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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訊與通訊領域，有很多創意被重複發

明。例如Facebook的「讚」（Like），此一機制

在2000年初就曾在無名小站運作。這類的「重複

發明」，並非抄襲，而是時機成熟，自然而然的

會有相同的想法在不同的時空產生。獨立的「重

複發明」或「抄襲」的界線很難區分。安潔莉娜

裘莉（Angelina Jolie；b. 1975；參見圖一）編劇

及導演的電影《愛在血淚交織時》（In the Land 

of Blood and Honey；參見圖二）被控告抄襲小說

《The Soul Shattering》。這部電影描述戰爭中一

段糾結的愛情故事。一名塞爾維亞男子與一名波

斯尼亞穆斯林女子陷入熱戀，沒想到南斯拉夫在

1991年6月起開始分裂解體，波黑（南斯拉夫6個

共和國之一）、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三個主要

民族，對波黑該獨立與否各持己見。這對戀人則

因民族的對立，感情之路嚴酷而崎嶇。《The Soul 

Shattering》亦描述戰亂的愛情，但法官認為裘莉

的劇情仍不相同，最後判決裘莉勝訴。

抄襲前人想法往往東施效顰，不如原創。最

明顯的例子是，李小龍成名後馬上有一大堆武打

明星模仿他的武術橋段，水準卻遠遜於李小龍。

然而根據前人想法的再創意，也有青出於藍而勝

於藍的例子。《櫻花、神社，與寶塚歌劇團》

文中提到，黑澤明的《七武士》被史塔奇翻拍

成好萊塢電影《豪勇七蛟龍》（The Magnificent 

Seven）。《用心棒》則被抄襲，產生了《荒野大

鏢客》（A Fistful of Dollars）。《七武士》及《用

心棒》的主角都是三船敏郎（Mifune Toshiro；

1920－1997）。《豪勇七蛟龍》和《荒野大鏢

客》則分別由尤勃連納（Yul Brynner；1920－

1985）及克林伊斯威特（Clint Eastwood；  b. 

1930）主演，都比黑澤明的原創電影出名。所有

抄襲黑澤明的「再創意」，最有名的應該是《星

際大戰》（Star Wars；參見圖二(b)）。

盧卡斯（George Walton Lucas, Jr.；b. 1944；

參見圖三）曾說，他1977年執導的《星際大戰》

一平繪話 On Teletrofono and Inkblots

抄襲與「再創意」
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網路通訊國家型科技計畫顧問／林一平 

圖一：(a) 安潔莉娜裘莉（Angelina Jolie； b. 
1975） ； (b) 我模仿畫裘莉；她因家族遺傳，為

了避免罹癌，毅然切除自己的乳房，造成社會轟

動，稱為The Angelina Effect

圖二：(a)《愛在血淚交織時》； (b)《Star Wars》
（星際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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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曲的構思來自於黑澤明。被參考的作品是

1958年黑澤明執導的電影《戰國英豪》（隠し砦

の三悪人；參見圖四(a)）。故事背景為日本戰國

時代。各國混戰之下，秋月家滅亡，而其武將真

壁忠心耿耿，意圖擁立小公主雪姬。秋月家的軍

資黃金藏匿在某山砦中。真壁利用了貪圖黃金的

兩位農民又七與太田，協助背負黃金，帶著公主

穿越敵國，向同盟國早川求援。片中的真壁由三

船敏郎（1920－1997；參見圖四(b)）飾演，而上

原美佐（b. 1937；參見圖五）則飾演雪姬。

《星際大戰》的劇情類似於《戰國英豪》，

敘述銀河共和國轉變為銀河帝國的過程中引發內

戰，反抗軍與帝國軍互相對抗，當中莉亞公主

（Princess Leia Organa）的原型是雪姬，由費雪

（Carrie Fisher；b. 1956；參見圖六）飾演，而機

器人C-3PO和R2-D2（圖七(a)）是模仿一高一矮的

農夫又七與太田二人（圖七(b)）。我猜想當初黑

澤明在塑造一瘦一胖的農夫造型時，受到勞萊與

哈台的影響[文獻一]，而盧卡斯則更將一瘦一胖

的特徵凸顯為「高瘦」與「矮胖」。有趣的是，

《戰國英豪》中的又七與太田並未在日本人的記

憶留下太多痕跡。而C-3PO和R2-D2則舉世聞名，

成為日本漫畫《Dr. Slump》多次模仿成為劇情素

材（圖八(a)）。而在歐美，更有人設計C-3PO泳

裝（圖八(b)），令人嘖嘖稱奇。《星際大戰》

首創好萊塢電影商品的授權，建立龐大事業，旗

下分別有小說、漫畫、玩具與電玩遊戲等周邊產

業，獲利頗豐。《星際大戰》並非全然模仿《戰

國英豪》，也有自己的特色，例如系列中每部電

影，小說與電玩遊戲，皆以「很久以前，在一

個很遙遠、遙遠的星系…（A long time ago, in a 

galaxy far, far away...）」的字幕開頭。

「再創意」能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有不同的

圖三：盧卡斯（George Walton Lucas, Jr.； b. 
1944）

圖四：(a)《隠し砦の三悪人》（戰國英豪）；(b) 
三船敏郎（1920－1997）

圖五：雪姬（上原美佐； b. 1937）

圖六：費雪（Carrie Fisher；b.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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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及背景條件，值得我們探討。如何在行動應

用（Mobile Applications）產生「再創意」的成

果，更應好好深思研究。

[文獻一]《勞萊與哈台》，《閃文集III》第131頁

由NCP簡訊的插圖到紫色長髮
（Violet Rapunzel）

縈帶曳照春金紫．翠羅蓋底傾城色．蓬萊宮

中日月長．蛾眉素領添新髮

2012年10月我收到一本美國寄來的書，寄

信人署名海倫（Helen Lefkowitz Horowitz），是

這本書的作者。書名《Campus Life》（參見圖一

(a)），探討十八世紀末到現代的大學生文化。封

面的內頁有作者的相片，我模仿畫出如圖一(b)所

示。我是在2012年8月訪問哈佛大學時遇見這位女

士。她是頗有學問之人，差點拿到2003年的普立

茲獎（Pulitzer Prize）[附註一]。

禮尚往來，我寄《CS Note II》及《Cat Ś Note 

III》兩本《交大資工筆記本》給海倫。《CS Note 

II》每一頁有我畫的一位歷史人物及其名言，而

《Cat Ś Note III》則是畫我家兩隻貓的憨態。沒多

久，海倫就寄了一張卡片給我，寫了不少謬讚之

詞，讓我喜不自勝，抓耳搔腮，坐不住板凳。海

倫的來函照登如下：

Dear Dr. Lin,

What a great pleasure it was to open the box from 

圖七： (a) R2-D2和C-3PO；(b) 又七與太田

圖八： ( a )  漫畫《Dr.  S lump》模仿R2-D2和
C-3PO；(b) C-3PO泳裝

圖一： (a)《Campus Life》；(b) 海倫（Helen 
Lefkowitz Horowi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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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and find in it the two extraordinary notebooks 

you sent to me. My first reaction was that they were 

beautiful, unusually so. I ha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ese in anywhere. And then I read your 

inscription in the cat＇s notebook and learned that you 

had actually drawn the many beautiful images of cats, 

including the inquiring one on the cover. That let me 

to notice the distinctive signature initial and see that 

many of the portrait images in the other notebook had 

the same signature, suggesting that you are the creator 

of these lovely portrait drawings as well. You are very 

talented!

What can I say? Only that I am delighted to have the 

beautiful notebooks and truly honored that you sent 

them to me.

Many many thanks! All good wishes!

Helen Horowitz

海倫的筆跡娟秀，卡片正面是薩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的作品《Claude Monet Painting 

by the Edge of a Wood》（參見圖二）。海倫挑選

薩金特的畫作卡片，尤其讓我驚喜，因為我很佩

服薩金特的藝術境界。在收到卡片之前，我已經

揣摩薩金特的肖像畫有一陣子了。而海倫對我的

謬讚應出於她歷史學者的本性，容易對我畫的歷

史人物引起共鳴。

《CS Note II》裡的畫像全部在《一平繪話》

的文章中出現過。海倫的話不禁讓我回憶起過去

《一平繪話》插畫中的歷史人物。第一位出現的

人物是高騰（Francis Galton；1822－1911；參見

圖三(a)）[文獻一]。當時（2006年）畫的線條很

簡單，而文章針對高騰的事蹟，也僅粗略敘述。

這幾年來我又陸續讀了一些關於高騰的文章，對

他的認知也更加深入。2012年我重畫高騰，如

圖三(b)所示。高騰是很傳奇的人物，沒有接受

完整的大學教育，而是用父親留給他的大筆遺產

去旅行，增長自己的見識。高騰從未擔任專業的

學術性職務，大部分的實驗和觀察都是在家或是

旅行時完成的。他有無窮盡的創新想法，例如在

心理學方面，首創「問卷調查」和一些測量的

方法（包括Mental Testing、Measure of Sensory 

Acuity、Scale and Type等）。高騰不見得能證實

自己的創新想法，但事後的研究證明，他的直覺

敏銳而正確。有人測驗高騰的智商，高達200，難

怪他有超乎常人的想像力。高騰的眉毛很長，顏

色很淡。年紀大了，眉毛全白，讓我想起三國蜀

漢時期的馬良（187－222），也有一對白眉毛。

馬良家中兄弟五人，皆有才能，並享有名氣。 

《三國演義》中孔明揮淚斬馬謖，斬的是馬良的

弟弟。所謂「馬氏五常，白眉最良」，指馬良最

優異。楊戲的《季漢輔臣贊》稱讚馬良：「季常

良實」。《小五義》中的主角之一徐良，也是白

眉毛，是說書人以馬良為範本創造出來的人物，

因此也取名為「良」。章回小說中的徐良藝高敏

銳，十分機靈。高騰有馬良和徐良的特性，做事

既「良實」又「機靈」，不但擁有多方面優秀的

天賦，更能將自己的心情調整得很好，幾乎不曾

生氣或不耐煩，因此有人說他「平靜得很不尋

圖二：海倫寄給我的卡片《Claude Monet Painting 
by the Edge of a 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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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由圖三的高騰畫像可看出我的繪畫風格的演

進。早期是簡單的線條畫，而後來則是較為細緻

的點畫。我的繪畫風格在美術家眼中不值一哂，

不過至少算是獨創（Original）。我的繪畫工具相

當簡單，處處唾手可得。畫筆是一般的原子筆，

最大的缺點是，原子筆出水量不均勻，作畫時墨

水常常濃淡不一。這種瑕疵，我習慣了，也就不

以為意。近期的畫像都是紫色的色調。原因是某

次辦公室買了一批紫色的原子筆，怎麼用都用不

完，於是乎我的畫都變成紫色系列。我使用的紙

張是一般的A4影印紙。早期《一平繪話》文章

的插畫，只是配角，隨意勾畫幾筆交差，不須畫

得太大幅。我往往將影印紙摺成四等分，一張紙

畫四個肖像，因此較為簡陋。2009年底某次搭飛

機，在飛機上趕工畫《一平繪話》文章的插畫，

被空中小姐瞄到，很好奇的拿去看。她看完後脫

口而出：「你怎麼用這種簡陋的紙張畫圖，又撕

得這麼小張，實在太可惜了。」 我當場愣住，

不知如何回話。看著我毫無反應，她又急切地

說：「你的畫太可惜了，我出錢讓你買好一點的

紙和筆好嗎?」 我聽了如同《儒林外史》的范進

中舉，飄飄然的，心想千里馬遇到了伯樂，一時

之間說不出話來。空中小姐見我久久不答腔，以

為自己失態，得罪旅客，急忙將畫還給我，不敢

再接近我的座位。這趟航程讓我坐立不安，人家

讚美你的畫，你卻不理不睬，於理不合。若要再

找這位小姐搭話，卻又突兀，不知要說啥。最後

恍恍惚惚，懶懶的下了飛機，終究沒再對話。空

中小姐說我的畫紙撕得太小張，好像有道理。此

後我都將每幅肖像繪畫在完整的A4影印紙，不再

撕成小張。因此我現在的插畫解析度是過去的四

倍，看起來比較細緻。

我畫人物肖像，勉強能得其「真」，卻無

法得其「美」。換言之，畫出來的人物都比本尊

難看。已經蒙主寵召的歷史人物固然無法向我抗

議，而仍然康健的朋友，被我醜「畫」後，難免

抱怨不斷。於是痛下決心，深自檢討。關鍵在於

要有本事，能捕捉人物一瞬間的生動表情。薩金

特（John Singer Sargent；1856－1925；參見圖

四）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最卓越的肖像畫大

師，作品受到世界各地的讚賞。他有天才般的敏

銳觀察力，反映於他的作品，讓人有驚豔的新鮮

感，這是大部分畫家無法辦到的。於是我開始揣

摩他的肖像風格。我先由「美女」肖像開始揣

摩。我的理論是，如果美女都畫醜了，那麼一般

人像就畫得更不堪入目了。圖五(a)是我模仿薩

金特的一張仕女畫（圖五(b)）。令我懊惱的是，

我的模仿畫就是少了一分高雅的氣息。臨摹了幾

張薩金特的畫後，投降放棄，承認自己是粗鄙之

士，無法表現出薩金特擅長的「高雅華麗」畫

技。

圖三(a)：我於2006年畫的高騰（Francis Galton；
1822－1911）；(b) 我於2012年畫的高騰

圖四：薩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1856－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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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距離薩金特的水準有十萬八千里之

遙，我也稍稍感受到他捕捉神韻的技巧。薩金特

畫的都是英國美女，而我找不到英國的模特兒

（Model）練畫，決定改由東方女性來當作練習

人像畫的對象。練習之前，特別研究了中國古人

如何描述女性的面貌。

首先看眉毛。在文學作品中，眉毛和心情常

被連結。例如「西施病心而顰其里」（西施經常

心口疼痛，皺著眉頭從街上走過）。顰是皺眉，

西施皺眉被認為很美。李清照（1084－1155）

思念夫婿，說：「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

卻上心頭。」《楚辭•大招》：「嫮目宜笑，娥

眉曼只」。女子的秀眉常稱為「娥眉」。也有人

說「娥翠」，指女子細長而黑的眉毛。娥眉本

作「蛾眉」。《詩•衛風•碩人》：「螓首蛾

眉」。如果大家翻到蔣驥的《山帶閣注楚辭》，

有如下說明：「蛾眉，眉之纎曲如蛾也。」換言

之，美女的秀眉必須纎曲如蛾，不能像高騰的眉

毛這般粗壯如蛇（參見圖三(b)）。正因如此，

美女的秀眉才會被詩人歌頌，例如姜夔在《琵琶

仙》云：「歌扇輕約飛花，娥眉正奇絕」。不過

眉毛不好看，可以修補。婦女畫眉用的青黑色顏

料稱為娥綠（即螺黛）。畫眉毛也有花樣，例

如：「鳳屏清晝藹龍香。淺畫娥眉新樣、遠山

長」（鄧肅《南歌子》）或者「妝欲妙，玉篦偷

學娥眉小」（黃裳《漁家傲》）。西漢張敞常替

太太畫眉毛。皇帝老兒多管閒事，問張敞這檔風

流公案。張敞很滑頭的回應說：「閨房之樂，有

甚於畫眉者。」劉炯朗校長（參見圖六）曾在他

的部落格介紹唐朝詩人朱慶餘寫的一首詩：「洞

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

婿，畫眉深淺入時無？」詩中的新娘化妝好後，

低聲問夫婿，我的眉毛畫得深淺適當、稱得上時

髦嗎？（其實朱慶餘寫這首詩有另外一個背景，

詳情請見劉炯朗部落格。） 現代人喜歡畫黑一點

的濃眉，歐陽修則另有見解。在他的作品《阮郎

歸》寫道：「紅妝淺黛眉，翠鬟斜嚲語聲低。」

關漢卿（1220－1300；參見圖七）《大德歌•

夏》則寫著：「娥眉淡了教誰畫？瘦巖巖羞戴石

柳花。」由此看來，畫眉毛有很大講究，畫肖像

時，要表現出「古典」或「摩登」，得好好琢磨

一番濃淡。

眉毛之下為眼睛，兩者其實密不可分，因此

有「眉清目秀」、「眉開眼笑」之說。前面《楚

辭•大招》提到「嫮目宜笑」。「嫮」是美好的

意思。美女的眼睛應該明亮，是為「清眸」。唐

韓愈《感春》詩之三：「艷姬蹋筵舞，清眸刺劍

戟」。宋蘇軾《琴枕》詩：「清眸作金徽，素齒

為玉軫」。當人在笑時，眼睛扮演了重要角色。

元曲雙調喬牌兒《春日宴》寫著：「芙蓉粉面櫻

唇唱，清眸含笑饗 」。漢張衡《七辯》：「靨輔

圖五：(a) 我臨摹薩金特的作品；(b) 薩金特的原

作

圖六：劉炯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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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笑，清眸流盼」。可見嘴笑時眼睛也要配合，

才不虛假。白居易的《長恨歌》說楊貴妃：「回

眸一笑百媚生」，一笑之前要先回眸，才會「百

媚生」啊。我2012年4月訪問沙烏地阿拉伯，那

邊的婦女戴了黑色面罩，只露出雙眼。然而清眸

嫵媚，似乎能講話，眼波方動被人猜，著實迷人

（參見《阿拉伯情緣》[文獻二]）。不好看的眼睛

是可以補救的，例如加裝長睫毛來增加魅力。

眼睛之下為鼻子。以中國古典美女標準，要

有一個「瓊瑤鼻」。夏敬渠在《野叟曝言》中描

述美女為：「瓊瑤鼻直起天庭」。王實甫的《西

廂記》描述崔鶯鶯：「粉鼻兒倚瓊瑤」。《詩

經•木瓜》：「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瓊

瑤是美玉的一種，晶瑩、光滑且溫暖。中國古人

大概對女人的鼻子形狀不太考究，只要玲瓏剔

透，感覺立體就好。的確，我畫過的美女拉瑪

（Hedy Lamarr；1914－2000）雖然鼻孔朝天，仍

然漂亮（參見《通訊密碼與美日戰爭》一文）。

鼻子之下是嘴巴。崔顥《雜曲歌辭•盧姬

篇》：「綠鬢紅唇桃李花。」  楊澤民《醜奴

兒•采桑子》也寫著「蕊點檀黃，更看紅唇間素

妝」，所以嘴唇畫紅就成了。王實甫《西廂記》

（參見圖八）提到「檀口揾香腮」，古代女子常

用一種淺紅色的顏料「檀」作口紅，所以「檀

口」常被文人用來描寫女性淺紅色嘴唇。然而古

典美人的嘴唇不但要紅潤有光澤，還要像櫻桃那

麼小巧。詩曰：「半銷檀粉睡痕新，背鏡照櫻

唇」（賀鑄《訴衷情》）、「小櫻唇、淺蛾黛」

（賀鑄《攀鞍態•迎春樂》）。《水滸傳》第24

回寫潘金蓮「檀口輕盈，勾引得蜂狂蝶亂」，可

見嘴巴的魅力。女人若有「大嘴巴」的天生缺

憾，可以技術性解決，塗口紅時範圍畫得小一點

就成了。

以上是我整理古人對美女面龐的觀點。然而

要找到符合上述準則的古典模特兒（Model）實

在不容易。幸好現代美女處處可見。我找到一位

眉清目秀的女孩來練畫（如圖九(a)），模擬畫如

圖九(b)。接下來我又以不同角度畫這位女孩，如

圖十以及圖十一所示。當我改變口紅、眉毛或眼

睫毛的畫法時（這三項都可化妝的），她的長相

圖七：關漢卿（1220－1300）博學能文，機智風

趣，擅長歌舞，既是編劇，也是演員。他很詼諧

的自道：「蒸不爛、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

響當當一粒銅豌豆」，有無奈，有不服軟的心

勁，也有風流自賞。

圖八：《西廂記》郵票中的美女是小櫻唇。

圖九：(a) 模特兒本尊；(b) 我的模擬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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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開始變化。在圖十(c)，我將臉的輪廓拉長，長

相就完全不同了。我最後的結論是：「女人是畫

出來的。」只要有鵝蛋臉或瓜子臉的輪廓，其餘

部分都可利用畫筆美妝，丹青能令醜者妍。若要

將臉的輪廓拉長，可以畫腮紅。若要拉得更長，

就得進行美容手術，化妝就幫不上忙了。

我剛開始練習畫，目的只是要捕捉女孩的表

情神韻，頭髮不是重點，因此頭髮隨便畫畫，敷

衍了事。始料未及，我後來的女性畫像，頭髮也

變成重點。例如，將圖十一中女孩的頭髮做特別

表現，就轉換成圖十二的呈現。強調頭髮真正目

的是要藤蔓重纏，「遮蓋女孩的身體」。這個緣

由說來話長。2009年初的某次NCP聚會，鍾嘉德

教授突然問我：「你在NCP簡訊畫那麼多人物肖

像，會不會畫裸體人像啊？」 我愣了一下，回嘴

說：「當然會了。我一天到晚都在畫呢。」（我

記得這是我們訪問深圳時，旅次無聊的無厘頭對

話[文獻三]。）其實我只畫臉部的肖像，從來沒

畫過裸體人像。當年我們這群教授年輕氣盛，啥

事都要一較高下，連吃飯都要比誰是大胃王[文獻

四] 。既然鍾嘉德下了戰帖，我當然不可示弱。

然而身為教授，望似儼然，是否畫「裸體」，令

我躊躇很久。於是我請教了一位老前輩，畫裸體

是否恰當。這位前輩說，你畫「nude」，不要畫

「naked」，就沒問題。原因是，naked屬於市井

低等的光身子，而nude是高雅乾淨的裸露。換言

之naked是色情，nude是情色，一個重色，一個

重情。好啦，畫圖時心中想nude，忘掉naked就

是啦。畫了「裸體」好一陣子，讀到藝術歷史學

家克拉克（Kenneth Clark）的文章，發現nude及

naked的定義另有說法。他說：「Naked is a person 

without clothes, a subject northern artists such as Jan 

van Eyck could do well. The nude is different. It＇s a 

fiction — a combination of anatomy, geometry and 

ancient sculpture. No real person ever looked like a 

classical nude.」

於是我模仿畫了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 

di Lodovico Buonarroti Simoni；1475－1564）作

品《The Creation of Adam》中的亞當[文獻五]以

及大衛雕像（參見《雜談創意》）。我也模仿畫

了波提且利（Sandro Botticelli；1445－1510）以

及布格羅（William-Adolphe Bouguereau；1825－

1905）個別畫作《Nascita di Venere》中的維納斯

（參見《希臘神話與中華電信的春之饗宴：羅浮

宮珍藏展》[文獻六]）。當中布格羅是「Naked」

圖十：女孩不同角度的臉龐

圖十一：女孩的短髮版本

圖十二：女孩的長髮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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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畫法，而波提且利則是「Nude」的畫法。畫男

性人體較容易，只要掌握到平底鍋般的胸肌和腹

肌，就差不多大功告成。而當我畫女性人體的玲

瓏曲線時，卻是「卡卡的」，頗為彆扭。於是覺

得有特訓一番的必要。

畫人體像前，我仍先做了一點功課，瞧瞧

中國古人有何高見。在中國的美姿學，手的動

作是很重要的，因此京劇中的花旦得苦練蘭花

指。《詩經•衛風•碩人》：「手如柔荑，膚如

凝脂」，柔荑喻指女子柔嫩的手。姜夔《月下

笛》寫著：「春衣都是柔荑翦，尚沾惹，殘茸半

縷。」李咸用《塘上行》：「紅節，撇水蕩舟

人，畫變速比，摻摻柔荑白。」關漢卿《溫太真

玉鏡臺•四塊玉》：「兀的紫霜毫燒甚香，斑竹

管有何幸，倒能勾柔荑般指尖擎。只你那纖纖的

手腕兒須索平正。我不曾將你玉筍蕩，他又早星

眼睜，好罵我這潑頑皮沒氣性。」關漢卿光敘述

手指手腕，就有極生動的情節。我不擅長畫手，

試了好幾次，仍然畫不出蘭花指，反而像香蕉。

要畫人體像，似乎已註定失敗一半，只好藏拙，

盡量遮掩，不要畫手。

要展示女性的身材，腰部是挺重要的，有

所謂「玉肌花臉柳腰肢」的說法。中國美女都是

柳腰，是纖柔的身腰（唐代例外）。春秋時期的

楚王好細腰，楚腰纖細掌中輕，導致許多宮女為

了縮小腰圍，節食而餓死。關於柳腰，有不少詩

詞詠頌。道晏幾的《生查子》有句子：「遠山眉

黛長，細柳腰肢裊。」柳永的《浪淘沙令》：

「促拍盡隨紅袖舉，風柳腰身。簌簌輕裙。」張

先的《醉垂鞭》則是寫著：「朱粉不深勻，閒花

淡淡春。細看諸處好，人人道，柳腰身。」關漢

卿《禿廝兒》：「虛蹬落實拾躡起，側身動，柳

腰脆，丸惜。」白居易的小妾小蠻的纖腰若柳，

「楊柳小蠻腰」變成她的註冊商標。畫柳腰曲

線，我練習幾次後，總算有幾成把握。

影響女性身材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胸部。唐

代以前的文人對胸部諱莫如深，並無任何審美要

求，也無啥標準規格。唐代之後，胸部才開始被

注意。我推測這一現象和唐代的服裝有關。當時

開始有展示「事業線」的女裝，胸部自然變成焦

點。然而在唐代並非每位女子都可以「慢束羅裙

半露胸」。只有身份特殊的人，例如養在內宅，

簪珥縱橫的歌女們才能穿開胸衫，半裸胸脯的取

悅於統治階級。換言之，要有做大事業的人才能

看「事業線」，像我這種市井小民，在唐朝是無

此眼福的。宋朝之後，胸部被文人爭先恐後的歌

頌。例如蘇軾的《鷓鴣天》: 「酥胸斜抱天邊月，

玉手輕彈水面冰」，秦觀《滿江紅》「玉纖嫩，

酥胸白」，趙令畤《蝶戀花》「絳綃頻掩酥胸

素」，周邦彥《浣溪沙》「強整羅衣抬皓腕，更

將紈扇掩酥胸」，邢俊臣《臨江仙》「酥胸露出

白皚皚，遙知不是雪」，呂渭老《浣溪沙》「輕

羅小扇掩酥胸」，劉過《鷓鴣天》「風垂舞柳春

猶淺，雪點酥胸暖未融」。這些針對胸部的敘述

雖多，對於我的作畫，卻沒有參考價值。上述詩

詞可歸納為兩類，一類只會說女性的胸部很白，

如秦觀、邢俊臣，以及劉過。另一類則是遮遮掩

掩地想把胸部蓋住，如趙令畤、周邦彥，以及呂

渭老。蘇軾的說法更是高深莫測，酥胸如何能斜

抱天邊月啊？

我決定務實一點，翻翻《金瓶梅》來找點

線索。果然在第二回就有胸部的敘述：「露菜玉

酥胸無價，毛青布大袖衫兒，褶兒又短，襯湘裙

碾絹綾紗。 」然而這個敘述仍然不清楚。以菜

玉形容酥胸，形狀好像不太對。我又翻了金庸的

小說《天龍八部》，描述女性胸部的句子是「椒

乳墳起」，以及《鹿鼎記》中寫著：「椒乳顫

動」，可見其形狀像是有彈性（顫動）的饅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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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墳起）。但為何是「椒乳」，就不知是何典

故。「椒」這個字是「花椒」，沒有其他的涵義

了。花椒狀似圓球，椒皮外表紅楬色，晒乾後呈

黑色。有龜裂紋，頂端開裂。花椒這玩意兒是硬

梆梆的圓形物，怎麼看都和胸部扯不上邊。我努

力在網路上搜尋一番，找到孫原湘《即事》：

「水晶簾下恣窺張，半臂才遮菽乳香」以及朱彝

尊《沁園春》：「隱約蘭胸，菽發初勻，脂凝暗

香」，他們都用了「菽」這個字。「菽乳」是

豆腐的意思。「椒」和「菽」兩個字的音相同

（都唸「叔」），豆腐（菽乳）進行簡諧運動

（Simple Harmonic Motion；顫動），顯然較花椒

（椒乳）更為合理。金庸的小說是否筆誤，只能

請查良鏞老先生親自出馬說明。

我考證老半天，結論是，畫女性人體，中國

古人顯然幫不上忙，還是得就教於西洋畫家。呈

現人體，必須要能捕捉到其優雅姿態，並且和臉

部表情配合。我找到兩位畫家為典範：一位是法

國的慕夏（Alfons Maria Mucha；1860－1939；

參見《手機保護套與慕夏》）以及俄國的沃列戈

夫（Vladimir Volegov; b. 1957）。兩個人都是以

明朗、亮麗以及生動的光影風格，繪出女性的優

雅姿態。慕夏的法國美女頗有一點酒店煙花的浪

漫氣息，背後配合人工化的花草背景點綴；沃列

戈夫畫的女性則較為清純，畫作常以天然風景陪

襯。兩個人畫筆下的女性，穿著都頗有講究，將

衣服的皺褶表現得很好。我的插畫是小成本製

作，無法像這兩位大師一般，有場面浩大的背景

及服飾。因此我的畫是沒背景的，也沒工夫在服

裝費心（我對穿著的品味甚差，如何判別好壞，

一竅不通）。不過沒穿衣服，豈不羞人答答？

我可不想被認為是愛看裸女的灶王爺張隗 [附註

二]。靈機一動，讓女孩的長髮過肩，遮住「重

點」，就可以將R級的圖片轉為PG-13，同時又有

機會表現出女性優美體態（希望如此），一舉兩

得。於是乎就有圖十二的「以髮覆膚」的風格產

生。

其實我畫長髮美女的作法也是有所本的。

《詩經•鄘風•君子偕老》有句話：「鬢髮如

雲，不屑髢也。」意思是說濃密而漆黑（鬢）的

頭髮有如天上的烏雲，就不必戴假髮（髢）啦。

我在《死刑的故事》提到一則故事[文獻七]。東

晉大司馬桓溫（312－373）納蜀主李勢女兒為

小妾。桓溫夫人是南康公主，乃有名的母老虎。

她怒氣沖天的率領一隊劊子手，拿下這位李小

姐，要拖到外頭行刑。李小姐顯然有高人指點，

婉轉哀啼，褪去外套，露出如凝脂般裸體，長髮

散開，直垂地面，悲不自勝，以致南康公主也

動了心，嘆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

奴？」乃刀下留人。能讓母老虎南康公主「我見

猶憐」，「長髮散開，直垂地面」是一大關鍵。

格林童話（Kinder- und Hausmärchen）於1812

年收錄了《長髮姑娘》（Rapunzel）故事，其中

最著名的句子是：「長髮姑娘，長髮姑娘，放

下你的長髮。」（Rapunzel, Rapunzel, let down 

your hair.）我畫的女孩是放下長髮，裹住身體

的姑娘。因此我這些畫就稱為紫色長髮（Violet 

Rapunzel）系列。

我觀察沃列戈夫畫的大部分女性，有一個特

色，值得一提：他們都眼睛含蓄的向下看。《兒

女英雄傳》敘述有教養的漢裝婦女是：「擺柳腰

兒，低眼皮兒，瞅腳尖兒走。」如此才是擅林下

高風的閨中明秀。沃列戈夫的作品正符合這些要

點。我嘗試「低眼皮兒」這種風格，如圖十三所

示。

看了慕夏及沃列戈夫的作品後，發現其人

物的姿態可歸納為幾類，不外乎是擺Pose的搔首

弄姿。圖十四是將手盤在頭上的女孩，當中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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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單手盤頭，右圖則是雙手盤頭。圖十五是我的

單、雙手盤頭版本。我在畫圖十五(a)的女孩時，

先畫出肩膀及右手，而臉龐的呈現則限制在右手

框出的空間發揮，是一個特別的繪畫經驗。而舉

手的角度會牽動胸部的形狀，我費了很大的工夫

才略知一二。

圖十六是以手抱著腿的女孩。圖十六(a) 是沃

列戈夫的作品，圖十六(b) 則是我在逛百貨公司看

到類似姿勢的廣告看板。圖十七是我的「手抱腿

女孩」版本。圖十八展現另一種姿態，是臥躺著

以頭靠手的女孩。當中沃列戈夫的頭靠在整個手

臂，而我畫的女孩則是以手背托著頭。圖十九是

翹高腿坐姿的女孩。這種翹一腿的坐姿是人類本

能自然擺出的姿勢，佛教稱為「遊戲坐姿」（參

見《神奇的數字「三」》）。圖二十及二十一是

以手托著臉的女孩。圖二十是慕夏畫的女孩，神

態慵懶，卻是飽經世故的面相。圖二十一(a)是我

畫的女孩，頭略向左偏，而圖二十一(b)則將圖(a)

女孩的臉向右轉60度，並向上仰視。

圖十三：視線朝下的女孩：(a) 未完稿中的短髮造

型；(b) 完成圖的長髮造型

圖十五：我的手盤頭版本：(a) 單手盤頭；(b) 雙
手盤頭 

圖十四：手盤在頭上的女孩：(a) 沃列戈夫的單手盤

頭作品（部分）；(b) 慕夏的雙手盤頭作品（部分）

圖十六：手抱腿的女孩：(a) 沃列戈夫的作品（部

分）；(b) 我在逛百貨公司看到類似姿勢的廣告看板。

圖十七：我的「手抱腿女孩」版本

圖十八：「臥躺頭靠手」的女孩：(a) 沃列戈夫的

作品；(b) 我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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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二是喝咖啡的女孩。我畫這張圖的

咖啡時，心中一直想要喝Cappuccino（卡布奇

諾），於是不知不覺將女孩的黑咖啡加了牛奶。

圖二十二(a)中沃列戈夫畫的女孩很例外的眼睛平

視，而非「低眼皮兒」，圖二十二(b)中我畫的女

孩眼睛則更加上揚。圖二十三表現女孩的腰部。

我畫的不算是柳腰，但腰部的曲線應該有呈現出

來。

圖二十四是手的呈現，畫的是打呵欠的女

孩。照理說，呵欠時四隻手指應該併攏，可是我

這麼畫，都成了香蕉。手的姿勢畫了好幾次，勉

強完成如圖二十四(a)所示。嘴的表現也很困難，

沒有掌握好，畫像就不像本尊。我的經驗顯示，

上嘴唇比較容易畫，下嘴唇難度高出甚多。

我畫的女孩，頭顱的角度故意和沃列戈夫

反其道而行，女孩的臉龐大多上揚，而非「低眼

皮兒」風格。而且女孩的耳朵都戴上了紅色的圓

圖十九：「翹高腿坐姿」的女孩：(a)及(b) 慕夏的

作品； (c) 我的版本

圖二十一：我的「以手托臉」女孩版本；(a)女孩

的頭略向左偏；(b)則將圖(a)女孩的臉向右轉60
度，並向上仰視。

圖二十二：拿咖啡杯的女孩

圖二十三：腰部的呈現

圖二十四：手部的表現（打呵欠的女孩）

圖二十：慕夏的「以手托臉」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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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耳環。我在《由賈柏斯談起》提到宋徽宗在位

時，舉辦繪畫高等考試，出考題：「萬綠叢中一

點紅，動人春色不須多。」第一名的作品畫了叢

林中的一座小樓，樓上有一憑窗美女，唇上有一

點口紅 [文獻八]。我的圖畫是單一紫色，嘴唇亦

不例外，因此我的「萬紫叢中一點紅」  就只好

「點」在耳朵了。畫成耳環，也有典故，我在

《電話傳情•電話斷情》曾經提及 [文獻九]。唐

朝開始流行以耳環為佩飾，乃女人引誘臭男人之

利器，稱之為「步搖」，如戴叔倫《白苧詞》：

「玉佩珠纓金步摇」，或白居易《長恨歌》：

「雲鬢花冠金步搖」。

我苦練美女圖，是否對肖像的繪畫有幫助？

讓我失望的是，成效不佳，依然醜化被我模仿畫

出的人物，沒啥改善。最後畫了一幅野柳女王頭

的點畫（參見圖二十五），停止了紫色長髮計畫

（Violet Rapunzel Project）。在我執行紫色長髮

計畫時，為了瞭解並分析每一張圖的整個繪畫過

程，發展出獨創分解動作的草稿畫風格，記錄繪

畫進度，亦相當有趣，例如圖二十六。除此之

外，我對於化妝的態度也有所轉變。以前看太太

在鏡子前對著臉塗塗抹抹，總覺得無聊。最近看

到太太化妝，會有一股躍躍欲試的衝動，想說：

「讓我幫妳畫吧，保證比妳自己畫的漂亮。」除

了點畫，我也開始嘗試單鉤白描畫法。例如圖

二十七(a) 是圖九女孩的白描法，圖二十七(b) 則

是我白描摩納哥王妃葛莉絲凱莉（Grace Patricia 

Kelly；1929－1982）的肖像。白描畫法要畫得

傳神，比點畫還難，而且任何一筆畫壞就前功盡

棄，無法補救 [附註三]。

本文引述很多中國文人對美女的描述，讓

我回想起第一次讀到形容氣質美女的章回小說。

這是我小時候讀的一本佳人才子小說《好逑傳》

（參見圖二十八(a)）。這本書的文學成就雖然

遠遜於《紅樓夢》，卻是第一本被翻譯成西方文

字的漢文長篇小說，於1761年由帕西（Thomas 

Percy；1729 －1811；參見圖二十八(b)）翻譯為

英文《Hao Kiou Choaan（The Pleasing History）》

（參見圖二十八(c)）。德國文豪歌德曾經讀過這

本書，並嘗試將《好逑傳》的中國抒情詩移植到

德國。我以這本書形容氣質美女的一段文字結束

本文：

嫵媚如花，而肌膚光艷，羞灼灼之浮華；

輕盈似燕，而舉止安詳，笑翩翩之失措；

眉畫春山，而淡濃多態，覺春山之有愧；

眼橫秋水，而流轉生情，怪秋水之無神。

腰纖欲折，立亭亭不怕風吹；

俊影難描，鶴臞臞最宜月照。

髮光可鑒，不假涂膏；

秀色堪餐，何須膩粉。

慧心悄悄，越掩越靈，望而知其為仙子中人；

俠骨冷冷，愈柔愈烈，察而知其非閨閣之秀。

圖二十五：野柳的女王頭頸部因為長期的風化侵

蝕，已經變得十分脆弱，估計約不到15年即會斷

裂。若遇上了大地震、強風，女王頭很可能就直接

斷落。

圖二十六：Violet Rapunzel分解動作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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蕙性蘭心，初祇疑美人顏色；

珠圓玉潤，久方知君子風流。

[附註一] 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是1917年

根據美國報業鉅子普立茲（Joseph "Joe" Pulitzer； 

1847－1911；參見圖二十九）的遺願所設立，是

美國新聞界的最高榮譽獎項。普立茲獎分為十四

項新聞獎和七項創作獎。新聞獎作品必須在美國

周報（或日報）發表過。創作獎得主必須是美國

公民，唯一例外是歷史獎：只要是關於美國歷史

的書都可獲獎，作者不必是美國人。普立茲獎評

審們會在眾多的候選作品中選出一小部分的最後

入圍者（Nominated Finalists）。最後入圍者和

普立茲獎會一起公布，亦是很高的榮譽。2003年

的普立茲歷史獎得主是Rick Atkinson（作品為An 

Army at Dawn：The War in North Africa），而一

同列名的兩位最後入圍者是Philip Dray（作品為

At the Hands of Persons Unknown：The Lynching 

of Black America）以及和我通信的Helen Lefkowitz 

Horowitz（作品為Rereading Sex： Battles Over 

Sexual Knowledge and Suppress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附註二] 灶王爺的傳說有許多版本。當中一

個傳說，灶王爺是張隗。唐朝的段成式著作《酉

陽雜俎》卷十四寫著：「灶神名隗，……又姓張

名單，字子郭」，是黃帝第十二代孫，體態英

俊，貌若美女。玉皇大帝喜歡這小夥子，派他為

廚師。無奈張隗的人品不太高明，好逸惡勞，喜

吃美味，又十分好色。在天庭司廚時，偷窺王母

娘娘的美貌侍婢，以致燒焦了飯。王母娘娘氣得

跳腳，要求玉帝治罪。玉帝只好將之貶入凡間。

玉帝知道張隗喜歡看裸女，就任命他為灶神。當

灶神為何能看裸女？古代婦女地位較低，不能使

用澡堂。洗澡時在灶旁燒鍋熱水，再將洗澡盆放

在灶旁，倒入熱水後，即可寬衣解帶沐浴。於是

乎「司令灶君」的張隗，每天晚上可盡情欣賞裸

體之美。

[附註三 ]  我的畫法由原子筆點畫轉變為水

彩筆的白描畫法。在此轉型階段，我畫人像時

注意到法國印像派大師雷諾瓦的畫法。雷諾瓦

（Pierre-Auguste Renoir；1841－1919；參見圖

三十）  年輕時在羅浮宮臨摹，對於洛可可時期

宮廷裸女畫師布雪（François Boucher；1703 －

1770）的作品特別鍾情（布雪的故事參見《希臘

神話與中華電信的春之饗宴：羅浮宮珍藏展》[文

獻十]）。後來雷諾瓦以描繪女性形體著稱，畫了

圖二十七：(a) 圖九女孩的白描畫法；(b) 葛莉絲凱

莉（Grace Patricia Kelly；1929－1982）

圖二十八：(a) 我收藏的《好逑傳》有古書味道，

貓兒喜歡靠近磨面頰； (b)帕西（Thomas Percy；
1729－1811）； (c)《好逑傳》的英譯本《Hao Kiou 
Choaan（The Pleasing History）》

圖二十九：普立茲（Joseph "Joe" Pulitzer；1847－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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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裸體的女性。他筆下的女人大部分是胖胖豐

腴的身材，栩栩如生的表現出柔軟的觸感（參見

圖三十一）。他曾說過：「Why shouldn't art be 

pretty？ There are enough unpleasant things in the 

world.」主張美麗應由藝術留傳。他熱愛繪畫，

晚年罹患類風濕關節炎，深受折磨，使用畫筆，

需要一位助手把它放在他的手。他的好友馬諦斯

（Henri Matisse；869－1954）看了不忍心，問

他何必如此痛苦的作畫。雷諾瓦說：「痛苦會過

去，美卻將永遠長存」。

我模仿畫了三幅雷諾瓦的女性肖像。第一

幅是他於1874年創作的《La Loge》中女士的面

孔 （參見圖三十二）。La Loge 這個法文字用於

劇院，是指劇院的包廂。這幅畫是印象派繪畫

革命（Impressionist Movement）的重要作品。

1874年的法國劇院是上流社會的主要社交場所，

男人總會帶著他們的太太（或小三），穿上名牌

服飾來炫耀。於是乎，當舞台的演員賣力演出之

際，劇院包廂內的觀眾也安靜地進行他們的社交

表演。雷諾瓦在《La Loge》這幅畫將這個現象

表現得淋漓盡致。畫中的男女根本沒在注意舞台

的表演。這位女士並未使用劇院專用的望遠鏡，

而是大方地展示她漂亮的面龐，讓遠方的男士

（以望遠鏡？）欣賞仰慕。而畫中的男士則拿著

望遠鏡向上觀望，顯然不是在觀賞劇情，而是在

捕捉對面上層包廂的獵物。這位男模特兒是雷諾

瓦的弟弟愛德蒙（Edmond），而女模特兒則是

蒙馬特（Montmartre）名模妮妮（Nini gueule en 

raie）。這張畫完成時無人問津，最後雷諾瓦以

425法郎（Francs）的賤價賣出，剛好夠他付房

租。今日這幅畫的市場價格已遠遠超過當時的賣

價。

我模仿的第二幅肖像是小女孩艾琳。艾琳

（Irène；1872－1963）的有錢老爸卡漢（Cahen）

於1880年時請雷諾瓦為他的三位千金畫肖像，當

時艾琳8歲。雷諾瓦首先完成艾琳肖像（參見圖

三十三），卡漢不滿意，於是將三幅畫減少為兩

幅，要求雷諾瓦將艾琳的兩個姊妹畫在一起。最

後卡漢以極低金額的潤筆給雷諾瓦，並將畫掛在

傭人房。此項侮辱舉動令雷諾瓦憤怒。這幅艾琳

畫像後來價值連城，歷經兩次世界大戰，為納粹

擄掠。1946年這張畫在展覽時被76歲的艾琳看

圖三十：(左) 雷諾瓦（Pierre-Auguste Renoir；
1841－1919）自畫像；(右) 我模仿畫雷諾瓦。

圖三十一：雷諾瓦筆下的「胖胖女」

圖三十二：(左)《La Loge》（1874）收藏於倫敦

可陶德藝術學院畫廊（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 
Galler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右) 我模仿

畫《La Loge》中女士的臉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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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宣稱她才是正主，要回了這張畫。我小時候

家中有一幅《Portrait de Mademoiselle Irene Cahen 

d'Anvers》複製畫，掛在鋼琴的牆面上，每次練鋼

琴都會望見她，印象深刻。

我模仿雷諾瓦的第三幅肖像是《Po r t r a i t 

of  Madame Henriot》（安麗歐夫人；參見圖

三十四）。這是雷諾瓦1877年的作品，整幅畫

並未使用鮮艷色彩，卻能展現出生氣盎然的飄逸

感，令人驚艷。美國藝術鑑賞家Walter Pach評之

為：「最惹人憐愛的女性形象」。雷諾瓦捕捉

安麗歐睜大雙眼凝視，掛著一抹淺笑的表情。

其實這種「大眼」及「抹嘴淺笑」的表情在《La 

Loge》也看得到。安麗歐夫人的肖像收藏於美國

國家藝廊（The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參見圖三十五(上)），2002年我特別造訪華

盛頓DC，參觀美國國家藝廊，卻沒找到這張畫，

憾甚。2013年5月，我收到中華電信的邀請卡，

參加2013年7月1日的「幸福大師雷諾瓦特展貴賓

之夜」（圖三十五(中)及(下)）。這場特展在國立

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大樓舉行，我也終於親眼目

睹《Portrait of Madame Henriot》。此畫的簡介寫

著，模特兒安麗歐（Henriette Henriot；1857－

1944）是雷諾瓦在 1873 至 1876 年印象派期間的

繆司女神（Muses）之一。「繆司」這詞兒既含

蓄又曖昧，暗示模特兒和雷諾瓦有親密的關係。

藝術家將貌美的模特兒當成「繆司」，似乎是順

理成章的美事（難怪雷諾瓦是「幸福大師」）。

像我這種搞工程的若有「繆司」，那可是極大的

道德瑕疵。

2013年6月我到台南岳父家，注意到牆壁掛

了許多世界名家的仿製畫。當中有雷諾瓦1880

年的《The Luncheon of the Boating Party》（船

上午宴；參見圖三十六），是世界上第一件被用

來製作跨國銀行「信用卡」的繪畫。這張畫和

《安麗歐夫人》一樣，收藏在美國國家藝廊，

2 0 0 2年我沒在華盛頓D C看到，也沒在故宮展

出，實在可惜。船上午宴這件雅事發生於塞納河

（Seine River）旁的佛爾乃滋餐廳（Restaurant 

Fournaise），畫中有14人，包括藝術家、作家、

評論家、商人、女藝人、新聞工作者，以及餐廳

主人的家人。當中13人被考證確認。看著這群人

的神態，不禁讓人聯想，這幅畫的主題是否是男

女間的「調情」（Flirtation）？

圖三十七(1) 是夏莉歌（Aline Charigot），

後來成為雷諾瓦的妻子。夏莉歌當他的模特兒時

才20歲，兩人在1880年雷諾瓦創作《船上的午

宴》後，關係轉為緊密。畫中的夏莉歌撫玩著小

狗，似乎隨時會親吻這隻小狗，成為這張畫的焦

點。坐在對面，凝視著夏莉歌的是藝術家卡耶博

圖三十三：(左)《Portrait de Mademoiselle Irene 
Cahen d'Anvers》（1880）；(右) 我模仿畫Irene。

圖三十四：(左) 《Portrait of Madame Henriot》
（1877）；(右) 我模仿畫安麗歐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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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Gustave Caillebotte；1848－1894；參見圖

三十七(2)）。卡耶博特是雷諾瓦兒子的教父。

而愛慕卡耶博特的粉絲是坐在他旁邊的女演員安

琪拉（Mademoiselle Angele；1859－1951；圖

三十七(3)）。她傾斜靠近卡耶博特，眼神很明顯

的表示出對他的興趣，嘗試著引誘這位藝術家。

而想追求安琪拉的是義大利新聞工作者馬格達萊

諾（Maggiolo；圖三十七(4)），低頭望著他仰慕

的人兒，很有自信能追上手。

在 夏 莉 歌 背 後 的 肌 肉 男 是 佛 爾 乃 滋

（Alphonse Fournaise, Jr.；1848－1910；圖三十七

(5)）。他是餐廳主人的兒子，並未加入這場連環

調情的遊戲。他的視線稍微向上，大概在等待客

人招呼，提供服務。佛爾乃滋的姊姊阿爾豐西納

（Alphonsine Fournaise；1846－1937；圖三十七

(6)）賣弄風情地靠在欄杆。她穿水手短衫及簡單

的黃帽，和夏莉歌的時尚裝扮形成對比。阿爾豐

西納的調情對象是巴比耶（Baron Raoul Barbier；

圖三十七(7)）。巴比耶家境富裕，曾經當過西貢

（Saigon）市長。雷諾瓦竟然只畫出這位重要人

士的背面，令人難以理解。

詩人兼評論家拉福格（Ju le s  L aforgue；

圖三十七 ( 8 )）在傾聽藝術歷史學家伊弗鲁西

（Charles Ephrussi；1849－1905；圖三十七(9)）

的言論。伊弗鲁西剛搭火車由巴黎到達這家餐

廳。拉福格是伊弗鲁西的私人祕書，雷諾瓦的

主要顧客之一。另一位雷諾瓦的模特兒安德里

（Ellen Andree；圖三十七(10)）大概相當無聊，

獨自啜飲著酒，漠視周遭的歡樂。即使在她身旁

的不知名護花使者（圖三十七(14)）也無法慰藉這

圖三十五：(上) 美國國家藝廊（我拍攝於2002年7
月）；(中) 中華電信在雷諾瓦特展慶祝17周年，由

李炎松董事長及石木標總經理主持切蛋糕；(下) 我
站在「戴蕾絲帽的女孩」旁。

圖三十六：《The Luncheon of the Boating Party》
（船上午宴；1880）

圖三十七：《船上午宴》人物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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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美女。有一說法，這位不知名的護花使者是雷

諾瓦的弟弟愛德蒙。

安德里或許很不爽她的對手薩馬利（Jeanne 

Samary；圖三十七(11)）。薩馬利是著名的演

員，也是雷諾瓦的模特兒，正被仰慕者圍繞，包

括藝術家勒特（Paul Lhote；圖三十七(12)）以及

歪著頭戴草帽的內政部官員萊斯特蘭蓋（Eugene 

Pierre Lestringuez；圖三十七(13)）這兩位男士是

雷諾瓦的好朋友，表現出追求女演員的企圖心。

薩馬利則圓滑的做出淑女掩耳狀，化解兩位的強

烈追求舉動。而餐桌上被享用一半的食物（圖

三十六），在雷諾瓦神奇繪筆下，更是栩栩如

生。

看完「幸福大師雷諾瓦特展」後，我就特別

注意所到之處的雕像藝術。2013年7月2日我到

台中亞洲大學參加研討會，擔任Panel主持人。

一到學校，就看到許多藝術雕像。我畫了管理學

院門口的雕像（圖三十八）以及行政中心門口的

雕像（圖三十九）。我詢問亞洲大學的教職員及

學生，想知道雕像的典故，沒人知曉。我在亞洲

大學的網站上也找不到這些雕像的說明。我猜圖

三十八是月神黛安娜，圖三十九是聖母瑪利亞

（以前好像曾見過）。不過圖三十八的雕像少了

黛安娜的標記，頭上並未戴上半月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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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八：亞洲大學管理學院門口的雕像

圖三十九：亞洲大學行政中心門口的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