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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期:104年10月2日(五)至12月1日(二)  茶會:104年10月7日(三) 上午10：30

電話:047-111111 Ext. 2182~2184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 AM 09:00 ~ PM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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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洋洋建國科大，人才輩出五十載 

建國科技大學為提升師生的人文藝術涵養，關注社會的人文藝術脈動與文

化藝術的發展，於2004年成立美術文物館，期透過展覽平台將藝文展覽及交流

活動，以精緻的作品，與建國人暨校外賓客分享，並啟發師生的多元創意思維 

，充實五育教學環境、活化校園藝術內涵。

美術文物館在成立十一年間，每月會邀請藝術造詣高、學經歷豐富的藝術

家到校展出，不僅優異之作品展覽為眾所稱道，在開幕儀式，更邀請作家現場

示範、導覽、解說，同時安排多元的音樂饗宴，讓師生及愛好藝術者能欣賞到

高水準的畫作及音樂，使展場充滿無限的藝術語言與哲思，激發師生的潛能與

創造力。

今年欣逢建校五十週年之際，本校美術文物館以「得意羊羊五十載」為主

題，特邀請國內12位傑出藝術家至本校聯展，這些畫壇精英，共展出100餘件

嘔心瀝血的近作，技巧精湛備受矚目，作品多元而豐富包含立體與平面，以山

水、花鳥、風景、人物、動物、寫實、寫意及抽象等，忠實傳達藝術家心中無

形的情思及依托於藝術形象內的意趣，與愛好藝術的朋友們共賞、共享，更盼

望師生共同腦力激盪、刺激學生對創意設計美學的創作元素，使學生的作品能

勇於發揮個人的創意、創造、創新特色，希望為產業界培植菁英新秀與挖掘發

明創意設計人才。

本人衷心期望藉由本深具意義的「得意羊羊五十載」展覽，能夠讓國內12

位傑出藝術家的創作成果特色與精神，深耕台灣藝術文化，並鼓勵更多藝文人

才投入中華文化立國的行列，更翼望促使台灣邁向新一代工業4.0智動化科技

與創新人文並駕齊驅之強國。

建國科技大學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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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羊羊．風華再現

今年正逢歲次乙未羊年，欣聞美術文物館為慶祝本校創校五十週年校慶，

104學年度首檔藝術展覽，特別邀請臺灣對美術有深遠貢獻之十二位國內傑出

藝術家聯合舉辦「得意羊羊五十載~建國科大校慶特展」，意義深遠，值得慶

賀。

「得意羊羊五十載~建國科大校慶特展」，邀請展出的創作者都是國內知名

藝家，包括杜忠誥、涂燦琳、詹前裕、曾得標、黃輝雄、蕭世瓊、林錦濤、余

燈銓、林欽賢、許文融、林清鏡、許世芳等人，他們在國內藝術界早已聲名遠

播，今年本校首檔展出，他們是以羊年「得意羊羊」為創作主題，透過水墨、

油彩、膠彩、雕塑、書法等五大類創作，以多元作品來展現藝術創作的豐富

性，及每位藝術家的創作美學語言，透過作品詮釋他們對藝術的熱忱與執著。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展出藝術家中許文融是本校美術文物館館長，許世芳

目前擔任本校商業設計系主任，林清鏡則是本校藝術中心主任，他們除了每天

忙碌教學之外，身兼行政主管工作，還為慶祝學校五十週年校慶展覽，振筆創

作，這種不怕困難，堅忍不拔的「山羊精神」，讓人感動。這也是本校吳聯星

董事長平日諄諄教誨~「學力、實力、願力」三力辦學精神的具體表現，在本

校創校五十週年校慶前夕，「得意羊羊五十載~建國科大校慶特展」顯得特別

有意義。

建國科技大學美術文物館為激發學生藝術創意，提升美感鑑賞能力，增進

學生的人文素養與藝術鑑賞能力，每年邀請國內知名藝術家進館展出，多達八

個檔次，每檔展出作品數量近百幅，這種對藝術教育的重視，在國內一百多所

大學中有如鳳毛麟角，除了感謝本校董事會的長期支持外，也謝謝國內外藝術

家的長期協助，期盼本校師生都能善用這項難得的藝術資源，讓藝術美學都能

融入到各個專業領域教學中，啟發師生的創意動機。

建國科技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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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忠誥
學歷：
‧1987 日本國立筑波大學 藝術學碩士
‧1992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國文研究所博士

班
‧2001 獲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文學博士學位
經歷：
‧曾任小學、中學及高中教師
‧歷任國立歷史博物館美術文物鑑定委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審查委員、國風書畫
學會理事長、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榮譽
董事、全球讀經教育基金會董事、十方禪
林文教基金會董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
所專任暨美術系所兼任副教授、明道大學
國學研究所講座教授等

‧得書畫名家呂佛庭教授啟蒙，開始學畫，  
自覺落款字醜而發憤練習書法

‧曾受筆法於朱玖瑩、王愷和、謝宗安、王
壯為、奚南薰等大陸渡台書家

‧1977年始謁南懷瑾先生，研習佛學及佛法
獲獎：
‧中山文藝獎
‧吳三連文藝獎
‧國家文藝獎
個展：
‧國立歷史博物館國家畫廊
‧日本東京銀座鳩居堂畫廊
‧台北市立美術館
‧國立台灣美術館等處個展
著作：
 《書道技法123》、《說文篆文訛形釋例》
 《池邊影事》文集、《線條在說話》DVD
 《漢字沿革之研究——從情、法、理的
   角度看兩岸簡繁體字》
 《淬煉與超越─杜忠誥回鄉書法展作品集》

「非書法」系列之二 2004 書法 113x5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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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璨琳
學歷：
‧國立台灣藝專畢業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畢業
‧台灣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畢業
現任：
‧台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兼任專

業副教授
曾任：
‧文化大學美術系 
獲獎：
‧1969 全省學生美展第一名
‧1973 省展國畫第一名
‧1974 台北市美展第一名
‧1984 獲中山文藝創作獎
‧1985 獲文三連文藝創作獎
‧1989 獲國家文藝創作獎
展覽：
‧1975 省立博物館個展
‧1979 省立博物館個展
‧1980 省學生美展審查委員
‧1981 省展審查委員
‧1982 省立博物館夫婦聯展
‧1989 國立歷史博物館
‧2003 台華藝術中心
著作：
‧涂璨琳水墨畫選集(一)~(七)集

山居秋色 2013 水墨 88x17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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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前裕
學歷：
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
經歷：  
‧東海大學美術系主任、創意設計暨

藝術學院院長。
‧國家文藝獎、全國美展、大墩美

展、南瀛美展、文化部「藝術銀行
購入計畫」、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等
評審委員。

‧國立台灣美術館展品審查委員
‧全省美展評議委員
‧國立台灣美術館展品、台北市立美

術館、高雄市立美術館、國父紀念
館展覽等審查委員暨典藏委員。

個展：
‧水墨畫個展於台中市立文化中心、

華岡博物館、尚雅畫廊。
‧膠彩畫個展於東海大學藝術中心、

台南縣立文化中心、靜宜大學藝術
中心、中興大學藝術中心等地。

‧2009應邀於國立台灣美術館舉辦
「傳承與開創-詹前裕膠彩畫展」。

策展：10次
‧1995東海大學美術系膠彩畫教育十

年展，台灣省立美術館、台北市立
美術館。

‧2000大度山膠彩畫展，台中港區藝
術中心。

‧2009海峽兩岸膠彩‧岩彩畫展，廈
門市美術館，東海大學藝術中心。

‧2012丹青風華—兩膠彩‧岩彩畫
展，東海大學藝術中心、廈門市美
術館。

著作：
‧1986《中國水墨畫》、《展子虔游

春圖考》
‧1988《彩繪花鳥》
‧1989《彩繪山水》
‧1992《溥心畬繪畫藝術之研究》、

《膠彩畫》
‧1996《張榖年繪畫藝術之研究》
‧1997《林之助繪畫藝術之研究》
‧2003《郭雪湖繪畫藝術研究專輯》
‧2004《溥心畬》 

玉山圓柏-秋夜 2006 膠彩 91x7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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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得標

曾任：
‧任教國小、國中、高中美術及台灣省立美術館膠彩畫研習班講師
‧全國美展、全省美展、桃源美展、全國公教美展、高雄市美展、南瀛美展、大墩美展、
  新竹美展、磺溪美展、雲林美展評審委員。

學歷：
‧台中師範、師專畢業，
  台灣師大國訓班美術科第三期結業
經歷：
‧師事《台灣膠彩畫之父》林之助教授
‧膠彩畫個展多次
現任：
‧台陽美術協會常務理事
‧台灣膠彩畫協會評議委員
‧台灣中部美術協會
‧彰化縣美術協會理事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委員
獲獎：
‧第27屆全省美展膠彩第一名
‧第17屆全省美展膠彩第二名
‧第21、23、26屆全省美展膠彩第三名
著作：
‧「膠彩畫藝術入門與創作」
‧「台灣膠彩畫史流」

麥田香  膠彩 1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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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錦濤
學歷：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造形藝術研究所 碩士
‧日本大東文化大學中國書道學 博士候選人
現任：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 專任副教授兼系

主任、擎天藝術群會長
經歷：  
‧清平、石青、五榕、國風、擎天等畫會會員
獲獎：
‧1970 獲救國團青年學藝大競賽初中組國畫第二名
‧1971 獲救國團舉辦慶祝建國六十年美展優選
‧1982 國立台灣藝專美術科師生美展第一名、馬壽

華先生國畫創作獎、北市美展國畫優選。
‧1988 高雄市美展國畫優選
個展：(10餘次)
‧個展於日本東京、國父紀念館、台灣藝術大學、

台中市文化局、法務部藝廊、泰北藝術中心、新
生畫廊、孟焦畫坊等地。

‧參與國內外聯展數十餘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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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子崖  水墨 60x4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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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世瓊
字玖盦，號路遙，又號蕭郎。
學歷：
‧嘉義師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國文系畢業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國文研究所 碩士
‧逢甲大學 中文研究所 博士
現任：
‧亞洲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曾任：
‧台中教育大學 語教研究所 兼任助理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美術系 兼任講師
‧台中一中 國文教師
‧全國學生美展、大墩獎評審委員、籌備委員、

台灣省美展、南瀛獎、玉山獎、磺溪獎、桃園
美展、全國語文競賽寫字類評審委員

獲獎：
‧台灣省美展書法第一名三次v為永久免審查作家
‧吳三連獎、全國美展書法第二名、中山文藝

獎、大墩獎、南瀛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文
藝金像獎、青溪金環獎、全國語文競賽寫字類
教師組第一名....等，獲獎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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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輝雄
學歷：  
‧逢甲大學畢業
經歷：(節錄)
‧台中市雕塑學會評議委員
‧彰化縣公共藝術審議會委員
‧彰化磺溪美展、苗栗美展等評審委員
‧公共藝術設置案執行與徵選小組等委員
獲獎：(節錄)
‧1984-1993 作品獲全國美展、全省美展、台北

市美展、台陽美展、南瀛美展、中部雕塑大
展、台中市露天雕塑大展等獎賞

‧1985、87、89 入選中華民國現代雕塑特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雙年展）
‧1991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傑出石雕創作獎第一

名
‧1993 入選行政院文建會「禮運大同篇」石雕作

品
‧1995 台中市「露天雕塑大展」獎座甄選創作首

獎
展覽：
‧應邀個展十次、國內外重要聯展百餘次
出版：
‧雕塑專輯三冊
典藏：(節錄)
‧高雄市立美術館 木雕作品〈大地〉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 石雕作品〈融〉
‧台中市政府 青銅作品〈和諧〉、〈朝〉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青銅作品〈十二生肖〉
‧國立成功大學 青銅作品〈擎〉 揚 2007 樹脂纖維 雕塑 63x48x3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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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
‧台中市公共藝術審議委員
‧大墩美展、南瀛美展等評審
曾任：
‧台灣省全省美展永久免審查
  作家協會第四屆理事長
‧台中市雕塑學會第七屆理事長
經歷：
‧十三行博物館水岸裝置藝術展徵選創作團隊製作
‧龍寶建設「拾穗臻邸」社區景觀雕塑設計製作
‧豐原車站公共藝術製作
‧國立大甲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公共藝術製作
‧台中市惠來國小公共藝術製作
‧澎湖縣立圖書館公共藝術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工公共藝術製作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公共藝術製作
‧臺灣鳳山地方法院公共藝術製作
獲獎：
‧全省美展雕塑部「永久免審查資格」
‧第23屆中興文藝獎章
‧仁美國小公共藝術作品榮獲第二屆公共藝術獎
  最佳環境融合獎
‧第10屆行政院文馨獎
典藏：
‧作品「時空的組合」獲台北市美術館永久典藏
‧作品「未來的天空」獲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無憂的童年 2002 青銅 30x10x37cm

余燈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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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文融
現任：
‧建國科技大學 教授兼美術館館長
‧北京大學 客座教授
‧華中科技大學 客座教授
學歷：1992 美國ST.Louis Fontbonne學院藝

術碩士
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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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3、45、46、47屆全省美展國畫類首獎，
為永久免審查作家…等

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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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首都圖書館、深圳關山月美術館、深圳
寶安國際機場、國立美術館、國立歷史博
物館、台北市立美術館、彰化美術館等舉
辦個展三十餘次。 

著作：「許文融作品集」共十五冊。 
       題壁 
2013 不鏽鋼 
113x58x3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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摯愛 2015 油彩、畫布 91x72.5cm

學歷：  

‧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美術研究所藝

術學博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美術系研究所

碩士

現任：

‧國立台中教育大

學美術系專任教

授

‧台南市政府美術

品典藏評議委員

‧葡眾公司(葡萄

王企業子公司)

藝術顧問

‧屏東海藍畫會中

區顧問

經歷：

‧新竹縣政府縣政

顧問

‧高雄縣政府典藏

委員

‧南投玉山美術

獎、桃園美展、

屏東美展、台中

大墩獎、百號油

護大展、台灣國

展油畫比賽…等

評審委員

‧台中教育大學校

務基金委員會、

學術發展委員會

委員

獲獎：

2007 第七屆廖繼春油畫創作獎得主

1998 中華民國國際版畫暨素描雙年展素描類入選

1997~8 第九、十屆奇美藝術人才培訓獎

1992 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油畫類第三名

1992 全國油畫展第二名

1990 臺灣師範大學系展水彩類第一名

個展：(2007~13)

2013〈繁華境之癸巳年春〉個展於台北夢十二美學空間

2012〈繁華境〉個展於台中由鉅藝術中心

2008〈集體記憶〉台北市立美術館個展

2008〈酒神、中秋到豐年〉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個展

2007 〈花開富貴〉新竹縣文化局邀請個展…

聯展：國內外聯展多次

2005~13〈全國百號油畫大展〉受邀於台中港區博物館，台中

2011〈廖繼春獎十年得獎人聯展〉於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

2008〈華人寫實油畫大展〉，紐約

2003〈法國國家沙龍〉聯展於巴黎羅浮宮，巴黎

林欽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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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鏡
學歷：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碩士畢業
現任：
‧建國科技大學美容系 專任副教授兼藝

術中心主任
經歷：  
‧歷任大墩、磺溪、南瀛獎、雲林美

展、苗栗美展、玉山美術獎、中部美
展等評審委員。

‧台中市文化局典藏委員、國立彰化生
活美學館文化村落訪視委員。

獲獎：(節錄)
‧第57、58、59屆全省美展第一名，為

永久免審查作家
‧吳三連文藝獎、中興文藝獎、南瀛

獎、玉山獎等。
個展：(20餘次) 
‧於國立美術館、國父紀念館、各縣市

文化局等地個展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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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
情
畫
意
在
綠
崗
亭 2

0
1
5
 

水
墨 1

3
5
x
6
8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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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世芳
學歷：
‧美國密蘇里州芳邦大學 美術創作碩士M.F.A  
現任：
‧建國科技大學商業設計系專任副教授兼系主任
獲獎：
‧2007 參與藝術介入空間展覽獲台新藝術獎年度

視覺藝術獎入圍
‧2006 中華民國第十二屆國際版畫及素描雙年展

入選
‧2001 書寫游離個展─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
‧1999 模糊張力個展─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
‧1993 第48屆全省美展 佳作
‧1992 第7屆南瀛美展 佳作
‧1992 第13屆全國美展 佳作
‧1989 第12屆全國美展第二名，作品〈傷逝者）
個展：(18餘次) 
‧1995《許世芳個展》於美國ST.LOUIS華僑文化

中心
‧2001《書寫游離》於中研院生圖美學空間
‧2012《原形》於福興穀倉  
‧於桃園文化中心、台中市立文化局、彰化市文

化局、台中縣港區藝術中心、港區藝術中心等
地個展多次。

駐村：
‧2007 省府中興新村駐村藝術家

記憶的深度-1402 2014 油畫、壓克力 8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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