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

第第第第 二二二二 章章章章   版畫創作的背景條件版畫創作的背景條件版畫創作的背景條件版畫創作的背景條件 

 

 

版畫可以說是繪畫和印刷的結晶，一件好的版畫作品，除了要有構成「好畫」的基

本條件之外，還必須要有好的印刷技術，因此，一件版畫作品的完成，所花的時間和精

力並不比一般繪畫少。 

版畫的類型主要分成凸、凹、平、孔四類，凸版主要的版材有木版、麻膠版、紙版

等，凸版的製作方法是在版上挖去畫面中空白的部分，在剩下未刻的部分以滾筒上色，

再覆上紙過壓印機即可。凹版的主要版材有銅版、鋅版、壓克力版等，凹版的製作方法

是在版上以刀刻出或以酸腐蝕出圖形後，在凹陷的圖形上填入油墨後，將畫紙覆在版

上，以壓印機壓印。平版的主要版材有石版、PS版等，利用油脂與水相斥的原理，製

作的方法是在版材上塗上油性的製版墨，乾了以後再以沾水的海綿在版上輕刷一層水，

此時水與製版墨相斥，趁水未乾時以滾筒滾上油性的油墨，塗有製版墨的地方可吸住油

墨，其餘部分被水包住無法吸附油墨，拭去排開的油墨之後，覆紙過壓印機即可。孔版

的主要版材是絹網，製作的方法是在挖孔的版模上刮印油墨，而使油墨滲入孔下的被印

物。 

中國版畫的發跡年代久遠，尤其是凸版的藝術表現更是遍及民間，從中國版畫的演

變發展史看來，凸版的表現是十分輝煌而有成就。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中國凸版畫的發展概述中國凸版畫的發展概述中國凸版畫的發展概述中國凸版畫的發展概述    

 

中國從早期殷商的甲骨文、秦漢的畫像石、肖形印等，相繼被後人將之拓印下來，

其實，這些都與版畫有微妙的關聯。殷商時期的中國人創造了甲骨文，以刀雕龜甲獸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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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到了秦漢的畫像石與肖形印已經具有

一些版畫的雛形，以刀雕刻的技術對秦漢

以後的所發展的版畫影響很大。其後，隋

唐時期出現木刻版畫，內容大多都為宗教

畫和書籍上的插圖，到了明清時的畫譜，

可謂我國版畫的全盛時期，美術家和雕版

工匠結合，讓描刻技法達到鼎盛。 

中國木刻版畫的發展非常的早，實際

始於何年已難考察，但從現存的最古老的

木刻版畫來看，是在清末時期於敦煌所發現的《金剛經扉頁》中的〈祇樹給孤獨園〉（圖

七），作品年代約唐咸通九年( 西元 868年)，29由此可推知木刻版畫的發展至少有一千

二百年的歷史。這幅金剛經的扉頁，屬於宗教書籍上的插圖，刻工精美、技術高明，可

推知當時的版印技術已經達到十分高的水準，這時期的木版畫普遍運用於書籍插圖和織

物染印方面。直到五代，版畫仍以宗教畫為主。 

宋元四百年間，經濟穩定發展，人民文化與生活需求大增，雕版印刷就在這樣的環

境下被發明並得到蓬勃發展。雕版印刷由佛經、佛圖擴展到醫典、歷史書籍、曆書、經

書、文選和畫譜，或以插圖補充說明文字，圖文並茂。雕版印刷逐漸擴展到生活面、實

用性的範疇，使得雕版印刷開闢了更寬廣的發揮空間。當時中央官方乃至地方書坊、私

家刻書者等，都投入雕版印刷的工作，雕版印刷因而蓬勃發展，到了北宋仁宗慶曆年間

(西元 1041~1048)，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以後，30加速印書冊的發行量，促進了圖書出

版業，使文學與藝術得到迅速的發展，版畫的領域隨之不斷的擴大。 

明朝的版畫，初期粗獷豪邁，而後富麗精工，尤其是中期之後充作戲曲小說之插圖，

大畫家們親自參與畫稿製作，雕版工人亦多克紹箕裘，代代相傳，明朝是中國版畫史上

                                                 
29 參閱李允經，《中國現代版畫史》，山西人民出版社，山西，1996，頁 6。 
30 參閱潘元石、黃才郎，《中民國傳統版畫藝術》，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台北，1987，頁 11。參照李

允經，《中國現代版畫史》，山西人民出版社，山西，1996，頁 6。 

（圖七）〈祇樹給孤獨園〉，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木刻，
唐咸通九年刻本（868），大英博物館藏，圖片來源：
《台灣版畫源流特展》，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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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燦爛輝煌的時期。 

明朝初期，版畫插圖的繪稿和雕版兩

項工作皆由一人兼任，發展至中期，開始

分工製作，產生了專門雕版的雕版師，其

後，明代的版畫工作更加專業。畫家如仇

英、陳洪授、丁雲鵬等，皆親自參與版畫

的繪稿工作，作品更能展現書中情節及人

物精神，表現生動活潑，經過專業畫師的

構思再交付予技巧精練的雕版師，純熟技

巧的刀工，展現剛柔輕重、細挺勻稱的線

條，畫師與雕版師的合作，發展出纖麗細

緻的版畫作品。 

明朝後期最具代表性的版畫作品即為《十竹齋畫譜》（圖八），利用分版分色套印，

精工富麗，在中國版畫史上樹立獨特風格，將版畫推向最高的藝術境界，木刻版畫已經

不是書籍中的插圖，而是專門獨立的藝術了。 

宋元明期間的印刷書籍，大多附有版畫插圖，有的是為

了補充書籍上的文字說明，有的甚至以插圖本身作為主體的

特色，來表現該書風格。《梅花喜神譜》（圖九）由宋人宋伯

仁編繪，31單色，圖版置右側，文字說明安排置左。直至明

朝，版畫應用最具特色的是以戲曲小說為主的版畫插圖，此

一時期的書籍幾乎沒有不加插圖的，明朝成為中國版畫的黃

金時期，此時以戲曲與小說為主的版畫插圖「水滸傳」、「西

廂記」等，大多華美精緻、韻味高雅，呈現出絢爛奪目的光

彩。 

                                                 
31 參閱潘元石、黃才郎，《中民國傳統版畫藝術》，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台北，1987，頁 11。 

（圖九）〈梅花喜神譜圖葉之一︰
擎露〉，木刻，南宋景定二年刊
（1261），圖片來源：《台灣版畫源
流特展》，頁 12。 

（圖八）〈十竹齋書畫譜之一︰果譜〉，木刻，明天
啟七年胡正言刊（1627），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圖片
來源：《台灣版畫源流特展》，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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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蘇州桃花塢年畫︰
〈美人圖〉，木刻，西村春吉
藏，圖片來源：《台灣版畫源流
特展》，頁 17。 

清朝的統治者崇尚考據學、訓詁學，加上統治

者禁止一些小說戲曲的發展，造成文學中之插圖藝

術的扼殺，版畫藝術因此逐漸式微，而在民間的木

刻版印年畫卻開始蓬勃發展，為版畫藝術開啟了新

頁章。最負盛名的版印年畫即為天津楊柳青（圖十）

和蘇州桃花塢（圖十一），這兩處的版畫早在明末

便開始製作，到了清朝，遂南北輝映，成為中國版

印年畫的兩大中心。年畫由於能和廣大民眾的思

想、情感產生結合，題材廣泛、內容豐富、形式淳

樸，因而受到民眾喜愛。直到光緒初年，上海傳入

了西洋的石版畫，木刻的版印年畫便開始一蹶不

振，中國版畫隨之開始衰微。 

到了一九三○年代，在中國以上海為中心出現

了一股版畫藝術的新興浪潮，人們稱它為「新興版

畫」，以區分上述的中國傳統版畫。32新興版畫，運

用各種製版方法，來表現當代中國的現實生活，依

據中國人的審美觀，採用新內容、新風格來開闢中

國版畫藝術的新時代，在一九八○年代，約莫文革

前，基本上仍以木版畫為主，所以也稱為「新興木

刻」。33 

一九三○年代，魯迅(1881~1936)為新興版畫運動的發起者，魯迅所處的時代背景正

是從日清、日俄戰爭到中日抗戰前夕的幾十年間，來自歐洲、日本等列強的侵略，中國

人民群起團結，奮鬥反抗。到了一九三○年代，內憂外患愈演愈烈，激發了美術青年的

                                                 
32 參閱張珂，〈從新興木刻開始的中國現代版畫〉，《2000 國際版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台灣藝術教

育館，台北，2000，頁 89。 
33 參閱張珂，〈從新興木刻開始的中國現代版畫〉，《2000 國際版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台灣藝術教

育館，台北，2000，頁 90。 

（圖十）楊柳青年畫︰〈多子多孫多福
氣〉，木刻，潘元石藏，圖片來源：《台
灣版畫源流特展》，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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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怒吼吧！中
國〉，李樺，木刻，1935，
23×16cm，圖片來源：《2000
國際版畫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頁 134。 

不滿情緒，魯迅堅信，除了武力可以反抗侵略之外，文化上的有力武器，除了文學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木刻版畫。 

魯迅提倡新興木刻版畫運動，引進並介紹蘇聯、

比利時、德國等的黑白木刻版畫技巧到中國，並舉行

版畫展覽、出版版畫畫冊等，這些版畫作品的內容（圖

十二），多半表現強烈的革命情感和激動人心的畫面，

反抗外侮的中國人產生強烈的共鳴，美術青年不滿只

沉醉於靜物油畫等練習，見到魯迅對新興木刻版畫運

動的推廣，便開始了木刻的創作。中國版畫受到了新

的刺激，注入了一股新血，提振木刻版畫之風。抗日

戰爭興起，許多年輕版畫藝術工作者紛紛組織團體，

參與抗戰工作，他們刻畫中華民族的愛國心聲，鼓舞

振奮當時的民心士氣，這類樸素的題材是藉著最簡易

的木刻版畫，利用黑白對比、粗獷、強烈的表達出民

眾剛毅不拔的艱苦鬥志，其精神發揮到木刻版畫的極

致，留下不少傑出動人的作品。木刻版畫的簡潔，亦

可大量印刷，是當時宣傳革命運動的良好思想武器，

在抗日民族聖戰中承擔了重大的責任，並創造出不朽

的歷史貢獻。 

迄至新中國誕生，34木刻版畫繼續延續，內容反

映生活並具有地域性和民族特性，此外，亦具有鮮明

的歌頌性，藝術家對國家歌頌愛國主義的情感。文革

時期的木刻版畫表現出漫畫化的特點，對人與事的特性作極度的誇張表現，當時湧起的

美術浪潮組織了一支美術大軍，目的在於教化和宣傳，作品內容常呈現的是英雄人物（圖

                                                 
34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圖十三）〈魯迅和青年〉，沈堯伊，木刻，
1973，圖片來源︰《中國現代版畫史》，頁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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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約一九七六年，文革後，中國政府制定「改革開

放方針」，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版畫再次呈現繁

榮景象，組織版畫協會、出版書籍畫冊、召開研討會相互

討論、與海外進行交流，西方的藝術思潮湧進，很快的更

新藝術觀念，銅版、石版、網版很快的與木版並駕齊驅。 

    八○年代以後，版畫受到新藝術思潮以及新版種和技

巧的影響，呈現出多元的風貌。各地區以團體的方式發展

版畫藝術，比較重要的譬如四川畫派（圖十四）、北大荒

畫派（圖十五）、江蘇水印畫派（圖十六）、雲南畫派（圖

十七）等。四川畫派是四川美術學院培養的一

群學子開始崛起，他們向外國藝術學習，但又

積極保留民間版畫黑白對比和線刻的細膩風

格，強調個性和現代感。北大荒畫派的作品受

到日本版畫和歐洲現代藝術的影響，一改油印

傳統，以水印套色的風貌展現自己對實際生活

的感受。江蘇水印畫派的版畫家成立版畫研究

會積極舉辦交流活動，承襲水印版畫的傳統，

吸取桃花塢年畫的技藝，展現濃郁的地區風

格。雲南畫派則以當地少數民族和特殊地理景

觀為題材，展現風情迥異的民族特色和千姿百

態的自然奇景，加上吸取西方新潮藝術，為現

代的雲南版畫奪得許多掌聲。 

九○年代以後，版畫活動的聲響漸弱，進

入了轉型期，強調個性和獨創性的作品增多，

許多作者嘗試突破傳統的造型表現以及在技術上和媒材上的探索，表現的題材脫離生活

的再現，轉向寫實與抽象的融合，強調精神層面的體現。 

（圖十五）〈烏蘇里江漁女〉，陳玉平，北
大荒畫派，木刻，圖片來源︰《中國現代
版畫史》，附圖頁 20。 

（圖十六）〈春風春水江南〉，黃丕謨，江蘇
畫派，木刻，圖片來源︰《中國現代版畫
史》，附圖頁 21。 

（圖十四）〈在那遙遠的地方〉，
李煥民，四川畫派，木刻，1980，
圖片來源︰《中國現代版畫
史》，附圖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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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版畫發展的歷史了解到木刻的凸版畫

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們從陰商甲骨文、漢朝畫

像磚的拓印看到了最原始的凸版原理，唐朝出現了

第一件木刻版作品，其後在宋元明三朝的蓬勃發

展，以及清朝民間版畫的盛況，到了近代二十世紀

的新興木刻版畫運動是現代版畫的萌芽，歷經紛亂

不安的抗日時期、新中國的誕生、文革時期，木刻

版畫身負重任成為宣傳和教化的工具；八○年代木刻版畫題材呈現各地民族特色與現實

生活再現；九○年代，題材重視精神層面的傳達以及技巧媒材的探索，邁入二十一世紀，

中國凸版畫經過九○年代的沉寂探索，相信會在未來展現新面貌。 

 

 

 

 

 

 

 

 

 

 

 

 

 

 

 

 

（圖十七）〈拉祜風情〉，鄭旭，雲南畫
派，木刻，圖片來源︰《中國現代版畫
史》，附圖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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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台灣凸版畫的發展概述台灣凸版畫的發展概述台灣凸版畫的發展概述台灣凸版畫的發展概述 

 

關於台灣地區最早的傳統版印，可考的時代在

明朝鄭成功入台以後所印製的《永曆大統曆》，35清

朝則有官方印志和民間圖書，和以宗教信仰為主或

風俗習慣的民俗版畫。光復初年，約四○年代左

右，許多大陸藝術家隨著國民政府來台居住，一群

受到新興木刻運動影響的版畫家對於現實十分敏

感，作品尖銳的批評政治，或者反映台灣低下階層

民眾的生活面，例如朱鳴岡(1915~)（圖十八）、黃

榮燦(1918~1952)（圖十九）等人之作品。五○年代，

國民政府遷台，木刻版畫作品題材多以反共抗俄、

光復大陸等濃厚的政治宣傳為主，充滿愛國情操，

例如陳庭詩(1916~)。其後，轉向以寫實手法表現台

灣鄉土情懷以及抒發對大陸生活的懷鄉表現，如陳

洪甄(1923~)，接著受到國際抽象畫風的影響，漸漸

的走向抽象的表現，如陳庭詩、李錫奇

(1938~)（圖二十）等之作品。 

五○、六○年代，台灣畫壇受到國際

抽象藝術潮流之影響，掀起了現代藝術運

動，許多藝術家組織「現代版畫會」36來

推動版畫藝術，部分版畫家放棄寫實風格

                                                 
35 參閱潘元石、呂理政，《台灣傳統版畫源流特展》，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台北，1985，頁 22。 
36「現代版畫會」於一九五八年，由秦松、陳詩庭、楊英風、李錫奇、江漢東、施驊等所成立，一九五九

至一九七○年之間表現十分輝煌，成員參加許多國際性的版畫大展，將觸角延伸至國外，表現亮眼之外，

並學習許多經驗。此畫會至一九七二年解散，完成階段性的任務。參閱陳奕凱、陳奕伶，《台灣當代美術

大系˙媒材篇：版畫藝術》，文建會，台北，2003，頁 35、36。 

（圖十八）〈三代〉，朱鳴岡，木刻，1946，
19×25.2cm，圖片來源︰
http://www.tmoa.gov.tw/skl/228/html/galview/
a3_3.html，2005/1/26 瀏覽 

（圖十九）〈恐怖的檢查〉，黃榮燦，木刻，
1947，14×18.3cm，圖片來源︰ 
http://www.kmt.org.tw/epaper/Papers/930226/P
16_0a.html，2005/1/26 瀏覽 

（圖二十）〈落寞的秦淮河〉，李錫奇，木刻，1959，
圖片來源︰《台灣當代美術大系˙媒材偏︰版畫藝
術》，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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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以抽象的方式呈現個人風格，當時版畫創作風潮極盛，甚至影響了許多油畫、水墨等

創作者投入版畫的創作。此時的版畫創作，仍以凸版為主，但是脫離四○年代的風格，

不再以政治宣傳為目的、發揚愛國情操、抒發鄉土情懷等題材，轉向表現藝術造型的獨

特性，著重於個性的發揮。 

七○年代，台灣版畫邁入重要的里

程碑，學成歸國的廖修平教授(1936~)

成為重要的現代版畫推動者（圖二十

一），版畫教育正式被納入學院教育

的體系當中，致力於版畫推廣活動，

在其影響之下，版畫組織與工作室紛

紛成立，其中最重要的即是「十青版

畫會」。37版畫教育扎根、版畫展覽頻

繁、許多版畫工作室成立、報章雜誌報

導…，在眾多因素的影響之下，現代版畫在

台灣生根茁壯。十青版畫會最顯著的影響是

在利用各種版種技法和照相併用技法，不斷

嘗試新的素材，開拓版畫的表現領域，將現

代版畫帶入蓬勃的狀態。此時期的版畫創

作，凸版不再是主流創作方式，受到西方版

畫技術帶入台灣的影響以及版畫工作室的

推動，版畫創作者研究各種不同版種的特

性，並嘗試併用各種不同版種以及技法，將

現代版畫帶入另一個嶄新的階段。 

                                                 
37 一九七四年，在廖修平教授的鼓勵之下，由台灣師大學生鍾有輝、林雪卿、崔玉良、林德昌、樂亦萍、

曾曬淑、黃國全、何麗玲、董振平、謝宏達等十位共同發起「十青版畫」。參閱鍾有輝、林雪卿，〈十青

版畫會與台灣現代版畫藝術的發展〉，《2000 國際版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台北，

2000，頁 20。 

（圖二十一）〈春〉，廖修平，銅版，39×25cm，圖片來
源︰《國際版畫三百年特展》，頁 164。 

（圖二十二）〈奧秘〉，董振平，石版，圖片來源︰
《中華民國第一屆國際版畫雙年展》，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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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四）〈生死無常〉，鄭政煌，併用版，1999，110×57cm，
圖片來源︰《中華民國第九屆版畫及素描雙年展》，頁 29。 

進入八○、九○年代，現代版畫藝術更加蓬勃。政府積極地大力推動藝術文化發展

與交流的工作，行政院文建會自 1983 年起開始辦理「中華民國國際版畫雙年展」，38促

進台灣版畫與國際藝術接軌，除了提升台灣人民藝術水平之外，更讓藝術家拓寬藝術領

域，在思想觀念和技術上得到更多的交流，對台灣現代版畫十分有影響力（圖二十二）。

一九八七年政治解嚴後，使得藝

術家擁有毫無限制的創作空

間，藝術家勇於挑戰與突破，版

畫的表現趨於豐富而多元，只要

符合於版畫的間接、複數的定

義，可用單刷、電腦、影印、照

像顯影、翻模、印後再拼貼，可

以是平面，也可以是立體，表

現領域相當寬廣自由，多元的

風貌持續到今日（圖二十三、

二十四）。 

看台灣版畫發展的足跡，

其風貌和中國的關係緊緊相

連。明朝鄭成功入台以後所印製的《永曆大統曆》，清朝的官方印志和民間圖書，和以

宗教信仰為主或風俗習慣的民俗版畫，以及民初新興木刻運動帶入台灣，這幾段版畫歷

史都和中國有關聯性。四○年代受到中國新興木刻影響隨國民政府來台的版畫藝術家，

為台灣現代版畫灑下了一把種子。五○、六○年代，加入了西方藝術思潮，版畫的表現

趨向抽象，在藝術工作者的推動之下，朝氣蓬勃的成長。七○年代，廖修平教授學成歸

國為版畫藝術注入一股新血，版畫教育向下扎根，培養許多精英人才。八○、九○年代，

                                                 
38 黃才郎編輯，《中華民國第一屆國際版畫雙年展》，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台北，1983，頁 6。 

（圖二十三）〈遊走於象限界的版圖〉，李延祥，單刷版畫，1999，
62×106cm，圖片來源︰《中華民國第九屆版畫及素描雙年展》，
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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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環境的改變，藝術家更勇於追求挑戰與新嘗試，加上政府有計畫性的推動版畫藝

術，和傳統以凸版為主的台灣版畫比較起來，台灣現代版畫，不分版種，其發展進步呈

現多元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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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台灣現代版畫發展概況與趨勢台灣現代版畫發展概況與趨勢台灣現代版畫發展概況與趨勢台灣現代版畫發展概況與趨勢 

 

台灣現代版畫的發展，應該從五○年代談起，因為此年代的版畫表現脫離四○年代

的寫實手法，融合國際現代抽象風格，現代版畫開始萌芽並漸漸地蓬勃發展。五○年代

美國的抽象表現主義當道，蔚為全世界的新藝術潮流，也成為台灣畫壇最具影響力的畫

風，促使許多藝術家開始使嘗試抽象的創作。在這股新潮藝術表現的激盪之下，從事版

畫創作的藝術家也體悟到該是轉變的時刻，在四○年代這種以木刻版畫批評政治的功能

或是表現中下階層生活的風格已經衰微，版畫的創作應該脫離功能性，應該回歸藝術

性，不再是反映社會的影子，應該強調藝術家個人的風格，表現藝術家的個人內涵，因

此，版畫創作者開始將具象的藝術表現轉移成抽象的藝術表現。 

    一九五八年，「現代版畫會」的成立對推動現代版畫不遺餘力。「現代版畫會」由

秦松、陳詩庭、楊英風、李錫奇、江漢東、施驊等所成立，這些藝術家對現代藝術十分

熱忱而有共識，這些版畫藝術家的作品往往都打破寫實的風貌，在造型上作更大膽的嘗

試，並積極的舉辦聯展來傳達現代抽象繪畫的新思潮，他們的風格鮮明，擺脫四○年代

的寫實作風及政治批評或宣傳的枷鎖，積極的將版畫的創作導向獨立的、純表現性的藝

術形式。此時期的版畫藝術家常常利用非繪畫性技法，嘗試各種偶然技法的可能性，如

摩擦法、拓印等。此外，他們熱衷對新媒材的學習，除了傳統的凸版木刻之外，也願意

嘗試不熟悉的新版種，如石版、金屬版、絹版、併用版或是單刷版畫等，企圖達到作品

豐富與獨創的表現性。 

    到了七○年代，廖修平教授歸國將版畫帶入了學院教育的體制中而成為重要的關

鍵。正式的版畫教育在高等教育扎根，為台灣版畫藝術建立完整的訓練基礎、技法傳承

與課程規劃，栽培了新的生力軍後，繼續將版畫藝術推廣至全台各大院校。此時期廖修

平教授促進了「十青版畫會」的成立，「十青」積極的透過不斷的展覽推廣現代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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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國際間進行版畫的交流，在美、日、

韓、新加坡、香港、義大利等地備受矚

目，並且把最新的國際新藝術思潮帶回

國內，為台灣藝術開啟另一扇窗。十青

的成員在版畫表現上雖各有所長，但他

們也跨領域的創作油畫、水墨、雕塑、

攝影、複合媒材等，可以說是台灣複合

媒體創作的先驅。經過時間的粹煉，十

青的會員技法純熟並獨具風格，譬如擅

長絹印的鍾有輝(1947~)，其作品色彩鮮

明靈活（圖二十五）；彭泰一(1941~)，

其作品樸實（圖二十六）。擅長一版多

色的黃郁生(1959~)，善於將畫面作幾何

分割，豐富視覺效果（圖二十七）。十

青會員對版畫藝術的熱情，不僅使自己

的藝術作品獨具風格之外，也讓台灣版

畫藝術掀起熱潮，亦激勵了另一群藝術

創作者投入版畫的創作，如林智信

(1936~)、潘元石(1936~)、陳國展

(1938~)、呂燕卿(1948~)等。 

八○年代影響台灣版畫發展最深

遠的便是政府大力的推動。從一九八三

年開始舉辦「國際版畫雙年展」，對台

灣版畫的最大效益在與國外藝文的文

（圖二十五）〈窗 8611〉，鍾有輝，孔版，1986，
圖片來源︰
http://www.tfam.gov.tw/download/good.asp，2005/3/28
瀏覽。 

（圖二十六）〈山中傳奇〉，彭泰一，孔版，1985，
圖片來源︰
http://www.tfam.gov.tw/download/good.asp/2005/3/28 瀏
覽。 

（圖二十七）︰〈景 3〉，黃郁生，一版多色，1992，
30×60cm，圖片來源︰《黃郁生（一）（1988~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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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交流，刺激國內版畫家開拓新視野新領域，也持為國內新生版畫家嶄露頭角的最佳管

道。 

從「版畫雙年展」

的作品中，我們可以

清楚看到八○年代到

二十一世紀初版畫的

發展與轉變。九○年

代以後的台灣版畫呈

現多元藝術風貌，版

畫的定義寬限許多，

只要符合間接的、複

數的定義，就可被認

定為版畫的範疇，版

畫藝術家表現的領域變的自由又寬廣，我們可以看到藝術家們用單刷、電腦、影印、翻

模、印製後再拼貼、平面和立體的呈現手法並用而結合了裝置藝術…等多元的風貌。綜

觀在九○年代以後的版畫的多元表現，最具突破性的表現在版畫表現的複合現象、單刷

版畫以及電腦版畫。 

    複合媒材的創作是八○年代由海外歸

國的藝術家前衛的展現，發展蓬勃的原因

和時代背景有極大的關係，八○年代是個

邁入後工業、重媒體、資訊的時代，藝術

家開發了許多媒材的嘗試、肌理的實驗、

材質的開發以及新媒體影像的複合性創

作，版畫創作也受到了此風潮的影響，單

（圖二十八）〈廣告圖˙象計畫〉，劉育明，影像輸出，2002，圖片來源︰
《台灣當代美術大系˙媒材偏︰版畫藝術》，頁 121。 

（圖二十九）〈門非門〉，張家瑀，紙漿版、綜合
版、木板結構組合，2002，圖片來源︰《台灣當
代美術大系˙媒材偏︰版畫藝術》，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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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材的版畫仍然存在，但是混合技法和現成物拼貼運用的版畫作品增多，版畫作品風

格也就更加豐富。 

    單刷版畫是否符合版畫的定義在國際間的認定不一。一九六○年在維也納舉行的

「國際造形美術協會會議」中規定不接受單刷版畫，原因在於單刷版畫不具有複數性的

特質。經過時代更迭，現代版畫呈現多元而包羅萬象的風貌，其定義的限制愈來愈寬，

若將單刷版畫利用照相製版之後再予以印製，便符合版畫的複數性了，因此有愈來愈多

的展覽接受單刷版畫。單刷版畫的偶然性不是一般版畫可以達成的趣味效果，因此有不

少的版畫家樂於運用，也使的版畫呈現了新轉變與新風貌。 

科技與傳統手工的對抗一直存在，或許是因對科技滲透藝術而造成科技控制藝術而

感到恐懼，拒絕科技與版畫藝術的結合的爭論一直持續著，電腦繪圖是否被認定可成為

版畫作品，是最大的爭論之處。科技普及，一般大眾受到科技便利的習慣養成，漸漸的

愈來愈多藝術家開始接受電腦繪圖可以成為版畫。電腦繪圖和版畫具有共通性，電腦版

畫就是數位影像，數位影像的可複製性達成版畫複數性的條件，若能利用電腦科技輔助

版畫創作者是很有利的，此外，電腦的便利性能讓版畫推廣到民眾生活角落，讓藝術與

生活結合，是很令人其期望的。 

現代版畫應是融合藝術家與科技的複合媒體藝術，科技的加入使得版畫藝術的表現

更加活潑，層面拓展而層次加深。二十一世紀的今日，科技日新月異，版畫是屬於技術

型的創作藝術，會隨著科技的演進而不斷地改變，未來的版畫變化的面貌應該會更加快

速。傳統的版畫在平面上創造的豐富肌理，其讓人迷人感動之處不會消失，筆者認為傳

統版畫不會被科技打敗，而結合科技的版畫創造新的視覺效果，拓展版畫的新道路是十

分具有前景的，筆者更相信藝術家，應該以創作理念為主，將科技當作是輔助，傳統與

創新兼具，會讓現代版畫創作更豐富而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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