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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文化關懷與實踐
玉山文教基金會舉辦「站在玉山．看見台灣美術」藝文講座

撰文／廖仁義

　1992年玉山銀行創立以來，

創辦人黃永仁董事長就已積極推

動文化深耕的巨大工程，長期

支持藝術活動，包括2012年與

2017年舉辦「畫家畫玉山」美

術獎，並且設置獎學金鼓勵傑出

人才。1994年玉山文教基金會

成立，每年舉辦音樂與戲劇的藝

術饗宴，也協助偏鄉小學成立

「玉山圖書館」，從2007年第

一所圖書館啟用，至今已經達到

第一百四十六所。玉山文教基金

會董事長曾國烈便曾經以「情感

教育」的美學觀念，為這項文化

工程作出深刻的詮釋。

　2019年玉山文教基金會決定

將這個文化工程延伸到台灣美

術，舉辦「站在玉山．看見台灣

美術」藝文講座。玉山長期致力

於推廣人文藝術、舉辦美術獎、

贊助生態保育繪本，直接分享藝

術家所看見的土地之美與生活之

美。現在，他們希望透過台灣美

術講座，跟更多民眾分享藝術知

識與美感經驗。

　台灣美術既是現在進行式，也

是過去每一個時代的現在進行式

累積起來的成果。因此，這次講

座將重點放在台灣美術的歷史面

向。

　台灣開發已經四百年，而廣義

的美術活動卻是在更早以前就已

經出現。以往我們只看見過去

一百年台灣美術的歷史發展，而

忽略台灣美術起源於史前時代，

經過南島語族的開拓，以及後來

漢人先民的移墾，逐漸建立基

礎，才能讓近代一百多年的台灣

美術變得多采多姿。這個講座，

希望能夠讓更多民眾認識台灣美

術的漫長歷史脈絡及其豐富多元

的時代面貌。

　尤其，這個講座想為民眾提供

台灣美術史的入門途徑。第一場

講座邀請台灣美術史研究的先驅

謝里法，親身說明1970年代他

單槍匹馬走進這塊被遺忘廢墟的

拓荒故事，以及他從發現到啟程

曾經經歷的甘苦。第二場講座，

我自己也將以台灣這塊土地從史

前時代到當代社會的歷史脈絡，

呈現台灣美術史的浩浩長河與代

代流變。

　帶著玉山的微笑，這個講座希

望讓台灣美術從學院教育走進日

常生活，也希望以平易近人的態

度，將台灣美術史的知識，傳達

給過去沒有機會接觸這個領域的

民眾。

特別報導 玉山文教基金會藝文講座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所長廖仁義與玉山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曾國烈（右）合影
（攝影：徐曼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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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根溯源的情感教育
玉山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曾國烈談台灣美術系列講座

採訪．撰文／許楚君．攝影／徐曼淳

　通過美，人們才可以走

向自由。──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審美教育書簡》

　18世紀德國詩人席勒在致一

位丹麥親王的《審美教育書簡》

中首次提及「美育」一詞，在啟

蒙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這位頗

具哲思的詩人警覺到理性帶來的

人性分裂，主張以美感教育找回

個體的完整，而唯有養成同時包

含理性與感性的審美能力，才能

帶來主體真正的自由。

　即便到了與啟蒙運動情境相距

遙遠的今日，工具理性至上的社

會氛圍仍然易使人疏離了美，台

灣豐饒的自然、深厚的歷史就在

身邊，許多人卻也可能沒有餘力

再以審美的眼光發掘其深刻的意

義。在這樣的情境中，猶然有人

正為台灣的美感教育努力著。

　玉山文教基金會一向積極推廣

文化與藝術，除了於偏鄉學校展

開、如今已卓然有成的玉山圖

書館，更曾舉辦許多藝文活動，

並透過「畫家畫玉山」的徵件與

「玉山培育傑出人才獎學金」提

供本土人文藝術創作者、研究者

發揮長才的平台。對於玉山銀行

而言，金融產業並不只有理性的

操作，更要與生活密切相關，人

文藝術則能為之注入溫度；這間

特別的企業長期關注並支持藝文

活動，更透過教育推廣的普及形

式向下扎根，玉山文教基金會也

因此成了大眾接近藝術的友善平

台。

　2019年開始，玉山文教基金

會將舉辦一系列以「站在玉山．

看見台灣美術」為主題的藝文講

座，邀請專家從各自的專業視角

提供深入淺出的視野，藉此讓台

灣的人們更加了解台灣美術的發

展脈絡。本刊訪談到玉山文教基

金會董事長曾國烈，並邀請參與

講座規畫的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

物館研究所所長廖仁義與談，從

今年年底做為開端的兩場講座出

玉山銀行暨玉山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曾國烈接受《藝術家》雜誌專訪

特別報導 玉山文教基金會藝文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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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談談籌畫系列講座活動的初

衷、過程以及對未來的展望。

連結土地的情感教育

　玉山銀行創立不久後，即於

1994年成立玉山文教基金會，

致力於文化與教育的公益活動。

曾國烈提及，一直以來玉山銀行

除了金融業務，在藝文與公益活

動上也循著「innovation」（創

新力）、「integration」（整

合力）與「influence」（影響

力）的「3i」策略發展，持續以

創新思維結合不同專業領域，擴

大對社會的正面影響。譬如與國

家兩廳院長期合作的「藝術零距

離圓夢計畫」及國內首創的「輕

鬆自在場」藝文演出、與台中

國家歌劇院合辦的「藝起進劇

場」、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劇場藝術體驗教育計畫」、維

也納少年合唱團巡演，以及紀錄

片「美力台灣3D」與生態電影

「保島」的拍攝等，皆是藉由玉

山銀行的社群力量帶動人們對於

藝術文化的關注與投入。

　而無論是何種媒介或題材，玉

山文教基金會一貫以在地人文特

色做為軸心，深入探尋本土文

化，並以此為基礎與國際交流對

話。曾國烈認為連結至土地、發

源自日常的真實情感，正是藝術

文化之中最為深遠而不可忽略的

根本，因為「情感教育中最核心

的就是認識自己的鄉土」，與鄉

土連結的生活經驗與場景，都能

為人心帶來深刻的情感銘記，

而「投入一件事情，能夠無怨無

悔、充滿熱情，必定來自於情感

層面」。藝文活動為社會帶來的

情感教育，則讓參與者更能透過

作品的演繹，深入地將熟悉的鄉

土與自身的經驗與感受連結。

　由情感發端的藝文思維，讓玉

山文教基金會的藝文推廣不是生

硬的跨域結合，而是來自企業的

整體文化；不論行舍的布置、同

仁藝術素養的培育，或對外贊助

的活動，玉山文教基金會處處實

踐著席勒所提及的審美教育，從

生活中的每處細節追求理性與感

性的融合。廖仁義說到，19世

紀作品都相當重視情感教育，這

並非遙遠的理想，而是玉山文教

基金會早已開始實踐的行動。曾

國烈補充，譬如自2007年即開

始籌畫、如今遍及台灣偏鄉小學

的玉山圖書館，皆結合當地特

色，在每處規畫一面獨一無二的

壁畫，由學校師生構思並選擇與

自身經驗最緊密相關的主題，

譬如流傳著愛情故事的水潭、象

徵生態教育的黑熊、羊群、蝴蝶

等，都是從生活之中孕育對鄉土

深刻的情感連結。

重探藝術的歷史縱深

　玉山文教基金會的人文藝術活

動著重表演藝術、音樂與影視，

今年廖仁義進一步提議，將視

覺藝術領域也納入藝文推廣的範

圍，邀請美術史專家在一系列的

講座活動中為觀眾鋪展台灣美術

的發展歷程，讓更多人了解台灣

美術史研究領域如何從無至有慢

慢建立起來，又對台灣人具有什

麼意義。

　2019年底將以舉辦在玉山金

融大樓的兩場講座做為開端：

2018年行政院文化獎獲獎者謝

里法將以「發現與啟程：我走進

『台灣美術史』研究與寫作的

經過」為題，分享他在1970年

代投入台灣美術史研究的心路

歷程；廖仁義則將於「長河與流

變：『台灣美術』的歷史跨度與

時代變遷」中自史前時代開始，

梳理台灣漫長而面貌多元的美術

史長河。

　「任何一個領域都有人從零開

始，以拓荒精神拚搏，謝里法老

師即是在沙漠般的環境中尋找

脈絡，開拓了台灣美術史的研

究。」曾國烈認為，謝里法在台

灣美術仍然不受注意、甚可說是

荒蕪的情境中投入研究與寫作，

並且在1978年出版《日據時代

台灣美術運動史》，可謂為時代

的開拓者。在講座中他將闡述當

年開拓這塊未知領域時所遇到的

困難，以及後來的承續與發展，

不只在知識層面，也能在精神層

面帶給觀眾啟發，盼能藉由藝術

家拓荒的意志，激發當代人重新

思考在各領域有待探索的無限可

能。

　廖仁義補充，謝里法除了是研

究者更是位創作者，在台灣美術

家仍未被注意的時空，他在投入

繪畫之餘總會想到，台灣有這麼

多人在創作，為何台灣社會沒有

人為這些創作者寫下美術史？過

往對台灣美術較少關注，更沒有

系統性與脈絡化的梳理，對曾經

在美術上努力過的前人們實則是

不公允的。「這個社會每一個人

的努力都應該被記得，做得好的

要將成果延續；若大膽冒險而做

得不理想，則要有比他做得更好

的。」謝里法的分享，正能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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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了解身為一位拓荒者，如何在

荒煙蔓草中走出一條路。

　關於廖仁義主講的「長河與流

變」，曾國烈則認為台灣的美術

發展，橫向的融合很多，縱向

的繼承卻往往在覆蓋、遺忘與折

返、銜接之間反覆，也因此台灣

雖擁有華人為主的社會中最多元

豐富的美術，卻不被發現。他認

為被覆蓋與遺忘的皆須重新被連

結起來，而專家透過深入淺出的

方式加以梳理，正可以告訴我們

台灣擁有哪些藝術美學，提供觀

看藝術時的思維與脈絡，將片斷

的理解化為歷史之中的一部分。

今日的台灣美術史多半自日治時

期談起，然而台灣視覺藝術的發

展實則從史前時代已可見端倪，

更與今日的台灣緊密相關，譬如

老教堂、紅毛城在歷史和藝術上

的意義都很深刻，但「不應只看

到表面，而應看見深層文化、歷

史與藝術性的層面。」

　玉山除透過徵件、補助獎勵藝

術家，這次活動強化歷史面向，

實則是要對過往的創作尋根溯

源。廖仁義說到，在當前的時代

中獲得成就的藝術家，也是奠基

於前人的努力，「社會如果看見

今天的成就是建立在過去的基礎

上，就不會認為台灣是一座貧瘠

的島嶼。」

讓藝術走入人群

　曾國烈說，「站在玉山．看見

台灣美術」藝文講座主要是希望

能觸及學院、美術館所之外更廣

大的受眾，這些群體也許很想接

近藝術，但總會因陌生而感受到

自己與藝術之間的距離。教育

可拉近人們對美、對有價值之事

物的距離，而講座所傳遞的知識

與理念，正能延伸擴大美學的受

眾，讓台灣社會中有更多的群眾

擁有能親近美的機會。

　有鑑於此，玉山文教基金會做

為一個推廣藝術的平台，即是要

讓過去只在專家學者與藝術家間

流動的文化資源，能夠移轉至社

會上較少接觸藝術資源的群眾，

也因此邀來的講者雖深具學養，

卻也都須考慮到內容是否平易近

人，讓每個人都能理解。曾國烈

認為「或許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當

藝術家，但每個人必然都能欣賞

藝術。」對於美的感動、藝術之

中的人心互動，絕對也存在於自

認與藝術有距離的族群之中。推

廣講座所搭起的橋梁，或許能讓

人們體會到「美是人性的必要條

件，藝術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日後再走入美術館、博物

館，玻璃幕中的典藏也更有親切

感，而能與自身的生命產生更深

的連結。

　提出並規畫系列講座的廖仁義

提到，具有教育家經驗的曾國

烈，十分重視這系列講座在教育

上的意義，不只提供充分的支

援，也看見這件事情的社會價

值。此刻播下的種子亦可能成為

繁茂的叢蔭，讓更多的人能欣賞

藝術，就如同為一塊土地鋪展更

成熟厚實的沃壤，或許仍能期待

更多的藝術創作在未知的將來誕

生。

　對於歷史的尋根溯源，是對於

自身土地與生活經驗的重探，人

們也由此重新拾起被切割而至零

碎的感受，得以更細緻地看見周

遭豐饒的意義，找回完整的感受

能力。當這張感受之網被展開

了，人與人的情感也能再次連結

起來，串接起共同的經驗與記

憶，也孕育出更大的包容。「站

在玉山．看見台灣美術」講座嘗

試循著這條路徑梳理台灣美學發

展，不僅是知識的普及推廣，亦

是當代情感教育的重要實踐。

玉山銀行民生東路總行典藏之19世紀歐洲骨董鋼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