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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林勇  （尚德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仲裁人）

自1998年開始拾起畫筆油畫彩繪以來，看畫展、逛美術

館變成日常工作之餘最重要的休閒知性活動！甚至出國旅

遊，不論是先進文明的歐美各國、日本，連至非洲、東南亞

等開發中國家也以拜訪美術館為行程重點，幾年下來，累

積了不少賞畫的個人經驗，從古典寫實、印象派、抽象畫、

普普藝術等等，像海綿一般不斷的吸收經驗，雖不敢斷言

是專家，但不斷的學習、研究繪畫，已然成為我下半輩子人

生的指標。

剛開始欣賞，只會從「看得懂」在畫什麼學起，比如欣賞

靜物畫(still life)，像一瓶花，花卉可說有千百種，花瓶質感

也因瓷器、陶器、銅器而不同，寫實畫乃將一片片的花瓣、

瓶身的圖案皆交待得一清二處，一看即知繪畫內容，完全描

繪得鉅細靡遺；但我會注意觀察它的布局，幾朵花雖錯落有

致，但哪一朵是主角？由畫家刻意著墨多一些，色彩也最鮮

豔便可看出，其他則是配角；一般而言，花瓶色系會和花卉

配合，而光影、明暗是否注重？整幅畫的主調色彩是什麼？

皆會影響觀賞者的視覺，如果暖色系中摻了一些寒色系，整

幅看起來調子便會統一和諧，因為大量運用中間色，甜美的

顏色顯得非常討喜，觀賞者會覺得愉快、流暢。

風景畫是我們比較喜歡的題材，欣賞風景畫從景深、

天空所占比例來看，當然最重要的是畫家的表現手法、筆

觸、所用的色調等。例如我畫櫻花，整個畫面約有三分之

二的部分用力著墨這個主題，主題的櫻花中我會找出黃金

點作為主角渲染，地面的草地、配稱的綠樹、點景人物，製

造出畫面多樣的變化，因為主角是「櫻」，所以主色調乃為

「粉紫」色，而陪襯的綠樹、人物則點出不同的色系，如此

搭配，才不會一片粉紫，而令觀者覺得太單調。所以一幅

畫，色彩的多重運用是很重要的，我們在觀賞時也學習注

意這幅畫的作者所要傳達的訊息、作畫時的情境、作者主

要意念，我們藉由面對畫作慢慢去「讀」畫，與畫家心靈交

融，進入這一境界的賞畫時，每一幅畫就如一篇文章，細細

品味咀嚼，心靈就如飽餐一頓美食般而感覺充實、快慰！！

常看到在展場中，有不少人走馬看「畫」，在一幅畫

前停留不到二秒，甚至邊走邊看，速度之快，令人咋

舌，完全不瞭解畫家費盡心血作畫其中的辛苦，用「嘔

心瀝血」來形容也不為過，好不容易有個展期來展現辛

苦結晶，絞盡腦汁佈置會場，場場皆是精心策畫，豈是

用「看」的便可體會出箇中辛酸！

我們國人賞畫風氣本不夠普及，再加上這幾年的內耗及

經濟不景氣，對作畫者更是雪上加霜，倒是對岸諸多拍賣會

辦得有聲有色，炒作了一些新興畫家，價格屢創天價，但畫

好不好，就留待歷史去評價了！

在國內名家中我認為有幾位值得一提。首推師大退休教

授陳銀輝老師，他的畫可說是二次戰後第一代的代表畫

家，自在揮灑的筆觸、蘊含深意的題材、變化多端的顏色，

令人目不暇給，今(2009)年七月至九月長達二個月的時間，

台北市立美術館作一大型的80回顧展-形色音韻，將他歷

年來的作品分門別類有系統的介紹，非常有意義！其夫人

楊淑貞老師亦從事油畫創作，夫唱婦隨，是我與內人杏姿心

目中的偶像。另外，何肇衢老師是有名的藝術家庭，五兄弟

皆為藝術人，他的作品在分割畫面、線條、用色皆為上乘，

前(2007)年在國父紀念館中山國家畫廊作大型展出，看他的

畫作令人賞心悅目，心情大好！而陳景容教授的畫風典雅寫

實，富憂鬱灰色的畫面，值得細細解讀，再三品味。上述這

三位乃文建會特聘至巴黎參展的戰後第一代畫家，他們在

傳統中的創新，樹立個人明顯的風格，各成一家。

其實，在台灣畫壇，老中青人才輩出，在所謂的老畫家

中，陳澄波先生的畫作在拍賣會中價格最高(1895-1947)，

但他的畫作也最少。而廖繼春的畫作色彩豐富，自在筆觸

是他的特色，其拍賣價格每一號(註)在新台幣兩佰萬元以

上。另外，以畫魚出名的張萬傳，其黑色濁金的線條顯其

特別的風格；張義雄，一位流浪街頭的畫家，在日本、法

國寫下悲歌，如今畫藝成就，歷史博物館邀他回國作90歲

回顧展，好評不斷。在台中的張炳南、王守英則屬堅實的

畫家；張炳南年高87歲，仍努力作畫、百號大作不斷，令

人欽佩，「女人與花香」在台中凡亞畫廊展出期間，人潮

絡繹不絕；王守英老師輕快瀟灑的筆調，用色明亮怡人，

實屬賞心悅目，有人請教他說：「王老師，你一幅畫要畫

多久才完成？」，王老師回答說：「你一定認為我的畫會很

快完成，對不對？告訴你，那是要花40年加4小時才能畫完

的！」誠哉斯言！一幅畫，表面上看似乎很簡單，好像幾筆

就完成似的，其實那是畫家累積多少年的功力，先在腦中

形成構圖，再透過經驗豐富的雙手，才能完成一幅好畫！

俗語說，長江後浪推前浪，畫壇亦同，代代人才輩出，

如今國內畫壇活躍的名家相當多，蘇憲法、黃照芳、陳

哲、楊嚴囊、黃秋月、蔡正一、廖本生、紀宗仁、林憲

茂、曾孝德、柯適中、李足新等等，僅就我粗淺的認知列

舉幾位，仍有非常多的畫家相當優秀，無法一一羅列。

若想收藏畫作，第一要自己喜歡，因為畫作可能一輩子

收藏，若純粹欣賞，只要自己看順眼即可，倘以投資角度

出發，必得先做功課，藉由多聽演講及看展覽、畫冊來增

進知識與經驗，慎選一幅畫，將來可能隨畫家名氣而水漲

船高，獲得些許利潤。收藏畫作不像買衣服會隨著時尚

潮流而減低價值，買畫則歷久彌新，同樣的消費，有眼光

的收藏家，在數十年後即可分出價值的高下。我有一位好

友，他在二十年前以十萬元買了一張陳德旺先生的油畫，

前幾年他在拍賣會場以一百多萬元賣出，然而他一位親戚

在當時以同樣的錢收藏珠寶，迄今增值不到兩成，可見畫

作增值空間遠較其他收藏為大。這位好友在年輕時收藏

廖繼春、張大千、林玉山等人的畫作，現在將近八十歲的

他，隨意賣出一幅畫即夠他一年的開銷，他認為收藏畫作

是他畢生最驕傲的投資事業。

好畫作的收藏既可欣賞，又可增值，雖說藝術無價，

但希望藉此鼓勵大家一同來帶動台灣的藝術風氣。

油畫欣賞入門

註
油畫每一號約為明信片的面積。日本、台灣大多

以號數大小作為買賣的計價方式，例如十號，

作者在畫冊上或展覽場裡會以10F、10P或10M寫

出，10F面積為53×45.5cm，10P為53×41cm。

外國

圖為郭林勇律師之大作：春暖花開櫻花情

■楊崇森（教授、本會顧問）

（1） Spare the rod and spoil the child.
不打不成器
-英國諺語

（2） Impossible is a word only to be found in the dictionary 
of fools.
不可能一詞只有在呆瓜的字典裡才能找到
-拿破崙

（3） If you lend money, you either lose the money or gain 
an enemy.
如你借錢給人，你會拿不回錢，或多了一個敵人 
-阿爾巴尼亞諺語（ALBANIAN PROVERB）

（4） A merry heart does good like a medicine.
快樂的心不啻藥石
-PROVERBS. XVII. 22

（5） When I had money everyone called me brother.
當我有錢時，大家都與我稱兄道弟
-波蘭諺語（POLISH PROVERB）

（6）Necessity, the mother of invention.
需要乃發明之母
-佚名（ANONYMOUS）

（7）There is no new thing under the sun.
太陽之下並無新鮮之事
-ECCLESIASTES. I. 9

（8）One man’s meat is another’s poison.
一人之肉糜是另一人之毒藥
-英國諺語（ENGLISH PROVERB）

（9） Praise the wise man behind his back, but a woman to 
her face.
在背後讚美聰明人，但在面前讚美女人
-威爾斯（英倫三島內）諺語（WELCH PROVERB）

（10） He who is the most slow in making a promise is the most 
faithful in the performance of it.
不輕諾則可信
-盧梭（ROUSSEAU）

（11）It is better to be safe than sorry.
寧可事先慎重，不要後悔
-美國諺語（AMERICAN PROVERB）

（12）The trodden path is the safest.
走人家走過的路最為安全
-法律格言（LEGAL MAXIM）

（13）Speech is silver; silence is golden.
說話是銀，沈默是金
-德國諺語（GERMAN PROVERB）

（14） Still waters run deep.
靜止之水深不可測
-英國諺語（ENGLISH PROVERB）

（15）It is easy to be wise after the event.
事後諸葛亮好做
-英國諺語（ENGLISH PROVERB）

（16） Many hands make light work.
眾擎易舉
-WILLIAM PATTEN, 1547

▇陳希佳（仲裁人研習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本會與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以下簡稱

「貿仲」）繼2007年9月在北京舉辦第一屆兩岸仲裁人

講習、2008年在台北舉辦第二屆，今年9月則於北京舉

辦第三屆，由本會李念祖理事長及仲裁人研習委員會

主任委員李家慶律師率領學員們參加。

本屆的學員都是台灣非常資深的仲裁人；敦聘的

講師亦為一時之選，包括：高曉力法官（最高人民法

院）、楊曉勇庭長（北京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王承杰

副秘書長（貿仲）、趙健處長（貿仲監督處）、程德鈞

先生（貿仲資深仲裁員）、范愉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法學院）、曹麗軍律師（北京中倫律師事務所）、劉

郁武律師（北京金杜律師事務所）等；課程內容精彩

豐富，不僅從法律與實務的角度說明大陸仲裁，深入

說明大陸財產保全及裁決執行的法律與案例，且包括

大陸調解制度之介紹，完整地講解替代性紛爭解決方

式最主要的兩大途徑。學員們也利用茶歇與餐敘的機

會，與大陸講座及資深仲裁員進行深入的交流。

▲ 第三屆兩岸仲裁人講習由李念祖理事長（左一）

致詞，李家慶主委（中）主持。

▲ 第三屆兩岸仲裁人講習由李念祖理事長（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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