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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作品說明與創作歷程 
 
 

第一節 創作內容 

    筆者將此次創作研究分為太陽意象創作與自然對話創作兩個系列，主要

探討的是太陽在自然界中扮演的角色。太陽的活動、變化會直接影響生命萬

物進化成長的每一個微觀過程。倘若世界沒有了太陽的「光」和「熱」，地球

將永遠處於冷漠荒蕪之中，根本不可能有今天這樣多彩斑斕的世界。萬物生

長靠太陽。地球上的一切生命包括我們人類在內，生存所需的能量幾乎都來

自太陽。就因為太陽對我們如此重要，引發筆者對太陽的主題進行探討，以

下筆者將分別說明兩個系列的創作內容。 

 

一、 【太陽意象】創作系列 

    紛紜萬變的自然現象中，對人類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太陽。太陽在天空自

由地執行，光燄四射，散發著熱量給自然界帶來生機與繁榮。樸素的直覺告

訴人類，明亮、溫暖的太陽是生命之源，所以人類本能地尊敬和熱愛太陽。

德國自然哲學家海克爾(Ernst Haeckel , 1834-1919)曾說：「我們整個軀體的和

精神的生命也像所有其它有機生命一樣，說到底都要歸結為光燄四射的散發

著光和熱的太陽。」人類崇拜太陽的普遍情緒，也基於文明進程中對於生存

體驗的記憶。人類在狩獵時代，以狩獵物件的活動為中心，農耕時代則以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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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執行的太陽活動為中心，生存方式從動盪不安的奔波跨越到穩定有序的耕

作，人類從此結束了上百萬年的流浪生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才成為常

態。有史以來對太陽的崇拜經由神話、民間傳說、童話等方式演繹並流傳下

來，在人們普遍的心理上形成一種固有意象模式─原始的太陽意象。原始太

陽意象一直在無形中左右著人類的文化和歷史，瑞士心理學家卡爾‧榮格

(Carl Gustav Jung,1875–1961)認為此種原始意象就是一種「種族的記憶」49，

先天潛藏在每個人的心理深處。榮格又說，「創造過程，就我們所能理解的來

說，包含著對某一原型意象的無意識的激活，以及將該意象精雕細琢地鑄造

到整個作品中去。藝術家把握住這些意象，把它們無意識的深淵中發掘出來，

賦以意識的價值，並經過轉化使之能為他同時代人的心靈所理解和接受。」

一種原型的力量，無論是採取直接體驗的形式還是通過敘述語言表達出來，

之所以能激動我們是因為它發出了比我們自己的聲音強烈得多的聲音，這便

是偉大藝術的奧秘，是它對我們產生影響的秘密。原始意象的產生，為藝術

提供了基本的創作主題。西方古希臘時代就產生了太陽神阿波羅的故事，古

代中國上古「後羿射日」神話，暗示出人類為捍衛太陽的秩序與規律而作的

鬥爭，「夸父逐日」神話講述了人對光明至死不渝的追隨。原始太陽意象形成

後，在人類的心理上形成傾向化和暗示性，它對人類理解現實和創作的行為

                                                 
49針對弗洛伊德的個體無意識理論，榮格提出了集體無意識的學說，這也是榮格分析心理學的核心內容。榮

格認為，在無意識心理中不僅有個人自童年起的經驗，而且還積存著許多原始的、祖先的經驗。人生下來

時並是一塊無任何記憶的白板，而是先天就遺傳帶來了一種「種族記憶」，就像動物身上先天遺傳著某些本

能一樣。榮格將此種象徵形式與集體無意識的存在統一起來的實體，命名為「原始意象」，後來又將其定名

為“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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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了重大影響。太陽意象是人對光明理想美好生活的熱烈追求，凡是能促

使人類向上發展的都是美的，也都是善的。 正是從這種美學觀出發，筆者憑

藉個人主觀情思詮釋「太陽意象」，以表現太陽意象「光明」、「力量」、「理想」

等象徵意蘊為，創造以太陽─生命─信仰為主的系列作品。如作品：《向陽傳

說》、《追日》、《祭太陽》、《進化‧淨化》、《太陽禮讚》。 

二、 【自然對話】創作系列 

凡是宇宙萬物之運行皆須合乎自然法則。合乎自然，就有生命；合乎自

然，就能有成長；合乎自然，就有美和善。筆者透過向日葵的描繪，詮釋自

然生命美學觀。植物和人的生命本質上是一致的，總以旺盛的生命力的形式

存在於自然界中。邱紫華(1845–)先生曾在《東方美學史》中提到：「東方民族

的美學思想和藝術特徵最基本的、最大的一致性，表現為對生命的熱愛和崇

拜，對生命永恆之美的追求和讚美之上，這就是以“生命為美”的本質觀。」

一粒微小的種子能孕育一顆千年不朽的神木，一個胚胎藉由細胞的分裂造就

一個完整的生命。生命的奧妙與不可思議的力量，持續延續著自然率的循環，

任何生命不論是植物或是動物，只要給予機會，再艱困的環境，都是希望能

有生存下來的機會，進而來展現生命成長過程中的力量。筆者透過觀察植物

生長的形態與樣貌，感受生命無限潛能，在作品中傳達自然生命中所孕含的

能量及「生命」的精神意涵。《葵》、《光之浴》、《陽光心田》、《向陽之謐》、

《光之孕 Ⅰ》、《光之孕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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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作品說明與創作歷程分析 

 

   作品一《葵》 油彩‧畫布 116.5 × 91cm 2007 

 
蔡錦慧 葵 油彩‧畫布 116.5 × 91cm 2007 

一、作品說明 

太陽，普照萬物，帶給所有的生靈以光明，生機盎然的世界裡，正因為

有了太陽，才如此美麗。在太陽的眼裡，一切生命都是平等的。於是世間，

無論美與醜、善與惡、好與壞，都沐浴在太陽的恩澤中。太陽，給予萬物生

長的動力，隨時而動，因物而起，視萬物生長規律而動，於是便有了春夏秋

冬四時，萬物得以勞逸結合，生生不息。筆者常於住家附近看到一片片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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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盛的向日葵田，即使乏人照料亦能繼續盎然生長，旺盛的生命力與耀眼的

金黃，讓筆者不由自主的喜歡上向日葵，常利用休閒假日到鄉間花田裡攝影，

這些照片也就成為筆者創作中重要的參考素材。宋代劉克莊(1187–1269)有一

首詠《葵》詩，道出了向日葵堅毅生長特性：「生長古牆陰，因荒草樹深。可

曾沾雨露？不改向陽心」。向日葵生長在古牆角背陰處的荒園中，埋沒在雜樹

野草中，它又何曾受到上蒼的雨露？卻總是隨日傾轉，不改向陽的本性。小

詩的前三句極言葵花處境的惡劣，甚至被老天遺忘，第四句卻陡然翻出新意，

說葵花仍然一心傾日。從這截然相反的對比中，讓筆者體會到耐人尋味的詩

意。 

 

圖組 4-1 向日葵參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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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作歷程說明 
 

1、草圖階段說明 
 
 

畫面中以向日葵為主體，並

分為左右兩個群組。後方高水平

線的寬廣平原，與向日葵緊密茂

盛形成強烈的空間對比。透過河

流延神與田園的透視延伸，將畫

面空間刻意推遠。 

 

 

2、創作歷程說明 
     

觀察自然生長的向日葵，葉

子的數量總是多於花。但在筆者

畫面中卻因為過多的綠葉，畫面

中的花相形失色，構圖仍需再次

調整安排。花盤與花瓣的彩度、

明度過於接近，無法呈現金黃向

日葵的色彩。 
 

 

 
 

 

3、完成作品 
     

經過教授的指導與建議，再

加入約 10 朵花，以花的高彩

度、高明度強化主題，花蕊明度

加深，並以油畫棒增加花蕊豐富

的層次。葉子除了降低明度外，

最 後 藉 由 畫 刀 與 不 加 油 的 顏

料，厚塗堆疊，使葉子更有豐富

飽滿的形象。背景的稻田亦由此

法延伸，並以彩度較高的顏色點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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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二《光之浴》油彩‧畫布 72.5 × 60.5 cm 2007 

 
                                              蔡錦慧 光之浴 油彩‧畫布 72.5 × 60.5 cm 2007 

一、作品說明 

太陽為生命之源，在人類文明史上充當著農業豐收、經濟繁榮、社會穩

定的賜予者，對於人類潛藏的心靈來說，太陽的光明就象徵著和平、美滿、

幸福的理想。人與自然的和諧在於人與自然之間處於平衡與協調的狀態。中

國古代的思想家們把天地萬物視為一個有機聯繫的整體，相互依存，相互支

撐，只有處於和諧關係中，才能各得其所，得到發展並生生不息。正如《中

庸》所說的：「萬物並育而不相害，道並行而不相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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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作歷程說明 

 

1、草圖階段說明 

透過畫中人體的視線方向，將

視線焦點慢慢帶往窗外。遠景向日

葵花田，嚮往自然、陽光之情，不

言可喻。原本單純的人體寫生，透

過窗外一景，延伸了畫中原有的意

境空間。 

 

 

2、創作歷程說明（階段一） 
 

       窗外自然景色，似乎還無法與

室內空間、人物連結互動，畫面亦

顯呆板，構圖上仍需調整。窗戶比

例太小，侷限了畫面空間。 

 

3、創作歷程說明（階段二）  
 

在寒暖色比例接近的情況

下，將背景改為低明度的灰藍色，

使人物與向日葵同為暖色系主

角。前景盆花比例太小，需加大後

才能表現出內外的空間感。刻意安

排透明窗紗將生硬的窗稜遮蓋住。 

 

 

4、完成作品 
 

窗戶加大後，使小畫面裡擁有

大氣勢，不僅使開闊觀者視野，也

能使心靈更為舒展。最後整理細

部，如人物頭髮、盆花花瓣的修

整，讓畫面有更高的完整度。 



                                                                  第四章  作品說明與創作歷程 

 40

    作品三《陽光心田》 油彩‧畫布 116.5 × 91 cm 2007 

 
     蔡錦慧 陽光心田 油彩‧畫布 116.5 × 91 cm 2007 

一、作品說明 

 金燦燦的葵花每天追逐太陽在打轉。早晨，旭日東升，它含笑相迎；中

午，太陽高懸頭頂，它仰面相向；傍晚，夕陽西下，它轉首凝望，向太陽「告

別」。它每天跟著太陽轉來轉去，無怪人們叫它「朝陽花」、「向日葵」、「太陽

草」、「轉日蓮」了。 

陽光與向日葵皆具有溫暖的屬性，當我們心情煩悶時，可嘗試走入自然、

觀察自然、體驗自然，經由呼吸吐納間感受自然界中潛在的能量，讓我們再

次獲得身、心、靈的和諧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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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作歷程說明 

1、草圖階段說明 

筆 者 喜 歡 鄉 間 土 壤 的 氣

息，以陽光、圍籬、向日葵傳達

期待夏日的心情。此次構圖中嘗

試將寫生草圖納入創作中，挑戰

錯縱生長的向日葵景色。不同於

《葵》的高水平線構圖，低水平

線的構圖使花叢更為茂盛高聳。 

2、創作歷程說明 

欄杆、葉子、地面的明度可

再降低，以突顯向日葵的高彩

度、高明度。花瓣暗面用對比的

紫色，將強陰影及立體效果。畫

面空隙區塊過多，使畫面產生無

法聚焦的缺點。 

 

3、完成作品 
  後方景色增加房舍、遠山、

樹叢，右半邊的密集構圖，使畫

面具有空氣流動的感受。圍籬環

繞在花叢四周，似乎完全隔絕了

城市的喧囂，圍籬內散落的向日

葵，正開始訴說著夏天的故事。

寬廣無雲的天空，與前景熱鬧的

景象產生對比，亦展現出另一片

祥和寧靜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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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四《向陽之謐》油彩‧畫布 116.5 × 91 cm 2007 

 
蔡錦慧 向陽之謐 油彩‧畫布 116.5 × 91 cm 2007 

一、作品說明 

在熱鬧繁華的都市裡，喧囂吵雜的聲音景象，容易讓人身陷莫名的壓力。

忙碌的現代人，無不的嚮往大自然裡田園般的生活。畫中的河流象徵一條心

靈的旅程，河流來自遠方的山巒，遠方便成為希望和桃花源的象徵。河中的

水清澈流動，暗喻唯有清靜之心才能到達理想和諧的境界。筆者運用單純的

寫生手法，試圖創造出寧靜、和諧、優美的境地，讓思緒得以沉澱、心靈得

以依靠。讓寧靜潛入心底，並不是逃離現實，而是在忙碌之餘，心靜之後，

多一份清醒，多一份思考，收拾一片心緒，梳理一種思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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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作歷程說明 

 

 

1、草圖階段說明 
 

筆者喜歡水平線，構圖可使畫

面有加寬加廣的感覺，也可使畫面

產生安定感。原本想以河流延伸畫

面的深度，但筆者在草圖中將河流

比例過度放大，無法擴展畫面景深。 

 

 

2、創作歷程說明（階段一） 
 

原本的草圖左右兩邊草原面積

太接近，此次草圖已將原本的河流

往左移，使畫面較為生動。遠景的

房子太過突兀，草原色調變化太

少，可思考多增加點景物件。石頭

排列過於整齊，應再做適當增減。 

 

 

3、創作歷程說明（階段二）  
 

筆者嘗試以「品」字型構圖法，

安排向日葵的組成，向日葵花蕊改

為低明度的色彩，以襯托草叢間的

花瓣。加強水與石頭的明暗對比、

肌理與色彩。遠方草原以高彩度的

紅花點景。 

 

 

4、完成作品 
 

以畫刀增加草叢及遠景紅花的

筆觸堆疊及層次。用高明度、彩度

的淡藍與淡紫，讓水面的波紋及色

彩更為活潑生動。遠山延伸超過畫

面中間，使畫面較為平穩，山頭上

隱約提出光影變化，加強山巒重疊

的層次感、重量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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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五《光之孕 Ⅰ》油彩‧畫布 72.5 × 72.5 cm × 3 2007 

   
蔡錦慧 光之孕Ⅰ 油彩‧畫布 72.5 × 72.5 cm × 3 2007  

一、作品說明 

在一個接一個的 24 小時中，太陽升起又落下，落下又升起。這枚沉重而

美麗的日頭，猶如希臘神話中西西弗必須面對的巨石，人們推動著，升起落

下，落下升起，日復一日永無休止。自然萬物在這回圈往復中，不論植物成

長過程中的花開花落，亦或是人們品嘗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皆是體驗生命價

值的重要過程。只要我們懷著謙卑的心傾聽萬物之聲，大千世界將會為我們

鳴奏出的和諧優美的樂章。 

二、創作歷程說明 

 

1、草圖階段說明 
 

    用微觀的方式，對向日葵生態進行觀察描繪，畫面排序以左右兩幅

黃色花瓣向外展開的動線，使畫面有左右延伸的視覺效果。蝴蝶是花粉

傳播者，而花為蝴蝶的生存提供了豐富的蜜源，兩者互惠共生，是小型

的生態圈縮影。除了陽光以外，水是植物生長另一個重要元素。含苞待

放的花朵，正準備釋放自然界中給予的能量，展現出傲人的生命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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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創作歷程說明 

左圖：花蕊、花瓣、蝴蝶都屬於中明度色彩，需調整色彩，突顯畫

面張力。中圖：以前景花苞為主角，後方兩個花苞造型較柔和。右圖：

透過水珠反映出花海景緻，別有有一番趣味。三張畫面的背景色調不統

一，容易使畫面分散破碎，應嘗試使用統一色調修正。 

   
3、完成作品 

左圖：花蕊變暗與蝴蝶高明度作對比效果。上方花瓣提高明度，下

方花瓣加強陰影及厚度，背景用罩染法增加雲彩層次。中圖：前景花苞

正面以藍色強化花包的體積感，花苞尖端以淡黃色提出亮面。右圖：去

除背景原有的花朵，使之單純化。刻意壓暗背景與左圖作一呼應。描繪

水珠細部，將畫外之境濃縮於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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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六《光之孕 Ⅱ》油彩‧畫布 72.5 × 72.5 cm × 3 2007 

   
                                              蔡錦慧 光之孕Ⅱ 油彩‧畫布 72.5 × 72.5 cm × 3 2007 

一、作品說明 

人與宇宙萬物是貫通一體的，是統一的生命體，都是稟受天地之理、

陰陽之氣而生的，自然界中的動植物與人一樣，都是地球生命社區中的一

員，人與萬物都是自然孕育出來的產物，都應有自身存在的權力和價值，

他們的生命是不可以隨意被剝奪的。《光之孕》系列，主要描寫的是向日

葵生長歷程，利用微觀的角度詮釋花卉特寫。 

二、創作歷程說明 

 

1、參考素材 
 

筆者自行拍攝之實景照片，尋找一些特殊角度，詮釋向日葵不同的

生命成長過程。葵花的生物結構幾乎都是一層層螺旋狀擴展，花蕊、花

托、花瓣、葉子的排列皆是如此，《光之孕 Ⅱ》就是從如此奇妙的生物

結構中發展出來的。與《光之孕Ⅰ》相同，筆者喜歡用微觀的角度將畫

面呈現為「滿」的形式，但比較困難的是右圖輪廓造形較多曲線變化，

在正方形畫布中是一種構圖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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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草圖及創作歷程說明 
簡略的在正方形中安排構圖，左右兩張以暖色調為主，中間搭配藍

色調，與《光之孕Ⅰ》相呼應。左圖：主要強調大面積的花蕊層次變化，

以及如跳舞般不規則的花瓣排列。中圖：將花苞中心點移至右下方，葉

子以螺旋式排列。右圖：開放中花朵，花瓣變化較為複雜，需小心處理

結構。 

   
 

3、完成作品 
    右圖：花瓣─花蕊由外至內的色彩變化為，高彩度、高明度→中明

度、低彩度→低明度的色彩安排。中圖：高明度及高彩度的綠色集中於

花苞附近，部分背景葉子造形僅以藍色調漸次模糊推遠。右圖：背景空

間筆者原本以僅使用單一色，畫面感覺缺少筆觸的肌理表現，所以此階

段刻意在背景增加筆觸與遠景，也讓畫面增添一些微妙的色彩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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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七《向陽傳說》油彩‧畫布 88 × 176 cm 2007 

 
蔡錦慧 向陽傳說 油彩‧畫布 88 × 176 cm 2007 

一、作品說明 

    圖騰崇拜反映了原始先民對人類起源

的天真理解，對自己祖先的神話式的推斷和

對自己民族發展的詩意的想象。人類的美好

人性、純樸的道德觀念與鄉土家園觀念，這

些對現代人既熟悉又陌生，既向往又排拒的

東西，在原始民族那裏卻以圖騰這種最單純

最直接的形式表現出來。 

太陽金烏自《山海經》首載以來，對「三

足烏」神話的引注載典較多，而對其神話母

  圖 4-2 《中國歷代鳥紋圖案》河姆渡遺址文化 骨匕

  柄的連體鳥紋、象牙蝶形器上的雙鳥朝陽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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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圖像解讀卻極少見文。金烏神話的出現說明

當時的人們已從原始的自然崇拜，進入圖騰崇拜

階段。從金烏的文獻記載可看出，金烏先是太陽

的載乘工具，這緣自於先民們對太陽的敬仰，加

上金烏總是晨去暮歸跟著太陽走，於是便將烏與

太陽結合在一起，通過崇拜金烏進而表示崇拜太

陽，也就是先「崇日」後「崇鳥」，而「崇鳥」

的目的仍是「崇日」。新石器時期彩陶鳥紋，到

馬家窯時期即已開始漩渦紋化。馬家窯之後的彩陶上，又有延伸漩渦紋的的

大圓圈，形象模擬太陽，學者稱之為擬日紋。可見鳥紋和擬日紋本來就是有

傳承延續的關聯性。 

太陽和自然萬物的密切關係，對人類的生存繁衍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所以先民們自遠古以來就對太陽懷著敬畏崇拜之情，並由此產生了各種崇拜

形式。同時由於先民們對太陽與宇宙的觀察，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豐富想像，

使得世界各民族中都出現了絢麗多彩的太陽神話。三星堆考古發現揭示了古

代蜀人有崇鳥的信仰，並以鳥為圖騰，尤其是鳳鳥與太陽神鳥在古代蜀人精

神觀念中佔有特殊地位。而古蜀族的崇鳥觀念與鳥圖騰，又與太陽崇拜和太

陽神話相互交融，兩者通常有著極其密切的關係。中國最早的鳳紋，也毫不

例外地和中國遠古代的神話有著密切的「血緣」關係。詩曰：「天生玄鳥，

 圖 4-3 馬家窯文化彩陶鳥紋壺 上海博物館，

http://www.shanghaimuseum.net:82/gate/big5/w

ww.shanghaimuseum.net/cn/dcjx/tcq.asp?fl=2&l

b=8。96 年 4 月 5 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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降而生商」，所謂玄鳥即是鳳鳥。就是說天上神鳳降臨而商朝出現。鳳鳥同

龍蛇一樣，是中國古代民族的圖騰。學者認為，彩陶上描繪的鳥紋也就是鳳

的形象的雛形。後來，鳳紋普遍而清楚地鐫刻在商、周時期的青銅器上，不

僅作為一種實用圖騰標記，而且逐漸推廣而成美的藝術形象。另外在《山海

經》、《漢書》、《後漢書》、《三國誌》及《晉書》中都曾記載鳳鳥的出

現之事。秦漢以來，鳳鳥的形象就多是成為神化的美麗巨鳥。民間神話傳說

版本眾多，但人們無例外地以豐富的想像，對鳳鳥作了不斷充實的探索性的

形象描繪，使鳳鳥形象逐步成型。鳳紋圖形的變化，體現了不同時期的文化

藝術特點，充分表達了人們的對理想追求和期望。 

二、創作歷程說明 

1、草圖階段說明 
以兩張方形畫布拼接而成的圖騰，由內而外分別以太陽→彩陶鳥紋

→青銅鳳紋(河姆渡雙鳥朝陽紋)→漢代鳳紋瓦當等圖騰形式的排列，最外

圍加上象徵火焰的放射狀圖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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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創作歷程說明 
首先從左半幅著手，以暗紅色為主色調，圖騰依歷史年代由內而外

排序。原本單幅 88 × 88 cm 的正方形，無法將圖騰崇拜的氣勢顯現出來，

於是增加右半幅一冷色系為主的對應圖騰。筆者嘗試將太陽崇拜鳥圖騰

結合，根據研究發現連續的彩陶鳥紋、螺旋紋，可能是祭日禮器上的圖

紋。從青銅器鳳紋和瓦當鳳紋可得知古人對鳳鳥喜愛與崇拜，這些圖騰

意象將引領人們近入美好的理想世界。 

  
 

3、完成作品 
    將兩張作品拼接修正，除了使同心圓式的弧線連貫流暢外，為了讓

左右兩幅的色彩一致性，左半幅暖色調中使用高明度、彩度的黃色來修

正。左半幅色彩呈現─原始的、傳統的心理感受；右半幅色彩則呈現出─
神秘的、理想的色彩心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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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八《追日》油彩‧畫布 88 × 176 cm 2007 

 
                                                       蔡錦慧 追日 油彩‧畫布 88 × 176 cm 2007 

一、作品說明 

    自然界中的太陽具有光芒萬丈的自然屬性，因而太陽意象最大的特徵就

是象徵著光明與理想。英國神話學家繆勒從神話學提出，在人類的普遍心理

中，太陽是照亮人類世界惟一的「光」，全世界一切的神話都是以太陽神話為

中心。太陽象徵著一種理想主

義，「太陽」表現的是理想、信

念、夢想及對未來的憧憬、對美

好生活的追求。 

    藝術家畢卡索( Pablo Ruiz 

Picasso,1881-1973 )《賽跑》(圖

4-4)畫中的人物豐滿，衣著類似 圖 4-4 畢卡索 賽跑 不透明水彩 32.5 x 41.1 cm  1922 畢卡索美術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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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臘古典時期的人物穿著，忘情奔跑躍動的喜悅之情，可見於畫。用色簡單，

人物形象由畫家想像而來，誇大粗壯的肢體動作，更使其具有原始形象的力

與美。欣賞《賽跑》一作可以讓人感受到畢卡索此時期創作的原始意象魅力，

因而讓筆者發想出《追日》一作。作品內容主要詮釋(原始)人類嚮往光明的決

心，為了理想邁開步伐勇往直前，就如同向日葵棄而不捨地追隨太陽。 

    向日葵一般人稱之為「太陽花」，很容易讓人聯想到太陽，因為不論就

花型或顏色來看，向日葵像極了高掛在天空的太陽。一邊對太陽有著無限憧

憬，一邊滿腔熱情地呼喊著對太陽光明的渴望，光芒萬丈地，將要出現了新

生的太陽，追著太陽的人們要太陽光芒永遠照在自己面前，不使退轉。當我

們的眼光背開了太陽時，我們所生存的環境將會轉為黑暗。 

二、創作歷程說明 

 

1、草圖階段說明 
    畫面中以奔跑的人做為主體，利用幾個大小不同的圓貫穿畫面，讓

畫面產生形的統一與律動節奏。人物奔跑的姿態則是與畢卡索的《賽跑》

同樣象徵奔向自由光明的原始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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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創作歷程說明 
 

    筆者計畫以寒暖色調呈現對比，但左半邊的人物、太陽、向日葵，

明度與色相太過接近，輪廓形狀幾乎無法清楚區分開來，使畫面缺乏張

力效果。左下方的代表向日葵小圓與人物皆以太陽為目標，朝著光明、

理想邁進。左圖的人物、大小圓形與背景用色僅有色相對比而無明度對

比。 
 

 
 

3、完成作品 
 

再次調整色彩，降低人物明度呈現出逆光的效果，利用畫刀的大筆

觸提高太陽的明度及彩度，加強對比關係。右半邊的大圓結合了太陽與

花的意象，與左下的具象向日葵互相呼應，營造虛實相間的場景。最後

使用放射狀與螺旋狀的筆觸，統一整理背景筆觸。雖然已經修改了人體

造形，但結構比例上仍出現問題，筆者往後會多加閱讀人體解剖等相關

書籍，使畫面能有更好的協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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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九《祭太陽》油彩‧畫布 88 × 88 cm , 88 × 20 cm× 2  2007 

   
                                   蔡錦慧 祭太陽 油彩‧畫布 88 × 88 cm , 88 × 20 cm × 2 2007 

一、作品說明 

太陽是生命的源泉，是人類生存所依和生活所繫，因此而受到原始人類

的普遍崇拜。當先民對自然現象無法理解的情況下，太陽「日出」、「日落」

皆引起相當大的重視。向東祭拜日出最初被人們認為是一種巫術意識，因為

太陽總是自東方升起，似乎在太陽升起的地點有種魔力引誘信仰人去做各種

禮拜活動，於是向東拜日成了普遍性的現象。 

  古代的太陽崇拜實際上反映的是先民們對天或天神的崇拜在，中國神話

傳說中也有一說是將太陽比喻為「天神之眼」。先民相信，天神透過祂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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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隨地觀照我們，人類不可作出對太陽不敬的事，否則可能遭受到嚴重的

懲罰，崇拜日神的背景也就因此發展出來。在原始思維中對事物的判斷與認

知往往強烈依賴於經驗性的形象感受、體驗和在此基礎之上的發散延伸及比

喻。眼睛在原邏輯思維中已經充當的象徵原型使它具有了某種不可知的神秘

屬性，當這種屬性與某種特殊力量發生關係之後，它就已經意味著是神聖力

量的符號或者說它就是這種力量形象代表。 

原始的圖騰藝術具備了三種特性─寫實性、神秘性、裝飾性。而崇拜自

然首先必須模擬自然，這屬於寫實性；將自然物神化之後，便蒙上一層神秘

色彩，這就叫做神秘性或象徵性。而美化自然、歌誦自然時，人類開始發現

自然美的規律，從而產生圖騰的裝飾性。 

《祭太陽》結合了葵花和太陽的圓形構造為主體，與馬家窯遺址中的同

心圓一樣，象徵太陽崇拜的圖紋，而圖騰的崇拜使人類心靈與自然神靈產生

交流、共鳴。原始信仰祭祀常結合舞蹈活動，原始的舞蹈總會出現多人圓圈

舞蹈隊形和高舉雙手向天祈求祝禱，並藉由單純的圖形符號展現對神靈的崇

拜與敬畏。圖騰是原始人類進行抽象思維的一種工具，有效地使原始人激起

強烈的宗教情感與聯想意識。原始部族透過圖騰崇拜儀式確保宇宙運行的秩

序，強化信仰的集體意識，以便維持宇宙和諧共存的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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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作歷程說明 

 

 

1、草圖階段說明 
 

以同心圓的圖騰構成主

要形式，結合太陽、鳳鳥等圖

騰象徵原始社會對自然、生命

的崇拜。左右兩幅直式畫面類

似中國對聯的格式，使畫面的

形式充滿東方繪畫特質。 

 

 

2、創作歷程說明 
 

第一層：原始舞蹈中，常

有雙手高舉向上的動作，宗教

祭祀活動，透過舞蹈活動拉近

神人間的距離。第二層：彩陶

上的鳥圖騰，反覆輪迴的線

條，象徵四季不變的運行。第

三層：圖案代表圍成圓圈的大

型舞蹈活動。第四層：代表天

神之眼的太陽符號。 

 

 

3、完成作品 
 

將第二層的顏色加以調

整，使同心圓與左右兩幅作品

相結合。筆者刻意營造神秘的

色彩與氣氛，外層類似向日葵

或太陽光芒的黃色筆觸，往內

層直視片刻，視覺上會產生旋

轉的錯視現象，使作品更顯神

秘的氣氛。左右為青銅器鳳紋

圖案，成為太陽的守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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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 《進化‧淨化》油彩‧畫布 88 × 176 cm 2007 

 
蔡錦慧 進化‧淨化 油彩‧畫布 88 × 176 cm 2007 

一、作品說明 

從生物學的角度可以觀察到向日葵的

種子是按特定的對數螺線弧排列的，這些螺

旋線上的距離完全符合規律的黃金分割比

例。(圖 4-5，4-6 )筆者藉由向日葵螺旋放射

線條有引導觀者進入畫中，亦將遠古的信仰

圖像重新組合在一起。(圖 4-7，4-8，4-9 )。 

筆者起初在畫面上運用類似色配色，畫

面顯得平淡無味，缺乏生氣。現代色彩學家

伊登(Johannes Itten,1888-1967)曾提到互補

             圖 4-5 向日葵花蕊 

 

圖 4-6  向日葵斜列線

http://xserve.math.nctu.edu.tw/people/cpai/carnival/fi
bonacci/07.htm。96 年 5 月 12 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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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7 《藝用古文字圖案》馬家窯舞蹈盆  

   圖 4-8 《中國鳳紋圖集》彩陶鳥紋  

圖 4-9 《藝用古文字圖案》雲南滄源岩畫圓舞圖

色的觀念：「互補色的規則是色彩和諧佈局的

基礎，因為遵守這種規則會得到一種精神的平

衡。」當筆者完成《進化‧淨化》時就能體會

到，適當使用補色將會使畫面產生強烈、鮮明

及律動的感受。 

筆者將葵花與太陽作一連結，強調生命淨

化、歷史進化與太陽信仰有著密不可分的關

係。詩人梅堯臣(1002—1060)也曾作《葵花》

詩：「此心生不背朝陽，肯信眾草能翳之。」

可見自古以來「葵」就與「向陽」緊密聯繫在

一起。 

二、創作歷程說明 

1、草圖階段說明 
      左邊人物雙手高舉，像是在呼喚神靈、與神靈溝通的姿態。背景螺旋

線為向日葵黃金序列，起初僅止於左半邊構圖，但與指導教授討論後，

認為應增加螺旋線的延伸張力，於是以兩張 88×88cm 的正方形拼接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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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創作歷程說明 
 

    筆者常有用單純的色相作畫的迷思，從此階段即可看出其中缺點。

雖然以色相對比構成畫面主要色彩，但仍顯得平板、無張力。最大的問

題是整張畫面明度都是中間調。王教授曾說：「明度對比是色相對比的 3
倍強度。」此一繪畫觀念，在筆者往後創作中受用無窮。畫面延伸後，

塊狀分割數量變多，筆者開始思索如何讓畫面在反覆統一中求變化。 
 

 
 

3、完成作品 
 

    與上一階段極大的差異就是明度對比的變化，畫面變的明亮而強

烈。右圖延伸原有的螺旋線並加入原始陶器、岩畫上的圖像，將「生物

進化」與「歷史淨化」的涵義相結合。螺旋線具有生生不息，無限延伸

的性質，它可以圓心的極點為中心，作點和線的發射。線的無限延伸構

成體積和空間的無限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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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一《太陽禮讚》油畫‧畫布 116.5 × 91 cm 2007 

 
                                 蔡錦慧 太陽禮讚 油畫‧畫布 116.5 × 91 cm 2007 

一、作品說明 

從馬王堆帛畫中的金烏我們可以分析出西漢初期的圖像文化基本上還是

承繼了先秦時期的圖騰信仰，金烏和鳳凰的圖騰崇日信仰，可以進一步說明

漢代以前對「太陽」對「神」的崇拜還是高於對「天子」對「人」的崇拜的。

當今許多學者重新討論金烏圖像源流，對於今後我們正確梳理鳥圖騰符號有

著較高的學術價值，能夠從圖像角度更好地復原中國神話故事所反映的本質

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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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類最需要溫暖的時候，誰能像太陽那樣給予他們的心靈以熱量?能如

太陽一般溫暖的，第一個就會讓人想到火。火，與太陽最具相似性，它以熱

量與溫暖為主要特徵，又兼有光的特徵。原始人類的巫術行為中最重要的一

種是用火作為象徵，加強太陽的力量。特別是當一年最短的時候─冬至來臨，

太陽被想象為正在疲倦，要用巫術的火堆加以鼓舞。火是太陽的衍生出的另 

物象，遠古時期因為火給人的生存曾帶來過巨大便利，人類便把自然中的火

特徵神秘化為崇拜物件，火神往往與太陽神相疊合，成為最原始和最重要的

崇拜物件。在需求熱情､尋找自由的時代裏，火意象自然地加入了太陽意象

群。火能夠燃燒、具有釋放功能，能解放壓抑的心靈，將人們被束縛的靈魂

解脫。 

二、創作歷程說明 

 

 
1、草圖階段說明 
 

以 方 形 的 畫 面 構 圖 呈

現，人物姿態彷彿正踩踏著祭

祀舞蹈節拍。人物在向日葵上

跳舞，彷彿在為太陽歌誦。太

陽中有一金烏圖像是來自長

沙馬王堆帛畫之太陽圖像。以

此 象 徵 人 類 自 古 以 來 對 光

明、未來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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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創作歷程說明 
 

    草圖階段的正方形構圖

中，人物與花的面積比例太過

接近。經王教授建議，將人物

比例加大，改成 50F 直幅的畫

面，人與花成面積產生明顯的

對比效果。人物仍以逆光方式

表現，背景上色過於拘謹，筆

觸小顏色變化也少。背景面積

很大，應可使用大筆觸的表

現。須從新調整向日葵花朵的

視點安排、花瓣排列與造形上

過於概念化。 

 
3、完成作品 
 

    修改花瓣結構與形狀，使

花的造形合理化。著重花蕊中

的人物光影表現，由花瓣級人

物的受光面，強調畫面的光源

來自太陽與火，人物光影僅處

理邊緣逆光。人體結構已作調

整，改變三位人物的髮型變

化，增加畫面的趣味感。將花

瓣的造形延神出火的線條，將

火─鳥─太陽的意象接起來。 
往後有機筆者將會多閱

讀人體解剖方面的資料，以利

未來繪畫創作之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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