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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台北當代亮點藝術家Felix Treadwell：透過作品回到
初次發現世界的瞬間
2022-05-16 13:45 孫曼

如果只看作品，佔據畫⾯焦點的⽔滴狀⼤眼睛、遙望向畫⾯外的側臉，扁平毫無深度的背景和⼈物，無疑讓⼈猜想是

⽇本kawaii pop的當代藝術家。確實我也被第⼀眼印象迷惑了，但創作的Felix Treadwell來⾃英國。他喜歡⼈⾝等

⾼的尺幅，喜歡眼睛超越比例地⼤⽽滿溢，喜歡⾓⾊猶如中古世紀織錦畫或漫畫敘事中⾃由在故事中⾏動的⾓⾊，不

要直接回望、注視觀者。我們注視他畫中的⾓⾊，但它們不為觀眾也不為畫家停駐。

倫敦、京都到台北，與不同⽂化的⼈透過藝術接觸

在即將於5⽉20⽇開展的台北當代藝術博覽會（以下簡稱台北當代）上，來⾃英國的藝廊Carl Kostyál將呈現Felix

Treadwell為此次展出創作的全新系列。我們在展前造訪他的⼯作室──就在台北市區的巷弄間。「台北很⽅便⋯⋯

我感到非常安全，在這我能⼼無旁騖創作。」Felix說，⼀年多前搬到台北也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坦⽩說，我當時

在倫敦感到很低潮，我想到來這裡度假的時候認識的藝廊非常積極想跟我合作，我想，在另⼀個國家創作、與不同⽂

化的⼈透過藝術接觸，或許會是很有趣的嘗試。」

他笑說⾃⼰⽣活猶如獨居老⼈，專⼼作畫，偶爾健⾏。「稱不上什麼很活躍的健⾏家，但我⼀直很喜歡⼤⾃然，在這

裡遇到奇奇怪怪的⽣物我很喜歡，畢竟地處亞熱帶，對我來說這很新鮮。」連菜市場的⽔蓮都特別有趣。台灣並非

Felix的亞洲初體驗──在學⽣時代，他曾於京都交換學⽣，「當時我才20歲還很懞懂。我就讀的學校有提供傳統的

⽇本畫課程，我真的很不擅長筆刷，但光是處在那個環境中、看到他們如何教學，也很好。我也認識了很多有意思的

⽇本藝術家。」

傳達發現新事物的旅程感

Felix與⽇本的淵源，也始於畫。年少時代的他熱衷看⽇本的漫畫，「漫畫述說故事的⽅式，和閱讀⽂字的感受很不

同，你可以感受到漫畫家的導演功⼒。我偏好⼀些比較⿊暗、刻劃⼈性甚⾄有點讓⼈感到不舒服的作品。」例如三浦

建太郎的《烙印勇⼠》、松本⼤洋的《惡童當街》等，但這些作品都和Felix⾃⼰作品中流露的脆弱易感、甚⾄有點

療癒的懷舊氣氛截然不同。「我知道！雖然我對這些⿊暗邪惡的事物感到興趣，但我也看到它們的美。⾝為⼈，我受

到這些作品的啟發，但同時我想要創作更樂觀的作品，透過藝術創作賦予⾃⼰更多希望與正⾯的感受。」

他作品風格無疑讓許多⼈直覺想起奈良美智或⾼野綾。他並不排斥這種連結，「在我青少年時期、對⽣命感到艱難的

時候，這些⽇本藝術家的作品帶給我慰藉，所以⾄今即便我並沒有特別去追隨他們的藝術，我總是想要保有我從他們

作品中獲得的某些東⻄，」Felix說到他作品中蘊藏的懷舊情感，「許多元素來⾃我童年與青少年時期的興趣，我覺

得這是很強烈的感受：每個⼈都會渴望想要回到初次發現世界的瞬間，在我們年歲漸增之後很難再有如此探索全新事

物的感受，所以很多我的作品都有那種發現新事物的旅程感。所有⾓⾊⼈物都有點天真無知，也因此脆弱易傷──我

們在年輕時也多如此，這是我想透過作品傳達的。」

在2022台北當代呈現有別以往的創作

不論是半⾃傳式的⾓⾊Feelo或雷龍Twig，也都如此。意外的是，Feelo的創作與時尚潮流有關。「青少年會透過穿

著和髮型來尋求⾃我認同。」他少年時代很熱衷tumblr和街頭潮流，「我想把這種概念簡化，有些當時看過的元素就

融入了⼤家在我畫作中看到的⾓⾊，某種程度這樣的Feelo也會出現在新作中，以更為模糊、更為簡約、更為概念化

的⽅式，不再是那麼個性鮮明⋯⋯更以現在的我為原型，比起來，以前有點⼩女孩的⾓⾊這次更像個⼩男孩、⼀位依

舊有點女性化的⼩男孩。」

Felix透露這次的新作有別以往，「和去年比起來更鬆散、更⾃由，坦⽩說，創作過程我更想樂在其中，我想讓畫作

（painting）回到和草稿（drawing）更有連結的狀態，因為所有的想法最初都是來⾃草稿，草稿上所有的⾓⾊總是

有種脆弱、易受傷的感覺，也在繪畫上希望能保有這種感覺。因為以往我在繪畫時都會比較ㄍㄧㄥ。總之，比起以往

更輕鬆好玩也更rough⼀點，當然，核⼼本質還是不變，但因為使⽤了更多筆刷，讓我的焦慮更顯⽽易⾒。我想是這

樣的。」

這次在台北當代的展出，在他看來，像是8⽉瑞典個展的微縮版。「因為之前所有的作品都是以這個孩⼦的當代⽣活

為基礎、刻畫⾝為青少年每⽇⽣活的點滴。」他表⽰，在新作品中他更構築了家族史的概念，結合他所感興趣的歐洲

史、⽇本史和超扁平風格，「我很喜歡Carl Kostyál這個藝廊的⼀個原因是，他們希望能呈現⼀個簡約的主題讓⼤家

明⽩我們最近在做什麼，你可以更明確地理解到這個藝術家想要表達的內涵，讓我（在台北當代）擁有幾乎是舉辦⼀

個迷你⼩型個展的⾃由。」他也透露，在瑞典之後，希望能在今年年底的時候在台灣展出，形式尚未確定。

Felix說，三年前他⽣平⾸度訪台，恰好遇到台北當代，發現許多著名國際藝廊參與，就去參觀了。今年，他⾸次以

參展藝術家的⾝份參與，除了⾃⼰的展出，也期待參訪他在社群上追蹤的各家藝廊，例如將為台北藝術愛好者帶來

Charlie Roberts的香港藝廊WOAW Gallery。「我很喜歡他，⼤概6、7年前曾⼀度受到他的影響，所以也滿想看看

他近期的新作。」Felix Treadwell說。

⼀次度假的偶遇，埋下了⼀顆新旅程的種⼦；今年回歸的台北當代，對他來說，可能是那朵花，也可能是⼀顆蘊藏新

種⼦的果。

2022台北當代藝術博覽會

時間：2022年5⽉20⽇（五）⾄5⽉22⽇（⽇），每⽇11:00 -18:30

地點：台北世貿中⼼⼀館（台北市信義路五段5號）

購票請⾄台北當代官網

英国香源食品

全欧首创麻辣小龙虾水饺火热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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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Felix Treadwell與畫作攝於台北⼯作室。 圖／沈昱嘉攝影

Dunebaby，2021年作，壓克⼒、鉛筆、畫布，130 x 170公分。 圖／Carl Kostyál提供

Feelo Walking，2020年作，壓克⼒、畫布，160 x 120公分。 圖／Carl Kostyál提供

American Toy，2020年作，壓克⼒、畫布，160 x 120公分。 圖／Carl Kostyál提供

Nights Out，2021年作，壓克⼒、畫布，140 x 180公分。 圖／Carl Kostyál提供

Felix Treadwell台北⼯作室⼀隅。 圖／Carl Kostyál提供

Felix Treadwell﹒ Carl Kostyál﹒ 台北當代藝術博覽會﹒ Taipei Dangdai﹒ 奈良美智﹒

從張雨⽣到孫燕姿，王盛弘《雪佛》
以流⾏歌當青春的在場證明

INVINCIBLE邀藝術家Kila Cheung登
台辦展 40件精彩作品傳遞暖⼼治癒
⼒量

年輕讀者的⾃⽩：閱讀給我⾃主思考
的能⼒，探索世界、不被課本框架

《美國女孩》導演阮鳳儀：學習⼀位
導演的思路，就去讀他喜歡的作家

來到屏菸1936⽂化基地，絕不能錯過
的三個展覽

頻率對了只要⼀本就夠了！⾳樂⼈
LINION：閱讀不是找靈感，它讓我保
持舒服的創作狀態

吳哲宇NFT⽣成藝術個展《混沌實驗
室》：⼀場⾳像藝術沉浸體驗，串連
50件作品與聲⾳創作

灰藍⾊的沉浸之所，開啟多重想像⽅
式：北美館 X-site 計畫《藍屋》登
場

年輕讀者的⾃⽩：閱讀帶來的改變需
要時間，它無法立即⾒效

年輕讀者的⾃⽩：閱讀反映潛意識的
需要，漫畫會接住任何狀態下的⾃⼰

⾦曲獎第33屆入圍名單：邱晨、陳復
明獲最佳貢獻，盧廣仲、黃宣等爭歌
王，魏如萱、蔡健雅搶歌后

第24屆台北電影獎公布入圍名單！
《咒》強勢⾓逐7個獎項，《⽉老》
柯震東對決⾦⾺得主陳以⽂爭影帝

復古紅⽩機、80年代遊戲配樂⋯藝術
家陳青琳「映憶」光雕展演，四四南
村夜間登場

2022台北當代亮點藝術家Felix
Treadwell：透過作品回到初次發現
世界的瞬間

Norman Normal《線形》個展登場：
從萬華市場到⾚峰裝幀老店，探索線
條與現成物的⼆創可能

Meta╳⽂策院「藝術再想像」展覽：
阿爆、吳耿禎、姚瑞中走入元宇宙，
⼀連3天華⼭登場

MoCA「非遊記」展出中：11組台泰
藝術家雙軌展演，以歌謠為邊陲勞動
者發聲

飄浮⾝體之後，以繪畫為⾏動錨定寫
⽣：藝術家許懿婷個展《在靠近的過
程》Gladys Lin Projects Space 展
出

熱⾨⽂章

2022台北當代亮點藝術
家Felix Treadwell：透
過作品回到初次發現世
界的瞬間

旅⽇作家張維中／與疫
情共存的⽇本國內之
旅：⽣活依舊，旅⾏繼
續

【優⼈物】聞天祥 傾盡
⼀⽣書寫悸動 ⽤⽂字守
護電影殿堂

選定志向 果斷投入 持修
對⾳樂的熱情與理性

美食評論家黃冠華／離
不開板前的美味，近⼗
年台北⾼級壽司、割烹
⽇本料理之我⾒（下）

本期發刊 本期重點

年輕讀者的⾃⽩：閱讀反映潛意識的需
要，漫畫會接住任何狀態下的⾃⼰

年輕讀者的⾃⽩：閱讀帶來的改變需要
時間，它無法立即⾒效

導演阮鳳儀：學習⼀位導演的思路，就
去讀他喜歡的作家

頻率對了只要⼀本就夠了！⾳樂⼈
LINION：閱讀不是找靈感，它讓我保持
舒服的創作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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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就是速度，⼀⽉、⼀季或是⼀年的
當令，旋即被取代，這個沉積岩般的特質
讓⼈著迷。它形成時代剖⾯，也鑲嵌進個
⼈⽣命史。我愛流⾏⾳樂，愛與時代共鳴
共振的⼼跳，新書《雪佛》便星羅棋布
地，處處有歌詞穿插於字裡⾏間。

若拿流⾏歌曲為《#雪佛》斷代，起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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