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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類的創作欲望是會隨著情緒高低，精力、腦力的旺盛與否及環境和時間的

不同而有所差異。此多重的構成因素影嚮著藝術創作效率與成果，又人類會因生

理機能節律的變化和受社會生活上各種因素的影響，其藝術創作效率則更加不穩。

若單獨以實質之物象形式表現做為創作後的成果，則上文所言的影嚮因素就亦無

舉足之因。 

 

    本文研究動機乃基於筆者在創作過程中所感悟下、以並非單重形式的組構為

目的、而是以探求形式組構下作品畫面的內在精神層面內涵、並跨及創作過程中

的技法實踐。至於以「融靈變異」為題者、非指以視象形物之異變為主軸，乃是

以靈府對物象之「融變」為目的。參以古人繪畫創作的思想層面、來探索今人在

形式創作思維上與之謀合的意義，在實踐過程中並以創作理念之論述來表述之。 

 

 

 

 

【關鍵字】融靈變動者心、謀合、思維形式、靈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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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藝術家創作的能力須決定在於對藝術的創作激情、高水準的藝術素養、及精

湛的技藝水準。若欲進行高水準的藝術創作，當須有明確的創作思想，然再藉由

思想來產生強烈的創作欲望，從而醞釀出飽和的創作激情，並經由長期陪養下的

藝術素養進而調動起全部的藝術技藝，而達到其創作。本文所述「變異」者、非

指其在圖象形式中之視象物的變化，而是筆者藉由對所見、所知、所識的對象物

在精神意識層面下的一番思想行為的實踐。南朝宋之王微曾言「本乎形者、融靈

而動變者心也。」繪畫藝術的創作表現乃是表露著畫家性情及個性心理。畫者將

目視所見之物象、經由靈府醞釀融匯於外在的「形」以達到「心與物應」之境；

又繪畫的表現模式無論是在古代還是現代或者是東方還是西方，其以通過圖式及

其它造型經驗而再現於外象的客觀景物，那只能成為繪畫的功能之一，然而它更

重要的功能乃是能夠充份的表達人的心智。所以「形」和「神」之融合其所產生

下之靈動變化，就是畫者以主觀情思作用於客觀物象的結果。故筆者引用南朝宋

王微的主張所言作為本創作論文名稱，並以此題稱當作創作之實踐的標的來說明

創作研究之過程以達研究之目的。 

 

二、畫家感悟的精神觀 

    感物說最早見於《樂記》：「樂者，意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

然《四書大學章句》也說到：「意者，心之發也。」故萬念由心起，感物者將對

物象有所心會方可悟得。故筆者此文以「感悟」談之；更何況當下所談的是繪畫

創作；所以感物之說對後來之文學藝術創造則產生了很大影響。感物，是指畫家

對生活（造物、造化）的感受，以「心」感「物」。感物是繪畫創造的門戶，它直

接影響到畫家創造感興（靈感）的勃發，神思（想像）的展開，凝慮（構思）的

深化，情感的滲透，意象的孕育等。感物又是繪畫創造的基礎和材料，畫家由感

物而獲得審美體驗，才可能進入藝術意象的創造，使審美體驗轉化為藝術形象1。

因意識面感悟下所引起複雜的精神和心靈現象之繪畫行為，實非容易被清晰的歸

納和分析；然創作者的心靈世界是如何，則外人也是難以知曉的；因為在其背後

的創作情思裡所堆疊的是整個經驗的累積、永恆的記憶和激動的情感；而對繪畫

                                                 
1 周積寅，《中國歷代畫論》(江蘇、江蘇美術出版社、2007 年 6 月) 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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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之狀態和繪畫畫面的呈現來說是具有其重要性，但對於近現代的繪畫創作過

程與呈現未必能有直接的影響。猶如創作最初，若在無意識的動機下一時興起而

隨機表現時的繪畫行為，未必須要有一顆激動不已的心。 

 

    以中國的繪畫理論看來古代的畫家除了把生命視為核心外，對繪畫及其它事

則同居其次位，可見其重要性；又從歷代的繪畫理論中得之繪畫藝術的創作心思，

從魏晉以降皆悠遊在靈府瀚海中。(筆者於碩士期間所寫的論文亦對創作的心思

意象曾經做一探討。)今見蘇軾的弟子，北宋秦觀《秦少游詩話》中說：「蘇氏之

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於議論文章，乃

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其意大致說到，蘇軾認為能對生命有所體悟乃是最高

妙的認知，因為此認知是難以言表的；而藝事文章，是世人藉以溝通所採取最便

利最粗淺而最能盡釋的表達方法。所以說文藝之事是須經自身對事物有其感覺和

體會方能表現出來；故對畫家而言，除生命之外，繪畫創作當可視為第二生命。 

 

    在以上所言乃得知繪畫要具有深度內涵又能呈現高超的表達能力，不外乎須

以思想來趨動創作；而思想的來源則要依賴著對創作之事物有所感悟。心思乃感

悟下的產物；潘天壽在他的《潘天壽談藝錄》裡曾說：「東方繪畫的基礎，在哲

學」；而說到中國的繪畫時對它感覺到比較不容易的是「心靈狀態」。一幅作品以

實踐之手法完成後若沒有代表著創作者自我的情思，那如何能感動觀賞者的肺腑；

難怪潘大師會這麼說。又徐復觀所書《中國藝術精神》一書中也曾說到：「假定

要談中國藝術而拒絕『玄』的心靈狀態，那等於研究一座建築物而只肯在建築物

的大門口徘徊。」2從以上兩位所述以及反觀中國繪畫的發展史中，早在魏晉時期

玄學就已影響著中國繪畫。而潘天壽、徐復觀，所談的意思也認為中國的繪畫基

礎也就是建立在這個所謂的「心靈狀態」上；何況自古以來衆多的中國繪畫理論

書籍皆環繞玄理在論畫；與西畫理論有如「驅馬入水道」強作解釋則有其異；然

有所不同之處在於它不太了解中國繪畫乃啟發於「玄的心靈狀態」。 

 

    畫者若涉及中國的繪畫理論無不知曉唐代張璪所言：「外師造化，中得心源。」

的論述，此主張在今日已成中國畫學的圭臬。師造化，得心源也更是中國美學史

                                                 
2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江蘇、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 12 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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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師造化」理論的代表性言論。造化大自然，感悟作者內心的本源；說明了藝

術家本位是在探求他對外在物象的感受，也是他個人把外在的物象通過個人的獨

特觀點變成反映情思的意象的詮釋，並把客觀物彙間的關係，改以主觀的重構，

以便形成一種反映藝術家情思的構圖。因為藝術創作的來源當不能只憑依於自己

的空想；石濤曾言：「名山可遊不可畫，畫必似之山必怪。」他除了說明了繪畫

創作不應畫得太像外，並也說明著在面對師法大自然下，須要用心深會以便於真

正能體悟於我心、融會於形式、動變於心靈；故可知自然的美並不能夠自動地成

為藝術的美，藝術是須要帶有創造的。石濤又說：「搜盡奇峰打草稿」，能懂得在

大自然裡多看多體會，則盡情沐浸在萬象奇峰後，造化自然的道理便可融會了； 

因此此論對師造化更是另一有力的說明。對於這一融變的轉化過程當也是畫家自

身內在涵養的另一表現，若畫家沒有多元知識在醞釀，那能只一個「變」字了得。 

    

    中國畫的畫者、論畫者他們的內在涵養相對也受到時時勢的佛教、道教、儒

家思想之影響，當在談及繪畫時則有「非畫也，真道也。當其有事，已遣去機巧，

意冥玄化，而物在靈府，不在耳目。」筆者雖尚不及前人之功成，然而承前人之

思想與自己創作時的心思感悟之心向，亦有異曲同工之妙。畫者之創作以抒情暢

神為宗旨。此為筆者所嚮往，雖也有現實價值觀之考量，然不在此文所述範圍，

不以盡述。 

 

    繪畫是由點，線、面、色等要素去染、描而構成的某種成像；是視覺感官可

見的形式；同樣的點，線、面、色它就醞含著觀念的內在，要是從外在的創作層

面來說，則這些要素就是「心靈狀態」下的外達形式。東方或西方的畫家對這些

要素所感悟上也會有其不同。外在的形式是內在的象徵、內在的融變是外在的性

靈。 

 

三、「藝啟由心」之例論 

    中國畫論十分重視感物對繪畫創作的作用。自六朝以來，皆有許多精辟的論

述，如南朝宋。宗炳「應目會心」、南朝陳。姚最「心師造化」、唐。張躁「外師

造化＇中得心源」、北宋。董迫「登臨探索，遇物興懷」、明。王履「吾師心，心

師目，目師華山；清。龔賢「心窮萬物之源，目盡山川之勢」等。齊白石、黃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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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徐悲鴻、劉海粟、潘天壽、張大千、林風眠、傅抱石、李可染等人對感物的

重要性，特別是關於畫家如何深入生活、觀察體驗生活方面皆有深刻的論述。3繪

畫創作與繪畫理論互相影響，繪畫理論是對繪畫創作實踐進行思考和理論概括的

產物。4 前節已談畫家之創作根源是起於靈府；而筆者欲對前人所述有關繪畫創

作其心源的例舉做一探討和整理。中國繪畫理論正式之源起皆知於魏、晉；魏、

晉精神乃為滿足以人的覺醒為標志，而魏、晉玄學的主要面就在於對人格作本體

之建構。這並不代表魏、晉以前就無如文論式的說明；或有行為表述者、或有同

理它意者，但遠古之有關繪畫創作道理的直接說明文論可說盡無；然而用以它向

述理的言論而導引於繪畫創作的說明亦有同工之處者；例如子夏問曰：「巧笑倩

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雖其原意非針對繪畫而言且關係又不大，

但藉以對繪畫內在道理之闡明不無助益。又如《孔子家語  觀周》說：「孔子觀

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與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此處

繪畫後的圖像表達意涵或許不在繪畫創作之領域，但創作者也是絞盡腦汁思考如

何善把自己欲呈現的繪畫原意呈現而達教化之妙。諸如此類備載不及；今筆者則

將繪畫創作精神面上有關於心悟、靈會的創作心論做個例舉說明。 

 

(一)、 

    「古之畫，或能移其形似，而尚其骨氣，以形似之外求其畫，此難與俗人道

也；」，唐朝張彥遠在其《歷代名畫記》中就曾說過。所以外在形式的表現早在

唐朝時就已知道不能滿足真正要創作者的要求，因畫家要追求的是它的繪畫功能

和自己情思的表現。要求形式外的東西，那不就要藉由那無形的感思嗎?要有感

受當須有會悟之心。前段已有談過繪畫當以精神面的感思來為之，則使其畫作的

內醞得以呈現。有其內醞修為者其對物象所代表的意義則易見獨解。在《歷代名

畫記》所引謝赫的《古畫品錄》中所談「氣韻」者乃泛指人物精神氣質上的節操、

風度。其所醞釀的氣質節操則非世俗之輩得足備矣。又思想是繪畫的總體原則，

實踐是要把玄冥的思想付諸於實質創作物的動作，而以技巧表達出來，所以古之

畫者們才會有追求畫作的「形神兼備」說。 

                                                 
3 周積寅，《中國歷代畫論》(江蘇、江蘇美術出版社、2007 年 6 月) 頁 256。 
4 楊成寅，《中國歷代繪畫理論評注 先秦漢魏南北朝卷》(武漢、武漢天創彩色圖文技術有限公

司、2009 年 12 月)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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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凡畫，氣韻本乎游心，」北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論用筆得失》所主張

當有其意，即指大凡在作畫時須甚為體悟所曾見過的自然，並經過應目會心方悟

其意，以顯氣韻。可知郭若虛認為以心為本位其方可主導著創作時的基本根源；

在創作的過程中畫家以耳目所習，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作為創作心源而「游

心」之論是為其主張。又老、莊的藝術思想也是要成就藝術的人生，而達至樂之

境。以莊子而言，他把心的作用、狀態，稱之為精神，並在他的自我精神中求得

自由解放，且把精神的自由解放以一個「游」字加以象徵；「游」之本意在《說

文解字》中，〈七上「游」、旌旗之流也……古文游。〉5 ；《段注》：「又引伸為出

游，嬉游。俗作游。」《廣雅釋詁三》：「游，戲也。」旋旗所垂之旒，隨風飄，隨

風飄蕩而無所系縛，故引伸為游戲之游，此為莊子所用游字之基本意義。6 不過

莊子雖有取於「游」字，但所指的並非是具體的游戲，而是有取於具體游戲中所

呈現出的自由活動，因而把它昇華上去，以作為精神狀態得到自由解放的象徴。

7 然郭若虛所提之「游心」亦是展現在繪畫時領悟自然界中的精神意義之心得。 

 

(三)、 

    「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為北宋，沈括在《夢溪筆

談》中所談起；又王弼在《周易略列》中說「神者心也」，神與心實無異處；神者

心之寶也；《道樞卷三十七》：「心者，上之性也」；《孟子．盡心上》第一章言：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再在的談到「心與神」主導著人的精神。在沈括以書

畫創作的精神面來形容繪畫的要求不可只重表象的形式；而是要感物由心，聚精

會神。 

 

(四)、 

    「夫畫者，筆也，實乃心運也。索之於未狀之前，得之於儀則之後。」乃北

宋韓拙於《山水純全集論用筆墨格法氣韻之病》。繪畫若失去了感情的表達，則 

就不能成為其繪畫。情感的生成不外乎動之以情，若要求用於情感（心、神）的

                                                 
5 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10 月)頁 140。 
6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江蘇、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 12 月)頁 37。 
7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江蘇、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 12 月)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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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尚還須具有形象塑造（物、形）故要這兩者能夠俱生，又能熔合於畫面，

此為繪畫之根本要素。因畫為心物熔冶之結晶，自然之景物可以如畫，然究盡非

真畫也；攝影之景物可以如畫，然亦非真畫也。故畫之貴乎師造化、師自然者，

不過借自然之形相耳。無此形相不足以語畫，然畫之至極，則終在心源。8 談其

畫者，又達其心；繪畫之創作本乎應目而至心會，心發之所及乃至萬象之心窮；

明末之龔賢對於造物的師法也曾說過：「目盡山川勢，心窮萬物源。」，故亦有其

見解耳。 

 

(五)、 

    「夫畫者，從於心者也。」清代石濤所撰之《苦瓜和尚畫語錄一畫章第一》

中所言，它雖曲曲八個字，但簡而易懂的說明了中國畫學的精神；他從「一」畫

來闡明了繪畫的真諦。「一」之含意甚為至廣，又甚為至窄；淮南子曾說：「夫無

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則淪於無

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

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圓不中規，方不中矩……。」以「一畫論」之 「一」

為所謂者，筆者認為萬象由心；以心源談其繪畫時之始源，可知石濤用「一」字

說明了繪畫的構成之初，於下筆前須經由深思熟慮方可落筆，此為宋代文同所謂

的「寫竹者必先有成竹在胸，謂意在筆先．然後著墨也。」之「胸有成竹」論；

晉代王羲之《題衛夫人筆陣圖後》也說：「夫欲書者，先乾研墨……意在筆前，

然後作字。」；「意在筆先」也說明了「一畫之法立，而萬物著矣。」黃庭堅說：

「欲得妙於筆，當得妙於心。」故繪畫藝術創作之前追本朔源乃先由心之所發，

意之所引。因此感悟在於心，以心悟下之意，轉化為物象之形，並達傳送創作於

成果。 

 

四、創作作品特徴和本質 

創作作品一：【黑色裂變】    

創作年代：2017 

創作尺寸：180 × 360 cm 

                                                 
8 周積寅，《中國歷代畫論》(江蘇、江蘇美術出版社、2007 年 6 月) 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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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媒材：京和紙、岩彩、墨 

 

創作動機： 

「歷代更迭烽火起、世事難言是與非，翹首企盼不涉入、無奈身處是非中。」

筆者詩句。 

 

    當賞閱有關古代歷史背景的相關史事而入神時、對內容情境之幻覺猶入真

實時空中。因情境而牽動之心緒或有敬佩者、憤恨者、同情者、無奈者……等

等。猶如《孔子家語觀周》一書中所言：「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與

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見聖人像有仰慕之心，睹暴

主之容具憤恨之意；因情思而勾起對時事之「以亂世平民身、肩負國家事，造

就霸王業、離散安樂屋。」的感悟；或言盡忠報國，或曰助紂為孽。然亂世中

何者為忠、何者為孽，當難以斷之；今筆者於「我識」之下對古代的時空情境

作一另類的思維感言，藉由唐朝張彥遠所說：「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

故有畫。」做一繪畫創作的心意見悟下之圖繪的實踐以為此作品的創作動機。 

 

創作理念： 

    一幅作品在其表現的事實中若沒隱含著某種觀念、就無法達到其象徵的意

義。又繪畫的創作作品乃得自於心源，是由於畫家靜心感物而瞭具七情的産

物。所以本幅畫作基於前段「創作動機」所述、因識知覺所引發而起、對當時

時空下的眾生或有對當下亂世之不平者做一另類的思維並以繪畫圖示來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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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時歷朝歷代的更迭中往往是由政權腐敗或由兄弟親朋爭權、外患進侵

等因素而為之動亂。筆者乃好和平，對於所識的動亂之時事、或古或今者皆會

感同身受。有時反思或許能藉由圖繪來替當時那些在亂世而受害的無辜衆生表

述一下一些心中的無奈。 

 

    筆者之畫面構成乃依曾見過的動畫在意識暫存中的映象為構成主軸。加以

石獅、馬等動物之置放安排、以高反差的亮度來呈現畫面的憾動力，左下方用

紅、黃色澤增加兵燹的氣份；圖面石獅之象徵當示為畫面爭亂緊迫氛圍之強

調，石俑與石馬乃組構畫面下為表現具帶有時空差的古代物象，並將其以擬人

化的手法來詮釋作品的內在意涵。 

 

創作實踐： 

    本作品草創之時先以鉛筆塗鴨

式於隨意紙張、經過即興塗繪、未

加以定稿，當認為其樣尚可時方移

其圖式於京和紙上、再作一次的確

定位置，經多次稿位的修飾、才正

式擬稿試繪。(圖一) 

 

 

 

 

 

 

 

 

 

 

 

 

圖一 

圖二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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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岩彩為底，作一基層質感再依物象的造形給於修飾。(圖二) (圖三) 

 

將畫面先以 3 尺×6 尺的三張紙張作整體畫面的構圖擬造，先礬以局部以便制作

肌理；將畫面之各素材安排定位，以虛實分配，或以漸層、或以濃淡處理來完

成初構畫面。(圖四) 

 

 

 

 

 

 

 

 

 

 

待三張整體完成後；對空間的感覺或有不周，於右側試以多加一張，使圖面能

見氣息。待合成一體後，就接縫處作一連接修飾並以墨色處理明暗，最後在電

腦屏幕上做明暗效果感覺的調整測試比較(圖五)，完成後而再依畫面之須求施

以色彩作氣份來完成此幅作品的終結。(圖六) 

 

 

 

 

 

 

圖四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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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作品二：【潛伏危機】 

創作年代：2017 

創作尺寸：180 × 180 cm 

創作媒材：礬纸、岩彩、墨 

 

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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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動機： 

「身臨險境猶不知，嘻嘻哈哈各自娛。險害關係無所顧，終時後悔已不及。」

筆者詩句。 

 

    日常的生活中往往很多事物皆認為是理所當然；有此「當然耳」的認定， 

常常會在人與人之間制造出是非事。筆者的人生際遇中曾見識或親歷到人與人

交往中或有不在意的的事，然他人所思或當事人所想的禁忌受到無意的侵犯，

或許因人所異；明者當場糾正，暗者積恨成仇。最終相互得罪，不歡而散；或

因言語、或因肢體，或因……等。此乃産生斷友的危機；世人以廣結善縁為處

世觀，遇善者得幸矣；遇惡者存危機。常言道：「防人之心不可無，害人之心不

可有。」以上所談，只因社會亂象之提防；欲侵犯人者，是不會先告知的；筆

者經此所思又曾見弱肉強食，突發其意，引為圖識而形圖畫之動機。 

 

創作理念： 

    何為善、何為惡，善者溫文儒雅，惡者心懐鬼胎。為惡時若無善存，何以

惡之；反者，為善時若無惡狀，善行何伸。此一道理使筆者連想到老子所言：

「美之為美，斯惡矣；善之為善，斯不善矣。對偶關係之論述深含人生哲理；

本幅作品除以形之危機隨時至，平心處處防；之「居安思危」的思想態度藉以

表現筆者化言論為圖形，猶如唐代張彥遠所言：「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

其形，故有畫。」本作品的理念乃闡述人世間的險惡往往潛伏四周，非平常人

得以查覺；又明示一體兩面的明辨哲理。 

 

創作實踐： 

    本幅作品以蠶翼宣纸為媒材，在纸上先施以水份平刷於紙上；利用礦物顏

料和墨、膠等媒材特性依筆者之意於適當位置作出心象的芻形效果形狀如(圖

一)；於作品下方擬定三隻小貓的姿勢和佈局的調整(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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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手以細筆觸依定位之處慎描其形(圖三)；將三尺乘六尺長度的兩張紙合併，

依括頁的方式調整並聯位置繼續小心的

將括畫面的地方做適度的整理，使其融

洽然後再完成應呈現的效果(圖四)。 

 

 

 

在併合後作整體視察，並依筆者原創時的構思作一適當的整理與調整。多次的

拿上拿下倒是為了作品能夠達到預期所創思的畫面意境(圖五)；當圖面經過甚

長時日的反覆觀察，細緻的修飾，在筆者不斷的運思當中方達預欺之境(圖

六)。 

圖三 

圖四 

圖二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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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作品三：【穿過的裂痕】 

創作年代：2017 

創作尺寸：180 × 180 cm 

創作媒材：礬纸、岩彩、墨 

圖五 

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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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動機： 

「爭戰沙場非吾願，何辜身首亦被埯。有幸能得出土日，只見今朝非昔年。」

筆者詩句。 

 

    多少時空及歲月在時間的滾輪滾動的過程中溜過，遺留下的是時間輪的痕

跡(記憶)，它無以摸滅又無以忘却；倘若當時間回朔時，過去的種種悲與歡則

難以彌補和討回。以戰爭為例，見秦時兵馬俑即有感於其兵俑為何而戰。若是

其為真人，則在放棄溫暖和樂家園跟隨軍隊東征西討；棄個人的自由而來完成

掌權者的目的，雖本着一股忠心熱沈出於自願，然而亦有自身無奈之心。今筆

者閱讀史書有感，以反思其境的方式作為創作題材。 

 

創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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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畫面以擁擠的組合模式表達俑衆在埯埋的地下，經長年的擠壓具有緊迫

狀；其默默承擔著、壓抑著長年爭戰的疲憊，回首過去無人能給於解憂；輾轉

時空無以訴衷也罷，習以為常還是繼續沈淪，可恨今朝由無意者騷擾幽夢，呼

喚清醒見見當下萌覺陌生，由驚醒中發現現實的無奈，呐喊是發洩胸中的怒火

或是抱願清夢被擾；只見今朝何年。 

 

創作實踐： 

    有感於歷史背景下的省思，先行繪畫题材內容

的確定，用炭筆隨意鈎其內容物象以定其位參考修

正(圖一)，而將此题材先行作以肌理的處理，經多

次欲想的肌理造形作多次的實驗操作，得一適當的

結果當為畫面成形的底紋；其過程乃以水干顏料經

與水份作一運用，再經整理為適當纹路的處理而達

下一部骤的開始(圖二)。 

 

 

 

 

 

 

  

 

 

再將兵馬俑就各紋路的適合位置安排並加以

粗略的圖繪以確定合適的質感安排(圖三)。

定以兵俑位置並加以仔細修飾，用墨先處理

明暗再作適應造形的調整(圖四)；在 3 尺 × 6

尺的紙張上作一合併於整理，刻意將擁擠的

氣份安排於上方，讓畫面下方虛淡，以作為

虛實畫面帶尚有更多兵俑的連想感覺。(圖

圖二 

圖一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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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五、結論 

    中國繪畫在創作的精神面上是離不開思想的，畫家的想法往往非一般世俗

人所能體會到的；就其美學觀而言就算同樣是畫家，但其認定之美亦非相同；

曾有學者對於談到「美學」則認為它是不實際的，簡單來說那只是把自己對藝

術品的看法用較好聽而有深度一點的話語或文字來說明和表達而已；每個畫家

的看法、想法、表達方式皆有他獨特的一面；焉能有所謂的正確與否之論；但

如果客觀的以一畫者的作品作為討論，須知畫是無所謂區分現代和傳統的；因

為畫要多元才能顯現畫家的個人心思特色，無論其屬性如何只要是感物由心

起，盡心經營則便會自然天成而達造化之境；而不必去在意現階段零零種種的

假藉之名詞來形容，例如抽象、具象、寫實、寫意、現代畫、立體派、印象

派……種種，不甚枚舉的話，那就能很客觀的去品味當下那幅作品的真髓，也

更能體會出畫者心悟的想法。畫者要能容易的將潛在之形象外化為生動的藝術

形象，必先胸有成竹，這是先決的條件，至於是否轉化順利完成，當以決定於

無掛礙、無阻擋的創作精神。本文所提是筆者創作時經驗的看法，能有幸的談

圖四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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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個人的創作觀點於一二，當更加努力對於創作思想的分析作更深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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