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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分析與探討 

第一節  中國山水藝術的本體境界 

一、天人合一的境界 
 

  「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一項重要的主題，亦是中國古代哲學所

追求的人生境界。儒家美學是以人為本的，亦即天人處於合諧原理。一切互相互

動，物我相融，人與自然合而為一的。 
「無雲雨不落，無雨禾不生。」，綜觀中國古代的歷史文化，諸多的傳統神

話與巫術，顯示我中華民族對大自然力量的浩翰無限，極具崇敬的神秘意識。而

中國「以農立國」，靠天吃飯的生活模式，也顯示出人們的生活離不開大自然天

候變化、地形限制。在原始社會條件下，人類的生存條件往往與大自然產生直接

合一而不可分的關係。原始人卻認為：爬蟲類動物與雨水間有神秘的關係，雲氣

中有精靈存在；這些精靈能夠對雨水的降臨與否產生影響，甚至直接掌控雨水！

故古人重視對雲氣之觀察，這點由許多典籍記載中就可發現，例如：《左傳》僖

公五年提到「公登臺以望雲氣」；《說文》一書也曰：「氣，雲氣也。象形。」氣

最基本的物質就是空氣。而陽光、空氣、水是生命不可或缺的要素，空氣對人體

有無比的重要性，人類重視它是必然的；《左傳》昭元記載：「天有六氣。」注云

謂：「陰、陽、風、雨、晦、明也。」《莊子／齊物篇》亦云：「大塊（宇宙）噫

氣，其名曰風。」《漢書／天文志》提到：迅雷、怪雲、變氣皆陰陽之精。」因

此古人琢以「雲紋」紋飾，一是敬天，二是紀念。
4 

周朝初年，道德人文精神出現後，人們逐漸從神話迷信中覺醒，人類行為開

始受到道德禮教的規範，而不是因為害怕遭受自然災害的懲罰而有所約束。自然

中的大山巨川，從具有威脅性的神秘氣氛中逐漸被解放出來，使人察覺到大自然

對人的生活實際產生很大的幫助。例如，《禮記》˙〈孔子閒居〉中提到：「天降

時雨，山川出雲。」
5可見此時大自然與人之間，已經有了親和的關係。由此可

知，山水等自然景物，對人的感官認知理解，有一定的影響力存在；利用大自然

各種事物的特性來描述，有利於傳達作者的想法，使觀者更容易理解體會。 

  兩漢時期，中國無論是統治階級或民間百姓皆受到儒家思想支配。而魏晉以

後，由於政局紊亂，使得佛教出世輪迴思想和道家清靜無為之宗旨一拍即合，被

當時社會上下階層一致接受，並蔚為風氣。孔孟與老子既構成中國傳統文化體系

的重要輪廓，也勾勒出中華傳統文化的軌跡；從周代的觀人事以知天德，到孔孟

的盡人事以至於天理，乃至老子建立自然主義的天道觀，確實開拓了傳統文化的

                                                 
4劉嘉美《雲騰霞蔚變化萬千—論山水畫中畫雲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

文，民國 92年，頁 14。 
5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台北市：學生書局，民國68年，第六版，頁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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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面向。這種思想在藝術上也引起了巨大的改變。 

  兩漢時代，《淮南鴻烈》6一書，可以說是西漢美學發展依循的主要思潮之一，

也是漢代從道家思想出發的美學代表。書中所推崇的道家「無為」思想，不是完

全取消人類的積極活動，只是教人不要違背自然的規律去行動；認為只要順著自

然規律去行動，人就一定能達到各種預期目的。《淮南鴻烈》中也有不少地方提

到宇宙萬物是如何從無形的「道」中產生出來的。書中不僅透露出對於自然美的

熱愛，我們也能從那種氣勢磅礡的文句中會意到：反對侷限於一隅之狹隘的小器

想法，而歌頌雄渾博大的美。漢朝對於美學理論的闡發，除了《淮南子》一書之

外，另一理論家董仲舒的美學思想則是強調「天人合一」的觀念。《國語》˙〈周

語下〉記載了伶州鳩與周王關於什麼是樂的爭辦： 

 

⋯⋯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

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

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德音不愆，

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7 

 

由上述引文可見，事實上「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國起源已久。此外孟子認

為人所涵養的「浩然之氣」可以充實於天地之間；道家也說「天地與我並生，

萬物與我為一」；董仲舒認為某些自然現象的變化，就如同人的情感變化一

樣，都有一種相等相似而可以相互對應的關係，這些在在顯示出人們追求人

文與自然之間和諧的冀求。全然由內心真心自覺，自然流露，亦即創造的根

源於人的生命內部，發展物我合而為一的藝術性靈之創造性能。 

二、道法自然的境界 

老子是道家學派的創始人，他的哲學以「道」為中心。老子之後，莊子發展

了老子的道論哲學。他們認為「道」是宇宙的始因、萬物的本根。「道」的本質

特徵是「自然」，「無為」則是整個宇宙的普遍規律。 

  中國藝術的精神，在先秦諸子時就已經大體底定，其中以老莊思想影響繪畫

思潮為最。中國天人合一的文化體系有兩大支柱，即先秦儒家與道家，從理論層

面思考，儒、道兩家各自成為強調天人合一的文化體系，因其最終均追求以文化

體系引領現實社會符合天理。老莊思想重於人與自然間的關係，發天道，明自然，

                                                 
6《淮南鴻烈》，又名《淮南子》，為漢˙淮南王劉安的幕客所編。 
7中國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學史選編》，上冊，台北市：甫新書局出版，民國73年，

初版，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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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文化體系的思路是「由天之人」，也就是以自然之理作為其體系的基礎，希

望使社會機制不違背天道自然，從而建立了中國人的自然觀，也影響了中國繪畫

尊重自然、崇尚自然，以及歌頌人與自然間和諧的精神特質。徐復觀教授在其所

著的《中國藝術精神》一書中指出：「莊子所追求的道，與一個藝術家所呈現的

最高藝術精神，在本質上完全相同。」8這種來自於莊子思想的影響，在哲學上

直接促成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的蓬勃發展；而在藝術上，則間接促成了五

代以後山水畫的興盛9。而儒家發展文化體系的思路是「由人之天」，也就是以禮

教作為其體系的基礎，希望從禮教改善社會機制，而達到天道自然的理想。所以

藝術只是儒家推行禮教的一種方式與途徑，有其實用意義存在。雖然儒家的思想

提倡藝術，但因為儒家重實用，對藝術的影響力反而不如反對藝術的道家來的

深。道家雖然對藝術採否定態度，但老莊所否定的是刺激感官造成快感的世俗之

美，要人把握「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大美」10，所以反而能給人們較大的想

像馳騁空間，讓人更容易將其對人生的哲學理念轉換應用於藝術創作的思想上。

但這些藝術思想直到魏晉時代才真正實踐於繪畫上。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頻

仍，政治動盪，社會秩序解體，由於政治和社會的不安，也造成中國文化思想的

轉變。禮教束縛漸漸鬆弛，個體獲得解放，儒家體制衰微，取而代之的是老莊思

想的興起，玄學盛行。所謂魏晉玄學便是指這個時期中以老莊思想為基礎所衍生

的思想潮流，以探討宇宙萬物存在的抽象原理及其方式。莊子主張：由周公、孔

子所建立的「名教」是束縛人性發展的枷鎖，只有衝破這層網羅，人類才能返歸

自由的狀態，才合乎人性的自然。但嚴格來說，儒、道兩家都難以獨立引領現實

社會達到各自的理想境界，因此，歷史的現實促使儒、道兩家必須也必然的互補。

道家為儒家提供文化活力；儒家為道家開闢切入現實的途徑11。  

(一) 「虛」的審美觀 

關於中國繪畫處理空間表現方法的問題，清初畫家笪重光在他的《畫荃》裡

說得好：「空本難圖，實景清而空景現。神無可繪，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

有畫處多屬贅疣。虛實相生，無畫處皆成妙境。」12這「虛實相生」的觀念亦源

自於老莊思想。而這「虛實相生」的觀念，也是筆者在從事「雲嬉」的主題創作

之時，時刻關注的一個著眼點。 

                                                 
8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台北市：學生書局，民國68年，第六版，頁56。 
9李澤厚、劉綱紀編，《中國美學史》，第一卷（下冊），臺北縣：漢京文化事業出版，初版，民國

75年，頁 529。 
10 中國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學史選編》，上冊，台北市：甫新書局出版，民國73年，

初版，頁34 
11盧國龍，〈發天道以建人文〉，北京《哲學研究》，1994年第 6期，頁 53。 
12沈子丞編，《歷代論畫名著彙編》，台北市：世界書局，民國73年5月，再版，頁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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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藝術未必處處套用老莊思想，但因早期藝術家接受老莊精神的薰

染，主要的創作精神相通，所產生的觀點也就容易一致。老子的思想內涵為：主

張宇宙的根本來源為「無」，萬物根源於「無」才能成立。「無」就一般人以為，

便是什麼都沒有的意思，以為從那裡不會產生什麼。可是對老子而言，卻並非如

此。「無」雖然沒有形體，但卻是一切「有」的根源。 

然而，惚恍的「道」雖是無形無名的，但卻非空無所有，〈二十一章〉有云：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

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13。 

 

「道」雖然沒有固定的形體，雖然超越了我們感覺知覺的範圈，但是「其中

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其中有信。」這裡說明了「道」是一個實有的存在

體14。就像藝術家從事創作時，無形的思想跟靈感是看不見的，但這個「無」卻

是創作出的有形作品之靈魂所在。然而真正的「道」是沒有「有」也沒有「無」

的。是一種意念的精神詰果本體。 

老子所謂的「無用之用」有一則比喻：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15。 

 

這一段比喻所要說明的便是「有」之所以能發生效果，全是因為其背後的「無」

在作用。以表現道之由「無」生有，亦要談「言外之意」，甚至「境外之境」，見

道境之幽渺無窮。同樣的，在山水畫之中，山石地物的「有形」，常需借重雲霧

水氣川流等的「無形」掩映，方能顯出各種質感及空間、意境。這也是筆者特別

偏好於「雲」之研究的一個原因。 

老子所否定的是有形的「有」，以期達到虛無。唯有達到虛無的地步，才算

完成老子的「自然」。《老子》˙〈四十章〉中說：「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16」天下萬物是從有形的天地產生出來的，但有形的天地是從虛無中產生的。漢

代受到老子影響的《淮南子》一書中也曾做過一個「無用之用」的譬喻：「為了

                                                 
13陳鼓應著，《老莊析論》，台北：五南書局出版，1993，頁6。 
14陳鼓應著，《老莊析論》，台北：五南書局出版，1993，頁6。 
15中國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學史選編》，上冊，台北市：甫新書局出版，民國73年，

初版，頁31。 
16同上註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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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小鳥，張了細網。但看小鳥卡住的地方，只有一個網眼有用，其他無數的網眼

似乎都沒有用。但不能因為這樣，就只掛一個網眼。看似無用的無數的網眼，造

成了無用之用。無用之用的『無』乃是作為『有』的裏襯達成功效。」17曹魏正

始年間，玄學代表人物的學說思想即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為本。無也者，

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也。」老子的「無為」觀念，轉化到繪畫中即為「空」，

「空」即為「留白」，就是「表達空白」的意思。表達無形之意的藝術，以無形

的空白來傳達作品內在無窮的含意。「空」是實存，「無」是妙有，延伸到藝術創

作時，空白的表相看似無筆墨之為，實則是藝術家有意留下之想像空間。因此，

中國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之《中國美學史資料選編》˙〈三十六章〉所言，老

子的「無為而無不為」18，實是水墨畫空白的最佳註腳。《淮南子》˙〈原道訓〉

亦提到說： 

 

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

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

者，一立而萬物生矣。19 

 
老子認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這是說週

遭的刺激越多，反而會讓人的感官變得遲鈍。不要讓五色之擾奪神、使心不寧靜，

所以老子認為人要「知白守黑」、「見素抱樸」。因此筆者在從事「雲嬉」的作品

創作時，為了閳述自己對大自然的領會體悟、在山水風景中的寧靜喜悅、在草坪

上靜靜仰望天際浮雲的感動跟自在，所以在筆者的作品中，都盡量避免「人工」

事物的出現，避免亭台樓閣、曲徑迴廊、欄杆橋樑等人為建築，甚至會把「人物」

也從畫面上剔除。由於筆者想在作品中表達的，就是對「山水」、對「自然」、對

「雲」的感動，不希望因為作品畫面牽扯進「人物故事」而失焦。並且，盡量把

創作元素單純化，將「雲」作為主題，以期能有力傳達筆者的想法，使觀者更容

易理解體會。 

王維《山水訣》中提到：「夫畫道之中，水墨最為上。」
20此言論實乃祖述老

子之心傳，可見老子實為水墨畫之祖。其影響所及，從宋元時候起，直到現代。

一般人常常心有雜務，當然不容易進入凝神觀照的審美經驗當中，所以筆者以此

為鑑，希望自己在創作時能澄慮靜思，專注於「意念」第一，「觀照」其二，第

                                                 
17森三樹三郎著，姚百勤譯，《回歸自然》，台北市：敦理書局出版，民國72年2月，初版，頁

28。 
18中國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學史選編》，上冊，台北市：甫新書局出版，民國73年，

初版，頁31。 
19中國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學史選編》，上冊，台北市：甫新書局出版，民國73年，

初版，頁97。 
20余崑編著，《中國畫論類編》，上冊，台北市：華正書局出版，民國73年，初版，頁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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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是「歡喜心」，而後就是「一切為心造」，以「故常無欲」期能達到「以觀其

妙」的境界。 

「虛者實之，實者虛之。」在中國畫家的審美觀中是虛實對應，空白處亦是

構圖要素之一。虛，在某種情況之下可以是實的；實，在某種情況之下也可以是

虛的。五代畫家關仝，喜歡以秋山寒林、野渡漁村作為題材，其作品開闊遼遠，

常常「筆愈簡而氣愈壯，景愈少而意愈長」，使欣賞者產生「灞橋風雪」和「三

峽聞猿」等想像虛境，這便是化虛為實的手法使之然。「虛」不是全空；「實」也

不是堆砌的，而是計白當黑，使「虛」中充滿韻味而產生「實」的意境。一幅畫

的絕妙之處就在於「空白」，畫的「有」處正是「無」處而生，畫作的空白處正

是靈氣往來的生命流動之處。故務須曉得「景愈藏，景界愈大，景越露，景界越

小」的道理。21  

而筆者之所以選擇「雲嬉」作為主題，實因「雲」充滿各種意象組成，且是

絕大多數人都有的生命經驗，只是各人的體會深淺不同。「雲」無固定的外形，

加上被風吹動時所產生的陰影，使「雲」看起來具幻覺性。而這幻覺是由變化迅

速的片段印象所組成，讓觀者的想像力得以飛奔。「雲嬉」能對畫面產生相關影

響，亦即營造出一種協調性；其將浸溼創作本身的書寫外衣。換句話而言，「雲

嬉」是一種非排他結構，它的平衡與必要性，不但與畫外相關，並能將作品本身

與外在環境產生積極影響。使作品中單純的創作元素──雲，與周遭環境產生連

結。這跟關仝畫作呈現出「景愈藏，景界愈大，景越露，景界越小」的道理是相

通的。 

 

 (二)「遊」的觀念 

在中國的傳統繪畫審美意識中，「神與物遊」被視為審美的靈魂，而「遊」

更是其中重要的概念，也正是莊子美學思想的基本核心之一。《莊子》一書的第

一篇即稱為〈逍遙遊〉，篇中有一段文字：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脫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

飲霧。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文中所描述的正是一種「遊」的意境。這種意境是對現實觀念的解脫而獲得

了自由22，也是柔靜高深之美的精神自由活動。精神的自由與超脫，是與宇宙相

                                                 
21金丹元著，《簡石藝術的記憶》，台北市：業強出版社，民國81年，初版，頁91。 
22任仲倫，《遊山玩水中國山水審美文化》，台北市：地景企業公司出版，民國82年，初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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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感相調和的狀態。所以莊子用「不食五毅，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來形

容這種精神上的自由解放，以「遊」一個字加以象徵。徐復觀曾說： 

 
莊子為求得精神上之自由解放，自然而然地，達到近代之所謂藝術精神

的境域。但他並非為了創造或觀賞某種藝術品而做此反省;而係為了他針對

大變動的時代所發出的安頓自己、成就自己的要求。因之，此一精神之落實，

當然是他自身的徹底藝術化。 23 

 

這同時也是莊子對於人與自然和諧融化的一種渴求表現。這種自然觀正是中

國傳統山水審美觀潛在思想之源。石濤在《畫語錄》˙〈山川章〉也提到：「山

川與予神遇而跡化也，所以終歸大滌也。」24筆者很認同中國山水審美中所追求

的「神與物遊」的理想境界，所以創作時常常希望能放空自己的思緒，獲得精神

上的自由解放。另外莊子「逍遙遊」的概念是指精神意識的神遊，並非指真正具

體的遊玩行為。藝術家在從事創作時，未必身歷其境、眼觀其物，卻能讓自己的

心靈入於自由無限之境界，畫出景物之神髓，那種逍遙的感覺，跟莊子的「遊」

之概念，恰巧不謀而合。 

事實上，中國傳統山水的審美藝術，正是奠基在跋山涉水之上。因此筆者為

了尋找此次創作跟研究的主題，才會不辭辛勞遠赴大陸安徽，進行了一趟難忘的

黃山之旅；並在之後確定以「雲嬉」作為創作主題。 

對於藝術的創作動機，曾有一派學者認為藝術起源於遊戲，稱為「遊戲衝動

說」。德國哲人康德( Immanuel Kant )認為藝術與遊戲均對實際生活的實用目的缺

乏關心性（無關心性）25，而我們對於美的欣賞跟創作，也必須把「實用」的目

的抽離出去，才能真正享受美感經驗，徜徉自得地逍遙馳騁於無垠的想像世界。

西方美學家海﹒德格( Heidegger )以為：「心境愈是自由，愈能得到美的享受。」26  

宋代郭熙的《林泉高致》˙〈山水訓〉中明白指出：  

 

世之篤論，謂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避者，有可居者，畫凡至

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遊之為得。何者?觀今山川，地占

數百里可遊可居之處，十無三四，而必取可居可遊之品。君子之所以渴慕林

                                                                                                                                            
91。 
23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台北市：學生書局，民國 68年，第六版，頁 100。 
24轉引李萬才著，《石濤》，長春：吉林美術出版社，1996年 5月，第一版，頁 192。 
25王秀雄，《美術心理學》，台北市：台北市立美術館出版，民國 80年，修訂版，頁 22。 
26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台北市：學生書局，民國 68年，第六版，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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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者,正謂此佳處故也。故畫者當以此意造。而鑒者又當以此意窮之。此之

謂不失其本意。27 

 

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對於郭熙來說，山水畫的價值不再只是可供觀

賞的山川景致而已，而是一個「可居、可遊」，可寄託人生的藝術境界。 

然而，山水畫要達到「可遊」的境界，其先決條件是觀者在精神方面必須達

到有如莊子「逍遙遊」般的自由狀態。而在藝術品的表現方面，則必須具有這種

「可遊」的意境。晉顧愷之稱這種意境是「傳神」28；南齊謝赫則稱之為「氣韻

生動29 (註35)；唐張璪以其為「外師造化，中得心源」30；王維說這是「意在筆先」
31；宋朝郭熙則是具體地提出一個表現方式，就是「遠」的要求。郭熙在《林泉

高致》˙〈山水訓〉中明白指出： 

 

山有三遠:自山下而仰山顛謂之高遠，自山前而窺山後謂之深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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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遠之意沖融而縹縹緲緲。其人物之在三遠

也，高遠者明瞭，深遠者細碎，平遠者沖澹，明瞭者不短，細碎者不長，沖

澹者不大，此三遠也。32 

 

  近代學者多認為「遠」是魏晉玄學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徐復觀認為：「遠」

不是孤立的觀念，而是與玄學所衍生的其他觀念相通的。這是玄學所追求的精神

境界，也是當時玄學所追求的目標。33魏晉時代人士為了逃避世局的動盪，便將

精神寄託由人間塵世移轉向山水，於是促成山水畫的興起。因為山水本身具有侷

限性，所以畫家在創作時必須設法將其侷限性破除，這樣觀賞者在觀賞時才得以

獲得舒暢自在的自由感。郭熙所提出「遠」的觀念，使得山水有限的形體得以延

伸，使視覺可以轉移到想像上面，進而引導思想直達天際，讓山水由有限的形體

直接通向無限的意境。山水遠處的「無」不是空無一物，而是宇宙萬物生機的起

源。雖然「遠」的意義直到宋朝郭熙才明白指出，但山水畫對「遠」的要求卻是

                                                 
27余崑編著，《中國畫論類編》，上冊，台北市：華正書局出版，民國 73年，初版，頁 632。 
28顧愷之，《論畫》，收於《世說新語》˙〈巧藝篇〉。參見余嘉錫編，《世說新語箋疏》，台北市：

華正書局出版，民國 73年 9月，初版，頁 722。 
29余崑編著，《中國畫論類編》，上冊，台北市：華正書局出版，民國 73年，初版，頁 355。 
30余崑編著，《中國畫論類編》，上冊，台北市：華正書局出版，民國 73年，初版，頁 9。 
31余崑編著，《中國畫論類編》，上冊，台北市：華正書局出版，民國 73年，初版，頁 596。 
32沈子丞編，《歷代論畫名著彙編》，台北市：世界書局，民國 73年 5月，再版，頁 71。 
33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台北市：學生書局，民國 68年，第六版，頁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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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俱來的。徐復觀教授認為：「我們可以說，山水畫中能表現出遠的意境，是

山水畫得以出現，及它逐漸成為中國繪畫中的主幹的原因。」34 (註 43 ) 

 
(三)水墨畫的興起 

我國的繪畫起源很早，在夏商周三代之前，因為史料記載不詳，現在已經難

以考證。考稽各相關史冊，現存可得而述者，應是開始於虞舜時期。沈子丞編，

《歷代論畫名著彙編》35提到： 

 

有巢氏創木器，圖輪圜，伏羲氏觀星象鳥獸之跡而畫八卦是我國繪畫

之發端。迨倉頡出，觀魁星圖曲之勢，察龜文山川之跡，隨體詰詘而制象

形文字。至此我國繪畫之雛形具矣。由是日漸發展，應用益繁，迨黃帝之

世，已儼然有獨立成為一種藝術之概。 

 
直到夏商二個朝代，因為禮教之風大為盛行，於是繪畫又成為一種推行教化

的工具，無不具有警戒勸誘之義。周代對於圖畫更加重視，設官分掌圖畫的相關

事務。當時繪畫的動機，並不是因為對繪畫本身有獨具之美感，而是想要藉圖畫

的形象色彩之力，給人具體的觀感，而達到宣揚禮教的功效跟目的。因此周代繪

畫之禮教作用，實際上更甚於夏、商時。在唐張彥遠著作的《歷代名畫記》卷一

〈敘畫之源流〉中，就有明確指示出繪畫的這種功用
36。因此，當我們考稽當時

的尊彝器皿時可發現：藝匠們在體驗自然萬物形象後，都會用鳥、獸、星、雲的

形狀來彩繪或裝飾各種酒杯或器皿。所裝飾的圖案，都是依照當時的禮教，而蘊

含了象徵的意義。 

繪畫的起源雖然很早，但早期繪畫屬於實用階段，所描繪的內容多半是圖騰

形象，而不是真正寫實的作品。周禮中記載有以地圖、工藝、染織為目的之山水

圖形，但仍不能認真的將這些算作山水畫
37。至於漢朝時候雖然開始出現大量畫

像石、畫像磚，但也多半是作為政教用途的人物故事畫。畫面上雖然有山水的成

份，但用意主要是在用圖畫說明勞動的場面，而跟美學無關，所以中國的山水畫

也不是由此興起。 

真正的山水畫，應該是正式發軔於晉代。由晉代興起的山水畫，直到劉宋而

發展完備。唐朝初年山水畫就有重大發展，到盛唐時期產生突變，而至中唐時候

出現了水墨山水畫；唐末五代時期，山水畫發展已臻成熟，甚至佔據整個中國畫

壇的主流位置。顧愷之的《畫雲台山記》是最早一篇寫到山水畫的文章，但文中

實際只描述了山水畫構圖方面的設計內容，並未提到關於山水畫的畫論。因此，

南朝劉宋繪畫理論宗炳所著《畫山水序》，是中國最早的一篇山水畫論。整篇畫

論全都圍繞著山水而談，而未涉及人物故事，可見宗炳的時代，山水畫已經能夠

完全脫離人物故事而徹底獨立。 

                                                 
34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台北市：學生書局，民國 68年，第六版，頁 347。 
35沈子丞編，《歷代論畫名著彙編》，台北市：世界書局，民國73年5月，再版，頁1。 
36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一〈敘畫之源流〉，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頁1。 
37轉引陳傳席，《中國山水畫史》，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96年6月，第一版，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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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莊對於色彩也主張素樸無為，樸素必出於無為，不施人為造作，反對絢麗

燦爛、錯金鏤彩。老子認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這是說週遭的刺激越多，反而會讓人的感官變得遲鈍。不要讓五色之擾奪神、使

心不寧靜，所以老子要人「知白守黑」、「見素抱樸」、（十九章）38、「反歸於樸」

(二十八章)39……，這正是水墨畫之思想根源。回歸於太古的素樸，是老子的理想。

根據老子的說法，自然的世界是無知無欲，既沒有文字，也沒有舟車，滿足於自

然所賦予的食物與衣服。「素」是沒有染色的布，「樸」是沒有加工的木。因此在

繪畫上，最能實現這種樸素狀態的就是水墨畫。這種無為無欲的精神正符合中國

隱士們退隱山林的思想，因此中國早期的畫家就捨棄絢爛的「五色」，以「素樸」

的水墨山水畫代之，並成為千餘年來中國山水畫的優秀傳統。換句話說，山水的

基本性格，就是由莊學而來的隱士性格40。唐代李思訓的金碧山水畫是成就富貴

性格之美，但他所使用的鮮艷色彩，並不符合中國山水畫得以成立的莊學思想背

景。因此直到王維的水墨山水出現，才逐漸使山水畫在顏色上與其自身性格相

符，合於莊學思想。不過此時水墨並未完全脫離彩色，而是將青綠變為淡彩。純

水墨畫的出現，應是在晚唐時期。自此之後，水墨畫與水墨兼淡彩畫為中國山水

畫的主幹。在相傳為王維所作之《山水訣》一書，一開始即說：「夫畫道之中，

水墨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可知墨色是所有顏色中與「無為的太古」

最相近的樸素之色。色彩在中國繪畫的褪淡成為水墨，正說明著中國人對客觀對

象，從外在追逐到內在靜觀的轉變。水墨畫的出現，代表藝術家向自然本質的追

求。藝術家要以超越世俗的虛靜之心面對山水，如此，山水才能以其純淨之姿，

進入藝術家虛靜的心內。41  
因此，因筆者主要想閳述自己對大自然的領會體悟、在山水風景中的寧靜喜

悅、在草坪上靜靜仰望天際浮雲的感動跟自在，所以在筆者的作品中，都盡量避

免「人工」事物的出現，避免亭台樓閣、曲徑迴廊、欄杆橋樑等人為建築，甚至

會把「人物」也從畫面上剔除。由於筆者想在作品中表達的，就是對「山水」、

對「自然」、對「雲」的感動，不希望因為作品畫面牽扯進「人物故事」而失焦。 

不僅於繪畫形式之探討，更有宇宙天地本體境界的思維。 

第二節  中國藝術「雲的創作思惟」之學理探討 

上古圖騰中的雲《左傳》: 「昭公十七年。昔者黃帝以雲紀，故為雲師為雲名。
                                                 
38中國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學史選編》，上冊，台北市：甫新書局出版，民國 73年，
初版，頁 30。 
39森三樹三郎著，姚百勤譯，《回歸自然》，台北市：敦理書局出版，民國72年2月，初版，頁

25。 
40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台北市：學生書局，民國 68年，第六版，頁 255。 
41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台北市：學生書局，民國 68年，第六版，頁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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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87）由此可知：上古時候，黃帝部落是以雲為圖騰崇拜的；古人對自
然力量特別敬畏，「天氣」對古人的有深刻影響。《說文》中對「天氣」的解

釋：「雲，山川氣也。」又說：「氣，雲氣也。」段玉裁注：「氣本雲氣，引

申為凡氣之稱。」（註 88）甲骨文的「氣」字則象徵冉冉上升之狀。這些典
籍資料都在在表示：在古人的觀念中，「氣」的概念，原本是由「雲」這種

自然現象中脫胎而出的。天地自然之氣虛無縹緲，雖然確實存在，卻沒有可

見的形狀，很難將其畫成圖騰來呈現。在我國新石器時代，出現了高度價值

的藝術創作，也就是聞名於世的陶器的製作。其中彩陶罐土裝飾圖紋的工藝

性，也比形式本身更引人入勝。這些裝飾圖紋，考古學家一致認為那是「人

類由直接的視覺性模仿轉化到智化的符號結構」（註 93），也是人類抽象思
維的開始。這些圖騰都各自具有象徵意義。然本文礙於硏究限制，並無多加

探討。 

本節從「師法古人」之「自然景緻中雲的特徵與表現」著手，再以此為依據，

探討歷代「雲的創作思惟」與「意境」的發展與演變形式，並進而探究影響其演

變的內在因素。此即「雲之歷史的變現」在歷代「雲的創作思惟」在早期除了營

造「仙山漫妙」的仙境，逐漸演變為意趣的表達。本節以歷代古畫為例分析「雲

的創作思惟」之時代風格特性。 

「氣韻生動」最早見於南北朝畫家謝赫的〈古畫品錄〉一文，收錄於唐張彥遠《歷

代名畫記》卷一中，漫引「謝赫云」:  

 
 昔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

四曰隨類賦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移模寫。」42 

 

當時所提出的六法乃是謝赫針對人物畫所作的鑑賞品評標準，原指所刻畫之

人物精神的概念。六法之中，以「氣韻生動」為首要。「氣韻」就是指人物畫傳

神的「神」。它是繪畫中精神和靈魂所在，是貫串於整體繪畫形象中生動圓活的

精神，如同藝術細胞的元氣。氣韻觀念的出現，也是以莊學作為背景。 

氣韻的觀念，一直到唐末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都只用來品評人禽鬼神

作品，此時雖已有山水畫，但唐人尚未將氣韻引用到山水畫上去。將氣韻的觀念

應用到以山水為主的作品上，目前發現最早的應是唐末五代人荊浩的《筆法記》： 

 
夫畫有六要：一曰多。二曰韻。三曰思。四曰景，五曰筆。六曰墨。43 

 
直到此時，中國的傳統山水畫才開始注重氣韻；但因描繪的對象並非人物花

                                                 
42余崑編著，《中國畫論類編》，上冊，台北市：華正書局出版，民國 73年，初版，頁 355。 
43余崑編著，《中國畫論類編》，上冊，台北市：華正書局出版，民國 73年，初版，頁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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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所以氣韻的內容也有一種自然而然的演變。在山水畫中單獨討論「氣」時，

多半會以「氣勢」一詞代替氣韻之「氣」。就像荊浩在《筆法記》中所說的：「山

水之象，氣勢相生。」44而董其昌在《畫旨》中則說：「遠山一起一伏有勢，疏林

或高或下則有情。」此處之勢即是「氣」，情即是「韻」。45以氣韻的整體來說，

即是要將山水畫的山水精神所聚之處表達出來，使人得以有處可寄託胸懷。人物

畫對氣和韻在技巧上都是對用筆的要求，以達傳神之效；而山水畫在荊浩以前，

氣韻皆作「神」解，但自從唐張璪、王維作破墨山水，「水墨暈章」興起之後，

在以山水為主的作品中，便開始在筆上論氣、墨上論韻。 

由於水墨山水畫的形成，從而導致氣韻問題與水墨問題聯繫在一起。所以荊

浩在《筆法記》中稱王維：「筆墨宛麗，氣韻清高。」這裡所說的「氣韻清高」

就是筆墨暈染所達成深淺有致的宛麗效果。荊浩則在《筆法記》中稱張璪為：「樹

石氣韻俱盛，筆墨積微，真思卓然，不貴五彩。」46從此「氣韻生動」的概念便

成為指導中國繪畫筆墨最高的表現理念。此外，莊子的藝街精神落實在繪畫上所

呈現出的清、遠、虛、無，亦成為畫韻的觀念。如《山水論》中所提及：「觀者

先觀氣象，後辨清濁。」又如郭熙所提「三遠」之說；而韓拙在《山水純全集》

中又加上闊遠、迷遠、幽遠，實已將遠與虛無相接。元黃公望《論山水樹石》文

中提及：「登樓望空闊處氣韻，看雲采，即是山頭景物。」47此段表明氣韻應在空

闊處。明顧凝遠在《畫引》中也說：「六法中，第一氣韻生動，有氣韻則有生動

矣。氣韻或在境中亦或在境外。」48境外便是虛無處。清惲壽平《南田論畫》提

及：「氣韻自然，虛實相生。…...今人用心在有筆墨處，古人用心在無筆墨處，倘

能於筆墨不到處觀古人用心，庶幾擬議神明。進乎技矣。」49清王昱《東莊論畫》

中有提到：「嘗聞夫子有云奇者，不在位置，而在氣韻之間。不在有形處，而在

無形處。」50以上所舉的每ㄧ則例子，篇篇都以虛無見氣韻，這是之前人物畫所

未達到的境界。中國傳統繪畫發展至此，「氣韻生動」也已不再單純指所描繪對

象的精神，而更成為由畫家主觀精神支配於筆墨所產生的一種藝術效果。 

 

 
一、煙嵐清潤平淡—董源 

                                                 
44余崑編著，《中國畫論類編》，上冊，台北市：華正書局出版，民國 73年，初版，頁 607。 
45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台北市：學生書局，民國 68年，第六版，頁 185。 
46余崑編著，《中國畫論類編》，上冊，台北市：華正書局出版，民國 73年，初版，頁 608。 
47沈子丞編，《歷代論畫名著彙編》，台北市：世界書局，民國 73年 5月，再版，頁 165。 
48沈子丞編，《歷代論畫名著彙編》，台北市：世界書局，民國 73年 5月，再版，頁 231。 
49沈子丞編，《歷代論畫名著彙編》，台北市：世界書局，民國 73年 5月，再版，頁 329。 
50沈子丞編，《歷代論畫名著彙編》，台北市：世界書局，民國 73年 5月，再版，頁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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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畫在五代由於自然環境的地域不同，則風格展現也殊異。其史稱「荊關

董巨」即為北方汴梁地區以荊浩、關仝的雄渾風格為典型；南方江南地帶則以董

源、巨然的秀潤風格為代表。 

米芾《畫史》亦推崇云：「董源，平淡天真，唐無此品，在畢宏上，近世神

品格高無以比也，峰巒出沒，雲霧顯晦，不裝巧趣，皆得天真。嵐色鬱蒼，枝幹

勁挺，咸有生意，溪橋漁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51 

五代 瀟湘圖 

 

 

 
圖  五代 董源 《瀟湘圖》 

 
圖  五代 董源 《瀟湘圖》局部 

 

 
圖  南宋 米友仁 《瀟湘奇觀圖》局部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此畫董源以短披麻，再層層暈染於其上，畫家

並利用簡明的濕筆淡墨以直點點出瀟湘煙嵐迷離之美，墨色層次分明，至煙

霧處，墨色漸淡，則顯得鬱蒼潤澤，頗有江南煙瘴四起，若明若滅變化的感

受。董其昌認為米氏父子的畫法應是淵源於董源：「董北苑、僧巨然都以墨

染雲氣，有吐吞變滅之勢，米氏父子宗董巨法」
52 

 

董源的《瀟湘圖》描寫江南瀟湘景緻，展現其水墨繪畫暈染的風格，其

淡墨清嵐，一片濕潤，一派自然的江南風光。畫面透過畫家感觀，加以簡化，

超越自然景緻，寫江南山水夏景煙嵐水起，薄煙淡霧，更趨真實。煙嵐清潤，

                                                 
51 引自米芾《畫史》，頁11，文收「宋人畫學論著」。 
52沈子丞著，《歷代論畫名著彙編》，台北市：世界書局，民國 73，頁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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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加矯飾，天真爛漫，十分真趣。畫面採平遠透視，對角線構圖，右下角運

用了幾近二分之一的空間為一大片平靜留白的江水，中間山腳以短披麻，再

層層暈染於其上，左上則都是層巒煙嵐、層次變化的遠樹茂林，其描畫即將

消逝的實體筆觸與雲嵐漸起時之處理非常漫妙絕美，呈現出平淡幽深的煙嵐

之美。 

米家雲山中的「米點皴」淵源於董源，屬於同一類型的皴法。但當兩位

畫家都被瀟湘煙嵐迷離之美所吸引，分別表現自己所體認之瀟湘風光時，卻

是山水殊異，各有風格，不過，從墨點運用而言，仍可看出兩者之間的轉變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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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傳）唐人 明皇幸蜀圖 
 
明皇幸蜀圖 
 
畫中雲氣雖不是描寫的重點，但此畫大部分雲氣滿於山間，主要的虛白對於空間

深度與山勢氣魄的增強實是功不可沒，使主山能有出雲之勢，增「遊」之意境美。  

 
圖  （傳）唐人 《明皇幸蜀圖》 圖  （傳）唐人 《明皇幸蜀圖》 

  
圖  （傳）唐人 《明皇幸蜀圖》局部 圖  （傳）唐人 《明皇幸蜀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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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宋 范寬 谿山行旅圖 
 
  范寬居住在終南太華，飽覽關陜風光，因此畫作能充分展現關陜一帶的地域

特色。此畫構圖是以下往上仰望的高遠形式，中景與前景之間煙嵐蒸騰，不但拉

遠了前景與中景間的距離，也增加了畫面空間的深度。中景皴筆漸虛，嵐氣將岡

阜山腳模糊了，以暈染漸淡的方法烘托，表現與宋仿《遊春圖》或《明皇幸蜀圖》

中以勾勒敷粉的古代畫雲風格大不相同。 
  在此畫中嵐氣雖不是描寫的重點，但此畫大部分筆觸實滿，主要的虛白對於

空間深度與山勢氣魄的增強實是功不可沒，使主山能有出雲之勢，即所謂山愈高

雲鎖其腰。 

 
北宋 范寬《谿山行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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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宋 李唐 萬壑松風圖 
 
 
 
  李唐  在此畫中嵐氣雖不是描寫的重點，但此畫大部分筆觸實滿，主要的

虛白對於空間深度與山勢氣魄的增強實是功不可沒，使主山能有出雲之勢，即所

謂山愈高雲鎖其腰。 
 

 

 

圖  宋 李唐《萬壑松風圖》 宋，李唐，《坐石看雲圖》 

  
圖  宋 李唐《萬壑松風圖》局部 宋，李唐，《坐石看雲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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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空間造境-郭熙 
「雲」它在山石之間創造各種美的結構和形式。在空間的安排或嚴緊或灑脫。

以脫實景的束縛，發揮性靈，筆墨隨著思想，悠游於廣闊的心靈空間。靈活架御。

都是值得引發我們一些想像空間的。 

 

 
（圖）郭熙《早春圖》，絹本淺設色，縱一五八﹒

三公分橫一O八﹒一公分 

 

 
郭熙〈早春園〉的面貌，也正是《宣和畫譜》所謂:「雲慢變滅盦靄之間，千態

萬狀」
53將理想的山水空間變換為充滿人間活動之所在，郭熙成功地把李成的煙

林清曠風格，結合范寬風格的主山構圖，重新設整成一個新的山水風貌一一個生

機處處，可游可居的神奇所在。以及其所形成的律動與秩序效果。不僅在強調著

山林的生機，瀰過著煙雲寫氣的平遠河谷。山川，運用山脊明顯的龍脈走向，來

貫穿全幅的氣勢，這樣構圖就密實不擁塞，繁瑣變化中具有一貫統合氣勢，蜿蜒

連綿的佈局，強化了整體動勢，使畫面明晰生動。擺動的韻律節奏，動感與氣勢

相應相生，字形結構因配合律動的重心、行軸的變化而有大小、疏密、長扁、變

形、欹正等變化，讓人感覺是活潑性、動而不亂，在有韻律的節奏中完成，形成

一種強烈視覺感受。 

藉著墨色營造而出的光彩效果更為此一山水增添變化面貌,而一層一層的空間幻

術一再予人驚喜。山水的安排講究變化，甚至於對於山體的描繪也極盡巧思。他

藉墨色變化多樣的輪站在眾勾勒山體外形，再以不同層次墨色皺染塊面;一方面

藉焦墨提點輪廓,以營造出結實渾陣、具有動能的山體,一方面也藉著留白與淡

墨，讓部份山體隱入飄渺煙:雲之中增添著幾分捉摸不定的想像。充滿了和諧、

統一而協調。，在不平衡中求得平衡美，極為統一和諧。 

                                                 
53 宋《宣和畫譜》卷十一 ，頁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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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造型、筆墨上豐富層次，營造出一個籠罩於煙嵐中的山水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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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煙嵐清潤平淡 

元代 高克恭《雲橫秀嶺》 

 

  
圖  元代 高克恭《雲橫秀嶺》 圖  五代 董源《洞天山堂》 

 

以其輕盈靈動的姿態 

」
54 

五代 董源《洞天山堂》 
畫面中央的白雲明顯地環繞於主山之側，以其蜿蜒的姿態，將前景的閣樓與松

樹、後面的主山與遠山，清楚的用雲氣以其蜿蜒靈動的姿態灌穿，以其輕盈靈動

的姿態,形成 7前中後三段空間,有 7元「宜、虛、實」的巧妙構間,添、增夸 7許
多山中靈秀之氣。然而,就虛賞之間來看,畫中除 7自雲與英空二處留自之外,其他
地方則全置上了樹石屋宇等景物,由於這些實體所占畫面分量較多,所以這幅畫整
直看來就顯得比較忱種與厚重,與市面幾幅山水畫的遼闊、深遠、平 l靜等特色不
同,呈現 7董源在山水: 創作上的男一種風格。犬片雲層。 
董源的繪畫價值，最重要的是建立在水墨暈染的風格上。煙嵐清潤，不加裝矯，

有真趣。 

此江南夏景煙嵐水起，薄煙淡霧。畫面採平遠透視，對角線構圖，右下角運用了

幾近二分之一的空間為一大片平靜留白的江水，中間山腳以短披麻，再層層暈染

於其上，左上都則是層巒煙嵐、層次變化遠樹茂林，呈現出平淡幽深之煙嵐。 

                                                 
54沈子丞著，《歷代論畫名著彙編》，台北市：世界書局，民國 73，頁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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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石濤的皺法 

他又號大滌子、清湘陳人和苦瓜和尚，他的繪畫理論就以《苦瓜和尚書語錄》

而流傳千古。他的《黃山八勝冊頁》。就是一例。他遊黃山歸來，人問他感覺如

何，他舉「情理俱無」四字以對，這和近人吳稚暉的「豈有此理」遙映生輝。張

大千先生亦說：黃山之美，無山不石，無石不松，無松不奇。石濤原生于廣西，

廣西山水已夠奇突，又得黃山之美，搜盡奇峰打草稿，遂一圖既成，名山生色，

此一開寫「文殊院觀前海諸峰」之勝景，群峰如萬笏朝天，高人蝺蝺獨上，曲道

盤空，既令人喜又令人驚。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此圖曲盡其妙。
55 

 
 

（圖）清 石濤 《黃山八勝冊頁之一、之二》，紙本設色、26.8×20.2

公分，京都．泉屋博古館 

 

 

 

                                                 
55李霖燦，《中國美術史稿》，台北：雄師，出版社，2008年，頁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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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濤（1642—1718）表現各種皺法，依狀態而定。 

各種各樣的「皺法」：「卷雲皺」、「亂柴」、「彈窩皺」、「骷髏皺」、「玉屑皺」、

「披麻皺」等。皆與自然、結構相關，呈現真山的特有的特徵相符。 

老子曰：「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無」和「有」，是宇

宙變化的根本，都來自於道與自然，虛筆實筆並用，更能表現書寫性語彙。 

運筆速度疾徐相生 

 

孫過庭在《書譜》提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姿，鸞舞蛇驚之態。」

契合自然為美，所謂「自然」，即線條表現如自然界的運行，王羲之觀察鵝頭的

巧妙運動，體會到自然之美，並運用線條的表現。這表示他們對自然界的現象有

深刻體會，並將它們運動時，「力」運行的強度、速度和方向，運用在書法線條

及筆勢上。藉著自然界與運筆的融合，書者表現出對自然界欣賞與體悟。56 

 

 
 

清 石濤 《危岩讀書圖（右為局部圖）》，冊頁 取自「為禹老道兄作山水冊」紙本設色、23.75×27.5公分。 

 
最令人拍案驚奇叫絕者，厥為全幅佈滿淡紅淺碧之碎點，是表現空氣之感

麼？這必是春色桃花無疑，是增加全畫面的撲朔迷離之情麼？彈粉彈墨之外，亦

有這種大珠小珠落紙雲烟不可端倪的手段，怎不令人嘆為觀止?羚羊掛角，香象

渡河，清湘老人亦偶契天籟，意到便成者乎?真不能以語言文字作詮釋也！57 
 

筆者認為石濤藝術除擁有高度書寫技巧外，並在個人自覺中，滲透了文學，

依書寫的內涵及意義，巧妙的佈局與墨色安排。渾然一體的藝術的特色，與其他

畫家作品相較，當中充滿了躍動的生命力，使得作品極具感染力與開創性，這也

是其作品最殊勝的地方。 

 
 
 
                                                 
56見陳丁奇 《書道教育概說》，p63。 
57李霖燦，《中國美術史稿》，台北：雄師，出版社，2008年，頁280 。 
黎蘭，《中國巨匠美術週刊》，台北：錦鏽出版社，2002年，頁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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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潑墨雲山—張大千 

圖  民國  張大干《廬山圖》 
 

 
圖  民國  張大干《廬山圖》左局部 

 
圖  民國  張大干《廬山圖》右局部 

 
《廬山圖》是張大千晚年的最後一幅巨作，也是一生中尺幅最大的一幅畫。此畫

耗時近二年。在作此畫時，張大千已達八十三高齡，且健康情形亦欠佳，但《廬

山圖》一作卻依然氣勢雄厚，格局浩大，絲毫不顯力促強驽之末態，實為大干畢

生功力之所聚。此圖完成約五分之四，尚餘部分未及完成，大干即已過世，因此

畫上未曾署款鈴印，僅提了兩首詩，前首「從君側看與橫看，疊壑層巒沓靄間；

彷佛坡仙笑開口，汝真胸次有廬山。」顯其自負及蘊藉之情感；後一首「遠公已

遠無蓮社，陶令肩輿去不還，待洗瘴煙橫霧盡，過溪亭前我看山。」以之明志，

胸襟氣度高曠，令人心儀。《廬山圖》雖小部分未及完成，但整體之經營與細節

之描寫都大致底定，因此看來完整性甚高。《廬山圖》通幅雲霧氤氳，山勢連綿，

虛實相映，氣勢磅礡，真山實水的深邈遼闊躍然目前，令人回想到宋代山水的雄

偉。石青石祿的運用幽深濃鬱，將艷麗的色質施展得含蓄且內斂。這些都是大千

長遠以來累積自然觀察經驗的深刻體現。他說：「畫山水一定要實際，多看名山

大川，奇峰峭壁，危巒平坡，煙嵐雲靄，飛瀑奔流；宇宙大觀，千變萬化，不是

親眼看過，憑著想像是上不了筆尖的。」58 
 
潑墨雲山，是承接結合之後，重新運作所造就出來的嶄新面貌。潑墨的技法是先

將畫面打濕，再趁濕之際將墨潑於其上，輕晃畫紙，必要時再以筆輕輕帶動引導

                                                 
58巴東著，《中國巨匠美術週刊》，台北市：錦繡，1996，頁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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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漬的流向與控制形狀。待乾後墨色中所呈現出自然的濃淡乾濕變化正適於表現

雲霧在晴陰明晦等不同情況下的細微遞換，說活了滿紙秀潤。但是對於這些大墨

快在畫面上的代表意義該如何解釋呢？可以從抽象的角度來切入，時虛時實。看

山便是山，看雲也成雲。可當成林木蔥蘢的丘壑，也可當成雲興霞蔚的景象，全

視畫面而定。對於張大干來說，雲的表達可以是極濃的黑墨也可以是完全留白，

甚至可以五光十色，完全不拘泥於留白虛空之觀念。在墨色上可再時而加以石

青、石綠或硃砂、石黃等，更可加入白粉造成彷彿畫紙受潮發霉的暈痕，卻轉化

成了雲山的反光效果。 
他繼承了中國自古以來的傳統。不受唯物思想觀的影響，以極高度的自由態度創

作，如莊子逍遙遊般的悠游於他的山水世界。畫面中的深淺黑白配置，以能成就

畫面氣勢為優先考量。對於畫面空靈的營造，不依賴以墨塊代表的雲氣，而是靠

著濃墨的黑來襯出周圍的靈逸。濃墨氤氳帶來的效果是蒼鬱雄渾的大氣魄。潑墨

之後再加上潑彩，不僅能提高畫面彩度，更可增加雲層的厚重感與光影變化，並

將前後景之距離感表達出來，更顯得他的雲山境界的深遠幽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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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忱雄厚重 李可染 
可染是黃賓虹的弟子，他承習了老師的技法，加上個人的新意。 
他的山水以「黑、滿、重、亮」著稱、以濃墨積染，表現事物的質感和明暗。 
李可染說：「山水畫最難解決的是層次。」還講到他用積墨法「在墨中求層次，

表現山川渾然之氣」。 
《潑墨山水》一般來說，可染師晚年的作品，筆墨恣肆，快筆疾書的作風較少，

但是也不盡然。這幅撥墨而成的山水，顯然不是慢功之作。可染師題跋說:「茲
用潑墨法寫我胸中雲山，以未落前人巢臼為快」看來是他自己感到滿意的作品。

此幅作品，嚴壑嵐氣，煙雲變化，墨韻之妙，蔚為奇觀。 
（款識..昔人畫雲山，多襲用米氏家法。吾歷年遍游黃山、九華、峨嵋、雁蕩，
飽覽嚴壑嵐氣煙雲變化奇觀，茲用潑墨法寫我胸目中雲山，以未落前人巢臼為

快。一九八一年辛西 可染並記時在渤海之濱 鈴印..可染、日新、李）59 
 
 

  

 

（圖）李可染「水邊人家」，軸， 
1988，紙本設色，84*52.5公分。 

（圖）李可染「潑墨山水」，，1981，紙
本水墨設色鏡片，68.7*45.9公分。 
 
 

 

 

 
此幅《黃山煙雲》創造了豐富的意境,畫家的藝術個性借助於直立光水色，更充

分、自如的抒發。此圖墨色重，雲海的畫法,現蒼茫之感。構圓規模宏大，志不

在畫黃山何處何景，而是寫于峰秀萬惑藏雲，字宙奇觀。陽光和大氣的變幻在這

些作品中是最富於活力的因素。山水畫藝術既忱雄厚重、富於生命活力的特色。 

 
 

                                                 
59萬青力，《李可染的世界》，台北：羲之堂，2000年，頁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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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李可染《黃山煙雲》，1982，紙本水墨設色鏡片，105.4*145公分。 

 
畫面的層次 
1掌握好中間調子 
2解決好畫面的黑白關係（暗部與亮部的關係、實與虛的關係） 
3以染作皴，以皴作染，使兩者的界線模糊不輕，而畫面卻取得高度的統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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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書寫性語彙-黃賓虹 

畫與書能融合，因兩者都是將美的動態先抽象化再轉化成「形」，然後以象

徵手法出之（以線條粗細、乾濕、勁澀），書法之難就難在這些轉化過程，所以

書家懂得象徵法，才能將二者融合在一起。 

其姜一涵替詩與書融合下了如下的定義： 

 

書法是離不開三性的藝術，三性者：一、詩性。二、哲理（性）三、物理（性）。 

無詩性則無精神之逍遙。無哲理（性）則無思想之理路與歷史使命感（亦即 

存在感）。無物理（性）則無表現之載體」。60 

 

上段文字可以看出，書法的創作目標在於主體精神的張揚（內容）和客觀形式（技

法）的融合，缺一不可。寫的像、臨摹得好，而無自己的哲學思考與精神表現，

只停留在技術與工藝的層次，難以登堂入室。 

 

繼承王蒙、石谿、鞏賢、畫風渾厚筆墨蒼茫的積墨傳統。 

 鞏賢取法董源、吳鎮濃墨積染，營造黑暗神密氣份。 

 北宋的米芾、米友仁可說是積墨法的先驅 

 黃賓虹不拘同一方向的筆觸、 在奔放中求整體和協。 

 倪謙甫：「當如作字法，筆筆宜分明，方不致為畫匠也」 

 渾厚的筆墨層次，表達他對山水自然豐富的視覺映象和內心感受，

蘊含高雅文氣而不纖柔的境地，具有大氣磅礡、渾厚華滋的個人特色。 

 

                                                 
60
參見姜一涵《書道美學隨緣談＜二＞》，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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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黃賓虹《設色山水》，軸，1988， 
紙本設色，43*30公分 

 

 

淡墨法：淡墨重疊，暄染其皴，墨法之妙，乃歸用筆。 
破墨法：在紙上以濃墨滲破淡墨，或以淡墨滲破濃墨。直筆以橫筆滲破之，橫筆

以直筆滲破之，未乾行之。 
 
黃賓虹說：「北宋人畫午時山多黑暗， 古人論畫， 欲暗不欲明， 明則一覽無餘， 

索然性盡。暗乃耐人尋索，百毒不厭。」 

 

倪謙甫：「當如作字法，筆筆宜分明，方不致為畫匠也」繼承王蒙、石谿、鞏賢、

畫風渾厚筆墨蒼茫的積墨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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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墨法：淡墨重疊，暄染其皴，墨法之妙，乃歸用筆。 
破墨法：在紙上以濃墨滲破淡墨，或以淡墨滲破濃墨。直筆以橫筆滲破之，橫筆

以直筆滲破之，未乾行之。 
 
黃賓虹說：「參差離合，大小斜正，肥瘦長短，俯仰斷續，齊而不齊是為內

美」 

 黃賓虹 
   1.多用焦墨 2.渾厚華滋 3.沉厚幽深 4.筆蒼墨潤 
    5.山川渾厚 草木華滋   6.筆力是氣 墨彩是韻 
畫面的層次 

 1掌握好中間調子。濃墨法，淡墨法，破墨法，潑墨法，漬墨法，焦墨法，

（圖）黃賓虹「淺絳山水」，軸，年代不詳，

紙本設色，100.1*33.2公分，杭州，浙江省
博物館藏。 
 

（圖）黃賓虹「淺絳山水」，軸，1953，紙本
設色，48*33公分，杭州，杭州省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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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墨法。 
 2解決好畫面的黑白關係（暗部與亮部的關係、實與虛的關係） 。厚重
又透明，處處虛靈。 

  3以染作皴，以皴作染，使兩者的界線模糊不輕，而畫面卻取得高度的
統一感。 

線性特徴 
中鋒用筆，「屋漏痕」 「折釵股」 「如錐畫沙， 如印印泥」 「如蟲蝕木」 總
結「平、圓 、留 、變 、重  」五種筆法。 

黃賓虹用筆，來自自然的體悟如「屋漏痕」 「折釵股」 「如錐畫沙， 如
印印泥」 「如蟲蝕木」 總結「平、圓 、留 、變 、重  」五種筆法。觀察力

強即是直覺能力強。 
不拘同一方向的筆觸、在奔放中求整體和協。渾厚的筆墨層次，表達他對山

水自然豐富的視覺映象和內心感受，蘊含高雅文氣而不纖柔的境地，具有大氣磅

礡、渾厚華滋的個人特色。 
運筆速度疾徐相生 

 

《書譜》云：「能速不速，謂之淹留」、「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

會之致。」。61 

 

 

孫過庭告訴我們，運筆速度並非一成不變，速度不同，效果也不同。黃賓虹對各

方位運筆的速度，因此他運筆速度猶如音樂節拍，有快慢起伏的節奏。 

藝術作品因是情感自然流露的轉變，以熱情的方式去變，非只是描繪物像的形體

表象。應培養自我的感悟能力從自己出發，方能塑造自我風格。 

                                                 
61
見陳丁奇 《書道教育概說》，p63。有各種角度運筆速度比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