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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創作思想與理論基礎創作思想與理論基礎創作思想與理論基礎創作思想與理論基礎    

    

    

    大溪的大自然色彩，因時間的更替，而有不同的表現，且一年四季之更迭，

景物隨之有別：春媚、夏濃、秋實、冬老；一日時辰之轉移，亦呈現多種色彩；

晨曦、朝陽、烈日、夕照、晚霞、暮靄，瞬一息時差，使大自然的色彩變化無端。

李福臻研究色彩多年，在其著作上說：「同一片翠葉，在不同的光線照射之下，

其色彩或明或暗，或偏黃或帶綠，皆有不同；一池春水，在夕照之下，澀之表現

亦迥然有異，而在畫家筆下所描繪的山川景物，則就更多變而生動。景由時而現，

時因景可知，皆係地方氣候不同所致。
註 33

」此可驗證印象主義畫家為甚麼終身追

求光線和色彩而樂此不疲的原因。 

    宗白華（1897－1986）先生所說：「藝術意境的創構，是使客觀景物作我主

觀情思的象徵。我人心中情思起伏，波瀾變化，儀態萬千，不是一個固定的物象

輪廓能夠如量表出，只有大自然的全幅生動的山川草木，雲煙明晦，才足以表像

我們胸襟裡蓬勃無盡的靈感氣運。」
註 34

可見大自然所涵蓋的景觀包羅萬象，繽

紛多采，與人類的生活更是息息相關，而優美的景色自古以來都是畫家藝術創作

的最佳題材。例如中國便將風景畫稱為山水畫，表現出與西方不同的意境，以雄

偉的高山與蜿蜒的溪流為所有自然景觀的代表。 

    對於風景意境的探討，中、西方各有所長，均有不少意境深遠之作；如圖  

3－1、3－2： 

 

 

                                                 註 33 李福臻，《中國卷軸畫色彩應用之研究》，台北，文化大學，1981，頁 125。 註 34 宗白華，《美從何處尋》，台北，駱駝出版社，1987，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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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李可染，《萬山重疊一江曲》，紙本、設色       圖 3－2：曼帖那，《園中祈禱》，蛋彩、畫板 105� 82 公分，1989 年私人收藏        80� 63 公分，約 1455 年，倫敦國家畫廊藏 
 

    中國如李可染作品，用的是「以大觀小」的表現手法，就是不受實際景物的

客觀位置的侷限（如西方古典風格繪畫中所強調透視關係，這種關係要求在一幅

作品中只能確定一條視平線，物體呈現進大遠小的規律性變化，也就是要求畫家

一旦確定了作畫位置後，就絕對不能再改變）畫家在景物的選擇和組合上有著充

分的主控權，可以把不同的空間，甚至不同時間中的事物，根據需要表現在同一

個畫面中，這是中國繪畫與西方繪畫一個重要的區別。有人稱中國繪畫用的是「散

點透視」、「運動型觀察法」，
註 35

實際上，是對事物內在神韻的把握也就是心靈的

意境。 

    在西方國家，不論是早期的宗教畫或風景畫，畫中的背景多為美麗而莊嚴的

風景，畫家透過它們來加強畫面景深效果，增添畫面的色彩變化，並且引導觀者

視線進入畫中欣賞，如圖 3－2。 

    到十七世紀，受荷蘭風景畫的影響，十八世紀的歐洲風景畫在英國大放異

彩，這股熱潮很快就延燒到法國，締造英法風景畫黃金時期的偉大畫家莫過於泰

納與莫內。他們受到自然主義（Naturalism）的影響，堅持以平凡的風景為創作

題材，憑著對大自然深切真摯的情感，轉化為筆下親切美麗的風光；如此以大自

然為師的審美觀，就好像中國北宋時期的畫家一般，主張「師法自然」，透過對

                                                 註 35 《巨匠中國美術週刊》第 001 期，〈李可染〉，台北，錦繡，1992，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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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風景深厚的情感為基礎，創作出令世人感動的作品。 

筆者決定以大溪為創作主題，一方面淵源於童年成長經驗與山川河流有親密

的互動，無形之中對故鄉產生了無限的感情；另一方面則由於筆者初學繪畫時，

就時常跟隨啟蒙老師到戶外寫生，其中，以歌頌自然、熱愛鄉里，自然風景的畫

家最受到筆者的喜愛，故在研究中西風景畫家畫作時，特別欣賞十七世紀荷蘭、

十九世紀法國以及台灣前輩畫家。他們是以自然為創作主題的風景畫家，如羅伊

斯達、康斯泰勃、莫內、李石樵、許武勇；雖然他們各有不同的表現風格，但都

重視寫生且熱衷於捕捉當下瞬間的光影與色彩變化，與自然有深厚的淵源與情

感。尤其在繪畫形式上更有自己之意境和觀點，而且互相影響，環環相扣。因此

筆者特別探討這幾位畫家的創作思想、風格與技法，希望能增進自我的創作表現

內涵和形式的變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創作思想創作思想創作思想創作思想    

    

    

    本次繪畫創作研究中，以大嵙崁意象為創作思想主題，在思想上分為意象表

現和對景寫生兩方面，筆者探討如下： 

 

一一一一、、、、意象表現意象表現意象表現意象表現    

    中國人常講「意」字，如心意、寫意、意境……。當我們面對一幅畫時，我

們被畫幅中的某些因素所吸引，畫中之「意」乃是藝術創作者成功之最重要關鍵。

因為畫必有意，無意不能成畫，有意始有生命，無意者形同朽木死灰。唐代.張

彥遠《歷代名畫記》說：「夫象湯必在於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

本於立意而歸乎用筆」。
註 36

 

    在「意」字上，宋朝蘇軾說明的更清楚，他說：「畫竹先必得成竹於胸，執

                                                 註 36 《歷代名畫記》收入俞崑，《中國畫論類編》，台北，華正書局，1975，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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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
註 37

」也就是說先胸有成竹，意在筆先，始能縱橫

揮灑。因此中國之文人，以「意」為宗，發展出「寫意」之風。這種「發之於情」

的寫意精神，也使中國的山水繪畫達到崇高的境界。 

   「象」一字在《周易繫辭上》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

其物宜，是故謂之象。」魏晉時代，王弼則進一步提出「立象以盡意、得意而忘

象」以及「重畫以盡情，而畫可以忘也。
註 38

」在南朝謝赫六法中對物之造形提出

了「應物象形」。宗炳針對山水畫也提出更具體的看法「以形寫形，以色貌色。
註39

」 

    中國繪畫受道家思想影響極為深遠，只求表其意，不求形似，正因其不求形

似，故能隨心所欲，這正是中國傳統繪畫藝術創「意」寫「境」的精神表現。反

觀西洋繪畫受科學精神之驅使，凡物的形體描寫，力求精確，強調光影變化，中

西之藝術表現實有極大的差異。 

   「意象」一詞，劉勰《文心雕龍》的＜神思＞篇中首先出現，中國畫論有「得

意象外」，與劉氏之意近。「意象」為「得意象中」，或「象中有意」，以英文

image 譯「意象」最接近。凡優秀的中西藝術都是「意象」的創造，只不過西方

的意重「邏輯」的概念；中國的意重「感性」的直覺。
註40

筆者歸納「意象」定義

如下： 

1、經驗的再生或記憶 ：名詩人鄭愁予認為，大凡一首詩的完成靠兩個有機體組

合而成：一是詩人的自然經驗，一是詩人的人文構思。所謂自然經驗即是我們

所經歷、觀察、記憶的現象界，而人文構思即是詩人對人生的看法。詩的抒情

力量，就是來自於兩者，知性與感性的結合。 如古詩王之渙的＜登鸛雀樓＞，

前兩句「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即是自然經驗，透過對自然景象的感悟，

帶出後兩句「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的自我人生期許。  

                                                 註 37  俞崑，《中國畫論類編》，台北，華正書局，1975，頁 1026。 註 38 劉思量，《中國美術思想新論》，台北，藝術圖書，2001，頁 43。 註 39 劉思量，《中國美術思想新論》，台北，藝術圖書，2001，頁 46。 註40 何懷碩，《創造的狂狷》，台北，立緒，1998，頁18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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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心理上的圖畫  

3、用文字畫的圖畫  

4、意象是情景的「景」  

5、意是意境，像是形象  

6、形象是形象，意象是意象，形象是寫生畫（人生的圖畫），意象是寫意畫（心    

靈的圖畫）  

7、是瞬間的知覺與情緒複合後的表現，事物客觀的呈現 

8、意是內，像是外，內在之意借外在的具體事物、行為、感官等之「象」  

9、意就是情，象就是景，或寓情於景，或觸景生情，或交相融合。  

    西方人對中國的詩詞曾以這樣一段話：「中國詩人從不直接說出他的看法，

而是通過意象表現一切，所以大家才不辭煩難的析譯中國詩」。因此意象的運用

正是中國詩的特色，亦即詩不同於其他文類的特徵。中國的詩畫常藉助象徵、暗

示、比喻、聯想的方法，可避免文字情緒化、囉嗦化的空洞；使詩脫離文字的平

面設計，加深加寬其質感，形成詩具有相同於繪畫、雕刻、建築、舞蹈等具象的

視覺效果，呈現詩的意象之美。
註 41

此故蘇東坡讚美王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必然有其道理。 

    筆者藉由本次之創作研究，在繪畫中的意象表現就是以崁津八景之詩詞內容

為創作背景，期望能再一次呈現大嵙崁的風華。 

    在研究的過程中，筆者似乎幾度的回到大嵙崁時代，也經常夢見大漢溪上的

大溪鎮，溫馨又典雅，當時的黃金歲月均以碼頭石板道為中心，遙想當年盛況來

往於溪中帆船二、三百，來回四、五天，運去茶葉、樟腦、木材，運回雜貨、布

匹、五金，岸上等貨的挑夫、商客、家眷企首遙望，心急煩悶接著遠處傳來水聲，

點點船火，船影朦朧，船到時已是黃昏後，頓時人聲喊叫、卸貨、點貨忙碌不已，

新婚嬌娘離別五日如千秋，等待伊人歸帆了。
註 40這多麼美麗的畫面呀！現在只

                                                 註 41 http://www.words-pub.idv.tw/cgi-bin/bbs/view.cgi?forum=91&topic=2，2007、1，瀏覽。 註 40 草店尾老人，崁津五十一（大溪文物史二），2001，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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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看到照片空嘆息，筆者也只能藉由劉茂慶先生的詩與畫，找尋過去歷史和畫境。 

    記得有一次在課堂上曾經問過大溪的學子們：「您們相信大溪以前一天曾有

兩三百艘船進出大漢溪嗎？」學生異口同聲回答說：「相信」，讓筆者非常感動，

可惜現在因河流改道和水庫的興建，自然生態大大的改變，已無法看到當時的榮

景了。 

 

二二二二、、、、對景寫生對景寫生對景寫生對景寫生    

   「寫生」是一種普遍的繪畫方式，在中、西繪畫發展歷程中，有其不可忽略

的歷史傳承和重要性。儘管當前繪畫風格萬變，而現代藝術又有不需透過寫生也

能創作，然而寫生仍為大多數學習繪畫者的入們基礎。李可染說：「人離開了大

自然，離開了傳統，就不可能創造任何東西。
註 43

」可見寫生仍然是繪畫上的基礎。

俞劍華在《國畫研究》中也說：「地無論中西，時無論今古，繪畫之方法僅有一

種。一種何？即寫生是也。寫生者畫之始，亦畫之終也。
註 44

」。 

    筆者決定以大溪為創作主題，一方面淵源於童年成長於南投魚池鄉下，對於

山川溪流有特別的感動；另一方面則由於筆者初學繪畫時，就時常跟隨就讀國中

時代啟蒙老師劉啟和（1933－）老師
註 45

和高中美術老師陳誠（1935－）
註 46
到戶

外寫生，因此在不斷的訓練中紮下深厚的寫生基礎和興趣，也讓筆者體會到繪畫

的境界是從現實中來的，對境界的熟稔，自能得心應手。所以繪畫要有其意境，

首先必須培養充沛的感情，那就是身臨其景，方得其情，只有身臨其景，才能深

刻的認識對象。在大溪定居十餘年來，筆者每天到校上下班發現來來往往，如果

沒有身臨其境，是無法真正感受到大溪之美。筆者這兩、三年來為了探討大溪的

過去和現在，除了遊歷鄉間外，更累積了不少寫生的作品。如圖 3－1－1、圖 3

－1－2 ：        

                                                 註 43 李可染，《李可染論藝術》，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頁 91。 註 44 俞劍華，《國畫研究》，台北，華正書局，1987，頁 44。 註 45 劉啟和老師任教於南投縣魚池國中，退休後仍然創作不斷，現在為不倒翁畫會會員。 註 46 陳誠老師任教於雲林縣斗六高中，繪畫集有四冊，退休後仍然創作不斷，現任雲林科大駐校       藝術家，也是雲林縣首屆文化獎美術類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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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1：謝志成，《大溪黃金之一》               圖 3-1-2：謝志成，《大溪黃金之二》   油彩.畫布，60.5�50 公分，2005 年              油彩.畫布，60.5�50 公分，2006 年 
 

     

    柯洛（Corot，1796－1875）說：「面向自然，對景寫生」。梵谷（Van Gogh，

1853－1890）在豐富的寫生經驗及心得之下，認為他寫生的作品中，存在著某種

栩栩如生的精神。法國風景畫家布丹（Eugene Boudin ，1824－1898）也說：「就

地畫的所有那些畫，全都很對勁，有著生動的筆觸，在畫室裡畫時是不容易辦到

的。
註 47

」。如圖 3-1-3、圖 3-1-4： 

 

    
    圖 3-1-3：梵谷，《蘭格羅瓦橋》，油彩.畫布                 圖 3-1-4：梵谷，《菜圃》，油彩.畫布  49�69.5 公分，1888 年，科隆、查理美術館藏                72.5�92 公分，1888 年，梵谷美術館藏 

      

    因此筆者除了對景寫生，吸收印象主義的精華之外，也領悟了下面三點心

得，那就是：一、寫生創作出發；二、嚴謹態度作畫；三、自我情感表現。 

                                                 註 47 平野譯，《法國巴比松畫派》，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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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基礎理論基礎理論基礎理論基礎理論            

    

    

    筆者探討與研究發現：自然是永恆的，但人的一生是短暫無常的，為了讓後

代得以有生活的空間和享受大自然的風景與身體之健康，因此我們要愛護自然、

保護自然環境。下列為歌頌自然山水畫家與熱愛鄉里畫家和筆者有異曲同工之

妙，故提出下列畫家的繪畫方式和精神，做為筆者創作的基礎理論：  

一一一一、、、、嚮往嚮往嚮往嚮往、、、、歌頌自然的羅伊斯達歌頌自然的羅伊斯達歌頌自然的羅伊斯達歌頌自然的羅伊斯達：：：：    

    羅伊斯達（Jacob Van  Ruisd ，1628-1682）是荷蘭最偉大的風景畫家，也是

最富有創意的大畫家。其童年受父親的影響，已對繪畫產生濃厚的興趣，並賦有

天份。初由父親指導學畫，隨後由其伯父所羅門、羅伊斯達 Solomon Van Ruysdael 

教導之，而其伯父是一位極受人尊重的風景畫家（他是繪製地形圖的風景畫家）。

羅伊斯達認為人類是短暫的，自然界才是永恆的。他深刻觀察荷蘭大地形相，不

滿於穩靜的自然描寫，他著眼於自然的深沈，故逐漸脫離世間的風尚，是荷蘭最

傑出的風景畫家。較十九世紀浪漫主義
註 48
早一個半世紀前，羅氏即將自然視為

高尚力量的顯示，對大自然的憂鬱、黑暗所受的感受和大多數浪漫派畫家同感深

刻、親切及和善。羅氏喜歡描繪海濱、河流、瀑布、石崖等自然界的動狀，把平

凡的景色描繪非常絢麗。如圖 3-2-1-1 

       圖 3-2-1-1：羅伊斯達，《瀑布》，油彩.畫布    圖 3-2-1-2：羅伊斯達，《森林中的草地》，油彩.畫布 108�135 公分，年代不詳，阿姆斯特丹美術館藏      114�141 公分，年代不詳，柏林.達連國立博物院藏 
                                                 註 48

 浪漫主義(Romanticism)運動興起於十九世紀。浪漫主義運動的中心是法國，德國和英國也都   

   受到這種運動的不同影響。浪漫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藝術家所表現出的主觀性，它高揚個  

   人、情緒、奇幻和想像的地位，重視原始的自然甚於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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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伊斯達的風景畫中所描寫的樹，經常是龜裂而奇形怪狀，可是還是能分辨

得出是屬於哪種樹，不像當時的畫家只繪畫普通的樹木。他仔細研究有關樹的成

長而導致將樹視為每一個不同的個體，因而對樹的形狀變化產生興趣。如圖

3-2-1-2。  

    筆者深受羅伊斯達所畫之樹木影響，細緻的刻畫了榕樹。如圖《崁津大橋》

3-2-1-3，羅氏經常因樹的變形及樹的獨特性，致使人物在其畫中反而顯得是一種

累贅，無足輕重。故人物在他的畫裏，總是顯得那麼不自在，即使是在安詳的大

自然中也是如此，因為在當時風景畫不易售出，人物可以說是受到要求不得不加

上去，就請別的畫家在他的畫面中點綴幾個人物。如圖 3-2-1-4 

 

         圖 3-2-1-3：謝志成，《崁津大橋》，油彩.畫布          圖 3-2-1-4：羅伊斯達，《木橋》，油彩.畫布    116.5�91 公分，2007 年           108�135 公分，年代不詳，紐約.福利克收藏 
    

    羅伊斯達深刻觀察大地形相，1759 年到阿姆斯特丹後，不滿穩靜的自然描

寫，他懷著嚴謹的態度著眼於自然力量及自然的深沉，逐漸脫離當時的風尚將自

然與大地生活踏實的表現出來，使風景畫（Landscape Painting）與風俗畫（Genre 

Painting）在歐洲繪畫史上佔有同樣重要的地位。羅氏最主要的代表作如圖《猶

太人的墳墓》3-2-1-5、圖《兩個磨坊》3-2-1-6告訴世人，人類是脆弱的，終究要

趨於死亡，自然界則是永恆的。
註 49

 

                                                 註 49
 蘇茂生，《世界名畫全集 10》， 台北 ，光復書局，1979，頁 94、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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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1-5：羅伊斯達，《猶太人的墳墓》               圖 3-2-1-6：羅伊斯達，《兩個磨坊》     油彩.畫布，84�95 公分，年代不詳             油彩.畫布， 88�112 公分，1650 年左右 亞爾特梅斯特畫廊藏                                   倫敦國家畫廊藏  

                   

    筆者從羅伊斯達的作品與創作論述中體認到，只有以濃厚深刻的情感為依

歸，才能賦予景物生命力，所創作出來的作品才能深深的打動人心。即使是平凡

的景色，只要用心體會並投注關懷與情感，呈現出來的作品將不只是大自然中的

景物再現，而是創作者對大自然永恆的愛。 

 

二二二二、、、、深愛鄉里與自然風景畫家的康斯泰勃深愛鄉里與自然風景畫家的康斯泰勃深愛鄉里與自然風景畫家的康斯泰勃深愛鄉里與自然風景畫家的康斯泰勃    

    談到英國風景畫家應該將威廉.泰納（W、Turner，1775-1845）、康斯泰勃（John 

Constabl，1776-1831）相提並論才是，兩人皆是筆者喜愛的對象，但康斯泰勃深

愛鄉里與自然風景的作畫態度和環境背景較接近筆者，故於此提出探討。 

    康斯泰勃居住鄉間，在家鄉本地受教育到十八歲，因為常幫他父親管裡磨

坊，故天天與自然接觸，美術已潛伏在他的生活裡，閒暇之餘則投入繪畫。他對

於自然，常加以深入觀察，以坦誠的態度面對自然，以純真及認真的態度想與自

然看齊。正如他以純樸而穩靜的心情去愛其妻般，為充滿自然光線的清新所感

動。他和泰納剛好相反，在年輕時他從未離開英國，泰納當時已功成名就，甚至

遊歷過許多國家。但康斯泰勃紮根於他的故鄉－索夫克，那裡的樹木、雲彩、水

渠幾乎無時無刻地伴隨著他的左右，這和筆者一樣天天面對即是大溪的自然山川

和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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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康斯泰勃而言，自然非只有一天，轉瞬間都有所不同，那些均具有新的光

輝與新的魅力，他的這種觀念可說比泰納更為接近印象主義。由下列圖中比較之

下即可了解，康斯泰勃和莫內在他們的繪畫中，均力求將光線、色彩與明亮度表

現出來。然而，有趣的是，他們對樹木和天空的處理手法各有不同。莫內的畫突

顯了先亮色彩和快速的筆觸；康斯泰勃則將樹葉的紋路畫得精巧細緻，雖然莫內

的畫帶有法國畫家暖色調的特點，但他平和的處理手法，卻與康斯泰勃表達的方

式大致相同。如圖 3-2-2-1、圖 3-2-2-2： 

 

                圖 3-2-2-1：康斯泰勃，《和普斯德的數木》                  圖 3-2-2-2：莫內，《埃普特岸的白楊樹》    油彩.畫布，91.5�72.5 公分，1817 年                      油彩.畫布，91.5�72.5 公分，1891 年    倫敦.維多利亞和亞伯特博物館                                              私人收藏 
 

康斯泰勃喜歡描繪眼前的大自然，在勤勉努力、不斷探索下，終於找到了自

己的繪畫風格。他忠實於自我情感的抒發，並視之為最高的境界。其繪畫題材非

常簡單，描繪的多是身邊常看到的事物，例如多風的晴空、翠綠的河邊……等等。

如圖 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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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2-3：康斯泰勃，《弗萊特佛模坊》                圖 3-2-2-4：康斯泰勃，《乾草車》 油彩.畫布，102�127 公分，1817 年             油彩.畫布， 137137�188 公分，1821 年                               倫敦.泰德畫廊藏                             倫敦.阿伯特美術館藏          

 

    有一幅「乾草車」，是他的代表作品如圖 3-2-2-4，他多用青綠等純粹輕量的

色彩，給予法國繪畫很大的影響。 

    康斯泰勃終生藝術的基本信條就是：「自然界中的光與影是絕不會靜止的，

而表現任何事物，對其偶然的外觀，不如注意其恆常的性格……將這些完全表現

在畫布之前，絕不能放鬆。例如畫天空，目標必須要表現其光亮，如最黑暗處，

必不是鉛或瓦的黑暗，而必須表現如銀之暗才可…….」。 

    由於康斯泰勃出生在鄉村，其父親擁有水車小屋，所以流水及充滿綠野的鄉

間風景，從小就深印在他的心靈深處。他認為自然隨時都變幻無窮，而以明暗做

為微妙的韻律，且有恆常的性格感覺，這就是自然。畫家必須集中精神，而努力

把此情況表現於畫布，在這裡有大氣的流動，風也帶有光，樹也有光，影則成銀

色。他以誠實接近自然，以平凡的周圍環境，如田野、森林、水邊、河流、不必

誇張或企圖改變，只將已有的事物老老實實地表現出來，這就是藝術品，大家也

都確信，並視為正當的途徑。因而康斯泰勃之繪畫世界的自然主義也就隨時代而

生。 

    康斯泰勃經常運用大量的速寫，如水彩、素描，如圖 3-2-2-5和油畫作品。

主要的是他能一邊繪畫，一邊觀察環境的變化，這也為他日後許多作品提供了素

材。筆者也經常到戶外收集素材寫生，如圖 3-2-2-6是以生活周遭之大溪為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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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實地寫生觀察之作品，相信唯有透過寫生觀察才會更加地喜愛和保護這塊土

地。 

 

            圖 3-2-2-5：康斯泰勃，《漢登廳》                      圖 3-2-2-6：謝志成，《大溪鎮》                            鉛筆.紙，1801 年，倫敦.阿伯特美術館藏                     油彩.畫布，80�65.5 公分，2006 年   

 

 

    康斯泰勃在這些小幅習作背面的文字紀錄規格完全一樣，顯示出康斯泰勃有

條不紊且精確的工作方式，這和印象派畫家的作畫方法類似。
註 50
康斯泰勃在作

品背面往往會記載一些具詩意的詞句，即使他以豐富的詩意來紀錄現象，仍然無

法確切描述出來。當他看到自然景致時，那份發自內心的感動，他希望透過繪畫

將心中的悸動表現出來，因此他除了利用大量的速寫外，更大膽使用和完成品尺

寸相同的草圖來表達他的意境，如圖 3-2-2-7，這幅油畫，是他根據 1811 年所畫

的一幅速寫所完成的，這種創作過程，是康斯泰勃慣用的方法。筆者學習著利用

此對開水彩紙寫生，如圖 3-2-2-8。或許將來有一天，能將此幅作品改成大幅的油

畫。 

                                                 註 50 《巨匠西洋美術週刊》第 29 期，〈康斯泰勃〉，台北，錦繡，1992，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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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2-7：康斯泰勃，《從主教領地看索爾斯            圖 3-2-2-8：謝志成，《大溪哥德式教堂》         堡教堂局部圖》， 油彩.畫布                 水彩.水彩紙 ，80�65.5 公分 2006 年 1823 年，倫敦 ，維多利亞和亞伯特博物館藏     

 

    這幅《從主教領地看索爾斯堡教堂局部圖》，康斯泰勃表現主教堂外形精巧、

典雅的哥德式建築。康斯泰勃對於自然主義的觀察結果認為：沒有同樣的時、日、

萬物的造化，就連樹葉都沒有二片完全相同；光、露水、微風、初開的花朵等，

從沒有畫家能完全表現在畫布上。康斯泰勃並非純粹把握對自然的純客觀態度，

而是具有感性、充滿著親密感覺，故他的作品富有自然愛。不管被人們或畫家所

排斥，總認為自己的觀察，表現最為正確。他以平靜的心情，一點都不苦惱，他

獻身於以愛為出發點的鄉土畫，認為在自己家鄉的附近就有無限的畫題。
註 51

 

    十八世紀的歐洲，風景畫變成重要的繪畫題材，當時受到啟蒙運動思想家盧

梭主張「回歸自然」
註 52

的思潮影響，藝術家熱衷於觀察與研究自然，並注意到

光線與大氣的變化。這種帶有自然主義思想的風景畫以英國畫家康斯泰勃的作品

                                                 註 51 蘇茂生，《世界名畫全集 9》，臺北，光復書局，1979，頁 109-110。 註 52 盧梭 ( ( ( (Jean-Jacques Rousseau , 1712-1778 ))))有「自然主義之父」之稱，其學說最重要的理念就     是「回歸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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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代表性。而且康斯泰勃熱愛自然，熱衷於寫生的繪畫方式，使他看起來像一

位印象派畫家的先驅。他在運用白、黃、藍、紅諸色時，均直接採用原色，他意

識到光線的重要性，以及光線對景色所產生的明暗效果。由於這因素使然，他的

油畫、習作、速寫和素描均給人一種意料不到的現代感，但卻又充滿強烈的感情

色彩。這也是筆者為什麼特別喜歡他的原因，這一點也說明了康斯泰勃是一位名

副其實的浪漫主義畫家。 

 在工業革命之後，由於能源的開發，造成地球生態嚴重的污染與破壞，多數

已開發國家早已將環保列為重大議題，環境保護的概念越來越受重視，人類和其

他生物都是整個生態系統的一份子，因此尊重大自然，重新學習與大自然和諧相

處，已成為現代人應有的認知，而自然主義的思想正符合這時代的趨勢與潮流。

因此在探討中，筆者期望透過對英國康斯泰勃的創作思想與技法表現之研究，以

助於個人創作目的的達成。 

 

三三三三、、、、喜愛大自然風光喜愛大自然風光喜愛大自然風光喜愛大自然風光的莫內的莫內的莫內的莫內    

                筆者此次創作中，受到印象主義畫家描繪大自然風光作品的影響，有一系列

作品以油畫、水彩對景寫生為題材，希望透過寫生的方式親近大溪自然景觀。筆

者研究主要目的，係期望透過莫內作品中對於大自然的取材與對水表現方式之研

究，以作為筆者本次創作之依據。 

    喜愛以大自然美麗風光為創作題材的莫內，1840年生於巴黎，是印象主義

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印象主義一詞的由來是從莫內於 1874年發表的作品《印

象‧日出》
註 53

圖 3-2-3-1 一幅畫而來的；印象主義運動是 19世紀自然主義傾向的

顛峰，莫內讓世人體悟到光與自然的現代感。在藝術史上的整體貢獻可以給我們

                                                 註 53 一八七四年，因官設沙龍被學院派畫家所獨佔，且不承認印象派的作品，於是這群青年畫家        們，便借用了攝影商那達爾的二樓，展出畫作。其中，莫內展出了一幅名為「日出‧印象」      的畫作，被一名美術記者譏為印象派。莫內積極採用這個名稱，自第三次畫展 以後，便乾     脆稱為印象派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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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一個印象主義的相對性概念有五註 54
（一）印象主義是寫實的。（二）在技巧

上運用科學方法。（三）注重戶外寫生。（四）作為外光派，印象主義強調自然光，

否定固有色。（五）追求瞬間的自然效果，作品帶有速寫性。由上五點筆者相信

很快即能進入印象主義大師莫內的世界。 

 

    圖 3-2-3-1：莫內，《印象‧日出》，48 � 63 公分 油彩.畫布，1872 年，巴黎，馬摩坦頓博物館                                      莫內的創作主要透過戶外寫生追求光與色彩，為了窮究光線與色彩的奧

秘，終其一生創作出不少佳作，其中以描繪水和溪流的部份最讓筆者喜愛，因此

特別提出研究。莫內的作品中呈現出千變萬化的光與色彩，是筆者一直努力表現

的重點，筆者始終堅持的創作理念為：表現所處時代的景物，並注重戶外寫生，

以捕捉大自然千變萬化的光線與色彩，這樣的觀念與莫內的創作理念非常契

合。作品如圖 3-2-3-2、圖 3-2-3-3： 

                                                 註 54 光復書局編輯部，《世界名畫與巨匠 8莫內》，台北，光復書局，1998，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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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3-2：謝志成，《大溪風景》                  圖 3-2-3-3：謝志成，《出水口》         水彩.水彩紙 ，54.5�39.5 公分，2004 年                    油彩.紙板，36�26 公分，2006 年  

 

 筆者發現，莫內一生和水有很深的淵源，成為風景畫家之後，舉家遷移好幾

次，大多選擇靠近有水的地方，尤其是賽納河沿岸的城鎮瓊特伊與吉維尼；這些

賽納河流經的美麗城鎮也是印象主義畫家創作靈感與取材的最佳來源，因此賽納

河是印象派的搖籃。 

 而筆者因從小居住在南投魚池鄉下，四面環山，現在又居住在瀕臨石門水庫

附近。故對於山川、河水，早有一份感情和喜愛，對景寫生又是筆者的最愛。早

上到校所見是山水；傍晚下班所見也是山水。時而青山綠水、時而煙嵐雲靄，真

是不想畫也不行！現在就像山中有禪意！  

    莫內於 1872年由英國倫敦搬回法國，定居於賽納河畔的阿戎堆
註 55

。莫內喜

愛表現生氣勃勃的阿戎堆，在他筆下的阿戎堆，時而色彩明亮、水光粼粼；時而

寧靜安詳、藍天白雲，船影搖曳生姿，樹影灑在金黃色的草叢和步道上。1883

年 4 月，莫內借住在巴黎之西約 80公里，瀕臨塞納河支流艾普特河的吉維尼

（Giverny），這個附有廣大庭院及果樹園的農家，成為莫內終生安居之地。他在

1890年將房子買下，1893 年將附近的地也買下，並開始營建水上花園。其實， 

                                                 註 55 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莫內舉家前往倫敦，並遇上畫商杜朗-魯耶，開始為他工作。1871年    底莫內回到巴黎，在塞納河畔阿戎堆區租一間陋室居住，次年繪有〈阿戎堆的賽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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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終的目的就是把水上花園當成戶外畫室，規劃成一個藝術樂園。畫中景色十

分迷人，難怪吸引許多印象派畫家競相以此為描寫的對象。為了描繪河岸景物與

水中波光，莫內仿效杜比尼（Daubigny，1817—1878）註 56
，訂造一艘船屋當作畫

室；如圖 3-2-3-4，這樣更能與水作近距離的接觸，感受更直接、視點更豐富，畫

面也更生動感人。筆者受到莫內的影響，也喜愛在作品中繪畫和水有關的作品；

如圖 3-2-3-5。尤其筆者最近為了想更接近大自然，便與家人討論後，去年 11月

在大溪三層坑底接近河邊買下一片農地，盼望日後週邊環境能做為繪畫題材。這

樣與大自然親密的接觸與愉快的經驗，希望筆者在對景寫生方面能更上一層樓。 

 

        圖 3-2-3-4：莫內，《遊艇畫室》                 圖 3-2-3-5：謝志成，《慈湖天鵝》 油彩.畫布，50 � 64 公分，1874 年                 油彩.畫布，  91�72 公分，2005 年 奧特盧‧克羅勒穆勒國家博物館                 
 

    莫內重覆地畫著自家的「庭園」，其實並非畫睡蓮和仿日式造型木橋，而是

描繪反映水塘四周環境的「水的表情」，描繪從對象反射過來的「光的波動」穿

過空氣而傳來的印象。如圖 3-2-3-6，畫面色彩繽紛、筆觸厚重，樹葉花朵在光線

照耀下，散發耀眼光彩與迷人的氛圍。在這些作品中，池塘變成魔鏡，反照出各

種光線下所呈現的美麗色彩。睡蓮的藍、綠葉子和紅、白花朵相互交錯，襯托著

池水的濃暗的陰影，構成強烈生動的對比。筆者也深受莫內的影響常常畫大溪荷

                                                 註 56 杜比尼（1817—1878），法國風景畫家。1862至 1864年莫內在巴黎的藝術學院及葛列爾（Gleyre）      的畫室中學畫，因而結識了雷諾瓦、希斯裏、及巴吉爾。夏季時，四人結伴到楓丹白露森林     繪畫旅行，在那兒與杜比尼和巴比松畫家們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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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如圖 3-2-3-7 

          圖 3-2-3-6：莫內，《睡蓮》，油彩‧畫布             圖 3-2-3-7：謝志成，《大溪荷花》 150 � 197 公分 1919 年，法國巴黎瑪蒙丹美術館          油彩‧畫布，60.5�45.5 公分，2001 年  
    莫內一輩子熱衷於觀察水、表現水，藉著水來表現光與色彩的變化；從港口

邊的海水，到小河或運河，莫內透過創作傳達出對水的深刻情感，水多變的形式

在莫內的筆畫表現下，張張作品似乎顯得栩栩如生。如作品圖 3-2-3-8、圖 3-2-3-9： 

 

    圖 3-2-3-8：莫內，《吉維尼附近的塞那河支流》                     圖 3-2-3-9：莫內，《花拱門》     油彩‧畫布，81� 92 公分，1897 年               油彩‧畫布，81�91.4 公分，1913 年      波士頓美術館藏                          美國，費尼克斯美術館藏 
 

 莫內為了探索從池面的透視，他經常針對同一主題選擇不同角度、不同時

間、不同季節與天氣，用短而連續的筆觸，巧妙、快速卻又準確地把紅、黃、藍、

綠等顏色以對比色並置，畫面時而清澈、時而朦朧、時而耀眼奪目、閃閃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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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而景物消融在背景中，色彩繽紛卻又十分和諧，筆筆肯定有力而又生動活躍，

不僅掌握特定時空條件下光影的特徵，也傳達出其內心澎湃的思緒。筆者非常佩

服莫內針對同一主題的驚人創作毅力與堅定的意志，從筆者切身體驗中發現，這

需要有過人的毅力、敏銳的觀察與表現力才能達成。 

 莫內對於風景畫創作的執著與精神，令筆者非常感動，筆者熱愛以大自然為

表現題材，執著於戶外寫生的創作方式，即是受到莫內的影響。筆者也認為，唯

有發自內心對大自然的感動與真摰的情感，從日常生活週遭熟悉的景物，才能表

現大自然的本質與氣息，進而感動人心、獲得共鳴。筆者認為他是自然的觀察者，

也是人生的觀察者，將人與物象在自然中視為同一的生命，是他終生的信念。  

 

四四四四、、、、台灣前輩畫家台灣前輩畫家台灣前輩畫家台灣前輩畫家李石樵李石樵李石樵李石樵、、、、許武勇許武勇許武勇許武勇    

    筆者除了鑽研具象寫生之外，在研究的過程中，也希望作品能有更深一層的

突破，因此受立體主義
註 57
影響深遠。尤其在意象表現系列上，更受台灣前輩畫

家李石樵、許武勇先生作品影響，故於此提出研究，研究內容是以他們接受立體

主義影之後的作品為主。 

 

（（（（一一一一））））台灣早期畫壇的健將台灣早期畫壇的健將台灣早期畫壇的健將台灣早期畫壇的健將李石樵李石樵李石樵李石樵 

    西元 1908年 7 月 30日，在台北縣新庄郡田心村（現為泰山鄉），誕生了一

位台灣畫壇上舉足輕重的人物－李石樵（1908-1995）。其父李本經營米行生意，

所以當時李石樵先生家中的物質生活還算不錯，他也擁有較其他孩子良好的童年

                                                 註 57 立體主義的三個時期：初期立體主義 (1906-1908)：受塞尚影響，又稱塞尚時期；分析立體時期(1909-1912)：由阿波里奈爾主導之科學的立體主義，物象經分析再重現，同時性的產生在同一畫面，又稱「思考的立體派」；綜合立體時期 (1912-1914)：此運動達到高潮，嚴格地以理論的觀點創作，但也漸次走向個性的發揮，開始分岐成兩派，一是抑制形的分解，加入某種程度的寫實要素，被稱為「寫實的立體主義」。另一派則反對此趨向，而進入抽象的方向，成為「立體主義的抽象藝術」，代表人物如 Picasso (畢卡索)、Georger Braque (布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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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與求學環境。九歲時，李石樵先生就讀泰山國小（當時為新莊第二公學校），

畢業後，考進了台北師範學校。由於日據時代，日本人為了能順利統治台灣，特

地施行「美術教育」，為的是想藉由美術來安撫學生不滿統治的情緒。因此當時，

該校是台灣少數設有美術課程的學校之一，而石川欽一郎（1871－1945）受聘為

該校的美術教師，從此李石樵便開始了他一生永不停止的繪畫歷程。 

    李石樵，這位台灣早期畫壇的健將，也是台灣藝壇中經歷極豐富的畫家，秉

持著對於繪畫的執著與熱誠，終其一生不輟其藝，可說是與繪畫完全密合，更可

謂台灣藝術史的縮影。他多變的畫風，從早期的寫實、立體、抽象，強調結構，

而再回歸寫實；他的作品偏向於理性的探索，寫實技巧的純熟結合鄉土民情，使

畫中流露著一股親和平實的風格。畫作呈現的是嚴謹思考下，形、色、面比例建

構的最佳化，他不斷創新與多方嘗試的繪畫精神，在台灣前輩畫家中可以說是相

當罕見的。 

尤其在 1950 年之後，在立體主義影響下，作品更是大放異彩。如作品《有

玻離的靜物》、《畫室》、《靜物》.......等等。其中以《斷崖》、《風景》、《九曲洞》、

《海邊風景》、《蟬聲》、《小港》等，影響筆者之繪畫形式最深遠。作品如圖《斷

崖》3-2-4-1-1。這張作品所著重的是，透過二、三簡單的風景元素來表現立體分

割塊面和抽象的畫面結構，色彩亦將近表象，和這張作品有異曲同工之妙的作品

有《風景》。這兩張作品綜合影響了筆者之創作，如圖 3-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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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4-1-1：李石樵，《斷崖》，油彩‧畫布                 圖 3-2-4-1-2：謝志成，《山峰嵐光》 91� 72.5 公分，1961 年，畫家自藏                 油彩‧畫布，116.5�91 公分，2006 年 
 

李石樵常以幾何式色塊來構成其畫面，利用色塊的形狀重疊交錯結合具象，

使其作品內容更加豐富，如圖 3-2-4-1-3。筆者也利用此方法創作，如圖 3-2-4-1-4。 

 

    圖 3-2-4-1-3：李石樵，《小港》      圖 3-2-4-1-4：謝志成，《石門水庫的楓樹》 油彩‧畫布，140� 133 公分，1966 年，畫家自藏           油彩‧畫布，116.5�91 公分，2006 年  
    他在一九七一年中，採用其所鍾愛的繪畫方式，將畫面分為九大色塊的分割

方式，風景元素亦經簡化，各大色塊之明度、彩度亦各不同，此畫之風景元素較

具表象意味，作品有《海邊風景》、《烈日》。在他回返表象風格之際，他也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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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畫面分為數道長條，再將形體連貫於期間，空間並不因長條而有變化，但色彩

卻因不同的長條而各異。如此之作品，畫家或以略近於時區之劃分表現同一空

間，因不同時間所產生的變化，太陽在此亦因有時、空變化的含意，如圖

3-2-4-1-5。筆者對於時間和空間的表現方式如圖 3-2-4-1-6。 

 

     圖 3-2-4-1-5：李石樵，《風景》，油彩‧畫布         圖 3-2-4-1-6：謝志成，《飛橋臥波》，油彩 130� 97 公分，1971 年，畫家自藏           壓克力‧畫布，116.5�91 公分，2006 年 
 

    李石樵在表象風格的作品中固以人物造形為探索重點，但這期間仍有不少風

景之佳作，如作品《樹林》、《蟬聲》、《日月潭》……等，其中以《蟬聲》作品為

最，如圖 3-2-4-1-7。這張作品以樹幹所行成之線條縱貫畫面，呈現幾何排列之旨

趣。單以此直線論之，其粗細之不等和間距的變化已足以讓筆者在視覺上造成深

度感，更何況以之等骨架成表象描繪。樹葉濃密，化繁為簡，呈片狀交錯，結構

層次井然有序。下方兩層描繪亦復見精細，但也刻意以畫線截斷大部份的身軀，

如此表現有助於表達全畫之旨趣在於上方之蟬聲，亦隱含宋畫之意境。給筆者在

意象表現的作品裡影響最多之一。如圖 3-2-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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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4-1-7：李石樵，《蟬聲》，油彩‧畫布             圖 3-2-4-1-8：謝志成，《阿姆坪》，2006 年  145.5� 112 公分，1974 年，畫家自藏                             油彩‧畫布，91�65 公分  
   記得讀大學時，李先生在阿波羅畫廊舉行個展，筆者曾參觀其六十二幅作

品。一九八八年又參觀台北市立美術館為之舉行的回顧展一百四十幅作品，真讓

筆者讚嘆不已！   

    李石樵先生隨著時代的潮流改變，而他的畫法也不斷地在改變與創新，在台

灣早期的畫家中，李石樵先生可說是最勇於求新與求變，他隨時在發現問題、解

決問題。他要求自己不能和時代脫節，好學的精神令人感佩。他大半輩子堅守在

藝術的崗位上，即使生活再困難，從不輕易退縮，畫壇上人人都稱他為「長跑健

將」，以形容他對繪畫的堅持與執著，從他的畫作中，筆者得到無限啟示。 

 

（（（（二二二二）、）、）、）、台灣立體台灣立體台灣立體台灣立體主義主義主義主義先驅先驅先驅先驅－－－－許武勇許武勇許武勇許武勇    

     許武勇早年受到立體畫主義及超現實主義的影響，描寫題材豐富而多樣，

例如飄浮的仙女、風景、花卉、宗教人物、民間傳奇故事以及行旅寫生風景人物

等，對展現台灣濃郁的原鄉情懷感到興趣。尤其是他在一九四九年「類立體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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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註 58

以後之作品，如《晨之體操》、《大溪之舊街》…….等等，更是直接影

響到筆者的創作形式，因此特別提出討論，以便幫助筆者達成創作研究之內涵。 

    許武勇，1920年生於台南，具有醫生與畫家的雙重身份，他鍥而不捨堅持自

己年輕的夢想，在行醫與創作之間並行不悖，同時找到追求現實與自由的平衡

點。他在「類立體主義」的創作階段，題材表現集中在結合鄉土民俗的作品，此

情形可見畫家是吸取西方立體主義之觀念與技巧融入本土之創作，並不全然移殖

西方的立體主義畫風。如圖3-2-4-2-1，此張作品構圖活潑生動、內容鄉土趣味及

形式畫法直接影響筆者，如圖3-2-4-2-2。 

 

      圖 3-2-4-2-1：許武勇，《晨之體操》              圖 3-2-4-2-2：謝志成，《蓮寺曉鐘》   油彩‧畫布，91�72.5 公分，1995 年              油彩‧畫布，116.5�91 公分，2006 年          高校時期受到鹽月桃甫（1886－1954）在繪畫上的啟迪， 讓許武勇在將「繪

畫」當作興趣之外，似乎又發現了以繪畫來尋求某種人生價值的功能。鹽月桃甫

的教學觀念強調要學生「用頭腦畫，不要用手畫」
註59

在他七十餘年的繪畫生涯裡，

這句話無時無刻提醒著他。因此許武勇的作品大部分在室內完成，作畫的步驟先

                                                 註 58 《許武勇回顧展》，台北市立美術館，2006，頁 9。 註 59
 《許武勇回顧展》，台北市立美術館，2006，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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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鉛筆在畫面中構圖，構圖參考旅遊各地所拍攝的照片、明信片甚至將之前自己

的畫作構圖加以重組而成。早年深厚的素描訓練對許氏在描繪物象的基礎上助益

匪淺。如圖3-2-4-2-3，這種作畫方式和筆者相近如圖《靈塔斜陽》3-2-4-2-4，因

為齋明寺這幾年正在維修中不得入內，只好靠以前拍攝的照片重新組合。 

 

        圖3-2-4-2-3：許武勇，《台南孔子廟》             圖3-2-4-2-4：謝志成，《靈塔斜陽》   油彩‧畫布，91�72.5 公分，2005 年             油彩‧畫布，116.5�91 公分，2007 年  
    許武勇的創作觀介於生命科學與藝術精神之間，憧憬醉心於桃花源的理想境

界，他以入世誠摯的情感表達超脫世俗理想的繪畫詩篇，主張「必須有自己的風

格」，當台灣在六○年代受現代思潮影響，而燃起一片立體畫主義流行風時，許

武勇先生的立體主義作品成為其中的翹楚，而有了「臺灣立體主義先驅」的封號。

他以如此之高齡並能持續創作，在去年回顧展中，展出五百餘件作品，這種繪畫

精神實值得筆者好好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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