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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國傳統與當代山海描繪之技法 

第一節 古代山石描繪概述 

 
中國文化以農立國，對土地、山川存有深厚的情感，把社稷、王朝、國土稱

之為江山，把風景稱之為「山水」。
2。山水畫是風景畫的一種表現方式，以自然風

景為主要描寫的對象。諸如名山大川、風景佳勝、田野村居、城市園林、歷史名

勝，都可以入山水畫。其描寫的內容林林總總，通常可歸納為山石、湖溪泉瀑、

樹林、人物、屋宇等等。 
 
    一般而言山水畫都偏重在山石、樹林描繪，因此山水畫的入門注重山石、樹

木畫法地研究。由於岩石在山水畫裡佔重要的地位，它是山的局部，所以畫石是

畫山的第一步，正如 

 
清代沈宗騫《芥舟學畫篇》所述： 

   「凡學畫宜先作石，蓋用筆之法，莫難於石，亦莫備於石，能於石法精明，

一切之物推而致之裕如矣」。3 

 
由此可見，能精於石頭的畫法，便能運用到畫大岩石和大山嶽。 
 

一、畫山石法 
  

自古有所謂「畫石法，先分三面」，4「山分八面，石有三方」。5 
筆者認為這三面分別就是上面、正面、側面，換言之就是石的凹深凸淺、陰陽向

背，就是要畫出石頭的立體感。 
     
畫石的步驟，大致可分成鈎、皴、染、點的程序。 
 

清代方薰《山靜居畫論》敘述： 
  「畫石則大小磊疊，則絡脈分支，而後皴之也。疊石分山，在周邊一筆，謂

之鉤勒。鉤勒之則一石一山之勢定，一石一山妍醜亦隨勢而定。故古人畫石，

用意鉤勒，皴法次之。鉤勒之法，一頓一挫，一轉一折，而方圓橢角之勢，縱

                                                 
2李霖燦（1978），山水畫皴法、苔點之研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頁 1。 
3清代沈宗騫，芥舟學畫編，引自許仁圖編著（1975），中國畫論類編，台北：河洛圖書，頁 882。 
4清代盛大士，論畫山水，引自張俊傑編著（1986），歷代名家論山水畫法選集第一集，頁 18。 
5唐代王維，山水訣，引自張俊傑編著（1986），歷代名家論山水畫法選集第一集，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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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離合之法，盡得之矣。古人畫石百，有鉤勒而不設皴者」。6 

   
「鈎」是用中鋒或側鋒畫出山石的輪廓，確定它的形狀，鈎的線條可依石頭的特

徵靈活運用。「皴」是依照山石之紋理，用各種線條，畫出石塊的質感或立體感，

也可酌情，用偏鋒乾筆「擦」，以加強其凹凸或質感、量感。「染」是用淡墨大筆溼

畫石的暗面。「點」是用濃墨或焦墨加苔點。若墨色的濃度夠了就算完成，若嫌不

足，可再用濃墨或焦墨依原有的鈎、皴再「複筆」。先以較淡的墨鈎或皴，然後再

以濃墨複筆，這樣就可救可改，如此之後山石較為渾厚且富有變化。 
 

二、皴法的意義源流 
    

中國山水畫中的皴法，從古至今，各種皴法的名目已超過百種，難以一一論

述，今就個人多年來研究山水畫之經驗，謹對較具代表性的皴法名稱或作品之呈

現，推測其技法及所代表的意義，分述如下： 
 

李霖燦論述皴法： 

「中國畫家對山石紋理的觀察剖析的研究和綜合的處理，然後用中國的筆

墨，把感受的意象，巧妙的表達出來的一項技法。換言之，這是一種慘澹經營的

工夫，要把山石紋理的感受，用中國毛筆的工具巧妙的傳達出來，使觀者亦起共

鳴的一組藝術過程，就是「山石紋理、筆墨組合」。7 
由此可見，皴法就是描寫山石紋理的方法。 
 
   「皴法」是用來描寫山水的真實特性，這山水的真實特性，是一種客觀的存在。 
對山水畫而言，「山」本身是一個最重要的主題。山的外形可分為丘、壑、巒、崗、

嶺、巔等，又有坡度起伏，連綿不絕的形勢，加以地貌、植被、氣候的各異和影

響，變化流露出來的自然美，所以畫山之前應先遠觀其勢，然後再近看其質。因

山石的質地構造不同，所表現出的形態、紋理也不相同，中國山水畫家面對真山、

真水，累積數百年來觀察與剖析的綜合體驗，形成了各種的畫法，而逐漸發展出

各類皴法，運用筆墨線條來表現不同紋理的山石感受，並且加上渲染賦色的方法，

逐步地加強山石的立體感，表達出山石的「質感」、「量感」。  
 
（一）皴法起源：8 

由於敦煌的發現和考古的發掘，唐代的繒畫情況，在那個時候，山水畫可

說是作為人物畫的背景之用，還談不上什麼『皴法』，據推測大概是在五代北宋

之際，紀元後第十世紀這段時間內，北宋時代的兩幅山水鉅蹟：范寬的谿山行旅

                                                 
6清代方薰，山靜居畫論，引自許仁圖編著（1975），中國畫論類編，台北：河洛圖書，頁 914。 
7李霖燦（1978），山水畫皴法、苔點之研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頁 2。 
8同前註，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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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北宋 郭熙「早春圖」局部 

圖和燕文貴的溪山樓觀圖，這兩幅畫上的雨點『皴法』十分成熟，已為山水畫的

『皴法』發生指定了最晚的時代下限。那就是說，從畫蹟上的證明，『皴法』之

始，不得早於唐，不得晚於北宋，從中國的歷史上說，『皴法』之發生，當在所

謂的五代時光。 
第一次說出『皴』字要算是北宋的畫家，而且是與『擦』字聯壁形成一個技

法上的新名詞。現代的『皴法』，多指線條的結組，如披麻皴、解索皴之類。『擦』

則是另一種技法，「以銳筆橫臥，惹惹而取之9」。 
 

（二）皴法演變10： 
在五代、北宋時，巨然和尚在他的〈秋山問道〉圖上用披麻皴、范寬的〈谿

山行旅圖〉（見圖 2－1）用雨點皴。郭熙的〈早春圖〉（見圖 2－2）是用「雲頭

皴」，這都是是開創新皴法的局面。李唐在〈萬壑松風圖〉上用「小斧劈皴，不

但為南北宋架上了一座橋梁，而且他所使用的皴法響到整個南宋，馬遠，夏圭的

「大斧劈皴」一承李唐等人的畫法而有創新，對後影響巨犬。金朝武元直的〈赤

壁圖卷〉、許道寧的〈高頭漁父卷〉用直皴。証明了皴法有橫皴，演變到也有直

皴。 
    到了元代，水墨山水畫特別興盛，皴法更是新宗林立，趙孟頫在鵲華秋色〉

上用「解索皴」，黃公望〈在富春山居〉卷上，把披麻皴發展成為正宗模式，高

克雲在〈雲橫秀嶺〉上用米點皴，王蒙在〈秋山草堂〉、〈深林疊嶂〉上用牛毛皴，

在〈具區林屋〉上用骷髏皴，倪雲林在〈小山竹樹〉、〈紫芝山房〉上用折帶皴，

一加統計，在北宋韓拙（山水全集）上皴法只有五種，到了元代，已有十種之多。。

明代汪珂玉在(珊瑚網論畫)上列舉皴法達十四種。皴法的成長由涓涓細流，漸漸

匯為江河，由此可見皴法的蓬勃發展。 
 
   
 
 
 
 
 
 
 
 
 
                                                 
9宋代郭熙，林泉高致，引自李霖燦（1978），山水畫皴法、苔點之研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頁 3。 
10同註 7，頁 4。 

 

 

圖 2－1 北宋 范寬谿山行旅圖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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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紀的大畫家石濤,他對山水畫的皴法有極深刻的體會,是研究皴法源流

不能不談的大家，他在苦瓜和尚畫語錄上皴法第九章說： 
 
「筆之於皴也，開生面也，山之為形萬狀，則開其面非一端，世人知其皴，失

卻生面，縱使皴也，於山何乎有？或土或石，徒寫其石與土，此方隅之皴也，

非山川自具之皴也，如山自具皴，則有峰名各異，體奇面生，具狀不一，故皴

法自別，有捲雲皴、斧劈皴、披麻皴、解索皴、鬼面皴、骷髏皴、亂柴皴、芝

麻皴、金碧皴、玉屑皴、彈窩皴、礬頭皴、沒骨皴皆是皴也。必因峰之異體，

峰之生面，峰與皴合，皴自峰生，峰不能變皴之體用，皴卻能資峰之勢，不得

其峰何以變？不得其皴何以現？峰之變與不變，在於皴之現與不現，皴有是

名，峰亦有是形，然而運墨操筆之時，又何待有峰皴之現？一畫落紙，眾畫從

之，一理纔具，眾理附之，審一畫之來去，達眾理之範圍，山川之形勢得定，

古今之皴不殊，山川之形勢在畫，畫之蒙養在墨，墨之生活在操，操之作用在

持，善操運者，內實而外空，因受一畫之理而應諸外方，所以毫無悖謬，亦有

內空而外實者，因法之，化不假思索，外形已具而內不載者，是故古之人，虛

實中度，內外合操，畫法變備，無疵無病，得蒙養之靈，運用之神，正則正，

仄則仄，偏側則偏側，若夫面墻塵蔽，而物障有不生憎於造物者乎？」11 
 

這篇文章把皴法原由說得清清楚楚，可見十七世紀時的皴法不但已經蔚為

大國，而已經需要一代鉅匠現身說法親加指點剖析了。 
 

（三）皴法種類： 
披麻皴、亂麻皴、雨點皴、小斧劈皴、大斧劈皴、長斧劈皴（雨淋墻頭皴）、

雲頭皴、泥裡拔釘皴、拖泥帶水皴、礬頭皴、亂柴皴、彈渦皴、鬼皮皴、骷髏皴、

馬牙皴、荷葉皴、牛毛皴等。12 
 

在傳統繪畫理論上，「皴法」大致上可分為「剛」、「柔」兩種調子，北方山

水多雄偉峻拔，石骨堅硬，草木甚少，所以多用斧劈皴一類陽剛的調子來刻畫其

莊嚴蕭森大山大水的氣魄.，而在南方，土肉澤厚、山川華滋，因此多用用披麻

皴、柔軟的調子來寫其草木蒼鬱、煙雨空濛的靈山麗水。13 
 
三、山水畫的主要皴法 

皴的涵意簡單地說就是表達山石樹皮紋理的用筆痕跡，畫山畫石，先鈎輪廓

以定其形；鈎輪廓時為了使山石的向背、質感、脈絡等依著畫者的意向而作充分

的表達時，必需加以蹙節頓挫、皴畫點染，因而產生了各種不同的皴紋。 

                                                 
11引自李霖燦（1978），山水畫皴法、苔點之研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頁 7。 
12同註 11，頁 8。 
13盧錫炯（2005），山水皴法的變奏，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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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已有的並且具有名稱的皴法計有十餘種，常用的有斧劈皴、披麻皴、雨

點皴、折帶皴、牛毛皴、解索皴、亂柴皴，這些皴法的目的與效用就在表達山石

質感紋理及脈絡的動向。有了這些皴法，使中國的山水畫變化多端，各家面目殊

異，也是使後學者練習功力的最佳途徑。 
    根據傳統諸種皴法的形式和用筆的不同，以現代繪畫的觀念可依點、線、面

組合的形式，大致歸納分為點皴、線皴、面皴三大類別： 
 
一、點皴 
 
      點皴在傳統的山水畫皴法中有雨點皴、米點皴、馬牙皴等，它是以平點、

豎點、大渾點、側筆點、胡椒點等各種點狀皴筆集合而成為表現形式的山水畫

技法。 
    點皴主要是以點畫結合的筆法運用，在皴筆

時要求「下筆如齒，齒痕遍佈山石」14。點筆時要

有聚有散，墨色有濃有淡，虛實相間。點皴適合

於表現山石林木。 
（一）、雨點皴－表現被煙霧所籠罩的方法 
    范寬的〈谿山行旅〉（圖 2－3）巨軸，是雨點皴

法的標準作品，畫作內容是表現北方黃土高原的景

緻。 構圖是自山下仰望山巔的高遠形式，顯現高峻

聳拔的氣勢。以頓挫轉折勁利的墨線，勾勒稜角突

兀的外形，畫面上山石的陰陽凹凸全用雨點皴來表

現，以直短線條或拖或擦或點，由淺而深層層鋪疊，

形成千均萬壑的斧鑿痕，疏密有緻，有如雨點皴打在土做的牆面上，展現了山石

粗礪堅硬細密的肌理，雄偉壯觀，充分描繪出當地物象質地本貌。 
李林洪在《山水技法新編》描述： 

雨點皴，以中鋒用筆通過長短筆觸鈎皴石塊，也可用釘頭點、渾點，隨著山

形點出虛實明暗和層次，用筆時短中見長錯落有緻，不能整齊排列，注意結構防

止鬆散。五代的關仝和北宋的范寬畫山石峰巒多用此法。15 
 
筆者寫生過程中，在東北角南雅奇岩的岸邊，見到由於浪花水滴的沖打形成

了許多如雨點皴的斧鑿痕，領略到范寬以造化為師，對景造意的啟迪。 
  
（二）、點子皴、米點皴－表現 

點子皴下筆似小圈點的皴，用「點」來表示山石的凹凸紋理。董北苑的〈瀟

湘圖〉（圖 2－4）上的點子皴，以點作皴，把山石的輪廓表現的凹凸有致，嶺上的

                                                 
14李林洪（1991），山水技法新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5。 
15同前註，頁 6。 

圖 2－3 

北宋 范寬 谿山行旅 局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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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高克恭 林巒煙雨圖 

礬頭層次分明，顯現出江南的景色。宋米芾、米友仁父子改變董源的「點子皴」

而成米點皴。 
     在米友仁〈雲山〉這幅畫中，描寫江南雲山煙雨，加上水份的宣染顯得格外

秀潤。全畫水墨渲酣，山石以淡墨皴出層次，再以焦墨、濃墨作大小橫點積漬成

山頭坡脊，顯現山頭形體的凹凸，表達出煙雲掩映的朦朧美，這正是「米點皴」

的特色。此種「米氏雲山」的風格，也大大的影響到元代高克恭，方從義及清代

王原祈的雲山風貌。  
 
畫史上說董北苑〈瀟

湘圖〉用點子皴，「近觀之

幾不類物象，遠則景物燦

然」的說法《夢溪筆談》，

這倒很有點像是歐洲繪畫

畫中的點彩派風格；只不過董北苑不用彩色作點而改用墨色而已16。說的就是董源

的瀟湘圖點子皴。與西洋繪畫中的點描主義，純粹用小色點來作畫有異曲同工之

妙。 
 

米點皴始於北宋米芾、米友仁父子。米點皴是以橫筆點代皴，側鋒用筆，筆

痕圓厚，水墨渲染，是以點代「線」，連點成線

的一種畫法。這種畫法描寫煙雨雲霧中的山峰。

充分運用墨色濃、淡、乾、濕的豐富變化、最能

表現江南的風雨迷茫的意境。 
    高克恭 〈林巒煙雨圖〉（圖 2－5）圖上的點

子皴，以點作皴，將山石的輪廓皴得凹凸有致，

嶺上的礬頭層次分明，一派迷濛的江南景色 。 
 
（三）、馬牙皴 

馬牙皴是以山石橫出成列為皴，行筆要求短

有力，如馬牙形皴出山石的凹凸變化，切忌平板。下筆時先從輪廓邊線起筆落下

刮上，再從上往下畫去，形如釘頭，筆痕上下呼應，相互補充。 
筆法間要以大帶小，注意陰陽面之間的相互關係。皴好後再加上淡墨，促使

畫面某些部位達到渾沌朦朧的效果，突出受光部分，以暴露出虛實和遠近關係。

宋人、元人均有此法刻畫山石。17 
  
二、線皴 

線皴是依據所要塑造的山石峰體，按其形質紋理的不同，利用線的穿插組

                                                 
16李霖燦（1978），山水畫皴法、苔點之研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頁 23。 
17李林洪（1991），山水技法新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8。 

圖  2－4  董北苑 瀟湘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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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董源(傳)瀟湘圖 

合，線的排列組合，線的交叉組合以及線的長短、粗細、疏密、濃淡、輕重、曲

直來表現物象形體的一種皴法。這種皴法要善於線的運用、組合和變化，一般以

中鋒鬆動用筆，強調靈活多變，在變化中求統一。 
      傳統山水畫皴法中的披麻皴、解索皴、折帶皴、荷皴、雲頭皴、亂柴皴等

都屬於線皴的範圍18。 
 
（一）、披麻皴－表現土山外觀的主要方法多用來畫我國南方的山水 
      披麻皴的筆法，有如麻皮的纖維散開來，用中鋒筆以較柔的線條，方向大

致相同而時相交疊，來表現山的立體感，又稱為麻皮皴。可依用筆之長短大小再

細分為長披麻皴、散披麻皴、或大小披麻皴。披麻皴是中國山畫中重要的皴法，

韓拙在山水純全集的論石篇中說「夫畫時有披麻皴者有點錯皴者。」是歷代畫論

上第一個說出來的皴法19。「披麻皴中有長披麻皴、短披麻皴和亂披麻皴。這類皴

法宜於表現有植被的土質鬆軟、紋絡較長的土山山脈以及土坡相間的山巒。披麻

皴是”線”皴中的主要皴法。線皴中的其它諸種皴法，都是從披麻皴變化而來的。 
 

李林洪在《山水技法新編》描述： 
「披麻皴用線是以弧形行筆方式來表現的，在用筆時有快慢、虛實、排列遒

勁、一氣呵成的特點。在勾皴完畢後，也可以用少量擦筆以補充石的不足之處，

加上一些點苔，使之達到蒼厚之感」。20 
 
披麻皴五代的董源、巨然首先使用是南宋的代表性皴法。 

 
董源(傳)〈瀟湘圖〉（圖 2-6）中，以粗鬆

長皴描繪圓頭三角狀的林地山巒，表達山石肌

理的粗細，加以藉用無數濃淡不一的墨點，來

描繪山體的凹凸起伏，呈現出畫面霧氣迷濛的

感覺與光影的效果，表現出瀟湘煙嵐迷離之

美。 
 

   巨然為五代宋初的畫家，師承董源，工畫

山水與董源並稱「董巨」是南方山水畫派的始

祖。其山水作品中，以散麻皴來表達山石的立

體感風格蒼潤墨色淡雅層次變化多。傳世作品〈秋山問道圖〉（圖 2-７）中，散

麻皴的筆意明顯。 
   董源的風格影響後世深遠，更成為元代所行的一種典型。在黃公望〈富春山

居〉（圖 2-8）中，以乾筆的長披麻皴來描寫山石鬆軟的土質，舒長飛白的線條造

                                                 
18同前註，頁 9。 
19李霖燦（1978），山水畫皴法、苔點之研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頁 16。 
20李林洪（1991），山水技法新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9。 



 12

圖 2-８ 黃公望富春山居圖 (長披麻皴)  

成山石的靈透感。利用墨色及筆勢的層次變化，表現山巒重重的豐饒感，是長披

麻皴的最佳代表作。 
披麻皴中有長披麻皴、短披麻皴和亂披麻皴。這類皴法宜於表現有植被的土

質鬆軟、紋絡較長的土山山脈以及土坡相間的山巒。披麻皴是〝線〞皴中的主要

皴法。線皴中的其它諸種皴法，都是從披麻皴變化而來的。 

     

（二）、解索皴 

 　 解索皴顧名思義，其皴法線條如解繩索，多彎曲。要求用筆自然靈活，線的

組合應有疏有密，山石的明處為線疏，暗處為線密。解索皴有豎解索與橫解索之

分，依據山石構造的不同，可以靈活運用。如以篆隸書之意用筆，更覺盎然有神

趣。 
解索皴：像解散繩索般攣捲彎曲而帶有律動的線條之皴法。 

 

清代鄭績所撰《夢幻居畫學簡明》主張: 

    「解索皴如解散繩索也，解索與長披麻之法同類，然麻經結為繩索，復將繩

索解拆散開，則麻雖非繩索比，而繩索攣捲之性猶存也。故長披麻不過悠悠揚揚

而已，解索竟自攣攣曲曲矣，王叔明喜畫之」.21 
 
李霖燦認為：「解索皴和披麻很接近，和荷葉皴亦有相似之處，只是線條益長，糾

繆益甚，如繩索之貫解，披拂而下，別有一番瓔珞流蘇垂串之美」。22 
 
    五代關同，元代趙孟頫等山水畫家多以豎解索與豆瓣皴等其它皴法相結合刻

畫出山石峰巒。 
                                                 
21引自許仁圖編着（1975），中國畫論類編，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頁 962。 
22李霖燦（1978），山水畫皴法、苔點之研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頁 17。 

圖 2－7    巨然 秋山問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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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元 趙孟頫「鵲華秋卷」

中尖削的華不注山 

   　 解索皴最好的圖例是元代趙孟頫的〈鵲華秋色卷〉（圖 2－11）尖削的華不注

山（圖 2－9），一條堅實的中軸線蜿蜓而下，其餘各線依著一個中心而向左右分披，

正像一條五股合成的繩索，逐股分開，四下披散。彎曲而顫動的線條從上而下披

散開來，將解索皴表現得淋漓盡致。23 

 
        
 
 
（三）、折帶皴－表現火成岩所形成的山嶽，

特別是崩塌的斜面和堤坊的主要方法 
 
折帶皴如腰帶折轉般的皴法。橫皴與斧

劈的結合也是元代倪雲林所創，適宜畫平坡

山石，畫折帶皴先以順鋒橫向畫出，接著轉

向側鋒直落而下，行程由線轉而成面的筆

法，「平寫側偃」的結組方式。 
 
 李林洪於《山水技法新編》論述道： 

「折帶皴由橫解索變化而來，用筆以橫臥為主，墨色宜乾拙一些，忌光滑整

齊。 折帶索行筆要環轉有致，正側並用，以橫向轉折的線條勾皴出山石的陰陽

明暗。此種皴法最適宜表現折疊成條幅狀的沉積山岩。元人倪雲林首用此法，對

後世如 文徵明、唐寅等人影響較大」24。 
 
倪瓚的山水作品，多半採「一河兩岸」的構圖形式，以寬闊的水域隔開近岸

和遠山。在〈漁莊秋霽圖〉（見圖 2-12、2-13、2-14）中，運用渴筆淡墨，作橫

向皴寫，並在收筆觸斜擦出如「折帶」般的線形，呈現出山石冷峻堅實的質感。

經由中鋒、側鋒筆勢的互轉，結合橫皴與斧折的線條，漸次交錯，表達出山石的

                                                 
23同前註，頁 17。 
24李林洪（1991），山水技法新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12 

圖 2－11 趙孟頫 鵲華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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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2     倪瓚 漁莊秋霽圖 局部 

圖 2－13 

倪瓚 漁莊秋霽 圖 
圖 2－14   倪瓚 漁莊秋霽圖  局部 

立體感，並給予人光線照在石頭上的感覺。25 
 
    筆者在東北角龍洞岬發現龍洞的岩層，在陽光照耀下頗有倪霖林折帶皴的畫

意，也引起筆者創作了一幅（北海遊龍）的巨幅作品，嚐試學習體會古畫家的造

意。 
 
 
 

 
 
 
 
 
 
 
  
 
 
 
 
 
 
 
（四）、荷葉皴 —— 表現水成岩所形成的山和岩的主要方法 
 
    荷葉皴取荷葉筋延展披拂之形，是表現江南土質山脈，經雨水長期沖刷後，

形成的景觀特色。畫荷葉皴是以柔美的中鋒長線條為主，具有披麻皴與解索皴的

特色。 
李林洪於《山水技法新編》論述道 

「下筆直豎中鋒，可乾可濕，行筆要活，筆筆清晰，其線條紋理狀如荷葉筋脈。 

荷葉皴適宜表現山脊明顯、紋絡清晰的聳嶺。此法勾多皴少，用中鋒以蒼毛的線

條勾出山石的起伏輪廓和石紋。元人趙孟頫等人多在荷葉皴中染以其他皴法用

之」。26 

 

 
（五）、雲頭皴－表現古老山脈的圖形山頂的主要方法 

                                                 
25石守謙（1986），中國古代繪畫名品，台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頁 73。 
26李林洪（1991），山水技法新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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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郭熙「早春圖」局部 圖 2－15  

宋 郭熙 早春圖 軸 絹本 設色 

158.3cm× 108.1cm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雲頭皴用筆旋轉攢折如雲頭的皴法，最早見於郭熙〈早春圖〉（圖 2－15），郭熙

有感於「夏雲多奇峰」雲湧天際的美感，而創了這種皴法。 
 

李林洪於《山水技法新編》主張： 
「雲頭皴又名卷雲皴，用筆蒼勁，中側鋒並施，線條柔渾，圓曲多變，山勢起

伏輪廓無圭角如卷雲之形，似亂非亂，皴筆細密，交搭連貫，皴後淡墨渲染，表

現山石形質。雲頭皴表現火成岩一類的山石，用筆要自然生動，切記板滯。皴完

點苔要注意山石的層次與透視關係。此法適宜表現圓渾突兀的火成岩峰巒。宋代

著名山水畫家郭熙善于運用這種皴法來畫山石」。27 

 
郭熙，是北宋初期的山水畫大師，他的《早春圖》（圖 2－16）在中國山水畫中

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此圖描繪出由隆冬轉變為初春的意味，全圖極為秀麗細緻，

彷彿是一處不食人間煙火的仙境。舉凡山川的高深、平遠，莫不刻意地營造可行、

可望、可遊、可居的理想境界。。     
在此畫中卷雲皴山頭的表現畫家用筆似披麻皴，筆勢奔放線條粗細變化大，

下頭皴筆向內卷曲，表現出山體岩石，圓渾厚實的感覺，以線條勾勒泉口石頭的

造型，加以淡筆皴，局部直擦，略施小點，顯現水口的深處境界。    
卷雲皴的畫法可運用在北海岸海石輪廓的勾勒及煙雲山的表現。 

 
 
 
 
 
 
 
 
 
 
 
 
 
 
（六）、亂柴皴、亂麻皴 

 
亂柴皴 亂麻皴的皴法。須亂中有序帶有剛氣為佳。在芥子園畫傳上都有圖

例，而且效果極好，充分傳達出岩石龜裂的紋理，筆意鋒鋩畢露。至於張大千先

                                                 
27同前註，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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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所示範的亂麻皴、亂柴皴，表現如柴枝亂堆般。28  
 
清代鄭績所撰《夢幻居晝學簡明》論道: 

「亂柴皴如柴枝亂疊也也。亂柴法與亂麻荷葉同為一類，但亂麻筆幼而軟，

有長絲團捲之意。亂柴筆壯而勁有枯枝折斷之意、荷葉筆攀氣悠楊如荷翻夜雨，

亂柴筆勢率直如柴經秋霜。石之陰處皴密而粗，彷彿重堆柴頭。石之陽處皴琉而

細，儼然斜插柴枝.。直筆中參以折筆，筆筆用力，即筆筆是骨。骨法用筆，此之

謂也。亂柴石即今之壽山石，石多裂紋。有志學畫者當會此意，勿因名離實也，

樹宜秋林用鹿角枝配之」.29。 
鄭績將亂柴皴的形狀畫法解釋的很清楚，表現石多裂紋的山石極為恰當。亂

柴皴筆意較剛直，亂麻皴筆意較柔順也。30 
 

李林洪於《山水技法新編》認為： 

「亂柴皴用直筆中峰或臥筆中峰，筆腹、筆根兼用，忽左忽右，連勾帶皴刻畫

山石，形如亂柴，亂而不亂，亂中分出層次結構關係，虛實關係和明暗關係，亂

柴皴用筆自由靈活，乾濕相間，它通常要結合其它皴法運用，特別是山的坡腳處

多間以橫解索或折帶皴，使山勢變化多姿。明人戴迸和吳傳等多用此法表現山石

峰密」。31 

 
 
（七）、礬塊皴 

 
礬頭皴：是畫家為表示礬頭形狀的一種皴法。「這種皴法在張大千畫譜上有示

範，是一種描繪片葉狀岩的皴法，看它以礬塊為名。這當由明礬結晶形態而會意，

塊狀岩石勾勒成後，以尖筆向側面提挑，表現岩石的頁摺折曲情況甚為得神。」32 
    
清代鄭績所撰《夢幻居畫孿簡明》主張: 

「礬頭皴如礬石之頭也;,礬石頭多稜角，形多結方，每開一面，周圍逼凸，

直廓橫皴，每起工字細紋，高峙倒插，如疊礬堆。用筆中鋒，用墨可焦可濕，焦

可加擦，溼則加染。劉松年多作此」。33 

 

五代南唐的董源。擅長山水，特別是描寫江南山水著稱。宋代沈括在《論畫

山水》中描述「江南中主時，有北苑使董源善畫，尤工秋嵐遠景，’多寫江南真山，

                                                 
28李霖燦（1978），山水畫皴法、苔點之研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頁 23。 
29清代鄭績，夢幻居畫學簡明，見於許仁圖編著（1975），中國畫論類編，台北：河洛圖書，頁 963。 
30廖慧雪（2002），台灣北濱礁岩與畫意之研究，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頁 77。 
31李林洪着 《山水技法新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0 月頁 14。 
32李霖燦（1978），山水畫皴法、苔點之研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頁 24。 
33清代鄭績，夢幻居畫學簡明，見於許仁圖（1975），中國畫論類編，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頁.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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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為奇峭之筆。其後建業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34董源在〈洞天山堂〉這

件山水作品中以像一個個攅聚在一起的小石堆來表現山頭的特色。元黃公望《寫

山水訣曰》:「董源，小山石謂之礬頭，山中有雲氣」。35 
 

三、面皴 
    面皴在傳統的山水畫中包括斧劈皴（大斧劈皴，小斧劈皴）、雨淋牆頭皴，拖

泥帶水皴和沒骨皴等諸法。面皴是以大小塊面皴法來塑造山石的形體和表現質感

的。其用筆可正鋒、側鋒、側轉中鋒，用墨濃淡兼施。要充分發揮墨色的豐富變

化和宣紙韻味效果，一筆掃過，不宜重複。面皴的特點是多以側鋒，用筆有寬窄、

長短組合和排列組合，下筆要果斷，壓力大，速度快，以求到形象鮮明、生辣、

淋漓、凝重的藝術效果。 
 
（一）、小斧劈皴－表現火成岩岩石崩潰的部分與突出的部份之主要方法往往和披

麻皴一起使用 
小斧劈皴：有如用斧頭劈木材所產生的痕跡而得名 
 

清代鄭績所撰「夢幻居畫學簡明」主張: 

「斧劈皴如鐵斧劈木劈出斧痕也。斧劈亦是側筆，亦有大小之分。小斧劈皴

用筆尖勾跳，可以先起輪廓而後加皴，與小披麻皴彷彿同意。李成范寬郭忠恕多

畫之，大斧劈皴用筆身力，小斧劈皴用筆嘴力，當分別之」。36 
     

李唐的〈萬壑松風圖〉（圖 2-18、圖 2-19），是小斧劈皴的代表作。適宜表現

山石間硬如鐵鑄的特質。畫中描寫層巖峻嶺蒼松密林，運用小斧劈皴刻畫巖面的

肌理，藉由側鋒落筆頭重尾輕，快速「斫」出的筆觸，產生筆鋒分岔的狀態，而

表現出石塊堅硬的特色。筆劃間的留白稜線突顯塊面的角度顯現山石的立體感。

芥子園上的小斧劈法上邊有說明:本自劉松年李唐、唐寅學之深得其奧。周東村沈

石田皆用之。張大千畫譜上的小斧劈上說:李唐劉松年多用之。37 
 
在台灣北濱公路旁的單面山有許多火成岩崩落的岩壁可以看到小斧劈皴所呈

現的畫意。 
 

                                                 
34宋代沈括，論畫山水，引自許仁圖編著（1975），中國畫論類編，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頁.625。 
35元代黃公望，寫山水訣，引自許仁圖編著（1975），中國畫論類編，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頁.696。 
36清代鄭績，夢幻居畫學簡明，引自許仁圖編著（1975），中國畫論類編，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

頁.960。 
37石守謙（1986），中國古代繪畫名品，台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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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斧劈皴－表現火成岩崩潰的部分與突出的主要方法 

 
大斧劈皴，由小斧劈皴演變而成一如斧頭劈木所留下的斧痕，用筆較寬大。

畫時將筆側臥，如斧之砍劈形狀平頭尖尾，下筆重而收筆快，最適合表現火成岩

的結構，整個南宋(尤其馬遠夏圭)及明代浙派盛行大斧劈皴。 
  
清代鄭績所撰《夢幻居畫學簡明》說道: 

「斧劈皴如鐵斧劈木劈出斧痕也。斧劈亦是側筆，亦有大小之分。大斧劈類

似馬牙。側按踢跳，頭重尾輕。輪廓隨皴交搭，一氣呵成，此與馬牙同;惟馬牙筆

短一起即收，斧劈筆長，踢拖直消，此與馬牙異耳」。38 

 

李林洪《山水畫技法新編》中提到： 

「大斧劈皴，可先勾亦可先皴或勾皴並舉中鋒偏鋒互用執筆有時應覆掌其法

是四指抓筆管中部筆與紙面構成30度筆間在線及塊的外沿筆腹在內沿皴筆波折頓

挫連續而有變化如大斧劈失之勢皴出石痕比比有力不宜覆改。」「斧劈皴在作皴時

要有疏密變化通過疏密可以表現表面的前後凹凸關係體現山石的體質感」。39 
 
夏圭的〈谿山清遠圖〉（圖 2-20、圖 2-21），使用大斧劈皴，表現出山石的陽剛之

美，在此畫中運用大斧劈皴，塑造了山岩的肌理，善用點線及水墨渲染顯現耀眼

的陽光，騰閃在粗礫的巖面上，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活潑氣息。 
 

                                                 
38清代鄭績，夢幻居畫學簡明，引自許仁圖（1975），中國畫論類編，台北：河洛圖書，頁 960。 
39李林洪（1991），山水技法新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圖 2－18 李唐 萬壑松風 軸 絹

本 設色 188.7 cm × 139.8cm 

圖 2－19 李唐 萬壑松風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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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 夏圭 溪山清遠圖 局部

 

圖 2－21 夏圭「溪山清遠圖」局部 

圖 2－22 傅狷夫示範「斧劈皴」圖 

明代汪砢玉撰《珊瑚網畫法》認為:「大斧劈皴，李唐、馬遠、夏圭40。」 
清代唐岱撰《繪事發微》則說道：「夏圭、馬遠一變其法，用側筆皴，以至用

臥筆帶水搜，謂之帶水斧斫」41 

 

     
 
 
 
 
 
 
 
 
譚旦冏著「夏珪溪山清遠卷的筆法和章法」中對「拖泥帶水皴」有如下之解釋: 

    觀夏珪所寫繪之拖泥帶水皴，筆與墨會，墨與水融，蒼勁之皴描兼具水墨渾

融之趣，遒逸剛健之中蘊蓄芳滋秀潤之韻，畫史所云夏珪精擅水墨山水，醞釀墨

色，麗如染傅，筆法蒼老，墨汁淋漓，洵不

誣也.42 

 
    傅狷夫示範的〈斧劈皴〉（圖 2-22）圖上註

明。「作此皴法，顧名思義，須具快利鈎斫之

意，但用筆仍宜沉著含蓄，不可一味縱恣，

庶免，劍拔弩張之弊。亦先勾輪廓再加皴，

正鋒側鋒兼用，皴畢即行渲染」。43 
 
 

（三）、鬼面皴、骷髏皴－表現石頭多孔穴似骷髏頭的皴法 

  
清代鄭績所撰《夢幻居畫學簡明》提及: 

「骷髏皴如頭顱屍骨也。人頭枯骨，畫法何必以此立名？不知山石形象多似

佛頭，若名佛頭，祇見光禿，未得眶齒玲瓏，枯瘦嶙峋之狀，古人蓋有深意其間，

李思訓每畫之，純用鉤勒，精細謹嚴，絲毫不苟。細中有力，密處有疎。或像龍

                                                 
40李霖燦（1978），山水畫皴法、苔點之研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頁 15。 
41清代唐岱，繪事發微，引自許仁圖編著（1975），中國畫論類編，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頁 849。 
42譚旦冏著（1975），夏珪溪山清遠卷的筆法和章法，東吳大學中國藝術史集刊，,第四卷抽印本，

頁 9、11 。 
43 傅狷夫（1980），山水畫法初階，台北：華正書局，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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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或如佛首。正側左右，眼鼻畢呈;長短參差，形影俱在。宜作小幅，當用白描，

更須以細樹夾葉曲檻迴廊襯之」。44 
骷髏皴常用以表現太湖石，而於花鳥畫中常用以點線，即所謂玲瓏石也。在

王蒙〈具區林屋圖〉上可看到石頭空殼玲瓏如骷髏，可作為骷髏皴的代表。趙喦

的〈八達春遊圖〉上有一多孔巨石玲瓏剔透，作為庭院裝飾即是骷髏皴也。清代

袁江及袁耀在其作品中亦以骷髏皴表現山石，如圖 2-23、2-24。45 
 

    

　  此次筆者以台灣北海岸地形為寫生創作題材，有感北濱礁岩被海水沖刷、浸

蝕，所形成的蕈狀岩及蜂窩岩的美景，岩石的肌理充滿了骷髏皴的畫意，而古畫

中極少表現的皴法及運用，筆者也以野柳地形，運用骷髏皴法創作了兩幅作品。

以呈現台灣特有的海蝕地形景觀。 
 
 
 
 
 
 
 
 
 
 
 
 

                                                 
44清代鄭績，夢幻居畫學簡明，引自許仁圖編着（1975），中國畫論類編，台北：河洛圖書，頁 961。 
45李霖燦（1978），山水畫皴法、苔點之研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頁 30 。 

圖 2－23 袁江 桃花行之一局部 圖 2－24 袁江 春來天地之四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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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古代海景的表現技法概述 

 
古代對水的描繪概述 

 

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論道：「山以水為血脈，以草木為毛髮，以煙雲為神采，

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華，得煙雲而秀娟」46 

 
這段話以擬人化的說法論山水畫的佈置，道出了水在中國畫裡扮演著極重要

的分量，它潤澤了草木，柔滑了煙雲，活絡了山水畫。猶如人體骨肉與血脈依存

的關係。彼此缺一不可。 
 

黃光男教授認為： 

    「水在山水畫的地位是活脈，如血液般的貫穿全身，並供愿活力養份。因水

之於山水畫是項境界的動力，也是人文上的文化通流，因為失去了水，便失去了

滋養大地的生命。水是有形與無形精神價值的代表輿實在。47 

 

中國水墨畫的佈局以山水畫來講，通常講究虛實的照映。山石、樹林、屋宇、

人車為實體，呈現靜態是為「實」。而雲煙、水泉、瀑布為動態是「虛」。「虛」與

「實」成為互補，有實無虛，必凝滯閑塞，無實有虛，必流為空洞。而乏善可陳。

因此一幅層巒疊峰，林木繁密的畫，揉雜雲水穿梭其間必可以疏解閑塞的困境。

為畫面締造出空靈的詩意。 

 
如果說山是陽剛之美，水當是陰柔之美，而剛中帶柔，柔中帶剛，剛柔並濟，

可說以是中國至高的美學內涵。這在中國的山水畫中表露無疑。山石層巒展現陽

剛氣，行雲流水顯出陰柔情，兩者相輔相成。從「山水畫「一詞」來看，水佔 1/2，

可見畫山水畫絕離不開畫水。水雖無常形，但有常理，水依形態可分為湖、河、

江、海、溪澗、瀑泉之別。 
 
先秦諸子論水，多將水喻為美德，如老子常將水作為謙卑處下，與世無爭的

象徵。孔子也面對周流不居的川水，提出「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的名言，也概

嘆「逝者如斯夫，不舍畫夜。」48 
 
五胡亂華後，興起了山林文學，對水的詠讚與描繪的作品逐漸產生，專攻畫

水的畫家始於晚唐的盧卓，而孫位畫水的成就較高。到了宋朝，有董羽、曹仁熙、

                                                 
46宋代郭熙，林泉高致，引自許仁圖編着（1975），中國畫論類編，台北：河洛圖書，頁 638。 
47黃光男（2004），台灣水墨畫大系，台北：藝術家出版社，頁 85。 
48詹前裕（1989），彩繪山水，台北：藝術圖書公司，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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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文秀、蒲永昇、孫白、孫知微、徐友、釋象微、周玨、戚化元、戚仲、錢服道

等以畫水著名的畫家，可惜他們的作品未能流傳至今。 
北宋末年張擇端所畫的「清明上河圖」在汴河中有一段描寫舟中數人合力掌

舵，溯流而上的緊張場面，以許多曲線組成漩渦狀，水紋細若游絲，運筆速度略

快，表現水流的動勢。49 

 
南宋馬遠，繪有《十二水圖》（圖 2-25、圖 2-26、圖 2-27、圖 2-28）可稱典型的水

紋畫譜。畫是冊頁形式，每一開畫著每一

個形式的水。對各種不同形態的水，他使

用的線條也不一樣，如「黃河逆流」是頓

挫分明，且極剛強。表現出奔騰飛揚的氣

勢。「洞庭風細」，則細絲婉轉，波起波

伏，如柔情萬端地向觀賞者低訴。 
 
馬遠雖不以畫水著名，但十二水圖都

能盡水之變，生動的表現出水的百態，展

現生命力。 
 
明末清初的石濤，畫水的成就亦高，他有一幅「蘆中遠望，令我叫絕」（圖 2

－29）的生活冊頁，以生動而活潑的線條，組成浩瀚起伏的水波，「黃硯旅紀遊詩

冊」則運用稍微工整，狀如魚鱗，又如網紋的網巾水，表現江湖的浩渺，線條渾

厚，墨韻渾沌天成，加上朵朵白雲浮於水上，更見虛實變化之妙。 
 

                                                 
49 同前註，頁 98。 

圖 2－26 馬遠水圖 局部 圖 2－25 馬遠水圖 局部

圖 2－28 馬遠水圖 局部圖 2－27 馬遠 黃河逆流 局部

圖 2－29 石濤 蘆中遠望，令我叫絕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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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0 趙伯駒  南宋「 江山秋色圖」卷 局部

圖 2－30 傅抱石 東坡詩意圖 局部

近代畫家傅抱石對濕氣、氛圍的營造有獨，他所畫的《東坡詩意圖》（圖 2-30）

成功的掌握的了水氣瀰漫的空間，水波不用線條描繪，而用濃淡乾濕不同的墨色

擦染，有波光水影顫動的真實感。 
 
歷代表現水的方法，大致分成留白法、渲

染法與鈎勒水紋等數種方法，水波是由風吹所

引起，風的大小可以形成不同形態的波浪，古

人多以線條配合渲染來表現水波。 

 

一、留白法 
中國繪畫表現水慣用的手法是留白 
 

黃秀傑《海濤藝境之研究》論文中指出： 

留白象徵了空氣、空間距離、也意味著一

望無際的水。其間以「無」襯托「有」的實境，

是「以虛代實」的最好說明。江面一片空白、

任人自由想像，可得到更多舒暢的意趣。畫面

的舒暢、構圖的自由，以及整體視覺上的舒

暢。50 
 
 
二、渲染法 
      大都表現在雪景，以襯托出雪地的白，此時江水常以墨染黑以象徵溪流。

這也是「以實代虛」的表現，省略

溪流、水面的繁瑣現象的描寫，與

繁複的形態描寫。代之以黑、來概

括所有的視覺印象，並且以黑的沉

穩、厚重來統一畫面的整體色調，

同時加深畫面印象，並且以黑的沉

穩、厚重來統一畫面的整體色調，

同時加深畫面孤寂、落寞、及寒冷

的感受。51如：趙伯駒  南宋《江

山秋色圖》卷：傳為南宋趙伯駒所

畫的《江山秋色圖》（圖 2-30）卷是

具有古典寫實精神的青綠山水，連

蜿蜓的溪水，也染滿石青，形態、

                                                 
50黃秀傑（2005），海濤藝境之研究，台北：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8。 
51黃秀傑（2005），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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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 北宋 張澤端 清明上河圖 局部 

色澤都與實際所見的水近似。早在東晉顧愷之的「畫雲臺山記」中即提到「凡天

及水色盡用空青，竟素上下以映日。」由此可見古代的青綠山水中，常以青色礦

物質顏料渲染畫水。52 
 
 
三、勾勒法 
 

以線勾描表現，線條之運用較為輕鬆、隨意，表現的形式也較為象徵性的現

象，略似於順手拈來的描寫，亦較像心象的抒發表現。 
勾線描表現水墨畫對線條的運用堪稱神氣活現。不僅用最簡單的形式、描寫出水

的情態，更能傳神的表現出韻味。使線條充滿各種感情與情緒，使客觀的視覺現

象轉化成抽象的符號，進而以單純的形彙帶動整體氣氛之動能，使心象與視覺印

象合而為一，完整呈現意境的發揮。53 
 
 
（一）金 武元直  赤壁圖卷（圖 2-31） 
     是描繪以蘇軾(赤壁賦)為題材的作品。以勁利的側鋒筆路，畫出臨江石璧，

嶙峋而堅實。樹法細小挺直，峰石點苔，略加皴染，使岩壁更具層次與立體感。

水紋勾勒描寫細緻幽雅，和緩而自在。 

 
 
（二）北宋 張澤端  清明上河圖（圖 2-32） 
 

北宋末年張擇端所畫的〈清明上河圖〉是描寫清明時節汴京繁華的景象，汴河

中有一段描寫舟中數人合力掌舵，溯流而上的緊張場面，水紋細若游絲，運筆速

度略快，組成漩渦狀，漩渦紋間，則以許多曲線組成，增加水流的動勢。 
 

                                                 
52詹前裕（1989），彩繪山水，台北：藝術圖書公司，頁 98。 
53同註 51，頁 19。 

圖 2－31 金 武元直  赤壁圖卷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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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馬遠水圖（圖 2-33、圖 2-34、圖 2-35、圖 2-36） 
 

南宋的馬遠十二幅以水為主體的冊頁，全用以線條勾勒為主，真是寫盡了流

水的變化，描活了流水的形態。

 
    其中＜長江萬頃＞（圖 2－33）和＜黃河逆流＞（圖 2－35）畫出了這兩大河流

的不同性格，風襲長江水，形成狀如羊角的舒展浩蕩江面，與性情狂暴、洶湧的

黃河怒濤，形成對比。 
＜雲生蒼海＞（圖 2－34）與＜雲舒浪卷＞是描寫不同情勢下的大海，＜雲生

蒼海＞的水略顯呆板，但雲氣籠罩其間，像序曲般暗示海面可能發生變化，「雲

舒浪卷」則似它的發展與高潮，勢如利爪般的浪花，用顫筆寫出，真實的再現了

大海的怒嚎。 
 
 
三、設色雙鉤線描表現（圖 2-37） 
 
（一）南宋 李嵩 夜月觀潮圖冊頁 
     以流暢線條勾勒波浪水紋，江潮以象徵性表現於浩大寬廣的湖面，使人一目

了然，，避開繁瑣的描繪，使畫面得到較好的視覺空間。設色畫江邊樓閣，數人

在樓中觀賞奔騰咆哮的錢塘江潮。圖中樓閣以界尺畫出，頗為可觀。54 
 
 

                                                 
54黃秀傑（2005），海濤藝境之研究，台北：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9。 

圖 2－34 宋 馬遠 雲生蒼海 局部 圖 2－33 宋 馬遠 長江萬頃 局部 

圖 2－36 宋 馬遠秋水迴波 局部圖 2－35 宋 馬遠 黃河逆流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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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9 周臣北溟圖卷（局部） 

圖 2－38 周臣 北溟圖卷  絹本  手卷 28.6x135.8 公分  美國納爾遜美術館 

（二）周臣 北溟圖卷（圖 2-38、2-39） 
 
     
 
 
 
 
 

此圖以長卷形式描繪江山壯

麗景色。江中波濤洶湧，浪花拍

岸，驚險異常；江面上煙雲繚繞，

風雨交加。此圖構圖與描繪精謹，

沒有恣肆放縱、即興隨意書法式用

筆；畫中實景與虛境呈斜線構圖，

波濤用古法細膩的描繪，呈上升斜

向運動的平行線，臨江的樓閣和屋

中的人物，是畫面的焦點。周臣運

用古法來表達作畫的意念，生動的重現一幕動人的山水風景。55 
 
 
 
 
 
 
 
 
 
 
 
 
 
 
 
 

                                                 
55石守謙（1986），中國古代繪畫名品，台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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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0 傳抱石 觀海圖  

   84×44.5cm  1942  傅家藏 

第三節、當代描繪山石與海景表現技法分析 

    受到西方文明的強力震盪，傳統的繪畫方式不得不跟著調整。因此，近現代

的山水繪畫發展，便自然而然地走向兩個極端，其一是堅持在傳統中謀求新突破

的一脈，以傅抱石、張大千、為代表;其二則是融合中西長處的一支，有徐悲鴻、

李可染、陸儼少等人。雖然路線不同，但都各有其成就。 
    .至於表現山海的驚心動魄、驚濤裂岸之鉅作，如傅狷夫、江明賢、歐豪年、

羅振賢、蔡茂松、呂坤和、亦都有可觀之成績。對山石與海景之技法表現亦呈現

多元、多樣之表現，鉅作可供參考。 
因此本節將其不同之表現形式區分如下： 

一、大陸畫家對山、海表現技法：傳抱石、李可染、陸儼少 
二、連皴帶染:傅狷夫、羅振賢、江明賢。蔡茂松 
二、嶺南渲染法：歐豪年。 
並且針對其畫作、創作情境加以探討，以增加日後創作表現之能力，以供日後努

力學習之目標。 
一大陸畫家 
（一）、傅抱石＜1904－1965＞ 

傳抱石作品〈觀海圖〉（圖 2-40），此圖描繪

曹操《觀滄海》詩意：「東臨碣石，以觀滄海，

水何澹澹，山島竦峙」，「秋風蕭瑟，洪波湧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56

此圖山石與海水各佔 1/2，為凸顯主題天海盡

於上方，充分表現了大海的滄茫無際，以散筆

淡墨描筆輕擦，加以藍色渲染，表現波濤，中

間刻意留出空白，顯現白浪滔滔，滾滾而來，

左上角留白放空，令人感到大海無遠弗屆，不

著邊際，顯現出作者的寬廣胸襟。 
作品下半裁以大墨塊渲染，筆觸表現山石

的立體感，近景的松樹，拋棄細部的描寫改以

粗放畫法，剪影明確與山石間的亮度形成對

比，充分表現出逆光的情境。整幅作品描山海

明暗對比強烈，線勾墨染，彩墨交融，自然顯

現明暗與立體感是一幅以描繪山海題材的創作

典範。 
 
 
（二）、李可染＜1907－1989＞ 
                                                 
56引自葉宗鎬編著（2004），傅抱石的世界，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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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2   李可染   漓江山水天下殊  

圖 2－41 

陸儼少 海防前哨 1977 作

     聽到李可染，我們就可聯想到「黑、滿、亮、重」是他作品的特有風格，李

家用積墨法，層層筆染山石，形成渾

厚、蒼、厚重的感覺，以濃墨表現出山

石的體積感，以亮表達水與房舍的透實

感。以暗中透亮顯露畫中的神秘感，畫

幅以滿中留點空。讓人在凝厚沈重中僅

能藉由這點空呼吸到空氣。見到陽光在

沈寂中又似乎見到了生機。令欣賞者有

絕處逢生的舒暢感，也因此看了他的作

品之後，令你永遠無法忘卻他的黑與

亮、厚與重。筆者感佩李大師能將山水

的內在美，顯露無遺深刻人心。 
 
李可染論道：「山水畫不是地理的圖解，不是自然環境的說明，客觀事物只是藝

術創作的素材，要進行藝術加工，要對素材進行剪裁、誇張和重新組合。譬如

漓江山水名甲天下，如不苦心經營，構圖上是很不容易搞好的。因為漓江兩岸

都是主峰，坐在東岸畫西岸，下邊是江，上邊是山;坐在西岸畫東岸，也是下邊

是江，上邊是山。這樣畫過幾張後就會雷同。

要克服這種現象，就只能進行藝術上的概括

和重新組合。桂林山水的美是內在的，要深

入挖掘，就像從土裡挖出珍珠一樣」。57 

這一席話真是值得一位從事藝術工作者

深思熟慮，不斷咀嚼地去品味其中深含之意。 
 

（三）、陸儼少＜1909－19993＞ 
陸儼少作品〈海防前哨〉（圖 2-41）說明「從

自然奇趣中，他創造了別於古人的留白法，墨

塊法，勾雲法，以及流水法……，其作畫過程

中如波連潮湧般，筆筆緊隨，依勢擴展。而章

法間，虛實自生，節奏迭宕，搖曳生姿，奇思

壯采合沓而來；以至絕處逢生，奇景陸續而

出。」58這段文字充分的說明蘊涵陸巖少的繪

畫”氣勢磅礡”，外師造化，中得心源”，藝術。 
    此幅作品以左右二分法，將山海區分為

二，左邊畫以波濤滾滾的大海，右邊豎立抑立

不搖的山巖海石，以流暢的曲線勾勒浪頭，凹

                                                 
57中國巨匠美術週刊，190 期，台北：:錦繡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6 年 5 月 18 日。 
58 鄭明（1989），現代水墨畫家探索，台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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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線條綿密，染以藍色顯現波浪起伏，水勢迅猛，滾滾而下，線條屈曲流轉，疏

密有致，波連潮湧、濤聲不絕於耳。岩石的表現以其特別的墨塊法來描繪，運用

墨塊法與墨塊間的自然留白，表達山石的肌理，再以線條勾勒出石頭的形狀。自

然表現出山石的立體感。 
進而藉由朱紅染以受光處，展現晨光的氣氛。由於海的柔情與岩石陽剛的對

比，交織成一幅有聲有色的山海美景，即使在岩石上執勤的哨兵也不覺得執勤的

乏味。陸儼少先生畫水紋，長線迴環，用筆圓渾而流暢，實為當代畫水之佼佼者。 

 

二、連皴帶染法： 

。（一）、傅狷夫（1910－） 

 

 
 
 
 
    傅狷夫，以其學養之豐富，及筆墨表現技法之嫻熟，生動描寫波浪之水紋變

化，對臺灣東北角海岸，寫生觀察、極其用功。描寫雄偉浪濤氣勢、寫浪花於岩

前、使激潮怒奔、進退有序。以墨點染、或直接以花青賦彩，並透過留白表現浪

花之起伏，使得浪濤之動態，生氣盎然。筆墨的起落、躍動，順暢與逆澀、都細

心的描寫，整體動勢集中於畫符中間捲起的巨浪、聲勢驚人。59 
（二）、江明賢(l942- ) 
    江明賢台灣台中縣人， 1968 畢業於師大美術系， 1974 西班牙中央藝術學院

碩士。現為台灣師大美術系所教授。曾在台灣、歐洲、美國、日本、香港、中國

大陸等地舉行個人畫展四十餘次。江明賢教授水墨作品以遊歷寫生為創作，在創

作過程中從早年國外的寫生創作到近年來對台灣古蹟風情之美的寫生創作系列有

著特殊風格的表現。 
用筆細緻，線條蒼勁，以墨線為骨架，其筆墨構圖取景融合了西方繪畫思想，

色彩和墨的相互運用使畫面意境深遠又具現代感。 
 

大陸知名藝評家邵大箴：「溫和改革派的水墨畫家江明賢，把寫生一切融合在

水墨中，但又避開了一般水墨寫生的敷淺浮薄:!他是用寫意的精神來寫生的，他

                                                 
59黃秀傑（2005），海濤藝境之研究，台北：臺灣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32。 

圖 2－43 傅狷夫 海濤卷 89×424cm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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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稱留學歐洲是學習外師造物，不會把技巧融化以後，已經能『內得心源』了60。 

 

    江明賢教授創作風格形成的最大因素正如他在《風格的挑戰與形成》一文所

言： 

「水墨畫的表現、技法形式呈多元性發展，頗異於傳統中國畫的格局。特別是加

上西方素描的筆觸，層次描繪和繁複的拖、拉線條；油畫般的色塊肌理，和對透

視與光影的掌控技巧；以及版畫的拓印、滴灑等表現。」61 

 
這是他重視寫生觀察，體驗生活並融入中國人文哲學的意境在創作裡。 
 

     
從如圖：圖 2-43〈北海龍洞〉、圖 2-44〈台灣東北角〉江明賢教授作品的形式以虛

實相生，書畫一體，以墨色代彩來呈現。畫面意境的追求正如藝評家引述 
 
江明賢教授主張： 

「意境乃心靈所塑造，而氣韻則依附意境而生，意境抽繹了實境的美點，訴諸

筆墨表達，氣韻則淨化其筆思，使人望乏，如聞空際妙音」。62 

 

從這裡可以了解江明賢教授在創作上對物象的認定是在客觀存在的現實注入

了主觀認定的新體認和新的個人詮釋。 

 

曾肅良教授在其《從「現代」到「後現代」----.論江明賢水墨藝術的形成特色與多

元意涵》一文中論述： 

    「江明賢在畫面中所強調的卻是水墨與色調在對比、虛實、強弱之間的調和，

縱使亂筆皴擦、墨暈色染，卻都能表現出一種嚴謹而不滯板、隨意而有序的境界。

為了豐富單調的主題，江明賢很重視『染』的功夫，因為『得淡中之濃』的墨、

彩，才能具備層次感，才能顯得耐人尋味」。63 

                                                 
60劉貞（2005），林木意象之美一劉貞現代水墨寫生創作，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美術教學

碩士論文，台北，頁 72。 
61:江明賢（2005），《風格的挑戰與形成-一一我的繪畫歷程與創作理念」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暨美

術研究所出版。頁 3。 
62江明賢（2005），引自藝術家雜誌，第 36l 期，頁 450。 
63 曾肅良（2005），從「現代」到「後現代」.論江明賢水墨藝術的形成特色與多元意涵，江明賢作

圖 2－43 江明賢 北海龍洞  墨彩 35x 138cm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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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色彩方面，除了拓染、墨染、噴、灑等技法外，也運用其他特殊的技法，有

時也用重彩的方式來表現單一的題材」。64 

 

   「在構圖上江明賢往往異於傳統繪畫所強調的「計白當黑」或是「預留天地」

的作法，作品畫面普遍畫得很滿，因此筆墨的虛實、濃淡、疏密、急徐、潤燥、

曲側、巧拙都要留意掌控才不會入板滯的陷阱。他常以十數次的拓印、拓染、墨

染等手法，務使較壅塞的畫面活潑而靈動。」至於山水畫佈局，「他擅長以『龍脈』

蜿蜒的造形來構築山勢起伏或是建築物的景深，營造出大畫深遠寬廣的格局;尤其

是加入一些非物理柱之光線，由左上蔓延至右下，或由右上而左下，使畫面更加

顯得靜謐而幽深.」。65 
 
 
（三）、羅振賢（1946－）  

此圖在構圖上，作者以全景俯看的方式，以及大氣勢的整體構圖，將海邊的特殊

地貌表現出來。畫面中間仔細描繪出層層波浪的動勢變化，左右兩方配以裸露岩

塊，遠方的海上隱約出現島嶼，將視覺空間引向遠方。前景、中景、遠景層次分

                                                                                                                                               
品評論集，北京：中國美術館館刊，頁 41。 
64同前註，頁 41。 
65同註 53，頁 41。 

圖 2－44 江明賢 台灣東北角 墨彩 34×138cm 1998 

圖 2－46   羅振賢 北海濤聲 144x358cm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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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表現技法上，層次分明的浪濤，有用明顯筆法進行勾寫，墨色堆疊波紋清

楚，也有使用暈染的技法不加勾勒的方式，表現浪花迷濛的氛圍，這兩者交相使

用，細膩刻劃出海浪層次與姿態，是引人入勝的地方。 

 
 

　 　羅振賢〈忘我垂綸樂〉，此件作品以海邊多孔隙的礁岩為主題的作品。左方

遠處以一片崖壁橫貫左右，將空間推至遠方，近景至中景是以骷髏皴、鬼面皴為

主的筆墨表現手法，仔細呈現出一大片多變奇特的多孔礁岩蕈狀岩，畫面僅在右

上方一角留出海水，特別將海浪與岩石的比例關係予以強化，形成強烈空間對比

效果，岩石的變化之美即盡收眼底。 
 
（四）、蔡茂松（1943－） 

圖 2－47   羅振賢  忘我垂綸樂  144×221cm 1996 

  圖 2－48 蔡茂松 戲水   50x54cm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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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 2－49  蔡茂松  觀海 69×136 1995 

 
    海岸波石的皴法表現以勾勒填彩為主，配以折帶皴、披麻皴等綜合技法呈現。

浪花以較為寫實的筆法來表現。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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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以較為細膩寫實的寫生技法，將海邊變化萬千的岩石表現出來，並且運

用前景岩石深黑而中景與遠景漸次淡遠的景深明暗變化，使畫面前、後景一靜一

動的組合，形成一強烈的對比。 
以斧劈皴、鬼面皴等筆法交互運用，表現出岩石的多孔及裂紋質感表現。用

藍色以宣染技法描寫拍岸的浪花令人有濤聲不絕於耳之感。 
 

（五）、呂坤和（1955－） 
 

作者以墨色層層皴染佔據畫面大部分的海邊厚重岩石，左上方一角遠方的海

崖，則以淡筆為之，將空間感拉遠，大大強化前景與背景的關係。為了開發新的

彩墨色感，作者採用壓克力顏料或水彩與傳統國畫顏料的混合，將岩石底層鋪染

墨色，而色澤飽和、高彩度的綠色顏料，則罩染於上方，表現出亞熱帶特殊的環

境氣候表現，而不拘泥於傳統的顏料與色感表現。 

圖 2－50 呂坤和  東北角海岸  75×211cm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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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5 歐豪年天 地一沙鷗 

三、嶺南渲染法： 

（一）、歐豪年（1935－） 

 
    嶺南技法以渲染細膩，水氣盎然為勝。歐豪年教授將大自然千變萬化的美景

呈現於筆下，其作品之雄厚豪放，呈現出強烈的現代感、與豪邁莊嚴的氣氛。讓

人觀之如入其境，回味再三，領略自然之奧妙。對於浪濤之表現形式則以寫意、

渲染出浪濤的洄盪之動勢。並且充分表現其盎然水氣的氣氛，讓觀者為之動容。

在表現技法上，畫家著重以用筆用墨技法為基礎，掌握具書法的線條進行創作。 
 
 
 
 
 
 
 
 
 
 
 
 
 
   此件作品（圖 2－45）結合充足的水分與熟練的運筆技術，以線御面，形塑出岩

石大塊面明暗、深淺肌理，因此，右方岩石即在乾與濕的充分掌控下，明顯呈現

出線性、塊面的虛實關係。而左方的激盪海水，透過濕潤的筆調暈染，流暢的表

現出浪濤層次與空靈意境。左

方飛禽亦隨者盪起的濤浪動

勢展翅飛去，在畫面中起了畫

龍點睛的效用。 
   
    但見波濤洶湧迴盪，與海

鷗揚翅之勢，激浪互為呼應的

動態。其拍岸翻轉浪花氣勢骸

人，整幅作品一著龐大的氣勢

直撲眼前，浪濤奔流，彷彿濤

聲就響於耳際。 
 

 

圖 2－45 天地一沙鷗 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