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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曾獲行政院文化建

設委員會藝術村籌備處遴選於美國紐約 I.S.C.P.國際藝術駐村，

並擔任高雄駁二藝術特區藝術總監，以及參與高雄城市光廊、

高雄仁愛光雕公園等地的公共藝術創作，而藝術創作正是他探

索與體驗宇宙生命奧義的方法之一。在歷經投身社會變遷過程

中各種領域與面向的學習與建構，自然而然地轉化為個人進行

藝術創作的素材與養分。 

B.1968 - 

超然系列，所進行的意向，即在練習「主客合一」與進入「統攝

者」的境界。在純真的台東山海之境，在浩瀚的宇宙之幻，我即

自然，我即宇宙，超然即為進入「超越界」的境界。 

在看似有限的時空與生命，持續展開對經驗、智識、慣性、學科、

恐懼、私慾…的超越，其源源不絕的動能，來自於對自己，家人，

朋友的愛，一個終生必修的課題。 

► 個  展 

2020  超然墨界・遠雄THEONE接待中心ｘ東門美術館・高雄 

2020  超然墨界・東門美術館・台南 

2017  持續超越因為愛・日帝藝術・台北 

2016  悠然・謚緣人文會館・高雄 

► 聯  展 

2020  藝企相挺．高雄展覽館 新創生活展 

2020  藝起春風 六人展．遠雄THE ONE GALLERY 

2019  爐火純青－陶然對話的水墨異境・張振輝、張秉正、陳建大明 

   華陶窯聯展・東門美術館・台南 

2019  入徑/林熺俊，超然/陳建大明雙個展・日帝藝術・台北 

2018   102 ARTｘGalar aWeber－Lutgen 岱員・福爾摩沙藝術文化 

   交流展，西班牙 

創｜作｜理｜念｜ 



｜02｜ 

油畫 

75 X 150 cm (55號)／2019 

超然-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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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畫 

75 X 150 cm (55號) ／2019 

超然-44 

►



｜04｜ 

油畫 

60 X 120 cm (36號) ／2019 

超然-46 

►



2020  「深邃」,當代一畫廊, 台北, 台灣 

2019  「知曦」,御書房藝術空間, 高雄, 台灣 

2018  「抽象的存在」, 新興藝術空間, 高雄, 台灣 

2017  「思路」, 駁二大義倉庫漾藝廊, 高雄,台灣 

2017  「影子的盡頭」, 新樂園藝術空間, 台北, 台灣 

2016  「質地」, 102 藝術空間日光緩緩展場, 台南, 台灣 

2016  「仰川之上」, 大趨勢畫廊, 台北, 台灣 

2015  「行者之前」, 新樂園藝術空間, 台北, 台灣 

2015  「靜謐時光」, 新濱碼頭藝術空間, 高雄, 台灣 

2014  「記憶中的回聲」, 102 藝術空間, 台南, 台灣 

2013  「巴爾的摩之後」, 八樓當代藝術空間, 台北, 台灣 

2009  「寧靜與紛亂之間」, 456 藝術家工作室, 巴爾的摩, 美國 

探討記憶是作者感興趣的一部分。觀察懷舊的物件、過去每一階

段的影像,觀察其刻畫出特定的質地、紋理。這些繪畫的過程接近

我日常凝視一遠方的片段,將創作這一系列作品解讀為每一個我遠

望;而永遠追逐不到的心情盡頭,不管是俯瞰或仰望它,如同每個迷戀

的座標遙遠對望。對於繪畫為創作媒材而言,我以個人觀看的方式

去整理畫面與實踐繪畫,這些都是生命中特別的漸進過程。繪畫創

作時我感覺時間是一直延續的過程,因此我以繪畫方式延續這無數

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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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忠畢業於美國馬里蘭藝術學院藝術創作碩士(MFA)，現今

創作於高雄。「深邃」出自藝術家創作時的一瞬感受，是日常

生活中外在與內在的連結，創作過程中凝視自身的生命狀態。

從作品觀看自己也看到了外在，是內化與提升想像的過程，透

過繪畫創作進行事物的探索，構築對世界的想像。 

 

Chien Chung Lin 創｜作｜理｜念｜ 

► 個  展 ／ 聯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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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克力顏料、沙子、畫布  

100 X 80 cm (40號) ／2011 

陳年往事 A long story 

壓克力顏料、沙子、畫布  

100 X 80 cm (40號) ／2011 

宇宙恆星 A fixed st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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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克力顏料、沙子、畫布  

120 X 70 cm (42號) ／2013 

1982 一九八二 

►

壓克力顏料、沙子、畫布  

100 X 80 cm／2020 

似曾相似的傍晚  



｜08｜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雕塑學

系畢業，現為台南南南美術館及藝術空間工作室負責人、廣州

大新美術館駐館藝術家，以及中國G7創意設計聯盟理事。創作

既秉承傳統文脈中「滴水穿石」的精神，又展現海洋文化中特

有的包容性，在他創作的「洞」裡，以純粹的語言和極致的人

工去追求自然柔順的藝術狀態。 

 

B.1968 - 

認為「洞」其實是一個很神奇的東西，在他觀察到當物體上有個

洞時，人們就會不自覺地想去探索它，即便是一眼就能看穿的洞，

人也會用手或是其他的物體伸進去。這讓他覺得，人對「洞」的

探索是出自於本能的，不需要有人教，然而這是他對「洞」產生

非常大的興趣的原因之一。 

 

創｜作｜理｜念｜ 

2019  長春冰雪大世界國際冰雪雕大賽 

2019  長春雕塑公園國際冰雪雕邀請展 

2019  南／23度－複數的林相 藝術森林展・大新美術館 

2019  八仙、九怪、十全展・大新美術館 

2019  源・浪島－鄭宏南雕塑個展・鉅融｜藝術島・廈門 

2019  藝術台北One Art Taipei・西華飯店・崇藝術 

2018  黑龍江省第二屆雕塑作品雙年展・哈爾濱 

2018  第三屆長春國際冰雪雕作品邀請展・長春世界雕塑公園 

2018  國際冰雪建築、冰雪雕塑藝術節・哈爾濱楓葉小鎮奧特萊斯 

2018  高雄國際鋼雕藝術節 

2018  廣州藝術博覽會・大新藝術森林 

2018  廣州設計週・保利世貿展覽館 

► 個  展 ／ 聯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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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白玉大理石 

15.5 X 11 X 44 cm／2015 

自旋系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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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石、黑花崗 

17 X 15.5 X 17 cm／2017 

水穿石系列_創世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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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拉白大理石、黑花崗 

51 X 10 X 44 cm／2017 

方圓系列 

►



｜12｜ 

洞石、黑花崗 

15.5 X 11 X 44 cm／2015 

方圓系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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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拉白大理石、樟木 

64 X 20 X 16.5 cm／2018 

聚 系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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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石 

50 X 30 X 18 cm／2018 

浪島系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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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花崗、米黃大理石 

32 X 32 X 26 cm／2017 

聚 系列 

►

漢白玉 

31.5 X 18.5 X 15 cm／2016 

原點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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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紐約藝術大學藝術研究所，現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人文

藝術學院院長、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所、藝術跨域整合博士班

專任教授、台灣美術院院士及台灣今日畫會會員。於國內外美

術館、畫廊舉辦個展20餘次及聯展數10次。作品廣獲日本、美

國、法國、澳洲及台北市立美術館、高雄市立美術館、國立台

灣美術館、奇美博物館、葉榮嘉美術館、台北醫學大學、中央

研究院、逢甲大學、德國文化中心、郭木生文教基金會…等公

私立機構及私人所典藏。 

B.1960 - 

多年創作以來，以多元藝術創作的表現手法，通過情繫台灣，逸

遊世界的創作理念，試圖傳遞傳統與現代的遇合、東方與西方的

對話。恣意使用Montage的策略，把生活的片斷或實物引入作品

中，從不同時空背景的圖像重新組合、拼貼，讓畫面充滿幽默和

豐富的疊像之美，同時擁有異想天開的想像力，呈現出詩一般的

意象。 

 

創｜作｜理｜念｜ 

► 個  展 

2019  逸遊心外－郭博州創作個展・人文遠雄博物館・新北 

2017  大哉八十系列－郭博州個展・藝境畫廊・台北 

2017  筆墨深蘊－郭博州彩墨彩瓷創作展・臺華藝術中心・新北 

2017  墨彩・塵外－郭博州藝術展・尊彩藝術中心・台北 

► 聯  展 

2019  花月正春風－聯展・形而上畫廊・台北 

2018  十二生肖藝術家彩繪助學特展 台北首展・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台北 

2018  春滿乾坤－花卉彩瓷聯展・臺華藝術中心・新北 

2018  2018紙上作品特展・博藝畫廊・台北 

2017  匯流．臺美版畫交流展・二空間，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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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媒材 

90 X 90 cm (40號)／2017 

意瀟 

複合媒材 

90 X 90 cm (40號)／2015 

藏泉 

►



〉 〉 〉 作品｜藝起南方・企業相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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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美國紐約普拉特學院藝術研究所畢

業。曾擔任華岡藝校校長、台南科技大學美術系教授、系主任、

所長、藝術學院院長。並同時曾在台北市立美術館、國立台灣

美術館、高雄市立美術館、屏東美術館、台南美術館、澳洲白

兔美術館…等各地巡迴展覽。 

 

B.1956 - 

一路的創作歷程上一直秉持著「以藝術為信仰，以創作當修行」

的核心觀念，在創作中擘劃屬於自己的藝術道路，無論是浮雕或

雕塑，他都將之視為「繪畫」在經營，著重繪畫筆法、肌理與畫

面構成感，而他的作品讓觀眾必須以360度繞著看，從中去細細品

味那些藏在細節裡的「魔鬼」。 

 

 

創｜作｜理｜念｜ 

► 個  展 

2020  騎士傳奇・許自貴說故事・荷軒新藝空間 

2018  左腦Ｘ右腦：許自貴的混世哲學個展・高雄市立美術館 

2017  十二生肖・許自貴2017個展・荷軒新藝空間 

2016  百變的我・不變的我創作展・高雄正修科技大學 

 
► 聯  展 

2019  動物藝想：故宮新媒體暨藝術展・台中港區藝術中心 

2019  府城榮光・台南美術館 

2019  妖氣都市・空總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2019  成都藝術博覽會 

2019  深圳藝術博覽會 

2018  巷弄裏的靈光－兩岸當代藝術展・台南大新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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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媒材、紙塑、油彩 

21 X 24 X 42 cm／2019 

兩腳龍 

複合媒材、紙塑、油彩 

19 X 22 X 38 cm／2019 

貓仔有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