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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八○年代以後台灣美術發展概況 

 

以時間為軸觀之，台灣美術的發展在歷經了清末自中國移植過來的書畫風

格；日治時期東洋畫之引進與西洋美術的萌芽；五、六○年代抽象藝術的登陸與

「五月」、「東方」畫會的現代繪畫運動，又有從中國移入的書畫大師1；在七○年

代則面臨了鄉土美術的崛起2。八○年代開始，尤其在九○年代中期以後，台灣的

美術界則呈現百花齊放的多元樣貌3，由於本章主要目是作為本論文所欲探討主題

之背景介紹，因此將著重於八○年代以後台灣美術界之發展概況。 

 

第一節 八○年代台灣美術發展概況 

 

台灣在八○年代發展的當代藝術創作，呈現多元化發展方向。由於台灣曾受

日治時代皇民化政策的洗滌，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又受到美國文化的薰陶，一

般台灣人的思想和中國傳統文化有脫節的傾向。戰後台灣以經濟利益為追求導

向，加上蒙受外來力量的數度入侵，造成台灣地區文化內在結構的複雜性。尤其

是八七年解嚴以來，台灣區域性文化的認同問題有日益泛政治化的傾向。 

 

八○年代當代藝術的多元發展，不僅對視覺藝術的影響甚鉅，同時，也反映

在音樂、舞蹈、戲劇、電影… 等其他藝術領域上。小劇場所引進西方荒謬劇場與

殘酷劇場的觀念，對視覺藝術及舞蹈界都產生相當程度的衝擊。林懷民所領導的

                                                 
1 如溥心畬、黃君璧、傅狷夫… 等人，對當時台灣藝壇影響深切。 
2 對於台灣美術史的斷代議題，說法頗多，此處是參考倪再沁在〈台灣美術環境生態的鳥瞰〉一
文中的說法，將台灣美術史分段為「唐化台灣— 中土美術的播遷」、「日式台灣— 東洋美術的移植」、
「美援台灣— 抽象藝術的登陸」、「島嶼台灣— 鄉土美術的崛起」與「海洋台灣— 當代藝術的接軌」
五個段落。 
3 倪再沁在〈台灣美術環境生態的鳥瞰〉一文中提到八 O年代的台灣美術，低限藝術、新表現、
超前衛、裝置藝術、行為藝術、台灣普普、錄影藝術… 等皆曾因某些團體的提倡而風行一時，但
卻沒有一個流派能夠獨領風騷，因此八 O年代成為一個百家爭鳴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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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門舞集」、侯孝賢具有鄉土意識的台灣新電影，和一些實驗劇場性質的表演團

體，其實都未真正具體形成一種具有區域性特質或時代共通性的美學風格，反而

各自以不同的語彙詮釋出多樣化的台灣當代文化新面貌。 

 

台灣當代藝術的推動在八○年代除了官方體系4、省立與市立美術館、各縣市

文化中心以外，在民間也受到各界的支持參與，私立的財團法人文教基金會紛紛

成立5，文化建設形成多角化經營發展的格局。一九八三年台灣第一家現代美術館

--台北市立美術館揭幕，提供大型的展出空間與新的官方展賽競逐機會，無異是為

台灣當代藝術發展環境啟開新的紀元。從此台灣美術史的發展正式進入謝里法所

謂的「美術館時代」，臺灣美術步入國際交流的階層，前衛美術透過美術館的展覽

空間，逐漸成為被注視的焦點，而台灣現代美術的發展也從此進入與美術館互動

的軌跡之中6。 

 

同時自八○年代初開始，因台灣經濟起飛而吸引為數可觀的歸國學人，不論

對創作活動、美術館展覽行政和教育推廣都造成相當程度的影響。這些甫自西方

                                                 
4 中央級的文化建設委員會成立於 1981年。 
5 從八 O 年代中期開始，台灣經濟奇蹟使得部份企業以贊助藝術之名，設立目標各異的文化藝術

基金會，基金會成為推動台灣當代美術發展的重要推手之一，台灣美術界正式步入基金會的蓬勃

時期。其中又以 1985年國內第一個定位支持現代繪畫的李仲生「現代繪畫文教基金會」；以及 1989

年台鳳公司董事長黃宗宏，創立國內以來首個以推動藝術教育為宗旨的「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

最為特別。之後進入 90年代，基金會如雨後春筍般的相繼成立，對台灣美術界影響甚鉅。例如有

1994年的「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藝術中心」、「淡水藝術中心基金會」；另成立於 1996年的「國家文

化藝術基金會」，洪通之子洪世保計劃國內首個以推動藝術教育為宗旨的基金會，「洪通美術館基

金會」、以及由老畫家過世後所設立的各種基金會。 
6之後 1988年台灣省立美術館在台中揭幕，1994年南台灣第一個公立的美術館－高雄市立美術館

隆重揭幕。台灣公立現代美術館則堂皇邁入北、中、南三館鼎立的紀元。而這個美術版圖要至 2000

年台北第二美術館正式定名「台北當代藝術館」之後，台灣公立美術館才算是步向美術館分類多

元專業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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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成歸國的藝壇生力軍，有系統地引介西方的抽象藝術、普普藝術、和觀念藝術…

等流派，影響了八○年代年輕藝術家的創作，並將台灣藝壇帶入多元化、國際化

的走向。以行動表演、觀念藝術在紐約崛起成名的謝德慶，對台灣的年輕藝術家

起了鼓舞的作用。李銘盛的表演藝術活動從 1983年開始，應是台灣這類當代藝術

流派的鼻祖之一。1986年「息壤」的團體展演包括了林鉅、陳界仁(原名為陳介人)、

王俊傑等人，一方面是年輕的前衛藝術家向學院派的主流權威挑戰，另一方面也

預示了新世代將以「觀念」作為創作的主要導向。  

 

八○年代有些新一代藝術創作者，熱切於吸收西方新表現主義，以及西方其

他新具象(New Image)的風格，再添加台灣區域性文化的圖象符號，在八○年代末

形成一股台灣地區的新具象繪畫風潮。以林惺嶽所領導的「台北畫派」一批年輕

畫家，例如：盧怡仲、楊茂林、吳天章、陸先銘、郭維國、連建興… 等，在八○

年代初期即形成一股新興勢力。 

 

除了上述具有批判性的作品以外，以感傷、孤寂、疏離的形式來表達懷舊思

古，可視為對社會現象的一種消極反應。以評論家黃翰荻為中心的郭娟秋、王武

森、王萬春、潘小雪等，他們的繪畫顯示憂鬱、傷感與孤獨，屬於社會邊緣人的

掙扎與自我放逐。蘇旺伸畫中空曠無人的空間，以禽獸的群體關係來隱喻人類動

物本能的騷動。其他還有鄭在東以自身與近親為題材，與邱亞才的拉長變形人物

畫，兩人都刻意以冷漠來突顯人生的荒謬與空乏。于彭頑童式顛倒亂塗鴉，以自

創一團墨黑或邋遢的捺線來師法自然天成，來破除落筆著墨的規矩。黃進河以台

灣民間生活習俗作為他作品中跡近於傳奇的神話內容，從乩童、樣品屋、工地秀

到電子花車各種神奇鬼怪、五花八門的圖象，鮮艷甚至帶有庸俗品味的色彩，將

繪畫徹底拉至常民化所能理解的層次，他的巨幅繪畫表現方式，卻最能反映台灣

俗艷文化的典型，充滿了亞熱帶的絢麗色彩。黃宏德那近乎最低極限主義的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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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有禪畫的境界。顏頂生以藥材為顏料，畫出種子作為象徵生命的符號。陳榮發

以木料、枯枝黏附在畫面上，傳達他對人類反自然生態造成污染的警示與忠告。

木殘使用現成物，材質本身的陳舊外觀，除了樸素還增添幾許歲月的滄桑感。 

 

1987年政治與新聞解嚴以後，開放報禁、黨禁，隨之而來的開放大陸探親，

同時，由大陸學者、作家著述或翻譯的各類書籍，透過各種管道大量登陸台灣，

受抑的社會主義思想研究，突然間門戶大開。大陸的藝術品、古董一波波輸入台

灣，尤其是大陸的水墨畫對台灣水墨畫壇造成空前的震撼與刺激。台灣的文化經

過多次外來文化的衝擊，早已習慣於複合式選擇的折衷思維模式。特別是李仲生

對台灣當代藝術發展的影響，可以說是戰後影響力最大的畫派而無愧。然而李氏

門生信徒各自發展不同創作路線的面貌，細究其中唯一的維繫即是「東方精神」。

李氏教學表示「形」不重要，重要的是「精神」，所以李仲生領導的現代運動，並

非棄舊迎新、改頭換面、徹底西化的現代主義，他所提倡的其實是「折衷主義」。  

 

在女性藝術家方面，水墨畫家羅芳、李重重，經常獲邀參加國際間水墨畫聯

展；董陽孜發展繪畫性書法，將字義反映在筆法的處理方式上，兼具現代平面設

計的與傳統書法的美學，其蒼勁有力的巨幅作品突破女性陰柔美的刻板印象。她

們均已脫離一般「夫妻檔」或「閨閣派」女性藝術家的刻板典型，而卓然成家。

八○年代台北市立美術館所辦的公開競賽選拔大型展覽作品，提供女性藝術家嶄

露頭角的大好機會。八○中期經常獲獎的女性藝術家陳幸婉、賴純純、李錦綢等，

不約而同均以抽象風格作品得獎。自美國返台的楊世芝、湯瓊生，往返居住美台

兩地的陳張莉、池農深、鄭麗雲… 等，她們引進了美式「抽象表現主義」的正統

訓練，對台灣抽象繪畫的領域影響很大，另一位維持美、台兩地居留的薄茵萍橫

跨繪畫、版畫、雕塑三個領域。工藝美術家之中，女性藝術家成就斐然，粘碧華

從傳統刺繡、金工圖案紋飾，結合幾何抽象發展出複合媒材的創新作品；黃麗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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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纖維藝術，超越傳統以實用為目的，表現畫面構成的理念；黃文英使用纖維、

織品作為觀念性裝置作品的媒材。楊文霓是台灣第一位從美國取得陶瓷碩士學位

而回台發展者，在高雄成立第一家陶藝工作室，推動了現代陶藝的發展。 

 

八○年代文化建設委員會成立，至各縣市文化中心、大學藝術學院、美術館、

自然科學博物館、國家音樂廳等之興建、官方藝術季的推出。中期由美術館引導

當代前衛藝術的發展，到末期時由於商業畫廊的興盛7，導致了市場掛帥的取向，

美術館與畫廊之間的互動成為新的議題。商業畫廊驟興，臺灣本土前輩美術家作

品受到重視，成為繪畫市場上最熱絡的作品。水墨畫市場仍延續鄉土寫實的餘風，

描繪山林風光的題材，受到喜愛成為繪畫市場的主流。八○年代後期的大陸熱潮，

大陸前輩、新生代水墨作品一併湧入市場，以較低的畫價吸引非藝術圈的一般大

眾，使國內水墨畫市場受到影響，也給臺灣新生代水墨畫創作以新的刺激。 

 

因為上一年代透過照片力求技法精細逼真的寫實風格生澀、僵化的缺失，八

○年代鄉土寫實再尋求開創新途徑，部分畫家從民初水墨改革創新的大家中找到

鮮活筆墨，徐悲鴻、林風眠、傅抱石、高劍父、李可染等是最常被學習的對象，

引起一陣民初大陸熱潮，民初畫家作品由大陸引進。徐悲鴻畫馬奔騰厚實的筆法

與白描加淡彩的人物表現，侷限於古典寫實的物象描繪，對追求現代特質的表現

較難突破，學習者只達到素描的格局。林風眠的國劇人物，疊彩的技法，與圓弧

線條的主題物象構成，類似馬蒂斯；簡潔有力的人物線條、西畫構圖與視覺效果

取景法，都是被學習的對象；與林風眠師生關係的席德進，可以在其早期人物作

品中見到這種作風。傅抱石靈動的碎筆與鮮活的墨韻，加上嶺南派暈染、撞水、

撞粉技法的運用在臺灣鄉土寫生畫作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李可染的大片黑

                                                 
7根據《藝術家》雜誌何政廣社長的統計：1983年台北畫廊有 12家，至 1989年增至 68家，到 1992
年增至 19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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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重墨透出餘白細線的技法表現方式，也在新生代藝術家的廟會、船塢、夜空…

等表現題材中一再展露。  

 

鄉土美術漸行退潮，抽象畫又再度興起，長期居留海外從事抽象創作的畫家

趙春翔，八○年代創作活躍，時以筆線流暢而精練的魚、鳥等符號性構成，將中

國水墨筆緻帶入形而上意象中，走國際化創作格局，給年輕水墨畫家帶來震憾。

姜一涵是學貫中西的海外學人，在水墨現代創新的領域中以深厚的文史學養，走

出富於哲思的新文人境界，表現自己獨特的氣質。其他張永村初期作探求都市景

觀半抽象的水墨構築，程代勒也有都市景觀夜景色線筆觸的構成，將現代物象造

形書法化。與顧炳星都市建築以理性的幾何分割，色階變化，都各有不同特色。

黃潮湖彩墨色塊自然重疊的隨機、偶發性之抽象。羅青以新的趣味表現現代臺灣

現實新題材、景觀。周于棟以紛雜糾連的的形，表現變形的現代物象。袁金塔由

初期的鄉土寫實，八○年代改從不同物象造型肌理的嘗試。何懷碩新的表現具有

自然的精神境界與空靈的意境。另有新的文人逸趣的小魚、劉平衡、李蕭錕、李

茂成等都具有新的文人畫逸趣。 

 

在攝影方面，八○年代經歷政治解嚴和新聞尺度開放的過程，報導攝影的空

間更開闊了。鄭桑溪、蔡高明、謝德正、許蒼澤、黃季瀛等組成「鄉土文化攝影

群」，得以更坦白的角度拍攝變化中的台灣風俗民情。張照堂、梁正居、潘小俠、

劉振祥、高重黎、簡永彬、連慧玲、侯聰慧、葉清芳等九人聯展《看見與告白》，

以攝影的瞬間記錄對過去台灣二十年的生態與人文環境衍變歷歷舉證。他們有的

平日以攝影記者為業，當報禁解除之後擁有更開放的新聞尺度，藝術家以省思和

批判的態度更深入地剖析社會與環境，報導記實攝影終於在八○年代獲得較大的

伸展與發揮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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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九○年代之後的台灣美術發展概況 

 

九○年代世界局勢面對蘇聯共產制度的分崩解體，東、西德合併，各地新「民

族主義」激發的分裂戰爭和內部矛盾，氣候反常，環境污染；使世紀末走入迷惘

頹廢的風潮；反映在九○年代，藝術風格走向撲溯迷離、虛無不安之感，及徬徨

無所適從的特質。西方國家「多元主義」的命題，及跨領域、跨區域的趨向，出

現在德國卡賽爾「文件大展」、「紐約惠特尼雙年展」、「義大利威尼斯雙年展」中，

不再單以西方歐美文化為單一主體，藝術領域視野擴大為跨國際性的活動，摒除

往昔的優越感保守作風，逐漸了解與容納所謂的東方特質。    

 

若以出生年 1965年為大致的分野，之前的一輩從西方達達主義、貧窮藝術和

普普藝術的影響下成長，他們成為台灣觀念藝術的領導者。例如連德誠、梅丁衍、

陳建北、吳瑪俐、湯皇珍、黃文浩、顧世勇、朱嘉樺、陳龍斌、黃志陽、盧明德…

等，他們不但拆解了文字與圖像原本應代表的意義，而且更進一步質疑社會、傳

統、歷史⋯.等的真理性，從尋常生活事務中，啟發不同凡響的認知經驗。他們這

一輩藝術家開發了複合媒材及使用現成物的無限空間，帶領裝置藝術的創作手法

成為台灣九 O年代的美術館藝術的主流。而 1965年以後出生的一代，如巫義堅、

袁廣鳴、陶亞倫、洪東祿、姚瑞中、李子勳… 等，都已在國際間獲得展出的機會，

他們的興趣明顯地轉向電子媒體影像的視覺新經驗，其中陶亞倫和李子勳還從機

械動力方面，進行大型的裝置作品。 

     

八○年代藝術家蘊育的符號化圖象視覺語意經由評論的方式，在媒體上展

開，以求取其美學範疇台灣美術史上關鍵性地位。九○年代中期透過美術館、藝

術基金會等機構，經由國際性重要藝術展覽的參與與交流，臺灣當代藝術家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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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藉由「藝術展覽策展人」逐漸參與具主題性的國際性重要藝術大展8，標示臺

灣當代美術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已初步完成西方國際化規格架構。 臺灣當代美術，

逐漸轉化、昇華為更具有普遍性、時代性的藝術形式表現。全球新文化取向具有

後現代精神，尋求普遍多元性的，不同地區不同歷史文化屬性，跨區域性的具「文

化差異性」的藝術風格，因此未來臺灣區域性地方中心特色，將代替以往集中式

的首要都會中心文化特質。九○年代「多元化主義」是異質文化共存的時代，國

與國、文化與文化、區域與區域間共通。臺灣至九十年代初藝術走出觀念與媒材

兩大方向，「新觀念」、「新意象」以北部為主，南部以媒材和抽象則結合為主，保

持材料具有的天然之美。 

 

九○年代後期，隨著民主政治的推展，社會價值逆轉變異，文化展現空間趨

於多元化，藝術由往昔官方主導，轉為民間各界開拓多元化的局面。企業界贊助

文化的風氣漸開。新時代藝術強調文化「多元性」、「差異性」、「地域性」的訴求，

使藝術表現跨越上一個時代媒材分類的界域，展覽不再強調媒材類別，甚至媒材

類別混融不明顯難以歸類。 

 

在攝影方面，以黃明川、高重黎、簡永彬為首的「概念攝影」，也在此一時期

萌芽，他們以人文內省的思考，表現謬誤、錯覺的空間感，或時空錯亂的景象，

引導觀者進入作品空間內進行圖象語意的解碼，這種後設的、不確定性的折衷主

義手法，後現代攝影路線昭然若現，到九○年代明顯地成為攝影藝術的主流，例

如陳界仁、游本寬、陳順築、姚瑞中為此一時期的代表性人物。張乾琦為 2001年

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的代表藝術家之一， 2002年唯一獲邀加巴西聖保羅雙年展，

是首位以純粹的攝影作品參加國際大展的台灣藝術家。西方在七○年代大行其道

的觀念、表演、地景與環境藝術等等，行為或狀態早已似過眼雲煙，唯一存留下

                                                 
8 例如近年來的威尼斯雙年展、聖保羅雙年展… 等國際性大展，皆可見台灣館的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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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只有影像的記錄版本而已。這些影像的存在，不但是歷史記錄的主要證據，

甚至替代原件成為藝術作品的創作文本，攝影9因為觀念藝術而終於取得藝術創造

性的正統價值與合法身份，從八○年代便一直朝攀升的方向發展。相伴成長於電

視機前面的一代，到了九○年代末期，普遍進入了網際網絡的環境，他們最熟悉

的電視螢幕和數位影像的傳輸，就是這一代人生活的現成素材，影像既是他們閱

讀的文本，也是他們創意生產的主要工具或媒材。影像即是媒材，因為每一個人

的親身體驗，都可以是藝術的版本，而影像藝術當然更為泛濫。以影像為媒材的

版本，無論複製與傳輸，都是本世紀當代藝術發展所必經的歷程。 

 

女性藝術家在影像藝術比較成功的早期有王信，近年來則有簡扶育、侯淑姿、

張美陵，以及在歐美發展的洪素珍、鄭淑麗… 等，在影像藝術方面亦有可觀的成

就。影像藝術近幾年來在全球各地的蓬勃發展，不但在各地雙年展、三年展中份

量逐年增加，且在第十屆與第十一屆德國卡塞爾《文件大展》中都成為新時代的

主流媒材。目前台灣的影像藝術還不算是主流的藝術類別，獲得美術館及大型展

覽機會的影像創作人口也偏低，不過在藝術學院中受教育的下一代藝術家之中，

選擇影像媒材的人數卻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台灣八○年崛起的藝術家，於 1984 年成立了「新繪畫藝術聯盟」，其中包括

了「畫外畫會」(1966 年成立)10、「101 藝術群」(1982 年成立)11、「新粒子現代藝

術群」(1984年成立)12、「台北前進者畫會」(1984年成立)13、「笨鳥藝術群」(1982

                                                 
9 在此「攝影」的概念包括了「錄影」。 
10「畫外畫」的會成員包括了：蘇新田、李長俊、蔡良飛、曾仕猷、江仁治、林瑞明、許懷賜、洪
俊河、吳炫三、顧炳星、李安隆、馬凱照、王南雄。 
11「101藝術群」的成員包括了：吳天章、楊茂林、盧仲怡與 1984年退出的葉子奇。 
12「新粒子現代藝術群」的成員包括了：蔡良昭、賈漢家、王仁傑、林重光、許添丁、李興龍。 
13 「台北前進者畫會」的成員包括了：何瑞卿、陳瑞文、周秉良、楊錦茂、古景清、郭維國、譚
國智、連建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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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立)14… 等。後來其中的一些年輕藝術家另外成立了「台北畫派」，標示「本位

文化」在世界美術思潮的重要性，強調歷史的再閱讀與多重語彙的敘述… 等。此

一團體的藝術家幾乎都從中國文化大學美術系畢業15，以平面繪畫為主，其中一些

藝術家後來又成立了「悍圖社」16，仍然堅持某些平面繪畫的特色。17 

 

九○年代的替代空間，成為初出道的觀念藝術家，和一些自國外留學回來的

新人，最主要的展出場地。這些替代空間以挑戰官方藝術體制和商業畫廊系統的

角色，對抗物質主義，以及以美術館為中心的主流勢力。「二號公寓」成立於 1989

年，主要的成員包括了陳建北、洪美玲、楊世芝、張正仁、黃海鳴、黃志陽、侯

俊明、連德誠、簡福金串和陳龍斌… 等人，是一個以推廣當代藝術為主的自發性

團體，1995 年改組為「新樂園」，吸收許多年輕的藝術家，採取「互助會」的方

式舉辦展覽。18「伊通公園」由劉慶堂、莊普、陳慧嶠、黃文浩… 等人成立於 1988

年，原本為私人聚會的場所，1990年正式對外開放，為台灣非常重要的當代藝術

替代空間。目前主要的成員有莊普、季鐵男、陳建北、朱嘉樺、陳慧嶠、陳愷璜、

陳順築、顧世勇、盧明德、黃文浩、袁廣鳴、林明弘、湯皇珍、彭弘智、姚瑞中…

等人19。之後 1995 年蕭麗虹在台北近郊成立「竹圍工作室」；1998 年另類展場

「SOCA現代藝術協進會」成立。 

 

九○年代末期，台灣社會開始接受「閒置空間」再利用的概念，紛紛成立更

                                                 
14 「笨鳥藝術群」的成員包括了：梁平正、楊智富、李明道、李民中、楊明國、陳彥初、孫立銓、
鄭柏左、廖瑞章… 等。 
15「台北畫派」主要的團員有：吳天章、楊仁明、李民中、陳俊明、連淑惠、潘麗紅、林國武、周
沛容、郭維國、陸先銘… 等人。 
16「悍圖社」的成員包括了：陸先銘、楊仁明、連建興、盧天炎、李民中、陳瑞文、吳天章、楊茂
林。 
17姚瑞中，《台灣裝置藝術 1991-2001》，台北，木馬文化，2002，頁 56-57。 
18姚瑞中，《台灣裝置藝術 1991-2001》，台北，木馬文化，2002，頁 87。 
19姚瑞中，《台灣裝置藝術 1991-2001》，台北，木馬文化，2002，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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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藝術展演中心20。 替代空間在九○年代後半的台灣則有新的發展，例如與

政府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結合，使古蹟保存修復的歷史意義活化、閒置空間再利用

等，形成地方政府與民間藝文組織共創文化績效的空間。一方面，作為政府的文

化政績與釋放善意的風向球，如華山藝文特區、二二八公園、市長官邸、國際藝

術村、光影之家、NGO會館、城鄉會館、牯嶺街小劇場、紅樓、Y17等等；另一

方面，則成為政治的文化符碼。此外，大型企業也在這波替代空間流行中成為經

營者。 

 

在女性藝術家方面，郭娟秋、徐洵蔚、謝鴻均、邱紫媛、侯宜人、李美蓉、

林純如… 等，均扮演了打破傳統規範的改革角色。吳瑪琍是台灣女性運動初始的

健將之一，陳慧嶠將她身為女性所經常接觸的媒材，如針、絨布、刺繡、乾燥玫

瑰花等，轉化為聯繫她生活與想像空間的密碼。平日為專職護士的劉世芬，以她

在婦產科開刀房工作的體驗，展現她敏銳精準的觀察與反應能力，強烈女性主義

思維的作品，使她快速崛起於藝壇21。1990 年歸國的嚴明惠，她坦然公開婚變，

以個人婚姻作為創作內容，又以水果隱喻性器官的一系列作品，直言不諱推動女

性主義的藝術，引起台灣藝術圈極大的震撼。八○年代以後歸國的女性學人為數

眾多，再加上國內自己培育的人才，她們未必全都贊同女性主義的觀念，但是不

論在史學研究、藝術評論、美術教育、創作展出與各類演出方面，已經產生一定

程度的衝擊和影響，使得台灣的學術界與藝術圈，露出了性別平衡的曙光。

                                                 
20例如 1998年的台東小型實驗藝術村；位於台中後火車站後方的「廿號倉庫」，是第一個鐵道藝術

網路的據點；原為公賣局酒廠的台北「華山藝文特區」，蔣公夏日行館改建為「草山文化行館」。

另 2000年作為當代前衛藝術發表的藝文替代空間台中得旺公所成立；台北市文化局成立「台北之

家」；新竹市具歐式風格的前國民戲院改造為影像博物館；「鐵路藝術網路」第二站遴選由嘉義市

火車站出線。   
21 劉世芬因其在 1996 年選入第二十三屆台北市美展的複合媒材作品《119 種閱讀心音的方法》，
被策展人南條史生相中，選入 1998 的台北雙年展，其後獲邀參加 1999年英國利物浦雙年展，以
及 2001年威尼斯雙年展與加佛羅倫斯雙年展，但她至今仍堅守護士的崗位，成為藝術界的少數「異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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