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9

第四章 創作理念與分析－－雨與傘系列創作歷程 

第一節 詩詞文學表現法對於創作的影響 

一、詩詞中雨景的表現法 

《宣和畫譜》：「詩人六義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而曆四時亦記其榮

枯語默之候，所以繪畫之妙多寓興於此，與詩人相表裏焉。」1在藝術

表現手法中，有時候語言的表現手法會比繪畫來的單純及高明，主要在

於中國詩詞文字的特殊語法與修辭作用，例如劉長卿〈送嚴士元〉2： 

 
春風倚棹闔閭城，水國春寒陰復晴。 
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 
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綠湖南萬里情。 
君去若逢相識問，青袍今已誤儒生。 
 

看不見、聽不見在繪畫中，是難表現出來的，但在詩詞語言裏，卻將「意

境」充分的表達在文字之間。王維〈山中〉3有雷同處： 

 
荊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 
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 
 

而王維利用無雨濕人衣的情境表達山中的翠，以看不見的表現自見的，

除了文學的語言形式可以觸及，圖像本身是很難表達出來的，這也難怪

朱景玄將王維列於妙品上。語法上除了文字的堆疊外，尚能利用文字的

修辭法來創造意境。且看陸遊〈冐雨登擬峴臺觀江漲〉4詩句： 

 

                                                 
1（宋）軼名，楊家駱編，《宣和畫譜》（臺北：世界書局，1974），頁 392。 
2（唐）劉長卿撰，《劉隨州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8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72冊，
頁 62），卷九。 

3（唐）王維撰，（臺北：商務印書館，198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71冊，頁 189-190），
卷十五。 

4（宋）陸游撰，《劍南詩藁》（臺北：商務印書館，198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2冊，頁
208），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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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氣分千嶂，江聲撼萬家。 

雲翻一天墨，浪蹴半空花。 

 

陸遊這首詩以跨大（撼萬家）及擬人（翻、蹴）方法來立意。與蘇軾的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絕（其一）〉有異曲同工之妙5： 

 

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 

捲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 

 

蘇軾同樣以跨大（水如天）及擬人（翻、跳）手法來表現望湖樓觀雨的

感受，而同樣描寫西湖的雨景中，蘇軾的〈飲湖上初晴後雨（其二）〉6

似乎來得舒緩多了：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蘇軾對於西湖晴的意象感受是水光瀲灩；雨的意象感受則是山色空濛。

從蘇軾兩首描寫西湖的雨景中，不難察覺雨有大小之之分，〈飲湖上初

晴後雨〉是濛濛細雨詩情畫意，〈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絕〉中是

大雨的雄奇瑰麗，再看其〈有美堂暴雨〉
7： 

 

遊人腳底一聲雷，滿座頑雲拔不開。 

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 

十分瀲灩金尊凸，千杖敲鏗羯鼓催。 

喚起謫仙泉灑面，倒傾鮫室瀉瓊瑰。 

 

前半段詩中描繪於有美堂觀錢塘江潮水變化，暴雨過後更能見其潮水雄

偉壯麗的景觀，後半則以典故作一聯想，前段寫景後段喻事的寫作方

                                                 
5 上引書。《東坡全集》，第 1107冊，頁 83。 
6 上引書。《東坡全集》，第 1107冊，頁 96。 
7 上引書。《東坡全集》，第 1107冊，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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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有超越故事繪畫圖像的意境。又〈六月二十日夜渡海〉8： 

 

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 

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 

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 

 

雨可有甜苦之分，這首詩中恐有藉「苦雨」喻事的可能，這首詩作於元

符三年，正是蘇軾北歸，離開海南島時的作品，故以「九死南荒」、「茲

遊奇絕」等字來抒發他的感受，當然全文的貫穿字眼即是一個「苦」字，

「苦雨終風也解晴」一句似乎也道出了蘇軾得到解脫。 

題畫詩詞中這樣的例子也不少，其中沈周的《空林積雨圖》9（如

圖19），其「題畫文學」與「圖像意境」之間有說不完的互參感情與意

境。題畫詩（如圖19A）其一： 

 
久雨陰連結，靑天安在哉？ 
大由雲所子，浩及水為菑。 
羣葉無情盡，么花借濕開。 
寂然泥淖地，苦憶舊人來。 
 

其二： 
 
茆簷何日霽，溜響謾沈沈。 
氣鬱惟添睡，愁多亦怕吟。 
新塺沾卧榻，積潤變鳴琴。 
安得東軒月，皓然當我襟。 
乙未九月積雨作雨悶二首，復作此景。 
書之是日忽晴，吾意彼蒼。 
亦聞顛崖赤子私諷之語，而見憫邪念七日。 
 

從其題畫詩詞看來，可以知道沈周是先作了〈雨悶〉詩二首，後才作了

                                                 
8 上引書。《東坡全集》，第 1107冊，頁 360。 
9 此圖著錄於《式古堂書畫匯考》卷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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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畫。〈雨悶〉詩其一，「久雨陰連結，靑天安在哉？」二句即道出對天

的不滿，而一連的雨天，已積水成災，葉子落光，泥地濫瀾，四周因此

一片寂靜，門庭已經很久没人來拜訪了。此詩其二，「茆簷何日霽」道

出雨持續地下著，到底何時才會停呢？雨水隨著屋簷流下發出聲響，胸

中已鬱悶了好幾天，無聊地令人想睡覺，雖然，胸中亦有許多的詩詞，

但思緒愁亂卻不敢吟，從此首看來似乎作者有因陰雨連天而心情變得愁

悶的感覺。第一首中，單純以寫景為主，而景色的氣氛圍繞在「寂」字

上，雖然少有個人感情的舒發，但從「苦」字可以瞭解積雨帶給沈周的

苦惱，那便是無人過門來訪。在第二首中，雖有寫景但也有寫情，寫景

的部份著重於屋室四周氛圍的描寫，而寫情部份則以「愁」為心情的寫

照。從此二首看來，作者心情從「苦」轉為「愁」，於是作此二首為抒

發，再作此圖。而從其圖像的意境看來，整幅的氣氛營造在於「寂」字，

這也是沈周在詩中第一首的氣氛，因此，其題畫詩詞與圖像意境是相互

呼應，相互參透的。 

 

 

圖19  明 沈周《空林積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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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A  沈周《空林積雨圖》自識詩詞款書 

 

二、畫論中雨景的表現法 

唐代以前的畫論都重六法，《歷代名畫記》：「夫象物必在於形，

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於立意而歸乎用筆。」10由此可見

「法度」在唐代的佔有重要的影響力。而宋代畫家對於自然的觀察打

破了這種法度，這種自然觀察法見於宋人郭熙，其《林泉高致集》： 

 

東南之山多奇秀，天地非為東南私也。東南之地極下水潦

之所，歸以漱濯開露之所出，故其地薄，其水淺，其山多

奇峰。峭壁而斗出霄漢之外，瀑布千丈飛落於雲霞之表，

如華山乘溜非不千丈也，如華山者鮮爾縱有渾厚者，亦多

出地上而非地中也。11 

 

道出華山多奇峰多秀麗，只見對自然景物的觀察態度，並無一字一句

的法度。畫論之中也不下有對風雨、天文自然觀察的記載：「雨有欲

雨；雪有欲雪。雨有大雨；雪有大雪。雨有雨霽；雪有雪霽。」又「風

                                                 
10 上引書。《歷代名畫記》，卷一，頁 13-14。 
11 上引書。《林泉高致集》，冊 812頁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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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石。猛風驟發，大雨斜傾，瀑布飛空，奔湍射石，噴珠濺玉，交

相濺亂，不知其源流來之近遠也。」12《宣和畫譜》中載有關於風雨

圖的畫家有郭熙《煙雨圖》。許道寧《風雨驚牛圖》、《夏雲欲雨圖》、

《夏山風雨圖》、《溪山風雨圖》，趙幹《夏山風雨圖》。陸瑾《溪山風

雨圖》。黃齊《風煙欲雨圖》。李公年《夏溪欲雨圖》、《欲雨寒林圖》。

王詵《風雨松石圖》。劉瑗《秋雲欲雨圖》。馮覲《雨餘春曉圖》、《膏

雨乍晴圖》。巨然《夏雲欲雨圖》。從這些畫家看來有些具有直接師承

的影響，有些則屬間接影響，間接影響可能來自看到前輩大師的作

品，有些則來自畫論的影響。雖然這些作品大部份没有流傳於世，但

至少被記錄下來了，也顯示了宋人繪畫寫生觀察的觀念。而（傳）王

維《山水論》13：「有雨不分天地，不辨東西。有風無雨，只看樹枝。

有雨無風，樹頭低垂，行人傘笠，漁父簑衣。雨齊則雲收天碧，薄霧

霏微，山添翠澗，日近斜暉。」14顯然，我們在畫譜記載中並没有找

到王維畫有關風雨一類的圖像，從此畫論的觀察看來，顯然要比郭熙

的觀察來的晚（因此也說明了此畫論為後人所偽託），不僅是觀察自

然更觀照了四週景物的變化，尤其人與樹枝的變化觀察更為細入，且

看南宋李迪《風雨歸牧圖》（如圖20），繪畫圖像表現與此畫論有著

相同的觀察能力及對照。明代戴進的《風雨歸舟圖》（如圖21）有相

同的描繪意境。《繪事微言》：「畫雨便要得深樹蒙翳，帶烟帶風，無

天無地，點點欲滴意象。」15這一則「點點欲滴意象。」中似乎道出

以筆墨韻味來表現水墨淋漓的感覺，以筆墨的精神表現出雨景者，如

元代高克恭，其《林巒烟雨圖》（如圖22）、《春山晴雨圖》，而明代

                                                 
12 上引書。《林泉高致集》，冊 812頁 581。 
13《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畫學秘訣》（《山水論》）一卷。舊本題王維撰，詞作駢體，而句格皆

似南宋人語，王縉編《維集》，亦不載此篇，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始著於錄，蓋亦近代依託

也，明人收入《維集》，失考甚矣。」《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商務印書館，1984，景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冊，頁 464），卷一百十四。 

14 上引書。《清河書畫舫》，第 817冊，頁 97。 
15 上引書。《繪事微言》，卷一，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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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周的《雨意圖》（如圖23）、《空山積雨圖》同樣也利用筆墨韻染畫

出了心情感受的雨景圖。 

 

     

圖 20 宋代 李迪《風雨歸牧圖》                  圖 20 明代 戴進《風雨歸舟圖》 

 

     

圖 22 元代 高克恭《林巒烟雨圖》           圖 23 明代 沈周《雨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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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忠實的描寫景色到內在表現筆墨精神的圖象意境，是時間的演化更

是文人內心的感受，說不出道不盡的詩詞意境，從筆墨的精神中找到

可以表現出來的語彙。 

 

第二節 詩詞語法與修辭表現法的影響 

一、物象描寫至意象組合表現法 

文字與圖像是筆者多年來創作的主軸，文字與圖像分別屬於文學領

域及藝術領域，這兩種領域在某些創作表達上有著不可分割的共性，尤

其以詩意圖一類。《畫繼》中載錄了宋徽宗時，利用詩詞句法的意象來

甄選畫士的二則記載， 

其一： 

所試之題，如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自第二人以下，多繫

空舟岸側，或拳鷺於舷間，或棲鴉於蓬背，獨魁則不然，畫一

舟人，卧於舟尾。橫一孤笛，其意以為非無舟人，止無行人耳，

且以見舟子之甚閒也。 

其二： 

又如亂山藏古寺，魁則畫荒山滿幅，上出旛竿，以見藏意，

餘人乃露塔尖或鴟吻，往往有見殿堂者，則無復藏意矣！16 

 

從此載可見詩意圖與故事畫最大的差別，詩意圖一類多取「意」；而故

事畫則尋聲逐跡而作。關於創作者透過詩詞的解讀，再到詩詞意境截取

的再創作，就像在第三章中所舉的例子，蘇軾的〈書王定國所藏《煙江

疊嶂圖》〉一再被傳誦與再創作成圖像意境，詩畫家「以詩解詩」或「以

                                                 
16 上引書，《畫繼》，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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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解詩」的方法來回應詩的原意，這就是畫家詮釋時的主觀思維。這巧

思妙想與詩同出便是詩畫相通的意念，就如蘇軾曾贊王維：「味摩詰之

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繪畫圖像中既參著了詩意也

見著畫意，而「意」是創作者利用舊有的個人美感、情感等經驗，將所

見的景物經「物我轉換」後所表現在詩或畫上的情感，這便是詩意及畫

意。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中說到： 

 

一首山水詩中並非完全不能有詩人的知性或者情緒活動，如果

詩人將其觀照山水的美感經驗及其他人生經驗一併入詩，詩中

就會出現山水描寫與情志抒發的變換歷程，詩人與山水之間的

物我關係也就呈現或相融即或相分離的輪遞現象。
17 

 

以詩境為背景的創作無非亦是表達個人情感的手法。在這次《雨與傘系

列創作》中的《好時節》（如圖作品四），便是經由「物我轉換」後所作，

描寫的是潤物的情景（寫景），所要表達則是畫中人物的興喜伸手接雨

的情態（表情），杜甫〈春夜喜雨〉詩中的一段：「好雨知時節，當春乃

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便是如此的感覺。又如晁以道詩中：

「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而《新霽》（如圖作品五）描寫的是雨

剛停的樣子（寫景），但所要表達的則是畫中人物的驚訝表情，就像見

到新鮮事物一樣的心情（表情），故名為《新霽》。這樣的創作手法又有

《天青》（如圖作品一）、《待晴》（如圖作品二）、《雨》（如圖作品三）、

《春雨》（如圖作品六）及《濛》（如圖作品七）等作品。 

在老莊與禪宗的哲學思想的影響下，中國美學思想特別重視「意象」

的觀念，這樣的美學觀念在其他民族裏，甚為少見（或說沒有）。老子：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18；莊子：「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

                                                 
17 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1986），頁 3。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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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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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19而在中國文學

裏，詩的意象與繪畫的意象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彭華生《語言藝術妙趣

百題》：「意象，是經過詩人審美經驗的篩選，再融入詩人的思想感情，

用語言媒介表現出來的物象，是主觀的意（情思）和客觀的象（景物）

的有機融合。」20。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中國山水詩所以予人

以『形似』或『神似』的感覺，就是因為詩人善於塑造意象來摹擬山水。」

21這種「形似」與「神似」，不就是蘇軾所提倡文人畫的觀念嗎？何淑

貞〈思與景偕—談柳宗元永州八記的意境〉一文：「意境是中國古代重

要的美學範疇，是一種具有特殊美學內容的藝術形象，一般只用來標誌

詩、詞、畫等抒情藝術。」22馬致遠〈天浄沙．秋思〉：「枯藤老樹昏鴉，

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23在這首

小令中描寫了多重的黃昏意象（枯藤、老樹、昏鴉、⋯等都是單一的意

象），作者將意象與意象之間省去了文字的聯結，使觀者藉由詩意來自

由想像馬致遠身為一個遊子在黃昏時所感到的思鄉情愁。簡政珍《台灣

現代詩美學》：「意象的聯想經常作時空的跨越以及邏輯的跳脫，詩作裡

經常場景交雜，以層層曲折的隱喻作為詩的構築體。」又說「詩的邏輯

不是常理的邏輯，⋯，所謂的意象性，就在於其常理逸軌、符徵流動的

特性。」24在這次《雨與傘系列》創作中的《紅樓宿雨（一）》（如圖作

品八）及《紅樓宿雨（二）》（如圖作品九）即是藉用詩詞語法上的意象

組合手法來作創作，利用這種意象組合的手法，讓觀者在作品中自由的

想像。 
                                                 
19（晉）郭象注，《莊子注》（臺北：商務印書館，198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56冊，頁

161），卷十。 
20 彭華生《語言藝術妙趣百題》（臺北：智慧大學出社，1994），頁 76。 
21 上引書。頁 303。 
22 何淑貞，〈思與景偕—談柳宗元永州八記的意境〉，《第四屆東方美學學術研討會》（臺北：國

立歷史博物館，2003），頁 45。 
23（清）朱彝尊編，《詞綜》（臺北：商務印書館，198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93冊，頁

777-778），卷三十。 
24 簡政珍，《台灣代詩美學》（臺北：揚智文化事業，2004），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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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象組合至心象造境表現法 

在詩詞的藝術美學中，創作者利用比擬、借代、象徵、轉品、隱喻

與暗喻等手法來表現「眼前所見」與「心中感受」，在詩詞的表現中常

由「寫景」轉為「寫情」，即是由「眼前所見」轉為「心中感受」的最

佳寫照。在第二章曾論述唐寅以羊士諤的〈望女兒山〉的詩意入畫，創

作出《春游女几山》及《山路松聲》等作品，這是解讀其詩境的再創作，

其實也就是寫景到寫情的表現手法。而唐寅對詩詞極度的熱愛，曾寫下

〈作詩三法序〉： 

 
詩有三法，章、句、字也。三者為法，又各有三。章之為法，

一曰氣韵宏壯；二曰意思精到；三曰詞旨高古。詞以寫意，意

以達氣，氣壯則思精，思精則詞古，而章句備矣。為句之法在

模寫、在鍛鍊、在剪裁。立議論以序一事，隨聲容以狀一物，

因游以寫一景。模寫之欲如傳神，必得其心；鍛鍊之欲如製藥，

必極其精；剪裁之欲如縫衣，必稱其體，是為句法。而用字之

法，實行乎其中，妝點之如舞人，潤色之如畫工，變化之如神

仙。字以成句，句以成章，為詩之法盡矣！
25 

 

顯然，唐寅在詩詞的創作要求上有自我的見解。筆者試從其題畫詩詞來

檢視唐寅的詩詞創作，更以圖像意境來參照其創作內涵，則可以瞭解唐

寅以詩詞溶入創作的動機與原由。其《嫦娥圖》（如圖24）畫上自題詩

（如圖24A）云： 

 
廣寒宮闕舊遊時，鸞鶴天香捲繡旗。 
自是嫦娥愛才子，桂花折與最高枝。 

 

從此詩文看來，「鸞」、「旗」、「桂」等字，出現在唐寅的詩詞句讀之間，

其詩詞語法中多含典故或象徵語法，這對唐寅來說是有特別的意義，江

                                                 
25 陳伉編注，《唐伯虎詩文書畫全集》（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05），頁 392-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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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申曾對此詩作一番的論述，而馮幼衡亦對此另有解讀26，當然，詩詞

的意境可以隨時間背景地點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解讀，甚至對於某人

而言，某些事物是具個人象徵的意涵。 

 

    

圖 24 明代 唐寅《嫦娥圖》           圖 24A 《嫦娥圖》自識詩詞 

 

唐寅除喜以詩意入畫，更善用典故暗示或隱藏心中的喜悅與不滿，今再

舉唐寅的《題畫詩》27，以呼應江氏所言，其詩中的字句是另帶含意： 

                                                 
26 江兆申：「廣寒宮在神話中是嫦娥的住處，也就是月宮，中有大桂樹，吳剛用大斧砍之，千年
不能傷。在這裏比喩的是秋闈試場。舊遊時，是自己參與考試的時候。鸞、鶴是珍禽，天香是

仙卉，也就是同時參加考試的文士。捲繡旗，是形容鸞鶴弄翎，花葉舞動，比喩同時與試的士

子，都各盡所能，文章秀出。嫦娥，是廣寒宮的主者，比喩戊午秋闈的主考官梁諸，而以才子

自比。愛只是『欣賞』的意思。最後一句也最容易解，只是給了他第一名，因而中了解元而已。」

《關於唐寅的研究》，頁 151。馮幼衡：「所謂廣寒宮之遊，所謂他在月宮所見神奇的鸞鶴天香
等，都是天上世界的象徵，有別於紅塵俗世的另一個存在，也是唐寅內在的一個虛擬世界。⋯。

經由嫦娥這個不朽的神話象徵，唐寅欲抗拒死亡與失敗的願望終於得以實現。」〈唐寅仕女畫

的類型與意涵－－江南第一風流才子的曠古沉哀〉，《故宮學術季刊》第二十二卷第三期，頁

80。 
27 參見〈唐伯虎先生外編卷之一〉，《唐伯虎先生全集（一）》（臺北：學生書局，1979），頁 154。
此由何大成補撰，今收錄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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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月攀仙桂，春風看杏花。 
一朝欣得意，聯步上京華。 

 

從此詩看來，「秋月攀仙桂」代表唐寅已中鄉試第一，鄉試於農曆八月

舉行，即秋闈，而詩云：「八月桂花香」，桂花乃是八月的月令花，從其

「攀」字看來，唐寅已中試會。而「春風看杏花」一句，則代表正準備

參加春闈的會試，會試於農曆二月舉行，即為春闈，而二月的代表花是

為杏花，句中的「看」字有「期望」之意。「一朝欣得意」可以知道唐

寅中了南京解元後的心情，而「聯步上京華」則有三步當兩步走的意思，

急趕北上參與會試。故此詩應完成於中鄉試第一之後，而於參於會試之

前（即1498年秋至1499年春之間）。此詩若與《嫦娥圖》的題畫詩同

看，我們則不難發現唐寅的詩，喜以象徵手法暗示其心中所想。這裏的

桂花與《嫦娥圖》中仕女圖像手中的桂花都代表象徵其「秋闈第一名」

這件事，因此，「桂花」對唐寅而言就會產生個別的象徵意像。而象徵

手法也不是每個詩畫家都擅用的，這與唐寅生平的遭遇有莫大的關聯。

又唐寅早年熟讀《昭明文選》與晉唐古什等，也都會產生些許的關聯，

誠如其作詩三法中的字法「妝點之如舞人，潤色之如畫工，變化之如神

仙」，用字用到精簡，短短的字裡行間能表達最深遠的意涵，這也使得

詩詞語法成了詩人畫家表達、發洩情緒的最好管道。另外，唐寅的《秋

風紈扇圖》、《班姬團扇圖》、《李端端圖》、《杏花仕女圖》及《東方朔像》

等，都可以發現共同的形像，那就是畫面上人物手中的象徵物，扇子、

桂花、牡丹等成了唐寅喜用的象徵物。這種詩詞語法上的象徵手法被唐

寅充分利用於繪畫的創作手法上，這也是唐寅與其他畫家有所不同的地

方。 

當我在檢視詩詞語法中的表現手法時，會發現有些手法在繪畫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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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少出現的，就如蘇軾〈贈劉景文〉28詩： 

 

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 

 

其中一句：「荷盡已無擎雨蓋」即是將荷葉比擬成傘的結構。同樣的比

擬手法再看現代詩人蓉子〈雖說傘是一庭花樹〉29： 

 
雖說傘是一庭花樹 
開放在充足的雨水和陽光中 
傘也是是一匠心獨具的美好結構 
 
每一把傘都有其基形 
當傘骨與傘骨把臂相扣 
沿著弧形的路徑 
一齊向中心密集  形成張力和均衡 
撐開了傘的形態和功能 
 
為圓的整體  美的輻射 
它宜晴宜雨  閃漾著金片或銀線的光 
滿月般令人激賞 
 

詩中則將傘比擬成樹，從傘的結構造形上入手，把傘與樹的結構聯想在

一起。潘麗珠論蓉子詩時曾說：「詩人的情思與外界的物象相交、作用，

通過一番審思或聯想作用（心中的審思、聯想是美感醞釀的重過程），

使作品成為有意境的景象再現，謂之『意象』。」30黃麗貞：「『比擬』

也叫做『擬化』或『轉化』，就是把人當作物，或把物當作人來描寫。」

31，在詩詞修飾的表現手法美學中，創作者利用比擬、借代、象徵、轉

品、隱喻與暗喻等手法，藉由這樣的表現手法將「意象」再轉為「心象」。

                                                 
28 上引書。《東坡全集》，第 1107冊，頁 282。 
29 蓉子，〈雖說傘是一庭花樹〉，《只要我們有根》（臺北：文經出版社，1989），頁 72。 
30 潘麗珠，〈蓉子自然詩美學探究〉，謝冕等編，《從詩中走過來：論羅門蓉子》（臺北：文史哲
出版社，1997），頁 241。 

31 黃麗貞，《實用修辭學》（臺北：國家出版社，2004），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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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雨與傘系列》創作中的《比擬》（如圖作品十）作品，即是藉

比擬的手法來創作，在造形上所看到雖是許多人撐著傘，但實際上所要

表達的是將黃山的奇松與怪石與之作一聯想，奇松誠如傘的造形，而怪

石則如人的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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