時以五個

尖點—頭、雙手、兩腳，塑造一塊五角形面，十根手指也劃出十個小點。另外，

眼神的凝視或其他簡短的動作，都可以視為點52。舞蹈時，就像是用整個身體

在畫圖，每一根指頭都有豐富的表情。舞蹈家在舞台上很精確地把點、線、面

的構成表現出來，透過身體，甚至指尖。  

無論舞蹈、音樂、書法等各種不同的藝術表現，其結構中都和繪畫一樣，

包含了點、線、面的基本元素。舞蹈中流動的線條如同書法線條的力度，線條

之間的呼應、對比都是客觀形象存在的，但表達的意境和情趣卻是抽象的，繪

畫也是一樣。點、線、面的構成，其實就是賦予畫面韻律感的重要元素。筆者

在畫面結構中，點線面的交織變化，即是以創造出舞蹈中力與美的線條、富節

奏感的音樂性為目標，是與之相呼應的。本次創作中，將舞者移動的軌跡化為

花朵造型的半抽象線條，細小的花瓣就像點的元素，如同跳耀的音符。舞者揮

舞的彩帶在空中舞動的殘像，交織出具節奏感的線條，空中飄落的白色花瓣亦

為繪畫元素中極重要的點。畫面的整體結構以點、線、面—繪畫的基本元素做

交織組合，創造舞蹈之韻律，為主要的表現手法(圖 3-14)。 

                                                
52
 康丁斯基著，吳瑪莉譯，《點、線、面》，(台北市：藝術家出版，1985) ，頁 34～3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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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點線面元素示意圖 

( 四 )空間感 

此次創作意圖將抽象的內心情感，化為可視的視覺圖像，而創造的空間與

日常所見的實際空間越接近，則越有真實感。換言之，擬真的空間感能使觀者

更易體會創作者的想法，因此許多畫家竭盡所能的運用各種技法，表現出擬真

的空間感。人的眼睛有「視覺敏銳度」(Visual acuity)，視錐細胞是一種在視網

膜上感受光線和色彩的感光細胞，這些感光細胞主要集中於視網膜的中央凹進

處，使得這一部分對光線最敏感，所以看眼前的事物比較清楚，距離越遠物體

越模糊。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在作品〈蒙娜麗莎〉(Mona Lisa) (圖

3-15)中所使用的「暈塗法(sfumato)」正好針對人的視覺敏銳度而形成的，畫中

的物體與物體之間的界線模糊不清，讓色域漸次溶合，使表現出的畫面極具真

實感及富有強烈的空間感。 

在攝影方面，也有類似的概念—景深(Depth of field, DOF)，是指相機對焦

點前後相對清晰的成像範圍。通常想要使主體特別突出時，就會使用淺景深拍

攝，例如人像攝影、微距攝影等，甚至還會製造比我們眼睛所見的還要誇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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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差異，顯出更加強烈的對比效果。在這次的創作中，處理人與背景之間、

物與物之間，使其交接處逐漸模糊，光與影之間做出自然的融合以凸顯主角，

就是想要創造出類似淺景深的效果、似真似幻的空間感。為求多層次的空間感，

背景多以薄透為主要處理原則，豐富的色調變化中，力求統一與協調(圖 3-16)。 

 
圖 3-15 達文西，蒙娜麗莎，油彩、畫板，77 x 53 cm，1503 ~ 1506 年，法國巴黎羅浮宮 

圖片出處：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painter-wt/davinci/davinci-1503.htm 
 

 

圖 3-16 空間處理示意圖 

( 五 )直接畫法 

本次創作在技法上以直接畫法，即溼畫法(Alla Prima)(或譯溼中濕畫法)為

主，盡量在顏料未乾的狀態，即上第二次色，讓顏料在畫布上做自然的融合，

調出許多中間色調，使畫面協調自然，且有豐富的細微變化。除此之外，個人

喜愛此種技法，是因為畫面留下調色與描繪的筆觸可使作品看起來較有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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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畫法，顧名思義就是以最少的上色次數，表現出創作者想獲得的效果。

直接畫法看似簡單，實際上在形與色的準確度要求很高。直接畫法比多層畫法

的色彩更明快，筆法更自由，也更富有表情。以善用此畫法的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為例。北歐初期油畫畫家是利用白色為基底色，做透明性多

層次的油畫，南歐的畫家是用褐色基底，於高明度處增厚，做透明性的油畫，

而魯本斯是在畫面上暗的部份保持北歐之多層次畫法，在明部則採用義大利之

加白的透明畫法，所以造成油畫明亮部份的顏料層要比暗部厚些，而暗部顏料

較薄且具有透明的感覺53(圖 3-17)。而本次創作採用的技法與此相似之處在畫面

上的暗部盡量薄透，主要部分的顏料層則稍厚些，畫面肌理有厚有薄、有輕有

重，筆觸有大有小、有快有慢，以呈現繪畫上的節奏感(圖 3-18)。 

 
圖 3-17 魯本斯，優美三女神，油彩、畫布 221 x 181cm，1639 年，普拉多美術館 

圖片出處: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painter-wt/rubens/rubens-1639.htm  2015/04/17 

                                                
53
 游守中，《歐洲歷代重要油畫技法的探討與研究》，（復興崗學報，86 期，2006），頁 348~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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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 直接畫法示意圖 

小  結  

繪畫發展歷史悠久，表現形式與技法從十九、二十世紀之後變化劇烈，媒

材的開發甚是多元。許多藝術家不斷地提出反動的思想，實驗性的藝術作品相

繼出現，在繪畫創作上還能有什麼發展性，是許多畫家在創作前會思索的問題。

對筆者來說，繪畫是一種思想與情感的轉化，是與他人對話的一種媒介，是被

轉譯過的。圖像要透露什麼訊息，是畫家可以選擇的，要傳遞世界醜陋黑暗、

令人下沉痛苦的一面，還是美善光明、使人感到愉悅正向的一面。現實世界中

已有太多限制與無奈，有許多無法自己掌控的事，何不選擇面向光，背對黑暗，

讓自己在有限的年歲中，帶給人正向的能量，以面對這不斷變動的世界。本次

的創作採用蒙太奇的概念來解構重組畫面，以多種技法混合，藉由女性舞者的

優美姿態，呈現時間與空間的流動變化、點線面的交織韻律、情感意象的象徵

精神、內斂富詩意的氛圍，是為展現當下多元多變的時代感，亦期待能帶給觀

者視覺上的愉悅與正向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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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作品實踐  

繪畫作品本身即是一種溝通語言，未了解創作者的想法與創作歷程之前，

觀者即能獲得一個最初的原始感動。而在理解其創作背景之後，又能得到另一

種觸動，甚至是一種連結。筆者在本次創作過程中，不斷地與自己對話，過去

的經驗與現在的感動互相碰撞，有矛盾，有衝突，也產生了新的想法、新的創

作語彙。以下就創作歷程與每件作品做進一步的解說，期待觀者能藉此獲得另

一種觸動。 

第一節   創作歷程  

本次創作選取的材料是舞蹈的片段，參考的舞蹈作品中，〈Swan〉屬古典

芭蕾，〈沁〉為中國身韻，〈荒〉為現代舞，每支舞作有不同的特質，強調的動

作與表情各有不同。創作出來的繪畫作品並非舞蹈的附屬物，而是獨立的訴說

著自己的故事，帶給觀者不一樣的感動。在創作時特別注意情感層面，以蒙太

奇的概念、攝影「重複曝光」的方式組合設計畫面，做出多重層次與浪漫氛圍。

呈現的形象並非自然所見的樣貌，而是經過想像與轉換，運用寫實的手法製造

一個似夢似真的想像空間。作品中融入時間元素，採用杜象的視覺殘像原理應

用創作，製造一種流動感。為了要傳達出主觀的意念與情感，作品畫面帶入裝

飾性的圖案，及部分平面化處理，畫面空間營造出飛動搖曳，似真似幻，曖昧

與過渡、具象與抽象之間，一種富詩意的意境。 

畫面結構上採用許多自由的曲線，如同康丁斯基所說「非中央的自由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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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能力」，為的就是要呈現動態的韻律感與流動的時間感。作品的色彩使用

上，考量色彩給人的心理感受 (如黃、藍色具有往前往後的運動張力)，採用類

似但多變化的色彩，以創作和諧的氛圍，用不同的色調呈現不同的情緒與溫度。

在媒材使用上，選用的基底材為中目純亞麻布為主，以炭筆、鉛筆或是直接以

油彩勾勒大致輪廓，用稀釋的褐色油畫顏料作單色素描，先做出有明暗的大塊

面以及整體畫面的氛圍。底層乾了之後，先上一層物件的基本色，然後趁顏料

未乾之前，調出各種中間色調的顏色畫上。由於上色時顏料尚濕，感覺就像在

畫布上調色一樣，可以有豐富的微妙變化。另外，在物件與物件之間輪廓模糊，

製造光和影之間微妙的融合，與神秘的空間感。有些作品則是嘗試先以壓克力

顏料，運用滾筒、大筆刷等工具，潑、灑、滴或拓印等方式上第一層，做好整

體氣氛，再以油彩描繪。具像或是半具像，超現實或象徵，寒色調或暖色調，

處理次序從主體到全面，或從全景進入細節，都帶來不同的結果。在不斷的嘗

試中，體驗到不同的創作方法所帶來的不同經驗與發現。 

最初的作品〈華想〉是以女性角度觀看自身內心為出發的創作，經歷〈Swan〉

系列對周遭環境不可掌握的失落，仍對未來存著盼望的階段，〈沁〉系列對自由

的渴望與活力的展現，〈疊影〉系列的勇敢嘗試與風格轉變，到之後的〈蛻變〉

作品所帶出的堅定與自信。期待觀者看到筆者在創作歷程中的心境轉換，更盼

望引起女性觀者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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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作品解說  

作品系列總覽  

   華想 / 花舞 / 優雅 

 

   Swan 系列 

 

   沁系列 

 

   疊影系列 

 

 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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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華想 

 

圖 4-1  駱佳慧，華想，油彩，162 x 130 cm，2014 年 

〈華想〉是本次創作系列的最初的起點，從自身的身心狀態為發想，以女

人的角度觀看外在現實與內心世界的一件作品。利用蒙太奇的概念展現了時空

的交錯感，同時也滿足了對這幅畫作所要表達的意涵。作品的基底材部分，以

壓克力顏料打底，採用滾、刷、拓、印等方式製造肌理，相近的暖色調色彩做

多層次重疊，在物與物之間的交界處模糊處理，呈現似夢似真的空間，一種華

麗虛幻的金色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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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側的門和鎖，隱約透露女孩正受到禁錮的心靈，她明亮的臉龐、切慕的

眼神與圍繞週圍的花朵，強烈傳達出對探索自己內心世界的渴望。雖然畫中女

人並非自身形象，卻為內心之投射，是自我經驗、象徵與想像的集合，從進入

婚姻，到生兒育女，回到職場，再次進入學校進修的過程，就如同畫面中的女

人，雖然身邊有許多現實生活的限制，卻擁有對繪畫創作的熱情，對探索內心

真切的渴望。從這幅畫中，你是否彷彿也看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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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花舞 

 
圖 4-2  駱佳慧，花舞，油彩，130 x 194 cm，2014 年 

此幅作品是從〈荒〉Shadow Study 這支舞作發想的。筆者觀賞此舞作之後，

感受到舞者所表現的力與美、剛與柔，因此得到創作的靈感。但創作時並非將

舞作片段直接複製產出，而是挑選幾個較有表現力的瞬間時刻，將之重組並改

編。在女孩的臉龐中，刻劃了的自信與堅強，從她們手臂的線條與光影的對比

上，展現女孩們纖細卻不柔弱的個性；另一方面，使用紅色、白色的花瓣，強

調整幅作品的景深，更注入了輕盈與柔和的元素。這幅畫作代表著筆者在創作

的路上預備起跑，奮力向前的決心，也提醒自己要隨時充滿自信與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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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優雅 

 

圖 4-3  駱佳慧，優雅，油彩，53 x 45.5 cm，2014 年 

畫面以紫色調為主，紫色給人的印象是優雅、高貴的。芭蕾舞者的身體線

條在嚴格訓練下，呈現出一種獨特的優雅氣質，無論在舞台上或是在穿鞋、整

理紗裙的時刻。此幅作品描寫芭蕾舞者在整理鞋帶時，仍在思索下一次練習時

要如何調整動作的片刻。背景圍繞的紫色小花，以及似用大光圈攝影的淺景深

效果，營造出一種浪漫的氣氛。此幅作品的基底材為半吸收性的全麻畫布，是

筆者第一次嘗試自己製作畫布。初次使用時，感覺非常吸油，顏料一畫上，很

快地就被吸收，表面乾燥很快，呈現霧面的效果。此次的畫法與筆者常用的濕

中濕畫法非常不同，顏料層層疊上之後，呈現內斂的豐富層次。這次的經驗促

使筆者對材料的認識更加積極，或許日後的創作可以嘗試不同的基底，看看能

有什麼不一樣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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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Swan 系列之一  羽 

 

圖 4-4  駱佳慧，羽，油彩，91 x 91 cm，2015 年 

此系列作品是參考溪畔舞團於 2014 年的年度展演舞作〈Swan〉而作。觀

看此舞作演出時，便能感受到舞者藉由動作與表情所傳遞出的哀傷痛苦。於是

嘗試將腦海中浮現的圖像描繪出來，天鵝面對著閃耀金光的湖面，四周卻盡是

無生氣的枯林，牠振著翅膀，羽毛飄落下來，哀傷中帶著盼望，盼望著一線生

機。畫中舞者象徵天鵝，天空雲層中透出的光線象徵著希望，飄落的羽毛像是

閃亮的淚光，整張作品可視為象徵與想像的融合。 作品以油彩創作，是先用褐

色打單色素描底，整張圖的氣氛大致底定之後，再開始上彩。以濕中濕畫法，

在畫布上做出細緻的色彩變化及空間感，待大致完成時，再以薄刷方式整理調

子。整體氛圍是寧靜的，一種積貯，一種釀發，是轉化蛻變前的安靜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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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Swan 系列之二  漫 

 

圖 4-5  駱佳慧，漫，油彩，91 x 91 cm，2015 年 

天鵝在森林湖畔脆弱和掙扎地舞動著，舞者豐富的情感展現在她的肢體動

作上，在臉上、在指間上。悲傷的氣氛籠罩在其中，因此用低彩度的色調呈現

之，但仍有光線從湖畔的另一邊透出，象徵著希望不滅。使用技法與作品〈羽〉

相同，最後整理畫面時，再以薄塗暈染的方式畫出瀰漫的霧氣與深邃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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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Swan 系列之三  幻 

 
圖 4-6  駱佳慧，幻，油彩，91 x 116.5 cm，2015 年 

這幅作品雖然是〈Swan〉系列中的一幅，但是在本次研究創作中屬於較後

段時間的作品，可以看出與前兩幅作品稍有不同，節奏感開始慢慢增加了。畫

面上後方三位舞者輕盈地舞步，在浪漫的藍色空間中移動，流動的線條轉化似

花的形象。前面的舞者若有所思、眉頭深鎖，像是對未知的未來擔憂，卻仍盡

力地舞動。具象的人物與抽象的點和線，交織出具有節奏感的樂章。此幅畫作

在描繪背景部分的最上層時，採用薄擦的方式，讓底層的色彩透出，製造微妙

的變化以增加畫面的豐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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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沁系列之一   蕩漾 

 

圖 4-7  駱佳慧，蕩漾，油彩，116.5 x 55.5 cm，2015 年 

此系列作品是參考溪畔舞團 2014 年年度展演作品〈沁〉而創作的。觀看舞

作〈沁〉時，就像讀一首詩，春天的氣息像是瀰漫在眼前，花香和鳥鳴聲隨著

晴暖的東風漸次擴散到遠方。憑此感動，筆者便採用明亮的黃色調表現春光浪

漫，背景畫上隱約可見的海芋，象徵端莊大方的優雅風度，女性舞者化身為春

的仙子，在其中翩翩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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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沁系列之二   瑰麗 

 

圖 4-8  駱佳慧，瑰麗，油彩，116.5 x 55.5 cm，2015 年 

背景為玫瑰放大的局部圖像，花瓣的輪廓線就像抽象的曲線，旋渦般的擴

散出去，將舞動的韻律帶往畫幅以外。玫瑰，象徵一個女人渴望擁有的愛情。

舞者迷人的笑容展現出愉悅的心情，其膚色映出粉嫩的紅，飄動的薄紗也透出

些微的紅，整體的紅色調，象徵著內心的炙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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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沁系列之三  舞動 

 

圖 4-9  駱佳慧，舞動，油彩，116.5 x 91cm，2015 年 

舞者揮舞著彩帶，在空中交織著無數的線條，形成一個夢幻的流動空間。

宛若夏日的清晨，花瓣輕輕飄落下來，清新而爛漫，優雅而從容。淡淡的藍色、

紫色與白色，交織出淡雅舒服的氛圍。背景部分的油彩薄透，製造豐富的層次，

以呈現空靈的空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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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疊影系列之一  艷紅 

 

圖 4-10 駱佳慧，艷紅，油彩，91 x 116.5 cm，2015 年 

〈疊影〉系列是採用杜象的視覺殘像原理應用創作的，作品中融入了時間

元素，製造一種流動感。竇加的雕塑作品為創作靈感來源，舞者動作為古典芭

蕾中的「阿拉伯姿」。畫面中大大的花朵形象，是來自歐基芙的花系列作品的靈

感。舞者與花，兩者元素相結合，在具象與抽象之間遊走，形成一個虛幻流動

的空間。在舞者形象中，以孔版拓印的方式添加了花卉圖騰，背景部分加了少

許金色，是為增添華麗感。整幅作品以紅色為主色調，製造一種散發熱度、全

然自信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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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疊影系列之二  靛藍 

 

圖 4-11 駱佳慧，靛藍，油彩，91 x 72.5 cm，2015 年 

靛藍是一種介於藍和紫之間的顏色，同時具備藍色的冷靜與紅色的動能這

兩種特質，象徵創意、直覺與睿智，因此借此色調表現女人的直覺與創意，冷

靜與熱情兼具的特質。作品是先用滾筒將不同的藍色、紫色壓克力顏料滾上畫

布，然後在顏料未乾之前，噴灑清水或稀釋過的淺色顏料，再用海綿輕壓局部，

產生斑剝效果與多層次色彩。底層顏色乾了之後，再用油彩以濕中濕的畫法，

畫出舞者與花的形象。背景為低明度的藍紫色調，人物形象則採高明度以突顯

之。舞者舞動的過程交錯並列，呈現時間流動的軌跡，巨大的花形滿出畫面之

外，花瓣輪廓像是舞動的線條，擴散出去，富有音樂性的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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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疊影系列之三  橙黃 

 
圖 4-12 駱佳慧，橙黃，油彩，91 x 72.5 cm，2015 年 

〈疊影〉系列是將舞者與巨大花朵的造型作層層的重疊，做出具象與抽象

的交織變化，三件作品中人物與花朵的清晰層度上，有不同的嘗試。此幅作品

是將兩者的清晰層度採取各半的程度，使畫面呈現線條與塊面交錯的舞動效

果，而沒有特別強調花或人的形象。整體採用明亮的黃色調，表現活力與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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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蛻變 

 

圖 4-13 駱佳慧，蛻變，油彩，112 x 145.5 cm，2015 年 

整個系列作品的創作過程中，經歷了興奮、期待、焦慮、掙扎、安靜到後

來的自由，可以說是一個蛻變的過程。用此畫面來呈現一個女人面對自身內心

世界的省思與轉變。畫面採部分平面化，像是花樣服裝、舞者背後的蝴蝶翅膀

等等，並添加了裝飾性的圖案與線條，飄落的金色花瓣增加浪漫的氣氛。花與

女性舞者的形像採用「多重曝光」的方式重疊，主要的舞者之外的部分則將色

彩的彩度降低，以凸顯主角。期待經過一番歷練之後，能像畫中舞者那般堅定

與自信，似脫蛹幻化的蝴蝶，那樣自由而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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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結  

創作過程中，在技法上、色調上、畫面結構上等多有嘗試。除了油彩的直

接畫法之外，還用到滾、刷、灑、拓、印、刮等各種技法；在平面上把空間形

象作切割重疊與組合，做出流動感與節奏感；用蒙太奇的概念組合象徵性物件，

藉以表達心中意象；畫面色調有的內斂低調，有的明亮鮮豔，有想像空間的呈

現，也有裝飾性的圖像表現，欲傳達一種富詩意的美感。畫面中的女性舞者、

象徵性圖像與花卉，流動的線條、空靈的氣氛，嘗試訴說著虛與實、動與靜的

對應關係。從剛開始的自我探索、急欲掙脫的渴望，到回歸自身內心的安靜與

等候，自由的靈慢慢地甦醒、蛻變，開始呈現變奏與流動感。可以明顯地看出

創作過程中，心境上的轉變與表現形式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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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回頭檢視這次的創作研究過程，發現起初的創作速度相當緩慢，尤其經過

藝術理論、藝術史的一番洗禮之後，更是遲遲無法下筆，但看到康丁斯基《論

藝術裡的精神》當中的一段話後，感到備受鼓舞—「在真正的藝術裡，理論不

會走在實踐的前面，而只能尾隨其後。萬事在當初只是感覺問題。創造的本質—

對表現的內在渴望—是不會有理論規劃的，它是預先不能測定的。無論是內在

需要的特質還是它的主觀形式，都是不能測量和掂量的54。」是啊，藝術家面

對藝術，最初的還是感覺，需要的是藉由雙眼，用自己的眼光去看現實的世界，

審視自己的內心，回到內心的創作衝動，找尋屬於自己的審美趣味，找尋自己

的形象和方法，將自身的經驗與感動轉化出來。 思考了這問題後，也承認自己

的有限，在這有限裡面去尋找自己獨特的特質成為努力的方向。於是，在上帝

帶領與幫助下，圖像竟然慢慢地從畫面中浮現，新的發現不斷的出來，畫本身

也不斷地提示新的可能，引導前進的方向，作品也就自然地被呈現出來了。 

作品藉由描繪舞蹈元素—動與靜、快與慢、時間與空間、虛與實等對比與

交疊的關係，優美且帶有力量的動作姿態，來呈現舞蹈的韻律與女性剛柔並蓄

之美。以女性的角度出發，探索生命階段中內心世界的複雜變化，藉畫中舞者

細膩的肢體動作來投射出隱藏內心的情感世界，生命的經驗與生活的感動。在

作品完成之後的展示時間，與觀賞者面對面的談話中，瞭解其欣賞畫作時的感

受與心得，大多是先被女性舞者的曼妙姿態，以及畫面結構中流動的韻律和明

亮的色彩所吸引，然而在了解創作背景之後，看見了一個女性在生命階段中的

心境轉變過程，感受當中所傳達的情緒與心情，甚至與自身經驗連結，產生新

                                                
54
 康丁斯基著，呂澎譯，《論藝術裡的精神》，（丹青圖書出版，1987），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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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動，尤其是女性觀者，更是心有戚戚焉。另外，也有觀者表示，每件作品

都讓他從記憶之中提領出過去的生命經驗，帶給他一個新的感動。這些都是給

予筆者莫大的鼓勵。 

在做舞蹈與繪畫的相關研究的時候，發現人的肢體線條在舞動的時刻，就

像繪畫的色彩與空間表現一樣具有韻律感，也像書法的線條一樣富有力量與節

奏。在舞蹈的三度空間裡，表現書法的實與虛、時間與空間、輕與重、快與慢

等多重變化，呈現出來的視覺效果如同繪畫般引人進入想像的世界。林懷民在

雲門舞集編創的〈行草三部曲〉，便是以書法的運筆原理和美學哲思為跳板，藉

由舞者的身子和劇場元素探索中國文人美學的堂奧，創造獨特的空間觀念55。

書法家董陽孜(1942~)在 2015 年與驫舞劇團合作的舞作〈騷＋〉，將書法優美的

線條應用在舞蹈，以 100 幅運筆線條發展出 10 個片段，裡頭不單是美麗的線條

詮釋或形象表現，更像是線條本身與線條交錯之後的風景樣貌56。無論舞蹈、

書法、繪畫、音樂，甚至多媒體影像等各種藝術領域，互相跨界合作，成為一

種新趨勢。如因此，在這次的系列創作之後，激起了另一個靈感，或許可以繼

續延伸發展，將舞蹈意象與書法線條結合至繪畫創作中，表現更富動感的作品。 

撇開描繪的內容不說，繪畫元素亦可以展現自身的韻律，如德國藝術家里

希特(Gerhard Richter,1932~)，以濃厚的油彩，用多種處理方法，製造豐富層次

的抽象空間。他用大筆刷畫出富流動感的線條，大刮刀刮出的不規則紋理，就

像在畫布上舞動的書寫痕跡。厚薄不同的顏料所堆積產生的肌理變化，即是一

種舞動的韻律。強化繪畫元素本身的張力，是一個值得嘗試的方向：在繪畫過

程中，直接留下舞動的書寫痕跡，在畫面肌理、筆觸流動以及工具使用上，作

                                                
55
 楊孟瑜著，《林懷民與雲門傳奇》，(台北市，天下遠見出版，2008)，頁 25。 

56
 中時電子報 2015 年 02 月 13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213000941-26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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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嘗試。畫面的結構上，試著強化抽象的張力，與局部的具象形象作更好

的結合；使用更大的筆刷或刮刀等工具，作出暢快淋漓的運動感；嘗試使用不

同的材料，如在顏料中添加細砂、木屑等方式，使畫面上的肌理成為音符，呈

現出韻律感，這些都是做延伸創作時可以努力的部分。 

回首本次的創作過程，曾經被理論思辨的框架困住，經過掙脫、蛻變的一

段歷程，產出現階段的系列作品。在這當中，非常感謝指導教授王瓊麗（1959

～）老師在百忙之中仍抽空教導與指正，不僅讓筆者在技法上較以往更為熟練，

構圖上也更為嚴謹。也透過薛美良(1969~)老師與楊琳琳老師的幫助，對於舞蹈

領域有更多的認識。對於未來，期待能在繪畫創作的道路上，繼續不斷的走下

去，去發現更多的美好，探索更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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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 舞作〈荒〉  

溪畔舞團 2006 年〈消逝的佇立點〉年度展演作品之一，屬現代舞，是由曾

宇暄編創，黎美光老師指導的作品。其電子配樂中夾帶著原音樂器的演奏音色，

使用耐人尋味的物件或器具進行演奏或發聲，產生極具光怪陸離的意味。舞者

的舞衣設計採撕裂的不規則邊緣，呈現一種自由、不受拘束的感覺。在舞台上

觸目可見的是，有秩序又顯凌亂的形影，跟著散落一地的影子走，一直到幕落，

才嘎然停止。 

 
   附圖 1 荒，舞作片段，2006 年  

二 舞作〈沁〉  

溪畔舞團 2014 年年度展演作品，為楊琳琳老師所編。創作發想來自於｢水｣

的聯想，表現一群女孩在水邊玩耍、潑水、石子丟進水中所產生的漣漪不

斷……；同時，女孩也幻化為水，其肢體將韻律、韻味、神韻、氣韻、意韻相

互揉合，緩緩流動表現水的柔情、紛紛而出表現水的波瀾。其舞意為：「流倘在

春光燦爛裡，湧動在水波蕩漾間」。在有情世界中萌動且單純，傳唱著自在與安

然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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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擔任溪畔舞團攝影工作的司徒文武在觀賞與拍攝此支舞作之後，寫下

以下的感動文字，真是將此舞作的樣貌與給人的感動描寫得相當細緻。「舞者從

容而舞，形舒意廣。她們的心遨遊在無垠的太空，自由地遠思長想。舞蹈的動

作，像是俯身，又像是仰望；像是來、又像是往。是那樣地雍容不迫，又是那

樣不已的惆悵，實難用語言來形象。接續著舞下去，像是飛翔，又像步行；像

是豎立，又像斜傾。不經意的動作也決不失法度，手眼身法都應著鼓聲。纖細

的羅衣從風飄舞，纏繞的長袖左右交橫。絡繹不絕的姿態飛舞散開、曲折的身

段手腳合並。輕步曼舞像燕子伏巢、疾飛高翔像鵲鳥夜驚。美麗的舞姿閑婉柔

靡，機敏的迅飛體輕如風。她們的妙態絕倫，她們的素質玉潔冰清。修儀容操

行以顯其心志，獨自馳思於杳遠幽冥。志在高山表現峨峨之勢，意在流水舞出

蕩蕩之情。」 

 
 附圖 2 司徒文武，沁，攝影，2014 年 

三 舞作〈Swan〉  

溪畔舞團於 2014 年的〈舞遠弗屆〉年度展演舞作，改編自〈垂死的天鵝〉

(Dying Swan)。〈垂死的天鵝〉是福金根據作曲家聖桑的作品〈動物狂歡節〉中

的〈天鵝〉一曲所編作的獨舞。以舞蹈動作來臨摹與描繪白天鵝垂死前的脆弱

與掙扎姿態、動作與情境，為極細膩優雅的作品。短短三分鐘的舞碼，雙足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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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都是以足尖小碎步前後移動，且舞者需不時以雙臂和手腕做出大小幅度的震

動，表現悲傷、絕望又振翅與死神對抗的生命力，許多著名的芭蕾伶娜都詮釋

過這個作品。 

薛美良老師將〈垂死的天鵝〉的獨舞改為群舞，內容是描述一群天鵝因著

棲息環境被破壞，生命受到威脅，面對的無奈與憂傷，反映當代環境保護的議

題。場景由一隻天鵝欲振翅飛翔時，羽毛一直飄落開始，接著其他的天鵝也加

入當中，他們臉上都帶著哀傷痛苦的神情。舞者在舞台上以非常輕盈的小碎步

移動，流動的線條與藍色調的舞台燈光(象徵起伏的湖面)相互呼應，最終，帶

著一絲絲盼望的天鵝仍慢慢虛弱地逝去。 

 
 附圖 3 關耀輝，Swan，攝影，2014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