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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論述與創作的核心，希望透過繪畫作為自我檢視與探究的手段，回到

繪畫的原點，重新審視其意義與初衷價值，藉由描繪對象以及創作手法的繪製

歷程，與個人的藝術思想和創作理念，察覺自我慣性的現象，放下自我習慣的

藝術性的與思想探索的建設與破壞歷程，建構出本文創作系列的作品，和進程

的美學思想。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的動機及目的，透過論研究的靜物及花卉，釐清創

作的理路，探索繪畫的心靈及物我兩造的覺知。第二章創作的方法及分析，透

過寫生的靈感收集，以及照相機及 App 軟體的輔助，對於色彩、光線及表現技

巧的分析。第三章在說明創作的理念以及思想，創作過程中觀察、感受、理解、

表現的創作模式探討，了解繪畫過程中意念的變化，探索觀看與大腦運作的關

係。第四章主要針對「靜觀自得」、「蛻變」、「寂靜潔白」、「花」和「詩

意蔓延」等系列作品進行分析與探討。第五章由「靜觀自得」到「詩意蔓延」

等系列的創作，是加法與減法的創作歷程，先化繁為簡，純化提煉，再由簡入

繁，萬取收一再以一寓萬。 

透過這本文研究與探討，發現從初期的加法概念創作，慢慢地每一次都如

同是在減法的過程，但每一次的減法讓自己更進入另外一個沒有探索過的小世

界，也讓筆者體會到還有許多浩瀚的空間，值得繼續去探討與感受，當下的感

動透過創作讓自己不斷地進行物與我的對話，也不斷的向內探索進去，發現未

知的自己，不知覺形成藝術理念的加法之法。 

 

 

關鍵字：靜物畫、花卉、照相寫實、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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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re of creation and hopes to use painting as a means of self-

examination and inquiry, to return to the origin of painting. I re-examine the meaning 

and original value of painting through depicting the object and the creation process of 

painting, and the individual artistic thoughts and the concept of creation, Perceiving 

the phenomenon of self-inertia, letting go of self-accustomed artistry, and 

ideologically exploring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and destruction, to construct the 

series of works and the in process aesthetics thinking of this study. 

The first chapter is the introduction, explaining the motives and purposes of the 

research.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still life and the flowers, I clarify  the creative path 

and explore the soul of the painting and the awareness between the artist and the 

objects. The second chapter is the method and analysis of creation. Through the 

inspiration collection of sketching, and the assistance of cameras and App software, I  

analyze the color, light and performance techniques. The third chapter is the 

explanation of the idea and thought of creation. Through exploring the observation, 

feeling, understanding and expression of the creation mode in the creation process, I  

understand the changes of ideas in the process of painting, 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ewing and brain operation. The fourth chapt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a series of works of "Contemplation", "Transmutation", 

"Silent White", "Flower" and "Poetry Spread". The fifth chapter is the deep 

exploration of a series of creations from "contemplation" to "poetry spread". It is the 

creative process of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I first simplify  everything, purify  and 

refine everything,  then transforming  simplicity to complexity, that is to take one 

from ten thousand and imply all things with one.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of this study, it is found that from the initial 

concept of addition, slowly turning to be like the process of subtraction step by step, 

but each subtraction allows one to enter another smaller world that has not been 

explored. And it makes the author understand that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vast space 

worthwhile to explore and feel continuously; the current moving through the creation 

not only lets yourself engage in dialogue with things continuously, but also constantly 

explore inwardly, discover the unknown, and then form the artistic concept of the 

method of addition unconsciously. 

Keywords: still life, flowers, photorealism,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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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萬物靜觀皆自得」1，讓自己回到繪畫原點，重新審視繪畫對自己的意

義，於物、我和情、景之間的繪畫歷程，透過創作尋求自我整合的契機，再從

作品與筆者的互應，建構出藝術與人生意義，同時產生以本我為初始在進程至

無我的藝術思想與創作理念，《大學》「定靜安慮得」所言，透過物我兩造靜

謐的對話形成視覺與心靈溝通的語言，故而寧靜能致遠，為本文研究的主要實

踐精神與內涵。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隨著人類文明發展，“繪畫創作”媒材不斷推陳出新，繪畫面相亦日漸趨

於多元，乃至於產生蛻變，現今世界現代科技的大躍進，使得數位影像、電腦

繪圖成為人人可及的產物，並被視為是另一個正在改變世界的新藝術創作媒

介。乃至於現今的電腦繪圖及數位影像輸出，都深深影響了今日後現代社會生

活，也衝擊了繪畫原有的表現形式，以及人們對於傳統繪畫理論和技巧的認

知。藝術創作不限制任何特定形式或媒材，當然也不僅止於繪畫甚或油畫本

身。換言之，沒有任何藝術內容、形式或技巧該被否認，也沒有絕對性的潮

流，當然更無所謂的流行與否的問題？最當正視的還是種種創作元素和藝術之

間的關係。 

二、研究目的 

我們現在身處的時代，是一個充滿影像傳遞的時代，每個人可以透過手機

與網路獲得更多影像，但面對影像，我們的態度又該是如何？而繪畫又應該如

何面對？還是新的這個時代想提供了我們另外一種視野？重新反省回到如何觀

                                                        
1 出處：《程顥．秋日偶成》  

 解釋：世界上所有事物若仔細觀察，都能表現它的美與自然，而春夏秋冬的景觀變化，就和人

與事一樣處處相互配合。 

參考資料：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607100309407 
 解釋：世界上所有事物若仔細觀察，都能表現它的美與自然，而春夏秋冬的景觀變化，就和人

與事一樣處處相互配合。 

參考資料：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607100309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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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就如同照相技術發明開始，對繪畫藝術的反思，開啟繪畫更自由的空間，

影像幫助藝術家做前所未有的觀看體驗，也讓觀看的瞬間，提供了一個對時間

切片的凝視，讓創作者能更深的體驗與體悟，希望透過繪畫當作是一種自我檢

視與探究的手段，當描繪對象為靜物時，細微的觀察與感受，物與我有什麼開

始改變了？又究竟是什麼驅使自己，對於繪畫的過程如此的熱愛與迷戀？均是

筆者欲探討與反思的研究目的。 

 

第二節   研究內容與重點 

一、研究內容 

（一）靜物 

回到學習繪畫的根源，讓自己重新再一次好好的學習觀察與感受，選擇靜

物畫，同時探討背後所承載的文化寓意進行了解與分析，就畫面的構成明暗配

置以及光影的觀察與研究，藉此解構個人創作理念與藝術人生的議題。 

（二）花卉 

  從花卉的描繪與觀察，其綻放到凋謝的時間變化，探討繪畫創作的特質與

限制，繪畫本質上的探索，藉由花卉寫實繪畫手法，藉物我來探討繪畫研究的

藝術意義，即靜物花卉創作形式的不可取代性和特質。 

(三)技法材料與色彩 

  在創作技法研究上面，透過直接、間接與加法、減法等油畫創作方式，對

顏料進一步了解，也藉由油畫與水彩不同媒材的體驗與實踐歷程，讓創作規劃

有更多自由的空間和表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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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重點 

(一)釐清創作的理念 

  透過觀察，分析與實踐的繪畫過程，釐清對於物我關係的探討，以及創作

理念的脈絡釐清，藉本文研究認識自己，創造本身特色。 

(二)探索繪畫的心靈 

  運用加法與減法的創作方式，個人的習慣與慣性是一種限制，藉由自我意

識觀照，進行抽離與反思，去除色彩、生理性和物質性，降低色彩對於情緒的

感染力，追求精神性的創作研究，試圖透過細微的自我內心觀察，創作心源的

作用，探索與追求心中所謂對於物件、作者和作品的「靈光」2，即物、我、他

藝術參與者之靈光生成與互動。 

(三)物我兩造的覺知 

  觀察、感受、理解、表現，觀察與感受是右腦直觀的學習，理解與感受是

透過分析與表現的理性思辨，許多的藝術大師都是由觀察自然，感受美的事

物，慢慢從中得到啟示，感受感覺自己每個當下的念頭，感覺自己對物的喜

好，體現內在的情緒，而理解藝術所帶來的原理，進而在實踐與表現的過程

中，不斷地修正與淬煉心中所嚮往的境地，是古人論「物師造化，中得心源」3

的藝術養成與創作的歷程。 

 

 

 

 

                                                        
2
  Walter Benjemin 著，許綺玲編譯：《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台北：台灣攝影工作室，

1999，p65-66。 
3
 唐代畫家張璪提出：「外師造化，中得心源」。造化，即大自然，心源即藝術家內心的感悟。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culture/2xbqx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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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必要與預期成果 

一、研究的必要性 

 (一)探討藝術與形而上 

1、光： 

  我們之所以能夠看見這美妙的世界，感受色彩造形及質感空間等等，都是

因為光線起了作用，光與影是呈現美的前提，在技法運用與情感表現，可以把

它當作是一種精神性的內涵的觀照，也是學習探討的重點。 

  林布蘭:「直到今天我一直相信，每一件物體都是由一種物質所包圍，而這種

物質，多多少少必定可以用光、影，及幾種原色表達出來。」4 

2、色彩： 

  生活中色彩無處不在，五光十色的景緻令人停下腳步，時時刻刻都在影響

著我們的內心，色彩悄悄牽動著我們的內心，只是我們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透過創作與觀察色彩細膩的變化，讓我遇見忽視的色彩世界，生活也會因此變

得更加精采有趣，同時「五色亂目，使目不明」，在作品中藉靜物色彩的探

討，於無彩裡有色彩，再從色彩具素（色）抱樸。 

3、心與靈光： 

  繪畫是筆者自我療癒的過程，透過畫筆細細品味心念變化，從物到我的觀

察，寫實的描繪至對於物的同理心，物我生懷，療癒個人的情感、人生、困

惑、掙扎與領悟，邁向內心深處，重拾不可思議愛的能力與同理心、原諒與放

下成見與慣性，並在創作的每個當下，領受心靈與腦海中產生的是靈光乍現，

一個難以置信的靈感或非凡的直覺。 

 

                                                        
4史作檉，《光影中遇見林布蘭》，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06，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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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繪畫的光與色 

 1、色彩顏料與繪畫色層的研究： 

  畫家在他們的作品中，可以發現對於材料以及作畫的程序，理解與詮釋，

有許多不同的程序與琢磨，我想這就是繪畫與材料迷人的地方，也是筆者必須

要研究與學習的先備知識。 

2、觀察與感受： 

（1）觀看的模式： 

  觀：是一種直觀沒有預設的感受方式，而看是一種快速辨識的方法，也是

因為這樣我們的觀察是有限制與障礙的，所以藉本文研究靜物畫的重新觀看，

探討吾人所視（識）。 

（2）對於大腦運作的認識，左右腦如何影響視覺及心理。 

3、緩慢作畫的必要性： 

  必須透過緩慢以及長時間的創作過程，描繪的對象以及創作的畫面不斷比

較，才能夠察覺自我慣性的現象，才能夠突破放下自我的習慣，形成一種新的

意識，一種抽離反思自己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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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期的成果 

(一)釐清創作理念 

  技法和創作理念，從創作程中對於「觀看」問題的探討開展，討論出「方

法」或「技術」不過是人的存在之形式延伸物，若能一一解開與突破此一迷

思，即可探 究屬內在的藝術內涵，和藝術家個人特質。 

(二)繪畫創作與整合心靈 

  創作像一場旅程，從創作開始拿起畫筆，藉由顏料與畫布展開一段共舞的

歷程，經驗真實且存在。創作的過程彷彿是在 「出世」與「入世」間不斷過渡

的旅程；其間充滿著想像、隱喻 與冒險，一切盡在不言中，但這樣不能言語的

狀態，更像是一場無語的對話，如同筆者與作品「互動」後，存在的美好的見

證，一種存在過後的永恆見證， 看見作品猶如看見曾經存在的自己，創作也是

筆者自我突破與自我療癒的媒介，透過創作探索自我內在存在的價值與意義。 

(三)探索未知的自己 

  動人的作品,不僅能使觀賞者興起緬懷過去的心情，也能使人觸及個人曾經

欲去發現新事物的記憶，更能夠使人想起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喜悅與感傷，或

像發現第一朵春花般 的充滿愉快。如魏斯5的作品就有這樣迷人的特質，但並非

魏斯曾經實實在在引導觀賞者想起特別的記憶，或明顯地透露他自己的聯想。

事實上，他很少讓我們看見他的任何一幅畫中所蕴涵的許多隱密的聯想。他僅

讓他的這些聯想，帶著韻味顯示在畫面上。魏斯以及豐富的記憶和聯想，在畫

中表現哲學的原則是他創作的精髓所在，魏斯曾說：「論到繪畫，我是個注重

心靈表現的人，藝術表現出這種想法，但卻不容易得到它。」6因此，透過衛斯

等名家的作品和理念，促使筆者進而透過創作的實踐歷程，認識自己同時探索

未知的自己，藝術與人生即是如此。 

                                                        
5
 安德魯·奈維爾·魏斯（Andrew Nowell Wyeth ，1917-2009），美國當代重要的新寫實主義畫家，

以水彩畫和蛋彩畫為主。 
6
 何政廣 編著，《世界名畫家全集 A. WYETH 魏斯 美國寫實派大師》，台北：藝術家出版社，

1996，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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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一、研究方法： 

（一）寫生 

    對於許多當下覺知的感受，藉由素描水彩寫生以及文字的敘述，進行觀

察與靈感收集，作為日後長時間創作時所需要的靈感意圖。 

（二）資料蒐集 

1、照相與錄影 

許多的光線與色彩還有空間的現場感覺，無法透過繪畫的手段即時的紀

錄，所以使用照相以及攝影的方式協助觀察與保留採集資料。 

2、草稿 

(1.)手繪草稿：進行畫面的造形、構圖、色彩、及心靈地圖的預想。 

(2.)電腦草稿：在電腦中編排出想像的感覺，在下一次戶外收集觀察資料時，先

進行靈感的想定。 

(3.)圖像的對照 

1. 作品對照：透過現場的寫生，把畫作的顏色與實物進行對照。 

2. App「顏色掃描器」軟體色票分析：透過手機與 App 軟體進行現場色彩

採樣與分析。 

（三）文獻探討 

1、畫册 

(1)書名 

 Jeffrey Hogrefe 著，毛羽譯。《創造美的永恆 美國女畫家 歐姬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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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歐姫芙7曾言：「讓未知成為己知。」雖然沒有宗教信仰，但是歐姬芙相

信世界存在著一種生命的力量，無法捉摸但可以感覺得到，藝術創作需要的動

力來自於對於某些事物的懸疑與困惑，因為想要解開這個疑惑或這個結，所以

他們從內心中引出那種能量，開始創作。 

 

 何政廣 （編）。《世界名畫家全集 A. WYETH 魏斯 美國寫實派大師》 

說明：魏斯讓畫面中的景致令人聯想，帶著一種韻味，顯示在畫面上。就像畢

卡索 一樣，魏斯也創造這種帶有隱密的肖像，既難以透視，而且令人回味。魏

斯豐富的記憶和聯想，在畫中表現哲學的原則是他創作精髓所在。 

 

 青木敏郎 《青木敏郎画集 11》発行者 足立龍太郎， 発行所 株式会社求龍

堂，発行日 1998 年 12 月 10 日 ，初版。 

說明：作者在畫册中，善於表現景物以及風景，青木敏郎的靜物作品中表現出

對於仿古典風格的追求，呈現出迷人的理想主義與現實接軌。 

 

 島村信之(しまむら·のぶゆき) 著。《しまむらのぶゆき が しゅう 島村信

之画集》， 発行者 嶋裕隆 ，発行所 株式会社求龍堂，発行日 2011 年 11

月 11 日 初版。 

說明：以白色為基礎的「白色裸婦」系列而受到矚目的島村信之，雖然美的基

準與定義隨著時代或人的不同也會有所差異，但就算如此還是不斷透過寫實繪

畫來追求生命之美。 

 

 漢克．哈勒曼特 《凝視日常 - 荷蘭藝術家哈勒曼特》(The Beauties of 

Simplicity：Henk Helmantel) 

                                                        
7
喬治亞·歐姬芙（Georgia Totto O'Keeffe ，1887-1986）美國藝術家，以半抽象半寫實的手法聞

名，其主題多為花朵微觀、岩石肌理變化，海螺、動物骨頭、荒涼的美國內陸景觀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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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透過眼睛，深入觀察事物，對生活的凝視。哈勒曼特的作品皆透露出思

考與感受，這種感覺，可跨越時代和國界每位觀者讓大家看見另一個世界。 

2、專書 

(1)人文 

 (日)川瀨敏郎《一日一花》株式会社新潮社，2012。 

說明：依據時節到山裡找最當令的花葉融入花器中，野趣中充滿了寧靜和雅致，

在「空」和「寂」中給人生命的啟示，簡約中有一份枯寂之美，他的花藝有着

濃厚的禪意，常被人當作對四季更迭、時間流逝的冥想方式。 

 史作檉《光影中遇見林布蘭》(Meeting Rembrandt Between Light and 

Shadow)，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06。 

說明：林布蘭藉由空間、光及色彩，刻畫出人物深刻的內心狀態，向我們傳達

了人性靈魂終極處的靜謐與神秘，這就是藝術給我們的最大震撼。 

 史作檉《雕刻靈魂的賈克梅第》(Giacometti：Carving Human Spirit) ，台北，

典藏藝術家庭，2007。 

說明：談論他所謂的「真實」？透過賈克梅第雕塑藝術的眼睛，我們又看到了

什麼？通過對於表象的無限分割，回歸到人性的情感，繼而再從人的情感回歸

到屬人本身的存在，試圖形塑出人真正的「本來面貌」，這正是賈克梅第所追

求之絕對的「真實」，亦即他最終極的關懷。 

 

   凱西‧馬奇歐迪，譯者： 陳麗玲《靈魂調色盤：讓內在的藝術家活躍起

來》(The Soul’s Palette：Transformative Powers for Health and Well-Being)，生

命潛能，2003。 

說明：揭露藝術驚人的轉變力，許多身心重症患者，透過素描、繪畫、雕塑、

拼貼及日誌來表達自己，得以開發內在的智慧泉源，安撫情緒創痛，並恢復生

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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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藝術   

 BRIAN GORST，譯者： 顧何忠《油畫技法全集：各種油畫表現技法的步

驟解析》(The Complete Oil Painter)，視傳文化 。 

說明：書中對於繁多的油畫材料與工具使用均有條列詳盡的說明，如何藉由形

式和色彩的運用來表現畫作，還有對各種不同繪畫觀點的討論，如構圖、明暗

和色彩理論的適當運用等，都有深入的探討。 

 王勝《西方傳統油畫三大技法》，國立歷史博物館   

說明：將傳統油畫分析為三大技法 1、凡艾克的多層畫法 2、提香的透明畫法

3、魯本斯的直接畫法。 

 吳冠中，《畫眼》，台北，文匯出版社，2011 年 8 月 23 日 

說明：這是吳冠中純粹寫自己畫作誕生的一本書，吳冠中先生說他就活在自己

的畫裡，他是怎樣的“推翻成見，探索新知”創造藝術的激情與思想靈泉。 

 陳淑華，《油畫材料學》，台北，洪葉文化，2006。 

說明：書中主要是從西方古今繪畫材料歷史的沿革，以及至今在各種與油畫創

作相關的材料及其應用方法進行條理分明的介紹，內容包含繪畫技法簡史、各

種油畫材料、工具特性與製造，以至於油畫病變及保存環境的分析，創作時材

料學重要參書籍。 

 

3、研究論文 

(1)碩博士論文 

 李振明，《南宋禪畫研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碩士論文，1987。 

 黃坤伯，《品東西―以西方媒材表現東方禪宗美學與意境之研究與實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博士論文，2012。 

 

http://etds.lib.ntn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9sKSah/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lib.ntn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9sKSah/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lib.ntn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9sKSah/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lib.ntn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9sKSah/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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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恩生，《西方靜物畫黃金時期研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碩士

論文，1990。 

 張宏彬，《觀照自然－『真實與永恆』作品及創作理念》，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美術學系碩士論文，2004。 

 游雯珍，《白似白」--繪畫創作探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碩士

論文，2005。 

(2)期刊論文 

陳淑華，《快速成型與繪畫初衷~論當代科技之於繪畫創作與藝術原真》  

陳淑華，《繪畫？具象、抽象？前衛、傳統？從李希特的攝影繪畫創作談起》 

 

二、研究架構 

繪畫始終無法做到如照相機的瞬間紀錄，然而這個限制也成為筆者探討自己內

心的最好方法，也就是透過畫筆追求每個當下，因為每個當下，都只能成為回

憶，唯有透過畫筆記錄點滴的回憶，而這些回憶建構了創作時所體悟的當下。

透過規劃的過程來做物我關係的探討，說明如下： 

                                                                                                                                                                                                                                                                                                                                                                                                                                                                                                                                                                                                                                                                                                                                                                                                                                                                                                                                                                                                                                                                                                                                                                                                                                                                                                                                                                                                                                                                                                                                                                                                                                                                                                                                                                                                                                                                                                                                                                                                                                                                                                                                                                                                                                                                                                                                                                                                                                                                                                                                                                                                                                                                                                                    

1、物不變（唯物）： 

透過描繪的對象為不變的景物，或者是以照片進行自我觀照的方法，用不變的

對象來作為參照組，觀察自己內在感受與內心的變化，如同看山是山，看山不

是山的內在體會變化。 

2、我不變（無我）： 

透過將自己放空呈現無我的狀態，客觀地描繪不加入任何主觀的表現，光線開

始有變化，色彩色溫也有了變化，連維持不變的對象物，也無法維持不變，對

應了佛家語「人有生老病死，物有成住壞空」。 

 

http://etds.lib.ntn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9sKSah/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lib.ntn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9sKSah/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lib.ntn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9sKSah/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lib.ntn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9sKSah/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lib.ntn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9sKSah/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lib.ntn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9sKSah/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lib.ntn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9sKSah/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cn.taiwanart.org.tw/friendly/proem/201302
http://cn.taiwanart.org.tw/friendly/proem/2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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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變（本我）： 

在觀照自己的過程中，發現其實無法做到真正心念不動，正如佛家所說心有生

住異滅，我們的心念時時都在變，習慣性的思考，以及個人喜惡，都會左右我

們與限制感受未知的可能。 

4、物變（唯心）： 

在觀察對象物的過程中，希望能夠將所觀察的對象客觀地描繪下來，但是發現

其實並無法做到，每個當下都隨著光陰，正在不斷的變化之中，其實每一個當

下所畫下來的所謂客觀的表現，其實都是每個當下筆者自己內在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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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創作方法與分析 

 

這個章節試著就作品形式與內容，資料的取得與收集，創作技巧與方法來

進行分析與解釋，尤其將本文研究與創作之理念，思想淵源，進行討論和淺析，為第

三章與第四章作品分析的先備知識養成與思想脈絡，也是本文研究之理論基礎，和解

析筆者創作思想之所在。 

 

第一節 作品形式與內容 

此小節主要是在描述分析，如何以靜物畫的形式研究到近似人物畫的，花卉題

材表現的歷程，以及創作元素中的意涵，作品在色彩上的演變。 

 

一、變與不變 

人物或者是靜態的風景，目前筆者認為其瞬變的當下，尚無法透過創作表

示，所以決定以靜物作為研究對象，也藉由不動的觀察對象，來進行自我內在

感受的覺察，試圖了解自己，是受什麼驅動？描繪不會動的事物被稱為「靜物

畫」。畫靜物時能盡量深入並寫實地描繪。筆者畫茶花時,也盡量仔細並詳實地

描繪，如植物學者一樣深入觀察並描繪，必定會發現一些心得。安東尼奧·羅佩

斯8的畫之所以被稱為「馬德里寫實主義」9，也因為他仔細觀察再行繪事，是否

像照片並不是問題。像不像也有許多標準，仔細觀察此經驗，一定會以某種形

式存留下來。(詳見第四章第一節「靜觀自得」系列) 

「靜觀自得」系列作品，主要透過客觀觀察與描繪進行研究，讓自己由繪

畫的起點，客觀地向外觀察沉澱自己，傾聽內心細微感受的覺察，內觀式繪畫

的觀察、感受、理解、表現等歷程，為繪畫創作四個階段。把靜物桌當作是自

                                                        
8
安東尼奧·羅佩斯（Antonio Lopez-Garcia，1936）西班牙藝術家，它描繪的是平凡的人物或事

物，但畫面所呈現的感覺則如稀世珍寶，觀眾所看到的並非平凡的容貌，而是被作者引入到另

一個美妙的境界。 

 
9
安東尼奧·羅佩斯對畫中各部細節的精緻入微的描寫，及堅持實景寫生，對景物之時令及光線

環境的執著，追求超越現實的境界，故被稱為「馬德里寫實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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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觀察感受與理解的實驗室，就像攝影棚可以在這個天地裡面進較行長時間的

觀察，靜物桌上的物件就像演員，而創作者就是導演，主導不同角色的表情及

位置，都能展現不同的驚喜與感動，這也是靜物畫迷人的地方。靜物意象組合

表現方法：對於一個情景與氣氛，創作者透過主觀的意識選擇，將生活情景中

的物象元素抽離出來，再利用拼合、並置、叠加等概念，使其跳脫原有物象觀

感，進而引發意境和情景的幻想。 

 

萬物靜觀皆自得，靜物中祝福的寓意，就表現形式上，以靜物作為創作探

討的範圍，探討構成的變化與趣味，也在內容上關注自己內心的投射選擇與變

化，對於生活的美感，以及美好寓意的事物就在身邊等待我們去發掘，有時候

具有歷史造形的壺，都能帶領我們到一個不同的時空，而鮮花在柔和的光線下

慢慢舒展開來，都能讓我們打開美好的心情。所以筆者喜歡把這些具有美好徵

兆的事物帶入畫面中，透過繪畫的過程細細體會與感受渺小而容易獲得的美好

事物。除了石榴、玫瑰花、瓶子、葡萄、蘋果、葫蘆、菊花、棗子、貝殼等花

卉以外，也是我常常觀察描繪的對象，筆者畫面主要安排的靜物如下： 

1、石榴 : 

 石榴為吉祥物，以為多子多福的象徵，有子孫繁衍，家族興旺昌盛的意義，

常見於古畫之中有榴開百子，多子多福等吉祥寓意。 

2、玫瑰花 :  

在歐洲古代神話傳說中，玫瑰與希臘愛神維納斯同時誕生的，其寓意是愛

情和真摯熱烈的愛。 

3、菊花 : 

 菊花雋美多姿，但不以嬌豔姿色取媚，卻以素雅堅貞取勝，盛開在百花凋

零之後，凌霜盛開，一身傲骨高潔情操，有堅貞不屈之徵，被比喻為君子。 

4、瓶子 :  

陶瓷花瓶外表美觀而形狀各有不同，因“瓶＂與“平＂同音，其寓意有家

宅平安，天下太平，因此靜物畫的花瓶常被應用。 

5、葡萄 : 

 是自然界繁榮多產的象徵，代表精神生活和生命再生的象徵符號，也有寬

容，博愛的寓意，葡萄柔和中性的紫色，代表著關心並給人安全感。 

 



15 
 

6、蘋果: 

對於西洋來說，蘋果與誘惑是分不開的。不過對東方而言，自古以來是多

種吉祥象徵，譬如紅蘋果代表熱情、黃蘋果代表祝福，而且許多文化都將蘋果

視為智慧、平安、喜慶等，它象徵平平安安寓意。 

7、葫蘆 : 

 葫蘆諧音「福祿」。因為草本植物，其枝莖稱爲「蔓」。「蔓」與「萬」

諧音「蔓帶」與「萬代」諧音。「福祿」「萬代」即是「福祿壽」齊全，故它

是吉祥的象徵，表意家族人丁興旺、世世榮昌。 

8、貝殼 :  

貝殼是海洋中少見的純色物種，象徵純潔的愛情。象徵重生繁衍生息的寓

意。貝殼，從海底出現，首先象徵帶來生命的水。是生命開始的圖像，又是 生

命持久的證據，因此，施洗者聖約翰給基督洗禮的畫面，常被表現為用貝殼盛

水往下倒。而空貝殼令人想起基督復活之後留下的空墓。解釋了教堂中的聖水

池為何貝殼形狀。此外貝殼中聆聽大海波濤的聲音，等於反轉了自然法則，容

納者(大海)成為內容之物，微觀世界變成了庇護所和宇宙之源。 

 

二、瞬間的美感 

 

圖表 2-1-1：作品時間性演變圖表 

 

筆者的作品時常出現花卉描繪，花是美麗的象徵，可讓人有很愉悅感受，

也有祝福意念，例如，玫瑰花是愛與美的象徵，在基督教中也將其作為靈性之

愛的表徵，《聖經·約伯記》十四 章一、二節所示，地上的生命只是為了來生做

準備，花朵的短暫綻放及其在自然界循環中的位置只不過是一個階段，是通往

永生的開始。因此，花可以是希望的象形符號，可以期望收穫果實，沒人能懷

疑一朵花在宣示好事即將來臨。(詳見:第四章第二節「蛻變」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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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形式上而言，把觀察的對象聚焦於玫瑰花，觀察對象在同一個視角，類

似的構圖與同樣的玫瑰花，在時間流動的過程中，由花苞到開花到花謝的時間

歷程，體會到繪畫與時間的關係，因為繪畫不易掌握瞬間的當下。 

 

 

三、少即是多的白色發現 

在單一的白色玫瑰花觀察創作的過程中，對於白色有新的觀察體驗，於是

再嘗試了「寂靜潔白」的系列，探討色彩簡化的可能性，以及白色的文化意涵

探討。(詳見:第四章第三節「寂靜潔白」系列) 

 

(一)色彩的分析 

白色是光譜中所有顏色光的顏色，通常被認為是「無色彩」，白色的明度

最高無色相，光譜中所有可見光的混合是白光，可以將光譜中三原色光（藍色、

紅色和綠色），按一定比例混合得到白光，白色是所有可見光譜內的光都，同

時進入視覺範圍，稱為全色光。國際照明協會所規定的標準白光是 6500K 時的

黑體輻射的溫度，相當於白天的自然光。 

 

(二)白色的文化意涵與筆者心靈體會 

白色代表著純潔，荷塘之中蓮花朵朵清純而素雅，蘊育著出污泥而不染的

高潔，潔淨剔透的白玉，蘊潤著純潔，有如君子之風品德的恪守，猶如淨白的

花朵。白色象徵著無比的高潔、明亮，在森羅萬象中有其高遠的意境。春風夏

日，朗朗晴空中的白雲，高曠而悠遠，秋夜澄空，月白風清。春天白玫瑰，夏

時白荷，秋天白菊，冬季白雪，一樣的潔白，有其千萬種的風情，巧妙地為大

地點綴出潔淨明亮的色彩。白色，也有明亮之意，太陽冉冉升起，大地萬物勃

然生動，夜幕低垂時的潔白月光，帶來了寧靜與溫馨感，驅散了暗夜陰沉於我

們的心中，這樣亮敞的胸懷，一生清白才能點燃智慧心光，照耀人生走向光明

大道。因此白色有極大的包容度，任何顏色皆能與之相融搭配。方知白色的運

用何其巧妙自然映物，而適當的留白更是高遠的藝術境界，人生也一樣需要一

點留白，讓自己有迴旋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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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白色是無限的色彩(細緻的閲讀)色料的混色 

在繪畫中，白色顏料所使用有三種:鉛白、鋅白、鈦白， 可以用白色顏料描

繪白色，白色也是調不出來的顏色。白色顏料和黑色顏料混合可以得到灰色，

和其他顏料混合可以讓其他顏色的色相減弱，明度提高。在透明顏料的媒材中，

如中國畫和水彩畫創作，經常利用紙的白色，在畫面留出空白。 

 

四、花卉中的人物畫 

除了玫瑰花之外，筆者亦以菊花為表現題材，白居易的《詠菊》：「耐寒惟

有東籬菊，金粟初開曉更清。」比喻品行高潔的人，不與世俗同流合污，高雅

純潔的象徵，菊花具「養性上藥，能輕身延年」之效用，被譽為「十二客」中

的「壽客」。人們把菊花與其他音韻相同的花草、物象以及文字等相搭配，組

成種種內涵豐富的「吉祥語」圖案，以點綴生活，求得幸福長壽。本文創作研究，

其中系列是以牡丹花主要創作，自從看過真實的牡丹以後，被其花色與質感深

深吸引，他碩大的花形也讓人感到花王之稱。(詳見:第四章第四節「花」系列) 

  

                  圖 2-1-1： 筆者創作過程                             圖:2-1-2 周昉〈簪花仕女圖〉 

 

在《全唐詩》中有記載「牡丹妖豔亂 人心， 一國如狂不惜金」。唐朝第六

代皇帝玄宗，爲同樣美豔且風華絕代的楊貴妃及牡丹花所傾倒，所以挑選並蒐

集了全國最優秀的牡丹品種種植在宮廷中，終日與楊貴妃在花間飲酒作樂，對

唐玄宗而言， 楊貴妃和牡丹可說是綻開在宮廷裡的兩朵花，並象徵著至高無上

的權力及榮華富貴，如圖:2-1-2 周昉的〈簪花仕女〉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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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題材不變，改變創作媒材 

透過不同的媒材(水彩與油畫)來打破自己於古典油畫的慣性，精細完整的造

形描繪，試圖做自我探索。(詳見:第四章第五節「詩意蔓延」系列)富有正面能

量的內涵寓意是我們內心的投射，以下由一段羅迪蒂與莫蘭迪10的訪談中，可以

了解到我們所看到的世界，是心的投射唯心所造，內容提到: 

 

羅迪蒂：你一直偏愛畫靜物作品嗎？ 

莫蘭迪：在那本書裡，你肯定會讀到我也有好長一段時期不斷地畫即興的

花卉小畫，還有風景畫。我還畫過三到四張自畫像。……我想我還一

直……是一個為藝術而藝術的信徒，不喜歡為了宗教信仰、社會正義或者

是民族榮譽而藝術。一件藝術品轉而為其他目地的服務，而不是為藝術作

品自身所包含的那些目地服務，沒有比這更不合我胃口的事了……我相信，

沒有什麼比我們實際上看到的更抽象、更不實在的東西了。我們知道，我

們作為人在這個客觀世界上所能看到的東西，從來就不是像我們看到和理

解的那樣實在地存在著的。事物存在著，當然，但是它沒有它自身的內在

意義，沒有像我們為它附加的那樣的意義。只有我們能知道杯子是杯子，

樹是樹……11 

 

 

 

 

 

 

 

 

 

 

                                                        
10

喬治·莫蘭迪（Giorgio Morandi ，1890-1964），義大利畫家。擅長靜物畫，關於瓶罐器皿的油

畫就超過 1000 張，這些靜物成為抽象的符號。 

 
11
網路資料：莫朗迪與羅蘭蒂 1958 年的對話，趙千帆譯

http://a9419861.blogspot.com/2008/10/giorgio-morandi1890-1964-19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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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料收集與寫生 

 

捕捉瞬間的靈光，創作的靈感來自於師法自然，這個小節主要在說明，如

何透過觀察與寫生，發現事物造型姿態，本身所產生的意涵，以及色彩光影中，

美的感動，以及分享如何透過儀器分析，留住瞬間色彩的感受。 

 

            

圖 2-2-1：靜物觀察台                        圖 2-2-2：古雅仁，〈寧靜的詩篇〉2014 

 

一、靜物的資料收集 

創作的內容通常都是生活中可取材的物件，但是為了取方便觀察，先佈置

一個適合觀察的空間於工作室我的靜物桌像是實驗室，在這個世界裡，安排演

員(靜物對象)，不論是單一物件或者是群體的組合，都能夠產生不同的感覺，

有時候使用統一色調的靜物，觀察其細微的色彩變化，或有時使用色彩互補的

景物，來學習如何運用色彩面積以進行視覺的調和，為了便於觀察與研究，筆

者畫面構圖會選擇一個水平視角，凝視靜物桌試圖用平等的角度看待所要表現，

物與我的關係，在構圖上運用簡單有秩序的排列，讓畫面呈現三角形構圖，因

為創作的系列中，正在思考如何表現“成住壞空＂的意念，筆者發現花卉非常

適合用於創作題材，於是選用白色玫瑰花為觀察與表現的對象，因為花卉有觀

察的時間限制，所以由靜物的研究範圍縮小至花卉題材，也因有機會遇現牡丹，

由室內的畫室觀察創作，走向戶外觀察更多瞬息萬變的光線與色彩，也衍生白

色牡丹系列作品。透過親蒞的觀察牡丹花園，由日出到日落，牡丹花皆會呈現

不同的開花姿態，唯有在時間、空間的觀察，才能發現每朵牡丹花的最佳姿態

與美，在感受如絲綢般的花瓣中，其瞬息萬變的色彩變化，戶外與室內不同的

光線變化，更能呈現不同的色彩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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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牡丹花的資料收集 

 

圖:2-2-3(筆者拍攝於私人牡丹園) 

牡丹之由來有幾種說法，李時珍《本草綱目》記載，牡丹雖結籽而根上生苗，

故謂「牡」，其花紅故謂「丹」。 

 

1、花色 

 牡丹花表現的花色眾多，紅色、粉紅、色白、色黃色等，但是因為延續

「寂靜潔白」系列的研究，筆者嘗試不同的顏色花朵，選擇白牡丹，探討在潔

白的色彩裡微微的色彩變化。 

2、品種 

牡丹富貴花，富麗堂皇人人 喜愛，通常所見到的牡丹，有紅、黃、紫 白等

色，還有近乎黑的深紫色，稱爲黑牡丹，台灣近幾年已培植成功品種，例如；

壽美絣、島錦、八重櫻、花魁、黑龍錦、楊貴妃、聖代、七福神、吉野川、金

球、冬之花火，花遊，貴婦人，金閣，初化粧，新桃園，芳紀，新福神，寫樂，

島津紅、島之輝、花競、百花撰、紅輝獅子、百花殿、雪笹、島藤、島大臣、

黑之司、白王獅子、新日月、海黃、天衣、雙鶴等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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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牡丹花實物觀察 

透過實物的觀察與比較，牡丹花的光線與色彩的變化關係，因透過牡丹花

的植株，能夠較長時間近距離的觀察，例如光線照射到花瓣時所呈現出來的透

與薄，透過觀察才能發掘。 

 

圖 2-2-4：牡丹花實體觀察 

 

1、花苞： 

形象若小桃子，大小約三、四公分，當花瓣展開的時候，直徑可以達到二

十幾公分。 

 

圖 2-2-5：牡丹花苞觀察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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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花蕊： 

蕊皮的部分有點像是花冠，看不同的花種有呈現紅色或白色，圖 2-2-7 所示

花謝後所留下來的蕊心。 

  

                      圖 2-2-6：牡丹花蕊觀察紀錄                  圖 2-2-7：凋謝後花蕊觀察 

3、花瓣： 

花瓣質感如同的薄紗極薄與透明，顏色依照不同的品種要紅色、粉紅色、

白色、紫色、黃色，圖 2-2-8 中作者所捧的花瓣，因為花瓣非常透薄如同仙人衣

賞，所以名為「天衣」。 

 

 

圖 2-2-8：牡丹花辦觀察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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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花葉： 

牡丹葉是相互對生，莖與葉呈現翠綠色，但是有些品種，會呈現微微的粉

紅與紫色，非常的特別。 

   

圖 2-2-9：牡丹花葉觀察紀錄 

 

5、姿態： 

唐代李正封〈牡丹〉詩：「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詩中用「天香」

形容牡丹花的香味就像天上傳，以「國色」比喻牡丹花色，如喝醉酒時雙頰飛

紅的嬌豔情態，後人就以「國色天香」作為牡丹別稱與典故。用來形容牡丹花

濃郁的香味和嬌豔的姿態，亦形女子美麗容貌、姿態曼妙。 

 

圖 2-2-10：牡丹花葉姿態觀察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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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收集的手段與方法 

 

清晨窗戶邊的陽光灑落，讓人有一種說不出的喜悅，光與影像是一種語彙，

想要紀錄下它，但是稍縱即逝。描繪觀察的對象，由不會變化的靜物，變成隨

時不間斷變化的花朵，光線與色彩的變化，就必須使用些方法幫助自己，以掌

握剎那的靈光，於是透過現場的寫生，加上攝影與錄影，希望能夠描繪並記錄

當下現場所見的感動，但是發現總是會有落差與流失。 

 

(一)光線分析分析軟體 App 的應用 

                                  

  圖 2-2-11：App 軟體顏色掃描器                 圖 2-2-12 ：色彩分析          圖 2-2-13：色彩記錄管理 

 

App 軟體可以幫助筆者記錄與觀察，可為協助更大尺幅的作品以及長時間觀察

與描繪，App 軟體「顏色掃描器」來進行分析與觀察，通過顏色掃描器可以通

過攝像頭來採集顏色，只要把手機對準目標物體，可以實地掃描物體色彩如圖

2-2-12，適時地從攝像頭掃描顏色，也同時保存檢測到的五組顏色(圖 2-2-13)。

管理保存檢測的顏色組，也可以選擇顯示顏色值的方式，直接顯示顏色的名字，

或顏色的 RGB 值以及 WEB 格式。這個軟體主要是協助，設計師在服裝、室內

設計或平面設計的色彩標示與管理，筆者運用在繪畫創作的觀察輔助工具，對

於後來研究「寂靜潔白」系列的色彩觀察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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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場寫生的靈感收集 

筆者發現，透過鏡頭的觀察，與人員實際觀察的感受並不相同，App 軟體

「顏色掃描器」是透過攝影鏡頭，把豐富立體的色彩變化現象，變成平面的色

彩成分分析，似乎還是無法滿足眼睛的觀察感受，因此必須寫生。 

1、戶外寫生 :  

在戶外收集資料時，有時因為現場光源比較複雜，相機礙於感光元件的關

係，無法獲得更完整色調，所以對現場的氣氛與色彩印象，必須透過寫生加上

攝影與錄影紀錄，所以筆者透過水彩、素描、速寫小稿來獲取現場構圖的靈感，

或者姿態造型，取其意相、精神、造型、姿態、色彩、色溫及光線的紀錄。 

 

 

圖 2-2-14：現場水彩寫生紀錄 

2、室內寫生： 

較戶外寫生方便，可以安排在理想單純的環境，進行細緻的寫生與描繪，

但牡丹花的花期大約一個禮拜到十天，在每個時間都在變化中，只能進行較小

尺寸的油畫創作，也作為日後較大尺寸油畫的色彩參考。 

 

 

圖 2-2-1：實體觀察油畫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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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錄影攝影與手稿的彙整 

觀察的物件被光線籠罩，因此將光線列為描繪與創作的首要任務，先掌握

光線與色彩進行的方式，透過眼睛的觀察、儀器的分析與照相機的紀錄以及顏

料色彩的比對，對於色彩與光線，以及色溫的研究有許多的幫助，也讓筆者忽

然體會到，為什麼每天我都是早起畫畫，因為在台灣我發現最美的光線時間在

清晨，這個時間可以讓白色牡丹色彩變化最為豐富，也開啟了對白色色彩的研

究。 

圖 2-2-16：實物與作品色彩比較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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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創作技巧與方法 

本章節主要分析創作中的技法演變，以及直接與間接技法的比較，由於創

作題材不同，以及色彩視覺效果的需要，在技法的表現會有不同的演繹過程，

大致上，筆者的創作可以分為間接技法與直接技法兩類，說明如下： 

 

圖 2-3-1：凡艾克〈阿諾菲尼的婚禮〉，1434 年。 

一、間接技法 

創作技法與凡艾克所的油畫創作概念類似，以下方法參考陳淑華教授所著

《油畫材料學》12，之製作程序如下： 

1、基底材: 

選擇木板為主的硬基底材，並在木材上裱一層薄的亞麻布。  

2、打底: 

以兔皮膠調合碳酸鈣打底，這樣的配方繪成為具有吸收性的底，待乾後，

再進行打磨動作使表面光滑，反覆至滿意的細緻光滑成度，此過程對畫面的細

緻描繪有著重要影響。  

3、草稿: 

用石墨鉛筆進行草稿繪製，待構圖確定後，用油彩上灰黑白之色彩的單色

單色圖層，如(圖:2-3-2)所示完成後，造形與畫面的明度就不再作更動。  

4、上色: 

上色之前先刷上一層調合油，用來降低調節打底的吸油性，等油稍乾之後，

以調了白的不透明顏料畫上中間色，再以加了調合油的油彩，用暈染的方式多

層次薄塗，所用的油彩顏料主要是用熟煉亞麻仁油和松節油，調和比例在不同

階段使用，不透明顏料的用量由底層向上逐漸減少，畫面的立體感便由透明顏

                                                        
12陳淑華，《油畫材料學》，台北，洪葉文化，2006。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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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層層薄染而逐步加強。 

此種技法的主要特點是利用淡色的底色襯托效果，提高色彩的透明度和鮮亮度， 

(圖 2-3-3) 畫面中的紅色玫瑰花為例，則是罩染色後的效果。 

  

 

圖 2-3-2：間接技法明暗色層表現 

 

 

圖 2-3-3：間接技法罩染後色層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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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接技法與綜合運用 

多層次的罩染技法在創作的時間上較長，有時對像物的觀察時間有限，如

花卉時間較短，無法即時運用及配合，希望能夠呈現一次性的色彩新鮮度，所

以調整以直接技法與間接技法互相調和的綜合應用技法，以下說明： 

 

圖 2-3-4：鉛筆構圖 

1、用 2B 或 3B 的鉛筆打稿，因為可以方便修改，自由的在畫布上構思造型與

調整明暗強弱，以及虛實的安排，等待確定後即可開始上油畫顏料。 

 

圖 2-3-5：局部直接技法上色 

2、在鉛筆底稿上直接用油彩上色，上色的順序從暗部開始，待整體的暗部確定

色調之後，延伸至灰階色調，最後經營兩部的區域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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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6：直接技法局部 

3、由暗部到亮部的繪畫過程中，在畫布直接混色，產生豐富的色彩變化及暖色

的互補調和，自然產生中間的過度色彩，這個部分的表現技法也如同水彩的縫

合技法。 

 

圖 2-3-7：直接技法過程 

4、在焦點區的描繪過程中，不時注意整體的色彩和冷暖色的比例，還有亮、灰、

暗部分布的配置是否得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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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8：直接技法完成後罩染 

5、整體的底色完成之後，由主題焦點的地方，再一次的進行深入的細節表現，

以及層次色彩的增加，強化景物的質感造型與空間感，油畫顏料也可以慢慢地

由薄塗到厚塗。 

 

圖 2-3-9：完成效果 

6、進行罩染的步驟，由薄而少的顏料，加上調和油的稀釋(調和油是以亞麻仁

油松節油調和而成)調整靜物整體色相，以及深沉色調的變化性，做最後的修飾，

讓質感更為豐富直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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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轉角遇見美 

 

 「萬物靜觀皆自得」，美麗綻開的花朵讓人心神愉悅，觀察花卉的過程讓

人無限讚嘆及體會。植物與人的生活息息相關，花的興榮枯槁也和人的生命類

似。繪畫的動力來自於感動，必須有感而發，一本書，一句話，一個動人的景

緻，都能觸動內心的讚嘆！個人除了靜物畫常以花卉來作為表現題材，因為花

卉本是自然平凡又能傳遞著詩意和蘊含，一種承載情意祝福的媒介，如同作者

期望作品傳遞正向能量功能和溫度的媒介，透過畫面，轉換對花卉的悸動藉物

抒情，重新呈現個人欲表達的＂情與意＂。今藏於故宮看到宋人的〈富貴花

貍〉，畫家將牡丹與貓的神情姿態和互動描繪得極為動人，那個人是首次見到

牡丹花的圖像印象，對於非台灣不易見的花種，對於歷史，文化或生活並無法

感受它真正的美麗。因緣際會，參觀友人的牡丹園，親見牡丹花盛開，其碩大

花朵與姿態震攝人心，頓時被牡丹花光澤與色韻吸引，如同仙人衣裳百聞不如

一見，真實的花經過藝術家詮釋作品的感覺確實不盡相同，對一般人而言牡丹

題材的印象，容易跟庸俗艷麗聯想一起，致使題材的選擇上有所考量，但是親

見牡丹花的我，已能感受到它散發淡雅的特質，因此筆者欲表現出這種淡雅，

及清透粉嫩質感，重新詮釋我所感受到的牡丹花，使得花語不再受庸俗之擾。 

 

 

圖 2-4-1：北宋 無款 絹本著色 國立故宮博物館藏品
13
 

   

                                                        
13 《牡丹名畫特展圖錄》（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 年 4 月出版），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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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2 ：古雅仁《春韻》，油彩、畫布，45.5cm x53.0cm， 2014 

 

 

牡丹花於花苞未開花時，成熟時花瓣慢慢開展，但因花型飽滿碩大，所以越大

的花朵，多是呈現低頭的姿態，這樣的花姿讓人覺得，更能呈現不驕不餒謙下

而豐實的氣質。歐姫芙14他曾説：「若將一朵花拿在手裡，認真地看著它，你會

發現，片刻間，整個世界完全屬於你。」 

藝術家對美的體會與呈現皆不同，隨著生命歷煉，美也像有積體一樣，會變化

與不斷成長，美並不是固定不變的答案，它不是靜態的，也無法以言語道盡，

無法經由單純的技巧或思考就能得到，只能如同「瞎子摸象」一般，不斷的摸

索與感覺，慢慢的拼出較接近的模樣，每一朵花，每個人都有他獨一無二的生

命力，在不同的生活過程下，學習不同的歷程與境遇，各自去追尋屬於個人詮

釋的美。 

 

 

 

 

 

                                                        
14 同註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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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創作理念與思想 

第一節 心如明鏡台 

攝影家柯錫杰15《心的視界：柯錫杰的攝影美學》說過：「相機不過是道具，

重點是心」16 以「攝影的影像」來探討繪畫性，客觀寫實描繪為筆者的反思手

段，其用來降低主觀意識，盡量不讓意念作用，繪畫藝術與照像藝術是不同的，

繪畫的過程為畫家的觀察感受和理解，再經過畫筆一點一滴慢慢表現出來，照

相需要即興片刻，按下快門的當下即完成，雖然看似同樣的結果，但是過程與

路徑大相逕庭，由於創作者的方式不同，繪畫與攝影作品所傳遞的訊息必然不

同。 

「照相寫實主義」的藝術家透過鏡頭取得繪畫題材，以相片為輔，展現完

全客觀的描繪，而鏡頭的透視，與傳統的箱型透視產生差異，鏡頭的截取決定

觀看者對世界的「看」法及「觀」點，攝影者置入人、事、物、空間與時間的

詮釋，因為用眼睛看，用心觀。客觀卻又感性寫實地描繪物象，風格就是發現

當下我的表現，使得所有體悟與心念的狀態表現出來，因此風格不是演繹辯證

的問題，也無須外求，需要不斷地向內觀照與實證，因此繪畫為筆者實證的方

法，由一筆一筆描繪與觀察體悟得當下，發現每個當下變化的我，即有我，我

思故我在。法國攝影師亨利.卡提耶-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
17
 在 1957 年接

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說： 

「拍攝的那一秒是個充滿創造力的瞬間，你所構建和表達的是生活本身所

提供給你的，並且你必須憑直覺判斷何時按下快門。按下快門的那一瞬，便是

攝影師所創作的，哦......是的，就是那一瞬！一旦你錯過，它將不復存

在。」18 

                                                        
15

 柯錫杰（Ko Si-Chi，1929 年- ），跨界於純粹藝術與商業攝影，作品廣為國內外各大美術館所

典藏。 
16柯錫杰，《心的視界：柯錫杰的攝影美學》，台北，大塊文化， 2016，頁 68。 
17亨利.卡提耶-布列松(Henri Cartier Bresson， 1908-2004)法國攝影大師，為知名馬格蘭攝影通訊社

創辦人之一，提出撼動數個世代的「決定性瞬間」理論，被譽為「現代新聞攝影之父」。 
18

 引用《華盛頓郵報》網路資訊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articles/A39981-

 



35 
 

攝影師創作時，相機是工具，攝影技巧與技術是方法，創作作品的是攝影

師按下快門當下的「心」。繪畫是一種生活方式，用畫筆描繪的歷程是諸多當

下的回顧，也是對於生命的關照，建構畫面的過程發現微小的感悟，也可以成

為動人的內容，對於生活的枝微末節也可成為樂章的旋律。 

李昱宏《灰色的隱喻：時間、機會、攝影與決定性瞬間》提到布列松由禪入物

我的關係： 

布列松本人曾經以日本禪宗射箭之法，比喻他的決定性瞬間，他認為唯有

當物我兩忘時，那麼真的瞬間才可得，若執著於物我兩忘卻又掉入泥淖

裡，佛家大乘空宗意理認為世界一切事務及現象（以佛家語言及所謂的一

切法），皆虛假不實，應作空觀，然而已諸法為[空（無）］的觀念亦是假

名而不可定執，因為假名以為空。19 

不執著於有，又不執著於無的境界，是真正的物我兩忘莊周夢蝶，畫筆即

是我，我即是畫筆，繪畫即是我，我自己即為繪畫，每一個下筆當下的我，與

上一筆的當下我，進行交流與內觀，從中發現未知的自己。客觀描繪，是自我

內觀的手段，透過客觀的寫實手法，真正的放下自己好好觀察體會與感受，放

下創作者預設的表現與造形的框架，真正達到空的狀態，把作者的預想放空，

讓對象物自然散發訊息，也觀察自己的起心動念，真正由自己內心有感而發的

創造，因為繪畫是一種靜心的儀式。 

畫布是創作者實證的道場和修行的殿堂，畫者用純淨的心靈和專注的精

神，一筆筆慢慢的刻劃，這緩慢的作畫速度如同儀式進行，用誠敬的心探索，

講述著作者每個當下的意念與祝福灌注於畫面之中。 

                                                                                                                                                               

2004Aug4.html 
19

 李昱宏著，《灰色的隱喻：時間、機會、攝影與決定性瞬間》，台北，田園城市文化，2009

年，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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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1：古雅仁《緩慢的優雅》油彩、畫布， 53.0 X 45.5 cm，2014 

 

若能在繪畫當下，審視每一個決定性的瞬間，而決定性瞬間是一種不得不的

假名，我必須仰賴決定性瞬間的方式去理解繪畫，但這決定性瞬間的見識，

卻同時也是我所執著的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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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繪畫的心靈旅程 

黑格爾
20
(Georg Wi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曾說： 

 

真實的實在存在於立即的感覺與我們每日所見的物象之外。唯存在於事物

本身之內在為真實⋯⋯在此一端唯是一敗壞、易朽現世的表相與與幻象，在

彼一端是事物的真實內容，藝術就是要在這兩段之間挖掘出一道溝通，重

新賦予事物及影像以一較高的真實、一出自心靈較高的真實⋯⋯藝術的表現

絕非僅在刻畫事物單純的表象與幻象，而是擁有一更高的真實與一更實際

的存在
21
 

 

  筆者認為，內觀式繪畫，將觀察、感受、理解和表現，為繪畫創作四個階

段。一般著重於感官訊息的接收（向外尋求），但就內觀式繪畫（我們所看到

的世界皆為心的作用），所以筆者欲藉去除色彩，以表現白色為旨，用來自我

察覺內心的變化與作用，微觀細微變化，與無彩中的有彩。 

 

圖 3-2-1：古雅仁《聖潔的光》油彩、畫布，38.0X91.0 cm，2015 

    杜布菲22說： 

「當我作畫時，有一種模糊的觀念跟著我，是一種混有不調和與生命相反的成

分，將對生命有刺激作用，如同生命可以在有阻止它的力量的地方產生。」23 

                                                        
20黑格爾(Georg Wi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德國 19 世紀唯心論哲學的代表人物之一。 
21

節錄自 Linda  Nochlin 著，刁筱華譯：《寫實主義》，台北：桂冠圖書，1997，頁.6。 
22 杜布菲（Jean Dubuffet ，1901-1942）法國藝術家，提出“原生藝術”一詞，認為藝術是“無

形式”的．我們只要用心，任何媒材都能將我們內心的感動呈現。 
23

史作檉 著，《看見真實心靈的杜布菲》，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14，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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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腦與心的作用歷程，為向外觀察、心的感受、腦與認知的理

解、表現技法與風格，如果把一個藝術家比喻成電腦；藝術家的眼睛，就如同

攝影機，藝術家的腦與心，為暫存的圖檔與電腦的運算系統，而藝術家的手，

就像是好的列表輸出的機器，如果一個藝術家具備人以上創作的基本配備，所

追求的繪事目標，自然是如何不斷地去提升更新，新的軟體系統（靈感與體

悟），自然手上的表現風格（輸出系統），將會自然演繹，風格不是一種理論

的演繹，不是向外追尋，而是要內觀，向內體會，由內而外自然表現出來，自

然我的手，就能跟著我的心，描繪出屬於自己的心靈地圖。 

 

不同的畫家，一樣表現畫花，都有不同的表現與詮釋結果，但同樣的畫

家，同樣是畫花也會隨時間歷練與體悟有所不同，在於每一個人在當下的內

在，都有不同感受，畫家看著同一朵花，千遍萬遍都不厭倦，所以創作時感受

有無窮的變化，必須要向自身的內在無限的去探索。 

正如朱光潛24於《西方美學史》所言： 

 

「藝術在本質上是一種創造，而創造是一種自覺的有目的的活動。這種活

動必須根據自然或客觀現實，不能無中生有；但也必須超越自然或客觀現實，

不能依樣畫葫蘆，而是能動的反應現實。」25 

 

  內觀與內在對話，藉此探索本我以至無我之繪畫情境。啟發了筆者思考藝

術創作應真誠面對自己，坦然表現內在感知，由於藝術創作其實可私密，也具

備個人特質，為個別差異與不同載體之心性，方能體會到人與自然即物我關係

（此觀點為筆者「靜觀皆自得」之系列作品的源起），藉物抒情或以情寄物，

萬物皆有其生命和藝術語彙。在快速的時代和生活節奏中，如何放慢呼吸吐

納，生息養性，以尋找符合身心靈的步調，為筆者以畫筆對當代寫實藝術的反

思。由於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所有最新科技與科學的本質，來自於對人的了

解。藝術修養與能力，亦畫者自身的藝術修為，如何透過畫心找到人的動能，

                                                        
24 朱光潛（1897－1986）為中國現代美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是重要的著作有《西方美學

史》《給青年的十二封信》《談美》。 
25

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下卷，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頁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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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作者內在感動和手繪質感，符合身心靈的溫度，以獲得與人對話(畫)的契

機，在不斷的嘗試與實踐繪畫的體悟，思考什麼是繪畫本質？為自己而畫，也

為他人尋得覺知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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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創作中的意念與精神探索 

 

  繪畫其實也是一種魔術，製造出一種視覺得幻想，大衛．考柏菲26《大腦騙

局》曾提到： 

 

讓我們得以創造魔術幻象。事實上，幻象是誕生在腦裡。而不是舞台上。 

很多事情，包括文化造成的偏見與信念，都會影響人的知覺，而有技巧的

魔術師就會利用這些，創造出奇蹟般的表現27。 

  探討觀看奧秘，了解眼睛與大腦的作用，研究觀看與繪畫關係。 

觀看是一種主動同時產生選擇作用，因此觀看與理解有著密切關係。觀看與理

解於哲學被視為兩件事，和大腦對於視覺的機制也是如此，有時候無法客觀理

解所見的事物，是觀看公式的困惑。 

德國哲學家康德28（Immanuel Kant，1724-1804）也曾認為頭腦的功能可分為兩部

分，其一是被感動的感覺功能，為收集未經處理的感覺訊息，期二則是腦主動

的理解功能，負責收集到的資訊。在繪畫領域，畫家創作時可分為使用眼睛作

畫或頭腦作畫。其中使用眼睛作畫，是一種被動的繪畫方式，較涉及視覺性

的，如印象派的畫家對於光線與色彩的表現，為描繪物象當下的視覺感受，呈

現視角的外在印象；而用頭腦作畫者，較如同立體主義作畫方式，透過大腦主

觀的判斷理解，進而描繪事物記憶中的面貌，進而呈現事物的本質與形體的詮

釋。在觀看的時候對於物體的理解認知，是由腦內的運作產生辨別，也涉及到

了抽象與具象的判定，史作檉在其著作《藝術的終極關懷》云: 

 

 

                                                        
26

大衛·考柏菲（David Copperfield， 1956~），原名大衛·賽斯·柯沁（英語：David Seth Kotkin），

生於美國新澤西州 Metuchen，是世界知名的魔術師。 
27

麥可．史威尼 (Michael S. Sweeney)著，鄭方逸譯，《大腦騙局》台北，大石國際文化，民

101.08，P01。 
28

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德國哲學家，其學說深深影響近代西方哲學，並開啟了德

國唯心主義和康德義務主義等諸多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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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你曾崇仰何人何物，並以誰為師，最後你必須回到你自己本身。 

藝術從未遠人，只是人遠離了他真正的自己。在都市中，我們先失去了我

們的眼睛，然後我們失去了一切。
29
 

當今現代，我們解讀觀看所面臨的視覺盲點，常常是一句表象的資訊供給，照

片或者是電子影像等，雖有助於我們快速閱讀，但是已是被選擇過後的觀看，

或只流於視覺看的解讀，而忽略了觀，觀與看本為一體。由於筆者先前從事電

腦影像工作，發覺現代世界對於影像感受力趨於表面化。視覺影像的訊息，大

量而快速的充斥日常的生活，所以有效解讀影像，又能客觀理解觀看的視覺操

作或擷選，為觀看者之智慧《像藝術家一樣思考》30一書提到，腦分為左右，左

腦是掌握快速閱讀與辨識，對於影像能快速分析與歸納；而右腦是負責感受，

超越五官限制之外，為創造性的腦與慢慢品味的系統，筆者認為真正的觀與

看，應該是左右腦平衡的觀看方法。 

繪畫藝術提供在快速的步調生活重整的契機，放慢腳步，可以中庸且客觀

的觀看，藉緩慢的繪畫過程感受建構與理解，重新建構現實，也詮釋與實踐。

感官使我們接受外在訊息的窗口，而觀感指的是訊息接受後的心感受，若眼睛

是接受視覺的感官窗口，而觀者的心就是呈現視覺影像的底片，一方面藉由感

官向外搜尋，一方面由內而外流露體會與感受，由一段羅迪蒂與莫蘭迪
31
的訪談

中，可以了解到，我們所看到的世界，是心的投射唯心所造，內容提到: 

 

羅迪蒂：你一直偏愛畫靜物作品嗎？ 

莫蘭迪：在那本書裡，你肯定會讀到我也有好長一段時期不斷地畫即興的花卉

小畫，還有風景畫。我還畫過三到四張自畫像。……我想我還一直……是一個

為藝術而藝術的信徒，不喜歡為了宗教信仰、社會正義或者是民族榮譽而藝

術。一件藝術品轉而為其他目地的服務，而不是為藝術作品自身所包含的那些

目地服務，沒有比這更不合我胃口的事了…… 

 

 

                                                        
29

史作檉著，《藝術的終極關懷》，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14。 
30
 Betty Edwards 著，張索娃譯：《像藝術家一樣思考》，木馬文化，2013。 

31 同註釋 18。 

 



42 
 

我相信，沒有什麼比我們實際上看到的更抽象、更不實在的東西了。我們知

道，我們作為人在這個客觀世界上所能看到的東西，從來就不是像我們看到和

理解的那樣實在地存在著的。事物存在著，當然，但是它沒有它自身的內在意

義，沒有像我們為它附加的那樣的意義。只有我們能知道杯子是杯子，樹是

樹……32 

藝術家獨自面對繪畫時，易進入忘我的狀況，享受孤獨的情境，忽有“靈光乍

現”的覺知，但很難言喻，這些深刻的經驗與感受，也總令人回味並產生好奇，

如繪畫過程之始，如何從堆疊物質到精神投射，為筆者期望能喚醒內在，眼前

這張畫不僅是畫，而是開啟筆者自己，尤其與對象物之間情誼的一扇門。而

“物我合一”狀態，是一種個人境界昇華，從物質到精神，於頓然時刻共融。 

 

 

圖 3-3-1；古雅仁《瑰麗》，油彩、畫布，45.5 x 53.0cm ，2014 

 

 

 

 

                                                        
32網路資料：莫朗迪與羅蘭蒂 1958年的對話，趙千帆譯
http://a9419861.blogspot.com/2008/10/giorgio-morandi1890-1964-19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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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煥祥33（Bennet Wong）提到“忘我＂境界，云: 

我從未想過有一天會開始雕石頭，但當我不偏不倚在自己裡面，接觸石

頭，了解石頭，圖像就自然浮現。 我的工作是看見原本就蘊藏在石頭裡的

美，然後用工具表達出來，這和照著一個既定圖像雕石不同，那是再製而

已。找到石頭的靈性，跟那個靈性在一起，那個靈性也會和你在一起。當

能量和其他能量交會，帶出一個完全不同、更大的整體圖像，我們就創造

了一個世界。34 

繪畫是活的，感悟與畫筆不同狀態，即 “意在筆先＂為前段所提之忘我，或說

本文所認為的覺知歷程，包含技法自動性，真意凝聚在藝術創造中，感覺是優

先於筆，和直接由心驅動畫筆，忘記與放下本我，由內在的覺知歷程建構創作

途徑，試圖釐清物與我之間的若即若離。 

利用人與作品的物我轉換關係，於繪畫歷程試者忘記所有繪畫元素，盡可

能排除美學上的修飾？不再受形式約束，或被視覺經驗左右？如此可讓繪畫歷

程得到自由，也更貼近真實，感受當下靜物與作者對應的實質性。史作檉《看

見真實心靈的杜布菲》提到杜布菲云: 

圖畫將我昇華至一種祥和的心靈，這種祥和的心靈是熱情、振奮人心的； 

無論是「看」或「感覺」，都是代表我們整個「人」之「心靈」的存在。 

因此，繪畫藝術是一種「心靈」的藝術，而非一般所言「看」的藝術。35 

杜布菲的藝術所為，是純粹屬於“人＂之事，而非“文明＂。而文明是“人＂

有所作為的活動成果，如“看＂與“認知＂之分。 

 因此，杜布菲所言之文明，就必須從頭來過，即“人＂本身的探討。文明必須

是“人＂的文明，而不是文字、符號發明後，不管藝術或文明，都必須回復到

屬於原始般的自由和無拘束的心靈深處，從心而看的感覺，表達藝術文明。 

                                                        
33黃煥祥醫師（Bennet Wong, M.D.）是加拿大皇家醫學院院士，海文專業訓練學院創辦人，曾在

精神醫學的世界重鎮梅寧哲醫院接受專科訓練。創辦加拿大 Haven 教育中心，目標是整合人的

身、心、靈，強調自我發展對健康、關係和生活方式的責任。幫助個人成長並轉化自己的風

貌。著有《關係花園》、《健康花園》。 
34
 陳文玲著，《越旅行越裡面》，台北，心靈工作文化。2006［民 95］。序文 

35史作檉著，《看見真實心靈的杜布菲》，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14，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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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創作中腦與心靈之眼探究 

筆者希望自己的創作能夠在急促非靜的社會節奏中，藉作品的修行探索與

建構，提供另一思考或表達藝術思想與人生的方式，重新找回徜徉於藝術情境

的節奏，讓身心結合，降低視覺感官刺激的追求，讓內在創造力自然流露，客

觀地觀察、感受與體會，如同杯水，放空自己表現的意念，把意念（如水中的

雜質）慢慢沉澱，而讓水透明的本質（自身的本質特徵）呈現，內觀自己，發

現未知的自己，明心見性。腦科學家吉兒‧泰勒36： 

我以屬於右腦的心靈意識，全心相信《奇蹟》將會從你們的手中，流傳到

其他能因此受益的人手中。 

吉兒‧泰勒《奇蹟》提到親身經歷腦中風的過程，從腦功能在動作、言語、自

我意識都一一退化。其中她所言右腦運作與筆者企圖創作的思想類似，即降低

左腦的限制，放下與放空，無心等於放下左腦系統，直觀慈悲領受當下，法國

藝術家保羅塞尚37的才華就是用新的方式觀看，印象派前期畫家採寫實主義，在

於試圖凍結空間，同時捕捉所有細節，到了印象派進而捕捉瞬間的光，到了塞

尚更深入，他明白光線是視覺的開始，並非結束，「光靠眼睛是不夠的」塞尚

認為我們也要用腦袋思考才行。塞尚的筆觸雖大膽，但他所畫物體並無明顯界

限，顏色相互推擠、融合，有時衝突竟可完全消失，畫布上出現的留白，待觀

者自行填入。然而我們仍能看得出這些作品所描繪出物體、人和地點，這是我

們的大腦自動解決了這場混亂38。觀察與感受的歷程中，學習放下原有習慣，重

新發現繪畫創作的多樣性。 

 

 

                                                        
36哈佛大學腦神經科學家吉兒．泰勒，1996 年的冬晨， 左腦血管突然爆裂，她嚴重中風了，當

時她才 37 歲。 但是泰勒沒有被擊潰，她憑藉著自己對大腦的了解，用右腦解救了左腦， 八年

後，她奇蹟似的完全康復，巡迴各地演講。2008 年獲選為 TIME 雜誌百大人物。 
37
 保羅·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著名法國畫家，他的作品為 19 世紀的藝術觀念轉換到

20 世紀的藝術風格奠定基礎。他的作品對亨利·馬蒂斯和巴勃羅·畢卡索產生極大的影響。 
38參考自；麥可．史威尼 (Michael S. Sweeney)著，鄭方逸譯，《大腦騙局》台北，大石國際文

化，民 101.08，P42 

 

 



45 
 

哲學家亨利-路易．柏格森39；「眼睛只看到腦子想要了解的事物」40學習是藉重

別人，在創作的形式與演繹中，得到突破與改變的經驗、啟示與靈感，但另一

方面創作也要向內摸索，即自我生命的思考。繪畫如同靜心的儀式，而畫布就

是實證的道場，有些書法家，在寫字前必須磨墨，就是藉由這個儀式來靜心，

儲備意在筆先的能量，若心不能靜則無法將心中的感觸呈現，對我而言，繪畫

是一種自我探索的手段，讓內心的感覺由筆尖自然的流露到畫面，再現情感之

所在。 

 

 

 

 

 

 

 

 

 

 

 

 

                                                        
39

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法國哲學家，以優美的文筆和具豐富吸引力的思

想著稱。1928 年，獲得 1927 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著作有《時間與意志自由》、《創造的進

化》、《精神能量》。 
40

參考自；麥可．史威尼 (Michael S. Sweeney)著，鄭方逸譯，《大腦騙局》台北，大石國際文

化，民 101.08，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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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作品分析與探討 

 

第一節 「靜觀自得」系列 

本系列筆者列舉三件作品為例。首先，這三件作品的（圖 4-1-3、圖 4-1-4、

圖 4-1-5）構圖均是採用水平式的三角構圖，希望藉由這樣的構圖表現穩定寧靜

的視覺感受。 

以生活中的靜物如水果花卉，經由擺放與構成，和畫面的光線營造採取左

上方的光源方向，在明暗配置所營造的氣氛，表現出古典氛圍，選擇含有吉祥

寓意的靜物，畫面中的石榴，有榴開百子的吉祥寓意，瓶子則是寓意平安喜

樂，牡丹花象徵富貴榮華，雖然是一張靜物畫，筆者希望藉由美好吉祥的寓

意，能夠呈現的寧靜祥和的印象。打上像攝影棚般的光源，這時候也嘗試用不

同的光線(如圖 4-1-1)，最後以用具有投射光能較強的鹵素燈，來表現古典聚光

的氛圍。 

 

             

                   圖 4-1-1：光線與氣氛測試一                        圖 4-1-2：光線與氣氛測試二 

 

「靜觀自得」系列的創作，色彩一致，以古典油畫的間接技法，筆者認為

適合表現這樣的氛圍。此外，觀察光線產生不同的視覺情緒，水平式構圖，表

現平穩安定的視覺效果，畫面中石榴、水瓶與牡丹花，構成穩定的三角狀態，

在穩定的構成中(如圖 4-1-2)，牡丹花與牡丹花葉，指向畫面外的流動張力，而

畫面的色彩分布，利用大面積的中低明度色調與聚光效果，襯托靜物高反差的

效果與視覺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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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4-1-1：作品富貴顯榮構圖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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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品一〈 富貴顯榮〉 

 

圖 4-1-3：〈 富貴顯榮〉畫布、壓克力顏料，45.0 X 65.0 cm 

 

靜觀萬物㫮自得，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由小可觀知世界，什麼是世

界？ 世是一生一世，指的是時間，界是指空間，借由繪畫過程向外觀世界之

音，由繪畫的過程向內觀自在。放慢腳步細細觀察，發現天地有大美而無法言

喻，必須等待我們品味與發覺。〈 富貴顯榮〉用平視的角度構圖，以齊物的角

度觀看，不亢也不卑，一視同仁，用溫柔而同理的心情，體會萬物。誠實面對

自己的視覺，使之沉浸其中，同時透過油畫技法，將觸覺質感轉化到視覺，再

把嗅覺轉換成視覺的色彩。使之把描繪的對象，化身為自己，在解構與重組的

繪事歷程，重新用觀念理論來表現，於結構概念，將靜物簡化成點線面體的組

合，成為畫面的視覺元素，於色彩表現，以光影做為思考繪畫的介質，於畫意

呈現，運用靜物的語彙來呈現畫面的寓意，因此靜物畫不單只是造型與色彩，

而是能有弦外之音的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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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品二 〈悠然雅緻〉 

 

圖 4-1-4：〈悠然雅緻〉油畫、畫布， 72.5 X 91.0 cm 

 

〈悠然雅緻〉是以中間明度為主的創作，透過油畫來探究在微弱的光線下，所

呈現的柔和色調，於是本作品決定一致光源嘗試，將靜物桌移到窗戶旁邊，以

柔和的自然光，進行作品的探索，但在長時間的描繪與觀察中，突然發現同樣

的靜物，由清晨、中午，中午到傍晚不同的時段中色彩一直在改變，我的畫面

是細膩的而非印象派寫意與剎那筆觸的技巧，探討時間與空間，因此無法跟上

這樣的變化，於是藉由相機從中記錄，我所看到的色彩變化，選擇某固定時間

最佳的色彩溫度，以感受從中光線迷人的語彙。 

 

色彩是媒介，能直接影響心靈，色彩是鍵，眼睛是鎚，心靈是琴絃，藝術家便

是那隻依需要敲鍵而引起心靈變化的手。所以色彩的合諧必須建立心靈需要之

上，白色為無彩色，是筆者認為在物質慾望提供心靈寄託，將降低色相直觀，

更讓心靈受到完整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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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作品三 〈福祿吉祥〉 

 

 

圖 4-1-5：〈福祿吉祥〉畫布、壓克力顏料，45.0 X 65.0 cm 

 

光與影的語彙，在清晨窗邊的陽光灑落，讓人有特別的感受，筆者發現在一天

當中，最有變化也最吸引人的色溫時間，是在清晨與傍晚時段，迎接陽光照射

到窗邊，順著窗框映射進來，使得我靜物中的牆面出現十字架的影像，那道光

如同聖光降靈於靜物桌，以相機不斷地留下這樣的感動，但筆者發現自然和神

聖的光線，是無法用快門與光圈捕捉，不是亮面曝了光，就是暗面太黑，或者

是色彩的飽和度不夠等問題，促使筆者以不完美的照片看，在用心去觀的藝術

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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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參考作品 

 

 

古雅仁，〈富貴多子〉，壓克力顏料， 

72.5cmｘ50.0cm  ，2011 

 

古雅仁，〈迎向晨曦〉，壓克力顏料， 65.0cm 

ｘ45.0cm ，2011 

 

古雅仁，〈靜觀自得〉，壓克力顏料， 

45.5cm x 53cm ，2011 

 

古雅仁，〈圓滿〉，壓克力顏料， 45.5cm x 

53cm ，2011 

 

古雅仁，〈饗宴〉，壓克力顏料， 45.5cm x 

53cm ，2011 

 

 

古雅仁，〈百年好合〉，壓克力顏料， 45.5cm 

x 65，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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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雅仁，〈春意盎然〉，壓克力顏料，  65 

cm ｘ45.5cm，2011 

 

 

古雅仁，〈蘭潔榴芳〉，壓克力顏料，45.0cm x 

65.0cm，2011 

 

古雅仁，〈富貴呈祥〉，油彩， 72.5 cm x 

91.0cm，2012 

 

 

古雅仁，〈玫瑰琴韻〉，油彩，72.5 cm x 

91.0cm，2012 

 

古雅仁，〈燈〉，油彩， 41.0cm x 53cm，

2012 

 

 

古雅仁，〈平安喜樂〉， 油彩， 45.5cm x 

53cm ，2012 

 

 
古雅仁，〈瑰麗〉， 油彩， 53cm x 45.5cm ，

2013 

 

古雅仁，〈無限〉， 油彩，53cm x 45.5cm  ，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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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雅仁，〈豐碩〉，油彩， 24.0cm x 

60.0cm ，2014 

  

古雅仁，〈恬靜時光〉，油彩， 45.5cm x 

65.0cm ，2014 

 

古雅仁，〈寧靜的詩篇〉，油彩，45.5cm x 

65.0cm，2014 

 

古雅仁，〈百年好合〉，油彩，  45.5cm x 

65.0cm，2014 

 

古雅仁，〈繁榮昌盛〉，油彩， 91.5cm x 

123.0 cm ，2017 

 

古雅仁，〈牡丹圖〉，油彩，91.0 cm x 

41.5cm，2017 

 

 

 

 

 



54 
 

第二節 「蛻變」系列 

寫實的玫瑰，抽象的心靈，抽象的背景，寫實的心靈。(古雅仁) 

 

       

圖 4-2-1：成的意象    圖 4-2-2：住的意象 

      

圖 4-2-3：壞的意象    圖 4-2-4：空的意象 

 

「蛻變」這個系列，探討繪畫的時間性，也探討繪畫與心靈，理性與感性

的課題，世界有成住壞空，人有生老病死，人的心念有生住異滅，都是我們能

夠理解、覺察到的。一切的物相統統都是在變化，既然都是在變，那就不是真

的。所以“有”，佛叫它做“假有”、“幻有”、“妙有”，真空妙有！照片

是時間的切片，而繪畫就是時間切片的回憶或紀錄，融合畫面寫實與抽象的表

現，首先用自動技法讓背景的色彩自然流動，所以先放鬆再聚焦，在類似抽象

的畫面尋找具像的靈感，也用時間流動方式，表現時光流逝和當下的感覺，層

層疊疊的暈染中，彷彿在製造歷史的痕跡。「蛻變」系列，運用抽象與超寫實

的表現手法，半抽象的書畫詩意，結合東西方的水墨與古典寫實，呈現一種魔

幻般的視覺畫面。 

 在創作此系列的作品時，先有抽象的畫面，再來依照畫面的感覺，將玫瑰花構

思畫面中以呈現心中的感覺。在創作歷程，白色的玫瑰花由含苞待放到慢慢伸

展，再到盛開和凋謝，因此「蛻變」系列透過自動性技法為底，抽象流動，建

構具象的形，以筆者於前章「成住壞空」的創作理念表達（如圖 4-2-1、圖 4-2-

2、圖 4-2-3、圖 4-2-4），過程讓我體會到，體會一切無常為有常（正常）的道

理，讓人把握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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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間構圖的改變 

「蛻變」系列的創作，試圖改變創作觀察的可能性，把原本靜物桌的觀察

空間，改變成為一個物體與背景的關係(如圖 4-2-5)，此圖所示 A，是深入畫布

間的想定，油畫布像那創造空間的擬像；B 是透過玫瑰花表現凸出畫布的空間

想像，運用影子的變化，讓描繪的花突出畫布的空間表現關係，如果把畫面想

像成一個空間，「靜觀自得」系列的作品像是由畫布表面向內延伸的空間，

「蛻變」系列是希望透過表現與觀察，由畫布表面向外延伸的表現空間，然後

以一個不變的對象(白色的玫瑰花)來探討環境與物體的理念。 

另一方面，將描繪對象縮小範圍，以深入觀察與描繪，在背景則使用自動性技

法，讓畫面產生理性與感性的對應與共融，做一個思考與嘗試。(如 圖:4-2-6 至

圖:4-2-9 之作品所示) 

 

 

圖 4-2-5：作品空間概念轉換示意圖 

 

圖表 4-2-1：蛻變系列作品變化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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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動性技法 

「蛻變」系列的作品，開始的自動性技法表現，為的是放鬆自由揮灑與流

動，即抽象畫面加入寫實手法，來思考抽象與具像的關係，在抽象的直觀表

現，以寫實的描繪手法，向內心關照，內在所產生的變化。 

「蛻變」系列的創作方式，將「成住壞空」的概念，先透過一次次背景的有意

無意地潑灑，待所有層次的色彩、筆觸較成形後，再把玫瑰花放置於畫布，進

行花卉姿態構圖，因為要符合主題，所以用了同一朵白色玫瑰花。在背景的表

現上，筆者更直觀真實表現心靈感受，從模糊的感覺，慢慢地讓感覺聚焦，先

有破壞再做建設，對筆者而言，這是一個心靈的解構，希望透過繪畫打開自己

更多的可能，(如圖: 圖:4-2-7 作品所示)。 

 

    

  

圖表 4-2-2：動性技法背景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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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虛實的空間 

畫面的虛實關係，抒發人有生老病死，物有成住壞空的情境，表現出立體

於畫布外的虛擬空間與視覺效果，須依靠影子的表現，主掌描繪越真實就越能

夠呈現主題的真實與立體，當影子描繪越少，則光影表現越弱，則與背景的牆

面交融一起，(如圖: 圖:4-2-8 之作品所示)。 

 

     

      

圖表 4-2-3：畫面的虛實關係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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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品 一 〈 聖潔〉 

 

圖 4-2-6：〈聖潔〉畫布、壓克力顏料， 65.0 X 45.0 cm， 2015 

 

此作品猶如象徵如剛出生的嬰孩潔淨透白，也像天使般伸展雙臂，綻放出聖

光。畫面以簡單的白玫瑰為主題，搭配多層次的灰階背景，擬人寫實的手法與

風格，同時結合時尚與古典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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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品二〈綻放〉  

 

圖 4-2-7：〈綻放〉畫布、壓克力顏料，65.0 X 45.0 cm， 2015  

 

    作品以單純的白玫瑰為主題，搭配類似水墨渲染淋漓風格的背景，寫實加入

寫意風格，為融合東西方繪畫原理和意象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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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品 三〈 蛻變〉 

 

圖 4-2-8：〈蛻變〉畫布、壓克力顏料，65.0 X 45.0 cm， 2015  

 

    白色玫瑰花主題依然不變，但是花瓣與葉子凋零的造型，呈現另外一種美

感，背景的部分由於重複的渲染與重疊，產生了一種時間堆疊的感受，象徵生

命的一種蛻變與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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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9：〈詠菊〉，油彩，2015                     圖表 4-2-4：〈詠菊〉構圖分析圖 

 

經過「成住壞空」系列的研究心得，花朵的生命短暫，但也讓筆者體會生

命的無常，緣起緣滅一切都是自然的法則。如果生命像一首詩，是否也應該留

下一種品格與情操令人回味，應是詩為畫之所在。 

“季秋之月，菊有黃花”，在寒霜降落，百花凋謝之際，唯菊花傲霜怒

放，競鬪芳菲，或倚、或傾、或仰、或俯，似歌、似舞、似笑、似語，使秋日

生機勃勃，勝似春光，給人以美的享受和奮發向上的力量。歷代文人雅士樂於

以菊喻志，抒發情懷，於是用了三朵不同生命綻放的姿態，來表現生命中每個

當下，特別選用菊花的其一品種 “壽菊＂，因花瓣呈現姿態如同線條，能表現

一種書寫與流動的線性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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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寂靜潔白」系列 

 

老子《道德經》提出人的感覺所以引發的知覺進程至人格心性的概念，有

云：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

化繁為簡，用減法的概念思考。如果減少感官的表現而以客觀的描寫，讓自己

的心如明鏡，客觀映射眼前的影像，將會呈現何果？因此筆者試著改變物像，

原有寓意的題材或構成，與排除營造溫暖懷古之悠情的古典寫實表現，開始嘗

試斷、捨、離的方法，既然所看到的世界皆為心的作用，所以藉由去除色彩，

以表現白色來做為自我察覺內心的變化與作用，體現微觀變化的創作性靈，什

麼是靈感？就是由自性本體，自然流露的感覺，意念放空的如一台收音機，本

身是放空的狀態，調頻接收對象的頻率，自然有創作靈感，躍然紙上。 所以要

有感覺，何謂感覺？感，感受也。覺，覺察也。有感有覺自然可以＂氣韻生動

＂打破視覺的慣性思考。探索「寂靜潔白」系列，將色彩減到最低，介於有與

無之間，但不是全然的去除色彩，如同黑白素描的表現，而是去觀察色彩更細

微的表現，嘗試探索自己內心顯影的能力，也進一步觀照自己的心。於對象物

的形色變化，在實踐的過程中，當我們的心越靜，心中的水面就越清澈，感覺

到內心無限探索的可能。 

  創作的「寂靜潔白」系列過程中不斷地思考，減少色彩的表現力，而造型

又必須客觀呈現寫實，不介入太多主觀的造型變化，那我還有什麼可以創作的

空間?在這樣看似劃地自限的條件限制下，讓思考除了色彩與造型外，還有甚麼?

「光」就是「light」，靈光乍現，在西方繪畫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光是一種

能量，能夠使物體呈現並且展現色彩，因為光所以我們能觀看體積、形狀，攝

影透過光與物質的變化而產生的影像，因此企圖透過繪畫的方式，以自心為介

質，等待心中那一道靈光降臨，緩慢的在畫布上顯現“寂靜潔白＂的影像，同

時，「寂靜潔白」系列探索＂白＂的意境與藝術思想，以軟體「色彩掃描器」

標示作品色票，藉此理解近白或趨近於融入白灰階色相的呈色用色票對於作品，

進行色彩的分析，也對照筆者少即是多的心靈體會，提供參考。（見第二章創

作技法 p.24） 

 



63 
 

（一） 作品 一 〈 潔白意境〉 

 

圖 4-3-1：〈潔白意境〉油畫、畫布， 72.0 X91.0  cm，2016 

 

 

圖表 4-3-1 作品：〈潔白意境〉色彩分析圖 

 

  作品蘊含著象徵意味與哲學意義，「少即是多」的原則呈現形而上的單純特

質，讓「禪」意油然而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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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品二〈 圓滿自在〉 

 

圖 4-3-2：〈圓滿自在〉畫布、油畫，91.0 X 60.5 cm，2015 

 

圖表 4-3-2：〈圓滿自在〉色彩分析圖 

 

作品以白色系為主，有潔白色蘭花淨白瓷盤、白濛濛的桌面。看似簡單的平凡

物，透過筆者精熟於簡單色的手法，在＂素＂中求色彩的最大值，無彩中有彩

的細膩變化，卻有著清新脫俗的美，取名圓滿自在，身心靈的平衡及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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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作品三 〈 風韻〉 

 

圖 4-3-3：〈風韻〉油畫、畫布，72.0 X91.0 cm，2015 

圖表 4-3-3：〈風韻〉色彩分析圖 

 

作品〈風韻〉是筆者創作的轉折之一，其主要在討論物與我的關係，畫面中的

景物，由原本微小的物件比例，放大到超過物件原比例，讓觀者對於觀看的對

象，使物我關係改變。例如我們將小小的貝殼經放大比例，如同一作白色的鐘

乳石山洞，像風景的繪畫一般，即原本物小我大的靜物畫關係，變成物大我小

的風景畫關係。 

 兒時記憶，當拾起海邊的貝殼耳聽其中，貝殼 能聽到海浪的聲音，小小的貝

殼啟動心 廣闊無垠的海洋呼喚，由視覺圖像觸動心靈的記憶，畫面中的玫瑰

花象徵愛情，彷彿藉由貝殼的傳遞，等待幸福的佳音，藉由符號企圖表現畫面

的弦外之音，達到主觀情意與客觀物境互相交融的境界，作者用寂然的心去觀

照自然的本質，體現出忘情於物的自得閒適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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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作品四 〈 聖潔的光〉 

 

圖 4-3-4：〈聖潔的光〉油畫、畫布，72 x 91 cm，2016 

 

 

圖表 4-3-4：〈聖潔的光〉色彩分析圖 

 

為了要能夠更加單純的觀察與擬真，將白玫瑰花曬乾後，加上白色的壓克力，

並搭配白色磁碗，放置於白色的牆壁與白色桌面，在觀察分析作品的過程中，

白色原來是無限的中間色，有著許多漂亮的迷人的冷暖灰階，在色彩學裡，所

有的顏色與灰色搭配，都會活躍了起來，我想自然就是最好的色彩設計師，使

筆者對於觀察白色更有興趣與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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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4-3-5 色溫比較分析圖 

 

〈聖潔的光〉之外，筆者另一作品〈潔白意境〉都採用自然光線，但在不同的

環境與色溫條件下，比較分析兩張作品時，產生不同的色彩溫度，以及細微色

彩的感受。 

此時思考，在畫面所謂色彩的靈光，是否也因此細微的變化而觸動人心？因此

如何將所有都是白色的物體，運用微弱的色彩調和，把玫瑰花、瓷器的質感，

光線與陰影的變化，在無彩中有細膩之彩融入，更有其細細品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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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作品 

 

圖 4-3-5：〈白韻〉，油彩， 72.0 X91.0  cm，2013 

白色，一個既能調和所有的色彩，又能散發最純粹的光影。反射了所有的

光線，映照出所有顏色的彩度；吸收了所有的光線，收納各色的真實底蘊。科

學中它是無彩，在感性與哲理的範疇，它集合了衆彩，是有彩〈白韻〉以純淨

無暇的白色為底蘊，典雅細膩的筆法表現，在現代與傳統中找到平衡，呈現中

淡淡的優雅。而景物通過創作者利用舊有的個人美感、情感等經驗，轉換成物

我關係投射的描繪手法，忽然間覺得靜物畫中的花，彷彿是身穿白袍聖潔的天

使的一般降臨於我的畫面，因為這件作品也促成了花系列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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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6：古雅仁，〈寧靜之美〉，油彩， 45.5cm x 53cm，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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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7：古雅仁，〈寂靜之美〉，油彩，72.0 X91.0 cm，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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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花」系列 

(唐)白居易〈牡丹芳〉: 

 牡丹芳，牡丹芳，黃金蕊綻紅玉房。千片赤英霞燦燦，百枝絳點燈煌煌。 

照地初開錦繡緞，當風不結蘭麝囊。仙人琪樹白無色，王母桃花小不香。

宿露輕盈泛紫艷，朝陽照耀生紅光。紅紫二色間深淺，向背萬態隨低昂。

映葉多情隱羞面，卧叢無力含醉妝。 

 

藉由白居易的詩，讓我們更了解，牡丹花的千姿百態，其實在人們心中早就不

是一朵花了。一朵靜謐的牡丹花，如雪般光滑細緻的花瓣，一種純淨、絕對的

白色，在畫布上幾乎沒有留下太多的背景空間。我似乎完全被牡丹花迷醉與征

服。於是希望能將這樣的感受表現出來，讓花這個題材從靜物畫中的配角，轉

換為畫面的主體，花的比例放大，因為筆者希望讓能夠更靠近觀者，讓欣賞畫

作的人能夠融入花中。當花在畫作中的比例改變，也改變了畫作展示的內容，

花由靜物轉變成為人物，所以花系列中的花朵，是使用肖像的觀念構圖，同時

也擬人了。 

 

在這麼近的距離上看花，已經不再是花了，而是某個空間，空間光影的變化，

吸引目光；任由眼睛在畫面上自由遊走 ，失去了原有的角色和比例，觀看發生

轉變，花瓣花蕊以及花葉等細節，讓觀賞者重新觀察，關注這些細節，當失去

了一貫的判斷與理智，已忘了整體的造型符號，忘了它原本是一朵花，見山已

不是山，細節成為抽象的造型，讓我們重新整理對它的看法與感受，如同是欣

賞一張肖像畫一樣來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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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之色彩與意義 

在我的花卉肖像作品中，最常出現的是白色的花，白色是善良天真純潔的

顏色，而且能夠表現聖潔的光，白色的花能夠映照所有環境的色彩，表現出最

千變萬化的顏色。另外，也常出現粉紅色的花，因為粉紅色浪漫的情懷，能夠

表現出花的柔美與喜悅，輕淡舒服。其中有些複瓣白花，會在花瓣底部帶有一

點粉紅色，如同少女情竇初開，白皙的皮膚上，露出一點微微的腮紅，表現出

它的情緒與性格，有點害羞有點期待，浪漫而天真的美，此外，筆者認為最難

處理的是紅色的花，欲表現喜悅以及熱情的感覺，但如果沒有處理得宜，容易

導致俗艷的印象，所以為了表現色彩的雅緻，則的稍微降低彩度，也會讓色相

有一些桃紅或有帶一點紫，以避免使用純紅色表現。牡丹花中黃色較少見，而

珍貴的品種。於明朝末失傳，在二十世紀初，法國人的努力 之下，終於又讓黄

花品種重現於世，黃色的牡丹花代表著正向能量，同陽光般的色彩，給人快樂

幸福以及智慧象徵，所以筆者通常喜歡用一朵黃花來表現，像是位充滿智慧的

智者，給我們無比正向能量的啟發，還有一個牡丹的顏色品種，就是傳聞中所

說的黑牡丹，百聞不如一見，所謂黑牡丹並非黑色，而是深紫色系的牡丹，紫

色在自然界非常罕見，紫色結合穩定的藍色和紅色的能量，具有創造力與神秘

的氣息，象徵權力、高貴、奢華、及皇室的色彩。 

 

 

圖表 4-4-1：作品花色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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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花之佈局與擬人 

在日本文化中牡丹散發高貴的氣質,日本人形容美女「立若芍藥、坐如牡

丹」。 

除了花色可以表現出花的特質與個性，花的姿態也可流露不同的情緒，直立，

或者彎曲，含苞，或者盛放，三兩枝幹，露華微吐，有時低頭沉思，有時仰天

長望，有時竊竊私語，千嬌百媚 。 

1、單花構圖 : 

最能表現出花的性格與特性，如同花中之王，群花之魁桂冠群倫之姿，同時也

能如同小家碧玉，欲語還休，千呼萬喚始出來， 猶抱琵琶半遮面。 

 

2、雙朵構圖 :  

兩朵花的構圖對筆者而言，像是兩朵花在彼此訴說情意，前方完整綻放的花

朵，像是家庭支柱的角色，而花心的赤色，代表永遠堅貞的愛 ，後方的花朵，

默默的支持與付出，將一生幸福寄托於這個肩膀，彼此心心相印，雙雙對對，

白頭偕老長相守的幸福圓滿寓意。 

 

3、三朵構圖 :  

花卉的肖像系列構圖中，三朵構圖類似全家福的構圖，也投射筆者自己自身狀

態，白色的花朵，像是代表對家庭婚姻神聖而且崇高的表現，不同花卉姿態，

代表家庭中不同成員的角色與工作，綻放的花朵，但呈現不同的狀態，如同這

個家庭的傳統與使命的傳承，三朵花不同的方向與姿態，寓意齊心齊力無盡的

愛。 

 

4、多花構圖 :  

繁花盛開枝繁葉茂欣欣向榮的景象，牡丹由含苞到待放至盛開，花苞在上，盛

花在下，上輕下重，先後有序，花朵枝葉下部繁盛，根莖牢固展現基業的穩

定，不斷向上發展蒸蒸日上，千姿百態，在花朵的佈局上，要能夠高低錯落有

致於同一的橫線或是直線上構圖，比喻生生不息代代相傳的生命力與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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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長卷式的構圖 : 

圖 4-4-1：古雅仁〈綻放〉，油畫，38 x 91cm，2014 

 

圖 4-4-2：古雅仁〈富貴滿庭香 〉，油畫，60 x 136 cm，2015 

 

作品〈綻放〉（圖 4-4-1）與〈富貴滿庭香 〉（圖 4-4-2）以長卷式的構圖，試

圖改變單一視點的結構表現，表現牡丹花隨風擺動的動態與閱讀的時間性，畫

面中的牡丹花在不同的觀看位置，表現不同綻放的姿態，來表現時間與空間的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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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品  一 〈碧玉〉 

 

圖 4-4-3：媒材 / 油畫， 27 x 22 cm ，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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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品二 〈 依偎〉 

 

圖 4-4-4：媒材 / 油畫，77.0 x 85.0  cm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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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品三 〈 無盡的愛〉 

 

圖 4-4-5：媒材 / 油畫，104 x 123.0 cm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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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品四〈 生生不息〉 

 

圖 4-4-6：媒材 / 油畫，145.5 x 112.0 cm，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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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品五〈 君子圖〉 

 

圖 4-4-6：媒材 / 油畫， 96.0 x 84.0 cm，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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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他參考作品 

 

古雅仁，〈花冠群倫〉， 油彩， 45.5cm x 

53cm ，2012 

 

 

古雅仁，〈三陽開泰〉， 油彩， 45.5cm x 

53cm ，2012 

 

 

古雅仁，〈富貴盛開〉， 油彩， 45.5cm x 

53cm ，2012 

 

 

古雅仁，〈粉牡丹〉， 油彩， 45.5cm x 53cm ，

2012 

 

 

古雅仁，〈粉牡丹〉， 油彩， 

41cmx31.5cm ，2015  

古雅仁，〈牡丹〉， 油彩， 53cmx45.5cm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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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雅仁，〈牡丹貴人〉， 油彩，

41cmx31.5cm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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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詩意蔓延」系列 

 

經過「蛻變」系列自動技法的嘗試過後，觸動了另一個想探索突破的空

間，在我們生活周遭有許多動人的角落，藉由創作讓我們進入心中的秘境，

「為學日增，為道日損」，學習智識是加法，而美不只是努力的加法就能獲

得，而是一種捨的藝術，將畫面不需要的細節去除，以水彩的不可預測性與偶

然性，來破除自己對於油畫創作的慣性與反思，探索自我與繪事當下與覺知的

可能性。 

 

一、加法與減法的創作： 

 

 

                                    圖表 4-5-1：牡丹題材油畫與水彩比較圖 

                                                                     

 

以加法和減法的創作方式，進行探討，在筆者油畫的加法創作過程中，放慢腳

步觀察體會與感受描繪對象所帶來的資訊，透過創作一筆一筆經營鋪陳布局儲

存在畫布上，培養自己對美的經驗和感情；而水彩創作是在有限的時間內，掌

握瞬間的取捨，如何放下與呈現靈光乍現的美感，因此透過油畫加法(向外客觀

的觀察)與水彩減法(向內主觀覺察)的創作過程，發現牡丹只是創作與觀照的投

射對象，就創作而言，牡丹花不一定代表俗艷，其亦可以表現典雅，不只是富

貴的概念，也可以是謙虛向下，表現高風亮節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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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時間性 

水彩是一個令人又愛又難以捉摸的媒材，往往水與顏料的計劃趕不上瞬息

的變化，顏料水分時間以及不同紙張的組合，都能產生無法預期偶發的趣味

性，不可控制是一種迷人的魅力，所以畫水彩對我來說，是一種放鬆與自我感

受察覺美的修行，感覺顏料與水的變化，筆尖乾與溼的時間感，寂靜的畫面

中，面對一張空白的畫紙，領受水與彩給我每個當下的觸及和感動，更能體會

一期一會，不期而美的當下，自由雋永。 

 

2、作畫的程序 

唯有向內突破，才能劃破創作的侷限，看見更多的可能性，是受到習慣性

思維模式的影響，所以必須面對自己的習慣，盡可能的放下一如以往的方式來

行事，油畫精緻而細膩的細節表現，與藉由水彩的特牲，讓自己可以從細節掙

脫出來不盡相同，也希望能夠將銳利的邊線，轉換成虛實鬆緊的水和氣韻的呼

吸，不堅持於形，破壞輪廓的執著感受著質。 

 

3、水彩的不可逆 

繪畫創作媒材多元，由傳統的油畫粉彩壓克力等多媒材的表現，甚至現在

電腦的繪圖創作，都提供了創作者的自由廣度許多媒材都能透過不斷地實踐，

達到創作目標，但是透明水彩是一種當下即是不可逆的表現材料，筆者認為水

彩可重新回到創作者與材料那份最純淨與最和諧的當下，表現水分與顏料所呈

現的即興美感，讓繪畫回到當下的感動！每個畫面，都是不會再重來的當下。 

 

4、瞬間性 

筆者創作所追求的是放鬆和寧靜的共構氣韻，屬於畫面與觀賞者的私密對

談與心靈互動，在虛實濃淡中，表現出一種寧靜致遠的韻味，少即是多的餘

韻，成為追求內心自在的境界，追求道藝一體的內在精神我鍾情於畫花卉，其

既能具象也能抽象，存乎當下一念對與風格產生互動的覺知，鬆緊虛實是我對

水彩表現的重點，利用渲染法，表現花卉的氣韻生動，每朵花有如聖光漫射開

來的感覺，營造此果是我心所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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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繁為簡：純化提煉 

對於創作，追求簡約比複雜還要困難，為了讓作品畫面更有張力，必須不

斷努力，去污存菁，思想上其實真正需要的其實不多，是想要得太多，只要有

決心斷捨離式的思考，精煉簡化不必要的細節，少即是多，其中蘊含強大的解

放力量。 

 

三、去除慣性：順勢而為，以逸待勞 

現在科技文明時代效率的節奏，與影像知識的大量轟炸，讓我們都處在加

法的生活步調中，筆者藉由透明水彩創作，讓自己回到美其實就在自身，減少

知識的負擔，而回到視覺(感覺)，減少加的概念，回到剛好就好(如同透明水彩

淡淡的氣質)，放慢節奏思考，回到作品的閱讀性與品味，體驗過程與當下的美

好，希望能藉由畫作沉澱自己的身與心與放下，讓自己能夠如同透明水彩，剔

透明亮，也希望藉由畫作沉澱觀者的心，向內觀察與感受內心細微的悸動；達

到作品與人的互動和參與，讓參與者（作者、參與者）發現美原來在燈火闌珊

處。 

 

四、瞬間與當下：感受當下，面對未知的可能 

筆者認為單純與規律能提高敏銳度，在創作用單純的題材，細細品味每個

環節的變化，美是藏在物體內在了，此是一種觀看的角度，如果角度對了，平

凡的事物，都能呈現出令人感動的美感，而成為最好的創作元素，所以放慢腳

步，慢活，慢閱讀，慢食，慢才能看到，別讓快速的腳步，讓心靈與身體不同

調。 

 

五、模糊與聚焦 

藝術創作面對未知與創新，如同在黑夜開車，只能遇見前方一小段路，在

黑夜中摸索前進，每走一段路，才能看見下一段的視野，把方向抓好，走好每

一步，有扎實的每一階，才能再往上再疊上一階，創作就是這樣一點一滴的堆

疊，必須不斷的實踐與探索，所以就如同畫水彩一樣，先放鬆自己，讓所有的

可能與感覺發生，時順著這樣的感覺慢慢地將畫面聚焦呈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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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品過程 

圖 4-5-1：參考資料 

 

我慣於晨起作畫，晨間陽光像是上帝的恩惠，給我細微和豐富的色彩變化，清

晨的牡丹就像是剛甦醒的孩子，慢慢地舒展開來，讓我感受它無窮的生命力

量，由它的中心逐漸延伸開來，我正領受祂所給我的能量，一切是寧靜美好。 

 

圖 4-5-2：過程一 

 

構圖時去除花瓶，捨去靜物畫的構圖思考，用抽離表象的角度來表現花卉綻放

的自由度，選用山度士三百磅的水彩紙，因它讓顏料的流動性，符合筆者追求

的效果，在紙面打好稿後，用排筆全部打溼，用淡淡的桃紅色，讓顏料自由的

流動，做初步的氣氛渲染，這個時候只需要注意，亮面與亮灰的層次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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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3：過程二 

 

這時候開始處理一點背景，以及牡丹花初步的花形及立體感，勿做太多的細節

描繪，要由整體去感覺，要由大局著眼局部，才不會見樹不見林。 

 

圖 4-5-4：過程三 

 

開始增加背景的變化，烘托主題並經營視覺導引向外伸展，選擇與主題互補的

色彩，輕鬆灑脫的筆調，彰顯整個畫面的動勢，畫面水分流動的自由與暢快，

以及主題的節奏強弱，保持一開始新的作品的新鮮感，為感動氣韻的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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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5：過程四 

最後做重點的局部加強，調節畫面平衡關係，每個地方的色彩強度，色彩面積

都要有變化，只有強化視覺焦點的特徵，暗示性的表現才有魅力，如何達到沒

有畫，但是感覺有暗示與隱喻的繪畫表現無中能生有。 

 

畫油畫如同寫長篇章回小說，慢慢鋪陳引人入勝，百轉千回扣人心弦，而畫水

彩如寫詩，掌握瞬間的美感，擬虛為實，擬實為虛，以一寓萬，意在弦外，藉

由這樣的方式，開展自身原有油畫創作的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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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品 一〈花團錦簇〉 

 
圖 4-5-6：水彩， 54.5 x 78.6  cm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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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品二 〈綻放〉 

 

圖 4-5-6：水彩，39.4x54.0cm，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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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品三 〈天香綻放〉 

 

圖 4-5-7：水彩，54.5x78.6cm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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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品四〈幽邃謐靜〉 

 

圖 4-5-8：水彩， 54.5x78.6cm ，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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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品五 〈風中對舞〉 

 

圖 4-5-9：水彩， 54.5x78.6cm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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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品六〈嫺靜文雅〉 

 

圖 4-5-10：水彩，39.4x54.0cm，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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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作品七 〈 儂情〉 

 
圖 4-5-11：水彩，39.4x54.0cm，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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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作品八〈 依偎〉 

 
圖 4-5-12：水彩，39.4x54.0cm，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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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作品九 〈花舞生姿〉 

 

圖 4-5-13：水彩， 27.2x39.4cm，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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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作品十 〈 謙下豐實〉 

 

 

圖 4-5-14：水彩， 27.2x39.4cm，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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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參考作品 

 

 

圖 4-5-15：古雅仁〈圓滿自在〉，水彩，39.4 x 39.4 cm，2016 

 

 

圖 4-5-16：古雅仁〈綠色音符〉，水彩，54.5 x 78.6cm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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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17：古雅仁〈川流不息〉，水彩，54.5 x 78.6cm，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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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繪畫歷程是緩慢的，會讓創作者產生內在探討與質變，這個過程具備儀式

性以及精神性，筆者選擇這種創作的形式與過程，發現與遇見未知的自己。繪

畫是一種個人時空切片記錄的手段，保留與蓄存每個當下的時間切片及感受，

在數位時代更具真實感，用繪畫進行慢閲讀。二十世紀創作的現代，繪畫或攝

影以及當代的手法，都是可以多元並行，Jeff wall
41
用攝影來討論繪畫性，和李

希特42運用繪畫與攝影的關係，陳淑華43說： 

 

畫得寫實與否，及和所描繪或參照的對象之間的關係也不應當只是一種表

面關係；甚至說得明白些，不應當將繪畫只是當作一種“技術”的展現，

更不應該因此而自滿；作為藝術家面對創作，應當如當代藝術大師李希特

(Gerhard Richter, 1932~)一般，時時對所有懶人速成或膚淺表象的藝術

抱持不信任、懷疑的態度
44
。 

 

繪事期間對於美的追求，是無法停止的，必須透過觀察與感受，不斷地思索與

理解，藉由創作的實踐，才能夠慢慢將這個拼圖拼湊完整，筆者冀望，繼續運

用加法與減法的修煉，不斷的精益求精達到心中所想要的中庸之道。此外，筆

者認為繪畫是一種自我觀照的手段，寫實的繪畫是一種觀照過程的紀錄，以自

身為「仲介質」來構作作品，一種主觀的影像再創造。例如我們要表現出立體

感，是一種由觸覺到視覺的轉換過程，是眼與腦的作用，還是心的作用？手的

技巧表現只是一個橋樑，畫作是承載物。寫實的繪畫表現是淨心的儀式，畫面

                                                        
41

 傑夫·沃爾(Jeff Wall， 1946~)年出生於加拿大的温哥華，當代攝影藝術家，他選擇了葛飾北

齋、馬奈、德拉科斯等人的繪畫為本，用攝影的方式重新詮釋並賦予當代意義，引起了很大的

討論與後輩的效仿。 
42

 李希特（Gerhard Richter， 1932~）出生於德國德勒斯登，「照片繪畫」是李希特繪畫作品中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創作類型，他明顯的「我畫的就是照片」的創作態度，讓許多人誤解他只是

照著照片作畫而已；然而，若再進一步去解讀背後的創作理念，便可知道李希特的照片繪畫所

引發的不只是他獨特的個人風格而已，同時更是對於何謂繪畫及何謂攝影等圖像問題的質疑與

反省。 
43 陳淑華（1963~），法國巴黎第一大學西洋美術史博士，臺灣藝術研究院院士，現任國立台灣

師範大學美術系專任教授，巴黎羅浮宮繪畫修復師，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訪問學者， 素有台灣

漆畫泰斗之美譽。 
44

網路資料 2013 臺灣國展油畫比賽「快速成型與繪畫初衷」陳淑華: 

http://www.taiwanart.org.tw/friendly/proem/2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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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虛實鬆緊，是潛意識的，是個人心靈的抉擇，抽象繪畫則是去除形象，更

具象的表現出心靈的感受。 

 

 透過藝術觀察、體驗與創造所產生的感動與經驗，養成對藝術的正確知

識、能力、態度、習性與價值觀，以「無所為而為」的精神欣賞物體本身的形

象，進而提升藝術的原創性以及對生活的美感品味。透過視覺的觀察與轉化，

將內心世界的事物形體，表現於藝術創作中。美是心的產品，美的欣賞也是如

此，它也是把自然加以藝術化，而藝術化就是人情化和理想化。「情人眼裡                                                                                                                               

出西施」眼中的對象不再是它自己的原身，而是經由內心理想化過的變形。 

藝術不能離開知覺和想像，聯想則是知覺和想像的基礎。我們在技法鍛鍊

與創作上更應穩健確實，將藝文精神加以提煉和昇華並推展至更嶄新的意境之

中。將美學元素融入於生活中，引領從單純的視覺性思考，轉換為多元感官互

動體驗，進而發掘「美」存在於生活層面中的各種樣貌。培養美感的修養，生

活中充滿了俯拾皆是的美，即便是毫不起眼的景物，在我心中，卻已深刻烙印

下那份美的悸動。化繁為簡，由簡入繁，萬取收一以一寓萬，經過本文創作研

究讓筆者更清楚自己的創作脈絡以及研究方法，以下為研究結論以及未來的計

劃與發展。 

 

圖表 5-0-1：水彩與油畫作品比較圖 

一、起：靜觀萬物，師法自然 

創作動機從最原始的繪畫題材，以靜物畫的內容做為探討的起始，在「靜

觀自得」系列過程，對於作品構成的形式，以及創作者觀看的方式與內在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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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描繪不變動的景物，但因為不同的擺放陳列方式以及組合，能產生出

不同的視覺感受，同樣的靜但是因為不同的光線，也會產生不同的視覺語言，

所以光線於畫面主觀與客觀的研究，為未來創作進程的目標。 

二、承：動靜之間，光線之始 

在靜觀自得系列作品完成後，筆者發現，繪畫是需要時間去轉化取捨與堆

疊，繪畫其實無法處理攝影的瞬間，所以開始讓我思考繪畫與時間性的問題，

於是觸動了我處理「蛻變」系列的作品。此系列的作品，所描繪的對象比先前

系列的景物更為精煉，專注於單純的白色玫瑰花描繪，由含苞待放的玫瑰花慢

慢地綻放到凋零的過程，在內容上探討人有生老病死，物有成住壞空，在繪畫

的表現方式上，先用自動技法表現出成住壞空轉化的抽象感覺，然後才在抽象

的畫面中建構白色玫瑰花的位置，進行抽象與寫實、感性與理性的課題研究，

以及虛實空間的表現對應關係，也讓我學習到光的呈現必須靠陰影的變化來襯

托。 

三、轉：化繁為簡，減法學習 

在這「靜觀自得」與「蛻變」系列創作過程中，除了簡化描繪物件，筆者

同時思考色彩是否也能夠像這樣的方式來進行討論與研究，大膽地使用減法的

概念來進行創作，於是才有了「寂靜潔白」系列的探討，此系列選擇了許多以

白色為主的物件與景物，來進行色彩的創作與研究，意外發現原意要表現白

色，並非單純的用白色可以呈現，而是必須更新觀察以及表現更多的灰色的色

彩，為了表現這個少即是多的概念，如柳暗花明又一村，讓筆者開始觀察與分

析光線和研究色溫的問題，於自然光與人造光，對眼睛和手產生不同的視覺色

彩感受，也應用手機軟體以及照相機比較與實證，發現這些都無法記錄以及呈

現視覺顏色的感受，也體會到繪畫顏料的侷限性。 

在「蛻變」系列的白色玫瑰花的研究，始終覺得繪畫實踐仍然意猶未盡，

為什麼我對花卉有這樣特殊的迷戀？而且在長時間的描繪與觀察花卉的過程

中，同時開始發現自己內心轉變，那個選擇觀察描繪的對象的我，突然有一天

在我的花面前發現，原來我所選擇的花，我所選擇的角度構圖姿態光線，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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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呈現一個我，所以頓時明白，為何牡丹花讓人如此迷戀，在於筆者自始至

終都沒有把花當作花在看，而把花擬人抒情，於是開始了花系列的花卉肖像創

作，這個時間我發現，不同的花有不同的氣質與寓意，不同的姿態散發不同的

精神，甚至有其品格，所以時常進入物我兩忘的情境。 

 

 

圖表 5-0-2：牡丹題材油畫與水彩比較圖 

由於古典繪畫的表現時間較長，雖然呈現的完整性與細節豐富，但是瞬間的感

受其實往往在長時間的創作過程中被消耗殆盡，易遺忘一開始對美的那種悸動

感但在「蛻變」系列創作的過程，背景的自動性技法流動常常讓人有一種新鮮

感以及期待，由於他的偶發性與不可確定性，讓自己有種無法重來悸動，所以

決定改變使用的材料，選擇做一次性及偶發性的材料，作為突破自己的方法與

手段，以破除已有的創作慣性，所以延續花系列的作品題材， 用透明水彩的材

料作為追求剎那靈光的方法，因為水彩材料不容易更改的特性，再加上有水分

時間的限制，所以創作的過程中必須要用最精練的手段呈現最多的視覺感受，

重新思考比較好的作品，除了努力認真的投入漫長的時間創作之外，更難得的

是那稍後那稍縱即逝的靈光乍現，因為水彩的材料表現，由溼到乾的時間限

制，正接近靈光瞬間的感覺，對於許多的細節必須要做精煉簡化純化，也被迫

的把形狀放鬆，有形似到神韻的探索借繪畫探索覺知。 

四、合：以一寓萬，萬取收一 

經過幾個系列的創作實踐與研究過程中，發現從初期的加法概念創作，慢

慢地每一次都如同是在減法的過程，但每一次的減法讓自己更進入另外一個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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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探索過的小世界，也讓筆者體會到還有許多浩瀚的空間，值得繼續去探討。 

五、未來與展望 

透過這本文的研究與探討，讓筆者更了解創作思路與歷程的邏輯，創作的

靈感來自於對於世界的熱情與好奇，創作的動力來自於個人內心深處的呼應，

感受每一個當下的感動，透過創作讓自己不斷地進行物與我的對話，也不斷的

向內探索進去，發現未知的自己。 

 

圖 5-0-1： 未來水彩與油畫技法融合研究作品 

 

圖 5-0-2： 未來其他題材研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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