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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寫實群像之風格探源 

《市場口》、《建設》、《田家樂》這三件作品都是以寫實的技法描繪

群像做為題材：從市場口穿流的人群，到正在工地中群集勞動的工人，以及

正在農地中休憩的一家人，這種大幅尺寸的群像畫，似乎是中國或是台灣的

西洋畫中較少見的題材，但若從日本近代洋畫的發展中觀察，則可自外光派

上溯至西方寫實主義，並可從藝術家積極參與的日本官展風格中，試圖理解

這三件寫實群像畫的風格根源。 

本節研究重點即為追溯李石樵寫實繪畫風格形成的脈絡與發展，追索李

石樵早年於日本留學的背景：當時李石樵在東京美術學校期間，在繪畫技巧

與風格的學習上，都直接承襲了當時日本西洋畫「外光派」的主流風格，此

種風格在其戰後創作的作品中有著如何的影響？另一個觀查脈絡則是日本官

辦美展之發展方向，1920 年代留日的台灣學生在無奧援的環境中，唯有靠著

積極參加具權威性的「帝展」，作為功成名就的途徑，然而展覽的競爭性以

及評審品味與取向，自然也左右著畫家的取材思維，因此也形成李石樵的創

作中傾向帝展所偏好的寫實性題材，而形成「帝展風格」的創作類型，而此

種傾向是否在其戰後創作中所承接，也是對於理解李石樵創作風格的重要途

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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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外光派與「構想画」形貌的追索 

1896 年第一回白馬會展上，黑田清輝的作品《昔語り》（圖 27）開創其

「現代風俗畫」——「構想画」(grand composition)的面貌，這件作品描繪一

群男女在路邊聆聽僧人正在講述「平家物語」的悲劇故事，這幅畫在 1945 年

因遭火災而燒失，但留下了許多練習草圖，當初黑田為能精確表現此巨幅的

群像畫面，繪製了許多人物細部的炭筆素描，以及油彩畫稿，因此今日仍能

從留存的手稿中，看到黑田對於人物姿態與表情的細膩描繪，說故事的僧侶

以生動的手勢表情正講述著一段愛情悲劇，而環繞在旁的男女，專注地寧神

傾聽，連後方正在割草的女孩，也忍不住停下腳步一探究竟。黑田所強調的

「構想」架構，原是屬於西方藝術中的歷史畫之基本概念，然而這幅畫中的

的歷史主題——「平家物語」，在畫中卻無任何元素或場景交代，因此這種

特意忽略歷史主題、場景與明確故事性的作品，形成歷史畫的「風俗畫化」52，

這幅畫被認為與 19 世紀末法國藝術家夏畹（Pierre Puvis de Chavannes）的作品

《Rest》（圖 28）的結構相似53，都是以一種包含寓意的畫面，取代真實的故

事場景，是 19 世紀晚期的法國學院主義的顯著傾向。 

黑田清輝早年師事於法國學院派的柯朗（Raphael Collin）門下，柯朗雖

是學院派畫家，但在十九世紀晚期法國藝術潮流中，印象派逐漸成為主流，

也影響了學院主義藝術家，開始在繪畫風格上接納印象主義對於色彩和光線

的概念，呈現出一種折衷式的印象主義，因此黑田所承襲的繪畫觀，即是以

                         
52 喜多崎親，〈明治期洋画のイコンとナラティヴ——歷史画受容をめぐる一試論〉，東京国立

近代美術館∕国立西洋美術館編，《交差するまなざし——ヨーロッパと近代日本の美術》（東

京都：東京国立近代美術館∕国立西洋美術館，1996），頁 127。 

53 杉田益次郎，〈黑田清輝筆『昔語り』図〉，《美術研究》24 號，昭和 8年 12 月；轉引自田

中淳，《明治の洋畫—黑田清輝と白馬會》，日本の美術第351號，1995年8月15日，頁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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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傳統學院派的嚴謹寫實技法為基礎，再加上印象派對於光線色彩的描寫

手法54，英文稱作「印象主義學院派」（Impressionistic Academism），日本人

則稱為「外光派」（pleinarism）。有別於早期外光派作品在西方印象派的影

響下，多以直接描繪風景、肖像為主，黑田將西方學院主義的歷史畫架構帶

入， 透過西洋畫的技巧來描繪日常所見的世界，尤其是日本的風俗與民情，

如此形成的「構想画」不僅只是再現視覺景觀，而是藉由畫面傳達某種思想

或哲學觀；黑田曾強調「歷史畫的主題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充分捕捉智

識、愛等無形的畫題，讓筆尖充滿想像力」55，將人物的配置、光線的投射、

與色彩的組合，以充分的想像力在畫面中形構，黑田這種以牧歌式的詩意主

題、背景取代明確的歷史性故事題材，並以自然主義的手法描繪光線變化，

也是黑田所師承的柯朗及其同輩藝術家的創作趨勢。 

黑田將留歐所學帶回日本後，對於日本西洋畫壇帶來相當大的震撼；

1896 年「白馬會」以新興自由的繪畫風格及思想為號召，由黑田清輝與久米

桂一郎為首，吸引許多年輕畫家的加入；同年東京美術學校西洋畫科成立，

黑田清輝被聘任為系主任，藤島武二、岡田三郎助與和田英作等人也都隨著

黑田清輝進入東京美術學校任教，自此「白馬會」與公立學院的權威性結合，

「外光派」風格不僅成為東京美術學校西畫的重要傳統，同時也主導當時日

本官方美展的發展方向，形成日本的學院主義，對日本的西洋畫發展有著相

當的影響56。 

在黑田清輝的影響下，和田英作 1897 年的作品《渡頭の夕暮》（圖 29）、

1898 年小林萬吾的《農夫晚帰》（圖 30），與湯浅一郎的《漁夫晚帰》（圖

                         
54 田中淳，前引書，頁36-38。 

55 田中淳，前引書，頁54。 

56 王秀雄，《日本美術史》（台北：史博館，2000），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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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等作品，逐漸建立起「構想畫」的風格系譜，《渡頭の夕暮》中，描繪

剛結束一天工作正要回家的農夫一家人，一邊在渡船頭等待渡船的到來，一

邊在欣賞河畔的落日美景；《農夫晚帰》中疲憊的農夫一邊吸著煙管，一邊

拉著馬匹，在漸晚的暮色中踏上歸途；以及《漁夫晚帰》裏漁夫漁婦牽著孩

子，收起打漁的工具，自海濱準備返家，這三幅畫都是取材自現實農漁村樣

貌的風俗畫，在強調戶外光線表現的手法中，如實而精準地捕捉黃昏時，向

晚天際之瞬息光影，尤其是陰影部份大量使用紫色薄塗，不僅可見外光派的

色彩運用的影響，更與畫中大量黃橙色的暮色餘暉形成色彩上的均衡感；畫

中人物群像不僅描寫細膩，形態也掌握如真，並大都以逆光方式畫面立於前

景，形成遠景的色彩較單純明亮，前景則顯得較為陰鬱沈重，在前明後暗的

兩相對照下，畫家呈現的現實場景帶有微妙的詩意與感傷性，也相映出畫家

對於現實的關心，以及對畫作主題投注的情感。 

和田英作、岡田三郎助、藤島武二、小林萬吾，這幾位重要畫家，都是

在明治年間於黑田清輝領導下成為重要美術團體「白馬會」的中堅份子；承

襲了黑田對於「構想畫」的理念，他們一方面接收西方學院派寫實主義的觀

念，多半自生活周遭的樣貌取材，或是擷取社會風俗的場景，再結合外光派

對於事物外在形象的描繪技巧，而在題材與技巧之外，強調的是畫家對於畫

面中群像結構中所傳達的某種思想與情感的意識與自覺，尤其當年這一系列

作品反應出的是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後，畫家對於社會現實情況的關注，畫中

以一種抒情性的感傷取代直接的社會批判57，利用外光派對於色彩與光線的解

放，描繪出夕陽下充滿希望的明治市民之生活百態。 

 

                         
57 田中淳，前引書，頁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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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石樵初抵日本的第二年，為準備東京美術學校考試，曾於私人畫室學

畫——包括藤島武二主持的川端學校、岡田三郎助主持的本鄉洋畫研究所，

以及小林萬吾的同舟社58，這些如同補習班的繪畫「研究所」是台灣學生投考

東美之術科預備學校，素描的訓練多在此加強，才得以順利金榜題名；李石

樵花費三年時間「拼全精神地學習」，終得以如償夙願，也因此打下了紮實

的素描基礎59。1931 年李石樵進入東京美術學校的西洋畫科，則開始全心學習

油畫，次年正值東京美術學校人事更動，由和田英作就任校長，擔任油畫科

的教師以主任岡田三郎助為首，教授有藤島武二、小林萬吾、南薰造、田邊

至60，直至 1936 年李石樵自東京美術學校畢業，同年也正是和田英作辭去校

長一職。根據李石樵的回憶61
，西洋畫科一年級課程是以素描為主，由田邊至

擔任教師，二年級則是由小林萬吾教授油畫，另外還要上美術史與解剖學；

三年級開始分教室上課，由於東京美術學校各科有一個行之有年的「教室制

度」教學傳統，每位教授擁有一個教室，各自帶領幾名學生，學生可以選擇

適合自己畫風的教師，以親炙教師繪畫理念的精隨，當年由藤島武二、岡田

三郎助、南薰造分別負責三間教室，李石樵則經由石川欽一郎的介紹，進入

岡田三郎助的教室學習，除了課堂的學習外，也藉著與同學間的切磋討論，

以及自身的琢磨，以開啟其對於西洋畫上技巧的磨練與鑽研，而與東京美術

學校有密切相關的白馬會畫家的作品，也應是李石樵學習的對象。 

在《渡頭の夕暮》、《農夫晚帰》、《漁夫晚帰》這幾件作品中，可以

共同感覺出光線在畫中的強烈意義，畫家以色彩將光源清楚地捕捉下來，這

種藉由光線與色彩融合的視覺意象，以充分捕捉住時代的感情，這種表現手

                         
58 王德育，前引文，頁 18。 

59 李石樵，前引文，頁 85-86。 

60 東京芸術大学百年史刊行委員会編，《東京芸術大学百年史》東京美術学校篇，第３巻（東京

都：ぎょうせい，1987），頁 565-566。 

61 白雪蘭，前引書，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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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上溯至黑田清輝的繪畫觀，黑田向來強調對於自然景物如實的呈現，對

光的描繪來自於對自然景物的嚴格觀察，仔細將對象物的特性、位置、以及

光線、色彩關係一一加以整理釐清，以求精確無誤62。而這樣對於色彩與光線

要求密切的特質，明顯地於李石樵創作所承襲相應，從早期開始的創作，無

論靜物畫、風景畫或是人物的肖像，都嚴守著寫實的風格，而隨著技巧的日

益熟練與精進，至戰後所創作的幾張群像畫，顯然已經為李石樵寫實技巧與

觀念高度成熟的巔峰之作，也更加接近「外光派」的表現特質，在《市場口》、

《建設》、《田家樂》以及《河邊洗衣》（圖 32）幾件作品中，僅均為大幅

尺寸之作，在風格上有著相當接近的寫實技法與光線色調，畫家藉由油彩的

層層相疊，將紮實穩重的筆法流暢而緊密地結合，筆法上好以乾筆薄塗，利

用油彩的透明性，交織出錯落的光影與清晰的明暗層次，無論是人物的體態

或能量感、畫面的前後空間與主客關係，都能掌握得一絲不紊而調理分明；

而色彩上多偏向溫暖的褐色為主調，人物與景緻的描寫也都相當寫實而細

膩，再利用人物的衣著或陰影加上赭紅與青綠補色來相互平衡畫面，呈現出

厚實而豐富的色彩基調；同時相當著重於光線的鋪陳，雖然都是描繪戶外的

場景，但光影明暗仍清晰強烈，而在捕捉片刻的光影之餘，卻多半以較自然

光更為強烈地，稍帶有戲劇性般的逆光呈現，將畫中人物及景物烘托地更為

意象鮮明。而在主題內涵上，都是對於生活環境影像的擷取，以及對社會情

感的的反思與呼應。 

《渡頭の夕暮》、《農夫晚帰》、《漁夫晚帰》等外光派畫家作品都在

當年白馬會展出後，直接由東京美術學校（今東京藝術大學藝術資料館）所

收藏，因此李石樵在日本期間，應該有不少親炙名作的機會，並經由對於這

些日籍教師創作的觀摩與學習，得以吸取外光派的技巧與精神，尤其承繼著

                         
62 佐藤一郎，〈黑田清輝における素描と繪画〉，歌田真介等, 佐藤一郎等編，《油画を読む》

（東京都：東京藝術大学大学美術館協力会，2001），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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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田清輝的創作觀中，強調對於物象基本造型必須先以細密的觀察，加上正

確寫實的描繪技法，以確實精確掌握物象形態，以及對於色彩與光線關係的

講究，都成為李石樵在寫實風格學習過程裡，重要的概念與努力的方向，而

在戰後逐漸成熟圓融的技法中，看到了花開成熟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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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帝展風格影響下的題材類型 

李石樵在 1933 年以《林本源庭園》（圖 33）一畫入選第 14 回帝展，之

後李石樵逐年陸續有六件作品入選帝展，一直到 1942 年被推舉為「無鑑查出

品」63，在這幾件作品中，可以發現其中風格與題材上的一致性，除了《林本

源庭園》與 1936 年的昭和 11 年文展作品《楊肇嘉氏之家族》（圖 34）之外，

李石樵皆以女性人物畫像參選，構圖取景也大致雷同，而這些題材類型，更

是大量出現在日本歷屆的官展作品中，因其中題材技法上的相近，明顯地成

為評審入選的偏好與指標，亦即形成所謂「官展風格」。對於從 20 年代開始

相繼赴日留學的台籍畫家而言，學習藝術在當年仍難以為社會或家庭所理解

與接受，因此在如何入選帝展以求得聲名，即為藝術家所努力追尋的目標，

因而在創作上容易為企求入選而遭評審風格所左右，也形成作品上風格類型

相似的一大主因；因此對於帝展風格影響的探究，也是了解李石樵寫實風格

形成過程的一個方向。 

帝展的成立最初，始於黑田清輝留學法國時看到了法國官展的權威性，

因此建議日本政府仿效法國，在日本成立官辦美展，於是 1907 年（明治 40

年）由日本的文部省，仿效法國沙龍美展而創辦了「文部省美術展覽會」，

簡稱「文展」，是日本有史以來第一個官辦美展。文展西洋畫主要審查委員

包括黑田清輝、和田英作、中村不折、岡田三郎助等外光派畫家，也因此主

導著文展的審查方向，外光派畫風長期形成日本官方美展的主流。然而自大

正時代開始，由於對於日驅保守的文展審查制度之不滿，反官展的在野美術

團體、美展紛起，受到西洋現代藝術陸續被介紹到日本的影響，其追求個性

表現的前衛畫風，逐漸與文展形成分庭抗禮之勢，也挑戰著文展的權威性，

                         
63 李石樵，前引文，頁 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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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1919 年 9 月，敕令廢止「文展」，而改在文部省之外另設置「帝

國美術院」，直接掌理國家美展，稱為「帝國美術院美術展覽會」(簡稱帝展)，

而台灣早期的留日畫家，如陳澄波、廖繼春、李梅樹、李石樵等人，也多在

帝展期間於日本留學，帝展因此成為台灣留學生頭角崢嶸的場域。 

日本畫壇自昭和初期開始對於西洋藝術的引進出現反省與批評，同時受

到國家主義的思潮影響，開始出現「洋畫日本化」的呼聲，以表現日本精神，

因此 1935 年 5 月 28 日文部大臣松田源治則突然宣佈「帝國美術院」的改組，

網羅在野美術團體的優秀畫家為「帝國美術院會員」，以期帝展能納入多元

風格，然而這次的改組也造成了人事的紛爭，因此 1937 年又廢止了「帝國美

術院」，另設「帝國藝術院」，而且把展覽活動與「帝國藝術院」分開來，

交還給文部省來策劃與主辦，稱為「新文展」，一直到 1943 年，新文展一共

舉辦了六次，期間 1940 年特別舉辦了「紀元 2600 年奉祝美術展覽會」；新

文展表面上似乎讓日本官展容納更多元的風格，但實際上卻是以政府的力

量，加強對文化及藝術的統制，以符合戰時體制，也因此自第二回新文展開

始，富有時局特色和戰爭色彩的作品也日益增加；1944 年隨著太平洋戰爭戰

事日趨激烈，策劃了「戦時特別展」，之後，隨著日本的戰敗，新文展也隨

之停辦64。 

如此綜觀戰前整個日本官展的發展，雖然期間歷經幾度改組變革，但若

從西洋畫審查委員的成員來看，屬於東京美術學校與白馬會的外光派系畫家

仍佔重要位置，如包括文展初期的黑田清輝、岡田三郎助、和田英作、中村

不折，至帝展時期有藤島武二、和田三造、南薰造、中澤弘光、小林萬吾、

田邊至、白瀧幾之助……等人，因此帝展作品的入選風格與評審品味仍是以

                         
64 王秀雄，前引書，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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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光派為主流，但也明顯地受到在野美術聲浪的影響，漸漸包容較為多元性

之藝術風格。 

帝展對日本藝術家而言，向來是建立知名度與尋求社會公認之競爭場

所，而對於當年負笈東瀛學習美術的台灣留學生來說，能夠進入東京美術學

校可說就是邁向理想之路的起點，如果能夠繼而進入帝展爭取特選，或致獲

得免審資格，更是一條功成名就的大道，因此多半也依循著這個方向，積極

地參展競爭，而如前言所提帝展的評審委員亦多為東京美術學校之教授，因

此在透過美術學校教育與官展審查兩種管道的交互作用下，不但持續地影嚮

著日本的繪畫創作，更直接影響了台灣早期留日藝術家戰前的創作風格，因

此從李石樵也難以自外於此種影響，而可從其創作中，歸類出受帝展風格影

響下的題材類型。 

《林本源庭園》為 120 號的大尺寸之作，當時李石樵以板橋林本源花園

為背景，描畫板橋林本源花園為背景，前景為身著中式服裝的年輕男子，坐

於八角桌前。李石樵初試啼聲竟獲得帝展入選，在當年以「台灣人」的身份

實屬極為難得，而《林本源庭園》能如願入選帝展，除了在學校的師承學習

外，也受益於另一位日本畫家——吉村芳松的指導，李石樵曾多次提及在日

本期間的十二、三年間，在生活與學業上影響其最深的即是吉村芳松，吉村

於 1913 年自東京美術學校西洋畫科畢業，是東美圖畫師範科老師田邊至的連

襟，其畫室座落在東京瀧野川之町，由於陳植棋的介紹， 陳澄波、李梅樹、

李石樵、陳德旺等人都曾來到吉村芳松畫室學畫，所以吉村芳松也以特別照

顧台灣來的留學生而獲得敬重，根據李梅樹的回憶，當時李石樵唯恐無法入

選帝展而中斷學業，而請託於吉村芳松，經由吉村的不斷鼓勵與指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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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張林本源庭園的畫完全改觀」65，順利入選帝展；由於吉村的畫風依循東

京美術學校之風格，作品自 1914 年第八回文展入選起，幾乎年年入選，並分

別於 1925 年第六回帝展、1927 年第八回帝展獲得特選，對於一心想在帝展中

展露頭角的李石樵而言，自然是繪畫創作上的良師益友。 

李石樵在回憶錄中曾提及，吉村總稱台灣人為中國人，喜以著中國服裝

的女性為表現題材66，可看出吉村對中國文物特別有興趣，並常亦此類型題材

創作參展，如吉村在 1932 年第 13 回帝展中的《秀園》（圖 35）這幅作品，

以身著中式袍服的年輕男性，執扇站立於庭園中為描寫對象，與李石樵的《林

本源庭園》中畫面的題材、取景，亦頗有相通之處。而 1931 年第十二回帝展

的《圓桌》（圖 36）畫中，吉村描繪一身著旗袍，以手拖腮坐於中式圓桌前

的女性，與李石樵 1935 年第九屆台展推薦賞作品《閨房》（圖 37）相較，同

樣描繪身著中式服裝、繡花拖鞋的女性，端坐於房內眠床前，構圖上頗為相

似，而《閨房》畫中所描繪女性的穿著、房間的擺設似乎是以台灣大稻埕之

藝旦為對象（圖 38）67，雖然《圓桌》畫中的女性的真實身分無法確知，但

這這幾幅吉村的作品中都相同地呈現出一種迥異於日本情調的中式風情，也

是屬於帝展時期常出現之「異國情調」作品，當時如藤島武二等畫家，喜好

以中國衣飾、器具來表現造形68。李石樵雖以大稻埕藝旦為描繪對象，但也屬

於日人所謂的「南國情調」作品，而《圓桌》與《閨房》兩幅作品在構圖上

的類似，也許可看出吉村的指導對於李石樵初期創作的影響。而若再從吉村

                         
65 李梅樹，〈台灣美術的演變〉，張炎憲編，《歷史、文化與台灣——台灣研究研討會 50 回記

錄》（台北︰臺灣風物，1992），頁 150。 

66 李石樵，前引文，頁 86。 

67 1922 年 3 月 20 日《台灣日日新報》描述：「藝旦間進門正面，有裝飾華麗的寐臺，有的用金

銀珠玉鏤刻、或用金絲銀絲編成唐草模樣的花鳥刺繡，掛著如薄紗的垂帳隱約可見，房間的右

側放置著洋式的鏡台，左側則放置衣櫥或茶具等器具，中央置圓桌和二、三張椅子，放間最大

有十個榻榻米大」轉引自陳惠雯，前引書，頁 79。 

68 方林，〈帝展時期的台灣意象〉，《藝術家》第 251 期，1996 年 4 月，頁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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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歷屆帝展其他作品來看，題材上大致又可分為二種類型，一為田事農忙

的的婦女群像，如《曠原朗日》（圖 39）、《斜陽平日》（圖 40）、《女子

報國隊》（圖 41），另一類型則為傾向自然寫生風景作品的《葡萄》（圖 42）、

《春》（圖 43）、《放牧》（圖 44）、《家路》（圖 45）；而值得觀察的方

向是，吉村在 1940 年紀元 2600 年奉祝展的《祝建國紀念畫像》（圖 46），

以及 1944 年戰時特別展的《女子報國隊》都與特意選取與時局相應之主題，

這與李石樵日後 1940 年代的創作也有明顯的相互相應之處。 

1936 年昭和 11 年文展《楊肇嘉氏之家族》之家族群像，雖是李石樵受

台灣贊助者楊肇嘉委託而作，但相同題材之「家族群像」，也在歷屆帝展可

見，如 1931 年第十二回帝展江藤純平的《Ｆの家族》（圖 47）、1931 年第

十二回帝展作品鈴木千久馬《家族》（圖 48）、1934 年第十五回帝展作品松

居均的《家族》（圖 49），這些作品都以類似「家族合照」方式構圖，人物

或坐或站皆姿態端正，顯得有些緊張僵硬，而兩年後李石樵在 1938 年第一回

府展獲得無鑑查的作品《初孫》（圖 50）也描繪了迎接新生兒誕生的家庭成

員畫像，人物表現上已顯得較為自然；李石樵曾在訪談中表示《楊肇嘉氏之

家族》是他最喜愛的一幅畫，因為帝展中較少人敢提出家族像「每個人都要

像太難，我有自信我畫得像」69，雖然當年李石樵的寫實技法尚未稱完美純熟，

但也由此言可見李石樵對其入選帝展的榮譽感，以及寫實技法的自信。 

在人物畫像的創作上，1934 年第十五回帝展的《畫室にて》（圖 51）；

1938 年第二回新文展《窓邊座像》（圖 52）；1940 年紀元 2600 年奉祝展《溫

室》（圖 53）、1942 年第五回新文展《閑日》（圖 54），除了《畫室にて》

中，描繪女性坐於室內之外，《窓邊座像》、《溫室》、《閑日》三件作品

                         
69 林靖傑，前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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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構圖上都出現了一共同特性：都是相同地從室內的窗邊取景，女性閒坐於

窗前，窗外庭園的花草樹叢則清晰可辨，這些作品背景均以大片的玻璃窗戶

將畫面切割，有別於封閉性室內中人物肖像畫，單純的室內空間是為了襯映

人物的重要性，而此類構圖則形成大面積的透明窗景與人物皆佔同樣的份量，

人物與背景的結合也顯得更為密切。此類型題材在同時期的台灣留日畫家的

作品中也可看到類似表現，如廖繼春 1936 年昭和 11 年文展作品《窓際》（圖

55）、1938 年第二回新文展作品《窓邊少女》（圖 56）；以及李梅樹 1939

年第三回新文展作品《紅い服》（圖 57）、1940 年紀元 2600 年奉祝展作品

《花と女》（圖 58）。而這種「窗邊女性畫像」的類型可上溯於外光派畫家

的創作，如黑田清輝 1890 年作品《針仕事》（圖 59）、藤島武二 1901 年第

六回白馬會作品《造花》（圖 60）、小林萬吾 1907 年第一屆文展作品《物思

い》（圖 61）、以及山下新太郎於 1908 年創作，1911 年第五屆文展出品之

《窓際》（圖 62）等…，這幾件創作皆選取日常性的生活題材，從室內一隅

取景，室外的陽光藉由大片的窗戶投射入室內，形成室內室外明暗的落差，

而窗前的人物在逆光表現下似乎交融於光影中，姿態亦顯得更加清晰動人，

這種以標準的外光派模式描繪的室內畫，在日後已成為文展及帝展中的標準

類型，尤以追隨外光派觀念的畫家作品為多，也由此可見官展風格取向對於

藝術家創作的影響。 

而帝展的評審標準是以何為指標？在 1932 年的「帝展座談會」中，審

查員們即強調能夠「呈現社會現狀」的作品，即可達到入選標準70，無論利用

何種技法材料，藝術家應從周遭環境中取材，選擇貼近日本的生活題材入畫，

並依據自己細密的觀察，描繪社會現況與現象，或更進一步地捕捉現代風俗

的流變與影響，而在這種審美觀的影響，帝展風格一直不脫出寫實的基調，

                         
70 〈『帝展』座談会〉，《東京日日新聞》，昭和 7年 10 月 22 日；轉引自日展史編纂委員会編，

《日展史—11》（東京都：日展，1983）頁 556-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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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日本在野美術團體一直抵制的評審標準，雖然經過幾次的改組，帝展

逐漸能容納不同的藝術風格，但傾向於外光派的寫實題材及技法，仍是帝展

的主流。而也成為李石樵與同時期台灣留日藝術家在師承學習與參展希求入

選的雙重因素下，這也是形成於創作上風格相近的重要因素。 

戰後的李石樵雖然回到台灣創作，但其思索題材的方向仍可從日本帝展

中索引，例如《市場口》的市場題材在西洋或是台灣的西畫傳統中均為少見，

但在帝展作品中卻不是孤立的：如 1930 年第十一回帝展中安藤義茂的《市日》

（圖 63），以及 1939 年第三回新文展中松林義英的《露店市場》（圖 64）、

1940 年紀元 2600 年奉祝展中高井貞二的《市場》（圖 65），石本秀雄的《市

の人々》（圖 66），以及佐々木英夫《バリ島の市場》（圖 67），這幾幅作

品都是以街道上市集中販賣活動為描繪對象，描繪熙來攘往的人群與攤販。

而或有作品特意集中焦距於市場的交易活動中，如 1930 年的第十一回帝展中，

大久保作次郎的作品《青物市場》（圖 68）、1931 年第十二回帝展保田善作

的《魚市場》（圖 69）、1936 年昭和 11 年文展中佐藤一章的作品《市場》

（圖 70）、1937 年第一回新文展中佐藤一章的《朝市》（圖 71），1943 年

第六回新文展中平通武男的《ジャワの市場》（圖 72），以及山本信親的《市

場》（圖 73）等作品，這些畫作均以生活化的角度呈現現實社會中的販賣景

觀，畫家彷彿平凡生活面貌的記錄者，描繪出市井階層的活動與勞動階層的

工作。 

類似《建設》中出現的的勞動工事圖像，則有 1931 年第十二回帝展由

堀田清治創作的《基礎工事》（圖 74）、1940 年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展中大

河內信敬的《都市建設》（圖 75）；在 1934 年第十五回帝展中，三井正登的

《石匠》（圖 76）畫中蹲坐在大石塊上，正在以鐵鎚與鐵鑿敲擊石塊的工匠，

其姿態與建設畫中前方也在敲擊石塊的工人十分類似；而 1941 年第四回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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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井手宣通的作品《協力》（圖 77），則是表現在時局的影響下，合作建

設的勞動圖像，在第四回新文展的評論中，即讚揚《協力》為一充份表現時

代性的作品，生動地描繪出勉力的工人群像，而這幅畫與無論在構圖、題材、

色彩、筆法上，都與李石樵的《建設》有許多相似之處：兩幅畫皆以人物群

像為主題，其中可清楚分別出管理者與勞動者的階級，領導階級們帶著眼鏡、

身著工整的的西服襯衫，與工人們的被汗水溼透的汗衫或是赤裸的上半身，

形成強烈的對比；前者嚴肅的神情與指揮若定的高姿態，也相映出後者的悲

苦辛勤的低下姿態，此外兩幅畫面中皆出現一旁的婦孺，似乎更強調著一般

人民為家計浩繁而必須以勞動換取生計的現實；兩幅畫在色彩上皆以褐色為

主調，並以大量對比的藍綠色調取得色彩上的平衡，油彩層層重疊的筆觸紮

實而清晰，也以此表現出人物身體肌肉的緊張感與動勢，由此來看雖然兩幅

畫在戰前與戰後不同的時空背景下創作，而畫中出現的精神氣味，卻是可以

相互承襲相應。 

而描繪田園農事的作品，承襲了西方寫實主義的影響，最早從明治前期

畫家的浅井忠，其 1888 年的作品《春畝》（圖 78），以及 1890 年明治美術

會展覽作品《收穫》（圖 79），即開始描寫在田園中耕作農事的農民畫像；

而從文展至帝展，也有許多藝術家選擇農民收稼之題材，如南薰造 1912 年文

展第六回作品《六月の日》（圖 80）、巖埼精起 1919 年第一回帝展作品《收

穫》（圖 81）、1916 年第十回帝展中井上三綱的《收穫》（圖 82）、1930

年第十一回帝展青木官三的《收穫》（圖 83）、吉村芳松於 1933 年第十四回

帝展的《曠原朗日》以及 1937 年第 1 回新文展的《斜陽平日》，都是同樣地

結合了外光派的色光表現與現實農村的生活題材。1916 年第十回帝展作品：

齊藤與里的《稔る秋》（圖 84）描繪農家秋天時葡萄的收成，與《田家樂》

畫中同樣描繪母親正在餵哺幼兒，象徵著農家婦女生活的艱辛，以及新生命

的孕育與成長；1933 年第十四回帝展中大沼かねよ的《野良》（圖 85）、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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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回新文展富川潤一的《小閑》（圖 86）、第一回新文展田中義夫的《麥

丘》（圖 87），以及 1941 年第四回新文展中水船三洋的《農夫農婦》（圖

88）等作品都可見如《田家樂》中農民工作後在田地間休憩的景像。在帝展

後期戰時氣氛的影響下，則開始有描寫後方農民勞動以示對前線支援的作品，

如 1940 年紀元 2600 年奉祝展山口猛彥的《農民》（圖 89）、1943 年第六回

新文展中伊藤彪的《決戰下の勤勞奉仕隊》（圖 90）、1944 年戰時特別展中

高宮一榮的《留守をまもる》（圖 91）、以及吉村芳松之《女子報國隊》，

從這些作品仍可見藝術家如何擷取時事性題材，以貼近帝展審查標準。 

如此來看李石樵創作的構思，無論是群像的選取與結構，以及寫實技巧

的學習與摹擬，都與日本西洋畫發展緊密地結合，而與台灣或中國西畫的脈

絡顯然並無直接的承襲關係，李石樵繼承了日本自外光派形成畫壇主流以

來，西洋畫的風格趨向，以及在官展影響下的取材角度，如此推論李石樵的

戰後群像，應是從對於社會的觀察中引發創作動機，在自身環境的現實生活

中擷取場景，安排構圖，而發展出屬於台灣社會的人物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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