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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為筆者近期自身創作的探討，以「沖和．悠然」作為思維主題，進而透

過創作兔子系列的作品來作為精神投射與表現詮釋。本文內容主要探討「沖和．

悠然」的理念義涵，例舉自古以來「沖和」與「悠然」的淺析說明。進一步講述

關於主題與創作的發想連結，試圖將主題所論述的情懷心境，展現於作品的表現

中，最後以創作實踐的探討來講述作品的解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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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古以來，創作者對於藝術實踐這件事情上，都有其內心情感的一面與思維

情境的感觸，來做為引導創作者創作聯想與脈絡的情思基礎，而創作者又隨著情

思的引導，透過功夫技術的製作來呈現其對應的作品表現。 

 

  綜觀中國藝術史中對於情思引導的起源，我們主要可以歸納有社會環境與自

我意志的兩方面原因。上溯至秦漢時期社會瀰漫神仙思想的氛圍，於上行下效的

影響結果，今之出土的鼎彝磚石便可一窺其實，又逢當時純粹藝術意志未強烈開

發，教化人倫的想法顯然成為創作者主要的思考來源，孔子有云：「此周之所以

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1傳世顧凱之《女使箴圖》所書的清

規教條與畫作內容，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對其教化作用這樣記述：「夫畫者，

成教化，助人倫。」2在此時代氛圍的創作者，自然展現的創作觀無非受政教影響

較大。而至魏晉南北朝始，顧凱之就人物畫提出遷想妙得、以形寫神的精神理念。

宗炳亦對山水繪畫提出澄懷觀道，又云：「神之所暢，孰有先焉」3等精神學理。

同時代的王微也感悟云：「望秋風，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4這些都足以顯

示，其時代創作者所關心以形寫形、以色貌色之餘，強調創作自我情思的現象。

而至唐代，朱景玄提到萬類由心，心是自我情思的作用，是一種創作者自我意念

的精神體會，張彥遠云：「意存筆先，畫盡意在。」5無不強調自我心思的作用，

而在這種強調自我的藝術發展上，至宋代始有得意忘形的情韻妙理，其意仍是創

作者對於各種物象描繪的胸中創獲。元代時文人畫大興，更有強調自我胸中人格

與心性涵養，才有如倪瓚所說：「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6的胸中

逸氣。以上無非是歷代展方寸之能而千里在掌的情韻寫照，進而接續而成的藝術

史思想脈絡。 

                                                 
1 王肅，《孔子家語》，羊春秋譯，《新譯孔子家語》，（臺北，三民書局，2003 年 3 月），頁

167。 
2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何志明、潘運告編，《中國書畫論叢書 唐五代畫論》，（長沙，湖南

美術出版社，2006 年 11 月），頁 139。 
3 宗炳，《畫山水序》，潘運告編，《中國書畫論叢書 漢魏六朝書畫論》，（長沙，湖南美術出版

社，2006 年 7 月），頁 289。 
4 王微，《敘畫》，潘運告編，《中國書畫論叢書 漢魏六朝書畫論》，頁 295。 
5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何志明、潘運告編，《中國書畫論叢書 唐五代畫論》，頁 173。 
6 倪瓚，《清閟閣遺稿》，潘運告編，《中國書畫論叢書 元代書畫論》，（長沙，湖南美術出版

社，2006 年 9 月），頁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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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內容就上述心思傳承的基礎，開始論述關於筆者探討「沖和．悠然」之

創作主題。 

 

二、「沖和．悠然」之精神詮釋 

  自東周老莊思想體系發展開始，道家的學理風尚歷代深植於每每中國人的心

中，而老子主張「清靜無為」、「上善若水」或「至柔」等學說，皆是一種親近與

理解自然的思想下所構成，其後代由於戰亂頻繁社會不安，無為而治的政治理念

無法具體實踐，社會中文人士夫多有轉向隱逸山林求仙法道的氛圍日漸月染。魏

晉時期干戈擾攘，政權迭變動盪，曹氏與司馬氏爭奪政權朝綱混亂，此時文人無

法施展才華，又擔憂其生命安危，故漸而崇尚老莊哲學，從玄虛的神仙心境中去

尋找人們的精神寄託，利用清談愉悅的形式來排遣憂悶的心情，竹林七賢正是此

一時期文人的代表，將其情感寄託於山水江湖之中。《晉書．列傳第十九卷．阮

籍傳》描述阮籍載：「神氣沖和，而不知向人所在。」7「沖和」代表一種人的和

平性情，阮籍生於魏晉的政治動亂時期，由於對現實的無常與感嘆，因此將心思

轉向道家思想的寄託，主張自然強調天人合一。而此一同時普世社會的人們也漸

漸的向自然來學習，轉變成為後來人與人或人與事物之間的一種修為來實踐，後

來便有「沖和」等有關閑靜思想甚至主張的出現。 

 

  東晉田園詩人陶淵明，便是一個將道學修養體現於生活的狀態的例子。陶淵

明崇尚老莊的自然美學觀，成就其中國第一位田園詩人的美稱。陶淵明詩云：「結

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淵明正是以一種超脫

的情境，體悟了心遠無車馬喧的悠然心靈，而也正是這樣的脫俗情性，才能在他

的詩中反應出真樸悠遠沖淡自然的高遠意境。又如東晉書聖王羲之，其書《蘭亭

集序》作品，被譽為中國三大行書之首。王羲之曾對書法這樣描述：「夫書者，

玄妙之技也。」8而這「玄妙」的道理，正可述說王羲之於老莊思想下書學法道幽

深微妙的境界，而要達到如此的書法高度，不外仍是與陶淵明一樣悠然的心境。

                                                 
7 房玄齡等，《晉書》，張元濟，《百衲本二十四史》，（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81 年 1 月），

頁 359。 
8 王羲之，《書論》，潘運告編，《中國書畫論叢書 漢魏六朝書畫論》，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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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353 年，東晉永和九年初，王羲之時任會稽刺史，於浙江山陰宴集群賢，群

賢們在流觴曲水、絲竹管絃之下，感受山林溪水之美，體悟自然玄妙之境，於物

我兩忘之中書寫出千古傑作《蘭亭集序》，不僅奠定了王羲之中國書法藝術的第

一地位，後代更尊其為書聖。透過以上的論說，筆者試圖取其「沖和．悠然」的

精神前提，作為此系列作品的表現構成。 

 

三、創作之實踐分析 

  筆者就自身的創作經歷來說，創作的實踐來自於兩個部分。其一就是自我生

活上的體察感悟，這些感悟可能來自於成果過程、教育認知、自然體會與美感經

驗等原因，其二則是自身所關注的價值觀，這直接影響著身為創作者的我，對於

美感或喜好的創作觀。以下針對筆者創作時所關注的幾個部分探討之。 

 

 

 

圖 1 創作觀構成分析圖 

 

（一）由心境到畫境之轉換 

  自古中國畫的發展都是一種性情與形質交互作用下所產生的藝術脈絡，近百

年陸續出土的〈御龍圖〉（圖 2）、〈龍鳳仕女圖〉（圖 3）與〈馬王堆Ｔ型帛畫〉

（圖 4）等，便可見其時空背景之下經過精神轉換，進而創造出來的時代作品。

就畫論的觀察，自魏晉南北朝以來，顧愷之提出「以形寫神」、「遷想妙得」，同

時代的宗炳也提出「澄懷觀道」，皆可看出其時代的論畫價值與觀點。而顧愷之

所提出以形寫神的精要不在於形而在於「神」，是精神情思意念的表現，因此創

作者仍是以遷想妙得作為創作的傳達與手段。隨後張彥遠有「意在筆先，畫盡意

在」的意氣學理，又有朱景玄「萬類由心」，將人本自我情思的「逸格」提出，更

在「遷想妙得」之後提出「移神」的精神轉換，可以說是畫論史上的一大傳承。 

 

 北宋李郭風格對於後代畫學影響甚大，著名傳世作品有〈晴巒蕭寺圖〉、〈早 

 

 

生活體悟 

價值觀 

創作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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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湖南省長沙市子彈庫一

號墓出土，〈御龍圖〉，絹本

設色，縱 37.5 X 橫 28 公分，

湖南省博物館藏。 

圖 3 湖南省長沙市東南郊楚

墓出土，〈龍鳳仕女圖〉，絹

本設色，縱 31.2 X 橫 23.2 公

分，湖南省博物館藏。 

圖 4 湖南省長沙市馬王堆漢

墓出土，〈馬王堆Ｔ型帛

畫〉，絹本設色，縱 205 公

分，上部橫 92 公分，下部橫

47.7 公分，湖南省博物館

藏。 

 

春圖〉等，《林泉高致》云：「齊魯之士惟摩營丘。」9可見李成的風格多有來自於

生活情境的體悟創獲，而山東一帶士人習畫也將其視為範本。從後代李郭二人的

作品分析，其中有「捲雲皴」、「鬼面石」、「鹿角枝」與「蟹爪樹」等的風格符號，

成為後來觀畫者對李郭風格的基本實體認識。《林泉高致》中提出的三遠法，更

是當時總結前人的情韻美學，也漸漸發展成為中國山水畫的主格調。其中又說「飽

遊飫看，歷歷羅列於胸中」的觀點，提出：「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

秋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淡而如睡。」10的體會，更有了在山水畫中「行、望、

遊、居」的思維聯想。以上都是心境與畫境轉換作用的交互表述。 

 

  所以如何能夠由「沖和．悠然」的理念，透過心手化學的轉化，轉變成為實

體的繪畫創作，自是創作者的一大考驗與體會。但筆者以為，與其探討其心境與

創作之間的天人合一，不如學習「沖和．悠然」的理念精神，泰然的來面對文思

泉湧後的創作，或許更為適切。 

 

（二）借物詠情之表達 

                                                 
9 郭思，《林泉高致》，潘運告編，《中國書畫論叢書 宋人畫論》，（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

2006 年 11 月），頁 9。 
10 郭思，《林泉高致》，潘運告編，《中國書畫論叢書 宋人畫論》，頁 1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9%96%E5%8D%97%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BF%E6%B2%99%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9%96%E5%8D%97%E7%9C%81%E5%8D%9A%E7%89%A9%E9%A6%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9%96%E5%8D%97%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BF%E6%B2%99%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9%96%E5%8D%97%E7%9C%81%E5%8D%9A%E7%89%A9%E9%A6%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9%96%E5%8D%97%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BF%E6%B2%99%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9%96%E5%8D%97%E7%9C%81%E5%8D%9A%E7%89%A9%E9%A6%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9%96%E5%8D%97%E7%9C%81%E5%8D%9A%E7%89%A9%E9%A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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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繪畫史中我們可以從大量的古畫裡，找到很多關於畫面中陪景襯物來呼

應主題，並適切的將借物詠情做為表現形式，這不僅生動了畫面的豐富性，更是

將主題帶入一種時空與情感的連結。例如西漢墓出土〈馬王堆Ｔ型帛畫〉（圖 4），

畫面右上角有一輪紅日，中間有金烏，紅日下方繪有扶桑樹，枝葉間有八個小太

陽，意指「日出扶桑」的吉祥寫照。趙佶〈瑞鶴圖〉（圖 5），繪有群鶴飛鳴於端

門之上，借以隱喻祥瑞之兆。元倪讚〈六君子圖〉(圖 6)，借以松、柏、樟、楠、

槐與榆六樹，並作直立表現形式，以表正直不屈、剛正不阿的君子。以上所舉，

實為畫史中的九牛一毛，若於眾多古畫中細數或詳盡品鑑，可謂不計其數。其實

自元代以後，文人喜歡借梅、蘭、竹、菊作為君子表現，用松、竹、梅來意指堅

忍高尚的人格，畫高士表現高潔志趣，畫漁隱抒發世態感慨，已經是畫史中常見

的現象了。 

 

  

圖 5 趙佶，〈瑞鶴圖〉（局部），絹本設色，縱 51 X 橫 138.2 公

分，遼寧省博物館藏。 

圖 6 倪瓚，〈六君子圖〉，

紙本設色，縱 61.9 X 橫

33.3 公分，上海博物館

藏。 

 

（三）空間虛實之手法 

  空間與虛實可以說這是對於中國繪畫自古以來探討畫面而言，一直深切討論

的主要問題之一，這仍然存在於中國文化本質的發展與思維價值。自清末以後中

國文化的發展逐漸開始大量落實西式美學，對於空間或審美的方式，也普遍造成

東西兩方文化多元的融合或衝擊。在這其中，筆者就創作時相較關心的「二維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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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與「虛實與呼應」兩件事作探討。 

 

1. 二維空間 

  二維空間換句話說即「平面空間」。從今天所見的古代畫跡來看，中國畫自

古以來，除了明末清初歐洲寫實主義的傳入外，主要就是平面的視角來做為表現。

例如東周秦漢的畫像磚石與出土帛畫，或是魏晉隋唐所注重的傳神寫照，又或是

五代兩宋的蕭散簡遠與平淡天真，更甚至是元明之際的文人逸筆或大墨寫意，均

不強調三維的立體表現。這不僅顯示中國畫的發展脈絡上，注重的是多面視角的

寬闊表現，又是一種將畫面推展成無限延伸的畫面構成。 

 

  再說，中國畫自南宋開始，大量留白儼然成為中國畫發展主要的標示之一，

而留白本質上就是一種平面構成。古人談論留白，多是以一種心靈層級的空間思

考來視之並加以解釋，故常以「空」或「遠」等抽象性的字眼來形容其廣泛視角，

它是空間影響心境的視覺呈現。另外，筆者以為三維空間表現是一種由觀者向畫

內深入至一點的視覺，它是由大到小的視覺凝聚，本質上三維空間不如二維空間

一樣，得以讓視覺延展於畫外的無限想像。反觀二維空間，則是更不受視覺習慣

與生活理解的干擾來影響創作構成。威廉．沃林格（Wilhelm Worringer）於《抽

象與移情》中云： 

 

  對具有三維空間的對象，必須以連續的知覺活動去感知它，而在這個連續的 

  知覺活動中，對象自身所具有的封閉特性無形之中便被消除掉了；二則是由 

  於，在繪畫藝術中，空間的深度只能用遠近法和陰影來表現，而領會這種表 

  現則完全取決於理解力和習慣的通力合作。基於這兩點理由，對象的實際特 

  性難免要受到主觀的損害，因此，古代文明民族所致力的就是盡可能地去避 

  免三維空間。」11 

 

綜觀現存世的古代繪畫，筆者以為相對唐五代之後的畫跡，唐五代以前的磚石畫

像、帛畫或壁畫等，則較不受視覺理解或理論束縛的影響，今天才有這般具備豐

                                                 
11 Wilhelm Worringer，《ABSTRAKTION UND EINFüHLUNG》，王才勇譯，《抽象與移情》，（瀋

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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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聯想力的視覺大觀瑰寶。 

 

2. 虛實與呼應 

  中國畫注重虛實相生，而虛實本身又可大可小。這不僅反應中國文化的思想

特質，又說明在這文化之下人們的視覺美感。前文所述的「留白」即是一種與實

體相互對應的表現，這是說明有與無的虛實關係。虛實在繪畫視覺的角度上，我

們大致可以述說以下幾種，例如有無、大小、濃淡、粗細、明暗、動靜、疏密等

關係，而中國繪畫自古以來，大多也都將各種的虛實反應於繪畫中。例如《龍鳳

仕女圖》（圖 2）反應仕女靜態與龍鳳動態的相互關係，馬遠表現畫面一角與天空

之間有無的相反，徐渭畫中大墨之下的墨色濃淡等，無非都是站在虛實關係的立

場作表現。 

 

  又說從現存世的古代繪畫觀察，也多有呼應的連結關係，而呼應之間一般也

包含例如情境、方向、顏色、物體、大小、多寡等連結。例如情境與眼神方向的

連結，南宋李迪〈楓鷹雉雞圖〉（圖 7）老鷹居高臨下用著雄勁的眼神直視望著驚

慌逃竄的雉雞，而雉雞則是向著畫外低首速行，使其畫面有著深刻的情境動態。

又如崔白〈雙喜圖〉（圖 8），樹枝上方繪有兩隻喜鵲望著野兔，一隻立於枝頭，

一隻從空中飛來，樹下的野兔似乎受到鵲鳴的驚擾，回首慌張看著雙鵲，畫中喜

鵲與兔有著強烈的呼應關係。再說如林椿〈果熟來禽圖〉（圖 9）內容將左半邊眾

多的樹葉與右半邊三片樹葉作呼應，於畫面中這不僅有多寡的呼應成分，也烘托

出畫面因樹葉多寡所相應顏色多寡的呼應關係。 

   

圖 7 李迪，《楓鷹雉雞圖》，絹本

設色，縱 189X 橫 209.5 公分，北

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8 崔白，《雙喜

圖》，絹本設色，縱

193.5X 橫 103.4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9 林椿，《果熟來禽圖》，

絹本設色，縱 26.9X 橫 27.2

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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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畫面中虛實呼應的探討關係，從古畫的探索中我們不難找到各種的關係

成分，雖然這樣的表現它可說是一種理性的畫面經營安排，創作者如何就創作當

下適切的作感性抒發當然又是另一個問題了。對於後來的人而言對其古畫分析探

討不免有事後諸葛的成分，但無論如何，作為一個創作者，如何就其古畫的觀察

與發想，自有一部分成果經驗對創作時的思維與操作是有幫助的。 

 

四、「沖和．悠然」之作品解析 

  筆者於本主題創作中以兔子作為表現，漢．王充《論衡》云：「卯，兔

也。」12兔子於生肖中排行第四，對應十二地支中的卯。漢．許慎《說文解

字》對於「卯」這樣說：「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13故「卯」有春天

之意。另外十二時辰中，卯時代表早晨五時至七時，有黎明生機的意思。再

者，古代另有嫦娥奔月後，於月宮中變為玉兔搗藥的傳說，故將兔子來比喻月

亮的安靜美好。因此，筆者試圖將兔子作為本繪畫主題「沖和．悠然」的主角

呈現，又因為筆者生肖屬兔，望藉由創作者本我的情思意念，作為繪畫投射的

情感表達。 

 

  除了兔子之外，本文作品例舉中，又因每件作品有山石、竹、盆景、小草

等借物詠情的符號運用，將於本章單件作品解析處，逐一詳盡說明。 

 

作品一 

作品名稱：〈風吹心動〉 

作品尺寸：45X30 公分 

作品材料：絹本膠彩 

創作年代：2018 年 

                                                 
12 王充，《論衡》，黃中業、陳恩琳譯，《中國名著選譯叢書 22 論衡》，（臺北，錦繡出版社，

1992 年 11 月），頁 29。 
13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 年 5 月），頁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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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祖壇經》

〈行由品第一〉中

有一記載六祖慧能

法師於廣州法性寺

弘法之際，正值印

宗法師正在講述

《涅槃經》時的一

個故事：「時有風

吹幡動。一僧曰風

動，一僧曰幡動。

議論不已。慧能進

曰：『不是風動，

不是幡動，仁者心

動』。」14從字面可

以見得，惠能法師

所談論的並非物質

本身的動，而是出

於內心所感受的

動。筆者以為，觀

看外在一切的物質 

 

圖 10 〈風吹心動〉2018，45X30 cm，絹本膠彩 

運行，有其它根本的規律，而這些規律的發生，又隨著萬物的彼此交錯產生非

規律的浮動或錯綜，而人心也就是如此因為接受了一切各種各式的複雜訊息，

而產生對於感受上的差異或起伏。這不禁讓筆者想起《金剛經》中所說：「應無

所住，而生其心。」的說法，經中認為人應當無住而生心，不應當有住而生

心，這裡指的「無住」指的是清淨心。換句話說，如果內心是真實清靜的，眼

前所見的也似乎就是沒有的，沒有心情起伏更沒有感知的差異。 

 

  此作〈風吹心動〉便利用「風吹幡動」的這個背景故事發想，將「幡」轉

                                                 
14 李中華譯，《新譯六祖壇經》，（臺北，三民書局，2002 年 6 月），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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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成「心」來述說。而心動的構成，透過心境到畫境的轉換，使用「葉子」來

說明，一葉留於樹梢，一葉隨風飄離，人心思維的一念之差，往往就如同這葉

子一般一個動靜之別。另外，畫面下方表現日式禪宗園林「枯山水」的手法，

「枯山水」中的樹木、岩石、天空、土地等代表著海洋、山脈、島嶼、土地等

一切修行的種種大千世界，這種形式的構造，無非成為修行者的精神園林。因

此筆者將這樣的園林精神作為引發「風吹心動」的主題作連結，運用象徵安靜

美好的兔子作為體受感悟的精神烘托。本件作品採用採用絹本的膠彩設色，將

兔子作巨碑式構圖，左上方使用大塊山石與兔子右腳處小山石，作畫面物質上

的呼應。兔子與枯山水處的主色調皆是黃色調子，與金色葉子作顏色大小差異

的呼應效果。上方樹枝作橫向拉長的取勢，長樹枝下方略畫一支相對較小的樹

枝，讓樹枝於整個畫面中不至於太過單一，試圖作其緩衝的效果。 

 

作品二 

作品名稱：〈悠然〉 

作品尺寸：45X30 公分 

作品材料：絹本膠彩 

創作年代：2018 年 

 

    陶淵明詩云：「結

廬在人境，而無車馬

喧。問君何能爾？心遠

地自偏。采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

佳，飛鳥相與還。此中

有真意，欲辨已忘

言。」此詩表現其隱居

的生活情趣，作為一個

現代人，或者是一個都

市人，每天早晨起床面  

圖 11 〈悠然〉2018，45X30 cm，絹本膠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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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浮浮沉沉的塵俗喧囂，如何悠然的看待這種種事物，確實是人生的一個課

題。中國自古以來，儒家教育思維下「如逆行舟，不進則退」的教人努力進

取，發展至「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胸懷大志，而當這個社會的人

事物等機制規則建立，使人往上前行，每個人不免會迎來有非常繁瑣的感知情

緒與挫折。筆者常想，如何在這沉浮人生之中，又能夠以一個沖和又悠然的心

情，觀看這人世間的種種，那將無比的美好。好比《金剛經》偈云：「一切有為

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的那種超脫性情的高度，確實

很不容易。 

 

  筆者於此畫中自作詩題：「日月弗飄零，驅馳豈暫停，朱輝山後遠，玉兔憫

生靈。」日月永不飄落，正如天行健之意，不僅不飄落，而且運行永不停止。

大地生靈努力進取如太陽一樣持之以恆照耀，縱使太陽下了山，明亮的月光仍

繼續憐憫著大地生靈。筆者作此詩意指人間志士的胸中情懷，它如何能悠然，

試想恐怕只有明淨的月亮能夠瞭解了。 

 

  此作〈悠然〉運用絹本作仿古的設色表現，意在假想隔著時空與古代諸位

偉大聖賢們神交。整體畫面中兔子本身是白色調子，作為整件作品的主題，進

一步將暗示玉兔的月亮高掛於天空中，作顏色與意義上的對應。畫面的下方繪

有塊面式的江南山水平遠景色，上方則單純使用勁筆線條描繪，在形式上採用

一動一靜、一面一線的虛實呼應。再者讓整體畫面呈現平面的仿古色留白，試

圖營造單純畫中的情思意念。最後除了留白與平遠的廣大視角外，再將兔子與

山水的大小比例作反差描繪，希望能營造畫面天大地寬的無邊無際，也藉此隱

喻悠然心情下的廣大情懷。 

 

作品三 

作品名稱：〈尋香〉 

作品尺寸：40X20 公分 

作品材料：絹本膠彩 

創作年代：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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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尋香〉2018，40X20 cm，絹本膠彩 

《梅花》詩云：「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15王

安石將自我的遭遇與心中的胸懷用以擬人的手法，來為自己不懼嚴寒，傲然獨

秀的氣度高潔作解釋，可謂王安石《登飛來峰》詩中自云：「不畏浮雲遮望眼，

自緣身在最高層。」16的胸中氣魄。當然，自古將梅花視為一種君子高品格的

象徵，從前文淺說借物詠情時便已經提及，就繪畫的角度出發，自元代文人繪

畫的大興，畫梅也早已經成為文人畫家們心中永恆高古的符號了。 

 

  而從今天筆者身為創作者的角度，試圖經營一段情境故事，將兔子在行走

的過程中，回眸尋找這撲鼻而來淡淡的梅花香氣。正如前段所說，梅花代表著

堅強和高潔，而人在努力進取之餘，或處於憂煩塵擾之中時，往往在回到心靈

平靜的時候，是否想起當初最開始那簡單又執著的內心憧憬。因此筆者將梅花

的布陳，安排在一個小盆摘中，變成了一顆小梅花樹，小盆摘中運用太湖石的

搭配，隱喻一種像在古典園林中精神文化的小天地。 

 

  此作〈尋香〉運用絹本作膠彩方式，將主角兔子與小盆摘作左右兩邊拉開

距離的構圖形式。由大量白色調子的兔子與小梅花樹中的白色小梅花，作顏色

上的賓主對應。另外透過兔子本身回眸一看的視覺方向，與兩者在畫面拉開的

安排中作視線的聯繫，就實體畫面構成是分開的，但就畫面視線引導它是聯繫

                                                 
15 王安石，李壁箋注，《王荊文公詩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7 月），頁

1023。 
16 王安石，李壁箋注，《王荊文公詩箋注》，頁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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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後背景採取紅粉不艷的暖色調，作其溫和吉祥祈福的寓意，祈福人人皆

有沖和與悠然的自在平靜。 

 

作品四 

作品名稱：〈初心〉 

作品尺寸：40X20 公分 

作品材料：絹本膠彩 

創作年代：2018 年 

 

 

圖 13 〈初心〉2018，40X20 cm，絹本膠彩 

  佛家語中有一句：「莫忘初心，方得始終。」可以想像，這句佛語告訴人

們，當我們一個人生，努力過程當中或多或少會遇到很多挫折與衝突時，不忘

回到前頭想想，一開始最初的用心與起始，就不會因為後來的挫折等等原因而

放棄或失敗。唐代元稹所編白居易文集《白氏長慶集》卷七十一〈畫彌勒上生

幀記〉中有過這樣記載：「不忘初心，而必果本願也。」17意義上仍然是說明不

忘記最初的發心，最終必定能實現本來的願望。 

 

  筆者思索繪畫的研究過程中，心想自我常常也遭遇很多的挫折與失敗，但

每每在繪畫中又一而再的找到一開始初衷的那種喜悅感。對筆者來說，繪畫的

                                                 
17 元稹，《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上海，涌芬樓借江南圖書館藏日本翻宋大字本景印原書

版，民國），白集七十卷，頁 10。 

https://zh.wikisource.org/wiki/%E7%95%AB%E5%BD%8C%E5%8B%92%E4%B8%8A%E7%94%9F%E5%B9%80%E8%A8%98
https://zh.wikisource.org/wiki/%E7%95%AB%E5%BD%8C%E5%8B%92%E4%B8%8A%E7%94%9F%E5%B9%80%E8%A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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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是喜悅的，在這種喜悅之情的引導下，往往心中回憶起兒時畫畫的心靈真

趣，而這種心靈的感觸又再一次的在每次畫圖時重複的一再複製，那種心情觸

動是在寧靜的心中感受下，反覆在繪畫筆觸中可以找到的。因此，當筆者就此

作〈初心〉的繪畫時，便深深享受著這份感觸，如何能夠適切表達畫面中的自

己，以及心靈感觸下的畫面表現，自然是這件作品繪畫時所用心的地方。 

 

  此作品〈初心〉將兔子作小兔子的身形表現，代表著初始的單純狀態。面

對眼前的一株小植物，比喻初始之下內心的萌芽與成長，而小植物並非參考任

何一種植物來繪製，而是筆者自我聯想的心中植物，眾多的小葉子隱含孩童的

無知，對於萬事萬物的好奇與追求，並將植物的末梢指向小兔子，意味著初心

莫忘的投射連結。另外，兔子下方有一株剛發芽的小植物，表現小兔子站在初

始的立場。最後此作品筆者敷以青色作為背景，《釋名》卷八〈釋彩帛〉中云：

「青，生也，物象生時色也。」18故此作運用青色作為烘托莫忘出心的氛圍營

造。 

 

作品五 

作品名稱：〈絕塵〉 

作品尺寸：30X30 公分 

作品材料：絹本膠彩 

創作年代：2018 年 

 

圖 14 〈絕塵〉2018，30X30 cm，絹本膠 

                                                 
18 劉熙，《釋名》，（臺北，國民出版社，1959 年 10 月），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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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漢書．卷八三》〈逸民列傳〉的序論中，范曄曾讚揚古代高潔品格的隱

士並收錄於文，文末內容曾說：「蓋錄其絕塵不及，同夫作者，列之此篇。」19

范曄以「絕塵」二字來比喻這些超絕塵俗的隱士。故筆者欲將此作描繪如絕塵

之中安閒覓食的狀態。而說到絕塵，白居易《池上竹下作》：「穿篱繞舍碧逶迤，

十畝閒居半是池。食飽窗間新睡后，腳輕林下獨行時。水能性澹為吾友，竹解心虛

即我師。何必悠悠人世上，勞心費目覓親知。」20描寫竹子是中空的，藉以學習

竹子的虛心若懷，感嘆何必於世上的紛擾勞心。蘇軾於《於潛僧綠筠軒》詩中也

說： 「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使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

俗不可醫。」21又將竹與脫俗畫上等號。以上不僅直接說到中國文化下竹子給

人脫俗超塵的概念，又是文人心目中虛心的悠然高潔。 

 

  故此作〈絕塵〉便以中國文化下，象徵高潔脫俗的竹子切入兔子為主的內

容主題，進而所作的絕塵表現。作品中兔子採取覓食的表現，何故覓食？一般

對於生物的瞭解，動物之所以能夠安然覓食，也代表著它對於當下環境的安心

與舒適，因此此作也不僅借用玉兔的平靜安閒與竹子的悠然高潔兩部分，更試

圖將兔子覓食的內心狀態作其聯想與表達。至於畫面構成，將畫面左上大塊面

積的竹子與兔子後方小塊面積的竹子作呼應。進一步又可視兔子與小塊面積竹

子作面積總和，與原本大塊面積的竹子作呼應，在這裡原本大塊面積的竹子，

相對於兔子與小面積竹子的面積總和，又變成了畫面的小塊面積安排了。 

 

五、結論 

  創作中由心境轉化成畫境過程的情思引導，自有著每位創作者各自的主觀

立場。以筆者自身為例，作為創作者而言，創作前與創作中的思緒其實交錯繁

雜，若是按照普世價值的生活理解與知識認知，很難樣樣說得通，我們自己其

實都很難猜測自己在下一分下一秒的創作思考與連結想像。本主題為「沖和．

悠然」，歷史中並沒有一個文辭章句將其「沖和」與「悠然」畫上連結，但就創

                                                 
19 蕭統編，《昭明文選》，周啟程等譯，《新譯昭明文選（四）》，（臺北，三民書局，2007 年 11

月），頁 2492。 
20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四百四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10 月），頁 5015。 
21 楊家駱，《蘇東坡全集》（上冊），（臺北，世界書局，1964 年 2 月），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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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而言，透過內心質化的方法，是可以試圖擬出一個符合或趨近二者的畫面

語言來加以構成的。 

 

  本文「沖和．悠然」的繪畫創作探討，於上述的析論後，對筆者而言又是

一個自我釐清與反覆思索的良佳經驗。期望未來在此系列或旁系列的創作探索

上能更進一步，讓作品能有更多元與完整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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