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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由視覺藝術創作者所書寫，屬於創作論述型態之學位論文。它

根據筆者的創作經驗值與實際產出作品為本源，以筆者的創作思維、行為

與關懷作為引發議題的研究主體。主要涉及了筆者自身作為創作者的存在

感，作品形式、內容，以及創作觀點與行為等。研究主體具有高度混雜、

難以名狀的特性，在本論文中被筆者稱之為「混合體」。 

此研究的形成，並非將對象視作一個完整主體來進行中心軸式的描述、

分析、研究。而是將對象拆解成幾個部份，以碎裂的方式開展出一片論述

場域。實際操作方式為：從自身作品的創作思維、形式與內容當中，提取

幾個主要特徵作為研究對象。他們分別是關於人物作為創作主體、性別意

識、工筆的當代意義、自然觀、線條與空間等不同「疆域」，屬於創作上的

本質性探討。 

撰寫的目的在於探究自身創作本質的思想與行為，這個探究的過程在

本論文中被筆者稱之為「出境」。整個研究主要不是為了說明筆者現階段系

列創作畫面的形式與內容而存在，而是以這些作品的實體存在為線索。認

識筆者的創作行為從何而來、未來可以往哪裡去。透過開放、交錯、跨越

的研究方式，成為本論文問題意識的技術支援，提供一個持續性離開原點

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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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is concerned with the creation process of the author and it 

was derived from author’s experience in visual arts creation and her art works. It 

discoursed the existence of the art creator, the styles and contents of her art 

works, creation perspective and behaviors. The study subject is highly 

complicate and beyond the description of language; therefore, the author 

referred it as a Hybrid in this dissertation.  

The author decomposed the subject into several study concepts from which 

she developed a thesis statement respectively. From the creation perspective, 

styles and contents of her art works, the author chose some characteristics and 

expressive features as study subjects that are the creation subjects, gender 

awareness, Gongbi’s effect in contemporary paintings, the conception of nature, 

line and space which were referred as “Territory” in this research. 

The dissertation is the pursuit of the study of perspectives and behaviors of 

art creation. The process of the study was referred as Out Of Place in this 

dissertation. The study is not intended to describe the style and content of the 

author’s current art works. Instead, it focused on the physical existence of these 

art works and discoursed the creation behaviors and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author. The dissertation adopted an open, interchange and cross methodology, 

providing a possibility to help the author break the boundaries of her art creation 

behaviors. 

Keywords: Out of Place, Hybrid, Territory, Female Image, Screen Printing, 

Contemporary Gong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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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論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那些回不去的、那些到不了的，都在藝術裡成為可能。 

 

筆者在平面繪畫裡創造了一個「混合體」。從創作內容、媒材形式、空

間部署都屬於多樣異質所拼湊混雜而成，具有高度混雜的特性。為何會有

這樣曖昧、難以名狀的產出呢？它來自於筆者長期以來的追尋過程。回想

起碩士班創作研究階段，是一個追尋「我是誰？」的過程，尋找一個熟悉

且陌生的主體。 

到了博士班創作研究階段，便開啟了一個「出境」的過程、一連串的

遁逃行動，而行動的重心點著重在創作行為的問題上，並實踐在創作媒介1

的探尋過程，這個過程更具體而言就是藝術家探索與形塑屬於自己語言表

達，是為了建構自己語言系統的冒險嘗試。逃逸是為了尋找一個居所，一

個可以安頓這個「我」的所在。 

整個創作追尋過程不同於以往創作者「主體」的追尋，而是進入到一

個創作者「語言」的追尋，語言是透過「媒介」而可見，創作內容也會跟

著這一連串的轉化過程產生質變。「出境」不只是一個學理上或精神上的想

法，也是筆者在創作上的實際「追尋」行動。媒介的探尋問題是筆者在操

作內容時重要的工作，內容也因為這樣工作產生轉換與變化。 

                                                      
1
 「媒介」簡單來說就是創作者與閱聽者接觸溝通時的介質，在平面繪畫來說就是一種創

作語言。當中涉及了「內容」的佈署、「形式」的安排、以及「材質」給出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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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的動作不但是為了「離開」，也暗示「到達」的必然性。在還

沒「到達」之前，經歷的是「逃遁」加上「尋找」的過程，這顯示了目的

地的不可知。雖然不明白目的地在哪裡，也不清楚會不會有下一個目的地，

但不論是「離開」也好，「前往」也罷，這些「移動」的產生都來自於某個

推動力。 

這個動力來自於不安份的靈魂，以及對自我話語的追尋慾望、對於那

未知的目的地的遙遠想像，這些移動都發生在最終答案出現之前。在靈魂

尚未被安頓之前，只能不停的進行逃逸。「離開這裡，這就是我的目的。」

(Weg von hier, das ist mein Ziel.)
2這個不安份的靈魂即筆者所設定的「混合

體」，不停執行「出境」行為、越出「疆界」，企圖到達能安頓自我之處。 

混合體試圖往疆界走去，不斷地離開原本的「疆域」(territory)、往疆

界走去。但是欲突破疆界的同時，所到之處立刻又形成新的疆域。如果說

疆域對於混合體而言是一個領土、王國、或世界，那麼他不斷走向疆界的

這個動作，造成了自體疆域不斷產生擴張、範圍移動或是質變。 

當混合體走上疆界與他者或未知相遇，也有可能含納其他疆域或被含

納，甚至成為非此非彼的、另外一種的、不可考的新疆域。因為新而無以

名狀，但唯一有把握的便是它不再是原來的。 

 

本論文即是針對這樣的追尋的論述研究，而這樣的追尋最重要的目的

在於尋找屬於自己的創作語言。此論文的產生是為了討論筆者創作的問題，

作為「創作論述」而存在。其研究的對象涉及創作行為及媒介，「關懷」與

「觀點」。而此研究的形成，並非將對象視作一個完整主體來進行中心軸式

的描述、分析、研究。而是將對象拆解成幾個部份，以碎裂的方式開展出

                                                      
2
 Kafka, Franz 卡夫卡，葉廷芳編，〈無限長的旅行〉，《卡夫卡短篇傑作選》(Short stories)，

臺北：志文，1996，頁 269。原文參考自：Kafka, Franz (ed. Nahum N. Glatzer).The Departure, 

The Complete Storie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1 (Hardcover) ISBN 0-8052-3419-5, 

1988 (Paperback) ISBN 0-8052-0873-9 

 

http://en.wikipedia.org/wiki/Special:BookSources/0805234195
http://en.wikipedia.org/wiki/Special:BookSources/0805208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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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論述場域。 

筆者的研究書寫方式是移動的，其中會碰觸到的面向有許多，例如：

屬於創作者(筆者)的作品與創作觀點、同時代相關創作者的作品與創作觀點、

當代藝術思潮論述、藝術評論、藝術史的角度。這些作為研究對象的零組

件便會在這些面向之間，局部性的進行移動比對與思想交換。 

以理解筆者的創作模式在整個當代情況，找出共通性跟某種價值，期

望以自己的創作主張的特殊性進入到當代思潮的某個位置。本論文作為創

作論述即是對筆者創作的追尋過程做一個梳理。研究的議題作為對象進行

比對討論等處理，當整個「論述場」形成後可以將它再度視為一個混雜而

成的「體」或「模組」。 

這麼做是為了方便與另外其他的「模組」進行交叉對話。其中一個用

來比對的模組是以國內相關的創作博士論文作為對象，用以檢視筆者的創

作論述。另一個則是筆者的論文研究模組會碰觸到的相關知識論，作為其

中一種研究方法的方向。藉由這些比對讓本論文的研究方法所在的位置得

以清楚凸顯。 

筆者如同混合體不斷進行出境，試探著創作的疆界，而作品就是藝術

家打開疆界後所拓展出的疆域。以疆域的觀念來比喻，藝術家的創作行為

不斷走上疆界尋找未知、不斷擴張自己的疆界、不斷重新定義創作中必須

自行負責的自為世界。 

作品即「自主生命」、即「完整世界」，是具有獨立維生系統的有機體，

這也是它成為藝術之可能有效性。而這些如何能發生在東方媒材的創作實

踐中？此論文作為創作論述，意圖企及這些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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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論題 

 

本論文關注藝術家進行創作時，不停的離開既定認知的狀態，進行走

向未知的冒險行動。筆者以自己的作品及創作經驗為實驗組，將關注的議

題轉化成企圖研究之問題意識：「混合體持續性的作出出境行為，造成自體

疆域不斷產生質變」。 

主要討論的關鍵詞為「出境」、「混合體」與「疆域」，在此研究當中可

將它們觀念上的性質大致理解成：「混合體」：名詞、「疆域」：名詞或動詞、

「出境」：動詞。這裡分析出幾個重要的觀點，作為本文論述的起始。 

 

1.2.1. 混合體(hybrid) 

 

混合體(hybrid)所標示是本創作論述研究中的基本形構，筆者的創作思

路、創作行為、創作語言、內容佈署等等都可以說是混合體的狀態。“hybrid”

這一英文詞彙在生物學中是指，不同血緣、物種或品種的上一代所繁衍的

下一代動物或植物。在語言學中是指，由來自不同語言系統當中的元素，

所組合成的一個字。 

近代還被用於表示使用不同動力在同一車體上的車種，特別是指油電

混合動力車(Hybrid electric vehicle 簡稱 HEV)
3。這種混雜觀念也被帶入了

                                                      
3
 參考自：《朗文當代英漢雙解詞典》(Longma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香港：朗文出版亞洲有限公司，1994 年版，頁 707。 

〈Definition of hybrid noun from the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牛津高階英語

詞典》(the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網路版，摘自

http://oald8.oxfordlearnersdictionaries.com/dictionary/hybrid，(2013/11/10)。 

〈混合動力車輛〉，《維基百科》中文版，摘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7%B7%E5%90%88%E5%8B%95%E5%8A%9B%E8

%BB%8A%E8%BC%9B，(2013/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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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與後殖民研究當中的「交混」(hybridity)觀念：「交混」不但可以去

除制式的想像和疆界，在交混雜糅的曖昧地帶間，更可以提供各種多元想

像與抗拒力道的發聲空間。4
 

「交混」作為打破科層、消解單向運作、去除價值評估判斷的可能性，

帶有解構、抗衡的目的，「破除了生物意義上高貴的“純種”和低劣的“雜種”

之間的差別」5。但也有學者對這樣的概念感到擔憂，認為眾聲喧嘩的異質

性存在屬於弱勢，終究無法抵抗強勢與主流成為只是種樂觀的想像。6
 

若「交混」在「人」的思考範疇當中討論，的確會出現這樣的可能性。

但若是將它放在莊周(戰國，約369—286 BC)的思維，這樣的問題便被消解。

筆者參考莊周的文獻中的觀念來看，「異質性」即為自然存在的一部份。 

上述這點可以從《莊子》當中右師的故事裡見得，公文軒見右師而驚

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

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7對莊周而言，只

要是與生俱來便是自然的，以這個邏輯來看待「混合體」或「交混」都不

違和。 

就像生物學中的「雜種」或是人類學中的「混血」本來就是自然的存

在，並非化學反應或合成，若被指為異相、異形皆屬後設的意義。事物狀

態若是天生存在，存在即它自己本身，是先於道德、靈魂或意義這些人存

在之後才創造的東西，就像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的

名言「存在先於本質」(l'existence précède l'essence)： 

 

                                                      
4
 廖炳惠/主編，《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臺北：麥田，2003，頁 133。 

5
 汪民安/主編，《文化研究關鍵詞》，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頁 120。 

6
 「因為完全無法排除讓主流文化強勢介入弱裔文化的可能，所以在種族與文化的同化和

混血之後，弱裔文化自身的抗拒空間，極有可能隨著文化本質性與純真性(authenticity)

的消失，也跟著消弭而無從發聲。」，節錄自廖炳惠/主編，《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

究的通用辭彙編》，臺北：麥田，2003，頁 134。 
7
 莊子，內篇，〈養生主〉第三。詳見：張松輝注譯，《新譯莊子讀本》，臺北：三民，2012，

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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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曾說：「存在先於本質，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它意味著，人存在

了，發生了，出現在這個世界上，然後他才界定自己。人最初的存

在，本來就什麼都不是，直到後來，他才變成什麼，才依自己的意

願而變成什麼」(Kneller, 1971: 255)。8
 

 

人依自己的意願去選擇自己或他者變成什麼，而在賦予自己或他者「指稱」、

「名相」、「意義」的同時，那個最初的存在就被否定了。因為「界限」形

成了，人亦不再自由。當意義瓦解，「疆域」與「混合體」成為活水開始流

變的，此時「出境」的離開行動成了一種「創造」。本論文便是取「hybrid」

的混雜、複合、拼裝特性作為論題意識。 

筆者依自己的研究需求將「hybrid」中譯為「混合體」，作為一種比喻

的用途。這個創作論述當中，「混合體」(hybrid)涉及了創作者本身、作品

內容與風格以及創作、研究、論述方式的討論。可以理解為一個拼貼(collage)

或拼裝而成、結合了差異為一體結構，本身便具有去主體性、複雜、模糊

及突變特性。 

 

1.2.2. 疆域(territory) 

 

本研究當中的「疆域」(territory)是個體經由創造行為所形成的完整體

系，一個不同於外面秩序、而是來自於他自己的自足世界。而媒介作為創

作者與外部溝通的語言，進行著一個「離開」現狀、「到達」未竟之地，繼

續「離開」，再「到達」的一連串出境動作。 

這個個體可以表示為本文的「混合體」，或其他具創造行為者，如藝術

                                                      
8
 黃昌誠，〈存在主義思潮在後現代社會中之教育義涵〉，《崑山科技大學學報》第五期，

臺南：崑山科技大學，2008，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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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書寫者…等等。而在論述過程中「疆域」這個詞彙在觀念上也代表了

一種運動過程，這運動是指當創造行為進行時，這個自為世界所產生的變

形或質變過程。 

以藝術家來說，創作行為並不會在疆域成立後就停止，藝術家會選擇

重新往疆界走去，再去定義一個新的疆域。在這裡引用法國哲學家德勒茲

(Gilles Deleuze, 1925-1995)和瓜塔里(Pierre-Félix Guattari, 1930-1992)在他們

哲學論述當中的疆域理論―「疆域化―解疆域化―再疆域化」(territorialize- 

deterritorialize- reterritorialize)進行說明。 

疆域化的概念意指「既定的、現存的、固化的疆域，疆域之間有明確

的邊界。」而解疆域化指涉「從所棲居的或強制性的社會和思想結構內逃

逸而出的過程」造成一種新的可能。而在逃逸之後，疆域又會形成重構―

再疆域化。9
 

這一連串的過程具有變化性與開放性的流變過程，是一種「活」的狀

態，完整「活」的狀態包含了「生」(增生)與「死」(捨棄)，就像是生物學

當中的活體機制的運作。在生物學的範疇中，生命體的生長及維生機制便

很類似「疆域化―解疆域化―再疆域化」的過程，就像蟬、蟹具有生長蛻

皮的機制，落葉植物為了保留自體養分及排除廢物會在季節改變時落葉，

人類皮膚的表皮細胞會由皮膚底層慢慢地往表層推移至最外層後自然脫

離。 

這些「死去」或「捨棄」的過程是為了讓生命體改變現狀、進行更生，

為了讓生物產生「變態」(Metamorphosis)或「變形」。就像是打開了自體既

定的疆域，進行重新編碼(recoding)，而成為新的疆域。藉由混合體的出境

行動，「疆域」不再是固定範圍，而是不斷轉變的世界，這是本研究基本且

                                                      
9
 本段參考自：汪民安/主編，《文化研究關鍵詞》，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頁

147、148。Peter Brooker 彼得‧布魯克著，王志宏、李根芳譯，《文化理論詞彙》，臺

北：巨流出版社，2003，頁 106、107。德勒茲(Deleuze, Gilles.)，瓜達里(Félix Guattari.)/

著，姜宇輝/譯，《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千高原》，上海：上海書店，198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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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論題觀念。 

 

1.2.3. 出境(out of place) 

 

「境」一字意為地方、區域，也就是具有一定範圍的空間；另外也可

以解釋為情況、地步，也就是一個已經被定義的狀態。而「出境」便是指

「移動到此特定範圍之外」或「改變、脫離現狀」，衍生出「脫離原本框架」

之義。「出境」作為一種行動，涉及運動過程與所在，卻不牽涉到目的地，

暗示了去處的未知性。 

「出境」(out of place)在本論文中是指混合體走出疆界、離開疆域的動

作。若以前面的解釋來判斷，即「我離開我自己已經創造的世界」。「出境」

以欲望做為行動的驅力，才會對自己有所捨棄。這個前進外部的慾望並非

對於「離開之後會更加美好」的憧憬，因為個體無法對於外部或未來負責，

能負責的也只有正在進行的「出境」動作。 

就像《莊子》當中的「吾喪我」，在真正「喪我」之前誰會知道「喪我」

之後會如何？就算南郭子綦對顏成子游說「今者吾喪我」，子游永遠不會明

白子綦指的是什麼，除非自己去經歷。「出境」的行動也可以「喪我」為法，

放掉既有的，才有機會碰觸到那些不曾知道的、或理解之外的。 

本研究將「境」英譯為「place」，即是我們一般常講的「地方」。Tim 

Cresswell 在其著作《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Place：a Short Introduction)

當中對於「place」有詳盡的討論，其中對於「place」的成立給出一個參考

答案：「它們都是人類創造的有意義的空間。它們都是人以某種方式而依附

其中的空間。這是最直接而常見的地方定義―有意義的區位(a meaning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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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10
 

而「出境」便成為「脫離有意義空間」的一種行動或狀態，什麼是有

意義？「除了有其定位，並具有物質視覺形式11外，地方還必須與人，以及

人類製造和消費意義的能力有某些關係。」12筆者將「出境」一詞英譯為「out 

of place」，「out of place」13是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

自己撰寫的回憶錄題名。 

單德興(1955-)在立緒版的導讀中指出「out of place」一詞，「簡短有力

地指出了這種地理及心理上的失落與錯置」14。本論文並未對於文化研究論

述中的諸多議題，例如鄉愁、流亡(exile)、失所(dislocation)、邊緣化

(marginalization)、游牧(nomad)…等做專業深入的探討。 

本論文的重點還是在創作議題本身，而「out of place」一書所顯現「人

地不宜」的尷尬與錯置，格格不入的不穩定感，給予本研究在創作空間探

討的啟發。筆者欲藉由薩依德回憶錄題名的引用，點出本論文問題意識裡

所存在「永遠離鄉背井」的移動行為。 

 

若簡化成「誰」在「哪裡」「做什麼」，這樣的簡單句來比喻，本文的

主要討論可能就會是「混合體」在「疆界」上，做「出境」的行動，而「疆

域」是行動後的結果。比較特殊的是，這一連串的詞彙都具有變化的、曖

                                                      
10

 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Place：a Short 

Introduction），臺北：群學，2006，頁 14。 
11

 這裡的物質視覺形式包括「想像的實體」。 
12

 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Place：a Short 

Introduction），臺北：群學，2006，頁 15。 
13

 Edward W. Said, Out of place : a memoir. New York: Knopf, 1999.  

  Edward W. Said 著，彭淮棟譯，《鄉關何處―薩依德回憶錄》(Out of place : a memoir)，

新北市：立緒，2000。 

  Edward W. Said 著，彭淮棟譯，《格格不入―薩義德回憶錄》(Out of place : a memoir)，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 
14

 在地理上，「永遠離鄉背井」，不管到天涯海角，都「一直與環境衝突」，成為「格格不

入」(這是譯者原先採用的書名)、「非我族類」的外來者；在心理上，時時懷著亡國之痛、

離鄉之愁，「對於過去難以釋懷，對於現在和未來滿懷悲苦」。摘自：單德興，〈流亡‧

回憶‧再現―薩依德書寫薩依德〉，Edward W. Said 著，彭淮棟譯，《鄉關何處―薩依德

回憶錄》(Out of place : a memoir)，新北市：立緒，2000，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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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的、動態的、不穩定的、流體般等等的特質。 

出境的慾望不是對於疆域及其外部的價值判斷，只是出於一個生命不

能也不會止息的基因。在本創作論述的研究邏輯裡，混合體其實永遠無法

真正地離開疆域。混合體持續不斷的混血變種，疆域不斷地建構、破解、

再重新建構，這就是唯一的真實。 

 

1.3. 研究方法 

 

筆者創作具有異質混搭的特性，因此在書寫方法上試圖運用多面向議

題拼貼組成方式。本論文所設想的研究方法是一種多向溝通的狀態，可以

想像成如同網際網路(Internet)一般。進行相互溝通作用的主要會有四個面

向：「筆者創作觀點」、「當代藝術論述」、「當代藝術創作」、「東方論述」。

它們就像網際網路上的四個載具，乘載著龐大的資訊量，同時也不斷地與

彼此進行資訊傳輸。 

 

 
圖 1-1 圖片作者：The Opte Project，檔案名稱：《網際網路地圖》(File:Internet map 102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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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ikipedia Commons 維基共享資源，授權許可：創用 CC BY 2.5(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2.5 Generic)。出處：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Internet_map_1024.jpg，搜尋時間 2013/10/30。 

 

「筆者創作觀點」包含了作品本身、創作特徵、技術問題以及創作者

的關懷。「當代藝術論述」則從文獻著手，涉及與筆者研究問題意識相關的

代表性論者及其方法論。「當代藝術創作」著眼於同時代能夠進行相關討論

的創作者及其作品，可以從藝術家創作自述、藝術評論及訪談方式入手。 

我在進行東方媒材的創作，以及研究當代藝術或文化理論時，發現「東

方論述」對於其他面向的對話能夠起到一個重要的作用。一是對於自己與

其他藝術家作品及創作的探討，從中看見它們不同於西方語言脈絡的呈現。

二是在許多當代文化及藝術論述中，或多或少發現了東方宗教、哲學或思

想的影子。這兩件事情是我欲以「東方論述」與其他面向溝通時試圖彰顯

的。 

筆者運用網路溝通的方法讓這些原本不在同一脈絡系統下的面向產生

對話關係，這個模式具有主動的、開放的、互為的、變動的特性。若以空

間維度來說，是一個開展如草原式的非線性系統，無固定或單一的入口及

出口。以時間維度來說，難以形成直線前進的歷史因果，而是跳躍的、拼

接的時間感。 

屬於網路溝通的「無時間之時間」 (timeless time)
 15概念改變了原本人

類實體世界中「有軀體的時間」 (embodied time)
 16及「時鐘時間」 (clock time)

 

17的觀點。霍夫曼史達(Hugo von Hofmannsthal, 1874-1929)曾說：「我們的時

代的本質是多元性和不確定性。…其他時代的人認為堅實的基礎現在實際

                                                      
15

 「無時間之時間」(timeless time)利用技術以逃脫其存在脈絡，並且選擇性地挪用每個脈

絡迄今可以提供的價值。摘自：曼威‧科司特(Manuel Castells)著，夏鑄九、王志弘等校

譯，《網絡社會之崛起》，臺北：唐山，1998，頁 530。 
16

 曼威‧科司特(Manuel Castells)著，夏鑄九、王志弘等校譯，《網絡社會之崛起》，臺北：

唐山，1998，頁 525。 
17

 同上註，頁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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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正在滑動。」18空間與時間觀不會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同一性。 

不過在世界上許許多多的角落，網絡化的新世界已悄然被建立、新人

種已悄然誕生，而流動性的維度已成為新的真實，這個探討是著重在「現

象」而非「價值」。這樣具有強大的顛覆性的想法，在歷史時間上其實並非

很新的觀念，尤其在許多東方哲學或宗教裡呈現的宇宙觀裡常常可以獲得

觀念上的相似性。 

筆者在文獻的研究上產生許多時空錯置的感想，就算不是在網際網路

的媒介上，「溝通」這件事情也早已產生「穿越」。不同時間或位置上所發

生的論述，的確有可能在「外部」彼此發生關係，這反而是在「內部」(如

同一環境條件、語境或歷史脈絡…)中不可能完成的。 

這個研究方式也展示了筆者的創作對於當代語境所給出的回應，而欲

透過這種開放、交錯、跨越的研究方式，成為本論文問題意識的技術支援，

提供一個持續性離開原點的可能。創作論述在進行研究時會有一個很重要

的引發點即是「筆者的創作」，由這裡引發不同面向的討論與對話，然而引

發點不一定會是整個研究過程的絕對主體。因為整個研究方法呈現出議題

討論的流動狀態，就像是排球比賽中球員的「輪轉」19動作，每個個體的位

置及任務都是會改變的。 

 

1.4. 文獻分析 

 

文獻分析的內容可大致分成兩個面向，「知識論」及「國內相關創作博

                                                      
18

 霍夫曼史達(Hugo von Hofmannsthal)，《一封信》(Ein Brief, 1905)。摘自 Felipe 

Fernández-Armesto 費利普．費爾南德-阿梅斯托/著，陳永國/譯，《改變世界的觀念》(ideas 

that changed the world)，臺北：聯經，2006，頁 349。 
19

 排球比賽規則中，當接發球隊贏得一球時，該隊得到一分，並且獲得發球權，球員依順

時鐘方向輪轉一個位置。這也代表比賽過程中每位球員都可能會取得發球權。參考自：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2004)。2001-2004 國際排球規則。台北市：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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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論文」。第一部分是藉由思想家所主張的論述中，引用與筆者研究相關的

論點形成本研究的方法論。它們相當於整體創作和研究方法論的養分來源，

筆者試圖吸收後並消化成自身可用的知識論。 

第二部分的討論對象是以國內博士學位論文當中，以創作者書寫的「創

作論述」為主要研究的文本。並從當中找出幾本適合與筆者研究進行對比

的論文作為對照，試圖呈現出國內創作論述在博士研究中的一些面向。筆

者試圖從本研究與這些論文進行對話討論中，去發現本文與對照組文本的

關係以及特殊之處。 

本研究的文獻分析可說是由過去的思想家立論構成的經線，同時代博

士研究構成緯線相互交織出來的。 

 

1.4.1. 知識論 

 

根莖 

 

「根莖」(rhizome)是來自德勒茲與瓜塔里合著的《千高原》(Mille 

Plateaux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980)當中提出一個複雜的概念，而

《千高原》本身也可說是一種「根莖」的佈署。「它迥異於傳統形上學的“樹

狀”或“根狀”模式。」20
 

這裡可以利用生態學的角度來更清楚了解兩者的差異，「根莖」屬於「非

中心、無規則、多元化的形態，它們斜逸橫出，變化莫測，而“樹狀”模式

則具有中心論、規範化和等級制的特徵。」21著作中，西方的文化思想模式

                                                      
20

 汪民安/主編，《文化研究關鍵詞》，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頁 168。 
21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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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歸於「樹狀」邏輯，這一組被選定的系譜成為西方認識世界的方式。 

《千高原》當中提到了他們對於西方與東方思想邏輯的「譬喻」，「在

西方，樹深植於我們的肉體之中，它甚至使性徵也變得僵化和層化。我們

已經失却的根莖與草。」22而東方則是另一種面貌，「它與庭園、草原(而非

森林和耕地)相關聯(在另一些情形中，則是沙漠和綠洲)；通過個體的碎片

化來培育塊莖；將侷限於封閉空間之中的畜牧業置於從屬、次要的地位，

或將其推向遊牧民族出沒的草原。」23
 

無法準確得知德勒茲與瓜塔里接觸過哪些東方的思想，使他們描繪出

一個「根莖式的和內在性的東方」： 

 

在東方，國家並不是根據某種樹形圖式而行動的―此種圖式與既定

的、樹化的和根深蒂固的階層相對應；東方的官僚體制是一種運河

式的官僚體制，比如，著名的“所有權不明確”的水能的案例，在其

中，國家產生出被運河化(被疏導)和進行運河化(進行疏導)的階層。

專制君主如河流(而非源頭)般行動，因為源頭仍然是一個點，一個樹

―點或根；他與水流並進，而非安住於樹下：佛陀之樹生成為根莖：

東方革名導師的江河與路易的樹。24
 

 

筆者試圖借用根莖理論作為本研究的方法論，但這在一個需要嚴謹架構的

研究論文當中，要能實現實屬不易。我嘗試將自己的創作模態與創作關注

的「現狀」進行檢視，把這一團「現狀」當成一個透明的結晶體，從這結

晶體的各個不同切面去作觀察、並決定繼續研究與否。 

這些不同的切面會成為整個研究的不同入口，若以光線在結晶體當中

                                                      
22

 德勒茲(Deleuze, Gilles.)，瓜達里(Félix Guattari.)/著，姜宇輝/譯，《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

千高原》，上海：上海書店，1980/2010，頁 24。 
23

 同上註，頁 23。 
24

 同上註，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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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折射來比喻，就相當於有多條研究線路，便容易造成多元出口、以及線

路交錯的可能。所以這個研究結構過程，可以說是「結晶」(堆)起來的或「織」

起來的。 

本研究與《千高原》這個龐大的「根莖」開放系統有很大的距離，不

過在這裡將其當成工具用以作為研究方法的轉換機制。主要想表達筆者的

創作方式也是一種異質構成、消解主體性的「交混」的模態。 

 

吾喪我 

 

本研究所引用的觀點「吾喪我」25來自道家思想裡的代表性著作《莊子》。

雖然道家思想往往給人虛無飄渺、玄之又玄、道理深奧之感，事實上對應

到《老子》作者李耳、《莊子》作者莊周所生存的動盪年代春秋(770-476 B.C.)

及戰國時代(476-221 B.C.)，便不難發現這些書寫很實際地對於亂世中的生

存之道提出一個創見。 

以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角度來看，這些論述提供了許多方法，即

一種人類存活、自我安頓的方法論26。就像《老子》、《莊子》中談論的重點

「道」，其本意即「道路」，是讓人到達某中目的地的方向、方法與途徑，

是再實際不過了。 

道家思想做為一種「方法」，在研究或創作上或許也能成為可能。道家

                                                      
25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二。詳見：張松輝注譯，《新譯莊子讀本》，臺北：三民，2012，

頁 17。 
26

 王大智曾言《老子》一書，「可以說是老子綜觀歷史後，對統治者提出的一份心得報告」，

「是一本偏重政治謀略的歷史哲學著作。」劉笑敢：「老子之無為不是一個清晰的概念，

而是一個代表一系列反世俗、反慣例的方法性的概念簇，其特點是『實有似無』，是聖

人輔萬物之自然的管理方式。無為的絕對意義是對人類社會行為的取消或限制。」詳見：

王大智，〈支離與弔詭--論「老莊」藝術思想的兩種複雜性格〉，史學彙刊第二十三期，

臺北：中華學術院中華史學協會、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與史學系，2009，頁 12、

13。劉笑敢，〈老子之自然與無為―古典意含與現代意義〉，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10，臺

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7，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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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涉及的面向廣闊，筆者於本研究中藉由莊子「吾喪我」觀點做為本論

文進行藝術創作研究時的一項「標的」。「吾喪我」是莊子〈齊物論〉思想

的前提條件，按照哲學家方東美(1899-1977)的解釋，莊子所謂的「吾喪我」

是對於方東美文中所歸納的三種「我」進行忘卻、排除的動作： 

 

要把(一)以身體為中心的自我，(二)以意識為中心的自我，(三)以自

己主觀思想為中心的自我，通通去掉。這些都去掉了之後，就產生

第四種我。這第四種我，莊子叫做「靈臺27」，也就是一種自覺性的

自我。 

這種自覺性的自我，固然是意識的中心，但是這一種意識中心能夠

反省自己本身的缺陷與限制，再去除掉。…還有一種我，叫真實的

自我，莊子名之曰：「真君。28」所謂的真君，拿近代的哲學名詞來

說，可以叫做心靈的普遍位格(universal persons of mind)，或者是像

德國黑格爾(Hegel)所謂「普遍的心靈」(universal mind)或者是叫做絕

對心靈(absolute mind)。這一種精神狀態在宇宙裏面，不是僅僅陷於

主觀，而是通乎主體之際的(intersubjective)。29
 

 

由此見得「吾喪我」的觀點並非教人要失掉自我，而是解放自我、讓「我」

自由，以重新發現及成就一個全新的「我」。筆者試圖以「吾喪我」的觀念

作為本論文「出境」、「混合體」、「疆域」等觀念研究的方法論。 

「吾喪我」，即「我忘掉了我自身」30，筆者將之比喻為本研究中的「出

境」行為。「吾」做為一個主體，「我」就如同「吾」所創造出的疆域。「我」

                                                      
27

 莊子，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詳見：張松輝注譯，《新譯莊子讀本》，臺北：三民，

2012，頁 400。 
28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二。詳見：張松輝注譯，《新譯莊子讀本》，臺北：三民，2012，

頁 21。 
29

 方東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學》，臺北：黎明，2005，頁 324、325。 
30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二。詳見：張松輝注譯，《新譯莊子讀本》，臺北：三民，2012，

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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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誌了「吾」的思考、權力、空間、價值、信仰等各個向度。 

而「喪我」即放下這些向度、離開原本的疆域、解構舊有的疆界，展

示了一種動態的、持續的「出境」過程。「吾」成為一個不斷出生、不斷死

亡，活的、有機的主體，而「我」成為無須憑藉、不斷變幻、不斷重組的

疆域。這是透過「喪我」的方法所欲達成的目的。 

 

1.4.2.  國內相關創作博士論文 

 

筆者選取了幾本二〇一一年以前發表之博士學位論文，由莊連東

(1964-)、孫翼華(1970-)、吳宥鋅(1983-)、龔義昭、蘇孟鴻(1976-)等人所撰

寫的著作。對這些藝術創作論述屬性的博士論文來進行研究，並和筆者自

己的論文書寫進行比對與探討。藉由這些創作論述所呈現的差異性比較，

以檢視本研究所形塑出來的位置。 

首先討論莊連東的博士學位論文：《穿透．游移──時間感應中圖像與

空間對話的水墨創作思考》31。總體而言屬於論者自身創作方法論，用具有

科學特性的計畫性研究方式完整呈現書寫。如同莊連東在博論中言道：「長

期以來創作方法論對於水墨創作者來說一直處於邊緣位置的思考，尤其傳

統表現方法精妙完備的體系，始終成為水墨創作者的參照指標，個人性的

方法開拓與對應創作思想的模式探討相對欠缺。」32
 

創作方法論的研究涉及到前置構思、作品、展演空間、閱覽者，包含

了藝術家個人以及公共的面向，這也是莊連東的博論最特殊之處。文中創

作方法論想要探討的是「時間」、「空間」、「圖像」三者互相溝通所形成的

討論場域，它們共同讓此論文的主要問題意識「穿透．游移」得以成立。 

                                                      
31

 莊連東，《穿透．游移──時間感應中圖像與空間對話的水墨創作思考》博士學位論文，

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博士班，2010。 
32

 同上註，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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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莊連東首先界定他所謂的「時間」、「空間」、「圖像」，接著論述這

三者如何在創作淤為與實踐中產生作用、形成關係。「關係」的形成即論者

創作的精神，同時更是此論文的一大闡述重點。文中除了以動物生態學的

觀點及圖像討論進行說明，更舉出了當代相關藝術創作讓「時間」介入「空

間」、「圖像」的觀點更為具體。 

核心觀念討論完成後，下一步便是技術層面上的落實，從理念、形式

技巧到創作佈署。當莊連東的創作方法論完整陳述之後，便以自己實際的

圖像來呈現先前所論述的過程與理念。整個論文從一開始的「假設」(創作

者想要或計畫處理的議題)，到構思、推演、實驗的過程，最後逕行結果的

驗證。整體研究給出一個科學性、實驗性操作的創作論述，與其他「畫胸

中竹」的創作模態相當不同。 

接著談到孫翼華的博士學位論文：《幽微裡的象徵：當代水墨創作意象

中的陰柔氣質與指涉意涵》33。其主要研究內容和範圍建構三大部分：一、

是「中國及西方藝術裡陰柔美學的學理探討」，鋪陳出關於陰柔美學的歷史

脈絡。二、是藉由「當代水墨創作中的外顯語符與指涉意涵」展現當代藝

術中的多元文化跨界面向，為論述核心「陰柔美學」鋪展一個政治正確的

環境。三、是孫翼華「懸浮‧隱入」系列創作的論述研究。 

孫翼華博論的研究方法引用了後現代主義方法學的解構論、符號學，

並加入東方美學進行討論，作為脈絡梳理的根據。再以藝術創作進行驗證，

當中包含了不同時代環境下的彩墨創作。而論者也藉由當代的藝術評論也

在論文中增強其問題意識的力量。文中主要的操作方式為「文獻探討」、「圖

像符號分析」、「作品解析」。 

他企圖將陰柔氣質作為一種美學觀念及審美系統進行建構，跨越時間

與空間的文獻研究，並回應到當代彩墨創作的範疇。此創作論述的特別之

                                                      
33

 孫翼華，《幽微裡的象徵：當代水墨創作意象中的陰柔氣質與指涉意涵》博士學位論文，

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博士班，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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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在於，論者先以中國及西方兩個範圍的歷史及理論文獻，製造出不同於

其他在西方女性主義脈絡下的陰性研究環境。接著試圖帶入當代相關的重

要理論與當代彩墨媒材創作進行討論，也是臺灣目前陰性研究中較為少見

的取樣。 

《幽微裡的象徵：當代水墨創作意象中的陰柔氣質與指涉意涵》論文

將當代彩墨創作從陰性美學的角度切入論述，完整之後再將整個論述放在

一個更大的多元文化視角的當代藝術場域之中。就如同孫翼華在其論文摘

要中所言：「藝術，是最隱微的時代見證者。」論述風格也大體呈現先立論，

再以作品驗證的模式。 

再來談吳宥鋅的博士學位論文：《從文化研究到流行時尚的創作視域－

吳宥鋅創作論述與實踐》34。此論文由五個章組成，由具連動關係但能各自

獨立的討論區塊拼貼連接成論述的結構。第一大塊是文化研究，從後期資

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來看思考方法的轉變，對事物的一些看法，包括知識論

的問題，屬於全面性的。 

第二大塊就是文化和語言的問題，可能想碰觸集體記憶層面，包含時

尚、模仿、圖像語言、文化語言。帶有當代、國際性、資本主義式的當代

理論結構。第三大塊碰觸到彩墨的相關脈絡，包括歷史、定位、母體、制

約等等，像是美學的範疇。第四大塊本身的創作問題。真正碰觸到作者自

身創作與實踐的部分為第五大塊。 

吳宥鋅博論的研究方法是多面向的組合拼貼式，論述方式像是先建構

出一個大的論述環境，如同撐起一把大傘，而它的位置是在傘下。就如同

他的研究動機所表明：「認識與連結自己當下的文化與世界(吳宥鋅，2011，

頁 2)」，整個研究位置在於一個文化研究的脈絡當中。 

此論文的研究方法是一個創作研究方法，「把創作當成是一種文化研究

                                                      
34

 吳宥鋅，《從文化研究到流行時尚的創作視域－吳宥鋅創作論述與實踐》博士學位論文，

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博士班，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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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創作過程中的觀察，本身就是一種研究。」35藉由與當代文化的溝

通研究過程來推展自己的創作。從大架構往內縮至本身的作品問題，由大

到小很清晰的談論。從這個論述架構來看，具有前後兩種差異性格，前半

部為理論者的角色，後半部為創作者的角色。 

龔義昭的博士學位論文：《否定之路—尼采、馬庫色、阿多諾到傅科：

關於一種等待美學的創作倫理與自我技術》36。此論文並非直接論述自己的

作品或具體的藝術作品，而是一個「以藝術經驗與生命經驗之間的問題為

設想」的「純理論的創作論述」。此研究的問題意識在於現代藝術理論與實

踐經驗上的反問： 

 

本文不擬討論「何謂創作？」也不傾向於接觸「何謂藝術家？」，而

將問題集中於「創作/藝術是如何被討論？」以及去追問這種討論的

效果。或許可以說這是一種關於「創作/藝術的評論的美學化」的研

究。37
 

 

論者關注創作上「否定」的發動點，以「反」的觀點為發動點。所以他選

擇了當代論述中有關於「反」的幾個重要理論者，來碰觸到創作倫理及自

我技術問題。 

論者龔義昭引用尼采(德語：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

馬庫色(德語：Herbert Marcuse，1898-1979)、阿多諾(德語：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 1903-1969)、傅科(法語：Michel Foucault，1926-1984)

的言論，幫助此研究進行「否定」(Negative)的技術方法。龔義昭博論涉及

哲學、藝術、實踐最原初的關係探討以及對於探討的技術問題，形成龐大

                                                      
35

 同上註，頁 2。 
36

 龔義昭，《否定之路—尼采、馬庫色、阿多諾到傅科：關於一種等待美學的創作倫理與

自我技術》博士學位論文，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2009。 
37

 同上註，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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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廣的創作論述。 

文中大量截取西方藝術理論與論者的實踐經驗經行討論，看似理論操

作論者卻在這個創作論述中產出相當實際的「等待美學」。此論文實際的程

度就如同論者所言：「書寫論文，乃有機會以機器為名，以零件為名，以工

具為名，以物為名，成為一本未署名的「手冊」。」38不但在藝術創作範疇

裡提出一條可能的道路，還以藝術家的經驗值提供了一本道路生存手冊。 

最後是蘇孟鴻的博士學位論文：《塑膠射出成型機器：資本主義中的藝

術生產》39。此論文是一個研究「創作者的存有論」的創作論述，而非針對

「藝術作品本身」的研究。論者將「創作者」和「藝術家」做出區別之後，

「從創作者身分出發去測量『藝術家』身分並討論『藝術家』創作行為的

產生以及『藝術家』與機制場域遭遇的這些問題。」40
 

論者將自己分裂，成為一個生產藝術的「蘇孟鴻―創作者」對於一個

「蘇孟鴻―藝術家」的種種進行全面觀察與研究，而此論文可以說是具體

研究成果。他試圖以自己的實際創作經驗為方法及工具進行研究，為了彌

補以創作者作為觀察者的侷限性，也採取了相關文獻的研究探討。 

這些方法是為了碰觸到「在資本主義中的藝術可能性」的問題，而其

研究也很實際地給出經驗所造成的心得，而非理論先行的書寫結構。呈現

出與一般藝術史研究、藝術批評、藝術家創作自述完全不同的結果，以及

不同以往創作論述的思考。 

蘇孟鴻博論所拋出的研究內容41，看似整個研究是「蘇孟鴻―藝術家」

                                                      
38

 龔義昭，《否定之路—尼采、馬庫色、阿多諾到傅科：關於一種等待美學的創作倫理與

自我技術》博士學位論文，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2009。，頁

216。 
39

 蘇孟鴻，《塑膠射出成型機器：資本主義中的藝術生產》博士學位論文，臺南：國立臺

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2012。 
40

 同上註，頁 7。 
41

 討論內容包括創作者在資本主義中的處境為何？討論兼具藝術創作的理論與實踐的技

術？資本主義中的創作者如何取得「藝術家」身分？接續的問題為取得「藝術家」身分

有無明確「方法」與「技術」可言？「藝術家」如何進入藝術產業並且與之共生共存，

亦即「藝術家」如何與資本主義緊密銜接？又是在什麼條件下，藝術進入資產社會且又

能同時進入美術館並寫進藝術史？甚至還包括了創作者與「藝術家」身分的衝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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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業機密公開報告，而這就足以有極大的貢獻。但作為創作論述，它具

有更重大的意義就是在資本主義機制下，提供另一個「對藝術的再認識過

程」的觀點與方法。 

作為創作論述的書寫，博士的論文給出的是什麼呢？而論者是否還能

提出一些不同的貢獻？創作論述屬性的論文相對而言具有更多的創作感性

與主觀成分，這些論述書寫都帶入作者他們身為創作者時的特殊感性。我

試圖從這幾本創作者角度的博士論文分析比對當中，參考他們的研究方式

及撰寫方法。同為創作者的自己也從中獲得一些省思，原來創作論述的書

寫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操作。 

莊連東提出了藝術家、藝術品、展演空間、閱聽者所形成的創作生產

迴路，以及整個納入創作佈局考量的完整過程。孫翼華藉由歷史文獻及古

典作品、當代論述及當代創作等研究，碰觸一個中國繪畫系統中鮮少碰觸

的陰性美學。並試圖在當代彩墨創作的範疇中，提出系統性、學理性的分

析方向。 

吳宥鋅以自己的作品進行分析，進到文化脈絡中並往上游探尋，呈現

一個當代的文化與創作之間的溝通關係。創作亦是研究過程，具有探索與

冒險特性的創作論述。龔義昭在藝術創作範疇裡指出了一條「否定之路」，

並以藝術家自身的實際創作經驗值提供了一本道路生存手冊作為上路的準

備。蘇孟鴻以自身實際的創作生產過程，探討在資本主義產業鏈之下的「創

作者存有論」問題，而非藝術作品本身的風格分析、評論、研究。 

這五本創作論述博士論文大致可以看見兩種方向。莊連東、孫翼華、

吳宥鋅的研究及論述同屬於東方媒材的創作範圍，也不約而同呈現了跨域

特質。可能是東西方觀念的跨域、不同研究面相的跨域、創作方式的跨域

等等，這個特點也出現在筆者的書寫模態當中。 

                                                                                                                                              
與尷尬。摘自：蘇孟鴻，〈摘要〉，《塑膠射出成型機器：資本主義中的藝術生產》博士

學位論文，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2012，頁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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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義昭、蘇孟鴻都偏向於理論型的創作論述，面對了「藝術如何可能」

或「藝術家如何可能」的問題。他們都清楚交代了藝術實踐歷程的心得與

技術實踐，為這樣的問題意識提出實質上的幫助。而筆者也試圖在論文其

中一個面向裡，直接面對「彩墨或東方繪畫，在當代繪畫中如何可能？」

的問題意識。 

回到筆者的研究的重心則以作品當中衍生的議題為出發，由各個議題

伸出觸角朝向創作本能以外的未知進行探索。東方古典思想、當代論述、

同時代藝術家作品、東方媒材創作在繪畫上的可能性，研究以這些多面向

並交叉的方式組合而成。 

論述中處理的議題都包含在作品當中，所有章節都為了作品及創作議

題而衍生、存在。形塑出如同匍匐莖的不定根一般之擴張形態，走莖蔓延

的過程中不斷的有機會長成新株。筆者使論文形成一種從頭到尾的創作論

述，思想、文獻理論、作品混雜並置，沒有針對單件作品逐一說明。 

本研究較為特殊的地方為不論是創作或是論述都採取複合式的組合樣

態，而筆者的創作論述以及對照組中創作博士論文最主要的共通之處在於

「書寫者即創作者」，這些書寫者提供他們自己、自己的作品、或自己的創

作經驗作為基本研究對象。 

 

1.5. 研究預期成果與限制 

 

1.5.1. 預期成果 

 

筆者試圖在此論文當中開展出一個具有多面向議題的創作論述，由各

自獨立卻隱含著關係的討論場域。筆者的作品及創作經驗是一個原初的發

 



24 

動點，卻不是以它們為對象而形成討論。換句話說，此論文即筆者創造出

來的討論場域，討論的對象是由筆者的作品及創作經驗所發動的議題或關

係討論，而非直接進行作品及創作經驗的解說及分析。 

以筆者作品為出發，預期發動五個討論面向，分別是「回望歷史」、「文

化議題研究」、「當代觀點」、「繪畫圖像」、「繪畫空間」等問題。我在「回

望歷史」以自己的整理方式重新回望中國傳統繪畫、人物畫的歷史脈絡。

除了企圖擺正自己的歷史視角，也有助於重新看待自己作品的位置。 

「文化議題研究」方面選取「自我性別意識」、「中國傳統仕女畫當中

的性別權力關係」做為討論重心，涉及「性別政治」、「議題」、「體裁形式」。

最後以這些觀點重新對自己作品當中的女性形象進行相關的論述。在「回

望歷史」當中重新擺正自己的觀點後，我用「當代觀點」的切入來為自己

提供現在進行式及未來式的參考值。 

從「繪畫圖像」來談作者的創作思維以及畫面構成的具體形塑方式。「繪

畫空間」方面選取「線條」做為開啟繪畫空間的討論重心，以筆者的作品

為例，討論「線條的服務性與純粹性」、「線條動力論」、「混搭空間中的線

條」以及「線條作為中間」。 

在進行創作論述的研究時，當創作者即書寫者，當書寫對象與自己的

創作有關。筆者企圖將創作者的思考方式、創作方法、書寫思考方式、書

寫方法變成為連貫的風格。筆者的作品及創作經驗是本創作論述最主要的

研究成分，在研究中可以變換成多重角色：研究對象、參與者、實驗組、

對造組。 

本論文企圖將這五個面向，完成一個根莖(Rhizome)式佈署的、水平橫

走的書寫模態。嘗試以不同於碩士班研究時的喬木狀書寫形式。以植物根

莖的形態來說，「節」的部分易於長出新芽和新根，並且進一步繁殖成新的

獨立植株。不同於「根」的吸收功能，「根莖」能夠儲存養分、具繁殖功能

並擴張植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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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圖片作者：Pearson Scott Foresman，檔案名稱：File:Ginger 925 (PSF).png，資料來

源：這個文件由 Pearson Scott Foresman 捐贈給公有領域並發佈到維基媒體基金會。這一聲

明在全球均有效。(Pearson Scott Foresman, donated to the Wikimedia Foundation)，授權許可：

{{PD-ScottForesman}}。出處：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Ginger_925_%28PSF%29.png?uselang=zh-hant，搜尋

時間 2013/11/10。 

 

筆者期待上述五個面向在論述上能產生根莖的作用，具有充分的養料

來成就獨立的植株，成為獨立的討論場。並且如同地下莖與不定根一般產

生繁複交錯連結，使討論場域擴張蔓延。論述成為一種有機的、可推展的

系統。 

 

1.5.2. 研究限制 

 

當筆者撰寫自己的創作論述，代表著書寫者必須從藝術家的身體裡分

裂出來，從外部來觀看關於自己與創作。在技術操作上使用了藝術語言與

論述語言兩種工具，來達成不同方向的創造目標。「創作」及「論述」之間

並非一個主從的階層關係，而是各自有各自的功能與侷限。它們也構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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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整個研究的完整性，不過行文之中也有可能呈現「創作者」及「論述

者」兩種思考模式切換所造成的「混雜性」。 

在書寫過程中，筆者參考網際網路及根莖文體作為研究佈局的方法，

採用跳脫固定時間、空間的鏈結方式來觸及多面向的議題。這樣的論述結

構不同於樹狀結構的書寫：先立中心思想，然後如同喬木結構的根、幹、

枝、葉，一層一層的將思考邏輯推演上去。因此文中就不太會出現歷史性

的時間前進方式及線性的空間發展方式。 

也因此筆者這種從不同節點向四周發射的論述方式，就不會是完整的

單一結構，而像是在分裂、連接、擴散的運動過程中組成的星斗。有限性

常見於創造活動當中，文體的侷限、語言的侷限、以及觀念成立之後的排

他性。當「混合體」(hybrid)一詞成立，同時就意味著被排除了「純種」(purebred)

的可能性，而反之亦然。「根莖」也不會成為「喬木」，而反之亦然。這就

是「存在」。 

蘇孟鴻曾以「瞎子摸象」的故事來部分類比創作者面對藝術時的狀況。 

 

創作者面對藝術時就像出自《大般涅槃經》的「瞎子摸象」典故中

眼睛看不見的盲人：摸索到大象的感受不同，得到的觀察與經驗也

不同。「瞎子摸象」如果可以用來解釋某種創作者與藝術之間的關係，

那麼更重要的可能是「摸」的動作，因為「摸」代表經驗與記憶的

產生，藉由某種感官概念的碰觸形成對藝術的認識與感知，也帶出

了藝術「探索」行為的價值。42
 

 

借用這個比喻來形容筆者自己的研究過程也是合適的，整個研究的行動就

像是「瞎子摸象」中「摸」的探索行為。以多元混雜方式進行研究與書寫，

                                                      
42

 蘇孟鴻，《塑膠射出成型機器：資本主義中的藝術生產》博士學位論文，臺南：國立臺

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2012，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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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行文都在一種違和與不習慣當中。筆者碰著了什麼，便給出什麼，永

遠都是片段與過程。 

本研究的預期成果想給出的就是過程。然而在不斷的混血與嫁接的過

程，最後是否會搞不清楚自己是誰？這裡出現的侷限就是，這樣的過程連

有沒有「最後」都不曉得，所以最後的那個自己是誰就成為一種想像。也

許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的話語可供參考：人從事什

麼，「人就是」什麼。(“Man ist” das, was man betreibt.)
43。 

作為研究與創作者，不斷在創作及研究中進行「出境」的動作，其目

的不是為了超越，因為也無法超越，能做的只有改變。為了讓「混合體」

往疆界上「漫遊」時不至於迷航，便引用許多思想家的立論作為此研究的

「定位系統」，如同龔義昭博論中「否定之路」的「路標」。 

本論文引用古今中外許多論述思想，作為廣闊、交錯複雜的研究路徑

上的標的。只是這些思想者的原始文本都與筆者當下語境有巨大的落差，

筆者能夠靠近他們的方式就是後人的注譯、翻譯及詮釋，另外就是筆者自

己的解讀或想像。 

用「已知」去碰觸「未知」，不論是研究或創作都必須經過一種自己矛

盾的支解過程。筆者將創作行為與研究行都視為有機體，本創作論述的研

究限制也許在未來會成為另外一種再組裝。當然這不是光靠我一人得以達

成，還仰賴當代眾多學術界先進以及宇宙座標上的思想者們，這些研究路

途上的路標。 

 

  

                                                      
43

 中文引用：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著，陳嘉映、王慶節/合譯，《存在與時間》，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頁 288。德文引用：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67, p.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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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望中國繪畫與人物圖像的歷史語境 

 

2.1.  彩墨創作背景及動機自我檢視 

 

本博士論文是根據筆者的創作經驗值與實際產出作品為本源，以創作

思維、創作行為與創作關懷作為引發議題的研究主體。研究主體具有高度

混雜、難以名狀的特性，在本論文中被稱之為「混合體」。雖然研究主體難

以界定，但我試圖將其基本範疇或基調進行描述。 

筆者整個博士班的學習及研究範疇，是定位在美術創作理論組(水墨畫)

的架構之中。在自身的實質創作產出與學術研究的範圍裡，筆者會使用「中

國傳統繪畫」一詞來指稱在二十世紀西法影響中國繪畫以前中國歷史上的

平面繪畫作品。 

為了呼應美術史上中國傳統繪畫面貌的多樣性，在本論文中筆者個人

的論述採用「彩墨」一詞指稱在中國傳統繪畫之後(外)，具有兼顧中國傳統

繪畫裡南北兩宗的發展史實，及近現代墨與彩合流的發展現象(如張大千的

潑墨潑彩)的影響及延伸之平面繪畫。 

而本論文中所引用之文獻當中，討論到現當代以中國繪畫媒材或觀念

進行創作的作品，有不小的比例仍稱之為「水墨」創作。在本論文的探討

過程中，引文當中的「水墨」創作與筆者的用語「彩墨」創作，兩者的對

象是高度重疊的。但為求忠於原文，引文當中仍舊保留「水墨」的稱呼。

本章節的研究動機必須從筆者接觸平面繪畫的初始來簡單談起，以對比出

與傳統創作情境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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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彩墨與我 

 

個人藝術創作的學習養成教育起點，應該算是幼兒時期使用蠟筆與彩

色筆等硬筆在圖畫紙上的塗鴉。進入就讀小學階段之後便以學校的美勞教

育為主，其中平面繪畫部分的媒材，慢慢接觸了鉛筆、水彩筆，常用西式

的圖畫紙或水彩紙做基底材。中式毛筆對當時的我而言是書法用工具，使

用毛筆在宣紙、棉紙上進行繪畫的機會不多，相關概念也較薄弱。 

到了就讀國中的階段，因為就讀的是特殊教育系統中的美術實驗班，

彩墨繪畫便有更多機會出現在正規課程當中。自此雖然更常接觸彩墨畫，

但只是在一種依樣畫葫蘆的學習階段，對於彩墨畫的歷史脈絡與語彙系統

十分陌生。當時我所處的學習環境，多數學生的人生目標就是升學考試的

成績。美術實驗班亦有其特殊的升學渠道，由於各項美術科目佔分比的高

低不同，佔分比較低的彩墨畫所被投注的時間相對也較低。 

這樣的情況即使到了高中美術實驗班，接著升大學的術科考試也都相

去不遠。只是稍微學習更多的中國美術史，以及添購了更多的彩墨繪畫工

具。直到進入大學，美術作為升學手段的任務暫時畫下句點，我才開始認

真思考或主動去學習繪畫在技術性以外的事情。大學期間彩墨平面繪畫創

作增加，並且增修了日本膠彩畫課程。 

然而，不論是彩墨繪畫的材料與技法，以及彩墨歷史與脈絡，皆因與

本人當下所處的當代環境語彙有所間隔，導致自己進行彩墨創作時總是或

多或少帶著困惑。當時進行彩墨繪畫的動機，更多的是被彩墨作為一種創

作媒材，其獨特的質感氛圍所吸引。 

到了碩士班階段進行彩墨專業研究，接觸更多的近現代西方藝術思潮。

在西方哲學思辨的腦內衝擊，與彩墨、東方創作媒材的實踐相互交織之下，

研究所時期的創作跟以往相比較具實驗性的挑戰與創造。我試圖以材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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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去服務創作者的當代思維與表達，這個過程充滿了許多創作思考上

的交戰。 

博士班期間重新修習了中國繪畫與彩墨歷史的相關課程或文本，也試

圖去理解當時的創作者進行平面繪畫時的意圖、行為與心情。也許是因為

臺灣特殊的歷史背景，或是當代臺灣社會型態的混雜融合與日新月異；要

將自己的創作與彩墨傳統歷史脈絡鏈接起來，對我而言絕對是一大挑戰。 

當然也曾想過，也許因為中國封建社會形式完結，畫院、文人結構體

系消失……等諸多理由，彩墨傳統或許已經像是西歐現代主義一般完成式

的狀態。如果彩墨傳統已經完整且完成了，當時的創作條件現今皆不復存

在，那麼歷史的這一頁是否可以翻過去了呢？ 

當代創作者便以當代的社會現狀、當代思潮進行一種活在當下的創作，

是否理當如此？然而，為什麼我們依然使用已存在數千年的工具及手法在

當代進行創作？身為創作者該如何去理解這當中出現的時空斷裂，並在這

巨大的斷裂中讓彩墨創作得以安在？ 

 

2.1.2.  彩墨畫的當代情狀 

 

身處在臺灣的彩墨創作者對於彩墨「異常複雜的身份屬性」44，很容易

造成這種文化時空斷裂之下所產生的矛盾焦慮。藝評家簡子傑(1974-)曾藉

由土耳其作家奧罕˙帕幕(Orhan Pamuk, 1952-)的著作《伊斯坦堡：一座城

市的回憶》(Istanbul: memories and the city)，來討論「文化主體」脈絡的概

念。 

當中設定的文化主體是如同伊斯坦堡一般，曾經有過輝煌榮光與理念

                                                      
44

 簡子傑語。出處：簡子傑，〈純粹與不純：我看「記憶的交織與重疊—後解嚴臺灣水墨」〉，

吳超然等撰文；蔡昭儀主編，《記憶的交織與重疊：後解嚴臺灣水墨》，臺中：臺灣美術館，

2017，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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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遙遠存在。論述者面對這樣具有遙遠且複雜脈絡的文化主體，並打算進

行碰觸時，簡子傑談到其中可能產生的困境： 

 

對論述者來說，要處置這樣的文化主體性，不免要面臨某種議題的

瑣碎化困難，這意味著研究者要遭遇過量的資訊與對各項分屬不同

範疇之細節，對於主宰傳統藝術史核心概念的「形式」議題，則要

抱著一種即使並不純粹卻要依然故我如同它仍擁有某種本質般地進

行思索，最後很難不落得「世俗失敗，疲塌懈怠和心靈煎熬」的下

場。45 

 

筆者身為彩墨平面繪畫的創作者，也有類似的感受，而在我自身創作上表

現為一種當代語境中彩墨文化主體如何安在的困難。 

這種困難自然是來自於彩墨脈絡自身異常複雜的屬性，如同中國藝術

研究院美術研究所研究員杭春曉(1976-)自己對於畫史的一個設問：「東方繪

畫語言，有無現代意義上的表達？如果有，怎樣才恰當？問題看似簡單，

答案卻很複雜。它涉及東方與西方、古典與現代等諸多因素的混融與碰撞。」

46 

 若擱置傳統的文化主體，在當代的彩墨創作上處理起來會不會簡單一

些？我想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因為彩墨創作者立刻會面臨到「繼續使用傳

統工具及技術在當代進行藝術創作的意義為何？」的問題。要能回答這樣

的問題絕非片刻所能成，不過中央美術學院王璜生(1956-)教授於二〇一四

年曾在北京寺上美術館的實驗計畫中提到彩墨創作在當代語境當中的長遠

                                                      
45

 簡子傑語。出處：簡子傑，〈純粹與不純：我看「記憶的交織與重疊—後解嚴臺灣水墨」〉，

吳超然等撰文；蔡昭儀主編，《記憶的交織與重疊：後解嚴臺灣水墨》，臺中：臺灣美術館，

2017，頁 30。 
46

 杭春曉，〈新東方繪畫：幻象與精神表達的重建—中國工筆畫“語意結構”轉變中的“當代

性”〉，杭春曉 主編，《幻象˙本質：當代工筆畫之新方向》，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2008，

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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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我認為可以做為本文討論的一個很好的前提： 

 

從長遠的意義上講，我覺得水墨應該在當代藝術一個大的文化語境

裡面，去共構當代文化的意義。它不能總是從技術、媒材、東方觀

念等方面去強調自身的特殊意義，或沉浸在傳統的文化理想和自我

陶醉的境地，而應該思考的是，我們整個社會每天都要面對當代文

化當下現實，水墨如何彙集到當代社會文化總體語境裡，共構一種

當代文化精神。
47

 

 

在彩墨傳統繪畫語境當中難以見到「藝術家」的詞彙，一方面是現在我們

所認知的許多藝術型態，在中國傳統語境中尚未存在。再者因為受到士大

夫、文人的觀念影響，許多藝術形式即使存在於中國傳統語境，可能是以

一種匠師技藝的方式被理解。當代彩墨創作者使用藝術家的概念，多是源

自於西歐藝術發展脈絡的影響。 

若要成為一個使用彩墨為創作手段的「藝術家」，王璜生的提醒勢必是

當代彩墨創作者都會面對到的。而藝評家孫曉彤(1980-)二〇一七年在臺灣

美術館《記憶的交織與重疊：後解嚴臺灣水墨》展覽撰文中的一些見解，

我在這裡將之與王璜生所言並置對照。 

 

對我來說，在這個時機點，「水墨」成為議題，象徵的是：無論作為

單純的物質媒材，或是具有背景脈絡的東方文化符碼，在當代藝術

的生態現狀中，都已經無置疑地被邊緣化——如此的「邊緣化」無

法完全歸昝於水墨作品或創作者的對於現狀的置身事外，而是對於

水墨這個藝術種類，普遍的文化保護主義心態。……矛盾的是在特

                                                      
47

 王璜生語，出處：王萌，《“來自水墨的新語境”實驗報告：寺上美術館實驗室計畫(第二

回)》，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4，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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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劃分出來的生態保護區之中，「當代水墨」採取切入的方式，卻往

往沿用關於表現形式、媒材的跨界表現、議題的參與(如環境、政治

和社會性議題)或強調個人化的風格語言等，套用的是當代藝術的既

有的脈絡來進行分析或歸納，在論述上對於當代藝術的依賴，再度

說明水墨之於當代藝術的附庸位置。48 

 

姑且不論孫曉彤此番言論的正確性，但我認為與王璜生上述所言一樣是個

重要的提醒觀點。彩墨創作要站立在當代語境之中，並非要拋棄傳統，也

不是不能使用當代藝術語彙，而是「為何」與「如何」的問題。 

為了要擠身當代藝術的一員，源自於古典藝術的彩墨創作者非常努力

的模仿當代藝術語彙，與當代議題進行對話。這種積極對外互動的努力，

是出於一種生存與被刺激本能。但彩墨作為一種文化本體，在長時間的歷

史進程中，繼續進行內部「推陳出新」的演化，這件事卻很容易被忽略。 

以我的個人創作經驗來解讀，當代語境就在我們身邊，甚至可說是養

成我們的奶水，很難視而不見。而長久累積的傳統文化主體存在於遙遠的

記憶之中，對很多人而言甚至是在他們的血液裡，這樣看不見的距離感使

人容易忽略，導致忘了它其實一直都在。 

在當代藝術的普遍邏輯中，當彩墨在視覺藝術創作上被啟動，它對觀

者釋放的訊息遠超過觀者在作品表面所能見到的。它不僅僅是傳統概念的

材質特性、風格表述，還配備了當代的思想觀念、審美意識等潛存的實質

存在。 

因此彩墨創作在當代藝術現場中積極接軌的同時，所採取的策略或許

不只是形式上的當代表象，更重要的是檢視自身長期累積的美學意識和語

言體系，是否在這個時代依然保有能量並產生積極意義。 

                                                      
48

 孫曉彤，〈亟待積極意義的當代水墨：由「記憶的交織與重疊一後解嚴臺灣水墨」所衍

生的觀察與思考〉，吳超然等撰文；蔡昭儀主編，《記憶的交織與重疊：後解嚴臺灣水墨》，

臺中：臺灣美術館，2017，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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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關心的水墨作為文化產物，自身是否具備更為積極之時代

意義——藝術史不是社會政治鬥爭史，更非科學技術發展史，其特

有之觀念進程與延續方式，賦予的是它自身獨有的審美意識與時代

風格——在當代多重的外在協商之後，水墨是否具有足夠的內部能

量，成就出具有主體性的時代進程？49 

 

上述的提問，恐怕也只有實際進行彩墨創作的藝術家們，以自身的作品進

行回答。以我身為一個創作者而言，很可惜目前的能力尚不足以很好的回

答這樣的提問。 

我想彩墨自身的內部能量仍然需要回到美術史裡，客觀地進行東方繪

畫語言系統的檢視。傳統語言系統本來就是時間所堆疊而成，已經相當穩

定甚至可說已經完整。但若到了當代仍被持續架構或改建，也許就能樂觀

的認為必然會產生當代意義。 

 

2.2.  如何看待中國傳統繪畫 

 

2.2.1.  語意結構 

 

彩墨歷史語境的探究分析，對於身為創作者而言的自己而言，重點不

在理論知識的充實，而是更關乎於含有傳統語言的創作如何在當代語境中

                                                      
49

 孫曉彤，〈亟待積極意義的當代水墨：由「記憶的交織與重疊一後解嚴臺灣水墨」所衍

生的觀察與思考〉，吳超然等撰文；蔡昭儀主編，《記憶的交織與重疊：後解嚴臺灣水墨》，

臺中：臺灣美術館，2017，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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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成長。就拿與自身創作較密切的彩墨繪畫來說，它源自於中國傳統繪

畫世界。而在二十世紀以前傳統中國社會對於藝術的定義和期望，與現在

的社會有相當大的不同。 

現代社會中，不論藝壇或教育現場，多使用「美術」或「藝術」等詞

彙，而這並不存在於中國傳統繪畫語境之中。50若要跳脫現代人的思考習慣，

進入中國傳統繪畫的世界，首先要理解「藝」的概念。「藝」作為彩墨繪畫

的傳統語境當中的核心，是我們現代人望文生義所聯想的「技藝」或「藝

術」皆有出入的。嶺南大學羅淑敏教授提出過解釋： 

 

「藝」的概念出自儒家學說中的「六藝」，指的是禮、樂、射、御、

書、數，那是儒家在教學理念上，以六種不同形式的躬行實踐作為

修德的途徑。「六藝」雖涉及技巧和訓練，但要旨是以陶冶人的品格

和道德價值為依歸，……51 

 

由這段話可以得知，以「藝」為核心的傳統中國繪畫價值體系當中，能被

認可為傑出藝術創作的，可說是由許多高度精緻化的條件所成就。以中央

集權政治體系與社會階級結構為環境，加上高等的教育來具備哲學思想及

文學造詣。 

可以說在中國傳統繪畫語境當中，藝術創作是發生在思想菁英階層，

如同羅淑敏所稱「追求精神境界、道德理想的哲人賢士」，以及關乎於這些

人藉由創作所要表達的特殊目的。這樣的藝術往往承載著「教化和修心的

                                                      
50

 「其實『美術』一詞，最初正正是 20 世紀初撰寫中國藝術史的學者由日文 bijutsu 一詞

翻譯過來的，而 bijutsu 本又是日本學者在 19 世紀末從法文 beaux-art (fine art)一詞翻譯過

來。『美術』的範疇包含了繪畫、雕塑、建築、音樂、詩和文學，概念與我們今天對於『藝

術』的視野相若。可以說，我們今天的『藝術』觀和『美術』這個概念，對於傳統的中國

文化來說，是外來的、現代的。在傳統的中國文化中，只有『藝』而沒有『美術』的概念，

而『藝』才是支配傳統繪畫發展的始作俑者。」參考自：羅淑敏，〈傳統與現代〉，《對焦

中國畫：國畫的六種閱讀方法》，香港：三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09，頁 182。 
51

 同上註，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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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與當代藝術常見的「視覺感官」、「發洩個人情感」、「創作形式翻新」、

「人人都可能成為藝術家」……等，完全是不同的創作視角。52 

時間從不停止，事件的發生亦是。若感覺到自己也身在時間的長河中，

那麼很簡單的採用古/今、東/西，等二分法來看待世界，就顯得不那麼細

緻。「傳統」常常被包裹成與「當代」相對的一個整體，但邏輯上它也是每

一個不同時間點的「當代」所組成的。當中也少不了建構形塑、繁茂茁壯、

衝突變異……等複雜的藝術創作體現流程。 

每個藝術體系當中一定有其核心，核心就是特定時間段所發生的主流

價值。隨著時空改變，傳統中國繪畫的核心價值也有可能轉移。像是中國

藝術家姜吉安(1967-)曾舉過的一個例子：「比如唐宋工筆畫變為寫意，這種

語言變化的反差是巨大的，寫意在出現初期，一定是大逆不道和不被看做

藝術的，但那恰恰是一種主體的解放。」53核心的轉移可視為活化歷史的契

機，讓人類的視野得以豐富。 

 

2.2.2.  形式 

 

除了前文討論的藝術創作語境，從創作形式方面來探討中國傳統繪畫

語言脈絡，應該是更為顯而易見。創作者所欲表達的精神理想，都依賴創

作形式才得以精準呈現。 

 

                                                      
52

 部分觀念參考自：羅淑敏，〈傳統與現代〉，《對焦中國畫：國畫的六種閱讀方法》，香港：

三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09，頁 183。。 
53

 張譯丹/姜吉安，〈給藝術一些新的理由〉，杭春曉 主編，《概念超越：2012 新工筆文獻

集》，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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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白 

中國傳統繪畫當中經典且常見的「留白」形式，讓我們得以窺見周易、

老莊這些古典哲學的強烈影響。在中國繪畫史上的不同時期，出現了各式

各樣的題材與形式。不論是立軸、手卷、冊頁，卻都少不了留白，留白往

往也扮演了畫面的成敗關鍵。 

它既非「空白」亦非「塗白」，論述中只說「留白」或「計白當黑」卻

不見「畫黑」，可見其在中國繪畫形式中的重要地位。羅淑敏言道：「二十

世紀國畫大師黃賓虹在他一九五四年畫的〈山水冊〉上題寫道：『古人作畫，

用心於無筆墨處，尤難學步，知白守黑，得其玄妙，未易言語形容。』
54
」 

這種尤難學步、未易言語形容的表現形式，不只是一種圖與地互襯的

方法，更是以虛實看待世界的獨特方式。而這種世界觀不僅出現在繪畫裡，

中國古典音樂、戲劇、文學的文獻當中也都不難看到。 

「抽象性」也是中國傳統繪畫體系當中相當特殊的重點，這裡的抽象

與西方美術史當中的抽象(abstract)不是同一回事。它是指一種中國古典藝術

中對於「物象」的理解方式與思想觀念，這種特性也有人以「意象」稱之。

我們可以透過畫面當中不同的留白方式，看到中國傳統繪畫體系當中創作

者對於客體認識與創作語彙的轉化。 

對此，臺灣師大美術學系教授林昌德(1951-)提出「質」的觀念，質純、

質虛、質實、質變。55「質純」是從物理性角度來看，留白即裸露出作品基

底材最純粹的質地，如紙本、絹本的本質、與對象物質地的純粹性。在技

術層面上則採用虛實相襯的方法，留白處看似無所作為，卻能達到不戰而

屈人之兵的效果。 

                                                      
54

 羅淑敏，《對焦中國畫：國畫的六種閱讀方法》，香港：三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09，

頁 127。 
55

 來源：博士生許維頴於指導教授林昌德博士論文指導課程 2018/8/6 的上課對談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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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宋代，夏珪，〈山水〉，(摺裝‧團扇式)，絹本設色，本幅 23.5x22.6 公分，故宮博

物院藏。出處：故宮博物院故宮 OPEN DATA 專區網站，書畫典藏資料檢索系統〈五唐宋名

蹟 冊 宋夏珪山水〉網頁

http://painting.npm.gov.tw/Painting_Page.aspx?dep=P&PaintingId=14029，存取時間

2018/8/8。 

 

 

圖 2-2 宋代，馬遠，〈松風樓觀〉，(摺裝‧方幅式)，絹本設色，本幅 23.2x25 公分，故宮

博物院藏。出處：故宮博物院故宮 OPEN DATA 專區網站，書畫典藏資料檢索系統〈唐宋名

繢 冊 宋馬遠松風樓觀〉網頁

http://painting.npm.gov.tw/Painting_Page.aspx?dep=P&PaintingId=14429，存取時間

2018/8/8。 

 

留白作為一種創作語彙具有「質變」的特性，創作者將客觀物象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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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圖像時賦予它流變的可能性。56在中國傳統繪畫體系裡，留白可以適用

在對象物的不同物質狀態：固體、液體、氣體。例如在〈山水〉一作中，

南宋畫院待詔夏珪（約 1180-1230 年前後）在山石岩壁的部份採取大量留

白，僅靠著邊緣的筆墨線條就足以呈現固態體積感。 

而在〈松風樓觀〉一作中，南宋畫院待詔馬遠（1160-1225）以留白作

江河湖海的畫面面積，已超過細緻描繪的園林重疊屋宇。而在〈松壑觀泉〉

當中，以留白安排溪澗、湍泉所產生的雲霧水氣，更是中國傳統繪畫當中

相當常見的。 

就連繁複的對象物，馬遠都能在畫面當中很有自信的捨棄。像是〈山

徑春行〉一作中，遠景當中刪去了大部分的春天山徑生態景物，只以主體

人物的視線暗示。創作者透過留白，這種極為節制的繪畫方式，卻為觀者

提供了遠比現實對象物質更多的訊息。 

 

 

圖 2-3 宋代，馬遠，〈松壑觀泉〉，(摺裝‧團扇式)，絹本設色，本幅 24.1x25 公分，故宮

博物院藏。出處：故宮博物院故宮 OPEN DATA 專區網站，書畫典藏資料檢索系統〈宋人集

繪 冊 宋馬遠松壑觀泉〉網頁

http://painting.npm.gov.tw/Painting_Page.aspx?dep=P&PaintingId=14429，存取時間

2018/8/8。 

 

                                                      
56

 來源：博士生許維頴於指導教授林昌德博士論文指導課程 2018/8/6 的上課對談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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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宋代，馬遠，〈山徑春行〉，(摺裝‧方幅式)，絹本設色，本幅 27.4x43.1 公分，故

宮博物院藏。出處：故宮博物院故宮 OPEN DATA 專區網站，書畫典藏資料檢索系統〈名繪

集珍 冊  宋馬遠山徑春行〉網頁

http://painting.npm.gov.tw/Painting_Page.aspx?dep=P&PaintingId=14429，存取時間

2018/8/8。 

 

從上述馬遠、夏珪的作品中可以認識到留白方式在中國傳統繪畫當中，

能巧妙且自然地進行各種物質狀態的轉換。而這種創作的方法也顯示了中

國傳統繪畫當中具有抽象特性的觀看方式，甚至清楚標示了獨特的空間理

解方式以及暗示性的畫面空間感。這樣的特點一直到近現代的繪畫創作中

仍舊存在，而且還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注入了不同以往的留白觀念。 

 

 
圖 2-5 齊白石，〈蝦〉，1951(?)，水墨，34.5×34.5 cm，私人收藏。出處：翻攝自圖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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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立，《齊白石》，臺北：臺灣麥克，1997，頁 101。 

 

以齊白石（1864-1957）的作品〈蝦〉（1951?）為例，可以看到留白在

此作上起到極巧妙的作用。畫面當中除了主體圖像「蝦」和題字之外，其

他皆為留白。然而這留白傳達給觀者的卻是滿滿的水，並且精準表達了其

澄澈清明的物質特性。 

在〈蝦〉一作當中清楚「呈現」了極為乾淨的水的質地，而這完全歸

功於創作者對於畫面中水的不畫（不處理），也就是留白。除了留白，要表

現水的質地則是在水以外的地方下功夫。蝦的筆墨不但清楚交代了濕漉漉、

水淋淋的質感，也一併呈現了蝦本體的體感。 

而齊白石的〈蝦〉與前面所提及馬遠、夏珪作品，當中的留白各具有

不同的意義。上述馬、夏作品中的留白，暗示出景深的空間感；而齊白石

〈蝦〉的水是一種滿幅、全景構成的概念，是無框界的空間感。 

即使是從大學到博士班皆從事彩墨創作，筆者依然難以想像是什麼樣

的環境造成當時的繪畫創作與鑑賞，會注重虛白勝於實黑。或許是因為當

時的人們所具備的時間感、速度感以及空間感，都不是身在效率高速運轉、

工業化、都市化的當代人類所能體會的吧？ 

 

筆墨 

我們可以從「筆墨」看到這種抽象性特質，「筆墨」從字面上看來是繪

畫的材料，「用筆」與「用墨」則涉及了技法或技術層面。這裡並非談論：

「沒有畫出形象的單純線條或墨點當然是抽象的」這件事，而是「創作者

所欲傳達的遠遠超過肉眼所見的」，這也呼應到先前所提到的「留白」思想。 

即使是繪畫形式的最基本元素：點、線、面，也都具有實質形象。在

中國傳統繪畫體系的主流價值(尤其是文人系統)中，即使是這些最基本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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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透過創作者「用筆」與「用墨」，也能夠使「筆墨」自行對觀者進行溝

通。觀者甚至可以從中獲得創作者所欲表達的時間感、空間感、以及創作

當下的身心狀態等訊息。 

毛筆與墨是相當敏感的工具與材料，單純的工具材料也能成為豐富筆

墨語言。若筆墨語言繼續往具象推進，就會在繪畫畫面當中交織出非常有

趣的篇章，如詩如歌。這裡並非指筆墨為了服務具象主題而成為附庸的工

具。相反的，筆墨工具自帶的特殊語彙與具象主題搭配演出，形成一種需

要經過多層次轉譯的深度藝術。 

法國當代著名漢學家及哲學家余蓮(François Jullien, 1951-)
57在其著作

《大象無形：或論繪畫之非客體》當中論述筆墨議題時談到： 

 

切不可把筆與墨簡化為作為工具來服務於畫家的器物，或著眼於實

現藝術目的(Fin de l’Art)而採取的簡單手段(……)；它們在圖畫過程

的開端一上來就被作為實體-主體(instances-sujets)，甚至二者的關聯

既構成這個過程的原理，又構成其動因。
58
 

 

筆墨在中國傳統繪畫內在邏輯當中，關係著繪畫過程的發生與衍生。創作

者、筆墨、圖像之間有著緊密的、可視為整體的連動關係，筆墨不僅僅是

再現對象或心相的工具。 

 

2.2.3.  階級 

 

中國傳統文化當中的階級意識來自於「禮」，是從原始社會便存在的祭

                                                      
57

 François Jullien 的中文著作作者姓名中譯，常被譯作余蓮、於連或朱利安。 
58

 (法)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 著，張穎 譯，《大象無形：或論繪畫之非客體》，鄭州：河

南大學出版社，2017，頁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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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習俗(尤其指上天、神明)。根據東漢許慎(約 30-124)所著《說文解字》一

書所載，「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聲。」59「禮」到

了西周時期就已經完備成「禮樂制度」，並成為後世各代的禮制基礎甚至延

續至今，說它是整個中國社會結構的靈魂也不為過。 

禮樂制度形塑了中國傳統社會當中嚴密的身分等級與社會規範等，涵

蓋範圍是全面性的深入社會各個角落，當然也包括繪畫範疇。例如中國傳

統繪畫史上第一個系統性的品評著作《古畫品錄》，便與當時魏晉南北朝定

品的官方制度與社會風氣相符。 

《古畫品錄》作者謝赫(約 479-502)本身就是一位長於人物與肖像的畫

家，他在序文中首度具體提出「畫有六法」，此論點對後來的傳統繪畫體系

影響至深。林昌德曾以自身同樣專攻人物與肖像繪畫的創作心理，對於謝

赫的六法進行深刻的體察。 

六法其中之一的「隨類賦彩」，在多數的文獻中被理解為忠於繪畫對象

固有色的敷彩方式。林昌德認為這是繪畫形式上的基本理解，若是從文化

層面來探討，「隨類賦彩」的「類」可以解釋為「品類」。而品類的社會基

礎是中國禮制影響下的宗法與品制階級，它反映在繪畫上色工序上也必須

符合相關規範。60 

中國傳統的色彩認知存在著強烈的色彩秩序觀。在傳統禮制的階級意

識之下，色彩管理須謹慎不得僭越，甚至上升到王權統治的政治符號。早

在《周禮˙冬官˙考工記》當中對於「畫繢之事」的描述，便出現了色彩

管理的規範與標準。而當時畫繢之事的階級技術與當中的色彩管理，主要

是體現在《周禮》當中天官轄下「內司服」與春官轄下「司服」的工作範

圍。 

                                                      
59

 《說文解字》簡稱《說文》，是東漢經學家、文字學家許慎編著的文字工具書，成書於

漢和帝永元十二年(100 年)到安帝建光元年(121 年)，《說文解字》是我國第一部按部首編

排的字典。來源：〈說文解字〉頁面，《漢典》網站：http://www.zdic.net/z/swjz/，搜尋時間：

2018/5/19 pm3:00 
60

 來源：博士生許維頴於指導教授林昌德博士論文指導課程 2018/5/17 的上課對談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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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前面提到中國傳統繪畫的終極目標在於創作者胸中的理想世界，

但古代創作者並不會輕易地將自己的理想世界公開示眾。先不說中國傳統

繪畫與當代繪畫的展演方式相較，要隱私與親密得多。在公眾的展演空間

出現之前，一件傳統繪畫作品所能獲得的觀眾數量屈指可數。 

在傳統體系中，繪畫作品本就不是為了公眾而生，頂多照顧到「特定」

或「特定階層」61的觀賞者。而若依照這個邏輯，創作者藉由繪畫所表達的

理想世界與精神層次，往往是創作者自己、作品擁有者以及觀畫者最重視

的層面。 

創作往往旨在內心、寫胸中之竹，中國傳統繪畫是一項高門檻的藝術。

如同前面所提的作品「轉譯」，觀者需要自備解鎖的能力，方能打開通往創

作者的理想世界之門。這些經由創作者在肉眼所見之外，精心設下的轉譯

布排，足見其抽象性思維。 

 

2.2.4.  文學性 

 

在中國傳統藝術體系當中，繪畫與文學的關係算是相對緊密。有個很

重要的原因在於，藝術價值的認定及其話語權集中在特殊身分地位(政權、

官職)或知識份子的身上。回顧此狀況下的傳統繪畫史，一個文仕的業餘遊

戲、興趣之作，比起一位專業畫師傾全力的作品，其藝術價值也會被認為

高出許多。 

這樣的價值體系所認為的繪畫，重點不在表象的細節處理，而在於作

者的理想傳達。要得繪畫之精隨，在技術性的操作上需「寫」畫而非「畫」

畫，這樣的創作觀尤其在宋元以後更為彰顯。「寫」具有敘述、表達、傳達

                                                      
61

 “拿中國畫與西畫的發展相比，有一個基本的分歧，那就是傳統的中國畫，指的並非一

般的繪畫藝術，而是一種屬於文人雅士與特權階級的「高級藝術」。”羅淑敏，《對焦中國

畫：國畫的六種閱讀方法》，香港：三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09，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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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其背後的目的直指「意」。 

除了特定的時代背景及環境養成，中國傳統繪畫與文學接軌的原因，

也極有可能包含了工具性的因素。這點在上述「書畫同源」的概念，得以

窺見。而此觀念被明確提出，大多被認為來自唐代張彥遠(約 815-907)的著

作《歷代名畫記》卷一〈敘畫之源流〉當中的「書畫同體」62。 

在中國文字的起源與構成屬於圖形表達，與繪畫初始有高度的相似之

處。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副教授林錦濤(1956-)在其〈書畫相關論說

之異同考察〉一文中指出： 

 

張彥遠的「書畫同體」論，是本著《周易‧繫辭》和《說文解字．

序》的觀點，對中國字、畫的起源及發生的原理，在《歷代名畫記》

卷一〈敘畫之源流〉中，作了詳細的論述，先分述字、畫的起源，

再續論「書畫同體」。63 

 

〈敘畫之源流〉文中的「是時也」，指的是倉頡(中國原始社會後期黃帝的

史官)的時代，當時字(象形文字)與畫尚未分家。可見張彥遠「書畫同體」

之說並未涉及到書法與繪畫之間的關係。而是在後續《歷代名畫記》卷一

〈論畫六法〉中所述「工畫者多善書」與卷二〈論顧陸張吳用筆〉中所述

「書畫用筆同法」，才開始見到「用筆」的端倪。64 

中國古代文字書寫與繪畫的主要工具，使用的是同一類型的材料與形

式。隨著時間繼續發展，文字書寫與繪畫創作都越來越趨向高度系統性與

                                                      
62

 「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分，象制肇創而猶略。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

有畫。……顏光祿云：『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

曰圖形，繪畫是也。』又《周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畫之意也。是故知書畫

異名而同體也。」唐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一 敘畫之源流，《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八

一二冊，頁 279。(清)王太岳等纂輯，《欽定四庫全書考證》一百卷，總目一卷。臺北市：

臺灣商務，民 72-75(1983-1986)。 
63

 林錦濤，〈書畫相關論說之異同考察〉，《書畫藝術學刊》第十八期，新北市：國立臺灣

藝術大學，2015，頁 56。 
64

 此段參考自：同上註，頁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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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緻化，各自發展出相當完備的審美系統卻又相輔相成。甚至到了宋元興

盛之文人畫體系裡，書與畫的論述已是密不可分了。 

中國傳統繪畫體系中另外還有一個相當特別的情況，就是繪畫理論出

現得相當早，而且對於後來的繪畫創作發展具有實質影響力。65從顧愷之(約

345-406)的傳神論開始，古代中國畫論開始獨立並走向專業，不但內容豐富

且系統性，體裁分類也更趨細緻。 

 

體裁方面如「畫論」、「畫評」、「畫史」、「著錄」、「題畫詩」等，門

類涉及「人物」、「山水」、「花鳥」等。中國古代對畫家及其作品亦

有許多品評的文體，統稱為「畫品」，它是受魏晉士族對人物品貌進

行評鑑、品藻的風習影響而產生的。南齊謝赫的《畫品》是保存至

今最早一部著述。66 

 

從上述可知中國傳統繪畫體系裡，技術性實踐雖為視覺藝術之基本，對於

這項藝術的思想理論的高度重視，實在是其他地方古典藝術領域少見的。 

中國傳統繪畫與文學的關係除了表現在「畫論」的領域，也存在於繪

畫作品本身的形式。中國傳統繪畫的畫面上很早就出現文字，像是題款、

款識、題記、題跋等。宋代以後文人畫開始萌芽，而後在元代茁壯，於是

有了「詩」、「書」、「畫」、「印」這四門藝術結合於一件視覺作品當中的形

式。 

                                                      
65

 「在西方，討論繪畫的理論和記錄，要到文藝復興時期才開始出現，而且西方畫論的出

現，往往是因著繁榮的繪畫發展而引申出來的，例如十五世紀義大利的文藝復興，以至後

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出現的現代主義，背後都有一群成就超卓、對藝術創作抱有獨

特主見的藝術家，他們在藝術上的建樹，觸動了理論家探討藝術的意義和發展，從而引發

不同的藝術理論。……然而在中國，情況完全兩樣，繪畫理論與繪畫藝術，在歷史上幾乎

是同時出現的。早在四世紀的時候，我們便有東晉畫家顧愷之的著名繪畫理論『傳神論』。」

羅淑敏，《對焦中國畫：國畫的六種閱讀方法》，香港：三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09，

頁 55。 
66

 李寧、張鵬 作，金維諾教授顧問，胡從經 總策畫，〈中國繪畫理論〉，《中國繪畫藝術》

網站：https://hk.chiculture.net/0511/html/b12/0511b12.html，搜尋時間：2018/3/1 pm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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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繪畫形式獨樹一幟、自成體系，創作的良好條件俱足才得以成就

佳作。創作者需要受過良好的教育，具備知識學問、品行修養、文化涵養

以及出眾的藝術品味，還不能疏於練習手上的實踐功夫。自此中國繪畫藝

術走向更加的精緻化、菁英化，在這個體系裡很顯然肉眼不會是平面藝術

的領導。 

 

2.2.5.  寫實觀 

 

前面對中國傳統繪畫，已經進行了許多關於形式的討論。並且在形式

上的不同層面都可以看見，這一視覺藝術旨在服務於理念，而非客觀現實。

這種抽象性也形塑了中國傳統繪畫體系當中對「寫實」的看法。 

現代社會中一般提到「寫實」，多數會和「畫得很像」這件事聯結在一

起。通常是指畫面當中的具體形象，某種程度符合現代西方科學標準，例

如結構比例、光影等等，指得是「形象」十分逼真。而中國傳統繪畫裡的

寫實觀實在無法用西方的現代科學角度來進行理解。 

寫實觀必然發生在具有描寫對象的藝術創作行為當中。中國傳統繪畫

皆有具體形象為題，且高度重視這個具象繪畫所能乘載的精神層次。關於

有形外象與無形精神之間的討論，很早就出現在中國古典哲學之中。像是

先秦和漢代哲學就有與多關於「形」、「神」的辯證文獻，而魏晉玄學更加

深了這個思潮的影響，並在往後持續發酵。 

當時眾多「形」與「神」的論述，極有可能影響了顧愷之「傳神寫照」

的概念。67「傳神寫照」的美學思想在中國繪畫史上影響極大，標示著重「神」

                                                      
67

 「嵇康在《養生論》中就有『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

的論斷。從莊子到嵇康的所有這些有關『形』、『神』關係的論述，特別是《淮南子》一書

提出的『君形者』的概念，以及關於『神貴於形』、『以神制形』的大量論述，構成了顧愷

之『傳神寫照』命題的一個重要的思想來源。」葉朗，《中國美學的開展(上)》，臺北：金

 



48 

輕「形」的藝術觀。但中國戰國時代思想家荀況(傳約西元前 316 年-前 237

年)就提出不一樣的形神論。 

《荀子‧天論》裡記載了荀況的思想言論，其中的「天職既立，天功

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藏焉，夫是之謂天情。」68標示出了「形

神合一」的論點。中國南北朝時期的南朝齊范縝延續了荀況的形神觀，著

《神滅論》一文，提出「形質神用」的觀點。69
 

上述這些中國古典哲學的思想，關乎當時的對於人的身體認識論。所

以我們在中國漢醫的領域也可以見到形神合一的概念，而當時的人們對於

身體的認識又和宇宙觀相聯繫。這些論述對於人們或之後創作者所建構的

世界觀皆相當的影響，而具象繪畫所呈現寫實觀也就是很好觀察這種認識

論的平台。 

中國五代後梁畫家荊浩晚年所著山水畫論《筆法記》，當中有一「度物

象而取其真」的命題。我們可以從荊浩以「似」與「真」、「形」與「氣」

等關鍵字，窺見他的寫實觀。 

 

「真」和「似」的區別在哪兒呢？荊浩用另一對範疇「形」和「氣」

來加以規定：「似者得其形，遺其氣；真者氣質俱盛」。「似」就是孤

立地描繪客觀物象的外形，而「真」則要求進一步表現自然山水的

本體與生命——「氣」。荊浩用「真」這個範疇把審美意象和「氣」

聯繫起來。「真」，就是用「氣」來規定(要求)審美意象。「真」是「形

似」和「氣質」的統一。「真」是比「似」更高一級的範疇。70 

 

                                                                                                                                              
楓出版有限公司，1987，頁 54。 
68

 王忠林注譯，張孝裕注音，《新譯荀子讀本》，臺北：三民，2009，頁 295、303。 
69

 「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

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刃；形

之於用，猶刃之於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捨利無刃，捨刃無利。未聞刃末

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梁書‧卷第四十八‧列傳第四十二‧儒林‧范縝傳》 
70

 葉朗，《中國美學的開展(上)》，臺北：金楓出版有限公司，1987，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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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論形式意義上的寫實，當屬講究法度、細膩逼真的「院體畫」，時間點上

以宋代鼎盛。此時中國繪畫的形似逼真的水準已經相當高，然而隨後興起

的文人畫系統卻漸漸將焦點集中在「神」勝過於「形」。 

像是北宋沈括的著作《夢溪筆談》〈書畫〉目當中所言「書畫之妙，當

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71北宋袁文的著作《甕牖閒評》當中所言「作

畫形易而神難。形者其形體也，神者其神采也。凡人之形體，學畫者往往

皆能，至於神采，自非胸中過人，有不能為者。」72 

從上述這些文人的論述來看，畫面中外在形象的絕佳掌控，並不屬於

他們的寫實觀。神采氣質的表現，才是畫中主體是否能夠有如親臨的第一

要件。不過在這種形神劃分的觀點之外，也有不同的論述開展。例如北宋

時期文學藝術皆長的蘇軾(1037-1101)，從他所遺留下來豐富的文本當中，

得以看見他豐富細膩的審美觀點。 

若論形神，就不能不提蘇軾的《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73。許多

文獻討論會就前四句「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

人。」來作為貶抑繪畫「形似」的名句，不過亦有許多學者認為如此斷言

未免過於單純。通篇來看有個特別之處，蘇軾並未貶低繪畫於文學之下。 

從蘇軾話語中可以看到他所嚮往之「天工與清新」的創作理想，而筆

者認為這個理想並非「不要形似」，而是「不要只用形似來做為判斷創作好

壞的標準」。74北宋黃休復所著《益州名畫錄》卷上，當中收錄了五代十國

                                                      
71

 馮錦榮、林學忠、陳志明 譯注，《夢溪筆談》，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7，

頁 246、247。 
72

 俞劍華 編著，《中國歷代畫論大觀˙第二編，宋代畫論˙一、二》，南京：江蘇鳳凰美術

出版社，2016，頁 328。 
73

 蘇軾《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 

第一首： 

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邊鸞雀

寫生，趙昌花傳神。何如此兩幅，疏淡含精勻。誰言一點紅，解寄無邊春？ 

第二首： 

瘦竹如幽人，幽花如處女。低節枝上雀，搖蕩花間雨。雙翎決將起，眾葉紛自舉。可憐採

花蜂，清雲寄兩股。若人富天巧，春色入毫渚。懸知君能詩，寄聲求妙語。 
74

 參考資料：張安治，《墨海精神—中國畫論縱橫談》，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頁

22、23。陳慶坤，《論蘇東坡「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網路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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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學士歐陽炯(約 896- 971)所著《奇異記》的言論，「惟形似、氣韻二者

為先，有氣韻而無形似，則質勝於文；有形似而無氣韻，則華而不實。」75 

從中國繪畫史上傳世的傑作來看，對於「形」或「神」任何一方進行

刻意地推崇或貶低，在邏輯上都是意義不大的。至少在藝術創作的領域當

中，創作者所欲表達的精神、理想或其他形而上的追求，不依賴創作形式

是絕對無法傳達到觀者心裡的。 

我從這些歷史上的藝術傑作中深刻體認到的寫實觀，就是「形」「神」

交織地恰到好處的結構體。這些作品之所以能感動觀者除了高度凝煉的精

神與思想等形而上層面，還有對於形式上高度精準的操控能力。「形似」只

是創作當中「形」的其中一個層面，而非全部的價值。 

繪畫史上許多畫論或創作者言論當中(尤其是宋代及其之後的文人畫

系統)，我們可以看到大量在繪畫上著重於「神」的觀點。而元末明初的畫

家王紱(約 1362-1416)則另有感觸，他曾在著作《書畫傳習錄》當中提到：「今

人或寥寥數筆，自矜高簡；或重床疊屋，一味顢頇；動曰不求形似，豈知

昔人所云不求形似者，不似之似也，彼煩簡失宜者，烏可同年語哉！」76 

創作上容易被人忽略的是，創作者對於繪畫當中「形」之掌控的困難

度。所謂困難度並非指逼真或費工耗時的描繪，而是對於畫面形式的精準

掌握。精雕細琢或逼真準確不易，但在逸筆當中掌握線條輕重、留白空間、

發墨發色等也不易。前者考驗進取，後者考驗節制。 

明代醫學、詩、畫皆長的王履(約 1332-1391)在他的〈華山圖〉冊〈重

為華山圖序〉中書有：「畫雖狀形主乎意，意不足謂之非形可之。雖然，意

在形，舍(捨)形何所求意？故得其形者，意溢乎形，失其形者形乎哉？」 

對於「形」之掌控的可貴，從來不在於繪畫工具在基底材上作用的時

                                                                                                                                              
http://enews.open2u.com.tw/~noupd/book_up/3312/18414.pdf，搜尋時間：2018/3/3 pm4:00 
75

 葉青，《應物傳神--中國畫寫實傳統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頁 85、118、

147。 
76

 張安治，《墨海精神—中國畫論縱橫談》，臺北：東大圖書，1995，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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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多寡。而是在於創作者清楚自己所要表達的，並有能力以恰當的「形」

忠實顯現之，進而構成一件有效的作品。若這點可以成立，那麼「形」「神」

之間便不存在貴賤之分，惟適合與否而已。 

 

2.3.  中國傳統人物畫 

 

2.3.1.  歷史 

 

中國傳統繪畫歷史中，人物畫是發展最早、也最快成熟的一種藝術樣

式。人物作為一種符號而被繪製出來，在中國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時代的

岩壁畫、彩陶紋樣與建築遺址當中。77到了先秦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古代的

繪畫，「逐漸擺脫了作為一種工藝裝飾的附屬地位而走上了獨立」。78目前已

出土被認為存世最早的人物畫，便是出自這個時候。 

戰國楚墓〈人物龍鳳帛畫〉、〈人物御龍帛畫〉，畫中圖像以墨線勾描，

局部有色彩的平塗與點染。「秦代人物畫遺跡甚罕，只能在陝西咸陽宮殿遺

址出土的車馬人物壁畫殘片上管窺一二。」79到了漢代就有較明確的繪畫討

論相關文字，讓我們得知人物畫創作的興盛。80不論在畫面構圖、線條勾勒、

敷色彩繪，技術水平都再度提升，甚至在畫面場景的設計上也相當生動。81 

                                                      
77

 何麗、陳太慶、何穎編著，《工筆人物畫技法)》，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1，頁 8。 
78

 李峰，陳孟昕主編，《工筆人物畫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頁 15。 
79

 何麗、陳太慶、何穎編著，《工筆人物畫技法)》，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1，頁 9。 
80

 同上註，「東漢王充在《論衡》中說：『宣帝時圖畫烈士，或不在畫上者，子孫恥之。』

西漢劉安在《淮南子˙說林訓》中亦云：『畫者謹毛而失貌。』對作畫提出了要注重表現整

體的要求。這一時期的人物畫成就主要在墓室壁畫、帛畫中得以體現。」 
81

 目前已出土的西漢初期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墓 T 形帛畫、西漢中晚期的河南洛陽卜千

秋墓壁畫、燒溝六十一號墓壁畫和東漢河北望都一號墓壁畫等，都給了我們相當的驗證。

「兩漢至魏晉南北朝，是傳統工筆人物畫的風格初步形成時期，這一時期發展了戰國以來

人物表現以墨線勾勒與色彩暈染相結合的傳統方法，在人物造型、氣質的表現、構圖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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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戰國時期，〈人物龍鳳帛畫〉，長 31、寬 22.5 釐米，1949 年長沙陳家大山楚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館藏。出處：湖南省博物館〈人物龍鳳帛畫〉網頁

http://www.hnmuseum.com/zh-hans/content/%E4%BA%BA-%E7%89%A9-%E9%BE%99-%E5

%87%A4-%E5%B8%9B-%E7%94%BB。存取時間：2018/7/24。 

 

 
圖 2-7 戰國時期，〈人物御龍帛畫〉，長 37.5、寬 28 釐米，1973 年長沙子彈庫 1 號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館藏。出處：湖南省博物館〈人物御龍帛畫〉網頁

http://www.hnmuseum.com/zh-hans/content/%E4%BA%BA-%E7%89%A9-%E5%BE%A1-%E9

%BE%99-%E5%B8%9B-%E7%94%BB。存取時間：2018/7/24。 

                                                                                                                                              
以及意境的創造上都取得了一定進展。」引用自李峰，陳孟昕主編，《工筆人物畫教程》，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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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220-589)是中國歷史上一段長達三百多年的戰亂與分裂的

時期，政權更迭速度很快，許多時間是多個政體並存的局面。82當時宗教盛

行，被當作供養對象的佛畫便需求大增，寺院壁畫必不可少，優秀的人物

畫家應運而生。83魏晉藝術審美程度漸高，品評論畫的風氣勝過以往。而人

物畫在南北朝繼續高度成長，繪畫論述亦是蓬勃發展。84 

隋代結束了南北朝的紛亂局面，也終結了魏晉南北朝繪畫專業細緻分

工的發達程度。繪畫思想趨於局限，轉為為專制君王服務的繪畫風氣。在

人物畫的領域，「當時外國僧人之來中國者，較前為多，所作繪畫，自關於

佛教者外，多寫外國風俗，如東土耳其之尉遲跋質那，印度之僧曇摩拙義

及跋摩等，均以善西域風俗畫著名於時；其於當時藝術思想，不無衝動。」

85 

唐代治平之時較長，疆域亦更為擴大，文化、科技、政治、經濟、外

交等各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人物畫方面，初期有不少宣示統治者威德之

畫作，以及因宗教興盛而成長的壁畫道釋人物。來自印度佛教畫當中的暈

染法，也為人物畫帶來革新。 

唐代中期人物畫仍以宗教作品為中心，此時山水畫的盛行已不輸人物

畫。題材方面「上而貴族仕女遊宴戲樂之事，下而山林田野行旅農牧之務，

亦多形之圖畫。」86唐代後期國力式微，但人物畫依然專家輩出，而且畫風

                                                      
82

 鄭昶(1894-1952)在其著作《中國畫學全史》中如此形容魏晉時期：「干戈擾攘，禮教不

講，人心多疾時厭世，宗教因之勃興，繪事亦受其化焉。」鄭午昌撰，陳佩秋導讀，《中

國畫學全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 41。 
83

 「其時畫家，要皆能作帶宗教色彩之圖畫，其最著者，吳有曹不興，晉有衛協。」同上

註，頁 42。 
84

 「南北朝為我國人物畫極盛山水畫成立之時代，習畫者要皆士夫之流，能知圖畫理法上

之價值及趣味，復能以筆墨形容之，關於繪畫之妙理奧趣，往往為所闡發，而當時畫家之

作品，又足供論評者之材料，於是因畫定品，因品列等，於闡發圖畫之理法外，又有鑑賞

的品評。此種品評，在當時實為創作。」同上註，頁 77。 
85

 鄭午昌撰，陳佩秋導讀，《中國畫學全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 88。 
86

 同上註，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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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更為細緻講究。文藝輝煌的唐代，也出現為數不少的繪畫論述。
87

 

人物畫在唐代現實主義的表現，於五代繼續得到發揚且技術更勝。「五

代人物畫的產生和發展主要以南唐和西蜀為中心，題材多以表現貴族和士

大夫的現實生活為主。」88 

宋代人物畫題材更為豐富，道釋人物仍盛，但其他各類主題明顯增加，

尤其現實題材更見繁榮。89皇室對繪畫極為重視，宋徽宗趙佶(1082-1135)本

身即善書畫，還建構了完備的藝術創作環境。宋代人物畫除了精準地呈現

風俗生活，另外還有歷史事件和人物的題材，以及寫生、寫實的肖像畫。 

元代時政治情勢與社會結構有相當大的轉變，導致繪畫也產生截然不

同的轉向。元代人物畫「不再像宋代那樣熱衷於風俗人物畫的創作，而主

要偏重於對古今高人雅士及文學作品的描繪。」90另因元代的喇嘛、道教受

到尊崇，人物畫在寺觀壁畫得以發展。像是敦煌莫高窟元代壁畫，以及山

西永樂宮三清殿的〈朝元圖〉，皆有相當生動的人物畫表現。 

 

 
圖 2-8 元代，佚名，〈朝元圖〉，山西芮成縣永樂宮三清殿，壁畫、重彩。出處：中國國

                                                      
87

 按照鄭昶的說法：「夫唐人對於圖畫，既認其功用偉大而玄妙，故愛重之之程度亦極高；

以其愛重故，遂有優劣之分辨，理法之闡明，而論評之作，乃形紛呶；或援古證今，明其

遞嬗之跡；或鈎玄摘要，發其理法之奧；或王後盧前，定其品第之次；凡關於繪畫之價值、

作法、鑑賞、流傳，以及其他種種，無不各有評論。」同上註，頁 129。 
88

 何麗、陳太慶、何穎編著，《工筆人物畫技法)》，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1，頁 13。 
89

 「兩宋時期，還出現了大量反映城市經濟發展和城鄉生活的風俗人物畫，題材由貴族文

人轉向市井民眾。」同上註，頁 15。 
90

 同上註，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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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圖書館˙中國國家數字圖書館網站，永樂宮三清殿壁畫〈朝元圖〉網頁

http://www.nlc.cn/newgtkj/shjs/201106/t20110622_44746.htm。存取時間：2018/7/24。 

 

「在明代前期的宮廷繪畫中，人物畫的創作不如山水、花鳥畫興盛，

題材主要分為三類：帝后肖像與行樂圖、歌頌皇帝文治武功和表現臣子的

忠心。」91另有道釋、史實風俗及傳神(寫實肖像)題材，後兩者表現尤其進

步，像是明代吳門四家當中唐寅(約 1470-1524)和仇英(約 1494-1552)在史實

風俗題材表現精湛。 

另外，南陳(洪綬)北崔(子忠)皆以人物馳名。若論傳神寫真，曾鯨

(1564-1647)的繪畫風格則風行當時，其弟子及追隨者眾，被稱為波臣派。

時至清代「歷世君主，多尚文藝，對於圖畫，時加提倡；且國祚較長，太

平時多，繪事得有從容發展之機會。」92 

皇室不設畫院，無待詔、錦衣衛等官職，部分人物畫家供奉內廷，「主

要以皇室人員、功臣和歷史盛事為描繪對象。」93其中較為特殊者，義大利

傳教士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西畫中用，影響深遠。服

務內廷於康熙(1661-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三朝，長達

五十一年，極受禮遇。 

宮廷之外富有盛名的人物畫家多是職業畫家，如風靡一時、人稱「改

費」的改琦(1773-1828)、費丹旭(1802-1850)，以及清末的「海上三任」。然

清代人物畫狀況整體依鄭昶所言：「清代人物畫，未見盛行。蓋自文人畫標

號以來，對於人物畫遂少過問；即間有一、二畫工，於此稍有專詣，亦不

能抗時號召，人物遂由元而明而清其勢漸衰。」94 

 

                                                      
91

 何麗、陳太慶、何穎編著，《工筆人物畫技法)》，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1，頁 16。 
92

 鄭午昌撰，陳佩秋導讀，《中國畫學全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 326。 
93

 何麗、陳太慶、何穎編著，《工筆人物畫技法)》，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1，頁 17。 
94

 鄭午昌撰，陳佩秋導讀，《中國畫學全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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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功能/目的 

 

中國傳統繪畫史中，人物畫每每登場都有其功能與目的。鮮少只單純

提供視覺感官享受，或以藝術行為本身為目的之創作。在繪畫史上多數的

時間，不論是較為私密或特定階級的人物畫，或是公眾性、閱聽者眾的作

品，大多具有某種程度的社會性與人文特質。95 

 

喪葬禮制 

 
圖 2-9 西漢時期，〈T 型帛畫〉，通長 205、頂寬 92、末端寬 47.7 釐米，1972 年長沙馬王

堆 1 號漢墓(辛追墓)出土，名「非衣」，湖南省博物館藏。出處：湖南省博物館〈T 型帛畫〉

網頁 http://www.hnmuseum.com/zh-hans/content/t-%E5%9E%8B-%E5%B8%9B-%E7%94%BB。

存取時間：2018/7/24。 

                                                      
95

 中央美術學院副教授邵彥，在其編著的《中國繪畫欣賞》一書中提到：「人物畫是與人

類自身關係最為密切的畫種，也是反映人類社會生活、表現人類思想和情感最為直接的畫

種。」邵彥編著，《中國繪畫欣賞》，臺北：五南，2002，頁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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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左傳》的文字當中，便有「國之大事，在祀在戎。」96一說。這

樣的禮制觀念也會反映在繪畫表現上，現今已然發現許多人物畫應用在「喪

葬禮制」的範疇。像是在湖南長沙出土的，戰國時期楚墓〈人物龍鳳帛畫〉

與〈人物御龍帛畫〉兩件作品。以及西漢初期的馬王堆一號墓 T 形帛畫，

以引魂升天為主題。 

漢代的祠堂、廟闕、墓室中，常見人物主題的畫像石、畫像磚、墓室

壁畫。其題材涉及更廣，社會生產、現實生活、神怪故事、自然風景、以

及宣揚封建倫理綱常的歷史題材皆可見。97 

 

政教 

繪畫能獨立成氣候，甚至成為一種完整體系，主要還是必須仰賴強而

有力的支持。98彭修銀、喻穎合著的《中國畫線條鈎玄》一書中也說：「繪

畫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很早就與官方發生了聯繫。早在西周時期，宮廷之

中就有畫工、畫師，食宮廷俸祿，為宮廷服務，這一做法在後代得以延續。」

99 

為政教服務的藝術行為，背後有足夠的支持與完善的環境。這種條件

下產生的繪畫文本，相對更容易被保存傳世，並進入美術史當中。我們在

中國傳統畫史中可常常見到人物畫非常稱職的「為統治集團的身分合法化」

或為「意識形態和開疆拓土進行宣傳鼓吹。」100 

                                                      
96

 「國之大事，在祀在戎。」一語出自《左傳》(全稱《春秋左氏傳》)〈成公十三年〉傳，

當中劉康公對成肅公接收生肉不敬的批評。原始的「祀」與「戎」指祀禮與軍禮的禮制範

圍，後常被引申或擴大理解為「祭祀」與「戰爭」。 
97

 彭修銀、喻穎 著，《中國畫線條鈎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頁 8、9。 
98

 邵彥的研究中發現，「古代人物畫的興盛主要依靠政府和宗教界的支持，為政治教化和

宗教宣傳服務。」邵彥編著，《中國繪畫欣賞》，臺北：五南，2002，頁 261。 
99

 彭修銀、喻穎 著，《中國畫線條鈎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頁 75。 
100

 邵彥編著，《中國繪畫欣賞》，臺北：五南，2002，頁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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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出身關隴貴族、官拜右相的閻立本(約 601-673)，便以肖像畫與政

治性題材的歷史畫見長，101〈歷代帝王圖〉便是其中一個很好的例子。102五

代十國南唐，顧閎中(約 910-980)所繪〈韓熙載夜宴圖〉。此件描繪當時朝臣

娛樂生活的精緻作品，目的不在於作為一件賞心悅目、愉悅感官的人物畫。

而是當時社會，在政權分裂、群雄割據的政治局面中所衍生出的政治功能

性產物103。 

 

 

圖 2-10 五代，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卷，宋摹本，絹本設色，縱 28.7cm，橫 335.5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出處：故宮博物院網站，〈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卷〉網頁

http://www.dpm.org.cn/collection/paint/228200.html?hl=%E9%9F%93%E7%86%99%E8%BC

%89%E5%A4%9C%E5%AE%B4%E5%9C%96，存取時間 2018/7/24。 

 

北宋李公麟(約 1049-1106)〈免冑圖〉當中描繪唐時回紇叛軍將領下馬，

向未著戎裝的郭子儀下跪的畫面。李公麟將郭子儀塑造成典型的宋代文士

形象，對於此畫當時(北宋)的閱聽者，應該有不小的心理刺激作用。104 

〈文姬歸漢圖〉(胡笳十八拍)是中國歷史上政局不穩定時的流行題材，

歷代不乏詩人畫家對此熱衷。不同的畫作版本內容中往往都可以看到蔡文

                                                      
101

 邵彥形容閻立本的人物畫，「遠承漢魏繪畫的宣傳教化傳統，利用繪畫來歌頌王朝的威

德、表彰功臣勳將，及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為鞏固政權服務…」同上註，頁 155。 
102

 邵彥評論《歷代帝王圖》云：「適應初唐統治階級的願望與要求，用畫筆評判歷史、褒

貶人物的態度十分明確。」同上註，頁 156。 
103

 《韓熙載夜宴圖》是「傳說李後主曾命周文矩與當時另一位著名人物畫家、翰林

待詔顧閎中潛入韓熙載府第，目識心記，歸而繪畫以進。」來源：同上註，頁 210。 
104

 「畫院畫家的不少歷史故事畫曲折地反映了民族矛盾，表達了君明臣賢、振興國家的

理想，起著宣傳歸諫作用。」邵彥編著，《中國繪畫欣賞》，臺北：五南，2002，頁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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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這樣的知識女性無奈被作為政治工具使用的身心痛苦，而這樣的作品形

式也成為民族統一的政治正確象徵。105 

 

  
圖 2-11 宋，李公麟，〈免冑圖〉卷，局部，紙本水墨，本幅 32.3x223.8 公分，故宮博物

院藏。出處：故宮博物院故宮 OPEN DATA 專區網站，書畫典藏資料檢索系統〈宋李公麟免

冑圖卷〉網頁 http://painting.npm.gov.tw/Painting_Page.aspx?dep=P&PaintingId=1294，存取

時間 2018/7/24。 

  

 

圖 2-12 宋，無款，〈中興瑞應圖〉卷，絹本設色，縱 26.7cm，橫 397.3cm，天津博物館

˙天津文博院藏。出處：天津博物館˙天津文博院網站，〈中興瑞應圖卷〉網頁

http://www.tjbwg.com/cn/collectionInfo.aspx?Id=2545，存取時間 2018/7/24。 

 

南宋李唐(1066-1150)〈晉文公復國圖〉及蕭照〈中興瑞應圖〉，也在統

                                                      
105

 「不少作品藉歷史題材，表現民族間的戰爭給人民帶來的身心痛苦。」同上註，頁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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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者政權合法性上，發揮了宣揚的功能。
106
另外，李唐所作歌頌民族大義的

〈採薇圖〉107，各種版本〈毛詩圖〉、〈耕織圖〉政治思想教化或感染，都可

以看到傳統繪畫在政治目的上所承載的責任。 

 

社會批判 

在中國傳統繪畫史裡，具有社會寫實、帶批判性質的繪畫，實不多見。

而〈流民圖〉算是當中的典型題材，北宋的鄭俠(1041-1119)、明代的周臣

都有畫過。尤其鄭俠的〈流民圖〉在當時造成政壇、甚至社會的震盪，是

個相當特殊的案例。 

宋神宗(1048-1085)熙寧七年三月，監安上門、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繪

〈流民圖〉，著〈論新法進流民圖疏〉108，擅發遞馬上呈宋神宗，請求罷除

新法。後續產生一連串效應，宋神宗當月立即採取對於新政弊端的補救措

施。 

然而這個事件「再度引發新、舊黨間執政權的爭奪保衛戰」，新舊黨相

互攻擊的結果，造成「王安石不自安而乞避位以示對政策負責」，而另一方

的結果是「詔開封府劾俠擅發馬遞之罪」。109 

 

                                                      
106

 李唐《晉文公復國圖》(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描寫晉文公重耳在外流亡十九年，終於

回國奪取王位的故事，寓意趙構繼位的合法性，因為趙構在繼位初期也有一段驚險的逃亡

生涯；同時也表達了對恢復北方的渴望。李唐的弟子蕭照曾畫《中興瑞應圖》(宋摹本現

藏於天津藝術博物館)用長卷連環畫形式表現趙構從出生到即位的種種「神異」、「瑞象」，

直接宣揚趙構繼位的合法性。邵彥編著，《中國繪畫欣賞》，臺北：五南，2002，頁 274。 
107

 「李唐的《採薇圖》則表現《史記˙伯夷叔齊列傳》中伯夷、叔齊兄弟二人為商守節，

不食周粟，避居首陽山中採薇(一種野菜)而食的故事，藉此表達對民族氣節的歌頌，諷刺

投靠金人的失節者。」同上註，頁 274。 
108

 後收錄在鄭俠所著《西塘集》卷一。 
109

 蔡哲修，〈北宋「市易之獄」淺探—西寧政爭研究之二〉，《中興史學》，第十三期，臺

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研究生學會，2007，頁 2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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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誨、訓誡 

中國傳統畫史上具有勸誡、教誨等功能的作品不少，此種繪畫觀念主

要來自儒學精神的影響。這些「載道」功能的人物畫，其繪者多屬知識份

子。三國時期經學學者王肅(195-256)所整理的《孔子家語》當中便可以見

到人物畫的社會責任。110 

畫以載道載彷彿在當時蔚為風氣，從陳王曹子建(192-232)所作〈畫贊

序〉一文中便可得知
111
，他對於人物畫之繪畫觀相當著重在繪畫帶給人們的

戒鑑功能。謝赫所著《古畫品錄》〈序〉文中亦提到：「圖繪者，莫不明勸

戒、著升沉，千載寂寥，披圖可鑒。」112並根據人物畫提出「畫六法」。 

從這些言論可以略知六朝時期人們對於繪畫功能性的看法，而表現在

實際作品上最好的案例，便是東晉官員顧愷之所做的〈女史箴圖〉卷、〈列

女仁智圖〉卷。訓誡意味的繪畫觀持續存在，到了晚唐時期出身名門的官

員張彥遠，在其著作《歷代名畫記》當中更加深了這種影響力。 

《歷代名畫記》中〈敘畫之源流〉一文
113
，張彥遠賦予繪畫極大的社會

                                                      
110

 「夏商周三代，人物畫服務於禮樂教化，周代即有勸善戒惡的歷史人物壁畫。《孔子家

語》云：『孔子觀乎明堂，睹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

焉。』」何麗、陳太慶、何穎編著，《工筆人物畫技法)》，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1，

頁 8。 
111

 「蓋畫者，鳥書之流也。昔明德馬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過虞舜

之像，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人為妃。』又前，見陶唐之像。後指堯

曰：『嗟乎！群臣百僚，恨不得戴君如是。』帝顧而咨嗟焉。故夫畫，所見多矣，上形太

極混元之前，卻列將來未萌之事。」劉殿爵、陳方正、何志華主編，《曹植集逐字索引 (魏

晉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叢刊集部第九種)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頁 118。「觀畫

者見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見三季暴主，莫不悲惋；見篡臣賊嗣，莫不切齒；見高節妙士，

莫不忘食；見忠節死難，莫不抗首；見放臣斥子，莫不嘆息；見淫夫妒婦，莫不側目；見

令妃順后，莫不嘉貴。是知存乎鑑戒者何如也。」同前註，頁 119。最後一句「是知存乎

鑑戒者何如也。」在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寫為「是知存乎鑑戒者圖畫也。」唐 張

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一 敘畫之源流，《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八一二冊，頁 280。(清)

王太岳等纂輯，《欽定四庫全書考證》一百卷，總目一卷。臺北市：臺灣商務，民

72-75(1983-1986)。曹海東註譯；蕭麗華校閱，《新譯曹子建集》，臺北：三民書局，2003，

頁 580。 
112

 俞劍華 編著，《中國歷代畫論大觀˙第一編，先秦至五代畫論》，南京：江蘇鳳凰美術

出版社，2015，頁 62。 
113

 「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

非繇述作。」唐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一 敘畫之源流，《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八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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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提出了繪畫應發揮倫理教化的功能，甚至能幫助人探知神明啟示和

宇宙未知。〈敘畫之源流〉與〈敘畫之興廢〉文中，除了體現繪畫教化作用，

更進一步闡述繪畫在統治上的影響。114在傳統繪畫體系中儒學的價值取向裡，

當繪畫被提出具有和六經一樣的功效，在當時相當於是「提升」了繪畫的

「高度」，達道德崇高的地位。 

 

 

圖 2-13 顧愷之，〈列女仁智圖〉卷，宋摹本，許穆夫人局部，絹本墨筆淡著色，全幅縱

25.8cm，橫 417.8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出處：故宮博物院網站，〈顧愷之列女仁智圖

卷〉網頁

http://www.dpm.org.cn/collection/paint/228747.html?hl=%E5%88%97%E5%A5%B3%E4%BB

%81%E6%99%BA%E5%9C%96，存取時間 2018/7/24。 

 

宗教 

中國傳統人物畫當中，宗教絕對是數一數二的支撐力量，因此宗教題

材的傳世作品也相當多。宗教題材的人物畫在中國各個封建朝代當中只存

在興衰，卻不曾消失過。歷史上善畫人物者，有許多也和宗教有所關聯，

                                                                                                                                              
冊，頁 279。(清)王太岳等纂輯，《欽定四庫全書考證》一百卷，總目一卷。臺北市：臺灣

商務，民 72-75(1983-1986)。 
114

 北京清華大學教授陳池瑜(1956-)在其專文〈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的畫史體系與史學

理論〉中提到：「張彥遠揭示出中國繪畫服務於政教，並為統治者所重視和提倡的歷史事

實，從而揭示出中國繪畫得以興盛和發展的社會原因和內在規律。張彥遠從中建立起繪畫

具有『成教化，助人倫』的史學思想，這亦是孔孟儒家思想在繪畫史學中的表現。」陳池

瑜，〈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的畫史體系與史學理論〉，《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版)》，

2009 年第二期，南京：南京藝術學院，2009，頁 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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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繪製過宗教題材。自從天竺僧如迦葉摩騰(Kāśyapa Mātaṇga)等人進入漢

帝國後，中國便有了所謂的佛畫。 

到了魏晉時期，如同前文所述，社會動盪、人心不安，促成宗教發展，

繪畫也深受影響。南北朝時期畫家當中，又以道釋題材的人物畫家佔多數。

魏晉南北朝時期「佛傳」及「本生」題材較多，隋代寺院道觀壁畫興盛，

到了唐代「經變圖」115大為流行。 

而宗教「畫像」的部分，在東晉時便有大量畫家投入「佛像」繪畫，

時至唐代「尊崇道教，人多禮拜道像，道像畫遂應時勢之要求而益盛。」
116

在當時被稱為「三絕」之一的吳道子(約 680-740)，便是唐代道釋人物畫盛

況的一個縮影。
117

 

五代的道釋人物畫依然是大宗。唐末至五代十國時期的貫休法師

(832-912)詩畫皆長，在當時便有極高的評價，所作〈十六羅漢圖〉為其代

表作。道教的「朝元」題材作品長期都很流行，從唐代吳道子的〈五聖朝

元圖〉，北宋武宗元(約 980-1050)的〈朝元仙杖圖〉，元代永樂宮三清殿的〈朝

元圖〉皆是重要傳世作品。118 

宗教藝術必須滋長於盛行的宗教環境，而這樣的環境往往和政治力的

介入有關。119元代喇嘛教興盛，道釋人物漸衰，明代亦無特殊成就120。到了

                                                      
115

 「所謂經變，是指利用繪畫、文學等藝術形式，通俗易懂地表現深奧的佛教內容。」

彭修銀、喻穎 著，《中國畫線條鈎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頁 50。 
116

 鄭午昌撰，陳佩秋導讀，《中國畫學全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 106。 
117

 「宗教藝術在朝廷提倡之下，大量畫家參與創作，在繼承傳統和不斷融合外來藝術經

驗的基礎上，至盛唐空前發展。寺觀造像、壁畫遍佈各地，圖繪經卷朝野流傳。吳道子作

為一代宗教畫傑出的代表，一生創作壁畫三百餘堵，宋代《宣和畫譜》記載宋代皇家收藏

他的佛道卷軸畫就達九十餘幅。他的宗教繪畫粉本不斷被各地傳摹，影響巨大。」李寧、

張鵬 作，金維諾 顧問，胡從經 總策畫，〈宗教宣傳與文化交流〉，《中國繪畫藝術》網站：

https://hk.chiculture.net/0511/html/c08/0511c08.html，搜尋時間：2018/4/1 pm2:00 
118

 彭修銀、喻穎 著，《中國畫線條鈎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頁 29。 
119

 「宋真宗景德年間(1004~1007 年)，宋與西夏簽訂了屈辱的『澶淵之盟』，為了轉移國

內輿論的注意力，下詔營建玉清昭應宮，徵集天下畫師，有三千人應徵，只錄取了百餘人，

武宗元、王拙分別為左部、右部之長。」來源：邵彥編著，《中國繪畫欣賞》，臺北：五南，

2002，頁 267。 
120

 「蓋宋元以上之人物畫，全以道釋為主，自南宋廢禮拜之圖像，而與玩賞之繪畫同視

以來，風氣已變；重以元代佛教道教中衰，道釋畫更無人提倡，佔人物畫之主位者，一變

而為史實風俗畫及傳神。」鄭午昌撰，陳佩秋導讀，《中國畫學全史》，上海：上海古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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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道釋畫家亦寥寥無幾。 

禪門的「祖師肖像」(日本稱：頂像)自隋唐便有，當時日本遣隋、遣唐

的許多留學僧回國後，便帶著師父的頂像。此類人物畫有不少傳往日本，

即使道釋人物畫自南宋便開始式微，但仍有像〈無準師範像〉這樣的傑作

在日本京都東福寺被保存下來。 

 

 
圖 2-14 五代，石恪，〈應真畫像〉軸，絹本設色青綠，119x55.6 公分，故宮博物院藏。

出處：故宮博物院故宮 OPEN DATA 專區網站，書畫典藏資料檢索系統〈五代石恪應真畫

像〉網頁 http://painting.npm.gov.tw/Painting_Page.aspx?dep=P&PaintingId=19260，存取時

間 2018/7/24。 

 

在宗教題材的人物畫系統中，還有一種特殊的範疇是為「禪畫」。歷史

上的名作包括如前面所提及唐末五代貫休的〈十六羅漢圖〉，另有五代石恪

的〈二祖調心圖〉、〈應真畫圖〉。到了南宋梁楷更發展出逸筆風格，代表人

物畫作有〈六祖斫竹圖〉、〈潑墨仙人圖〉，(另有〈李白行吟圖〉)。 

                                                                                                                                              
版社，2011，頁 106。 

 



65 

 

範式人物 

從前文的討論當中大致可以歸納出人物畫當中的主體身份。像是在墓

葬功能人物畫當中可以見到墓主人、神祇(如楚文化中的大司命、少司命)、

神話人物、歷史故事人物等形象。政教功能的人物畫中出現的君王貴族、

忠臣良將、貞妃烈婦、高潔妙士等形象。 

宗教功能人物畫當中的仙佛、飛天、星宿、禪師、羅漢、居士，當然

還有活動紀錄性質的各類無名人物。唐代人物畫極盛，出現了許多貴族生

活題材，貴公子、鞍馬、宮苑、仕女等。如「綺羅人物」的遊冶內容，題

材兼及遊春、簪花、攬鏡、避暑、烹茶、宮樂一類121。還有後來發展出的

行樂圖。 

文士也成為人物畫的常見題材，如富有道德名望的文士、高士，而後

來知識分子的生活型態也發展成文人雅集圖的作品樣貌。在中國傳統文化

裡，「漁樵耕讀」人物是相當經典的文化符號，這種題材除了平面繪畫，也

大量出現在民間工藝作品中。 

 

 
圖 2-15 宋，劉松年，〈西園雅集〉卷，絹本設色，24.5x203 公分，故宮博物院藏。出處：

                                                      
121

 盛天曄，〈三生石上舊精魂〉，盛天曄主編，《百卷神品大系-歷代名畫錄·仕女佳人》，南

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14，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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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博物院故宮 OPEN DATA 專區網站，書畫典藏資料檢索系統〈宋劉松年西園雅集卷〉網

頁 http://painting.npm.gov.tw/Painting_Page.aspx?dep=P&PaintingId=14127，存取時間

2018/7/24。 

 

俗世主題 

世俗題材的人物畫在宋代相當亮眼，成為宋代人物畫最具代表性的藝

術類型。122像是北宋蘇漢臣(約 1094-1172)所作，〈貨郎圖〉、〈秋庭戲嬰圖〉、

〈冬日戲嬰圖〉、〈雜技戲孩圖〉、〈妝靚仕女圖〉，北宋王居正所作，〈紡車

圖〉。以及南宋李嵩所作，〈市擔嬰戲圖〉、〈貨郎圖〉、〈骷髏幻戲圖〉等，都

有極高的藝術層次和技術水平。 

 

 

圖 2-16 南宋，李嵩，〈貨郎圖〉卷，局部，絹本設色，縱 25.5cm，橫 70.4cm，北京故宮

博物院藏。出處：故宮博物院網站，〈李嵩貨郎圖卷〉網頁

http://www.dpm.org.cn/collection/paint/228205.html?hl=%E8%B4%A7%E9%83%8E%E5%9B

%BE，存取時間 2018/7/24。 

 

                                                      
122

 「宋代封建經濟的發達，尤其是封建城市和工商業的繁榮、市民文藝的興起，使人物

畫的主題、題材範圍和表現手法比唐五代有明顯的變化和拓展，廣大市民對表現自我日常

生活的風俗畫也有了較強的消費需求和消費能力。這就使平民市井鄉村生活成為重要的表

現對象。」邵彥編著，《中國繪畫欣賞》，臺北：五南，2002，頁 267。 

 



67 

2.3.3.  人物圖像作為中國傳統繪畫的創作語言 

 

語言系統屬於協助思想被傳達出來的工具，而這套工具要能有效運作，

需要倚賴完備的符號系統與成熟的處理規則。而照這個邏輯來看，繪畫體

系也可以被視為某種傳達思想的創作「語言」。中國傳統繪畫的終極目標在

於建構一種主觀的精神理想世界，而人物圖像作為其中一種創作語彙，支

撐起中國傳統繪畫的人文板塊。 

以下可以分幾個部分探討： 

 

繪畫理論 

由前文的討論我們可以得知，中國從先秦和漢代時期就有與許關於「形」

與「神」的哲學辯證，這也影響到繪畫當中對於「形似」與「神似」的討

論。中國傳統繪畫從公元四世紀時顧愷之提出「傳神論」開始，繪畫理論

的影響力就再也沒有離開過，人物畫當然也不例外。123關於「形似」與「神

似」在前文傳統繪畫寫實觀的內容中有部分探討，這樣的觀念也影響了傳

統人物畫的價值觀與圖像表現，趨向為程式化的意象式造型。 

 

社會性 

西方科學影響下「寫實」的人物圖像，並不在中國傳統人物畫的價值

體系當中。此類作品在古代中國並非不存在，但往往被歸類於工藝或實用

                                                      
123

 「與西方藝術相比，中國傳統藝術更注重一種主觀心理世界的構造，這種藝術思維的

主觀性，反映在工筆人物畫的創作中，首先是對『傳神論』的奉行。這一貫穿數千年的人

物畫創作發展的理論，主張對人物的表現應不局限於『形似』的範疇，而以『神似』為宗

旨。」李峰，陳孟昕主編，《工筆人物畫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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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範圍。因為不是主流的藝術創作語彙，能被理論家或史學家討論記

載並傳世作品相當罕見。 

中國傳統繪畫體系中看待表現現實的「肖像畫」與表現精神理想的「人

物畫」是完全不同的審美觀。畫家的個人感受或描繪對象的個體個性並非

創作的第一要務，重點在描繪對象作為人物圖像所代表的身份意義、以及

召喚社會階層的集體潛意識。124 

 

意象化造型 

前面有提到中國傳統繪畫領域中並非沒有科學性、現實性的圖像造型，

而是在主觀控制的審美系統中並非要角。另外，從繪畫技術層面來看，降

低繪畫中造型的客觀程度，創作者的主觀價值與想像力更容易附著在圖像

上，並得到更大的發揮。 

中國傳統繪畫的圖像常被稱作「意象造型」。125為了要滿足這樣的造型

需求，中國傳統繪畫隨著時間演進發展出「高度概括」的形式、「規定章法」

的形式。像是在中國繪畫當中的構圖、筆墨、設色、襯景、符號元素……

等，就發展出了獨特且完整的創作語彙體系。 

 

                                                      
124

 長於彩墨媒材創作的中國當代藝術家杭春暉(1976-)博士也曾針對中國傳統繪畫價值觀

當中的「個體性」提出類似看法：「中國傳統中，對於人的「個體性精神」關注並不是主

流，甚至說基本沒有。 比如著名的《虢國夫人游春圖》，其中具體誰是虢國夫人，至今仍

然被不斷討論。中國傳統似乎更加注重對整體精神的表達，例如高士圖，仕女圖等等。這

些作品在人物精神性的表達上強調階層的整體性，這符合我們農耕文化所需要構建的整體

性秩序。所以一般很難在我們的藝術線索中發現被作為藝術創作的人物肖像作品。」王萌，

《“來自水墨的新語境”實驗報告：寺上美術館實驗室計畫(第二回)》，北京：知識產權出版

社，2014，頁 63。 
125

 李峰，陳孟昕主編，《工筆人物畫教程》一書中提到：「“意象造型”觀主張的是對客觀

物件以“意”取“象”，以描繪者所要表現的主觀精神的需要，來規定藝術形象與客觀物象形

貌之間的“形似”程度的一種造型方式。」李峰，陳孟昕主編，《工筆人物畫教程》，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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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形式 

 

程式化 

中國傳統人物畫，其繪畫的主要方法，並不是對著實體對象，看一眼、

畫一筆的紀錄寫生。因為最終在畫面當上呈現的，並不是畫者視網膜上的

成像，而是畫者心理的成像。和詩文、書法一樣，中國傳統繪畫也必須具

有「章法」，形成一套獨立的繪畫語言體系。 

前面提到中國傳統繪畫當中主觀理想的特質，不提倡西方科學造型的

路數。非科學再現的主觀造像、造境方式，或許會讓人輕易地將中國傳統

繪畫歸類在感性創作的範疇，但事實上筆者認為它其實有極高的理性成分

在內。因為文化菁英介入，使得中國傳統繪畫很早就脫離了單純直觀的創

作方式，變成「理論先行」為主流的型態。 

綜觀中國傳統繪畫史，儒道思想以及後來的程朱理學都在繪畫領域造

成極大的影響，不論是內容或形式層面。這些都和西方數學、透視學、解

剖學、光學、色彩學、氣象學……等科學理性影響下的藝術方向相當不同，

但不可否認中國傳統繪畫是經過哲學思辨過後的理性產物。 

若用白話口語來說，中國傳統繪畫的主流價值觀裡可以說沒有自由發

揮這件事。傳統繪畫的教育模式屬於「師徒傳承」，像是張彥遠在《歷代名

畫記》卷二〈敘師資傳授南北時代〉當中提過：「若不知師資傳授，則未可

議乎畫。」
126
更不乏有家傳模式形成家學、家法。造型訓練養成也多從臨摹

入手，學習審美與法度。 

                                                      
126

 唐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二 敘師資傳授南北時代，《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八一二

冊，頁 291。(清)王太岳等纂輯，《欽定四庫全書考證》一百卷，總目一卷。臺北市：臺灣

商務，民 72-75(1983-1986)。(美)高居翰著，李渝譯，《圖說中國繪畫史》，北京：生活‧

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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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畫當中的線條有「描法」，行筆用墨各有「筆法」、「墨法」，畫面

布局結構、色彩配置都有規範。這些章法格式嚴謹，是繪畫傳統發展成熟

後，經過精緻化、高度概括後所總結出的程式化語言，而畫者需透過充分

教育、及大量練習才能有效掌握。 

 

線條 

美國的漢學學者高居翰(James Cahill, 1926-2014)在《圖說中國繪畫史》

一書中提到「線條」在中國繪畫當中的存在方式： 

 

由始至終，用毛筆畫成的線條一直都是中國繪畫的要素。…中國畫

家特別強調線條，把線條當作主要的描繪 (descriptive)和表現

(expressive)工具。某種風格上的運動如果有摧毀單一線條完整性的

趨向，或者要把線條納入到面積的處理中去，通常就會被認為是從

主流分離的異端。
127
 

 

從線條型態來看，中國傳統繪畫大致上可分為「寫意」、「工筆」兩種不同

的表現方式，即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當中〈論顧陸張吳用筆〉128所提到的

「疏體」、「密體」。129在中國傳統繪畫的單一或不同畫面中，都有可能出現

這兩種表現方式。「兩種畫法在古代亦無名份上的截然劃分，儘管工筆與寫

                                                      
127

 (美)高居翰著，李渝譯，《圖說中國繪畫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

頁 3。 
128

 顧陸張吳指的是東晉顧愷之、南朝宋陸探微、南朝梁張僧繇、唐代吳道子。 
129

 「顧、陸之神，不可見其盼際，所謂筆跡周密也。張、吳之妙，筆纔一二，象已應焉，

離披點畫，時見缺落，此雖筆不周而意周也。若知畫有疏密二體，方可議乎畫。」唐 張

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二 論顧陸張吳用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八一二冊，頁 293。(清)

王太岳等纂輯，《欽定四庫全書考證》一百卷，總目一卷。臺北市：臺灣商務，民

72-75(1983-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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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兩種畫風都在。」
130

 

兩者皆由畫者考量當下創作環境及其功能，依當下創作狀態進行運用，

「工筆」方法在傳統人物畫當中較常見到，但同一畫面當中也可能會出現

「寫意」方法共存。不論是哪一種方式都有受到書法的影響，即使是具象

描繪的人物畫，都可以看到帶有書法特性的「勾勒」131線條。 

前文提到中國傳統繪畫的程式化特質，顯示出創作方法中理性歸納的

一個面向。這個特點也反映在繪畫中勾勒具象物的描法之中，稱之為「十

八描」。「十八描」是明代鄒德中《繪事指蒙》(約 1509 年)、周履靖(1549-1640)

《夷門廣牘》、汪砢玉《珊瑚網》〈珊瑚網畫法〉當中所歸納之中國歷代各

派人物衣褶的表現方式，按其筆跡形狀而起的名稱，至清代才由王贏付諸

圖畫〈海仙十八描畫法圖〉。132周履靖在其著作《天形道貌》(人物畫譜)，(萬

曆二十六年，西元一五九八年)當中，〈畫人物論〉一文，整理出十八描133。 

衣褶描法成為人物畫當中的觀察重點，甚至被專門整理出來，可以從

中理解到中國傳統繪畫當中人物的身體觀。由此可知，中國傳統人物畫並

不是以解剖學的概念來理解人體。若從外觀論，傳統人物畫對人體的理解

                                                      
130

 「畫史、畫論上之工筆、寫意畫法名稱沒有特別標明，意味著在創作實踐上對兩者的

劃分並未特別在意，在作畫方法上兩者也未截然分開。」林木、王錦霞，〈中國意象繪畫

體系中的工筆畫特徵〉，張敢主編，《當代工筆畫與中國藝術精神》，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2015，頁 30。 
131

 「勾勒是指用毛筆勾線。傳統意義上的『勾』和『勒』是工筆畫先後兩個造型的筆法

步驟。『勾』是作畫的第一個步驟，即先用毛筆將畫面上地全部形象勾描下來。但此時的

勾描不同於獨立的白描作品，墨色的深淺要語塞的濃淡相協調。…『勒』是在作品完成設

色後，在原有線條上重新強調線描的一個步驟，這時的線條要根據畫面色彩的需要來選擇

墨或顏色。」何麗、陳太慶、何穎編著，《工筆人物畫技法)》，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

2011，頁 34。 
132

 十八描內容參考自：何麗、陳太慶、何穎編著，《工筆人物畫技法)》，北京：人民美術

出版社，2011，頁 42-45。及網路資源：十八描，更新時間:2013-09-22，取自：台灣 WORD 

http://www.twword.com/wiki/%E5%8D%81%E5%85%AB%E6%8F%8F 。 
133

 「衣摺描法，更有十八種：一曰高古遊絲描，用十分尖筆，如曹衣紋；二曰如周舉琴

弦紋描；三曰如張叔厚鐵線描；四曰如行雲流水描；五曰馬和之、顧興裔之類馬蝗描；六

曰武洞清釘頭鼠尾描；七曰人多混描；八曰如馬遠、夏圭用禿筆撅頭釘描；九曰曹衣描，

即魏曹不興也；十曰如梁楷尖筆細長撇捺折蘆描；十一曰吳道子柳葉描；十二曰用筆微短，

如竹葉描；十三曰戰筆水紋描；十四曰馬遠、梁楷之類減筆描；十五曰粗大減筆枯柴描；

十六曰蚯蚓描；十七曰江西顏輝橄欖描；十八曰吳道子觀音棗核描。」盛天曄主編，《百

卷神品大系-歷代名畫錄·仕女佳人》，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14，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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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是基於圖像人物的服飾。 

服飾形制是屬於繪畫內容的一部份，而衣服的線條、衣褶就是線條形

式表現之所在。這些線條在畫面中所占面積很少，它們卻必須讓觀者一看

便清楚認識到畫中人物的體型、體態。肉體或衣服的質感都決定在線條如

何拉動，線條的停頓位置、方式及角度更決定了身體的結構、前後空間。 

也因為線條乘載了許多功能，在中國傳統繪畫當中就出現了一種特殊

的表現形式。光是依靠線條組成就足以成就一件完整繪畫，稱之為「白描」，

這當然與線條表現發展的成熟度息息相關。另外尚有一種不依賴勾勒的繪

畫形式，稱之為「沒骨」法。相較於線條勾勒表現方式的「骨法」，沒骨法

呈現出「塊面」趨向的「鋪」、「堆」的量體感。 

 

設色 

中國傳統人物畫的兩大表現技法就是「以墨立形」、「以色賦彩」134，「以

墨立形」主要體現在前面所述「線條」形式，接下來談談設色的部分。中

國傳統文化當中對於色彩有獨特的認知方法，不僅僅是視覺直觀的色彩聯

想，更重要的是其背後文化與審美觀念的控制與影響。 

中國國家畫院畫家與研究員申少君(1956-)在其著作《中國畫色彩的獨

立語言》提到：「中國原始五色“青、赤、白、黑、黃”的形成，雖然離不

開視知覺的經驗累積，卻是在一定的時空圖式和文化觀念的支配下發生的。

135」這樣的色彩觀與前面提到繪畫當中理想性的意象觀念具有一致性，畫面

上設色的實際操作層面也是如此。
136

 

                                                      
134

 申少君，《中國畫色彩的獨立語言》，香港：香港中和出版，2015，頁 245。 
135

 同上註，頁 25。 
136

 「中國畫一般是平面塗繪後的色塊組合，不強調受光後的色彩變化，也不強調環境色

的反射影響，多是著重於物體本身的固有色。如人的頭髮是黑的，肌膚是肉色，草是綠色，

天是藍色，或是這些色相的傾向性變化，至於說是處在什麼樣的光線或環境中的黑、綠、

藍，則是基本不予考慮的。在直觀感性的基礎上主觀加工調度，這是中國畫色彩區別於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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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繪畫色彩觀帶有強烈的象徵性，色彩的使用搭配一樣需要配

合禮制與法度。古代中國人在生活的各個層面都講求制度規律，色彩方面

講「五色」、季節方面講「五時」、空間方面有「五方」、中醫醫理有「五臟」……

等。 

從春秋戰國時期《周禮˙冬官考工記》的記載來看，中國古代的正色

被對應到不同人文方面的象徵概念。137五色被對應到「方位」及「天地」等

「空間」概念，色彩之間也有一定的順序。色彩在「禮儀活動」當中也扮

演著重要的象徵，文中提到的文、章、黼、黻便是古代禮服上的紋飾名稱。

為使色彩具象化，採取了幾何形狀或自然物等作為象徵。 

 

畫面空間 

(1) 空間-主觀造境 

中國傳統繪畫是浸潤在文化思潮當中成長的，禮制、儒、釋、道、理

學皆是養分。畫者便憑藉著這些養分，將之轉化為自身的主觀創作能量，

人物畫自然也不離其宗。「主觀」創作，並非「隨便」創作。即使是創作時

隨著自己的「意」，這個意也是存在於整體文化所建構的集體法則當中。138 

                                                                                                                                              
畫色彩的重要標誌。」李峰，陳孟昕主編，《工筆人物畫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頁 37。 
137

 「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

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

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彩備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

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變以章，謂之巧。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林尹註譯，王雲五主編，《周禮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頁 450-452。 
138

 「中國畫畫面景物的取捨，可以概括為靈活二字，一切以主題需要為核心，主觀佈局。

打破時空限制和正常的思維及視覺邏輯，根據主題思想的要求自由選取素材，並按照中國

畫的審美規律安排組織畫面，所謂『因心造境』可歸納為『隨“意”組合』，所謂隨『意』，

並不是毫無章法地隨便排布，而是指畫家在選擇畫面中的形象素材時，主要是根據主題思

想的需要和主觀心意的喜好來進行的，有時可以超越所選素材之間的必然聯繫和客觀實際，

不受自然規律中諸如時間、空間、地點及其他人文社會中客觀條件的制約。這是一種帶有

浪漫主義色彩的創作理念，關於此，古代就有王維『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

的描述。這種『隨“意”組合』的手法體現了中國畫表現中主觀調度的靈活性，具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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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間-留白 

前面有討論到「留白」為中國傳統繪畫當中的經典表現形式，在各種

題材類型當中皆可見。但若體現在人物畫當中會多了一個有趣的因素，就

是人物的個體動作或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姿態。這個因素會讓畫面留白處的

「空無一物」，反而充滿了各種「豐富」的暗示。139 

高居翰在談藝術家所創造的形象時說到，「這些形象構成圖畫時，它們

獨立並列，並不相互融合在一起，形象與形象之間，形象周圍，都是空白

的；空間除了把各個形象分隔開來之外，本身並不存在。」
140
留白不是為了

表現那個「白」，它的存在不是為了它自己本身，而比較接近中國古典哲學

中「器」的概念。141 

 

(3) 空間-平面性  

中國傳統人物畫有種特殊的、平面性的空間觀，我們可以在平面性的

畫面中在平面性的畫面當中，看見圖像服膺於傳統審美的、完整嚴謹的結

                                                                                                                                              
意義。」李峰，陳孟昕主編，《工筆人物畫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頁 35。 
139

 「現藏波士頓美術館(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的一塊磚像出土於漢代的墓葬。畫中

人物仍舊單獨站在散漫的空白中；但是畫家已經找出兩種統一畫面的方法：經由象徵性的

動作，所有人物好像共同搖晃在一陣韻律中；經由眼神的交流，一種相互的覺察意識把人

物連貫在一起。」(美)高居翰著，李渝譯，《圖說中國繪畫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2014，頁 4。 
140

 (美)高居翰著，李渝譯，《圖說中國繪畫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

頁 3。 
141

 「中國畫觀察方法素有遺貌取神的特點，不追求客觀物象自然屬性的完整，而致力於

主觀精神的傳達。因此，往往只是將物象最本質的特徵、最能表達主題思想的形體，作精

心的取捨安排，而將可有可無的、與主題無直接關聯的內容完全刪除，這樣就產生了空白。

空白在這裡不是『沒有』的意思，而是同形體、線條、色彩一樣，是構成畫面的特殊有機

組成部分。它不僅襯托了畫面的主體，同時也擴大了畫面的意境，形成可視形象的外延聯

想，把不盡如人意的部分代之以可以和主題相聯繫的、自由但卻是虛擬的聯想空間。所以

它既是無形，也是有形，是一種『藏境』的手法，正所謂筆不到而意到，意不到而神到。」

李峰，陳孟昕主編，《工筆人物畫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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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與組織。「中國畫造型不依賴于光影的作用(有參考因素)，而是直接表現

物體的結構，並通過結構的穿插組合反映出物體的體積關係。」142 

雖然在中國傳統人物畫當中也有在線條表現上處理「輕重、粗細」，在

墨色上處理「乾溼、濃淡、虛實」，但這些技術都不是為了服務於光影表現

與體積感(或說不完全是)。中國傳統人物畫完全走出另外一條路。長於藝術

心理學的劉思量(1947-)在其著作《中國美術思想新論》當中，提到中國傳

統人物畫獨特的空間感處理手法。 

其中畫者對於畫中圖像進行「面之位移」
143
，能暗示觀者畫面的景深感

以及圖像的量體感。劉思量以閻立本〈歷代帝王圖卷〉為例，當中圖像身

體皆是面向三十至六十度角。這樣的角度比起全正面示於觀者，有更好的

空間暗示效果。 

以中國傳統繪畫的觀者視角來說，「高遠視角」144協助人物畫表現出景

深空間之外，甚至能在畫面當中帶入更豐富的內容。以大約四十五至六十

度角的視角來構圖，畫者可以更大程度地納入現實距離自己更遠的題材內

容進入畫面當中。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便採用此法，在畫面中盡可能

呈現出最大的可見範圍。 

高遠視角同樣也在近距離人物畫中適用，唐人〈宮樂圖〉和張萱的〈搗

練圖〉、〈虢國夫人遊春圖〉都是很好的例子。高居翰指出張萱的空間解決

方案：「四位主要人物安放在一個想像的菱形四角上。這種平面構局在畫面

上建立了充分的深度，也就不再需要其他的布置。」145 

 

                                                      
142

 「在人們的日常視覺感受中，由於光影的作用，顯現出黑白灰的立體關係，西洋畫就

是通過表現這種光影作用下的立體關係來塑造形象的。而中國畫去掉光影的作用後的造型

方式使物體表現出相對的平面性，再加上中國畫構圖中平面組合因素，就產生了相對平面

的藝術特徵，這種特徵在傳統工筆人物畫中顯現的尤為典型。」李峰，陳孟昕主編，《工

筆人物畫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頁 37。 
143

 劉思量，《中國美術思想新論》，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2001，頁 194、195。 
144

 同上註，2001，頁 217-221。 
145

 (美)高居翰著，李渝譯，《圖說中國繪畫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

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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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7 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卷，絹本設色青綠，39.7x606 公分，故宮博物院藏。

出處：故宮博物院故宮 OPEN DATA 專區網站，書畫典藏資料檢索系統〈清明上河圖〉網

頁 http://painting.npm.gov.tw/Painting_Page.aspx?dep=P&PaintingId=14101，存取時間

2018/7/24。 

 

 
圖 2-18 佚名，〈唐人宮樂圖〉軸，絹本設色，48.7x69.5 公分，故宮博物院藏。出處：故

宮博物院故宮 OPEN DATA 專區網站，書畫典藏資料檢索系統〈唐人宮樂圖〉網頁

http://painting.npm.gov.tw/Painting_Page.aspx?dep=P&PaintingId=5，存取時間 2018/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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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影響 

中國傳統人物畫有自身獨立的審美系統及繪畫語言，但並非一直都處

在自給自足發展的封閉結構當中。在中國繪畫史的不同時期，本土人物畫

吸收外來文化融合成新面貌的情形，屢見不鮮。如敦煌莫高窟壁畫「在藝

術風格上，吸收了印度、希臘、伊朗、西域等外來藝術成分，並與中國傳

統藝術結合。」146南北朝時期流行的「曹家樣」147也證明了這點。 

我們尤其容易在繪畫形式當中辨認出佛教藝術的影響，像是「三尊像」

形式，及「色彩」、「光線(暈染)」的處理方法。長於人物畫的畫家、學者傅

抱石(1904-1965)認為，「從表現形式看，佛教藝術(主要是繪畫)輸人中國之

後，在以線為構成基礎的中國人物畫的表現技法上，被提出了兩個相當重

要的新的問題，一個是色彩的問題，一個是光線(暈染)的問題。148」 

高居翰更進一步具體說明了前面所提，人物畫所受到佛教藝術影響之

光影立體感的表現方式。「在佛教和佛像輸入中國的同時，賦予繪畫形式以

可塑性(plasticity)的幻覺凹凸法(illusionistic shading)也隨之進入中國。」
149

「張僧繇另一項可能源自西方的新畫法，是表現了一種比較具有肉體感的

典型人物。」150 

                                                      
146

 彭修銀、喻穎 著，《中國畫線條鈎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頁 49、50。 
147

 「主要特徵是在人物的衣服，質軟而薄，緊緊地、稠迭地貼著豐腴的肉體和沒有穿什

麼的差不多。這原是印度笈多式佛像雕刻的特點而把它移之於繪畫的。所謂『曹衣出水』，

就是指的這種新的繪畫形式。」傅抱石，《中國繪畫變遷史綱中國的人物畫和山水畫》，上

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7，頁 124。 
148

 傅抱石，《中國繪畫變遷史綱中國的人物畫和山水畫》，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7，

頁 116。傅抱石以閻立本〈歷代帝王圖〉為例：「這種『一主二從、主像大、從者小』的構

成形式，我以為很可能是受了佛教雕刻『三尊像』的影響。…此外《列帝圖卷》比較突出

的一點是畫面上採用了一定程度的暈染方法，比較富於光的感覺，這是《女史箴圖卷》所

沒有的。」同前註，頁 122。 
149

 「第一個優秀地使用幻覺凹凸法的大師是六世紀初期畫家張僧繇，他的主要作品是佛

寺壁畫。所用畫法遙接地中海地區的後期古典藝術，是從印度北部和中亞細亞的沙漠綠洲

城市傳進中國的，中國人原來並不熟悉，所以張僧繇的畫在當時一定很令人注目，恐怕還

有一點驚世駭俗呢；……雖然凹凸法在中國繪畫中從來沒有自一個簡單的初步階段向前邁

進過，卻一直傳到了唐代，甚至偶然也出現在更後的時代。」(美)高居翰著，李渝譯，《圖

說中國繪畫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頁 8。 
150

 同上註。這裡的論點來自於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六，「張懷瓘云……夫象人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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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移入繪畫影響，除了歸功於早期的佛教之外，明清時期的天主教

傳教士也有所貢獻。部分學者相信明代晚期波臣派的「沒骨法」畫法，曾

直接或間接受到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義大利語：Matteo Ricci, 

1552-1610)所傳入的聖母畫影響。 

杭春暉更直接點出了中國傳統人物畫的「混血基因」。到了天主教耶穌

會傳教士郎世寧於清代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進入中國之後，西方繪畫就

更大程度地影響中國傳統人物畫。151不僅是西方的透視、明暗和人體解剖等

繪畫技法層面的影響，甚至是藝術審美觀的植入(至少在皇室當中是如此)。 

 

形制 

這裡的形制指的是人物畫作為實體物件，最終被呈現出來的完整樣貌。

畫史上可見的形制，依其功能性的不同有磚畫、帛畫、壁畫、手卷、立軸、

屏條、冊頁等等。這種物件化的作品形式，直接關係到繪畫被觀看或被保

存、流傳的方式差異。 

而上述當然也與該繪畫出現的當時人文活動發展有極大的關聯，各種

形制適應不同的建築硬體及環境場合。畫像石、畫像磚主要出現在墓室、

祠堂、石闕、棺槨，多是為墓主人服務，而非生者的觀賞性質。墓室壁畫

也是如此，但寺觀壁畫的出現就帶有公共觀賞的成分。 

後來中國繪畫隨著時間演變，漸漸出現了各式「可移動」的形制。為

了讓脆弱的繪畫達到便於收納和可移動之目的，便從書籍裝幀技術中衍生

                                                                                                                                              
骨，張亞於顧、陸也。張得其肉，陸得其骨，顧得其神。……」，唐 張彥遠，〈歷代名畫

記〉卷六，《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八一二冊，頁 326。(清)王太岳等纂輯，《欽定四庫全書

考證》一百卷，總目一卷。臺北市：臺灣商務，民 72-75(1983-1986)。 
151

 杭春暉：「就我的理解，從人物個體特徵出發的肖像作品，應該源於晚明時期的『波臣

派』，而目前學界大部分都認可曾鯨與外來傳教文化存在著某種內在的聯繫性。因此在我

看來，圍繞中國人物畫『精神性』的討論應該離不開『中西文化融合』這一歷史背景。」

引用自王萌，《“來自水墨的新語境”實驗報告：寺上美術館實驗室計畫(第二回)》，北京：

知識產權出版社，2014，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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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書畫的裝裱技術，其中最先出現的是「手卷」
152
。 

「手卷」形式不是被設計來公開觀賞的，而是極少數人「坐」在案頭

欣賞。觀者以「手持」的方式，從右手打開手卷至兩肩的闊度。欣賞完畢

再將手卷右收左開，繼續下一截的欣賞，直到卷尾。153其觀看方式屬於少數

人的「私密性」，且帶有分段觀看的「時間動態感」。 

「卷」的觀賞方式在人物畫領域也發展了個整不同的閱讀方式。像傅

抱石在《中國繪畫變遷史綱中國的人物畫和山水畫》一書中提到的「圖說

式」，如〈女史箴圖〉；「段落式」，如〈歷代帝王圖〉。
154
到了宋代〈清明上

河圖〉的出現，「卷」的觀看方式有了極大的跨越。這是一種「使用」和「鑑

賞」相結合的移動式遠近觀看方法(也有人稱散點透視)。
155

 

「立軸」作為一種室內廳堂「掛物」，雖然是可移動繪畫，但和壁畫一

樣具有靜態觀賞的特性。「隨著垂足坐取代席地而坐，人們的視點升高了，

掛在牆上的、幅面較大的作品形制―『軸』或『立軸』適應了新的生活方

式，裝飾著便高大了的室內空間；與此同時，壁畫則在種種因素作用下走

向衰落。」
156

 

隨著裝裱技術的進步，繼續發展出「屏條(條屏)」、「冊頁(葉子)」形制。

「四幅或六幅成組的窄長掛軸稱為屏條，是軸的變體；還有一種冊頁，是

把小幅畫頁裝裱成冊，顯然也是書籍裝幀的變體。」157中國近現代社會環境

受到境外文化的影響而產生質變，遂出現了「鏡心(鏡片)」這種裝裱方式。 

                                                      
152

 「基於古人生活方式的特點，最早的供世人欣賞的可移動繪畫作品是像簡冊和書卷一

樣的長條，平時捲起來存放，觀看時打開，從右往左逐段欣賞，也稱為『卷』或『手卷』，

它適合一兩個席地而坐的人在案頭欣賞；這一時期裝堂飾壁的任務由壁畫承擔。」邵彥編

著，《中國繪畫欣賞》，臺北：五南，2002，頁 7。 
153

 羅淑敏，《對焦中國畫：國畫的六種閱讀方法》，香港：三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09，

頁 163-173。 
154

 傅抱石，《中國繪畫變遷史綱中國的人物畫和山水畫》，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7，

頁 137。 
155

 「這種方法提高和擴大了現實主義表現的無限機能，使之能夠高度地服務於場面較大、

內容較複雜的主題。…從而有可能不受空間(甚至時間)的限制，全面地同時集中地突出主

題、為主題服務，使內容與形式生動地成為一個有機的藝術整體。」同上註。 
156

 邵彥編著，《中國繪畫欣賞》，臺北：五南，2002，頁 8。 
157

 同上註。 

 



80 

「鏡心」仍是一種可移動的掛式繪畫形制，卻不具備傳統的收納功能。

邵彥認為「二十世紀生活方式尤其是建築空間的變化也改變了繪畫的形制，

正方形的畫面和鏡心的形式更受歡迎，它們適合裝飾現代建築的室內空間。」

158 

人的生活型態影響了繪畫的閱讀方式，進而發展出適合的書畫裝裱形

式。而書畫裝裱形式繼續成熟，演變出成更為豐富的觀看方法，最後也可

能反過來影響畫面內容形式。西方移動式繪畫那種全景一目瞭然的觀看方

式，便容易出現在「鏡心」的形制當中。 

中國傳統畫史上，有種相當特殊的「跨領域」藝術形式，即「詩、書、

畫、印」。詩、書、畫、印原為中國傳統文化當中四種獨立的藝術表現形式，

是經由歷史演進漸漸結合，並成為文人畫系統的主流繪畫形式。這種儒道

文化菁英所主導的繪畫創作型態，不但是中國傳統繪畫當中特有的「複合

式」繪畫形制，更成為了一種指向士大夫階層的特定文化符號。159 

而真正將詩、書、畫、印結合在同一件作品中的，不少學者相信是始

於宋徽宗趙佶160。詩、書、畫、印四種藝術表現都不是簡單、素樸、可親

的常民範疇，能夠有完美的結合更是不易，這是中國藝術走到極致菁英化

的一種實體展現。 

 

                                                      
158

 同上註。 
159「這種形式在宋代開始逐漸出現，到元代隨著文人畫的發展而被廣泛運用，至明清臻于

成熟。」李峰，陳孟昕主編，《工筆人物畫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頁 39。 
160

 「真正首創詩書畫印結合為一體的，藝術史家大都將這一成就落在宋徽宗身上。周積

寅認為：『唐代及其以前的題畫詩，並未題在畫上。宋代，由於文人畫運動的掀起，題畫

詩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文同、蘇軾、米芾、米友仁等，作了大量的題畫詩，但多數可能題

在畫前或跋在畫後的。有畫跡可考，在畫上題詩的，當推宋徽宗趙佶為第一人、』鄧白也

持此說，但只言詩、書、畫而未言『印』。……如今歸到宋徽宗名下的作品如《祥龍石圖》、

《雪江歸棹圖》、《芙蓉錦雞圖》、《聽琴圖》、《瑞鶴圖》、《蠟梅雙禽圖》、《池塘秋晚圖》、《文

會圖》、《蠟梅山禽圖》、《金英秋禽圖》、《寫生珍禽圖》、《五色鸚鵡圖》、《六鶴圖》等，大

部分都有詩書畫印結合的傾向。而其中結合最完整一體的，莫過於《祥龍石圖》，畫面中

計有五行跋語、四行詩歌又款題、御押一行且款題上有印章一枚。」來源：中國藝術研究

院美術研究所副研究員曹小鷗(1965-)、汕頭大學長江藝術與設計學院講師陳彥青(1972-)

合著之《藝舟雙楫：丹青與墨韻》。曹小鷗、陳彥青，《藝舟雙楫：丹青與墨韻》，香港：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8，頁 119。 

 



81 

2.4.  結語 

 

本章節的研究從筆者自身接觸彩墨相關媒材創作的歷程經驗出發，並

觀察彩墨平面繪畫創作在臺灣當代藝術語境中的現狀。試圖這些創作的實

際層面中，進一步思考彩墨相關媒材創作如何創造當代意義，同時又能夠

保有自我、不陷入文化失語的情境。 

藝術發展也如同生命，「未來」只能面對卻難以掌握，但我們不能毫無

準備。「傳統」是那麼遙遠而不再熟悉，但卻是沉積出文化厚度的階段性既

成事實。無論人們拒絕或接受，它就在那裡。若視之為一種資料庫的概念，

我不確定拿「已知」的傳統來面對「未知」的未來是否能有效。 

但可以稍微有信心的是，它可以成為當代藝術汪洋中探索時的定位點，

幫助我們在迷航時得以重新定位。定位點當然不只有一個，而我在本章節

裡選擇回望中國傳統繪畫的創作系統結構，回頭觸摸那深刻的紋理。藉此

協助自己來完善面對未來挑戰的藝術策略。 

中國當代彩墨藝術家彭薇(1974-)發人深省：「任何傳統都是靜止的，假

如它不被賦予新的眼光和概念，它只是傳統，只屬於過去。所以重要的不

是古典傳統還有沒有生命力，而是，當代藝術家是否有生命力。」161彩墨創

作是否能於當代存在，是因為其創作系統能像活體的代謝行為一樣，不斷

地死亡與生成。而創作者必須對這個代謝行為予以當代的養分，成為它細

胞更新的動能。 

  

                                                      
161

 杭春曉 主編，《概念超越：2012 新工筆文獻集》，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

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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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彩墨繪畫創作與性別意識 

 

筆者的博士班研究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期望用更多不同的角度

去看世界，並回頭檢視自己的創作。而這個章節的書寫也是如此，試著借

用性別意識的觀點重新認識畫中的女性。由於從女性主義以來衍生出的性

別理論相當龐雜，本文便採用性別與權力關係，以及視覺觀看行為等基本

論入來作切入。 

最開始接觸到性別議題的觀念，是來自於女性主義(英語：feminism)思

潮的相關文獻。女性主義起源於西歐，在相關思想出現以前，當時還處在

一個女性社會地位低下的特定時空。女性主義從十八世紀啟蒙時代萌芽，

爾後就如同一個有機體不斷成長、變化，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女性主義的變化多端，從來不是單一面貌的意識形態，它會因為不同

的時空與人文，產生許多複雜的變化型。其影響所及，遍布科學、政治、

宗教、文化……等眾多層面，當然還有與筆者切身相關的藝術領域。 由於

其多樣繁複的特色，很難一言以蔽之。在不容易短時間內說清楚的狀況下，

直到今天還是容易讓人們產生許多的不理解。 

即便如此，女性主義所衍生的理論及各項運動，確實對世界造成了許

多革命性的改變，更在藝術史上寫下重要的篇章。筆者在建構性別意識時，

除了自身的本土的教育養成，以及生活環境的風土民情之外，外來的女性

主義文獻資訊確實也是重要的一塊養分。 

臺灣過去到現在有許多社會運動者推動性別平權，學者們投入理論研

究，更有不少藝術家用自己的藝術揭示自己對於當代性別關係的看法。筆

者身為藝術創作者，並非以性別意識為思考出發點，也沒有拿性別議題作

為創作內容。但我認為性別意識在藝術創作領域不一定要成為某種創作思

想核心，或是創作內容主體，它也可以是某種看待世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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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繪畫當中女性形象的探討除了來自我個人的創作之外，最重要的

還有以性別意識的觀點來回溯歷史上的中國仕女畫。仕女畫是彩墨畫當中

探討性別意識，一條重要的脈絡，並可以幫助我們看見性別關係發展的特

殊面向。讓筆者自己在創作彩墨畫當中的女性形象時，以一種我不曾採用

的方式觀看自己。 

 

3.1.  性別意識與創作 

 

本文對於視別意識的探討，其最大的目的不在於著眼表面的男性女性

權力傾軋，而是期望作為創作者的筆者，能夠從本質出發持平地看待「差

異」，並理解時代的選擇與其造成的結果。筆者並非以繪畫作品為媒介來探

討性別議題，而是從性別議題的角度來談論以女性形象為題材的彩墨創

作。 

 

3.1.1.  起點 

 

透過藝術創作的問題與性別觀念思潮之間的關聯性，釐清自己藝術創

作的意圖。先從根本來說，筆者作品本身像是種訴說著一個「脫離中心」

的故事，我希望創造的藝術世界並非一個以「人」為主導的世界，反之，「人」

是作為參與者的存在。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選擇題材、選擇媒材的動作以

及結果都是互相影響介入，並不一定取決主題再選定媒材或相反。 

媒材的質感在作品中具有話語的力量，它們讓主題以主動的方式而非

作者中心的方式產生獨有特殊的表現。加上創作方法的混雜，讓直接性、

間接性、被動性並存於作品之中。間接性的創作方式為作品的成果帶來一

種不確定感，印製後掀開印版的那一瞬間才知道作品的結果如何。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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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作品是經過作者安排、佈置、製造的生產，卻產生了一種作者要聽命、

遷就於媒材的奇妙的權力關係。 

這種創作方式企圖抹去作品中的絕對權力，因此不會呈現單一個絕對

清晰的話語。作者主動創造出「主權的放棄」，讓每一個物件都成為影響彼

此的那個重要的他者。比起畫面中個別符號的象徵意味，更有趣的是它們

之間的牽絆關係，不只是媒材之間，還有作者與創作過程之間也是。 

以這個觀點為出發，從作品的形式層面轉向內容部份，不同的象徵符

號已經在畫面中搭好了各式各樣的框架。在既定的框架內思考，是輕鬆且

舒服的方式。但或許還有別的馳騁思想的方式，不是我們一直所習慣的，

甚至會造成自我內部的混亂。 

 

紀傑克強調，「穿越幻見」(traversing the fantasy )並不是要掃除幻

想而認清現實，反而要更深切的認同我們的想像領域，掙脫那些同

質化的幻見框架，進入尚未被馴化的想像力，發現並面對我們內在

的混亂與不一致(Žižek 1999b: 122)。以幻見框架的觀點來說，「主

體位置」的紛雜多樣其實是幻見所創造出來的，讓主體可以在其中

自由漂移，轉換他的認同。162 

 

乍看筆者的創作內容，似乎是再常見不過的人物與風景的題材。然而藉由

混雜的創作手法，試圖晃動創作中習以為常的主體位置。或者換個角度說，

我在進行創作構思的同時，也必須重新思考一直以來所習慣看待的中心-邊

陲的關係。 

我出生於一九八○年代的臺灣，那是一個經濟快速成長的時期。女性

勞動就業人口慢慢在社會上增加，以滿足大量增加的工作缺口，自由、民

                                                      
162

 張君玫，《後殖民的陰性情境：語文、翻譯與欲望》，臺北：群學，2012，頁 282。引文

中提到的紀傑克(Slavoj Žižek, 1949-)為斯洛維尼亞社會學家、哲學家、文化批判家、心理

分析理論家，目前歐美有名的後拉岡心理分析學學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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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權、法治等進步觀念也在當時也逐步發展當中。很幸運地，不論是

客觀社會環境或家庭環境，都提供了我完整的受教權利與機會。 

性平觀念經過各方努力，時間的醞釀累積，以及眾多因素的促成，臺

灣在一九九○年代後期到二○○五年之間，有許多關於性別平等的法案逐

漸成形。事實上舊有的思想及風俗習慣當然不可能一夕之間風雲變色，但

是法律的保障與執行對於觀念的普及與落實的確有一定的影響力。 

筆者的客觀學習環境，就是在上述混雜的變革過程養成。在風土民情、

或是民間的感性層面，性別觀念著實不太容易改變。但在理性的說，我明

白法律逐漸提供了客觀保障。因為打從兒時便已經能坐享前人所努力建立

的性別平權成果，我也就將之視為理所當然，完全沒有也認為不需要去思

考性別意識。 

直到碩士班研究時期，自己進行了有一定規模、系統性的繪畫創作開

始，腦中那個關於性別意識的抽屜才慢慢被拉開。真正直接面對作品中的

性別意識，則是現在，也就是博士班研究時期。而這個時候的臺灣，其實

已經接受了大量的性別平權的資訊，相關法律也更趨完備，觀念的普及也

相當廣泛。 

於是我又可以再度坐享前人的研究成果，用我自己尚未嘗試過的：性

別意識的角度，以書寫的方式來檢視自己的繪畫創作。不論是對於一個創

作者，或研究者而言，這是何等幸運呢！ 

 

3.1.2.  性別與差異 

 

以一個創作者的角度去關注性別意識在作品上的作用，並不僅僅出自

於一種生理、社會、甚至是心裡性別身分的具備。而是基於一個創作者欲

借鏡性別意識的討論文本，來面對眼前所見的表面、多數毫無異議的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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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變形作為一種活化的行動，試圖在這些的邊緣與角落中翻找出不同的

可能。 

本章節從筆者創作中，以女性為主題內容的這個層面，與性別之間的

關係作為論述重心。這當中分成幾個重要的組成：一是以自己以女性形象

為畫中主題的省思，二是回望中國繪畫史以女性為繪畫主題的作品，這裡

選擇的範圍是仕女畫，並參考中國仕女畫與性別議題討論的相關文獻。最

後是運用性別議題討論中常用的視覺觀看行為所產生權力關係，用來對創

作當中探討這種關係的微妙變化。 

「性別」(gender)一辭界定不易，因此也形成了相當龐大且紛雜的討論

量。性別本身具有生物學及社會學背景下的差異，也因此性別意識討論的

核心問題就導向了政治性的辯證。 

 

魯冰(Gayle Rubin)在 1975 年提出重要的觀念，「生理性/性別的交

易系統」(sex/gender traffic)，她認為文化、社會以及種種論述機制，

設計了一整套完整的體系，將生理上的兩性差異，轉變成人類活動、

性需求的優劣位階與權力關係所導致的交易，藉由教育體系，將性

的差異加以轉變，進而提出社會的慣習與規約，形成所謂的「性別」。

透過這樣的模式和關係，生理的差異被轉變成「性別」特徵的種種

配置，將「性別」的分野與隨之而來的權力位置，與種種福利、工

作機會、社會待遇與價值判準等相互配套。163 

 

性別意識本身即是政治性的，它的存在即是因為對社會結構的關注所產生。

而切入點可能會存在於強權與弱勢之間，施壓者與受壓者之間，主流與異

類之間，領地與邊緣之間，多數與少數之間等等的關係討論。性別是人類

社會最原始的差異，具有普遍的討論性，在不同人種、國族、語系、時代

                                                      
163

 廖炳惠《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台北：麥田出版社)，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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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中都能產生不同的論述。 

本章節所欲呈現的價值不在於討論廣大性別議題或性別藝術的歷史性

或全面性整理，而是利用筆者實際的創作所碰觸到的局部面向，進行性別

議題的關懷。性別議題牽涉複雜、龐大，甚至眾多論述之間多有矛盾。這

個研究動機也是從筆者自身為起點：打從碩士班時期開啟創作與研究的道

路，筆者不論是在創作或是研究都不曾直接關注性別相關議題或文獻。然

而在博士班研究時期，開始以一種創作與研究者的重疊身分對自身創作進

行提問。 

自己曾納悶，「為何創作不以性別意識為關懷，作品模態卻顯現出一種

獨特的面相與氣質。雖然自己創作時本身並不關注相關議題，然而作品卻

與作者身為女性的氛圍頻率相近，常從觀者身上得到陰性氣質的評價。」

基於這樣的疑惑，筆者便從實際的藝術創作中去尋找方向，並試圖在創作

與性別議題的研究裡，將自己的終極關懷清晰化。 

我的創作雖不是符合女性主義精神的藝術，但創作經驗來看，創作者

本身屬於生理女性，並以生理及社會女性為創作題材。創作意圖在表達人

與自己、人與自然等關係，但創作者自己身為人即是一個有限的個體，以

她自身的客觀條件，實在無法藉由創作替全部的人表達與代言。 

理論上光是男性視角或男性話語就會被排除，然而真的是如此嗎？或

許還有一種可能性，若生理女性在男性語境下被養成，而後本身也意識到

了這點。那麼創作者在執行創作時的思考邏輯，以及作品中所透露的世界

觀，便會複雜許多，無法一言以蔽之。 

有些人認為，不斷地強調性別，這個動作本身就具有歧視的意味。我

認為這當中有些誤解，因為性別本身屬於客觀狀態，是一個不帶批判的中

性詞彙。當性別一詞被提出，就是意謂著生物天生的生理或心理差異被看

見。談論任何差異都不需要去排斥或害怕，雖然我自己也曾經認為人就是

人，何必強調性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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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麗莎白˙格羅茲(Elizabeth Grosz, 1952- )在《時間的旅行》一書中，

討論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 1930-)的性別差異觀念時提到： 

 

作為人類生命中無法否認的組成部分，性別差異無所不在：對過去

及現在、對所有人而言皆如此，但人類卻未能充分地認識並承認這

一個事實。性別差異同樣是以某種問題的形式出現的，其產生刺激

了思想與行動。但到目前為止，這種刺激的結果仍只是父權制的恐

慌，只是將女性控制於男性的經濟與智識領域；卻未能由兩性共同

努力，發展出能夠充分說明兩性的行動模式、思想與語言。164 

 

後來我稍微明白，性別，就如同世界上其他許許多多的差異一般，可以中

正持平地看待。並不是為了要引人注目而刻意彰顯自己的不同，也不是為

了對抗自己以外的一方或他方，而是認清「異質」不但本身就是常態，還

使得世界有更多精采的可能。 

事實上陸蓉之(1952-)在其二○○二年的著作《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史

1945-2002》當中，就已經提出這樣的個人觀點： 

 

筆者不願以兩性「二元對立」的定型概念，來研究台灣當代女性藝

術家創作風格的演變，而寧可挪用解構主義的概念，將性別看作是

互相依存的「多元性」(plurality)，其間存在著彼此不斷互動的關係，

而不具備必然的、定型化的單一本質。……不同性別之間確實存在

著「差異性」與「多重性」，但是，更重要的事實是，即使在相同的

性別裡，其複雜的差異性與多樣性，也並不亞於異性之間。165 

 

                                                      
164

 [美]伊麗莎白˙格羅茲 Elizabeth Grosz 著，胡繼華、何磊譯，《時間的旅行》，鄭州：河

南大學出版社，2012，頁 207。 
165

 陸蓉之，《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史 1945-2002》，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02，頁 15。 

 



89 

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中，我也會以這樣的想法作為研究的初心。其目的在於

挖掘、思考，而不急於給予創作定位。 

 

3.1.3.  以仕女畫為性別議題的討論標的 

 

格羅茲在《時間的旅行》當中提到性別差異是當代重要命題卻尚未實

現，為了實現這種人類世界新的可能性，需要經過大幅的思想翻轉。筆者

作為創作者會許可以試著用這樣的觀點重新理解創作，或者重新檢視自己

的創作。「後現代美學不再把藝術侷限在表象世界的重複與製作，而把藝術

看作是探尋存有在差異中存在的可能方式。166」 

對於性別議題的探討，國內外已經有許多討論精采、具突破性、且能

量豐沛的論述與研究，並仍然在持續增長。所以在這個章節裡，我希望以

自己是一個彩墨創作者，並以女性為創作主題的創作模態，從中進行當中

性別意識的探討。 

蘇旭妍曾在其碩士研究論文《台灣不同世代女藝術家水墨創作研究──

以女性主義藝術論述觀之》當中，如此評論過筆者的作品：「許維頴的創作

顯現出新生代的全新心裡感受，作品具有一種在迷惘中不斷檢視自我與現

代社會關係的藝術特質，雖然以女體為主，但探討的是不分性別的本質性

問題。167」於我而言，這裡所謂的「本質性問題」也許就是呼應伊利格瑞地

性別差異吧！ 

本文也會用一節的篇幅來關注中國繪畫史當中的仕女畫。筆者的關注

出自於仕女畫與自己創作將女性形象訴諸視覺表達的形式連結，以及從畫

科名稱就顯示出性別的特殊現象。仕女畫的「仕女」二字，在歷史上不同

                                                      
166

 劉千美，《差異與實踐：當代藝術哲學研究》，新北市：立緒，2001，頁 54。 
167

 蘇旭妍，《台灣不同世代女藝術家水墨創作研究──以女性主義藝術論述觀之》碩士學

位論文，臺中：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美術學系碩士班，2009，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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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點上都具有些微差異的涵義、定義。甚至在歷史上也並非所有時期都

使用「仕女畫」這一詞，在本文當中採取相對較廣的定義，將以女性形象

為表現主體的中國繪畫或彩墨畫，都列入仕女畫討論範圍。 

我們看到仕女畫在戰國時期楚國擔當引魂升天的角色，接著在六朝時

期為政治服務。進入唐代，仕女畫在質量上都達到高峰，之後便漸漸走向

中國繪畫史的邊緣。到了明清時期，人民思想產生質變且民間富庶，仕女

畫在藝術市場上重新蓬勃。不論是從歷史的角度吸取養分，或是後現代的

解構觀點，仕女畫都具備了豐富的能量，等待更多藝術家、研究者開發。 

傳統仕女畫中的主題是什麼？貞潔烈婦、賢妻良母、宮掖名媛、勞動

婦女、女中豪傑，多數是這些高度道德、具教化目的及意義的形象。再者

就是具有觀賞或娛樂性質，例如絕色名妓、神話傳奇、詩歌小說當中的女

性。她們伴隨著作品的功能性，自身轉化為某種象徵符號。畫中被觀看的

女性並非自己，而是有意識地經過精緻化的安排所塑造的形象。 

畫中形象不論表面上是溫柔婉約或英姿颯爽，皆服膺於某種政治或社

會需求。這樣的仕女畫，其自我的人性多半還是被掩蓋在某種「道德標準」

的美好包裝之下。在封建社會人們的生命追求、與生存目標當中，「自我」

與「個性」往往不是排在首位的。 

雖說如此，思想變革總是在適當的歷史機緣中出現，還是會有跳脫既

定規範女性形象的仕女畫出現。社會氛圍轉變，知識份子對於既定框架進

行思辨。像是清代文人袁枚(1716-1797)委託繪製的〈隨園十三女弟子湖樓

請業圖〉，比起道德的標誌，圖中的女性形象更注重個人才華的展現。168 

明清時期的文學當中，也有許多具有創新意義的作品。在某些彈詞小

說中，女性形象已和過往的範本大不相同，連帶的也顯現在仕女畫的題材

上。在梁妃儀的碩士研究中便舉了清代中期畫家改琦(1773-1828)為例： 

                                                      
168

 梁妃儀，《從女性主義的觀點看清代仕女畫》碩士學位論文，臺北：國立藝術學院美術

學系碩士班，2000，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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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琦的《紅樓夢圖詠》承襲著《紅樓夢》原著的女性意識，對每一

個角色都賦予深刻的關懷與理解，關注於人物內在性格與精神層面

的刻畫；雖無法肖形，但卻特重肖神，依然讓觀者清楚的感受到每

一個角色的不同，從某種角度來看，其未嘗不是某種意義上的「肖

像畫」。這些作品對閨秀之「才女」形象的認同，事實上即是對女性

個體獨特性的一種認知，因而蘊涵著肯定女性自我意識的積極意義。

169
 

 

仕女畫發展至此，已經可以看見創作者對於性別意識的重新覺察。性別意

識從來就不會只是單一特定性別的事情，就算對於某種性別產生同理或反

思的力量來自於異性，那也會對於整個既有結構的想像認同，產生積極性

的意義。 

漸漸的，仕女畫不再只是單純為了某種服務目的而存在，而是讓觀者

從中發掘來自創作者自身的追求與自我表達。透過這些藝術品，我們看見

的不只是畫面上的沿革，更認識了那個時代整體的象徵秩序與社會運作機

制。更重要的是還有女性在不同時間點如何實踐她們的存在，以及在仕女

畫畫面之外看不見但依舊存在的男性存在。 

 

3.2.  從仕女畫中隱含的權力關係認識創作中的性別意

識 

 

從碩士班到博士班的研究過程中，筆者的作品中皆以女性人物形象為

彩墨創作的畫面主要元素。本文企圖以歷史回顧的方式作為探討自身作品

                                                      
169

 梁妃儀，《從女性主義的觀點看清代仕女畫》碩士學位論文，臺北：國立藝術學院美術

學系碩士班，2000，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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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參照，並從過去與現在的時間線來探究創作中性別意識的端倪。然

古今中外以女性人物為主題的藝術作品數量眾多、系統龐雜，因此在歷史

上繪畫文本的取樣便扣緊彩墨(或中國繪畫)、女性等關鍵字。 

以這樣的關鍵字進行思考，仕女畫可說是最為經典的參考案例。在博

士班的創作研究以前，因為教育及環境養成的緣故，與我年齡相仿的創作

同儕已經鮮少有人提及仕女畫創作。事實上本人也從未思考過自己的作品

能夠和中國歷史上的仕女畫有什麼樣的討論關係，但若反向思考，或許這

正是自身創作研究中尚未發掘出的一塊拼圖。 

 

3.2.1.  中國傳統仕女畫、女畫家及其環境條件 

 

中國繪畫當中的人物畫歷史相當久遠，出現的時間比起山水、花鳥、

界畫都還要早。而人物畫大致又可分為道釋、仕女、肖像、風俗、歷史、

神話傳說等不同分類。比較有趣的是女性因為她的性別屬性，而成為人物

畫當中一個版圖，在東洋與西方皆有這種現象。 

 

「仕女」一詞是唐代才有的稱謂，就文字與圖像資料看來，指的是

貴族婦女；但就整個仕女畫的發展而言，可廣義解釋為所有依時人

審美觀而塑造的女性人物畫，時間至少可以上推至先秦以前。另外，

「仕女畫」發展成一獨立畫科是非常晚近的事，相關的記載多混雜

於大範圍的人物畫討論之中；清代雖是一仕女畫流行的時代，但受

到主導畫壇之文人繪畫觀的影響，畫史與畫論中對仕女畫仍然著墨

不多。170 

                                                      
170

 梁妃儀，《從女性主義的觀點看清代仕女畫》碩士學位論文，臺北：國立藝術學院美術

學系碩士班，2000，頁 12。梁妃儀碩士論文註 60：俞劍華指出：「女士本為人物畫中風俗

故實之附庸，明以前專工者少，及至清朝，專工者漸多，遂巍然為畫中獨立之一科。」氏

著，《中國繪畫史》下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1，第十版)，頁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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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討論樣本更多元，本文當中討論時所使用「仕女畫」一詞，便採用相

對較為寬鬆的認定。將中國古代繪畫當中以女性形象作為創作表達方式的，

皆納入仕女畫的討論範圍內。 

從中國古代藝術史來看，創作者不被提供為藝術本質而創作的環境。

在歷史脈絡中，美術或工藝的作品得以產出，本身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功能，

以服務某種特定對象或特定目的。像是信仰儀式(鬼神宗教)功能、政治教育

宣傳、觀賞需求、紀錄功能。 

仕女畫的存在也來自於一定程度的社會需求。劉千美曾評論女性在西

方古典藝術當中的存在，「一般而言，在古典藝術的世界，女性並不是真實

存在的人， 而是一種象徵，隨著象徵的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藝術形象。」

171在中國仕女畫的歷史上，也有相似的景況。 

 事物的功能發展來自於人的不同需求，誠如上述所言，歷史上仕女畫

的演變，也受到各個時代社會的需求所影響。像是東晉的顧愷之、梁朝的

張僧繇，其作品便多具有為統治者意志所服務的功能。根據王宗英的研究，

筆者簡短節錄了仕女畫風格型態精采的演變過程： 

 

六朝時期，是人性解放與禮教並存且相互鬥爭的時代，傳世的仕女

畫以宣揚女德為主。172齊梁之時，社會風氣腐化，統治者安於淫樂，

對女性的審美要求相應發生變化，從對女德的重視轉向對女性可欣

賞性的看重。…… 

唐代，社會風氣開放豁達，可以說是中國封建社會從禮教上對女性

拘限最微弱的時代，……女性個性鮮明，有勇氣也有條件張揚自己

的個性。……到五代，仕女畫已沒有唐代的健雅大氣，又逐漸向清

                                                      
171

 劉千美，《差異與實踐：當代藝術哲學研究》，新北市：立緒，2001，頁 37。 
172

 王宗英，《中國仕女畫藝術史》，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9，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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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端秀過渡，隨著宋代禮教的深化遂一成大統，清秀瘦弱遂成為其

後歷代仕女畫的基本風格，到明清甚至演變為病態的弱不經風。歷

代仕女畫風格的變化與時代世事的變化密切相關，各個時代對女性

的不同要求，是仕女畫風格變化的緣由。173 

 

若將時空轉換至當下的臺灣，藝術作品的產出是否仍需要服務某些特定對

象或目的呢？答案當然是肯定的。只不過這個時空的藝術創作者養成環境，

藝術創作已經不只是單純的技藝養成。 

在當今這個世代，藝術家或創作者個人的創作意志在社會上不但被尊

重甚至鼓勵，所以作品的產出是否需要具備服務性質，可以由創作者自行

決定。藝術創作自主性與自由度屬於一種客觀條件，就如同封建社會的禮

制也是種客觀條件，它們並不是影響創作者個人藝術成就的要素。 

時移世易，現今的創作再如何模仿，也不再會是古典意義上的仕女畫

了。但這種創作上理所當然的不同，並不會抹煞了創作者回看歷史、並檢

視自己的意義。歷史的回望也如同與不同時空、不同客觀條件下的創作者

們，進行一場創作交流吧！ 

繪畫作品能夠產生，其背後必定有某些客觀條件支撐。重點當然是在

於創作者這個角色，是否具備創作才能，不論是先天的才華，或是後天習

得。能夠得到後天習得的教育機會，進一步具備才能之後，在衣食無虞的

狀況下創作，甚至作品還能被保存下來，某種程度也表示創作者處在相對

優勢的環境當中。 

而在中國傳統封建社會時期，上述的優勢理論上是由特殊的菁英階層

取得，當中又以男性為主。在多數女性的角度來看，若不是機會渺茫，便

是不曾萌生此意。 

 

                                                      
173

 王宗英，《中國仕女畫藝術史》，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9，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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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接觸到繪畫，並不等於把它當成藝術來對待，多數能畫的婦女，

只是把繪畫當作一種技能，而且是為了某種具體的使用目的被訓練

的多種技能之一，所謂琴、棋、書、畫，即是對她們多種技能的概

括。由於身份和處境不同，決定了她們學習這些技能出發點的不同。

名媛們主要是作為一種家傳修養，消閒自娛；而名妓們則作為一種

生存的資本，應對娛人⋯⋯值得注意的是，琴棋書畫作為技能，在名

媛，不僅與女紅如刺繡並提，而且還往往作為女紅之餘的副業。174 

 

因為這些條件的限制，再加上父權制話語對女性的歧視和忽略，致

使封建社會女性繪畫的質量很難提高。像管道昇那樣的女畫家微乎

其微，因為除了要具備卓越的才能之外，還要具備某方面優越的環

境。175 

 

繪畫不若耕織勞作那般具有大量的經濟生產力，因此難以被普遍視之為「重

要」活動。若被認為重要而開始進行，那必定背負著功能任務而來，在仕

女畫的範疇當中尤其如此。像是信仰儀式(鬼神宗教)功能、政治教育宣傳、

觀賞需求、肖像紀錄功能等等。 

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女性是否有可能作為仕女畫的作者，表達出以

他們自身為內容的繪畫？ 

 

從現存封建社會女畫家的作品來看，多是花鳥蟲魚，仕女畫只是其

中極少的一部分。這是封建社會女性的生活環境決定的，封建社會

層層遞進的院中院式建築格局和封建父權對女性的約束，使得封建

社會的女性往往大門不出，二門不邁。這就造成了封建社會女性環

                                                      
174

 廖雯，《“閨閣畫”與“新閨閣畫”—中國婦女繪畫的藩籬》，見《文藝研究》，2003 年第 2

期。被引用於：王宗英，《中國仕女畫藝術史》，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9，頁 172。 
175

 王宗英，《中國仕女畫藝術史》，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9，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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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局限，她們很難接觸到外界的廣闊天地，閨閣是她們終身的生

活環境。在這些條件限制下，封建社會的女性只能描繪身邊的事物

以及自身，她們的繪畫很難超出閨閣的感受，這也是她們的繪畫被

命名為「閨閣畫」的原因，而她們的仕女畫也很少能超越男性的審

美標準。封建社會繪畫的品評標準是唯一的，那就是男性的標準，

即使是女性繪畫也被納入到男性繪畫的品評標準之中。176 

 

文中所提之「封建社會」一詞，是個複雜的專有名詞。在這裡我並不以經

濟剝削或社會學角度來閱讀，而是以中國古代長期的王室中央集權的分封

政治制度來理解。 

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制度可說是一套父權的實踐，這種實踐發揮

到極致便是皇權的最高統治者本身。這一整套完整且歷史久遠的體系，形

成了僵固難以撼動的社會思想標準。繪畫乃人類文化思想層面的具象呈現

方式之一，當然也忠實地反映出父權話語。 

 

男性標準的轄制使得女性畫家很難在畫壇立足，而那些僥倖通過男

性標準鑑定的女性畫家也必須迎合這一標準，因此流傳至今的女性

所作的仕女畫很難與男性畫家的仕女畫相區分。從仇珠的《仕女圖》

本身來看，佷難得到與男性的仕女畫作品差異的訊息。177 

 

仇珠，明代女畫家，為後世所稱明四家之一仇英之女。如她這般，名與作

皆留於青史當中的女性實屬少見，也算得上是前面所說，具有較多優勢能

力與機會接觸繪畫的族群。 

 對於身處封建社會的女性而言，繪畫屬於提高個人素質的才華技能，

                                                      
176

 王宗英，《中國仕女畫藝術史》，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9，頁 172。 
177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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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在女性人生應盡責任的清單之內。在社會上女性既屬於他者的位置，

在畫史記載上的位置也是可想而知。 

 

傳統的畫史也注意到女性藝術家的存在，但一直以來，她們以一種

特殊的方式被記載，所謂的「閨閣」一門，總是被放在卷末，另成

章節，與「方外」、「異族」一起，和純男性組成的正文區分開來，

數量上更是寥寥可數；雖然這些畫史也收錄了女性藝術家，但其編

排方式，正印證了傳統將女性創作貶為非主流的邊緣位置，在以男

性為正統的藝術史中，女性正是以「他者」的身份出現。178 

 

即使是仇珠這樣優勢條件的女性創作者，也容易因為身處父權環境養成下，

使得作品看起來與男性創作者無異，甚至這點在當時可能也是種被讚揚的

優點。 

雖然中國的藝術史有很長的時間是封建社會的時期，人們也依著堅固

的父權體制的秩序前進。但是針對女性藝術家在歷史上被書寫的狀況，陸

蓉之認為若跟西方藝術史上不被史學家、評論家所重視的女性相較，女性

在中國的藝術史上露臉的機會相對較多的。 

 

歷代的畫史、畫論、地方誌，都曾經列錄女性的書家、畫家、詩人、

樂工、舞伎的生平，記載她們才能的重要表現和著作，以及時人對

她們的評論等等。……清代杭州地區的文人厲鶚(1692-1752)曾編錄

一部《玉台書史》，收進 211 位歷代女書法家。其後，杭州文人世家

汪遠孫(1794-1836)的妻子湯潄玉女史，仿照厲鶚的制例，編錄《玉

台畫史》，分「宮掖」、「名媛」、「姬侍」、「名妓」四類，從帝舜(ca 2200 

                                                      
178

 梁妃儀，《從女性主義的觀點看清代仕女畫》碩士學位論文，臺北：國立藝術學院美術

學系碩士班，2000，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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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的妹妹嫘是女畫家的源頭開始，收輯二百餘位歷代女畫家。

如此專注女性藝術家史料記錄的規模，在 19 世紀便已完成，反觀西

方對女性藝術史的專門研究與著述，卻一直要等到 20 世紀下半期才

略見雛型。179 

 

這些女性藝術家雖得以歷史留名，可惜的是得以傳世的作品真跡已經很少，

增加許多研究上的困難度。 

 

3.2.2.  從女性作為創作內容看其中的權力關係 

 

在古代傳統社會中，嚴格的階級、禮制、法度、道統等，幾乎是不分

男女、每個人的生活依據。在具象的繪畫表現上，不論是創作者本身、或

創作手法，當然往往也需合情、合理、合乎身份。從這個面向上，傳統的

仕女畫可說是相當完整的範本。 

 

仕女畫是中國古典文化將女性訴諸視覺形象的表達方式，因為其題

材的特殊性，承載了更多的文化含量，是社會對女性的規範、要求、

審美等等在繪畫中的綜合表達，是社會整體的思想文化對女性形象

的文本塑造。180 

 

在這樣的社會規範裡，繪畫更像是種為了社會生存目的所需具備的技能，

而非純粹的創作，更別說是創作思想或手法的自由度了。對於當時生命依

存於男性的女性們而言，更是如此。 

 相對而言，封建社會當中的權力結構可以看到階級分別之外，還因為

                                                      
179

 陸蓉之，《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史 1945-2002》，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02，頁 13。 
180

 王宗英，《中國仕女畫藝術史》，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9，序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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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中央集權而有明顯的中心/邊緣的形式。因此在當時沒有人生而平等這

種觀念，只有嚴格的主從、尊卑之分，並從君王為中心，推及到各個階層。 

這個觀念若落實在當時的性別關係上，男性與女性便是主與從的關係。

這點從各種社會禮制可以得到驗證之外，從中國繪畫當中的「仕女畫」也

可見到男性中心的結構。 

 

在以題材為分類標準的傳統畫科中，「仕女畫」是唯一一種以「性別」

決定者，廣泛地說，凡事「以女性為主題」的創作皆屬之；因此，「仕

女畫」可說在內容、本質各方面，一開始就與「女性」、「性別」的

觀念密不可分。 但是，此一標準的運用顯然只出現在單一的「特定

性別」上，相對的現象並未出現在「男性」的身上；而在前述論仕

女畫的傳統觀點中，畫中女性的形象似乎就只有「美人」與「道德

典範」兩類，且其討論的焦點根本鮮少真正觸及仕女畫「本身」與

「內涵」，事實上，我們幾乎看不到「女性」的存在。181 

 

雖然說「仕女畫」字面上好像有代表男性的「仕」和代表女性的「女」，但

這完全不是男性與女性可以相提並論的範疇。 

在古代仕女畫的範疇中，雖是女性題材，實是屬於男性目的性的表達。

女性創作者罕見，創作仕女畫者更罕見。創作仕女畫卻不同於男性畫家、

獨樹一格的女性創作者，可謂鳳毛麟角。 

 

仕女畫雖以「女性」為題材，但卻多為「男性」所繪，歷代名家亦

多為男性；女性在仕女畫市場與創作—「供、需」這兩方面的長期

弱勢與缺席，雖有其不得不然的種種原因，但不可否認的，此現象

                                                      
181

 梁妃儀，《從女性主義的觀點看清代仕女畫》碩士學位論文，臺北：國立藝術學院美術

學系碩士班，2000，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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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是仕女畫為男性所主導的事實。
182
 

 

這種狀態屬於歷史上的客觀環境所造成，在當時被視為天然且正常。因此

拿現在的價值標準去評論當時制度的對錯與否，其意義不大。但是從文化

研究層面來探討社會制度的權力關係，並看見它對於該時代藝術創作的影

響，從回顧歷史的角度來看亦是極有價值的事。 

中國封建社會當中男性與女性的主從關係，在仕女畫的範疇也得到相

當程度的體現。以法國精神分析學者拉岡(Jacques-Marie-Émile Lacan, 

1901-1981)的「凝視」(gaze)理論(第三節會有更詳細的討論)來進行參考，當

時男性與女性兩者的權力關係，女性成為男性審美行為所投射的欲望對象，

機率是大得多的。 

這也可以說明梁妃儀所提到的「女性在仕女畫市場與創作—『供、需』

這兩方面的長期弱勢與缺席183」的意思，女性有意願、有能力購買以男性為

創作主題內容的作品並觀賞之，可說是聞所未聞。184若以視覺行為與權力的

相互關係來看，在視覺行為的結構裡，觀看者(作品出資者、畫家)被視為「主

體」，被觀看者(被畫的對象)，畫中的內容被視為「對象」。主體才是具有自

由意志的一方，對象則是被賦予的，這就造成了權力結構的傾斜。 

舉例來說，明清是仕女畫蓬勃發展的時期：「明清是仕女畫作品傳世最

多的朝代，不管是傳統仕女畫還是受西洋畫風影響的仕女畫都異常繁榮，

這是明清世俗生活的需求，也是明清藝術市場的需求。185」這個現象的出現

並不表示當時女性獲得了尊重的社會認可，主要的成因還是仕女畫在藝術

市場的需求，推動這種經濟模式的又是什麼呢？據王宗英的研究，其來自

                                                      
182

 梁妃儀，《從女性主義的觀點看清代仕女畫》碩士學位論文，臺北：國立藝術學院美術

學系碩士班，2000，頁 21。 
183

 同上註。 
184

 「女性作為審美對象的重要性與女性社會地位的變遷卻不太一致，尤其是在明清，其

不一致性更是明顯，女性的社會地位未曾提高，女性作為審美對象卻備受關注，仕女畫一

度繁榮。」王宗英，《中國仕女畫藝術史》，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9，頁 177。 
185

 同上註，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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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當時奢糜享樂的風氣漸長。
186

 

相關的名作我們可以參考唐寅、改琦等，以名妓入畫的創作。弔詭的

是，整個社會對於女性貞烈為榮的觀念卻是達到顛峰，父權話語明確落實

在當時社會的狀態。這種狀況下的仕女畫存在的意義，我想這不是女性崇

拜或尊重女性可以解釋的。 

美觀裝飾的奢糜觀賞價值，以及女性理想型態教育宣傳，這兩種作用

同時發酵。這兩種價值觀的產生在父權體制下其實完全不矛盾。「仕女畫追

求觀賞性的原因主要是封建社會人們對女性的態度。封建社會中的主體一

向都是男性，女人對於社會中的男性來說，永遠是他者，是被觀賞的對象，

封建社會的女性從來沒有取得過獨立的地位。
187
」 

以仕女畫功能中聲色需求的官能性來看，「仕女畫追求理想化，講求外

表美和內在美，必然導致它的另一個重要特徵程式化與類型化的出現。」

從道德的理想性來看，「只有當女性因為德行、品質等獲得整個封建社會的

認同時，社會才會給予女性適當的尊重，但是這種尊重與其說是對女性的

尊重，不如說是對封建道德標本的尊重。」
188

 

正因為當時的女性沒有取得過獨立地位，所以畫中的女性做為創作內

容，成為他者是必然。不論是賞心悅目的官能性189，亦或是貞潔賢德的理想

性，都是屬於強勢話語一方的選擇。這種選擇可說是封建體系當中父權的

理想，由來已久190。 

 

對於古代仕女來說，最自然的狀態就是「幽閒貞靜」，「幽」可解讀

                                                      
186

 「明清奢糜之風與世風的淪落在客觀上為明清仕女畫開闢了廣闊的市場，因為舞場樓

臺作為追歡買笑的必要場所，也是歌女舞妓出沒的場所，這些地方既為仕女畫家提供了圖

繪仕女的環境，又為仕女畫家提供了表現題材。」王宗英，《中國仕女畫藝術史》，南京：

東南大學出版社，2009，頁 157。 
187

 同上註，頁 206。 
188

 同上註，頁 205、206。 
189

 「仕女畫是人們追求美的產物，與其他畫科相比，仕女畫對觀賞性的強調相對來說更

重一些。」王宗英，《中國仕女畫藝術史》，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9，頁 206。 
190

 同上註，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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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幽郁，「閒」乃閒逸，「貞」是貞節，「靜」是清靜。「貞靜」是封

建禮教對女子的要求，「幽閒」是這種要求的必然結果，是女性的生

活狀態。191 

 

中國仕女畫的發展相當早，到了李唐盛世其藝術成就達到巔峰，接著便漸

趨衰微。雖然各個時代都有佳作，但在山水畫為尊的氛圍之下，已經不復

昔日榮景。192 

明清時期的藝術市場，仕女畫發展蓬勃，但其藝術地位仍然欲振乏力。

王宗英就指出「在封建社會有一種奇特的現象，就是仕女畫受到朝野上下

的普遍欣賞，但是朝廷對作為仕女畫作者的畫家卻心存歧視。」
193
從這些文

獻來看，仕女畫在中國繪畫的歷史上，就跟畫中人一樣，不也是「他者」？ 

歷史的書寫本來就屬於少數強勢菁英的權力，在歷史書寫中呈現弱勢

的仕女畫是否真的一蹶不振我想也不盡然。根據前文的討論中，筆者認為

也許仕女畫的藝術追求，不一定在於繪畫技術或技法的精鍊高超。仕女畫

是種父權框架與價值觀相當明確的藝術類型，若創作者認識到這點，也許

就能產生新的突破口。 

也許當初唐寅持續為妓女們作畫，除了現實經濟考量之外，是否也從

這些社會底層女性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境遇？而明代佚名作者194更直接在作

品中打破了封建社會牢不可破的階層觀念。195於筆者而言，這不也是跨出另

                                                      
191

 王宗英，《中國仕女畫藝術史》，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9，頁 202。 
192

 「如宋米芾《畫史》所評：“至於士女、翎毛，貴游戲閱，不入清玩。”顯然，在米芾

看來，仕女畫與花鳥畫一樣，只是供人玩賞的消費品，是不能入有品味的文人士大夫法眼

的，與山水畫不可同日而語。」同上註，頁 206。 
193

 同上註，頁 159。 
194

 《千秋絕艷圖》典藏於中國歷史博物館，因為圖上無名款，因此相關研究皆稱明代佚

名作者，直到比對了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所典藏，題有實父仇英製的《佳婦人例圖》，

從構圖、技法、內容、人數各方面，推測《佳婦人例圖》為《千秋絕艷圖》的母圖或白描

草圖。但因筆者尚未取得學術界或中國立此博物館的研究定論，因此文中提及《千秋絕艷

圖》仍使用明代佚名作者。 
195

 「《千秋絕艷圖》中對薛濤、蘇小小、關盼盼等名妓同樣給予一席之地，並不因為她們

是妓女而剔除其外，而且還對出身微賤的桃葉、綠珠等進行描繪，將這些出身寒微的社會

底層女性與上層婦女如班姬、樂昌公主等置於同幅畫中。」王宗英，《中國仕女畫藝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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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藝術成就？依筆者淺見，人文關懷本就是人物畫的強項。在封建體制

的時代當中，仕女畫能夠彰顯階層或性別議題，相當具有美學價值的強度。 

 

 

圖 3-1 清，仿仇英〈千秋絕艷圖 〉卷，局部，絹本設色，縱 31.5 厘米、橫 667.5 厘米，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出處：中國國家博物館網站，〈仿仇英千秋绝艳图卷〉網頁

http://www.chnmuseum.cn/tabid/212/Default.aspx?AntiqueLanguageID=1559#，存取時間

2018/7/24。 

 

 

圖 3-2 清，閔貞，〈采桑圖〉軸，紙本墨筆，縱 123.8cm，橫 52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9，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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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故宮博物院網站，〈閔貞采桑圖軸〉網頁

http://www.dpm.org.cn/collection/paint/228777.html，存取時間 2018/7/24。 

 

王宗英的研究中曾舉出相關的繪畫案例：清代閔貞〈采桑圖〉、錢慧安

的仕女屏、任熊〈大梅詩意圖〉，對於世俗婦女的勞動狀態、底層婦女的寒

微生活，皆有生動的描寫。除了題材的選取與過往仕女畫出現明顯差異之

外，為了烘托畫中的女性主體，在構圖上也用心經營、別具深意。 

明清時期的中國，資本經濟與商業模式在社會上蓬勃發展，市民階層

的力量亦逐漸茁壯。不同的思想開始萌芽、碰撞並影響社會上各個領域，

對社會開啟了反思與批判的能力。閔貞、錢慧安、任熊這類創作者的出現，

表示對於原本嚴格定義下的仕女畫，正在進行框架的解構。 

 

封建社會的日益腐朽，思想解放潮流的風起雲湧，再加上封建士人

自身的窮困潦倒都促使他們對社會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從而通過自

己的藝術作品對此進行揭露、批判。那些自喻身世與關注女性本身

的仕女畫作品與純粹把女性作為玩賞對象的作品有本質上的區別。196 

 

人物畫是一種善於發揮人文關懷、人道價值的畫科，而其中的仕女畫更擁

有性別討論的槓桿支點。在當代環境中藝術的純粹性被熱烈追求，不過繪

畫當中呈現豐富議題的複雜討論，卻也是後現代語境中不可忽視的開放性

力量。 

 

3.2.3.  當性別成為意識 

 

當社會思潮轉向，性別平權與人權的觀念漸起。除了在社會上所產生

                                                      
196

 王宗英，《中國仕女畫藝術史》，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9，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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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質影響之外，在藝術創作上就算不是以性平、人權為創作主題，在作

品上或多或少也會留下社會相關思維的痕跡。 

 

就學界對中國女性意識的考察，基本上迄明中葉之前，男女兩性都

不曾產生追求兩性平等的自覺，即使是才女也沒有發展出明確的主

體意識；一切「有意義」與「具體質量」的思想啟蒙與變化，都必

須追溯到明中葉，與出版業的發達、婦女創作開始普遍關係密切。

關於十七世紀/明末清初時，女性如何藉由文字創作與交流活動形塑

女性團體意識的問題，魏愛蓮與高彥頤都已做過細緻的討論；而清

盛期女性意識的發展，正是在前人的基礎上，更為發揚光大。
197
  

 

隨著時間推移，世事變換，人的思維漸易，通過教育，這股思維改變的力

量便會轉動整個社會。「興盛的女性文藝當然主要受益於教育，智識的開發

與教育是密不可分。清代識字的婦女，在數量上較過去增加許多，但更重

要的是時人對女子教育之內涵與態度有某種新的認知，提供了一種改變的

契機。198」 

比起中國的封建時代，性平與人權對於生活在當代臺灣社會的人們而

言，雖非全部涵蓋，但也可以說是相當普遍的認知。雖然在社經地位、犯

罪結構的比例上，女性成為弱勢的可能性仍然相對較高。幸而性平與人權

在當代臺灣社會是明文受到法律保護，以及明確被放入基本教育當中的觀

念。 

臺灣當代創作者的自由度也比較不會因為性別問題遭到干涉，反而是

人們主觀的性別意識影響較大。人的法定地位從金字塔結構拉成平面，網

際網路所形塑的自媒體時代，讓每個人都可能有掌握發言權的機會。這樣

                                                      
197

 梁妃儀，《從女性主義的觀點看清代仕女畫》碩士學位論文，臺北：國立藝術學院美術

學系碩士班，2000，頁 64。 
198

 同上註，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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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觀環境下，性別的界線漸漸模糊，還會養成「仕女畫」嗎？若有，會

是什麼樣態呢？ 

當然筆者前面已經提出一個認知：「現今的創作再如何模仿，也不再會

是古典意義上的仕女畫了。」但為了讓現今的作品能有加入討論的空間，

而採用了最寬鬆的仕女畫定義，以方便稱呼。現今的仕女畫已經沒有責任

和義務，同封建社會的創作者一樣，以創作去執行某些政治或社會需求的

目的性。 

換句話說，在這個時代女性圖像作為創作主體，可以說自己想說的，

而不用必須再替誰發言。正因為多元並存是這個時代的重要特質，父權中

心的繪畫也依然會繼續存在，也並非所有的當代仕女畫創作都非得勇於表

達自我、去除服務性。那麼除此之外，仕女畫是否能以父權為支點，成為

解構父權的槓桿？ 

雖然不若西方女性主義者的行動那樣的直接，但中國歷史上的確也出

現了在性別觀念上意圖翻轉的繪畫作品。除了前面提及的幾位清代有名的

仕女畫家之外，清代文人袁枚對於女性的觀念在他所在的時代可說是頗具

顛覆性。 

也因為這位隨園老人的關係，才讓〈隨園十三女弟子湖樓請業圖〉得

以誕生。雖說〈隨園十三女弟子湖樓請業圖〉並非完全忠實呈現的紀實創

作，嚴格說來也是袁枚這位(男性)師長的主觀理想的意志展現，但是在仕女

畫的歷史上仍佔有相當重要的突破性位置。199 

                                                      
199

 「過去閨秀婦女的肖像，總是以標榜『賢妻良母』的形象為宗旨，袁枚女弟子的<隨園

十三女弟子湖樓清業圖>卻徹底地挑戰了此一女性肖像的傳統，其重要性有三：一是跨越

了既有的『性別界線』。雅集向來是文人文化的象徵，雅集圖也是專屬男性畫像的題材，『閨

秀雅集圖』的出現，象徵著女性活動空間的擴展，由家庭跨入社會的企圖。二是由『德』

到『才』的轉變。傳統的『賢妻良母』是一種高度道德化的形象，必須以犧牲自我來成全，

所以這類的畫像雖是個人像，卻極度缺乏自我的存在；相對的，雅集活動本身就是一種展

現個人才華的場合，『才』的表現是必須鎔鑄高度而強烈的自我個性，因此即使閨秀對女

才的追求仍是以婦德包裝之，但其中突破性的意義是不容忽視的。伴隨著對『才』的肯定

而來的，是對『個性』、『特殊性』的強調；雅集圖雖是團體像，卻著力凸顯參與者的個性

別。」引文中〈隨園十三女弟子湖樓請業圖〉在梁妃儀論文中「請」誤植為「清」。梁妃

儀，《從女性主義的觀點看清代仕女畫》碩士學位論文，臺北：國立藝術學院美術學系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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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我而言，仕女畫並不是一個已經「完結篇」的封閉繪畫體系。它曾

是一個精采有趣，卻還沒說完便被淡出的故事。目前人類世界的環境轉變，

正在以超高倍速在運轉。性別議題放到整個地球各個角落都是個複雜、充

滿火花的論述，而仕女畫根本就是歷史養分藏量豐沛的礦脈，等待著創作

者引火炸開。 

各個時代仕女畫人物的外觀，往往透露著該時代的物質生活環境、審

美標準、甚至禮制規範。筆者〈Nest Lady〉系列作品中人物圖像身上的西

式改良款禮服，其實也是某種「禮制」的展現。封建社會留存下來的禮制

已經淡薄到幾乎不太常被提及了，然而即使社會環境天翻地覆的轉變，加

諸在人身上的框架卻從未消失，只是轉換了不同形式而繼續存在。 

比較特別的是，從仕女畫的傳統來比較，筆者〈Nest Lady〉系列當中

人物圖像的衣飾完全沒有雕飾細節，鳥巢頭飾與禮服衣飾也無法構成成套

的合理搭配，也沒有歷史或古典文學的脈絡可循。 

仕女畫當中女性所在的環境，主要取決於畫面的背景。「背景空白是人

物畫的一種傳統，在人物畫發展早期較常使用，後世也有背景空白的人物

畫，但是較多的還是把人物置於特定的環境中，以營造特定的情境，在這

種畫中，背景是營造畫面氣氛的重要手段。200」 

背景空白的仕女畫作品，其畫面訊息完全來自於人物本身，通常人物

的外觀會具有線索以供觀者解讀特定身份。若作品的背景有特定環境的描

寫，也多是該作品對畫中仕女的補充說明。因為封建社會女性的生活空間

有限，因此仕女畫中出現的背景多半是閨閣園林。 

要像〈Nest Lady〉的人物圖像一般，孤身一個婦道人家，出現在戶外

山水、荒郊野外，在傳統仕女畫的範疇，要說是神話文學中的題材，如東

晉顧愷之的〈洛神賦圖〉、或是《楚辭˙九歌》當中的山鬼，再者就是女俠、

                                                                                                                                              
士班，2000，頁 134。 
200

 王宗英，《中國仕女畫藝術史》，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9，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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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英雄的故事方有可能。不論是神話或傳奇，傳統仕女畫當中的人物與背

景都會有合理的故事線。 

 

 

圖 3-3 許維頴，〈Armrest〉，2016，彩、墨、雲母粉、鋁粉、絹、壓克力盒、桐木箱，Ø = 

30 cm。出處：創作者提供。 

 

然而筆者作品中，自然場景因為扁平的版印質感，與人物圖像產生僵

硬的違和感。若要論文明禮制，這種外觀及行為標準皆不太符合傳統仕女

的狀態。若說這作品要承載傳統仕女畫中的功能性，只怕是無效的。但若

將〈Nest Lady〉拉回現今多元文化混雜的當代來看，作品當中題材的超現

實、媒材的複合性，就不足為奇了。 

上述這些形式層面或許無法與傳統仕女畫產生直接的對話，但就整個

創作內容來看，作為女性的人物圖像試圖脫離框架(閨閣、禮制、被觀看的

視線)，選擇孤獨出逃，可以為仕女畫的女性討論議題爭取更大的討論空

間。 

前面提及封建社會當中的仕女畫作品多出自男性創作者之手，這些男

性作仕女畫為著之前所述信仰儀式、政治教育宣傳、觀賞需求、紀錄等不

同的目的產出作品。仕女畫對於他們還有另外還有一種創作意圖：以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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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喻的方式，寄託或抒發自我的情感。 

中國古代男性以女性口吻或假託女性身份進行創作，尤其是表達他們

悲傷、痛苦的情緒，這在中國文學史、美術史上皆不難看到。「這使得中國

古代文學中形成了一種奇特的現象，那就是流傳至今的閨怨詩，竟多是男

子所作，而且作詩的男子還多是達官貴人，甚至皇帝。201」許多仕女畫的創

作意圖也是如此，這是難得可以見到作者真實情感的仕女畫創作。 

本人身為生理女性的創作者，在這個男女皆具備基本人權的時代，女

性可以毫無遮掩地用創作表達自己、關懷自己，且被視為理所當然、不需

要基於什麼理由。筆者以女性形象為創作主題，這系列沒有使用隱喻假托

的方式，而直接以自己的身體樣貌為藍本進行繪製。讓這個圖像人物作為

一種作者的欲望投射載體，漫遊到非現實之地。 

筆者認為從自己的創作來看，其所反映出女性身為作者進行繪畫的狀

態，皆是時代客觀環境的養成。創作目的不是以作者身分刻意以作品著墨

性別議題，而是立基於自身對於性別關係的感受。若觀者在畫面上看見了

一個試圖脫離他者身分的女性，或有什麼樣與過往仕女畫不同的感受，那

應該就跟美術史上的仕女畫一樣，或多或少呈現了該時代女性所經驗的生

命狀態。 

 

這一節的研究讓我簡要認識了歷史上仕女畫裡的性別意識，而〈Nest 

Lady〉系列作為一種不標準的仕女畫型態，該如何看待其中的性別意識呢？

後續會延續仕女畫的悠久歷史當中，女性成為被觀看對象的這個角度，從

性別研究當中常常使用的觀看行為來繼續討論筆者的作品。 

 

3.3.  欲望與凝視 

 

                                                      
201

 王宗英，《中國仕女畫藝術史》，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9，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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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投射的經驗在視覺藝術審美當中可說是一種水到渠成的事情，這

並不表示它稀鬆平常到不值得被討論，反倒是「欲望」與「凝視202」之間的

動態關係產生有趣的迴旋審美路徑。視覺藝術作品與性別意識當中的權力

關係在文化研究文獻中都有過相當多的討論，本節提出筆者創作中有密切

關聯的研究議題「欲望」與「凝視」，來繼續探討它們在作品中所產生的影

響。 

 

3.3.1.  欲望的追尋成為目的 

 

前一小節以中國繪畫當中的仕女畫來討論其中的性別意識，從作品及

其歷史背景大致認識到了傳統封建社會中性別權力關係的不同變化。 

 

仕女畫做為一種以女性為主題的繪畫藝術，男性在觀看的過程中，

事實上掌握了雙重的權力，一是針對「女性」，一是「藝術」；相反

的，畫中的女性則遭受雙重的建構，淪為一個符號式的存在。仕女

畫與男性審美觀的密切性，突顯出隱藏其後的感官色彩，印證其為

男性慾望投射之事實。203 

 

引文當中的「男性慾望投射」我將之解讀為封建社會君主集權時代的父權

語境的集體潛意識，而非狹義的男性生理性別。因為權力結構的生成，根

本上並不是來自於人的生理性別狀態，而是人們對於生理性別的詮釋與認

同所形塑而成。 

                                                      
202

 這裡涉及到一個關鍵詞「gaze」(英語：gaze；法語：regard)，以下引用的許多文獻中

有不同的中文翻譯，如「凝視」、「注視」、「審視」等。而法國精神分析學者 Jacques Lacan 

(1901-1981)，也會有「拉岡」、「拉康」等不同音譯。文中視覺行為的討論，並不細分中文

的「凝視」、「注視」、「審視」、「觀看」的差異。 
203

 梁妃儀，《從女性主義的觀點看清代仕女畫》碩士學位論文，臺北：國立藝術學院美術

學系碩士班，2000，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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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曉蘭曾指出，「欲望」是個內容豐富、所指廣泛的詞彙，他簡要的理

解為「欲望是對缺失的物以及身體的追求，是投射了自己匱乏感的對他者

的拜物教似的渴望。同時，欲望常常能帶來幻想以及快感。」204而這點恰好

也能夠說明中國傳統仕女畫當中父權架構下對理想性的體現。 

人生來便有其侷限性，但卻在其文化思想中發展出自己所匱乏的、或

難以企及的理想狀態。為了彌補這種匱乏感所產生的欲望，人只好以自己

的生命不停地進行某種追求。其實在這個「追求」的過程，也可以說逐步

滿足欲望的過程，本身就能帶給實踐者某種程度快感。 

而在傳統仕女畫的類型當中，出現一個特殊且有趣的現象。它所要滿

足給觀者的欲望，正好是去除被觀看者(畫中仕女)的欲望成份。「歷代仕女

畫家在表現女性美的同時，試圖剔除『欲』的成分，以求達到理與美的平

衡，這也正是古代畫論家一再強調的『妖態』之不可取。」205滅人欲的理想

性投射在繪畫作品當中，恰恰也顯示了理想性對人道的壓制。 

理想的精神性遙不可及或求之不得時，現實當中的藝術創作便出現了

許多感悟傷懷、以悲為美的作品。「從情緒的表現上來說，仕女畫是表現悲

情的藝術，但是崇尚『哀而不傷、怨而不怒』，這是儒家最早提出的對文藝

作品的要求，中國的文藝作品也一直以此為表現情感的法度。206」 

中國古典文學以及繪畫作品皆不乏佳作，而仕女畫更是表現憂思閨怨

的常態。「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中稱《桃花扇》、《長生殿》、《聊齋誌異》

為『感傷的文學典範』，明清仕女畫則可稱為『感傷繪畫的典範』。207」 

筆者在中國傳統仕女畫當中體會到一種「節制」的理想美感，另一方

面也看到了一種「矛盾拉扯」的動能。關於這點王宗英曾有過說明： 

 

                                                      
204

 朱曉蘭，《文化研究關鍵詞：凝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 174。 
205

 王宗英，《中國仕女畫藝術史》，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9，頁 211。 
206

 同上註，頁 212。 
207

 同上註，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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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仕女畫中有一個奇怪的問題，那就是仕女畫在情境上常表

現愁思離情、身世飄零的感傷，但是卻從來沒表現過眼淚。沒出現

與畫面情緒相一致的這一重要物證的原因，絕對不是技術上的難題，

而是中國獨特的文藝觀的體現。中國的藝術觀與傳統的理想人格一

致，是內向型、向心的；而西方的藝術規則更多的是外向的、發散

的。所以中國文藝中表現人物的情感時，是有約束的。208 

 

仕女畫的理想性，是作為欲望對象的仕女畫中約束情緒的追求。若論筆者

〈Nest Lady〉系列作品當中的情緒表現，許多觀者也都曾經對當中的圖像

人物給予憂思抑鬱的形容。 

在自己的創作過程中，畫中的圖像人物不論是行進大動態，或是靜止

休憩，我都將其臉部設定為面無表情。悲情之美也並非我畫面當中預設的

理想型態，是否受到傳統仕女畫理想美的影響，我的主觀上實是無法理性

判斷。 

 

 
圖 3-4 許維頴，〈Rapeseed Blossoms〉，2015，彩、墨、雲母粉、銅粉、絹，90×90 cm。

                                                      
208

 王宗英，《中國仕女畫藝術史》，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9，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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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創作者提供。 

 

雖然與傳統仕女畫的理想追求有所不同，但若真要找出有何與歷史雷

同之處，只能說都具備了對於目前手上無法掌握的理想，卻停不了追求的

欲望。傳統仕女畫當中的女性即被投射欲望的本身，而我畫中的圖像人物

則是替我在二度空間中追求欲望的代理人。 

我身為創作者，對於鳥巢人這個圖像人物進行漫遊的整體行動，所存

在的欲望是什麼？鳥巢人作為創作者的欲望載體，進行著創作者所無法進

行的脫逃行動，彷彿眼看著鳥巢人努力的行動時，在畫外一動不動的我，

也能跟著脫逃成功一般，暫時完成欲望的滿足。 

 

3.3.2.  凝視，作為一種欲望實踐 

 

在視覺藝術創作當中，欲望的滿足可以透過「凝視」來實踐，這個概

念也常被用於性別議題的討論當中。筆者從碩士班到博士班研究的作品中，

皆可看到相關探討的痕跡。文化研究當中所稱的「凝視」為何？ 

 

作為二十世紀西方文論和文化研究的重要概念，「凝視」指攜帶著權

力運作、欲望糾結以及身份意識的觀看方法。由視線所連接的觀看

行為中，觀者多是「看」的主體，也是權力的主體和欲望的主體，

被觀者多是「被看」的對象，也是權力的對象，可欲和所欲的對象。

看與被看的行為建構了主體與對象，自我與他者，因此視覺行為與

權力、身份、欲望等社會和文化的觀念密切相關。209 

 

理論上，在人與人之間的觀看行為當中，「看」與「被看」的動作並非固定

                                                      
209

 朱曉蘭，《文化研究關鍵詞：凝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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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也就是說，權力與欲望的主體身份是可以變換的。但若將這種主體

身份從個人放大成社會群體，藉由集體意識的凝結，流動的困難度便隨之

增加了。 

筆者在博士班所創作之〈Nest Lady〉系列，當中隱含的「凝視」觀念

並非呈現在畫中人物表面的視線上。畫面當中穿戴鳥巢與禮服的女性，也

不是固定不變的他者身份。畫中看不見凝視女性的權力主體本身，但有女

性身上的禮服作為其線索。 

 

「凝視」(gaze)，最常使用這個詞彙的理論家是拉岡(Jacques Lacan)，

他在 1978 年出版的《精神分析的四個基本概念》(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一書中，透過視覺理論的

觀念，將「凝視」定義為自我與他者之間的某種鏡映關係，「凝視」

不是字面上所呈現的：被他人看到、或注視別人的意思，而是被他

人的視野所影響。210 

 

畫面中被觀看的，一個不斷行進的女性身體。她企圖脫逃的權力主體也許

是來自外部對她的期待，卻不必然是名義上生理的男性視線。也許這個凝

視是來自於男性與女性共同編織的權力結構，是打從有仕女畫的年代開始

就存在、至今仍深植在我心裡的父權結構。 

女性身上的白色禮服並不是被作者動手畫出來的，而是被周圍手繪、

或印製部份的邊界給「圍」出來的。因為我將禮服視為「隱形」但「實質」

的存在，意即它雖然不是「視線所及」，卻是「影響所及」。就類似薩特(法

語：Jean-Paul Sartre, 1905-1980)，所謂的「注視」的發生： 

 

注視不是眼睛，因為眼睛只是視覺的感覺器官，只是注視的支撐物。

                                                      
210

 廖炳惠《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台北：麥田出版社)，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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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視也不是具有眼睛功能的那些性質，而是走在眼睛前面的，落在

我身上的狀態。注視無距離地落在我的身上，又與我保持距離，也

即它面對我的直接在場展開了把我與它隔開的距離，把握一個注視

就是意識到「被注視」，「我被看見了」。211 

 

在這系列創作裡，禮服並不是被「觀看」的對象，它本身就象徵了「觀看」

這件事正在發生的事實。身上的禮服顯示了人物圖像與原生世界的關係，

如同薩特的「存在」一般，禮服本身就已經「表明看者與被看者主體地位

的確立212」。而這種關係的確立如何形成？拉岡的觀點這樣認為： 

 

在想像的關係之下，自我如何被置放在他人的視覺領域(field of the 

other)之中，以及自我如何看待自己的立身處境，是經由他人如何看

待自我的眼光折射而成，人總是意會到他人與自我存在的關連，透

過這樣的帷幕(screen)，來構成對自我的再現，也就是經由這樣的再

現方式，「凝視」的關係和權力因此得以形成。
213
 

 

好像無論發生什麼事，禮服都牢牢的穿在身上，想脫也脫不下來了。

在心裡面一直有這樣的感覺。被「凝視」久了，久到成為一種被當成理所

當然的習慣。久而久之，即便外來的「凝視」被移除，自身也可能會自我

「凝視」且毫無察覺。作品中這個女性的身軀，或許類似《觀看的方式》

(1972)一書所提到的，把自己一分為二： 

 

女性必須時時刻刻關注自己。她幾乎是每分每秒都與眼中的自我形

象綁在一起。……女性的身分就是由審視者與被審視者這兩個對立

                                                      
211

 朱曉蘭，《文化研究關鍵詞：凝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 41。 
212

 同上註。 
213

 廖炳惠《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台北：麥田出版社)，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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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所構成。……為了在審視的過程中取得某些支配權，女性必

須控制這種審視，甚至把它內化。她必須以她內在的「審視者」自

我對待她內在的「被審視者」自我，藉此向別人展示他們該如何對

待她這個人。214 

 

這段文字所表明的，是女性身上自我存在方式的複合性。是「自我」，與因

為被觀看合成為的「對象-我」所複合而成的身體。我也將它理解成「自己」

與「異己」(或是下文所說的「主體」與「另一個東西」)並存的身體空間。 

 

女人身體的異己性是一個相當特殊的存在處境，由此延伸出女人對

自身與世界的意識，並構成了我所言「陰性情境」的一部份。當我

們說「以現象學的觀點來說」，指的是以存在的現象框架與樣貌去看

待事物，暫且不論本質是什麼。先去探討我們如何經驗著自己的身

體，如何經驗著我們的存在與世界，以及我們的存在與世界之間的

關係。就女人的身體經驗來說，女人更常把自己的身體視為自身主

體以外的「另一個東西」。對於一切存在著的個體來說，存在處境的

曖昧性在於，在受困與自由之間，總是存在某種無法消解的矛盾與

張力。215 

 

頭頂著鳥巢的圖像人物是創作者自我身體經驗的具象化。而白色禮服本身

即是標籤，而這個標籤是創作內容的一部分。也許，圖像人物脫不去身上

這件禮服，是因為出於自身對它的依賴。深怕沒有這身禮服，自己彷彿就

不存在。 

 

                                                      
214

 約翰˙伯格(John Berger)，《觀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臺北：麥田出版，2005，頁

57。 
215

 張君玫，《後殖民的陰性情境：語文、翻譯與欲望》，臺北：群學，2012，頁 269。 

 



117 

「經驗」(experience )這個一度被揚棄的哲學概念，在身體現象學

的探問中再度受到重視。誠如索妮雅·克魯克斯(Sonia Kruks)在詮釋

西蒙波娃時所指出，自由牽涉到一種實踐的主體性(practical 

subjectivity )，那是關於我們每個人在「世界」之中行動並推動自身

存在計畫的可能性(Kruks 2001:35)。每個人做為一個行動的主體與

意識，同時也是一個活生生的身體。每個人無論是男人或女人，都

因為活著肉身而承受物質情境的束縛，都必須去超越肉身情境的限

制，去實現自己的存在計畫。但也正因為有肉身，才能夠以一個實

踐主體之姿存在於世界之中。216 

 

不論在何時何的的人類社會，不是只有生理女性陷入觀看行為政治學的局

裡。因此我將文中的性別討論皆以「gender」的角度進行，這種受到社會與

文化影響，後天習得的性別模式。 

性別意識的有趣之處，便在於它被探討研究的過程既複雜又糾結。它

是每一個人類被孕育之時便具體被決定的生理結構、以及具體的外型。這

些在一個人的理智生成之前，便已經在影響當事人了。社會已經給予了相

當龐大的定義量，不論當事人是否接受。 

當這個人的腦部漸趨成熟，開始發展自我的思想，又會形塑出一個完

整的價值體系。而這個關乎主體性的體系與人剛出生即被賦予的，中間存

在多大的差距，就是常常被拿出來討論的空間。 

 

「對象-我」是淪為他人注視的目標的「我」，也就是被注視，被看

見了的「我」。「對象-我」當然也是一種存在的我，因為「他人注視

著我就足以使我是我所是了。」但這畢竟不是自由的，對別人來說，

我脫去了我的超越性，我的屬性在他人的注視下變質了。「我在我的

                                                      
216

 張君玫，《後殖民的陰性情境：語文、翻譯與欲望》，臺北：群學，2012，頁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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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之中把別人的注視當作我自己的可能性的物化和異化」，「對象-

我」使得我不再具有「主體-我」的那種自由的存在和無限的可能性，

我只是他人眼中看到的那個樣子。我只存在於一種或然性中，「我的

一切可能性被安放到遠離我的地方，它們與世界的對象一起沒入世

界，而且微妙地被異化了。」217 

 

「自然場景」即「人物圖像」(鳥巢人)的「欲望」所在，也成了為這個人物

而存在的他者。自始至終「自然場景」都是虛幻的。若自然場景是作為圖

像人物的投射而存在，那麼圖像人物的這個「肉身」(具象身體本身，及身

體上面的意義符號所共構出來的總和)也是某種程度具備這種狀態。 

 

3.3.3.  圖像、景觀，主體角色易位 

 

若用後殖民理論的關鍵詞來談，作品中「人物圖像」身著白色禮服介

入了她自己的欲望所在，形成了「人物圖像」與「自然場景」即「主體」

與「他者」的關係。但「人物圖像」是身上「貼著標籤」(身穿禮服)出現的，

用薩特的話語來說，這個禮服標誌著「人物圖像」所具備的前面所述「對

象-我」的這種身份。 

 

「圖像」則是後現代文化景觀作為凝視理論的學術語境所導致的重

要術語，後現代的文化景觀視角提供的是「圖像的凝視」。可以說，

將凝視用於視覺文化研究，是凝視「他者」到凝視「圖像」的轉變，

在這過程中，圖像是景觀，是日常生活，是都市文化，是視覺消費

和生活方式。總之，圖像和視覺體驗已經變成了我們當下生活的處

                                                      
217

 朱曉蘭，《文化研究關鍵詞：凝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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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它真實地再現的是一種後現代的文化邏輯。
218

 

 

人物圖像進入無人的自然場景之中，目的是為了離開「他人的注視」，避免

讓自己成為「對象-我」。但人物圖像並未因此而順利成為那個具有自我超

越性、多元可能性的「主體-我」。即使她的身邊已經沒有他人，但曾經注

視著她的那個無形力量已經在她身上脫不去。白色禮服可以看成是一種權

力的形象化，這裡權力指的是人物圖像因為被凝視所產生被行使權力在自

己身體上。 

在凝視的系統下，人物圖像曾是、或者現在仍是一個被觀看的視覺對

象：「景觀」，而在人物圖像觀看中，自然場景也變成「景觀」了。人物試

圖脫離那個會被凝視的場域，希望自己能成為主體，進入到自然當中，而

透過人物的凝視，自然這個場景理論上就成為圖像人物的他者。這整個過

程中，她脫離他者身份尚未成功，所謂的自然場景也是自己的欲望所投射

出來。 

在我的創作中，所謂的「主體」一直是被暗示成一個「他者」一般的

客體存在。回溯到攻讀碩士的創作研究主題「他者眼中的美好自我」，不就

是現階段攻讀博士的創作中的圖像人物「鳥巢人」這個圖像人物嗎？其實

這個「自我」才是扎扎實實被凝視的他者啊！與碩士研究時期不同的是，

這個經由他者形塑的個體，企圖跨越出原本所在的疆域。 

而跨出原本舒適圈之後的新疆域能否成為一個得以自處的安居之所，

抑或是自我這個他者的再度投射，尚且是個問號。要打破生物鏈式的權力

結構，實非易事。我的創作不是在彰顯高度思想層次的藝術追求，或某種

程度至高的理想，而是藝術家身而為人帶有某種追求的一段旅程。因此現

階段的創作內容不是某種嚮往，而是前往心所嚮往的過程片段。 

 

                                                      
218

 朱曉蘭，《文化研究關鍵詞：凝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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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許維頴，〈Branch〉，2015，彩、墨、雲母粉、鋁粉、絹，90×90 cm。出處：創作者

提供。 

 

自然場景能夠彰顯創作者的土地觀嗎？畫面當中出現的自然場景，不

是人物圖像生長的地方，並帶有欲望投射的虛幻。反而是圖像人物來自的

地方，沒有被創作者描寫，唯一的線索只有白皙無暇的肌膚及令她行動不

便的禮服。 

 

位置，你所在的地方；但這不是一個絕對的地方，而是相對構成的

網絡。這份關係乃是介於物體(花束)及其鏡中影像之間的關係，亦

即，真實的客體與意象的客體。無疑，這是一個視覺的隱喻。就像

主體所見其實並不是僅取決他本身所站的絕對位置，而是由他的客

體、鏡子之間的相關位置來決定。換言之，心理分析所言的主體位

置早已涉及想像認同和符號位置之間的張力，不宜化約到社會文化

意義的主體所在或位置(subject placing or positioning)。219 

 

這種主體認同的過程，彷彿安靜無聲卻激烈無比的腦內戰役與實質的關係

                                                      
219

 張君玫，《後殖民的陰性情境：語文、翻譯與欲望》，臺北：群學，2012，頁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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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弈。 

前面藉由「凝視」來討論創作上的主體性，並將作品中的圖像人物視

為一個企圖脫離外來凝視卻不可得的個體。就作品內容而言，圖像人物的

身體介入到自然場景之中，自己也成為了一個新的凝視者。從另一個角度

來看，圖像人物身為一個被凝視者的證據，禮服，看似消失(去掉手繪)，卻

因為來到自然場景裡面，使得形狀再度出現。 

視線，在凝視的討論中是一個重要的線索。在筆者的碩士班研究到博

士班研究的創作過程中，同樣是以女性形象為創作主題，當中的圖像人物

視線也有過轉變。在碩士班研究時期的作品當中，圖像人物的視線面向觀

眾，包含有意識看向觀眾或無意識，其比例不低。 

事後回顧分析起來，像是碩士班後期，二〇〇六年所作的〈Make-up〉、

〈Callus〉、〈Silver Dress〉、〈Red Bag〉、〈Lady's room〉連作、〈Mirror〉系

列、〈Mask〉連作，都屬於圖像人物面向觀者的類型。事實上最初創作時，

我並沒有意識到圖像人物正面對著觀眾，反而是將她設定為「在鏡中看見

的自己」這個概念。 

現在進行回顧與比較，認為這兩種觀念也並不衝突。當視線看著鏡中

之像，自己也就成為了觀者。鏡中人與鏡外實體雖是同一個人，卻是不同

的存在。作品呈現一種攬鏡自照的行為，其實就隱含了前文所說，女性將

自己分裂為審視者與被審視者的複合特質。 

換句話說，圖像人物在這種情況下，不會是全然的觀者，也不會全然

是被凝視的他者。到了博士班研究的時期，發展出〈Nest Lady〉系列，當

中圖像人物便不再望向觀眾(或自己)了。畫中的自然場景已經取代畫外的觀

者，成為被圖像人物觀看的對象。 

 〈Nest Lady〉系列中，從人物圖像身上的禮服可以看到來自其外部(身

處的社會)的欲望。從人物圖像的遊蕩、行走，可以看到她對於自然場景的

欲望。從作品整體可以看見創作者對於圖像人物漫遊行為的欲望。自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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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自然場景就是個無聲的、無私的他者。若祂有意識能夠表達，對於這

一切看似忙碌的欲望追尋路徑，是否會不禁莞爾？ 

 

3.4.  結語 

 

本章節研究讓我獲得的價值是重新看待創作與性別的關係。不在作品

主題中找尋創作與性別連結的正當性，不將作者的生物或社會性別當成是

他的創作與性別議題連結的合理性。如同劉千美在《差異與實踐：當代藝

術哲學研究》一書中所言：「並不是畫有女人的圖像，就能表現出女性的意

義。220」 

具體而言，創作時在思想上建立一個預備觀念：人生來就是具有差異

的，甚至差異本身就是藝術創作重要的存在方式。「藝術是一種存在的方式，

藝術創作就是不斷重立差異、追尋存有之踪跡的活動過程。221」性別本身

即差異，差異甚至可說是性別的標準樣貌。 

性別本身具有生物性、心理性、社會性等豐富的層面可以討論，它與

創作之間所能產生的連結關係也勢必會是複雜豐富的。「從當代美學的觀點

來看，真正應該問的，不是有沒有偉大的女性藝術家，而是如何經由藝術

的創作，呈現女性存在的。222」 

以筆者自身的創作來說，不論是圖像或媒介的裝配，都呼應或反映到

作者本身的生心理狀態及思想、眼界。當中可以看到或感覺到作者如何處

理人物的身體，反映在形象的線條、色彩、表情、肌肉、姿態或裝扮。 

觀眾可以閱讀到藝術家將人物放置在什麼樣的場景之中？是獨自一人

或者群像？以何種處理手法來構成人與環境的畫面？相當程度也等於呈現

                                                      
220

 劉千美，《差異與實踐：當代藝術哲學研究》，新北市：立緒，2001，頁 40。 
221

 同上註，頁 37。 
222

 同上註，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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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藝術家對性別的獨特眼界，而這些都是視覺性的，不是能夠訴諸於言說

的。換言之，是採取一種以視覺創作的角度來對於藝術家可能的性別意識

進行觀察與感受。 

對於從性別角度來看創作的態度，筆者對於佟玉潔的一席話相當認同。

「我的創作並非在創造相對於男性語境的女性話語系統，但也不朝向『“男

女都一樣”的“無性”藝術“共性模式”』223」。 

將創作做為一種方法，踏上尋找自我的旅程，對自己現存的環境、物

理狀態、心理狀態進行辨證、反省與確認。沒有刻意強調與生俱來的特質，

也不必抹去這些特質在作品上遺留的痕跡。把性別的範疇與性徵的身體直

接連結或等同，反而讓性別本身失去自由。 

這樣的過程必然充滿矛盾與困惑，然而就像一道困難的題、一份必須

完成的功課，繼續做下去只為了自己的腳步增添篤定與自信。 

 

陶詠白先生所倡導的藝術理念，即從人的自覺到人的自由，就是人

性主義的女性主義藝術批評的核心綱領。而人的概念的再次強調，

是把人的複雜性與豐富性，視為一種人性主義的多樣性與開放性。224 

 

佟玉潔曾言道，「身體的生命體驗只是個人時間質的存在方式，而身體的社

會經驗意味著承載個人空間量的發展與變化。225」同樣的道理在看待性別的

權力結構，或是觀看行為所造成的權力模式，就是人間的某種存在方式。

沒有對錯，只是人若剛剛好有機會看清楚這個結構，並明白自己身在其中

的位置，也就具備了能夠選擇的能力。 

 

  

                                                      
223

 佟玉潔，《中國女性主義藝術性修辭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頁 30。 
224

 同上註，頁 29。 
225

 同上註，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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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型態工筆人物作為當代彩墨的一種可

能 

 

4.1. 對於當代的一種幻想 

 

4.1.1.  自身現狀 

 

身為人類，我們正活在什麼樣的世界裡？我們的眼裡看見了什麼？我

們的大腦被餵養了什麼？我們所認為的世界是什麼樣子？身為藝術家，為

何生產藝術？周遭環境變化地太快，筆者不論是以身為一個人或一個創作

者的立場，往往都趕不上這世界的變化速度。 

來不及解決當前自身的困惑，周遭的狀態又不等人的面目全非，因而

我時常陷入一種疑惑無解的無限迴圈當中。上述這種困惑的焦慮感在筆者

進行彩墨創作時，更容易因為創作思考而被放大。首先，我不確定自己存

在於什麼樣的世界，能確定的就是「這個世界是浮動的」。所有框架已然被

打破，而自己的思考總是處在一個漂流的狀態，不再能鎖定座標。 

其次，身為彩墨創作者，當自身處在漂流的常態之中，該如何看待手

上已經有的東方媒材創作行為？它是創作者的基因、血液，無論漂流到何

處都會跟隨著你？或是創作者的船槳、救生衣，成為創作者助力工具，在

無盡漂流中得以安在？ 

中國大陸策展人、美術館學者王萌(1983-)曾說過，「實際上，任何一種

傳統媒材，不論是中國的還是西方的,從其起源到發展,都有其特定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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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性。」
226
來自中國傳統繪畫系統的材料、工具、及使用這些材料工作的

方法，放在當代的創作語境當中，都不會只有表面上物質工具的意義。還

包括這些事物因其長期發展而形成深刻的文化規定性。 

王萌提到的文化規定性在筆者的理解，就是各種人文發展到一定成熟

度之後，自然而然所形塑而成的疆界。而這樣的狀態也不只有出現在所謂

的傳統文化當中，當代思潮、當代文化同樣具有其「規定性」，只不過它較

常被理解為「意識形態」。 

中國傳統繪畫在當代語境當中所面臨的尷尬，也可以理解為不同意識

形態相遇所產生的差異感。而這些差異感已是當代藝術中的常態，也是當

代彩墨創作者無法迴避的課題。藝術由人類世界生成，從歷史的線索可尋

其脈絡。 

在地球另一邊的歐洲大陸，便有一套清晰的人類活動與藝術史的主流

脈絡，與中國傳統社會所建構的世界觀南轅北轍。這毫無關係兩邊在古代

也有過不少的相遇，但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一直是自主自足、不曾被撼動。

直到二十世紀中國受西方思潮影響，社會上掀起一連串革命與論爭，中國

傳統文化這古老久遠的圍牆開始瓦解。 

疆域的邊界被瓦解之後，許多不同以往的想法被提出，實際操作上也

有新的面貌呈現。沒想到世界運轉太快，創作者們試圖在破碎框架的瓦礫

中進行建構的同時，新的世界、新的問題又來叩門了。為了要有效面對這

樣的課題，我只好回到前文最初的自我提問，「身為人類，我們正活在什麼

樣的世界裡？」重新對這個世界進行最基本的認識。 

 

4.1.2.  當代語境 

 

                                                      
226

 王萌，《圖像研究室：水墨進程中的一種顯像邏輯》，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5，

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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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章節曾提及，即使是在中國古代相對封閉的專制政體、農業生

產環境，以及交通不便利的情況之下，中國傳統人物畫依然深受境外文化

的影響。我們將眼光轉向歐陸的第一次產業革命(英語：Industrial Revolution，

又稱工業革命，約 1760-1840)，從英國、歐陸、北美、乃至全世界，造成

人類的活動架構不停地翻轉，而且是以前所未有的高速進行著。 

在這高速運轉的巨大能量之中，刺激出不同以往的思維。這些豐富的

思想浪潮，也如同工業革命的腳步席捲全世界，藝術領域當然也在隊伍之

中。人類世界持續高速運轉，時至今日已出現第四次產業革命的呼聲。封

閉的社會早已消失殆盡，造成當代藝術的語境難以再有閉鎖的可能。 

「當代藝術」是一個不容易清楚界定的詞彙，光是「當代」一詞在不

同的地域及不同的研究體系或多或少會有所出入。當代藝術來自西方藝術

史脈絡，既然是存在脈絡之中，就無法單獨認識。這裡參考幾位學者的文

獻，從現代藝術切入來進行簡單的認識。 

中國大陸策展人、藝術媒體主編張海濤(1976-)曾在〈現代藝術、後現

代藝術和當代藝術的關係〉一文中，提到現代藝術、後現代藝術和當代藝

術之間的關係。 

 

我個人認為現代藝術、後現代藝術和當代藝術的概念，不只是時間

概念的討論，三者在時間上有些重疊交叉的地方，更應該以藝術的

特徵和形態來主導劃分他們的概念，他們的區別更多傾向藝術形態

和社會背景的不同。227 

 

意即它們也許更適合脫離傳統美術史當中線性的時間斷代思考，它們的發

生在時間、地域或文化型態時常發生遞進、重疊與對話等交錯關係，因此

                                                      
227

 張海濤，〈現代藝術、後現代藝術和當代藝術的關係〉，來源：artda.cn 藝術檔案，

http://www.artda.cn/view.php?tid=9493&cid=39，發佈時間：2015-03-09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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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絕對的去分隔它們。 

現代藝術與資本主義現代工業化的發展有著密切關聯，當時的社會環

境與第二次產業革命(約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大致重疊，被稱為「電氣

時代」。各種新發明、新技術及科學研究成果層出不窮，並且大量被應用於

實質的產業層面。 

而後現代藝術「是資本主義後工業化的體現，伴隨著兩次世界大戰和

冷戰時期。228」從第二次產業革命跨越到第三次產業革命(約二十世紀 60 年

代開始)。「這一次革命通常被稱為電腦革命、數位革命，因為催生這場革

命的是半導體技術、大型電腦(60 年代)、個人電腦(70、80 年代)和網路(90 

年代)的發展。」
229

 

被稱為數位化革命的第三次產業革命，除了電腦及網路技術，還伴隨

著原子能技術、航天技術、空間技術、生物工程技術、可再生能源技術等。

多數人相信我們現在還處於這個時代背景下，雖然不確定後現代藝術是否

趨於尾聲，不過按照張海濤的說法，當代藝術已然在 1989 年出現。 

蘇聯在 1991 年被正式宣布解體，這也被作為冷戰結束的標誌。世界開

始形成經濟全球化、資訊化的型態。這的時候出現的當代藝術具有某些明

顯特徵，像是全球藝術發展去中心化，或是藝術發展中心轉移。政治與經

濟結構的變動，帶動了亞洲、非洲等地的藝術發展崛起，東歐藝術復興。 

張海濤還指出了當代藝術當中「藝術生態化」、「策展全球化」的現象。

過往傳統的藝術家與外界的關係，常見到藝術家-贊助者、藝術家-藝廊-美

術館、藝術家-經紀人-藝術市場……等諸多型態。而當代藝術已經逐漸展開

成為複雜的生態系統，像是藝術展覽、藝術祭典(或藝術節)、藝術機構、藝

                                                      
228

 張海濤，〈現代藝術、後現代藝術和當代藝術的關係〉，來源：artda.cn 藝術檔案，

http://www.artda.cn/view.php?tid=9493&cid=39，發佈時間：2015-03-09 15:12。 
229

 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著，世界經濟論壇北京代表處譯，《第四次工業革命》，

臺北：天下文化，2017，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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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教育、藝術市場、藝術特區等龐大的生態鏈
230
。 

藝術家要面對的事情相較於從前更為繁複瑣碎，當代藝術中還出現了

「策展人」、「藝術行政」……等新興角色。策展也走向全球化，諸多雙年

展、三年展、五年展等大型國際展覽以及藝術博覽會在世界各地雨後春筍

地舉行。美術館發展更加成熟，私人美術館、地區性美術館數量不斷增加。 

誕生在數位時代的當代藝術發展看似蓬勃且豐富，但當代藝術本質上

要如何被形容？ 

 

當代藝術更多的是在作品表達時媒介、語言、感受具有當代性；當

代藝術更多傳達的是區別於其它時代的文化針對性，表現當今藝術

家體驗到現實中不同於常人的最敏銳的生存感受，在用當代的藝術

語言和媒介進行轉換和表達。所以當代藝術不是說當代人創作的作

品就有當代性(就是當代藝術)。如果說後現代藝術主要區分現代和

傳統的關係，以解構、觀念更多介入藝術本體的變化，而當代藝術

更強調建構和藝術時代背後文化感覺的關係。
231
 

 

從上述觀點看來，在現代藝術的反動、後現代藝術的解構行動之後，當代

藝術試圖開啟了建構的積極性可能。而建構的行動立基在當代，也就是當

下這個時代狀態，從藝術家的敏感度中發揮出來。 

而當下的時代狀態又是什麼？別忘了當我們還在思考藝術問題的過程

中，世界又繼續飛快地翻轉了。筆者對於第三次產業革命還來不及反應，「工

業 4.0」(德語：Industrie 4.0)一詞已經在 2011 年德國的漢諾威工業博覽會被

提出。2016 年「世界經濟論壇」(WEF)達沃斯年會也提出了「第四次工業

                                                      
230

 上一段及本段參考自：張海濤，〈現代藝術、後現代藝術和當代藝術的關係〉，來源：

artda.cn 藝術檔案，http://www.artda.cn/view.php?tid=9493&cid=39，發佈時間：2015-03-09 

15:12。 
231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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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議題。 

第四次工業革命被認為會為人類帶來人工智慧(AI)、綠能(green energy)、

3D 列印、量子信息技術、機器人、虛擬實境(VR)、生物技術為主的全新世

界。科技再創高峰的同時，「人」的位置會在哪裡呢？眾多學者陸續提出第

四次工業革命對於人類世界已經或可能造成的衝擊，並呼籲大家思考。 

例如社會不平等(inequality)的現象加劇，尤其是勞動市場結構失去平衡

的情形再惡化。數位科技普及造成資訊急速傳播世界各地，包括極端意識

形態或刻意製造的假象。對於 3C 產品的依賴增加的同時，也漸漸侵蝕我們

的隱私權，甚至連靜下心來與自己對話和與他人面對面相處的時間卻隨之

遞減。而人工智慧勢必讓我們面臨到「人」的再定義，以及倫理道德的邊

界移動。232 

過往的經驗可以看到，藝術家常以其敏銳的洞察力、感受力去接收這

個世界所給出的訊息，然後又在其創作中提出他們所認為的世界。當「人」

對於這世界的意義產生了質變，以人物為表現主體的藝術創作者勢必無法

將眼光從這裡移開。 

我們可以從德裔經濟學家、世界經濟論壇創辦人，克勞斯．施瓦布(德

語：Klaus Martin Schwab，1938-)對於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論述中得到一些啟

發。233藝術家或許該意識到我們的生活型態、行為模組、人類的生存結構，

甚至是主體意識、身體觀、世界觀等等，都將在這新形態革命的衝擊下重

新翻轉。 

若世界不斷趨向高度機械人化(robotize)，人類如何在自己一手創造的

                                                      
232

 此段文字的觀念參考自：余尹倫，〈第4次工業革命來臨 準備好迎接機器人時代了嗎？〉，

來源：風傳媒，http://www.storm.mg/article/82156，發佈日期：2016/04/11。 
233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finally, will change not only what we do but also who we 

are. It will affect our identity and all the issues associated with it: our sense of privacy, our 

notions of ownership, our consumption patterns, the time we devote to work and leisure, and 

how we develop our careers, cultivate our skills, meet people, and nurture relationships. Klaus 

Schwab. (2015).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What It Means and How to Respond 

[Foreign Affairs: Science & Technology Topics]. Retrieved May 20, 2018, from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5-12-12/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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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面對自己。「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我們還會保有人心和靈魂嗎？
234
」

這是吳怡靜在〈下一件大事：第四次工業革命〉一文中的深刻提問，而我

們是否能在當代藝術中尋得答案？ 

從目前的世界趨勢發展，現在把眼光一道我們腳下---臺灣，這裡的當

代現狀又是如何呢？中華福音神學院教會歷史與神學教授周學信在二〇〇

一年出版的《可有一席為你？後現代情境下的神學反思》一書中，談到臺

灣社會當中文化思想與社會現狀之間交錯的複雜狀態。 

 

儘管台灣文化在許多方面顯然都深受西方的影響，但實際上卻並未

真正被這些進口的西方思想與意識型態所觸及。這種特別的事實使

得我們很難以明確的方式來評估台灣目前的處境。 

我們最多只能稍有信心地說：當代的台灣社會狀況是：前現代仍逗

留在中國社會文化生活的若干層面，現代也尚未達到其成熟的程度，

而後現代卻已開始向我們的生活叩門。這點可從大眾文化價值與生

活方式，消費主義與高科技效率的資訊社會中得到清楚的見證。在

當代台灣所能看見的，是在前現代、後現代間推移的複雜聯盟。235 

 

一直到現在，筆者對於周學信的看法仍頗有同感，確實認知到自己是在類

似這樣的狀況下被養成。那麼時至二〇一九年的今天，周學信曾提出的在

地觀察是否有所改變？或者因為第四次產業革命的到來，使得臺灣現狀的

複雜程度有增無減。 

面臨上述討論的當代狀況，筆者以自身目前的創作為檢視基礎，思考

其發展當代意義的可能性。思考的關鍵詞為：平面繪畫或架上繪畫、彩墨

                                                      
234

 吳怡靜，〈下一件大事：第四次工業革命〉，《FinTech 大衝擊》，天下雜誌 590 期，臺北：

天下雜誌，2016 年，頁 20。 
235

 周學信，《可有一席為你？後現代情境下的神學反思》，臺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

2001 年，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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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媒材、人物圖像或人物為主體。首先，自後現代主義興起，繪畫(這裡

指平面繪畫或架上繪畫)便多次被宣告「死亡」。臺灣的藝術史、藝術理論

學者陳泰松(1962-)認為這個現象「反映了畫家在媒體資訊的資本世界裡對

新興媒體競逐的危機感，但關鍵處更是來自於語言的媒介效能。」236 

為什麼會出現「繪畫已死」，更有甚者指出「藝術終結」的論調呢？這

是來自於西歐藝術發展脈絡下，二十世紀藝術的創作語彙及其形式被持續

解構。架上繪畫的方式被認為無法再支持當時藝術家所欲表達的觀念，這

樣的聲音便出現了。 

然而繪畫走向消亡的這條路，是成立在西歐現代主義藝術發展歷程的

邏輯之上。是一條被某一特定範疇內的藝術家所走出來的路徑，若離開了

這個特定範疇，它還能放諸四海而皆准嗎？筆者認為它屬於世界歷史上的

局部性事實，但若是在這個範疇之外，若繪畫未亡，那又是什麼樣的狀態？

杭春曉指出另一條路徑： 

 

並非一定要捨棄架上語言，才能進行新的藝術表達。也就是說，在

不破壞架上語言載體的前提下，經過重新調整的語言是可以融人新

的表達需求中，並因此提供新的結構，而無需在不斷的新的語言載

體中重複破壞與重構的「宿命」，甚至是消解藝術獨立存在的價值。

237 

 

                                                      
236

 「事實上，繪畫的死訊已被發布多次，早在攝影發明沒多久，1840 年畫家德拉荷許(Paul 

Delaroche)看到達蓋爾(Louis Jacques Mand Daguerre)攝影術便說：『從今以後，繪畫已死』；

1965 年極限主義藝術家賈德(Donald Judd)也如此宣稱，其間，這類訃聞不知凡幾，更徹底

的是宣告『藝術之死』，但與其說它是黑格爾(G. W. F. Hegel)式的，倒不如說是藝術家史密

斯(Tony Smith)在 1960 年代美國紐澤西州未完工的路上駕車時，對自己創作生涯的喟嘆，

從中悟到他的藝術新生。繪畫未曾死，若是，那得問是哪種繪畫，而這通常是指西方傳承

的古典學院派，否則，它的死幾乎是個修辭。」來源：陳泰松，〈繪畫，死了？但從它的

邊緣開始〉，典藏今藝術 207 期，臺北：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頁 110。 
237

 杭春曉 主編，《幻象˙本質：當代工筆畫之新方向》，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2008，

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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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杭春暉在《幻象˙本質：當代工筆畫之新方向》所記錄的談論，筆者似

乎看到了在後現代持續解構與不穩定之後，建設性與趨於穩定語義結構的

可能性。這點在張海濤談論後現代之後的當代藝術時，有著類似的觀點。238

但他仍強調，「經過現代主義表達之後的『語言』、『語義』的重建，絕非重

回經典繪畫的結構平衡，而是 20 世紀不穩定的現代主義表達獲得穩定『語

意結構』的機會。」239 

 

4.2.  從中國傳統繪畫到當代彩墨 

 

中國傳統繪畫作為一種古典藝術的範疇，存在於一個自給自足的藝術

語境當中。在二十世紀經歷短暫而劇烈的變革之後，變身成為被現代化的

彩墨畫(或彩墨相關材料的繪畫)。若從語境、體系、語意結構討論，彩墨相

關材料的繪畫如何站立在當代語境之中？這裡參考王萌對於藝術進程的解

釋，再進行更多討論： 

 

古典藝術中討論最主要的是「畫什麼」――題材問題，現代主義討

論的是「怎麼畫」――形式問題，今天如果要用水墨介入當代藝術，

應該討論的是「為什麼要這麼畫」，換言之，是觀念問題。因此,水

墨的更新需要解決的是觀念問題，而不僅僅是題材、主題和形式語

言方面的改變。240 

 

若按照前面所探討過的中國傳統繪畫及二十世紀中國畫或彩墨畫的歷史層

                                                      
238

 當代藝術的特徵：建構社會化與公共化介入，全球化思維、當代性、普世價值。來源：

張海濤，〈現代藝術、後現代藝術和當代藝術的關係〉，來源：artda.cn 藝術檔案，

http://www.artda.cn/view.php?tid=9493&cid=39，發佈時間：2015-03-09 15:12。 
239

 杭春曉 主編，《幻象˙本質：當代工筆畫之新方向》，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2008，

頁 8。 
240

 王萌，《圖像研究室：水墨進程中的一種顯像邏輯》，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5，

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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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我相信彩墨繪畫已然跨進當代藝術領域了。仍需要討論的是，這一步

是如何跨越的？以及被稱作當代彩墨畫的又是什麼狀態？藝術史上創作的

歷程之所以會不停地演化，是因為原本既有的語意結構跟後來的藝術表達

需求對應不上，所以產生改變的必要。 

然而彩墨繪畫要如何表達，在當代藝術領域中才算得上是恰到好處？

我們可以思考幾個方向，首先是，當代彩墨的表達語彙與二十世紀及其以

前的中國繪畫差異何在？其次，從全世界當代藝術潮流來看，當平面繪畫

逐漸離開藝術主流中心，或是平面繪畫創作語彙的動力逐漸疲乏。在這的

狀態下，彩墨繪畫是否能以自身的地域性、特殊的語言系統進行著力，重

新活化在西歐藝術進程中被宣告蕭條的平面繪畫語言？
241

 

中國傳統繪畫的現代主義化過程並非像西歐那樣，由自己土地上的各

種發生、思潮、革命、文化之間環環相扣的影響所發展出來。由於歷史背

景及環境的時空差異，中國傳統繪畫屬境外輸入的方式造成現代化進程。

而這次的變革又與歷史上中國傳統藝術體質強健時與境外藝術融合的狀態

不同，本土藝術如同當時的國情一般虛弱，西法幾乎被視為是藥方一般的

存在。 

西法對於中國傳統繪畫而言似乎頗見療效，也是很好的借鑑。但若要

深入骨髓從中國繪畫自身的本質性進行調整，繪畫主體性才有作為「活體」

繼續存在的可能。打從現代藝術發生開始，藝術發生的斷代問題、風格轉

變的定義問題，都成了難以回答的混雜狀況。 

上述這些分類問題若擺在二十世紀以後的彩墨畫創作也都意義不大，

尤其是當代的彩墨創作當中甚至可以出現許多不同時空節點的特徵。西方

現代主義作為一種能源，發動了新的彩墨繪畫機制，產生動能之後的便開

始進行內在本質性的演化。 

                                                      
241

 本段落文字從杭春曉〈新東方繪畫：幻象與精神表達的重建---中國工筆畫“語意結構”

轉變中的“當代性”〉一文的內容中獲得啟發，來源：杭春曉 主編，《幻象˙本質：當代工筆

畫之新方向》，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2008，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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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當代彩墨繪畫所存在的可能狀態 

 

創作者角度 

 

 中國傳統繪畫的創作者所進行的創作樣態相當豐富，在這些豐富的表

現中卻有著清晰的創作行為原則。一個創作者的創作狀態是業餘或是職業，

服務於公職(通常是宮廷)還是自行賣畫為生？每一種狀態背後都來自不同

的社會脈絡，作品大多為了服務特定社會階層或符合特定的社會期待，因

此具有標準路線的追求或是理想性的審美。 

而當代的彩墨創作者生產狀態和其他藝術領域一樣，逐漸形塑出不同

於過往的創作型態。通常某種範疇被確立或認可為藝術，其創造者在當代

往往會被稱呼為「藝術家」。相較於傳統領域的創作者，當代的彩墨藝術家

的創作合法性相對自由許多。 

藝術家本質上的身份確立不再涉及血統、社會階層、職業、性別等各

種社會性規範，學習養成管道、知名度、市場導向也不能撼動藝術家個人

的創作合法性。藝術家唯一要負責的對象就是自己的作品，其指標就是藝

術家的想法是否能藉由作品的藝術語言進行有效傳達。 

東西方藝術史脈絡中，那些曾經存在的絕對價值、完整認知等標準性

原則已然瓦解。當代彩墨創作者身處在一種看似無標準的自由狀態，而這

樣的狀態卻不是藝術得以有效成立的保證。創作者彷彿掉入一個無重力的

宇宙，卻必須努力讓自己維持一個不至於迷航的方向感。 

 

新型態創作語彙建構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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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已死的論調出現至今可能也已經將近二百年了，而隨著人們生活

模式、勞動型態、思想價值的轉變，當代不斷進化的新興媒體與邊界更為

模糊的藝術形式成為世界藝術發展的趨勢，或者說儼然成為主流。在當代

藝術語境當中，平面繪畫語言似乎顯得力不從心。 

不過杭春曉對此則顯得較為樂觀，從他的談話中似乎可以看到平面繪

畫語言結構，在被解構殆盡之後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可能性。在「所有」都

成為可能的狀況下，以一種建設性的姿態，構築新的穩定性藝術語彙。 

 

在全球化的今天，在東西方人因交流而生活狀態趨同，精神方式也

趨同的今天，用東方繪畫語言介入現代語義的表達，不僅是能夠豐

富世界範圍內架上繪畫之“語意結構”重建的手段，也是中國畫自

身適應當代社會表達的內在要求。242 

 

筆者認為可行的原因在於，東方繪畫語言原本就不在西歐藝術發展進程的

「編制內」，所以才有作為突破的可能手段。另外就是中國傳統繪畫觀，到

現代繪畫改革，再到當代藝術觀，這中間還有許多間隙與落差可以提供當

代藝術家發揮。 

 當代彩墨語言在平面繪畫當中，是否還能夠開啟不同於以往中國繪畫

或不同於西方藝術脈絡的空間觀。除了繪畫本身的平面性空間處理，空間

問題在「平面」當中還有什麼樣的可能性？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夏

可君(1969-)在二〇一五年《圖像研究室：水墨進程中的一種顯像邏輯》展

覽研討會中，提出了一個較少被談論到的視角。 

 

如果水墨圖像成像可以打開新空間，不是抽象幾何的空間，不是自

                                                      
242

 杭春曉 主編，《幻象˙本質：當代工筆畫之新方向》，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2008，

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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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山水的擬似空間，不是八零、九零年代的欲望空間，也不是一個

純粹的社會空間，那是什麼樣的空間？這個問題可以進一步討論。

我想可能是平面裡的，或平面本身的，但又有著一個外在的展示空

間的讓回與折回，我覺得在這個展場裡，看到的可能更傾向於一個

圖像本身的空間，就是圖像本身的挪用並置空間或者文本空間。從

文字照片與文字報紙一直到影像，到社會實踐，可能是文本定制的

空間。這裡有一個問題，真正要打開一個關係，並帶來新的深度如

何實現？這個平面本身和展場空間的關係是否打開了？
243
 

 

這段話點出了彩墨繪畫作品與其所在之展演空間的關係，也可以視作平面

繪畫空間及場域空間相互介入的狀態。 

由中國傳統繪畫的歷史看來，所在空間對於平面繪畫的內容及其完成

的形制一直都是個影響因素。由繪畫作品所呈現的形制，可以得知作品與

人(創作者、擁有者、觀者等)之間的關係。隨著人所在空間的轉變，作品形

制也跟著做出對應。從中國傳統繪畫到當代彩墨畫的發展過程，作品所在

空間與閱讀經驗由原本的階級私密性逐步向公眾打開。 

當代藝術中作品所在場域的定義一再被解構，作品不僅僅出現在藝術

家或收藏者的私宅。有龐大完整的美術館、雙年展、藝術博覽會，也有零

散滲透的藝術街區、替代空間角落或互聯網線上空間。這些場域影響的不

僅僅是彩墨繪畫作品的尺幅、裝裱形制，甚至有可能與創作內容相互對話，

產生新的空間觀。 

 

觀看方式的轉變 

 

                                                      
243

 王萌，《圖像研究室：水墨進程中的一種顯像邏輯》，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5，

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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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視覺有效的情況下，我們通常首先藉由觀看來認識世界、並確立自

己在這個世界的定位，進而形成自身的經驗知識。而不斷累積的已知經驗

或信念，又會進入到我們的認知系統中，影響我們觀看世界的方式。我們

可以藉由現存各種創作型態的作品，去取得該作者及其所處時空裡認知系

統的線索。 

例如我們可以從中國古早的各種渦紋、雷紋、雲紋、鳥紋、獸紋等圖

像，認識當時人們對於大自然的崇尚及敬畏。或是道釋圖像中所傳遞的信

仰寄託，還有山水圖像中的文學式理想意象。圖像作為一種觀看方式的印

證，是與整個人類生活系統相通的。當人類的世界被宣稱已經或即將進入

第四次工業革命，我們如何觀看？ 

 

現在技術世界把我們從一個原生的農業時代生活挪出，我們不是直

接看風景，而是通過觀景窗來看。傳統中也能看到一種幻式的自然

山水，但是現在的高清模擬技術把自然更細節化。要麼過於模擬高

清，要麼虛焦處理……。
244
 

 

現在已經擁有了強大的視覺顯像技術與設備，為人類提供超越肉眼極限的

清晰度或各種改造特效處理。那為什麼創作者還要將觀點放在彩墨繪畫上

呢？原因是材料本身的物理存在就具有特殊的視覺感受(甚至觸覺、嗅覺等

等)，成為完成圖像元素之一而非再現。 

意即以新興媒體的觀看方式，卻以繪畫材質的本質顯影。這並不一定

是當代彩墨繪畫表現的一種共性，而是以生活型態轉變的邏輯來思考相對

應的觀看方式，及其可能的圖像呈現方式。 

 

                                                      
244

 夏可君語。出自：王萌，《圖像研究室：水墨進程中的一種顯像邏輯》，北京：知識產

權出版社，2015，頁 37。 

 



138 

模糊及未定性的特質 

 

正如「當代」一詞的難以定義，當代彩墨的樣貌也不容易描述清楚。

因為過去支撐人類的思維、行動的整一性價值體系已漸漸瓦解，交通、通

訊方式的改變讓人類世界幾乎被抹平。到處都有可能性的狀況下，用固定

一個名詞來為現正在發生的彩墨藝術創作命名(包含當代水墨、當代彩墨)，

都容易陷入紊亂，只能當成是一個權宜之計。 

正因為世界已經扁平化，個別特殊文化積澱的厚度才會更引人注目。

若說彩墨可以成為在地文化資料庫當中的重要數據，那麼在資訊無國界的

今日，一定可以被寫入當代新型態藝術的程式語言當中。不過王萌也給出

了相關的提醒： 

 

對古代繪畫中「水墨」意義上的價值理解、轉化和再創造，是需要

補課的，無論將其作為精神層面的核心，還是將媒介本色、筆墨遺

產還是觀念上積累的文化氣韻等作為「當代」新的「質料」去使用，

都需要在一種開放性的框架內去進行。245 

 

到處都有可能性，所以需要更多耐心來觀察。以筆者有限的眼光及能力，

認為在探討彩墨繪畫的當代意義時，嘗試轉換參照位置的方式，或許能幫

助自己在當代藝術的迷霧中讓彩墨藝術思維更清晰一些。彩墨仍在不斷變

異當中，這種開放的未定性這也是它仍為活體的證明。 

 

4.2.2.  當代彩墨的技術層面 

 

                                                      
245

 王萌，《“來自水墨的新語境”實驗報告：寺上美術館實驗室計畫(第二回)》，北京：知識

產權出版社，2014，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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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本位與文化本位的兩個方向的操作 

 

筆者觀察目前彩墨當代化的技術層面大概可以看出兩個方面：一種是

以彩墨藝術既存的形式、材料出發，搭配以適合當代的言說方式呈現。另

一種則是將彩墨視為一種觀念、意義、或思想來進行藝術創作上的運用。

這兩方面並非絕對分裂，它們也常被同時運用，只是比例多寡的差別。 

基於材料運用的相似性，前者會更容易出現在彩墨的平面繪畫形式當

中。傳統意義上的媒介是承接創作者思想的載具，而當代彩墨試圖將既有

的材料意義向外撐大。當媒介被運用在作品中，對於當代的觀者而言，它

有許多解讀面向。媒介可能就是它物理性的質感本身，也可能是它長時間

所背負的文化之象徵，甚至利用其他文化系統的方法論對既存媒介進行質

變。 

創作者如何將彩墨媒材或形式賦予當代意義，中國大陸藝術家肖旭

(1983-)觀察到以下兩點： 

 

有一類是一直延續傳統模式的，這一類上追古人，對古人進行不同

的理解和詮釋，畫出現在人的感受，體現這個時代的氣息；第二類

就是用傳統方式或跨畫種方法或混用方法制作的有傳統美學概念的

一類，這一類在圖式、觀念、技法等有明顯不同和嘗試，並表達現

代人想法的一類。246 

 

中國傳統繪畫的創作中心，一直都是文化底蘊當中暗流的思想與哲學。而

在文化觀念本位上發展的當代彩墨藝術，有著類似的行為意義，實則是不

同的藝術表現。對當代彩墨創作而言，可運用的資源不只是傳統繪畫遺產，

                                                      
246

 杭春曉 主編，《概念超越：2012 新工筆文獻集》，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

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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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塑這些遺產背後的文脈才是更龐大的創作素材。 

 

材質本身特有的視覺語言 

 

在傳統繪畫領域當中，材料的首要任務是服務於題材，它是作為技術

本位的支持。在當代彩墨的範疇中，材料本身的意義再擴大。包括材料的

產生背景、質地的物理性…等等，材質本身就自帶獨特語言，並成為彩墨

當代化的工具之一。當代彩墨繪畫創作者的角色，與其說他們是畫家，有

時更像是作品的導演，熟悉材質、並將它們放在最適合的地方。 

當代藝術的表現形式包含了各式各樣的媒材，更準確地說當代藝術已

經打破傳統媒材系統的界線。在這樣的狀況下並非是指個別媒材都已經不

重要了，相反的，媒介的獨特性、無可取代性才是當代藝術裡更重視的。

創作者比起以往都還需要思考自己為何要在作品上操作特定媒介物。 

到現在，材料、材質依然支撐著題材，但不只是以物質角色存在，它

們更以文本的角色對畫面圖像產生影響力。在中國傳統繪畫呈現，是一種

自然化的理解所造成的圖像。隨著時空變化，創作者的對於彩墨形塑圖像

的感知邏輯也產生很大的改變。現今彩墨圖像的感知邏輯，夏可君認為「主

要是通過材質本身的強化，即水性、墨性、筆性，等等，再加上一個圖像

技術的複製或者挪用。」247 

通過材質呈現的感知邏輯不是固定的，就像「墨」可以從文字理解、

或者從物質、文學、繪畫、刑罰…等不同方面。生活在現代社會的人與封

建社會的人看待彩墨材質也不可能是同一回事。在當代彩墨也許有一種可

能性，就是創作者釋放掉部分的作品完成權力，試著讓材質彰顯自己。這

其實相當考驗創作者對於材質的敏銳度，以及在作品中精準的配置能力。 

                                                      
247

 夏可君語。出自：王萌，《圖像研究室：水墨進程中的一種顯像邏輯》，北京：知識產

權出版社，2015，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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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墨本身與他者的關係鏈結 

 

前面提到當代彩墨當中媒介本位與文化本位的方向，後者是以思想、

觀念的文化體作為創作的發動。這種形而上的主軸可以搭載在任何媒介物

質上，因此這樣的彩墨作品不一定會是紙本、絹本等既有的繪畫基底材。

依此邏輯，作品形式也不一定是平面的架上繪畫，甚至可能是立體、裝置、

機械、移動、互動、錄像…等種種可能。 

 

如果說水墨可以承載一種文化的精神和感覺，那麼這種精神和感覺

則可以「跨越」媒介而傳導進其他媒介，從「原媒介」向「它媒介」

的傳導和輻射正是精神和感覺屬性的「活性所在」。那麼作為一種「文

化」的「水墨」則有可能在「原媒介」與「跨媒介」的傳導中而激

發「新的發生」，進入一種「跨文化」的時代現實之中。「跨文化」

則是「全球化」動勢與「文化體」模型的一種具體體現。這裡的「水

墨」則可以是一種「文化的質料」，可以在不同的方法論作用下去「再

關係」，而「再關係」則成為「水墨」在「跨媒介實踐」中的一種具

體化。248 

 

從古代人類的戰爭、探險，到近現代的每一次產業革命發生，人與人之間

建立關係的速度不斷加快，形式也更為複雜。建立關係的行動也發生在彩

墨藝術的演化當中，這種行動對於彩墨也許正如同王萌口中的「活性所在」，

可以是「跨媒介」的、甚至是「跨文化」的。 

 關係的建立也代表著某種程度上的相互分享，實質上具有給出和索取、

                                                      
248

 王萌，《“來自水墨的新語境”實驗報告：寺上美術館實驗室計畫(第二回)》，北京：知識

產權出版社，2014，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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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融合的動作。在藝術的歷史發展中，這都不是少見的狀態。不論是跨

媒介的關係或是跨文化的關係，若真正的認識了自己的本質，其實都不需

要擔心藝術主體性喪失的問題。我們甚至可以將彩墨自我與他者的關係鏈

接，視作一種促進彩墨藝術發展新陳代謝的一種運動。 

 

4.3.  彩墨人物圖像的當代意義 

 

4.3.1.  從二十世紀中國人物畫開始 

 

在探討中國畫或彩墨畫當中人物圖像的當代意義之前，必須先談一下

中國二十世紀「美術革命」中國傳統繪畫在二十世紀初受到了巨大的震盪

與變革，中國畫壇由傳統自足的「書畫」體系開始轉往西方「美術」的觀

念。〈論二十世紀初期“美術革命”思潮〉一文，清楚說明了當時的時代背

景與一連串的倡議，以下簡短節錄： 

 

種種社會變革與內外爭戰構成了這段美術史不能迴避的社會背景。

一批政治家首先向傳統文化發起了挑戰：民國第一任教育部長蔡元

培於 1912 年提出將美育列入教育範疇，1917 年發表《以美育代宗教》;

當年“公車上書”的帶頭人康有為，於 1917 年發出了“中國近世之

畫衰敗極矣”的哀嘆;早期的革命家陳獨秀繼 1917 年提出“文學革

命”的主張之後，又於 1919 年同美學家呂澂公開地樹起了“美術革

命”的旗幟，“矛頭直指傳統文人畫而引起了震動，並直接導致了

中國美術前途論爭和畫壇格局的變化”。249 

                                                      
249

 世忠 編輯，〈論二十世紀初期“美術革命”思潮〉，《中國書畫網》網站：

http://www.chinashj.com/ysll_ysllsy/9156.html，搜尋時間：2018/5/2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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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按照中國美術館副館長梁江所說，「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畫變化最大、

發展最明顯、最富於現實品格的品類當推人物畫。」250其中以引進西法用以

改良中國畫的聲浪，成為當時主流。徐悲鴻(1895-1953)的《中國畫改良論》

中指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絕者繼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

畫之可採入者融之。」251 

因為抗戰時期的國情影響，「喚起民眾的宣傳是美術的首要任務」，寫

實主義因時勢所需而興起，如徐悲鴻所言之「吾國因抗戰而使寫實主義抬

頭」。接下來徐悲鴻、蔣兆和繪畫思想與風格，藉著美術教育體制而造成深

遠的影響。美術史學者馬鴻增(1940-2018)稱之為「徐蔣體系」： 

 

「徐蔣體系」的說法，最早是由馬鴻增先生提出。「徐蔣體系」主要

的特徵是「體面造型」，這是通過素描方法體現的，這是一種建立於

科學觀察、結構嚴謹、體積分明、以真實再現為目標的造型方法。252 

 

除了主張現實主義、寫實手法的「徐蔣體系」之外，二十世紀的中國人物

畫還有許多其他的面貌。 

邵彥在《中國繪畫欣賞》一書中提到，雖然二十世紀有相當多的中國

畫家學習過西畫，並且將西法融入創作當中。但其中還是有很多的人物畫

                                                      
250

 梁志欽，〈在中國畫的現代轉型中，「徐蔣體系」貢獻很大〉，《雪花新聞》網站：

https://www.xuehua.us/2018/04/15/%E5%9C%A8%E4%B8%AD%E5%9B%BD%E7%94%BB

%E7%9A%84%E7%8E%B0%E4%BB%A3%E8%BD%AC%E5%9E%8B%E4%B8%AD%EF

%BC%8C%E5%BE%90%E8%92%8B%E4%BD%93%E7%B3%BB%E8%B4%A1%E7%8C%

AE%E5%BE%88%E5%A4%A7/zh-tw/，發布時間：2018/4/15，搜尋時間：2018/5/2 12:33 
251

 徐悲鴻，〈中國畫改良論〉，何懷碩主編，《近代中國美術論集：藝海鈎沈》第五集 革

新˙人物畫˙書法，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1，頁 53。 
252

 本段引文節錄自梁江博士在與記者梁志欽的訪談。梁志欽，〈在中國畫的現代轉型中，

「徐蔣體系」貢獻很大〉，《雪花新聞》網站：

https://www.xuehua.us/2018/04/15/%E5%9C%A8%E4%B8%AD%E5%9B%BD%E7%94%BB

%E7%9A%84%E7%8E%B0%E4%BB%A3%E8%BD%AC%E5%9E%8B%E4%B8%AD%EF

%BC%8C%E5%BE%90%E8%92%8B%E4%BD%93%E7%B3%BB%E8%B4%A1%E7%8C%

AE%E5%BE%88%E5%A4%A7/zh-tw/，發布時間：2018/4/15，搜尋時間：2018/5/2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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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者，在引進境外(西洋或東洋)繪畫因素之後，仍保留了中國畫的傳統基

礎。253 

例如關良(1900-1986)的戲曲人物畫，吸收了日本畫法的傅抱石

(1904-1965)、豐子愷(1898-1975)，以及帶有學院西畫教育影響的李可染

(1907-1989)。另外還有結合其他領域風格的人物畫家，如原為書籍插畫家

的程十髮(1921-2007)、連環畫的創作者賀友直(1922-2016)。 

邵彥的研究裡還有一個特殊的代表林風眠(1900-1991)，雖然藝途坎坷，

但作品卻給後世很大的影響。 

 

在二十世紀中國畫壇上，取法西方現代派藝術，與中國傳統繪畫材

料，乃至某些觀念和技法相融合的做法，從來也沒有能夠成為官方

扶持的主流藝術形式，但這種探索具有比較強的藝術本體自覺性，

只要條件許可，總是有獻身藝術的人痴迷其中，林風眠是其中最傑

出的代表。254 

 

二十世紀末還出現了一個繪畫群體「新文人畫」，當中也有具實驗性的人物

畫。如朱新建、王孟奇、李老十、李孝萱、周京新、徐樂樂、劉二剛、邊

平山…等人的創作後續也造成不小的影響力。255 

 中國傳統人物畫的形式語言在二十世紀進行許多調整，產生了豐富的

變化。就如同以往的繪畫史，雖然不同的路線在藝壇上的聲量各有強弱，

但是當多種可能性被提出，也等於為當代彩墨拆解了許多表現形式上的束

縛。而對於「人」作為創作圖像，其在創作上的主體性思考相對而言反而

容易被忽略。 

雖然隨著滿清政權終結，人物圖像不再為皇權服務。但隨之而來抗戰、

                                                      
253

 邵彥編著，《中國繪畫欣賞》，臺北：五南，2002，頁 661-689。 
254

 同上註，頁 713。 
255

 同上註，頁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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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戰的情勢，人物圖像繼續以其具象特徵及敘事能力成為政治工具而蓬勃

發展。除此之外人物圖像以敘事性、紀錄式、或支撐形式革新的方式出現

居多，更多的關注常民、小人物、生活化的近距離人文關懷。 

 

4.3.2.  人物畫的當代語言 

 

這裡所指的「人物畫」指的是與中國傳統人物畫有著相對寬鬆界定的

聯繫，像是地理區域的關聯性、時間的延續性、媒材與形式的相關性或文

化的影響程度等。所以目前常用的中國畫或彩墨畫詞彙，在此便不作區分，

只取「以人物為圖像的創作」為討論重點。 

而這裡所指的「當代」無法用明確的年份來斷代，而是使用條件區隔

的方式來試著定義。這裡的當代人物畫先排除二十世紀以前中國君主專制

與傳統社會下產生的作品，接著排除二十世紀政治頻繁變動、社會改革與

運動不斷、西法影響的時代作品。 

綜觀歷史，人物畫有相當長的時間處在「政治掛帥、內容先行」的狀

態下。人物畫長時間作為特定對象或目標的服務工具，導致了其一定程度

的自身「語言與觀念的雙重缺席」256。二十世紀人物畫開始掌握獨立的創

作語彙，逐漸發展出具現代性的「藝術創作」型態。 

啟蒙時代為西歐開啟了現代性發展，科學宇宙觀、理性知識、自由、

平等的觀念萌發。「人」的意義產生質變，認知到人類的思想可以獨立自由，

公民、法治、民主、人權等觀念成形。在三百多年後依然影響深遠，而且

在世界上許多地方深化。若站在當代藝術的角度思考，這些曾被認為是普

世價值的思想，至今就算不一定是世界主流，也依然是有力的選項。 

不過第四次產業革命論述興起，人類的存有論與既有的價值觀被迫重

                                                      
256

 本段標楷體文字引用自薛書琴用語。薛書琴著，《當代水墨人物畫語言研究》，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頁 21。 

 



146 

新調整。世界看似被抹平，比起古代更為極端的人事物卻有增無減。極端

氣候、超級細菌、極端思想、極端的生活狀態，以超出人類的已知、甚至

現有能力的方式不斷出現。人物作為一種創作圖像的歷史已久，而在當代

彩墨創作中還可以有個更重要的探討是：「人」是什麼？人是其生命主體還

是其他？ 

長於人物畫的中國大陸藝術家梁占岩(1956-)曾提出他對人物畫的看

法： 

 

人物畫則是在捕捉人物神態，細微體徵之中揭示人類的內心，直指

靈性，揭示內心的真實情感，表達一種情境狀態下所呈現出的精神

意象。與山水畫，花鳥畫相比，人物畫所承載的和必須要面對的內

容與精神相對複雜得多。257 

 

確實，人當前所面對的環境，以及對這個環境給出相對應的精神狀況，是

前所未有的複雜。 

檢視筆者自身體驗過的的當代環境因素，城市作為新型態跨國交流中

心，比起國家更具有靈活度及效能。產業結構形成的人口移動、市場經濟、

資本主義及其各種變形，人的經濟生活狀態差距大。網際網路與行動裝置

普及，人處在永不斷線、永恆聯繫的狀態下，持續分心造成的當下注意力

缺乏。越便捷的交通與聯繫方式縮短人與人之間的物理或虛擬距離，是否

越能消弭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感？或是人的靠近，只是靠在一起孤獨。 

實質上多元雜混與融合的生活環境，人是否更加意識到自己與對方都

是其生命的主體？並實行對人權的尊重，亦或是培養出更多的仇恨、極端

思想。從身體自主權、身體意識的解構，到賽博格(英語：cyborg，人機合

                                                      
257

 梁占岩，〈水墨人物畫的精神指向及文化意義〉，《美術》2016 年第 4 期，北京：中國美

術家協會，2016，頁 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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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或機械化有機體)，當代的身體觀已經離原始相當遙遠。與此同時，人類

對生命本質及內心靈性本源的追尋卻無比渴望。 

在彩墨體系當中，人作為創作主體的歷史最為久遠。整個歷史進程中

也經歷數度變化，只不過從未有過當前這般劇烈。 

 

人物畫創作則無時無刻不具有“變化性”，隨著時代的變遷，人類

的生活經歷，審美情感都會帶有不同時代的烙印，有不同時代的文

化特徵。外在環境(如服飾，工作環境，生活場景等)的變化必然引

起技法，筆墨語言等方面的變革，這勢必要求藝術家自身要具有“與

時俱進”的創新精神，不斷的“求新”，“求變”。在這一急劇的

社會變革下，人物畫創作的語言與傳統相比往往會有很大的出入，

在表現現實生活，現實狀態方面顯得力不從心，“無法可依”。258 

 

人物畫在中國繪畫領域擁有相當久遠的歷史，「人」在這麼長的時間被觀看

著。這當中不只是包含人在創作上觀看的方式，還有人作為圖像被看成什

麼的問題。誠如梁占岩上述所言無時無刻不具有“變化性”。 

廈門理工學院副教授薛書琴在其著作《當代水墨人物畫語言研究》當

中提到，當代彩墨人物畫創作中有個常見的創作視角即「從“觀”到

“窺”」。「從觀到窺」所指的不只是創作者對於對象觀看距離的拉近，還

包含了觀看視角的本質性改變。 

 

被“觀”之人往往是經過“包裝”有所“遮掩”的，而被“窺”的

狀態下的人則“無所遮掩”。這裡並非僅止“衣”的包裹，而是包

括不應不願不便“晾曬於眾”的所有言談舉止的綜合信息在內的。

                                                      
258

 梁占岩，〈水墨人物畫的精神指向及文化意義〉，《美術》2016 年第 4 期，北京：中國美

術家協會，2016，頁 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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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窺」也造成各種「局部化」、「微觀化」、「清晰化」的觀看方式，這也呼

應到前面所提到交通及通訊方式改變後距離感的急速縮短。尤其是人手一

機的行動裝置，讓天涯亦咫尺，山大的事物都能拉到眼前和口袋裡。 

到了這種人能夠輕易地窺見以及被窺見，甚至透過數位的傳播力量到

達無限的窺見程度。當代彩墨的創作或許要再重新思考克勞斯．施瓦布

(Klaus Schwab)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一書中所提醒的隱私權議題。表面上

看似是一種法律問題，但根本而言還是人是否有正視自己與他人身而為人

所做行使的選擇權。 

當代或許是彩墨媒材出現的歷史以來，創作者掌握最多選擇權的時候。

作品不作特定思想的產物，而是與思想對話。然而當時間不斷往前推進，

或可以試圖解構自我框架，並將自己置入所謂的當代語境之中，作為一種

當代藝術的存在。又，換個角度思考，將主流的境外移入的當代語彙作為

創作輔助，而非中心標準，以彩墨創作的本位來觀看，面對彩墨的繪畫史，

提出延續之或完善之的可能性。 

 

4.4.  工筆作為當代彩墨的一種途徑 

 

4.4.1.  工筆角色定位 

 

從哪裡來 

 

在中國繪畫史演進中，不同時期、不同創作手法的藝術作品，彼此之

                                                      
259

 薛書琴著，《當代水墨人物畫語言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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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是否真存在著良莠的比較值，或是「正宗」與「別派」之分？或是說，

它們是各自時間與空間所凝煉出的具體結果縮影，有其各自藝術本質的獨

立性，無法輕易的比較？ 

筆者認為藝術作品就算是存在著優劣的比較值，也不會是取決於他們

的媒材或創作形式的差異，更關鍵的是在於作品形式能否有效傳達作者欲

傳達的想法。藝術史上某種藝術樣式能形成一種氣候，可以用天時地利人

和來形容。從媒材使用到題材選擇，都有其外在客觀因素(如社會、經濟、

環境…等)的推動，創作者再以當時自身的條件去形塑作品。 

從王萌以西歐古典主義時期藝術的繪畫作為例子，讓我們更容易理

解： 

 

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觀念與尼德蘭的油畫材料和技法相

結合，西方繪畫中的古典主義樣式才最終得以確立。古典主義的油

畫技巧能作為一種規範被固定下來，並非由於它比其他造型手段和

材料具有更強烈的美感力量，而在於它為真實地再現人的形象及其

生活環境提供了在當時來說最大的可能性，適合了人文主義的需要。

工筆畫同樣是這樣。260 

 

所有的藝術形式產生都可說是因緣俱足的結果。新型態的藝術形式出現，

是因為它因著客觀因素變遷而發展出來比起既有型態「更適合」這種變遷

的形式語言，而非新型態藝術「優於」既有型態藝術。 

然而在歷史上或現實中的確會出現將不同體系的藝術型態進行優劣比

較，像是文人畫優於院體畫(後多稱工筆)的論述。或許問題是出在工筆畫的

技術層面更容易引人注意，反而一不小心就掩蓋了當中形而上的層面。杭

                                                      
260

 王萌，《圖像研究室：水墨進程中的一種顯像邏輯》，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5，

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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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曉提出一相關論述，相當值得當代創作者省思： 

 

成為概念的「工筆畫」，是一種「負擔」。因為它對「技術」的強調，

使觀者容易忽略「繪畫」的意義——觀看世界的通道。在工細、嚴

整的意向下，「工筆畫」形式美成為觀看中心，關乎「圖像何以生成」、

「認知何以呈現」等問題，卻不為人重視。261 

 

在中國傳統畫學中區分類型標準常以「描繪對象」做區分，例如唐代張彥

遠《歷代名畫記》分六門，人物、屋宇、山水、鞍馬、鬼神、花鳥等。或

以「繪畫氣格」做區分，例如唐代朱景玄《唐朝名畫錄》分四品，神、妙、

能、逸。以「繪畫方法」區分反而少見，其原因在於： 

 

繪畫在中國人眼中是「通神」、「悟道」的，用什麼方法達到並不重

要，重要的是畫面最終能否給人這樣的體驗。所以，無論描繪手段

工細與否、率性與否，都可以「妙逸」，亦可「神能」。但這種主觀

化讀畫方式，在 20 世紀初遭遇衝擊。262 

 

杭春曉從歷史的角度分析認為「工筆」一詞的出現是基於進步思想的西方

寫實主義，將物理科學客觀真實的世界觀帶入中國。刺激中國繪畫體系回

到傳統資源當中尋找能夠因應「再現」的方法，他從這個角度切入來看，「工

筆」概念的出現似乎沒有我們想像的「傳統」。 

 

從某種角度看，中國畫被「工筆畫」、「寫意畫」區分，是西方科學

主義觀看方式衝擊下的產物。表面上「名詞」改變，實則「讀畫經

                                                      
261

 杭春曉 主編，《概念超越：2012 新工筆文獻集》，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

頁 9。 
26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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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的被迫轉向：以對描繪目標的客觀性驗證代替畫面效果的主觀

性感悟。基於如此邏輯，「工筆畫」概念「誕生」就帶有文化「混融」

的強大基因，而非我們自己的「傳統」。263 

 

當然任何藝術形式在出生之始都是新的，當它的形制逐漸穩定、主題與形

式產生類型化，有一天也會變成邊界閉合的傳統。它就像是人一生成長的

時間概念，若以流動性的觀念看待，會比起以固定一個點去觀看評價，會

來得更靈活些。 

 

工筆˙現在 

 

工筆若能作為當代彩墨的一種途徑，創作者必須保持醒覺。不斷的覺

察當下，覺察客觀環境、覺察自身，覺察這兩者的聯繫。並且意識到工筆

是方法或途徑的選擇之一，若它要能成為啟動當代彩墨繪畫的其中一把鑰

匙，也必須不斷的自我新陳代謝。 

這裡想要討論的當代「工筆」概念，不一定是指刻板印象中細緻勾勒

的線條，加上三礬九染式的設色的傳統畫法。也包括其他繁複的圖像完成

方法及其設計性、製作性的強調。工筆若當作一種技術性來看，在世界各

地的不同的藝術系統中都可以看到。就像前面曾提及工筆畫本身就帶有混

血基因，它本身就不斷在歷史演進中吸收、融合境外文化。 

筆者想要提出的是，工筆當然可以成為當代彩墨的途徑之一，並且借

鏡、吸收、使用西方現、當代文脈或技術也都不會有問題。但是前提是以

作品本身的內在能量做支撐，這個內在能量不一定是傳統的材料或形式，

但一定是既有的文化脈絡或具有獨特自我的生活型態。若非如此，藝術家

                                                      
263

 杭春曉 主編，《概念超越：2012 新工筆文獻集》，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

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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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也不一定要執著於彩墨創作。 

依此邏輯，工筆作為彩墨語言進行的創作的當代化，應該會呈現出與

西方文脈下的當代藝術不同的樣貌。以自身文化與生活環境產生的邏輯，

發展出獨特的意義結構。但是依然保持一個邊界敞開的狀態，允許意義的

流動與他者的介入。這個它者不一定是強勢的西方藝術，也有可能是世界

其他角落長期被忽略的文化。 

這就如同前面所說與世界「建立關係」，借杭春曉的話說，「工筆畫不

是獨立王國，而是與其他所有媒介處在同一個藝術世界、同一個平臺上，

面臨同樣的時代問題。」264而藝術家若採取工筆作為技術來進行創作，也不

是為了技術而創作，而是這個技術運用能最大化藝術家的言說。藝術家看

見了材質與技術的無可取代性，並主動為作品做出適當選擇。 

 

4.4.2.  工筆形式語言 

 

形式語言的技術層面 

 

當代彩墨繪畫的創作語彙不再以技術技藝為最終目的，但藝術家還是

必須負責讓技術層面到位，以支撐起自己的創作理念。目前所有的工筆技

術已經過長久歷史的演化累積，形成了許多樣式化、程式化語言。趨於穩

定的形式狀態容易形成惰性，改變的方式或許就是讓它們不再穩定。甚至

「創作語言程式化」這件事情本身也可以再成為新的創作語言。 

工筆作為一種繪畫的技術，相較於其他彩墨繪畫創作形式，具有更高

程度的製作性。以筆者系列作品的創作形式為例，除了工筆技術本身帶有

的繁複製作特質，畫面中還多了圖像、符號的刻意安排與空間經營。這些

                                                      
264

 杭春曉 主編，《概念超越：2012 新工筆文獻集》，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

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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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模式並非面對實際物體寫生所進行的畫面經營，而是採取圖像語言的

安排、置入等設計性方式來進行創作。 

筆者作品的產出是屬於較為理性思考與計畫的方式， 

任教於南京藝術學院的人物畫家秦修平(1973-)曾在〈製作性與設計性〉

一文中提到： 

 

製作手段會提升筆墨表現的豐富性與深入性，同時也會降低筆墨語

言品格的純粹性；設計意識能使畫面擺脫寫生習作的隨意性而更具

創作感，其弱點也正在於對隨機偶發、稍縱即逝的感覺閃現的忽略。

「因噎廢食」顯然是一種妥協，調理整合使其二者彰顯其「利」而

隱抑其「弊」，那便是一種膽量，一種智慧。265 

 

在當代工筆畫當中出現的設計性與製作性可以中性的眼光看待，視之為彩

墨創作語言的既有形式選項。 

中國傳統繪畫體系中，作品的尺幅以及其裝裱形制都有其客觀因素的

影響，這也間接將文化層面帶入其中。以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北宋張

擇端〈清明上河圖〉為例，在 24.8 cm × 528.7 cm 尺幅當中可以容納十二世

紀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開封)與汴河兩岸鬧區與郊區的情景。手卷的形式設

計讓讀畫過程以及作品收納都十分完善。 

當代工筆繪畫以紙絹等傳統基底材為多數，而為了因應當代主流的「白

盒子」(White Cube)公共展演空間模式，尺幅上有擴大的趨勢，傳統裝裱方

式也逐漸減少。平面繪畫的創作者當然可以只對他的畫面或作品本身負責，

不過若更進一步思考到作品的裝裱形制或展演空間的狀態，作品的可讀性

就不只是存在它本身。整體的觀畫行為而會產生一種意義的外延，並且再

                                                      
265

 秦修平，〈製作性與設計性〉，王萌，《圖像研究室：水墨進程中的一種顯像邏輯》，北

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5，頁 142。 

 



154 

回返到作品本身。 

 

 
圖 04-0-1 《黃盒子－台灣當代書畫展》之「喻景」，展場紀錄照片。出處：臺北市立美術

館網站，《黃盒子－台灣當代書畫展》展覽介紹網頁

https://www.tfam.museum/Exhibition/Exhibition_page.aspx?id=174&ddlLang=zh-tw，存取時

間 2018/7/24。 

 
圖 04-0-2 《黃盒子－台灣當代書畫展》之「靠背/倚欄」，展場紀錄照片。出處：臺北市

立美術館網站，《黃盒子－台灣當代書畫展》展覽介紹網頁

https://www.tfam.museum/Exhibition/Exhibition_page.aspx?id=174&ddlLang=zh-tw，存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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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2018/7/24。 

 

像是二〇〇四年底在臺北市立美術館展出之《黃盒子－台灣當代書畫

展》266，便企圖以一種中國書畫式的展演、觀賞機制對現代美術館的白盒子

模式進行反問。作品媒介承載了創作者的藝術企圖，而裝裱或展演形式承

載了作品，而展演的空間承載了裝裱及展演形式的呈現方式，進而影響到

觀者的]讀畫經驗。 

當代工筆繪畫在工具及媒介物方面開始產生拓展，也造成了技術層面

的質變。目前當代工筆畫仍使用傳統中式毛筆(writing brush)居多，另外還

搭配了其他領域的工具，像是排刷、油畫筆、水彩筆、刮刀、噴槍、甚至

燒烙的器具。除了畫筆(painting brush)的意義被擴大，基底材也更為多樣，

不再侷限既有具滲透性、透光性的傳統材質。267 

基底材本身的質感肌理也成為創作語言的考量，整體繪畫技法更為自

由，「顏料」(pigment)的界線也被打破。技術性的轉變顯現在繪畫創作表面，

是較容易辨別的部份。而其背後還有創作的言說方式、觀者身份、創作者

身份等非物質的轉變，值得作為形塑當代意義的思考。 

 

「寫」、「畫」：言說方式的差異 

 

傳統上「筆墨」被形塑成繪畫中的主流價值，然而綜觀整個中國傳統

繪畫歷史，它原本就不是唯一的可能性。中國傳統繪畫在宋元之後，「寫」

的創作型態成為主流。而在這主流之外，當代彩墨創作中似乎越來越多回

返中國傳統繪畫當中「畫」的本質，尤其常見於工筆繪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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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專書：劉永仁 執行編輯，張頌仁 策展，《黃盒子：臺灣當代書畫展》，臺北：臺

北市立美術館，2005。 
267

 此段落參考自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所長牛克誠(1961-)所撰寫〈工筆―語言的意

義〉一文內容。張敢 主編，《當代工筆畫與中國藝術精神》，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

頁 14。 

 



156 

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所長牛克誠(1961-)曾在〈工筆―語言的意

義〉文中提到：「“畫”的最初語義即是表示象形、描畫與著色。而當代工

筆畫正是回到了“畫”的這一原初語義上，因而它本質上是一種“畫”的

言說方式。」268前一章也看到羅淑敏提及在中國傳統繪畫體系中，繪畫是用

「寫」出來而非「畫」出來的，這尤其是體現在文人畫或是寫意系統。 

 

「寫」是宋元以後中國繪畫在創作及審美追求上的主要特徵。它是

用具有書法筆意的「寫」的方式進行繪畫，特別是主張用書法性的

筆法來統帥畫法，……強調創作過程中的揮灑以及用筆的方向性、

非重複性及偶然機趣的捕捉，並用率意來驅趕謹嚴。因此，「畫」的

繪畫方式，如精勾細描，如層層渲染，如各種製作，如複雜的程式

等，就都因為不是「寫」出的而遭到貶抑。「寫」的方式不過是在宋

元以後的文人畫才發展起來。在文人話語權的掌控下，書法性的「寫」

就成了繪畫正宗，而本為繪畫之本的「畫」反倒被邊緣化。而當代

工筆畫恰恰是以「畫」的方式言說，它不僅回到了「畫」的本義，

也跨越了宋元，而與晉唐乃至更早的繪畫傳統相接，因為中國繪畫

的早期形態，如戰國帛畫、魏晉壁畫，乃至顧愷之、張僧繇等的繪

畫，無不是在用「畫」的形式進行創作。269 

 

「寫」的繪畫具有一氣呵成的直接立即性，注重作者的自由情感，造型追

求不似之似。「畫」的繪畫則是創作者與媒材之間慢而緩的浸潤過程，情感

                                                      
268

 「大約成書於秦漢時期的《爾雅》 認為：『畫，形也。』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解釋

為『形，象形也』。可知，『畫』首先是以『形』來體現的，因此，西晉陸機說：『存形莫

善於畫。』唐代張彥遠也說：『無以見其形故有畫。』同時，《說文》對於『畫』的界定是：

『畫，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凡畫之屬皆從畫。』即是像區劃田界那樣勾畫物

象形廓。還有，東漢劉熙《釋名》說：『畫，掛也。以彩色掛物象也。』這則是從色彩表

現方面對於『畫』的理解。」出處：牛克誠，〈工筆―語言的意義〉，張敢 主編，《當代工

筆畫與中國藝術精神》，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頁 15。 
269

 牛克誠，〈工筆―語言的意義〉，張敢 主編，《當代工筆畫與中國藝術精神》，北京：清

華大學出版社，2015，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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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晦滲透，造型嚴謹易讀。 

不論是寫意或工筆皆能作為彩墨當代化的一種途徑，而非當代彩墨的

全部。在文化多元雜混的當代語境當中，中國傳統繪畫系統當中「寫」與

「畫」的兩種言說方式更有利於彩墨當代化的豐富性。牛克誠用語言學的

角度進一步說明中國傳統繪畫言說方式的基本型態、及其背後的文化結構、

還有其未來的可能性。 

 

語言不僅具有工具性，也具有觀念本體性。語言既是「器」，同時也

是「道」。 「五四」時期的白話文相比於文言文，固然表現為語音、

語法、詞組、句法、構詞法等語言形態的不同，但在更深之處，它

們則是在根本上代表著不同的文化與思想指向，…。因此，語言方

式的差異並不只是顯現於語言本身。「畫」與「寫」分別標誌著工筆

畫與水墨寫意中國畫的言說方式，它們不僅形成自足的語言內部的

差異，而且，事實上它們已經延展到中國畫的觀察方式、表現方式

與閱讀方式，乃至受眾階層以及畫家身份的巨大不同。當代工筆既

為中國畫提供一種新的言說方式，也為它建構一種新的價值空間。270 

 

我們已然認識到這兩種言說方式的根本不同，它們也在不同的時空及客觀

環境下出現。不過在當代創作環境容許了差異的藝術語彙的並存，差異不

見得必然帶來互斥或破壞，往往還能看到藝術本質的建設性。就像是前面

提到杭春曉的邏輯脈絡來看，其實「寫」與「畫」的兩種言說方式不必然

會在作品中分家。 

若說宋元之前「畫」的繪畫語言重新在當代工筆畫中重新受到重視，

那麼當代工筆畫又有何不同於歷史之處，或者有何當代意義？這個問題範

                                                      
270

 牛克誠，〈工筆―語言的意義〉，張敢 主編，《當代工筆畫與中國藝術精神》，北京：清

華大學出版社，2015，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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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很大，但近年來不乏有學者的研究、藝術家的創作在這個方向上努力。

出現不少展覽或叢刊對於當代工筆畫進行不同程度、不同層面的研究探討。

271 

筆者從中得到許多創作上的啟發，看到不少近期創作工筆畫作為一種

當代言說方式的新方向。像是二〇〇五年前後在中國出現的「新工筆」概

念就是一個有趣的切入點，從頭參與「新工筆」活動的中國藝術研究院中

國畫院副院長張見(1972-)認為這是一種新的藝術運動概念。他認為「新工

筆」這個名稱只是方便稱呼的權宜之計，而「觀念先行」才是新工筆的前

提。 

新工筆「注重觀念的意義和價值，形式語言都作為闡釋觀念的方式而

存在，同時也具備獨立的價值。」雖然注重觀念在作品上的表達，但在技

巧上承接傳統。「觀念的體現並沒有以損失古老優秀的傳統技藝為代價，相

反，在技法上，它做出了更多新的貢獻。」但創作形式上不再依循自然主

義及現實主義，而是「非再現，非意向抒情，非形式審美」的呈現方式。272 

另外，中國大陸藝評家、策展人段君(1982-)提出了工筆畫的「寫實觀」，

也是值得重視的言說方式： 

 

國畫和油畫存在很重要的差異,國畫的「寫實」完全不對等於油畫的

「寫實」概念，……特別是工筆，畫得非常細膩的工筆畫，這種細

                                                      
271

 例如二〇〇八年於北京畫院美術館展出之《幻象•本質―工筆畫“當代性”方向展》(策展

人：杭春曉)、二〇一一年底於北京鼎峰空間展出之《“格物致知”中國工筆畫的當代表述

2011》(策展人：美國亞洲藝術委員會執行主席 Julie M. Segraves)、二〇一二年於北京中國

美術館展出之《概念超越―2012 新工筆文獻展》(策展人：杭春曉)、二〇一三年於北京中

國美術館展出之《“格物致知”中國工筆畫的當代表述 2013》(學術主持：夏可君)、二〇一

四年於北京寺上美術館展出之《“寺上美術館實驗室計畫第二回：來自水墨的新語境”》(策

展人：王萌)、二〇一五年於北京正觀美術館展出之《圖像研究室―水墨進程中的一種顯

像邏輯》(策展人：王萌)、二〇一五年北京清華大學出版之《清華美術，卷 17：當代工筆

畫與中國藝術精神》(主編：張敢)、二〇一六年於臺中全球藝術中心、臺北誠空間展出之

《迷霧國度—當代水墨創作中的陰性語境》(策展人：孫翼華)、二〇一八年於臺北亞億藝

術空間展出之《行板之詩 Andante》(策展人：孫翼華)。 
272

 本段落文字及觀點來自張見的言論，完整論述請參考：杭春曉 主編，《概念超越：2012

新工筆文獻集》，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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膩本身即寫實，不一定依靠比如油畫對外在物的描繪，所以說，物

件描繪的寫實，對國畫來說不一定是寫實，有時候可能在工筆畫裡

非常細膩的描繪本身即寫實，這種寫實是一種自我的細膩，這種自

我寫實不同於油畫偏重於外部的寫實。273 

 

這個觀念其實是從傳統繪畫系統而來，但在以前只是一種創作的現象，而

當代工筆畫可以將這種傳統現象及其文化意義，進一步重新設定為一種彩

墨當代化的言說方式之一。 

杭春曉在二〇〇八年於北京畫院美術館展出之《幻象•本質―工筆畫

“當代性”方向展》當中提出不同於古典精神的當代工筆言說方式。 

 

他們多採用反自然狀態下的情境虛構，表達個體的理性體驗。其圖

像方式往往具有主觀營造的特點，受超現實主義、觀念圖式等現代

藝術的影響，試圖在虛構的圖像經驗中表達個人化的認知、判斷，

具有某種觀念的隱喻性或象徵性。
274
 

 

他將這「虛構」的創作樣態歸納出三種類型：「文本觀念虛構」、「場景情節

虛構」、「語言表意虛構」。三者各有獨立特質，卻也能互為搭配。「文本觀

念虛構」的言說方式通常以既有文本為著手對象，像是傳統文化概念、歷

史事件或物件、經典事物情境等等，以藝術手法將它們進行當代詮釋。 

「場景情節虛構」則採用慣常時空邏輯錯置的方式展現，既不完全是

中國傳統空間觀，也不完全是西方透視科學空間觀。但常可以看到西方超

現實主義的表現方式融入其中。「語言表意虛構」屬於「語言的虛化所呈現

                                                      
273

 王萌，《圖像研究室：水墨進程中的一種顯像邏輯》，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5，

頁 27。 
274

 杭春曉 主編，《幻象˙本質：當代工筆畫之新方向》，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2008，

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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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一種虛幻的鏡頭感，並以此烘托某種情緒的表達。」著重以色彩或邊

界模糊化的處理手法進行畫面氛圍的營造。275 

 

觀者與創作者的轉向 

 

前面進行言說方式討論的時候談到「寫」與「畫」的差異，這種差異

造成了觀者讀畫經驗的不同，也造成觀者身份的不同。牛克誠談到當我們

要讀取中國傳統「寫」的繪畫圖像，相對於「畫」的繪畫圖像更為間接。 

 

對於這些形象的感知與欣賞，往往還要具有中國傳統哲學、書法、

文學等的知識背景或思維結構，這樣，讀畫就成了一個需要修養的

事情，繪畫作品的直接可讀性變得更為隱晦。而「畫」的繪畫，…，

它是通過不具有作品完成直接性的繪畫過程，而讓作品呈現了視覺

的直接性。對於它的解讀不必經過複雜的修養，而是自然物怎樣感

動了你，畫面就怎樣感動你。
276
 

 

當中點出了中國傳統繪畫當中「寫」的菁英化、階級化特質，與「畫」的

視覺性、公眾性特質，這個特質當然也會出現在當代工筆畫的觀畫狀態中。 

換個方向思考，工筆畫雖然在邏輯上具有更為直接的畫面可讀性，公

共化也是當代藝術關注的方向之一。但是工筆畫再進行當代化的過程中，

有可能因為言說方式的混雜運用(來自不同媒介或不同文化)，或是文本轉譯、

挪用等迂迴操作，造成當代工筆畫的畫面不見得全然具備大眾親和性。 

中國傳統繪畫史上的創作者身份因為其外在客觀環境而不停地轉換，

                                                      
275

 關於「虛構」的工筆言說方式，詳細內容請參考：杭春曉 主編，《幻象˙本質：當代工

筆畫之新方向》，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2008，頁 9。 
276

 牛克誠，〈工筆―語言的意義〉，張敢 主編，《當代工筆畫與中國藝術精神》，北京：清

華大學出版社，2015，頁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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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創作身份大多不是出自於藝術理由的本身，更多是來自於社會性的

角色。而創作者身份也是某種身份認同，也可以直接彰顯出創作者對於其

作品的態度。在當代，創作者身份仍然存有某些傳統延續性，只不過這個

社會規定性的框架已然打破。出於主動選擇權，創作者依然可以成為對於

很多事情負責的一種身份，但最低限度的負責對象便是自己的創作。 

 

4.5.  結語：非歐美主流價值下的當代藝術 

 

全世界各種文化在現實當中依然有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的現狀，然而

當代藝術發展具有開放性的精神，任何文化都應該能被視之為藝術行動的

資產。所以杭春曉才會在〈新東方繪畫：幻象與精神表達的重建---中國工

筆畫“語意結構”轉變中的“當代性”〉一文中提到： 

 

東方繪畫語言作為與西方繪畫語言並置的圖像表現手段，同樣具備

表達當代精神的能力。並且，這種表達能力的發現，極大豐富了架

上繪畫重建穩定「語意結構」的空間，並且有助於在現代主義瓦解

了藝術概念的經典範疇之後，重新確立「因語言而存在表達」的藝

術概念。277 

 

就拿筆者自己較常使用的工筆繪畫形式來說，我認為在中國繪畫史上工筆

繪畫整個發展歷程其實還沒走完，其獨立自主性一直到二十世紀才開始。

在二十世紀以前的中國繪畫史，工筆型態擔當繪畫主流的時候，多數都為

了背負著社會責任或為訴求目標服務。在形式語言上多採取說明性、象徵

性、紀實性等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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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春曉 主編，《幻象˙本質：當代工筆畫之新方向》，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2008，

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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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放在當代藝術的世界平台上，屬於東方繪畫範疇的彩墨畫、工筆畫，

為長期掌握世界藝術史話語權的西歐藝術，揭示平面繪畫另一條不同的道

路。至於技術性的操作已經在本章稍作討論，而筆者也相信還會有更大的

可能性。考慮到自身文化長久積累的複雜性，在面對當代世界的高速運轉

的顛覆性，藝術發展的定位器藝術家也只能隨身攜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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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圖像與自然 

 

本章試圖從藝術作品本身為對象，而此對象指的是包含筆者自己的

〈Nest Lady〉系列作品，「以風景或地景介入畫面」的作品為出發，並輔助

以及中國繪畫、西歐繪畫當中類似條件的創作模態進行討論。欲探討其中

或隱或顯所揭示出的創者者面對自然的態度，以此研究協助釐清筆者自身

作為創作者的自然觀。 

西洋藝術史學者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 1903-1983)有一著作名

為“Landscape into Art”，繁體中譯本的書名則由臺灣藝術史學者廖新田譯為

《風景入藝》，講述著西歐藝術史中，人類如何觀看自然及其演變。雖然中

國繪畫當中的「山水」與西歐風景畫中「paysage、landscape」有著不同的

基礎278。然而正如《風景入藝》書名的精神，我期望藉由中西歷史上有大

自然圖像介入畫面的作品案例，來反思自身創作的自然觀。 

筆者在自己的作品中安排了兩種主要的視覺元素，「圖像」與「自然場

景」，也是文中會大量提及的詞彙。無論是本人藝術創作作品本身，或是以

這些創作為論述基礎的創作論述文字來看，其觀察面向、觀看經驗都是相

當個人本位、不一定具有通用性的。而作品中「圖像」與「自然場景」是

因為彼此存在造成自己本身才得以成立的狀態，不具備絕對的從屬、或主

客體關係。 

基於上述的理由，行文之中我使用「圖像」或「圖像人物」來指稱作

品中的人物形象，而避免許多藝術作品中常使用的「人物」、「主體」。另使

                                                      
278

 「歐洲景觀的觀看最初源自繪畫，指觀者從遠處觀看環境。中國景觀雖以觀看為重，

但不一定是環境距離之外的觀看，廣稱之為「山水文化」。山水文化範圍廣闊，舉凡山水

畫、山水詩、遊記、摩崖石刻、造園、盆栽等皆包含在內，且與景觀相連。中國的景觀不

但涉及山水、風景，還涉及境界的體驗。歐洲的景觀觀念則主要集中於「paysage」和

「landscape」的經驗。 」引用自：幽蘭(Yolaine Escande)著，〈中西「景觀」之「觀」的

美學問題初探〉，專題∕幽蘭、劉千美主編，《山水、風景與美學專題》第 39 卷第 11 期=革

新號第 462 期，臺北：哲學與文化月刊雜誌社，2012，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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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然場景」來指稱作品中的自然場景，而避免許多藝術作品中常使用

的「自然」、「風景」、「地景」。因為以作品本身劃分在「人物畫」或是「風

景畫」的分類裡都是困難的，所以採取了物件式的中性稱呼。 

 

5.1.  從創作手法看筆者作品中的圖像與自然場景 

 

在筆者作品中，「圖像」指的是畫中的具象人物，以中國工筆畫的技法

為基礎所進行繪製的。而「自然場景」則是取材自大自然當中的靜態環境

為原形，發展出意象式的風景或地景(英文 Landscape/法文 paysage)呈現，

如山、岩、花、樹、林、水、塘…等。自然場景的部分是將普遍理解的自

然環境元素實景轉為平面化的可辨識圖像，創作方式是採用手工製稿、製

版、印製的絲網版技法等間接性操作。 

 

 
圖 5-1 許維頴，〈Pause-pond〉，2015，彩、墨、雲母粉、鋁粉、絹，90×90 cm。出處：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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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 

 

〈Nest Lady〉系列作品裡，人物圖像被安排在扁平的自然環境之中，

靜默地呈現出不同的行動，或走或停，或倚或臥。主體人物，是個表情、

動作無激烈變化的年輕女性，頭上繁複的鳥巢、身上潔白的禮服，塑造出

美好形象的主體。正常想來，枯樹枝所組成的鳥巢戴在頭上並不舒適，而

身上的禮服，其實是空白、穿透的、什麼也沒畫。 

背景的部分並不直接用手繪方式畫在基底材上，而是刻意用了程序較

多的版印，間接的、拐個彎的形成畫面。看似為自然場景，荒郊野外、無

人煙處，而金屬顏料的光澤透露出冰冷，大自然原有的有機特性像是被抽

離一般，像是虛幻的、像是時間停滯的、像是沒有了生老病死。 

留白的裸絹，有時是人物身上的禮服，有時是天、有時是海、有時是

空氣，說不準它是什麼。在背景裡，留白裸絹所擔任的角色，就是一種原

原本本的材料存在。不論是人物或場景，都是加入或參與這個存在的一部

份。 

「圖像」與「自然場景」在形象上皆非一般常識理解的人物或風景，

它們所組成的畫面當然也不會是正常邏輯下的合理敘述，因此作品內容形

成了一種在言說上的不流暢與解釋其敘事的困難。「大自然以山水不斷生發

的變幻之姿，永遠走在已知之前。山水詩人和畫家，是在風景之中的旅人，

摸索前行，期待未知者的現身，以筆墨寫之。279」創作者就如畫中的圖像人

物一樣，在迷霧中前進。 

這個作品閱讀的困難，除了來自於創作者自身的摸索，也來自於創作

者並未按照特定單一歷史脈絡進行繪畫創作，並且在創作內容與形式上多

採用了拼貼與嫁接的手法。若將閱讀作品的過程比喻為電流通過，那麼創

                                                      
279

 劉千美著，〈閱讀山水：文本與圖像之間〉，專題∕幽蘭、劉千美主編，《山水、風景與美

學專題》第 39 卷第 11 期=革新號第 462 期，臺北：哲學與文化月刊雜誌社，2012，頁 139。 

 



166 

作者為了這些不流暢所設下的電阻，也許能在閱讀作品的迴路中，產生些

許不可預期的熱能、甚至火花。 

人與自然的關係，在藝術史上一直是被思考、討論的重要議題。而在

視覺藝術上，最直接的方式，便是從圖像上去尋找線索： 

 

當代法國後現代思想家尚-呂克˙南希(Jean-Luc Nancy)在〈奇異風

景〉(Paysage avec dépaysement)中論述達文西〈蒙娜麗莎的微笑〉

一畫的風景，認為畫中蒙娜麗莎身後的風景是人與世界關係的寓意，

而不是表象人與土地在場的風景。除非畫境中人物融入風景之中，

否則風景只是敘事的框架。南希認為「風景開啟未知，確切而言，

是朝向未知啟動之點。風景不是某個既與地點之表象的模仿，而是

既與現場之闕如的顯現。」280 

 

身為一個創作者，如何能看見現場之闕如？而我自身又可曾真正認識過已

知的自然？ 

實際生活上，我若要勉強稱得上自己與大自然的直接接觸，應該是利

用工作之餘的休假時間，到都市附近的登山步道，或是公私立機構等人工

管理的森林保護區。直接面對的時間也不會太久，彷彿是工作或都市生活

之外的一種調整步調的方式，向來不是生活的重心。因此可以說我從來沒

有接觸過「未經人類馴化的自然」。 

「已經人類馴化的自然」，或說在人類掌控之中的自然，稱得上是自然

嗎？我內心的回答是「稱不上」，因為本文所定義的大自然該是獨立的、自

成體系與秩序、不管有沒有人類它都在那兒的。 

這種去人類中心的觀點，就如基思•托馬斯(Thomas, K.)所說「到了十

                                                      
280

 劉千美著，〈閱讀山水：文本與圖像之間〉，專題∕幽蘭、劉千美主編，《山水、風景與美

學專題》第 39 卷第 11 期=革新號第 462 期，臺北：哲學與文化月刊雜誌社，2012，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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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世紀後期，人類中心主義傳統本身開始瓦解。世界不只是為了人類而存

在，明確地接受這種觀點在相當程度上被認為是現代西方思想中的一場重

要革命。」281 

然而上述這些言之鑿鑿地回答連我自己都不確定，因為我不曾親眼見

過、親身經歷，來驗證我的回答。作為這地球上生物的一份子，這真是一

種奇怪的現象與弔詭的感覺。在未曾與自然有過直接接觸的情況下，我仍

對於自然有既定的認知，我如何去建構我對自然的想像？ 

既然沒有直接接觸，那就依賴間接的方法──資訊媒體傳播。這也反

映出人類其中一種被養成的方式：被城市豢養的人，被餵養人工處理好的

食物，以某種有效率的速度及方式行動，從書本、大眾傳播、或旅遊的方

式，接收到被篩選過後的快速且片段的資訊。 

這種與自然的隔閡狀態，也反映在筆者創作中的自然場景的畫面形成。

先前提到作品中自然場景的部分用的是「間接」的方式創作，具體來說這

些畫面是從源頭開始，藉由一次又一次不同的方式，「重製」而成的結果。 

而自然場景的源頭便是先前提及的「已經人類馴化的自然」，以素描和

攝影的方式進行取材，再藉由書本資訊媒體傳播的影像資訊。結合這兩者

成為自己想像中「未經人類馴化的自然」，並將這個想像的自然變成主要的

原作等尺寸草圖。 

下一個階段進入到絹印技法，筆者採取的方式為手繪製稿、感光製版、

手動印製，草圖上的自然影像會成為絹印流程中，製稿的主要依據。當我

開始進行手繪製稿，就會從上一個用片段影像素材「組合」成幻想自然的

階段，轉換成版印工法、工序、及邏輯的創作階段。 

這時的自然場景影像不再拼貼組合，而是由創作者本身在底片稿件上，

由自己的意志進行對影像的拆色(或說拆版)，這個階段就是一種「拆解」影

                                                      
281

 基思•托馬斯(Thomas, K.)著，宋麗麗譯，《人類與自然世界》，南京：譯林出版社，2008，

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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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的過程。在與原作等尺寸草圖上，自然場景是單一物件，但在手繪製稿

的過程中，就要被拆解成好幾張稿件。 

稿件會經過感光技術製成絹版，有幾張稿件就會製成幾個版。印刷顏

料需通過這些製好的絹版，才會在作品基底材上形成創作者想要的影像。

而最終自然場景的畫面形成，便是依賴這數個絹版重疊印製後的結果，到

這個階段又再度回到了「組合」的概念。 

影像經由絹版的層疊印製，造成扁平及圖層化的視覺。影像的色彩是

採用金屬色系的油墨印製，金屬色
282
不在一般的彩色之列，屬於特殊色的一

族。經由這些類似工業設計手段，自然場景便形塑出自身獨特的解讀方式

與美感經驗。 

 

 
圖 5-2 許維頴〈Nest Lady〉系列作品，創作過程紀錄影像，「起稿勾線」方式。出處：椿

版畫工作室提供。 

                                                      
282

 這裡指的是筆者創作中，在自然場景部分所使用的油墨顏料的統稱。在自然場景中使

用的皆是本身具有光澤的色粉，如金、銀、珍珠色，調製在透明墨當中再進行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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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許維頴〈Nest Lady〉系列作品，創作過程紀錄影像，「手繪黑稿」方式，屬於絹印

製版的前置作業。出處：椿版畫工作室提供。 

 

 

圖 5-4 許維頴〈Nest Lady〉系列作品，創作過程紀錄影像，「改版/修版/補版」方式，屬

於絹印製版的作業。出處：椿版畫工作室提供。 

 



170 

 

 
圖 5-5 許維頴〈Nest Lady〉系列作品，創作過程紀錄影像，「架版、印製」方式，屬於絹

印印刷的作業。出處：椿版畫工作室提供。 

 

 

圖 5-6 許維頴〈Nest Lady〉系列作品，創作過程紀錄影像，印刷完成後將絹版移開作品，

油墨穿透過絹版網目的鏤空而落在彩墨絹本作品上，絹本作品因為膠礬處理封住經緯線網

目而承接了油墨。出處：椿版畫工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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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許維頴〈Nest Lady〉系列作品，創作過程紀錄影像，左邊為絹印油墨層疊的痕跡，

右邊為絹印油墨乾燥後繼續進行手繪工筆。出處：椿版畫工作室提供。 

 

相對於人物的工筆手繪表現，自然場景具有更絕對的邊線，較為扁平

化、圖案化，更顯設計感。彷彿它們不是天生就存在，而是被設計好而後

置入的劇場場景。自然場景的影像在這些製作過程中不停變化，直到它固

定在作品基底材的那一刻，它已經離最初的源頭有一個很長的距離了。 

場景不斷變化的過程也就不停地對影像進行質變、失真，直到脫離原

始的意義，而變成另外一回事。若要以自然場景在作品上的呈象方式來談，

中國山水畫當中也不乏採用「間接」的創作手法。同時也形成山水畫審美

方法，並不以畫面表象為判讀的主軸。 

以宗炳(375-443)〈畫山水序〉為例，中國山水繪畫方式採用「默寫」

而不重「對寫」，目的只在「暢神」，並不在「象真」，可見中國山水畫家所

創造之作品與真景之間的距離283。中國山水畫的間接手法是造成的「寫真上

                                                      
283

 「讀了這段文字(宗炳〈畫山水序〉)，方知中國山水畫所以用默寫法而不重對寫之故。

原來中國的風景畫，並不是由對寫真景而成的，乃是遊後的追圖；所謂『以大觀小』之法，

山峯可見數層，這種特色，在山水畫的始創時期已成立了。如宗炳所說：『迫目以寸，則

其形莫賭；迴以數里。則可圍於寸眸』，這便是說，逼近真山，則山的全形反不可見，必

須周迴數里，然後全山的真形可圖。因此之故，所以能『豎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

尺，體百里之迴』；這的確是中國風景畫的無上特色！這只因宗氏抱著『臥遊山川』的志

願的，他要『閒居理氣，坐究四荒』，這樣自然創造出『咫尺千里』的畫勢來了。他的目

的只在『暢神』，並不在象真，因此之故，中國山水畫便離開真景很遠了。」童書業著，〈中

國山水畫起源考〉，何懷碩主編，《近代中國美術論集—藝海釣沈》第三集 山水畫˙南北宗，

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1，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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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離差異」，並創造了另一種審美意義上的的真實。 

自然場景對畫家而言即胸中丘壑，自然場景就在他們心中，甚至彷彿

他們能藉由作品居遊於自然場景當中。「中國畫家哲人對大自然的理解，不

在一時一地的景觀，而是以一種宏觀的角度，觀察自然中時節的韻律、恆

常的節奏。從這種宏觀的角度，古代山水畫家看見的，是人和自然之間的

和諧關係284」，人與自然場景之間的心理距離其實可以如此貼近。 

作品上視覺元素生成的方式與技法，透露了該元素與藝術家本身的心

理距離。如同卡特琳˙古特(Catherine Grout)285所言「風景也表達了我們和

世界、和他人、甚至是和我們自己的關係。」即使和中國山水畫同樣採取

了間接的繪畫手法，筆者認識與處理自然場景的方法，卻暗示了筆者本身

與自然之間的疏離關係。 

這邊要特別提出的是，直接與間接、心理距離的遠近，這些都是相對

性的。我將作品中的版印手法形容為間接性，也是相對於作品中人物圖像

的工筆手繪方式而言。若在同一件作品中，採用單一性的創作技法，例如

全部採用版印方式完成，那麼這種相對性將不再顯著。 

 

5.2.  圖像人物的意涵 

 

這裡「圖像」所指，是作品中的主體人物，討論圖像與自然場景的關

係，也都是指作品中主體人物與自然場景的關係。在世界各地不乏有人物

                                                      
284

 羅淑敏著，《對焦中國畫：國畫的六種閱讀方法》(Beyond Forms: Six Ways to Read 

Chinese Painting)，香港：三聯書店，2009，頁 73。 
285

 卡特琳˙古特(Catherine Grout)，高等社會學院藝術史暨美學博士、京都的關西日法交流

會館駐村藝術家、法國里爾國立高等景觀建築學院教授，曾受邀於日本慶應大學(2002-2003)

與京都大學(2003-2005)擔任客座副教授，亦曾擔任 Inter-park計畫助理研究員(2005-2007)，

以及大型都市藝術季的策展人，如法國翁根勒本市(Enghien-les-Bains)國際當代藝術雙年展、

台北竹圍環境藝術節等，2003 年至 2004 年在史特拉斯堡負責法德邊境著名的萊茵河公園

的公共藝術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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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自然場景，或人物與自然場景相結合的作品。藝術史上多歸類在風景

(英文 Landscape/ 法文 paysage)畫、或呈現風景影像的創作等研究範疇。 

而筆者目前進行創作的思考，並非把重點只放在人物、或只放在自然，

這種單一焦點的方向。目的在強調人物與自然場景之間的不同，卻又無法

脫離彼此影響的矛盾關係。更清楚的說，我以創作來討論自身所認為或自

身所經驗的「人」與「自然」的關係，而非整體世界中所有「人」與「自

然」的關係這種宏大敘事。 

聽起來十分的個人化，就像卡特琳˙古特所說：「風景的表現手法跟如

何看、如何思考這個世界(而不單單只有自然)的方式有關。」286。這種由

藝術家之眼出發的角度，也有一種反身性。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形塑一個

創作者的自然觀，也不可避免地來自整體世界環境的育成。 

當自然場景進入藝術作品中，被創作者描寫時，也許就如廖新田所言：

「風景畫不只是對自然的描寫，更多的是描寫者(做為一個創作者)自身對

風景的『看法』。必須要提醒的是，描寫者深受時代社會的浸染，所以作者

的『看法』有代表性，是集體的表徵。」287 

作品中，「圖像」與「自然場景」的關係為何？也可以說是創作者的自

然觀，也就是創作者所認為的自然。同理也可以在創作當中，發覺創作者

如何看待人物，更準確的說是「如何看待自己」，進而拉出創作者所建立之

人與自然的關係。 

先前有提及，在筆者作品中，自然是一種想像，一種依賴資訊片段重

組的想像。在這樣的基礎上，創作者所安排的主體人物出現在這種組構性、

想像性的自然場景裡，又代表了何種意義？意義的解讀便隱藏在各個圖像

符號所形塑的關係當中。 

                                                      
286

 卡特琳˙古特(Catherine Grout)著，黃金菊譯，《重返風景：當代藝術的地景再現》

(représentations et expérience du paysage)，臺北市：遠流，2009，頁 15。 
287

 廖新田 著，專文〈推薦序—解放風景：自然的新人文思索〉，卡特琳˙古特(Catherine Grout) 

著，黃金菊譯，《重返風景：當代藝術的地景再現》(représentations et expérience du paysage)，

臺北市：遠流，2009，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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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子人(1967-)曾在其著作《人跡於山：明代山水畫境中的人物、結構

與旨趣》中，對於人物出現在自然場景之中做出細膩的研究。他以明代山

水畫為例，指出「山水畫境中“人物”與“山水” 的不同匹配，顯示畫中

人身份的不同歸屬，反之，因不同身份歸屬的畫中人，與之相匹配的山水

也因此呈現出不同的審美意趣。」288 

從雷子人的研究中可以了解，圖像人物與自然場景之間的搭配，創造

出山水畫題材的多樣性。我們也能由這樣的對應關係，從中閱讀到作品彰

顯出宗教、政治、經濟、文化或社會地位等豐富的面向。 

然而從我的創作表達來說，圖像人物與自然場景之間的關係，並不作

為相互呼應搭配，反而更像是兩者對比、拼貼、對話之後，所產生的「互

相矛盾卻又相互依存」的關係。當中的圖像人物並不若明代題材中的人物

那樣，具有易於辨識的身份、目的或地位。但從創作者加之的元素，我們

仍可以將她輕易判斷為「經文明馴化過的人類」。 

筆者作品中的人物圖像是以工筆畫技巧手繪，圖像的年齡、身體狀態

十分接近當下創作者本身。可以判斷出創作者是以自身條件為基礎，作為

一種理解人類的依據。人物圖像並非常民的樣態，而是在身體上被設置了

頭頂的鳥巢，以及身上的白禮服等符號。人物臉部面無表情，而身體行動

則是配合畫面中所處的自然環境的地形。 

創作者設定出一個承載特定符號的幻想人物，並將她安排在組構式的

想像自然中。檢視圖像人物身上其中一項的符號，是禮服的形制，而非常

民的服裝。禮服屬人類社會正式服裝的一種，這種服制具備人類歷史累積

而來的準則與規範。 

它背後代表了人類社會建構起來的複雜社交結構、社會階級層次、大

眾所認可的行為模式、及約定俗成的社會秩序。所以作品中身著禮服的人

                                                      
288

 雷子人著，《人跡於山：明代山水畫境中的人物、結構與旨趣》，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2010，頁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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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基本上可被判斷為來自人類社會體制當中的人物。這樣一個來自文明

世界的人類，在生命本質上已經脫離了大自然當中生物、動物的邏輯範疇

了。 

我企圖使觀者看到圖像人物身上的另一個完全不屬於人類世界符號，

即頭頂上的鳥巢。鳥巢是生物界當中，由禽類的實際生物本能需求所發展

出來的一種建築。和人類文明中的建築類似，鳥巢具備了結構、智能的條

件，提供了保護、儲存、生物生活運作的種種功能。 

然而鳥巢與人類建築有個關鍵性的不同是，前者的構成是依賴環境所

提供的有限資源。「正如任一個人類建築計畫一樣，動物雖是因應需求而創

造建築，也必須善用大自然的條件。動物要能運用腦力來規劃、設計和操

控材料，這多半仰賴環境所給予的資源，以及動物天生所具備的專長。289」

禽類築巢必須善用自己能掌握的所有可能，並順應大自然的條件。 

相反的，在人類文明發展中，卻常見到強勢的建築行動讓我們與大自

然環境的關係漸行漸遠。 

 

唯有人類，雖可說是所有動物之中最偉大的建築師，但卻似乎具有

傷害周遭陸地的天賦。「人類是會改變棲息地的強勢物種，」韓索爾

290贊同此觀點，「除了人類，沒有任何一種物種會因為建築行為而造

成劇烈的環境變遷。」291 

 

然而在作品中圖像人物與自然場景之間不再具備上述的權力關係，兩者之

間似乎試圖在隔閡中產生連結，但這個連結依然晦暗不明。 

                                                      
289

 瑞秋˙蘇利文(Rachel Sullivan)著，王潔譯，〈生物界建築大師〉，《探索頻道雜誌國際中

文版》第 27 期，臺北：希伯崙，2015，頁 32。 
290

 格拉斯哥大學動物建築榮譽教授麥可˙韓索爾(Mike Hansell)，著有《動物建造：動物建

築的自然史》(Built by Animal Architecture)一書。 
291

 瑞秋˙蘇利文(Rachel Sullivan)著，王潔譯，〈生物界建築大師〉，《探索頻道雜誌國際中

文版》第 27 期，臺北：希伯崙，2015，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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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圖像人物在作品的自然場景中，默默地行進或暫停。在沒有其

他同類能和她產生連結的當下，她只能戴上鳥巢，作為一種試圖和自然環

境產生連結的方法。「移動的身體攜帶的不僅僅是物理重量、生理的有機體，

也更攜帶著穿梭出入於場所中的各種不同經驗。這種步入風景的身體經驗

也帶有記憶。292」 

對自然環境來說，這個穿著禮服的個體，是個來自人類文明世界的客

體。圖像人物離開了人類社會來到自然裡，但身上的禮服暗示著她尚未脫

離文明，仍然是一個馴化的生物。頭上的鳥巢是人物和自然之間較能產生

關係的一個連結，也是她身上所攜帶唯一的容器。 

鳥巢在作品裡成了人類與自然交換身體經驗所產生的記憶的通道。它

也可以被解讀出社會化的意涵，它是建築結構、可裝填與清空的容器、確

保生物棲息的庇護所、是讓親族一起生活的家屋。大抵鳥巢的構成材料，

雖然不見得是大自然的產物，但總歸仍是順應著周遭環境所允許取得的，

而非強求。 

人物身上代表著複雜文明結構的禮服，其形象是以在畫面裡留白的方

式完成的。與人類裝扮格格不入、來自動物界的鳥巢，筆者卻是以工筆具

象的方式刻畫。不論從形式或內涵來看，人物身上的穿戴都具有一定的矛

盾性，相對也增加了對於這個圖像人物判讀的困難度。 

判讀的困難度容易造成觀者解讀作品的多元變化，身為作者的我也無

意在此提供一個解讀作品的標準答案，事實上也不會有這個東西。雖然如

此，作品仍舊是可讀的，因為作品本身的創作形式、內容與模態就像是指

標訊號一樣，會為觀者提供指路的線索。只是這條路，以及這條路通往之

目的地，會因為觀者的不同而改變。 

我們已經能夠理解，一旦出現自然場景出現在藝術作品中，就某種程

                                                      
292

 黃冠閔著，〈出入山水間：風景現象學的一條通道〉，專題∕幽蘭、劉千美主編，《山水、

風景與美學專題》第 39 卷第 11 期=革新號第 462 期，臺北：哲學與文化月刊雜誌社，2012，

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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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而言便彰顯了創作者自身對自然的看法，也會隱約透露出創作者所認為

之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為何的看法。這些也會成為該創作者為何要生產出我

們眼前所見之藝術品的目的。而中國山水畫便是一種很好的例子，從六朝

以來，其隱藏於表面圖像背後的目的性，往往具有特殊的自然觀。 

與中國古代山水畫相較，筆者作品中的自然場景並不是以三遠的空間

概念或是移動視點的角度去完成的，圖像人物在畫面中的面積相對也較大。

若以觀者的觀看距離感受而言，古代山水畫的自然場景距離觀者較遠，甚

至有許多是類似「鳥瞰」或「空拍」的距離。 

自然場景在筆者作品中則像是把鏡頭拉得更靠近觀者，使觀者置身在

自然場景裡，而非飽覽群山。 

 

觀者觀看中國山水畫面時，並存兩種不同的注視：一種是構思畫面

結構的作畫家的注視，另一種是觀眾自由在此空間流動的注視。眼

光在畫面上游動時，畫面上陸續浮現新的景觀。這個過程與不斷地、

無限地更換的觀點聯接。此過程引起觀者的相對化，自我感消失而

任景觀在前；由此，感受並不是固定的。這種與景觀的動態關係，

使觀者得以在發現和欣賞作品的時間過程中，感受並體會作品空間

的無限延伸。這樣的時空過渡是視覺的，也是肉體的：路程無限的

體驗使觀者在畫面閑游時興起寬闊之感，並體會精神的攀升。293 

 

就如宗炳所談的山水一樣，筆者亦在畫面中創造幻想的自然場景，其目的

卻不在於提供觀者一種「真實」。雖然在畫面上可以看見一個圖像人物在自

然場景中遊蕩，卻沒有提供觀者「暢遊」的心靈滿足。 

相對於中國山水畫「天人合一」的理想性，筆者作品中卻流露出對於

                                                      
293

 幽蘭(Yolaine Escande)著，〈中西「景觀」之「觀」的美學問題初探〉，專題∕幽蘭、劉千

美主編，《山水、風景與美學專題》第 39 卷第 11 期=革新號第 462 期，臺北：哲學與文化

月刊雜誌社，2012，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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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理想性的難以觸及的無力感。自然場景的特殊色所呈現的不真實感，

圖像人物違和感裝扮的不真實感，組合成一種格格不入，人物無法在自然

場景中「暢遊」的距離感。那是一種人與自然之間的距離，一種回不去，

或者是一種，我就在自然裡卻不曾認識自然的孤獨。 

從藝術史上的眾多作品來看，圖像人物與自然場景並存於一件作品當

中，有時自然場景是作為人物的敘事功能的陪襯背景而存在，有時人物是

自然場景的象徵、寓意、或點景。然而風景入藝的作品中，人物不管是「在

場」或「不在場」，人的情感投射卻從未遠離。 

人物在筆者的作品當中既然已成為「圖像」，在畫面裡便是絕對的「在

場」。而她與自然場景所扮演的角色，也不是為了對方服務而存在，卻是因

為彼此的存在，讓作品的意義得以成立。 

 

5.3.  筆者作品中圖像與自然場景的關係 

 

圖像人物在作品中所代表的，是一個來自人類文明社會、非大自然環

境養育的生命。因為是特定條件設定的人物形象，所以行文之間筆者不會

用「人與自然的關係」這種概括全體人類或所有自然的觀點。最明顯的例

子，在人類群體之中的原住民及其傳統生活方式，就不會是作品中圖像人

物所指涉的類型。 

作品中這個獨行之人，身上的禮服服制代表著她來自人類文明世界的

基礎背景。禮服對於行走在大自然間的人來說，是完全喪失它原本的功能，

失去意義，甚至可說是一種很大的負擔。穿著禮服行走在自然場景間的人，

究竟是一種對於人類文明社會的抗拒脫逃，還是反而一種放不下的掙扎呢？

是什麼樣的原因讓人寧可穿戴著累贅的裝備獨行？從她平靜的面部表情與

肢體，理由實在令人難以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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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許維頴，〈Stuck With〉，2013，彩、墨、雲母粉、鋁粉、絹、壓克力盒、桐木箱，

Ø = 30 cm。出處：創作者提供。 

 

鳥巢被放置在人物的頭部位置，是人類控制思想行動之源頭。鳥巢是

個可以進、出、孕育、庇護的容器，在作品中也被象徵為一種圖像人物與

自然場景之間的傳輸溝通介面。人物要從鳥巢裡「拿出」什麼，或是往鳥

巢裡「放進」什麼，不論是有形的物質或無形的訊號或頻率，都發生在人

與自然之間的循環迴路中。 

這個迴路是無法建立在人類社會文明與語言溝通之上的，只好借來鳥

巢戴在自己的頭上，作為和大自然傳送訊息的天線。若不能離開文明的腦，

成不了自然。若去除不掉文明的腦，那就放上一個巢吧！暫時當作頭裡面

是空的。這些設定本身就充滿矛盾，因為鳥巢存在的必要性，來自於人根

本放不下已經在她身上的文明與意義。 

她不願意脫去一身留在大自然裡也無用的禮服，捨棄已經遠有的一切，

就此成為一個孑然一身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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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我們在史米瓦‧蘭達斯的《朝聖筆記》(Carnets de pélerinage)

中所見，人在捨棄一切的時刻卻忽然被給予一切，在不再有任何要

求的時刻忽然發現眼前一片豐饒。一切都來報到，當下存在的強度

忽然變得無以復加。294 

 

做不到「捨棄」的圖像人物只能用一種身分模糊不清的方式，在自然場景

中前進，甚至連方向及目的地都是模糊不清的。能做的就是行走與休息的

重複循環，依然不相信自己有一天能看見「豐饒」。 

目的，無目的？畫面中圖像人物沒有以什麼形式的行動，去達成與大

自然產生某種關係的目的。人物的行動看不到目的地，她的行進或停止，

只是浸泡在大自然裡。目的地是未知，一路上獲得的或失去的也是未知，

進入一種行動和意識都迷路的狀態。 

「真正的寂靜不是來自那些喧囂的停止，而是因為我們語言本身的消

散而獲致。
295
」，當人物被放置在這個語言系統與社會累積皆無效的場域裡

面，她只能很誠實地去面對自己的身體以及身體所處的環境。也能更清楚

地聽見由自己內在發出來的聲音，以及外部大自然的聲音。 

作品中的自然場景看不到邊界，除了圖像人物的出現，便再無其他人

跡。不只是語言的無用，及禮服的多餘，在沒有文明痕跡的自然裡，圖像

人物平靜無波的表情與穩定優雅的肢體，對這個自然場景而言都是一種詭

異的出現。 

在這裡我引用史特勞斯(Erwin Straus, 1891-1975)296在 1935 年對於地景

(paysage/landscape)的討論，來呼應我作品中人與自然場景的關係。 

                                                      
294

 斐德利克•葛霍(Frédéric Gros)著，徐麗松譯，《走路，也是一種哲學》(Marcher, une 

philosophie)，新北市：八旗文化/遠足文化，2015，頁 14。 
295

 同上註，頁 86。 
296

  德國神經與精神科醫師。Catherine Grout 著，黃金菊譯，《重返風景-當代藝術的地景

再現》(Representations et experience du paysage)，臺北市：遠流，2009，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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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到達地景，我們應該盡可能犧牲時間、空間、以及客觀上的定

義，但是這個犧牲沒有達到的只是目標，然在相同的範圍內它影響

了我們自己。在地景中我們停止存在於過去的生命，也就是說那些

客觀具體化的生命。我們沒有關於地景的記憶，我們也沒有在地景

中的記憶。我們只是在白日中，張大雙眼做著夢，我們只是避開了

客觀的世界，以及我們自己。只是去感覺。我們失去了我們的道路；

就像人類一樣，我們感到「迷失」，「迷失的人」因此有個富有隱喻

的含義：他離開了社會空間系統性支配的環境；社會學上的講法就

是，在社會上他不再擁有位置。
297

 

 

也許對圖像人物而言，禮服穿上了、穿久了，便忘記要怎麼脫下來了；被

社會系統支配久了，一時之間也不知道怎麼脫離了。本以為來到大自然裡，

能尋求到一種生物回到原鄉的安慰與解脫，試圖讓自己成為這環境裡的一

部份。殊不知，眼前的自然場景依然是由自己所投射的幻象。也許創作者

自身看待人與自然的關係，也就是一種熟悉又陌生的矛盾想像。 

以創作的角度來看，作品中流露出詩歌與魔幻的想像。創作者並非不

知道大自然存在於生物學、地理學或其他科學的解讀面向，但這些面相並

不屬於這系列作品的世界觀之中。畫面處理幽微淡隱，頗有協調統一之感，

細觀之後卻不難發現它實際上是異質結合的構成。雖然看似合理，如詩如

歌，然而畫面的超現實感不只顯現在內容上，也透露於異材質的空間落差

之間。 

也許藝術家眼中圖像與自然場景的關係，就如畫面所顯示，飄忽、不

確定。圖像人物雖腳踩實地，卻不清楚這土地是哪裡。只知道腳下土地並

                                                      
297

 Catherine Grout 著，黃金菊譯，《重返風景-當代藝術的地景再現》(Representations et 

experience du paysage)，臺北市：遠流，2009，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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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養成自己的地方，卻希冀在這裡找到自己的認同。尋找自我認同的路途

上，卻又放不下深植在自己身上的固有的社會運作系統。 

要想要像十七世紀荷蘭風景畫所提供人們重新認識他們所看到的世界

與腳下土地的方法，或是日治時期的臺籍畫家風景作品中所建構當時的臺

灣形象的視覺輸出。類似上述創作中的意識，在筆者的作品中是難以解讀

到的。因為圖像人物不清楚自己的認同，也不清楚身處的自然場景是指哪

個明確地點，想當然在這裡人物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便鬆脫了。 

就這樣，藝術家就像圖像人物一樣，掉進一個矛盾迴圈當中，以這種

飄忽的姿態前行在她所想像的自然場景之中。圖像人物與自然場景的連接

也是一如作品風格般的飄忽不定。圖像人物與自然場景在作品中代表了兩

個世界觀，但因為兩者在創作中相遇，是否能衍生出第三種狀態？一種沒

有彼此的狀態，或者一種能讓心靈自我安頓的狀態。 

我在史作檉《純粹詩境：自然之中，美學之外》一書中，看到類似狀

態，一種他稱之為「詩」的狀態： 

 

詩，詩者。 

在它存在之狀況中，確實有一關鍵性中心點之存在，而這個中心點，

出現在兩層之交接點上。中心的一邊是屬人內在心性深不可測的世

界，中心的另一邊是屬自然之無邊無際之廣大領域。 

其中屬人心性之內在世界，不論它們多麼深不可測，都必屬於我們

實實在在正在「感覺」著的經驗世界，所以最為真實不過。而屬於

外在之自然領域，不論看來它多麼真實，實際上卻永遠處於一種不

明或不定的狀態中。其中最明顯的論題，莫過於哲學中所習稱之「本

體」與「現象」之差別。298 

 

                                                      
298

 史作檉，《純粹詩境：自然之中，美學之外》，臺北：典藏，2012，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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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世界的運作真有所謂的「本體」與「現象」之差別？我所解讀的史

作檉所言，這樣的差別是存在於屬人認知系統中，以假設性為前提才得以

成立，並不直達本源。299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評論杜甫〈江南逢李龜年〉中所指出，

詩意不在於記憶的場景，不在於記憶的事件，也不在於今昔的對照，詩意

是一種通道，通向字詞的痛苦無法達致之處。300」在筆者作品看到的，彷彿

是一個目的地如煙如霧，看不清前方的尋覓旅程。 

也許最終旅人要尋覓的解答就是「詩」，或者讓整個跌跌撞撞的旅程最

終能成為「詩」，但這都是無比艱難的。 

 

詩歌之存在，它在徹頭徹尾證明詩之非客觀性。 

詩完全是直覺、主觀而自我的，是以也是全自由的。 

它完全無涉是非、對錯、相對、相比或任何型態之時、空性質。 

其實，詩之難，即難在此處。 

這一切就要端看你對你自身之直覺或主觀，到底涵蓋了多大或多少

時、空相對性之文明事物，而又不被其所限之存在能力了。301 

 

的確是難的，古今中外不乏藝術家走在這艱難的道路之上，一個期盼最終

能遇見「詩」的旅程。 

就如保羅˙塞尚(Paul Cézanne, 1839-1906)窮其畢生的努力面對藝術，

彷彿在進行一場生命的冒險，我相信他也渴望成為「詩」吧！302因為「詩歌

                                                      
299

 「假如根本就沒有大自然宇宙本體的存在，又何來屬人表象之認知？同樣，如果我們

能將本體與表象連袂一貫而形成一和同一致的領域，那仍唯真詩的世界而已，又哪裡是任

何看似振振有辭、言之鑿鑿之形式理論之認知！」史作檉，《純粹詩境：自然之中，美學

之外》，臺北：典藏，2012，頁 15。 
300

 劉千美著，〈閱讀山水：文本與圖像之間〉，專題∕幽蘭、劉千美主編，《山水、風景與美

學專題》第 39 卷第 11 期=革新號第 462 期，臺北：哲學與文化月刊雜誌社，2012，頁 141。 
301

 史作檉，《純粹詩境：自然之中，美學之外》，臺北：典藏，2012，頁 20。 
302

 「一個由塞尚所言，真正的思考與真正的感覺所建立起來的藝術世界中的真正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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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若真具有了徹底之屬詩的感覺了，其實此亦無他，『自然』而已；或即自

然之外無物，若有，亦必為真自然中屬人形式之延伸物而已，如文字後之

理論、律法或人文性之社會規範等。303」 

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曾提及： 

 

繪畫喚醒並使盡全力達成一種狂譫：及視覺本身，因為，觀看即遠

距擁有(avoir à distance)；繪畫將這種奇異的擁有伸展到大寫存有的

所有面相，這種種面相必須以某種方式變得可見，以便進入到大寫

存有之中。304  

 

為了遇見這個大寫存有(Être)，塞尚以繪畫作為往目標邁進的手段。他一步

一腳印地用顏料在耕耘，耕耘的當中想必他也不知道往後自己會有什麼收

穫。同樣作為一個創作者，筆者具有和塞尚一樣的渴望，也期盼擁有他那

樣地追求能力。 

筆者現階段 Nest Lady 系列創作，並不是像塞尚的繪畫一般，作為通往

本質核心的鍛鍊工具。而是在作品內容中顯露出創作者自己對於遇見「自

然」的渴望，以及雖身在其中卻不可得的茫然。對於「詩」，似乎就是有那

麼一段距離，只不過這層距離不知究竟是隔層紗、亦或是隔重山。 

 

5.4.  結語 

 

                                                                                                                                              
其實就是一種精神的自由。甚至那個本來被藝術家所要描摹的自然，更通過了藝術家奮力

地追求，並藉助於一種特殊的藝術中的精神自由，而成就為一種比自我的存在更形超越的

永恆的自然。」史作檉著，《尋找山中的塞尚》(Looking for Paul Cézanne in the Mountain)，

臺北市：典藏藝術家庭，2007，頁 35。 
303

 史作檉，《純粹詩境：自然之中，美學之外》，臺北：典藏，2012，頁 22。 
304

 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著，龔卓軍譯，《眼與心：身體現象學大師梅洛龐蒂的

最後書寫》，臺北：典藏藝術家庭，2007，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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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更釐清自己作品當中，人物圖像與自然場景的關係。我試圖藉由

中外藝術史的一些作品中，探討自然場景於作品中在場的意義。在許多歐

美作品中可以看到這類型作品的變遷，扣緊了時代的知識發展、社會結構

變更(人口…)、目的性(政治、宗教、經濟…)、資本主義……等等複雜交織

的結果。 

而觀察藝術完熟相當早的中國山水畫，除了其本身高度的精神性、理

想性之外，也同時帶有該時代環境下造成的目的性，如政治、社會、文化、

經濟……等等層面的影響。原來無論在東西方的藝術發展上，自然場景在

作品裡的出現，都不會是純粹的再現。 

自然場景在我的作品中也是一樣的狀況，作為一種「不真實」，它並非

扮演著一種「理想」，而是創作者尚未見到「理想」的一種「現狀」。它同

樣是作為一種「想像」而存在，但更精確的說是一種「想像而後無法企及」

的存在。  

從許多文獻中可觀察到，創作的主題設定在人與自然的關係時，仍舊

與歷史文明有分不開的關係。隨著時間的推移，人類看待自然的方式，以

及與自然世界的關係亦不斷的轉變。因為當中包藏了人類進行創作行為時，

其背後的目的與意圖。 

古今中外不乏在對於藝術作品的評論中，看到作品的評比與高下。而

我有種深刻的感覺，藝術作品是屬於創作者特殊的表達方法，是和「語言」

不同、並無法被取代的那種。當人有機會作為一名創作者，表示他已經產

生了需要表達的欲望與需求，其伴隨而來的便是或隱或顯的某種目的性。 

觀者若攤開藝術作品的目的性，便有機會碰觸到創作者所欲表達或是

掩蓋的部分，再由這部分向外延伸，看到創作者以外時間與空間的脈絡。

這並不表示在藝術審美上，現實性與目的性是負面的，相反的，這極有可

能成為接近藝術作品最真實處時不可或缺的槓桿。 

從未和未馴化的自然打過交道的我，著實難以體會西歐早期基督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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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士、中世紀西多會的僧侶或者盧梭等人，在荒野自然當中行走時，究竟

遇見了什麼樣的真實。看見他們，讓我相信那種追求，是一種非得脫離現

實社會才可得的精神狀態。而筆者能做的就是創作，這個時候是我身為一

個還有意識的人時，最接近自然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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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線條與意象空間 

 

本文所謂的「空間」，是指由藝術家所創造繪畫作品的空間。既然是人

為創造的繪畫空間，便會帶有人的主觀意識。當人類的思想有所變動，便

造成他們空間觀的轉變，也影響了人類創造出的繪畫作品的空間。藝術家

以繪畫為手段，試圖透過視覺來解決他們對於空間的提問。305
 

這種繪畫中對空間的主觀化處理，也可說是「意象空間」306的表達。

本文所關注的是具有混搭性、複合性特質的意像空間表現。在構成意象空

間的眾多造形元素中，劉思量認為，線條在視覺上，比起點、面、體等造

形元素，更具視覺主導的優勢。他說： 

 

線條具有更重要的造形與視覺的多重功能和意義：一方面線條具有

區隔、阻斷、切斷、轉變之功能，線條能區隔出形象與背景，區隔

出面與面、面與體…；另方面線條又具有延續、指向、運動之功能，

線條所區隔出的形象處，也正是背景延續的開始處，線條是邊界的

終止處，也是另外一個造形的轉變、延續、指向、運動的起點。
307

 

 

線條自身的表現力變化萬千，能創造獨立完整的空間。除此之外，當線條

                                                      
305

 此空間觀念可參閱：馮民生，《中西傳統繪畫空間表現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2007，頁 11-15。以及劉其偉，《現代繪畫基本理論》，臺北：雄獅圖書，1991，

頁 171-177。 
306

 就馮民生的觀點，中國繪畫中空間表現的特色是意象化的空間表現，「在意象化的空間

表現中，客觀物象轉變成了意中之象，現實空間形態成了意象形態。」常燕燕更於其論

文〈古今工筆人物畫意象空間語境差異〉中，明確提出「意象空間」是中國畫繪畫表現

形式的特徵之一。而筆者認為此空間特性並不侷限於東西方的各種繪畫，而具有相同模

態的空間特色。參照，馮民生，《中西傳統繪畫空間表現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2007，頁 66。參照，常燕燕(1955－)，女，北京人，湛江師範學院美術學院

美術教授，湛江畫家，從事美術教育與理論研究。論文〈古今工筆人物畫意象空間語境

差異〉發表於湛江師範學院學報，2010 年 2 月，第 31 卷第 1 期。 
307

 劉思量。《中國美術思想新論》，(2001 年)：63 頁。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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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於一意象空間之中，其表達就不僅僅只有其本身。它同時也成為一種區

隔的界線，一種同時帶有終止及起始意義的「轉換處」。 

這時的線條被關注的焦點，從「它是一條線」變成「它是兩個場域的

中間」。筆者以「線條」這種多元轉換的特質為核心，研究它在不同表現手

法中所呈現之表情與意義，並找出在其交互影響下所產生的混搭性的意象

空間為何。 

工筆人物畫作為主體的圖像，採用較為具體描繪方式，這樣的線條特

質具有為社會服務的功能。而如此具有目的性的線條，其自身純粹的質感、

力量如何去推動畫面的述說。當場景(背景)要與圖像進行對話時，除了本身

製造的空間感之外，它自身的線條與圖像產生關係的線條，也會產生新的、

純粹的本質性問題。 

當場景材質開始與主體相異，這個本質性的變化便加劇。而在圖像與

背景之外，再納入基底材的討論，它與圖像、背景，三者之間的交叉辯證，

會形成相當複雜的討論空間，後面將繼續討論它與前兩者不同的線條的純

粹性為何，以及所形成的抽象性的空間感。 

綜合起來，這裡所要探討的是工筆人物繪畫作品當中，線條與空間的

議題。主要討論標的以筆者的作品為例，當中涉入到幾個層面的問題，屬

於線條的特殊性和混搭性。 

 

6.1.  由線條與空間組合成的圖像：從線條的服務性、純

粹性談筆法與界域 

 

本節所要討論的是藝術創作中，線條運用的兩個面向：「線條的服務性」

與「線條的純粹性」。由這兩個方向各自與筆者作品的線條觀來進行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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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再以「筆法」與「界域」來談論筆者創作中線條的混雜特性，將其線

條概念做具體化的論述。 

在藝術創作的歷史源流中，過往有許多藝術家的線條是服務於圖像。

二十世紀漸漸有許多創作者表現的線條已經從服務性當中獨立出來，在中

國繪畫中甚至更早。筆者作品裡的線條仍具有某些服務性質及某種純粹性

質，但都不再是典型且絕對的，這也是其線條特質的重要特色―帶有混雜

性的界的概念。 

 

6.1.1.  線條的服務性 

 

線條的服務性在此以兩個面向來探討，一是當代情境裡筆者的作品，

二是傳統上中國工筆人物繪畫。線條對於它們兩者所產生的意義具有相當

的差異，亦形成討論的空間。筆者從線條的服務性來切入，談論兩者於線

條上運用的目的性。 

傳統工筆人物不論是線條或體材，都相當程度的扣緊了中國的哲學思

想。在歷史源流中可以見到人物畫線條的紀錄功能或視線條服務於社會的

目的性。而筆者運用其自身的線條，去除圖像的神聖性與精神性，但仍保

留了說明與象徵的性質。不等同於中國傳統或西方古典的典型服務性線

條。 

線條的表現在中國繪畫中已有相當久遠的歷史，從原始時期開始，線

條總是中國繪畫的主要造形手段，而線條服膺在人物圖像的輪廓線上是其

中的一大範疇，這樣的體裁也一直持續到今日。古今工筆人物畫的創作有

很大的共同點是，題材來自於創作者的複合養成(包括時代背景、社會風俗、

生活習慣、個人經驗等)。 

就如清代畫家石濤(1642-1707)一句著名的畫跋「筆墨當隨時代，猶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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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風氣所轉。」308不論古今工筆人物畫的創作，皆不乏與時代背景、社會

風俗、生活習慣等相呼應的題材。人物畫的主題具備了容貌、衣著、姿態

等要素，較容易從中看出時間性。 

與古代工筆人物畫相較，現今的作畫題材相對豐富，這也是因為時空

變遷，社會、政治結構改變所導致繪畫的他律性逐漸降低。隨著時代演變，

線條所形構出的意象空間有相當的不同，而文化背景差異、審美觀差異則

是造成這種演變的極大原因。 

線條表現在古代工筆人物畫中，所呈現的是創作者對其當下文化的理

解，必須服膺於當時君權社會的哲學思想及倫理道德標準。君權社會是一

種階級性的社會結構，而過往的藝術表現也會呈現出這樣的階級性。就像

我們可以從文人畫中看到士大夫階層的美學。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傳統

工筆人物畫就可能會帶有政治服務、宗教服務或紀錄性質的目的性。 

然而東晉顧愷之(約 344-405)獨特「以形寫神」309的觀點，使得古典工

筆人物畫沒有走上西方繪畫那種再現的道路，就如中國大陸美術學博士馮

民生(1963-)所言： 

 

在中國傳統繪畫的人物表現中，現實中具有渾然體積感的人物形態

被轉換為流動飛轉的線條形態，其中經過了畫家刪繁就簡的概括、

提煉、取捨，使線條成為了超越單純的形體塑造而具有明顯的表意

特徵。310
 

                                                      
308

 石濤著，周遠斌點校纂注，《苦瓜和尚畫語錄》，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7，頁 84。

(2010 年 11 月重印)。 
309

 陳傳席(1950-)曾指出，顧愷之的畫論特別強調「傳神」，而此一觀點打破繪畫只是描寫

外形、或是描寫象徵符號形成的外形的框架，點出了藝術描寫的本質。「顧的傳神論出，

使藝術家明白：藝術只能成立於第二形體之中。『以形寫神』其實就是以第一形體寫第

二形體，而第二形體才是實質，才是目的，第一形體只是實現第二形體的手段，得『魚』

是可以忘『筌』的。」參考自：陳傳席，《六朝畫論研究》，臺北：臺灣學生，1991，頁

33、34。 
310

 馮民生，《中西傳統繪畫空間表現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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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條不僅描寫、紀錄，更形塑出豐富、複雜的表意功能。其圖像所釋放出

的訊息，有了更多面向及更多複雜層次的探討。馮民生所提線條的「表意」

特徵，以及陳傳席所言「第二形體」的解釋。這些都點出了線條在塑造形

體的服務性之外，還能透過創作者與對象之間的藝術行為，釋放更多的藝

術本質。 

與中國傳統工筆人物的意象空間相比，筆者的線條採取詳實的描寫，

加強了紀實性、多了再現性，也不為特定對象提供「服務」，沒有崇高理想、

沒有道德教育。單就圖像這部分來看，也許更減少了觀者在面對作品時的

想像力，但仍是有強烈說明性的圖像。 

繪製過程當中使用了一種選擇性的明暗的染色法——只在線條邊、重

點處、五官、身體轉折處進行暗面分染，比起傳統的方式更具有空氣感，

有受到西方觀念影響的影子。這種概念式、非寫實的明暗，與傳統工筆人

物畫程式化的繪製方式是同樣的道理。 

作品畫面的視覺是非單一光源的，或說重點不在討論光源，而是人物

體感的暗示方法，強調平面性的畫面空間。程式化的線條雖然還是具有筆

法的變化，但畢竟還是依「法」讓畫面更具裝飾性。與西方古典繪畫相比，

人物和背景之間的空間感並不一定具備現實合理性。 

筆者作品當中的線條並不具備傳統線條的服務目的。若說具有目的性，

其目的也在於服務作品本身的視覺，而非作品背後另外一個社會性、政治

性或具有偉大意義的服務對象。這也呼應了筆者扁平而寬闊的世界觀，宏

大敘事在其作品中不存在。 

 

6.1.2.  線條的純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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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條的純粹性與節奏的韻律性，成為中國傳統繪畫極為重視的一環。

其中說明性較強的工筆人物畫，運用的線條也仍然各有自身的純粹性，只

不過在工筆人物畫中，純粹性往往不是的一個被看見的重點。這就像每個

人與生俱來的個性一樣，都有其獨特之處。但隱而不顯或易於被忽視的特

質，不但是真實的存在，也持續著影響著生命過程。 

這裡所談論的「線條的純粹性」，其焦點並不是放在「線條的表現只為

線條本身」這件事，這裡不以線條的表現性為主軸。而是將重點放在，線

條因為文明的高度成熟發展，轉而成為符號化、系統化的純化現象。從線

條符號化而成為筆法系統談起，並舉出受到「凹凸花」畫法影響的當代工

筆人物畫。最後看到這樣線條的純粹性在筆者作品裡的運用。 

在工筆人物畫當中，線條的純粹性所訴說的就是一套非文人(主流)系統

的話語。其線條結構就像是進行一場嚴密的工程，拋棄客觀外形的牽制，

逐漸形成主觀化、類型化、符號化的表現方式。工筆人物畫對於線條的要

求越發精鍊且富變化，避免累贅之筆，因而隨著時間的積累發展出經典的

筆法系統311。 

這就像在畫面進行有機的編織，線條之間不論具有何種個性，是相互

依賴而存在的，所以是組織性的、具生物表徵的、也是規律的。當對象物

的體積感、光影、景深已經不是關心的重點，傳統工筆人物畫所構成的意

象空間相對於西方繪畫而言也越趨平面化。 

若說文人畫系統的線條旨趣在於「書寫」，那麼工筆畫系統的線條可說

是種「編織」。歷史流傳如此分科細密的線條種類，成為畫面中的經緯，成

                                                      
311

 筆法線條在傳統工筆人物的範圍裡細微的發展出「密體」和「疏體」的形式，「密體」

當中，人稱顧愷之「春蠶吐絲描(也稱高古遊絲描)」，而張彥遠稱之「游絲勁弸描」，張

彥遠稱陸探微可作「一筆畫」；人稱張僧繇「凹凸花」及「疏體」畫法，「凹凸花」即凹

凸畫法，「相傳是接受外來印度畫法影響，印度畫法其實有兩種路線，一種受希臘藝術

的影響，近似西洋的陰影及立體表現方法；一種仍先以線條鉤勒，然後填色。(劉思量，

2001，p65)」而「疏體」畫法，「是將線條以不同輕、重、斷、續畫出，改變了傳統『密

體』『緊勁連綿，循環超忽』的單一柔和的連續畫法。(劉思量，2001，p74)」人稱「曹

衣出水，吳帶當風。(劉思量，2001，p74)」閻立本精於「鐵線描」，明代汪砢玉所撰《珊

瑚網》更將歷來各種人物衣紋描法，歸類成「古今描法一十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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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相互影響的小宇宙。每一種經過歷史淘洗、精簡過後的筆法，都可以成

為繪畫中的一個數碼，而交織出的畫面就是一個程式系統。這樣的觀念也

可以看待為三次元的空間感，並非畫面中出現了具有立體感、量感的人物，

而是在繪畫過程中是 3D 的。 

現今的工筆人物描法仍然可以見到被運用在當代的題材上，而其中一

種畫法，也許受到古代「凹凸花」的影響、也許受到近代西方繪畫明暗法、

罩染法的影響。除了原本的線性特質，也使用了些微的明暗法，例如中國

大陸人物畫家何家英(1957-)的作品〈舞之憩〉。而受中國傳統繪畫影響的傳

統日本畫，也在當代日本畫中出現這樣的例子，像是日本畫家松井冬子

(1974-)的〈浄相の持続 Keeping up the Pureness〉。 

 

 

圖 6-1 何家英，〈舞之憩〉，2006，絹，195cm×115 cm。來源：何家英官方網站 

http://hejiaying.artron.net，搜尋時間 2012/5/1,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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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松井冬子，〈浄相の持続 Keeping up the Pureness〉，平成 16 年，2004，絹本着色・

軸 Hanging Scroll--Color Pigment on Silk，29.5cm×79.3 cm。來源：松井冬子官方網站

http://matsuifuyuko.com/，搜尋時間 2012/5/1,17:55。 

 

筆者作品圖像上的線條表現，也具有類似的繪製方式。以勾勒的方式

形成圖像的輪廓，接著以分染的方式在輪廓邊緣產生立體感，再敷以罩染，

最後於重點處提點。這樣的線條運用了些微的輕重粗細變化，來構成圖像

的體感，大致上扮演著分隔圖像與背景的界線角色，是較為客觀的描寫，

用筆也較謹慎、有計劃性。 

為了讓形象具體可辨識，所以限定了線條的個性變化，甚至多層罩染

之後，讓部分線條有不同程度的遮蓋。這樣的做法是為了與扁平的自然場

景、透光的裸絹產生視覺上的落差。因此筆者作品構成的三部份之間也有

面與面之間的線條。這不是傳統上由毛筆所繪製的線條，而是由混搭方式

去碰撞出的線條，表現出奇特的意象空間。 

歷史上線條從一開始的服務性、目的性，隨著眾多創作者思想的積累

而漸漸轉向。傳統中國藝術中已將線條高度精煉，線條成為其目的自身。

筆者創作裡的線條並非此類。筆者線條的佈局不在單一線條本身，而在不

同線條之間。如同一個「編織」出不同線條間的一種對話或一個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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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筆法與界域 

 

前面提到筆法乃線條純粹化之後的結果，它們在畫面中編織出一種互

相影響牽動的 3D 系統。我將這樣的線條純粹性拿來與自己作品中「界域」

的概念作比對。中國傳統繪畫注重「用筆」，不同的筆法所交織再一起，當

中就產生了些微的異質性，而其構成的線條系統才會產生變化性。 

筆者將異質性的交織誇大，成為異質線條的混搭，使線條成為顯而易

見的「界域」。在工筆人物畫中，線條是較為具體描寫的形式，所倚賴的工

具是中國的毛筆，毛筆因其長短軟硬韌度的差異，以及畫家運用的各種「筆

法」312，線條便產生豐富的表情、質感、溫度和力量，也使其成為世界藝

術史上的創舉： 

 

這一根線條，彷彿是開天闢地，立刻界定了這一平面的基本形象位

置和背景，也確立了畫面中前後、左右、上下的空間關係，以及這

個畫面應該以那(哪)一邊站立的原始立面；同時也界定了這一線條行

進和終止的方向。因此雖然只是一根線，其作用已具備三度空間定

位的功能。313
 

 

中國繪畫注重「用筆」而不言「線條」。如同吳道文所說：「中國歷代

大家，並不直接討論『線條』，因為它只是藝術表現的一種象徵(Symbol)，

而線條所由出的『筆』纔是他們所要探溯和激盪之創作關鍵」
314

 

「用筆」能創造線條，這個線條便足以產生造形、速度、空間及

                                                      
312

 傳統上我們使用“鉤勒斫拂、皴擦點染”八字，概括中國傳統繪畫中的基本造形方法。

引用自：劉思量，《中國美術思想新論》，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2001，頁 65。 
313

 劉思量，《中國美術思想新論》，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2001，頁 65。 
314

 吳道文，《藝術的興味》，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8，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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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這樣的觀念不論是中國繪畫或西方繪畫都是存在的。而中國繪

畫在「用筆」方面所創造的美學，給出了一個四維的觀看方式。因為

在創作者完成的「作品」上，其「用筆」成為一種追溯繪畫行進「軌

跡」的「線索」。 

利用這種追溯形塑了一種 3D 式的創作空間感，進而造成平面繪畫

上流動的時間感。然而在筆法之外，線條還有什麼可能性？如果不從

「意在筆先」的方向來看待，線條又會是什麼樣貌？也許可以由物質

性的、地理學式315的角度來看待線條，不過這也脫離了中國傳統繪畫

中「以身體為工具，健筆獨扛。」316的主流美學了。 

在筆者的作品裡，處理圖像的線條，也是藉由毛筆來創造(書寫)，但是

其功能及特色與上述古典工筆人物畫的方式不同。以作品為例，人物作為

圖像的題材，在人物的身體部分，包含頭部、四肢，使用傳統工筆人物畫

的勾勒及染色法，加上局部西方光影的影響，讓身體部分呈現為選擇性立

體感的平面性圖像。 

而衣著的部分，包含其輪廓線都是採取全面留白的方式，也就是以裸

絹的樣貌呈現(和天空或海洋一樣)。也代表著同一個圖像裡會混搭著兩種表

現方式，一種是精雕細琢的、一種是完全去除的。由此看來，作品裡的圖

像是以傳統的工筆人物畫筆法為基礎，往兩端去發展。讓這些歷史淘洗而

傳承下來的筆法形制，在畫面中不是更趨複雜，就是更為簡化，並讓這兩

個極端在畫面中並存。 

這裡的「複雜」指的是線條處理的非同一性，而這裡的「簡化」與前

面所提傳統工筆人物畫所採取「簡練概括」的方式也有著出發點的不同。

例如筆者的圖像中，線條在人物身體的部分細微的組織著，而進行到衣著

                                                      
315

 借用地理學當中「區域研究」(area studies)的方式來做為觀看作品的另一種方式，著重

在不同物質在畫面上產生的分佈關係。涉及到各種物質所製造線條的過程，所產生之線

條的現象、狀態等等的時間、空間分佈。 
316

 吳道文，《藝術的興味》，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8，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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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卻像是被抽真空一般，然而人物衣著仍然是可辨認的，因此線條還

存在，只不過這時線條已經由主動建構轉換成間接的被建構。 

這時線條形成所依賴的並非毛筆，而是依賴面的「界域」。劉思量在詮

釋線條的特性時，提出了交接邊界的觀點： 

 

嚴格說來線條也是由兩個小的面交接處來界定的，從這個角度來說，

線條的正確稱呼應稱之為「面界」，而不是線界。有關此一特性，似

乎經常被人們所忽略，所以往往僅以畫線來界定物體與背景的邊界

和輪廓，而忘記了畫線也可用來確定物體本身各個微小的面，和物

體表面的凹凸，以及確定物體中這個面與另一個之間的關係。
317

 

 

「界域」的觀念指出了線條成為定義畫面疆域的關鍵。而且無關乎看得見

或看不見的線條，它已然存在。線條是疆域間的相遇，反過來說當然也具

有破壞或推開疆域的力量。 

先前所提及的線條的表情、質感、溫度和力量，在這樣的情況下便降

至最低點，甚至可以在這些語詞的前面都加上「沒有」。此「界域」是一種

沒有表情、沒有質感、沒有溫度、沒有力道的線條，因為它們不是畫出來

的。這個「沒有」，是從「有」而來的，或者是要往「有」前去，抑或是一

種動能的「界域」。 

這種「界域」所引出的動能線條具有混搭特性，是由兩種異質的力量

向對方擠壓而促成的線條。圖像中的工筆畫法是留白衣著的餌，在筆者的

畫面中空白、沒有實線、沒有陰影的區塊，也是因為複雜的工筆線條才會

顯得有意義，那是一種互相依存的混搭。混搭的手法在畫面造成的不確定

性、不合理性、矛盾感，整個人物圖像的線條語空間的表達，就像是聒噪

與沉默的綜合體，這是冒著風險的重組過程。 

                                                      
317

 劉思量，《中國美術思想新論》，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2001，頁 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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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是傳統繪畫中服務性的線條，也沒有當中的純粹性表現。那麼，

筆者作品中的線條，會是另外一種東西嗎？由前述看到，傳統中國繪畫中

的「筆法」和自己創作中「界域」的概念來做思考比對。中國的「筆」於

歷史上不同的藝術表現中，無論虛實、無論程度大小，都呈現出創作者主

體性所展現出時間與空間的「痕跡」。 

就好像不論過了多久，這些筆法的閱讀者依然可以看到創作者行過的

痕跡、感覺到他們的呼吸。而筆者的線條則沒有被賦予這樣的任務，其出

現目的有可能就是被拒絕或被解構。「界域」的概念，是引誘逃逸。 

 

6.2.  由線條與空間所組成的場景：線條作為空間中的視

覺路徑與混搭的空間 

 

本節談到的線條存在於創作者在作品中安排出來的，而非畫出來的。

它關乎於眼睛對作品訊息的捕捉與追索。這個捕捉與追索的路徑，劉思量

稱之為「視覺路徑」：「通常藝術家會將藝術諸元素，布置成複數個有趣的

「視覺路徑」(visual path)，以引導觀者視覺，沿著任一視覺路徑，或就造

形、或就色彩、或就空間位置，一路追尋賞玩，因而產生動力。」318 

許多古代中國藝術家在場景(自然、第二自然)的描繪上皆善於操作此道，

使作品活化生動。劉思量提出了「動力交織論」319來詮釋一件能吸引人的好

作品，是依據視覺的法則，利用各種視覺元素之間的對應關係去交織出畫

面的整體感與變化。 

                                                      
318

 劉思量。《中國美術思想新論》，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2001，頁 236 頁。 
319

 同上註，頁 2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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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空間動力 

 

筆者作品的空間感，像是由畫面中的圖像與其搭配的場景所混搭而成，

兩者的相互搭配之下敘述出特定的空間感。工筆人物畫的圖像通常是線性

所產生的空間，而作品中所探討的是背景轉變為異材質的平面色塊時，也

就是觀者進行作品的閱讀，要從某一系統行進到另一系統時，其原本的「視

覺路徑」觀賞經驗要隨時調整成場景中的「視覺路徑」經驗。 

這種場景中的動線經驗又與中國傳統繪畫中「可遊」的移動視點全然

不同，被強迫要進行經驗的轉換，勢必產生一種「不適應」的視覺經驗。

筆者作品的畫面主體為「人物」，而與之產生對話空間的元素，則以「自然」

作為題材。這樣的搭配不論在東西方繪畫當中都是經典的組合，也有其表

達語彙的傳統。 

而在筆者的畫面中，除了人物圖像的混搭描繪，場景部分再選擇另一

種扁平的表達方式，讓自然場景、人物身體、人物衣著這三者之間，產生

的不只是線性的圖像區隔，也有區塊之間圖與地的區隔。扁平的自然，阻

擋了觀者在作品中深入自然的移動視點，逼迫觀者必須將視線移向邊線輪

廓，形成正對觀者的平面，屏幕式的視覺路徑。 

「自然」對中國傳統繪畫而言，是歷代許多人非常熟悉且嘗試表現過

的題材。中國傳統繪畫的空間表現除了是意象空間的表達，經營畫面時也

會讓觀者產生節奏感，原因在於空間場景營造出不可見的線條，這種線條

不是依賴毛筆去行進出來的，而是依靠觀看的視線所移動出來的。傳統上

的方式有：「流動視點」及「以大觀小」。 

葉維廉將這種流動視點的特質也稱之為「多重透視」(multiple 

perspective)或「旋迴透視」(revolving perspective)。他對這樣的表現方式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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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說明： 

 

是把不同時間的經驗面作重新的組合，是所謂同時併發性

(synchronous)，目的是全面性，……中國山水畫是一石一山(許多山

在不同時間經驗的，既仰望、復俯瞰、又橫看……)一樹的組合，但

是迴環穿插既入且出的一個未被變形的引發觀者遨遊的環境。320
 

 

以大觀小的表現空間來自於北宋沈括《夢溪筆談》卷十七書畫中所言，「大

都山水之法，蓋以大觀小，如人觀假山耳。」321這就是為了對對象有全方位

的把握，而產生如同鳥瞰高度的視點，將萬里河山盡收於畫面中。 

當代的意象空間表現當然與中國傳統有所差異，然而筆者創造的場景

在手法上仍有借用。採用古代常用的題材，而以不同的視點觀之，不過依

然是意象化的空間表現，處理手法或多或少也受中國古代繪畫方式的影響：

第一是題材的主觀化，圖像與空間都是理想性的，意象性的；第二是線條

和墨色的表現，中國近代畫家與美術史論家傅抱石(1904-1965)說： 

 

常識告訴我們，本來線在自然界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它僅僅是一種

分別，說明面與面的界限關係，而反映於視覺中的抽象的存在。徹

底地說，以線而表現的形象，究竟不是實在的形象，換句話，這種

形象是非現實的。322
 

 

線條和墨色是刪繁就簡的表意方式，也是假定的、非現實的；第三是虛實

對比運用，借用中國古代繪畫中一虛一實所產生的節奏感，並將虛空轉變

成扁平化的視覺；第四是「重疊」關係表現空間。 

                                                      
320

 葉維廉：《葉維廉文集》第 1 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44 頁。 
321

 俞劍華編，《中國古代畫論類編》，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 年，第 652、634 頁。 
322

 葉宗鎬編，《傅抱石美術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3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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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繪畫以線為主，色彩為輔，注重裝飾性的基本特點，使畫

面空間趨向平面性。這種表現特點使中國傳統繪畫在空間表現中主

要憑藉一種重疊關係來建構畫面深度空間，而不是像西方傳統繪畫

那樣依靠光線造成的明暗、色彩關係，以及透視關係來表現深度空

間。323
 

 

而筆者創作中所借用的「重疊」是表現在人物圖像(工筆)與自然元素(金屬

顏料)，自然元素與大空間(裸露的畫絹)之間的關係。 

以「空間動力」的概念來論筆者作品中的場景，場景所呈現之混搭空

間感是種作品中材質的異質同體所造成的視覺動線。畫面構成的穿透及遮

擋效果，造成不適應、不習慣的視覺路徑節奏。雖然與中國傳統繪畫中流

暢的移動視點表現有相當大的不同，但仍在四種筆者對作品中意象空間的

經營方式，看出其中受到中國傳統繪畫觀念的影響。 

 

6.2.2.  扁平空間中的視覺動線 

 

這裡所談的平面性是相對於西方笛卡兒式的透視法、遠近法及立體感

而言。筆者作品的空間表現與中國傳統的類似之處在於，同樣是意象性的

空間，而且也同樣具有程式化、平面化的性質。不過在視覺上卻與中國傳

統繪畫有顯著差異，最大原因應是人物之外的背景，其處理方式的不同。 

當然傳統繪畫中的平面化造形主要是線條所構成的，不過背景的留白

也是平面化視覺的主因。馮民生曾解釋中國傳統繪畫中的空白，他說：「中

                                                      
323

 馮民生，《中西傳統繪畫空間表現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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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傳統繪畫無論是人物、山水、花鳥常常不畫背景，一片空白，這樣使畫

面的主體形象更顯突出，這種空白的處理也成為中國畫家表達思想感情和

拓展畫面空間的主要手法之一。」324
 

通常中國傳統人物畫，人物主體之外就是背景，而背景常會使用留白325

的畫面。至於創作者好於留白的目的，按照吳道文的說法為： 

 

畫面上之空白，是實象之延長及呼吸處，亦正是「遊心」之處；它

在創造意境上，與中國詩詞之「空中點染，摶虛成實」的表現手法

同一理趣。這與西洋繪畫之必使整幅畫面，塗滿彩色和線條而後已

之凝重不同；前者因留用空白，而使有限(著墨處)表現了無限，後者

因實象佔滿空間，無空象供思遊，反而無限而成有限。326
 

 

繪畫中的具象物或文學中的具體描述，能夠為作品做出有效的表達，但容

易落入有形的限制。在中國傳統繪畫中，創作者有更大一部份想要表達的，

其實都隱含在留白處。這並不表示前者與後者有高下之分，兩者之間反而

互為意義，這就是中國藝術中講究的「動靜一如，虛實一如。」327
 

在筆者的作品中也運用了留白的方式，差別在於，人物與留白背景間

又以平面化的、重疊的方式插入了自然場景的部分，就像是話劇演出的道

具背板，甚至沒有圖案而只有形狀。而留白的部分(裸絹)，連白都沒有了。

作品中人物、自然、留白之間交錯的，是特殊的圖與地關係。 

前述「流動的多視點」及「以大觀小的鳥瞰視點」等特色，除了圖像

的觀看之外，更重要的是畫面中的留白。留白如同為眼睛所預留的道路，

                                                      
324

 馮民生，《中西傳統繪畫空間表現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頁

79。 
325

 「中國傳統繪畫是以意象的手法表現空間，表現特點的程式化、平面化，都使中國傳

統繪畫空間表現形成模糊深度空間的營構，強化二度空間的經營。」同上註，頁 87。 
326

 吳道文，《藝術的興味》，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8，頁 108。 
327

 同上註，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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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並未事先告知內容物，但已作出邀請的動作。相較於古代繪畫空間，筆

者運用更多的是類似攝影固定鏡頭的取景。物象要近的許多，不會有全面

性的把握。 

另外在顏料的處理上，並不採用傳統的皴法來營造自然的立體感，也

沒有像主體人物一樣使用概念式的分染，取而代之的是用金屬顏料作平面

化處理，讓自然場景去除景深、透視的視覺感。處理場景的顏料變因是扁

平的、區域的，而影響場景的另一變因還有畫面的形狀，這同樣也會影響

到畫面第三個重要構成元素：基底材。 

畫面的形狀和大小的差異便等同於藝術家視點和視野的差異，例如筆

者作品中同樣都只有單一圖像出現的條件下，以橫向矩形為畫面，其場景

就會形成更大的距離延伸。若是垂直矩形的畫面，視覺上更有穩重感，搭

配人物的姿態，很適合作聖像式的呈現。 

而小型的圓形畫面增加場景的侷限，像是鏡頭一般的窺視角度，或像

是窗景，也就是說觀者和畫面內容之間的心理距離拉遠。這樣的場景並不

接近中國傳統「可遊」的移動視點，如此還能造成動線嗎？在這場景裡，

若視線被阻斷「遊」的可能，勢必要尋找新的可能性，這個被眼睛新開發

的動線就由中心退到邊界。 

這個動線不再具備說明性，而有更多的抽象體驗。這個體驗就是「邊

界」：場景輪廓與圖像筆墨線條之間的對話。而這樣的具體操作在暗地裡就

推動了觀者的視線，當觀看的視線被影響，畫面的線條間產生的化學變化

便不斷的展開。動線可視為畫面中的動能，這也是場景部分相較於圖像部

分而言，具有特色之處。它們線條的根本質性不同，也就表示其線條的純

粹性也會不同。 

場景的線條不是手繪性線條，而是由區域所分隔出來的界線，這種線

條的概念就會由「書寫」轉向「區隔」，形成了畫面不同描寫圖像時的佈局

方式，也就是佈局的不同讓上述幾種畫面產生不同的呈現。另外一種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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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線條就是「動線」，這是來自觀賞角度在場景所產生的空間中移動的路徑，

動線和毛筆線條一樣都會產生方向、速度與時間，但比起毛筆線條的作者

特性和其自維特性，動線顯然是屬於觀者的，具有不確定性，而且更具動

能。 

筆者作品中的場景是用金屬顏料以絹印方式所形成的平面形狀。形狀

裡的顏色是滿的、密的，和圖像的書寫性線條相較，其運動傾向較低。不

過這種形狀的線條就集中在邊緣，也就是離開中心的、往邊緣去的，因此

形成另一種動能是張力，與圖像那種往中心集中的動力是相反的概念。 

這種動力的相互影響、相互組織，需要經過藝術家的佈局，進而產生

節奏感、音樂性。半抽象色塊的場景是扁平形狀，它的敘述重點在於輪廓，

輪廓與主體圖像產生邊界，也和基底材產生邊界。場景也許就變成不是完

整封閉的形，也有可能延伸到畫面之外。 

舉例來說，假設筆者作品中的三大元素：圖像、場景、裸絹，三者在

畫面上各自占領了不同的領域，當三者在擴張領域的同時(其實是筆者在繪

製這三者時)，碰觸到對方，筆此之間便形成邊界。邊界是三個元素產生對

話的地方，這種處在邊緣的線條比起本體(中心)更具有相互影響的動態。 

 

6.2.3.  混搭的空間觀 

 

中國傳統繪畫是以筆、墨、紙本、絹本所創造出來的同質性空間，隨

著社會變遷、多元文化交流，生活模式衍化成越發複雜的結構，因此也產

生先前提過的題材豐富與多樣性。另一方面創作工具及創作形態也隨之增

加，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現今已出現眾多以多種、複合的工具及方法來

進行創作。這種空間語境形成混搭的異質性空間，回應當下複雜的文化背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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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這部分討論到了邊界和動線的概念，而其線條的純粹性最主要的

便是「動能」的趨力。線條的動力是觀者屬性的，非既成事實，也是不穩

定的。線條在場景裡產生區隔性，它與圖像相呼應的方式，不是添加、建

構，而是排他，接下來就形成不易閱讀的狀態。線條在扁平的平面上並未

消失，它只是到邊緣去，也就是焦點往邊緣移動，邊緣化變得重要，這就

是邊界的存在。 

另外一個動能產生於工具的異質混搭，在畫面上呈現的是非手繪的、

陌生感的、間接的、有距離的。筆者以混搭的方式在作品中製造出異質性

的空間，創作時使用了分別由不同時代、不同國家所生產的顏料，並以中

國傳統的技法繪製人物。而在自然場景的部分，使用了 19 世紀才發現的輕

金屬「鋁」。 

這個被大量使用在工業領域的材料，以古老的貼箔方法貼出背景圖形，

當作顏料使用，或者使用絹印328方法，將金屬顏料以間接的方式印在畫面

上，形成平整均勻的色塊，降低了手繪感，增加了裝飾性、距離感。多元

方式並置的型態，相較於傳統繪畫中同質同體的形式，產生了失去平衡的

不確定感。 

畫面中的「場景」會引導出空間感的思辨，而空間感在中國傳統繪畫

中的場景處理更是一項特殊的藝術成就，也值得提出來與當代作品作討論。

筆者於自身作品中處理場景，勢必觸碰這項議題，參照多方空間觀點並產

生相互連結。其中較為特殊的是場景空間感的產生與線條之間的關係。 

先前在圖像議題的部分已經提及線條本身即能產生空間感，而在場景

的範疇裡，是以塊面、區域為導向，因此這個條件下所產生的線條，並不

若圖像那樣明確，而是不固定屬於任何主體的邊界。然而這樣不確定的特

性卻造就了場景裡的線條，發生隱性的動能與彈性。更因為異質的處理方

                                                      
328

 現代絹印技術是從網版印刷術而來，被認為是世界四大印刷版式之中年資最少的，傳

入台灣大概是在日治時代，從工業到科技業都被廣泛運用，但若要論其源頭是相當久遠，

在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 500 年左右)就有了鏤空雕刻版，作為印布的刮漿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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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讓場景去到更不穩定的空間感裡。 

筆者的作品空間感可以理解為，場景空間是因為動力在移動所形成的。

而中國傳統繪畫中的用筆讓畫面產生富層次的節奏感，以多視點的場景安

排在畫面當中。使人得以脫離人的眼而換上鳥的眼，空間不停地翻轉變換，

也得以在同一個畫面中脫離固定不變的時間點。 

而我則利用材質的轉換述說一種扁平的空間感，在區塊與區塊中間製

造出節奏，視覺便隨著空間的動力推進。每一種工具或材質所產生線條都

是一種屬於自身的獨特語言，而不同工具所處理出來的線條在畫面中彼此

碰撞出另一種視點的、流動的線條，產生混搭的空間感。 

 

6.3.  構成線條與空間的基底材：基底材與線條、空間之

關係 

 

通常基底材自身是不會產生線條和空間感的。然而線條和空間，以及

基底材本身都是有質性的東西，當受到基底材的乘載，它們的質性便會進

行對話，甚至可能產生出它們自身以外的東西。基底材另外一種可能，就

是形成不同於圖像、不同於場景的另外一種空間。 

這個空間一樣是依賴觀看的視覺去完成，不同的地方是這個部分比起

場景部分被剝奪得更多。或者應該說，它所擁有的就是它自身，除此之外

沒有別的，它處在一個「準備全然接受的狀態」。 

 

6.3.1.  基底材的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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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作品所使用的基底材為畫絹，畫面的留白處也會有未經染色的「裸

絹」。裸露的絹上會有線條嗎？若單獨觀察畫絹，可以看見它是由經緯線交

織而成的平面。若以材料視之，它是非人為的、非繪畫性的、現成物的。

通常在畫面構成中，這些鮮少被談論到，但仍可以去辨別出材料特質帶給

觀者的絕對感受。 

現成物材質的本質性帶給觀者的視覺，和顏料的介入、人為的痕跡完

全不同，例如畫絹的穿透性就是從這裡來的。創作者可以透過繪畫方式、

作品陳設方式來顯出視覺上的空間感。例如筆者的作品是以畫絹為基底材，

畫面中工筆敷彩及金屬顏料以外的地方就是裸露的畫絹。 

畫絹有可能敷上淡墨，也會使用命紙拓底，但是盡可能保留畫絹原本

的透明度，而成為畫面中唯一能被視覺稍微穿透的區域。相對於被顏料遮

擋的圖像區域，就會形成深度的差異，以及帶有空氣感、離開牆面的視覺

感受。工筆的區域、金屬顏料的扁平區域、裸露畫絹的穿透區域，各自都

與彼此之間產生些微的反差感。 

這就是作品的矛盾之處，雖然畫絹藉由創作者的手法來產生線條與空

間感，但能夠產生穿透感、空氣感的，還是這個材質本身。而除了基底材

本身的工具性，仍然具有其他線條存在的可能，不過是必須與他者產生關

係的被動性線條。 

基底材給人的感覺是無邊界的，若有出現邊界的可能則是在與其他元

素的相遇，但這與場景所形成的邊界有何差異呢？這兩者都是虛幻的線條，

並且用來指涉空間，但兩者在視覺上卻有圖與地的相對關係，而且是可以

互換的。 

以筆者的作品來說，在畫面上邊界是共用的，共用邊界的關係有：圖

像和場景、場景和裸絹、裸絹和圖像，彼此之間共用的邊界這一虛幻的線

條，而在線條的兩側存在著前後，也暗示著兩側元素圖與地的重疊關係。

這個關係並不全然固定，創造這樣的關係並不是依靠明暗法與透視法，而

 



208 

是利用大腦的思考讓我們在畫面中不斷的轉換不同圖像的前後關係。 

這是真實的畫面上不存在的，卻是我們視覺所成像的。視覺落在裸絹

上的動線不像前面兩者可以在畫面上游移，因為在裸絹上是沒有焦點的，

若有也會落在邊線上，所以視覺的動線是與畫面垂直的，並且向前的、往

裡去的，甚至是往邊線裡去或往更遠處去。總之不會是停留。 

因為裸絹是織品，具有輕盈的、穿透的特性，即使帶領視線往深處、

遠處、未知處，卻不是到達黑暗處。這是感知的功能層面。另一個線條的

變因影響著裸絹的空白處即是圖像。圖像為畫面主體，不論它有沒有和空

白處(裸絹)共用邊界，也是有產生對話的可能性。 

例如以人物為畫面中的圖像，其眼神、視線、姿態都會形成暗示的動

線。裸絹是畫面中的空白，比起其他元素都更容易受到暗示，它具有接受、

容納的特質。同樣的道理，場景的部分對於基底材的邊界線條具有主動的

決定權。當線條因為顏料或題材而產生質感或粗細的變化時，基底材又會

產生新的被暗示。 

基底材扮演未知的角色，也是容納觀者幻想的所在。基底材的部分與

場景都由動線來形構出空間，而兩者最大的不同，是觀者於場景部分的視

線移動中，即使線索很少但仍然是有參照對象的，參照對象本身也是有自

身的輪廓線條。 

但是在裸絹的部分，觀者所依賴的就是場景輪廓之外的延伸暗示，可

說是邊緣的邊緣了。觀者沒有實際看見所謂的對象，只知道那是一個沒有

表述的遠處。所以基底材的部分形成了一個完全觀者屬性的被動、想像性

空間。它乘載一種尚未來到的寄託，一種未得的美。 

 

6.3.2.  並非空虛的裸絹：場域與場域的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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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品中成為基底材的畫絹，是一個預備全然接受的存在，它預備迎

接畫家之手、畫具、顏料的到臨。若是沒有任何質量降落在畫絹上而成為

裸絹，它也預備著要接受視覺的投射。就像是一個場域、一個載體、或一

個容器。若是沒有任何事物需要它來接受，包括視覺，那麼它就成為它本

身。這反而顯示出，原來，它「本來」就在那裡。 

先前有提及筆者作品畫面的主要三大構成，工筆畫法繪製的具象圖像、

以版畫間接性的方式產生的扁平場景、以及缺乏顏料覆蓋而容易透光的裸

絹基底。並闡述了所謂線條，是存在於這三者的相互影響之間。若以過往

的角度來看，在題材上人物、自然場景、空白的空間，三者之間的搭配相

當具合理性。 

而畫面中人物、自然場景、空白的空間，三者材質的非同一性，造成

視覺上另一種非典型的空間感。當版畫方法處理的場景被指認出屬於「自

然」場景時，裸絹的部分便會被進一步的作聯想，成為天空、河流、海洋

或者空氣等等。依照這個概念，空無一物的裸絹，似乎也並不是真的空無

一物。 

這個觀念是前文所提到的「意象空間」，就像劉其偉(1912-2002)解釋的：

「空間的一詞，並非指「空虛」的空，而是含有「面積」之意。表示在一

平面上充滿了某一項東西的寬闊的面，而帶有「存在」的意義。」329若從「有」、

「無」的觀點來看，裸絹的空間雖不像圖像一般可以被直指為「有」或「實」，

但它也不是「無」，因為在意象空間中它具有「存在」的事實。 

以劉其偉在《現代繪畫基本理論》中所提到之物理學上的空間為例，

他說： 

 

自然界中如果將空氣排除，謂之真空，真空雖不傳音，但由於「以

太」ether 的存在而傳達光電磁等作用，故在物理學上，仍視空間唯

                                                      
329

 劉其偉，《現代繪畫基本理論》，臺北：雄獅圖書，1991，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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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充實體。 

自然界既充滿了各種介質，即亦空間係由無數的形體予以支配。在

此空間與物體之間的關係，一方面互相生長，另一方面互以無限的

力量相抵抗，其感覺猶似戲劇一般地激烈。及空氣自身也會造成一

種形體，此形體被破壞時，就是表示有另一物體的存在，如果以此

物體繼續在生長或移動作臆想時，則此物體必為一種充實和具張力

的感覺。330
 

 

而圖像、場景、裸絹這三種異質的存在，彼此之間形成了所謂「界」的線

條。我在作品裡試圖操作出所謂「界」形成的空間感，這部分類似於近代

物理空間的理解，一種被劉其偉稱之為「帶狀物」的存在。 

 

繪畫上所顯示的形態，即空間和物體的界限，換言之，即在空間中

的形態，時為物體和空間的交接，或臆想其為衝突的一種帶狀物。 

此衝突帶對於物體的形成，向內乃具凝縮的性質。外向則有延伸的

力量，由此兩相反的力以支配空間。至如外側的空間，對宇宙則有

擴展的趨向，同時對物體則與壓抑的作用。從物體與空間的相互作

用，因而形成了一種不安定的空間。物體嵌入於空間的邊緣，權宜

上我們稱其為帶狀。將此帶狀物以多角度的關係展開時，便是繪畫

中佔有空間的形態。331
 

 

裸絹做為基底材，就如同一個「場」，也可以被形容為舞台或格鬥場。 

圖像、場景、裸絹就像三個「場域」，或形容為三個疆域或領土。它們

之間的「界」，是具有「力」的線條、是一個疆域的終結、也是另一個疆域

                                                      
330

 劉其偉，《現代繪畫基本理論》，臺北：雄獅圖書，1991，頁 171。 
331

 同上註，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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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始，更可以說是疆域佔領空間的狀態。線條的轉折產生了內縮或外延

的動力，而這無關乎具象與否、著墨與否。 

筆者在作品裡創造的空間感，其重點並不是在敘述一個人(帶著鳥巢的

年輕女性)在某一個地方(大自然裡)做了什麼事的這樣一個敘事空間。而是

視覺上的一個非典型的空間感，它存在於場域332與場域的中間。畫面裡筆

者安排的三個基本構成，彼此相互影響「出力」，但沒有空間感上的從屬或

因果關係。 

這些場域「中間」具有動力的「界」，其動力不僅僅來自於場域和場域

之間的互碰，還來自於更多「未知」。或許是裸絹背後的某一片牆，或許是

投射燈打在牆上，再從裸絹反射回來的光，又或許是自然場景遮擋光線後

在邊緣滲出的那道陰影。 

 

6.3.3.  線條的行進：穿透與遮蔽 

 

裸露畫絹處，應該也是筆者作品畫面裡，最具有中國傳統空間感的所

在。我們永遠不會知道越過那片自然的後面會有什麼，但我們可以想像會

有什麼。就好像中國傳統園林造景或傳統戲曲裡，以虛擬性表現來追求時

間、空間的自由。 

以陳從周333
(1918-2000)的觀點，中國園林與中國的文學、戲劇、書畫，

是相同情感表現於不同形式：「中國建園叫“構園”，著重在“構”。有了“構園”

以後就有了思想，就有了境界。」334「構」便屬人為的藝術創作行為，創

作者利用材料與空間形構出視覺路徑。這樣的視覺已加入了不同的因素在

                                                      
332

 可能是人物區塊、背景區塊或基底材區塊。 
333

 陳從周(1918-2000)，前同濟大學建築系教授，美國貝聿銘建築設計事務所環境及員林

藝術顧問，日本科學院外籍院士，上海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 
334

 陳從周，〈中國的園林藝術與美學(代前言)〉，陳從周主編，《中國園林鑑賞辭典》，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代前言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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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例如情緒、呼吸…等等，成為身體性的視覺。 

線條、空間與基底材之間形成遮擋與鏤空是筆者作品中特殊的空間關

係。這種空間的辯證關係的運用，在中國園林建築中也可以找到。空間在

中國園林中如何形構，仰賴變化巧妙的造景手法，其手段很多，目的通常

是希望觀者透過這些造景方式作為觀景手段，以達到自然、淡泊、恬靜、

含蓄的視覺感受。 

在此提出當中的「障景」、「透景」與筆者作品空間營造來作討論。耿

劉同335在其著作《中國古代園林》中提到「障景」手法，目的是為了不使

園景被賞園者一覽無餘，遊園時會使人產生錯覺或者懸念，就像是一場戲

劇，有序幕、有高潮、有尾聲，總給人以好戲還在後頭的懸念。
336

 

觀者在見到標的物之前，保留無限的想像空間，也暫時忘卻真正的現

實空間。而筆者創作為平面藝術，也借用這種含蓄且虛擬的表達方式。雖

然不像遊園一般，觀者不會真正以肉身穿越平面藝術作品，然而視覺與心

靈卻可以帶領人走向更遠之處。 

筆者並不在畫面中再現一個中國傳統園林的圖像，而是在裸露的畫絹

上，以人物或自然的形象作為遮蔽，遮蔽部分以外的形，便是裸絹的形，

觀者被暗示在裸絹上遮蔽與未遮蔽中間那一道無形的線條是自然形象的線

條。但是如此隱晦以使人無法確定，我們也不確定穿越過這個作為障蔽物

的自然的背後會是什麼。 

因為筆者沒有顯示它，或者另外一種說法：觀者根本也無法走進去並

找到答案。這就是和中國古典園林的不同處，當觀者準備進入中國園林，

雖然不確定後面的路途會遇到什麼，但心裡非常明白總會有事物等著在他

們面前顯現，但在平面繪畫的空間裡，便喪失了這種把握。 

                                                      
335

 耿劉同，字景沂，江蘇揚州人，1939 年生。中國佛學院研究部畢業。原頤和園總工程

師、研究員，退休後擔任中國紫禁城學會副會長、北京市公園管理中心顧問。早年為中

國佛學院研究生學歷畢業，1961 年開始接觸古建，文革開始後到頤和園開始搞環境工

作，後接觸園藝，直到後來主管文物工作並成為頤和園的總工程師。 
336

 耿劉同，《中國古代園林》，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頁 44、45。 

 



213 

另一種造景方式是利用園林內部的空間區隔牆面，設計各種圖案作為

牆上的漏窗，透過窗子的空隙，可以欣賞在牆另一邊的風光，稱之為「漏

景337」，形成觀賞者只能在牆這一頭遠觀牆另一頭，而不能立刻進入景色當

中，觀者所見的景色因為不完整。 

構成漏景的要素有二點，「圍」與「透」，也就是遮擋與穿透的相互作

用。筆者作品中，裸絹所扮演的角色即是「透」，但如果僅僅是呈現一張透

光的裸絹，完全無法構成漏景那種間接的審美感受，因為它穿透性的張顯

是來自於顏料在其表面的遮擋作用。 

穿透性的視覺空間除了在中國園林中出現，在當代藝術作品中也可以

看見。中國藝術家郝量(1983－)
338在其作品〈折射〉中，除了可以看見他以

工筆線條及絹本設色的基本功力展現傳統工筆人物畫的意象空間，更添加

了其他異材質，使得作品產生一種真實的、有如幻燈片的前後重疊立體感。

它既非中國傳統繪畫的空間、也不是西方透視學的空間。 

二〇〇一年成立於北京的藝術組合「UNMASK
339」在他們的雕塑創作

中將具體形象部分抽離或善用透明材質來塑造穿透的體感。筆者從他們的

不鏽鋼作品中，察覺如同中國書法中的意象空間，即便主體的許多部分被

去除，仍然可以想見它的存在，甚至更多的存在可能。從這兩組藝術類型

中發現大量運用虛與實、圍與透的觀念的共同點，配合上他們各自不同的

美學語彙，讓原本傳統中即存在的美學觀大大拓展出不同的面貌。 

 

                                                      
337

 「園林的圍墻上，或走廊(單廊或復廊)一側或兩側的墻上，常常設以漏窗，或雕以帶有

民族特色的各種幾何圖形，或雕以民間喜聞樂見的葡萄、石榴、老梅、修竹等植物，或

雕以鹿、鶴、兔等動物，透過漏窗的窗隙，可見園外或院外的美景。」李輝、陳健行等，

〈中國古典園林的構景方法〉，中國古典園林_中國網：

http://big5.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4-05/19/content_5568159.htm(2004-05-19)，搜

尋時間：2012/5/7 pm1:00 
338

 郝量，1983 年生於成都，2006 年畢業於四川美術學院中國畫系獲學士學位，2009 年畢

業於四川美術學院中國畫系獲碩士學位。 
339

 UNMASK 是 2001 年成立於北京的藝術組合，成員為三位於 2002 年畢業於中國中央美

術學院雕塑系的藝術家：劉展(1976－)、匡峻(1978－)、譚天煒(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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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郝量(1983－)，〔折射〕，2010，絹本水墨、絲網版畫壓克力，60cm×280 cm。來源：

〔折射〕圖片來源路徑：99 藝術網>新聞>國內活動>郝量〔折射〕絹本水墨、絲網版畫壓

克力 280X60cm 2010http://news.99ys.com/20100417/article--100417--41271_14.shtml，搜尋

時間 2012/5/1,18:30。〔折射(局部)〕圖片來源路徑：ARTCOOL 郝量作品

http://www.artcool.com/n_album/displaypicture.php?picid=52000&setid=51997#bigpicture，搜

尋時間 2012/5/1,18:35。 

 

 

圖 6-4 郝量(1983－)，〔折射(局部)〕，2010，絹本水墨、絲網版畫壓克力，60cm×280 cm。

來源：〈折射〉圖片來源路徑：99 藝術網>新聞>國內活動>郝量〈折射〉絹本水墨、絲網

版畫壓克力 280X60cm 2010http://news.99ys.com/20100417/article--100417--41271_14.shtml，

搜尋時間 2012/5/1,18:30。〔折射(局部)〕圖片來源路徑：ARTCOOL 郝量作品

http://www.artcool.com/n_album/displaypicture.php?picid=52000&setid=51997#bigpicture，搜

尋時間 2012/5/1,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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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UNMASK GROUP(成立於 2001－)，〔Unmask-0°No.5〕，2009，不銹鋼、樹脂、矽

膠、皮毛，50×150×40cm。來源：UNMASK-青年藝術 100 官網：

http://www.zan8.cn/Item/Show.asp?m=111&d=56，搜尋時間：2012/5/7 pm3:00。 

 

 

圖 6-6 UNMASK GROUP(成立於 2001－)，〔Flash Memory #2〕，2009，不銹鋼、彩色塗佈，

88x56x88 cm。來源：UNMASK- H. T. Gallery 官網：

http://htgallery.oinsite.cn/_d270918402.htm，搜尋時間：2012/5/7 pm3:37。 

 

在這裡所討論到基底材的議題，不單純只是就一個載體的視點去討論

它，甚至依著基底材的材質特色，更加上了「屏幕」(screen)的概念。基底

材除了會與圖像和場景之間，各自產生邊界的線條，也和場景一樣會產生

動線。基底材的材質是裸絹，其穿透性會讓基底材的區域產生新的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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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垂直於畫面的方向。 

筆者藉由自己的作品所討論的穿透性，必須要依賴畫面場景在基底材

上形成障蔽才會產生意義。以中國古代園林構景中的障景、漏景方式來類

比自己作品中遮擋與穿透的特質。障景、漏景在園林中是為了能達成「借

景」的功能，人們遊園之間隨著時間推進、腳步挪移，真可以達到「步換

景移」之效。 

不同於這種身體性的動線，遮擋與穿透的方式在平面繪畫中所引導的

是視覺的動線。畫面上的裸絹是個沒有表述的遠處，在未知裡無景可借，

若有可能也只能往觀者心裡去借了。或者我們可以有另一個選擇，便是承

認「沒有景」這件事，也許有機會可以發現景以外那躲在邊緣的界。 

 

6.4.  結語 

 

本文以線條與空間為主題，將自己作品中圖像、場景、裸絹三部分，

以當代創作的角色與中國傳統繪畫及中國傳統美學思想進行討論對話，除

了從中辨別出雙邊的異同，並期望找出是否有更深入的連結。其作法是利

用圖像、場景、裸絹這三者，依次針對線條及線條所產生的空間特性來進

行推衍。 

這樣的方式彰顯了彼此的關聯，而非單一材質、單一文化體系下美學

的絕對讚頌，而這種互相依賴、互相影響的混搭性連結，即畫面力量的來

源。筆者試圖以傳統中國工筆人物畫法結合西方身體繪畫觀念，在畫面中

呈現異質性的線條，來作為個人當代性的表現。 

線條本身就能夠產生抽象性的空間，而線條與其他元素如顏料、基底

材等，繼續進行組織，形成一種具對話性、虛擬性的意象空間。這種虛擬

性的空間不是單一組成，而是有機組成，由各種元素促成，有組織性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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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空間。 

創作者扮演拿捏跟斟酌的角色，但不是全然掌握，他一定要放任某些

材料的能量，讓它們自己說話與對話。而觀者必須採取主動性，因為作品

沒有告知全部，沒有告知全部是為了避免空間的侷限。因此觀者只能自己

投身進入作品的系統組織裡，依據作品所展示的元素、即其形塑的空間感

而展開屬於自己的體驗，這樣才能完成作品的「全部」。 

以工筆線條人物的圖像、扁平的自然場景、裸露畫絹的留白，筆者形

構出作品的線條與空間。而觀者在欣賞作品時視點在這三者間移動的路徑

也會形成線條。這種線條就是作品的節奏感，也就是經由時間所形成的線

條。 

在平面藝術、雕塑、中國傳統園林、中國傳統戲曲當中都可以發現這

種欣賞經驗，如同中山大學劇場藝術系教授王璦玲所言： 

 

這樣的時空，當然不是幾何學的科學性的『透視』空間，而是由生

之線條的節奏趨勢所引起的時空感，一種類似音樂與舞蹈所引起的

時空感，它表現為一種力線律動的空間感覺。這種意象化、情感化

與節奏化的時空境界，透過語言描繪的『虛』，與形體象徵的『實』，

使觀賞者在『審美』的參與中獲得了想像的自由。340
 

 

因為這樣的啟發，我利用絹印技術(技法)對彩墨創作介入，企圖討論空間裡

的平面性。 

絹印技法的原理其實來自於歷史悠久的漏孔、孔版或型版等印刷術。

它被明顯應用為一種新的版畫藝術版種與藝術媒介大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340

 王璦玲，〈以情造境－明清戲曲中之敘事與時空想像〉，熊秉真 編《睹物思人》，臺北：

麥田出版，2003，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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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許多前衛藝術家採用絹印技術，尤其深受普普藝術家的青睞。341操作

此媒材最為人所熟知的藝術家，便是美國人稱普普藝術教父安迪．沃荷

(Andy Warhol)(1928-1987)，以及當代日本藝術家村上隆(Takashi 

Muradami)(1962-)。 

筆者在創作中運用絹印技法，主要著眼於它技法的間接性、顏料層的

平面性、塊狀圖像的裝飾性、遮擋與鏤空的觀念性等。主要目的並在呈現

中西合璧的視覺，也不擴大使用其機械複製的特色，而是呈現如圖層般平

面圖像的銀泥附著在畫絹上。 

畫面中，筆者以不同於中國傳統繪畫的留白方式來討論畫面裡意象空

間的「留白」、「穿透」及「圖地關係」等等的繪畫命題。而作為基底材的

裸絹筆者用來執行這些繪畫命題的重新演繹。畫絹透明感在畫面上的運用

並不算是創新的技法。此特點是將基底材視為一種屏幕，工筆人物繪畫可

以用同樣的工法繪製在紙張上或畫絹上，並達到類似的效果。 

筆者試圖拉出畫絹其本身的特殊性來作為繪畫的語彙之一，而非只是

考慮基底材的牢固性或貨源取得的難易度。作品中的人物是直觀的形、自

然背景抽象化，而裸絹處時為人物的衣著、時而為虛空處，靠想像不靠感

知。它是為了容納在有形之外的精神性與心靈追求。 

創作中保留了中國傳統繪畫主觀化、虛擬性、婉約含蓄的表現手法及

若即若離的審美感受，並以形式上的間接性手法來搭配內容上間接性審美

感受。藉由獨特材料的使用及畫面安排，提出線條與空間特殊的、新的可

能性。那麼這樣的創作特殊性為何？ 

相較於傳統工筆人物畫，筆者使用了多種線條的雜混，這樣的雜混經

過理性刻意的設計，若說彩墨畫中書法性的線條是「寫」，那筆者作品中的

線條就是「操作」。這樣的線條就不適於呈現藝術家的胸中臆氣、表現人格

高度，而是用來表達藝術家在當代文化豢養下，對世界所持的看法，或者

                                                      
341

 石玉翎、文中言、宋光智、楊鋒 編著，《版畫》，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頁 76。 

 



219 

更準確的說是將自我投射於世界之中。 

也因為放眼再也難以見到所謂純粹、同一的生活環境，因此線條的表

現，就成了一件組合、組織的有機體來作為回應。筆者的線條不是簡約洗

鍊的線條，而是帶有「去除」342性質的線條。不求起承轉合、沒有開始結

束，只求以人為控制的力量，盡量去除作者在生產線條時所產生的情緒的

起伏。 

在中國傳統繪畫審美觀裡，線條具有較高的獨立性、完整性，在這裡

則非如此，異質性的線條出線在同一個畫面且互相依賴、互成意義，也讓

異材質的線條製造出裝飾性的幻覺，去影響原本所習慣線條在絹本上的視

覺。當然這樣的線條相對來說給人不成熟的、不穩定、實驗性質、材質偶

發等特性，也代表著線條的進行式狀態。 

  

                                                      
342

 在單一線條的生產中，盡量去除作者的主體性、個性、氣息，這是相對於表現性的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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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結論 

 

筆者認為在自己的生命當中，能夠有時間與力量去進行藝術創作與創

作論述相關研究，是種讓人感激的恩賜。而當作品很幸運的有更多機會從

創作者手上去到觀者面前時，筆者的同一件作品也曾接收到來自外部兩種

截然不同的訊息。定義筆者作品的其中一種訊息是「這不是水墨畫(彩墨畫)」，

另一種則是「這當然水墨畫(彩墨畫)」。 

上述兩種訊息的落差造成筆者的困惑，而去解決這個困惑就成為我在

博士班研究的任務之一。於是我將這個困惑放進口袋，開啟了自己創作本

質的思想與行為而產生的「出境」旅程。筆者必須重啟並重新整理自己的

思考，而這個博士論文便是我的創作記憶體重新整理的過程。 

本論文是以筆者的創作行為與創作關懷作為主體，進行研究探討的創

作論述。整個撰述是記錄著筆者在博士班研讀期間，一趟名為「出境」的

創作追尋旅程。而這個進行出境行為的主體，筆者將之設定為名叫「混合

體」的存在。它涉及了創作者本身、作品內容與風格以及創作、研究、論

述方式的討論。 

「混合體」可以是筆者在平面繪畫裡創造的圖像主體，也可以是指整

件作品本身，或是作品所在的創作脈絡。這個論文文本也可以被如此看待，

甚至混合體也可以是指創作者自己。「混合體」本身就是「出境」行為後的

產物，而它又帶著這個基因繼續出境。 

我曾在緒論當中引用卡夫卡(Kafka, Franz)在〈無限長的旅行〉(Der 

Aufbruch)中的一段話來形容混合體出境行為的創作實踐，「離開這裡，這就

是我的目的。」（Weg von hier, das ist mein Ziel.）343而過程中筆者卻感覺到，

                                                      
343

 Kafka, Franz 卡夫卡，葉廷芳編，〈無限長的旅行〉，《卡夫卡短篇傑作選》(Short stories)，

臺北：志文，1996，頁 269。原文參考自：Kafka, Franz (ed. Nahum N. Glatzer).The Departure, 

The Complete Storie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1 (Hardcover) ISBN 0-8052-3419-5, 

 

http://en.wikipedia.org/wiki/Special:BookSources/080523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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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離開既定狀態，主體的內容越會被膨脹而難以定義。 

與此同時，目的(地)也是如此，抵達之後緊接著便是離開，頗有鏡花水

月之感。這些出現在出境行為的狀態，成為我創作及研究的思考。這不意

味著必須具備具象或實質的移動行為，從根本來說重點在「質變」。當主體

因著某件事而變成不再是原本的那個狀態，那件事就是「出境」。 

作為當代的繪畫創作者，我所使用的彩墨形式原本是來自於中國傳統

繪畫體系。這是一個時間經歷長遠，架構完整龐大，而脈絡分支複雜的體

系，內部由過往創作者用創作實踐所走出來的眾多「疆域」所結構而成。

基於自身創作養成背景，以及所處多元、複雜、與差異的當代創作語境之

考量，筆者認為自身「混合體」的創作論述若以單線式的書寫方式容易力

不從心，故採用創作議題各自獨立關注的方式進行。 

議題眾多論述不易，為避免論述失焦，所以我從自身作品的創作思維、

形式與內容當中，提取幾個主要特徵作為研究對象。他們分別是關於線條

與空間、性別意識、自然觀、人物作為創作主體、工筆的當代意義等，屬

於創作上的本質性探討。筆者並未選擇較為當代屬性、或是較為冷僻、甚

至是自創議題進行探討，而是從藝術史上較為經典的本質性議題著手。 

其原因除了在於彩墨本身的歷史文化基因之外，還有筆者在博士班研

究時的體悟。筆者的創作思維及行動自認為是計畫以一個「出境」的方式

進行，其前提是必須清楚自己的主體意識，以及創作的既有疆域。當我清

楚地看見疆界，才有辦法對此做出行動，這樣的創作探尋才得以成立。 

雖然此論文屬於創作論述，但整個結構當中並沒有將作者自己的平面

繪畫作品，逐件、逐項提出畫面、創作手法、創作理念等說明。而是將創

作者自身的世界觀、議題關懷、觀看方式、創作思維、創作行為…等包裹

為一個整體並做為引發議題的主體，藉由各章節的獨立議題切入進行論

述。 

                                                                                                                                              
1988 (Paperback) ISBN 0-8052-0873-9 

 

http://en.wikipedia.org/wiki/Special:BookSources/0805208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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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創作或撰述的過程，我常自問：身為人類，我們正活在什麼樣

的世界裡？我們的眼裡看見了什麼？我們的大腦被餵養了什麼？我們所認

為的世界是什麼樣子？身為藝術家，為何生產藝術？周遭環境變化地太快，

過往文化積澱式的創作思維，彷彿在這種環境高速運轉中當機了。 

對於一個仍然處在突破疆界的勞動過程中的狀態而言，這種不斷自剖、

自問、自答卻又難以解答的循環往往令創作者崩潰。所幸在博士論文當中

藉由各個議題作為研究方向，讓心中的謎團慢慢解開。我再度檢視一開始

被放進口袋的那個困惑，發現它幾乎可以套用在我生活周遭林林總總的事

物上。 

例如小至食、衣、住、行、育、樂的生活樣貌，或是種種形而上的問

題，「我的作品算是彩墨畫嗎？」、「我是哪裡人？」、「我生活環境的文化背

景為何？」。它們都有著難以名狀的性格，彷彿「混合體」一般。原來在這

個時空之下，所謂的單一標準答案已經不可得。若一定要有答案，似乎也

只能用「看你從什麼角度來回答」。 

這種難以名狀的混合體特質出現在我眼裡的生活周遭，也出現在身為

創作者的自身，以及所創作出的實體作品上。我試著跳脫創作者身份並反

思創作，看見了自己繪畫作品中刻意調低的反差感。筆者使用了具差異性

的媒材進行複合式的創作，卻盡力在畫面裡營造出極不明顯、容易被忽略

的多重變化。這種不明顯的變化是筆者創作時避免使用絕對值的結果。 

不論是線條、色彩、肌理…等形式上的經營，或是畫面動態、張力、

情緒…等表達，都被壓抑在一種不走極端的「中間」地帶或「中間」狀態。

筆者以「節制」作為一種創作方法，讓作品不至過於醒目。這種意圖離開

極端值的行為，彷彿作品中那個離開原地的漫遊者。 

長期耕耘藝術創作、理論及策展工作的創作博士華建强(1975-)，在其

〈凝視天鵝絨：當代墨彩創作中的不飽和意識〉一文中，以「淡」的觀點

對於筆者的創作向度進行剖析： 

 



223 

 

在時下的水墨作品當中，有一群創作者執意選擇淡墨或者是稀釋的

色彩來作為場域經營的鋪設，他們利用植物、自然、風景或人物的

淡雅描繪，來呈現出輕盈的作品特質。這些特色就像是許維頴作品

所帶出來的畫面構成，彰顯出了極度冷感以及未達滿載的情意表現。

又或者是故意製造出色調不足的情況，以暗示著創作者執意隱藏的

濃烈性格，與低調、不具醒目的質地。344  

 

華建强所觀察到的創作特質極可能來自筆者計畫性的「節制」。我很難具體

說明為什麼要「節制」，有可能是為了「壓抑」那個自己都無法有效掌控的

表現慾望。為了「避免」這種狀態下所產生的尷尬，以一種「逃逸」的方

式，達成一種自我和解的呈現。 

彷彿失去重量、失去景深的幽淡畫面，筆者又在當中置入了一個「不

語」的人。這個看似平淡無奇、悄無聲息的世界，換個角度來看其實也無

處不語。只是這些語彙不是由單體所發出的聲音，而是藏在各個單體之間

彼此所形塑出來「看似平淡」的關係裡。 

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何乏筆(Fabian Heubel, 1967-)的

觀點裡，「平淡」涉及到精緻的過程。「平淡並非另一種增加「強度」的詭

計，反而意味著「虛無」與「實有」的另類關係模式。」他在〈越界與平

淡〉一文中論及「平淡的創造性」時說到：「在平淡經驗中擺脫界限的強制

性對短暫刺激的追求，而投入生命的精緻運行之中。」345 

筆者繪畫創作中「淡」的特質並非淡然、從容等放鬆的精神狀態所造

成。相反的，這樣的創作狀態是為大腦思路所控制與駕馭，一種理性計畫

                                                      
344

 華建强，〈凝視天鵝絨：當代墨彩創作中的不飽和意識〉，莊連東主編，華建强、許維

頴、黃昱斌、林洪錢、高甄斈、游雯迪、林威丞著，《逆‧滲‧透：臺灣彩墨創作的跨界

與集結》，臺北：五南，2015，頁 141。 
345

 何乏筆，〈越界與平淡〉，《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二十卷，第四期，2010，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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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後的呈現，一種帶有設計意志的創作方法。可以說是屬於現階段筆者自

體的身心狀態，以及自身去看待或去應對著個世界的方式。 

本論述研究主要不是為了說明筆者現階段系列創作的形式與內容而存

在，而是以這些作品的實體存在為線索。進而認識筆者的創作行為從何而

來、未來可以往哪裡去。現階段的我太過渺小，無法一眼覽盡創作的全貌。

即使研究對象是自己的創作，依然會有盲點。 

於是把自己的創作當成一個晶體，從不同的切面進行觀看，便折射出

不一樣的光芒。這是憑一己之力辦不到的事情，除了一直給予我極大耐心

與包容的博導、以及成為我作品觀者的人以外，論文當中所有存在不同時

空的創作者、學者以及各個文獻的作者也都是我的指導老師。 

他們教會我在複雜訊息量之中依然要保持清晰的洞察。提醒自己作為

一位觀者或讀者時記得設身處地，體察對象作品的特定時空身心狀態。經

過這些緩慢的研究過程才真正明白，我曾經習以為常的繪畫方式，哪怕只

是許多人視為基本的線條勾勒、敷色、或立體感，擺在不同的時空、甚至

不同的媒材上，都不會是同一回事。 

在這個訊息混雜的時代，我只能盡力去讀取創作者欲透過作品所欲傳

達的，哪怕是在物理上或心理上已經離我相當遙遠。若設身處地地去思考：

從固有中國繪畫觀點評價我的創作不屬於彩墨，是對的；而從多元的繪畫

融合角度來評價我的創作屬於彩墨，也是對的。在當下這個時代，這些差

異的狀態甚至可以同時同地存在。 

在設身處地的閱讀藝術創作之後，善用自己存在於當代語境之眼，進

行屬於當代的觀看模式。每當我懷疑平面或架上繪畫在當代是否仍具有話

語或影像的著力點時，經由當代諸多文本的研究及師長的指導，總還是能

夠讓自己再度恢復信心。筆者作為一個單體能做的，便是試圖探索某些切

身相關的經典議題在當代所存在的位置，並思考如何為其注入不一樣的活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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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為時不短的旅程對於創作者也許具有鍛鍊的收成，卻不敢說能

夠對這個世界有何貢獻。不過人總會有些相似性、相容性，就像本論文當

中那些曾經協助過我創作及書寫的眾多文本一樣，若筆者的博士論文能帶

給有類似困惑的創作者一個陪伴，也算是美好的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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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Dandelion 2017 
彩、墨、鋁粉、絹 

Colors, Ink, Metal Pigment on Silk. 
90×9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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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Green Maple 2017 
彩、墨、銅粉、絹 

Colors, Ink, Metal Pigment on Silk. 
90×9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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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Armrest 2016 
彩、墨、鋁粉、絹、壓克力盒、桐木箱 

Colors, Ink, Metal Pigment on Silk, Acrylic case, Paulownia box. 
Ø = 3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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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Pause-sitting 2016 
彩、墨、鋁粉、絹、壓克力盒、桐木箱 

Colors, Ink, Metal Pigment on Silk, Acrylic case, Paulownia box. 
Ø = 3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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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Pause-wisteria 2016 
彩、墨、鋁粉、絹、壓克力盒、桐木箱 

Colors, Ink, Metal Pigment on Silk, Acrylic case, Paulownia box. 
Ø = 3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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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Pause-underbrush 2016 
彩、墨、鋁粉、絹 

Colors, Ink, Metal Pigment on Silk. 
90×17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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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Pause-meditation 2016 
彩、墨、鋁粉、絹 

Colors, Ink, Metal Pigment on Silk. 
170×90cm 

 



242 

 

 

 

 

 

 

 

 

 
  

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Snow forest 2016 
彩、墨、雲母粉、絹 

Colors, Ink, Mika Pigment on Silk. 
90×17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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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Banyan 2015 
彩、墨、鋁粉、絹 

Colors, Ink, Metal Color on Silk. 

170×360cm  

(170×90cm×4，

四聯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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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Cotton field 2015 
彩、墨、雲母粉、絹 

Colors, Ink, Mika Pigment on Silk. 
90×9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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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Forest trails 2015 
彩、墨、銅粉、絹 

Colors, Ink, Metal Pigment on Silk. 
90×9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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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Meadow 2015 
彩、墨、鋁粉、絹 

Colors, Ink, Metal Pigment on Silk. 
90×9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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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Pause-pond 2015 
彩、墨、鋁粉、絹 

Colors, Ink, Metal Pigment on Silk. 
90×9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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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Tree climbing 2015 
彩、墨、鋁粉、絹 

Colors, Ink, Metal Pigment on Silk. 
90×9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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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Taihu stone 2015 
彩、墨、雲母粉、絹、壓克力盒、桐木箱 

Colors, Ink, Mika Pigment on Silk, Acrylic case, Paulownia box. 
90×9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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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Golden branch 2015 
彩、墨、銅粉、絹、壓克力盒、桐木箱 

Colors, Ink, Metal Pigment on Silk, Acrylic case, Paulownia box. 
90×9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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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Wisteria 2015 
彩、墨、鋁粉、絹、壓克力盒、桐木箱 

Colors, Ink, Metal Pigment on Silk, Acrylic case, Paulownia box. 
90×9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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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Windy 2015 
彩、墨、鋁粉、絹 

Colors, Ink, Metal Color on Silk. 
90×9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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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Reeds in the forest 2015 
彩、墨、鋁粉、絹 

Colors, Ink, Metal Color on Silk. 
90×9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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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Snow plum 2015 
彩、墨、雲母粉、絹 

Colors, Ink, Mika Pigment on Silk. 
90×9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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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Branch 2015 
彩、墨、鋁粉、絹 

Colors, Ink, Metal Pigment on Silk. 
90×9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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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Rapeseed blossoms 2015 
彩、墨、銅粉、絹 

Colors, Ink, Metal Pigment on Silk. 
90×90cm 

 



257 

 

 

 

 

 

 

 

 

  

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Branch 2015 
彩、墨、鋁粉、絹 

Colors, Ink, Metal Pigment on Silk. 
90×9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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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mountain-climbing 2013 

彩、墨、鋁粉、絹、典具帳紙或富士楮紙拓底、壓克力盒 

Colors, Ink, Metal Pigment on Silk. 

Tengucho Paper or Fuji Kozo Paper Underpinning. Acrylic case. 

77.5×170cm 

 



259 

 

 

 

 

 

 

 

 

 

 

 

  

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Temple 2013 

彩、墨、鋁粉、絹、典具帳紙或富士楮紙拓底、壓克力盒 

Colors, Ink, Metal Pigment on Silk. 

Tengucho Paper or Fuji Kozo Paper Underpinning. Acrylic case. 

70×17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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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Golden Rain 2013 

彩、墨、銅粉、雲母粉、絹、典具帳紙或富士楮紙拓底、壓克力盒 

Colors, Ink, Mika, Metal Pigment on Silk. 

Tengucho Paper or Fuji Kozo Paper Underpinning. Acrylic case. 

170×360cm 

（170×90cm×4，四聯

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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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Light 2013 

彩、墨、銅粉、絹、典具帳紙或富士楮紙拓底、壓克力盒 

Colors, Ink, Metal Pigment on Silk. 

Tengucho Paper or Fuji Kozo Paper Underpinning. Acrylic case. 

90×9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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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To reach 2013 

彩、墨、鋁粉、絹、典具帳紙或富士楮紙拓底、壓克力盒 

Colors, Ink, Metal Pigment on Silk. 

Tengucho Paper or Fuji Kozo Paper Underpinning. Acrylic case. 

90×9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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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Cloud 2013 

彩、墨、鋁粉、絹、典具帳紙或富士楮紙拓底、壓克力盒 

Colors, Ink, Metal Pigment on Silk. 

Tengucho Paper or Fuji Kozo Paper Underpinning. Acrylic case. 

Ø = 3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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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Under the tree 2013 

彩、墨、鋁粉、絹、典具帳紙或富士楮紙拓底、壓克力盒 

Colors, Ink, Metal  Pigment  on Silk. 

Tengucho Paper or Fuji Kozo Paper Underpinning. Acrylic case. 

Ø = 3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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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In a tree 2013 

彩、墨、鋁粉、絹、典具帳紙或富士楮紙拓底、壓克力盒 

Colors, Ink, Metal Pigment on Silk. 

Tengucho Paper or Fuji Kozo Paper Underpinning. Acrylic case. 

Ø = 3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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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Bamboo forest 2013 

彩、墨、鋁粉、絹、典具帳紙或富士楮紙拓底、壓克力盒 

Colors, Ink, Metal Pigment on Silk. 

Tengucho Paper or Fuji Kozo Paper Underpinning. Acrylic case. 

Ø = 3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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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Stuck With 2013 

彩、墨、鋁粉、絹、典具帳紙或富士楮紙拓底、壓克力盒 

Colors, Ink, Metal Pigment on Silk.  

Tengucho Paper or Fuji Kozo Paper Underpinning. Acrylic case. 

Ø = 3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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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Rocky shore 2013 

彩、墨、鋁粉、絹、典具帳紙或富士楮紙拓底、壓克力盒 

Colors, Ink, Metal Pigment on Silk.  

Tengucho Paper or Fuji Kozo Paper Underpinning. Acrylic case. 

Ø = 3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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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Rely on 2012 

彩、墨、鋁粉、絹、典具帳紙或富士楮紙拓底、壓克力盒 

Colors, Ink, Metal Pigment on Silk.  

Tengucho Paper or Fuji Kozo Paper Underpinning. Acrylic case. 

Ø = 3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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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Comb of the Wind 2012 

彩、墨、鋁粉、絹、典具帳紙或富士楮紙拓底、壓克力盒 

Colors, Ink, Metal Pigment on Silk.  

Tengucho Paper or Fuji Kozo Paper Underpinning. Acrylic case. 

Ø = 3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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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Reed 2012 

彩、墨、鋁粉、絹、典具帳紙或富士楮紙拓底、壓克力盒 

Colors, Ink, Metal Pigment on Silk.  

Tengucho Paper or Fuji Kozo Paper Underpinning. Acrylic case. 

Ø = 3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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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Blue Birds 2010 彩墨、鋁箔、絹  Ink, color and metal foil on silk 120×18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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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White Bird and Little Tree 2010 彩墨、鋁箔、宣紙  Ink, color and metal foil on paper 106×25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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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White Angel 2009 彩墨、蟬衣宣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03×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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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Silver Scar 2008 彩墨、麻紙、鋁箔  Ink, color and metal foil on paper 141×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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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Arch 2008 彩墨、麻紙、鋁箔  Ink, color and metal foil on paper 49×1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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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Alizarin Gown 2008 彩墨、蟬衣宣、銀粉  Ink, color and metal powder on paper 113×1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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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Silver Lace 2008 彩墨、麻紙、銀粉  Ink, color and metal powder on paper 256×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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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Four Ladies- the Plum 

Blossom 
2016 

Silkscreen on Fabriano Tiepolo paper, 

bianco color. 290 gsm. 

Image size: Ø = 45 cm , and paper size: 

50×50cm. Edition: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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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Four Ladies- the orchid 2016 
Silkscreen on Fabriano Tiepolo paper, 

bianco color. 290 gsm. 

Image size: Ø = 45 cm , and paper size: 

50×50cm. Edition: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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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Four Ladies- the bamboo 2016 
Silkscreen on Fabriano Tiepolo paper, 

bianco color. 290 gsm. 

Image size: Ø = 45 cm , and paper size: 

50×50cm. Edition: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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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Four Ladies- the  

chrysanthemum 
2016 

Silkscreen on Fabriano Tiepolo paper, 

bianco color. 290 gsm. 

Image size: Ø = 45 cm , and paper size: 

50×50cm. Edition: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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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Shadow of Ginkgo 2012 
copper plate etching, aquatint.  

Fabriano Rosaspina paper, bianco color. 285 gsm. 
image size: 19×2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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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Flying 2013 Silkscreen on Fabriano Tiepolo paper, bianco color. 290 gsm. 
image and paper size: 

70×70cm, Edition: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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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Title 

年代 

Year 

媒   材 

materials 

尺寸（公分） 

Size (cm) 

Butterfly 2014 Silkscreen on Fabriano Tiepolo paper, bianco color. 290 gsm. 
image and paper size: 

70×70cm, Edition:60 

 


	電子全文 20190125
	電子全文-圖版 20190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