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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藝術的在地性與普遍性—— 
以林學大為中心的考察

*
 

呂采芷
**

 

摘要 

二十世紀前半是漢字文化圈的傳統書畫概念在西潮衝激下蛻變

發展為現代「美術」的時期，也是戰亂造成大規模人口移動的時期。

移寓者包括在大陸的美術學校受過美術教育，或留學過日本、歐美的

藝術家。新天地的異文化給他們的創作生涯帶來新方向，他們自己也

成為異文化碰撞交融的觸媒，刺激各地美術多樣的發展。這些藝術家

都懷抱著如何在新舊之間界定自己的大課題，一方面強調個人或地方

的獨特性，另一方面也探求漢民族共有的記憶和傳統，進而訴諸世界

潮流以期得到更多人的共鳴。 

本文以廈門為跳板，從跨越現代國界的視點來探討移動的藝術家

在現代藝術領域所扮演的角色。福建住民透過廈門和台灣互動，藉著

南渡的僑民和東南亞相連，在美術的領域也是如此。瞭解這些互動交

流的關係是闡明多彩的亞洲現代美術的重要課題。本稿聚焦出生於廈

門，並於逝世後被尊稱為「南洋美術之父」的林學大，來探討華人的

移動和東海、南海沿岸美術發展之關係。1950 年代英屬新加坡／馬來

亞爭取自治和獨立之劇變時期正好也是共產和非共產國家之間被鐵

幕隔斷，出身中國的僑民被迫斷絕與故國關係的時期。林學大的《天

福宮》（1952 年）和《福利巴士事件》（1955 年）清晰地刻劃了華人

                                            
*  本稿在研究調查的過程中承蒙林學大家屬林友權夫婦和王逸雲家屬多方熱誠協

助，在資料收集與作品調查各方面也承福岡亞洲美術館、九州大學教授後小路

雅弘、中央研究院研究員顏娟英、新加坡藝術史研究者許元豪、新加坡國家美

術館、新加坡國立大學美術館、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等鼎立相助，完稿後承

蒙中央研究院研究助理饒祖賢細心校閱，在此謹致 高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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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這段期間的心路歷程。比較這兩幅作品和林學大自筆的著作可以

清楚瞭解他的藝術主張：如實表達當地生活、落實南洋、關懷本地、

放眼世界。也就是說，兼具在地性和超越地域的普遍性和現代性。 

關鍵字：華人、移動的藝術家、南洋風、地方色彩、在地性、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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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
 

（一）研究動機和方法 

    20 世紀前半的海洋不是阻隔文化流布的障礙，而是促成交流的

管道。這個年代正好是亞洲傳統書畫轉化成現代「美術」的時期，

也是不穩的政局和頻發的戰爭造成大規模人口移動的時期。這些移

動的藝術家在新天地或執教、或組織畫會、籌辦展覽會，成為異種

文化碰撞交融的觸媒，刺激各地美術多樣的發展。不過隨著戰後政

治疆界重劃，很多流動的畫家自此陷入歷史夾縫中，難以得到適當

的評價與定位。本文的先行研究追溯了數位畫家的軌跡，除了探討

他們如何在新舊文化之間處理界定自己的大課題外，也闡述他們一

邊強調個人或地方的獨特性，一邊訴諸漢民族共有的記憶以期得到

共鳴的創作方向2。 

    上述先行研究除了將重點放在殖民時期的移動漢人畫家外，也

                                            
1  本稿以下記論文為基礎發展而成：羽田ジェシカ（別名呂采芷 , Jessica T. 

Lyu-Hada），〈海を超えた美術—廈門美専創始者，林学大をめぐって〉，收入《ア

ジア遊学 民国期美術へのまなざし―辛亥革命百年の眺望》（東京：勉誠出版社，

2011），頁 218-236。該論文的中文/英文節譯版為：Jessica T. Lyu-Hada (呂采芷), 
“Art Beyond Borders: Issues Surrounding Lim Hak Tai’s Life and Works,” in 
Crossing Visions: Singapore and Xiamen (Singapore：Nanyang Academy of Fine Arts, 
2011) , pp. 49-59。新加坡實地考察的 近日期是 2016 年 2 月 19 日至 23 日。 

2 先行研究包括下列 Jessica T Lyu-Hada（羽田ジェシカ）之論著：〈「南洋風」—
シンガポール近代美術の一側面〉，《デ アルテ（De Arte）》第 23 期（2007），

頁 19-40；〈シンガポールの木版画 —『文漫界』を巡って〉，《中國版畫研究》

第 5 號（2007），頁 67-87；〈シンガポール 1950 年代の木版画と華人文化〉，

《現代中国》第 82 期（2008），頁 207-217；〈台湾画家陳澄波と厦門画家王

逸雲〉，《現代中国》第 88 期（2014），頁 81-91；〈植民地期台湾美術のア

イデンティティ―陳澄波と劉錦堂を中心に―〉，《鹿島美術研究》，年報第 29
號別冊（東京：鹿島美術財団，2012），頁 308-319；〈終始於台湾―試探陳澄波

上海期之意義〉，《行過江南—陳澄波芸術探索歴程》，（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

2012），頁 16-31；〈劉錦堂（王悅之）再考〉，《デアルテ（De Arte） 》，第 30
期（2014），頁 5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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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到移動過程的重要跳板之一：廈門，以之為中心分別探討廈門

和新加坡，以及廈門和台灣的關係。對台灣日治時期的美術發展來

說，日台關係固然重要，但和中國大陸的關係還是一個需要審視的

重要變數。佔台灣人口大半的閩人和廈門的關係是一個佳例。台灣

透過廈門和大陸互動，再藉著南渡的僑民和東南亞相連；而從反方

向來說，廈門也經由台灣受到日本的影響。瞭解這些互動與交流是

闡明多彩的亞洲美術的重要課題。由於先行研究已闡述廈門和台灣

美術的關係3， 故本稿將進一步聚焦於逝世後被尊稱為「南洋美術之

父」的林學大（1893-1963），以其為例來探討閩人網絡和東海、南海

沿岸美術之關係【圖 1】。 

    撰寫本文的動機在於，作為研究對象的移動畫家們雖然在戰前

是活躍的主流畫家，然而戰後新政權的建立與新加坡／馬來亞（新

馬）
4
華語社會的消失卻將他們逐漸邊緣化。舊華語社會的消失意味

著相關華語資料的散逸難求，以致他們的作品難以被正確詮釋，並且

適當地在美術史上定位。就研究方法而言，本文分別爬梳公家機構

所藏資料，並尋求日漸散逸毀損的私藏原始資料
5
，透過兩者的比較

將史實脈絡化（contextualization），以調整新政權建立後受政治因素

影響的史觀。本文旨在整理和公開第一手資料，釐清後代論述中後

                                            
3 關於廈門和台灣美術的關係參考以下著作：莊伯和，〈回憶王逸雲的繪畫生活〉，

《藝術家》第 15 期（1976.8），頁 127-131；莊索（索翁），〈厦門美専追憶〉，

《藝術家》第 59 期（1980.4），頁 158-168；林振莖，〈一 衣 帶 水 ．桑 梓 情 深

— 寫 記 廈 門 美 專 (1923-1938)的 起 落 兼 論 與 臺 灣 的 關 係 〉，《台灣美術》

第 77 期 （ 2009 .7）， 頁 28-39； 上 揭 ， 羽田ジェシカ，〈台湾画家陳澄波

と厦門画家王逸雲〉，頁 81-91。 

4 新加坡和馬來半島在獨立前同為英國屬地， 關係密不可分， 本文依照當時的觀

念， 使用兩地合一的稱呼， 簡稱「新馬」。 
5 新加坡獨立後，舊制的華校或華語組織漸漸廢棄所藏華語書籍報章雜誌，因此獨

立前的華語資料除了收藏於新加坡大學圖書館和國家圖書館以外，個人收藏和舊

書攤也是重要的來源。過去十數年在作品調查與文字資料收集的過程中承蒙多位

藝術家及其家屬、私人收藏家、獨立研究者的熱心協助。協助者除了卷首之謝詞

提到的以外，還包括新加坡舊籍收藏家莊偉天、廈門地方史研究者洪卜仁、廈門

圖書館馬曉勇、馬來西亞藝術家兼美術史研究者龍田詩，新加坡藝術家何國豪、

陳世集、林木化、李文苑、蔡明智等，在此謹致 深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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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式的解說，並以原始資料為本，從當時的視點來審視這些畫家們

美術活動的歷史定位，以期拋磚引玉。 

（二）研究背景 

    廈門、福州這兩個港口和上海、廣州同於 1842 年開港，成為大

陸導入新文化的重要孔道之一。上海和廣州兩港在中國近現代美術

發展史中備受重視，而福建的兩個港口則較少被提起，但其所扮演

的角色實不容忽視。早期自福建移寓台灣或東南亞的閩人甚多，閩

系的影響即透過同一方言群的人口移動向四方延伸。 

    20 世紀前半，漢人（當時在東南亞稱「唐人」）的結合力基本上

不是現代的國家觀念，而是祖籍和方言。祖籍、母語相同的人們所

形成的網絡成為當時諸事運作發展的基礎。新加坡早期勢力 強大

的移民集團來自福建，閩系移民中影響力 大的領袖陳嘉庚（Tan Kah 

Kee, 1874-1961）在新加坡和福建都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從他的回

憶錄我們可以一窺新馬僑民的心態：他以「閩僑」之語來稱呼自己

和周遭的僑民，並且以「救鄉」取代「救國」的說法，在在顯示出

現代意識形態的國家主義離陳嘉庚和林學大等僑民是有一段距離

的，他們所認同的「祖國」並非一個政治實體，而是「故鄉」， 終

歸結於「閩」。從而他們的事業活動之移動或擴展主要都透過這個閩

系網絡，藝術方面也是如此。（廈門和新加坡的關係將在下節詳細討

論）。 

    大半人口來自福建的台灣在日本統治期間也繼續和廈門維持血

濃於水的關係。然而由於廈門在 1938-45 年間被日軍佔領，再加上文

革的影響，導致相關資料散逸毀損嚴重，不過殘存的資料已足以告

訴我們，廈門和台灣美術的關係比原來周知的要深。 近的研究也

指出陳澄波和廈門的關係比過往所知的還要密切：他和廈門執牛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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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畫家、教育家王逸雲（1894-1982）交情深厚6。 王逸雲於 1918 年

設立廈門 早的繪畫學校「廈門繪畫學院」做為畫家的交流之處，

林 學 大 也 在 該 校 執 教 。 出 身 於 台 南 ， 作 為 常 客 之 一 的 黃 連 登

（1907-1983，1930 年入選第四回台展）是王逸雲廈門繪畫學院時期

的弟子，兩人亦師亦友，關係緊密。從王逸雲家屬所藏的照片可知

黃和陳澄波是一起出遊寫生的畫友7。1928 年繪畫學院與廈門美專合

併以後也持續有台灣年輕人入學，例如曾入選一次台展、兩次府展

的謝國鏞（1914-1975），他們的交往為海峽兩邊的現代美術發展帶來

了交集。王逸雲舊藏的照片【圖 2、3、4】和陳澄波的遺留物顯示陳

澄波和廈門繪畫學院、廈門美專，以及台灣總督府管轄的廈門旭瀛

書院都有關係，而他和林學大、王逸雲等人的合照也提醒了我們日

治時代曾經存在過一個廈門和台灣共享的藝術空間8。王逸雲是旭瀛

書院院長小竹德吉（1876-1914）精心培育的弟子，留日學畫後返回

母校任教 9。小竹是由台灣總督府派遣去廈門的台灣公學校資深教

師，其在台灣的資歷和人脈也加深了王逸雲和台灣的關係。住在旭

瀛書院附近的林學大即透過故交王逸雲和旭瀛而與陳澄波產生交集

【圖 3】。 

    現存的廈門美專刊物和畢業生回憶錄顯示，廈門美專的主要出

資人是台灣的富裕階層，當時兩地交流密切，不乏從台灣來的學生、

                                            
6 參見羽田ジェシカ，〈台湾画家陳澄波と厦門画家王逸雲〉，頁 81-91。 
7 紀錄林學大，王逸雲，黃連登和陳澄波等關係的照片為陳澄波，王逸雲家屬所藏。

有些照片兩家都有，有些僅藏於王家。在廈門從王逸雲學畫後留學日本，戰後繼

續在台灣創作的呂基正（別名許聲基，1914-1990）也是和王逸雲關係密切的畫

家之一。 
8 陳澄波舊藏書籍裡有《廈門美術學校特刊》（廈門：廈門美術學校，1931），陳澄

波基金會藏。 
9 王逸雲，〈我 敬愛的恩師〉，收入旭瀛書院，《厦門旭瀛書院要覧》（厦門：旭

瀛書院，1918），頁 23；廈門旭瀛書院編纂，《恩師記念帖第一編 故小竹書院

長》（廈門：旭瀛書院，1921），頁 13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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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和來訪的畫家10。而由台灣總督府管轄、廈門台灣公會出資的旭

瀛書院則是連結台灣和廈門美術教育的橋梁之一。王逸雲遺留下來

的照片顯示，陳澄波和石川欽一郎都訪問過旭瀛書院【圖 4】。曾特

地赴台觀賞台展的王逸雲也自述他之所以積極促成福建美展的開辦

即起因於台展的刺激。而就陳澄波來說，他不只和廈門有密切的關

係，也曾受王逸雲之邀，赴福州參加福建省美展並擔任審查員。除

此以外，根據《南洋商報》的記載，陳澄波也曾有作品參展新馬華

人在該地區舉辦的嚶嚶藝展11。 我們已知陳澄波在上海也有參與福

建同鄉會【圖 5】，閩南背景以及和王逸雲等人的交往將他引進超越

台湾疆界的閩系藝術家圈，故總體來看，閩系網絡的運作在陳澄波

藝術活動中曾經扮演的角色實不容忽視。 

    在傳統書畫方面，屬於移民社會的台灣基本上承繼大陸東南沿

海地區的樣式，舊時代海峽對岸和台灣的關係大致上可說是上、下

游式的單方向影響關係。然而進入「現代美術」的世界後，關係便

開始產生逆轉；當時的日本美術在亞洲是公認 現代化的美術，東

京美術學校、日本官展等皆具高知名度，直接受日本美術洗禮的台

灣畫家們地位因而得以被凸顯，自此海峽兩岸的藝術關係遂從舊時

代「從大陸往台灣」的單方向影響轉為對流，甚至從台灣往對岸逆

流。台灣畫家如陳澄波赴東京美術學校留學、入選帝展等經歷開始

在對岸受到重視。而從另一方面來說，由於當時台灣並沒有設立美

術學校，因此同文同種的廈門美術學校也成為對藝術感興趣的年輕

人們入門的好地方12。 

    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視角來看，廈門被認為是地處邊緣、微不

                                            
10 參考廈門美術學校，《廈門美術學校特刊》（廈門：廈門美術學校，1931）；廈門

美術專科學校，《厦門美術専門學校十周年記念刊》（廈門：廈門美術專科學校，

1933）；莊索（索翁），〈厦門美專追憶〉，頁 158-168。 
11 〈檳城嚶嚶藝展會二日晨舉行開幕〉，《南洋商報》1936.4.6[10]。 
12 關於日本佔領廈門期間（1938-1945）的台廈美術交流活動，由於留在大陸的日

本「興亞院」等相關資料尚未公開，故本稿並未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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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道的存在，可是若以海洋為中心的視點來看，就凸顯出它四處延

伸的觸角，提醒後代這裡曾經是提供異文化碰觸融合機會的要地之

一。簡而言之，廈門畫家與域外閩系人的密切關係讓該地區現代美

術的問題超越了「廈門」這個地理範圍。針對戰前「人」的移動造

成跨越政治疆域的藝術交流之現象，下文將以移寓新加坡的林學大

為例來進一步闡述這個問題。   

二、林學大與廈門美專、南洋美專 

    林學大出身廈門，福州省立高等師範學校圖畫手工專修科畢業，

不曾到外地留學過，可說是典型「福建製造」的藝術家。他的藝術

活動以廈門和新加坡為據點，在中國近代美術和東南亞現代美術史

中留下重要的軌跡，可謂現代 具代表性的福建藝術家之一。本文

的主要目的即為透過他的藝術活動一窺閩系網絡在亞洲現代美術中

扮演的角色。 

    林學大一生基本上可劃分為兩大階段：廈門時期（1893-1936／

37）和新加坡時期（1936／37-1963）。關於林學大何時前往新加坡有

兩種說法：林學大本身於戰後曾經提到「七七事變後，余避難南來13」， 

不過根據廈門史研究者洪卜任氏的研究，林學大在 1936 年時就應聘

至陳嘉庚於新加坡創立的華僑中學任教。無論如何，綜合家屬的回

憶，林學大是先隻身赴任，一家老小則在戰爭開始後才移住，也許

                                            
13 林學大，〈刊首語〉，收入《1946 年 NAFA 復校記念刊》（新加坡：南洋美術專

科學校，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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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造成敘述上的些許混淆14。而林學大在廈門除了任教於福建省立

第十三中學（廈門第一中學前身），以及分別由陳嘉庚創辦與出資的

集美學校（包括中、小學及師範）和廈門大學附中外，也是創辦、

經營廈門美術學校（後改稱廈門美術專科學校，簡稱廈門美專，1928

年與王逸雲的廈門繪畫學院合併）的要角。該校創校十週年紀念刊

裡的「校史」部分有以下的記載：「本校為黃燧弼楊賡堂林學大諸先

生所發起，創自民國 12 年秋」。而其創校目的為「為福建」建立「至

美至善之藝術機關15」。 該刊揭載的教師陣容裡即可見到林學大當年

的風采【圖 6】。 

    林學大南渡以後復於 1938 年在新加坡創立南洋美術專科學校

（簡稱南洋美專），獻身於辦學二十餘年，培育人才無數，其貢獻早

在 50 年代就已被當時活躍於新加坡的美術史研究者蘇立文（Michael 

Sullivan，1916-2013）所肯定16 。南洋美專作為新馬地區歷史 久、

影響 大的美術學校，曾歷經日軍佔領（1942-45）和數次的遷校。

該校戰前設立的背景有很長一段時間模糊不清，過往普遍強調華人

美術研究會17和上海諸美術學校18的影響。不過姚夢桐氏綜合 1930 年

                                            
14 關於林學大離開廈門的年代參考以下文獻：林學大，〈本校創辦經過的回憶〉，

收入《南洋美術專科學校復辦紀念刊》（新加坡：南洋美術專科，1946），無頁

數；洪卜仁, “A Few Historical Facts Surrounding the First Half of Lim Hak Tai’s 
Life,” in Tan, Bridget Tracy, and Justin Loke, eds., Lim Hak Tai: The Quintessential 
Nanyang (Singapore: Nanyang Academy of Art, 2009), pp, 64-66. 畢業生莊索指出

黄燧弼於 1936 年赴新加坡與陳嘉庚商談捐款美術教育之事的途中不幸病逝。林

學大的家屬認為當時林學大也同行。 
15 廈門美術專科學校，《厦門美術専門學校十周年記念刊》。根據廈門美專畢業生

莊索之言，黄燧弼（Ng sui bi，1879-1937）和楊賡堂（生卒年不詳）都是留學

菲律賓習畫歸國的畫家。參見莊索，〈厦門美專追憶〉，《藝術家》第 59 期

（1980.4），頁 158。 
16 蘇立文形容林學大是“highly competent”的畫家，還指出他“has done more than 

any other single artist to give to Singapore some standard of performance and taste..
參見 Michael Sullivan, Chinese Ar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9), p. 59.  

17 Rawanchaikul Toshiko，〈中國人コミュニティと近代美術運動—戰前の中國作家

の活動〉，收入福岡市美術館・後小路雅弘／ラワンチャイクン壽子編輯，《東

南アジア―近代美術の誕生》（福岡：福岡アジア美術館，1997），頁 9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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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報紙的記載分析，指出當年創校、出資的其實是閩僑企業家陳嘉

庚的廈門集美集團19。陳嘉庚素來熱心辦學，他除了在家鄉興辦集美

學校和廈門大學以外，也在新加坡設立多所華校，致力於僑民教育。

在廈門執教於陳嘉庚所辦之學校的林學大，移寓新加坡後亦從支援

僑民母國文化教育的立場，繼續參與陳的辦學大業，故南洋美專可

說是廈門出身者網絡運作成果的一個佳例。該校由陳嘉庚之子陳厥

祥負責財政，迎陳嘉庚創辦的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為名譽總理，並

由林學大擔任校長兼藝術教育系主任20。當時的資料顯示其管理運營

的人事選任幾乎都是和廈門、尤其是與集美有關的人士21。近年在廈

門和台灣發現的廈門美專出版物更進一步填補了歷史上重要的空白22

【圖 7】。目前我們知道廈門美專和南洋美專的關係密切，如同美專的

畢業生所言，早期的南洋美專可說是廈門美專的延長也不為過23。初創

時的師資主要都是從廈門美專過來的，包括林學大（廈門美專訓育

主任兼藝術師範科主任）、林俊德（生卒年不詳，廈門美專教務主任

兼西畫系主任）、謝投八（1902-1995，廈門美專西畫教師，曾留學法

國）、郭應麟（生卒年不詳，1922 年集美中學畢業後赴菲律賓，1927

年留學法國，1934 年任教集美師範藝術科），和鍾鳴世（生卒年不詳，

                                                                                                       
18 Kwok Kian Chow, Channels & Confluences: A History of Singapore Art (Singapore: 

Singapore Art Museum,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1996), p. 23. 
19 姚夢桐，《新加坡戰前華人美術史論集》（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協會，1992），

頁 71-80。同樣的看法也見於鍾瑜，《馬來西亞華人美術史：1900－1965》（吉隆

坡：正山國際藝術設計集團，1999），頁 34-41。 
20  同註 19。 
21 〈美術家多人組設美術學校〉，《南洋商報》1938.2.10[8]；〈當地美術界人士創

辦美術專科學校〉，《南洋商報》1938.3.2[35]。 
22《廈門美術學校特刊》（廈門：廈門美術學校，1931），陳澄波基金會藏。廈門大

學圖書館除此書外，也收藏有下記刊物：廈門美術專科學校，《厦門美術専門學

校十周年記念刊》（廈門：廈門美術專科學校，1933）。 
23 莊索，〈廈門美專追憶〉，《藝術家》第 59 期（1980.4），頁 158-168。註 19 所提

鍾瑜之著作也持同一觀點，參考氏著，《馬來西亞華人美術史：1900-1965》，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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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美專畢業生，後任事務主任兼西畫教員）等24。 廈門出身的他

們都和集美學校有關係，而廈門美專的畢業生鍾泗濱（1917-1983）

也於戰後南來，成為南洋美專 具影響力的教師之一。另外，據畢

業生的回憶，廈門美專的助教吳懷椿（生卒年不詳）、吳禮東（生卒

年不詳）亦相繼南來加入陣營25。 

    總而言之，我們現在知道林學大是被戰爭從歷史上抹消的廈門

美專的重要人物，也知道廈門美專和南洋美專有傳承關係，而且後

者和陳嘉庚的集美集團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新發現的資料顯示林學

大並非南洋美專成立後才被找來當校長，而是 初促使該校創立、

構思教育理念與方針的靈魂人物。現存廈門美專刊物的發現提醒我

們一個事實：林學大興辦南洋美專的構想起源於廈門，其早在 1926

年就開始建議陳嘉庚在閩區創立美術畫院，以促進閩文化的現代化。

1931 年的《廈門美術學校特刊》揭載了一封林學大於 1926 年致陳嘉

庚的親筆書信，闡述藝術之於人類社會的重要性，並強調推廣美育、

建立美術學校在促進閩文化現代化上的必要性26。該信鮮明地刻畫出

當時福建出身者所共有的閩意識，並顯示有識之士以促進閩地現代

化為己任的胸懷27。 這個構想因為戰亂而未能在福建實現，可是集

美集團 終還是支援美術教育，只是美術學校並非設立在福建而是

在南洋，提供僑民教育，成為陳嘉庚興學大計劃的一環。經過多年

鍥而不捨的努力，林學大信中所陳述的理念——亦即藝術教育在現代

教育中的必要性——說服了集美集團，在南洋以僑教的方式實現。林

學大的例子讓我們具體瞭解戰前的藝術如何不為政治疆界所限，藉

著海流由移動的藝術家和教育家們帶往各地。閩系藝術圈便隨著這

                                            
24 教師職員名單參考廈門美術學校，《廈門美術學校特刊》；廈門美術專科學校，《廈

門美術專門学校十周年記念刊》；同上揭，《南洋商報》1938.2.10[8]；《南洋商

報》1938.3.2[35]。 
25 莊索，〈廈門美專追憶〉，《藝術家》第 59 期（1980.4），頁 158-168。 
26 林學大，〈擬致陳嘉庚先生建議創設美術畫院〉，收入《廈門美術學校特刊》

（1931.10.1），頁 8-10。 
27 林學大在附錄中明記該信是於 1931 年《廈門美術學校特刊》刊登前 5 年所執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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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超越國界的閩僑網脈，跨海延伸到東南亞。 

三、林學大的藝術觀與作品 

    新加坡獨立以後，由於當地華語華人28的美術在 1990 年代以前

不受重視，加上熱帶的溼熱氣候也不易長期保存，致使作品散逸、

毀損的問題相當嚴重，無法輕易一窺林學大創作的全貌。然倖存的

作品和作品照片已然展現出多樣的素材、樣式和表現內容，涵蓋中

國畫和西畫兩個領域。前者如《胡姬》【圖 8】；後者則包括寫實的風

景畫、靜物和人物，例如《南洋美專於聖多馬徑（NAFA at St Thomas 

Walk）》【圖 9】、《陳嘉庚畫像》【圖 10】、《吳光枰畫像》【圖 11】。

現存作品中也有立體主義畫風的創作如《福利巴士事件》【圖 12】。

下文將細述林學大自筆的藝術觀與繪畫作品，比照兩者以探討其藝

術理念的體現。 

（一）林學大與「南洋風」 

    林學大被認為是「南洋風」美術的創始人。 早使用「南洋風」

一詞的畫家不明，然而是林學大讓它成為一個眾所週知的概念。

常被引用的是他在南洋美專成立初期所提出的創校目的之一：「形成

南洋風新美術29」。獨立前的報章雜誌在介紹南洋美專時也經常引用

林學大所舉的創校目的，因此在當時華語社會裡「南洋風」三個字

                                            
28 獨立前的新加坡華人社會基本上劃分為英校出身的英語華人圈，以及華語學校

出身或沒有接受教育的華語華人圈兩個世界。華語系在獨立前後佔新加坡人口

的絕大多數，但在政治上居於劣勢。 
29 林學大的刊首語全文如下：（1）傳達祖國文化（2）輔助華僑教育（3）溝通東

西藝術（4）形成南洋風新美術，揭載於《1946 年南洋美專復校記念刊》，未記

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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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名度是相當高的30。 

    目前一般認為所謂的「南洋風」就是「南國樂園風」，甚至是「以

異國視線描繪的恬美、充滿異國情調並多以描繪異族女性為主的樂

園風」繪畫。本文認為林學大的確是當時在美術領域提倡「南洋風」

的主要人物，可是他所謂的「南洋風」並不是以異國視線描繪的南

國樂園風。事實上，林學大沒有留下任何刻意將當地風景美化，或

強調官能性美的異族女性圖像，出展作品紀錄裡也沒有任何這方面

的跡象。50 年代華文報刊雜誌上登載的作品顯示，當時華語社會的

年輕畫家們所表現的「南洋風」呈現多樣性，雖然的確有不少樂園

式的作品，但也有無數刻劃當時社會真實面相的寫實作品。「南洋風」

被限定為「異國情調的南國樂園風」可以說是被時代遺忘了數十年

以後，由現代的英校出身的策展人帶頭，重新評價時所產生的現象。

1994 年龍田詩就已撰文提醒，新加坡獨立前的「南洋風」日後被重

新評價時在定義上產生了變化，其認為樂園風作品不能代表所有的

「南洋風」，特別是「都城裡的小市民的勞動寫照，築路和碼頭勞工

的生活刻畫」這一類興盛於獨立前的作品類型也不容忽視31。他主張

「在探討南洋風的前提下，唯一的可能性是以每幅畫畫面上所表達

的主題作為出發點，那麼 能顯露南洋風精神的主題應該具有當時

新馬獨立前期的社會制度和僑民心態之內容。」32 

    以下概述南洋風相關的展覽和研究歷史。目前對「南洋風」的

詮釋 具影響力的展覽是 1979 年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辦的首次南洋

                                            
30 記者訪問介紹南洋美專時引用「南洋風」之例參見林學大，〈刊首語〉（《南洋美

專美展特刊》），《南洋商報》1954.4.9[8]。 
31 龍田詩（Long, Thien Shih），〈有關南洋風格問題的探討〉，“Nanyang Style and 

French Influence,” Khattar, Shareen. Chi, Ching-I. Yeo, Hoe Koon eds., Pont des 
Arts: Nanyang Artists in France 1925-1970, (Singapore: Singapore Art Museum 
Gallery, 1994), pp. 30-43. 

32 同註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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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展，以及 1997 年和 2002 年在日本福岡舉辦的展覽33。1979 年的

展覽圖錄由 Redza Piyadasa （1939-2007）和 T.K.Sabapathy （b.1938）

所編寫，他們把這批新發現的新馬獨立前華人作品稱為“Nanyang 

Style”以及“Nanyang School”。雖然策展人 Redza Piyadasa 在圖錄中表

明 ， 由 於 作 品 散 逸 和 調 查 困 難 的 問 題 ， 該 展 並 沒 有 以 包 羅 所 有

“Nanyang style”的作品為目標，故展出的作品主要是恬靜優美的風景

和日常小景，而與獨立前動盪的社會政治有關的社會寫實派作品則

很稀少。這個展覽本來是拋磚引玉的初步展，據 Piyadasa 所言，他

計劃繼續研究調查並出版，但後來卻因經費的問題而無法實現34。自

此，1979 年的展覽內容便成為「南洋風」的代表。意即「南洋風」

被認為是等同於“Nanyang Style”、“Nanyang School”，專指鍾泗濱等畫

家所描繪的恬美南國樂園風作品【圖 13】。由於南洋既是畫風之名、

美術學校之名，又是獨立前新馬地區的泛稱，故「恬美南國樂園風

的 Nanyang Style／Nanyang School」在 80 年代以後就開始被當成南

洋美專特有的樣式，甚至被用來涵蓋所有獨立前華語畫家的畫風。 

    1999 年和 2002 年的福岡展承接了 Piyadasa 和 Sabapathy 的詮

釋，進一步將 Nanyang Style／Nanyang Shool 譯成日文：「南洋美術

／南洋派」。由此確立了「南洋風」＝「Nanyang Style／  Nanyang 

Shool 」＝「恬美的南國樂園風」＝「南洋美術（日文）」的等式。

                                            
33 Redza Piyadasa, “Introduction,” “The Nanyang Academy of Fine Arts,” Pamera 

Retrospektif Pelukis-Pelukis Nanyang, (Kuala Lumpura: Muzium seni negara 
malaysia,1979), pp.6-7, 24-35; T.K. Sabapathy, “The Nanyang artists: some general 
remarks,” Pamera Retrospektif Pelukis-Pelukis Nanyang, pp. 43-48;福岡市美術

館・後小路雅弘／ラワンチャイクン寿子編集，《東南アジア―近代美術の誕生》

（福岡：福岡亞洲美術館，1997）；福岡アジア美術館・ラワンチャイクン寿子

編集，《南洋一九五〇〜一九六五―シンガポール美術への道―》（福岡：福岡

亞洲美術館，2002）。 
34 根據筆者與 Redsa Piyadasa 於 2003 年 3 月 1 日、25 日的電子郵件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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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學大也成為這種充滿異國情調之恬美作品的提倡者35。 

    如同前述龍田詩所指出，90 年代以後所謂的南洋風含義和 50 年

代並不相同。本稿也認為時隔數十年，「南洋風」被重新評價時，在

多次翻譯的過程中經過不同語言的篩濾折射，已經離脫原意而被策

展人和翻譯者賦予了新的定義。這個過程本身就是很有意義的美術

史問題，而本稿意在回到原點，欲透過重新審視林學大當年的言論

來瞭解他所云「南洋風」的本意。 

    「南洋風」的概念可上溯至新馬文學作家們在 1920 年代末期開

始重視的地方色彩，強調應該把南洋色彩放入文藝裡的主張。根據

文藝副刊《荒島》的創始者之一張金燕所述，創辦該副刊的主旨為：

「打算專把南洋的色彩，放入文藝界裡去」36。張金燕的看法如下：

「我的皮膚遺傳這祖宗舊衣裳，而黃姜，咖喱，把我的腸胃醃實了，

因此我對於南洋的色彩濃厚過祖宗的五經，飲椰漿多過大禹的水

了」。他進一步強調文藝的材料應該是「爇脊的礦夫，榕頭般腿兒的

車夫，大腹的橡膠樹，蠱漲的森木苦工，人肉市場的不幸女同胞們」37。 

                                            
35 Rawanchaikul Toshiko 將「南洋風」美術譯為「南洋美術」，意指描繪異國風情

與恬美熱帶樂園風的作品，參見福岡亞洲美術館／Rawanchaikul Toshiko，《南洋

一九五〇〜一九六五―シンガポール美術への道―》，頁 30。Rawanchaikul 
Toshiko 的〈南洋美術考—「他者」の再生産と「自己」の獲得〉一文以劉抗為

中心論述「南洋美術」，將林學大和劉抗視為同一類型的畫家，參見 Rawanchaikul, 
Toshiko，〈南洋美術考—「他者」の再生産と「自己」の獲得〉， 《デ アル

テ（De Arte）》17(2001): 頁 79-101。羽田ジェシカ則指出林學大和劉抗是截然

不同類型的藝術家，試圖發掘第一手華文資料重考「南洋風」的定義，參見 Jessica 
T Lyu-Hada（羽田ジェシカ），〈「南洋風」—シンガポール近代美術の一側面〉，

《デ アルテ（De Arte）》第 23 期（2007）：19-40。 
36 關於南洋色彩參考以下著作：金燕，〈浪漫南洋一年的《荒島》〉，《新國民日報》

副刊《荒島》，1928 年 2 月 2 日。轉載自方修編，《馬華新文學大系（一）》（香

港：世界出版社/馬來西亞：大眾書局，2000），頁 109-111。 
37 〈南洋與文藝〉，《新國民日報》副刊《荒島》，1927 年 4 月 1 日。轉載自方修

編，《馬華新文學大系（一）》，頁 119-121。楊松年則詳述新馬文學中在地意識

之萌芽與發展，參見氏著，《戰前新馬文學本地意識的形成與發展》（新加坡：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八方文化企業公司，2001）。書中散見「南洋色彩」、「地

方色彩」之言，如頁 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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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對他來說南洋色彩的刻劃是認同當地的表現，絕非以外

來者視線描繪來滿足異國情趣，而是如實地描寫當地的風土人情。

他 本 人 沒 有 作 畫 ， 可 是 文 章 中 時 常 提 起 繪 畫 ， 並 和 畫 家 張 汝 器

（1905-1944）是一起編寫華文刊物的同仁。身為華人美術研究會會

長的張汝器也應聘在南洋美專執教，與林學大關係密切，然其於 1942

年日軍佔領新加坡時受難早逝，作品和文獻散逸，目前還沒有看到

他自述藝術觀的資料，不過從展覽會的出品紀錄可以大略掌握他的

創作方向。他的展覽作品多為人物畫，出品記錄中《放債人》、《丐》、

《賣藝者》、《磨剪刀》、《廟》、《倦》等作品38顯示他是傾向於走在地

路線的寫實畫家，而現存作品和作品圖片也呈現出他的寫實作風39 

【圖 14】。 張汝器也描繪當地的女性，可是畫風和日後在新加坡被

譽為「四大畫家」的劉抗(1911-2004)、陳宗瑞(1910-1985)、陳文希

(1906-1991)和鍾泗濱相異：他所刻劃的是日常生活中真實存在的女

性，而不是理想化或官能化的樂園美女。早於林學大在新馬活動的

僑民畫家如楊曼生（1896-1962）等人在 30 年代時也嘗試以南洋的風

景人物來凸顯地域特色，不過根據管見，林學大是現存文獻中 先

在美術界公開用「南洋風」來概括南洋地域色彩之理念的畫家。 

    Piyadasa 和 Sabapathy 的論著對新馬美術史有著莫大的貢獻與影

響。作為研究先驅的兩位英語系研究者在論述華語華人畫家時的一

個特點是，其視點基本上反映了新馬獨立前英語圈的看法，而不是

華語系社會的看法。此視點的相異起因於獨立前橫斷於英語系和華

語系社會之間的鴻溝。獨立前自成一個世界的華語圈，在獨立後積

極普及英語教育的新加坡被邊緣化，有相當長一段時期舊華文書籍

報章雜誌如同廢紙，或被丟棄或被遺忘。在還沒有機會掌握第一手

                                            
38 〈星洲華人美術研究會美展會〉，《南洋商報》1936.6.26[6]；新加坡藝術協會，

《林學大，張汝器，楊曼生：三位已故畫家遺作展》（新加坡：星洲中華總商

會展覽室，1966）。 
39 參見 Jessica T Lyu-Hada（羽田ジェシカ），〈「南洋風」—シンガポール近代美術

の一側面〉，《デ アルテ（De Arte）》第 23 期（2007），頁 19-40；姚夢桐，〈觀

國家美術館“南洋遐想”的張汝器之故事〉，《聯合早報》201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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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資料的狀況下，Piyadasa 和 Sabapathy 的視點無可避免地傾向西

方，反映的是較符合獨立前統治階層和外來富裕訪客的視野和趣

味，選中的作品多是當年有權有錢的階層或外來者所喜愛的，恬美

樂園風繪畫——除了在調查過程中受到文字資料的限制以外，也因為

作畫當時這類作品較有買家，所以被保存下來的數量較多40。簡言

之，在還沒有機會細查獨立前作品的全貌與華文資料之前，恬美的

異國情調樂園風便已經成為所謂「南洋美術」、「南洋風」的代名詞，

而上述前往峇厘描繪熱帶樂園和異族女性的劉抗、陳宗瑞、陳文希

和鍾泗濱便在這種氛圍下被推為代表南洋風的「四大畫家」。 

    獨立前的新馬美術有個重要的特性：主要的畫家是華語系華

人，然因為經濟、政治、社會結構的關係，主導美術市場的是屬於

英語圈的統治階層、西方的訪客以及與統治階層關係密切的華人。

其中，英國出身的美術史家蘇立文即是要角之一。蘇立文於 1953-1960

年 寓 居 新 加 坡 的 期 間 ， 除 了 在 馬 來 西 亞 大 學 任 教 以 外 ， 也 得 到

Malcolm John MacDonald，陸運濤和李光前等新馬政治、社會、經濟

上重要人物的支持，成立大學美術館，積極收集古代和當代藝術品，

包括當時當地畫家的作品41。蘇立文自己也是收藏家，在美術市場尚

未成形的新加坡畫壇影響深遠。他當時不僅以專家兼收藏家的身份

舉足輕重，其著作和教育也影響了日後新加坡美術史研究和撰寫的

方 向 。 新 加 坡 建 國 以 後 影 響 力 大 的 第 一 代 美 術 史 研 究 者 T.K. 

Sabapathy 就是蘇立文在馬來亞大學時期的弟子，他基本上承襲蘇立

                                            
40 這些反映社會狀況類型的作品在 1990 年代以前鮮為人知的一個原因是，它們在

新加坡獨立前就被懷疑為受共產主義滲透的作品，獨立後的新加坡政府基本上

承襲該看法。 
41 Michael Sullivan 在新加坡的活動參考：Michael Sullivan, Chinese Ar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 59-60; Modern Chinese Art: The Khoan and Michael Sullivan 
Collection, (Oxford ： Ashmolean Museum ， 2001), pp. 16-17 。 Malcolm John 
MacDonald （ 1901-1981 ） ： British Governor-General of the Malayan Union
（1946-1948）， Commissioner-General for Southeast Asia（1948-1955），馬來

亞大學第一任校長（1949-1961）；陸運濤（Loke Wan Tho 1915-1964）：電影企

業家；李光前（Lee Kong Chian 1893-1967）：陳嘉庚之女婿，企業家、慈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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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看法來構築新加坡獨立前的美術史。而在 80 年代以後所公認的

南洋風「四大畫家」，其實也正是蘇立文 1959 年的著作中特別提到

的、他駐新加坡時期交往 密切的四位畫家，由此可見其歷久不衰

的影響力42。 

    2002 年的福岡展雖然承接了 Piyadasa 和 Sabapathy 的詮釋，將

描繪異國情調與異族女性的樂園風作品稱為「南洋美術」43，但此展

也與新加坡的美術研究者許元豪合作，展出在新加坡長年被禁忌的

社會寫實主義作品，從而讓這批被打入冷宮近半個世紀的作品得以

重見天日，並被重新評價，可謂是此展的 大貢獻。然該展覽會只

把恬美的樂園風作品歸入「南洋美術」（南洋風）中，另外把社會寫

實的作品當成一個獨立的範疇，從此在美術史上，社會寫實主義的

作品便被完全排除在「南洋美術」（南洋風）之外，林學大也因此成

為恬美樂園風作品的倡始者。換句話說，「南洋風」被界定為恬美樂

園風是林學大過世後的 70 年代末以後的事情，並非林學大的本意。

如前所述，產生變化的主要原因在於研究調查和翻譯時面臨的語言、

文化、社會層面的阻隔，以及 50 年代以後的反共潮流所引起的舊華

語華人社會之疏離。 

    從林學大的作品和論述來看，他所構思的南洋風的確有包括深

刻的社會寫實作品。比如說他在周知的〈藝術與生活〉裡強調藝術

和生活的緊密關係，主張藝術作品應該反映藝術家所處的社會和時

代44。他自己的畫作中看不到官能性描繪的異族女性或異國趣味恬美

樂園風，卻經常刻劃民眾的疾苦、反映時代的脈動，例如 1953 年的

〈窮苦人家多悲哀〉45【圖 15】和 1955 年的〈印度工人清理叢林〉

                                            
42 Michael Sullivan, Chinese Ar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 59-60. 
43 Rawanchaikul Toshiko，〈南洋美術考—「他者」の再生産と「自己」の獲得〉， 

《デ アルテ（De Arte）》17(2001)，頁 79-101。  
44 林學大，〈藝術與生活〉，收入《南洋美術專科學校復校三週年第十三屆畢業紀

念刊》（新加坡：南洋美專，1949），頁 21-22。 
45 據林友權言，此圖所繪人物後來由林學大提供工作機會。在南洋美專當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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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圖 16】。他的看法在〈現代藝術的我見〉中解釋得很清楚。這篇

文章於 1940 年登載於當地大報《星洲日報》星期刊上，然今日卻因

年代久遠而少有人知46。以下引用（原文字跡模糊處以☐表示，標點

依照原文）： 

藝術是時代的產物，是人類生活方式的反映。由這句

話，我們可以簡單地推知藝術必須跟著時代和人類的

現實生活以演進。所以我們如果要知道現代藝術成為

怎樣，不能不☐明瞭目前我們所處的時代，☐☐生活

的方式（中略）現代人類的生活方式，是受科學精神

的改造和社會思潮的洗禮，所以現代一切藝術也就不

能從科學精神和社會思潮離開，單獨前進，也就不能

和過去數世紀藝術以為帶有玄秘性只在筆墨方面用

工，但就氣韻生動發揮，就能達到登峰造極（中略）	

許多藝術者因素養缺乏，認識不夠，往往攻擊反映現

代的新藝術，好像藝術除了體現古典主義的☐型格式

以外，別無他道可由，這是何等的錯謬。如果認描寫

荒林蕭徑，竹籬茅舍，為藝術，描寫柏油洋灰鐵筋石

子的建築，為非藝術，那人類只好開倒車回到獠獵時

代，做個藝術頑民，那人類由何須藝術來！	

因為社會思潮的發達，乃使現代藝術不再☐作特權階

級的裝飾品，文人雅士的消閒物，而是全人類精神所

寄託，以發揮至大至高的創進和欣賞；不再因襲過去，

而是創新現實及將來，這都是現代藝術的特質。	

現代研究藝術的人們呵！請認識你們所處的大時代，

一齊覺悟起來，站在社會思潮的潮頭，燃著科學智慧

                                            
46 林學大，〈現代藝術的我見〉，《星洲日報星期刊》，華人美術研究會編《藝術》，

8(194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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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火炬，領導全人類朝著真善美的境遇前進！	 	

二十九年五月 

    以上林學大所陳述的觀點也出現在 1959 年《南洋商報》的訪談

內容裡，顯示出他思想的一貫性。他強調「美術是社會意識形態的

反映，是人類生活至高目的的『真善美』的要素。」47 認為藝術不

再是文人雅士消閒的裝飾，而是時代的產物，也是人類生活方式的

反映與精神的寄托。藝術家身處社會思潮的浪峰，目標不在因襲過

去，而在創新現實和未來。 

    蘇立文在 1950 年代對林學大的作品有以下的評語：「當 1940 年

代末期從上海和廣東來新加坡的畫家們以新奇的眼光來描繪周遭的

異國景色時，高更使用的亮麗顏色和單純的造型給他們提供了現成

的表現模式。可是林學大很成功地拒絕了風靡馬來亞的高更之影響
48。」雖然目前我們看不到林學大作品的全貌，但同時代蘇立文的評

語證明了林學大在當時就是以不畫異國趣味、樂園風的作品而著名，

也提醒我們重新思考他所謂「南洋風」的定義。 

    南洋的熱帶風土、鮮艷色彩、燦爛陽光和異民族文化為畫家提

供了強調異族女性的官能性美感和世外桃源型作品的 佳題材，頗

為有權有錢階級所好。以描繪原住民女性為題材而成名的先例有從

1930 年代初移住峇厘島的比利時畫家 Adrien Jean Le Mayeur de 

Merpes （1880-1958），其 晚在 1937 年開始在新加坡展覽，以峇厘

島的樂園風繪畫以及刻意偕峇厘女郎來新加坡表演傳統舞蹈而頗負

                                            
47 馮偉英〈為馬來亞藝術辛苦耕耘－南洋美專校長訪問記〉，《南洋商報》

1959.8.25[6]。 
48 原文："He has successfully resisted the dominating influence of Gauguin, whose 

brilliant colours and simple forms provided Malayan painters with a ready-made 
formula to depict the exotic world in which they found themselves when they came 
to Singapore from Shanghai and Canton in the late nineteen-forties." 參見 Michael 
Sullivan, Chinese Ar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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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名49。「四大畫家」去峇厘島時就曾去訪問 Adrien，他們在此行之

後改走異國情趣路線的畫風，可說是借鑑成功先例所作的藝術策略

的調整50【圖 17】。 

     蘇立文注意到林學大並未選擇走這條熱門的路線。林學大認為

真正的藝術是實際生活的反映，因此藝術就像是社會的一面鏡子，

和現實生活方式以及時代思潮著實不可分離，一如其曾在致陳嘉庚

的信上說道：「世人多知教育足以救國，然鮮知其能救國之教育當有

一種特殊精神，大無以名之，名之為藝術精神51。」 1940 年南洋美

專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時，他進一步勉力諸生「以美術作犀利武

器 52」，顯見他是期待年輕藝術家們放眼社會大眾來創作的。林學大

所謂的「南洋風」可說是 20 年代作家們所謂的「地方色彩」，而表

現地方色彩就是他所稱的當地「本色」53 ，亦即忠實地描寫當地的

風土人情與社會狀況，心懷當地而放眼天下，與現代文明世界齊步。

他的主張除了反映如上述張金燕等當地華語系前輩作家的主張以

外，其實也反映了魯迅（1881-1936）對美術的看法。關於地方色彩

的問題，魯迅曾以「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為世界的54」之言肯定

地方性和普遍性的連結，此外，也以下文闡明其藝術觀 

青年美術家應該注意以下三點：（1）不以怪炫人。（2）

注意基本技術。（3）擴大眼界和思想。畫家如僅畫幾

幅靜物，風景和人物肖像，還未盡畫家的能事。藝術

                                            
49 〈星洲歐亞士女眼福不淺欣賞峇厘舞藝術〉，《南洋商報》，1937.3.9[3]; Untitled, 

Straight times，1937.2.27[1]；Art Exhibition Ending,1937.3.18[12]。 
50 劉抗、陳文希、陳宗瑞、鍾泗濱，《峇厘畫集》（新加坡：光華印物公司，1953）。 
51 「大」是林學大執筆時的自稱。引自林學大，〈擬致陳嘉庚先生建議創設美術畫

院〉，頁 10。 
52 〈南洋美術專門學校舉行首屆畢業禮校長林學大勉諸生以美術作犀利武器〉，

《南洋商報》1940.6.21[7]。 
53 林學大，〈戰後南洋美術的我見〉，收入《南洋美術專科學校美展特刊》（新加坡：

南洋美術專科學校，1954），不計頁數。 
54 引自魯迅，〈覆陳煙橋書簡〉（1934 年 4 月 19 日），收錄於張望編，《魯迅論美

術》（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頁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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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應該注意社會現狀，用畫筆告訴群眾所見不到的或

不注意的社會事件。總而言之，現代畫家應畫古人所

不畫的題材。古人作畫，除山水花鳥以外，絕少畫社

會事件（中略）今天的畫家作畫，不應限於山水花鳥，

而應是再現社會的情況於畫幅之上55。	

魯迅所言關於藝術家應有的態度、應該描述的對象，以及藝術的目

的等看法和前述林學大的看法是一致的。1926-27 年在陳嘉庚創辦的

廈門大學執教的魯迅對林學大和新馬地區的華語社會影響深遠56。 

南洋美專有魯迅的塑像，林學大的遺作中也有一幅描繪該塑像的未

完成作品57 。先行研究發現的資料顯示58，在大陸被國民黨追捕而失

蹤的魯迅木刻運動直傳弟子如陳普之（1911-1950），周金海（1913-？）

等人其實是亡命南渡，在新馬地區繼續活躍。他們在華校教書，編

輯華文報紙，並在報紙上發表木刻作品等，對當地華語社會的青年

影響甚大。例如陳普之（在新加坡化名陳溥之）得到林學大的支持，

受聘在南洋美專教授木刻59。受到南下知識份子的影響，魯迅在新馬

華語社會中成為故土文化意識與被壓抑民眾之反抗精神的象徵，每

                                            
55 魯迅，〈魯迅先生 1930 年 2 月 21 日在上海中華藝術大學的講演記錄稿〉，收入

張望編，《魯迅論美術》，頁 203。 
56 魯迅於 1926-27 年在陳嘉庚創辦的廈門大學講學時，林學大也在廈門陳嘉庚設

立的集美學校師範科執教。 
57 Lim Hak Tai, Lu Xun Statue，1955，Collection of Lim Yew Kuan, acrylic on board, 

50x40cm. Tan, Bridget Tracy, and Justin Loke eds., Lim Hak Tai: The Quintessential 
Nanyang, Singapore: Nanyang Academy of Art, 2009, p32. 

58 參見羽田ジェシカ，〈シンガポールの木版画——『文漫界』を巡って〉，《中

國版畫研究》第 5 號（2007），頁 67-87；與氏著，〈シンガポール 1950 年代の

木版画と華人文化〉，《現代中国》第 82 號（2008），頁 207-217。 
59 在 1940 年的教職員名單裡有以下的記載：「陳溥之，木刻教授，上海美專畢業」，

《南洋商報》1940.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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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忌日都有華校和華人團體盛大地舉行紀念集會60。木刻運動在新加

坡方興未艾，1950 年代以華校為中心發展蓬勃，與年輕人的反殖民

運動相結合61。林學大之子林友權（b.1928，1963-1979 年間任南洋美

專校長）在獨立前後也是活躍的木刻作者。當時的華文雜誌裡曾刊

登多幅林友權的作品，如《為了下一代》中刻劃致力於華文教育的

女教師，即為華語社會的重要奠基人物【圖 18】。 

    在進一步闡釋林學大的藝術生涯之前，有必要先簡述英屬新馬

地區的美術狀況。由於英國殖民政府對美術或美術教育並不關心，

促使從中國大陸南下移住的畫家們成為當地美術活動的主角。這批

畫家基本上都在華僑經營的華校執教，華校的美術教育水平因此遠

在由英國政府興辦的英校之上62。如蘇立文所言，這些移住異地的第

一代畫家面臨一個共同的誘惑：以他者（the other）的視線來強調未

開之地的異國樂園情趣。南方樂園式的浪漫想像在亂世格外受歡迎，

以高更風描繪原住民美女倘佯的世外桃源作品容易在訪客和當地的

富裕階層中找到購買者。新加坡「四大畫家」在 1954 年將預定的中

國大陸寫生計劃改為去峇厘島的決定，不但反映了當時華僑和中國

大陸關係的變化，也為華人畫家的「南洋風」開啓了重要的一頁：

南國樂園形象的塑造。他們的峇厘系列作品主要描繪以熱帶風景為

背景的半裸女性，強調異國風情和女性的官能美【圖 13】。這類作品

將當地華人畫家的創作領域帶出了華語華人社會，也將觀賞層面拓

                                            
60 召開紀念集會之例：根據《南洋商報》，1938.10.18[9]的記載，愛同學校校友會

將於10月19日舉辦紀念集會，並演出魯迅的《死裡求生》以資紀念。戰後出版

紀念特刊的例子有：〈記念魯迅逝世十八周年特輯〉《耕耘》第11期（1954.10.15）。

紀念魯迅的文章之例：作者不詳，〈記魯迅逝世十四週年  魯迅的方向，就是

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南洋商報》，1950.11.8[3]；乾甲（實名不詳），〈學

習魯迅先生為青年打雜的精神〉，《中正中學1957年高中畢業班特刊》（1957），

頁38-39。 
61 關於新加坡之木刻與華語社會、華校的關係參見以下著作：羽田ジェシカ，同

註 58；與氏著，〈シンガポール 1950 年代の木版画と華人文化〉，《現代中国》

第 82 期（2008），頁 207-217。 
62 何國豪（Ho Kok Hoe, 1922-2015）訪談記錄，2005 年 9 月 23 日與 2007 年 9 月

19 日。何國豪是英校出身的畫家、建築家。 



呂采芷，〈融合在地性與超地域性的華人藝術——以新馬畫家林學大為例〉 

 

 24 

展到當地英語系的富裕階層和訪客。由於英語和華語社會之間的鴻

溝，只有這批以樂園風作品成名的華語系畫家能為英語圈（包括蘇

利文）所認同。 

    筆者在「南洋風」一文中曾指出「南洋風」其實包括兩個類型：

「Type I」是上述描繪異地情趣的樂園風作品，著重樣式上的美感，

以「四大畫家」為代表；「Type II」則強調具象與寫實，真確地刻劃

當地自然人文風土與社會狀況，以林學大和他的子弟們如林友權、陳

世集 （1928-2011） 等為中心63。然筆者該文尚未言及的是，Type II

畫家們的寫實作品也大體可分為兩類：（1）以當地真實的人、風土、

自然、城市、鄉村景色為描寫對象的作品；（2）描寫社政治會現象

或事件的作品。以下詳述： 

    （1）第一類作品以當地真實的人物、風土、自然、城市、鄉村

景色為描寫對象，繪其所見，不將其美化。林學大此類作品如《南洋

美專於聖多馬徑（NAFA at St Thomas Walk）》，描繪1949年時的南

洋美專，忠實地記錄了學校草創時期周遭森郁的環境【圖9】。另一

幅描繪蘭花的《胡姬》【圖8】則是餽贈南來音樂家黃晚成（1909-2007）

的作品，除了是對當地蘭花品種的忠實寫生以外也別有寓意；題名以

南遷華人對蘭花的稱呼「胡姬」，即是將黃晚成暗喻為異地綻放的名

花64。林學大的肖像作品也可以歸入這一類型，如陳嘉庚的肖像65【圖

10】。畫中人物直視觀者的尖銳視線，悠然的姿態和背後懸掛的墨梅，

以及畫面上隨處可見的圓熟線條與柔和的明暗層次，綜合起來塑造出

一個敏銳而溫文儒雅的長者形象。林學大對人物寫實技巧的掌握也呈

現在50年代繪製的肖像作品中【圖11】。這幅肖像描繪的是出身於金

                                            
63 參考羽田ジェシカ，〈「南洋風」—シンガポール近代美術の一側面〉，《デ アル

テ（De Arte）》第 23 期（2007）：19-40。 
64 落款：「晚成琴師留念 戊子冬孟 學大寫贈」。黃晚成（Lucien Wang 1909-2007）

乃留學法國的鋼琴家、作曲家，1939 年移住新加坡。南洋美專校歌的作曲者（1946
年）。其教授林友權鋼琴，同時自己也跟林友權學習繪畫。 

65 林學大，《陳嘉庚像》，所在不明，刊於《美術季刊》美術節特刊，新加坡：新

加坡華人美術學會，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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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的吳光枰（1853-1936），和陳嘉庚一樣是在東南亞熱心公益的閩系

華僑領袖之一。被委托為此二人繪製肖像的例子顯示林學大在當時僑

界領袖中倍受信賴。吳光枰的肖像畫對五官、膚色、表情、毛髮鬍鬚

的描寫細緻，呈現林學大在繪製肖像時對照相式寫實表現的追求，也

印證了蘇利文評價林學大的繪畫功底。 

   （2）第二類作品描寫政治社會現象或事件。此類作品以出身當地

華校、高揭社會寫實主義（Social Realism）旗幟的年輕人為中心，要

角都是南洋美專的學生或畢業生，包括前述林學大之子、南洋美專第

二代校長林友權和畢業後留校執教的陳世集。這批畫家始終堅持具象

表現，拒絕做抽象或做任何樣式上的變形66。其作品著眼庶民與勞工

大 眾 ， 赤 裸 裸 地 反 映 1950 年 代 的 社 會 狀 況 。 作 品 例 如 李 文 苑

（1934-2016）的《印度工友》【圖19】。《印度工友》可見於倖存的

華語展覽圖錄《1953年度華文中學畢業班同學藝術研究會美術巡迴展

覽會》裡，提供一窺當年華語青年間的藝術風氣，以及瞭解這些青年

藝術家們心態的線索67【圖20a、20b】。林學大為該圖錄題詞以示支

持之意，刊登於首頁。題詞中表示遺憾時間緊湊無法撰文，因此以郭

沫若之言來勉勵青年學子：「藝術家不應該做自然的孫子，也不應該

做自然的兒子，應該做自然的老子」68，明示他對寫實的態度。圖錄

的編後語明示中華總商會和福建會館支助該展，提供展覽場所，可見

這批年輕人是受華語社會的主流肯定的。同一圖錄裡也可見林友權的

作品《餘悸》，該作品 早揭載於1955年南洋美專出版的《南洋青年

                                            
66 林友權訪談記錄（2003 年 10 月 20 日，2007 年 11 月 6 日，2016 年 2 月 21 日），

林木化訪談記錄（2003 年 10 月 19 日），蔡明智訪談記錄（2005 年 9 月 23 日），

李文苑訪談記錄（2005 年 9 月 22 日），許錫勇訪談記錄（2003 年 10 月 21 日）。

訪談中他們都提到俄國寫實畫家 Ilya Yefimovich Repin（1844-1930），說年輕

時深受影響。許錫勇還明白表示，畫得不像就不是好的畫家。 
67 藝研會美展籌委會編，《1953 年度華文中學畢業班同學藝術研究會美術巡迴展

覽會》（新加坡：華文中學畢業班同學藝術研究會，1953），頁 15。該圖錄的

封面（參考圖 20b）由蔡名智（b.1931）設計。 
68 藝研會美展籌委會編，《1953 年度華文中學畢業班同學藝術研究會美術巡迴展

覽會》首頁，不計頁數。林學大引用的是郭沫若 1923 年 8 月 21 日的發言。參

考郭沫若，《郭沫若論創作》（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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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中69【圖21a、21b】，描寫的是日軍佔領新加坡期間迫害華語社

會的慘劇，畫家之兄林友民（圖22）以間諜之罪名在深夜被便衣帶走、

一去不復返的剎那70。隱藏左邊門外的是密告者，而地上被踐踏著的

則是日軍佔領期的官報《昭南日報》，一方面明確提示事件的時代背

景，另一方面也是對日軍不屈的表現。其他的例子如陳世集描寫福利

巴士事件的《罷工》【圖23】。林學大的《福利巴士事件（Riot）》71【圖

12】亦描述同一事件主題，傳達的訊息和陳世集之作品所類似，但採

用的樣式卻截然不同。與下一代堅持走具象寫實路線的年輕人不同的

是，林學大不執著於具象的表達模式。他雖然有很多作品是以寫實的

樣式來表達親眼所見的樣態和內容，可是如《福利巴士事件（Riot）》

之例顯示他在傳達寫實的主題和內容時，並不拘泥于具象的表現方

式，而是以非寫實的立體主義語彙來表達社會寫實主義的內容與題

材，是為此幅畫 突出的一點。 

     除了自筆的美術觀以外，林學大的作品就是他對南洋風定義的無

言的解釋。下節將以兩件代表性作品，《天福宮》【圖 24】與《福利

巴士事件》為例，來審視他的理論和作品之間的關聯，以及他和下

                                            
69 林友權，〈餘悸〉，收入《南洋青年美術》，（新加坡：南洋美術專科學校第 15 屆

畢業班主編，1955），頁 15。此畫在上述藝研會編的圖錄第 19 頁誤印為〈餘恨〉。 
70 林學大有二女三子：長女林淑端（1922-2009）、長子林友民（1924-1943）、次女

林美端 (b.1926) 、次子林友權（b.1928）、么子林友曲 (1933-1962)。日軍佔領

期間華校關閉，華語社會被列為鎮壓對象，大量無辜的華人因此而喪命。華人

美術研究會會長張汝器、副會長何光耀皆被捕犧牲。林學大深居簡出，林家靠

林友民賣冰淇淋等零星收入維持生計。林友民參與地下反日諜報活動，被密告

逮捕受難。圖中悲痛的母親形象其實是長女林淑端。林學大之妻陳求安已於日

軍佔領廈門期間帶領兒女逃難時在香港難民營病逝，此後長女身兼母職。以上

資訊由林友權提供。 
71 福利巴士事件詳見下一章。根據畫家家屬，此畫的畫題為《工潮（Hock Lee Bus 

Incident 福利巴士事件）》，收藏此作的新加坡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將其英譯為“Riot”。本稿中文畫名尊守畫家和家屬的原意使用“Hock 
Lee Bus Incident”之中譯：福利巴士事件；英文畫名則使用收藏者的英譯

“Riot”。畫名參考以下圖錄：Nanyang Academy of Fine Arts, Crossing Visions: 
Singapore and Xiamen, （Singapore: Nanyang Academy of Fine Arts, 2011）, p. 84; 
Low Sze Wee Ed. Between Declarations and Dreams: Art of Southeast Asia since the 
19th Century, Singapore: 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 2015, p.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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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畫家的關係。精通藝術史與藝術論的林學大對藝術創造抱持著

兼容並蓄的態度，其所提出的南洋風概念在理論上也可詮釋為有包

含恬美的樂園風繪畫，因為後者的確反映當時部份人們嚮往南國樂

園的心態。不過，顯然下節將詳述的那些正視當時社會狀況的寫實

作品（包括油畫和木刻等等），應該更為接近林學大所構思的南洋風

藝術核心。 

（二）林學大的作品：《天福宮》和《福利巴士事件》 

    如上所述，林學大移寓新加坡以後的作品內容包括當地風景、

住民生活和社會情狀等等，總體來說就是他自筆論述之藝術理念的

具體表現。他以在地的視線如實地描繪自身所見、所接觸的人物、

所處的世界。上面所舉例的作品呈現的是一般民眾實際生活、奮鬥

的狀況，或是當地景物的原貌，看不到滿足異國趣味的艷麗女性圖

像或理想化的樂園景況。 

    林學大在南洋美專出版的刊物上反覆提醒美術教育的目標，反

映他自己對美術活動的看法，而其內容在 1955 年有重要的改變。1946

年出版的《戰後復校紀念刊》上揭示的理念如下：1. 傳達祖國文化，

2. 輔助華僑教育，3. 溝通東西藝術，4. 形成南洋風新美術72。1954

年出版的《美展特刊》上揭載如下：1.宣揚祖國文化，2. 輔助華僑

教育，3.溝通東西藝術，4.創造南洋風格的本色美術73。兩相比較下，

第 1 至第 3 項沒有變化，僅「南洋風新美術」改為「南洋風格的本

色美術」。顯示出更強烈的在地化傾向，目標已經不只是「新」，而

是能表達南洋本色的美術了。1955 年給畢業生的贈言則出現更明顯

的變化，首次提出「結合各族文化風尚」、「發揮二十世紀科學精神，

                                            
72 林學大，〈刊首語〉，《1946 年南洋美術專科學校復校記念刊》，不計頁數。 
73 林學大，〈戰後南洋美術的我見〉，收入《南洋美術專科學校美展特刊》，（新加

坡：南洋美術專科學校，1954），不計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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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思潮」、「反映本邦人民大眾需求」、「配合教育意義，社會功能」74。

和一年以前不同之處是，林學大不再言及「祖國」或「華僑」，而改

提「本邦」；美術的目的不再是輔助華僑教育，而是反映當地的氣候

風土與社會思潮，發揮科學精神和社會功能。換句話說，林學大在

美術教育觀上的變化如實地反映了僑民心態在地化的過程，這個轉

變並不只是林學大個人心態的變化，而是因為戰後巨變的國際關係

與新加坡本地的政治情況影響了南洋僑民的處境，因此也造成僑民

們在歸屬意識形態上的調整。 

    林學大 1952 年的《天福宮》【圖 24】和 1955 年的《福利巴士事

件》【圖 12】可說是反映這個心態轉變的兩件代表性作品。《天福宮》
75 描繪廟宇內的神龕和供桌，大紅的色調忠實反映原景的色彩。新

加坡古廟天福宮建於華人移民初期的 19 世紀前半，主祀媽祖，和台

灣的媽祖廟同源，分香火於中國。在新加坡成為獨立的國家以前，

基於共同的方言或祖籍而形成的幫會是華人移民社會的基礎，幫會

所設立的廟宇成為他們生活的中心。這些廟宇除了祭祀神佛以外，

也營建義塚、舉行集體祭祖儀式等，成為畏懼客死異鄉、香火斷絕

的移民們心理上的依靠。另外，幫會也設立義塾為幫內子弟提供華

文教育，福建人創立的天福宮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新馬地區 早

由幫會設立的學校是福建幫領袖陳巨川於 1849 年在新加坡創立的崇

                                            
74 林學大 ，〈刊首語〉，《南洋青年美術》，（新加坡：南洋美術專科學校第 15 屆畢

業班主編，1955）頁 1。 
75 此作品在福岡展覽時由福岡市立美術館翻譯成《中國寺院》。福岡市美術館、後

小路雅弘、ラワンチャイクン寿子編輯《東南アジア－近代美術の誕生》（福岡：

福岡市美術館，1997），頁 118。依林學大次子林友權所言，畫中描繪的是新加

坡的天福宮。2011 年在廈門展覽時更改為《天福宮（Telok Ayer Temple）》， 
Nanyang Academy of Fine Arts, Crossing Visions: Singapore and Xiamen, 
（Singapore: Nanyang Academy of Fine Arts, 2011）, p 83. 此廟宇在新加坡被稱

為 Thian Hock Keng。主神媽祖於 1840 年從福建迎來，不過該廟的舊建築在 1840
年以前已經存在，30 年代末開始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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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閣，緊鄰天福宮右側76。1915 年 4 月 16 日復創立崇福女學校，

初使用崇文閣之建築，後擴展到天福宮對面。天福宮在 1840 年創建

時就兼具廟宇和福建會館的功能，1955 年新的會館大廈在天福宮對

面完工之後，天福宮也還是附屬於福建會館之下，在福建移民的生

活、信仰、文化和教育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77 。 

    因此林學大作品中的天福宮可說是福建移民心靈的寄托與現實

生活上的支柱。《天福宮》象徵的是閩僑與家鄉連結的世界，而廈門

時期的林學大與這個世界的密切關係就是導引他來到新加坡的契

因，也是他南來以後生活、活動的主軸之一。林學大一家南遷後棲

身於其兄長位於天福宮附近的宅邸，其女就在天福宮對面由福建會

館設立的崇福女學校執教。和當時其他福建移民一樣，天福宮無論

在實際生活或精神的層面上對林家來說都是重要的存在78 。 

    林學大的作品《天福宮》除了題材以外還以構圖與母國文化相

連結。該作品與胡其藻 1935 年的《供奉》有不可忽視的類似性；兩

者都只描繪廟宇裡的神龕，並拉近距離，放大表現神龕的細部、神

桌上的供品與布帷裝飾等等79【圖 25】。 畫家以寺廟為題材時一般都

注重描繪廟宇的外觀，胡其藻的作品畫題名為《供奉》，構圖強調神

龕有其必然性，然而林學大的作品以天福宮為題材卻只對焦於神

                                            
76 關於新馬地區 早的華文學校，區如柏認為是崇文閣，顏清湟則認為是 1854 年

設立的萃英書院。參見區如柏，《百年樹人》（新加坡：勝友書局，1992），頁

101-103；顏清湟，《新馬華人社會史》（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頁 279。 
77 關於新馬華文教育、華語社會和天福宮參考以下著作：區如柏，《百年樹人》；

顏清湟，《新馬華人社會史》；黃金英，〈陳六使與福建會館〉，收入王如明主編，

《陳六使百年紀念文集》（新加坡：新加坡南大事業公司，1997），頁 123-130；

黃文車，〈新加坡天福宮的媽祖信仰文化〉，《國文天地》第 29 卷第 12 期

（2014.5），頁 24-29；蔡相煇，〈媽祖信仰基因解密〉，《空大人文學報》第 18
期（2009.12），頁 129-152。  

78 以上根據訪談林友權的紀錄（時間：2016 年 2 月 21 日，11:00-14:00）。據林友

權所言，林學大的宗教觀念自由而開明，其母乃佛教徒、妻子為基督徒，本人

則既上教堂也去廟宇。 
79《現代版畫》第四集（1935），收入《版畫紀程 I：魯迅藏中國現代木刻全集》（南

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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龕，可說是有意選擇、引用的結果。 

    以僑教為己任的林學大在 1950 年代面臨重大的挑戰。由於英國

殖民政府走反共路線，1949 年共產中國建國後便將新馬華僑和中國

的關係切斷，禁止華人訪問或留學中國，迫使僑民們有必要急速地

調整認同意識和故土文化的傳承方式。華校使用的教科書一向來自

中國大陸，1949 年以後由於對赤化的恐懼，殖民官方加緊對華文教

育的鉗制。華校和華語社會坎坷的前途一方面促使華語系奮力設法

承接、維護故土文化，另一方面也提醒他們在當地失去主體性的危

機，從而刺激他們在地意識的急速成長80。林學大在華人移民歸屬意

識重新調整的節骨眼上，選擇作為當時閩系移民大眾心靈歸宿的天

福宮為繪畫對象，著實意義深遠。 

    簡言之，1952 年的《天福宮》揭示了閩僑意識和故土文化的傳

承與在地化，而 1955 年的《福利巴士事件（Riot）》則進一步反映了

華語系在新加坡步向獨立的過程中力爭華語社會自主性與在地權利

的掙扎。作品描繪的是從 1955 年 4 月開始，得到華校生支援的福利

巴士員工之罷工運動。畫面以曲折線切分成左右兩邊，以多視點描

繪的方式，使得左右人物的大小形成對比：施壓的左邊和對抗的右

邊。左邊是龐大的警察群推壓著右邊弱小的工人和學生。四處散亂

著海報、宣傳布幕橫條和搬運支援物資的推車。該事件的導火線雖

是勞資衝突，因得到華校學生的共識與支援，與 50 年代開始的華校

生之反殖民運動合流而擴大。該作品畫面的左下角有林學大的簽名

「H.T.Lim,55」，可是中下方也寫著「1954-55」，可見林學大意圖表

現的不只是一件罷工事件，而是該事件所象徵的，高漲於 1954-55 年

                                            
80 關於新馬華人社會的演變參考顏清湟，《海外華人的社會變革與商業成長》（北

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91）；與氏著，《新馬華人社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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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馬華語社會的反殖民運動潮流81。 

    該潮流除了反映在上述陳世集的《罷工》以外，也是陳世集 1954

年的作品《合力》和《維護》的主题【圖 26，27】。如前所述，陳世

集是林學大留校執教的弟子，影響力甚大。兩作品描寫華校學生奮

力保護華語教育與社會的情景，刻劃從 1954 年 5 月 13 日開始白熱

化的華校學生運動。此運動的導火線是英殖民當局強徵「國民服役」

（National Service Ordinance, 即徵兵令）。1942-45 年的日軍佔領期

間，新加坡的華校關閉，教育停頓。戰後超齡復學的學生們正逢「國

民服役」徵召的適齡期，按規定他們必須在 5 月 13 日之前向政府報

到註冊否則會被問罪。華校在學學生們請願免除服役，5 月 13 日在

總督府外舉行和平集會，然殖民政府卻以暴力鎮壓，四散的學生們

當晚在中正中學集合，和軍警僵持到 5 月 24 日時一度解散。直至 6

月 2 日學生們重新佔領中正中學，繼續抵抗。陳世集作品《合力》

中的「一九五四記六二」即表示此作意在紀念華校年輕人爭取主權

的一連串運動。 

    當時英軍致力清剿馬來共產黨，為了根除黨員，在馬來半島不惜

使用焦土政策，燒毀華人村莊，引發了華人反英殖民政府的風潮。應

召服役對華人子弟來說即是認同殖民統治，幫助迫害同族。在陳世集

1954年的作品《戰禍（戰爭の被害）》【圖28】中，畫面右邊是還在

冒煙的崩壞民家和犧牲者，左邊是張口悲鳴的生還者。以黑白色彩的

強烈對比烘托出震撼效果，鮮明呈現當時華人面對家園被毀，親人蒙

                                            
81 關於新加坡獨立前歷史背景的雙方視點參考以下著作：C.M. Turnbull, A History 

of Singapore 1819-198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Melanie Chew, 
Leaders of Singapore (Singapore: Resource Press, 1996); Lee Kuan Yew, The 
Singapore Story: Memoirs of Lee Kuan Yew (Singapore, New York, London, 
Toronto, Sydney, Mexico City: Prentice House, 1998); 田村慶子，《シンガポール

の国家建設—ナショナリズム、エスニシティ、ジェンダー》（東京：明石書店，

2000）；Tan Jing Quee and Jomo K.S. eds., Comet in Our Sky-Lim Chin Siong in 
History (Kuala Lumpur: Insan, 2001): Chin Peng, Chin Peng-My Side of History 
(Singapore: Media Masters, 2003);李慧玲主編，《圓切線－雙語特輯：歷史眾聲》，

（新加坡：圓切線，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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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的震撼和悲痛，而畫面上看不見的兇手正是殖民政府的軍隊。 

    在此華語文化和教育備受壓抑的情況下，反抗的華校學生們頻

繁發動學潮，英殖民政府認為這些學潮是馬來共產黨所指使的顛覆

活動，一貫採取不妥協的鎮壓政策，並將學生中的活躍分子遣送中

國大陸。然而參與運動的學生們認為此活動是自發性、和平爭取人

權的抗議活動。林學大的《福利巴士事件》描繪的就是這一系列運

動的高潮。此作對林學大而言還有更深一層的意義：其么子即為參

與反殖民運動而被遣送出境的無數年輕學子中的一位82 。 

    如上述，當時以南洋美專為中心的年輕畫家們盛行社會寫實主

義派的創作，意圖赤裸、真實地反映戰後社會的疾苦，前述提及的

陳世集即是典型的例子。如前言，從林學大以「反映本邦人民大眾

需求」、「配合教育意義、社會功能」為美專立校目的之一，年輕人

這種藝術表現可說是他所構想的「南洋風格」美術之一面，而他的

《福利巴士事件》就是呈現這個理念的集大成作品。在樣式上，林

學大並沒有採取當時年輕畫家們之間流行的寫實技法來描繪政治社

會性題材，反而選擇以立體派畫風來表達。雖然整體為抽象表現，

但畫家亦巧妙地分割畫面空間，不只用線和面來表達緊迫的動感，

也娓娓道出事件的細節。中間的工人們被從左邊出現的龐大警察群

擠壓，畫面右邊則是奮力支援工人的學生，在他們的下方可看到搬

運支援物資的推車，四處可見被破壞的帳蓬碎片以及抗議標語，上

述各部細節整合成一個充滿了時代動力的大畫面。 

    林學大為何採用立體主義來表現這個主題？以下先略述東南亞

立體主義展開的概況。立體主義畫風在 1950 年代的東南亞畫壇被視

                                            
82 參考 2007 年 9 月 18 日、2016 年 2 月 21 日訪談林友權的記錄。參加活動的林

學大么子林友曲被遣送中國大陸後潛回馬來半島，1962 年在馬來半島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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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西洋的記號」83，乃現代化的象徵。不過，東南亞地區的立體主

義是在與歐美不同的背景下所展開，因此創作的目的、內容也相異。

當今研究者之間的共識是，東南亞的立體主義畫風和歐美的共通點

基本上只限於樣式層面而已。亦即，對東南亞畫家們而言，所謂的

立體主義的樣式基本上就是多視點和畫面的分割，他們只是借用立

體主義的視覺語彙來表達己意，對其原來的理論並不關心84。 

    傳世作品顯示立體主義在東南亞盛行於 1950 年代——當時正逢

東南亞諸地域擺脫殖民統治，民族國家開始成形，積極地尋求界定

民族國民形象的時期。作品顯示該地域立體主義畫風的展開和現代

國家意識的建構有著密切關係。後小路雅弘指出東南亞地區立體主

義畫風的一個特色是對「敘述性」的重視：繪畫在國民統合和培育

民族意識上扮演不容忽視的角色，透過敘述性的繪畫來提醒，強調

共有的歷史85。菲律賓畫家 Vicente Manansala 的《Juan Luna 的血盟

(Juan Luna’s Blood Compact)》即是一個例子【圖 29】。Manansala

將 Juan Luna (1857-1899) 1885 年的歷史畫《血盟（Blood Compact）》

以立體主義的樣式重新創造。畫中以立體主義分割畫面的手法敘述

發生在 1865 年菲律賓歷史轉捩點的關鍵故事：西班牙的 Miguel López 

de Legazpi （c. 1502-1572）帶領西班牙艦隊東來，在第一個被允許上

岸的島嶼薩馬島（Samar）上懷柔了當地的首領 Datu Urrao。此畫描繪

的是他們舉行血盟儀式的歷史時刻，雙方交杯互飲混有彼此血滴的

酒以盟誓。菲律賓從此被歸入西班牙東印度的管轄，Miguel López de 

                                            
83 日文原文：「西洋の記号」。建畠皙，〈アジアのキュビスム〉，收入東京国立近

代美術館、国際交流基金編集，《アジアのキュビスム：境界なき対話》，（東京：

国立近代美術館、国際交流基金, 2005），頁 10-16。 
84 此段關於東南亞立體主義的論述參考以下書籍：福岡市美術館・後小路雅弘／

ラワンチャイクン寿子編集，《東南アジア―近代美術の誕生》（福岡：福岡ア

ジア美術館，1997）；東京国立近代美術館、国際交流基金編集，《アジアのキ

ュビスム：境界なき対話》；The Japan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2005  
Cubism in Asia: Unbounded Dialogues （Tokyo: The Japan Foundation, 2005）。 

85 Masahiro Ushiroshoji,「アジアのキュビスムと物語」,收入 The Japan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2005 Cubism in Asia: Unbounded Dialogues, pp. 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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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zpi 也成為西班牙東印度的第一任總督（任期 1865-1572）。之後

菲律賓歷經美國、日本的統治，於 1946 年獨立，開始漫長的界定本

國意識的路途。此畫反映了高漲於 1950-60 年代，以在地（非西班牙，

非美國）視點來敘述歷史的欲求，以及畫家們以重新審視、敘述歷

史為己任的態度。畫中借用西洋樣式（分割畫面）來提醒與西洋的

連結，以沒有歷史負荷的西洋記號將具悲劇性格的民族歷史客觀

化，意圖正視殖民歷史，整理出國民的共識。 

    殖民地時期的畫家如印尼的 S. Soedjojono（1913-1986）在 1930

年代就公開摒棄將當地風景人物美化、理想化的樂園風繪畫86。他要

求畫家們不要為「他者（the other）」做畫，應該為本土人民創作。

用作品向世界呈現自己從實際生活中培育出來、對社會抱持的清新

理想。在他的提倡下，為「他者」所喜愛、美化了的異國浪漫風景

和性感女性的圖像開始解體，開啓了日後立體主義導入的契機。畫

家們借用立體主義的樣式否定異國情趣（exoticism）的表現，將既定

的世界觀一度分解、再由畫家根據自己的主體意識重新組合。研究

者如後小路雅弘與建畠皙認為，立體主義為畫家們提供了一個可以避

開「他者」異國情趣觀點的嶄新選擇87。他們的見解與前述蘇利文對

林學大的評語是一致的：「林學大很成功地拒絕了風靡馬來亞的高

更之影響」。Patrick D. Flores 也認為立體主義為菲律賓和印尼畫家提

供了一個可以化解矛盾的視覺語彙，使他們能避免在傳統與進步，浪

漫落後的異國情調與現代化之間作取捨88。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根據

Jim Supangkat 所言，印尼的立體主義樣式不只呈現美感也被賦予強

                                            
86 見註 85。 
87 建畠皙〈アジアのキュビスム〉、後小路雅弘〈キュビスムと国土（ネイション）〉，

收入東京国立近代美術館、国際交流基金編集，《アジアのキュビスム：境界な

き対話》，頁 9-18、頁 97-121。 
88  Patrick D. Flores, Translucent Traces of People: Peasant and Proletariat in 

Philippine Cubism, The Japan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2005 Cubism in 
Asia: Unbounded Dialogues, pp. 6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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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道德經驗的特殊意義89。 

    綜合而言，上述東南亞畫家意圖透過立體主義畫風以達到兼具

地域性與普遍性的成果─畫家們藉著周知於世的西方記號來敘述本

國社會民族的歷史，一方面構築族群共識、界定族群意識，一方面

也對外界定、溝通、傳達自身的位置，林學大的《福利巴士事件》

就是一個例子。以立體派畫風表現社會政治題材而言，前例有畢加

索（Pablo Picasso，1881-1978）的《格爾尼卡》（Guernica，1937）。

其實不限於東南亞，受到戰爭的影響，1950 年代在韓國和日本再度

展開的立體主義畫風也受《格爾尼卡》的啓發，以解體的樣式隱喻

當時的社會政治90。也就是說，藉西方符號來表達在地性的內容可謂

戰後亞洲立體主義畫風的普遍特徵之一。1948 年聯合國通過〈世界

人權宣言〉，定下全球個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和基本自由後，對英屬新

馬地區的影響很大。林學大在 1955 年出版的美專刊物中也明言殖民

地獨立是全世界無可抗拒的潮流91。《福利巴士事件（Riot）》以立體

派畫風來表達該題材正可凸顯新加坡反殖民運動在時代思潮上的必

然性，強調該運動不只是侷限於地域性的問題，而是具有普遍性的

價值。換句話說，《福利巴士事件》以立體派作風避開左派常見的教

條化傾向，提高藝術性，而立體派的樣式亦淡化了作品的主觀性和

地域性，強調超越地域的普遍性，以此訴諸全球民族自覺運動的浪

潮。 

                                            
89 “The cubist forms in the works of Indonesian artists carry an expression of the 

aesthetic, and are imbued with meaning and an emphasis on experience linked to a 
sense of morality.” Jim Supangkat, “Art and Culture in the Third Space: The case in 
Indonesi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2005 Cubism in Asia: Unbounded Dialogues 
(Tokyo: The Japan Foundation, 2005), pp. 47-59, 前述引文出處：頁 59。 

90 建畠皙〈アジアのキュビスム〉，收入東京国立近代美術館、国際交流基金編集，

《アジアのキュビスム：境界なき対話》，頁 12；埼玉県立美術館策展，《日本

におけるキュビスム―ピカソ・インパクト (Cubism in Japan: Picasso’s 
Impact)》，埼玉：埼玉県立美術館，2016 年 11 月 23 日-2017 年 1 月 29 日。 

91 林學大 ，〈刊首語〉，《南洋青年美術》，（新加坡：南洋美術專科學校第 15 畢業

班主編，1955），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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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一般而言，新馬華人的認同意識在 1950 年代以前是以大陸故鄉

為主軸92。然 1949 年共產主義中國的誕生造成國際情勢的劇變，殖

民政府的反共政策迫使新馬華人改變其認同的意識形態。與故鄉斷

絕關係的華語系華人們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從華僑蛻變為新馬公

民，華語教育也受到多方的鉗制。林學大在這個時期創作的《天福

宮》和《福利巴士事件》清晰地刻劃了華人心態變化的歷程。從這

兩幅作品亦可瞭解他所主張的「南洋風」為何：如實地表現當地的

生活，落實南洋、關懷本地、放眼世界，亦即兼具在地性和普遍性。 

    身兼藝術家和教育家的林學大不僅是第一代移民，透過學生和

子女也深切瞭解下一代華人子弟的心境和處境。《天福宮》以作為閩

僑社會精神生活中心的天福宮為主題，表現的是母國文化傳統在當

地生根後與故土連結的象徵性空間。而《福利巴士事件（Riot）》則

描述僑民在地化的一個關鍵時刻，透過發生於當地社會的特定事件

來體現華語社會爭取文化主體性、反殖民統治的過程。這類題材容

易落入左派教條式宣傳的格套，但是林學大以立體派畫風淡化教條

性，透過西方的視覺符號將地域性事件的敘述客觀化、普遍化，藉

此將新馬人民爭取獨立的努力與世界各地蜂起的民族自覺運動相連

接。正如前引魯迅所言：「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為世界的」，新

加坡獨立前的華人畫家也因此能在亞洲和世界美術史上留下鮮明的

軌跡。 

（責任編輯：曾郁真） 

  

                                            
92 顏清湟，《新馬華人社會史》，頁 260-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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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胡其藻，《供奉》，木板、紙。《現代版畫》第四集（193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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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Museum Collection），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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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頁 1。 

【圖 28】陳世集，《戰禍（戰爭の被害）》（福岡亞洲美術館（ア

ジア美術館）收藏），1954 年，木板、紙，高 15.2、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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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Vicente Manansala，《“Juan Luna’s Blood Compact (Juan L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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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張汝器，《林學大》，約 1940 年      【圖 2】廈門繪畫學院畢業典禮 
                                                 ，1920 年代。 後排左 
                                                 二為王逸雲，其右為林學 
                                                 大，林之右前方為陳澄波 

                                        

                    

 
【圖 3】旭瀛書院，1920 年代。 

        第一排左起：黄燧弼，王逸雲，陳澄波，林學大，楊賡堂。 
        陳的後面為當時的書院長岡本要八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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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旭瀛書院，1920 年代。第一排右一為黄燧弼、左起為王逸雲、書院 
         長岡本要八郎、石川欽一郎 
 

 

 

       
【圖 5】新華藝術專科學校福建同鄉會，1930       【圖 6】廈門美專時期的林 
        第一排右一為陳澄波。                           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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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林友權與《廈門美術學校特刊》  【圖 8】林學大，《胡姬》，1948 年 
《厦門美術專門學校十周年記念刊》， 
 2009 年家屬攝於廈門大學。 
 

 

                                

  
         【圖 9】林學大，《南洋美專於聖多馬徑》，194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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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林學大，《陳嘉庚像》，1948。      【圖 11】林學大，《吳光枰畫像》， 
                                                 1954。 
 

 

 

 

 

 

 
【圖 12】林學大，《福利巴士事件（Riot）》，195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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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鍾泗濱，《搗米（Pounding Rice）  【圖 14】張汝器，《馬達老婦》， 

          1953 年                                  1940 年 

                          

【圖 15】林學大，《窮苦人家多悲哀》   【圖 16】林學大，《印度工人清理叢 

         1953 年                                   林》，195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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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1952 年巴厘旅行照片。             【圖 18】林友權，《為了下一代》， 
從左至右為：劉抗、鍾泗濱、不詳、                 1955 年 
M.A.J. Le Mayeur 之妻與本人、陳宗瑞與陳文希                                                                                          
 
                      

     

  

                                              
 

【圖 19】李文苑，《印度工友》，         【圖 20a】李文苑，《印度工友》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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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b】同圖 20a，封面。 
藝術研究會編《1953 年度華文中學畢業班         
同學藝術研究會美術巡迴展覽會》 
新加坡：華文中學畢業班同學 
藝術研究會，1956，頁 15。 
 

 

 

 

 

 

                                      

【圖 21a】林友權，《餘悸》，1954 年        【圖 21b】林友權，《餘悸》，揭載   
                                                   於《南洋青年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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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林友民（1924-1943）像       【圖 23】陳世集，《罷工（On Strike）》， 
                                           1955 年 
 

 

 

                      
【圖 24】林學大，《天福宮》，1952 年     【圖 25】胡其藻，《供奉》，19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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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陳世集，《合力（United）》，1954 年  【圖 27】陳世集，《維護》，1954 
      

 

  
【圖 28】陳世集，《戰禍（戰爭の被害）》，1954 年    

 

 

【圖 29】 Vicente Manansala，《Juan Luna’s Blood Compact, （Juan Luna 的血盟）》，

196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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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ssues of Regionality and Universality in Ethnic Chinese Art: 

Centering on the Art of Lim Hak Tai (1893-1963) 

Jessica Tsaiji Lyu-Hada∗ 

Abstract 

     Late 19th century and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witness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huhua tradition of the East into the modern concept of 

meishu under Western influences. It was an era plagued by wars and 

socio-political turmoil that triggered a major tide of migration. Among 

those on the move were artists who had studied art in China or abroad. The 

new world inspired new directions in their artistic careers, while they 

themselves also became catalysts of cultural fusion, and pioneers in shaping 

modern art in the lands where they resided temporarily, or permanently 

settled. All were immediately confronted with a challenge to define 

themselves in the context of new versus old, East versus West. Many strove 

to assert the uniqueness of the specific places they resided while at the same 

time stressing the common grounds of mankind and links with their 

homeland in order not to find themselves marginalized in the newfound 

land.  

     This paper begins in Xiamen, and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network 

of Chinese diaspora on modern Asian art from a perspective beyo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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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boundaries draw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career of Lim 

Hak Tai—the respected artist and art educator acknowledged as the Father 

of Nanyang Art after he passed away—sheds light on the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Xiamen network and the art of the littoral states of 

Asia. In the 1950s, British colonies in South East Asia witnessed a forced 

severing of ties between ethnic Chinese and their homeland in China du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in China and the 

anti-communist policies adopted by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The period 

also witnessed active civil rights movements among the colonized ethnic 

Chinese who had shifted their orientation from China toward South East 

Asia.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ir mentality was delineated in the two major 

works of Lim Hak Tai: Telok Ayer Temple (1952) and Hok Lee Bus Incident 

(Riot, 1955). Comparing these two paintings clarifies what Lim Hak Tai 

attempted to achieve via art: depicting the local life as it was, taking root in 

new lands, and attending to local needs with a global perspective. In other 

words, to maintain both local uniqueness and universality/modernity that 

reached beyond local limit, as manifested in both the writings and the 

artwork of Lim Hak Tai. 

Keywords:  
Ethnic Chinese artists, diaspora artists, reigionality, universality, 
Nanyang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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