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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自身創作中的元素之一骷髏為探索方向。骷髏在中西方文化裡都象徵

著死亡，但也代表著重生的意義。在告訴人們生命有始有終，因此更應該把握當

下。而在我的作品裡，骷髏是一種內在的象徵，也代表著生命本質，當人脫去外

在的偽裝便是面對真實的自身。我將骷髏詮釋為真實的、本質的、內在的。 

 

    本文以個人的骷髏元素創作為出發，分析骷髏在創作上的圖像意識。探討東

方的骷髏象徵再到西方的骷髏象徵，列舉相關作品從中探討東西間文化兩者的異

同，對於骷髏圖像運用有何不同？再回到自身對於骷髏在創作的運用感知。 

 

 

 

 

 

 

【關鍵詞】骷髏、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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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骷髏圖像在東西方繪畫中，廣義上都象徵死亡，但因為東西文化上的差異也

讓彼此的骷髏象徵意涵有所異同。西方文化比較探討人性、強調人性、直擊人性。

所以骷髏圖像的創作較東方多，骷髏的死亡象徵也較為直接。而東方文化向來比

較含蓄的、內斂，以自然為師，以自然萬物為哲理對象，藝術家內心的惆悵就蘊

含在山林之中，所以骷髏圖像的創作較少出現。少數出現的骷髏圖像創作其象徵

意涵也較為隱喻暗諷。無論東西方著重在任何方向出發，都是藉由死亡這個人生

的最終站來思考人生哲理，其重點都是在於思考人性、人生，他們並不是藉由骷

髏圖像來倡導死亡、鼓吹死亡，而是由骷髏這個死亡的象徵來提醒人們在世更應

該把握光陰，當下行樂，凡事不要太執著，人生有苦有樂，都應該欣然接受，才

能更踏實的生活著。 

 

    本文著重在自身繪畫創作中的骷髏圖像象徵，也進而探討西方與東方的藝術

如何詮釋骷髏。在自身的創作上，骷髏圖像一直象徵著一體兩面，起初在思考上

骷髏就像是表現人內在的醜陋等等，慢慢在創作上隨著思考延伸，骷髏又像是人

的表皮下最真實的內在，於是創作上骷髏並不一定是代表著負面元素，它更像是

人性真實的註解。因此對我而言它雖然醜陋，但它卻是每個人的內在，在人性的

思考上堅信要碰觸最真實的一面，就必須先承認最醜陋的一面。因此骷髏在自身

創作上佔了很重要的角色，它同時代表死亡，也代表重生。一體兩面的象徵特性

讓自身在創作上得以發揮，也將經由深切的探討東西間的骷髏意識來提升創作的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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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東方繪畫的骷髏象徵  

     東方文化著重在命運的苦澀來回應到人的生死問題，一種悲天憫人的態度

來看待生命無常。佛教的八苦即是述說命運的無常。八苦指的是「生苦、老苦、

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求不得苦、五取蘊苦等八苦，佛教把生命看

作痛苦的過程，宣揚一切皆苦，苦海無邊的觀點。
1
」八苦所強調是屬於人生必

經之路，人必定會面對的苦，是在所難免，無法克服的，唯有修行才能參悟之道

理而解脫。在中國繪畫史裡罕見的一幅＜骷髏幻戲圖＞即是藉由骷髏在探討生命

的無常。 

 

(一) 戲幻無常的人生 

    在中國繪畫中留傳下來的作品鮮少有骷髏圖像的作品，而最為出名的就是南

宋李嵩(約 1190-1264) 的〈骷髏幻戲圖〉。 

 

（圖一）南宋 傳 李嵩，〈骷髏幻戲圖〉，絹本水墨，26.3cm x 27cm，《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 宋

畫篇四》/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李嵩這幅畫正是探討無常虛幻人生的一幅代表作，赤裸裸的呈現一具完整的

骷髏，而且還是畫面中的主角，這在中國繪畫裡是極為特殊之作。畫面的景象像

是宋代時期市井木偶表演的樣貌，只是操作小骷髏木偶的街頭藝人自己也是一具

                                                
1 曾祖蔭，《中國佛教與美學》(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33-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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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骷髏，而身後則是一名正在哺乳嬰兒的婦人，應該是街頭藝人的妻子。畫面傳

達即是一種人生無奈的寫照，藝人攜家帶眷的街頭賣藝，而藝人操縱著小骷髏，

自己亦是一具骷髏，象徵著人生無常。今日我操控著小木偶，而自身不也是被命

運操控著，過著攜家帶眷，四處奔波的賣藝生涯，正是這幅畫對於艱苦生活的市

井小民生活寫照。而骷髏的形象正是表達人生無常、人生虛幻的意念最強而有力

的圖像。元代黃公望(1269-1354) 在晚年時也為這幅〈骷髏幻戲圖〉寫了一首曲：

〈醉中天〉「沒半點皮和肉，有一擔苦和愁。傀儡兒還將絲線抽，尋一個小樣子

把冤家逗。識破也羞那不羞？呆兀自五裡已單堠。」如(圖一)。黃公望題的〈醉

中天〉散曲由他弟子休休道人王玄貞寫在這扇面的對頁，落款的年代是「志正甲

午三月十日」，西元 1354 年，正是黃公望八十六歲過逝的同一年。 

 

    晚年的黃公望也許看到〈骷髏幻戲圖〉而心有所感，回憶自己中年到晚年滄

桑的人生而寫下這首曲子，描述畫中骷髏的愁悵，走過多少五裡堠，日暮途窮，

卻猶自發呆操縱著小骷髏，嬉戲小孩子，苦中作樂的景象。其實也是黃公望的自

我解嘲。    

 

     東方的骷髏象徵在意念上就是將其放置在對生死的思考，對生命本質的思

考，經由對死亡的思索來咀嚼人生，體會生命，傳達生命中的無常與各種無奈。

如同中國最早談到骷髏的莊子《至樂》篇: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

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

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於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

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 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視子所言，

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

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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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複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

閭裏、知識，子欲之乎？」 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複爲人間之

勞乎！」
2
 

 

    莊子這篇預言即是一種感嘆「生」的種種無奈與勞苦，還不如「死」來得快

樂。但是莊子並不是在倡導大家去死，反之而是莊子希望提出另一種角度讓人們

去看待死亡，因為死後的狀態、世界，誰知道呢？而人們為何總是懼怕死亡呢？

所以他只是提出了另一種活潑的思考方式讓人們不要對於死亡有莫明的恐懼，如

此才能平靜地看待生死，用更開闊的態度來面對生命。 

    

(二)骷髏與鬼趣 

    到了清中期，揚州八怪之一的羅聘(1733-1799)所創作的〈鬼趣圖卷〉裡也有

骷髏的形象出現。 

 

〈鬼趣圖卷〉一共 8 幅。第一幅彌漫的煙霧中，隱約看見奇怪的面和肢體，

似真似幻。第二幅是有兩個鬼：一前一後，後面跟著的鬼，很瘦，頭戴著帽子，

看起來像是一對主僕，也像官兵與囚犯。第三幅是一個看起來有錢穿著華麗但看

起來色色的鬼，它手拿蘭花，貼近一個女鬼在說悄悄話，旁邊還有一個穿白衣的

鬼在竊聽。第四幅畫的是一個大頭鬼，拄著拐杖，身旁一個紅衣駝背小鬼為他捧

著酒缽。第五幅是一個長髮飄逸鬼，腳和手臂都很長，像在雲霧中飄盪。第六幅

也是一個大頭鬼，正在追前面的兩個小鬼。兩個小鬼一邊奔跑，一邊慌慌張張地

回頭看。第七幅一共畫了四個鬼。一個鬼打著傘在風雨中奔跑，緊緊地跟在前面

的鬼。還有兩個小鬼，一個鬼頭出現在傘旁，沒有身體。另一個在傘斜下方，只

有頭和半身。第八幅畫的是兩具白骨骷髏，站在樹叢中，像是在對話。羅聘在〈鬼

                                                
2戰國 莊周，富傑 編譯，《莊子全解》(北京: 中國華僑出版社，2014 年 5 月)，2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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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圖卷〉運用了誇飾、有趣的鬼與骷髏造型，詼諧的喻事，去諷刺他在當時所見

的人與社會的各種陰暗面。 

 

 

（圖二）清 1766 年羅聘，〈鬼趣圖卷〉，紙本水墨，34.8x35.4cm x8，《南海霍氏珍藏本羅聘鬼趣

圖》/ 香港霍寶材先生 藏 

  

    另外運用骷髏圖像創作，而且造型也是相當誇飾手法處理的是日本江戶時期

的浮世繪畫家歌川國芳(1798-1861)。他的創作也以批判諷刺時局著名，他所繪製

的〈相馬古寺裡骸骨〉這幅畫所描繪的是一具巨大骷髏妖怪來襲的故事，其誇飾

大膽的構圖在視覺上具有相當強的震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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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江戶時代(約 1845-1846)，歌川國芳，〈相馬古寺裡骸骨〉，版畫尺寸不詳，山口縣立美術

館、浦上紀念館藏 

 

三、 西方繪畫的骷髏象徵 

    西方文化著重在人性本身為出發去思考生死，《聖經》裡的七罪: 饕餮、貪

婪、懶惰、淫欲、傲慢、嫉妒和暴怒，則是強調人的七種罪孽，強調人性內在自

身的醜陋與慾念。如叔本華對於人的看法:「人是千萬種需要的凝聚體，是帶著

這些需要而生活在世上的。需要、欲求，這是生存意志的顯現，是生命的基本要

求，沒有這種慾求，就不可能有人的生命。 不過欲求的，卻得不到，這自然就

是苦惱與痛苦。
3
」人為了生存而產生的慾望，而有了許多念頭，因此人世間的

苦惱都是人的慾望而來。人世間的苦都源自人本身，這就是叔本華對人的解讀。

而七罪一樣都強調苦源自於人性的墮落，西方是帶著審判意味來透視人性，解讀

生命。所以西方骷髏圖像的出現都是在警示人們死亡就在身邊。 

 

(一)  虛空的虛空    

   骷髏圖像在西方繪畫上的運用即是死亡的象徵，另一方面也是永恆的象徵，  

                                                
3 趙建文，《叔本華》，(台北:中華書局，2000 年 5 月)，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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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們不斷提醒著人世間的種種都是短暫的，無須過度的追求太多虛幻的東

西，人世間得一切都是虛空。如《聖經》裡〈傳道書〉:「虛空的虛空、虛空的

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4
」而人人都會面對死亡，死亡將是永恆，不要懼怕死亡，

要正視死亡，但在世必須努力的生活著。「凡你手所當作的事、要盡力去作．因

爲在你所必去的陰間、沒有工作、沒有謀算、沒有知識、也沒有智慧。
5
」相較

於東方繪畫鮮少出現骷髏的圖像，西方繪畫裡骷髏圖像的出現則非常多。 

 

而西方較為大量出現骷髏圖像的繪畫主要體現在〈死亡之舞〉的創作當中，

〈死亡之舞〉的圖像主要從西方中世紀開始。十四世紀的西方世界因為鼠疫也稱

作黑死病帶給西方一場非常大的災難，西方人對這場死亡的浩劫在心靈上受了非

常強烈的震撼。劫後餘生的西方人在死亡的恐懼中喚起的對自我生命價值的深切

體悟。從黑死病的時代開始，死亡便成為一種靈感的來源。於是正視死亡的這種

觀念在中世紀的西方變得相當普遍。而〈死亡之舞〉的創作則是這種觀念的反應，

〈死亡之舞〉的創作基本上畫面的呈現都以死亡的化身，骷髏在跳舞著或是介入

不同社會階級的群眾裡，其大意都是在告誡世人，不論任何階級、任何權貴，終

究會面對死亡，同時也強調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人世間的浮華都將消失幻滅。也

告誡世人，死亡隨時就在身邊，生活處處是危險的死亡陷阱，而人們還無知、無

警覺的渾渾噩噩過日子，用來諷刺社會上只追求享樂，安逸於現狀，無危機意識

的人們。 

    

                                                
4 《聖經》〈傳道書〉第一章	   第一節(新北市:聖經資源中心	   2008 年 5 月)，793 頁 
5 《聖經》〈傳道書〉第九章	   第十節(新北市:聖經資源中心	   2008 年 5 月)，80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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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602 年，Jacob Hiebeler，油彩壁畫，尺寸不詳，聖曼克修道院藏 

 

〈死亡之舞〉的創作繁多，有些是繪製在墓園，有些是繪製在教堂裡。但後

來因為被破壞或是時間長而損毀，只剩少數的壁畫有留下來。這幅〈死亡之舞〉 

(圖四)是德國南部富森的聖曼克修道院中，聖安那禮拜堂牆壁上的壁畫，由 Jacob 

Hiebeler 於 1602 年所繪。〈死亡之舞〉總共有二十個小方格，每個方格裡都有著

死神(骷髏者)與某位人士的對話，象徵死神面前不同階級身分都是平等。而較為

完整的創作而且具影響力的是霍爾班因 Hans Holbein der Jüngere(1497-1543)所創

作的木刻版畫作品〈死亡之舞〉系列。中世紀西方人們的生死觀受聖經的影響，

認為上帝創造人之後，亞當與夏娃受了誘惑偷吃了禁果，因為墮落，犯了罪而被

趕出伊甸園。神告訴他們必須勞苦終身直到歸於塵土。於是人們就得面對死亡，

而我們的原罪就是亞當與夏娃。而霍爾班因的〈死亡之舞〉系列，共 53 幅，內

容就是從上帝創造人為開頭，以聖經創世紀理亞當與夏娃的創造、誘惑、墮落、

驅逐作為主題，第三幅亞當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園後「死亡」就與人形影不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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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人們不要忘了死亡的本質與源頭，這是為了說明死亡從一開始，就註定是人

的必然歸宿。〈死亡之舞〉一系列敘述了各種職業如教皇、皇帝、士兵、商人、

老人、兒童等不同職業、不同身份的各種人的跟前，最終死神將他們帶走，表明

死亡對各種人都是平等的。 

 

  

（圖五）1538 年霍爾班因 Hans Holbein der 

Jüngere，《死亡之舞》之一〈創造〉，木刻版畫 

65x48cm，美國華盛頓國家藝廊藏 

（ 圖 六 ） 1538 年 霍 爾 班 因  Hans Holbein der 

Jüngere，《死亡之舞》之二〈誘惑〉，木刻版畫 

65x48cm，美國華盛頓國家藝廊藏 

  

（圖七） 1538 年 霍爾班因 Hans Holbein der 

Jüngere，《死亡之舞》之三〈驅逐〉，木刻版畫，

65x48cm，美國華盛頓國家藝廊藏 

（圖八）  1538 年 霍爾班因 Hans Holbein der 

Jüngere，《死亡之舞》之四〈墮落〉，木刻版畫 

65x48cm，美國華盛頓國家藝廊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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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1538 年 霍爾班因 Hans Holbein der 

Jüngere，《死亡之舞》之五〈墓地〉，木刻版畫 

65x48cm，美國華盛頓國家藝廊藏 

（圖十）1538 年 霍爾班因 Hans Holbein der 

Jüngere，《死亡之舞》之六〈教皇〉，木刻版畫 

65x48cm，美國華盛頓國家藝廊藏 

 

 

（圖十一）1538 年 霍爾班因 Hans Holbein der 

Jüngere，《死亡之舞》之七〈誘惑〉，木刻版畫 

65x48cm，美國華盛頓國家藝廊藏 

 

 

   霍爾班因除了〈死亡之舞〉的創作，另外一幅關於骷髏圖像的作品〈大使們〉

這幅畫也相當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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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1533 年，霍爾班因 Hans Holbein der Jüngere，〈大使們〉，油彩畫布，207x210cm，       

《英國國家畫廊》       

    

畫面下方有一個奇怪的造型，用特定的角度即可看出一個清晰的骷髏頭樣

貌，骷髏頭在此象徵死亡也象徵永恆。在整幅畫作看來，兩位大使的穿著及周邊

的物品 都象徵著權貴、財富、宗教、科學、智慧。但是畫家利用骷髏頭的形象

暗示這一切從另一個角度看都是虛幻泡影，人終究一死，在死亡面前這些都是短

暫的，只有死亡是永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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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七世紀的虛空派 

    另外骷髏圖像的創作也呈現在中世紀歐洲的另一種形式的繪畫，「虛空派

Vanitas」。〈虛空派〉是以桌上靜物形式為主的繪畫，是種在十六至十七世紀流行

於荷蘭與比利時地區的繪畫形式，透過靜物畫中的物件，來象徵與寓意人世的無

常，世間的名利、財富、權勢都是過往雲煙，毫無價值。而其畫面的物件都各自

象徵著各種意義，像是財富、宗教、時間、知識、權力等等人類所能擁有的事物。

例如書本象徵知識，劍象徵武力或權利。腐爛的水果，象徵腐敗朽壞。鐘錶或沙

漏，也在示意生命短暫。但一定會有一個骷髏頭在畫面當中，也是最強烈的象徵

物，骷髏頭即象徵這所有屬於人的一切都是虛幻，人人都得面臨死亡，象徵死亡

的必然。同樣也是在告誡人們，世間萬物無須太過執著。 

 

「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6
」 

 

    虛空的題材，在歐洲中古時期的藝術中並不罕見，所以十五世紀開始，就有

〈死亡之舞〉等議題的圖像創作甚至文字創作。但文藝復興之後，虛空議題的表

現方式，轉為較為隱晦，隨著靜物畫的普及，虛空的題材在靜物畫形式中找到更

內斂的方式來探討死亡與生命的議題。處理虛空議題的畫作，意在提醒觀者生命

無常、享樂無益、死亡無可逃避。在許多的畫面中，藝術家也含有相當成分要勸

示世人把握當下的教育意義。 

                                                
6《聖經》〈傳道書〉第一章	   第一節，7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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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1602-1674，菲利普德 Philippe de Champaigne，〈虛空 Vanitas〉，油彩，尺寸不詳，

《靜物：歷史 Still Life：A History》                    

 

 
（圖十四）1597-1657，塞巴斯蒂安 Sebastien Stoskopff，〈大虛空 Large Vanitas〉，油彩，尺寸

不詳，《靜物：歷史 Still Life：A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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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1672 年，胡安·弗朗西斯科·卡里 Juan Francisco Carrion，〈虛空 Vanitas〉，油彩，尺寸

不詳，《靜物：歷史 Still Life：A History》 

 

 

（圖十六）1613-1677，西蒙薩姆安德烈 Simon Renard de Saim-Andre，〈虛空 Vanitas〉，油彩，

尺寸不詳，《靜物：歷史 Still Life：A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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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當代藝術骷髏創作 

     前兩章所陳述的著重在東西方的骷髏圖像創作的脈絡，固所舉例的作品都

落在較為古代的作品。當然自身身在當代的藝術環境，也關注到關於骷髏圖像創

作的藝術家。英國當代藝術家達米恩·赫斯特 Damien Hirst(1965-)其最有名的一件

作品〈獻給上帝的愛〉即是運用骷髏頭創作。 

 

 

（圖十七）2006-2007 作，達米恩·赫斯特，〈獻給上帝的愛〉，骷髏頭、白金、鑽石  

    

達米恩·赫斯特這件作品由 2156 克白金鑄造，在骷髏頭上面鑲嵌有 8601 顆重

1106.18 克拉的高純度鑽石。這件作品光是材料的成本就達到 1400 萬英鎊。2007

年 6 月第一次在倫敦著白色立方體畫廊首次公開展覽，作品售價開到 5000 萬英

鎊，可說是目前世界上最昂貴的當代藝術品。達米恩·赫斯特也將這件作品注入

了一段他自身感人的愛情故事作為創作這件作品的動機，當然也是藝術家行銷手

法的一環。無論如何他的愛情故事讓這件作品更具意義，人們經由一段刻苦銘心

的愛情了解到他作品所傳達的意念，愛被仇恨包圍的時候就像是骷髏頭被絕望。

死亡的陰影籠罩著。只有當仇恨消解，愛被信任與真愛回報時，才能夠像白金般

的珍貴、像鑽石一樣堅貞與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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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米恩·赫斯特另一件有骷髏的作品〈處女母親 The Virgin Mother〉也令人印

象深刻。巨大的雕塑呈現一個懷孕的女性，半邊的身體像是被剝開而透視出身體裡

的胎兒、肌肉和組織，和頭骨。像是在檢視人體生命的奧妙。 

 

 
（圖十八）2005，達米恩·赫斯特，〈處女母親 The Virgin Mother〉，銅雕，10232x462x206cm，紐

約 Lever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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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的當代藝術也有一位以骷髏圖像為創作的代表畫家，就是生於屏東的

郭淳(1965-2011)。但是很可惜他英年早逝，四十七歲就因病辭世。郭淳的畫多以

寫實古典的油畫技法來繪畫一些奇怪生物及骷髏形象，但是是以可愛逗趣的造型

去詮釋這些骷髏怪物，用一種詭魅卻詼諧的氣氛來傳達他對現實世界的批判。 

 

 

（圖十九）2010，郭淳，〈搖-四連作〉，油彩畫布，125x125cmx4，誠品畫廊 



虛空中的虛空─骷髏圖像的創作意識 

 
 

 239 

 

（圖二十）1998，郭淳，〈迴〉，油彩畫布，96x180cm，誠品畫廊 

 

 

（圖二一）1999，郭淳，〈影〉，油彩畫布，153x178cm，誠品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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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1999，郭淳，〈窒〉，油彩畫布，153x178cm，誠品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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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骷髏圖像與創作意識 

(一)骷髏圖像的創作理念 

    自身創作上經由繪畫圖像去傳達自身對外在的看法。藉由造型、色調、氛圍

等等處理方式去塑造一種淡淡的憂鬱情境。述說著自身對於生活中的每段記憶、

思索與心情。純粹以一種自己對生活、社會、人性、所感觸而引發出的一種情境

幻想而呈現的繪畫語言。在創作的圖像上，運用人的形象、骷髏及花朵植物或是

枯枝山林等等象徵物的組成。 骷髏則是本文探討的主軸。   

 

   而自身的創作裡，骷髏圖像的象徵意義並非直接的像前述東西方之間所觸及

的死亡與重生等問題，當然東西方生死的觀點也鑄入在自身的思維裡，只是目前

以當下自身的生活感觸為創作，所以著重的還是環繞在思考人性的本質意義。借

用骷髏圖像來闡述生活中對於人的感觸，自身創作作品裡「人」一直是主要的探

討對象。來自對生活的感知，生活中充斥著許多表面生活下的無奈情境。體驗人

在社會上、在生活中的各種本質意義。這些因素來自於孤寂、冷漠、疏離、絕望、

猜忌、忌妒、傷痛……等等。種種許多在生命的經驗裡必須度過的情節。小則生

活中細小事物，大則關乎即生命的本質。而本質的意義便是「灰色階」”。「灰

色，一切都是灰色，灰色的石板路、石牆、嚴峻的寒冬，灰色的霧。灰色，不只

是地理風景，也是一種心靈氣候，在善惡模糊之間、意識渾沌的的帶。」
7
 一種

灰色的思維，灰色代表著自身看待生活、社會、甚至世界的觀感。一切事物總在

灰色度過，光明與黑暗、歡樂與悲傷、希望與失望...等等所有的人、事、物皆有

兩個面象，表面的現象往往無法透徹的呈現真實的景象或事實，這便是自身在創

作上的主要思維。而骷髏圖像在東西方文化象徵著死亡與重生，回應在自身創作

上就象徵著生命本質中的絕望與希望，正面與負面，是一種混沌、朦朧的狀態，

一種黑暗中帶有光明，憂鬱中帶著希望。用這樣灰色階的角度去思索、去觀察生

                                                
7 飛利浦.克婁代，序，劉俐，《灰色的靈魂》(台北: 木馬文化出版社，2005 年 12 月)， 0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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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與思索生命本質，讓自身得到創作的靈感，也從中去獲取人生積極的意義。因

為總是能在一種悲劇性的氛圍中去體會、去思考、去創作。而感到一種寧靜、一

種親切。  

 

     現階段的創作大部分以黑灰暗底色為基調。試圖在繪畫中藉由明暗關係的

處理去形塑一種雖置身於黑暗中，卻有著光亮在牽引著。在一種幽暗氛圍中去塑

造一種寧靜、沉靜的感受。生活中的一切就是尋覓在黑暗中的寧靜光亮。雖身處

黑暗、混沌之地。但只要保持堅強的心志，還是能夠尋找到一個讓自己靜下來的

棲息地，靜靜的在那裡等待或尋找出一個屬於自己的出口，那便是希望之光。生

命中我們總須面對喜、怒、哀、樂。 善、惡、美、醜。 沒有絕對的美好，亦沒

有絕對的絕望。「人」總是在一個灰色階段遊走著，生存著。當我們面對著這個

複雜紛擾的世界，心靈的沉靜之地總是我們追求的理想狀態。「人」唯有尋找到

屬於自己的寧靜，才能真誠、坦然以及用強韌的生命力面對這世界。這便是我對

於「人」的本質思索。 

 

(二)骷髏圖像作品分析 

   無論是當代藝術或古代藝術，對於骷髏圖像的創作意念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落

差。因為骷髏的形象力度太強，因此不外乎用它來探討生命與人生的問題。而自

身處在當代藝術的環境，以骷髏圖像為創作元素之一，當以建立自身獨特的創作

語彙為目標。 

 

   骷髏圖像在自身創作上的運用包含頭顱以及骨骼等元素的搭配。將其與臉

孔、花朵、軀體等等象徵物件相互組合，運用錯置、解構、交疊等繪畫手法進行

創作，是目前創作的主要方向。以骷髏、骨骼為創作的作品分為以下三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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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骷髏意象: 

  在繪畫中去凸顯骷髏的形象，骷髏就像是自我解讀的自畫像，也像是我眼裡

的人們，它就是我對於述說「人」的最重要元素。它看似醜陋卻又真實，它是我

們脫去表層外皮的內在。我認為骷髏是創作中情感上最能夠寄託的一個媒介，當

內心感傷、無助、困惑時看著它，它能夠讓我有力量，因為它的暗黑意象讓我能

夠在創作中得到一絲叛逆的因子，能夠將生活的不悅經由它來宣洩心中的黑暗。

而當我心情愉悅、興奮的時候看著它，它能夠用它深層的生命意義來緩慢我的內

心。對於骷髏初淺的情感體會讓我感受到它在自身創作上的可塑性，從主觀的投

射或是客觀的隱射，它能夠遊移在善惡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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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一、思緒的浮動（圖二十）  

 

（圖二十）〈思緒的浮動〉，45x30cm，水墨絹本設色，2015 

      

人的思緒是錯綜複雜的，隨心所欲的，思緒是無形的，如同空氣、浮雲般的

迴盪在你的周圍。骷髏與臉孔象徵本質與表層，在思緒的世界裡，本質將立於表

層之前，周圍飄散著一片片的花瓣象徵著一個個思緒飄散在周圍，它們既柔美又

脆弱，漂浮的莖試圖將他們(思緒)串聯起來。 

    整體運用工筆的畫法，將周圍染暗，讓中間主題稍亮，而主題上也運用染墨

及白粉的處理，使其有種煙霧效果，增加其虛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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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二、在黑暗中的多重冥想（圖二十一） 

 

（圖二十一）〈在黑暗中的多重冥想〉，60x140cm，水墨絹本設色，2015 

 

黑暗是一個意象，意指內心，也意指外在世界，也指人、事、物等等。在黑

暗冥想的世界裡，你更能用清澈的眼神看待世界，更能用堅強的心去面對世界。

即便行走在黑暗幽谷之中，你也不懼怕。  因為你已經將最低限度置於黑暗之

中。臉孔與骷髏所描述對象亦是自己也是人們，眼睛象徵靈魂、意識、骷髏象徵

著本質、內在。 

 

     以黑底襯托，用墨染、皴擦方式繪畫主題。用交疊、錯置的手法去繪畫臉

孔與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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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三、釋放（圖二十二）  

 
（圖二十二）〈釋放〉，65x85cm，水墨絹本，2014 

 

釋放，是思緒的釋放。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總是壓抑著自己內在的聲音，唯有

在自我的內在思緒裡才能夠釋放自己的聲音。 骷髏是一種內在的象徵也是一種

避世的意涵，朦朧的眼睛則象徵著看著混沌的世界，花朵即猶如希望的追尋。人

象徵著自己與人們，骷髏象徵著本質，眼睛象徵觀看、凝視著世界，花朵象徵著

希望。 

 

   整幅畫以工寫兼備，運用工筆的設墨方式，也在既定的造型上做皴擦點染的

筆墨方式，使其繪畫性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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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骨骼與花卉的並置 

   骨骼的元素從骷髏中分支拆解出來，它同樣象徵著生命的本質，它的成份能

夠在繪畫創作中得以發揮。而花卉也象徵我對人對生命的關注，在創作上並不一

定特指花卉的品種象徵，而是以「花」本身的意像去發揮，如同我對「人」的闡

述，並不特指任何身分，而是對「人」本身的思維。花代表著美麗而短暫。卻能

在短暫的生命裡努力地綻放自己的光彩，這不就是身為人的真諦。 

 

   繁亂的骨骼與繁複的花卉交織、串聯、重疊在一起，它們都像是懸空在一個

空間，花卉的表現都是以一種無根、失根的狀態呈現。兩種象徵生命本質的元素

相互交織懸浮著，象徵著我對生命不確定性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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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四、浮動的生命本質（圖二十三） 

 
（圖二十三）〈浮動的生命本質〉，60x80cm，水墨絹本，2015 

 

    生命本質就是處在一種浮動的狀態，無論是人的內在世界或是所處的外在世

界，都是一種浮動的人生百態，一種生命的不確定性。繁花與交錯的骨骼就象徵

著生命本質的人生百態。以工寫兼備，皴擦點染繪畫。構圖整體偏上，使其產生

一種懸吊感，增加一種生命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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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五、盛開的時光（圖二十四）  

 
（圖二十四）〈盛開的時光〉，80x60cm，水墨絹本，2015 

                             

矗立在黑暗之中的生命之樹，散發出光芒亦是對生命的態度，即便在黑暗之

中也要強韌的盛開屬於自己的光輝。樹就像是一個人的象徵，繁花就像是生命的

百態，骨骼就如同生命的本質。本質亦是有生有死，在有限的生命裡應該盡情的

揮灑自己。主體以皴擦點染去繪畫，背景以胡粉去製造光點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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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六、靜默的凝視（圖二十五） 

 
（圖二十五）〈靜默的凝視〉，85x110cm，水墨絹本，2015 

 

面對錯綜複雜的世界，我們更應該選擇用一種安靜、沉默的心去觀看、凝視、

感受，將思緒沉澱下來，更能夠踏實的，真切的面對你所處的世界。緊閉的嘴唇

即是不語、沉默。眼睛是凝視，而多重交錯則意味著觀看著快速的，即逝的現實

世界。繁花與骨骼的交錯象徵著生命的本質、人生的百態。 

 

      整幅畫以工寫兼備，運用工筆的設墨方式，也在既定的造型上做皴擦點染

的筆墨方式，使其繪畫性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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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軀體與骷髏骨骼 

   人、軀體，以自身形象為出發，亦象徵著他人。這部分的創作大致上是將人

的身體作為一個載體，在內部進行發揮。軀體內部就是人的本質，在本質裡有喜

有悲，有善有惡。將骷髏、骨骼、花卉等等元素在軀體內部串聯、交疊來傳達自

身對於人性的思考，這樣的思考是沉靜的。所以雖然在軀體內部的象徵物件是一

種懸浮的狀態，但是整體作品氛圍試圖去營造一個寧靜的空間，在那安靜沉默的

空間裡冥想、感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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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七、多重思緒（圖二十六）  

 

（圖二十六）〈多重思緒〉，35x45cm，水墨絹本，2015 

 

人的思緒隨時隨地都在轉動，光明面與黑暗面往往也同時存在人的腦海裡。 

人臉、眼睛與骷髏相互交疊去象徵多重面向的感覺。 

 

    以工寫方式繪畫主題，運用大量胡粉去處理一種模糊感讓畫面營造一種不確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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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八、尋覓在黑暗中的寧靜光亮（圖二十七）    

 

（圖二十七）〈尋覓在黑暗中的寧靜光亮〉，125x185 cm，水墨絹本，2015 

 

生活中的一切就是尋覓在黑暗中的寧靜光亮。雖身處黑暗、混沌之地。但只

要保持堅強的心志，還是能夠尋找到一個讓自己靜下來的棲息地，靜靜的在那裡

等待或尋找出一個屬於自己的出口，那便是你的希望之光。人體與骷髏頭象徵自

己與人們，山象徵著每個人心中的寧靜之地，上升的花朵則象徵著希望的牽引。 

 

    整幅畫以工寫兼備，運用工筆的設墨方式，也在既定的造型上做皴擦點染的

筆墨方式，使其繪畫性豐富，背景以胡粉去製造光點與煙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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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九、靜默（圖二十八） 

 
（圖二十八）〈靜默〉，65x85cm，水墨絹本，2014 

 

靜默，靜靜的沉默著，也像是一種內自省。生活中就是不斷的與自己對話，

面對外在紛擾的世界，有時只想靜靜的處在自己的世界裡，所有的思索只存在於

自己有限而又無限體內血液裡。然而人們面對世界，希望的力量就產生於自己的

靜默思索裡。人象徵自己與人們，體內的骨骼與花朵就象徵著內心的本質，有剛

有柔、有惡友善、有喜有悲。 

 

整幅畫以工寫兼備，運用工筆的設墨方式，也在既定的造型上做皴擦點染的

筆墨方式，使其繪畫性豐富，背景則以黑底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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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骷髏圖像在自身創作上也許並沒有直擊生死的探討，當然在自身的生活經驗

上也尚未有多麼深刻的生死體驗。但是人的本質始終是自身感興趣的部分，人的

本質廣義可談及生死，狹義可談及生活上的瑣事。而撇開學術探討，回到自身創

作的心理狀態，骷髏圖像對於自身創作上常常是一種強而有力的精神支柱，它具

有一種反叛的力量，當自身對於生活與社會有任何無奈或是不滿時就會經由創作

來撫平內心的不安，運用骷髏圖像來創作，常常能讓自身感受到一種平靜，也許

是藉由它的呈現發洩出來了，又或許是它的真實性讓我感到真正的平靜與安慰。 

也是因為這樣的創作心理狀態，讓自身想要探討骷髏的哲思來吸收消化作為自身

創作的理論基礎之一。 

 

     期望本文對於骷髏圖像的初步探討，讓自身在骷髏圖像的創作的運用上能

夠更有所體會。當然關於骷髏圖像創作尚有許多作品與相關文化能夠參考，將在

後續的創作研究中更加深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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