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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台灣美術史進入民眾的日常生活
謝里法擔任「站在玉山．看見台灣美術」首場主講人的意義

撰文／廖仁義．圖版提供╱玉山文教基金會

　站上玉山，我們可以最早看見

每一天的第一道曙光。玉山銀行

自成立以來，都是以這個視野，

勉勵員工從自己的土地走向遼闊

的世界。過去廿七年的時間，玉

山銀行也以這個精神鼓勵與贊

助藝文活動，最初引進維也納少

年合唱團，贊助表演藝術，設置

專案經費協助偏鄉小學成立玉山

圖書館，也在廿週年與廿五週年

舉辦「畫家畫玉山」繪畫獎。從

2019年，玉山進一步舉辦「站
在玉山，看見台灣美術」藝文講

座，為民眾提供認識台灣美術史

的入門與進階，提昇美學體驗與

情感教育的品質。

　第一場講座已經於2019年11
月2日在台北市民生東路玉山金
融大樓一樓貴賓廳舉行，主講人

謝里法既是藝術家，也是美術史

家與美術史小說家，2017年獲
得行政院文化獎。

　這一系列講座的目標，是希望

能夠將台灣美術史分為不同的時

代，邀請專家學者逐一進行深入

淺出的演講，建立一個簡明的歷

史脈絡，讓民眾能夠獲得台灣美

術史的基本知識。第一場邀請謝

里法，主要因為他在1978年出
版的《日據時代台灣美術運動

史》，可以說是戰後這個領域

的拓荒書；雖然早在1954年與
1958年王白淵曾經以台灣美術
史為題發表文字，但當時的言論

環境使他未能充分表達想法，而

且這些文字限量流通並已絕版，

難以流傳後世。

　謝里法對於台灣美術史的歷史

敘事與論述，大致都已寫進《日

據時代台灣美術運動史》，以

及日後為了補充與反思而出版的

《重塑台灣的心靈》、《台灣出

土人物誌》與《我所看到的上一

代》裡面。因此，這次的講座，

我們請他把重點放在說明1970
年代他之所以從事這項研究與寫

作的動機。並且特別請他說明，

不同於當今台灣的美術史工作者

往往都有固定工作、收入與經

費，供應他們從事這類工作，當

時他只是旅居紐約賣畫維生的藝

術家與自由作家，他到底是怎麼

完成這件艱苦的差事？我們想要

知道，他為台灣美術史曾經吃過

多少苦頭？或者，他覺得這項工

作充滿樂趣？

　「站在玉山，看見台灣美術」

藝文講座邀請謝里法擔任第一場

主講人，既因為他是一位先行

者，並且已經在這個領域累積豐

碩的成果，也因為他是一個已經

成功把台灣美術史故事帶進民眾

日常生活的作家。他的參與和發

聲，對於這一系列講座具有宣示

的意義。

　未來的每一場次將會像是一本

有聲書，從導論進入後續的每一

章，讓參與的民眾彷彿是前往玉

山，閱讀一本關於台灣美術史的

入門書籍。

特別報導 玉山文教基金會藝文講座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所長、玉山文教基金會董事廖仁義，以與談人身分於玉
山文教基金會藝文講座現場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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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新路，迎上夾道繽紛
記謝里法「發現與啟程：我走進『台灣美術史』研究與寫作的經過」

撰文／高慧倩．圖版提供╱玉山文教基金會

　於11月2日在玉山金融大樓舉
行，由藝術史學者謝里法主講、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

所長廖仁義與談的藝文講座「發

現與啟程：我走進『台灣美術

史』研究與寫作的經過」，為

玉山文教基金會「站在玉山．

看見台灣美術」的系列活動拉開

序幕，在接近2019年年末的時
刻，為台灣視覺藝術與日常生活

的接壤播下新的種子。

　出生於大稻埕的謝里法畢業自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曾留

學法國並旅居於美國。在台灣

美術史幾乎無人問津的1960年
代，謝里法義無反顧地投身其

中，在旅美期間重新探訪、研

究台灣美術的歷史沿革，並在

1970年代出版《日據時代台灣
美術運動史》，為台灣美術發展

脈絡的爬梳與回顧鋪墊基石。謝

里法雖為身先士卒的一代，在談

及起步的當年時，卻不念其中勞

苦，反倒以機智詼諧的口吻描述

至今仍歷歷在目的情景，風趣的

言談在短短兩個小時的講演中不

時引人發笑，鋒利的辭色也博得

眾人連連掌聲。 
　謝里法從1960年代自身於美
國修習藝術理論與藝術史的經驗

談起。當時，他與學校教授討論

研究題目，想深入探究的領域卻

非教授所預期的中國美術史，而

是台灣美術史。「台灣有什麼美

術？台灣根本不可能寫出美術

史。」謝里法記得當時教授當頭

潑下的冷水，他們甚至建議謝里

法改以中國任一省分或任一朝代

的美術史進行研究，才能在美國

學術界掙得足夠的地位與分量，

爭取更多的發展空間。相較於現

今大眾對於「台灣文化」、「台

灣美術」等詞彙皆耳熟能詳，也

不覺有任何扞格之處，在謝里法

求學的時代，將台灣與「文化」

或「美術」擺在一起，卻是突兀

之舉；這樣的詞彙搭配不但看起

來並不稱頭，似乎連含義都相互

違背，彷彿台灣並無文化底蘊可

言，也毫無自身的藝文能量，因

而，當這些名詞相互碰撞，幾乎

就成了一種悖論。

　然而，正因為沒有人這麼說，

也正因為沒有人正面指出台灣有

其獨特的美術發展軌跡，才更應

該要有人去舉證，台灣美術於歷

史洪流中的每次起伏跌宕，它如

何與其他文化產生火花、如何碰

撞、如何吸納異己並改變自身的

體質，繼而長出其獨有的面貌。

而謝里法這份舉證的勇氣，除了

來自使命感的驅使以外，或許還

來自於不畏犯錯的精神。他以一

則趣聞，說明自己的無畏其來有

自：1990年代左右，他曾將光
復初期發生的一樁事件，分別與

廈門大學學生和台灣學生分享，

令他詫異的是，他所獲得的回響

竟截然不同。他笑問：「這是歷

史的錯誤，還是錯誤的歷史？」

特別報導 玉山文教基金會藝文講座

與會者於玉山文教基金會藝文講座現場合影。左起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所長廖
仁義、謝里法及其夫人、玉山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曾國烈及其夫人、玉山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王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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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政權與環境條件下，歷

史的文本竟有如此巨大的落差，

也因而造就了人們在史實認知上

的差異，以及對於歷史事件解讀

的歧異；以此觀點出發，人們對

於真相的認定，可能也得打上一

個巨大的問號──我們認知的真

相，也許版本不一，而這些參差

不齊的版本，都有其產出的動

機與複雜的脈絡。謝里法繼而指

出：「什麼是歷史？史就是一個

人，長出了一張大嘴巴。」藉由

整理台灣美術史，謝里法試圖做

到的，便是從聽者的位置，走向

那個開口說話的位置，製造出另

一種聲音，創造出另一個異於正

統歷史的次文本，讓歷史敘事跳

脫單一的軸線，岔出另外一條路

徑。

　「很多人怕犯錯，所以即使有

資料或曾經身歷其境，也不敢

寫。」謝里法指出，「但是如果

不寫出來，那就真的什麼都沒有

了。」或許嚴格比較起來，在寫

就《日據時代台灣美術運動史》

之際，謝里法的歷史訓練並不如

後續的研究來得充分嚴謹，然

而，在當時資源匱乏、史料不足

的情境之下，總得有人開歷史之

先河，才能有後續的求證、調整

與改進的機會。

　在講座中，與談人廖仁義亦談

及1970年代，謝里法舉辦展覽
時，很少邀請他人為其撰寫文章

介紹展覽及相關作品。而這也與

謝里法書寫台灣美術史一事有

關：在寫作《日據時代台灣美術

運動史》期間，謝里法曾邀請好

友為其執筆，將展覽舉辦的消息

分享至藝文圈，卻礙於當時台灣

仍處戒嚴時期的肅殺氛圍，與台

灣本土歷史有涉的人事物，許多

人都選擇閉口不言，「他們不敢

寫，我也不想連累其他人，我就

自己寫了。」謝里法說。到了後

來，保釣運動興起，海外留學生

也受到影響，謝里法與朋友們

遂決議共同為保釣運動發聲，促

成了與其他投身運動者相識的機

緣，當中即包括後來著名的文學

家郭松棻，以及作曲家李雙澤。

三個人更進一步約定，分別要完

成台灣文學史、台灣建築史與台

灣美術史的書寫，「結果最後我

完成了美術史，建築史則由李乾

朗寫成了。」

　在寫作的過程中，謝里法請友

人從耶魯大學、哈佛大學等校的

圖書館借來所需資料，在爬梳文

獻的過程中逐步發掘日治時期畫

家的審美觀與構圖方式，探討他

們對美學的堅持、偏愛的題材，

從中比較今昔的美學觀點。其中

一篇文獻記錄了日本帝國美術院

評審於講評時留給台灣畫家的建

議，也彷彿為當時正在整理史料

的謝里法注入一劑強心針。根據

記載，那位評審如此點評台灣畫

家的創作：「台灣無論文化、氣

候或風俗都與日本不同，因此，

台灣畫家所辦的展覽，不能只是

第二個帝國美術展覽會，這樣不

過是自我貶低。台灣的畫家要畫

出台灣自身的文化特色。」這一

番話不但啟發了日治時期的台灣

畫家，也讓著手梳理台灣美術史

的謝里法更為確信，台灣自有

其獨特的文化脈絡，因而更要負

起責任，為台灣的美術史留下紀

錄，讓人們重新意識、正視自身

的文化風土。

　講座對談之際，時光悠悠回溯

到1964年謝里法至海外留學之
前，在那段時期，他的經濟條件

仍不足以全然支持生活所需。談

及此處，謝里法分享一位藝術家

朋友的太太曾說過一句：「做藝

術家好苦，你們知道嗎？」謝里

法則認為，一個藝術家之所以

苦，是因為他為了賣畫而創作，

全心投入於賣畫一事，而失了本

心。因此，除了繪畫，謝里法也

寫作、創作版畫，在抵達紐約之

際，更以曾獲法國國家圖書館版

畫部收藏的資歷，向紐約現代美

術館的版畫部毛遂自薦，獲得收

藏。謝里法也與現場聽眾大方分

享自己手頭拮据的經驗，當時

其因患病而生活困窘，身邊的友

人如朱銘便寄來作品，要他沒錢

便拿去變賣。這些來自周遭的支

持，都在在提醒他，一定要活得

愉快，別讓自己成為一個辛苦的

商業畫家。這讓謝里法更堅持走

在自己情願的道路上。

　回顧《日據時代台灣美術運動

史》的書寫，謝里法自承，他認

為當時的自己還不夠資格寫這本

書：「當時什麼條件都不夠，只

是我認為在那個階段，台灣應該

要出現這樣一本書，我就去寫

了。非常大膽。」台灣美術史的

書寫在1970年代幾乎可謂前無
古人，謝里法慶幸美國圖書館裡

的日文部有許多台灣文化的相關

資料，也有陳舊的日文報紙，成

了資料蒐集階段的一大助力。在

著作完成後，謝里法重新自省當

時的寫作狀態，「文筆不夠好，

思路的整理也不夠清晰。寫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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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強，如果不是出於勇氣，這本

書不會誕生。」事後在反省的過

程中，謝里法找出期盼加以改進

之處，在書籍出版之後，也有許

多人基於信賴寄來更多相關的史

料，希望協助補足文中的匱缺。

謝里法遂以此為基礎繼續寫作，

在1980年代陸陸續續又完成了
《重塑台灣的心靈》、《我所看

到的上一代》等書。

　「寫史的時候，常常會有人

指出我哪裡寫的不對。」謝里

法說：「但其實我很喜歡『不

對』這個字眼。我反而討厭『正

確』。」謝里法以一次參加好友

的回顧展為例，當友人向他介紹

畫作，提到其中一件時，突然一

臉歉然地告訴他，這一幅他不會

畫、畫壞了。謝里法反而由衷欣

賞這件所謂『不會畫』的作品：

因為唯有透過離開因循的慣習，

試著自擅長的手法偏離一些，或

者稍稍自常規逸離，新的創作模

式才可能被開拓出來，甚至一點

一滴地建立，發展為獨樹一格

的藝術流派。「畢卡索的立體派

不就是如此嗎？」謝里法信手拈

來舉出藝術史上鮮明的前例，

「〈亞維儂的少女〉就是畢卡索

不會畫的畫，但它也是立體派的

起點。」

　到2000年後，謝里法的書寫
橫跨至小說體裁，其中最為著名

的即為後來被改編為連續劇的

《紫色大稻埕》，2013年則又
出版以台灣光復前後為時代背景

的小說《變色的年代》。談及涉

略小說領域的轉捩點，謝里法

笑說，當時他發現寫史對自己而

言，已經不夠「過癮」；他回憶

起小時候賴在祖父身邊、嚷著要

祖父說故事的情景，對於故事的

渴望彷彿自年幼即埋下種子，至

今不僅根深蒂固地存於體內，甚

至已成長茁壯，成了枝葉繁茂的

蒼天大樹。此外，在寫就美術史

的過程當中，謝里法亦理解到，

寫史無法全然滿足他對自己的期

待──他希望能夠寫下身邊藝術

家的音容笑貌、呼吸、口氣、歎

息，寫出一個活生生的人，而非

死板的編年紀事。於是，小說便

成了最適合謝里法盡情揮灑的創

作媒材。

　妥善運用手邊的素材與背景，

謝里法的小說逐步積累成形，作

品《紫色大稻埕》亦不脫自身於

大稻埕成長的回憶：「郭雪湖有

一幅畫作叫〈南街殷賑〉，畫幅

左邊那棟樓，就是我出生的地

方。」友人郭松棻亦不時談及父

親郭雪湖，畫家的形象遂憑著反

覆堆疊的細節，在作家的腦海中

逐漸變得具體，繼而造就了這部

台灣美術歷史小說。後續的幾部

小說作品，亦取材於謝里法與身

邊人的互動，以及過往累積的諸

多經驗，一如與談人廖仁義所形

容，謝里法彷彿一台放映機，收

藏了大量珍貴的史料，這些曾經

僅存於謝里法記憶中的畫面與影

像，如今正透過小說一一轉譯為

可見的文本，傳遞予社會大眾，

並留下寶貴的紀錄。

　講座最後，兩人談及謝里法近

期一次舉辦的藏品拍賣會。在今

年9月，謝里法將其畢生收藏盡
數拍賣，當中包括朱銘的雕塑

〈水牛母子〉、陳澄波〈淡彩

裸女〉及趙無極版畫〈生機〉等

作，拍賣總額悉數捐贈給蔡瑞

月文化基金會。謝里法形容他

的藝術收藏，正如他的著作名稱

《人間的零件》，在人生里程一

路走到八十一歲的現階段，他認

為自己已不再需要這些零件，甚

至對於這些藏品感到負重累累。

謝里法如此形容：「我認為是該

拆解零件的時候了。」而這一拆

解的過程，則成為謝里法的行動

藝術：做為一位收藏家，他認為

收藏了一件作品，即與作品、與

藝術家結緣；收藏與緣分締結本

身，於謝里法而言便是一次創作

的完成。因而拍賣收藏、再將所

得捐贈至有所需求的單位，即是

創作疊合創作，更是他一次非文

本的瀟灑揮就──在投身藝術創

作與書寫歷史、小說之後，謝里

法一如既往，以令人出乎意料的

行事作風，在其生命之上，再添

充滿傳奇色彩的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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