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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 · 人」，將字平面化來拆解，可以解釋成為——海是人的母親。台灣是

一個四面環海的島嶼，但是台灣人相對的對於海卻沒有很親近，長輩們在筆者小

時候便開始耳提面命，海洋是未知的、是危險的、是兇殘的，每當我們接近海邊

總是提醒我們要多加小心，也許因為這樣的社會風氣，台灣海洋教育相對不被著

墨，台灣富含多樣的珊瑚種類、熱帶魚，甚至是國際級的潛點，我們身處這樣豐

富的環境卻不自知，而隨著研發改進，人們越來越容易得以親近海洋。 

    人類不斷地從海洋索取能源、食物，建立文化、經濟，就如同海洋是人類的

母親，無所保留的為強褓中的嬰孩無條件的付出，使之成長茁壯，但是母親也會

生病的，在這樣能源供應無上限的情況下，地球漸漸不能負荷人類的貪慾，氣候

變化越來越無常，人們應該要開始正視保護環境的重要性，並從自身做起。筆者

希望透過以實際與海洋接觸的經驗，使之實體視覺化、平面化，讓被海洋環繞的

台灣人，能夠看到如同國人自傲的太魯閣國家公園般，能夠以我們所擁有的這些

海下的寶藏為傲，並且珍視這些海平面下的風景，透過海洋生態系的相互關係，

省思人類與之的互動模式，探討海與人的關係，進而進入海、讓海洋成為自己的

一部份，進而成為「海人」。 

    論文總共分成六個章節，第一章解釋以海人為創作基底的動機與目的，第二

章前半段主要以肖像畫歷史、表現派繪畫、照相寫實創作表現為主，後半段簡易

說明人類水下活動的種類；第三章為創作理念背景，闡述海人的角色與海洋場域

的意象，並且說明水下肖像的特點；第四章說明技法表現，第五章為作品個別論

述，第六章為結論。 

 
關鍵字：海人、海洋、人類樣態、肖像畫、人物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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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 
“Oceaner” can be interpreted as ocean is mankind’s life giver, if people analyze 

the term thoroughly. Taiwan is an island surrounded by seas from all aspects, yet 

Taiwanese people are not really familiar with oceans. Elders have been warning me 

ever since I was small—ocean is unknown, dangerous, and vicious. People were 

constantly reminded to be extra careful if near the water; therefore, marine education 

in Taiwan was not prevalent. Taiwan comprises various corals, tropical fish, and a 

spectacular surfing spot. Though unaware such rich environments and surroundings, 

people are learning more about oceans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s in research. 

 People constantly obtain resources, food and establish culture also economy 

within ocean as if a mother would behave so to her own children: give without 

hesitation, nurture them to grow and be strong. However, a mother cannot provide 

unlimitedly. The earth is weakening from people’s greed, and the climate is getting 

fickle, so people need to start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s with actions. Having actual experiences with the oceans can make them 

visible, even three-dimensional to Taiwanese people so they can be proud of the 

oceans as they are proud of the Taroko National Park. People can be proud of the 

treasures within water, and cherish the landscapes underneath the sea level. People 

can contemplate on the interactions with the marine through observing the 

interrelationships of marine ecology, and further think about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ocean; wet the feet, be a part of ocean and transform into oceaners. 

My thesis is divided into six chapters: chapter one explains the motivation and 

objective of using oceaner as my painting foundation, early chapter two demonstrates 

the history of portraits, Expressionnisme, and Photorealism; the rest of chapter two 

briefly discusses different kinds of water activities, chapter three comprises my 

concept of creation and background elaborating on oceaner, also the image of ocean 

field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rtraits underneath water; chapter four illustrates the 

painting techniques, chapter five introduces the paintings individually, and chapter six 

is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oceaner, ocean, demeanor of people, portrait, figure pa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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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台灣是一個四面環海的島嶼，但是台灣人對於唾手可得海洋卻不如想像中親近，

長輩們在筆者小時候便耳提面命，海洋是未知的、是危險的、是兇殘的，每當我們

接近海邊時總提醒我們要多加小心，也許就是這樣的社會風氣，導致台灣的海洋教

育相對不被著墨。台灣富含多樣的珊瑚種類、熱帶魚，甚至是國際級的潛點，我們

身處這樣的環境卻不自知。 

    筆者自幼即很喜歡水便開始學習游泳，但是僅止於人工的泳池。一直到了大學，

因緣際會下加入了學校游泳代表隊，適度滿足了對水的嚮往。這段日子，隨著年紀

漸長，父母也比較寬心讓我接觸海洋，從海邊踏青一直到進入海裏戲水，已經越來

越不能滿足筆者對海洋的嚮往之心，筆者在大一的時候前往綠島進行浮潛，深深被

水面下的景色所震懾，而這份感動持續到了大三，將這份期待轉而報名 PADI 開放

水域潛水員課程，透過水肺潛水或是自由潛水，得以透過類似魚的擬態，進入這片

湛藍的世界，能夠親身回到海洋裡，像回到子宮內的幼體一般，用 親近的距離重

新來看我們這片海洋；科技的進步，讓人類得以接近大自然，但相對的也更容易傷

害這片美麗的海洋，我曾經在一趟潛水過程中隨手撿拾海中垃圾，上岸前雙手已經

滿載，面對這樣的生態悲歌內心感到心當沈痛，人們的科技越是發展，對海洋的危

害卻是日益加劇。 

    人類不斷地從海洋索取能源、食物，建立文化、經濟，就如同海洋是人類的母

親，無所保留的為強褓中的嬰孩無條件的付出，使之成長茁壯，但是母親也會生病

的，在這樣能源供應無上限的情況下，地球漸漸不能負荷人類的貪慾，氣候變化越

來越無常，人們應該要開始正視保護環境的重要性，並從自身做起。反之筆者筆下

的海人，是以海為生、以海為伍、視海為命、甚至是以海生財的一群人，海人雖然

依賴海洋，卻是 珍視海洋的群體，筆者希望透過描繪海人以實際與海洋接觸的經

驗，使之實體視覺化、平面化，讓被海洋環繞的台灣人，能夠看到如同國人自傲的

太魯閣國家公園般，能夠以我們所擁有的這些海下的寶藏為傲，並且珍視這些海平

面下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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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透過自身於海洋活動的經驗，使之平面化，以繪畫的方式，將當下的感動紀

實呈現，利用描繪「海人」的樣貌，除了讓觀者感受當下的狀態，也是對大自然謙

卑的反思，人類可以登上月球，但是不能沒有太空衣；人類可以飛上天空，但是不

能沒有飛機；人類可以潛入水下，但是不能沒有替代呼吸的方法。人類永遠無法複

製自身成為一隻魚，但是能夠當一個愛海的海人，讓大海永續發展。 

 

 

 

第二節 創作研究方法與範圍  

 

    只有親身經歷過的才是 深刻的，這是筆者在進入湛藍深海後的感受，用肌

膚感受海水的溫度，每下潛一公尺壓力對人體腔室的壓迫，穿梭在上百隻魚群之中

優游，夜潛時使用手電筒的燈光潛水對黑暗未知空間的緊張感，在海中巧遇海龜的

興奮感，對能見度不佳的沮喪感，面對海洋污染的衝擊，諸如此類的感受皆是要經

歷過才有能力用自身語彙轉化成為另一種形式的表現，將之視覺藝術化。 

    以及結合潛水活動相關知識，並思考人類在海中能夠存活的關鍵，再做更多反

思。 

 

一、研究方法 

1. 觀察法： 

筆者認為唯有親身感受、經驗，才能刻劃出 真實的畫面(圖1-1,1-2)，除了筆

者大三報名Open Water Diver課程，真正的進入海洋觀察，也在碩二的時候前

往位於墾丁後壁湖的潛水店－台灣潛水的參加打工換宿，在為期一個月之中，

著實拓展了對海洋的視界，除了每一天為前來體驗潛水(Discover Scuba Diving)

的客人做行前簡報，或是下海為客人做拍照的動作， 有收益的是，在這一個

月之中，我深深體悟到海洋跟人的關係可以如此的緊密，整個思想都被愛護海

洋的觀念給洗禮過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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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記錄法： 

拜現代科技進步所賜，水下攝影已經十分先進，水中的影像得以以防水相機記

錄下來，筆者使用的相機為Olympus的TG-4相機(圖1-3)，以及GoPro Hero 3+(圖

1-4)，兩者皆俱有水下防水四十公尺的功能，以南台灣墾丁的海域為研究取材

地點，利用記錄下來的照片，作為筆者創作的圖像來源。 

3. 跨學科研究法： 

除了親身感受之外(圖1-5)，筆者認為深入了解海洋學科能夠對創作帶來意想不

到的養分，所以特地到台灣師範大學生物科學系修讀海洋生物學(Marine 

Biology)，從海洋地質學、洋流、無脊椎動物、軟體動物、刺絲胞動物等等⋯

⋯筆者為了能夠結合海洋科學與繪畫，先備基礎的學理知識對描繪對象物才俱

有說服力。 

4. 實踐： 

透過平面繪畫，再現海洋生物與環境樣貌，利用借喻的手法，置入海人到海洋

中，以不同的生存模式，探討海洋與人類的關係。  

   

圖1-1，筆者為上岸的客

人拿蛙鞋 

圖1-2為期一個月的打工

換宿生活 

圖1-3 TG-4 Olympus防

水相機 

 
 

 

圖1-4 GoPro運動攝影 圖1-5於墾丁著名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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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河界，與小丑魚合影 

 

二、研究範圍 

1. 潛水與人體生理學：有系統式的從海洋環境開始了解，再來進入海洋生物

的範圍， 後是人與海洋的關係，筆者希望透過這些專業知識，能夠為創

作投入更深入的感受，能夠觸及到比較少人涉略的區域，為作品提供更多

可能性。並且研讀人體生理學，了解人類在水下的生存方式，再行比對海

洋生物與人類，面對大海兩方的立場與角度，再行探討。 

2. 人物及肖像畫：研究古今人物以及肖像畫為主要研究方向，加以深入探討

其歷史脈絡走向，尋找描畫人物的更多選擇與可能性，以及尋找人物、肖

像畫演變至今所剩的獨特性。研究範圍涵蓋寫實派、印象派、後印象派、

照相寫實、後現代等相關作品。 

3. 藝術流派與相關藝術家：研究當今與過去平面繪畫藝術家之創作與手法，

與自身繪畫技巧與風格比較，聚焦具象繪畫，尋找人像與海洋結合的相關

作品，嘗試以風景人物畫的角度，尋找繪畫的脈絡。 

 

第三節 名詞解釋  

一、 海人：筆者在標題將海洋與人類兩個名詞分開，是因為在作品中討論的不是

單純的討論海洋或是只有人類，而是綜合探討，在加入「海人」後，營造一個

具備環境、生物、主角的獨立空間個體。筆者希望觀者在閱讀「海 · 人」時，

可以有更多想像，於是採用了這樣的文字編排方式。筆者將「海人」定義為：

以海維生的人。這裡的維生，指的是以海洋場域作為維持生活、生命的地方，

甚至利用海洋生財，海人可以有很多種面貌，筆者捕捉的海人形象，是在實地

踏查時眼前所見的海人，分別用不同的方式進入海洋，有海邊、海中、海底等

狀態，利用台灣為一處四面環海的美麗島嶼 為引薦觀者進入海洋世界徜徉的

管道，並在觀看的過程中將自己投射在海人上，希望能夠觸發觀者的感受，並

且進一步認識到台灣的海底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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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類樣態：筆者創作中的人類樣態，包含了人類在海洋場域中的四種狀態，

分別為——岸上呼吸、海面呼吸管呼吸、水下水肺裝置、水下閉氣，創作記錄

在不同的情況下人類的面貌；另一部份是人類面貌有別於陸地上的肌理與光澤，

在不同深度的海水會有不同的光線，遇到汽泡或是水波在皮膚形成的圖形，即

是筆者想要探討與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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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學理基礎  

 

第一節 人物肖像畫的起源與歷程  

 
在漢語中，「像」與「象」是相通的。所謂「肖像」，也就是相似之像。《說

文》釋「肖」，謂「骨肉相似也」，並且加了一句贅語，說「不似其先，故曰

不肖也。」從遺傳學上看，兒子長得像父母，是基因所然，也就稱「肖」了。

肖像畫成了一個畫種，不論古今，恐怕都是為了實用，而不是單純的鑑賞。1	

	

    由上述引文可以得知，從前的東方肖像畫為專一的目的，為了記錄先人的容顏。

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肖像 初是一種表現人類形象並以真實描繪為目的之藝術，

在攝影技術出現前，肖像都是繪畫而成，這樣的繪畫稱為「肖像畫」。隨著攝影的

發明，繪畫被相機取代紀實的功能，而肖像畫的目的也逐漸演變，除了 初的記錄

緬懷，體現人體的美感，亦或是藝術家表現性的情感發揮，都是肖像畫的用途。 

 

一、肖像畫的起源 

    東亞很早就已經有肖像畫，通常是作為或慎終追遠、緬懷先賢等宗教用途的容

像，而西方的肖像畫蓬勃發展是自文藝復興時期開始，通常是作為人面輪廓美感藝

術欣賞的用途。隨著攝影技術的發展，肖像也進入了攝影領域。其主體內容通常是

單個的人物畫像，通常大頭照形式的肖像照都以臉部為表現的焦點，對五官進行細

緻刻畫。全身或肖像照中的人物通常正襟危坐，並沒有太多姿勢或動作。 

 

                                                
1 黃永松 主編，《中國民間肖像畫》漢聲 63.64 期，臺北，漢聲雜誌社，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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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臘羅馬時代的藝術作品只有少部分留存到現代，因此很難確定當時肖

像畫有多受歡迎。不過從保存至今的作品看來，肖像畫在當時應該相當普

遍，而且主題不外乎悼念故人。2	

	

 
     

    

 

   世界上所記載 早的肖像畫為公元一世紀古羅馬龐貝古城中的壁畫，如（圖2-1）

所示，這張夫婦畫像為對已故親人記錄，手持代表身份的物品，畫中男女沒有多餘

的表情描寫，男女兩方的臉部造型皆是空洞僵硬的，皆是以右手持物，由此可見，

當時的繪畫 大的功能即是「記錄」，用以記載當時的影像。 

 

而個體的獨立肖像畫大量出現可以追溯到 15 世紀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在此之前

也有過極少數國王和教皇的繪畫肖像，甚至個別主教和上層貴族作為贊助人也

留下了自己的像。但從 15 世紀初開始，其他類型的被畫者，比如婦女、富商，

甚至藝術家都開始大量出現在獨立肖像畫中，人們對肖像繪製的興趣與日俱增。

得到了贊助人、收藏家和藝術家多方面的支持，許多優秀的肖像畫作品也就應

                                                
2黃聿君 譯，《肖像》，積木文化 出版，2004，8 頁 

圖2-1 夫婦畫像(Portrait of Paqio Procula and his 

wife)，義大利那不勒斯國立考古美術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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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而生、相繼問世了。3	

	 	 	 	 	

	 	 	 	一直到 15 世紀文藝復興時期，肖像畫單純的實用性功能慢慢的開始有所改變，

人們開始會投入金錢到非物質的事物上，藝術活動便開始蓬勃發展，筆者選擇兩個

肖像畫特別蓬勃的時期來做探討，分別為：文藝復興時期與英國浪漫時期，前者為

肖像畫大量出現的時期，肖像除了用以紀錄外，也被 為身份的象徵，初期皆為君

主或是宗教領導者為畫中主角，鮮少以平民為刻劃對象，但隨著當時頻繁的貿易，

經濟日益繁榮後，除了帶動商業往來，也間接讓因為財力在上下階級中流動，平民

也有經濟能力能夠負擔額外的支出，肖像畫便在那個時期開始蓬勃發展，也出現了

很多流傳千古的好作品。後者英國浪漫時期，英國大概是世界上肖像畫依然興盛的

國家，公司的會議室與學院中的餐廳仍是掛滿了歷代先賢的畫像供人瞻仰與追思，

新的畫像也從不間斷的堆疊上去。雖然藝術品總背負著被認為是沒有實際作用的包

袱，但是肖像畫的功能絕對是不可忽視的；它能夠清楚的建立被畫者身分背景，確

定尊崇與財富等地位；作為宣傳的工具也相當有效且有其必要性；肖像畫同時也承

載了藝術創作過程的永恆性、智識活動的一種紀錄等等，因此當攝影大量被運用時，

肖像畫仍然歷久彌新。 

 

1. 文藝復興時期 

義大利文的「rinascimento」的字面意思是「重生」，即是比較長久的文藝受到

冷漠的黑暗時期，人們重新對古典文化燃起興趣，並且在 15 世紀時達到高峰，

雖然這樣的改變很有意義，但是對一般庶民的生活並沒有太多改變。期間被描

寫的對象，通常為業主委任藝術家為其繪製肖像，前期重大的改變為喬托(Giotto 

di Bondone,1266-1337)，在人物畫中帶入了立體的觀念，突破有別於中世紀藝

術的平面化，將肖像作品提升到新的層次。 

                                                
3
公元1世紀古羅馬龐貝壁畫中的《夫婦畫像》是現今可以看到的 早的肖像畫。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culture/6n24yr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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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以對於透視法、現實主義和宗教主題的脫離著名，喬托被

稱作「歐洲繪畫之父」，作品以強烈的透視感與立體感呈現，比較左右兩張作

品，都是同樣的主題、相似的構圖，對光影的呈現、衣服的褶皺、人物比例、

在文藝復興時期皆有很大的進步，喬托的繪畫對後來的人物繪畫有極大的啟發

作用。 

 

圖 2-2 喬托(Ritratto di Giotto)<聖母與基

督像>(Madonna col Bambino) 
1325-1330 年，85.5x62cm，彩畫和金

木，國家藝術畫廊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圖 2-3 杜喬歐(Duccio di Buoninsegna)中古世紀

所繪的聖母與基督像(Madonna and Child 
)，約 1300 年，27.9 cm × 21 cm，坦培拉，紐約

大都會博物館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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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蒙娜麗莎〉(Mona Lisa) 

，約 1503~1507 年，油彩，77x53 公分，法國巴黎羅浮宮 藏 
 

文藝復興三傑其中之一的達文西，其對解剖學的研究，以及透視處理空氣遠近

法，樹立了人物肖像畫的高標竿，也為後世留下很多無解的難題，不探討畫背

後的謎題與背景，單以畫面整體來觀看，蒙娜麗莎的容顏與臉部構造，手部的

刻劃，皆能夠以高寫實的方法捕捉人物樣貌，背景也有別於前人的裝飾性線條

或是留白，採用畫家自行安排的布景，來為作品建構完整度。 

 

2. 英國浪漫時期	

 

英國的肖像畫歷史根源可以追溯至亨利三世時期(1509-1547)，主要是從外國籍

的肖像畫家為主，其中又以Hans	Holbein	the	Younger(1479-1543)為首。除了大

型的畫像，一種小型肖像畫(miniature	portraiture)在十六世紀的英國廣受歡迎。

4	

                                                
4 網路資源：http://life.fhl.net/Art/main02/02.htm#_ft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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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好賓(Hans Holbein, 1497-1543)並沒有創作太多小型肖像畫，但是他的風格

滲入英國各個角落，人們餐桌上就可傳閱的小畫像、或是牆壁上掛著的皇族肖

像畫，都能察覺到他的影響。這樣的表現形式主導了英國的繪畫幾乎長達一整

個十六世紀，直到凡戴克(Anthony Van Dyck, 1599-1641)的出現。凡戴克創造了

十七世紀統治階級肖像之典型，被畫肖像之人華麗的服飾、貴族式的站姿、目

空一切的表情、優雅的手勢等等，都是凡戴克畫筆之中皇室貴族的理想化呈現。 

 

二、 肖像畫的目的性  

    肖像畫除了記錄當時人物的容顏之外，刻意營造的形象也是屢見不鮮，以

圖 2-7 為例，這張牛頓像為英國畫家哥佛雷·內勒(Godfrey Kneller, 1646-1723)於

1689 年所繪的作品，畫家根據牛頓本人所指示，以牛頓本人的頭部與胸部作為

基本來創作，刻意加高鼻梁與眉骨，繪製出深邃的臉龐，看起來更有精神，更

圖 2-5 安東尼·凡戴克(Sir Anthony van 
Dyck)<亨利八士肖像> (Portrait of 
Henry VIII), 1536 年，油彩與坦培拉、 
橡木板底材,  24 英寸 x34 英寸，提森-
博內米薩博物館 藏 

圖 2-6 安東尼·凡戴克(Sir Anthony van 
Dyck)<柯內利斯·范·德·吉斯特肖像

>(Portrait of Cornelis van der Geest)，1620
年，油彩與坦培拉、橡木板底材，

37.5x32.5 公分，英國倫敦國立藝術畫廊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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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露出的指節，建構文人、知識家的形象，所以肖像畫相較於攝影，有更多

藝術家的自主性與想法。但也能夠由此得知，在現代擁有照相技術後，Photoshop

後製修圖還是如此常見的情況下，在 16 世紀的畫家，經常會受到贊助（委託）

人的想法左右，以滿足其喜好與需求，追求真實已經不是肖像畫的首要目標了。 

 
圖2-7 戈佛雷·內勒(Godfrey Kneller, 1646-1723)，牛頓肖像(Portrait of Isaac 

Newton)，1689年，布面油彩，劍橋大學數學科學研究所 藏 

 

    「雄偉風格」即在這樣的氛圍下形成，通常人物時常被放置在畫面的正中

央，佔據了畫面四分之三的大小，身穿華服或是俱有顯現權勢的飾品與道具，

搭配華麗的帷幕或是背景，營造出君王或是權貴的威嚴，觀者完全仰賴畫家呈

現出來的畫面。而關於肖像畫是否要酷似人物的原形，自古以來各方有不同的

見解，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 1475-1564）就認為：畫像不必酷似人物的原

貌。有人說他的美第奇公爵的雕像不像公爵本人，米開朗基羅回答說：「千年

之後誰還能看出像還是不像啊!」 

 

外在的表面形貌刻畫、純粹的說明或敘事，自然不是米開朗基羅雕塑創作

的意圖。他既避免過度指涉文學或歷史，也毫無意於特定人物寫實逼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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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	

米開朗基羅不僅回歸雕塑本質的造型思考，更讓其承載精神性內容，賦予其

雕像普世的意義。於此同時，雕塑也因而得以愈趨向其本體內容的探究，雕

塑家也更進一步地確立了表現的自主性。5	

 

    由此可以得知，在創作的時候考慮的是被畫者的形象是否有被捕捉，與容

貌有幾分相似，似乎也變得不是那麼重要了，以畢卡索為畫商瓦拉德(Ambroise 

Vollard, 1866-1939)所畫的肖像為例，畢卡索以立體派的畫法來做呈現，可以看

到畫商的臉部被線條切割成無數個塊面，僅利用不同明度與橘黃色來區分人物

與背景，畢卡索屏棄被繪對象的外觀造型，視捕捉人物的特徵與個性為首要目

標，正是畫家將主觀意識融進作品的 佳典範。但是事實上，畫商為這樣不可

辨識的容顏感到很不高興，所以畢卡索後來只好補畫了一張寫實手法的肖像給

他，由此可知，假如肖像是受委託而製，肖像畫中的「寫實」還是受到一定程

度的拘束。 

 

 

 

                                                
5巴東 主編，《天堂 審判 重生 米開朗基羅 文藝復興巨匠在現》，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出版， 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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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例子是，委拉茲貴茲(Diego Velázquez, 1599-1660)受委替教皇英諾森十

世(Pope Innocent X)畫像，畫面中教皇眉頭深鎖、眼神凝重、搭配身穿教廷傳統的紅

色與紅色背景，並且將教皇陰險狡詐的表情與神態一五一十地畫出來，有別於多數

為君主繪製的作品，這張畫帶給人高壓、詭譎、陰險的感覺，畫家並沒有將畫面呈

現修改為威嚴、偉大的形象，這也許這是畫家順應民意，而對教皇的批判，呼應前

面提到米開朗基羅為美帝奇公爵的雕像不像本人，藝術家回答：「沒有人會記得一

千年後他的模樣。」，教皇在畫面的呈現，也許就是委拉茲貴茲心中對教皇印象的

呈現。 

圖 2-8 巴勃羅·畢卡索(Pablo 

Ruiz Picasso,1881－1973) 

瓦拉德畫像(Portrait of Art 

Dealer Ambroise Vollard) ，

1910 年，布面油彩，65x92

公分，普希金美術館 藏 

圖 2-9 委拉茲貴茲(Diego Rodríguez de 

Silva y Velázquez,1599-1660)，教皇英諾

森十世肖像(Portrait of Pope Innocent 

X)，1650 年，布面油彩，141x119 公分，

羅馬多利亞潘菲利美術館 藏 

 



 15 

 

圖 2-10 吳天章《關於蔣介石的統治》，1990 年，複合媒材，330x310cm，私人收藏 

 

    與上述例子相近的還有吳天章的作品(圖 2-10)《關於蔣介石的統治》， 

 

帝王肖像提供了人物畫的原型，表情嚴肅的統治者正襟危坐，端正的兩隻大

手分置兩旁，和頭部形成一個穩定的三角形。不過在堅定不移的中央地帶，

卻出現了暴力、騷動、不安的景象，白色線條和層層筆觸刻畫軍人行刑和以

手遮臉的人民。巨大的聖像成為寓言式的紀念碑，見證了被傷害的人們並質

疑權威的正當性。畫作也對封建社會由上而下的原則進行批判：中國社會的

居尚未者有權利，但是除了良心與道義之約束外，對下級為所謂責任，下層

結構的成員，卻只有義務而沒有權利；以儀禮代替行政的陋習使官僚體制根

深柢固。6	

	 	 	 	 	

	 	 	 	作品的人像加入了大量的作者個人意識與對對象人物的評價，寫實的程度更低，

                                                
6 林宜靜 著，《台灣人物畫 悲情的溫馨的百年台胞形象》，臺北，林宜靜 出版，234-2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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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雄偉風格」不同的是藝術家的刻意經營，並不是為了委託者，而是以利用畫筆

當作批判的工具，在畫面植入受壓迫的人民、帝王式的坐姿、居高臨下的視角，刻

意營造出壓迫的極權感。 

	 	 	 	  

將上述的例子簡單整理可以得出以下圖表： 

 

表 2-1 肖像畫的分類方法 黃馨繪圖  

 

可以區分成為四個種類，分別為 

1. 不修飾且完全寫實： 

以捕捉對象的面貌為首要目標，盡可能地表現出原本的樣貌，客觀表現所有眼

睛所見全部描繪下來。這個部分的肖像是保真度 高的，忠實呈現所有影像，

包含殘疾或缺陷，照片寫實技法即是作為代表性的例子。 

2. 部分修飾、大部分寫實： 

以「委託繪製」的作品為大宗，顧慮委託者想要呈現 完美的情況，甚至是理

想中的樣貌，整體與現實相近，但是經過刻意修改成 佳狀態， 常出現在為

君王或教皇畫像或是自畫像作品中出現。 

記錄面貌

相似度高

完全寫實

（不修飾）

部分寫實

（修飾）



相似度低

畫人物內在

畫家表現性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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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捕捉被繪對象的內在或心境： 

為了表現內在與心境，創作者有時候會放棄刻畫細緻的面容，轉而經營更有張

力的色調變化，或是誇大表情或動作，達到情感傳達的目的，記錄的重點不是

當下的外表，而是當時的心情。 

4. 以畫家自身技法與表現性為主： 

通常這種類型的肖像畫，人物的外觀已經不會是觀賞的重點。藝術家以人物為

創作題材，用自身風格強烈的技法、風格來創作，這個時候的肖像畫已經不附

「記錄」的使命，反而是成為藝術家創作的工具。 

 

    肖像畫從古至今，因應人們不同的需求而存在著，歷經攝影的發明仍然未曾消

失，縱使不再仰賴繪畫作為記錄，表現性的情感、有溫度的觸感、藝術家的批判仍

讓肖像畫歷久彌新。 

 

三、肖像畫得以流傳至今的原因 

    肖像畫除了社會的需求與委託人的委任，大眾對肖像畫的喜好也是讓它流傳至

今的原因之一，而人們對肖像畫的喜好，可以由人類漫長的進化，對臉部表情與眼

睛的的「臉部辨識」俱有強大功能的大腦，也因為有這樣的本領，人們自然對肖像

畫的喜愛能夠流傳千古。 

    一張肖像畫通常可以被分成三個部分，分別為臉部、身體、背景，而臉部通常

是整張作品的靈魂，人的喜怒哀樂皆是由臉部的表情傳達。 

 

蘇聯心理學家阿爾弗雷德·雅布斯（Alfred	Yarbus,	1914-1986）是研究眼動的先

驅，他把人在觀察某個對象時眼球運動的軌跡記錄下來。1950 年，雅布斯進行

了一個實驗，讓受試者盯著一幅畫觀看 10 分鐘，並用接觸透鏡技術記錄下眼球

跳動的軌跡。實驗發現，眼球主要把最敏銳的感光區（視網膜中央凹）對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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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高反差、十分精細或者有生命意義的區域。所以視覺信息豐富的人臉就顯然

成為關注的焦點。7	

	

筆者以雷諾瓦的作品(圖 2-11)〈康達維斯小姐像〉來舉例： 

    雷諾瓦本身創作以人物為主，為印象派巨擘，創作無數肖像畫。〈康達維斯

小姐像〉採用他一貫的印象派筆調、細碎的筆觸、自然光的呈現，處理成和諧、

統調的畫面，雷諾瓦特別在人物的面部使用比較精細的筆觸，用細筆將眼睛、睫

毛精緻呈現，連同瀏海的髮絲也仔細處理，對比其他部位如衣服、手部，臉部的

表情 為用心，觀者的視線自然會對人臉產生比較大的興趣，同時生理的臉部辨

識，更增添人們對面部凝視的注意力。 

 

圖 2-11 雷諾瓦(Pierre-Auguste Renoir,1841-1919)，《康達維斯小姐畫像》(Portrait of Mlle. 
Irene Cahen d’Anvers)，1880 年，布面油彩，65x54 公分，私人收藏 

 

                                                
7
 《科學世界》201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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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具象為主的肖像，多數是以傳統的「美」的概念來做作品賞析，如果將觀

看對象換成表現性強的作品，人們對臉部辨識的敏銳度是否會減少，筆者以培根

(Francis Bacon,1909-1992)的作品來舉例： 

	

培根最為著名的即是「空間哲學」與「人物形象」。他將人物畫引入一個前

所未有的情境表現，傳統人物肖像所強調的空間存在感、人物的社會角色與

定位，在培根的畫裡全都消失，彷彿人類在文藝復興時期所努力建構的視覺

真實全都歸零。8	

	

    培根的人物畫，畫面中的人物多為扭曲不可辨識的，背後賦予強烈的悲劇、

失望、扭曲、病態的情緒，在二次大戰後遺留下來的創傷，給予培根深刻且力

度強烈的創作力。 

 

他所關注的「人物形象」，也並不在於藉由真人的寫生臨摹傳達形體的真實，

而是透過一種畫家個人記憶的形式，去描繪人物的形貌、樣態，還有屬於個

人不同的生命活力。也因此，培根這一連串的頭像畫作只專注在一些他最喜

歡和親密的朋友。9	

	

	

	

	

                                                
8 黃舒屏等 撰文，何政廣 主編，《培根 現代心靈繪畫大師》，藝術家出版社，2002，12 頁 
9 黃舒屏等 撰文，何政廣 主編，《培根 現代心靈繪畫大師》，藝術家出版社，2002，10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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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培根(Francis Bacon,1909-1992)，《三幅喬治·達爾畫像的習作（小型三聯畫）》

[Three Studies for Portrait of George Dyer (On Light Ground)], 1964 年，布面油彩，

28x36 公分(一張)，私人收藏 
 
 

    創作的主軸在於描繪人物內心的情感與糾結，甚至是空間的移動與時間的

轉換，以三幅喬治·達爾畫像的習作來舉例，(圖 2-12)中的人物已經被解構成為

無法辨識的形象，觀者從作者的筆調與線條、顏色以傳達訊息。以肖像畫簡易

的三分法—「面部、身體、背景」來說，培根的作品大多投注絕大多數的心力

在臉部，以這件作品來看，衣服甚至保留了原本麻布的顏色，用大面積的平塗

處理背景，迫使觀者將注意力放在臉部。 

    比較雷諾瓦與培根的這兩件作品，將人腦俱有先天臉部辨識喜好的條件一

起討論——對觀者來說，人類對臉部有先天的吸引力，自然對畫面有偏好式的

觀賞；對創作者來說，也有一定程度地不經意地以較多心思去描繪臉部。 

    肖像畫能夠歷久不衰，筆者認為與人類天性有關係，這是一種另類、無意

識之「不可抗拒的喜好」，這樣的喜好也可以延伸到很多觀光勝地上討論，部

分形成是某種自然景觀形似人的臉部或是構造雷同人，造就了野柳女王頭或是

綠島將軍岩等等，顯示人類喜愛在各種視覺影像中尋找可能存在的眼口鼻。 

 

四、 當代肖像畫的轉變與呈現  

    歷經數百年的演變，肖像畫完成了各種階段的使命，如今藝術表現千變萬化，

以上述第二點的分類方法，似乎還是能夠勉強將肖像畫分門別類，筆者選定幾位以

肖像為創作大宗的藝術家的作品來做例子，再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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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萊恩·威特(Ryan Hewett) 

 

         
 

 

 

 

 

早期的作品仍然以寫實為主，因為出身南非，慢慢的拋棄傳統繪畫觀念，開始

嘗試以厚重的色彩或是多媒材的運用，近期更是拋棄面部具象的構造，並且使

用厚薄不一的塗層，做出肌理的變化，背景與身體的部分則用漸層平塗的方式

來處理。 

 

 

2. 弗朗索瓦茲·尼利(Françoise Nielly,1960-) 

圖2-13 萊恩·威特(Ryan 

Hewett)《弗沃德》(Verowed)，

2016年，布面油彩，私人收藏 

圖2-14萊恩·威特(Ryan Hewett)

《巴納德》(Barnard)，2016年，

布面油彩，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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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茲·尼利(Françoise Nielly)的作品充滿活力和細節，用色非常大膽，使

用畫刀並採用高彩度、高明度的原色直接作畫，創造出厚實、乾淨的筆觸，取

景多為聚焦在臉部的構圖。她的創作論述只有表達出，以城市、都會為發想，

想要呈現現代感的繪畫。表現性與獨特性的畫面，成為觀畫的重點。 

 

 

 

 

 

 

 

 

 

 

 

 

圖 2-15 弗朗索瓦茲·尼利

(Françoise Nielly)《歐巴馬像》

(Portrait of Obama)，布面壓克

力 

圖 2-16 弗朗索瓦茲·尼利(Françoise 

Nielly)《瑪麗蓮夢露像》(Portrait of 

Marilyn Monroe)，布面壓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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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盧西安·佛洛伊德(Lucian Freud,1922-2011) 

    
     

     

 

 

    盧西安·佛洛伊德為英國著名的人體肖像藝術家，他使用硬毛豬鬃筆來繪畫，使

用個人的獨特語彙來建構人的面部，畫面的顏色採用單調貧乏的色調，配合粗獷的

筆觸，描繪人物當下的狀態，無表情的面部給人一種詭譎的氛圍，他也時常描繪扭

曲肢體以及肥胖的女子，呈現神經質、緊繃的感覺，有別於英國浪漫時期對人物的

寫實技巧，盧西安·佛洛伊德在後現代走出屬於自己對人物寫生的獨特道路，強烈的

塊面、轉折變化，立定在人物繪畫史上無可取代的地位。 

 

盧西安相信人體是最深沈的主題，他以不帶情感的觀察程序來求索；運用科

學家在實驗室解剖動物的精確態度來觀照人體。他的畫作總是是比精神分析

圖 2-18 盧西安·佛洛伊德(Lucian 

Freud, 1922-2011) 《穿白衣的女子》

(Woman in a white shirt)，1957 年，布

面油彩，45.7x40.6 公分，私人收藏 
 

圖 2-17 盧西安·佛洛伊德(Lucian 

Freud,1922-2011) 《反射(自畫像)》

Reflection (Self-Portrait)，1985 年，布

面油彩，56.2x51.2 公分，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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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更分析，他從沒想讓他畫的主題有故事性。他畫作呈現的是他所看到的，

如果說他畫豬出現怪異的斑馬、老鼠、突出的腿，讓人不禁聯想起心理學的

詮釋，盧西安會堅持說他畫的只是他眼前的景象。10	

	

    筆者以三位當代藝術家的作品來討論，基本上本節第二點提出的分類方法，在

2017 年的今天需要做一些修正，所謂「不修飾且完全寫實」的類別，在 15 世紀人

們仰賴畫家讓時間停留在畫布上，現代人手一隻手機，隨時拍照、記錄是唾手可得

的，縱使在 1970 年代出現了照相寫實主義(Photographic Realism)，超級寫實畫法的肖

像也不再是為了記錄容顏，主旨在於以客觀的相機、不帶主觀意識的方式，給觀者

客觀的影像，而照相寫實主義會在第二章第三節多加論述。 

    萊恩·威特(Ryan Hewett)捕捉人物的內心，將情感轉化成圖形；弗朗索瓦茲·尼利

(Françoise Nielly)則是以本身強烈的繪畫風格來創作，風格及技法即是她的主旨；盧

西安·佛洛伊德則是除了有一套獨特的創作手法之外，描繪的是人物當下的內在狀態；

整體而言，肖像繪畫到了現在，除了受委任的作品之外，已經很少有純粹的寫生肖

像畫，藝術家將肖像畫作為創作的「形式」與「手法」，而不再是主角，所以創作

者在使用肖像這個視覺符號的時候，必須要謹慎，面對百年歷史的肖像畫，該如何

推陳出新不落俗套，是一個嚴峻的課題。 

 

 

第二節 表現派繪畫  

    筆者的創作方式自大學以來以人像創作為主，在繪畫手法演進的過程，皆是對

塊面構成加以改良進化，符合表現派對本能繪畫的依賴，自身創作中對色彩、形體

變化的脈絡，可以依循表現派的歷史來觀看。 

一、 何謂表現派  

 

                                                
10 喬迪·葛瑞格 著，《沙發前的佛洛伊德》，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2015 年，172-17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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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派(Expressionism)樣式的概念，在1910年代的德國，是以廣泛的意義來

使用它的。例如1914年慕尼黑比巴書店出版，由藝評家費特(Paul	Fechter)

所著的「表現派」裡，就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所興起的一切反印象派的

運動，都包含在裡頭。不單是把1880年代德國出生畫家的追求（所謂「德

國表現派」），連在法國產生的「野獸派」、「立體派」，甚至義大利的

「未來派」，都被看成是表現派。11	

	

    印象派後的現代繪畫，大約可以分成兩個分項發展，一是從塞尚、秀拉立體

派的方向，另一是以高更、梵谷為鼻祖，而連結於野獸派、表現派的道路發展。前

者是以描畫形態為主，後者是以表現情意為主。依此區分，以孟克為媒介的德國表

現派，明顯的是屬於後者的系譜。另一方面，以歷史觀點看時，表現派是俱有廣泛

的通用性，尤其是在中北歐的藝術中，表現派的傳統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德國表

現派」的許多遺產，也是承繼於過去傳統。 

    表現派大多是藝術家通過作品著重表現內心的情感，而忽視對描寫對象形式的

摹寫，因此往往表現為對現實扭曲和抽象化。這個做法尤其用來表達恐懼的情

感——歡快的表現派作品比較少見。 

 

二、 表現派的先驅—橋派與藍騎士  

    橋派跟巴黎秋季沙龍印象派其實是同路人，梵谷與高更是這條道路的開創先鋒，

儘管如此，這兩群人都希望開創，以新的、完全無前提地從繪畫的元素來開始。

初的橋派並沒有值得的主張值得被稱頌的主義或主張，和同年在法國成立的野獸派

一樣，其出發點只是仗勢一股年輕的血氣，想給與現有繪畫當頭棒喝，改革現狀的

野心而促使的活動。他們所推崇的前輩有高更、梵谷及孟克，而且表現的繪畫也都

藐視遠近法，喜歡用原色塗得厚重，這一點則像法國的野獸派。 

 

                                                
11劉振源 編，《表現派繪畫》，臺北，藝術圖書公司，199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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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德國慕尼黑同一個時期有一群年輕畫家集合，包含俄籍的康丁斯

基和約夫聯斯基(Alexeejvon	Jawlensky1871~1941)、美國出生的費寧格(Lyonel	

Feininger1871~1941)、奧地利的庫賓(Alfred	Kubin	1877~1959)、瑞士出生的克

利、德國人孟克(Edvard	Munch1863~1944)、女畫家蒙特(Gabriele	Mü

nter1877~1962)等人。這一群畫家，在1909年，以最年長的康丁斯基為中心，

組織「新藝術家同盟」(Neue	Künstlervereinigung	München)。但由於康丁斯基

抽象畫觀念的爭執，使得內部對立嚴重，不久康丁斯機脫離同盟，與孟克、馬

爾克、庫賓、蒙特等人另組「藍騎士」團體(DER	BLAUE	REITER)，後來也成

為抽象畫派的先驅12。	

	

    孤寂、禁忌、悲觀和病態的狂熱，是表現主義的精神特性，這種藝術態度含蘊

一種個人破碎化的傾向，從畫家對「孤獨」的充分自覺而達到一種自我否定和自我

蔑靦的境界。對於「藍騎士」的成員而言，「創新並非僅限於造型上，而是在於思

維上的再生力。」 

 

三、 表現派畫風與代表性藝術家  

    表現主義所主張的內容，是一方面反對印象主義乃至自然主義，而以作者的精

神為主，自然為輔，不為自然的外形所迷惑，以追求事物的本質為目的。所以沒有

印象派的偶然性，有的是絕對性、必然性、以真實存在為繪畫對象。 

筆者尋找了與自身繪畫風格相似的藝術家及其作品做分析： 

1. 諾爾德Emil Nolde (1867~1956) 

出生於德國北方的小農村，他自34歲決定當畫家之後，直到1956年逝世，

一生累積了大量的油畫、水彩、版畫作品。從他的藝術表現方式或是內容

來看，用色鮮豔以及在當時相當嶄新的程度，絕不能以鄉土藝術家來將之

定義。13	

                                                
12劉振源 著，《表現派繪畫》，臺北，藝術圖書公司，1995，63-64 頁 
13 埃米爾·諾爾德（Emil Nolde，1867 年 8 月 7 日－1956 年 4 月 13 日）是德國著名的畫家，擅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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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藝術是連接在新的理念－「藝術家就像自然把其種種變容，在大地上展示

那樣，只能依賴自己的藝術本能創作。」14他也說：「本能會勝過知識10倍」也

就是說，從描寫現象轉變為描寫現象內部本質，以諾爾德創作的海(圖2-3，圖

2-4)15，不以真實風景為創作根據，而是自然空想的產物，只要動筆即能成為作

品，創造主觀和技術的完全一致，依靠本能的繪畫是諾爾德獨特繪畫方式。 

  

     

諾爾德的海洋風景畫，也被稱做「原始風景」，

兩件作品都是描寫秋天的海景，自由想像的風景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樣貌，畫面中大

膽的高明度用色以及奔放扭曲的線條，這樣的海對諾爾德來說是昏暗不可知的大自

然，當時居住在海邊的藝術家，帶入個人感受與想像，繪製出對海洋的想像。 

 

2. 黑克爾 Erich Heckel (1883-1970) 

                                                                                                                                            
彩，表現主義代表人物之一 
14 劉振源 著，《表現派繪畫》，臺北，藝術圖書公司，1995，129 頁 
15 民 103 年 11 月 25 日，取自 http://arttattler.com/archiveemilnolde.html 

圖2-19，諾爾德Emil Nolde (1867–

1956),《秋天的海XII》(Autumn Sea 

XII), 1910年, 布面油畫, 73 x 89 cm, 

Sammlung Deutsche Bank 

圖2-20，諾爾德Emil Nolde 

(1867-1956), 《秋天的海VII》

(Autumn Sea VII), 1910年, 布面油

畫, 60 x 70 cm, Nolde Stiftung 

Seeb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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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克爾出生於1883年，1904年進入德勒斯登工藝學院攻讀建築，而於1905年與

友人創設「橋派」，成為表現派健將和出色的石版畫家。 

 

早期的作品受到印象派影響，色調使用純淨，畫面手法類似梵谷，以充滿

力量的線條構成，也受孟克表現內心掙扎、恐懼苦悶的特殊手法影響，此

外，黑克爾偏愛俄羅斯文學，促使他在描寫對象內部心理狀態的作品，能

夠結合抒情的風格與理性的畫面相互平衡，充滿了極度個人化的表現派傾

向。16	

 
圖 2-21  黑克爾(Erich Heckel,1883-1970)《年輕人》(Man at a young age), 1906 年，

布面油彩 
	

    如(圖2-21)所展現，作品有時會將對象物解構，以方形、角形等銳利線條再

結構，他這麼做並不是描寫物體結構，而是傳達強烈的情感，用色緊扣畫面情

緒，同樣以海為創作主題時，使用極度個人化的表現方式作畫，率性的分割畫

面。 

                                                
16劉振源 著，《表現派繪畫》，臺北，藝術圖書公司，231-2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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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2 黑克爾(Erich Heckel,1883-1970)，《北海》(North Sea)，油彩、畫布，1916

年，柏林橋派美術館收藏 

 

四、 自身繪畫脈絡與表現派繪畫之相似表現形式 

 

圖2-23 黃馨，《仰》，油彩，145.5x97cm，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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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自大學時期開始及創作大量的人物繪畫，以人物的整體呈現來說，「內

在本質遠比外在來的更重要」這樣的創作理想，重現即是一種創作表現，如圖

2-23所示，筆者在描繪對象物時，顏色以及筆畫輕重緩急皆是遵循當下感覺的直

接反應，本能式的繪畫手法是表現派繪畫的常見創作模式，連同調色都是依照

當下的直覺來決定。以這張作品為例，描繪人物的髮色、皮膚都是依靠當下的

直覺來繪畫，並且刻意增強塊面的轉折，讓色階呈現明顯的階梯式，刻意讓筆

觸形成自身繪畫的特色。 

    狂亂的線條以及大膽用色皆是表現派繪畫 顯著的特徵，畫家的直覺影響

整個作品的走向。筆者創作初期的手法試圖尋找獨特的畫風，所有的顏色即線

條完全依照當下的狀態轉化在畫布上，這樣的探索方式和表現派繪畫的宗旨是

相符的，筆者受表現派繪畫對於「畫家的內心情感」的捕捉所影響，恣意將情

感揮灑成各種形態的視覺圖像。 

 

 

第三節 照相寫實主義中的人物表現  

 

照相寫實主義（Photographic	Realism），又被稱作超級寫實主義(Hyperrealism)，

是流行於 70 年代的一種藝術風格。它幾乎完全以照片作為參照，在畫布上客	 	 	 	 	 	 	 	 	 	 	 	 	 	 	 	 	 	 	 	 	 	 	 	 	 	 	 	 	 	 	 	 	

觀而清晰地加以再現。正如克羅茲	 (Chuck	Close)	所說，「我的主要目的是

把攝影的信息翻譯成繪畫的信息。」它所達到的驚人的逼真程度，比起照相

機來有過之而無不及。17	

	

    傳統的寫實主義被認為是注入了作者的主觀意識，是一種主觀的寫實或是人

文的現實，被作者的想法或表現方式而左右了觀者的視點。而照相寫實主義不含

                                                
17 民 106 年 6 月 7 日，取自：

http://www.twword.com/wiki/%E7%85%A7%E7%9B%B8%E5%AF%AB%E5%AF%A6%E4%B8%BB
%E7%BE%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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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情感，以大家的眼睛（相機）來觀察或了解，更可以能被大眾接受。通常是

以冷峻、冷漠的風格呈現， 並且放大日常的物品，達到不一樣的美學觀點。 

 

一、照相寫實主義的做法 

    照相寫實主義的畫家們並不直接寫生。他們往往先用照相機攝取所需的形

象，再對著照片一步一步地把影像複製到畫布上。有時他們使用投影機把照片

投射到畫布上，獲得比肉眼所看到的更廣、也更精確的的影像，再一五一十地

照樣描摹。 

    照片上上一些不夠清楚的細節，也被畫家們予以修正，甚至能做到照片本身

看不到的的逼真和清晰。照相寫實主義作品往往尺幅巨大，給視覺帶來震撼。 

    大尺幅的繪畫是以一種獨特的方法將影像複製出來，畫家常常把照片劃分為

許多小格，再按照比例一小塊一小塊地仔細複製。顯然在完工之前，看不出畫面

的整體效果。照相寫實主義題材廣泛，形象逼真，並且無一例外地摒棄一切主觀

因素。表面上看，它是對寫實的回復，而實際上，它是對當代社會的某種揭示，

寫實在這裡已經成為與抽象並駕齊驅的一種現代藝術手法。 

 

二、照相寫實主義的要素 

照片寫實主義的繪畫被歸納出五個要素，分別為以下：	

1. 作品的影像來源必須是照片或是攝影	

2. 通常使用投影機或是科學方法將影像轉化至畫布上	

3. 照相寫實主義的繪畫在完成時需要俱有相片般的完成度	

4. 藝術家必須在1972年之前發表的照片寫實主義繪畫，才能被認為是照相寫實主

義中心的藝術家	

5. 藝術家必須致力於照相寫實主義的創作至少五年，才能算是照相寫實藝術家18	

	

                                                
18 Written by Louis K. Meisel,《Photographic Realism 
》HRRY N. ABRAMS, INC,100 Fifth Avenue, New York, N.Y. 10011, Print in Yugosla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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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相寫實主義畫家選擇了敘事性題材，但卻沒有敘事過程和解釋，而是走

向極端精確的相片式的真實。通過將照片的圖像直接搬到畫布上，向觀眾展示

了當代生活鮮艷光彩的表象，同時似乎又在向這種表象提出質疑。 

    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歐洲藝術家以為照相機的出現能在顯影紙上記錄所有

的真實和細節，這是 細心的畫家也無法做到的，他們相信照片比繪畫的寫實

主義優越，因而放棄了摹寫自然與真實的企圖。這也是現代西方繪畫逐漸遠離

客觀自然，走向主觀變形，走向個人表現，轉向內心世界， 終導致抽象繪畫

的主要原因之一。 

    西方現代主義畫家放棄寫實主義是因為他們不願意摹仿機器，也不願意變

成機器、因為他們確信個人的創造性是藝術的靈魂，為此他們寧可放棄已經擁

有的熟悉事物，去探索陌生的未知世界。然而到了二十世紀末，照相寫實主義

畫家重新回到了寫實主義，這次他們卻選擇了照片，滿足於跟在照相機後面亦

步亦趨，津津樂道於科學技術帶來的所有方便和缺陷，其中也不乏反諷的機

智。 

    雖然照片寫實主義的作品不沒有在大多數的美術館裡留下足跡，只有少數

流傳至今，但是人們對寫實繪畫的細緻度還是有一定的喜好，在市場持續有需

求的情況下，在藝術交易市場上仍然不乏見到照片寫實繪畫的作品。 

三、照相寫實主義之人物與肖像藝術家 

照相寫實主義的作品，繪畫的對象非常廣泛，有人物、機械、玩具、建築、街

道，因為筆者的創作軌跡，這裡只舉人物、肖像範疇的例子來做討論。 

 

1. Chuck Close(1940-) 

 

1966年，Chuck	Close開始嘗試攝影意外的寫實繪畫，根據黑白照片，

畫了一些裸女。1976年他搬到紐約來，在Soho區設立了一個工作室，

開始用九呎乘七呎的大畫布，作為他最有名的頭像主題，把攝影轉譯

入繪畫裡。Chuck	Close已從繪畫的平面，轉化成真實的皮膚似的寫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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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透過這個表面傳達出攝影的，而非心裡的訊息，但又比攝影更

接近人的真實。19	

	

圖2-24 克羅茲Chuck Close《裸女圖》Big Nude, 1967年，布面油彩， 

279.2x643.9公分，Official Chuck Close website 

 

    他用文藝復興與廣告看板的繪製技巧，先在畫布上打上格子，再將照片打

上等數的格子，方便一比一的方式放大，底稿完成之後，再用黑色噴墨做出黑

色的調子，特別亮的地方再用刀片刮出白色亮部，或是用電動橡皮擦，做出相

片的效果。 

    初是以裸女為主題，後來以高度寫實的巨幅頭像為主，後期因為脊椎受

傷，全身嚴重癱瘓，只能在輪椅艱難地作畫，因為身體條件無法再負擔細緻的

畫法，他改為採用以列印機的三原色原理來作畫。 

                                                
19 楊熾宏 著，《現代美術新潮》，臺北，藝術圖書公司，1987，94 頁 

 



 34 

 
圖 2-25 克羅茲 Chuck Close 《自畫像》 (CHUCK CLOSE SELF-PORTRAIT II)，

布面油彩，91.4x76.2 公分，2011 年，私人收藏  
 

    這樣的手法是非常富有冷靜且科技思維的，因為需要不停地調整顏色分佈，

他常先畫紅色在畫藍色， 後再畫黃色，這樣的配色理論，也與照相分色的原

理相近，也像彩色的印刷過程，透過視覺自動調和顏色，遠看作品仍會覺得這

是一張精彩的寫實作品，企圖讓觀者攝影視像的特質，這種呈現方式把更多客

觀的表現形式帶進來，這種透過照片之「中間媒介材料」的繪畫製作方式，後

來就變成照相寫實主義的重要依據要素了。 

 

2. 陳昭宏Hilo Chen (1942-) 

宜蘭出生的陳昭宏是台裔美籍藝術家，他的作品都以穿著泳裝的女性為主，運

用細膩的筆觸，畫面中的構圖時常採用放大的手法，只截取身體的一部份，例

如被遮掩的乳房及下體，這樣的處理方式會讓人往情色的情境想。將皮膚的毛

細孔及水珠畫的惟妙惟肖，將被陽光曝曬過後的肌膚詮釋的十分成功，皮膚呈

現褐色調，而高明度的泳裝花紋與大面積的皮膚對比出強烈的視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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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人類水下生存之方法  

 

一、 水對人的重要性  

對人類來說，人有70%由水所組成，是維護人體細胞組織的基本成份，就生理

方面來說，人體各部組織大部分由水來支持，簡單來說，人的存在不能沒有水。

對地球來說，整個星球71%被海水所覆蓋，所有的生物起源更是從海洋演化而

來，將海洋視為所有生命的母親一點也不為過。 

 

二、 人類在水中的生命維持  

    人類是靠肺部呼吸，不像海底生物有腮能夠在水底呼吸，進入水中時只能憋氣，

除非是經過訓練，否則一般人的平均憋氣時間為一分鐘，延長閉氣時間可能會造成

失去意識、腦損傷，甚至是死亡。但是因為科技與知識的進步，人類得以靠著器材

或是專業知識幫助進入海洋，以下為常見的方法： 

1. 水肺潛水： 

圖2-26 陳昭宏(Hilo Chen)《海灘

162》(Beach 162) ，2009年，布面

油彩，30x40英寸，Louis K. Meisel 
Gallary 藏  

圖2-27 陳昭宏(Hilo Chen) 《海灘

165》(Beach 165)，2010年，布面油彩，

96x114英寸，Bernarducci Meisel 
Gallary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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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Self-Contained Underwater Breathing Apparatus，縮寫：SCUBA），指

潛水員自行攜帶水下呼吸系統所進行的潛水活動，其中有開放（open-circuit）

呼吸系統及封閉式（closed-circuit）呼吸系統，原理都是利用調節器（Regulator）

裝置把氣瓶中的壓縮氣體轉化成可供人體正常呼吸的壓力。 

潛水員透過BCD浮力裝置、氣瓶等裝備，能夠在水底呼吸，以及靠著電腦表監

控身體氮氣濃度，現今的潛水已經是一樣有安全保障的休閒活動，欲潛水的人

需要經過授課以及考核才能夠進行潛水。 

2. 自由潛水： 

自由潛水被美國《福布斯》雜誌評為世界第二危險的極限運動，僅次於高空跳

傘，因為自由潛水是利用憋氣下潛，人體需要承受極大的水壓。 

潛水者在水中身體受到的壓力常常比陸地高幾倍，壓力不但直接作用於人體，

而且引起人體內部複雜的物理變化和生理變化，如果無法克服或者適應這些變

化，將導致各種病症的發生，比如，身體不同部位的組織器官被擠壓造成出血，

耳膜破裂，齲齒疼痛，胸部受壓塌陷，肺部形成空氣栓塞以及氣胸、昏迷、氧

氣中毒、一氧化碳中毒、體溫喪失等。此外，還要面對水下水流複雜等種種險

境，稍有不慎，便命歸黃泉。20	

自由潛水者需要在下潛前徹底放鬆，讓心率變慢，並且做好呼吸準備才能下潛，

自由潛水的每一潛成敗，以呼吸準備及心理狀態的好壞為主，有極大的關係。 

3. 使用呼吸管	

使用呼吸管是海中從事浮潛 常使用的工具，而浮淺的定義是海平面至五公尺

深的水下活動，人們會使用呼吸管直接呼吸空氣，下潛時憋氣，與自由潛水有

相近之處，唯獨深度很淺，大部分時間只是漂浮在水面上，觀賞魚類和珊瑚，

此種呼吸法和海洋的關係比較疏遠一點。 

	

                                                
20民105年12月2日，取自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30717/10167675.html 

自由潛水：世界第二大危險極限運動-體育新聞-新浪新聞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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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類對海洋的欲望 

    人類善於利用知識來彌補自身缺乏的東西，舉凡人類沒有翅膀，但是發明

了飛機翱翔天際；人類沒有獵豹的腿，但是發明了汽車讓自己跑得更快；人類

沒有大象強而有力的身體，但是發明了起重機抬起比自己重好幾倍的東西；人

類沒有腮，但是發明了水下呼吸裝置，一切的起頭都是人類的欲望。 

    對海洋的欲望可以分為正向與負面的，先從負面的來說，擁有在水下生存

的能力，為的可能是想要奪取大海豐富的資源，或是為了征服海洋創建人定勝

天的假象；而正面的態度，則是探索未知，並且懷抱謙卑的心來面對海洋，兩

種欲望皆對海洋的命運有很大的關係，同時也是筆者海人的發想起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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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創作理念背景  

 

第一節 人類與海洋對照關係  

    縱觀海洋與人類的關係，筆者認為多為片利共生，甚至到了寄生的程度，人類

從海洋汲取大量的資源，舉凡食物、能源、運輸皆只有人類方得利，除了獲利之外

還帶來不可計量的污染破壞，迫使海洋資源正一步步地走向衰亡，猶如過度攝食的

寄生生物吸取宿主的能量與養分， 終導致宿主死亡，自身的貪婪勾勒自己的生命

終點，這是筆者 不樂見的。 

    在「海人」的系列創作中，將海人置於海洋場域中，有別於一般人會有什麼樣

的狀態與反應，在海洋中處在「置身事外同時緊密相關」的區位，用當事者的角色，

不帶批評的敘述出現況，讓觀者用自身角度思考。 

一、人類行為對海洋的影響 

1. 漁業： 

台灣為一個四面環海的島嶼型國家，整體的經濟命脈與海洋關係緊密，海洋

漁業除了是人民的食物來源，更是經濟來源，但是台灣對資源永續發展卻是

最沒有前瞻性的。台灣海域位於洋流交匯處，黑潮帶來大量遷徙的遠洋魚類

21	

一般估計臺灣的海鮮出口金額約為20億美元，主要市場為泰國、日本和美國，

有近2,000艘漁船定期前往非洲、南美、南太平洋、斯里蘭卡和其他漁業重鎮

的港口。以捕捉鮪魚來說，台灣一個小小的島嶼。22 

                                                

21 Seafish, Focus on Ethical Issues In Seafood, Taiwan Profile,pp.1  

22民 105 年 12 月 1 日，取自

http://www.greenpeace.org/taiwan/Global/taiwan/planet3/publications/reports/2016/Taiwan-Tuna-Rpt-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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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鮪魚延繩釣漁船當中約佔全球的36%，排名世界第一，這也許也是鮪魚

漁貨量逐年銳減的原因。以生物的共生關係來看，適度的獵捕對生態系的循環

是有好處的，能夠刺激生物群體數量，而達到動態平衡。以台灣漁業的濫捕對

照生物關係，可以將人類視為「寄生」海洋，同為海洋的居民，但是人類總是

單方面的掠奪海洋資源，將人類歸類成為寄生生物也是不為過的。 

2. 海洋娛樂： 

台灣南端的墾丁，為海洋娛樂的重鎮，擁有數個平緩而長的沙灘，是絕佳的親

水活動場地，水上娛樂自然發展蓬勃。 常見的水上設施有水上摩托車、香蕉

船、各種充氣的浮具，讓民眾追求刺激，或是規劃成海水浴場供人下水玩樂。

另外，墾丁的海底更是海洋娛樂的發展重點，海底的珊瑚種類甚至可以比澳洲

大堡礁還要多，而綠島在2016年夏天遭受莫蘭蒂颱風而傾倒的「大香菇」，

這座千年的微孔珊瑚是現存世界上 大的微孔珊瑚，相信大多數的台灣人並不

知道，我們其實擁有得天獨厚的海洋資源與美景。 

除了潛水環境友善，東部的賞鯨、賞豚旅遊也很盛行，對於豐富的大自然寶藏，

筆者由衷希望這些各式各樣珍貴的資源能夠永續發展，先前曾在新聞中23看到

宜蘭南方澳漁港仍大量捕殺鯊魚，鯊魚在全世界幾乎是在保育的名單上，在台

灣的海域潛水幾乎沒有辦法看到鯊魚，理論上在黑潮的必經之地應該會有很多

大型魚類，卻只能在漁港上看到已成冰冷屍體的鯊魚，很多人為了看鯊魚只能

買機票飛到國外看，殊不知台灣的鯊魚很多，只是都離開海洋了。 

                                                                                                                                            
6-chi.pdf 
23 民 105 年 12 月 1 日，取自 http://photo.chinatimes.com/20161119002007-26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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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被捕獲的保育類鯊魚 

    筆者由衷期盼，有一天台灣能夠學習菲律賓等其他海島型國家，以環境友

善、保育的方式推廣海洋觀光，創造真正的與海洋友好的共生關係。 

二、生物與人類的互動行為對照 

	

人類是否正在對海中的魚兒趕儘殺絕？這項天賜的食物，這個與陸地世界

迥然不同的自然世界，有一天是否會因為捕魚而消失呢？人類從來沒有像

今天這樣，全球性地提出這個問題。然而，某些人卻很早就隱隱感到焦慮。

他們先是擔心水道，接著是河流，然後是海岸地區，接著，隨著技術發展

以及魚撈勢力增加，擔心的範圍擴及外海。他們是在當時漁產豐富的背景

下表達這份焦慮的。我們可以在文學作品中零星發現一些迴響。在中國，

西元前三世紀時，儒家哲人孟子建議當地政府，禁止使用密網眼的魚網捕

抓池塘及河流中的魚類與烏龜。「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

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

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

也。」24    

                                                
24 菲力浦·居里(Philippe Cury)依夫·密賽瑞(Yves Miserey)著，《沒有魚的海洋》，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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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孟子的文字即可得知，古人對於「生態永續發展」已經有初步的概念，

他們知道資源不是無窮無盡，適量的取用才能避免原本豐富的資源受到威脅。

大海的無涯讓人誤以為漁獲資源不會有枯竭的一天，事實上過漁的行為已經造

成大海生物鏈的紊亂，世界上個個漁場會因為某種魚獲大量取得，而造成另外

的物種數量異常增多，人類的海鮮文化即是帶來浩劫很大的原因。 

    生物行為通常都是以「生存」為宗旨，鮮少是因為其餘的慾望或是貪念去

傷害其他生命，而人類卻會因為虛榮心去傷害鯊魚割下魚翅，只因為好玩而且

傷害岸邊的螃蟹，或是因為觀賞需求，將海洋的珊瑚、海葵、熱帶魚裝進魚缸

中，這些不必要的行為都是「人性」所導致的，海底世界的單純凸顯人性的複

雜，看似兇殘的捕食畫面，在利益與權力橫流的人類世界，比較之下顯得崇高

而純粹。但人類也不是全然的邪惡，凡是有壞的那面一定會有善的那一面，筆

者所捕捉的人物都是 愛海的那群人，他們會將海洋的健康視為己任，生物為

了生存不會想到他者，例如鯽魚附著在鯨鯊身邊，雖然不會造成宿主傷害，但

是當過多的鯽魚出現之後，鯨鯊會因為沒有食物可以吃而營養不良甚至死亡，

也就是說也許萬物都是利己的，只是身為人能力更強，我們影響的範圍更加廣

泛。 

 

 

第二節 人類於海洋場域的狀態  

    人類與水的關係非常緊密，水帶給生命，同時也會奪取人類的性命。筆者曾有

一次特別經驗，是前往潛點－「一線天」的時候，在能見度不佳的時候，巧遇一張

雙翅張開有約一米的大海龜，也因為心情太過興奮造成耗氣量過大，回程因為殘壓

                                                                                                                                            
限公司 出版，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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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低還得仰賴同伴的備用氣源得以返程，在那次的經驗中，強烈感受到面對海洋人

類是多麼的渺小。 

 

一、海洋與人類的關係     

    面對海洋，人類都必須懷著敬畏的心情，但不應該是懼怕。紐西蘭的海上娛樂

是台灣的三倍之多，而因為台灣海洋意外溺斃的人數卻是紐西蘭整年的三十倍，顯

示出台灣的海洋教育不是要我們理解，而是遠離海邊，從海岸線插滿了「禁止戲水」

的旗幟即可顯示政府將海洋塑造成危險、可怕的形象，而對海洋的了解卻是少之又

少。 

 

二、存在於海洋的狀態 

    筆者於第二章第四節有提到人在水下的生存方式，受限於生理構造、空氣、水

壓，人類在海洋是有極限的，除了在海面上的活動如乘船、載具漂浮、岸邊休憩，

可以自由地呼吸之外，水面底下可以分為兩種狀態，分別為：水肺呼吸及憋氣下潛，

對比兩種方式與海洋生物的呼吸方式，水肺呼吸的運作方式與魚的呼吸方式是比較

相近的，魚類利用魚腮來過濾溶氧進入心臟而得到氧氣，但是不會吐出汽泡；人類

的水肺呼吸，則是自備上背的空氣瓶吸取氧氣，經由二級頭及一集頭將氣壓轉化成

跟在海平面上的空氣一樣，再行吸入，並吐出二氧化碳；人類憋氣下潛的方式與魚

類相近，但是就只有一口氣的時間，時間到就得回到水面上。上述的潛水活動，皆

是人類想與魚類更接近的方法，而從事漁獵的捕魚人士，在世界上大多是被禁止揹

氣瓶下水捕魚的，因為這樣跟魚是在不同的競爭位階上，假若你有一口氣的時間，

魚類也有一口氣的時間為自己掙一條命。 

  

三、海人的發想 

    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得以倚靠各種方式親近海洋，假若將水下自主呼吸系統

以及各種潛水知識想像成為「魚的腮」，那人類也能夠算是一種海洋生物，這即是

筆者所建構的「海人」的發想過程。當海人擁有自在活動於水下的能力，以及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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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時候，則可以視為海底的居民，而非用觀光者、或是過客的視點，進而將自

身投射在畫面中的海人上，自我省思對於海洋環境、對於人性的觀點是否會因此而

有所改變，也希望能夠激發觀者對於這片廣大海洋的看法。 

 

第三節 海人角色的構思歷程  

    筆者論述所構思的海人，是在墾丁實地踏查時，親身經歷所碰到的人，他們是

一群愛護海洋的人，因為居住在海邊、在海裡工作，並透過與他們相處與對談，發

現海洋保育、地球環境對他們來說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份。(圖3-2)電影〈阿凡達〉

為一齣科幻片，內容講述在外太空的潘朵拉星球，關於人類為了私慾而破壞環境，

終遭到自然反撲，筆者運用觀看電影所得到的啟發，聯想潘朵拉與地球與海洋的

相關聯，來為海人架構其角色定義。 

 
圖3-2 電影<阿凡達>電影劇照－當男主角在受訓時，意外遇到大地之母的靈體之劇

照 

 

一、 電影阿凡達劇情大綱： 

    〈阿凡達〉為詹姆士・卡麥隆，於 2009 年上映的科幻片，劇情大概是在講述人

類不懂得保護地球，當地球資源幾近消耗殆盡時，將歪腦筋動到外太空去，人類財

團鎖定了距離乘船五年的潘朵拉星球，欲開採珍貴的礦物，但是該星球上已經有很

多生物居住，其中包含類似原住民的納美人，也因為有納美人的關係，開採受到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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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男主角則是受財團徵招進入納美人族裡，學習其生活、技能、禮俗的退役軍人，

終目的是要奪取情資以利開採，電影充滿對於環保、人類貪婪的意識， 終男主

角意識到納美人的尊重萬物的精神，才應該是要受到保護的，起身反抗人類，星球

上的其他物種 後聯合起來反撲，所有狀態回歸平靜，潘朵拉星球 終獲得和平。 

 

二、 電影內容主旨 

    有一幕是女主角帶著男主角獵食時，男主角學著納美人在殺生後對生靈講著一

串祈禱文，安撫著動物的靈魂，讓它知道肉體死了，但靈體要回到大地之母那邊去。

因為他們了解自己不是「萬物之靈」，而是萬靈中的一員，納美人與眾生萬物都是同

一體，也都該對待他們如同對待「EVA」（大地之母名，納美人的信仰）般崇敬。 

為了生存，殺生是不得已的，但是也明白生靈在被殺害時所受到的痛苦和恐懼，因

此不輕易打擾、傷害、獵殺玩弄其他生物，並謙卑地面對自己的殺生，不逃避也不

否認。 

    電影的後半段便開始進入人類的貪婪與殘暴是如何毀滅這個和諧平衡的星球。

當男主角因為自己接觸了潘朵拉星球的萬靈後，他的人類中心主義的世界丕變，他

開始能夠理解納美人為何要保護它們的家園，那裡有著人類早已揚棄的神聖意義在。

因此當財團領導階層以著不屑的口吻嘲笑著納美人為藍猴子，認為納美人寧可踩在

爛泥巴裡也不願意接受人類送給它們的道路、教育和房子時，人類的愚蠢、無知與

自大的醜陋心態相對於納美人的靈性，是個巨大的反比。 

    電影中也透露出人類是如何毀了地球，因此現在跑來別人的星球繼續踐踏之。

看到人類為了價值不斐的礦產而任意毀滅納美人的家園時，可以連想到印地安人、

非洲土著和台灣原住民等原始文明的的文化和家園也在強權的掠奪下殘壞殆盡，人

類自工業革命後的價值取捨在這部電影中充分反應出來。只是當年人類使用的是槍

砲彈藥，而今入侵潘朵拉星球的武器升級成戰艦、機器人和飛彈。  

 

三、潘朵拉星球與海洋的關聯 

    〈阿凡達〉的導演詹姆斯·卡麥隆本身非常喜歡潛水，故許多科幻幻想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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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海洋生物與場域為藍圖，而潘朵拉星球的環境設定是大氣對人類來說為劇毒，

需要乘坐在機器人中、隨身使用氣瓶呼吸或是利用人類基因與納美人基因結合製作

的「阿凡達」，方可暴露在潘朵拉的大氣中，這樣的設定與人類進入海洋需要攜帶水

下呼吸裝置或是各種潛水知識很類似，不管科技再怎麼進步，仍會有無法克服的先

天障礙。而片中的財團，即是現金貪婪的人類的化身，人類為了石油去開採北極海

域，讓動物的棲地消失，或是為了提高漁獲量使用流刺網，不分魚種、大小的捕撈，

甚至破壞海床上的珊瑚，行經的地區生物無一幸免。納美人的存在，則是海人的化

身，現實中的海人依靠海洋，工作、生活、經濟、能源接取自海洋，與財團不同的

是——他們有一顆愛護海洋的心。 

    從「阿凡達」的劇情來看，宇宙萬物都會自動找尋一種平衡，大地之母 Eva 不

會選邊站，只是維持萬物平衡，而萬物之間是會互相連結、溝通的，若套用在地球

上，即可說明很多奇妙平衡機制，例如人口或人們造成的問題太多時，除了人禍以

外，天災如蝗災、氣候變遷、傳染病等等自然會發生，結束後地球又回歸平靜，像

什麼事也沒發生過。或許在每次地球的劇烈變遷中，都有某些物種消長，但 終萬

物總是回到某種平衡，至於哪種物種該滅絕，大自然是不會選邊站的，端看哪些犧

牲能幫助環境平衡。 

    今天就算地球溫度維持在攝氏一百度，地球還是地球，搞不好還有能生存的生

物在地球上繁衍，對地球而言哪有什麼差別？事實上，只是人類會不見罷了，所以

任何保護現有環境的目的，絕對不是聽起來很偉大的「拯救地球」，而是拯救人類自

己。電影後段出現了各種奇妙動物出來反擊人類的橋段，也算是萬物自動追尋平衡

的一種方式，它提醒了大家，潘朵拉星球並不只有納美人，還有其他也在求生存的

動物，納美人在反擊時沒想到牠們、地球人在攻擊時也沒考慮到牠們，地球上的人

們也常常忘記世上還有別的生物存在，當牠們被逼到絕境時，也是會有所行動的，

因為當人類改變了某些事情，其他生態圈內的成員必然會有相應的反應，才能回到

平衡，而人類並非不能消失的物種。 

    魚種消失、生物棲地減少、海洋垃圾污染等等，看似與人類沒有相近的利害關

係，事實上生長在地球的生物都是環環相扣的， 終的後果都會迴向到人類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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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海人的歸納與形象 

    筆者所構思的海人，就像是電影中的正義使者，他們從事的事情是小眾的，世

界沒有他們不會停止轉動，但是因為有海人的存在，人們對海洋的眷戀才有機會被

喚起。海人的定義很單純，他們擁有愛護海洋的特質，即可被視為海人，因為平時

從事跟海洋有關的工作，例如：潛水員。筆者系列作品主要刻劃的對象即以潛水員

為主，皮膚大多黝黑，並且身處海洋場域，系列作品以群體中的人物為創作主軸，

描繪海人的日常與生活，間接套用電影〈阿凡達〉的世界觀，海人們用他們的日常

和初心，盡心維繫海洋的和平。 

 

第四節 水下人物與肖像畫的意象  

    肖像畫與人物畫的歷史已有千年，如何在歷史長流中尋求創新與改變，為本段

論述的重點，並且思考水與人類的關係多加闡述。另外，海人進入海洋場域中，視

覺所呈現的顏色與變化，也是本章節所要討論的。 

一、人類與水的關係 

    人類可以不進食三天，但是不能沒有喝水，水之於人類是不可或缺的。 

    生活中我們需要喝水、農作物需要澆水灌溉、水庫需要雨水，世界上大部份的

物種都是由遠古的海洋演化而來，人類偉大的古文明都是起源於壯麗的河川旁，地

球71%被海洋覆蓋，總括來說，人類對水是依賴也是限制。人類的分佈受限於陸地，

人類活動受限於水的深度，縱使因為科技進步，得以研發出對抗大自然演化的結果，

仍要對抗先天的限制，當人類試圖進入深海時，則必須自行承擔意外風險。 

    在〈海人〉的創作中，即是描繪人類在不同「水」的狀態中，所呈現的樣貌與

形象，創作初期以單純水的意象，探討人類與水的關係，帶入前段所述與水共舞可

能會出現的狀況： 

1. 依賴：人不能沒有水。人類需要飲水、文明起源於水，種種單方面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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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限制：人類現有的靜態憋氣時間世界紀錄為丹麥自由潛水選水Stig Severinsen

的22分22秒25，進入 深的深度水肺潛水紀錄是318.25公尺，由南非潛水者Nuno 

Gomes在2005年所創下
26
，不過這些記錄再怎麼驚人，水給人類的限制仍然存

在。 

3. 傷害：如限制所言，當人類超出極限，水能夠輕易的對人造成傷害，無論是缺

氧、重擊、減壓病，水維持著人類的生命，同時也能夠輕易地帶走。 

 

    有了以上的狀況，筆者思考如何將範圍擴大，能夠有更多想像空間，所以將海

洋的元素帶進作品中，從討論「水」的互動關係，轉而延伸到海洋中。 

 

二、人類進入海洋的樣態 

    通常大家對海洋的印象都是「藍色」的，事實上海水從來都不是藍色的。藍色

是當陽光照射在海面上時，紅光、橙光這些波長較長的光，基本上就是直接進入水

中，持續照射直至被完全吸收。而藍光、紫光這些波長較短的光，卻是只要稍微碰

壁，就會向四周散射或者反射回來，只有少量會被吸收。我們看到的大海的藍色就

是這些被散射 和反射回來的藍色光。另外，紅光、橙光、黃光這些長波長的光能

量較低，它們能穿透海水的距離很短，到水深100米處就被吸收得差不多了；而綠

光和藍光的能 量比較高，也就能穿透更多的海水，到達大約水深200米的地方。

所以海水越深，我們看到的藍色也就越深。 

 

水對不同波長光的吸收不均等，也使水下色覺改變。蒸餾水最少吸收（做多傳

播）的光的波長為480nm，在此兩側的波長的光更多地被吸收。同樣的曲線應

用於極清的海水，在清澈的海水深處只留下藍－綠色。長波光（相當於紅光）

的喪失在較淺水中顯著。潛水員紅潤的臉色在僅為6~8米的清澈海水中，看起

來只呈現白色。水中其他顆粒對光的吸收曲線與蒸餾水有很大不同，追翁的顆

粒若為浮游生物，澤吸收短波光遠多於長波，結果光傳播曲線的峰轉移至光譜

                                                
25民 106 年 6 月 13 日，取自： http://tw.gigacircle.com/1323949-1 
26民 106 年 6 月 13 日，取自：http://blog.oceansays.info/2015/02/blog-post_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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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黃綠部分。一般而言，藍和綠在清澈的海水中最為能見，黃、橙和紅在混濁

的河流和港口中較能見。27	

	

 

  
圖3-3 在海面拍攝 圖3-4 於水深8公尺處拍攝 

 

    由上方兩張水中攝影的照片即可清楚看到，海面拍攝的照片因為陽光照射強烈，

近距離觀看的情況下，畫面主角仍然維持原來的顏色，右方照片於水深八米的地方，

大部份的顏色都失去原有的色彩，並且罩上一層藍光，只有少數幾個顏色上能夠被

吸收。距離也跟能見度有很大的關係，當水中的漂浮微粒較多時，會讓畫面灰矇矇

的，距離越遠越是明顯。也因為藍色、綠色的光線能夠到達較深的水域，所以基本

上畫面皆是由不同的藍色與綠色調子組成的，當入水越深、會越少顏色呈現，為了

解決這樣的問題，會在攝影鏡頭前加裝「濾鏡」，以深度來選擇濾鏡的顏色，修正

缺少紅光與紫光的偏差值，以科學的方式調整畫面顏色。而人體的皮膚會因為在水

裡，以及光線的律動與照射，產生不同的紋理變化、顏色，同時也會因為散亂的光

線，皮膚表面原本清晰的紋理會產生類似光暈的微光，並且染上一層變幻萬千的顏

色，這樣的變化是筆者想要捕捉的素材。 

 

三、水下人物與肖像畫的意象 

                                                
27倪國壇 著，《潛水實踐的生理學原理和醫學問題潜》，中國，人民衛生出版社，183 頁 
 

 



 49 

    筆者將作品分為三個種類：水肺潛水、自由潛水、呼吸管浮潛。表象來說是以

呼吸的方式來分類，或是海人進入海洋時所選擇的生存方式，引申假若海人是一隻

魚的話，這三種方式則是「魚腮」，比喻作為進入海洋的手段，成為魚是 終的目

的，同時也是欲望的釋放。筆者以海人為創作題材，創作主軸在於描繪「海人」這

個群體，海洋則是被置入的場域，提供肖像畫必須的人物、身體、背景的其中一個

重要元素。 

    筆者尋找兩位藝術家也是以水下人物為創作題材，來作分析與探討，分別為以

下： 

1. 尤偉毅〈游戲人間〉系列(圖3-5,3-6,3-7) 

 
 

 
圖3-5尤瑋毅 「游」戲人間-24，油

彩、木板，畫布，91x116.5 cm，2015 

圖3-6尤瑋毅「游」戲人間-13，

油彩，畫布，116.5×72.5cm，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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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前章所舉例的〈男人語彙〉作品，畫面一樣是由浴室出發，只是人物換成女性，

場景有浴缸、泳池、大海，象徵一位女性的成長簡史，從母體直至社會化的過程，

水對藝術家來說是柔美的象徵，也是原始的母性保護。「場景」一路從浴缸而至無

所不包的大海， 後則以海的意象指向了個人 早所賴以為生的羊水。以水為脈絡

的場景轉換，其中空間感知的變化或許才是考量的重點。 

    主題換成水的過程，藝術家放下硬筆刷，換成細緻的筆觸來處理水與女性的肌

膚，不論筆調或是色調，皆選擇比較溫順柔和的呈現方式。「水」在藝術家的作品

中，視為創作的要素，而非單純作為背景。 

 

2. 莎曼薩·法蘭茲(Samantha French 

圖3-7 尤瑋毅「游」戲人間

-22，油彩畫布，

194X259cm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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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家的作品主要集中在水下及水面的泳者身上。追溯自身經驗童年時期的夏

天開始，試圖重新創造出安靜的水和自然的寧靜，繪畫連結到自家，連續尋找臉上

的陽光和在湖邊溫暖的夏天的感覺，這些畫面是藝術家的逃離現實的樂園。而記憶、

觀察和攝影的結合使我能夠保持對水的記憶，讓其短暫的視覺品質達到 大的效能。

藝術家利用攝影與日常記憶，描繪出兒時的池畔回憶，「水」在這裡是場域，也是

藝術家重要回憶的一部份，以寫實的手法再現腦海中的視覺影像。 

    因為水作為介質、背景來說，經過擾動就會有千變萬化的改變，對藝術家來說

非常適合作為技法表現，在有人物、水兩種有很多技法可以表現的對象同時存在時，

藝術家可以找到欲傳達的隱喻，或是想要表現的對象，人物與肖像畫的意象則會從

中慢慢透析出來。筆者的創作中，較多是描繪「在水中人物表面的變化」，水下人

像的顏色變化會因為自身對情感的想像而改變。 

 

 

 

圖3-8莎曼薩·法蘭茲(Samantha 

French)，《從下往上》(Up from 

below), , 布面油彩, 48x48英寸，2012 

圖3-9莎曼薩·法蘭茲(Samantha 

French) ，《漂流和漂浮》(Drift and 

Flow), 布面油彩，30x40英寸，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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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作品的內容形式媒材  

第一節 創作內容  

    「海·人」系列創作以白話的方式闡述，即是「人進入海洋成為海人」的視

覺記錄，因為從小學游泳後而對水有著眷戀的回憶，大學時期更是參加了四年的

游泳隊，水從遊樂場變成了喘息與痠痛的聯想，多了更多的感受後，筆者進入海

洋世界的懷抱，接觸水肺潛水與自由潛水之後對海洋有更深入的了解，因而更認

識海洋，更體認到台灣海洋的美需要更多人看到，想藉由記錄海人的面貌，思考

海洋、海人、人類三方的關係。 

 

一、水與人類的關係 

    人類有百分之七十由水組成，地球百分之七十也是被海水所覆蓋，萬物的

存亡皆倚靠水。啟動「海·人」的系列創作之前，創作概念是從人類與水的關

係起頭的，由第三章第四章節所提到的依賴、限制、傷害，是人類與水接觸時

可能產生的狀況，筆者將之符號化，例如(圖4-1)所示，《交融》中水將人物浸

濕，象徵人與人之間的親密感，建構在需要與陪伴，就像水對人類來說是不可

或缺的，而這樣的狀態通常是在被雨淋濕、或是淋浴之後的瞬間，也暗喻人生

中的不如意與受支配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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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分的創作偏向象徵性與聯想性的作品，與海人的關聯較低，比較像是

因為「水」這個介質，作為引伸海洋作為主題場域的發想源頭。 

 

二、海洋與人類的關係 

    人類的文明從群聚在河川旁的聚落開始發跡，西班牙人靠著航海技術拓展

殖民地，蘭嶼人靠著海洋的資源延續他們的血脈與歷史，海洋對人類有數不清

的恩惠，如同上一段對水的敘述，海洋對全人類來說有著更複雜的關係，依賴

更加全面，海洋除了為人類帶來食物的資源，更提供偌大的經濟命脈。也因為

人類的貪婪、自私，蓬勃發展的背後伴隨的是對環境的破壞，海洋中有大量的

塑膠，以及漏油產生的海水污染，或是海洋生物被漁網勾住而喪命，相較於海

洋對人類造成的傷害，似乎有很大一段的懸殊。 

    筆者的創作場域從水轉化成海洋，放下符號運作，改以刻劃海人的狀態以

及面貌，與人類世界區隔出一個未受破壞與污染的烏托邦，海洋在這邊只有象

徵性的存在，如(圖4-2)所示，觀者可以從裝備、衣著、背景的礁石判斷主角為

在海洋中，聚焦的對象轉變為「海人」。 

圖4-1 黃馨《交融》壓克力、油彩，60x6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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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黃馨《整裝》30F，油彩，2017 

 

三、海人的存在與海洋及人類的關係 

    因為電影〈阿凡達〉所啟發的概念，海人不像蝙蝠俠之於高譚市，也不像

超人對於紐約市，海人並不是英雄，他們只是一群愛海洋的人，試圖保護他們

的家園；海洋帶給人類無數資源與能量，但海洋同時也會形成颶風摧毀紐奧良，

因地震引起的海嘯夷平了日本的沿岸，(圖4-3)為筆者整理三者海洋、人類、海

人的關係繪製的圖。 

 
       圖4-3 三角關係圖  

     

地球
海洋

海人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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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人和人類皆為地球的子民，地球的存亡牽動著萬物的生命，但是人類消

失對地球沒有損失，甚至是一件好事，沒有人為的破壞，環境的負擔一定會比

較少，當世界沒有人類，地球仍會持續轉動，海人的存在是為提醒世上仍然有

美好的事情，在 混沌的世代還是有清醒的聲音，假若有越來越多人投入海人

的行列，海洋會受到更好的待遇，連帶的整個生物鏈更加健康與穩定。 

 

 

第二節 表現的形式  

    「海·人」系列創造中，以實地踏查取材所拍攝的照片作為創作基礎，呈現

方式以具象表現，以照片寫實的手法來構圖，上色的方式則以表現派的創作方式

來呈現，這樣的規則接近「著色畫」，在受限制的匡線內呈現不受拘束的線條與

色彩。構圖的部分則是以Photoshop先行將畫面合成完成，系列作品的人物肖像

畫為主，每一張作品都是以海洋場域出發，以明顯或是單純的藍色暗喻背景，類

似英國浪漫時期的「雄偉式肖像」，刻意放大人物或是放大描繪面部，讓視覺衝

擊加大，而背景因為大面積平塗的方式來做，使畫面流溢出一種非現實的感覺，

搭配水下世界的繽紛色彩，表現出特別的繪畫語彙。 

 

一、用色： 

筆者從克羅茲(Chuck Close)的畫法中得到了靈感，將影印機的原理套用進來：

三原色在一個方格單位裡，電腦依照顏色噴灑不同比例的紅、黃、藍色，調和

出其他顏色。筆者運用這種調色概念，將色階解構成「線條」，當二至三條線

條緊密地排列在一起，視覺上會自動將顏色融合，如(圖4-4)所示，暗面使用橘

色與綠色相靠，或是橘色與紫色相靠，對比色相靠能夠製造出灰階的效果；或

是將紅色與黃色相鄰，則能夠調和成橘色，也就是假如畫布上需要紫色，反而

不直接塗紫色，而是使用紅色與藍色相鄰的方式來產生視覺效果。在顏色的選

擇上，儘量不去使用原來的顏色，而是當下內心直接反射的顏色，沒有既定的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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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色方式採用「直接畫法」，鋁管擠出顏料後，採用鮮豔的原色來調和，趁

著顏料在畫布上未乾的狀態，在畫布讓顏料接合在一起，進行類似水彩「縫合」

的方式，平行依序畫出色階，乾燥之後再使用細筆處理細節。 

 
圖4-4 黃馨《誰也擋不住妳的耀眼》局部，油彩，30F，2014 

 

二、筆觸構成： 

筆者通常選用軟性動物毛或是尼龍油畫筆來畫圖，以減少不必要的筆觸。 

繪圖時，筆者會先尋找人物的明暗交接面及塊面的轉折處，先行標示出來，再

依序使用長線條，以同心圓的方式延伸色階，類似(圖4-5)地圖等高線的原理，

一圈一圈的畫出人物的立體感，如(圖4-6)所示，筆者將塊面轉換成不同顏色的

色階，這樣的線條除了表現立體感，同時也建立了獨特的繪畫語彙，後來慢慢

延伸至與水和海洋的創作，將這樣纏繞的線條與水波做結合，成為創作重要的

表現形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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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 等高線圖 

 
圖4-6 黃馨《關於愛》油彩，100f，2014 

 

第三節 作品的基底材準備與工具  

    作品皆由布面油彩來創作，本章節講述創作的基底材準備，直至畫用油，以及

創作筆觸技法，逐步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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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底材準備： 

1. 筆者直接向美術材料行訂購用上過兔皮膠的義大利仿麻布或是台灣仿麻

布作為創作基底材。 

2. 再使用Gesso混合黑色壓克力顏料，使之顏色變成淺灰色調。 

3. 使用3吋豬鬃排刷，沾取Gesso以平行的方式逐步刷色。 

4. 第一層完成後，垂直方向再刷色一次。 

5. 待乾之後上(3)(4)步驟再執行一次。 

6. 全部乾燥之後，使用分次使用400、800、1200號之水砂紙，沾水以畫圓圈

的方式打磨。 

7. 打磨到畫面平滑沒有顆粒就算完成。 

二、底稿繪製： 

1. 先行在Photoshop中將影像合成，再使用投影機將影像投影到畫布上。 

2. 使用鉛筆或是油性色鉛筆，將物體的邊界和明暗交接面勾勒出來。 

3. 完成後將投影機關閉，自行把塊面處理得更細緻，方便作業。 

4. 加工完成後，使用素描保護噴漆將線稿固定。 

三、畫用油： 

全程採用林布蘭083調和油，因為筆者本身的畫法，需要將線條拖曳比較長

的距離，這個牌子的調和油相較其它廠牌使用起來比較清爽、不黏稠，因此

選用這款油。 

 
圖4-1 林布蘭083調和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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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作品說明  

作品一 

作品名稱：《屏息》系列 

媒材：布面油彩 

尺寸：30x30cm 3幅 

年代：2016 

 

 

 

 

 

 

創作理念： 

水對人類是無比重要的，人有百分之七十由水組成，人可以三天不吃東西，但是不

能三天沒有喝水。人對水的依賴同時也要承擔水帶來的危險，因為人可以輕易的在

水中失去生命，這樣拉鋸的關係是我想要探討的，觀者觀看這個畫面的同時，不會

知道畫中人物下一秒會怎麼做。 

 

形式技法： 

這個系列的作品，統一以綠色為主色調，將在水中折射出的光線，印在人物的臉龐

上，發展出波光粼粼的花紋，像是臉譜一般的獨特。使用松節油將調和油稀釋後，

以牙刷沾取白色顏料，並用大拇指輕撥牙刷毛，將顏料噴灑出去產生細點，類似汽

泡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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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二 

作品名稱：  

《交融與衝擊》 

媒材：布面油彩 

尺寸： 60x60cm 2幅  

年代：2016 

 

 

 

 

 

 

 

 

創作理念： 

從標題可以理解交融與衝擊在這裡的意義，繼承〈作品一〉的作品理念，水有可能

對人來說有各種影響，這裡的交融不單只是視覺上人與水的結合，也反映了人對某

人某事的依賴，同時卻被遷就，就像我們不想要在大晴天被雨淋濕，但是如果一直

沒有下雨水庫會乾涸，所有事情都是一體多面的，如同水與人類的關係。 

 

形式技法： 

在頭髮表現的部分，使用較多調和油，讓筆更好拖動，顏料層也比較薄，利用顏料

的濃度做出色階對比，在使用油畫筆桿的後端刮出一些髮絲的紋路。背景的部分，

則使用加入珠光劑的壓克力顏料，參入稀釋劑讓顏料流動性更高，做出流動的肌理

效果，待乾後再以刮刀用油畫顏料覆蓋，做出背景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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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三 

作品名稱： 一眼瞬間 

媒材：布面油彩 

尺寸：30F  

年代：2016 

 

 

 

 

 

 

創作理念： 

有賴於現在攝影技術的改良，水下攝影機已經很常見，也因為相機的關係，才能把

稍縱即逝的影像記錄下來。這張作品綜合了三個瞬間：「汽泡、光影、動態」，也

就是說差了零點幾秒也會讓畫面有很大的改變，讓人聯想到水的無常、無法預測。 

 

 

形式技法： 

這張作品整張都使用豬鬃筆來作畫，嘗試沾取多一點調和油讓線條可以拖曳較長的

距離以綠色為基調，在人體上繞出一圈一圈的色階，並在暗面的地方帶入不同顏色

來做變化，將對比色分佈在明暗交界面，讓視覺混色暗示 深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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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四 

作品名稱： 豔陽下 

媒材：布面油彩 

尺寸： 30F 

年代：2016 

 

 

創作理念： 

捕捉這位短髮俏麗的女孩在豔陽底下，繽紛的水波紋中，透出五顏六色的光影，少

女臉上的墨鏡反射出遼闊的海洋，而沒有反射出攝像的人物，讓觀者有親身被凝視

的感覺，更加地身歷其境。以角色來說，人物已經開始進入海洋場域，「海人」的

角色得以適地發展，〈豔陽下〉這張作品，希望營造出觀者與畫面進入同一個空間

的錯覺，成為引領角色進入海人世界的起頭。 

 

 

形式技法： 

為了處理好水波紋的部分，海水的部分皆使用純貂毛或是尼龍毛細筆來

繪製，以減少不必要的筆觸，讓筆觸圓滑更接近水的質感，並且運用視

覺混色的原理，利用多條顏色線條，交織成斑斕的海面。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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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五 

作品名稱：海邊少女 

媒材：布面油彩 

尺寸： 30F 

年代：2017 

 

 

 

 

 

 

 

創作理念： 

如果說銀行行員需要有穩重、端莊的扮相，教室需要有為人師表的嚴謹，舞台上的

歌手需要有光彩奪目的華服來為表演加分，那以海洋為辦公室的海人女孩們該要有

什麼樣的樣子來當制服呢？我想比基尼是再適合不過的了，搭配面鏡、呼吸管，「海

洋的員工扮相」就渾然天成了，並將畫面拼貼成類似泳裝型錄的概念，展現出海人

的海邊形象。 

 

形式技法： 

使用Photoshop將兩張不同的攝影照片合成，故意將照片安排成不合理的角度，並

且用強光的效果打亮皮膚，在黝黑膚色上有特別的變化，讓人物在強光下又有強光

打量的情況下，呈現一種特別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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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六 

作品名稱： 你在看我嗎？ 

媒材：布面油彩 

尺寸： 50F 

年代：2017 

 

 

 

 

 

 

 

創作理念： 

這張作品與作品四〈豔陽下〉有異曲同工之妙，畫面的主角與小丑魚的視線都是直

直地望向觀者，目的是為了讓觀者有身歷其境的感受。筆者觀看電影〈海底總動員〉

得到的靈感，電影中的潛水員是拆散小丑魚父子的兇手，看過電影的人自動會將潛

水員與小丑魚連結在一起，但卻是比較負面的結果，筆者想要以輕鬆詼諧的角度，

來描寫海人與小丑魚相遇，來平反人們的觀感。 

 

 

形式技法： 

海底下的顏色會因為藍綠色透光性比較強的關係，而呈現藍矇矇的一片，為了修正

這個色偏，水底閃光燈可以改變畫面的顏色，讓他恢復原本的顏色，整張作品以高

彩度的方式用色。軟珊瑚的部分使用大量的調和油混色，做出讓顏料自動流動，在

使用顏料較濃的筆畫出觸角，畫面下方的彩色岩石也是這樣的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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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七 

作品名稱：深·呼吸 

媒材：布面油彩 

尺寸： 30f 

年代：2016 

 

 

創作理念： 

藍光和綠光是在液體中可以傳導比較遠的光線，當下潛到一定深度時，會漸漸只剩

下以藍色為基調的畫面，這也是為甚麼人們總認為大海是藍色的。畫面中海人臉部

的下半部以藍色的光線為主，即是暗示人物身在深海的地方，而人類發明水下呼吸

裝置，一部份也是想要滿足成為魚的欲望，這樣的欲望源自於對自己沒有能力的渴

望，〈深·呼吸〉即是人類得到在深水呼吸的能力，另一個意義則是海人的深呼吸

即是一種生活的方式，感受大海內太空的魅力。 

 

形式技法： 

將水下攝影燈的光線都聚焦在海人眼睛的部分，讓觀者的視線能夠聚焦在畫面的二

分之一處，區別出強烈的寒暖色調。在色階的用色選擇上，面鏡外側的用色相對溫

和與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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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八 

作品名稱：整裝 

媒材：布面油彩 

尺寸： 30F 

年代：2017 

 

 

 

 

創作理念： 

士兵打仗需要武器，音樂人演奏需要樂器，海人下海則需要面鏡呼吸管，這件作品

記錄了海人在海下不經意調整面鏡角度的動作，為了每一個下潛做呼吸準備，迎接

海洋的未知與挑戰，挑戰深度和壓力的衝擊。呼吸管是浮潛 常見的呼吸裝備，讓

人可以不需要將口鼻從水中抬起即可呼吸，可以一邊呼吸一邊觀看海中的風景，這

是一種全然以人類的正常呼吸方式，進入海洋之中。 

 

形式技法： 

這張作品一樣是聚焦在臉部與手部，取景的範圍剛好包含了潛水的用具：面鏡、呼

吸管、潛水錶，使用相同的粉紅色系，除了暗示海人的身份之外，也讓三樣物品在

藍綠色系的畫面中輕易跳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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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九 

作品名稱： 巧遇 

媒材：布面油彩 

尺寸： 30x90cn 

年代：2017 

 

 

 

 

 

創作理念： 

光是看鯊魚的滿嘴利牙，還有電影〈大白鯊〉(Jaws)太過成功所致，人們普遍對鯊

魚都有很深的誤解，鯊魚總是被認為是兇殘、危險的，身為海洋的頂端掠食者，這

樣的評語似乎不為過，但是事實上，鯊魚是不吃人的！數年來鯊魚背負人類的誤解

而瀕臨絕種，筆者甚感心痛。 

這件作品將海人與長尾鯊併置在同一個畫面中，兩者方向一左一右，即將擦肩而過，

彼此相安無事，筆者希望營造出和諧的畫面，導正觀者對於看到鯊魚後的反應與想

法。 

 

形式技法： 

背景與前方礁岩皆用輕鬆的筆調與大面積平塗來處理，岩石的部分也是採用大量調

和油調色，利用顏料的濃度來控制顏色的分佈，潛水員、鯊魚跟珊瑚使用不同的色

系，來與背景做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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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 

作品名稱： 水下風景 

媒材：布面油彩 

尺寸： 50P 

年代：2017 

 

 

 

 

 

創作理念： 

台灣有非常多名聞遐邇的美景，像是太魯閣、玉山，各種鬼斧神工的風景廣為人知，

但台灣位於黑潮的交匯地，水下資源非常豐富，暖和的溫度適合珊瑚生長，不少潛

水客會專程飛來台灣一睹台灣的水下風景，可惜的是台灣民眾普遍不知道，也許跟

鄉土民情有關，長輩從小就時常告誡：「海邊很危險，千萬要小心！」也許是因為

這樣的形象，人們對海洋的認知相對稀少。作品名〈水下風景〉一個意義是海底漂

亮的熱帶魚與珊瑚，另一個風景則是以海人為題，現代人常說：「台灣 美的風景

是人。」海人即是台灣海洋的代言人，整張作品儼然成為觀光海報的感覺，向世人

展示台灣海下風景。 

 

形式技法： 

整張作品都使用高彩度的用色，來表現海底世界的繽紛，特意消除景深，將背景以

藍色平塗，試圖營造似真非真的場景，像是劇場佈置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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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一 

作品名稱： 逆光潛水員 

媒材：布面油彩 

尺寸： 20F 

年代：2017 

 

 

 

 

 

創作理念： 

這件作品是筆者的自畫像，記錄了學習潛水的面容，有別於其他作品，這一件作品

用色較為單調、暗沈，畫出海底比較冷靜的一面。 

 

形式技法： 

有別於其他系列作品的明亮與高彩度，因為逆光的關係，這件作品使用了大量的黑

色與深色調，全幅使用比較冷峻的顏色，背景以水藍色色階做調色，拖曳畫筆隨水

波將筆勢方向改變，讓背景更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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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二 

作品名稱： 過客 

媒材：布面油彩 

尺寸：50F 

年代：2017 

 

 

 

 

 

創作理念： 

作品中的魚群會成群結隊，並有序地排列成一個球體來抵禦外敵，這樣的魚群被稱

為－梭魚風暴。目前台灣比較罕見這樣的魚群，也是因為過漁以及海洋生態遭到破

壞的結果，畫面中的潛水員跟梭魚風暴，在台灣這片海洋中，到底誰才是過客呢？

是以海為生的海人，還是本來居住於此、但是沒有拘留保證的梭魚群呢？ 

 

形式技法： 

整張作品採用直接畫法，全幅以藍色為基調，唯有潛水員的臉部使用些為的膚色做

提點，使用軟性動物毛的扇形筆做出遠方魚隻的柔和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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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三 

作品名稱： ! 

媒材：布面油彩 

尺寸： 30x90 cm 

年代：2017 

 

 

 

 

創作理念： 

水母的觸鬚帶有刺絲胞，假若不小心觸碰到會起水泡、瘙癢、疼痛，從事海域潛水

的人 怕碰到水母或是水螅之類的生物，因為如果接觸到，症狀可能會持續一到兩

週不等，但同時水母又是極富觀賞性的生物，它的姿態優美，有些水母富有豐富的

顏色，但通常自然界漂亮的生物都是有毒的，水母也不例外，這張小品即是捕捉海

人在海底遇到水母興奮又緊張的神情。 

 

形式技法： 

原本的水母是單純的米色的，筆者帶入自身的想像，將各種可能的顏色帶入其中，

盡可能豐富水母的色彩，刻意讓海人的面鏡換置成藍色的，讓觀者能夠聚焦在水母

的變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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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四 

作品名稱：仰望  

媒材：布面油彩 

尺寸： 30x30 cm 

年代：2015 

 

 

 

 

創作理念： 

這張作品是筆者在深潛時，抬頭望向海面的時候，看到另外一位潛者，因為光線從

海面上而來，潛者的形象自然成為背光的樣貌，也讓氣泡呈現花紋般的有趣變化。 

 

形式技法： 

這張作品有別於其他作品，採用比較抽象寫意的形式來表現，除了原先慣用的筆觸

與表現形式，使用大量的松節油將顏料稀釋後，將調好的稀釋顏料到在畫布上，左

右傾斜使顏料流動，在調製比較濃稠的顏料，用畫筆沾取在特訂位子上點出顏色，

做出自然的顏料分層，也讓濃淡的顏料自行暈染。在顏料尚未全乾之前，將棉布揉

成球狀，輕輕拍打畫布將顏料吸取起來，露出畫布原色。 後在調製稀釋的白色顏

料，噴灑出細小的點狀，讓氣泡的層次更細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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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五 

作品名稱：配頸鉛的烏蘇拉 

媒材：布面油彩 

尺寸： 100f 

年代：2017 

 

 

 

 

創作理念： 

筆者從電影〈小美人魚〉中得到的靈感，電影中的大反派「烏蘇拉」是以章魚為模

板創造出來的角色，從小觀看的印象就是，烏蘇拉是一個大壞蛋，為了得到愛麗兒

美麗的聲音，做了很多壞事，她身邊的兩隻海鰻也非善類、奸詐狡猾。事實上，章

魚擁有很高的智商、很精湛的隱藏與變色能力，而台灣海域也有很多俗稱金錢鰻的

海鰻，它們只是看起來很兇惡，其實是視力極差的夜行性動物，白天時只會傻愣愣

的守在洞口沒有什麼攻擊性。 

筆者挪用烏蘇拉的角色形象到自由潛水者身上，製造介於真實與虛構中的世界，翻

轉人們對海洋的既定印象。 

 

形式技法： 

使用類似從前英國浪漫時期的雄偉式肖像，刻意置入具有記憶聯結的元素，讓觀者

可以自行想像、發展，建構角色的形象。在描繪人體膚色上，在陰影明暗交界的地

方，使用藍色來做轉折面，人物與背景的關係更加密切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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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六 

作品名稱：群 

媒材：布面油彩 

尺寸： 100P 

年代：2017 

 

 

 

創作理念： 

人類因為想要成為鳥飛上天，而建造了飛機，因為想要跑得跟獵豹一樣快速，而發

明了汽車，因為想要跟大象一樣抬起碩大的樹幹，而發明了怪手、起重機，因為自

身沒有的能力，利用高於動物的智商水平來補足做不到的事情。從前從事水下工作

的人，需要承擔很大的風險，到了現在幾乎人人可以安全地進行潛水活動，因為人

類發明了水下呼吸裝置、發現了安全下潛的方法，不外乎想得到魚在水中生存的能

力，期許自己能成為一條魚，但事實上，人永遠不可能變成一隻魚，我們 終還是

要回到水面上，縱使人類運動頭腦去模仿萬物、試圖融入自然，我們始終不會是同

一個群體，甚至是地球的寄宿、破壞者，唯有內心熱愛海洋的心，才會真正的成為

海人、成為「群」體中的一員。 

 

形式技法： 

這張的人物，嘗試以快速的筆觸來構成，使用豬鬃排刷來製造大面積的筆觸，在運

筆方面，將塊面、線條的銳利度降低，製造出快速、虛構的感覺，同時使用與身後

魚群相同的色系，消弭人物與魚群的界限。背景以刮刀將未經調色的藍色直接塗抹

在畫布上，特意消除景深，創造出不真實的凝結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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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一直以來，筆者認為描繪的對象應該為生活上的感動，或是自己喜歡且投入的

主題，因為加入游泳隊的契機，重新燃起對水、對海洋與潛水運動的熱愛，進而決

定以「海·人」作為研究所的創作主題。筆者將「海·人」拆解成為三個部分，分別

是海洋、人類、海人，透過觀察與再現將之視覺化，討論三者的互動關係。 

    在學習繪畫的歷程中，從大學開始的肖像，到女體的研究，再到後來探討人體

在水中的變化，筆者對人物的描寫有極深的興趣與迷戀，在肖像畫卸下記錄容顏的

責任之後，各種樣貌的肖像畫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面對人物及肖像畫千年的歷史，

如何在藝術的洪流中創造屬於自身的獨特語彙是非常困難的，在不斷的嘗試與試驗

中，尋求與其他創作者不同的技法與特點，在追求形式不同的途徑上，閱讀文本與

觀看作品帶給自身作品不同的刺激與養分，同時也在書寫論文的過程中，慢慢梳理

對於人物與肖像畫的感受與想法，再統整出書寫的架構與走向，在研究所的學習中，

大的收獲就是習得如何尋找知識，並且加以消化應用在自身的作品上，雖然過程

中遇到了很多難題，所幸 終論文得以在糾結與掙扎中產出。 

    聯結生活的經驗作結合，面對海洋議題時，筆者縮小範圍選擇的是以「海人」

為主角的人物畫作為系列作品，水中人物畫像有別於一般的人物畫像，光影的變化、

水波的百變紋路，除了形式上尋求特別之處，在選材上以特定的人選來描繪，並因

為電影〈阿凡達〉啓發，推敲出海洋、人類、海人在地球上各司其職的運作模式，

思考背後相互影響的關係，以及探討海人本身的行為動機與海洋密不可分的關係。

而包裝在人物畫的背後議題，則是思考為什麼人類能夠離開適合生存的環境，進入

高山、深海，觸及超越人類適應能力的環境，萬物中只有人類能夠做到這一點，因

為唯有人類能夠使用智慧超越演化的限制，盡可能隨心所欲得到想要的東西，同時

環境的平衡也容易被人為的因素打亂。 

    理性的照相寫實技法與感性的表現性畫法雜揉所產生的畫面，是筆者對於創作

手法一路轉變的分號，為尋找自身特別的創作方式旅途中的小成果，在一邊實驗一

邊實踐中尋找獨特語彙，如同潛入深海中面對未知以及戒慎恐懼的心情，探索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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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闊的世界，一腳一腳地踢動蛙鞋，一隻氣瓶的時間會被美麗的珊瑚與有趣的漂亮

魚群所驚豔，如同繪畫的道路上，在不斷的嘗試中遇到挫折，亦或發現驚喜，即是

梳理繪畫與論述所經歷的心路轉折。 

    「海·人」系列作品主要是刻畫生活在海洋場域的人們，筆者將他們稱之為『海

人』，包含了海邊、海面、海中、海底的形象樣貌，透過描繪海人引領觀者進入內

太空世界，希望能翻轉台灣人對海洋的印象，唯有將環境保護意識內化到心中，才

能讓大海永遠湛藍，珍視自然的寶物，善儘地球子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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