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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自然景緻中雲的特徵與表現 

筆者創作中所謂的「雲」，會隨著生命脈絡而不斷變化，而且人與「雲」將

相互滋養、成長。即使畫家無法對「雲」重塑一個全新的理論或想法，也要能夠

有一些新的體悟跟想法，才能使作品產生一點作者個人的原創性。不論如何，只

要人們能仔細思索「雲」的變化表現在空間和時間的過程，都將會有些新的發現。 

 

第一節  大氣中的雲試探 

 

一、雲的物理性 

 

大氣中「雲」的變化，這種準則的功能是驗證性的，而不是創造性的。但我

們從這「氣象中的雲」可以得到啟發，即準則與其物態產生的性質之間的那種依

賴關係。 

 
（圖表資料來源：凃建翊，余嘉裕，周佳著，《臺灣的氣候》）

62 

 

                                                 
62.凃建翊，余嘉裕，周佳著，《臺灣的氣候》，臺北：遠足文化，'2()03，民國 92年，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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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氣環流 

大氣環流足以引導氣團的活動與大氣運動，對於氣候的形成有重要的意義。

同時，大氣環流在高低緯度間也扮演著交換海洋與陸地、輸送南與北的能量和水

氣之關鍵，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因此，在不的環流系統下，可以產生截然不同的

氣候特性。63 

 

 
（圖表資料來源：凃建翊，余嘉裕，周佳著，《臺灣的氣候》）64 

 
◎ 衛星雲圖 

一般常見的氣象衛星雲圖有兩種，即「可見光衛星雲圖」與「紅外線衛星雲

圖」。可見光衛星雲圖是透過雲頂反射太陽光而製成的影像，所以有太陽光照射

時，才有可見光雲圖。一般而言，較厚的雲反射率較高，所以在可見光雲圖中會

比較亮，較暗的部分代表雲較薄。可見光雲圖只能用於判斷雲層的厚度，而無法

判刑雲頂高度。 

紅外線衛星雲圖是經由雲頂所釋放出來的紅外線輻射來探測雲的分布，透過

雲頂輻射溫度的分布，則可判斷雲頂的高度，藉以彌補可見光雲圖的不足，它在

日間或夜間均可取得。通常雲頂溫度越低，即表示雲層越高，在紅外線雲圖中看

起來也會比較亮。 

氣象從業人員一般均綜合可見光雲圖與紅外線雲圖，來判斷雲的厚度與雲頂

高度。例如，我們看到某一區域於紅外線雲圖中顯得比較亮，但是在可見光雲圖

中比較暗，那就代表該區域是由比較高且薄的雲所覆蓋。但是如果在兩種雲圖中

看起來都比較亮，那就代表該區域是由較厚的雲所覆蓋，且垂直發展較高，表示

有下大雨的可能。而如果在可見光雲圖中看起來較亮，但是在紅外線雲圖中較

                                                 
63 同 4。 
64.凃建翊，余嘉裕，周佳著，《臺灣的氣候》，臺北：遠足文化，'2()03，民國 92年，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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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那就代表雲層較厚但是垂直伸展卻不高。65 

 
（圖表資料來源：凃建翊，余嘉裕，周佳著，《臺灣的氣候》）66 

 
◎ 雙颱風效應一藤原效應 

民國 89年 9月 6日，西北太平洋及南海地區同時出現了 3個颱風──桑美、

寶發、悟空。其中相對位置較為接近的桑美與寶發颱風，彼此間相互影響，進而

產生繞著共同旋轉軸旋轉的有趣現象。由於這種現象是由日本氣象學家藤原於

1921年所提出，所以也稱它為藤原效應(Fuj1whara effect)。 

當兩個颱風互相靠近時，受到本身導引氣流的影響，會讓它們沿著反時鐘方

向旋轉。一般來說，兩個颱風間的距離在 1,000至 1,200公里以內時，藤原效應

就容易產生；其旋轉中心的位置由兩個颱風的相對質量及颱風環流強度來決定。

在旋轉的過程中，通常範圍較小者走得快一些，範圈較大者走得慢一些。 67筆

者透過衛星雲圖之颱風氣流的效應圖，呈現之整體氣體的流動，來應證「雲嬉」

之虛的氣體概念。 

                                                 
65同 6，頁 54-5。 
66
凃建翊，余嘉裕，周佳著，《臺灣的氣候》，臺北：遠足文化，'2()03，民國 92年，頁 106。 

67同 6，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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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資料來源：游否若，《雲的奧秘 圖鑑篇》）68 

                                                 
68游否若著，《雲的奧秘 圖鑑篇》，臺北：人人出版社，'2()03，民國 92年，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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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69游否若著，《雲的奧秘 圖鑑篇》，臺北：人人出版社，'2()03，民國 92年，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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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雲」的觀察結果 

 
關於這「雲」的觀察，西方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提出具

體的觀察結果： 

 
黎明和日落時的顏色 

當雲團處於你和太陽之間，雲團的圓形邊是明亮的，越向中心越暗，發

生這種情況的原因在於由雲邊至雲頂全部對著上面的陽光，而且你在下面觀

察，若樹枝處於類似位置也會發生相同的情況;此外，雲和樹都有些透明,且

邊緣較薄，因此有些亮。 

眼睛的位置在雲團和太陽之間，雲團的外觀則與前面所述情況相反,雲

圓的圓形邊是暗的，越向中心越亮，因為你看到的一面正對著太陽，還因為

雲團邊緣有一定的透明度，眼睛能看到隱在雲團後面的某些部分，這些部分

太陽照不著，就顯得暗 。你也可以從下邊觀察雲團的細部，太陽從上面照

射，但因為它所處的位置和前面例子不同，不能反射太陽光，所以仍保留著

黑暗。 

人們常常能看到一些黑雲在受陽光照射的亮雲之下，這些黑雲是在太陽

和它們之間的其他雲團的陰影之中。 

還有，背靠明亮背景的向陽雲團的邊緣是暗的。為了證明這是真的，你

可以觀察整個雲團的突出部分是明亮的，因為這個雲團是以比它還黑的蔚藍

色大氣為背景。 70 

 

第二節  雲嬉行腳之藝術現場 

 
一、創作生命如爬山  

 
在確立研究「雲」為創作及論文研究主題之前，筆者即需先作一番冷靜的考

慮和抉擇，而在主題確立之後，更要一心向前邁進，認真走完這一條我深愛的，

有著純樸、寧靜風光的創作之路！就像我當初會敢於挑戰黃山之旅一樣！ 

您能想像對一位平時鮮少運動，動作又不夠靈敏的人來說，要爬上傳說中的

黃山，有多麼「難得」嗎？況且，對一位像筆者這樣貧苦的研究生來說，要千里

                                                 
70達文西( Leonardo Da Vinci)著;鄭福潔譯，《達文西的筆記本:繪畫是怎麼回事》，臺北：大塊文化
發行，'2()07，民國 96年，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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迢迢從臺灣搭飛機到大陸安徽，再辛苦跋涉攀登上黃山這座第一奇山、觀看到這

樣奇特的景緻，並不是容易的事！心中若沒有企求妙法的願力，就不會有所行

動。世間沒有不勞而獲的便宜事，怎可以因為知道艱難就不付諸行動呢？如何善

用自己有限的經濟能力跟可憐的微薄體力，完成這一項艱鉅的任務，對筆者真的

是一大難題！要不是對於藝術創作的熱愛跟執著，一股不服輸的意志督促著筆者

不可懈怠、勉力向前，又怎麼可能實現黃山攻頂的夢想？又怎麼能體會到在飄雪

的寒冷黃山巔峰的光明頂上，手握一杯溫熱的牛奶慢慢品味享受，是多麼讓人心

滿意足的樂事呢？所以，筆者將此行的所見所聞、一切經驗皆視若珍寶，而這麼

獨特的壯麗景觀，又有幾個人有財力、體力、膽色，可以遠達大陸安徽，攀越白

雪靄靄又濕滑難辨的險峻山路，終於得見呢？此外，即便克服了上述困難，要天

候恰巧配合，讓旅人有機緣能看到這殊麗的美景，也實屬不易。像帶隊的王友俊

教授，已經是黃山的常客，甚至比大陸當地導遊更熟門熟路，但王教授也不禁讚

嘆，這趟旅程所見，是他往年未曾得遇的美景！當然，筆者也要感謝王友俊教授

旅途上的提攜照顧，儘管當時筆者還未曾修習過王友俊教授的相關課程，之前也

未與王友俊教授有過交談，但一路上王友俊教授卻每次都細心提醒筆者該踩哪一

處石塊向前或向上，眼睛該往哪個方向或角度，才能看到最美麗的景色！那種無

私的分享精神，讓筆者十分感謝跟感念，終身難忘。 
光是實際體驗一趟黃山之旅，就有這麼多的困難要克服，想要體會各個畫家

當初創作時的感受意境，自然就更難了。 

但是如果能讓心在潛移默化中，融入「雲嬉」的精神和意念，那麼在創作中，

人人都能心生歡喜，即使接觸藝術或從事創作的時間並不長，只要有心，且能用

心的接受，便能達到己心和「雲嬉」相互融通、身意會合的境界，這就是所謂的

「見聞法一念間，法無定法。」 

 
二、什麼是「雲嬉行腳」？ 

 
什麼是「雲嬉行腳」呢？筆者以為，從「自我的觀照」中，邁出步伐，觀看

自己的腳，專注於自己的念；在觀照中走路，生歡喜心，就是「雲嬉行腳」。也

就是所謂的：以意念知足而行，舉步行動，常自觀照。 

爬山的經驗，原來不只是視覺上的滿足，而且是「心」的壯大。雖然人不宜

鬆懈，但也不能太緊張，過與不及都是很危險的，最好是行於中道。所以，應該

調節自己的生活，作息要正常，只有當下的覺知，心無罣礙。不思過去，不想未

來，不憂現在，就只有走路，單純的走路、認真的走路、專注於意念。心領神會、

身體力行，能夠把心念調整好，就能時時刻刻向前精進、發揮生命功能。 

 
三、雲的秘密 
 
筆者一直自我期許：透過對雲的研究，將雲轉換為自我創作的符號，非形塑

的，而是內在心靈對美感經驗新的體悟與轉換。什麼是心靈之眼？如何尋求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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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只要能靜心發現宇宙奧妙，用心體會，就能找到上述疑惑的答案，而後轉

化成自己的作品意涵。「雲」，在於教導人如何獲得精神上的愉悅。人除了物質上

的需求外，更需要豐富的精神生活，才會感覺充足與踏實。進而淨化心靈，使大

家明白生命的意義，歡愉自在。 

在大自然面前，用心體會「雲」的景致當中，以靜寂清澄的態度，外在保持

聖默，靜心體悟。不單是黃山景色多，歷代名家畫黃山的佳作也很多，不過，讀

景色和運用於創作之間，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因此，景色描寫得很熟穩而不思

考意境，如同看書而不見理，那是沒有用的。總之，一定要真正身體力行體會其

中之精妙，才能受益啊！ 

而用功體悟的時候則要專心，不可漫不經心。若能把作息調節得當，再用心

去體解道理，將攀黃山所學到的「法」加以思考學習，就能師法自然，師法「雲」，

使之和實際的創作生活融會貫通，讓自己身心都能沐浴於喜悅的感受中，那全新

的、屬於自己個人的創作就會自然產生。 

如何在「雲嬉行腳」中，探究雲的秘密？其實不難，專注於「意念」第一，「觀

照」其次，接著是「歡喜心」，而後就是「一切為心造」。 

 
第三節  「雲嬉」的徵象 

若將「雲嬉」視為一種活潑的藝術創造過程，就必須避免過往的習氣上身。

因為藝術是一種「自由」，所以必須除去過去僵化的觀念所帶來的習氣，否則無

法讓藝術創造看到新的可能，也無法讓自己有機會超越自己。 

「習氣」：包含了「僵化的觀念」「特定的表現形式」，任何固定的真理說法

最終都會變成僵化，重點是「當下」！如果能活用「當下」，方法才是真的方法。

那是一種即興的體悟跟領會，創造活動即是活的藝術現場。 

一、筆者蔡靜怡提出具體的觀察結果 

◎ 雲和樹以及週圍的一切物象，都有些透明，且邊緣較薄，因此透明的

現象和風中雲層的厚薄有密切的關係。 

◎ 雲團邊緣有一定的透明度，眼睛能看到隱在雲團後面的某些部分，圖

徒增一份幻象。 

◎ 雲團是以比它還黑的蔚藍色大氣為背景，觀察整個雲團的突出部分是

明亮的，這份明亮宛如天際間的一線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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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的時空變現—黃山之玉屏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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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的時空變現—黃山之飛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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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的時空變現—黃山之瑤台仙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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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的時空變現—黃山之瑤台仙境2 

 

  

  

  

 

 
 
 
 
 
 
 
 
 



49 

雲的時空變現—黃山之蓮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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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的自覺 

漢代之前的繪畫，基本上都是不自覺的藝術。畫像石、磚是厚葬的產物(表彰

忠臣孝子)，雲台圖是為了歌頌功臣名將，墓室帛畫乃至陶俑更有巫術性質。總之，

這些作品都是政治和功利的附庸，而不是以審美為原則。它固有美的形式，但卻

無美的自覺。漢末魏晉時代，繪畫有了美的自覺而成為美的表現。繪畫不必是政

治和功利的附庸，而是以審美為原則，以供人欣賞為目的。繪畫如果仍有政治和

功利的目的，那只是反過來附屬在審美的基礎上。71 

德國哲學家、古典美學家康德(Kant，1724-1804)認為審美活動不能涉及厲害

計較，不是慾念的滿足，對象只以它的形式而不是以它的存在來產生美感。並且

從審美判斷的量方面看，替美下了如下的定義： 

 

「美是不涉及概念而普遍地使人愉快的。」72 

 

取題「雲嬉」的來源，即因筆者認為：「雲嬉」即是生歡喜心，所以藝術家

應當用歡喜心來創作，而創作本身就是一種印證「一切法唯心造」的過程。二十

世紀下半最重要的國際劇場導演彼得，布魯克( Peter Brook)提到：在日常生活

中，「如果」是種虛構；在劇場裡「如果」卻是種實驗。在日常生活中，「如果」

是種逃避；在劇場裡，「如果」卻是種真理。當我們被說服相信這種真理時，劇

場與生活就合而為一。這是最高目標。它聽起來似乎像件苦差事。演戲需要這類

差事。但是當我們用遊戲的態度來體驗這份工作時，它就不再是份差事。戲劇就

是遊戲(A play is play)。73 

若我們回到孩提時代的天真爛漫，當藝術家生歡喜心，並用歡喜心來創作，

創作就是一份有趣的差事，這就是筆者所謂「雲嬉」的精神。 

 

二、 「澄懷味象」之境 （一種精神的愉悅） 

 

顧愷之在《魏晉勝流畫贊》中，第一次明確提出繪畫畫在「傳神」、「寫

神」、「通神」。他說:  

 

                                                 
71陳傅席著，《中國繪畫理論史》，台北:東大,，1997，頁 8。 
72 朱光潛《西方美術史﹒下》)，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211-17頁。 
73彼得，布魯克( Peter Brook)耿一偉，《空的空間》，臺北：中正文化發行，'2()07，民國97年，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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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視而前亡所對者，以形寫神，而空其實對，荃生之用

乖，傳神之趨失矣。空其實對則大失，對而不正，則小失，不可不察也。一

像明昧,不若悟對之通神也。 

 

意思是：凡摹畫，沒有手中專一地摹寫、眼看著新畫而前面無所對之原

作。以「勾摹的」形寫出具有原作水平的神，而沒有實對著面前的原作，那

麼，原作的依據作用便乖戾了，傳神旨趣也失掉了。空其實對則大失，不完

全對則小失，不可不注意呀！一像之得失，不若領悟到「對」的神妙啊！74 

此乃強調「以形寫神」不僅要形似，可要領悟原作的神妙。也就是要「傳

神J、「通神」。所以在創作時，也要重「傳神」的。 

 

謝赫著《古畫品錄》，提出「六法論」，是顧愷之「傳神論」的進一步

說明。 

所謂六法，謝赫說： 

 

六法者何?一、氣韻生動是也；二、骨法用筆是也；三、應物象形是也；

四、隨類賦彩是也；五、經營位置是也；六、傳移模寫是也。（《古畫品錄》）  

 

謝赫將「氣韻生動」列於六法之首，可見其重要，其實氣韻生動就是顧

愷之所說的傳神，「氣韻生動」是「傳神」的進一步說法。75 

只有「取之象外」，突破有限的形象，才能做到「氣韻生動」才能體現

「道」，從而達到「神」、「妙」的境界。76 

 

宗炳在《畫山水序》中，他說的「道」主要指老莊之道。 

 

    聖人含道映物，賢者澄懷味象。至於山水質有而趣靈。是以軒轅、堯、孔、

廣成、大隗、許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萁首、大蒙之遊焉，又

稱仁智之樂焉。夫聖人以神法道，而賢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不亦樂

乎? 

 

                                                 
74陳傳席著. 《六朝畫論研究》，台北，學生，1999，頁 79. 。 
75 徐復觀著，《中國藝街精神》，台北，學生，1998，頁 162。 
76 陳傳席著，《中國繪畫理論史》，台北：東大， 1997，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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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以神法道，而賢者通。」聖人以他的「神」，效法「道」、體現「道」，

使「賢者」得到領悟。「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山水以它的「形」顯現「道」

而成為美，成為「媚」，使「仁者」得到快樂。 

其中「澄懷味象」就是概括主客體之間的審美關係的一個命題。就審美主體

而言，宗炳說要「澄懷」，有如老子說的「滌除玄鑒」，莊子說的「心齋坐忘」也

就是要有虛靜空明的心境。「澄懷」才能「味象」。從審美客體而，首先當然要有

象（形象），宗炳認為「山水以形媚道」，山水所以成為美，所以使人愉悅，是因

為它既有具體形象，又是「道」的顯現，有限的「形」顯現無限的「道」顯現宇

宙無限的生機，所以宗炳又說「山水質有而趣靈」，山水的形質是道的顯現，所

以是「靈」，是「趣」。所以，「味象」的「象」不是一般的形象，而是審美的形

象，只有審美形象，才能成為審美觀照的對象，才能引起欣賞者的審美愉悅。所

以「味象」的「味」也不是味覺的「味」，是一種精神的愉悅，精神的享受，所

以是審美的「味」。宗炳在文中又說，人們對自然山水和山水畫的欣賞，都以應

目會心為「理」。也就是說「應目會心」是欣賞的規律，即產生「味」的規律。

首先是「目」應，看畫也應如同眼睛感受真自然，然後是「心」會，心靈也一起

融合於真自然，「應會感神，神超理得。」接受融合之間，感動內在精神，精神

既然超於物外，道理自然得於心中。心會就是文中也有提到的「萬趣融於神思」

從而達到「怡身」、「暢神」的效果。這就是「味」。77 

宗炳居於「名山恐難遍遊，惟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的理想，率先提出

「合道應物，澄懷味象」的山水創作契機。石濤抱持「山川與予神遇而跡化了」

的胸懷，所以「搜盡奇峰打草稿」的目的在於展現「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

川脫胎於予也，予脫胎於山川也。」78 的物我合一境界。雖說現在我們所處社

會環境異於古代，但並不意味山川景物的價值就此消失，反之，生活於都市叢林

的現代人，在精神上更加響往「山中無寒暑」的幽靜與清閑，以消瀰現實生活中

的吵雜與煩悶。79 

至於欣賞山水畫時，「望秋雲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望著畫中秋

雲，神情飛揚，面臨畫面上的春風，思緒浩蕩。這就是「想像的愉快」,80也

是一種精神的解放與超脫。 

 

三、 「一個美好的靈魂」徵象──康德（藝術美） 

                                                 
77葉朗著，《中國美學的開展（上）》，台北，金楓，1987，頁 61-4。 
78 見石濤撰《苦瓜和尚畫語錄》山川章。 
79 林昌德，《寫生造境—林昌德水墨寫生創作解析》，台中，印刷出版，民國 84，頁 7。 
80陳傅席著，《中國繪畫理論史》，台北:東大,，1997，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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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Emmanuel Kant, 1742—1804) 對藝術美的看法如下： 

 

我將衷心同意，藝術美(其中我也把人為用於浮華裝飾的自然風包括在內)

引人興味之處是完全不能佐證一種繫於良善精神之思想，或僅有此思想傾向的。 

然而我卻贊成那在自然之美中感到即時興味的(而非僅自興趣去判斷)，總算

是一個美好的靈魂的徵象。......這個在孤獨之中(且無意願與他人溝通其所觀

察)靜觀一朵野花，一隻鳥，一只昆蟲等的形態，而能欣賞它們、喜愛它們的人，

這個在一般自然中那些東西告缺時感到惋惜的人，這個沒有在自然中看到更多能

在他眼前閃爍的，而讓他覺得遺憾的人，這個人就是在自然美上得到一種即時的

興味，且是精神上的真理，即是說不僅是(自然的)產物因其形態而取悅於他，也

是這種產物的存在令他喜悅，在沒有感官誘惑的介入或他與某種目的有牽連的情

況下。⋯這樣激發自即時叫興味的，感到自然美在藝術美之上的稟賦(即使藝術

美比前者在形式上占有優勢)， 與所有具道德情感教養的人之清明而嚴肅的思想

態度是相符合的。81 

 

筆者以為：康德所謂「一個美好的靈魂的徵象」，是指大自然萬物之間都存

在著「靈」，使萬物都有著自有的「神」跟「氣」，亦具備其獨有的美感。一朵野

花，一隻鳥，一只昆蟲，都有而其獨有的靈動與美感，而能欣賞它們、喜愛它們、

會為它們的缺席感到惋惜的人，在自然中常常看不到更多能在他眼前閃爍的事

物，因而常會因為看不到它們而覺得遺憾。這個人在欣賞一朵野花，一隻鳥，一

只昆蟲而覺得愉悅時，就是在「自然」的美中，得到了一種即時的興味，所以能

徜徉其中、自得其樂。這也是筆者所希望學習的：師法自然，生歡喜心，用創作

來印證「一切法唯心造」。 

  

四、禪宗「無我」的境界 

如牧谿的作品《龍圖》（圖），1296年，絹本、淡彩墨畫，京都大德寺藏。 

龍乘風雲而上天，在《中國巨匠美術週刊》中，黎蘭提到： 

 

龍對禪宗佛家來說有更深一層的意義，當牧谿畫雲中突然出現的一條

龍時，他所要描寫的是宇宙本體的顯現及對於禪學真諦一剎那出現又突然
                                                 
81 (摘自(Cririque de la faculte de juger) ，A. Philonenko 法譯. Vrin出版. ，1965 ，p131- 133 ) 
 



54 

消失的經驗。這種經驗倍受修禪者重視。對道敦來說，龍是代表道的本身。

它是宇宙間主要的動力，常一瞬間出現又即刻消失得無影無踪。82 

       

  

    

 

牧谿強調龍頭的威嚴，整個畫面用水墨處理，龍靈活靈現，活躍生動，龍眼

遙望著上方乘雲遨游而去的氣勢，大筆瀟灑雲雨，S型動態的強烈意象效果，龍

在宇宙間翻騰的剎那影像幻象似的呈現在眼前。龍眼專注而凝聚，龍角與龍鬚產

生張力，龍鬚的處理大氣又不失嚴謹，簡捷又不失彈力與活力，聚散開合的微妙

處理。雲氣與龍身融合，龍動使得雲氣活躍起來。 

第四節  談創造 

一、 什麼是創造 
西方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提出創造的看法： 

 

如果你輕視繪畫，那唯一可模仿所有自然之可見事物的，你便斷然輕視了一

種微妙的創造。由其哲思又艱難的推究，檢驗所有形的特質，海、地景、樹

木、動物、草和花卉，全都是浸浴在陰影和光中。這樣的一種學問確是自然

合法的女兒，因為是自然孕育出來的；為了精確起見，我們稱她為自然的孫

兒女，因為自然產出所有可見的事物，繪畫又由之誕生，我們因此稱繪畫為

自然的孫女兒，並且是上帝的親屬。」83 

 

達文西認為繪畫之美在於光影層次的漸遞增減：太多的光線使畫面生露，太

多的陰影又叫人看不清畫面；恰適其中才好。但是也必須注意到畫面的動感，那

                                                 
82黎蘭，《中國巨匠美術週刊》，台北：錦鏽出版社，2002年，頁10 。 
83 《繪畫》(La Peinture），台北，Hermann出版，1964，頁 41。 

（圖）宋末元初 牧谿 

《龍圖》，1296年，絹

本、淡彩墨畫，京都大

德寺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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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有生命的源泉和自然之科學解釋84。達文西讓繪畫擺脫因輪廓精確而導致風

格僵化的危險：圖像與背景必須在其界線交融，要沒有任何互斥。最初的草圖就

應約制光影的效果。在達文西身上，思想者與畫者同是一人，他的光影構思凌駕

於圖繪技術之上，光影本身即可以表現微妙神祕感覺：這種情況，在〈洞窟聖母〉 

(Vierge aux Rochers)畫中呈現。85 

筆者認為達文西除了再現自然外，又創造了另一個自然。大自然是一種微妙

的創造。也同時著手微觀（無限小）以及宏觀（無限大）的畫法。他的光影構思

凌駕於圖繪技術之上，畫面的動人之處，及是所有的景物全都是浸浴在陰影和光

中。光影層次的漸遞增減將形體與所浸染的氛圍相繫相融，表現微妙神祕感覺。 

 

（1）白天思索的延續 

在山間研究的每一天，筆者在晚間入睡前，「雲」都會不斷的在我腦海中湧

現。至今每每回憶，「雲嬉」依然常伴，讓我甚為感恩。這就是白天思索的延續。

此後的發展結果將於（第四章 第一節我與白牆的對話 幻象式繪畫）有更為深入

探討。 

 

（２）靈感的發生 

什麼是靈感？意思是看到新的可能性，再將這些可能性組合成作品(組合的

過程也需看到新司能性)的過程。靈感就是「看到」的那一剎那，小至看到一個

基本創意點或一些不相關事物的新連結方法，大至看到龐大完整的作品，連組合

細節都一體成形。86 

靈感在他身上發生的時候，並不是以無法辨認的密碼形式出現的，它是可理

解的，並且應當是針對他意識中或潛意識中所關心的題目而來的。87 

                                                 
84瓊—呂克．夏呂姆（Jean –luc Chalumeau）《藝術原理 柏拉圖至今日的藝術哲學、批評和歷史》 

台北，藝術家，2007，「96」，頁 35。 
85同上 頁 37。 
86賴聲川著，《賴聲川的創意學》，台北，天下雜誌，2006民 95，頁 54。 
87 同上 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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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感的發生常常與我們的內在需求相呼應。筆者會以「雲」為創作主題，或

許也是意識或潛意識中曾經浮現過的，所以才會有此創作靈感。 

針對「雲嬉」這一主題，靈感提供了筆者可能的答案和方向。靈感的邏輯很

難捉摸，「雲」跳躍的邏輯也是一種邏輯，道理自然存在於它發生的虛構的開放

空間創作過程中，與「雲之時空的變現」中。在此過程中，「雲」一直環繞著創

作，創作也隨著「雲」的概念與靈感展開，自行旋轉、發展、發生。由於「雲」

的自由象度多元，因此其所提供的創作靈感亦很豐富。 

此即筆者為什麼能得到這種「雲」的新視角，看到「雲」的新可能性、知道

如何組合「雲」，這一切都既清楚又朦朧的呈現在筆者心中。靈感固然神祕、隨

機、龐大、複雜，然而意念專一，就能促使靈感發生。 

創作的磨練過程，會使人顯現出意想不到的智慧，促使創作者的創作架構更

清楚、創作邏輯更通暢，一種更深、更長期的思維將在創作者體內內化。因此，

在筆者心靈深處，一種奉獻機制被啟動，創作靈感也油然而生。「雲」在筆者的

潛意識中產生的能量無限大，與筆者的生活經驗產生了存放、連結，連貫性相當

微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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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雲嬉」是展現「雲的時空的變現」，是一種尊重大自然的生命價值觀。藝

術家創作的題材不再侷限於畫室的靜物或模特兒，而是走出戶外。 

觀看「雲」，這已被人們習以為常、但卻對人們有很多啟發的自然景象。筆

者深深以為：「雲」存在著某一種精神，能讓人心找回一種安慰的力量，彌補都

市心靈的空虛感；觀賞「雲」，也是一種讓自我情緒紓解的方式，能淨化都市文

明帶來的疏離感，讓人們能共同分享並感到快樂，使人類的生命更具有價值。此

即「雲嬉」的創作源起。 

筆者認為：「雲嬉」即是生歡喜心，藝術家應該用歡喜心來創作，而創作就

是一種印證「一切法唯心造」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