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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野柳單面山實景  趙文雄攝 

第三章 台灣北濱海岸自然生態表現技法之研究 

第一節 台灣北濱海岸主要地形景觀水墨技法之表現 

    台灣是一個自然資源豐沛的寶島，擁有變化極端的各式地形景觀，這對藝術

工作者而言不須千里跋涉，即可尋得多樣的表現題材。北海岸及東北角海岸，此

地的景觀特殊，濱海又有許多巨石。這裡的岩石千狀萬態，種類多、造型獨立又

富有變化，加以海水與岩石間的互動產生多樣的水姿情態，處處充滿畫意，給人

有美不勝收之感。 

    　 本文以實景照片與畫家作品，排列比較，藉以呈現自然中的畫意。研究重

心是山石與海水畫法，涵蓋範圍以野柳，和平島、南雅、鼻頭角、龍洞一帶地形

景觀為重點。分別以大、小景觀說明如下 
一、小景觀 

（一）野柳單面山（圖 3-1） 
單面山是指一翼坡度陡急，一翼緩傾的山形。如野柳岬岩層走向與區域性

海岸線直交，造山運動時地層自被不等量抬升推擠出二個斷層，在海水面下的岩

層因彎曲拱起露出水面，形成靠近陸地

的一面地層向東傾斜約二十度較平緩，

另外靠海的一面較為陡峭的單面山地

形。如野柳風景區內有多座標準的單面

山，由傾斜的層狀互層沉積岩構成。台

灣北濱群山，大多是單面山，極為壯觀

56，單面山的節理多層橫紋走向，在皴法

上可用折帶皴與斧劈來表現。 

 
 

                                                 
56王鑫（1987） 臺灣地區風景區持殊地形景觀，交通部觀光局，台北，頁 25。 

圖 3－2  趙文雄 野柳單面山勝境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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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龍洞海蝕崖 趙文雄攝

＜野柳單面山勝境＞（圖 3－2），此圖示以野柳風景區之景緻為藍本，描寫單面山

為主題，並點畫遊客穿梭其間，營造出可看、可遊、可居的風景勝地。畫幅中以

單面山為主體穩定全局，配以海蝕平台、奇岩怪石、海水環繞、浪花拍岸、剛柔

並濟。 
    山石皴法，先以排筆畫大塊面山形，再以山馬筆大膽勾勒，皴擦細節紋理，

並以赭墨色渲染山石的立體明暗，以石綠色表達植物，整體表現出單面山之紋理

特色。 
 
 

（二）海蝕崖57 
      海蝕崖(圖 3-3)、海蝕凹壁、海蝕洞與海蝕平台：海蝕崖是海岸受到波浪侵

蝕而形成的.)陡高海崖，因為侵蝕程度

的不同，形成層層不同的花紋節理，極

富特色。 
 
 
 
 
 

 

 
    畫家羅振賢在此圖（圖 3-4）中山石皴法以裂隙皴為主加上斧劈皴橫皴表現出

海蝕崖的文理顯現石塊崩塌的質感運用指點村表現崖壁上端的植物並施以赭石色

衝分表現出石頭的裸露 
 

                                                 
57王鑫（1987），臺灣地區風景區一特殊地形景觀，台北：交通部觀光局頁 25。 

圖 3-4   羅振賢  忘我垂綸樂（局部）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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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龍洞岬 趙文雄攝 圖 3－6 蔡茂松 戲水 局部 

（三）海岬、海灣 
海岬、海灣，陸地上的山嶺伸入海域而成海岬，如野柳岬、龍洞岬（圖 3-5）等;
海水伸入谷地形成海灣，如翡翠灣、金沙灣等。海水面的升降對形成這樣的地形

有很大的影響。 
 
 
 
 
 
 
 
 
 

蔡茂松戲水圖（圖 3-6） 運用折帶皴配以斧劈皴表現海岬肌理，以勾勒水波表達海

水的波浪。 
 

 

 

 

 

 

 

 

 

 

 

 

 

 

    此幅〈龍洞灣〉（圖 3－7）作品，空間的塑造與塊面大小的比例關係強化，是

筆者採用西方「ㄧ點透視」的空間造型方法，及實踐宋代郭熙「自近山而望遠山

圖 3－7 趙文雄 龍洞灣 60×65cm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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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野柳燭台石  趙文雄攝 

謂之平遠」的取景式構圖，藉以表現出前後遠近之平遠式空間感之外，更要表現

出山石的體積感與量感。因此，空間感與體積感，兩相結合所形成的「層次」感，

透過畫中諸多石塊、山峰等清楚的前後關係，藉由處理其關係的表現技法，雖企

圖追求空間使人有置身其中的意象，然山石體積、質感的描繪顯然更為之著迷。

是幅畫上方的遠山雖有刻意放鬆的意向，卻仍然存在著清晰明白的造型，而非虛

無飄渺的輕率表現，如此將與前景磯石的表現有一連結呼應關係。 

 
（四）燭台石 
  　　燭台石（圖 3-8）略呈圓錐狀直立於地面，直徑約在半公尺到一公尺之間，上

細下粗。頂部中央有含石灰質的一塊石(結核)
狀似仙桃，周圍環狀溝槽，像是蠟燭台一般，

有些突出地面高達 2 公尺。在野柳風景特定區

內有成堆的燭台石聚集在一起，是非常奇特而

十分罕見的小地景。58 
基隆和平島上也有一些發育尚未完全的燭台

石，可用勾勒皴來勾勒渾圓的燭台石。 
 
 
 

 
 
    （圖 3-9）畫家以線條勾勒

燭台石的輪廓，運用折帶皴、馬

牙皴描繪出岩石的肌理，並藉由

素描的能力，透過赭墨的層層渲

染，表現出石頭的明暗面，充分

的表達燭台石的特殊造型與強

烈的立體感。後方配以迷濛的水

氣，有如煙霧繚繞，更顯現出燭

臺石的自然奇趣。 
 
 
 
 
                                                 
58王鑫（1987），臺灣地區風景區一特殊地形景觀，台北：交通部觀光局，p25。 

圖 3-9  廖俊穆  野柳燭台奇岩 局部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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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蕈狀岩 
外觀似蘑菇，有一較細石柱上托著粗大、蜂窩狀不規則球狀石的奇岩。在野

柳的蕈狀岩（圖 3-10）屹立成群，排列有序，遙望成群。依蕈狀岩頭部、頸部的

差異狀況，可將他們分成三類:地勢較高的「細頸形」、中間「粗頸形」、以及地勢

較低的「無頸形」。許多細頸形的蕈狀岩，如著名的野柳女王頭。 
 
  
 
  
 
 
 
 
 
 

 

筆者見蕈狀岩奇絕的造型林立，感嘆天地造化之神奇，加以夕陽斜照，影像

浮現，遊客穿梭交織其間構成自然美意，興起吾人創意。特以此為題材創作一幅

〈眾星拱月〉，如（圖 3-11） 
此圖以紙本為材，水墨設色渲染強調畫面氣分、運用西方素描、光影、筆觸

疏密表達岩石立體感，透過傳統筆墨以自由勾勒的線條組合，傳達蕈狀岩的紋理

質感。 
    女王頭上有許點狀孔洞，遠觀之可用雨點皴來表現岩石粗硬的感覺。蕈狀岩

上面巨大的岩塊下段被海水貫穿後，即形拱狀石。拱狀石可用骷髏皴來表現其凹

穴。 
 

圖 3-11 趙文雄   眾星拱月 局部  2006 

 

圖 3-10 野柳蕈狀岩實景  趙文雄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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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南雅風化紋石 趙文雄攝 圖 3-12 　南雅風化紋石 趙文雄攝

（六）風化紋石 
　  風化作用的進行可能造成岩石中含鐵，鎂質礦物的氧化作用，結果形成，

紅色氧化鐵的帶狀花紋（圖 3-12）。新生成的氧化鐵再膠結砂岩顆粒，使岩石的

硬度勝過未受風化的黃褐色砂岩，因此風化紋帶會突起於地表。但如果是含鈣

質砂岩受風化而產生風化紋，風化絞帶剛會下凹，因為鈣質的硬度大於氧化鐵。

在野柳的海崖上及南雅地區可見大片的風化紋石（圖 3-13），其所構成的線條及

顏色之美，令人嘖嘖稱奇。 
 
 
 
 
 
 
 
 
 
 
 
 
 

（南雅奇岩）（圖 3-14）是以寫生的方法，描繪南雅濱海之風化石景觀，畫中採取

宋代馬遠「馬一角」式的構圖，將大體的岩塊安排在右下角，左上角為汪洋的海

圖 3-14 趙文雄 南雅奇岩  局部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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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遠處點畫漁船與風化奇岩遙遙相望，彷彿在相互對話，亦形成觀者的視覺焦

點。全畫幅染以朱黃色調，以呈現夕陽餘暉的氛圍。 
   山石的皴法以勾勒橫紋 配以斧劈皴、麻皮皴、彈渦皴等因實際需要而改變，

來表現紅黃相間的風化石紋理。皴法的表現應孺行雲流水，不拘泥於古法。海水

則企圖學習傅抱石的散筆皴法，以表現滾滾的波濤。 
 
 
（八）蜂窩岩、風化窗 

蜂窩岩（圖 3-15）分布在蕈狀岩的頭部，風化窗在野柳亦呈帶狀分布，伴有

小型階面，此可能與海水面的暫留有關。和平島的蜂窩岩、風化窗、大大小小而

夾雜著珠石，連綿幾公里非常狀觀。 
 

 

 
（圖 3-16）海與石的迭宕侵蝕，造就出獨特的造型，深深刻劃出歲月留下的

跡痕。這蕈狀岩、蜂窩石的自然造型美感，多使人讚嘆大自然鬼斧神工之妙趣，

圖 3-15 野柳蜂窩岩實景      趙文雄攝 

圖 3-16  趙文雄  野柳遊蹤   局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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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趙文雄 彈渦皴 

而更為謙卑的態度，是面對大自然時，另番省悟。 

 

筆者運用彈渦皴及骷髏皴等來表現

蜂窩岩的景緻。（圖 3－17） 
 
 
 
 
 
 
 
 
 

二、大景觀 
 
（一）野柳 

野柳風景區（圖 3－18）在基隆市西北方約 l5 公里處屬於台北縣萬里鄉野柳

村，是位於野柳漁村東北突出的海岬上，野柳岬的地質構造，岩層由上而下為沙

岩頁岩質砂岩及鈣質砂岩。顏色為青灰色至黃灰色，其中又因組成物質的差異，

及侵蝕的不同造成怪石憐峋之地貌。以鬼面皴、骷髏皴、彈渦皴來表現其畫意。 

 
   台灣北濱海岸素以海蝕、岩岸等特殊地形著稱，野柳更是集奇岩怪石之最。其

地形景觀的獨特性可說是冠於全台甚至是冠於全球的。  野柳主要地形景觀有:單
面山、海蝕崖、海蝕凹壁、海蝕洞、海蝕平台、海岬與海灣等。小地形景觀有： 

 圖 3－18         野柳全貌實景照片 趙文雄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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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蝕溝、海蝕壺穴、豆腐岩、蕈狀岩、薑石、風化紋、蜂窩岩、風化窗等及許多

的奇形石:如鯉魚石、燭台石、.瑪玲鳥石，女王頭、仙女鞋、象石、珠石等。59 
 
 
 
 
 
 
 
 
 
 
 
 
 
 
 
  在野柳映入眼簾的大塊蕈狀岩（圖 3－19），其造型與氣勢足以撼人心扉，遂將

其以寫生的方式，描寫出岩塊受海水、風等自然侵蝕之美，並搭以成群遊客遊賞

這大自然的藝術傑作。 
 
     構圖上以全景通幅的方式將前景、中景、遠景完整表達，並刻意強化前景蕈

狀岩變化多端的造型姿態，在層次與明暗、強弱上突顯心中的感動。 
    以水墨淺絳設色為表現，仔細勾勒刻畫蕈狀岩造型與明暗變化，以近似袁江

的表現技法作為作品主題質感呈現，最後在整體渲染調整下，將整體氣氛營造出

來。 
    海與石的迭宕侵蝕，造就出獨特的造型，深深刻劃出歲月留下的跡痕。這蕈

狀岩、蜂窩石的自然造型美感，多使人讚嘆大自然鬼斧神工之妙趣，而更為謙卑

的態度，是面對大自然時另番省悟。本畫採滿幅式構圖，企圖以大面積充塞於畫

面的密實景象，壓縮留白的透氣活眼空間，強化訴說造型特出的磯岩與虛實的表

現手法。而人們登臨此景轉化心境的描寫，亦為人和自然相契相容、天人合一的

至佳寫照。 

 

  
 

                                                 
59

王鑫（1987），臺灣地區風景區一特殊地形景觀，台北：交通郃觀光局。 

 

  圖 3－19  趙文雄   野柳遊蹤 152×182cm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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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 和平島實景 趙文雄攝影 

 
（二）和平島 
    和平島（圖 3-20）位於基隆市，本為海中島嶼，因橋樑、建築物相連而為「陸

連島。島北靠海之處天然地形奇特，有海蝕崖、海蝕凹壁和各種海蝕地形，海蝕

凹壁因為侵蝕的差異，形成線狀橫紋，可用橫皴來表現。 
    海蝕崖面積遼闊，連續著幾座山，山頂上植披綠意盎然，與山腳下近海處裸

露的岩層成明顯的對比，讓人有滄海桑田之慨，!和平島東側海蝕平台的岩層上寬

廣的兩組節理（破裂面、岩石裂隙交會），形成著名的「千疊敷」地形。且兩島

靠海測均有許多較密集的兩組節理，節理被海水侵蝕擴大，形成一塊塊類似豆腐

的岩塊，稱為「豆腐岩」。而島東北側砂岩有許多鈣質結核（硬塊），受海水侵

蝕後突出在砂岩的頂部有如人的頭部，構成「萬人堆」景觀。可用骷髏皴來表現

其畫意。 
 

　 　  
 
 
 
 
 
 
 
 
 
    對於和平島特殊的岩質與海潮的變化，悉心觀察後，感動於壯闊的氣勢與多

變的顏色層次，其水的藍與石的褐赭，對比的呈現強化了和平島獨特的海邊景觀。 
 
    二全開橫跨幅以平遠的方式，層次分明地將景色推遠，予以天地遼闊的廣大

空間，右實左虛，其節奏感油然而生。 
 

圖 3－21 趙文雄 和平島風光 62×243  2006 



 45

 圖 3－22 趙文雄 和平島風光水墨稿 局部 

    水墨的畫法為主，不拘泥於一定的技法，僅隨實地觀察岩石變化作為表現方

式，皴、擦、點、染石之造型質感，復以顏色，在染出雲霧與遠山，以呈現出和

平島（圖 3－22）的風光景緻。 
 

   〈和平島〉（圖 3－23）山水畫之訴景狀物，有平正、奇險，有清晰、迷離之境，

透過實景寫生，一方面客觀觀察對象，另一方面主觀描寫對象神韻，以傳達主題

情感和思想內蘊。和平島特殊地質，形塑別有風致之景色，在確定主賓之位與遠

近之形後，整體擺佈、高低穿插、石勢之揖讓經營，盡以突顯漫漫荒野之氣象，

薄霧迷離的遠景，便得一股靜謐通透氣韻，感此境地，正是創作之根源。 

圖 3－23 趙文雄 和平島 63×123cm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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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 南雅奇岩 趙文雄攝

圖 3－24 南雅奇岩趙文雄攝 

（三）、南雅奇岩 
 

南雅海濱，附近大部份屬於砂頁岩互層，岩層鬆軟。此處的海蝕風化岩紋理

與色彩特別美麗，極為罕見。含鐵礦物質氧化後形成黃色、紫紅色的帶狀花紋，

饒富趣味。其中有二座長而尖的巨石聳峙，其帶

狀花紋紅黃相間，一圈圈往上堆一積，點綴著蜂

窩狀的大小

坑洞，形如

霜淇淋（圖 3

－24），令人

感嘆大自然

造 物 之 奇

妙，另有一

靈獸似的巨

岩（圖 3－

25），顏色較

白，蹲倨在

海邊，向著

大海作昂首

吐信狀，好似大海的守護神，極為威武壯觀60。 

  
    險峻的南雅峭壁（圖 3－26），兀自獨立於海濱，一波一波的浪潮湧向岸邊，似

也能夠心領神會這海與石間的對話。畫幅右方佔滿的是高聳的絕然峭壁，層層分

                                                 
60 SWAN 編輯群（2001），重返龜山島，台北：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大自然雜誌社，頁

167。 

圖 3－26 趙文雄 南雅夕照 58×85cm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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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堆疊，由近景延伸至遠景，與前景較為低矮的坡石，無形中連結形成一近乎半

圓的圓形弧線，巧妙的將另一表現主題浪潮，包覆在這居中重點位置，如此構圖

的安排方式，強調的是環環相扣的整體動勢聯結。 
 

    右方高聳峭壁（圖 3－28），採用的是近似馬牙皴的表現技法，仔細的將其表面

特殊的紋理結構予以捕捉描繪，並將其深淺明暗的不同層次，予以染出分明的結

構肌理，包覆其間的波波浪潮，則先以

勾勒的方式描繪出其動勢，再染以暗面

層次以及顏色，色彩、造型對比的呈現，

將夕照氛圍充份表現出來。 

 

 
 
 
 
 
（四）、龍洞 

龍洞（圖 3－29），從鼻頭角到龍洞岬之間為龍洞灣，其北部是龍洞斷層，南側

有白石坑斷層線經過，龍洞岬由陡峭堅硬的四稜砂岩所構成。四稜砂岩主要是由

硬度極高的厚層白色粗粒之石英質砂岩至極粗粒之石英質礫岩組成，沉積後變質

產生再結晶，顆粒間的膠結物為石英，膠結良好。石英岩具有發育良好之節理，

破裂面中常聚有紅色氧化鐵，如同岩面上有紅色格子，非常好看。 

 
 
 
  　   
 
 
      
   

圖 3-30 趙文雄 龍洞水墨寫生稿 

圖 3－28 趙文雄 南雅峭壁 水墨寫生稿

圖 3－29  龍洞岬全景  趙文雄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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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洞岬（圖 3－31）四稜砂岩海蝕崖長約 1 公里，崖高百公尺，地形陡峭，而海

蝕平台上則遍佈大大小小的白色龜裂的四稜砂岩，連綿無際。仰望崖頂岩石崢嶸

渾厚，非常的雄偉壯麗; 
 

    俯瞰平台（圖 3－32）則有如亂石崩雲，氣象萬千，讓人覺得造物之奇與自己

的渺小。可用亂柴皴、斧劈皴、折帶皴等來表現畫意。 
  
 
 
 
 
 
 

圖 3－31 趙文雄 北海遊龍 局部

圖 3－32 趙文雄 北海遊龍 局部

圖 3－33 趙文雄 北海遊龍 水墨稿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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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洞南口海崖的海蝕崖、海蝕洞崢嶸渾厚，也極為可觀，配上碧藍的海水、

白色的浪濤，也極為入畫，用斧劈、折帶等皴法來表現極恰當。（圖 3－32） 
 
 
 
 
 
 
 
 
 
 
 
 

沿海崖邊坡小徑（圖 3-33）可見崖壁節理滿佈石英結晶，因含鐵質，略呈褐

色。約在 600 萬年前，由於地殼的變動，使得原來的沉積岩層被擠出海面，而因

為擠壓的力量極大，使得堅硬的四稜砂岩層產生許多垂直交叉的斷層裂隙。 
 

 
（五）鼻頭角 

鼻頭角（圖 3-36），位於台灣北濱東西向海岸及南北向海岸的交點上，為一凸

出的海岬，鼻頭角的地質構造為一向東北海域延伸的向斜軸。出露的地層屬於新

生代上新世的砂頁岩層，岩性主要是由灰黑色砂岩、砂質頁岩、灰白色砂岩、黑

色頁岩等構成。在砂岩層中，常見到堆積過程形成的交錯層，隱藏著古流水方向

的證據。 
由於岩性軟硬不同，受到不同程度的侵蝕，產生一層層極富特色而且非常美

　 圖 3-35 鼻頭角 趙文雄攝 　 圖 3-36 鼻頭角 趙文雄攝 

圖 3-33 龍洞 趙文雄攝 
圖 3-34 趙文雄 北海遊龍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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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的海蝕崖(圖 3-35).皴法可參考斧劈皴、橫紋皴等。而海蝕凹壁、海蝕平台也極發

達，其靠海處有成群的蕈狀岩、豆腐岩、蜂窩岩、壺穴、溶蝕盤等海蝕地形皆，

極為精彩。由鼻頭角山項高處往西邊俯瞰鼻頭漁港及遠處的基隆山，視野開闊，

景色極為美麗。 
 
 
 
 
 
 
 
 
 
 
 
 
 
 
 
 
    （圖 3-37）畫家以近似深遠的全景式完整構圖，表現出山與海間的關係變化。 
上方群山聳峙於迷濛的雲霧中，憑添許多想像空間。右下方蜿蜒道路繞過一座座

山腳延伸至遠方，將景深拉長，增加空間層次感。山石以近似折帶皴與馬牙皴極

綿密細緻的筆法，層層堆疊出厚重紋理，並細心安排山群的大小結構與山勢，而

近景下方安排屋舍，樹林掩映其中，最後妥貼安排右方面積不大的湛藍海水，並

賦以彩度較高的青色重彩突顯重心，後方青色遠山則與海水遙相呼應，以更進一

步強化整體的連結融合。 
 
 
 
三、海水之技法表現 
 
    水無定形，卻是活活潑潑的，面貌之多恐難計數。有的深靜如處子，有時滑

柔如羊脂，細時涓涓一縷，廣大又如汪洋。 
    水的形態，不管是緩急，淺深，溪澗流水，或是海濤拍案無法定其行水無常

形，視週遭環境影響而生態，因此，水之形態難以固定形態做類比研究，今僅就

個人所拍攝之北海岸海水情態照片與畫家作品做畫意表現之參照。 
依海水水勢區分，例： 

圖 3-37 　蕭進興　鼻頭角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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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浪、 
 

  
 
    潮起潮落（圖 3－38）總能引起思緒的起伏，而海潮的洶湧變化，也能使人心

生畏懼進而讚嘆大自然力量的神奇。海邊除造型奇譎的各種岩石可資觀賞外，浪

濤的萬千變化亦能深深震撼每位觀賞者心海。構圖以橫式為主，浪潮與岩石比例

接近，而更強調波浪的細微變化。其中，岩石部份以一種向左斜向橫躺的動線安

排，無形中 
特別暗示出風吹拂的方向，更重要的是大大強化了濤浪的強烈動態，致使多層次、

多動態的波浪更形流動、起伏出色。 
 
 
 
 
 
 
 
 
 
 
 
 
 
   而多變、多層次的浪濤（圖 3－40），以右方高起的浪舌為第一組的高潮，在細

心扼要的線條勾寫與墨色的層次暈染下，將層層海流、堆堆浪潮生動表現出來。  
 
 
 

圖 3－38 大浪實景 趙文雄攝 

圖 3－40 趙文雄 大浪水墨寫生稿 

圖 3－39 觀潮圖 62×123cm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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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浪花、 
 
 
 

 
 
 
 
 
 
 
 

蔡茂松〈觀海〉（3－42）海浪的表現技法，接近於傅狷夫先生的海浪直接畫法，

以顏色勾寫、填染出海浪的形態、動勢，技巧性的空留出白色浪花，海浪在沒有

墨色的基底下，與岩石呈現剛柔相濟的特色表現。 
用藍色以渲宣染技法描寫拍岸的浪花，令人有濤聲不絕於耳之感。 

 
（三）、浪打磯石 

  圖 3－43 趙文雄 驚濤裂岸 局部 152×182cm 2006

圖 3－42  蔡茂松  觀海 69×136 1995 
圖 3－41    浪花 趙文雄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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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濱海岸特殊的岩質地形，在海水不斷的侵蝕下，形成一個個凹陷的窟窿，其

獨特的造型別具畫意，尤其是浪來浪去的當頭，海水時有時無地填滿這凹槽，形

成更豐富的變化，足堪細繪一一呈現。 
        因主題是特殊多變的岩石造型與浪潮互動的景緻，因此著重在細節的描

繪上，骷髏皴的筆法運用，大膽細心空留出海水的流動姿態，予以染出細微變化

的層次。「隨類賦形，盡水之變」，使觀者覺得畫中之水，一如真水，有流淌激盪、

撼人心弦之感。而海水濤浪在前景亂石中穿梭，時隱時現，變幻莫測，這虛實變

化的美感呈顯，是為妙趣所在。 
 
 
（四）驚濤拍岸 

 
 
    驚濤拍岸的氣勢，總讓人產生無比震撼。經悉心觀察、寫生後，企圖以更開

闊的心胸、更恣意的表達手法，取其簡練大形與完整神韻，表現出此一水與石的

強烈互動與誇張造型姿態，以傳達出堅毅的性格與寬博的氣魄。 
    圖中以拓印、噴灑、自動性技法等等的表現方式，印寫出礁岩峭壁，再完整、

精要整理出岩石的層次與前後虛實關係，而起伏強烈的海浪，則以渲染的方式畫

出層次分明、動態多面的浪頭與水花。以 更 精 確 細 膩 的 方 式，大 量 染 出 重 重

圖 3－44 趙文雄 驚濤拍岸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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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濤 的 細 微 變 化 ， 並 以 多 層 次 的 墨 色 筆 法 皴 寫 岸 邊 磯 石 ， 大 膽 表 現 出

浪 濤 洶 湧 、 澎 湃 激 盪 的 強 烈 感 受 。  
 
 
（五）驚濤駭浪 
 

 

《東坡論山水畫》曾云：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而唐廣明中，處士孫位

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 

海邊磯石經年累月地受到海水往覆婆娑侵蝕，不僅成就造型殊異的岩塊，且

瞬間激盪的濤浪也往往激起攝人心魄的震撼氣勢。 

 

在特殊的拓印表現中，於畫面下方捨去細節，大膽展現石頭黝黑堅硬質感，

進而巧妙細心經營浪濤的柔暢動勢，這剛柔並置的取境表達，在飛鳥的點景呼應

下更顯磅礡底蘊。 

 
 
 

圖 3－45     趙文雄 驚濤 :32×123cm 2006 

圖 3－46     趙文雄 驚濤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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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怒潮澎湃 
 

 
     （圖 3－47）「亂石崩雲，驚淘裂岸，捲起千堆雪。」讀詩，與古人神交，寫

景，可領會大自然奧妙，嘗試以詩入畫，原來詩中即有畫，畫中亦有詩，遙想當

年王維也應是與自然對話而有所感通。 
在佈局上，磯岩以半弧形籠罩浪潮，欲取奇險的態勢變化、力的迴盪，表現

剛柔並濟的磅礡之氣與氣韻生動， 瞬息萬變的海洋氣魄。 
 
 
 
 
 
 
 
 
 
 
 
 
 
 
 
 

圖 3－47 趙文雄 千堆雪 63×123cm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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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理念及技法之實踐 

    個人藝術創作的實踐方式：水墨畫是傳統的一種藝術的表達方式。隨著時代

的物質與精神生活而不斷的創造和革新。藝術創作是靠自己平時的學習和領悟，而

對自然的種種物象，透過物我交融的方式，而達到「遷想妙得」的境界」。隨著生

活環境的所見所聞，人生事物的轉交刺激，生命的意義的探討，所獲得創作方式都

是以影響藝術創作實踐上的表達方式。 
因此藝術創作是在於作者如何運用符號、語言、文字，透過工具媒材、技法來實

踐自己創作的理念的一種行為。筆者實踐自己創作理念就經營位置、寫生、色彩

與墨彩做簡要的陳述 
一 、經營位置 

（一）、取景61 

    自然景物，如何繪入畫面?先當知道如何取景。 
山水畫取景，不外三種方式: 
1、平視取景，就是水平向前展望，將所見景物作為畫面，如〈奇岩怪石〉（圖 3

－48） 
2、仰視取景，景物在高處，我們由低處向上仰望，以所見景物作為畫面，如＜整

裝待發＞（圖 3－49） 
3、俯視取景，我們站在高處向下展望，如在山頂展望遠景，常作俯視，將所見景

物作為畫面。如＜波濤裂岩＞（圖 3－50） 
     古人沒有平視、仰視、俯視之說，卻有三遠的說法。所謂三遠，其實便是平

視、仰視和俯視。此法早就有人使用，如、董源、巨然等諸大家的山水畫跡中，

都脫不了此三種方式，不過沒有說出罷了，到了宋代郭熙在他的林泉高致集中始

提出了三遠之說，他說:「山有三遠，自山下而仰山巔，謂之高遠。自山前而窺山

後，謂之深遠。自近山而望遠山謂之平遠」。這說得很清楚，便是上面所說的仰視

取景、平視取景、俯視取景。此外又有人提出三遠的另一種說法，如韓拙提出的

闊遠、迷遠、幽遠及黃公望提出的平遠、闊遠、高遠，無任何特色，也都不出平

視，仰視、俯視範圍。 
 
    平視取景是最普通的，因為我們出去郊遊，往往先平視向四週觀望，以故照

相常多取平視，如果在海岸向下看礁石或浪濤，便會俯視，或登高展望遠景，也

會俯視，不過俯視角度小，甚至有時不覺得是俯視。倘見山頭有特殊景觀，便會

向上仰望而成仰視。話雖如此，但你觀看景物時，不會絕對祗用一個方法，有時

會俯視，有時又仰視或平視。故中國水墨畫山水畫中也不會祗用一個取景方法構

圖。 

                                                 
61宋伯元（1991），山水微言，台北，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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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視取景，視幅的縱深甚小，不容易表達甚多層次，也不易成為高畫幅，故平

視取景，以橫幅或高寬比例不大的畫幅居多。但我國山水畫以立軸居多，立軸高

寬比例有三比一、四比一、甚至更大比例的，單靠一個平視取景方法，布局甚難，

於是設法擴大視界，用高處向下俯視的方法，愈高則看得愈遠，視幅愈為縱深，

所見景物，可一層層的向上發展，便可畫成高的畫幅。 

 
 
    如再有不足，還可補以平視、仰視。在近處的景物便成相當大的俯角。惟大

角度的俯視下，所見景物會變形，如人物變矮了，房屋會只見屋面，堵壁露、一

得很少，看來很不順眼，類此情形很多，於是又想出透視混和運用，對大俯角的

皿部分景物仍採平視的透視。此在以西洋畫的透視法來說是說不通的，中國山水

畫的活用透視，有些透視在想像中，此為中西畫不同之處，也是中國山水畫特色

之一。因此我們可知中國山水畫的透視，俯視中可參以平視，整幅畫中也可以同

時使二用俯視、平視及仰視，絕少只用一個透視的。 
 
   

 
圖 3－49 趙文雄 整裝待發  

圖 3－48 趙文雄奇岩怪石 63×123cm 2006

圖 3－50 趙文雄 波濤裂岩 61×123cm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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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布局 
   布局的基本原則，首在要求「得勢」。所謂「得勢」，便是要求畫面氣勢磅礡，

尺幅畫面，看來若有千里氣概，不是咫尺的小局面。就其深度來說，望之其遠無

涯，所以古人云「三遠」，以「遠」示其深。就其廣度來說，雖然為畫幅所限。但

看起來在畫幅之外，仍有未盡之景，不是到此為止。有些畫面雖然很簡單也沒有

什麼表現其深其廣，但看來甚為雄偉，這也是「得勢」。此或與作者器度胸襟有關，

器度胸襟，非一朝一夕而成，所以平時除了多看名家畫跡以外，也要多與自然界

接觸，放開胸襟眼界，則胸中自成丘壑。（圖 3－51） 

 
 
（三）、虛實布白 
    虛由實而生，實因虛而成，虛實相應，

互為映發，實中有虛，方顯空靈，虛中有實，

方免空洞。全幅畫滿，予人有阻塞之感，透

不過氣來。水是虛，雲也是虛，但畫面不一

定有水有雲，寫生時更難強求有水有雲，仍

宜設法使之有虛，有些實，虛在下角或近邊

處。 
 「實」是有畫之處，有畫之處的筆觸，有

疏有密，有濃有淡。但「實」並不是單靠畫

的線條筆觸，有時還要有「物」，如樹、屋

宇、橋樑、亭榭之類，實得有曲折變化，實

得有內涵，才實而不塞。 
 
（四）、曲折多變 
 再次是要求「曲折多變」，無曲折變化，便

成刻板呆滯，遠近不分，平均分布，無曲折，

無變化，像做文章祗是平舖直敘，無起承轉

合，沒有高潮，算不得一好文章。因此山脈、

河流等等均宜曲不宜直，寫生有時為實景所

限，不易有太多變化，仍宜在取捨剪裁上下

功夫使之有曲折變化。 

圖 3－51 趙文雄 北海遊龍 124cm×495cm 2006 

圖 3－52 趙文雄 北關濤聲 61×123cm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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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3  筆者 現場寫生情

     
    布局方式，有人採分段的布局方式，如＜北關濤聲＞（圖 356）。將畫面景物大致

分近，中，遠三段（圖 3－52），當然也會部分穿插到遠距離如此搭配穿插，不露

痕跡，使整個畫面仍是一整體，非常自然。還有人將畫面分為兩段的，一段近距

離，一段遠距離，中間則一大片水，倪雲林常有這樣的布局，有人名之曰「分疆」。

或曰「一河兩岸」。 
 
（五）、點景 
自然景物中雖然已是有山有水，有樹有石，但仍未可算是最為完美，須有若干點

綴，這便是所謂點景。有些點景，真的只是單純的點綴，有如美女簪花，使之更

美。 
    畫面能予觀者有某一種感受，我們常把它稱為意境，有些意境不必若何點綴，

圖面本身已有意境存在，有些畫面必待點景而後顯出。例如山居圖，若不畫出屋

宇，便看不出是山居，縱然觀者對此景有山居之想，但未點明，有如畫龍而不點

睛。如在溪邊補上一葉無人小舟，題上一句「」野渡」，此小舟是點景，也成為此

畫主要部分，故在山水畫中布局等之外，點景也是重要部分。點景之物，小舟、

橋樑、屋宇之類外，人物、舟楫都可應用，。點景作用在補救畫面之不足一。 
 
 
二、寫生 
    以自然為師，就是模仿自然的意思。畫中畫既於古法有了深切的認識。而且

又有熱練的技巧，便應慢慢解脫古法之束縛，而向

大自然中擷取活的畫槁，並開闢新天地，建立新的

境界。 
   從歷代畫史著錄中可以得知唐宋諸位山水大師

皆勤於寫生(師造化)，如李思訓、王維、董源、荊

浩、李成、范寬、郭熙、米芾等皆從不同的生活環

境中，真切的觀察體驗，而創造出獨特的畫風，范

寬在總結他的繪畫經驗時說:「前人之法，未嘗不近

取諸物。我與其師人者，未若師造化也。」他的理

念最能代表宋人的寫生精神。 
    明代唐志契說:「凡學畫山水者，看真山水極長

學問，便脫時人筆下套子，便無作家習氣」。62 
明董其昌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63。多行路，就是多遊名山大川。行路的目的

除開拓胸襟涵養性情之外，還在詳觀物象，細推物理，審視物性，默察物情。 
 
                                                 
62 明代唐志契，繪事微言，引自許仁圖編著（1975），中國畫論類編，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頁

733。 
63明董其昌，畫禪室論畫，引自許仁圖編著（1975），中國畫論類編，台北：河洛圖書，頁 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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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4 筆者 現場寫生情景 趙君晏攝 

圖 3－55   筆者 現場寫生情景 趙君晏攝 

  清代笪重光說:「從來筆墨之探奇，必繫山川之寫照，善師者師化工，不善師者

撫縑素」64。「師化工」，就是到大自然懷抱裡寫生。為什麼要寫生呢？清代盛大士

說:「畫家惟眼前好景不可錯過，蓋舊人稿本皆是板法，惟自然之景，活潑潑地」65。

清初石濤主張「搜盡奇峰打草稿」，反對泥

古，重視寫生與自我面目的發展，成為革

新派的巨擘，民國初年徐悲鴻國畫改良以

「引西潤中」用寫生素描觀念融入國畫，

改變創作的方式。可見寫生可以說是學習

山水畫的入門工作，也是塑造個人風格的

必經過程。 
 
 

唐張璪所云「外師造化，中得心源」66即是向大自然學習融入個人的思維、情

感，再現客觀物象的寫實和寫意造形的呈現，這些是經過畫家以寫生的方式來創

造畫面的意境。以「江山如畫」來形

容大自然的美景，即指山水畫經過畫

家的思考與美化，所表現出來的作

品，必定比大自然更美。故寫生時不

必拘泥於大自然的一樹一石，要繞樹

取景，刪繁就簡，把自然景物不美的

地方捨棄，把美的地方，誇張表現，

使之更理想、更完整、.更感人。 

 
寫生的形式大致可分為:直接寫生、

間接寫生與默寫三種，初學者不妨先從

直接寫生入手，循序漸進，由易到難，

才有成效。 
（一）、直接寫生：隨身攙帶畫具，面

對實景，反復審視，先用炭條鉤畫草

稿，待大體滿意後，就可落墨，運用比

較複雜的點、線、面關係，進行寫生，

現場完成作品。 
（二）、問接寫生：遊覽名山大川，由

於受到時間或其他條件的限制，不能進

行直接寫生，可利用速寫的方法，用簡

                                                 
64清笪重光，畫荃，引自許仁圖編著（1975），中國畫論類編，台北：河洛圖書，頁 808。 
65清代盛大士，谿山臥遊錄，引自許仁圖編著（1975），中國畫論類編，台北：河洛圖書，頁 262。 
66唐張璪，引自許仁圖編著（1975），中國畫論類編，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頁 19。 

圖 3－56   筆者畫室作畫情景 趙君晏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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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概括的幾根線條，概括所畫描繪的對象。返回畫室後，再依據速寫畫稿，加以

提煉取捨，重新整理，畫出完整的作品。 

（三）、憶寫：憶寫是中國畫特有的寫生方式。國畫寫生，注重「以形寫神」，強

調立意，它所追求的是物象的內在性格與精神，而不拘於物象的外形與色彩，畫

家經過深刻的觀察，充分掌握其形象特徵與性格，並加上畫家的理想與願望，憑

著記憶，默寫成畫。 
 
 
三、墨彩與色彩 
    用墨是中國畫的特色，同時亦是一件極微妙的事。墨因水量之多少而有濃淡

乾溼黑之不同，此在古人稱為五墨，五墨加紙地之白，又稱「六彩」.因為墨色是

各種顏色總和，故可以表現複雜的顏色，五代荊浩評張璪之畫說:「隨類傅彩，自

古有能，如水暈墨章，興吾唐代。 
 

.所謂「運墨有時而用淡墨，有時而用濃墨，有時而用焦墨，有時而用宿墨，

有時而用退墨，有時而用廚中埃墨，有時而取青黛雜墨水而用之」67這是宋代郭熙、

郭思父子對用墨的看法所作的文字紀錄。用墨的主要契機，在於明暗界定，亦即

墨的黑白、濃淡、乾濕的處理得恰當而和諧，表達畫面內容生動神氣。古人對用

墨有以「墨分五彩」，「墨分六色」、而墨雖黑，但以水作為媒介之後所產生的色階

就成了無限層次，這個層次的呈現主犯是在明暗的分野。郭熙從濃墨、淡墨以外，

提出「焦墨」「宿墨」、「退墨」、「埃墨」到近代的黃賓虹、潘天壽提出的「枯墨」、

「破墨」、「誤墨」等名詞是這些畫家的經驗談。 
用墨要有墨氣。墨氣就是發自墨間之氣韻。清代唐岱說:「用墨要濃淡相宜，

乾溼得當，不滯不枯，使石上蒼澗之氣欲吐，是得墨之氣也。」 
用墨不但要有墨氣，並且還需潔淨明朗，清代方薰提及「用墨無他，惟在潔

淨，潔淨自能活潑。」無論墨之乾溼老嫩，必須濃淡調和。調和而有墨彩，才是

運墨之上乘。 
 

色彩的使用早在唐以前的畫家用了重彩來表現物象，這個重彩在唐五代把它

稱為「金碧山水」或「工筆著色」。用墨與用色是畫家主觀性為知與取捨，是創作

上極大的自由，它是形成風格的主因之一。 

 
古人提出「墨分五彩，水墨為上」的文人觀念，造成南宗畫家大量用墨來創

作，而拋棄色彩鮮豔的北宗。 
 
水墨畫寫生在色彩與墨的運用上何者為主?何者為賓?或是兩者都兼顧相融合

使用就顯得很重要了，墨與色的表現是畫家建立風格重要的象徵，同時也是表現

                                                 
67 宋郭熙郭思父子，林泉高致，引自許仁圖編著（1975），中國畫論類編，台北：河洛圖書，頁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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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畫家個人內在個性 
 
 
馮遠對中國畫色彩和墨的使用提出另一精闢的見解，他說:「當墨在中國畫中

作為基本表現色彩時，其濃淡乾濕分別代表了一種色相、一種色彩傾向的象徵意

味、情感表達的音階。」這種藉助於自然的物象形色所轉變成畫家在創作時極為

重要的觀念，所傳達的意念是畫家對色彩與墨的

主觀性強，不必依附客觀物象色彩外表而作畫。 
色彩與墨的使用是畫家對自然物象主客觀的

融合，具體呈現在畫紙上。換言之，它標示了畫

家內在情感喜怒憂樂的流露。如大千先生後期創

作大量運用潑彩與潑墨，以展現自己的繪畫風格，:
筆者在專題研究創作作品有以墨作畫，有以色彩

入畫。如（夕陽餘暉）（圖 3－57） 
 
    中國水墨畫裡的黑墨韻是畫的主調。世界上

最重最暗的就是墨，而彩則是最繁華鮮艷的。。

自古中國二千年來都是以墨來代漆。彩色亦是自

古中國繪畫裡所肯定的，所以中國畫又名丹青。

工筆有時用礦物顏色使色彩鮮艷近代寫意的筆法

亦開始用植物的顏色，而不是礦物。以植物為顏

色的原因是容易與墨混合起來，所以墨彩的分歧

便不太大了。剛才說的丹青是層層染上的，所以墨與彩的分別是很具體的。後來

的發展是墨和彩慢慢混合，使兩者的分別漸漸淡化。我們需要注意的是調好墨彩，

高雅與否在於有墨或無墨、有彩或無彩，而在於我們能不能適當的配合、運用墨

與彩，能不能把水韻、墨和彩在書上適當的發揮。只要學者在墨與彩之間想像，

便會發現藝術的無窮之境，所以墨韻和彩韻必須是互相發揮，互相配合的。 
 

圖 3－57 趙文雄夕陽餘暉 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