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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台北獎的預期成效與作品類別、作品評論分析 

 

任何官辦的美展都會設定其定位、社會意義與時代使命，並且隨著時代的變

遷而不斷地修正與重新設定，當然「台北獎」也不例外。而這樣的預設立場也同

時設定台北獎之展覽體制、徵件內容以及任務使命。本章將由台北獎的預設宗旨

來探討其預期成效與實際效應，同時透過徵件類別與歷屆入選作品的客觀分析，

來進行相關的研究與剖析。 

 

第一節 由台北獎徵件簡章中之「宗旨」部份分析其預期成效 

 

台北獎成立的預設目標與預期成效，最直接的說明首先應來自其設獎宗旨。

針對各屆台北市美展的宗旨之不同定位 (詳見附表)，可約略分為兩個時期。 

第一階段為民國七十年第九屆的台北市美展，一直到民國八十四年第二十二 

屆為止，其主要設獎宗旨可概分為下列四大項： 

 

五、推行美術教育。 

六、加強市民對美術之認識與研究創作。 

七、提高美術水準並為台北市美術館收藏作品。 

八、鼓勵創作。 

 

 

第二階段為民國八十五年第二十三屆的台北獎迄今，其主要設獎宗旨可概分

為下列三大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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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廣當代美術。 

五、鼓勵專業創作，以提升台灣美術水準。 

六、呈現台灣當代藝術新貌，獎掖作品具獨特理念、創新風格與現代精神特

色的藝術工作者57。 

 

在第一階段中，實際推行該階段四大項宗旨方面：自民國七十年起由教

育局負責辦理，於歷史博物館擴大展出與印製成果專輯，使美展活動更具規

模也益受矚目，此舉對於推行美術教育與加強民眾對美術之認識與研究創

作，皆有相當大的助益。一來由於是由教育局主辦；二來是有歷史博物館作

為固定展出的場地，而不像初期的展覽場地不定；最後，加上成果專輯的製

作印行，這些因素都使得台北市民對於藝術之認識大幅地提昇。 

 

接著，自民國七十二年北美館成立之後，也就是從第十一屆台北市美展

開始，除了有一個專業且固定的主辦單位與展覽場所，所有的入選作品更可

在北美館展出。理論上來說，這對於作者們無疑地是一種相當有吸引力的作

法，然而，由實際上徵件作品的數量來看：總徵件數量由第十屆的 1761件、

第十二屆的 1591 件、第十五屆的 1198件到第十六屆的 592 件，卻是呈現一

個日益減少的趨勢，雖然在第十七屆到第二十一屆之間呈現增加的趨勢，自

二十一屆之後又開始呈現減少的趨勢。 

 

第二十三屆起為第二階段的開始，徵件總數持續呈現減少的走向，到了

第二十五屆為一個最低點，自二十六屆迄今，徵件總數趨於固定，約在 300-400

件之間浮動，各屆之總徵件數統計與變化請參照圖一。 

 

                                                 
57 馬英九，〈市長序〉，〈〈二 OO一年台北美術獎專輯〉〉，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2001，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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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徵件作品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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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民國 70年到 92年間歷屆台北獎徵件作品總數統計條形圖 

 

由此可知，第一階段台北市美展之四大宗旨，在推行美術教育與加強市

民對美術之認識與研究創作方面是有達到一定的預期成效。然而，對於提高

美術水準並為台北市美術館收藏作品以及鼓勵創作方面，單就增加北美館館

藏一項預期目標而言，是有相當大的幫助；然而，在「提高美術水準」與「鼓

勵創作」的效果似乎就比較有限。 

 

正因為如此，導致創立於民國五十八年的台北市美展在經過了二十七年

後，已經顯得欲振乏力，逐漸產生江河日下之象；已經到了必須重新審視與

修正其時代使命與跟上時代的變遷，以走向一個嶄新的現代美術之未來。如

同北美館劉寶貴代館長於台北市第二十三屆美展專輯中所述：「三十多年來

的北市美展辦理下來，在推廣美術教育的宗旨下，逐漸形成以在學學生為參

賽大宗之走向，而漸入疲軟之困境。有鑑於跨領域的創作為現代美術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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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並在試圖區隔台北市美術與其他同性質美展、鼓勵專業青年藝術家參

與及提昇作品水準層級的理想下，本屆 (台北市第二十三屆美術展覽)即銳意

轉型，成以下修正。」58。因此，第二階段之台北市美展，便以「推廣當代

美術」、「鼓勵專業創作，以提升台灣美術水準」以及「呈現台灣當代藝術新

貌，獎掖作品具獨特理念、創新風格與現代精神特色的藝術工作者」為新的

宗旨。 

 

第二十三屆之後開始所謂的「銳意轉型」是指以下三大修正： 

 

一、徵件分類：  

 

由原先傳統的十項分類 (雕塑、水墨、書法、水彩畫、版畫、設計與工

藝、攝影、陶藝及綜合媒材)，改為三項分類 (平面、立體與應用美術類)。

第二十五屆再改成兩大類 (平面藝術與造形藝術類)，而第二十六屆一樣是兩

大類但名稱不同 (美術與設計類)，到了 2001 年台北美術獎之後，所有參賽

作品一律不分類。 

 

二、獎項集中： 

 

參賽項目於第二十三屆起特設「台北獎」三類九名及入選作品數名，且

不僅展出得獎作品，亦同時展出「台北獎」得主之創作者相同系列之作品。 

 

 

 

                                                 
58 劉寶貴，〈館長序〉，〈〈台北市第二十二屆美展專輯〉〉，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5，頁 8。 



 47 

三、購置金額： 

 

金額的幅度由以往的八萬至一萬五不等的購置費，一舉提高至新台幣參

拾萬圓整，並改以獎金方式發放。 

 

此三大修正的主要目的有三： 

 

第一，獎項的集中與獎額的大幅提高，可以提昇專業藝術家之參展意願，並

進而提高徵件之水準。 

 

第二，由原先的十項分類，改成三項，兩項以及最後的不分類，是朝向現代

美術的必經歷程，同時也是「台北獎」擺脫傳統的固有形象之重大修正。 

 

第三，除參賽原作之外，該創作者其他一系列的作品也得以展出。 

 

經由這三大項的修正，台北美展與台北獎確實開始慢慢地走出原先疲軟的困

境又可以避免偶發的佳作；因為所有參賽的作品，在評定是否獲選為「台北獎」

時，必須同時評審該創作者所參賽之作品，為同一系列之原創作品。此一評審機

制的存在，使得要獲選為「台北獎」的作品必須係該作者一連串完整而且有連貫

性的創作理念之一部分，此舉的目的在鼓勵專業創作，以提升台灣美術水準；另

外，呈現台灣當代藝術新貌，獎掖作品具獨特理念、創新風格與現代精神特色的

藝術工作者之新的宗旨，其目的則是在企圖跳脫原先以學生參展為大宗的情況，

並且使「台北獎」走向專業藝術展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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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銳意轉型」的轉變，確實逐漸地改變了「台北獎」的舊有格局。但是，

對於其預期成效的達成仍有一段相當的距離。首先，分析 2000 年到 2002 年台北

美術獎之得獎人可以發現，2000年第二十七屆台北獎得主：石頭、黃慧欣、黃芳

琪；2001年台北美術獎之五位得獎者：林煌迪、涂維政、梁任宏、陳克曼與陳擎

耀；以及 2002年台北美術獎得獎人：王雅慧與蔡承助全部都是學生身份，因此在

跳脫「學生展」的方面可說是沒有什麼成效。第二，採取不分類的徵件作法之後，

獲獎以及入選作品中屬於原有的書法類、水墨類與水彩類等傳統媒材作品幾乎完

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綜合媒材與裝置藝術，此一現象或可作為「台北獎」轉型

到現代藝術的一個指標。 

 

最後，在獎掖作品具獨特理念、創新風格與現代精神特色的藝術工作者的預

期成效上，也未臻理想。國立台北師範學院的講師王嘉驥於擔任民國八十九年台

北市第二十七屆美展的評審時，曾表示：「就以入選但屈指可數的的五件繪畫作品

而論，當中還有兩件是屬於曾經得過台北獎，或是在往年入選過的創作者之作。…

至於那些得過獎，或是入選過，但卻仍選擇持續送件的年輕藝術家，似乎也不乏

可議與可商榷之處。儘管急需獎金的支援，他們以雷同往年風格的新作，或是在

別處展覽過的的舊作，繼續送件，甚至擠掉了其他可能入選的後進同儕，此舉雖

然情有可原，但卻也暴露出台灣藝壇潛在的倫理脫序現象。」59因此，原意為鼓勵

專業藝術家參賽的高額獎金或購置費，如今似乎反而導致年輕藝術家爭相競食之

金援的怪象。各屆宗旨之詳細資料請參照表四。 

                                                 
59 王嘉驥，〈美術類評審感言〉，〈〈第二十七屆台北市美展〉〉，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2000，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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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民國 70年到 92年間歷屆台北獎展覽宗旨 

 

展覽名稱 時間 來源 宗旨(目的) 

第十一屆台

北市美展 

民 

國 

72 

年 

台北市第十一屆

美展專輯(美術展

覽會實施要點) 

為推行美術教育，加強市民對美術之

認識與研究創作，以提高美術水準並

為台北市美術館收藏作品。 

第十二屆台

北市美展 

民 

國 

74 

年 

台北市第十二屆

美展專輯(美術展

覽會實施要點 

為推行美術教育，加強市民對美術之

認識與研究創作，以提高美術水準並

擇優收藏作品。 

第十三屆台

北市美展 

民 

國 

75 

年 

台北市第十三屆

美展專輯(美術展

覽會實施要點) 

為推行美術教育，加強市民對美術之

認識與研究創作，以提高美術水準增

進美術之欣賞與研究，並擇優收藏作

品。 

第十四屆台

北市美展 

▏ 

第二十二屆

台北市美展 

民 

國 

76 

▏ 

84 

年 

台北市第十四屆

美展專輯(美展實

施要點) 

為推廣美術教育，鼓勵創作，以提高

我國美術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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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名稱 時間 來源 宗旨(目的) 

第二十三屆

台北市美展 

▏ 

台北市第二

十七屆美展 

民 

國 

85 

▏ 

89 

年 

台北市第二十三

屆美展(美術展覽

實施要點) 

為推廣當代美術，鼓勵專業創作，以

提升台灣美術水準。 

2001年 

台北美術獎 

▏ 

2003 台 北

美術獎 

民 

國 

90 

▏ 

92 

年 

2001 年台北美術

獎專輯 

希望藉由新的競賽方式呈現台灣當代

藝術新貌，獎掖作品具獨特理念、創

新風格與現代精神特色  的藝術工作

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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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北獎得獎作品之類別分析 

 

台北獎及其前身台北市美展的徵件類別可以分為五個時期的演變：民國八十

二年 (含) 之前為九類，八十三年到八十四年為十類，八十五年到八十六年為三

類，八十七到八十九年為兩類，九十年之後為不分類。在本研究的討論範圍，民

國七十年迄今的時間範圍裡，已經橫跨了上述五個時期，因此，為順利進行整體

入選作品之類別分析，首先先將分析範圍縮小且固定在「得獎作品」。將上述一般

性的五個時期重新劃分成兩個時期：「分類時期」與「不分類時期」。在作品分類

方面，重新分為兩大分類：「美術類」與「設計類」，兩種媒材：「傳統媒材」與「綜

合媒材」，在兩種媒材之下再細分為三個分項項目：「平面」、「立體」與「複合」。

重新規劃的各項分類之詳細定義與範疇則分述如下： 

 

一、 得獎作品 

 

「得獎作品」係指： 

 1. 第九屆到第二十屆獲得第一、二、三名之作品。 

 2. 第二十一屆到第二十二屆獲得特優之作品。 

 3. 第二十三屆到第二十七屆獲得台北獎之作品 

 4. 2001年台北美術獎之後獲得台北美術獎之作品。 

 

二、 時期： 

 

「分類時期」從民國七十年第九屆台北市美展起到八十九年第二十七屆

台北市美展為止。「不分類時期」自民國九十年 2001年台北美術獎起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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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類： 

 

「美術類」包括原有的國畫、油畫、水彩、書法、版畫、雕塑、攝影、

陶藝等類別以及使用複合媒材所創作的美術類型之作品。「設計類」則包括原

有的設計與工藝類以及使用複合媒材所創作的設計類型之作品。 

 

四、 媒材： 

 

「傳統媒材」係指水墨、水彩、膠彩、油性顏料、陶土、壓克力、塑膠

與金屬等實體性元素，通常作品僅由一種或兩種實體性元素所構成。「綜合媒

材」係指除傳統媒材之各項元素外之外，作品之構成還包括聲音、光影或其

他非實體性元素，且單一作品至少有兩種以上的實體性元素以及至少一種以

上的非實體性元素所組成。 

 

五、 分項項目： 

 

「平面」分項項目係指作品或作品之呈現的最小維度與其他二維所構成

之平面的比例小於 1 %；「立體」分項項目係指作品或作品之呈現的最小維度

與其他二維所構成之平面的比例大於 1 %。「複合」分項項目係指作品或作品

之呈現同時包括平面以及立體之分項元素。 

 

依據此一分類與定義，進行得獎作品類別之歸納分析，所得之結果整理如表

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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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民國 70年到 92年間歷屆台北獎得獎作品類別分析表 

表五之一  分類時期之台北市美展與台北獎作品類別分析表 

台北市美展與台北獎作品類別分析表 

時期 分類 媒材 分項 件數 分項得獎率*(%) 總得獎率#(%) 

平面 234 1.19 

立體 27 0.14 傳統 

複合 2 0.01 

1.34 

平面 7 0.04 

立體 5 0.03 

美術 

綜合 

複合 9 0.05 

0.12 

平面 11 0.06 

立體 33 0.17 傳統 

複合 3 0.02 

0.25 

平面 1 0.005 

立體 3 0.02 

分 

類 

時 

期 

設計 

綜合 

複合 4 0.03 

0.055 

* 「分項得獎率」係指各分項項目得獎件數佔總徵件數 (19,584件) 之比例。 

# 「總得獎率」係指各媒材總得獎件數佔總徵件數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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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之二  不分類時期之台北市美展與台北獎作品類別分析表 

台北市美展與台北獎作品類別分析表 

時期 分類 媒材 分項 件數 分項得獎率 (%) 總得獎率 (%) 

平面 0 0 

立體 0 0 傳統 

複合 0 0 

0 

平面 2 0.30 

立體 1 0.15 

美術 

綜合 

複合 2 0.30 

0.75 

平面 0 0 

立體 0 0 傳統 

複合 0 0 

0 

平面 3 0.45 

立體 1 0.15 

不 

分 

類 

時 

期 

設計 

綜合 

複合 1 0.15 

0.75 

* 「分項得獎率」係指各分項得獎件數佔總徵件數 (669件) 之比例。 

# 「總得獎率」係指各媒材總得獎件數佔總徵件數之比例。 

 

由此一分類系統來看，我們可以歸納出以下之分析結果。 

第一、整體來說，要得到台北獎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得獎率最高的項目為「分

類時期」、「美術類」、「傳統媒材」的「平面」作品，但也僅有百分之一左右的比

例而已。不過，在所有的徵件種類中，也是以本項目為最多數。因此可知台北市

美展早期都是以這類的作品為主，自然其得獎率也相對地提高；但是到了不分類

時期，「傳統媒材」、「平面」類型的作品卻已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正是「綜合媒

材」與「複合」類型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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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美術類的得獎作品數在分類時期看來，要比設計類的作品多上許多。

若就本類型徵件的總數而言，也是比設計類的徵件數多了好幾倍。但是到了不分

類時期，也就是自「二○○一年台北美術獎」到「二○○二年台北美術獎」，可以

發現美術類與設計類的得獎作品數幾乎呈現一個平衡的狀態；也就是說，當徵件

條件與範圍不加以限制或區隔時，似乎以「美術類」與「設計類」剛好可以將得

獎作品的類型一分為二。另外，從這樣的結果我們也可以發現，從早期的工藝與

設計類、美工設計類、應用美術類到設計類，設計類範疇的藝術發展不斷地在成

長，一直到現今的裝置藝術，也可看做是設計類所衍生與延伸而來的藝術型態。

相較於美術類，設計類的發展似乎快上許多，如今已是迎頭趕上且勢均力敵了。 

 

第三、媒材的使用在分類時期，使用傳統媒材的得獎率幾乎超過使用綜合媒

材得獎率的十倍，不論在美術類或是設計類皆然。不過這是由於此一分類系統所

劃分出的分類時期，一直到最後兩年才有所謂綜合媒材的出現所導致。然而，在

不分類時期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傳統媒材的使用已經消失，得獎的作品幾乎都是

使用綜合媒材來進行創作的。 

 

最後，以分項項目來看，在分類時期中最多的得獎作品呈現型式為「平面」，

再來是「立體」，最後才是同時兼具平面與立體的「複合」呈現方式，而且主要使

用來表達的為傳統媒材。到了不分類時期之後，在美術類的部份，「複合」的表現

方式已成為得獎作品的主流，而且所使用的是綜合媒材，這也代表著台北獎經過

多年來的修正與改變，確實有達成到部份的使命；即逐漸地轉型為現代化的專業

藝術展覽。但是就長遠而言，這樣的轉變呈現了從傳統藝術走向現代藝術發展的

一個必經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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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北獎作品評論之分析 

 

台北市美展自民國七十年第九屆到目前的民國九十二年二○○三台北藝術獎

已經經歷了二十三年的時間，在文化型態與社會環境的快速變遷之下，不論是徵

件作品或是得獎作品的風格型態與原創意識也都隨之改變。這段時期中台北獎作

品中所代表與隱含的時代與文化脈動，可以經由歷屆得獎作品的評論分析來得到

兼具縱向 (時間) 與橫向 (分類) 的剖析。  

 

以下的評論分析，在時間軸上延續採用上一節分成「分類時期」與「不分類

時期」兩部份，在得獎作品的評論方面，於「分類時期」採用「分類評論分析」

的方式，於「不分類時期」採用「作品意識分析」的方式來進行。 

 

一、分類時期： 

 

1. 書法 

 

中國書法有幾個重要評論特色：字形線條、運筆的輕重緩急、用墨的

濃淡濕燥、筆畫的疏密肥瘦、筆勢的映帶起伏以及結構的俯仰向背。在

書法類的得獎作品評論中，在早期的參展作品多以楷、隸、篆書居多的

情況下，常被各界包括評審詬病的是：「瀰漫著臨摹的頹風」與「淪為學

生美展」。60 第十二屆之後，此一現象開始逐漸轉變，參賽作品「反應指

導老師風格的情形大大地減少」，「作品涵蓋篆、隸、行、草、真各體，

具有相當的造詣」。61 此外，專業的書法家與書法界新秀也陸續有參賽，

                                                 
60 薛平南，〈書法評審有感〉，《台北市第十一屆美展專輯》，台北，台北市政府，1984，頁 367-369。 
61 張光賓，〈台北市美展書法評介〉，《台北市第十二屆美展專輯》，台北，台北市政府，19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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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第十九屆的第一名陳和元 附圖二(評審評論：「在近年許多公辦書法展

覽中，均有優異的表現」)、第二名簡銘山附圖三 (評審評論：「簡君崛起台

灣書壇近十年，用力甚勁，秉賦亦高」) 與第三名陳志聲 附圖四(評審評論：

「陳君於第四十三屆全省美展終獲大會獎後，即以隸書與楷書間亦偶以

四體，參加各項獎覽，迭獲大獎，為近年書壇後起之秀。」) 等62，且參

賽格式多以四體與四屏為主。到了第二十屆，評審更有表示下列之評論：

「從參展作品中，可以看出楷行草篆隸各體兼備，在大小字方面也應有

盡有，其範圍涵蓋極廣，代表各體書法呈現均衡發展之狀態。」，「在篇

幅方面，大多以四屏較多，條幅有極長的，每件作品份量不少。」，「第

三，在表現上多從古碑帖中臨仿而來，甚至漢簡文字的風格，也在這此

美展中呈現出來；部份帶有創意的作品也相當可觀；這是本次美展極大

的收穫。」63  

 

綜合上述的評論可以得知書法類的參賽作品已有專業與個人風格化

的進展，且書寫的內容與臨帖的對象也越趨多元化，然而，自第二十三

屆起改設台北獎且將書法類併為平面美術類之後，就再也沒有書法類獲

獎了，這也許代表著書法已經是被歸類到傳統美術，甚至是傳統文化的

產物，也基於其本質的限制而難以在現代藝術的範疇中有所突破。 

 

 

 

 

                                                                                                                                              
308。 
62 陳其銓，〈評本屆北市美展書法感言〉，《台北市第十九屆美展》，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1，
頁 14。 
63 蔡崇名，〈台北市第二十屆美術展覽會書法類評論〉，《台北市第十九屆美展》，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1993，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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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畫 

 

國畫類在中國現代美術的發展中，由於面臨從「傳統中國特質」到「生

活化與現代化」的轉變過程以及「創作」、「習作」與「模仿」之間的不

易辨別，常令畫家與評審之間感到困擾。像是第九屆國畫部評審就曾表

示：「此次美展，國畫部門的得獎作品，用色，用墨都極精妙優秀，是毫

無疑問的。不過卻也都只是在耍弄一些技法的老套，炒炒冷飯也是事

實！」64，由此可見在七十年代初期評審對於參賽作品並未持相當肯定的

看法。此外，各屆的得獎作品題材以山水景物為題材著居多，以花鳥人

物為題材者僅有極少部份。第十九屆評審歐豪年對當屆陳英文之作品「故

鄉情」附圖五表示其「內容樸實，而筆緻綿密… 各種象徵事物圖像羅列，可

謂富於感性之作。因不乏中國繪畫章法筆墨傳統精神，亦於現代理念能

相暗合。」65 因而獲得第一名，事實上，綜觀各屆評審對得獎作品之評

論可知，評審對於優秀作品的認定標準為具備感性、創新、傳統的章法

筆墨、筆緻靈活纖細以及與現代理念的契合等等的特質。不過，國畫類

的作品跟書法類一樣，自第二十三屆併入平面美術類之後也沒有再獲獎

了。 

 

3. 油畫 

 

對於七十年代初期的油畫入選作品，大致上以學生作品居多，如同

李長俊於第九屆美展專輯中入選及得獎作品之分析與檢討所述：「此次美

                                                 
64 李長俊，〈入選及得獎作品之分析與檢討〉，《台北市第九屆美展專輯》，台北，台北市政府，1981，
頁 8。 
65 歐豪年，〈台北市第十九屆美展國畫評後感言〉，《台北市第十九屆美展》，台北，台北市立美術
館，1992，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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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整個油畫部門的入選作品，大致來說，予人退回到印象派前後的，

描寫物理客體或表現筆觸趣味的窠臼裡。這可能根絕大多數的參展者均

為大專美術科系的學生有關吧？」66  

 

到了第十五屆的油畫得獎作品，已經開始出現超現實派風格的畫

作，像是當屆第二名廖琮智的作品「時空」附圖六，評審之一的陳慧坤對該

作品有這樣的描述：「『時空』及具有以古典寫實的手法，去表現童年時

代的玩具、鬧鐘、舊式的時鐘、貝殼浮在海濱的草坪上、龍的幻象出現

於深海中。這些具有代表『意義』的事物，如果安排不當的話，很容易

使畫面陷入庸俗，作者巧妙的運用紅白線條加以劃分，是罕見的，卻是

好的處理。」67 此後，超現實派與抽象派似乎漸漸地成為油畫作品的主

流。第十九屆評審之一的林惺嶽對當屆第一名鄭淑姿的「少女夢境」附圖

七曾有以下的評論：「『少女夢境』似乎受到夏戈爾畫風的感染，在文學意

蘊的構思中，賦予幻覺空間的的佈局及浪漫的色彩，從前景端莊的紅衣

少女出現在裸體橫陳的男女之中，到遠景天空的摘月少女與老鷹對立充

滿了暗示，提供了讓人解讀少女的美麗與哀愁的夢境。大體的掌握相當

用心，不過作者應可繼續努力，以從文學說明性充分過渡到繪畫性的表

現境地，首先值得去突破的課題是，減少不必要的寫實堆砌，以強化幻

覺空間的詩意。」68  

 

歸納上述的評審評論，台北美展的得獎油畫作品風格隨著時間的推

進，從印象派、達達派、抽象派到超現實派等等，此一演變似乎是隨著

                                                 
66 李長俊，〈入選及得獎作品之分析與檢討〉，《台北市第九屆美展專輯》，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
1981，頁 10。 
67 陳慧坤，〈市展油畫部評審觀感-兼論超現實主義〉，《台北市第十三屆美展專輯》，台北，台北市
政府，1986，頁 13。 
68 林惺嶽，〈評審感言〉，《台北市第十九屆美展》，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2，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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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流畫風而變化。同時，油畫類在第二十三屆併入平面美術類，以

致於後來的美術類之後，雖然綜合媒材與裝置藝術開始嶄露頭角，仍然

時有油畫作品入選。 

 

4. 水彩 

 

台灣的水彩畫自民國七十年左右開始蓬勃發展，不僅畫幅變大，水

準也不斷地提高，推測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外國的高級水彩用品、用具以

及原版畫冊的大量進口，並受到熱烈的歡迎有關。11 第九屆入選的水彩

作品之風格，以描寫性佔多數，可能與一般參展者皆為青年學生居多有

關。評審之一的李長俊對當屆第一名黃銘祝的曾表示這樣的評論：「『小

隅的溫馨』附圖八，描寫力極為堅強，作品的完成度亦高。當然，除了令人

讚嘆技巧很好之外，不能說是有任何新意的，這也許就是『水彩畫』本

身的宿命或是悲哀吧？」 

 

然而，台北市美展的水彩畫在也並不是真的陷入這般的宿命或是悲

哀，畫家劉其偉於第十六屆台北美展擔任評審時，對於前三名作品就表

示讚許，特別是第一名徐永豈的「曦與犧」附圖九，當時他表示了這樣的評

析：「這幅作品主題雖然是一個極平凡的人體，但畫面的結構卻極不平

凡。作者把主題放在畫面的上部，面積也只佔全部畫面的 1/4，且與睡架

平行；而下部的紅氈卻佔畫面的 2/3，雖然副主題所佔面積甚大，但對人

體而言，仍不致失去其主要的趣味中心。作者利用木板的花紋肌理作為

背景，這是一項很好的創新嘗試；尤其他在整幅的熱色調子中，竟在左

角上點上小片『藍色的絲帶』，而使色彩產生全面的共響 (sonority)，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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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處理，令人激賞不置。」69  

 

從以上的評析或可說明傳統水彩畫除了技法與色料上的長足進步之

外，也不斷地在畫面結構、色調與更深層的意境處理上有所突破與改變。

事實上，即使是第二十三屆台北市美展之後，水彩及其技法的應用仍有

入選，只是作畫的平台從傳統的紙張轉移到其他類型的綜合媒材而已，

這或許是水彩在當代藝術中新的延伸與變形。 

 

5. 版畫 

 

台灣版畫的發展，從民國六十年代清一色的的民俗風的版畫，到了

七十年代時已是進步最顯著的美術類別之一。作品的構成也由李長俊於

第九屆之評論：「想表達的內容太多，但卻沒有組知的能力，結果就變成

拼湊式的，或說明式的一堆拉拉雜雜的形象」70，到鍾有輝於第十七屆的

評論：「第一名是張堂金庫一幅相當寫實的金屬板細點腐蝕法作品『六月

的窗』附圖十，描述作者四周環境的事物，多少因風暴產生的不安感覺，窗

理、窗外的表現，均非常細緻，尤其窗簾的佈局，充分顯示出技巧的熟

練。」71 以及陳其茂於第二十屆的作品評論：「『空浮掠影』附圖十一作者潘

勁瑞金屬板直刻，以人在長椅上俯視大地，天空的飛機，氣球。地上的

鐵塔、路燈、房舍，都令人感到渺小，超越一切空間。效果甚佳，被選

為第一名。」72，皆可顯示台北獎的版畫創作是一直處於不斷地進步且蓬

                                                 
69 劉其偉，〈水彩前三名及優選作品之評析〉，《台北市第十六屆美展專輯》，台北，台北市立美術
館，1989，頁 12。 
70 李長俊，〈入選及得獎作品之分析與檢討〉，《台北市第九屆美展專輯》，台北，台北市政府，1981，
頁 12。 
71 鐘有輝，〈版畫評審後感言〉，《台北市第十七屆美展》，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0，頁 16。 
72 陳其茂，〈版畫評選後感〉，《台北市第二十屆美展》，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3，頁 16。 



 62 

勃發展的美術類作品。 

 

總結上述的評論，版畫的創作一直受到藝術界的青睞，到第二十六

屆台北市美展，林怡君也以「瞬間/投射」附圖十二攝影版畫獲得台北獎。不

過由於國際版畫與素描雙年展的舉辦，參加台北美展的版畫作品有日益

減少，且仍以學生作品為大宗的現象。 

 

6. 雕塑 

 

雕塑作品一直是美術展覽中不可獲缺的類型之一，甚至於必須單獨

舉辦的項目之一。雕塑作品在發展上有明顯的「大件化」與「大動態化」

的趨勢，材質上的發展也相當地多樣化，從木材、石材到金屬、樹脂與

玻璃纖維等等。關於雕塑類作品，第九屆李長俊曾表示：「一見表現動態

和造型美的的雕塑作品，其最困難的部份，與其說是在於如何正確地去

描寫，倒不如說是在於如何最敏銳地去把握那最好的一剎那！」73，確實，

如同第十九屆何明績於評審感言中所述：「但是，一件上好的雕塑創作，

嚴格的說絕非是外在單純形象問題，而是在其本質內涵上，所以一位雕

塑家即是創造家。」74，同時，對於當屆入選作品有以下的評析：「此六

件作品中，三件為人體雕塑，三件為現代雕塑，前者，似可再多作人體

研討，加強堅實結構，對量的運用多加思索，少作無謂的表面粉飾。⋯

後者，僅是表現材料的運用技巧，形式空泛，主題意識模糊。」19 可見

早期的現代雕塑創作缺乏明顯的主題意識與深層意像的發揮。 

                                                 
73 李長俊，〈入選及得獎作品之分析與檢討〉，《台北市第九屆美展專輯》，台北，台北市政府，1981，
頁 13。 
74 何明績，〈對北市第十九屆美展雕塑部門感言〉，《台北市第十九屆美展》，台北，台北市立美術
館，1992，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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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如林文海於第二十三屆的評審感言對台北獎得獎作品的論

述：「『呼吸』附圖十三，以稻草、樹脂、木料架構成對『人形』的看法，具

有豐富的創造力與可能。反應當今社會人們冷漠、模糊的面貌，或者令

人覺得，它不只是一個人體，有可能喚起比較廣闊的聯想，令人感受到

它有一點像是不干屈服的人，深具理性特質。」75 由以上的作品評述，

可知雕塑類作品不但是只尋求對於描述對象的細膩觀察與描述，在進入

現代藝術的同時，也是兼具反應社會環境，意識型態與主題表達的作品。 

 

7. 攝影 

 

攝影作品一直以來都是美展的常設項目之一，在民國七十年第九屆

的攝影作品評論中，可以得知評審認為最能感動人心，震撼人心的表現

為「報導攝影」；以當時與時事結合為主流的環境下，這樣的說法並不意

外，然而當屆並未有報導攝影作品參賽。76 另外，第十三與十四屆台北

市美展沒有攝影類的部門，到了第十五屆才又開始編列。 

 

在作品方面，第十六屆之前的得獎作品之主題多為運動者與風景，

較著重在技巧方面，這一點可以由評審的評論分析得知；如第十一屆攝

影的評論分析有以下的論述：「攝影作品今年較之以往減少許多，題材上

亦較為平凡，未有突破創新之作，表現手法也未推陳出新。」77 之後，

攝影的題材開始轉向人物與所謂的報導攝影，以及開始著重在更深層的

                                                 
75 林文海，〈立體美術類評審感言〉，《台北市第二十三屆美展》，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5，
頁 18。 
76 李長俊，〈入選及得獎作品之分析與檢討〉，《台北市第九屆美展專輯》，台北，台北市政府，1981，
頁 15。 
77 〈本屆美展參展作品概況及得獎作品分析〉，《台北市第十一屆美展專輯》，台北，台北市政府，
1984，頁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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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意識之表達，以蕭瓊瑞於第二十三屆平面美術類評審報告中對於得

獎作品之評述作為說明：「陳順築的『集會‧家庭遊行系列---屋 2之 1、

2之 2』附圖十四，以照片做成裝置，再拍成照片，連同厚實的裱貼形式，再

製作手法，與人一種深具計畫性的感受，而內涵上，也因連續排列的頭

像照片與廢棄房屋的結合，令人對這個無屋頂 (無庇護) 的『家』，產生

一種沈思、反省、追念、感傷的情懷，全作有一種『史詩』般的悲壯蒼

涼之感。」78  

 

綜合上述的評論，不難發現台北獎的攝影類作品從著重技巧、結合

時事、主題意識的內化與表達到結合其他裝置成為複合媒材，得以進行

更多層次的表現與更寬廣的發揮的現代攝影不斷地演進著。 

 

8. 工藝與設計 

 

工藝與設計類的作品，為二十多年來台北市美展中轉變最大的類別之

一。早期的作品幾乎都是清一色的海報設計與傳統手工藝，主題意識清

晰但短淺，簡潔卻過於單純。這個過程延續了將近十年，一直到第十八

屆之後表現的手法與層次上才開始有較大的轉變，例如胡澤民於第十九

屆的評審感言對得獎作品有這樣的論述：「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這屆獲

得優選以上的六件作品，全都是運用平面的表現手法，其中包括工藝類

的兩件優選作品，例如李玉萍的『世界看我』附圖十五與榮獲第一名魏展強

的『月曆設計』附 圖十 六作品，皆同屬於利用各種複合媒材的嵌集 

(Assemblage) 技巧，所創造之平面與立體中間的『半立體構成』… 」79  

                                                 
78 蕭瓊瑞，〈平面美術類評審報告〉，《台北市第二十三屆美展》，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6，
頁 12。 
79 胡澤民，〈觀念與技術的融合〉，《台北市第十九屆美展》，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2，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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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工藝與設計類也是學生參展為最大宗的類別之一，而且在原創理

念上較為薄弱，如同林磐聳在第二十二屆的評審感言中所述：「(1)就參展

作家而言：應徵送審的作品，主要偏向於高職學生為大多數，作品常以

畢業製作或學校作業送交參展比賽。」與「(2)… 但是，深究其設計創作

的表現，得以發現絕大多數的作家並非從設計的本質來行創意構思，而

是著重畫面美感效果，最後再找個空間填補數字加以襯托，也就是設計

的出發為前提… 」80 然而，工藝與設計類到了最近這幾年，併入到造形

藝術類以至於最後的不分類之後，便結合成綜合媒材以更多元的方向創

造新的延伸表現領域，上述評論所及的缺點便漸漸地減少了。 

 

二、不分類時期： 

 

台北市美展於民國九十年起改稱為「二 OO一年台北美術獎」，最大的改

變之一為以「不分類別形式」進行徵選。此外，台北美術獎之得獎作品，幾乎全

部都是由綜合媒材所構成，且大部分作品為包括許多聲光元素的裝置藝術，顯示

得獎作品的創作思維已經從平面、立體，轉變到包含時間、光影、聲音以及抽象

意識等更高次元。如同郭力昕在二○○二年台北美術獎的評審感言所述：「從本屆

進入複審的作品來看，國內新一代的美術創作者，集體展現了愈見多元而且饒負

趣味的創作形式或方向。式樣豐富的創作媒介、材質，以至於作品內含與想像力

的開拓，都顯示著一種扣合時代氣氛的藝術語言與構思方式… 」81 同時，創作的

主題意識也似乎朝向一種「解放」，「顛覆」與「無負擔」的思維方向與理念，對

於這一點，郭有這樣的評述：「藝術若與當前的時代情境全無某種連結，是難以理

                                                 
80 林磐聳，〈設計與工藝評審感言〉，《台北市第二十二屆美展》，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5，
頁 18。 
81 郭力昕，〈評審感言〉，《二 OO一年台北美術獎》，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2001，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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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而創作的了無『意義』負擔、盡情於遊戲心情中，於我們這個過去以來凡

事『載道』的文化，也是一種有效的解脫或顛覆。」此外，廖仁義對於當屆的台

北美術獎也表示：「這是一個眾聲喧嘩的藝術饗宴。但我們並沒有在異中求同，而

是在同中求異。同的是這些作品都能表現出一個新世紀正要起步時台灣當代藝術

家對於新門才與新造型的旺盛企圖心，異的是這些作品充分釋放出多元雜陳得造

型語彙。」26  

 

最後，以顧世勇在二○○二年台北美術獎對於蔡承助的得獎作品「In-Out」附

圖十七的論述分析作一個總結：「作者聰慧地將 Audio 及 Video (音頻/視頻) 的插孔，

透過端線兩方的誤差，造成波與波之間無法接軌的的流變雜訊，當中手部操作任

意武斷地誤碰又很接近作畫中的調色或小提琴的手感音色，這般仍保有傳統身體

手藝，『暖』的表現手法上卻又能和科技的『冷』界而完美協調的結合在一起，堪

稱上乘之作。如果我們從形式和內容上來分析這件作品，容易讓人聯想到藝術自

律中的造型原素主義，即雜訊的形式即是它的內容別無他物。這樣的理解其實帶

有形式至上的判準，不免又回到現代主義的美學架構中難有新的啟發，也許我們

可從影像史的角度來觀看這件作品，影像在此只是影像自身，並不承載『再現』

的內容，這種對傳統影像和再現影像機制的突破正是作者所做出的貢獻。」82 這

些論述或可說明台灣當代藝術已經完全走向了一個新的創作方向與思維理念：以

新的理論或文化架構，重新詮釋，解構與重建、或解讀分析傳統美學、文化、意

識型態或是形而上的自身形態之間相互的關係。這樣的發展，不僅可為台灣的當

代藝術注入新的活力與度力，也讓台灣當代藝術的領域延伸到一個新的範疇。 

 

 

 

                                                 
82 顧世勇，〈作品評介〉，《二 OO二台北美術獎》，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2002，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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