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米羅的宇宙天地(10件) 

 

1.米羅：農莊 

 

米羅年輕的時候因為家人的期待而從事會計工作，但他卻悶悶不樂，之後還生

了一場大病，於是在蒙特洛依的農莊養病，這裡美麗的紅色泥土、陽光、山巒

與農村的風光深深受到米羅的喜愛。米羅認為，精緻的小宇宙和宏偉的大宇宙

都一樣值得欣賞，所以他畫家鄉農村的景物的時候，似乎每個細節都不放過：

一片片的葉子，一塊塊的屋瓦，仔細的把他所看到的景物畫出來。他還結合了

立體派的方法，從不同的角度觀察事物，再以線條和形狀重新地加以組合。右

邊畜欄中有各種小動物，菜園四周散佈著農具。你注意到他有多細心嘛？正中

央的尤加利樹，穩穩地扎根在土地上，感覺具有向上生長的力量。正像是穩健

又踏實的加泰隆尼亞人呢！大樹後方的地上有一個小孩，她蹲著的姿勢好像在

上大號耶。這個小孩呈現的其實是加泰隆尼亞文化中，總是以上大號的姿態出

現的小玩偶 Caganer加卡內。對加泰羅尼亞人而言，糞便是可以用來灌溉農地

使土地肥沃的好東西呢！米羅用它來象徵大地的孕生能力。你有沒有感受到米

羅對家鄉土地的那份熱愛呢？ 

 

2.米羅：耕地 

 

 

這張作品看起來好夢幻啊，裡面所有的景物都顯得格外生動。米羅在巴黎受到

了超現實主義的影響，認為真正的現實是意識與潛意識的結合，而不是只描繪

眼睛所看到的事物。於是米羅尋找內心深處的潛意識想法，嘗試了這種新的創

作方式。和農莊那幅作品一樣，這幅畫也在描繪著田園風光，兩幅作品都用一

條地平線來分隔天與地，而且都在表現陽光普照的感覺。但是這一幅耕地著重

於光線和熱度的表現，使用了溫暖的黃色調，畫面右端則斜切出一塊暗色調的

夜晚。處於日夜交界的這棵大樹，竟然長出眼睛和耳朵，好像變成了一個有生

命的人物。米羅把小動物們都變成童話式的風格，你瞧，他們是不是彼此正在

對話呢。米羅也開始用事物的部分特徵來代表整體。例如畫中左邊那棵扭動枝

幹的黑色大樹，加上一片飄動的葉子，和一顆無花果就足以讓我們認出他是一

棵無花果樹，這棵樹看起來也像是會動的生物，上面還掛了 3個棋子，加泰隆

尼亞、西班牙和法國國旗，代表著米羅當時對自己成長和身處之地的認同，左

下方一排排波浪狀的造型就是這幅畫的主題：耕地，真是有趣。 

 

3.米羅：加泰隆尼亞風景 

 

米羅在作品中把天地之間的各種事物，轉化成許多奇奇怪怪的幽默圖案，這是



米羅第一幅將形象簡化為符號的畫作，你看得出來他畫的是什麼嗎？米羅用橘

黃色調來暗示強烈的陽光，用線條和圓形、三角形、圓錐等幾何形狀來代表事

物。對照耕地那幅畫，畫面右邊再次出現了故鄉的角豆樹，這裡大樹被簡化成

一個大大的圓形，從圓心伸出了一條線和一片葉子，寄託著米羅對家鄉的思

念。這棵樹上也有一顆大眼睛，好像上帝的眼睛在看著這片大地。畫中左邊是

一位抽著煙斗的獵人，他左手拿槍，右手抓著兔子，熱情的心臟正在跳動著，

好像很開心抓到獵物了，畫中還有好多波浪狀的形體，像是太陽波浪狀的光

芒、火苗、海浪、獵人的手臂；下方這隻魚的舌頭、鬍鬚和內臟都看起來很有

活躍的動感，讓人覺得充滿了活力。為了讓暗示更加的清楚，米羅還加進了文

字：右下角的 Sard，告訴我們，這是一隻沙丁魚。太陽看起來像蛋的形狀，傳

達了孕育萬物的訊息，這裡也出現了糞便，它具有肥沃土地的功能，象徵大地

的孕生能力。米羅透過許多符號來表達生生不息的宇宙圖畫，這幅作品是不是

讓你感覺特別有意義呢？ 

 

4.米羅：星座系列：密碼與愛上女人的星座 

 

米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逃到法國諾曼底的小鎮瓦朗傑維勒避難，戰爭讓他

感到痛苦不安，這段時期他用創作來反映殘酷的現實，表達自己的心情。宇

宙、星空和音樂帶給他新的創作靈感，他以不透明水彩創作了 23幅星座系列畫

作，佈滿畫面的圓點，象徵天空上大大小小的星球，彷彿星座圖一般，用細細

的線條彼此相連。他創造出來的許多符號，表現對宇宙的想像。太陽表示光

芒、熱情；月亮代表不合理、夜晚和幻想。像音符般的星星讓米羅沉浸在音樂

的世界裡。以線條相連的星星圈出了一個女人的形象，圓圓的頭上只有一隻綠

色的大眼睛，另一隻眼睛跑到肩膀上，長長的脖子連接著身體，兩隻黑色的手

臂高舉，表現出投降或抗拒的姿勢，尖尖的胸部半紅半黑的梭子狀生殖器官，

讓我們知道這是一個女人。米羅說，我所謂的女人並不是女人這種生物，而是

宇宙。對他來說，女人是孕育生命的大地之母，右下角還有象徵梯子的符號表

現渴望逃離戰爭的想法。米羅在宇宙創生的想像中躲避戰爭這個可怕的現實。 

 

5.米羅：雪地中的野蠻人 

 

這幅畫的天空中有星星、月亮和太陽，地面上有一個野蠻人。米羅覺得人也是

宇宙萬物中的一份子，但他畫的人常常是造型扭曲的怪獸，用來象徵人類的殘

酷，或是表達對獨裁政權的痛恨。米羅喜歡畫眼睛，彷彿可以默默觀察周遭的

變化，而當事物有了眼睛，感覺就好像活了起來，變得有生命有靈魂。有時候

出現了尖尖的牙齒，表現出生氣或緊張痛苦的感覺。他也常常用三根毛髮代表

人的頭髮，米羅把這個野蠻人畫的好巨大，他張大嘴巴露出尖牙好像非常生氣



的樣子。如果我們總是為了一點小事情而生氣，凡事只想到自己，我們是不是

就變成野蠻人了呢？  

 

6.米羅：攀登 

 

米羅除了畫家鄉的樹，寄託思念，他也常常畫梯子表達他想要逃離人生的困

境，他的人生經歷了許多辛苦的事情，年輕的時候為了創作在巴黎生活，雖然

生活窮困，卻抱持著只要努力就能提升自己，改善狀況的想法。接著，西班牙

內戰爆發他被迫留在法國四年，後來好不容易能夠返鄉探親，卻又有佛朗哥獨

裁政權的壓迫，米羅在戰亂不安的處境下，內心相當渴望自由，於是他畫上一

條長長的梯子，從地面延伸到天空，好像一條神秘的通道，讓他可以逃到另一

個世界。找找看這幅攀登的梯子在哪呢？月亮表示夜晚的來臨，讓米羅產生許

多幻想，畫中的梯子好像懸在天空中，快要到達星星和月亮所在的地方。畫面

中央米羅以一條粗粗的紅色弧形和上方的綠色月亮形成對比、平衡的畫面。米

羅的人生有許多時候讓他很想逃離當時的處境，你有沒有想要逃避現實的時刻

呢 ？ 

 

7.米羅：人物與鳥 

 

鳥兒是唯一能飛到天上的動物，所以他象徵自由。畫中有三隻鳥兒在天空中快

樂的飛來飛去，他們環繞著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人物，是不是很快樂逍遙呢？

米羅簡化鳥兒的翅膀和身體，變成兩條交叉的十字，並長出大大的三角形尾

巴，正中間藍色的人物是主角，左邊是隻紅色的小狗，咦？最右邊那個人的頭

不見了，好像被上面小鳥的頭取代了，是不是米羅想把人和小鳥合而為一呢？

外圍大小顏色不同的米字型是米羅代表星星的另一個符號，米羅用鮮豔的色

彩、簡單的形體呈現出兒童畫般天真快樂的世界。  

 

8.米羅：鳥群 

 

這件版畫作品可以分三個部分來看，上方海浪式的彎曲線條代表心情，最右邊

有一隻小鳥，中間的黑色長方形框起米羅最喜歡的紅、黃、藍、綠色，最下方

兩排排列著各種姿態的小鳥，也用這四種顏色裝飾著他們。展現出活潑生動的

鳥兒世界，讓畫面看起來既平和又生動。米羅畫的小鳥常常有許多不同的樣

子，仔細觀察畫中鳥的形像有的在飛翔，有的在玩耍，有的在休息，好像小朋

友的畫，是不是很有趣呢？如果是你會畫出怎樣的鳥兒呢 ？ 

 

9.米羅：夜晚的女人與小鳥 

 



米羅 73歲時前往日本旅行，讓他對東方的書法、傳統水墨畫的表現技法以及禪

宗思想產生了很大的興趣，回國後影響了他的創作，開始帶有東方精神的風

格。他以更簡潔有力的筆法、粗曠濃重的顏色營造畫面整體的氣氛，引發觀眾

更強烈的感受。畫面中央有一個女人，他優雅的姿態看起來又好像是一棵大

樹。米羅將女人比喻作生命之樹，一切生命因他而起。在這裡鳥兒被簡化到只

剩下兩條相交的線條，表現他的身體和翅膀，大樹伸展的枝幹連結了許多飛翔

的鳥兒，鳥兒可以在大樹上建造舒適的家，也可以在上面玩耍，大樹就像是鳥

兒的媽媽了！米羅用稀薄的顏料渲染畫布，創造出濕潤的感覺來表現朦朧的夜

色，在這幅畫的頂端可以看到倒流的黑色和黃色顏料，那是因為米羅創作的時

候把畫布顛倒，讓色彩自行滴流，背景用隨興的筆法畫了繽紛多彩的心情，又

好像森林裡面小動物窺探的眼睛，讓這幅畫作顯得和諧又生動。 

  

10.米羅：人物，小鳥，星星 

 

米羅曾說鳥飛越空間，他可以把我們帶離地面到更高的地方，到達不被土地所

束縛的想像夢幻之境。米羅很羨慕可以自由飛翔的小鳥，他把鳥兒的形像簡

化，甚至把小鳥吱吱喳喳的叫聲、鼓動翅膀的動感或是飛行的軌跡都畫作簡潔

的符號了。廣闊湛藍的畫面、左上角的星星，暗示了夜晚的情境。中間大大的

ㄇ字型，像是展翅飛翔的鳥兒的簡化形象。你有沒有注意到靜止的畫作在米羅

的安排下，產生的一種動態的感覺？米羅運用了繪畫的筆觸，讓藍色的背景看

起來像會流動的空氣，或是洶湧的大海；而天外飛來的一筆紅色，快速、強

勁、有力，展現熱情與動感。右下角有一個三角形，看起來像一個人張開雙

手，似乎也想和鳥一樣飛起來了。越簡單的線條越讓我們產生無限的想像 。 

 

想像力發射(9件) 

 

11.米羅：高第ⅩⅦ 

 

米羅很崇拜家鄉的偉大建築師：安東尼．高第。熱愛自然的高第以天馬行空的

想像力，大膽地將自然的造型帶入房屋中，使人們在生活中擁抱大自然。高第

發現大自然中沒有直線，於是不再把建築物蓋的四四方方，而是以不規則的曲

線來設計房屋，並以動植物裝飾房子的細節，創造出奇特又活潑的建築。他還

喜歡用色彩繽紛的馬賽克拼貼讓建築物在陽光下閃爍著光芒，充滿喜悅和生命

力。同樣受到大自然啟發的米羅因此深受高第的作品所感動，他以這件作品向

高第致敬。仔細觀察並想想看，你覺得畫中哪些部分受到高第的影響呢？高第

激發了米羅對流動的曲線和繽紛色彩的運用，這張畫面中間巨大的怪物，很像

高第喜歡把建築幻想成龐大的怪獸，米羅也運用曲線表現事物，右下方一格一



格的彩色方塊，很像繽紛的馬賽克拼貼。主角的後面還印著音符，彷彿歌頌著

高第的建築就像美妙流暢的音樂呢！  

 

12.米羅：小丑的狂歡節 

 

米羅來到巴黎學創作的時候，受到當時興起的超現實主義影響，把自己的感

受、幻覺、狂想或是夢境等等轉化為藝術作品。他用這種方式畫出的事物形

象，超越了他們在現實中真正的樣子，形成一個奇幻的世界。這幅小丑的狂歡

節出現了許多他很喜歡的動物、昆蟲，還有很多像神話故事一般的奇特生物。

左邊留著八字鬍的小丑彈著吉他，好像所有的生物都跟著音樂一起唱歌起舞

啦。可是畫面最左邊生出一個可以讓他逃離的梯子，右邊深綠色的地球儀，似

乎表現他當時心中的吶喊：我要征服世界！小丑總是將歡笑帶給觀眾，悲傷留

給自己，米羅畫的小丑是否也代表他自己正壓抑著內心的情緒呢？窗外黑色的

三角形是法國的巴黎鐵塔，在巴黎生活貧困的米羅，時常餓到兩眼昏花，甚至

會直接畫出因為飢餓而產生的幻覺，有時牆面的汙點、裂縫也是能讓他產生想

像的靈感來源喔！這幅畫裡的所有事物全都扭曲變形，而且造型十分逗趣，他

還讓物件漂浮在空間中，營造出一個詩意又夢幻的樂園。 

 

13. 米羅：荷蘭室內景Ⅰ 

 

米羅藉由模仿前輩藝術大師的作品，來刺激創作的想法，他 35歲時前往荷蘭、

比利時旅行，並且參觀博物館。在這段期間受到十七世紀荷蘭畫派大師繪畫的

啟發，便重畫這些大師的畫作，改變成自己的想像世界。這幅《荷蘭室內景

Ⅰ》就是他重畫十七世紀荷蘭畫家索爾格的《詩琴演奏師》，可以看出米羅保

留原作中的元素，但是以平塗的方式簡化。主角樂師膨脹、變形，白色的身體

和不規則延伸的桌巾融為一體，樂師彈奏著橘色的魯特琴，女聽眾化身成琴的

右下方小小的白色形體，他的頭變成一個黑點；還有一個膀胱狀的心臟在中

間，米羅在窗外和室內都增加了一些自己最喜愛的小動物，除了原本畫中的小

狗和貓咪，還畫了追昆蟲的蟾蜍，右邊有一隻蝙蝠，窗外還有魚兒和白鵝，以

及天空飛翔的小鳥。這幅畫作的色彩變得更加鮮豔，對比也更為強烈，米羅增

加了這麼多細節，讓原本冷靜的室內變的歡樂。他還用畫中樂手的臉部表情表

現自己當時悲喜交集的心情，有趣的是他還在右側地板接近牆壁的交界處，加

上了一個腳印，表示藝術家到此一遊呢 ！ 

 

14.米羅：女人與小鳥Ⅳ 

 



米羅總是不斷的思考，人類為何會想要畫畫呢？藝術的起源是什麼呢？於是他

曾經多次的前往家鄉著名的阿爾塔米拉洞窟，去欣賞人類最古老的洞穴壁畫。

洞窟牆壁上畫的狩獵動物場景，或者是手印等等圖案，簡單卻充滿了生命力。

他因此深受感動，也許剛好岩石突出的形狀和動物的形狀相像，讓原始古早的

人類產生聯想，而有了畫畫的衝動；或是為了生存需要食物、繁衍下一代等

等，這些基本的需求，都可能是人類創作的動力來源。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你

會想要畫畫呢？如果畫畫是因為自己的親身體驗、衝動或者是慾望，把內心直

接的感覺和想像等表現出來，就會產生像遠古人類的畫，那樣真誠又神秘的感

受。米羅用這種方式創造了許多生動的作品，在《女人與小鳥Ⅳ》這幅畫中，

米羅認為宇宙的起源就是孕育生命的女人，背景炭筆的細線隱約勾勒出女人與

小鳥的形象，並且用粗黑有力的線條強調他們的輪廓，還像史前人類一樣蓋上

自己的手印，三個手印表現最直接的原始符號，讓人感受到畫作神奇的力量。  

 

15.米羅：女人，小鳥 

 

加泰隆尼亞的在地藝術，與當地樸實的民間藝術也讓米羅很感興趣，他發現加

泰隆尼亞地區 11到 13世紀的羅馬式教堂壁畫，人物造型簡潔，身體的比例誇

張變形，色彩強烈，他們的眼睛還特別大，好像在瞪著你看。米羅對此印象深

刻，喜歡將這種眼睛畫法運用在畫中。像是這幅《女人，小鳥》裡的人物，大

大的眼睛吸引了觀者的目光，他發現簡單反而可以更直接凸顯重點，所以用稀

薄的黑色油彩和單純的線條，畫出女人與小鳥的形象，並且隨性的呈現筆觸和

暈染變化，來展現生命的轉變和動態。你覺得這和東方的水墨畫有什麼不同

呢？ 

 

16.米羅：逃離的女孩 

 

為了豐富創作的可能性，米羅蒐集日常生活中的物品，運用拼集的方式幫助聯

想。對他而言，每個物體都是有生命的，他時常在海邊、鄉間散步，撿拾路上

的石頭、樹根，也把生活中的水龍頭、平底鍋等等物品，經過創意的想像組合

成《逃離的女孩》這件雕塑。平底鍋是女孩的臉，藍色方塊是他的身體，有著

胸部和紅色的心臟。但是這個女孩明明坐著，也沒有雙手，他要怎麼逃脫呢？

原來少女頭上的水龍頭，正表示他即使受困，腦袋仍然像打開的水龍頭一樣， 

源源不絕的流出自由奔放的思想。米羅的人生曾經經歷許多環境的限制，但是

他領悟出思想可以超越一切，到達身體到不了的地方，把生活中原本不相干的

事物放在一起，可以用來刺激思考，超越慣性與成見，產生出新的創意喔！你

也來試試看吧。  

 

17.米羅：人物 



除了在物體造型上的探索，米羅也大膽的進行各種材料的試驗。他的工作室有

各種各樣的材料，例如他喜歡在顏料中混合石膏和砂石，在畫布上用鐵絲穿

線，黏上繩索，以拓印摩擦的方式來創作；材料的選擇非常的重要，軟、硬、

凹凸不平的質感、吸收力的強弱，都會影響藝術家創作的成果，有的時候因為

無法掌握材料而遇到阻礙，使得藝術家在製作的過程當中必須不斷地進行調

整，但是米羅喜歡任憑各種材料來自我表現，讓沒有辦法預料的效果來引導創

作，對他而言材質的試驗能夠學會更多不同的技巧，能更自由大膽的創作出新

奇的作品。在這幅《人物》中，米羅在粗糙的厚紙板中央挖了一個洞，讓厚紙

板的材質和畫布後面的空間一起顯露出來，這個做法，打破了繪畫只是二度空

間的平面這樣的觀念，凸顯了畫布和油畫顏料的本質，創造出特殊又迷人的視

覺效果。 

 

18.米羅：織品 13 

 

除了畫筆和顏料，米羅認為火本身也是一種自然的創作媒材，他用火燒製陶

藝，製作青銅雕塑之外，在 70幾歲的時候他又發現了一個新的創作媒材：織

毯。這件《織品 13》是他請朋友所做的繩結編織，作品中央有垂墜的流蘇，米

羅在編織物的上面縫上綠色的毛氈，巧妙的在織物上面燒出焦黑的痕跡和破

洞，最後米羅在以紅、黃、藍、綠、黑、白等顏料，恣意的塗繪，使畫面更加

的繽紛，卻又不失和諧。麻布的粗糙孔洞和皺褶紙感，讓上色變得不容易，米

羅隨興的大筆觸，賦予整件作品粗獷的風格。大自然本身也具有神奇的力量，

米羅羅運用大自然物質的特性來創作，讓他的作品感覺更生動了  

 

19.米羅：墨盧印刷坊百年紀念 

 

早期米羅創作版畫，是為了替詩人朋友的書本繪製插畫。後來他也想要學習各

種版畫的製作技術，於是幾乎嘗試過所有的版畫技巧，米羅的努力使他在西方

版畫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這幅美麗的版畫，是米羅與巴黎墨盧印刷坊合作完

成的。石版畫製作的過程，利用油和水不相溶的原理來印製，所以很不好控制

材料，讓創作的過程中充滿不可預期的變化，卻也因此激發出更多的想法。米

羅的版畫創作數量十分驚人，因為版畫可以重複印製的特性，能跟更多的人分

享自己的作品，這也是米羅十分喜愛版畫的原因之一  

 

航向創作的基地(12) 

 

20. 米羅：夜之鳥 



 

米羅的畫看起來自由奔放好像很隨性，但其實都是他長時間精心設計與安排的

結果。為了達到畫面的平衡與和諧，米羅六十幾歲之後，繪畫風格變得更為簡

潔，就像兒童畫一般的隨性自由。這幅《夜之鳥》在顏色單純的背景上畫出簡

潔的線條和點，讓畫面的空間更寬闊，呈現一種無限延伸的感覺。上方的綠色

的象徵夜晚，和下方的紅色相互對比，中間的灰白色代表晴朗的天空，襯托出

多樣化的星星。小鳥飛行的軌跡和鳥叫聲簡化成一條細線，從左下方一直往上

方延伸到灰白色的天際，另外，米羅還在右邊加上兩個黑點，和灰白色區塊的

點點星空相呼應，也平衡了畫面。想想看，如果這兩個黑點拿掉，畫面會有什

麼改變呢？ 

21. 米羅：帶著漂亮帽子的女人，星星 

 

對米羅而言，點是所有造型的起點。一個點具有無限的可能，例如遠看一隻螞

蟻的時候就像是一個黑點，近看才會出現他的造型。線是由很多的點組成，或

是點移動的軌跡，具有方向感，例如丟球的動線，鳥飛翔的軌跡。而細線逐漸

變粗、擴大就變成了面。米羅保留事物最重要的部分，以簡化的點、線、面來

表現各種複雜的事物，讓我們對事物產生新的想法。這幅《帶著漂亮帽子的女

人，星星》，只用簡單的點線面，就生動地描繪出一個正在走路的高貴戴帽女

子，象徵無邊無際空間的藍色背景上，主角女人在正中央，他水滴形狀的身體

微微傾斜，表現出自然溫柔的姿態。一雙大腳跟頭上的帽子互相回應，巧妙的

平衡了構圖。左邊有一顆星星表示夜晚，米羅還在女人的右邊加了一個簡潔的

點，可以被想像成任何的事物，也可能只是用來平衡畫面。  

 

22.米羅：女人和小孩 

 

米羅接觸法國文學詩詞之後，想要把充滿想像的詩意美感帶到他的繪畫中，於

是他在繪畫中加入了文字，讓既具有造型功能又能傳達意義的文字，成為畫面

的一部分，後來又漸漸的把文字或線條轉變成圖案符號。米羅早期以較細的線

條來勾勒形體，到了晚年，也許是受了東方書法藝術的影響，線條越加粗黑，

甚至在畫面中擴張成大片的黑色。這幅《女人和小孩》，粗黑有力的線條，看

起來很像東方書法，畫面中母親好像伸長著手環抱孩子，構圖上下平衡，左右

對稱，加上粗黑的框線給人安穩的感覺。還有紅色和綠色的粗線，點綴在黑色

框架的邊緣，而紅色藍色的小點，是米羅用手指頭點上去的，讓整個畫面多了

溫馨活潑的感覺。如果這幅畫改用細的線條表現，你覺得會有什麼不同的感覺

呢？  

 

23.米羅：藍色Ⅱ 

 



米羅繪製了三幅藍色的大畫，他說這三幅巨大的藍色油畫，我花了很長的一段

時間才畫好，時間不是花在作畫上，而是花在思索上。我需要在內心進行極緊

湊的活動，才能取得理想和簡潔的效果。在畫中出現微小的物體，這情景讓米

羅感到印象深刻，就好像置身在高山或大海，或是仰望一望無際的星空，體會

大自然或是宇宙的壯闊，同時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你是否也曾經有這樣的經驗

呢？由於受到東方文化的影響，米羅後期的創作風格更加簡潔也更自由奔放，

米羅設法使構圖變得更簡單，藍色是天空與大海的顏色，也是米羅夢境的顏

色，在廣大無邊的空間中，只畫了一筆簡潔有力的紅色線條，和一排具有韻律

感的點，令人產生無限的想像，是一幅值得細細品味的作品。  

 

24.米羅：星座系列：拂曉初醒 

 

星座系列作品是米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創作的，他以海面上的光線導引

為形狀基礎，纖細的黑線構成綿密的網絡，許多小圓點在構圖中交會、重疊。

畫面中的形狀和顏色達到完美的平衡，像是夜晚閃耀著光輝的星空，畫中每個

形體都互相關聯，一個扣著一個在軌道上運行，共存在宇宙完整的規律秩序當

中，一個也不能缺。畫面中勾勒出類似人物與動物的形體，也引發我們許多奇

妙的幻想。米羅發展出一個特別的用色方法，在線條交會、形體重疊處，切出

來的小塊面上，分別填上不同的色彩。米羅說靠近黑色的地方我總是用紅色，

你有沒有發現，紅色在他的作品中的重要性呢？對於水彩畫，米羅會摩擦畫紙

使表面粗糙，再塗上顏料，以此形成偶然產生的奇特的形狀。而且他為了讓形

體看起來更單純、強烈，背景空間有時候用比較不鮮豔的色彩來表現，以稀薄

的顏料來渲染，模糊了不同顏色的交界處，營造出浩瀚宇宙的漂浮式空間和深

度的感受。 

 

25.米羅：月之眼 

 

這件作品是米羅晚期的石刻版畫作品，非常注重構圖的米羅，把一隻大眼睛放

在畫面的正中央，彎彎的月亮交錯而過，變成了像是乘著月亮的眼睛，又像是

一隻擁有紅、藍、黃、綠繽紛色彩，正在翱翔的大鳥，左邊有顆星星。畫的最

上方有一隻鳥劃破天際，背景淡灰色的隨性潑墨，是米羅運用即興的畫法，為

這夜晚增添了朦朧浪漫的氛圍。月之眼就像我們用一支充滿幻想的眼睛去看世

界，所看到的世界將會變得非常奇幻有趣。自由飛翔的鳥兒代表天馬行空的思

緒，右下方也還有另一隻眼睛，眨呀眨的，像是要與上方的眼睛對話。閃爍的

星星是光明、樂觀的象徵，背景的潑墨彷彿一團模糊的思緒正要成型，夜晚正

是沉澱思緒，或是狂想的最佳時機，而這也是替明日儲備能量，做好萬全準備

的重要時刻。  

 



26.米羅：四種顏色的世界 

 

米羅說：我畫的任何形態和色彩，都取自於現實的東西；因此，主要使用的

紅、藍、黃、綠色，分別代表大自然當中的火、海洋、太陽跟樹木。他以明亮

跟鮮豔的顏色，讓作品看起來豐富、活潑，使觀者產生強而有力的刺激感受。

《四種顏色的世界》是系列版畫創作，1975年那一年，佛朗哥將軍過世，西班

牙終於脫離了近 40年的獨裁政權的壓迫，米羅內心長期受壓制的心情，頓時感

到豁然開朗，心靈終於得到了解脫；因此他以輕鬆愉悅的心情，創作了一系列

的版畫，以個人的符號創作出構圖簡單，卻充滿童趣的作品。從如此可愛生動

的形像中，可以感受到米羅洋溢的欣喜。 

 

27.米羅：米羅頌 

 

米羅結合線條和色彩，大量運用黑色、明確的勾勒形體的輪廓，一方面讓人感

到嚴肅沉穩，又讓畫面具有神秘感。他晚期的畫作用了更大面積的黑色，有時

候，他會再以白色加強輪廓的邊緣，讓形體因為顏色的對比，而更加的明顯。

這幅《米羅頌》為了增強畫中人物，米羅讓強烈的色彩在黑色的線條中，展現

活力和韻律；他以紅色和綠色、黃色與藍色對比，繽紛的色彩就像是在五線譜

上面跳耀的頑皮音符，時而做出和諧的樂章，時而營造出歡樂的氣氛。  

 

28.米羅：洞穴之鳥Ⅱ 

 

這幅《洞穴之鳥Ⅱ》靈感來自蒙特洛伊的天然岩壁洞穴，米羅年輕的時候住在

蒙特洛伊，那裡的土地是特殊的紅色土壤與岩石，他常常爬到山丘上的聖母教

堂，教堂的旁邊有個大岩石，岩石上面有很多小孔洞，那也是鳥兒的巢穴。米

羅受到這個特殊自然景象的吸引，想要歌頌大自然的壯觀，他將黑色油彩滴在

畫布上，再改變畫布的方向，讓顏料隨重力流出水平跟垂直的格線，作品畫面

中不規則的格子狀，又好像米羅站在蒙特洛伊小山丘上，俯瞰鄉村的田野景

色。在格子中填上繽紛的色彩，再隨性的噴灑上墨點，帶出詩意的感覺，也勾

起米羅家鄉美麗的回憶。左上方橢圓形是小鳥的頭，他的眼睛好像會骨碌碌的

轉動，由上到下貫穿畫面的粗黑線條，是他展開的翅膀，右邊黑色的大三角形

是他的身體，和左下角的三角形黑色色面互相呼應，平衡了整個的畫面。  

 

29.米羅：繞著希望之星的小鳥 

 

米羅會在創作前經過長久的沉思，然後再衝勁十足的開始創作，為了直接表現

他的想法與感受，他大膽的採用超現實主義者喜歡的自動性技法，隨性的將顏

料鋪灑、滴流，噴濺在畫布上，或者以手指頭直接的作畫；米羅利用地心引



力、離心力等自然現象來創作，像這幅《繞著希望之星的小鳥》，他先揮灑紅

色顏料，再旋轉畫布，讓顏料朝不同的方向飛灑流動，像一顆火紅的太陽，又

像一顆剛剛誕生的星球，看起來好有動感，讓人感到心中充滿熱情活力。旁邊

彎彎曲曲的黑色線條，呈現在空間中自由翱翔的鳥兒，使人感染了快樂與希望

的氣息。米羅用這種方式，使作品表現出歡樂、祥和、憤怒等等不同的情緒，

也讓作品更有魅力。  

 

30.米羅：蒙特洛伊Ⅲ 

 

米羅畫了蒙特洛伊一系列的畫作，不同於以往著重於描繪風景題材，而是以怪

獸、野人等變形的生物形象，運用強烈的色彩、狂野的筆法，展現一種大膽的

風格，並且特別以大面積的黑色，傳達一種神秘和害怕的感覺。這幅《蒙特洛

伊Ⅲ》，米羅回顧自己年輕的時候在蒙特洛伊的養病時光，當時他為了滿足父

親的期待，而勉強擔任會計的工作，卻因此生了一場大病。他把自己當時受壓

抑的心情和體驗，呈現在畫中，轉化為令人恐懼的怪物。米羅將他自然流露的

內心情感，以具有速度感的筆觸，表現在畫布上。為了要營造畫面的動感，他

以乾筆迅速的拖、擦，甚至用手指直接作畫，細節已經變得不再重要了，藝術

家只專注在繪畫的當下，自由的展現自己內在的情緒能量  

 

31.米羅：1968年 5月 

 

西班牙佛朗哥的獨裁政權，讓米羅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希望國家能走向民主

化。當時法國巴黎發生了五月的學運事件，許多大學生上街頭，以抗議行動來

表達自己的意見，震驚了米羅，於是引發他創作了《1968年 5月》這件作品，

以此來反應對民主政治的關注。米羅事先仔細思考，安排了畫面，他將黑色線

條和紅、黃、藍、綠等鮮豔的色彩，分別塗在畫布上，再以黑色顏料用力潑灑

向畫面，巨大的黑色瀑布好像爆發的憤怒情緒，噴濺在整幅畫作上，訴說著壓

抑和痛苦，以及對自由的渴望。他還張開手掌蓋上畫布，像是人類最古老的壁

畫手印，這種直接的表達方式好像在說：我在這裡！他以此作品展現旺盛的活

力，也表達出追求民主自由的決心。個性內向謹慎的米羅，運用了這種直覺和

隨性的方式來創作，表達出內心的熱情和真實的想法。這件充滿力量的作品，

也感染了身旁的每一個人。  

 

回到我的星球(3) 

 

32.米羅：女人與鳥 

 



米羅四十八歲之後，與陶藝家好友阿蒂加斯合作，到世界各地創作大量不同形

狀及質地的陶藝作品和大型公共藝術作品，為的是能讓更多人看見、關心現代

藝術，米羅也因為願意和別人合作，分享他的創意，得以實現這個願望。他想

要讓城市更人性化，希望他的作品能同時滿足人們心靈，和實用的需求，因此

總共在巴塞隆納製作了四個公共藝術作品，作為這個城市的象徵。這件大型公

共藝術作品，豎立在巴塞隆納的米羅公園，最上面彎彎的金黃色是月亮，下方

的圓筒是小鳥，棲息在女人的頭上。他沿用了偉大建築師高第的手法，使用彩

色陶瓷拼貼創作。這件大約六層樓高的巨大雕塑，站立在天地之間，成為宇宙

的一部分，是不是讓你產生崇高偉大的感覺呢？ 

 

33.米羅：蘭布拉大道馬賽克人行磚 

 

蘭布拉大道是巴塞隆納充滿藝文氣息的街道，其中最著名的地標，就是米羅運

用彩色磁磚拼貼的馬賽克人行磚，造型可愛，顏色鮮豔的藝術作品，出現在熙

來攘往的街道上，可以和城市中的人群互動。這件作品粗黑的輪廓線，有著鮮

豔的紅、藍、黃、白色，充滿了米羅的個人風格，看起來像是在宇宙中運行的

星球，又像是一個微笑的人臉，為往來的人們帶來歡樂。公共藝術作品出現在

公共空間中，屬於城市中的每一個人，大眾可以共同欣賞和享有。他和我們的

生活息息相關，也會造成可觀的影響。觀察看看，你的生活周遭有沒有公共藝

術作品呢？和米羅這件作品的風格又有什麼不同呢？  

 

34.米羅：女人與小鳥 

 

米羅常常打破我們一般看到物件的印象，將生活中平凡的東西，變成趣味十足

的藝術作品，讓我們覺得藝術就在生活中。這件雕塑作品《女人與小鳥》使用

了農人的乾草叉，乾草叉的末端好像女人長長的頭髮，在米羅的畫中常常以三

根毛來表現人的頭髮，也許是因為這樣，當他看到乾草叉的時候，讓他聯想到

人的頭髮。米羅還將一顆圓滾滾的球，挖了一個洞，很像小鳥的頭和眼睛呢！

右下方有一個綠色的錐狀物，看起來好像鳥兒的尾巴。至於小鳥的身體、形

狀，就讓你自由想像吧！真是幽默呢。米羅將我們本來熟悉的東西，改換了完

全新奇的面貌。所以如果我們能跳脫慣性思考，就能把生活變成藝術喔！觀察

看看，生活當中有哪些事物的樣子能讓你產生聯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