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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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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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為常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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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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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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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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2

圖 93

表 11

取長沙；1936 年溪州鄉廖宅正身正立面右次間窗額

開弓配親；（上）1930 年西螺鎮林宅正身正立面右次間窗額
（下）1934 年二水鄉太原堂王宅正身正立面明間門楣
畫師陳登科之人物身段對照表37

戲曲人物身段

擰髥

37

畫師陳登科之作品

1934 年大埤鄉賴宅正廳扇面牆神龕楣

人物身段圖片引自李怡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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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34、138、139、140、141、143、148、149、155、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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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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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溪州鄉詹宅正廳隔斷牆板壁

（左）1930 年西螺鎮林宅正身正立面明間門楣
（中）1932 年古坑鄉賴宅正廳隔斷牆板壁
（右）1935 年西螺鎮振文書院正殿神龕楣

托髥

弓箭步

跪步

大刀護腰式

（左）1932 年古坑鄉賴宅正廳隔斷牆門額
（中）1934 年二水鄉太原堂王宅正身正立面明間門楣
（右）1935 年西螺鎮振文書院正殿神龕楣

（左）1936 年溪州鄉廖宅正身正立面左次間窗額
（右）1936 年溪州鄉廖宅正身正立面右次間窗額

1932 年埤頭鄉植槐堂王宅正廳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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掏翎

1936 年溪州鄉黃宅左護龍正立面明間門楣

拎大帶

（左）1930 年西螺鎮林宅正身正立面右次間窗額
（右）1934 年大埤鄉賴宅正廳扇面牆神龕楣

端帶

（左）1927 年二崙鄉綿盛堂廖宅正廳隔斷牆板壁
（右）1936 年莿桐鄉林宅正廳隔斷牆板壁

揚袖

男雙背折袖

（左）1927 年二崙鄉綿盛堂廖宅正廳隔斷牆板壁
（右）1932 年古坑鄉賴宅正廳隔斷牆門額

（左）1934 年二水鄉太原堂王宅正身正立面明間門楣
（右）1938 年竹塘鄉河間衍派詹宅正廳龍隔斷牆板壁

臺灣中部畫師陳登科的彩繪研究

105

四、傳統人物作品與同時期畫師之異同
為了能更深入探討畫師陳登科其彩繪藝術之風格，故而將其與畫師
柯煥章作為比較，以畫師柯煥章作為比較對象之緣由，有以下三點之考
量：其一為兩者皆生於彰化地區，陳登科為彰化田中人，而柯煥章為彰
化伸港人，兩人皆為彰化地區之本土彩繪畫師；其二兩者皆在相同之時
代背景下，從事傳統建築彩繪，於年齡上亦相仿，陳登科生卒年為
1906-1971，柯煥章則係 1901-1972；最後兩者執業地區多有重疊，如雲
林之古坑、崙背、莿桐、二崙、西螺；彰化之二水皆有執業；遂將其與
之作比對。在此將以周孟勳〈彰化畫師柯煥章彩繪之研究〉為主要分析
畫師柯煥章之資料來源，以下論述及圖片使用，亦將引用其論文之研究
成果，故而將不再另作註示。而究兩者在彩繪作品風格表現上之異同，
以下將分為用墨、人物形象兩部分討論，並延續前述以隔斷牆板壁作品
為主要分析對象。
（一）用墨
此處將討論畫師陳登科與畫師柯煥章用墨之異同。用墨即指墨線、
墨色兩部分。總結兩者之用墨，於本次調查，相同之處，大抵傳統人物
題材於墨線之表現，以板壁作品而論，皆多有濃淡墨之分，濃淡即深淺，
故而濃者用於表現重色之物，如深色衣物、頭髮、配飾等。淡者則為淺
色之物，如服飾內裡、淺色衣物、臉耳鼻等膚色輪廓、老者眉髮鬚之處
等（圖 94）。用墨之表現，兩者唯眼唇施墨展現異同，畫師柯煥章於眼唇
皆施以濃墨為主（圖 95）。
墨色之表現，於傳統人物板壁作品，畫師柯煥章僅於淡彩或墨色作
品中，施以淡、中墨來表現衣物輪廓線及衣褶處之明暗陰影（圖 94）；而
畫師陳登科之作品中，於本次調查，不論係淡彩、濃彩，抑或係墨線作
品，皆可見此用法。

圖 94

柯煥章板壁人物

圖 95 柯煥章人物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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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物特徵
於人物特徵，主要探討兩者板壁作品，於臉部及服飾樣式及衣紋上
之異同處。以臉部來說，畫師柯煥章不論於神仙、文人、武將、官員、
婦女、孩童，其臉型均較為豐潤，於唇線下方多繪有短筆之弧線，以顯
臉部之豐腴貌（圖 96），然於老嫗之表現則反之，以「瘦」為要，利用顴
骨之突出來顯其臉頰之凹陷（圖 94）。而畫師陳登科人物臉部雖亦多圓
潤，然其表現手法在於臉部外形之飽滿，於下巴處或有以淡墨，繪以一
條不易察覺之弧線。於老嫗臉部畫法，其則係利用臉部線條之描繪，來
顯示老嫗之「皺」與「瘦」（表 10）。
再細而論之，畫師柯煥章其臉部五官，對於法令紋之描繪有其獨特
筆法，於鼻翼兩側，常繪有以轉折起筆，而後順延之臉頰提筆收尾，此
繪法尤顯於少年、中年、老年男子之繪法（圖 96），然此於畫師陳登科之
傳統人物題材中，於本次調查並無所見。再者，畫師陳登科之人物表情，
除特定人物外，多為喜眉笑目、嘴角微揚，呈笑意盎然貌，並於唇部處，
以濃墨施於中間唇線，而上下唇線則以淡墨繪之，且小於中間之唇線，
最後施以淡墨或紅色顏料，貌似古代魏朝唇妝之點唇表現（圖 97），整體
較為圖案化（表 10）。而畫師柯煥章人物表情則較為嚴肅，人物眉形相較
之下，亦多較為平直，其唇部唇線多以濃墨勾勒，其唇形亦較為完整，
於嘴角兩處，則另繪有向上極短之提筆，與法令紋產生視覺延伸之效果，
整體較為寫實（圖 96）。
於服飾樣式上，兩者較為明顯不同之處，為畫師陳登科於孩童服飾
上多繫有領巾、女性服飾上則多繪有披肩裝飾。於衣紋部分，畫師柯煥
章其使用之紋路畫法較為多元，於人物衣襟、衣袖處可見迴繞直角 S 形
紋（回紋）
、弧線重疊紋（水波紋）
、圓渦紋（雲紋）
、單色表現（黑墨填
色）、橫線紋（圖 98），而在這些紋路中，畫師陳登科之作品，於本次調
查，其板壁人物衣袖、衣襟處僅以單色表現為主，即使用黑墨施於其上
填色（圖 89）。

圖 96
38

柯煥章人物臉部描繪

圖 97

圖片引自「古代女子唇妝的變化：每日頭條」，
https://kknews.cc/history/oxzproq.html（2020.05.04）

魏朝唇妝之點唇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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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煥章之衣襟、衣袖之衣紋

伍、結論
一、畫師之生平事蹟
1910 到 1930 年代，為臺灣日治時期不論是在政治抑或是經濟上，
皆較穩定及富裕時期，人類在物理條件充足下，便會開始滿足心理需求，
遂亦帶動臺灣建築彩繪發展，因此，促進臺灣本土畫師的崛起，在蔡雅
蕙《日治時期臺灣傳統彩繪匠司民宅作品之研究》中，可知此時期許多
臺灣本土畫師，一開始並非出身於建築彩繪，而是在大環境推波助瀾下，
許多彩繪相關行業人士紛紛投入此市場，畫師陳登科即為一例，從戶籍
登記資料來看，陳登科本身從事裱褙工作，日治前期，裱褙店為文人或
民間職業書畫家作品製作、流通及展示的空間，同時亦是習畫的管道之
一，於裱褙店的民家畫師，也身兼繪製神像畫的角色，由此可推測，畫
師陳登科在無師承的情況下，不論是在繪畫技法或是圖像來源兩方面，
於美術上的學習或多或少定會受到本身的職業影響；再者，於當時的教
育中已有美術教育，雖不至於直接影響畫師的繪畫技法，但有一定程度
的啟蒙作用。另從口訪中可知陳登科本身除了開店從事裱褙工作外，另
一主要工作即為建築彩繪，同時亦會承接玻璃彩繪、畫觀音像、人像等
繪畫相關工作，由此可見此時繪畫相關行業之蓬勃。
日治時期美術發展，在受限的資源下，教育、展覽、報刊雜誌中之
圖像設計等皆是啟發畫師的來源之一，影響彩繪畫師在題材上的選擇與
表現，繪畫內容不再局限於古籍畫譜，而出現較具有時代性之事物。整
體而言，此時期畫師多多少少皆受西式美術的影響而表現在畫面上，最
明顯是出現類似西方油畫之風景畫，而不再只是傳統的山水畫；在繪畫
技法上也受到西方影響，透視、光影概念傳入改變畫師對於物體明暗表
現及空間距離概念。從畫師陳登科之作品來看，在此背景薰陶下，女性
圖像題材上為較具時代性之題材。
雖畫師陳登科畫齡不長，然以現今存留之作品數量來看，為數可觀，
目前民宅作品保留較多，以現存作品來看其承接建築彩繪之工作地域，
多集中於南彰化、北雲林一帶，尤以竹塘鄉、埤頭鄉、溪州鄉、二水鄉、
西螺鎮、莿桐鄉為最，此地域範圍與同時期彰化畫師柯煥章較為接近，
而此二者於彩繪藝術表現上各有所長。相較廟宇、宗祠、書院等建築，
多因年代久遠，重繪多於保存，目前可知西螺鎮振文書院尚有畫師陳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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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之作品。
筆者認為，戰後畫師陳登科並未繼續從事彩繪行業，是導致後人對
其相關研究或資料較少之主要因素，反觀相比同時期中部其他畫師如郭
新林、柯煥章、劉沛等人，皆繼續從事彩繪工作，遂現今大眾、學者對
於這些畫師，在各方面相關研究或資料上較多，且其子孫後代亦或多或
少繼續承接衣缽，於生命史部分也較完整且廣為人知，相較畫師陳登科
所遺留之資料甚少，實為令人惋惜。
二、藝術表現
總體而言，題材選擇會受到屋主身份、要求，或是建物空間架構材
位置及作者喜好三方面因素影響。第一者於屋主身份來說，目前因建物
年代皆久遠，許多景物依舊，但人事已非，難以探究其繪製題材是否與
屋主有直接關聯性，但從本研究目前田野調查題材統計整理之資料中可
略知一二，初步從單一題材數量上來看，題材選用較為平均，並無較突
出之題材，除竹塘鄉邱宅（1939），人物題材以日本裝扮表現（圖 99），
且尚有以日文書寫之書法作品（圖 100），及莿桐鄉廖宅（1929），其書法
題材較具宗教性意涵（圖 101）
，此二者較可能與屋主有關連外，其餘題材
較無特例或具有差異性，因此整體可推斷與此關聯性較少。

圖 99 日本服飾裝扮

圖 100

日文書法

圖 101

宗教性書法

第二者作品位置，由於架構材大小會影響畫面之佈局安排及完整
性，因此從架構材角度來看，畫師陳登科於題材上之選擇，不論是傳統
人物、花鳥、走獸、魚蟲瓜果或是書法等題材，在部分題材數量統計上，
皆可看到單一題材使用上之重複性。由此可知畫師陳登科，於架構材題
材上有其安排及慣用性。
最後為畫師喜好，此部分筆者認為所占因素較大，從上述題材慣用
性來考量，若不是受屋主身份因素所影響，即為畫師自己自由發揮所長，
因此，藉由架構材上之題材組合安排，可推測題材選擇上，畫師自己喜
愛或是較擅長之題材所占因素較多。
就本次研究，目前可以確定畫師陳登科，其二十四孝題材於人物主
題選取上，多是局部或整幅摹寫《點石齋畫叢》
。而在主題人數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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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會受限於架構材大小與形式，於板壁作品來說，為狹長形構件，考
慮視覺中心點且主題不能太小，故於題材故事人物上，多擇以二人為主，
少數為一人或搭配配角成三人；於枋、門額、窗額、門楣、中檻等架構
材，為橫長方形構件，畫面篇幅為左右發展，因此在主題人數上之安排，
多擇以故事人物三人者較多，如黃鶴樓，以故事中心人物劉備、呂布、
趙雲三人為主；最多主題可至五人，即三聘諸葛題材。
畫師陳登科人物題材中皆繪有配景，而畫面中配景著重在意境的營
造而非寫實摹寫，除了利用屋宇樹石安排畫面走向、填補畫面餘白處外，
於板壁作品亦會利用廳堂陳設之背景，巧妙地將落款、書法、山水、花
鳥字等融於配景中，增添畫面之趣味性。雖然畫面空間上西方透視的概
念並不明顯，但是多藉由不同方向之斜線來暗示空間之透視，尤以欄杆
最能呈現畫面之深度：或有以雲霧、濃淡墨來表現空間遠景距離之作法。
技法上本次研究以用筆、用墨、傅色三部分作為討論對象。用筆即
指線條表現；用墨則係指墨色運用；傅色於本文是探討上色技法而言，
而非討論色彩。綜合以上三點，從本次調查之作品中，可以觀察出畫師
陳登科於繪畫上之變化，以墨線勾勒來說，不僅可以看出濃淡墨之變化，
線條亦由圓勻至剛勁有力，最後揮灑自如，展現出畫師於用筆上之得心
應手；用墨來說，墨色多施於衣服輪廓或衣摺處；而傅色之間從薄彩到
厚彩，最後彩墨互施。三者而言，以用筆及傅色較可看出畫師陳登科技
法上之分期，大致上來說，前者以 1928 年、1932 年及 1936 年為分期點；
後者則以 1930 年及 1933 年為分期點，兩者分別各展現出陳登科繪畫技
法上的轉變過程。
在人物臉部描繪上，除題材人物本身具有鮮明角色，如：關雲長、
張飛等，較會呈現出符合人物之性格，或是故事劇情中人物之情緒外，
其餘人物臉部表現上，皆有一原則可循。於女性人物來說，眉梢多下撇，
而男性與孩童多會刻劃眉毛，老者眉毛則多以短筆、淡墨表現。人物臉
型多以飽滿呈現，女性人物較似鵝蛋臉、男性人物則較方圓、孩童則多
圓潤；反之，老者則表現出老態龍鍾之「皺」與「瘦」
，因此多強調臉部
線條。大致上人物眼多為笑目，嘴多呈喜意，尤以老者最為明顯；再者，
於技法上嘴部多刻劃唇形，並以墨色或顏料點綴。上述可謂畫師陳登科
於傳統人物臉部描繪上之慣用畫法，表現在各個架構材上。
於服飾上，不論男女老少，可見到多以半臂、腰上黃、蔽膝、帷裳、
綉抱肚、佩玉環縧等描繪；除了上述服飾裝扮外，依照題材人物角色，
或有男性人物頭戴綴有絨球或流蘇之盔帽；而大帶之描繪可見於男、女、
孩童人物服飾上；特定人物身著大靠、背插靠旗，如趙雲、關雲長等。
人物姿態上可見戲曲身段表現，如弓箭步、跪步、掏翎、水袖、托髥等
動作。於衣紋裝飾技法上，除用墨描繪線條或填墨之方式外，尚可見到
利用顏料之厚度，以刮除顏料之方式描繪出紋路，或將顏料運用「點」
之筆法，寫意地繪於衣襟、衣袖或是蔽膝處作為衣服紋路裝飾，然此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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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做法，多見於較小之架構材上，所以精細度不如板壁之作品。
從畫師陳登科作品中，可以看見傳統畫譜與戲曲之影子。在早期社
會戲曲的演出，隨著廟宇活動很自然而然地融於人民生活之中，更是生
活中的消遣、娛樂；同時戲曲人物扮相之運用亦可見於畫譜、年畫、版
畫或剪紙中之人物裝扮。
因此，於傳統建築裝飾來說，早期之作品，人物扮相上容易看到戲
曲之影子，不論是在木雕、石雕、交趾或是彩繪，作品不勝枚舉，對於
尋常百姓來說顯得既平易近人又淺顯易懂；而於彩繪上，另一個取材來
源無非是源自畫譜、绣像、圖文之書等臨摹，兩者為當時有限資源環境
中，畫師最主要取材來源，但因為畫師本身不同之社經背景、學習環境，
所接觸到的人事物亦不同，遂於繪畫上，在人物姿態、形象揣摩或於筆
法上之運用等，因不同畫師而呈現出不同之人物詮釋、風貌。故而畫師
陳登科之傳統人物題材裝扮上，雖可看到畫譜及戲曲故事，然透過自我
的詮釋，作品風貌而有別於其他畫師，如孩童服飾多繪有領巾，尤以類
似古代孩童服飾中之嘴圍造型。再者，戲曲人物中腰上之大帶描繪，於
前腹處皆繪有似螺旋狀之裝飾物。又於戲曲人物盔帽上，繪有似花形之
絨球狀裝飾物。上列所舉，皆是筆者認為係畫師陳登科，於人物詮釋上，
較為獨樹一格之處。
傳統建築彩繪妙趣橫生之處在於似是而非於傳統書畫作品，與傳統
建築相映成趣，可以視為傳統書畫之延伸，唯媒介不再僅躍然於紙上，
而是透過更為壯闊之方式呈現，而其題材內受風俗文化之影響，顯現人
民對於趨吉避凶、美好事物追求之民俗心理，這亦係日治時期臺灣鄉紳
權貴，競相聘請畫師作畫原因之一，在追求建築工藝美術之同時，亦能
彰顯其財富地位，賦予建築彩繪另一深層之價值意義，並將當時代之歷
史軌跡呈現於現今世人面前。故而現今日治時期所遺留下之彩繪作品，
成為時代快速變遷下，高樓林立中之吉光片羽，可謂鳳毛麟角。換言之，
畫師陳登科之彩繪作品，亦係時代歷史軌跡下之瑰寶，在瞬息萬變之現
今社會中，具有保存下來之價值，然誠如前摘要所言，仍有一些值得討
論之畫師被埋沒於歷史洪流之中，畫師陳登科即是其中之一，單從其現
今遺留下之作品來論，可證實其於當時代係有一定工作之承接能力，此
亦可理解為社會大眾對其繪畫技術之認可，抑或係對其作品審美之認
同，並反映當時生活文化，具有歷史之價值。再者，這亦顯示畫師陳登
科之作品，為日治時期 1910-1930 年代，營建行業興起背景下之產物，
反應當時之審美藝術與生活風俗文化，同時展現了建築藝術及工藝美術
上之價值。然則畫師陳登科於現今學術領域中卻乏人問津，對於其生平
之來龍去脈有待追尋，其作品藝術更有待深入探討其價值，故此驅使筆
者之好其心，希冀在研究中，能一探畫師陳登科之遠年近歲，整理出一
些蛛絲馬跡。故而本文之題旨，在於整理出畫師陳登科之生平，以及探
討其作品藝術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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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Chen Deng-Ke's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Painting
in Central Taiwan

Chih-chi Chan

Abstract
Due to the importance of its location, Taiwan had governed by different
regimes throughout the history, and each period contributed unique aspects
culturally, which also reflected on architectural designs in Taiwan. Generally
speaking, a large number of Han people from Fujian and Guangdong
migrated to Taiwa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y brought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cultures to Taiwan, as well as their architectural styles. As time
goes by, the architecture adapted local elements and transformed into a new
style of its ow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aiwan not only was
able to preserve its culture under the repressive policy of Japanese
Government, but also integrated Japanese and Western styles in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s. Therefore, we can still se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uth
Area of Fujian Province in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in Taiwan today.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painting is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buildings.
The original functions of these paintings are decoration and protection for
structures, but they eventually turned out to be historical traces and cultural
treasures up to now. From the research of the existing works,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s the climax in terms of the developing in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painting, especially from 1910 to 1930. The politics and
economy were stable and prosper during this time, so many talented painters
emerged, such as Guo Shin-lin, Ke Huan-zhang, Liu Pey, Qiu Zhen-bang,
Pan Li-shui, and Chen Yu-fong, who are relatively well-known painters.
However, because of the lack of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many excellent
painters remained nameless and could not be found in any documentation.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field research, the painter Chen Deng-ke was one
of them. The amount of his works was no less than the works of the Guo
clan, who was the largest and the most famous painter group in Central
Taiwan. Chen didn’t continue to work in architecture painting after World
War II, so there is rarely any research, report or documents about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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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graphy and training. Although he started out in Changhua, we can only
get to know him from his works. Therefor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let more people gain understanding and knowledge of painter Chen
Deng-ke, in the aspects of his life and works.
Keywords: Chen Deng-k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painting, residence, female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