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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6 正廳隔斷牆板壁金花看羊題材； 
           （左）1926 年西螺鎮福崇堂（紅外線照片） 
       （右）1926 年竹塘鄉河間衍派詹宅 
 

（2）枋與中檻 

此處中檻為建築正立面之明間門楣與左右次間中檻、扇面牆之神龕

楣，由於此三者皆可通稱為中檻，然為說明方便，於本文依其位置相異

而有不同之名稱。由於此架構材形式、大小與枋相近，同為橫式長方形，

因此一起列入討論。 
於畫師陳登科之作品來看，主題數量安排依據其立名典徵可二至五

人，以三人表現為 。主題上，二十四孝題材亦與板壁作品相同，多是

局部或整幅摹寫《點石齋叢畫》（表 8）；漢文討傘、四聘等題材，於主題

安排上，多呈現單一，人物配置則較有固定之安排（圖 47、48）。 
 
表 8 枋與中檻之二十四孝題材於《點石齋叢畫》之比對 
題

材 
點石齋畫叢 畫師陳登科枋與中檻作品 

乳
姑
奉
親 

 

 
1938 年田尾鄉長繼堂陳宅左護龍正立面明間門

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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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田尾鄉長繼堂陳宅右護龍正立面明間門

楣 

親
嘗
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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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田尾鄉長繼堂陳宅左護龍正立面明間門

楣 

孝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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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西螺鎮振文書院正殿枋 

 

 
圖 47 1933 年二崙鄉賴宅正廳扇面牆神龕楣周聘子牙題材 

 

 
圖 48 1934 年二水鄉太原堂王宅正身正立面明間門楣漢文討傘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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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人物為五人者，僅有四聘題材中之三聘諸葛一例，其符合故事橋

段中之人物，將諸葛亮、劉備、張飛、關雲長及小童五人皆入於畫中呈

現，為本次研究中，畫面選取人物 多之題材（圖 49）。 
 

 
圖 49 1930 年西螺鎮林宅正身正立面明間門楣三聘諸葛題材 
 

取長沙、黃鶴樓、開弓配親、漢文討傘等題材，不因架構材改變而於

畫面構圖上有差異所；如取長沙（圖 50）、黃鶴樓（圖 51）、開弓配親（圖

52）之題材，除了安排於中檻架構材外，亦安排於窗額位置上，然就架

構材形式而言，窗額比中檻較方正，但兩者於題材表現上，不論是人物

角色、畫面故事情節選取，抑或是人物主題安排，大抵兩者皆大同小異；

又漢文討傘（圖 3-2-32~34）題材，不論於中檻，或是較小之架構材門額上，

畫面人物角色配置安排、構圖，或是橋段選取，兩者皆相似。 
 

 
圖 50 取長沙題材；（上）1932 年埤頭鄉植槐堂王宅正廳枋 
                  （下）1936 年溪州鄉廖宅正身正立面右次間窗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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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黃鶴樓題材；（上）1930 年西螺鎮林宅正身正立面左次間窗額 

                  （下）1936 年溪州鄉黃宅左護龍正立面明間門楣 
 

 
圖 52 開弓配親題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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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3 漢文討傘題材；（上）1930 年西螺鎮黃宅正廳隔斷牆門額、1932

年古坑鄉賴宅正廳隔斷牆門額 
                    （下）1936 年溪州鄉黃宅左護龍正立面明間門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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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景安排 

本次調查中，畫師陳登科之作品，傳統人物題材不論位於何架構材

位置，皆繪有配景。於室外之配景多以屋宇、花木樹石、山、欄杆為主，

藉由植物、山石向上伸展之特性，安排畫面餘白處，同時也會運用空氣

遠近法，藉煙雲以示山脈之深遠高聳（圖 54），或用以淡墨表示山之深度；

而室內之配景鋪陳，利用簡單之桌案、廳堂陳設，來表示所屬之空間，

或透過窗外之景、欄杆之隔來劃分內外，不重寫實而在其意境之營造，

此作法尤以板壁作品之室內廳堂配景為 ，從作品上可以看出畫師陳登

科的匠心獨具，巧妙的將書法、山水、花鳥字，更甚於落款融於畫中（圖

56）。而不論是室內、室外之配景，其在空間表現上，多以不同方向之斜

線來暗示空間之透視，如屋宇、欄杆；或藉由花木樹石來暗示空間之遠

近。 
於板壁作品因為直式狹長型，配景上多呈現於畫面左半或右半側，

餘白處則落款。枋、中檻之配景，因畫面為橫向發展，遂配景之安排多

於畫面左右兩端為主，如將屋宇樹石安置在畫面右方，則左方為落款之

位置，反之亦然。畫面上也多藉由欄杆作為場景的營造，利用欄杆斜線

的走向，營造空間之深度（圖 55）。 
 

 
圖 54 空氣遠近法表現；1933 年西螺鎮鍾宅正廳隔斷牆板壁 

 

 
圖 55 枋、中檻之配景安排；1930 年西螺鎮林宅正身正立面明間門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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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正廳隔斷牆板壁作品之室內配景；由左而右為 1930 年西螺鎮黃

宅、溪州鄉江夏堂，熾昌堂黃宅、1931 年溪州鄉詹宅、1934 年二

水鄉太原堂王宅兩幅 
 

二、慣用繪畫技法 
傳統人物慣用繪畫技法，包含用筆、用墨與傅色三部分，也就是對

於線條、墨色及上彩這三部分技法進行討論，而傳統人物題材中，尤以

板壁作品為 ，不論是在作品數量上，抑或是畫面技法表現上。因此，

此處係以板壁作品為主要分析討論之對象，進行論述。 
 

（一）用筆 

用筆主要是針對線條技法之探討為主。於本次調查，1926 年之作

品，不論是在衣物輪廓線上，或是表現在衣摺上，線條粗細變化皆較為

勻稱、曲暢直順，於轉折處頓挫不明顯（圖 57）；而 1928 年開始，衣服

輪廓線及褶紋上，線條工整間流露出寫意，線型較為平直，於衣服輪廓

處，始有頓挫轉折變化（圖 58）；1932 年開始，線條表現上愈來愈剛強，

線條亦較有頓挫粗細之變化；而 1933 年西螺鎮鍾宅及二崙鄉廖宅，其板

壁作品，不論是衣服輪廓線或是衣摺處，起筆轉折間，回頓方折顯著，

因此線條轉折處方硬有力（圖 59）；1936 年以後，線條表現時而勻稱，又

時而頓挫有力，富有變化，筆法間簡潔又寫意，整體作品展現出線條之

剛健有力外，亦可看到筆落之間粗細變化。簡言之，此時期之作品，線

條表現力強，且筆調較生動活潑，使得作品畫面氣韻一氣呵成，同時亦

反映出畫師陳登科運筆間之流暢與成熟度（圖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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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正廳隔斷牆板壁作品；由左而右為 1926 年西螺鎮福崇堂、竹塘 

鄉河間衍派詹宅、1927 年二崙鄉綿盛堂廖宅 
 

     
圖 58 正廳隔斷牆板壁作品；由左而右為 1929 年莿桐鄉廖宅、1930 年 

埤頭鄉江夏堂，熾昌堂黃宅、1931 年竹塘鄉德義堂詹宅 
 

     
圖 59 隔斷牆板壁作品；由左而右為 1932 年北斗鎮葉宅正廳、埤頭鄉植

槐堂王宅正廳、1933 年西螺鎮鍾宅正廳、1934 年二水鄉太原堂

王宅正廳、1935 年二水鄉太原堂王宅右護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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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0 隔斷牆板壁作品；（上）由左而右為 1936 年溪州鄉黃宅左護龍、

莿桐鄉林宅正廳、溪州鄉廖宅正廳（下）由左而右為 1937 年北斗鎮顏宅

正廳、1938 年溪湖鎮陳宅正廳、1939 年崙背鄉雍和堂李宅正廳、竹塘鄉

邱宅正廳 
 

（二）用墨 

中國傳統國畫中，以墨代色為其特點之一，利用線條與線條之間，

不同層次之白描，再藉由墨色襯托，而有畫龍點睛之效。因此，此部分

主要是探討畫師陳登科如何運用墨色來表現出物體明暗陰影之效。 
用墨包含表現於墨線與墨色兩部分。前者，從作品中之線條，可以

觀察出已明顯有墨色濃淡之分別，淡者多繪於人物之耳、鼻、手等膚色；

或老者鬍鬚、白眉、白髮等之處（圖 61）；再者，古代衣物內裡、裙子，

或小童之領巾等淺色衣物皆以淡墨呈現（圖 61）；而於嘴、眼部則濃淡兼

施，前者以淡墨勾勒唇形，濃墨繪其嘴線；後者則上眼眶施以濃墨，再

稍微帶到下眼眶之眼頭眼尾，下眼眶則以淡墨表示（圖 62）。其餘服飾、

髮型部分則繪以濃墨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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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由左而右為 1931 年溪州鄉詹宅正廳隔斷牆板壁三幅作品 
 

 
圖 62 眼、嘴部濃淡墨兼施；1930 年埤頭鄉江夏堂， 

熾昌堂黃宅正廳隔斷牆板壁作品 
 

以淡墨來表示色彩中之淺色部分，此概念亦可表現在畫師其它作品

中，如竹書競市題材中之白鵝，即以淡墨描繪（圖 63）；又竹塘鄉邱宅

（1939），玉兔天邊月題材，其兔子腹部以淡墨表示白毛部分（圖 63）。

甚至於花鳥題材中，花卉也多以淡墨勾勒（圖 64）。而不論是板壁作品，

抑或是走馬板、門楣、神龕楣、窗額、門額等作品，皆可見到此做法。 
對於人物用色上，從目前調查作品來看，上彩作品多於未上彩作品，

本次調查 早建築（1926）即是以上彩作品為主，至 1929 年始有純墨色

作品，而墨色作品從第一間至 後一間建築作品，其表現方式並無太大

轉變，皆於衣物輪廓線及衣褶處染以淡墨，造成明暗陰影效果，增加物

體層次及立體感（圖 65）。此外，人物眼窩、眼瞼、雙頰處，亦會施予淡

墨，使五觀具有立體感，尤以老者臉部五觀可見（圖 66）。臉部除用墨色

表現外，部分作品中，亦可見以薄彩施於膚色處之作法（圖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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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左）白鵝以淡墨勾勒之隔斷牆板壁作品；由左而右為 1933 年西

螺鎮鍾宅正廳、1935 年二水鄉太原堂王宅右護龍、1938 年

溪湖鎮陳宅正廳 
      （右）兔子腹部白毛以淡墨勾勒之隔斷牆板壁作品；1939 年竹塘 

鄉邱宅正廳 
 

    
圖 64 花卉以淡墨勾勒之正廳隔斷牆板壁作品；由左而右為 1927 年二

崙鄉綿盛堂廖宅、1936 年莿桐鄉林宅兩幅、溪州鄉廖宅 
 

    
 圖 65 由左而右為 1929 年莿桐鄉廖宅正廳隔斷牆板壁、1933 年二崙鄉

廖宅後聽扇面牆板壁、1938 年溪湖鎮陳宅正廳隔斷牆板壁、1960
年埤頭鄉鄭宅正廳隔斷牆板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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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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