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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第 1300 次例會  2019 民國 一○八 年 十 月 一 日 【 第二十五卷．第 十 二期 】

上週民國 108 年九月廿四日
第 1199 次例會，邀請蔡舜

任先生（台灣油畫及木構件彩繪
修復師）做「鑑古知今－談藝術
品及文化資產修復」專題演講。

Rich 林耀清社長報告，歡迎
今日的蔡舜任講師及 Faith 的朋友
賴威名先生及許家豪先生，我們
很多講師都是許先生幫忙介紹的，
非常感謝他。

剛剛在群組有 po 上「生命橋
樑」計劃訊息，「生命橋樑」受
助對象是針對清寒的大學生，（非
社友子女），受助對象需要上課，
到結業時會給一筆獎學金，地區

原本是希望每社能贊助二位大學
生，後來消息一出來，很快就額
滿了，我們除了贊助獎學金外，
更重要是需要有導師分享一些職
場經驗，共有三個段時需要參加，
目前有 Concord、Kenchiku、CP 
Concept、Living 四位社友擔任
導師，感謝四位導師的付出。

Rich 社長報告，本年度地區
最重要活動是 10 月 27 日「國際
扶輪日～反毒大遊行」，中午一
點統一在市議會川堂集合，請出
席主委及聯誼主委幫忙號召。

等一下召開 25 屆第一次授證
籌備會議，請幹部及有興趣的社
友留下參加。

Doctor 劉銖淇秘書報告，10
月 19-20 日舉辦南門秋季旅遊，
10 月 22 日 是 Close Meeting，
請各位社友一定要出席。

Doctor 秘書報告，10 月 27
日是國際扶輪日，地區舉辦大型
扶輪社區服務活動，中間有反毒
大遊行，中午一點在台中市議會

的川堂集合，一路走到文心森林
公園，請大家踴躍參加。

Doctor 秘書報告，10 月 15
日 ( 星期二 ) 及 10 月 29 日 ( 星期
二 ) 因變更例會，各休會乙次，希
望各位社友能利用這兩次休會時
間，多辦幾次家庭懇談會。

【 10 月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 】



第1299次例會 主講人：蔡舜任 先生

上週民國 108 年九月廿四日
第 1199 次例會，邀請蔡舜

任 先生（台灣油畫及木構件彩繪
修復師）做「鑑古知今－談藝術
品及文化資 產修復」專題演講。

Doctor介紹蔡舜任講師，蔡
舜任講師是東海大學畢業，也是
蔣勳最後一個學生，在義大利將
近十年的時間，是一個非常有名
Stefano Scarpelli修復師唯一的
台灣弟子，其間在義大利及美國
做了很多修復的工作，現在回到
台灣，等一下可以聽聽他精彩的
經歷。

蔡舜任先生今天的演講，帶
來他很多精彩修復的案例分享，

其中最為經典是一幅旦丁的畫作
，他說，旅外10多年，走遍義大
利、美國、荷蘭、中國進行油畫
修復工作，蔡舜任將修復師比喻
為文物的「醫生」，替「生病」
的畫作進行診斷、鑑定，再「動
刀」治療。他說：「修復，要學
會聆聽著每一件作品對你訴說著
它的故事。」龜裂紋、脫色、翹
曲、顏料使用…，每件文物都是
獨一無二的個體，每個蛛絲馬跡
都在敘述著專屬它的生命故事，
深入的程度甚至超過任何一位史
學專家或文本記載，因此修復過
程並沒有既定的SOP標準作業程
序，如何去閱讀這些「故事」與
之對話，是修復師的主要任務和

▲蔡舜任先生演講：「鑑古知今－談藝術品及文化資產修復」

（台灣油畫及木構件彩繪修復師）

「鑑古知今－談藝術品及文化資產修復」

工作中的最大福利了。
談到他到義大利學習的情形

，在去義大利修復學院上了兩個
禮拜的課之後，他發現這些不是
他要的，所以就─翹課了！他認
為修復應該要著重在實作經驗的
累積而非課堂知識的學習。他決
定邊當學徒邊完成學位。所以他
將重心轉離學校後，用他僅會的
一句義大利文：「有沒有免費的
工作可以讓我做？」他走遍翡冷
翠的大街小巷，廣發傳單給工作
室，希望能獲得進入修復工作室
實作的機會。

在被至少十家以上的工作室
拒絕後，蔡舜任終於遇見他的第
一位師父Andrea Cipriani。然而
，事情並非就此一帆風順。師父
會僱用他，只是因為「需要一個
人來幫忙搬東西」。平常就是叫
他掃地、撿垃圾，光掃地就掃了
半年！不過，在整理垃圾的過程
中，漸漸察覺到，原來辨認垃圾
也是基本功很重要的一環，「因
為修復這幅畫剩下的材料，說不
定是下一件修復的重要元素，所
以這也是在練功。」

「後來師父跟我講說他為什
麼要一直讓他重覆做這個工作，
那是因為他發現我還有很強烈的
創作欲望，他特意透過這樣重覆
的手續，慢慢把我原本的創作意
念磨掉。」因為，所謂的修復技
術，強調的就是必須隱藏在畫家
的原作之下、不帶有自己主觀想
法進行細部修補，若是加進過多
修復師的創作意念，很有可能將
一幅畫修改得面目皆非。

那如果還是很想創作怎麼辦
？我就會跟師父請假個幾天，跑
出去畫畫，畫到過癮了再回來工
作室繼續做！

在結束第一段修行之後，蔡
舜任來到了美國紐奧良一處私人
機構，替2005年受到卡崔娜風災
侵襲的油畫們進行修復。在紐奧
良的這一年，他的實作技術突飛
猛進，透過與許多專業修復師合
作的經驗，蔡舜任不僅學習到更
多的修復技術，也在這爵士之都



體會到完全不同於義大利的文化
藝術內涵。

2008年，蔡舜任再度回到義
大利翡冷翠，進入歐洲修復大師
Stefano Scarpelli門下，成為他
的第一個台灣學生。在大師的指
導下，蔡舜任學到了修復技術最
重要的關鍵─最少的修復，其實
就是最好的修復。

「修復的工作是非常、非常
細膩的，因為你必須藏在畫家原
有的筆觸之下，要藏在一般觀者
看不到的部分，所以對畫作的干
預要做到最少。」蔡舜任強調：
「重點是你能夠留下多少原本的
東西。」

也是在這個時候，師父帶著
他進入鼎鼎大名的烏菲茲美術館
（Galleria degli Uffizi），修復
文藝復興時期大師、被譽為「西
洋繪畫之父」喬托的早期畫作。
蔡舜任因此成為華人第一位修復
過喬托畫作的修復師。

一年後，蔡舜任離開義大利
翡冷翠，到世界各地進行修復工
作。期間曾被荷蘭美術館指派到
上海世界博覽會擔任荷蘭館的藝
術修護師，也曾短暫回到台灣協
助北港朝天宮的修復工作。

在世界各地工作旅遊，固然
累積了深厚實力，但蔡舜任坦言
，在大量的修復工作下，他一度
忘了當年出國前對自己的期許
──回家鄉奉獻所學。

2011年蔡舜任決定回到台灣
，履行自己的承諾，到台藝大擔
任客座講師，並四處演講、參與
維護古蹟活動，希望能夠讓更多
的台灣人瞭解何謂修復。

蔡舜任表示，「佛羅倫斯整
座城市的販夫走卒、士農工商，
心想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他們盡
力保持城市在四，五百年前的樣
貌；而台灣城市發展不到百年，
珍貴的民間文物，卻一一在消逝
損毀。」

台灣有關修復領域的教育嚴
重不足，加上政府官員多非專業
人員，讓許多台灣古蹟就這樣硬
生生地被毀壞。反而廟裡的廟公
、老長輩們，只要我們多發揮耐
心去實作、去解釋，久而久之他
們也會了解，甚至協助我們一起
從事古蹟修復。

因為修復領域非常博大精深
，每一種修復技術都非常專精，
蔡舜任表示，他將致力於理念的
宣揚和技術的傳授。未來除了繼

點滴

續接修復工作外，會透過到台灣
各地演講向一般大眾介紹修復的
基本概念，並透過在大學教書培
養人才，讓更多對古蹟修復有興
趣的年輕人學習技術，以便培養
更多生力軍。

劉偉傑報告秋遊
聯誼主委Bistro報告今年秋

季旅遊日期：10月19-20日，地
點：苗栗三義南庄，行程非常的
特別，符合社友及夫人的喜好，
希望還沒報名的社友及夫人踴躍
報名。

何志修報告出席率
Sugar主委報告上週出席率

，社友69人，請假19人，免計出
席4人，實際出席人數46人，上
週出席率71%。

糾察時間
Innovation代理主持糾察時

間，感謝賴威民先生歡喜一筆
；社友Innovation、Doctor分
享一筆。

▲

▲

社友提問



下週 例會 108 年 10 月 8 日 ( 二 )  陳孟凱 合樸農學市集理事長 專題演講
※ 例會後召開 10 月份理事會

社區服務
日期：108 年 9 月 20 日 ( 星期五 ) 上午 9:00 典禮開始

地點：四德國小前棟二樓智慧英語教室 ( 臺中市霧峰區四德路 504 號 )

百年四德、智慧新生－四德國小智慧英語教室啟用典禮

▲ Rich 社長代表南門社扶輪社捐贈四德國小 74 萬元智慧英語教室設備

欣逢四德國小今年創校 100 週年，台中市南門扶輪社 108 年 9 月 20 日 ( 星
期五 ) 號召日誠空調公司總經理林耀清（台中南門社社長）、今網資訊公司
創辦人林啟聖（服務計劃主委），聯合捐贈霧峰區四德國小智慧英語教室，
20 日正式啟用，啟用典禮規劃平板數位英語教學體驗、VR 虛擬實境體驗、
趣味英語行動學習闖關活動等，受到與會來賓與學生熱烈歡迎，活化智慧英
語教學，增進學生英語學習機會。 ▲台中南門扶輪社本年度第二次

　社區服務活動獲多方媒體報導

▲社長接受媒體採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