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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視覺性寫實到觀念性寫實─
林欽賢寫實繪畫初探

「我正在尋找林欽賢。觀看林欽賢的繪畫作品，
讓我覺得我像是在尋找他正在尋找的自己。

⋯當然，我原本也曾擔心林欽賢的作品中經常出
現的原住民族圖像，但是在觀看繪畫作品時，我
無法停止我的感動，我發現那些男孩女孩是充滿
生命地被呈現在作品中，而顯然的，這是因、為
林欽賢是出自真情想要捕捉他們或她們的每一個
呼吸的剎那，他相信，在他們與她們的一舉手與
一投足之間，他看見他所要尋找的自己。這些原
住民族的圖像，既是他個人尋找的自己，也是我
們這個社會群體尋找的自己。

⋯特別當我知道，藝術創作是他用來探索自己的
文化認同的一個方法，我當然能夠接受他取材於
原住民族的圖像，因為他認為南島語族文化是台
灣文化的根源；而且當我知道，為了描繪這些圖
像，他一次再一次地進入南投的原民部落，進行
他在視覺演繹以前必須親身參與的靈魂顫動，我
確信他是一個勇於讓自己在視覺性與觀念性之間
磨練的藝術家。它要追求的美學，不只是感官的
層次，更是思想的層次。」

從寓言到賦形─林欽賢的繪畫思
考之路

節錄自2015.3文/陳懷恩

(台中教育大學教授、圖像學家 )

「班雅明曾經區別古典與現代，象徵和寓言的差
異，他認為：象徵體現了瞬間的總體性；寓言則
是一種表達方式，是獨立看待事物的意向或方式
，是由一系列未能捕捉到意、義的瞬間時刻所組
成的斷續結構。林欽賢對寓言的態度確實與此相
近，就他從2008年「集體記憶」個展所熟成的寓
言體繪畫內容與形式來看，寓言既是態度，也是
技法，更是當代人對過去的覆寫。身為古典油畫
技法的思考者，林欽賢所建構的「古典」概念已
經不再是對正典和菁英文化傳統的理解與繼承，
或是對品味與藝術目標的界說，而是某種創作上
的必然性，因為寓言者不發明影像，而是組合和
調配影像。寓言不是對過去的解釋，而是對影像
意義的增添。林欽賢藉由古典的形象說服力和合
理性來創造寓言，進行敘事。

⋯順著海德格式的思考來說，我發現身為賦形者
的林欽賢，掌握住了以古典為基礎的影像投射知
識，企圖將迄今仍然未被看見的人和質素帶進作
品，使其可感可見，每一幅繪畫，都將影像投向
未來。如果從這個觀點來看，他所描繪出的南光
國小天使，就不是人類學式的客觀紀錄，也不是
藝術家個人的主觀建構，而是讓對象來到畫前，
讓影像在我們面前萌形的真理思維，這種思維所
深究的問題，其實是人和人的本質。」

 學者之眼

節錄自2015.3文/廖仁義 

(台北藝術大學教授、巴黎第十大學美學博士 )

E2



從視覺性寫實到觀念性寫實─
林欽賢寫實繪畫初探

「我正在尋找林欽賢。觀看林欽賢的繪畫作品，
讓我覺得我像是在尋找他正在尋找的自己。

⋯當然，我原本也曾擔心林欽賢的作品中經常出
現的原住民族圖像，但是在觀看繪畫作品時，我
無法停止我的感動，我發現那些男孩女孩是充滿
生命地被呈現在作品中，而顯然的，這是因、為
林欽賢是出自真情想要捕捉他們或她們的每一個
呼吸的剎那，他相信，在他們與她們的一舉手與
一投足之間，他看見他所要尋找的自己。這些原
住民族的圖像，既是他個人尋找的自己，也是我
們這個社會群體尋找的自己。

⋯特別當我知道，藝術創作是他用來探索自己的
文化認同的一個方法，我當然能夠接受他取材於
原住民族的圖像，因為他認為南島語族文化是台
灣文化的根源；而且當我知道，為了描繪這些圖
像，他一次再一次地進入南投的原民部落，進行
他在視覺演繹以前必須親身參與的靈魂顫動，我
確信他是一個勇於讓自己在視覺性與觀念性之間
磨練的藝術家。它要追求的美學，不只是感官的
層次，更是思想的層次。」

從寓言到賦形─林欽賢的繪畫思
考之路

節錄自2015.3文/陳懷恩

(台中教育大學教授、圖像學家 )

「班雅明曾經區別古典與現代，象徵和寓言的差
異，他認為：象徵體現了瞬間的總體性；寓言則
是一種表達方式，是獨立看待事物的意向或方式
，是由一系列未能捕捉到意、義的瞬間時刻所組
成的斷續結構。林欽賢對寓言的態度確實與此相
近，就他從2008年「集體記憶」個展所熟成的寓
言體繪畫內容與形式來看，寓言既是態度，也是
技法，更是當代人對過去的覆寫。身為古典油畫
技法的思考者，林欽賢所建構的「古典」概念已
經不再是對正典和菁英文化傳統的理解與繼承，
或是對品味與藝術目標的界說，而是某種創作上
的必然性，因為寓言者不發明影像，而是組合和
調配影像。寓言不是對過去的解釋，而是對影像
意義的增添。林欽賢藉由古典的形象說服力和合
理性來創造寓言，進行敘事。

⋯順著海德格式的思考來說，我發現身為賦形者
的林欽賢，掌握住了以古典為基礎的影像投射知
識，企圖將迄今仍然未被看見的人和質素帶進作
品，使其可感可見，每一幅繪畫，都將影像投向
未來。如果從這個觀點來看，他所描繪出的南光
國小天使，就不是人類學式的客觀紀錄，也不是
藝術家個人的主觀建構，而是讓對象來到畫前，
讓影像在我們面前萌形的真理思維，這種思維所
深究的問題，其實是人和人的本質。」

 學者之眼

節錄自2015.3文/廖仁義 

(台北藝術大學教授、巴黎第十大學美學博士 )

E3



集
體
記
憶

《1945》 227×182cm，
          油彩、畫布，
          2014-5，
          藝術家自藏



集
體
記
憶

《1945》 227×182cm，
          油彩、畫布，
          2014-5，
          藝術家自藏



E6

《理法的島國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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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130cm  私人收藏

《麻姑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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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 連作3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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