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以 造境

華麗又優雅的

袁旃水墨畫
文‧圖片提供／鄭惠美

▲ 袁旃  平安  1998年  水墨、絹  92cm×177cm
 滿版的構圖，對比的色彩，樹、岩石、花、雲朵、浪花全壓縮在無景深的空間

裡。使畫面充滿平面性與裝飾性。
當台灣社會愈來愈西化，加上電腦網際網路帶來無

遠弗屆的傳輸訊息，台灣愈邁向國際化與全球化之際，

水墨作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作為一種邊域文化的藝

術形態，有可能與時代保持脈動關係或繼續與時代脫

節、斷裂嗎？

回首水墨在台灣的發展歷史，水墨畫家有的仍是

神遊故國山川的鄉愁水墨，有的與西方抽象表現主義結

合的抽象水墨，有的以描繪台灣斯土斯民的寫實水墨，

有的以文人的筆情墨趣抒發內在淡泊心境的新文人畫水

墨，有的以水墨結合裝置藝術的裝置水墨，水墨畫家在

現代或後現代社會中，因應時代的變局與衝擊的變革路徑不一而足，

無非都想再度發揚水墨的文化與價值。

做為一位水墨畫家，袁旃她如何維持傳統文人的思潮在全球化

浪潮席捲之下於不墜？她如何在古典與傳統之間任意遊走，恣意揮灑

出古與今、中與西的時空幻影，召喚歷史圖象的視覺風景，進行時空

移位的韻味擬仿，交織並錯出理想情境的拼貼組合，為水墨的悠遠文

化擬造夢幻想像的炫麗詩篇，流洩女性細膩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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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自然不感興趣，在古畫中尋出理法逸趣，透過個人的創意想像作秩序

性的結構組合才是她的興趣所在。山水畫可以純粹為藝術家的想像力及心靈效

勞，而不作真山真水的觀察與寫生嗎？袁旃從來就是腦動得比手還快，腦中的

構思泉湧不斷，若畫真山真水還真如她所說的「太狹窄」，反而被侷限在眼前

所看到的景致，而不能畫出自己所想像的夢幻組合。

在故宮與萬畫冥合

既然她不是一位參天地造化的畫家，靈山秀水並不與她相映，反倒是在古

畫裡的青山綠水與她靈犀相通。她不是一位投入台灣現實社會，對大環境熱情

參與，跟時代與時俱進的人，她是一位「養在深宮」，與古畫長相左右，只靠

一小口呼吸的人。她說：「我得了罐頭症，在故宮時只開一小口呼吸而已。」

在故宮博物院服務長達32年（1969年∼2001年），以研究員兼科技室主任退休

的袁旃，只從那一小口看天下勝景，她所開出的那一小口又是何其大，簡直吞

吐中華文化上下五千年的文物瑰寶，是極為難得的殊遇。

她特殊的工作與創作環境，促使她日日與古人神交，她與真實的自然是疏

離的，無法在自然中與萬物冥合，與古畫卻是萬「畫」冥合。故宮等於是她的

「大自然」，她時時徜徉其間，立即神思泉湧，罐頭式的山水於焉誕生。她的

不寫生，不參天地造化

不可思議地，她最致命的創作方式竟是違反中

國畫一向強調的理念也是唐代張璪提出的「外師造

化，中得心源」的繪畫主張。自古以來歷代的畫家

無不經由寫生，從大自然中汲取創作素材，深入觀

察，體會客觀對象之後再醞釀胸中丘壑。以山水畫

盛世的五代與宋代畫家為例，五代荊浩隱於太行山

寫松萬本，董源、巨然寫江南山水，李成以山東風

景為本，范寬以黃土高原為行旅，凸顯出畫家與自

然的親密關係與地緣關係。他們筆下的山水有著濃

厚的地理感，甚至也有季節感、時序感，如北宋郭

熙的《早春圖》描寫早春時節煙嵐在山石樹木間飛

動，大地回春的時序氛圍。

古人透過師法造化，在寫生中從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季節，寫出山水不同的意態，也從中提煉出

「應物象形」、「隨類賦彩」等千變萬化的筆法、

墨法與設色法。袁旃的創作完全就如她所說的「我

從不寫生」一般，她的山水畫既無區域性山川地理

的特質，又無節氣性或時序感，更無講究山川形質

的各種皴法、筆法，也無太多「墨分五色」的濃

淡深淺變化，在筆墨上一點也不酣暢，更無空靈可

言。完全悖離中國繪畫傳統，既不寫生也不反應現

實世界，也與本土意識的覺醒無關，她創作的獨闢

蹊徑就在於大量挪用傳統古畫可行的結構，將遙遠

而昏黑的歷史圖象賦以儂麗的色彩，組構出繪畫裡

的「視覺性」山水。

她也不像北宋畫家對山川自然作客觀的描繪，

山水融入可遊、可居，深入其境的現實感。她對

▲ 袁旃  山川煥采  1997年  
 墨彩  絹（179cm×93.5cm）
 山川以石青、石綠為主，搭配黃紅

的明亮平台色塊，稜角畢現的色塊

宛如蛹中化出的繽紛蝴蝶，使畫面

洋溢青春的色彩與盎然生機。

袁旃  會走路的山  2000年  
墨、彩、絹  84cm×144cm
來自地底能量釋放，使群峰不斷奔

動位移，重疊的山形如礦石結晶般

的多層透明折射，她畫出具韻律感

的「走山」的天搖地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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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怪她總是來不及作畫，一張未畫完另一張的構思早就等著她，她就這般馬不停

蹄地痴於作畫，也滿足了她個人求新求變的欲求。

挪用董其昌的南宗山水

如同西方後現代主義氛圍下的藝術家，大多以挪用的手法取自藝術史上的圖

像再以新的拼貼組合方式再現。在山水畫的轉借或挪用上，袁旃從歷代古畫中汲

取名家的山水形式，尤其明代文人畫集大成的董其昌為師法對象。董其昌（1515

年∼1636年）是明代晚期集書法家、畫家、理論家、批評家、鑑賞家、收藏家於

一身的畫壇巨擘。他提出繪畫的南北宗論，南宗以王維、荊浩、關仝、董源、米

芾、米友仁、元四大家一脈相傳；北宗則是以李思訓、李唐、劉松年、馬遠、夏

圭等為代表。他標榜南宗是文人畫的正統，且自詡為南宗正派。董其昌確定中國

畫發展的兩大趨勢與美學風格，卻是極力貶抑北宗著色山水的畫院畫家，崇尚南

宗水墨渲染的文人畫家，從董其昌留下來質量俱佳的作品可以得知他的南北宗論

點與他的繪畫美學完全契合。

通過鑑賞、收藏、臨摹，深得古人三昧的董其昌，他一生大量臨仿前人作

品，全力與宋元名家血戰，許多他的作品都標示著仿王蒙、仿倪雲林、仿黃鶴山

樵、仿吳鎮或仿米友仁或宋人筆意。從他的《集古樹石圖》稿本可以得知他師古

取法的途徑，他將古代繪畫名作中的典型樹石畫法匯集，並一一勾畫，做成一個

範本，再融入自己的藝術創作之中。他的創作方式是對古代畫跡悉心臨仿，將他

們的筆墨技巧，佈局構圖融會貫通，組合筆墨，再以自身的學養見識加以變化。

因而董其昌大部分的創作並不是面對自然造化的直觀感受，以所湧現的激情而

作，反而是理智地擷取諸家山水之長，參酌己意組合出新的視覺效果的集大成之

作。

虛擬化境的反現實精神

董其昌在《畫禪室隨筆》主張作畫應「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

濁，自然丘壑內營，成立鄞鄂，隨手寫山，皆為山水傳神。」他特別注重筆墨

美、形式美，重現文人畫家的涵養，即所謂的「士氣」，並以禪宗的「頓悟」思

創作方式是以古畫為創作依歸，做創造性的臨摹與變古。

吞吐中西文化藝術資產

早年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國畫組，又赴比利時魯汶大學攻讀美術

史、美術理論與哲學，獲得考古學系學士、碩士學位，再入比利時皇家文物維護學

院專攻維護，進入博士先修班。留歐其間（1962年∼1968年）她遍覽歐美各國古

今名畫，也學會歐洲繪畫不同年代的不同技法，甚至參與修護歐洲古代名畫。自歐

返台，1969年她進入故宮博物院任職迄退休。

袁旃不但熟悉歐洲美術傳統與中國美術傳統，兩個龐大的藝術文化資產，都在

她過目不忘的眼裡，存在腦海的記憶庫。尤其背稿能力極強的袁旃早在師大學生時

代，她臨摹黃君璧、溥心畬或金勤伯等老師的山水或花卉畫，一出手就畫得十分逼

肖。因而在觀看西洋繪畫、東洋繪畫或中國繪畫後，心中就已深植要依此而建構新

山水或花卉、人物畫的企圖與意念。新的創意與意念一旦進入她的視覺記憶中，就

成為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創作資源，創作時便可隨意召喚而出或不自覺的湧現。

▲ 袁旃  萬相隨心生  1993年 水墨彩 絹（240cm×120cm）
 袁旃早期的畫作以董其昌的南宗山水畫為典範，以筆墨的抽象結構營造充

滿想像力的境界，注重開合、起伏、龍脈的典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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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萬相隨心生》的山水畫，從用筆的皴法線條中可以感受她在筆墨的淋漓

中，仍承接董其昌所力倡的「南宗－文人畫」的典範系統，以筆墨的抽象結

構作充滿想像力的造境，在整體「經營位置」的佈局上，注重由上到下賓主

關係的「開合」，由近至遠山形向背的「起伏」，及山與山之間氣勢轉折的

「龍脈」佈局。用色仍是傳統山水的赭色為主調，加上混融黑色的石青、石

想做為創作的精神。董其昌早年的山水仍重現古法與造化的相揉合，一如他所說

的「始當以古人為師，後當以造物為師。」50歲之後董其昌以「筆墨精妙」為創

作思維，把筆墨從描寫物象轉為超越物象，而追求筆墨藝術的深度化，把「造化

在手」化為寫胸中丘壑，甚至遠離現實山水，成為形式主義的極致表現。

袁旃的畫作也像董其昌的畫非常形式主義，她說：「我偷董其昌的形、構

圖，畫傳統沒人超過董其昌。」因而她從一位集古大成的畫家作品切入，自然較

易與傳統迅速獲得連線，經由董其昌的山水，她對中國山水講求氣勢、開合、起

伏、脈絡等種種法則，更瞭然於心。可是自古以來學董其昌的清代四王往往被批

評為只知抄襲前人，既不觀察自然，也無自身的個性，早已扼殺創作的新精神。

受過西方嚴謹的藝術史訓練的袁旃，自然不能以仿董其昌或諸家山水為滿足，如

何入傳統又出傳統，才是她一再思考的主題。與其說袁旃仿董其昌的畫，不如說

她偷取董其昌的心，一種淵源於王陽明所反覆強調的「求理於吾心」、「吾心即

宇宙」將心推展到至高點的心學思想。身為文人的董其昌受到時代風潮的影響，

醉心於「心外無物」的心禪理念，追求形而上的主觀精神，反對為造物者（自

然）所奴役，他的繪畫美學是追求「因心造境，以手運心」的虛靈境界。

袁旃師承董其昌的正是以心造境，反現實精神的創作觀念，她不寫生全然

以心虛擬化外場境。繪畫可以不必批判現實，也不必反應畫家的社會關懷，只純

然反映畫家內在純美的心境。遠從學生時代的畢業美展，她的作品就是以幻想為

主而非寫實繪畫，旅居歐洲她又偏愛15世紀波希以豐富想像力所構思的幻想性繪

畫，及20世紀恩斯特、馬格利特、達利、米羅等超現實主義的畫家，抒發心靈自

由的真實狀態的繪畫作品。就像馬格利特（1898年∼1967年）創造出一種不真

實，超出大自然的擬態，充滿神秘色彩的作品。袁旃的藝術基本上也遙相呼應歐

洲超現實主義企圖在超自然的夢幻狀態中，通過潛意識，表達生存和繪畫的自由

超脫。

心靈之眼，萬相隨心生

袁旃嘗試以一種「心靈之眼」，創作自然界不存在卻是自己內在的心靈里程

所印證的真實山水。以1993年她在台北市立美術館的首次個展來說，一幅題名

綠，在色彩上不顯突兀，用筆、用墨多於用色。在繁複的皴筆中仍見韻律，宛

如渾然天成的文人畫。然而現場一批「異」字級的異形山水，如《異書》、

《異壑》、《異豔》、《異象》、《異音》、《山河異色》、《異燦》，筆

法、墨法逐漸退位，色彩躍居主位，經營位置的開合、起伏、龍脈逐步被解

構，不再是佈局的主體考量。她已經打著董其昌的旗子反董其昌了，而箇中奧

妙就在「存乎一心」。

▲ 袁旃  凝雲  2005年  墨、彩、絹  
 三片花窗分出窗內的庭園與窗外藍天綠地上的白雲，複雜的花、

樹、假山石與雲朵裝飾性極強，又洋溢著色彩的歡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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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狀或橢圓狀的石青為主，配合黃、紅等明亮的平台色塊，形成紅綠、黃綠、紅

藍等對比關係。那些色塊猶如蛹中化出的繽紛蝴蝶，增加畫面的盎然生機。《天

真》（1997年）平塗的色塊或長方形、圓形、三角形、多邊形，色彩對比而錯綜

相疊，山、石、樹、雲只是畫面的造型要素而已。《花樣年華》（1998年）以石

青、石綠、泥金為主色的「金碧山水」比青綠山水更亮彩。她以金色勾勒山岩外

型輪廓及樹幹、樹枝，又平塗成塊，再加上硃砂紅與黑色塊面，一片青春氣息蕩

漾無邊。《天華》（1998年），蜿蜒層疊的紅山與黑山交錯在水平的藍海上，極

盡韻律感的色面，暖色調與冷色調發揮色彩的互補作用。《新華》（1998）一片

色塊潔淨地、井然有序地相依相偎在綠色大地上，宛如一層不染的仙境。

骨法用筆－曲線與幾何線的交并

在線條上，袁旃重「骨法用筆」即以線條勾勒山川型態。她以曲線及幾何線

交并運用，如《仙境長春》（1996年），山石紋脈以細點線爬梳得井然有序。

左上方瀑布是S型，而流雲成帶狀長方形，右方的山形既有圓弧形也有三角形，

南宗山水換膚新生

從袁旃1995年第二次個展之後，實驗性質更為濃烈，傳統山水畫以用筆

為山川寫形，用墨為突顯氣韻，用色為山川賦彩，她已將中國山水的用筆、

用墨、用色融入西方現代繪畫之父塞尚（1839年∼1906年）將對象分割為色

面，在形、色上追求自律性的結構空間為主的美學理念，袁旃以西方現代繪畫

的觀念在視覺上捕捉形式、線條、色彩的平衡與和諧，尤其重新溫存色彩，協

調地串連起東西方美學的活性因子，在為「藝術而藝術」的水墨新造形上展開

無盡的探索。

在色彩上袁旃就像明代的陳洪綬反對董其昌等人崇尚淡雅貶抑青綠，逐步

走上重色彩的繪畫。從來南宗的山水畫，大都是以赭石為主的淡彩渲染，稱為

淺絳山水，袁旃在山水畫上繽紛亮麗的色彩，在現代水墨畫是一大突破。自從

旅歐時在大英博物館驚見顧愷之（334年∼405年）的《女史箴》圖，女史身

上紅衣裳與黑頭髮的紅黑鮮明對比早已成為她腦海中揮之不去的深刻印記，加

上她在歐洲把灰濛濛的古畫修護得色彩如新的經驗，使得她在故宮博物院時每

每面對黑褐色的古畫，腦中便不斷浮現它當初在畫家筆下時的亮麗色澤，她亟

思恢復漢唐時期甚至更早的晉代的鮮麗色彩，改變中國繪畫給人老氣橫秋，引

人欲眠的印象。她的繪畫最主要的特色就在色彩的變革，為水墨換膚，讓水墨

畫也可以清新儂麗具有時代的色彩感與生命力。

青綠山水與西洋繪畫的混血

中國山水畫在六朝時設色的青綠山水是主流，歷經唐宋畫家在勾勒、設

色上發展得更加完備。屬於北宗的青綠山水重石青、石綠重彩，以明度和彩度

最高的石綠作為龍脈的敷彩，再配合石青染配襯的山脈。袁旃除了傳承中國青

綠山水的傳統外，更結合西方繪畫20世紀初葉，野獸派對比色的運用，及克

利色塊的組合，與米羅繪畫中的歡愉氣氛。色彩配對上她常使用對比色，更增

鮮亮感，而在山岩的紋理或脈絡間運用清代龔賢常用的濃重墨點密集地點出

暗處，山岩自然分出凹凸的明暗變化。她常使用色相（顏色）對比而非濃淡

對比，一脫文人畫墨色為重的山水樣式。如《山川煥采》（1997年）山脈以

▲ 袁旃  天華  1998年  黑、彩、絹  93cm×170cm
 律動感十足的紅山、黑山交會在藍色海平面上，明澄的天上飄動著浮

雲與花朵，夢幻組合的虛擬畫境，是詩又是畫，是水墨的新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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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在黃、綠、黃、藍的對比色中，凸顯出色彩的明亮度。《雲峰石色》

（1996年），前景兩尊三角形的山，搭配著中景株株黑色圓形的樹，在一片

黃土地上，邐迤而上，遠景藍天下又高又直的群山聳峙，天空寫實般的雲彩與

幾何造型的山或裝飾性的樹，形式上的不統一感，使在色彩空間的鋪陳上充滿

實驗性。古畫中常以道路、小橋、山勢、人家、流水拉開空間層次，在袁旃的

《獨立》（1997年）畫中，山、石、或樹緊密層層包裹，以抽象的結構秩序地

佈列色塊，雖有蜿蜒的山脈，卻無景深，空間被壓縮為平面性。她這種以色佈

面的結構方式，比傳統的青綠山水更具現代感。

像《平安》（1998年）一作，空間感非常緊迫，卻舞動著色彩的旋律。

《翠玉白彩》，青綠的明豔色，如翠玉白菜，在黃色如波的海面上，自由飄盪

在紫色的藍天下形成黃紫、黃綠的鮮明對比，更凸顯出超越現實的想像心境空

間。《花樹雲山》（1996年）、《花雲錦簇》（1998年），以無太多山脈飾

紋的平塗色彩在鮮明的黃、紅、綠、藍色彩中構組空間。《風雲際會》（1998

年）紅、黃、綠的漩渦如珠子般在蕩漾不息的浪花上交戶滾動，線條泯沒在鮮

明的色相中。《天高地迴（二）》（2006年）、《戰爭》（2005年）色彩與

形相容無礙，和諧又詩意的色彩空間。《凝雲》（2005年），以一組三面的格

狀花窗，分隔出窗外的雲朵、草地與窗內庭園的假山石與芭蕉、竹子、梅花的

內外空間。物件的多樣、色彩的多元，

拼貼成一個既緊密又平面性又裝飾性的

空間。

以心造境，四季常新

在想像的造境上，《動》（2006

年）又是河馬、兔子、青蛙、蝴蝶、頭

髮如翅的仙子，及各式花卉，築出一個

飄動的美妙世界，無重量無時間感，一

名小男孩著潛水裝，滑著輪車在水中或

地面戲耍。她大量取材中國民間剪紙、

樹有倒三角形也有勾勒松針的梳齒狀。《會走路的

山》（2000年）千條萬脈的律動線條如礦石結晶般地

多層折射，湧自地底板塊的震盪使群峰奔動，裸出山

形，畫面山形不斷重疊，無盡的位移。這種動態的人

為秩序有如克制《紅色的賦格》（1921年）般充滿優

美的旋律，音樂漂浮飛揚在畫中。中國線條多曲線，

袁旃卻常使用幾何線，山體石面常有折角，形成稜角

畢現，脈縷分明，明顯地受董其昌及倪瓚影響，又受

到法國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新藝術的影響。盛行於

歐洲的新藝術以曲線為裝飾特質，晚期又發展出幾何

線條的裝飾化造型。尤其是奧地利的分離派大師克林

姆（1862∼1918年），他的許多女人肖像背景或服

飾就是以圓形、正方形、長方形、三角形或螺旋形作

為裝飾。袁旃以奔放自由又律動的曲線，幾何線條發

展出線性特質，追求唯美的形式主義。再如《不語》

（2004年）或《霓裳》（2004年）線條婉轉流暢，如

布的縐折柔軟輕盈，層層開展，似乎也從文藝復興時

代波蒂且利的《春》（1482年）中，三美神裹著透明

緊身的長衣那種綿密又幽雅的線條中獲得靈感。又像

顧愷之高古的游絲描，連綿不斷。粉紅、淡綠、淡黃

的色彩融入無限衍生的線條律動之中。

經營位置－色彩的空間結構

在空間結構上，袁旃的畫與其說是山水畫、花卉

畫或人物畫，不如說是以色彩的空間結構為形式美的

主題。在空間佈局上如《錦春圖》（1997年）秩序而

平穩的排雲，成排羅列在中景、遠景，橢圓帶折角的

山岩與垂直、水平交錯的矩狀山形，結成緊密的空間

▲ 袁旃  翠玉白菜  1999年  
 水墨、絹  95.5cm×170cm
 翠玉白菜如岩石漂浮在黃色水波上，更突顯

出超越現實的想像幻境空間。

▲ 袁旃  仙境長春 1996年 
 黑彩  絹 （182cm×95cm）
 細點爬梳山石紋路成三角狀或圓

弧狀，由點成線，曲線與幾何線

交并使用，由線成面，以面現

色，是南宗山水與青綠山水的匯

流，也是國畫與西畫的混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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摺紙的圖案畫造型，加上她的想像力拼組成畫。畫是她思想馳騁的疆域，現實與夢

無分際。《嘻嘻哈哈》（2001年）騎大魚的童子梳著髮髻，長出如葉的翅膀在海

上奔馳，台灣的飛魚與明代呂紀《秋鷺芙蓉圖》中的秋鷺共舞在海天之際，器物上

的黃龍躍上天，一切的遐思幻想，如夢又如真。《靜鳥》（2002年），三個彩繪著

紋脈像圓又不圓的不明物體伴著一隻白鷺飛越朗空，像是超現實主義畫家馬格利特

的《風聲》（1932年）或《靈感》都是豐饒想像力的迸發。再看《五華聳翠之四》

（甲戌）雲煙飄渺，山石如波濤，在現實與非現實之間，有如神秘夢幻的仙境。

《童趣》（1996年∼2000年）她以自發性的意識彩繪出兒童塗鴉般的象徵性視覺

圖象，宛如保羅克利的《鄉下小孩》（1923年），流露她內心渴望回到童年自在

塗鴉的童趣。超現實主義代言人布荷東說：「超現實主義便是要把這種童年經驗重

新解放出來。」《四季常新》（2002年）中央舞著彩帶的高挑女子，追逐著球的

女孩，雙手上揚舞動的女子與擺姿的女子、跳水的男孩，運動場上的動勢，相映在

遊走天上人間的三隻龍上。她以寫實風格營造想像空間，也流露出她常新的創作心

境，與在人物畫上開拓新境的雄心。

美的極致，華麗又幽雅

袁旃的山水畫、花卉畫、人物畫，既傳統又不傳統，既有思古氣息又有現代色

彩，在線條上、色彩上，在空間結構上，在想像力上，以「心」造境，有的作品在

組合上，不免出現異質素的矛盾，倒不失為實驗性濃厚的作品。就像她曾經研究過

的法國新藝術運動，總是在過程中不斷追求「什麼是新」的創作風格一般。從董其

昌的南宗山水出發，又在色彩的表現上融入北宗的青綠山水與現代繪畫理念，不斷

推陳出新，為水墨畫的風華染上濃烈的青春氣息，釀造無盡的色彩，優雅又華麗。

許多古畫、古文物或民俗美術經過她的冶煉而淬化成極有形式美的風格，不落言詮

地展露她個人美由心生，境由心造的變換軌跡。

袁旃53歲才開第一次個展，中間蟄伏30年未提筆作畫，這位為人妻、人母的

「老新秀」並不因婚姻而扼殺了創造力，反而不斷革新，在蛻變中發展女性獨立自

主的「個體性」，建構屬於女性優雅、婉約、細緻又華麗的陰性特質，在自主又叛

逆中展現豐沛的生命能量。袁旃至今仍陷入瘋狂的創作中，她不曾止歇的創作熱情

與魅力風韻究竟來自何方？也許正是女性與生俱來的潛力與創造力，一旦迸發就如

黃河之水天上來，沛然而下，莫之能禦吧！她的內在生命宛如繁花盛開豐盛無比，

不斷締造出一幅幅的亮炫麗景。

▲ 袁旃  嘻嘻哈哈  2001年  墨、彩、絹 84cm×130cm
 像一個夢幻童話故事，古畫上的秋鷺與器物上的龍，台灣的飛魚加上長出

如葉翅膀的男童，組成一個超現實的世界。

▲ 袁旃  四季常新  2002年  墨、彩、絹 84.5cm×246.5cm
 操場上有人玩球、跳彩帶舞、舞動、擺姿，也有人跳水，三隻龍遊走在天

上、人間，超異想像力的袁旃構築出安和樂利的人間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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