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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因特殊的地理環境及歷史背景，台灣的多元文化特性也造就了台灣特有的競爭力，近年來產

學各界不斷的進行文化產業的開發及設計，本研究也秉持著文化學者的使命，進行文化設計的研

究，以期對文化創意產業上有所貢獻。 

    本研究深入的觀察到中國的傳統園林建築中蘊含了三千多年的歷史與藝術，其多領域的整合包

含了文學，建築，工藝，當代文化…等等，其中還包含了中國哲學的宇宙觀，儒釋道三家的精隨所

在。故本研究將探討中國園林特有的中國文化元素，並深入的解析儒道之精神及園林藝術之文化符

碼與意義，繼之進行園林空間中虛境手法的應用與實體空間元素的探討。 

    本研究以文獻探討和實地訪查林家花園之方式進行分析與探討，在經過多次的專家討論後提出

三大設計原則，更其依規範之設計原則設計一個裝置藝術作為前期的研究探討，也透過問卷的形式

來驗證本研究所規範之三大原則，以利後續轉化到產品設計當中。結果顯示園林藝術的自然的組成

環境及材質會影響觀看者（使用者）心境上的感受，此外賦予象徵性的手法應用更能傳達作品中所

蘊含的傳統文化意義。 

 
關鍵詞: 園林藝術，老莊哲學，產品應用設計，文化設計應用 

 
一、前言 

 

1-1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文化創意產業的目的即在整合地方智慧與文

化藝術得以應用於國家的產業發產中以因應全球

化之挑戰。行政院將 「創意台灣」 規劃為未來

施政的目標與願景，因此特別提出「文化創意產業

發展計畫」，將文化、藝術及設計等相關產業，原

分屬不同專業的行業，統籌在「創意產業」的概念

下，納入國家發展的重點計畫。本研究認為若舊有

的文化遺產只徒具其形式但卻無法發揚內在的本

質與精神是十分可惜的，故透過創意來將舊文化本

質重新呈現於現代社會之中，將其價值不斷提升。            

 

1-2 園林藝術的文化價值 

    中國園林藝術發展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歷

史，從魏晉時代以來，中國園林建築藝術其多樣性

的藝術表現在詩、畫、文學、建築、雕刻中；除了

外在形式的表現外，中國園林藝術更是集合中國各

家思想的內涵，其中儒、道、佛思想的互通，更讓

園林藝術充滿各種哲學與宇宙觀。然而中國園林藝

術除具外在形式的藝術價值外，也具備了內在中國

文人思想的精隨，本研究將針對中國文人思想的分

析來探索園林藝術之物與人之相應關係。 

    園林藝術之傳統思想蘊含了中國傳統的宇宙

觀，易經《繫辭下傳》中曾經論及：「古者庖犧氏

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象於地，觀鳥

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

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而園林

藝術正是以此道體的架構來構成一個微小的宇宙

世界，藉由“遊”於園林空間來體會“道”的核心

價值。 

    園林藝術除了藝術形式外，其內在人為之推動

卻是其中重要的影響要素，本研究分析發現古文人

為了實踐自身的理想生活，盡情縱放於山水間，又

能醒世於塵俗之中，故興建私家園林作為體道與實

踐理想世界之夢想。王維建造了輞川別業、白居易

有白蓮莊等歷史上有名的文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園

林成為他們的避世修身之所，除此之外園林藝術更

是反映了造園者的內心世界，就如同陶淵明所著的

桃花源記一般充滿對理想世界的期待與追求。 

   東方學者阮浩耕於中國名園賞遊一書中將世界

園林風格分為兩大類，一類為西方規格圖案式園

林，另一類就是中國自然山水畫意式園林，而其中

被列入世界遺產之中的有圓明園、拙政園等，近年

來西方世界對於重精神文明的東方文化產生興趣



並展開研究，故基於提供傳承及振興中華文化之價

值，園林藝術實有研究及維護之具體價值與意義。 

二二二二、、、、文獻探討 

 

2-1 中國園林概述 

    一般而言，中國園林藝術依其形式及風格大致

可區分為皇家園林、寺廟園林、私家園林、名勝風

景園林等四大類，而在本研究特以私家園林（林家

花園）作為主要的探討形式，而選擇板橋林家花園

的主要原因是它是目前國內保存最為完整、最具規

模及其延續了明清時期的江南園林特色等。 

    另外傳統的園林藝術大多數是文人所造，又可

稱文人園（阮浩耕，2003），故在園林藝術之中包

含了許多的文人思想與風格，古文人於建造園林

時，將詩、畫的意境與手法應用其中，也因此每個

園林所呈現的風格都因造園者的造園理念與內涵

而有所不同。     

    中國園林藝術的形式表現上極著重自然與人

工的結合、虛與實的相生、動景與靜景的搭配等

等，與西方園林不同的是，西方園林多為人工幾何

圖案且著重視覺透視的構圖與效果，中國園林則重

意境與整體性。如下將逐一論述園林建築的演進、

形式及主要構成元素 

    

2-2 中國園林之演進 

                中國園林起源甚早，而對後世具有深遠影響的

文人園則起於魏晉時因遁世風氣相應盛行，當時的

文人對政治的動亂感到失望，又受到老莊虛無的遁

世思想所影響，漸漸崇尚自然而寄情山水之間，而

成了往後園林風氣的先端。 

  而由於各朝代的經濟社會狀況不同，文人活動

也有所差異，發現各朝代的園林皆有其主要特色。

如唐宋園林將詩畫的意境納入其中，明清時期的園

林講求其工法與精緻度，表１歸納整理各朝代的 

園林風格。 

 

表 1 各朝代園林之演進簡表 

魏晉南

北朝 

崇尚老莊的【清靜無為、順應自然】思

想，寄情山水之中，開啟了園林藝術之

風。 

唐宋 將詩情畫意融入到了園林之中，不僅寫

實，還運用了詩與畫的韻律、格調等形

式來深入其中，以畫入景，以詩入意。 

元 講求意境與韻味，畫中寓詩情、園林參

畫意，是元代造園家的思想。 

明清 江南園林之盛，成為中國宅第園林的重

要風格代表。 著重工法、與技巧，細

緻的藝術格調配合巧妙的佈局達到詩

畫意境的特色。 

 

2-3 中國園林之構成 

   園林藝術包含許多的元素並結合了許多不同領

域的藝術表現形式，本研究將中國園林之構成分為

＜實＞與＜虛＞兩大部分為主軸做探討:  

從“實”的部份來看，中國園林藝術主要是由「建

築、假山、水池、花木」這四大元素所構成，並以

「三分水，二分竹，一分屋」的比例原則來配置其

所包含的元素。 

從＜虛＞的角度部分，虛即是心境的表現，包含了

思想、表現手法、佈局等。中國園林因為有＜虛＞

的注入，而更能延伸其深度與價值。 

 

2-3-1 實：園林建築四大元素 「建築、假山、水池、

花木」 

(1). 建築：：：：包含了各種形式與功用之建築形式，

亭、臺、樓、閣、堂、屋、軒、榭…等。建築在園

林藝術中人工意味最為強烈，主要其價值在於引景

入園，且可居、可觀，讓觀園者看園內與園外之景。 

 

 

 

 

 

 

 

 圖 1 疊亭         圖 2 林家花園觀稼樓 
 
(2). 假山：假山的佈置目的在有限的面積裡營造自

然的山景，做到片山有致，寸石生情。通常是搜集

奇石堆疊雕刻而成但台灣少有奇石，故使用磚石骨

架再以石灰泥去雕塑，而假山的佈置可以產生迂迴

輾轉，更引人入勝。 

 

 

 

 

 

 

 

 

 

      圖 3 石灰泥假山與假山中的步道 

 
(3). 水池：古語說：有山需有水，山水需相映，方

能成美景。水池在功能論上，可以提供遊船、澆灌

花木、調節氣候、排泄雨水等；而在情境上，波動

的水流，景物的倒影、魚、睡蓮等產生出柔順優美

的意境，恰與山石的壯闊氣勢形成調和。 

    



(4). 花木：花木的作用除了提供玩賞，還有遮陽庇

蔭與空間分隔的作用，花木的種植讓園林更有生

氣，因四季的變化而產生不同的景，除了視覺上的

美感外，還能提供嗅覺與聽覺上的享受。  

 

 

 

 

 

 

 
 
 
     圖 5 林中花草及樹木 

 
2-3-2 虛：關於園林藝術的佈局及運用手法，其中

的思想哲理能代表物性之本質意義及內涵。 

(1). 山水畫之佈局 

    中國園林的配置比例，向來是調「三分水，二

分竹，一分屋」之說，而這個比例的來源是由山水

畫的構圖比例而來。山水畫運用大量的留白空間，

但留白的部份並非空無，而是給觀畫者多一分的想

像空間，畫中留白的部份是水氣、霧氣、雲海...

等，更營造距離遠近的空間感，而畫者也能藉由空

白表現之構圖趣味，暗喻心靈的空虛...等情感。 

 

 

 

 

 
                   
 
 
 
     圖 6  山水畫構圖比例 
 

(2). 園林之造景手法：對景、障景、借景、框景 

造園與詩畫有相通之處，講求對仗、平仄、押韻等

技巧法則，而在造園中相對應的手法則有對景、障

景、借景、框景。 

 

(a). 對景: 使兩處景致，格池或花圃相對，互為視 

      線上突出的景色彼此都是視覺上的景， 

         對景的目的是加強空間中的聯繫與呼應 

 

(b). 框景: 用門洞、窗洞的穿透空間做為畫框，將 

         景色框進其中，猶如作畫一般，將園林 

        的自然美、繪畫美、建築美融合於其中， 

        使人有在觀賞一幅具體的畫的感受。 

 

(c). 借景: 景雖不在我地，將他景借為所用。借景 

         可以突破園林自身空間侷限的最好辦法 

         ，也可以透過借景的方式將內與外的景 

         色融為一體，延伸與擴大視野的深度與 

         廣度。 

 

(d). 障景: 就如同文章需要分章節，取段落一般， 

         格的目的在於讓遊園者產生慾念與期待 

         ，產生開門見山的驚奇感，更讓園林的 

         主題分明、井然有序。  

 

  從虛與實兩部份來探討園林建築的構成元

素，而更能清楚知道園林其巧妙之處，四大元素透

過山水畫的手法（比例、視角）以及造景的方式（對

景、障景、借景、框景）而呈現出極具中國文人氣

息與藝術涵養的空間。 

 

2-4 儒釋道美學與哲理 

    儒釋道的思想是中國人最為重要的依賴，在藝

術的表現上亦是如此，晉陶淵明的桃花源記、王維

的詩與畫都顯示出當代文人受到道家崇尚自然的

思想所影響；儒家則以仁作為積極入世的精神所

在，將人格處世投射於山水的自然表現。故本研究

參考儒、道的哲學思想與美學形式的文獻論述而深

入了解園林藝術之核心。 

(1)道家:  

道家講求虛無遁世，崇尚自然的法則，道為天地一

切之本質，「意與境渾」與「象外之象」、「自然之

美」是道家意境美學的重要課題，莊周以無為虛淡

的理念對後代的文人思想與藝術創作有莫大的影

響。 

(2)儒家:  

儒家學說的中心是「仁」,認為仁是一切道德的根

本，強調修身養性。而儒家的宇宙觀在《論語》中

提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又說到

「智者樂山，仁者樂水；智者動，仁者靜」說明了 

好的人格要有山的氣勢與水的柔順，動靜皆宜。 

(3)禪家： 

在佛教的宇宙觀中，一個世界的成立其過程可分為

「成、住、壞、空」等四時期在演化，稱為「四劫」。

禪家美學與道家美學的「無」與「空」皆在強調道

體的本質，而美感的最高境界在於境界之外的「空

無妙有」，不需多做掩飾即能達到美感境界。 

 

  中國園林藝術受到儒釋道的思想以及美學觀

所影響，強調了虛實對應，自然流露的美感以及嚴

謹的空間架構，一再的顯示出如何合於道、體於道

的核心觀點，宇宙天地並行、萬物並存、陰陽互出、 

剛柔並陳、各出長短，一切事物不會單一存在而是

在彼此間有獨特的平衡關係（張清治，1990）。 

 

 



 

 

 

 

 

 

 

 

 

 

 

 

 

 

 

 

        圖7  儒釋道之哲理架構 

 

2-5 文化象徵符碼 

    中國園林薈萃並蘊含了我國傳統文化，集藝術

表現及中國思想為一體，因而在園林建築中有許多

的形式、色彩等都代表了傳統文化的意義與象徵

性，以下即以板橋林家花園為例來研究園林藝術中

所蘊含的文化符碼。 

 

2-5-1 圓與方 

圓與方代表了中國傳統的天圓地方之宇宙

觀，圓代表天，強調四季、日月的循環往復，周而

復始的時空觀。而方代表四方的概念，即東南西北

的方向概念，天圓地方的宇宙觀是兩千年來影響中

國人生活最基本的框架（中國建築時空論，1989）。 

而在園林建築中經常可以發現建築形式醞含了天

圓地方的宇宙觀，如圖所示的門洞設計，其上為圓

下為方即代表頂天立地之意: 

 

 

 

 

 

 

 

         

         圖8  天圓地方的象徵性手法 

 

2-5-2 富貴、吉祥之意 

   園林建築在漏窗、磚牆、門上會運用許多象徵

富貴與吉祥之圖樣，而大多為取其諧音為主，如花

瓶代表平安，海棠代表富貴，代表＜福＞的蝙蝠、

蝴蝶等皆取其象徵性的諧音，藉此來表達居住者心

靈上的祈求。 

 

三、設計應用 

 

 

 

 

 

 

 

 

    

    

   圖9  象徵平安的花瓶與象徵長壽的壽桃 

    

  本研究從上述園林概述分析，傳統哲學思想以

及文化象徵符碼等三大重點為轉換設計原則的要

素，其包含了以連續性、回覆性的道體觀為基礎、

佈局手法應用、文化象徵性手法運用三大原則來做

以下的裝置設計。 

    在本設計中主要探討道的本質架構，特以禪學

的＜成住壞空＞四劫為基礎，創造出連續、回覆性

的感受，如同圖7所整理的儒釋道哲理架構看出＜

道＞的連續性（圓）本質，及人與環境之間的關連

性去做裝置上的探究。 

 

3-1. 連續性、回覆性的道體觀 

    如圖 10 所示，首先在＜成＞設計的過程上運

用燒烤的方式將椅子烤焦，讓焦黑的椅子中露出了

少許的原木色，代表著重生、新生的意義，更於地

上鋪滿了樹枝則代表著大地的自然元素構成，整張

椅子以不完整的形態呈現更強調新生命的開始。 

而另一種呈現於焦黑的椅子上慢慢覆蓋上白色的

批土，有兩層的意義；第一層代表了第二生命漸漸

開始，另一層意涵則代表了，外在的世俗漸漸的覆 

蓋了我們的本質，讓本質漸漸隱沒。 

    圖右所代表的是＜住＞，透過將椅子以水泥漆

完全塗白，產生潔白無瑕的意境且用潑灑的方式產

生自然的流動感，而＜住＞屬於成熟的階段，故呈

現的作品較為完整；另外一層的涵義則代表著原本

物體的本質因外在的形式所掩蔽了，而無法看見，

就如同現在的社會環境，人人皆以個人利益為中

心，雖然最後得到了利益而讓他們有了新的生活或

生命，但卻也漸漸的拋棄自己本來的樣貌 

    圖右下代表＜壞＞的作品，＜壞＞是屬於較為

哀戚的調性，故利用海綿來塗抹批土，而營造出自

然的結霜而漸漸凋零的感覺，營造出淡淡的傷感。

而另外透過火燒而呈現出凋落的現象，而漸漸的露

出原本的椅子面貌，表面的剝落代表當內心慾望漸 

漸消失，則本質也慢慢的浮現出來。 

  圖左下所代表的是＜空＞，強調冬季的空無，  

萬物休矣，表現出無欲、無為的思想正符合道家的 

無為與佛教的禪的理念，因此所呈現的作品沒有一 



定的形體與形式，一切都回到最原始的狀態，所有 

的元素重新打散，等待重新組合。 

 

 

 

 

 

 

 

 

 

 

 

 

 

 

 圖 10 成住壞空四階段設計 

 

3-2. 裝置設計之佈局手法 

    中國山水畫創造了留白空間，讓觀看者去體會 

畫中的意境，透過觀賞者的想像而達到空間與觀賞 

者心境上的交流互動，本設計以留白的方式來達到

「以少勝多」的虛境感受。這個觀點不同與西方 

設計觀點 Less is more 所強調的簡約設計，主要是

著重在於作品與人之間心境上互動交流的感受與

美感的呈現。本設計選擇了開放式空間作為作品的 

呈現，其原因在於如此更能夠讓大眾能體會到自然

的元素，風、陽光、水、各種自然的聲音等元素能 

夠觸發觀賞者更能了解作品所強調的「本質」，而 

作品也能更融入於空間之中，如圖11所示 

 

 

 

 

 

 

 

 

圖11  作品呈現與自然的空間環境之中 

 

3-3. 文化象徵性手法 

    文化象徵性的手法運用在中國傳統的建築中

應用相當廣泛，目的在於滿足心靈上的寄託及對於 

安全感渴望，其意義的內容幾乎涵蓋了中國文化的

精隨，舉凡宗教、神話、禮制、文學與哲學等。 

(1). 圓與方的象徵 

   在本裝置設計整體的空間佈局，採用了環繞的 

形式，以圓為中心其意義在於表達天體循環的特

性，也是自然之道的原則；地板的矩陣則表示大地

的邊界，整個空間的佈局強調了中國傳統的天圓地 

方的宇宙觀。而在圓的中心擺置了代表成、住、壞、

空的作品，表示一切開始也同時也代表結束之結

果，如圖12所示： 

 

 

 

 

 

 

 

 

 

 

 

 

 

 

 

 

 

 

 

 

 

 

 

 

 

  

圖12  圓與方的佈局手法 

 

(2). 以乾為天，坤為地的象徵 

    除圓與方的佈局代表天地宇宙之外，本裝置以

群體共同創作之方式用粉筆將地板上的格子畫滿， 

每個格子是由三條直線為單位而組成的，三條直線

所代表的是八卦中的乾卦，而乾卦所代表的是天，

兩兩一組即成了坤卦，代表大地，故以乾為主，坤

為輔的構成整個展場空間，這也代表了天地的融

合，如圖 13 所示。 

  透過集體創作，代表著天與地是人們所共同存

在的時空，透過人們共同生活而產生天地的意義與

價值。每個人所畫的每一條線及代表了自己人生的

回憶與片段，透過組織這些屬於個人的片段而形成

了天地的主要價值。 

 

 

 

 

 

 

 

 



圖 13 集體創作於地板上繪畫天與地的象徵元素 

 

(3). 代表真實的內在本質 

    赤裸上身的人站在所畫的代表天地的方格區

塊內，代表著拋開世俗的束縛，將自身的心呈現在

天地之中。有些舞者亦站亦坐的行為都代表其自然

的心性表現，隨心所欲而縱情於自然天地之中。 

 

 

 

 

 

 

 

 

 

圖14 象徵本質性的行動描述 

 

(4). 無到有，有到無 

    經過大雨的洗滌，一切又回歸到了原始狀態，

這種非刻意安排的結果正好呈現出自然之道的哲

理，一切事物是不斷的循環，沒有不變的樣貌與規

則，看似無常卻又是不變的常理，正好符合了老子

的天之道與佛謂無常之道。 

 

 

 

 

 

 

 

 

 

圖15  在大雨過後，回到最原始的狀態 

 

    以上的裝置設計從製作的手法到整體空間的

呈現，都強調了本質性的探討與中國傳統宇宙觀的

想法，更以這次的裝置設計中體會園林藝術的精神

所在；而於公開展覽的過程中本研究更以簡單的問

卷來驗證是否達到所預期的效果及了解觀賞者之

感受。 

 

四、結果與討論 

    從整個設計來看，結果顯示出大部分的觀賞者

一致認以在自然的環境較能體會整個作品的氣度

與意涵，在心境上產生自身共鳴；自然的材質效果

能夠呈現出本質的特性，作品較不會有突兀與刻意

安排的感受，在觀看者的心境中容易得到和諧與自

然的觀感；象徵性的手法(圓與方、乾坤、吉祥….)

則對於作品的意義較能夠完整的傳達給觀賞者且

極具傳統文化之觀感。 

五、結論與後續研究 

    本研究對於中國園林藝術之內涵做探討，從中

國園林的虚與實做切入，進而從中尋找虛與實的規

則。本研究從山水畫的構圖規則做探討，找出了在

園林藝術中相對應的手法運用；「三分水，兩分竹，

一分屋」的比例原則，與山水畫的留白空間有同樣

的效果，讓觀園者有想像的空間及營造園林空間的

層次與距離感；而儒釋道的美學與哲理扮演著園林

藝術的中心思想，強調虛實相生與自然流露的美

感；另外象徵性符碼所蘊含的是中國傳統的文化社

會、禮制等，中國人之心靈的祈求，在園林藝術中

體現無窮。 

    本研究從園林藝術之內涵提出設計要素而轉

化應用到裝置設計之上，其裝置性藝術的手法所營

造的一個具有園林藝術之內涵的空間作品，其概念

式的展開可激發出更深層的想法，有助於對於後續

的產品設計應用上能夠完全的發揚出中國園林的

文化價值，讓設計能找到屬於其獨有的識別符碼與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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