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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創作動機與目的 

對於繪畫媒材而言，結合文學詩詞與書法線條，是任何一種畫系所

未有的特色。傳統水墨繪畫自有圖畫以來，「書與畫的共性」就有著不

可分割的密切關係，這種關係首先建立在書寫的工具及材料上，由於書

法與繪畫的工具大致上相同，自然而然會演變出相同的審美趣味，這種

趣味即是「線條之美」，線條再依深淡濃淺等變化出無數的情感思維。

文字透過詩詞作家的物象描寫經意象組合後形成詩，詩不單只是文字的

組合而是情感的交織，詩的興觀群怨1中除具功能論之外，我們尚能體

悟到詩中應含情感的表達。詩詞文學參入繪畫圖像的情感與意境表達，

寓情於畫而成為繪畫的基本形式。而書法藝術關聯著文字藝術，詩詞文

字是書法的結構形象表徵，諸如篆、棣、行、草、楷等體；而書法則為

詩詞文字的情感體現方式，藉由運筆的輕、重、緩、急等變化。繪畫與

書法有著相同的線條審美特性，又詩詞與書法之間有著相同的文字關

連，然唐代美術史家及評論家張彥遠提出「書畫用筆同法」一說，逐鞏

固了繪畫與書法之間本不可分割的關係；宋代文士書家蘇軾提出「詩畫

本一律」之說，藉由詩意轉入為畫境，或畫境出詩意，因而造成詩詞與

繪畫之間的意境轉換關係；後繼元代文人畫家趙孟頫提出繪畫的「筆墨

精神」，詩書畫三絕的藝術風格顯然已成定格，且成為文人畫家最佳典

範。關於「題畫文學」與「圖像意境」越位、互參的關係，它涉及了藝

術領域與文學領域的研究，兩種領域「相互越位」時便產生這種複合美

學。當然，一件作品完成時可能均無跋款，可以說是一件純作品，它沒

有相互「越位」的問題，但時代一久經後人題跋、題記、屬贊，甚至在

                                                 
1《論語》中：「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宋）陳祥道撰《論語全解》，（臺北：

商務印書館，198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96冊，頁209），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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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上蓋上收藏章，重新裝裱等，無疑地它還是一件作品，只是多加了一

些附屬品，這些附屬品可以幫助瞭解這件作品圖像的歷史背景與創作形

式等，中國人幾千年來也都接受這種整合共存的美學。 

關於題畫文學與圖像意境是近年來倍受關注的課題，其研究大抵可

以分為兩大類的研究方向，一類的研究方向以「題畫詩」或「題畫文學」

類別演變為主軸，這種研究課題以文學領域為出發點，所著重的當然是

「題畫文學」，而清代雖有《御定歷代題畫詩類》之編撰，但也只是將

詩詞文學作一類門的歸納而已，談不上真正的研究。其論述研究的文章

中，以題畫文學的演化過程為研究方向，然「題畫文學」的前身皆以畫

贊出發，而至書畫跋、題畫詩與題畫記等問題，例如早期研究者如青木

正兒1937年的〈題畫文學之發展〉
2一文，將題畫文學分為四類，分別

為畫贊題、畫詩題、畫記及畫跋等，並對題畫文學發展作了簡略的說明，

雖然只是初步的研究，但總算為「題畫文學」作了研究的基礎。曹愉生

1997年的《唐代詩論與畫論之關係研究》3，書中亦將詩與畫的關係作

一分類，將其為分畫贊、題畫詩、論畫詩、畫題與畫記等，其中涉及的

「論畫詩」，是研究學者較少論及的部份，本書只對唐代詩與畫關係作

研究，故亦對詩與畫橫向發展作了進一步的探討。而衣若芬長期對於題

畫文學研究投入，其2004年的《觀看、敘述、審美—唐宋題畫文學論

集》4一書，是近年來努力研究的成果，將其近年來所發表過的文章重

新整理編成書，是一連串題畫文學的研究文章，其書中對於題畫文學研

究亦作了一番概述，接續青木正兒的研究而來，並對青木正兒的分類稍

加修正，又編錄了〈題畫文學論著知見錄（1911-2003）〉，為後來研究者

建立研究的基礎。而其〈北宋題畫人像畫詩析論〉與〈北宋題仕女畫詩

                                                 
2 原載於 1937年《支那學》第九卷。後有譯本參見青木正兒著〈題畫文學之發展〉，《大陸雜誌》，
第三卷第十期，馬導源譯（臺北：大陸雜誌社，1951），頁 15-19。 

3 曹愉生《唐代詩論與畫論的關係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 
4 衣若芬，《觀看、敘述、審美—唐宋題畫文學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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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論〉等篇中，少部份涉及「題畫文學」與「繪畫圖像」之關係，尤如

其早期對「西園雅集」的研究方式5，雖然部份「題畫文學」與所舉「繪

畫圖像」之間並無太多的直接關係，但以同主題的「繪畫圖像」來當作

說明，亦是可行的方法之一。 

另一類的研究方向則為關聯「題畫文學」及「繪畫圖像」審美的關

係，而這種研究課題所牽涉的範圍較廣，它除了題畫文學之外尚須涉獵

書法形式與繪畫圖像之間的相互關聯，故這種研究方向又可分為形式與

內容上的研究，形式上以詩書畫三者關係的發展，其中以「詩、書、畫」

藝術風格的形成為主軸，而詩書畫三者結合，學者的說法皆以唐代王維

為雛形，而其始乃北宋蘇軾對於王維的推崇，從整個縱向發展脈絡看

來，詩歌的演變與書畫審美的觀點多種藝術在交織影響下，所造成的藝

術風格使得中國繪畫藝術成為一種特殊的形式，這無不是與生活情感、

審美觀及材料屬性有所關聯。這樣的研究趨向首推藤固，藤固1932年

〈詩書畫三種藝術的聯帶關係〉
6一文，文中以兩部分來闡明三者之關

的聯結性，「書與畫」的關係，論及書法與繪畫的共性約有四點，雖屬

不同領域但卻也有相同的表現方式，利用透過相同的材料表現出「骨法

用筆」及「氣韻生動」的審美觀；而「詩與畫」的關係，論及詩歌與繪

畫的共質約有三點，藉由詩畫相參的意境觀看法，表達出自然景物與人

間心靈的內在本質。戴麗珠長期對於「詩畫」關係研究的投入，而除了

「題畫文學」之外，尚涉及到「繪畫圖像」之關聯，如1975年碩士論

文《蘇東坡與詩畫合一之研究》、1978年《詩與畫》、1986年《趙孟頫

文學與藝術之研究》及1993年《詩與畫之研究》等，其中《趙孟頫文

                                                 
5 參見衣若芬著〈一樁歷史的公案—「西園雅集」〉，《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十期（臺北：中央
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7），頁 221-268。 

6 其原文係作者留學德國所寫，於 1932年七月二十日在柏林大學哲學研究所待索阿教授的美學
討論班上宣讀。見沈寧編，《藤固藝術文集》（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頁 57-60。
稍早之前 1912年時，藤固〈詩歌與繪畫〉一文中說明瞭中西都存在著「詩與畫」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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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藝術之研究》一書有承接《蘇東坡與詩畫合一之研究》的前後脈絡

關係，是針對個別藝術家的研究方式。錢鍾書1981年〈中國詩與中國

畫〉7一文，把「詩與畫」比喻成「姊妹」藝術，更提出畫該利用暗示

和聯想，獲得畫本位以外的功能，詩與畫雖然所用工具材料大不相同，

而在作風和意境上有類似通連之處。另外他亦對董其昌畫分南北宗說法

提出質疑，並質問南宗畫作風的特色是否也是中國最代表的、最有勢力

的舊詩的特色？文中進一步認為傳統詩裏認為最高的品格並不是傳統

畫裏所認為最高的品格，道出了中國詩與中國畫似乎背道而馳。而內容

上的研究，以詩畫形式的對應及內容演變為母題，1988年林莉娜〈詩

情畫意—中國繪畫之特殊藝術形式〉8一文，文中認為中國藝術的特色

貴在不為外物所拘，不論是詩文或繪畫，旨在創造出一種「意境」，故

其文中所著重的就是一個「意」字，從「意」字出發到詩境與畫境的共

通。1986年李漢偉發表〈唐代自然詩與山水畫的關係〉9一文及1989年

〈論「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之遠近因及其三種定義〉10，前者文章

認為詩畫歷來融合的過程有二，一是題畫詩，詩人在畫中引發出詩的感

情，二是以詩作為繪畫題材。而後者文章論及遠因乃受傳統美學的影

響，近因則主要由於詩歌興起所造成的影響，最後總結歸納出三個界

義，其一為有無的層次；其二是相濟的層次；其三則是辯證的層次。鄭

文惠則有多篇文章涉及明代詩畫對應的形式、類型及發展的社會背景為

討論，其1992年的博士論文《明代詩畫對應關係之探討－－以詩意圖、

                                                 
7 參見錢鍾書，〈中國詩與中國畫〉，黃永武、張高評編，《宋詩論文選輯（三）》（高雄：高雄復
文書局，1988），頁 174-194。 

8 參見林莉娜，〈詩情畫意—中國繪畫之特殊藝術形式〉，《故宮文物月刊》第 6卷第 6期（1988
年 9月），頁 100-107。 

9 參見李偉漢，〈唐代自然詩與山水畫的關係〉，《故宮文物月刊》第 4卷第 8期（1986年 11月），
頁 9-31。 

10 參見李偉漢，〈論「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之遠近因及其三種界義〉（一），《故宮文物月刊》
第七卷第七期，（1989年 10月），頁 72-77。〈論「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之遠近因及其三種
界義〉（二），《故宮文物月刊》第七卷第八期，（1989年 11月），頁 114-119。〈論「詩中有畫」、
「畫中有詩」之遠近因及其三種界義〉（三），《故宮文物月刊》第七卷第九期，（1989年 12月），
頁 126-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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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畫詩為主》11開啟了明代詩畫對應的一系列探討，是深入題畫文學與

繪畫圖像關係研究的開始；其1993年〈明代詩意圖之詩畫對應形式及

其文化內涵〉，文章中還是以詩意圖一類為研究對象，分析了明代詩意

圖擅以截句式的詩句為描寫形式。又1995年《詩情畫意》一書，書中

延續了一貫的研究方式，而又加入新的研究內容，對於詩畫對應類型的

探討，使得明代題畫文學與繪畫圖像的關聯達到全面性的研究。 

另外，近年來有許多中外學者對此問題亦作了深入的研究並舉辦研

討會，如1985年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更是招開一場「文字與圖像：

中國詩、書、畫之間的關係」國際討論會，方聞（Wen C. Fong）擔任該

討論會之主席，並在會前對與會發表人論述其研究方向，其文於1986

年由林柏亭譯成中文，題名為〈詩、書、畫三絕〉
12，文中涉及中西詩

畫關係的比較，文章部份有朝向比較文學的傾向，且多少回應錢鍾書〈中

國詩與中國畫〉一文的評議寫作。而稍後於1991年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並出版專書《文字與圖像：中國詩、書、畫》13。另有西方學者對「詩

書畫」關係作相關研究，尚見於謝柏柯（Jerome Silbergeld）〈西方中國

繪畫史研究專論〉14一文中。 

綜觀這些文章及專書中，唐宋元明詩畫關係的橫向關係研究實已經

完善，但卻有部份研究對於題畫文學及文人畫觀念尚有曖昧及模糊之

處，故本文研究動機之一，擬以「文字」與「圖像」這些模糊字眼作一

                                                 
11 鄭文惠，《明代詩畫對應關係之探討－－以詩圖、題畫詩為主》（臺北：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
博士論文，1992）。〈明代詩意圖之詩畫對應形式及其文化內涵〉，《臺北師院學報》第六期（臺
北：臺北師範學院，1993），頁 217-255。《詩情畫意》（臺北：東大圖書，1995）。 

12 本篇文章為方聞於 1985年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舉行「文字與圖像：中
國詩、書、畫之間的關係」國際討論會上宣讀之文章。參見方聞，〈詩、書、畫三絕〉，林柏亭

譯，《故宮學術季刊》，第三卷，第四期（1986年夏季），頁 5-24。 
13 Alfreda Murck and Wen Fong eds.“Words and Images：Chinese Poetry,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New York：The Metropolitan of Art an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14 如 1957年傅漢思（Frankel）、1974年麥可‧蘇立文（Sullivan）、1972年雅各布森（Leong）、

1974年饒宗頤、1985年艾瑞慈（Edwards）、1985年契福斯（Chaves）、1985年韓莊（Hay）
等人對於詩書畫關係的研究。參見謝柏軻著，〈西方中國繪畫史研究專論〉，《中國繪畫研究論

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頁 736-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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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源，深入探討書畫同源之說尋求文字與圖像的發展關係，並對書法文

字與繪畫圖像作一步的註解。又這些研究論文中並無一完整的縱向關係

研究，尤其以文學與繪畫關係的發展與演變，尚有待探討空間，故本文

研究動機之二，討論各朝代具代表性之詩、畫家，探討現存題畫文學與

繪畫圖像意境關係的發展演變，以直接對照觀看方式來作客觀的詮釋。

又筆者實乃一個創作者，平日對詩詞文學頗感興趣，故研究動機之三，

對於詩詞參透畫境中的主題形式是值得探索的課題之一，因此，筆者且

試以「題畫文學」與「圖像意境」探討——兼論雨與傘系列創作為題，

希望在文學與繪畫藝術的整合領域中，從實際的創作經驗對照所討論的

主題，觀看其歷代文學與繪畫互參的模式形態。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誠如前所述，近年來一些學者已開始注意到「題畫文學」與「圖像

意境」的研究，這個研究方向涉及了文學領域與繪畫藝術領域，故研究

時必須具有跨領域的思想與觀察法，否則容易陷入主觀的審美形式，不

是偏於文學就會傾向繪畫藝術，因此，在跨領域的學科研究裏必須找出

共同的情境表現規律、共同的美學據點的可能性。衣若芬對於「題畫文

學」的研究領域與價值，約可分為文學、美學、美術史、文化史、比較

文學等類，而「題畫文學」研究又以文學領域的研究方式為首15，但由

於本論文的研究以「圖像意境」的探討為主軸，因此，其整合的研究方

式，且不妨以「圖像意境」的探討為出發，必竟「題畫文學」還是免不

了要依附於「畫」境圖像而產生。雖然「題畫文學」與「圖像意境」的

探討要比單純研究「題畫文學」來的困難，但是若無法瞭解繪畫圖像原

                                                 
15 衣若芬：「筆者並不反對大部份的題畫文學研究者採取文學研究的角度分析或欣賞題畫文學作
品，前述題畫文學的研究價值以文學為首。」《觀看、敘述、審美—唐宋題畫文學論集》，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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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的目的與意義，而硬是將「圖像意境」對號入座，恐有曲解「圖像意

境」的可能性。而先前的研究「題畫文學」的論文專書中，多著重於文

字形式上的意義，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詩是無形畫」、「畫是

有形詩」、「書畫同源」等，而未能深入瞭解其「題畫文學」與「圖像意

境」的真正含義，江兆申 “T’ang Yin’s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in 

Light of Critical Biographical Events”一文及《關於唐寅的研究》16一

書，以「題畫文學」與「圖像意境」作直接對照的研究方式，對於唐寅

詩書畫真偽亦能有所知悉，這也是江兆申本身具有文學修養亦具書畫才

藝的本能才能有所體悟。關於本研究的方法，因隋唐以前繪畫圖像多已

散失，有些題畫文學並無法直接有效地以對照的形式來加以說明，故某

些部份只能以間接的繪畫圖像來輔作說，這些間接的材料，包括傳為某

畫家的作品或為後代所摹、仿、臨等的作品，但不以偽造的作品來當作

對照觀察形式。本文所採取的研究方法約略有三，前二者以客觀分析為

原則，後者則以主觀創作為原則： 

一、縱向研究方式以試探「題畫文學」與「圖像意境」的演化發展程式

為開端，進而對文字與圖像之間發展的相互交叉影響展開探討。 

二、橫向研究方式以試探「題畫文學」與「圖像意境」的直接與間接關

聯，並分析其文化背景對其所產生的影響。透過研究個別的詩畫

家，試析創作者與題畫者對於「題畫文學」與「圖像意境」的追求，

區分「題畫文學」及「圖像意境」的本質問題。 

三、從雨與傘系列創作論述中，探討文學與圖像的對照形式，分析創作

者以主觀角度溶合文學文本與繪畫圖像意境的關係，說明從原創文

典到重新詮釋再創造的過程演變情形。 

 

                                                 
16上引書。參見“Words and Images：Chinese Poetry,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P.459-486。又見
《關於唐寅的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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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研究範圍，前已述李偉漢對詩與畫歸結出三個界義，但由於所

研究方向稍有不同故在此亦須對研究內容範圍作出定義，並加以定義研

究之範圍，才不使讀者有所誤解。又西方希臘、羅馬雖然也提倡「詩與

畫」的關係，但在此研究中，並不將其列入研究的範圍，主因在於西方

繪畫的精神思想與哲學態度與中國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論文暫排除

作比較文學的工作。本論文的研究著重於探索「題畫文字」與「圖像意

境」相互參透的關係，雖說詩書畫各自有其界限，其詩書畫三者界限關

係當同在一個文化圈裏（如圖1），三者之間有如三角關係，各領域之

間有相互的關係，誠如交集的部份，而無交集的部份則為各領域的自我

界限，但其間還保有相互越位的性質，例如後代的收藏與跋款等問題，

這即是變因數之一。在此不論不相交集之部份，只對相交集的部份範圍

作深入的探討，即「書畫同法」、「詩書同文」及「詩畫同律」等部份。

又三者關係的交集「詩書畫藝術風格」的演變涉及範圍太廣，故在此選

擇各時代較具代表性的人物，唐代以詩畫家王維為詩畫關係演變的開

端，繼而宋代郭熙推崇詩意入畫，徽宗的御題詩詞文學更與畫士們的圖

像意境起了連結與哲學思想的新視野，更推以詩詞畫意甄選畫士；而士

人書家蘇軾以「寫意」的詩書畫三絕參入圖像意境之中，米芾繼以「真

意」為詩書畫發光，開拓水墨淋漓、雲山浪瀾一派，一時畫工與士人畫

家並起，詩書畫達到全新的興盛時期。趙孟頫入元為仕，為漢族文化、

筆墨精神推向嶄新的一頁，明代董其昌南北宗之說劃定文人與畫工之

別，詩書畫的表現成為明代文人畫家的代表，清代乾隆的御題詩，為書

畫注記，縱向的詩書畫發展與演化，實而呈現題畫詩詞與圖像意境微妙

的關係，觀者在於文字句讀之間，若能稍加留意，不難發現創作的作者

與題畫詩人墨客的互動。而本論文在此則稍加說明之，待往後研究者能

對此再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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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詩書畫三者界限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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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論文結構與關鍵字詞釋義 

本論文的撰寫由現存的題畫文字資料及書法、繪畫圖像三大主軸著

手，再以此為依據探討歷代「題畫文學」與「圖像意境」的發展與演變

形式，並進而探究影響其演變的內在因素。以下為本文各章節的研究重

點及架構：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創作動機與目的 

本節先論先前學者的研究方向，試將其不足的部份加以分析，並作為

本文研究的參考及深入的探討的方針。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本節論述本文所要探討的方法及範圍。因本文是跨領域的學科研究，

故須找出共同的情境表現規律及共同的美學據點的可能性，才不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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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入主觀的成見與誤解。又因本文所要論述的篇幅有限，故只能涉及

少部份藝術家的略述。 

第三節 論文結構與關鍵字詞釋義 

本節論述本文結構編排內容去擇及具有爭議的名詞釋析。 

第二章 文字與圖像的關係溯源 

第一節 文字與圖像的由來試探 

本節略述文字與圖像的關係與發展，從書畫同源立論到書畫分流的藝

術形式，從書畫形式轉換與媒材演變述及詩書畫三者的複合美學。 

第二節 文字與圖像的互參 

本節論述文字與圖像互參的情形，從早期政治贊助者的文字與圖像功

能論演變成文人畫的文字與圖像意境論，形式與內容上都隨時代的文

學及繪畫所牽動著。 

第三章 題畫文字與圖像意境的探討 

第一節 詩書畫藝術風格的形成與體現 

本節從詩人兼畫家身份王維論起，其畫將詩的感情寓寄其中。而蘇軾

推崇王維的詩畫一律，更將書法的寫意精神寓著詩畫上，而形成詩書

畫三絕。徽宗時以詩境甄試畫士，更將詩境形諸於筆墨畫境之中。 

第二節 詩書畫藝術風格的繼承與流變 

本節從詩意墨戲文人畫代表米芾論起，是繼蘇軾的寫意而成真意。而

趙孟頫的書畫同體同源同宗論，使得文人畫風格的確立，更開拓了繪

畫史上的新審美觀。 

第三節 詩書畫藝術風格的分野與濫觴   

本節論董其昌南北宗之說，劃分士人與工匠繪畫意境之別，而乾隆的

御題詩，則打破題畫詩與圖像意境的關係。 

第四章 創作理念與分析—雨與傘系列創作 

第一節 詩詞文學表現法對創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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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論述詩詞中雨景的描寫表現法，探究詩的寫作方式與意境的表現

手法，蘇軾幾首有關雨景的描寫，時而濛濛細雨山色空濛，時而奇雄

暴雨黑雲翻墨，如詩亦如畫。而畫論中的雨景描寫，從唐宋自然觀察

寫生描寫表現到元明筆墨點點欲滴或向墨借雨的表現形式，故有所

謂：「詩是無聲畫，畫是有形詩」。 

第二節 詩詞語法與修飾表現法對創作的影響 

從詩詞的修辭探究其表現方式，而象的本質實分為物象、意象及心象

三個主要的表現法，物象描寫到意象組合是創作者慘淡經營的表現，

意象組合到心象造境則為創作者比擬、虛構的幻化。 

第五章 結論 

關於題畫文學與圖像意境的探討，最大難題在於如何以客觀的角度為

此主題立論，而兩者的關係亦非「意境」二字可以輕易道破，然而「意

境」在這兩個範疇之中是最大基本特點。又本文的研究傾向於題畫文

學與圖像意境兩者的關係，故繪畫圖像自然與文學文本無法獨立而

論。本次雨與傘系列創作以詩意為出發，又借以詩詞修辭美學來增加

繪畫形式與內涵。 

 

為確定本論文的研究創作範圍與主題的立意，對於論文中所述及的

幾個重要字詞，其具爭議性或具重新定義者，且試以下說明之： 

〔關鍵字詞〕 

題畫文學：在此論文中應是指廣義的題畫文學
17，凡畫贊、題記、詩詞、

韻文、散文等，都應與繪畫圖像有所關聯的題畫文字，才是

「題畫文學」。這些文字不將之視為書法或文學的單一作

                                                 
17
 按衣若芬：「所謂『題畫文學』，向來有廣義與狹義兩種界定方式，狹義的『題畫文學』單指被

書寫於畫幅上的文字；廣義的『題畫文學』，則泛稱『凡以畫為題，以畫為命意，或贊賞，或

寄興，或議論，或諷諭，而出之以詩詞歌賦及散文等體裁的文學作品』。」《觀看、敘述、審美—

唐宋題畫文學論集》，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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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乃因題畫文字與繪畫圖像共生的。 

圖像意境：指繪畫的意境而言。圖像即圖象18。「意」字在繪畫裏有多重

的涵義，一則傾向哲學思維，這個意的涵義較廣，會受某個

思想而有所改變，或受談論的外在物象、情境而改變，例如：

禪「意」、寫「意」、詩「意」皆有所不同；另一則有抽象的

概念，是經過長時間人們在共同文化環境下所養成的。例如

中國的文字，在圓圈裏劃上一點，大家就知道是個「日」字。

又如繪畫圖像，畫個「介」字點，大家便知道是個闊葉樹。

在此論文中的「圖像意境」所指的是繪畫圖像的思想與情境。 

物象描寫表現法：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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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象組合表現法：對於一個情景與氣氛，創作者透過主觀地的意識將情

景中的幾個物象元素抽離出來，再利用繪畫媒材將幾

種物象拼合、並置、叠加在一起，使觀者跳脫原有物

象觀感，進而引發一種意境情景的幻想。  

心象造境表現法：對於物體形貌經由創作者的幻想與聯想，藉由隱喩、

象徵、跨大、比擬等表現手法來造境，將其所想表現

出來的一種手法。 

 

 

 

 
 

                                                 
18
 依（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卷一中載：「易稱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

物宜，是故謂之象。又曰：『象也者，像此者也。』」（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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