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後補

C1

               (500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網址：http://arts.ctu.edu.tw 
展期：107年04月17日(二)至05月30日(三)    茶會：107年04月23日(一)上午10點30分
電話：047-111111 Ext.2182 ~ 2184         開放：週一至週五 AM09:00 ~ PM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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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情墨意~2018墨緣雅集畫會聯展
                                           

                                          文 / 理事長 黃明山

     墨緣雅集畫會於民國七十三年由曾任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院長 

林進忠教授集合一群中部藝術愛好者共同組成，會員都體認到文化共同傳承的

使命，競競業業深入社會各層級有教無類提升文化意識而努力不懈，目前已

成為中部知名的藝術團體。未來，墨緣雅集要做的事還很多，在經費預算有限

下，仍一起營造一個屬於藝術的專業舞台，讓藝術美學來薰陶社會大眾，以提

昇人們的生活素養，共同為推廣藝術而努力。   

   墨緣雅集歷經三十幾年的經營，因「墨」結緣、以「藝」會友,透過展覽或

寫生旅遊藉以互相切磋，激勵創作，使每位會員的作品更有多元性的創作風

格。繪畫貴能創作，是思想的產物，也是人類文明的結晶。墨緣的成員均透過

美學的涵養和生活的歷練以及對大自然的觀察，展現獨特的才華以創作出獨特

的藝術領域，墨緣雅集不只如此還經常舉辦學術講座，讓會員的藝術能量與思

想有更多的發揮空間，因此每次聯展均能觀賞到畫會多樣性的創作能量。

    

   墨緣雅集畫會成立至今歷經幾位前任會長的奔走與努力，並結合另一個

「墨香畫會」由陳佑端老師召集開了多次的籌備會議，向臺中市政府正式申請

登記立案成立「臺中市墨緣雅集畫會」，並由黃明山當選為立案後的第一任會

長，這是畫會另一個階段的成長，希望本次立案後首次在建國大學美術館的聯

展再興起另一波的高潮與迴響。                                         

C3

林進忠
 創會長

評議委員

簡歷：

林進忠，字晴嵐，1951年生。1967年就讀嘉

義師範學校，師事陳丁奇先生開始學習書

法，後曾受教於陳其銓先生。國立臺灣藝專

美術科、文化大學美術系畢業，赴日本國立

筑波大學藝術研究所留學四年。書畫作品曾

獲中山文藝獎、中興文藝金獅獎……等多項

獎賞。

曾任：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教授

      兼美術學院院長及副校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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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歷：

別號友三、樂山，1947年生於台灣南投、日本國立筑波大學美研所碩士。2011年台灣藝術大學

書畫藝術學系系主任退休後轉為兼任教授、中華畫院國畫院院長，並歷任全國美展、中山文藝

創作獎、南瀛獎、大墩獎、玉山獎、…等重要美展評審委員。

    在學期間先後受益多師，汲取各家之長，並深入自然，從寫生與體悟中樹立了獨自的藝術

風格，在詩情畫意的情趣中展現出一種高雅古樸、溫馨幽雅、淡泊無爭的情境。作品曾獲第七

屆全國美展第一名、八十年度中山文藝創作獎、國家文藝獎特別獎、中國文藝獎、中興文藝

獎、台灣藝術館藝術有功人員獎等殊榮。

創作自述：夜闌不寐待天曙，他鄉猶有未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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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會長 現任會長陳佑端

現任：彰化縣美術學會理事長

      中興大學國畫社指導老師 

      台中市墨緣雅集畫會理事長

展覽：個展十多次

出版：《黃明山畫集》 二冊      

創作自述：海邊的水筆仔與陽光在樹林

下交織成一片清涼世界,清風徐來，在

炎熱的夏天午後有一種透心涼的感覺!

午後陽光   125×70cm　水墨 2016 

黃明山

許文融

遊子吟 　95×106 cm　水墨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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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獲中興文藝獎章、國家文化基金會獎助個

展、全省公教美展第一名、中部美展第一

名、全國美展佳作、南瀛獎優選、全省美展

多次入選、台中縣第五屆藝術薪傳獎等。

展覽：個展十次。

隸屬畫會：

南投縣美術學會、中部美術學會、

台中縣書法學會等會員。

曾伯祿

經歷：台中市台中國小美術教師

      全省學生美展、台灣燈會、中部美展、

      台中市立文化中心展品……審查委員

      中山醫學大學&逢甲大學國畫社指導老師、

      台中市立文化中心美術顧問、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講座老師。

現任：中部美術協會&台中市美術教育學 常務理事

      台灣台中監獄才藝舍坊指導老師

獲獎：南瀛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全國青年書畫展&全省公教美展國畫部前三名  

      全省美展國畫&膠彩畫部 優選 

展覽：陳佑端個人畫展20餘次

著作：1990~2013《陳佑端作品集》，共五輯。

現任：建國科技大學 教授兼美術館館長

      北京大學、華中科技大學 客座教授。

許文融曾獲中山文藝創作獎、中興文藝獎章、

吳三連文藝創作獎、全國十大傑出青年文化藝

術類金手獎、全球中華文化藝術薪傳獎及第

43、45、46、47屆全省美展國畫類首獎為永久

免審查作家……等，更獲邀至上海美術館展、

廈門美術館、北京大學、上海壹號美術館、香

港藝術中心、上海壹號美術館個展、深圳關山

月美術館、深圳新寶安國際機場、國立歷史博

物館、臺灣美術館、臺北市立美術館、彰化縣

美術館、臺北市社會教育館個展、台中市立文

化中心、高雄市立文化中心等地個展六十餘

次。作品獲北京大學、廈門美術館、臺灣美術

館、臺北市立美術館、國父紀念館、臺灣教育

館等典藏。出版：《許文融作品集》共15冊。苔枝綴玉覓幽香  69x90cm 水墨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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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鏡

嬉猴  180×90cm 水墨  2017  

學歷：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碩士畢業

現任：建國科技大學專任副教授兼藝術中心主任

      致力於水墨創作作品

獲獎：吳三連文藝獎、全省美展第一名連續三次

      為永久免審查作家、中興文藝獎、南瀛獎、

      玉山獎等。

歷任：南瀛獎、大墩、磺溪、雲林美展、苗栗美

      展、玉山美術獎、中部美展等評審委員曾

      在國立美術館、國父紀念館舉辦個展。

著作：「台灣竹繪畫創作研究」、「墨痕化境繪

      畫創作解析」、「境隨心游-生活意象繪

      畫創作研究」、「水墨畫集」四冊。

梅鄉深具濃厚的人情味更有多元

的畫材，而梅開來臨的寒冬，筆

者撇下案前的竹筆直奔梅鄉。悠

遊之餘，藉著筆情墨韻彰顯梅花

綻放的生命力，週而復始為大地

與人類提供精神糧食。梅花愈冷

愈開花，象徵筆者持續精進藝術

創作。隨著冬天結束也宣告丁酉

年的創作專題告一段落。

張亦足

台灣梅鄉、日月潭   152×100cmX2　水墨 金潛紙 2017 

日出 　38×80 cm　墨彩   2016

林進龍
林進龍，民國54年生，東海大學美術系學士（第

二屆），台師大美術研究所碩士。

獲獎：中部美展水墨類第三名及優選、全省美展 

水墨類優選（兩次）、南投美術玉山獎水墨類佳

作（兩次）、大墩美展水墨類優選、南瀛美展水

墨類佳作。

榮譽：獲邀台中市當代藝術家邀請展（每年）、

獲邀新北市美術家聯展（每兩年）、登入台中市

藝術家資料庫（港區藝術中心）。

曾任：亞東、東方技術

學院兼任講師，

現任：高中美術專任、

大墩文化中心水墨班講

師。

畫會：國風書畫會、豐

水雅集（創會會長）、

墨香畫會。

從事水墨創作與研究近

30年。

陳炳宏

現任：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書畫藝術學系專任教授

學歷：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博士

      美國Font bonne大學MFA美術碩士

獲獎：2014獲吳三連藝術獎、2008獲台灣藝術大學傑出校 

      友、2004第二十一屆高雄市美展獲高雄獎、2002第

      十六屆全國美展獲國畫類第一名金龍獎、2001第二

      屆南投獎獲國畫類優選、2000第十四屆南瀛美展獲

      國畫類南瀛獎、1999第十三屆南瀛獎國畫優選、

      1998第十五屆全國美展國畫佳作、1995第四十九屆

      全省美展獲國畫類第三名、1994第八屆南瀛獎國畫優

      選、1989第一屆北縣美展國畫第一名、1989第十六屆

      北市美展國畫第二名、1989第三屆南瀛獎國畫優選。

展覽：2002~2018各文化中心、藝文中心、大學展覽廳……

      等個展14次，聯展多次。

妙手入經藏　90x180cm 水墨 2012              

前任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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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曾獲大墩美展第一名暨大墩獎、全

省美展第三名、南投美術獎<後改玉山美

展>第一名首獎、中國第一屆中國畫油畫

展優秀獎等殊榮。        

現任台中華夏書畫協會創會理事長．台

中市文化局聘任老師。並加入中部美術

協會、台灣文物收藏學會、墨緣畫會等

美術團體。

1955年生於台中市，台北工專

化工科畢業。曾獲51屆全省美

展國畫類第一名，42屆中部美

展第三名。作品榮獲國立台灣

美術館及 國父紀念館典藏。

已於全省各地文化機構舉辦個

展23次，現致力於現代水墨畫

及創意書法教學‧

張鎮金

輕嵐飛舞   73×70cm　水墨   2017

林素鈴

莊連東

學歷：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美術教學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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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生於臺灣省彰化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

術創作理論博士。曾於臺北、臺中、彰化、嘉義、

臺南、高雄、西班牙個展23次，國內外重要連展數百

次；著有莊連東畫集七冊、創作論述專書五冊，相關

理論評析數十篇。曾擔任全國美展、大墩美展、磺溪

美展、桃源美展、屏東美展、新莊美展、全國學美展

等評審委員。曾於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訪問教授

一年。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專任教授，國立

臺中教育大學美術學系兼任教授，東方彩墨學術聯盟

會長。

創作理念：

透過兩隻相互依偎而佇立於枝頭的貓頭鷹，表述生命
與共的存在意義，林間、黑夜與明月是生活的重心，
平淡卻不減濃烈的生命溫度，畫面以密實與疏朗、精
細與粗放、強烈與柔和鋪陳視覺的張力。同時運用筆
的濃淡乾濕、輕重緩急、粗細曲直等變化，傳遞出陰
陽相生相合的理趣。行草的流動性，結合前景輕、淡
的視覺狀態，與背景的硬、黑相映成趣，也引領視覺
移動的形勢。

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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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2004 畢業於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

      2012 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藝術學院美術學系

獲獎：2006 榮獲第七屆彰化磺溪美展佳作獎                                                       

      2005 榮獲第六屆彰化磺溪美展佳作獎

      2005 榮獲第59屆全省美展入選

個展：2012 於台灣師大德群藝廊                                                   

創作說明： 

筆者在作品桃花源裡，創造出一個想像的世界。

想像的世界裡是屬於超自然或神話的王國，其

特質是一個最

神秘、最特別、

個人化，與世

俗完全相異的

空間。用奇幻

的夢境，創造

出一個神祕的

境地，任由思

想漫遊於另一

個夢幻的國度。
桃花源   135×68×5cm　水墨   2012

許
素
娥

蔡美琴

溫柔的一面   89×72cm　水墨   2016

1951年生於南投埔里

學歷：1976年畢業於日本大阪女子短期大學  

      (2005年校名更改為大阪夕陽丘短大)

獲獎：

1999年 日本亞細亞獎勵賞。

2000年 日本亞細亞入選。

2006~2014年 雪鴻畫會聯展多次。

2008~2015年 墨緣畫會聯展多次。

2014~2016年 水雲畫會聯展多次。

2017年 中部美術協會聯展

個展：2014年 埔里藝文中心田園藝廊 個展。   

      2017年 台中屯區藝文中心 個展。

創作說明：

花季時與朋友一起踏青賞花，看在花叢中拍照

好朋友美麗的身影畫面，正巧給了我創作的靈   

感，將老虎畫在花叢裡，影射著女人為了照顧

家庭，有時會兇巴巴被稱為像隻母老虎，其實

母老虎也有溫柔的一面。

C11

學歷：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書畫學系研究所 碩士

現任：台中市大墩文化中心研習班工筆畫教師、慈濟台中靜思

      堂社教山水、工筆畫教師、清流畫會理事長

獲獎：2004雲林縣美展第1名、2005中央機關美展第3名、2005

      雲林縣美展第1名、2006全省公教美展優選、2006苗栗

      美展第2名、2006中央機關美展第2名、2008中部美展第

      3名、2012全國美術展入選、2013苗栗美展全國徵件第

      3名、2016全國美展入選

聯展：國內外聯展數十次

2010台中市文化局文化交流美國德州奧斯汀華僑文化中心四人

聯展2011受邀海峽兩岸紀念辛亥革命100年藝術家聯展-四川、

2011「百年百書畫-磺溪當代名家邀請展」-彰化縣文化局彰化

藝術館、2011紀念辛亥百年兩岸名家交流展-北京、2011台灣

風景之美台法文化交流展—法國盧昂、2014墨緣雅集聯展(台

中市立大墩文化中心)、2014彰化縣立美術館開館邀請展（彰

化縣文化局）、2017清流畫會聯展-國父紀念館逸仙藝廊、

2011-2017 台中市當代藝術家邀請聯展

個展：

2013彰化縣文化局美術家接力展68棒-彰化縣藝術館、2009

「藝術薪火相傳」台中縣文化局第21屆美術家接力展、2011國

父紀念館三樓明德藝廊、2013彰化縣文化局美術家接力展68

棒-彰化縣藝術館、2014台中市立屯區藝文中心A展覽室、2016

土地銀行總行、2017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大漢藝廊、2017 台中

市大墩文化中心5展廳、2018鹿港鎮藝文館、2018立法院國會

藝廊

出版畫集：沈建龍水墨創作展畫集 三冊

蝶豆花　90×55 cm　

沈
建
龍

經歷：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退休

獲獎：作品曾獲第五屆及第九屆南瀛美展佳作，並入選

      第十三屆全國美展、第四十七、五十屆全省美展，

      第九屆高雄市美展，第七屆中央機關美展佳作、

      中部美展及中部五縣市國畫比賽佳作等。

個展：台中市文化局大墩藝廊、南投縣文化局日月展覽室、

      台電南投分處、國父紀念館德明藝廊 

出版：墨彩染空塵—廖穆珊水墨畫集及電子書

冬
韵   135×

70cm　

水
墨

廖穆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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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台中師院畢業,

獲獎：作品曾獲全國大專青年書畫展優選、

      台中市大墩美展、中部美展、全國公

      教美展彩墨類優選多次。

展覽：參加台中市當代藝術家聯展暨台中市

     女性藝術家聯展……等多次。

出版：印製畫集一冊

畫會：墨緣雅集 會員

1953、彰化

學歷：文大國畫學士、東海膠彩碩士

經歷：台中市居仁國中美術老師 退休

      曾任第三屆台中市彰化同鄉美術會 會長

      國際彩墨聯盟 會員

獲獎：1993年全省公教美展國畫專業組 第三名

      2011年第16屆全國大墩美展膠彩類 第一名

      2010年第15屆全國大墩美展膠彩類 第二名

展覽：2015受邀第五屆台中市美術家膠彩接力個展

      2017受邀中友百貨時尚藝廊心.漾膠彩個展

      2012-2018受邀參展飯店藝術博覽會    

鐘美雪

張秀燕

暗香   68×68cm　水墨 2013   

林錦濤

1956年出生

現任：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專任副教授、

中華民國國風書畫學會理事長、擎天藝術群會長

學歷：日本大東文化大學中國書道學博士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碩士

經歷：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書畫學系系主任

      清平、石青、五榕、國風、擎天等畫會會員

展覽：個展十一次。

      國內外聯展數十次。

著作：任伯年的繪畫研究、山情水韵．林錦濤

      台灣采風心語水墨畫研究、「造化對語‧

      遊藝心境」林錦濤水墨畫創作集、

       林錦濤畫集一、二集

秋壑飛瀑   90×60cm　水墨   2017           

李秀緞

學歷：東海大學美術系碩士

曾參與第五屆臺中縣/市美術家接力展。

個展：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高雄市文化

      中心。僑光科技大學藝術中心。東

      海大學藝術中心。葫蘆墩文化中心

     (第五屆臺中市美術家接力展)等。

聯展：民國72.73.74年.台中縣美術家聯

      展，中縣美協等聯展多次。墨香畫

      會(墨緣雅集畫會)、清流畫會，

      聯展二十餘年。民國85年創組「

      拾唐畫會」迄今，並聯展於港區

      藝術中心等。

著作：李秀緞畫集(一)。

      龍符脈動-李秀緞水墨創作集。

創作自述：自然萬物各有各的存在形體，

以自行運轉的規律活動著，並由「光」和

「影」產生西方繪畫的立體感，而觸動

我們的或許是面對大自然的一個點、一條

線、一面色彩、或一片光影的眷戀。 作

品《山光》為觀想山脈隨光影流逝的乍

現，互相輝映的神奇幻化的色彩，留下讓

自己心靈悸動的瞬間印象。山光 　68×70 cm　墨彩   2017

情
游 　

180×
60cm　

墨
彩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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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麗雲

創作說明：

在山林中尋覓，霧中亦墨

痕。用最淡的色調，畫出

樹林的茂密與景深，樹枝

低垂自框外延伸而來，有

著無限的寬闊空間;用最

簡約的色彩，畫出落葉飄

零，秋冬季節的流轉，忘

我的走入晨霧中體會歲月

的節氣。留給賞畫者不同

的看法，訴說著不同的故

事。

晨霧  85×126 cm   墨彩   

創作說明：

向陽的野喇叭，熱熱鬧鬧，相爭競豔。

是彩虹的一隅，是藍天的伴侶。

清麗燦爛的朝顏為大地綻放，

輕巧流暢的弦律為夏日配樂，

交織成一股股澎湃無垠的生命力。

浪漫 　180×90 cm　 

王苾芬

學歷：東海大學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 碩士

      東海大學美術系膠彩組

      國立台中技術學院

經歷：曾任職台中市崑山、中和、

      塗城國小.美術教師

個展：

2017  藝術薪火相傳－

      第六屆台中市藝術家接力展

2016  東海大學藝術中心雙個展

2015  彰化美術館「渺渺蒼韻」個展

2010  彰化藝術館劉雪娥「生機系列」展

2005  彰化文化局─員林演藝廳

      「劉雪娥水墨展」
屹立   58×38cm　膠彩   2016

劉雪娥

吳恭瑞

麗
水
秋
意　

139.5×
72.5 cm

　

水
墨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藝術學博士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兼任副教授

華梵大學美術與文創學系兼任副教授

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部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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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

個展：2000年個展於美國紐約、波士頓、

      2000年個展於台中市文化局

獲獎：第11屆彩墨新人獎 新人賞、第5屆磺

溪美展彩墨 優選、第13屆桃城美展彩墨 入

選、第47屆中部美展彩墨 第2名、1996年台

中縣美展彩墨 第2名、第63屆台陽美展彩墨 

入選、2016圓夢中國還峽兩岸四地名家書畫

交流展 金獎、中華民國第三屆現代水墨畫展 

入選、第二屆客家文化美術獎入選、台中縣

美展多次優選、大墩美展多次入選。

現任：彩墨聯盟會員、墨緣雅集畫會總幹

事、東亞文化協會監事、五顏六色藝術工作

室藝術指導、大里清心學院 水墨指導老師、

吉瑞福教育中心藝術指導老師。

聯展：國內外多次聯展

創作說明：近代文明的科技化社會，雖然帶

來便利，卻帶來更多的疏離與不安，於是筆

者將對自然環境的關懷，轉化為創作發想。

藉由東方水墨創作形式與現代多元媒材的融

入，形塑一個可讀、可行、可遊、可居的理

想國。

游玉英

異想桃花源三部曲

創作說明：斑駁的木門，破舊的門聯，記載時光流逝

的痕跡，黃狗盡責的守著老鐵馬，歲月悠悠，跨過樸

實的昨日，穿越時空，銜接繁華的明日…

邱淑惠

穿越  180×90cm　水墨

生之機   140×70cm　彩墨 2012

王秋香

紀冠地

獲獎：

2017 玉山美展 入選

2017 磺溪美展 入選

2016 玉山美展 佳作

2016 彰化美術館聯展

2016 南投文化中心聯展

2013 台電美展 金牌獎

2009 中部美展 入選

創作說明：作品以大量宿

墨和白粉繪製地震過後的

城市，製造畫面破碎沉鬱

與空氣濃濁感。重疊畫面

技法則可多視角看到不同

時間和角度，大面積的倒

塌毀損，與特寫之救援共

存於一方塊中。

獲獎：

2017年 第十八屆磺溪美展書法類首獎暨磺溪獎，

2015年 全國美術展水墨類 金牌獎，

2012年 全國美術展水墨類 金牌獎，

2013年 全國美術展水墨類 銅牌獎，

2015年 第十九屆桃城美展 書畫類丁奇獎

創作理念：

表現在艱難的處境中，大自然仍然有強烈的生命

力在發生。

震慟 180 ×90cm  水墨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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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育如
學歷：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美術系藝術學碩士

現服務於建國科技大學美術館的林育如，研習

水墨所圖繪作品大部分是從日常生活寫生作畫

中去構思、去體會。師法以自然、透過寫生觀

察光影與自然之間的關係，融會個人之觀察心

得來做統合構思。由於工作環境的優勢，得以

結識諸多藝術家前輩，一筆一畫獲益良多。

個展: 台中市大墩文化中心、彰化縣文化局、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等6次。 

聯展：臺灣日本國際水墨畫交流邀請展、  

    【2018亞細亞美術招待展】於韓國美術

     館、韓中日文化協力美術祭邀請展-首爾

     美術館、2018江蘇省第三屆海峽兩岸書畫

     名家邀請展、中國文創大賽-南京台灣小

     鎮文創藝術精品館展、華人新聞界藝術創

     作聯展暨兩岸名家邀請展於國立國父紀念

     館、國際女性藝術家邀請展…等30餘次。

靈氣 　96×80 cm　水墨   2013

桃源問津圖   140×76cm　水墨

簡歷:

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系 碩士

逢甲大學工業工程及系統管理 碩士

創作自述:

一生樂趣半在書畫，興趣是成長之源泉。

水墨初心師法自然，發乎有意與無意間，以游

藝胸中之氣爾。

周河山

林滄超
2010 萬和宮美展入選

2012 中區國稅局“情藝畫稅”

     第二名

2013 臺中市文英館 樂成宮

    “樂藝有成”水墨聯展

     墨緣畫會聯展

2016 臺中市文英館“默墨

     含情”墨彩五人聯展

2018 台中屯區藝文中心

     “丹青畫緣”六人聯展

創作自述:玉山圓柏是上蒼最具慧

心的創造，它的枝、椏以螺旋、

轉向來適應環境的生長策略，歷

經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雕鏤，其

筋絡交錯、盤纏、拗曲…，彷彿

是代表著某種自然真理的玄學符

號。作品藉以接近工筆筆法呈現

其精神。

玉山圓柏   69×69cm　水墨 2017

袁之靜，號曉然，自幼傳承家風，習書

作畫，近三十年。多次個展、國內外聯

展及書畫比賽，屢獲佳績並深獲好評。

期承父親「八然」之志，將「詩」、

「書」、「畫」之美與自然相結合，心

領神會，澄懷味象，筆墨情長！

袁之靜

夏
瀑-

墨
潑
飛
瀑
三
千
尺
，
筆
走
雷
霆
萬
壑
鳴
。   7

5
×

1
4
0
cm

　

水
墨 2

0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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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澄

  「龍」由多種動物融合，創作者取其多元融合的特

點，藉以傳達臺灣多元文化的背景，「龍」圖像的運

用亦是華夏民族龍文化的延伸。題目「隆隆」取名

來自龍從山中竄出，發出的隆隆聲響，而「龍」與

「隆」同音亦有一語雙關之意。

   秦漢帝王求仙於東海蓬萊，創作者因而以仙山概

念為出發，構思、安排畫中景物。於畫面下方海中央

有一小島，創作者以臺灣地圖立起來的形象作為東海

蓬萊的原型，左側遠眺俯瞰的城市與右上芭蕉葉元素

等皆來自創作者家鄉大肚山，位於左側城市上的山石

來自北宋劉道士（傳）<湖山清曉圖>，藉畫中的山石

造形傳達創作者所要表達的仙山主題，其道士身份也

與仙山主題互相呼應，山石搭配龍Ｓ的造形，由整體

構圖的律態感帶動觀者對聲音「隆隆」的想像。畫面

中最外圍以最濃的夙墨表現樹林，藉以區隔觀者與畫

面內容的空間，以觀天井的角度呈現，引導觀者好似

由井中向外望去，進而望見龍自海中竄升時所呈現風

起雲湧的騷動感。此外創作者透過觀天井的角度對自

我與觀者提出疑問，究竟居住在臺灣的我們是坐井觀

天呢？還是如龍的俯視角度觀看這個世界？臺灣地理

環境得天獨厚因而物產豐饒，從外在條件來論可謂是

座寶島，然而在這座島上卻擁有許多不同的聲音，由

個人引申自國家，如何不被眾多的聲音干擾，如何在

眾多的聲音中開創自我的康莊大道，或許需要得是時

間、智慧與勇氣！

隆
隆(2) 　

180×
100 cm　

水
墨  

金
潛
紙   2016

學歷：台中教育大學美術研究所 畢業

經歷：太平區宜欣國民小學美術教師退休，台中  

     縣美展之水墨畫免審畫家;大台中市女性藝

    術家邀請展畫家, 當代藝術家邀請展畫家。

獲獎：台中中縣第十二屆薪傳獎得主(水墨類)

      1994年 獲台中縣美展水彩類第三名

      1995年 獲台中縣美展國畫類第二名

      1996年 獲台中縣美展國畫類第一名

      1997年 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第三名

      1997年 獲台中縣美展國畫類第一名

      1997年 獲中部美展國畫類第一名

      1998年 獲台灣省公教美展國畫類第一名

創作說明：取材鹿港天后宮之雕龍畫柱。其造型

為龍頭魚尾,其性好吐水,裝飾在建築物上,原有

防火災的喻意。文人視此龍頭魚尾的造型為鰲

魚,故有「獨佔鰲頭、科舉高中」的涵意。

獨
占
鰲
頭 　

68×
70 cm　

水
墨 2015 

申學彥

C21

簡歷：國小教師、國中音樂老師兼美術課、訓育組長，  

      曾受聘救國團台中復典、大雅、大里教室工筆畫

      教師

獲獎：亞太國際墨彩藝術聯盟工筆類台中縣長獎第五名

      、第四名、第二名，ASIA台灣國際藝術展工筆類

      特優獎、金獎，台陽畫會膠彩類入選

個展：台中四季人文藝術空間、台中民權郵局、明道大

      學圖書館、彰化圖書館、台中西區戶政…等。

聯展：80餘次

創作自述：以暖色系背景，襯托粉紅色與紅色梅花，並

有停於花間及飛來之小鳥，希望傳達溫暖、幸福與喜

氣，滿樹盛開的梅花，呈現旺盛之生命力，令人不禁讚

誦梅之美。

胡秀美

梅之頌 140X70cm 工筆類 2009

簡歷：

˙台灣省雲林縣出生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美術系碩士畢業

˙台中市美術教育學會會員

˙臺中市墨緣雅集畫會會員、理事

˙兒童繪畫、成人水墨畫指導老師

˙曾任台中市美術教育學會副秘書長、理事、

  秘書長

˙現為台中市大雅區大雅國小教師

展歷：

˙1998雲林縣立文化中心水墨、瓷版個展

˙1998台中縣立文化中心「書畫雙人展」

˙2000-2001台中市文英館、彰化縣文化中心

  苗栗縣文化中心【彩墨五人展】

˙2002雲林縣立文化中心水墨、瓷版個展

˙2014台中市中台科技大學水墨、瓷板個展

˙2014台南市南榮科技大學水墨、瓷板個展

˙2014台中市國軍臺中總醫院雙人展

˙2015南投文化局虎山藝術館水墨、瓷板個展

˙2016台中市文化局屯區藝文中心水墨個展

˙2018 台中市佛光山惠中寺水墨個展

丁鴻銘

浩氣凌霄   70×42cm　水墨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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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自述：在這繁忙的人世間，

爾虞我詐。我真希望能偶遇小精

靈，在蒲公英的草地上散步，一

起跟他們吹著毛絨絨的蒲公英種

子，看它們飛啊飛啊！飛到天上

找到我親愛的家人和忠犬晶晶和

馬露口夫妻，告訴他們我們已經

不再傷心難過了。

許美香

偶
遇  69×

135cm　

工
筆
畫  2008 

1998年承王凱聲老師啟蒙開始習畫至

今二十年。

展覽：個人展九次。師生展一次。

著作：出版畫冊 一冊。

創作自述：此張作品是用水干加膠和

水調合一起！用蟬翼宣工筆紙來做成

玄武岩！再用毛筆來修改！當初想要

用另一種方式來表現玄武岩的風貌！

才會用水干顏料來試試看！一口氣做

了十幾張！才選了這一張！

玄
武
岩 　

65×
36 cm　

水
墨   

吳存惠

戀
戀
山
河  90×

180 cm 

水
墨 2017

林純珠 蘇稚惠

創作自述：在登山過程中每每辛苦攀

爬，汗流浹背，但擁抱山林，堅持登

頂，飽覽美景之餘更加珍愛台灣的山

河，也更能體會愛護自然與大自然並存

的重要。繪出自己背著背包，手持登山

杖的背影，遠眺著崇山峻嶺裡的雲海翻

滾，平疇沃野中的細水蜿蜒，台灣山川

之美盡入眼簾，將自己登山生活的情境

融入國畫意境中。

獲獎：中國首屆女書畫人物 金牌

展覽：2018 台中屯區藝文中心

     “丹青畫緣”六人聯展

      2017 潭子圖書館個展2次

      2014 臺中市文英館 個展

      兩岸藝術交流數次

畫會：墨緣雅集、中華畫筌、華夏、

      中市美教、潭子書畫、綠竹、

      中國書畫家 等會員。

毅   36×
26 cm　

水
墨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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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麗卿 吳明珠 

劉慶儀

台中市豐原、繪畫創作教學、2005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美術系國畫組畢業、

2014國立台南大學水墨組碩士獲獎：

1. 1992、1993教育部文創作獎水墨類第三名、佳作

2. 1996獲高雄市美展第一名獲高雄獎(高美館收藏：

人生如寄)

3. 獲台中縣、高雄縣永久免審查資格

4. 2002畢業作品榮獲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留校典藏(作

品：春風迎碧綠)

5. 第16屆全國美展國畫類佳作(作品：觀) 

6. 第59屆全省美展國畫類優選(作品：關渡印痕)

7. 台中市女性藝術家邀請展。

簡歷

   出生於台中,畢業於台中技術學院廣設科

   中縣美展二、三名. 全省美展優選 、中

部美展優選

   出版畫集乙冊～明珠心境

風之漾  137x69cm　墨彩  2017

觀
世
音
菩
薩
像  60×

134cm　

水
墨  2017 

珍愛海洋-蠕動生物  69×69cm　水墨  2017 

    曾是車床工人的六十三歲水墨畫家劉慶儀，因一

次職災失去右手臂，他奮發重返工作崗位，以非慣用

的左手刻畫山水美景自我療傷，常告訴年輕人「如果

我重新來過都能學會，你也做得到！」

    曾任台灣省書畫協會理事長，擅長表現國畫的含

蓄美感，他筆下山水、梅花、畫眉鳥栩栩如生，作品

多次入圍中部美展。乍看以為他是左撇子，其實他

在斷臂後才重新學畫，還是個名符其實的「素人畫

家」。目前除了收學生，也在社區免費教小朋友。

(節錄自人間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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