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回想起 90 年代，當我剛開始我的平面設計師生涯時，

甚至還不知確實有平面設計師這種職稱存在。我只知道

自己負責的是創作 Logo，以及設計海報之類的工作而

已。那時在我的祖國巴西，網際網路才剛起步，我們獲

取資訊的管道通常限於書籍，而非網站。若想了解如何

使用 Photoshop 與 Illustrator 等熱門設計應用程式，最

好的辦法就是買本相關書籍並跟著操作。雖然書籍種類

眾多，但大部分都在介紹濾鏡與其他技術性主題，對於

藝術和設計原理則付之闕如。

等到網路帶來大量資訊，我們很快便能利用網站與論

壇來幫助學習。隨著 Web 2.0 的出現，促使部落格迅

速普及，有許許多多的使用者和專家都上網分享他們的

創意及知識，而這些資訊則與各書籍的內容相輔相成。

2006 年我創立了 Abduzeedo 網站（www.abduzeedo.

com），一個專門分享設計與設計知識的部落格。老

實說，在那一年之前，我從來沒想過要經營一個部落

格。我哥哥有個部落格，而且他告訴我也該弄一個玩

玩。但我總是回說沒必要，也許是因為以往我都不知

該寫些什麼好，也覺得不知誰會看，更擔心可能沒人

喜歡我的作品。

當我的辦公室在 2006 年被人闖了空門，我失去電腦與

兩台備份硬碟後，想法便有了極大轉變。我了解到異地

備份的重要性，而且決定若要將作品備份於網路上，那

麼也會在網上公開這些作品，不再藏私，同時還要大方

分享我的創作流程。於是 Abduzeedo 便因這備份檔案

的需求而生，這樣一來就算再次失去所有硬體，我仍

能保有所有作品的備份－喜歡我作品的人也仍然可

以欣賞到它們。

歷經超過 4 年的經營，今天的 Abduzeedo 已成長許

多，不再只是單純的個人部落格了。這個網站已演變為

尋找靈感，以及學習設計、設計相關應用程式的地方。

它也給了我機會結交新朋友，並認識我所欽佩的許多設

計師們。我的個人目標是分享新點子、新技術，以及工

作心得－尤其是那些歷盡千辛萬苦才學到的知識。

在某個程度上，此書正是我對此網站所懷抱期待的延

伸，我將網站上所分享的觀察、教學說明及創作靈感

等，依據現今流行的主要設計與插圖風格、趨勢，有

條有理地整合起來。

書中每一章都分成了 4 大部分：簡介、作品觀摩、專訪

與創作教學。在簡介部分，我會為各個主要設計風格與

流派提供一些背景資訊，而這些風格與流派包括：抽象

藝術、復古風格、插圖藝術、影像處理、光線效果、向

量藝術，以及新超現實主義。這簡介部分的設計，正是

為了替各章接下來的內容提供相關資訊及基礎知識。

在作品觀摩部分（與簡介部分連在一起），我收集了

一些現今該流派中最棒且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看過其

他藝術家如何在特定風格中探索不同的可能性後，你

應能獲得不少啟發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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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藝術

19 世紀末期，許多藝術家覺得有必要建立一種新的藝術類型，以反
映當時技術、科學與哲學方面的根本變化。文藝復興後，受到西洋藝

術重現現實世界幻象的啟發，藝術家們便發展出一種新風格，就稱為

抽象藝術。抽象藝術是一種視覺語言，是運用形狀、顏色與線條創

造構圖的獨立藝術，而且幾乎包含了世界上所有視覺參照。我們也可

用最基本的詞彙來定義抽象藝術，那就是－將單純的東西誇張化。

隨著源於畢卡索與布拉克畫作的立體派藝術風格逐漸展露頭角，抽象

藝術也首度於 1908 年現身。畢卡索依據塞尚所提出的－「自然界

的一切，都可簡化為 3 種實體：方塊、球體與圓錐體」理論為基礎，
創作出他的第一幅立體派畫作。

《Constant Startle》（驚奇不已）

創作者：Benjamin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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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還有 3 項運動促成了抽象藝術，那就是：

浪漫主義、印象主義與表現主義。不過抽象藝術

與這些藝術類型最大的差異就在於自由度。這些

較早期繪畫風格也許會改變真實物體的色彩或形

狀，但仍能讓觀賞者清楚看出影像從何而來。也

就是說，這類畫作最多只是局部抽象化罷了。而

抽象藝術則打破這項傳統，從其奔放的線條中你

無從辨識任何具象之物體參照。

到了 1950 與 60 年代，具象藝術重新抬頭，新

達達主義、概念藝術、新表現主義、錄像藝術與

流行藝術等運動接連產生，宣示了消費時代的來

臨。過去 20 年來，抽象藝術與具象藝術的分界

日益模糊，而當這些具象形式首度現身，便讓所

有藝術家都獲得了更寬廣的創意空間來進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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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iego Rodriguez 的 
《Needles》（針）

2. El Nombre 的 
《Breakthrough》（突破）

3. El Nombre 的 
《Curiosity》（好奇心）

4. El Nombre 的 
《Envy》（妒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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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處理
影像處理可不只是微調照片的色彩平衡或對比而已，更能徹底轉換影

像本身。完成影像很可能與原始照片（無論是一張或多張）毫無相似

之處。今日，影像處理已是廣為大眾接納的藝術形式，而維基百科對

影像處理的定義則如下：

影像處理（Photo manipulation）是一種針對照片進行的影像編輯技
術應用，亦即透過類比或數位方式，來創造某種幻覺或欺騙視覺的效

果（相對於僅做強化或修正）。

《A》

創作者：Evan Bohr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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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腦問世之前，藝術家們用繪圖、重複曝光

（double exposure），甚至是拼貼負片的方式

來處理影像。自 1980 年開始，才出現了用 Quantel 

Paintbox 等電腦軟體進行數位編修的方法，而該

軟體很快又被 Adobe Photoshop 及其他影像編輯

應用程式所取代。

在這個數位時代裡，影像處理成了一種普遍現象，

但卻仍經常被誤解、曲解為改變影像以遂行欺騙

目的之行為。然而影像處理本身不過是種對數位

相片的創意處理罷了。影像處理經常應用在流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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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ichael O 的 
《Amalgamate》（混合）

2. Michael O 的 
《Amalgamate II》（混合 II）

3. Michael O 的 
《Dexteria》（機敏）

4. Michael O 的 
《Under My Skin》（在我的表皮之下）

3

4

時尚與廣告領域。它不僅可用來修飾及修改影像

元素，更可改變影像構圖，以傳達出原始照片無

法傳達的訊息。

影像處理是進行藝術化的處理，不帶欺騙意圖，

且當成品將真實與虛構劃分得更為清晰時，這點

便更顯而易見。而創作這類作品需要很多創意、

想像力，以及探索數位工具所有潛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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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zineblog360 部落格中，WAQAS E. 有篇標

題為「Deceptive Meanings of Illusional Photo 

Manipulation World」（虛幻影像處理世界中的

欺騙性意涵）的舊文章提出了一個很棒的觀點：

攝影師也是一種藝術家，但攝影藝術與其他藝術

形式有很大的不同。這聽來或許有些誇大，但只

要開始學習攝影，你就能體會到這點。這主要是

因為攝影的創意雖源自於想像，但卻必須在現實

生活中執行。拍照時，你必須從真實生活中取景

拍攝，並使之永恆不滅。但問題在於⋯現實生活

並不如想像中完美。故影像處理便由此開始，並

以能描繪你所想像之真實影像做結。影像處理在

今日已是種藝術形式，而且還會繼續發展，因為

隨著科技不斷進步，將想像描繪成現實的空間也

就能隨之擴大。

1. Fabio Sasso 的
《Abduzeeborg》

2. Fabio Sasso 的 
《underwater experiment》
（水底試驗）

3. Mart Biemans 的 
《Home Sweet Home》 
（甜蜜的家）

4. Fabio Sasso 的
《Abduzeedo》

5. Fabio Sasso 的 
《Photoshop Experiment》
（Photoshop 的實驗）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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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超現實主義
新超現實主義（Neosurrealism）是一種藝術流派，源自於舊超現實主義
（Surrealism）運動及其豐富又變化多端的表現方式。超現實主義是由
一群作家與視覺藝術家在 1920 年代初聯合推動的文化運動，以 Andre 
Breton 為首，而他認為超現實主義是藝術世界中的一種革命運動。

超現實主義運動之理念，是要反抗「理性主義（rationalism）」引導
歐洲文化走向恐怖二次世界大戰而造成的毀滅與破壞。

超現實主義也提供了一種方法，能完整地重新凝聚意識與無意識領域

經驗，讓夢想與幻想世界能以「絕對真實、超現實」之形式融入日常

生活的理性世界中。

《SteamPunk IceCream》
（蒸氣叛客冰淇淋）

創作者：A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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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優秀藝術家都加入了當時的超現實主義運動，

其中包括 Giorgio de Chirico、Max Ernst、Joan 

Miro（米羅）、Francis Picabia、Yves Tanguy 和 

Salvador Dali（達利）等等。

整個 1930 年代是超現實主義的黃金時期，且做

為一項視覺藝術運動，其宗旨在於揭露精神層面

之真實，而做法則是剝離普通事物的一般意義，

創造超出常態、正常結構而引人注目之影像，藉

此讓觀賞者產生同感。

1. Jeff Huang 的 
《Aisles of Trance》（恍惚之道）

2. Benjamin Low 的 
《Reach for the Sky》（直達天際）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