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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論文主要處理臺灣美術中的「寫實主義」與「寫實」概念，在語境形

成過程中的各種語義建構。 「寫實主義」出現在法、中兩國，一開始都

是有意識地要與傳統文藝修辭斷裂，建立與「真實」或「現實」（正如

所謂「傳統」一度也是歷史中的「真實」或「現實」）的連結。本論文

的研究，便集中於探討這種具反抗屬性的「寫實」美術觀，在臺灣基本

上欠缺自身傳統文藝箝制的條件下，如何開展的歷程。 章節安排方面，



分緒論一章，述論六章，結語一章： 緒論，主要處理本論文研究背景的

相關問題意識。包括：研究發想；西洋美術模仿論與寫實主義問題；臺

灣美術寫實語境形成的區域氣候；術語迻譯問題與語境轉換，以及研究

方法、斷代與論文架構。 第一章主要是從 1855 年庫爾培「寫實主義」

宣言，探討其對於法國學院美術傳統的反撥意向；旁及十九世紀中葉以

前，西歐美術模仿論與「現實觀」演變等相關概述；包括廿世紀後

Réalisme 術語的衍生詮釋與錯時運用的相關問題性；亦討論早期中文世

界對於庫爾培的詮釋，旁及今日對於寫實主義畫家歸類上的若干疑義。 

第二章則是處理清末民初美術改革與「寫實」術語的語境奠基階段。包

括：清末的「西畫形似」認知與「實體 vs.空摹」的傳統批判，對於「寫

實主義」中國語意的語境奠基作用；晚清到五四運動前後，在救亡圖存

焦慮下的美術改革主張，與「寫實主義」美術革命論的提出。 第三章則

是淺析兩次大戰間，中國的四種「寫實」語用面貌；並以蔡元培、陳師

曾、魯迅與徐悲鴻為代表，探討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中國對於「寫實主

義」的各種詮釋判斷。 第四章至第六章，主訴臺灣美術中「寫實主義」

觀念的多重移入現象。其中，第四章處理日治時期臺灣美術圈寫實觀的

語義問題，旁及近代日本藝壇的「寫生」與「寫實」探討及其對臺影

響，並剖析了臺灣人美術家如何以「寫實主義」作為對抗總督府美展中

日益強大的日本前衛美術勢力的語用交涉過程。 第五章則主要探討國府

接收臺灣初期的文藝政策，與左翼新現實主義木刻版畫來臺展佈的過

程；臺灣人美術家如何回應「民眾的美術」風潮；臺灣人美術家的「寫

實作風」如何在省政府美展中，被木刻版畫家批評為粉飾現實；以及左

翼新現實主義文藝在臺的擴張與迅速消退。 第六章國府遷臺初期部份，

則處理了政治氛圍如何左右了「現實」與「寫實」兩個美術話語見報率

的消長；國府為拉攏美國而支持島內現代主義美術運動，以及此一運動

中的「新寫實主義」術語如何反映了 1930 年代上海現代美術運動的影

響；最後則是韓戰促成國府地位重新穩固，國府遂推展「三民主義的寫

實主義」文藝運動來銷卸中共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但此舉卻進

一步消解了臺灣「寫實主義」美術往社會現實面向發展的可能，而僅餘

留「形象像真」的語義面向。 結語，則總結評估臺灣美術「寫實」語境

形成歷史與意義的複雜性與特殊性。  

摘要

(英) 

This dissertation mainly investigates “Realism” and concepts of “Xie-Shi 

(realisms)” in art of Taiwan and its semantic constructions during the procedure 

of contextual formations. For the structure, the dissertation is divided into eight 

parts: the introduction, six chapters, and the conclusion. The Introduction deals 

with research backgrounds and relevant problem awareness, including the 

generation of researching ideas, mimesis and realism in Western Art, the regional 

climates under which the realistic context of art in Taiwan is formed, the 

translations of lexicon and the transitions of contexts. Research methodology, the 

periodization and structure of this dissertation are introduced as well. Chapter One 

starts from Gustave Courbet’s statement of “Realism” in 1855, exploring its 

reactionary intent against the artistic tradition in French Academia. The discussion 

is also extended to such relevant issues as mimesis in the art of Western Europe 

and the evolutionary “concepts of the reality” by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derivative interpretations and anachronous applications of the lexicon of 

Re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addition, early interpretations of Courbet in 

Chinese-speaking world and some doubts on the categorization of realists today 

are probed as well. The focal points in Chapter Two are the artistic reformation in 

the late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 years, and the foundation phase of the context 

of the lexicon of “Xie-Shi (realisms).” Issues to be examined include the 

awareness of “formal resemblance in Western painting” in the late Ching, the 

traditional criticisms on “reflecting the real (實體) vs. imitating the imaginary 

(空摹),” the foundational effects of the contextual meaning of “Realism” in 

China, the reformtional claims of art generated under the anxiety of national 

survival, and the revolutionary art theory of “Realism.” Chapter Three analyzes 

four pragmatic appearances of “Xie-Shi (realisms)” in China during the years 

between two World Wars; Cai Yuanpei, Chen Shizeng, Lu Xun, and Xu Beihong, 

as representative figures, are discussed to elaborate interpretations and evaluations 

of “Realism” during the above-mentioned period. Chapters Four to Six mainly 

deal with the phenomena of multiple implantations of concepts of “Realism” in 

the art of Taiwan. In Chapter Four, semantic problems concerning concepts of 

realisms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re investigated. The discussion also 

explores relationships between “sketch from nature” and “Xie-Shi 

(realisms)” in the art circle of modern Japan and their influences on Taiwan. 

Another analysis lies on how the procedure of pragmatic negotiations of 

“Realism” is used by the contemporary Taiwanese artists to resist the growing 

force of Japanese avant-garde art demonstrated in the art exhibition of Taiwan 

Governor-General Office. Chapter Five chiefly examines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art policies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its takeover of Taiwan, left-

wing neo-realists’ coming to Taiwan to expand their impact, Taiwanese artists’ 

responses to the trend of “the fine art of populace,” Taiwanese artists’ 

“realistic styles” in Taiwan Provincial Fine Art Exhibition being criticized as 

sugar-coating the reality by woodcut artists, and the expansion and quick 

fadeaway of left-wing neo-realist art in Taiwan. Chapter Six focuses on the early 

years of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move to Taiwan,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of 

how th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atmosphere influenced the appearing frequency of 

the phrases of “Xian-Shi (現實; social realities)” and “Xie-Shi (realisms)” 

in the newspaper: appealing to the support from the U.S., Nationalist Government 

supported the modernist art movement on the island. Furthermore, the problem of 

how the lexicon of “Neo-realism” in this movement reflected influences of the 

modern art movement in Shanghai in the 1930s is also explicated. Finally, when 

the Korean War helped re-stabilize the status of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he art 

movement of “realism of Three Principle of the People” was advocated by the 

Government to dismantle “socialist realism” of Chinese Communism. The 

action, nevertheless, further dissipated the possibility that “realistic” arts in 

Taiwan could have developed toward various social realities. Instead, the semantic 

aspect of “simulation of images” was the only thing that was left. The 

Conclusion generally evaluates the complexity and particularity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ntextual formation of “Xie-Shi (realism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art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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