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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期：106年04月28日(五)至106年06月02日(五)      茶會：05月03日(三) 上午10點30分

                  電話：047-111111 Ext.2182 ~ 218 4              開放：週一至週五 AM09:00 ~ PM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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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網址：http://arts.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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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嘗銘

黃嘗銘，字子昭，齋名

為真微書屋。1954年生

於臺北市。逢甲大學土

木系畢業。師事王北岳

先生。從事書法篆刻印

鈕創作已四十餘年，曾

獲全省美展篆刻部連續

三年第一名，並獲永久

免審查作家資格、全國

美展篆刻部第一名、中

山文藝創作獎、中華文

化薪傳獎、中興文藝獎

章及韓國世界書藝全北

雙年展大賞。成立有黃

嘗銘篆刻工作室及真微

書屋出版社，專業從事

於書法、篆刻及印鈕的

創作研究及出版，並致

力於電腦印學資料庫的

建置計畫，已有真微印

網暢行於全球資訊網

上。曾舉辦多次個展，

出版多種創作印譜、篆

刻講座及印學資料庫叢

書。歷任全國、全省各

級美展評審委員、籌備

委員、中華民國篆刻學

會12屆理事長。現為台

灣印社副社長、西泠印

社社員、印學在線總

監、長榮大學書畫學系

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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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有節脾土不泄(含邊款)
調息寡言肺金自全 動靜以敬心火自定 榮辱不驚肝木自寧

怡然無欲腎水自足(含邊款)

黃嘗銘  篆刻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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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君肅

張君肅  
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  
36x64cm

籍貫：安徽省靈璧縣

堂號：采玉堂

學歷：民國73年(1984)國立藝專美術科畢業

師承：旅義藝術家楊正忠老師啟蒙，

      篆刻拜意古樓梁乃予師，因梁師之介，

      受教於紅竝樓李嘉有師習畫法。

獲獎：

     1987 第42屆全省美展 篆刻類 高雄縣政府獎

     1988 第43屆全省美展 篆刻類 大會獎

     1989 第44屆全省美展 篆刻類 教育廳長獎

          同年並獲永久免審查作家資格

     1989 獲篆刻類南瀛獎

  2005 第59屆全省美展篆刻類評審委員

  2006 第60屆全省美展篆刻類評審委員

  2009 9月台北縣文化局篆刻邀請展

 現任:現專業從事書法、

      篆刻及兒童繪畫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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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君肅  心無物欲乾坤靜  36x9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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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德星
現職：明道大學助理教授

獲獎：全省美展 第一名
      全省美展永久免審查
      全國美展 第一名
      中山文藝獎

      評審：任全國、全省、大墩、磺溪、
            玉山及各縣市美展評審委員

展覽：台北、南投、美國猶他州西谷市

演示：美國鹽湖郡、日本萬國博覽會

聘任：南投縣政顧問、
      公共藝術審查委員、
      文化局文教基金董事
    
    出版：《羅德星印集》、
            《羅德星印集二》、
             《趙之謙印論》、
               《漢簡千字文》、
                《乙瑛碑臨本》、
                 《張黑女墓誌銘臨本》
創作自述：
論印有刀，未若有筆，有筆未若有墨，有墨
未若有韻，有韻未若虛極，虛極者非常道也。
故從章法文字處求法理，從留白虛無處求妙理。

羅德星  秋風落葉滿空山古寺殘燈石壁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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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上眉梢 2016 FRP 150x60x200cm

羅德星  折花入瓶 羅德星  覽花竹山川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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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德星  爾來無處不恬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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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源

字子澈，1965年生，
學歷: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研究所畢業。

獲獎:
作品曾獲第45、46屆全省美展篆刻類 省政府獎
第47屆全省美展篆刻類 教育廳獎
第13屆全國美展篆刻類金龍獎 第一名
第51屆全省美展書法類 銅牌獎
1996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篆刻類 第一名
1998年西泠印社獎
2001年中山文藝獎
國展、省展免審查資格。

歷任:全省美展、
     大墩美展、
     新北市美展、
     磺溪美展、
     明宗獎書法篆刻評審。
     新北市語文競賽寫字組召集人。

現任:中華民國篆刻學會理事長，
     台灣印社、玄修印社、玄心印會社員。
     逢甲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著作:《朱泥留痕》、
     《石上清景》、
     《李清源篆刻集》、
     《李清源印集》、
     《歸去來辭印譜》、
     《滋蘭九畹》、
     《二十四節氣印譜》、
     《紅&黑 李清源作品集》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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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炎辰  2013-2679 光陰似箭 日月如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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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書墩
 
  入石璽齋師事王北岳教授 
  入編中國印學年鑑名人傳 
  入編《一代名家》中國藝術名家成就專輯       
  北美地區台灣傳統週展演 講師 
  南華大學中文系協同教學 專業講師  
  國立台東大學 駐校藝術家

  曾任：
  全省地方美展評審委員、磺溪美展、
  南瀛獎、南瀛美展、大墩美展評審委員,
  國防部後備金環獎評審委員,
  大墩美展、台北縣美術家大展、
  土城市桐花節 籌備委員
 
      獲獎：
      1990 第四屆 南瀛獎佳作 
           第三屆 台北縣美展優選
      1990 第45屆 全省美展 篆刻類 第三名
      1991 第46屆 全省美展 篆刻類 第三名
      1992 第47屆 全省美展 篆刻類 第一名
           獲全省美展篆刻類永久免審查資格
      1997 獲第五屆全球中華文化藝術薪傳獎
      2005 獲美國休士頓第一屆世界藝術重要
           薪傳獎  
         著作：
          1997 黃書墩作品集  土城市公所
          1999 黃書墩作品集  友鹿軒
          2003 含英咀華      友鹿軒
          2006 鹿鳴 1    台北縣文化局
          2009 深刻印象  國防部後備司令部
          2010 挑燈看劍  國防大學資圖中心
          2010 鹿鳴 2    彰化縣文化局
          2012 刀下留情  友鹿軒

經 歷：黃嘗銘老師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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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書墩  究竟清淨具足威儀  瓷板  32×24cm 

於陶瓷印,古璽中即常見,多鼻紐 並穿綬,以佩帶形式簡略古拙
質樸自然 刻後再燒,其間或有印面敧斜不中,適足呈現奇趣
絕妙天成 樂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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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書墩  天雪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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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榮祐
1944年  出生於台灣台中縣霧峰鄉。
1966年  師事侯壽峰先生學畫。
1976年  師事邱煥堂教授學習陶藝創作。
1977年  年初師事林葆家教授學習釉藥。
   起作品六次入選義大利及法國國際陶藝展。
       五月於家鄉霧峰成立工作室(廣達藝苑)
 1978年  設立陶藝教室，教授現代陶藝。
  1979年  起在國內舉辦48場陶藝個展。
    1982年 起連續三年於省展獲獎。
     1982年  獲頒省展永久兔審查資格。
     1983年  當選第21屆全國十大傑出青年,獲頒金手獎。    
      1984年  與學生成立「陶癡雅集」推展現代陶藝。
        1987年  獲頒陶藝貢獻獎。
          1988年  起應聘擔任國內各大美展評審委員。
           1994年  任第二屆臺灣陶藝學會理事長。
           1995年  應聘朝陽科技大學工設系兼任教授。
            1996年  任第三屆中華民國陶藝協會理事長。
             2011年  獲頒國家工藝成就獎。
             2013年  獲頒新北市第一屆陶藝成就獎。
                   任第三屆中華民國傳統匠師協會理事長。
          2015年  任第四屆中華民國傳統匠師協會理事長。
          2016年  任第四屆臺灣工藝之家協會理事長。

          作品榮獲臺北市立美術館、國立歷史博物館、
            國家圖書館、鶯歌陶瓷博物館、長流美術館、
            國立臺灣美術館、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高雄市立美術館、台南市立美術館籌備處、
                  無心山禪宗道場、及私人收藏家等典藏。

                                出版：作品專輯1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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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榮祐 憨厚

蔡榮祐 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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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榮祐 
包容
20.1X20.1X13公分
2008

蔡榮祐 耿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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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明香 學歷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研究所
   1963 出生於苗栗縣
    1983 從事雕塑之作
     1993 開始投入陶藝創作
      1996 第五屆民族工藝獎二等獎
       1998 第一屆傳統工藝獎三等獎
            第五十三屆全省美展銀獎
      1999 第二屆傳統工藝獎佳作
           第五十四屆全省美展銅獎
        2000 第三屆傳統工藝獎佳作 
             第五十五屆全省美展金獎，
             並獲永久免審查資格
               第一屆台北陶藝獎佳作 
               第一屆南投陶藝獎佳作
          2002 第一屆國家工藝獎入選    
經歷:
          1999 台北縣立文化局邀請展
            1999 台中縣立文化局個展
       
           

      1999 台北縣鶯歌陶瓷博物館個展
        2001 文建會台北文化藝廊個展
        2002 法國新聞文化中心邀請展
                 紐約新聞中心邀請展
         2004 鶯歌陶瓷博物館個展
          高雄縣政府文化局邀請展
            台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邀請展
              台南縣政府南區美術館個展
                  總統府藝廊邀請展
           2007  八大縣市藝術家聯展
              2008 比利時國際雙年展 
                   台中市文化局個展 
             2010  國防大學邀請個展
               2013  鶯歌陶瓷博物館 
         家在鶯歌我做陶工作室的故事 
             2013  金澤21世紀美術館 
                  東亞當代陶藝交流展
                愛知縣陶疵美術館 
                  東亞當代陶藝交流展
                 鶯歌陶瓷博物館   
                  東亞當代陶藝交流展
                2014 新北市鶯歌陶瓷博
                     物館個展                                                                                
                 典藏:
                  台灣省政府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縣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國立台灣美術館
           評審:
           台中市大墩工藝師評審委員



E23

許明香 我的沙發 
2016 陶藝 
90x45x45cm

許明香 雙龍搶珠 2013 陶藝 180x12x4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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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編 輯：許文融 館長    編輯：林清鏡 主任
美術編輯：林育如               高軒然 主任

黃嘗銘  篆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