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氣動靈山‧生命磁場 

—張富峻水墨的山水美學和個人實踐 

 

撰文╱李思賢 

 

聖人含道暎物，賢者澄懷味像。至於山水，質有而靈趣，是以軒轅、堯、孔、廣成、

大隗、許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遊焉。又稱仁智之樂

焉。夫聖人以神法道，而賢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不亦幾乎？ 

—— [南北朝‧宋] 宗炳〈畫山水序〉 

 

古人之所以將「風景」稱為「山水」，因其中隱含了人們對自然的濡慕感懷，以及

置放個人理想等形上內容，因此並非單純的視覺問題。孔子的「知者樂水，仁者樂山」

便是依循自然物性，通過擬人的揣釋所延繹。魏晉南北朝理論大家宗炳對於山水的「仁

智之樂」，便是以此為基礎，進一步為水墨史建立了一條山水的主述脈絡，因此山水是

複合了多重美學指涉的一種思想與理想。而身為一位當代水墨家，張富峻罕見地身體力

行了古人的步調；他用筆、墨，一點一點地與自我的生命生成交融，召喚出一幅幅與內

心意象高度揉恰的山水作品。 

 

以生命圖像召喚山水圖式 

 

讀書寫字、創作思考，時時思索著生命的本質，精神層次遠高於物質的要求，張富

峻無疑像個活古人。為了與狂亂喧囂的現實社會做出區隔，張富峻或許就需要這種離世

才能清除現代生活的無謂干擾，也或許就要有某種清貧方能凝聚心神的思緒。雖來自學

院體系的訓練，但對張富峻而言，生命的本質大過於一切，他從生命累積中召喚出藝術

內容和藝術形式。這種由藝術家個人始、通過藝術表現，最終再回到藝術家心性的路徑，

其實是完全是傳統文人的。 

 

觀張富峻的畫，無論是20年前獲得「雄獅新人獎」之作，抑或是新近的《山光》

或《靈動》系列(2009)，總給人帶來一股澹然清香的文學詩情。雖然古人說「詩中有畫，

畫中有詩」（蘇軾）、「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張舜民），但相對於傳統國畫的

造境，張富峻山水形象和詩意的來源全非矯飾的模造，而是一種存乎其心的感動浮現。

實際上，張富峻山水的造型圖式與眼下的風景本身關係並不綿密，風景不過是觸發創作

的初衷而已。他的每片山水都有它自己的故事，那可以是阿婆菜園裡菜葉與天光會合的

耀動，也可以是滿山遍野中獨自兀立的一朵小紅花…，張富峻時時對身邊每個角落的一

點點氣息保持著機敏的嗅悟，生命的歷歷在目、有趣和感動遠比一幅山水作品本身要來

得緊要許多。 



 

張富峻看待山水的方式，應和了宗炳所說的：「夫以應目會心為理者，類之成巧，

則目亦同應，心亦俱會。應會感神，神超理得。雖復虛求幽巖，何以加焉？又神本亡端，

栖形感類，理入影跡，誠能妙寫，亦誠盡矣。於是閒居理氣，拂觴鳴琴，披圖幽對，坐

究四荒，不違天勵之藂，獨應無人之野。」（〈畫山水序〉）這種「應會感神」的精神，

是中國山水意象裡極重要的審美軸線。張富峻在山川景物中，召喚了過去生命經驗裡曾

經出現的某些圖像，並藉由這些圖像的作品浮現中，還之天地、對應自己，進而能在「獨

應無人之野」的虛靜狀態中，取得個人心靈的感動。 

 

藉山水意象觀入能量氣場 

 

在張富峻的畫面裡，儘管我們難以明瞭那山水的靈感來源，但卻依然感受得到某種

自由意志下的主觀感受，那是中國水墨裡所特有的個性化和抒情化的寫意逸趣。張富峻

用山水說的故事，像文學的意識流，不但主詞時時在變，山水也不只是外在的筆墨結構，

更有著內在情感的波動和擬人的處理。他的山水就像是他的化身；畫面中筆跡墨點的走

勢與安排，條理清晰、脈絡分明，那不但是他生命中某個情景的浮顯，也是張富峻個人

人格特質的一種盤整。一如古人，特別是南宋之前，張富峻將個人的心性與修為藉由筆

墨佈局安妥在畫面中，他任憑線條和自發的感性力量相互撞擊，最終所完成的便不只是

山水，也是一種內在的能量運作，以及內心身處的一種微型結構的自我完成。 

 

嚴格來說，張富峻的「微型結構」毋寧是以宗炳的「澄懷味象」為基礎的。他生活

的虛靜淡泊與返璞歸真之姿，便是以澄清自我心靈和淨化胸懷所想為前提，在「通過『澄

心』以虛廓心胸，滌蕩情懷，讓主體的心靈超然於物外，進入一種和諧平靜、沖淡清遠

的審美心境，造成無利無慾、無物無我的靜態的超越心態，以便能夠於審美體驗中『遍

覽物性』，能夠沈潛到特定的審美對象的生命內核中，體悟到蘊藏於其深處的生命意義。」

（《中國古代人生美學》）因此，張富峻需要離世、需要清貧，為的是超越、是最終能

「遍覽物性」。所以張富峻畫中的每個小筆觸，無論是樹或山，其實都像一群戲鬧玩耍、

靈動萬分的精靈。 

 

「山林是個遊戲場，張富峻就像個小孩常常在裡頭嬉戲漫遊，當感到有個亮點使他

注意便停下來、蹲下來、坐下來、甚至是躺下來，看著、感覺著、包含著、融解著，讓

那亮點由小而大、由粗而細、由淺而深，悄悄進入生命裡頭孵育發芽。」每日與張富峻

共築生命喜悅的另一半、文學工作者薛淑麗這麼形容著。那文辭間從生活細密處的娓娓

道來，雖只是對畫家輕輕、淺淺的訴說，但卻有飽滿的人的情感。這種發乎於心的尋常

人的感受，才是張富峻遁入山水深處的入口，與北宋大家郭熙所說的「山水有可行者，

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林泉高致‧山水訓》）有著異曲同工的髓妙。山水



之於張富峻，因此宛若一座觀己、觀心的道場；在「觀」過後，通過「畫面」這個媒介

開啟一片能量氣場，而他便化身為一個個的精靈，或步行遠望、或遊歷栖居，徜徉其中。 

 

用生命情態薄發為己之學 

 

近代中國美學家李澤厚將山水畫以南、北宋為界劃分為「無我之境」和「有我之境」，

究其本質無非就是在「重意」和「重逸」的重點上。（《中國畫山文化》）而「逸」和

「意」之間的拿捏或許並不容易，但張富峻卻能清楚而冷靜地做出了釐析；在他的手書

筆記中，他將自己創作的內容拆解成物質（身體）的「紙—筆—墨」、認知（頭腦）的

「形—象—意」、精神（靈魂）的「景—境—情」三種層次，並各自演繹出「重筆墨」、

「重意象而輕形象」和「重情境而輕景境」三個重點，不難看出他的要點都著墨在「心

境」而非「物境」，是「逸」和「意」的中和。他綜合了「無我」與「有我」，從「有

我」引發「無我」、用「無我」澄明「有我」。 

 

張富峻的水墨，從外在的基本視覺語彙和形式來看，傾向逸筆草草的典型文人畫傳

承，但他所要藉由藝術途徑深入體察的，卻又如此接近北宋之前追求山水感悟和個人理

想的藝術主軸。既要求忠實的主觀心性表現，卻又側重深刻的自然本質溯尋；在保留傳

統意蘊的同時，亦能走出現代語境，是極為罕見的典型當代水墨的一種歸趨。而這條發

展的途徑又全非一般想盡各種辦法來擺脫水墨傳統積習、突破現代困境的策略操作，反

過頭來是一種紮紮實實回到人的自省的清零狀態的古典道路上，如此看來，張富峻無疑

是既傳統又現代的。 

 

北宋黃休復是「神格」論的第一人；藝評大家倪再沁闡發道：「『天機迥高』是指

畫者的觀照能力，能夠『思與神合』，則是主觀之思與客觀之物之神合一的精神境界。

而『妙合化權』是說表達了造化與神相融的情境，這樣的『神格』…已經達到了繪畫表

現的頂峰。所謂形神、氣韻、人品等文人所推崇的特質，皆可在神格的範圍內，神格實

已達到『超凡入聖』的境界了。」（《台灣美術的人文觀察》）用這個邏輯推衍，張富

峻遍覽物性、處處精靈的「妙合化權」之功，確已至臻化境，然而這些卻非張富峻所求。 

 

張富峻依循著古人的步伐追求生命修鍊，使得他更像一位隱蟄於山林間的讀書人。

前文中他所歸納的「視覺元素」、「思 

 

維符號」和「心靈結構」的三個層次，體現了張富峻視野中已無山川美景、亦非山

水筆墨，而是如何從客體景物證入主體（我）的內在中心的問題。他顯然已超越了藝術

的範疇，朝向人心的修行境界走去。 

 



「博觀約取、厚積薄發」，是張富峻的生命態度，藉由日積月累漫遊於自然之間的

醞釀，轉至某個對的觸機點、剎時之間引發的心情而感懷、感興。筆者曾於數年前撰述

一篇談論人的溫度的文論，張富峻在文章刊出後推介了一本關於理學大家陸九淵的著作。

該書敘言中開宗明義地提到了做人的「為己之學」與做事的「為人之學」，文中說道：

「現在刻就為己、為人之學說，必須把為人之學根植於為己之學之上，則為人之學，纔

能『向下紮根』，真真實實地達到為人之目的。再通俗地說，就是要先把做人的根基打

好，做事纔有著落，也纔能說實話、做實事。所以做事必以做人為基礎。做人、論人品；

做事，講事功。人品與事功，就是象山哲學的核心點。」1平日的「厚積」，僅因筆者

的一篇探掘藝術人心的小文，讓張富峻請出了南宋大儒來作為對話平台，足見張富峻所

思所想早已脫去藝術而直指做人了。這是古代文人大家之所為，而張富峻卻通過相似的

蹊徑，完成了這個跨時空的文化濡慕與人心遙望；如此對己之忠、對藝之誠、對天地之

念，均堪當代華人水墨之借鏡，甚值一書 

  

                                                 
1
 詳見林繼平：《陸象山研究》頁 1-6，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雲水．波瀾．雲水波瀾的心氣境域 

靈視派詩人薛赫赫 

 

拉丁美洲小說家波赫斯，在〈扎伊爾〉這篇小說中，塑造了一個使人迷狂於思索

真理本質的「扎伊爾」，扎伊爾，是神的九十九個名字之一，它曾在經典中被提示：「扎

伊爾是玫瑰的影子與面目的裂縫」；各式各樣的殘篇或傳說提到它以不同的形式顯現在

不同的時代，曾經它是一座銅製的星盤，任誰看了一眼就不想任何別的東西；曾經它是

一頭有魔法的老虎，看過牠的人到死為止都只想著牠；小說中的主角也就是敘述者，遇

到它的時候，它已然是一枚硬幣，為了洞悉這致命的吸引力緣由，主角思索了無數個白

日黑夜，在「扎伊爾是玫瑰的影子與面目的裂縫」的暗示中終於將扎伊爾悟了，原來為

了和神融為一體，泛神論的神祕主義者一再重複他們自己的名字或者神的九十九個名字，

直到那些名字沒有任何意義為止。主角渴望走上這條路，他有覺悟：也許最終會花掉這

枚硬幣，但神也許就在這枚硬幣後頭。 

對探求生命本質的創作者來說，創作就是波赫斯塑造的「扎伊爾」，只要遇見祂，

就與祂產生了唯一的、亙久的、思慕的、追尋的、無可替代的關係。小說中有一段敘述

是這樣說的：「那頭老虎由無數的虎組成，叫人看了眼花撩亂；虎皮的花紋裡有許多小

虎，甚至海洋、喜馬拉雅山和軍隊彷彿也是虎形構成…」這讓我們想起從張富峻眼中所

看見的世界，由「氣」所引動的團組動勢，跟隨著內在性的情感波流，讓筆線所凝聚著

精神力量都朝向他聚攏的精神向度，就像波赫斯的這隻虎構成了世界的認識基礎，張富

峻所有的繪畫變化都包含著這「心氣」，從它擴張加深了世界萬物的形貌。 

我們熟知的張富峻水墨世界，離不開他的生活感通與生命體悟。無論精神修煉上

轉變多少角度，歸回生命源頭的內在渴望，使張富峻的「扎伊爾」都圍繞著宇宙的道，

生發著源源不絕的力量。繪畫成為容器，成為一座宇宙的海洋，所有的生機都在裡頭呼

吸著竄動著，同時，又呼應著天地四時運行的節拍。萬物的生枯與草木的潤涸，生死循

環的自然規律，形成了豐富而又無可把握的氣象。觀者所能遇合的，是在張富峻所供輸

的能量場域中，與他的精神氣機呼應，跟隨著流動不居的線條，投身於綿延跌宕的波流

起伏，解開身體或精神的束縛，宛若一尾游魚，在心性的池塘大海中嬉遊。 

 

2009 雲水系列 

張富峻從 1999 年創建「圍碁結構」後即反覆操練，使用自發導引技法由邊角向中

心行進的動態結構法則，強調在繪畫過程中調伏心念，盤整蓄積能量，形成觀照的能量

場域與修煉的靜心空間。這種著重體悟不以概念先行的東方繪畫，強調興發過程，平常

須積累生命感動來迎接偶然的觸機。毛筆作為繪畫工具，點線經營須意氣相合，觀照與



提煉兼具，調伏湧動的內在情思，抒吐活潑生動的意象，錘鍊創造性的實踐功夫。 

張富峻 2009 年的「雲水」系列，從嚴謹自律的能量盤整中脫殼而出，過往反覆錘

鍊的精金釋放了它內具的光輝，率性而簡練的線條蘊藏在若明若暗的彩墨暈染中，讓人

感覺到有一種若隱若現的光從薄霧或暮靄中透顯而出，清瑩淡亮的光澤是心性主體明晰

時的具呈，這使我們想起了朱熹的說理詩：「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

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我們所居住的世界，或是我們所把握的這一顆心，這

一顆活活潑潑的天地放射著天、光、雲、影，統合著明晰與遮蔽、恆常與變動、光亮與

暗影的世界，唯其接天、接住源頭，方可得以警覺或是流水不腐的活著。 

雲水系列繪畫帶著輕緩流動的旋律性格，對於張富峻繪畫與音樂的關係，他曾經

作過這樣的敘述：「創作雲水期間，我常常反覆聽著莫札特的音樂，特別是西班牙女鋼

琴家拉羅佳彈奏的版本，她的觸鍵具有珍珠般的光澤，圓潤而有彈性，童真與生命歡快

的迎接態度，讓人與之相應。」精神世界的孤獨，始終有清瑩的亮澄守護。即便身處冬

天的晴空，身體有些微涼意，心地卻冰瑩剔透。從〈雲水 2009-0124〉我們彷彿看見

落葉之後的冬枝擁有簡單乾淨的線條，有一點新芽挺立在寒冬中，這冬芽忍受寒風、儲

存生機，費力要吐出新芽，讓人感覺到在凜冽中有敞亮，看見春陽映照水面的浮光掠影

與水波流動，就像莫札特的音樂給人希望。 

從〈雲水 2009-朝霞〉作品中，我們感受到朝霞投映在心湖上，有一種透明寧靜，

氣機暢然的狀態，而這綿延團抱的氣，正是張富峻對太極雲手的體踐。〈雲水 2009-螢

火蟲的傍晚〉則為觀者帶來了幽闇的時間感，這是四月傍晚，天入暗後，暮靄沉落，霞

光轉沉，路旁溪邊的螢火蟲陸續發出黃色調光線，飄移四方流轉天地，整個色調觸發了

靈感，讓人體會到在城市以外的鄉野有著小小的生命，這熱鬧是沒有喧囂的，沒有聲色

犬馬的安安靜靜的三義鄉野。 

 

2009 波瀾系列 

誠如張富峻所說：「李維．史陀解讀人類文化史像梳理一層層化石，李澤厚則以『積

澱』說明生命的厚實，奧修的靜心則要求生活需時刻準備迎接隨處可能來臨的觸機，我

繪畫中的筆線才能一直厚實飽滿運動著沒有停滯。」由觸景生情所啟動的藝術過程，看

似是一種由外向內的移動過程，卻具有相伴相生的性格。 

〈波瀾 2009—雪山黑水潭〉的創作正反映著創作者敞開懷抱與周遭生命共感的生

命狀態：「大雨後溪水淹漫，雨停後水漸退，積下來的水窪在短時間被蝌蚪產卵，等我

們遇到這群蝌蚪時水已經乾枯，看見蝌蚪在裡頭掙扎求救，我們一手掌一手掌將牠們從

泰安溪灘上救回水中。這使我感到生命中的堅忍感，引發我與朋友文哲爬大山雪山徒步

一個多月的記憶。山上的黑水潭也是雨水、雪水積起來的混濁泥水，顏色是褐色的，裡



頭卻有許多生命。我們在山上生活，取水過濾來煮飯、煮咖啡和茶。在黑水潭看見倒映

在水上的日出、星空，在高山上會感覺到生命的凜然與昂揚，生命在小小天地中存活。」 

《中庸》說：「率性之謂道。」作者總是在繪畫過程中迷醉著暢神其中，畫完才逐

漸醒過來。像潛在水裡，上面有陽光照在水面，水不再是水，水與光混成迷離的力量。

畫面上的墨線像字的結組，這線帶來活潑的力量，由書法所帶來的頓挫形成活潑的性格，

而畫面動勢的來源，則來自於多元力量的衝擊，包括水岸與水的連結，留白空間與線條

的嵌合、留白，在這裡形成一種心理空間，是返觀或省察的空間。 

 

創作者如何將感動從生命裡頭呼喚出來呢？《文心雕龍》作者劉勰曾提出：「物色

之動，心亦搖焉。」心之動，有其因，形成意境的根由，來自於這顆善感體物的心，這

顆心活活潑潑的收納了各種感悟，因「觸」而生成一片亮景，促成了創作的過程與結果。 

〈波瀾 2009-溪瀑〉創作是張富峻與水的互動體驗，身心享受溪瀑激流的刺激，

皮膚感覺到風的涼爽，腳底下也有各種驚奇。赤腳踩走過厚青苔，感到清涼黏膩與滋潤，

這些體驗是豐富而多元的。〈波瀾 2009-漩浪〉則是讓畫家從山溪來到海邊，經驗到與

天地同遊的大暢快、與水相處的喜樂。他說：「制約總是會讓人逃避危險的事物，包括

去經歷水的力量，當人漂浮在浪頭經歷起落時的動能，卻可擺脫自己對身體的控制，徹

底感受海的力量，這驚喜、惶恐的直接反應會幫助人離開綑綁自我的慣性。」 

 

以觀照功法磨練體勢團構與筆墨線條、盤整靜心場域的過程即是統合主觀情志與

客觀物象，整體性的產生虛實相生的推移辯證過程，像筆尖上的觸動舞蹈，生發跳躍著

覺察之途的繪畫風景。東方藝術強調筆墨的精神狀態，從墨與色能看見性情，波瀾的藍，

有玄奇幽幻的環境： 

「我到桂林愚自樂園駐村時，曾到大墟古鎮參遊，然後與一群藝術家坐了小船，

渡過溪流，經過山丘去到隔岸的農家吃飯。農家馬上洗米煮飯，向鄰家借醬油、薑醋下

廚。我們在竹林下等，吃著橘子喝著茶等，與藝術家朋友閒聊等，等待中有說不出的情

味。」當時畫家隨河舟搖曳的身體感，以及在竹林下等候用餐，竹林枝葉投映在擺渡過

的河上景象，留在生命裡頭，成為〈波瀾 2009-灕江午後（一）〉的心靈材料。 

〈波瀾 2009-賽德克‧巴萊：獵場的溪流〉讓張富峻重新回到花蓮山林跟著狗奔跑

的童年記憶，知道周邊有美麗、危險、生存、力量同時在生活中，雲來了、雨下了，天

黑了、月亮升起，山裡有一種說不出的大自然規律，當時畫家對《賽德克‧巴萊》的感動

不只是來自歷史的大場景，更是這發生在山林的故事，在山林生存著的原住民同伴們的

生命。 



正是在觸發下引動生命的情意，從泰安溪谷到人止關，張富峻連接了兩重時空，

創作了〈波瀾 2009-賽德克‧巴萊：人止關的激流〉：「汶水溪從山裡一層一層被切割出來，

一層一層展現開合的力量，沿著峽谷一路吹來的風，我們背著茶具入溪體驗著溪谷的氣，

觀看水沖刷在礁石上，形成小的大的起伏韻律。在苗栗泰安的居住經驗，喚回了三十歲

青年節與朋友在埔里人止關休憩，在上頭溪流裸身，隨著溪流沖刷漂流的生命體驗。」 

我們從裡頭看見圍碁結構的全局繪畫，如何持續蓄積力量形成靜心能量場域。水

由左上角往右下方流動，右邊有一個往上托的力量，使它又往左邊產生帶動的氣。S 型

結構下的動勢，大對角線與區塊的對應、墨塊與線條的連動，創造了多層次的浮沉迭盪。

張富峻也特別提到創作中發生的特殊經驗：「畫的過程中，突然有一個力量，讓我感覺

到人被畫推出去，被彈開的過程營造了水要激盪進去的場域，活的筆觸帶著強力的運轉，

投身進去時有一種歡暢淋漓感。獵場的溪流是千帆過盡的開展，人止關的激流則是激情

奮進的，如同水在深山中不屈不撓，激盪翻攪往前的生命力。」 

雲水系列是攝心一處的靜觀，猶如鏡面反射映照其上之物，波瀾系列則是動中的

觀照，心非沉沉死物，主體亦在期間翻騰波流，鍛鍊動態平衡功夫，宋儒理學家程伊川

曾說：「靜時存養，動時省察。」這保任功夫正是在心地上下功夫，這心一旦顯明即是

陽明先生悟得的「靜餘孤月湛虛明」，是畫家一顆活活潑潑之心的根。 

 

2013 雲水波瀾系列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天光雲影與源頭活水的靜動、外內一體是觀照世界的真實證得心訣，當雲水與波

瀾結合之後，水的平面關聯了上下兩重世界，水流與水底形成了鏡子的陰面場域，倒映

出水面上空樹木花朵、風雲、日月等陽面場域，再加上浮在水面的東西，完整地塑造了

更大的、更加繁複而生氣勃勃的心氣境域。例如〈雲水波瀾 2013—樟樹花的清晨〉作

品，我們看見三義在冬春之際的霧，香樟樹的初春季節：「我居住的社區種著樟樹，無

論走到哪裡，從社區到山裡總見到樟樹，在樹下就能聞到葉片的香氣，它開的花味道很

淡，樟樹花的清晨初看三義的霧有冰瑩的涼意，樟樹花在陽光下有淡淡春陽，很感性的

東西背後不只是一棵棵樹，還有與三義木雕城鎮一同發展的朋友的故事。」 

畫家所指出的情意世界，連結一個奧祕的精神世界與一個五感攝受的形象世界：

「你意識了多少，世界就有多少，你跟自己相處多少，就跟世界有多少，我只能在這裡

與那裡彌合。」 

畫家敏銳的五感以及對生命的體察，攜帶著洞察事物本質的智慧，這種非概念非

頭腦的直觀經驗，累積成無可替代的經驗密度，讓神秘的體驗衝破僵化的語言概念，將



活生生鮮嫩的感知貫注於畫面，煥發出生命的本源力量，從畫家的敘述中我們看見了一

個形象世界：「香隨著微風有一種方向性的行走，而後在地上濕濕的夜來香，發出了微

弱的螢光，很鬆的花朵，一簇簇地不是繡球花那樣一團團，給人一種神秘感，那時在新

社的家，傍晚有蛾像蜂鳥一樣來吸花蜜，夜空中隱隱有蛾和昆蟲被花香吸引而來，夜間

振翅的噗噗聲，讓人感覺到眼前有看不清楚的洞。夜間的風，氣感的微弱體驗，這樣的

發光讓我觸發了〈雲水波瀾 2013—夜來香的微風〉。」 

張富峻的水墨與壓克力綜合媒材恰好可彰顯他面向生命樣態的兩種性格表現，以

生命的濃縮表現（水墨紙張）對應生命多層次的情感演繹（壓克力畫布）。相較於雲水

系列或波瀾系列以簡潔明快、透明性格的水墨與紙張，來呈現敏感度與氣動的立即性表

現，在雲水波瀾系列中使用了更豐富的壓克力顏料與吸水性強的生麻畫布，先用墨反覆

盤旋周折，營造出層層動勢，然後或乾或濕的疊加層次，讓壓克力、色粉、墨粉等綜合

媒材，具有更高的黏稠性與飽和度、豐富度，增加耐受的層次處理。 

觀看張富峻的繪畫世界常常使我們感到一種小小的幸福、一種澄瑩的希望，他的

畫使我們得以與大自然連結，從他的畫作我們感到與山林之氣的相通，與草木鳥獸的親

近，就像〈雲水波瀾 2013—淺紅朱槿的朝霞〉來自於畫家清晨的散步，那是畫家帶狗

爬山經過的斜坡，清晨朝陽照射著淺紅朱槿，灌木群在光線中發出金黃色的波，感覺到

生命正昂揚，在一天開始的時刻，每一切都要啟動。清晨銜接晚上的沉眠，裡頭有夢有

想像，有各種介質甦醒，有昂揚氣象湧現，正要帶狗爬山的暢然，像生命每天都有新的

開始。這樣一種歡快的愉悅的「心氣境域」，使我們感覺到人生只要有這一點點亮光，

就足以使我們為它歌唱為它前行，這就是張富峻的「扎伊爾」給我們的禮物。 

  



參差玄素、漫染淡彩~張富峻的山水諦觀 

 

沈伯丞 專業藝評/策展人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 藝術史/美學講師  

 

前言 

 「參差分兩勢，玄素引雙行。…. 方知仙嶺側，爛斧幾寒芳」，唐太宗詩中那宛若水墨

山水意境的描寫，將棋盤上黑子與白子的參差交錯與爛柯山中王質觀棋的神異傳說，寫

成一極具視覺意象的律詩。在傳統的東方體驗中，潛藏於棋盤上的精神空間其內蘊與動

勢，一如撫琴的姿態與發出的琴音、一如書法身體的動勢與線條韻律也一如繪畫裡的布

局與氣韻。而琴、棋、書、畫也成為了東方審美體驗的主要媒介，透過這些媒介藝術家

讓自我與自然融合，也透過這些媒介創作者讓生活於自然的體驗轉譯為藝術與審美的創

造。 

 儘管傳統這種諦觀山水、格萬物而致知並融冶於一爐的東方美學傳統，在這個網路、

資訊氾濫的時代，彷彿已然成為懷舊的詩意與遙想，然則依舊有著極少數的藝術工作者，

不追隨當下時尚的藝術理論抑或者流行的美學概念，靜靜地以自身的實踐將這種視審美

為個人生命修為的傳統，活出當代的意義來。 

 在上述那極少數的頑固份子中，張富峻更是其中的少數派，他不僅深入山林、諦觀山

林，更將山林與棋盤上那黑白參差的交錯布局與水墨的暈染、書寫的線條，統合在個人

的繪畫實踐中。其自創的圍棋布局法，更完整的在視覺上體現了唐太宗詩中的動態感與

視覺感，從而觀棋的想像與水墨的遊興不再僅是個別而獨立審美活動，而毋寧更是精神

性的審美統合。 

 猶如唐太宗詩中的黑與白以及秋林中那微微的山色，張富峻其圍棋布局下的山林，蘊

含著無限的動勢與展延，而其藝術所展現的不僅是個人的生活體悟，更是一種身體與山

林乃至於世界的統合體驗。「以靈視靈」張富峻如是說，在此我們看見了創作者其真正

意欲傳達的乃是種精神的統合與相遇，無論是圍棋的黑白互動抑或山林間的漫步與凝視，

其追求的乃是在靜修的生命諦觀中與天地的冥契。 

 透過繪畫，創作者邀請我們一起走入那山林的性靈與氣韻中，在黑與白的純粹性中，

那幾抹淡淡的顏色，引領觀者在凝視作品時其所看見的不僅是智性的圍棋布局更是靈性

的山林氣韻。 

 

一、 佈局、動勢；從圍棋佈局看山水畫作的演變 

 「金角、銀邊、草肚皮」，熟悉圍棋的人，對於這句話必然不陌生。相較於西洋棋與象

棋每一棋子皆具有固定走法與特質，圍棋僅有的是黑子與白子的爭地與圍地。也因此棋

子在棋盤上的「空間佈署」成為了決定勝負與棋力高低的唯一因素。有趣的是，如果說

「空間佈署」是圍棋的特質，那麼這個特質同樣的也決定了繪畫作品在表現上的優劣。



從圍棋爭地的觀點看空間佈署，在長久的圍棋實踐傳統中，漸次地發展出了「金角、銀

邊、草肚皮」，在棋盤上黑子與白子的參差交錯，總是從棋盤的角、邊漸次展延至棋盤

的中央，亦即在空間佈署上，邊與角在圍棋爭地上的重要性勝過棋盤的中央地帶。若從

另一個角度看圍棋這樣的佈署發展，或許可以視之為如何得以更寬廣的展延視野與思考

的疆界，而爭地後的空白處似乎也就成為了在對奕中留下的想像餘白。 

 若將圍棋在佈局上發展出的邊、角、中央的次序理論應用在觀看水墨山水的構圖發展，

可以發現北宋時期的山水諸如萬壑松風圖、谿山行旅圖等著重於畫面中央的構圖，而漸

次發展成所謂夏半邊(夏圭)的《溪山清遠圖》、馬一角(馬遠)的《山徑春行圖》等以邊角

構圖的表現，乃至於其後元代的趙孟頫的《鵲華秋色圖》，那山勢分兩行漸次朝中央的

構圖發展，甚或其後倪瓚等人對畫面餘白重視日益增加的趨勢，都顯現出了藝術家與圍

棋手在空間佈署上的相應關係。 

 透過以圍棋佈局重新觀看水墨山水的傳統，可以發現潛藏於過往文人精神生活裡的空

間感，隱然的貫串了其整個生活美學的體驗與實踐。有趣的是，這潛藏的共通性由於傳

統山水的具象性以及對自然景觀的某種「寫實」態度，而長期不被知覺，或許更重要的

是這些古代的藝術家們，或許亦並未意識到其精神空間的一致性與共通性。再者由於一

直以來文人對書法與筆墨功夫的強調，因此並未刻意去體察關於空間與佈局的內在性，

也因此這個泛屬於精神空間與佈局的發現留給了當代的張富峻。 

 儘管 1960 年代，五月、東方的劉國松及莊喆等人所發起的現代水墨運動，以抽象表

現主義的概念嫁接進入水墨山水的潑墨技法，藉以表現出東方的精神性世界，的確開啟

了某種水墨創作的新方向，然則五月、東方的嘗試與創新無疑地乃是沿著「筆、墨、紙」

等材料性的傳統去挑戰從明代董其昌開創的以「皴法」為主的技術性傳統，並以西方抽

象表現主義對精神性與直覺性的表達概念，嘗試進行新的水墨繪畫發展，儘管劉國松等

前輩的嘗試與成就是巨大的，但同時也將水墨的問題框現在「表現」此一藝術概念上。

無可否認的，繪畫創作本身其一直有著如何表現以及表現什麼的探問，但在東方精神與

美學傳統中，這一問題或許更深一層的乃是探問一個關於生命修為以及內、外觀如何統

一的問題。 

 相較於董其昌的技術性以及劉國松等前輩的材料性，張富峻的嘗試無疑地更著重於由

「空間性與佈署性」來思考關於水墨繪畫其發展之可能向度。而其空間佈署的探討與嘗

試並非從西方視覺構圖的角度切入，而毋寧是從東方圍棋「棋勢」的思考來討論水墨其

繪畫性的發展可能。對照於前輩的思考角度，這樣的切入一則具有美學範疇的跨越性(視

覺性的繪畫、思維性的圍棋)，二則具有純粹的東方脈絡養成。而所謂的圍棋佈局其空

間佈署的概念，在此或許可以「昭和棋聖」吳清源大國手對圍棋的看法作為參考，吳說：

「我認為，圍棋是一種和諧的狀態。它的重點不在於競技或爭勝負，而是調和。由一枚

一枚講究均衡的棋子最後所構成的一盤棋，便是建立在和諧的基礎上。」根據吳清源的

觀點我們似乎可以真實的理解，何以水墨繪畫與圍棋佈局具有精神性的一致，更有甚者，

若將敦煌《棋經》中「夫棋法本由人心，思慮須精…」對照於石濤《一畫論》的「夫畫



者，從於心者也。…」更可以相信二者在東方精神裡的一致性與統一性。 

 由是張富峻其圍棋佈局法的嘗試讓水墨的可能發展，得以從純粹的傳統東方精神觀照

中進行當代性的展延。而此亦是藝術家其圍棋佈局法在藝術創造性上的第一個重要價值。

再者，跨越了董其昌的技術性議題以及劉國松的材料性實驗，張富峻的空間佈署性，在

作品表現上也就體現了十分獨具個人特質的表現了。 

 從其 2009 年的系列作品《飄颻 2009 NO.13》中，我們可以看見作品裡的線條、點、

劃從畫面的角、邊以極具動態的彎曲朝向畫面中央竄動，而墨線、墨點以及其暈染效果

又分別在不同的角落，構成了緻密的結構，襯著墨暈所圈圍出的餘白部分，這樣的畫面

讓我們得以理解《飄飄》其命名裡的風動感受。儘管作品中並未如實或寫真的描繪出任

何具象的型態，然則觀者依舊可以感受到謝靈運詩那「柳絮因風起」的優雅與動感。 

與上圖相同的，在張富峻的系列作品《飄颻 2009 NO.1》中，觀者所感受到的正是山

林裡那秋葉紛飛的姿態與動勢，緋紅的可能是乍染秋意的楓葉亦或者晚開的鳳凰，鵝黃



的則是銀杏抑或是隨風舞動的蝴蝶…。而圍棋佈局法這樣的表現，在加入色彩後更增添

了視覺上的動勢與生氣。從左圖中，我們可以發現張富峻對於佈局的講究以及嚴謹，在

看似萬頭鑽動的整體動勢中，觀者依舊可以發現，這些飄動的線條與色彩，分別從四個

角落與上下界朝中央圈圍的狀態，而正是那潛在的環形圈圍讓觀者的持續的在色彩與線

條的簇擁中，向中央凝聚收攏，讓作品的視覺在形色的動態中，依舊可以創造出穩定的

凝視。 

 從列舉的兩件作品，可以發現藝術家其圍棋佈局法所創造出的構圖狀態以及畫面的氣

質，如果說董其昌的「皴法」講究了質感與肌理，劉國松的「筆、墨、紙」開展了「表

現」，那麼張富峻的嘗試，無疑地乃是描繪了「動勢」，儘管謝赫的「氣韻生動」不停的

在後世被探討，但總是眾說紛紜，從董其昌的角度上看謝赫的「氣韻生動」或許是透過

用筆亦即以技術性去摹寫山水，在質感與肌理中體現出「自然」的外貌與內在。而在劉

國松的眼光中或許「氣韻生動」即是自動性技法所給出的表現性與想像性。然則在張富

峻的作品中，構圖的「動勢」則成為了構造「氣韻生動」的成因。 

  藝術家以「動勢」作為引出繪畫生命的嘗試，在 2011 年的同系列作品中，可以看見

更為成熟與準確。在其略帶秋意的作品《飄颻 2011－葡萄》中，張富峻讓橫幅自然的

在餘白及邊角的色彩、線條中劃分為幾個疏密不同的小單元，每一單元卻又彷若與另一

單元進行著對弈性的呼應，從而畫面自然的構成了一個整體，相較於 2009 年的作品中

那猶如王蒙般稠密、蒼鬱深秀的構圖與氣勢，《飄颻 2011－葡萄》則多了幾分大癡的天

真與自在。而作品《飄颻 2011－梅》那從畫面上界所刻劃出的一道沂漓暈染，更投射

了馬遠與夏圭的典雅氣息，與此同時大片的餘白則彷彿帶出了倪雲林的空靈感。相較於

劉國松其新水墨中，帶有濃厚西方抽象表現主義式的激情與狂放，張富峻的作品更多了

幾分傳統雅士的天真與自在。此外自 1999 年開始歷時十餘年逐步發展的圍棋佈局法，

也在此時得到了初步的成熟與精準。透過對圍棋佈局的認識以及長時間的嘗試，藝術家

跳脫了傳統的筆墨窠臼以及新水墨的西方式激情，在純然東方的脈絡中，走出了繪畫構

圖的新可能。 



 

 

 

二、 書法、線條；畫面元素的書寫性與繪畫性 

 如果說，董其昌以霸氣二分了院畫與

文人畫，他同時也武斷的定調了水墨

繪畫在技巧使用上的書法特質，也因

此才有劉國松的「中鋒革命」，同樣霸

氣的劉國松透過對暈染效果及紙質的

認識復以西方抽象表現主義的理論加

持，絕對而武斷的切斷了傳統的用筆。

那麼張富峻呢?如果僅僅是以「空間佈

署」作為其水墨的開創性，則在畫面

布局外，我們將看見繼承自董其昌的

傳統筆法，亦或者是傳承自劉國松的

暈染潑墨，而這樣的作品將難免出現

藝術表現上其細節處的失落感。再者

如果張富峻所追求的乃是透過畫面的

「動勢」引領觀者感受那山林的生命

與靈魂，則傳統皴法必然的在細密點

綴間，僵化了佈局的內在動勢，而狂

放的潑墨卻又破壞了佈局的嚴謹結構，

由是藝術家在面對其獨創的畫面「空

間佈署」時，連帶的重新省視了用筆

的狀態，而此嘗試的完成處，卻是透

過畫面上小單元的書寫性及細微的暈

染創造出的「符號畫」而完成的。 

 細看其作品諸如《山雨 2010-冬》系

列，順著畫面而下的線條，每一筆都彷彿拆解了漢字的筆畫一般，縱、橫交錯間，讓永

字八法各筆字成單元，進行隨機性的組構。傳統中對用筆的講究，而張彥遠所謂的「書

畫同源」在張富峻的作品中以一種奇妙的姿態被保留了下來，無論是八法裡的點、橫、



豎、勾、仰橫、撇、斜撇、捺，亦或者說草書、隸書乃至碑帖所遺留下的線條，在作品

中幻化為某種抽象性的符號，成為了體現自然山林中隨雨飄落的種種，伴隨著淺淺的藍

色淡彩，冬季的清冷山雨成了暈染的背景、而那些近乎書寫的「符號畫」則成了淋漓間

的落葉以及隨雨搖曳的枝枒。正是這些帶有著傳統漢字特質的「符號畫」讓書法的「動

勢」與畫面布局的動勢合而為一，使得張富峻的整體空間布局，在細部的處理上得以完

成，並擺脫了運用傳統皴法的僵硬抑或潑墨的不穩定感。 

 透過類於書寫的「符號畫」單元進行整體的組構，讓張富峻的作品的氣質，除了體現

自然現象其內蘊的氣質外，更多了「人」的主動性表達。在其系列作品《波瀾 2009 NO.5》

中，這些拆解自漢字的用筆與書法，不僅

在構圖中顯現出滔滔洪流的磅礡，更進一

步的讓我們遙想起張旭那狂放而激情的草

書，系列作品《波瀾 2009 NO.5》讓觀者

得以遙想杜甫詩中「昔有佳人公孫氏，一

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為

之久低昂。」那豪情舞劍的傳說女子，同

時也投射了張旭在公孫舞劍時揮毫的瀟灑

以及其書法的身體運動性。而正是這種具

身體運動性的狂草線條，讓系列作品《波

瀾2009 NO.5》得以在畫面中捲起千堆雪，

並引領觀者體驗那洪流的磅礡與激盪。 

 相較於《山雨 2010-冬》在清冷的淺藍色

上略帶嚴謹的楷書筆法，以及系列作品《波

瀾》裡的狂草氣息，在張富峻的《山雨 

2010-黃昏》中，那組構畫面布局的「符號



畫」似乎多了幾分快意與適意，猶如八分、漢隸般的疏散以及行草般的自由，帶出了黃

昏山林間的細雨的美麗。 

 藝術家其用筆的獨特性不僅讓畫面布局得以統整和諧，具書寫性的「符號畫」單元所

帶出的亦不僅是書寫其身體感裡的氣質與感受而已，更重要的是這些類文字性的「符號

畫」單元，還給予了畫面的可閱讀性，給予了觀者更多駐足玩味的凝視趣味。在藝術家

作品中的可閱讀性並非傳統所謂的「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那語言與圖像間絕對精準的

連結與推敲，而毋寧更是一種處於模糊曖昧之間的玩味。正是這種難以言喻的玩味與閱

讀性，讓作品的「詩意」有別於傳統的詩意與畫境。這些由模糊曖昧的感覺及語境所引

發的「詩意」，更無意間連結起了當代美學中所謂詩化哲學的感受性。正是這詩化語境

的感受性，讓藝術家的作品跳脫了「傳統」跨入了當代。也正是「符號畫」這書寫性與

繪畫性的二元特質，讓張富峻的水墨開創，有了更深一層的發展可能。 

 

三、 諦觀；文人的精神性與自然的內在性 

 透過典籍的記載，關於文人雅士的生活風貌，我們總有種「雖身不能至，然心嚮往之。」

的感慨與遙想。或是枕石漱流、或是扁舟散髮甚或傍水撫琴、松下弈棋，這種種文人生

活的情境，皆不脫與自然的親近。從外在看，文人的精神性無疑是在自然的環境中，透

過諦觀萬物而養成的精神風貌。於此同時，東方傳統美學中的「氣論」亦隨之生成，山

水畫正是在這親近自然的過程中，漸次成形並成為文人美學實踐的主要途徑。 

 在宗炳的《畫山水序》中提到：「…至於山水，質有而趨靈，是以軒轅、堯、孔、廣成、

大隗、許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遊焉。…余眷戀廬、衡，

契闊荆、巫、不知老之將至….於是畫象布色，構兹雲嶺。…閒居理氣，拂觴鳴琴，披圖

幽對，坐究四荒，不違天勵之藂，獨應無人之野。峰岫嶢嶷，雲林森眇。」可以發現做

為最早的山水畫理論作者，宗炳其立論的基本正在於個人的自然生活與感悟。也因此，

真正的畫山水者，相較於畫紙上的創作，其實際生活的實踐或許更是「含道暎物」、「澄

懷味象」的本源，而弈棋及揮毫僅僅是為了體現「身所盤桓，目所綢繚」所引發的感悟

與體驗。 

 從生活的角度切入張富峻的藝術創作，則可以發現自小成長於花蓮山林的他，對於山

林有著不同的觀察與體悟。其眼中所見的並非僅是山形、山色乃至於草木、苔癬、清流、

怪石等等外在的樣貌。藝術家如是說道：「當我們看到石頭上或斑駁或發亮的青苔時，

便會察覺到光影的移動，意識到原來一塊石頭、一枝草、一片小小的苔癬都自發靈光在

應和著陽光，共構成鮮活豐富的動態世界…。」。正是這樣的感悟，讓山林那雜然而分

明的內在性，在藝術家眼中漸次融入心中，而幻化為山林的靈魂與呼吸，透過筆墨躍然

於紙上。對於長期居住於苗栗山區的創作者而言，無論是石頭、小草抑或者苔癬，山林

裡的每一項精微物事都一如宗炳所言乃是張富峻生活中「身所盤桓，目所綢繚」的景象，

也因此讓創作者得以更貼近於宗炳開創山水畫論時的精神本質。而這樣的生命狀態，也

給予了創作者得以深刻體會「披圖幽對，坐究四荒，不違天勵之藂，獨應無人之野。峰



岫嶢嶷，雲林森眇。」此精神樣貌的本來面目。 

 從藝術家一系列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見藝術家每一次的諦觀都深深的望進了，那山

林其細微現象的本質中。也因此，無論是系列作品《飄颻》的流風與落英抑或者《波瀾》

裡的浪濤乃至於《山雨》的四季與晨昏，觀者所見的並非是具象的形體描繪，而毋寧是

自然現象所誘發的心神感悟。正是因為真實的生活實踐，張富峻其人文的精神性與自然

的內在性產生了交會，而東方的「氣論」美學與「自然泛靈論」的山林信仰，也得以再

次甦醒於其山水畫的脈絡中。 

四、 傳統人文與當代人道 

 如果說，張富峻的「空間佈署」與「類書寫」建構了其作品在水墨傳統中的展延，那

麼從傳統人文美學到當代的人道關懷，則完成了其藝術的新美學姿態。有別於過往對於

山林其美好精神面貌的欣賞與觀照，在其最新的系列作品《向電影賽德克巴萊致敬》中

所展現出的企圖，斷非既往的繪畫思考而已，而毋寧更有著對歷史、人類以及生命尊嚴

的崇敬感動。 

  

  在此系列的作品中，《向電影賽德克巴萊致敬三》其構圖的線條呈現了由左向右疾馳

的動態感，厚重的線條同時也投射出某種肅穆的氣息，墨綠色的勾、勒讓山林多了幾分

滯重的氣息，這樣的構圖裡，彷彿預示著一場即將在山林間帶來腥風血雨的肅殺，每一

道厚重的黑線象徵著賽德克族將赴戰場的勇士，在深綠色的山林裡踏向死亡與尊嚴。而



《向電影賽德克巴萊致敬五》那黝暗的畫面中，淺淺的鵝黃似乎暗示了戰場上的勇士已

然踏上靈魂的再生之路，山林中唯一的亮光，象徵著靈魂的不滅性與尊嚴的光芒。正是

在這樣的表現中，張富峻跳脫了自己的窠臼，從一個嘗試開創水墨新局的創作者，成為

一個嘗試打破傳統美學其人文框架走向人道關懷的當代藝術家。從而其作品也就不再僅

是投射新世紀水墨的嘗試，而無疑地乃是具有對人道積極關注的當代美學表現。 

 

小結 

 靜觀張富峻的作品，可以發現做為一位藝術家其作品的成長是深刻的而非跳躍的，從

1999 年開始嘗試以圍棋布局做為水墨繪畫發展的新路徑，其創造了美學範疇的跨越性

(視覺性的繪畫、思維性的圍棋)，以及純粹東方脈絡的繼承性。這樣的嘗試使張富峻的

作品給出了水墨新的思維發展路徑。 

 而伴隨著新構圖結構而來的「符號畫」單元，以類書寫的性格不僅為作品添加了詩化

語境的感受性，也讓藝術家的作品跳脫了「傳統」跨入了當代的論述範疇中。正式透過

類書寫的文字性給予了畫面的可閱讀性，以及觀者更多駐足玩味的凝視趣味。那處於模

糊曖昧之間的玩味與感覺在其語境裡連結起作品與當代詩化哲學感受性的關聯。 

 而張富峻其創作的當代性的徹底完成，或許還在於其最新的創作系列《向電影賽德克

巴萊致敬》中，受既往歷史與歷史影像的衝擊的創作者，其眼中所見的山水，不在僅是

自然的內在精神與潛在的泛靈而已，更增添了山林的記憶以及對山民的關懷。從而藝術

家的作品其投射出的不在僅是藝術框架內的美感思維，而更多在於對人性與生命其尊嚴

的捍衛與吶喊。一如《格爾尼卡》，張富峻的《向電影賽德克巴萊致敬》向抗暴的英雄

以及施暴者投射了敬意與抗議，而正是這樣的作品內在，讓其水墨山水給出了截然不同

的世界與精神面貌。 

  



由定静到淋漓暢快之路 

--我看「張富峻的風與水」個展 

文/簡丹     

 

前言 

藝術家張富峻 2010 年出版了「布局十年」，在送給我的畫冊扉頁，他用毛筆寫著： 

清泉入茶 

香回山林可洗塵 

布局十年 

與簡丹同探桃園津渡 

相契隨喜 

 

我認識的藝術家何其多，但像張富峻這樣的「古代人」何其少；曾經他表示過，他是用

呼吸和作品連結的，一開始，其實我不明白這是怎樣的關聯，直到認識他十多年之後的

現在，我似乎比較懂了，換句話說：就是創作和生命與共，每一個呼、每一個吸、身體

的每一個擺動，都直接與心意相連，由心、而腦、而手就筆，然後在畫面幽幽出現，一

如神定氣閒的張富峻，總是隨著心的召喚、隨著呼吸的進出，完成每一張貼近內在狀態

的作品。 

 

由缱綣深情，到淡淨秘語 

注意張富峻的作品，是由他的「缱綣」系列作品開始的。從來也沒有認為他的作品是水

墨，只是認為這個藝術家，竟然用筆墨用到如此自由，瀟灑的如舞者拋在空中的水袖，

明知是人為的操作，竟流出如雨絲、如風中輕柳的曼妙。他的筆韻輕巧卻又藏著濃郁的

情感，有一種情深意重的況味，之後，就不曾看過用筆駛墨可以這樣深情的藝術家；或

許，當時的張富峻正處在一份深刻的感情狀態中吧。 

 

然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看見張富峻的人或作品的出現，但知道他居住在三義附近

的山區，也知道他天天在畫紙上作畫，但他似乎並不滿意，自「缱綣」出走之後，他陷

入了中國水墨應如何進入現代的創作困境中。這個類似閉關的清苦生活應當延續了好多

年，偶爾接到他的電話，也只能透過他清淡的話語，知道繪畫還是他生活中的重心，他

的生命是由各式圖像連結出來的，而他依然在山中過著和山水對話的日子。 

 

山林是他的遊戲場，他在其中穿梭行走，畫山成為他和自我對話的一種秘語，每一筆在

紙上呈現的都是一種翻譯自他內心的語彙，畫面的線條斷斷續續，看不出章法，卻結構

緊密，「體勢」系列作品其實是張富峻發展出來的最為特別的、自我的抽象作品，清淡

定靜，但其中的層層疊疊像是有說不完的秘密；眾多觀者在看過之後，顯得茫然，不知



如何進入作品，也讓張富峻的作品更顯孤寂，而這份孤寂感和不被了解的無奈，正顯現

了當下他的生命狀態。 

 

圍碁結構法，自成一格 

「體勢」、「清象」、「密林」、「流風」等系列作品的創作，是在不知不覺中出現了張富峻

自創的「圍碁結構法」，體系自建而且自成一格。類似的作品是藝術家以毛筆半自動式

的書寫，由中心點如旋風式的往外發展，再由畫紙的四邊往內集中，在外旋和內抱的結

構中出現了如圍碁棋譜般的結構形式，同時產生能量旋轉卻又集中的一種力量，最終出

現的寧靜氛圍，宣告了圍碁結構技法的形成，這是張富峻和山林、風雨對話之後的累積。 

 

如果用以圖就文的方式，來閱讀張富峻的作品，其實是較為容易的一種方式。觀者可以

由畫作中的任何一個角度介入（一如觀者正和藝術家下著充滿樂趣的圍碁般），進入藝

術家的畫面，你就可以以一個主導的位置和藝術家對話，在你來我往之間，找到一個可

以對話、可以遊戲的自在空間。 

 

經過多年之後，終於張富峻也找到了一個可以和觀者互動的形式，這絕對是藝術家最讓

人驚訝的成長，但這樣的結果，通常也是無法規劃的，唯一的可能是藝術家自身的進步

和不斷檢視過後的意外收穫吧。 

 

飄颻隨風，水起波瀾 

然後，生命中的一個重大打擊（2009 年他意外受重傷），卻給了張富峻在創作上一個更

大的轉折，受傷的錐心之痛和對生命可能即將逝去的恐懼（「飄颻」系列），反而讓他打

開已經封閉已久的靈魂。事過境遷之後，張富峻回首過往的自己，是謹慎而小心的，他

意識到面對生命其實可以輕鬆些，可以開闊些，「波瀾」系列也是生命狀態的一個註腳；

生命在風雨中走過，生活中的艱難，創作中的困頓，都在一場重病之後重生。 

 

如今的張富峻看起來不再那麼沉重，說起話來也輕鬆了，於是作品呈現了過去沒有的灑

脫和大器，筆的揮灑，墨的流動，觀者幾乎可以看到藝術家大步移動的痕跡；過去觀看

張富峻的作品，容易陷入晦澀的低迷，現在則是可以透過作品看見張富峻的灑脫自在；

觀者面對張富峻 2011 年之後的新作，應該不再有疑惑，並不是說他的作品容易懂了，

而是已經不在乎懂不懂這件事，因為已經打開心扉的作品自己能說話，觀眾於在靜心欣

賞，臉上散發著隱約微笑。 

 

山雨兀自飄，陽光已露臉 

2010 年底，張富峻和妻子遷入三義的民宅，生活算是安定了下來，工作室、生活的空

間都集中在一幢三層樓的透天厝，「山雨」系列作品每天都有不一樣的發展，眼前的山



城景色，過去森林遊走的記憶，作品中的淋漓暢快，更顯現他十多年來的努力精進。 

 

過去曾經有過一段時間，張富峻很關心三義的木雕工作者，擔任起策展人的工作，辦展

覽、寫文章、舉辦論壇，希望為從事木雕的朋友尋找更寬闊的創作空間；現在的張富峻，

和這群朋友依然常聚會聊天，但他變得輕鬆了、柔軟了，因為他了解到每個人都擁有各

自的一片天，而這片天是自己的選擇，不是別人可以設計或給予的。 

 

「向電影『塞德克.巴萊』致敬」的系列作品，是張富峻最新系列的作品，藝術家敏銳和

易感的心，透過他的筆和油彩做了另類的詮釋，看過電影的觀者和作品有了相契的想像，

沒有看過電影的也可體會作品的壯闊，以及藝術家向英雄、向有心人致敬的誠懇和誠

意。 

 

觀看張富峻的創作和生活已然過了二十年，更確定他擁有一顆願意關懷他人和幫助更多

人的心，這樣的情操讓人感動，當他已經可以將這樣的情操，轉換到畫面時，我彷彿看

見了一道曙光，打在藝術家平靜的臉上，在創作上，他已經進入水到渠成的階段，身為

他的朋友，我覺得很榮幸，而且很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