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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作品解析  

  本創作研究所完成的作品，均圍繞主題漁港來構思與創作，題材內容分為

兩個系列：人文思考系列與即興構成系列。其中人文思考系列主要以漁港景觀

為主，包含港口景觀、漁村風情、河流風貌、海洋生態等具思考反省的議題切

入，運用各種媒材、筆墨線條來展現主題期盼引起思考動機。而即興構成系列

則以漁港的天然景觀為主，如和平島漁港一帶仍有少數地區未受到人為破壞的

港口、船舶等，極具原始質樸之美，港岸旁星羅棋佈的岩石與海岸的青山綠樹

構成詩畫般的美景。 
 
  筆者平時即非常喜愛到戶外從事風景寫生活動；一來是生性喜愛親近大自

然，感受大自然赋予筆者的感動與無限創作靈感，二來則是藉由寫生收集創作

素材、累積創作經驗，為創作注入源源不絕的活水與能量。筆者以往對風景畫

中的水景題材，如河流、湖泊、海洋非常熱愛，在創作準備過程中，歷經圖像

與文獻資料的收集、整理、研讀，以增進對創作背景的深入瞭解，期間多次針

對漁港日常作息實地勘查，以寫生與素描及攝影作為構圖時的參考。 

 

  在確定本研究主題後，長達二年的時間，每逢週末假日，一有空閒便攜家

帶眷，爬山涉水，為尋找創作靈感而來回奔波，期間的付出與辛勞只有親身體

驗才能了解，然而所有的辛勞都是值得的，當筆者的認知與體會加深加廣，便

覺得所知非常有限與不足，雖然漁港帶給筆者的故事與感動非常多，但限於時

間與現實因素考量，只能擷取其中一小部分作為表現範圍。以下分別就此次展

出的各件作品加以分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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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一 節  人 文 思 考 系 列  

           
        圖 5-1-1：《另一種豐收》林鄭賢，2006 年， 

                              60  120 公分，彩墨‧牛頓顏料‧燕皮單宣紙 

 

作品編號：1 

作品名稱：《另一種豐收》 

作品年份：2006 

作品尺寸：60  120 公分 

運用媒材：彩墨、 
          牛頓顏料、 
          燕皮單宣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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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編號 1《另一種豐收》之創作敘述： 

 

創作意念： 

  每逢春夏之交，由太平洋附近海域形成的颱風便接二連三的朝台灣本島直

撲而來。隨著颱風所夾帶的強風豪雨，往往造成生命與財產的重大損失。此畫

取景來自於 2005 年 7 月海棠颱風來襲前夕，筆者前往台南探望同學途中所見；

颱風警報接連發布，為了減少損失而捕撈虱目魚的情景。原本下個月才能收成

的魚苗卻因颱風來襲而提前下網撈捕，眼看就要有的大收穫卻因颱風而受損，

阿嬤的神情凝重。這一幕讓筆者印象深刻，腦海中的景象久久揮之不去。 

 

    人常常為了生活而與天對抗，英國畫家泰納就常被大自然爆發的巨大力量

所震撼，創作作品中，如《海上漁家》、《暴風雪：汽船駛離港口》等都再再表

現出人可以被消滅，卻不能被打倒；人往往是在與自然抗爭中，獲得生命的尊

嚴與價值，這一點筆者非常認同。 

 

 

創作技法分析： 

  我把畫面分為三段；遠景烏雲攏罩的天空給人莫大的恐懼感，在天空下

緣，筆者刻意安排二漁民以連接畫面；中景筆者以大面積特寫辛勤工作的漁民

為主題，明明是大收穫卻看不到歡笑，空氣中只流露著遺憾與不捨；近景以大

收穫為主題，亂中有序的安排大漁穫，強調主題規模，試想如果颱風沒有來襲，

一切風調雨順，那麼這一年一定又是大豐收，阿嬤一定笑得合不攏嘴。透過此

畫，筆者強調人類應該抱著謙卑與尊重的心來學習與自然和平共處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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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1-2：《迎向海洋》林鄭賢，2006 年， 

                              60  120 公分，彩墨‧牛頓顏料‧機器棉紙 

 

 

作品編號：2 

作品名稱：《迎向海洋》 

作品年份：2006 

作品尺寸：60  120 公分 

運用媒材：彩墨、 

    牛頓顏料、 

          機器棉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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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編號 2《迎向海洋》之創作敘述： 

 

創作意念： 

  週休二日便利了人們休閒生活領域的擴展，但卻妨礙了動物覓食、遷移、

活動的空間。道路縱橫交錯、綿綿密密，車輛來來往往、急速奔馳，少有放空

的間隙，故難容得下動物的悠閒往來；甚至在郊區，縱然是車輛減少很多，車

流也沒有那麼密集，卻一樣威脅牠們的生命；人類帶來了垃圾、噪音、污染等，

嚴重破壞了自然生態。 
 
  今天海洋受到人類的威脅，比過去任何時期都來得嚴重，城市的污水穢

物、工廠的化學廢料、農場的化學肥料和殺蟲劑的溢散，以及船隻的漏油等，

再再威脅著海洋生物；每年都有數以萬計的海鳥、海豹和魚類，因誤食人類丟

棄在大海的塑膠袋、塑膠製品而致死。 
 
  有鑑於此，在這件作品中我以反諷的表現方式，宣洩令人不忍目睹場面之

不安；人類與其他物種都是這塊土地上的一份子，土地不專屬於人類，也不專

屬於特定物種；「萬物資有生」只要是在這塊土地上吸收養份，安身立命者都是

它的孩子。有一首歌是這樣唱的：「留給我們的孩子一個乾淨的地球，留給我們

的孩子一條清澈的河流……」，請珍惜它們、愛護它們。 

 

 

創作技法分析： 

  本作品主題聚在左下角，形成一個視覺上的焦點位置；再結合粉彩噴墨渲

染，讓作品空間呈現層層環繞的效果。焦點構圖，具有漸變及漸進的視覺動線，

也暗示著時間的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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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編號：3 

作品名稱：《夜襲》 

作品年份：2006 

作品尺寸：120  120 公分 

運用媒材：白膠、彩墨、牛頓顏料、淨皮單宣紙 

 

 
圖 5-1-3：《夜襲》林鄭賢，2006 年，120  120 公分，白膠‧彩墨‧牛頓顏料‧淨皮單宣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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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編號 3《夜襲》之創作敘述： 

 

創作意念：    

  耳邊又傳來陣陣催促的聲音，漁民們急急忙忙準備出發；雖然晚餐還來不

及吃完但卻滿心愉悅，因為另一場人魚大戰就要展開。漁業電台：「魚訊快報，

魚訊快報，東經 186 度、北緯 21 度發現魚踪，請附近海域作業漁船注意」，漁

民們不會錯過這大好機會，心裡直惦念著要大展身手。 
 

   科技的發達，帶來很多方便，漁民利用儀器探測魚踪，常常可以滿載而歸；

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大海，供應了漁民生活的必須。漁民如能知足感恩，與

大海和諧相處，那麼富足祥和、其樂融融！哪知貪婪的漁民並不以此為滿足，

電漁、毒魚、炸魚，無所不用其極，以致大海變色，近海再也捉不到魚了！ 
 
 
 
創作技法分析： 

   此畫取景來自於八斗子漁港，畫面用 2/3 的面積來表現月光；筆者嘗試用

白膠、拓墨的方法層層渲染，希望能呈現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深刻印象！筆者仿

傚英國畫家泰納的精神，繪製了本畫，表明人們將會永遠依賴海洋的眾多資源，

呼籲給予海洋生物一個安全的家；劃設海洋保護區、提供安全無慮的生長與繁

衍的環境，人類才得以永續經營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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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1-4：《白浪濤濤》林鄭賢，2006 年， 

                              60  120 公分，彩墨‧牛頓顏料‧淨皮單宣紙 

作品編號：4 

作品名稱：《白浪濤濤》 

作品年份：2006 

作品尺寸：60  120 公分 

運用媒材：彩墨、 
    牛頓顏料、 
    淨皮單宣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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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編號 4《白浪濤濤》之創作敘述： 

 

創作意念： 

  有一首兒歌「捕魚歌」是這樣唱的：「白浪濤濤我不怕，掌起舵兒往前划，

撒網下水到魚家，捕條大魚笑哈哈」！ 海上漁工如作戰般的生活確實非常辛

苦；平時要忍受風吹雨打，出戰時要搶灘登陸，稍有不慎就可能船毀人亡，故

不能大意。為何海上漁工如此神勇，天不怕、地不怕？原來不是膽子大，而是

為了家計，不出海也不行；只要能捕條大魚，那些辛苦又算得了什麼？ 
 
 
 
創作技法分析： 

  此畫採「X」型構圖，產生由近而遠、由大到小的視覺感受。畫面左下方

依需要描繪辛勤工作的漁工以強化主題、安定構圖；右上方以群山佈滿畫面，

綿延不絕逐漸遠去；船身則引導觀者視線，在畫面上下與左右之間來回波動。

整幅畫以白浪連成一氣，微妙的浪花串聯其間，大海的奧秘令人佩服。 
 
  本畫的靈感來自英國畫家泰納的作品《運輸船遇難》，巨大的海浪與無助

的小船相互對映，人與自然之間強弱懸殊的對抗，在此畫中顯露無遺；而人總

是認為海洋是人類永恆的挑戰，更是永恆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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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編號：5 

作品名稱：《不平靜的早晨》 

作品年份：2006 

作品尺寸：120  120 公分 

運用媒材：彩墨、牛頓顏料、機器棉紙 

 

 

圖 5-1-5：《不平靜的早晨》林鄭賢，2006 年，120  120 公分，彩墨‧牛頓顏料‧機器棉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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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編號 5《不平靜的早晨》之創作敘述： 

 

創作意念： 

  為了要見識黑鮪魚拍賣及卸魚的景象，凌晨 5 點大夥來到拍賣場。由於黑

鮪魚體型龐大，是鮪魚類中最大的一種，所以都得靠吊車起卸；因為游泳速度

很快,因此得一尾一尾的釣！交配產卵時期，腹部油脂飽滿充實，且富有彈性，

若料理成生魚片真是入口即化、鮮美滋味令人難忘！拍賣場裡大魚排排放，供

客人品頭論足，好不熱鬧！ 
 
  買家手中拿著尖鈎，不時在魚的尾部或前胸鰭下取肉、目測漁貨是否新

鮮；透過觀察魚眼睛的透明度，魚鰓色澤及肉質是否有彈性等來辨識漁貨的新

鮮度；繁瑣的人力分工，將東港漁港襯托得生命力盎然，見識了這場鮪魚拍賣

會，心中無限震撼！ 
 
   一排排的鮪魚構成了有趣的畫面，即叫人感觸良多，也令人感慨不已。一

味的推廣黑鮪魚文化觀光季的同時，是否應當同時思考人與自然萬物共存共

榮，這才是明智之舉！ 
 
 
 
創作技法分析： 

  此畫來自莫內對角線構圖、逆光的表現手法，以近景的鮪魚為主角，遠景

輔以熙熙攘攘的人群；近景精細描繪，遠景則模糊帶過；一大一小、一強一弱，

形成強烈對比。藝術創作的可貴，即是在往生活與生命的底層探尋；希望能藉

此畫感動自己、憾動人心，共同重視、珍惜海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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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1-6：《難得的悠閒》林鄭賢，2006 年， 

                               90  120 公分，彩墨‧牛頓顏料‧淨皮雙宣紙 

 

 

 

 

 

 

作品編號：6 

作品名稱：《難得的悠閒》 

作品年份：2006 

作品尺寸：90  120 公分 

運用媒材：彩墨、 
          牛頓顏料、 
          淨皮雙宣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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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編號 6《難得的悠閒》之創作敘述： 

 

創作意念： 

  難得的悠閒本該好好規劃、妥善利用；郊遊、烤肉、宴會、聚餐等一直是

我們常從事的休閒活動。一週的辛勞，能有二日休閒的時間，正是充電的大好

時機。忙碌的現代人，也只有在這段時間，才會有難得的悠閒。只是畫面中的

主角是漁夫，一天不出海，就一天沒收穫；本該充滿歡笑、愉悅的場面，此時

此景卻一點也感受不到。 

 

  一味的違法毒魚、炸魚及沒有節制的濫捕，大小通吃的漁撈方法，使得原

本資源豐富的海洋，日漸枯竭，漁夫無魚可捕，望海興歎、生活堪虞。 

 

  無論是深夜或清晨、嚴冬或酷暑，當漲潮了，魚群來了，漁夫就得出海捕

魚。同樣是看天吃飯，可是討海的生活和農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規律作息

截然不同；因為大海充滿了變動和未知，討海人得隨著每天都不同的漲潮退潮

時間作息，同時還要面對魚群的遷徙，海象與氣候等各種變化，對在大海撈針

的漁夫而言，多變、深沉的海洋，帶給他們的是無窮無盡的考驗。 

 
 

創作技法分析： 

  藝術創作要能夠引起共鳴，除了內涵深度，還需要豐富的形式，才能切入

人們的生活領域，影響其思想，陶冶其性靈。若能忠實而深刻的表達自己的感

受，智慧而有力的反映時代的特色，藝術品才能彰顯其價值，藝術家才能成就

其地位。我利用對比的方法，使畫面呈現寬廣的空間與引人暇想的內涵。悠閒

的午後與不得閒的漁夫，兩相呼應，牽動觀者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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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即 興 構 成 系 列  

                      
                             圖 5-2-1：《互別苗頭》林鄭賢，2006 年， 

                           60  120 公分，彩墨‧牛頓顏料‧淨皮單宣紙 

作品編號：7 

作品名稱：《互別苗頭》 

作品年份：2006 

作品尺寸：60  120 公分 

運用媒材：彩墨、 

        牛頓顏料、 

        淨皮單宣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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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編號 7《互別苗頭》之創作敘述： 

 

創作意念： 

  這是筆者創作研究的系列作品中，最先著手進行的作品，畫面中的取景來

自台北往宜蘭的濱海公路(南雅段)漁民依海築堤養九孔。從近處往遠處晀望的

景致，這個角度能觀賞到美麗的九孔池由大而小逐次轉變出一道優美的交叉

線。週休二日帶來了國內旅遊的熱潮，每次經過這裡總會令我流連忘返，涼爽

的和風緩緩吹送著，白晝夜晚風情萬種，每每帶給筆者無限的感動與驚豔。此

畫表現夏季陰雨過後，天空漸晴夕陽淡淡的照射在提岸與黑面琵鷺上，海水澎

湃奔騰激起浪花，景物在此交互暉映、彼此交響。 
 
   雨後放晴，烏雲散去，大地灑滿金黃色的陽光，釣客開始出動，據說這樣

的午後，魚兒最容易上鈎，三五好友，一較長短，這樣的畫面最具張力。只是，

原本雄偉嶙峋的海岸，曾幾何時都套上了水泥制服。人們強行開挖、填海造地、

闢建漁港、濫採砂石、超量養殖等，改變了自然法則，也對海岸造成重大傷害。

筆者建議，放棄與海爭利，讓美麗的海岸恢復真正的價值，提供優美的景觀，

復育潮間帶植物，維持大自然生態的平衡，才是我們的最終需求。 
   
 
 
創作技法分析： 

  筆者把畫面一半以上的面積留給海洋，透過明暗對比與大小變化，營造既

高且廣的空間感受。畫面中運用了對比的形式，「S」型構圖，乃受莫內之影響；

由遠方的釣客向近處擴散，透過堤岸的交錯和爭食的黑面琵鷺，表現出豐富的

海洋資源及美麗的海岸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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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2-2：《到此一遊》林鄭賢，2006 年，90 180 公分， 

                              補土‧彩墨‧牛頓顏料‧羅紋雙宣紙‧加工宣紙 

 

作品編號：8 

作品名稱：《到此一遊》 

作品年份：2006 

作品尺寸：90 180 公分 

運用媒材：補土、彩墨、  

        牛頓顏料、 

          羅紋雙宣紙、 

          加工宣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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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編號 8《到此一遊》之創作敘述： 

 

創作意念： 

  台灣第一個觀光漁市──碧砂漁港，鄰近正濱漁港、和平島漁港、外木山

漁港、八斗子漁港等，來此游客可充分品味當地富有特色的海產。它融合了休

閒漁市、海鮮美食於一體，是一座休憩型漁港。1998 年成立碧砂漁貨直銷中心，

帶來大量觀光人潮，每每成為游客匯聚的中心，筆者於 2005 年 1 月來到此地拍

照留念。印象深刻的漁船、遊客、小孩等，好不熱鬧，漁港的新風貌帶給漁港

新生機。 
 
  海陸交通皆四通八達的碧砂漁港，很自然的就成為漁貨的集散地；除了有

現撈的漁獲外，也以海、空運的方式引進各國生鮮海產，魚蝦貝類螃蟹等，應

有盡有，可說是一座海鮮大觀園。因距離台北只有 30 分鐘的路程，故成為大台

北人最喜歡去吃海鮮的地方。 
 
 
 
創作技法分析： 

  本圖近景是出遊的一家人，爸爸、媽媽盛裝赴宴，小孩卻顯得較率性而為，

穿拖鞋、帶玩具等，大夥排排站，不忘也為寵物、兒子、女兒拍照留念。遠景

是捕捉小卷的燈火漁船，逐浪浮沈、忽遠忽近。筆者用補土及各種宣紙拼貼於

畫面，再利用重覆與堆疊的技法，一層一層處理畫面；遠景的朦朧感和近景精

細層次相呼應，營造耐人尋味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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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編號：9 

作品名稱：《記得當時》 

作品年份：2006 

作品尺寸：180  180 公分 

運用媒材：彩墨、牛頓顏料、羅紋雙宣紙、燕皮單宣紙 

 

 

圖 5-2-3：《記得當時》林鄭賢，2006 年，180  180 公分，彩墨‧牛頓顏料‧羅紋雙宣紙‧燕皮單宣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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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編號 9《記得當時》之創作敘述： 

 

創作意念： 

  這是一次寒假旅遊記憶！剛剛過完年，爸媽帶我們去東港漁港參訪情形。

那一天我們晚上 9 點就從台北出發，午夜 12 點來到休息站休息；凌晨 2 點再次

出發，最後終於在半夢半醒之間來到了東港漁港。習慣了台北的繁華，再來到

樸素的東港漁港，景觀全然改變，真有點兒不習慣。我們在叔叔的帶領下四處

參訪東港漁港，最後在東港黑鮪魚前拍照留念。黑鮪魚主要外銷日本，價格很

好，以部位分： 

 

1. 上腹：頭鰓以下到前段腹部間，油脂均勻、入口即化，產地價格每公斤 7500 元。 

2. 中腹：色澤較上腹深，口感較 Q，味道不及上腹濃烈，產地價格每公斤 5500 元。 

3. 赤身：背節部位，含豐富鐵質，油脂不多但嚼感甜美，產地價格每公斤 1800 元。

   

  黑鮪魚文化觀光季的舉行帶動了國內市場供需，也突顯了魚業與東港的密

切關係。 

 

 

創作技法分析： 

  筆者運用對角式構圖，以老舊的照片來對應老人與小狗；而空間表現上採

用定點透視法，具體、傳神的描繪出如真實世界般的景觀。在色彩表現上，近

景用暖色調，使畫面產生前進的心理感受；遠景用寒色調，使畫面產生後退的

視覺感受，以營造時間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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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2-4：《捨近求遠》林鄭賢，2006 年，90  180 公分， 

                            彩墨‧牛頓顏料‧羅紋雙宣紙‧燕皮單宣紙 

 

作品編號：10 

作品名稱：《捨近求遠》 

作品年份：2006 

作品尺寸：90  180 公分 

運用媒材：彩墨、 

          牛頓顏料、 

          羅紋雙宣紙、 

          燕皮單宣紙 



 96

作品編號 10《捨近求遠》之創作敘述： 

 

創作意念：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台灣四面環海，海洋資源豐富，漁民勤奮知足，原

本其樂無窮；但隨著科技發達、漁撈方法更新，漁民大量借貸增資買船；為了

償還貸款，漁民不得不過度捕撈漁獲，甚至「竭澤而漁」一網打盡，無所不用

其極，對海洋的傷害可想而知。 
 
   此畫取景來自於濱海公路(龍洞段)，沿岸風景秀麗，石壺、石穴錯落密佈；

沿著石階走到海邊，一面觀賞奇岩怪石、一面遠晀蔚藍的太平洋，陣陣涼風吹

來，頓覺全身舒暢。 

 

 

創作技法分析： 

  筆者倣效傅狷夫的作品《笠澤湖印象》，以仰角的方式取景，以凸顯奇岩

怪石的雄偉身影。直立式的構圖，希望給人屹立不搖的感受；遠景的漁船與近

景的水鳥產生對比作用；一個巨大、一個渺小，一個汲汲營營、一個以逸待勞，

真是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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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2-5：《魚兒魚兒水中游》林鄭賢，2006 年， 

                                   60 120 公分，彩墨‧牛頓顏料‧淨皮單宣紙 

 

 

 

 

作品編號：11 

作品名稱：《魚兒魚兒水中游》 

作品年份：2006 

作品尺寸：60 120 公分 

運用媒材：彩墨、牛頓顏料、 

          淨皮單宣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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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編號 11《魚兒魚兒水中游》之創作敘述： 

 

創作意念： 

 「魚兒魚兒水中游，游來游去樂悠悠，倦了臥水草，餓了覓小蟲….」一直

以為水裡的魚兒真快樂，無憂無慮游來游去，每天有吃不完的飼料、看不完的

人群，累了就地休息，不怕風也不怕雨，真是幸福；但令人不解的是看不到魚

兒的歡笑。 
 
  我們常常自以為是的幫別人做決定、以為給牠最好的環境和食物，牠應該

會過得很好；孰不知再舒適的生活也是人力造成的，一定比不過大自然的傑作，

所以給牠一個適當的環境，請再設身處地的想一想，如何更有效的發展海洋教

育、傳播海洋知識、倡導海洋保護，是我們共同努力的方向。 
 
   這作品靈感來自屏東海生館，94 年暑假全家專程前往參觀；一路上有說有

笑真是愉快的一次旅行。我們看到各式各樣的魚種、千姿百態，增廣了我們的

見聞，也拓展了我們的視野。我把在海生館中人看魚、魚看人的情形表現出來，

期盼引起關注、重視海洋復育工作。 

 

 

創作技法分析： 

  本作品採取由下而上，一脈串聯的直線構圖，給人有交錯的感覺。虛實之

間，藉水裡的魚兒來串通結合皴、擦、點、染等技法，尋求亂中有序的流動形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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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2-6：《餵魚秀》林鄭賢，2006 年， 

                           60 120 公分，彩墨‧牛頓顏料‧淨皮單宣紙 

 

 

作品編號：12 

作品名稱：《餵魚秀》 

作品年份：2006 

作品尺寸：60 120 公分 

運用媒材：彩墨、 

          牛頓顏料、 

          淨皮單宣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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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編號 12《餵魚秀》之創作敘述： 

 

創作意念： 

  二高通車後，清水休息站成了民眾票選最佳的休息站；因為它不只提供休

息處所，更是民眾休閒娛樂的據點。「清水餵食秀」這活動最叫人難忘，固定時

間的精采表演，總是擠滿了人潮、摩肩接踵、座無虛席的盛況，有機會一定要

去看一看；我把看到的情形畫下來，盼多推廣。 
 
  台灣四面環海，海洋孕育豐富資源和人類的生活息息相關，為了營造理想

環境，人們絞盡腦汁呈現最自然的水族世界。成群結隊、色彩豔麗的魚兒迎面

而來，珊瑚、海草、貝類等全都近在咫尺，觸手可及。看著悠游的魚兒，真嚮

往如魚兒般的生活；海中浮潛就能實現這如真似幻的夢想，它可以近身觀賞那

無奇不有的海底生物，更可無拘無束的在水中悠游，適時的留下記錄，做好海

洋保育。 
 
  當人類文明愈來愈進步的同時，周遭的環境生態被破壞得越嚴重，保育的

觀念、方法和對象，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條件下必須有調整和修正；況且人

類不過是地球上千千萬萬生物種類中少數的一種，永續的生存更必須靠其他千

千萬萬生物，才得以維繫；唯有瞭解及尊重其他物種，環境生態的保育工作才

能真正從「心」開始。 

 

 

創作技法分析： 

  我用傳統手繪的方式，將水墨的皴、擦、點、染等技法特性，表現於作品

上。作品以研究人員為中心向四方擴散，形成美的形式，傳達鮮活的視覺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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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編號：13 

作品名稱：《海上舞者》 

作品年份：2006 

作品尺寸：90180 公分 

運用媒材：彩墨、牛頓顏料、淨皮單宣紙 

 

 
圖 5-2-7：《海上舞者》林鄭賢，2006 年，90180 公分，彩墨‧牛頓顏料‧淨皮單宣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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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編號 13《海上舞者》之創作敘述： 

 

創作意念： 

  海上最大的哺乳類動物，三噸重的塞鯨 94 年 3 月造訪花蓮豐濱鄉，鄉民無

不興奮莫名，牠高高舉起尾鰭，拍出巨大掌聲，興起大量水花，盡情盡性賣力

的演出令人印象深刻，整整兩個小時的接觸，我感覺到牠掌握了我的心，即使

牠遠遠離去我也能感覺和牠之間已經有絲絲牽連、終身不渝；真是特別的經驗，

叫人感動。至今我仍然懷念海洋…誓言要保護海洋，我用水墨表現鄉民的感受。 
 
  台灣的賞鯨活動，主要在東岸進行，每年 5 月到 10 月是出海觀賞鯨豚的

最佳時機。鯨豚是非常聰明而且敏感的動物，因此當我們出海賞鯨時，除了注

意自身的安全外，最重要的就是不要驚擾牠們。保持 30 公尺以上的距離，不宜

大聲喧嘩，導循從後方或側方緩緩靠近的原則。 
 
  常久以來，我們對鯨豚並不友善，常常因貪婪而濫捕、獵殺，誤陷漁網、

棲地毀滅及海洋污染等，造成鯨豚大量死亡。快快停止獵殺、加強保育宣導，

讓國人懂得珍惜這難得的資產，這樣我們才有機會再觀賞到這些「海上舞者」

的曼妙舞姿。 

 

 

創作技法分析： 

  本作品融合彩墨渲染的方法，首先用濃墨描繪座頭鯨的風采，再以白膠加

水稀釋，噴灑於畫面上，先淡而濃逐次施膠；待乾再以噴霧器噴修背景，墨彩

交錯，在統一中求變化，增加律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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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2-8：《尋尋覓覓》林鄭賢，2006 年， 

                              90180 公分，粉彩‧彩墨‧牛頓顏料‧京禾紙 

 

 

 

 

 

作品編號：14 

作品名稱：《尋尋覓覓》 

作品年份：2006 

作品尺寸：90 180 公分 

運用媒材：粉彩、彩墨、 

          牛頓顏料、 

          京禾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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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編號 14《尋尋覓覓》之創作敘述： 

 

創作意念： 

   人類為了營求口福之慾，一再以捕撈工事擴充領域、增加收益，大自然與

海洋永遠像待宰的羔羊一樣，任憑移除與宰割。當我們有機會改變習性的視野，

從高空俯瞰大地時，相信大家都會發現地形、地貌的轉變，原本蒼翠的植被，

在人類肆無忌憚，粗暴的啃食下顯露出其脆弱的骨肉，瘡痍滿目，令人不忍睹。 
 
  自然萬物為世界增添色彩，但空間的退縮、土地的流失、海洋的變色等，

都嚴重的威脅它們的生存…。漫步於沙灘…那麼狹隘窘困的環境，總令人不由

得興起限制、委屈、受困與窒息的感受。此畫靈感來自於泰納。 
 
 
 
創作技法分析： 

   我先將京禾紙壓摺出紋路，再以噴霧器噴修出沙灘的質感；天空也是以噴

霧器來處理，接著再以濃淡不同層次的灰褐色調來表現河床變沙灘的情景，有

計劃的用墨覆蓋在沙灘與天空，最後加上尋尋覓覓的人們，象徵人類瘋狂、粗

暴、莫視、無理、雜亂和自私的行徑。 
 
   破壞可毀於一時，復育卻是千萬難。我將表現與心念結合水墨表現，意圖呈現人類

為了求生存發展而與自然產生的摩擦和矛盾；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似乎是違逆的、相互牴

觸的，而不是和平共榮的。人類應覺悟的是：人不過是地球萬物中的一小份子，莫因一

時的自私而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