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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期：106年06月05日(一)至106年09月30日(六)      開幕式：06月06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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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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美術發展中東方藝術之光 「水墨」V.S.「膠彩」
    

                                                       文 / 簡錦清
    省展為「台灣省全省美術展覽會」的簡稱，自民國三十五年至九十五年共

舉辦六十屆。回顧這六十屆的展覽，國畫與膠彩的分、合更替，在這展覽場域

扮演相輔相成的相互因果。然全省美展在台灣畫壇應是獨領風騷，其地位更是

舉足輕重。環視台灣的繪畫創作者皆以參與當年的省展為唯一直志，更以得獎

為終身目標。建國科技大學辦學理念是將藝術融入科技，其美術館在館長許文

融帶領下，十餘年來陸續辦理近百檔優秀藝術家進入校園推展藝文活動。近期

更舉辦「台灣美術發展的輝煌時代」台灣美展永久免審查作家系列展，讓真正

代表台灣藝術發展的優秀藝術家作品走入校園。

膠彩畫
   「膠彩畫」在1980年之前慣以東洋畫、日本畫稱之，「日本畫」為日本本

島習慣用詞。「膠彩畫」在日治時期的台、府展中稱為「東洋畫」，在韓國稱

之「彩色畫」，中國大陸稱為「重彩畫」。於1964年，國民政府所成立的「台

灣省美術展覽會」，則將台、府中的「東洋畫」部改為「國畫部」。

1977年，前輩膠彩畫家林之助以媒材調和劑的分類方式，將以膠為調合劑的東

洋畫改稱為「膠彩畫」，獲得畫壇的認同，此後台灣畫界皆以「膠彩畫」稱

之。

   「膠彩畫」在台灣發展脈流中，早期以畫塾傳承為主。「畫塾教育」扮演

著延續其命脈的重要角色，其中又以林之助教授的「竹籬笆畫室」、「峰生藝

廊」最為具代表性。身為中生代的筆者，承襲師志，讓台灣膠彩畫得以接續。

畫孰教育以無私奉獻，不收束脩之精神，關心、提攜與鼓勵學生，延續膠彩畫

教學。其對膠彩畫的付出，最終目的是讓膠彩畫在台灣畫壇能有立足之地。

    東海大學首開膠彩畫學習課程，1985年首任美術系主任 — 蔣勳，邀請林

之助先生到東海大學開設膠彩畫課程。他於每星期二到東海大學上課，於大學

教育中首立膠彩畫的學習。爾後在台灣多所大學，陸陸續續設置膠彩畫的學習

課程。

水墨‧彩墨
   省展首辦初期，以國畫、西畫與雕塑三部，國畫與膠彩在省展同屬「國畫

部」。兩部既相輔也相剋，在競爭中共同成長。回顧六十年來，國畫、膠彩兩

部大致可從第十八屆開始，分別評審、各自發展。

   然因展覽制度、評審結構深深影響了國畫部在省展競賽場域的蓬勃與衰

退。第一至十八屆可稱是國畫的衰滯期，此期得獎者大多是以延續台、府展時

期生活化之工筆重彩畫風為主。隨著中央政府遷台，大量中原畫家為國畫播

種、傳薪，因而帶動膠彩畫與國畫之間的發展與消長。

   十八屆以後，國畫部與膠彩畫部各自獨立評審、分室展覽，讓紛擾的正統

國畫之爭漸漸平息。兩部各憑本事、各自發展。然此期國畫部得獎者，以台師

大、藝專美術系畢業生居多。其亦成為台灣光復後，由大專院校培育的第一代

國畫創作者，創作題材豐富多元。

   第二十八屆全省美展，在評審、比賽辦法皆有重大改革。於第三十七屆，

膠彩畫自成一部；終於讓多年的正統與非正統國畫之爭畫下休止符。此期參賽

作品日趨多樣化、生活化。光復後各院校培育的第二、三代新血也成為此時期

省展參賽主要成員。

   當年於省展嶄露頭角的得獎者，成為今日各大專院校主要授課教授。在長

期接受競賽場域的洗禮下，他們的國畫創作基礎深厚，更接受各種不同資訊、

勇於嘗試，形成今日國畫精彩多樣的風格。不再只是單純的水墨，而是多彩、

多姿的「彩墨」。

   此次檔期展出是「國畫」與「膠彩」，主辦展覽者：建國科技大學，讓當

年一分為二的國畫部，再度共同展現「台灣美術發展的輝煌時代」。本檔期的

展出者：國畫部為黃才松、許文融、林清境，膠彩畫部則是呂浮生、范素鑾、

張瑞蓉，以及筆者。兩部參與展出者，皆是當年省展第二代以降的受洗者。相

信在主辦單位精心擘劃下，當能再度一窺台灣美術發展輝煌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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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才松
1951年生於臺灣臺南市
學歷：美國芳邦大學藝術 碩士
      國立臺灣藝專美術科
     (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畢業
兼任：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 副教授

 獲獎記錄： 
     35屆全省美展 大會獎
    35屆全省美展 教育廳獎
    36屆全省美展 大會獎，並獲全省美展
      永久免審查資格之最高榮譽
       教育局文藝創作獎
      傑出青年美術創作獎
        第二十屆國家文藝獎
      第二十八屆中山文藝創作獎
       第一新銳獎
     中山文藝獎 
     文建會文馨獎           
           
    省展評審及省級以上美展評審紀錄：
   歷任國立台灣美術館、國立國父紀念館、
  高雄市立美術館等單位之作品典藏委員、
   審查委員、籌備委員，及全國美展、
   中山文藝創作獎、全省美展、南瀛美展、
    大墩美展、高雄美展…等各項作品
      審查委員及永久免審查。
    
  展覽：曾應邀於國立歷史博物館國家畫廊、
         國立台灣美術館、
          國父紀念館等
           公司機構個展二十餘次。
     屢次應邀代表國家至世界各地如：
     多明尼加、哥斯大黎加、美國、加拿大、
     法國、日本、韓國、俄國、波羅的海、
     新加坡、香港、中國大陸等各大城市展覽。
   
    典藏：作品為美術館、各公司單位及
          中外人士所蒐藏。
       著作(含畫集)：出版畫集 十二冊
              

E5山之寨 2013  水墨  75x105cm



E7E6 貴州苗寨之一  2013 水墨 76×117 cm

峽谷風雲  2013 水墨 192×300cm

         夏鳴  2016  45x7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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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文融
    現任:
    建國科技大學 教授兼美術館館長
     及北京大學、華中科技大學
       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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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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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美術館、
國立歷史博物館、
台北市立美術館、
彰化美術館
等舉辦個展
四十餘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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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聲響起 2016 水墨 130x16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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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繽紛的歲月 2015 水墨  97x70.5cm

禪
機  

2015 

水
墨 97x5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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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鏡
學歷: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碩士畢業

  現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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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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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墩獎、
            磺溪獎、
        雲林美展、
       苗栗美展、
  玉山美術獎、
中部美展等
評審委員，

  曾任:
國立美術館、
  國父紀念館
舉辦個展。
著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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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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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課  2015 水墨 69x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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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浮生

          經歷：
          全省美展評審委員
            曾任41.42.43.47.48屆
            全省美展膠彩畫部評審員
             台灣省立美術館展品審查委員
             高雄市高雄獎評審委員；
               高雄市立美術館展藏員
              台南市美術展覽會、
               台南縣南瀛美展評審委員
                高雄、台南、屏東、彰化、
                       台中縣美展評審委員
                       高雄縣鳳邑美展評審委員
      
                       獲獎：
                      全省美展34屆台南市長獎、
                      35屆及36屆獲省政府獎；
                     台陽美展40屆金牌獎、
                     銀牌獎10多次；
                    榮獲高雄縣第二屆美術獎

                   現任：
                  臺陽美術協會會員；
                 臺灣省膠彩畫協會評議委員
                 中華民國南部美術協會評議委員
 
                 個展：
                  台灣省立美術館、
                   國立台灣美術館等
                    邀請個展15次
                    全省巡迴個展、
                
                   出版:
《                  呂浮生膠彩畫集》二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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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灣水橋  2014 膠彩 5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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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城 2013 膠彩 50F

竹林小巷 1998 膠彩 50F

驛站後巷  2000 膠彩 3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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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素鑾
范素鑾  簡歷

字逸君、號秀竹
1958年生於台灣省新竹市

學歷: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畢業
    膠彩畫師承許深洲老師

獲獎:
   全省美展42、46屆教育廳長獎
    全省美展45屆大會獎
     全省美展47屆省政府獎
      全省美展膠彩畫部永久免審查作家。
    
   展覽:
      父女聯展6次、個展3次

    評審:新竹美展、新竹市學生美展、
           綠水賞、南瀛獎、台中縣美展等
             評審委員。

      隸屬藝術團體:
        台灣省全省美展永久免審作家協會
          台灣綠水畫會
            台灣省膠彩畫協會
               新竹市美術協會
                 風城雅集
              

      創作理念:
      我一向服膺「美來自大自然」的理念。
        我喜愛自然，喜愛觀察生活周遭的
          事物，喜愛凝望途中的風景，並
            藉由創作將每一個感動的瞬間
               凝固，讓這些平凡而美麗的
               記憶保留下來，並成為美感的
               泉源。我認為藝術創作與欣賞
                固然是培養美感的方法，但
                 增進接近自然、體察自然
                   才是美感的捷徑。

E21
高潔-木芙蓉系列(一) 2013 膠彩 3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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櫻花˙印象 2012 膠彩 20F

E23

花團錦簇 2013 膠彩 3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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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瑞蓉
學歷：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碩士
現任：台灣綠水畫會 理事長
曾任：台北市膠彩畫綠水畫會 理事長
      台灣全省美展永久免審查作家協會 理事長
獲獎：
台灣全省美展4次金牌獎，4次優選，為「永久免審查」作家
台陽美展金、銀、銅牌獎，及優選多次，
為台陽美術協會會員

評審經歷：
桃源美展膠彩部評審、台中縣美展膠彩類評審，
台中縣美術家接力展評審、 
台陽美展評審、綠水畫會綠水賞評審、
大墩美展膠彩類評審，國泰人壽兒童繪畫評審…等

個展：
個展於台北市立美術館、
國立台灣美術館、
台中市文化局、
桃園縣文化局等，
  出版:《張瑞蓉膠彩畫集》
台中市屯區藝文中心邀請—
 「塵寰視界」張瑞蓉膠彩個展，
   並出版專輯
桃園縣美術家薪傳展28張瑞蓉
  膠彩畫創作展，並出版專輯
立法院文化走廊
竹東名冠藝術館
國防大學藝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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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榮祐 耿直

          女人心事  2014 膠彩 2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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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妍  2017 膠彩 25M E27

          原我 2017 膠彩 20F 



E29E28

簡錦清
1955年生，台灣省台中市人
學歷: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美勞教育研究所畢業，
     啟蒙於林之助老師，師事謝峰生老師。
獲獎:第30屆中部美展國畫部第二名
  第44屆 全省美展 膠彩畫部獲教育廳長獎(第二名）  
    第45屆 全省美展 膠彩畫部獲教育廳長獎(第二名）  
      第46屆 全省美展 膠彩畫部獲省政府獎(第一名）  
             並獲得省展永久免審查資格。
       第54屆台陽美展國畫部銅牌獎
     第55屆台陽美展國畫部銅牌獎
    第57屆台陽美展國畫部銀牌獎
   第58屆台陽美展國畫部銀牌獎
 第五屆南瀛美展膠彩畫部優等
     膠彩畫部第一名）
當選台中教育大學第二十屆傑出校友           
重要展覽：
1993年 第6屆台中縣藝術家接力個展於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1995年 省展50週年回顧展
     1995年 第二次個展於台中市文化局
      1999年 膠彩源流展於台中市文英館
      應邀參展「2000年百號膠彩畫大展」於台中文化局
       2007年 歷史的光輝，省展60年回顧展
        2009年 應邀於國立台灣美術館舉辦
        「無我、有我與自我的註腳~簡錦清膠彩畫創作展
         2010年 於大古文化藝廊舉辦
           「大自然‧對語~簡錦清膠彩畫創作展」
          2012年 應邀於台中市屯區藝文中心舉辦
            「行腳.記述 簡錦清膠彩畫創作展」
        曾任: 台灣膠彩畫協會理事長、秘書長
              私立大葉大學造型藝術系講師、
                台北市立美術館美術品典藏審議委員 
                 國小教師、主任。
             現任:台灣膠彩畫協會會員、
                    中部美術協會會員、
                      台陽美術協會會員、
                       萬和美展策展人。
                評審：各縣市美展評審、
                        中部美展評審、
                        台陽美展評審
                         帝寶美展評審、
                          大墩美展評審、
                          磺溪美展評審
                          全省美展評審、
                         全國美展評審、
                          萬和美展策展人
                         北美館美術品
                          典藏審議委員
         著作：1.藝術薪火相傳第六屆台中縣美術家
                 接力展簡錦清膠彩畫專輯           
           2.「眼觀、心象、容情的再現」碩士論文
                 3.「無我、有我與自我的註腳」─
                     簡錦清膠彩畫創作展專輯
               4. 行腳.記述簡錦清膠彩畫展專輯

 祈 2015 膠彩 50F×2

把握當下 2014 膠彩 3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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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樂  2014 膠彩 50F x 2



E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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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