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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哲哉的繪畫歷程及其作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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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摘要 

本文以藝術家沈哲哉的繪畫創作為研究主題，內容細分為兩大項：1.沈哲哉

的繪畫歷程 2.沈哲哉的七件繪畫作品分析。學畫歷程中受到廖繼春、郭柏川兩位

老師的指導及影響，研究中發現沈哲哉的筆觸及色彩受到廖繼春、郭柏川兩位老

師影響之外，他也收集日本出版的繪畫專業書籍，從中吸取更多不同的繪畫專業

知識，將之轉化為自己特有的繪畫技法。初期作品筆觸粗獷剛毅，色彩安逸、平

穩。中期作品色彩鮮美、線條流暢且富韻律性。晚期作品由於經歷過人生的歷練

之後，生活歸於平靜，作品畫面總是創造出浪漫、優美的氛圍，無論在形式或是

色彩運用已達爐火純青隨心所欲的境界，充滿藝術家主觀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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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沈哲哉（1926）是台灣第三代西畫家，接受兩位台灣前輩畫家，廖繼春

(19021976)與郭柏川(19011974)的指導。年輕時，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曾經接

受日本游擊隊訓練，培養出一股堅忍不拔的毅力。台灣光復後社會經濟蕭條生活

困苦，以當時台灣的經濟條件他能一一克服艱難解決困境，堅持自己對繪畫的熱

愛，數十年來無怨無悔走到現在，其對繪畫的工作態度與熱誠是我輩繪畫工作者

的楷模。 

 

豐富創作經驗及高度繪畫技巧，如構圖、線條、色彩、肌理……等繪畫技法

皆能掌握到恰到好處。創作題材豐富多變，舉凡人物、少女、芭蕾舞者、建築物、

風景、花卉、水果、無不精通，不管任何畫題的作品均充滿浪漫氣息。對於創作

觀點，他不再追求物體形象的具體化，更注重繪畫的詩學氛圍。繪畫若以「繪畫

性」為本質，那「繪畫性」也就是沈哲哉的繪畫生命。因而對於沈氏的作品有一

份特別親切與感動，這是我想要論述其作品的原動力。 

 

藝術品是有社會性及超社會性，一件完美與具有價值性的藝術作品，對於創

作者的人生與觀賞者之人生關係微妙，自然有潛移默化相互之間的影響，藝術品

在美與真的表現下，對於觀賞者，在他的人生道路上也一定會有巨大的影響。沈

哲哉的繪畫作品，筆者透過「形」、「色」兩方面的解讀與書寫，將內容與繪畫形

式的思考，由哲學思想轉化成繪畫語彙，延伸至繪畫思考模式與作品色彩濃度、

空間向度，他的繪畫作品裡，充滿著繪畫哲學與空間美學，他使用西方媒材畫出

台灣南國熱帶風情與台灣本土文化思想。 

 

70 年代台灣受抽象表現主義的衝擊，80 年受到美國新寫實主義畫家安德魯．

奈維爾．魏斯(Andrew Nowell Wyeth，19172009)影響，台灣畫家一度風靡新寫實

主義，以鄉土人情及本土建築環境為創作主題，當時台灣各大型美術展覽及美術

比賽均可看見新寫實主義的作品得獎及入選。沈哲哉依然執著於自己喜歡的畫題

與風格邁進，堅守自己信念，選擇他自己最想做的藝術自由，編織自己彩色王國

及享受自己的繪畫天地，不受當代任何潮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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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沈哲哉的生平與繪畫學習過程 

(一)生平 

1926 年沈哲哉出生於台南縣新營的望族，父親沈偉堂是飽讀詩書的文人雅

士，留學日本京都，畢業於日本同志社大學文學系，通曉多國語言；母親畢業於

師範學校，曾任國小老師，家世可稱得上是新營鎮上書香門第，在此環境長大，

從小培養對美術的熱忱。東亞戰爭爆發，父親在南洋當日軍翻譯官，並逝世於南

洋，從此家道中落，沈哲哉中學畢業後在台南市進學國民小學教書，開始負擔家

計。 

 

中學就讀日治時期的台南州立第二中學(現今台南第一高級中學)，與幾位同

鄉同窗好友，每天一起從新營到台南之間通勤就學，學生時期就培養深厚感情。

當年這些同窗摯友，日後在社會上都有高度成就，並成為收藏沈哲哉作品的主力，

一位成功畫家，背後必須有雄厚企業主與收藏家支持，繪畫志業才能持續進行。 

 

中學時期適逢廖繼春老師(以下恕略敬稱)在台南州立第二中學任教，教導沈

哲哉會畫課程，他表示：「廖先生很疼我，我也很喜歡畫圖，下課或課外活動，都

會叫我當他的模特兒。1」。筆者請教沈哲哉，那位老師是他繪畫啓蒙老師，他說： 

 

八歲時母親送我到洪明凱老師（留日的畫家）那裡學兒童畫，洪老師開發我

對畫畫的興趣，小學時期學校有繪畫課，是一位日本老師在教導繪畫，但是，

我認為廖繼春影響我最大，對於色彩的運用影響最深，素描我受到郭柏川先

生的影響最深，每一個時期都有不同的啓蒙老師！。2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沈哲哉正值青年，在台灣南投接受日軍部隊游擊隊訓

練，鍛鍊出其堅忍不拔的精神及堅強體魄。中年時每天從早上 6 點多開始從事繪

畫創作，直至晚上 10 點學校上課結束，如此充沛的體能應該是年輕時所訓練出來

                                                      
1
 2011 年 2 月 12 日下午 2 點於台南市大同路（沈師母妹妹家）筆者訪談沈哲哉的內容。 

2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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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於老年後的沈哲哉，能有充沛體力打網球，用手倒立行走的體能有絕對的

關係。 

 

中學四年級下學期（1942 年）開始受到廖繼春的指導，台灣光復後郭柏川回

台灣，1952 年正式接受郭先生的指導。另一方面也購買一些日本出版的畫冊，如：

《月刊美術》、集英社出版《現代世界美術全集》、大日本繪畫出版《描かれたパ

リ》…及與繪畫技術性相關的書籍。客居日本時，還以書籍中所描述的油畫技法，

以何種顏色為底色（等該色乾固後)，再加上何種的透明顏色，會產生何種效果，

他都做上紀錄，一一製作色票，研究後他發現透明著色方法，是透明顏色經過層

層的推疊所產生的顏色會比顏料未乾時在調色盤上相互調和出的顏色更為渾厚飽

滿，直到了解後，他在創作之初就已經設定好色調，作品要如何的完成，這些資

料如何運用在其作品上，他都已經是胸有成竹。3 

 

從 1945 年開始，一連串的參加教師檢定考試，一路上從台南市進學國民小

學，繼續到雲林北港中學，台南市私立光華女中……等學校任教，並在私立台南

女子家政專科學校(現台南科技大學)任美工科的美術教師，直至 1985 年在該校退

休為止，作育英才長達 40 年之久。 

 

平常學校上課之餘，租借學校的美術教室，利用星期六下午與星期日整天，

招收學生教導美術課程，從幼稚園小班美術啟發性教育，報考大專院校美術學系

的升學班，直至一般社會人士所追求美學興趣的油畫班均有設班教學，美術教室

也培養出不少美術人才，對於台灣南部畫壇有不少的貢獻與影響。 

 

長年參加台灣各地美術團體所舉辦美術比賽，如:全省教員美展、全省美展、

台陽美展，屢次獲得大獎，例如：1952 年獲第二屆全省教員美展第一名。1953

年獲第八屆省展「主席獎」第二名，獲全省教員美展「主席獎」。1954 年獲第九

屆省展「教育會獎」。1955 年獲第十屆省展「主席獎」第二名，獲台北西區「扶

輪社獎」。1956 年省展得獎、教師展優選。1957 年獲台陽美術展「台陽獎」、省展

                                                      
3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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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教師展優選。9188 年獲中華民國油畫學會「金爵獎」、台南「市長獎」。1989

年獲國立歷史博物館「金章獎」。4 

 

旅日企業家邱永漢先生在日本事業有成，一心想回饋台南故鄉鄉親，邱永漢

先生於 1974 年左右選擇南部幾位畫家與席德進先生、張杰先生等人，每月固定撥

一定金額幫助畫家們，使畫家的生計能夠得到保障，生活無後顧之憂，然後才能

安心創作，條件是每位畫家每月需繳交一張約 10 號左右的作品，沈哲哉也是這幾

位受到幫助的畫家之一5。1976 年邱永漢先生幫助沈哲哉在東京都「求美畫廊」舉

辦個展，次年於台北「求美畫廊」的首展，也是以沈哲哉的油畫個展為第一檔，

由此可見，邱永漢對於沈哲哉的重視。從 1984 到 1991 幾年之間沈哲哉在台北「永

漢畫廊」、台北「永漢國際藝術中心」、日本東京都「村內美術館」……等，在台

灣官方美術館舉辦回顧展及日本、台灣私人畫廊舉辦無數次的個展。6 

 

1979 年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適時，沈哲哉的女兒美秀(身分證登記姓名為

沈秀真)因服務於台南神學院，受到政治牽連，造成美秀遠走加拿大避難，在加拿

大認識現在的日籍先生，由於美秀遠嫁日本東京，沈哲哉年少時又是受日本殖民

教育，語言上在日本能得到良好溝通，促成沈哲哉於 1985 年從「台南家政專科學

校」退休後，定居日本的主要原因。 

 

 

 

三、前輩畫家對沈哲哉的影響 

(一) 廖繼春(19021976) 

廖繼春是台灣第一代前輩畫家，不僅在戰前即擁有可觀的繪畫資歷與創作成

                                                      
4
 詳見《沈哲哉七十五回顧展》（台南），附表一：沈哲哉生平與台灣美術紀要對照表，30-31 頁。 

5
 筆者於民國 63 年（1974）跟隨沈哲哉學習素描與油畫，多年來一直有聯絡，也結了近 40 年的

師生緣，1977 年沈氏在 台北「求美畫廊」個展中，曾對筆者提過，訪談中也敘述過。 

6
 詳見《沈哲哉七十五回顧展》（台南），附表一：沈哲哉生平與台灣美術紀要對照表，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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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台灣畫壇與學校美術教育，均受到社會人士與學生的敬重。1902 年出生於

台灣中部豐原附近的圳寮，母親廖江娥女士擅於女紅，廖繼春經常目睹母親為繡

花鞋面繪製的各種花卉、草蟲的圖案，深受吸引與感染。 

 

1924 年 3 月 22 日廖繼春赴日，獲得錄取東京美術學校(現東京藝術大學)圖畫

師範科就學。廖繼春留日三年，最重要是學習獨立思考及崇高人格的培養，建立

對西方美術概念全面性的觀察。 

 

1927 年廖繼春從東京美術學校畢業，返回台灣，經基督教的教會名人林茂生

先生介紹，受聘於台南私立長老教會的中學(現今私立長榮中學)及女校(現今私立

長榮女中)當美術教員。1942 年四月任台南州立第二中學美術教員。沈哲哉就讀

台南州立第二中學時美術受廖繼春的指導。 

 

(二) 郭柏川(1901-1974) 

郭柏川老師(以下恕略敬稱) 字少松，台灣第一代前輩畫家，出生於台南市打

棕街(現今海安路)。1910 年就讀台南第二公學校(現今台南市立人國小)，15 歲考

入台北國語學校師範本部，師範科時受到石川欽一郎啟蒙，畢業後返回台南母校

任教，在日本殖民下的台灣民眾與日本人，因政策上的不平等與差別待遇，因而

辭去教職至日本求學。 

 

1926 年郭柏川赴日本留學，初期先在私人畫室研習繪畫，為考美術學校而作

準備。1927 年入選第一屆「台展」西畫。1928 年才順利進入東京美術學校西洋畫

科，在東京美術學校深得岡田三郎助的指導。 

 

1937 年郭柏川由日本直接前往大陸，旅居北平十二年受中國文化的薰陶。在

北平藝專認識大師級教授黃賓虹，黃賓虹的水墨畫，筆觸大膽，造境脫俗，筆法

「亂柴皴」更是一絕。我們發現郭柏川的油畫作品裡面也有類似的筆觸，可見郭

柏川受到黃賓虹的影響，是促成郭柏川繪畫藝術轉變的重要因素。1948 年郭柏川

由天津回台南故鄉，1950 年經郭夫人朱婉華的表姐夫朱尊誼的推薦，進入台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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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現台南成功大學)建築系任教，教授素描與油畫，郭柏川回台後也一直與黃

賓虹有書信往來。 

 

四、沈哲哉與「台南美術研究會」 

台灣光復後郭柏川從天津回台，他想為台灣社會盡一點力，找一個地方來教

導喜歡的繪畫人士畫畫，不收補習費用。1951 年台南熱愛美術的人士共同推派沈

哲哉邀請郭柏川出來領導他們，沈哲哉前往郭先生家中拜訪時，郭師母說：「郭老

師正在赤嵌樓寫生。」，沈哲哉到赤嵌樓後，靜靜的看完郭柏川寫生完畢並收完畫

具，經過沈哲哉說明原委，郭柏川開出的條件是要他去招兵買馬，結合台南的繪

畫人士共襄盛舉。經過沈哲哉的各方奔走，邀約台南幾位熱愛繪畫人士，有黃慧

明、謝國鏞、陳一鶴、張炳堂、張常華、翁昆德等人，籌組「台南美術研究會」

簡稱「南美會」，並於 1952 年成立，公推郭柏川為首屆會長，同時成立美術研究

所，郭柏川義務為會員指導素描，沈哲哉在此正式接受郭柏川素描指導。7 

 

郭柏川心繫台南美術發展，嚴格要求南美會每位會員，必須參加每年固定舉

辦一次頗具規模的會展，南美會會展也另設「公募作品」單元，以鼓勵青年畫家

們參與盛會，得獎者並發給獎金以與鼓勵，青年畫家們又多一處可發表作品的場

所。「南美會」從 1952 年建立畫會至現在已經歷 60 幾年歲月，沈哲哉在南美會擔

任幹事、理事及每年南美會會展「公募作品」單元的審查委員。南美會歷年來發

掘無數的年輕畫家及培育不少喜歡繪畫的學子，對於台南美術發展的貢獻是無法

用語言衡量的。 

 

郭柏川一心想為「南美會」修建一棟會館，在世時多方奔走，向政府單位申

請經費與台南當地財團募款，郭柏川在他有生之年未能完成心願，直至 2008 年才

由南美會四位資深會員，每人捐出一件作品，由台南「奇美集團基金會」收藏，「奇

美集團基金會」出資新台幣肆佰萬元以幫助「台南美術研究會」建館，沈哲哉是

                                                      
7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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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位資深會員之一8，這時才完成郭柏川的心願，同時也為台南大都會區增多一

處培育下一代美術成員的殿堂。 

 

五、作品分析 

一、人物 

以人物為主題的作品是沈哲哉參加台灣各大型繪畫比賽的主力題材。〈S 小姐

坐像〉如(圖 1)創作於 1949 年 9 月，適時，他年方二十四，由此作品可看出沈哲

哉是一位天才型畫家，該作品參加第十四屆「台灣省全省美術展覽會」榮獲優秀

作品。〈S 小姐坐像〉屬於冷色調作品，略呈三角型構圖，畫面平穩安定，畫中少

女以正面的方式端坐於有椅背的椅子。少女留著長髮，綰著髮髻置於右肩上，天

真無邪的臉龐，含情默默雙眼直視著前方，彷彿若有所思，雙手交叉置於胸前。

上身穿著淺藍色上衣，衣袖兩肩上還綁著兩個蝴蝶結，下著綠色裙子，如此穿著

反應 40 年代末女性服飾的流行與畫中少女天真活撥個性。裙擺下方左右兩側兩

條往畫面中心相交的斜線，以暗示畫作空間深度。藍綠色的色調，透露出場景周

邊環境的寂靜，好像能呼吸到舒適而平靜的空氣，背景左上方有一條深藍色直線，

好像是一扇窗戶，暗示窗外還有一片美麗花園或是有無限想像空間，如藍天、白

雲還有幾隻飛翔於天空的白鴿或一片染紅了天際的夕陽。少女頭部左邊到左肩背

後，隱約可看見牆面掛上一幅畫，如此處理畫面空間深度，在沈哲哉的作品裡是

經常出現。畫作的光線來自於主題人物左前方上面的 45 度角，少女臉部明暗調

子非常豐富，鼻子與左顴骨的亮部，使用高明度與高彩度的淺黃色，以簡短的筆

觸及長短不等的線條來處理，表現人體骨骼的硬度，少女右臉頰暗部使用咖啡色、

土黃色、藍綠色為主色，以輕鬆筆觸來描寫，表現具有彈性的年輕肌膚，少女嘴

唇畫上高彩度的紅色，強調作品中的主題人物並提升整張作品的亮度。上手臂使

用土黃色與上衣的淺藍色互為補色，下手臂的膚色比較偏紅與裙子的綠色則互為

補色，綠色裙子與藍色上衣之中，隱藏著暗咖啡紅的椅子把手，畫面左邊上方的

綠色牆壁中藏著幾筆粉紅色的筆觸，背景牆壁裡的幾筆粉紅色筆觸與少女偏紅色

的下手臂相呼應。沈哲哉善用補色方法來處理他的作品，活化作品的可看性，作

                                                      
8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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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又不會顯得俗氣。廖繼春創作於 1926 年的〈自畫像〉如(圖 2)為留學日本學生

時期的作品，創作者以土黃色系列來表現東方人的膚色，灰藍色的襯衫與頭髮受

光處以簡單的筆觸帶過，沉穩深咖啡色調的背景，襯托出畫家臉部五官受光的部

分，強烈明暗對比簡單粗獷筆觸是當時日本學院派的特色。此時期沈哲哉的作品，

筆觸瀟灑、肯定、粗獷、剛毅與廖老師筆調相似，雖然兩件作品色調不同，但不

難看出兩者之間的關聯性。 

 

  

圖 1，沈哲哉，〈S 小姐坐像〉，1949 年，油彩、

畫布，80*65 公分，國立台灣美術館收藏。 

        

圖 2，廖繼春，〈自畫像〉，1926 年，油彩畫布，

33*24 公分，畫家家族收藏。 

 

〈太太像〉如(圖 3)創作於 1959 年，雖然此畫有寫實的風格，但是筆觸粗獷

自由，類似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的手法，造型並沒有特別誇張變形。主題人物

比〈S 小姐〉坐像人物動態更為嬌羞迷人，頭部微微地向左側傾斜，包裹著白色

圍巾，眼神凝視畫面右下方，左肩稍微提起，動態顯得活潑動人。每件作品創作

時，沈哲哉以無數次的繪製與修改來完成作品。第一次創作時他先以畫筆沾焦赭

(Burnt umber) 、翠綠(Viridian) 、群青(Ultramarine Deep)三種顏色以素描方式來構

圖，畫出人物動態、衣服折紋與臉部五官等細節，主題人物動態微彎成 S 型，頭

部圍著一條白色圍巾，身穿黃色長袖上衣，並將衣袖挽至手肘之上，左手放置胸

前，右手拿著手套垂放在膝蓋上，由上述穿著來分析，此作品應該創作於冬季。

人物穿著的衣服以畫筆沾紅色顏料著色，衣服表面用油畫刀沾高明度黃色畫上，

然後刮除部分黃色以留下部分紅色底，製造多層次的色階與作品焦點。作品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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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階段製作過程，如果人物的上衣要以黃色系為主要色系，他會在原來衣服顏

色上塗一層透明的黃色，衣服亮面再以黃色系列的顏色如淺黃、土黃，衣服褶痕

暗部再以紅色畫之。背景牆面如同繪製人物的方法，他先以淺黃色為底色，透明

性較高的樹綠(sap green)罩染，統一背景色調後，再以乾淨的棉質布料依照畫面的

需要，以輕重不同的力道來擦拭背景牆面所需要的明度，並製造出牆面不同的肌

理，這些繪畫技巧引自郁特里羅繪製巴黎街巷建築物斑剝牆面的技法。周邊環境

的空間處理與人物膚色，用油畫筆與畫刀來整理，頭部白色圍巾也以相同方法來

繪製。從〈S 小姐坐像〉到〈太太像〉相隔 10 年歲月，場景依舊在室內，背景繪

畫技法與以前略為不同，但繪畫形式並無多大改變。〈女子像－親友畫像〉如(圖

4)是郭柏川在東京美術學校一年級(1928 年)學生時代的作品，與(圖 2)廖繼春的

（自畫像〉，兩件作品的色調與筆觸大約相同，因為兩位創作者同是岡田三郎助的

學生，由此可看出廖繼春與郭柏川在素描深深地影響著沈哲哉，兩位老師往後同

樣受到梅原龍三郎的影響，但唯一不同的是，廖繼春著重於對色彩的重視與研究，

而郭柏川所追求的是兒童未被世俗所汙染的那一份「童真」與「稚」9。 

 

 

  

圖 3，沈哲哉，〈太太像〉，1959 年，油彩、畫

布，80*60.5 公分，私人收藏。 
圖 4，郭柏川，〈女子像－親友畫像〉，1928 年，

油彩、畫布，33*24 公分，私人收藏。 

                                                      
9
 筆者曾於 1970 年，經成功大學建築系高換庚副教授的介紹，有幸進入郭柏川老師的研究室學習

素描，教學中他時常以梅原龍三郎的作品來說明梅原所追求的繪畫目標就是「童真」與「稚」來

教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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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小姐〉如(圖 5)沈哲哉創作於 1955 年，是南美會成立後三年的作品。經

過郭柏川指導後，沈氏的筆觸顯得更為自由、瀟灑，主題人物的臉部、脖子、手

背出現邉沿線，與以前作品有顯著不同。〈K 小姐〉構圖受到巴黎畫派(École de paris)

畫家莫迪里亞尼(Amedeo Modigliani 1884—1920)的影響。〈維荷斯基畫像〉如(圖

6)是莫迪里亞尼創作於 1916 年的作品。畫像主題人物以正面端坐於紅色木質高椅

背座椅上，莫迪里亞尼依他的作畫風格，將畫像中維荷斯基先生造型往上拉長，

做莫迪里亞尼式的人物變形，維荷斯基先生外穿深咖啡色西裝，內穿淺土黃色襯

衫戴深色領帶，雙手交叉，左手掌疊於右手掌上並置於左腳膝蓋，畫作左上方開

著一扇窗戶並帶上窗簾，窗台下有木作台度，整張色調以咖啡紅為主色調，人物

臉部、手掌及襯衫顏色均以淺土黃色為主，是此作品中的三個亮點。〈K 小姐〉構

圖工整，主題人物以正面端坐於美國移民時期的咖啡紅色木製座椅，坐姿休閒優

雅，成熟美麗的女性，頭髮梳著 50 年代流行短髮，臉部以正面方式面對前方，雙

眼凝視畫者，上身穿著黑色高領、低胸、短袖、白色 U 形領洋裝，左手拿著白色

小皮包，右手置於左手背上，雙手交叉自然放置於雙腿上。臉部、頸部、胸部與

雙手用平塗畫法以淺土黃色來描寫。沈哲哉的作品〈K 小姐〉與莫迪里亞尼作品

〈維荷斯基畫像〉，並沒有特別強調繪畫的空間深度。但，作品〈K 小姐〉可以看

出沈哲哉對於光線的描寫特別重視與強調，畫面光線來源是透過畫作右上角的窗

戶射入，照亮了 K 小姐的左臉頰、左手背與黑色上衣胸前的蕾斯，背景牆面使用

自由、粗獷的筆觸活化了整個畫面。 

 

〈窗邊裸婦(二)〉如(圖 7)是郭柏川創作於 1953 年，也是他由北京回台後創

作的作品，他一方面受到梅原龍三郎的影響，另一方面在北京時期也受到中國文

化美學的薰陶，在形式上他強調中國繪畫元素－線條的特色，另一方面他也重視

色彩的純粹性，在他的調色盤上除了紅、黃、藍三原色外再加上白色共四個顏色，

他強調作品中所描繪的物件，受光的部分可用線條來表現，以切開物件與背景的

距離，至於暗部就用面來處理，這樣就可以平衡亮部與暗面之間的重量10。〈K 小

                                                      
10

 筆者曾於 1970 年，經成功大學建築系高換庚副教授的介紹，有幸進入郭柏川老師的研究室學

習素描，教學素描時他教導筆者素描作品在沒有畫背景時，作品物件(石膏像)所要表現的繪畫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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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主題人物與背景會有如此的線條出現，筆者認為沈哲哉此時期的作品是受到

郭柏川素描的影響。 

 

  

圖 5，沈哲哉，〈K 小姐〉，1955 年，油彩、畫

布，65*53 公分，私人收藏。 
圖 6，莫迪里亞尼，〈維荷斯基畫像〉，1916 年，

油彩、畫布，100*65 公分，巴黎私人收藏。 
 

 

 

 

 

 

圖 7，郭柏川，〈窗邊裸婦(二)〉，1953 年，油彩、畫布，43*56 公分，私人收藏。 

 

 

二、風景 

沈哲哉為日本與台灣畫壇的寵兒，風景作品是收藏家主要的收藏對象。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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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提起：「繪畫所追求的是一種感覺與氣氛。11」，這是他繪畫的表現形式，也是

表現自己內在真實的感受。如同：康丁斯基所說:「每個藝術家的精神，內涵反映

在形式裡，形式是藝術家個性的標記」12。人物作品受到莫迪里亞尼的影響，同

樣的，風景畫也一樣受到巴黎畫派摩里斯．郁特里羅(Maurice Utrillo 1883–1955) 

繪畫技巧的影響。〈拉．費爾．昂．塔爾德諾瓦的教堂〉如(圖 8)是郁特里羅創作

於 1912 年的風景作品。郁特里羅是雷諾瓦(Pierre Auguste Renoir，18411919)，竇

加(Edgar degas，18341917)的模特兒，也是後來成為女畫家－蘇珊．瓦拉東

(Suzanne Valadon，18671938)的私生子。在西洋美術史上，郁特里羅是 20 世紀法

國巴黎蒙馬特最偉大的風景畫家， 1955 年(71 歲)時接受巴黎政府所頒贈「榮譽

市民獎」。 

 

沈哲哉指著畫冊圖片〈北海道教堂〉如(圖 9)，向筆者說：「圖畫到這種感覺

就好了，畫作主題的說明性要詳細，細節的描寫要精確，主題之外的其他細節就

不要太過分說明，以輕鬆的筆法帶過就好了。13」，本畫作屬於綜合式構圖，教堂

是一棟哥德式建築，教堂面積幾乎佔據整張畫面的 2 分之 1 以上。畫中強調建築

物的垂直與水平線之美，主體建築設計一個半圓形屋頂，入口大門上的半圓形雨

遮，右側窗戶上面一個半圓形女兒牆、半圓型的屋簷，教堂大門前面種植數棵圓

形矮灌木與教堂圓形屋頂、半圓形屋簷互相輝映，這些弧線線條軟化了垂直與水

平線建築物，畫面在平穩安定中呈現活潑性。畫作屬於低暖色調，灰橘黃色天空

飄著幾朵灰藍色雲朵，建物牆面他先用油畫刀以灰白顏色打底，等底色顏料乾後

再用畫筆或油畫刀沾上焦赭(Burnt umber)或樹綠、土黃色以乾擦法或刮除法，描

繪經過時間洗禮後產生斑剝的牆面（此種技法來自郁特里羅描繪巴黎舊有建築物

斑剝牆面的技巧，也是平常他在教導學生如何表現台南神學院校舍斑剝牆面的方

法），教堂屋頂以灰藍色來描繪與天空的灰橘黃色互為捕色，畫面空間深度以物件

的大小，色彩的明暗，彩度的高低，以及畫作的左下方，一條由左下往中心傾斜

的土黃色小路，以暗示畫面空間深度，此作品的氛圍已經符合他對於繪畫所要求

                                                      
11

 筆者於民國 63 年（1974）跟隨沈哲哉學習素描與油畫，多年來一直有聯絡，也結了近 40 年的

師生緣，平常教學中曾對筆者提過的繪畫方式。 
12

 Kandinsky, Wassily 著，吳瑪琍譯：《藝術與藝術家論》（台北，藝術家出版社，1998 年），頁 19。 
13

 同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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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氣氛。 

 

 

 

圖 8，郁特里羅，〈拉·費爾·昂·塔爾德諾瓦的教

堂〉，1912 年，油彩、畫布，81*60 公分，巴

黎市立現代美術館 收藏。 

圖 9，沈哲哉，〈北海道教堂〉，1992 年，油彩、

畫布，45.5*50 公分，私人收藏。 

 

 

〈黃色風景〉如（圖 10），沈哲哉創作於 1955 年，顧名思義色調就是黃顏色，

黃顏色所佔的面積約為作品總面積的百分之九十。他說： 

 

這張作品在做顏色練習，黃色要如何運用要怎麼畫，純粹是想像畫，未完成

之前沒有天空也沒有道路，創作之初我使用畫刀沾顏料打底，等底色顏料乾

後再用透明的黃色淋在畫面上，使畫布佈滿黃色顏料後，再用棉布擦拭或用

畫刀刮除部分的表面顏料，以達到自己想要的效果，然後在適當的位置畫天

空或羊腸小徑，用黃色的對比色作暗面，這是一張想像的風景畫。14 

 

又曾經對筆者說： 

 

〈黃色風景〉是我特別喜歡的作品，創作初期只想以似像非像、若有似無的

繪畫形式來表現，作品不再以具象的繪畫形式再現，而是有如喝完小酒後，

                                                      
14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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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那一種七分醉意，令人有難以形容的感覺，酒後的世界會變得更美麗，

繪畫作品同樣也會變得更令人遐想。15 

 

畫作下方為土黃色的土坡，往上點狀區塊為草叢，再往上有橘色、藍色的點

狀區域為另一堆草叢，作品上方以暗褐色來表現天空，並以橘紅色小面積呈現一

片曙光，天空下隱約可見一抹深藍色的海洋，畫面未畫上幾條黃色線段之前，沈

哲哉總覺得它好像是一幅抽象繪畫，這並不是他想要的風景作品。此畫一直掛於

自宅客廳牆上一段不算短的時間，沒有簽名。某日，當他在畫面左下方的簽名處，

畫上幾條黃色線段後，他說道：「這樣的畫面就是我想表現的形式，是我想要的一

張風景作品。16」，這種心情好像廖繼春在創作〈綠蔭〉的時候一樣。1932 年廖繼

春在創作〈綠蔭〉時，如(圖 11)他曾經針對這幅畫發表他的創作觀： 

 

……我今後主要的創作傾向，應該是考慮如何地把描寫的對象在符合美的   

條件下加以變形與誇張，而使繪畫內容更為充實。這回我準備出品台展的是

這幅〈綠蔭〉以及另外兩件作品，〈綠蔭〉是今年暑假在台南州政府前面畫的，

他的特點是，把南國的地方色彩充分刻劃了出來。我的要求只想把前景階台

和周圍草地的畫面效果加強，在樹蔭與人物的對照下，使之突出表現台灣夏

天的特異景色。只要這樣，我對這幅畫的要求就夠稱相當完美了。17 

 

沈哲哉的繪畫形式與上述中「把描寫的對象在符合美的條件下加已變形與誇

張18」有不謀而合，但不同的是，他追求一種朦朧之美與畫面的另一種氛圍。〈黃

色風景〉是他利用豐富的繪畫技巧與經驗，將內在心靈思維，具體表現在外在形

式的作品中。 

 

                                                      
15

 筆者於民國 63 年（1974）跟隨沈哲哉學習素描與油畫，多年來一直有聯絡，也結了近 40 年的

師生緣，平常與沈老師對話或小酌之間所談論的話題。 
16

 同註 1。 
17

 參閱謝里法的「色彩之國的快樂者—台灣油畫家廖繼春的一生」，發表在 1980 年 12 月份的「雄

獅美術」頁 57。 
18

 參見林惺嶽 著：《台灣美術全集 4 廖繼春》（台北，藝術家出版社，1992 年）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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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沈哲哉，〈黃色風景〉，1973 年，油彩、

畫布，45.5*50 公分，私人收藏。 
圖 11，廖繼春，〈綠蔭〉，1932 年，油彩、畫

布，112*145.5 公分，參展第六屆台展。 
 

當筆者觀看〈關廟風景〉時，沈哲哉以高興又驕傲的口吻說:「天空的紫色是

廖繼春老師最喜歡使用的顏色。19」，看到他認真的表情，筆者相信沈哲哉以當廖

繼春的學生為榮。〈關廟風景〉如(圖 12)，他以自由瀟灑的筆觸，並以點、線、面

等元素，佈局整個畫面，色彩與形式有類似野獸派的風格，作品中 S 形的河流為

中景，畫面左上方河水流向右方方向，分開水岸上下兩側，左下側以紅、黃相間

的顏色來表現高喬木與綠色小灌木作為前景，受光的樹葉用明亮的黃色以點的方

式描繪，葉子的暗部以紅色大點筆觸畫之，如此的筆觸受到廖繼春的影響，如(圖

13) 廖繼春創作於 1959 年的作品〈少女〉，女孩所穿著的衣服以灰藍色與灰綠色

為底，紅色為點的衣服，手腕著紅色小提包，瀟灑、自由、流暢的線條及短促而

粗獷的筆觸，由此比對沈哲哉的〈關廟風景〉左前景紅色大點的葉子與廖繼春創

作〈少女〉的衣服與小提包有相似的筆觸，〈關廟風景〉鮮黃色的土地與依靠在河

邊隱約可見的台灣式閩南建築，左下方的樹幹使用紅棕色的線條，以黃色為底色

的葉子並以大點紅色筆觸，跳脫出大自然所應有的固有色，畫面左下角的道路路

面以鮮黃色呈現，道路的路沿石，再用深藍色與咖啡紅的線段表現，河的對岸聚

居著錯錯落落隱約可見的部落，居住在紅瓦、白牆的居民，沈哲哉以野獸派的手

法，表現南臺灣的熱情，不管是文化民情或氣候，都能將其完美呈現在作品上。〈愛

河風景〉如(圖 14)是廖繼春創作於 1971 年的作品，色調與沈哲哉的〈關廟風景〉

類似，只不過是關廟風景的天空顏色是紫色，河岸邊的土坡使用的是黃色，愛河

風景的天空使用的是黃顏色為主，藍色河邊的堤岸道路用的顏色是紫色，與關廟

                                                      
19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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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景正好相反，但都是補色運用最好的例子，由此兩件作品比對，可以發現廖繼

春的色彩對於沈哲哉深深的影響。 

 

  

圖 12，沈哲哉，〈關廟風景〉，1974 年，油彩、

畫布，45.5*38 公分 私人收藏。 
圖 13，廖繼春，〈少女〉，1959 年，油彩，畫

布，53*46 公分，畫家家族收藏。 

 

 
圖 14，廖繼春，〈愛河風景〉，1971 年， 

油彩、畫布，45.5*53 公分 畫家家族收藏。 
 

三、靜物 

靜物，雖然不是沈哲哉繪畫創作的主要題材，但作品的精彩程度並不輸給他

的風景畫與人物畫。對他而言，靜物作品已經不是在平面空間中追求立體感的假

象，不再有花朵的質感、物質性的量感、空間深度與真實的實在性，畫面已經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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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到只有點、線、面、形與色。對他而言，物件具體形象的描寫已經是無關緊要，

作品只訴說著，他內心美麗的幻想世界，並與觀者共享。 

 

成長於日治時期與台灣光復初期的沈哲哉，經歷第二次大戰結束後的經濟大

蕭條，了解民生物質匱乏的痛苦，繪畫材料取得不易，他養成日常生活的節儉，

對繪畫材料的珍惜。 

 

對於靜物的創作，如(圖 15)〈花〉創作於 1974 年，沈哲哉的繪畫習慣，會收

集隔日未使用完，所剩的顏料，等舊有顏料乾固後再與新鮮油畫顏料調和後，重

新在新的畫布上，塗抹在適當的位置作基底，等所做的基底完全乾固後，再用焦

赭(Burnt umber)、翠綠(Viridian) 、群青(Ultramarine )這三種顏色以素描的方法來

構圖與繪製。如：靜物(花卉)或風景(舊有建築物斑剝的牆面所留下的痕跡)他都是

以此種方式來繪製並製造不同的肌理。雖然年輕時受到廖繼春的啟蒙及郭柏川的

指導，但沈哲哉對於花卉的表現，以將師長所教授的觀念及技法融匯貫通再加上

豐富的浪漫情愫，所呈現的畫面已朝向自己內心的方向前進，並建立自己獨特的

風格。在高彩度、高明度與補色的運用，均完美的轉化到畫布上，他的作品也一

直保有這樣的獨特性。 

 

 

圖 15，沈哲哉，〈花〉，1974 年，油彩、畫布，33*24 公分，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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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本文分析「沈哲哉的繪畫作品」，發現他以自然界的外在現象，經他的人生

經驗與繪畫專業知識及技巧，創造出自我風格極高的作品。他極少有論文發表或

是在報章、雜誌發表文章，他用畫筆一筆一筆的畫，顏色一點一滴的建立他的繪

畫世界，從具象到半具象與抽象，任何形式的題材，都能發揮的淋漓盡致，他是

一位色彩使用高手，也是一位素描高手，更是一位繪畫的實踐家。 

 

綜觀沈哲哉的繪畫風格，他繪畫生命一路的走下來，風格上並無太多的改

變。他成長於充滿陽光、艷麗色彩的南台灣，他在自己生活環境周邊中吸取題材，

有如印象派畫家們的生活方式，唯一不同的是，他不是權貴與企業家的子弟，他

必須一方面教學以維持生計，另一方面又要實踐自己的願望，無怨無悔地生活在

自己的色彩世界與繪畫王國。朋友問他下一輩子要做甚麼？他回答：「還是要當畫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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