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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戰後台灣寫實群像之編寫（1945-1949） 

頂著帝展無鑑查與台展推薦級畫家的榮譽光環，李石樵在戰後初期的台

灣畫壇，隱然已成為執牛耳的畫壇健將，而其中 1945 至 1949 年間創作的幾

幅大型群像畫最受到矚目，在戰後開辦的「全省美展」21中，李石樵以西畫部

評審委員的身分，在第一、第二及第四屆省展中分別提出《市場口》、《建設》

與《田家樂》這三件群像畫，畫家選擇了巨幅的尺寸，其中展現了強大企圖

心與自信，將台灣戰後初期的社會脈動，藉由不同的幾個角度觀察，真實地

呈現在畫布上。 

群像的處理，對於藝術家而言一向是相當大的挑戰，李石樵藉其自日本

所學之寫實技法，並以日本西洋畫中對於群像畫的處理為借鏡，觀察台灣社

會中不同人物的姿態面貌，發展出三幅完全不同結構的人物群像畫，在台灣

西畫家中，實屬第一人。而人物所存在的場域，也是李石樵在創作上的構思

重點，在不同的空間中，人物的位置與姿態，也影響著畫面的表現與意義，

因此從《市場口》、《建設》到《田家樂》，李石樵自戰後台灣社會不同角度中

取景，因此這三幅群像畫的內在意涵，也就得以清楚彰顯出來。 

人物與其活動的空間，顯然為李石樵對於台灣戰後社會觀察的一個重

點。因此本章將以畫家對於人物的塑形為起點，並與當時台灣社會之風土民

情及時空背景相互結合，探尋其對於人物群像的處理，以及空間編寫的手法，

理解李石樵如何以人物與其存在空間的聯繫，整合出畫面中的圖像意涵。 

                         
21 1946 年曾任長官公署諮議的楊三郎與郭雪湖，向有關當局建議以仿照台府展的模式籌辦「台

灣省全省美術展覽會」，獲准而開辦，簡稱「全省美展」或「省展」，1946 年 10 月 22 日於

台北巿中山堂舉行第一屆展覽會，作品展覽分國畫、西畫、雕塑三個部門，並聘請台陽美協之

會員為評審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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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人物與空間的觀察與寫照 

1945 年李石樵以《市場口》為題，描繪出光復後第二年台灣市集人聲鼎

沸的熱鬧景象。那時他已遷居台北，以太平町的市場為題材。畫家個人對於

《市場口》這件作品的構思與時代背景，有如下的敘述： 

這一張是《市場口》，是光復後第二年，民國 35 年開展覽的，那時我

搬到台北來住了，是以太平町的市場為題材。那時代，皮包都是小小的，當

中那個上海派的女人帶墨鏡，拿一個那麼大的皮包，好像說跟人約會，相好

的時候拿來當枕頭。那時候大家穿得很襤褸，而她穿得多好，你看人沒得吃，

市場裡的狗當然沒得吃，才會那麼瘦；那這些是友仔，他們流行穿花俏衣服。

牽鐵馬的則是咱這裡的人。市場上有各式各樣的人。我是用來記錄當年生活、

社會的情況。22 

這段簡短的語言，顯示出畫家精確的觀察。畫面焦距集中於市場出入口

的人潮往來景象，有尋常市集中販售維生的菜販，也有負責日常生活用品採

買任務的女性，由於畫中主要以人物為描寫對象，因此也成為鋪陳《市場口》

畫面空間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容易吸引觀者目光的是位於畫面最中央的女

子，她身著白底上綴有紅玫瑰碎花的旗袍，一頭短髮，帶著墨鏡，右手臂夾

著一只朱紅色的皮包，腳上穿著白襪與皮鞋，正以旁若無人的姿態面向左前

方前行。如以此女子為中心，可將畫面分割為前後景來看：前半部所佔的面

積雖只約為全畫的三分之一，但空間顯得較寬闊，左方有一隻枯瘦的黑狗，

右方則是一個身穿著破舊汗衫短褲的男子，背對畫面蹲坐在地上，在他身前

有一個竹簍與一支斜放的秤錘，右手邊則是一只長方形的袋子和一大簍的蔬

果，由此可知他應為在市場中的菜販。 

                         
22 引自顏娟英訪問李石樵之記錄稿，1988，（顏娟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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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後半部則是幾乎畫滿了人物，大致上以水平方式排列，留出最上方

的空間，最左邊的是一位身穿紅色條紋襯衫、白色長褲、白色涼鞋的女子，

推著腳踏車前行；接著是三位似乎正在交談的男子，在第三位男子側身的後

方，有一個身上背著木箱，衣衫襤褸的赤腳孩童，另一邊則是一位白髮的老

者，他右手持木杖，左手舉至胸前，手心向上，低著頭似在乞討；右後方則

描繪了市場中買賣的情景，站在竹簍後的小販，穿著短袖襯衫與短褲，背著

一個黑色包包，與一位身著灰色閩式祹衫與灰底紅格子裙的婦女，兩人共同

手持秤錘，似在論斤秤兩；他們後方有兩名女子，一位身穿水藍色旗袍，手

上提著蔬菜，另一位則是頭裹紅巾，身處陰影之下，幾乎看不清面孔。更後

方走向市場的人潮，則隱沒於最右上方的空間中。 

畫面背景從左至右是一片牆面，約佔三分之二的寬度，連接著右方市場

的出入口，人群即從此川流出入，因此前景顯得較為開闊，以引導觀者之目

光。整幅畫技法上，則延續著李石樵自日治時期的寫實風格，以紮實穩重的

筆法，乾擦重疊而細膩地描繪人物場景。色彩上則以褐色為基調，加上大量

的赭紅與青綠相互平衡畫面，而不至於因人物的群集擁擠而顯得混亂。 

在《建設》畫中，李石樵則是描繪出戰後台灣百廢待舉的都市重建面貌。

在 200 號的直式大畫面中，可分為前景的人物群像與後方的建築工事，前景

的人物以Ζ字形構圖，從左下方的包著頭巾的母親政呵護著她年幼的兩個子

女，身旁是正在敲擊石塊的工人，再由右邊兩位正在扛運石塊的工人推向後

方群聚的工人，正在為工程進行而忙碌；左後方傾頹的建築物前，有賣香煙

的女子與小販，最中間則有兩位似監督工程的官員。後方的遠景是一輛混擬

土攪拌磯正在運作，工人們正忙碌於搬運砂石以及以手推車載運混擬土，更

遠處出現有煙囪的建築，在藍天的映襯下，表現出深遠的空間感。對於整幅

畫的複雜細節畫家仍以一貫寫實的筆法做細膩的描繪，尤其對於石塊的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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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以及工人赤裸身體的肌肉描寫，都顯示出畫家的技巧的紮實沈穩。色彩

上仍以褐色為基調，畫面光線來自於右方，但因遠景較明亮使得整個前景似

有逆光的作用更增加前景人物的份量感。 

1949 年第四屆省展，李石樵以其生長的故鄉為背景，畫出家鄉農忙時節

的生活片刻，畫面中主要的人物皆為其親人： 

《田家樂》畫的是新莊老家，遠處是觀音山，模特兒是家父、大女兒，

是下午田裡用點心的情景。23 

畫中描繪了畫家所熟悉的親人於家園的生活景象，畫面前景人物以 V 字

形方式排列，畫家的父親坐在竹凳上，與左下方正在餵乳的妻女圍坐一籃食

物前，正準備用餐，而兩旁一男一女手持扁擔與竹耙農具，似乎以捍衛家園

的姿勢而立；從Ｖ字形中央推向後方則有正在準備曬穀的農民，似乎尚未能

收工休息，遠景則有開闊的平原與觀音山聳立。在午後陽光的照射下，整幅

畫面沈浸在金黃的餘暉中，色彩上以黃褐色為主調，前景人物仍如李石樵許

多作品中，喜好以逆光方式表現，形成強烈的光線對比，以強調人物的實體

感，而遠景的天空與山林的藍綠色，也與畫面中大量出現的黃、橙色取得平

衡。整幅畫表現出台灣農家典型的堅毅、樸實氣息。 

從這三幅作品來看，李石樵以人物群像來表現台灣戰後初期台灣的社會

樣貌，雖是以不同主題、不同的角度切入觀察，卻相同地以人物製造畫面的

空間深度。如何描繪《市場口》中擁擠的人群，而又能不失焦距重心，畫中

將光線集中於中央的海派女子，如舞台聚光燈般凸顯其位置之重要性，也使

                         
23 顏娟英訪問稿，前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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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人物繁雜的畫面有了統合的中心。而人物多從畫面右上方的市場出入口

向畫面左下方魚貫出入，並以群集方式構圖，如販賣者與購買者在畫中相對

而立，行人群聚聊天或採買往來也順應人潮，畫中我們看不到「市場」的空

間存在，卻在人物的流動與購買行為間，清楚地意識到畫面主題與內容。 

《建設》的構圖顯然更為複雜，但畫家仍採取了以不同階層人群共同建

構出畫面主題。畫面最中央的兩人以強烈的光線描繪，與《市場口》中的海

派女子同樣成為觀者目光的焦點，畫中勞動的工人、工人的妻兒子女，以及

販賣的小販，這些屬於中下階層的人民，共同圍繞在畫面中景的統治階層間，

其黯淡的色調、勞動的身影，正與監工者的潔白衣衫形成強烈對比。遠景則

是另一群勞動的工人，將畫面空間推向遠方。左後方殘破的建築，與工人的

勞動，象徵性地彰顯出「建設」的主題。 

《田家樂》的人群組織，則以正準備進食的一家人為前景主題，從最前

方圍坐的父親及妻女，到兩旁站立的人物，左為背對畫面的男子，右邊則是

面對觀者的農婦，正個前景結構自中央向左右高昇，形成有力而穩定的結構。

而正在工作的佃農，補足了前景人物在構圖上形成的空缺，也使得畫面前後

關係清楚而更具深度，也點出農家日常工作的辛勤以及平實的生活面貌。 

因此從這三幅作品來看李石樵對於群像畫的結構處理，人物的配置顯然

成為形構畫面空間主題的重要因素，因此對於畫中不同身分人物的描繪，並

如何在畫面空間中配置適當的位置，以及在這空間中群像所賦予之意涵，也

就成為這三幅作品所戮力表現的重點，亦即李石樵對於戰後台灣社會觀察的

一個重要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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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服裝與文化表徵 

《市場口》畫面中最中央帶墨鏡穿旗袍的女子，在其身後人群的衣著對

比之下，顯得格外突出，因此許多論者對這張作品的解讀，也都由這位女性

的角色、身分為起點加以判斷，若以以此女性的裝扮為指標外，其實可以與

畫中其他女性共同連結解讀，似乎可以更清楚地解析出畫家在這幅畫中對於

女性形象的建構與賦予之意義。 

從造型上來看，在畫面中央女子的短髮，與身後紮著傳統髮髻婦女的對

比下，顯得相當年輕而時髦，而在畫面左邊的女子雖是也是短髮，但屬於較

簡單的清湯掛麵的髮型。這種短髮造型，其實在戰前台灣繪畫作品中也可見，

從 30 年代開始出現比較多的短髮女子肖像，如陳敬輝 1933 年的《路途》（圖

4），陳進 1934 年的《合奏》（圖 5）、1935 年的《悠閒》（圖 6），李石樵 1936

年的《珍珠首飾》（圖 7），然而雖然都是短髮，戰前的這些作品裏，女性的

髮型顯得較為典雅，而《市場口》女子的髮尾捲燙造型，顯得較為流行俏麗。

在台灣，自日本殖民開始，即鼓勵台灣人「斷髮剪辮」，以進行日化政策,，

而後 20 年代的「新文化運動」，導入西風，1925 年以後開始流行剪短髮，到

了 1930 年代則有講究時尚的短髮捲燙形式24；而 20 年代開始，在大陸的北京、

上海等大都市，短髮也是女性普遍的髮型25。日治時期一般保守婦女的髮型仍

是以傳統的長髮捲燙，或是束髮梳為髮髻。而髮式從長至短的變化，也意味

著女性解除了傳統的束縛，不再需要費時梳理髮髻、整髮編辮，亦是女性活

動性增強、追求自主精神的開始。 

                         
24 周雅麗，〈劉錦堂的《台灣遺民圖》與遺民意識〉，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6.6，頁 34。 

25 同上注，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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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口》畫中女性的服裝，較容易引人注目的是最中央女子所穿的白

底碎花短旗袍（圖 8），在後面也可見穿著水藍色素面旗袍的女性（圖 9）；另

外畫面中最左邊的女子則穿的是西式的襯衫長褲（圖 10），以及身著傳統閩

族服飾的婦女（圖 11）。這三種服飾顯然是代表當時台灣不同年齡、階層婦

女穿著打扮。 

台灣的服裝形式，早期隨著中國大陸來台移民的增加，承襲了大陸閩、

粵地方的衣飾形式，而由於氣候、政治、經濟與中原的差異，逐漸發展出地

方特色26，到了日據時期，由於受到日本同化政策、現代化政策，以及「新文

化運動」、「皇民化運動」的影響，服裝開始較西化，到了 40 年代年輕女性

已逐漸改穿洋裝、旗袍，甚至如在大稻埕的藝旦，也時興穿著旗袍、洋裝，

只有中年以上的傳統婦人，仍穿著傳統衣衫27。在戰後初期當時由於嚴重的物

質缺乏，家庭主婦只能把嫁粧衣服修改給家人穿，受到大陸來台人士日多的

影響，在首都台北有些女性將衣服修改成旗袍，而使旗袍再度盛行。 

比對戰前畫中出現之穿著旗袍的女性，如陳敬輝 1933 年的《路途》（圖

12）、陳進 1935 年的《悠閒》（圖 13）等作品，都可發現其中旗袍多為高領

（領子越高越時髦）、衣袍與袖子多為長式，為較早期 1930 年代的旗袍式樣

（圖 14）。《市場口》畫面中央女子的旗袍樣式，為 1940 年代如上海等大都

市時髦的旗袍剪裁（圖 15）：袖長縮短至肩下二、三寸或無袖，低領，衣長

                         
26 台灣地區由於：四季氣候的嚴熱、移民社會中，政治束縳的鬆弛、民風禮教觀念的開放、經貿

海通的繁榮、紡織技術、原料供給的改良等因素亙為影響，而逐漸發展出異於大陸之衣飾文化。

例如：喜愛鮮豔色彩、夏布的需求大、衣飾奢華等特色。參考蘇旭珺，〈臺灣閩族婦女傳統服

裝的設計與變化－AD1860〜1945〉，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頁 24-26。 

27 根據 1940 年《本島婦女服的改善中》記載當時台灣婦人服裝實況：「年輕女子有一共同傾向，

不大喜歡穿中國傳統服裝，大多數穿著洋裝，………….中年以上婦女，受日式教育較少，缺

乏認同日本國民的自覺，具有舊習慣。」轉引自蘇旭珺，前引文，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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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多為短式，造型趨向簡潔28。而色彩與圖案上，白色原為中國的五行色之一，

雖然從清朝開始服裝上有「忌白」的現象，但在較炎熱的南方，還是常見的

用色；而花卉一直是中國常見的圖案素材，也常以花來象徵女性，因此為旗

袍的主要圖飾，趨勢上則從傳統的繁複紋樣逐漸簡化，畫中旗袍的玫瑰花圖

案即為近代受西方影響而流行的布紋。可見隨著戰後大陸人士的移居或觀

光，也將繁華上海的流行風貌帶至台灣。 

除了衣服之外，畫中央女性所戴的墨鏡，在當時的台灣，屬於高價產品，

以富有家庭較可能擁有，在陳進 1945 年的《婦女圖》（圖 16）中，也可看見

最前的仕女手持墨鏡，可見為當年時尚的象徵；皮鞋與皮包，也都顯示了其

裝束的新穎與時髦，畫家也自述他所畫的是一位「上海派的女人」，由此整

體裝扮來看這位女子呈現出當時從大陸來台人士的「海派」風格；另一位身

穿藍色旗袍的婦女，旗袍的樣式亦近似前者，但衣衫較長，而她的髮型則是

傳統的髮髻，顯得較為沈靜保守。 

當時只有較傳統保守的婦人仍穿著傳統的閩式大祹衫，「上海女子」身

後婦人的穿著即為 40 年代的典型樣式：剪裁較窄，衣身至腰下，七分長的寬

袖，下身的裙子長度則縮短至膝下。色彩上由於受到日本的影響，偏向灰色

調，不同於中國傳統色彩，裙子的格子圖案，也是當時婦女普遍的喜好29，而

在《建設》與《田家樂》兩幅畫中均出現懷抱小孩的母親（圖 17、18），也

是身著類似形式與色彩的服裝，為典型台灣中年婦女的衣著。而《市場口》

左邊女子的西式裝扮，以及她的腳踏車，則是從日據晚期開始的流行，可見

台灣社會經由日本文化所啟發的西化下，在服裝裝扮上已逐漸現代化
30。  

                         
28 蔡素珍，〈近百年中國婦女祺袍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家政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頁 95。 

29 蘇旭珺，前引文，頁 107。 

30 根據 1942 年（昭和 17 年）街頭服裝調查資料顯示，於太平町菊元布行前行走的 766 位年輕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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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畫中則也出現了帶著墨鏡，表情嚴肅的男子（圖 19），尤其他

與身旁男性同為身著襯衫整齊的裝扮，與一旁上身赤裸、或是身著汗衫的勞

動的工人明顯不同（圖 20），而從畫中主題推斷，可能是監督工程進行的工

程師或官員，而當年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後，所有官方高級公務員幾乎皆由

大陸各省來台人士所擔任31，因此在這幅畫中李石樵可能再度利用墨鏡來作為

區分人物的身分象徵。 

而李石樵以不同穿著的人物出現在畫中，其實相當程度地反應了戰後台

灣社會的民眾在服裝上出現的多樣性，曾被日人禁止穿著的旗袍，在戰後紛

紛出現在台北街頭女性的穿著中，例如 1945 年 12 月 17 日台灣新生報上刊載

了一幅藍蔭鼎的速寫《省都漫步之二》（圖 21），描繪在市井間購物的往來

民眾，即可見上街採買的女性多為旗袍裝扮。接著在 1946 年《台灣文化》中，

藍蔭鼎曾發表一篇「服裝文化」的文章，談到對於當時服裝的看法： 

光復後台灣的「衣的問題」，自應有和日本時代的衣的問題發生差別起

來；無論怎麼樣，我們衣的方面免不了有多少的日本化，可是光復早已一年

了，中國國民的我們對於衣服也當有一番改進，纔免得如過去一年那麼混雜

和那麼錯誤吧。32 

同年，即第一屆省展之後由「台灣文化協進會」舉辦的「美術座談會」

中，服裝也成為會中討論的主題之一，台北市長游彌堅於開會詞中提出： 

                                                                       

女中，有 583 位穿著洋服，12 位穿著和服，170 為穿著本島服，顯示在日本現代化政策的影響

下，一般婦女以穿著洋服的比例最高。引自陳惠雯，《大稻埕查某人地圖——大稻埕婦女的

活動空間／近百年來的變遷》（台北：博揚文化，1999），頁 82。 

31 李筱峰，〈民意代表與戰後初期政局〉，《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台北：自立晚報，1986），

頁 185-186。 

32 藍蔭鼎，〈服裝文化〉，引自《台灣文化》第 1卷第 3期，1946 年 12 月，覆刻版，Ｖ.1（台

北：傳文，1994），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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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問題就是服裝，光復後台灣婦人從西裝改穿旗袍，但這是錯誤。

旗袍是清朝的衣服，我們漢民族的明朝時代衣服，……服裝若由日本的壓制，

恢復到腐敗的滿清樣式，是無意義的，服裝對於國民保健和民族發展有至大

的關係，在生理上美觀上是一個重大問題，…33 

1945 年 11 月 9 日的台灣新生報中，刊登了一幅台北的新公車街頭即景

（圖 22），照片以乘客上下公車的角度取景，其中正步下公車的是一位身著

旗袍的短髮時髦女子，她飛揚的神情姿態，與身旁正要上公車，頭梳髮髻、

身著閩服的婦人沈靜的背影相比，形成極大的對照，更頗有《市場口》中海

派女子的。而這張照片雖只是街頭的驚鴻一瞥，卻也清楚地映照出戰後的台

灣人民的衣著變化；由於歷史的變動，台灣人民保有的閩式風俗衣裝，也有

在日本的殖民政策下逐漸普遍的西式服飾，而戰後大陸人士的來台，中式的

旗袍也再現街頭，台灣街頭出現中西日各式的服飾裝扮，也形成了令人注目

的社會景觀。 

在 1946 年台灣文化協進會協同婦女會，曾兩度共同開會研商「台胞服

裝」的改進討論會，34對於服裝問題所引發的混亂現象提出討論，並邀請藍蔭

鼎、李石樵等人出席，共同提出改進方向。服裝原本只是單純民生需要，在

戰後顯然成為台灣多重文化混異的外現表徵，對於敏感的民心與時局而言，

服飾的選擇在文化與政治意涵的制約下，似乎也成為民族認同的象徵。尤其

在 43 年後，畫家面對著《市場口》的畫面內容，在訪談中吐露出的言語，仍

可清晰地感受其內在心緒，他形容「上海小姐」手中的皮包尺寸較大，除了

一般的功用，還可以當作枕頭和別人睡，並強調周圍的人都是「我們這邊的

                         
33 〈美術座談會（1946 年 9 月 17 日，台北市中山堂）〉，引自《台灣文化》第 1卷第 3期，上

引書，頁 20。 

34《台灣新生報》，1945 年 10 月 27 日、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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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35，若以此言語回溯畫家當年創作之意圖，顯然地是有意識地藉由畫中人

物服飾裝扮的描繪，陳述當時社會形貌，區分出社會地位與族群的差異，其

中對於畫中居於主角位置的海派女子更是明顯地隱含輕蔑之意，其間畫家本

人對於族群認同之意識型態自然不言而喻，而也成為指陳作品內涵最為關鍵

性之觀點。 

 

 

 

 

 

 

 

 

 

                         
35 顏娟英訪問稿，前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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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北城內外——權力空間的對照 

《市場口》、《建設》與《田家樂》均以台北城內外周遭為取景的對象。

台北作為一個首都，在歷史上也向來具有相當的政治意義，當年日本殖民政

府來台即立刻將行政中心進駐台北，從 1912 年開始，由於台北發生空前的水

災，舊市區房屋損毀甚嚴重，日本執政當局即利用復建機會進行革命性的「都

市改正計劃」，由營繕課規劃設計，將今日城中區一帶——府後街（今館前

路）、府前街（今重慶南路）、石坊街（今衡陽路）及書院街（今博愛路南段）

與京町（今博愛路）的街屋改建逐年完成，也建立了以日人主要聚集區域的

台北「城內」建築景觀與風格。市區建築的規劃改建，是日本殖民統治的重

要工程，但對於整個台北的建設卻並非全面性的，而是不均衡的。一般台灣

人民居住的大稻埕區域被稱為「城外」，在城市空間的意義上，大稻埕之台灣

市街風情與當時的「城內」雄偉的官廳建築正好形成明顯對比，甚至當時有

人以「四腳仔」與「稻埕人」分別稱呼日本人與台灣人，以做為區別族群的

名詞。36 

依李石樵訪問中所言，《市場口》是「以太平町的市場為題材」，「太平

町」為日據時期的延平北路區，是大稻埕的核心區，大稻埕是台北城市在二

十世紀初期興起的重要據點，從清康熙末期即開始開發，到了 1898 年，大稻

埕已是全台僅次於台南的第二大城，為重要的商業港口城市；在日據時期，

經過殖民政策的改造，大稻埕已成為消費娛樂進駐的現代化都市，許多先進、

流行的事物，都從大稻埕發起；此外，它是社經文化的重鎮，曾經的反日運

                         
36 參考莊永明，〈大稻埕的茶香歲月〉、〈延平北路訪今探昔〉、〈台北城內的名建築〉，《台

北老街》（台北：時報文化，1993），頁 52-55，96-119，13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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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文化運動，都以此為重要的活動空間37，也是許多傳播新思潮與新文化的

台灣文化人匯集之地，包括許多音樂家、作家、藝術家如陳澄波、李石樵、

楊三郎、郭雪湖、張萬傳等人，都可常在大稻埕的「永樂座」、「第一劇場」、

「波麗路」之間，看到他們的身影38。李石樵在戰後第二年回台北定居，即常

在大稻埕活動，太平町不僅是大稻埕最熱鬧的街肆，更有「台灣人的街道」

之稱，無論在戰前或戰後初期，台灣人以擁有此「台灣人最寬廣」的商業街

自豪，可以說是台北市足以與城內「榮町」（今衡陽路）抗衡的商業街39，其

特色是以台灣人為對象的衣食日用品供應處，不僅經濟活動頻繁，更可以透

過此地一窺台灣人的生活現況；而戰後政治與社會環境的變動下，太平町以

逐漸取代城內榮町的風采，不僅商店、旅館、酒店林立，市民與商人也往來

頻繁成為台北最繁華之中心40。 

以總督府為中心的「城內」，在日治時期日本殖民政府的都市計畫中，

有意識地以公共建築的增設彰顯其統治權威，創造與「城外」文化空間的差

異性，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在向總督兒玉源太郎建言建造總督府

時，即表示在「台北的中心，建造一座壯大的台灣總督府官廳，周圍設有大

街、林蔭大道和公園，這是權力和領導的象徵，可給台灣人一項深刻印象」41，

尤其城內建築多以教育、經濟和政治機能為主，也因此建立並區隔出政治文

化的統制性。 

 

                         
37 引林衡道於〈大稻埕耆老座談會記錄〉會中發言，《台北文獻》第 99 期，1992 年 3 月，頁 3-4。 

38 張弘毅著，〈台北大稻埕的「市街風格」變遷：1853-1945〉，《輔仁學誌》第 25 期，1996

年 7 月，頁 51-52。 

39 引自〈大稻埕發展〉，《文化大同》第二期。 

40 〈「省都るへ甦」專欄——生彩放つ大稻埕〉，《台灣新生報》1945 年 1 月 8日，第四版。 

41 馬若夢，《台灣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台北：牧童出版社，1979），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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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畫中後景可見到的尚待修建的半座建築，有個圓拱門的造型，

是日治時期城內街道建築常見的建築形式（圖 23）。42在白雪蘭之《李石樵繪

畫研究》中，提及當時總統府後面的圖書館將要改建，而李石樵是依「幻想

重建的情況而畫」。43台灣總督府圖書館位於在總督府西北側（今寶慶路與博

愛路口之博愛大樓），原為日治時期所建的彩票局，1914 年改為總督府圖書

館，其正面建築形式也可見圓拱門之造型（圖 24）。由於在戰前的 1943 年底，

美國軍機開始轟炸台灣，此後空襲次數加劇，目標也從交通設施漸擴大至市

區；1944 年 5 月 31 日全島更遭大空襲，台北市區遭受嚴重破壞，台灣總督府

圖書館、台北帝大附屬醫院等建築遭致全毀，而台灣總督府也局部損毀，傷

亡慘重。攝影家鄧南光在 1945 年所拍攝的照片中，即可看到遭受盟軍轟炸過

後的台北城中區，幾乎完全成為斷垣殘壁之廢墟景象(圖 25)。國民政府來台

之後，則開始集資進行首都的修復工程，在目前的文獻資料中，雖然無明確

記載總督府圖書館的改建日期，但在戰後初期，台北城內以總督府為中心的

四周地區確實有不少建設工程的進行，根據當時台北市政府統計資料顯示，

1945 年 11 月至 1947 年的 6 月底，公共建築修建或興築完成者，計有 34 單位，

修建毀壞房屋計有 450 幢 19 處44，在 1947 年 9 月 24 日台灣新生報上的報導中，

當時台北幾乎每一條街道上都在大興土木，戰時毀壞的建築廢墟也在逐一修

整中，工人們搬運磚塊、調和水泥的情景也隨處可見45。也由此可知《建設》

畫中的殘破的建築，以及進行修建工程的工人勞動，對於李石樵向來認為不

能光憑想像，仍需要「觀看」對象來作畫的李石樵創作習慣而言，應是有實

際觸發創作靈感的景象作為對照。  

                         
42 參考李乾朗，《臺北近代建築》，台北市：臺北市文獻會，1994。國科會數位博物館計劃，〈台

灣建築導覽—日據時期〉，《台灣建築史》，參見網址 http://www.dm.ncyu.edu.tw/content/content06.htm。 

43 白雪蘭，前引書，頁 93。 

44 《台灣新生報》，1947 年 9 月 20 日，第二版。 

45 徐雪影，〈新台灣在建設中〉，《台灣新生報》1947 年 9 月 24 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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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日治時期以來，台灣的建築材料的使用上，由於資源上供應的缺乏，

無法以鋼筋混擬土應用於所有的建築中，因此普通的一般建築物多以木材和

煉磚混合為主46，如《建設》畫中的大型石塊，為台北北區士林、北投區域所

產，在建材使用上屬於「就地取材」的方式，以減低材料的運送成本47，而此

種石材的使用，也以大型公共建築的門面基座使用為多，因此從《建設》中

建築工程所使用的混擬土攪拌機與大型石材，以及畫中出現的監工人員中可

明確推斷，李石樵應是以戰後初期台灣大型公共建築的修築工事作為題材，

以反應當時台灣興修工程的迫切性與真實場景。 

戰後的台北，由於在戰爭的襲擊下，整個城市景觀也遭到破壞，國民政

府的接收，也造成了權力空間的變動。1946 年 2 月 8 日刊載於《台灣新生報》

中一幅插畫（圖 26），描繪了在戰爭轟炸下傾頹的危樓廢墟，強調危牆應急

速拆除的迫切性，以期待新建設的完成。國民政府一方面不斷呼籲官民合作，

將毀壞的市景建築翻修新築，以強調對於台灣的積極整治，另一方面也希望

肅清日本殖民的文化思想，將台灣建設為「中國化」的一省，將台灣文化重

新納入中國文化之內，這種對於台灣人民心理上的的重新建設，也是戰後官

方普遍的言論口號。 

而戰前日人盤據的城內，到了戰後，則成為國民政府接收的重要行政中

心，從政權的交替到新的政治力量的進駐，使得台北成為更具有政治權力的

重要空間，而在城另一方的大稻埕，則是在文化與經濟上都有著屬於在地台

灣的本土強烈象徵意涵，當畫中的群像被藝術家形塑於一種經由空間編寫的

社會結構中，李石樵選擇了這兩個公共空間切入，一方面從大稻埕的市場口

――曾經市況熱絡，代表台灣典型的傳統市集――以貼近真實的台灣人民的

                         
46 大倉三郎，〈台灣建築技術上的諸問題（二）〉，《台灣新生報》1946 年 10 月 2 日，第五版。 

47 根據筆者訪問日治時期建築師李重耀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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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場域，另一方面則從政權交替之下――台北城市權力中心的接收與重

建，來透視台灣歷史與社會的一個重大轉折。建築原是忠實地反映出人與外

在環境的關係，也是文化輸入的具體表徵，而隨著政局與意識形態的轉變，

建設形式上的象徵意義也被特別地凸顯起來，而李石樵也藉由建設的主題，

反應出當時統治權威的重建，與台灣社會所面對的政治現象。 

在《田家樂》平靜農村的背後，呈現的是戰後社會的另一個問題，由於

當局者對於市中心的積極建設，在戰後的二、三年間都市生活逐漸的復甦，

隨著建築物與街道逐步修整完竣，人口逐漸集中，工商業也在困難中起步；

相形之下台灣農村生活卻呈現不平衡發展，在戰時由於兵員的大量徵召，使

得農村的勞力呈現缺損，肥料來源斷絕，生產也漸趨停頓48，戰後百廢待舉，

而農業的復原卻是最為困難，因此形成農村生活的貧瘠缺乏。在 1947 年 2 月

27 日《台灣新生報》的社論即提出呼籲，希望當局重視農民生活，並改善農

村問題，以打破城鄉發展之不平等狀況。： 

光復後的本省，城市生活和農村生活，呈現著不平衡的發展。……現在

城市表面的繁榮已經相當觸目，而若干角落裡的農村仍舊保持著窮困疲憊的

生活。49 

相對於台北城中心的繁榮景象，位居郊區的新莊農村，田園土地雖然開

闊，卻顯得分外沈寂。畫中食簍中不見豐盛的菜餚，人物穿著也只是粗布汗

衫，顯示出當時台灣雖是產米之區，農人終年辛勤工作胼手胝足，雖然收穫

白米，自己卻大多吃蕃薯或豆類等雜糧，衣食僅能溫飽，甚至出現難以生存

                         
48 孫壽榮，〈論台灣米穀問題〉，《台灣新生報》1947 年 6 月 15 日，第三版。 

49 〈改善農村的生活〉，《台灣新生報》1947 年 2 月 27 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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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50由於李石樵家中經營碾米廠並兼收買米穀的生意51，對於農田工作

者的生活狀態與工作情形，有著相當的了解，《田家樂》中將耕作者每日在

田中工作直至午間休憩用餐的情況，真實地描繪下來，也同時反應出相對於

台北城內的復甦，農村生活卻是益加困苦的寫照。 

從《市場口》、《建設》透視台北城中心的權力交界，而到《田家樂》

畫家已將視野落在遠方的觀音山，背對著台北城內的繁華街景，似乎也背對

著權力統制的中心。藝術家的視界從公共空間轉向了私人的家園，對於台灣

戰後社會狀況的觀察，在畫面背景的空間意涵上，呈現出政治權力對照下的

落差，與人民生活的實況，隨著台灣戰後政經情勢的發展，李石樵在題材上

的回歸家園，除了對於農村生活的真實呈現外，似乎也隱含希望能回歸最自

然、生活層面的一個「安居」狀態。 

 

 

 

 

 

 

                         
50 〈改善農民生活〉，《台灣新生報》1946 年 10 月 15 日，第二版。 

51 李石樵，前引文，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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