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整與深化──2009 年臺灣美術史研究概況
蕭瓊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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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為參與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台灣史的研究與回顧」長期計劃之部
份研究成果，計從 1.專書出版、2.藝術家及作品研究、3.專題研究、4.傳統藝術、
5.學位論文、6.史料整理等幾個面向，全面檢視 2009 年台灣美術史研究的成果概
況。
經本文之整理、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的結論：自 1970 年代初期展開的台灣
美術史研究，歷經近四十年的發展、超越，2009 年顯然已經進入一個較為成熟
的階段。統整性的歷史論述和深化的專題研究，乃至各種基本史料的整理，皆各
有斬獲。2009 年，就台灣美術史研究而言，應是成果豐碩、值得欣慰、賀喜的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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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就台灣美術史研究而言，是成果頗為豐碩的一年。自 1970 年代初
期展開的台灣美術史研究，1歷經近四十年的發展、超越，顯然已經進入一個較
為成熟的階段。統整性的歷史論述，和深化的專題研究，乃至各種基本史料的整
理，皆各有斬獲，是值得欣慰、賀喜的一年。

一、專書出版
《台灣美術史綱》（藝術家出版社）的出版，是這一年可以首先提及的一件
標竿式成果。這本史綱的撰寫，緣於 1998 年文建會的委託，由《藝術家》雜誌
社邀請人類學者劉益昌、原住民學者高業榮、建築學者傅朝卿，及美術史學者蕭
瓊瑞合力撰寫；於 1998 年底完成，中經冗長的行政程序及出版波折，2前後十一
年，才於 2009 年 3 月正式面世。
全書從史前到當代，計分十二章，分別為：第一章、史前時期的美感。第二
章、原住民藝術。第三章、近代歷史圖像與建築。第四章、漢人文化的建立。第
五章、殖民體制與新美術運動。第六章、戰後初期的文化盛況與挫折。第七章、
戒嚴體制與新傳統的建立。第八章、新藝術的萌芽與現代繪畫運動的展開。第九
章、現實回歸下的複合藝術。第十章、外交困境中的鄉土寫實風潮。第十一章、
美術館時代的來臨與解嚴開放。第十二章、當代議題與多元表現。另含蕭瓊瑞撰
寫的〈導論〉及〈後記〉，對台灣美術史研究的發展，作了簡要的論述。本書係
採文化論述的手法，在強調個別作品（文物）的美感成就外，主要仍以文化史的
發展脈絡為主軸；除重視文字的通俗性閱讀外，全書保持學術性專書的格式，附
有資料出處及研究成果引用的註釋，為研究者日後的持續發展，提供重要的線
索。全書合計 48 萬字、彩色圖版 900 多幅，厚達 532 頁，是目前可見較完整的
一本台灣美術通史。取名《史綱》
，或有未盡完全之意；但相對於 1979 年出版的
謝里法《日據時代台灣美術運動史》是屬於斷代史的性質，《台灣美術史綱》的
出版，代表台灣美術通史建構另一階段性的成果。
從史實建構、作品分析，進入文化意識型態的探討，廖新田的《台灣美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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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台灣美術史研究，應以 1976 年謝里法〈日治時代台灣美術運動史〉開始在《藝術家》連
載為起點，至 1990 年代達於第一波高峰。詳參蕭瓊瑞，
〈九○年代的台灣美術史研究〉
，
《炎黃
藝術》61 期，1994 年 9 月，高雄，頁 85-90；及蕭瓊瑞，
〈九○年代前期台灣造型藝術生態鳥
瞰〉，原發表於林濁水、翁金珠國會辦公室聯合舉辦「1995 文化政策會議」
，台北，另刊《南
方藝術》13-14 期，1995 年 10 月及 12 月，高雄。
詳參蕭瓊瑞，
〈漫長的構史歷程──《台灣美術史綱》正式出版〉
，《藝術家》409 期，2009 年
6 月，台北，頁 22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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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典藏藝術家庭出版）3是代表性的著作。該書收錄廖氏近年來有關台灣美術
研究的四篇文章，〈蠻荒之美：殖民台灣風景畫中的探討與旅行〉、〈從自然的台
灣到文化的台灣：日據時代台灣風景圖像的文化表徵探釋〉
、
〈美學與差異：朱銘
與 1970 年代的鄉土主義〉、〈近鄉情怯：台灣近代視覺藝術發展中本土意識的三
種面貌〉，依序分別冠以「蠻荒∕文明」、「自然∕文化」、「認同∕差異」、「純粹
∕混雜」等章名，4正是書名所標示的「四論」
。此外，另有〈緒論：台灣美術研
究與視覺文化研究的交會處〉及〈結論：符號分析、意義詮釋與閱讀策略──日
據時代台灣美術研究的思考〉
，5呈顯廖新田對當前台灣美術研究的一些看法與主
張，頗具參考的價值。「台灣美術史研究，到廖新田是一個新階段的開端。廖新
田的研究，加入社會學的角度，揭示了歷史史實或美術作品背後，隱微未揭的意
識型態與文化意涵，超越純粹史實重建與美學詮釋的過往年代。」6「本書乃新
世代台灣美術研究的代表，呈現一種嶄新的思維與跨理論視野。」7
同樣以論文結集出版的專書，另有賴明珠的《流轉的符號女性：戰前台灣女
性圖像藝術》
（藝術家出版社）。台灣女性藝術的主張與研究，大約起於 1980 年
代初期，8賴明珠在 1990 年代初期前往美國愛丁堡大學進修，閱讀後殖民與女性
藝術論述，始萌生性別意識；9省思藝術史中的性別議題，並著手搜集台灣女性
藝術家資料與作品檔案，進而撰著專文。本書正是這些文章的結集，共含六篇，
分別為：〈女性藝術家的角色定位與社會的限制──談一九三○、四○年代樹林
黃氏姊妹的繪畫活動〉
、
〈才情與認知的落差──論張李德和的才德觀與繪畫創作
觀〉
、
〈父權與政權在女性畫家作品中的效用──以陳碧女一九四○年代之創作為
例〉
、
〈日治時期留日學畫的台灣女性〉
、
〈二十世紀前葉台灣女性畫家作品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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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初版時間為 2008 年 11 月，因「2008 台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中未及論述，
特放入本文評述。
第一章〈蠻荒與文明〉以英文原稿發表於 2001 年「台灣藝術與設計中折射的殖民現代性」國
際研討會（文建會、國立歷史博物館與英國 Chelsea 藝術與設計學院聯合主辦）
，後收錄在 2007
年出版、由 Yuko Kikuchi 博士主編的 Refracted Modernity: Visual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Colonial
Taiwan（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pp.39-65）
；第二章〈自然與文化〉發表於 2002
年「重返東亞：全球、區域、國家、公民」
（文化研究學會年會）
，後收錄在 2004 年《歷史文
物》126 期，頁 13-37；第三章〈認同與差異〉發表於 2005 年「朱銘國際學術研討會」
（文建
會、朱銘美術館合辦）
，後收錄在該年論文集，頁 25-48；第四章〈純粹與混雜〉發表於 2005
年「差異、民主與社會正義：邁向包容的台灣社會」
（北美台灣研究學會），後收錄在 2006 年
《文化研究》第 2 期，頁 167-209。
最後一章結論最早發表，刊登於《典藏．今藝術》126 期，2003 年，頁 59-63。
廖新田著《臺灣美術四論》封底蕭瓊瑞推薦文。
廖新田著《臺灣美術四論》封底王秀雄推薦文。
詳參林珮淳編，《女藝論──台灣女性藝術文化現象》，台北，女書文化，1998 年 9 月。
見賴明珠，
〈自序〉
，
《流轉的符號女性：戰前台灣女性圖像藝術》
，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09
年，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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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涵〉及〈流轉的符號女性──台灣美術中女性圖像的表徵意涵（1800-1945）〉
等。10誠如石守謙在序言中所作的評論：
作為一個踏實的歷史工作者，賴明珠確實真誠地面對著她書中主角的一
切。她沒有刻意戲劇化她們的一生，也沒有美化她們的作品，或者企圖去
發掘，去誇飾她們作品中任何可能被忽略、未為人所查察的「卓越」價值，
反而是詳實地重建了她們在學習過程中所受父兄、師長的引導，以及由之
而來的「成功」與「制約」，並在倖存的作品資料之仔細分析中，客觀地
陳述了她們在追求藝術表現時的「努力」與「局限」。11
賴明珠的《流轉的符號女性》，可謂為台灣美術史研究的缺漏，進行了一次重要
的彌補。
在專書出版方面，值得一提的，另有謝里法的《紫色大稻埕》
（藝術家出版）
一書。這本書雖然不是學術性的專著，但謝里法以其長期關注、搜集、訪談、撰
述日治時期台灣美術史的經驗，採小說體方式，傾全力完成的這本專著，在台灣
美術研究上，仍具重要的參考價值。所謂「小說比歷史更真實」，是小說體的撰
寫，可以脫離現實的糾葛，以看似虛擬的人物、事件，呈現歷史中真實的情境、
人格與是非。
不過，謝里法的《紫色大稻埕》，雖採小說體的筆法，仍保持了歷史人物的
真實姓名，因此，以小說視之，不如以傳記視之，但不是個別畫家的傳記，而是
那個時代、那個地區、那些人物的總體傳記，以作者的說法，即為「歷史小說」。
全書分作九章，分別為：一、再見東美時代。二、永樂町的台展少年。三、馬賽
開航的遊輪。四、草山日出。五、第九號水門。六、運動的年代。七、飛翔在波
麗路的天空。八、大將軍的畫像。九、黃金山城歲月。全書厚達 672 頁，並配有
豐富照片與圖版。
台北大稻埕是台灣新美術運動最重要的舞台，日治時期的第一代美術家，包
括：黃土水、李學樵、蔡雪溪、呂鐵州、陳清汾、郭雪湖、蔡雪巖、陳德旺、張
萬傳、洪瑞麟……等，都曾在此居住；而美術贊助人士王井泉的「山水亭台菜館」
、
廖水來的「波麗路西餐廳」
、陳天未的「錦記茶行」和「蓬萊閣」
，乃至周井田的
印刷廠，更是這些文化人士，乃至外地來的藝文朋友，聚集論藝的場所。謝里法
以這個區域為中心，輻射其視角，擴及台北城內的公會堂、總督府、台北圖書館、
教育會館，到近郊的金瓜石、九份，中部的台中、清水、霧峰，南部的台南，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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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六篇文章，發表於 1994 年至 2002 年間；結集時，部份文章再予擴充改寫。
賴明珠，
《流轉的符號女性：戰前台灣女性圖像藝術》
，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09 年，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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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日本東京和法國的巴黎、坎城、馬賽……等，成為一個跨國性的巨大時空情節。
人物雖然眾多，但以郭雪湖、李石樵、顏水龍、陳清汾等四人為主軸，呈顯那個
時代四種不同背景與典型的美術家，各有不同的思維與作為。
謝里法擅於揣摩人物的個性特質，加上他對藝術作品敏銳的感知與詮釋，讓
這樣的「小說」
，不致流於故事的舖陳，而能反映歷史的「真實」
。誠如他在序言
中所述：
書中人物是剛剛從我旁邊側身走過的一代，這段歷史對我依舊感受得到每
個人物的體溫和呼吸，要是這樣放進學術的冷凍庫裡，未免是太過無情！
這時我只是寄一點希望，想借小說讓剛落下的幃幕再揭開，他們一個個從
我的記憶中走出來，在舞台上把過去的「戲」重演一遍，這樣對待歷史才
更有人情味！
………………………………
我還是希望多留下一點「真象」，憑剛過不久的記憶再探掘下去，甚至不
惜虛構「真象」，把斷裂的、模糊的、道聽途說的一一借用文字記述銜接
起來，讓人們換個角度閱讀歷史，這就是我的小說。12
如果說謝里法 1979 年《日據時代台灣美術運動史》給了歷史架構，30 年後
的《紫色大稻埕》則是給了這段歷史動人的血肉與溫度；未來本書在台灣美術史
研究上的價值，應不比前書遜色。
《紫色大稻埕》和前揭《台灣美術史綱》
，同時獲得 2009 年行政院新聞局的
最佳圖書出版金鼎獎入選名單。
《以藝術之名──從現代到當代∕探索台灣視覺藝術》
（博雅書屋出版）
，則
是 2009 年出版的一本有關台灣當代美術史的專著。這本書也不是以學術論文的
形式寫成，而是一本先有電視影集、再延伸成書的專著。《以藝術之名》原為公
共電視台製播的系列記錄片，共有八集，在 2003 年開始企劃，2004 年年中開拍，
費時兩年半完成。播出後，深受各方讚賞，乃由當時的策劃與撰稿者徐蘊康，將
影片旁白內容與圖像彙集成書。國外類似的作法頗多，如：知名的英國國家廣播
公司《文明的腳步》即為顯例，但國內才剛起步。此書八個章節中，分別探討了
〈主體的想像〉
（藝術家陳界仁、吳天章、姚瑞中）
、
〈祖靈的召喚〉
（藝術家拉黑
子、撒古流、安力．給怒、瓦歷斯．拉拜）、〈輕與重的對話〉（藝術家陳其寬、
于彭、袁旃、黃致陽）
、
〈新美術的追求〉
（藝術家廖德政、林之助）
、
〈前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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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里法，〈自序〉
，《紫色大稻埕》，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09 年，頁 11。
5

（藝術家劉國松、蕭勤、夏陽、吳昊、李錫奇、莊喆、顧福生、馬浩）
、
〈她者的
凝視〉
（藝術家吳瑪悧、劉世芬、王德瑜、尤瑪．達弘）
、
〈流動的框架〉
（藝術家
李明維、林明弘、袁廣鳴）
、
〈奔赴烏托邦？〉
（藝術家張乾錡、王俊傑、陳界仁）
等。對台灣現、當代藝術創作，作了一個相當精簡、集中，又有效的舖陳呈顯。
策劃及撰稿的徐蘊康，原畢業於政大新聞系，後再入英國 Sussex 大學藝術史研
究所。
《以藝術之名》
，完全以台灣經驗作為立足點，採專題的方式，探討台灣美
術主體性、族群、水墨、原住民、性別、跨界……等議題，是台灣美術史研究成
果又一另貌的呈現與推進。
2009 年台灣美術史專書出版中，屬建築領域的有傅朝卿的《圖說台灣建築
文化遺產．日治時期篇 1895-1945》13。傅朝卿是前揭《台灣美術史綱》建築章
節的撰寫者，致力台灣建築史研究多年；《圖說台灣建築文化遺產．日治時期篇
1895-1945》一書，是以較通俗的筆法，介紹日治時期的台灣建築，配有大量照
片圖像，是繼早期李乾朗《台灣建築史》14後，累積相當田野調查資料與研究成
果而撰成的一本專著，深具學術參考價值。

二、藝術家及作品研究
美術史研究離不開藝術作品，藝術作品離不開藝術家；因此，藝術家及其作
品研究，也就成為美術史研究的重心。台灣美術史研究，和其他許多地區美術史
研究發展的歷程一樣，是從藝術家的生平介紹和作品評介入手的，在日後的發展
中，才逐漸進入較深刻的分析與專題的論述。
2009 年台灣美術史研究 ，對藝術家和作品的研究，排除較傾向於當代藝術
家介紹與藝評的部份，成果亦屬可觀。全年中，有兩個較突出的學術研討會15，
都是以畫家為主軸，再延展成類型與區域的主題，一是以郭雪湖為主軸的「美麗
新視界──台灣膠彩畫的歷史與時代意義學術研討會 」
，由台中國立台灣美術館
主辦；二為以張啟華為主軸的「台灣前輩畫家張啟華紀念暨第六屆亞洲藝術學會
台北年會──『殖民．城市．文化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由國立台北藝術大
學文化資源學院與美術學院，及佛光大學藝術研究所聯合主辦。
在「美麗新視界」學術研討會中發表論文的，基本上是以一群新生代的年輕
學者為主，六篇文章中，有兩篇是以郭雪湖為主題，即蔣伯欣的〈作為方法的東
13
14
15

傅朝卿，
《圖說台灣建築文化遺產．日治時期篇 1895-1945》
，台南，台灣建築文化，2009 年。
李乾朗，《台灣建築史》
，台北，北屋出版社，1980 年。
這兩個研討會均舉辦於 2008 年，但期刊發表及論文結集均出版於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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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郭雪湖早期台展作品初探（1927-1931）〉
，和盛鎧的〈《圓山附近》與《南街
殷賑》中的審美意識和空間意涵：郭雪湖畫藝的現代性〉。
蔣伯欣，原名林伯欣，後因尊崇外祖父蔣渭水而改從母姓。蔣伯欣是近年來
在台灣美術研究上備受矚目的新人，他結合美術史學、博物館學及文化研究的學
術路徑完成的博士論文〈近代台灣的前衛美術與博物館形構：一個視覺文化史的
探討〉16，是開拓台灣美術史研究新路徑的一篇佳構。在〈作為方法的東洋：郭
雪湖早期台展作品初探（1927-1931）〉一文中，研究者發揮他寬廣的研究視野，
從作品風格的分析、比較，擴及攝影等美術作品以外不同的視覺形式、媒材與文
本，分析以郭雪湖為代表的早期台灣東洋畫所涉及的視覺性與主體問題，釐清「東
洋」如何脫逸實際的地理指涉，而成為一個理解「現代性」的視覺方法，精確地
說，蔣文是以「視覺文化史」的角度，指出了藝術作品在風格變遷與圖像意涵背
後，涉及的視覺知識、權力、身體與空間的部署，或者說是一整個時代的視覺心
靈，和其博士論文的理路有一脈相通的關聯。
盛鎧一文，也是集中在「現代性」的探討，以《圓山附近》和《南街殷賑》
這兩件郭氏的成名作，來論述藝術家如何由傳統水墨的《松壑飛泉》17，過渡到
吸收西洋美術的透視法與寫生美學的上揭兩作，而其中帶有自覺審美意識的「風
景」創作，亦充分表露其畫藝的「現代性」。
張啟華研討會發表論文的學者，相對屬於較為年長的一輩，發表論文集中在
張啟華本身及畫作上的數量也比較多，包括日人神林恆道的〈張啟華的畫蹟〉、
賴明珠〈召喚山岳──近代台灣山岳畫與張啟華壽山圖像〉、林國源〈張啟華繪
畫語彙的語典性〉
、蔡明哲〈張啟華畫作的社會詩學議題──靈山與無生〉
、蕭瓊
瑞〈白的探討──張啟華藝術中的色彩觀〉、邱琳婷〈廚房．餐桌．珍饌──張
啟華靜物畫的一個觀察〉
、陳奕凱〈張啟華《高雄風景》
（1966）之空間構成研究
──以數位虛擬實境之探索方式為例〉，以及黃建宏〈家鄉：碎裂中的連續風景
──從張啟華的「山」論地方的形成〉18等。張啟華是高雄地區第一個留日返台
的美術家（1933），後與同屬留日畫家的劉啟祥等人，共同組成「高雄美術研究
會」
（1952）
，對高雄美運的推動，頗具貢獻。在前揭的八篇文章中，有四篇集中
在談論張啟華的「山」畫，也一致認為「山」的主題，對建構地方主體與文化認
16
17
18

該文為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 2004 年博士學位論文。
郭氏入選首屆「台灣美術展覽會」
（簡稱「台展」）的水墨作品。
這些文章均收入，《台灣前輩畫家張啟華先生紀念暨第六屆亞洲藝術學會台北年會──「殖
民．城市．文化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台灣美學藝術學會，2009 年 5 月，
部份收入《美學藝術學》第 4 期，2009 年 7 月。
7

同有一定的關聯；其中賴明珠的〈召喚山岳〉一文，則更進一步分析在日本殖民
帝國意識下山岳圖像與統治權力的關係。蔡明哲則以「社會詩學」
（Social Poetics）
的角度檢視張氏畫作，認為張啟華的作品，超越南國風光、鄉愁和地方色彩的局
限，直指死生辯證和生命永續的社會詩學層級。在這一點上，蕭瓊瑞〈白的探討〉
一文，也認為：身居南台灣的張啟華，對色彩的運用，恰恰脫離日本殖民主義對
台灣文化認知以「多彩∕熱帶∕野蠻」來框架的陷阱，企圖「脫離庸俗」、達於
「領悟拔萃」（張啟華語）。
在藝術家及作品的研究中，第一代女性東洋畫家陳進也是較受矚目的一位，
先後有日人飯尾田貴子〈陳進の女性像と地方色：1930 年代の作品を中心に〉19，
和台北市立美術館研究員林育淳〈由陳進「手風琴」》再發現兼論 1930 年代的摩
登女性〉20兩篇，不約而同地集中在陳進 1930 年的女性圖像；前者重在「地方
色彩」的探討，後者強調「摩登」（現代性）的挖掘。
同屬東洋畫的師輩畫家鄉原古統，有謝世英〈由鄉原古統《台北名所圖繪十
二景》看日治台北現代化生活〉21，仍是從「現代化」的角度切入。
日治時期台灣畫家，仍是目前台灣美術史研究的大宗，潘桂芳從「殖民」與
「再殖民」的觀點，分別探討李石樵的兩件作品：〈殖民地認同的困境：李石樵
的社會寫實繪畫《唱歌的小孩》研究〉22，和〈再殖民的認同困境：李石樵的社
會寫實繪畫《市場口》研究〉23。這些文章基本上是潘氏碩士論文的節錄發表，
24

潘桂芳以實證的畫面分析手法，配合部份歷史資料，對畫家當年所處的時代困

境，進行頗為精確的呈現。
關於日治時期畫家及作品的研究，另有李淑珠的〈寫意與寫生──論陳澄波
和莫內的「撐傘人物」〉25，和陳咨仰的〈從《虹霓》探索塩月桃甫對「文化」
的追尋〉26。李文係以比較研究的方法，凸顯了陳澄波畫作中寫意而非寫生的象
徵意涵。至於陳咨仰發表該文時，仍為歷史系大學部的學生，但透過作品的深入
解讀，為鹽月的《虹霓》一作發掘出相當豐富的文化象徵意涵，讓這件為台灣原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文出《民族芸術》25 期，2009 年，頁 84-90。
文出《現代美術》146 期，2009 年 10 月，台北，頁 78-83。
文出《歷史文物》197 期，2009 年 12 月，台北，頁 70-81。
文出《台灣史學雜誌》7 期，2009 年 12 月，台北，頁 138-186。
文出楊振隆編，《二二八歷史教育與傳承學術論文集》，台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9
年，頁 233-290。
潘桂芳，〈殖民與再殖民的認同困境──李石樵《唱歌的小孩》與《市場口》之研究〉，國立
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在職進修班碩士論文，2008 年 7 月。
文出《臺灣美術》78 期， 2009 年 10 月，台中，頁 4-27。
文出《臺灣美術》75 期， 2009 年 1 月，台中，頁 8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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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而作的作品，散發高度人道主義的光輝。
除畫家之外，余思穎的〈構成美好的瞬間──論李鳴雕的攝影美學〉，是唯
一一篇屬於攝影家的研究；雖然寫作的角度偏重作品的美學分析，但廣義而言，
仍屬美術史、尤其是攝影史的研究，亦值得參考。
2009 年間，對個別美術家的研究，由文建會策劃、雄獅美術社執行的第六
階段「家庭美術館」
，也是值得提及的一批重要成果。
「家庭美術館」計劃，最早
起於 1992 年，當年雖是定位為「為青少年而寫」
，但基本上執筆者都是專業的研
究者，在為藝術家作傳及作品評介的雙主軸下，均呈顯一定的學術參考價值。2009
年的第六階段，援例仍出版十冊，分別為：李欽賢《俠氣．叛逆．陳植棋》、陶
文岳《抽象．前衛．李仲生》
、李柏黎《遺民．深情．劉錦堂》
、顏娟英《油彩．
山脈．呂基正》
、王淑津《南國．虹霓．鹽月桃甫》
、蕭瓊瑞《神韻．自信．蒲添
生》、林永發《日出．台東．丁學洙》、盧廷清《博涉．奇變．陳丁奇》、廖瑾瑗
《懷鄉．遊藝．吳李玉哥》
、鄧相揚《尚璞．素顏．林淵》
；計含畫家八人（其中
二人為素人）、雕塑家一人、書法家一人。其中除陳植棋、呂基正曾由藝術家出
版社納入「台灣美術全集」，有過較完整的研究出版外，其餘均為首次的傳記建
構。尤其王淑津的鹽月桃甫和李柏黎的劉錦堂，發掘許多新史料，尤具學術參考
價值。而蒲添生一冊，也首度批露其岳父陳澄波受難前一晚所寫的兩封遺書，彌
足珍貴。

三、專題研究
藝術家與作品研究，是美術史研究的基礎；專題的形成、專題的研究，才是
美術史研究的目標。一個學術領域夠不夠稱得上成熟，端視其專題形成是否足夠
豐富？足夠多元？
2009 年台灣美術史研究中的專題研究，除開傳統藝術部份與學位論文不
論，約在 26 篇之譜，其中專書 1 本、研究論文 25 篇，數量不可謂多，但有幾個
主題則是相當集中且顯著的。第一是關於「東洋畫」
（或稱「膠彩畫」）的討論，
第二是關於「水墨畫」（或稱「國畫」）的研究。
全年中關於「東洋畫」的研究論文，計有 7 篇，分別為：味岡義人〈台灣膠
彩畫の誕生〉27，顏娟英著、塚本麿充譯〈「日本畫」の死：日本統治時代にお
る美術發展の困難〉28，高永隆〈毒草或香花──日本畫在台灣、大陸的正名與
27
28

文出《民族芸術》25 期，2009 年，頁 79-83。
文出《美術研究》398 期，2009 年 8 月，頁 29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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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命〉29，張正霖〈日據時期台、府展東洋畫中之地方色彩論述：後殖民觀點的
初探〉30，李進發〈日據時期台灣東洋畫發展的風格特質〉31，施世昱〈台灣當
代膠彩畫研究的反思〉32，和廖新田〈台灣戰後初期「正統國畫論爭」中的命名
邏輯及文化認同想像（1946-1959）：微觀的文化政治學探析〉33等。
日治中期興起的台灣「新美術運動」，主要以總督府推動的「台灣美術展覽
會」
（簡稱「台展」）和「台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
（簡稱「府展」）為舞台，
「台、
府展」中設「西洋畫」與「東洋畫」兩大部門。「西洋畫」固指由西洋傳入的水
彩、油畫；
「東洋畫」則含重彩的「日本畫」和水墨的「南畫」
。不過當時在寫生、
寫實的概念下，重彩的「日本畫」幾乎完全壓過水墨的「南畫」
；
「東洋畫」也就
被窄化理解成「日本畫」的代名詞。戰後水墨繪畫復甦，和重彩的「日本畫」產
生長達近四十年的「正統國畫」之爭；最後，以「膠彩畫」的名稱取代「日本畫」，
紛爭始告落幕。34這段夾雜著民族情緒與美學認知的美術史，幾乎成為研究者最
具探討興趣的主題。味岡義人和顏娟英的兩篇文章，正好分別探究了此一畫種從
誕生到死亡的歷程、原因和意義；但有趣的是，兩者恰恰選擇了不同的稱呼方式。
高永隆一文則進一步比較台灣和大陸對「日本畫」一詞的不同稱呼，台灣稱「膠
彩畫」，大陸則有「重彩畫」、「岩彩畫」的稱呼，但都刻意迴避了「日本」、「日
本畫」的字眼。高文在重新檢視發生在戰後台灣的「正統國畫之爭」的同時，也
指出：類似的現象，也發生在民初高劍父的身上。最後，他指出：
……日本畫在台灣、大陸的正名，總是自相矛盾，它既是中國畫但又不等
於中國畫，它不是日本畫卻又來自日本，左支右絀，難以說明，經過數十
年的爭論，仍無定論，論點卻又大同小異。在這種歷史現象仍存在的前題
下，膠彩畫、岩彩畫的未來命運並不樂觀，而正名仍將是一個陳舊又必需
不斷重覆的新鮮議題。35
相較於高文以史實的舖陳，論述這個「正名運動」的困境，發表於前此不久
29
30

31
32
33

34

35

文出《臺灣美術》76 期，2009 年 4 月，台中，頁 66-85。
文出《美麗新視界──台灣膠彩畫的歷史與時代意義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台中，國立台灣美
術館，2008 年 12 月，頁 105-148。
同上註，頁 39-104。
同註 30，頁 263-295。
同註 30，頁 149-222。

詳參蕭瓊瑞，〈戰後台灣畫壇的「正統國畫」之爭〉，原發表於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第一屆
當代藝術發展學術研討會」，1989 年 12 月，台北；收入蕭瓊瑞，
《台灣美術史研究論集》
，台
中，伯亞出版社，1990 年 12 月，頁 45-68。
高永隆，
〈毒草或香花──日本畫在台灣、大陸的正名與宿命〉
，
《臺灣美術》76 期，2009 年 4
月，台中，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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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廖新田一文，則在文化∕政治的糾葛上，有更明晰的分析。廖新田〈台灣戰後
初期「正統國畫論爭」中的命名邏輯及文化認同想像（1946-1959）
：微觀的文化
政治學探析〉一文，發表於前揭國立台灣美術館舉辦的「美麗新視界──台灣膠
彩畫的歷史與時代意義」學術研討會36。
廖文是以「文化政治學」的角度，在豐富的論述資料及史實重構基礎下，精
確地指出當時論爭雙方微妙的政治考量。在「結語」中，他以「再思『傳統的發
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為標題，指出：
「正統國畫」議題中，銜接中國傳統與否是雙方論鬥的焦點，而尋找精準
而堅實的論述與修辭、通暢地運用象徵操作成為取得有利位子的護身武
器，鮮活地印證了 Hobsbawm（1983）所提出的「傳統的發明」
（inventing
traditions）的概念，也是戰後初期國民政府面臨國家文化之現代性危機的
因應策略。傳統的架接（grafting）表面上合理化歷史的連續，自然化其
虛假的內質，事實上更顯露其人為刻鑿的痕跡，而權力的鬥爭（往往是「假
公濟私」及「假私濟公」）才是主要戰場。換言之，在微觀政治學的邏輯
下，
「拿雞毛當令箭」
（或相反）的情形是可能發生的，最終雞毛和令箭並
無法有清楚的區別。代言人的角色最後可能是公私不分的情況。37
廖新田歸結這場由本省東洋畫家與外省傳統水墨畫家所參與的「競技遊
戲」，說：
總之，「正統國畫論爭」包含了一種複雜的、綜合的美學、藝術理論、國
家與文化認同諸想像，透過文化政治學的微觀操作而展現，是一個被編織
出來的「小」故事，以回應各種來自國家的「大」要求，換言之，賦予歷
史事件（預期的或真實的）一個個人化的意義，並且有可能納入事件本身。
捲入事件中的畫家們與評論者們切身感受到壓力並具體回應之，間接反應
了台灣五、六○年代特殊的政治環境，更直接影響台籍、外省籍畫家在台
灣藝壇生態的重組。而認同是一連串的表演過程（Butler 1999），本省東
洋畫家與外省傳統水墨畫家在此「正統國畫」競技遊戲中，自創一套修辭
的邏輯，以實踐與操演他們想像的中國文化認同。在這場文化認同的衝撞
中，參與的畫家清楚地表白了他們的創作、理念與國家、文化的關係。38

36

37
38

收入《美麗新視界──台灣膠彩畫的歷史與時代意義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台中，國立台灣美
術館，2008 年 12 月，頁 149-222。
同上註，頁 167。
同註 36，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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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代的美術學者中，廖新田是一位能精確掌握史實資料及二手研究資
訊，並熟悉西方當代理論的研究者；因此，他能在美術史的論述中，不以理論的
舖陳為滿足，而直接切入論題，賦予台灣美術研究更深刻且具反省性的意義。對
於「正統國畫之爭」這樣的課題，他認為：論述如何影響藝術家後來的創作風格、
美學理論與藝術批評的建構、材質的文化再現意涵、國家機器的介入、觀眾如何
改變欣賞品味……等，都是未來可以繼續探討的問題。39
和廖文同時發表的，另有施世昱〈台灣當代膠彩畫研究的反思〉40一文，則
是對台灣以「膠彩畫」正名之後，在創作上和論述上所建構的實質成果，予以正
面的釐清和肯定。兼具創作背景的施世昱，認為在通過「正統國畫之爭」的徬徨
後，膠彩畫的正名，因而取得了形式技法的純粹，進而創新了台灣膠彩畫「華麗
典雅」的美感特徵，建構出足堪躋身台灣眾多藝術媒材之列的鮮明主體性。施文
或許代表了當今台灣諸多膠彩畫創作者的一個普遍態度與主張。
日治時期台、府展東洋畫的創作風格，是李進發〈日據時期台灣東洋畫發展
的風格特質〉，和張正霖〈日據時期台、府展東洋畫中之地方色彩論述：後殖民
觀點的初探〉兩文討論的重點；也都發表在前揭「美麗新視界」的膠彩畫研討會
中。李文基本上是其早期碩士論文的再發表，41張正霖則以「後殖民觀點」重探
「地方色彩」的問題；張文指出：
在過去的許多研究中，如廖新田等人均努力地企圖說服讀者，日本殖民者
如何挪用熱帶性景象的文化論述，把其想像中亟欲傳達給世人的台灣景
象，化為實際的視覺敘事，傳播給眾人，以俾利其殖民統治，我們或可稱
此類研究為對殖民者眼中「可見的」世界的討論，而日人所提倡的所謂地
方色彩，於一起初即限制在此一可見的世界的範圍內，台展甫肇，無論審
查員及來自日本內地的日籍畫家，紛紛投入尋覓島內地方色彩的作品題
材，並且也鼓勵台人如此實踐。
「可見的」
、或殖民者欲世人所見的事物進
入了畫面中，影響了繪畫的實際風格，這點並不難理解，此處，更吸引我
們的問題是那些「不可見的」事物為何，它們又如何被排除於可見之物的
行列。簡言之，日治時期的畫家們被規訓成「看不見」什麼，或者即便看
見了，也認為其不適合入畫，與藝術無關。

39
40
41

同註 36。
同註 36，頁 263-295。
李進發，〈日據時期台灣東洋畫發展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
年 6 月；後由台北市立美術館出版，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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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思想，其實那些不可見的事物並不神祕，它就存在於可見的事物同一
個物體或對象之中，其載體並無分別，但對於眼前某同一事物的再現方
式，卻將因觀看者的意識形態差異而有所出入，是故即便山川仍是山川、
農園仍是農園，俗民生活仍是俗民生活，畫者所見將因其所受審美意識形
態之薰育而有所不同，如 Stuart Hall 說到：「意識型態是經由生活提供了
整套的再現系統與論述，使我們活在自身與存在的實際狀況之間的一種想
像關係」，實然。於此，筆者希望藉兩類東洋畫中的題材來討論此一「想
像關係」，一為被殖民統治下被美化的田園，二則為被綺想化的「蕃人形
象」
。從中嘗試針對那些被排除於官展地方色彩畫作中的「不可見者」
，予
以可能的歷史分析。42
在「田園景色」一節中，張正霖率直地指出：支配與剝削，才是台灣美麗田
園景色背後真實的社會階級實相。但當我們把視線投向日據時期東洋畫中的田園
題材時，上述的現實真相卻悄然引退，留下的只有恬靜的自然，以及優雅、靜謐、
樸實的南國土地。43
至於「蕃人意象」主題的作品，更是張文論述的重點。張正霖認為：和被美
化的田園景色一樣，台灣東洋畫中對蕃人意象的描繪，也是受到日本殖民統治者
所刻意塑造的刻板印象所制約。他說：
關注「蕃人」的動機，不論是要採擷「原始的美麗」，或要努力使之「文
明開化」
，都難脫將其視為「進化論底部的『非文明』成員」的俯視姿態；
「蕃人」只是一個任人觀察或塑造的對象，而這種沒有以平等為基礎的「觀
察」，還要被美化成對被觀察者的一種幫助或「善意」。44
同樣是對「地方色彩」問題加以探討的，另有張繼文〈帝國的視覺文化抽屜：
日治時期台灣美術「地方色彩」從屬論述〉45一文。張文探討的範疇，除了東洋
畫作，也論及西洋畫作，乃至黃土水的雕塑。他指出：日治時期台灣美術風格的
「地方色彩」口號，其實是根源於日本殖民主義者「亞洲一體」
、
「大東亞共榮圈」
、
「他者論述」與「國粹主義」等思想基礎；其主要觀點在於以日本「內地」的文
化與美術為「主體」，而將帝國殖民地與佔領地的文化、美術，視為附屬地位的

42

43
44
45

張正霖，
〈日據時期台、府展東洋畫中之地方色彩論述：後殖民觀點的初探〉
，
《美麗新視界─
─台灣膠彩畫的歷史與時代意義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台中，國立台灣美術館，2008 年 12 月，
頁 113。
同註 42，頁 114。
同註 42，頁 117。
文出《藝術論衡》復刊第 2 期，2009 年 11 月，台南，頁 129-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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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體」。該文以符號學分類與敘事系統，檢視了這種內地美術與殖民地美術的
「主從關係」，了解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雙方之間，對於台灣美術「地方色彩」的
分類意涵的差異，並以類似「系譜軸」與「毗鄰軸」等理論的分類方式，進行兩
者文化與美術的分析，得到「二元對立」的屬性關係。
張文指出：日本帝國殖民主義者，經常以他們自認的客觀來「選擇」
、
「排除」
，
「歸類」殖民地的文化與美術，包括台灣、朝鮮和滿州國。因此，
「台灣美術」、
「朝鮮美術」
、
「滿州國美術」的「地方色彩」
，猶如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櫥櫃」，
可以從中以有計劃的分類方式，從每一個蘊含「地方色彩」的「抽屜」中取出文
化與藝術的寶藏，加以有效的運用。具體而言，日本內地美術與殖民地美術所謂
的「地方特色」
，其實已經被帝國主義者加以「秩序化」和「階層化」
，成為一種
明確的「階層組織」，殖民地的美術也就逃脫不了對內地美術的「從屬」性格。
張繼文的研究並具體將台灣美術的「地方特性」歸納出「異地凝視」
、
「地方
之愛」
、
「南國想像」
、
「自我認同」與「多元混雜」等五項意涵，並分別進行實際
作品與個別論述的討論、分析。最後指出：日本殖民者在離開母國到達殖民地後，
因「異地」特色的風土民情，而產生美術風格上的「跨文化」特質；而殖民地的
藝術家，則在經歷「異地」（含日本內地、歐洲，乃至中國大陸）的藝術文化洗
禮後，當重新踏上自己的土地時，其藝術風格也不免再次接受土生土長的「在地」
文化影響，進而在所謂「地方色彩」的風格與視覺文化現象上，顯現出與母國之
間微妙的從屬關係。張文顯然集中在所謂「從屬」關係的論述，但基本上，其理
論的切入點，仍屬「後殖民主義」的觀點。
以「後殖民」觀點來檢視日治時期的「地方色彩」（或稱「炎方色彩」、「灣
製繪畫」）
，確實是近年來台灣美術史界及創作理論界的一個潮流。最早運用此一
理論在台灣美術史研究上而有傑出成績的廖新田 46 ，則有〈由內而外或由外而
內？台灣美術的後殖民主義觀點評論狀況〉47一文，來檢討此一觀點被過度運用
的現象。他引澳洲雪梨大學美術學者姜苦樂的話語，形容這樣的潮流，猶如一種
「毒氣」
（miasma）
。48廖文細數後殖民理論在台灣美術學界運用的歷史後，指出：
問題或許不在理論的本身，而在運用理論的方法論上。這位也是以運用後殖民理
論成名的年輕學者認為：問題的關鍵，即在「由內而外」（inside out）或「由外

46

47
48

其代表作即〈從自然的台灣到文化的台灣：日據時期台灣風景圖像的文化表徵探釋〉，《歷史
文物》126 期，2004 年，台北，頁 16-37。
文出《美學藝術學》3 期，2009 年 1 月，宜蘭，頁 55-79。
同上註，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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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內（outside in）的位置概念上。廖新田說：在文化版圖中，所謂的「由內而外」
或「由外而內」是一種關係的位置概念；其中的那道區隔是界分的必要存在，而
「內」與「外」的界定則是主觀的詮釋。以「我」為核心所開展的世界定義為「內」
──我的所屬，其餘為「外」──非我所屬；擴大成集體，則「內」是「想像的
共同體」，「外」是非我族類的「東方」（或西方）。「由內而外」反映一種弱勢者
的發聲，建構一種對位的態勢重新書寫自我，並讓「強外」得以改變其霸權式的
擴散主義。「由（弱）內而（強）外」也是一種擴散主義，但其目的不在宰制，
而在主導建構自己的主體性、化解「（強）外」對它的刻板印象或誤解，而不是
歐美中心論或後殖民觀點的「由外而內」的角度。可見，「由內而外」表達出主
體的真相與真實性。因此，廖新田此文正是依據上述的邏輯，考察台灣現代美術
的後殖民評論，並且思考「不思歐洲中心」
（unthinking Eurocentrism）的啟示下，
是否也可以「不思後殖民」；這種觀看位置的思辨與後續的敘述解析，將有助於
未來台灣視覺藝術解讀更深一層的理解。49
廖文清楚反映了一位亞洲學者在吸納、運用西方理論的同時，高度的自覺與
反省能力，這樣的特質，似乎也預示著廖氏成為明日大師的可能性。
對日治時代東洋畫作的討論，尚有留啟祥〈日治時期台灣傳統畫家的「現代」
想像〉50一文。留文所論的傳統畫家，係由新竹書畫益精會舉辦的「全島書畫展
覽會」及出版的《現代台灣書畫大觀》切入，但特別著重同為展覽出品者的潘春
源，及另一位並未參展的陳玉峰。留文指出：這些傳統畫家，作品形式包括膠彩
和水墨，他們處在時代的變局中，努力要賦予傳統書畫以現代面貌；潘、陳二人
雖同為民間畫師出身，但在他們作品中，可以窺見本土的養分、日本官展風格的
洗禮，以及上海流行文化的滋潤，共存並呈。雖然當時的新興知識份子，並不能
完全接受他們的作品形式，但若僅以新、舊斷裂的關係來理解這些傳統畫家的創
作態度，則不免忽略了他們在面臨複雜糾葛的文化情境下，接受、轉化的曲折歷
程。相對於台、府展中的膠彩畫研究，身處時代變局的傳統水墨畫家的作品，顯
然還需要研究者更多的關注與探討，留文的研究值得肯定。
在 2009 年台灣美術史專題研究中的另一個較大主題，即對「水墨畫」的探
討，唯均集中在戰後的部份，分別有：林永發〈不知從，安知去？──從台灣美
術史看七友畫會〉51、崔詠雪〈台灣 1980 年後當代水墨新面向初探〉52，及蕭
49
50
51

同註 47，頁 55。
文出《藝術論衡》復刊第 2 期， 2009 年 11 月，台南，頁 103-127。
文出《歷史文物》191 期，2009 年 5 月，台北，頁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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瓊瑞〈兩岸當代水墨的交流與發展〉53和〈台灣現代水墨的類型分析──以台北
市立美術館藏品為對象〉54等。
林永發長期以來以大陸來台水墨畫家為研究面向，〈不知從，安知去？──
從台灣美術史看七友畫會〉是比較通俗的小文。崔詠雪的〈台灣 1980 年後當代
水墨新面向初探〉和蕭瓊瑞〈兩岸當代水墨的交流與發展〉，都是國立台灣美術
館配合「新象──2009 兩岸當代水墨展」於館刊《臺灣美術》季刊規劃「當代
水墨畫之發展專輯」所發表的論文。前者為該展之策展文章整理而成，在歸納
1980 年後台灣當代水墨的幾個主要面向，包括：新文人與自然、新現實與環境、
意識流與空境等；蕭文則細數自 1983 年劉國松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行畫展以來
的兩岸水墨交流概況。蕭瓊瑞另文〈台灣現代水墨的類型分析──以台北市立美
術館藏品為對象〉，則係接續此前所撰〈台灣當代水墨類型分析〉 55將台灣當代
水墨畫分為現代水墨、革新水墨、文人水墨三個主要類型外，進一步以台北市立
美術館藏品為對象，將現代水墨再進行次級分類，計分七類十三型。
傳統水墨的研究，除上舉論文，另有林靜芝的專書：
《1949-1980 台灣工筆花
鳥畫創作研究》56，是對國民政府遷台後的工筆花鳥進行較全面的分析探討。而
書法方面，則有許正宗的專書出版《台灣省展書法風格四十年流變（1967-2006）》
57

，是自省展設立書法部門後，四十年間風格變遷的探討，是近年來書法研究上

論述相當紮實的一項成果。另李郁周（李文珍）〈日治時期竹南南洲書畫協會辦
理全國書畫展覽會書法部門試析〉58，則是對當時「全國書畫展覽會」書法部門
的探討，重點不在風格的分析，而在展覽規程、組織，及審查委員、授獎名目等
較具歷史層面的探討。
除開上揭幾個較為集中的主題外，2009 年台灣美術史研究中的專題研究，
亦有一些單篇的探討，如較具通論性質的：後小路雅弘〈昭和前半期の美術：植
民地‧占領期の美術〉59；屬於美術教育的：楊孟哲〈日本時代台灣美術教育の
研究：日本人美術教育の始まり〉60；屬於日本民藝運動但影響台灣頗大的：林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文出《臺灣美術》76 期，2009 年 4 月，台中，頁 30-55。
文出《臺灣美術》76 期，2009 年 4 月，台中，頁 4-13。
文出《現代美術》143 期，2009 年 4 月，台北，頁 48-77。
文出《現代美術》133 期，2007 年 8 月，台北，頁 46-59。
林靜芝，《1949-1980 台灣工筆花鳥畫創作研究》
，台北，維新出版，2009 年。
許正宗，《台灣省展書法風格四十年流變（1967-2006）
》
，台北，文津出版，2009 年。
文岀《臺灣美術》78 期，2009 年 10 月，台中，頁 28-47。
收入東京文化財研究所企劃情報部編，
《昭和期美術展覽會の研究（戰前篇）
》，東京，中央公
論美術出版，2009 年，頁 47-61。
文出《地域研究》5 期，2009 年 3 月，東京，頁 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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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緯〈橫跨傳統與現代的日本生活美學：柳宗悅的民藝美論〉61；屬於廣告中的
婦女圖像的：林文冠〈現實內頁，殖民外景：《台灣日日新報》廣告欄中的台灣
婦女圖像〉62；屬於第一代旅法畫家的：孫淳美〈從臨摹到參展：1930 年代旅法
畫家的巴黎經驗〉63；屬於單一美術學校的：林振莖〈一衣帶水‧桑梓情深：寫
記廈門美專（1923-1938）的起落兼論與台灣的關係〉64；屬於原住民圖像的：陳
國傑、蕭文杰〈日據時期台灣視覺藝術中的原住民圖像〉65；屬於歷史反思的：
潘安儀〈歷史再造與文化認同──台灣社會與視覺美學的主體性變遷〉66；屬於
研究回顧的：陳一銘〈志於道，游於藝──近三十年來之朱銘研究回顧
（1975-2007）〉67等。
此外，2009 年間，亦有兩本關於台灣美術史研究的論文集出版，均來自國
立台灣美術館，一為《中原流韻──戰後初期台灣美術之研究》68、一為《在地
情懷──七○年代台灣美術之研究》69。這兩本論文集，都是收錄曾經發表在《臺
灣美術》季刊上的研究論文。前者計收論文：黃冬富〈省展國畫作品消長及其因
素之分析〉70、林柏亭〈「寫生」在畫史上之轉變〉71、蕭瓊瑞〈「現代水墨畫」
在戰後台灣的生成、開展與反省〉72、賴傳鑑〈光復初期的台灣美術──兼介本
館典藏的油畫〉73、林品章〈民國五○年代的美術設計〉74、姚村雄〈從台灣光
復初期之社會環境探討當時香菸的包裝設計〉75、傅朝卿〈台灣戰後初期建築的
歷史意義〉76、林明賢〈從五○年代台灣美術的發展看「紀元美術會」之創立〉
77

、蔣伯欣〈現代性的鏡屏：「新派繪畫」在台灣與巴西之間的拼合∕裝置

61

文出《臺灣美術》76 期，2009 年 4 月，台中，頁 56-65。
文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編，《第六屆台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
集》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9 年，頁 321-360。
63
文出《台灣前輩畫家張啟華先生紀念暨第六屆亞洲藝術學會台北年會──「殖民．城市．文
化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台灣美學藝術學會，2009 年 5 月，頁 345-364。
64
文出《臺灣美術》77 期，2009 年 7 月，台中，頁 28-39。
65
文出《康寧學報》11 期，2009 年，台北，頁 107-126。
66
文出《台灣前輩畫家張啟華先生紀念暨第六屆亞洲藝術學會台北年會──「殖民．城市．文
化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台灣美學藝術學會，2009 年 5 月，頁 311-344。
67
文出《雕塑研究》2 期，2009 年 3 月，台北，頁 259-109。
68
「台灣美術研究論文選集」3：《中原流韻──戰後初期台灣美術之研究》，台中，國立台灣美
術館，2009 年 12 月。
69
「台灣美術研究論文選集」4：《在地情懷──七○年代台灣美術之研究》，台中，國立台灣美
術館，2009 年 12 月。
70
原刊《臺灣美術》3 期，1989 年 1 月，台中，頁 6-8。
71
原刊《臺灣美術》13 期，1991 年 7 月，台中，頁 51-58。
72
原刊《臺灣美術》24 期，1994 年 4 月，台中，頁 26-33。
73
原刊《臺灣美術》28 期，1995 年 4 月，台中，頁 8-20。
74
原刊《臺灣美術》37 期，1997 年 7 月，台中，頁 9-37。
75
原刊《臺灣美術》46 期，1999 年 10 月，台中，頁 55-66。
76
原刊《臺灣美術》53 期，2003 年 7 月，台中，頁 4-14。
77
原刊《臺灣美術》57 期，2004 年 7 月，台中，頁 66-81。
62

17

（1957-1973）〉78，和陳樹升〈現代性的開展（1945-1969）──戰後至 70 年代
以前台灣現代藝術的發展〉79等。後者計收論文：王耀庭〈近四十年來台灣地區
山水畫風概述〉80、黃冬富〈省展的角色變革及其因素析探〉81、劉鎮洲〈工藝
的發展與現代化──從省展的工藝作品談起〉82、蕭瓊瑞〈二十八屆省展改制的
歷史檢驗〉83、王慶台〈台灣雕塑歷史的過往〉84、溫淑姿〈台灣現代陶藝創作
與文化認同（上）
、
（下）〉85、陳英偉〈台灣七○年代水彩畫部分現象外一章〉86、
廖新田〈台灣美術的主體想像與抉擇〉87，和賴明珠〈異鄉∕故鄉──論戰後台
灣畫家的歷史記憶與土地經驗〉88。這些論文均發表於 2009 年之前。

四、傳統藝術
在 2009 年的台灣美術史研究中，傳統藝術是份量較多的一個區塊，可以單
獨成為一個項目來討論。
在總計八篇的文章中，彩繪部份占了兩篇，一是蕭瓊瑞〈南鯤鯓代天府的彩
繪藝術〉89，一是吳佳蓉〈宜蘭曾萬壹家族彩繪師傅初探〉90。
蕭文以南鯤鯓代天府為對象，調查分析廟中彩繪作品的類別、匠師、作品內
容及施作時間。蕭文指出：名列二級古蹟的南鯤鯓代天府，對於自身擁有的彩繪
作品，較乏有系統的整理；事實上，從 1937 年的陳玉峰、李金泉對台之作，到
1967 年萬善堂蔡草如的磁磚彩繪，以及 1968 年陳壽彝為後殿神龕所作的壁畫，
和 1972 年起新建拜亭、萬善走廊等建物，由李漢卿、薛明勳所作的樑枋畫；再
加上 1979、1980 年，潘麗水、潘岳雄父子為拜亭先後繪作的樑枋畫，乃至 2008
年整修，由潘岳雄為疑為祖父潘春源所作正殿門神進行的補繪……等等，洋洋灑
灑，構成該廟豐富的彩繪藝術資產，值得未來進一步的探討、記錄與研究。
吳佳蓉是台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傳統工藝美術組研究生，〈宜蘭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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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臺灣美術》67 期，2007 年 1 月，台中，頁 60-73。
原刊《臺灣美術》69 期，2007 年 7 月，台中，頁 44-59。
原刊《臺灣美術》17 期，1992 年 7 月，台中，頁 32-39。
原刊《臺灣美術》19 期，1993 年 1 月，台中，頁 30-41。
原刊《臺灣美術》19 期，1993 年 1 月，台中，頁 42-45。
原刊《臺灣美術》27 期，1995 年 1 月，台中，頁 11-31。
原刊《臺灣美術》31 期，1996 年 1 月，台中，頁 54-60。
原刊《臺灣美術》31 期，1996 年 1 月，台中，頁 61-72；及 32 期，1996 年 4 月，頁 54-70。
原刊《臺灣美術》49 期，2002 年 7 月，台中，頁 36-41。
原刊《臺灣美術》67 期，2007 年 1 月，台中，頁 4-13。
原刊《臺灣美術》71 期，2008 年 1 月，台中，頁 66-81。
文出《南鯤鯓五王信仰與鹽分地帶文化資產研討會論文集》
，台南，南鯤鯓代天府管理委員會，
2009 年，頁 86-103。
文出《台灣風物》59 期，2009 年 9 月，新北市，頁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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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家族彩繪師傅初探〉一文，係其同年完成的碩士論文的摘錄。台北藝術大學傳
統藝術研究所的成立，對台灣傳統藝術的研究有相當顯著的貢獻，這些年來，每
年完成一定數量的相關論文，在傳統藝術的領域獨占鰲頭；即使就台灣美術史研
究整體來看，也是名列前茅，在稍後的「學位論文」一節中，將再討論。
以往關於彩繪家族的研究，偏重台灣西半部，如台北的洪寶真家族、新竹的
郭新林家族，乃至台南府城的潘春源與陳玉峰家族等。曾萬壹家族是首見宜蘭地
區的彩繪家族研究，吳佳蓉的調查、訪談，相當完整，對其家族彩繪傳承系譜，
乃至生平重建、技藝特色、作品分佈等，均有深入的論述，值得肯定；此文獲得
《台灣風物》的審查、刊載，實至名歸。
和彩繪藝術有關聯，但或許應以雕花細木來歸類的，尚有國立歷史博物館研
究人員陳勇成〈台灣傳統寺廟宗祠供案的另一種觀察──以國立歷史博物館館藏
「台灣彩繪雕花垛式供案」為例〉91一文，陳文主要以史博館藏品為研究對象，
指出該項祭祀家具在台灣工藝史上的價值與美學特色。
另外，王連宇的〈學甲慈濟宮葉王交趾陶〉92，屬較通俗性的介紹；李堅萍
的〈廟宇工藝的減筆美學形式──屏東六堆的田野調查〉93，是屬田野調查的記
錄整理，但對所謂「減筆美學」的說法，過於粗略。倒是鄭夙思和陸佳暉聯合執
筆的〈從傳統工藝過渡到文化創意產業的可能性──以苑裡藺編工藝發展軌跡為
例〉94，緊扣目前文化創意產業的時潮，從一種較具歷史觀察的角度，整理苑裡
藺編工藝發展的軌跡，鑑往知來，對此一地方產業的未來發展，提供極具參考性
的建議，值得肯定。
全年中，關於傳統藝術的研究，尚有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出版的《傳統藝術》
（雙月刊）
、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原國立台灣手工藝研究所）出版的《台
灣工藝》
，和國立文化資產總管理處出版的《文化資產》
（專刊）等期刊中的文章，
可供參考。
另，專書出版則有葉立誠的《台灣顏、施兩大家族成員服飾穿著現象與意涵
之研究：以施素筠老師的生命史（1910-1960 年代）為例》95。葉立誠任教實踐
大學服裝設計學系，長期指導該校服裝設計系學生論文，成果豐碩；96對台灣服
91
92
93
94
95

96

文出《史物論壇》8 期，2009 年 12 月，台北，頁 129-143。
文出《藝術欣賞》5 卷 4 期，2009 年 8 月，新北市，頁 77-82。
文出《藝術論衡》復刊 2 期，2009 年 11 月，台南，頁 21-45。
文出《美學藝術學》3 期，2009 年，宜蘭，頁 97-107。
葉立誠，《台灣顏、施兩大家族成員服飾穿著現象與意涵之研究：以施素筠老師的生命史
（1910-1960 年代）為例》
，台北，秀威資訊，2009 年。
參見上註書頁 169，指導論文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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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美學研究，頗具貢獻。服裝研究係台灣美術史研究中較弱的一環，葉書以長達
三年的時間，每個月兩天、每天三小時，對施素筠老師進行了 74 次、約計 200
多個小時的訪談；對這位有「台灣服裝界國寶」之稱的設計者及其家族，在台灣
「服裝美學」上的建構、影響，提出了具體的釐清和論述，並擴及時代的政經、
文化等因素，橫跨時間，由日治前期的 1910 年，直到光復後的 1969 年，分成五
個階段，並配合 300 多張史料照片，成為台灣服裝美學及服裝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五、學位論文
學位論文反映新一代研究者關心的問題走向，在 2009 年完成的學位論文
中，有 36 篇和台灣美術史研究相關，其中碩士論文 35 篇，博士論文 1 篇。
35 篇碩士論文中，以傳統藝術數量最多，計 7 篇；分別為彩繪兩篇：吳佳
蓉〈宜蘭曾氏家族彩繪研究〉97，和徐國庭〈粵籍畫師邱鎮邦彩繪之研究〉98；
交趾陶兩篇：曾淑婷〈交趾陶匠師陳天乞之研究〉99，和范雅婷〈交趾陶匠師朱
朝鳳技藝研究〉100；石獅 1 篇：陳磅礡〈台灣石獅研究〉101；磚雕 1 篇：王霈宇
〈台灣傳統磚雕研究〉102；和大木 1 篇：陳煦銘〈大木匠師王錦木及其圖稿之研
究：以拱頭備忘本為中心〉103。
這 7 篇論文，除大木研究一篇出自南華大學美學與視覺藝術研究所外，其餘
6 篇，分別出自台北藝術大學及台灣藝術大學（各 3 篇）；這兩個學校，也是目
前在台灣美術史研究上，尤其是對傳統藝術研究，最具質量的兩個學校。
吳佳蓉的〈宜蘭曾氏家族彩繪研究〉一文，前節已提及，相對於吳文在匠師
系統調查上的著力，徐國庭的〈粵籍畫師邱鎮邦彩繪之研究〉一文較偏重單一畫
師的作品研究，對這位 1928 年落籍台灣的粵籍畫師在竹苗地區的彩繪生涯及作
品，有相當完整的調查及詮釋。
另有兩篇關於交趾陶匠師的論文，曾淑婷與范雅婷，分別研究陳天乞與朱朝
鳳，也都是出自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基本上，這些論文在一般的
生平重建與藝種特色的論述外，大都著重在作品技法及藝術家個別特色的探討分
析。這兩篇文章和前提的徐國庭對邱鎮邦的研究，都出自王慶台教授的指導。王
97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古蹟藝術修護組碩士論文，2009 年。
99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100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101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102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103
南華大學美學與視覺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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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本身為雕塑創作出身，但後來投入傳統木雕的研究，進而發展成傳統藝術的
研究與修護；在台灣藝術大學的造形藝術研究所中，原來在雕塑組下成立「古蹟
藝術修護類」，後獨立成組，再發展成研究所，從藝術修護的立場，為古蹟、古
物修護，培育不少人才。唯這樣的學系性質，和傳統的建築研究或純粹的藝術創
作，始終存在著若即若離的關係，不易獲得認同；但從傳統藝術與古物修護，乃
至仿作、重作、再創作的立場，這樣的學系，應有極大的發展空間，值得相關單
位支持。
石雕研究的一篇是關於台灣石獅，出自陳磅礡。陳氏論文的相關內容，曾經
摘錄以〈日治時期台灣神社的三對石獅：從台北二二八公園內急功好義坊旁石獅
說起〉104、〈日本在台狛犬及其發衍初探〉105為題，在此前有所發表。陳氏的論
文，綜論台灣石獅的發展，從中華獅文化的形塑與發衍，到台灣石獅的形式與文
化意涵，至台灣石獅風格沿革分析。其中最後一部份，2006 年國立成功大學歷
史研究所黃惠玟〈台灣石獅藝術風格演變之初步研究──以戰前（1945 年以前）
為範圍〉，已有更集中而深入的探討。
在傳統藝術之外，論文數量較多的類別，則為藝術家研究，計有 7 篇，分別
為：丁若芸〈李石樵的學習創作歷程與畫室美術教育〉106、李怡儒〈王白淵生平
及其藝術活動〉107、林俊生〈顏水龍的工藝推廣──以台灣原住民工藝發展為例〉
108

、陳貞燕〈呂佛庭藝術思想之研究〉109、黃議霞〈于右任標準草書之研究〉110、

謝忠恆〈謝琯樵之藝術研究〉111龔加恩〈解嚴後台灣藝術家對政治神話的解構──
以楊茂林、吳天章為例〉112。再其次為繪畫作品研究，計 6 篇，分別為：周湘雲
〈日治初期台灣熱帶景象之形塑：以椰子樹為中心的研究〉113、陳美靜〈日治時
期台灣風景畫中廟宇主題繪畫作品之研究〉114、郭孟喻〈光復後台灣西畫家淡水
主題風景畫之研究（1946-1995）──以廖繼春、張萬傳、蔡蔭棠、廖德政、何
肇衢五位畫家為例〉115、徐鳳英〈台灣光復後水墨人物畫發展分析研究〉116、許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文出《台灣文獻》59 卷 2 期，2008 年，南投，頁 249-273。
發表於「2007 年文化資源經典講座暨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2008 年，頁 63-78。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視覺藝術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明道大學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佛光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台灣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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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宗〈台灣省展書風之研究 1967-2006〉117、許方怡〈十人書會之研究〉118等。
另有關雕塑、女性、族群與認同、傳播與出版，和設計之研究，各有兩篇；
分別為雕塑研究：朱家瑩〈台灣日治時期的西式雕塑〉119，李品寬〈日治時期台
灣近代紀念雕塑人像之研究〉120；女性研究：陳燕蓉〈日治時期廣告中的女性圖
像分析：以《台灣日日新報》為分析場域〉121、蘇旭妍〈台灣不同世代女藝術家
水墨創作研究──以女性主義藝術論述觀之〉122；族群與認同研究：陳華翎〈從
後殖民論述探討台灣身分認同的問題〉123、蘇稟喻〈美術走向與族群認同：二戰
後台灣藝術文化論述的內在衝突〉124；傳播與出版研究：江清淵〈1970 年代中
國時報人間副刊對台灣美術作為之研究〉125、林怡慧〈解嚴前後高雄藝術雜誌之
研究〉126；設計研究：黃碧萱〈以民國五、六○年代台灣玩具設計之變遷研究：
兼論後殖民文化再生產〉127，和姚村雄〈殖民觀點的視覺符號建構──日治時期
美術設計之「台灣圖像」符號研究〉128等。
至於其他單篇論文，則有攝影研究：鄒森均〈台灣寫實攝影研究（以 1870
年代-1940 年代為核心）〉129；建築裝飾研究：歐陽慧貞〈日治時期台灣街屋立面
裝飾探討〉130；服裝研究：陳佩婷〈台灣衫到洋服：台灣婦女洋裁的發展歷史（1895
年-1970 年）〉131；收藏研究：李婉甄〈藝術潮流的衝擊與交會：日治時期魏清德
的論述與收藏〉132；藝術批評研究：蘇珉萱〈形式主義美術批評研究──兼論戰
後初期台灣美術批評（1950-60 年代）〉133；及美術館研究：劉碧旭〈戰後台灣公
立美術館政策研究，以藝術知識的分類與管理為核心課題〉134等。
以上論文，計碩士論文 35 篇、博士論文 1 篇。博士論文即姚村雄〈殖民觀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國立中興大學文學系所碩士論文，2009 年。
華梵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國立政治大學廣告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佛光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大葉大學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設計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年。
佛光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行政與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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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的視覺符號建構──日治時期美術設計之「台灣圖像」符號研究〉，出自國立
雲林科技大學設計研究所。
統計這些論文的主題分佈及出自學校，可羅列如表 1、表 2。

表 1 各大學、研究所台灣美術史研究論文主題分佈
主 題 類 別
數 量
主 題 類 別
數
1.傳統藝術

7

6.女性

2

1-1 彩繪

2

7.族群與認同

2

1-2 交趾陶

2

8.傳播、出版

2

1-3 石雕

1

9.設計

2

1-4 磚雕

1

10.攝影

1

1-5 大木

1

11.建築裝飾

1

2.藝術家

6

12.服裝

1

3.繪畫

4

13.收藏

1

3-1 風景畫

3

14.藝術批評

1

3-2 人物畫

1

15.美術館

1

合

36

4.書法

3

5.雕塑

2

學

計

量

表 2 各大學、研究所台灣美術史研究論文數量一覽
校
碩 士 論 文
博 士 論 文

台灣藝術大學

6

台北藝術大學

4

台南藝術大學

1

台灣師範大學

2

高雄師範大學

2

花蓮教育大學

1

台北教育大學

1

台中教育大學

3

台灣大學

2

政治大學

1

清華大學

1

成功大學

1

中正大學

1

中興大學

1

佛光大學

3
23

華梵大學

1

明道大學

1

南華大學

1

逢甲大學

1

大葉大學

1

雲林科技大學
合

計

1
35

1

在上揭諸多學位論文中，李婉甄的〈藝術潮流的衝擊與交會：日治時期魏清
德的論述與收藏〉，是頗可留意的一篇。李文以日治時期知名收藏家及藝術贊助
者魏清德（1887-1964）為主體，自其論述及收藏兩端，窺視新舊藝術思潮在那
個時代的交會與衝擊。
一般人對魏清德的認識，多緣於他曾促成艋舺龍山寺與淡水龍山寺的合作，
支持黃土水完成他那知名的傳世作品《釋迦出山像》。2005 年和 2007 年，魏氏
的子女先後將其分得的魏氏收藏捐贈國立歷史博物館，總計 327 件。館方在 2007
年年底，假該館推出「魏清德舊藏書畫捐贈特展」
。李婉甄因參與此次整理工作，
乃以此批藏品為基礎，展開有關魏氏論述及收藏的研究，是 2009 年學位論文中
亟具學術價值的一篇。

六、史料整理
史料整理雖不是學術研究的成果，卻是學術研究的基礎；沒有好的史料整
理，便不可能產生豐富且深刻的學術研究成果。台灣的學術生態，一向強調學術
研究成果，卻不鼓勵、支持史料的整理工作，是一種捨本逐末的現象。以日本對
中國美術史的研究為例，日本文部省以大量經費，支持鈴木敬教授整理流散在日
本的中國繪畫作品，編成《中國繪畫總合圖錄》，奠定了日本對中國畫研究的重
要基礎，也建立了日本中國畫研究的主體性，值得借鑑。
2009 年有關台灣美術史基本史料的整理，大致而言，尚稱豐碩。首先是適
逢「台灣省全省美術展覽會」（簡稱「全省美展」）的結束（2006），國立台灣美
術館委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蕭瓊瑞教授分別策展及整理「台展 80 年」的作品
及資料；所謂「台展 80 年」
，即起自 1927 年的「台展」
，經「府展」而「省展」。
歷經一年蒐集、編纂，分別完成《靈光再現：台灣美展八十年》（上、下）135，

135

出版於台中，國立台灣美術館，2009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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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台灣美展 80 年（1927-2006）》
（上、下）136、
《台灣全省美展文獻彙編》137等
套書史料，每冊均厚達 6、700 頁。
此外，對館藏作品進行整理、論述的，另有台北市立美術館的《台灣美術近
代化歷程：1945 年之前》138。本書由該館研究員林育淳、林皎碧、王蓓瑜編輯，
書中收錄針對這些藏品而撰寫的研究專文，包括：李欽賢〈連結美術運動的軌跡
──北美館溯時代典藏〉
、莊伯和〈日治時代台灣圖像的建立〉
、顏娟英〈美術館
收藏的艱辛與幸福感──從嘉義女傑張李德和家屬的捐贈談起〉、蕭瓊瑞〈北美
館典藏台、府展作品檢視〉
、謝里法〈黃土水在鏡中所見的歷史定位〉
，和林育淳
〈從陳進「手風琴」論 1930 年代的摩登女性〉等。
收藏台灣早期書畫甚豐的國史館台灣文獻館，也在 2009 年委託崔詠雪、賴
俊雄編成《翰墨因緣：台灣早期書畫專輯．二》139。
在志書的編纂上，有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委託中興大學黃秀政教授主纂，孟翰
祥、楊敏芝、陳登武、江寶釵、李淑卿、蕭瓊瑞等教授分纂的《台灣全志．卷十
二．文化志》140，其中美術篇，由李淑卿、蕭瓊瑞合纂。
此外，國史館台灣文獻館也委託江韶瑩等編撰《台灣民俗文物辭彙類編》141，
對未來民俗文物使用辭彙的統一，提出具體作為。在 2009 年一年中，國史館台
灣文獻館在美術史料的整理上，用心值得肯定。
在地方美術史料整理方面，則有嘉義縣政府委託、李淑卿、明立國、翁徐得
等編纂的《嘉義縣志．卷十一．藝術志》142。
而台中縣文化局港區藝術中心，也進行一系列縣籍知名藝術家的史料整理及
口述歷史，包括：李美玲訪問《彩繪生命的油畫家：廖繼春》
、施世昱等訪問《台
灣現代陶藝之父：林葆家（口述歷史）
》
、
《台灣膠彩畫之父：林之助（口述歷史）》
、
陳志昌訪問《美術教育的耕耘者：楊啟東（口述歷史）》
，及游惠遠、施世昱、陳
志聲、江孟霖訪問《台灣書畫教育家：曹緯初》143等。
台北縣政府文化局亦委託許雪姬、夏鑄九整理林本源家族及林家花園的歷
史，出版《樓台重起．上編．林本源家族與庭園的歷史》及《樓台重起．下編．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出版於台中，國立台灣美術館，2009 年 10 月。
出版於台中，國立台灣美術館，2009 年 10 月。
出版於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2009 年。
出版於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9 年。
出版於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9 年。
出版於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9 年。
出版於嘉義，嘉義縣政府，2009 年。
出版於台中縣港區藝術中心，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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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本源園林的空間體驗、記憶與再現》144。
至於台南地區，則有許淵富《聚焦府城：台南市攝影發展史及史料 1860-2006》
145

，是以私人的力量編纂而成。
藝術家個人史料的整理，由國立交通大學策劃、財團法人楊英風藝術基金會

執行、蕭瓊瑞主編的《楊英風全集》
，持續出版中。這套多達 30 卷的藝術家個人
全集，始自 1999 年楊英風藝術研究中心的成立，在歷屆校長支持下，預計全集
在 2011 年出版齊全作為建國百年的獻禮，應是華人藝術界少見的完整且豐富的
個人史料全集。
在 2009 年間，也有台灣創價學會推動的《日治時期台、府展作品圖錄暨論
文集》的計劃，由王秀雄教授主編，參與的學者有林柏亭、王耀庭、詹前裕、廖
新田、薛燕玲及蕭瓊瑞等人；這冊圖錄同時製作台、府展作品圖錄搜尋的光碟片，
在 2010 年年初正式完成發行，贈送各界研究使用，亦可視為 2009 年史料整理的
又一大事。
總之，2009 年的台灣美術史研究，不論在通史性的統整，或專題式的深化，
乃至史料的整理等方面，均有相當可觀的成果；專書論文的數量也在持續成長
中，應是可喜可賀的一年。唯未來如何在學科領域的建立上，能擁有更鮮明的面
貌及更科學化的方法論，有關研究成果的再研究，包括書評、研究回顧、文獻統
整、類別分類等工作，應可特別再予加強。
（因知見所限，未及登錄、論述之論文、專書，尚祈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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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於台北，台北縣政府，2009 年。
出版於台南，台南扶輪社，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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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09 年台灣美術史研究文獻一覽
蕭瓊瑞編輯

一、專書出版
劉益昌、高業榮、傅朝卿、蕭瓊瑞，
《台灣美術史綱》
，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09
年 3 月。
廖新田，
《台灣美術四論：蠻荒∕文明．自然∕文化．認同∕差異．純粹∕混雜》，
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08 年 11 月。
賴明珠，
《流轉的符號女性：戰前台灣女性圖像藝術》
，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09
年 5 月。
謝里法，《紫色大稻埕》，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09 年 3 月。
徐蘊康，
《以藝術之名──從現代到當代∕探索台灣視覺藝術》
，台北，博雅書屋，
2009 年 4 月。
傅朝卿，《圖說台灣建築文化遺產．日治時期篇 1895-1945》，台南，台灣建築文
化，2009 年。

二、藝術家及作品研究
陳咨仰，
〈從《虹霓》探索塩月桃甫對「文化」的追尋〉
，
《臺灣美術》75 期，2009
年 1 月，台中，頁 80-87。
謝世英，〈由鄉原古統《台北名所圖繪十二景》看日治台北現代化生活〉，《歷史
文物》197 期，2009 年 12 月，台北，頁 70-81。
飯尾由貴子，
〈陳進の女性像と地方色：1930 年代の作品を中心に〉
，
《民族芸術》
25 期，2009 年，頁 84-90。
林育淳，〈由陳進「手風琴」》再發現兼論 1930 年代的摩登女性〉，《現代美術》
146 期，2009 年 10 月，台北，頁 78-83。
盛鎧，
〈《圓山附近》與《南街殷賑》中的審美意識和空間意涵：郭雪湖畫藝的現
代性〉，《臺灣美術》75 期，2009 年 1 月，台中，頁 4-9。
蔣伯欣，〈作為方法的東洋：郭雪湖早期台展作品初探（1927-1931）〉，《臺灣美
術》75 期，2009 年 1 月，台中，頁 50-69。
李進發，〈從鄉土情懷與優雅特質析論郭雪湖的文化傳承與影響〉，《臺灣美術》
77 期，2009 年 7 月，台中，頁 5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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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忻，〈殖民認同與國族想像：以呂鐵州的膠彩畫為例〉，《台灣前輩畫家張啟
華先生紀念暨第六屆亞洲藝術學會台北年會──「殖民．城市．文化政策」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台灣美學藝術學會，2009 年 5 月，頁
229-241。
李淑珠，
〈寫意與寫生──論陳澄波和莫內的《撐傘人物》〉
，
《臺灣美術》78 期，
2009 年 10 月，台中，頁 4-27。
潘桂芳，
〈殖民地認同的困境：李石樵的社會寫實繪畫《唱歌的小孩》研究〉
，
《台
灣史學雜誌》7 期，2009 年 12 月，台北，頁 138-186。
潘桂芳，
〈再殖民的認同困境：李石樵的社會寫實繪畫《市場口》研究〉
，收入楊
振隆編，
《二二八歷史教育與傳承學術論文集》
，台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
會， 2009 年，頁 233-290。
張純櫻〈鄭世璠三個時期藝術創作風格分析〉
，
《藝術學報》8 期，2009 年 4 月，
新北市，頁 331-354。
林國源，
〈張啟華繪畫語彙的語典性〉
，
《美學藝術學》4 期，2009 年 7 月，宜蘭，
頁 137-167。
神林恆道，〈張啟華的畫蹟〉，《台灣前輩畫家張啟華先生紀念暨第六屆亞洲藝術
學會台北年會──「殖民．城市．文化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9
年 5 月，宜蘭，台灣美學藝術學會，頁 27-39。
陳奕愷，
〈張啟華《高雄風景》
（1966）之空間構成研究──以數位虛擬實境之探
索方式為例〉
，
《台灣前輩畫家張啟華先生紀念暨第六屆亞洲藝術學會台北年
會──「殖民．城市．文化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 年 5 月，
宜蘭，台灣美學藝術學會，頁 105-139。
黃建宏，〈家鄉：碎裂中的連續風景──從張啟華的「山」論地方的形成〉，《台
灣前輩畫家張啟華先生紀念暨第六屆亞洲藝術學會台北年會──「殖民．城
市．文化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9 年 5 月，宜蘭，台灣美學藝
術學會，頁 97-104。
邱琳婷，〈廚房．餐桌．珍饌──張啟華靜物畫的一個觀察〉，《美學藝術學》4
期，2009 年 7 月，宜蘭，頁 143-156。
蔡明哲，〈張啟華畫作的社會詩學議題──靈山與無生〉，《美學藝術學》4 期，
2009 年 7 月，宜蘭，頁 1-40。
賴明珠，〈召喚山岳──近代台灣山岳畫與張啟華壽山圖像〉，《美學藝術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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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2009 年 7 月，宜蘭，頁 67-112。
蕭瓊瑞，〈白的探討──張啟華藝術中的色彩觀〉，《美學藝術學》4 期，2009 年
7 月，宜蘭，頁 41-55。
楊美莉，〈隱退的背影──嚴明惠的女性意識研究〉，《臺灣美術》78 期，2009
年 10 月，台中，頁 48-59。
余思穎，
〈構成美好的瞬間──論李鳴雕的攝影美學〉
，
《現代美術》142 期，2009
年 2 月，台北，頁 64-75。
李欽賢，
《俠氣．叛逆．陳植棋》
，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策劃，雄獅美術
出版，2009 年 11 月。
陶文岳，
《抽象．前衛．李仲生》
，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策劃，雄獅美術
出版，2009 年 11 月。
李柏黎，
《遺民．深情．劉錦堂》
，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策劃，雄獅美術
出版，2009 年 11 月。
顏娟英，
《油彩．山脈．呂基正》
，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策劃，雄獅美術
出版，2009 年 11 月。
王淑津，
《南國．虹霓．鹽月桃甫》
，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策劃，雄獅美
術出版，2009 年 11 月。
蕭瓊瑞，
《神韻．自信．蒲添生》
，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策劃，雄獅美術
出版，2009 年 11 月。
林永發，
《日出．台東．丁學珠》
，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策劃，雄獅美術
出版，2009 年 11 月。
盧廷清，
《博涉．奇變．陳丁奇》
，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策劃，雄獅美術
出版，2009 年 11 月。
廖瑾瑗，
《懷鄉．遊藝．吳李玉哥》
，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策劃，雄獅美
術出版，2009 年 11 月。
鄧相揚，
《尚璞．素顏．林淵》
，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策劃，雄獅美術出
版，2009 年 11 月。

三、專題研究
後小路雅弘，
〈昭和前半期の美術：植民地‧占領期の美術〉
，收入東京文化財研
究所企劃情報部編，《昭和期美術展覽會の研究（戰前篇）》，東京，中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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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美術出版，2009 年，頁 47-61。
楊孟哲，〈日本時代台灣美術教育の研究：日本人美術教育の始まり〉，《地域研
究》5 期，東京，2009 年 3 月，頁 33-48。
林承緯，〈橫跨傳統與現代的日本生活美學：柳宗悅的民藝美論〉，《臺灣美術》
76 期，2009 年 4 月，台中，頁 56-65。
林文冠，〈現實內頁，殖民外景：《台灣日日新報》廣告欄中的台灣婦女圖像〉，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編，《第六屆台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
討會論文集》，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9 年，頁 321-360。
孫淳美，
〈從臨摹到參展：1930 年代旅法畫家的巴黎經驗〉
，
《台灣前輩畫家張啟
華先生紀念暨第六屆亞洲藝術學會台北年會──「殖民．城市．文化政策」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 年 5 月，宜蘭，台灣美學藝術學會，頁
345-364。
林振莖，
〈一衣帶水‧桑梓情深：寫記廈門美專（1923-1938）的起落兼論與台灣
的關係〉，《臺灣美術》77 期，2009 年 7 月，台中，頁 28-39。
陳國傑、蕭文杰，
〈日據時期台灣視覺藝術中的原住民圖像〉
，
《康寧學報》11 期，
2009 年，台北，頁 107-126。
味岡義人，〈台灣膠彩畫の誕生〉，《民族芸術》25 期，2009 年，頁 79-83。
顏娟英著、塚本麿充譯，
〈「日本畫」の死：日本統治時代におる美術發展の困難〉
，
《美術研究》398 期，2009 年 8 月，頁 29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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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啟祥，〈日治時期台灣傳統畫家的「現代」想像〉，《藝術論衡》復 2 期，2009
年 11 月，台南，頁 103-127。
張繼文，
〈帝國的視覺文化抽屜：日治時期台灣美術「地方色彩」從屬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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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正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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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進發，
〈日據時期台灣東洋畫發展的風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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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郁周（李文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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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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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143。
王連宇，〈學甲慈濟宮葉王交趾陶〉，《藝術欣賞》5 卷 4 期，2009 年 8 月，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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