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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的藝術 

• 霧峰鄉是一個人文薈萃的地方，霧峰林家
的開墾、經營，奠基霧峰在台灣政治、經
濟、教育文化發展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
角色。 

• 現代藝術中，霧峰有很多知名的藝術家，
從陶藝創作、書法創作、繪畫、藝術評論，
多元創作的藝術家，介紹如下： 
 



陶藝家－－蔡榮祐 
• 蔡榮祐，陶藝家，1944年出生於臺中縣霧峰鄉。 
• 1966年跟隨侯壽峰老師學習膠彩繪畫技巧 
• 1976年北上拜師邱煥堂與林葆家兩位教授，翌年即

返鄉成立陶藝工作室「廣達藝苑」從事陶藝創作與

教學，培養了中部地區現代陶藝工作者。 
• 1984年榮獲全省美展永久免審作家的資格；連續兩

屆入選法國華樂利市國際現代陶藝展。 
• 1983年以陶藝成就榮獲「十大傑出青年」。 
• 2011年獲得國家工藝成就獎。 
• 2013年獲頒新北市第一屆陶藝成就獎。 



陶藝家－－蔡榮祐 
蔡榮祐創作思路常多來自日常
生活中的體悟、人與人之間相
處的感觸，以及多方的閱讀、
觀察。陸續創作出「圓滿」、
「憨厚」、「惜福」、「親
情」、「耿直」、「捨得」、
「彩釉」、「盤與缽」、「方
圓憨厚」、「石窟頌」、「蓋
罐」和「包容」等十二個系列，
每個系列作品都有著特殊的意
涵，如坦誠、表裡一致、神祕、
虛有其表等，增添了作品不少
意趣。 



蔡榮祐陶藝創作1 

仰之彌高83－1 

1983年創作 
這件作品是組合作品，利用一些
柱形體，加上一些球體，加以堆
疊，並利用一些刻線或圓圈，串
流形體間裝飾點綴，呈現和諧與
某些韻味，作者為了讓造型的表
達豐富，刻意選擇無光單色釉，
讓顏色單純化。 



蔡榮祐陶藝創作2 
圖騰/93 

1993年創作 
這件作品分別用兩種曲線與直線的 
組合，一是圓錐形曲面，下大上小
與平面組合；另一是圓弧形曲面與
平面組合，加上一個小小的圓柱構
築兩件作品，形成一組合是作品。
以技術而言在當時屬大型陶藝作品
－陶藝作品的尺寸是受燒製窯體限
制的。 
在釉色表現上，利用深下淺上的搭
配，讓作品在視覺的感受上更加乘
。 



蔡榮祐陶藝創作3 

憨厚 

2002年創作 
藝術來自生活，創作來自
豐富的生活感受與熟練的
技法呈現，作者凝思表達
意念，藉由對媒材表現的
掌握及突破，創作新的視
覺意象及表達，充分展現
在蔡榮祐的「憨厚系列」
。 



蔡榮祐陶藝創作4 

稜形瓶。 

2004年創作 
傳統拉坯造形圓形是基本款，試圖轉
圓為方，視點從上而下造就方（菱形）
的意象，是這件作品的出發點。 
為了讓整體瓶身增加視覺欣賞點，在
平面處刻意的畫線條、挖長方形、添
加突出小方塊、…，讓平面產生凹凸、
點線面的分布變化，在富質感的釉色
襯托下，顯得穩重又創新的，也賦予
實用陶另一面貌。 



蔡榮祐陶藝創作5 

包容 

2005年創作 
一個窯燒試溫的意外作品，
過溫的陶土黏在耐火方塊上，
軟硬結合既衝突又和諧，引
起蔡榮祐注意，開啟長達六
年的陶藝創作嘗試。 
此系列作品要做到上層的陶
土熔了、流動並與下層陶土
完美成形，產生聚流的效果， 
才能成為獨特的作品。 



藝術家（油畫）－－高碧玉 
• 高碧玉，水墨畫家、油畫家，1951年出生於台北市。
和江和言結婚後投入藝術創作三十載， 

• 國畫曾獲-省展及玉山獎首獎， 
• 油畫曾獲-全國金像獎、玉山獎第一名及第三十屆全
國油畫展銀牌獎。 

• 第五十二屆省展作品「默」，獲得國畫首獎。 
• 民國九十年以「向上提昇」榮獲第二屆南投玉山獎
國畫第一名。 

• 九十一年全國文藝金像獎榮獲油畫首獎、台陽獎銅
牌， 

• 第三十屆全國油畫展銀牌、吳隆榮獎等。 
 



藝術家（油畫）－－高碧玉 
舉辦個展十五次，出版畫冊
六輯，且獲立法院獎助六萬
元到該院展出兩個月，作品
廣獲公私單位收藏同時也深
入研究兒童美術，近年更致
力指導小朋友畫油畫，開啟
兒童的純真、創意的表現技
法，豐富孩子的繪畫世界。 
近年來，致力於融合東西方
繪畫精神，探尋筆觸與空間
內涵，創新表現技法，表達
藝術追求。 



高碧玉繪畫創作1 

起舞。油畫作品。50F 

2019/01創作 
水墨畫強調的筆觸肌理、空
間的蘊涵，及西方繪畫的濃
彩表現，逐漸融合在高碧玉
的創作脈絡中。 
意象取自蝴蝶的翩翩起舞姿
態，透過潑墨似的技法讓白
色佔滿大面積，纏繞繽紛的
條讓畫面充滿動感，刻意點
綴的CD片及其他材料，賦予
作品更多的表達。 
 



高碧玉繪畫創作2 

初始之島－黃花盛開。60F 

2019/01創作 
試圖把水墨畫的筆觸肌理、
空間的蘊涵，大筆大筆的垂
直表達於畫面，營造空間，
再運用西方繪畫的濃彩，點
點鮮豔的黃色，自由奔放灑
落於畫面的，這種東西方藝
術的融合逐漸展現在作者創
作脈絡中。 



高碧玉繪畫創作3 

初始之島I。40F 

2018/12創作 
試圖把水墨畫的筆觸肌理、
空間的蘊涵，大面積表達
於畫面，營造空間，再運
用西方繪畫的濃彩，多彩
的渲染及色彩自然地流落
於畫面的，這種東西方藝
術的融合。意象取自山水
畫的構圖，黑色塊的高山
因彩色的流暢的雲團，讓
畫面呈現活潑。 



高碧玉繪畫創作4 
初始之島II。30F 
2018/12創作 
作者試圖把水墨畫的筆觸肌
理、空間的蘊涵，營造空間，
再運用西方繪畫的濃彩，大
片的黑色塊，強烈的紅色塊，
多彩的渲染及色彩自然地流
落於畫面的，融合東西方的
藝術表現，自然運用在創作
脈絡中。 
意象取自山水畫的構圖，黑
色塊的山巒因白色的流暢的
雲團，讓少數多彩的色塊呈
現活潑、跳躍。  



高碧玉繪畫創作5 
初始之島－夜空。40F 
2018/12創作 
作者試圖把遊歷希臘的夜晚觀
察，藉由水墨畫的筆觸肌理、
空間的蘊涵，營造空間，再運
用西方繪畫的濃彩，大片的藍
色塊，強烈的黑色塊，再鋪以
黃色小筆觸擊點點的白自然流
落於畫面，融合東西方的藝術
表現，自然運用在創作脈絡中。 
意象雖取自希臘遊歷的夜晚，
透過作者的賦彩再現  



書法家－ －林榮森 

• 1966年出生於台中縣。 
• 逢甲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畢業 
• 榮獲全省美展永久免審查資格 
• 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第三名、第一名 
• 台北市美展特優(首獎)、國軍文藝金像獎第一名 
• 南瀛美展書法類南瀛獎得主 
• 全國美展第二名、第一名 
• 中興文藝獎書法類得主，更是最年輕中山文藝獎書

法類得主紀錄保持人 
 



書法家－ －林榮森 
林榮森認為書法時代性可從
「三化」表現來說，取材生
活化，書法是以文字為載體，
文意的內容貼近生活會引起
觀賞者共鳴與賞析；表達現
代化，時代環境的改變帶來
的變遷、衝擊、造就不同的
文體呈現，書寫現代詩體就
會有不同呈現方式；體現本
土化的人文思維，更能造就
創作的真實藝術內涵。 
 



林榮森書法作品1 

結婚證書    2014創作 
書法是透過毛筆藉文字載體傳遞意思的表現，在這幅作品中作者運用兩種字體分
別表示主文及創作意涵（跋文），主文部分藉由簡隸字體型態的排列組合，表達
一種簡單、謹慎的態度，男女主角、主婚人、介紹人、證婚人更應用有意義的化
名，凸顯結婚雙方心中彼此的甜蜜約定；創作解說（跋文）則透過行書的流暢書
寫，引導觀賞者閱讀文本，達到與觀賞者意識交流。 



林榮森書法作品2 

只要我長大 

2012創作 
此作品的創作表現，採取少字數排列，
強調空間的安排與布局展現美感，留
意線條的質感，在運用毛筆提按讓墨
色在紙上得到充分發揮，還刻意由小
到大的字體形狀，引導觀賞者的視覺
焦點的變化，吸引情感引發共鳴。 



林榮森書法作品3 
名片系列 

2013年創作 
名片是人與人見面交換的重
要卡片，名片傳遞的不僅是
資訊，應有自己的品味及藝
術涵養。 
林榮森刻意幫中國書聖－王
羲之製作名片，以行書表現
方式點燃話題，也呈現書法
的實用性之一，並在跋文上
撰寫名片的歷史脈絡，藉以
表達創作緣由，也實踐書法
的實用價值。  



林榮森書法作品4 
春夏秋冬 

2018年創作 
林榮森這幅作品分成四小品與色萱
條幅的組合，四小品春夏秋冬來自
赴大陸參觀時，遊歷江南時留下的
拓印四小品，分別代表四季產物圖
騰，為記錄物產圖騰，運用題文方
式為四小品分別做了註解說明，為
了把這樣的記事記物清楚說明，刻
意用色萱條幅做了跋文，表達創作
組合的意念。 



林榮森書法作品5 
春 

夏 

秋 

冬 



林榮森書法作品6 

賴鴻文日月潭紅茶 

2018創作 
此件作品取材賴鴻文新詩，
歌詠日月潭紅茶，貼近在地
生活的脈絡，藉由文字意涵
認識生活中的物產，閱讀文
本中也提升書法藝術的審美
感。 



林榮森書法作品7 



林榮森書法作品8 

實用書法~用箋 

2019年創作 
林榮森任職公職，用毛筆撰寫
一些公務用箋，表達公務機關
意思，且事後將此箋留給當事
者珍存，展現身為書法家對此
箋的用字遣詞的重視，並以日
常體用來連結書法的實用性文
化，具體行動表達創作意識。 



藝術家－－黃圻文 
• 黃圻文，1960年生於臺中霧峰，東海大學美術研究所碩

士。 
• 臺中二十號倉庫第二屆、第三屆駐站藝術家 
• 曾任高雄市立美術館助理研究員、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進

修部暨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 1986年獲臺北市立美術館「中華民國水墨抽象展」優選

獎；「搖滾繪畫」〈紋化城・瘋畫城 (A)〉為國立臺灣交
響樂團永久典藏。 

• 長期耕耘書、詩、畫、歌跨界揮灑生命青春，於國內、
外個展六十五次、聯展二百餘回。 

• 2015年受邀代表臺灣，以個展參加第十三屆德國科隆
ART. FAIR國際藝術博覽會，為其創作生涯的重要里程碑。 

 



藝術家－－黃圻文 
黃圻文，刻意破除東方西方、
傳統現代、動態靜態藝術創
作之界限，充分展現民間遊
藝精神，提出「搖滾墨書」
的思維，結合音樂、舞蹈、
詩歌的動態來書寫創作；其
彩繪極具視覺穿透力，抽象
繪畫中蘊含生命的「無常」
與「多變」，常用令人炫目
的俗豔色彩，以既本土熱鬧
又人文韻味，表露自發性解
放與個人浪漫情懷。 



黃圻文藝術創作1 

「綻」，100F 

2015年創作 

黃圻文大量運用潑彩推疊，
讓畫面因色彩堆疊、交織、
互融互斥造成畫面的豐富熱
鬧，似如豐富生命的綻放，
因顏料材料的厚疊，增加了
畫面的肌理，也形構了厚度，
一如生命歷程的豐富堆疊。 



黃圻文藝術創作2 

時光花園，100F 

2012年創作 

畫面中大量的運用紅色系彩料
潑灑，隨機布點又刻意塗抹，
意圖在畫面上留下更多的意念，
這種心境的表現，除技法呈現
外，也夾雜著天真浪漫童心的
抽象能量釋放，是凸顯黃圻文
極致跳tone不拘小節之情性。 



黃圻文藝術創作3 
春之頌，100F 

2015年創作 
素白的畫布上，多彩的潑灑
顏料，以點渲染為面，顏色
強烈對比，猶如春天的百花
齊鳴，也猶如浩瀚變動不止
的世界唯一不變的即是改變，
真正能認知的即是「無常」，
這是抽象藝術所彰顯的正是
無常變化理念實踐之美流露
展現心性。 



黃圻文藝術創作4 

墨書 
2006年創作 
刻意把常民
的憨厚、樸
實、不矯情
的情懷，以
最率真的筆
觸線條布滿
畫面，表達
真實的性情。 



藝術家－ －江凌青 
• 江凌青（1983年－2015年）。 
• 出生於臺中縣。 
• 短篇圖文小說集《男孩公寓》，曾獲得

2002年梁實秋文學獎、2003年臺北文學
獎、2008年時報文學獎、2006年與2009
年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等藝文相關獎項 

• 2008年以教育部公費前往英國萊斯特大
學攻讀博士學位，關心當代藝術跨域交
流的美學樣態，並關注影像與新媒體藝
術的發展。先後獲得2007－2012年的數
位藝術評論獎、2011年的世安美學論文
獎以及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藝評臺首獎， 

• 獲得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2012年度美術
調查與研究類補助。2014年於第九屆臺
北數位藝術節中，再獲第八屆數位藝術
評論獎最佳評論獎之肯定。 



藝術家－ －江凌青 
• 江凌青也從事水彩和油畫等藝術創作，榮獲

行政院文建會第一屆優秀青年藝術典藏。她
的繪畫作品主要採融合現實與想像的手法，
脫離『具象寫實』，進入『平面色塊』的概
念，然而重點是去除具象、形體和描繪的特
徵之後，創造出充滿故事性的畫面空間。 

• 2015年1月17日凌晨因為腦動脈堵塞逝世，
得年31歲。 

• 2015年5月2日，江凌青的雙親在其畫室處設
立江凌青紀念館，對外展示江凌青生涯各個
時期的創作、畫冊、文章與照片影像。 

• 是中華民國電影研究者暨藝術評論者、小說
家、藝術家。 



江凌青藝評 

江凌青藝評集 

藝術家出版社於2017/07/11出版。 
此藝評集是作者江凌青就讀師
大研究所後，對於現、當代藝
術、新媒體藝術與電影美學理
論的開始書寫工作。2008年赴
英國留學倫敦萊斯特大學攻讀
博士，每個月定期撰文英國或
歐洲各大小展覽或文化盛事。
介紹英國舉辦的藝術展覽內容
及相關文化發展現象與趨勢。 



江凌青文學創作 

江凌青得獎文集 

2016年書林出版社出版 
本書收錄作者江凌青高中後
得獎的作品，有散文、新詩
及短篇小說，這是她以生命
執筆，充滿想像與魔幻，留
給我們的手抄情書。 



江凌青藝術創作1 

睡著之後 

2005年創作 
因為睡著，於是在桌面上留
下了無聲的壓痕。 
夢裡的房間，彷彿被調成靜
音的電視機畫面。人們說過
的話，都在畫面的迅速交替
之間，滴流殆盡。 
收錄於《第18屆台中縣美術
家接力展專輯－江凌青作品
集，p45》。  



江凌青藝術創作2 

永恆的房間 

2004年創作 
我們在自己的房間裡，想像
著一個永恆的房間。 
收錄於《第18屆台中縣美術
家接力展專輯－江凌青作品
集，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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