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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筆者本次嘗試融合山水畫與電腦技術，創作新媒體藝術作品。前半以理論為主，

為第一至二章。第一章作為緒綸，先提出筆者分析水墨創作於當代跨領域趨勢中的

情況，筆者的研究動機是基於當代現狀的，再對本次研究橫跨山水藝術與科技藝術

兩個差異較大的領域，進行分析及說明。其於本次論文及創作中的研究範圍，其界

定的原因是基於如何的研究限制，以及主要的術語釋義。創作理念先梳理筆者對線

條繪畫乃至對山水畫空間構成的喜愛，再提出電腦技術結合山水的幾點特殊性，以

釐清本系列作品於當代、於水墨、於科技藝術的意義。第二章說明本系列作品的學

理依據，分別從山水之臥遊、園林之遊賞及科技藝術虛擬實境之沉浸，梳理三者各

自的文化脈絡，並探究三者的共同臥遊意趣，再系統整理園林融合其餘二者時所出

現的藝術性、當代性問題，是否仍能呈現臥遊的美學感受。 

後半則偏重創作論述及結果分析。第三章說明創作方法，第四章則分組討論四

個系列作品，從初期的平面繪畫，至發展三維山水的互動裝置系列，到後來的穿戴

式 VR 系列，到最後回歸平面卻仍能進行虛擬實境臥遊的全景 360 系列。第五章則

進行作品的分析說明與總結，對本系列作品的各個衝突性進行辯證。 

 

 

 

摘要：臥遊、虛擬實境、山水、園林、數位藝術、水墨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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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attempts to integrate landscape painting and computer technology to 

create new media artwork. The first half is based on theory, which consist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chapter. The first chapter proposes the author's 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 of ink and 

wash creation in contemporary cross-disciplinary trends. The author's research motivation 

is based on the current status quo, and then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is 

study across landscape and art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field, analysis and 

description of its scope of research in this thesis and creation, the reason for its definition 

is based on how the research restrictions, as well as the main terms of interpretation. The 

idea of creation reveals the author's love for line drawings and even the space composition 

of landscape painting, and then proposes several special features of computer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landscapes to clarify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series of works regarding the 

contemporary time, ink painting,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ts. The second chapter 

explain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is series of works, from the visionary journey, landscape 

tours, and the virtual real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t, combing their respective 

cultural contexts and exploring the consensus of the three: In order to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the artistic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that arise when gardens are blended with the rest 

of the two, it is still possible to present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lying. 

The latter half delves into the creation, exhibition and discussion as well as the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The third chapter explains the method of creation. The fourth and 

fifth chapters emphasize on the analysis of the work, introducing the author's writing 

methods and specifically analyzing the works based on content and unique technology.  

 

 

 

 

Keywords: Visionary Journey, Virtual Reality, Landscape, Garden, Digital Art, Ink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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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創作動機 

人生有很多美好的瞬間，但儘管多美好多想留戀，跟人生其他的時光一樣，在

時間上都是平等的，都是稍縱即逝的。這些瞬間，除了是時間上的觀念之外，還是

在空間中發生的事件。在空間中，聚集了一些人、事、物而使事件誕生。當此空間

的人、事、物已改變，那個美好的瞬間便不再存在了。例如該空間的人離開了、或

少了一個物件，或某個支撐事件發生的背景事件不存在了。但是，即便一樣的空間，

那些人、物再次聚首，進行著一樣的事，情境還很可能有所不同。這些便是情境的

唯一性。在時間和空間上可一不可再，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一模一樣的情

境不可能再有第二次。以筆者反覆探求自我內心的結果，造成情境難以直接再現的

成因，還包括對該瞬間的觀察者與感受者，即是自己，也隨著時間流逝而改變。改

變的包括自己的各種客觀條件、或是感性層面的，例如自我的心態、對情境中的人、

事、物的感受，都能輕易使情境只能在浩瀚無限的時間軸上、在那一個空間中，只

出現唯一的一個。 

刻意經營的再製，也只能是一個很用心雕琢的模仿品。作為當代的人類，在

2018 年的今天，手提裝置基本配備有攝像鏡頭，也都具有攝像功能。要將該情境

以攝影（單幀）和錄像（連續影片）複製成影像而保存下來，都並不是難事。然而，

那只是透過鏡頭和數位技術，對空間影像和聲音的複製品而己，又受限於鏡頭所能

捕捉的視野有限、色彩的位元數等，拍攝的內容並不能將情境的資訊完全記錄，以

及拍攝者對捕捉情境的操作能力也會造成很大的影響。另一方面，重新觀看時，展

示或播放的顯示裝置，所能重現的效果也難以與現場一模一樣。反而是，觀看這些

影像記錄本身，卻是在新的時間和新的空間進行的另一個事件，實際上是另一個情

境。也如前段所述，在記錄和回看時，影響最大的應是對該瞬間的觀察者、感受者，

也就是自己，因為隨時間流逝，已不是當初的自己。 

筆者從小就對逝去的美好的瞬間，滿是想念，希望能將之留下，日後再來體會

一遍，甚至可以讓他人也能體會到這些情境，更甚者，是千百年後的人，在時空上

都相差極大的人們。即使那些瞬間不是美好的，而是傷心的、或是忐忑的，筆者也

認為是難得人生經驗和感悟，而且有其唯一一次的性質。又因筆者出生於一九八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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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儘管當時彩色廣播電視已很普及，然而當時一般消費性的攝錄產品仍然高昂。

例如拍攝照片，是需要購買和安裝底片，一次一卷通常只能拍攝 36 張，沖洗又須

再交付專業的沖洗店，等候一定的作業時間，才能拿到實體的照片。再加上攝影機

的價位在當時也算高昂，比起現時隨手便能拍攝，耗費的金錢和時間高很多。更遑

論攝錄機，是更不普及的非必需的電子錄像產品。筆者對於記錄情境一事，便不會

像當代人們所想像的，直觀的拿出手提電子裝置進行拍攝。於是，繪畫與手寫文字

記錄，便成為筆者最便捷的，親手記下這些情境的方式。此外，繪畫與手寫，在線

條上，更甚能記錄情緒和氛圍，是筆者對該情境的情緒反應，與該時空所進行的對

話。 

除了前述的機械的影像記錄、親自用手寫手畫記錄情境之外，筆者也鍾情於收

集每一個情境下所產生的票據，例如車票、機票、入場券便是某次出行的記錄。又

或者餐廳商店的宣傳單張、名片，便是在那個時空下，那個場所曾經存在的證明。

以及台灣的統一發票，除了能代表曾經進行過的消費記錄，也能代表某個情境。又

因統一發票是台灣特有的，還使之具有地方的特色。凡此種種，再加上大多附有日

期時間、地址，甚至有一些偶爾發生的註記，如隨意手寫的文字，都具有該情境的

記錄和再現功能，也具有時間和空間的資訊。但其對情境的再現機制，只限於我本

人的生活經驗。那個搭車、出行、用餐、逛街的經歷，只留於我的腦海內，我再次

看到這些票據時，我會回憶起自己當時的經歷，卻不能知道其他人在該時空下的經

歷是否存在、更無法知道經歷內容為何。這些票據對於他人的意義，可能只是一種

極小的記錄，儘管對收集的我來說，都是一筆筆的情境的歷史檔案。與風景較為類

似，主要依賴觀看者對相近的時空，是否有相關的情境記憶。 

就此看來，想將某個時空下的情境記錄並在日後進行回味，主要便是手繪或手

寫、票據收集，以及影像，但憑著他們，要做到真正的重現情境，到底是無法的事。

筆者所能做的，只能製造出一個新情境，讓觀看的人們，在一個新的時空，產生一

個新的情境體驗。在這個新情境中，我作為創作者身份，放入適當的元素，讓觀眾

在觀看這些元素。製造、融滙、安排這些元素，而成為一場夢境、記憶，便是本系

列作品藝術處理之重點所在。所以，為了製作這個情境，筆者從過往多方面的知識

反覆琢磨，以日常手繪手寫的，結合藝術上的前輩們曾經用過的手法，以及當代所

能採用任何技術，使我對生活中那些情境，變成另一個情境。試圖使日後的自己、

他人，更甚者，是千百年後的、千里之外的、在時空上都相差極大的人們，能透過

觀賞我的創作，來到我所提供的情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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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筆者所處的年代，科技已發展至一個新的巔峰，一般民用的視覺展示技術

已非常多元。從從前的平面素材，到印刷普及、成本低廉，及至於虛擬的載體，如

電視機、螢幕展示圖像，都是一般人所習慣的。甚至超脫平面，進入立體空間的影

像，已是必然的普及趨勢。例如立體影像技術(stereoscopic)，穿戴式的虛擬實境裝

置等。又拜網路發達所賜，全球的技術開發人員形成了開源(open source)研發的風

氣。各式專業技術的程式碼，大多公開讓有志研究之士下載。如此豐饒的環境下，

筆者便將科技視為呈現藝術的媒材之一，取用需要的部份以製造出前述的情境。此

想法與過往的畫家、藝術家、水畫藝術家如出一轍，不過是將材料轉換為科技的硬

體器材、或是不具實體的軟體程式，作為作畫技法的一種。 

 

第二節 創作背景 

在 2018 年的今天，二次世界大戰後已經歷七十餘載，全球國家的經濟民生早

已回復並平穩發展。學術系統亦同樣平穩發展。當中以西方國家的學術研究發展得

最快最完善，科學與藝術皆然，都對古典的知識系統進行新的批判，以現代的角度

再組構，例如近代物理學、康德等人提出的美學系統等。在上世紀的殖民時代乃至

現世紀全球化的風潮之下，目前全球的學術系統，都是奉行西方國家的基準而定下

的。反觀東方，以往作為文化中心的中國，在中華民國成立後，一九一九年開始的

五四運動過後，便再無其他學術的革新運動。即便五四運動本身，主要是推翻舊文

化及政治，缺乏對中國系統的舊知識作深刻研究和重新整理。例如藝術方面，藝術

史及畫論等研究就全沒被提及。至今已近百年，東亞各國亦未見有大規模或系統性

的學術整理，水墨藝術領域的學術理論仍眾說紛紜，水墨變成籠統的名稱。未來或

能寄望透過學者們研究，屆定何謂「水墨」。 

近年隨中國經濟崛起，水墨藝術開始備受全球青睞。然而全球各地對於水墨的

定義並不盡相同。根據筆者近年於學院系統中觀察所得，水墨一般被定義為中國畫

的代名詞，或泛稱包含日本、韓國媒材的畫作。至於在歐美展演場合，可能連黑白

攝影也可以作為水墨作品（Ink Art）。水墨作為未被論定範圍的藝術領域，筆者認

為應使之不再侷限於所謂傳統，才能得以強大。以上述學院派的水墨定義，過往的

水墨畫，均不乏跨領域而達到新高峰的例子。媒材從石壁到當時的新發明──紙、

因道家煉丹而發現石青石綠而出現的青綠山水、因文人跨足繪畫而出現與宮廷畫

風匹敵的文人畫，比比皆是。而前兩例，藝術無疑都是新科技的應用者。時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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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全球化、被西方框架建立的社會裏，從有形的消費物質至無形的體制曆法等，

無一不是跨領域而成的事物，觸覺敏銳的藝術家無法不對生活以作品作出回應，一

旦回應，從媒材到內容勢必包括跨領域的成分。再看全球的學術單位，尤以前述的

西方國家，現時已開始出現單一專業領域可被研究的範圍縮減，轉而與不同的學科

結合，以進行新的研究。舉例麻省理工學院的媒體實驗室(MIT Media LAB)，從科

技跨足藝術，近年各項創新科技藝術作品，屢受全球矚目。在學術界，科學工程技

術（以下稱科技）研究向藝術領域踏足，早已蔚為風潮，並使這些理工科系更為壯

大。至於藝術領域，是否也應踏足科技領域？此問題若聚焦在水墨藝術領域，答案

又該如何？ 

如前段的世界背景，筆者雖無法斷言全世界所有角度都如此，但至少筆者成長

至今所經歷的社會，都處於維持秩序的和平年代，民生逐漸進步、經濟系統平穩。

然而，文明走向進步，人心卻不安起來，一個個動態的平衡往往存在於尋常的平穩

底下。人們思想比過往開明與進步，開始察覺上一年代的種種不公不義問題而修正

之。很多事情出現新的答案，使得大部份情況不能像過往一言概之，合理的答案是

多元的。然而人的精力卻是有限的，無法以同等的精力深掘生活各個層面的問題。

另一方面，人們處理事情的方法，很多都因數位化而變得簡單，過往需要跑腿、曠

日費時的事務，現在按鍵操作便可完成。快速的同時，人一天需要處理的事件數量，

也就得以提高。效率增加的另一面，也就是變得更忙，事件密度更高了。因為科技

發展使資訊傳達迅速，地理距離概念已被破除，在上一年代尚且因距離問題而使很

多須被處理的事情被擱置、或者因距離而不會相見而產生互動的人際關係，現今卻

成為不得不處理的事務。科技使人們生活的距離與時間觀念變得如此多元。再者，

科技明顯提升人們生活的效率，人們也因此得以追求更多不同的身份，建立更多不

同的人際關係。例如透過電腦網路同時進行各種不同形式的交友、甚至樹敵，因時

空觀念解放而得以進行集會、或者共同學習等等。 

綜合上述種種，當代的人們表面上生活穩定平和的，但每天處理的事情卻是起

伏於於不同時空之間的，過著跨越時間、跨越空間的生活。在情感與精神上，都超

越過往的人類所習慣的「單一」。今人的生活是多重角色的、事件是多線進行的，

價值觀也應是多元的。為了在社會上完成種種被多角色、多線事件交織而成的事件，

人們只能持續的切換各種身份，以處理不同的進行中的事件。生活在此一社會背景

的筆者，面對如此複雜的生活方式，筆者一方面積極地處理應付，但另一方面卻也

消極地逃避。 

 



8 

 

學習中國畫過程中，筆者最為仰慕的是山水。山水除了以風景主題成為一種水

墨畫的分科之外，其內涵在漫長的發展中，早已超越單純的風景畫。「風景」的意

涵，早已深化成「意境」。歷來的名家名作均能為此找到蛛絲馬跡，創作意圖及意

象基於閒居之嚮往、思考人生之求道甚至超自然的追求升仙，前人學者均甚多論述

及研究。這種離開眼前的紛亂，逃逸至另一世界的渴望，使筆者意外地不在當代的

藝術中，卻是從古老的中國藝術找到共鳴點。除了以道家修煉的角度看待古人山水，

「田園歸隱」是較為不神化的理解方式。筆者研讀的文獻中，大多將六朝的田園詩

人、文學家陶潛定為此一思想的藝術起點。陶潛的「心遠地自偏」一句，1以藝術

角度分解了心境與實際境地兩者的關係。只要心境已遠，而實際境地就必有另一種

可能的看法，此句啟發了筆者對於實體空間的重新想像。作品所處的空間、觀者所

處的空間，以及「心境」此一想像的、虛擬的、藝術的空間，能否透過筆者的藝術

處理，使觀者產生藝術經驗並超脫現實的境地？進而使觀眾跳脫紛亂的心境，而暫

時「歸隱田園」。精神得以先脫離現境，亦類似道家的成仙觀念，儘管其神只是暫

時脫離，未非真正成仙，觀眾也從而得到一場筆者製造的夢境。如此一派的藝術思

想，提供了筆者所謂消極逃避一面的藝術基礎，以對自我進行更多的挖掘，從生活

找到更多的感悟，以完成本論文的主題創作與研究。 

 

第三節 水墨與電機的跨領域創作 

如第一節所述之背景，水墨藝術領域之「水墨」二字並未在國際間達到共識，

即便在眾多以中國畫或水墨畫作為文化根基的亞洲國家之間亦然。本論文中所提

及之「水墨」，此下將會解釋。「水墨」是目前全球對於中國畫體系的繪畫總類的熱

門名稱，而其英文稱多被對應為「Ink Art」，遍及於歐洲及美國各大博物館或拍賣

行，例如最具代表性的 2013 年 12 月 11 日至 2014 年 4 月 6 日於美國紐約大都會

博物館所舉辦的當代水墨展覽，便題為「Ink Art: Past as Pres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2所謂望文生義，「水墨」與「Ink Art」兩者都是指向「墨(Ink)」此一媒材，

加上「水」或英語之「Art」，意象還能加上水與墨混合後所產生的一系列具有水墨

                                                 

1 陶潛。（2012）。《新譯陶淵明集》。臺北：三民。頁 12。 

2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M. (2013). https://www.metmuseum.org/exhibitions/listings/2013/ink-

art. Retrieved 11 2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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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材特色的效果，例如暈染、憑水性在宣紙上擴散等等。然而，就當今一般人的認

識，不論是否具有中國文化背景的，「水墨」因其及發源其有地域性，並具有悠長

的歷史，蘊含大量的文化內容，顯然「水墨」所指涉的領域，是比媒材更廣闊的─

─與文化相關的意涵，較為接近中國繪畫藝術、「中國畫」的意味。而此「中國畫」

中的「中國」，亦是超越時空的概念，在時間和地域觀念上都不單指現代中國，而

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古中國，是一套以古中國為中心發展的文化系統，其影響範

圍是超越現代的國家疆域觀的。本研究對「水墨」、「中國畫」等詞的定義將採此較

為開放、文化層面的語境，以便發掘其當代性。 

「科技藝術」領域，是一個較新形成的領域。科技藝術的相關作品被集中研究

的歷史不長，興起於觀念藝術崛起的時期。「科技」，是指任何的「應用科學」，將

自然科學應用於實際應用的知識，而其規劃和設計、以及實踐和建造的過程，稱為

「工程」。然而以廣義的角度看，結合科技而產生的作品可追溯至上古任何運用科

技創作的藝術作品，然而此定義終將所有藝術作品都定義為該年代的科技藝術。而

目前對於此新領域，對於名詞使用，仍未有一個系統性的整理。「科技藝術」中的

其中一個子集「資訊藝術」（Information Arts）則是有被學者整理及分類過，並且對

該領域中的作品作出詳細的整理。於 2002 年出版的新媒體藝術、數位藝術的此一

重要當代著作 Information Arts 中，作者 Stephen Wilson 將此領域分成六大類，包

括生物科學（Biology）如動植物、環境、藥學與人體；物理學（Physics）、非線性

系統、奈米科技、材料科學、地理、天文學、空間科學、全球定位系統及星體學；

演算法（Algorithm）、數學、分形、基因藝術、人工生命；動力學（Kinectics）、聲

音裝置、機械人；電訊（Telecommunications）；數位資訊系統（Digital Information 

systems）、電腦。3遍及各個科學領域，而且都已有代表作品，作者也已於書中論其

藝術性。西方之「藝術」（Arts）帶有人工製造之意，科技作為一門技術，人工、人

為之性質便成為它與藝術的連結點。科技皆能發掘出藝術性，使藝術性加強，科技

便能成為藝術服務之形式，帶有藝術性的科技研發成品，自然便是科技藝術。不斷

開發、湧現於世的科技，形式也不斷的推陳出新。在上述一書中，各個作品形式千

變萬化。不同於前述之「水墨」、「中國畫」及「山水」等隱含巨大歷史、地區特色

的文化意涵，若把「科技藝術」視作一全新獨立領域，容易落入缺乏文化底蘊的情

況。以地區文化論，「科技藝術」是全球性的近半世紀活躍的藝術分類，並非單一

                                                 

3  WilsonStephen. (2002). Information arts : Intersections of a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p.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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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區文化，而是跨國、破除政治疆界的普遍現象。此自由、求新反而充滿了當代

性。 

筆者在進入本系之前，已具有電機工程學系研究所碩士學位，具備上述之計算

機（以下採用「電腦」之慣稱）及演算法、程式設計、硬體組織之知識，並賴以迅

速的研究此次 VR 領域上現時的器材及開源程式碼，加以理解並新增本次創作的

新程式碼，以達到筆者自我要求的畫面。而此次創作過程中，也使用到在電機系學

士階段的基礎數理觀念。數學觀念多以微積分為主，物理觀念則以近代物理為主，

並適當引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當中的「世界線」觀念以闡述中國山水中的皴法，與

時空情境相通的宇宙構成觀念。另一方向，筆者攻讀電機系研究所碩士班時，主攻

信號處理與演算法，當時因興趣使然，修習課程偏重於通訊與影像處理，影像處理

的壓縮演算法相關知識得以使用於本次創作三維畫面時，思考節省硬體運算，以求

程式運行時能更順暢。在理解傳統山水積石成山的宇宙觀念時，筆者也觀察到山石

結構、皴法與物件導向程式設計觀念相似之處，因而得以快速發展出三維世界中的

山水景物結構觀念。至於在最後所研發的 360 山水中，則是使用了少量網頁設計

技術。 

現時已有之科技藝術水墨，常見於各商業展覽，多作為模擬作用，將已有之古

代藝術作品摸擬成可動之影像，也有如電腦遊戲中部份的視覺效果。4現時科技藝

術多為團隊執行，電腦技術工程師和藝術家分工合作，執行程序上，藝術家多負責

前期藝術的相關統籌，而電腦技術工程師則負責後期成品的實現，雙方未必能互相

干涉和溝通。狀且如前述之例子，藝術家也不乏數世紀前的古人，就不存在溝通一

事。在製作過程中藝術家是缺席的，也因此，前述例子的作品多只能模擬出電腦技

術工程師所理解的藝術家心中意境，再以追求觀眾驚奇作為目的，甚至成為對作品

的評價。而此系列筆者的作品，因筆者身兼電腦技術工程師和藝術家，於藝術規劃

時便已加入電腦技術工程的考量，而進入電腦技術工程實現階段時，也會以藝術為

基礎，以平面繪畫為精神基礎，水墨、山水，數位、科技媒材的各種知識和技巧都

是經過考量，有必要性才納入，以免造成過度複雜、焦點模糊，務求使觀賞經驗是

一場較為簡潔、清淨的藝術鑑賞經驗。 

 

                                                 

4 汪逸。（2017）。〈大眾媒體中的水墨水墨審美的科技拓展與文化連結之初探〉。《2017 沉墨高揚－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研究所創作組水墨組碩博生藝術論壇發表專輯》。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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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由於此次的意念和理論研究部份，都是從平面繪畫領域融合其他領域知識而成

的創新，跨領域的知識層面眾多，未有前人整理，使本文系列作品從形式、精神都

較為複雜，較難以整理，也必須由筆者本人整理。研究的廣度與深度都大，因研究

所碩士班時間所限，加上一人兼顧工程技術以及藝術設計和美術，人力所限，再加

上新型機器設備資金花費高，有資金的問題，一人分別從事園林、山水、三維圖像

建構、硬體設備架設，獨力完成多有限制。在創作上也因為媒材、展示方式、創作

方式是筆者個人一邊想一邊同時從藝術處理與電機領域尋求技術與解決種種問題

以滿足繪製的畫面，逐步產生的一套創作方法。而使呈現形式本身也出現大量混合

的技術，隨時間遞進，呈現的形式和技術都有所不同，各個作品都有各方面的獨有

情況。 

作為美術所的學位創作，創作發想是以平面繪畫為基礎。但此次的繪畫，因為

後期加入了 VR 直接進行三維繪畫，卻有牽涉立體的部份。因而傳統為平面的筆墨

也出現了裝置的美感特性，此便是前人未見的筆墨探討。又因為作品與數位結合，

變成三維空間之餘，觀眾在觀賞時，耗費的時間也更明顯。因此，審美經驗也從空

間，變成時空的問題。故此，在創作時，筆者也對觀眾安排一些配合時間而變化的

元素，使作品又帶有劇場的特性。至於觀眾若是在空間停駐，於定點觀看作品裏按

照時間而轉變的畫面，則會使作品帶有電影的特性。再者，因為觀眾既與實體空間

發生關係，又與虛擬空間發生關係，在一連串的立體組成的空間，便又能以立體裝

置、或園林式的美感論之。 

作品所涉及的技術，是 2015 年推出市面的穿戴式 VR 裝置（本作品以 HTC 

VIVE PRE）為開發硬體，以及於今年 2018 仍在陸續完善中的 web3D 技術與規格。

尤於技術較新，中譯未見一致的官方或學術用語，以致此份中文論文撰寫較為困難。

至於討論他人的 VR 作品，由於其觀看的形式限制，是必須親身到展出現場體驗，

才能完善了解作品全貌，包括數位內容與現場的裝置藝術、設備安排等。雖然筆者

已經盡努力去觀看，但若真要親身都體驗一輪，仍力有未逮，只能研究筆者親身觀

賞過的 VR 作品。來源多為臺北或我有遊歷過的地區展出過的。其他部份，仍有另

兩種途徑。一為線上取得，下載於筆者個人的 VR 裝置觀看。數位內容能完整感受，

但現場佈置為筆者自己的家居，並不是作者所提供；二則從其他觀眾口述或文字、

照片等等，或者作者本身所製作上傳網路的影片。然而，單從螢幕觀賞無法體驗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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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以外的全空間包覆感受，文字敍述也對圖像之描述、動態的節奏甚至聲光刺激等

無法完整重現。無法由平面、複製所傳播，是穿戴式 VR 互動操作的困境。 

 

第五節 名詞解釋與概念闡釋 

本論文所論及之「山水」，將以全景山水為主，因其多景點、多焦點的特性，

是中國江南文人園林之整體佈局，以及遊園之觀念相通。與「水墨」、「中國畫」等

詞不同，「山水」一詞在中國畫歷史發展脈絡中則是明確的。「山水」是中國畫中依

內容區分時所慣用的分類名稱之一。其最早在六朝時已被提及，而明顯的形成是於

唐朝，確實成為類別，是於宋朝畫院體制時，對繪畫作分科管理，「山水」作為官

方獨立的科目。「山水」顧名思義，便是風景畫的意義。而從構圖及尺幅，還可以

進一步分指全景式的全景山水，通常尺幅較大，作為卷軸、立軸；或者小景山水，

尺幅較小，通常作為扇面、尺頁。小景山水通常是單景點、單焦點，而全景山水會

由數個景點、焦點串連成一個大的構圖。慣常所言，中國山水畫之於西方繪畫的特

色是多點透視，指的便是全景山水。然而，「山水」與「水墨」、「中國畫」亦具相

同的情況，不止於藝術形式，而是一種文化。「山水」起初雖描寫自然風光，然而

其起源本就與詩人、文人淵源甚深，最有名的例子便是「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

王維，「山水」的內涵在往後各朝代的發展中漸漸被豐富，其描寫風景的性質一再

被改變，例如文人畫的出現、「緣書入畫」的提倡等。「山水」被豐富為一種寫意的

風景，甚至超越其風景的性質，或換句話說，使風景畫被重新定義，描寫對象從眼

中風景，轉為描寫心中風景，甚至更多學說、文學參考於其中。「山水」一詞更確

實的說，包含了文人的藝術內容，如文學、詩、儒、道等，其以自然風景繪畫的基

礎，承載的是更多的思想與文化。因此，「山水」的影響範圍還超越古中國，踏足

了其他深受儒道文化影響的地區。 

題目之 VR 縮寫，是 Virtual Reality 的英文單詞首字母縮寫，仍未有國際統一

之中文名稱。常見的有虛擬現實、虛擬真實、虛擬實境等。筆者認為「虛擬現實」

可能比較貼切，因為遵照定義，Virtual Reality 所指涉的空間意義除了環境之虛擬

之外，仍需具備比環境虛擬更多的因素，使觀眾從「虛擬實境」層面，更投入至「虛

擬現實」之中。然而，在筆者所處之時空環境下，「虛擬實境」已是約定俗成的專

有名詞,, 故本文將採用「虛擬現實」作為 VR 的中文翻譯。目前坊間慣稱之 VR，

則是指特定的虛擬實境套裝電子產品，也就是穿戴式 VR。其主要組成是，將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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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電子螢幕及鏡片附頭戴裝置，以類似眼鏡的方式安裝於眼前，其他部件包括手

把、感應台、連接線材等等。 

文中所稱三維，也就是慣稱的 3D。3D 的全寫是 3 Dimension，三維為英文完

全的字譯，指是的，除了平面空間具有 x 和 y 此二維座標外，還加上立體高度的 z

座標。為統一語言起見，本文採用「三維」一詞。製作三維畫面所用的程式，將於

文中統稱為三維圖像引擎（3D Graphics Engine），為現時國際上普遍三維虛擬空間

創作者的創作工具程式，其可以將創作者指定的空間元件、座標轉換成立體演算後

的畫面。筆者採用的三維圖像引擎是由 Unity Technologies 公司提供的開源（open 

source）軟體 Unity3D，因其自由度高，也採用物件導向觀念（Object Oriental）筆

者得以在各個物件上為其撰寫程式及作細緻的設計，以符合筆者所欲表現之山水

觀念、沉浸式臥遊經驗。 

由於本次作品為一系列的創作，雖然最終呈現的媒材，有傳統紙面，也有投影、

手提裝置或是穿戴式 VR 的眼前凸透鏡片。致使在完成作品畫面時，是電子數位、

實體紙筆交互運用的。即便此稱電子數位，一大部份是筆者使用了數位工具，在空

間中實體繪製。觀念只是從紙變成電子化的虛擬空間，而毛筆、中鋒變成數位的工

具。若要論數位化的現成物，當中也相當比例是筆者親自手繪手寫的。或論數位世

界中的程式技法輔助產生機制，即與目前水墨作品中盛行之自動性技法同等。而當

中的程式又由本人撰寫，使演算法形成筆者所滿意之畫面，就正如藝術家的意志調

控下的自動性技法。最著名例子便是近現代著名中國畫畫家張大千(1899-1983)的

潑墨技法，由畫家操控使顏料落至紙上，再任由顏料中的膠、水等不同的張力，使

其自然的隨機流動，最後再以個人的藝術技巧加以加用。綜上所述，筆者的繪畫創

作混合了數位創作，但精神與邏輯與傳統紙筆繪畫並無二致。所以，於本文內，對

此產生的畫面，仍被稱為「畫」，而此一動作行為仍稱「繪畫」、「繪製」。 

 

第二章 學理依據及背景考究 

第一節 「臥遊」觀念 

中國文化對於山水的審美，源自於古人樸素的哲學觀點，早在《易經》中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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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一篇提到「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5其中「艮」，

就代表「山」。「山水」不單作為萬物的根本，也成為審美領域的基礎。眾多思想家

不乏對山水進行審美論著，多以大自然境物比擬各種道德觀，向對象進行聯想而賦

予其精神意義，例如孔子說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的意趣，6此為儒家「比德」

之審美觀念。7尤其到了六朝時，山水已成為審美領域中的重要對象，從繪畫到文

學、哲學皆然。畫家以宗炳（375-443）為代表，思想家及文學家則有竹林七賢、

陶潛等，為今人熟知。此時道學研究於文人間興起，各領域的學者文人進入山林，

尋求心靈之安定、寧靜，以「澄懷」觀察山水，從而探索世間之道，進而尋求長生，

此為道家「澄懷觀道」之面對世界的審美觀念。8為了使山水常伴左右，藝術家們

可能把山水寫成詩或文，或是入畫，或者引入園林。 

如繪畫中的山水，若以全景山水論，組織構圖皆運用多視點，使畫面中出現數

個不同的「焦點」──較仔細經營的、自成小景的局部。焦點彼此之間又再以水、

橋、路、雲等等連結，構成一個廣大空間。觀眾除了全幅一眼觀賞，局部細看時，

很自然會被某個焦點吸引，看完再順著作者暗示的連結，把視野移動到下一個焦點。

觀眾的視點，就在作者所設計的路線上，遊移於各個景點之間，並在各個景點上停

留察看。觀眾從前後經歷的時間，便會直覺地建立出一個心中的遊走距離、環境空

間，此感受會超脫於平面畫面的視覺之外。即便觀眾只是停駐於畫作面前，在真實

世界中沒有移動，卻能因此悠遊於某個虛擬的山水空間中、甚至從其動線上的遠山、

瀑布、樹木、雲煙等風景，隨意幻想出如攀山踄水、登高望遠等情節。此平面畫面

帶來的心靈感受，不單只是一個定形的空間感，還提升到移動、事件的層面。在《畫

山水序》中，宗炳便論及山水畫與「遊」的心理連結。 

今張絹素以遠暎，則崑閬之形，可圍於方寸之內。豎划三寸，當千仞

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迥。是以觀畫圖者，徒患類之不巧，不以

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勢。如是，則嵩、華之秀，玄牝之靈，皆可

得之於一圖矣……夫以應目會心為理者，類之成巧，則目亦同應，心

                                                 

5 納蘭性德。（1986）。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電子版。卷 79。 

6 朱熹。（1974）。〈論孟精義．論語精義〉卷三下。《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電子版。 

頁 14。 

7 張家驥。（1990）。《中國造園史》。臺北：博遠。頁 34。 

8 張家驥。（1990）。《中國造園史》。臺北：博遠。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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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俱會。應會感神，神超理得。聖賢暎於絕代，萬趣融其神思。余復

何為哉，暢神而已。神之所暢，熟有先焉。9 

他認為，觀畫者透過視線在方寸畫面之間遊移，已能模擬出身處千仞百里之山水的

感受，更進一步提升其「心」「神」的狀態，達到「暢神」效果。畫作中若含藝術

性，觀眾的感受應當會超過目和心的層面，帶來更高的精神體會。年少的宗炳便是

以此方式，將其對於遊山玩水的熱愛，他對此興趣的記憶，畫成方寸之間的山水。

每每再看，便能再次「暢神」，獲得再次遊山玩水的「神超理得」。元朝倪瓚（1301-

1374）描述了後來年老力衰、確實無法再登山遠遊的宗炳，「宗少文壯歲好遊，晚

以所歴名山，盡畫屋壁。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惟澄懐觀道，卧以遊之。」
10宗炳臥於往日所畫之山水畫前，再次憑藉觀看而使其再次感受到遊山玩水，此便

為「臥遊」一詞的由來。而且，「臥遊」的體驗中，山水又使其「澄懷」，而得以「觀

道」，從山水風光中體驗大自然的道理，從而使精神層次再一步提升。 

日本著名中國繪畫史學者小川裕充多年前的對山水畫「臥遊」概念之專著《臥

遊》，慶幸於去年推出中譯版。否則在筆者進行研究的過程中，目前山水畫史中對

此一重要概念，未見有中文或英文專論作歷史整理。跟據小川裕充的考據，「臥遊」

的起點是宗炳語，是確實的記載，但並非由宗炳一人所定立之觀念，乃是中國山水

畫長達千年的發展，而產生的共同觀念，所造成的結果。11因此，「臥遊」不是一個

確實的定義或條文，而是一種創作的觀念，在創作時便具有「對觀眾的邀約」的意

向。從實現臥遊的「造型性」、「表現性」、「社會性」三個本質，可以簡化理解為「形

式」、「內容以及畫作在社會上流傳」與「造成種種觀賞行為後達到的效果」。前二

點是較好理解的，而第三點，則是一種較類似互動藝術的觀念。照書中考據，目前

世上仍保存，最早的具有臥遊觀念的山水作品，是〈瀟湘臥遊圖卷〉。從畫中的題

字可知，此為一眾學生為其師所繪之瀟江與湘江一帶的風光，好讓其師能透過觀覽

畫卷，達到旅遊瀟湘的效果。此觀賞經驗正是前段所提及之宗少文臥遊經驗，能以

此畫作為一個標準驗證。而從書中的其他印證，除了畫面，文字、題詩等等，都是

臥遊的一部份，也可能是製造觀眾臥遊的主要因素。因此，臥遊的手法並不局限於

專門的圖畫，而是山水畫卷各個部份所共同成立的結果。而且，〈瀟湘臥遊圖卷〉

                                                 

9 宗炳。（1985）。《畫山水序》。北京：人民美術。頁 12。 

10 倪瓚。（1970）。《清宓閣全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頁 23。 

11 小川裕充。（2017）。《臥遊：中國山水畫的世界》。臺北：石頭。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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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34 南宋李氏，〈瀟湘臥遊圖卷〉，1170 前後，紙本水墨，30 cm × 399 cm，

東京國立博物館）也是一例，作者與觀眾是不同的個體，山水的創作目前，並不若

宗炳以本人的「晚以所歴名山，盡畫屋壁」以引自身「壯歲好遊」的經驗和回憶，

而是讓目標觀眾對畫作勾起自身對於此「所歷名山」、「好遊」的經驗和回憶，並因

為當下對山水畫的感受，於此時空產生新的臥遊經驗。因此，除了繪畫、甚至是大

多數藝術形式所必具的內容面與形式面，臥遊還具有第三層的意義——是作者、甚

至贈畫人對於觀眾的邀約。畫作的意義，不只限於創作者與觀眾，更牽涉到展出情

況，此一便是小川裕充所提出的第三層面「社會性」。 

 

第二節 「沉浸」 

數位科技挑戰人類感知，利用數位資訊系統／電腦製造影像、聲音甚至更複雜

的互動 

裝置，使觀眾的「身體（確實的位置）」和「（感受）身體（所在的）空間」（Physical 

body and physical space）兩者分離。接近於「臥遊」的概念，也就是身體在畫前，

但「心」（也就是感受空間）已分離在外。此藝術體驗的文化脈胳可追溯至古希臘

人對劇場的疑惑。古希臘時代的觀眾雖安坐在劇場前，卻會受舞台上的人工製造的

情境影響，而感同身受，進入不屬於「安坐於觀眾席」的情境之中。此另一文化來

源則是基督宗教對肉身的觀點，基督宗教的觀念認為人類的肉身和靈是分開的，人

在地上肉身是不完美的「軀殼」（Vessel），在放棄肉身時，「靈」（Spirit）才能到達

另在他方的烏托邦或天堂。在啟蒙時代，靈、意識甚至被認為比肉身的存在還要重

要。類似的想法，至今仍然一直存在於各類藝術創作中，「虛擬實境」便是一例。

它傳承了這些傳統藝術形式中，如文學、戲劇，甚至近代的電影等等，使觀眾透過

想像，即使「肉身」仍在現場，但「靈」已進入創作者安排好的虛構世界中。 

在前述之《Information Arts》一書中所舉之虛擬實境創作手法及已有之藝術創

作，總結起來，就是製出虛擬的情景，例如在畫面中具有觀眾的「替身」（Avatar）

而使觀眾能操作替身，使替身跟隨自己的意志行動。當今「替身」的常見例子是遊

戲軟體中的操作角色。虛擬實境的展示方式可以是有螢幕的眼罩、會有動感的手套

或地板。最常見的又最真實的便是視覺手法，以第一人稱視角作為畫面而使觀眾幻

想鏡頭視野等同自己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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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裝置通常是利用電腦顯示器，諸如立體三維眼鏡、環繞投影，以及

/或者三維空間化聲音之類的技術來增強感知的。這些系統以生理反

應為基礎，比如模擬兩隻眼睛看到深度的差異，或者雙耳間信號之間

的毫秒，使人類把感知延遲轉化為空間位置。這些系統藉此欺騙用戶

以構建他們所看到和聽到的，而成為更為現實的正常“現實”。12 

Perceptually, they augment usual computer displays via technologies such 

as stereoscopic 3-D eye displays, surround projection on all surfaces, 

and/or 3-D spatially localized sound. Building on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such as interpreting differences in what the two eyes see as depth, or 

translating the millisecond delays between signals at the ears as spatial 

location, these systems fool users into constructing what they are seeing 

and hearing as more realisticthan normal “reality”. 13 

基於充份的模擬，使觀眾對創作者的世界信服，因而「沉浸」(Immerse)於幻想情景

──無法輕易脫離。由此，我們得到「軀殼」與「替身」兩個觀念。「軀殼」的英

文原文 vessel，在其他場合會被理解為房間、船艙等等的一個容身之空間。顯然，

那是暗示，「靈」是人的真切存在、是人的自我所在；「軀殼」不過是在世上，裝載

著自我，在世界遊歷的載體。而在沉浸經驗中，觀眾便把自我投射到「替身」上，

自我找到了新的載體，讓自我跟隨著虛擬世界中的新軀殼，產生了沉浸經驗。這是

一種載體轉移的過程，就像日常生活中，轉換交通工具一樣。 

  

第三節 「沉浸」與「臥遊」 

1. 園林 

當「山水」的風景性質超脫了形式，加上山水的「臥遊」觀念，更產生了其他

立體表現的藝術形式，例如園林、盆景、花藝等，都是自古有之。當中又以「園林」

                                                 

12 筆者自行翻譯 

13  WilsonStephen. (2002). Information arts : Intersections of a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p.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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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為國際所熟知，成為代表古中國藝術的一大文化符號。並對歐洲的造園藝術產生

深遠的影響。威爾遜（英國植物學家）稱「中國是世界園林之母」，錢伯斯（William 

Chambers，英國建築師 1723－1796）指出中國園林「從大自然中收集最賞心悅目

的東西」、「組成一個最賞心悅目的、最動人的整體」。14然而，不像山水畫自成一大

宗，有大量的傳統畫論支撐，園林藝術在歷朝歷代，少有系統的論述。在筆者追查

中國古代關於園林的論述時，與美、心靈感受、形而上的哲學思考的記載時，發現

這些內容，都是分散於各式散文當中，15例如鍾惺《梅花墅記》、祁彪佳《寓山注》、

方孝孺《見山堂記》、邵寶《觀水軒記》、鄭真《心遠樓記》等等，都是被近現代學

者推薦的美學價值較高的相關散文。此類園林論述文章通常是具有故事性的敍述

文，例如遊記或是某園林的營造過程……此類散文與大多的古文一致，文字間會交

織大量修辭和比喻，以記述園主與客人之間的對話，再從中講述心得與道理。因其

為文言文，須反覆推敲才有辦法整理其藝術品鑑的道理，部份用字、或是用典都較

難考據。另外，若單論以「園林」為主題的專著，中國歷史上係有一部對於園林建

造、藝術品評的專書——明朝造園家計成（1582－1642）所著的《園冶》，然而其

內容大多為個人之造園經驗，藝術評論、園林的歷史整理或美學評鑑等內容不多。 

如上述，大多數對園林的研究文獻，便多從古代文學家們的散文中對其莊、園

等的記述，去分析過往園林的結構及品鑑了。到了當今數十年，才出現一些建築學

者論著的園林史學論著。而針對中國園林的美學領域，仍未見一套全面的系統理論。

從筆者考據過的中英文相關參考書中，有被整理的園林論述，可分為三個部份。第

一是上古記載的歷史整理，如苑囿、宮苑等系統，此類型與山水畫之關連太少；第

二是園林與山水畫論串連而論的系統，此部份即為園林中的一大分類「文人園」（相

對於皇家宮苑，皇家宮苑基調講求風水、方正威嚴，並不採取自然、依山依水而建

等觀念）。事實上，從筆者研讀的大多數園林美學文獻中，園林的美學觀念，幾乎

都來自於山水畫論。《園冶》也記載著，一般的建築工事是「三分匠，七分主人」；

造園則是「第園築之主，猶須什九，而用匠什一」意指園林的意境和設計，比起普

通建築，園主的發想和主意於建造過程中尤為重要。16是以自古以來的文人園林中，

文人作為園主，親自參與大部份設計，作為建築者亦是普遍的事。園林可謂是文人

                                                 

14 張家驥。（1990）。《中國造園史》。臺北：博遠。頁 16。 

15  FungStanisIaus. (2003). Movement and StiIIness in Ming Writings on Gardens. 於 ConanMichel, 

Landscape Design and the Experience of Motion. Washington, D.C.: Dumbarton Oaks. p.256 

16
 計成。（1957）。《園冶》。北京：城市建設。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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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山水在真實世界、立體空間的實踐。 

第三部份則集中於明清的江南文人園林的美學評論。因為明清的江南蘇州一

帶經濟富裕，數個著名的文人私園得以保存至今，尤其是蘇州。是以到近現代的中

外學者們，研究的範圍多設定於明清兩朝，地區則設定於江南，能有實地考察之便，

能有更深入的了解。又因學者們的研究時空已設定於明清江南，園林必不可能是皇

家，而是文人園林，所以此類研究之美學根據也就跟第二點一樣，大量取自於山水

美感。筆者亦曾走訪拙政園、網師園、師子林、豫園等數個常見於文獻之江南園林，

對本次研究及創作更能深刻理解和發揮。碩士班修業時間短暫，筆者只能盡量研讀

並作出整理，並以其推演適合的部份作為本論文之系列作品的美學依據。於是，基

於以上種種資料收集與研究，本論文中所提及之「園林」，聚焦於中國江南地區、

明清時代為主之文人園林。 

居處於繁囂的文人，在其小型或微型的宅園裏，往往不可能容納體量較大的山

水，於是就代之以泉石，或以之為山水的象徵排佈於園中。文人的園林就如同山水

畫般採取相似的象徵手法，不須到山林中遊歷，只須在園林中遊賞，便能得到遊山

玩水的效果，與「臥遊」如出一轍。宗炳對山水畫之臥遊完全不需作身體移動，僅

作「靜觀」。而園林的觀賞卻是需要少量的散步，具有「動觀」的元素。然而兩者

的「臥遊」觀念仍是相似的，同是身於小環境，透過藝術，得到身於大環境的感受。

園林中的山水比起上述詩文繪畫中的山水來，有其極大的優越性。因為詩文繪畫只

具藝術形式而存在於語言之中或紙素之上，要使它「依約在耳」、「混漾奪目」，還

得不同程度地借助於想像。而園林不但具有藝術形態，而且首先是立體的物質存在，

可訴諸人的直接的體感經驗，觀照遊賞。就園林觀賞的意義來說，創作者剪輯了諸

景面，組織變幻的景象情調，使人在遊覽的過程中，對不斷變化的景面作連續及不

連續觀賞，從而組織遊覽情緒，使人獲得園林藝術的感受。而園林就正是臥遊概念

的延伸，是具有沉浸經驗的山水，是造園者對觀眾邀約，至新的時空裏感受。 

 觀眾在造園者提供的空間中，得以身歷「其境」——造園者想要製作呈現的情

境。造園者利用各種景觀素材，製造出讓觀眾聯想的各種事物，例如各種造型的怪

石、太湖石等，以造型讓觀眾聯想到仙山，若石與水的組合，又可能得到更多的文

化內涵。另外各種時節的植栽，也可能試圖勾起觀眾的個人回憶，例如特別時節的

個人經歷、情境等等，從而出現詩意、文學的美感。眼前的園林景緻是「實」的，

情境的回憶是「虛」的，由此所結合的美感，充滿著東方、古中國文化氣氛。 

若論「沉浸」此一美感經驗，是否確實存在於園林的審美意趣中，筆者也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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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在前述的園林相關、帶有美學概念的散文中，邵寶在《觀水軒記》中論及了

「軒」此一觀念。17此文是假借主角與老叟對話的類型的闡述哲學的文章，從「觀

水軒」此一位於水邊的書齋，提到當人身處於此書齋觀水，到底是觀眾在移動，還

是水在移動呢？這是一種相對的動與靜的關係。最後從趣味的對答中，總結了，軒

本來就是一種交通工具的名字。而後來，卻成為了一種房屋建築的名稱。那麼若是

此建築被理解為一種交通工具，身處於軒中的人，是在水上航行的。再透過水與濯

瀴的隱喻關連，水其實是世道，而人不過是坐在「軒」。而在世道上航行，在經歷

著一段旅程。在這裏，「軒」是種抽象的載體，既可以是前述的「軀殼」，也可以是

前述的「替身」。而發生的旅程，也是一個虛擬的經驗，但也可以視作實體的經驗，

因為旅程指的是世道、是人生，都是確實發生著的。相比於西方思想，「軒」的概

念，是想法的轉換，而不是自我的「軀殼」和「替身」的載體變換。兩者只是方式

的不同，但對於觀眾，仍是類似的將自身投射於虛擬真實的旅程之中，體驗另一個

時空。 

 

2. 虛擬實境 

本次研究與作品創作，聚焦於科技藝術領域中的電腦相關技術之中，為前述之

六大領域「數位資訊系統」當中的第六大項「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y）。虛擬現

實透過 1990 年代的全球網路文化推動，此一風潮達至一個高峰，到 1995 年時，藝

術界及科技界已對此現象多有討論，當中 Frances Dyson 對虛擬現實的評論最為深

刻。18 

這類基於文化上的想像而推動的虛擬世界，生成了一片奇妙又複雜

的繁華的風景，由未來派、自由主義、迷幻藝術、控制論、無政府主

義、亞文化、烏托邦、神秘和科幻小說等滲透二十世紀後期文化的無

盡變化所形塑而成。19 

                                                 

17 邵寶。（1962）。《容春堂前集》。臺北：中華。頁 18。 

18 Frances Dyson, Emeritus Professor of Cinema and Technocultural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19 筆者自行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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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ural imaginary propelling virtuality inhabits a curiously 

sophisticated rhetorical landscape, shaped by the endless permutations of 

futuristic, libertarian, psychedelic, cybernetic, anarchistic, subcultural, 

utopian, mystical, and science-fiction mythologies permeating late-

twentieth-century culture. 20 

當代的電子裝置，如影音系統、遊樂器、智慧型手機、電腦等，正為人們提供

了各式各樣超越身體經驗以外，在想像的虛擬空間中遊動經驗，是精神面上的替身

遊走於虛擬實境中。上列例子多屬日常中的電子遊戲，是較為娛樂、商業用的設計，

但事實上「虛擬實境」是具有文化藝術根源，並且具有相關的藝術作品。以此概念

出發的科技藝術作品，被收錄於《Information Arts》一書中，在書中「數位資訊系

統／計算機」相關章節裏，整理了一系列相關作品並探討了虛擬實境此一科技藝術

形式的文化脈絡。21他也將電腦技術應用所製作的虛擬實境作為一種藝術創作，並

已列出一定數量的例子，當中不乏廣為人知 Jeffrey Shaw 的 Legible City，22並對此

類藝術作品帶給觀眾的經驗，評為「形而上學的經驗」（metaphysical experience）。

作者將上述的「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作為一個專用名詞給予定義，並在藝

術上有廣義、加入電腦技術後而成之狹義，而有此兩者的區分。 

被電腦產生的所有合成世界都可以被視為虛擬實境；事實上，各種虛

構的世界──例如文學，戲劇，電影或藝術創造的世界──都可以被

視為虛擬的現實…… 

然而，在當代語境中，虛擬實境這一術語通常被應用於電腦產生的體

驗，語意更為接近這種體驗所模擬的實體感知，而非僅僅在屏幕上和

通常的發聲裝置所產生的那一類。一般而言，虛擬實境演示通過感知

和界面技術的創新，嚮往沉浸式的視覺和音頻體驗。23 

                                                 

20 Dyson, F. (1995, 5). In/quest of Presence. Critical Issues in Electronic Media. p. 31 

21  WilsonStephen. (2002). Information arts : Intersections of a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p. 651 

22
 ShawJeffrey. (2018 年 6 月 6 日 ). The Legible City. 擷 取 自  Jeffrey Shaw: 

https://www.jeffreyshawcompendium.com/portfolio/legible-city/ 

23 筆者自行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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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synthetic worlds generated by computers could be considered virtual 

worlds; indeed, fictional worlds of all kinds—for example, those created 

by literature, theater, cinema, or art—can be considered virtual realities…  

In contemporary discourse, however, the term virtual reality is most often 

applied to experiences generated by computers that simulate sensual cues 

of physical reality more closely than that generated only on a screen and 

by regular speakers. Typically, virtual reality presentations aspire toward 

immersive visual and audio experience through innovations in perceptual 

and interface technologies. 24 

對照原文之 Virtual Reality 所具備的性質，本論文題目所之「VR」，是指筆者

結合了「臥遊」、「時空」、「情境」等概念作為創作的藝術手法，指涉的便是廣義的

虛擬實境，而現時的虛擬實境產品的統稱所慣用之「VR」，則屬上段引文後半段所

述的狹義範疇。如同第一章之名詞解釋所述，筆著對時下約定俗成被稱為「VR」

的虛擬實境遊樂器，另稱作「穿戴式 VR」，是廣義虛擬實境概念的一個延伸。兩者

之間的實際連繫，是穿戴式 VR 對虛擬實境世界實現的手法。穿戴式 VR 主要為一

全罩式的眼鏡，眼鏡的觀景窗是針對雙眼而設計的兩個高畫質小螢幕，透過現場安

裝的偵測器，由連接的電腦對偵測器提供的即時位置及動態資訊，運算出觀眾所處

的位置角度所應該看到的視野，使其顯示於觀景窗的小螢幕中。隨著觀眾的身體活

動，顯示出觀眾若真在虛擬的環境中作同樣活動時，所應該看到的畫面。例如觀眾

回頭往後看，眼前所顯示的畫面，也是虛擬的環境中一個往後看的人所看到的視野、

動態感受的內容。當觀眾隨時活動時，總是使觀眾看到在虛擬的空間中行動時所應

該看到的畫面，自然地使觀眾融入於此一模擬的沉浸體驗中，於 2016 年出產的穿

戴式 VR 裝置，已能使觀眾完全被視覺所誤導，以為身處於虛擬世界之中。 

在歐洲古時，便有 Diorama、Panorama 等全景式的風景畫，也是製作成長卷

的全景風景畫。隨著機械裝置的卷動，觀眾就在面積有限的觀景窗中看到水平移的

風景畫像，如同參與了一場遊覽一般。此與山水卷軸觀看，具有相似性。製造出類

似劇場的沉浸效果。發展到現時的 VR 作品，在香港及台灣地區以及國際知名的，

於本論文中筆者蒐集了兩件作品。第一件作品〈沙中的房間〉（圖版 33 使用穿戴

                                                 

24  WilsonStephen. (2002). Information arts : Intersections of a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p.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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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VR 作空間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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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34 南宋李氏，〈瀟湘臥遊圖卷〉，1170 前後，紙本水墨，30 cm × 399 cm，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版 35）為安德森與黃心健合作作品，25第二件作品〈全景敞視〉（圖版 36）

為陶亞倫作品。26〈沙中的房間〉是安德森與黃心健合作作品，表現了人的記憶與

想像力，觀眾透過 VR 選單、互動功能，加上聲音、文字和圖像的變化，身處於單

一空間，卻能遊歷八個房間、八段夢境，並與真實世界的房間裝置對應。夢境裡的

內容包括走進書的世界，或是飛到火星，聲光影音豐富。〈全景敞視〉讓觀眾站於

動力裝置之上，畫廊的現場有實體的動力移動平台，觀眾需站立在移動平台上，載

上穿戴式 VR，感受身體在虛擬空間的移動速度。至於虛擬實境，是三維的 VR，

觀眾將感受到身體進入了虛擬的空間，從畫廊現場空間，緩慢地移動到巨大虛擬空

間中，最後再從虛擬空間緩慢地移回到畫廊現場空間。影像的移動方向與速度，與

實體動力移動平台的方向與速度完全一致，使觀眾的身體漫遊於巨大的虛擬時空

中。然而以上兩件作品，筆者並未直正接觸過，以資料介紹，其建構立體的方式是

傳統立體擬真的方向，並配合觀眾所搭載的實體空間，使觀眾疑幻疑真地進行沉浸

式體驗。 

 

第四節 跨領域的水墨創作 

從宗炳論述臥遊山水至 2018 年的今天，平面的「方寸」上引發視線移動繼而

引發心神遊移的藝術，已在新的科技媒體上延續下來。本節將列舉藝術經驗為訴求

的科技藝術水墨作品。而現時已有之科技藝術水墨，常見於各商業展覽，多作為模

擬作用，將已有之古代藝術作品摸擬成可動之影像。例如〈會動的清明上河圖〉是

著名例子（圖版 37）。27平面的背景，背景是平面的，中間的人群則是三維演算，

                                                 

25  HuangHsin-Chien. (2018 年 1 月 16 日). 沙中房間創作介紹 Chalk Room VR Trailer. 擷取自 

Youtube Channel: Hsin-Chien Hua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0_0k-Xwksw 

26 陶亞倫。（2016 年 10 月 18 日）。陶亞倫 Tao Ya-Lun 全景敞視 Panopticon。擷取自 Youtube 

Channel：陶亞倫：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KVeoE8xBIk 

27  維基百科。（2018 年 5 月 25 日）。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擷取自  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5%AD%90%E5%8B%95%E6%85%8B%E7%8

9%88%E3%80%8A%E6%B8%85%E6%98%8E%E4%B8%8A%E6%B2%B3%E5%9C%96%E

3%8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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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第三人稱的觀眾表演。透過比原作放大 30 倍的巨大螢幕上，這幅電子圖保留了

原作的所有特徵，包括每條街道、船隻、數百棵樹、數百座建築一個沒少，色調、

畫風也一點都不差。製作團隊企圖重現九百年前北宋首都風華，被數位重建的景物，

如水流人動、百貨紛陳、仿真的河水潺潺流過、河上縴夫叫號、船舶亦搖曳行就像

躍然紙上，令觀眾彷彿俯瞰九百年前的北宋首都汴京。 

又例如楊泳梁的系列作品卻是大相逕庭，並非單純的將古代名作進行模擬，而

是借用了古代作品的形式，以攝影、錄像作品再製而成的影像作品。他應用了傳統

水墨，攝影與錄像等進行拼貼。第一眼看到這些作品會認為它們全都是中國水墨畫，

但細看之下你就會發現這水墨中不僅有著山水的景色還有零落的人類建築以及充

滿未來主義色彩的城市都市縮影。他在自述的作品論述中提到〈蜃市山水〉（圖版 

38）的視覺創作手法：「在不同觀賞距離條件下產生不同的觀賞體驗，遠觀和諧寧

靜的人物場景，近看充滿時空上的錯亂，視覺元素上的混亂。仔細近距離觀看作品

中暗藏了很多隱喻性的機械和現代化的元素。」28使原本和諧的元素戲劇性的產生

了對立的變化，暗示了這些元素之間的矛盾與關聯。都是透過數位演算的動畫影像

作品。 

 

第三章 創作方法 

第一節 主題於作品系列中的藝術呈現 

如第一章所述，筆者所希望呈現的是將意念中的時空呈現予觀眾，讓觀眾藉由

我的藝術創作，「身體（確實的位置）」和「（感受）身體（所在的）空間」兩者分

離，使精神從「軀殼」脫離而進入到筆者所創作的「時空」中「臥遊」。筆者先從

自己所能掌握的知識與技術之間的衝突，兩方要如何互補。方法便是向各個知識與

技術探求其對筆者作品的時空的意義，有所需要才使用，使之互相組合成新的形式，

在東西之間、新舊之間、不同知識領域之間、不同的思潮之間，實現出構想的情境

空間，使觀眾透過筆者作品作為載體，進行一場時空中的臥遊。又如第二章所述，

                                                 

28  楊泳梁。（ 2018 年 5 月 25 日）。〈蜃市山水〉。擷取自  杨泳梁 -Yang Yongliang ：

http://www.yangyongliang.com/Video/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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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發現沉浸性表現的藝術，與中國山水的臥遊經驗在觀念上的高度相似性，便以

此為發想，將山水畫臥遊的觀念，發展到空間上。具體手法便是利用同時包含實體

與虛擬的裝置，例如第四章的投影卷軸系列、及穿戴式 VR 系列作品，讓觀眾在實

體感受上，操作物件的觸碰到宣紙畫卷、或是腳踏於拼貼紙藝的質感，再加上在真

實世界中呈現的影像又都是不具實體的光影，例如虛擬實境中三維場景物件，在投

影卷軸系列投放於牆上的大形掛軸上，或是穿戴式 VR 系列直接顯示於觀眾眼前，

造成空間中實際存在錯覺，而使虛擬實境具有立體裝置的性質。 

在筆者呈現的畫面中光影是去除的，這與國畫主張的時間性有關。取自傳統國

畫「真山水」其一的觀念，便是把某一類時間元素從風景中去除。例如日照變換對

山體產生的光影，此一類因晝夜變換而產生的視覺元素，都帶有短暫時間性。山水

畫家以其繪畫能力描述一個風景時，為了使山體顯出時間上的通常性，去除此類短

暫的光影自是一種做法。時間上的通常性，便是一種「永恆」的概念，「真山水」

的意義便在於此。比起晝夜之十二時辰週期、陰晴氣候的無週期性，季節週期的時

間區段較長，作為一永恒不變的時間元素引起的自然生態，則仍於真山水所該描述

的時間範圍內。只繪畫山體本身的結構、樹木點景的位置和相互關係，只呈現物質

的本質，使畫中的山水表現其恆常的狀態，便是能使真山水實現於眼前。水墨式的

勾勒只是描繪物件的存在，並不是要描繪物件的外在那些塊面接受光線的面貌。因

此，在筆者的作品中，便與典型的三維建構有所不同。並不描繪物件的表面、材質，

而是以線條描繪物件的外形，只表現三維山水中各個元件以何種形狀存在於空間

中，以何種情緒、表情的線條表現，而賦予物件情緒、速度感，繼而引發觀眾聯想。

由此，以線條的動態感，筆者重新思考電腦演算動畫的「動」，於「真山水」觀念

中的意義。若論隨著時間的動，自古以來，在單幅的山水畫作品中，早就存在於場

景之中，場景正是凍結的一個動態，也就不需要動。於是，在本系列作品中，太短

暫的時間事件，如光影與「動」，並不被展現於臥遊時空的「時間」的觀念中。動

態感應由觀眾對山水造型與筆墨動感來聯想。 

場景中的宇宙觀，也就是世界的組成觀念，是「積石成山」，每一個小組件都

是由小世界組成大世界。首先，筆者觀察到中國畫因水墨的媒材特性，創作方式常

以反覆的小單位組構成大物件，尤見於山水畫，此點與近代物理中的量子力量觀念

頗為相似。山水畫更將此小單位組構成大物件之概念發揮成特色的繪畫形式，如岩

石之皺法、樹葉之介字點等。獨立觀看各小單位，都各有其筆法和意念，組合觀看

各小單位，則能得到畫面整體的美感。此獨立和組合觀看的兩種形式，與近代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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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微觀和宏觀兩種測量和觀察物質之方式的如出一轍。物質在微觀和宏觀兩種角

度下，會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在微觀世界中之物質，其單位可以量子稱之。當物質

被劃分成量子此種微觀小單位時，其表現出的運動狀態、基本性質，除了保留其在

宏觀世界所表現的性質之外，還會有其他不同的性質出現。 

自然界的物質經由西方近代科學所發現的此種特性，在上述的水墨畫繪畫形

式中，筆者亦有所發現。當山石以「微觀」角度視之，每一個皴法，都是一個更小

的獨立的山石符號。每一筆的的審美觀念，「速度」佔很大的比重，而線條在整體

畫面空間、線條彼此之間的位置，又牽涉到「距離」的問題。若以「時間」將水墨

畫中的速度和距離相關概念串連，細看其重複的形式中，小單位都帶著波動性。以

筆劃作為小單位，各個筆劃之間帶著律動、變化，規則中帶著不規則。此等具備速

度和距離觀念的「筆」，於畫面中運行的軌跡，又因為是畫者隨著時間先後順序繪

製於畫紙上的物質，正是在時空之中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具備三維空間與第四維時

間性的每一「筆」皴法甚至是勾擦點染，在畫作所形成的臥遊世界中，都正符合愛

因斯坦《相對論》中所提及之四維空間定義。29換言之，山水畫的臥遊時空中，每

一筆,尤其是皴法，都形成了世界線的序列。同樣地，每一個石頭，再組成山體，也

是一列再巨觀一些的世界線。順著世界線的序列，我們正是走在一列時空序列之中，

當此世界線又是畫者的藝術創作，具備本文第二章第一節小川裕充分析的臥遊造

型性、表現性、社會性的三個本質。於此，社會性可指涉作品被觀眾觀賞時發生的

思考對話。以世界線的廣義觀念視之，便能使山水畫的臥遊觀念開放至更廣濶的層

面上。在西方的藝術脈絡中，明顯具有與山水相似的世界線時空序列性質的，不難

聯想到未來派。當畫者與觀眾在創作與觀看時，也都隨著時間進入一列時空序列之

中。細節此不作贅。 

筆者於碩士班一年級時完成了小論〈四維空間—─從近代物理觀看水墨發展出

的創作模式〉30，當時便構想運用此世界線的觀念，使山水延伸到立體空間中。第

一個觀念，是從平面的物件轉換成三維的物件。首要處理的，便是山水畫的每一

「筆」。第二個觀念，是從平面物件在平面中彼此的關係，轉換成三維的物件後，

在三維物件中彼此的關係。第一個觀念，以立體幾何的觀點，最基礎的模式，便是

把本來的平面畫作，作為一個 xy 平面。本來位於畫作的 xy 平面的物件，便都是在

                                                 

29 愛因斯坦，陳之藩譯。（1965）。《相對論》。臺北：中華文化。頁 7-25。 

30 洪小澎。（2016）。〈四維空間—─從近代物理觀看水墨發展出的創作模式〉。《2016 沉墨高揚－－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研究所創作組水墨組碩博生藝術論壇發表專輯》，頁 50。 

 



28 

 

第三維 z 軸為 0 的一個個小平面。對這些小平面在 z 軸賦值，更甚者，給於小平面

們順著三維空間的三個軸加上角度(rotation)，就能作為三維空間物件了。那麼，最

簡單的例如，便是像圖書館中的書本，立於書架上，也就是使一個 xy 平面的物件

轉在空間中轉 90 度，而垂直於 xy 平面。再者，以微積分的觀點、或是前述的近代

物理量子、巨觀微觀世界、積石成山等觀點，當這些小平面作為組成世界的小元件

時，從工程學的觀點，小平面的平面性質在總體結構上便能忽略，也就自然能從平

面變成點的性質，視作三維空間中的點，再組成三維空間中的各個三維物件。 

至於第二個觀念，要從前述的臥遊開始。假設作品已呈現於觀眾面前，觀眾得

以用沉浸經驗體驗第一個觀念所產生的三維世界，其觀賞過程也具備時間意義，是

時空中的事件，所以，如何使觀眾在臥遊的沉浸視覺中，順序觀看與感受到山水的

各個皴法，便是這一步的設計重點。轉換成三維的物件後，在三維空間中，處理各

物件中彼此的關係。筆者在當時的想法，是將山水畫家繪畫皴法時，每一筆之間的

時間差，轉換成空間中的距離。也就是在第一個觀念中，等同皴法的每一個立體基

本元件，在空間中誕生後，再在某個距離時，產生相鄰的等同第二筆皴法的第二個

立體基本元件，爾後，又在某個符合畫家意念的、與上一個距離相仿的距離，產生

相鄰的等同第三筆皴法的第三個立體基本元件，如此類推的完成山水畫中勾皴擦

點染中的皴的步驟。通常在一組山水的皴法中，較為簡單的情況是，每一筆相鄰的

皴法，距離是相似的。那麼，如果以第一觀念的圖書館書架例子，那就像畫架上一

列立起來的書本。當然的是，在藝術創作中，這些立起來的小平面，彼此造成的夾

角可以不一致、小平面的大小也不一致、如何的擺放….這些都是在此架構下，筆

者進行創作的空間之一。 

以上的兩個設定下，這些書架上的書在實際創作時，也就是一個個山水畫中的

基本單位了。可以是一筆皴法，也可以以本節開首推演的宇宙觀加以推廣。一列皴

法形成的小山，也可以是一個基本單位，而小山與樹組成的，又可以是一個基本單

位，一個苔點與另一個苔點組合後，又是另一個基本單位等等，也就是一個又一個

小世界。那麼，如前述，筆者希望保有自己畫家的身份與職責，便以繪畫為出發點，

尋求與此世界觀共存的創作方式。在現實世界，以古老的傳統繪畫為起點，在紙上

畫出獨立的小物件，再掃描至電腦中，再到三維空間中組合，以組成較巨觀的大世

界。這些水墨繪製的小物件，在人力物力時間都有所限制的情況下，最單純的處理

方式，便是將平面的水墨小圖掃描圖檔，直接在三維圖像引擎，轉換為小平面。在

三維圖像引擎中，筆者經過多番試驗，最終決定使用厚度為 0 的平面（plane）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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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實世界的筆墨繪畫。被電子化的筆墨，脫離了紙張，載體變成電腦記憶體，其

於現實世界的體積，只剩下那些在記憶體中的流動的訊號，是虛無的。所以筆者將

此部份處理成，像印在透明膠片上的薄片。也就像傳統動畫的塞璐璐片（cell 

animation），31立於三維圖像引擎中。反覆的排列，就如同進行皴法一般，使這些薄

片素材，組成世界線。而事實上，筆者也思考過，薄片當厚度大於零時，轉用立方

體（cube）來表現的方式，但礙於表現效果不理想，在本文研究期間，便一直使用

平面的方式創作。 

 

第二節 作品系列發展脈絡 

作品的發展脈絡，是基於「臥遊」概念的呈現而展開的。首先，從筆者以最基

本的中國山水畫繪製，而達到透發觀眾臥遊的結果，例如本文中舉例的〈過眼雲煙〉

（圖版 1）。及後，又試圖從畫面的肌理灌注更多內容，增強觀眾臥遊的想像，也

嘗試使山水畫的傳統基底材。將宣紙增加厚度，即前述的立體空間 Z 軸，以創造

三維空間感，因而進行紙藝的創作，例如本文中舉例的〈物外〉（圖版 2）。接著，

筆者便將沉浸的觀念加入作品之中，把立體空間Ｚ軸從基本的宣紙基底材，推廣至

虛擬的三維世界中，如同前一節所述，以紙片呈現皴法、積石成山、世界線等筆者

對山水所理解的世界觀。由此，便發展出投影卷軸系列，請見圖版 3，使觀眾在觀

看傳統的山水掛軸時，便因能在Ｚ軸上行進而有身歷其境的感受，而且其行進行為

是觀眾親身與三維引擎互動的結果，並非時序固定的錄像，完全的自由度使觀眾更

能自由進入臥遊的世界。投影卷軸系列以〈搜盡奇峰〉（圖版 4）為先，〈臥遊山水〉

（圖版 8）為後，更考慮到從觀眾的觸覺增強沉浸感，使觀眾在互動時觸摸到宣紙，

而觀看的畫面也是空白的宣紙卷軸，使山水的氛圍更為濃厚，也使筆者所製造的虛

擬實境與現實世界的時空衝突更強烈。然而，衡突的兩個時空卻是被觀眾的操作而

製造的體感經驗串連起來了。從平面到三維的投影卷軸系列，以小川裕充所論之臥

遊三個層面，在形式層面有所擴充之外，社會性的層面也是有橫向的增加的，增加

了觀眾的沉浸經驗。 

沉浸經驗的在人類史上的發展，如同本文開首二章的分析，以筆者創作的時間

正逢穿戴式 VR 起步之時，而此呈現的器械與技術，也與筆者本意的「臥遊」、製

                                                 

31 Thomas, O. J. (1995). The Illusion of Life: Disney Animation. US: Disney Editions. p.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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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沉浸時空觀念吻合，筆者便以園林作為新的切入點，繪製虛擬實境，便開始創作

穿戴式 VR 系列（圖版 12 及圖版 16）。除了形式上使觀眾完全被筆者繪製的圖像

包圍外，在內容及精神上，筆者仍以最初的情境描寫出發，以山水、水墨為基礎創

作。水墨「虛實」的基本審美觀是存在於作品的各個環節中的，例如在臥遊過程中，

不同路段的繁華與寂靜、不同排佈的墨色、線條的呈現等等。而找尋、探索的主題

偏佈於作品中，讓觀眾自主的漫遊，以呈現臥遊本就是一場虛幻與真實交織的體驗。

以時間之臥遊、空間之臥遊，進行一場水墨的夢境。即使畫面元素並不擬真、反而

追求筆者個人的畫意，是違反了虛擬實境以人造時空擬真的本意，但實際上擬真並

非筆者此系列作品追求的重點，既可以是，也可以不是。筆者所需求的擬真，只有

觀眾是否能充份沉浸於筆者所繪製的時間之中。 

穿戴式 VR 系列以〈行觀遊居〉（圖版 13）為首作，其藝術概念延續了投影卷

軸系列，使觀眾在立體堆疊的水墨山水素材中遊走，其後的〈臥遊山水 VR〉（圖版 

17）將觀眾的觀看方式，回歸至較接近傳統山水觀看方式。在一列山水景物上空飛

過，然而在過程中，觀眾仍能自由走動觀賞。更後期的〈心遊〉（圖版 20），筆者

將臥遊概念，回復至初期的投影卷軸的觀念，讓觀眾完全自由觀賞。畫面中的水墨，

除了筆者繪製的平面水墨素材，還有以穿戴式 VR 的手把（圖版 33）直接於空間

中作畫，以繪製空間中的三維線條。傳統山水中的「勾皴擦點染」的過程，在三維

空間中得以重新思考，「勾皴擦點」成為筆墨於空間中新趣味，不但觀賞者是在空

間中觀賞的，創作者也是在空間中運筆的。而後面的「染」則是以自動性技法的觀

念，將紙藝的拼貼、以現成物勾起觀眾聯想的園林景致技巧融入於畫面中。 

由於體感經驗、沉浸式觀賞繪畫、真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的探討，筆者在穿戴式

VR 系列之後，再次思考將虛擬世界帶回現實世界之中，使虛擬實境是存在於現實

世界之中的。也適逢全景 360 技術已由各大網際網路公司所支援，並成為一項成

熟、對觀眾友善的服務，筆者將前述的虛擬實境、臥遊觀念，再延伸至更生活化的

科技器械，而發展出全景 360 系列（圖版 16）。以當代最為人熟悉的方式，實現山

水的新觀看方式，觀眾直接使用身上的手機、平板電腦等手提式裝置便即可體驗身

歷其境的山水。至於「臥遊」、「沉浸」、「園林」、「虛擬實境」和「水墨」等精神與

內容，在本系列仍持續發生。 

筆者於本次研究中發展的四個水墨作品系列，穿戴式 VR 系列、全景 360 系列、

投影卷軸系列、平面繪畫都具有臥遊的沉浸性質。四者的關係體現在觀眾在精神上

臥遊時，載體的變換，正如第二章所探討的，觀眾的精神從軀殼轉移到藝術家所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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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載體之上，展開新的時空臥遊。四個系列以各種手法做出觀眾本人自己不動，

而風景在動或是人動而風景不動等等的相對關係，既是時間性的，也是思緒上的一

段虛擬實境。前段所述之三維空間，製作過程大同小異，都先將紙面的手繪作品與

現成物，輸入於電腦，再於電腦中進行描繪和雕塑，以建構出三維山水風景，並加

入程式設計的活動機制，以立體模型及相關程式檔案（project），一并封裝成執行

檔（execatable file，.exe），為可單獨執行之電腦程式檔案。此執行方式具有普遍性，

大部份電腦平台皆能執行，是現行通用之格式。上述為作品的數位內容，有極佳的

保存性，日後若為需要配合新型電腦硬體而更新，只需要以此數位內容，再封裝成

新的執行檔，便可執行。而且展示方式可以隨著觀眾或展場需要而改變。因此，本

論文之系列作品中，每個三維的山水空間都已是完整作品，至於後端向觀眾呈現的

方式，是可以在日後轉移到其他展示器械以得到新的展出方式的，例如本文中的

〈臥遊山水〉與〈臥遊山水 VR〉便是一例。 

 

第三節 實體作畫 

即使最終結果是數位內容，但仍筆者選擇使用傳統水墨媒材及技法，創作虛

擬空間中各組成部件。原因是，水與墨（及墨中的膠）因為比例調配的，先以傳統

筆墨完成大量的單棵樹木、單棵石頭、苔點、部份皴線及潑墨等等，再逐一掃描

成圖檔，把多餘的部份去除，俗稱「去背」。目前學術界和市面雖有模擬傳統水墨

媒材效果的電腦程式，但只針對單一材料而做運算，並不全面的對用筆、材材、

墨煙、膠、水比例、筆毛的種類，用筆的變化等等做出有效的模擬，始終無法取

代實體繪畫的筆墨趣味。 

筆者青少年之前的時期，於澳門成長。澳門是一個位於廣東南面與香港為鄰的

海港，在當時已四百餘年作為葡萄牙的殖民地，東西文化交融是澳門的文化基調。

於澳門的建築裝飾，常出現一種葡萄牙藍白瓷磚畫(Azulejo)作為裝飾，是葡萄牙及

歐洲鄰近的傳統文化圖像之一，而澳門常見的葡式，是白底和藍色線條繪製。另一

個作為殖民時期風味的圖像來源，是 1825 年至 1852 年間，一位旅居澳門英國畫

家錢納利(George Chinnery，1774-1852)的作品。他於澳門留下大量的速寫、素描及

水彩畫。題材兼及風景和風俗。因其具備歷史性之餘，用筆簡練也畫工精湛，於澳

門大部份場合都常被採用，當中以速寫畫被採用得最多。 

筆者成長過程中接觸的平面美術作品，最大量的應為數學及科學圖解。作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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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導向的教育體制之學生，握筆於紙上劃寫時都以原子筆、鉛筆寫字為主，故在紙

上劃出明確的線條，是筆者向來最習慣之方式。又因當中有二。一是筆者成長的一

九八零至九零年代，相較於現時，電視媒體與日本動畫正同時處於黃金時代，當時

得以接觸大量動畫。該年代之日本動畫，製作方式以賽璐璐為主，其畫面之主要元

素（例如人物或動物等負責演出之角色）是獨立繪製的，以人力成本考量，多為簡

潔明快的線描，再以廣告顏料著色。以明淨之線條勾畫對象的主輪廓，成為筆者的

年幼時學習的對象。另一方面，水墨的學習，則是先以自幼發展的書法入門，近十

年才開始接觸山水，去除光影，以線條構成立體的表現方式，讓筆者非常喜愛。 

 

第四節 三維美術 

概念草圖是把模糊的想像空提煉成具像化的畫面，一部份來自平日的寫生經

驗，另一部份為因為本次作品而再作登山寫生考察，特別針對一些遊山的趣味點

所作之記錄，例如路線蜿延之戲劇性、行至盡處之惆悵、山水畫中的平台在實際

立體上如何實現等。再設計成合理的地理關係之平面圖。 

  此階段之平面圖包括三種，有路線圖、坡度圖及景點配置圖。在設計平面圖

時，除真實世界山景的體驗，筆者也參考了園林設計的部份概念，追求動線轉折、

隱藏層疊的趣味。另外，考慮到空間中各景物的位置經營，配合園林美學中的虛

實觀念──汲取雲霧、流水留白之傳統做法，與繪畫得較實的樹、石互相穿插，

於行走路線以舒適的節奏出現，每隔一段路會出現留白，再走一走再出現水墨繪

製的內容，使畫面有如雲霧之中的夢境。 

  三維地表建模的媒材使用了繪圖板和 Unity3D 作為圖像引擎。將前述的平面

圖，手執電子筆於電子畫板，在三維引擎中畫成三維立體地表，然後再作調整。

動線路徑的地面須特別處理，使觀眾行走，鏡頭會起伏，便觀眾有更擬真的虛擬

體感。把前述的水墨素材安插於三維地表建模上，運用鍵盤滑鼠等安排樹、石、

煙等等的三維座標及角度，同時驗證是否符合一開始設想的意境。較容易出現問

題的是觀眾可動範圍。因為觀眾在系統中是自由的全方位視角，可能會看到平面

繪畫素材的死角，尤如紙片一般，邊界並產生鋸齒(Aliasing)，破壞畫面協調。因此，

筆者亦另外編寫程式碼，使平面繪畫素材會自動隨著觀者位置而轉動，使其永遠

正面面對觀者。然而，此舉仍然無法解決平面繪畫製作的素材的在俯視和仰視時，

平面感強烈，當中以近景樹木最容易因此失去體積感，故又必須重新把樹木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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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幹、枝、葉繪製，並處理成三個不同的部件，組構成更複雜的三維部件，才能

在三維空間顯示得自然。另一個困難點是，前述的平面圖也可能轉換到三維空間

後，會因地勢高低而產生一開始預想不到的趣味或不如理想的情況，可能會觀眾

會墜崖或被樹縫、石縫卡住等等的現實問題，須一一測試解決。 

 

第五節 數位內容 

互動裝置自行設計的裝置部份，以及其設計的藝術想法正如本章第一、二節所

述。而最後輸出的程式成品是透過 C#程式語言編輯器、三維圖像引擎編譯成各種

平台的程式或 APP，涵蓋的平台可包括 PC、Mac、Linux、Android、iOS、tvOS、

Tizen、XboxOne、PS Vita、PS4、Windows Store、WebGL 及 SamsungTV 等。三維

水墨場景會輸出成 PC 電腦執行檔案，再連接投影機，作大尺幅的投影，觀眾視角

會類似傳統大立軸、或壁畫，同時觀眾也可透過滑鼠鍵盤或搖桿、穿戴式 VR 裝置

進行操作，遊走於場景之中，並隨意轉動視野，體驗遊歷。 

在心遊中，運用到的現成物是自己收集的，數年來的生活記錄。利用大眾使用

的現成物，勾起回憶，以及筆者從小到大的生活經驗。程式機制主要由自己撰寫，

較抗拒使用現成的電腦演算，好讓三維的構成，是具有藝術家本人的想法的。又就

如同顏料的使用上，一點點的些微差別，可能使觀眾引起不同形式的反應，因為在

創作程式部份、體感經驗時，筆者亦重視觀眾的體驗感受，考慮到現時 VR 對人體

可能產生的暈眩感，所以在程式設計的調度上，不作太快的被動移動，也不做太迅

速的自動前進。 

全景 360 系列的技術用了 Web3D、facebook、Qrcode 與手機的 gyroscope。目

前 Web3D 是被認可的已成為趨勢，不會是曇花一現的技術有長遠的使用可能。製

作是使用電腦裏的模擬軟體，模擬出一顆圓球體 sphere，並且本人是位於圓球中心，

使圓球內表面與我都是呈等距離。再在圓球體內作畫。就以本次使用的模擬軟體

photoshop 3D 為例，每次都會依人眼視野模擬出，其所能看到的圓球體內表面的範

圍。反複的在電腦中模擬確認畫面中各元素的位置和構圖後，再將草圖輸出，並在

宣紙上完成最後的水墨作畫。最後一步，則是使筆者手繪的紙本水墨妥善的掃描到

電腦之中，使之成為全景 360 格式的數位檔案，使觀眾能透過社群網路、或是筆者

所設計的網頁瀏覽，以得到虛擬實境臥遊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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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作品呈現與說明 

第一節 平面繪畫系列 

1. 〈過眼雲煙〉 

請見圖版 1 洪小澎，〈過眼雲煙〉，2014，紙藝，水墨，66cm × 34cm。 

採傳統的寫意山水，讓觀眾觀賞時，有一修蹤向的臥遊路線。山體中以樹木、

雲煙作層次的區隔與推進。每一個高度都直眺遠方，取開濶開朗之意象，配合主題

過眼雲煙，寓意世事流傳，陰霾最終皆會散去。筆者也以山石的輪廓像徵人身的側

面，並於其胸中長出一顆大樹，像徵對世事已有想法，脫自胸膉。使風景不只是風

景，更是能對觀眾閱述筆者自己想法的畫面。此作日後作為〈心遊〉登山段的設計

主要參考。其立式二比一的比例也被沿用於投影卷軸系列。 

 

2. 〈物外〉 

請見圖版 2 洪小澎，〈物外〉，2016，紙藝，水墨，88cm × 50cm。 

以宣紙之白紙漿和褚樹皮此兩種不同的紙漿，由筆者親手鑄紙而成。雖為長方

形的紙，但其實以不同紙材的顏色，構成太極的圖像。水墨繪畫是以古董佛首與新

萌的竹枝為對象的寫生，都是筆者的家居陳設，兩者的年代與材質都都大異其趣。

佛首的五官是分開的，以聚焦於皮囊的感官之意，萌發的竹枝則是隱喻思考、想法，

悠於著身體感官之外。 

本作的紙張媒材部份為筆者於研究所二年級時，在韓國李承哲老師指導下的

傳統紙張工法所製作的。啟發了筆者對筆墨之外，紙面媒材的重新思考。筆墨本身

在現實世界中，就是厚度為零的物件，也就是，筆墨是一個在 xy 平面中，無法獨

立於其載體--紙張的一組物質。在物理的觀點中，若是物質的厚度近似為零，也就

意味是一個體積近似為零的物體，再切換回空間、虛擬實境的想法，那依附於紙張

而產生的筆墨便是一個虛擬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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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紙藝的世界中，紙張製作的本身、便已是一種藝術，以及紙張材料本身、紙

張材質本身，都能單獨或組合，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筆墨在畫面上反而並非必要的

事情。這也啟發筆者，在本系列的虛擬實境作品中，思考筆墨、空間、承載筆墨的

媒界的關係。 

第二節 投影卷軸系列 

1. 〈搜盡奇峰〉 

請見圖版 3 投影卷軸系列〈搜盡奇峰〉、〈臥遊山水〉的呈現設計 

 

圖版 4 洪小澎，〈搜盡奇峰〉，2016，裝置，互動裝置，水墨，數位。 

本作是筆者首次三維山水系列的首作. 

裝置形式是一台家中的電腦，以及投影機、投影幕。如圖版 7。但投影的結果，

卻是古意盎然的立軸山水。觀眾初看是遠方有一片桃花林，但若好奇觸動電腦的滑

鼠，將能發現，投影中的世界，正等同自己的視野，觀眾使用滑鼠的左鍵，每按一

下會使投影中的第一人稱「替身」往前走一步，相反，按右鍵則是後退一步。即使

人安坐於室內，視覺上的第一人稱卻可以在筆者繪製的寫意空間自由遊走。 

「搜盡奇峰」取自石濤（1642-1707）《畫語錄》語：32  

我有是一畫，能貫山川之形神。此予五十年前，未脱胎於山川也。亦非糟粕

其山川而使山川自私也。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於予也，予脱胎

於山川也。捜盡奇峯打草稿也。山川與予，神遇而跡化也。所以終歸之於大

滌也。捜盡奇峯打草稿也。 

印證了其繪畫是以其心中的綜合知識出發，必須以大量的「搜盡奇峰」以建立觀察

和記憶，形成一心中之印象，也就是「打草稿」。現實的造化，到心中之「草稿」，

筆者便是如此將心中的山之印象，繪製成各個獨立的山石，再到虛擬世界中融合成

另一片天地。 

本作的投影內容，全依觀眾而動，與一般的水墨動不同，畫面是自主式的，如

此方符合筆者的臥遊意念。 

                                                 

32 石濤。（2007）。《石濤畫語錄》。南京：江蘇美術。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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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臥遊山水〉 

圖版 8 洪小澎，〈臥遊山水〉，2017，紙本、互動裝置；水墨、數位，180 × 90cm。 

與前作〈搜盡奇峰〉不同，本作將裝置形式，對古代掛軸進行更多的探討，參

見圖版 11。觀眾所操作的滑鼠，是位於一個立台上的空白宣紙卷軸上的。意圖使

觀眾在空白宣紙紙上黑色滑動滑鼠，就如同在空白畫卷上繪畫自己的風景，帶有讓

觀眾擔任水墨畫家的意味。而在功能性上，空白宣紙卷軸就是滑鼠墊。 

觀眾眼前又另一個三尺乘六尺的巨幅卷軸，滿是古意盎然的立軸山水。然而卷

軸本身是空白的，上面的山水風景全是投影。當觀眾觸動電腦的滑鼠，將能發現，

投影中的世界，正等同自己的視野，觀眾使用滑鼠的左鍵，每按一下會使投影中的

第一人稱「替身」往前走一步，相反，按右鍵則是後退一步。即使人安坐於室內，

視覺上的第一人稱卻可以在筆者繪製的寫意空間自由遊走。投影影像的來源是觀

眾所操作的空白宣紙卷軸底下暗藏的電腦所連接的投影機。當筆者以投影暗喻，觀

眾的意念，已透過手中所觸摸的黑色滑鼠、在空卷軸上移動的軌跡，轉移到面前的

卷軸中了。這方的藝術參考來源，定是虛擬實境中，載體的轉移。從觀眾的手，到

滑鼠，再透過兩個空白卷軸之間投影的關係，使觀眾超脫軀殼，進入了投影畫中的

替身。 

迂迴的路線造成觀眾登山的體感經驗，開濶的路段又讓觀眾感到「心遠地自遍」，

作品中的路線的設計的是基於園林美學上的參考。在山景的右後方，筆者暗藏了一

片桃花林，作為觀眾的趣味。 

山體中的樹與石，均為前述的薄片概念，觀眾於大部份角度都不會感覺到平面

感，但當走經側面時，便會有所發現。在立體畫面的調配上，筆者對部份素材設計

了特別的程式，使其會依照觀覺的視角變換，使畫面的平面感不會過度誇張。筆者

也借由電腦程式之便，把不同的素材共用與變換，何如同一個石頭，放至極大時，

便成為山，縮小便成為石。暈染的潑墨素材，縮小便成為一個墨點，再變成表現植

被的苔點，放大又會成為天空中的烏雲。借程式之便，當素材推至遠方，視覺上便

變成小點，但當觀眾遊覽至此素材面前時，卻發現本來的小點卻是極為巨大。以視

覺上的落差與體感的矛盾，引發觀眾反思寫意山水中的結構，「眼睛所見，並不是

真實的。」 

 

 



37 

 

第三節 穿戴式 VR 系列 

1. 〈行觀遊居〉 

請見圖版 12 穿戴式 VR 系列〈行觀遊居〉的呈現設計 

 

圖版 13 洪小澎、行觀遊居團隊、國立臺灣美術館展覽組，〈行觀遊居〉，2017，

裝置、穿戴式 VR 裝置；水墨、數位；空間視展出空間而定。 

本作為行觀遊居團隊向國立臺灣美術館投案數位創作案之展出作品。 

特別規格：九部投影機對 360 度環形投影牆，作連續的畫面投影 

將筆者之時空臥遊延伸至穿戴式 VR 裝置的第一個作品，描寫筆者回憶中的

一個海灣風景。情景是 2016 年夏天與戀人同遊於台灣北海岸富貴角，靠近海邊的

一個 C 字型海灣。並融合筆者早上學習的傳統山水，以留白作水、分隔不同景點，

也以高低蜿蜒的路線串連景點引發臥遊的遊趣。 

情境中暗藏玄機，某個大樹上有一群蝴蝶，若觀眾靠近，蝶群即一哄而散，至

另一樹上停留，循環往復。進入情境的起點是經過山頭後的步道，一邊是山，一邊

是看向海邊。因為畫面的整體配置，又取倪瓚的一河兩岸式構圖，滿足於筆者的山

水繪畫習慣，也補足情景整體設計的協調與平衡感。否則原來的北海岸，對面海是

一望無際太平洋。地景全部設計了三個主景點。第一景點為山邊的平台，第二為轉

折的土坡中途，有一姿勢獨特的老樹，以及最底下親水的水邊。不同景點之間，相

互觀看，會得到不同的風景趣味。 

穿戴者是第一人稱的體驗者，能見真實，卻因身處其中，無法觀世界全貌，

而裸眼者是超然於外也見其真實，卻又無法真正體驗世界之風貌。觀點與立場不

同，自有不同判斷，此亦為本作帶來的另一思考點。 

桃花林隱喻一美好烏托邦，當穿戴者走近桃花林時，此桃花林將化作千萬蝴

蝶散去，再於空間的另一遠處聚集而成為新的桃花林，以此作為旅程終點，也作

為一無限循環。此撲蝶遊戲為 2016 年春天時團隊會議中，領隊老師曾鈺涓教授提

出桃花源的題材，筆者則提出更深入的想法，將概念轉化為純黑白的水墨世界中

的蝶群，以鮮明的桃紅色標的停在樹上，仿佛桃花樹，以擴展桃花源主題，並吸

引觀眾互動。但觀眾每觸摸到蝶群，蝶群便一哄而散，飛舞至另一樹上再次停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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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若再次觸動，蝶群將又飛舞至另一樹上停留，以此象永遠追逐不到的夢，以

此隱喻刻意追求的烏托邦最終雖然為一場空，然而桃花林卻是始終存在於不遠處。 

筆者在本作中，將研究所碩士班一年級醞釀的三維山水臥遊的想法，實作出來，

與〈搜盡奇峰〉同步發展。從 2016 年初續繪製大量素材，素材總量達三百個以上，

每個素材是四分之一才至半才面積大的單獨樹木、石頭。並於 2017 年 1 月掃描為

電子檔，以及製作三維圖象引擎中對應的立體樹木及石頭素材平面。立體地景也由

筆者繪製，從平面圖設計、地型的繪製產生、山體造型、路線區域界定，至樹、石

平面的立體素材的放置，海邊及遠景的繪製，燈光、鏡頭如景深、霧氣指定等。2017

年 4 月，成員許惠晴微調場景，成員周冠廷添加了觀眾在場景中的替身三維人形，

以及互動的撲蝶遊戲環節。2017 年 5 月正式展期前兩週，由周冠廷與國立臺灣美

術館展覽組合作調配現場器材與投影，許惠晴與洪小澎參與測試。曾鈺涓教授指導

了本次的製作，提案等行政事務。行觀遊居團隊包括四人：周冠廷、洪小澎、許惠

晴、曾鈺涓教授 （官方刊物採年齡序）、國立臺灣美術館展覽組。 

 

2. 〈臥遊山水 VR〉 

圖版 16 穿戴式 VR 系列〈臥遊山水 VR〉、〈心遊〉的呈現設計 

 

圖版 17 洪小澎，〈臥遊山水 VR〉，2017，裝置、穿戴式 VR 裝置；水墨、數

位；空間視展出空間而定。互動空間面積預設 340x370cm，展示牆面 180x320cm。 

觀眾將看到自己一開始位於地面上，但是視覺中的景物將慢慢的往退，自己就

如同飛在半空中，慢慢的飄向主山體。本作是投影卷軸系列〈臥遊山水〉的 VR 版

本，而觀眾的體感經驗，卻是從腳踏實地變成飄仙於空中。經過的山景，先是孤高

的樹木，接著是各種小型的樹木與小山石的個體，在起點看時，小個體都是聚合的，

但當觀眾飄近時，會發現其實先前的都是視差，小個體們都是離散的。漸漸飄近時，

觀眾將看到更多本來和諧合理的風景結構，都漸漸忽大忽小，甚至從側面看，也一

樣是離散的。中後段時，觀眾將穿過極為龐大的山頭，飄入一片雪白中。回頭看，

將看到漸漸遠離先前的熱鬧山水個體，漸行漸遠。如同一個旅程的結束，與旅程中

偶遇的各個人事物告別。有如一場人生，也如一場夢，從起點到繁華，從繁華到繁

華散盡，一一遠離，週而復始。 

在脫下穿戴式 VR 裝置時，從純白的風景，回到燈光晦暗的房間中，將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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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視覺衝擊。也因為觀眾在現實中幾乎沒有走動太多距離，卻從沉浸經驗中感

受到巨大的位移，如同坐在某種載具中。筆者原有對此，思考是否在虛擬實境中加

上交通工具或任何的抽象載具，但為了第二章提及的，東方與西方哲學關於虛擬實

境與替身、軀殼、軒這些載具的思考，認為觀眾將自己的身體作為時空臥遊的載具，

就己足夠。到底飄動的，是身體還是思緒？在觀眾拿下裝置回歸現實時，將能證實

答案，便是一場臥遊。 

筆者在此仍針對一片雪白，補充不同灰階的白雲，以藝術處理遠方景玫。在本

作的景物中仍使用了少量桃花林，當觀眾飄離山體時，才能從遠處回顧看到。而此

桃花林是路線不會經過的，也與〈行觀遊居〉類似，夢只是一個遠方的存在、無法

達到的虛幻。本作全長二十分鐘，爾後循環。因考慮到人體的生理機制，在身體不

往前移動時，若景物飄移，將引起暈眩嘔心，筆者因而設定非常緩慢的飄移速度。

為配合畫面節奏起伏有致，筆者在部份路段安排接近觀眾的元素，使畫面變化稍為

豐富。 

由於本作品使用的技術，是三維圖像引擎的即時演算。不採用預錄的立體影片，

否則觀眾就只能坐在固定點觀賞，較影響身體的自主性，筆者認為較為破壞臥遊的

沉浸經驗。在本作中，故觀眾在觀賞時可以來回走動，蹲下或上下看都能看到位置

擬真的水墨畫面。採取真山水的觀念，使風景都停留在某個瞬間，因此素材便不作

動畫，但仍然以「動」的觀念作了適當的調整，使遠方的雲霧流動，在流雲覆蓋下

山景時隱時現。 

展出方式：現場須有電源，並預先安裝好穿載式 VR 裝置（包括電腦、感應台)，

並準備好穿載式 VR 裝置，即頭套眼鏡以及至少一個手把，供體驗的一位觀眾使

用。現場應設一投影牆面，讓其他觀眾仍可透過投影畫面觀賞該位體驗中的觀眾的

視野。 

 

3. 〈心遊〉 

圖版 20 洪小澎，〈心遊〉，2018，裝置、穿戴式 VR 裝置；水墨、數位；空間

視展出空間而定。互動空間面積預設 340x370cm，展示牆面 180x320cm。 

將筆者的生活感觸實體化為風景，並讓觀眾於其中遊走。整個場景為一虛擬的

山體，觀眾初始時將位於山腳底下的洞穴中，爾後會發現地上有一條紅線，暗示著

中國文化所代表的命運牽引，跟隨著走，便會逐步往高處攀登，離開洞穴，到開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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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處，發現不同的景觀。筆者在山體中設定了一條遊玩的路線，為免觀眾首次接

觸 VR，難以操作，路線簡單，只有少數三個分岔路口，以及一個隱藏的桃花源秘

境。路線上安排了 36 個停駐點。 

本作將筆者的生活轉換作風景的手法，除了以各種票據、速寫、手寫文字以勾

起觀眾對自身生活的印象外，也透過路段的設計，以引起觀眾在遊覽時，對一些人

生的印象。例如一開始的洞穴，全是以黑筆觸，圍繞一個球心而劃成，筆者的靈感

是從池塘的中的游魚，而此洞穴與地表的空間關係，則是從臺北的捷運站出入口而

起。以此地底與地面的關係，暗喻觀眾在離開地下洞穴時的體感經驗，是從擠迫的

地下魚群中，衝脫到地面的開濶空間。爾後，觀眾在登山過程中，風景漸變，將體

驗到如同郭熙《林泉高致》語之「山形步步移。」的確，筆者為了使各個景點的山

體之間有所函接，主勾勒線條與皴法是連續變化的。當觀眾行至山腰，或是登頂，

再回望山下，將發現過往事物已離自己而去，變得極其渺小。就如同人心隨的漫遊。 

本作以各種不同的水墨筆觸組構成山水，有前作所用的傳統水墨再掃描的手

法、也加入了以數位的 VR 裝置捕捉筆者於空中揮舞的空間軌跡所轉換的筆觸。但

仍然去除光影，以不使用典型三維圖像作為基準，回歸山水以墨韻、筆法、勾皴擦

點染技巧繪畫組成山體、景點的想法。山體的視覺構成法，是傳統山水的「勾皴點

染」，以 VR 筆觸勾畫，皴法則以平面素材、傳統水墨的掃描檔以及 VR 筆觸共同

組成，累積反複組成立體。作為虛擬實景山水畫。一個可賞玩的以描寫 2018 當下

的生活暫態。在本作拼貼的現成物，多達一千多組，期望如同園林之美，遊歷者每

次均能有新發現。 

展出方式：現場須有電源，並預先安裝好穿載式 VR 裝置（包括電腦、感應台)，

並準備好穿載式 VR 裝置，即頭套眼鏡以及至少一個手把，供體驗的一位觀眾使

用。現場應設一投影牆面，讓其他觀眾仍可透過投影畫面觀賞該位體驗中的觀眾的

視野。 

 

第四節 全景 360系列 

1. 〈瀟湘臥遊 360〉 

圖版 23 全景 360 系列〈瀟湘臥遊 360〉、〈芝田圖卷 360〉的呈現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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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24 洪小澎，〈瀟湘臥遊 360〉，2018，紙本；水墨、數位，66.5 × 133cm。 

描寫 2018 當下的生活暫態，並融合傳統山水畫與今年漸見盛行的圖像技術，

製造臥遊山水與虛擬實境的玩趣。畫作分成遠景與近景兩者，採山水畫的一水兩岸

佈局，以創作者本人為例，記錄當代人的生活。近景是岩石與紅葉，圖像是山水畫

傳統介字點與皴石，輪廓在進行 panorama 360 轉換後，才能看到本創作的真實輪

廓。觀眾所身處的畫面，往下看是一個放鬆坐下的身體造成的積石，坐於某山的平

台上，臨眺水岸。此方代表創作者自身，遠方代表著生活、社會。遠方的圖像輪廓

依〈瀟湘臥遊圖卷〉構成，該圖知名中國繪畫史學者小川裕充教授所考證、出現臥

遊主題的現存最早作品33。 

當代人全因科技的輔助，比起以往的人們，除了實體，還多了虛擬的人脈與事

務，使時間變得瑣琗，事務變得繁雜，不論遠近的人事都變成必要處理。在現時，

每一件事情都會產生紙本票據，也是這幾十年的社會現象，例如登機證、發票、信

封等等。每一次的票摣都成一種歷史的證明。隨著印刷品暫被電子化，未來這種紙

本票據也將消失。此畫也成為當代的一個歷史記錄。 

展出方式：於畫作旁邊提供一組二維碼（QR code），參見圖版 28，觀眾使用

隨身的手提裝置，如手機、平板電腦甚至筆記型電腦等，以二維碼識別軟體或應用

app 掃描該對應畫作的二維碼，便能透過 web3D 相關技術，觀看經過 panorama 360

運算的球面影像，參見圖版 25。 

 

2. 〈芝田圖卷 360〉 

請見圖版 25〈瀟湘臥遊 360〉數位內容 

圖版 26 洪小澎，〈芝田圖卷 360〉，2018，紙本；水墨、數位，66.5 × 133cm。 

描寫 2018 當下的生活暫態，並融合傳統山水畫與今年漸見盛行的圖像技術，

製造臥遊山水與虛擬實境的玩趣。畫作分成遠景與近景兩者，採山水畫虛實相間，

以留白隔開近景與遠景，表現多層次佈局，以創作者本人為例，記錄當代人的生活。

近景是土坡、巨樹與瀑佈，圖像是山水畫傳統的土坡勾勒法，以及樹木、樹根的寫

生畫法。皴石輪廓在進行 panorama 360 轉換後，才能看到本創作的真實輪廓——

                                                 

33 小川裕充。（2017）。《臥遊：中國山水畫的世界》。臺北：石頭。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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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身處的福山。傳統吉祥題福山壽海的福山，滿佈著連通的洞的太湖石。頭頂別

有洞天，背後是大瀑布，而觀眾之立足點是樹根密佈的地面，充滿生機的景像。觀

眾是處於平台上，臨眺遠方的稻田。 

遠方的圖像輪廓依沈周（1427-1509）的《芝田圖卷》構成，該圖描寫了種出仙

芝的田埂，體現明朝古人對美好生活、長生不老的寄託。於本畫作中，本來仙芝的

輪廓被筆者挪用，換成台灣的統一發票的機械讀取點此一鮮明的圖像。於是，遠方

的芝田被轉換成當代台灣的生活的風景，小額金錢消費、吃喝等小商品物質的獲得。

比起追求長生的明朝人，當代人全因教育普及，了解人類的身體機能與壽命，並不

再追求長生，而是追求現世的愉悅生活。 

在現時，每一件事情都會產生紙本票據，也是這幾十年的社會現象，例如發票、

店鋪的各種人宣等等等等。每一次的票據都成一種存在的歷史的證明。隨著印刷品

暫被電子化，未來這種紙本票據也將消失。此畫也成為當代的一個歷史記錄。 

展出方式：於畫作旁邊提供一組二維碼（QR code），參見圖版 28，觀眾使用

隨身的手提裝置，如手機、平板電腦甚至筆記型電腦等，以二維碼識別軟體或應用

app 掃描該對應畫作的二維碼，便能透過 web3D 相關技術，觀看經過 panorama 360

運算的球面影像，參見圖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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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總結 

第一節 未來可發展之面向 

由於三維虛擬實境的技術正在不斷擴充發展中，在筆者公開展出時，與觀眾的

對談間，得到許多寶貴的建議，當作為未來可以發展之面向。聲音方面，技術上不

難達到。最簡單的是循環播放背景音樂，並於現場用音箱播放。也可提供耳機作為

穿戴式裝置之一。較高技術是在數位內容中加入，賦予數位內容的環境更符合虛擬

實境意義的音效。類似於園林或程式設計中的物件導向式觀念。此源自於筆者的電

機工程系的音訊處理的想法。而多人同時操作目前雖無法，但若是間接透過網路的

話是有可能。 

本次發展的作品形式較多，礙於學位研究的年限，每一個形式目前未有太深入

的發展，筆者今後將繼續深化內容，使時空臥遊的主題得到更深刻的呈現，以達到

筆者的初衷——把內心的情境、那些逝去的美好瞬間，將之留下，日後再來體會一

遍，甚至讓千百年後的人，在時空上都相差極大的人們。也能體會到這些情境。 

第二節 時空之表現 

本次的電腦三維山水，是以水墨繪圖為本的電腦三維空間構成，在三維建模的

美術上具有特殊性。歷來三維空間的組構，是採用建構立體、再對立體的表面貼上

圖樣（簡稱「貼圖」），作為構成立體空間的基本方式，通常還會演算光源位置、角

度和強度，模擬出立體表面的各個塊面受光的情況，而使畫面中的立體物件有亮面、

陰影等不同的光學效果。本次筆者的系列作品不同於此，旨在使三維畫面出現繪畫

中該有的樣子，模擬出筆者筆下所繪之物象，是經過繪畫藝術轉換的，而非模擬現

實的物象，因此，如同前述的筆者所喜愛之線條式繪畫，畫面物件的立體感並不靠

受光塊面和陰影營造，而是線條的重疊、繪畫語言的運用。因此，一般電腦三維空

間中由面組成的立體，在筆者的作品中全由勾勒輪廓的線條所取代。 

除了技術，筆者在視覺語言上也刻意保留水墨特有美感。承上，筆者也利用了

熟悉的繪圖語言，如苔點、皴法等，暗示畫面中物件的遠近和相互位置關係。現今

科技的穿戴式 VR 設備，能很好的使觀眾產生身歷其境的體驗，走動於筆者所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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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體空間中，此應為目前實現走進山水畫的最可能方式。又因為筆者的空間是以

繪畫導向而生，此空間便是畫家的真跡，相信對觀眾來說，這便是走進山水畫中，

最可能的最直接方式。總結上述各個章節，從時空、載體的轉換、人生的旅程，所

造成的情境創作，最後筆者除了平面繪畫外，還選用了三套不同的方式去展現。由

立體的影像去創造一個地界，並以各種不同的情境組合於地界之上。為了要製作沉

浸式的情境體騟，便很自然的會想以三維立體美術來呈現「身歷其境」，加上 2016

年起穿戴式 VR 的產業已成熟，也已推出市面，非常適合作為此項創作的呈現。因

此，便能作為水墨結合電機領域知識的研究。VR 系列與投影系列。把各個情境串

連的方式，便是對世情作景點式的的串連，暗喻著人生道路。被串連的世事、歷史，

被路線、發展順序帶動，而成為情節，引發觀眾心靈的感受，而變成園林式的詩意

聯想，以及個人的回憶聯想。 

在 VR 的實際呈現上，有著各種路線，有直接飛越的、也有上升下降的步道，

再加上每個點能自由來回走動，加上觀眾的行動是開放的，使觀眾有足夠的自主性，

以較慢的步調細細體會。飛越的路線隱含著超身外的意味，而步道有高地起伏，搭

配著景點也隱含著人生情節的意味。有時，靠雙腳多走一步，或能看到不同的風景。

蹲下，也會有不同的風景，轉換視角，也有不同的風景。這點也在全景 360 系列中

有所呈現。 

組成山景的染色部份、以及某些皴法，仍然採取傳統觀念，在勾勒山體主線條

後，以層疊方式像皴法，把筆者預備好的現成物掃描、或是速寫、手寫文字等，加

到主線條之間。繼續使用了古人描繪立體的特有方式，使其到了立體空間中呈現的

新意義，帶動著觀眾起伏，正如筆者心跡一般。此一形而上學的經驗，與前述的「臥

遊」，兩者對照下，雖文化及年代背景大異其趣，但卻不約而同把觀眾帶往同一個

方向──虛擬世界。山水畫提供的「臥遊」、園林的遊賞、虛擬現實提供的「沉浸」，

都製造了「遷」的心理效果與美感經驗。「身體（確實的位置）」在山水畫觀賞中，

是完全不動，而在園林是移動的，至於虛擬現實則是視乎設計。而「（感受）身體

（所在的）空間」，在山水中需要很深的想像能力，而園林與虛擬現實則是直接獲

得。對於本研究及系列創作，出發點便是將山水視為一個脫離現世的境地，身雖不

能至，卻嚮往之，手法及美學參考是連結以上三者。以園林的觀念融合三者，以下

將以五點學術討論。對於園林觀念用於富當代性的水墨虛擬實境作品時，是否會適

應不良，或是需作一定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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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水墨的辯證 

 與「水墨」、「中國畫」等詞不同，「山水」一詞在中國畫歷史發展脈絡中則是

明確的。「山水」是中國畫中依內容區分時所慣的分類名稱之一。其最早在六朝時

已被提及，而明顯的形成是於唐朝，確實成為類別，是於宋朝畫院體制時，對繪畫

作分科管理，「山水」作為官方獨立的科目。「山水」顧名思義，便是風景畫的意義。

而從構圖及尺幅，還可以進一步分指全景式的全景山水，通常尺幅較大，作為卷軸、

立軸；或者小景山水，尺幅較小，通常作為扇面、尺頁。小景山水通常是單景點、

單焦點，而全景山水會由數個景點、焦點串連成一個大的構圖。然而，「山水」與

「水墨」、「中國畫」亦具相同的情況，不止於藝術形式，而是一種文化。「山水」

起初雖描寫自然風光，然而，其起源本就與詩人、文人淵源甚深，最有名的例子便

是「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王維，「山水」的內涵在往後各朝代的發展中漸漸被

豐富，其描寫風景的性質一再被改變，例如文人畫的出現、「緣書入畫」的提倡等。

「山水」被豐富為一種寫意的風景，甚至超越其風景的性質，或換句話說，使風景

畫被重新定義，描寫對像從眼中風景，轉為描寫心中風景，甚至更多學說、文學參

考於其中。「山水」一詞更確實的說，包含了文人的藝術內容，如文學、詩、儒、

道等，其以自然風景繪畫的基礎，承載的是更多的思想與文化。因此，「山水」的

影響範圍還超越古中國，踏足了其他深受儒道文化影響的地區。本論文所論及之

「山水」，亦以全景山水為主，因其多景點、多焦點的特性，是中國江南文人園林

之整體佈局，以及遊園之觀念相通。 

 既然傳統水墨之作畫概念，在製作期間己存在於各個細節中，筆者並不會把作

品定調為一種傳統古畫在新的科技媒材上的單純的模擬，而與〈會動的清明上河圖〉

或臺北故宮的三維動畫類作品概念類似。筆者所處理的水墨概念，更走向兩種極端，

一方面更真切使平面墨韻出現於沉浸經驗中，同時也向觀眾拆穿沉浸經驗中身邊

的全是摸擬墨韻。筆者並不希望只是運用軟體運算的技術去製造畫面，製造畫面的

職責仍應該由筆者的畫家身份完成。作品既作為一幅山水畫，觀眾可以觀賞的點，

是墨韻、筆法、勾皴擦點染技巧的調配，筆者不希望在數位世界中放棄這些部份，

因此筆者放棄三維動畫最根本的，三維建模並對三維物件進行材質貼圖這種圖像

觀念。反其道而行，是在三維世界中，以墨韻、筆法、勾皴擦點染這些強烈的水墨

畫元素，直接在三維世界中呈現和組合。 

第一階段是在研究的前期所創作的〈搜盡奇峰〉與〈臥遊山水〉中，筆者在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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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進行繪製水墨素材時，大小、風格、構圖等，便已考慮到最終的呈現，不論是具

像的石與樹，或是抽像的各種點、線、面的水墨渲染效果，被放置於三維地景上的

不同位置之後，相互會發生如何的關係，而產生如何的水墨效果。在繪畫創作時，

創作的精神並不只在筆墨之間，還包含更後端的、一個水墨理想國度的呈現，是一

場時空臥遊中隨時間流逝而出現的一個個山石、樹木、流雲，從觀眾身邊掠過的審

美感受。在創作的中後段，三維地景建設中，筆者在安放各個素材時，也是憑著自

己對上百個水墨素材親自繪製的用意與記憶，而了解素材之間如何配合。某素材的

左邊一筆與另一某素材的輸廓是要互何搭配，放置於三維地景後應該會出現的新

視覺效果，山水畫的前後層次關係能否被呈現。在這一步，筆者又有運用對傳統山

水畫的繪畫原理、以墨韻、墨色、虛實搭配以製造空間的知識。然而觀眾的沉浸視

覺，終究是平面素材於三維的虛擬空間中呈現，筆者並不打算使平面素材變成完全

的三百六十度立體物件，而希望讓觀眾在某個時候，能發現這些身邊的水墨圖像，

都是平面的。此概念便是筆者在本文前段提及的宇宙觀。 

第二階段的想法出現在將三維畫面轉移到穿載式 VR 裝置後，直接使用穿戴

式 VR，在虛擬實境的環境中作畫。不但讓觀眾處於沉浸式的空間中，筆者在創作

時，就已經身處虛擬實境之中，憑著筆者對虛擬實境空間的感受，即時的反應、以

繪畫的感性基礎，進行傳統山水畫勾皴擦點染的勾與皴。使沉浸式體驗空間的中立

體物件，都是感性的線條，帶著筆者的速度、韻律、筆意等等應在傳統山水畫表現

的精神面貌。當然，礙於目前的電腦硬體軟體技術，即便在平面中，水與墨在紙上

的滲透、擴散，仍未能取代實體宣紙與水墨的藝術效果，更惶論於筆者研究期間，

在空間中以穿戴式 VR 勾劃的線條，能出現水與墨在紙上的滲透、擴散的趣味。此

部份，筆者繼續使用傳統山水畫勾皴擦點染的後面三步「擦點染」來完成，也就是

於勾與皴此兩步線條明確的工序之後，那些較虛的部份，採用掃描的實體宣紙筆墨

小畫來補完。同時，也將時空、世界線觀念再次擴展，空間中的點，以實體票據、

速寫、手寫文字等掃描過的現成物，來作為山水畫「染」的部份，用來填補勾勒山

體後，應該感覺是「實」的部份，例如地面、石頭、岩壁。又因為觀念互通，這些

素材也互相混用，例如現成物借由電腦程式之便，縮小便成為一個點，再變成表現

植被的苔點，也可以借由電腦程式之便，把素材推至遠方，視覺上也是變成小點，

但當觀眾遊覽至此素材面前時，卻發現本來的小苔點卻是極為巨大。呈現著隨意、

寫意的趣味，也為觀眾、創作者之間，憑著三維的山水、沉浸式經驗對傳統山水得

到新的思維、賞玩的趣味。 

 



47 

 

第三個階段，是筆者將虛擬實境觀念，再帶回平面畫作。全景 360 系列的作品

在平面畫作型態時，是毋庸置疑的水墨畫。精神上，是繼承自臥遊、傳統山水的觀

念，形式上，也是以宣紙、水墨繪製，當中出現的現成票據、速寫、手寫文字的再

製，是呼應 VR 系列的時空觀念。比起 VR 系列，全景 360 系列的空間勾勒線條，

更直接是水墨、毛筆的筆墨而成，更補足了 VR 系列的線條材質不足之處。另外，

對於作品中使用了現成物拼貼，作為山水畫中染色的部份之餘，也作為皴法、隨著

意發展的筆的意義，每一筆都是一個票據的意思，而每一個票據，也就是生活的每

一筆。同時展現時空臥遊的主題觀念，以及回歸山水的筆意趣味的基本思想。呈現

方形、長方形的平面素材的反覆拼貼，概念也出自於中國畫式、東方的鈐印概念，

這些現成物圖像，就像印面那些預先設計好的方形圖紋，被複製於空間中，變成各

個單色圖案。 

本文之系列作品，最終呈現的硬體設備儘管是數位各式螢幕（如 VR 系列穿戴

式 VR 裝置、全景 360 系列的觀眾們的手提裝置如手機)，而並非絹或紙甚至高古

所用之牆壁，但畫面中的素材就有筆墨最基礎的宣紙、筆墨的繪畫，這部份無庸置

疑是水墨，至於數位內容部份則如前段所論、如創作技法及發想階段中，也反覆融

入了大量的中國哲學、傳統繪畫觀念。筆者的作品不但從畫面的構成元素，也從精

神內涵多方面呈現水墨了。但若要追溯至遠古壁畫時代的水墨，以筆者本次系列作

品，也將畫面投影於展牆上，只論其最終呈現之媒材，是否又符合一般所論之傳統

水墨了。此種論調稍有詭辯之虞但卻是當代水墨中經常出現的謬誤議題，單就片面

的形式而論定作品的水墨性質。在未來，水墨發展至新的路徑，若以不含傳統元素

的部份，便對作品之水墨性質加以否定，這種論斷無疑是牽強的。另外，若又只以

媒材是否符合傳統，此論調中的傳統所指涉的是哪一個朝代的傳統、是指單一某朝

的傳統抑或整個文化發展脈絡，都是值得商榷的。當代人之傳統之爭，往往只以最

接近自己的時空的水墨作品為楷模，更甚者，只考據媒材而不視內容與精神等等形

而上的層面，便存在了比對來源不齊全之邏輯謬誤。 

 

第四節 科技藝術的位置 

在本系列水墨作品中，科技藝術所佔的位置，是為創作者與觀眾都帶來與傳統

不一樣的新元素之餘，觀念卻仍帶有既有山水臥遊的意味。考慮到創作的情況，筆

者在三維建構的作品、或是 360 在圓球面的平面繪畫、組建三維地景，都與臥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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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山水畫、或是手卷式山水畫出現一樣的情況，從局部開始繪製，每一個局部都

是空間中的一個構成元素。並不太需要考慮「邊界」一事。如傳統畫材，要繪製成

長卷或全景山水，因為局部的小景只是畫面中的一小部份，除非太靠近紙或絹的邊

際，小景的繪製便不被邊界所影響，只需要和整體空間、或相鄰的其他小景、甚至

考慮整體佈局的合理性便可。而在三維建構的作品中，因為空間是可以無限延伸的，

除非超過硬體的運算成本，至於在全景 360 系列，是另一種極端，畫面無邊界，但

相反的是，面積卻有限。此觀念源自於幾何學基礎，圖球單面面積為無邊界的連續

有限面積，常見的生活例子是地球。另一方面，360 的演算法，會把觀眾直接包覆

在球心，風景變成第一人稱的。此球面風景就必須分垂直的方向性，也就是頂部一

定是在觀眾頭上，必須畫天頂的事物，相反底部一定在腳下，也必須畫地面的事物。

邊界就變成另一種新的概念了。這也是數位空間為典型的繪畫帶來的作畫新趣味。 

細論此點，當視覺經驗為自己所操控，每個觀眾所體驗的過程都不一定一樣，

例如全景 360 系列中，觀眾手拿著顯示裝置，隨時的來回掃視探索風景，又例如穿

戴式 VR 系列、投影卷軸系列，觀眾還可以再幅員廣大的山景間走動，動線的可變

性、步調自主，觀眾每次都能得到一連串不同的視角、位置的視覺經驗，就如同最

自然真切的園林遊覽一樣。又因為筆者設計了一些隱藏的部份，也讓不同的觀眾、

或是同一觀眾的不同次，得到不同的遊覽經驗。這種隨機的遊覽經驗，是觀眾自身

也參與製作的。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遊覽。都有專屬自己的一套視覺程序。與電影、

劇場相比，在筆者的作品中，時間軸是自由的，空間是自主的，是較相似於沉浸式

劇場的展演方式。類似的觀點雖在本來的山水畫中就能做到，但因為身體移動的自

然感，引發的偶發觀覽卻又是科技藝術所能加成的。 

在全景 360 系列和心遊中，都大量使用了數位技術，進行現成票據、速寫、手

寫文字的拼貼，因為數量太多，筆者為此特別設計了一套演算法，作為 3D 畫面的

輔助的編輯器，即使數量多，但仍使每一個被拼貼的現成物的顏色，都有微小的變

化。這部份是參考自國畫、實體繪畫中的成色原理。因為在國畫中，每一次下筆水

份變、墨與染料變少、比例變，本就不可能每筆都一樣顏色。根據 RGB 成色原理，

筆者對呈現顏色以自行撰寫的程式判斷。此道工序便類似於傳統畫家，自行製作作

畫工具，最終仍以自己的想法，再靠工具自動隨機的運作，繪製出筆者想像中的、

以現成物組成園林景點的時空圖像臥遊。數位演算變成作品必要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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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1 洪小澎，〈過眼雲煙〉，2014，紙藝，水墨，66cm × 3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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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2 洪小澎，〈物外〉，2016，紙藝，水墨，88cm × 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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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3 投影卷軸系列〈搜盡奇峰〉、〈臥遊山水〉的呈現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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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4 洪小澎，〈搜盡奇峰〉，2016，裝置，互動裝置，水墨，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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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5〈搜盡奇峰〉數位內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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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6〈搜盡奇峰〉數位內容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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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7〈搜盡奇峰〉裝置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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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8 洪小澎，〈臥遊山水〉，2017，紙本、互動裝置；水墨、數位，180 × 9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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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9〈臥遊山水〉數位內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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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10〈臥遊山水〉數位內容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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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11〈臥遊山水〉裝置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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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12 穿戴式 VR 系列〈行觀遊居〉的呈現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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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13 洪小澎、行觀遊居團隊、國立臺灣美術館展覽組，〈行觀遊居〉，2017，裝置、穿戴式 VR

裝置；水墨、數位；空間視展出空間而定。 

互動空間面積預設 340 × 370cm，展示牆面 180 × 3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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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14〈行觀遊居〉數位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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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15〈行觀遊居〉裝置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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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16 穿戴式 VR 系列〈臥遊山水 VR〉、〈心遊〉的呈現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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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17 洪小澎，〈臥遊山水 VR〉，2017，裝置、穿戴式 VR 裝置；水墨、數位；空間視展出空間

而定。 

互動空間面積預設 340 × 370cm，展示牆面 180 × 3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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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18〈臥遊山水 VR〉數位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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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19〈臥遊山水 VR〉裝置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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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20 洪小澎，〈心遊〉，2018，裝置、穿戴式 VR 裝置；水墨、數位；空間視展出空間而定。 

互動空間面積預設 340 × 370cm，展示牆面 180 × 3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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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21〈心遊〉數位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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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22〈心遊〉裝置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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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23 全景 360 系列〈瀟湘臥遊 360〉、〈芝田圖卷 360〉的呈現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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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24 洪小澎，〈瀟湘臥遊 360〉，2018，紙本；水墨、數位，66.5 × 13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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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25〈瀟湘臥遊 360〉數位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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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26 洪小澎，〈芝田圖卷 360〉，2018，紙本；水墨、數位，66.5 × 13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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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27〈芝田圖卷 360〉數位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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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28〈芝田圖卷 360〉裝置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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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29 部分素材：山或石、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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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30 部份素材：長筆觸、苔點、水墨暈染素材、雜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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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31 三維美術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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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32 三維畫面連續截圖範例 

順序為自左至右。 

第一列為連續截圖一（從左至右）：向前走動的路上。 

第二列為連續截圖二（從左至右）：視野轉左方遠望。 

第三至四列為連續截圖三：（先由左至右，再由上而下）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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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33 使用穿戴式 VR 作空間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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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34 南宋李氏，〈瀟湘臥遊圖卷〉，1170 前後，紙本水墨，30 cm × 399 cm，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34 

                                                 

34 小川裕充。（2017）。《臥遊：中國山水畫的世界》。臺北：石頭。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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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35 安德森、黃心健，〈沙中的房間〉2017，VR 互動藝術。35 

 

                                                 

35  HuangHsin-Chien. (2018 年 1 月 16 日). 沙中房間創作介紹 Chalk Room VR Trailer. 擷取自 

Youtube Channel: Hsin-Chien Hua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0_0k-Xwk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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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36 陶亞倫，〈全景敞視 Panopticon〉，2016，VR 互動藝術。36 

                                                 

36  陶亞倫。（2016 年 10 月 18 日）。陶亞倫 Tao Ya-Lun 全景敞視 Panopticon. 擷取自 Youtube 

Channel: 陶亞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KVeoE8xB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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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37 水晶石影視傳媒科技有限公司，〈會動的清明上河圖〉，2010，影像 8’00”。37 

 

                                                 

37 王小仙。（2011）。《會動的清明上河圖（附 DVD）》。新北：閣林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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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38 楊泳梁，〈蜃市山水〉，2016，影像 3’23”。38 

  

                                                 

38  楊泳梁。（ 2018 年 5 月 25 日）。〈蜃市山水〉。擷取自  杨泳梁 -Yang Yongliang: 

http://www.yangyongliang.com/Video/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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