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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既覺得陌生又有期待，時而喜見與傳統導覽不同的自由氛圍和活潑的創意，時而

又為沒有固定或正確的答案而暗自疑惑；有的傾向沉默觀看和聽聞，有的樂於發問與

分享。學員個別現象方面，研究者參考 Jung四個心理功能面向（思維、感覺、情感、

直覺）和藝術表達中常見的一些心理功能作用（知覺外射作用、再現作用、唯心主義、

象徵化作用、情感外射作用、昇華作用、抽象衝動、抽象表現）的特徵，來分別舉例

描述觀察所見各個功能突出者，其較明顯的反應： 

1. 思思思思維維維維突出者突出者突出者突出者  

有的客觀而冷靜，觀察入微而擅長推理判斷，喜歡在作品中追求線索，很好奇也

很好學。例如學員 D對魏青吉的鉛筆刺痕、噴漆、水漬，和陳心懋的媒材中漢字殘片、

麻纖維、各種拼貼的圖像符號，都會一一仔細去觀察和詢問（TO20091116-306D）。 

有的喜歡單獨行動，看起來勤於認知且若有所思，卻不輕易表達自己的觀察，被

邀請發言時會有點羞怯。例如學員 A 看張永村的裝置藝術〈水墨家族〉，會來來回回彎

下身體，一一近觀每一支水墨紙捲的墨跡有何差異，但是卻想閃躲發言而謙稱沒有什

麼大發現（TO20091115-311A）。 

2. 感感感感覺突出者覺突出者覺突出者覺突出者  

有的善於捕捉感官經驗，會對視覺上美好浪漫的作品發出讚嘆，而且迅速主動發

出感想與人互動。例如學員 B 感受到張詮偌大的畫作中充滿迷濛的水份與空氣感，立

即跟身邊學員發出驚嘆說：「好美喔！」彷彿人已置身其中（TO20091115-303B）。 

有的顯得很有觸動卻舉止老神在在，被動等待他人引導表達感受，對物件的注意

力高於對人因素的注意。例如學員 H 在瀰力村男的作品〈印象系列之十〉和〈黑白系

列之 20〉之間來回巡視，忽而近觀忽而遠視；等到被邀請發言時，才深刻地說〈黑白

系列之 20〉像是日出前仍有迷霧瀰漫的光景，比前者更為動人（TO20091116-305H）。 

3. 情情情情感突出者感突出者感突出者感突出者  

有的情感豐富，長於與團體分享深刻的意義，想法和表達都條理清楚、有結構。

例如學員 G很敏捷地第一個發現隱藏在<拿紅櫻槍的女孩>畫中女孩裙襬角兒的名牌符

號，沉默片刻之後，主動提出女孩、名牌符號、手持紅櫻槍、站在虎背上方等圖像之

間似乎存有象徵意義，而且立即引起大家的討論（TO20091116-306G）。 

有的較冷靜而保持一點神秘性，但是對圖像情感很敏感、有判斷力，發言內容帶

有一些抽象性。例如學員們原本順著正常動線在閻秉會的〈俗禪系列一～三〉三連作

之前移動欣賞，學員 J 卻又從相反順序再走動一次，受研究者邀請發言時說這系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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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有禪的氣質—見山是山，再見山不是山，又見山是山（TO20091116-307J）。 

4. 直覺突出者直覺突出者直覺突出者直覺突出者  

有的會憑藉一時的靈感答問，很積極熱烈，但未必聚焦針對現場所見所聞而表達，

想法很擴散。例如學員 L 很欣賞楚戈的抽象水墨畫作，竟談起自己學生時代率性浪漫

的時光，言語之間有許多情緒的抒展（TO20091116-310L）。 

有的雖也缺乏結構，一時間不易為周邊的人所了解，但充滿奇特的幻想，會引人

想一探究竟。例如〈永恆之光〉的畫面幾近於全黑，很多學員有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

的感覺，學員 I 卻能針對中間兩道束光，冥想之後分享他的想像空間—自己彷彿從宇

宙之外駕著一個飛行體追緝另一個飛行的光體（TO20091116-304I）。 

（（（（二二二二））））學員對導覽增益自我概念的心得學員對導覽增益自我概念的心得學員對導覽增益自我概念的心得學員對導覽增益自我概念的心得 

學員起初普遍對直覺、知覺、感覺、思考等心理功能名詞並不生疏，卻也無法明

確定義其個別功能。經由本導覽課程的體驗、激盪、互動、觀摩和積極想像，不但能

從作品聯想到藝術家的覺察和情感，能感受藝術家的觀想概念和身體行動，也能領會

到自我因為移情、召喚、內射、詮釋或聯想等作用而起的心理功能。不過，有的學員

雖然覺得自我概念受到增益，仍然不易以語言精準說出自我的一個舉止言談或情緒起

伏是基於什麼心理功能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說，面對非語言的藝術品，較能立即增益

的自我概念也是非語言式的。其次，一方面由於時間限制，一方面由於文字書寫需要

沉澱感覺；因而，能有所表達的學員，傾向口頭反應的明顯多於以文字書寫於學習單。 

關於導覽中對自我概念的啟發，學員們大都傾向認為兼具增益內部概念和外部概

念。例如：學員 C說：「李重重的畫能掙脫形式的束縛，我看畫也看到自己內在想要放

開來的那個部分。」（SC20091116-303）；又說「李重重生於書畫世家，難怪她的畫雖

然沒有仔細的描寫，好像亂亂的，卻看起來是有氣質的，我畫得亂的圖畫可就不是這

樣了。」（TC20091116-303）。學員 F說：「發現魏青吉的畫裡有名牌符號時，一開始

覺得很有趣味，接著會想他是不是在諷刺我什麼呀？因為我也有那個牌子的包包。」

（TF20091115-306）；也說「好像畫家想製造圖畫的新潮感，是因為感受到現代社會對

於心靈的衝擊，還有大家普遍的矛盾心理。」（TF20091116-306）。學員 K 說：「張羽

用密密麻麻的指印層層疊疊的工作，很像我這家庭主婦在專心刷刷洗洗的感覺，時間

都泡在裡面了，有時有想什麼，有時就恍神了。」（TK20091116-310）；也說「洪根深

的〈方圓無常〉好像說人困在反反覆覆的迷惘之中，我們現代人的生活，看起來不斷

有新鮮事，事實上還是得一直重複固定的事情。」（TK20091116-308）。學員 TE 說：

「看仇德樹的“裂變”，有時自己像是在裂縫的外部探視裡面的黑暗；一眨眼間，又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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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站在黑暗的裂縫裡偷窺外面的光亮世界。」（TE20091116-302）；也說「李振明的象

徵圖像很寫實，我很容易被帶到他想讓我看到的境地。」（TE20091116-308）。學員

SG 說：「劉庸又揮又灑還塗抹的痕跡，好像把我的情緒也甩出來了。」

（SG20091115-304）；也說「劉國松的抽象水墨像是藝術家不肯放鬆的控制，但是我還

是會在混混沌沌的山峰之中看到一種想要浪漫的感覺。」（TG20091116-302）。 

經過綜合整理團體問答的學員學習單（SA20091115~SL20091115、SA20091116~ 

SL20091116）和學員的口頭反應（TA20091115~TL20091115、TA20091116~ TL20091116），

對表達性藝術鑑賞能增益自我概念的看法如下： 

1. 藝術家非語言的表達方式，使人有突破口語表達限制的靈感。 

2. 藝術家以自發性的想像來包容情緒和宣洩情緒，使人學習面對自己的情緒。 

3. 藝術家外射的心象、思維和潛意識素材，使人內射而激起想像及靈感。 

4. 藝術品的空間性從點到無限，很有哲理。 

5. 藝術品解除觀者的防衛心理而開放自己，面對內心真實的狀況。 

6. 藝術品使人暫時忘卻真實生活，融入圖畫的世界。 

7. 藝術品有的像非語言的書信，讓人想要讀它。 

8. 寫意形式的藝術品，特別令人有放鬆的感覺。 

9. 有符號的藝術品，容易與生活經驗連結，並且使人特別想思考其意義。 

10. 多媒材拼貼的藝術品，會使人想近距離探究媒材的本質，甚至於想觸摸。 

11. 形象越清楚的藝術品，越令人想看懂其中的內容意義。 

12. 有些藝術品，看起來很有設計感，裡面比較有直線或幾何型的出現。 

13. 情感意義深刻的藝術品，會使人意識到自己的情感和意念所在，能得到沉澱。 

14. 抽象而奔放的藝術品，有的容易激起內心的快感，有的則會被簡單略過去。 

15. 抽象而寧靜的藝術品，有的容易發人深思，有的會形成距離感。 

16. 觀看時，未必對每一件藝術品都有想停留久一些，應該跟主觀的喜好有關。 

17. 觀看時，未必對每一件認真欣賞的藝術品，都能對其內容或意義完全領悟關。 

18. 觀看時，把自己發生的感覺或思維具體化、口語化，挑戰不小，但是有成就感。 

19. 觀看藝術品期間的不斷接收、質疑、認同、批判、驚艷等互動過程，使人接納

自己、開放自身，並以同理心包容他人。 

20.了解藝術品背後的時代性，使人猶如閱讀歷史。 

21. 希臘諸神與心理功能的象徵性連結很有新鮮感，得到導覽提示時有助於做自我

察覺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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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學員其他意見學員其他意見學員其他意見學員其他意見 

學員其他意見可歸類為如下： 

1. 表達性藝術鑑賞對認識藝術品和藝術家之助益表達性藝術鑑賞對認識藝術品和藝術家之助益表達性藝術鑑賞對認識藝術品和藝術家之助益表達性藝術鑑賞對認識藝術品和藝術家之助益 

A.發現藝術表達沒嚴格規則，並非一種線性的過程。 

B. 發現創作的新媒材和技巧。 

C. 發現形狀、色彩、和線條是非語言的溝通法。 

D. 發現圖像符號的趣味性和感染力。 

E. 發現創新藝術與精緻藝術有不同的魅力。 

F. 發現藝術家的創作力量與多元性。 

G. 發現藝術家有複雜、矛盾、衝突和曖昧的靈魂。 

H. 發現藝術家透過創作表現的自我淨化意圖。 

I. 發現藝術家在作品中留下了心理痕跡。 

J. 發現藝術家的活力、生氣和充滿意義的思維。 

K. 發現藝術家存在的目的—找尋自己的信念、挖掘新可能。 

2. 表達性藝術鑑賞導覽活動之新體認表達性藝術鑑賞導覽活動之新體認表達性藝術鑑賞導覽活動之新體認表達性藝術鑑賞導覽活動之新體認  

A. 沒有嚴格規則，可建立自我表達的主權。 

B. 以自我直覺去感受形狀、色彩和線條的傳達，開發自我的直覺和洞察力。 

C. 以自我直覺和藝術品溝通，並且超越內在美感價值的衝突。 

D. 以自我直覺表達自己的觀看感受。 

E. 發掘自我美感力量與多元面向。 

F. 欣賞藝術可以很感性，也可以很理性；可以很激動，也可以很安靜。 

G. 感受自己對世界的信念。 

H. 詮釋藝術品能釋放情緒，達到自我淨化作用。 

I. 團體深入心理的觀看分享，能讓個人心靈成長與改變既有觀念。 

J. 此活動特別適用於非專家的學習者參與。 

3. 對於本導覽課程之建議對於本導覽課程之建議對於本導覽課程之建議對於本導覽課程之建議  

A. 類似經驗少，希望有更多前導教學。 

B. 以自我直覺去感受和傳達，會害怕表達不恰當，能否有較具體的建議。 

C. 避免完全讓學員主動以直覺和藝術品溝通，以防知識上的不安全感。 

D. 成人的自我的直覺力，需要更多暖身活動來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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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注意不要由於太開放觀看，而使部分學員無法自行融入藝術品，或者使部分學

員表達過於興奮而使時間和遠離導覽目標。 

F. 此高層次心理歷程和深度導覽活動，需要更充裕的時間來消化。 

G. 此導覽活動連結 Jung學說和希臘神話人物，需要更充裕的時間來執行。 

H. 先備知識的專業度很高，恐怕不適任何一般成人都能攝取。 

I. 希臘諸神的連結雖然不錯，但因課程時間限制，發酵的效果還是有限。對有些

人而言可能反而形成學習壓力，課程活動設計應考量全體學員的消化能力。 

伍、結語與建議 

一一一一、、、、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藝術作品是創作者所呈現的感情和思考，藝術作品中的象徵符號表現亦往往視為

一種心理的或情緒的詮釋。表達性藝術活動是最原始的表達方式，提供個體一種沒有

權威者（authoritarian）者的自發性（spontancity）或特殊表達性的經驗。表達性媒材

提供給創作者一個完全接納的方式，可自由宣洩不同的情緒或感受；透過選擇運用和

支配各種媒材與技法，不但統整其情感和意念，還提供實質且永久的紀錄，能回顧自

我歷程。（陳學添，2001）。。。。 

觀看藝術品的歷程則是一種心理模擬的情境，我們模擬圖像中的心境和感受，從

而認同和建立同理心，並且將自身的記憶和經驗與之結合，這時候感受到的情緒卻是

我們所獨有的，並不必然代表作品內容的情緒狀態。不論是藝術家本身或是觀眾，個

體都是站在藝術品的外部觀賞，用自己獨特的心理功能所創造的評價系統去和藝術品

互通訊息，個體的價值觀並不會改變藝術品已存有的實質。本研究之導覽對象「開顯

與時變―創新水墨藝術展」，由策展人劉永仁提出了符合當代精神的六個觀看面向，本

研究基於此良好的立論基礎，進而解構為十類型鑑賞指標。 

本文針對研究針目的和問題（一）在藝術教育中增益自我概念的相關跨學科基礎

理論有什麼？已綜合舉出Jung、Lacan、Husserl、Merleau-Ponty、Arnheim、Piaget等學

者在心理、哲學、知覺等各領域的觀點和理論概說，和國內課程統整應用於藝術教育

之概念，以及學者陳瓊花與趙惠玲的相關實踐研究；針對研究針目的和問題（二）如

何設計增益自我概念的表達性藝術導覽課程？已藉由北美館「開顯與時變―創新水墨

藝術展」為例規劃出一個導覽課程；針對研究針目的和問題（三）表達性藝術導覽課

程是否能增益學習者的自我概念？已透過導實教學，從學員參與行為和回饋中，除了

初步呈現能增益學習者自我概念的現象，也就Jung的心理功能類型（思維、感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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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直覺）和藝術心理作用（知覺外射作用、再現作用、唯心主義、象徵化作用、情

感外射作用、昇華作用、抽象衝動、抽象表現）有了一些學習回饋。 

這些實徵研究，印證藝術家個體和觀眾個體都是站在藝術品的外部觀賞，用自己

獨特的心理功能與藝術品互動。因此，表達性的藝術教育，終究是與學習者個體自身

關係最密切的一環，不論是表現在創作方面或是鑑賞方面。漠然回首，那作為教育存

在之原初動因的，也應該是教育存在之終極目標的對象—學習者個體，經過數百年時

空流轉之下，其主體性從可見的，到孤立的，到被空缺的，到迷離的，到晚近終於興

起在世界中認識自我的浪潮。我們可以創造的新價值是，在潮流中安頓學習者個體的

主體立場，進而把藝術動態的生成與靜態的凝定，把藝術的心理體驗與美學內涵，把

藝術的技術、創造、體驗、闡釋、接受、傳達等有機地交融組織起來。認識和把握藝

術的活動是立體的、多元的、動態的、開放的，而這艱難的多元本質，如何開始？多

元教育時代，如果我們無法使個體具有自我概念，該立於什麼基礎去建立個體與他人

或世界互為主體的認識關係？在藝術教育裡，我們需要問審美的主體與客體之間，造

成同化與順應的個體心理變因是什麼？藝術教育研究如何能引導學習者覺察自身的

「自我概念」？這些問題的焦點，正是教育最原初的起始點︰「人」。 

二二二二、、、、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對於「人」個體著墨最多的人格心理學，發展至今日，理論成果豐碩多元，其中

少數已應用於藝術教育者有：Freud鼓勵自由聯想和解釋藝術創作動因；Jung原型說和

積極想像方法；Alder個體心理學以消除自卑追求優越感為線索，來解釋藝術家現身藝

術的創作衝動；Maslow以高峰體驗（peak experience）為自我實現的特點，來說明藝

術家非功利認知型態的精英人格。這些論說主要都是基於說明創作動因與衝動來分析

藝術家的特質及其作品現象，已初步呈顯出藝術教育與自我概念的密切性。本研究透

過結合理論研究和實務課程體驗與參與觀察，已發現，表達性藝術不但有助於主體與

客體之間形成同化與順應來展現自我概念，也有助於主體察覺內部和外部的心理過程

來形塑自我概念，而且，某個程度也可回應陳瓊花關於「教師必須瞭解學生的這些起

點行為」的呼籲。然而，藝術態度、表現和詮釋，畢竟都是個體高層次心理歷程的展

顯，當今藝術教育在人格心理方面的跨學科統整上，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來增益學習

主體之自我概念。 

臺灣近代以來一直處於與外來文化而不斷交混前進的狀態，在面對各種「文化差

異」對象時，很容易發生「自我概念」失焦的窘境。本研究認為：Hussel的現象學，

提供我們從認識論的角度，以哲學思維重新在實在界和非實在界混淆的當代藝術中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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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自我的意向性、意識和生活世界。Lacan的鏡像心理學說，突顯認知是動態的而非靜

止的；多樣的而非單一的；獨特的而非定型的；兩極的而非對立的；可見的與不可見

的。Merleau-Ponty、Arnheim、Piaget等學者使我們更認識自己的身體。Jung的個體心

理功能研究，則啟發我們觀照心理運作方面的獨特優越性。如此，以表達性藝術與哲

學、心理學統整之包容態度，兼具了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精神，不但符合本研究

之導覽對象「開顯與時變—創新水墨藝術展」所企求的當代精神，也恰好適合臺灣目

前的文化處境，並提供我們返樸歸真、增進自我概念的路徑，而課程統整概念的當代

藝術教育正是最佳的包孕場育。本文屬於前導研究的型態，雖然在現場導覽教學條件

不算盡善的狀況下，初步研究結果，仍可明顯地看到表達性藝術課程可以促使學習者

顯現自我概念。建議後續可進行正式研究，更嚴謹地從深從廣的研究其跨科統整課程

的具體方案，規劃更為完善的時間、場域和教學對象，以增益學習者個體對自我概念

的察覺和表達，並加強學習回饋與評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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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開顯與時變―創新水墨藝術展」場地觀察和展出者作品表 

 

 

 

 

 

 

 

 

 

 

 

展覽場地平面圖 

圖片來源：台北市立美術館網站 Hhttp://www.tfam.museum/01_Visit/Default.aspx?PKID=4 

   

展覽室 藝術家（作品件數） 所屬策展觀看面向類型 

302 劉國松(4)、仇德樹(3) 一﹒異形與精神之拓展與變奏 

303 李重重(3)、張詮(3)、劉國興(3) 一﹒異形與精神之拓展與變奏 

304 葉世強(3)、劉庸(3)、劉子建(3)、王天德(3) 二﹒當代水墨藝術的空間意識 

305 瀰力村男(3) 二﹒當代水墨藝術的空間意識 

306 石果(3)、魏青吉(3) 三﹒以水墨書寫構成有機符號 

307 李錫奇(3)、閻秉會(3) 三﹒以水墨書寫構成有機符號 

308 洪根深(3)、李振明(3) 四﹒以水墨詮釋代文明變遷軌跡 

309 袁金塔(3)、黃朝湖(3)、陳心懋(3) 四﹒以水墨詮釋代文明變遷軌跡 

309 張浩(4) 五﹒解構書法線條轉化水墨構成語言 

310 吳學讓(3)、楚戈(3)、李蕭錕(3) 五﹒解構書法線條轉化水墨構成語言 

310 張羽(3) 六﹒水墨觀念．裝置．行為之形式內容 

311 王南溟、王川(3)、張永村(3) 六﹒水墨觀念．裝置．行為之形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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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開顯與時變―創新水墨藝術展」藝術家與展品描述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 藝術家藝術家藝術家藝術家 藝術家與展品簡述藝術家與展品簡述藝術家與展品簡述藝術家與展品簡述 

劉國松 劉國松的抽象水墨創作靈感源於自然山水，納入胸懷後再以技法轉化

為獨特的水墨語言，畫面中豐富的自然肌理、紙筋、筆刷和墨跡形成

躍動的飛白，彷彿瑰麗的混沌世界，是浪漫感性的書寫。其「太空畫

時期」的作品，探索山水與太空、太陽、月亮的繪言語言，形成跨越

永恆時空的場景。是將感性水墨繪畫導向理性構成的重要階段。 

李重重 李重重追求的重要課題，是以水墨的書寫皴染表現厚重及量感，存乎

心靈空間又具有蓬勃靈敏的生機和節奏韻味，其筆墨潤澤引帶出豐盛

飽滿的氣韻。李重重的創作背景來自於書畫世家的學養與內涵，隱含

感知與抒情的態度。畫面組構的章法中，由書法筆意與墨團縱橫頓挫，

在潛意識的直覺之間體悟自由想像之超然物外。 

仇德樹 仇德樹的創作靈感從宣紙滲水後受力而裂中受到啟發，發展成為“裂

變”系列，表達對自然山水之敬仰，並體悟宣紙撕裂與自然裂變之間

的象徵性：“裂變”想表現當代人類和自然環境的一種內在傷裂，但

不是要讓人感到恐懼和消沈，是激勵人要更加理性、堅強。材質本身

就是自然天趣、宣紙本身也在“裂變”;“裂變”即是繪畫元素，也是

自然本身，傳達了仇德樹的藝術哲學觀念。  

一、筆墨異形

與精神之

拓展與變

奏 

張詮 張詮的作品〈長江大橋〉，狀似水痕和墨漬的筆觸顯現出烏光淡色，

彷彿模糊的印象千層覆蓋了整個畫面。張詮體會自然景觀的魅力，用

“一”劃來豐富變化多端的自然圖像；“一”劃由簡潔入綿密，具體

指涉各種圖像堆壘成極繁的蕩漾波紋，進而產生迥異而豐富的新語

義，然而整體氛圍也恰似矇矓與寧靜伴隨歷史的塵粒般彌漫和消融。 

葉世強 葉世強早年生活困頓而命運多轉折，終究在書畫創作中找回真實的自

我。他骨子裡潛在著與生俱來的叛逆精神，青年時即揚棄書本的理論，

向大山大水展現展現開闊直覺的創作精神。其畫作具有蒼勁、苦澀與

開闊荒疏的特質，畫面時而意象簡潔具體而飄逸靈巧，時而呈現大寫

意的浩瀚境界，兼容東、西方的表現手法與迥然不同的構圖。〈永恆

之光〉以幾近於全黑覆蓋畫面，中間有露出兩道束光，令人產生沉思

冥想與寄語無限的想像空間。 

劉庸 劉庸的水墨作品兼容抒情抽象與些許理性質素，他以自動書寫形成感

性的抽象語言，繪畫動勢伴隨著新律動的自由想像空間。觀看劉庸的

〈無題〉，運墨彩盡情揮灑、摔滴、塗抹，是主觀抒情的抽象藝術，

也偶有幾何圖形與之產生對峙，而這冥想中的無意識動作，使畫面產

生隨機滲入流動空間的視覺效果。 

二、從現代到

當代水墨

的空間意

識 

瀰力村男 瀰力村男的水墨作品具有厚重結實的構成畫面，又隱約映照光的虛幻

空間，傳達岀精心理性思維所展現之理性的水墨語言。瀰力村男以水

墨為創作核心，運用複合的技藝包括：潑、噴染、搓擦、石膏填壓等

手法造成豐富的肌理，時而在畫面亮麗出現的金箔小視窗，既是畫面

視覺空間觀念的延伸，也像是藝術家探索的觀景窗。 

（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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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閻秉會 閻秉會的水墨畫作以濃郁的墨點與淡墨的層次，以筆墨的情感表現靜

穆中蘊含的悟性禪幾，把書法的特有氣質提煉成有個性的有機視覺符

號，試圖以書寫水墨作為反映當代的圖像文本，使水墨畫轉變為自覺

性的藝術實驗語言。“俗禪系列”以平緩橫向的筆觸和淡灰墨書寫瓶

子，趨向內省感悟而展現純粹的精神。 

三、以水墨書

寫構成有

機符號 

魏青吉 魏青吉以當代的生活經驗與敏感的觀察力，把可視的物象轉化為各種

有機符號，感性地彌漫著一種介於公共性與密秘性的氛圍。他淋漓盡

致的重墨色散發主體圖像的強度與力量，其間輔以隨意書寫的淡墨與

赭色，又以鉛筆的尖銳刺痕、噴漆的覆蓋感與水漬的流動浸潤一起去

表達生命和生活的體驗，也展現了現代水墨語言的開放性和創新。他

關注現實的命題和心靈現實的創作思考。 

洪根深 洪根深的作品，以水墨表現人在現代都會的衝擊與吶喊，更兼具入世

情懷與批判精神，而且充滿濃烈的社會意識。他以悲天憫人的胸懷探

討的“人性系列”，觸動了人的心靈底層，具有隱喻人世蒼茫之慨嘆，

他以流竄的筆墨線條，將人形隨意顛倒模糊變形，由形象的錯綜紊亂

所構成，灰暗的色彩逐漸演變成黑色情結。洪根深以「心墨無法」的

創作理念，使筆墨交疊出的形體似乎顯示了人生飄泊浮沉且遭受到種

種之磨難。 

李振明 李振明細膩層疊的筆觸與搨碑式的肌理構成生動的圖像，用乾枯筆與

皴擦交織而成，還精心思考地將文字書寫和諧的融入圖像。李振明對

自然生態消長的關注，是一種發自批判精神的慨嘆，以圖譜式的象徵

手法，促使現代人省思或正視自然生態的和諧機制。〈五嶽看山不是

山〉的內容涉及佛頭冥想，展現了李振明獨特的藝術語言。 

四、以水墨詮

釋當代文

明變遷軌

跡 

陳心懋 陳心懋的抽象水墨運用了潑法、搨暈染的非傳統表現手法，築構其個

人藝術語言在當代的內涵。畫中的景物都已提煉為意象符號，並潛藏

無數的訊息。他還刻意保留了漢字殘片，既眷念中國文化，更有現代

反思的意圖。媒材中的麻纖維表現出線性藝術中的律動感，飄忽不定

又有較大的可塑性，所交織的視覺景象產生韌性上之廣度與深度，正

可傳達他的內在沉思。 

楚戈 楚戈集詩人、書畫家、評論家及器物專家於一身，它的抽象水墨畫作

具有濃郁的詩情畫意和率性無所謂的「反骨」精神。早期楚戈為自己

的現代詩配圖，其線性寫意的表現成為創作標誌。楚戈的水墨畫的養

分來自書法、古文物圖式、結繩美學以及生活歷練中的遊藝態度。 

五、解構書法

轉化水墨

構成語言 

張羽 張羽求新達變的水墨實驗在觀念與形式上表達自我，涉及了當代東、

西文化的層面。其“指印系列”以手借蘸墨或紅色或水色，在宣紙上

密實地隨意反覆摁手指印。“指印”創作哲學是表達行為過程，它是

水墨與時間交互接觸重疊的痕跡，指印傳遞貫注全身簡潔單純的意念

與重複行為，既傳達藝術的思想觀念，亦可視為藝術家的修行哲學。 

六、水墨觀念

裝置行為

之形式內

容 

張永村 張永村活躍於藝壇三十年，其創作形式從繪畫、裝置、公共藝術、詩

歌、音樂、舞蹈以及社區營造，展現多形式的藝術才華，但始終以“墨

的靈性與精神性”為創作核心，事實上，將生活與藝術行為具體轉化

為作品，是張永村藝術生命的體悟與變化，藝術表現已無關乎純粹與

否。立體水墨裝置〈水墨家族〉的擴張衍生性，賦予水墨更自由奔放

的生命。 

資料來源：參劉永仁，2009。徐玟玲整理，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