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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水墨藝術在臺灣美術史的發展進程中，歷經「美術現代化」的殖民統治、「正

統中原文化」的強勢襲臺、「現代水墨」的激烈改革，以及「鄉土水墨」的本土意

識崛起後，臺灣水墨藝術的主體軸心便自「東洋的」文化附屬、「中國的」文化嫁

接、轉移到「西方的」思想挪移， 終回歸於「本土的」在地關懷。面對史觀脈

絡儼然成形的同時，更凸顯出臺灣水墨藝術的主體發展有其深入探討的必要性，

本文將檢視臺灣水墨藝術主體的形塑過程。 

  臺灣水墨藝術的主體在非線性的發展過程中，主體的核心價值多受制於政治

力的介入，文化話語權始終由當時的政權所把持。但自 1987 年解嚴，臺灣社會不

僅擺脫威權統治的壟斷，水墨藝術同時也意識到當代藝術所帶來的時代挑戰，如

水墨藝術與當代藝術之間的隔閡，其中拘泥於媒材性的把守、觀念性的守舊與視

覺語彙的疲乏等，而直接造成水墨藝術與當代社會的斷裂與疏離，「邊陲化」的現

象敲響了臺灣水墨主體於當代中的生存警鐘。 

  然而，1980 世代臺灣藝術家的成長背景中，大多已褪去戒嚴時期的威權色彩，

相比與前幾個世代的藝術家而言，創作意念較不受到政治力的壓迫，使得此世代

的藝術家有嶄新的創作思維與時代使命，在創作形式以及議題表達上，更能貼合

與時代性的映照關係，因而本文將臺灣水墨的當代主體聚焦於此世代藝術家的創

作實踐上。 

  當今臺灣水墨藝術仍承受著由時空環境所趨的主體變異，無論是關注在臺灣

本土的環境議題、回應於大中國歷史文化的命脈支系，抑或是應對著全球當代潮

流的議題操作等，當臺灣水墨身處於主體性的存疑爭辯時，其主體性的確立與當

代核心，可藉由 1980 世代臺灣藝術家的創作表現作為參照，以彰顯新世代臺灣水

墨藝術的主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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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course of Taiwan art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ink art has been 

subjected to a number of large-scale trends and influences. Among them include the 

colonialism of art modernization, the powerful arrival of “traditional” Zhongyuan 

Chinese culture to Taiwan, the intense revolution of modern ink art, and the emerging 

local awareness of native ink art. These overarching forces have shifted the core axes of 

Taiwanese ink art. What was once Japan’s cultural subsidiary and a graft of Chinese 

culture has shifted towards Western ideologies and finally, made a return to a caring 

attentiveness towards the native and the local. In the face of constructing an overall 

historical context in such a manner, the need to comprehensively explore the 

developments of Taiwanese ink art becomes ever clearer. This article thus aims to 

examine the principal formation of Taiwanese ink art.  

     By way of nonlinear developments, the core values of Taiwanese ink art have 

been extensively controlled by intervening political forces; its freedom of cultural 

speech, long monopolized by then regimes. However, with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in 

1987, the reins of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were cast off. It was then that ink art 

encountered a set of temporal challenges brought on by the contemporary arts, such as 

the gap that laid between the two realms. This gap could be attributed to a guarded and 

rigid adherence to artistic mediums, conceptual conservatism, and an exhaustion in 

visual language. All these challenges directly induced a fracturing and an estrangement 

between ink art and contemporary art. Taiwanese ink art as a whole were becoming 

marginalized. The days of its existence in contemporary times appeared to be numb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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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upbringings of Taiwanese artists in the 1980s, however, were largely shed of 

the authoritarian tones of the martial law era. Their creative ideologies were 

comparatively freer than their politically-repressed predecessors. This gave rise to 

artists with entirely new creative thoughts and their own generational mission. In 

regards to artistic form and conceptual conveyance, they could better adapt to the 

reflections of the times. This article will thus place the focus of contemporary 

Taiwanese ink art on the creative practice of this generation of artists. 

     Current Taiwanese ink art remain subject to the vicissitudes of time and space. 

This art form may take an interest in local Taiwanese affairs, respond to its place as a 

branch in Greater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or react to conceptual realizations of 

contemporary trends worldwide. Regardless, as Taiwanese ink art finds itself amidst 

existential wranglings, its principal roots and contemporary core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creative expressions of 1980’s Taiwanese artists. In this manner, principal research 

and analyses of a new age in Taiwanese ink art will become ever manif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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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臺灣水墨藝術起源於中國書畫系統， 早自明清時期漢人移居臺灣開始，其

繪畫風格、形式與內容等，大多承襲於中原文人畫的傳統底蘊。而在十九世紀末

至二十世紀初開始，臺灣本土開始經歷日本殖民時期的「現代美術教育」、國民

政府來遷臺後的「正統文化復興」的政權更迭，臺灣島內文化隨之進入殖民主義

階段、威權專制統治、西方思潮的湧進與鄉土意識自省的過渡歷程，臺灣水墨藝

術經由主體游移的經驗之後，逐漸演繹出別於中國的地域性表徵。水墨藝術在臺

灣的主體已揮別對於中國傳統水墨的念想，凸顯出當今與中國傳統書畫脈絡上的

主體差異；另外，相對於近、當代西方藝術理論與全球藝術網絡的視野下，臺灣

水墨藝術的當代主體所要面對不僅是既有的中國文化包袱，如水墨材料（媒材）、

觀念、形式與內容等，更是要對於東方文化做出時代性的革新與反思，臺灣水墨

藝術於今日作為一個獨立的主體，得以與當代時空做出更為貼切的連結及實踐。 

  1987 年，國民政府宣布解嚴，威權統治的體制解放，對於社會整體有著直

接且劇烈的震盪效應，在自由開放的民主風氣與蓬勃發展的經濟環境下，使得臺

灣社會進入近乎狂奔的發展速度，這亦間接促使著 1980 年代所出生的藝術家，

其成長背景不再屈服於國族意識形態的教育模式，擺脫三民主義與愛國思想的意

念形塑，其主體意識的認知於多元外來文化與臺灣本土文化的雜揉中成形，並伴

隨在資訊量爆炸的網路資訊時代，造就 1980 世代藝術家能迅速地接收所需的創

作養分，以及海內外的藝術資訊，使得美術學院內的教學引導再也不是創作養成

的唯一條件，當然更不再被背負所謂「復興中華文化」的沉重包袱，以高度自由

的創作界域來開拓水墨藝術在當代藝術中的可能性。 

  筆者認為 1980 世代臺灣藝術家面臨著與前個世代藝術家有所不同的時代使

命與宿命；其一，此世代是處於解嚴初期狀態下所成長的藝術家，對於中國傳統

文化的認識與其主體的認同勢必改變，另外關乎於水墨媒材與造型觀念亦有著不

同的態度；其二，除了面對中國水墨藝術的歷史與文化命題之外，此世代藝術家

還必須自當代藝術的視野來形塑出臺灣水墨藝術的定位。其三，以後設歷史的論

述方式作為一個美術現象的時代考察，以 1980 世代臺灣藝術家的創作思維與其

水墨藝術表現做出系統化的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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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今相關臺灣水墨藝術的研究材料中，大部分的研究重心較集中在 1946 年

國民政府遷臺後水墨藝術的發展狀況、「現代水墨」崛起的美術現象與鄉土運動

中的水墨藝術等的議題上，再以學院派系、畫會組織與展覽活動細分，其中所討

論的藝術家世代，自日治時期臺灣前輩藝術家至 1970 世代藝術家止，而相關 1980

世代藝術家的討論，大多僅以藝術評論或展覽論述所做的局部分析，始終缺乏深

入的學術性研究作為全面觀照；因此，本文試圖將 1980 世代藝術家作為臺灣水

墨藝術於當代中的主體顯影，向下延續臺灣水墨藝術於當代史觀中的研究脈絡。 

  「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是筆者研究當代文化現象的基本核心，本文的研

究期望基於認為「當代人」有著撰述「當代史」的當代職責，臺灣水墨藝術面對

當代環境中的主體變異時，也應責無旁貸地進行時代考察並加以記錄，做出相對

應的學術研究，而得以銜接臺灣水墨藝術史的研究脈絡，研究範圍能向下延伸至

1980 世代臺灣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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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名詞釋義 

  本文在進入研究章節前，先予以劃定研究範圍，並對於本文內所將提及的關

鍵名詞作初步之釋義，以下： 

一、研究範圍 

  本文研究核心是聚焦在水墨藝術於臺灣地域上的主體性探索，透過臺灣水墨

藝術主體的過程形塑作為研究標的，藉以兼論 1980 世代臺灣藝術家與其創作實

踐現象，在此先是詳述研究範圍的設定緣由，分列四點說明： 

（一）臺灣水墨藝術的主體探索 

  早的臺灣水墨藝術自明清時期開始，其銜接於中國書畫藝術的脈絡之下，

但在 1895 年的中日簽署馬關條約後，於往後的五十年間，臺灣被以殖民統治的

方式納入為日本主體的一部分，有關美術文化的主體認知亦然如此；時至二戰結

束，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地區，臺灣便重回所謂「大中華文化」的擁抱，但實際上

自戒嚴時期開始，國族主義所引領的主體意識，就持續緊密糾結到 1987 年戒嚴

後解除才正式瓦解，臺灣主體性接續面臨國際局勢的侷限、島內鄉土運動的解放

等，相關臺灣主體性的議題才逐漸受到正視並且試圖建立之。 

自悠遠的歷史脈絡而言，臺灣主體常透過政治服從的方式，作為被壓制於外

來主體之下的相對客體，以此型態作與外來主體強制合併。因此，臺灣水墨藝術

與臺灣社會曾面臨到的文化進程相似，自傳統中國下的支流開始發展，但主體意

識在日本殖民時期後，於語言與文化的洗禮下，美術風氣也逐漸偏向日本殖民政

策與當時官辦展覽的評審標準，水墨藝術的話語權由日本殖民政權所推崇的「東

洋畫」（膠彩畫）所壟斷，相對地臺灣清朝時期所盛行的「閩習」系統也就受到

排擠而走入頹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伴隨著國民政府來臺，初期社會大眾雖有著回歸

「祖國」（中國）主體的期待，但在相繼發生的社會事件後而失去信心，白色恐

怖讓臺灣再次蒙受大規模的社會動盪，其中國族意識的認知差異，使得臺灣社會

分裂為「外省籍」與「本省籍」的兩個對立族群，而臺灣水墨藝術為首的文化集

團亦是如此，原日本殖民政權所支持的東洋畫（膠彩畫）系統遭受打壓肅清而消

沉，取而代之的是帶有中原思想的「國畫」，顛覆過往五十年來日本文化美術的

養成，造成臺灣水墨藝術的發展脈絡產生不連貫的斷層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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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 1970 年代初期，臺灣退出聯合國，即刻面臨到國際舞臺的限縮，國際

局勢的緊繃狀態也誕生出新的契機，經由鄉土文學的盛行，讓臺灣美術圈開始真

正重新思考何謂真正的「臺灣美術」，親身遍尋於鄉間與自然的鄉土運動，進入

了自我主體認知的探索階段，讓臺灣美術主體認知的灰暗階段出現了曙光，鄉土

的概念呼應到臺灣水墨藝術的部分核心。 

在 1980 年代，威權體制逐漸瓦解，面對解嚴的開放，也讓藝術家更勇於在

社會議題的發想與操作，而臺灣水墨藝術也疏離了黨國主義的宰制後，走向更開

闊的主體發展。臺灣水墨藝術與臺灣社會是一同經歷過各時期階段的文化洗鍊，

它可作為一個文化美術的主體顯徵，臺灣水墨藝術便無疑是一個可作為深入研究

的文化平臺，今日臺灣水墨藝術仍然映照著臺灣當代社會的現況，共軌並存。 

  本文所觸發的問題意識，在於反射在臺灣水墨藝術主體的變遷過程後，那麼

如今臺灣水墨藝術的主體是如何形塑？而其在當代的主體究竟是什麼？在探究

問題意識的研究過程中，臺灣水墨藝術除了追求著地域性、政治性與歷史性上的

主體獨立外，還需要就西方的、全球的、當代的綜合架構下交錯考量；換而言之，

臺灣水墨藝術的主體研究不能囿於二元對立的論述策略（傳統／現代、東方／西

方等）， 終在歸納臺灣水墨藝術的當代主體是根基於何種當代史觀，其當代史

觀的建構亦是本文的研究重點之一。 

 

（二）臺灣解嚴後的美術世代差異 

  1949 年，國民政府宣布戒嚴開始，實施高壓統治，直接促使行政與司法的

公權力無限上綱，臺灣民眾的人身安全保障、集會結社、言論自由、政治傾向等

皆受到執政當局的高度掌控。在文化藝術部分也不例外，政治意識形態亦對於臺

灣美術文化產生連續性的骨牌效應，如國族意識對立情勢下所產生的「正統國畫

論爭」，便是國民政府遷臺後，對於日治時期所留下的「文化遺存」進行大規模

的整治行動，藉由政治力所趨使的文化行動來實質介入美術，並且經由官方展覽

（省展）的評選標準，間接成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宣傳手段。臺灣美術的發展

軸線隨之更迭起伏，更是激起國族群體、異文化之間意識形態的對立與衝突。 

  臺灣水墨藝術於解嚴前，其話語權主要是由國民政府所支持的政戰體系與師

大體系的學院為首，無論在教育系統與官方展覽中，皆展現出其文化美術上的「政

治正確」的意向，以文化美術之能量來簇擁其執政的中心理念，因此在官辦展覽

中所衍生出來的評選爭議，已不單純僅有美術觀念上的意見交流，由國族情緒所

激起的攻擊謾罵狼煙四起，「臺展三少年」之一的林玉山便曾對此反應：「內地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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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畫家顯然看不慣日本風味極濃的東洋畫。基於戰後仍存的反日情緒，棄絕了臺

灣的東洋畫，致使今天瀕臨絕跡。」1。此發言直接顯示出戰後劇烈的文化衝突，

無論是當時政治因素所逼，或是文化氣象的改變，皆直接造成臺灣美術圈的生態

異動，如東洋畫（膠彩畫）教學系統與發展脈絡的斷裂，臺灣水墨藝術趨向於所

謂「正統國畫」（水墨畫）的方向發展。 

  當時臺灣美術圈所爭議的核心是在於「國畫」（Chinese Painting）的「國」

此字做主體認知的討論與思考，何種形式類型能足以乘載下國族意識的正統基因，

在眾人皆為此唇槍舌戰時，以西方抽象表現主義為首的「現代水墨」另外開拓了

一條臺灣水墨藝術的新出路，「以西潤中」為基底的創作方向，此舉引起臺灣水

墨藝術內外部的震蕩效應，不但破除保守派的傳統思路，更導致原有討論「正統

國畫」的文化集團，又受到另一層次的文化拉鋸，此時臺灣美術世代是矗立在傳

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之間的文化對壘。直至 1980 年代鄉土文學的出現，文化

焦距重新對焦於臺灣本土之上，社會開始轉向思考何為臺灣主體與其所在，臺灣

水墨藝術才真正落實在臺灣本土性的主體思考上，「鄉土水墨」便是由臺灣主體

議題所觸發的美術效應。 

  1987 年 7 月 15 日由前總統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後，進而使得部分臺灣藝術

家，將創作主軸圍繞在政治環境與威權主義的批判意識上，高壓的社會環境得到

真正舒緩，藝術家的創作議題、內容與形式等，得到內外部的逐步鬆解；在外部

限制的鬆綁下，藝術家可不受政治力的干擾脅迫，能夠對於政治環境勇敢批評、

自由發言，而內部限制中，藝術家的創作力度逐漸落實於政治議題以外的社會環

境（女性主義、環保意識等），或者美術觀念（觀念藝術、裝置藝術與新媒體藝

術等）的後續發展。 

  1980世代臺灣藝術家的成長歷程，大多對於戒嚴時期的時代氛圍感到陌生，

當中已拉開的時空間距，使得此世代藝術家不再受歷史、文化與極權政治等的環

境因素而有所壓抑，別於數個世代前藝術家，積極處理水墨藝術內部的「正統主

體」、或者有關臺灣本土的「文化主體」，抑或是過於強調對於政治環境的批判；

而現今筆者所觀察到 1980 世代以水墨作為創作媒材的藝術家中，雖在不同的社

會環境、成長背景與學院訓練下，但其創作軸線較多以結合藝術與生活為導向，

鮮少受到外部意識的強力介入，創作思維不以固有水墨的形式或內容為唯一考量，

大多是就個人主觀意識為創作前導，輔以微觀且自我中心主義的方式來映照當代

環境的縮影。 

                                                        
1 施叔青，〈典雅、艷麗－訪林玉山談東洋畫〉，《雄獅美術》72（1977.2），頁 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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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欲釐清 1980 世代藝術家撇除過往的傳統水墨框架之後，對於傳統水墨

藝術所採取的態度與立場為何者？再者，更深入理解此批藝術家如何將水墨藝術

落實於當代社會並做出回應； 終，對於水墨藝術於物質性與精神性上的界域中，

是以怎麼樣的方式，在當代社會中體現出自我價值，進一步凝聚出具當代性的主

體意識。因而，本文的研究範圍將設定在 1980 世代臺灣藝術家之創作表現，將

其藝術現象（作品）作為臺灣水墨藝術當代樣貌的群體觀察。 

 

（三）學術範圍的研究拓展 

  在現今臺灣美術史中相關水墨藝術研究中，是以 1950 至 1970 世代的青壯輩

藝術家為主要研究對象，而其中較大型的研究成果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策劃，

由藝術家出版社所出版的《臺灣現代美術大系》2美術套書，此套書內即有四本

有關「水墨類」3專書，內容主要以媒材、風格與年代的研究策略來擬定各冊專

書之研究方向，「水墨類」專書內的研究對象多集中在 1930 至 1960 世代的臺灣

水墨藝術家，架構出臺灣戰後水墨藝術的研究文脈。 

  而銜接臺灣 1970 世代水墨藝術家的大型研究成果，是始於吳超然由所撰的

《臺灣當代美術大系：媒材篇－水墨與書法》4，此書是 早集結 1970 世代藝術

家的水墨表現，將其放入臺灣美術脈絡上進行探討的出版專書，其研究核心即是

聚焦於當時三十至四十歲之間的水墨藝術家，並擷取藝術家近兩年的作品表現為

觀察對象，此書的論述方向偏重以當時的臺灣美術情境與水墨現象，而進行概括

性的審視分析，試圖還原臺灣水墨於當代中的真實面貌。 

                                                        
2 《臺灣現代美術大系》套書於 2005 年正式出版，套書內容貫穿臺灣美術發展史的脈絡軸向，

其主要編撰方法以媒材作為類別區分，分有：水墨類、版畫類、雕塑類、膠彩類、西方媒材

類與攝影類，再以風格與時間軸的方式分列各冊。 
3 水墨類主要則分為以下四類：陳瓊花著〈鄉土采風水墨〉、潘襎著〈寫景造境水墨〉、吳繼濤

著〈文人寫意水墨」、曾肅良著〈意象構成水墨〉；研究對象是 早是在閩習時期，時間軸一

直持續延伸至 1960 世代水墨藝術家為主，全四冊總計研究三十餘名臺灣水墨藝術家，深具臺

灣美術史觀的脈絡性與延續性。 
4 吳超然，《臺灣當代美術大系－媒材篇：水墨與書法》，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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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相對於臺灣 1980 世代水墨藝術家的討論還是稀少，直到 2014 至 2015

年間才逐漸受到關注，係由高雄市立美術館與策展人高千惠共同策畫的《典藏．

對話－演繹臺灣當代水墨》5一展，展覽內容雖是以評選機制的結果作為策展核

心，但仍舊可透過高美館的典藏，與歷屆高雄獎入選藝術家的作品，進行臺灣水

墨發展脈絡的局部觀察，高美館在典藏方針與策展概念並置的同時，亦將臺灣過

往數個水墨世代藝術家與 1980 世代臺灣水墨新生代進行史觀脈絡上的貫穿銜接，

為 1980 世代水墨藝術家寫下臺灣美術史上的第一哩路。 

  高美館在睽違兩年之後，於 2017 年六月策劃〈水墨曼陀羅〉特展。展覽中

廣納三十八位兩岸知名且各處於不同世代的水墨藝術家，如王天德、林壽宇、林

銓居、洪根深、徐冰、徐累、袁旃、許雨仁、劉丹、劉國松、蔡國強等人，此展

跳脫一般臺灣水墨藝術與美術史的脈絡核心，其論述的核心是設定在探討解構水

墨的表裏，因此展覽除了關注在傳統筆墨的材料使用以外，更嘗試多媒材與跨媒

材的創作方式，如聲音、錄像、數位互動裝置等多元媒材運用，策展人詮釋出水

墨藝術於當代中的多樣性面貌。其中可注意到 1980 世代臺灣水墨藝術家也一同

併入討論，如吳季璁、曾霆羽與黃千倫等人；如果就此展的策展論述與展出作品

而言，筆者認為這正是證明 1980 世代臺灣藝術家的作品已逐漸成熟的跡象，其

具有強烈的時代風格特徵，而足以走進美術館場域的學術性區塊，增添本文需深

入研究此世代藝術家的因素。 

  同年七月，國美館由吳超然所策劃的〈記憶的交織與重疊－後解嚴臺灣水墨

展〉6，本展的策展主軸是聚焦在臺灣美術史中對於水墨藝術的在解嚴前後的狀

態，梳理 1987 年解嚴至今的整體水墨發展脈絡，並分為五大主題的展示區域：「筆

墨美學」、「水墨的抽象表現」、「水墨．環境．社會」、「水墨影像裝置觀念」、「告

別正統國畫之爭」，以不同面向的展示區塊詮釋出當今臺灣水墨的多元視角，不

僅梳理了水墨藝術與政治之間的節點，同時也將政治所導致的媒材問題進行統整，

將臺灣水墨藝術中，水墨與膠彩的媒材議題疏導到水墨藝術現今的多媒材中，如

影像、裝置與動畫等，其中所展出的 1980 世代臺灣藝術家人數更多，以更加年

輕的藝術家與作品來闡述所謂臺灣「後解嚴」的水墨狀態。 

 

                                                        
5  曾媚珍、吳慧芳編，《典藏．對話：演繹臺灣當代水墨》，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15。 
6 參展藝術家有于彭、王怡然、李茂成、李君毅、李明則、李重重、李義弘、吳季璁、林鉅、

姚瑞中、洪根深、倪再沁、袁旃、許雨仁、陳念慈、彭偉新、彭康隆、曾建穎、華建強、黃

致陽、楊世芝、楚戈、潘信華、蘇煌盛，共二十四位藝術家，為近年來對於 1980 世代藝術家

有史觀脈絡延續的官辦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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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臺灣水墨藝術史的學術研究與策展進程已超越 1970 世代藝術家的彼端，

但 1980 世代藝術家的研究端點還尚未銜接完全，相關文獻資料還停留於藝術評

論與策展論述的範疇之上，是相對缺少深入學術性的全面研究。因此，本文一方

面將著實蒐整臺灣水墨藝術史的一手材料，另一方面，則是試圖將當代史觀與傳

統脈絡進行相連共構，以新的文化研究方式來關切臺灣水墨藝術於當代時空下的

主體價值，作為本文終極聚焦的研究核心。 

 

（四）對象採集與樣本分類 

  本文一共節錄八位臺灣當代藝術家，作為臺灣水墨主體的觀察對象，以下為

名單（按照出生年排序）：白雨（b.1980）7、吳季璁（b.1981）、劉信義（b.1981）、

吳宥鋅（b.1983）、曾霆羽（b.1983）、閑原（b.1983）8、廖文豪（b.1983）、曾建

穎（b.1987）。 

  此批藝術家與其他同世代藝術家相較而言，首先在創作上已確切發展出個人

的風格與面貌，且在近年來也有穩定的作品質量產出，發表散見於國內外之藝術

博覽會、藝文空間、公辦美術館與私人畫廊等，質與量上的表現穩定度，可做為

本文客觀之研究標的；而再另與前幾個世代藝術家相較，此批水墨藝術家大多擁

有置身於國際藝術潮流的經驗，能夠在全球當代藝術之中，親身經歷到臺灣水墨

主體發展上的外部徵象與內在問題；其次，此批藝術家所運用的筆墨語言，以及

所介入的觀念表現，內涵上不以大中國書畫的命脈為唯一皈依，亦不純粹對於社

會狀態進行寫實刻畫，對於西方藝術的主流思想也保留觀察態度，主要是採取以

個人為中心的微觀視角，聚焦在個人生存與環境關係之間的摸索和再探討，進一

步取得來個人存在意義與群體價值之間的平衡發展，因而透過此批藝術家的作品

實踐與創作觀念下，可協助本文建構出臺灣水墨的當代主體論述及研究觀點。 

  

                                                        
7 藝術家：白雨，本名為林雨農。 
8 藝術家：閑原，本名為楊雅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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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試圖分類 1980 世代藝術家的水墨表現，大致區分為「傳統筆墨的內質

反動」、「當代筆墨的造型敘事」以及「媒材觀念的界域突破」的三個類型，9各

自展現其獨特的表現形式與內容。「傳統筆墨的內質反動」的藝術家堅持於傳統

物質媒材的運用，創作意識主要涉及到傳統筆墨的基礎之上作為創作發展；「當

代筆墨的造型敘事」的藝術家則是以新的筆墨方式來詮釋對於當代圖像的敘事方

法，以外部圖像來重新疏導內部的媒材問題，因此更廣泛的牽涉到水墨與膠彩之

間；「媒材觀念的界域突破」所列舉的藝術家著重在水墨精神性的反覆操演，一

者是徒留水墨的物質，去除傳統精神性的連結，另一者則是保留水墨觀看的視覺

經驗，以此作為相互對照。 

  終，考量本文研究方法中的平衡性與多樣性，因此在觀察對象的選擇上，

盡可能在藝術表現上與學院分布上取得平衡（見圖表 1.），藉以降低藝術家學院

背景所造成的養成差異性或是雷同性，但限於筆者知見有限，有所忽略之處，在

未來的研究路程上，將持續擴充之。 

 

大學之學歷分布比例 碩、博士之學歷分布比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5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5%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2.5%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2.5%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2.5%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2.5% 

華梵大學 25% 東海大學 25% 

 華梵大學 12.5% 

未就讀 12.5% 

圖表 1 藝術家學院背景統計圖表。圖表來源：筆者自製。 

 

  

                                                        
9  傳統筆墨的內質反動：白雨、廖文豪、閑原。 

當代筆墨的圖像敘事：劉信義、吳宥鋅、曾建穎。 
媒材觀念的界域突破：吳季璁、曾霆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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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詞釋義 

（一）水墨藝術（Ink Art） 

  本文內容所論及到「水墨藝術」的範疇，在材料上，是包含由墨煙與膠所調

和而成的有機或是無機顏料（現代顏料），也涵蓋礦物性（天然岩和人造岩）、植

物性之「膠彩顏料」。另就繪畫創作觀念部分，加強說明水墨與膠彩顏料之間的

共軸性；自唐代張彥遠於〈論畫體工用拓寫〉中，便曾記述下顏料與用膠的使用

紀錄，說明「以膠兌彩」的繪畫形式；10雖宋元時期水墨藝術的發展重心已由「重

彩設色」轉移至「墨分五色」之上，但上溯回魏晉時期水墨藝術的媒材使用，可

見礦物性、植物性顏料與墨條是共存並行的，如馬王堆一號墓的 T 型帛畫為例，

便是淡墨起稿，再施以礦物性顏料設色平塗， 終再勾以墨線完成；在考古材料

中可知水墨藝術曾多採取複合媒材來呈現。因此，早期「水墨藝術」作品中所運

用到的材料，不只有「水」與「墨」而已，主要是以藝術家顏料的可取得性、便

利性與視覺表現為首重考量。如今藉著材料科學上的高度進展，造就媒材運用上

的突破，而在水墨藝術材料學（Materialogy）中較著重於「人」與「物」的互動

關係，也就是藝術家與媒材之間的主客體關係，引導著藝術家在創作形式上的創

新，但材料學的發展在當代環境中，不完全帶有主導性的創作動機。11  

  因而，「水墨」除了帶出字面上「水」與「墨」的物理性介質以外，在中國

水墨的脈絡中，更是帶有中國傳統的精神美學；其中水墨主要的審美評判準則，

在魏晉南北朝時成熟，如南齊謝赫在《古畫品錄》所提出的「六法」觀念，奠定

水墨藝術基本的美學標準；在水墨藝術持續發展到唐代時，張彥遠在《歷代名畫

記》中提出「書畫同體」的概念，將書畫的起源做出根本上的回溯，且也在於〈論

用墨〉所提及：「是故運墨而五色具，謂之得意。意在五色，則物象乖矣。」12，

將「墨分五色」中的「墨」，陳述出表現層次的區分概念，藝術家能藉墨色變化

來營造出不同的畫面氛圍，顯現出「墨」無論在表現性上或是在精神性上，都能

負擔藝術家欲傳達的畫面意境與內心意象。 

  肇於畫院體制的建立，五代、兩宋時期在畫類也有了更具規模的分類概念，

如山水、花鳥、人物等；而由於動盪紛亂的時代氛圍，引起當時文化菁英的內省

自覺，如北宋蘇軾所提出的「書畫合一」與元代趙孟頫的「書畫同源論」，進一

                                                        
10 高永隆，〈礦物顏料與現代重彩〉，收錄於林進忠編，《2009 兩岸重彩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淡江大學，2010.3），頁 47-88。 
11 呂松穎，〈當代水墨「材料學」初探〉，《書畫藝術學刊》5（2008.12），頁 323-350。 
12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收錄於中國書畫研究資料社編，《畫史叢書第 1 冊》（臺北：文史哲

出版社，1983），頁 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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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催化出相關文人畫的理論迅速發展，在風格也隨著北宋重筆甚於墨，再到南宋

重墨甚於筆，傳統文人畫在反覆的思辯路徑中，使中國水墨藝術的美學思想更臻

於成熟。明代書畫家董其昌更提出「南北宗論」，崇尚於禪學思想的南宗畫派，

更深入於文人畫的風格探索，並對其流派表現再做審視，梳理出其中的美學價值，

延伸出對於文人畫的內涵批判思考。可從以上歷史爬梳中瞭解水墨藝術理論發展

與美學標準的更迭進程。 

  水墨藝術在狹義的定義上，是侷限於用筆用墨，且施繪於平面之上的創作表

現，但在廣義的內容擴張之上，水墨藝術的界定應當是要突破筆墨和平面之外，

在創作的內在強調對於水墨藝術的文化經驗，包含觀看的經驗、使用的經驗等，

因而水墨藝術在當代化的同時，需要對於其名詞內裏重新加以修正。也就是說，

水墨藝術進入當代後所需負荷的能量過於強烈，但是與當代之間的連結又過於脆

弱，使得近年來水墨藝術的當代論述生產，也嘗試著透過修辭轉譯的方式來做出

突圍行動，不使用「Ink Art」的英文譯名，而抽換成「Shui-Mo」的音譯直接作

為水墨藝術的翻譯，也如同豆腐（Tofu）和功夫（Kung-Fu）般，強調自身東方

氛圍的精神之所在，13而不是以西方為本位的思考，藉此來擴充目前水墨藝術在

當代的多元性，同時間也為在平面以外的水墨表現形態解套。 

  水墨藝術的當代進程，不僅是一種歷史時序的推演，更是人類社群集體變化

的紀錄，當水墨藝術中既有的文化修辭，其運用維度受到局限之時，尚不能開拓

一個新的名詞來框定如此新的水墨表現，「當代水墨」僅是一個暫居之所，需要

從水墨這兩字來擴充，這也是東方水墨藝術與西方藝術表現不同之處，西方美術

可以直接藉由媒材與觀念之間的揉捏與碰撞，予以衍伸出新的藝術思想與風格，

但水墨藝術則是一直緊密扣合著傳統與當代的媒材與觀念，因此往往針對於水墨

藝術的當代研究，不得不與西方藝術的發展脈絡進行焊接式的參照。 

  就本文的研究立場而言，雖然水墨藝術的核心價值是經由千年以來所累積而

成，並不能完全無視於其歷史脈絡，可是水墨藝術一旦進入當代藝術中的討論範

圍時，相關水墨藝術的物質面與精神面，隨著時代而有所延展，是無法避免的必

然，於是乎，水墨藝術在固有的材料學不須畫地自限。在媒材方面，膠彩、水墨

皆視為可應用的材質範疇內，不再牽制於臺灣美術上區域性的意識形態；而觀念

方面則再不囿於傳統畫論，或者是受限以往在《芥子源畫譜》的技巧圭臬；更明

確地來說，他種藝術形式透過水墨藝術的物質屬性、精神特質與視覺經驗等，當

中所產生的折射或者鏡射的表現，也是本文所納入討論的範疇之中。  
                                                        
13 夏可君，〈空白的活化－水墨藝術的現代性轉化原理〉，收錄於于海元編，《水+墨：亞洲視野

下的水墨現代性轉化》（江西：江西美術出版社，2017），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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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代（Contemporary） 

  「當代」大多通指在時間軸上的時序定義，表當前正在發生或是即將來臨之

意。但「當代」一詞進入人文學科與文化研究時，就不僅有時間軸上的斷代功能

而已，在時空激烈的資訊與感官匯流底下，「當代」一詞便賦予社會與藝術家重

要的結構性思考與精神啟發。 

  本文對於「當代」的名詞使用如上所述，不流於作為一種時間軸的斷代觀念，

如同丹托（Arthur Danto，1924-2013）在《藝術的終結》（〈The End of Art〉）書中

對於「當代」提出見解，丹托不認為「當代」就能完全為此時此刻所發生之事做

出純粹的定義，並且拒絕對於將藝術與當下生活做出過分的關聯性。不難理解「當

代」在丹托的論述中，是一個不具有任何敘事性的藝術時期，其將當代藝術框架

於無涉及藝術風格的設定，他對當代藝術立下一個簡要的註解：「一個訊息失序

的時期，一種美學完全混亂的情境。但它同時也是一個幾近完全自由的時期。今

日將不再有任何歷史的藩籬，任何事情都是容許的。」14。丹托預示到當代具混

雜性與流動性的特質，在背離歷史敘事與中心主義的藝術發展下，藝術作品擁有

著極高的可塑性，因此當代藝術的核心也就類似於「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

中對於固有藝術形式與社會體制的反動。 

  假以丹托的論述邏輯而言，「後現代主義」的理論出現可看作是「當代」在

時間軸上的論述前沿；至今，「當代」的論述範疇依然是將其涵括其中，而「當

代」在時間軸序上的後端依然持續吸收當下世界的文化內容。考慮到「當代」於

藝術範疇內的定義還持續浮動的當下，筆者認為能夠嘗試著將「後現代主義」的

文本結構作為鋪陳「當代」的立基概念。 

  在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的《歷史研究》

（〈A Study of History〉）中較早確切定義並使用「後現代主義」一詞，15湯恩比透

過交叉辯證的方式來敘述出世界文明的類型化分析，隨著歷史文本的研究過程中，

發現到 1970 年代西方文明對於世界各地強勢的文化輸出，反而使得西方文明世

界對於自我文化產生懷疑，這樣的悖論產生的相對性，直接凝聚了去中心主義的

核心價值，間接為「當代」設立了一個歷史文本的初始端。 

  湯恩比以文明交互的文化播遷現象作為研究方法，透過歷史來實證其對於後

現代主義理論的建立。而美國左翼學者詹明信（Fredric Jameson，1934-）有別於

湯恩比的研究模式，另以馬克思主義理論來切入後現代主義的探討，在其《後現

                                                        
14 Arthur C. Danto，林雅琪、鄭惠雯譯，《在藝術終結之後：當代藝術與歷史藩籬》（臺北：麥田

出版社，2010），頁 25-46。 
15 Robert Young,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997, pp. 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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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主義：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論著中，認為後現代主義的出現，是反映著資本集中主義邁向多元

分立的歷史階段，當中相關藝術發展的研究內容中，詹明信也發現到藝術作品無

視於歷史與時間的時序關係，隨機地將沒有關係的事物與現象做出錯亂的連結，

詹明信將「後現代主義」的興起，視為對於資本主義的否定狀態。16當後現代主

義的論述逐漸擴大成熟的同時，意謂著當代社會進入突破體制的非理性思考，進

入離心、去中心的「當代」階段；藉由以上得知，後現代主義學者們不管是經由

何種研究角度切入論證，在某程度而言， 終似乎也呼應了丹托對於「當代」的

部分見解。 

  然而，本文認為臺灣水墨中當今所具備的「當代」特質與定義，與西方所闡

述的「當代」條件不同，臺灣水墨中的「當代」特質有著區域性的文化遷移內質，

部分相關於政治體制上的遷徙效應，但 主要的是臺灣水墨中對於自我內在主體

的認知現況，臺灣水墨於明清時期持續演進到當今的時空中，所涵蓋得是對於臺

灣文化對於水墨藝術的包容與消解，臺灣水墨身處於中國傳統水墨的支系底下，

但在明清時期早有著文化異質性的演繹存在，更在發展於 1960 年代的現代主義

圍攏下，臺灣水墨藝術是走入一種背離傳統，並積極靠往西方為中心的藝術趨勢，

因而臺灣水墨中的「當代」屬性，有著區域性的絕對因素，關鍵在於臺灣戰後水

墨仍處於文化拉扯的狀態，臺灣水墨藝術的當代根基在於部分的政治賦歸與權力

重塑，其影響力指涉到相關學院與官辦展覽的美術場域中，但在 1980 年代依隨

高壓政治力的解放，海外美術人才的歸國與美術環境的快速更生，讓臺灣水墨藝

術所汲取的見識範圍與視野能量得以擴寬，臺灣水墨藝術的「當代」內質是有一

種斷裂式的漸進過程，在每一個斷裂的演進階段中，透過美術思辨與環境誘因下，

而於「當代」演進時期中找尋主體突變的演化路徑。 

  因此，本文將臺灣水墨藝術放入「當代」的概念論述時，便不能將關於風格、

形式、技法與媒材等的藝術元素，視為切入本研究的唯一起手。在「當代」幾乎

棄守傳統藝術史學研究的當前，臺灣水墨藝術的當代研究與傳統水墨脈絡之際，

似乎只剩下時序先後的相對關係，研究者身處在如此資訊龐雜的當代環境中，更

需要精準地拋下「當代」研究的錨點，在廣域開放的文化現象中設立研究準則與

標的。本文分析臺灣水墨藝術於當下的狀態及其形塑的起點及過程，亦包含了年

輕藝術家的養成背景、政治環境、時代氛圍等諸種議題的附加（或是抽離），從

這不斷錯動的「當代史」中逐步挖掘臺灣水墨藝術的當代主體意識。  

                                                        
16 王晴佳、古偉瀛，《後現代與歷史學》（臺北：巨流出版社，2000），頁 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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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體（Subject）與主體性（Subjectivity） 

  近代有關於「主體」的哲學討論，係由西方哲學家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1596-1650）的名言中：「我思故我在（拉丁語：Cogito, ergo sum）」萌生，其為

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歷史主義（Historicism）、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

與後續 19 世紀的「現代」理論，提供知識系統上的基礎建構。而笛卡兒在其重

要著作《指導心靈的原則》（〈Rules for the Direction of the Mind〉）中完整地提出

人類「主體」的概念，其概念是建立出「認知主體」的初始點，在於具成熟自我

思想的個體，其經由個體內部所形塑出的感知經驗，才能對於自身主體及其後續

的認知系統有進一步的演繹思考。17簡而言之，笛卡兒認為「主體」生成的一切

法則都是起源個人意識的發掘。 

  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針對於個人與社會「主

體」的生成過程有著精準的研究結果，其論著《精神現象學》（〈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中便將個人「主體」的生成過程劃分為：第一階段、是在於將自我（個

體）的主體外顯以及異化自我本質為 初目的，形成所謂「主客相異（對立）」；

第二階段、是自身主體的改變來服從客體的意識，在此成為「主客合一」；第三

階段、當上述主客體重新融合時，相對於其他尚未融入的主體而言，又再次產生

「主客相異（對立）」的狀態。18黑格爾從個體的自我認知為基礎，指出「主體」

與他體之間具循環性的流動現象，個體群集之後所匯聚的「主體」，再延續到整

個自身所屬社會及其歷史為核心。 

  笛卡兒與黑格爾先後將「主體」的起源與過程分別做出完整的辯證邏輯，而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則是分析出作為一獨立「主體」

需具備有：「生成性」、「完成性」與「未來性」的三個特質。19「生成性」表達

了主體過往尚未成熟時的茁壯過程，「完成性」指出主體對於自我認同與客體異

化的階段性任務完成，而「未來性」則是涵蓋了主體所有的發展條件，後續是持

續保持獨立抑或是會納入客體，將依主體意志而定。總而言之，尼采認為「主體」

是有生命力的，不斷地超越自我主體的意志，主體研究便是個體生成（差異化）

過程所進行的知識生產。 

  「主體」在百年來的辯證下，西方學界從各自的角度切入「主體」做出不同

的立論，而「主體」討論的初始範圍在於探討個人主體意識的認知存有，發現人

                                                        
17 René Descartes, Rules for the Direction of the Mind, USA: Bobbs-Merrill Co, 2000, pp. 33-36. 
18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  

pp. 26-29. 
19 段得智，《主體生成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 159-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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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在先天上的理性思考與後天的經驗總和下，凸顯出個人為單位的主體，有著個

人主義（Individualism）的傾向表現，其主體認知需要在他人認知與承認上才能

建立，意圖是透過差異化而取得其主體的存在，其間接產生階級與階層的上下位

關係；但隨著社會制度的演進與社會功能的健全後，人類透過共同組織的社會體，

如古希臘的城邦制度與中國的封建制度等，個體經由社會化（Socialization）的

過程，逐漸強調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共存互利關係，造就社會主體的功能分工與文

化分化，凝聚出屬於社會群體的「主體」意識。於是乎在二十世紀初至今，全球

化效應越趨顯著之時，「主體」的概念運用更是實踐到經濟、政治、文化，甚至

在國家與種族的議題中活躍著，「主體」更是突顯出當代思考的重要性。 

  「主體性」是建立於「主體」概念的基礎之上，「主體」內在是來自於一種

自我意識的挖掘過程，是屬於主動性的價值追尋；但是「主體性」的形塑並非來

自於個體單方面的指涉，而是需要相對外部的論述結構來賦予的，也就是說「主

體性」是在辯論與思考後而組織的價值體系，才稱之為「主體性」；然而，再將

「主體性」的討論範疇延展到文化藝術的領域時，藝術主體性便是集中在於該群

體（區域）對於內部美學系統的統整建立，藉以共識性的文化顯徵來進行放射性

的文化外延；換而言之，「主體性」的價值來自於「主體」本身，因此當藝術主

體性的價值體系還尚未建立或是喪失之時，尋找主體性便是一個牽涉到社會、政

治、經濟、文化與美術等的龐大權力論述，而本文便是試圖從偌大的主體論述範

圍中，框定出一個針對與臺灣水墨藝術的主體研究。 

  雖臺灣水墨藝術的「主體性」與臺灣的政治與歷史有著不可分割的脈動，臺

灣主體受到外來勢力的抵達與離去之間掙扎（在日本與中國的認知主體間穿梭擺

盪），臺灣社會對自我主體有著數次重新認知與吸納的過程，其先天「主體」基

因是起源於中國，而後天的「主體」養成是透過多元文化於臺灣百年生根後所形

成的，就在兩次劇烈的文化震盪下，其中「主客合一」與「主客相異」的現象，

也就誠如黑格爾對於主客體流動的詮釋。 

  本文就生命純粹意義的三個哲學思考方向：「我是誰」、「我從哪裡來」與「我

將往哪裡去」，筆者認為可藉這樣的思考模式，來觸及有關臺灣水墨藝術主體性

的歷史脈絡、當前現象以及未來發展，並透過文本梳理與對象觀察的方式，將「主

體」的概念置入於臺灣美術的文化研究，並在去除泛政治化的研究限制下，鎖定

於臺灣美術史與臺灣水墨藝術的主體表現，採取史觀撰述與田野調查的多重變焦

方式，檢視解嚴後的臺灣年輕藝術家於水墨藝術的表現，得以研究出其具有當代

主體性的基點，逐一實證出臺灣水墨藝術於當代藝術中的「主體」價值，切身關

注於臺灣 1980 世代藝術家於水墨藝術的當代實踐。 

 



 

16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架構 

一、研究方法 

（一）問題意識 

  水墨對於東亞美術圈而言，不僅具備媒材本身在視覺上的特殊表現，更是有

著沉著的文化底蘊，而基於筆者對於水墨藝術的興趣使然，積極探索水墨藝術在

臺灣戰後的變異過程，進而檢視臺灣水墨藝術在美術範疇內的主體意識與其變遷

歷程， 終臺灣水墨藝術的當代主體是以 1980 世代臺灣藝術家作為映照，並以

作品與其創作觀念作為觀察對象；一方面是為了銜接臺灣水墨藝術史的研究端點，

同時擷取出與前幾個世代在創作觀念上的異同之處，擴充針對此世代藝術家的學

術性研究材料，而另一方面，則是關切於臺灣水墨藝術作為一獨立主體的過程與

結果後，水墨藝術進入當代後的可能性，藉此探究水墨藝術在當代視域中的實踐

狀態。 

 

（二）文獻蒐集與分析 

  本文於文獻資料的蒐整範圍內，分別有一手與二手文獻；其中一手文獻包

含藝術評論、藝術家個人網站與相關主題的策展論述，可初步了解藝術家創作

主軸的核心脈絡，同時間透過藝術評論與策展論述的議題貫穿，不僅能更深入

於藝術家作品的內質，更能藉此延展至整個美術現象的總體觀察；此外，在二

手文獻涵蓋學術期刊（《臺灣美術》、《現代美術》、《美術論叢》、《藝術觀點 ACT》、

《書畫藝術學刊》等）、美術刊物（《新藝術》、《文星》、《雄獅美術》、《藝術家》、

《典藏今藝術》等）、研討會論文集、學位論文與出版專書等，二手文獻在本文

的前面三個章節中，作為重要的研究基礎，藉以深入於臺灣美術與水墨藝術中

的文化變遷，再從中找尋主體意識中的形塑與流動現象。 

  文獻分析作為本文前半段的研究方法，設歷史時間軸為「經線」，軸距自臺

灣戰後初期開始，向後延伸到臺灣解嚴後至今；再以美術現象與藝術家作為「緯

線」，深入於臺灣水墨藝術於戰後各時期的美術背景與狀態，以及藝術家相關水

墨的創作表現與思想論述。在經緯交錯的嚴密結構底下，將依序檢視臺灣水墨藝

術中的主體意識游移與形塑的過程，並自此研究脈絡中逐步推演出臺灣水墨藝術

於當代中的主體價值與定位，不僅有益於本文於研究初期時，對於臺灣水墨藝術

的史觀有完整的爬梳和歸納，更可藉此扣緊相關主體的論述空間， 終可在本文

當中見到完整的研究邏輯與當代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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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象採訪 

  在關照於臺灣水墨藝術的主體之後，其中的當代主體需藉由 1980 世代藝術

家來做為體現，但相關於此世代藝術家的研究資料，大部分仍以藝術評論的角度

探討，缺乏完整的學術價值，亦尚缺對於本文在主體性的探討主軸，因而本文在

後半段的研究架構中，則須仰賴於研究對象的口述採訪。 

  筆者將逐一訪談八位 1980 世代臺灣藝術家。在訪問之前草擬訪問大綱（見

附錄 2.），分列出大致上的採訪重點，而其中的採訪內容集中在藝術家對於水墨

藝術的創作思維，如自身作品的表現技法、媒材的運用觀點、面對傳統水墨的立

場與當代環境之間的連結問題等，予以紀錄（見附錄 3.）， 終藉以捕捉目前 1980

世代藝術家所共同形塑的當代主體與其價值。 

 

（四）理論運用 

  本文在處理有關於臺灣水墨藝術主體尚未形成之時，其持續面對戰後社會、

政治與文化的激烈衝撞時，筆者將經由相關社會學的研究路徑，如衝突理論

（Conflict theories）、結構理論（Structure Theories）與互動理論（Interaction 

Theories）等，以此貫穿探討臺灣戰後文化集團於水墨藝術上的衝突現象，檢視

其主體意識的開端與原委，深入探究主體性思辨的變異歷程。 

  在臺灣水墨藝術的主體經由文獻分析與理論推演的同時，就各世代藝術家的

水墨表現做出觀察，其中輔以圖像學（Iconography）、藝術社會學（Sociology of 

Art）、藝術心理學（Psychology of Art）、符號學（Semiotics）等的方法學，採複

合型的視覺分析法，擷取各美術世代在水墨藝術上的各個創作思想與議題軸向，

得以藉由作品表現來做出臺灣水墨藝術主體的差異性，對比出 1980 世代藝術家

以水墨藝術於當代視域中所建構出的當代主體。 

 

（五）結論成果 

  本文進入研究末端時，在完成 1980 世代藝術家與其作品完成總體的視覺與

現象分析後，再將所產出的研究結果嘗試以「後設歷史」（Metahistory）的論述

方式，檢討水墨藝術於臺灣各美術世代間的表現差異，在本文彰顯水墨藝術於當

代主體的情境，一方面是強化由 1980 世代藝術家所建立出的臺灣水墨，其具當

代主體的緣由與立場，另一方面則是再次凸顯出水墨藝術的於臺灣當代社會中的

實踐情形，得以在歷史脈絡上取得一定的美術定位與學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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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節架構 

  第一章、「緒論」部分：針對本文研究動機與目的，進行問題意識的闡明，

並明確詳細說明本文的研究範圍與名詞界定，使得研究主軸得以穩固，並接續對

於研究方法與章節內容提出研究步驟上的說明，而在本章 終節的部分，進行全

面的文獻爬梳工作，並將龐雜的文獻資料以臺灣美術主體性為開端，後續另再分

為「現代美術現象之分析」、「水墨研究成果之歸納」、「美術主體性之探討」以及

「水墨藝術的策展實踐」四類，為本文奠定重要的研究基礎。 

  第二章、「戰後水墨藝術的主體游移」部分：由於戰後不同省籍藝術家間的

文化矛盾，產生本省藝術家與外省藝術家之間的認知衝突，衝突現象不僅在作品

風格上的批判，更針對於國族意識的政治因素來加以攻擊，使得官方展覽即成為

文化群體間，爭搶文化話語權的主戰場，樹立自身為正統的文化標竿；再者，臺

灣水墨藝術的主體性在「現代水墨」的改革突破下，不再是完全以中國為核心的

主體討論，臺灣水墨藝術有了嶄新的發展路徑。 

  第三章、「臺灣水墨的主體形構」部分：延續第二章臺灣水墨藝術的主體脈

絡，臺灣水墨藝術自鄉土意識的興起後，更逐漸深入於臺灣水墨藝術主體形構的

過程，又時逢政治體系對於社會管制的鬆綁，臺灣美術自解嚴後，其主體的質變

邁向更宏觀的視域範疇，不單只是屬於臺灣與中國、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之

間的二元論述，在面對全球當代文化的總體脈絡下，臺灣水墨藝術的當代主體有

著數世代以前有所不同的使命與任務。 

  第四章、「1980 世代水墨藝術的當代實踐」部分：本文將當代主體的觀察焦

點，聚集在臺灣 1980 世代藝術家的表現；首先，將此世代的所曾面臨社會局勢

與美術環境進行梳理。再繼續將 1980 世代藝術家所演繹的臺灣水墨藝術分為三

類：第一類、「傳統筆墨的內質反動」形式表現上以古映今，形式上脫離文人傳

統構圖，但媒材上依舊保有具古蘊的文人精神。第二類、「當代筆墨的造型敘事」

講求視覺圖像造型，深入於圖像敘事的諸種樣態，媒材屬性較為複合，較集中於

自我主觀的意識。第三類、「媒材觀念的界域突破」中，一部分藝術家存留所謂

的傳統底蘊概念，保存著既定的山水視覺印象，但實際上抽離與水墨媒材的連結；

另一部分藝術家，將水墨媒材放入觀念創作的前導，不重筆墨，亦不純粹訴諸於

圖像，較類似於現成物的使用，將水墨藝術的範疇延展到影像與裝置的連結上。 

  第五章、「結論」部分：關注臺灣水墨藝術的當代主體與史觀建構，並以「後

設歷史」的研究視角做出歸納，就「微觀史」探討此批藝術家在臺灣水墨中的當

代定位，與其創作表現上的主體徵象，以此承襲臺灣水墨近百年來的歷史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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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文獻回顧 

  在學界先進的研究碩果下，目前與本文研究相關的文獻材料相當豐富，協助

筆者在撰寫本文前，能夠強化問題意識的凝聚、形塑文化現象的洞悉能力、加強

理論知識的演繹過程。本文文獻資料的搜尋方向不集中於學術性材料（專書、學

位論文與學術期刊等），亦包含有關臺灣水墨藝術的藝術評論與展覽論述（美術

刊物、網路資料庫與展覽畫冊等），合併藝術史與藝術評論之間的論述邏輯，在

長短之處予以互補，使本文更具備學術性的研究基礎，也能更貼合於現實的文化

狀態，希冀能得以拓展臺灣水墨藝術中的當代視野。 

  本文中關於文獻年代的斷代間距，「近代」指日治時期（1985-1945 年）、「現

代」泛指戰後時期（1945 年後）至 1980 年代，而「當代」則是指涉到 1980 年

至今；另，由於本文所觸及到的文獻範疇較為龐雜，因此無法依照文獻出版之年

代序列進行回顧工作，因而本文在文獻回顧的初期工作依照類型分為四大類，首

先在「現代美術現象之分析」的項目中，爬梳臺灣美術自戰後進入當代的演進歷

程；再者，持續向下貼合於本文的研究主軸，進入到「水墨研究成果之歸納」的

文獻類別，檢析相關臺灣戰後水墨的研究脈絡，以深入了解各時期間的風格差異

與觀念更迭；第三、回歸於本文關於美術主體的問題意識，關注近年「美術主體

性之探討」的文獻類型，檢視其研究方法與論述基點； 終，本文藉由「水墨藝

術的策展實踐」中的策展論述與展出藝術家，作為本文研究臺灣水墨於當代實踐

中的局部參照。 

  在此就文獻回顧之四大類文獻，以下做出各類型文獻資料之內容說明： 

第一類 現代美術現象之分析 

聚焦於現、當代臺灣美術的文獻資料

中，除了出版專書與學術論文外，本文

加入以藝術批評的文獻類型，來截取下

當時美術時代的剖面，此項目的文獻類

型較多為美術專書與美術刊物，其作為

原始文獻資料的本質，能與美術理論做

出適時的論述照映，借其一手資料的特

質，還原出臺灣水墨藝術戰後近數十年

來的發展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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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 水墨研究成果之歸納 

臺灣戰後水墨的研究脈絡中，大多就政

治因素（日治時期與國民政府來臺時

期、戒嚴與解嚴）與美術環境（現代水

墨、鄉土水墨與新文人畫等）的變動，

將美術世代與其風格演進做出完整的斷

代分析，但除了將水墨藝術家自年代與

風格的研究切點外，亦有學者對於水墨

論述的方法與水墨創作的分類做出更細

膩的觀察與劃分；除了能夠銜接傳統水

墨的史學脈絡外，亦能開闢出新的研究

方法，成為本文重要的參考環節之一。 

第三類 臺灣美術主體性之探討 

由於本文是將水墨藝術作為臺灣美術當

代主體的鏡射對象，因此需參照近年來

學界有關臺灣美術主體性為主題的論述

探討，進而幫助本文對於臺灣美術之於

主體性的研究方法與其觀察結果、理論

建構，建立初步認知。 

第四類 水墨藝術的策展實踐 

在研究成果的積累與美術狀態的成熟

下，水墨藝術邁向了具脈絡化的史觀形

塑，而當脈絡付諸於實踐在商業畫廊、

美術館、藝文空間等的場域之時，此時

策展人的職責更是日漸沉重，筆者認為

有關水墨藝術的策展內容可視為美術發

展上的一個標誌，透過策展人提供的現

象觀察、研究論述、作品詮釋等的角度

參照，能夠理論與實際狀態之際的差

異；而本文將運用此項的美術側面來端

看水墨藝術在臺灣於展覽執行面上，策

展人們是以何種角度來分類、規劃來演

繹關於臺灣水墨藝術的切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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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代美術現象之分析 

  就相關臺灣現代美術環境的研究分析而言，以郭繼生的〈當代臺灣繪畫之歷

史脈絡〉20一文較為完整，將 1940 至 1970 年代末的臺灣美術脈絡，與 1980 年

代的美術背景與社會環境進行銜接，在爬梳文史背景後，總結出臺灣由於解嚴後

的政治情勢，導致對於文化發展的制約逐漸鬆綁，也逐漸形塑出在地的城市文化

與消費主義。郭繼生認為 1990 年代後的臺灣社會，面臨政治上的解放與經濟上

的蓬勃，此時進入到以個人傳達時代精神為核心意義的時代；一方面，臺灣美術

史的脈絡能夠走入當代環境的多元化；但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社會發展過於迅速，

顯現臺灣整體社會價值產生錯落與迷惘。此文提供一個具前瞻性的論述視野，成

為本文初探臺灣 1980 世代美術背景的第一步。 

  而再深入於 1980 至 1989 年十年間的臺灣美術現象，則是以郭少宗〈八十年

代臺灣美術現象的橫剖與縱切〉21文更為詳盡，內容將 1980 年代的臺灣美術進

行斷代，細分為「斷層期」、「催化期」與「解構期」的三期，於 終結論指出

1980 年代的臺灣美術是希望建立自我的藝術體系，進入到重新整合再出發的整

備階段，遂而能形成自我的藝術風格的階段；換而言之，1980 年代也就是臺灣

美術對於自我主體的認知與探索的開始。直至 1990 年代初期，倪再沁發表其重

要著作〈中國水墨．臺灣趣味－臺灣水墨發展之批判〉22，大步拓展了臺灣美術

現象的藝術批評視野，仔細審視臺灣水墨藝術的發展，進行三個層次的的總體論

述。 

  第一層次，倪再沁上溯回中國傳統水墨造型觀念的形塑，而 終淪為視覺形

式的原委。第二層次，條理出臺灣水墨藝術發展的脈絡，並以政治體的更迭作為

分期，而分別在清領、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與國民政府時期的美術氛圍進行整理，

並分析其水墨藝術的內部問題。第三層次，文中細數國民政府遷臺之後的水墨現

象，無論是 1950 年代「抽象水墨」、1960 年代「本土水墨」、1970 年代「鄉土水

墨」，以至於 1980 年代「新文人畫系統」，皆能以美術教育、藝術市場、社會氛

圍甚至國際情勢等的角度，剖析出各個環境因素對於臺灣水墨藝術的影響。 

  

                                                        
20 郭繼生，〈當代臺灣繪畫之歷史脈絡〉，收錄於郭繼生編，《當代臺灣繪畫文選 1945-1990》（臺

北：雄獅圖書出版社，1991），頁 6-17。 
21 郭少宗，〈八十年代臺灣美術現象的橫剖與縱切〉，收錄於郭繼生編，《當代臺灣繪畫文選

1945-1990》（臺北：雄獅圖書出版社，1991），頁 302-317。 
22 倪再沁，〈中國水墨．臺灣趣味－臺灣水墨發展之批判〉，《雄獅美術》244（1991.6），頁 15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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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在副標題「臺灣水墨的批判」所埋下的伏筆，毅然掀起了臺灣戰後水墨藝

術的發展徵狀，倪再沁依循著中國水墨系統中「造化」與「心源」的評判標準，

予以檢視每一時期臺灣水墨的風格流弊，以及其中興衰之原委； 終倪再沁是關

注於水墨在形式與內容上，是否反映於社會與時代，其認為水墨藝術沒有西方文

化醞釀的基礎因此不應該「西體中用」、不再延續中國「畫譜式」而缺乏觀察的

形式符號於畫面表現之上等，一針見血地點破水墨藝術發展的頹勢所在。但倪再

沁並無對於臺灣水墨的當代性做出詳確之定義，但對臺灣水墨藝術發展脈絡上的

弊病提出提醒，啟蒙本文對於切入觀察臺灣水墨藝術的核心方法及途徑。 

  不僅如此，倪再沁也在〈水墨的建立、崩解與重探－臺灣水墨發展的沉思〉

23文中，梳理南北朝至北宋後水墨美學觀的建制過程，反應水墨藝術至現代以來

發生的諸種問題，如題材僵化、筆墨虛浮、意境薄弱、人性貧乏等的困境，顯示

出傳統筆墨已無法詮釋現今工商社會的價值觀，造成水墨藝術在當代發展上的

「崩解」。 終，倪再沁將「重探」的論述重心放在臺灣水墨之上；臺灣水墨藝

術家強調寫生觀念，但藝術家卻在尋訪現景後，依然將視覺記憶的短暫空白，填

入中原傳統的中國山水，紙上僅是筆墨形式的堆砌，無法將臺灣風土忠實地呈現。

終，倪再沁認為在水墨現代化的路程上，需由衷地從臺灣本土環境與藝術家的

處境上來討論水墨藝術的未來性。 

  臺灣美術圈面臨倪再沁接連對於臺灣水墨藝壇的批評動盪，由袁金塔、林章

湖、周于棟、陳宏勉、張克齊與程代勒等人，便於〈臺灣水墨發展座談會〉24中

做出回應，分別以水墨繪畫的符號性與時代精神，以及臺灣水墨發展的困境與自

處為主要討論的核心。第一，在水墨符號的發展觀點上，袁金塔在會中表示：「我

強調未來臺灣水墨之發展，新符號的產生、新造型、新理念、材料等，均與時代

密不可分。」25，接連密切指出臺灣地理環境、社會結構、大眾品味等的劇烈改

變，藝術家必須將其列入水墨藝術與時代之間的結合考量之中，美術表現著重反

映時代與掌握時代的精神。第二、會中討論臺灣水墨發展的內部問題時，林章湖

認為所討論的「本土性」過於強烈，時代與土地的連結還處在混淆狀態時，刻意

強調反而會造成反彈，就算是簡單造型與符號也能反映出時代環境；反而言之，

如過度進行表象符號的推砌，也僅是時代與本土之間的虛像； 終，會議結論是

體認傳統仍游刃於現當代之中，並傾向交由時間來規整出水墨藝術的發展秩序。 

                                                        
23 倪再沁，〈水墨的建立、崩解與重探－臺灣水墨發展的沉思〉，《雄獅美術》246（1991.8），頁

138-149。 
24 吳小蕙紀錄，〈臺灣水墨發展座談會〉，《雄獅美術》246（1991.8），頁 124-137。 
25 吳小蕙紀錄，〈臺灣水墨發展座談會〉，頁 130。 

 



 

23 

二、水墨研究成果之歸納 

  臺灣戰後水墨藝術較具系統性的研究歸納，是由蕭瓊瑞〈臺灣水墨畫的臺灣

經驗－試析戰後臺灣水墨繪畫發展大勢〉26一文為開端。文中主要以臺灣的政治

變革與美術環境為斷代依據，排除以每十年作為一風格檢視的僵化模組，據此蕭

瓊瑞便明確標示出臺灣水墨藝術史上的四個重要節點：一、1946 年傳統技法的

復甦；二、1949 年保守風格的確立；三、1962 年現代水墨的開展；四、1988 年

從鄉土出發的寫實風格之初現；此文已經確立出臺灣戰後至 1990 年代水墨藝術

的發展概況與趨勢。 

  相關於水墨藝術在進入當代後的表現，高千惠深入觀察水墨藝術的當代表現，

透過新的文化修辭，來轉譯水墨藝術於當代中的混雜樣態，而其直接劃分為三類

型：「純種水墨」、「混種水墨」與「異種水墨」。27高千惠同時將臺灣水墨藝術的

發展脈絡做出淺顯的分類，引出臺灣水墨藝術的所面臨的歷史及文化問題， 終

藉著修辭學與文化觀察的研究方法，逐一來探索臺灣水墨藝術的未來性之所在。

高千惠不但藉著廣域全球中的亞洲視角，自中國傳統哲學系統下，再輾轉切入臺

灣水墨的發展命脈。其是將水墨藝術設定作為一個傳統媒介，而從國際交流角度

來看，水墨藝術與當代藝術之間是屬於「空間」上的關係，但就臺灣本土文化角

度脈絡而言，水墨藝術與當代藝術之間卻是屬於「時序」上的關係。其中的問題

意識在於水墨藝術的「當代性」，以及當代藝術中的「當代性」，其中之異同，是

有必要加以釐清並理解的。 

  另一個研究節點亦可從高千惠所〈當代水墨藝術的文化視域和論述角度〉28文

中來參照，內容主要以 1980 到 2010 年代間的論述為研究時軸，進一步分類出目

前四種主要對於水墨藝術的論述邏輯。其一，「文化復興論」：書寫者認為水墨藝

術要回歸古典，水墨創作持續保持其民族性與傳統之在。其二，「媒介保存論」：

首重實質媒材的觀念保存，注重所謂的「筆墨」，將其視為一種線性造型的視覺

語彙，而「筆墨」不僅作為一種工具，也是東方文化的媒介，水墨藝術具有語言

性與精神性的文化形態，其三，「跨域折衷論」：傳承無形的筆墨精神，承載於新

科技或新媒材之上，如電影、科技藝術和裝置藝術等；換而言之，跨域折衷論者 
                                                        
26 蕭瓊瑞，〈臺灣水墨畫的臺灣經驗－試析戰後臺灣水墨繪畫發展大勢〉，《臺灣美術史研究論集》

（臺中：伯亞出版社，1991），頁 31-43。 
27 「純種水墨」：專注以傳統文人畫精神為延續。「混種水墨」：中學為體、以西潤中的交錯文化。

「異種水墨」：以水墨作為工具，且背離傳統水墨文化。高千惠，〈煙雨－中國當代水墨新疆

的拓展〉，收錄於王庭玫編，《藝種不原始：當代華人藝術跨領域閱讀》（臺北：藝術家出版社，

2003），頁 88-101。 
28 高千惠，〈I．傳統 v.s 當代－當代水墨藝術的文化視域和論述角度〉，收錄於連雅琦編，《風火

林泉：當代亞洲藝術專題研究》（臺北：典藏藝術家庭，2013），頁 29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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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了筆墨有形的材質框架，能接受以各種不同媒材來呈現出當代概念中的水墨

世界。其四，「存在主義路線」，是在以上三種的論述模式之外，以個人主義與存

在主義路線前進，偕同西方的當代藝術精神來進行新水墨的創作與相關論述，來

作為當代環境中水墨藝術的實踐方式。高千惠精闢地解構了對於水墨藝術的當代

論述方法，並各自分析出其對於水墨概念的邏輯概念，為本文提供多種可參考的

研究方法與書寫方向。 

  總體而言，本文得以從高千惠在當代文化現象的觀察角度中，得到中國繪畫

傳統、西方美術思潮影響以及當代人文思想的多重辯證，如此的論述方式有別於

傳統藝術史的書寫型態，不劃分年代之先後，不強分風格之順序與其演進，是較

符合實際臺灣水墨的研究結果。 

  在接續下述的幾篇文獻資料中，大多屬於臺灣水墨藝術於近當代中的案例研

究與觀察，如林怡君〈臺灣當代水墨畫中的後現代傾向之研究〉29之碩士論文探

索臺灣當代水墨藝術中的特定現象，主要設定「後現代主義」作為研究主軸，並

以相關西方後現代理論來進行現象佐證，文中以臺灣 1980 年代後的之水墨藝術

創作作為觀察對象。綜觀此文，首先將「當代」作為一個時代範圍，而 1980 年

代至今的水墨創作，皆成為廣義的「當代水墨」，忽略當代性對於水墨藝術於美

學與社會狀態的意涵。再者，在研究材料上，主要集中於臺灣美術史與西方後現

代主義之文獻，其中有關水墨藝術內部的問題，以及傳統水墨材料在當代藝術中

的當代定位，是較少觸及到的，研究脈絡自歷史文獻的梳理跳躍到西方理論的援

引，以至於於後面章節討論到袁金塔、洪根深、羅青、于彭四位藝術家時，雖有

著詳盡的創作論述整理，以及藝術家作品表現分析，但分析結果常與後現代理論

進行扣合，以西方理論的論述邏輯來推演臺灣當代水墨，筆者認為是有將後現代

理論強扣於臺灣當代水墨藝術的質疑，此文呈現出的是較為失衡的論述軸心，但

仍可協助以本文觀察「後現代理論」於臺灣水墨藝術中的發展狀態。 

  

                                                        
29 林怡君，《臺灣當代水墨畫中的後現代傾向之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藝術教育研究

所碩士論文，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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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水墨藝術所面臨到的媒材與觀看樣態的變革，可自郭壁慈的〈偕時而行

－戰後臺灣水墨當代性的一個側面〉30作為參照。研究內容自 1960 年代開始，

列舉劉國松、李義弘與許雨仁等的三位水墨藝術家，其各別在既有的媒材工具上

進行改良、攝影技術來強化構圖概念，又或是直接介入社會來體現環境，都呈現

出相對於傳統水墨形式上的差異性。因此，水墨藝術在當代藝術中，是有著媒材

觀念邊際上的跨越與創作意識共構，郭壁慈於此文結論中，認為所提出的三位藝

術家已發展出別於以往由風格先行的創作思維，藝術家反而先就媒材與工具的使

用前提上，是否符合時代的價值需求。此文雖無直接紕漏何謂水墨藝術的當代性，

但已彰顯出其對於所謂水墨當代化的幾個立場；西方藝術之後的水墨飛揚、世界

時事的具體映照以及水墨藝術觀看價值的再訂， 終將當代性表現納入於現代主

義的範疇之中。 

  當水墨藝術進入大規模的脈絡整合時，其當代史觀的建設任務也隨之而來，

在蔣伯欣與郭壁慈共著的〈水墨轉型之痛：當代山水畫的身體隱喻與微／物史觀〉

31文中檢視 1980 年代新型態之歷史學研究方法論，自社會群體的科學分析演化

成人類心理學的微觀探查，成為所謂「微觀史學」（Micro History）。不但提供新

的研究策略，並處理現今無法以形式主義詮釋的水墨類型，強調當代水墨論者應

參照生活美學的面向，以期開展水墨藝術於當代的文化意涵。本文也爬梳出山水

畫中的風格轉型，並聚焦於 2008 年對於當代水墨的美術觀察，分析出當代水墨

畫家開始嘗試以往不入畫的山水題材，結論認為水墨現代性的表現整體不須強調

與傳統的切割，並反映在材料使用上的自由度，得以突破水墨藝術於視覺再現上

的困境。 

  

                                                        
30 郭璧慈，〈偕時而行－戰後臺灣水墨當代性的一個側面〉，《藝術觀點 ACT》60（2014.10），頁

14-21。 
31 蔣伯欣、郭璧慈，〈水墨轉型之痛：當代山水畫的身體隱喻與微／物史觀〉，收錄於邱瓊榕主

編，《2008 第二屆臺北當代水墨雙年展暨論文發表研討會論文集》（桃園：元智大學人文社會

學院藝術創意與發展學系暨藝術管理研究所，2008），頁 7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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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美術主體性之探討 

  1990 年代初期，由於解嚴後的本土意識高漲，並在當時政治風氣所趨之下，

引起臺灣社會對於「主體性」的高度關注，而臺灣美術經由各大美術館的展覽回

應臺灣社會的動態，如北美館於 1996 年所舉辦的首屆臺北雙年展〈臺灣藝術主

體性〉32中，就以「主體性」為展覽主題，試圖以「本土化」的論述架構，來穩

固「臺灣藝術主體性」的建立。但此檔展覽被黃海鳴認定其中的策展論述與展出

藝術家（作品）無法完全表露出具臺灣主體意識，以致於淪為所謂的「大拜拜」

展覽33。有鑑於「臺灣藝術主體性」的論述邏輯上的匱乏，謝東山也於〈臺灣藝

術的本土化與主體性〉34文中提出相關臺灣主體性的討論策略應鎖定於建構（to 

construct）之上，而並非透過「尋找」的方式來回溯臺灣美術原有的主體樣貌。 

  自北美館雙年展的議題中，林伯欣觀察到有關於策展權力自美術館下放到策

展人的現象，因此促使相關臺灣主體的論述形構，再也不受美術館的「官方意見」

所牽制。因此在策展制度的改變誘因之下，林伯欣藉由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全景敞視理論（Panoptisme）35，思考策展人所認知的臺灣主體性，

是基於何種中心來進行觀看，此文主要是透過北美館中策展的權力運作為基礎，

更深一步來探討「臺灣美術主體性」的觀看邏輯，兼俱臺灣當代主體認知與批判

策展運作策略的研究成果。 

  因此，當有關於臺灣藝術主體性的論述產生系列性的結構討論以後後，簡子

傑的〈何為「臺灣藝術主體性」？臺北雙年展「臺灣藝術主體性」論述〉36一文

中，亦再次檢視北美館在雙年展主題中所進行的論述內涵，藉由文化政治的角度

來切入，簡子傑認為其中是文化政策挾帶著政治性的改革意圖，導致於此「主體

性」展覽的內在，實質上多有著政治性的宣傳意味，但終究值得肯定的是，臺灣

美術的主體發展與認知，已經別於過往傾向以中國為溯源中心的思考脈絡，首屆

臺北雙年展為臺灣美術的主體建構，有著極重要的標竿意義。  

                                                        
32 1996 年臺北雙年展〈臺灣藝術主體性〉由六位策展人（蕭瓊瑞、蔡宏明、李俊賢、謝東山、

路況、羅智成）進行〈系譜與檔案〉、〈共同與回憶〉、〈視覺思維〉、〈環境與都會〉、〈情慾與

力量〉與〈市民美學〉六大子題的策畫，以概括性的論述策略涵蓋文化、社會、政治與歷史

等，做為「臺灣美術主體性」的考證依據。 
33 黃海鳴，〈臺灣藝術主體性雙年展只是場「無心的大拜拜」？〉，《藝術家》257（1996.10），頁

410-417。 
34 謝東山，〈臺灣藝術的本土化與主體性〉，《藝術家》254（1996.7），頁 247-266。 
35 林伯欣，〈九○年代後期當代藝術策展的論述形構：兼論臺灣美術主體位置的流變〉，《中外文

學》29:7（2000.12），頁 10。 
36 簡子傑，〈何為「臺灣藝術主體性」？－1996 臺北雙年展「臺灣藝術主體性」的批評論述〉，《臺

灣美術》72（2008.4），頁 8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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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從官方美術館的展覽來觀察其面對「臺灣美術主體性」議題之外，另外

能就臺灣地域性政治意識形態的角度切入，在 2003 年的一篇臺大碩士論文中，

其研究主軸是以戰後國民黨的文化政策為核心，將臺灣主體性的組織結構放在黨

國意識的區隔上，中國作為主體，而臺灣則是相對客體，在決然一分為二的研究

結果中，對於「主體性」的認知是較偏向於以中國為相對主體的論述參照，37並

認為絕對主體在文化、歷史上才具備完整的話語權；因此，在去除中國主體文化

枷鎖的前提之下，臺灣才能具有主體意識的發展機會。然而，文化話語權也並不

完全如作者所說，僅有相對主體離開相對的客體時，才能得以發聲，其中 必須

認知到的是「主體性」的自主生成與話語權的再構，並非純粹遠離相對主體就夠

完成，「主體性」是必須要透過時間以及文化經驗的過程來建立。 

  此外，2016 年由陳曼華所撰寫之博士論文中，有別於以黨國意識形態的論

述基礎，來探討所謂臺灣藝術「主體化」的過程，此文係藉由文獻分析為核心的

斷代視角，檢析臺灣藝術主體於 1950 至 1990 年代之間的形構狀態，其中針對北

美館於 1990 年代創館初期所發生的數起「政治糾葛」事件，38以凸顯出臺灣藝

術主體是如何在文化政治角力中形塑；此論文揭櫫了臺灣藝術發展與政治力之間

的不可分，但並不將政治力所趨的時代背景，作為唯一的論述主軸；再者，透過

不同時代之間的論述與舉證中，推論出臺灣藝術主體是有著核心價值的挪移跡象，

啟發筆者對於臺灣水墨藝術主體具有游移之特質，有著重要的論述延伸基礎。 

  而近年來以「臺灣藝術（美術）主體性」為軸向的討論，除了 1997 年於北

美館所舉辦的〈臺灣藝術主體性〉雙年展外，在 2000 年後，國美館亦從史料建

構與學術研究的方向來推動，曾就「臺灣美術主體性」為題，舉行過兩次重要的

學術研討會，分別於 2007 年《區域與時代風格的激盪－臺灣美術主體性學術研

討會》39以及 2017 年《想像的主體－八○年代臺灣美術發展學術研討會》40。  

                                                        
37 李雅婷，《建構臺灣藝術主體性的困境－戰後國民黨的文藝政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法教

分處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 78。 
38 陳曼華，《藝術與文化政治：戰後臺灣藝術的主體形構》（新竹：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

究所博士論文，2016），頁 113-140。本論文於第四章「現代藝術的體制化：臺北市立美術館

的政治糾葛」中，透過諸位藝術家與時任北美館館長之衝突事件，反映出臺灣 1990 年代初期

政治權威未衰，深入分析藝術與政治的角力狀態。 
39 《區域與時代風格的激盪－臺灣美術主體性學術研討會》的發表文章有：廖新田〈臺灣美術

主體性的想像與抉擇〉、謝世英〈日治時期臺灣美術的文化揉雜：陳進與潘春源的美人畫〉、

廖瑾瑗〈臺灣近代藝術的表徵－《民俗臺灣》的光與影〉、張正霖〈異域•男性家國－臺灣女

性藝術的主體性歷程（1980 後迄今）〉、林伯欣〈現代性的鏡屏：「新派繪畫」在臺灣與巴西

之間的拼合⁄裝置（1957-1973）〉、賴明珠〈風格遞嬗中的主體性－在具象與抽象中抉擇的賴傳

鑑〉、蕭瓊瑞〈「閩習」與「臺風」－對臺灣明清書畫美學的再思考〉，共七篇文章。（由於文

章僅作為學術研討會之用，尚未正式出版授權，因而本文未將其納入正式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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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研討會主要集中於臺灣早期於地域性的美術現象與風格研究，並開

始著手於「臺灣美術主體性」的學術形塑，其研究進程處於發展初期；會中廖新

田首先以縝密的相關主體性的西方理論為基礎，推演出「臺灣主體性」的研究基

礎與問題意識，41其認為臺灣美術主體的形構是經由多次輾轉的過程才得以成形，

導致「臺灣美術主體性」是建立於一個「相對性」的概念當中，在此當中能夠對

應到國家、種族、時代、地域、形式、風格、內容與觀念等，因此廖新田所主張

的「臺灣美術主體性」其本質上是處在於一種混沌的狀態。此文不僅提供以西方

主體理論為基礎的論述外，更是深切地就「主體性」的子題，重新梳理其論述上

的研究邏輯，作為啟發本文對於臺灣美術主體性的研究標竿。 

  2017 年則是將研究的時間軸向後延展，討論主題集中在臺灣 1980 年代，內

容大多處理臺灣解嚴後的美術狀態與現象，試圖解決臺灣長久以來受到政治與文

化主體混淆的狀態，因此藉白適銘〈走向自由體制的文化內視－談八○年代臺灣

美術的脫體制現象及街頭精神〉42為首的子題探討，除了將研究標的挪移於臺灣

現代的藝術狀態外，更是將臺灣美術早期的「中國史觀」脈絡交由「臺灣史觀」

所接替承襲，得以形成解嚴以後的「臺灣美術主體」，消弭了臺灣主體缺乏核心

價值的討論。 

  國美館所舉辦的兩場「主體性」研討會，一前一後雖相距十年，不僅對於「臺

灣美術主體性」作出持續且多面向的學術整合，更將「主體性」的議題自區域脈

絡的論述範疇，進而貫穿到解嚴後的臺灣美術觀察，使「主體性」的研究成果更

臻於完善，協助本文得以從純粹「主體性」的核心意識，逐步導入臺灣水墨藝術

的討論範疇。 

  

                                                                                                                                                               
40 《想像的主體－八○年代臺灣美術發展學術研討會》的發表文章有：白適銘〈走向自由體制的

文化內視－談八○年代臺灣美術的脫體制現象及街頭精神〉、孫松榮〈想望 1980 年代臺灣錄像

藝術：在地與跨地的自我系譜化〉、陳曼華〈在政治權力撞擊中確認的藝術主體：以 1980 年

代臺北市立美術館初創期為中心的探討〉、邱琳婷〈流動的視域：戰後八 O 年代臺灣美術潮

流的若干思考〉、姜麗華〈1980 年代以攝影介入社會的「臺灣意識」〉、王品驊〈臺灣 1980 年

代的空間生產與另類現代性〉、盛鎧〈變相與解構：解嚴前後臺灣美術中的中國神話〉、張正

霖〈複數的現代性：重探 1980－臺灣紀實攝影〉，共八篇文章。（由於文章僅作為學術研討會

之用，尚未正式出版授權，因而本文未將其納入正式參考書目。） 
41 廖新田，〈臺灣美術主體性的想像與抉擇〉，收錄於崔詠雪、林明賢編，《區域與時代風格的激

盪－臺灣美術主體性學術研討會》（臺中：國立臺灣美術館，2009），頁 7-20。 
42 本文於書寫階段時（2016-2018），此學術研討會之論文集未正式出版，因此僅作簡略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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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墨藝術的策展實踐 

  1998 年，王嘉驥在〈在傳統邊緣－拓展當代水墨藝術的視界〉展覽中詮釋

臺灣水墨藝術的發展與內在生態議題上，其策展論述以臺灣美術史中「傳統」議

題為主軸。王嘉驥認為自 20 世紀以前，所謂的「正統」來自於中國所建構的中

國水墨畫史，以及國民政府遷臺之後，其利用政治力與意識形態所刻意加以形塑

的，當中「傳統」與「正統」的對立，直至戒嚴令解除之前，持續佔據著臺灣水

墨藝壇主要的論述空間，也涵蓋了水墨藝術創作的方向與藝術評論的話語權。當

意識形態與政治權力的干預之下，使得內在豐富與多元多樣的藝術生態慘遭壓抑，

狹窄化成為必然的結果。 

  而有關於水墨藝術是否要與西方當代主流藝術的「中心」靠攏，王嘉驥採否

定態度，其認為應著眼於藝術家是否夠擺脫傳統枷鎖與定型化的視覺累贅，以及

回到作品本身是否能夠與環境經驗、心理感受產生共鳴，所以不必要將當代水墨

放入與歐美當代藝壇一同的評判指標。王嘉驥在策展論述中，將「當代」作出明

確定義，不僅是一個時間與歷史的時序概念，其中更包含著藝術家的作品是否能

反射即刻的環境經驗與心理狀態，必須強化與當前社會環境的對話能力；43「當

代」亦考慮到相關水墨媒材性再塑的創作思維，以及水墨精神層次的當代轉化，

展覽內容與論述提供觀者，更深沉地思考水墨藝術的於當代中的可能性。 

  除了以策展方式來進行水墨藝術的議題詮釋外，曾建瑋〈當代水墨的展覽與

詮釋－以臺北市立美術館為例〉44另外自官方美術館對於水墨藝術的詮釋觀點切

入。以臺北市立美術館在 2007 年「水墨變相－現代水墨在臺灣」，與 2008 年「形．

意．質．韻－東亞當代水墨藝術創作邀請展」兩檔的水墨藝術展覽為例，分析北

美館對於臺灣水墨藝術的觀點與策展內容，更進一步處理水墨藝術的當代詮釋問

題。文中認為「水墨變相」展是由臺灣美術史學者蕭瓊瑞藉臺灣美術史觀為主軸

鋪陳，而「形意質韻」則由獨立策展人王嘉驥以水墨開創的未來格局作為主要設

定。曾建瑋將兩者策展邏輯歸納為「展示批判形式論」與「展示批判實質論」。 

  曾建瑋指出兩展覽雖有著策展模式上的差異，但北美館作為一個現代美術館，

在面對水墨藝術持續「當代化」的動態路徑上，有責任提供更多元論述的話語權

與藝術批評的空間； 終，於文末針對「當代藝術」與「水墨藝術」之間的關係 

  
                                                        
43 王嘉驥，〈在傳統邊緣－拓展當代水墨藝術的視界〉，《藝術家》281（1998.10），頁 473。 
44 曾建瑋，〈當代水墨的展覽與詮釋－以臺北市立美術館為例〉，收錄於邱瓊榕主編，《2008 第二

屆臺北當代水墨雙年展暨論文發表研討會論文集》（桃園：元智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藝術創意與

發展學系暨藝術管理研究所，2008），頁 247-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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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提出質疑，認為水墨藝術的媒材與精神性已受西方藝術文化的影響，當代思

潮的影響已經超越所謂傳統與創新的議題，「當代水墨」或者「現代水墨」的界

線早已模糊，應當直接納入於當代藝術的範疇，才能開拓水墨藝術在當代藝術中

的話語權與其文化意義。但筆者認為此結論太過以西方中心主義的角度來介入水

墨藝術的發展，水墨藝術雖也有走向「當代化」的企圖，但不能忽略掉東西兩方

各自發展的文化經驗。 

  除了北美館對於水墨藝術的展覽多有著墨之外，2009年於國立臺灣美術館，

由該館研究組研究員崔詠雪及中國美術館學術部陳履生，所共同策劃之〈新象－

2009 兩岸當代水墨展〉；崔詠雪便在策展論述開門見山地指出對於「當代水墨」

的定義在於： 

本展覽所敘述之「當代水墨」，乃是依臺灣美術發展的斷代：明清、日治、

戰後、當代的分歧，「當代」係以解嚴後至今的歷史時段為指向，並以 1946

年後（臺灣光復後）出生的水墨畫家在解嚴後表現的臺灣水墨創新風格為

趨向。…從本文的論述中可以了解，臺灣 1946 年以後出生的水墨畫家，

他們在 80年代中期以後也逐漸改寫臺灣當代水墨的發展定義。45 

該展於臺灣當代水墨的展示邏輯上分作三大單元：「新文人與自然」、「新現實與

憶境」與「意識流與空境」；其中展出藝術家囊括臺灣戰後 1946 年以後出生的水

墨藝術家直至 1970 世代為止， 主要呈現出 1990 年代臺灣水墨藝術的整體表現，

然而，考慮到眾多藝術家的成長背景，不同世代藝術家在同年代所創作的作品表

現性不一，本展僅能以大略的時代風格進行分類，提供同類型但不同年齡層的水

墨表現，作為臺灣水墨世代之間的對比參照。 

  

                                                        
45 崔詠雪，〈新象－2009 兩岸當代水墨展〉，收錄於黃鈺琴主編，《新象－2009 兩岸當代水墨展》

（臺中：國立臺灣美術館，2009），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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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戰後水墨藝術的主體游移 

  有關文化主體性的游移及再探索，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不僅在臺灣島內

醞釀，在整個亞洲地區也正百廢待興時，其原有國族群體的文化主體性亦備受威

脅，共同面臨由西方勢力的入侵與壟斷，而東亞近代美術先驅岡倉天心（Tenshin 

Okakura, 1863-1913）意識到西方文明在亞洲地區所進行的文化壓迫，提出所謂

「亞洲一體」（Asia is One）的概念來正面應對，以尋求亞洲文化作為基石，呼

籲共同對抗西方帝國主義的擴張；雖岡倉天心的立場是以東西文化上的勢力均衡

為主要訴求，避免社會、政治與經濟層面的發展軸心都往西方文明傾斜，試圖緩

解亞洲於戰後面對西方國家的緊迫壓力。 

  然而，在「亞洲一體」的論述中，岡倉天心將亞洲視為共同的文化主體，期

許共同組織出區域性的主體，以此抗衡西方霸權的侵襲，但重新聚焦回臺灣島內

的戰後主體狀態，除了是東西方之間的文化角力，其次則是主體意識在解除殖民

狀態後的重新認知與建構；綜觀戰後臺灣美術主體的形塑過程中，筆者以水墨藝

術為觀察對象，可見由省籍族群間各自矗立的文化集團，為維護自身文化主體的

核心價值和未來發展，把持著官展的評選機制與入選結果，以此爭奪文化話語權

的主導性，如以舊有傳統書畫的範疇來說，本省藝術家與外省藝術家在各自文化

經驗的差異下，衍生出具國族意識型態的文化落差；而另外自挾西方現代主義的

「現代水墨」改革派，是借西方美術的能量與傳統水墨的美學體制衝撞，針對傳

統水墨中守舊的技法圭臬與視覺形式，作為首要的改革目標。 

  臺灣戰後水墨藝術所產生的文化衝突，是牽涉到國族主義的認同，更觸及到

媒材、技法、歷史命題以及文化經驗的複雜問題，46便成為一個臺灣美術相對主

體與相對客體之間的對抗，其中不單純是臺灣美術主體性的深入探討，更是向下

延伸至臺灣水墨藝術於當代認知的基礎，是有對其進行史料回溯與主體概念分析

之必要性。 

  此章節中就戰後臺灣美術環境為起手，其時間軸距自 1940 年橫跨至 1970

年代，檢視臺灣美術穿梭於「日本殖民統治主體」、「國民政府的政治威權主體」

與「現代抽象主義的西方主體」的認知價值之際，觀察戰後臺灣水墨藝術於主體

意識的游移路徑。 

  

                                                        
46 吳超然，《臺灣當代美術大系：水墨與書法》（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3），頁 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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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戰後美術的省籍衝突 

  臺灣水墨藝術於明清時期所發展的「閩習」風格，無論是在地理上，或是繪

畫表現而言，皆是處於中國傳統水墨的邊陲，「閩習」是透過文人畫的平臺來演

繹出在臺灣地域上的變異面貌，就以日治時期的殖民視角而言，臺灣水墨藝術是

明顯缺乏歷史的命脈，在斷絕中國文化的殖民立場下，臺灣前輩雕塑家黃土水就

曾在 1923 年的《臺灣日日新報》對此進行強烈批判，表達出「臺灣文化」只是

「支那文化」的延長與模仿，而渴望臺灣美術進入現代化的歷程。47 

  然而，在日本總督府積極引進新式美術教育，臺灣高等學院中的美術課程在

日籍畫家如石川欽一郎（1871-1945）、鹽月桃甫（1886-1954）、鄉原古統

（1887-1965）、木下靜涯（1889-1988）等人的引領下，臺灣現代美術的意識得

到啟蒙的契機，間接引發臺人負笈東瀛的風潮，此時期的臺灣美術菁英人才輩出，

如黃土水、陳澄波與林玉山等人。日本殖民政權亦藉由臺灣官方美術活動（臺展

與府展）48作為政治宣傳的平臺， 終目的是為了使臺灣社會加速吸收日本文化

並產生認同，以美術教育為初端，官方展覽作為終端的文化洗禮，傾向以「東洋

畫」（通稱「膠彩畫」或「日本畫」）來取代臺灣明清時期狂放不羈的「閩習」風

格，49如林朝英、林覺等士大夫，因此臺灣美術圈在「東洋畫」學習風氣漸盛之

下，再伴隨著「東洋畫」入選官展的比例逐年增加的現實狀態下，「東洋畫」成

為日治時期臺灣美術中的主流繪畫類型。 

 
 

圖 1 林朝英，〈蕉石白鷺〉，紙本墨色，56×79 

cm，年代不詳，私人收藏。  

圖 2 林覺，〈漁翁〉，紙本墨色，27 × 20 cm，

1831，私人收藏。 

                                                        
47 黃土水，〈臺灣の藝術は支那文化の延長と模仿と痛嘆する黃土水氏〉，《臺灣日日新報》

（1923.7.17），版 7。 
48 首屆「臺灣美術展覽會」（簡稱臺展）於 1927 年在樺山小學校大禮堂舉辦，至 1936 年共十回。

主辦單位為隸屬於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直至 1937 年改由臺灣總督府承辦首屆「臺灣

總督府美術展覽會」（簡稱府展），直至 1943 年共六回。兩種官方展覽之內容與模式大同小異，

僅在舉辦單位上的權責移轉。 
49 王耀庭，〈從閩習到寫生—臺灣水墨繪畫發展的一段審美認知〉，收錄於臺北市立美術館編，《東

方美學與現代美術研討會論文集》（臺北：臺北市立美術館，1992），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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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殖民政權離開臺灣。國民政府在 1946

年舉行第一屆臺灣省全省美術展覽會（以下簡稱省展），其評選制度大多參考臺

展與府展之形式，但顧及戰後文化回歸的政治考量下，便將「東洋畫部」之名目

改作「國畫部」，正當在政治力直接介入文化系統的同時，卻忽略文化變遷中所

需的漸變過程，而徒留於名目上的粗糙變更，導致本省藝術家與外省水墨藝術家

產生文化性的矛盾與衝突，兩文化集團在不同背景的養成及認知下，便產生嚴重

的排擠效應，省展體制內的「國畫」一詞，成為日後「正統國畫之爭」的伏筆。 

  但在省展舉辦初期，自本省藝術家王白淵的一段文獻中，便能得知省籍之間

文化衝突並不明顯，甚至對於兩岸之間的文化融合與美術交流，本是帶有著高度

期望，以下： 

我們深切知道，臺灣現有的國畫是什麼？雖然遠隔我國文化五十年，但是

所感受到美術教育，在我們正確的評論上，乃是傳受祖國美術文化而加以

革新的日本美術教育，再在臺灣爐冶中，數十年來經過熱血作家同志，不

屈不饒的熱心鍛鍊而成就的一種，所謂刷新的作風吧！希望我們的同事，

不要走崎徑，不要忘卻個性，注重創造的精神，團結起來，協助我國文化

的建設。50 

可見本省藝術家對於所謂「國畫」看法，仍是處於一個尚未定調完成的階段，並

非本省藝術家所創作的形式，也非外省藝術家所帶來的「祖國」傳統，期許在相

隔日本殖民統治期間的文化差異後，可在雙方團結補強之下，亦能對於美術文化

發展有所作為。而外省藝術家溥心畬在參觀第四屆省展後，也清楚地道出了本省

與外省藝術家之間的風格差異，表示：「本國畫大部分作品，都已融會西畫筆法，

此雖脫逸正宗，但多會意新穎，別成格調，對古典的國畫，或能添生機，別闢蹊

徑。」51，溥心畬認為本省藝術家的作品，已與所謂「正宗」的表現有所區隔，

但其中新形塑的美學風範，可作為未來國畫發展進程可添進的新養分。 

由此看來，在臺灣戰後文化交融的初始階段中，對於本省藝術家所獨樹的美

術風格，外省藝術家大多還是採取正面肯定的態度。 

 

 

                                                        
50 王白淵，〈臺灣美術運動史〉，《臺北文物》3:4（1955.3），頁 42-43。 
51 朱珮儀、謝東山，《臺灣寫實主義美術 1895-2005》（臺北：典藏藝術家庭，2006），頁 17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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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 年，國民政府自中國大陸播遷來臺，同時也把「正統中原文化」的水

墨體系重新帶回臺灣，一批由國民政府所支持的外省藝術家，如溥心畬與黃君璧

等人，進入臺灣高等美術的教育體制與省展的評審機制當中，在臺的美術影響力

與日俱增，而掌握著臺灣美術圈內的學院資源和展覽機制。在外省藝術家的美學

認知中，較為講究中國傳統水墨技法的文化延續，而此種由美術活動所產生的「文

化效應」，恰符合國民政府所正值的仇日情緒以及高漲的大中國主義，全面攻擊

並排擠臺灣於日治時期所建立的文化核心，以「正統國畫」為號召，而具濃厚日

本美術色彩的「東洋畫」系統便承受重大打擊，外省藝術家對於本省藝術家進行

逐一的文化批判，在無法理性溝通的前提下，省籍之間的文化衝突更是惡化。 

  1951 年一月，由「廿世紀社」舉辦的藝術座談中，邀集藝術家、攝影師與

作家等藝文界人士，以「中國畫與日本畫之間的區別問題」為主要的討論子題，

其中與會人士大多為外省人士，52會中劉獅對於討論子題作出激烈的主觀批判：

「……現在還有許多人認為日本畫為國畫，有人明明畫的是日本畫，偏偏自稱為

中國畫，實在可憐復可笑……」，並持續深入將「中國畫」與「日本畫」之間的

繪畫性表現作出區隔：「……日本畫是描，國畫才是真正的畫，國畫所具備的氣

韻生動，在日本畫裡是看不見的……」， 終，劉獅以「……我的結論是決不能

將日本畫誤作國畫……」53作結。從劉獅激進的言論立場中，其認為無論在技法

或者是風格來說，日本畫與國畫都是無法相比的，可見其本身所夾帶的中原文化

優越感。劉獅以中國傳統書畫的觀點，來檢視當時臺灣美術繪畫的狀態，區分出

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文化疆界，並大力提倡正統的「國畫」，更加劇了本省藝術家

與外省藝術家間的分裂情緒。此時，臺灣主體受到中國主體的文化衝擊下，硬生

生地抽離臺灣所歷經過的殖民經驗，抹除日本主體所留下的文化色彩，強迫邁向

以中國為主體的擁抱，臺灣美術變異的過程並沒有過渡階段，亦沒有取得共識。 

  為此，1954 年十二月，由臺北市文獻委員會舉辦「美術運動座談會」，以「光

復後臺灣美術環境的變動效應」為討論主軸，而座談會與會者由本省藝術家為主，

如林玉山、盧雲生、郭雪湖、王白淵、金潤作與陳敬輝等人，討論內容就外省藝

術家對於臺灣本省藝術家所批判的評論進行回應，同時也提出文化劇烈變異後的

應對觀點： 

                                                        
52 此次藝術座談為《新藝術》雜誌發行人何鐵華所召集，參與人士有劉獅、羅家倫、黃君璧、

張我軍、朗靜山與李仲生等人，而本省藝術家皆無參與。 
53 新藝術出版社整理，〈1950 年臺灣藝壇的回顧與展望〉（座談會紀錄），《新藝術》1:3（1951.4），

頁 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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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玉山：臺灣的國畫本來就是祖國的延長，只是因為地方的環境和西方文

化交融已發生了變化，日人早在臺灣畫之中發現臺灣的特色，熱帶的情調，

當時日人謂臺灣藝術畫為「灣製繪畫」，光復後內地的畫家動不動就說臺

灣藝術為日本畫。54 

盧雲生：日據時代臺灣人所學的繪畫，滲入了新的筆法，和西畫融合起來，

別自形成一種風格，而不是純粹的日本畫，所以當時日本人不稱它是是日

本畫，而稱為「灣製畫」。這是一種鄉土藝術、臺灣藝術，已經創立成獨

特的畫境。55 

郭雪湖：傳統國畫與現代國畫之間衝突的問題，時間當能為我們解決，過

去日本人也沒有法子解決類似的衝突，所以美展時再分為第一、二部。……

藝術本來是沒有國境的，最要緊是應該和世界各國交流，提高素養水準，

不該一昧論什麼才是國畫…….。56 

會中林玉山與盧雲生兩人的觀點是較為相似，一方面皆認為臺灣美術自所謂「熱

帶的情調」與「新筆法」中，演繹出了具有臺灣在地色彩的繪畫型態，就如同林

玉山〈雙牛圖〉中，不但發揮東洋畫高明度與高彩度的特色，並在熱帶風情的仙

人掌植物襯托中，一棕一黑的兩頭牛有著硬朗渾厚的體態，其所造就出的「灣製

畫」風格與內容，是受到日本美術體系的認同與肯定，本省藝術家藉由「灣製繪

畫」作為臺灣繪畫與日本繪畫之間差異的論述基礎；另一方面，「灣製繪畫」的

論述是來自日本本位的文化視角，為臺灣美術地域性的表現所賦予的特有詞彙。 

  因此，「灣製繪畫」不單是一種地方風格的類型，也是臺灣美術從附屬的日

本殖民體系中，自文化美術的維度中開闢出具有自我主體的發展空間，「灣製繪

畫」對於臺灣美術主體而言，正符合臺灣第一代接受日本現代化教育的藝術家，

亟欲表現異質性的殷切期待，也間接體現出臺灣畫壇對於自我風格形塑的渴望，

因而在可見的美術表現中，呈現著臺灣島內特有的南國風情與現代化的設施建築，

進一步藉由日本殖民角度所賦予的風格類型下，區隔出臺灣與日本之間的繪畫型

態，另闢出新的繪畫表現，此現象表露出臺灣美術主體的雛形樣態。 

                                                        
54 莊伯和，〈中國傳統繪畫移植臺灣的新品種〉，收錄於臺北市美術教育推廣組編，《桃城風雅－

林玉山的繪畫藝術》（臺北：臺北市美術館，1991），頁 63。 
55 整理者不詳，〈美術運動座談會〉，《臺北文物》3:4（1955.3），頁 13。 
56 整理者不詳，〈美術運動座談會〉，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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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雪湖面臨到傳統與現代的文化主體衝突時，將其視作為整體文化變遷的必

經過程，當今所面對到的國畫衝突，在日治時期間也發生過同性質的困境，但

終依然交由是時間來化解，首當應該要化解其中的隔閡，弭平國畫之間的議論爭

端，可知郭雪湖是採取較為樂觀且被動的立場。總體而言，本省藝術家的養成背

景雖是接受日本近代美術教育，但在內容、風格與形式上的創作終端，與日本美

術的表現是有著截然不同的表現，本省藝術家在不可見的文化洗禮中，堅毅地創

造出島內的美術風格。在戰後的混亂時局與激憤的民族情緒之下，外省藝術家並

無法深入體會理解本省藝術家的創作內裏，僅將戰後對於日本文化的仇視心態附

加在本省藝術家的美術成就之上，而本省藝術家則是又再次面對由政治環境所趨

的文化變異。 

  在回顧臺灣歷史時，不難發覺政權轉移常迫於戰爭情勢而迅速更迭，在政治、

經濟、歷史與文化的各個範疇內都需要進行快速的整頓，其中以文化的容納速度

是 為緩慢的，與政權接管的瞬時消長成為對比。因此，新政治體系執政初期，

經常自民族認知上所衍伸的情緒性隔閡，產生非理性的文化批鬥，是直接加深新

舊文化兩端的對壘與仇視，臺灣繼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統治後，又要再次經歷如此

激烈的文化動盪，王白淵為此情勢提出建議：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文化和今天國民黨統治下的文化有共通的地方，就是所

謂的排他性文化。例如說，林語堂先生用英文寫的書，到底被他們看成什

麼地方的文化了呢！他們就因為是英文寫的，所以不當它是中國的文化。

當然它也是世界文化沒錯，可是它在中國文化裏畢竟受到排斥。57 

  

                                                        
57 謝里法，〈王白淵：民主主義的文化鬥士〉，《臺灣出土人物誌》，（臺北：臺灣文藝雜誌社，1984），

頁 175。 

圖 3 林玉山，〈雙牛圖〉，紙本膠彩，134.5

×174 cm，1941，臺北市立美術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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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節錄中，可從王白淵的見解之中，了解到臺灣曾歷經過的所謂「排他性文

化」，其中文化洗禮的例證，以林語堂先生用英語撰述中國文化出書為例，巧妙

地將外語書寫作為文化過渡的縮影，在其「西皮中骨」的結構中，內裏雖是寫得

是有關乎中國文化，但仍舊因表象的西方形式（語言）而備受排斥。「灣製繪畫」

亦是如此，其外表雖是看似以日本美術風格為底，可是內在的美術涵養早已於臺

灣落地生根，貼切地反映著臺灣當時的社會狀態與環境氛圍，不淪於日本殖民勢

力下的盲目依附。 

  王白淵為平衡外省藝術家對於本省藝術家的歧見議論，另在〈對國畫派系之

爭有感〉一文中，經由中國書畫脈絡上的爬梳，自中國美術史的迂迴角度來舒緩

「畫種」衝突下的文化壓力： 

由於天氣寒冷空氣透明，物體的線條及色彩很容易辨別，因北，此畫派即

以線條與色彩為表現的中心，而且「北宗畫」以儒教思想為背景，主張實

用藝術，由此產生偉大的寫實主義，其作品均反映著實際生活，與社會產

生密切關係。……而「南宗畫」是在江南一帶，高溫多濕，而自然的色彩、

線條及形體在模糊中不能十分識別的地帶發生，因此形成情調的藝術，而

其思想係老莊的出世無為的觀念。……後來這種畫派由中國移植到日本，

在日本經過長期的發展，形成日本獨特的「日本畫」；日據時期，臺灣受

到日本繪畫影響，實即接受了中國「北宗畫」的影響。58 

王白淵以中國書畫理論為核心的發表，將本省藝術家的「日本畫」藝術表現接回

到中國「北宗」繪畫脈絡上，而外省藝術家的文人水墨畫則是淵源於「南宗」的

體系，如此一來，主要能夠降低本省畫家與外省畫家於畫種表現上的創作紛歧，

無論「北宗」或「南宗」，同能視為中國「國畫」的分流，其次試圖讓臺灣美術

免於僵持在「正統」與否的辯證邏輯。 

    德國社會理論學家盧曼（Niklas Luhmann，1927-1988）認為社會文化系統會

在於固定的機制樣態下進行：變異（Variation）、選擇（Selection）與穩定化

（Stabilization），將社會文化的進化路徑比擬為生物演化的過程。在相同或相異

的文化結構中開始「變異」，並「選擇」出得以適應或是抵抗新文化狀態的核心

價值， 終進行「穩定化」的工程，以此獲取文化衝突後的生存。59因此，不難

得知外省畫家在臺灣戰後狀態下，其處於過渡時期的「遺老心態」，使之持續創 
                                                        
58 王白淵，〈對國畫派系之爭有感（上）（下）〉，《聯合報》（八），1959.10.7。 
59 Niklas Luhman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2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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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著中原大陸的繪畫形式，而與無法與本省藝術家有著良性的溝通渠道。60水墨

藝術對於戰後臺灣美術的「變異」現象始於官展平臺中， 終由強勢主體做出一

個可反應局勢環境的「選擇」，暫且不論其選擇結果是正確與否，但實質上促進

了臺灣水墨藝術進入穩定階段的結構當中，但其中結構所帶有的流動性，會回到

盧曼所說的機制樣態中，在不斷變異與再穩定的協調機制之中迴圈進行。 

  若再重回以宏觀的歷史角度來說，臺灣主體的游移狀態大多處在戰爭狀態後

的文化整頓，在面對外部相對客體勢力入侵（日本殖民政府與國民政府）的現實

後，臺灣美術往往是作為一個相對弱勢的主體狀態，僅能作為被迫吸納的角色時，

使得在文化交融的過程中，大多被採取具有高替代性的文化策略，例如在日治時

期吸收日本殖民文化來替代清朝文化、在戰後時期吸收復興中國文化思想取代日

本殖民文化等，臺灣戰後美術的主體性在二元對立（中國與日本）的文化價值中

來回顛覆，長期陷入不穩定且四處游移的狀態，而以臺灣為中心思考的美術主體，

長久以來是受到忽略的。 

  在本節中可窺見戰後初期國民政府正式遷臺後，臺灣美術主體的文化異象，

兩相異主體的文化態度從和諧轉為對立，戰後初期文化間互相尊重的榮景不再，

原因除了美術圈內的衝突拉扯外，也是時值「二二八事件」的爆發，使得臺灣社

會完全壟罩在白色恐怖之下，相關的美術界人士遭受波及，如畫家陳澄波、版畫

家黃榮燦等的本省藝術家相繼遇害，在國民政府的高壓政策中，逼迫臺灣社會棄

絕一切相關於日本殖民時期的「文化遺毒」，於是就國族意識與政治情勢的促使

下，更加速於「正統國畫之爭」的發酵，不僅是國民政府的威權體制，連同外省

藝術家亦急切著掌握在臺的文化話語權，正當地樹立起那「正統文化」的標竿。 

   

                                                        
60 高千惠，《當代文化藝術澀相》（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6），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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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化話語權的衝突與對立 

  官方展覽的執行對於執政體系而言，一方面可以進行政治目的為由的文化統

治，另一方面同時實質掌握臺灣美術的發展動向，以達到對於臺灣社會的全面掌

控，官展成為執政當局具影響力的文化宣傳平臺。戰後時期「省展」的文化性質

也如同日治時期所舉辦的「臺展」與「府展」一樣，藝術家欲得到更好的發展生

涯，入選官展的殊榮就是 佳的經歷，但若是要得獎，藝術家的作品表現就必須

吻合評審一定程度上的審美標準。而如此一來，官展評審成為重要關鍵，把持著

官方展覽的入選（得獎）結果，無疑成為官方文化話語權的伸張，以及強勢文化

集團的實力彰顯。而本節就戰後「省展」的美術現象為討論核心，並以「評委機

制」與「入選爭議」兩部分作為臺灣戰後文化話語權的觀察。 

  省展評選委員的初期建制，原以曾獲「臺展」、「府展」或「帝展」殊榮之本

省藝術家為核心組成61，因此省展第一、二屆所入選獲獎的作品，與日治時期臺

展與府展得獎作品的風格較為相似，得獎作品又以「膠彩畫」類為大宗；但大多

擅長「國畫」類的外省藝術家對於此評選結果相當不滿，因而造成強烈的反彈，

自此之後，當局為求公平，便逐年增設外省評審的比例，如國畫部 1948 年增馬

壽華、1950 年增溥心畬、1950 年增黃君璧、1957 年增金勤伯、1959 年增梁中銘、

傅狷夫、張穀年、1960 年增高逸鴻等。正當評審結構改變時， 終的評選結果

也直接地反映在「國畫」與「膠彩畫」懸殊的入選比例之上。（見圖表 2.）62 

西元 省展回 國畫 膠彩畫 西元 省展回 國畫 膠彩畫 

1946 1 30.3% 69.7% 1968 23 86.3% 13.7% 

1959 14 75.8% 24.2% 1969 24 86.8% 13.2% 

1960 15 81.2% 18.8% 1970 25 87.4% 12.6% 

1961 16 81.25% 18.75% 1971 26 90.0% 10.0% 

1962 17 76.6% 23.4% 1972 27 89.1% 10.9% 

1963 18 77.0% 23.0% 1980 34 91.7% 8.3% 

1964 19 82.1% 17.9% 1981 35 81.5% 18.5% 

1965 20 78.0% 22.0% 1982 36 75.3% 24.7% 

                                                        
61 省展分為三部，即為「國畫部」、「洋畫部」與「雕塑部」。首屆省展評審名單如下：國畫部有

林玉山、陳進、林之助、郭雪湖、陳敬輝；洋畫部有李石樵、李梅樹、陳澄波、顏水龍、廖

繼春、劉啟祥、楊三郎、藍蔭鼎；而雕塑部：蒲添生、陳夏雨。 
62 圖表來源：黃冬富，〈從省展看光復以後臺灣膠彩畫之發展〉，收錄於郭繼生編，《當代臺灣繪

畫文選 1945-1990》（臺北：雄獅出版社，1991），頁 112。其中第 2~13 屆因未出版作品彙刊，

因此資料闕如；而第 28 屆至 33 屆停收膠彩畫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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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21 88.1% 11.9% 1983 37 80.6% 19.4% 

1967 22 83.6% 16.4% 1984 38 86.7% 13.3% 
圖表 2 省展機制內國畫與膠彩畫之入選比例圖。圖表來源：見註 62。 

本省藝術家於省展初期的優勢開始削弱，並使之於國內的美術勢力開始衰退；相

反地，傳統國畫的外省藝術家勢力則是逐漸復甦，畫種間的入選比例的懸殊現象

持續了數十年，兩文化集團間也進行無數次文化話語權的爭論與衝突，造成省展

與臺灣美術圈之間的互動關係日益僵化、脫節，同美術史學者蕭瓊瑞所言： 

評審自成一個系統，以一套外界無從得知的方式產生委員；而參展者又被

迫自成另一個系統，永遠在歷屆的名次中，作永無止境的競爭，久而久之，

稍具名聲與自尊的畫家，便不再參展，省展終至淪為學生習作和業餘畫家

競技的場所，無法完成它帶動臺灣美術運動的原始任務。63 

在省展長期處於封閉且不透明的評委體制下，其中比賽結果又受到特定文化集團

的審美標準所限制，無論是初期的評選結果是往「膠彩畫」類傾斜，或是往後再

偏移至傳統「國畫」類都是如此，使得省展不再是藝術家們首重的表現平臺，省

展僅能作為學院學生，或是比賽型藝術家的表現舞臺，對於臺灣整體美術文化推

展的效果銳減，而官展發展的頹勢是該歸咎於省展評審機制，並無保持恰當的勢

力平衡，容易造成文化勢力的偏斜而造成話語權的壟斷，省展的評審弊病直接引

起臺灣美術圈的動盪議論。 

  1954 年，劉國松因省展「國畫部」中，所入選的作品中「日本畫」佔半數

以上的比例之現象，而發表〈日本畫不是國畫〉一文指出：「日本繪畫的歷史淺

短，在形式上趨向艷麗新穎，而體材上的範圍則比較狹窄，其所表現的精神也缺

乏崇高博大的胸懷。」64，不單區隔出國畫與膠彩畫之間的形式差異，更認為國

畫的美學地位是高於日本畫（膠彩畫）。隔年，劉國松在 1955 年發表〈為什麼把

日本畫往國畫裡擠？〉65，不滿省展將國畫與膠彩畫共同納入於國畫部的賽制中，

兩文燃起「正統國畫之爭」的爭端。同年三月，劉國松又對於「日本畫」在省展

中屢屢得獎的現象，批評的力道更加猛烈：「日本畫在省展『國畫部』中得獎，

就像是二三流的日本話在國語演講比賽中，反得到第一名一樣，『真是天大的笑

話！』」66。面對如此尖銳的言論見解，長年擔任省展的評審委員之一的林玉山

                                                        
63 蕭瓊瑞，《五月與東方－中國美術現代化運動在戰後臺灣之發展（1945-1970）》（臺北：東大圖

書公司，1991），頁 144。 
64 劉國松，〈日本畫不是國畫〉，《聯合報》，1954 年 11 月 23 日。 
65 劉國松，〈為什麼把日本畫往國畫裡擠？〉，《新藝術》1:4/5，（1951），頁 76-78。 
66 劉國松，〈目前國畫的幾個重要問題〉，《文藝月報》（1955.3），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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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觸尤多，憤慨發言： 

每次展覽都有因畫風的不同，表現的差異而生出各方面的輿論，可是這些

輿論不是討論畫的好壞，也不是帶有領導性的教言，只是如從前日人動不

動就罵本省人為清國奴一樣，對看不合眼的畫，即隨便掛一個日本畫的頭

銜對待。67 

針對當前有關國族意識的批判現象，林玉山認為外省藝術家已流於以民族意念的

批評，而著墨於意識形態上的批鬥，本省藝術家的文化處境從日治時期的「清國

奴」，變成帶有國族仇視情感的「日本畫」，已不存在著作品表現上的美術交流，

本省藝術家又再一次經歷了文化浩劫。造成此現象的主因在於外省藝術家所形塑

的美術主體，相對於本省藝術家的認知有所落差；本省藝術家在主體形構的養成

背景上，是以日治時期的現代教育與戰後時期的美術交流為主，而外省藝術家則

是本持著以中國文化為核心的主體架構，因此兩方各執的主體認知是相互抵觸的。

其次，加上戰後時期民族情緒的高漲狀態下，外省藝術家所宣揚的美術理念，是

較符合國民政府所施行的文藝政策，外省藝術家的文化話語權所造成的影響力是

略高於本省藝術家，臺灣美術的主體架構也受到扭曲，轉而攀附中國主體的意識

上， 終藉省展所樹立出的文化霸權，傾斜了臺灣美術的發展路徑與其本質。 

  當劉國松對於省展中「日本畫」的議題砲火不斷，促使當時的教育廳自第十

五屆省展（1960 年）開始，將「膠彩畫」自「國畫部門」中獨立出來，將其再

另劃分作為「國畫第二部」68。至此，「膠彩畫」變成國畫的從屬關係，這不僅

是畫種和媒材上的屬性區隔，亦是由國族意識形態所延伸下來的文化切割，但部

門分立後無法取得正面效應，其癥結依然存在於省展評審機制的不健全；起因於

國畫部的評選方式是將第一部與第二部的作品，交由同一批評審來作綜合審查，

其評選結果同樣造成本省與外省藝術家之間的爭論，因此省展又自1963年改制，

國畫部正式將第一、二部開始分別審查，消弭歧見。但省展所造成的異議並無完

全消解，在賽制上發生過大規模的衝突，起因於第二十八屆省展（1974 年）「國

畫第二部」參賽人數過少，而遭舉辦單位無預警地取消，並接連停辦六屆方才恢

復賽制；且在省展評審名單中，除保留林玉山一人外，其他本省評審全數除名，

就在官展賽制與評審委員壓的優勢所趨，臺灣美術圈內的文化話語權幾乎受外省

藝術家所完全壟斷，終究產生文化勢力不均的失衡現象。 

                                                        
67 林玉山，〈藝道話滄桑〉，收錄於臺北市美術教育推廣組編，《桃城風雅－林玉山的繪畫藝術》

（臺北：臺北市美術館，1991），頁 200-201。 
68 在第十五屆省展時，將「國畫部」劃分為第一、二部；其中「國畫第一部」為直式卷軸，而

「國畫第二部」則為裝框作品，雖分作兩部，但仍採合併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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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官方展覽的原用意是要在民間推動美術運動、培育相關美術人才的活

動，但是以「膠彩畫」為創作媒材的本省藝術團體卻受到重創打擊，省展集中偏

頗於其中一類「政治正確」的美術表現，連官方展覽的大門也拒絕為「膠彩畫」

開啟。林之助以媒材觀點來消弭地域文化上的意識形態，並對於「膠彩畫」採取

正名行動：「我一直不同意『東洋畫』這個名詞。既然以油為媒劑稱為油畫，以

水為媒劑稱為水彩，為何不能稱以膠為媒劑的繪畫為膠彩畫呢？以工具材料而命

名，清楚明了，可以避免許多誤解。69」；而以膠彩畫在「府展」嶄露頭角的林

玉山，也再次強調「膠彩畫」於臺灣島內所形塑的特色風格，表示：「…日本人

說臺灣人就畫臺灣的特色就好，你不用去抄誰的畫，不要去畫大陸的畫，也不要

去畫什麼西畫，臺灣人就畫臺灣，臺灣有出產甘蔗，臺灣有出產什麼就畫那個就

好。所以我才畫臺南的南門…」70，其一展現出當時日本已意識到臺灣風格與日

本本土的表現差異，其二林玉山針對於臺灣環境寫生的課題加以強化，而造就出

臺灣膠彩畫於臺灣美術文化中的「合理性」。 

  直至 1979 年，第三十四屆省展交由臺南市政府承辦，方才恢復國畫與膠彩

畫的賽制規則，但其中採統一評核。於隔年，第三十四屆省展（1980 年）時，

終究恢復舊制，將「國畫部」分為兩部，採分別考核的評審機制。1981 年底，

由林之助結合「長流畫會」的民間膠彩畫勢力，進而組成「臺灣省膠彩畫協會」，

並在林之助等人的倡議下，第三十七屆省展（1983 年）正式成立了「膠彩畫部」，

將其從「國畫」從屬的「第二部」中獨立出來，而成為單一審查的單位，不再附

庸於國畫部之下，至此終於平息長達近卅年來的「正統國畫之爭」。而林之助亦

在 1985 年在臺中東海大學開設膠彩畫課程，終結數十年來臺灣膠彩畫家的世代

斷層，雖讓臺灣水墨藝術的發展重新取得平衡，但已然臺灣美術史的演進歷程中

留下「膠彩畫」與「水墨畫」之間曾留下的鴻溝，超越畫類與媒材的表現差異，

更是史觀脈絡上的分歧足跡。 

  臺灣戰後美術環境長時間處於「正統國畫之爭」的文化激盪下，蕭瓊瑞對此

歸納其中四個重要的課題，其一：雙方對於彼此的文化經驗缺乏基本的了解與尊

重；其二：日治時期臺灣美術所建立的「寫生」觀念，成為本省藝術家唯我獨尊

的成見；其三：省展是臺灣戰後進行「正統國畫之爭」的戰場；其四：「正統國

畫之爭」除了是美術觀念的衝突外，亦是中國與臺灣兩地人民間對於日本文化的 

                                                        
69 廖雪芳，〈為東洋畫正名—兼介林之助的膠彩畫〉，《雄獅美術》72（1977.2），頁 46。 
70 高以璇，《林玉山－師法自然》（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4），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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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差異。71無論是本省藝術家或外省藝術家，主要的衝突點在於兩方皆自居舊

有文化話語權的傲視心態， 終以省展作為文化話語權的宣示場域，作為地域性

的文化主流，以扶持自身文化為終極目標。但在政治力介入下，所謂「文化正統」

的話語權，重新回到國民政府的掌握下，國民政府一心地想抹滅日治時期所留下

的文化足跡，另一方面則是面臨對岸共產勢力的威脅，接連造成明顯泛政治主義

的文化色彩，72導致在思想、教育、文學、美術等的主導性越來越強勢，其中可

從評審與入選作品的比例反轉，以及膠彩畫於省展中消失的諸種現象發覺，揭示

著政治權力有著左右美術文化的痕跡，官展傾向於配合政治因素上的考量，不遺

餘力地進行中國化的文教政策，期望奮力扛起「中國文化復興」的正統包袱。 

  省展評審機制與入選爭議的接連發生後，臺灣戰後美術中的省籍矛盾逐一放

大，臺灣美術主體在時勢所趨之下，產生出虛渺且認知模糊的主體體質，其中既

已不單純屬於本省藝術家的地方主體，也絕非外省藝術家所挾帶的文化主體，但

兩者皆意圖經過省展的舞臺，來樹立起自身的文化話語權。雖然國民政府曾在省

展的場域嘗試進行整併，將日治時期官展中的「東洋畫部」改為省展的「國畫部」，

使賽制能夠延續並且符合執政當局的文化立場，但所謂「國畫部」中的「國」究

竟是何「國」？其中的命名邏輯使得臺灣美術圈內產生更多的疑義，當中所牽連

國族認同的問題，加深臺灣美術主體的認知混亂，更導致「正統國畫之爭」的正

面衝突。由於國民政府疏忽戰後臺灣美術環境的融合過程，各文化集團將文化話

語權作為膨脹自身主體價值的同時，由省展所衍生出的文化激盪，也成為臺灣戰

後 直接的文化匯流。 

  臺灣主體發展向來被外來文化的相對客體所牽制著，然而才再從中重新適應

並吸收，就日治時期的臺灣主體狀態為例，除了吸收到日本文化與語言外，其他

在殖民統治下所受的現代教育與思想，則又是日本引進西方現代觀念啟蒙而來；

戰後時期再加上中國文化復興勢力的加入，臺灣島內重複雜揉中、日、臺與西方

的文化內涵，雖看似富有多樣性的文化內裏，但實際上容易落於文化話語權的單

邊壟斷，而造成美術發展上的封閉狀態。73因此本文不能就單一民族或區域的視

角，來進行臺灣主體性的訂定論述。 

                                                        
71 蕭瓊瑞，〈戰後臺灣畫壇的「正統國畫」之爭－以「省展」為中心〉，《臺灣美術史研究論集》

（臺中：伯亞出版社，1991），頁 59-60。 
72 李亦園，〈臺灣光復以來文化發展的經驗與評估〉，收錄於廖志峯、張秀明編，《文化的圖像（上）

－文化發展的人類學探討》（臺北：允晨文化，1992），頁 25-26。 
73 謝世英，〈日治時期臺灣美術的文化雜揉：陳進與潘春源的美人畫〉，收錄於崔詠雪、林明賢

編，《區域與時代風格的激盪－臺灣美術主體性學術研討會》（臺中：國立臺灣美術館，2009），

頁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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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對應臺灣戰後文化話語權的拉扯以及衝突問題時，本文試圖從德國社會學

者柯瑟（Lewis A. Coser，1913-2003）針對社會衝突理論的研究做出映照；柯瑟

認為所有社會系統之間，彼此都存有著不平衡的利益關係（政治、經濟、文化與

軍事等），以此衍生出衝突的現象發生，但透過內外部的衝突有助於鞏固一個結

構鬆散的社會體制，而在幾近崩潰的衝突狀態下，可間接恢復或者重新建構一個

具共同意識的社會主體，因此衝突作為一個過程，能夠使得社會整體得到新的調

適與整合。74 

  臺灣美術的主體在殖民時期是攀附於日本主體之下，臺灣美術是企求在此主

體的狀態下得有獨立的分支，並得到如「灣製繪畫」於風格與內容上的肯定；但

在戰後之後，臺灣美術主體藉由政權轉移而移轉到中國主體之下，但卻因為兩方

文化落差之故，造成外省藝術家對於本省藝術家有著國族意識的認同障礙，加深

了文化調節上的互動障礙，而官展作為首要的文化交流平臺，卻又因為執政當局

的政治考量，導致比賽機制與評審制度的失靈，本省藝術家與外省藝術家的衝突

加速了臺灣美術的重整，雖在文化話語權的衝突過程中，仍尚未出現以臺灣本土

為中心的主體思考，但已開始釐清「日本畫」與「國畫」之間民族意識的藩籬，

開始斷絕與日本美術體系切割的言論，臺灣美術於戰後初期，整合出一個逐漸往

中國美術主體靠攏的方向。 

  戰後本省藝術家在經歷「去殖民化」與「再中國化」的文化洗鍊後，早已失

去對於臺灣美術主體性的想像力與實踐力，只能被動式地依循著文化整併之後的

結果，究竟是何者的主體，那尋回主體的價值依舊是條漫漫長路；再就另一角度

而言，除了維持政治情勢的穩定外，為何國民政府與外省藝術家那麼急於彰顯自

身主體價值，是起因於其在內外部情勢皆相繼告急，在如此的「主體性危機」下，

便需要透過尋找以及與相對客體的比較，才能夠確鑿自身主體的存在關照，75也

就是說外省藝術家經由樹立文化話語權的積極方式，來維護其主體性的根基，間

接讓臺灣美術主體的延展範疇受限於中國主體的文化框架底下。  

                                                        
74 Lewis A. Coser. Continuities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onfli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141. 
75 廖新田，〈臺灣美術主體性的想像與抉擇〉，收錄於崔詠雪、林明賢編，《區域與時代風格的激

盪－臺灣美術主體性學術研討會》（臺中：國立臺灣美術館，2009），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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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水墨藝術的「現代化」改革 

  1950 年代初期，正當臺灣美術在「正統國畫」的主戰場大動干戈時，劉國

松以水墨藝術「現代化」作為奇襲，跳脫國畫與膠彩之間的分野，而另闢傳統與

現代的新戰場。劉國松將關注的焦點從「國畫部」中的「正統國畫之爭」中，挪

往於傳統水墨藝術的改革路徑，進而加速臺灣水墨藝術於 1950 年代後至 1960

年代中的發展，其中一方面是從純粹省籍的民族衝突對立中突出重圍，另一方面

則是倒戈了整個傳統水墨體系，另外走入西方色彩的「現代化」革新階段。 

  李仲生作為中國第一個倡導現代繪畫思想的「決瀾社」成員之一，其學習自

日本的西方「現代藝術」思想。李仲生對於水墨藝術在「守舊」與「改良」的徘

徊之際，指出「現代國畫」創作的重點，應在於放棄臨摹而施行寫生，並藉由「中

西一體」來建立出現代中國的「新國畫」。76李仲生的美術思想直接影響了「東

方」，亦間接影響「五月」；其鼓勵以毛筆進行實驗性的創作，在材料上亦可自行

發想運用，不囿於中國文人畫的主流影響，將視野擴及到民俗藝術、敦煌壁畫等

領域，在強調現代藝術觀念的同時，試圖創造出具有「東方」風味的繪畫精神。

77李仲生對於抽象表現主義的視覺語彙在〈論現代繪畫〉一文提出見解： 

畫本來就是「視覺語言」，又稱為「繪畫語言」，更有稱為「國際語言」的。

不論視覺語言、繪畫語言，還是國際語言，正如音樂語言一般，都和平時

嘴巴說話的語言不同。繪畫語言或視覺語言，尤其是「現代繪畫語言」，

已發展到一定要說明肉眼所見的現象世界時，也不一定要有條理地去敘述

一件事；而毋寧更需要暗示或者象徵一個肉眼所看不到的心象世界了。78 

李仲生將視覺繪畫帶入「現代化」的改革進程，不但除去繪畫中特定的感官邏輯，

並在敘事性的終結下，已經可不用再以具象的視覺符號來予以乘載現實環境的狀

態，可以藉由所謂「現代繪畫語言」來轉譯出其他相關的感性思維與抽象情緒，

李仲生將「現代化」作為視覺語言的擴充原則，也揭示了抽象繪畫於「現代化」

發展中的前景。 

 

 

                                                        
76 李仲生，〈國畫的前途〉，收錄於蕭瓊瑞編，《李仲生文集》（臺北：臺北市美術館，1994），頁

130-132。 
77 蕭瓊瑞，〈來臺初期的李仲生(1949-1956):第二單元寫作生活〉，《現代美術》24（1989.5），頁

63。 
78 李仲生，〈論現代繪畫〉，《雄獅美術》105（1979.11），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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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956 年劉國松與師大美術系校友共同組成「五月畫會」，1957 年「東方

畫會」的相繼成立，其中以「現代繪畫」為標誌，以「抽象繪畫」為姿態，將現

代與抽象兩者共同組織。然而，「現代化」改革之路並非如此順遂，一方面必須

與保守派的水墨陣營進行抗衡，而另一方面則是抵禦著對於現代主義繪畫的詆毀，

如 1961 年八月徐復觀在香港《華僑日報》發表〈現代藝術的歸趨〉的內容指出： 

現代藝術的另一特性是反合理主義；並反由合理主義所解釋，所建立起來

的歷史傳統與現實上的生活秩序。他們不承認科學的法則性，卻非常為科

學的成果所掀動。因此，他們徹底反對的，只是人性中的道德理性，及人

文生活。…他們不承認人性中的理性，不承認傳統與現實中的價值體系而

一概要加以推翻、打倒，這即是他們所說得「超現實主義」。從這一方面

來說，他與共產黨的唯物主義，有其相同之處。79 

徐復觀認為現代藝術是反傳統、反現實的一種主張，同時更違背了科學與人文的

理性思維，美術在現代藝術的運作下，呈現出了一種完全反體制現象。但文中尾

端更嚴重的批評則是「因此，假定現代超現實主義的藝術家們的破壞工作成功，

到底會帶著人們走向什麼地方去呢？結果，他們是無路可走，而只有位共黨世界

開路。」80更認為現代繪畫是與共產主義是相互掛鉤，無疑是將共產主義的紅帽

子強扣於現代主義的發展路徑之上。 

  徐復觀的攻擊引發了除劉國松〈為什麼把現代藝術劃給敵人〉81的反擊之外，

另亦有多位藝文人士的聲援；如謝愛之在〈也談抽象繪畫的問題〉文中支持現代

主義的發展：「現代藝術已走上了中華藝術的故道，不重形似，而主寫意了」82；

虞君質的〈抽象平議〉一文針對徐復觀的觀點進行批判，更認為抽象畫絕非「沒

有思想的藝術」，抽象理論也能一種學術性的實踐；83 終，劉國松藉〈現代藝

術與匪俄的文藝理論〉文中與大眾釐清現代繪畫與共產主義之間的差異。84在系

列性的答辯反擊中，不但平息泛政治化的攻擊，無形之間更是穩固了現代繪畫於

臺灣美術發展中的地位。 

  1962 年，劉國松在第六屆「五月畫會」展中，以作為畫會中領導者的角色，

首次正式公開「現代水墨」的理論基礎，其中水墨藝術「現代化」的要點條件有

二：其一、在內部條件是水墨藝術必須是「民族的」與「現代的」；其二、外部

                                                        
79 徐復觀，〈現代藝術的歸趨〉，《華僑日報》，1961.8.14。 
80 同上註。 
81 劉國松，〈為什麼把現代藝術劃給敵人－向徐復觀先生請教〉，《聯合報》，1961.8.29。 
82 謝愛之，〈也談抽象繪畫的問題〉，《聯合報》，1961.9.9。 
83 虞君質，〈抽象平議〉，《新生報》，1961.10.1。 
84 劉國松，〈現代藝術與匪俄的文藝理論〉，《文星》48（1961.10），頁 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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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則是他們（西方）有的優點我們也有，而我們有的優點他們卻沒有。85「現

代水墨」在完全放棄形象的描寫下，以西方現代抽象表現主義的手法介入水墨藝

術的表現範疇，劉國松正式為「現代水墨」立下水墨藝術的現代化標竿。 

 

 

 

 

 

 

  劉國松在現代水墨理論的思考，是來自於其遊歷於1960年代的歐美藝壇時，

汲取當時盛行的「硬邊繪畫」（Hard-edge Painting）和「色面繪畫」（Color-field 

Painting）等，在吸收西方美術文化的薈萃之後，再加入到現代水墨的創作系統。

劉國松再從中西方美術史的長遠脈絡對比下，除了發現到繪畫表現上的觀念落差

以外，也深刻體認到東方與西方文化的背景差異，提出見解： 

在這整個美術史的發展過程中，繪畫當然不可能例外。但由於東方和西方

在哲學思想上的不同與社會環境上的差異，以至影響到繪畫的發展的速度

各有快慢。如果再說得明白一點，那就是東方繪畫的發展在二十世紀之前，

是走在西方的前面的。而西方繪畫的發展直到立體主義的出現，才變成後

來居上的局面。這也就是為何二十世紀以來的東方藝術家們，如此地响往

西方的近代藝術。86 

劉國松以東方與西方之間的文化消長做出詮釋，但其中較令人值得關注得是劉國

松認為西方繪畫之所以能夠居上東方，其中關鍵的節點在於「立體主義」的出現，

而「立體主義」進行解構畫面的分離形式，並破壞古典藝術中的透視法則， 終

反抗藝術對於主流思想的攀附。此時不難發現水墨藝術「現代化」改革的揭竿起

義的改革，便如同西方「立體主義」的發展路徑一致 

  現代繪畫在臺灣畫壇中的日漸成熟，其史觀定位也引導到整體繪畫的脈絡之

上。《新藝術》雜誌創辦人何鐵華便從在〈論中國繪畫的創造－現代水墨畫商榷〉

一文，自「國畫」一詞開始溯源，便將中國傳統繪畫中的經典畫論，如「謝赫六

                                                        
85 劉國松，〈當前中國畫的的觀念問題〉，《北京國際水墨畫展理論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北京

中國畫研究院，1988），頁 68。 
86 劉國松，〈認清並把握住繪畫史發展的方向〉，《中華文化復興月刊》38（1971.5），頁 14。 

圖 4 劉國松，〈雲深不知處〉，墨彩紙本，

55 × 84.5 cm， 1963，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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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論」、「荊浩筆法記」等逐一做解，歸納出美學圭臬對於中國繪畫的發展限制，

再將其論述邏輯拓展至中國現代繪畫的範疇中，指出： 

現代繪畫的問題，我們一貫的中心思想是：我國現代繪畫必須首具其特質，

這特質即為個性之創造，所謂個性就是「靈感」，而「靈感」非有個人的

修養和生活的體驗實踐難以產生。有崇高的靈感，才能夠溶化藝術思想，

創造出藝術的靈魂。故此，「靈感」不是憑空而來的，戴高帽的猴子猩猩

縱使會表演繪畫之類，但決不成為藝術。87 

一幅富有藝術價值的我國現代繪畫，內涵當是作者自我思想和情感（由現

時代的感應所獲致的），無限地追求永恆的理念，因「個性」的發揮而含

有民族精神和新時代意識的表現。色彩的生命，線與點的律動，面的變化

交合，在諧調的構成中現出美的韻味，傳達了作者創造的意慾於鑑賞者之

前，得以共鳴。誠然，這幅畫是保存着東方（中國）特有風格的，又具有

崇尚國際性屬於全人類的。88 

何鐵華以歷史軸向的書寫主幹來再次確鑿出現代水墨的定位，提點出「現代繪畫」

對於藝術家的具體要求，需在個人涵養與生活體驗做出連結，另在形式與內容之

中有著反映新時代的功能，而何鐵華對於「現代繪畫」中的訴求，某部分其實也

與當代藝術中的訴求要點吻合，間接鋪陳出了「現代繪畫」與「當代藝術」之間

的鏈結關係。至此，「現代繪畫」在臺灣美術發展史的進程，可說是斷然揮別傳

統水墨之中的固有樣態，水墨藝術的「現代化」改革行動也完成了階段性任務。 

  在臺灣水墨藝術行經「現代化」改革的歷程中，各方時常針對於「現代」與

「傳統」兩者之間進行二元對立的激烈論辯，「現代」與「傳統」成為臺灣 1960

年代中，文化集團間各自擁護的文化語彙。劉國松對於其自身看待傳統的批判價

值提出解套方法： 

反傳統的目的，是為了創建一個更新的傳統，使舊有的優點得以發揚，並

非是虛無的為反叛而反叛，它有著一更積極的意義的，那就是創造。所以，

在我個人的藝術生命中，認識傳統即是反傳統的一個過程，為達到創造的

一個準備。89 

  

                                                        
87 何鐵華，〈論中國繪画的創造－現代水墨畫商榷〉，《雄獅美術》50（1975.4），頁 41。 
88 同上註，頁 42。 
89 劉國松，〈回顧過去，開創未來〉，《明報月刊》20:9（1985.9），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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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松對於「反傳統」的概念是立基於傳統上的再出發，雖然「現代水墨」所新

建構出來的美學內在是完全背離於傳統規範，自破壞古典規範中來尋找出何謂

「現代」的規範；因此「現代水墨」所針對的改革對象是以文人畫系統為核心的

水墨創作，但 重要的是「現代水墨」並非要將水墨藝術系統做出「去脈絡化」

的否決，而是作為一種「現代繪畫」初始的重要基點。 

  戰後發展臺灣美術的兩大發展方向，即在「現代」與「傳統」之間並行，王

秀雄就以劉國松與鄭善禧兩藝術家來捉對比較；認為劉國松是以「以西潤中」手

法來操作現代水墨，鄭善禧則是以在地特色的「汲古潤今」性質來經營，文末點

出在傳統與創新之間的矛盾：「傳統與創新都是以對方為自己的存在之前提，並

且從對方獲得意義，它們各自的力量與價值，都是在於跟對方的矛盾中才能獲得。」

90無論在傳統或創新的發展方向中，嚴謹地忠於傳統脈絡，或是完全擺脫傳統於

不顧，皆是不正確的。 

  自 1971 年東方畫會解散，91以及 1972 年五月畫會成員相繼出國後，臺灣美

術「現代化」的熱潮亦隨之偃旗息鼓。現代繪畫在臺灣美術中的消退現象在於，

雖然藝術家對於國際藝壇充滿憧憬，但對於「現代」的準則尚未充分了解的情況

下，而將西方理論直接套用到中國繪畫的根本，進一步導致中西文化上的消化不

良。而「現代繪畫」在傳統筆墨逐漸消解的同時，面臨形色放縱、去除敘說等，

藝術家有著將現代主義與中國文化融合的迫切企圖，臺灣美術發展有著以西方中

心主義為指標前行的跡象；92而林惺嶽就「現代化」藝術家做出分析與檢討： 

光復後來臺對文化藝術的再興具有熱忱的大陸同胞，其抱負與眼界，比所

在地同胞更大更有進取性，這就是為什麼 50與 60年代臺灣美術革新運動

的前鋒角色，幾乎都是大外省同胞的原因。但是，這種強悍的改革心理，

也同時存在著好高騖遠不切實際的缺憾。他們毫不猶豫以先入為主的中原

模式及隨西潮逐流的觀念尺度，貿然套上日據時代的臺灣美術。沒有充分

注意臺灣美術的草根性，並包容之，而只是高唱中國與東方的大調。93 

  

                                                        
90 王秀雄，〈戰後臺灣現代中國水墨畫發展的兩大方向之比較研究－劉國松、鄭善禧的藝術歷程

與創造心理探釋〉，收錄於陳樹升編，《現代中國水墨畫學術研討會論文專輯暨研討記錄》（臺

中：國立臺灣美術館，1994），頁 87-90。 
91 東方畫會於臺北凌雲畫廊舉行第十五屆展覽後，便宣布解散。 
92 謝里法，〈六零年代臺灣畫壇的墨水趣味〉，《雄獅美術》78（1977.8），頁 37。 
93 林惺嶽，《臺灣美術風雲四十年》（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87），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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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惺嶽所直接引出的是一個「改革派」的背景，對於「現代化」改革路徑對於臺

灣既有文化的衝擊效應做出整理，其中外省藝術家以外來者（中原正統）的文化

身分，又再挾帶著外來文化（西方主義）對於本地文化採取全方面的革新，在毫

無基礎的失根狀態下，又企圖牢抓著以大中國主義的繩索，臺灣過往的文化演進

與內涵是遭到完全忽視的。 

  水墨藝術在「現代化」的同時，臺灣美術風氣是處於戰後的閉鎖狀態，再加

上政治力介入下的國族主義思想，廢除「國畫」便成為改革派對守舊派的激烈拉

扯。在如此巨大的歷史命題中，並不是藉單一藝術家或是美術圈就能隻手遮天的，

劉國松在〈文化復興中藝術家應有的認識〉一文中寫道： 

當「中國文化復興月刊」的編輯邀我寫稿時，我就義不容辭的接受了。我

之所以說「義」不容辭，其原因有二：一是做爲一個現代的中國畫家，不

但有權利表示其對「中國文化復興運動」的理論與作法的個人見解，同時

也有獻出自己的力量給予這一偉大運動的義務。二是政府所倡導的此一文

化復興運動，與我個人過去一貫的主張和理想、創作的態度和目標完全一

致。94 

在此之中，劉國松自認自己是一位「中國」畫家，並實踐著所謂的「中國文化復

興運動」，其中更重要的是，劉國松明確表示出如此的美術運動，是與當時政府

所倡導的文化政策，是有著一致的態度。藉此得知關於臺灣美術「現代化」改革

路徑，有可能是受到政治力直接的支持，而主導了臺灣整體的文化趨勢，大陸遷

臺畫家對於臺灣主體性並沒有太多思考，依然附著於中國繪畫體系下的分流。 

  西方抽象表現主義是有著藝術與社會的發展背景予以醞釀而成，但水墨藝術

中的「現代化」抽象表現，則是嫁接於西方藝術演進的經驗結果，其內裏並無太

多的內涵支持，直接將部分形式效果與水墨藝術做出畫面上的連結，以至於「現

代水墨」淪為一種視覺形式上的演進。95 終，「現代水墨」作為水墨藝術脈絡

中的改革先鋒，專注於所謂「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當中，其中對於「現 

 

  

                                                        
94 劉國松，〈文化復興中藝術家應有的認識〉，《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7（1969.8），頁 8。 
95 倪再沁，〈臺灣現代美術的變遷〉，收錄於王庭玫編，《臺灣美術的人文觀察》（臺北：藝術家

出版社，2007），頁 47-65。 

 



 

51 

 

代性」的表現純粹專注於抽象風格之上，對於水墨藝術卻與臺灣環境的關係連結

是相對疏離的，整體「現代水墨」的抽象理論與相關創作瘋迷一時，僅能作為水

墨藝術史上的節點，無法取代本土既有發展出的美術脈絡。 

  臺灣美術「現代化」的運動中，五月與東方的成員多屬於戰亂流亡到臺灣的

藝術青年，在文化思想上也從未受到日本殖民的權威統治，但由於國際情勢的動

盪，韓戰爆發，美國援助進入臺灣，而臺灣改革派藝術家也藉此接收到美國文化

的衝擊，其中藉著政治、文化、娛樂、經濟、教育與商業化等方式，因而加深其

對於西方文化的關注與追求。透過現代理論與畫會群體的組織下，再依據西方抽

象主義的準則，詮釋出一套關於水墨藝術創作的「現代化」演進形式，使得整個

藝術發展的風向自「寫生寫實」，轉移到「寫意抽象」，完全地動搖了固有的官方

展覽（省展）與美術學院的體制，以傳統革命之姿引進西方思想潮流，臺灣水墨

藝術主體性有了較突破性的發展。      

  美國社會學家湯馬斯（William Isaac Thomas，1863-1947）觀察社會文化藉

由符號互動的關係，演繹出「情境釋義」（The 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的概念，

湯馬斯認為一個獨立主體，對於相對客體的狀態下，必須進行識別、分類與調適

的過程。96其中符號的解釋與運用是立基於自身處在他人思考的基礎上，如果失

去此基礎，互動便不能產生，而沒有良好的互動關係，社會組織的運作模式也將

失去平衡。假以符號互動論來觀看東西文化之間在臺灣水墨藝術中的主體位置，

能得知臺灣水墨藝術在「現代化」過程中，其所簇擁的主體依然皈依於中國文化

之下，仍然將所謂的「東方精神」作為識別核心，現代水墨中的主體核心依然沒

有踏進臺灣本土，僅有東方與西方的文化視野，以區分出傳統與現代之異同。 

  終回到臺灣史的總體觀點而言，臺灣美術除了在美術思想上的推進以外，

自 1950 年代開始，也同時面臨政治介入，如 1952 年蔣中正發表〈反共抗俄總動

員運動〉，強力主導社會與文化改造方向，而國民政府在 1956 年更是大力推行「戰

鬥文藝」運動，其中政戰美術所標榜「反共抗俄」與「戰鬥文藝」成為當時 重

要的文化政策。因此，傳統水墨的固有形式，恰好可以呼應對於故國山河的想像，

並在去國懷鄉的情懷中，引發現實狀態的時代共鳴，水墨藝術於 1950 至 1960

年代中，作為國民政府反共文藝中的重要政策之一。但相對於本省藝術家而言， 

  

                                                        
96 Bernard N. Meltzer, Jerome G. Manis. Symbolic Interaction: A Reader in Social Psychology,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72, pp. 33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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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語言與政治環境的急遽變遷下，國民政府所施行的文化策略是相形脫鉤的，

有別於外省藝術家的所表現出的山水樣態，其創作基礎（如戰爭離散、懷鄉情緒

與民族情感等）也有所不同，文化經驗的可見視野遭到大幅限縮，本省藝術家必

須同時接受反共情勢與文化認同的切割，在文化發展脈絡上無法有承繼的連續性，

而與當時文藝政策與外省文化集團產生隔閡，進而走進了沉寂消聲的普遍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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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臺灣水墨的主體形構 

  西方藝術史學者帕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 1892-1968）認為藝術史是經

由序列性的「象徵形式」（Symbolic Form）所構成，因此藝術史脈絡的演進則是

在形式之間的「取代」行為而得以前進，但這並不表示形式於時間序列上的演進

就等同於絕對的進步；而在「象徵形式」潛藏著文化中的部分層面，如政治、科

學、神學、美學與哲學等，帕諾夫斯基透過圖像學（Iconology）的研究方法來演

繹出所謂「文化整體」（Culture Whole）的概念。97 

  其中，帕諾夫斯基認為在「文化整體」的內部，具有發展性歷史的特質，在

有斷裂性的結構開始出現時，意謂著藝術史的腳步又即將進入了一個新「文化整

體」的歷程，因此「文化整體」彼此之間是不具有延續性的關係；換而言之，「文

化整體」的內、外部之間存在著共時性與異文化的抵抗；在內部即是「文化整體」

對於自身所演進的創作形式與內容，產生主動性的否定與質疑，屬於自主提升的

持續性路徑；在外在部分，「文化整體」可能受到社會、經濟或歷史因素所影響，

而非文化範疇內的被動條件，使得「文化整體」的狀態才呈現不連貫的文化徵象。 

  如試著將臺灣戰後美術史的發展脈絡，放入「文化整體」的論述邏輯中運作

時，也就恰如帕諾夫斯基所歸納的結果，臺灣美術主體受到外部環境局勢的變動

因子所波動，造成「文化整體」間不穩定的史觀脈絡，進而導致不連續且具錯落

性的文化斷層；因此「文化整體」就直接造成臺灣美術主體性的認知混淆。 

  在 1949 年戒嚴時期開始，臺灣社會受到嚴密的自由限制、資訊封鎖與文化

箝制，使得在文化話語權更加固於所謂「復興中華文化」的文化霸權下，而受獨

大的政治權利所牽制，消弭臺灣於日治時期所養成的文化力量，造成臺灣於日治

時期所養成的文化基底和美術脈絡隨之中斷。 

但臺灣社會沒有因為戒嚴而完全失去與外界接觸的機會，在戒嚴之後未久，

時值韓戰爆發（1950-1953 年），由於臺灣位處重要的戰略軍事位置，美國為遏止

共產勢力向太平洋島鏈前進，而派遣第七艦隊（United States Seventh Fleet）前往

臺灣進行軍事協防與經濟上的援助，使更進一步得到西方文化浪潮的交流與洗禮，

間接讓臺灣主體發展有了緩解的舒張空間。 

  

                                                        
97 Arthur C. Danto 著，林雅琪、鄭惠雯譯，《在藝術終結之後：當代藝術與歷史藩籬》（臺北：麥

田出版社，2010），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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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 年代在國民政府的積極治理以及大量的工業基礎建設下，臺灣社會於

民生景氣雖有著蓬勃復甦的進展，但始終無法扳回政治環境與軍事狀態上的實質

頹勢；至 1960 年代中期，兩岸情勢已越趨明朗化，所謂「一年準備，兩年反攻；

三年掃蕩，五年成功」計畫已淪為口號時，使得過往復興中華文化思想，以及反

攻大陸的反共情節不再濃烈；其次，在國際形勢上，自美援停止開始，伴隨著

1970 年代初臺灣退出聯合國與接連的雪崩式斷交，臺灣處於國際情勢下的低迷

危機，促使臺灣開始正視自身的主體價值，其歷經百年來的主體游移後，該何去

何從，之中的主體意識便藉鄉土文學的熱潮隨之興起，進入「鄉土主義」的文化

自省階段，在國際視野局部限縮的契機下，轉向自我認同的追根尋找，美術文化

運動也相繼映照活絡。 

  接續在 1980 年代的時代氛圍中，隨著威權體制的解體，臺灣經由解嚴來獲

得政治與文化上的解放，美術文化的能量紛紛始以政治環境的批判與掙扎為題進

行創作，臺灣主體發展已經逐漸脫離日本、中國與西方的三方意識枷鎖，此時能

視作為主體自主思辯的開始，使之探索其內在的文化徵象與弊病，使得社會能夠

以更開闊的視野來重新找尋自身在世界中的當代定位，有關乎臺灣主體性的形構

及其思考也逐漸沈澱並穩健發展。 

  無論是歷經日本的殖民主體、或戰後國民政府的國族主體，臺灣主體性的討

論至 1990 年代逐漸成熟，內容大多皆已跳脫了日本與中國、傳統與現代、東方

與西方之間的論述邏輯，臺灣主體性的議題在藝術家與文學界密切關注之下，核

心價值與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發展趨勢不謀而合，其具有歷史性的藝

術創作與書寫效應，開始進入美術館與展覽中做深入的學術探討。此章節於本文

的結構中，延續上章節的史觀脈絡，但已將對於臺灣主體性自游移模糊的狀態，

轉化立場其主體認知的態度，確立臺灣美術是確切進入到組織其主體性的過程，

以完備本文對於臺灣美術主體脈絡的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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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鄉土意識的興起 

  鄉土意識的興起在於諸種外交上的政策失利，如「釣魚臺事件」、「退出聯合

國事件」以及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等，接連導致臺灣的國際地位

萎靡不振，造成國際情勢發展上的頹勢，當臺灣面對到空前的主體危機意識，臺

灣文化身份的混淆儼然成為現實議題。由臺灣文學為首的鄉土運動，偕以詩性的

批判性思維，開始思考何謂臺灣本土性，在媒體雜誌與文學刊物的帶動之下，小

說與散文的範疇中皆可見鄉土文學的身影，以此引領著學子與藝術家走入漁村與

農莊，用實際行動的方式來深刻地了解臺灣基層社會的勞動狀態，萌發臺灣鄉土

意識的觀念，就此開始了尋找臺灣文化身分的路途，一方面是為了抗衡中國體系

的強襲，另一方面則是針對西方潮流於臺灣過度氾濫的反省，做出文化認同上的

結構性重整。 

  「鄉土文學論戰」是自 1970 年代初期《中國時報》的「海外專欄」開始，

首先是對於 1960 年代「全盤西化」的文化現象產生質疑，再對臺灣文學中過度

西化的現象進行批判與反思，如鍾理和、黃春明與吳濁流等文學家，鄉土文學的

訴求並非流於私人情感的流露，以基層生活為題材，進而切身表達社會時代中的

現實動向，鄉土文學逐步在臺灣文學中取得主導性的地位。98然而，「鄉土文學

論戰」本質上，雖看似是「現代主義」與「鄉土文學」之間的對抗，但內裏藏有

中國國族主義與臺灣本土論的議題存在，再就另一個層面而言，也是為了使臺灣

主體能與中國的政治體系與文化脈絡做出對應的反抗與抽離，此種「去中國化」

的現象，其意圖在於強化屬於臺灣在地所謂的「臺灣意識」與「本土化」，99重

新檢討現代性在文化美術中的適切性。 

  臺灣社會經由鄉土文學的催化下，群起關注於自己生存土地的時代，而投身

在自立自強的運動風氣當中，這也間接影響臺灣美術圈的生態，藝術家與學者一

同投入民間藝術（Folk Art）領域的田野調查與專書的出版，如席德進的《臺灣

民間藝術》（1974 年）、劉文三的《臺灣宗教藝術》（1976 年）與《臺灣早期民藝》

（1978 年）、李乾朗的《金門民居建築》（1978 年）與《臺灣建築史》（1979 年）

等，以上皆是臺灣土地文化認同，與其存在價值探索的具體研究成果；繪畫藝術

也透過民間藝術特有的造型與色彩的啟發後，激發其創作上的創新與演變，藉著

                                                        
98 陳映真，〈文學界來自社會反應社會〉，《中國結：政論及批判卷》，（臺北：人間出版社，1988），

頁 19-22。 
99 倪再沁，〈臺灣美術中的臺灣意識〉，收錄於葉玉靜編，《臺灣美術中的臺灣意識－前九零年代

「臺灣美術」論戰選集》（臺北：雄獅出版社，1994），頁 18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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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精神融入於畫面表現時，更能促使作品與社會產生共鳴。100 

  自 1970 年代中，臺灣美術圈受到美國寫實畫家魏斯（Andrew Nowell Wyeth，

1917-2009）影響，從西方寫實繪畫的表現形式，醞釀著臺灣鄉土美術運作的能

量。由於魏斯大量描繪以鄉土與農村為主的內容，其細膩寫實的題材和風格，則

完整體現了人與自然之間的互動關係，進而引起藝術家對於自然風土的關懷。魏

斯的鄉村寫實繪畫，恰巧符合臺灣鄉土美術中所需要的元素。臺灣美術圈對於鄉

土美術風潮趨之若鶩的同時，也讓多位曾關注於臺灣鄉土題材的藝術家，重新受

到關注，如藍蔭鼎、陳夏雨與洪瑞麟等人，一同成為鄉土美術運動潮流中所緬懷

的標竿人物。而曾在戰後初期受壓迫的膠彩畫系統亦獲得解套，其表現的形式與

內容，超越省籍矛盾與地方衝突的混沌，一同落實於鄉土的真實狀態。101 

 

  

  

  

 

 

圖 5 安德魯 • 魏斯，〈克里斯蒂娜的世界〉，

蛋彩畫，81.9 × 121.3 cm，1948，紐約現代美

術館藏。 

 

 
 

圖 6 洪瑞麟，〈煤礦場速寫〉，炭筆素描，尺寸

不詳， 1971，收藏地不詳。 
 圖 7 陳夏雨，〈農夫立像〉，石膏原模，47.2 

× 16.2 × 11 cm， 1951，收藏地不詳。 

   
                                                        
100 林惺嶽，〈臺灣民俗文物與現代繪畫〉，《藝術家》7（1975.12），頁 57。 
101 白適銘，〈林玉山有關「現代國畫」改革意見探析－從致梁又銘信函談起〉，收錄於李振銘、

楊永源編，《匯墨高升：國際水墨大展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12），

頁 15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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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鑑於臺灣鄉土美術所造成的影響力，不僅感召了自美術學院科班出身的藝

術家外，在國內報刊媒體的大力報導之下，也將其感染力擴及到了「素人藝術家」

的風潮上，而所謂的「素人藝術家」指得是未接收過正式美術科班訓練，且出身

於非都市區的藝術家，如畫家吳李玉哥、洪通以及雕塑家林淵、朱銘等人，他們

透過純粹個人視覺語彙來表達出各自的生命經驗與情感，作品表現跳脫學院體制

的形式框架，也貼合臺灣鄉土美術運動的步調。因此，在 1970 年代「素人藝術

家」便成為銳不可擋的一股新潮流，尤其洪通與朱銘兩人的個展都席捲全臺，102

展露出臺灣鄉土藝術中那純樸兼具爆發性的表現潛能，但也間接體現出臺灣社會

對於藉由鄉土美術得到自我認同的渴望。  

  

圖 8 朱銘，〈同心協力〉，50 × 171 × 80 cm，

銅，1975，臺北市立美術館藏。  

圖 9 洪通，〈節日〉，37 × 52 cm，廣告顏料、

水墨、紙，1974，臺北市立美術館藏。 

  文學界的鄉土意識也響應在臺灣水墨藝術的發展脈絡中，活躍於 1960 年代

的「現代水墨」發展就此減緩，主因在於其抽象性的表現是背離了土地與現實，

同時也欲擺脫西方文化宰制為前導的創作理念，重新檢討「全盤西化」、「橫的移

植」等西化概念，而試圖將關注的焦點落實於臺灣的土地之上，因此衍生出 1970

年代臺灣美術中的「鄉土水墨」時代風格。「鄉土水墨」以寫生觀念為賦歸，創

作內容主要汲取於臺灣人文生活與鄉土自然的日常經驗；人物畫忠實流露出臺灣

民俗活動與民間樣貌，如鄭善禧、洪根深與袁金塔等人；袁金塔的〈蓑衣〉以乾

筆鋪陳出石牆與蓑衣之間的紋理，在石磨以及農舍背景中充滿人文關懷的情愫；

洪根深〈紅河戀〉畫中則是直接表現了基層社會的真實狀態，在背景留白的襯托

之下，姊弟兩人悲戚的面容，顯現出對於生活困頓的貧窮之感。 

                                                        
102 1976 年 3 月，洪通在臺北美國新聞處林肯中心舉辦首次「洪通首次個展」，參觀人數達數萬

人。同年同月，朱銘亦在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朱銘木雕藝術特展」，《中國時報》的人間副

刊以連載五日的專文報導其造成的美術現象與文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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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袁金塔，〈蓑衣〉，水墨設色、宣

紙，170× 85 cm， 1976，私人收藏。 
 

圖 11 洪根深，〈紅河戀〉，彩墨，69× 52 cm， 

1979，高雄市立美術館藏。 

  除了對於鄉土情壞的寫照之外，臺灣水墨藝術在山水畫的表現也跳脫傳統中

國那主山堂堂的「陸型山水」，誠如席德進筆下所繪的臺灣「岸型山水」，畫面中

的砂礫海沿與斷崖，作品表現才更是貼近於臺灣自然的真實景象。其次，於創作

技法的部分也有新的突破，水墨藝術參酌攝影成象的方式，藉以輔助構圖的組織，

將畫面表現訴諸於客觀寫實的寫生技法，講求空間的透視感、強調形體的輪廓與

明暗的對比層次，表現出鄉土意識所著重的自然風景、農村景色或者是未都市化、

未工業化的郊區邊陲地帶。 

  
圖 12 鄭善禧，〈野柳風光〉，彩墨，70× 

136 cm， 1980，私人收藏。 
 

圖 13 席德進，〈北宜海濱〉，水墨，69× 

137.5cm， 1979，國立臺灣美術館藏。 

  臺灣長期以來受到外來主體的壓制之下，造成自我主體上的迷惘與心理不適，

於是對於「臺灣文化」的身分追求就顯得過於急躁，削弱了實質上與思想上的反

思意義。103因此，在鄉土風潮狂熱沸騰之時，無意間掉入泛政治化與繪畫形式的

迷思，藝術家為追求鄉土美術的風格，其創作內容始終執著於同類表象形貌的追

求，如水牛、簑衣、古甕、破銅爛鐵、殘破的農舍等的題材，臺灣鄉土美術的形

式雖能彰顯其對於鄉土運動的支持立場，但也就此成為鄉土美術無法擺脫的標籤，

「社會現實」的鄉土運動延續到美術的結果，遲滯了臺灣美術的推展。104 

                                                        
103 陳瑞文，〈臺灣文化與本土文化所引出的片段思考〉，《雄獅美術》245（1991.7），頁 118-119。 
104 倪再沁，〈西方美術．臺灣製造－臺灣現代美術的批判〉，《雄獅美術》242（1991.4），頁 11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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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鄉土美術紛紛走避傳統中原思想與現代西方思潮的兩個彼端，試圖在錯

落的臺灣歷史脈絡中，取得一個具有自我主體意識的平衡發展，如同朱銘與洪通

正是建立在非學院與去西方脈絡的養成背景下，加上媒體極力刻意炒作後所產生

出的「素人熱潮」，此種文化現象絕非出自偶然，臺灣美術嘗試著從鄉土運動之

中的找尋主體，並從藝術表現來具體化其主體形塑的結果，但卻走向了自我呢喃

的語境，主要原因在於鄉土美術的知識結構中，大多建立在排斥西方理絡的對立

基礎之上，其獨斷性的文化發展限縮了鄉土運動持續運作的彈性空間，造成鄉土

美術的後勁與持續力不足。105 

  鄉土意識的興起帶起文化自覺與文化尋根的行動，臺灣美術主體於 1970 年

代積極地往鄉土運動的方向邁進，但藝術表現上的思維僅停留於鄉土意識的運作，

而逐漸流於形式與口號，反而成為去中國、去西方的意識強固，在主客體間認知

的轉換障礙下，無意間讓臺灣主體性的發展走向邊陲；其次，鄉土美術 大的盲

點在於，將臺灣主體性攀附於鄉土意識之上，便輕易地把臺灣美術主體的本質與

鄉土運動的核心畫上等號；雖然 終「鄉土」不等同於「本土」，儼然成為不爭

的事實，但實質上臺灣鄉土運動也成為臺灣美術主體成長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105 林惺嶽，《臺灣美術風雲四十年》（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87），頁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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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解嚴前後的主體質變 

  1980 年代初期，在黨外運動（如美麗島事件）政治性的突破運動下，執政

當局逐漸軟化其威權統治的治理模式，使臺灣在政治與文化的主體上，而脫離黨

國主義的獨裁枷鎖，臺灣社會正式邁入自由民主的進程之列。1983 年由黨外雜

誌開啟系列「臺灣意識論戰」的討論，內容了擴大鄉土文學運動的議題，公開採

取以臺灣為思考中心的論述，臺灣文學首先作為臺灣新文化與民族解放的先鋒，

106藉由一個獨特的文學傳統下，建構出一個民族主體的概念，進而主張臺灣本土

意識與臺灣主體的獨立性，釐清臺灣與中國之間的民族意識，強化臺灣主體論述

機制的重要性與其必要性。 

  仔細端詳戒嚴時期對於文化美術施壓的案例，在臺灣美術史的脈絡上還不算

少見，如 1960 年代秦松作品〈春燈〉中的倒蔣事件、1071970 年代吳耀忠作品受

到左傾思想的控訴、1081980 年代李再鈐〈低限的無限〉作品中的特定視角，遭

指控與共產主義的紅星符號有著相互呼應的嫌疑，甚至到 1985 年藝術家張建富

亦與北美館產生展陳內容的衝突等。109臺灣美術在其發展的路徑上，是寄身於所

謂「自由中國」的主體之上，跟「共產中國」產生對立的政治意識，因而在美術

表現與創作時，其立場不夠鮮明或是過於曖昧模糊之時，就有可能遭受泛政治化

的「紅色控訴」；因而，臺灣藝術家無論在創作形式與內容上，文化形態依舊處

於黨國意志為中心，生根臺灣為策略，臺灣美術主體的輪廓還尚未清晰。 

  
圖 14 秦松，〈春燈〉，油彩、紙，53.5 × 78.5 

cm，1960，臺北市立美術館藏。 
  

圖 15 李再鈐，〈低限的無限〉，不鏽鋼、烤漆，

150 × 70 × 65 cm，1986，臺北市立美術館藏。 

                                                        
106 蕭阿勤，〈1980 年代以來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以「臺灣（民族）文學」為主的分析〉，

《臺灣社會學研究》3（1999.7），頁 50-51。 
107 1960 年 3 月，由臺灣現代藝術創作者共同串聯的「中國現代藝術中心」進行的展出暨成立大

會，但由於秦松作品部分符號看起來有蔣的倒字，引起非議，遭到當時會場主辦單位歷史博

物館撤展，導致「中國現代藝術中心」後續也了無發展，胎死腹中。 
108 蕭瓊瑞，《五月與東方－中國美術現代化運動在戰後臺灣之發展（1945-1970）》（臺北：東大

圖書公司，1991），頁 312。 
109 1985 年 8 月北美館策畫「前衛‧裝置‧空間」聯展，其中藝術家張建富的作品〈敬天畏神圖〉、

〈祭壇〉、〈超渡〉等，引發時任北美館館長蘇瑞平的注意，其認為此種作品的表現形式與內

容會導致觀眾有過度的死亡聯想，因此要求將展出作品撤下，兩方爭執不下；張建富後來在

展覽現場持抗議標語來反映北美館對於藝術家過分的要求， 終憤而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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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楊茂林，〈熱蘭遮紀事 L9307〉，壓克力、

畫布，194 × 260 cm，1993，私人收藏。 

  前總統蔣經國於 1987 年宣布解除戒嚴後，解嚴讓獨裁政權直接失去完全掌

握社會體制的無上權力，三民主義的教條思想也開始出走校園與聯考，在看似開

放的社會氛圍底下，但是白色恐怖在過去數十載所留下的思想遺毒仍是存在，有

關特定政治意識的敏感度依然存在，並非即刻就能將戒嚴時期所受到的主觀價值

進行解放。在無限上綱式的泛政治臆測，如同五角紅星的共產主義象徵，就僅是

一種角度的瞥見，卻狠狠地插進著民主與威權之間的鴻溝，威權統治的陰影流竄

於臺灣社會的角落之中。解嚴後所造成的藝術影響，包含顛覆傳統、解構體制與

挑釁權威等，脫離先前由威權統治下所奉承美術傳統中，並打破假性和諧與秩序，

臺灣主體性與中國傳統之間的連結關係也逐漸疏離。110  

  由於社會風氣的開放，美術圈所能切入關心的焦點，也如雨後春筍般的不斷

擴增與放大，如政治批判、土地關懷、本土圖像、性別心理、媒體意識、消費文

明與女性主義等議題，反權威與反體制成為當時的創作顯學，臺灣美術可說是進

入到「能量釋放」的完全階段。111另外，於解嚴後由藝術家所組織的新生美術團

體也發揮其群聚效應，如 1980 年代成立的「101 現代藝術群」、「臺北畫派」等，

以及 1990 年代的「天打那」、「新樂園」、「竹圍工作室」與「非常廟」等；112在

臺灣主體與其政治主體上的意志矛盾，藉由創作議題上的討論也越來越清晰，更

是加速臺灣前衛美術觀念的發展。 

  在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社會前提下，藝術家踏入穩定的社會局勢，不

再為政治勢力的影響而低頭，並在前衛美術的薰陶下，勇於放手去實踐其創作形

式與內容，像是吳天章解構偉人圖像中的威權象徵，作為對於政治的具體批判；

梅丁衍組合孫中山與毛澤東的肖像，以表兩岸政治環境的錯亂與價值混淆；而楊

茂林的《Made in Taiwan》系列作品探索臺灣史自明鄭時期以來的脈絡，藉由其

深具本土識別性的視覺符號，重建臺灣史觀的主體與及再思考。 

 

 

 

 

                                                        
110 王嘉驥，〈從反聖像到新聖像－後解嚴時期的臺灣當代藝術〉，收錄於林小雲、王品驊主編，《流

變與幻形：臺灣當代藝術穿越九零年代》（臺北：世安文教基金會，2001），頁 100-101。 
111 孫立銓，〈西方美術在臺灣美術發展中的「在地性」初探〉，收錄於林小雲、王品驊主編，《流

變與幻形：臺灣當代藝術穿越九零年代》（臺北：世安文教基金會，2001），頁 59-65。 
112 姚瑞中，〈作為一個個藝術團體砌疊而成的碉堡〉，《現代美術》166（2013.4），頁 44-49。 

 



 

62 

 

  

圖 17 吳天章，〈蔣經國的五個時期〉，油彩、合成皮

革，239 × 246 cm ( ×5 )，1989，臺北市立美術館藏。 
 

圖 18 梅丁衍，〈三民主義統一中

國〉，影像輸出，依空間尺寸調整， 

1991，私人收藏。 

  藝術家於解嚴前後的大規模反動，不單純只是在議題操作上的大膽衝刺，如

同如倪再沁對於解嚴後美術現象所進行的觀察： 

抗爭、批判、顛覆……這是臺灣前衛美術最熱衷的方向。不論是用「超前

衛」、「新表現」等繪畫方式，還是運用「裝置」、「行為」或「表演」，他

們往往把焦點放在政、經、社會議題；形式的強烈、粗暴，內容的聳動、

放肆，使他們的作品往往成為媒體的最愛。李銘盛、連德誠、吳瑪俐、吳

天章、黃進河……均從不同的方向撻伐臺灣的威權。臺灣美術也只有在解

嚴後才能真正挑戰以往所不能觸及的禁忌，新生代美術家如此飛揚、得意，

實為時代轉變所賜。113 

在議題之外，藝術家也開始嘗試在非平面繪畫或立體雕塑的範疇之外，其他不同

種的形式表達，包含錄像藝術、裝置藝術、行為藝術與表演藝術等，如李銘盛於

臺北忠孝東路附近表演〈藝術的哀悼〉作品，正是嘲諷著社會規範與政治人物的

閉鎖；陳界仁的行為錄像作品〈機能喪失第三號〉以戲謔的方式來諷刺環境狀態

的藝術形式，臺灣美術面臨內部形勢與外部議題的雙重轉向，破解長年威權統治

下的謬象，前衛的藝術創作者們透過多種形式的藝術表現運行，以清晰的條理與

邏輯，逐步演繹出具當代象徵的臺灣美術主體性。 

 

 
                                                        
113 倪再沁，〈戰後臺灣美術斷代之初探〉，《臺灣美術的人文觀察》（臺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1995），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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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李銘盛，〈藝術的哀悼〉，行為藝術，

臺北市忠孝東路、敦化南路交叉路口演出，

1987。 

 

 

 

圖 20 陳界仁，〈機能喪失第三號〉，行為錄

像藝術，西門町武昌街演出，1983。 

  對於體制的挑戰與傳統中國意念的反抗，水墨藝術也沒再這一波前衛浪潮中

缺席，如洪根深以黑暗的色彩來隱喻解嚴後的社會氣氛，表現白色恐怖造成人與

人之間的信任破裂之後，不僅撕裂了省籍之間的融合契機，也摧毀了臺灣社會

基礎的民生自由，而倪再沁也同樣地諷刺彼時政治與資本主義的狀態，透過相異

動物彼此雜交的畫面下，間接顯現臺灣社會所運作出來的光怪陸離，此件作品也

從平面繪畫再發展為〈臺北怪談〉的立體雕塑，擴增平面繪畫的視覺張力。但水

墨藝術並非皆以社會批判意識為前進的唯一指標，「新文人畫」便是超脫於社會

紛亂的新支系，其訴求不是要去追求社會環境的寫實或真實，反而經由藝術家纖

細的情感反射出一種具現代文人的自覺，而筆墨運用上回歸到「返傳統」的調性，

以江兆申與李義弘為代表，臺灣水墨藝術在此時擺脫不合時宜的文化圭臬，兼具

著前衛與內斂的情感表述。 

 

 

 

 

 

圖 21 洪根深，〈黑色情結-25〉，墨、壓

克力、畫布，91×116 cm，1990，高雄

市立美術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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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倪再沁，〈倪氏寓言之一〉，水墨、畫

布，180 × 250 cm，1993，高雄市立美術館藏。 

 

 

 

圖 23 倪再沁，〈臺北怪談〉，玻璃纖維，300 

× 75 × 188 cm，2002，國立臺灣美術館藏。 

 

  臺灣美術在觀念與媒材的奔放下前進，自 1990 年代開始，臺灣美術圈也不

忘回首水墨藝術的進程，針對臺灣水墨藝術開始進行脈絡式的回顧，開始將戰後

初期到鄉土水墨之間的史觀與藝術家進行系統性的梳理，如 1988 年北美館曾以

邀請和徵件的方式，來交織出臺灣所謂「現代水墨」的面貌，隔年 1989 年同樣

以水墨藝術為主軸舉辦〈水墨畫創新展〉。藉由展覽論述方法與展陳名單，由此

可知來當時對於臺灣水墨的史觀立場；在此之中，北美館是技巧性地在迴避了「現

代水墨」的名詞使用，單純就展覽中的藝術家名單與展名的文化修辭而言，是將

「現代」與「創新」是有著混淆使用的狀況產生，可從中觀察到臺灣水墨初次嘗

試「脈絡化」後的結果，是較不盡理想的。114 

  雖然水墨藝術「脈絡化」未果，但臺灣戰後以降的水墨藝術發展狀態，已在

王秀雄、黃光男、倪再沁與蕭瓊瑞等學者的學術研究下，完成相關風格歸納與現

象批判，一般大致分類為文人畫為使命的「正統國畫」派、五月與東方畫會為主

的「抽象水墨」、寫生為核心的「臺灣水墨」、視覺寫實的「鄉土水墨」，與藉抒

發個人心境為歸依的「新文人畫系統」。115在此，臺灣水墨藝術史儼然形成，書

寫內容參雜著基本的形式風格分析，同時擴及國族意識、學院派系、美術環境等

多重的條件；換而言之，意謂著水墨藝術的主體雖尚未完全做出結論，但已經確

切找尋出其主體性的基因組成，往後的研究書寫可以參考研究路徑來輔佐水墨藝

術在當代中的主體形塑。 

                                                        
114 蕭瓊瑞，〈臺灣當代水墨的類型分析〉，《現代美術》133（2007.8），頁 46-59。 
115 倪再沁，〈中國水墨．臺灣趣味－臺灣水墨發展之批判〉，《雄獅美術》244（1991.6），頁 15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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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水墨主體的當代狀態 

  1990 年代以前，臺灣美術史在歷經多個文化階段之後，自「被動應對」轉

為「主動求變」的正向態度，並且將 1960 年代過於傾向西潮的發展，與 1970

年代對於鄉土意識的誤解，臺灣美術於 1980 年代時取得新的平衡，美術自主意

識的抬頭，使得臺灣藝術家能夠對於新潮的藝術理念與本土題材有更深入的探索。

116已經將前衛作為自身創作理念上的唯一真理，但隨著美術環境的成長下，在美

術館、畫廊、藝術評論與藝術史學者等也漸漸深入於前衛藝術的發展時，前衛藝

術再也不是藝術家所把持的神主牌，且在供過於求的知識生產體系之下，臺灣前

衛藝術創作已逐漸形成世俗化與大眾化的傾向。117但整體而言，批判性思考替代

權威性壓迫的美術氛圍，臺灣美術圈也積極地為身處的美術環境進行深沉的反省

與批判，而所有的言論大多集中於兩點：其一是創作者自身的主體性問題，其二

是美術與本土意識、臺灣意識的糾葛。118 

  臺灣水墨藝術歷經戰後初期的省籍矛盾、1960 年代的「現代化」、1970 年代

的鄉土運動以及 1980 年代的解嚴氛圍，臺灣美術在政治與文化上，由內而外的

積極嘗試與快速轉型的結果，無論是趨向傳統的中原文化思想、現代的西方藝術

潮流抑或是折衷的臺灣鄉土運動，臺灣美術的水墨主體在各種出路中探索，在二

十世紀末之前，都尚未鋪陳出一個較有延續的脈絡，而其中所謂「臺灣美術」的

名詞界定，是依賴著新思潮的衝擊下才真正確立： 

在「鄉土文學」的論戰時代，臺灣美術中的臺灣意識尚未具現，但從臺灣

美術的歷史背景、經濟結構及自主性、進取性等方面來看，美術界並沒有

形成以「臺灣為中心」的共識……直到這兩三年，「臺灣美術」因後現代

思潮的衝擊以及對於「大陸藝術熱」的反思才逐漸被提出，取代了過去一

般廣泛使用的「鄉土美術」。這樣的進展－以「臺灣」取代「鄉土」，在態

度上顯得更具包容性，亦可擺脫「鄉土」、「本土」等名詞在語意上的種種

爭議。119 

 

                                                        
116 林惺嶽，〈臺灣美術自主意識的崛起及其未來〉，收錄郭繼生編，《臺灣視覺文化：藝術家二十

年文集》，（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5），頁 246-250。 
117 謝東山，〈傳統的藝術思維及表現－九零年代〉，收錄於林小雲、王品驊主編，《流變與幻形：

臺灣當代藝術穿越九零年代》（臺北：世安文教基金會，2001），頁 69-98。 
118 陳傳興，〈「現代」匱乏的圖說與意識修辭－一九八○年代臺灣之「前」後現代美術狀況〉，《雄

獅美術》259（1992.9），頁 16-25。 
119 倪再沁，《臺灣美術的人文觀察》（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7），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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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到臺灣社會與臺灣美術歷經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的共生經驗，臺灣美術史就

現代主體的問題意識，修正其中語意修辭中的文化定義，以「臺灣」作為具強調

性質的文化用語，也就是說臺灣美術主體的意志透過「臺灣」來伸張原本「鄉土

／本土／在地」的論述空間，不但能降低其論述的爭議性之外，亦能區隔出大陸

與臺灣之間主體的價值差異。 

  但臺灣美術主體性的本質並不能僅是站在中國大陸的對立面而已，臺灣主體

性必須放置到「世界體系理論」的脈絡來檢視。美國社會學家薛爾斯（Edward Shils，

1910-1995）解釋「中心」（Center）與「邊陲」（Periphery）文化相對關係的概念，

「中心」的定義無關乎於幾何學與地理學上的意義，而是指一種價值與信仰領域

的集中現象，而薛爾斯認為每一個社會都有「中心」。120一般說來，每一個社會

都有一套不斷運轉的價值與信仰核心，而處於「邊陲」的成員皆會有尋求參與，

並期許得以進入「中心」的期待，其中必須經由參與「中心」，並得到「中心」

的認同，「邊陲」的成員才能得到社會文化上的自信與肯定。因而認知到臺灣美

術要從文化邊陲前往核心的幾個要點： 

一般認為，臺灣社會和文化內部發展的條件，主要是受制於西方的核心控

制，臺灣如果要從邊陲位置躍進核心，除了要具體與世界體系保持有機動

經濟關係之外，其自卑的政治、文化活動，勢必也要提昇達到一個具有國

際語彙交流的實體，臺灣的本土藝術課題，應當托付在這樣的使命上。121 

在世界體系的運作機制下，大多以資本主義世界的發展同軸，據體系中各地區所

扮演的「分工單位」為標竿，將世界分為核心、半邊陲與邊陲三種區域。因此，

臺灣美術位於邊陲化的同時，其必須擁有一個可以與世界脈絡溝通的主體價值，

因此在臺灣美術於現當代的運行中，不能只有處理自身歷史脈絡上的區域性議題，

孤芳自賞下所建立出的文化自信，是無法與世界體系的核心有所進出的，122因此

無論是藝術題材之上，或是視覺表現語彙上的表達，皆需有國際性的共構視野。 

  

                                                        
120 Edward Shils, Center and Periphery: Essays in Macro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Ch.6 . 
121 梅丁衍，〈臺灣現代藝術本土意識的探討〉，《雄獅美術》249（1991.11），頁 110-113。 
122 高千惠，《當代文化藝術澀相》（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6），頁 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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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 1996 年臺北雙年展〈臺灣藝術主體性〉就曾以臺灣藝術主體性為名，「主

體性」的意識在當時臺灣文化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正式走入美術館與其機制的實

踐當中，促使相關主體性的論述能得以向國際視野的高峰前進，123但其中展覽立

基與論述點還是模糊不清，原因在於其策展論述與展出藝術家，依然是建立於美

術史的斷代脈絡之上，可說是歷史狀態的實體轉譯，經由全面涵蓋的策略來呈現

「保守的」主體性，此種主體性的展演僅有著釐清臺灣美術史的功能，並不能完

整代表臺灣美術主體的內涵與特質，就如同當我們深知了某人的成長背景之後，

也不能意謂著他就是個獨立的個體，而是必須參照這個人目前當下的生活狀態與

經濟條件，才能得知此人是否能夠作為一個具主體意識的個體。 終此展覽對於

主體性的建立只有局部的效果，尚無法為臺灣主體性做出確鑿的結論。 

  回歸於水墨藝術進入到當代論述角度時，臺灣或者是彼岸的中國大陸，自

1980 年代開始便修改了「國畫／中國畫」（Chinese Painting）上的論述使用，臺

灣方面採用「現代水墨」、「抽象水墨」、「鄉土水墨」與「新文人畫」等的用語，

124而中國方面是由「表現水墨」、「觀念水墨」與「實驗水墨」等詞彙取代。125「水

墨」在當代論述使用上的活絡，也代表著過往傳統中國繪畫中的臨摹體系已經逝

去，126等同是削減「國畫／中國畫」中原有的國族意涵，就如同「國語」、「國劇」

與「國樂」等，都是有著特定國族情節的文化詞彙，水墨」的修辭運用較能夠吐

納較多的繪畫空間與討論範疇。 

  其次，在水墨藝術上的當代表現來說，在 1980 年代初期開始出現，走向現

代化以外的新道路，甚至邁向了在宣紙與絹本以外的三維創作，如張永村於 1984

年異度空間的展覽當中的作品，即進行了以水墨藝術走到裝置範疇上的概念衝刺，

其作品受此評定： 

他的水墨材料，在當代畫家中尚無人嘗試過。在水墨、宣紙及裝置性的展

示手法運用中，發現到新的發展路線。風格上既不屬於傳統水墨畫，亦不

能稱為純粹的裝置藝術，甚至在技法上也與水墨畫無多大關聯。127 

                                                        
123 蕭雅云，〈臺灣當代藝術主體性在哪裡？〉，收錄於呂佩怡編，《臺灣當代藝術策展二十年》（臺

北：典藏藝術家庭，2015），頁 168-182。 
124 謝東山、朱佩儀，〈前衛水墨－中國傳統繪畫的 後出路〉，《典藏今藝術》117（2002.6），頁

58-64。 
125 魯虹，〈走向觀念表達的水墨藝術〉，《典藏今藝術》93（2000.6），頁 138-141。 
126 陸蓉之，〈探詢臺灣八零年代藝術風格〉，收錄於郭繼生編，《臺灣視覺文化－藝術家二十年文

集》（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5），頁 210。 
127 謝東山，〈從意象紀錄學的觀點看八零年代臺灣新繪畫的發展導向〉，收錄於郭繼生編，《臺灣

視覺文化－藝術家二十年文集》（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5），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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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永村進行的作品在西方理絡而言，可算是勉強搭上裝置藝術的邊界，但自臺灣

的文化視角而言，此件作品不但穿透了水墨藝術困頓已久的平面侷限，也直接將

臺灣水墨藝術與西方藝術交疊出共構性的創作模式，塑造裝置手法落實於水墨藝

術中的可能性。 

 

 

 

 

 

 

 

 

 

 

 

 

 

  因此，臺灣水墨藝術跨足當代裝置媒材的討論下，既有的平面繪畫也回到傳

統文人畫的基礎來檢討，與 1960 年代「革中鋒的命」的現代水墨不同，在當代

中更不講求畫面皴法與筆墨於傳統形式的運用，如姚瑞中在立基於傳統水墨的對

立面，在水墨藝術進行當代化的改革觀念中，運用現代書寫工具（馬克比、簽字

筆與原子筆等）來取代毛筆，以鋼印來取代傳統的印鑑落款，以現代工具的使用

落實於其「偽山水」系列作品之中。128正當所有畫論與其繪畫法則全都放下的同

時，更添加了現代的文明基礎，水墨藝術除了「平面」上的創作之外，在媒材運

用上，延展到陳浚豪所建造的所謂「蚊釘山水」，以釘代筆的方式重新詮釋筆墨

中的皴法概念，光影映暈的變化模擬傳統水墨中的暈染效果，意謂著筆墨的時代

意義於當代之中是削弱的。水墨藝術在臺灣不但是落實於其當代性的實踐，也可

說是完成了部分其主體性的修正工程。 

                                                        
128 姚瑞中，〈姚氏六法－後民國的偽山水〉，《典藏今藝術》296（2017.5），頁 205。 

圖 24 張永村，〈天地線是宇宙最後一

根弦〉，墨水、宣紙，50 x 54 cm，1984，

私人收藏。 

圖 25 張永村，〈萬里江山〉，彩墨、壓

克力顏料、宣紙，10,000 x 97 cm，2013，

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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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世紀在全球文化皆受到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和國際主義

（Internationalism）所主導，其文化勢力的傳播路徑大多是以西方進入東方。至

此，由西方藝術主體所引導的當代藝術席捲全球，而其中拜西方文化風味的媒體

與訊息散播所賜，加速當代藝術的文化價值進行全方位的蛻變，亦如同郭繼生對

於全球化對於臺灣藝術主體環境的影響： 

這種變化是受到後現代思潮的影響，也與大環境的變動有關。全球化

（Globalization）使得整個世界越來越相似，好萊塢電影及其背後的文化

價值橫掃全球即是一例。另一方面在地化（Localization）的傾向也並行不

悖地發展，許多具地方色彩的事物被重視，並凸顯出來。所以在世界越來

越趨同質化的同時，人們又不斷地尋找差異的可能性。129 

至今，由於資訊傳播技術的發達，使得全球在地化的演繹模式，興起了相關「去

中心主義」（Decentralization）的理論，這不僅出現於文化與政治論述之上，甚至

為了對抗資本主義與金融體系，經濟體系中的比特幣（Bit Coin）130出現，也是

應證「去中心主義」的主體價值是能夠被確切實踐的。然而，臺灣近現代美術對

應於亞洲近現代藝術演進而言，全球化的藝術思潮所帶來的衝擊，其差異性與對

話空間的營造，本土思維是重要的思考平臺。131 

                                                        
129 郭繼生，〈臺灣藝術本土論述的再思考〉，《藝術史與藝術批評的探討》（臺北：歷史博物館，

1996），頁 257。 
130 比特幣（Bitcoin）是全球通用的電子貨幣，其特色在於不需要透過第三方機構（銀行、證券

商）就可流通的貨幣，以更透明公開來進行的交易行為，主要是力抗資本主義與金融體系所

把持的經濟宰制。 
131 廖新田，《藝術的張力－臺灣美術與文化政治學》（臺北：典藏藝術家庭，2010），頁 124。 

圖 27 姚瑞中，〈合歡煙雲／臨董源「洞天

山堂」〉，手工紙本設色、墨水、金箔，100× 

70 cm，2007，私人收藏。 

圖 26 陳浚豪，〈臨摹宋李唐萬壑松風

圖〉，工業用蚊釘、畫布，195× 264 

cm，2011，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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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美術從本土的單一回歸，回到多重文化的尊重與認同，文化才能取得共

同前進的共識，否則在過度窄化的邊緣視域底下，難以就區域性的島國色彩與特

殊歷史來取得國際視覺語彙的共鳴。臺灣美術在中原文化、威權統治與西方文化

霸權的夾擊中，臺灣水墨在當代環境需要的並非苟且式的妥協，而是必須經由自

我藝術脈絡的軌跡，逐一鋪陳出自我的階段性發展，不淪為區域性的文化自滿，

在認知到本土性與國際性兩者間並非是對立的單一選擇，美術主體與外部融合的

比例，可經過其文化主體內部的整合得出。因此，文化主體自邊陲走向中心的過

程中，不僅是在與其他相對客體的異文化間進行溝通對話，有部份也有仰賴於文

化內部的整合力量，避免主體中心的實踐僅成為一個烏托邦的想像。 

  總結本文前三章對於臺灣水墨藝術面對自身主體認知的過程：筆者認為其

早可自「現代水墨」發跡開始，雖然其是透過西方理論旁敲側擊出新的時代風格，

但可視作為遠離以「筆墨中心論」為核心的發展開端；而接續，臺灣美術在鄉土

運動時急切的美術表現，意識到局勢環境的存亡危機時，映射出強烈的環境意識

與社會價值，直接顯示其對於主體性的追求具有濃厚企圖心。 

  其次，也認知到臺灣水墨藝術的脈絡，是受臺灣內外部政治條件所交錯而成

的，因而水墨藝術的時代風格很大一部分，歸因於受到政治權力的更迭而有所牽

連， 終甚至作為具政治意圖的文化策略之一，因此在臺灣水墨藝術主體性的探

索中，接續不能單就文化美術的內部條件來切入，還必須參照環境因素加以考量；

後，在臺灣戰後數十年島內文化與社會激盪下，其中所形塑出「現代水墨」、「鄉

土水墨」等的時代風格，證明其主體意識，已明顯偏離中國傳統繪畫的文人訴求

與規範，也與中國現代水墨的發展路徑大相逕庭，在區隔出中國與臺灣之間文化

差異的同時，對內對外皆得以獲取相對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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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1980 世代水墨藝術的當代實踐 

第一節 1980 年代前後的美術環境 

  1970 年代初，臺灣開始盛行於美術刊物的發行風潮，如《美術月刊》（1970

年創刊）、《雄獅美術》（1971 年創刊）以及《藝術家》（1975 年創刊）等，也隨

著長期旅居海外的藝術家陸續歸國，臺灣美術圈能接收到具國際性的創作觀念與

藝文訊息，一併藉由美術刊物中的專題內容與相關專文介紹，無形之中就將國際

藝術潮流觸及到臺灣美術，1970 年代臺灣美術刊物的活絡，不但為臺灣藝術評

論創造了珍貴的發表平臺，更是為日後臺灣美術建構自我主體的路徑中，奠定了

重要的創作與論述基礎；此外，在 1970 年代末期隨著臺灣的經濟狀態好轉，便

開立許多新興畫廊，其中不乏為數眾多的展售型畫廊，而其中也出現了具學術性

與實驗性的前衛展演平臺，如春之藝廊（成立於 1978 年）等，臺灣美術環境在

文化與經濟蓬勃的共同簇擁下，甚而連帶影響爾後公立美術館的展覽走向。132 

  因此除了來自於民間的活水引入後，自 1980 年代初開始，公辦美術機構亦

由北至南的逐一設館，如 1983 年臺北市立美術館、1988 年國立臺灣美術館與 1994

年高雄市立美術館等，並且後續透過引入系列的西方美術大展，133開闢了一條與

國際資訊交流的便道。 終，臺灣美術的發展得以在眾多專業的展示空間與策展

計劃中，進行策略性的文化演進，仿效國際中行之有年的雙年展機制，使得臺灣

美術圈可藉由雙年展與國際大展的展覽活動，得以與國際藝術（家）進行交流，

拓展臺灣美術於國際視野的共軌運作。促使臺灣美術圈總體性的結構進展；在此

之中，林惺嶽曾分析臺北市立美術館成立初期與臺灣美術史之間的黏著狀態： 

從第一座美術館的成立回溯到臺灣美術的歷史，可以說，美術已由創作個

體的點的突破，逐漸開闊到全民參與的面的普及。在這段演進的過程中，

中國大陸、東瀛日本及代表西方世界的美國等力量的注入，對臺灣的美術

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134 

林惺嶽強調臺灣美術中多文化與跨文化的建構內質，而不純粹是戰後依附在戒嚴

統治下的「正統中原文化」，其作為一種文教政策與獨裁統治的樣本， 終隨著

時代而失去感召性；因此在 1987 年解嚴之後，臺灣新世代的藝術家更勇於朝向

                                                        
132 高愷珮，〈藝瘠之壤的活水－侯王淑昭、李錦季與春之藝廊〉，《藝術家》451（2012.12），頁

200-201。 
133 朱紀蓉，〈文化傳輸：從臺灣的超級大展談起〉，《現代美術》166（2013.2），頁 98-100。 
134 林惺嶽，〈彩筆耕耘下的臺灣美術〉，收錄於郭繼生編，《當代臺灣繪畫文選 1945-1990》（臺

北：雄獅圖書出版社，1991），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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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潮流邁進，一方面除了是渴望著藝術發展的繁盛企圖，而另一方面也是出自

於面對「傳統體制」的反彈與抵制。不意外地，此時期的藝術家展現出積極的爆

發力與行動力，破除了過往戒嚴時期的政治壓力，黃朝湖紀錄下當時藝術家的創

作狀態： 

新一代的現代畫家屬於得天獨厚的一群，他們沒有學院和傳統的大阻力，

也沒有莫須有的誤解與誣賴，反而有更好的場地展出，連堂堂公立美術館

也能接納他們，使他們更能毫無忌憚的高談闊論和創作，這是三十多年前

所無法想像的。135 

從此可知，當時新世代的藝術家突破的重要關鍵在於政治上的解放，從所謂誤解

與誣賴之中的白色恐怖走出，而能正當地在官方場域中進行個人立場的自由闡述，

成為臺灣美術主體自由發展的重要里程。 

  再聚焦回 1980 年代初期至 2010 年代間的臺灣高等美術教育之上，其逐年增

設或改組相關美術創作的大學院校（系），如 1980 年中國文化大學改組設置藝術

學院、1982 年國立藝術學院成立、1983 年東海美術系增美術系、1996 年國立臺

南藝術學院創校、1996 年華梵大學增設美術學系、2002 年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將

原「國畫組」改組為「書畫藝術學系」、2010 年長榮大學設立「書畫藝術學程」

等，在具規模性的增設與改組效應下，皆為培養臺灣藝術創作人才的重要基地；

136除此之外，相關美術（史）理論系所也是同時並進，如 1981 年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美術系碩士班成立、1989 年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正式成立、1991 年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增設碩士班、1996 年國立臺南藝術學院藝術史與藝術

評論研究所成立以及 2003 年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創立等，讓臺灣高等

美術於創作與理論的教育水平，有著均衡的完善發展。 

  臺灣美術在邁入 1990 年代以後，伴隨著美術蓬勃的發展風氣下，連同都市

閒置空間也開始受到關注，在受官方政策引導之下，進而轉型作為美術場域的使

用空間，如 2001 年臺北當代藝術館（原日治時期建成小學校）以及 2001 年臺北

國際藝術村寶藏巖（原公館老舊住宅區）等，經由閒置空間的活化下，擴大在美

術館白盒子之外的純美術展覽，向外延展到有關藝術家的駐村創作、藝文展演與

相關文創設計產業，使得當代的藝術文化可以與在地過往的區域歷史，產生更密

切的連結而永續利用。 

                                                        
135 黃朝湖，〈中國現代繪畫運動的回顧與展望〉，收錄於郭繼生編，《當代臺灣繪畫文選 1945-1990》

（臺北：雄獅圖書出版社，1991），頁 172。 
136 陸蓉之，〈回顧與前瞻－臺灣藝壇走過八零年代〉，《美術論叢－當代美術透視》27（1991.5），

頁 8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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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綜合在美術風氣的盛行、官辦美術館的設立、高等美術教育的興辦以

及多元的藝文展演空間等的因素共同催化之下，臺灣美術凸顯出相當豐厚的養成

背景與發展潛力，其中臺灣美術的整體發展型態，早已超越所謂「後現代」模式

的演繹，而逐步走入藝術家個人思維為導向的藝術形式為核心，在風格表現背離

了現代主義中所強調的純粹性，終究僅能以所謂「折衷主義」的範疇來歸納如此

歧異的風格型態。137 但在此中，更重要的是臺灣美術的主體形構工程，已經從

游移與形塑的動態情境中，逐漸沉澱且壯大，也就誠如王家驥針對於 1990 年代

臺灣美術所作出的縱向觀察： 

「本土／臺灣論述」到了 1990年代中期以後，已然站穩臺灣政治、社會、

文化與藝術的主導位置，並成為新興價值。就當代藝術的表現而言，新臺

灣圖像取代正統中國的傳統圖騰，成為新的認同主流。然而，隨著政治版

圖的快速消長與重新分配，臺灣社會因為政治改革與結構改變所帶動的解

構工程也同步開啟。當代藝術家也因此目睹了臺灣社會空前的巨變。138 

所以，當 1990 年代的臺灣美術面對於過往的發展命脈，伴隨著中國大陸已成為

那「回不去的故土」，無非是在政治趨勢上的明朗化，又或者是民族情感上的落

地生根，臺灣美術必須斷絕戰後時期，那種由政治氛圍所引發的國族緬懷，並且

取代過往對於中國意識形態的圖騰意象；聚焦於 1990 年代中期以後，在臺灣本

土論述力量的崛起之下，意謂著追尋臺灣主體的認同議題，已成為臺灣美術身處

於當代之中，所不可迴避的必然；但其中尋找主體的過程時，不管是從論述書寫

或者是藝術作品當中，絕非要重返過往鄉土主義時期中，那對於漁村蚵棚與農村

土地的表象敘事，則是必須綜觀映射著出臺灣在地的社會全貌與情境氛圍，臺灣

美術可藉由他種當代藝術形式來紓解，如普普藝術、行為藝術、新前衛藝術與裝

置藝術等，以社會現實作為起手，強調當今與過去之間的藩籬關係。 

  在綜合 1980 年代前後的臺灣美術環境後，其所綜合出的社會環境與學院背

景，使得臺灣 1980 世代藝術家所吸收到的涵養，不再侷限於過往的臨摹學習機

制，更是不拘泥傳統學院中的教學體制，可以能夠以各種焦距來檢視更多元的創

作母題，以個人微觀之姿，對於當代藝術的視覺語彙保持極高的敏銳度： 

  

                                                        
137 陸蓉之，〈1990 年代臺灣當代藝術中的內省式自我認同〉，收錄於林葆華、雷逸婷編《立異：

九○年代臺灣美術發展》（臺北：臺北市立美術館，2005），頁 6。 
138 王家驥，〈中心關照年代的新臺灣圖像〉，收錄於林葆華、雷逸婷編《立異：九○年代臺灣美

術發展》（臺北：臺北市立美術館，2005），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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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八零、九零的學院派出身水墨畫家，成長於自由多元的藝術環境，接

受當代藝術創作觀念的衝擊與洗禮，自主遊走於後現代的創作方式，年輕

世代水墨藝術家所關注的，不侷限於既有的藝術主題或是法則，樂於援引

當代社會與個人各種現實生活議題入畫，水墨概念界定去中心，與其他藝

術媒材領域越界、混搭與挪用各種手法不時出現，以往現代主義訴求的一

致性與精緻化通則早被瓦解，創作手法順勢超越出既定思維，進而涉及相

關美學、社會學、心理學與人類學等思想範疇來詮釋自己的創作意義。139 

不難發現到，臺灣水墨於當代中已陸續開展出各種的開放性觸點，觀念上不再受

制於文人菁英階級，在技法上也不囿於既往的畫譜傳承，甚至在媒材使用上，更

是超脫於筆墨紙硯上的限制，轉而朝向另一種對於水墨使用經驗的挪用，更或者

是走向水墨既視感的路徑前行。但無論如何，臺灣水墨的當代主體價值不純粹包

含著後現代中對於現代社會的掙扎，水墨藝術所牽涉到的層次，是再更加深於傳

統意念的躊躇往返。 

  總而言之，從 1980 世代藝術家所歷經時代背景來看，其一是沒有受到日本

殖民統治的文化經驗，其二是沒有遭遇國共內戰的戰爭所波及，其三是生長環境

直接脫離了戒嚴統治下的白色恐怖，其四是在資源豐沛且資訊快速的年代中成長；

因而 1980 世代藝術家所呈現出來的水墨觀念與創作的文化企圖，是有異於過往

世代藝術家的視野，他們立足於國際間的潮流洗禮與在地文化的深耕內化，此批

藝術家是足以承擔臺灣水墨脈絡上繼往開來的使命。 

  立足於解嚴議題已過半載的今日，臺灣水墨中的解嚴議題，近年來亦成為美

術館展覽論述的主軸，內容大多梳理戰後臺灣水墨藝術與政治間的互動連結，而

回歸於水墨藝術在當代表現，重新在文化知識體系中，進行再理解與再認同的過

程，逐漸消弭了媒材上的水墨與膠彩、觀念上的平面與裝置等的離散歧見，擘劃

出臺灣水墨藝術於當代環境中的新樣態。140以下三個章節，將揭示由臺灣 1980

世代藝術家於當代中所表現的水墨樣態，其中本文依循著對於藝術家作品的分析

論述以及藝術家的口述採訪，切身觀察其中的實踐面向。 

  

                                                        
139 林章湖，《「後現代」與臺灣當代水墨》（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藝術家，2016），頁 84。 
140 吳超然，〈記憶的交織與重疊－後解嚴臺灣水墨〉，收錄於蔡昭儀編，《記憶的交織與重疊－後

解嚴臺灣水墨》（臺中：國立臺灣美術館，2017），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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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傳統筆墨的內質反動 

  中國傳統水墨中的有著極其完整且嚴謹的體系脈絡，也就是所謂的筆墨系統，

非常側重於藝術家自身的學識與品格上的修養，在宋元時期發展至巔峰狀態。而

在 主要筆墨的美學系統中，其之所以能夠成立的原因，則是起源於在中國傳統

社會中的文人集團，在如此高度知識集中生產下的特殊權力結構內，在整個筆墨

系統中，文人與士大夫同時扮演著球員、裁判、觀眾與球評的多重身分。141換而

言之，筆墨是趨近於一種自畫、自評、自賞的封閉體制，而筆墨亦是代表著文人

菁英階層對時代、政治權力、經濟結構與社會發展狀態，藉由水墨繪畫意象上的

墨暈，濃縮於美學品味上的動態回應。 

  但在十九世紀末開始，中國開始參照由西方文明所建立的教育體系，逐步取

代過往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教育導向，甚至在 1905 年終結了科舉制度，導致文

人階級所把持的知識核心直接解離，間接引導傳統筆墨的體系走入歷史的洪流。

然而，中國傳統筆墨所建立的史觀脈絡與藝術成就，至今仍是難以抹滅的，傳統

古人所沿襲下來的視覺意象與經典技法，也時常成為當代藝術家於創作上的某種

嚮往或者參照，藝術家可以藉由傳統筆墨的可見技法與不可見的精神上，以此為

基礎來映射出個人於當代間的念想，因而在傳統筆墨的外罩之下，纖細地連接傳

統與當代之間的鍵結，進一步完成具當代特徵的文化反動行為。 

  在此節主要是討論有關於以外部視覺形式聚焦在傳統筆墨上，以及重視中國

傳統繪畫體系的藝術家表現為主，各自牽涉到人物、花鳥與山水的傳統概念；另

在媒材的使用上，皆是以純水墨或是水墨顏料為主，而在創作觀念上亦皆著重於

文人氛圍與山水格局，整體在保留部分的筆墨精神（意念）的前提之下，再向內

作出傳統的反動與再延續；因而，此類型中的藝術家面臨到如何將傳統筆墨的元

素融入於當代個人中的運用、如何從傳統媒材與傳統筆墨來疏導當代氛圍，以及

傳統筆墨進入臺灣當代中的重塑現狀；本節將以三位藝術家作為觀察對象：白雨

（b.1980）、廖文豪（b.1983）與閑原（b.1983）。 

  

                                                        
141 吳超然，〈何謂水墨？何來當代？筆墨的當代性〉，《藝外》4（2010.1），頁 128-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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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宇宙山水的虛幻造境－白雨 

  白雨十分推崇古人對於自然環境的認真觀察，以及古人對待與自然的生活態

度，尤其鍾愛北宋范寬《谿山行旅圖》所散發的氣韻氛圍，認為古人可能在數十

年間，甚至是一輩子的時間都是在固定地域的周遭生活，運用長時間觀察所累積

下來的視覺經驗， 終才能夠使藝術家組織出貼合身心實際感受的畫面結構。 

我的畫有兩個因素，科幻領域與宋代繪畫，尤其是范寬的影響，因為

自認他們創作的方式與我很接近，只是當時的宇宙觀與現在或許不同，

我們的資訊範圍與看到的也不同，因此，范寬與李唐的是我比較憧憬

的對象。142 

不難想像，古人僅能以仰望之姿來觀察雄偉的山勢峭壁，但今日的我們能就三維

的觀看方式，藉著各類飛行器的俯視視角，來重新體驗那山巒的起伏層次，又或

是突破大氣層之外，進入浩瀚無垠的宇宙觀之中遨遊。當今大眾所能夠接收到的

媒體與影像資訊，是古人的數百倍或者是數千倍以上，對於視覺感知的反應即自

然地產生急遽的落差，白雨將觀看的視角拉至宇宙的寬宏象限之中，把山水概念

解構，並重置於像是在宇宙間飄浮的一顆顆行星般，其《浣石》系列作品（見圖. 

28 至圖.30）便是建立於如此朦朧飄渺的峭立形體。 

  無論是在外輪廓或者是肌理上，白雨致力於絹本上的筆觸經營，處理出邊界

交融且模糊的質感，再經由細微繁瑣的筆墨來重複刷洗畫面，讓曾經留在畫面上

的肌理痕跡，似有似無的出現，甚至又再消失，這樣的表現樣態關乎於白雨對於

傳統筆墨與山水造型的重新認知： 

傳統水墨講了不少筆墨，但我覺得我比較不在意筆墨，之所以憧憬范

寬跟李唐，筆墨是精神上的老師外，可以看見他們不是刻意地在筆墨

方面，他們的筆墨在於對於東西物體的需要，我在宋畫看見筆墨之餘，

畫面之中比較多的動作在於「揣摩」，我也喜歡這個樣子，看見一個人

用筆墨來表示與自然的連結，甚至模仿自然，而我還喜歡是會有自己

的畫法來學習，筆墨應該是對自己有用的，而不是模仿范寬跟李唐。143 

我不只是對名家的學習，是先去畫外在的東西，再去學習名家內涵，

所以我的造型其實比較怪，我的學習方式是想畫什麼就會去找這領域

厲害的人去學習，我是先畫，再去學習名家，把這些學習的零件組裝

                                                        
142 參見本文之附錄 3-1.白雨採訪內容。 
143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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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但一般的方式是先去結合名家，再去畫自己的東西。144 

  首先，白雨將其作品帶入傳統筆墨中的精神元素，認為筆墨是作為與自然之

間的連結，而純粹作為一種再現自然的視覺需求， 終還是皈依到個人的畫法為

導向；再者，白雨相對於傳統名家的山水呈現，也並非純粹著墨於視覺上的形式

挪移；傳統筆墨進入符號的解構序列，白雨在符號重組的過程中，先是擷取出具

有個人意念式的山水構圖，才在後端納入所需的筆墨構件，持續揣摩山勢樹石的

虛空造型，並依照自身創作維度的需求，進行必要的調整與擴充。因而，白雨將

山水題材流竄於高度工業及消費性的當代社會之中，企圖在離開地球表面之外，

建構出新的山水想像，屬於那光年之外的「宇宙山水」（見圖.31）。 

  白雨的作品相對於傳統水墨的山水題材中，畫面上時常體現出一種古人對於

自然環境的觀看情境與內心狀態，另在孤寂的山川景緻內，透過經典的筆墨符號，

來暗埋著文人獨特的精神理想及感懷寄託，山水畫無疑成為自然風景與人文情懷

的共生結晶。但隨著巨碑式的山景上的煙嵐飄散之後，也似乎往往成為當代大眾

遙不可及的想像，與觀者之間的直接連結是過於薄弱的，白雨對於傳統筆墨於當

代中的標準，提出個人觀點： 

筆墨可以是斷定畫家優劣的一個界線，但這個界線很模糊，很難去說

明好的筆墨是什麼樣子，壞的是什麼樣子，我的經驗來說，以文人畫

為例，被斷定文人畫的畫家，我也不知道他們與文人之間的關係，我

知道他們的精神可能飄逸放蕩，但這樣似乎不一定是文人。而傳統水

墨的評斷現在可能認為有一定筆墨技巧，可是我認為如果今日筆墨是

需要使用的話，頂多影響的是看到的事物，所以我覺得在某種程度上，

我是反對筆墨的畫家。145 

白雨直白地表述個人對於筆墨於當代運用的態度，筆墨其本身作為一種精神性的

象徵標準，於當代僅作為一種片面反應事物實體的技巧，白雨在對於傳統筆墨的

批判之下，直接竄動了筆墨過往的核心價值，重新檢視傳統筆墨之於當代中的可

行性；因此，在系列作品中（見圖.32 至圖 36.），白雨彰顯出筆墨進入到當代創

作範疇中的理性思維，並以主觀自覺的方式，重新進行對於自然物象的演繹，可

視為傳統水墨媒材與當代性交融後的發展契機之一。 

  「山水畫」從古至今的圖像表達，不僅容納著古人對於山川百岳的可見視野，

而所作出的具體的視覺實現，亦是綜合著該時代的總體氛圍。而對於身在當代的

                                                        
144 參見本文之附錄 3-1.白雨採訪內容。 
145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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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創作者而言，白雨也隱諱地將臺灣區域性的環境處境，置入於作品中： 

其實我的作品當中，常常呈現的就是孤島性質，另一方面為何我的作

品常常使用行星的手法來呈現，基本上就如同臺灣一樣就像是一個孤

島，但這個東西非常模糊。而且我也刻意把視角拉的非常遠，從一個

宏觀拉到一個全觀，相較於范寬，我就能比他看得還要遠，在空間上

的營造上，我是希望整體是靜態的，而作品裡面的空氣感是動的，最

終它所移動的地方是很隱諱的，每天的變異都是一點點的。146 

在白雨所營造的「宇宙山水」維度中，是將宋元文人山水的圖像經驗「真空化」，

使原本矗立於地表上的山石，重置在漂浮與無根的靜謐狀態下，並在其中嵌入青

綠樹石與具流動性的雲霧水勢，彷彿是一顆在銀河中獨立運轉的行星；在此之中，

影射出當今臺灣社會的片面情境，在遭受孤立的國際現況下，依然於一個內在的

穩定系統中持續自轉，白雨將其作為一種視覺的具象延伸。在此之中，除了是展

現出「宇宙山水」顯現臺灣現實意象上的生命力之外，也擴充了水墨藝術的延展

性，更在無意間透露出臺灣期待被重視與認同的渴望。 

  水墨藝術進入其他當代藝術的範疇時，其表現性質有著根本性的差異，白雨

對於自身作品走入當代的核心價值，相關於古典審美與當代觀念之間，是採取著

非常鮮明的態度： 

對我自己而言，價值核心還是在傳統水墨上面，就是說我的畫面裡面

的歷史感會比較重一點，一方面是偶然，一方面是我有發現，所以有

刻意在持續性經營；再來就是說，其實我自己沒有特別說自己是一個

當代的藝術家，我對我自己的說法，我就是一個畫家，當代藝術跟繪

畫還是不太一樣，雖然繪畫一直都被放在藝術裡面被討論，但是越走，

卻發現它的意義越不一樣，我的作品跟當代藝術來比擬的話，我的作

品還是比較停留在一個古典審美之下，從一個歷史古典的感覺，又可

以拉到現在，這是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147 

藝術家與畫家之間的選擇，透露出白雨偏向於傳統的歷史脈絡上，從古典審美的

歷史脈絡，來回應到有關於當代意念的理性思維，白雨的「宇宙山水」在傳統筆

墨的蓑衣底下，持續耕耘著關於媒材與形式上的反動，銜接著傳統筆墨在當代哲

思範疇中的乘載能力。 

                                                        
146 參見本文之附錄 3-1.白雨採訪內容。 
147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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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白雨，〈浣石參〉，絹本水墨，60×60cm，

2011。 

 

圖  29 白雨，〈浣石拾陸〉，絹本水墨，

60×60cm，2012。 

 

圖  30 白雨，〈浣石拾壹〉，絹本水墨，

60×60cm，2014。 

 

圖 31 白雨，〈The Great A Baoa Qu〉，絹本水

墨，194×134cm，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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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白雨，〈微渺之地〉，絹本水墨，

70×90cm，2016。 

 

圖 33 白雨，〈殞鐵塊〉，絹本水墨，60×60cm，

2016。 

 

圖 34 白雨，〈巨巖松風〉，絹本水墨，

90×90cm，2017。 

 

圖 35 白雨，〈類地天體〉，絹本水墨，

194×134cm，2017。 

 

圖 36 白雨，〈大音之巖〉，絹本水墨，

260×190cm，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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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水人形的直觀書寫－廖文豪 

  廖文豪的學院背景不同於其他藝術家，其創作養成不是從純美術的學院系統

開始，而是從書法系的背景開始，因此在行筆之間的線條掌握，有著極高的領悟

力與成熟度，造就了廖文豪創作策略上，始終跟墨以及書寫性，有著十分綿密的

連結，其中的連結性蘊含著廖文豪長時間的醞釀與自我內化： 

大學的狀態，覺得繪畫跟寫字是分開的，當然有時候會在作品裡面去

追求一個書寫性，但想法跟實際上的操作還是有一段距離，各方面的

條件還不是很成熟，跟我們的教育有關，繪畫就是繪畫，寫字就是寫

字，但是古人說書畫同源，或者以書入畫等等，在求學過程中常常聽

見這件事情，可是實際上卻沒有在我的學習中實踐出來，所以我畢業

展 2006年的第一件作品才意識到我要做這樣的事情。148 

我認為我的作品裡面的書寫性，包含在線條之中，我覺得除了畫面的營

造，書寫性可作為一個即時性的不刻意營造，直接畫上線條與造型。149 

由此訪談節錄中，可見到傳統與當代之間，對於書畫養成的差異性所在，也就意

謂著「書畫同源」的訓練系統，在當代的教育體系中已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高

等教育之下的學科分類，因此書畫系統的分化就成為一種必然；當代教育體制別

於傳統文人體系對於知識系統的全面皆知，今日美術教育的訓練體系則是專一於

單種創作形式上的終極體現；因此，書與畫之間的內質隔閡也就從此而生，挑戰

了書寫性在繪畫中的可能。 

  然而，當書寫性作為廖文豪的創作主軸時，傳統筆墨的議題成為其創作上無

法迴避的範疇，雖已遠離過往的傳統文人環境時，但廖文豪所使用的書寫元素，

仍保留著部份文人所注重的筆墨氣息，其提出對於看待筆墨的認知與觀點： 

我對於自己的要求是從傳統之中，去找到自己的閒逸，再重新放到作

品裡面。但我認為筆墨不是我思考的核心，我個人對於筆墨的認知是

覺得，它會隨著個人年齡增進而慢慢成長，那當然我覺得對筆墨的看

法，一種是學習性的，從小到大學習到筆墨的這件事情，從皴法筆法

的筆墨系統，這一個很完整的筆墨功夫，而另一個筆墨的，是會跟隨

著藝術家個人的生活與創作脈絡，進行一個連動的反應，我希望筆墨 

  

                                                        
148 參見本文之附錄 3-7.廖文豪採訪內容。 
149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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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是可以浮動的，可以更貼近作品，裡面當然還是有一部分傳統符號，

不過還是一些部分性的擷取。150 

筆墨對於廖文豪而言，是作為一種基本技法上的養成基礎，所以一切關於皴法或

者筆法的運用表現，是有著個人生命經驗上，循序漸進地的造化過程。但筆墨脫

離關於固有形式與技法的討論後，則是很明顯地走向藝術家個人與生活之間的反

映連結，如此連結的關係是呈現出一種漸進學習而浮動的狀態；簡而言之，筆墨

作為一種繪畫工具，而傳統則是作為一種生命符號。 

  因而，廖文豪在早期的創作生涯上，雖是以較為粗糙的方式，透過直接將書

寫下的文字與視覺圖像做出符號性的視覺共構（見圖.37），但是在中期的創作經

營策略上，轉向於更為深入探討山水與人體的共體思考； 終，於近兩年來的表

現，則回到書寫性之上，也就是墨本身獨特的媒材使用特徵，是所謂的直觀性與

變異性： 

最開始在 2006年的作品裡面，從山海經的意象汲取是比較直觀的，但

無法從中去作出更完整的消化與延伸，2012年到 2013年延續 2009年

到 2010年的〈女史圖〉系列，其中整整做了四年，我覺得每個創作者

對於自己的創作都有一個期許，所以 2015開始暫時把山水人的調性給

擱置下來，想單純去面對山水這件事情，或者對於墨的解讀這件事，

因為在那之前我都是會試著經營整個畫面，但我到後來逐漸會變成更

直接而且更當下的，狀態之中是有點解離的。151 

我從以前到現在都一直在探討書寫性這件事情，但我覺得個人卻沒有

把書寫性這件事情討論的很明確，因此我現在就好好做書寫與線條這

一塊，幾乎沒有染或者玩墨這件事情，其中很有趣的事情是，把墨給

丟掉，但是人的元素卻又跑回來了。152 

廖文豪於創作脈絡上的經營，但除了創作者自身於書寫性的精神性營造之外，在

整體作品畫面的氛圍調性上，則是將山水觀與身體性做出完整的視覺性結合，主

要集中在三個元素間的比例條配：書寫（墨）、山水與人，其中也置入了相當多 

  

                                                        
150 參見本文之附錄 3-7.廖文豪採訪內容。 
151 同上註。 
15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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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代視覺語彙，如特殊指涉到女性身體的苗條長腿與高跟鞋等，又或者是將傳

統文人常把玩的盆景小物等，廖文豪將當代女性肢體意象融入於山水層疊的組成

中，自從中的間隙中再大量填入傳統的筆墨形式： 

我的創作一開始就是山水跟人，然後再來就是把山水跟人暫時擱置，

純粹去做自然直觀的部分，去玩筆墨這一塊，對於自然山水或者是傳

統文人，都是嚮往於元代畫家王蒙的風格，有些作品是以王蒙的作品

為藍圖來做詮釋。153 

從山水裡面找尋人，或者說是從人裡面去找尋山水，無論如何這都是

在我創作脈絡上的平行線上，後來人形到後來就會變得很明顯，圖的

調性大部分就是人被自然包圍。在裡面，人的形像類似仙道，盡量讓

自己的作品內容簡單化，從簡單裡面做出一個反覆性。154 

雖然廖文豪在繪畫語彙上，是有部分與傳統書畫系統做出參照，但面對到人與山

水之間的共存立場時，廖文豪則是採取著獨立且快速的變焦能力，在山水與軀體

之間做出融合與消解，進行兩種對於傳統山水觀念上的解構。 

  其一是「從軀體尋找山水」（見圖.38 至圖.41），將當代女性下肢的攜入，人

體與山水之間的連結界線相當模糊，但卻有著非常緊密的視覺扣合，使得在這種

創作支線下，於造型描繪與色彩使用上，有著嚴謹的構圖前置與施色的先後順序；

其二則是「自山水中容納身體」（見圖.42 至圖.43），刻劃出帶有蓄鬍與髮髻的道

士或者仙人形象（見圖.44 至圖.46），將其完整地引入於山水自然的環境當中，

此種筆墨創作的方式與畫面結構上，較為符合廖文豪於創作初期關注於書寫的追

尋，在不打稿與隨意暈染的層次底下，迫使遙遠的山水觀與當代人文之間有著更

多的重疊，亦同時擁有了自然與人之間相互交融的溫度與情感； 終，廖文豪將

女體與山水之間的高度衝突性，作出更完整的解釋： 

我認為這其中有很強烈的衝突性，我們從對於學習山水的歷程中，很

直覺地會去聯想到一個比較陽性而雄偉的象徵，也有一大部分的原因

是過去有名的水墨創作者都是男生，所以當時選擇這種女性的符號， 

  

                                                        
153 參見本文之附錄 3-7.廖文豪採訪內容。 
154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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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了要增加其中的衝突感；但是做到後來，這就不是我的重點，男

性與女性的差異就不是我的點，高跟鞋對我來說比較算是一個符號的

穿戴與傳達而已，然後進一步做出作品氣氛的營造。155 

綜覽於當代山水人體間的畫面中，一下子能在山石肌理的順延之下，自然衍伸出

一雙雙趨之若鶩的美腿，而又另外能一下子地，從山水樹石間看見猛然矗立著滑

稽表情的人像，廖文豪在視覺語彙上的統整處理上，不陷入關於視覺符號的浮濫

操作，更踏實地進入有關於書寫性的直觀創作，在此之中亦不囿於純墨色上的黑

與白，書寫下關於水墨藝術與身體介入之間的當代思維。 

 

 

 

                                                        
155 參見本文之附錄 3-7.廖文豪採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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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廖文豪，〈花開堪折直須折〉，水墨

紙本設色，140×70cm，2007。 

 

圖 38 廖文豪，〈女史圖〉，水墨淨皮宣紙

本，140×280cm，2008。 

 

圖 39 廖文豪，〈浮煙山色圖〉，水墨絹本

設色，90×90cm，2012。 

 

圖 40 廖文豪，〈浮玉斜倚圖〉，水墨絹本

設色，90×90cm，2013。 

 

圖 41 廖文豪，〈夏令嚐瓜圖〉，水墨絹本

設色，90×90cm，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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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廖文豪，〈浮煙山色圖〉，水墨紙本

設色，125×255cm，2015。 

 

圖 43 廖文豪，〈浮翠清幽圖〉，水墨絹本

設色，70×70cm，2015。 

 

圖 44 廖文豪，〈松聲入夢圖〉，水墨紙

本，80×144cm，2017。 

 

圖 45 廖文豪，〈松雲凝空圖〉，水墨紙

本，80×144cm，2017。 

 

圖 46 廖文豪，〈春泉圖〉，水墨紙本設

色，80×144cm，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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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畫譜之外的花草微觀－閑原 

  閑原在美術學院內的養成階段時，習得中國傳統水墨針對於植物花草的繪畫

技法，如梅、蘭、竹、菊等的，具有中國傳統意象的植物，而這些植物在畫譜內

中都有固定的畫法表現與運用形式。但在創作過程之中，閑原突然發覺到日常生

活中常見到的花草，卻不見於傳統畫譜上的紀載，意謂著傳統水墨中不入畫的植

物，不僅是無從就繪畫形式上做出參考，更是忽略了花草於現實中的真實存在： 

這些花草樹葉，都是長時間在都市中觀察寫生而來的，圖像因詩興萌

生，而非形式，沒有一個圖像不來自物象與內心不斷對話的生活，一

直以來，個人重視內容遠大於形式，當然，沒有好的形式，就算再簡

單的內容也無法傳遞。156 

因此，當面對到真實的花草在傳統範疇中的無所適從，閑原則是選擇脫離了傳統

書畫中對於描繪植物的經典形式，轉向透過個人敏銳觀察與精心考究，將題材及

內容聚焦於都市花草的細心琢磨，再經由長時間於觀念與技巧上的完善後，便形

成了〈小草〉系列（見圖.47 至圖.54）的作品。 

  閑原的創作歷程大多是貼合著自身的生命歷程，以及身處於社會環境下的體

感經驗，進行完全現代性的情感輸出，深入於都會中的植被做出更為深刻的感性

探索，從這些遭受傳統審美標準所捨棄的視覺圖像中，如野花、小草與落葉等的

邊緣植被，閑原開始以傳統筆墨的形象，進行意念上的揣摩：  

生活在城市，嚮往著自然，想必很多人都有類似的感受。然而，自己

特別覺得，旅行中的山海花木固然美，但也比不過身旁的自然，在這

可遊可居的樂園中，有我熟悉的植物，有些住在悉心照料的園地裡，

有的得靠著老天的雨水養活，有些隨時可能會被剷除，也有默默在牆

角的縫隙中茁壯，有時不堪地被車輪輾過，它們在這裡經歷不斷的死

亡與重生，蘊含平凡而自適、柔弱而堅韌的意志。乍看之下，好像將

這些植物們當作是名花美物、奇花異草在描述，但他們是雜草、或以

泛泛之姿隱匿在城市街道中；我想用一種優雅又不失幽默的方式來探

討文化與土地的關係，在普遍批判的藝術思潮中，除了一味冷嘲熱諷，

多一些虔敬與真誠。157 

 

                                                        
156 參見本文之附錄 3-6.閑原採訪內容。 
157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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閑原在對於環境的細膩觀察後，將傳統筆墨直接灌輸到花草的枝理葉紋之中，以

柔性細膩的筆觸刷洗後，演繹出屬於每一種花草，獨自在水墨載體中的形體樣貌；

不同於傳統文人畫體系中，選擇將所有花草進行視覺符號的系統歸納，閑原從另

一種紀實生活的清新角度，逐漸朝向個人心性的體悟，將內心的感召能量與作品

做出更貼切的結合。 

  整體而言，〈小草〉系列在視覺層次，雖有傳統文人畫的視覺風格，但在作

品內涵中，則以單薄的花草形體來對抗渾雄厚的美學體制，閑原以都市花草的轉

化，來解放既有傳統水墨畫譜內的形式枷鎖，並在畫面中所精粹出的簡約構圖與

其特殊的剪裁，以傳統水墨媒材的方式連繫出現代生活，並將其延伸當代藝術的

範疇之中；因此，閑原的〈小草〉系列並非迎合一種不食人間煙火的文人品味，

而是從對於傳統書畫系統中的再理解中，回應著關於環境與社會的動盪現象。 

  除了關注以傳統筆墨於植物形式的當代詮釋外，再擴大於整個傳統水墨的筆

墨架構中來討論，原有的水墨精神藉由藝術家的精神昇華下，才進一步涵蓋神話

傳說、山川雲霧、花鳥樹石等的圖像擬態，皆為古人在彼時所產生的心境意象，

絕非徒留表層的視覺圖像，但如此講求精神性的傳統筆墨，走入當代勢必有其侷

限之處，閑原也就山水的範疇舉例，說明傳統水墨與當代環境的脫節問題： 

以山水來說，從中取得的山水樹石與植物的布局，依然可以在當代中

取得視覺上的美感，但沒有辦法去傳達當代的精神，或者是呈現出生

命的實像，傳統性在當代的表現問題，並非水墨藝術所會發生的問題。

而且山水畫不談某時某地，以及文人畫的繪畫經驗，在臺灣的自然風

景中是絕對不會跑出來的。158 

由於時代精神性的關係，又或者人文情懷的反差，無法否認水墨的當代性是立基

於傳統水墨之上，但如果失去了對於傳統概念的批判精神，也就失去了水墨當代

化的立足點；因此，閑原認為雖然身處於當代生活中，是依然可以去追尋過往傳

統水墨中的精神美好，但當水墨藝術於臺灣的深耕發展之時，相對於傳統水墨在

異時異地的傳達，就明顯地不具備連結當代與真實環境的有效性。 

  

                                                        
158 參見本文之附錄 3-6.閑原採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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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再延續於傳統水墨與臺灣水墨之間的連結關係，臺灣水墨進入當代發

展時，無論是創作脈絡上的參照，或者是研究論述的溯源，臺灣水墨不得不回歸

於中國歷史脈絡的爬梳，雖然置身於龐雜的史觀脈絡之下，但這樣的脈絡是單一

而且閉鎖的，閑原以歐洲的大陸文化為案例引述，對比出中華文化的文化問題： 

中國文化始終在於一個大一統的概念之下，比如說我們可以說有

“Europe Culture”，而歐洲文化所呈現的是一個具有多元的，而且集體

的概念，有許多國家的概念；但如果是“Chinese Culture”的話，很不幸

的，好像就只有中國一個國家，是一個君權神授，集體專制的一個部

族概念，歐洲人的傳統是可以超越國家與民族，但是我們的傳統一直

深鎖於國族情感之上，這當然跟臺灣過往以前講求一定要正統的那段

歷史一定有決然的關係。159 

細數臺灣水墨藝術的發展脈絡，不難發現受到政治與國族的意識形態牽制許久，

或許能視為區域性的文化樣態，但至今關於中國水墨與臺灣水墨中的主客體互動，

臺灣美術依然以較保守的態度來看待，一方面也是受到中國政治因素而有所壓抑

之故，因而影響了臺灣水墨藝術試圖作為一個主體的思考進程： 

還是需要有一段時間的醞釀，臺灣具有臺灣意識也不過就是這二十年

來的事情，二十年是不足以能夠成為一種風格的，我覺得這是一個不

需要擔憂的問題，它完全就是反映這個環境，那它接下來不談政治是

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要看接下來的走向，看是被更中國化，又或者是

更去中國化，那自然就會有不一樣的表徵。160 

關於臺灣主體意識的討論還未能凝聚出共識，但就閑原的立場而言，認為臺灣水

墨主體演進的歧異點， 終關鍵在於中國因子的存留與否，因而聚焦於目前處於

變動狀態的臺灣水墨，閑原直接提出她的觀察： 

臺灣水墨藝術所呈現出的主體，有一種很小確幸的感覺，臺灣水墨充

滿了一種壓抑的感覺，雖然中國也是有著另一種政治上的絕對壓抑，

可是我們的壓抑方是來自一個很生活自由的環境下，藉由內部的壓力

上來疏導，我覺得某部分可以從作品上來看到，比如某些臺灣藝術家 

 

  

                                                        
159 參見本文之附錄 3-6.閑原採訪內容。 
16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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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在一個設定好的範圍裏面，在此之中去做出更精緻、更向內的一

種處理方式，臺灣藝術的型態有種非常纏繞的型態，臺灣藝術所表達

的精神性是很內縮的。161 

  終，閑原〈小草〉系列作品，外層是包覆著一層傳統文化的表徵，但巧妙

地嵌入關於臺灣的政治處境與環境狀態，也就如同她所說的內縮情境，再從中做

出十分隱晦的內容連結，試圖減弱潛在的文化身分與意識形態： 

野草就像是呈現臺灣的在地精神，在國際上不被承認，野草又很容易

被砍走，但又很容易春風吹又生，它有著很堅韌的生命力，其實也就

是部分呈現出臺灣在地那種很堅毅的生命特質，可以在不好的環境或

者時代之中生存下來。162 

從此段節錄中，可見閑原在傳統筆墨風格的經營下，優柔地實踐了水墨於真實生

活中的可能性；另在作品的內質上，排解舊有傳統形式的泛濫，因而延長了水墨

藝術在臺灣當代環境的顯影能力，透過幽微而飄渺的視覺張力，彰顯出當今臺灣

水墨的世代價值。 

 

 

 

                                                        
161 參見本文之附錄 3-6.閑原採訪內容。 
16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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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閑原，〈欲雨圖〉，水墨、泥金宣，

127×74cm，2013。 

 

圖 48 閑原，〈嘆微圖〉，水墨、泥金宣，

131×65cm，2013。 

 

圖  49 閑原，〈秋遲〉，水墨、泥金宣，

132×76cm，2014。 

 

圖  50 閑原，〈寂淡〉，水墨、泥金宣，

74.5×76.5cm，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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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閑原，〈野史〉，水墨、泥金宣，

141×75.5cm，2015。 

 

圖  52 閑原，〈春盡〉，水墨、泥金宣，

137×69.5cm，2015。 

 

圖 53 閑原，〈庭園閑步〉，水墨、泥金宣，

142×141cm，2015。 

 

圖 54 閑原，〈低見塵埃〉，水墨、泥金宣，

73×63.5cm，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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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當代筆墨的造型敘事 

  傳統水墨的話語權大多掌握於菁英階層的手中，反映著文人對於社會狀態情

境的片面訴說，但傳統文人畫依舊是以一個較高的文化視角進行俯瞰，造成傳統

文人畫體系與所謂民間繪畫中的「世俗性」，有著相當大的差異性，但時過境遷

以後，傳統水墨不得不進入當代的討論範疇，其過於空泛的文化審美意念與其中

的筆墨符號，已逐漸脫離當代社會的真實環境與觀看需求，因而水墨的「入世」

議題，成不可避免的過渡進程。 

  對於此類型的藝術家而言，並不將傳統水墨中的筆墨系統，奉為一個美學觀

點上的絕對標準，而是作為一種可擅自挪移、轉用、參照的工具或是技法，因此

可以很明顯地，觀察到傳統筆墨中的核心價值已經正式崩解，隨之而來的是對於

筆墨的新理解與新運用，所以可能在現代服飾的描繪中，會看見原本描繪山石的

皴法，藝術家得以藉此類似的方式，更進一步延展出有關於傳統圖像與當代圖像

之間的造型變異，重申並表達出對於筆墨入世後的價值與態度。 

  除此之外，此類型藝術家所擴及的指涉議題，從基本人性的本質探討，到當

代人類社群的總體觀察，甚至由宗教圖像的造型參照，而回歸於私人內在的生活

本質，由內而外地滲入關於藝術家於私人感官經驗下的寫照，或者說是以個人微

觀的觀點審視出發；不僅如此，在材料上的媒材選用，不只有水墨，另有膠彩與

壓克力的他種媒材進入，而在相關基底材的討論中，除了絹本與紙本以外，還有

西方的畫布為材料，完全顛覆過往對於傳統水墨於物質性與精神性上的基本定義。

就總體而言，此種當代筆墨的語彙呈現，是具有後現代視覺型態的符碼化性質。 

  本節之中主要梳理藝術家如何突破以傳統筆墨的形式框架下，重新以個人詮

釋後的當代筆墨，來處理關於當代情境上的造型移轉， 終進行當代樣態的造型

擴張，藉此逐漸擴大到藝術家內部心理對於環境因子處理態度，而本章節所觀察

之研究對象為：劉信義（b.1981）、吳宥鋅（b.1983）、曾建穎（b.1987）三位。

希冀透過三位藝術家的創作思維與其作品表現，得以掌握臺灣水墨於筆墨的現今

詮釋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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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渾沌幽微的人性符碼－劉信義 

  劉信義的創作脈絡始終關切著人性的觀看樣態，從主客觀的立場進行視角的

切換，伴隨著自我呢喃的追逐中，直搗現今時代中的人性本質；因而，劉信義時

常藉用現代的圖像造型作出延展，營造出較為灰暗而迷離的作品氛圍（見圖.55

至圖.56）： 

在我的畫面裡面有花的元素，對我來說，他們也是生命的象徵，他們

在極有限的時間裡面去展現他們的生命力，所以我用人來表述人之外，

我用花也是對於人的一種象徵與表態；再來花可以代表生命的那種短

暫與哀愁，我覺得藉由這種引入，可以幫助我去思考希望與絕望之間

的中和體；而骷髏頭的意象就比較直白，大部分人的思考，就會將它

直接指向到死亡，一方面是人本質的象徵，意謂著我們人體底下的那

一層骨骸，它引入到我對於人的狀態之下，而更深入的去探討有關於

人的事情；其他關於山巒與枯枝的引入，本身上也是一種對於人的比

喻，我代入山巒符號的時候，使我能夠退得更遠去思考人的狀態，山

更有客觀性，透過距離的拉長，來體會到山雖然靜靜地待在那個地方，

但它其實也是一個生命體的存在。163 

無論是骷髏（見圖.57 至圖.59）、花朵（見圖.61）或是山勢（見圖.60）等的視覺

符碼，或者是畫面上呈現出那含蓄而內斂的氣質（見圖.62 至圖.63），皆為劉信

義對於人性狀態與生活感知的觀察結果，體悟到在生命經驗的必經過程中，必須

歷經到有限的時間性、生命的本質性與自然的生命力，這些無形的精神感召，錯

綜於各種可見的象徵中，進而交織於劉信義的作品內部： 

基本上我的創作思考是把人性作為一個串聯，只是我運用這些題材來

表述人的各種象徵，但是那個象徵都是一種大方向，比如說聖經裡面

所講述的七罪，有暴力、情慾與貪婪的等等，有關於人性負面的形象，

而這也是我生活上會去思考的，但付諸於繪畫上的呈現時，我想要去

涵蓋出一種灰色的狀態，也就是說我不想要把人性描繪得如此黑暗與

負面，我想要強調得是人性就是正面與負面的綜合體，所以我的創作

都是在訴求一種淡淡的憂鬱。164 

劉信義從背景所使用的灰階色調中，試圖調和人性於正反兩面之間的解離狀態，

在傳統水墨的單色基礎之上，做出抒懷轉譯的視覺傳導工作，劉信義從較為私人

                                                        
163 參見本文之附錄 3-3.劉信義採訪內容。 
164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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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記憶與思索的過程內，保留傳統媒材中的視覺特徵，將其擷取且做出延展，

終作為內部的圖像敘事結構。因此，劉信義所運用的視覺語彙，與傳統水墨脈絡

的精神延續並無太多連結，反而是維繫在個人經驗的立場本質。 

  在審視劉信義整體的創作脈絡後，可發現其創作的外在與內部，皆完全脫離

了傳統筆墨的範疇時，這樣的表現形式對於水墨藝術似乎是一種偶然，然而，也

是一種必然。傳統筆墨的功能匱乏，在過往的數十年前就早已發現，但長久以來

關於傳統筆墨的論述討論，依然是存在著某一種割捨不掉的依戀，劉信義作為一

個傳統媒材的使用者、創作者，或者可以說是一位整合者，他為傳統水墨中既有

的筆墨精神與其使用策略，表達出個人的看法： 

傳統筆墨不是我用來看待水墨的一種審美或者標準，所以我個人一直

沒有很仔細地去思考我是水墨畫，所以我就要畫出「東方味」，我沒有

把它看得很重要的原因，在於我始終著重於我想要畫出來的圖像跟氛

圍，只是我喜歡這個媒材的使用方式，所以我就把所有我學習到的筆

墨基礎，無論是山水的皴法、勾勒填彩、雙勾或者工筆等的技法，這

些都是我拿來做為基礎，延伸為我想畫的圖像；至於內部有沒有東方

的審美，我始終是沒有很認真去看待這件事情。165 

所以筆墨對我來說，打個比方，你是一位寫實油畫的畫家，素描似乎

就變成你的基本配備，所以轉到水墨畫家的話，而對於筆墨的掌握就

是你的基本配備，以上這就是我對於筆墨的想法。166 

雖然劉信義是選擇傳統水墨媒材，亦將絹本作為主要的基底材，以此作為踏入當

代範疇的路徑之中，但他拋離了對於水墨媒材中被框限的氛圍與形式，而完全依

循著個人的意志力往前行進；因此，筆墨對於劉信義而言，僅是一種水墨創作上

的繪畫基礎，藝術家可藉由扎實的基礎．來縮短個人創作發想與作品終端表現的

差距，而其他皴法、暈染、層疊或工筆等的筆墨功夫，也都是藝術家在創作的過

程中，如有所需，而隨時都能夠添入的可選擇因子：  

再來，我覺得我的作品是沒有處理筆墨這件事情，也沒有去刻意反映

古代文人的內容，純粹是想利用這個媒材來創作出我的想像，我的作

品跟筆墨之間的關係，還是維持在一個基本技術上的要求，把勾線給 

勾好，把背景的墨給染好，把筆法通通做好，這就是我選擇這樣創作

                                                        
165 參見本文之附錄 3-3.劉信義採訪內容。 
166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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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的基本需求而已。167 

劉信義的創作觀點與傳統筆墨中既有的核心觀念是非常遙遠的，似乎保有著旁觀

者的側視觀點；在劉信義作品中的筆墨表現中，是有意地將外部的視覺效果和內

部的思維模式，共同拉出一個具衝突性的完整情境。 

  至今，在當代藝術的文化生產機制中，藝術家與其作品皆嚮往著大量地疏導

與社會之間的即時性與互動性，並講求與環境議題密切連結的同時，但在觀察到

劉信義於創作脈絡上的鋪陳後，發現他似乎是與這樣的當代主流是背道而馳的： 

我本身創作不太會去思考所謂社會議題，或者有關於臺灣環境的這件

事情，也不會用作品來表述目前世代的處境，我一向都不去涉及到議

題，我都是用一種比較關於人性的心靈的狀態去討論。168 

由此看來，劉信義所創發出的水墨作品，是既不傳統，也不完全當代的討論界域，

或許試圖將其創作歷程，視為以個人唯心主義的路線為前導，其中以精神與意識

的完善發展作為並行， 終就心靈為創作思想的根本賦歸，因而得以不受社會情

境與物質資源的影響之下，探討關於人性的本質純粹；也就因如此，劉信義對於

自身作品與臺灣當代處境之間的關係，是保持著比較被動且等待詮釋的態度： 

雖然我覺得我沒那麼直接去表達，但我直接反應得是我看待別人的心

境狀態，我就把這個心境的狀態畫下來，或許某部分會應對到社會中

的某個現狀。就是我們這一輩的現況，總是覺得前途茫茫而沒有什麼

希望的感覺，具有很多不可確定性，我個人一直處在這種狀態，因此

會畫上也反映出來我目前身處的這種情境，所以我的作品對於政治敏

感的人來說，他就會很快地連結到你是不是就在說我們臺灣的處境。169 

劉信義專注於個人性情狀態的表現情境，人性在一種不完善與不和諧的巧妙平衡

中，劉信義刻意在極度幽微的造型與擬境中，表述著關於人性本質的高度變異性，

如生成、轉化、變遷、沉澱，劉信義將人性極其複雜的轉境意念，做出具體化的

視覺模態；而人是藝術所永遠無法脫離掉的命題，無論是來自於藝術家，或者是

描繪物，本質上就是緊緊掌握著關於人性的根本，與其中衍伸出來的精神行為。 

  終，劉信義系列作品的圖像傳達上，不僅是展現出自身對於人性的普世價

值，有更大一部分則是鏡射了臺灣當代環境下的世代縮影，而並非是政治敏感的

過度詮釋，這就是藝術家身處於創作面向上，所無法直觀到的盲點。 

                                                        
167 參見本文之附錄 3-3.劉信義採訪內容。 
168 同上註。 
169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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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劉信義，〈觸碰黑暗的瞬間〉，水

墨絹本，45×60 cm，2014。   

 

圖 56 劉信義，〈靜默〉，水墨絹本，

71×52 cm，2015。 

 

圖 57 劉信義，〈盛開的時光〉，水墨絹

本，72×56 cm，2015。 

 

圖 58 劉信義，〈思緒的浮動〉，水墨絹

本，45×30 cm，2015。 

 

圖 59 劉信義，〈在黑暗中的多重冥

想 〉，水墨絹本，60×140 cm，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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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0 劉信義，〈尋覓在黑暗中的寧靜

光亮〉，水墨絹本，125×185 cm，2016。 

 

圖 61 劉信義，〈黑暗中的緩緩微光〉，

水墨絹本，104×79 cm，2016。 

 

圖 62 劉信義，〈在黑暗中遇見〉，水墨

絹本，76×25 cm，2017。 

 

圖 63 劉信義，〈在微光旁思考殘缺〉，

水墨紙本，47×66cm，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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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寫實筆墨的陰性體感－吳宥鋅 

  吳宥鋅在面對到水墨藝術進入當代後的表現範疇時，先是做出學術邏輯的實

踐歸納，並以此為基礎，發展出差異性的創作路徑，170而根據吳宥鋅的分類方法

中，分別是「水墨當代化」以及「當代水墨化」的兩個軸向： 

我個人的感覺意識到水墨這件事情，在我們的認知中就像是一個套餐，

從形式、媒材還有思想，這個思想是包含歷史感，以前所教育的水墨

系統中，就是強調水墨就是必須搭配這樣的形式與媒材，整組加起來

才叫做水墨，缺一不可。171 

我在研究所之後，發現似乎可以抽離其中一個元素，再重新置入，就

像我〈極化之華〉系列就是「水墨當代化」，也就是水墨媒材在表現形

式上的當代化，也能說是當代形式化，就是畫面構成的東西，我把形

式的部分變成西方，媒材保留中國的，將整個畫面整理成比較符合我

們現在時代氛圍的感覺。172 

反過來，〈邊界瀰散〉系列是「當代水墨化」，因為我覺得水墨的形式

還是有很強的溝通性，我的作品都會讓大家疑惑這是什麼畫，乍看很

像是插畫、油畫還是粉彩？看到原作才知道這是水墨，用什麼紙與什

麼媒材還是都搞不清楚，那後來發現到說創作媒材不是東方媒材，但

形式馬上就知道是水墨，反而就會有很強的溝通能力，讓大家一看就

知道那是水墨，其中可能還不使用到紙，是用到水泥、磚頭的一些現

成物。173 

從吳宥鋅在學院時期對於水墨的認知，以及後續的創作脈絡中，可見其謹慎地就

媒材與形式的兩個彼端，進行斷裂性的分化，並抽換兩者間其主客體的位置。 

  在「水墨當代化」的那端（見圖.68 至圖.73），保留媒材性的特徵，而在形

式表現上完全置入西方的視覺經驗；而在「當代水墨化」（見圖.64 至圖.67）則

是保留部分的中國傳統書畫形式與其審美品味，如人物背景後方的寫意筆法、貼

箔以及畫面中的印鑑落款等，將作品中的傳統形式比例拉至 高，但是細數作品 

  

                                                        
170 藝術家吳宥鋅個人網站：http://zn-art.blogspot.com/2016/03/blog-post.html，2018.3.8 點閱。 
171 參見本文之附錄 3-4.吳宥鋅採訪內容。 
172 同上註。 
173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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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使用到的媒材，包含水墨、膠彩與壓克力等的複合使用，將水墨媒材原有的文

化屬性降至 低，吳宥鋅讓作品的結構內外，完全平貼於傳統形式之上。 

  爾後，吳宥鋅把大部分的創作重心擺放於「當代水墨化」之上，原因在於經

營水墨媒材性的同時，除了既有傳統歷史脈絡上的內部局限性外，也面臨到外部

形式上，與其他創作媒材相比之下，水墨媒材的寫實顯像能力過於單薄，不如壓

克力、水彩、油畫與攝影等的媒材特性，能輕易拉近真實與寫實間的距離；所以

吳宥鋅認為經由傳統水墨的形式重構後，畫面可以保有非常強烈的視覺連結，是

較為可行且具發展性的；相形之下，水墨媒材的高度可替換性來說，吳宥鋅選擇

形式演繹與人像造型為主幹，作為其水墨藝術進入當代後的創作策略。 

早期的西方脈絡對映的是真人，後來出現的攝影，它所對映的是照片，

關鍵是藝術家相信的是照片上面的東西。但相反的是，我們這個世代

不相信照片，我要繪畫的東西就是會放在臉書當大頭貼的那種照片，

就是說修飾過的東西，比如說：拍完照片給女生，女生一定會把這張

照片修飾，就是把它給套濾鏡，那我就發現這個套濾鏡以及修圖的過

程，正在反映這個時代的審美與她的內心，她想以什麼樣的形式給別

人看，這會更靠近她的想法。174 

雖然吳宥鋅企圖以形式作為主要變更的可動因子，但其作品視覺主幹還是依附在

寫實的女性肖像上，似乎回到有關於繪畫寫實的表現問題，而吳宥鋅是透過當代

文化觀察的結果，以此區別出攝影與照相寫實之間的差異性；這關係到現代社群

如何觀看女性，以及女性如何選擇將被觀看的形象設定，導致照片已無法反應真

實的有效性，過程中會歷經數次造型與色彩的修整，有著彷彿正在操作著修圖軟

體「Photoshop」175的觀看模式，作品於縱橫之間，切割出多個色域的方框模組，

又將傳統形式的細微元素，鑲嵌於寫實女性肖像的周遭縫隙。（見圖.66 至圖.67）

不僅如此，吳宥鋅更勇於將西方寫實的表現技法，繪製於未上過膠礬水的生宣紙

之上，一方面挑戰個人技法上的使用能力，另一方面則是讓水墨形式得以落實於

寫實風格之上，讓水墨不一定必須得是寫意，寫實對於水墨也不再是一種想像。 

  

                                                        
174 參見本文之附錄 3-4.吳宥鋅採訪內容。 
175 「Photoshop」全名為「Adobe Photoshop」，簡稱「PS」。係由 Adobe Systems 公司所開發的影

像處理軟體，可將圖檔與相片進行合成、修飾與調整，大多用於美術編排、3D 處理功能與影

像編輯工作，至今觸及於相關廣告輸出、網頁設計、應用程式等領域。 

 



 

101 

 

  具體來看，吳宥鋅對於水墨藝術，採取了形式美感上的通盤改造，因而有關

於傳統筆墨的思維，也就成為一種媒材運用上的經驗整合而已： 

對我而言，筆墨只是一種經典的表現形式，但它並不是最重要的，而

且更重要的是它最終能夠傳遞的東西，我覺得這是自帶歷史感的東西，

讓人一看就知道這是從古典的東西過來的，就像西方繪畫裡面有出現

裸體繪畫，它就會有一種歷史感，我認為這是相映的，而筆墨之後的

思維方式，我認為這也是一種歷史感的東西，這不是真理，更唯物一

點的看法，筆墨在我訓練的過程中，它就是讓我知道這個媒材該怎麼

去玩而已，過去很多人畫在絹或紙上，而大家怎麼去運用它，算是一

個玩法，怎麼去玩這個媒材。176 

筆墨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歷史悠久的系統，是因為筆墨藉著不同時代的藝術家，

從中鑿入關於各時代的美學核心，再經由時空的推移之下，促使著筆墨系統具有

一個脈絡性的承襲體制，而後人得以站在當代的視角，藉著脈絡性向上回溯，來

窺見各時代間所彰顯的筆墨核心，這其中的逸趣，也就是所謂的歷史感，就成為

學習傳統筆墨者所嚮往之處。筆墨原本從可辨讀的視覺符號系統中，走向強烈個

人感官意識的抽象體悟，而吳宥鋅將筆墨完整解構，純粹將其視為一種表現形式

的工具。 

  總體而言，吳宥鋅的作品不是作為一個私人經驗的陳述而已，他將當代社會

於網路時代下的變遷現象，寄託於寫實女性肖像之上，來與現實社會的互動狀態

做出具像化的表現；因而，吳宥鋅的系列作品中，才會大多以女性做為描繪主軸：  

為什麼我特別會用女性這件事情，因為我覺得我們這個時代是網路時代，

比較陰性的時代，我們很重分享、秘密交流跟搞小團體，而雄性的時代

是比較英雄主義的時代，而陰性的時代是比較個人的，更內心與更幽微

的東西，我覺得我們這個時代之中，最大的特質就是，我們是一票外表

光鮮亮麗與物質充沛的世代，但我們的內心是有很多小故事、小情緒與

小糾結等，這些都是我想要表達的，所以這些特質怎麼看，就是最符合

女性；所以在一個總體概念之下，我希望我畫出來的東西，是美麗而且

是被修飾過的，但是從他們的眼神當中，去表露出一個孤獨感、憂鬱感

跟淺在的焦慮感，同時外表還是依然漂漂亮亮的。177 

                                                        
176 參見本文之附錄 3-4.吳宥鋅採訪內容。 
177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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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宥鋅作品中的女性肖像特徵，大多有著看似孤傲卻飄渺的失焦眼神，這其中不

單純吳宥鋅個人審美品味的介入而已，其實牽涉到關於世代社群網絡上的過度氾

濫，反而導致於人與人之間的實際互動又更加疏離；對此，白適銘曾對吳宥鋅作

品中的繪畫表現做出的評論及分析： 

吳宥鋅對當代影像奇觀社會的一種隱喻式批判，畫中女子外表華麗，表情

卻蒼白、空洞，肉體的無能為力與難以言喻的淒寂感，反映個人在當代消

費文化共構關係中極端物化、自我他者化（Self-othering）與不斷再製重組

的機械宿命，主體性已成為空谷遺音或歷史神話。178 

在此之中，吳宥鋅的作品看似貼近在日常的視覺邏輯之下運行，但作品卻呈現出

關於環境與個體之間的拉鋸，在觀看與被觀看之間的視覺身份擺佈下，其中心理

預期假設的不確定性，亦成為當代人身處於消費文化背景下的集體縮影。 

  吳宥鋅筆下雖然僅是繪畫出單一性別，當中卻是扎實地匯入了關於當代社會

的群體印記與互動關係，其作品表現中也隱含了關於臺灣區域性的美術特徵： 

我的作品怎麼去處理水墨畫與在臺灣的理解，就其實像是我的作品一樣，

乍看是西畫，但仔細一看裡面的基底才還都是傳統的東西；所以映照我們

現在的社會，我們其實是超級西洋的，但最底層還是華人文化，儒家思想

與宗教思想等等這些都是很相似的，但我們總是恨不得與西方靠攏。179 

其作品中表裡不一的撲朔迷離，真實地重疊出了臺灣水墨中，對於歷史與現實的

交錯效應，西方文化作為觀念與形式的創作資源，以此為前提而滲入了既有的文

化根基；在此重新綜覽於吳宥鋅的系列作品，就能深刻體會到其所指涉到的討論

層面，不僅限於水墨藝術的範疇，超越關乎媒材與形式之間、傳統與當代之間等

的糾結，同時間也在當代藝術的界域中，面對了寫實的媒材問題，更與當代社會

之間做出獨特的反饋鍵結，吳宥鋅的作品似乎能作為臺灣水墨於一種區域主體的

片面顯像。 

 

 

                                                        
178 白適銘，〈視覺邏輯中的真實與虛擬－吳宥鋅「極化之華」系列及其影像奇觀〉，《藝術家》492

（2016.5），頁 385。 
179 參見本文之附錄 3-4.吳宥鋅採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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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吳宥鋅，〈當沉寂膠著〉，水墨

紙本，94×127 cm， 2016。 

 

圖 65 吳宥鋅，〈即使如此〉，水墨紙

本，95×140 cm，2016。 

 

圖 66 吳宥鋅，〈亂紅飛過〉，水墨混

合媒材、畫布，40F，2016。 

 

圖 67 吳宥鋅，〈滿院東風〉，水墨混

合媒材、畫布，20F，2016。 

 

圖 68 吳宥鋅，〈Be Lost in where you 

abandoned〉，水墨紙本，76 × 148cm，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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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 吳宥鋅，〈Be blooming after 

the pain〉，水墨紙本，75 × 125cm，

2017。 

 

圖 70 吳宥鋅，〈Galaxy Falls〉，水墨

紙本，95 × 149cm，2017。 

 

圖 71 吳宥鋅，〈Nothing gold can 

stay〉，水墨紙本，76 × 139cm，2017。 

 

圖 72 吳宥鋅，〈Paradoxe and 

harmony〉，水墨紙本，92× 105cm，

2017。 

 

圖 73 吳宥鋅，〈Telepathy〉，水墨紙

本，79× 125cm，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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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彩墨限界的日常演繹－曾建穎 

  自 2008 年以來，曾建穎選擇以礦物性顏料為主的膠彩繪畫，作為其核心的

創作媒材，並將個人日常生活的觀察作為創作養分，而畫面中大多使用線描與堆

高技法，讓來自於日常直覺的靈感走入構圖中，因而在曾建穎的系列作品中，可

以找到熟悉的視覺語彙進行互動，可是內容又會產生不知名的疏離。 

我的作品受宗教繪畫的影響很大，我自己對於他的視覺元素很有興趣，

但並不是特定的畫科與類型，比較大的部分跟我的閱讀有關係；而一開

始是受到敦煌的影響很大，他的表現性在東亞的視覺藝術發展上，是非

常強烈的；如果明確地一點來說，就是敦煌壁畫人物繪畫的系統。180 

因而，不難將曾建穎作品中，那些看似有些憨厚的人物，與古典傳統敦煌藝術的

佛教造型作出連結（見圖.74、圖.77），但在作品的局部細節中，又能找尋到現代

生活的物品圖像（見圖.80 至圖.83），曾建穎將看似羅漢的人物特徵，實踐於關

於生活情境上的真實反映，在此之中，也削減了水墨藝術過往僵化的視覺形式（見

圖.75、圖.76、圖.78）；潘信華曾對於曾建穎作品中的視覺語彙做出分析： 

作品中無論是個體或群像，在其所安置的畫面裡都在做著看似微小、無

意義、沉溺於某些趣味的動作。作者似乎意圖透過這些外在行為消弭某

些內在不安的情緒及違和感，以尋求感官與精神之間的一種平衡。181 

雖然曾建穎的視覺構成看似細碎，但都是來自一種個人經驗上的通透，也就是來

自於生活經驗上的汲取： 

在創作內容來自於生活，我的作品非常的生活化，我不是用一個議題

導向在創作的藝術家，如果要用議題導向來創作的話，其實我根本不

用使用這種媒材來創作，因為這個材料造處理議題上總是弱的，大可

用現成物或者文件來進行議題導向的創作。182 

在回應於自身作品之於生活的關係後，曾建穎反映出水墨藝術乘載議題能力的極

限所在；雖然作品內容來自於生活，但並非鎖定於某個議題作為敘事對象，而且

相對於文件與現成物的表現樣式，是絕對優於水墨媒材在議題範疇上的操作連結，

導致於水墨藝術在平面繪畫上的議題發展上，這也直接地表述出水墨於媒材性上 

  

                                                        
180 參見本文之附錄 3-8.曾建穎採訪內容。 
181 潘信華，〈墨．彩：限界〉，收錄於陳慧君編，《墨．彩：限界》（臺北：赤粒藝術，2015），頁 4。 
182 同註.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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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現困頓，產生了停滯的現象；但以另一個綜觀的美術史觀而言，這並不能完

全歸因於水墨藝術本身的材料性，而是在當今所有的架上藝術，也都受到當代藝

術對於其繪畫性產生存疑。 

  曾建穎的創作脈絡所面臨到的情境相當複雜，除了是外部關於水墨藝術材料

於當代範疇中的有限性，在內部則是必須處理在臺灣水墨發展脈絡中，長期將彩

與墨之間作出意識形態的區隔限界： 

我自己也覺得很困擾，因為膠彩界的覺得我不是膠彩，水墨界的也覺得

我不是水墨，那我一定要貼個標籤才可以嗎？我不怎麼覺得，這件事情

到最後就是一個意識形態，它並不是一個健康的分類，在某個歷史時代

上用這樣的分類是可行的，它跟觀念有非常大的連結，但到現在，我不

覺得這樣的東西是必須要分得那麼清楚的，如果從藝術家的角度，要試

圖從中把它分得很清楚，基本上這就是一個走窄路的事情，我不太認同

墨與彩要站在對立面，我不知道這樣分類的目的到底是什麼，或者說這

樣來做，其中到底有什麼樣的美學價值，我始終很困惑。183 

這部分關係到臺灣區域意識形態對於膠彩系統的偏斜，但是水墨與膠彩的同源性

以及不必要的分化，可以嘗試透過兩個層次的角度分別檢視：從材料性而言，水

墨是水與墨之間的調和，膠彩也是除了水以外，再加入動物膠與色粉（包含礦物

性、植物性與人工顏料）的比例調和，材料屬性上雖有操作程度的差異性，但溯

及材料本身的使用原理是相同的；再從歷史性來說，在唐代青綠山水中，便是以

大量施塗石青與石綠的視覺效果著稱，而關於膠彩與水墨之間的運用平衡，在清

代沈宗騫《芥舟學畫編》的〈設色瑣論〉章中，可見所謂「用重青綠者三四分是

墨，六七分是色。淡青綠者六七分墨，二三分是色。」184的論述，引述在墨色比

例上的表現差異，也間接表述兩媒材之間是可作為複合型態的使用。 

  由於臺灣戰後島內的文化衝突下，才造就膠彩與水墨之間逾半世紀以來的糾

結，導致膠彩系統在臺灣美術史的脈絡之下，相對於水墨的發展，是被明顯限縮

的。在傳統脈絡上進行有信度的溯源後，因此膠彩材料納入於水墨藝術的當代範

疇，也就成為一種必然的結果，水墨藝術中的文化樣式不該被意識形態給綁架。 

  

                                                        
183 參見本文之附錄 3-8.曾建穎採訪內容。 
184 沈宗騫（清），《芥舟學畫編》（山東：山東畫報出版社，2013），頁 14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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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破除由於材料因素而使膠彩系統被排除，在水墨藝術之外的意識形

態後，可回到傳統筆墨在曾建穎作品中的延展狀與其討論情境； 

我個人覺得筆墨這一件事情很空泛，其實我以前也試著去了解，想要

用這個東西來創作，但這個東西對於觀眾而言，或者說是對於不同背

景的觀眾而言，筆墨是一個虛無的，是一個意識形態。185 

其實我的作品裡面還是有筆墨這件事情，但只是我不去強調這件事情，

如果要工筆或者設色這個角度來看，我並沒有離開傳統太多，而且要

用傳統的品評來看我的作品也是可以的，只是到底是否為傳統筆墨中

那種用筆要流利，或是強調軟筆的線條，所以細看我的作品裡面，裏

頭還是有一些線條，但還是要回到說，所謂談的筆墨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那是一種想像，而我們對於這一種想像必須很精準的給它一個操

作性定義，我們才能來談，不然我覺得這樣很難去講說什麼是筆墨，

或者說怎麼樣才是有使用筆墨。186 

曾建穎提到的所謂筆墨空泛且虛無的現象，主要原因在於傳統筆墨遠離其產出時

代的同時，其身處於當代中，也就自然失去了既有的時代意義，而如此空泛的現

象所擴及到的層面，不僅是疏離到觀者的觀看經驗與邏輯，更促使藝術家處理關

於筆墨的當下，也只能大略透過線條與筆法的流利與否，作為一種可見技法的評

判準則，其中更為深入精神性的美學探討，就隨著時空背景的變遷而流逝。 

因此，當傳統筆墨於當代中的審美規範，已經成為不可見的浮動價值時，水

墨本身就能夠從龐大的歷史命題中解放，恣意地滲入到個人本位的微觀思考。 

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其實臺灣依然還在尋找自己區域性的想像與特

質。但它還是要更多的實踐，也就是說要回到個人，年輕一代很少去

面對區域性特質的問題，因為你避掉這一塊你還是能夠去創作，所以

很多就選擇迴避，只有這種繪畫東方媒材的人，才有那種危機感跟危

機意識，這是我最大的感受。187 

 

 

                                                        
185 參見本文之附錄 3-8.曾建穎採訪內容。 
186 同上註。 
187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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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出具有一個具臺灣區域性特色的作品，對於臺灣 1980 世代的藝術家而言，

並不是絕對的重點，就如曾建穎所言，區域性能作為一個題材，或可說是一個議

題，但它絕非藝術家面對創作的唯一切入點，其中所牽涉到的文化、政治與歷史

的命題太過於沉重，使得臺灣年輕世代藝術家普遍逃避於此類範疇的深耕；但是

上述所提到諸種龐大命題，對於東方媒材屬性的藝術家而言，則是在有意與無意

之間，就自然地產出了關於臺灣水墨被動的當代特質。 

我個人對於傳統材料的理解，是依循著臺灣的脈絡，其中對於膠彩的

運用其實是來自日本的美術體系，但在美術史的養成又是非常中國的，

就是依循著這樣特殊的臺灣脈絡。總而言之，我的作品很難直接去表

達我與臺灣之間的連結，只能說我很真誠地去表達我真實的感受。188 

另外，從曾建穎過往的學習過程中，得知關於膠彩系統於臺灣水墨史上的組成脈

絡；其材料體系來自於日本、傳統史觀來自中國， 終是透過臺灣的教育體系與

在地脈絡作為基底；因此水墨藝術在臺灣的發展，不純粹是僅有大中國的文化經

脈，亦擷取了經由亞洲各區域的文化精華，建構出具多元文化基礎的創作樣式。 

  曾建穎在個人微觀視角中，縝密地去演繹當代羅漢的日常造型，並在墨彩限

界的突圍下，一同弭平了過往由意識形態的阻擾； 終，藉此得以完整綜觀臺灣

水墨藝術在當代中，從「材料自覺」到「文化自覺」的變遷過程。 

 

                                                        
188 參見本文之附錄 3-8.曾建穎採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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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 曾建穎，〈終極疲軟〉，水

墨紙本設色，100 × 100cm，2010。 

 

圖 75 曾建穎，〈捕鳥人〉，麻

紙、膠彩、墨、礦物顏料、黑箔，

60 × 90cm，2012。 

 

圖 76 曾建穎，〈單人池〉，水墨

紙本設色，142×78cm， 2016。 

 

圖 77 曾建穎，〈娛樂〉，水墨紙

本設色、金銀箔，78.5 × 108.5 

cm，2016。 

 

圖 78 曾建穎，〈說書人〉，雲肌

麻紙、膠彩、墨、礦物顏料，79 

× 100cm，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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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9 曾建穎，〈自體擁抱〉，紙

本、膠彩、墨、礦物顏料，直徑

74cm，2017。 

 

圖 80 曾建穎，〈桑拿〉，紙本、

膠彩、墨、礦物顏料，77× 

142.5cm，2017。 

 

圖 81 曾建穎，〈直系男丁〉，紙

本、膠彩、墨、礦物顏料，143× 

95cm，2017。 

 

圖 82 曾建穎，〈野露〉，紙本、

膠彩、墨、礦物顏料，142.5× 

77cm，2017。 

 

圖 83 曾建穎，〈世界池〉，紙

本、膠彩、墨、礦物顏料，125× 

237cm，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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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媒材觀念的界域突破 

  臺灣美術自 1990 年代初期，可視為進入正式主體論述的初始錨點，從中企

圖與西方當代藝術形式來交互驗證之，但日後在相對於當代藝術的興盛發展，水

墨藝術於紙與絹上的平面能量趨於弱勢。在此之中，不但是水墨藝術渴望於自身

主體性的伸張，也急於脫離邊陲，爭取進入到當代藝術的中心；反過來說，臺灣

水墨可以間接從西方當代美術角度來取得的認同，一方面是符合西方當代美術的

嚮往，另一方面也是進入全球的文化論述架構中。 

  其中不可否認，亦無法避免得是當代藝術的話語權，始終受歐美世界所把持，

但是觀念為前導的創作發想，已然成為一種全球化的藝術趨勢，表現形式廣納了

錄像、行為、現成物等的各種非傳統美術之範疇，創作內容更是涵蓋了大量的社

會議題與環境意識，擁有即時性的反應力度與效率，展現等同文件般的可閱讀性；

但相對於水墨藝術進入當代之後，過往承襲下來的傳統語彙，在面對現代生活處

於非常尷尬的焦點上，無論既有的繪畫形式過於浮濫，或者面對當代社會的共鳴

匱乏，水墨藝術的當代轉型即刻成為一個必然的過程。 

  因此，當今部分藝術家選擇暫時放下傳統的書畫形式與抽象的文人筆墨，重

新檢視水墨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核心，以此作為創作基礎，進而與西方藝術的實踐

邏輯產生共鳴，促使水墨創作再也不作為文化意識形態的觀念載體，自然地也就

成為水墨藝術於當代表現上的新張力，因此水墨在當代之中，可以純粹是作為一

種材料的存在，189而這樣的材料所指涉的範圍不限於物質上的材料延伸，也能涉

入到過往美術脈絡中的美學經驗。 

  在本節之中，放下對於純粹對於平面上的繪畫性討論，是更進一步走入水墨

突破傳統媒材與觀念的實踐，藉以觀察到水墨藝術應對當代性的挑戰。此節所舉

證的藝術家分別為吳季璁（b. 1981）與曾霆羽（b. 1983）兩位，兩人處於兩種極

端；前者藉由攝影、錄像與拼貼的方式，來重新詮釋當代自然山水的概念，而後

者則是保留水墨基本的媒材結構，以裝置與現成物上的造型轉譯，真實地反映出

當代環境與在地的時事議題；種種以上，皆可發現此節藝術家所帶有的高度實驗

性精神，以下將逐一檢視藝術家是如何將水墨藝術從龐大的史觀脈絡中抽離出來，

而再行創作。 

  

                                                        
189 魯明軍，〈畫史－傳統與媒介－當代水墨的視覺句法與知識秩序〉，《典藏今藝術》248（2013.5），

頁 10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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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驗攝影下的新山水－吳季璁 

  吳季璁積極發展將水墨藝術於錄像與攝影的創作實踐，自 2003 年以投影成

像為架構的〈鐵絲網〉系列（見圖.84），並以此作為起手出發，接續於 2012 年

再發展成為〈煙林圖〉的系列錄像作品（見圖.85）；而近期的攝影作品則是從 2012

年的〈皴法習作〉系列開始作出延伸（見圖.86 至圖.87），直至 2015 年更將其創

作形式擴大，從中添入拼貼的創作元素，也就是目前吳季璁主要在經營的〈氰山

集〉創作系列（見圖.89 至圖.92）。吳季璁在處理水墨藝術中的傳統，進入到觀

念實驗的當代形式時，其中的過程是有著扎實而嚴謹的創作策略： 

有段時間擔任了倪再沁先生的助手，那段時間對我來說是一段很重要的時

間，因為他對於水墨創作有很不一樣的見解，美術史理論也是，那段時間

有點轉換我對於傳統的看法與想像，〈氰山集〉系列的作品跟它很有關係，

因為我本來就作〈皴法習作〉，藍晒圖的那種直接攝影，用那種東西來直

接討論皴法跟水墨山水的問題。190 

因為繪畫有太多過去的事情要處理，像是美術史與從前的畫家等等，有太

多的包袱存在，但錄像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新的媒材，我實驗了很多影

像的可能性，所以就發展一套我自己創作的方法，〈鐵絲網〉系列就是從

影像的觀看以及媒體的辯證，它變成比較基礎的創作方法。191 

我是很有意識的在處理這個問題（傳統與當代），因為我覺得從我個人比

較傳統的繪畫養成到當代實驗的媒體藝術，其中有一種新舊藝術之間的思

考拉扯，也有東西文化之間的落差，一直都有一些拉扯跟斷裂存在，雖然

我回頭看早期〈鐵絲網〉的作品，裡面就有一些在裏頭，但我覺得我是在

零九年之後，我才是更有意識的處理它，它是一個脈絡，影像與媒體藝術

對我來說有點像是一個研究方法，最重要的軸心其實是在怎麼樣去融合或

者是平衡東西之間。192 

雖然吳季璁的美術訓練與創作脈絡，並非依循著傳統水墨的學院養成，從訪談內

容中得知，吳季璁也並非以水墨藝術的傳統核心價值作為其創作的初始點，則是

反向探討有關於當代與傳統之間、中西文化之間的體認及觀察；換而言之，水墨 

 

  

                                                        
190 參見本文之附錄 3-2.吳季璁採訪內容。 
191 同上註。 
19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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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的傳統脈絡，在當代中成為一種待突破的既有框架，吳季璁從新媒體影像的

角度，進行著當代與傳統之間的關係辯證，創作終端經由當代社會所熟悉的觀看

模式與視覺經驗，來重新處理水墨藝術的範疇。 

  當吳季璁在重新處理水墨藝術的當代範疇時，在進入到相關文化拉扯的間隙

之中，則沒有刻意迴避掉有關傳統性的問題，其持續關注於傳統水墨中的自然山

水與筆墨皴法的認知為： 

回到傳統繪畫描繪自然的概念來說，常常都會有盲點，其實我們現在所想

像的自然，這個自然是來自日本透過漢字引進來的，因為 Nature 的這個

東西是很科學性的，它是相對於人造的東西；但中國在講自然的這個東西

是自然而然，或者說它裏頭所強調的「師法自然」這件事情，很多人都理

解成到郊外去寫生，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誤解，那時候的自然並不是這樣

的概念，比較像是我們看這個自然環境，觀察得是內在的某些虛力與某些

法則...所以去開發出一個方法去描繪它，它並不是寫生，好像是重新在紙

上再長出那個空間，因為所要重現的是那個空間所產生出來的邏輯，也可

以說是內在的精神，但絕對不是描繪它外在的形象。193 

所以我覺得皴法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概念，雖然它在北宋是一個非常自然寫

實的概念，這個皴法從來不是再現那個山或是石頭的樣子，其實是用筆與

墨去描繪那個區域中的某些能量，因此氣韻就一個非常有趣的概念。194 

吳季璁重新理解有關於中國繪畫對於自然的美學定義，其中所描繪的物像並非直

接指涉於所見的真實形象，而是涉及到有關於人們如何看待與觀察自然環境與空

間之間的生成與互動，再透過較為內斂的精神性來感召出畫面上的下一步經營，

所以皴法並不是作為一個反應真實狀態的工具，而是會是一個經由大量精神力而

揣摩出那不可見的自然符號，重現出所謂的氣韻。 

  相對純粹的架上繪畫系統，吳季璁褪去更多人為介入的創作因子，使得其平

面作品大多以攝影與拼貼的半自動技法為主，解構水墨在平面的有限性： 

〈皴法習作〉就有點像是我玩影像媒體的方式，我正在拆解繪畫這件事情，

把水墨繪畫中的東西我拿掉一些看看，並把它置換成別的元素去實驗，所 

 

  
                                                        
193 參見本文之附錄 3-2.吳季璁採訪內容。 
194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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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的〈皴法習作〉系列發展出來後，進一步開始作了拼貼的創作；而這

是滿有趣的一步，因為一開始〈皴法習作〉就是很單純的直接攝影，我只

是選擇構圖，從洗出來的幾百張裡面，去挑有趣的構圖，然而每一張紙你

都會對它有不同的想像，可能會讓你聯想到北宋或是元代的繪畫，我在決

定哪一個隨機產生的局部，可以成為作品的過程中，我一直在回應美術史

與繪畫傳統的關係，所以等到我作拼貼，這其實又比攝影更具繪畫性了一

點，因為我可以控制的元素很多，然後我從那裏頭讀出某些東西，再從中

去發展空間跟構圖，讓它再與繪畫更貼近一點。195 

吳季璁的〈皴法習作〉系列與〈氰山集〉系列作品有著前後創作脈絡上的延續性，

兩者皆利用攝影對於光線明暗的高度敏感，創造出純粹筆墨所無法刻劃出的細膩

層次，也另在視覺語彙上重置了傳統水墨藝術中的筆墨意象；〈皴法習作〉系列

中透過無相機攝影的方式來顯像，經由宣紙皺褶的紋理模仿出過往宋元的書畫樣

態；但〈氰山集〉系列更進一步加入了水墨拼貼的造型擷取，造就在作品生成過

程中的隨機性與作者所後設擷取的二度詮釋下，〈氰山集〉系列可作為一種傳統

山水意象的當代鏡射，建構了一個虛幻而蒙太奇（Montage）的幻境，類比傳統

水墨中那山巒層疊的紋理意象，經由在當代的創造媒材與新形式當中，以負荷過

往千年以來的傳統視覺經驗。為此，吳季璁也對於作品中傳統筆墨的捨棄，作出

更完整的解釋： 

我把筆墨從我的作品中給抽掉了，被換成是一個實驗性的攝影，但是我們

為什麼還是對它有著山水的想像，一部份這是很內在的，而另一部份，這

些皺褶與紋理是自然形成的，就像我所說得自然而然，就像山石的沖刷與

植物的生長，這有很多隨機產生的東西，我想這就是自然最原始的意義。196 

〈氰山集〉系列藉由光線自然顯影的過程，其精神性的養成與等待，經由隨機性

的揀選與組成，成為吳季璁回應其觀察自然的第一步，將純粹直接攝影的感官介

質，作為一種中性的紀錄載體，將浩瀚的自然百態化為光影的顯應，藉以人為的

操作介入，將攝影技法中的絕對理性，增添了關於當代人為的感性思維與審美。 

  

                                                        
195 參見本文之附錄 3-2.吳季璁採訪內容。 
196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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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吳季璁十分活躍於國際藝術交流的平臺之上，其作品的表現維度與

創作內質，難免會與自身的區域性身分產生連結，吳季璁以中國水墨與臺灣水墨

之間的表現差異，來說明自身的創作特殊性：  

我認為我自己創作的內容與思維架構，只有可能發生在臺灣，有個中國藝

術家的朋友跟我說，你的作品很臺灣，因為中國不會這樣處理傳統，或許

還有另一個面向，或許就是跟西方藝術形式的觀念融合。在現代中國可以

看到，有很多人都去運用中國的元素或者是符號，不太會涉入比較真正傳

統美學的內涵與思想，其實是很符號性的使用，或者說他們那樣的傳承是

很保守的，臺灣在這一塊有很特殊的地方，它有一個很開放的並置與融合，

這些西方的影響與中國傳統的影響，又經歷了一些轉變與自覺的東西。197 

臺灣水墨藝術的當代特徵，是相關於區域文化經驗的汲取，以及文化地理環境的

異化，在西方潮流與中國傳統之間的匯集點，使得臺灣水墨藝術的當代創作，得

以別於與現今的中國水墨，有著異質化的發展特色。 

 

 

 

 

                                                        
197 參見本文之附錄 3-2.吳季璁採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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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4 吳季璁，〈鐵絲網 II〉，金

屬、玻璃、壓克力，尺寸視場地大

小而定，2003。 

 

圖 85 吳季璁，〈煙林圖之二〉，單

頻道錄影，11;35;10，2012。 

 

圖 86 吳季璁，〈皴法習作八〉，氰

版攝影、宣紙，139 × 70cm，2012。 

 

圖 87 吳季璁，〈皴法習作四十

九〉，氰版攝影、宣紙，95.5 × 

177cm，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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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8 吳季璁，〈小品之五 櫻〉，單

頻道錄影，00;20;43;45，2016。 

 

圖 89 吳季璁，〈氰山集之二〉，氰

版、宣紙、壓克力膠，122 × 244cm，

2016。 

 

圖 90 吳季璁，〈氰山集之四〉，氰

版、宣紙、壓克力膠，183 × 183cm，

2017。 

 

圖 91 吳季璁，〈氰山集之六〉，氰

版、宣紙、壓克力膠，60 × 244cm，

2017。 

 

圖 92 吳季璁，〈氰山集之八〉，氰

版、宣紙、壓克力膠，122 × 244cm，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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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面以外的媒材再塑－曾霆羽 

  曾霆羽致力建構出所謂「離開水墨繪畫的水墨」198之創作方法，嘗試以裝置、

錄像與行為藝術等的複合形式，結合傳統水墨的物理媒材，藉以進行全面性的實

驗表現，曾霆羽的作品不受到水墨藝術於平面繪畫性的長久僵持，但在同時突破

水墨在平面以外的可能性時，曾霆羽也受到傳統水墨的質疑，為此回應： 

舉例來說水墨繪畫是符號的話，不同的人就會有不同的「延異」，「延

異」的概念就是說，以藝術史背景來看水墨繪畫的話，在他眼裡就是

一個水墨的發展史，但以修復背景來看，可能從水墨的材料學來談，

也就是說不同的人看水墨繪畫會產生不同的面向。因此水墨繪畫有可

能出現不同的外延，所以我的論文有做分類，例如從水墨畫外延出的

圖像符號、工具的外延、行為空間的外延，符號的外延就像是不適用

傳統的材料去製造出有水墨意味的作品，看起來跟水墨有連結，但實

際上不是水墨，所以我用這樣的架構去幫助我來做分類。199 

曾霆羽將當代對於觀看水墨藝術的方法，作出逆向的思考邏輯，突破既有傳統水

墨的觀看標準與定義，以外部途徑來介入水墨藝術的創作樣態；藉由如此的論述

法則，加固於水墨藝術在發展平面繪畫性的理性論述；也就是說，曾霆羽自身雖

是來自典型美術學院出身的藝術創作者，但他必須從傳統水墨脈絡的內部單一觀

點作出反轉，轉型為外部他種形式的載體來重新介入，水墨藝術才得以延展之。 

  在曾霆羽立足於傳統水墨的對立面時，創作形式上的表達，無一不脫離有關

於傳統水墨或者筆墨系統的依賴，曾霆羽對於當代形式與傳統水墨之間的膠著關

係時，表述出獨特的個人見解： 

如何看待傳統這件事情，我把它當作一個文本去理解，因此就不會掉

入一個傳統的美學邏輯，既然是一個文本，它就會跟社會產生連結，

因此這樣的東西就會變得很立體，用我們以前的談法來說水墨畫就很

像是地球，用地球上的語言來溝通，用文本來看的話，就像站在月球

看地球與整個宇宙的關係。我覺得這樣的走法會讓可能性打開，因為

我不是用一種傳統美學的角度在談水墨。我是用這樣的方式去找到自

己的破口，不管是創作或是水墨，我是用這樣的方式來跳開。200 

                                                        
198 曾霆羽，〈離開水墨繪畫的水墨－八零後世代的文化翻譯〉（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

文），2017 年 6 月。 
199 參見本文之附錄 3-5.曾霆羽採訪內容。 
20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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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段的採訪節錄中，觀察到曾霆羽在傳統筆墨的立場態度上，認為傳統是一套

具有阻絕性的符號系統，也就是說筆墨在僵持的美學系統中，僅能在既有的美學

系統中進行封閉的內部溝通，與外部的環境關係彼此間會產生阻斷性，唯有透過

出走，跳過傳統筆墨系統的運作機制，重新在新的創作立基點，才能讓水墨藝術

於當代的處境跨入新的思考與形式： 

  因而，曾霆羽在其博士學位論文的論述中，列舉了其他藝術家在新語境之下

的延異現象，無論從畫面形式，抑或是媒材上的分類，幫助他在創作脈絡上有了

當代創作情境的梳理，以材料為異動的主軸： 

我喜歡從材料上去做外延，也就是文房四寶，雖然我都是做影像，但

我影像中不脫離墨條等，影像的外延很多人在做，但分析之後我發現

哪一塊沒有人去做，用這個方式來處理我的創作，以材料來做可能性

的延伸。若從錄像角度來看可以不用水墨的角度來詮釋，但對創作者

來說是有意義的，因此這個作品放到當代藝術中，不一定要以水墨角

度來理解。201 

在當代藝術潮流興盛之時，曾霆羽大部分的作品形式，雖然散佈於影像（見圖.99）

或者裝置（見圖.94 至圖.96）的形式載體上，但其中的核心意識還是凝聚在關於

水墨材料上的思考，經由墨條的造型再塑與內裏質變，實際上是已脫離所有傳統

水墨能夠論述的範圍，曾霆羽的作品反射出當代的時事現況，並且著重於觀念與

周遭議題上的概念陳述；如作品〈輻射〉（見圖.93）便是受到 2011 年日本福島

核災所啟發，隨著在輻射外洩的危機底下，造成人類與環境的急迫性傷害，臺灣

政府當時也在大眾輿論之下，再度重視有關核能發電的議題，曾霆羽以自製墨條

做出核廢料桶的造型為呼應，不僅是讓水墨藝術的媒材反應當代時事的能力，更

使得水墨藝術的當代實踐，更貼合於臺灣社會的真實狀態。 

  而另一個以水墨物質與臺灣社會連結的例子，可聚焦在〈兩面國旗〉（見圖.97

至圖.98）此件作品中，曾霆羽使用朱砂墨（萬年紅）的紅色墨條，直接堆砌起

中華民國（R.O.C）與中華民人民共和國（P.R.C）的國旗，將政治的圖像符號與

藝術的文化符號產生結合，藉由這兩種符號的型態，可見臺灣置身於歷史與政治

的板塊挪移之下的無奈，雖然在當今的政治符號已不太相同，但文化本質溯源上

卻趨近於同質，而曾霆羽則是藉由臺灣與中國之間敏感的主客體關係，一併彰顯

了關於臺灣於政治及文化的區域徵象；但回歸於水墨藝術的討論之上，曾霆羽企

圖水墨藝術從臺灣水墨與中國水墨之間的同質的基底下，企圖找尋水墨藝術在臺

灣所發展出來的文化區域性。 

                                                        
201 參見本文之附錄 3-5.曾霆羽採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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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覽曾霆羽的水墨在當代情境中的實踐情形，看似完全依附於議題的偶然性

作為創作軸向，但本質上置身於一個偌大的時代背景中，所有的現代人類皆無法

置身於外，無法作為一個局外人的存在： 

我的作品較貼近於我的生活，有人說我的作品是一個議題，但我覺得

是對我而言，我不熱衷於操作議題，為了操作而操作，有些是切身的

經驗，我才會去創作，例如核廢料，讓我想要用創作來記錄，隨時間

就成了一件作品，而槍的創作跟 ISIS 有關聯。我的創作一直以來都是

生活的狀態，只是可能會被認為是議題的操作。... 我的核心初衷，就

是生活上遇到的事情，並沒有想說一個題目來涵括，我比較喜歡隨著

生命的狀態來回應，對於生命有意義與情境，因此可能較無爆發力。202 

有關於作品形式上議題的發生與操作，對於曾霆羽的創作脈絡而言，幾乎是泛選

擇性的，也如同他所說純粹是生活的狀態（見圖.101），這樣的創作狀態可作為

一種突發的觸點，進而藉由這樣的觸點連接下，不僅有助於突破水墨藝術與生命

經驗的共感體驗，也能將水墨藝術作為一種認識當代世界的渠道。   

我覺得自己比較偏物質面去切入整個過程，因為精神太難以界定，極為

抽象，水墨精神是什麼，是一個很廣的討論，難以討論，包含太多東西，

對自己的理解來看，我不以精神層面來展開討論，而且我很想跳開水墨

精神的框架，因為它包含的是中國幾千年的文本，若從材料來談，會更

臺灣一點，把材料回歸到零，不乘載精神性，乘載的是當下的思緒，因

為若不如此，會很容易鬼打牆，又會陷進中國式的情懷。203 

終，有關於水墨藝術在臺灣的主體徵象時，藉由曾霆羽從以材料為核心來做出

回應，可知其創作策略是要將過往水墨藝術的傳統做出淨化，去除掉有關於精神

性的內質時，同時也能消弭掉歷史脈絡、美學傳統、民族主義等的意識形態，抽

離掉任何關於中國意味的文化內質後，純粹回歸到水墨藝術在臺灣的實踐狀態。 

  整體而言，曾霆羽無疑改變了「墨」被觀看的傳統方式，讓「墨」的表現產

不須再侷限於平面的紙張上，而是成為具量體（Massing）且能被自由組織的材

料，也能以不同形式與其他媒材產出新的互動樣態；但在此之中，主要癥結點不

在於曾霆羽所引述「離開水墨繪畫的水墨」的論述表層，也就是說，水墨藝術在

當代觀念上的突破，並不在於放大檢視當代如何離開傳統水墨的過程，而更重要

的是，如何建構出一個重新審視水墨藝術的方法。 

                                                        
202 參見本文之附錄 3-5.曾霆羽採訪內容。 
203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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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3 曾霆羽，〈輻射〉，自製墨條，5×5×6 

cm（一式 49個），2014-2016。 

 

圖 94 曾霆羽，〈到彼岸〉，自製墨條(5×5×6 

cm)、硯臺(60×10×2 cm)，2015。 

 

圖 95 曾霆羽，〈墨工廠〉，自製墨條、廢棄

水泥塊、動力裝置，依場地而定，2015。 

 

圖 96 曾霆羽，〈將 帥〉，自製墨條、大理

石棋盤硯、影像，46×50cm，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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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7 曾霆羽，〈兩面國旗〉（局部），硃砂

墨條、彩色墨條，120× 80 cm × 2，2016。 

 

圖 98 曾霆羽，〈兩面國旗〉（局部），硃砂

墨條、彩色墨條，120× 80 cm × 2，2016。 

 

圖 99 曾霆羽，〈Dear/親〉（錄像作品局

部），自製墨條、錄像影片，依場地而定，

2016。 

 

圖 100 曾霆羽，〈Dear/親〉（墨條作品局

部），自製墨條、錄像影片，依場地而定，

2016。 

 

圖 101 曾霆羽，〈曾老梗〉，水墨設色，

40×50cm，201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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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藉由大量的文獻梳理與現象觀察的研究序列中，本文縱貫臺灣水墨藝術主體

自戰後至今，關於自我認知、游移、形塑之演進脈絡，可見水墨藝術進入臺灣美

術脈絡後，其中所產生出特殊的文化屬性。 

  在這種情況之下，無論是外部經驗的刺激，抑或是內部文化的整合，皆促使

著各個世代藝術家需在其身處的時代背景中，承受著整體環境的轉折與震盪，造

就出臺灣於各時代水墨發展狀態的差異性與多變性。因而，也就必須注意到在當

代主體形構與史觀建構的過程中，不能採取決斷而單一的研究方式，粗略地進行

綜觀性的統一，則需要考量其中所交錯，甚至是衝突的文化層次。 

  在透過第四章對於藝術家的口述採訪與研究歸納下，得以清晰地看見臺灣

1980 世代藝術家身處當代環境之中，其對於水墨藝術的創作態度與立場表述，

如關於傳統筆墨的觀念、媒材固有屬性，再對應於當代藝術的形式範疇，以及與

臺灣社會之連結狀態，加以延伸關於水墨主體的立場與認知等；另外，也從所舉

證的作品類型與議題軸向，其範疇涵蓋了傳統中的山水、人物、花鳥，到了當代

也有造型變化與相關的議題敘事等，回歸於本文的論述邏輯來看，是有著自筆墨、

造型再到觀念的書寫層次，將所有的創作型態做出大範圍的採集。為此，本章節

將持續針對於樣本之採集結果，探查 1980 世代所集結的主體樣態，並同時凝聚

出此批藝術家的世代觀念，而確切找尋出臺灣水墨當代主體的內質與認知。 

  終，基於筆者對於本文的研究要求，需要具備著藝術史的研究視野與企圖，

且身為一位當代研究者，也必須一同承擔建構當代史的職責。所以在進行當代藝

術的文化研究時，不能僅作於紀錄型態的採訪資料，而需要歸納出一個可銜接於

過往史觀上的研究結果，避免關於此批 1980 世代水墨藝術家的一手文獻，淪落

於孤芳自賞的歷史一隅，本文將透過「後設歷史」（Metahistory）的論述邏輯，

彰顯此批藝術家對於臺灣美術史的價值與當代藝術中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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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1980 世代水墨藝術的主體狀態 

  有關於 1980 世代藝術家所共同營造出的主體狀態，此章節就媒材與觀念之

間，以及筆墨認知的兩個面向切入，藉由此批藝術家身處在當代維度的創作端點

上，是如何處理於水墨藝術於傳統上的材料性與精神性的問題。 

  此世代藝術家之所以選擇傳統水墨為創作媒材，大多是藝術家自身的適性發

展為多，與過往傳統文人書畫的養成脈絡之間，並無太多直接的相關性，而在使

用傳統媒材的觀念上，亦能可分為「平面之上」與「平面以外」的差異點來分析： 

  其一，為「平面之上」的複合使用：此世代藝術家不受臺灣美術脈絡紛歧的

影響，水墨材料的使用並不需要純粹的專一，如曾建穎，不僅消弭了水墨與膠彩

系統間的意識隔閡，還另外加入他種複合媒材與基底材的混合使用，像是水彩、

壓克力顏料與畫布等的他種媒材，藝術家著重於媒材於作品表現上的表達性與完

整度，因此相關傳統媒材既定的規範，就不是藝術家所關切的重點。再者，即是

他種藝術形式間於平面維度上的視覺共存，如吳季璁作品中水墨與攝影的結合，

而作品的形式操作與技法呈現，則是遠離既有水墨媒材的運用範疇。 

  其二，為「平面以外」的材料再塑：這部分較為直接指涉到曾霆羽的表現形

式，藝術家改變了材料本身的物理形態，透過外部形象的重新雕塑，可藉由外觀

質變後成為一個現成物，引導出藝術家欲表達的議題內容外，又能同時保有水墨

藝術於媒材上特殊的文化意義。 

  再者，則是關於此世代藝術家面對筆墨的看法與應對，而筆墨的討論早於

1960 與 1970 年代時，無論是劉國松的「格掉中鋒的命」與吳冠中的「筆墨等於

零」的論述中，使得筆墨的討論發展到一個絕對的巔峰，但其中所強調的筆墨精

神與形式演變，並沒有實際地讓水墨藝術於當代中擺脫瓶頸。但為何今日西方藝

術可以超脫於精神性與媒材性，而得以走入多元形式的進程中呢？這可將中國筆

墨系統與西方藝術系統的發展做出比較，傳統筆墨體系較為著重於個人品德與學

養的營造，而西方則對於外在實體採取再現真實，主要差距在於描繪物象的切入

點；換而言之，筆墨的藝術性表現較集中在知覺統合下所進行的內斂反映，而西

方是強調視覺分析後的現實認知，所以有新觀念開始產出時，相對於筆墨系統的

保守，西方藝術則勇於放下既有的所有框架，而朝向追尋契合自身藝術理念的載

體， 終造就東西兩方在當代美學與視覺呈現上的差異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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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時代變遷的影響下，在快速而庸俗的環境氣氛之下，傳統文人由內而外，

需費時所歷練的筆墨系統，已經不受當代環境所仰賴，對於大部分的年輕藝術家

而言，前人所立下筆墨的審美標準，是非常高的門檻，也相對得空泛而不好理解。

因此在脫離筆墨韻味的訓練之下，臺灣水墨藝術走向扁平圖像的高度視覺化表現，

在彩度運用上，或者是題材的塑造上有著兩極化的現象，彩度越高的作品較為符

合當代的觀看語彙，而彩度越低則較符藝術家致敬傳統的意念，於此一來一往之

間，便是越來越遠離傳統書畫中的筆墨品評與皴擦要求。 

  1980 世代藝術家在筆墨形式的實際表現上，平面繪畫的類型大多偏向於寫

實的風格，僅有吳季璁與曾霆羽的作品稍微有不同，前者挪用了寫意山水的視覺

意象，後者則是使用現成物之表現形式，就不在寫實抑或寫意的討論範圍內。總

體而言，對於此世代藝術家而言，傳統筆墨被視作為一種形式符號的參照，利用

其傳統造型與視覺經驗上的綿延，重新做出修飾與轉譯；另亦將筆墨視作為一種

工具，藝術家運用在學院中所習得的筆墨技法，如白雨、閑原、廖文豪與劉信義

等人，就各自的創作中自行斟酌運用；筆墨在此世代藝術家的運用觀念中，顯現

出扁平化的特質，其中傳統的文人精神早已不復在。以上都是關乎於臺灣水墨藝

術在當代中審美品味的改變。 

  因此，傳統水墨藝術在當代藝術中無法伸展的主要原因，可歸咎於其對於當

代環境的真實產生了遮蔽現象，造成美術與環境之間的空洞，相較於他種當代藝

術形式的表達力，水墨藝術所形成的空洞性，迫使其在臺灣當代藝術的範疇中，

逐漸視覺語彙的失效，這影響到於臺灣水墨藝術在面臨美術世代輪替後，整個美

術趨勢也朝向於當代藝術的發展，藝評家陸蓉之曾就臺灣水墨於 1990 年代後，

相對於其他當代藝術形式的發展狀態，進行觀察論述： 

雖然以水墨做為媒材的創作，在九○年代以後的臺灣，因各種現代藝術表

現形式的多樣化，尤其是裝置藝術的興起，成為藝壇較不受注目的畫種；

但水墨作為一種具有多元潛能與文化特質的媒材，仍吸引不少有心的年輕

創作者，在此道路上持續耕耘與創新，他們當中有的結合裝置的表現，有

的回到純粹墨色的思考，有的以數位的手法對傳統的水墨巨作進行反思，

有的則回歸到水墨的原質中，尋找足以呼應內心世界的形象表現。204 

  

                                                        
204 陸蓉之，〈誰的裝置藝術為誰？〉，《藝術家》273，（1998.2），頁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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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90 年代至今，水墨藝術在目前當代藝術的場域中，仍是噤聲失語的狀態，

在裝置藝術、錄像藝術與觀念藝術為大的當前，水墨藝術似乎與當代藝術的範疇

產生絕緣效果，進而造就水墨藝術出走於繪畫性以外的維度，就如吳季璁與曾霆

羽的作品般，讓水墨藝術不該永久作為一個傳統的、華人的與守舊的刻板象徵。

因此，水墨藝術所賦予 1980 世代藝術家的重要任務在於，如何破解當代藝術給

予水墨藝術的誤解，並組織出當代與水墨藝術之間的密切性。 

  從另一個角度來談，1980 世代藝術家進入當代後的策略與狀態，可以回溯

到此世代藝術家所經歷的成長背景，以及當前身處的生存環境。在 1980 世代的

幼年期中，接收到臺灣經濟崛起後所夾帶的豐沛資源，不像是過往的年代裏頭，

不需要直接面對到的社會、經濟的劇烈動盪，甚至是對岸軍事上的武力要脅，是

一個良好的養成年代；但直到他們成年之時，卻遭遇到 險惡的競爭環境，在普

遍低薪和高度勞動剝削的壓力底下，被迫在高壓的環境中生存，因而逐漸轉向於

個人理想上的價值實現，也就使得1980世代不再憂心於社會與國家的整體狀態，

漸漸對於社會環境呈現出旁觀、冷靜的默然狀態，而以微觀視角關切自身的生存

問題，並沒有對於臺灣社會或者美術圈作出直接性的反饋，只有極少數的人參與

時事議題的審視。因此，在普遍主觀條件的內縮情形下，與國際當代藝術家的大

敘事作品相較之下，所創作出來的作品也較為閉鎖，雖然兩者的創作立基不同，

但依然值得思考的是，為何在全球水墨藝術狂熱的同時，臺灣 1980 世代藝術家

對於環境有著如此冷淡的氛圍，迴避了真實世界中的諸種樣況，此批藝術家就像

如同身處於當代的文人一般，藉由水墨來出世，探討微觀自我的「焦慮意識」。 

  「焦慮」（Anxiety）在心理學的既有範疇中，意謂為單一個體面臨威脅或壓

力時，在生理與心理所產生的感知反應，將對於人類的身心靈有著劇烈地影響以

及後續效應，而當焦慮產出之時，會使得個體於行為上做出直接性的反應。205但

自二十世紀初開始，關於焦慮的討論由心理學（個體）擴展到社會學（群體）的

討論範圍中，係由美國社會學家弗萊德‧紐曼（Fred Newman，1935-2011）開始

擴充相關的社會學理論，其認為在資本主義出現之後，對於現代社會而言，「焦

慮」是一種具適應性的群體情緒，且因應著現代社會的演進隨之擴大，進而壟罩

著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的諸種變遷，現代人類得以透過焦慮的總體氛圍，加

速適應環境的能力，並同時調節環境對於自身的影響。206而布倫（Harold Bloom，

1930-）在其著作《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中，藉由回顧二十四位作家

                                                        
205 Donald Goodwin. Anx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7-13. 
206 Fred Newman. The Myth of Psychology, New York: Castillo International, 1991, pp. 9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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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典作品，如沙士比亞等人，透過文本進而闡述關於「影響的焦慮」（The Anxiety 

of Influence）的批評觀念207，因此布倫認為任何一部具有實力的文本，都會對於

先前的作品產生誤讀或者誤解，而作者會經由有意或無意間將這樣的焦慮與以內

畫， 終所產生的作品就是初始的那份焦慮。 

  焦慮的產出自心理學、社會學，再橫跨到文學的場域中，逐漸引述出焦慮本

身並不是一種單向的情緒壓力，而是一種具有文化相互競爭，以及對話的延續脈

絡，承接於 1980 世代藝術家所凝聚出的臺灣水墨主體狀態，係處於一種群體尚

未適應，亦未沉澱的焦慮狀態，其中原因在於此批藝術家面臨著當代藝術的時代

命題（外部威脅），以及相關臺灣美術的歷史脈絡（內部壓力）的沉重夾擊。 

  在外部威脅上，先以媒材的側面來看，傳統水墨的媒材是否該始終遷就於既

有的歷史定位與核心價值，引導至視覺語彙上的形式替換，「人」（1980 世代藝

術家）與「物」（材料）之間的當代關係，雖早已跳脫僵化的筆墨圭臬，但當臺

灣當代水墨與他種當代藝術形式，共存於當下的時空之際，必須表現出可與他種

複合形式於觀念傳達上的有效性與競爭性，否則終將被取代。其次，如臺灣水墨

為觀念而奮進時，在過程中又會不自主地，偏倚到西方當代藝術的形式操作上，

無意間混淆了臺灣當代水墨於當代藝術網絡上的座標，暫且不論觀念發想是否有

挪用西方近現代的理論（或作品），在視覺經驗的座標辨讀上，都將會以西方當

代藝術為導向的鍵結。 

  在內部壓力中，宏觀地檢視臺灣水墨藝術史的發展，無論日本殖民時期的美

術教育，又或者是戰後渡海來臺的中原水墨，於傳統脈絡上的史觀溯源，臺灣水

墨是有著文化主體核心的身份猶疑，因此要梳理臺灣水墨的認知基礎時，不能僅

限於大中華文化的歷史闡述，而採取部份且有限的斷代回溯，還需要考慮到水墨

藝術於臺灣區域上的特殊發展情境，與其在當中所吞吐的文化經驗。而再延續於

當代水墨發展的表現面向來說，無論是視覺上的表現樣態，又或是文化上的價值

內涵，臺灣水墨與中國水墨的當代發展差異已成為事實，但今日再面臨到中國水

墨同樣走進「當代化」（實驗水墨、新工筆等）的發展進程時，臺灣水墨是無法

迴避與中國水墨，來進行同質性與異質性的比較。此批藝術家所形塑出臺灣水墨

主體的「焦慮」與不耐，使得臺灣水墨有著當代錯落與脈絡模糊的主體徵象。 

 

 

                                                        
207 Harold Bloom 著，高志仁譯，《西方正典：歷代經典學派》（新北：立緒文化出版社，1998），

頁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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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這個情況來說，臺灣水墨主體是持續自內容、風格、形式、媒材與美學觀

念等的內外部條件進行改革，處於積極「求變求異」的現況下運作著，無論是在

平面繪畫上的耕耘，或者是繪畫以外的衝刺，對於外部文化的認知，是廣納各式

多元文化與現代生活經驗的共時性，臺灣水墨主體沉溺於龐雜的資訊體系中，置

身於新形式與新內容中交錯往返；但是關於內部主體的脈絡回溯上，以中國水墨

的歷史中進行，使得臺灣水墨有著當代錯落與脈絡模糊的主體徵象，造成臺灣水

墨的主體徵象，產生了集體焦慮與不耐。 

  然而，臺灣水墨的主體徵象是壟罩於「焦慮」的情境中，並非由單一個藝術

家所衍生，「焦慮語境」 主要的生成意義在於可藉「焦慮語境」的驅使，或可

說是協助之下，進一步運行大規模實驗與繁衍的動作，經由「焦慮意識」的凝聚，

以喚醒臺灣當代水墨應當處理的內外問題。 

  終，總結由 1980 世代所體現出的臺灣水墨主體狀態：第一，不受傳統筆

墨的拘束：而視為一種形式與工具，乘載著傳統水墨的視覺特質，而產生東方區

域性的文化特色。第二，脫離傳統媒材的規範：一方面是破除膠彩與水墨系統間

的對立，另一方面是開放複合媒材的使用模式，甚而結合當代形式的運用。第三，

對於當代環境的感召：缺乏對於大歷史敘事與真實環境的表述，朝向個人微觀的

視域鑽研，呈現外在行為「出世」，但內在心理則是「避世」的情境。筆者認為

水墨既然身處當代，仍有其必要性與環境做出適切回應，藉其實踐於作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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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灣水墨藝術的當代史觀建構 

  當站立於臺灣美術史以外的客觀立場時，便能認知到臺灣美術曾是中國美術

與日本美術於歷史脈絡上的一個分支，也不得否認的是，中國美術與日本美術是

臺灣美術的發展基礎，是不可或缺且至關重要的一部分；就在不否定自身過往的

歷史背景為前提之下，史觀脈絡的建構可容納由外部因素所造成的斷裂，但 終

也必須要透過脈絡化的形塑，才能完整其當代史觀的建構。 

  戰後至今，臺灣水墨藝術主體的形塑歷程，已超過了一甲子，但真正以臺灣

意識為首的學術探討，也不過才二十餘年的光陰，而在經由本文於文獻考證、作

品檢視、田調採訪與現象歸納的縝密研究過程裡，將 1980 世代藝術家的水墨創

作做為主體徵象，進行了系統性的整理與分析，將既有的研究時軸給往後延伸，

銜接起臺灣水墨藝術史的史觀脈絡；然而，不僅水墨藝術必須接受當代性的挑戰，

在進行史觀建構的工程中，也必須考量到當代性的要點。 

  在面臨全球化的普遍衝擊之下，所有的文化圈都面臨到區域性、全球性與日

常生活的諸種樣態，全球化也促成了所謂「時空重組」的特性，讓現代人的觀看

立場可藉由資訊網絡中快速流竄的資訊，得以輕易地回溯過往的陳年資料，或者

是查閱異國訊息，讓物理時空不再作為資訊阻隔的限制因素。伴隨現代人可藉由

資訊所拼組出的時空中，其參與性也隨之迅速擴張，人們能輕鬆參與到千里以外

的社會事件，或者掌握到相關的環境議題。因此，區域性的文化結構也就更容易

接收到外來文化傳播的影響，而後續所產生的「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

亦會向下影響到藝術家的創作樣態。 

  由此可知，美術文化發展已經成為全球當代性的共同參與，面對文化現象的

議題，應當存著生死與共的態度，而不應該僅流於區域環境的內縮顯照，藝術家

與其創作觀念上，也不該囿於某種意識形態，或者自我唯心的膨脹思考。為此，

史觀建構的腳步不允許駐足於單一的狹隘視角上，需橫跨時間性與區域性的脈絡

討論，拉遠到一個世界共構且能夠相互呼應的史觀體系之下，如此一來，關於臺

灣水墨藝術的創作與其文化研究的結果，才能兼容本土與國際的視野與深度。此

節將利用「後設歷史」的方式，來檢視臺灣水墨藝術的當代史觀。 

  「後設」來自於「Meta-」的英文原文，主要表示一種超越與變化的涵義。

對於學術理論研究的話，則是在於一種對於書寫、閱讀與製造論述的方法建構，

而「後設歷史」就是本文作為跨越臺灣水墨脈絡單一視點的方法，將史觀建構的

工程延續到整個當代史的史觀格局來討論。其中 首要的認知是，必須先克服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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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水墨藝術慣用的論述邏輯，也就是避免傳統與現代、西方與東方之間的雙重辯

證，因為在兩者之間的二元關係比對，易產生對立情結與思考慣性；當在這個認

知先行建立以後，關於水墨藝術史的「後設歷史」可透過「微觀史」（Microstoria）

的逆向書寫下，滲透藝術社會學與心理學的層次，揭櫫水墨藝術在當代史觀整合

後的新疆界，使臺灣水墨藝術不再純粹歸類於東方意念的表現樣態之一。 

  有鑑於過往的臺灣美術史研究，過於偏向與社會政治的範疇結合，其中相關

社會科學理論研究、或者解釋歷史的企圖已經不再讓人信服，因而建立臺灣水墨

藝術的「後設」方法，可嘗試藉由「微觀史」來進行歷史研究的反向操作，「微

觀史」可超脫於過往的書寫樣態，通過細微的事件與日常的人物來重構歷史；208

換而言之，臺灣美術史的書寫通常都是由上而下的俯視脈絡，但透過本文對於此

世代藝術家的創作狀態與作品表現，可以作為轉向為由下而上的仰角脈絡，從藝

術家作品的末端來端見整體文化發展的演進過程。 

    首先嘗試以美國藝術史學家豪澤爾（Arnold Hauser，1892-1978）的藝術社

會學角度做切入時，可以了解到藝術就是帶有功能性與其服務的指涉對象。209例

如原始游牧部落中的巫師，透過藝術來展現出社會地位，人們進而也透過藝術表

現萬物有靈的善惡精神，接著人們將藝術的功能轉向上帝與帝王，提供其榮耀與

凸顯其地位之功能， 後藝術家受雇於派系、政黨、社會階級等，做出符合委託

標準的作品，藝術的本質上與社會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然而，至今水墨藝術所服務的對象是誰？在傳統中國美術史的脈絡中，水墨

藝術所服務的對象初始於文人階級，關乎在自然空間上的伸展與情感依附，而筆

墨系統中附加的服務，則是一套固有的使用技法，以及品評的審美標準；但是回

到臺灣水墨藝術於戰後時期的脈絡來看，其所服務的對象是政治力量，經由水墨

藝術的文化力量來與過往的殖民勢力做出顛覆。但直至今日，水墨藝術所涉及到

的服務對象與觸及到的觀者，已不再是一個被框定的區域上，它在當代所提供的

是，當代勢力窺探傳統精神的抗衡力，在現今當代藝術的發展條件中，傳統性是

容易被當代藝術拿來做比對，就如同被瞄準的靶機；換而言之，水墨藝術再也不

服務於誰，水墨藝術自立於自己（藝術家）本身的精神性，關乎於存在的本質。 

  另外，關於水墨藝術在當代史觀中的筆墨問題，可以援引心理學的論述作為

參照，用以探析水墨於當代中的封閉狀況；心理學家連恩（Ronald David Laing，

1927-1989）認為錯誤的自我認同，會將其自我的運作系統趨近於封閉狀態，將

導致幾種特徵，如果就身體的慣例而言，會越來越自動化與格式化、受到強迫性

                                                        
208 王晴佳、古偉瀛，《後現代與歷史學》（臺北：巨流出版社，2000），頁 175。 
209 Arnold Hauser, The Philosophy of Art History, USA: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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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片段性折磨、身體性的死亡、機械性的反覆以及 終不真實的呈現，造就一種

與日常慣例完全分離的感受。210而這樣的運作狀態，似乎與傳統筆墨進入當代後

的情況類似，格式化之於形式浮濫、強迫性之於技法圭臬、機械性之於符號氾濫，

而 終不真實的呈現之於真實環境產生脫節，連恩由心理學所闡述出的錯誤認同，

間接應證筆墨系統其內在的美學機制，是走向了偏差的發展路徑，因而在當今史

觀的論述上，必然需要修正並且擴增其文化修辭的容納範圍。 

  但近年以來，關於水墨藝術的文化修辭之辯，有著兩種極端的立場與其中論

述範疇。以中國為本位的當代立場，極力主張水墨應當叫做「Shui-Mo」（直接做

音譯）來替代「Ink Art」，捍衛屬於中國文化傳統的「東方主義」立場，認為其

他關於異國的特殊名詞，舉例壽司（Sushi）與功夫（Kung-Fu）一樣，是從母文

化的語言來翻譯成英文，不該用西方文化的本位思想，來看待具有特殊文化性的

水墨藝術，所以水墨藝術也應當比照辦理。而另外以當代藝術脈絡為本位的立場，

則是重新對於「Ink Art」這個詞彙進行定義（目前尚無準確之中文翻譯），其中

「Ink Art」較為重要的概念是，它並不等同於所謂的「水墨藝術」、「傳統水墨」

或者「當代水墨」，則是泛指各種關於水墨性、水墨精神與一切水墨相關的當代

藝術。可透過水墨名詞的兩邊立場，看見水墨藝術正在隨著時代潮流的創作發展，

修正內外部的修辭範圍，這將會直接影響日後水墨藝術的脈絡建立。 

  水墨藝術身處於當代的「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211中，藉著自我認同的

大敘事之下，在快速變遷的社會生活情景中被修正與再形塑，其中必須要以一個

合理而又連貫的方式，促使將過去的經驗與對未來的設想產生連結。 終在水墨

藝術中將在此中所取得一定的文化共識，藉以其發展特色於全球化環境中競爭存

活，並在整個當代藝術的史觀維度中，反映出在地性以及全球化的自我實現。 

  終，在水墨藝術已進入如此複雜的當代進程中，去中心化早已成為急切的

課題，因此關於臺灣水墨藝術「後設歷史」的方法學建構上，明顯地就不能靠攏

中國的、西方的，還更有可能也不是著眼臺灣的在地風格，完全拋離掉關於區域

性的討論，回歸藝術上的表現樣式。因而，一併牽動水墨藝術於觀念的反動，也

關於媒材與筆墨之間的辯證將會落幕，終將回歸到現今混亂的主體價值中，逐一

釐清，希冀水墨藝術得以成為貫穿時空的視覺語彙。 

  

                                                        
210 R. D. Laing, The Divided Self,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5, pp. 144-145. 
211 Anthony Giddens，方文、趙旭東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臺北：左岸出版社，2002），頁

20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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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臺灣水墨藝術的主體展望 

  傳統文人畫可透過渾然天成的書畫筆韻，體現個人學養與胸懷情操。但對於

今日的創作者而言，「傳統文人」的山水概念，可曾是面對自然山景的感嘆，但

「當代文人」的思索，已經不在是可見視野所能容納的，以實景觀察後的視角變

遷，或者是網路資訊的迅速流通，甚至可以在跨國進行異地的參與，當代文人是

遊走於全世界，出走雲霧裊裊的山水，反倒穿越都市叢林的紛擾後，沉澱出水墨

藝術的當代核心，以傳統的視覺經驗來引誘出當代議題的發酵，從較微觀的自身

心境來發想，破除傳統水墨的美學論述與框架，更緊密貼近於臺灣區域意識的發

揮，因此傳統水墨中由文人所架構出的筆墨霸權已離散，在視覺語彙得以與社會

進行共鳴之時，臺灣水墨藝術身處於當代的主體可更臻於完整。 

  而水墨藝術身處當代，就不只是僅做藝術媒材的存在，也不只是關於水墨繪

畫的經驗挪轉，而是一種兼容並蓄的美學概念，更是一種以東方本位來看待世界

的觀點，水墨的物質性轉化為精神的延續，所以任何媒介都可能被當代藝術給排

除，換而言之，任何媒材也都有機會被當代藝術給接納，因此在面對當代藝術形

式的衝擊時，水墨藝術更需有彰顯其文化企圖與表現張力。 

  重新聚焦回臺灣美術史的研究上，由於在政治力的強力介入下，使得其斷代

上變得異常清晰，212但是在解嚴後，此種斷代的方法就無法透過政治力的因素來

繼續運作沿用，也就是說對於臺灣美術史的研究標的，在必須找尋藉由新的時代

價值與議題來深入之。因此，臺灣水墨藝術的當代型態，須由新世代的藝術家與

研究視野來解套，方能在創作背景或者是研究面向上，得以做更進一步的擴充。

所以，筆者認為就當代研究的認知上，研究相關臺灣水墨藝術的當代表現時，就

不太應該再以古籍畫論中的摘錄，來映襯於當今時空背景相異的作品，反倒是必

須以更踏實的多元視點與作品觀察，來關切臺灣水墨藝術的主體表現。 

  而關於臺灣美術主體的討論，自 1990 年代以來，還尚未具有明確的共識出

現，這種現象不僅發生於水墨藝術的範疇之中，在其他當代藝術的領域亦然，臺

灣美術主體性的意識未得彰顯。但終究無異水墨藝術於當代中的各式樣態，如現

代水墨、實驗水墨、都市水墨，抑或是科技水墨等，新型態的創作表現會伴隨著

文化修辭的演進，儼然已不是承襲與創新間的對位關係，而是傳統水墨於當代中

的再平衡與再延伸。 

 

                                                        
212 李欽賢，《臺灣美術閱覽》（臺北：玉山社，1996），頁 64-65。 

 



 

133 

 

  本文藉由 1980 世代藝術家的水墨作品中，可見其身處於視覺符號造型的通

俗化、媒材技法的觀念革新，以及面臨與全球當代文化的強勢洗禮下，窺見臺灣

水墨藝術上的主體發展；其不但破除筆墨印鑑的圭臬，也走向平面之外的新表現，

驅離了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爭論，積極實踐於傳統筆墨體制之外的嘗試，真切落實

在藝術家的創作觀念之上，並接續再透過不同的創作的根基點，各自繁衍出不同

的水墨創作內涵與外延，直接突破傳統筆墨於當代中無法真正實現的困境。 

  有鑑於兩岸國際情勢之走向，臺灣文化欲輸出的主體性價值，總是會遭受政

治因素而有所壓縮，因此臺灣主體性的討論空間，在全球的當代藝術場域中，是

極其有限的；另一方面，在臺灣文化的多元性質，造成總體價值觀與脈絡上的認

知模糊，以至於對於主體性的內涵不明，造成美術年輕世代所追求的認同轉向全

球泛域性的當代價值中，避免觸及敏感的議題陳述。 終，促使 1980 世代藝術

家所形塑的水墨主體邁向兩端；其一，是對於水墨藝術持續在臺灣區域上進行內

縮性的深掘，其二，則是對於水墨藝術的創作本質進行大規模的全方面汰舊。但

共通的都是尋求以自身主觀的敘述，探索水墨進入當代的種種可能性，提出水墨

於當代轉型的方法與途徑。 

  但在無形之中，可從 1980 世代藝術家的作品中發現到，臺灣水墨藝術正置

身於生存環境限縮下的抵抗，無論是抵禦當代藝術形式侵襲時，或者是突破中國

文化的大歷史命題，臺灣水墨藝術的主體徵象呈現出，雖具有著對於筆墨觀念的

破與立，但內容議題卻是相當細膩而含蓄，使得臺灣水墨藝術的主體出現一種集

體焦慮的氛圍特徵，是關乎於脈絡性的無根、媒材性的削弱、觀念性的競爭與發

展性的侷限等，臺灣水墨藝術的發展雖看似具有著精緻的內質性發展，但也必須

注意是否會如同傳統水墨藝術的發展般，漸漸走向自我呢喃式的視覺堆疊，而無

法與現實世界產生共鳴，勢必在孤芳自賞的泥淖尚未踏深以前，需要作出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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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Press, 1967. 

Descartes, René. Rules for the Direction of the Mind, USA: Bobbs-Merrill Co Press, 
2000. 

Freud, Sigmu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UK: Avon Press, 1998.  
Goedhuis, Michael. The Ink Art of China, UK: Zone Graphics Press, 2015. 
Hauser, Arnold. The Philosophy of Art History, USA: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5.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 
Laing, Ronald David. The Divided Self,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5. 
Luhmann, Nikla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Meltzer, Bernard N.; Manis, Jerome G. Symbolic Interaction: A Reader in Social 

Psychology,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72. 
Shils, Edward. Center and Periphery: Essays in Macro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Young, Robert.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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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來源 

編號 圖版 圖版資料 

圖 1 

 

林朝英，〈蕉石白鷺〉，56 × 79 cm，紙本墨色，年

代不詳，私人收藏。 

圖版來源: 

林柏亭，〈談明清師古臨摹的風氣對臺灣早期書畫

的影響〉，《雄獅美術》154，1983.12，頁 93。 

圖 2 

 

林覺，〈漁翁〉，27 × 20 cm，紙本墨色，1831，私

人收藏。 

圖版來源: 

林柏亭，〈談明清師古臨摹的風氣對臺灣早期書畫

的影響〉，《雄獅美術》154，1983.12，頁 95。 

圖 3 

 

林玉山，〈雙牛圖〉，134.5 × 174 cm，紙本膠彩，

1941，臺北市立美術館藏。 

圖版來源: 

http://www.tfam.museum/Collection/CollectionDeta

il.aspx?ddlLang=zh-tw&CID=3289(2017/11/7點閱) 

圖 4 

 

劉國松，〈雲深不知處〉，55 × 84.5 cm，墨彩紙本，

1963。 

圖版來源: 

蕭瓊瑞、林伯欣，《臺灣美術評論全集－劉國松

卷》，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9年，頁 18。 

圖 5 

 

安德魯·魏斯，《克里斯蒂娜的世界》，81.9 ×  

121.3 cm，蛋彩畫，1948，紐約現代美術館藏。 

圖版來源:  

MOMA, MoMA Highlights: 350 Works from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NY: MOMA, 2013), 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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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洪瑞麟，〈煤礦場速寫〉，尺寸不詳，炭筆素描，

1971，收藏地不詳。 

圖版來源: 

洪瑞麟，〈礦工頌〉，《雄獅美術》8，1971.10，頁

47。 

圖 7 

 

陳夏雨，〈農夫立像〉，47.2 × 16.2 × 11 cm，石膏

原模，1951，收藏地不詳。 

圖版來源: 

雄獅美術編輯部，〈陳夏雨作品欣賞輯〉，《雄獅美

術》103，1979.9，頁 35。 

圖 8 

 

朱銘，〈同心協力〉，50 × 171 × 80 cm，銅，1975，

臺北市立美術館藏。 

圖版來源: 

http://www.tfam.museum/Collection/CollectionDeta

il.aspx?cid=1132&ddlLang=zh-tw (2017/10/5點閱) 

圖 9 

 

洪通，〈節日〉，37 × 52 cm，廣告顏料、水墨、紙，

1974，臺北市立美術館藏。 

圖版來源: 

http://www.tfam.museum/Collection/CollectionDeta

il.aspx?cid=3756&ddlLang=zh-tw (2017/10/5點閱) 

圖 10 

 

袁金塔，〈蓑衣〉，170× 85 cm，水墨設色、宣紙，

1976，私人收藏。 

圖版來源:曾肅良，《臺灣現代美術大系‧水墨類：

意象構成水墨》，臺北：文建會，2004，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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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洪根深，〈紅河戀〉，69× 52 cm，彩墨，1979，高

雄市立美術館藏。 

圖版來源:曾肅良，《臺灣現代美術大系‧水墨類：

意象構成水墨》，臺北：文建會，2004，頁 98。 

圖 12 

 

鄭善禧，〈野柳風光〉，70×136 cm，彩墨，1980，

私人收藏。 

圖版來源: 

http://www.epochtimes.com/b5/14/9/22/n4254148.h

tm (2017/10/5點閱) 

圖 13 

 

席德進，〈北宜海濱〉，69× 137.5cm，水墨，1979，

國立臺灣美術館藏。 

圖版來源: 

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ntmofa_collectionsweb

/tw2/01_search_detail.aspx# (2017/12/9點閱) 

圖 14 

 

秦松，〈春燈〉，53.5 × 78.5 cm，油彩、紙，1960，

臺北市立美術館藏。 

圖版來源: 

http://www.tfam.museum/Collection/CollectionDeta

il.aspx?CID=4074&ddlLang=zh-tw (2017/10/5點

閱) 

圖 15 

 

李再鈐，〈低限的無限〉，150 × 70 × 65 cm，不鏽

鋼、烤漆，1986，臺北市立美術館藏。 

圖版來源: 

http://www.tfam.museum/Exhibition/Exhibition_pa

ge.aspx?id=609&ddlLang=zh-tw (2017/10/5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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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楊茂林，〈熱蘭遮紀事 L9307〉，194 × 260 cm，

壓克力、畫布，1993，私人收藏。 

圖版來源: 

楊茂林，《請眾仙—文化交配大圓誌：楊茂林》，

臺北：大未來畫廊，1999年，頁 81。 

圖 17 

 

吳天章，〈蔣經國的五個時期〉，239 × 246 cm 

( ×5 )，油彩、合成皮革，1989，臺北市立美術館

藏。 

圖版來源: 

http://www.tfam.museum/Collection/CollectionDeta

il.aspx?cid=3884&ddlLang=zh-tw (2017/10/5點閱) 

圖 18 

 

梅丁衍，〈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依空間尺寸調整，

影像輸出，1991，私人收藏。 

圖版來源: 

http://www.tfam.museum/Exhibition/Exhibition_pa

ge.aspx?id=505&ddlLang=zh-tw (2017/10/5點閱) 

圖 19 

 

李銘盛，〈藝術的哀悼〉，行為藝術，臺北市忠孝

東路、敦化南路交叉路口演出，1987。 

圖版來源: 

http://tcaaarchive.org/artwork/%E8%97%9D%E8%

A1%93%E5%93%80%E6%82%BC/?lang=ch 

(2017/10/5點閱) 

圖 20 

 

陳界仁，〈機能喪失第三號〉，行為錄像藝術，西

門町武昌街演出，1983。 

圖版來源: 

http://tcaaarchive.org/artwork/%E8%97%9D%E8%

A1%93%E5%93%80%E6%82%BC/?lang=ch 

(2017/10/9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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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洪根深，〈黑色情結-25〉，91 x 116 cm，墨、壓克

力、畫布，1990，高雄市立美術館藏。 

圖版來源: 

http://collection.kmfa.gov.tw/kmfa/search.asp?kind=

2&kind2=authordetail.asp?prestype=quer@rele=AN

D@name=%ACx%AE%DA%B2` (2017/12/9點閱) 

圖 22 

 

倪再沁，〈倪氏寓言之一〉，180 × 250 cm，水墨畫

布，1993，高雄市立美術館藏。 

圖版來源: 

林哲璽，〈臺北怪談在臺中校園之騷動〉，《藝術家》

324，2002.5，頁 230。 

圖 23 

 

倪再沁，〈臺北怪談〉，300 × 75 × 188 cm，玻璃纖

維，2002，國立臺灣美術館藏。 

圖版來源: 

林哲璽，〈臺北怪談在臺中校園之騷動〉，《藝術家》

324，2002.5，頁 231。 

圖 24 

 

張永村，〈天地線是宇宙最後一根弦〉，50 × 54 

cm，墨水、宣紙，1984，私人收藏。 

圖版來源: 

ttp://www.tldc.com.tw/digital-gallery/artist/?aid=NK

CtRT4yZImaXHKPUviXEFElBLw%2BkRlgKylW

FP1q6KxYc2HQwIpSyw%3D%3D&eid=TE00000

008 (2017/10/5點閱) 

圖 25 

 

張永村，〈萬里江山〉，10,000 x 97 cm，彩墨、壓

克力顏料、宣紙，2013，私人收藏。 

圖版來源: 筆者自攝 (2018/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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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姚瑞中，〈合歡煙雲／臨董源「洞天山堂」〉，100× 

70 cm，手工紙本設色、墨水、金箔，2007，私人

收藏。 

圖版來源: 

http://www.yaojuichung.com/htdocs/?page=artwork

s&artworks_id=27 (2017/10/9點閱) 

圖 27 

 

陳浚豪，〈臨摹宋李唐萬壑松風圖〉，195× 264 

cm，工業用蚊釘、畫布，2011，私人收藏。 

圖版來源:  

http://gallery.artron.net/works/1031_w376580.html 

(2017/11/28點閱) 

圖 28 

 

白雨，〈浣石參〉，絹本水墨，60×60cm，2011。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29 

 

白雨，〈浣石 拾壹〉，絹本水墨，60×60cm，2014。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30 

 

白雨，〈浣石 拾壹〉，絹本水墨，60×60cm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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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白雨，〈The Great A Baoa Qu〉，絹本水墨，

194×134cm，2015。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32 

 

白雨，〈微渺之地〉，絹本水墨，70×90cm，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33 

 

白雨，〈殞鐵塊〉，絹本水墨，60×60cm，2016。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34 

 

白雨，〈巨巖松風〉，絹本水墨，90×90cm，2017。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35 

 

白雨，〈類地天體〉，絹本水墨，194×134cm，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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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白雨，〈大音之巖〉，絹本水墨，260×190cm，2017。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37 

 

廖文豪，〈花開堪折直須折〉，水墨紙本設色，

140×70cm，2007。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38 

 

廖文豪，〈女史圖〉，水墨淨皮宣紙本，

140×280cm，2008。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39 

 

廖文豪，〈浮煙山色圖〉，水墨絹本設色，

90×90cm，2012。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40 

 

廖文豪，〈浮玉斜倚圖〉，水墨絹本設色，

90×90cm，2013。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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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廖文豪，〈夏令嚐瓜圖〉，水墨絹本設色，

90×90cm，2014。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42 

 

廖文豪，〈浮煙山色圖〉，水墨紙本設色，

125×255cm，2015。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43 

 

廖文豪，〈浮翠清幽圖〉，水墨絹本設色，

70×70cm，2015。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44 

 

廖文豪，〈松聲入夢圖〉，水墨紙本，80×144cm，

2017。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45 

 

廖文豪，〈松雲凝空圖〉，水墨紙本，80×144cm，

2017。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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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廖文豪，〈春泉圖〉，水墨紙本設色，80×144cm，

2017。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47 

 

閑原，〈欲雨圖〉，水墨、泥金宣，127×74cm，2013。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48 

 

閑原，〈嘆微圖〉，水墨、泥金宣，131×65cm cm，

2013。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49 

 

閑原，〈秋遲〉，水墨、泥金宣，132×76cm，2014。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50 

 

閑原，〈寂淡〉，水墨、泥金宣，74.5×76.5cm，2014。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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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閑原，〈野史〉，水墨、泥金宣，141×75.5cm，2015。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52 

 

閑原，〈春盡〉，水墨、泥金宣，137×69.5cm，2015。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53 

 

閑原，〈庭園閑步〉，水墨、泥金宣，142×141cm，

2015。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54 

 

閑原，〈低見塵埃〉，水墨、泥金宣，73×63.5cm，

2015。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55 

 

劉信義，〈觸碰黑暗的瞬間〉，水墨絹本，45×60 

cm，2014。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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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劉信義，〈靜默〉，水墨絹本，71×52 cm，2015。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57 

 

劉信義，〈盛開的時光〉，水墨絹本，72×56 cm，

2015。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58 

 

劉信義，〈思緒的浮動〉，水墨絹本，45×30 cm，

2015。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59 

 

劉信義，〈在黑暗中的多重冥想 〉，水墨絹本，

60×140 cm，2015。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60 

 

劉信義，〈尋覓在黑暗中的寧靜光亮〉，水墨絹本，

125×185 cm，2016。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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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劉信義，〈黑暗中的緩緩微光〉，水墨絹本，104×79 

cm，2016。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62 

 

劉信義，〈在黑暗中遇見〉，水墨絹本，76×25 cm，

2017。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63 

 

劉信義，〈在微光旁思考殘缺〉，水墨紙本，

47×66cm，2017。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64 

 

吳宥鋅，〈當沉寂膠著〉，水墨紙本，94×127 cm， 

2016。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65 

 

吳宥鋅，〈即使如此〉，水墨紙本，95×140 cm，2016。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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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 

 

吳宥鋅，〈亂紅飛過〉，水墨混合媒材、畫布，40F，

2016。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67 

 

吳宥鋅，〈滿院東風〉，水墨混合媒材、畫布，20F，

2016。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68 

 

吳宥鋅，〈Be Lost in where you abandoned〉，水墨

紙本，76 × 148cm， 2017。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69 

 

吳宥鋅，〈Be blooming after the pain〉，水墨紙本，

75 × 125cm，2017。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70 

 

吳宥鋅，〈Galaxy Falls〉，水墨紙本，95 × 149cm，

2017。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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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吳宥鋅，〈Nothing gold can stay〉，水墨紙本，76 × 

139cm，2017。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72 

 

吳宥鋅，〈Paradoxe and harmony〉，水墨紙本，92× 

105cm，2017。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73 

 

吳宥鋅，〈Telepathy〉，水墨紙本，79× 125cm，2017。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74 

 

曾建穎，〈終極疲軟〉，水墨紙本設色，100 × 

100cm，2010。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75 

 

曾建穎，〈捕鳥人〉，麻紙、膠彩、墨、礦物顏料、

黑箔，60 × 90cm，2012。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159 

圖 76 

 

曾建穎，〈單人池〉，水墨紙本設色，142×78cm， 

2016。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77 

 

曾建穎，〈娛樂〉，水墨紙本設色、金銀箔，78.5 × 

108.5 cm，2016。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78 

 

曾建穎，〈說書人〉，雲肌麻紙、膠彩、墨、礦物

顏料，79 × 100cm，2016。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79 

 

曾建穎，〈自體擁抱〉，紙本膠彩墨、礦物顏料，

直徑 74cm，2017。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80 

 

曾建穎，〈桑拿〉，紙本膠彩墨、礦物顏料，77× 

142.5cm，2017。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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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 

 

曾建穎，〈直系男丁〉，紙本膠彩墨、礦物顏料，

143× 95cm，2017。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82 

 

曾建穎，〈野露〉，紙本紙本膠彩墨、礦物顏料，

142.5× 77cm，2017。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83 

 

曾建穎，〈世界池〉，紙本膠彩墨、礦物顏料，125× 

237cm，2017。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84 

 

吳季璁，〈鐵絲網 II〉，金屬、玻璃、壓克力，尺

寸視場地大小而定，2003。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85 

 

吳季璁，〈煙林圖之二〉，單頻道錄影，11;35;10，

2012。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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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6 

 

吳季璁，〈皴法習作八〉，氰版攝影、宣紙，139 × 

70cm，2012。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87 

 

吳季璁，〈皴法習作四十九〉，氰版攝影、宣紙，

95.5 × 177cm，2015。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88 

 

吳季璁，〈小品之五 櫻〉，單頻道錄影，

00;20;43;45，2016。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89 

 

吳季璁，〈氰山集之二〉，氰版、宣紙、壓克力膠，

122 × 244cm，2016。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90 

 

吳季璁，〈氰山集之四〉，氰版、宣紙、壓克力膠，

183 × 183cm，2017。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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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 
 

吳季璁，〈氰山集之六〉，氰版、宣紙、壓克力膠，

60 × 244cm，2017。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92 

 

吳季璁，〈氰山集之八〉，氰版、宣紙、壓克力膠，

122 × 244cm，2017。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93 

 

曾霆羽，〈輻射〉，自製墨條，5×5×6 cm（一式 49

個），2014-2016。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94 

 

曾霆羽，〈到彼岸〉，自製墨條(5×5×6 cm)、硯臺

(60×10×2 cm)，2015。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95 

 

曾霆羽，〈墨工廠〉，自製墨條、廢棄水泥塊、動

力裝置，依場地而定，2015。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96 

 

曾霆羽，〈將 帥〉，自製墨條、大理石棋盤硯、影

像，46×50cm，2015。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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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7 

 

曾霆羽，〈兩面國旗〉（局部），硃砂墨條、彩色墨

條，120× 80 cm × 2，2016。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98 

 

曾霆羽，〈兩面國旗〉（局部），硃砂墨條、彩色墨

條，120× 80 cm × 2，2016。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99 

 

曾霆羽，〈Dear/親〉（錄像作品局部），自製墨條、

錄像影片，依場地而定，2016。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100 

 

曾霆羽，〈Dear/親〉（墨條作品局部），自製墨條、

錄像影片，依場地而定，2016。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圖 101 

 

曾霆羽，〈曾老梗〉，水墨設色，40×50cm，

2013-2016。 

圖版來源: 藝術家授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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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1. 藝術家學歷資料表（資料採集之截止時間：2018/6 止） 

 大學 碩士 博士 

白雨（b.1980） 華梵大學 東海大學  

吳季璁（b.1981） 臺北藝術大學  

劉信義（b.1981） 臺灣藝術大學 臺灣藝術大學 臺灣藝術大學 

吳宥鋅（b.1983） 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師範大學 

曾霆羽（b.1983） 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師範大學 

閑原（b.1983） 臺北藝術大學 東海大學  

廖文豪（b.1983） 華梵大學 華梵大學 

曾建穎（b.1987） 臺灣師範大學 臺北藝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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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藝術家採訪行前稿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碩士班美術理論組 研究生：陳仲賢 

論文題目 臺灣水墨藝術的主體形塑－以 1980 世代藝術家之當代實踐為例 

論文摘要 

  水墨藝術在臺灣美術史的發展進程中，歷經「美術現代化」的

殖民統治、「正統中原文化」的強勢襲臺、「現代水墨」的激烈改革，

以及「鄉土水墨」的本土意識崛起後，臺灣水墨藝術的主體軸心便

自「東洋的」文化附屬、「中國的」文化承襲、轉移到「西方的」思

想挪移， 終回歸於「本土的」在地關懷，面對史觀脈絡儼然成形

的同時，更凸顯出臺灣水墨藝術的主體發展有其深入探討的必要

性，本文將檢視臺灣水墨藝術主體的形塑過程。 

  關注於 1980 世代臺灣藝術家，其成長背景大多已褪去戒嚴時期

的威權色彩，相對與前幾個世代的藝術家而言，創作意念較不受到

政治力的直接壓迫，使得此世代的藝術家有嶄新的創作思維與時代

使命，在風格、形式、內容、技法、媒材與觀念等的創作陳述以及

議題表達上，更能貼合與時代性的映照關係，因而本文將臺灣水墨

藝術的當代主體聚焦於此世代藝術家的創作實踐上。 

  當今臺灣水墨藝術仍承受著由時空環境所趨的主體變異，無論

是關注在臺灣本土的環境議題、回應於大中國歷史文化的命脈支

系，抑或是應對著全球當代潮流的議題操作等，當臺灣水墨藝術身

處於主體性存疑的爭辯情境時，其主體性的確立與當代核心，可藉

由 1980 世代臺灣藝術家的創作表現來作為相對參照，以拓展新世代

臺灣水墨的主體研究。 

採訪核心 

問題 1. 
以個人整體的創作脈絡而言，其中主要的創作發想與核心意識為

何？  

問題 2. 
如何看待（運用）水墨藝術的「傳統性」？（包含紙質、媒材、筆

墨皴法、山水形式等） 

問題 3. 
認為自己的創作是否與當代有關，如何將當代置入於水墨藝術之

中，而進一步產生連結？ 

延伸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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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藝術家訪談紀錄 

附錄 3-1. 白雨採訪內容（筆者以下簡稱筆；白雨簡稱白） 

受訪者 白雨（b.1980） 

採訪問題 採訪內容 

問題 1. 

筆：宇宙山水作為你近年來主要的風格表現，而其中最主要的創

作發想是從何開始的？ 

白：以前我最感興趣的是天文學，基於浪漫而喜歡，但發現自己

並不擅長數理，也發現自己的認知不同於真正的天文學，即便如

此創作還是會來自於天文學。 

我的畫有兩個因素，科幻領域與宋代繪畫，尤其是范寬的影響，

因為自認他們創作的方式與我很接近，只是當時的宇宙觀與現在

或許不同，我們的資訊範圍與看到的也不同，因此，范寬與李唐

的是我比較憧憬的對象。 

我覺得現在想要開拓更多可能性，因為以前我的畫法比較是單個

物品，畫到有點煩，想畫一些其他東西，如何把石頭畫得不像石

頭就是我想做的事。 

筆：那麼你是怎麼去運用這些傳統山水的造型內容？ 

白：我不只是對名家的學習，是先去畫外在的東西，再去學習名

家內涵，所以我的造型其實比較怪，我的學習方式是想畫什麼就

會去找這領域厲害的人去學習，我是先畫，再去學習名家，把這

些學習的零件組裝起來，但一般的方式是先去結合名家，再去畫

自己的東西。 

而這樣子的話，我做起來就會比較散落，筆調不一樣，我自認為

穩定性不夠，常常覺得煩躁，所以我的畫是比較不一樣的。 

問題 2 

筆：那麼你認為自己與傳統筆墨之間有什麼樣的共同連結？ 

白：傳統水墨講了不少筆墨，但我覺得我比較不在意筆墨，之所

以憧憬范寬跟李唐，筆墨是精神上的老師外，可以看見他們不是

刻意地在筆墨方面，他們的筆墨在於對於東西物體的需要，我在

宋畫看見筆墨之餘，畫面之中比較多的動作在於「揣摩」，我也喜

歡這個樣子，看見一個人用筆墨來表示與自然的連結，甚至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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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而我還喜歡是會有自己的畫法來學習，筆墨應該是對自己

有用的，而不是模仿范寬跟李唐。  

另外，筆墨可以是斷定畫家優劣的一個界線，但這個界線很模糊，

很難去說明好的筆墨是什麼樣子，壞的是什麼樣子，以我的經驗

來說，以文人畫為例，被斷定文人畫的畫家，我也不知道他們與

文人之間的關係，我知道他們的精神可能飄逸放蕩，但這樣似乎

不一定是文人。而以傳統水墨的評斷來現在，可能認為要有一定

筆墨技巧，可是我認為如果今日筆墨是需要使用的話，頂多影響

的是所看到的事物，所以我覺得在某種程度上，我是反對筆墨的

畫家。 

問題 3. 

筆：傳統水墨過往都與世俗之間產生脫離，似乎與當代藝術中講

求現實以及與社會產生連結，這兩者之間好像產生背離，你作為

水墨藝術家的看法？ 

白：你提及的比較像是山水畫，為了出世而作，山水畫變得講求

世俗的話，也是較晚才有的事，我認為世俗或出世也不是這麼重

要，因為我們處於一個每年都要拿好幾張作品出來展覽的環境，

我們有可能出世嗎？對我而言，一年畫十幾張不是每一張都很享

受，而享受的也就特別難完成，對我來說出世的意思比較偏像這

一塊。當然我也沒辦法像其他畫家很厲害，我沒條件，因為養成

環境與方式都不同，出世入世所以不是問題，我一直在這世俗中。

頂多是說我不要太計較一些細節，利益的傷害，去違背自己的初

衷，我只能做到如此。 

延伸討論 

筆：水墨藝術在東亞地區已經成為一種盛行的當代風氣，似乎把

它作為一種文化主體的號召來與西方當代藝術做出抗衡，你怎麼

看待這樣的現象？ 

白：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是關於鴉片戰爭之後，所產

生的一種民族自卑，想要透過水墨來與西方油畫作出抵抗。但我

今天是贊成文化多元性觀點的人，我們不能用歐美人士的角度來

看我們的文化，對我們來說，這是失準的，也是對生活在這塊土

地上的人而言，並不是那麼尊重的，好像我們還是殖民地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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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那聚焦回臺灣水墨的主體身處於當代環境之中，可以從中國

當代水墨的同質性比較，與全球當代水墨的異質性比較之間，如

何找尋自我的價值核心？ 

白：對我自己而言，價值核心還是在傳統水墨上面，就是說我的

畫面裡面的歷史感會比較重一點，一方面是偶然，一方面是我有

發現，所以有刻意在持續性經營；再來就是說，其實我自己沒有

特別說自己是一個當代的藝術家，我對我自己的說法，我就是一

個畫家，當代藝術跟繪畫還是不太一樣，雖然繪畫一直都被放在

藝術裡面被討論，但是越走，卻發現它的意義越不一樣，我的作

品跟當代藝術來比擬的話，我的作品還是比較停留在一個古典審

美之下，從一個歷史古典的感覺，又可以拉到現在，這是我現在

正在做的事情。 

再來比起當代藝術的差異，在我的認知中，非常著重於事件，也

就是議題，它就是一個紀錄型態，就是一個文件的意思，但我的

作品是相反的，我的作品基本上是看不出來一個確切的時間段落。 

筆：所以你的作品是排除掉當代藝術中的即時性，反而納入了大

中國歷史的既視感，在此之中你如何展現臺灣水墨的區域性？ 

白：其實我的作品當中，常常呈現的就是孤島性質，另一方面為

何我的作品常常使用行星的手法來呈現，基本上就如同臺灣一樣

就像是一個孤島，但這個東西非常模糊。而且我也刻意把視角拉

的非常遠，從一個宏觀拉到一個全觀，相較於范寬，我就能比他

看得還要遠，在空間上的營造上，我是希望整體是靜態的，而作

品裡面的空氣感是動的，最終它所移動的地方是很隱諱的，每天

的變異都是一點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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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2. 吳季璁採訪內容（筆者以下簡稱筆；吳季璁簡稱吳） 

受訪者 吳季璁（b.1981） 

採訪問題 採訪內容 

問題 1. 

筆：以您近年來多系列的創作作品來說，其中創作發想與核心意

識為何？ 

吳：從小所學習的就是東西方的東西，像是素描與水彩等，是典

型的特殊美術教育出身。雖然從小很喜歡畫畫，可是進入了北藝

大之後，有一段時間很迷惘，對繪畫提不起興趣，但後來有段時

間擔任了倪再沁先生的助手，那段時間對我來說是一段很重要的

時間，因為他對於水墨創作有很不一樣的見解，美術史理論也是，

那段時間有點轉換我對於傳統的看法與想像，〈氰山集〉系列的作

品跟它很有關係，因為我本來就作〈皴法習作〉，藍晒圖的那種直

接攝影，用那種東西來直接討論皴法跟水墨山水的問題。 

而倪再沁先生過世的時候，我就想要作一個作品來紀念他，所以

我就用拼貼的東西，就是他在八零年代用的那種拼貼，所以我後

來才發展出〈氰山集〉這個系列；而在這個比較實驗性質的水墨

創作之後，受到袁廣鳴錄影藝術課程的影響，這也是一個很重要

的轉折，因為繪畫有太多過去的事情要處理，像是美術史與從前

的畫家等等，有太多的包袱存在，但錄像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

新的媒材，我實驗很多影像的可能性，所以就發展一套我自己創

作的方法，〈鐵絲網〉系列就是從影像的觀看以及媒體的辯證，它

變成比較基礎的創作方法。但直到零九年，到了〈小品〉的那個

系列錄像，像是松與蘭等的系列，本來是想要翻譯傳統冊頁與〈小

品〉冊頁裏頭中花卉的形制，再把其中這樣的美學翻譯到錄像上

面，因為我覺得現代的大多數人都沒有辦法理解裡面的東西，我

用我自己比較熟悉的錄像媒材，用大家比較熟悉的視覺經驗，試

著去翻譯傳統的繪畫形式與美學，所以才有了〈小品〉的這個系

列，但這算是比較一個意外的系列，它開啟了傳統與我的關聯性。 

所以在零九年之後，我是很有意識的在處理這個問題，因為我覺

得從我個人比較傳統的繪畫養成到當代實驗的媒體藝術，其中有

一種新舊藝術之間的思考拉扯，也有東西文化之間的落差，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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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一些拉扯跟斷裂存在，雖然我回頭看早期〈鐵絲網〉的作品，

裡面就有一些在裏頭，但我覺得我是在零九年之後，我才是更有

意識的處理它，它是一個脈絡，影像與媒體藝術對我來說有點像

是一個研究方法，最重要的軸心其實是在怎麼樣去融合或者是平

衡東西之間。 

2012年開始作〈皴法習作〉與 2015年開始作〈氰山集〉的這兩

個系列，就是在零九年的這個背景下，慢慢發展出來的東西。 

筆：那麼在〈氰山集〉系列作品算是你創作脈絡下的研究成果嗎？ 

吳：也算是一個階段性的整合，它是從〈皴法習作〉這個系列開

始延伸的，形式的架構來自於實驗攝影，或者說是無相機攝影，

簡單來說，我就是把氰版的藥劑塗在宣紙上面，然後宣紙柔皺去

曬太陽，紀錄紙張上面的皺摺與光影變化，上面的影像與紋路就

是這樣自然形成的，然後主要的想法為何叫作〈皴法習作〉，其實

是有一點開玩笑的意味，因為皴本來就是指得是皺摺的意思，所

以描繪山水樹石的紋理就叫做皴法，然後我覺得皴法是一個很有

趣的概念，因為它是連結繪畫與書法之間的概念，也就是用筆的

這件事，這就是東方媒材的特性，是基於宣紙、毛筆或是墨的特

性上而所發展出來的東西，因為它是一個很直覺的且很細膩的材

料，使用軟筆與西方使用硬筆的方式有很大的差異，它可以很細

膩地記錄下書寫者的狀態，所以整個書畫跟繪畫的美學有很大的

關係，皴法這件事情聯繫了書法裏頭用筆的概念，再把它延伸到

繪畫中。 

問題 2 

筆：這樣的創作風格是否有受到傳統水墨的影響或是啟發嗎？ 

吳：回到傳統繪畫描繪自然的概念來說，常常都會有盲點，其實

我們現在所想像的自然，這個自然是來自日本透過漢字引進來

的，因為 Nature的這個東西是很科學性的，它是相對於人造的東

西；但中國在講自然的這個東西是自然而然，或者說它裏頭所強

調的「師法自然」這件事情，很多人都理解成到郊外去寫生，這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誤解，那時候的自然並不是這樣的概念，比較

像是我們看這個自然環境，觀察得是內在的某些虛力與某些法

則，讓這個樹長成這樣，讓這個山石紋理變成這樣，它描寫得並

不是這個自然的外型，而是揣摩內在的某些東西，因此而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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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某個區域的石頭開長成怎麼樣，所以去開發出一個方法去描繪

它，它並不是寫生，好像是重新在紙上再長出那個空間，因為所

要重現的是那個空間所產生出來的邏輯，也可以說是內在的精

神，但絕對不是描繪它外在的形象。 

因為我們所思考的基礎來自於西方科學與現代化影響下的觀念，

我們要試著轉一個彎去思考過去的人是怎麼樣去想像這樣的事，

比如說我們看富春山居圖，從現在來看那個富春江，黃公望所繪

畫的那個山跟實際上是不一樣的，黃公望並不是要描繪那個山勢

長得怎麼樣子，他所觀察的是一個概括的環境，並從紙上再現這

些內在的東西，所以我覺得皴法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概念，雖然它

在北宋是一個非常自然寫實的概念，這個皴法從來不是再現那個

山或是石頭的樣子，其實是用筆與墨去描繪那個區域中的某些能

量，因此氣韻就一個非常有趣的概念。 

但是後來這個東西變得非常形式化，就像是芥子園畫譜的出現

時，皴法就變成形式化到一個高峰了，最後這些東西就是被規範

了，什麼樣的山就要有怎麼樣的畫法，怎麼樣的樹要，有怎麼樣

的畫法，我認為這完全是誤解了當初發展皴法的方向，變成很形

式化、很技巧性的訓練，所以〈皴法習作〉系列讓我很感興趣的

點就在自然的這個概念。 

我把筆墨從我的作品中給抽掉了，被換成是一個實驗性的攝影，

但是我們為什麼還是對它有著山水的想像，一部份這是很內在

的，而另一部份，這些皺褶與紋理是自然形成的，就像我所說得

自然而然，就像山石的沖刷與植物的生長，這裡面有很多隨機產

生的東西，我想這就是自然最原始的意義。 

筆：雖然您是使用攝影與拼貼的方式來進行作品呈現，但仍想知

道作品與傳統之間的連結性為何？ 

吳：我沒有辦法再拿起毛筆來創作了，因為這樣的書寫習慣是離

我非常遙遠了，其實這不只是臺灣，也不是中國，而是我們整個

東亞文化圈很特別的文化，不僅止於畫論而已，更是影響到其他

區域的文化藝術發展。但在當代藝術的範疇裡面，水墨是慢慢消

失的，當代藝術非常受到西歐與美國的潮流影響的藝術類型，這

個文化傳統是慢慢在消失，我所感覺到的斷裂與拉扯是非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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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而據我對於臺灣藝術家的表現觀察，大概就是分為兩極，

一個就是保留傳統的基本教義派，繼續畫以前的東西，想要回到

過去；而另一個就是完全跟著國際的潮流，西方流行什麼就做什

麼，跟在地的文化與傳統是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這樣的斷裂與

拉扯不只是臺灣所特殊發展出來的現象，在開發中國家受到強勢

文化影響下，這就是必然的處境，但是在臺灣可以看到的自覺非

常少，東亞的當代藝術是他們很重要的核心命題，就是關於認同

的問題，但在臺灣 1990年代的上旬，對於主體性還有很強的氣

氛，但臺灣藝術圈後來的方向就一直很依附於國際潮流的流行，

這是我個人親身感受到對於臺灣或者亞洲文化圈，都是很關鍵的

問題。 

所以，我會從一個很大的架構來談傳統的這件事情，簡單來說，

就是表現出為什麼我們跟其他地方的人不一樣，這東西越在我於

國際上活動的時候，更覺得這種東西越發重要，臺灣的當代藝術

是一個很荒謬的處境，就是出口轉內銷，為什麼要模仿西方的東

西，很顯然地西方的東西是不可能賣回西方的，因為誰要來臺灣

看一個跟歐美差不多的東西，所以這是一個國際化的發展，但它

徹底是一個誤解，而這些東西跟臺灣本身是沒有產生意義的，在

我於國際上的活動之後，就會去思考你到底跟這些人之間有什麼

文化上的差異，這個傳統的根源也就越顯得重要。 

問題 3. 

筆：在離開傳統的筆墨之後，你是如何將當代置入於傳統中的？ 

吳：〈皴法習作〉就有點像是我玩影像媒體的方式，我正在拆解繪

畫這件事情，把水墨繪畫中的東西我拿掉一些看看，並把它置換

成別的元素去實驗，所以我的〈皴法習作〉系列發展出來後，進

一步開始作了拼貼的創作；而這是滿有趣的一步，因為一開始〈皴

法習作〉就是很單純的直接攝影，我只是選擇構圖，從洗出來的

幾百張裡面，去挑有趣的構圖，然而每一張紙你都會對它有不同

的想像，可能會讓你聯想到北宋或是元代的繪畫，我在決定哪一

個隨機產生的局部，可以成為作品的過程中，我一直在回應美術

史與繪畫傳統的關係，所以等到我作拼貼，這其實又比攝影更具

繪畫性了一點，因為我可以控制的元素很多，我從那裏頭讀出某

些東西，再從中去發展空間跟構圖，讓它再與繪畫更貼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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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討論 

筆：水墨藝術於當代藝術的議題討論 

吳：現在在國際上討論水墨的新範疇，就是叫做 Ink Art，可以研

究M+水墨策展人馬唯中所策劃的展覽，目前可能還沒有一個比

較確切的中文翻譯，它裏頭是泛指傳統水墨到當代實驗水墨，以

及相關水墨概念與美學中所延伸出來的藝術類型，這是一個很廣

泛的新領域，因為不管用當代水墨、實驗水墨、新水墨的這些概

念，還是很難去涵蓋一個更大的可能性，很大部分還是依照水墨

概念或者媒材範疇來討論這個概念。很多研究的方向都是往這個

地方走，比如說王家驥所策劃的展覽一直都在打破一些基本的框

架，基本上都是以亞洲為範疇，不太會用華人（Chinese）的範疇

來看，因為水墨常常被包裝成一個非常政治性的東西，就像是臺

灣為什麼之所以會傳承水墨這個東西，就是國民黨為了要來正名

它是這個中華文化的正統，到了現在中國大陸在談新水墨與實驗

水墨，其實這裡頭還是有非常民族主義的框架在裡面，這是為什

麼這些策展人所努力的原因，在於這些東西給打開。再來，有關

於媒材與藝術形式上的可能性，藝術家也一直在開放這個東西，

這也是對於 Ink Art領域中，比較具前瞻性的研究角度，它是一個

比較開放的研究範疇，不管它是來自各種文化底蘊或者藝術形

式，都全部涵蓋進來，去找尋新的可能性。最終，香港M+是全

球唯一個擁有針對 Ink Art研究部門的美術館，水墨作為一種國際

競爭與差異性的一步。 

筆：你作為一個臺灣藝術家，你的作品是否能夠反映出臺灣區域

性的藝術特徵呢？ 

吳：我認為我自己創作的內容與思維架構，只有可能發生在臺灣，

有個中國藝術家的朋友跟我說，你的作品很臺灣，因為中國不會

這樣處理傳統，或許還有另一個面向，或許就是跟西方藝術形式

的觀念融合。在現代中國可以看到，有很多人都去運用中國的元

素或者是符號，不太會涉入比較真正傳統美學的內涵與思想，其

實是很符號性的使用，或者說是他們那樣的傳承是很保守的，臺

灣在這一塊有很特殊的地方，它有一個很開放的並置與融合，這

些西方的影響與中國傳統的影響，又經歷了一些轉變與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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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3. 劉信義採訪內容（筆者以下簡稱筆；劉信義簡稱劉） 

受訪者 劉信義（b.1981） 

採訪問題 採訪內容 

問題 1. 

筆：是否能從個人主要的創作脈絡與核心來談一下你的作品？ 

劉：我主要創作的創作發想，從求學時期就已經開始了，我比較

關注在人的思考上，也就是說思考人處在這個世界的本質狀態，

因為我個人生命經驗的關係，對於人會有一種不安全感，因此一

直是從比較黑暗以及負面的情緒來看待人，創作就立基在人對於

這個社會與世界的想像。 

一直到近五年來，我的創作思考上是沒有改變太多，一直延續我

對於人的想法，不過在此之中，我又帶入了一些新的象徵，比如

說骷髏頭、山巒以及花卉的意象，而這些元素的加入，是關係到

我個人生命經驗跟創作上的時間拉長，我對於人的思考從原本的

極度負面，開始轉向一種比較灰色的階段，因為我覺得人都在一

個黑暗跟光明的地方遊走。 

在我的畫面裡面有花的元素，對我來說，他們也是生命的象徵，

他們在極有限的時間裡面去展現他們的生命力，所以我用人來表

述人之外，我用花也是對於人的一種象徵與表態；再來花可以代

表生命的那種短暫與哀愁，我覺得藉由這種引入，可以幫助我去

思考希望與絕望之間的中和體；而骷髏頭的意象就比較直白，大

部分人的思考，就會將它直接指向到死亡，一方面是人本質的象

徵，意謂著我們人體底下的那一層骨骸，它引入到我對於人的狀

態之下，而更深入的去探討有關於人的事情；其他關於山巒與枯

枝的引入，本身上也是一種對於人的比喻，我代入山巒符號的時

候，使我能夠退得更遠去思考人的狀態，山更有客觀性，透過距

離的拉長，來體會到山雖然靜靜地待在那個地方，但它其實也是

一個生命體的存在。 

所以，基本上我的創作思考是把人性作為一個串聯，只是我運用

這些題材來表述人的各種象徵，但是那個象徵都是一種大方向，

比如說聖經裡面所講述的七罪，有暴力、情慾與貪婪的等等，有

關於人性負面的形象，而這也是我生活上會去思考的，但付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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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上的呈現時，我想要去涵蓋出一種灰色的狀態，也就是說我

不想要把人性描繪得如此黑暗與負面，我想要強調得是人性就是

正面與負面的綜合體，所以我的創作都是在訴求一種淡淡的憂鬱。 

另外，我不敢說我的作品內部是直接在討論生死的這件事情，因

為我覺得我年紀還沒有那麼大，還不足以有資格去討論生死；但

我的作品總會讓比較年長的人去聯想到說，我是不是在討論生

死，他們可能從比較外部的圖像，像是骷髏頭、植物跟花卉的東

西來連結，但我還是會採取比較開放性的態度去接納；因為我認

為人的本質就是這樣，在黑暗與光明、希望與絕望之中在掙扎著，

人們可以微小到明天不知道要吃什麼而感到痛苦，因為等等有什

麼電視可以看而感到快樂，可以延展到這麼微小而生活的事情；

但它也能擴大到我明天要面對死亡，或者我明天要面對重生，其

中的幅度是可大可小的。 

因此，我對於人之間的有著主客觀的切換，比如說有時候我是以

人為本位的思考，思考有關於黑暗面，但有時候我是揣測別人怎

麼思考；回到本質上的人性來說，我覺得人就會空空如也，因為

人裸體出生，也是裸體死去，簡單用宗教的觀念來說，就是塵歸

塵、土歸土，所以用這種概念來看人的話，情緒似乎就沒那麼重

要了，它完全就是談論一個生命體在這個世界的過渡。 

筆：以你現在的創作風格與內容，是否為了畫面氛圍上的趨向，

而大部分採用絹本來創作呢？ 

劉：大學到研究所的這段期間，其實各式各樣的什麼材質我都有

嘗試過，但回到我對於創作的脈絡上來說，首先我認為絹本是比

較符合人的營造，對我來說，絹本可以作出一個比較幽微的透明

感，它可以正面反面的話，我曾經有作品是有畫正面，但完成品

所展現的是反面，這種特殊的透光性與距離感，在純粹紙本的操

作上無法呈現的，因此我覺得絹本是比較符合我創作上的需求；

還有一個就是關於氛圍，而這個氛圍取決於我對於這個背景的烘

染，背景都是要來回刷很多次，氛圍才會進得去，但我在紙本上

操作的經驗，我可能在上面刷個幾次，它就會開始起毛球了，紙

對於我在繪畫上的操作承受度比較不夠，可是絹本就可以慢慢而

大量的經營，所以絹本較符合我自己在畫面上想表達的創作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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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後來這幾年，我用另一種角度來看東方的審美，就是內斂這

個詞；因為我覺得東方的繪畫無論如何，就是比西方的繪畫還要

內斂，這種內斂是很隱諱的，我們知道西方藝術的視覺是很直接

的，但東方總是會在山水或者花鳥中，帶有著隱幽的審美態度，

我自己是把我把人性的那種內斂感受，重新置入到繪畫裡面，所

以我會覺得我的繪畫硬要說，我的作品裡面有東方的韻味，應該

可以歸納為就是有著那一層的內斂，也就是說那種隱晦的氛圍。 

問題 2 

筆：在你的作品脈絡中，是否曾有哪些傳統元素的啟發或影響呢？ 

劉：起源於我本身對於單色系的東西比較感興趣，因此我在創作

上的顏色使用，是除非必要的話，其它就是只有一小點的點綴而

已，所以作品裡面就是黑、灰與白的這種調性；而關於傳統的影

響，從高中到大學是接受一個完整的學院訓練，我隨著時間而改

變，我一開始就是很喜歡水性的顏料，所以水墨就很符合我的興

趣。直到我大學進入到書畫系以後，我才比較正式的去接受到傳

統的東西，就是那種嶺南派的內容，或者像是書法的東西；在這

樣的學習過程中，我將傳統的東西都視作為一種工具，當作是一

門技術，比如說我拿蘇峰男老師教的皴法，拿去呈現衣服破爛的

質感，我總會想把傳統的技法去融匯到當代的語彙之中。 

筆：你如何看待傳統筆墨的觀念，或者其中的運用呢？ 

劉：傳統筆墨不是我用來看待水墨的一種審美或者標準，所以我

個人一直沒有很仔細地去思考我是水墨畫，所以我就要畫出「東

方味」，我沒有把它看得很重要的原因，在於我始終著重於我想要

畫出來的圖像跟氛圍，只是我喜歡這個媒材的使用方式，所以我

就把所有我學習到的筆墨基礎，無論是山水的皴法、勾勒填彩、

雙勾或者工筆等的技法，這些都是我拿來做為基礎，延伸為我想

畫的圖像；至於內部有沒有東方的審美，我始終是沒有很認真去

看待這件事情。 

回到筆墨這件事情，我們所處的世界觀跟古人那時候已經很不一

樣了，我不可能用同樣的標準來看待現在的作品；所以說談到筆

墨，我會用在比較直接性的需求上，比如說年輕藝術家要畫一個

人物，但是用勾勒的方式把人勾出來，可是線條奇差無比，這時

候，我就會認真的跟他說：「你的筆墨功夫好像不太好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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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覺得筆墨的基礎可能在於你要透過寫寫書法，對於筆的掌握

以及線條，藉此更加地去了解怎麼去勾勒出那樣的造型。 

所以筆墨對我來說，打個比方，你是一位寫實油畫的畫家，素描

似乎就變成你的基本配備，所以轉到水墨畫家的話，而對於筆墨

的掌握就是你的基本配備，以上這就是我對於筆墨的想法。 

其他有關於筆墨的精神性討論，我覺得這是很不需要的，但在筆

墨需要與不需要之間，是關乎藝術家所繪畫出來的形式與狀況。

而這樣的討論，我個人認為它會隨著時代而消逝，因為我們已經

回歸到個人的時代了，假設一個藝術家所呈現的方式都是用拓印

的方式來形成水墨的質感，但你要在此之中去討它的筆墨精神，

這就是一件很弔詭的事情，應該是要去問這位藝術家所思考的創

作核心是什麼，而不是一直去談傳統的筆墨精神。 

所以作品沒有筆墨，但作品是水墨的類型，會隨著時間慢慢出現，

我認為還是要回到藝術家本人使用這個媒材的態度是什麼，而不

是一昧的去談筆墨。 

再來，我覺得我的作品是沒有處理筆墨這件事情，也沒有去刻意

反映古代文人的內容，純粹是想利用這個媒材來創作出我的想

像，我的作品跟筆墨之間的關係，還是維持在一個基本技術上的

要求，把勾線給勾好，把背景的墨給染好，把筆法通通做好，這

就是我選擇這樣創作表現的基本需求而已。 

問題 3. 

筆：那麼你的作品中，會有與當代社會進行對話或連結的部分呢？ 

劉：我本身創作不太會去思考所謂社會議題，或者有關於臺灣環

境的這件事情，也不會用作品來表述目前世代的處境，我一向都

不去涉及到議題，我都是用一種比較關於人性的心靈的狀態去討

論；我有一個寫詩的朋友跟我說，我的作品裡面有一種失根的感

覺，都是漂浮在一個灰色的空間當中，他問我說，我是不是想要

表達臺灣人的處境？我沒有說是或不是，雖然我覺得我沒那麼直

接去表達，但我直接反應得是我看待別人的心境狀態，我就把這

個心境的狀態畫下來，或許這某部分會應對到社會中的某個現

狀。就是我們這一輩的現況，總是覺得前途茫茫而沒有什麼希望

的感覺，具有很多不可確定性，我個人一直處在這種狀態，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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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畫上也反映出來我目前身處的這種情境，所以說我的作品對於

政治敏感的人來說，他就會很快地連結到你是不是就在說我們臺

灣的處境。但我提供一個開放性的思考，因為每個人所看到的角

度與理解方式都不太一樣。 

延伸討論 

筆：作為一個臺灣藝術家，你的作品內部是否有反映出臺灣區域

性的風格或者特質呢？ 

劉：我個人對於這樣的想法是比較少的，比如說我身在臺灣，那

麼我的東西是否必須要有臺灣的風格或味道，這部分我是滿少去

經營的。如果舉一個例子，我很喜歡賈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

的作品，其實他的作品也呈現不出所謂瑞士的風格，因為他的作

品就是在呈現出他對於人的感受，捕捉人的真實，其實這就無關

乎於地域的問題。 

所以我本身就不太會去思考我身在臺灣，而我的作品該怎麼去呈

現出一種在地性的內質，我也不會因為要為了營造在地性，就去

畫檳榔西施或者是畫水牛等等的，我個人認為創作還是要回歸到

個性上面，你是個什麼樣的人，就會弄出怎麼樣的作品；我似乎

比較沉浸在我個人世界的思考，關於這個世界以及宇宙的感覺。 

 

  

 



 

179 

附錄 3-4. 吳宥鋅採訪內容（筆者以下簡稱筆；吳宥鋅簡稱吳） 

受訪者 吳宥鋅（b.1983） 

採訪問題 採訪內容 

問題 1. 

筆：是否可以先談一下你近年來所發展所謂「水墨當代化」與「當

代水墨化」的創作脈絡嗎？ 

吳：對我來說，目前臺灣已知的所有水墨流派，我能畫的已經都

畫過了，對於所有在技巧上面的深度，我是有一定的理解的；我

在大學的時候已經把所有技巧上面的問題都已經處理好了，我個

人的感覺意識到水墨這件事情，在我們的認知中就像是一個套

餐，從形式、媒材還有思想，這個思想是包含歷史感，以前所教

育的水墨系統中，強調水墨就是必須搭配這樣的形式與媒材，整

組加起來才叫做水墨，缺一不可，常常在畫這樣的內容會有疑惑，

這到底是根源於媒材還是思想問題，或者個人風格的問題。 

我在研究所之後，發現似乎可以抽離其中一個元素，再重新置入，

就像我〈極化之華〉就是「水墨當代化」，也就是水墨媒材在表現

形式上的當代化，也能說是當代形式化，就是畫面構成的東西，

我把形式的部分變成西方，媒材保留中國的，將整個畫面整理成

比較符合我們現在時代氛圍的感覺；反過來，〈邊界瀰散〉是「當

代水墨化」，因為我覺得水墨的形式還是有很強的溝通性，我的作

品都會讓大家疑惑這是什麼畫，乍看很像是插畫、油畫還是粉彩？

看到原作才知道這是水墨，用什麼紙與什麼媒材還是都搞不清

楚，那後來發現到說創作媒材不是東方媒材，但形式馬上就知道

是水墨，反而就會有很強的溝通能力，讓大家一看就知道那是水

墨，其中可能還不使用到紙，是用到水泥、磚頭的一些現成物；

所以我有一個靈感就是說，我是否能夠反過來，作為一個當代媒

材的水墨形式化，其中就會有筆墨與落款，所有作品的名字都會

有宋詞，一方面這也是我對於中國文學審美的理解，原作上還會

有膠彩的技法，包含貼箔、堆胡粉（堆高技法）、行草的落款與紅

色的印章，畫法部分回到中國水墨的工筆方式，所以說我是竭盡

可能的把作品跟有關傳統形式的距離拉到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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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我想要嘗試的部分，也算是第一步，未來的規劃就是想要

跨進媒材能夠轉成現成物與裝置藝術的部分。 

筆：發展脈絡上一直都以女性寫真的圖像為主軸，內質上與女性

有什麼聯結嗎？ 

吳：我在博士階段就開始處理這個事情，其中最主要的變革我想

是，我開始意識到我想做藝術，而不是做水墨。我在我的博士論

文寫了這個結論，我認為如果好水墨或者是好作品之間的取捨，

應該是好作品要凌駕於好水墨，作品先好比較重要。 

就像說范寬做溪山行旅圖的時候，有想到說他要畫好一張好水墨

嗎？那他為什麼要用筆墨？就只是因為他覺得有筆墨比較好畫，

他是符合那個時代的思維模式，每個時代都有面對好作品的思維

模式，我看過那麼多西方繪畫與現代攝影的東西，對我而言，什

麼是好的影像與圖像，我心中自有一個標準，我只是靠我的雙手

來表現出我內心審美最好的那一面。 

我覺得藝術的造詣大概能夠分為三個層次，第一、靠作品來看到

自己，第二、靠作品來證實這個時代的記憶與紀錄，第三、靠作

品來回應人性的問題，像是有關於生死、愛情與正義等等，這些

都是可以貫穿古今中外的所有藝術命題與觀點，而我最想要的就

是反映出這個世代的氛圍，也就是我對於這個時代的理解；而為

什麼我特別會用女性這件事情，因為我覺得我們這個時代是網路

時代，比較陰性的時代，我們很重分享、秘密交流跟搞小團體，

而雄性的時代是比較英雄主義的時代，而陰性的時代是比較個人

的，更內心與更幽微的東西，我覺得我們這個時代之中，最大的

特質就是，我們是一票外表光鮮亮麗與物質充沛的世代，但我們

的內心是有很多小故事、小情緒與小糾結等，這些都是我想要表

達的，所以這些特質怎麼看，就是最符合女性；所以在一個總體

概念之下，我希望我畫出來的東西，是美麗而且是被修飾過的，

但是從他們的眼神當中，去表露出一個孤獨感、憂鬱感跟淺在的

焦慮感，同時外表還是依然漂漂亮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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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 

筆：創作脈絡上，是否曾有受到傳統元素的啟發或者影響呢？或

者說你如何看待或是處理傳統筆墨？ 

吳：對我而言，筆墨只是一種經典的表現形式，但它並不是最重

要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最終能夠傳遞的東西，我覺得這是自帶

歷史感的東西，讓人一看就知道這是從古典的東西過來的，就像

西方繪畫裡面有出現裸體繪畫，它就會有一種歷史感，我認為這

是相映的，而筆墨之後的思維方式，我認為這也是一種歷史感的

東西，這不是真理，更唯物一點的看法，筆墨在我訓練的過程中，

它就是讓我知道這個媒材該怎麼去玩而已，過去很多人畫在絹或

紙上，而大家怎麼去運用它，算是一個玩法，怎麼去玩這個媒材。 

我覺得傳統筆墨的最高精神是在文人畫，現在人要做當代文人

畫，它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復古精神，是對於過去的想像，對於過

往事物的想像當中，但是對於我們這個世代來說，筆墨精神已經

逐漸在喪失，因為我們這個世代不再使用毛筆寫書法，不再用毛

筆來寫論述，這些都不是我的人生價值的核心，因此我認為筆墨

背後跟人生之間很嚴謹的功利性，已經完全鬆脫了，所以我們這

個世代看筆墨就是好玩就好，比較輕鬆的方式來看，比如說我覺

得這件作品需要筆墨，那我就用一點，如果不需要，那我就不要

用，是可以自由取捨的。所以我覺得人只要對這一個媒材有一定

的認識後，就可以說是真正的解放了。 

筆：在基底材的選擇上，為何使用比較會暈染的傳統生紙呢？ 

吳：我想很多人都是好奇我的技術，我會使用生紙的原因是因為，

我看到臺灣很多人都是用大陸何家英的那套工筆來畫人物，用絹

本與熟紙來處理，畫面用雙勾填彩與裝飾性的毛衣等等，看起來

很是很傳統的水墨畫，但其中有很扎實的素描基底。 

對我來說，大部分人很難突破這個方式來畫人物，我思考很久該

如何來跨過它，只有一個方法就是換媒材，水墨裡面的熟紙很好

畫，宣紙很難畫，通常宣紙是拿來畫寫意畫的，工筆是畫在熟紙

的，據我的認知上，宣紙也是能夠畫得很細的，所以我才在宣紙

上面畫工筆畫，一開始是這樣的，越到後來也就越極端，我在博

士班的時候，完全放棄宣紙上面固有的寫意技法，我把它完全當

作純媒材在使用，我純粹想要擴展某一種媒材的表現性，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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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大家談論水墨的時候，宣紙上面也是可以畫寫實的，那就

只是一套技法就可以解決的。 

另外一個原因是發生在我大二的時候，老師講到為什麼達文西的

蒙娜麗莎可以畫得那麼好，你們畫不出來嗎？其中的好壞癥結點

就是達文西發展了暈塗法，我當時終於認知到為何梵谷與尼布蘭

的重要性，因為他們都有獨特畫法，這個觀念跟現代主義是有點

相通的，但我沒有走到反對繪畫的那邊一邊，不過我還是嘗試著

走到固有媒材以及開放性畫法的這個方向。 

用宣紙的好處就是纖維可以把顏料卡住，而用熟紙的畫所疊的顏

料就會整個翻起來，所以水彩跟工筆畫不能疊太多，宣紙都需要

染很多次，裱褙的時候整張噴溼上板，就是因為如此，也不會開，

我們的技法就是可以把顏料把技法給深下來，其實也跟書法的東

西，也就是入木三分，是一種行筆的方式，可以讓他從中間滲，

而不是從兩邊滲，他的意思就是墨從垂直滲入的力道比較大，就

是用筆的方法，對我來說，沒有所謂格中鋒的命，中鋒對我來說

就是如何把墨往下壓的方法，那對我來說並不是神壇上面的東西。 

所以我個人比較偏向唯物史觀，為何人家說以前的宋畫是馬一

角，大多詮釋在文人的心境遭遇上，那就是以心性的轉變來講這

東西，為何中國山水從重彩轉向水墨畫呢？就是用道家思維跟五

色令人目盲這些來囊括，但我覺得以唯物史觀的立場來看，這原

因很簡單，因為當時唐朝西域是通的，後來就不通了，所以就沒

有原料了；再來就是宋朝偏向於重文輕武，這是政治制度的轉變，

很多文人的雅興更多了，更有機會能夠參加這些文化活動。 

水墨繪畫後來為何常常畫在紙上，因為技術進步的關係，讓紙變

得很便宜，中國畫的發展直白地來說，就是從絹本轉向紙本的過

程，而對映絹本最好的媒材就是膠彩，紙比較適合留白與墨韻，

所以媒材會朝向它比較合適的發展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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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3. 

筆：作品呈現上是趨近於寫實的當代風格，與西方繪畫裏頭的照

相寫實之間，其最大差異點在哪裡呢？ 

吳：我有一個簡單的分法，早期的西方脈絡對映的是真人，後來

出現的攝影，它所對映的是照片，關鍵是藝術家相信的是照片上

面的東西。但相反的是，我們這個世代不相信照片，我要繪畫的

東西就是會放在臉書當大頭貼的那種照片，就是說修飾過的東

西，比如說：拍完照片給女生，女生一定會把這張照片修飾，就

是把它給套濾鏡，那我就發現這個套濾鏡以及修圖的過程，正在

反映這個時代的審美與她的內心，她想以什麼樣的形式給別人

看，這會更靠近她的想法。 

我覺得我沒有真的很寫實，算是意象上的寫實，就是照片裡面的

女生，她想給別人看到的樣子是什麼樣子的，至少我相信女生不

會想要我把她變成畢卡索的那種風格。 

所以整體來說，這是滿有趣的現象，有時候我們所做的是反映出

這個時代的狀態，又有的時候是填補這個時代所缺乏的東西。 

延伸討論 

筆：作品內部具有臺灣風格，或者是反映臺灣區域部分的特質嗎？ 

吳：我們畫水墨一定會關注中國大陸在畫什麼，這就是時代造就

的，我所看到的中國式的水墨畫，總體主流上還是保留在傳統的

根基上，臺灣這邊的話，也就是我們無根的特質，內容是非常混

種的，相對於中國大陸那邊的主脈絡，他們的核心意念就非常的

強，我是中國人，我要西方的東西來壯大我，但是我的本體還是

中國人；臺灣文明是一下子是大中國，一下臺灣思想，很容易就

混亂了，一切就是我想用什麼就用什麼方式吧！沒有那麼的堅持

要保留住水墨畫的什麼特質。 

而我的作品怎麼去處理水墨畫與在臺灣的理解，就其實像是我的

作品一樣，乍看是西畫，但仔細一看裡面的基底才還都是傳統的

東西；所以映照我們現在的社會，我們其實是超級西洋的，但我

們最底層的還是華人文化，儒家思想與宗教思想等等這些都是很

相似的，但我們總是恨不得與西方靠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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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說，我認為五十年到一百年之後，所有的一切都改變了，

回過來看這個時代的特殊性時，隔了一段時間來看，一定就會發

現這個時代的問題，水墨圈子可能已經消失了，讓大家思考為什

麼二十一世紀還有人用宣紙來畫畫，肯定會把這個媒材跟中國歷

史做連結，在此當中可能就會把它跟臺灣這時候的狀況作出這樣

的想像連結，所以這個時代的人們讀不出來也沒關係，因為這個

想像力的推演是符合邏輯的，以後的人一定可以讀得出來！ 

筆：為何你會認為水墨之後可能會消失呢？ 

吳：因為我認為水墨之後會變成一種風格，它將從一種藝術上的

分類變成一種風格，而這種東西才會走入國際，因為很難跟西方

人去解釋宣紙的難以及背後的歷史意義，即便我畫得再成熟，只

有懂水墨的人會懂，只有華人藏家會了解，外國人是很難去認知

到那個歷史的價值，從一個泛用的壓克力出發，它沒有歷史感，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關注它的形式，因此我覺得水墨之後就會變成

一種形式而已，當變成走向形式的時候，水墨就死了，因為這些

形式我們早就瞭解了，一百年後還是這些東西，比如說勾線、平

塗、墨韻變化、題字、蓋章、卷軸與黑白以上；除此之外，就終

結沒有了，水墨就走不出新形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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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5. 曾霆羽採訪內容（筆者以下簡稱筆；曾霆羽簡稱曾） 

受訪者 曾霆羽（b.1983） 

採訪問題 採訪內容 

問題 1. 

筆：從近年來對於你的個展觀察中，發現你有著非常多的創作面

貌，是否可以簡單的說明這些作品共同的創作核心嗎？ 

曾：我有時也會覺得需要更聚焦，對於展覽會較好，但自己個性

不是這樣，所以免強不來，這是一種個性的反應，早期其實有點

無法接受這樣的自己，識別度不夠高，以至於不知道什麼才是真

正的我，讓我有一陣子很焦慮，但這也表示有很多時間讓大家看

清楚這樣的我。 

但有一陣子我也困惑，比如說，有出現水墨錄像，水墨裝置，水

墨行為等，使得我開始對水墨產生質疑，在這種無限的擴張之下，

最後可能什麼都不是，那這樣的邏輯有無意義？而我的博士論文

題目“離開水墨畫的水墨”，我開始去找不是筆墨的水墨畫，但又

是當今眾人都說是水墨畫的作品，像是姚瑞中、郭維國與陳浚豪

這些人，我把它找出來，並且整理他們，所以我的論文也用解構

主義去分類，這個方法就是「延異」的概念。 

筆：你的作品開始進入到他種藝術形式的時候，是否還能納入於

水墨的範疇來討論呢？ 

曾：舉例來說水墨繪畫是符號的話，不同的人就會有不同的「延

異」，「延異」的概念就是說，以藝術史背景來看水墨繪畫的話，

在他眼裡就是一個水墨的發展史，但以修復背景來看，可能從水

墨的材料學來談，也就是說不同的人看水墨繪畫會產生不同的面

向。因此水墨繪畫有可能出現不同的外延，所以我的論文有做分

類，例如從水墨畫外延出的圖像符號、工具的外延、行為空間的

外延，符號的外延就像是不適用傳統的材料去製造出有水墨意味

的作品，看起來跟水墨有連結，但實際上不是水墨，所以我用這

樣的架構去幫助我來做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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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從材料上去做外延，也就是文房四寶，雖然我都是做影像，

但我影像中不脫離墨條等，影像的外延很多人在做，但分析之後

我發現哪一塊沒有人去做，用這個方式來處理我的創作，以材料

來做可能性的延伸。若從錄像角度來看可以不用水墨的角度來詮

釋，但對創作者來說是有意義的，因此這個作品放到當代藝術中，

不一定要以水墨角度來理解。 

而這個部分，也是可分精神面與物質面，我覺得自己比較偏物質

面去切入整個過程，因為精神太難以界定，極為抽象，水墨精神

是什麼，是一個很廣的討論，難以討論，包含太多東西了，對自

己的理解來看，我不以精神層面來展開討論，而且我很想跳開水

墨精神的框架，因為它包含的是中國幾千年的文本，若從材料來

談，會更臺灣一點，把材料回歸到零，不乘載精神性，乘載的是

當下的思緒，因為若不如此，會很容易鬼打牆，又會陷進中國式

的情懷，就像是你在談臺灣藝術的主體性，若從精神面切入來談

也是很難找到。 

我的論文也有談到臺灣水墨主體性，就避免了精神面的部分，避

免自己陷入泥淖，若從材料下手，會使得跟水墨材料直接產生連

結，因為我的材料就是水墨的一部分，跟物質上有連結。再用這

些材料去談流進我身體的東西。而我們在做藝術時會去強調地域

性，會去強調生活的土地上的東西。 

問題 2 

筆：想請問你對於傳統媒材的運用面及看待的方式為何？ 

曾：我是比較會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我把它作為一個符號，或者

是文本去運用它，或者是理解它，因為我覺得我在過去談水墨繪

畫的時候，常常都是談一種美學上的，水墨美學中最精要的美學

系統就是筆墨，所以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在看水墨的時候，就一

定會去談筆墨這件事情，在新一點的時候，我們就會再另外談沒

有筆墨的時候，也就是劉國松的時候，基本上水墨在這個時候就

開始延展了，劉國松之前就是一直在談筆墨、意境的問題，如何

用筆用墨，如何去掌握的這些東西，但在劉國松之後，開始出現

鬆動，因為他開始不用毛筆，但大家還是稱他為水墨畫，就在這

樣的辯證下，這樣的脈絡大概運行了約半個世紀，我認為在持續

這樣的脈絡中，水墨不太有可能會有新的東西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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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水墨藝術需要有新的東西產出嗎？這也是一個問題，為何

我不能在既有的、美好的傳統之下，進行傳承與延續的動作嗎？

很多人也是這樣在走，水墨有這樣中國五千年美好的傳統跟歷

史；可是，我站在一個藝術的發展上，我會想要前進，就像是一

個百米選手，零點零幾秒之間的差異，對於選手而言是一件非常

有意義的，那作為一個創作者，就會嘗試去思考如何在這樣的高

度上增長一點點，我在做的事情就是這樣，我今天如果不跟你談

筆墨，那到底還能不能談水墨？ 

所以如何看待傳統這件事情，我把它當作一個文本去理解，因此

就不會掉入一個傳統的美學邏輯，既然是一個文本，它就會跟社

會產生連結，因此這樣的東西就會變得很立體，用我們以前的談

法來說水墨畫就很像是地球，用地球上的語言來溝通，用文本來

看的話，就像站在月球看地球與整個宇宙的關係。我覺得這樣的

走法會讓可能性打開，因為我不是用一種傳統美學的角度在談水

墨。我是用這樣的方式去找到自己的破口，不管是創作或是水墨，

我是用這樣的方式來跳開。 

問題 3. 

筆：你的水墨作品是如何進入到臺灣主體的當代價值? 

曾：這很難用言語來形容，這就是創作的問題，要如何做出符合

時代或是凸顯臺灣的作品。我的作品較貼近於我的生活，有人說

我的作品是一個議題，但我覺得是對我而言，我不熱衷於操作議

題，為了操作而操作，有些是切身的經驗，我才會去創作，例如

核廢料，讓我想要用創作來記錄，隨時間就成了一件作品，而槍

的創作跟 ISIS有關聯。我的創作一直以來都是生活的狀態，只是

可能會被認為是議題的操作。另外是太陽花學運那時候，礙於個

人現實只能從電視上去理解過程，但想要將此事紀錄，所以創作

那件作品。把生活中的狀態記錄下來。如果說是操作議題的話會

更聚焦，而我的展覽講的東西很多，因為我的核心初衷，就是生

活上遇到的事情，並沒有想說一個題目來涵括，我比較喜歡隨著

生命的狀態來回應，對於生命有意義與情境，因此可能較無爆發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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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你覺得你跟當代之間的關係是否有產生連結嗎？ 

曾：因為政治的關係，我自己的創作一直是很想得到當代的認同，

讓當代認為我的創作是臺灣的水墨，但現實是很難打進臺灣的當

代圈，無論是作品或是背景，還是很中國的，雖然很想讓創作很

臺灣，但始終無法讓人覺得很臺灣。而我選擇去中國發展。 

延伸討論 

筆：你的作品形式常常會使用相關於現成物的表現手法，是否在

形式上的表現會逐漸靠攏於西方藝術的表現樣態，而消弭掉了水

墨本身的價值？ 

曾：我覺得藝術作品的感知最大公約數即為大家都能感知的，這

才能成立，因此一件作品在華人世界被理解與其在西方，是有落

差的。但好的作品是能游刃有餘的，能被兩種世界去有所感，因

為這是藝術作品的先決條件，否則難以討論。而以創作者來說，

好的藝術創作就是能反映當下、封存當下，其他評價部分無法去

掌控。 

筆：臺灣水墨要如何去彰顯與中國水墨的異質性？ 

曾：水墨藝術會片面的表現出一些現況或者現實，所以我們看臺

灣美術史，至少我們可以看到水墨藝術與權力之間的關係，整個

臺灣權力結構跟水墨藝術有一種動態的關係。 

但我覺得其實已經很不一樣了，因為美術教育已不同，且與國力

有關聯，水墨的主要話語權還是在中國，我不會去把這個事情想

這麼大，我希望大家知道的是我的水墨跟大家不一樣，而我來自

臺灣。其實這很卑微，是創作者對自己的期許，但怎麼樣與西方

世界溝通。 

 

  

 



 

189 

附錄 3-6. 閑原採訪內容（筆者以下簡稱筆；閑原簡稱閑） 

受訪者 閑原（b.1983） 

採訪問題 採訪內容 

問題 1. 

筆：可以稍微談談妳作品裏頭的主要構成嗎？ 

閑：在過往的學習傳統繪畫的經驗裡面，常常都是畫著畫譜裡面

的梅蘭竹菊等等，都有固定的畫法與形式，但其實除了在畫譜之

外，還有很多植物是沒有被納入畫譜之中，也就是說它是不入畫，

不被承認的，是被忽略掉的，但野草的存在是一直都保留住，是

真實的。其實在另一方面來說，野草就像是呈現臺灣的在地精神，

在國際上不被承認，野草又很容易被砍走，但又很容易春風吹又

生，它有著很堅韌的生命力，其實也就是部分呈現出臺灣在地那

種很堅毅的生命特質，可以在不好的環境或者時代之中生存下來。 

問題 2 

筆：水墨藝術的傳統性對於妳而言，妳如何看待與處理？ 

閑：水墨藝術的傳統就是很東亞的，限於東亞地區的，傳統對於

我的話，水墨藝術給我的傳統不是唯一，從北歐與印度的古傳統

給我靈感，如果要從傳統與當代之間的跨距去談的話，傳統絕對

是人類歷史過往所累積的精華，可以在此之中，取得一個人類對

於審美概念的純粹。以山水來說，從中取得的山水樹石與植物的

布局，依然可以在當代中取得視覺上的美感，但沒有辦法去傳達

當代的精神，或者是呈現出生命的實像，傳統性在當代的表現問

題，並非水墨藝術所會發生的問題。而且山水畫不談某時某地與

文人畫的繪畫經驗，在臺灣的自然風景中是絕對不會跑出來的。 

筆：長期以來妳一直處理女性與野草之間的議題，妳如何看待這

之中與傳統的連結關係？ 

閑：我自己一直在處理有關於女性與野草之間的議題內容，但自

己的繪畫風格太靠近於宋元的品味，變得大家只有看到那樣的好

處，自己真實想要呈現的內容卻被這樣的古典美學給遮蓋了，在

所謂「中國韻味」中壟罩著，我想要表達的內容跟我的視覺語彙

卻造成了衝突，就是因為太把傳統的語彙連接成當代性的感受，

這樣的視覺感官可以讓觀眾追溯到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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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臺灣水墨畫家最困難的點在於，就像以我來說，我是很重

視臺灣獨立性的人，但我又很喜歡水墨這個中國文化的基底；可

是從另外的國外例子來看，很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歐洲很早就有城

邦的概念，而中國文化始終在於一個大一統的概念之下，比如說

我們可以說有“Europe Culture”，而歐洲文化所呈現的是一個具有

多元的，而且集體的概念，有許多國家的概念；但如果是“Chinese 

Culture”的話，很不幸的，好像就只有中國一個國家，是一個君權

神授，集體專制的一個部族概念，歐洲人的傳統是可以超越國家

與民族，但是我們的傳統一直深鎖於國族情感之上，這當然跟臺

灣過往以前講求一定要正統的那段歷史一定有決然的關係。 

問題 3. 

筆：妳認為妳的作品具有當代風格嗎？那妳如何處理當代？ 

閑：認為自己的作品不是很當代，因為當代已經不太會畫畫了，

當代會用裝置或者是錄像的方式去呈現處理，就算是繪畫好了，

一定會變得很抽象，或者是很卡漫，以及拼貼與蒙太奇。而我的

作品之中也有點蒙太奇的成分，但是用一種很古典很傳統的方式

去消融掉，所以我不會覺得我的風格很當代，但我覺得我很處理

的方式，不想說我自己很當代，但我能說我自己的方式很實際去

處理自己的問題，這跟我的生命經驗很有關係，所以藝術風格中

的當代對我來說沒有那麼重要，也沒有像西方當代藝術那樣直接

的處理某一個議題，用一個很當代式的模式來有效的討論一個觀

點，因此當代是很一個很強調有效的風格，但我的作品裡面的有

效性很低，我都是很迂迴的去呈現。 

我認為繪畫必須透過表象來表露出生命的實像，可是很多作品都

是停留在表象，或者是駐留在表象。我覺得我自己的創作氣息不

是屬古典的，也不是屬於當代的，在此之中不一致性被我給拉出

來，自己所認定的當代比較處於一種現實而且實際面向的真實表

達，也就是說有關於自我生命經驗的傳達表現。 

筆：那什麼是妳覺得臺灣水墨藝術所具有的當代特質？ 

閑：臺灣美術有種精緻主義，如同精緻農業一般，必須講求高度

CP值，我們不求大，也不求氣勢宏偉，在有限的資源與範圍之內

取得最高的產值輸出，也就是在很小的議題或者是很小的範圍裏

面去做文章，那也沒有什麼不好，多多少少受到日本影響，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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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是裝飾性。臺灣水墨藝術也有一種努力主義的特質，必須長

時間且反覆性的去習作經營，才叫做好的藝術家與藝術品，這樣

的觀念被不斷地提倡與描述，有一種愛拚才會贏的概念。 

延伸討論 

筆：臺灣水墨藝術在全球當代藝術中的立足點有明確的標向嗎？ 

閑：水墨藝術在國際上的當代市場其實很小，在國外的藏家眼裏，

只會認為水墨畫 Just a Painting！這是有非常多的隔閡在裡面，我

不能使用文化的 Benefit，也就是說我不能用文化借力使力，因為

我們所熟悉的文化，人家根本閱讀不懂，所以漸漸的水墨的傳統

文化，對我來說會變成一種變體，意思就是說傳統的東西我都有，

但我不能老老實實的重新覆述一遍，因為這樣的覆述是人家完全

讀不懂的，不會因為我重新做出一個非常精美的披麻皴，西方人

可以從中取得平靜，他們會認為為何你不加顏色，它會進入一個

雞同鴨講的狀態。 

由於現在歐洲中國熱與亞洲熱的現象，如果可以油畫裡面加入東

方水墨的元素，讓東方變成他們可以閱讀的語彙，這將會是非常

非常吃香的一件事情。 

筆：所以，水墨藝術比較像是區域性的探討議題嗎？ 

閑：水墨藝術的作品來到挪威，他們就會認為這是一個偏單色的

畫，他們不會去想水墨是一個問題，一切就會回到繪畫的問題，

他們自然地回到古典繪畫的模式去判斷的話，就會覺得水墨好像

不太會做光影，你們的質地肌理很差，不會做出一個比較擬真的

肌理，水墨的技術好像不會很吸引西方人，因為這就不是西方人

的語彙，就像是法式早餐充滿了茶點與鮮花，對於臺灣人而言，

這就是一個太俗氣的餐點，但這對於西方人而言，這可能可以聯

想到他們的過去，但這對我們而言，這就是很外在，西方人閱讀

印象派後的濫觴，一定都會比閱讀我們的水墨還要好理解，所以

其實文化還是有界線的。 

總而言之，水墨藝術在西方而言，就是異國情調的展現，因為它

就是一個中國熱的結果，西方認為水墨藝術就是充滿了一種神祕

的、玄學的、空無的，西方必須要有一個對於東方的預設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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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臺灣水墨藝術的當代主體該如何呈現，已成為一個完整的美

術風格？ 

閑：還是需要有一段時間的醞釀，臺灣具有臺灣意識也不過就是

這二十年來的事情，二十年是不足以能夠成為一種風格的，我覺

得這是一個不需要擔憂的問題，它完全就是反映這個環境，那它

接下來不談政治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要看接下來的走向，看是

被更中國化，又或者是更去中國化，那自然就會有不一樣的表徵。 

筆：所以妳認為臺灣水墨並沒有一個獨當一面的當代風格嗎？ 

閑：我認為不只是臺灣水墨，我覺得是整個臺灣當代藝術都一樣，

今天把它放到國際的舞臺上，它是看不出是來自臺灣的，因為要

嘛就是歐美的影響，要嘛就是中國式的影響，要嘛就是日本的影

響，臺灣沒有辦法有自己非常的獨立，但要一直去操弄某一個符

號的話，就會顯得非常的膚淺，或者是說當代藝術很難用國家去

分別。 

我們真的可以看出藝術的差異來講，比如說美國好了，因為它是

大國嘛！其他俄羅斯藝術、中國藝術或者是日本藝術就非常明

顯，他們很早就找到自己民族的核心價值；用另一個方式來說的

話，不會有人能絕對的去區分瑞士與比利時繪畫之間的差異性。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臺灣非常強調於臺灣的什麼什麼，可能也是關

係到於臺灣於國際地位的焦慮問題，所以我們必須去不斷地去梳

理到底什麼是我們，但問題這樣的時間太短、太趕了！ 

筆：臺灣水墨與中國水墨之間的當代區隔還有辦法釐清嗎？ 

閑：臺灣水墨藝術所呈現出的主體，有一種很小確幸的感覺，臺

灣水墨充滿了一種壓抑的感覺，雖然中國也是有著另一種政治上

的絕對壓抑，可是我們的壓抑方是來自一個很生活自由的環境

下，藉由內部的壓力上來疏導，我覺得某部分可以從作品上來看

到，比如某些臺灣藝術家已經在一個設定好的範圍裏面，在此之

中去做出更精緻、更向內的一種處理方式，臺灣藝術的型態有種

非常纏繞的型態，臺灣藝術所表達的精神性是很內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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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7. 廖文豪採訪內容（筆者以下簡稱筆；廖文豪簡稱廖） 

受訪者 廖文豪（b.1983） 

採訪問題 採訪內容 

問題 1. 

筆：你近年來都在「山水人」的創作脈絡上經營著，一開始是否

可以分享一下其中主要的創作發想與核心意識嗎？ 

廖：我的創作一開始就是山水跟人，然後再來就是把山水跟人暫

時擱置，純粹去做自然直觀的部分，去玩筆墨這一塊，對於自然

山水或者是傳統文人，都是嚮往於元代畫家王蒙的風格，有些作

品是以王蒙的作品為藍圖來做詮釋。 

再把人拉回來，從山水裡面找尋人，或者說是從人裡面去找尋山

水，無論如何這都是在我創作脈絡上的平行線上，後來人形到後

來就會變得很明顯，圖的調性大部分就是人被自然包圍。在裡面，

人的形像類似仙道，盡量讓自己的作品內容簡單化，從簡單裡面

去做出一個反覆性。 

最開始在 2006 年的作品裡面，從山海經的意象汲取是比較直觀

的，但無法從中去作出更完整的消化與延伸，2012 年到 2013 年

延續 2009年到 2010年的〈女史圖〉系列，其中整整做了四年，

我覺得每個創作者對於自己的創作都有一個期許，所以 2015開始

暫時把山水人的調性給擱置下來，想單純去面對山水這件事情，

或者對於墨的解讀這件事，因為在那之前我都是會試著經營整個

畫面，但我到後來逐漸會變成更直接而且更當下的，狀態之中是

有點解離的；簡單來說就是不刻意經營，所以可能繪畫的時間不

長，但是在之前醞釀的時間比較久一點，做了很多一些，我對於

墨的看法就是不刻意不修飾，不追求一個到不到位。 

2016 到 2017 年，我先把墨放到旁邊，我對於我的創作都是一直

丟東西，我只留下書寫這件事情，我只想好好做書寫這件事情，

我從以前到現在都一直在探討書寫性這件事情，但我覺得個人卻

沒有把書寫性這件事情討論的很明確，因此我現在就好好做書寫

與線條這一塊，幾乎沒有染或者玩墨這件事情，其中很有趣的事

情是，把墨給丟掉，但是人的元素卻又跑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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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到後期就有一些神仙與道士的人物，主要是想要凸顯出閒逸

與隱逸的感覺，當然山水的符號也一直重複，而這個階段，我也

著重於寫生這個區塊，在出去騎車的時候對我很重要，騎車所看

到的風景對我來說很重要，出去郊外的山山水水所吸收的養分都

很多，雖然看到得視臺灣的山，但是畫出來的並不是臺灣的山，

那我覺得這是轉化的問題。 

我的作品脈絡有一個分分合合的概念，其實主題都是圍繞在閒

逸、隱逸，那種比較文人式的感覺，但我的東西不是避世，算是

比較出世的生活，這樣跟文人之間的連結比較有連動感。 

問題 2 

筆：由於你大學時期中所受得學院教育是傳統的書法體系為主，

書寫的養成與你日後的創作有什麼關聯嗎？ 

廖：大學的狀態，覺得繪畫跟寫字是分開的，當然有時候會在作

品裡去追求一個書寫性，但想法跟實際上的操作還是有段距離，

各方面的條件還不是很成熟，跟我們的教育有關，繪畫就是繪畫，

寫字就是寫字，但是古人說書畫同源或者以書入畫等等，在求學

過程中常聽見這件事情，可是實際上卻沒有在我的學習中實踐，

所以我畢業展 2006年的第一件作品才意識到我要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我用的表現方法，學生的習氣還是很重，就直

接把寫字跟畫畫直接兜在一起，那時候的狀態可以說是山水人的

雛形，那時候的靈感來源主要來自於山海經，所以作品中可以看

到人體裡面會有一點點山水感，它又有一點神怪的感覺。 

2008年，第一次在東吳大學公開發表的作品，作品裡面是把山水

的元素多一點，而人體的元素稍微少一點，我是在山水與人體之

間的比例來進行收放，在不同的時期來調整之間比例，而在這個

時期刻意置入了高跟鞋的符號，刻意著重在腿部上面的描寫。 

我認為我的作品裡面的書寫性，包含在線條之中，我覺得除了畫

面的營造，書寫性可以作為一個即時性的不刻意營造，直接畫上

線條與造型。 

筆：你如何看待或者處理傳統筆墨的龐大系統呢？ 

廖：我對於自己的要求是從傳統之中，去找到自己的閒逸，再重

新放到作品裡面。但我認為筆墨不是我思考的核心，我個人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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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墨的認知是覺得，它會隨著個人年齡增進而慢慢成長，那當然

我覺得對筆墨的看法，一種是學習性的，從小到大學習到筆墨的

這件事情，從皴法筆法的筆墨系統，這一個很完整的筆墨功夫，

而另一個筆墨的，是會跟隨著藝術家個人的生活與創作脈絡，進

行一個連動的反應，我希望筆墨會是可以浮動的，可以更貼近作

品，當然還是有一部分傳統符號，不過還是一些部分性的擷取。 

筆：從你的作品可以觀察到你對於傳統水墨媒材的堅持，其中的

原因是什麼呢？ 

廖：因為墨可以符合我創作的當下性與即時性，在很飽滿的情緒

下，毛筆沾了彩墨之後就可以直接下筆，我比較喜歡這樣的感覺，

這樣的設色方式比較符合我的創作狀態，也大部分是個人的喜好。 

問題 3. 

筆：你的傳統山水裡面至入了很多當代女性符號的元素，這一部

分跟你創作上的連結是什麼呢？ 

廖：我認為這其中有很強烈的衝突性，我們從對於學習山水的歷

程中，很直覺地會去聯想到一個比較陽性而雄偉的象徵，也有一

大部分的原因是過去有名的水墨創作者都是男生，所以當時選擇

這種女性的符號，是為了要增加其中的衝突感；但是做到後來，

這就不是我的重點，男性與女性的差異就不是我的點，高跟鞋對

我來說比較算是一個符號的穿戴與傳達而已，然後進一步做出作

品氣氛的營造。 

延伸討論 

筆：作品裡是否具臺灣的區域特徵，或是反應出臺灣的某些特質？ 

廖：我覺得我跟臺灣在地風格的關係比較沒有，也就是我從以前

到現在並沒有刻意在經營這一件事情，我也不太會跟社會議題作

連連，可能這也是跟我作品的調性有關，主要就是閒逸、隱逸與

出世的這幾個點上；所以從這個基本面上的出發點來說，作品所

延伸出來的面向就會跟臺灣之間的連結性就比較少。 

我的創作都是很自然而然的，所以不同的階段都會有不同的收

放，但都是在同一條主軸上面去做收放，因此，關於臺灣區域性

上面的特質，並不是我核心去關心的事情，著重於自己的內心世

界，或者是說一個意念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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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8. 曾建穎採訪內容（筆者以下簡稱筆；曾建穎簡稱曾） 

受訪者 曾建穎（b.1987） 

採訪問題 採訪內容 

問題 1. 

筆：你的繪畫風格與內容似乎與人的元素相當貼合，是否可以分

享一下其中的創作發想與核心意識嗎？ 

曾：我這會關於到我受美術教育的過程中，發現大家對於中國水

墨藝術中的山水有很嚴重的意識型態，然後我個人覺得與品味，

還有很多可能性，再加上我對於人大過於山水的興趣，所以我的

創作很自然地對人物的創作很有興趣。 

但其中的核心架構來自於佛像，佛像跟宗教後來其實沒有那麼有

關係，它比較像是體驗式的修行，造像的出現是因為宗教上的傳

教需求，它必須成為一個具體的想像，而造像在亞洲流動的過程，

在每個地區上的發展，就會融入各地的神話故事，以及當地人的

生理特徵，所以它才會發生不一樣的造像。 

每個人站在廟宇的宗教場所之前時，其實並不是面對著那個造

像，而是面對到自己的慾望，跟圖像上其實是沒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解構是非常有趣的，這個東西到目前為止，就

變成我創作的一個很核心的結構。 

在創作內容來自於生活，我的作品非常的生活化，我不是用一個

議題導向在創作的藝術家，如果要用議題導向來創作的話，其實

我根本不用使用這種媒材來創作，因為這個材料造處理議題上總

是弱的，大可用現成物或者文件來進行議題導向的創作。 

我跟傳統的關係其實是很緊密的，所以我時常想說對於某個議題

有興趣的時候，但我要用這個媒材來創作的時候，總是尷尬的，

它總是會卡一半，它不會是處理議題最好的選擇，所以據我所知，

很難看到用水墨來處理議題很成功的藝術家或者作品。 

因為水墨這個媒材本身就是比較屬於個人性的，就像文人一樣，

可能會在裡面藏一些對於社會的批判，但最後的表現還是非常強

調於個人的觀點，而不是你處理的議題，這就是這個材料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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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創作風格是否有受到傳統繪畫風格的啟發嗎？ 

曾：我的作品受宗教繪畫的影響很大，我自己對於他的視覺元素

很有興趣，但並不是特定的畫科與類型，比較大的部分跟我的閱

讀有關係；而一開始是受到敦煌的影響很大，他的表現性在東亞

的視覺藝術發展上，是非常強烈的；如果要明確地一點來說，就

是敦煌壁畫人物繪畫的系統。 

問題 2 

筆：在你的作品中似乎已經沒有看到傳統筆墨中的皴法表現，但

你的媒材似乎還是跟傳統保持一定的連結，想知道你是如何看待

傳統水墨中的筆墨精神與媒材性。 

曾：我個人覺得筆墨這一件事情很空泛，其實我以前也試著去了

解，想要用這個東西來創作，但這個東西對於觀眾而言，或者說

是對於不同背景的觀眾而言，筆墨是一個虛無的，是一個意識形

態；或是說我相信有好的、成功的筆墨這件事，他可以作為一個

創作的語言，但是在一個更多時候，對於現代人來說，筆墨是一

種品味的學習而已，因為我們現在不可能恢復到古代的生活跟文

化情境裡面。 

其實我的作品裡面還是有筆墨這件事情，但只是我不去強調這件

事情，如果要工筆或者設色這個角度來看，我並沒有離開傳統太

多，而且要用傳統的品評來看我的作品也是可以的，只是到底是

否為傳統筆墨中那種用筆要流利，或是強調軟筆的線條，所以細

看我的作品裡面，裏頭還是有一些線條，但還是要回到說，所謂

談的筆墨到底是怎麼樣，因為那是一種想像，而我們對於這一種

想像必須很精準的給它一個操作性定義，我們才能來談，不然我

覺得這樣很難去講說什麼是筆墨，或者說怎麼樣才是有使用筆墨。 

所以講到筆墨總是複雜的，我的作品並沒有刻意要逃避筆墨，是

我覺得它沒有被強調的價值，因為它總是變成一種意識型態的藉

口，到最後總是變得很複雜。 

水墨藝術在華人圈或是東亞圈，我們有自己的美學背景跟問題意

識，而這樣的問題意識來到西方或者當代情境的氛圍裏面，這樣

的問題意識是特定地區與群體所擁有的。在當代情境之中，其實

是可以完全跳過媒材性與文化性，直接去用一種全球化的創作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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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來看作品，以我以前的經驗來說，我自己是不太喜歡用傳統的

美學或者是水墨的標準來看自己的作品，如果只能用這種標準來

看作品的話，其中的層次感跟它的深度都會顯得淺薄，我認為我

的作品對於傳統的思考，其實都是做這個類別的藝術家很難避免

的議題，但更多時候，我們的觀眾有非常多元的背景與意識形態，

對我來說，好作品的標準需要有藝術家個人的觀點，以及屬於擁

有自己個人風格的敘事，並且必須可以動人，這也是好藝術與好

作品難得的地方。 

筆：再深入於媒材的討論，你的作品裡面所運用的顏料媒材還是

以礦物性顏料居多，但臺灣水墨進入當代後，依然還是將水墨與

膠彩做了很大的區分，對於這樣特殊的美術現象，有什麼看法？ 

曾：我覺得這是一個假問題，因為當我在國外與一些策展人與藝

術評論的人談這個問題時，他們不知道什麼是膠彩，但他們是知

道具有彩度的亞洲媒材，我試圖想要用非常準確的膠彩英文翻

譯，其實幾乎找不到，雖然在此當中有我們臺灣自己的脈絡要處

理，我個人是不太百分百支持，要把水墨跟膠彩分得那麼清楚，

因為它有很多種光譜。 

我自己也覺得很困擾，因為膠彩界的覺得我不是膠彩，水墨界的

也覺得我不是水墨，那我一定要貼個標籤才可以嗎？我不怎麼覺

得，這件事情到最後就是一個意識形態，它並不是一個健康的分

類，在某個歷史時代上用這樣的分類是可行的，它跟觀念有非常

大的連結，但到現在，我不覺得這樣的東西是必須要分得那麼清

楚的，如果從藝術家的角度，要試圖從中把它分得很清楚，基本

上這就是一個走窄路的事情，我不太認同墨與彩要站在對立面，

我不知道這樣分類的目的到底是什麼，或者說這樣來做，其中到

底有什麼樣的美學價值，我始終很困惑。 

我覺得在臺灣有墨與彩的問題，是一個意識形態，我也不否認他

們有各自的美學標準。回到創作，不談外部歷史與環境的話，對

於我個人來說，就是這樣比較好，這樣比較有趣，那我就是這樣

選擇，不見得一定要怎麼做才是政治正確的，我自己的學習背景

過去就讀水墨，但我其實沒有那麼喜歡很水墨的東西，因為那樣

的視覺表達沒有辦法滿足我的表達需求。膠彩在媒材性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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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有一定的複雜性，所以對於藝術家而言，在材料理解上是

有一定的要求，所以也造就膠彩的繪畫表現有更多的可能性。 

而且在我對於中國美術的認知上，其實每一個畫師都對於自己的

材料學有不同的見解，所以他們可以各自做出很好的作品，因此

東方的紙質特性與材料美感，其實就會影響到藝術家的風格。如

果要深究到底，水墨與膠彩兩個材料學上的內容，其實都是差不

多的，就是水、膠以及色粉，而色粉就是來自於碳粒、礦物性顏

料，或者是植物性顏料這些。 

我覺得色彩或者膠彩的系統裡面，真的可以豐富一件作品，對於

藝術家而言，可以擁有更多的選擇。在現在如果你單純畫水墨，

別人可以輕易地來談你的筆墨，水墨這個群體自己對於筆墨是有

一個很強的想像，但很荒謬的是，在不同的水墨群體裡面，他們

對於筆墨的看法是很不一樣的，對於年輕人而言，繪畫純水墨是

一件很有壓力的事情，因為你不知道你畫得好不好，可能你覺得

你畫得很好，但長輩們可能還是會說你畫得不好，到一個很根本

的問題就是，到底什麼是一個好的筆墨，怎麼樣到底是對的。 

筆：那是否以膠彩來進行創作，就能間接地來避免來談傳統筆墨

這件事情？ 

曾：這樣說其實也沒錯，膠彩確實在東方的美學品味範疇裡面，

但它又不用去正視筆墨的問題；就像我所說的，筆墨就是一個意

識形態。筆墨這兩個字很簡單，但它在歷史脈絡上，有著不同地

區與不同時代的人對它的詮釋，所以我覺得筆墨是可以不談的，

因為它沒有必要性，只是一種歷史的糾葛，或許說筆墨這個東西

過幾年，有好的實踐者出現時，或者就會有好的詮釋方法出現。

這也跟所身處的文化，與藝術家使用的材料有關，就像說以前的

文人就只有毛筆，我們現在沒有辦法用西方繪畫的理論或者當代

藝術的角度來看，所以以前也就只能談筆墨，而筆墨這件事情就

在各個時代中的當代學者重複使用的時候，就可以針對於材料的

實驗或者繪畫性的表現來訴說，但在今天這個時代裡面，是很難

說服所有人的。所以說難道今天如果不以筆墨為談論的基礎，我

們就不能去討論一些好的作品嗎？我不覺得是這樣，筆墨是一個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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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3. 

筆：你的作品裡面有沒有與當代結合的元素？或者說是你認為水

墨與當代之間連結性在哪裡？ 

曾：一定有的，藝術家是沒有辦法治外於所謂當代的情境，但當

代對於藝術圈來說，這也是一個框架，你很難說誰是當代，誰不

是當代，但以客觀角度來說，在這個時空之下所創作的人，他的

一切行為就是當代了，所以說當代是一個很奇怪的字。 

在國外的美術現況，已經很少或者盡量不去使用 Contemporary 這

個字，他們會使用 Twenty-first century，所以在他們的觀點來說，

所有的當代都是暫時的，到最後它就是一個標籤，用它來分類。

對於藝術家來說，永遠不要把自己放上一個標籤，應該是自己創

造出一個新的標籤以及當中的可能性，這樣才有可能創造，這可

能是一個市場上的標籤；而在創作上其實也沒辦法至外於國際上

的當代創造語言，這是不可能的，這樣會背離你所處的時代。 

延伸討論 

筆：你來自一個臺灣的當代藝術家，你覺得你的作品裡面是否具

有臺灣的區域特徵，或是反應出臺灣的某些特質？ 

曾：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其實臺灣依然還在尋找自己區域性的

想像與特質。但它還是要更多的實踐，也就是說要回到個人，年

輕一代很少去面對區域性特質的問題，因為你避掉這一塊你還是

能夠去創作，所以很多就選擇迴避，只有這種繪畫東方媒材的人，

才有那種危機感跟危機意識，這是我最大的感受。 

我自己在做的時候，其實很難去強調臺灣的內質，我身為一個藝

術家還是很年輕的，實在沒有辦法在很多面向都去處理到，但我

覺得只能說是我的個人特質強烈，或許可以這麼說，我個人對於

傳統材料的理解，是依循著臺灣的脈絡，其中對於膠彩的運用其

實是來自日本的美術體系，但在美術史的養成又是非常中國的，

就是依循著這樣特殊的臺灣脈絡。總而言之，我的作品很難直接

去表達我與臺灣之間的連結，只能說我很真誠地去表達我真實的

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