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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境---石頭全知卻沉默不語創作研究 

Beyond Boundary—A Practice of Painting in Omniscience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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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風雕刻了石頭，最終有一天這些刻痕又回到原初，我們只是瞥見了其中的

刹那。」是和泉正敏對石頭生命的隱喻。本論文以無為/無不為的石頭作為主要的

創作元素，平凡但頑強，在多變的環境中透過創作尋找生命更深沉的意義。 

 

 

 

 

 

 

 

 

 

 

 

 

 

 

 

 

【關鍵字】原初、刹那、和泉正敏、無為、無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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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個心靈上永遠的異鄉人，一個與既定社會格格不入的局外人1 

 

《異鄉人》的作者卡繆（Albert Camus）一直處在流浪的狀態， 無論是外在

的環境或內心的流浪，在任何空間地方都沒有歸屬感，寫作是他唯一的棲身之所。

筆者長期在不同的國家生活，無論是在東方或西方都覺的自己是異鄉人，唯有創

作讓筆者覺得自己不再是局外人。在構圖、取材上是經過理智的挑選和技巧的處

理，是理性的，有意識的繪畫出想要的效果，但是在繪畫的過程中，深沉的進入

畫面，進入內心深處，就像誦經一樣，不停的反復，雷同的節奏，心也跟著沉靜

下來，一種像進入禪定的狀態，無法停止，無法控制的境界。這種發自內心，利

用繪畫表現當下，是無法克制衝動，但是這無法克制的衝動，筆者卻用理性的方

式呈現。 

 

    石濤創作「搜盡奇峰打草稿圖」，表達他的創作思想，強調用寫生來畫出，

尋找奇特的構圖，但是筆者想用最平凡無奇的物體來表達內心世界，在經過一

些人生的歷練，歲月的累積沉澱之後，才明白再奇特新鮮的事物如果經不起時

間歲月的磨練，那也不過是過往雲煙，曇花一現。 

 

馬來西亞的華人處在一種非常獨特的生活環境，在多語多元文化中，可以選

擇保有或放棄中華文化。慶幸筆者是前者，在不是單一語文的環境，面對五花八

門的想法，各種各樣的媒介，但是在骨子裡就是想用毛筆水墨創作，一種無法解

釋，深入靈魂的選擇，所以筆者是有意識的選擇用水墨創作。身處異域，「越境」

在心理層面產生較大的衝擊與感受，但這是外在環境的改變所帶來的結果。從小

學開始正式學習華語、英語與馬來語，外加福建話、廣東話、客家話，到荷蘭以

後學習荷蘭文等等。每一種語言都有自己的邏輯和思考模式，馬來西亞人說話常

把兩種以上的語文混在一句話中。例如：「我要去坐 bus(公車)」，「到 pasar(菜市

場)買菜」有時太習以為常而不自覺。筆者是到臺灣以後，大家都說華語，在這裡

                                                 
1卡繆 Albert Camus ，《異鄉人》（臺北市：麥田出版，2009年 9月），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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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就是「國語」，當時才從馬來西亞過來的筆者，第一反應是國語為什麼

不是馬來文？相對的，處在生活比較被動的東方，我常常覺得被語言或文字愚弄。

跟圖像比較起來，語言與文字一樣比較不可相信。生命中有許多的未知與變化，

創作是好好活著的證明與力量。 

 

我們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正因為如此，才想用盡全力把每一天都好

好活下去。2 

 

    太多的未知、變化與不安，在筆者的內心深處渴望停止漂泊。但是也因為

這許多的不安定，水墨這個媒才及創作方式變成一種自我的肯定及身份的認

同。在創作時常常回到一種原始的狀態，非常安靜，就像處在太空中，一種懸

在銀河中星球相互吸引，但是又不會掉下來的狀態，一種不受幹擾的，看似自

主，自由的狀態。  

 

二、越•境的創作思維 

在藝術意象中，我們可以區分出一種特別富有形而上意味的類型，那就是「意

境」3。 

 

老子哲學中有兩個基本思想對中國古典美學後來的發展影響很大：第一，「道」

是宇宙萬物的本體和生命，對於一切具體事物的關照最後都應該進到對「道」

的觀照：第二，「道」是「無」和「有」、「虛」和「實」的統一，「道」包含

「象」，產生「象」，但是單有「象」並不能充分體現「道」，因為「象」是有

限的，而「道」不僅是「有」，而且是「無」（無名，無限性，無規定性）4。 

禪宗主張在日常生活中，在活潑潑的生命中，在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中，去體

驗那無限的、永恆的、空寂的宇宙本體，所謂「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

黃花，無非般若」。...這就是「妙悟」、「禪悟」。「妙悟」、「禪悟」所「悟」到

的不是一般的東西，不是一般的「意」，而是永恆的宇宙本體，是形而上的

                                                 
2 安藤忠雄，《我的人生履歷書》（臺北市：聯經，2012年 12月），封底 
3 葉郎，《美學原理》（臺北市，信實文化行銷有限公司，1014 年 4 月），頁 373 
4 葉郎，《美學原理》（臺北市，信實文化行銷有限公司，1014 年 4 月），頁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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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5 

 

中國古代畫論談「意境」要比詩論晚些。...東晉•顧凱之提出了「以形寫神」

的要求，南齊•謝赫提出「取之向外」的主張，並總結出「六法」，首重氣韻，

奠定了中國畫論的基石。...直到北宋•郭熙、郭思《林泉高志》，才明確使用了

「境界」一詞，「境界」有時是「意境」的同義語。6 

 

所以綜合上述所說的「意境」是形而上的，是道，是有也是無，是虛也是實，

是有生命或無機體，是短暫也是永恆。在創作是總是要利用某些景物或意象來表

達這「意境」，筆者選用石頭，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利用石子當代言人。詩人

陸遊寫到「花如解語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可是石頭也不會說話，我又變

成石頭的代言人。這不也是另一種越境呢？ 

 

所以超越自然，無聲勝有聲。語言文字能夠表達的，是有限的、表層的感受，

超越文字、超越形象，更可以有無盡的想像空間，一切盡在不言中。 

 

（一）視角的跨越（視點） 

在筆者的畫面中，同時可以看到不同視角的景物，依需要而作出視角的調整

（範例），大部分的作品中，是可以隨著視線，找到焦點，創作者會依自己的觀

點來構成畫面，因此首先必須釐清視角、視點、視線、視距、視野或視域的意義。

根據劉思量的解釋如下： 

 

視角：眼睛看物時的俯仰、正側、高低，一般從畫中景物之按排，可以推知

畫者站立之位置，以及眼睛是以什麼角度取景。...中國傳統繪畫中，郭熙提

出「高遠」、「深遠」、「平遠」的「三遠」法，來說明不同視角的仰視角、俯

視角、平視角取景構圖。 

 

視點：「視點」是一個相當曖昧不明的名詞，也經常被誤用和濫用。其實眼睛

                                                 
5 葉郎，《美學原理》（臺北市，信實文化行銷有限公司，1014 年 4 月），頁 376 
6 周積寅 編著，《中國畫論輯要》（男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05 年 7 月），頁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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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來不會停駐在一點上，眼睛看到的是一大片或一個面。所以只有視野或視

域，而不可能有視點。...「西畫是單一視點的畫法；中國繪畫是多視點的畫

法。」這個說法也不清楚。 

 

視線：指眼睛移動之方向與軌跡。也既是眼睛的指向與所注視目的物之間的

一條假設線。 

視距：是眼睛與所注視的目的物之間的遠近距離。 

 

視野或視域：也稱為「視界」。一般指視網膜在一定時刻，所收攝景物及畫面

之大小、廣狹。7 

 

除了上述所說的視點外，而在宋朝時郭熙就提出了三遠法的概念，下面這段

話更將郭熙的三遠法用視角來解釋得更為精闢： 

 

郭熙的「三遠說」，是以人所站裡之地點不同，視角不同，所建立只推論。近

代論者，參照西方「焦點透視法」的藝術理論，主張中國繪畫是採取「多視

點透視法」，也是以郭熙的「三遠說」作為立論的基礎。...主張以「多視角畫

法」取代「多視點透視」的說法，才能符合繪畫表現與視覺原理的實際狀況。...

所形成畫面中所謂高遠、平遠、深遠的三遠，其實就是以仰視角、平視角、

俯視角來處理畫中景物。8 

 

三遠法最好的例證就是郭熙的〈早春圖〉(圖 2-1)，三遠法中的高遠即為仰視

角也就是圖中中央的山脈所呈現出來的效果，而平遠是一種平視角，從前方的山

望向後方的山，前山的山頂必會掩蓋住後山的山腳，近似於一種層層疊疊的感覺，

慢慢的向後推遠，畫面中正下方所產生的就是平遠的堆疊感；至於俯視角則是望

向遠方的感覺，可以說是高處遠眺遠望會產生的視覺效果，在畫面中左邊的部分

就是最好的例證，就像是望向遠方最後慢慢的接近地平線消逝的感覺。 

 

                                                 
7劉思量，《中國美術思想新論》（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2001 年 9 月），頁 199，200 
8劉思量，《中國美術思想新論》（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2001 年 9 月），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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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郭熙將不同視角結合在一張畫面中，這種多視角畫法不僅僅影響了水

墨視點的發展，現代的畫家也運用不同視點結單一畫面，陳其寬就是一個最好的 

例子，從〈陰陽 2〉(圖 2-2)這張卷來閱讀從右至

左，可以很明顯地看到陳其寬運用移動視點的

方式，將屋子與屋外的空間結合在一起，觀者透

過閱讀畫面的細節，經由創作者刻意構成的空

間視覺，觀者的視線彷彿像一條線般，從屋內拉

至屋外在由屋外向內，有種穿針引線的感覺。接

著看到另一張作品〈九十度迴旋〉(圖 2-3)，此

件作品，陳其寬更用了一種誇張式的處理手法，

讓畫面的水準線呈現一種不斷變動的感覺，從

畫面右邊的近似於平視，往左漸漸的地平線被 

 

圖 2-1  郭熙〈早春圖〉 

拉成 45 度，到了畫面最左邊整個地平線更是變成了垂直的，除了改變視點的動

向外，更去考慮到了畫面中的水準，這樣的視覺處理方式就如同乘坐在飛機上觀

看窗外景物的感覺，一種連續性的視覺經驗所構成。 

 

圖 2-2 陳其寬〈陰陽 2〉in yang 2   1985  546x30cm 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部分截圖） 

 

圖 2-3 陳其寬〈九十度迴旋〉高雄市立美術館 

最令人驚豔的是〈趕集〉(圖 2-4)這件作品，這件作品從中間劃分成上下兩

半，從中間完全俯視的視角，逐漸往上下轉為平視的視點，不僅僅把不同的視點

結合在一起，而畫面的上下更有日月兩個元素，代表著畫面融入了時間這個概念，

畫面中除了視點空間的轉換還包含著時間的流轉，使得畫面所述說的除了視點的

轉換還帶入了時間軸的概念，這樣處理的手法讓繪畫的可能性也變得更大，所述

說的也能更加的廣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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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境的誕生（意境） 

劉禹錫說：「境生於像外。」這可以看作是對於「意境」

這個範疇最簡明的規定。「境」是對於在時間和空間上

有限的「象」的突破。「境」當然也是「象」，但它是在

時間和時空上都是趨向於無限的「象」，也是中國古代

藝術家常說的「像外之象」、「景外之景」。「境」是「象」

和「象」外虛空的統一。中國古典美學認為，只有這種

「像外之象」--「境」，才能體現那個作為宇宙的本體

和生命的「道」（「氣」）9 

 

從審美活動的角度看，所謂「意境」，就是超越具體的、

有限的物象、事件、場景，進入無限的時間和空間，即

所謂「胸羅宇宙，思接千古」，從而對整個人生、歷史、

宇宙獲得一種哲理性的感受和領悟。10 

 

說的更白話就是用有形的形象或物體去表現一種無形

的意念或感受。像佛教所提出的六根，眼、耳、鼻、舌、

身、意。用眼看、耳聽、鼻嗅、舌嘗、身觸、意會。要看

見事物必須要眼睛的功能正常，瞎子雖然看不見，但是可 

 

圖 2-4 陳其寬〈趕集〉 

以用耳或觸覺來取代聽覺。看到畫的墨韻淋漓黑白的墨色的作品，仿佛看到顏色

一般。明明就是黑白的作品，為什麼覺得有顏色？所以才「境生於像外。」首先

作者有把「像外之象」的境界表現出來，而觀看者要有體會理解這「像外之象」

的能力。 

 

三、墨的異域認同 

無論是在傳統或現代書畫創作中不可缺少的媒材。墨的主要原料有漆煙、

松煙、油煙、明膠等。在瓶罐裝的現成墨汁還沒發明以前，墨是以條狀、塊

                                                 
9 葉郎，《美學原理》（臺北市，信實文化行銷有限公司，1014 年 4 月），頁 377 
10葉郎，《美學原理》（臺北市，信實文化行銷有限公司，1014 年 4 月），頁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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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丸狀的形態存在數千年之久。在殷商時代的甲骨，就發現有用石墨、朱砂

書寫的文字。條狀、塊狀或丸狀的墨，還需要用硯臺加上水研磨才會形成可書

寫或繪畫的墨汁。 

 

在《說文》：“墨，書墨也”。《廣雅•釋器》曰：“墨，黑也。” 墨也是黑色的

別稱。在臺灣、中國地區說用墨色創作，一般應該都會聯想到那使黑色的作

品。但是如果在西方國家，他們可能就會問：“那是什麼顏色？”對於筆者來

說，墨不止於創作的媒材或黑色，它還有身份的認同。在荷蘭展覽時，觀眾常

會問，你們的繪畫特色是什麼？或你的作品代表什麼？筆者很慶幸當初的選

擇，不放棄水墨這個媒介，在潛意識中，也許認同自己是炎黃子孫。在華人人

口逐漸減少的馬來西亞，中華文化是少數人在堅持的活動。在殖民色彩農厚的

南洋，許多華人為了當前的利益考量，放棄學習中文或認為懂中文是沒有前途

的選擇。也許是血統的呼喚，也許是從小母親常常提起，祖父與外公都是擅長

書法（毛筆字），筆者雖然不擅長書法，但是至少使用毛筆畫畫。也許一種莫名

的使命感，在學習水墨、油畫、水彩、版畫、陶瓷、雕塑等等表現方式之後，

筆者只偏愛水墨創作。 

 

Ink 在西方一般是指黑色或藍色的液態顏料或染料，也有紅、黃、藍等顏

色。古人所說的「墨分五彩」，濃、淡、焦、枯、白，對西方人來說是另一種的

觀念。 

 

黑色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單色崇拜時間最長及含義多元化的一種顏色。在古

代的色彩理論「五正色觀」中，黑色與赤、青、黃、白並列為大自然色彩

的五種基本色調。而「萬物負蔭報陽」的道家黑白太極說，則是影響中國

文化千白年的重要色彩與哲學思想。11 

 

以下是根據《中國顏色》書中對黑色的分類表： 

                                                 

11 黃仁達，《中國顏色》（臺北市，聯經出版社，2011 年 12 月），頁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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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原指物資經焰火煙燻後產生的暗沉無亮光的色澤，許慎《說文解字》曰：

「黑，火所熏之色也」。小篆字形中，黑字的上方是古代的「囪」字，既煙

囪，下方是「炎」，既火字，表示焚燒出煙後所燻過的顏色。中國自古又用

「黑」描述大自然中光線的陰沉度：「黑，晦也。如晦冥時色也」。《釋名》

在古漢語中，黑與玄、幽、皁（皂）字意義相通。老子認為「五色令人目

盲」，但黑色能讓人心靜目正，又說：「知其白，守其黑」。 

玄 

最早見於三千多年前的殷墟甲骨，形容世界混沌初開時的黯澹天色。《已

經》：「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即暗黑的天色與土黃的大地色。玄色是一中

泛暗紅色調的暖黑色，屬於大自然中的天光色彩。《說文解字》:「玄：幽遠

也。黑而有赤色者為玄」，色感有令人生畏，遠邃不可知的感覺。 

墨 

制一種無光線反射與無亮度的色彩。《廣雅》曰：「墨，黑也」。在中國，最

早出現的墨主要天然礦物中的石墨與煤炭。史前的彩陶飾紋，竹木簡牘和

縑（細絹）帛書等，也留下原始用墨的痕跡。文人畫家強調「墨即是色」及

「墨分五色」即焦、濃、繪、淡、清的繪畫理論，相信只要透過墨蹟的濃淡

灰度與多層次渲染的水墨色調變化，也可以達到「如兼五彩」和「不施丹

青，光彩照人」的效果。 

漆黑 

是形容漆樹樹汁的顏色，是一種帶有滑亮光澤的黑色，是中國最早出現的

天然植物色料之一。也用來形容油亮的黑髮；亦可指大自然的天色，即星

月無光的夜晚，籠罩大地的黑色暗色彩會令人心生不安、產生恐懼與危機

感。 

皂色 

又寫作「皁」，古通「早」字，原指早上破曉之前的天色。《釋名》曰：「皁，

早也，日未出時早起，視物皆黑，此色如之也。」形容大自然光景的顏色名

詞，色調為泛現濃紫的黑色。 

烏黑 
指烏鴉的羽毛色澤。《小爾雅》：「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烏鴉的黑色羽

毛微泛青光，屬於冷色調的黑色。 

黛色 
為礦物顏料的色名，呈天然的青黑色，古代女子用來畫眉的色料。《說文解

字》說：「黱，畫眉墨也。」出自西域，對皮膚有染色作用的礦石—黛石。 

表 3-1 黑色的種類 

 

在創作時，墨用到焦之後，就再也無法在更深。如用油墨又會產生反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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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如何在畫面上呈現不同的黑，是筆者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四、創作表現之遇合 

（一）實景觀察 

視覺影像是靠視網膜接受物體表面的折射光線後，所產生的一連串光學

作用，但是對於該物體的知覺，則有賴大腦啟動認知機制後才會產生定

義。因此前者是客觀的接收外界物體的物理特性，後者是按個人經驗累

積的大腦資料庫，進行對比後衍生的主觀視覺活動。人類的視覺範圍若

以錐形概念來表示，視覺最敏感的部位其實就如圖 A 所示，僅集中在中

央窩約 2度的範圍，圖 B是實際的視覺影像，如果定睛不動時僅有人的

中央及附近是清楚的，其餘部分越往外則越顯模糊。12 

 

  

圖 A  中央窩、緣中央窩、緣周邊和周邊視覺的視野。 

資料來源：《視覺藝術認知》 

圖 B  視覺影像示意圖。紅色圓圈部分

清晰，周邊模糊。資料來源：劉素真

《日本現代水墨畫之「書寫性」與「繪

畫性」》 

圖表 4-1 

 

人類雖然不需要像貓頭鷹一樣 360 度的移動頭部來看清楚物件的位置與距

離，但是我們很少會停滯不動的注視，我們不會覺得「中央窩約 2 度的範圍」

外是模糊的，那是因為我們的視野隨著視線不停的在移動。所以在畫面上筆者

                                                 
12劉素真《日本現代水墨畫之「書寫性」與「繪畫性」-以東山魁夷<揚州熏風>障壁畫為例》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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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雷同的原理，在畫面上累積了無數的「中央窩約 2 度的範圍」。因此收集創

作資料時，會隨著視野的移動來取景。 

 

筆者的創作源於實際的景色，因此構圖之前會到現場寫生及拍照。偶而也會

網路上參考網路上的圖片，但是用來創作的構圖，絕對是筆者從自己拍的照片中

取景。這也是為什麼，筆者必須到實地觀察與寫生。除了要取得第一手資料外，

身臨其境和只看照片或影片是有差距的，在現場以六根來接收訊息，除了用眼睛

觀看之外，耳朵聽到海浪拍打在岸上的或風吹的聲音，聞到海水的氣息，在舔嘴

唇時會有鹹的味道，感受到風的清涼或海水的冰冷。這也是為什麼讀萬卷書之外，

還要行萬裡路。現在網路資訊發達，想要任何資料或想看地球上的任何一個點，

幾乎都可以找得到想要的細節或跳進 google map 中一遊。但是看到圖片中的巴

黎鐵塔和親自站在巴黎鐵塔跟前還是有很大差別。這更是老梅石槽給筆者的感受，

朋友介紹應該到這美麗的景點一遊時，筆者在網路上看了許多老梅石槽的圖片，

覺得是很特別的地質風貌。當筆者親歷其境時，那種感動和體悟卻不是任何一張

效果好的風景圖片可以替代的。帶著旅遊的心境抵達老梅石槽時，突然有莫名的

衝動，這是我的畫，只是當時還沒想到應該會以什麼形式創作。 海水被海浪衝

擊成白色浪花，有時又忽然化為噴泉般讓人驚豔。海的聲音和味道，隨風飄進內

心。師造化是最直接的創作方式，在拍照時，筆者已經取好自己想要的構圖，想

藉景物的那一個角度或面貌，作品都是出自筆者的實地觀察與資料收集。 

 

所謂「石有三方」，三方是指一物至少要有三個方面如正面、側面、上面，

是最能表現石頭立體感的基本方法。王維「山分八面，石有三方」的說法，成

為中國繪畫表現量塊、立體感、厚實感、體積感的圭臬，也帶動後人不斷從事

石的立體表現的研究和討論。13 

 

從不同的角度看，同一顆石頭所呈現的面貌與感覺也全然不同。圖 4-1，

看起來是不同的石頭，其實只是拍攝角度的不同，這是校園中的擺放在圖書館

前的石頭。 

                                                 
13劉思量，《中國美術思想新論》(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2001 年 9 月)，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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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不同角度的石造型 

 

 

  

   

圖 4-2 不同角度的隕石造型 

圖 4-2 是由外太空掉下來的隕石，在荷蘭的一座天文臺看到展示品。像鐵一

樣的質感和重量，光滑的一面是由於穿過大氣層與隕石摩擦燃燒而產生。當你觸

摸隕石時，可以感覺到一股奇特的能量。堅毅，頑固與堅持，終於抵達地球表面。

與大氣接觸的一面被磨成光滑，另一面仍然保持著石頭的粗糙。從不同的角度看，

如果不說明，卻看不出是同一顆石頭。這也是筆者覺得非常有趣的部分，筆者經

過長期的視覺訓練，常常太相信眼睛，以眼見為憑證 。但是親眼見到的就一定

是真嗎？或許不假，但是很有可能，只是見到事情的一面。在經歷人生的多變，



                                                 越•境---石頭全知卻沉默不語創作研究 

97 

文化的差異，人的看法常常因為立場而改變。但是無論東方或西方，道德標準或

文化背景雖然不同，人的基本需求與最終目標並沒有不同，殊途同歸，用不一樣

的方法與途徑來渡過各自的人生旅途。人生各自精彩。誰也沒有比較好或不好。 

 

 

圖 4-3a俯視的角度的構圖 圖 4-3b俯視的角度的構圖 

圖 4-3a與圖 4-3b是由俯視的角度拍攝的鵝卵石，在浮州火車站附近的人造

濕地，去散步時看到一小片由鵝卵石鋪成的河岸。由於是俯瞰，可以看清全貌，

比較沒有深度空間感。圖 4-3a 石子的大小形成較強列的對比，在陽光的照射下，

亮面與暗面清晰可見。圖 4-3b 石字從左上方以小到大均勻分佈至右下角，有棵

被風吹亂的小草從縫隙間長出，由於石頭的大小比較統一，更能突顯小草。在筆

者的畫面上非常單一，除了石頭，還是石頭。 在時機成熟時，也許是一根草，

一棵小植物，一隻路過的小昆蟲都可以入畫。  

 

（二）物象轉化 

大自然有取之不盡的創作題材，唐朝人李白在《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

中寫到「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而浮生若夢，為

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

章。....」藝術工作者常常藉自然物來創作，詩人騷客也常借景抒情。「師造化」

不止於對客觀物象的形象逼真的描寫，而是瞭解自然之理，用心去體察自然之

生長、演進，物我合一的境界。 

 

畫中之形色，孕育于自然之形色；又非自然之形色也。畫中之理法，孕育

于自然之理法；然自然之理法，又 非畫中之理法也。因畫為心源之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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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于自然之文也。故張文通雲：「外師造化，中得心源」14 

 

把原本是有形的東西，突破原來有限的形體，所表現出來的作品或創作，

當然不再是原來的景色或物體。 

 

嵩山多好溪，華山多好峰....奇崛神秀，莫可窮其要妙。欲奪其造化，則莫

神于好，莫精于勤，莫大於飽遊飫看，歷歷羅列於胸中；而目不見絹素，

手不知筆墨，磊磊落落，杳杳漠漠，莫非吾畫15 

 

瞭解自然，與自然合而為一，同時提升和闊大自己的生命，而賦以自然新

生命。所以石並不是原來形象逼真的客觀物象，而是昇華、超越之後的新生

命。繪畫創作進入狀態時不是用理性去追求客觀物象的外表，而是在入神的狀

態中把心中的潛意識呈現出來。 

 

五、創作實踐與分析 

作品分為團圓系列之靜、團圓系列之極、團圓系列之立體作品及團圓系列

之其他作品。 

 

借石濤的說法「一畫之法，乃自我立」。又說：「古人未立法之先，不知古人

法何法？」，也說「我自用我法」16 

 

靜止的畫面，安靜而無聲幾乎是每一件作品的主軸。筆者對聲音特別敏感，

常常被聲音幹擾，如果一個人時，很少會開著電視或播放音樂。也許這是長久以

來潛在內心深處的想法，站在作品的面前，第一個感受的就是靜。 

 

當處在一個安靜的環境之中，心也會跟著慢慢的靜下來。時間仿佛停止、凝

滯。我們只能處在時間長河的一個點上，無法阻止也無法停止一分一秒的時間。

                                                 
14 潘天壽，《潘天壽談藝錄》，（臺北市：丹青圖書，1986 年 1 月）頁 37 
15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 （臺北市：學生書局，1974 年 5 月）頁 332 

16姜一涵，《石濤畫語錄研究》，(臺北 ，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7年)，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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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你是誰，無論在做什麼，無論願不願意，時間總是悄悄的在你身邊溜走，無

聲無息，不知不覺的。這也是它可怕，可恨之處。我們無法停止時間，無法回到

過去，無法去到未來。能把握著的只有現在，眼前的時刻。如果明白這一點，那

麼心就不會慌亂，所以希望在畫面上所呈現的一刹那可以化為永恆，希望可以停

留在某一個時間點上。 

 

在畫面上表現時間是很困難的，所以使用靜止的狀態來表現。曾經參加過靜坐，

體驗過一小時像一秒種的體驗。在著急的時候，一分鐘可以很長。但是在靜坐的

過程中，就像輕輕的眼睛閉上再張開的時間，在實際時間是經過一個小時，感覺

上卻是想一秒鐘。如果很忙所以覺的時間過得很快，這很容易理解。試著什麼都

不做，不上網，不劃手機，對現代人來說就很難消磨時間了。但是如何透過畫面

的構成，轉化內在的「靜止、心境」是本系列作品的終極目標。 

（一） 團圓系列之靜 

 

團圓系列之 21  2017   126x216cm        棉紙 

 

1．創作理念 

表現漂渺的動感和氣勢，利用交叉的全景構圖，以大小石塊穿插結合的

手法，表現靜止、微動、浮起來、靜中帶動或隨時可以移動的一種狀態。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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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實生活中不停的遷移，在內心世界希望尋求一種安定。所以在畫面上常常

呈現靜寂，在靜寂中，石頭是安穩有漂浮的。同學說我的畫面與我本人很不一

樣，我是一直在改變，但是在畫面上卻變化不大。這看似很矛盾卻又很真實。 

 

2．畫面構思 

此件作品是 3 聯屏，以 X 的構圖，在接近畫面的中心有一顆無色的石。 

右上方和左下角各

有一顆較大的石頭

鎮壓著，畫面所帶

出來次序感造成一

種安靜的飄浮，猶

如在外太空的狀

態。 

 

3．技法分析 

除了墨色之外在還

用了朱墨皴擦。中

間白色的石子是留

白的效果，產生一

種透明感，或者它

本身就是發光體。

背景是以深藍色的

膠彩顏料平塗，產

生一種絨布或霧

面，完全不反光的

效果，接近黑色但

是泛寶藍光的深藍

顏色。 

 

團圓 20 76x126cm   2017 美農皮紙 

 

1.創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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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件作品都是一個當下，在解讀自己作品的同時，更深刻的透視筆者

內在的世界。石不能言最可人，在冰冷、無情、堅硬鋒利的表面，經過時間和

衝撞，改變原本的鋒銳尖利，外在的因素更改了面貌，但是本質卻還是一樣，

不需要言語，選擇沉默。無止盡系列是以老梅石槽作橫向構圖，探討生命的無

垠與無終。團員系列則是嘗試凝聚內心的力量，活在當下的再現。歲月的磨損

原本是一種自然現象，在作品中不斷的嘗試以光與黑來創造，象徵生命的劇場

或舞臺。 

 

2．畫面構思 

以鵝卵

石為主角，利

用不同大小的

圓型石塊堆

疊，聚集在一

起的構圖。以

一種聚焦的手

法，破除虛無

的靜寂。在以

自己染色的石

綠色紙托底，

希望呈現令人

震懾的晶瑩透

明的空氣。此

件作品畫在美

濃紙上，美濃

紙薄且韌性

強，紙揉皺只

後用筆皴出來

的皴法比在棉 

 

團圓 19    76x126cm      2017 美農皮紙 

畫織或京和紙上更細緻柔和。此件作品正是利用紙張的半透明效果，托以石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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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讓畫面透出不同的氣氛。 

 

3.技法分析 

以往膠彩顏料只是用來底色，這次試著利用金屬銀色加上綠雲母，來強調畫面

的質感，希望在簡單的色調中產生一些變化。其次，用金屬色是還想傳達其他

不同的想法，一種無法說明，會因環境改變而改變的因素。「孟母三遷」的故事

說出環境對小孩的成長是不容忽視的，對於成人的影響有時是在不知不覺中產

生潛移默化的作用。人也許因為環境歲月改變了容顏，不變的是內在心境。只

有在極度寧靜中，能看清楚這塵世間的繁華只不過是過眼雲煙。 

 

1.創作理念 

人也許因為環境歲月改變了容顏，不變的是內在心境。只有在極度寧靜

中，能看清楚這塵世間的繁華只不過是過眼雲煙。仿佛停滯的空氣，化刹那為

永恆。沒有當下，過去和未來的意義在哪裡。在真假、虛實、明暗中選擇，沒

有對與錯。在創作研究的精神上，不斷的探索與擴張，希望藉由平凡的題材，

回到原點，找回最原始的本質。處在物質文明、知識與資訊發達的現實，在東

西方價值觀的衝擊之下，在信仰、語言文字、種族、地域與生活習慣造就不同

的價值觀。對與錯、真與假、明與暗、現在與過去都是相對而言，所以唯有接

受現在，活在當下，以自身的經驗創作。 

 

2.畫面構思 

以工字形的構圖，往左下角傾斜，平塗的石綠色背景，產生一種輕鬆的

寧靜。 

 

3.技法分析 

背景的石綠色是以百分之 70 的石青加上百分之 30 的藤黃調出的色調，

自己特別偏愛這一個顏色。而以美農皮紙皴擦出來的肌理，常常讓筆者覺得自

己有強迫症或偏執狂。無法自拔的沉醉在這個技法中，以至無法看清楚其他表

現方式或研究其他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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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圓系列之 10  2015 70x70cm  棉紙 

 

團圓系列之 5  2015  71x71cm 棉紙 

1.創造理念 

「團圓系列之 5 」雖然與「團圓系列之 10 」 是同年的作品，但是在石塊

的造型上有變化。借用孫過庭的說法： 

 

至如初學分佈，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17 

 

利用很平常普遍的事物來作為繪畫的表現，所表現出來的圖面，看起來很平

常，可是這樣普通的事物，一般人不太會把它當作繪畫表現的物件，所以反而顯

得特殊，這特殊就是所謂的“奇”。所表現出來“奇妙”的特殊情境，其實就是用平

常物（石頭）表現出來的。呈現出來的結果更顯平常物的特別，回歸到原點，這

表現特別的事物原本是再普通不過。因為透過筆者的詮釋，而讓這平凡無奇的事

物顯得特別。 

 

在畫畫當中或寫字時，初學者一般上會以較規矩，當學好規矩後會不再滿足，

就會想要去變化它，而作出一些奇怪或標新立異的作品。一段時間後，也許會覺

得變化只是過程而會想回到當初原來的樣子，從 2017 到 2015 年的作品中可以看

出。 

2.畫面構思 

「團圓系列之 5 」石快的造型跟實景的溪石比較接近，「團圓系列之 10」是

                                                 
17孫過庭 朱建新箋證， 《孫過庭書譜箋證》(臺北，華正書局 1985 年 7 月)，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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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石塊刻意畫成比較規則的圓形或橢圓形，2017 年的作品有回歸到比較自然的

石形。 

 

3.技法分析 

「團圓系列之 5 」是只以墨色完成整件作品。「團圓系列之 10 」以則以赤

貝箔貼成背景，產生反光的效果。 

 

團圓系列之靜的其他作品 

 

團圓系列之 9   72x102cm   2015   棉紙 

 

團圓系列之 8  2015  70x70cm 棉紙 

 

團圓系列之 6  2015  90x90cm 棉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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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團圓系列之極 

道家學派始祖老子主張「萬物

負陰（黑）而抱陽（白），沖氣

以為和」。《道德經》第四十二

章，而陰陽未分之混沌元氣，

為天地萬物始生的本源，稱為

「太極」；又極生兩儀，兩儀指

天與地，所以「太極」即到家

的天地宇宙觀。在圖案設計近

乎完美的古代太極圖中，圓形

象徵迴圈不息、周而復始的天

地中間是兩條黑白（陰陽）互

抱、互相滲透共生又對立統一

的雙魚圖騰，既代表老子所說

的「和」與「氣」，亦構成「和

者為物，同則不繼」的道家思

想。18 

 
團圓系列之 3   2015   72x102cm 棉紙 

 

以代表兩極或陰陽的黑與白創作，是書畫藝術工作者的偏愛。如何把黑

白用到極至，想表現黑裡面還有更黑，白裡面還有更白。紙張原來的顏色不是

最白的顏色，而墨色畫到焦墨以後就再也無法更深黑。膠彩顏料可以補足一些

效果的需求，在這「團圓系列之極」筆者已經在醞釀新的作品，以只有黑色的

石塊或整張只看到白色石塊的作品。 

 

                                                 
18黃仁達，《中國顏色》（臺北市，聯經出版社，2011 年 12 月），頁 25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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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圓系列之 24  2015   90x90cm 

 

團圓系列之 2   2015  72x102cm 

第三節  團圓系列之立體作品 

希望把觀眾帶入我的畫境中，臨場感帶來的衝擊是平面作品無法替代

的。最小的石大約 10公分到最大約 100公分，筆者一共製作了 60棵。可以用

手觸摸，看起來很重拿起來卻很輕的石快讓人人都能變成大力士。在考慮如何

佈置成另一中情境，可以把味道、觸覺、氣味等帶入此件創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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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團圓系列之其他作品 

以下是以膠彩媒材創作的作品，2005 年是一個較大的轉戾點，開始用

鮮豔的顏色來創作。 

 

團圓系列之 13  2016  30x30cm pigment on rice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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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圓系列之 12  2016  25x30cm pigment 

on ricepaper 

 

 

 

Infinity 25  2015  18x25cm  棉

紙 

 

 

 

 

Infinity 26  2016   50x40cm  棉紙 

 

團圓系列之 9  2015  24x30cm 棉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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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圓系列之 11   2015 40x40cm 棉紙 
 

六、 小結 

    從無到有、多到簡、黑白到顏色、平面到立體、有為到無為、無為到無不

為等等，都是在體現生命變化，在畫面上留住生命的一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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