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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作品形式內容與技法分析作品形式內容與技法分析作品形式內容與技法分析作品形式內容與技法分析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彩變彩變彩變彩變••••自然自然自然自然」」」」的內容形成的內容形成的內容形成的內容形成 

藝術家在藝術創造過程中，所出現的敏銳直覺力和不期而至、轉

瞬即逝的靈感現象，與禪家所追求的「悟」，有著驚人的相似32。 

在前章個人創作學理研究中，闡述了創作理念、比例、色彩、取材之後，

在本章進一步就個人繪畫創作研究上的作品內容與技法作為分析切入點，藉以

思考個人創作的發展，檢視個人在繪畫創作過程思路歷程。筆者此次的創作主

題以探討「彩變•自然」下自然的面貌，在畫面內容上分為三個系列，（一）

自然觀照系列：沉澱出對自然環境的感受，探討自然的光影變化與物體環境的

面貌；（二）人與自然系列：就人與自然微妙的依存世界，審視自我與自然共

生的想法；（三）奇幻自然系列：超脫自然與環境的限制，表現出不一樣的想

法。這些作品的內容及創作理念會再做進一步分析，筆者藉由用心體驗生活，

學習自然之道，感受到自然中人、物的微妙關係，透過人與人之間的溫情與情

                                                 
32

 易存國（2001）：中國審美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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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交流，更加認為自身愉快的心境能夠為畫面帶來更好的傳染力，使得創作內

容更具有意義。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創作的內容及圖像意涵創作的內容及圖像意涵創作的內容及圖像意涵創作的內容及圖像意涵 

一一一一、、、、創作內容分類創作內容分類創作內容分類創作內容分類 

黃光男（1944-）從藝術作品的創作內容大約可以分為三大類（1999）： 

1.自然描繪的情境自然描繪的情境自然描繪的情境自然描繪的情境 

通常是由古典風格出發，結合學院性質的理念，其美感要素，大多都是描

繪寫實的景物、視覺性的認知、色彩與光線的和諧、風景式的剪裁，以及印象

主義對光影的強調，這類的創作風格純粹是以技巧的熟練好壞作為為美感判斷

的重點。 

2.社會性的情感流動社會性的情感流動社會性的情感流動社會性的情感流動 

這類的的美學表現非追求視覺上的寫實刻畫，而是在對社會意識的反應

上；這一類風格的藝術家表達美感的時機，是在日常生活之中找尋靈感，對社

會上所有與人物相關議題都產生興趣，在畫面之中可以看到他充滿著社會性的

人道關懷，創作者將個人情感與思想投射到藝術創作中，畫面上的人事物是創

作者對生命的表現，也提供觀賞者感受與思辯的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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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暗示作用暗示作用暗示作用暗示作用，，，，具有教育意味的美學風格具有教育意味的美學風格具有教育意味的美學風格具有教育意味的美學風格 

前述二類創作風格的綜合，即具有自然的風格的描繪，能觀察美感的客體

事實，也能關注到美感內容的呈現。 

筆者希望藉由對黃光男所言自然描繪的意境開始發展創作，到風格二及風

格三的創作類別，反應在作品系列上並在過程中不斷思辯，完成個人的創作。 

創作共分為三個系列，系列一是從對自然環境的感受沉殿，探討自然的光

影變化與物體環境的面貌；系列二就人與自然微妙的依存世界，審視自我與自

然共生的想法；系列三超脫自然與環境的限制，表現出不一樣的想法，以下就

創作內容進行分析分述： 

（（（（一一一一））））自然觀照系列自然觀照系列自然觀照系列自然觀照系列 

人生活在大自然中，感受到自然中四季變換，風、雨、晴、晦的感動是共

通經驗，因此在各種藝術形式的抒發上，自然觀照就成為視覺藝術裡較為原

始、直接和真切的表達方式。 

唐代詩人白居易（772-846）說得貼切「得天之和，心之術，積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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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柯洛《波微附近的瑪麗塞爾教堂》油彩．畫布 55 × 42 cm 1866法國巴黎羅浮宮

發為藝，由天和來，故能工侔造化33」，即是一種悟道的表現。從創作方式

來看，「自然」在各種媒材創作中，是一個需要用心觀察與探討的主題，在研

究大自然瞬息萬變、豐富微妙的色彩印象，正是提升創作者色彩感覺與表現層

次的良好途徑。 

擅長表現自然題材的畫家很多，以下就相關藝術家及作品進行論述： 

畫家柯洛（ Jean Baptiste Camille Corot, 

1796-1875）擅長描繪風景，使用的表現方式輕

快舒服，給予人抒情的感受。他所表現的抒情風

景畫，色調柔和樸實、筆法自然灑脫，所表現出

來的景物予人一種如置身夢境詩意般的視覺享

受，如圖 3-1《波微附近的瑪麗塞爾教堂》。 

塞尚 (Paul Cézanne, 1839-1906)被稱做

「現代繪畫之父」，他常以聖維多利亞山為主

題進行畫作，如圖 3-2《聖維多利亞山》，畢

生努力表現出物象的量感及結構，而非拘泥

於色彩的變化而已，他曾就對自己在描繪自

然過程做了以下的描述： 

                                                 
33

 郭因（1986）：中國古典繪畫美學。台北：丹青。頁 101。 
圖 3-2 塞尚《聖維多利亞山》 油彩．畫布

58 × 72cm 1882 俄羅斯莫斯科普希金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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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進展地非常慢，因為大自然是以非常複雜的方式在向我坦

示她自己；逼近她的路程因此是無限長的……自然呈現給我們的

一切都是不長久的，都是會消逝的。因此我們的藝術在記錄她的

種種質素、記錄她的一切現象之外，也必須要能留住她那永恆的

一面。我們的藝術必須要能給我們一種大自然的永恆感。 

追求畫面的平衡與和諧，他認為畫面上的色塊其實無意義，眼睛就是接受

到視覺資料，因此他鑽研結構安排及色彩營造出來的重量感，捨棄透視而將創

作回歸色彩，利用色彩堆疊出描繪物的形象，不在乎觀賞者能從畫面之中辨認

出形象，他強調色彩就是光線，同時也是創作最中心的實體。 

自然環境中的花卉植物在中西藝術創作上皆是非常普遍的題材，將花卉植

物圖案應用到生活之中，形式上以裝飾品、

圖紋或插圖的方式呈現，畫在各種器物上成

為裝飾作用的紋飾，如中國新石器時代的陶

器上，就繪有幾何形花紋和各種動物形象。 

梵谷常直接以花卉植物作為主題描

繪，如圖 3-3《花瓶裏的十四朵向日葵》、圖

3-4《盛開的桃花》，表現出室內室外不同空

圖 3-3 梵谷《花瓶裏的十四朵向日葵》油彩．畫布
92.1 × 73cm 1888 英國倫敦國家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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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花卉視覺效果，從這兩件畫作中可以看

到其獨特的筆觸及豐富的色彩變化。 

克林姆（Gustav Klimt, 1862-1918）的畫

作，見圖 3-5《向日葵花園》，則巧妙地將花

卉植物轉為畫面元素，抽離空間的透視感，

使得畫面成為裝飾性強烈的作品，這樣表現

方式也是獨具特色。 

筆者作品一供有四件以花卉植物作為

主題的作品，處理出不同的光影變化，希

望能藉著花卉植物來表現出賞心悅目的感

受。 

（（（（二二二二））））人與自然系列人與自然系列人與自然系列人與自然系列 

寫實主義（Realism）的藝術家庫爾貝

（Gustave Courbet, l819-1877），由於出生農

村對自然具有獨特的見解與表現，在他的畫

圖 3-5 克林姆 《向日葵花園》 油彩．畫布
110 × 110cm 1905-06奧地利維也納國家美術畫廊

圖 3-6 庫爾貝 《相遇》 油彩．畫布
129 × 149cm 1854 法國朗基多克法伯荷美術館

圖 3-4 梵谷 《盛開的桃花》 油彩．畫布
80.5 × 59.5cm 1888 荷蘭阿姆斯特丹梵谷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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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柯洛《閱讀中的女子》油彩．畫布
54.3 × 37.5 cm 1869 美國紐約大都會美術館

作上，能感受到一種特別真實的力量，他對於創作題材堅持的觀點是：繪畫的

旨趣必須與畫家的日常生活所見相關才行；畫家的工作是要把他每日生活所看

到的真實事物內容，毫不歪曲地、忠實地記錄下來，如圖 3-6《相遇》就自然

地呈現出人物神情及環境景色。 

米勒（Jean Francois Millet, 1814-1875）1840年定居在巴黎附近的巴比松

村，和家人過著平凡的農村生活，直到去世，始終與在底層農民一同生活。 

他從不虛構畫面的情景，每一幅畫

都是從對法國農民的真實生活中觀察得

來的，作品裡的的農民大多衣飾簡樸，

他成功地傳達出平凡勞動者的生活，相

對批判其他階層人民生活的糜爛。他的

藝術創作擅於表現出鄉村樸實無華的畫面，精

確地傳達出農民生活，如圖 3-7《拾穗》畫面

中可以感受到他對農民生活的觀察與了解。 

其他如圖 3-8 柯洛《閱讀中的女子》、圖

3-9 莫內《亞嘉杜藝術家花園內的莫內夫人及

孩子》、圖 3-10莫內《亞嘉杜的罌粟花田》，都

圖 3-7 米勒 《拾穗》 油彩．畫布
54 × 66cm 1857 法國巴黎羅浮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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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莫內 《亞嘉杜藝術家花園內的莫內夫人及孩子》油彩．畫布 55.3 × 64.7cm 1875 美國麻州波士頓美術館

可以在他們的畫面中感受到畫家對環境感到愜意舒適的表現。 

 

 

 

 

 

 

 

（三）奇幻自然系列 

這個系列共有兩件作品，分別受到

兩位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畫家達利

(Salvador Dali, 1904-1989)及馬格利特

(René François Ghislain Magritte, 

1898-1967)的影響並傳達出不同的視覺

感受，在筆者的作品上，採取影像的挪

用並發展出不同的創新意義，畫面上可

圖 3-10 莫內 《亞嘉杜的罌粟花田》 油彩．畫布
50 × 65cm 1873 法國巴黎奧塞美術館

圖 3-11達利 《飛舞的蜜蜂所引起的夢》油彩．畫布
51 × 41cm 1944 洛迦諾奚森-博爾內米查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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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到受影響部份的呈現。 

達利的繪畫表現充滿著夢幻聯想、

支離破碎、現實上不協調的視覺感受，

他具有超乎常人的豐富聯想力及極度瘋

狂的表現慾，在技法上並不遵循傳統描

繪及自動記述方式，而是以他自稱的表

現形式「偏執狂的批評活動」，將異常

的、錯亂的、奇幻的豐富的想像力毫不

隱藏的表現在作品上，違反常態的表現反而突顯他的作品34。 

他在細部的描繪程度如同照片般逼真寫實，而畫面中卻充斥著奇異幻象的

元素，看來又是非常合乎常理。可以感受到畫家超寫實的熟練技巧，這樣的畫

面上充滿矛盾，且違反常理，卻給予人一種特殊的繪畫吸引力，觀者必須解構

畫面元素並再進結構的思考程序，完全顛覆固有形象，此外，他的作品理可以

發現平凡事物被置於超凡的關係、解構的人體形象及他想要傳達出來的雙重寓

意。筆者為其圖 3-11《飛舞的蜜蜂所引起的夢》所影響，以致發展出圖 4-11

《逃離惡夢》作品，卻有趣地發現有女性主義35（Feminism）的意味在畫面上。 

                                                 
34

 Jean-Louis Gailleminn 著 楊智清譯（2006）：達利－超現實主義狂想天才。台北：時報。頁 3-31。 
35

 女性主義（女權運動、女權主義）是指一個主要以女性經驗為來源與動機的社會理論與政治運動。在對社會關係進行批判之外，許多女性主義的支持者也著重於性別不平等的分析以及推動婦女的權利、利益與議題。 

圖 3-11-1《飛舞的蜜蜂所引起的夢》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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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女性主義畫家歐姬芙（Georgia 

O'Keeffe, 1887-1986）以放大花卉的細

部作為特有的繪畫風格，在她的畫面中

巨大的花卉是唯一主角，而在筆者的圖

4-11《逃離惡夢》作品所引露出的花朵

在筆者的角度賦予它滿腔抱負、理想、

不滿等情緒的滿溢。    

而在筆者圖 4-12《堆積未來》受到

馬格利特圖 3-13《玻璃鑰匙》畫面中物

體特殊空間上的表現影響。 

馬格利特對自己的創作作品上說

過：「我的畫都是一些圖景。因為如果

不去面對思想上的自由，圖景就無法

被有效地描繪出來。」36 

在《玻璃鑰匙》它充分地將思想上的自由所連結到的想法，完全地呈現出

一個超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將畫面中的空間突顯出巧妙的安排。 

                                                 
36 巨匠美術週刊 100 期（1996）：馬格利特。台北：錦繡。頁 18。 

圖 3-13 馬格利特 《玻璃鑰匙》 油彩．畫布
129 × 162cm 1959 私人收藏

圖 3-12 歐姬芙 《白玫瑰與飛燕草》 油彩．畫布
162 × 129cm 1927 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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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美感探討美感探討美感探討美感探討 

求美是人的天性，研究這種活動的學問是美學。一般對於美學的定義有以

下幾點看法37： 

1.美學是研究美的學科。 

2.美學是研究藝術一般原理的藝術哲學。 

3.美學是研究審美關係的科學。 

4.美學是研究感性愉快的學科。 

5.美學是研究形象的科學。 

6.美學是一種價值哲學。 

在美學的範疇內，畫面的美感呈現就必須建構在具有科學性與哲學上，如

此去表現才能夠完成地將美呈現出來。 

美國著名人本主義（Humanistic Psychology）心理學家馬斯洛（A.H.Maslow, 

1908-1970）在他的「需求層級理論」（Hierarchy of Need Theory）中，就提出

了人類的七大需求，分別為： 

 

                                                 
37

 李澤厚（1988）：美學四講。台北：人間出版社。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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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對食物、水、氧氣、睡眠和性的需要。 

2.安全需求（Safety Need）：對安全感、穩定的需要。 

3.愛與歸屬的需求（Belongingness and love needs）：對於歸屬感、愛情、友誼

的需要。 

4.尊重需求（Esteem Need）：自尊及來自他人尊重的需要。 

5.認知需求（Needs to know and understand）：認知和理解的需要。 

6.美感需求（Art Need）：對真、善、美追求的需要。 

7.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 Need）：對於能夠實現自己的潛能、創造、理

想、想法的需要。 

馬斯洛明白指出人的基本需求是逐級上升的，而美感需求則是自我實現的

根本標誌之一，是被作為一種高層次的人類需求提出來，這種需要的匱乏乃至

於剝奪（不管是自覺還是不自覺的），都意味著完整人格的肢解，全面發展的

破壞38。 

因為人具有最高層次的自我實現驅使特質，對生存的環境及條件能不斷超

越及提升，從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逐級上升，形成越趨進步的社會現況，在人

類漫長的進步過程中，相較於過去在日常生活上的食衣住行育樂方面已有很大

的成果，而不斷上升自我實現的內在需求，積極賦予對生活中的藝術美感需

                                                 
38 葉朗編（1993）：現代美學體系。台北：書林。頁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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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因此現今我們才能享受、觀賞到許多博物館、美術館內各式各樣不同時空

創作所留下來，令人不勝枚舉的藝術品。這股強烈追求美感的驅使力，讓人們

追求更完整的人格形成，藝術品的創作成果也相對滿足了大眾對自我心靈的提

升，更加確立藝術不可取代的獨特性。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創作技法與媒材應用創作技法與媒材應用創作技法與媒材應用創作技法與媒材應用 

一一一一、、、、創作技法創作技法創作技法創作技法 

（一）直接畫法（Alla Prima） 

直接畫法的來源是義大利文，意思是「起始」（at first），它意指在一次之

內完成一幅畫，並不等顏料乾之後再上色而是使用濕中濕的方式（Wet Into 

Wet）。快速作畫的情況下總是不能猶豫太多，油料利用筆刷、刮線法、畫面混

色法或利用畫刀製造斑離效果等。筆者主要利用直接法先佈色再利用自由筆觸

去活化肌理，有時利用手指（finger painting）製造暈塗（sfumato）效果、棉

布混調塗抹（dabbing）或畫上混調。局部運用筆腹壓抹達到漸層的韻味39。 

（二）間接畫法(Lay-in) 

                                                 
39

 Jeremy Galton 著 李家倩譯（1994）：油畫技法百科。台北：笛藤。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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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稱為「多層畫法」，這是與直接畫法相對的技法。先在基底材上描繪精

確的素描稿（dessin），再敷上一層或一層以上的單色顏料，或直接以單色畫出

整體的明暗調子，待顏料全乾後，再利用重疊法一層層加色，作出預期的色彩

至作品完成40。筆者部份作品利用厚塗法（Impasto）、透明技法（Glazing）、刮

擦法（Scraping）、乾筆法（Dry Brush）。 

二、創作媒材應用創作媒材應用創作媒材應用創作媒材應用 

（一）油畫顏料（pigment） 

由於筆者不擅自製研磨作畫色粉成顏料，即便深知自製顏料效果較佳且品

質較能掌握，也無法進行，故使用市售的工業錫管顏料，主要以林布蘭顏料3

級數顏料為主，其所製造出的顏料粒子細緻均勻且顏色鮮豔飽和，價位中等且

使用方便易取得較適合筆者使用。 

（二）畫用油（dil） 

開始作畫時依照乾性油41與揮發性油42的特性，按照一比二的比例調和使

用，筆者使用一般市售的亞麻仁油與松節油自行混用比例調合成畫用油，在越

                                                 
40

 李健儀（1987）：油畫技法。台北：藝風堂。頁 48。 
41

 所謂乾性油其乾燥過程是靠吸取空氣中氧氣產生氧化作用，而變乾、變堅實的。所以乾性油乾燥後，體積會減少但重量會增加。適用於調和顏料作畫的乾性油為：亞麻仁油、胡桃油與罌粟油。 
42

 揮發油（essences）因其揮發性所以比乾性油乾得快，但它們沒有附著力，不能單獨用來調和顏料。質純的揮發油透明性高，揮發之後不會殘留油漬……因此其有稀釋乾性油的功能，使顏料容易拖動，運筆也因此顯得流暢。然而，過量使用會使顏料變得過稀而喪失覆蓋力，還會降低畫面的固著力與光澤度。適合作畫的揮發油為：松節油、薰衣草油。陳淑華（1998）：油畫材料學。台北：紅葉。頁 20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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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完成時則將亞麻仁油比例增加，以達到較佳附著效果43。 

（三）基底材（support） 

使用現代常見的工業畫布44作為基底材，直接使用坊間以完成繃好的仿麻

畫布。 

（四）油畫筆 

較多使用彈性較佳的豬鬃毛製的硬毫畫筆進行大面積的創作，以利留下厚

塗並製造肌理效果，若必須進行細部描繪的則用軟毫或乾擦或覆染，則以軟毫

的貂毛筆（matre）及化學合成毛筆來進行，以避免留下明顯的粗礦筆觸。另

外也使用扇形筆進行人物皮膚的暈掃效果。清洗時則用水晶肥皂搭配溫水進行

清潔工作，整畢後用乾淨報紙將毛的部分包覆緊密以維持筆毛的形狀，放置空

氣乾燥處。 

（五）畫用畫刀（painting knife）45 

使用鋼鐵製的畫刀進行初步大面積的上色，並局部製造出畫筆無法表現的

肌理效果。 

 

                                                 
43 陳淑華（1998）：油畫材料學。台北：紅葉。頁 220-221。 
44

 工業畫布是現代美術材料，指的是油畫基底已經完成繃畫布及打白底的步驟，提供標準尺寸採購。 
45

 畫刀種類有三：畫用畫刀、調色盤用畫刀（palete knife）、刮掉畫面用顏料畫刀（scraper）。陳景容（1977）：油畫的材料研究及應用。台北：天同。頁 13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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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刮刀 

若不打有色底而直接繪畫在白畫布上則會因為使顏色過於鮮豔，畫面容易

顯得不和諧，畫面面積較大所以使用刮刀代替畫筆進行有色打底。 

（七）浮石泥（pumice-stone mortar） 

壓克力用的浮石泥可以在油彩顏料動作之前製造一些獨特的肌理，其質地

細緻且有粗糙質感適合筆者的畫面需求，因為略具黏性能夠直接塗抹在畫布

上，依照畫面需求安排位置，為避免厚薄不一導致未來產生龜裂現象，故一開

始均勻塗抹等其乾透，於再需要增厚之處重新依照之前步驟再上一層，俟其乾

燥完全後，再噴一層補筆凡尼斯46（retouching varnish）以更加固定與穩定並且

能夠隔離後來再加上去的油性的顏料。 

 

以上為筆者創作媒材使用的情況，透過使用經驗的不斷累積以增加對媒材

的熟悉掌握度，進而獲得表現效果更佳的創作作品。 

                                                 

46 凡尼斯的種類：補筆凡尼斯、畫用凡尼斯、保護用凡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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