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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約莫在 2011 年初吧！學校高層通知我們說，將有重要的貴賓來訪，參觀本

中心的修復和科學檢驗的作業流程，這會是我們藝術科學保存修復組（本中心的

前稱）創立以來所接觸到最具份量的單位──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一接

收到訊息，我的內心又是興奮又是惶恐，這臺灣最具代表性的先輩藝術家其後代

所成立的基金會的到來，若能受到他們的青睞，我們中心無論在學術研究或是未

來發展，應都會邁向另一個里程碑；相反的，如果這次我們表現的不好，除了需

虛心檢討改善外，可能也無法參與到這臺灣藝術修復保存最高殿堂的相關工作，

對中心甚或學校皆為莫大的損失。基金會參訪當天，兩位重要人物映入眼簾的身

影至今難忘；時任基金會董事長的陳重光先生，也就是陳澄波老師的長子，慈眉

善目中流露著堅毅，是位令人感覺到溫暖的長者；現任董事長陳立柏先生帶著略

顯嚴肅的表情，舉手投足間充滿著對其父之尊重，對任何事務的提問，也讓我感

受到他實事求是的精神，這部分在後來的合作中，更有確切的體認，也讓我們中

心的運作系統品質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所幸，在當日的參訪後，基金會願意將部分作品的修復作業交由本中心執行，

在此之前，我們鮮少有機會能接觸到臺灣如此重量級藝術家所創作的作品，為了

能完善的處理好這些畫作，基金會給了我們相當充分的時間，由於在託予我們修

復之前，基金會已有委託其他單位修復的經驗，甚至在十幾二十年前，前董事長

就曾帶作品遠赴日本進行修復，所以他們堅信，被時間所擠壓出來的修復，對作

品而言絕對不是好事，還可能弄巧成拙的讓作品受到傷害。 
說也有趣，當初這批畫作送進修復室的時候，常常看到我們的首席油畫修復

師尤西博（Dr. Ioseba）望著作品發呆，一望就望了半餉，有一回我湊過去，問

他究竟看著什麼看得這麼入神，他回答道：「我在和作品對話，如果沒有深切的

了解它，就可能在修復時忽略了一些蛛絲馬跡，而這些資訊，很可能決定未來修

復作業的重要關鍵或成敗與否。」當下的我五分佩服五分質疑，佩服的是他面對

畫作修復投入的態度，質疑的是這種作法在降低油畫修復效率的同時，是否真能

如他所言，提出對研究陳澄波的相關學者有所助益的發現，但後來他在這些作品

修復過程所得的研究能量，證實了在修復過程中與作品對話的重要性。 
除了作品的修復外，修復完成後作品的保存與管理也是不容忽視的議題，為

配合 2014 年陳澄波百二誕辰東亞巡迴大展，專業的運輸包裝、保險及佈展等相

關的問題，必須依不同國家及展覽空間條件的需求量身定製，每件作品從裝箱前

的檢視紀錄，再到展場開箱檢查、佈置及卸展後的檢視等，基金會每個環節無不

∗李益成：正修科技大學藝文處文物修護中心主任。 

1 

                                                      



考慮到非常周詳，也因為基金會秉持著嚴謹的態度看待每個細節，讓每一個參與

工作的夥伴，不分你我的想讓每一次的展出都是完美的呈現，這樣的心情與態度，

促使橫跨三個國家五個地區的陳澄波百二東亞巡迴大展，能夠在掌聲中順利的圓

滿落幕。 
 
二、油畫作品修復 

在 2014 年陳澄波百二誕辰東亞巡迴大展前，於 2011 年至 2013 年三年的期

間，我們中心的油畫組總共修復了 35 件作品，包含了 20 件布質及 15 件木板畫

作，這些作品曾受與未受修復的比例約為 2:1，三年來的作業過程，除了審慎的

進行各件作品的修復外，更重要的，我們透過了觀察這些畫作的劣化方式，找出

了一些相當有趣的資訊，也摘取了其中 8 件具代表性的修復案例於本書中呈現；

譬如［綠幔裸女］這件作品，在多年前曾被修復過，由畫布的狀況可得知，在修

復之前相當脆弱，所以那時的修復師使用歐洲地區傳統加強畫布支撐力的手法─

─蠟托裱，試圖加強畫布的支撐力，這種手法確實能達到上述功效，但取而代之

的，則會讓畫布失去它自然的彈性，整體繪畫層即變得僵硬，而無法抵禦外力或

溫濕度劇烈的變化，一遇到這些狀況，就會讓繪畫層產生迸裂、起翹或缺損的可

能；蠟托裱在歐洲等氣候帶也許是一種可行的修復手法，可惜的是，在高熱高濕

的臺灣反而容易會加劇作品的劣化。也許是經過時空的轉換吧，我們在作品背面

的畫布上發現了部分殘蠟，有些還由繪畫層裂縫中熔出，檢視到這些狀況，修復

師們決定先將對作品具不良影響的蠟托裱移除，而這程序卻也是這件作品修復中

最耗時的步驟，經過數次的測試，後來我們找到了最有效率的作法，這程序也獲

得了我國的發明專利。修復之前的科學檢視對每張作品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譬

如我們在 X 光的檢視下察覺此幅作品畫面下隱藏著另一幅畫──一位裸女斜坐

著雙手環抱膝蓋，而綜合Ｘ光與紫外光一系列的檢測結果，也發現部分的補筆畫

到缺失處周圍原有繪畫層上，而在原繪畫層缺損處填料刻劃的細緻度，與陳澄波

的筆觸也有所差異，所幸之前修復師所使用的材料具可移除性，故我們可以在儘

量不損及原創的情況下將之前所受的修復補筆處全面移除。最後一個步驟是在上

保護凡尼斯再次塗佈與否的取決，這部分 Dr. Ioseba 下了很大的工夫去調查，他

發現所有陳澄波未曾修復的作品皆沒有上保護漆，有上保護凡尼斯的大部份都是

受過修復的畫作，或是家屬授權陳澄波學生等人塗佈的，基於尊重原創且以保留

藝術家創作原貌的修復倫理基礎，他決定還原各件作品的本相，也就是不再在陳

澄波的畫作上保護凡尼斯。 
與上述相似的狀況也同樣出現在陳澄波的其他作品上，如［臥躺裸女］這件

畫作，比繪畫層缺失面積大上許多的補筆痕跡，狂肆的滿佈在作品之上，並覆蓋

了其原有的筆觸；在紫外光下，厚重的凡尼斯所散發出來螢光，幾乎將原創的繪

畫層色澤吞噬殆盡；從側光的拍攝角度，明顯的能觀察到它因自然劣化或保存環

境所限而迸散的龜裂紋，仿若畫中的裸女被密密麻麻的絲線所困縛住，這件作品

更大的問題，在於右下方偌大的摺痕缺失，一個因保存環境而烙在作品上的傷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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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每件畫作都有其自己的故事，那科學研究則可稱為開啟這一連串密碼的鑰匙，

在［臥躺裸女］的 X 光檢視圖中，我們深刻體認到「凡走過必留下痕跡」的事

實，從 X 光檢視圖中，掛著畫的背景顯然更為複雜，若隱若現的在掛畫下方及

其左側，可觀察到正常光下所看不到的構圖，除了背景的修改之外，裸女頸背下

方的綠色毯子，也具有與繪畫層不盡相似的構筆，而這些資訊都是仰賴現今科技

的進步才得以窺探。 
在［貯木場］一畫所觀察到的現象，像是一道道長者臉上的皺紋（圖 1），

每一條都有它的故事。這作品龜裂的狀況沒有前兩件嚴重，但除了裂紋外，作品

繪畫層還存在著其他問題，一般的裂痕是因畫布的張力的改變所造成的，所以雖

然裂了，卻不會有繪畫層起翹或剝離等狀況，但［貯木場］的表面充斥了山型的

裂痕，這種劣化是因顏料層遭到擠壓所致，擠壓的力道使繪畫層脫離了畫布，稍

一不慎即會造成顏料層的剝離，面對這樣的狀況，首要之事就是進行繪畫層的保

護，透過這樣的程序讓顏料層回歸到它原有的位置，另外，在這張作品中，除了

與前述作品同樣的具有補筆及全色不當的狀況之外，還具有許多顏料層被壓扁的

壓痕、被其他畫布疊放其上而留下的印痕及畫心中央附近的指紋等情形（圖 2），
這些現象因為都是發生在繪畫層上，而不是在之前修復時所加上的凡尼斯層中，

所以可能是在那之前就己經存在的了，除了那枚指紋未去驗明正身外，顏料層的

壓痕及畫布印痕，則可能是在創作完成而顏料未乾時所留下的，當然這種狀況也

可能是因長時間以堆疊的方式存放畫作所導致。［貯木場］最有趣的地方，在於

它的 X 光檢視結果，其表層繪畫層的底下，另具有一半身的裸女，而且原裸女

是以畫布直立的方式進行創作的，這類在肖像畫上改變方向重新繪圖的狀況，在

我們所發現陳澄波不同底層構圖作品的比例上算是不低，尤其最常見的，就是在

肖像畫上重新繪製風景畫，這也讓我們確定，陳澄波在創作時，除了如［臥躺裸

女］一般會對畫面構圖進行調整外，也會重新利用已具繪畫層的畫布進行創作。 
 

 
圖 1.［貯木場］作品局部圖 

 
2.畫面上疑似指印的壓痕 

 
關於畫布重新繪製的部分，我們也花了許多心力進行研究，這些大多是經由

從 X 射線所得到的結果。在東京美術學校期間，陳澄波之所以會重新使用畫布，

可能是受迫於當時處於學生身份下的經濟和教育因素的影響，但當我們將陳澄波

一生中主要創作的三段時期：東京、上海和臺灣的作品全面檢視時，就不能夠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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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經濟因素當成陳澄波重覆使用同一張畫布的唯一理由，因為在各個階段，尤其

當陳澄波成為一位正職的藝術家之後，我們都發現了他重覆利用畫布創作的作品，

所以我們必須也要從「藝術欣賞」的觀點來考量這些因素，也就是說，當畫家改

變一幅作品或者修改一幅作品的時候，很有可能表示他並不想再接受其所「不喜

歡的」，而且也已經「被覆蓋的」畫作。 
我最喜歡把［上海碼頭］修復前後的差異比喻為戰後和戰前的表徵了，而實

際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畫作中的雕像紀念碑也已成為歷史而不復存在了。

第一次見到［上海碼頭］這張畫作時，灰暗的天空和街景仿若陷在解不開的迷霧

中，矗立著雕像的孤獨氣息帶著幾分沈鬱，它鑽入我的心中，是一股壓抑著的氣

氛，但隨著修復師一抹一抹的揭除它的陰霾後，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陳澄波對

上海外灘碼頭的榮景所進行的描繪（圖 3），連陳董事長都說道，他從來不知［

上海碼頭］的天空是如此的明亮，而事實上，讓我們誤解這張作品所傳達意境的

最大元兇，就是繪畫層表面已黃化劣化的厚重凡尼斯層，這個現象在紫外光的下

更加的明顯，尤其是凡尼斯層劣化的部分，猶如戰火的煙硝迷漫著整個上海碼頭

的天空，建築物上的補筆痕跡，更如同飽受摧殘後而沾滿了灰燼。回到作品本身，

在基質上的劣化，係因畫布基底材的老化及其織紋樣式而造成相當細小的裂痕，

但這些裂痕上卻堆積了大量的塵埃及髒污物，另外，這張作品的基底材是以一經

二緯的方式所織成的畫布，這並非陳澄波常使用的類型。在創作後，這張畫作曾

經於顏料未乾時就與其他作品重疊置放，所以在它彩繪層之上有其他畫布所壓印

的痕跡。於前手修復後，我們發現加諸於畫面上的凡尼斯層塗佈並不均勻，而這

也是造成作品表面陰晦不均的原因之一。在［上海碼頭］這件作品的修復過程中，

與內框相關的作業是較為特殊的，由於在內框上，有著以鉛筆書寫的「上海外灘

碼头」字樣（圖 4），所以框條上可利用來繃畫布的部分材料有所缺損，但我們

還是以填料的方式補強它，並在以無酸背膠帶進行畫布收邊時，避開此區域且使

之顯露出來。 
 

 
圖 3.［上海碼頭］描繪上海外灘碼頭的榮景 

 
圖 4.背面內框書寫「上海外灘碼头」字樣 

 
紫外光的檢視是修復師用來判斷作品是否經過修復補筆的重要工具之一，以

［淑女像］而言，由其檢視結果得知它是一件從未經修復的畫作，但由於久置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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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房中，且從來沒有被修整過，所以繪畫層上具有一些昆蟲排遺（圖 5），並積

了厚重的塵垢及其他物件的壓痕。這件作品較不好處理的地方，在於經年累月在

筆觸間所堆疊的髒污，它是極為細小且難以處理的，如同油污一沾上衣服時，如

果立即清潔就非常容易將它移除，但若隔了一段時間再去處理它的時候，油污就

會滲入衣服的纖維中而難以洗淨，［淑女像］就像是遇到這種情形，而且在清理

這些塵垢時，一不小心都很有可能破壞了繪畫層的完整。在修復中，我們使用了

兔膠與硫酸鈣調和而成石膏漿填補繪畫層缺損處，再塑造出畫作原有的肌理狀態；

全色時則以水性可逆專業顏料進行，並秉持著保留自然色澤之最高準則進行全色

作業，讓大家可以觀賞到這件作品樸實中所散發的光采。 

 
圖 5.［淑女像］繪畫層上昆蟲的排遺 

 
［船艙內］一圖和［淑女像］的狀況相當類似，根據紅外線光、紫外線光及

X 光拍攝檢視結果，發現畫作並無底稿、舊補筆、凡尼斯或隱藏的繪畫層的反應，

由此可知此畫作並沒有被修復過，同樣的，因為這張圖亦屬繪製木板上的油畫，

所以較為顯著的劣化就是多年以來沈積的髒污及塵埃，免不了在部分繪畫層上還

是會發現昆蟲排遺，及因在繪畫層未完全乾燥時與其他木板疊放，導致厚塗處顏

料部分有被壓扁的狀況等。在修復這件作品時，Dr. Ioseba 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

現象，就是［船艙內］畫作的各個角落，都存在著一個圓狀壓印痕跡，而且中間

還有一個孔洞（圖 6），四個角落的壓痕與孔洞的大小都是一致的，這「先天」

的損傷，揭露出陳澄波將畫作從創作處攜回工作室時所用的方法。怎麼說呢！一

般藝術家在戶外創作時，會盡可能使用最安全的運送方式及合適的畫布畫板攜帶

器具，來將未乾的畫布移動到工作室，以避免因攜帶運送時對作品造成毀壞，由

上述的這些壓痕和孔洞，我們可以得知陳澄波所使用的工具就是畫布針（圖 7），
他會將這金屬畫布針的兩端頭針釘入畫布內框或是木板上當作撐具，把二件大小

相近的畫作正面對正面的固定住，使之能一起運送，而且較不容易讓外在因素傷

害到作品表面的繪畫層，只是無法避免的，一定會在作品上留下上述的痕跡，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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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理論上它並不屬於創作的一部分，但也算是在這作品於創作時所一起留下的，

所以我們都會選擇保留它而不執行修復。 
 

 
圖 6.畫作四週圍的孔洞及壓痕 

 
圖 7.隔離畫布的畫布針 

 
當我們談論陳澄波的美術成就時，通常不願意提及他敏感的身份，以免模糊

了純粹的美學觀點，但他部分的作品，卻的確受二二八事件所影響，以不得不的

方式進行保存而造成嚴重的損傷，如［上海郊外］這件作品上的龜裂紋，就如同

這段不堪歷史的印記。當［上海郊外］送到我們中心時，狀況大致上並不佳，由

於它的畫布曾經被捲曲著收藏，所以畫面上佈滿大量垂直且同方向的裂痕（圖

8-9）。當初，在陳澄波遭受當權者迫害而逝世後，其家人認為畫作應該保護並藏

匿起來以避免被政府發現，因為一旦被搜出，可能會將之沒收並破壞這些畫作，

陳家本著保護陳澄波遺物的決心而展現出來的勇氣，讓臺灣人能保有這些珍貴資

產，因此畫面上的捲曲裂痕展現出的是他們的勇氣和文物保存的象徵，並告知世

人這幅畫作的自身的生命歷史與傷痕。 
 

 
圖 8.因捲曲方式收藏而出現的垂直龜裂紋 

 
圖 9.因畫布收縮造成的折痕 

 
在［上海郊外］身上，除了歷史的印記外，我們也發現了和［船艙內］一圖

相同的圓孔與壓痕，這也說明這張圖應是在戶外所創作的，此外，基於修復倫理，

我們通常都會盡可能保留任何屬於原作的物件，包括已脫線的布邊，仍會利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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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加固的手段復原之。在內框的部分，由於［運河］原本使用的是固定式的，其

狀況對作品保存而言並不合適，所以修復師即以新的可調整式榫接木製內框替換，

並裝上畫框調整器，以在畫布張力太大或變鬆時可以適時的調整之，減少這些讓

作品可能受損的因素。最後，由於這張畫布對繪畫層的承載力已有不足，所以我

們以新的畫布在其後方重新托裱，期望在「救回」這件作品後，能盡可能的延續

它的生命。 
    ［含羞裸女］是陳澄波創作的一張半身裸女肖像畫，它在送來我們修護中心

之前從未曾受到修復，但由於之前存放它的環境並不是相當的好，所以［含羞裸

女］的狀況並不佳，繪畫層都佈滿了嚴重的龜裂紋，尤其上半部的龜裂更為顯著，

以強光從畫的背面檢視時，女子的上半身即有如被絲網纏繞著似的，除了一樣有

髒污沈積在裂紋上外，在裸女左胸的部分，還有一處面積不小的繪畫層缺失；也

許是緣份吧，這半截小指頭大小的缺損，竟然讓我們找到了；這幾年有幸得基金

會的青睞，委託我們進行這 35 件油畫作品的修復，當初我們在進行另一張靜物

畫作［早餐］的修復工作時，在其畫布後面有發現到一塊油畫繪畫層殘片，因為

它對油畫的保存狀況不會產生影響，所以進行修復的時候並沒有把它移除，而將

之當成是作品的一部分，而在修復［含羞裸女］的時候，Dr.Ioseba 想起［早餐］

背後的那塊殘片（圖 10），其大小和形狀為相似，謹慎的比對之後，我們確認它

就是［含羞裸女］左胸所遺失的那塊繪畫層（圖 11），這驚人的發現，要剛好兩

件作品皆由同一個人進行修復，而修復師也得對畫作完全的尊重並觀察入微，才

有可能得到令人滿意的結果，使［含羞裸女］一圖在多年後得以回到其原始被創

作時的本貌；根據我們的推測，這種狀況是因為在顏料未完全乾透時，即將兩張

畫布疊壓存放所造成的，但發現歸發現，要將黏於靜物畫背面的易碎彩繪層色塊

從畫布上完整的分離並拼合黏回原處是一項相當精細的步驟，必須先以可被移除

的紙張及黏膠黏附於色塊背面把它固定，以預防色塊在剝離及復原修復中碎裂，

小心取下後，再以動物膠將色塊黏回［含羞裸女］上原缺失處。 
 

 
圖 10.［早餐］背後沾黏的殘片 

 
圖 11.［含羞裸女］繪畫層缺損處 

 
［含羞裸女］一圖的修復，也運用了較為少見的手法──透明托裱法。由於

這張作品有許多龜裂及媒材不穩定的狀況，因此有必要針對畫作施行全面性托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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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固繪畫層，同時也可以幫助畫作基底材更平整，一般所採取的，是以新的畫

布直接在背面托裱，但由於這件作品的背面有陳澄波的親筆簽名（圖 12-13），所

以修復師使用透明材質進行托裱，一來可維持藝術家簽名處可見度以保留畫布的

歷史，二來可讓畫作整體結構更加穩定，而為了選擇適當的材料，油畫組的同仁

們可是翻遍了大大小小的布莊呢！ 
 

 
圖 12.畫布托裱前簽名處 

 
圖 13.透明托裱後簽名處 

 
 
三、紙質作品修復 

陳澄波在美術上的展現，除了油畫作品外，也有為數甚為可觀的東、西方紙

質作品；其中，東方紙質作品，是指以樹皮之韌皮纖維、大麻、藤類與禾本科的

竹類、草類等作為基底材主要構成原料所製出的紙，存在在這類紙質之上的媒材，

則以水墨、彩墨、書法、膠彩作品為大宗。在西式紙材作品的部分，主要則以機

製紙為基底材，藝術家通常使用炭筆或鉛筆畫素描，亦有鋼筆速寫或色鉛筆速寫

參於其中，這兩類材質，最常發生的劣化狀況即包含了褐斑、清痕、蟲害及微生

物所造成的損傷。在紙類作品的修復作業中，基金會自 2011 起至 2015 年以來，

係委託本中心進行 11 件東方紙質（含膠彩鏡片 1 件、水墨鏡片 1 件、彩墨鏡片

1 件、彩墨掛軸 4 件、水墨掛軸 1 件、書法對聯一組 2 件及扇面 1 件等）與 302
件西方紙質（含炭筆素描 12 張、素描簿 3 本、地圖 1 張、水彩 1 張與最大宗的

單頁速寫 285 張）作品，而在本全集中，即挑選了六項較具代表性的修復成果呈

現於內。 
［百合花］為東方紙質膠彩作品，一般而言此類作品多以鏡面裝裱或製成卷

軸來保存，但此作品卻未以這些方式處理，而僅以直接捲收的方式存放，加上紙

張酸化的狀況相當嚴重，造成基底材甚為脆弱，需經過小心的加濕攤平與背面加

固後才得以展開，一窺畫作原貌（圖 14）；此幅作品除了畫心之外，背面還包含

一層命紙與一層大小與畫心一致的加托紙，但經年累月的劣化，其脆弱的程序和

畫心相差無幾，不僅黃化髒污嚴重，原裝裱的紙力也不勝負荷，造成多處橫向的

摺痕、裂痕等，為了讓畫作能長久保存，在解決紙力脆弱問題的部分，修復師係

移除原有的背紙，以去除紙張的酸性來源，而後即選用性質較佳的修復級紙張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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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並且改善日後的保存方式與環境。雖然紙張基底材劣化嚴重，所幸百合花畫

意保留的相當完整，尤其從背面觀察時，可發現清晰的百合花貌，且其顏色較鄰

近的紙張白上許多（圖 15），這表示本作品所使用的繪畫材料有效的保護紙張，

降低了其酸化和黃化的狀況。在修復前的各項光學檢測，我們發作品背景除了顏

色較不均勻外，亦有紙張缺損、水漬、髒污等問題，而下方紙張邊緣厚薄不均的

問題，也是日後需要調整的對象。酸性物質一向是紙質作品最大的殺手，其會使

紙張產生褐斑，嚴重時則會全面的黃化劣化，等到紙張進入到粉化的階段時，其

修復作業就非常難以進行。 
 

 
圖 14.［百合花］修復前正面 

 
圖 15.作品背面清晰的百合花貌 

 
此［百合花］作品已進入上述的第二回階段，畫心全面都呈現嚴重的黃化，

針對這類需全面去酸的作品，通常修復師會以最溫和安全的方式處理，因為紙張

已甚為脆弱，所以會在不添加任何的藥劑的情況下以純水進行全面的淋洗，避免

去挑戰紙張對任何試劑的耐受度，就算是用純水淋洗，我們也是讓它扮演「過客」

的角色，以能帶走酸性物質的最短停留時間留駐在紙中，故在淋洗時，即以人造

纖維紙襯住畫心並放置於壓克力板上，將 RO 純水以淋洗方式緩緩將紙張髒污洗

出，並隔著人造纖維紙將汙水刷出。在紙張缺失及全色的部分，與油畫的處理方

式就大不相同，紙質作品缺失處的處理，需選用與畫心相似性較高的中性手工紙

作為命紙，以排筆刷染紙張的方式挑選顏色最適合的樣本進行小托，全色時更是

馬虎不得，由於油畫的全色若失手，仍可以清潔的方式移除顏料，但紙質作品則

否，一不小心紙張就會將顏料吸附，所以進行全色時皆需先塗佈隔離層來避免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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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暈染。 
［牽牛花］是陳澄波少見的水墨作品，而且自它被完成後就未曾進行裝裱；

此作品畫心紙張邊緣參差不齊且帶些許裂痕，圖中遍佈多處摺痕，最重要的，由

於年久失修，整個畫面上佈滿褐斑而嚴重干擾畫意，所幸紙張酸化的狀況還不致

影響結構。修復師在處理這件作品時，所採取的首要手段是先進行全面清洗與淡

化褐斑，大面積的髒污處全面以溫水清洗，其他不易去除的局部褐斑，則使用稀

釋後的過氧化氫（雙氧水）進行淡化清潔，以盡量回復到其原始畫意，在淡化褐

斑後，我們以淋洗的方式將紙張中髒污及藥劑洗出，避免藥劑殘留在基底材及顏

料層中；另外，在邊緣不齊的部分，為了保留原畫的完整性與欣賞時的協調性，

修復師係將命紙先行染色後再進行小托，命紙則選用與畫心性質較相近的中性手

工紙為之，並以延展邊緣的方式全色，補足缺失的部分，使畫心在視覺上較為方

正，為兼顧紙張的支撐力及後續作品的保存，在第二層的加托係選用中性手工美

栖紙，這類紙張含有碳酸鈣，可用以調節畫作的酸鹼值，提升基底材的保存性及

壽命。另外，由於本作品已有逐漸酸化之跡象，所以修復師採用無酸蜂巢板作為

背板，並將之框裱以作為日後保存維護與展示的形式。 
如果對臺灣美術史有所涉獵的話，應該都會同意在民國初期日治的臺灣，其

美學藝術發展之蓬勃，恐怕較現今還來得熱絡，最近的一齣連戲劇「紫色大稻埕」

即以當時美育發展與交流作為該戲的背景，其中有一幕，我竟然瞥見了我們曾修

過的畫──［淡水寫生合畫］，而這張畫也真稱得上是 1941 年前後各藝術家熱烈

交流的代表作，此作品是由陳澄波等六人共同合畫的水墨淡彩畫，陳重光先生依

據陳澄波的口述紀錄，得知六位藝術家分別畫了哪些部分：陳澄波畫山腳房屋、

周圍草地、小帆船、天空與鳥群；楊三郎（楊佐三郎）先生畫觀音山；林玉山畫

大帆船；李梅樹畫左邊大樹；郭雪湖畫前面陸地；陳敬輝（中村敬輝）畫淡水河

中沙地等（圖 16-17），這張以日本厚紙板為基底材的作品，具白色的正面及淺褐

的背面，紙張的四周立邊有鑲金，也許這在那個時代屬難得的紙材，才會誕生出

如此的珍品，這樣的夢幻組合不但不容錯過，更要極力將之好好保存，留下那一

段美學交流巔峰的見證，而這張圖會交由陳澄波保存，也足見當時他在臺灣藝壇

的地位。和前幾張紙質作品相較之，此畫作的狀況顯為和緩，即便如此，其修復

前狀況，仍具有畫心表面黃化、多處佈有褐斑、邊緣髒污和蟲蛀及四個邊角具有

摺痕等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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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淡水寫生合畫］修復前正面 

 
圖 17.作品背面六人簽名落款字樣 

 

在紙質作品的修復領域中亦適用「上善若水」一詞，一般大眾對紙質作品的

印象，是最好別讓它接觸到水分或水汽，以避免造成形變及漬痕，但在修復領域

的作法就不一樣了，我們通常把水（這裡是指純水，自來水因雜質太多而不適用

以下說法）當作緩解酸化的第一選擇，而且以水去處理紙質作品，是最不會造成

日後問題的作法，只有水處理不了的時候，才會使用其他藥劑，所以針對這件作

品，修復師先以溫水將其中的酸性有害物質帶出，之後以過氧化氫來淡化嚴重的

褐斑。［淡水寫生合畫］除了正面，背面的簽名也是學者們研究欣賞的目標之一，

鑑於這種狀況，修復師係以雙面夾裱的方式處理之，以讓畫作兩面皆可供人研究

觀賞；此外，因應這類的裝裱方式，修復師係設計製作了一透明壓克力立式臺座

裝裱，將框裱部分將設計成兩面都能以站立的方式被觀賞，處理完之後的效果非

常好，常常在展出時，這件作品就成為觀眾目光的焦點。 

在西方紙質修復的部分，我們分別摘錄了炭筆素描、水彩、單頁速寫和素描

簿等四類作品於全集中呈現，以［水源地附近］這張水彩作品為例，此圖是 1919
年陳澄波所繪之水彩風景寫生，除了繪圖內容外，其左下方有簽名、印章、文字

註記等共六處（圖 18），且背面亦有中日文交雜的文字標註，可供研究之處相當

豐富，這件作品較可惜的，是因前人以較厚的長纖維紙張從背後托裱，導致背面

的字跡難以辨認；本圖全幅的畫意完整，紙力穩固，惟在作品劣化部分，其畫心

具全面性的黃化，尤其邊緣顏色暗沉、髒污嚴重，且褐斑顏色較深，上方有一處

之缺口較大，而缺口邊緣有許多昆蟲排遺，表示該缺口應為蟲害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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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水源地附近］作品右下方作者簽名、印章及文字註記處 

 

本作品修復最重要的步驟，就是揭掉原托裱紙張，保留紙張背面文字的可辨

識性，並移除夾紙內的膠帶，以加濕壓平方式恢復紙張原貌。另有別於其他的水

彩作品，我們在裝裱時特別複製了背面的文字，將之與畫心共同展示於無酸夾裱

中，讓觀眾在欣賞畫作的同時，能閱讀藝術家當時在背後所註記之文字。 

此批炭筆素描作品為約在 1925 年到 1930 年間完成的 12 件裸體人物，每件

作品陳澄波都有紀錄其完成的年代和日期，而經由透光檢視我們有觀察到紋路清

晰的浮水印，且每張基底材的厚薄、紋路、質地皆不盡相同，對相關學者專家而

言，這些結果都是可供研究的題材。這批作品的原始狀態皆無任何裝裱，而且從

作品的狀況，可得知當初係以重疊捲曲方式收藏。舉例而言，［坐姿裸女素描-27.2
（16）］、［坐姿裸女素描-27.11.24（26）］、［立姿裸女素描-27.10.20（25）］等 3
件作品在左下角同一位置都有一形狀大小相似的缺失，應是收藏時重疊而同時造

成的缺損。就所有畫作的劣化狀況，其基底材方面，多有表面黃化嚴重、紙張邊

緣焦脆缺損及畫心顏色不均勻等問題，同時也多帶有輕微髒污及些許異物或昆蟲

排遺，其中以［坐姿裸女素描-30.5.3（30）］之黃化不均的狀況最為顯著，該作

品在人物及簽名部分皆有明顯黃化，且其下方兩處方型的區域則呈色較白，依此

我們推測紙張表面黃化嚴重部分，可能是噴膠變質後所導致，白色部分則是當初

被紙膠或是其他膠帶所遮蔽住，故未因沾染到噴膠而劣化變色；這批作品中，紙

力最脆弱的為作品［立姿裸女素描-28.10.19（32）］，因其紙張較薄，且下方有兩

條大範圍的橫向折痕和一處垂直裂痕，故需要進行嵌折處理以強化紙力；此外，

在作品［坐姿裸女素描-25.6.11（4）］中，因為該紙張形狀上窄下寬且邊緣不齊，

為保留邊緣的簽名與印章，所以我們在製作夾裱時，係以邊緣外加紙張的方式讓

畫心往外延伸，以便展示簽名的部份。最後，為了兼顧展示及保存等功能，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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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選用白色無酸卡紙板製作活動式窗型夾裱，依據作品實際尺寸進行開窗，並使

用無酸聚酯片與卡紙板製作壓條，以無膠的方式將作品固定於同一尺寸的夾裱背

板上，如此一來，這些作品在展示時即可配用相同的系統框，而未展示時也可統

一以無酸盒保存以節省貯藏空間並便於管理。 
相較於其他類型的紙質作品，單頁速寫的保存本身就是一項艱困的課題，這

批包含 1 張街景、24 張山景、260 張人物與靜物等共 285 件的速寫，多年來就被

整疊的收藏，用牛皮紙袋簡單的包著，座落在角落，在這種環境下，牛皮紙帶來

的厚重酸氣，沈甸甸的被紙張完全吸收，所以幾乎每張速寫邊緣，都有焦黃脆化

的狀況，暗沈的褐斑，隨著時間的積累，暈化開在漸黃化的紙體，並具有皺摺、

破損、撕裂、漬痕，乃至蟲蛀排遺等劣化狀況。由於這批速寫雖個別狀況有些許

差異，但主要劣化狀況大同小異，所以在修復過程中，除了依個別狀況制訂處理

細節外，在進行清洗、除漬痕、褐斑或補紙等動作時，則需以相同程序執行。在

這批作品的修復程序中，同樣的，我們以純水來帶走紙張纖維內部的有害物質與

色素，但由於各速寫紙張的原始顏色並不相同，老化後差異更大，故清洗過後雖

可縮小彼此間顏色的差異，惟實無法將之調整至完全相同，另在整體的修復策略，

畫心的缺損將其補齊，但邊緣則不多作修整，保留原有的缺失，因這部分也是屬

於此批作品的故事，而最後的保存問題，係以輕便、穩固與持拿的便利性為優先

考量，故除了 26 張山景速寫由活動式的窗型無酸夾裱存放外，其餘 259 張作品

修復師則將其編號後以無酸瓦楞紙保護盒存放之。 
  相對於完整的作品，藝術家的素描簿更常是學者專家所珍愛的文史資料，從

藝術者的視野與創作邏輯，也可以尋找完整作品的前身，故其可供研究之價值不

容小覷。本次於全集中列示修復過程的素描簿，為陳澄波所繪的寫生草圖，內容

包括了各地的實景描繪、練習和記錄，素描簿中所記載的，雖然只是鉛筆與鋼筆

的簡單線條，但透過圖畫和部分的文字記錄，仍能了解當時陳澄波的生活情景與

感受。在作品劣化的部分，因該素描簿係以金屬釘針裝幀，歷經數十年之後，原

先的金屬釘早已氧化鏽蝕，所產生的鐵鏽不僅成為紙張的汙染源，也無法穩定的

固定書頁而失去原本的功能，所以修復之當務，即為移除原本的金屬釘，並使用

楮皮紙製作紙釘取代，以避免對作品造成傷害，而為了保護作品扺禦酸性物質的

侵蝕，故以製作無酸保護盒的方式收藏該素描簿。 
 
四、結論 

這幾年來與基金會之配合，除了具體的作品修復作業外，學術論文亦有所產

出，我們除了將重要的修復成果與其發現於國內外研討會發表外，在藝術品科學

檢測分析的部分也獲得國際期刊的肯定與刊登，而在 2015 年底，本校藝文處也

針對本中心利用 X 光所檢視到的各項結果，配合陳澄波的原作，策劃了「澄現‧

陳澄波 X 射線展」，難得的以藝文類的新聞報導登上部分報紙的頭版，並以該展

覽結合同年 11 月底由本校協辦之「第四屆亞太地區熱帶氣候藝術保存研究組織

（APTCCARN）年會」與文化部「挑戰與對策──2015 文化資產保存年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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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重要學術研討會，尤其是 APTCCARN 的年會，更是 2012 年與陳董事長

共同參與第三屆會議後所催生出來的成果，而這些也是基金會一直以來對美學教

育及修復觀念推廣所投諸之心力。除了向上發展外，基金會對向下扎根信念的實

踐更是不遺餘力，在 2015 至 2016 年間，大大小小或到偏鄉或至城市的教育推廣

活動本中心就參與了 20 餘場，而且對象多為資源相對弱勢的東部地區小學學生

們，為了完成這些理念，基金會也不計成本的將全數作品進行數位典藏，並把一

部分的作品以複製畫的方式（正確來說，已可算是數位版畫了）在東部多數國小

內辦理展覽，這樣程度的體現美學教育推廣，讓身處教育界的我們也感汗顏。不

可諱言，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絕對是目前最活躍的藝術家基金會，而不論

榮譽董事長和董事長的親力親為，在在都讓人感受到，他們為了實現陳澄波畢生

最想推動的事的那份純粹，我只能說，這些年來有幸能受基金會青睞而有配合之

機會，有幸學校不計成本支持中心辦理所有事項，有幸我們能擁有這個團隊，也

有幸能參與實踐這麼多深具意義的美事，此一段路於願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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