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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研究西洋美術史中「光」在繪畫中呈現的軌跡和象徵意涵，以及有關光影表

現的畫家及其作品分析，演繹出屬於個人對「光」的詮釋方式。進而探討女性圖

像在西洋繪畫史上的美學理論、脈絡發展作為主要的理論依據。並以光影交織女

性圖像為手段，傳達筆者內心情感為目的，作為個人藝術創作的新嘗試。 

    長久以來對「光」及「女性」題材的關注，轉而成為繪畫創作的思想來源，

本創作論文以鎖定「光影下的女性圖像」為所有創作的連結，透過眼睛的觀看與

心靈的反思，以具象寫實的創作方式，透過個人思維、美感經驗的構成，擷取生

活場域中片段時間的凝止以及生命流轉不同時期的情境，進行作品中女性人物與

自然及環境的組構，作為形式表現的基礎。並認為所有創作必須穿越外在的表象

形式，回歸到以「人」為主體的基本核心，即是回到自我，創作的本質才能找到

最初的真實。藉以從中剖析個人的內心思維、人生價值及對生命的觀感,，進而

探尋豐富生命的泉源。茲將各章節所涵蓋的內容概述如下： 

第一章 「緒論」闡述本人創作的緣由與關注方向及本論文的核心價值。 

第二章 「理論基礎」探討美術史中不同時期的光在繪畫中扮演的角色。其

次針對西方繪畫中對女性人物畫、祼體畫及身體意象的探討。 

第三章 「創作理念與題材探討」是個人階段性繪畫的自我省察，選擇與生

活經驗最為關切的方向為主要表現，企圖傳達個人心境及人生價值。 

第四章 「創作內容、形式、媒材與技法」討論創作過程中運用的媒材、技

法及形式表現外，更進一步探求作品所欲呈現的實質意涵。 

第五章「作品解析」 以光影為畫面主要符號，透過寫實情境讓物象造型能

準確傳達筆者的心象世界。 

第六章 「結論」將個人此次研究的心得內容做一統整的歸納，並展望未來

努力的方向。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光影光影光影光影 女性圖像女性圖像女性圖像女性圖像 人體美人體美人體美人體美 寫實寫實寫實寫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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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emphasis on reflection with its orbits and symbolize, it 

analyzes art pieces principle and compare their different. As the result, it 

creates personal points of view of reflection.  Afterward, it discusses those 

theories of figure beauty from western art history, the principle develops art 

forms.  The figure beauty becomes icon and purpose to represent painters’ 

emotions and stories.  The experiments encourage that to make more arts. 

The arts have done through eye and heart searching; it uses realist way to 

show personal thinking and experiences to form the arts, it takes the moment 

to record the valuable memories and life circles.  Female icons compose that 

beauty from nature and daily circumstance. The art works show the real from 

deep side of heart, not just appearance from people eye.  It should be from 

the real, while it back to the realist, it can find the truth.  Therefore, it can 

analysis peoples’ logical thinking and discover human value.  Following 

chapters are summary: 

“Reflection” and “Female” are the common subjects, it becomes painting 

objects. This research is focus on “female icons of reflection”, which is under 

personal points of view to make each painting.   

Chapter One – “Introduction”, the principle shows personal efforts and 

points of view. 

Chapter Two – “Theory”, to discussing that character’s appearance have 

various change from different periods. More over to emphasis on female 

painting, figure painting and body image. 

Chapter Three – “Create idea and Subject”, discuss about forming, it is 

personal development to show objects from experiences. The art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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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 human valued and attitude. 

Chapter Four – “Object, Form, Media and Skills”, discuss about media 

using, skills and form, but also ahead to discover its implication. 

Chapter Five – “Analysis”, basic on reflection through realist circumstance, 

it was created icons by innermost world of author.  

Chapter Six – “Conclusion”, the paper was done by personal reaction 

during this research, also to be continued to reach achievement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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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研究動機及目的研究動機及目的研究動機及目的    

藝術家亨利摩爾（Moore Henry 1898-1986）喜歡一個人獨自在海邊散步，用

心靈感受去撿選被海浪和時間淘洗得有孔的小石頭來創作，這些經歷歲月浪濤洗

禮過的石頭，磨掉尖銳的外角，去蕪存菁，曾是亨利摩爾石雕創作的靈感泉源；

我則喜歡用生活的片段回憶，來組織構成我的畫面。藝術不只是摩寫複製大自然

萬象，筆者對現實社會有諸多不解的疑惑和徬徨，對人生世界也有著許多的迷戀

和憧憬，那些曾經印刻在記憶裡的美好影像和斑斕色彩，就成了創作過程中不竭

的題材。繪畫本身就如同音樂、文學一樣，具有傳達人類思想與感情的功能。 

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在他的《藝術論》中強調：「藝術

的起源是由於人類為了將自己所體驗的情感傳給別人，於是在自己心中重新喚起

這種感情，並以某種外在的方式表達出來」。
1
 

 

「女性圖像」在繪畫史上的重要性，無論是從原始藝術到當代藝術來看，或

從東方藝術到西洋繪畫的觀察，女性人物畫在不斷嬗遞的藝術世代中，是從不曾

缺席的題材。生而為女性，最熟悉她的語言、行為、意志、情感….，每日相處

的朋友、親人、工作時的夥伴，都是經常必須面對的課題，觀察她們，並以繪畫、

文字紀錄她們的行為舉止，對我而言是再自然不過的舉動。藉著對女性觀察而後

的表現，其實正是個人情感經驗的抒發與分享。透過對生命、對自然、對生存環

境的體驗，逐漸發現自我本性。《美術心理學》一書中提到：「美術家是透過視覺，

與環繞他的自然、社會及時代發生關係，而以造型語言表現他所見到的世界，同

時敘述出他內部的感情與思想來。……一部美術史就是一部人類的視覺經驗史。」

2 

                                                 
1 蔡昌吉、阮福信、彭立勛編著《現代美術鑑賞》，台北：文京圖書，1999，頁 24。 
2 王秀雄著《美術心理學》，台北市：台北市立美術館，1991，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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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女性為主體的創作歷程，反映著筆者自身的性別認同，描繪的人物雖是他

者，莫不是自我意識下心境之寫照。並嘗試塑造不同情境，以表現生命流轉不同

時期心境之感觸。康丁斯基（Kandinsky Vassily 1866∼1944）在《藝術的精神性》

提到：「藝術家應該無視於一般人對形式的見解，無聞於理論教條或時代的要求。

他的眼睛應該開向自己內在的生命。他的耳朵應該朝向自己的心。然後去抓取任

何一種不管被承認，或不被承認的方式」。
3
 

 

身為藝術創作者，感受世間瞬息變化，創作題材的選擇，自然無法脫離現

實，誠如劉其偉教授所說：「藉藝術以尋求人生的價值。」生活在高度科技發展

的今天，我們可以感受到人類所面臨的困境，物質文明雖然帶來便利，同時也帶

給人類冷漠與隔闔；都會繁榮而密集的聚落，卻不能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文

明與自然的矛盾，迫使我們學習謙卑的面對自然。康德（Kant, 1724-1804）曾說：

「敢於使用你的理性『Dare to use your reason』, 敢於使用自己的理性，去

突破人類自己造成的困境。」
4
生活在這個資訊快速交替的世代裡，必須認清自

我的角色及整個族群的發展進程，並對自身的文化建立起比較開闊的視野。身為

女性，面對時代挑戰和家庭結構改變，感受到傳統與現代對女性的許多箝制。身

邊許多朋友不但得具備傳統賦予女性勤苦、認命的特質，也在現代洪流中，肩負

工作養家之重任。比起傳統女性受到禁錮的身心，雖然從家庭中走出來，但是現

代女性角色的過度詮釋，顯然不能為女性增添生活上的助益，相對的也在無形中

形成身心的枷鎖。在此我希望藉著創作研究來探討以下的問題： 

一、探討女性生命特質及對個人存在的意念，以此藝術創作，剖析自身心靈深處

的創作思維以及對自我生命價值的觀照。 

二、從西洋繪畫中研究「光」的意涵及美學，探索各時期畫家對「光」的凝視與

表現，並演繹出屬於自己對「光」的詮釋角度。 

                                                 
3 吳瑪悧譯《藝術的精神性》，臺北：藝術家出版，1985 ，頁60。  
4 石朝穎 《人類是一件偉大的藝術品》，台北：水瓶世紀，1998，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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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研究範圍與方法研究範圍與方法研究範圍與方法    

一一一一、、、、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    

「性別」意識是近年來被熱烈探討及關注的議題，性別差異、性別多樣化、

女性自覺、女性主義…等專論、書籍大量的出現。筆者並無意在兩性之間或女權

議題上過度著墨，反而希望以自身女性角色來省思，大環境在時代無情的變遷

下，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距離也越來越大，人的心靈也隨著日益繁華的物質

面貌而更顯空虛不安。在如此濃厚的氣氛感染下，本人也開始關心自己身為一個

「女性」的這個課題；從自己出發，去思考女性在這個環境中所處的生存意義及

生命價值。於是本人將範圍縮小至與女性有關的「身體」來做探討，並以藝術繪

畫史中的女性人物畫、女性裸體形象為主要研究方向。 

本論文的主題「光影下的女性圖像之創作研究」，旨在探討西洋美術中「光」

在畫面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因而產生多種不同風格及面貌。透過光所蘊涵的內

涵意義，探討西方藝術家在面對自然世界時，在繪畫中呈現不同的形式。筆者從

事繪畫創作研究以來，特別在「光」與「女性」這兩個課題的認知上，是個人長

期關注的方向，希望透過本論文的硏究、文獻資料的探討與藝術史理論觀念的澄

清，認識西方繪畫本質，並藉此印證個人的想法並整理出個人的繪畫語言，落實

在創作方向的實踐。 

茲將各章節所涵蓋的內容概述如下： 

第一章 「緒論」為本論文的動機與目的，扼要的闡述本人創作的緣由與關

注方向及本論文的核心價值。 

第二章 「理論基礎」研究西方文化對光的想像與思維，其次探討美術史中

不同時期的光在繪畫中扮演的角色。再者針對西方繪畫中對女性人物畫、裸體畫

及身體意象的探討。 

第三章 「創作理念與題材探討」說明理念的形成，是個人階段性繪畫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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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察，選擇與生活經驗最為關切的方向為主要表現，繪畫中光和女性這兩個元

素，企圖傳達個人對生活環境反省、思考後的人生價值，也是當前對個人處境的

反思。 

第四章 「創作內容、形式、媒材與技法」創作實踐中油畫為此次表現的媒

材，為豐富畫面的表現層次，除了以直接畫法鋪陳畫面外，過程中還加入其他技

法的運用，以豐富畫面效果及肌理表現。除了從作品上討論創作過程中運用的媒

材類別、技法及形式表現外，更進一步探求作品所欲呈現的實質意涵。 

第五章「作品解析」 以光影為畫面主要符號，對物象的客觀描寫、經過一

再的觀察、素描、寫生提煉出畫面的造型，思維來回不斷的轉化，透過寫實情境

讓物象造型能準確傳達筆者的心象世界。 

結論為最後一章，除了將個人此次研究的心得內容做一統整的歸納，並希望

能確立日後在繪畫創作所需要努力的方向。 

二二二二、、、、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將以理論探討、創作技法實踐等方向來進行：論文以「光」與

「女性」兩個主題做為主體架構，輔以中西哲學、美術史、畫家個人傳記、畫作

評論為橫向連結，從「思想」涵蓋「表現」的層面，探討「光」在西方繪畫表現

上的內涵，以及「女性圖像」在西方繪畫所呈現不同的美學體系。論文中所定的

範疇與談及的畫家均與個人論述方向而有關，在資料的收集與歸納上，盡量以藝

術理論、畫家畫冊、生平傳記、期刊、另佐以學術論文所提供之資料做為參考依

據，使論文整體架構與方向能更確實。本論文主題內容包括理論和個人創作兩個

部分： 

（一）、理論探討： 

作品以圖像分析、與創作主題相關的美術理論、學術專書與期刊論文等，研 

究和整理以做為撰寫論文時的重要參考依據，運用歸納、比較、分析、詮釋等方

法。以各時期西洋藝術家、作品圖像分析及學術論文作為參考，藉彼此概念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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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印證比較，並增進對畫面的瞭解。光的角色與女性圖像表現則是本論文論述的

重點。 

1、第一個部份「光的角色」的探究： 

從西洋美術史的角度來探討「光的角色」，而光的時代意義、光影的描寫，

光意象及光的內涵，光存在層面的不同角度延伸出個人對光的思考與表現，藉由

對光相關研究與探討發現圖像的背後有著交錯、複雜的內在觀察層面，期能進一

步深入的探究，以釐清個人創作上所要表達的方式。 

2、第二個部份女性人物造形表現： 

透過對西方繪畫美學體系的認識，與藝術史中女性身體被呈現的樣貌分析，

從西洋美術史的角度觀看西方文化面對宇宙自然的態度，同時比較西方繪畫對女

性圖像的論述，做為個人創作的理論基礎。並觀察女性在當今社會所處的境況。

思索繪畫如何反映時代，藉由對生活、生命涵義之思考，表現個人的想法，詮釋

生活所見所感。 

（二）、創作技法實踐 

1、整理中西哲學思想、美學理論，相關的書籍與畫冊、參觀展覽學習，並搜集

記錄各類題材、資料。從其中發現個人喜好的傾向並釐清創作的方向。 

2、觀察大自然並不斷練習素描、寫生、速寫等造型能力及油畫色彩的調度能力。

以人為主要的題材，因此人物的練習在創作過程中必須不斷的鍛練，此是訓

練觀察力、造型能力不可或缺的重要關鍵，簡練的繪畫語言也是個人在創作

末期所領會的另一個表現方式，由創作中發現自己、認識自己。 

3、媒材是經由不斷的實驗操作，不同的嘗試而孰悉。面對油畫這樣的表現媒材，

去思考它是否還有其他表現的手法，以豐富它的表現層次，於是有了一些表

現技法上的實驗與突破。在嘗試的過程中避免耽溺於技巧與效果的追求，而

是尋求足以表達個人的創作想法之表現手法，意念的傳達才是個人創作的目

的。藉由「光影下的女性圖像」，試圖賦予女性身體不同以往的面貌，亦藉

由這樣的身體表現形式，試圖尋找出屬於自己的繪畫語言與創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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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理論基礎理論基礎理論基礎理論基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西方文化對光的想像與思維西方文化對光的想像與思維西方文化對光的想像與思維西方文化對光的想像與思維    

無論在哪一個時期的人類，總是對光充滿無盡的想像。光線是生命當中最具

顯現力的元素之一。對於人類，它是視覺上對應的另外一個生命力，它向我們的

眼睛呈現了時間和季節等週而復始的生命之環。它是所有感官知覺中最壯麗驚人

的經驗。在希臘的神話故事裡，混沌無邊際的宇宙喀歐司（Chaos）的二個孩子，

男的叫耶瑞柏斯（Erebos），意思是絕對黑暗；女的叫努恪絲（Nux），也就是夜

晚。夜晚女神的女兒荷梅雷代表的是白晝，是與夜晚交替的光亮。夜晚女神努恪

絲與白晝女神荷梅雷，他們相互接替，彼此依賴。自從宇宙空間展開後，夜晚與

白晝就開始規律的交替。 

遠溯到初民時代，黑暗是以一積極的相對原則出現。這兩相對抗之力量的二

元論可以在許多文化的神話和哲學裡發現—例如晝與夜變成了善與惡之衝突的

視覺化意象。基督教的聖經把上帝、真理、美德、救贖和光明視為同體，邪惡則

和黑暗一體。這種象徵性的用法轉譯到視覺上，便是教堂建築之晝光的採取和禮

拜中蠟燭的使用。根據基督教的信念，光並非始自一個源頭，穿越時間及空間。

它其實是靈性的外層，將這個世界與另一個世界銜接起來的橋樑。光源自靈魂，

而它的射線就是一種媒介。光不僅能照亮聖經裡的訊息，還能穿透堅固的物質，

甚至還能溝通靈魂。光即靈性自身。 

「英語『光澤』（Gloss）一詞具有光彩及註解的雙重意義，它透露了靈性的

光輝照耀於聖經的字裡行間的概念。」
5
聖經在創世紀第一章「在起初，神創造

了天地。大地還是渾沌空虛，深淵上還是一圈黑暗，神在水面上運行。神說：『要

有光！』就有了光。神見光好，就將光與黑暗分開。神稱光為『晝』，稱黑暗為

                                                 
5
李奧納德‧西萊恩著 張文毅譯《藝術與物理（Art and Physics）》，台北：成信文化，2006，頁 45。

Gloss 一詞源自拉丁文，其原意為「註解」及「光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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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過了晚上，過了早晨，這是第一天。」
6
從聖經這段文字中說明神創造了

「光」，宇宙因此有了日夜的分別與萬物的生長。一切不明與渾沌都從光的出現

產生變化，而在西方文化中，常把物質世界的光與神的恩威相提並論，上帝創造

了光，也象徵了世界的開啟，人類的文明也因為光的出現，不斷演化累積。    

希臘哲學家們試圖去理解光的本質，古典主義之前的希臘，並沒有區分開

「光」與「眼睛」這兩個字。”眼睛彷彿會解釋光，而光的源頭彷彿就是大眼睛。

太陽可以被稱為一隻眼睛，而某人的眼睛可以被稱為一束光”， 7
後來希臘人開始

將光區分為傳送訊息的載體，以有別於接受光的感官。亞里斯多德認為光源自太

陽，被外界物體彈射出來後，輾轉再急速地彈射到我們的眼睛裡。他進而稱呼光

為「智慧的大門」。柏拉圖則持有相反的論點，他認為光源自我們的心靈深處，

從我們的眼睛射出來的光線，會將我們能看見的東西包住。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光在西洋繪畫中的角色光在西洋繪畫中的角色光在西洋繪畫中的角色光在西洋繪畫中的角色    

『光』在東方繪畫的表現中，向來就是隱而不顯，不若西洋繪畫中所出現的

『光』；早期的埃及繪畫，重視的是「永恆」的精神，以近乎寫實的手法，描繪

人物或故事情節，呈現平面性且沒有自然界中的光源及陰影，利用強烈的明暗對

比與背景分開來，並沒有表達出真正的光線效果。安海姆（Rudolf Arnheim）在

《藝術與視覺心理學》一書中提及：在人類早期的宗教儀式裡，『光』是一個被

正當地讚揚、崇拜、祈求的對象；但是當『光』對於實際的日常生活之影響力變

得太熟悉時，卻陷於被遺忘或埋沒的危機。
8
而『光』對於藝術家或一般人即興

的詩意聯想，往往是經由沉思所獲得的智慧，西洋繪畫裡的『光』，在文藝復興

之前，被陳述為一種宗教神祕的色彩。西元四世紀到十五世紀間，以巴爾幹半島

                                                 
6《聖經》，創世紀（1：1－5） 
7
 李奧納德‧西萊恩，張文毅譯《藝術與物理（Art and Physics）》，台北：成信文化事業，2006，

頁 36。 
8 安海姆（Rudolf Arnheim）著，李長俊譯《藝術與視覺心理學》，台北，雄獅圖書公司，1985，

頁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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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小亞細亞為中心形成的拜占庭文化。這個時期的藝術，皆是一種教堂或宗教藝

術。教堂內的彩色玻璃、鑲嵌畫或壁畫，內容均為基督教的歷史，在基督教神祕

主義中，光是最美的呈現，也是上帝顯身的象徵。在當時，宗教不但掌控大多數

歐洲人民的思想，擁有極大權力與財力的教會更支配了許多藝術贊助活動。整個

中世紀的歐洲人民大多為文盲，繪畫是最常見的宗教教誨方式。繪畫中常藉光來

呈顯救贖的事實及上帝的顯身。從中世紀的符號象徵的光環，到拜占庭式金黃色

的背景。『光』的呈現使人感覺到『神』的存在，帶有非真實的形象。 

基督教的禁慾主義在十二世紀中的不斷進化，與柏拉圖的《理想國》的翻譯

有關。特別是《理想國》中那一段譬喻一把太陽和它的光比作絕對的善及其表現

的產物和象徵。這一譬喻給了中世紀之初的新柏拉圖主義者帶來了重要的啟迪，

那種用透光圖像象徵著上帝的愛的傳遞之手法。伴隨柏拉圖主義的復興而來的是

哥德式藝術的出現。哥德時期的彩繪窗玻璃，配合哥德式教堂聳向宇宙的空間、

明顯地顯示出對神秘之光、莫測的數學概念以及種種象徵的偏好。其特殊挑高設

計的大教堂，置身其中令人目眩神往，從窗外透進來的光線在教堂地面上映出一

片片斑斕的色彩，此時牆壁不再是牆壁，窗戶也不再有隔離的效果，反而成了信

徒感受神恩的地方。本論文僅就西洋繪畫史脈絡中，偏重光線表現的畫派及畫

家，以其作品分析做一番闡述。 

    

一一一一、、、、文藝復興時期文藝復興時期文藝復興時期文藝復興時期    

（一）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 

在文藝復興早期，光線主要還是被用來表現一種積量和立體感的手法。認為

世界是明亮的，物體是本然地光亮，而陰影只是被用來表達立體感。9至於文藝

復興興盛時期的代表大師雷奧納多．達文西在他的繪畫論（Treatise on painting）

                                                 
9安海姆（Rudolf Arnheim）著，李長俊譯《藝術與視覺心理學》，台北：雄獅圖書公司，1985，頁 301,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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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特別推崇光影與明暗的造型意義。他認為物體的形狀只有依靠光和影才能呈

現出來，利用明暗使平面呈現浮雕。並研究了光滑物體表面上的反光和光澤。同

時討論了光線處理的部份，認為繪畫最忌明暗之間有截然清楚的界線，主張由明

到暗的過渡應當和緩柔化，推薦人們選擇陰天時作畫，這時天空的普遍光可使畫

像柔和優雅，明暗之間的融合宛如煙霧，這就是著名的『暈塗』（Sfumato）。
10
其

著名的畫作《蒙娜麗莎的微笑》（圖2-1），正是運用這種方法畫成的。瓦薩利

（Giorgio Vasari , 1511∼74）對達文西這種發明評價很高，他說：「達文西的明

暗轉移法，是繪畫藝術的一個轉捩點。」
11
我們可以感受到明暗只突顯於人物的

主要特徵，畫面中光線自然的表現，讓觀者一同進入他所營造的氣氛，畫面充滿

似真似幻的詩意聯想，空氣彷彿在畫中無止境的流動。 

在光與影的範疇內，達文西另有一種，即「明暗對比法」( chiaroscuro )，甚

至可媲美「暈塗」法，對後世的影響也更大。沃夫林（Heinrich Wolfflin）稱他為

「明暗表現法」之父。明暗對比法表示圖畫中亮暗的變化，形體並不是用輪廓線

表示，而是以亮和暗相交界的範圍來確定物體的造型；這種表現方式，讓整個畫

面的明亮與陰影的呈現能均衡視覺，藉著亮與暗的襯托，將整個畫面的調子統

一。《岩間聖母》（圖2-2）是運用「明暗對比法」較明顯的畫作。 

達文西是光學研究的先驅，它對光的本質提出了革命性的洞見。他從水波和

聲波推斷：光亮空氣中的每一個物體均向外圍狀擴散。
12
用光的特質及原理，首

位發明使用「大氣透視法」，「明暗對比法」及「漸暈法」，以表現畫面空間的深

度與物體的立體效果，創造出遠處氛圍中神祕的乳光，並達到視覺的神祕氛圍。

達文西繪畫中的光，是含蓄的、哲學性的。 

 

                                                 
10

雷奧納多．達文西《達文西論畫》，臺北：雄獅圖書，1981，頁.92 
11吳澤義／吳龍《走入名畫世界達文西》，臺北：藝術圖書，1997，頁.99。 
12李奧納德‧西萊恩，張文毅譯《藝術與物理》，台北：成信文化，2006，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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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李奧納多·達文西《蒙那麗莎的微笑》 

1503–1507 年，77 × 53 cm，巴黎羅浮宮 

圖 2-2 李奧納多·達文西《岩間聖母》 

1503–1506 年，189.5 × 119.5cm，倫敦國立

美術館 

  

 

 

圖 2-3 拉斐爾《雅典學院》 

1509-1510 年，2794 × 6172cm，梵蒂岡博物館 

圖 2-4 拉斐爾《基督變容》 

1518-1520 年，405 × 278cm，梵

蒂岡美術館 

（二）拉斐爾（Rafael 1483-1520） 

拉斐爾在《雅典學院》（圖 2-3）的繪畫中，將希臘式的人與故事置放在羅馬

式的建築性空間中。美學家史作檉先生說：「光」的存在，在拉斐爾的繪畫或整

個西方繪畫中，就是一種形式性三度空間（長×寬×高）消除的象徵，而形式性三

度空間的消除，要等到它在拉斐爾繪畫中，達到了窮盡性的表達，並就此而求更

進一步性做精神性的表達時，才正式地給逼現出來。
13
羅馬式的建築空間是現實

的，在現實空間中置入與其精神理念相悖的希臘式理想人文，由此呈現出拉斐爾

                                                 
13史作檉，《光影中遇見林布蘭》，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06，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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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繪畫理想，指向了現實空間（羅馬）與理想人文（希臘）皆一同消除後的

「光」與基督統合的宗教世界。 

拉斐爾的繪畫呈現安寧、和諧、協調、對稱以及完美和恬靜的秩序。
14
拉斐 

爾與達文西兩人繪畫最大不同就是兩人對於畫面中光的表現與空間的處理。拉 

斐爾創造了一種新的構圖法：摒棄透視與對稱法，採用一種「強烈而刺激的光，

使人物形象更加突出，將許多細節，隱在陰影之中。
15
 

拉斐爾終於在三十五歲時完成的代表作《基督變容》（圖2-4）中，運用濃黑

的暗面與明亮的光互相對照，對比出天與地的交錯，基督的形象因為背景強烈的

光，形成視覺的焦點，表達出畫面的動勢與張力。由下方變化急劇的明暗、複雜

的人物，再至上方的天空，拉斐爾意圖把人引進這明亮的光中，明亮的光線導向

基督，光線成為觀者進入這畫中情境的媒介。透過光將兩個世界對比並連結在一

起，讓空間產生了精神的力量，也讓觀者激起心中的宗教情懷。所以，光的存在

在西方繪畫中，實質上是一種精神的象徵，因此，它與宗教在精神上有不可分的

關聯。這張畫的光與其他作品不同處在於，原用來表現物象立體感的光，在其強

烈的意識下有一種超乎視覺的渲染氣氛，超越了單調的宗教畫的空間型態，同時

也超越了其古典空間的窮盡性，解決了空間、光與宗教之間精神的表達。
16 

 

謝里法在其書《藝術的冒險》中陳述17：文藝復興之後，由於科學逐漸取代

了神學的地位，以人為本位的認知精神開始實踐在繪畫裡，此時雖仍保有宗教題

材，卻不再存有宗教的形式格局；並將以往的『景』置放於人間化的場景，跳脫

了以『神』為本位的繪畫歷史。西洋美術的發展更加強化了人間意味；於是『光』

的呈現，開始轉變成一種得自於視覺觀察的表現，不再只是一種裝飾於宗教繪畫

上的概念性的『光』。過去帶有宗教神祕色彩的光輝，轉而變成平民化的人間光

照。在繪畫表現上，『光』從中世紀概念性的神光到趨於平民化，成為畫家觀察

                                                 
14 《巨匠美術週刊 9 期—拉斐爾》，臺北：錦繡出版，1992，頁 3 
15 同註 10，頁 3 
16 史作檉，《林布蘭藝術之哲學內涵》，新竹：博學出版社，1981，頁 37。 
17 謝里法《藝術的冒險—西洋美術評論集》。台北市：雄獅圖書，1982，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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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的對象，『光』在被凝視與紀錄的同時，成為一種訴說情感的語言，『光』的

內涵在畫家筆下形成一場理性與感性的爭奪。 

二二二二、、、、巴洛克時期巴洛克時期巴洛克時期巴洛克時期    

（一）卡拉瓦喬（Caravaggio Michelangelo Merisi da 1573-1610） 

十七世紀宗教改革之後，天主教會欲思振興，鼓勵藝術家製作豪華雄偉的作 

品以彰顯教會權力，這股勢力與西班牙、法國的宮廷權勢結合，產生了充滿動態

的巴洛克繪畫。在義大利有卡拉瓦喬，當時正處於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的轉捩

點，他以燈火照明的方式，強調畫面的主題而將背景埋入一片暗褐色的色調中。

《聖馬太的召喚》(圖2-5)中，那道由地下室窗口射入的光束，彷彿在告訴觀者參

觀的方向及畫中光影趣味之所在。他善用明暗對比來表達人物的堅實感以及畫面

的緊張感。 

在《以馬忤斯的晚餐》一作（圖2-6）中，卡拉瓦喬運用了陰影的效果，畫

面中基督舉起的手腕造成的影子，以及落在身體與桌布上靜物各種陰影表現，卡

拉瓦喬運用光的明暗將主題人物清晰的呈現，畫中不同層次的明暗變化，增添了

觀者的想像空間，光源有了清楚的來源方向，同時也將人物的動作和表情刻劃

出，揭示出空間要發生的事。畫中的人物完全融入在黑暗之中，陰影的表現暗示

出空間，是卡拉瓦喬不同於其他畫家的表現形式，向我們呈現了在黑暗中生命真

實的面貌。與卡拉瓦喬同期的傳記作家佩羅利認為：卡拉瓦喬另一項對於印象主

義的影響—明暗光影的戲劇性效果的描繪功力出眾，「他絕不會將人物置於日光

底下，而是放在茶褐色的密閉室內。讓光線垂直照射主體，其他部分則呈陰暗，

以表現出強烈的明暗對比效果。
18
 

 

                                                 
18《藝術大師世紀畫廊 25 册—卡拉瓦喬》，臺北：閣林出版，2001，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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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卡拉瓦喬《聖馬太的召喚》 

1599年，322 x 340 cm，羅馬聖 

路易吉德佛朗西斯教堂 

圖 2-6 卡拉瓦喬《以馬忤斯的晚餐》 

1601年，倫敦國家美術館 

 

 

卡拉瓦喬的繪畫中，強烈呈現出戲劇性的光線，在事物的表象下揭露陰影下

的黑暗，深刻的反映了發人省思的意涵。卡拉瓦喬的光，深入了人物的內心世界，

深層而真實的呈現正在發生事件，他的光照在不同階層、不同人物的生活面貌，

使得筆下人物在光的表現下符合自己心中的需要，而光照在由一般庶民所化身的

基督、聖母，聖徒、老者，都戲劇性顯形在我們的眼前接受著觀者的檢驗。
19
 

卡拉瓦喬企圖在作品中傳達出人物內心的真實表情，這使得他描繪的畫題更

吸引人，筆下的人物能讓觀者引起心理共鳴，而其畫中的光、影、背景、空間或

空間中的所有物，都在光的特殊效果中形成一種視覺的混同。卡拉瓦喬以平面光

為前提，發展而成一種特殊的視覺空間，其光與影的布置，如同舞台上的戲劇效

果，強化了畫面所有內容的對話與故事性。這種光的存在，既不涉及哲學的觀念，

也與宗教意義無關。它是一種純方法性光的繪畫空間，它不同於表現精神性的內

在的光（如林布蘭的作品），也不同於純科學性的外在的光（如印象派的作品）。 

 

（二）拉突爾(George de Latour 1593-1652) 

「十七世紀被稱為『光線大師』的法國畫家，…對光線的描繪，屬於人工光

                                                 
19陳英德，〈卡拉瓦喬(Michelangelo Merisi, dit Caravaggio)十七世紀歐洲繪畫最大的創新者和最 

具影響力的大師〉，《藝術家》，241期，1995，頁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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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的氣氛，卻給人帶有聖光的精神性，…是一位描繪光線的燭光畫家。」
20
早期

寫實畫仍屬日間光線（diurne）描繪，至1630年後出於信仰，才開始描繪夜間光

線（nocturne）, 擅長以一盞燭光作為光源，照亮空間中的場景。 

拉突爾處理光源的方式採取與卡拉瓦喬在內涵表現上有些不同的特質，卡拉

瓦喬畫的景物大多在黑暗中隱沒，人物則在黑暗中突出，而拉突爾的光源是明確 

的，一支點燃的蠟燭將景物與人物聚焦。在古典繪畫中，人物受光的情形必定是

均勻而緩和的，光與影的交接之處，儘量避免強烈的對比，而多以漸層的手法，

酌量增減光或影。
21
「拉突爾身為卡拉瓦喬的再傳弟子，發現了巴洛克藝術風格

中，除了宏偉壯麗的普遍特點外，還有柔情簡樸及古典式寧靜的特色。」
22
而拉

突爾的畫在某些方面承襲自卡拉瓦喬的手法，以強烈的側光，製造人物的立體

感，畫中對於光效的運用，與光影處理的手法，往往打破畫面的均衡與和諧，營

造出一種衝擊感。 

《雙燭光前的瑪德蓮》（圖2-7）此畫呈現的是瑪德蓮正從塵世生活中覺醒，

在為過去的放蕩生活苦修，畫中的瑪德蓮正表現出在下決心或猶豫不決的一刻：

皈依上帝或繼續在紅塵中打滾。她自覺在宗教和道德上有罪，因此她取下身上的

珠寶置於桌上，象徵棄絕肉體的享樂，願意摒棄物質世界的浮華逸樂，悔罪中被

聖潔的光所籠罩的瑪德蓮正靜默的悔思，整幅畫作透露著一股寧靜的沈思。蠟燭

在拉突爾的畫中除了提供光源外，在基督教藝術中也常象徵了不穩定的生活及短

促的生命。骷髏頭代表了不可避免的死亡，瑪德蓮在膝蓋上放了一個骷髏頭，提

醒世人正視死亡，並提供進一步的冥想空間。 

（圖2-8）《鏡前的瑪德蓮》黑夜中唯一的火光總是格外的耀眼，光的本身及

其所映照到的人或景物，通常也成為畫面中的視覺中心焦點。骷髏頭置於闔起的

書本上方，因此擋去了大部份的光，透過逆光產生的剪影效果，依稀可以辨認出

                                                 
20 陳英德 《拉突爾—世界名畫家全集》頁 8。 
21 王 津《拉杜荷繪畫之研究Georges de La Tour，1593-1652》，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 

碩士論文，2001，頁 206。 
22《巨匠美術週刊 63 期—拉圖爾》，臺北：錦鏽出版，1992，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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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臚的造型。僅露出一頭的光線末端，因著瑪德蓮的氣息，微弱地顫動著；瑪德

蓮側前方的桌上放了一面鏡子，清楚地映照著瑪德蓮手中輕撫的骷髏頭及書本，

後面擋住的應是一盞油燈。拉突爾的鏡子在此有更深的另一層象徵意義，並不只

限於靜物或裝飾物的擺置，鏡子象徵著浮華虛榮，藉以向觀者提示瑪德蓮過去的

生活，並概括地呈現我們人世的生活，而瑪德蓮自己能從鏡中看到的燭光，可被

解釋為上帝的象徵。畫中人物因身體姿勢和明暗的巧妙佈局，形成一個幽閉的空

間，觀眾被摒除在外圍，成了一個旁觀者，但光影氣氛的營造卻又使觀者意識其

空間的存在，創造出觀者隨著火光在心中閃著一明一滅的省思情境。 

燭光出現在聖家，不同於平凡家庭的氛圍，賦於「光」一種形而上的寓意…，

聖者的臉譜與懺悔者的面容，皆被一盞燭光打亮，但是聖者所呈現的是一種主動

式的氣質提升，將光線轉化成「加持」的動力；而懺悔者卻是被動式的依附在光

源的見證下，藉著「光」洗滌過往的罪惡…，
23
 

 

 

  

 

圖 2-7 拉突爾《雙燭光前的

瑪德蓮》 

1640~1644年，128×94 cm，

紐約大都會美術館 

圖 2-8 拉突爾《鏡前的瑪德蓮》 

1645~1650年，113×93cm，華

盛頓國立美術館 

圖 2-9 拉突爾《聖母受教育》 

1650年，84×100cm，紐約私

人收藏 

 

（圖2-9）《聖母受教育》將小瑪利亞與母親安娜放在十七世紀的平凡生活裡，

                                                 
23 邱慧玲，《光的空間研究—以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的西洋繪畫為例》，私立中原大學室內設計

學系碩士論文，1999，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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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安娜穿著簡樸的農婦衣著，以坐姿的形態手握聖經，莊嚴的主持這場學習；

小瑪利亞站立在母親身前，手持一盞燭光，照亮陰暗的室內。左手撐起蠟燭本身，

右手遮掩燭光的火焰，一種等同於《木匠聖約瑟》的耶穌之態，將平凡的燭光昇

華「一種沉靜、獻身的氣氛」。24燭光映照在一個幾近普通女子的面容，這樣的白

化作用，分離出聖人與凡人的差異，白化的側身臉譜浮現在暗墨的背景中，具象

成一種「只有神才有的相同白色」。
25
小馬利亞用右手擋住光的正常行進，使光線

透過背光的手顯出暗裡透紅的暖色，將聖潔、神祕的意境，高貴而平凡的畫中景，

寓意在寫實平凡的生活情境裡。想必是慧眼觀浮生，真性情的自然表露。我們在

許多畫裡所看到的「光」，也許是熱情、也許是矯情、更或者是煽情…，拉突爾

畫中的「光」給了安詳與信任。 

 

拉突爾對光線的運用，對象和實景均屬於以人工營造出光線的氣氛，但是卻

讓觀者感覺帶有神聖光輝的幽冥情境。他是唯一將黑暗與光線賦予深沈象徵意義

的藝術家。拉突爾對於光線沈穩的掌握及在畫面上整體氣氛的營造，使得他畫中

的光線，已超越了純粹顯示形體的單一功能，而是變成了他作品中特有的象徵語

言的一部份。 

 

（三）林布蘭特(Van Rijn Rembrandt 1606-1669) 

巴洛克藝術發源於義大利，可是後來卻在西班牙、法蘭德斯、荷蘭、法國等

地發展。巴洛克（baroque）一詞，指的是「形狀不規則的珍珠」；因此所謂的巴

洛克也就是「不完整」之意。其風格特徵是著重強烈感情的表現。強調流動感、

戲劇性、誇張性，常採用對角線弧線等構圖方式，並用明暗對比來描寫物體及統

一畫面，產生戲劇性的光影和色彩。林布蘭特在一六三○年代的作品可以很適切

的被歸類為巴洛克式的風格，但是在此之後，林布蘭特的風格逐漸轉變成另一種

全然不同的繪畫領域。 

                                                 
24 Angelo De Fiore等撰《拉突爾---巨匠美術週刊 63》頁 14。 
25 Angelo De Fiore等撰《拉突爾---巨匠美術週刊 63》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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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布蘭特早年的繪畫受阿姆斯特丹畫家皮特．拉斯曼(Pieter Lastman，1583∼

1633)較多的影響，而拉斯曼作品注重光與影的對比，又是受十七世紀卡拉瓦喬

的啟示，卡拉瓦喬也影響了荷蘭的另一位畫家宏賀斯特(Honthnrst，1590∼1656 )

這位畫家所畫的夜景很獨到。在當時荷蘭這種追求現實生活，描繪光與影的藝術

風氣下，林布蘭特的繪畫漸趨成形。
26
 

林布蘭特早期的一些作品與卡拉瓦喬相似，都出現了以斜角射入的光線，照

射在物體平面的轉折所形成的強烈明暗對比，而局部則陷入陰影中，與明亮的主

題部份形成極為明顯的空間效果；人物以及對於畫面每一個部份的寫實描繪，均

顯示出卡拉瓦喬的風格對於林布蘭特早期作品的影響，尤其在光線的運用與明暗

對比表現上，更可見出端倪。 

藝術史學家沃夫林認為巴洛克藝術是變化原則下所產生的一種動感的藝

術，它強調的是具有深度感以及不均衡的構圖方式，同時在光影、色彩以及形體

之間的從屬關係上，達到畫面的統合性與模糊的效果。巴洛克藝術中的光影已經

不再只是單純為了塑造物像的形體而存在，由於色彩在運用上的突顯或壓抑，使

得色彩與物體之間的關係減低，同時由於在運用上的主觀性，也使得色彩與光影

逐漸的從附屬於物像的功能中超脫出來，進而獲得一己的生命。 

有關林布蘭特的繪畫研究室圍繞著光與影的問題展開的。在它的每一幅畫、

每一個場面中，光成了真正的主角。他提出了所謂「瞬間黑暗」實際上就是瞬間

「明」、「暗」的問題，林布蘭特以「瞬間黑暗」來尋求空間距離的真實描述。對

林布蘭特來說，真正的空間或光的存在，應具隱含與暗示性。林布蘭特在繪畫中

所表達的當然不止於停留在現象的光或形式的三度空間，他以暗色無限性的背景

將空間推向無限深處，繼而以無盡的純色彩表現出繪畫自體的「光」。 

《刺瞎參孫》（圖2-10）這幅作品是林布蘭特取自聖經的故事，是典型的巴

                                                 
26

陳英德，〈林布蘭特[Van Lyn Rembrandt]的早期和晚年傑作「以馬內利的朝聖者」〉，《藝術 

家》，285期，1999，頁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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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題材，描寫一生高潮迭起而又耽於色慾的參孫（Samson）。
27
妻子達莉拉在

灌醉大力士參孫，並剪下他的七條長辮後，
28
參孫被三個身體困住---右手被手銬

扣住、身體被壓住、脖子被抵住。一支短刀精確地刺向參孫的右眼，參孫整個身

體受到突發性的疼痛而痙攣…，在此高潮之際，達莉拉神色匆忙的想逃離現場，

在穿過帳棚的同時，一縷晨曦射進帳棚，照在受刺者參孫的身體，瞬間將受刺者

痛苦的表情映入達莉拉的眼簾----一個妻子正目睹自己丈夫被刺瞎的畫面。執刑

者與受刑者之間的對立關係，在光線的操控下，加深了受刑者被謀害的狀態。於

是受制者因劇烈疼痛而掙扎的情況，在一道強光的照射下，加深了痛苦的感覺。 

整個場景由左側射入的光線，引發四個對比性的議題
29
---行刺者與受刺者所

糾結的身體，產生一種動勢的對比；身穿紅衣逆光而站立的膽怯士兵，和受到強

光直接照到的受刺者，形成明暗和色彩的對比；在表情的對比上，勝利者雖是綑

綁、刺瞎參孫的非利士兵士（Philistine），但他們卻表現出極其膽怯、緊張的神

色；而達莉拉的神情，亦在勝利者的姿態下，摻雜了恐懼感。 

 

 

  

圖 2-10 林布蘭特《刺瞎參孫》 

1636 年，206×276cm，德國法蘭克福美術研 

究所 

圖 2-11 林布蘭特《夜巡》 

1642 年，363×437cm，阿姆斯特丹國立

美術館藏 

                                                 
27 Christopher white著 黃佩玲 譯《林布蘭---藝術群像：8》，頁 69。 
28 吳澤義《林布蘭特---走入名畫世界 13》，頁 37。 
   參孫的七條神辮是神力的來源 
29 Christopher white著 黃佩玲 譯《林布蘭---藝術群像：8》，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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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巡》（圖 2-11）這幅畫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出名的群像畫，有別於一般肖

像畫以個人或家族為主。林布蘭特以其獨特的手法和想像來處理畫面，在班寧柯

克上尉的命令下，這群自衛隊的民兵拿著武器，正準備要出發的模樣。採用明暗

對比的大膽手法，一亮一暗突顯兩位主要角色，醒目的如同被舞臺聚光燈照射到

一般，加以他們大步邁向觀眾的視覺效果，其色彩融合一氣，並帶有閃爍的黃金

色調。 

在強烈光與影的對比中，時而使用粗線條的刷筆技巧、時而用順筆、偶爾又

用塗抹，充滿忙亂的活動中，眾多人物在畫面中錯落，用豐富的光影、不同的姿

勢構成保衛隊員們正準備出發的動態。林布蘭特在這裏所運用的光影是基於美學

的觀點，而並非從嚴格的邏輯推理原則而來，光線似乎來自他自己心中的太陽，

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創造出依人性思維的光源配置與戲劇性的效果。 

晚年的林布蘭特在人生以及個人對藝術價值觀有了內在的改變，他開始以一

種反省而具洞察的眼光來看待事物。透過他的晚期自畫像中，林布蘭特將他的人

生歴練融於繪畫中，光的表現已不再特別強調，林布蘭特運用含蓄而內斂的風

格，將暗色背景所呈現出的光，表現出更深刻內在的光。從他的自畫像上也可看

出，他的作品投射出他對於藝術理想的堅持與追求。在林布蘭的繪畫中，對於光

的描述，走了一條和卡拉瓦喬完全不同的路線。也就是說，他深知光的重要性，

但光本身卻不可以極端地加以描述，否則將會浮淺而缺乏真正的深度，因為繪畫

的本質之所以異於科學，即在於一深刻而具有整體性的情感作用。所以，繪畫中

的光也必須是一種情感化的光。而在繪畫中，真正呈現出情感者，以林布蘭來說，

就是色彩。所以，情感化的光，其實就是將光轉化為色彩，或在繪畫中達到一種

光與色彩同一的程度。在林布蘭的繪畫中，呈現的地方就是色彩呈現的地方。光

與色彩對林布蘭來說，可以說是同一之物。
30
 

                                                 
30

 史作檉《光影中遇見林布蘭》，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06，頁 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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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爾( H. van de Waal )曾經對林布蘭特的明暗法作了如下的結語：…他對世界

有一種深刻的認識，不僅止於繪畫的明與暗；他同時也暸解到幸福與悲傷同樣也

是密不可分的。其它的藝術家在為人類的迷惑困境尋求解釋之時，才達到與林布

蘭特相同的體認。
31
光的表現，對林布蘭來說，與其說是瞬間明暗的發現所形成

的一種繪畫高度表現的動機，不如說是一霎那之間，將現實和理想統合在一起。

32
 

（四）維梅爾(Johannes Vermeer 1632-1675) 

維梅爾出生於台夫特 他在日常生活景象中，發現很多畫畫題材，而對家居

生活城市百姓作深刻的描繪，常畫女性從事日常工作的情景，畫中的人物，處於

靜止的世界中，唯一的生氣，是窗戶透進的幽靜寒光，開創描繪現實生活的寫實

風格。 

構成維梅爾作品中重要的張力便是維梅爾於畫中「光線」的表達和處理的手

法，在維梅爾畫面中光線採用的是自然光。因此光線遵循它的運動方向，一致地

由畫面左邊窗戶射入，白色調柔和地鋪設整個畫面在最明亮處，他忠實呈現日光

所應有的閃爍現象，溫暖且明亮，在清冷的光線中浸潤著的人事物，都使這些單

純的人事物有了不同層面的詮釋，畫面中人物此時在陽光照射下將會有一半籠罩

在光源充足的亮面區塊，而另一半則隱入漸暗陰影的深色區塊中，並非物體的全

貌都能一覽無遺。光線和陰影此時則引導觀者的視線，成為支配整體畫面的大功

臣。維梅爾巧妙的在物體的陰暗處製造出光線的透明感，讓畫面不至於變成舞臺

燈光的效果，喪失光線在自然界應有的現象。維梅爾這種運用光線的獨特手法，

遠遠超越了其他畫家，有人稱之為光線和陰影的寫實主義，並認為這是專屬他的

「維梅爾的寫實主義」。33 

例如《倒牛奶的女僕》（圖 2-12）在女僕背後素淨的白色壁面，由於陽光穿

                                                 
31 蔣曉儀《試析繪畫中植物之光影表現---我與植物和光影之對話》，國立台灣師大美術學系碩士論文，

2005，頁 26。 
32 史作檉〈發現林布蘭〉，《美育》，105 期，1999，頁 14。  
33 朱紋皆《維梅爾研究》台北:師大美術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頁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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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渲染出一層明亮的色調，由左向右逐漸擴散，在到達畫面右上方時最為明亮。

壁面這種明亮的白光，與女人黑色的右輪廓線形成強烈的對比效果。在視網膜成

像時具有後退感的黑色調，與屬於前進的白色調。被維梅爾用右下方的腳箱與前

景的女人形體重疊連接，因而牆壁的深度被強迫退至女人後方，女僕黑色的輪廓

線，在白牆的襯托下產生一種視覺上嵌入的效果加強了人體堅實的存在感。 

 

 

圖 2-12 維梅爾《倒牛奶的女僕》 

1658-1660 年，45.5×41cm，阿姆斯特丹國立美術館藏 

 

《提水壺的女人》（圖 2-12）這是一幅提倡美德的作品，女子的表情安靜面

帶微笑，正做著提水壺的日常工作，半側的臉孔似乎正沉潛在個人的思緒中。維

梅爾的畫中人物構圖，都有正確平衡的感覺。色彩方面，調出微妙的色感，並以

一種聖潔的方式 將光渲染室內的家居生活，使畫中的景物顯出真實逼真的質

感，彷彿將真實的世界嵌入畫布中，觸動了觀賞者的心靈。 

維梅爾使用鏡子和相機式的暗箱（obscura）來幫助創作，如此的作法，通

過一種真實的視覺色彩和微妙色調變化所主導，這也使維梅爾遠超過在同時代色

彩科學的尖端。維梅爾了解陰影並不只是黑色或無彩色，而且光仍由色彩來鋪

陳，對光的正確理解讓他在畫面上製造光線和陰影的效果時，擁有空間深度的提

示，與拉突爾及林布蘭特畫作中為了襯托光線的陰暗背景不同的是－維梅爾畫作

中表現出光線的明亮統調，藉著光線和部份陰影的使用，維梅爾以極柔和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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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亮度來顯示空間，暗色調從空間最深處延伸，慢慢調亮色彩的調子，直至抓住

室內浸淫的日光為止。在他的畫中，他完美的詮釋技巧使單純的人事物不再似塵

世間不堪的煩人瑣事。在光線的映射及陰影的襯托下，維梅爾的寧靜光線，穿梭

整個畫面，讓我們聽到“寂靜無聲的永恆”流過窗幔、信箴、人物的臉及手，在

每一個人的心中都有著那麼一個角落，是寂靜而不可觸碰，但維梅爾的畫卻可在

那角落掀起波瀾。維梅爾的繪畫本質就如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

所言：他的平凡隱藏了他的深度，而他的深度卻使你忘了他的平凡。 

 

此外，維梅爾的畫作中，人物總放棄所有強烈的說明性姿勢，動態表現僅止

於雙手的活動，她們彈琴、寫信、讀信、凝望，時間靜靜的流逝及光線的變化中，

似乎有人靜默、有人嘆息、有人沈思，維梅爾經過長時間的凝視和仔細的觀察，

使畫中的女主角成為一種理想化。 

維梅爾不但跳脫前輩大師的經驗法則，也不露痕跡的影響啟發了後世的靈

機。因此，我們必須跳脫形式的冠冕，與其粗糙魯莽地稱其為「風俗畫家」。在

眾多古典大師對光影的犀利誇張的表現之外，我們可以感到維梅爾將光影與色彩

搭配得天衣無縫、點化成金，把平凡淨化，將真實昇華。 

十七世紀從拉突爾(George de Latour 1593-1652)、林布蘭特(Van Rijn 

Rembrandt 1606-1669)到維梅爾(Johannes Vermeer 1632-1675)，「光」漸漸散發出

浪漫的氣息，可以做為畫家內心感情的反射，一種訴說日常情感的語言。 

 

三三三三、、、、印象派時期印象派時期印象派時期印象派時期    

十九世紀中葉後崛起的印象主義注重光線和色彩的表現，運用色彩的明亮調

子追求不同色相的明度和彩度的視覺效果，將物象視為光線的呈現，注重對色調

分解與混色的觀點，發展初期畫家先在調色盤上混色才畫到畫布上。 

後來則有新印象主義（Neo-Impressionism）依據物理和生理學的理論，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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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方法在畫面上排列色點，新印象主義的點描畫法排斥外在光源的控制，意圖

運用色點交織出光的感覺。注重光與色的純粹客觀的寫實，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

後，人們漸漸無法忍受缺乏主觀及內在精神的畫面，畫的內容顯得薄弱沒有感

情，於是主觀表現形體光色的後期印象主義（Post-Impressionism）應運而生。後

期印象主義的畫家- - -高更（ Paul Gauguin，1848-1903） 和梵谷（ Vincent Willen 

Van Gogh ，1853-1890），選擇不僅要描繪這個世界的物質層面，也要畫他們感

受到的事物，去探索出結合色彩和線條的最新象徵手法，至此，繪畫終於可以像

處理物質現實一般自由的處理心緒問題。 

（一）莫內（Claude Monet 1840-1926） 

莫內喜歡追求「光」的瞬間效果，從自然界的景物到人工建物的描繪，可說是竭

盡所能的捕捉光的動態。一系列《乾草堆》（圖2-13）、《盧昂大教堂》（圖2-14）

的連作中，看到畫家等待光線的心力，不斷紀錄光線的變動，表現出不同時刻、

季節、氣候中「光」的樣貌。不管是草堆或者是教堂，它只是一個立於陽光下的

物體，倒是駐留在其上的「光」，反成了畫面上的主角，畫家以近乎科學的觀察

態度，獵取光線瞬間的變化，模糊了主體的細部，記錄眼前所目見的光輝。法國

小說家莫泊桑形容：事實上，他不再是位畫家，而是位獵人。
34
 

 

（二）竇加（Edgar Degas 1834-1917） 

竇加在印象主義時期，畫家以其優秀的素描能力和絕佳的色感對光線提出新

的觀點，雖然世人都把竇加稱為印象主義的畫家。但是，他極少畫風景畫，大都

以表現室內畫為主，對於光線的見解也和印象主義不盡相同，它詮釋光線最出色

的地方，是以人為的方式刻意鋪排明暗效果，尤其是描繪舞台上的燈光，大多是

由下而上地直接射在演員身上，那種奪目的光輝令人難忘。《狗之香頌》描述台

上歌者泰瑞莎模仿可愛的狗兒，亨唱著愚昧的「狗之香頌」樂曲。
35
滑稽的面容

                                                 
34 理查穆爾博格 著《莫內為什麼是大師莫內？》頁 31。 
35 Henri Loyrette著 吳靜宜譯《竇加 舞影爛漫—發現之旅 41》頁 90-91。 



24 

被腳光照得慘白，肥胖的身軀包裹在緊身衣裡，呈現一種野台戲的庸俗。 

 

 

圖 2-13 莫內《乾草堆》 

1891 年， 60x100 cm ，芝加哥藝術中心 

圖 2-14 莫內《盧昂大教堂》 

1893 年，91 x 63 cm 法國巴黎奧塞美術館 

 

 

 

圖 2-15 梵谷《食薯者》 

1885 年，82 x 114cm，阿姆斯特丹梵谷博物館 
 

 

 

 

（三）雷諾瓦（Pierre Auguate Renoir 1841-1919） 

雷諾瓦的《煎餅磨坊舞會》描繪十九世紀典型都會男女的社交場所，一群人

聚集在樹蔭下的露天舞會，不論是跳舞閒聊或休息離開，每個人物各有姿態，場

面擁擠而騷動，呈現出絡繹不絕的熱鬧氣氛。光線從樹葉間隙灑下粒狀光點，將

整個舞場的光影，妝點成斑駁的色斑，巧妙地模糊了人物本身，使「光」產生一

種流動與稍縱即逝的感覺，透過光線的詮釋，表達一種逍遙舒適、歡愉之美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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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運用豐富的光和色，以自然淳樸的手法創造出他所喜愛的形象，人物的姿態、

畫的構圖以及色調、光線等共同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氛圍，彷若隨著畫家內心的激

情而顫動。 

（四）梵谷（ 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 

《食薯者》（圖2-15）梵谷描寫一群受工業革命驅趕而逃到廠礦山底的城市

邊緣人，畫面中「傾力表現出貧窮、沉重，又同時不忘刻繪出貧民及其粗茶淡食

中所內蘊的世俗光輝，兩相交揉」。
36
衣褸襤衫的農夫們，收工後圍坐在一張方

桌旁，享用馬鈴薯與咖啡，一頓簡單的五人晚餐，顯現平凡刻苦的堅忍光輝。 

後期印象主義後，立體主義的畫家們更進一步在畫面上捨棄了光線，單單以

自身主觀的感受專注於形體的造型。至此，畫家的新觀念體認到----光線並不是

表現空間的唯一方法。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身體意象探討身體意象探討身體意象探討身體意象探討    

一一一一、、、、身體的觀看身體的觀看身體的觀看身體的觀看    

生活週遭充斥著大量且多樣的女性身體。女性的身體無所不在的出現在每天

的電視媒體、書店的書籍、網路的世界、平面廣告中，這種對於身體的呈現與各

種的書寫方式，其實大部分都有其共通性，女人的身體被以男性的〝凝視〞角度

所觀看或書寫。在男性視覺觀看下的女性身體是被動、柔弱、缺乏自主和行動力。

而纖細、豐滿、充滿感官美的女體，更是在此觀看的結構下所塑造出的女性身體

的標準。「身體是建構個人自身認知的重要依據，在自身與他人互動的建構過程

中，外在眼光與身體認同之間形成一種微觀層面的互動關係，身體的整飾勢必基

於他人共享的意義系統，經由內化逐漸成為行動者生活規範的依據」。
37
男性社

                                                 
36 Linda Nochlin著 刁筱華 譯《寫實主義》頁 233。 
37廖瑞華，〈身為女性主義者面對整型現象的自我反省〉， 

http:/forum.yam.org.tw/bongchhi/old/light/light13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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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以自身的視眼觀看女性，並從中制定出一套準則─道德規範、美的標準，而女

性在其中便被逐漸地形塑為男性所認為的女性。 

「凝視＝集體共同規範＝認同，在他觀的情境中，被觀看者內化了正常與異

常的區分界線，而當某種特定的價值被認定為是正常時，自然而然產生了異常，

二元對立的思維常常發生在生活層面，也逐漸成為一種評判行為的準則」。為了

使自己的身體形貌獲得認同，於是女人必須用各種方式，美化自身來達到符合男

性觀看的標準。女人連自己的身體都無法掌控、自主，女性可說是完全喪失了自

己、喪失了自覺能力。考察視覺與權力及其慾望的關係時，人們不得不考察這兩

對範疇之間的對稱關係：男性 / 女性，看 / 被看。看是男性的權力，男性是慾

望的主體，女性是男性的慾望對象，亦是所謂的「男性凝視」（Male Gaze）方

式。男性通常是視覺空間的主動者，而女性的眼睛有意無意地被迫接受男性的視

覺立場。
38
 

我們可以從電影、攝影等影像中看到，攝影機對於女性身體的攝取通常是以

男性的興趣和慾望為依據。從賣弄風情的眼神或令人著迷的玉手到酥胸、大腿、

臀部，甚至赤裸的胴體，都是男性的眼睛所欲看到的女性身體，攝影成為男性目

光的一種提煉或延伸。 

英國藝術史學家尼德﹙Lynda Nead﹚指出，在西方繪畫裡也充斥著這樣男 / 

觀看 / 主動與女 / 被看 / 被動的關係，繪畫裡的女體總是在奉獻自己的女色等

著男性的注目。在男畫家筆下的女性裸體，其實是相當程度上投射了男性對於女

性的喜愛與理想，而女性對於自我認同則受制於女性特質﹙父權社會定義下的﹚

形象，並以此對自我做出必要的自我控制。
39
尼德認為觀看是一種「佔有」的行

為，就如同繪畫中所陳列的物品也是一種佔有的表現。繪畫中的靜物、食物、風

                                                 
38 南帆，〈身體的敘事〉，http://culture.online.sh.cn/asp/list3.asp?id=280&writer='nanfan 

 
39李宜玲，《性的屈從與主動：女星寫真集內容的符號學分析》，台灣社會問題學術研討會論文，

1999 年11 月。http://twstudy.ios.sinica.edu.tw/pages/seminar/sp/socialq/XIAO_P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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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人物，都顯示出某一種「擁有」的宣示。觀看因此含有偷窺、佔有、擁有等

對待關係，展示者與被偷窺者都被物化成為客體，而失去了主體性。女性身體的

呈現完全操控於男性之手，男性不但以此作為建立其主體性的基礎，並藉由觀看

的過程，獲得觀看的快感與慾望的滿足，女性在此不但被貶抑為客體的角色，女

性亦在如此的影像操作下，逐漸接受這樣的觀看關係，一點一點的失去自主與主

體性而不自覺。 

而所謂「女性凝視」（Female Gaze）則是凝視的主體為女性，女性觀眾的

視眼不再被男性化，而是以一種女性的視眼去觀看客體。「女性凝視」不只提供

女性擁有自我空間的認同與快感，更有別於「男性凝視」，雖然「女性凝視」並

不代表女子可以完全逃避客體化 / 物化的命運，但至少可以證明看的主體不再

一定是男性，同時也賦予了女性作為觀看主體的力量。女性凝視的重要在於它提

供了另一種觀看的可能，當觀看女體的主體權力由男性轉化成女性時，客體勢必

因為觀看主體的改變，而有不同的存在意義。 

 

二二二二、、、、身體的意識身體的意識身體的意識身體的意識    

西方傳統認為人體是由靈魂和肉體所構成的統一體，身體的行為和動作由大

腦的理性所控制，所以靈魂凌駕於一切，靈魂具有絕對的決定性。在笛卡兒（Rene 

Descartes）的學說中，理性是判斷的真實基礎，而身體則是所有存在吾人思想中

的曖昧和困惑的來源。笛卡兒哲學的目的是創造一個人清楚自我感知的界限，並

且絕對區分精神和肉體，同時強調精神完全超越身體。
40
但靈魂是不可見的，而

身體卻是真實存在的，身體本身是否即具有主動性呢？現代理性科學以笛卡兒的

思想為中心，將器官和功能分離，希望以機械為模型來看待身體，認為這樣可以

更好地認識及分析身體。
41
機械般的身體與人這個主體之間沒有立即的關係，於

                                                 
40 尼德（Lynda Nead）侯宜人譯《女性裸體》，1995，頁.38。 
41 賈各.萊納特（Jacques Leenhardt）林志明譯〈身體與身份的曖昧關係〉，《現代美術》，1990，頁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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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體與身體分離，身體逐漸獲得自主性。 

而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亦提到「身

體是一個大理性，一個統一的多元體，而精神只是身體的工具之一。」
42
尼采顛

倒了傳統哲學的價值秩序，將靈魂視為身體的一部份，把精神視為軀體的工具，

而所謂「精神」不過是承接了身體的經驗後，由各種情緒反應所形構出的暫時想

像，在此「身體」才是意識的主體，似乎只有將身體視為主體才能釋放發生在我

們身上的種種現象。身體由次於精神、靈魂的地位躍升成為人的主體，身體便呈

現出其多樣豐富的語彙。 

 

每個人從小到大的成長過程中即不斷的和生活世界互動，在這個動態過程

中，就在反覆建構自我。而人類對於自我的理解，首先是透過身體去感知外在世

界，形成自我的身體意象（body image），其次在自我期待和社會期待的衝突或

妥協下取得自我認同。自我概念是個多向度的建構，身體意象即為其中的向度之

一。身體意象，或說是身體的自我概念（physical self-concept），在嬰兒及孩童時

期形成，青春期是最主要的變化期，是個人對自己身體、外表所給予主觀性、綜

合性之評價，包含個人對自己身體各方面特徵之瞭解與看法，同時也包含了他人

對個人身體外貌之看法。 

身體意象是自我概念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元素之一。身體意象，乃是一個人在

意識及無意識中對自己及外表所具有的一個概念，主要來自於對自己身體的知覺

（perception）和滿意與否的感覺（feeling），是在循序的發展過程中逐漸生成，

且為自我建構的首要部份，牽涉身體、心理、社會三方面的因素，是一個多面向

且複雜的概念，與人格、自尊（self-esteem）、自我接受（self-acceptance）、社會

性的自信（social self-confidence）、在異性間的受歡迎程度、自我肯定、運動能

力、以及自我了解等有密切相關，它不是一個單純的客觀現象：個人主觀的經驗、

                                                 
42 曾玉珊《身體在畫面中的象徵意涵》，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碩士論文，2003，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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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身體的評估，以及真實外在的特徵，均是瞭解身體意象的核心。 

身體是什麼？要如何為身體下定義呢？我們當然可以很清楚的說出身體是

由哪些器官所組成，百科全書裡甚至可以給我們詳盡的解剖圖。長久以來，身體

的話題一直是社會的禁忌，特別是與性相關或裸露的部分。對於身體的認識也僅

在生理層面，著重在身體保健及生理變化的面向，而關於身體的情感認知及社會

文化對身體影響面的探討甚為缺乏，直到晚近，學界才開始著重對身體議題的關

注。Shilling 在其書中提到，雖然身體具有特定生理特徵的客體，必須要臣服於

年齡、衰老等自然的過程，但它絕不只是一個客體。也就是說，身體浸透了社會

意義，不是單用物理客體可以解釋的。 

身體是自我的一個象徵，個人對自己身體的看法就是身體意象。身體意象的

概念一直以來就有各種不同的解釋、分析及爭論。首先把「身體意象」一詞帶進

心理學領域的學者是 Paul Schilder，他以專書討論身體意象。Schilder在進行身

體意象的研究過程中，廣泛地採用心理學以及社會學的理論架構，來探索個體對

於自己身體的覺察與體驗。 

身體意象不只是一種認知結構，還包括他人的態度以及與他人的互動。他特

別注意身體意象的本質，其中包括影響體型知覺變動的原因，過輕與過重的感覺

以及身體意象對於人際互動的影響。對於身體意象這個概念，他定義為：個人腦

海中對自己身體所形成的影像，亦即，個體如何看自己的身體外型。 

Cash和 Pruzinsky認為：身體意象是一個人對自己身體的大小、形狀及功能

所具有的一種概念，不只是一種感覺或想像的感官層面，應該也包括心理及社會

方面的心智影像及概念，與自我的感覺是相互連結的，會因環境的不同而有所改

變，因為身體意象的發展是以我們與周遭世界之互動為基礎。身體意象會影響個

人的行為，正向的身體意象有助於人際關係的建立，而負面的身體意象可能引起

行為的退縮、美容手術和飲食行為失調等現象。身體意象的形成乃是以個人的身

體為基礎，是個人對自己身體的一種認知（cognitions）與感覺（feelings），同時

也受到人際—社會情境的影響。易言之，人們會因為身體外表的差異而受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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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回饋，這種回饋又與個人的心理發展（如自尊、自我概念）及社會關係（如：

受同儕歡迎、被同儕排斥等）有所關聯。這種發展情境論之觀點，其特色在於視

身體意象具有雙重角色——是一種社會互動與心理發展過程中的產物。 

以上各個學者對身體意象的定義可知：身體意象，是一個多面向的動態認知

結構，包括個人對自己身體客觀認知和主觀的評價與感受，客觀認知即身體各部

位具體存在的事實，如個人的外觀、身高、體重等；主觀評價與感受，乃個人知

覺其身體符合社會理想典範的程度及他人反應而產生的觀感，是社會的產物，也

就是說，身體意象的概念扮演著一種基模的角色，它會主導人們對有關身體意象

訊息的認知處理過程及情感反應、甚至影響行為。 

在建構身體意象的過程中，會受到社會文化和大眾傳播媒體以及重要他人的

影響，文化被認為是影響身體意象的重要因素。不同的文化對理想體態的標準會

有所不同：例如在西方社會，纖瘦已是女性美的一個基本特徵，而早期台灣則認

為寬厚的體態是福氣的象徵。文化對於肥胖的態度可能會影響個人對身體的看

法。至於文化如何傳達其價值，一般是透過媒體、大眾傳播而影響人們對身體的

看法，強調規訓的身體意象所傳達的觀念是：苗條就是好的、值得尊敬的、負責

的。Kellner 認為：不管是廣播、電視、電影等所生產出的大眾媒體文化，都提

供了我們界定自己有關於種族、階級、國家、自我、性意識等認同的材料。 

媒體形象型塑我們對於世界的認知以及價值觀。我們藉由媒體產品中所提供

的符號（symbol）、迷思（myth）以及各種原料，建構了社會文化，並參與、生

活於其中。我們每個人自出生到死亡，都浸淫在一個大眾媒體社會與消費社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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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女性圖像分析女性圖像分析女性圖像分析女性圖像分析    

一一一一、、、、女性之美女性之美女性之美女性之美    

女性是上帝造化的寵兒，女性的一肢一體、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象徵著

物質世界與靈性世界的演化的最高境界。因此美術家懷抱熾烈的熱情，刻劃、謳

歌天賦於女性的美，激發人們熱愛生命擁抱未來的美好意念。藝術家在描繪女性

美的同時，當然也深受人物的智慧、情性美的感染，他們努力去把握女性的靈魂

透見於外的情態，以無聲的言語，抒發思想、情感的優美活動，把女性人體藝術

的美感從官能世界推向精神世界。畫家在人類漫長的生活史和創作史中，不斷地

發掘新的內容、新的美感刺激、新的精神解釋，因而女性圖像一直以來富於藝術

魅力，至今仍蔚為藝術的主流。 

（一）表情之美 

什麼樣的女人最美麗？是天真無邪的女孩？還是情竇初開的羞澀少女？或

是性感冶豔的女子？其實不同階段的女人都有不同的美麗，而微笑能讓女人看起

來更親切溫柔，無形中拉近彼此的距離，消除人與人之間的疏離，讓四周充滿暖

意,，是藝術家喜歡捕捉的女性美。達文西筆下的《蒙娜麗莎》（同圖 2-1）上揚

的眼角和唇線充分展現女性含蓄婉約之美。 

(二）姿態之美  

   吉奧喬尼的《沉睡的維納斯》（圖 2-16）文藝復興時期的最佳睡美人，畫中的

維納斯斜靠在紅色被褥上，臥枕在自己的臂窩裡，優美的身體自然舒展，玲瓏的

曲線與大地的風景線，協調呼應，橫臥在寬闊的原野，安詳的入睡，靜寍的氛圍，

黃金色調的肉體，充滿了成熟女性官能情緒的幽香之美，沉浸在大地裡與自然一

起入睡，一起沉穩均勻地呼吸。人體描繪細膩逼真，形體的曲線柔和優美，是作

為人文主義精神的一種體現，豐腴柔潤的軀體與大自然融入，融合構成閒適優雅

的畫面，像一首和諧浪漫的田園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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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靜穆之美  

維梅爾畫上的女性人物，最能表達十七世紀荷蘭風情的美好。他的美好是藉

助生活在寧靜中的人物，再把她們的舉止以寫實生動的筆法描繪出來。《青衣女》

（圖 2-17）一位孕婦在晨曦中展讀家書，光線擴散到牆壁，使室內充滿了溫馨的

光。畫面女性呈現出沉默靜謐的氣質，景物單純而氣氛動人。  

  
圖 2-16 吉奧喬尼《沉睡的維納斯》 

1510 年，108·5×175cm 羅馬聖路易吉德佛 

朗西斯教堂 

圖 2-17 維梅爾《讀信的藍衣少婦》 

1662-1664 年，46.5×39cm，阿姆斯特丹國

立美術館 

 

 
圖 2-18 委拉斯貴茲《維納斯對鏡梳妝》 

1649 ~ 1651 年，122.5 x 175 cm 英國倫敦 

國家畫廊 

圖 2-19 傑洛姆《皮格馬利翁與加拉蒂》 

1890 年，35×27cm 私人收藏 

(四) 裸背之美 

    有時裸背甚至比穌胸更引人遐思，女性背部的曲線可以引來好奇的目光，所

以才有露背裝的發明。由後頸線、背脊、香肩，一定會更想看她的正面。因此美

麗的背影極具神祕的美感。委拉斯貴茲的《維納斯對鏡梳妝》（圖 2-18）背的維

納斯相當精彩動人。維納斯斜倚在臥榻，雪白的裸背在紅色的簾幕和黑色的絲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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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更形出色，小愛神拿著鏡子，巧妙映出維納斯的容顏，畫面雖然引人遐思，

卻不致於讓人想入非非。 

(五) 情慾之美  

    傑洛姆（Jean-Leon Gerome 1824-1904）有一幅《皮格馬利翁與加拉蒂》（圖

2-19）描繪情節生動的神話與歷史。這幅畫描述精於雕刻的皮格馬利翁，雕了一

尊少女石像，然後情不自襟的愛上她，她的誠心感動了維納斯，通過愛神的箭，

通體雪白的少女雕像有了生命，加拉蒂的身體側轉迎向愛人的吻，在皮格馬利翁

深深一吻之後，變成有血有肉的真人。這樣的畫面傳達出世人對愛情的神往。 

（六）母愛之美 

卡莎特（Mary Stevenson Cassatt）可稱為是最擅描寫母愛的畫家，幾乎以半

生的時間花在「母與子」為主的繪畫題材上，在她的作品裡，我們可以看見真摯

的親情，母親抱著可愛的小女孩親吻，甚至幫他們沐浴更衣，如（圖 2-20）《幫

孩子沐浴》陪讀功課和遊戲，每幅作品都流露出深厚的親情。她曾向人說：「我

努力把母親對我的愛表達出來，…藉此表達對母親的思念。」這些畫上注入了濃

厚的情感，所以看來格外動人。 

(七) 勞動之美  

十九世紀藝術家們觀察社會現象也關心周圍的人群。畫家開始描繪平民生

活的質樸之美，捕捉小人物真性情的動人光輝。米勒著名的《拾穗》（圖 2-21）

是典型的勞動婦女的代表。三位婦人賣力的彎腰從地上撿起殘留的稻穗，這原本

是窮困人家無奈的生活方式，米勒卻以這樣的勞動畫面歌頌平凡的美麗。  

(八) 動感之美  

人類在還沒有語言、文字的時候就已經有舞蹈的存在了，最初的舞蹈可能

是為了節慶、求雨、豐收…等儀式。許多藝術家喜歡描繪女性舞蹈的畫面，豐富

的肢體語言讓女性的人體美更加生動起來。《綠衣舞者》（圖 2-22）竇加（Degas 

1834-1917）筆下的芭蕾舞伶，穿著特製的舞鞋和蓬裙，舉手投足散發優雅高貴

的氣質，舞出生命的活力與和諧，在藝術家的巧妙揮灑之下，舞蹈不但是動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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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藝術，更是美妙熱情的人生哲學。 

 

 

圖 2-20 卡莎特《幫孩子沐浴》 

1891 年，100.6 x 66 公分 芝加哥藝術學院 

圖 2-21 米勒《拾穗》 

1857 年，54 x 66 公分 巴黎奧塞美術館 

  

圖 2-22 竇加《綠衣舞者》 

1880 年，66×36cm 私人收藏 

圖 2-23 雷諾瓦《彈鋼琴的少女》 

 1892 年，116.2 x 90 cm 美國紐約大都會美

術館 

 

(九) 純真之美  

印象派的畫家雷諾瓦擁有「少女畫家」的雅號，其畫中很多是以少女為主

題，筆調洋溢青春躍動的情感，色彩柔美而神態平易近人。《彈鋼琴的少女》（圖

2-23）他的人物有圓滑的形體美，健美紅潤的膚色，在陽光下閃耀著透明性，好

像可以看出血液的流動。親情的和諧，美妙的人生，再配上微妙柔潤的色彩，彷

彿有大氣圍繞的朦朧纯真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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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時尚之美 

十九世紀末的時尚界有了重大的改變，上流社會或一般民眾可以買到價廉

物美的服裝，分離派大師克林姆（Gustav Klimt 1862-1918）將藝術與時尚結合在

一起，克林姆不但是當時最受歡迎的肖像畫家，也是引領時尚流行的設計師。《艾

蜜莉肖像》（圖 2-24）圖中的艾蜜莉穿著克林姆設計的長衣，看起來浪漫而飄逸。

現代人藉由過去名畫中的淑女貴婦，才能欣賞各年代的美感元素，瞭解時尚與文

化的關聯，進而開創屬於我們這一代的流行美感。 

(十一) 變形之美 

莫迪里亞尼（Amedeo Modigliani）畫中的人物都有修長的脖子，身體曲線、

臉型往往也跟著拉長變形，莫迪里亞尼利用簡潔的線條，創造全新的女性風貌，

此瘦弱優雅的形象讓人耳目一新。《珍妮．艾比坦肖像》（圖 2-25）畫中的珍妮下

巴又長又尖，臉部和頸部的線條流暢優美，莫迪里亞尼運用自由變形和簡單平塗

的色彩，反而讓女性之美呈現現代的美感。 

 

  
圖 2-24 克林姆《艾蜜莉肖像》 

1902 年，181 x 84 cm 奧地利維也納 

史學博物館 

圖 2-25 莫迪里亞尼《珍妮．艾比坦肖

像》 

1918 年，46×29cm 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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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裸體畫的藝術表現裸體畫的藝術表現裸體畫的藝術表現裸體畫的藝術表現    

西洋藝術史中，對於女性裸體存在各式各樣的表現，裸體的形式自古典時期

以來，一直是主要的藝術主題。藝術史學者 Kenneth Clark 認為，裸體(naked)意

味著被剝光衣服，意指絕大多數人都會感到窘迫的狀態；而另一方面，裸像(nude )

一詞則被有教養的使用，沒有令人不快的意味，而裸像這個詞給人的印象，並不

是蜷縮的、無助的身體，而是平衡的、理想的、自信的、完美的軀體。裸像在歐

洲文化中，本身就是藝術的目的。在裸像的各種主要型態中，多數藝術家們驅於

共同信念，從裸像的表現裡看不到任何理性的表現，只有作者對完美形式的追求。 

古希臘人以裸體為理想的美，這種美無法從自然中獲得，其對裸體的概念應

該說是一種想像(imagination)，在追求身體的美。古羅馬藝術史家 Pling曾說，宙

斯是從五個美麗的 Kroton 美女身上找到美麗的元素而創造了維納斯。這種由自

然選取而加以美化的理論，獲得文藝復興評論家 Alberti 的呼應，也獲得德國文

藝復興畫家杜勒的印證。43 

 

不少人認為可以在裸像的各種主要型態中，找到它們最終的共同點。這些藝

術家的想法都出於一個信念，這信念曾使文藝復興時期的理論家，盲從於維楚威

斯想像的「人」，也就是歌德枉然尋找「完人」的動機。他們不再堅持上帝樣式

的人，必須具備像數學中的圓和方一樣完美的形體，那只是柏拉圖式的幻想。但

他們進而把這種假想顛倒過來，認為我們對像一個鍋子或某種建築造型之類的抽

象形式的欣賞，其實是與理想的人體比例有關聯的。44 

 

古希臘時代的雕像是建立在對於人體理想美的追求。對於人體的理想美，要

                                                 
43K.clark，《裸藝術》The Nude:a study in ideal for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頁 5。 
44吳玫.甯延明譯，Kenneth Clark原著《裸藝術;探究完美形式》(The Nude:A Study in ideal Form)，

台北:先決，2004，頁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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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均衡」與「比例」的概念上，以此奠定了人體美的典範（canon），同時

也形成西洋藝術中的典範。「均衡」（symmertria）的比例關係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尤其針對雕像而言；而「比例」關乎人與萬物和諧的尺度。古希臘時代的雕刻，

將人體歸結於一個統一性的美感規律，例如古希臘雕刻家 Myron 的作品《擲鐵餅

者》，其所表現出的是一種動態式「均衡」的美感；Praxiteles 的作品《克尼度斯

的阿芙羅蒂特》創造了西方古典裸體美的形象，偏向優雅形式的美感，奠定女性

裸體的完美尺度，此理想美的比例，正是人體的黃金比例。 

女性裸體長久以來在藝術中，被視為一種對理想美的關注及追求，女性裸體

在藝術家眼光下便產生審美規範。早在威尼斯畫家提香（Titian）及吉奧喬尼

（Giorgione）（同圖 2-18）的維納斯畫像中，就以女性裸體作為藝術表現形式。

吉奧喬尼的維納斯躺在原野上，瞌上雙眼，並沒有和觀者目光接觸，此時維納斯

是純真無邪的「自然」化身，其成熟美麗的胴體，並不引人遐思。另一幅 Titian

的《烏比諾維納斯》（圖 2-26），畫的是室內的維納斯，畫中維納斯的眼神與觀者

有互動，這種姿態或許是「虛榮」的隱喻，鏡中讓他看見自己的年華、美麗，也

可能看見鏡前的「觀眾」，當然，觀眾維納斯自己也加入人群觀看自己。安格爾

的作品《宮女》（圖 2-27）是一幅構圖非常純潔的作品，他身上仍有維納斯的影

子。 

1435 年阿柏提（Alberti）完成了有史以來第一部繪畫藝術專著《繪畫論》，

他認為正統的美術創作的基礎是對裸體的研究，並進一步主張研究解剖學，他在

書中寫道：「畫裸像時，要從畫骨骼開始，繼而加上肌肉，最後才是表層組織，

而且要保證每塊肌肉的位置都能夠看得出來。」Kenneth Clark 認為我們差一點將

這個現象當成自然法則，在西洋美術的教育體系中，它是人為造成的，而這個體

系形成於歐洲美術從中世紀向現代過渡的時候，西方藝術家不知不覺地已將那時

候的佈局意識，比例觀念以及基本造型模式，全盤繼承。 

女性裸體在藝術作品中出現的方式、安排的場合，連帶影響社會道德對藝術

價值的評定。馬奈（Manet）的《奧林匹亞》和《草地上的午餐》在藝術史上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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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眾多，奧林匹亞或許受 Titian 的烏比諾維納斯作品的影響，同是以媚妓作為畫

面題材，對高質藝術所帶來的衝擊確實巨大。1863 年所作的《草地上的午餐》，

畫中衣著整齊的男士與一名裸身女子同時出現。 

另外巴黎派畫家莫迪里亞尼於 1917 年的作品《沙發上的裸女》同樣也引起

道德上的討論，其爭論來自於畫中裸女裸露的身體部位及他的姿態不符合一種優

雅合宜的美感。這些例子說明了女性裸體的審美標準除了期待完美比例之外，也

考量場合與肢體語言。 

 

  

圖 2-26 提香《烏比諾維納斯》 

1538 年，119 x 165 cm 義大利佛羅倫斯市烏

菲茲畫廊 

圖 2-27 安格爾《宮女》 

1814 年，91 x 162 cm 法國巴黎羅浮宮 

 

 

 



39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創作理念與題材探討創作理念與題材探討創作理念與題材探討創作理念與題材探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創作理念創作理念創作理念創作理念    

一一一一、、、、生命體悟的創作觀生命體悟的創作觀生命體悟的創作觀生命體悟的創作觀    

生命是什麼？自有人類以來，未必有人能真確的將生命的真諦詳實道盡。

如果有人能知道它是什麼？仍只不過是其所知的一小部分吧！未必是透澈生命

的全部真相。而藝術的偉大，在於窮其生命之間深入探索、接受考驗，並以不休

止的創作態度，呈現其趨近生命真相的永恆追求的潛能與熱力。藝術的形式本身

不是一種最終目的，但藝術家唯有藉形式的存在，才能真實的展現盡與未盡間的

生命最大可能，並將人導入於人性或生命深層的感嘆之境。所以真正高度展現的

藝術世界，必定直接指向人性的世界，並尋求人性最高的精神慰藉。多數藝術家

大多按照自己個性所能窮盡的事物。換句話說，一般創作者所追求的是多半在人

的能力所能表達的範圍之內，卻少有人通過自身所能窮盡的表達範圍，而直逼人

性深層的生命自體世界。總而言之，人之所追求的，多在形式與風格之間，而不

在人性或生命之內。偉大的「畫家」與永恆的「藝術家」的差別即在此。 

筆者舉巴洛克時期同時代的二位畫家魯本斯（圖 3-1）和林布蘭（圖 3-2）

的作品為例，對以上的說法做一番說明：魯本斯是一個劃時代的偉大畫家，不論

從他的宗教畫、風景畫、肖像畫來看，他是一個巨匠風格的畫家，尤其是那種超

乎想像的緊密構圖，氣魄非凡的動態，展現一種高度的技巧，在畫面上所完成的

高度效果的表現藝術。像這種巴洛克時代的「風格」藝術，時常藉各式各樣的矛

盾、神祕、暗示、戲劇性，而形成一種極具誇張性的震撼效果，但並不一定就能

真實的觸探人性的深處。充其量魯本斯仍只是巴洛克時代偉大的「風格」畫家，

而不是一個純粹表現「人性」的藝術家。林布蘭曾經提到關於「風格」的故事：

林布蘭說，有的人有風格，有的人沒有風格，而他自己在生活上，全無風格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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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繪畫上，他卻有太多風格，這話裡的含意是什麼？ 

一般畫家所稱的風格，並非林布蘭所追求的風格，而他所謂的太多風格，

其實意味著他所追求的絕非表現於畫面上的一些風格或形式，而是一種完全的繪

畫生命或心靈罷了。林布蘭說他在生活上完全沒有風格，一般生活上的事物他不

曾在意，也不會投入太多的熱情，而他真正的生命就是繪畫，繪畫就是他全部的

生命。一般畫家常都只是被一些形式誇張的技巧所眩惑，少有能窮盡形式探及深

刻而純樸的性靈世界。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或畫家，其最終所追求的只在於繪畫本

身，也就是以他全部的生命去投入繪畫的意思。那麼真正高度的藝術，往往超越

一切現象或形式而訴諸人性的存在。真實的人性並不是他人，而是主觀，而是自

己。真正高度藝術的展現，絕不在於任何具有誇張性的風格造就；反而是在於一

種深刻的人性內涵的實質表現。它往往就是一種最高形式與人性的統合。
45
 

 

  
圖 3-1 魯本斯《三美神》 

1639年 , 221 x 181 cm ,馬德里普拉多美術館 

圖 3-2 林布蘭特《畫室裡的自畫像》 

 1660年, 111 x 90 cm, 巴黎羅浮宮 

這幅自畫像是十七世紀的藝術家林布蘭特(Rembrandt van Rijn, 1606-69) 所

畫的。畫面中昏暗的光線曖昧地烘托出人物的形體，臉上微微的亮光則表現了藝

術家細心刻畫的歲月痕跡，粗糙的臉龐和若有所思的雙眼，令此畫綻放出內心深

處的精神力量。 

 

                                                 
45

史作檉，《光影中遇見林布蘭》，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06，頁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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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創作作品源發於對生活的觀照與省思以及生命內在的呈現。作品透露

出人物的內心情緒狀態，如孤獨的、寂寥的、徬徨無助的、虛緲隱晦的情懷。隱

匿在現實底下，不得不對命運妥協的依順與無助，對時間瞬息消逝的喟嘆。筆者

作品雖藉著女性圖像的描寫，實則莫不是自身處境的反思與表達。 

完形心理學家安海姆認為：藝術在幫助藝術家瞭解世界和他自己，藝術家

將他所瞭解的事物本質或真實，藉著藝術的形式表達出來，向人們的眼睛做一種

視覺的呈現。
46
藝術之所以感人，不只形式技巧上的完美呈現，而是能從心底深

處激發觀者潛藏內心的經驗交流，達到感染力產生共鳴。 

二二二二、、、、心靈情感的啟發心靈情感的啟發心靈情感的啟發心靈情感的啟發    

繪畫源於人類的天性，好比人類與生俱來在情緒高昂時會手舞足蹈，激動

憤怒時會高聲吶喊一樣，當人的內心急於抒發某種情緒，或要表達直覺感受時，

會以塗鴉的方式來表達，從遠古人類壁畫中及兒童的塗鴉本能即可得知，遊戲衝

動說，…以為藝術的起源，是一種遊戲的本能、遊戲的衝動，故藝術即是遊戲的

發展。…兒童的塗鴉，亦是繪畫的起源。
47
 

筆者以寫實的技法描繪可見的世界，透過視覺的感受，經過內心思考提煉

後，再經由圖像將此意念表達出來，其實是一種心靈活動歷程之後轉化的形式。

或許可以這麼說，藝術其實是人類心靈轉換本能的產物。繪畫既然來自於心靈，

繪畫也該有觸探精神層面的使命惑，例如當我們觀察到某個人的表情，呈現出他

的臉上肌肉線條、皮膚質惑，甚至嘴角高度、眼睛神態… ，都足以顯現其來自

種種生活層面的反映----滿臉皺紋的他，可能是一位歷經風霜的老者，下垂的嘴

角暗示他可能愛生氣易怒的個性…。因此筆者認為微笑的容顏或是生氣的面孔，

應不單純只是臉部肌肉的牽引，它隱含著其人背後的成長歷程及心靈映射。故而

筆者從事繪畫創作，經常思考如何以可見的表象聯繫內心意念的呈現。 

                                                 
46 安海姆（Rudolf Arnheim）著 李長俊譯《藝術與視覺心理學》，台北：雄獅圖書，1982，頁 40。 
47 凌嵩郎著《藝術概論》，台北市：華林，1979，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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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身處的環境正是藝術家創作靈感的主要來源，藝術創作的題材大部分來

自生活環境中的人、事、物與這些表象所衍生的內在感受。而每一個創作者並非

毫無目的的任意選取生活中的對象與現象來做創作的主題。繪畫藝術是屬於視覺

藝術的範圍，經由眼睛所感受的世界就成了繪畫取材的依據。藝術家對自己的表

現方向，有其個人的主觀因素及意念，每一件作品無論基於何種目的，經由藝術

家所堅持的理念與表現，而呈現出來的風貌，都是藝術最富價值的展現。《現代

藝術理論》一書中提到：「自然是一切靈感的來源。無論藝術家的作品是直接來

自自然、記憶還是幻想，自然永遠是他創作動力的來源。」
48
 

  

當藝術家從心中產生意念，到他開始行動找尋題材進行創作，完全是其個人

主觀的意念，所以藝術家認知與感受外界的角度，也就是藝術家對世界的看法與

面對世界的態度，就成了決定作品的主要關鍵。霍夫曼（Hofmann,Hans）認為： 

「藝術家的身分是代理人的角色，在其腦海中，自然轉換成新的『創作』。藝術

家從一形而上的觀點來處理他的問題。他與生俱來感應事物之固有特質的能力主

宰了他創作的本能。」
49
 

 

但觀者與創作者二者之間的感受，會因時空、文化、心理之眾多因素影響，

而有不同層次的落差。然而筆者創作的目的，並不是希望觀賞者去感受創作者的

理念。
50
而是希望觀賞者因藝術作品的啟發，而產生自我的內在感受。著名的英

國現代畫家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909-1992）曾經說：當故事開始詳

訴的時候，乏味就跟著來了；故事往往說得比畫還大聲，這是因為我們確實又一

次的處在極原始的狀態裡，我們無法抵銷在影像之間的故事訴說行為。‥‥故事

已經在人物與人物之間傳播開來，以致於抵銷了繪畫本身所能傳達的各種可能

                                                 
48 Herschel B Chipp 著，余珊珊 譯：《現代藝術理論》，台北：遠流，2004，頁 758。 
49 同上註，，頁 758-759。 
50 http://gnae.ntptc.edu.tw/arted/forum╴dtlist╴print.jsp?fid=168。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rs）提

出“The death of the author”“作者之死”的主旨，是要讓人放棄對作者意圖的追尋或倚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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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51
 

筆者長期從事女性人物主題的創作，所常用的創作模式，除了追求女性人物

的體態美、姿態美、容貌美、形式美…等完美的造形與和諧的氛圍之外，更希望

能超越形式上的外衣，而直探畫面內在本質與深度的問題。筆者認為真正的藝術

不應該侷限在狹隘的視覺表象，應有其更寬廣的領域，涵蓋廣大的精神層面與更

深遠的情感思維。由上觀之，培根也深切體認到內容與形式的真正本質，形式雖

由藝術家創定而內容卻由觀賞者領會，創作者不應連同內容也要涉入，反而限制

了觀者自由想像的空間。 

《浮光掠影》（圖 3-3）（圖 3-4）系列創作中，筆者意圖將意象的概念切入現

實的表象中，所謂「意象」：作為一種表示印象或心境感覺的象徵語言的具體形

象。
52
即是由內心的感受所形成的形象，它是人類情感最細膩的源頭，它是來自

內心的一種情緒、情懷或情境。從心緒漫延而來的種種情狀現象，例如沉默、孤

獨、優雅、自在、凝望、浪漫、惆悵及冥思…等，以及屬於狀態的休憩、悲傷、

微笑、天真…等，其實都具有強烈的抽象意涵，要將這些抽象概念具體呈現，必

須藉助適當的筆觸、線條、色彩、造形來完成，觀者能由具體的形象進而直探畫

面深處並來回與自己的內心產生聯繫。 

 

 
 

圖 3-3《浮光掠影 1 局部》 圖 3-4《浮光掠影 2 局部》  

                                                 
51 David  Sylvester 著 陳品秀 譯《培根訪談錄》，台北市：遠流，1995，頁 20-22。 
52 周合總主編《國語活用辭典》，台北市：五南，2004，頁 802。 



44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題材探討題材探討題材探討題材探討    

一一一一、、、、人體完美形式探討人體完美形式探討人體完美形式探討人體完美形式探討    

綜觀西洋美術史的演進軌跡，人物畫在藝術史上始終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

色。人物畫包括了肖像和人體，而人體畫又可細分為穿衣人物畫和裸體人物畫兩

大類別。以西洋美術史而言，舉凡雕塑、繪畫、版畫和設計方面的創作，內容和

表現人體美有關的作品，可說是不勝枚舉。希臘人崇尚「人體美」的事實，從最

早的雅典奧林匹克運動會中，參加的運動員全以裸體參賽，和表現人體造型、肌

肉、比例美的希臘雕刻作品中得以應驗。 

學者趙雅博在《藝術中的裸體》一文提到，「『裸體』乃是藝術中的一個大學

派，站在技術的觀點，如果沒有它，藝術的完成是大有困難的……」。53若從人

類最早期在洞穴中就有人體畫到目前為止，人體藝術創作一直是不同文化不同時

期下從未缺席的創作主題。雕刻家羅丹（Rodin , Auguste）曾說過：「不但人們是

一個靈魂的肖像，整個身體、每個纖維、每個動作，特別是一切動作，都反映著

人的真精神，在人的身上，我們更欣賞他的完美的形式，這個更顯出其人內在的

美麗。」54 

    進入二十世紀以來，人們突然發現，寫實性的油畫藝術，越來越受到重視。

因為這種形式的繪畫，既容易欣賞和理解又豐富耐看韻味無窮。人體美最重要的

價值，在於表現了生命的美、表達了對於生命的禮讚。對於人體美的鑑賞，不但

需要有相應的文化修養，更要有健康的審美志趣。一個懷有陳舊的封建思想和低

級品味的人，是無法正當地欣賞人體藝術的。 

而做為藝術家，不但要有精深的繪畫技巧和敏銳的觀察能力，更要有高超

的品味和健康的感情。人體的美，除了神韻氣質的美，當然也包含形象的豐富和

                                                 
53 趙雅博《藝術中的裸體》—繪畫中的人像問題，現代美術，98 期，2000，頁 28-32 。 
54 傅雷譯，《羅丹藝術論》，台中市：好讀，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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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條的多變等等的形式因素。文藝復興的大師達文西研究人體，而獲得了“神聖

的比例”。他說：「人體是自然中最美的對象，人體各個部分之間的比例，都是

正數的比例，因而呈現為和諧之美。」以畫女體而著稱的古典畫家安格爾說過「在

所有的形中，圓形是最美的。因為柔和流暢的圓線在視覺心理上不受任何阻力，

故能引起舒適的快感。」安格爾突出的成就，正在於他畫出了柔美而含蓄的女性

人體。 

筆者所畫的女性人體，同樣具有單純含蓄的特質。儘管筆者掌握了表達寫實

技巧的能力，但在表現女性人體時，卻不做誇張逼真纖毫畢露的描繪。惟其單純

含蓄，才更顯示純淨高雅，給人以健康的美感。 

圓柔固然是女性美的特徵之一。但如果只有圓柔，就會陷於甜膩俗艷的品

味。從審美心理上說，圓與方、柔與剛，是相反也是對立的。但在藝術作品中，

卻需要『圓中有方』、『剛柔相濟』相輔相成，於對比中取得和諧及審美的趣味。 

例如：（圖 3-5）〈穿透〉一圖中，畫的是背向觀眾的一位裸女，光潔起伏的

肌膚下，可以感到堅實的骨骼，雖看不到外顯的骨骸，但視覺上感受的到圓中有 

方的力量。 

  

圖 3-5《穿透局部》 圖 3-6《畫室局部》 

（圖 3-6）〈畫室〉這一幅畫表現的是整個線條柔美的人體，又與筆觸奔放的

背景形成了質地上的對比，同時人體皮膚透出的暖色與背景的灰冷色也構成色調

上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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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春之光》 圖 3-8《背影局部》 圖 3-9《待嫁》 

（圖 3-7）〈春之光〉這一幅圖表現環境和人物之間的關係，二者在筆法上可

以構成對比，女性人物的肌膚質感光滑柔細，溫潤的膚色在光影的映照下透出晶

瑩的光韻，背景的森林及矮草堆表現恣意的粗獷；有時候也可以在畫面上異中求

同，在情調上對人物起著烘托的作用。例如（圖 3-8）〈背影〉：昏黃燈光下的少

女，人體色彩偏黃，背景也是暖褐色，局部背景則在黃裡帶灰紫色，朦朧的室內

場景，在微妙的對比中形成統一，更顯出人物形象的純真；（圖 3-9）〈待嫁〉這

幅作品也是具有相同的情韻，著白紗的待嫁閨女和滿室盈溢的淡淡灰紫，具備一

致的統調。 

   

圖 3-10《幽思局部》 圖 3-11《輕風局部》 圖 3-12《曙光局部》 

在每幅作品裡，人物的氣質、性格、情緒各有不同。這種內在的變化、也

使得人體繪畫更富有深度，甚至使觀賞者，每一次觀畫都會有新的感受。例如：

褪去白紗的少女，俯首凝視，若有所思（圖 3-10）〈幽思局部〉；坐在海岸邊的姑

娘仰首望向遠處，神情似在回憶（圖 3-11）〈輕風局部〉；以及暗夜中獨坐床邊的

裸女，落冥的表情下似有無惆悵，是寂寥？還是等待黎明曙光？（圖 3-12）〈曙

光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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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光影光影光影光影」」」」的意念的意念的意念的意念    

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期繪畫大師維梅爾畫作中的光線，是最吸引筆者的地

方，，常被他滿盈的光線與真實的質感所震懾，滿盈的光線不僅柔化了空間，光

線和陰影更被維梅爾用來聚焦畫中的主角，利用反射光產生的柔和陰影顯示出物

體真實質感和顏色，研究維梅爾的學者斯諾(Edward A. Snow)對於維梅爾畫中「光

線」的表達和處理的手法便指出「維梅爾他的光線輕輕溜過門窗，滑落在人物的

臉上，徘徊在衣服的袖子和蕾絲中，最後則留在靜物的表面閃爍著，他完美的技

巧使單純的靜物不再似塵世的雜物，在光線中揭露我們的渴望、踰越及無法實現

的幻影。」
55
 

每一種藝術都在喚起觀眾的感情或行動，為達此目的，藝術作品不僅需要

依靠誘人的「線條結構」，而且需要形式以外的力量---「感情」。因此藝術實現自

己的目的有兩種基本方式：一為隱含某種思想感染並探索形式的完美和寧靜，二

為極致情感狂熱表現。
56
這兩種傾向在十七世紀荷蘭最偉大的兩位畫家維梅爾與

林布蘭的藝術中達到了顛峰。對於維梅爾光線，雖然和林布蘭使用光線的手法不

同，並不是像林布蘭的「心靈光線」，也不是用來顯示新教徒神秘主義的「內在

光線」，單單只是由窗外照入十分平凡的自然光。但都是用來使心靈的神秘力量

成為具體化的手段。而林布蘭成功的結合了表達宗教化象徵的光源及文藝復興發

現的明暗對照法，將光源由最亮和最暗匯聚於一點，產生張力，表現出畫面的遠

近感也表現了人物的感情。 

在印象主義時期，畫家竇加（ Edgar-Hilaire Degas ,1834-1917 年）以其優秀

的素描能力和絕佳的色感對光線提出新的觀點，世人都把竇加稱為印象主義的畫

家，但對於光線的見解也和印象主義不盡相同，它詮釋光線最出色的地方，是以

人為的方式刻意鋪排明暗效果，尤其是描繪舞台上的燈光效果，大多是由下而上

                                                 
55 朱紋皆《維梅爾研究》，台北：師大美術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頁 91。 
56 A. Houser，居延安譯《藝術社會學》，台北：雅典出版社，1988，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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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射在演員身上，那種奪目的光輝令人一眼難忘。 

新印象主義的點描畫法排斥外在光源的控制，意圖運用色點交織出光的感

覺。注重光與色的純粹客觀的寫實，歷經一段時間發展後，人們漸漸不耐缺乏主

觀及內在精神的畫面，畫的內容顯得薄弱卻沒有感情，於是主觀表現形體光色的

後期印象主義（Post-Impressionism）應運而生。後期印象主義的畫家高更（ Paul 

Gauguin，1848-1903） 和梵谷（ Vincent Willen Van Gogh ，1853-1890），不僅

選擇描繪這個世界的物質層面，也要畫他們感受到的事物，去探索出結合色彩和

線條的最新手法。至此，繪畫終於可以自由的處理心緒問題。後期印象主義後，

立體主義的畫家們更進一步在畫面上捨棄了光線，單單以自身主觀的感受專注於

形體的造型。至此畫家的觀念裡體認到----光線不是表現空間的唯一方法。 

在藝術領域裡，光線在視覺表現中擔負著重要的任務，光不僅使我們看到

週遭物體的存在，也讓我們清楚發現物體形狀、運動方向、距離等，最重要的是，

藉著光線折射的物理作用，讓世界點綴了斑斕繽紛的色彩，成了許多藝術創作的

媒介。 

由自身的生活體驗及觀察經驗中，去發現環境與人、事、物之關係潛藏著互

動關連，光影這個創作主題源於我自身的成長經驗，出生地的環境對筆者一直有

著深刻的影響，東台灣海邊終年強烈熾熱的陽光，始終對我有著莫名無形且深刻

的吸引。人們身上的膚色被日光薰染成健康的古銅色，日光下的容顏總是展現純

樸的笑靨，童年記憶中也常常因著光的出現變化而有著不同的心境體會與情緒起

伏。 

筆者於畫面中所作的光影紀錄，取材自生活中的回憶與觀察，主要是以真

實的視覺經驗為依據，利用具象寫實的手法，平舖直敘的安排於畫面中，並與背

景產生和諧的聯繫。筆者利用光線增加畫面視覺的變化並提升美感層次。光影明

滅閃爍的虛無特質與具象人物之間產生虛實的對照，擷取瞬間影像的片段，藉著

光影的推移，暗示時間的駐足甚至不停流動的軌跡，以呈顯人們傷逝的情懷。 

容格形容：「影子」是人內心的另一種不相容於自我，及被其拒絕去再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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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承認的另一股趨力，總是直接或間接地強制於自我。「影子」有時藉由一些人

的形象投射在夢中，它常是一個人潛意識的反映，也常衝動的和不可控制的表現

在言語上或動作上，曾突然洩露出一點內心的想法，「影子」並不是不吉利的，

但卻是一種危機，它總是被壓抑在人的潛意識隱晦的部位，要經過人的光明的意

識才能獲得之。
57
 

黑暗並非總是負面的，它會給人沉寂寧靜的感覺，自然界中所有種子萌芽於

黑暗中受到夜晚的庇蔭，以免外界的噪音與紛擾。而埋在地下的種子被保護隔離

蘊藏成長所必需的內在之光。黑暗代表了生命之初，為生命提供了正向思考的另

一端。這樣的觀點，我們思考如何將負面的事物認知成為對個人心靈成長的契

機，透過負面力量反省，將其轉變成一次正面的經驗，藉由它我們學習如何誠實

面對自己並建設自己。 

光輝和暗影總是如影隨形，相伴相生。畫面中觀者會被寫實的主體牽引，也

會被抽象的光影擴展，將主體的界限向外延伸，主體與客體在佈局中同等重要，

一則為虛，一則為實，虛境由實像而生，虛實共伴共生才能達到和諧的平衡。兩

者互相依存，構成了清晰、模糊、緊湊、低調等對比旋律。 

光是最原始的創造力量，光開啟了我們想像的視野，光是宇宙萬物的開端，

使視覺、知識擴展，使力量、勇氣出現。它不僅使我們看到物質外另一層次的東 

西，更能使我們感受到宇宙間最強大的力量，這股偉大力量的背後，啟示我們的

是----傾聽自己的聲音，正面的思考，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的發光體。 

三三三三、、、、寫實寫實寫實寫實------------寫心靈的實在寫心靈的實在寫心靈的實在寫心靈的實在    

二十一世紀中的藝術，西班牙出現了一位重量級的「具象寫實」大師羅培茲

(Antonio López Garcia, 1936~)，他以純熟的繪畫技法和無比的耐心進行創作，下

面這件名為〈餐桌〉（圖 3-13）的作品，是從1971年開始繪畫，歷時九年於 1980

                                                 
57 容格 黎惟東譯《人類及其象徵》（Man and his symbol），台北市：好時年，1983，頁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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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完成。他細心地描繪著女兒和妻子在餐桌前用餐的情形，幽暗的燈光下，照亮

桌面上各類質感的器皿，對他來說繪畫就彷彿與時間進行拔河一般，光線的變

化、孩子的成長、食物的腐敗和每次擺設時的位置，都一再地挑戰藝術家的能力。

「寫實」對羅培茲而言，並不是僅將事物的形體描繪準確精細，也不是要讓人們

驚嘆畫面如同真實情境一般，在這裡產生的意義，是藝術家要嘗試在真實的世界

中，捕捉那稍縱即逝的永恆，留下不可思議的平實感動。 

二十世紀的「寫實」繪畫出現了一個截然不同的對手----「抽象」(abstract)

繪畫，許多人誤以為「變形」、「解構」就是「抽象」，以至於錯過了藝術家能表

現的本意。美國極限主義畫家羅斯科 (Mark Rothko, 1903-70) 的作品(圖 3-14)表

現了抽象藝術的根本涵義：繪畫元素的直接語言---顏色即是顏色、線條即是線條

的純粹寓意。羅斯科的作品人們稱之為「色域繪畫」，顧名思義就是以純粹的顏

色，表現出色光對於視覺的渲染力，趨向以純粹的形式和技巧去創作。代表作品

常見巨大的彩色方塊，配以朦朧柔和的邊緣，簡潔單純地懸浮在畫布上，以此喚

起人類潛藏的熱情、恐懼、悲哀，以及對永恆和神秘的探索等等。他旨在超越一

切理智跟感官認知，追尋人生的終極哲學—赤裸又神聖的宗教體驗與感情。以非

具象的圖案激起個人對於現實世界的經驗回想，進一步地引起觀者的心靈感應。

因此羅斯科的「抽象」可謂心靈的「寫實」，是人們內心單純感受的樣貌。 

  
圖 3-13 羅培茲《餐桌》 

1971-80，89×101cm ，馬德里蘇菲亞美術館  

圖 3-14 羅斯科《No. 10》 

1950，229.6×145.1cm 

面對這類型的繪畫，最需要的是觀看的方式，因為它們不是從現實世界裡產

生聯想來尋求共鳴，而是要觀眾自覺地向內心深處尋覓；在單純乾淨的空間裡，



51 

觀者隨著藝術家豐富筆調的色塊，產生超越時間侷限的凝望 (gaze)，聚精會神不

受干擾地與作品進行交談，激起內在心靈的漣漪。 

現今的藝術發展如此多元，在每每推出新的形式作品中，早已開闊了我們對

世界的視野，然而在面對無法理解的作品時，其實我們還是可以在傳統的藝術史

中，找到觀看的線索。對藝術來說，其實沒有懂與不懂的問題，因為在藝術的國

度裡，解答不是最重要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一個對話的過程。 

六十年代出現的觀念藝術 (Conceptual Art)，讓我們有更為清楚的方式來面

對多元豐富的藝術作品，也使觀看的方式更有跡可尋。 

〈椅子〉(One and Three Chairs, 1965)是美國觀念藝術家柯史士(Joseph 

Kosuth,1945~)在年僅二十歲時所做的作品，這樣的方式正是觀念藝術根本的特

質：注重在創作者的思考與觀念，而非所製作出來的物質形式。這件作品所表現

的，是認知裡的三個角度：視覺的美感和辨識性 (照片)、實體的功能性 (椅子實

體)、文字敘述的定義 (字典中的解釋)。這三種表現椅子的形式，各自代表了人

們對「真實」認知的取向，也令人再次面對「現實」並對「真實」進行思索。當

此件作品在展場中呈現的同時，藝術家成了一位提問者，與觀眾進行一場腦力交

談的活動。 

   「寫實」是藝術的魅力之一，也是最為古老的表現方式，從以往單純的模仿

到現今多元化的呈現，唯一不變的是「真」與「實」。對藝術家而言，創作是在

真誠的態度中，實在地呈現自己所感受的一切美好並與人分享；對觀賞者來說，

則是帶著真誠的渴慕到藝術面前，實在地體驗藝術家所給予的感動。因此藝術的

價值無非就是讓人們有所收穫與感動，並在裡面觀見自己的生命，是如藝術一樣

的美好、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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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創作內容形式媒材與技法創作內容形式媒材與技法創作內容形式媒材與技法創作內容形式媒材與技法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創作內容創作內容創作內容創作內容    

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將藝術作品的內容分為高低兩個層次：（1）低

層次-----是經表層意義中去洞察，亦即陳述事實及其相互間的關係。（2）高層次

-----是經本質或象徵的意義，亦即是將表層的文學意義和大眾文化以及歷史知識

相互聯結，這是最內在、最深刻的層次。
58
 

為了在藝術創作的內容中能夠達到「高層次」，表達的手法自不能在低層次

的表層意義中去陳述事實。筆者在創作過程中，雖大多數以具象的形體來描寫，

但真正在具象陳述的背後，所要表達的是抽象的內在概念。 

藝術的活動不可能從生活中抽離，在亞瑟．丹托（Arthur C. Danto）所著《在

藝術終結之後》書中提到：藝術作品是在其生活形態中取得意義，也是符合其生

活形態中的美學品質，如果將生活形態抽離，我們與美學的關係將只會是粗淺

的，將無法了解這樣的藝術作品其目的和功用何在。
59
 

英國著名美學家克萊夫．貝爾（Clive Bell , 1881-1964）也說：「藝術品的根

本性質是有意味的形式，是基於自我的審美經驗，而有意義的實現自我的感情。」

60
也就是說，藝術作品是藝術家理念與情感的具體表現。這兩段文字把生活與藝

術密切相關的理由做一番明確的揭示。一個藝術家的創作內容與其生活環境及社

會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為創作本身潛藏作者內心意象的投射。因此，在

此次創作過程中，筆者依據個人生活的體現與美感經驗的抒發來呈現個人的心境

與作品的內涵。 

繪畫既被視為視覺語言，無論對創作者對觀者而言，都是須要學習才能更益

精進，就好像學習國語要從注音符號，學習英文要從字母開始一樣，先從簡單的

                                                 
58 蘇憲法《視象與心象》，台北：世華藝術，2003，頁 150。 
59 Arthur C. Danto 著，林雅琪、鄭惠雯譯：《在藝術終結之後－當代藝術與歷史藩籬》，台北市：

麥田，2004，頁 282。 
60 克萊夫．貝爾（Clive Bell）著，周金環 馬鐘元譯《藝術》，台北市：商鼎文化，2000，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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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詞、造句而臻至複雜的文學結構。而不是毫無組織章法，不知所以的拼湊，便

可成就藝術。西方現代繪畫語言的多樣與豐富，奠基在數百年的歷史傳統上，即

使西方繪畫再多樣性，傳統繪畫形式仍是多數人最易理解最易閱讀的形式。 

現代藝術運動蓬勃發展，不斷藉著否定權威來破壞傳統，許多前衛藝術家努

力擺脫傳統繪畫的迷思。也成功地開啟了許多新的視覺刺激。然而儘管時代如何

變動，仍有一些堅持傳統繪畫形式的藝術家，例如美國鄉士畫家安德魯．魏斯

（Andrew Wyeth 1917-   ），他提供一種懷舊的方式，引人進入他與模特兒的心

靈世界。另一位捕捉浮世即景的美國畫家愛德華．霍伯（Edward Hopper，

1882-1967），以一種冰冷理性的細膩描寫，傳達現代人的冷默與疏離。因此，在

形式上，應沒有新的優於舊的的說法；在內容上，東西方在宗教、人種、地理環

境、文化、風俗的不同，呈現在畫面上的風貌必然不同，因此筆者相信現代東方

人在運用傳統西方繪畫，傳達個人理念之路仍是寬廣的。 

此次創作主要以女性人物作為繪畫創作的題材，從人種特質關注的層面，東

方女性具有一股神祕沉靜的特質；從研究的角度視之，女性造型的優美及肌膚的

色彩、質感，甚至細膩的表情，都提供了較寬廣而深入的領域。其次東方女性造

形在油畫史上的典型尚未建立，也提供畫家廣大的自由發揮的空間。由此次創作

中可以看出幾種面向： 

一、追求畫面本身所產生的秩序的、和諧的、均衡的審美情趣。 

二、對東方女性特疏的官能美、體態美、形式美的表現。 

三、對生活周遭平凡表象下不安情懷的揭示。 

四、現代社會快速變遷下，個人的茫然無助而欲尋求獨立自我的意識。 

五、藉畫面寫實或虛幻場域營造情境，反映作者內心情感。 

六、表達自然界物象與女性內蘊的生命氣質之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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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創作形式創作形式創作形式創作形式    

在美術教育中使用模特兒以培養造型能力，是西方藝術教育體系在長期的藝

術創作中，摸索出來的寶貴經驗。「模特兒」這個詞，是西語「Model」的音譯。

作為文藝術語，它有兩個涵義；一是指文藝創作參照的客觀對象。另一涵義是專

指繪畫和雕塑中用來作基本訓練的人物。幾千年來的人類藝術發展史告訴我們，

獲得繪畫和雕塑的基本功夫，訓練觀察和表現人物的能力，可以有各種不同的途

徑和方法，而其中直接畫人，畫裸體模特兒是必須的、不可缺少的途徑和方法之

一。 

近代美術訓練中使用模特兒的方法，是從歐洲文藝復興時期開始逐漸形成

的。把畫人體模特兒作為教學訓練，始於義大利的波隆納美術學院，約在十六世

紀七十年代。至於文藝復興時期在美術創作中參照人體模特兒，則從十五世紀就

已開始。歐洲美術家們選用模特兒，深入研究人體，不只是推動了美術教育的發

展，提高了藝術表現力，促進了美術的繁榮，而且還推行了人文主義和人道主義

的思想意識，普及了人體科學知識。同時幫助人們領悟把生活變成藝術的原理，

理解和學習應用提煉和概括的手法。 

筆者創作的方式，人物多數是找模特兒直接寫生，若是條件上無法完成，偶

而也參考照片。照片只是提供需要的有用訊息，但若直接畫照片，它和寫生的感

覺完全是不同的經驗。 

模特兒提供的是實實在在的個體，現場可以感覺到光線下膚色的變化，他的

呼吸、血液的流動，真實的生命感受。而照片只是一個瞬間鏡頭底下的軀體，相

機無法捕捉到肉眼所能感受到的色覺，也缺乏和對象真實交流的體會，跟直接寫

生體會到活生生的生命完全不一樣。這樣時間長了，畫面生動的、有生命力的、

有元氣的那一種狀態就容易喪失。有的寫實繪畫可以畫得很細，但不感人。就是

因為畫面中的生命力越來越薄弱，所以筆者盡可能透過寫生的方式來創作。 

但是限於畫室中的場景，無法充分完成我所想要表達的意念，於是在背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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舖陳上，必須借用外在的景物時，不得不去戶外拍攝照片或者寫生，來組織構成

創作的畫面。有時候一些創作上的想法還不是很明確時，會事前做一些小的素描

稿或色彩稿來幫助創作。在畫人物時著重色彩氣氛的表達手段，幾塊色彩的基本

關係是否恰到好處，是色彩能否成立的關鍵。 

表達方式上筆者較欣賞自由流暢的表達，像是輕輕鬆鬆的娓娓道來，讓人能

細細體會，有著寫意、抒情，朦朧的意境之美，則是筆者想要追求的境界。好的

繪畫作品靠的是它傳遞的視覺魅力及審美感受，因此調度出油畫色彩語言魅力，

提高概括和控制能力是重要的，色彩人物寫生是提高藝術感知與表達的重要手段

和方式。 

透過人物寫生不僅可以使人們獲得人體解剖學和透視學的知識，也由此發現

了繪畫規律，發現了色光空間體系，創造了完備的繪畫知識與法度，更在於它能

培養畫者的意志、毅力和心手相應的觀察力、表現力。其次還要解決主次、虛實、

明暗、局部與整體、形似與神似、忠實於對象和發揮主觀創造性…等等的關係。

這些關係的解決，有助於畫者掌握辨別能力，獲得一個藝術家必須具備的審察精

微、把握全局和提煉、取捨的藝術概括能力。 

無論今或古，人們都認同一個道理，即是大自然與生活是藝術的泉源。寫生

的原意在西方繪畫語意上是書寫生命，寫生不是寫那純粹的物象，也不是寫那純

粹的自我，是物我交融後，激盪出來的藝術境界，使每一筆觸、色彩都碰觸到畫

家在大自然美的驅動下的高度發揮，全然釋放的過程。 

因此，當面對眼前對象時，畫家必須真誠、敏銳而自信，必須選擇、概括與

把握，是那種身、心、靈全然投入的狀態。帶著熱情和對美的渴慕，一張作品的

完成是思維到實踐的「再現－發現－表現」發展法則，當筆者開始作畫時，是以

感性直覺的觀察「再現」對象為目的，進而在感性的基礎上，走向理性分析，拓

展思想對表達對象的想像和創造，便進入了「發現」。這是由客觀模仿，走向主

觀的創造，再由「發現」昇華到「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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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創作創作創作創作媒材媒材媒材媒材和和和和技法技法技法技法運用運用運用運用    

一一一一、、、、媒材媒材媒材媒材    

時至今日藝術的發展由侷限的傳統素材而發展至今多元綜合的複合媒材運

用，難免會讓人以為傳統油畫是過時的、守舊的巢臼。然而筆者對這樣的論點卻

有不同的見解，即使藝術發展到僅剩提出觀念即便是藝術的境地，也未必是對傳

統路線的侵略，此二者的發展其實可以並行不悖，就好像油畫歷經五百多年的考

驗，經過改良研究，以至臻完美，其顏料質地穩定易表現，具備多種技法。筆者

早年雖曾研究水彩，往往囿於水彩作品在台灣的多濕環境中不易保存，而始終頭

痛不已。近來研究油畫重複堆疊後所產生之筆觸、肌理、色彩變化細緻而著迷不

已。油畫本身具有藝術的特殊語言，有別的畫種不能達到的表現力。包括材料本

身的、畫面的、筆觸的、造型的、色彩的…等因素，它是一種綜合的藝術感受。 

 

席勒(Egon Leo Adolf Schiele,1890-1918)曾說:「藝術的真正祕密在於用形式

征服素材,利用素材與支配素材的藝術越是成功,其內容本身就越宏偉、誘人與動

人。」
61
如果創作者在駕馭媒材與技法上,能夠駕輕就熟,就好比一個成功的廚師，

自有渾然天成對材料、火侯、味覺的掌控能力。油彩技法在西方已實際運用了幾

個世紀。時至今日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而當代在藝術表現上複合媒材的使用使

今日藝術面貌具有更多元的呈現。 

二二二二、、、、技法技法技法技法    

一般油畫依作畫程序不同，可將基本技法分為「直接畫法」與「間接畫法」

                                                 
61黎玲、張小紅、張晶燕、李紅梅《藝術心理學》台北：新文京開發，2002，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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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
62
當代藝術發展的風貌更多樣，而呈現出更多元的繪畫技法，如自動性技

法、壓克力轉印、裱貼，加入異質材料(如沙.咖啡渣……)打底等。筆者此次的創

作大部分以直接畫法為主。但是若畫幅太大例如50號以上，因限於模特兒時間的

約束，往往無法一次完成而必須要輔以間接畫法，也就是多層次作畫方式。 

（一）直接畫法(Alla Prima) 

直接畫法源自義大利文，意思是「起始」，指的是在一次之內完成一幅畫。

不等顏料乾後再上色，而是使用濕中濕的方式(Wet into Wet)。
63
如（圖 4-1）（圖 4-2） 

由於作畫速度快，必須要果斷的組織畫面及色彩。一開始以大畫筆大面積塗

布畫面，兼以手指，棉布混合塗抹，期在最短時間內，鋪陳畫面最基礎的色彩對

應關係，由此基調，方能再繼續往深處探索。這樣的好處是畫家面對題材，充滿

新鮮的感動力，視覺上永遠都只注意大塊面，不論是造型或是色彩，細節的處理

始終在整體下進行。西班牙畫家委拉斯貴茲（Diego Rodriguez de Silvay 

Velazquez,1599~1660）即是以此方式作畫的箇中好手。 

（二）間接畫法（Lay-in） 

間接畫法又稱為「多層畫法」，這是相對於直接畫法的稱呼。先在基底材料

上以炭筆做素描稿，再以噴膠固定。接著以單色來回做出明暗立體的色調，待顏

料乾後，再重複上色，一層一層將色彩與調子呈現出來，作畫時間雖較長，但能

呈現出比較細膩、層次豐富的整體氣氛。如（圖 4-3）（圖 4-4） 

（三）自動性技法（Automatic Painting） 

利用油劑,溶劑的流動,相斥原理,製造畫面獨特的效果。以潑灑、滴流的方式

營造大色塊畫面奔放自由的氣勢。抽象表現主義的表現方式，運用自動性技法，

「以無心的造型和顏料滴出能產生造型的自動形態，表達潛意識自我，是主要的

一部分精神，1952 年藝術家哈洛德．羅森柏（Harold Rosenberg）提出的行動繪畫

                                                 
62 李健儀《油畫技法》台北:藝風堂，1987，頁 47。 

63Jeremy Galton著 李佳倩譯，《油畫技法百科》台北:笛藤，1994，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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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Painting），把創作行為本身當作是捕捉真正自我的過程。」
64
第一層色彩

大致塗敷之後，即用松節油在飽含油料的色彩上潑灑、滴甩，製造令人意想不到

的妙趣。待乾後能第二次施作：塑造不同的表現方式,藉以表達畫面的需要,賦予

作品豐富的層次。如（圖 4-5）（圖 4-6） 

 

  

圖 4-1《夜燈下局部》 圖 4-2《曙光局部》 

 

  
圖 4-3《輕風局部》 圖 4-4《待嫁局部》 

 

  

圖 4-5《聽雨聲局部》 圖 4-6《浮光掠影 1 局部》 

                                                 
64 潘東坡《二十世紀美術全覽》台北：相對論出版社，2002，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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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作品解析作品解析作品解析作品解析 

 
[作品一] 浮光掠影 1 

 

 

 

圖 5-1《浮光掠影 1》 

2008，畫布、油彩，130×9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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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晝明亮的日光，透過樹葉的間隙輕灑在純潔的白衣女孩身上，畫面中定靜

的年輕女孩，採取側面構圖，因為女孩有一個非常美麗的輪廓線，凝視前方，帶

有些許純真的幻想，若有所思的神情，筆者刻意著墨在臉部表情的細膩描寫，尤

其是頭部、臉部延伸到身體的外形是相當好看的外輪廓線，此外形與背景之間，

不似平面圖案或漫畫圖像有一條清楚明確的邊界線，其間自然呈現一種強弱層次

的節奏，在清楚與模糊之間反復推敲，就好比一首樂曲，每一小節必定有不同旋

律的高低起伏及抑揚頓挫。同時利用光來強化外形的節奏感，增加戲劇性的張

力；相對而言，衣飾的詮釋，則顯得輕鬆與自由，半透明的衣物在光的襯托下，

顯出柔軟的材質，背景先用灰藍色底舖出大色面後，並運用自動性技法，以稀釋

的顏料潑灑淋在未乾的底色上，任其自由流動造成暈染的效果。 

除了表象的女性形象以外，並試著表達畫面人物的心緒，透過主體與觀者產

生心靈上的交流。背景在光與影間晃盪，透過虛幻模糊的空間，隱約中傳遞出飄

忽空靈的氛圍，光影在安靜中推移，時間在一明一滅間瞬逝。隨著時間的流動與

消逝，人物與背景產生靜中有動，動中有靜，互為依存關係，模糊與紛擾的思緒

訴說沉思者的孤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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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二] 浮光掠影 2 

 

 

圖 5-2《浮光掠影 2》 

2008，畫布、油彩，162×112cm。 

 

 

靜坐光影下的女性，面部表情安適，彷彿獨自靜享這樣謐靜的時光。流動與

穿透的自然光，不經意灑落在女性身上及其周圍背景，畫面過多的敘事情境，若

未能得到適當的處理，對畫面是毫無幫助的。筆者並不想以太多的具體情境來說

明或突顯女性身體所處的場域，這樣的想法來自攝影技法中聚焦與失焦的啟示，

透過客體虛化的潛藏空間突顯造型明確的主體，藉著主題與背景二者距離的推

移，形成強與弱、主與次的空間關係。隱晦的空間場域，減弱了敘事性的情境說

明，卻給觀者帶來更大的幻想空間。藝術家在完成了這幅畫作之後，其實太多的

文字贅述，倒讓觀眾侷限在創作者的意識之下。偉大的藝術作品，若能直接由畫

面傳遞出美的、動人的訊息，由觀者各自心領神會之。例如欣賞「蒙娜麗莎的微

笑」這幅作品的觀眾，跨越國界、種族、宗教、性別……，達文西並沒有為懾服

人心的畫面提出多少見解，但少有人不為那一抹微笑而癡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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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三] 夜燈下 

 

 

圖 5-3《夜燈下》 

2008，畫布、油彩，116×91cm。 

 

 

 

夜燈下，黑衣女子獨坐一隅，在朦朧燈光下，清麗的臉龐有著似有還無的無

限遐思。是愁緒？是悲情？是苦澀？柔美燈光的襯托下，更能表現女性溫柔婉約

的氣質，堅定的眼神及緊閉的嘴角，似乎透露出女子柔弱外表下堅忍的個性。 

繪製這幅作品時，已經到了畢業創作階段的後期，並沒有花太多時間在主題

的描繪上，增加時間上的琢磨和作品的效果未必能成正比。一來感於時間的急迫

性，二來漸漸在每日的操作訓練下，稍有一些心得領悟，視覺品味也有了一些轉

變。過去執著在人物形象有沒有像描繪的對象，比例、結構、造形是否精準，肌

肉骨骼是否到位，如實的將現場場景描寫出來，少有自己主觀的判斷。縱使畫得

很真很像，卻往往囿限於實際的情況，總覺得綁手綁腳放不開，畫面越畫越僵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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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用說還存有幾分美感。 

這件作品打破筆者以往作畫的習慣，為配合模特兒僅有的時間，在人物部份

並沒有花太多時間思考，當下決定以臉部表情與上半身為主要描繪重點，並將人

物置於畫面右方，讓右邊成為視覺焦點的重心，此時營造左半邊的平衡正是考驗

的難題。當人物完成後，再花了幾天時間思索背景的處理。人物置身一處不十分

明確的室內空間，是筆者這幅作品中想要嘗試的創新，隨意塗上幾個灰調大色

塊，再由大色塊中去構思組合，最後疊上幾塊明度較高的色彩，頓時讓空間層次

變得豐富而有變化，在抽象的色彩堆中無意識的找尋明暗關係，在實像裡營造虛

境，在虛境中漸漸點化出實境，由於背景的虛化，自然能凝聚視線讓主題更容易

成為焦點，將每位觀者帶入一個迥異的想像空間。 

藝術家靠著敏銳的心與眼，萃取人生的精華、提煉出畫面的美感，現實的環

境和真實的人生類似，充滿著許多不完整不美的遺憾，但因其不完整不完美倒提

供文學家、藝術家不斷追求創新的動能。這些自然及人生的缺撼還須文學家、藝

術家用心用審美的角度再度去完成。誠如在 Anton Rapheal Mengsd（1728-1779）

的《關於繪畫之美和審美趣味的思考》一書中提及：「自然界找不到盡善盡美的

東西，正如真正的盡善盡美只存在於上帝一身，藝術是超越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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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四] 曙光 

 

 

這張作品是直接畫法的具體呈現，是筆者這次創作作品末期的最後一張製

作，此時對人體造型色彩的掌握已達到目前最熟練的狀態，人體部分以色塑形，

用大色塊將幾塊大面積顏色先舖上去，區分出受光、背光、亮暗與冷暖之間的關

係，並以細微的調子區分臉部、胸部、腹部、手臂與腿的色調，身體與臉部表情

並未作過多的描繪，重點在明暗交接線的處理。其次用大筆刷塗布背景，隨時保

持在整體的狀態下進行。而室內物件配置方面，當時靈感湧現，直接以想像意象

塑造情境。隱沒在空間的玻璃物件，更是不敢認真的對待，只有隱約的顯現，仔

細看才知那是玻璃質感的反射光。 

孤單的夜裡一片憂鬱的藍籠罩整個空間，泛黃的膚色與藍色背景恰成強烈的

對比色關係，人物在畫面中呈現優美的三角形構圖，具有穩定的力量。左半部的

 

圖 5-4《曙光》 

2008，畫布、油彩，130×9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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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瓶、酒杯與圓桌雖隱沒在暗處，在構圖的安排上可直接解決左方沉悶的大片藍

色調，也暗示了與主題的關連性。 

這樣的場景，喚起了女性內在最深沉的情緒，似是孤寂的心緒，現代人雖然

忙忙碌碌過著每一天，喧鬧白日後，屬於寧靜夜裡的自我，就是檢視人群背後最

真實的自己。是獨飲寂寞?還是享受一個人的獨處?亦或是坐待曙光天明？那片冷

光透過窗紗映照入室內空間，與室內的黑暗成強烈的對比，藍與白、醉與醒、黑

夜與曙光、失意消沉與希望光明，在意境上的推演，實則是心境的映射。一年來

的創作就要在這幅作品中劃下句點，長夜中的不安、焦慮、孤寂終會因那片曙光

而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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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五] 輕風 

 

圖 5-5《輕風》 

2008，畫布、油彩，145.5×70cm。 

 

 

人物畫在狹長的畫幅中，身體的外型輪廓特別容易形成視覺焦點，因此寫實

人物的比例、結構的精確性顯得十分重要。此幅畫面採用的是「S 曲線構圖」，S

曲線的構圖具有生動、柔美、優雅的特性。 

以天空、地面、海域三大塊大小不等的面積做為襯托主題的背景，晴朗明亮

的藍天白雲，一波一波湧動的海浪，相較於深遠處平靜的海面，前方的浪推擠著

堤岸而餘波蕩漾。戴遮陽帽的女子坐在大海前方的堤岸邊休憩，舒緩的神情望向

遠方。天邊明亮的光影，輕灑在女子額上、肩上、裙上及落地的堤岸上，揚起的

衣裙在風中飄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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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畫面中傳遞出來的色彩訊息，清爽明快的藍、綠、黑、白相間色彩反映

出女孩的心境，彷若一切的過往雲煙終將隨風而逝。 

這樣寫實抒情的畫面，透過不同的觀者因著每個人不同的成長經歷、文化背

景的差異，而有著極大不同的解讀。住在海邊的人，每天一張開眼睛看到的便是

海，舉目望去的是無垠的海浪、水波、堤岸、沙灘及漁船，此天寬地闊的景觀大

有別於筆者近二十年來所居住的冰冷僵硬的都會區。筆者自小成長於鄉下海邊，

對大海有一份難以忘懷的情感。四季的流轉、潮汐的更迭，豐富了大海的面貌，

大海是全村生活的經濟來源，大海也是奪去親友寶貴生命的傷心之域；成長後遙

遠的大海，是眺望等待父親歸來的漫漫長波，大海也是承載我所有煩惱、憂慮、

悲憤情懷的所在。 

本幅畫面欲呈現風生水動之境，下筆之前曾經思索要如何在畫面中傳達「風」

的意象，平面繪畫畢竟不等同錄像藝術，筆者排除未來派呈現時間連續性的表現

方式。無論如何平面繪畫擷取的是片段時間的凝止，要描寫時間來回推移及無形

的自然現象「風」，的確有很大的挑戰性。藉著水波高低起伏、輕輕揚起的衣帶

裙擺以及游移不定的光影，訴說著「風」曾輕輕吹過。所謂「意在象外」、「言有

盡而意無窮」，創作者所鋪陳的內涵就由觀畫者以無盡的想像力繼續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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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六] 待嫁 

 

圖 5-6《待嫁》 

2008，畫布、油彩，156×109cm。 

本幅畫面中的人物採用「S 形構圖」，女孩穿著白紗長裙，雖是白裙卻映照

著周圍環境投射來的淺灰紫、灰藍…等許多色彩，整個畫面帶冷色調，與窗後透

出的淺黃暖色光，在色調上成互補關係。 

穿起結婚禮服是每一個小兒女童年最美麗的夢，對人生理想的追求，對家庭

嚮往的實現，脫離了原生家庭的倚賴，在未知的人生旅程上開創屬於自我嶄新的

生命。在現實社會裡隨著公主王子走入禮堂之後，接踵而至的柴米油鹽才是生活

挑戰的開端。這幅作品刻意營造待嫁女兒期待的心情，朦朧虛幻的室內氛圍，籠

罩著浪漫唯美的情感。利用淺灰紫的色調營造輕柔浪漫的室內空間，背景處透過

薄紗窗帘映現些許暖光，人物端坐在逆光的窗前，對未來有無限憧憬，寂靜的屋

內因幽微的光灑落地面，而顯出空間的深度，背後的光代表希望，但在希望中卻

隱約透出十字架的窗櫺，以象徵手法暗示未來的生活將有更多的責任與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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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七] 幽思 

 
圖 5-7《幽思》 

2008，畫布、油彩，162×112cm 

  

百號畫布的創作是之前從來沒有過的經驗，這一年多來，努力在畫上累積的

經驗，就要在這諾大的畫布上實現，想到光是堆滿全部畫面的顏色，就應該是一

項不小的工程。筆者使用幾隻大筆刷，大膽的以沉重的黑色、藍色表現整個畫面。

畫中的空間曖昧不明，光及影在其間穿梭，希望引領觀者產生無限的想像。 

筆者幾年前的一場火災意外，當時燒毀了容顏，也澆熄了對生命的熱情，曾

經人生跌宕到黑暗的谷底，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沒有人可以告訴你痛苦的盡頭

在哪裡，擦乾了眼淚，窗外的陽光依舊升起。人生難免挫折，越是處在黑暗混亂、

渾沌不明的狀態中，越是能展現人的潛能意志與生機。在黑暗中摸索前行，黑暗

提升我們重新看世界的角度，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的發光體，鼓舞自己穿越黑

暗，走向希望，迎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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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八] 聽雨聲 

 
圖 5-8《聽雨聲》 

2008，畫布、油彩，162×91cm 

世界太大也太複雜，日子越來越富，精神卻越來越窮，城市越來越擴大，生

活的空間卻越來越壓縮。在蒼茫的時空裡，不知在守望什麼，昨天已成歷史，明

天屬於未來，今天還能做什麼？放下一切瑣事，靜坐窗邊，聆聽那沉靜單純的旋

律在耳邊迴繞。 

逆光下人物的造型明確，色調上呈現較微妙的變化。人物背景以自動性技

法，用顏料混合松節油及稀釋過後的調和油，潑灑或滴流造成雨水流動的效果，

濛濛的陰雨天，遠方的城市建物已溶在雨中，只剩模糊蒼灰的色調。室外天邊的

亮度和室內的暗影成明度的對比，光線和陰影的安排所營造出的神祕氣氛，更容

易觸動觀者隱藏在內心深處的情感，在觀賞畫作時，不由自主地朝著自已的內心

思索，這股相互牽制的動靜，形成一股對比的趣味。視覺藝術的欣賞,是為了體

現提升精神層次的豐饒。藝術世界是美的世界,不僅是生活的反映,且高於生活而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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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九] 畫室 

 

圖 5-9《畫室》 

2008，畫布、油彩，130×97cm 

畫不可「著相」，而應「著意」，畫不在「敘述」，而應在「言語」之外，畫

不在「重複物象」，而應求「意境深遠」，這不僅考驗畫家的繪畫技巧，同時也檢

驗畫家藝術人文的修養夠不夠。表現在女性人體的描繪上，可看出人體結構上，

從關節肩胛骨的「軟中帶硬，肉裏藏骨」的體表質感，到臀部、腿部的柔軟彈性

表現，陪襯如絲質般的膚色起伏。看不見表情的背影與人物動作進行所造成的動

態流動，在靜與動之間形成一股迷人的張力。我們不僅看到油畫人體繪畫語言，

還能從心裡層面體會到大自然賦予人體的美感，如果我們要進一步地欣賞，那麼

人體邊線的虛實處理，明暗交界的灰色過渡，皆可百般玩味。 

而在人體背景的處理，也是十分精心考慮的。，在「散」「亂」之間，組合

出強烈的節奏感，是搖滾的狂放？還是爵士慵懶的旋律？當是在於觀畫者和畫中

諸多美感元素的交流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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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 春之光 

 

 
圖 5-10《春之光》 

2008，畫布、油彩，130×120cm 

 

今年偶然有一個機會來到嘉義的阿里山寫生，站在姐妹潭旁，蒼鬱的樹林，

挺立在濛濛霧中，我在霧中作畫，週遭空寂渺無人聲。山感覺很近，湖水清澈翠

綠有如平鏡，在這幽寂的山林中，真是虛空得令人忘我，此時天地、自然與我彷

彿結合成一體。時而一片灰雲籠罩，將山頂的蒼綠遮掩，時而大片霧氣穿梭整個

林間樹叢，青山、樹林、湖面頃時淹沒在虛無縹緲間。 

    此幅畫面記取山中湖面、森林、小徑的印象，表達女性在山林野趣的自然環

境中，與自然融為一體的境界。並刻意營造光線穿越林間，透過樹縫林隙，斑駁

的光影灑在女子的身上及樹叢草堆間，手持紅色浴巾在一片綠色山林中顯得十分

醒目，堅定的目光看著畫外的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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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一] 閒適 

 

圖 5-11《閒適》 

2008，畫布、油彩，162×91cm 

右邊畫面身體的曲線有虛實、曲直、剛柔、輕重等變化，充分表現出女性身

體的體態美，光線下的肌膚顯出透明柔滑的質感美。背景以色彩明度、純度以及

相互關係，表達抽象的美感。欣賞一幅畫作，應不僅只於欣賞技巧表現的優異，

而在於含蘊其中的無盡品味。雖然這是一幅較小的五十號創作，但在作畫過程

中，仍不失於整體觀察的運作，同時也不在小細節處著墨，所有細節的處理均須

服膺在整體的和諧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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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二] 背影 

 

圖 5-12《背影》 

2008，畫布、油彩，130×97cm。 

 

    同為藝術，音樂以七個音階組成無數動聽的樂章，而繪畫則以三原色，畫出

無數色彩繽紛的作品。聽到韋瓦第的『四季』協奏曲，剎那間眼前所見的色彩，

也像音符一般的躍動起來。當我們看到女性明柔膚色的緩緩起伏，不就像小提琴

的低聲絮語，輕柔的滑過耳際；視線轉到背景，看到時而奔放的強烈筆觸，時而

互補並置的對比色彩，幽幽中呈現靜寂，又帶著幻想到遙遠的國度。隨著色彩的

多變隨著筆觸的跳躍含蓄，呈現出少女青春年華的多樣心情，像春天的明媚？還

是夏天的熾烈？是秋天的等待？或是冬天望歸的幽怨？不須說得明白，畫意盡在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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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三] 穿透 

 
圖 5-13《穿透》 

2008，畫布、油彩，116.5×91cm。 

運用光的明暗，將主題中的女性人物，清晰的呈現出來，光的來源導引觀者

視覺流動的方向，增添了許多想像空間，背對著觀者的女性主體，承受由上方及 

右前方而來的強烈光源，灑落在斑駁的地上及人體上，以致於在柔美的曲線下猶

能顯出堅實的軀體。而在繪畫中較難處理的「空間」問題，巧妙地運用跳躍筆觸、

濃厚的色彩交互著平和的色調，含蓄的筆法，展現出空間的遠近層次，營造出虛

實相生的神秘美感。 

人體是傳統繪畫中重要的學習課題，在研究所的學習期間，也因而增進對人

物的認識與描繪的掌控能力，更作為宇宙秩序美感的探討。三年來為了在「model」

身上，獲得更多的人體寫生經驗，經常穿梭奔走於有「model」可以畫的畫室，

畫室與我，我與「model」之間產生了不可分割的關係。女性裸體長久以來在藝

術中，被視為一種對理想美的關注及追求，女性裸體在藝術家眼光下便產生審美

規範。追求人體完美的形式表現一直是筆者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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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第六第六第六章章章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一一一一、、、、創作心得與感想創作心得與感想創作心得與感想創作心得與感想    

             「人體」是我們最熟悉的對象物，也是我們最不易了解的靈魂載體，人們對

身體感到好奇，也常被美好的人體形態吸引，也會因病痛而厭惡身體。舉凡科學、

文學、醫學、藝術、哲學…等領域學者都以深淺不一的涉獵程度來關懷身體。筆

者以「女性身體」作為表現形式是因為對女性角色的認同與熟稔，卻也因為熟悉，

而愈感到對對象認知的貧乏與無知，而有強烈的企圖想要深入探討。 

寫實繪畫是最容易被觀眾欣賞，也是最容易溝通的一種藝術形式，但卻是

最易招致只求技巧而缺乏內涵的批評。不管任何藝術創作，任何表現形式，皆源

自藝術家內在的一種需求及渴望，對於週遭生活的人、事、物的觀察與感受，透

過不同的媒材來呈現。在過去傳統西方的美術養成方式中，人體繪畫是最主要的

課題，人體有複雜的肌肉骨骼結構、姿勢、動態、情緒，是所有繪畫題材中最難

處理的一類。狄德羅曾說過：「一千個畫家死去，但他們沒有畫出真正的肉體。」

這句話充分表現出想畫好一張人體畫絕非一蹴可幾。這之間需要知識的學習和經

驗的累積，才能準確表達及掌握對象。 

面對人物或者人體，我總是靜靜的，細細的品味著對象。雖然背負著素描、

色彩、透視解剖……等知識枷鎖，但在下筆那一刻，這些當然的經驗已變成直覺

的反射動作。哪裡還會有心思再去回溯那些條文，僅剩衝動與直覺，就像流洩而

出的音樂一般，只有軋然而止的那瞬間，才能再回到理性思維去審視畫面。 

繪畫創作是藝術家透過內心的感受與抒發，將自己的情感與觀點表現出

來。藝術可以反映時空心靈，女性人體畫的世界是真實世界的小小縮影。在人物

畫的領域中，女性形象的描繪，是筆者最感興趣的一類，不僅以女性外在形象美

感為主體，而以畫中人物的心理意涵為闡述重點，人物表情漸漸顯出現代女子的

自在與自信。可見畫者受時代影響，因時代脈動而有了新的看法及作法，同時也

比較出現代女性角色的演變和定位的移轉。筆者致力於畫面感情層次的影響，而

非具有現實情境的敘事安排，當觀者面對作品時，所引發的情感思考，才是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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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傳遞的訊息，藝術作品是用來啟發精神、提供靈感的媒介，並非以畫作本身為

總結。 

生活中本來就有許多的矛盾與衝突，生命情境中演繹著個人內在困頓不為

外人理解的心緒。在經年累月透過觀察造型、速寫動態、經營構圖、素描對象、

色彩佈局…等訓練，伴隨而來的常是寂寞與焦慮充斥著創作時光，卻也因此成為

激發創作能量之泉源，在規律的日常作息中，總是存在一塊孤寂耽溺的角落，而

這塊角落，只有藝術能填滿。在筆觸、色彩堆置中，激昂的情緒宣洩可以將孤寂

釋放，如同翱翔的大鷹，專注而熱情，奔向自由心靈的國度，在畫的國境裡，若

說是現實的世界，倒不如說是心境的舖展來得貼切。最後借用女詩人席幕蓉的詩

句＜詩的價值＞來闡述同為藝術工作者鍛造詩句如同捶鑄自我價值的心情： 

……我如金匠  日夜捶擊敲打 

只為把痛苦延展成 

薄如蟬翼的金飾 

不知道這樣努力地 

把憂傷的來源轉化成 

光澤細柔的詞句 

是不是也有一種美麗的價值 

 

二二二二、、、、展望與期許展望與期許展望與期許展望與期許    

藝術創作是一條漫漫長路，滿腔的熱情需要當事者持續的堅持與執著，並

不斷地吸收新知與探索，方能有所成長。以油畫作為創作媒材的表現與探討，是

現階段主要的學習目標，未來將以多樣化的媒材、技法，作更深入的研究與創作。

例如水彩、壓克力、水墨等傳統性繪畫媒材，並可嘗試多媒材的創作表現。同時

對當代藝術的現象與影響亦不能置身事外。雖然此次創作上仍以寫實的造形為創

作的形象，但後期的表現作品，抽象的造型符號躍然布上，或許可以猜想筆者對

畫面的品味已經轉向，亦或意圖尋求更寬廣無限的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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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圖 2-1.李奧納多·達文西《蒙那麗莎的微笑》，1503–1507 年，

77 × 53 cm，巴黎羅浮宮 

 
圖 2-2. 李奧納多·達文西《岩間聖母》，1503–1506 年，189.5 

× 119.5 cm，倫敦國立美術館 

 

圖 2-3. 拉斐爾《雅典學院》，1509-1510，2794 × 6172 cm，梵

蒂岡博物館 

 
圖 2-4. 拉斐爾《基督變容》，1518-1520，405 × 278 cm，梵蒂

岡美術館 

 
圖 2-5 卡拉瓦喬《聖馬太的召喚》，西元 1599年，322 × 340 

cm， 羅馬 聖路 易吉 德佛 朗西 斯教 堂  

 

圖 2-6 卡拉瓦喬《以馬忤斯的晚餐》，西元 1601年，倫敦國家

美術館 

 

圖 2-7 拉突爾《雙燭光前的馬德蓮》，西元 1640~1644年，128 

× 94cm，紐約大都會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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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鏡前的瑪德琳》1645~1650年，113 × 93cm，華盛頓國

立美術館 

 

圖 2-9《聖母受教育》1650年，84 × 100cm，紐約私人收藏 

 
圖 2-10《刺瞎參孫》1636年，206 × 276cm，德國法蘭克福美

術研究所 

 
圖 2-11《夜巡》1642年，363 × 437cm，阿姆斯特丹國立美術

館藏 

 
圖 2-12《倒牛奶的女僕》1658-1660年，45.5 × 41cm，阿姆斯

特丹國立美術館藏 

 

圖2-13《乾草堆》1891年， 60 × 100 cm ，芝加哥藝術中心 

 

圖 2-14《盧昂大教堂》1893 年，91 ×  63 cm，法國巴黎奧塞美

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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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食薯者》1885 年，82 × 114 cm，阿姆斯特丹梵

谷博物館 

 
圖 2-16《沉睡的維納斯》1510 年，108·5 × 175cm，羅馬

聖路易吉德佛朗西斯教堂 

 
圖 2-17《讀信的藍衣少婦》1662-1664 年，46.5 × 39cm，

阿姆斯特丹國立美術館 

 
圖 2-18《維納斯對鏡梳妝》1649 ~ 1651 年，122.5 × 175 cm

英國倫敦國家畫廊 

 圖 2-19《皮格馬利翁與加拉蒂》1890 年，35 × 27cm 私人

收藏 

 

圖 2-20《幫孩子沐浴》1891 年，100.6 × 66 cm 芝加哥藝

術學院 

 
圖 2-21《拾穗》1857 年，54 ×  66 cm， 巴黎奧塞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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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22《綠衣舞者》1880 年，66 × 36cm 私人收藏 

 
圖 2-23《彈鋼琴的少女》 1892 年，116.2 × 90 cm 美國紐

約大都會美術館 

 

圖 2-24《艾蜜莉肖像》1902 年，181 × 84 cm 奧地利維也

納史學博物館 

 

圖 2-25《珍妮．艾比坦肖像》1918 年，46 × 29cm， 私人

收藏 

 
圖 2-26《烏比諾維納斯》1538 年，119 × 165 cm，義大利

佛羅倫斯烏菲茲畫廊 

 圖 2-27《宮女》 1814 年，91 × 162 cm，法國巴黎羅浮宮 

 
圖 3-1 魯本斯《三美神》221 × 181 cm，1639年，馬德

里普拉多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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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林布蘭特《畫室裡的自畫像》 111 × 90 cm， 1660

年，巴黎羅浮宮 

 圖 3-3《浮光掠影 1 局部》 

 圖 3-4《浮光掠影 2 局部》 

 圖 3-5《穿透局部》 

 圖 3-6《畫室局部》 

 圖 3-7《春之光》 

 圖 3-8《背影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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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9《待嫁》 

 圖 3-10 《幽思局部》 

 
圖 3-11 《輕風局部》 

 圖 3-12 《曙光局部》 

 

圖 3-13 羅培茲《餐桌》89 ×  101cm，1971-80年，馬德里

蘇菲亞美術館 

 圖 3-14 羅斯科《No. 10》229.6 × 145.1cm，1950年 

 圖 4-1《夜燈下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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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曙光局部》 

 圖 4-3《輕風局部》 

 圖 4-4《待嫁局部》 

 圖 4-5《聽雨聲局部》 

 圖 4-6《浮光掠影 1 局部》 

 
圖 5-1《浮光掠影 1》，2008，畫布、油彩，130 × 97cm。 

 圖 5-2《浮光掠影 2》，2008，畫布、油彩，162 × 11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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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3 夜燈下，2008，畫布、油彩，116 × 91cm。 

 
圖 5-4 曙光，2008，畫布、油彩，130 × 97cm。 

 圖 5-5 輕風，2008，畫布、油彩，145.5 × 70cm。 

 圖 5-6 待嫁，2008，畫布、油彩，156 × 109cm。 

 圖 5-7 幽思，2008，畫布、油彩，162 × 112cm。 

 圖 5-8 聽雨聲，2008，畫布、油彩，162 × 91cm。 

 圖 5-9 畫室，2008，畫布、油彩，130 × 9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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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10春之光，2008，畫布、油彩，130 × 120cm。 

 
圖 5-11 閒適，2008，畫布、油彩，116.5 × 72.5cm。 

 圖 5-12 背影，2008，畫布、油彩，130 × 97cm。 

 圖 5-13 穿透，2008，畫布、油彩，116.5 × 91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