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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 下眼瞼、眼窩、雙頰染以淡墨之正廳隔斷牆板壁作品；由左而右

為 1929 年莿桐鄉廖宅、1931 年溪州鄉詹宅、1933 年溪州鄉黃宅、

1930 年埤頭鄉江夏堂，熾昌堂黃宅 
 

（三）傅色 

所謂傅色，即傅彩、著色之意，出自於清‧沉初《西清筆記·紀名跡》

中「北宋院本畫，用筆工緻，傅色明釅，規模神氣，逼似唐人」之句。

於此部分是以傅色方式而言，並未討論配色，因建築年代多久遠，作品

色彩部分，難以確認是否有無褪色或變色之問題，因此，是以探討傅色

方式為主。 
而於傅色作品，可以觀察出畫師陳登科技法上三個階段，一開始

（1926）傅色方式是施以較薄之顏料，於人物外衣由上往下退染顏色，

或於衣物輪廓線、衣褶處上彩（圖 67）；而至 1930 年開始，傅色方式不

變，但漸漸會加重顏色於衣物輪廓及衣褶處，用以顏色突顯明暗陰影，

視覺上顏料層較厚重，較偏向所謂之「厚彩」（圖 68）；至 1933 年，傅色

前，如墨色作品貌，先以淡墨染於衣物輪廓及衣褶處，而後再上一層薄

彩，而不以厚重之色彩方式來表現明暗（圖 69）。因此，畫師陳登科於傅

色技法表現上是有所轉變，與此相較，墨色運用的方式，在技法上則較

無變化。綜合以上，從本次調查作品中可以觀察出畫師陳登科於繪畫上

之變化，其慣用技法可以整理出下表 9。 

    
圖 67 顏料較薄之正廳隔斷牆板壁作品；由左而右為 1926 年竹塘鄉河

間衍派詹宅兩幅、1927 年二崙鄉綿盛堂廖宅、1929 年北斗鎮葉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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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堆疊顏料表現明暗之正廳隔斷牆板壁作品；由左而右為 1930 年

埤頭鄉江夏堂，熾昌堂黃宅、1931 年竹塘鄉德義堂詹宅兩幅、

溪州鄉詹宅 
 

   
圖 69 先染淡墨再傅色之隔斷牆板壁作品；由左而右為 1933 年溪州鄉

黃宅正廳、二崙鄉廖宅右後房、1939 年竹塘鄉邱宅正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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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0 自上而下、由左而右為 1926 年竹塘鄉河間衍派詹宅、1927 年二

崙鄉綿盛堂廖宅、1929 年北斗鎮葉宅、1930 年埤頭鄉江夏堂‧

熾昌堂黃宅、溪州鄉詹宅、竹塘鄉德義堂詹宅、1932 年古坑鄉

賴宅、1933 年溪州鄉黃宅、1935 年二水鄉太原堂王宅右護龍、

1936 年溪州鄉黃宅左護龍、1936 年莿桐鄉林宅、1937 年竹塘鄉

詹宅、1938 年竹塘鄉河間衍派詹宅、1939 年崙背鄉雍和堂李宅、

1939 年竹塘鄉邱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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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物形象表現 
此部分是探討傳統人物形象表現，而依據本次田野調查結果，除了

本身題材人物具有辨識度，如張飛（圖 71）、關雲長（圖 71）、漢鍾離（圖

71）、李鐵拐（圖 72）等人物角色較鮮明外，多數人物形象不因題材人物

角色不同，而有所差異。因此，以下將以臉部描繪、服飾描繪、人物姿

態等三部分為主，進行討論。 

    
圖 71 （左）關雲長與張飛；1931 年溪州鄉詹宅正廳隔斷牆板壁作品 

（右）漢鍾離之正廳隔斷牆板壁作品；由左而右為 1933 年二崙

鄉廖宅、1939 年崙背鄉雍和堂李宅、1960 年埤頭

鄉鄭宅 
 

   
圖 72 李鐵拐之正廳隔斷牆板壁作品；由左而右為 1933 年二崙鄉廖宅、

1939 年崙背鄉雍和堂李宅、1960 年埤頭鄉鄭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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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臉部描繪 

於傳統人物作品，大致上可分為「男」、「女」、「老」、「少」這四大

類人物形象。於人物造樣上，女性、男性、孩童臉型皆較為飽滿，女性

似鵝蛋臉，男性較為方圓，孩童則以圓潤臉型較多（表 10）；人物眉形多

呈現「︵」，弧形較彎曲之眉型，女性人物眉多一筆成形，相對於孩童

或男性人物，眉梢多略下撇；而男性與孩童，眉多用線條刻劃，且眉梢

較短（圖 73），所以有別於女性人物眉目清秀之感；然於較小之架構材，

人物在細節表現上有限，因此較看不出有此變化，且男性與孩童眉型上

不一定會呈一彎曲之弧形。 
相較之下，老嫗或老翁題材人物來說，多強調臉部線條，於額、眉

間、眼尾、顴骨、法令紋、下顎等地方，皺紋描繪清晰可見，並染以淡

墨來突顯老者之「皺」與「瘦」，兩者之差別在於老翁臉型較為方圓，而

老嫗較為瘦長形（表 10）。此外，於老者眉毛，多以短筆、淡墨之線條表

現，而不刻意刻劃其長度，以顯示出老者壽眉之貌（圖 74）。 
 

表 10 畫師陳登科傳統人物臉部圖例表 
正廳隔斷牆板壁之女性人物 

  
金花看羊之金花-1926

年西螺鎮 
福崇堂 

仙女散花之仙女

-1926 年竹塘鄉 
河間衍派詹宅 

二嬌觀書之大小二橋

-1930 年西螺鎮黃宅 
曾參作大學之侍女- 
1931 年溪州鄉黃宅 

  
八仙之何仙姑- 

1933 年二崙鄉廖宅 
乳姑奉親之唐夫

-1930 年埤頭鄉江夏

堂，熾昌堂黃宅

賣身葬父之七仙女- 
1934 年二水鄉太原堂王

宅 

為母埋兒郭巨之妻- 
1936 年莿桐鄉林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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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檻之女性人物 

  

舉案齊眉梁鴻之妻-1930
年西螺鎮林宅正身正立面

明間門楣 

開弓配親之陳秀英-1930
年西螺鎮林宅正身正立

面右次間窗額 

為母埋兒郭巨之妻

-1938 年田尾鄉長繼堂

陳宅右護龍正立面明

間門楣 

乳姑奉親之唐夫人

-1938 年田尾鄉長繼堂

陳宅左護龍正立面明

間門楣 
正廳隔斷牆板壁之男性人物 

 

飛鶴報情神-1926 年

西螺鎮福崇堂 
茂叔愛蓮之周敦頤

-1929 年莿桐鄉廖宅

棄官尋母之朱壽昌-1930 年

埤頭鄉江夏堂，熾昌堂黃宅

精忠報國之岳飛-1930 年

埤頭鄉江夏堂，熾昌堂黃

宅 

 
恣蚊飽血吳猛之父

-1932 年古坑鄉賴

宅 

刻木事親之丁蘭

-1932 年古坑鄉賴

宅 

八仙之曹國舅-1933
年二崙鄉廖宅 

竹書競市之王羲之

1933 年西螺鎮鍾宅

賣身葬父之董永

-1934 年二水鄉 
太原堂王宅 

中檻之男性人物 

 
親嘗藥湯之梁武帝

-1938 年田尾鄉長繼

堂陳宅左護龍正立

面明間門楣 

懷橘遺親之袁術- 
1938 年田尾鄉長繼

堂陳宅右護龍正立

面明間門楣 

侍從-1934 年大埤

鄉賴宅正廳扇面牆

神龕楣 

舉案齊眉之梁鴻

-1930 年西螺鎮林

宅正立面明間門

楣 

張良敬老之張良

-1930 年西螺鎮林

宅正立面明間門

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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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廳隔斷牆板壁之孩童

   
富貴壽考-1926 年竹塘鄉河間衍

派詹宅 
童子-1929 年莿桐鄉廖宅 

童子-1931 年竹塘鄉德義堂詹

宅 

  
自蚊飽血之吳猛-1932 年古坑鄉

賴宅 
八仙之劉海-1933 年二崙鄉廖宅

八仙之韓湘子-1939 年崙背鄉

雍和堂李宅 

中檻之孩童

童子-1930 年西螺鎮

林宅正立面明間門

楣 

懷橘遺親之陸績-1938 年田

尾鄉長繼堂陳宅右護龍正立

面明間門楣 

童子-1938 年田尾鄉長繼

堂陳宅左護龍正立面明

間門楣 

為母埋兒郭巨之兒

-1938 年田尾鄉長繼

堂陳宅右護龍正立面

明間門楣 

正廳隔斷牆板壁之老翁 

  
富貴壽考-1926 年竹塘鄉河

間衍派詹宅 
淵明採菊之陶淵明-1927 年二崙鄉綿盛

堂廖宅 
淵明採菊之陶淵明-1931 年

竹塘鄉德義堂詹宅 

  
南斗注生-1931 年竹塘鄉德

義堂詹宅 
浩然笑梅之孟浩然-1933 年西螺鎮鍾宅

東方朔偷桃之東方朔-1933
年西螺鎮鍾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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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廳隔斷牆板壁之老嫗 

 
乳姑奉親之長孫夫人-由左而右為 1930 年埤頭鄉江夏

堂，熾昌堂黃宅、1932 年古坑鄉賴宅、1934 年二水鄉太

原堂王宅 

精忠報國之岳母

-1930 年埤頭鄉江

夏堂，熾昌堂黃宅

棄官尋母朱壽昌之

母-1930 年埤頭鄉江

夏堂，熾昌堂黃宅- 

中檻之老者 

 

開弓配親陳秀英之

母鎮林宅正立面明

間門楣 

乳姑奉親之長孫夫

人-1938 年田尾鄉長

繼堂陳宅左護龍正

立面明間門楣 

親嘗藥湯之薄太

后-1938 年田尾鄉

長繼堂陳宅左護

龍正立面明間門

楣 

福祿壽之壽星- 
1934 年大埤鄉賴宅

正廳扇面牆神龕楣

渭水聘賢之姜太公

-1934 年大埤鄉賴宅

正廳扇面牆神龕楣 

 

   
圖 73 正廳隔斷牆板壁作品，由左而右為女性（1930 年埤頭鄉江夏堂，

熾昌堂黃宅）、男性（1930 年埤頭鄉江夏堂，熾昌堂黃宅）、孩

童（1929 年莿桐鄉廖宅）之眉毛 
 

       
圖 74 （左）陳登科之老者眉毛（右）壽眉 

 
整體上，傳統人物題材於臉部描繪，多以六或七分面表現，除了特

定人物，如張菲、關雲長、趙雲等（圖 75），會依據人物角色特性，臉部

而成現嘴角往下、劍眉外，其餘人物嘴型多為喜意、眼睛多為笑目，尤

以老者 為明顯；再者，嘴部多刻劃唇形，並以墨色或顏料點綴，似戲

曲人物上之扮相（圖 76），而不論人物為男、女、老、少，抑或是位於其

它架構材，如門楣、門額、神龕楣等人物唇部，皆常見此作法（圖 77），

因此可推測此為畫師陳登科，於人物臉部描繪上，慣用之形象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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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  人物臉部嘴角往下、劍眉表現；由左而右為 1930 年西螺鎮林宅

正身正立面左次間窗額、1936 年溪州鄉黃宅左護龍正立面明間

門楣、1930 年西螺鎮林宅正身正立面明間門楣、1934 年大埤鄉

賴宅正廳扇面牆神龕楣、1930 年西螺鎮林宅正身正立面明間門

楣 
 

          
圖 76 戲曲人物扮相25 圖 77 由左而右為 1932 年古坑鄉賴宅正廳隔斷牆門

額、1934 年二水鄉太原堂王宅正身正立面明間

門楣、1934 年大埤鄉賴宅正廳扇面牆神龕楣 
 

（二）服飾描繪 

服飾描繪將分成兩個部分討論，其一為服飾樣式上之表現；其二為

服飾紋路描繪表現，以下將分別論述。 
 

1.服飾樣式 

畫師陳登科傳統人物題材中，不論男女老少之服飾，多可見半臂、

腰上黃、蔽膝、帷裳、佩玉環縧等描繪（圖 78）；又女性人物多繪有披肩；

孩童服飾則多繪有領巾，一種是綁在脖上之領巾，為年紀稍長之孩童所

配戴（圖 79）；另一種為圓形領巾，係年紀較小之乳童所戴，其類似於古

代孩童服飾中之「圍嘴」（圖 80），此畫法亦可見於馬駘畫寶中乳孩像法

之孩童（圖 81）。以上傳統人物服飾，不論是板壁，或是枋、門楣、神龕

楣、走馬板等之作品皆是如此（圖 82）。  

                                                       
25 圖片引自「民國少年戲曲裝扮照片 9*5，老照片-->電影戲曲/歌舞劇照，老照片，

戲劇劇照，民國，黑白，2.1-4 寸，無齒邊，無標誌，單張，無底片，au5082440，
線上拍賣，7788 收藏__中國收藏熱線」，http://www.997788.com/a191_5082440/
（2016 年 03 月 30 日）。 

趙雲  關雲長 張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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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8 服飾名稱示意圖 

 

    
圖 79 繫在脖上之領巾；正廳隔斷牆板壁作品；由左而右為 1929 年

莿桐鄉廖宅、1930 年西螺鎮黃宅、1931 年溪州鄉詹宅、1939
年崙背鄉雍和堂李宅 

 

                       
 圖 80 古代嬰兒圍嘴26           圖 81 《馬駘畫寶》乳童像法27 

                                                       
26圖片引自「 “女紅 ”：古代婦女所從事的縫製、刺繡等工作 -中新網」，

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4/03-06/5917891.shtml（2016 年 0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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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 孩童圓形領巾；正廳隔斷牆板壁；由左而右為 1926 年竹塘鄉河

間衍派詹宅、1933 年溪州鄉黃宅、1936 年莿桐鄉林宅 
 

                 
圖 83 孩童圓形領巾；由左而右為 1934 年大埤鄉賴宅正廳扇面牆神龕

楣、1938 年田尾鄉長繼堂陳宅右護龍正立面明間門楣、1938 年

田尾鄉長繼堂陳宅左護龍正立面明間門楣 
 

除了上述服飾描繪外，依題材人物角色而有扎靠旗或插翎毛者；盔

帽上綴有絨球、流蘇者；腰上多繫有大帶或腳穿厚底靴者等等之描繪，

整體以人物之盔頭28、大帶、厚底靴、靠旗、苫肩29五者表現鮮明（圖 84、

85），於漢文討傘、開弓配親、黃鶴樓、取長沙、獨木關、四聘等題材中

多可見上述裝扮描繪；大抵而言，尤以男性人物裝扮中，多可見到上述

服飾表現。 

       
圖 84 盔頭類；由左而右為白夫子盔、綠夫子盔、侯帽、扎巾、武生巾30 

                                                                                                                                            
27 圖片引自馬企周，《馬駘畫寶》（臺北：文光圖書有限公司，1987），頁 50。 
28 依據李怡佩〈戲曲表演藝術於臺灣廟宇人物雕刻之研究：以三國演義題材為例〉

文中，盔頭為各行當角色所戴之帽子統稱。李怡佩〈戲曲表演藝術於臺灣廟宇

人物雕刻之研究：以三國演義題材為例〉（臺北：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

護學系論文，2011.6）。 
29 依據李怡佩〈戲曲表演藝術於臺灣廟宇人物雕刻之研究：以三國演義題材為例〉

中，苫肩與箭衣搭配使用，為身分較高貴之王侯武將，於領部加圍苫肩。 
30 引自李怡佩〈戲曲表演藝術於臺灣廟宇人物雕刻之研究：以三國演義題材為

例〉，頁 70、72、74、81、88、92、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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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5 由左而右為大帶、青厚底靴、靠旗、苫肩31 

 
整體而言，於盔帽上除了以兩側綴有流蘇外，其絨球多繪成似一朵

花貌，此於戲齣年畫32人物裝扮上可看到類似之畫法（圖 86），而於實際

戲曲人物扮相上亦可見到（圖 87）；再者於大帶之表現，除從寬帶兩端之

排穗判斷外，於腰上亦多繪有裝飾之物。以上兩者為其在戲曲服飾裝扮

描繪上較為常見之畫法（圖 88）。 

       
圖 86 戲齣年畫之人物33             圖 87 戲曲人物扮相34 

                  
圖 88 盔帽絨球與大帶上之裝飾；由左而右為 1934 年大埤鄉賴宅正廳

扇面牆神龕楣、二水鄉太原堂王宅正身正立面明間門楣、1936
年溪州鄉廖宅正身正立面右次間窗額 

                                                       
31 《點石齋畫叢》，頁 126、127、131、134、135、136、138、144、147。。 
32 根據《戲齣年畫》一書中，說明戲齣年畫據文獻資料載，最晚是在乾隆年間出

現；其畫面上精要地敘述故事情節，同時把戲曲舞臺上人物形象、衣裝扮像、

身段程式、場面一一描繪下來。 
33 圖片引自不著撰人，《戲齣年畫‧下卷》（臺北：英文漢聲出版有限公司，1992），

頁 30、64、164。 
34 圖片引自不著撰人，《戲齣年畫‧下卷》，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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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衣紋描繪 

在本次研究中，服飾衣紋表現技法有兩種，其一是運用墨，有以墨

畫出紋路者，此普遍應用於各個架構材之人物服飾，尤以蔽膝、帷裳或

官服上為 ；或以墨代色表現，多為板壁人物衣襟、衣袖處（圖 89）。其

二為顏料技法上之運用，此可與墨線穿插使用，多寫意地運用「點」之

筆法，施於人物衣襟、衣袖、蔽膝、綉抱肚等處（圖 90）；或可見到利用

顏料本身塗刷之厚度，以刮除顏料之方式表現紋路，使紋路呈現反白之

效果，然此做法之作品數量極少（圖 91）；上述後兩者以透過顏料技法表

現為服飾紋飾者，普遍應用於較小之架構材作品，因受限於其本身之條

件，遂精細度不如板壁作品。 
 

    
圖 89 衣襟、衣袖多施以黑墨，蔽膝、帷裳多繪有紋路；隔斷牆板壁作

品；由左而右為 1930 年埤頭鄉江夏堂，熾昌堂黃宅正廳、1933
年二崙鄉廖宅正廳、1934 年西螺鎮鍾宅正廳、1936 年溪州鄉廖

宅左護龍 
 

   
圖 90  顏料以「點」之筆法描繪於衣襟、衣袖、蔽膝、綉抱肚等處；由

左而右為 1930 年西螺鎮林宅正身正立面明間門楣、1934 年大埤

鄉賴宅正廳扇面牆神龕楣兩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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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91 以刮除顏料方式繪製衣服紋路； 

    （上）由左而右為 1935 年西螺鎮振文書院正殿神龕楣兩幅、1936
年溪州鄉廖宅正身正立面左次間窗額 

    （下）由左而右為 1934 年二水鄉太原堂王宅正立面明間楣楣、

1936 年溪州鄉廖宅正身正立面左次間窗額 
 

（三）人物姿態 

在本次調查作品中，傳統人物姿態上可以看到戲曲人物身段，以弓箭步

為常見，亦可見到跪步、揚袖、掏翎、端帶、托髥、擰髥等動作。部分題

材中，對於故事橋段摹寫非常傳神，透過人物身段清楚傳遞故事核心，如取

長沙題材，畫面雖未畫出馬匹以顯示追趕之場景，但黃忠身紮大靠，以屈膝

跪步之姿呈現，此於戲曲上表示人物戰敗、賠禮或焦灼苦悶之神情，35如同

表示其落馬墜地之姿；而關雲長頭戴綠夫子帽、身紮大靠，以大刀護腰面向

黃忠，此於戲曲上表示戰鬥前之防禦，36猶如其欲讓黃忠換馬再戰之意味，

透過生動的人物表情，再加上人物身段動作，畫面描繪出題材故事中緊繃之

氛圍（圖 92）。又開弓配親題材，畫面上匡忠腳踩弓箭步，徒手將陳秀英祖傳

寶弓拉開，而開弓者即為其婿，遂陳秀英人物表現上，於西螺鎮林宅（1930）

之作品中，畫面上是以視線低垂呈羞眼貌，而二水鄉太原堂王宅（1934），則

是以手勢來顯示其內心羞澀之情（圖 93）。 

                                                       
35 李怡佩，〈戲曲表演藝術於臺灣廟宇人物雕刻之研究：以三國演義題材為例〉，

頁 134。 
36 李怡佩，〈戲曲表演藝術於臺灣廟宇人物雕刻之研究：以三國演義題材為例〉，

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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