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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創作思維與形式特徵 

   

第一節  『變化神奇懵懂間』之創作思維與理念 

 

 

   瑞芳地處台灣東北角，由於地形與氣候的因素，每年入冬至隔年夏季之

前，“漫雨綿綿”幾乎是瑞芳地區最直接的天氣寫照。對筆者而言，霧雨朦

朧的景緻不僅是眼簾所常見，那種濛濛雨氣、氤氳靄靄的寧靜、空濛，更澱

積了不少筆者對家鄉的興味。 

   情感是人對客觀現實的一種感性反映，如所謂“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

則意溢於海。”而面對山海的情意，實也因人有多寡、深淺不同之念頭與感

觸，以石濤、傅抱石、李可染的山水為例，同以重視“寫生”直觀自然的創

作態度，反映於藝術風格上，亦在實景之外有其各自的面貌，如石濤繁實蒼

鬱的筆調，傅抱石散鋒豪放的「抱石皴」，李可染深沉淋漓的墨氣。而之中

的變異，當取決於他們在性格、涵養、美感偏愛、生活環境等方面的不同。 

   筆者未曾走訪大陸江南，自然無法體會江南如詩般的雨境，更無法深會

米芾創造米點皴的可愛。瑞芳的雨季多是慢雨微微，在筆者童年的記憶裏，

那是一段只能待在屋裡的假期，望著窗外的迷迷濛濛，期盼雨停後的嬉戲

聲。長大後赴外求學、當兵，雖也常往返瑞芳，但只要在外遇到濛濛細雨天，

常會勾想起家鄉是否也正下著相同的雨？霧渺、雨聲、小水漥對現在的我而

言，不再是濕冷陰晦的感覺，反而是一種對家的親切。 

石濤在其一題畫詩言「名山許游未許畫，畫必似之山必怪；變幻神奇懵

懂間，不似似之當下拜。」指出了山水畫作為畫家一種內在心緒的感性反映，

顯然已非止於感官所見的如實再現，而融入自己所觀察、感悟於其中，詮釋

上當就有出於自己的心意（手法），所以“畫必似之山必怪”，“怪”的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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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喪失了自我的感受。“懵懂”從其字義來解釋，原應指一種渾沌不清，朦

朧不可名狀的模糊狀態；就石濤詩文的含意來理解，則引申為創作上毫無拘

牽、束縛的自由狀態，易言之，也就是不受任何既定成法所滯礙。既然無所

羈絆，所詮釋的當然是最“似”於本心的真切創造，也由於“似”於本心的

反映，亦必然“不似”於客觀真實。關於本創作的思維、理念，即是延續石

濤上述之創作觀，故以『變化神奇懵懂間』來作為筆者在創作上的要求。  

   石濤曾說：「古之人有有筆有墨者，亦有有筆無墨者，亦有有墨無筆者，

非山川之限於一偏，而人之賦受不齊也。」由於每個藝術家稟賦之差異，對

於筆墨的感受力亦有所差異區別；若從筆墨與自然的關係來看，石濤則又

說：「山川萬物之具體，有反有正，有偏有側，有聚有散，有近有遠，有內

有外⋯⋯此生活之大端也。故山川萬物之荐靈於人，因人操此蒙養生活之

權，茍非其然，焉然使筆墨之下，有胎有骨，有開有合，有體有用，有形有

勢，有拱有立⋯⋯一一盡其靈而足其神？」在此，石濤對自然變化狀態做出

如此之多的類型區分，實因山川萬物之靈趣是必須透過觀照主體來認識的，

因人有體悟自然而有進行創造的能力，筆墨使之於人自是有更多的可能性。

因此，對客體意象（此指雨景情境）的體悟，亦是創作實踐中，筆者處理點、

線（筆墨）造型上的主要依循。 

另外，在完形心理學的觀點：「整體不等於他部分的總合」亦是指出形

式與關係可以生成另一新的物質，而此種物質不屬於具體的任何部分，但

卻和各部分保有聯繫關係。以傳董源的《瀟湘圖》為例，畫中山巒由各種

疏密墨點和披麻線條所交織的筆調趣味，是一種整體構成的筆墨美感，並

不能單獨就墨點或披麻線條分開來欣賞。因之，我們所見到的筆墨形象，

實際上已非一種加法式的物理總合，而是視覺重新組構的「總體印象」，就

如宋沈括論董、巨之作而謂：「用筆草草近視皆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

幽情遠思，如睹異境。」筆墨於此當不以個別質性之好壞為效用，主要乃

透過量化後的體集合成，來求畫面整體的「完形」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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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墨於水墨畫中有其一定的表現價值，然面對不同於古人的時代環境

或藝術觀，怎麼樣延續筆墨之美感價值以適應今日的創作要求，亦是筆者

在水墨創作上極欲克服與探究的方向，現階段所嘗試的表現手法，也許仍

有諸多不足和尚待解決的地方，但創作經驗的累積亦是參雜了失敗的經

驗，如何於不斷反思、修正的過程中，有更成熟至善的掌握，仍會是筆者

在往後繼續力求突破的方向。 

 

第二節   風格與技巧取向 

    

    

   以雨景為題材的水墨創作自古以來並不少見，近代處理雨中情境最具代

表者及首推傅抱石與李可染。細究兩者在雨意的詮釋，傅抱石用筆大致橫刷

豎掃，氣勢磅礡，較近於滂沱大雨的雨境；李可染用筆則 

沉雄厚實，墨氣淋漓，意境深邃呈現為濛濛小雨的雨景氛圍。在表現手法上，

如傅抱石的〈風雨歸牧圖〉（參見圖 14）、〈西湖秋雨〉慣先以礬水甩刷，再

以大筆沾淡墨反覆渲染、刷掃，雨點的描寫近於現實雨態；而李可染的〈��

雨橋亭〉（參見圖 15）、〈雨中漓江〉則幾乎採濕筆墨塊，層層積染，來表現

雨中濕潤的水氣感，不重實景雨態而重雨意的氣氛營造。 

   同以雨景作為創作題材，又因地形關係，氣候因素，雨勢也有大有小，

雨季也有長有短，所產生的環境氛圍更不盡相同。筆者在面對「雨景」的

創作，為因瑞芳地處環境及感觸的特殊，在情境塑造與表現手法的詮釋，

亦有異於前兩者的處理模式。一方面採速寫記錄、對景寫生並輔以照相，

進行景態的觀察、感受及資料蒐集；並在傳統技法的基礎上，對原有皴法、

點法、線條之符號程式加以解構或簡化。此解構、簡化雖啟發自石濤、齊

白石，但筆者的處理則嘗試由傳統用筆程式中，擷取單純化的單位元素，

將之有疏密、輕重、虛實、強弱的複製、量化來構成具整體感的視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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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傳統山水畫運用諸多種苔點、葉點、皴法線條等單位元素來豐富畫

面，筆者則反之採取單純化的單位元素，透過各種有變化的組織來使畫面

達到相同的豐富性。本以〈變化神奇懵懂間〉為主題的雨景創作，即由這

兩個路徑方向，來重新詮釋筆者對家鄉雨境的感覺。 

   關於整體情蘊的塑造，則按筆者性格之偏好主以“鬱密幽冥”的畫面情

調為大原則，並就雨中景緻明晦迷濛的氛圍性及濕潤的水氣感，作為家鄉雨

景創作上，筆法、造型、氣氛之處理的依據方向。 

 
   
 
 
 
 
 
 
 
 
 
 
 
 
 

 
 
 
 
第三節 作品與解說 

 
   【水心雨影】系列作 

 
    此系列創作為描寫瑞芳段基隆河之雨景，基隆河畔的地貌隨位置不同，
有石塊林立、有水灘沙渚、有坡洲漫草等，又加上霧雨的時幻時現，景緻變

化甚為多樣。本創作方式有以寫生取景（對景）或印象寫意（想像），雖以

基隆河岸的雨景為題材範圍，筆者儘量佈陳虛實、筆法形式、氣氛營造等處

理上，讓每一件作品有其各自的雨中情蘊。 

圖 14傅抱石〈風雨歸牧圖〉 圖 15李可染〈�神B橋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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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墨紙本淡設色  48 × 60cm   2006 
  

 
   

 
《二》水墨紙本  48 × 60cm   2006 

 

     
                                                       

 

簡單的畫面裏透過筆墨的

乾濕、輕重、濃淡、疏密

等變化，表現最豐富的筆

墨美感。為掌握雨裏迷濛

昏暗，視線若即若離的意

境，用筆特著意於筆勢的

方向變化及流動感，並有

疏密、虛實的筆調來呈現

那水氣瀰漫的空氣特性。 

此幅畫面為追求細雨霧渺

的氤氳感，所以對於岩塊

與岸草的處理，首重清淡

的調性統一，再從筆調上

來區分石塊（堅實）和坡

草（蓬鬆）的質感。草的

處理主體以散鋒禿筆沾淡

墨乾擦，並運以輕墨反覆

濕染而成。構圖上，將畫

面主體置放於右半部，藉

由實筆完成的河邊坡草來

襯托留白空間（水）的聯

想。 

 

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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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墨紙本淡設色  48 × 60cm   2006 
 

    
   
 
 

《四》水墨紙本淡設色  48 × 60cm   2006 
 

 
《五》水墨紙本淡設色  48 × 60cm   2006 

形象的擬真雖非表現重

點，但在造型、結構上仍

取決自實景而再做變形

與簡化；此作刻意把河岸

石塊放大變形，使其佈滿

畫面空間形成和剩餘留

白（水面）的虛實對比。

以岸邊岩塊的受雨情態

為詮釋主體，石頭質感之

處理並未沿用傳統山水

中的皴法形式，多採乾、

濕相兼的禿筆來皴擦，不

預想任何質感肌理，純以

對雨中蒼潤之岸石印象

來做表現。 

 

以淡墨渲染為主要處理

方式，全幅除溪石筆觸較

為明晰外，遠景沙洲河草

與前景雨絲皆以濕筆淡

墨完成；佈陳安排上，採

邊角式構圖，將畫面景物

造型簡約化，使空蕩之河

面可延伸出曠遠茫茫的

雨意。 

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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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水墨紙本  48 × 60cm   2006 
     

         

                                                               
       

透過橫置中央的留白

水面，將畫面切分為

兩小一大的塊面，來

產生略具等比的韻律

趣味。墨色由重漸

輕，筆調由密漸鬆，

亦拉出景境的空間縱

深。 

 

清 惲壽平曾說“古

人位置，極塞實處，

愈見虛靈。”此處畫

面亦結密滿實，藉由

幾塊水面留白，形成

虛實對比的效果。用

筆方面短促略乾的

筆觸雖為繁密，也注

意到筆與筆間的疏

密關係，同時配合赭

石、藤黃、石綠等色

混調，施以多次的淡

染，增添墨色之外更

具豐富的層次感。 

 

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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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水墨紙本  48 × 60cm   2006 
 

     
 

   
 

《八》水墨紙本淡設色  48 × 60cm   2006 
 

      

                                            

水氣瀰漫的景象是雨中的

基隆河畔所常見，這裡的

描寫是將水氣凝、散於岸

草之景象加以誇張化，把

空氣漩動飄忽之勢帶入漫

草的結構中，與留白的水

氣共構成有飄動流轉的雨

中幻境。 

雨景的朦朧常給人一種

幻覺般的視覺，所以此幅

不以合理之透視來處理

畫面空間，採極具動勢的

筆調和不合生長規律的

岸草結構來詮釋霧雨中

似真似幻的視覺經驗。用

筆上仍留意「草」蓬鬆柔

軟的質感，筆觸較為細

緻。 

草圖  

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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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水墨紙本  48 × 60cm   2006 
 

 
   
 
 

  《十》水墨紙本淡設色  48 × 60cm   2006 
      

       
 

此作完全出於想像，為詮

釋虛渺幽邃的夜中雨境。

清 沈宗騫曾在《芥舟畫學

編》中說“將欲虛滅，必

先之以充實”，這裡即採

鬱密緊實的岸景來襯托蜿

蜒的河水；河岸坡土的處

理筆觸完全以自己的感覺

而為，多以焦墨禿筆皴

擦，遂次堆加出層次，最

後在施以赭石。中景以後

以濕筆淡墨塗染，漸向遠

處淡化。 

 

在創作過程中，筆者曾思

考過雨境之描寫是否有其

他感覺可以詮釋？首先想

到雨水打在身上的觸覺。

此作較不去考慮層次的厚

實，用極淡之墨和長短相

間的筆觸來詮釋雨水滴打

的感覺，而看似河邊石塊

質感的線條，其實也是表

現雨絲。另外，構圖亦以

前景的大（疏）與中後景

的小（密），形成鮮明的對

比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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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水墨紙本  48 × 60cm   2006 
 

 
   
 

《十二》水墨紙本淡設色  48 × 60cm   2006 
 

    
                                                        

 

此景為描繪河岸邊的小

水灘，灘邊佈滿小草和小

石堆，細雨中格外有種清

幽感。為使氤氳的水氣感

充分掌握，過程中幾乎以

濕潤的畫面進行筆墨處

理，而清淡的墨韻層次亦

是經過反覆的淡墨渲染

而成。 

畫面經過刻意誇張並簡

化，僅在左上角處對溪石

加以較多的描寫，他處即

透過筆墨的疏密、強弱、

深淺來描繪只有漫草構

成的簡單空間。所欲營造

的氣氛是一種雨後的清

淡曠遠，故筆調上多以濕

筆淡墨為主，於欲強調再

行局部的乾筆皴擦。 

 

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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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神奇懵懂間】 水墨紙本  53 × 452cm  2006 

   
    

 
  

 

 

 

 

 
 
 
 
 
 
 

齊白石曾言“太似為媚俗，不似為欺

似。”究其意義可知，創作並非對物象

如實的再現，亦非全然的否定現實為依

據。此作所表現之母題雖有一明確地域

景緻為範圍，但僅以瑞芳地區山巒造型

之特徵斟酌參考，並不以實景再現為詮

釋方式。表現的是瑞芳山區的雨中情

境，為掌握山嵐水氣的若隱若現與昏暗

不明的氛圍性，筆觸和肌理的處理盡量

對原有形體、質感加以解構或變形；同

時，也特重淡墨微妙的層次變化來營造

雨山的氣韻。另外，由於雨天沒有強烈

的光線明暗，畫中明暗以山巒物理性結

構的凹凸起伏來考慮，並配合雲氣的留

白加以襯托。 

 

變化神奇懵懂間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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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卷晴山雨濕痕】 水墨紙本淡設色  36.4 × 91.5cm  2006 
 

 

    

 

 
 

 

本幅為描寫瑞芳侯硐一雨景

印象，所詮釋為近傍晚時刻

的山中雨境。畫面元素簡單

採濃墨濕筆為主調，多次淡

墨渲染而成，強調山間霧雨

瀰漫的渺茫感，使之有一種

象外之靜謐的情調。 

 

霧卷晴山雨濕痕   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