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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緒緒緒 論論論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自然中處處充滿生命的力量，物種不斷進行演化，四季也隨著氣

候環境對應出千變萬化的色彩，帶給地球上的人們不同地景風貌，這

樣變化多端的環境總叫人為之感動及驚艷，人們因此記錄下生活中所

遭遇到的景象，企圖為當時的情感或形貌留下紀錄，無論是用影像還

是聲音紀錄，再次觀看都還是會讓人感受到令人感動的情感。 

然而，時空一分一秒地推進，生活環境也因此不斷變化，我們的

生活方式從必須只能依賴自然天候的農業，漸漸發展到現代的工商

業、科技業的環境，急促與喧鬧是現代化的生活特點，在每個人的生

活裡都找得到，美國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認為藝術起

源於現實生活，與有價值意義的社會生活相聯結的，稱之為美感經驗

（Art as Experience）1，這些令人感動的真實事件或經驗是清晰的、深刻

的；文學名著「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安娜卡列尼娜」（Anna 

                                                 
1 

John Dewey,（1934）, Art as Experience, New York：Minton, Balch,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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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énina）的作者，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對

藝術及音樂都有極熱烈的喜好及研究，在他美學著作「何謂藝術？」

（What is Art？）一書中，認為藝術活動之所以能夠產生，便是由於人

類有這種接受他人情感的表現，並自行體會這些情感的能力。人藉語

言文字與人作思想和經驗的溝通，藉藝術與人作感情上的交流2。藝術

既起源於現實生活，就應該回歸於現實生活中，並與生活相關聯，藝

術建立以經驗為中心的基礎上，是以藝術不能脫離現實而孤立於外，

藝術乃成為現實生活的一部份3。 

唯有藝術是人生的實質體驗，而美感經驗為現實經驗的縮影時，

藝術才可能在濃縮現實人生的美感經驗中發榮滋長，表現出價值與意

義的累積，達到理想的滿足。 

筆者自大學畢業後即從事神聖且重要的藝術教育工作已達六年，

在這六年的生活裡避免不了要與所處的大環境互動，這些年來看到不

同時空及環境的變化差異促使筆者重新思索生命的價值，對這個大環

境中所發生的新聞及改變深深有所感觸，面對生活與自然互動中所產

生的感受、體驗、觀念，藉著油彩作為媒材搭配技巧，企圖能夠將心

中所感轉換完整且充實的具體表現，藉以沉澱出筆者近三十年生活歲

月的點點滴滴，也將這真情感與人分享。 

                                                 
2 劉文潭（1967）：現代美學。台北：商務。頁 27-29。 
3
 李醒塵（1996）：西方美學史教程。台北：淑馨出版社。頁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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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美學家蘇珊.朗格(Susanne K. Langer, 1895-1985)所認為的藝術

創作的形式目的： 

藝術是創造那能象徵人類情感的形式。4  

朗格認為藝術是象徵人類情感很重要的形式，透過藝術創作能夠

使得情感集中並且強化出生命意義，藝術創作必須遵循生命形式的規

律，使藝術作品看上去像一種生命形式，在她的觀念裡，一張畫，基

本上只是一個被組織起來的和諧空間，並非真實而可觸知的經驗空

間；畫面上所呈現的視覺意象只不過是一種幻覺，不是真正存在的東

西5，所以必須透過巧妙安排進行創作，使組織起來的視覺意象具有生

命力，所以筆者用心特意安排畫布上的內容為能傳達出對自然、對人

物、及幻想的想法，並將此一想法轉化或隱或顯地融進了創作畫面中，

無論是為了表達對自然中的花卉、風景、人物的尊崇外，也進一步表

現出對環境大未來的期待，透過作品創造出嶄新的見解，在探尋過程

中努力尋找多元傳達的方式，摸索出生命經歷的獨特性，感受這些取

材於筆者真實生活的體驗以使作品看起來是一種生命形式。 

                                                 
4
 原文為： 

Art is the creation of forms symbolic of human feeling. 

Langer, Susanne K.（1953）, Feeling and Form,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 p40. 
5
 原文為： 

A work of art, on the other hand, is more than an “arrangement” of given things—even 

qualitative things. Something emerges from the arrangement of tones or colors, which was not 

there before, and this, rather than the arranged material, is the symbol of sentience. 

Micholas Roukes （1988）, Design Synectics, Massachusetts：Davis Publications,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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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創作創作創作創作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一一一、、、、創作研究動機創作研究動機創作研究動機創作研究動機 

人經過長時間演變已經創造出許多時代性的成果，可以說人類的

歷史就是一部創造史，今日的高科技文化成就，已經超越物競天擇

（Natural selection）的進化過程，人類已經擁有改變自然環境的技術，

不僅僅只達到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進化論（也稱演化

論）中所說的適應環境的能力而已。現今科技已經能夠創造出複製羊、

替代器官、替代能源的發展，也由於透過網際網路使得資訊快速傳達

縮短了地球上的距離，形成一同競爭卻也一同受惠的狀況，基因工程

也不斷刷新突破原有的技術，超越生物的限制而創造出新的物種與生

活環境趨勢，依照郭有遹（1933-）：「人類之超生物傾向與創化性」

（1983）以別之於進化論也。 

在如此進步及創化性的技術環境下，現代人生活中總是講求速度

與發展，面對分秒必爭且相互競爭的人類社會，難免不禁感受到喘不

過氣的生活壓力、日益增加的城市廢氣污染，整個大自然的環境也因

濫墾濫閥及過度開發後造成嚴重破壞，引起全球暖化及聖嬰現象（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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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o）6，筆者特別感受到心理學家榮格7（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

所言： 

嚴格來說，只有個體對個體化有所警覺，以及有意識的與

它結合，個性化的過程才見實際的。……個性化不僅是整體的

和外在宿命行動之間所達成的協議，他主觀經驗所傳達的感

情，使一些「超個人」的力量，主動以一種創造的方式加以干

擾8。 

在自身的時空背景之下，促使筆者在進行繪畫創作之前，思索大

環境與自身的相互關係，引發出創作的動機。 

二二二二、、、、創作研究目的創作研究目的創作研究目的創作研究目的 

對於整個環境產生變化，筆者產生警覺且有意識地將對環境的感

情透過油彩創作表現出來。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卡西勒（Ernst Cassirer, 

1874-1945）在他生前 1944 年發表的最後一部著作《人論》（An Essay on 

Man）裡認為： 

                                                 
6 「聖嬰」一詞源自西班牙文 EI Nino (艾尼諾)，指的是年輕男孩或上帝之子的意思，其現象為東太平洋近赤道地區海溫偏暖。 
7  榮格為著名的心理學家，1875 年出生於瑞士，1900 年獲巴塞爾大學（Basel University）醫學博士學位，1909 年與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同時應美國克拉克大學（Clark University）之邀請赴美講學，被視為佛洛伊德的繼承人，1914 年兩人關係決裂，此後榮格不再支持精神分析理論，轉而倡導分析心理學，1961 年逝世，享年 86 歲。 
8 Carl Gustav Jung 等著 黎惟東譯（1991）：自我的探索-人類及其象徵。台北：桂冠。頁

194-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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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的想像並不是任意地捏造事物的形式。他以它們的

真實型態向我們展示這些形式，並使這些形式成為可見的和可

認識的。藝術家選擇實在的某一方面，但這種選擇過程同時也

就是客觀化的過程。當我們進入了他的透鏡，我們就不得不以

他的眼光來看待世界，彷彿就像我們以前從未從這種特殊的方

面來觀察過這個世界似的9。 

是以筆者對於所處的環境發生了互動與接觸，感受到環境天候改

變所帶來的衝擊及隱憂，感受到身邊美好的人事物所產生點點滴滴的

感動，透過個人獨特的觀點與表現，重新詮釋人事物的意義與價值，

並將這些所感表現在繪畫創作上，也藉此連結到自己的內心世界，享

受這些美好。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創作創作創作創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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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研究範圍創作研究範圍創作研究範圍創作研究範圍 

自然環境就是藝術創作的來源，人類存在的意義就是學習如何形

                                                 
9 Ernst Canirer 著 甘陽譯（1990）：人論。台北：桂冠。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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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一個完整人格。福萊10（Roger Fry, 1886-1934）說：藝術是想像生

活的表現，也就是說藝術要通過純形式表現想像生活的美感11。藝術對

人類而言最重要的是能夠豐富精神生活，是生命的精神泉源，透過藝

術作品，人們得以進一步擴大自己的生活視野，增加對人生與環境的

感受力與靈敏力，促使個人的人格完整，同時也能透過思考作品的內

容、形式與形象，產生多種複雜的情感反應，在這種情感起伏中獲得

了豐富的美感感受。 

因此，筆者係以日常生活中的自然情景為題，透過個人蒐集主題

資料、拍照並且研究中外文獻，結合視覺藝術的相關論述及美學理論，

以「彩變･自然」（Hue-shifting — Nature）為主題內容創作之面貌，提

出個人創作理念，以油彩媒材為主進行創作，並整理出個人創作的經

驗及研究成果。 

本繪畫創作研究範圍主要囊括下列方面： 

1.以自然環境作為題材。 

2.以自然中的人作為表現主題。 

3.以個人創作經驗為理論研究之實證。 

4.從美學及創作角度進行研究。 

                                                 
10

 英國著名的藝術批評家，為英國著名學術團體「布龍士勃雷學會」（The Bloomsbury circle）成員，特別注重純粹之藝術形式，並強調美感經驗與藝術品之「孤立性」的特點。 
11

 李醒塵（1996）：西方美學史教程。台北：淑馨出版社。頁 529。 



 

 8

二二二二、、、、創作研究方法創作研究方法創作研究方法創作研究方法 

為能達到詳實之繪畫創作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採取理論分析法及

實踐思考法同時進行，以能完整呈現研究結果： 

（（（（一一一一））））理論分析法理論分析法理論分析法理論分析法 

由於使用油彩作為媒材，故係從西方繪畫流派中，尋找與筆者創

作題材內容相關之創作，並企圖尋找出其創作動機及表現手法，在這

些相關藝術家的作品或論述中進行蒐集、整理、分析、統整出相關的

創作資料與形式，探究出畫面表現之原理原則，並將美學理論帶入到

個人繪畫創作研究中，以期能夠深入探究內涵，並尋找出繪畫更多之

可能發展性。 

（（（（二二二二））））實踐思考法實踐思考法實踐思考法實踐思考法 

在創作作品實際歷程之前，先蒐集相關佐證及表現的資料，逐步

整理分析有關形式表達、主題描繪及多媒材表現的可能性及表現力，

再擬定創作草圖，草圖上進行嚴謹的構圖安排及色彩分佈，完成草稿

後即進行繪畫創作行動。創作實踐過程中，一邊進行油彩創作，一邊

進行進度拍照，企圖營造出個人創作特色，環繞著創作理念與表現方

式，發展出不同種類的主題與形式，以突顯繪畫表現的多元性與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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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過程中隨時檢視並且改進及修正，共完成三個系列、十二件代表

性作品。 

對於筆者來說，油彩是進了研究所後才認真接觸的媒材，在此之

前的大學美術系的課程訓練裡，由於油畫畫用油的味道真的不是太好

聞，所以當時筆者是沒有選修，也無機會認真去進行研究，畢業之後，

雖有產生強大的興趣，但由於接觸時間不足以致難有大幅精進，直到

進行本份油彩創作研究。 

這份創作研究無論是題材選取、技巧表現、油彩掌握、美感呈現

都是對自我很大的挑戰，並與以往的繪畫習慣及觀念非常不同；藉由

本次的繪畫創作研究，就是對自我挑戰在題材的掌握表現、形式結構

上的安排、美學理論的應用、色彩的表現、油彩的熟悉度掌握、畫面

圖像等方面的表現力，在全系列作品的畫面處理中，透過有系統的研

究架構來進行，嚴謹認真地進行理論分析及實踐思考，以期能獲得不

同面向的豐富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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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資料的蒐集、整理與探索 

創作資料的蒐集、思考與發展 

理論與創作資料激盪 

作品修正與省思 

創作研究論文修正與完成 

撰寫創作研究論文 

創作作品評析、修正與完成 

完成階段性作品 

創作理念的實踐 

創作理念的形成 

決定創作步驟與表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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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創作研究架構創作研究架構創作研究架構創作研究架構 

本創作研究架構上，從構思至完成依照下列架構圖為發展依據： 

 

 

 

 

 

 

 

 

 

 

 

圖 1-1 創作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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