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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研究的目的係源於對自然界的觀察以反映內心的壓力、轉換、釋放 

、到以第三者的心態來觀察這世界，東方的哲學家老子對於水的思考，引發他 

對生命價值的態度，他透過「水」的象徵意義，讓我們面對人生態度有不同的 

看法。從古至今中國傳統的「花鳥畫」一直是有隱藏、隱喻、托物等的象徵符 

號，本文除了水紋象徵性引發心靈的探討和潛意識的發掘外，也藉由蝴蝶、花 

卉、小草、樹根的隱喻來訴說心中無法說出的語彙，從中國古典美學出發，作 

為研究的目的。 

     本論文共分為五部分，第一章緒論包含：研究的動機與目的、研究的內容 

與範圍、研究的方法與步驟。第二章主要以東方美學、西方的潛意識及中國傳統 

繪畫中的「詩意」的探討其中：老子對於「水」的哲思，「上善若水」的論述、

潛意識之探微，包括佛洛依德、阿德勒、榮格學說探討、繪畫中的「詩意」表達

及「虛與「實」的論述。第三章創作理念與探討包含：水紋與花卉的象徵意義、

花鳥畫中的象徵、隱喻內涵、融入現代思維和人文思想的花鳥畫並舉例四位藝術

家鄭月妹、胡以誠、黃淑卿、孫翼華的畫風以及創作內涵與形式包含：詩與夢、

隱喻、空間配置、鏡像階段、媒材與技法。第四章「繁花若夢」作品實踐和解析

和第五章結語：創作省思和未來的展望。筆者希望透過此次創作能夠發揮傳統水

墨的特色又兼具現代人生活經驗的本質，加以融匯貫通希望能成為紓發情思的花

鳥畫。 

 

 

關鍵字：詩意、潛意識、鏡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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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dissertation stems from self and third party’s observation of 

the nature, and reflects on one’s inner pressure, conversion, and release. Laozi, an 

Eastern philosopher’s, attitude toward the value of life was triggered by the thought 

on water. Through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water", he taught people different 

aspects of life attitude.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lower and bird painting" has always been a symbol of hidden metaphors. In addition 

to the symbolic discussion of the flow line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ubconscious 

mind, this article also uses the metaphors of butterflies, flowers, grass, and tree roots 

to tell the unspeakable story hidden in the hear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originated from the aspect of classical Chinese aesthetics. 

This dissertation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The first chapter includes: the 

motivation and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the content and scope of the research, and the 

methods and steps of the research. The second chapter mainly discusses oriental 

aesthetics, western subconsciousness and "poetic"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s: 

Laozi's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n "water", the discussion of "goodness as water", the 

exploration of subconsciousness, including Freud, Adler and Jung's doctrine, the 

expression of "poetic" in painting, and the discussion of "emptiness and reality." The 

third chapter is the discussion of creation’s concept, which includes: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flow lines and flowers and the metaphorical connotation in flower and 

bird paintings. Example authors who draw flower and bird paintings that integrate 

modern thinking and humanism are given: Yue-Mei Zheng, Yi-Cheng Hu,Shu-Qing 

Huang, and Yi-Hua Sun. The discussion also includes their art works’ connotations, 

poetries and dreams, metaphors, layouts, Stage of Mirror, media, and techniques.The 

fourth Chapter is the practice and analysis of "Blooming Flowers Like a Dream." The 

fifth chapter is the conclusion: creative thinking and future prospect. The author hopes 

that this creation can give full pla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brush painting 

while blending modern people's life experience and become a flower and bird 

painting that relieves feelings. 

 

Keywords:  poetic, subconsciousness, mirror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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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的動機與目的 

                                                       

    筆者從小對花花草草有著濃厚的興趣，這些色彩鮮豔自然的色彩常常吸引我 

對大自然的生物自由的生長有無限的響往，那是源自於兒時的記憶，小時候住在 

雲林的鄉下，因父親工作忙碌沒時間照顧家中眾多孩子，母親身體不好又要照顧 

年幼的小妹，所以筆者放學後和姊姊妹妹幾乎天天在田裡、大樹下、草叢堆裡玩 

耍就這樣的度過童年。由於父親北上工作必需舉家搬遷，幾度的搬遷腦海中的記

憶像電影的場景不斷的浮現。 

    因在小學階段有五度的搬遷，常常因為熟悉的環境又要面臨離別，對於同學 

朋友、老師短暫的相處又要分離的感受，在當時筆者小小的心靈有很大的影響，

總是覺得無法與人相處，由於害怕所以隱藏自己，與人相處之間總是有隔閡害怕

表現自己，內心的孤獨很難踏出心裡的重圍。 

    由於不善於表達，在人群中害怕表達自己和別人異樣的眼光，筆者生性敏感

喜歡胡思亂想，也因童年的記憶在鄉下成長常有著烏托邦的想法，似乎無法跟現

實生活接軌。隨著年紀的增長，發覺自己不是冷漠的人，筆者用內心觀察體會，

用雙眼感受周遭的瞬息變化萬千的景物，用第三者的心態觀看，發覺周遭不斷的

上演有情的、有趣的、溫暖的、無情的故事。 

    筆者憑著一顆熱情的心走進繪畫世界，想用繪畫表達內心世界，筆者從美術 

專科學校畢業後從事兒童美術教學以二十幾年，至今才有機會再踏入師大美術系 

研究所就讀，讓筆者更加珍惜，這機會是得來不易。已經到半百的年齡，人生的

體悟越來越深。 

在生活上有許多瑣碎的事，要處理的事情很多、很雜，人與人微妙的情感有 

時是說不出卻可以傳遞微妙的感受。我們一天要扮演多重腳色，有時扮演的是人 

妻有時是為關愛子女的媽媽、或者是女兒、學生、同學、朋友、姊妹、路人、同

事･･･････這些百變的身分是因時空的轉變而調整自己身在何處，那瞬息般的變

化讓人無法捉摸，是環境適應我們還是我們適應環境？ 

    這世上有許多的喜、怒、哀、樂、失敗、成功都要適時的排解和發洩，還有 

適時的分享。年輕時有許多的夢想，隨著年齡的增長經過痛苦、掙扎、憂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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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放下、接受、分享、平淡也學習了解自己，接受環境，了解人事物，更能寬 

容同理。 

    筆者是外省第二代，父親隨著國民政府的軍隊來台與母親結婚後，養育五個 

子女生活艱難困頓，他賺的一分一毫用在栽培子女和全身病痛的媽媽，因父親參 

加大小戰役，親身體驗生、死一瞬間的痛苦，因此他對於人生的態度淡然處之， 

父親出世的人生觀也因此影響筆者，在父親的羽翼呵護下長大直到父親辭世為止 

 。而母親生病三十多年進出醫院多次，她這一生大概只有醫院和家，這一切曾 

經讓筆者內心起伏不定和抱怨，但經過長時間思索和體驗，慢慢能接受上天的安 

排，原來這是磨練，更加珍惜目前所擁有的，也讓筆者內心更加的平靜思所更多。 

「人生」的問題開始從腦海出現，生、老、病、死乃是人生必經之路。 

    父親雖然是軍人，但對藝術品很感興趣，筆者的血液裡流著父親藝術的因子 

，從小就喜歡塗塗抹抹，對於美的東西造型常常愛不釋手，經常參觀畫廊、美術

館、喜歡逛藝品店也因此走上藝術這條路。筆者雖然是外省第二代，但生於斯，

長於斯台灣就是筆者的家鄉，思索台灣的一切人、事、物都是筆者所關心的議題 

。感念父親和母親在台灣給筆者完整的家，筆者想以繪畫的方式表達內心想要說 

卻又說不出的心境，佛說：「人生過程有八苦，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

會、愛離別、五蘊熾盛」。隨著歲月的流逝和生命的歷程更能體會。 

    筆者想透過台灣的花卉創作表達心境，四季如春的台灣隨時都能欣賞花朵 

的芬芳，季節更替時，滿地的落花讓人觸景傷情。它們剎那間落下也代表著變 

化多端的人、事、物和讓人無法捉摸的世界，它們回歸到土地上滋養土地，等 

待新生命的開始它們讓我們的心境回歸到零再從零出發。 

    筆者此次以「繁花若夢」作為創作的主題，人在人世間就像一場長長的夢 

，這些花花草草好比繁華的世界，再如何繁華到極致終究是要落幕，即使稍縱 

即逝也要努力，開出最美麗的花朵。筆者想用最原始的心態回歸最原始的初衷 

，花開花落不是感傷而是生生不息，是新生命的開始，它是積極、進取、樂觀 

、有生命力的、光明的、拋棄黑暗迎向陽光。 

    生命的歷程是如此艱難，但退一步海闊天空，心情、心境上都能得到好的 

滋養，平凡的工作與活動也會變得活潑、喜悅，筆者想以落花人的心境去看待 

一切平凡的人生，回歸自然的環境，回歸到原始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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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的內容與範圍 

 

    花鳥畫裡的花草植物，因與作者的生命歷程而產生的聯想，它具有象徵的 

意義。花鳥畫以融入現代生活的題材的繁多，以抒發自身情感為出發點，不論 

如何表現，「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的原則1。 

花鳥畫因為畫家的個性與學養不進相同，當在表達「性情」時，借物喻物，每 

每出現在畫面上。每個創作者的感受不同而呈現的畫面皆不同，但是不管是寫 

意的表現或是寫實的工筆畫都是要在創作有不同的巧思與風格。研究的內容與 

範圍，分三部分論述： 

    第一、東方美學老子對於「水」的哲學思想，對於水的借喻人的德行，引 

發對生命的啟發和潛意識的探微，佛洛伊德認為潛意識是夢的思想（隱夢）， 

也是將夢的思想轉化為夢境（顯夢）的過程，透過夢的自由聯想可以將夢的思 

想由顯夢背後揭示出來2，另外還有榮格、阿德勒精神分析學家對於潛意識的探

討及探討詩意的表現，詩意的表達在南宋時以興盛了，畫家為了表現心中有話 

說不出、藉由詩來抒發胸中的不滿等。 

    第二、創作理念與探討，對於水與植物的象徵意義，是筆者此次「繁花若 

夢」描繪的對象，作品裡以水、杜鵑花、天堂鳥、百合花、大紫荊、牽牛花、 

小草樹根為主軸探討其象徵意義、和現今融入人文思想與西方思維畫家的生命 

探討。 

     第三、創作內容，「繁花」取自於大自然的植物「花」，自己比喻花的一 

份子，悠遊其間花的世界，花言花語，以旁觀者的角度觀看，挖掘心中的不平 

。藉由花的世界引喻對自然生命的體悟，描寫落花瞬息的掉落，也反映個人的 

心和情感。「夢」是與自己內心的對話，是筆者情感的投射，心境的轉折，真 

真假假，虛虛實實，以不為人注意的景象，加入自己的想像作為創作的重點。 

畫面以水紋、繁花、樹根、石頭、倒影為主。 

 

 

 

 

                                                      
1
 黃光男，《畫境與化境》，台北市：典藏藝術家 2007 年，頁 36 

2
 王國芳 郭本禹，《拉岡》，臺北市：生智文化 1997 年，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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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的方法與步驟 

    本論文研究的方式藉以繪畫的方式「繁花若夢」為主要的核心，來表達內心 

隱蔽的一面，利用實地觀察與體驗，以寫生的方式再透過思考轉化呈現出個人的 

生命歷程，並豐富自己的繪畫技巧。透過資料的收集，如老子的《道德經》和中

國美術史和其他相關美學書籍和有關心理學書籍的收集，藝術家作品欣賞和課堂

紀錄和聆聽老師們對作品的解說，透過東方的美學、哲學及思想情感與現今畫家

表現的藝術形式進一步詮釋。 

    創作以實驗的方式進行，反覆的練習直到成為成熟之作品，所有的創作皆 

以大自然為主，取材於台灣隨處可見的植物和生活周遭有關事物。筆者創作研 

究的方式以水墨、宣紙的方法呈現，作品寫生造境為主，嚐試自動技法和新的 

媒材，寫實又帶抽象的方式表現內在世界，並以工筆的方式和自動技法結合， 

希望豐富創作的層次，達到理想得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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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釋義 

一、詩意 

    是詩人用一種藝術的方式，對於現實或想像的描述與自我感受的表達，在情

感立場上，有歌頌的，也有批判的；在表達方式上，有直抒胸臆的；在形式上，

以《詩經》為代表的風雅頌和楚辭為濫觴3。 

 

二、潛意識 

    我們的思想分成兩部分，一是意識，二是潛意識。換句話說，潛意識就是大

腦中不用通過意識，直接影響你的行為的那部分思想。潛意識無法分辨事情的真

假，只要我們給潛意識一個畫面，它會努力將它真實化4。 

 

三、鏡像 

    是由法國精神學分析學家雅克･拉岡（1901-1981）提出。鏡像階段是嬰兒室

嬰兒生活史上的第一個重要轉折點，鏡像階段發生於 6-18 個月的嬰兒身上，這

時嬰兒還不能完全控制他的身體活動，首先把自己想像為一個連續的和自我控 

制的整體5。當嬰兒還不能站立時必須由母親扶助才能在鏡中看到自己，還分不

清自己與母親的形象，隨著肢體的增長他能在鏡中肯定自己與母親的形象，這 

時嬰兒在鏡像中看到完整的軀體，這是嬰兒對自我行成的初步概念。 

                                                      
3
 詩意 https://iccie.tw/q/%E8%A9%A9%E6%84%8F 瀏覽日期 2020.4.24 

4
 每日頭條 https://kknews.cc/zh-tw/essay/mp5o28z.html 瀏覽日期 2020.4.24 

5
 王國芳 郭本禹，《拉岡》，臺北市：生智文化 1997 年，頁 139 

 

https://iccie.tw/q/%E8%A9%A9%E6%84%8F
https://kknews.cc/zh-tw/essay/mp5o28z.html


 
6 

  

第二章 東西方學理的探討 

 

    在東方美學裡老子的哲學思想牽引著中國人的審美觀念，「水」蘊育著無 

窮的生命，因此老子喜歡以「水」來比喻我們應該面對的人生態度的探討以及 

西方的潛意識的研究，佛洛依德、阿德勒、榮格三位精神分析學家的學說各有 

不同的學術理論和中國繪畫藝術「詩意」的表現，在中國古典美學裡處處可見。 

第一節 老子對於「水」的哲思 

 

    老子的「道」即是無，它涵蓋宇宙萬物，看不到的「道」就是自然無為， 

萬物的生長變化都出自於自然，就是「道」，所以老子認為人不背「道」而馳，

應順應天「道」而行，順其自然，追尋善與愛的原則，做我們該做的事，進退得 

宜做到不爭，內心就無負擔。老子喜歡透過水的象徵意義來闡釋對於自然的人生

體悟。水居高臨下，順其自然地往下流，萬物得到很好的滋養，萬物因為水的潤

澤不會枯萎，它處於人不想停留的卑劣場域，卻不計較，它不與人爭的特質，水

對於萬物的付出完全出自於自然，非常接近「道」的境界。《道德經》第八章 

說：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 

    ，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6。 

 

    「上善若水」：是老子認為最「高的善行」就像水一樣，老子很重視道德，

把道德象徵「水」。水對於天地萬物是很自然的存在，沒有什麼好不好，善與不 

善，所以人渴了水可以解渴救人，同樣水也可以溺死人，水可以「載舟也可以 

覆舟」當颳大風下大雨時，淹沒房屋人畜造成災害是無法預測的，這些現象是 

水並非有意如此。 

    在這萬物處於天地之間，水自然而然利於萬物，負有萬物生長的功能，「 

這是自然界大化流行卻是生生不已的，這種生生不已的動力就叫做道。」7 水 

                                                      
6
 老子原著･司馬志編，《道德經》，臺北市，華志文化 2013 年，頁 38 

7
 吳怡，《老子解義》，臺北市：三民書局 2019 年， 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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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心想要為善也無心想要作惡，它是自然的現象，就好比陽光、土地一樣自然 

的存在，所以我們必須感恩它讓萬物生生不息，這是老子說的水是「上善」。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水利萬是自然的現象，水有多方面 

功能，水蒸發成為天上的雨露，如果往地下發展可讓植物生長，讓動物維持生 

命，灌溉農田，它是柔軟的象徵它變化多端，卻不與人爭，永遠把最好的給我 

們。老子認為與人相處有仁愛之心，心靈澄靜，言語善於誠實守信用，有寬容 

之心不不與人爭，行為舉止合乎時宜，就不會有怨恨之心。他所說的水就像是 

甘露一樣，也告訴人們與人相處給予關懷、愛，但要學習水的靈動，讓對方體 

悟你的奉獻，卻不執著，不求回報、順其自然。所以老子說的「最高的善」可 

能是比喻女人，「因為在中國文化的符碼系統裡，水一直是女性本質和力量的 

象徵。」8女人常常被比喻成水，因為水的柔弱就好比傳統女性的氣質，甘願卑 

躬屈膝為家庭、為子女無限付出不求回報。 

    老子《道德經》（七十八章）「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 

其無以易之。」同樣講到水的特質，「水的柔弱可以勝剛強在『柔弱』與『剛 

強』的二元對比中，多數人喜歡『剛強』，而老子卻反向思考」9，而是強調「 

柔弱」的優點也就是他說的「守柔曰強」的思想。天下沒有比水更柔弱的東西 

，沒有任何東西勝過於它，水能以柔勝強，以退為進，甚至柔軟的水也會因時 

間慢慢地滴穿堅硬的石頭，因為水沒有形體，沒有甚麼可以改變它，展現出它 

「不爭」的特質。柔弱是邁向剛強的一個過程所以老子肯定「貴柔處弱」的思 

考的方向。水象徵女性，她們有許多的特質，在人生的態度上表現出不同凡響

，例如遇到不能解決的困境，女性不會採取剛硬的態度，反而會以柔克剛，委

曲求全，動之以禮，化之以情，才會有「曲則全，枉則直」（二十二章）和「 

去甚、去泰、去奢」（二十九章）等的人生經驗，這些女性的智慧與美德，老 

子把它昇華並擴展到他的人生的哲理。 

    「故己於道」：「道」是存在於天地間，在宇宙間生生不息。它不躲在「 

無」中，因為它寄形於萬物的生化；它也不局限於「有」中以虛無為用保持 

生生不息10，「水」是自然界中自然的現象，老子借用它來比喻人的德行。水 

自然的往下流到最低下最低層的地方去利萬物，承擔卑下的事這就是水高貴 

                                                      
8
 王溢嘉，《與老子笑奕人生這盤棋》，臺北市：有鹿文化 2015 年，頁 35-36 

9
 同上註 8，頁 259  

10
 吳怡，《老子解義》，臺北市：三民 2019 年，頁 51 

 



 
8 

  

的地方，也就是「為善不欲人知」的德行，所以最接近於「道」。以下是水的 

七種德行： 

    （一）居善地：水處的地方都是低下的地方，這是自然的特性，而人處於 

甘於低下，這是人的德性使然，是謙卑之意，是「不爭」的象徵。儒家講的是 

「里仁為美」，對於老子而言「居善地」是居住於自然無為的地方，是「無入 

而不自得」只要抱持隨遇而安的心胸，適合自己居住的地方，住在甚麼地方都 

可以。 

    （二）心善淵：老子所說「淵」是指「深」和「空」的意思，淵代表著深 

不可測，《老子》書第四章說「淵兮似萬物之宗」，而莊子在＜應帝王＞一文 

中描述三種「淵」。一為止水之淵，一為流水之淵，一為大魚深藏之淵。所以 

「淵」代表深水之中，有無盡的生機11。在生活中常感到壓力和不安，會有潛 

在的情緒產生，成為壓抑的個性，進入職場後想要表現自我，這種想表現的心 

驅使自己，造成身心無法平衡，如能降低我們的慾望和自私幼稚的心，我們的心

就會像山谷、像深淵一樣的空，就能夠包容一切，不再斤斤計較，這些不安就會

解除。 

    （三）與善仁： 與人相處必須愛人、助人因為有「仁」，這對於「水」來說

仁是「施與」的表現，水對待萬物一視同仁，不求回報，不會計較給誰多給誰少，

對於水而言沒有仁與不仁，對於萬物受到它的恩澤就是仁也就是善，是自然無心

的善和仁。就好比母親給子女的愛，她是自自然然的為自己的孩子付出。與人相

處出自於仁愛，放寬心胸，生命的格局放大，不與人爭，自然的無所求，反而受

到人們的喜愛，對他人幫助越多，在精神上我們越滿足。 

    （四）言善信：「水」是無法言語的，但是水的表現發至誠懇的心，水能順

應外面的景象，彎曲婉轉，遇圓則圓，遇方則轉折誠實的表達自己，不騙人不欺

瞞。水的純淨透明，沒有任何的成見，象徵了做人要為善，言語要誠信可靠，自

然的為善，凡事順其自然不苛求，逆向思考即使遇到挫折也會成為努力的方向。 

    （五）正善治：上善的人，追求正確的道路，或是從事政治都必須善治理國 

家大事，沒有特定的方法而是要像水一樣，保持平衡的態度，要高低均勻的分佈，

不多也不少或過於偏向哪一方，好的政府應是善的無為而治。 

                                                      
11
吳怡，《老子解義》，臺北市：三民 2019 年，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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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事善能：就「水」而言它有各方面的才能，它能清潔髒的東西，由能

利萬物，發電、灌溉農田等這是最普通的事。但是老子對水的比喻是水沒有任何

的私心，它是完完全全自然的開放，沒有框架的限制。我們不管在何時何地，不

應該受到外在的影響，充分的發揮自己的潛在能力，不受制旁人的眼光不害怕表

現自己，即使是一件不起眼的事，也要無私心的完成，做任何事不要太執著，也

不要期望太大，只要順其自然的完成。 

    （七）動善時：蘇轍說：「東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水在冬天結冰，

春天融化隨著節氣乾涸或滿盈
12
，我們做人也該合乎時宜，能屈能伸，在什麼地 

方就做什麼事。筆者常期待在工作上，想要得到什麼，卻沒有適時的行動，也因

得失心太重反而失去很多機會。不要等待機會，而是自己要創造機會，前提必須

先把自己做好準備。 

    「夫唯不爭故無尤」水本來沒有要跟萬物相爭，它是無為的自然，如果我們

能像水一樣無怨無悔的付出，有無私的愛，就不會覺得有恩於他人也就沒有怨恨 

，如果能做到以上的「不爭」就能完成至善。水是世上最柔弱的東西，但也是最

堅強的東西，水是「陰柔」的，這種陰柔會聚集巨大的能量，我們做事要懂得「以

陰柔為陽剛」就能堅硬如水。13水的啟發是一種逆向思考，「不爭」反而讓我們得

到更多，《老子》（二十二）「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有澄靜之心，柔順

謙虛，自然的付出，自然就會發揮潛在的能力。 

 

 

第二節 繪畫中「詩意」的表達 

 

一、「詩意」的表現： 

    詩的表達，遠在春秋戰國時代即有這樣抒發情感的著作，在《詩經･國風》

詩篇中「蒹莢蒼蒼，白鷺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14等詩句，雖不知真正的意義，但是優美的詩句引人 

無限的想像。在《詩經》裡有「賦、比、興」三個技巧，而「比、興」就是通 

過外物的景象，抒發心中主觀的情感與想像、理解結合聯繫再一起，而得到客 

                                                      
12

 王溢嘉，《與老子笑奕人生這盤棋》，臺北市：有鹿文化 2015 年，頁 37  
13

 葉舟編，《老子的智慧》，臺北市：廣達文化 2005 年 頁 110 
14

 李澤厚，《美的歷程》，臺北市：三民書局 1996 年 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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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化、對象化、構成，使外物不自覺的飽含情感的藝術形象15。 

    蘇東坡曾說王維的畫是：「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在唐朝時已流行，而至宋

朝時更是提倡詩意的表現，中國的詩的特徵，是含蓄不外露，所以寄託於山水景

物畫家們要如何表現這種詩的特性，便是他們必須去追求的。 

    在繪畫與詩的關聯性，張浮休畫墁集卷一跋之詩畫云：「詩是無形畫，畫是 

有形詩」，蘇東坡逸詩詠韓幹馬云：「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不語詩」，黃山 

谷次韻子瞻子由提憩寂圖二首之一云：「李侯有句不肯吐，淡墨寫作無聲詩。」16 

可見詩畫的藝術概念遠在宋朝的時候已經流行了，而希臘詩人西蒙尼台斯 

（Simonides of Ceos）也說過：「畫為不語詩，詩是能言畫。」17然而並非所有抒發

情感的作品都能成為有感染力的藝術品，必須有特殊的情感、想像相結合，才能

成為美妙的作品。 

   在南宋時宮廷畫院審美標準，趨向於細膩真實的追求，而走向詩意的表現，

詩意的表現始於中國山水畫，要表達一種安逸、悠閒、寧靜的意象。南宋有許多

的小品畫作如：馬遠的〈寒江獨釣〉、李東〈雪江賣魚圖〉、佚名〈春江帆飽〉等 

他們的畫作精緻細膩，以山水畫而言選擇一個角落，細緻的描寫心中的情感和詩

意。  

    南宋會發展至此也跟他們的地理環境有很大的關係，水鄉澤國的江南讓畫家

們的畫風自然與水有關聯。如宋高宗的〈蓬窗睡起圖〉畫一漁夫高臥在船上且題

詞：「誰云漁父是愚公，一夜為家萬慮空，輕破浪，細迎風，睡起蓬窗日正中。」

18他運用線條的描繪江南的風光景色，看到畫面和詩句讓觀者有悠閒自樂感。又

如馬遠的兒子馬麟的〈芳春雨霽〉在畫面上提蘇東坡詩句「竹外桃花三兩枝，春

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苗短，正是河豚遇上時」畫面的翠竹、蔞蒿和鴨隊到

處是詩情畫意，到處充滿了生機。另外馬麟的〈秉燭夜遊圖〉冊（圖 2-1），是畫

一士人燒燭看海棠圖是描繪蘇東坡詩意「東風嬝嬝泛崇光，香霧空濛月轉廊，只

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19，優雅又富饒詩意，畫中的一景一物顯現

出畫家敏銳的觀察力，讓人好像置身於世外桃源的仙境之中。另外還有「行到水

窮處，坐看雲起時」一冊頁是描寫王維的詩句等，充滿了想像空間。而在南宋末

                                                      
15

 李澤厚，《美的歷程》，臺北市：三民書局 1996 年 頁 60 
16

 何懷碩主編 《近代中國美術論集》2 ， 臺北市：1991 年 藝術家出版社 頁 37 
17

 同上註 16  頁 37 
18

 李霖燦，《中國美術史稿》，臺北市：雄獅美術 1987 年，頁 102 
19

 同上註 18，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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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時山水畫風趨向於「減筆」的畫法來傳達江南江水煙氣迷濛的景象，是由外轉

入內心的情感表現，更能表達詩情畫意。 

    南宋宋徽宗的〈蠟梅山禽圖〉（圖 2-2）是詩、書、畫兼具的畫，S 型的構圖，

對自然景象觀察入微，精細的筆法充滿詩意的氛圍，也是宋徽宗的心情寫照，畫

的左側提詩為：「山禽矜逸態，梅粉弄輕柔，已有丹青約，千秋指白頭」。另外宋

朝畫家〈出水芙蓉圖〉讓人想起詩句「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把花 

的嬌豔和純潔都傳達得到了飽和程度20。宋徽宗的花鳥畫至明代林良（1416-1480）、

呂紀（1477-1505）等畫家以詩作為繪畫的題材進而詩、書、畫、印融合一體。以 

上可知透過詩意的表達情感流行於當時的社會，上至皇上下至平民百姓，也顯示

出當時高度的文明的社會。 

 

 

圖 2-1 馬麟，〈秉燭夜遊圖〉，絹本設色                圖 2-2 宋徽宗，〈蠟梅山禽圖〉局部 

      宋，24.5x25.2cm                                    宋，絹本設色 

 

    各人的世界都有一種幻象，或是詩意的，或是感情的，喜的或愁的，穢的 

    或潔的，都隨著各人的性情 。著作家的能事，就是誠誠實實的用他所有可 能 

    的藝術方法，將這幻象表現出。21 

 

                                                      
20

  李霖燦，《中國美術史稿》，臺北市：雄獅美術 1987 年，頁 143 
21

  維金尼亞･吳爾芙著 張秀亞譯，《自己的房間》，臺北市：天培文化 2019 年， 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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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方繪畫詩意表現的畫家，日本的菱田春草他的畫風敏銳，充滿了濃濃的

詩情畫意，他的畫風細緻而優雅，結合西方的寫實風格和日本的裝飾風格，他的

〈落葉〉屏風是代表的作品，局部的畫面寫實又細緻，跳躍的小鳥和繽紛的落葉，

彷彿是演奏出動人的樂曲，即富有裝飾性，又具有細膩的人情味，整體上不是寫

實風格而是超現實的畫風。（圖 2-3）「人的生存本來應該是詩意的，如果不是這

樣，人不會感到乏味，就像木頭一樣人感到乏味的原因是，他過度瘋狂地去度量 

和計算，破壞了自己與自然的和諧關係。」22畫家透過繪畫，表達自然與自己的

關係，詩意的表現不是語言可以達到的，沒有過多的修飾，它是超越畫面的東西

是讓觀者可以從中體會出的內心的感受，進而達到心領神會的想像空間。 

 

 

 

 

 

 

 

 

 

 

 

 

 

 

                圖 2-3 菱田春草，〈落葉〉1909，紙本著色，日本，157x36.2cmx2 

 

 

                                                      
22

 藤守堯，《海德爾》，臺北市：生智出版 1996 年，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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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虛」與「實」相生的表現 

《老子》說：「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在茫茫的宇宙中，所呈現出來，

「宇宙是以『虛』、以『無』為源頭，而萬物的發展則體現了無和有、虛與實的 

互動，並在這發展中顯出生生不息的生命力。」23老子所說的「道」是「無」，「無」

就是「無限大」是深不可測的意思，老子又說：「大象無形」指的是最大的形象 

沒有形體的24，所以畫家、詩人們運用他們的創思來象徵、暗示這一切的「虛」 

也就是老子說的「道」。 

    人們感受美感的同時也必需保持心靈清淨、澄靜和靜虛，這樣的心境才能湧

出自然的靈感。如《文心雕龍》主張文學創造「貴在虛靜」也就說我們從事創作

時必需排除心中雜念和成見，心靈才能得到遷想妙得。在中國古典美學裡「虛」

讓我們蘊含著的不可言喻的心靈審美趣味，「虛」與「實」在中國畫裡的表現也

出現在中國舞台藝術裡的表演和布景的方式上，中國傳統的舞台不設佈景，只憑

演員的肢體語言逼真的表達內心的情感，觀眾聚精會神聚焦於演員，而忘卻佈景

的要求，空虛的舞台是可以讓演員充分的表現。 

 

    空本難圖，實景清而空景現。神無可繪，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 

    畫處多屬贅疣。虛實相生，無畫處皆呈妙境25。 

這種藝術的表演方式和繪畫的藝術，是和詩境是互通的。 

    在中國的思想中存有各組兩兩對應的概念，如「形神」、「虛實」、「剛柔」等；

比起指出它們的差異與對立，人們更強調兩者的融合、協調26。《老子》說：「萬

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這就是一陰一陽調和的思想，也就是互相互補，

畫家們對這陰陽虛實的關係去創造和諧的作品。 

    在中國的畫裡講究「留白」代表「虛」，在畫面上留下空白部分，使畫面有 

流動之氣充滿了想像的空間，「用筆時須筆筆實，卻筆筆虛，虛則意靈，靈則無 

滯，迹不滯則神氣渾然，神氣渾然則天工在是矣。夫筆盡而意無窮，虛之謂也。 

─清惲壽平甌香館畫跋。」27所以「虛」是指畫面上運用的巧妙的意思，因運用 

                                                      
23

 李佩璇著 楊植勝 審訂，《圖解美學》，臺北市：易博士文化 2014 年， 頁 130 
24

 老子原著･司馬志編著，《道德經》，臺北市：華志文化 2013 年，頁 151 
25

 宗白華，《美學與意境》，新北市：淑馨出版社 1989 年，頁 322 
26

 李佩璇 洋植勝 審訂，《圖解美學》，臺北市：易博士文化 2014 年，頁 132 
27

 何懷碩主編，《近代中國美術論集》6，臺北市： 藝術家出版社 1991， 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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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巧使畫面留白部分有靈動感。繪畫中的「虛」必須由「實」境來實踐，虛是 

看不見摸不到的東西，在國畫裡除了空白處就幾筆稀疏為表現方式，是暗示、 

象徵內心情感，「實」就是精緻細膩的描繪客觀的世界，也就是寫實、實景、 

物象。虛景與實景是相輔相成的，可以靈活運用達到虛中襯托實，而實可以因 

虛達到更深的境界。 

    宋代畫家馬遠、夏圭擅長於描繪風景有「馬一角」和「夏半邊」的稱號， 

他們的作品畫面常常留下大量的空白，以少勝多，馬遠的〈寒江獨釣〉（圖 2-4）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簑笠翁，獨釣含江雪。」正是「虛實相生」

的寫照，畫面上漁夫專注的表情和幾條淡淡的水波紋，其餘空白之處，讓人有 

想像的空間是空曠悠悠的江水還是無邊無際的天空？在「虛」的空間裏有「實 

」的表現，在「實」的意象裏有「虛」的存在。讓畫面少量的景物更令人注目 

，虛實的表現手法對比更加突出，觀者和畫者透過空白的畫面讓心靈無形的溝 

通。「中國畫裡的虛空不是死的物理空間間架，是物質能在裡面一動，反而是 

最活潑的生命源泉，一切物象的紛紜節奏從他那裏面流出來」28，在清初周亮 

工的《讀書錄》中載莊淡庵題凌又蕙的一首詩: 

 

    性僻羞為設色工，聊將估木寫成空。灑然落落成三徑，不斷青青聚依叢。 

    人意蕭條看欲血，道心寂歷悟生豐。低徊留得無邊在，又見歸鴨夕照中。29 

 

 

 

 

 

 

 

 

                圖 2-4 馬遠，〈寒江獨釣圖〉，26.7x50.cm，宋，藏於東京國立美術館 

                                                      
28

 宗白華，《美學與意境》，新北市：淑馨出版社 1989 年，頁 261 
29

 同上註 29  頁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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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朝的畫家倪讚畫太湖的風光，發展出一河兩岸的構圖，天與水在畫面上留

下許多的空白，已減筆的方式呈現出天真淡雅的氣象。清人鄒一桂《小山畫譜》

說:「實者逼肖，則虛者自出」藝術通過逼真的形象表現內在的精神即用可以描

寫的東西表現出不可以描寫的東西。30 

    清代的畫家八大山人在畫面上只畫一魚，沒有其他物品（圖 2-5），卻令人感

覺整幅畫都是滿滿的水，齊白石畫絲瓜和一隻蟲（圖 2-6），但令人感到這絲瓜是

存在無邊無際的空間裡。他們的畫充滿了「虛實相生」的藝術手法。「美學大師

宗白華認為「實」是藝術家所創造的具體形象，「虛」是欣賞者被引發的想像，

虛實是個哲學宇宙觀。」31中國的傳統的繪畫裡大量的留白，畫面不填滿，是不

以有限的世界為滿足，而是以追求無盡的世界相結合，融於太空之中，畫中的物

象、景物像是悠游於太空之中。 

 

 

 

圖 2-5 八大山人，〈游魚圖〉，水墨紙本         圖 2-6 齊白石，〈絲瓜圖〉，水墨紙本， 

        清，尺寸不詳                               清，尺寸不詳 

 

 

 

                                                      
30

 宗白華，《美學與意境》，新北市：淑馨出版社 1989 年，頁 382 
31

 https://twgreatdaily.com/yNg4MG8BMH2_cNUg1_9L.html 瀏覽日期 2020.4.30 

 

https://twgreatdaily.com/yNg4MG8BMH2_cNUg1_9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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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潛意識之探微 

 

    人類常常運他們的文字或是圖像來表達他們想說的內容，可能是幅畫或者是

個名詞來描繪生活上所見的，且超出我們傳統以外的習性和意義，它具有特殊的

涵義，蘊含著說不出、模糊不清、隱藏不能表達的事物。例如英國的古老教堂有

鷹、獅子、牛、和全世界都見得到輪子、十字架的圖案，都有它隱而不顯的象徵

意義。 

    可見之，這些形象或文字所表現出來的象徵意義，「只是指涉它們所隸屬的

對象。這些象徵擁有更廣闊的潛意識層面，未曾被明確定義和充分解釋過，也沒

甚麼人能做到這一點。一旦心靈致力於探索象徵，便會發現超過理性範圍的觀念 

。」32 在這一方面宗教常常藉著象徵語言來傳達，像這樣潛藏在心理層面的狀態

的事實，人類會以作夢、或潛意識方式來創造象徵。 

    人的感官知覺有限，無論人類使用多麼精密的儀器，確定性還是有極限，超

出極限，我們的意識是無法達到的。任何感官經驗都包含無數的未知，也就是任 

何的具體的對象在某些地方我們也無從了解。我們對於某些事沒有意識到，而潛 

意識幫我們儲存，任何的潛意識的事件都有可能透過夢表現出來，只是它是以象

徵的形象出現。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奧地利心理分析學派創始人，他認為每 

一個人都會做夢，人不會無緣無故的做夢而且每個夢都有它的原由，「夢的動機

來自做夢者的願望；而夢的內容則是這種願望的實現；通過做夢可以使個人的願 

願望在幻覺中各得以實現，從而使大腦得到更好的休息。」33 夢有時不是自身的

願望，相反的可能是可怕不愉快的夢，所以必須了解夢的背後所呈現的焦慮與恐

懼。 

    佛洛伊德認為潛意識是人的精神系統中最壓抑、活耀、豐富的，它在我們精

神活動中佔有很大的比例，只是受制於壓抑，我們不知道潛意識的存在，雖然我

們不知它的存在，但是潛意識會想盡辦法擺脫意識的束縛，來影響我們行為舉止。

而意識就是我們的思維，意識在我們精神活動中占有一小部分，有邏輯性，我們

知道自己想甚麼、但卻無法管控行為，也不知潛意識的存在。除了潛意識和意識

                                                      
32

 卡爾･榮格主編 龔卓君譯《人及其像徵：榮格思想精華》，新北市：立緒文化 2013 年 頁 3 
33

 郭良，《佛洛伊德》，臺北市：中華書局 1994 年，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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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還有前意識，例如我們會忘記要做某件事等，或是忘記住址，「都是因為這

記憶被儲藏在前意識之中，意識還沒有將提取出來。」34 

   佛洛依德認為，「人的心理是由潛意識、前意識、意識組成依照這樣的理論來

分析人格結構，在 1923 年正式提出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大系統組成。」35 

（一）「本我」是天生的人格，不受外界道德、法律、社會責任的約束，可以我

行我素，因本我與外在的世界無關，使人消除緊張和壓力。 

（二）「自我」是不會超越社會規範和道德行為，自我是清醒、穩重不越矩，是

能夠明辨是非善惡的，對本我制約的力量。 

（三）「超我」是對自己的道德規範的賞罰，凡事不符合行為舉止、思想規定者

會受到超我的思想譴責，這是來自兒童期父母對兒童成長獎罰教育，超我代替了

父母的職責。 

 

    作家和藝術家在創作的過程中的心理狀態與精神病和白日夢極為相似。他 

    們力圖迴避現實，通過自由聯想而得到滿足。然後，又用凝結、移置、替代、 

    象徵等手法把真情掩蓋起來。36 

    佛洛依德認為夢是通往潛意識的捷徑，透過自由聯想可以把顯夢揭示出來，

而法國精神分析學家學家拉岡則認為「潛意識的夢的思想和語言中的「能指」一

樣是互相聯繫的而夢的工作前意識操作─凝縮、移置和象徵等則是隱喻和換喻的

等物價」37，拉岡認為顯夢就像散亂的圖片一樣充滿了象徵性。佛洛伊德夢的「自

由聯想」對於文學和藝術起了很大的影響，因為藝術的創作挖掘人們的潛意識，

放下人們潛在的壓力和束縛。 

    奧地利著名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學派的代表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

是個體心理學的創始人，阿德勒非常強調「意識」的作用，反對佛洛伊德認為意

識小而不重視的說法，他認為人是有意識的，人對於生活動機有個清醒的認識與

動物不同，人在社交與現所實生活中，會意識自己不足的地方，人們才能克服人

格上的缺陷。阿德勒強調未來的意識和發展，就是為自己設定一個生活目標很重

要，它是決定人格發展的指標。 

                                                      
34

 郭良，《佛洛伊德》，臺北市：中華書局 1994 年，頁 96- 97 
35

 沈德燦，《精神分析心理學》，臺北市：東華書局 2003 年，頁 85 
36

 郭良，《佛洛伊德》臺北市：中華書局 1994 年，頁 145 
37

 王國芳 郭本禹，《拉岡》，臺北市：生智文化  1997 年，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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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意識與潛意識的看法佛洛依德認為兩者互相抗衡的，而阿德勒認為在心

理的過程意識與潛意識是統一、聯繫、交錯的構成，兩者不是對立的，潛意識未

被理解和認識的，「只要我們不了解有意識的生活，它就變成潛意識的生活，而

只要我們了解了潛意識的傾向，它就變成有意識的傾向。」38 

    阿德勒認為夢是與我們的生活風格有關，通過夢我們可以瞭解清醒時的生活

與夢的關連不是對立的而是相符合的，他的工作是如何應付我們的難題和解決的

方式，當個體不想透過基本的常是解決問題時，它透過夢的方式解決他所堅決的

事物。所以生活風格牽引著夢成為夢的主要成分，它在人類的心理活動上是富創

造性的一部份。 

    父母親是兒童成長中最具感染力的人也是兒童模仿的對象，而形成的基本生

活風格，雖然在四、五時形成，不易改變，所以四、五歲以後則以學校學習和職

業社會二階段為主。39 

1.學校階段：孩子當離開家庭後，它必須適應個更開闊的空間與別的孩童相處合 

 作，如果被寵壞的孩子會感受到被限制而大吵大鬧，對學校的一切不感興趣， 

 心中只想到自己。老師扮演的腳色和學校的生活對孩子的生活風格有很大的作 

 用。 

2.社會階段：我們在學校所學的一切，都是為了順應工作，但所學的技能有時會 

 發生矛盾，這時我們必須改變興趣而適應工作，另一個則是選擇自己的興趣並 

 選繼續選擇自己喜歡的工作，但後者較難達成，往往形成人格偏差。如果想要 

 了解一個人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必須了解他的生活風格著手。 

     瑞士的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學家卡爾･榮格（Carl Jung1875-1961）：「他強調 

 潛意識是有積極的作用，又分為個體潛意識和集體潛意識，個體潛意識因為被 

 遺忘或壓抑是它曾經是意識的一部分，而大部分的內容是情結，集體潛意識的 

 內容是原型是完全通過遺傳而存在的它沒有在意識裡出現過」40，它不能直接觀 

 察要透過夢和幻想、幻覺、妄想所表現出來的象徵分析才能得知。 

    佛洛伊德認為人為什麼作夢，是童年的壓抑或者是未達成的願望而顯現出來 

 的「自由聯想」，而榮格認為夢是人的潛意識中對現實中的需求，去幫助人們對  

 未來的準備。他認為潛意識有許多的地方是模稜兩可的印象或者是轉瞬即逝， 

                                                      
38

 沈德燦，《精神分析心理學》，臺北市：東華書局 2003 年，頁 179 
39

 同上註 39，頁 205 
40

 沈德燦，《精神分析心理學》，臺北市：東華書局 2003 年，頁 253 

 



 
19 

  

好比一個心不在焉的人，原本他要去房間拿東西，當走到房間時卻忘記要拿甚麼，

他突然停下來不知所措的想不起來，這時潛意識起了指點的作用，最後他終於想

起他要拿甚麼東西了，是潛意識暗中幫忙他。「遺忘」是我們正常發生的事情，

然而忘掉的事不會因此而消失，即使多年以後忘掉的事物在任何時間潛意識會讓

它浮出表面。 

    我們常常忘記曾經經歷過的事，但是潛抑記憶會讓我們重新想起來，例如一

位作家他已經按照計畫完要成他的寫作計畫，但是不知甚麼原因卻突然改寫他的

故事的章節內容，他甚至不知已經改變方向，讓他的作品煥然一新。有時我們會

驚覺某一章節和某一作家的作品有相同之處，但是作家本人卻說從未看過。又如

音樂家小時候聽過的曲調，長大後會突然出現他編寫的創作曲中。所以「潛意識

不只是過去心靈經驗的貯藏所，也充滿了未來心靈處境與念頭的胚芽41」，它不只

是儲存過去長時間的記憶外，也儲存了未來新的思維和創造性的觀念。 

    對於夢的解析榮格認為夢有正向功能，是一種圖像，是象徵性的表達，受過

教育的人避免不適當的言行舉止，但是夢的構造正好相反，與我們清醒的生活方

式迴然不同，即使普遍的事件也會變成恐懼或有趣的事件。對於以上的精神分析

學家們對於夢有不同的解析，但夢是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密不可分的。 

 

 

 

 

 

 

 

 

 

 

 

 

 

                                                      
41

 卡爾･榮格主編，《人及其象徵：榮格思想精華》，臺北市：2013 年，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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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創作理念與探討 

筆者曾經在工作上，因為求工作的表現而在乎別人的眼光，讓自己緊張的

不知所措甚至無法安眠，舉手投足都是為了別人的評斷，還好創作能讓我抒發

情緒從負面轉向正面的思考。筆者住家公園有許多的植物，每當遇到困難、心 

情難以釋放時常流漣的地方，觀賞植物是筆者最喜歡的事，它們的姿態、顏色 

、氣味、何時花開花謝，是筆者想關心的事。花卉是美麗、幻想、溫柔、快樂 

、美好、柔弱、柔軟的代名詞。花鳥畫的美學意義很廣，畫中的托物、寓言、 

象徵正式筆者想要表達的方式。 

   

 

第一節 創作內涵與形式 

中國人的哲學觀點是「萬物皆吾與也」，宋代理學家教人「觀萬物生意」，對

於野生植物所展現的生命力與自然緊緊相扣，體會出生活體驗中我們會在意在有

形的物體上而忽略無形的事物，因為有這樣的生命體悟，讓這些不引人注意的植

物引發筆者對生命的反思，逐漸內化自己的生命態度。對於此次創作的過程中，

筆者想藉著從傳統的筆墨思維融入現代人的生活體驗，企圖改變傳統花鳥畫的創

作形式。傳統花鳥畫的「隱喻」的符號，有多層次的象徵意涵，是自己內心不能

說的語言，藉由「隱喻」悠悠的向觀者訴說，筆者想將熟悉的符號以多角度的創

作面相來喚醒潛意識，而潛意識常常超出我們的想像。此次「繁花若夢」創作分

為幻化系列、轉化系列、自然之聲系列。 

 

一、夢與詩意的表現 

    《莊子》齊物論莊周夢蝶：「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愉適志

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籧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蝴

蝶，則必分矣。此之謂物化。」 莊周夢見自己是一隻蝴蝶，隨著自己的心意開

心地活著，當他醒來時才驚覺原來還是活在紛擾的世界中。筆者化身成蝴蝶飛翔

在繁花的世界裡，不管是樹叢上或是地上的花朵都能吸引我已經忘卻真正的我。

                                                      
42

 蔡碧名，《莊子從─心開─始》，臺北市：天下雜誌 2016 年，頁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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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上真真假假的幻影夾雜著不可說的故事，希望創造出如詩般的畫面傾洩胸中

的鬱悶。 藝術家在創作的過程中，是從深植的靈魂中，無意識地的激發出來的，

潛意識中不受外界的干擾。 

    筆者從小到大遇到很多的內心困境，想藉著植物的創作以追求內心的寧靜，

挖掘希望的曙光，「不論情感作用如何為一個既定的空間上色，無論是悲傷或是

沉重，一旦經過詩意的表達，悲傷就被轉弱，沉重變得輕盈。」43筆者此次創作

結合詩意與夢境，表達內心的轉折與釋放。    

  

二、象徵、隱喻的表現

    筆者藉著植物和蝴蝶、鳥、影子的象徵符號創作反映現實生活的一面，現實

生活裡有不為人知的另一面。我們常常照著社會的規定次序過生活，人也因會環

境收起我們外放地個性，為了過生活不得以只好委曲求全。筆者將情感寄託於隨

處可見的植物，想藉由它們把壓抑的心情釋放出來，畫出其地上、地下的不同的

生長面貌，也象徵筆者個個階段不同心情。

 

三、空間配置 

    也就是構圖，因經過作者情意的表達而呈現出不同的內容，在形式構圖上就

有多種的變化，因為不同的趣味而有不同的構圖方式。 

 

 （一）虛與實相生 

此次「繁花若夢」大多以虛實的畫面呈現，筆者試想描寫的景物讓它更 

   加的搶眼，代表想要說的語言，由不能說的虛，襯托出實的景物，讓觀者有 

   更多自由的的想像。因為「無」，所以才「有」，筆者觀查植物體悟這樣的道 

   理，把植物的枯枝畫成「虛」的表現，以突出前景的花「有」，讓欣賞者更能 

   注視主要的角色，更有想像的空間。 

 

（二）框景式的構圖 

利用框景式的構圖表現內部自身與外在的日常生活，去觀察、體驗、和猜 

測利用框景式的構圖表現內部自身與外在的日常生活，去觀察、體驗、和猜測 

                                                      
43

 龔卓軍･王靜會譯，《空間詩學》，臺北市：張老師文化 2003 年， 頁 298 

 



 
22 

  

不知的未來，框架也像是連接內外，透過框架去觀察另一個世界，注視每一個 

細節和重點，雖然框架限制住視野範圍和觀看的角度，但會引起更多的好奇心 

和驚喜，因為空間效果增加了進而突出主體，讓觀者集中注意力更凝聚視線發 

揮更多的想像間。 

    中國庭園建築中的空窗和漏窗設計，通過這些窗我們可以看到另一邊的景色 

，忽隱忽現，看似可以通往卻又阻隔的景觀以小見大，一窗一景，一景一畫的出

現眼前。空窗的設計，可以使幾個空間穿插其間，使內外的風景融成一體，景深

增加又能擴大空間，更能獲得另一種美妙的意境。為了製造更多的視野，庭園建

築更運用窗框、廻廊、欄杆等框架的設計加上假山水、植物等風景配置，可營造

一幅幅可以獨立欣賞引人入勝的風景。如（圖 3-2）當每位觀者透過窗景的設計，

眼睛所見到畫面角度不盡相同，也必須以不同的心理狀況對待。 

    筆者有不同的想法，也許是從內而外，或許是從外而內不同的變化有不同的 

心境，隨著框景範圍內的植物杜鵑花進行思考，因為框景讓視視野更開闊，畫中 

透露更多的創作者的情緒訊息，反射自己的心理狀態，希望別人看到自己的優點 

更而增加自己的自信心，也因為框景的世界營造出不同的詩情畫意。景觀裡的花

卉空間無限，是一種延伸和突破，它的意涵深遠。在框景的世界有自己更廣的天

地，更凝視自身的生活態度和想法。（圖 3-1) 

 

 

 

 

 

 

 

 

        圖 3-1 李若蘭，〈飄零〉，2019               圖 3-2 網師園中透過花窗看室外的芭蕉
44
  

               彩墨紙本 138x69.5cm  

 

                                                      
44

 劉奇俊，《中國古建築》，台北市：藝術家出版社 1987 年 彩色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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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鏡像階段

    「人們總是憑藉著語言與符號的創造與運作，不斷地進行文化生產與更新，

法國新佛洛伊德主義精神分析學家拉康，在 50 年代指出：「想像」、「象徵」與「現 

實」構成了人們生活世界三個動力因素。」45 

    鏡像是嬰兒生活史的關鍵時期，嬰兒在六個月大到十八個月大時必需由母 

親抱著才能看到鏡中的自己，這時嬰兒歡欣喜悅看到鏡中的自己和母親、和周遭

環境時肯定自己的影像，於是自戀產生也是自我的初步形成。拉康表示鏡像不只

是真正實體的鏡子，是周遭他人對自己的反映和自我的反映。 

    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總是有各種鏡子的反射，我們與人互動頻繁會有更多無

形的鏡子，從小到大與人有太多的意見不和，我們的心理總是希望下次的意見能

得到認同，這個時候我們總是在乎別人的眼光而壓抑自己，這樣的事情常常反反

覆覆的出現在我們的生活周遭中。筆著描繪 杜鵑花和岩石的另一面也代表的，

透過反射的景象的了解真實的我，由於人的情緒是瞬息變化，藉著繪畫創作鏡面

上的實與鏡面下的虛，作為一種情緒的療癒。（圖 3-3） 

 

 

 

 

 

 

 

 

 

 

                 

                 圖 3-3 李若蘭，〈岩之鏡〉，2019 彩墨紙本 96x64cm  

 

                                                      
45

 人文思想 http://life.fhl.net/Philosophy/bookclub/psy/04.htm 瀏覽日期 2020.3.10 

 

http://life.fhl.net/Philosophy/bookclub/psy/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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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媒材與技法 

 

（一）媒材 

      使用蟬衣宣、種子紙、蒜膜紙、宣紙來表現。蟬衣宣適合工筆描繪，墨色 

  重疊又重疊不易破裂也不會暈開，敷色不易退色適合表現花卉豔麗的色澤。顏 

  料的使用以水彩、廣告顏料、白色顏料加入少許的胡粉和膠水調和而成。色彩  

  的選擇多以暖色調為主。 

 

（二）工筆描繪 

      在創作之前筆者會把攝影的圖片 做為參考，在紙張上先行打稿構圖，打 

  稿時會使用描圖紙運用鉛筆把物象描繪清楚，然後再以全樊的蟬衣宣覆蓋之上 

  ，在打稿紙下面使透光版進行描繪，因為樊紙可層層染色有豐富層次感。工筆 

  畫起源於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畫經歷唐、宋、元鼎盛期至今又稱為細筆工 

  整、細緻和縝密來描繪物象。（表 3-1） 

 

      工筆畫細分為工筆白描和工筆重彩兩大類，工筆白描不用色，單以墨勾 

      勒圖畫，工筆用重彩顏料，所謂重彩即為天然礦物質顏色為主。一般設 

      色艷麗、沉著、明快、高雅有統一的色調，具有濃郁的中國民族色彩審 

      美意去。46 

 

    另外筆者使用生宣、種子紙、蒜膜紙進行創作，這些紙沒有加樊可以表現 

墨韻，但要仔細的描繪才不會嚴重暈開，利用這些紙進行白描之後填彩必須小 

心才不至於染失敗。 

 

（三）自動技法的輔助 

      使用自動技法創作的目的，是不要受太多結構的框架的影響，放鬆的抒發 

 情感比較自由的創作方式，無法預測的自然效果。自動技法在心理學上是屬於 

 直覺反應，超現實主義宣言（1942）裡將超現實解釋為「純粹心靈之無意識行 

 為」對於超現實主義藝術家而言，它是屬於一種藝術表現創意能量的心理狀態 

                                                      
46

 松風格畫廊 http://sfg218.com/blog_info.php?no=83 瀏覽日期 2020.3.20 

 

http://sfg218.com/blog_info.php?no=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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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潛意識。筆者採用噴墨的方式讓墨自由的落在紙張上部分重叠產生層次 

 感，後在加以描繪所要的圖形。另外運用墨加樊水滴落在有墨的紙張上使其產 

 生變化，一直到想要的效果為止。（表 3-2） 

 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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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2 

 

 

 

 

 

 

 

 

 

 

 

 

 

 

  遮蓋噴墨                            作品描繪                          作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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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花鳥畫中的象徵與隱喻 

 

   「象徵」最大的用處就是把具體的事物來替代抽象的概念，它的定義是說「寓

理於象」。47在遠古的中國上秦時代的藝術精神表現，在壁畫、器皿上刻有裝飾的

圖案，這些圖像常常是龍鳳紋、饕餮紋、或者避邪鎮獸等虛構的動物還有以自然

的現象的改造而來的抽象圖案如雲紋、雷紋、渦紋等，另外在青銅器上有舞樂、

狩獵等紋飾，還有表現農作、或神話故事等反映出當時社會的生活情形，不管如

何這些裝飾性的圖騰透過「象」來傳達當時的社會現象與自然景觀。而 在魏晉

南北朝時受玄學的影響，注重內在人格的修養，所以人物畫更加藉助於畫面之「象 

」來表達化外之「實」。48 

    中國繪畫發展至寫意畫，然寫意畫是著重於「意」的傳達，文人畫更注重「意」

的表達，而花鳥畫更是能表現這樣的特質，花鳥畫內容包羅萬象，有說明性、有

知識性、有象徵性、也有社會性，但不論如何表現，「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

詩傳話外意，貴有畫中態」（宋･晁說之･《論形意》）的原則49。因為文人畫可表

達畫家們高尚的人格思想。中國的花鳥畫自古以來就有許多的象徵意涵或人格化 

，例如梅、蘭、竹、菊等來象徵藝術家的品格和理想抱負或者是來表現當時的政

治意念，在畫面上題詩成為風氣，元朝畫家鄭思肖的《墨蘭圖》，畫蘭無根，或

根不著土，云：土為蕃人所奪，不忍著之，以此寄託思念故國之意，50他運用了

象徵的手法表達他對當時政治的內心感觸。（圖 3-4）    

  

 

 

 

 

 

                圖 3-4 鄭思肖，〈墨蘭圖〉，水墨紙本，元，25.7x42.4cm 

                                                      
47

 朱光潛，《談美》，臺北市：前衛出版社 1983 年， 頁 98 
48

 王凡，《繪畫藝術空間論》，臺北市：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2 年 頁 78 
49

 黃光男，《畫境與化境》，臺北市：典藏藝術 2007 年 頁 36 
50

 同上註 49， 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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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明清時的文人畫家則善於借助蕭索荒涼的山水，花鳥表現孤寂淒涼的內

心情感，最為突出是徐渭和朱耷。徐渭借著畫葡萄來隱喻他不平的人生經歷，他

的「葡萄圖」內容「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閑拋

閑擲野藤中。」51這是徐渭發自內心的呻吟。（圖 3-5） 

    「托物」、「擬人」都是屬於象徵，而最普通的托物就是「寓言」，寓言大半

拿動植物的故事來隱射人類的是非、善惡。黃山谷說:「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

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鬼蟲，以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間商度隱

語者，則詩委地矣!」
52
因為在創作聯想的過程中，物象可以變成人而人也可以物

象。 

    中國有許多的藝術品上有許多的象徵吉祥的圖案是現 

實生活與想像空間的結合，表現的方式含蓄吉富文化內涵 

例如龍是英雄、勇敢尊貴的象徵，鳳傳說會帶來喜訊，它 

的造型美麗是吉祥的象徵；鯉躍龍門是象徵有成就的人能 

夠光宗耀祖之意；喜鵲是吉祥鳥，它立於梅花上取喜上眉 

梢是即喜事之意；流傳民間的福、祿、壽天上的吉星，「 

福，意為五福臨門，祿寓意高後祿，壽寓意長命百歲，人 

們喜歡它作為禮儀交往和日常生活中象徵幸福、吉利、長 

壽的祝願。」53藝術家們運用這些具有中國傳統的符號加上 

個人的 觀點和美感，創作出屬於自己的特色作品。                   

    藝術家在創作作品時，常常善用自己的象徵符號來隱 

喻不能表達的部分，這種心靈的創造是無中生有，不可言 

語，作品中的花草樹木不是真實的景物，而是心中的秘密 

藉由這樣的表達出隱藏內心深層的意象。               

 

                                圖 3-5 徐渭，〈葡萄圖〉，水墨設色，明，165.5x64.5cm 

    

 

 

                                                      
51

 李霖燦，《中國美術史稿》，臺北市：雄獅美術 1987 年 ，頁 148 
52

 朱光潛，《談美》，臺北市：前衛出版社 1983 年，頁 98 
53

 李祖定主編，《中國傳統吉祥圖案》，上海：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 1992 年 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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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寓言是人類精神活動的一種原型。它是有寓意的（allegoric）：也就是 

    說的意義不是直接表達出來，而是託付於一個動植物的世界甚至無生物的世 

    界；使動植物或無生物人格化，透過它們的行為而傳達出來；所以是一種隱 

    喻的形式。54 

隱喻就是彷彿、好比、似的意思，它是存在每一個事件中，藝術家創作一件

藝術品時，並不是實用理論的心態，而是將自然的事物背後的真實的狀況挖掘出

來。在西方的象徵主義是注重自由自在的表達，主張不要去描寫外在的視覺世界，

而是注重描寫現象的象徵性。所以象徵、隱喻是暗示藝術創造者內心思維的感受，

是一種心靈深層的表達。

 

 

第三節 水纹與植物的象徵意義 

    「水」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因此有很多的聯想，例如鏡花水月、女人是

禍水、飲水思源、水鄉澤國、等等。水對於人類有生育、生長的意義，孕育了古

老的文明，「水」在中國古典美學裡是常見的題材，它蘊含著詩意、離愁、壯闊、

神話等哲學、美學的思考，「水」的比喻很多如靜心、隱逸、時間的流逝和道德

的標準等，是古人文人感情的投射。《論語･子罕》記載，孔子觀河川而發出：「逝

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將東去的流水比喻消逝的時間，感嘆對生生命無常，孔

子又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可見水的象徵意義，給人無限的想像空間。在

古詩詞裏水的象徵意義：《詩經･蒹葭》：「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 

一方，溯洄從之，道路阻且長；溯游從之，宛若水中央。」55在空間上水阻隔難

以跨越，表現出處境的艱難困苦，無論水是逆流而上或是順流而下，雖然努力追

求，伊人仍是若即若離飄忽不定，也都是因為水的阻隔。北宋李之儀詞《卜算子》： 

「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此水幾時休，此恨

何時已。」56因為空間的阻隔，無法與情人親近，兩地相思，藉著水抒發相思的

心情，水也是精神上的寄託。唐朝詩人李白〈軒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抽刀

                                                      
54

  姚一葦，《藝術的奧秘》，臺北市：台灣開明 1971 年，頁 125 
55

  顏興林編譯，《詩經新賞》，新北市：新視野 New Visuon  2018 年，頁 211 
56

  楊義主編，《宋詞選評》，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06 年， 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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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無邊無際的流水好像剪不斷的愁，寫出心中苦

悶愁悵的情懷，即使是水也難以斬斷。唐朝李白〈將進酒〉：「君不見黃河之水天

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水不斷的奔流，就像時間不斷的流逝，寫出河水一瀉

千里的氣勢，也比喻容易逝去的人生，好比流水一樣一去不復返。 

    地球上最美麗的植物莫過於花朵，最不可缺少的也莫過於植物，人類欣賞美

麗的植物，讓我們得到心靈上的愉悅，與植物共處時它們散發出來的美感能讓我

們不滿的情緒轉換成穩定的情緒。維也納生物學家勞伍･法朗賽提出： 

 

    植物能自由地、輕易地、優雅地挪動身體，不輸最靈巧熟練的動物或人， 

    人類之所以未能充分意識到此一事實，完全是因為植物移動的步伐比人類慢  

    了許多。 

又說：「植物的根好奇地鑽入土裡，植物的芽與細枝朝一定的圓周內伸展，葉片

和花朵在經歷變化時抖動，卷鬚試探地伸出幽幽的長臂去摸索周遭環境。」57所

以植物隨時隨地的表達出情感與生命，只是我們沒有察覺它們散發出來的語言。

此次創作以杜鵑花、天堂鳥、百合花、牽牛花、咸豐草、大紫荊、花卉進行轉化

成內心的語彙，杜鵑花象徵節制溫和；天堂鳥象徵自由、吉祥、幸福快樂之意； 

百合花象徵高雅清幽、純潔、自由的氣質；咸豐草是四季都有生命力強野生植物； 

牽牛花象徵美麗短暫，稍縱即逝的生命。運用它們色彩、形體進行創作。 

 

 

第四節 融入現代思維和人文思想的花鳥畫 

                                                                                                                     

花鳥畫是具有符號性的繪畫，在表現上要有深厚的文化涵養，在這樣的時空

變遷的過程中，花鳥畫成為創作者以物喻志或是以物象表現所涵蓋知識領域，甚

至是人格、知識、心靈的綜合體。58 然而藝術的形式變化，因為環境的變遷不管

是知識、生活體驗的不同會產生不同的想法和表現形式，傳統文化與現代思維應

是相輔相成的不是對立衝突，如果能以西方的思想觀念融合東方的思想美學，或

                                                      
57

 湯京士 Peter Tompkins 柏德 Christopher Bird/，《植物秘密生命》薛絢/譯，臺北市：台灣商務 

   印書館   1998 年，頁 2  
58

 黃光男，《畫境與化境》，臺北市：典藏藝術家 2007 年，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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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西方的形式技法與中國的傳統筆法相融合；以東方「看」的方法與「表現的

方法來將西方繪畫本土化，59成為東西融合的新繪畫。藝術家在創作的過程中必

以時代的精神為前提，融入現實性、環境性，更因畫家們的思考、情感、觀念和

技法呈現不同風貌的作品，茲列舉融入人文思想的鄭月妹、胡以誠和現代思維的 

黃淑卿、孫翼華。 

  （一）鄭月妹（1961─）年生於台灣澎湖，曾師從繪畫大師李霖燦、江兆申、 

吳學讓、歐豪年、黃磊生李大木、楚戈和李義弘等，1993 年赴美進修。 

    鄭月妹的作品，流動強烈的生命力，與生機盎然地趣味，在平凡簡易中流露

生命的動脈、悠然、平靜中蘊含生命的不平凡，這種天真無邪的詩意、透露著純

潔澄淨的氣象，而這種漫無天際的靜止，彷彿音樂的流瀉，就像離開一切的束縛

自由自在的飛翔。美國信號畫廊的主持人拉扎羅教授稱讚：「鄭月妹的藝術術揉

合了美感、素樸、單純、複雜創造出和諧的『視覺詩』」60鄭月妹忠於自己的藝術

創作理念，她從傳統中選擇適合自己的理念並且傳承發揚光大，另一方面 選擇

性的吸收西方現代文化現象轉換成為 自己創作的養分，在她的作品中可看出既

有中國的人文思想又具現代感的作品 ，她的畫面色彩溫柔又有變化，她有深厚

的美學底蘊，畫面呈現輕柔又抒情的詩意。 

    觀看鄭月妹的畫如詩一般有著大自然生命的力量和希望，有如清澈的泉水般

的湧現，在藝術家的筆下自然不造作的表現出，以簡約洗練的藝術形式，創作出

不可測的心理狀態，運用柔美的線條畫出有著美麗、輕柔淡雅、和諧的花卉就像

一首美麗詩歌輕唱出過去與未來。她的畫作色彩淡雅、悠然清爽舒適、有潑墨、

有抽象、有幾何等形式多元又具變化性，畫面中的色塊有意安排期間似乎某種不

同存在的空間，給觀者更多的想像，畫家認為是大地給她的「歸零」、「剪法」的

生命體悟，畫面中的方形色塊及 是「回」的意象，藉由它找到回家的心路歷 也

藉由它一次一次的體驗無窮的生命義意。   

 

 

 

                                                      
59

 何懷碩，《給未來的藝術家》，新北市：立緒文化 2003 年，頁 90 
60

 鄭月妹個展 穎川畫廊 2012 http://www.inriver.com.tw/page/about/index.aspx?kind=28  

  瀏覽日期 20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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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6 鄭月妹，〈花后〉，2018，水墨複合媒材 96x62cm 

 

                                                                                                   

                                                                                     

  圖 3-7 鄭月妹，〈秘遊〉，2018 水墨複合媒材          圖 3-8 鄭月妹，〈白河禪意〉，2016 水墨 

                        92x95cm                                 複合媒材 76x6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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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以誠（1976─）年生，胡以誠師承林玉山的藝術理念，在思想理念上

繼承林玉山的寫生精神和筆墨精隨，因此長時間的投入寫生創作以及筆墨追求研

究，綜合上述的理念，構成他的繪畫 創作的基本信念，在追求繪畫的意象和內

涵裡，保持傳統的筆墨，不特別強調求新求變，仍保持寫景的狀態，加上個人的

美學觀點，觀察草木的美感經過寫生融合後，細心的經營營造出具有感染力的作

品。觀看胡以誠的作品，他有很深的水墨技巧，畫面呈現安詳、和平、富有新意

和希望。胡老師的畫中結合西方的素描和西方的色彩具有現代感，因為他有深厚

的美學修養，常透過寫生和筆墨的研究，要找尋前人所沒有的路成為他創作品的

方向，構圖綿密、滿、是胡老師繪畫的特色這是和以往的畫家不同，也和以往寫

意畫不一樣的地方。細緻是工筆畫的特長，胡老師的畫作既不是工筆，也不是寫

意。他非常的注重筆墨和寫生，他認為寫生是創作的一種方式，人是存在於自然，

對於自然我們是有感知的，所以他專注於寫生，有助於可以撇開以往傳統的觀念

和個人繪畫的習慣，從自然裡發掘更多更豐富和趣味性的題材，作為創作的養

分。 

    胡以誠非常注重在傳統的筆墨暈染想要與西畫 觀念之間取得平衡希望結合

工筆與寫意的意念後，可以達到繪畫審美心靈與造化世界的結合，他的畫給觀者

靜謐、安詳似乎可以逃離人世間進入另一個安逸的世界，色調溫暖詩情畫意讓觀

賞者得到心靈得到滿足。 

 

 

 

 

 

 

 

 

 圖 3-9 胡以誠，〈儷 影〉，2015 絹本彩墨                圖 3-10 胡以誠，〈夏夜〉，2016 

                        72x91cm                                   絹本彩墨 91x72.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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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黃淑卿（1962─）年生於汐止，喜歡繪畫、水墨創作、書法、藝術欣賞、

生態藝術及賞鳥等。畢生致力於藝術教育與生態藝術的耕耘，以鳥類做為水墨創

作的核心，結合自然人文景觀、民俗文化及原住民傳統藝術的內涵，以多元的視

野，實踐文化融合為理想。 

    黃淑卿的創作，是關懷台灣這塊土地，尤其對於原民藝術與民間藝術更加的

珍惜與注視，這些藝術圖騰作為她創作的養分。她以意象、象徵、顛倒邏輯等，

來顯現當代水墨的特性，提供多元文化性並取得多方面的平衡。花與鳥是自然生

態的一部分，黃淑卿藉著寓物的手法營造和諧的畫面衷心的想擺脫現實的枷鎖，

希望追求和平共存的景象。 

    她融合台灣本土真性情，與自然環境的美相結合，特別強調台灣特有的生「原

生意象」及台灣的少數民族的原生地位，以不同的技法與形式融合。引用原住民

的生活文化與圖騰，融合原住民的文化，轉換成視覺的藝術經驗。黃老師為了要

進行「原生意象」的創作走訪各個不同部落並了解和參與各部落的生活型態，成

為創作的養 分，可以知道她對原住民文化深刻的了解。 

    黃淑卿的藝術作品，給予觀賞者耳目一新，原民的圖騰與藝術的結合給觀者

不同視覺效果，畫面的安排更有深度，她保留傳統的水墨技巧和思維融入現代思 

維的考量，表現細膩又具深度性的畫面，可知畫家對於大自然的了解與原住民的

體驗與認識。 

 

 

 

 

 

 

 

               

                                                                                                     

圖 3-11 黃淑卿，〈澎湖珊瑚藤 左〉〈澎湖             圖 3-12 黃淑卿，〈古道鷹揚一 二〉 

    決明 右〉，2017 水墨紙本 140x38cm x 2                 ， 2016 彩墨 140x38cm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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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孫翼華（1970─）年出生於台灣高雄，她的作品有許多的生命象徵意

涵。例如花朵和羽毛是她潛意識中的原型意，她認為「花亦是人世間最美也是最

殘忍的消逝，以花來顯諸相的種種色，並以海浪相生相繫，透過似花似羽、若水

浪海的圖像象徵她與自然相融共生，並思考生命的價值與內心深處的矛盾。畫面

中的羽毛與花朵似乎存在於夢與醒之間」61，也意指孫翼華的青春歲月的流逝，

在畫面中緩緩的讀取中。她擅長描繪女性陰柔的一面，結合東方美學與西方超現

實主義成為她創作的形式，從紙本到絹本到木質材料研究探索，孫翼華從她的作

品中可看出是一位情感豐富而心思細膩的藝術家，她熟練的運筆用色功夫，將自

己心靈深處許多靈光乍現的思緒與情愫，幻化成構圖、空間、想像、情境與氛圍。

透過繪畫流露一種心靈的獨白，她發現自己，跟自己、跟親人、跟山海對話以及

跟天地對話的境界。畫家的作品呈現感性的生命的樂章，輕輕地釋放情感的無我

境界。「在若水畫境系列（2017─）年，她運用木料的基質上，擴衍出堅韌豐富

的肌理層次，木質材料的天然紋路與色效，使的畫面散發出如同波浪起伏的節奏 

，浮花顯得飄逸、小斑馬獨立於世，形成以物觀物、上善若水的忘我境界。」                                                                                          

    孫翼華的作品給觀者有詩意之境，她認為水是一種暗示可以給人放鬆，同時

也是致命的危機它可以吞沒一切，在作品中把自己的內心與水相互結合，探索環

境與個體的關係，加上畫家深厚的美學思考而創造出自己獨一無二的繪畫語言。

那深不可測的大海與浮花相逢似乎說不盡的對話，〈波浪花〉「隱沒大海的天際線 

，試圖展現出大海的遼闊，海礁與海浪有節奏、韻律的層層肌理與人靈動感，介

入白色的牡丹花，水浪與花影與自然共舞的脈動，透過無界限的空間」63，由觀

者天馬行空的想像。〈境花轉〉中是對於女性的描寫，小斑馬穿梭其間其實就作

者自己，無形中增加觀賞者想像的空間。                                                                                                   

孫翼華的作品描寫成長的記憶，孫翼華自述，童年的記憶是高雄西子灣的海

浪、浪花、羽毛等一些不起眼的小物件，但是卻豐富她童年的生活，對她影響深

遠，這些記憶成為孫翼華老師繪畫的象徵與符號。孫翼華想藉著這些象徵把內心

所 想所想的自由，結合過去、現在與想像的未來想達到超越自己的境界。 

   

                                                      
61

 孫翼華，《轉職為美：孫翼華水墨創作中的詩學視域與意識指涉》，台北市：麋研筆墨 2019 頁 

  49 
62

 廖文義＜詩學視域＞文，引自孫翼華，《詩學視域》，台北市：心晴美術館 2018 年，頁 8  
63

 同上註 62， 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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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孫翼華，〈波浪花〉2018 35x58cm             圖 3-14 孫翼華，〈升海托雲〉， 2018 35x58cm 

水墨、彩膠、壓克力、木質材料 水墨、彩膠、壓克力、木質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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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繁花若夢」創作作品實踐與解析 

 

 

 第一節 繁花若夢鋪陳與內涵 

 

一、幻化系列： 

 

由於壓抑多變的性格筆者的世界變得很小，想說卻不敢說，想做不敢做因此

喪失多種表現的機會，總覺得別人比自己好幾倍，這是自卑心作祟。隨著年齡的

增長，這種心情漸漸心情淡定，越來越能肯定自己的能力。

杜鵑花是台灣常見的花卉，春天裡到處可見到它們，杜鵑命力很強，耐乾旱

又能抵抗潮濕適應力極強，杜鵑花有個傳說，「是古時蜀帝杜宇勤政愛民，離開

人間後，精神仍繫於國事，於是化作鳥兒，聲聲呼喚＂不如歸、不如歸＂直到口

淌鮮血，灑落在不知名的花兒上形成美麗斑駁的色彩･…….取名為杜鵑。」64 

    筆者藉著杜鵑花，幻化成自己， 以框景式的構圖連接內外，明代的詩人的

一首詩可以理解窗的美學作用說：「一琴几上閒， 數竹窗外碧。簾戶寂無人，春

風自吹入。」 原本景外與景內不相干擾，因框景可以內、外部連結溝通可以產

生另外的空間美。我們的生活，是內心的我與外在景互相連結，溝通、表現，框

景也表現筆者的內心與外在的一種無形的互動。 

 

 

 

 

 

                                                      
64

 朱守谷，《花之無限浪漫》，臺北市：時報文化 1999 年，頁 31 
65

 宗白華，《美學與意境》，新北市：淑馨出版社 1989 年，頁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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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繁花若夢」系列作品一 

〈夢之境〉，2019 

彩墨紙本 138x69.5c 

  〈飄零〉，2019 

彩墨紙本 138x69.5cm  

〈爭艷〉，2020 

彩墨紙本 138x69.5cm  

〈花之鏡〉，2019 

彩墨紙本 123x70cm 

〈岩之鏡〉2019 

彩墨紙本 96x6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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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轉化系列： 

 

筆者每一個人都想完善自我，為了追求美好的生活每個人的觀點不依，很多

人隨波逐流，為的就是追求跟別人 一樣自以為幸福的生活，結果卻迷失了自己， 

 如果我們不羨慕、不貪心、善待自己的優點，快樂之心就會如影隨形。 

    百合花有個比喻「不要為穿衣或吃喝憂慮，天父尚且養活他；野地裡的百合

不織不紡，但所羅門王在極榮華時的穿載，還比不上一朵百合呢!」66清新高雅的

百合花除了高雅的外形，它還是一種藥用植物，它有清涼解熱安定神經、功效。

百合象徵高雅、清幽、純潔、潔白、自由的氣質。

天堂鳥是非洲好望角的一種野花，它的花形奇特，很像仙鶴翹首觀望，所以

又叫「望鶴蘭」，它象徵自由、吉祥、幸福快樂之意。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置身於社會中的我們，因為環境的關係不能做自己，

必要時還要心隨境轉轉換心情，莊子「逍遙遊」說： 

 

    北名有魚，齊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齊名為鵬。鵬 

    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 

    南冥。南冥者，天池 也。67  

 

    開闊的心胸，開闊的視野就能悠游人間，筆者畫出百合的淡淡的香氣與水結

合傳達出平淡的心和花形像鶴一樣的天堂鳥展翅高飛。也希望自己的心胸像風和

大海一樣，能包容一切負面的情緒轉換成正面的能量。

此系列創作百合花運用自動技法與傳統的工筆相結合和融入西式的構圖的

天堂鳥，希望能轉化現在所處的環境和思維。 

 

 

 

 

 

                                                      
66

 朱守谷，《花之無限浪漫》，臺北市：時報文化 1999 年，頁 9 
67

 王溢嘉，《莊子陪你走過紅塵》，臺北市：有鹿文化 2012 年，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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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繁花若夢」系列作品二

                       〈思想起〉，2020 彩墨紙本 138x47.5cm  

                  〈天堂夢想曲〉，2019 彩墨紙本 97.5x13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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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遨翔 一〉，2020 彩墨紙本 69.5x68cm

    

 

   〈遨翔 二〉，2020 彩墨紙本 69.5x68cm 

   

 〈遨翔 三〉，2020 彩墨紙本 69.5x68cm

   

 〈遨翔 四〉，2020 彩墨紙本 69.5x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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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之聲系列 

 

面對生活上的挑戰，要更投積極的生活，想要實現以前未完成的夢，必須要

時間和空間還要勇於表現自己，還要過著創造性的生活，生活中如果有創造，在

平凡的日子也會變得活潑有趣。 

    大自然的氣息是提供筆著抒發不滿情緒的來源，培養自己開闊的心胸，不管

內在還是外在，「只要有樸實無華的心也就是沒有任何的添加、修飾的自然狀態，

保持素樸的天性，沒有甚麼東西可以媲美。」68沒有比大自然更自然的，筆者透

過常見的大紫荊、咸豐草、牽牛花、樹根，自然的植物，這些植物雖沒有濃郁的

香氣，但是提供視覺和心靈上的養分。

在構圖上保留傳統的構圖，融入現代思維所呈現不一樣的空間和視覺。

                                                      
68

 王溢嘉，《莊子陪你走過紅塵》，臺北市：有鹿文化 2012 年，頁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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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繁花若夢」系列作品四 

〈花舞〉，2020 彩墨紙本 75x68cm  

〈秘密〉，2020 彩墨紙本 75x68cm  

〈樹的精靈〉，2019 彩墨紙本 

 64x9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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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繁花若夢」作品解析 

作品一  

作品名稱：夢之境 

年代：2019 

尺寸：138x69.5cm 

 

1.創作理念： 

    杜鵑花在春天時開滿了每個角落，杜鵑花的花語是愛的快樂吉祥和如意，

由於它們的美麗色彩引起人們的注意和憐惜，唐朝曹松（寒食日題杜鵑花）：

「一朵又一朵，並開寒食時。誰家不禁火，總在此花枝。」69的詩句，可見它

開花時像灼灼的火焰一般。筆者藉由杜鵑花比喻想要引人注意的心態，但是

達不到要求時，會有起伏不定的心情，此時常常活在自己的夢想世界。前景

白色的虛枝表現出虛擬的世界與後景的實景密不可分，像是現實的世界真假

難分。 

  

2.形式技法： 

    先在描圖紙把預先拍攝好杜鵑花，鉛筆構圖描繪，再叠上蟬翼宣使用毛筆仔 

  細描繪，把主要的杜鵑花放置左方，前景採用虛枝呈現，後景描繪實體的杜鵑 

  花襯托前景的虛枝，右下方繪製蝴蝶代表作者的心境，以染墨的方式圍繞畫的 

  周圍藉突出中間的圖像，整體以想像的空間為主。色彩的運用水彩、廣告顏色、 

  墨水樊水以粉色為主調。 

 

 

 

 

 

 

                                                      
69

 每日頭條 kknews.cc/zh-tw/culture/3m8qjo.html 瀏覽日期 202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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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一 

 

 

 

 

 

 

 

 

 

 

 

 

 

 

 

 

 

 

 

 

              圖 4-1： 李若蘭，〈 夢之境 〉，2019 彩墨紙本 138x69.5cm 

 

 

 

 



 
46 

  

作品二 

作品名稱：飄零 

年代：2019 

尺寸：138x69.5cm 

 

1.創作理念： 

    人與花相處的時刻最為美好給人精神上的滿足，當它輕輕落下時我們不知， 

在那一瞬間便已在地上化為泥土，它知道飄飄然的落地，是延續生命的開始是生 

命的喜悅，好比人的生命一樣，生、老、病、死是順應自然，不可違逆。唐朝詩

人王維的輞川名句：「 。

」 他忠實、客觀、簡潔、如

此天衣無縫的表達深奧的哲理，如此幽靜的世界又感覺生趣盎然」，70怡然自得正

是筆者的心境寫造，想透過花的世界去揣摩人們各種複雜的情緒、聲音，在這極

靜空靈的空間中，花的心聲與人心是互通的訴說著不滿、不平、微弱、想被看見

地客觀的表達出來，真希望人與人相處只要心領神會即可。 

 

2.形式技法： 

    構圖是把主體放置正中間，地上有幾許掉落無聲無息的杜鵑花，象徵花的生

命的起始，主體的後景採用虛枝襯托前景，畫的周圍則使用自動隨意的墨染圍繞

以增加集中主體視覺效果，右下蝴蝶即比喻筆者自己。色彩使用水彩、廣告顏料、

樊水、墨汁以粉色為主調。 

  

 

 

 

 

 

 

                                                      
70

  李澤厚，《美的歷程》，臺北市：三民書局 2015 年， 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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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二 

 

 

 

 

 

 

 

 

 

 

 

 

 

 

 

 

 

 

 

           圖 4--2：李若蘭，〈 飄零〉，2019 彩墨紙本 138x69.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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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三 

作品名稱：爭艷  

年代：2020 

尺寸：138x69.5cm 

 

1･創作理念： 

    淡淡的三月天，杜鵑花開在山坡上和小溪旁，它的花色艷麗讓人感到溫暖有 

希望，唐朝詩人施肩吾（杜鵑花）詞：「杜鵑花時夭艷然，所恨帝城人不識。丁 

寧莫遺春風吹，留與佳人比顏色。」71春天裡杜鵑花無所不在，筆者將前景以工

筆畫的形式繪出鮮豔奪目的杜鵑花，後景使用白描畫出虛枝，表示沒有顯現出來

的隱藏性性格。因為有虛枝得陪襯，前面的花朵才能更加的鮮豔美麗。 

 

2･形式技巧： 

   白描繪製杜鵑花和後景的虛枝，虛枝上有幾朵的落葉和花朵，它插落在枝的

上方，成為個想像的空間，蝴蝶尋覓，幾朵落花在下方，似乎不甘示弱也要往上

爭艷。 

 

  

                                                      
71

 每日頭條 kknews.cc/zh-tw/culture/3m8qjo.html 瀏覽日期 202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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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三 

 

 

 

 

 

 

 

 

 

 

 

 

 

 

 

 

 

 

 

 

    圖 4-3 ：李若蘭，〈爭豔〉，2020 彩墨紙本 138x69.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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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四 

作品名稱：花之鏡 

年代：2019 

尺寸：123x70cm 

 

1.創作理念： 

    紫色的杜鵑花令人聯想到神祕、優雅、柔軟細膩、杜鵑花季節綻放時，給人 

熱鬧、喧騰的感覺。筆者描繪地上純真無邪的杜鵑，也畫出花的另一個面向，反 

映自己心中的隱喻，就像鏡子一樣反射鏡中的自己，地下的根無聲無息的生長著 

與地上杜鵑有不同的生長面貌。 

 

2.形式技法： 

 以白描的方式繪上杜鵑花和根部、蝴蝶，在杜鵑花上先後塗上水彩、廣告 

顏料。根部有些白描，有部分上色製造虛與實，象徵事物的多樣性畫的周圍使用

墨汁滴上樊水讓墨汁有自由的變化，讓畫面視覺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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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四 

 

 

 

 

 

 

 

 

 

 

 

 

 

 

 

 

 

 

 

    圖 4-4 ：李若蘭，〈花之鏡〉，2019 彩墨紙本 123x7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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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五 

作品名稱：岩之鏡 

年代：2019 

尺寸：96x64cm 

 

1. 創作理念： 

   河流上有許許多的大大小小的岩石，經過風吹日曬，仍然屹立不搖，它們與 

天、水相接像是時間的停留，形成另個獨世的空間。筆者繪出水面上的石頭和水 

中倒影的岩石，水中的影像是另外的世界，蝴蝶飛翔其中就是筆者的化身，也反 

射自己內心深層的影像。 

 

2.形式技法： 

    在蒜膜紙上，先用墨汁壓印出岩石的肌理，再慢慢整理岩石的輪廓，繪出石 

面上的蝴蝶與水下的蝴蝶和花表示鏡面反射的情緒，以留白的方式畫出流動的水 

波紋溫柔的吞沒了一切，水面反射的鏡像，不同於實際的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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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五 

 

 

 

 

 

 

 

 

 

 

 

 

 

 

 

  

 

 

圖 4-5：李若蘭，〈岩之鏡〉，2019 彩墨紙本 96x6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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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六 

作品名稱：思想起（一）、（二）、（三）、（四） 

年代：2020 

尺寸：138 x47.5cm x 4 

 

1･理念思維：  

  「 伊甸園傳說：當時夏娃受誘惑偷嚐禁果，被神趕出伊甸園，她非常的傷心

落淚，這些熱淚落到了泥土裡，化成了一株株潔白的百合花，因為夏娃的淚水，

潔淨美麗的百合花，代表著誠心懺悔的意涵。」72百合花是自由的象徵，筆者藉

由它表現自由的心境。北海岸的百合花高高的生長在山頂上，高高的俯視著潮水，

孤傲潔白的性格讓人不忍侵犯它，無論海水如何潑灑都無法改變它們挺立的生存

著筆者利用水的曲折表現韻律感，彎彎曲曲的河水也代表女性們為了生活表現出

柔性的一面，才能適應周遭的環境。 

 

2･形式技法： 

    利用自動技法在蟬翼宣黏上彎曲繩子，再使用噴筒以聚散的方式進行噴墨， 

乾燥後使用毛筆染墨再需要的部分加強，藉以代表彎曲的河流，最後在畫面的上 

方或是下方、中間部分畫上百合，有疏有密視畫面的需求做配置。為了表現內心 

不為人知的一面，試著在每一幅百合花畫上一兩朵黑色的百合代表花的陰影。 

色彩使用墨汁、水彩、廣告顏料、胡粉以淡雅的色調為主。 

  

                                                      
72

  季子宏，《對符號圖騰的 101 個問題》，臺北市：好讀出版 2006 年， 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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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六 

 

 

 

 

 

 

 

 

 

 

 

 

 

 

 

 

 

 

 

圖 4-6：李若蘭，〈思想起 一 二〉，2020 彩墨紙本 138x47.5cm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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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李若蘭，〈 思想起 三 四〉，2020 彩墨紙本 138x47.5cm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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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七 

作品名稱：天堂夢想曲 

年代：2019 

尺寸：97.5x 133cm 

 

1･理念思維： 

此作品是公園裡的天堂鳥花，開花時節色彩艷麗，造型就像一隻會飛的鳥

似乎成群的飛向天空，仔細的觀察下面的不知名的植物穿梭其間，不畏天堂鳥花

美麗的壓迫，它們依然展現活耀的生命力。就像社會上的小人物狂想曲，他們沒

有富貴的天命，但是一樣活得精采，旺盛的生命力不會因為周遭的華麗所掩蓋。

左邊的小小的浪也代表命運的起伏，人們柔軟的身軀接受命運的安排，無論受到

甚麼命運都能夠能區能伸。 

 

･形式技法： 

    在種子紙上，以白描鈎勒填彩的方式，兩隻鳥兒隱藏在後象徵不被看見的自

己，主要的天堂鳥花放在中間偏右方，象徵繁華欣欣向榮爭奇鬥艷，畫面的下方

和左下方使用白色的廣告顏料加胡粉繪製水紋和小植物，植物或聚或散的生長。

色彩運用墨汁水彩、廣告顏料、胡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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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七 

         圖 4-8： 李若蘭，〈天堂夢想曲〉，2019  彩墨紙本  97.5x13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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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八

作品名稱：遨翔（一） 

年代：2020 

尺寸：69.5 x 68cm 

･理念思維： 

    天堂鳥花的另一個稱呼叫做望鶴蘭或稱極樂鳥，雍容華貴真的好像極樂世界 

才有的花，筆者認為每一個人的心中有個想往的天堂，當遇到困難時會想到當一

隻美麗的極樂鳥躲藏在天堂裡作夢沉澱，當他的夢醒時還是要面對現實時，必需

回到人世間解決困難，畫面以夢幻的藍色為主幾隻天堂鳥飛躍其中，代表想飛自

由的心，水波紋穿梭其間代表起伏不定事事多變化的人生。 

･形式技法： 

使用方形的蟬衣宣，先在紙上塗上花青色系，白描後再仔細上色，畫面

以藍色調呈現寧靜、永恆的生命，紫色的花身配上白色的花瓣優雅高貴，在花苞

畫上格子紋圖案增加視覺效果，偶而聚，偶而散的水波紋像爭變化無常的人生。

色彩運用墨汁、水彩、廣告顏料、胡粉、金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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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八

圖 4-9：李若蘭，〈遨翔 一〉，2020 彩墨紙本  69.5x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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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九

作品名稱：遨翔（二）  

年代：2020 

尺寸：69.5x68cm 

 

1. 理念思維： 

傳說美麗的鳥兒來自於天堂，所以招喚前來的花稱為天堂鳥，73 此幅作品筆 

者想要表現詩意和想往的夢境，「夢給予我們幻想的力量、聯想的力量、詩的力

量」74三個白色的天堂鳥悠遊在藍色的天空，一個隱身藏匿在葉子的後方，但是

它白色的花瓣卻燦爛無比。白色的天堂鳥有著潔淨、單純、自由與白色的水紋相

應和，白色讓人聯想白雲、霧氣、海浪、白光等，有更多的想像空間。 

 

2.形式技法： 

    預先在紙上塗上藍色的廣告顏料，描繪寫生的天堂鳥圖形，葉子使用金黃色、

褐色、草綠色讓觀者感受到天堂鳥的熱情，紫色的花苞上使用金 

粉繪出圓形的圖案，增加視覺效果，全幅以夢幻的藍色為主調，搭配白色的水波 

紋，營造出夢與詩的意境。色彩材料廣告顏料、水彩、胡粉、金粉、墨汁 等。 

 

 

 

 

 

 

 

 

 

                                                      
73

 朱守谷，《花之無盡浪漫》，臺北市：時報出版 1999 年，頁 118 
74

 伍至學，《人性與符號形式─卡西勒（人論）解讀》，臺北市：臺灣書店印行 1998 年，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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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九 

 

 

 

 

 

 

 

 

 

 

 

 

 

 

 

    圖 4-10：李若蘭，〈遨翔 二〉，2020 彩墨紙本   69.5x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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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

作品名稱：遨翔（三） 

年代：

尺寸：

1･創作思維： 

天堂鳥花喜歡高溫多濕和充足的陽光，它的花期很長，豔麗的外表在成群的

植物中特別的突出惹人喜愛。畫面的天堂鳥，有的在葉前，有的隱匿其後，飛揚

的花瓣向觀者傾訴心語，褐色的花瓣和綠帶黃褐色的葉子暗示季節的交替所散發

出金色的光芒。纖細流動的水波紋在畫面上緩緩似水年華的流動著。這是個繁花

的世界，也像是一場美麗的夢。 

 

･形式技法：

綠色的顏色打底，運用工筆技法繪上天堂鳥花和葉子，枯葉和枯的花瓣象徵

季節的交替，生命的循環 ，白粉繪製水紋增加空間感，象徵流動變化的人生。

花苞以金色的廣告顏料畫上方格紋，更集中視覺。全幅以秋天的色彩為主調。色

彩材料水彩、廣告顏料、墨汁、胡粉、金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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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

 圖 4-11：李若蘭，〈 遨翔 三〉，2020 彩墨紙本  69.5x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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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一

作品名稱：遨翔（四） 

年代：2020 

尺寸：69.5x68cm 

 

1･創作思維： 

   「張開你們勇敢的翅膀，高高飛翔在時代的上空 遠方那新世紀的曙光，已

經透現在你們鏡中 」
75
天堂鳥花枯萎的花瓣和鮮豔的花瓣並置，象徵即使生命將

逝去它還是要展翅高飛，不畏生命短暫而怨天尤人。筆者想要描寫隨意自然的現

象，不造作，雲淡風輕的心境。畫面中的柔軟的水紋具有強大的包容心，我們的

處事態度除了不爭外，更要有海闊天空的心。

2. 形式技法： 

預先在紙上塗上綠色顏料打底，再描上天堂鳥的寫生畫搞，全幅以綠色象徵

有希望的生命為主，金黃色的花瓣和即將枯萎褐色的花瓣代表自然的循環，新的

生命又即將開始，生生不息，白色的水波紋暗示流動的人生。色彩材料，花苞使

用金粉描繪半圓形的圖騰，增加立體感。 

                                                      
75

 林郁主編，《尼采的勇氣》，新北市：潮 21Book 出版 2017 年，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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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一

圖 4-12： 李若蘭，〈遨翔 四〉，2020 彩墨紙本   69.5x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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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二

作品名稱：花舞 

年代：2020 

尺寸：75x68cm 

 

1･創作思維： 

    大紫荊花開花時美麗而嬌豔，紫色的花辦掉落地時，讓人感傷但也同時體認 

又是新生命的開始，看著地上的紫荊花像是跳舞的精靈，不斷的飛舞著，像是過

往雲煙，繁華若夢，後面的樹根不以寫實呈現，而以花青色濛濛朧朧的方式襯托

前面白色的紫荊花，讓白色的紫荊更加細緻動容，同時也暗示我們的生活周遭事

物，不必太過強求，反而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白色的紫荊花代表純潔、善良的

內心，黑色的紫荊花是它的影子，在空靈的世界裡與影子共舞，是另一個時空的

轉換，無憂無慮的世界。 

。 

2･形式技法： 

    在蟬翼宣紙上，預先塗上花青色和粉色，等乾後以白描的方式，畫上樹根和 

紫荊花、蝴蝶。以花青色暈染樹根，是想突出白色的飛舞的大紫荊，黑色的花更 

讓視覺集中，全幅以粉紅色為主營造春天溫暖的氣氛。色彩材料水彩、告顏料、 

少許的水干、墨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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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二 

圖 4-13： 李若蘭，〈花舞〉，2020 彩墨紙本 75x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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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三

作品名稱：秘密 

年代：

尺寸：

･創作思維：

咸豐草它是一種不起眼的植物，甚至是一種想要拔除的草，它無聲無息的生

長著卻散發著堅強的生命力。不論春夏秋冬都有它的存在，似乎在告訴人們不可

忽略我。唐白居易詩《草》：「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

生 」 它常生長在不起眼的地方，雖然不引人注意，但是它還是散發著淡淡的

香氣，吸引著昆蟲讓它們得到冬天的滋養，咸豐草告訴我們不要忽略自己的優點。

樹根以渲染的方式襯托隨處可見的咸豐草，企圖想要營造甜美安詳的世界。 

･形式技法： 

預先在蟬翼宣塗上花青和綠色底色，白描的方式畫上大樹和咸豐草、蝴蝶。 

樹根以暈染的方式，再以工筆的方式描繪草和蝴蝶。草生長在大樹底下象徵著不 

畏懼的個性，幾隻黃蝶穿梭在樹根上和草上暗示淡淡的香氣所吸引。色彩材料廣 

告顏料、墨汁、水彩、胡粉、油性蠟筆等。

                                                      
76

 朱自清，《唐詩三百首》，台南市：正言出版社 1976 年，頁 152 

 



 
71 

  

作品十三

圖 4-14：李若蘭，〈秘密〉，2020 彩墨紙本  75x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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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四

作品名稱：樹的精靈

年代：

尺寸：

･創作思維：

大樹底下常常被人們忽略，它有很多的地方供人心靈躲藏，它的空間無邊無 

際常常藏著微不足道的植物，在它的保護下活得自由自在。牽牛花的枝葉藤蔓，

向四周伸展纏住了樹根，它們開花的季節色彩艷麗很吸引人，它早上開花傍晚即

將凋謝象徵生命的短暫，雖然牽牛花看似柔嫩，但是只要有生長的地方不會放棄

延長它的生命。黑色的鳥代表隱藏的我，不被看見的我，隱藏在大千世界。 

 

2･形式技法： 

使用蒜膜紙，在紙張上塗上少許局部膠水等乾後，再塗上綠色的廣告顏料使

畫面呈現肌裡增加層次感。畫面的上方繪樹根，根的下方畫上紫色的牽牛花象徵

無限的生命力，畫中畫了兩隻黑色的鳥，代表不被注意的我，黃色的落葉穿梭其

間也增加畫面的亮度。色彩材料水彩、廣告顏料、膠水、墨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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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四

圖 ： 李若蘭，〈樹的精靈〉， 彩墨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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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 論 

 

 

第一節 創作省思 

     

    當筆者踏進師大就讀時，緊張焦慮的情緒一直跟著自己，因為擔心無法應付 

創作無法如期的交作業，和擔心同學的眼光，因為對自己沒信心也對自己期望太 

高，所引起的心理作用，還好過長期不斷的練習和思考，還有上課時老師給的知 

識和訊息，終於了解自己要傳達什麼，但是表達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要用甚麼方 

式表達其實很困難，創作是多面向的多看、多想很重要，以往受制於傳統的構圖、

思考、筆墨以為繪畫就是這樣的模式，此次經過思考轉換後筆者創作著重於潛意

識的探討與生活相關的內心感受，運用傳統的筆墨呈現出具有現代感的繪畫。 

創作之初遇到很多的困難，畫了很多張畫，剛開始以為這就是筆者要表達的

事物，但是經過不斷的修正體驗，過程緩慢而不確定，幾乎每一張重新再畫，經

過寫生、構圖終於完成一件件的作品，由於筆者以往不曾使用蟬衣宣和工筆的方

式創作，也未曾使用自動技法這些創作的方式對於筆者是新鮮的嚐試，尤其是自

動技法失敗率高要不斷實驗才能達到效果。創作過程中筆者思考要以什麼花卉作

為第三者的心態和想被看見的心態，最後決定以台灣常見的花卉和小草為主作為

創作的目標，色彩為暖色調為主代表希望、平和、自由之心，因為壓抑多變的性

格，缺乏信心沒有看見自己，但透過這次的創作已經慢慢找回自我，也肯定自己

多年的努力的能力，就像看到一片曙光。

第二節 未來展望 

 

    筆者認為藝術還是要深入生活，繪畫要表達私人的感受，所以必需觀察和 

體驗，真誠的表現自己看見的，所感動的和所思考的，並且發掘自己的獨特性， 

從傳統出發，與現實生活結合衍生出來的屬於自己的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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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的繪畫美學的多元性的發展，與之的暴增有關係，故凡心理學、哲學、

宗教學的美學闡述、都被納入美學的範疇，因此繪畫已成為一項心理符號或是抒

發情感的方式。」77花鳥畫是符號的繪畫，繪畫中有許多隱晦的呈現，如果直接

描寫現實的景象，但未必有強烈的感受，反而隱晦讓人有更多的想像比實景更讓

人印象深刻，現今花鳥畫是否能讓觀賞者引起共鳴，不在於是否受西方文化藝術

的影響，而是在於是否讓觀賞者感動豐富的內容。在古今中外有許多筆者欣賞的

藝術家，可以擷取精華去研究他們的形式內容，加上個人的色彩和巧思再創造，

建立自己的形式風格，這是筆者此次創作中得來的心得也是未來的目標。 

    經過這次漫長的創作體會不斷的進修和閱讀是很重要的，可以透過繪畫療癒

自己，得到心理的平衡，希望未來能夠超越自己，持續的創作保持冷靜的心情，

觀察周遭的人、事、物再用熱情的心轉化成的繪畫語言，希望能做到莊子所說的

「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的逍遙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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