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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個人創作理念之分析 

    作品的創作包涵內容和形式，內容指的是內在的情感思想的表達，而形式指

的是外在筆墨的技巧呈現，兩者互為表裡，缺一不可。因此，本章針對歷代繪畫

理論思想及作品的分析，歸納出空靈意境表現的精神情感和形式因素，作為個人

創作理念之依據。以下就分靜觀自得、虛實相應、遠的空化和渾厚華滋等四小節

來做說明和詮釋。 

第一節 靜觀自得 

   中國畫家對於觀照自然萬物，有其獨到的欣賞角度。首先是作者主觀心思的

直覺感受，經過聯想體認，作情感的融入與象徵。其次是體會萬物生長的大自然

規律，最後則是萬物本身的外在形體的造型特色，所以是全方位多角度的切入。

從外在具象的視覺傳達，轉向內在抽象的托物言志，如張大千先生所言：「作畫

要明白物理，體會物情，觀察物態，這才算到了微妙的境界。」1 

 ，物態與物理

便是偏於客觀的外在形式；而物情，便是主觀心靈的寄託與體現，更是藝術創作

的靈魂。因此，中國繪畫藝術的境界，並非單一層面的自然再現，而是境界深層

的心靈意造。宗白華先生在其《美學與意境》一書中提到：「它既不是以世界為

有限的圓滿，而崇拜模仿，也不是向一無盡的世界作無限的追求，煩悶苦惱、徬

惶不安。它所表現的精神是一種『深沉靜地與這無限的自然，無限的太空渾然融

化，體合為一』。」2 

 ，這種感覺與境界，是對物象的昇華；是內在的超越，亦

所謂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然此深層的體悟，則有賴於靜心觀照的修為。 

    所謂靜觀即一方面將自我心靈思索，澄澈無塵，予以沉澱澄清，心如明鏡，

澄澈無塵；另一方面則是對外物的觀照，心無旁騖，聚精會神，以明鏡之心來觀

照萬物。山水畫家用自己的心眼觀照大自然的一切，心靈愈澄靜，其心靈愈加廣

─────────────────────── 

註 1：高嶺梅編《張大千畫》（台北，台北藝術圖畫公司，1988），頁 92 

註 2：宗自榮《美學與意境》（台北，淑馨出版社，1989），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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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虛懷若谷，則對外物的觀照愈加真切。因此，靜觀的目的，乃是以自己之心

靈本體觀照萬物之精神本體，倘若畫家無法以此心境觀物，那見到的只是照像式

的物表之象，而非其精神本象。所以，畫家必把握到心源之靜的本性世界，才易

體會到山水之最美意象。老子說：「滌除玄覽，能無疵乎。」3 

 就是要去除心中

物慾塵垢，理智思維，與主觀的成見，發自內心的觀照，為讓心靈沉澱清明， 

所以老子又言：「為學日益，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致於無為，無為而無不為。」

4 

 「損之又損」就是要人們不斷去除心中雜念，直到心靈完全開放，呈現虛空狀

態，因「虛空」，才更有心胸包容萬物，直探心靈之本源。莊子說得更明白，其

＜天道篇＞言：「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

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精神，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

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
5 

 莊子以水在靜止時清澄明澈的狀態，

來比喻心處於虛靜的狀態，主張人保持靜謐的修為，將一切成見與思維，如同水

靜時，透過沉澱與澄清拋開表面的物慾需求，復歸於原始自然下的空無狀態，才

有足夠的思維空間，納入宇宙生命的細微變化，發現永恆的生命價值。所以宋人

蘇東坡云：「靜故了群動，空故納萬境。」。因心靜，才發現萬物這種心靈活躍生

命之存在，因心空，才足以容納各種情境，「靜空」不是消極的作為，而是積極

的作為，以靜為動，以空為有，也就是無為而為的極致表現。 

    在中國山水畫史中，這種靜觀的思想隨處可見。如五代山水畫家荊浩在《筆

法記》中所說：「嗜慾者，生之熾也。名賢縱樂琴書圖畫，代去雜慾。」6 

 宋人

郭熙說：「世人止知吾作畫，卻不知畫非易事，莊子說畫史解衣盤礴，此真得畫

家之法。人須養得胸中寬快，意思悅適，如所謂易直子諒，油然之心生，則人之

笑啼情狀，物之尖斜偃側，自然布列於心中，不覺見之於筆下。」7 

 明代唐志契

──────────────────────────────────

註 3、李耳，《老子》，余培林編撰，（台北：時報文化出版，1983），十章，頁 57 
註 4、李耳，《老子》，余培林編撰，（台北：時報文化出版，1983），四十八章，頁 192 

註 5、莊子，《莊子》外篇，天道第十三 

註 6、荊浩＜筆法記＞，收錄《中國畫論類編》上卷，（台北：華正書局，1984），頁 606 

註 7：郭熙＜林泉高致集＞，收錄《中國畫論類編》上卷，（台北：華正書局，1984），頁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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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說：「畫必須靜坐，凝神存想。」8 

 皆此之故。 

    「靜觀」乃創作者最基本的生活養成，亦為重要的態度之一，一切的創作泉

源皆源於此，所謂「萬物靜觀皆自得」。因此，筆者在此次創作中，皆以平時登 

山時，對台灣自然山水靜觀下的那份摯情與深刻感受作為創作之泉源，並透過實

地體驗寫生，將自然界中讓自己感動的山川草木作為創作素材，透過筆墨的運

用，將筆者內心對自然的特殊情懷與心境，做另一種詮釋。 

 

 

 

 

 

 

 

 

 

 

 

 

 

 

 

 

 

────────────── 

註 8：唐志契＜繪事微言＞，收錄《中國畫論類編》下卷，（台北：華正書局，1984），頁 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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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虛實對應 

    虛實的交互應用是中國繪畫特色之ㄧ。中國古代畫家，從大自然中發現宇宙

運行生生不息的道理，進而對自然山川做仔細的觀察和透徹了解，以營造繪畫創

作之趣，再以一虛一實，一明一暗的流動節奏表達出來。虛實的對比，作為表現

畫面空間的視覺動勢與構成畫面意境的主要依據。繪畫創作中虛實有無於構圖上

的應用，在衝突、對比、律動與調和中，造境成一幅顯現創作者心理活動的繪畫

作品。尤其是在山水空靈的意境上，虛實的對比與強調，更有其必要，因其著眼

點在「虛」，是景外之「無」，「無」並不是沒有，而是充塞於天地之間之「氣」，

其所展現的空間是無限寬廣，自然呈現空靈的狀態，也是最大的美。然而此「虛」

並非單一的呈現，相對的須要以實來求，所謂虛實相生也。曾祖蔭在《中國古代

文藝美學範疇》中言：「從藝術創作上來講，所謂虛實相生，是指虛和實兩者相

互聯繫，相互滲透，相互轉化。使藝術形象生生不窮，從而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

9 

 所以，作品中的虛實相生絕不是死板的結合，而是相互的對應轉化，而在轉化

的過程當中，有著對立和不相抗的和諧關係。老子言：「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

惡己，皆知善之為善，斯不善己。故有無相生，難易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

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恆也。」10，有無、難易、長短、高下等種種對偶，雖是

對立的，但也是相輔相成的。因為沒有一方的對應比較，哪能顯現自身之獨特的

存在。老子哲學著重於相反相成中求對立統一，唯經此消彼長的狀況下，宇宙間

的事物，才能在均衡、穩定中得到充分發展。因此，老子更強調：「萬物負陰而

抱陽，沖氣以為合。」11 的境界。以整體創作而言，這種對立又趨向於統一的特

性，表現出虛中有實、實中有虛，於無觀有，於有觀無的美妙狀態，此無非透過 

─────────────────────────── 

註 9、曾祖蔭＜中國古代文藝美學範疇＞（台北：文津出版社，1987），頁 177 

註 10、李耳，《老子》，余培林編撰，（台北：時報文化出版，1983），二章，頁 29 

註 11、李耳，《老子》，余培林編撰，（台北：時報文化出版，1983），四十二章，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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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之源──「氣」來作統合，以達和諧之境。 

    從形式來談，在藝術創作虛實有無表現中，有一部分即是創作者透過具體的

人、事、景、物的運用，來呈現主觀情感的抽象思維。假如整幅作品的虛處是淡

墨輕染，而這片淡墨相對於空白處便是實，若此淡墨相較於濃墨重彩處則成為

虛。又濃墨重彩處比之於骨法用筆、勾勒運線處，也變成了虛。其中最虛處也必

須有沉厚凝重與空靈生動之對比，呈現實中之虛。尤其中國特殊的紙、筆工具，

將筆法、墨法與水法融合為一；產生種種的層次質感變化，所營造出的虛實對應，

更加千變萬化，畫中之氣韻，自然貫穿整幅畫面，而活耀於觀賞者之眼中。否則

死墨一片，了無生氣，便成死畫。有時一幅畫簡單數筆，草草便得，我們稱其為

簡淡虛無，是因有數筆之實，如連這幾筆之實也沒有，白紙一張，則反而失去簡

淡虛無的「虛」。同理，一幅畫，茂密渾厚，飽滿渾實，也因有著實中之虛，而

不是墨紙一張，否則「實」將不復存在，所以最實處也有虛，使人感到空靈，最

虛處，也有實，使人感到充實，也就是「空」而「不空」，實而虛靈。潘天壽在

《潘天壽論畫筆錄》中言：「實，畫材也，須實而不悶，乃見空靈，虛，空白也，

須虛中有物，才不空洞，即實者虛也，虛者實也，虛者實之之謂也，畫事能知以

實求虛，以虛求實，即得虛實變化之道矣。」12 因此，虛實的變化應用，依循於

作者主觀情感的意造形式，沒有一定規則變化，依照畫面的情勢來作調整與變動。 

    此次創作筆者從實中之虛，塑造空靈之感。清人惲壽平曾指出：「古人用筆

極塞實處愈見虛靈，今人布置一角已見繁縟，虛處實則通體皆靈，愈多而愈不厭

玩，此可想見昔人慘淡經營之妙。」13 雖然惲壽平之畫作並非繁密之體，但其卻

能懂得密處加虛之妙處，指出了「用筆極塞實處愈見虛靈」。清人笪重光在＜畫

荃＞也言：「空本難圖，實景清而空景現，神無可繪，真境逼而神境生…，虛實

相生，無畫處皆成妙境。」14，無畫處雖自成妙境，但在真境逼而神境生的前提 

────────────────────────── 

註 12：潘天壽著、葉尚青輯，＜潘天壽論畫筆錄＞，（台北：丹青圖畫有限公司，1987），頁 51 

註 13：舒士俊，＜水墨的詩情 － 從傳統文人畫到現代水墨畫＞，（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1998），頁 250 

註 14：笪重光＜畫荃＞，收錄＜中國話論類編＞下卷，（台北：華正書局），1984，頁 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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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視覺具象的形式求真，還是有其必要性。否則沒有具象形式的烘托，怎可出

現逼真的實景呢，沒有實景又何云襯托無畫處之虛景呢？可見，空靈中留白的應

用，雖是形式的極致表現，但畢竟是其表現形式之ㄧ，簡淡並不是空靈的專利，

相對的繁複深厚的畫面佈局，一樣可以展現另一種空靈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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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遠的空化 

 

    中國對山水的欣賞，往往是登高望遠，因高處俯臨遠望，才可以看見在平地

上所不能望見的深度與曲折。而此深度是透過腳下，由近而遠依次羅列的山川景

物與其周圍的空間對比而突顯出來。在於觀者眼中，是一巨大的虛無空間，其所

生成之氣勢，才足以讓觀者心胸開闊，氣定神遠。早在魏晉時期山水成立之初，

此種心靈體驗，早已落實於人們心中。東晉孫綽的《遊天臺山賦》說：「太虛遼

廓無閡，運自然之妙有，融而為川瀆，結而為山隼，騁神變之揮霍，忽出有而入

無。於是遊覽旣周，體靜心閑，害馬已去，世事都捐。投刃皆虛，目牛全無。…

渾萬象以冥觀，兀同體於自然」（《全晉文》卷六十一），登高望遠，因「遠」造

就景物的視覺變化，產生虛實對應，體現出太虛的遼闊無垠，由此“虛＂體悟自

然萬物的生命氣息，而入「道」，將山水作為無限道體的具體表徵。觀者在登高

望遠之際，超越有限形驅的限制，進入無時空限制的境界，享有內心的寧靜。所

以「遠」的視覺呈現，襯托出「虛」的存在，也就是「無」的存在，也說明「無」

並不是沒有，而是道的體現。徐復觀在《中國藝術精神》中言：「體遠即等於道

家之所謂體道。」15 因此「遠」的層層深入，引人入勝，所造就的虛無空間，正

是空靈意象表現形式的重要條件。 

    對於「遠」的形式表現，在魏晉南北朝宗炳就提出：「豎畫三寸，當千仞之

高，橫墨數尺，體百里之迥。」16 如此的形式佈置，不外求「遠」，以達自然之

勢，玄牝之垂，也符合其「山水以形媚道」的意旨。唐人張彥遠《歷代名畫記》

（卷七）記載：「梁蕭賁，曾于扇上畫山水咫尺內萬里可知。」，宋人沈括《夢溪

筆談》謂：「荊浩開圖論千里。」17 又謂：「江南中主時，有北苑使董源一作元善 

 

─────────────────────────── 

註 15：徐復觀，《中國藝術精神》，（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2001），頁 209 

註 16：宗炳，＜畫山水序＞，收錄《中國畫論類編》上卷，（台北：華正書局，1984），頁 583 

註 17：沈括，＜圖畫歌＞，收錄《中國畫論類編》上卷，（台北：華正書局，1984），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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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尤工秋嵐遠景，…其后建業僧巨然，祖述源法，．．…幽情遠思，如睹異景」

18。因此「遠」的追求，從魏晉以來一直為畫者所重視。然而對「遠」作最有建

樹的推論者，首推宋人郭熙所提出的三遠：「山有三遠，自山下而仰山顛，謂之

高遠；自山前而窥山後，謂之深遠，自近山而望遠山，謂之平遠。高遠之色清明，

深遠之色重晦，平遠之色有明有晦。高遠之勢突兀，深遠之意重疊，平遠之意，

沖融而缥缥渺渺，其人物之在三遠也，高遠者明暸，深遠者細碎，平遠者沖澹。」

19，高遠、深遠、平遠是為構圖上處理空間關係的三種模式，體現了中國山水畫

透視的特點，指出觀察者是移動的，可以從山下而仰望山顛，也可以由山前而窥

山後，還可以從近山而望遠山，甚至可將景物遠推進拉，有起有伏，有開有合，

時而雄峰突兀眼前，時而群山盡收眼底，時而又平疇無際渺茫無辨。所以，中國

繪畫是憑借一定的經驗和感受去作主觀大略的處理。然最終主要還是把握「遠」

的意境，表達林泉之志，幽情遠思的心境。 

    在往後的繪畫發展下，三遠在北宋後漸漸無形地往平遠這一方向發展。徐復

觀在《中國藝術精神》中認為：「郭熙對平遠的體會是沖融、沖澹，這正是人的

精神得到自由解脫時的狀態，正是莊子、魏晉玄學所追求的人生態度…更適合藝

術家的心靈要求。」20，雖平遠較符合莊子、魏晉玄學所要求的人生態度與精神，

但筆者認為平遠已較偏於自我主觀精神體驗與想像，主觀的靜心觀照增加，客觀

景物刺激減少。反觀三遠的結合與應用，其表現於繪畫的視覺直覺感動強於平

遠，因其角度所表現出的虛無空間，比起平遠更易顯其深度與厚度。 

    「遠」是連接有限的形體與無限想像的橋樑，是山水形質的延伸，此一延伸

是順著一個人的視覺，不期然而然地通向無限。在視覺畫面中，它強化了「虛無 

 

──────────────────────────────── 

註 18：沈括，＜論畫山水＞，收錄《中國畫論類編》上卷，（台北：華正書局，1984），頁 625 

註 19：郭熙，＜林泉高致集＞，收錄《中國畫論類編》上卷，（台北：華正書局，1984），頁 639 

註 20：徐復觀，《中國藝術精神》，（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2001），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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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的深度與廣度，顯現這「空間」的真實性，形成極度立體的真實虛空，而

達於莊子所謂的「乘雲氣，御飛龍，而游乎四海之外。」21。這廣闊無限的寰宇

空間，形成一股磅礴之氣勢，將自我融入其中，達於生理與世俗的超越；心靈呈

現虛靜狀態，忘卻自我，物我合一。人在視覺與想像的統一中，可以明確把握到

從現實中超越上去的意境，而得到精神的自由與解放。因此，由“遠＂形式所體

悟的宇宙「虛空」，正是作品空靈化的形式表徵。 

 
 
 
 
 
 
 
 
 
 
 
 
 
 
 
 
 
 
 
 
 
 
 
 
 
 
 
註 21：王先謙著，《莊子集解》，（台北市：東大圖書公司，2004），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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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渾厚華滋  

 

    渾厚華茲是中國繪畫創作者對自然客觀的真山水，訴諸於筆墨所體現的形式

感覺，它具有外在客觀的具象形式呈現，又含內在抽象的主觀情感體悟，是自然

萬物所煥發出來的生命意象。大自然山川渾厚，在創作者眼中以客觀的量感與質

感，轉化為主觀的厚實與穩重，因穩而能安，安而後能靜，靜才能開啟靜照萬物

之慧眼，體會大自然的一種靜謐之氣。而華滋是萬物內在生命的體現，在中國繪

畫美學中，「氣」視為構成萬物的原始本質，認為世界是運動著的元氣構成，漢

人王充在其《論衡》（卷十一，＜說日＞）中言：「天地并氣，故能生物。」，將

氣看作是構成生命力量的來源。因此，華滋是生命活耀的感覺象徵。空靈意象，

既然表現自然景物外之「虛無」，也就是「氣」之運行，那麼渾厚華滋的筆墨形

式應是最基本的要求了。 

    北宋韓拙指出：「筆以立其形質，墨以分其陰陽，山水悉從筆墨而成。」22、

黃賓虹也言：「王西廬論畫，取于法備氣至，法有矩矱可尋，氣非筆墨難到，六

法先求氣韻，此成善鑑之訣。」23 由此看來，筆墨是中國畫技法技巧中的主要表

現手段，是構成中國畫內在美和形式美的主要元素，更是每位畫家人格修練的直

接反應，因此捨棄筆墨就談不上中國畫。山水畫因筆法與墨法的運用變化，可呈

現出各種不同的形態、空間、層次和趣味，以達到表現作者某種情趣意蘊的目的，

使作品呈現出一定的審美價值。然而怎樣的筆墨形式才具有渾厚華滋的意象呢？

黃賓虹在其《國畫非無益》中說的很明白：「士夫之畫，華滋渾厚，秀潤天成，

是為正宗，得胸中千卷之書，又能泛覽古今名迹，鑪錘在手，矩矱從心，展觀之

餘，自有一種靜穆之致，撲人眉宇，能令賭者矜平躁釋，意氣全消。」，又言： 

 

───────────────────── 

註 22：韓拙，＜山水純全集＞，收錄《中國畫論類編》下卷，（台北：華正書局，1984），頁 671 

註 23：葉子著，《黃賓虹山水畫藝術論》（浙江：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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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宋人畫渾厚華滋，不蹈浮薄之習，斯為正軌。」24 墨潤則畫活，畫活氣就通，

氣通則增加畫面視覺的延伸，也增加畫「虛無」空間的深度與廣度。宋人郭熙在

《林泉高致集》中云：「筆跡不混成謂之疏，疏則無真意；墨色不滋潤謂之枯，

枯則無生意。」25、「用淡墨六七加而成深，即墨色滋潤而不枯燥。」26，墨色的

潤與否已成為中國繪畫的形式內涵的基本條件，也是氣韻生動的基本準，更是代

表生命意涵的形式象徵。這也說明中國人偏好玉石的重要原因，喜愛的不是其外

在的形式特徵，而是其內在質地的潤澤感，一種具生命的溫潤之氣。 

    近人黃賓虹對墨法的追求比古人更近一層，可說青出於藍，將墨分五彩予以

擴充成為七墨，濃、淡、破、潑、積、焦、宿，以千變萬化的墨色，來實現華滋

的生命朝氣。筆墨是一體，相輔相成，因此在用筆方面還是配合畫面以「潤、活」

來求，清龔賢《柴丈畫話、筆法》曰：「中鋒乃藏，藏鋒乃古，與書法無異，筆

法古乃疏、乃厚、乃圓活，自無刻結板之病。」27 又清人鄭績《夢幻居畫學簡明

論筆》曰：「用筆以中鋒沉著為貴，中鋒取其圓也，沉著取其定也，定則不輕浮，

圓則無圭角，所謂活潑者，乃靜中發動，意到神行之謂耳，豈輕滑浮躁，筆不入

紙者哉？」28，而清人華翼綸《畫說》言：「若用正鋒，非臥如死蚓，即禿如荒僧，

且條條如描花樣，有何趣味？善悟者但觀北海之字即知畫矣。」29，古人對於用

筆有人主張中鋒，有人偏側鋒，也有人主張中、側鋒互用，各有見解。不過其所

追求畫面的意象是一致的──厚重與溫潤。厚重不僅增加畫面視覺的穩定性，且

增強畫面的虛實對比，增加空間的延展性，讓「虚無」的表現更加深入。因此，

不管是中鋒、側鋒，皴、擦、點、染，輕重與緩急，濕筆與乾筆，圓筆與側筆，

最終只是作畫的方法、手段，而不是目的。如同五代人荆浩言：「筆使巧 

註 24：王永敬、李健鋒著，《古典與現代──黃賓虹論》，（安徽：安徽美術出版社，1998），頁 34 

註 25：郭熙＜林泉高致集＞，收錄《中國畫論類編》上卷，（台北：華正書局，1984），頁 637 

註 26：同上，頁 643 

註 27：龔賢＜柴丈畫話＞，收錄《中國畫論類編》下卷，（台北：華正書局，1984），頁 787 

註 28：鄭績＜夢幻居畫學簡明＞，收錄《中國畫論類編》下卷，（台北：華正書局，1984），頁 950 

註 29：華翼綸＜畫說＞，收錄《中國畫論類編》上卷，（台北：華正書局，1984），頁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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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墨用重輕，使筆不可反為筆使，用墨不可反為墨用。」30，所以任何筆墨之

法的使用，均以作品所要呈現的意境為依歸，否則為筆墨而筆墨就會導致脫離實

際，成為玩弄筆墨的形式主義。若流於形式主義，剩下的只有作者主觀的抽象筆

墨形式，而失去主客觀直覺的情感體驗，則無異於捨本逐末。 

    空靈的意境是透過天地間自然萬物對比下，呈現巨大的虛無空間，將自我融

入，與天地合一，達於忘我的境界。而渾厚華滋的筆墨，足以代表自然萬物內在

生命的體現，這種體現在畫面上加強了虛實對比與氣的運行，促使空間的延伸，

連接抽象的思維空間，達於意境的空靈化。 

 

 

 

 

 

 

 

 

 

 

 

 

 

 

 

註 30：荆浩＜山水節要＞，收錄《中國畫論類編》上卷，（台北：華正書局，1984），頁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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