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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彩繪藝術畫展

壹. 摘要
此次的繪畫創作是回應自然環境
之美所引發的感動，表達一種人與大
自然緊密聯繫的哲思。畫中的人體被
賦予結合自然的使命，有多樣化的主
題，包含了元素系列、自畫像變型系
列、五官系列、背影系列、頭部造型
系列、隱形系列、聯想構成系列等七
個主題系列，共計三十件畫作。
貳. 創作理念
此次的繪畫創作是回應自然環境
之美所引發的感動，表達一種人與大
自然緊密聯繫的哲思。依主題的不
同，人體幻化成自然中的各種景觀，
配合人體的曲線凹凸，呈現趣味而沉
靜美的人體。
在創作構思的過程中，對於自然
所引進的靈感，並不是描摹任何一處
所喜歡的自然，而是來自於大自然的
整體意象。那些從生活經驗裡、從多
方面、跨時空而來對造化之美的體
會，累積在心中的美麗，化作藝術品
展現。而藝術作品呈現藝術家的人生
經驗與創作時的認知，期望能夠表達
對自然的體認與尊重。尤其表現在對
於自然生生不息的生命力的崇敬，以
及人存在於自然的自我認同。
「人體是美的，姿態萬千的，彩
繪的人體存在於環境中，蛻變成自然
當中的一個元素，融合在一起的協調
感，創造一種人與自然之間的新語

言。」在畫作中引入人體彩繪的觀點，
結合情境環境，畫中人體宛如雕塑一
般，散發獨特的優雅與魅力。
從人體的形出發，與造物自然的
形結合，所追求的概念，令人聯想起
四季生命的誕生與甦醒，有如神話般
的魔力，從不同的構思中去詮釋人體
在自然中扮演的角色，這是人對應自
然存在的一種歌頌，亦是對自然之美
的大愛。在畫作中對各別形式的強
調，可以從各種型態的人體結合環境
景觀探知。有自然圖式的人體形成一
個獨特的內在空間，與外部環境空間
交相呼應，製造出一種浪漫尊貴的情
境，賦予畫中主體神人同形的意義。
由畫中的情境與形式，可貼切地藉浪
漫派詩人威廉‧渥茲華斯（Willian
Wordsworth）的詩句來形容：
「對每個
自然的形狀，岩石、或樹木、水果、
花 卉 ， 即 使 是 平 舖 在路 上 的 鬆 散 石
頭，我都賦予一個精神生命，我看見
他們感覺，或將它們跟某種感覺聯想
在一起。」對於自然成分所存留的美
感記憶，在腦海中有些東西必須將它
畫出來，用語言無法解釋，任何一條
曲線或圖形、色彩、形狀與意念的輪
廓是如此接近我，於我的生活和思考
中，必須以一種誠摯，而精緻的形式
來呈現。」
英國浪漫主義理論家約翰．羅斯
金（John Ruskin ,1819-1900）把藝
術表現方法中，將大自然人格化的作
法，視為一種「感傷性謬誤」
，畫家以
結合浪漫直覺和充滿活力的眼光，賦

予主題物多愁善感和戲劇性。」親身
體驗，接近大自然，幻化成自然成份
的人體綻放出絢爛的生命力。
在體會自然造物之美的同時，結
合聯想空間延展出去，配合人體曲線
的形反映出自然環境，人與自然結合
幻化成不同的形象，實踐東方美學中
「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境地，藉
人體傳達的自然語彙中得到一種沈思
冥想的境界。
本系列藝術表現是透過美感經驗
裡深刻的記憶，與半抽象表現的結
合，以直覺形式的繪畫語彙創作，指
向人體主題中對自然的詮釋與體認。
著名藝術家康丁思基於《論藝術精神》
曾言，
「藝術家所接收到的靈感，不是
來自於所喜歡的局部，而是來自大自
然的整體，來自於它最多樣的面貌，
累積在藝術家心中，結果化為藝術作
品。」面對美麗的自然實景，形狀與
色彩是真實而強烈的，存在於內心的
那一種最純粹的意念，轉化為作品。

叄. 系列說明
元素系列：
人體造型創作，始終是回應環境
所引發的美感，表達一種人與大自然
的緊密聯繫。在此系列畫作中，分享
了對自然五行的喜愛與美學上對自然
的親近性，靈感取材於自然，感受到
生機盎然的造物之美，畫作中人物幻
化成各種的型態，將金屬、林木、水
波、火燄、土壤等抽象的語彙以人體
來作詮釋，是生活中美感經驗，也是
人在環境中的體會，轉化為藝術。 我
個人在創作構思的過程中，並無意創

作一個虛幻的超現實世界，而是親近
自然在於內心深刻的情感，所詮釋的
一首首抒情之歌。 」
自畫像變型系列
本系列作品是透過人體面部變型
作為表達意境的一種形式，去尋找想
像的出口，在虛與實之間，探索。藉
由賦予彩繪在畫面人體上，意欲傳達
一種美感，以達到人與環境空間的協
調，藉以思考同自然生存的真諦。
在這一系列自畫像變型畫作中，
以人的面容形態作改變，再「實」體
的五官間彩繪「虛」景，在虛與實的
交錯之間，創造多元的想像空間。在
材料上，以多色粉彩與粉質亮彩作細
膩筆觸的暈擦，如絲質般光滑的質感
上表現出豐富的層次感，詮釋女子婉
約的氣質。
五官系列
本系列以人體面部五官為聯想的
出發點，在近處特寫五官中的眼、鼻、
口、耳，在細微之處也有宏觀的世界。
運用人體的形，巧妙結合物體環境的
形，延展出不相同於寫實的想像空
間。這一系列的畫作，除了以粉彩作
為媒材，另外加入「亮質粉彩」含有
晶瑩亮粉，使畫作質感有較細緻粉質
並散發絲緞般光澤。
頭部造型系列
本造型系列以人體頭部為聯想媒
介，有著彩繪造型的頭部形成一個特
殊空間，分別表達了宇宙、叢林、與
大氣現象三個主題，配合臉部的表情
變化，達到一種和諧的意境。這系列
畫作靈感的來源依然對自然的領悟而

來，是將「形」與角色作結合，在人
體頭部作彩繪，以「色」與花紋作變
化，而整組頭部角色變化，以表情作
畫面的凝聚，在構圖上突顯創意。
背影系列
法國哲學家亨利．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 曾言：「直覺是
用理智去感覺事物核心的方法，目的
是找到其中無法表達的獨特部分。如
果能以絕對而非相對的方法捕捉現
實，進入其中，而非在外旁觀，毋需
任何轉化或象徵，就可以了解它，那
麼這個方法本身，就是形而上學。」
柏格森的哲學，在世紀之初對藝術和
文學具有關鍵性意義，把自己放在現
實之中去體會，在此，人的精神與客
觀環境現實彼此溶入，對與環境本質
上共通的意涵，提供了深刻的見解。
「我並不想僅描摩一朵花或一片
景色，而是想要表現出我對那些景色
或花朵的感覺。將人體與景色畫在一
起，畫中人物會與自身聯想在一起，
在遠景與近景的空間中，產生思考性
的聯結。」在此系列畫中，裸身的背
影產生一個近景的視覺空間，人物凝
視望向遠方的另一端，經過彩繪的人
體，在情境上與遠處的景物互相連
結，並相互呼應，在時空中有「雙焦
距的效果」
，意境空間錯置，在虛與實
之間，產生遙遠而寬廣的聯想。
順應人體曲線變化，景物有一種
獨特的立體環繞，在人體上的彩繪景
物有如鏡頭下放大的特寫，專注而單
一地與觀眾對話，那片跳脫而出的景
色，被畫家從遠方自然帶來，取得特
殊的意義。

隱形系列
本系列作品為另一個人體的變奏
主題，與環境景觀相同的特質彩繪於
畫中的人體，成為景觀的另類延伸，
也是與環境的結合。好似動物的保護
色，企圖與自然融合為一體，成為一
種偽裝，一種隱形。人體融合在一種
冥想靜思的環境中，探索人與自然應
有的和諧關係。
在此一系列畫作，共有五種主題
呈現，配合圖式化花紋，人體幻化成
古城牆、堅硬岩石、鐘乳石、森林草
木等，成為環境一景，對人體與自然
的表現，有著豐富的想像空間。
「在美
感經驗裡，自然物的質感、形狀、色
彩、線條‧‧等，是真正鮮活的元素，
藉由人體自然的形出發，從不同的個
體情境作精神上的探索，感覺到自然
的靈性。」一般而言，人人都與生俱
來感覺到自然的本能，但是大部分人
的能力有多多少少枯萎了。此一系列
的畫作裡，將人體賦予自然的特質，
在一切與環境融合的境界裡，暗藏著
一種設計，在一切岩石、山巒、花朵‧‧
之中，拉近人與自然的距離，看到更
遼闊的世界。
聯想構成系列
這個系列延續以人體與自然為主
題，對人體的形，以半抽象方式來構
成，並以「符號式」構成人體內空間
彩繪，表現對自然主義的經驗美學。
色彩與形是本系列半抽象造型的構成
要素，人體輪廓的簡單化，使畫面焦
點著重在人體內彩繪構成，配合人體
曲線伸展，而與人體外部空間有一種
聯貫。追求的概念，從不同的角度來
看風景，以及不同的方式看人體。

這一系列的人體造型，追求一種
流線般的曲線，透過簡約流暢的造型
本質，形成一種根基於大自然原始形
狀的抽象語彙。以女體內部空間裡半
抽象「符號」的構成，結合色彩的協
調微妙，在作品的形狀與色彩裡表達
了一種純粹，分享了人與自然環境的
親近性。大自然的和諧特質與柔美的
女體再情境上充分配合，好似一首首
交響詩：具有象徵性的形狀符號，與
色彩微妙協調，彷彿賦予繪畫情緒內
在的「音樂感」，包含一種律動表達。
整體而言，這些作品的色彩與造型依
然與大自然外觀上保持關係，在構圖
與意境的層面，則編織了大量的聯想
與直覺啟示。
肆. 作品材料
油畫顏料、畫布、亞麻仁油、松節油、
毛筆、紙張、粉彩、木製诓架。
伍.作品目錄
1. 元素系列之— 金
2. 元素系列之— 木
3. 元素系列之— 水
4. 元素系列之— 火
5. 元素系列之— 土
6. 自畫像變型系列之— 原
7. 自畫像變型系列之— 幻
8. 自畫像變型系列之— 球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自畫像變型系列之— 拼圖遊戲
五官系列之— 眼之魚
五官系列之— 鼻之果
五官系列之— 唇之蝶
五官系列之— 耳之景
背影系列之— 深山飄渺
背影系列之— 油菜花田
背影系列之— 高山湖泊
背影系列之— 玫瑰花語
頭部造型系列之— 宇宙星球
頭部造型系列之— 叢林野獸
頭的造型系列之— 氣象萬千
隱形系列之— 古城
隱形系列之— 荒岩
隱形系列之— 鐘乳石洞
隱形系列之— 林間之趣
隱形系列之— 有人的風景
聯想構成系列之— 花園
聯想構成系列之— 水石之美
聯想構成系列之— 飄
聯想構成系列之— 繁花
母與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