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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人:陳炳宏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專任教授 

策展序 

墨道塵瞻─臺藝大書畫藝術研究生當代水墨創作展 

– 

   「道」也，可謂自然界運行之理，是萬物生生不息之意；道是一切事物依循之法， 

自然界一切因循著陰陽之變化而衍生萬物，幻化成世間的人、事、物而變化無窮。

易經繫辭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儒家認為：「道」者，陰陽變化之理也。 

 「道」雖是天地之間無形的標準，卻也是人類在有形規範下自我遵循的道統，

因此孔子認為「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是一種無形的精神目標，

而社會上規範人的行為法度則需用「禮」來加以約束，因此人的行為標準亦稱之為

「道德」。一直以來，整個東方世界都在「道」的認知下，固有的文化傳統與美學

觀都呈現出神秘且深邃的哲學底蘊，「書道」、「茶道」、「劍道」、「花道」、

「棋道」……無數的文化表現在「道」的認知層次下都變得更有哲思與美感，而最

引人深思的意蘊則是美學的表現，此種由禪思所衍生的美感認知有別於人身五感所

體認的直接需求，對於眼、耳、鼻、舌、身所感受的外界刺激，由「意」的昇華提

升到形式意涵的表徵，最後進入到禪意的追求，然而此一美感認知的養成並非一蹴

可 及，而是需要長時間的生活體認。 

書畫在過去文人生活中，是一種作息，也是一種美感認知。過去我們常聽到書畫

同源，不管此一詞背後的學理為何，基本上在文人的筆下，書與畫都來自同一個

「筆」文化與「墨」的思維。「墨道」一詞並非藉由「書道」或是在「書法」與

「水墨畫」之外再另立新的門道，而是藉由美學的體認，再次感受東方美學中以 黑、

灰、白為基礎的水墨畫與書藝的美感層次，重新思考「墨」色在此類藝術表現中的

地位與角色的認知，去體認「墨法」與「道」之間的異同，並藉由思想與探究去理

解在藝術創作的當下，墨的思考與認同。「墨道」可謂是書畫創作者生命中所追求

的美學，亦是創作路徑中最艱難也最不為世俗理解的寡眾文化；它承繼了過去中國

文人思想的高度與品味，卻也在時尚與潮流脈動中試圖尋找未來之定位，是當代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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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藝術面對過去文化依存與時代轉折下不斷思索的課題。 

        此次策展的概念，主要是藉由當代水墨多元面向的思考與發想，將書畫這個過去

由中國「筆墨」思考為核心的創作型態，經由「墨道」議題的切入觀看視角，以創作

者個人對「自然」、「生命」、「世態」、「自我省思」…等多重感應的介入，經由

微觀的「塵視」與心靈感悟的視界進行與畫作的交流，化作如微塵般的瞻仰世間，進

而尋求思想躍上紙端與筆墨合而為一所產生的藝術靈動。主要展出者皆為國立臺灣藝

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研究所研究生，計有王瑤華、吳寶美、李謀卿、林文杰、林玉 

琴、曹賽娥、許素涵、黃席甄、黃龍英、廖恒運、劉映捷、謝淑貞、藍淑真、楊峻 

宇、解翎等十五位創作者。畫風表現方面，其中有以人物刻劃時代脈動與心靈寫照， 

或以花卉與禽鳥捕捉大自然間生命的氣息；亦有不少創作者專攻自動性技法詮釋自然

造化與心象山水，或以主觀意識思維與另類視覺表現突顯個人創作語彙…等，以上的

各種詮釋特徵，再再呈現出當代水墨畫在時下藝術家們風格操作下的多樣化面貌，值

得探訪一窺堂奧。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近年致力於學術發展與研究，除了上承過去師長

們所累積下來的教育成就外，不斷開拓與各國大學院校間的學術交流，同時致力於兩

岸高等院校間的書畫交流互訪與合作，教授們除了戮力提升自我的研究與發表，更積

極推動藝文發表與藝術策展，此次的策展除了引介本系優秀的研究生創作者發表畫作

外，更希望集合大眾之力推動藝文，無論是藝術殿堂或是社區推廣，都需要我們走出

校園帶領這些未來的文化推手，實質的將高品質的藝術文化帶到社會的每個角落，此

次特別選在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舉辦「墨道塵瞻─臺藝大書畫藝術研究生當代水墨創

作展」，主要是「逸仙藝文中心」除了是基隆地區大學藝文空間的指標，更是社區藝

文活動的橋樑，筆者希望此次策展能將臺藝大精湛的書畫藝術，分享給經國的師生與

基隆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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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瑤華 〈捉迷藏〉50 x60 cm 重彩、紙本 2019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碩士在職班研究生 

109.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在職專班畢業

曾於臺北市議會、中正紀念堂、臺灣藝術大學真善美藝廊、臺電大樓藝文中心…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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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瑤華 〈月下仙子〉50x44cm 水墨設色、絹本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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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寶美 〈陪伴〉70 x90 cm 水墨設色 蟬衣宣 2018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書畫藝術學系研究生 

現為臺灣綠水畫會、新竹美術協會、庚辰書畫協會會員等多次聯展 

2015、2016、2021 台陽美展膠彩類─國父紀念館 

2014、2020 桃源美展膠彩類─桃園文化局 

2016、2020 綠水賞徵件展─國父紀念館/桃園文化局/台藝大/長流美術館 

2014、2016、2017、2018 年新竹美展水墨膠彩類─新竹市文化局、新竹縣文化局 

2017 中部美展膠彩類─台中市大墩文化中心

2014 ~ 2019 年中華民國版印年畫─國立臺灣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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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寶美 〈夏韻-閒情〉29x40cm 水墨設色 宣紙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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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

書畫藝術學系碩士在職班研究生 

2019 臺藝大師生美展 

「水墨類」佳作 

2019 國家藝術聯盟 

「菁英獎」 

2018 臺藝大師生美展 

「水墨類」佳作 

2018 新北市美展 

「油畫類」入選 

2018 台桃源美展 

「水墨類」入選 

2018 臺藝大校慶美展 

「水墨類」入選 

2017 台藝大校慶美展 

「水墨類」入選 

1985 行政院新聞局金鐘獎 

「優良美術指導」入圍 李謀卿 常民生活紀實-豆腐店 141x75cm 水墨設色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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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謀卿 華燈初上 141x 75cm 水墨設色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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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

書畫藝術研究所在職班研究生 

藝林奇水墨畫會理事  

九九畫會會員 

台灣水墨畫會會員 

美商艾默生公司 經理 

個展二次、聯展多次 

2019 九九畫會比賽第二名 

2020 桃源美展比賽入選 

林文杰 〈重慶武隆-天生三橋〉180 x90 cm 水墨設色 宣紙 2018 

10



林文杰 〈林沖夜奔〉137x70cm 水墨設色 宣紙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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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玉琴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研究所 

碩士在職班研究生 

藝術創作及教育工作者\長照據點藝

術輔療老師 

2020 遊藝墨彩林玉琴現代水墨個展 

2020 臺灣真善美藝術家聯展\台中市 

大墩文化中心 

2020 最是人間–李奇茂水墨人物傳承 

展 \ 國父紀念館 

2017 全國美展水墨類 \ 國立臺灣美 

術館 

2017 大墩美展墨彩類 \ 台中市大墩 

文化中心 

林玉琴 喜報春先 138x69cm 水墨設色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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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玉琴 我是誰 74x109cm 水墨設色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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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研究

所碩士在職班研究生 

2021 桃園土地公文化館庚辰書畫協會 

「山海遊蹤」聯展 

2018 台北市議會一心軒書畫研究學會 

年度師生聯展 

2018 福州馬尾交流展馬祖代表 

2018 三重社教館一心軒書畫學會聯合 

展 

2018 墨韵昆山海峽兩岸女藝術名家交 

流美展 

2017「翰墨飄香」藝響十二金釵巡展 

2017 連江縣政府文化處「戀戀馬祖畫 

鄉情」個展 

曹賽娥〈祈福〉140 x 75 cm 水墨設色 宣紙 2017 

14



曹賽娥 

〈炊煙起-念戀慈母情〉 

180x90cm 

水墨設色 宣紙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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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素涵  

〈思念‧綿延〉 

97 x 73 cm 

水墨設色 宣紙 

2020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研究生 

基隆市安樂高級中學美術班水墨、書法教師 

基隆市救國團美術、彩墨教師 

2018 教育部基隆市紫錐花海報設計評審 

2018 墨韻崑山海峽兩岸女書畫家交流美展 

2018 總統府新春揮毫書法銅獎 

2020 總統府新春揮毫書法特優獎 



許素涵 〈荷塘清境〉 90 x65 cm 水墨設色 宣紙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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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研究生 

藝術創作及教育工作者 

2017--2020 展覽 

‧最是人間 李奇茂水墨人物傳承紀念

展國父紀念館

‧膠相輝映 膠彩藝術聯展 市長官邸

‧國際當代藝術聯盟 花顏花語聯展大

墩文化中心

‧國際當代藝術聯盟聯展  彰化美學館

‧愜藝-境心相融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校友會聯展

‧藝遊未盡 臺灣藝術大學書畫系聯展

2020 苗栗雙年展 水墨類 優選獎 

2019 新竹美展 水墨類 優選獎 

黃席甄  〈流‧變〉 90x180 cm 水墨設色、宣紙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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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席甄   

〈叩門心事〉 

130x185 cm 

水墨設色、宣紙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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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龍英  

〈波濤洶湧〉 

75×100cm  

水墨設色、蟬羽宣 

2020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研究所在職班研究生 

龍英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負責人 

中國國際美術協會會員 

新北市青溪新文藝學會會員 

台灣國際文化藝術大聯盟 

校內班展．聯展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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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龍英 〈青山雲瀑〉 60×100cm 蟬羽宣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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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學系所 

碩士在職班研究生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學系畢業 

貫永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藝林奇書畫會-理事長 

天本文教基金會書法指導 

水墨個展 6 次、聯展多次 

107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師生美展

國畫-佳作 

107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師生美展

書法-入選 

109 臺灣國際藝術協會第二十屆

美展第二名

廖恒運〈夜櫻〉134x70cm 2020 墨、蠟筆、宣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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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恒運〈燈火闌珊處〉68x48cm  釉墨、宣紙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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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映捷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造形藝

術研究所在職班研究生 

現任/ 

瑞麟藝術室內設計_設計總監 

中國國際美術協會-秘書長 

中華育心-常務理事 

台灣水墨-副秘書長 

東亞藝術研究會-副秘書長 

中國美術協會/游藝雅集會員. 

展覽/ 

2021 中國國際美術協會竹東聯展/信華基

金會聯展 

2020 中國美術協會聯展/中國國際聯展 

2019 東亞藝術研究會聯展 

2018 台北花心象-個展 

中國美術協會/中國國際新竹聯展 

2017 台北台灣映像-個展 

游藝雅集會員郵政博物館聯展 

2016 台灣戲學校 60 校慶名家-邀請展專

輯出版/ 

2015 韓.中交流展(韓國郷岩美術館)聯展 

/海峽兩岸青年美術交流展-專輯 (福州

市)/台灣戲學校名家邀請展/應邀台北陽

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陽明山之美專題展 

獲獎/ 

2020 台北市書畫美術公會 文創菁英特獎 

2010 日本亞細亞水墨展 特優獎 

第十一屆藝文流雜誌傑出美術獎大展國

畫組 金牌獎 
劉映捷 〈日光蝶舞〉 180x90cm 水墨設色 宣紙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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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映捷 

〈靜•境〉 

135 x 74cm 

水墨設色 宣紙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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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研究生 

藝術創作及教育工作者 

2019 雲林縣斗六市/米亞餐廚個展  

謝淑貞 〈指趣〉 180×90cm 複合媒材、絹布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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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淑貞 

〈小鴨〉 

360×180cm 

二連屏  

水墨設色、宣紙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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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淑真 〈戲夢縈心〉 137 x 69 cm 水墨設色、宣紙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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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墨道塵瞻–當代水墨創作展 

楊峻宇 

展覽 

2016.1.2 舞墨-蕙風堂畫展 

2016.2.14舞墨-愛貝索小品展 

2016.3.26舞墨-永和朗廂藝術展 

2016.7.17藝群人聯展 

2017.2.1 藝群人小品展 

2017.3.18藝群人水墨展 

2017.6.1 創作個展 

2017.6.12藝群人LINE ART 書法

展 

2019.1. 7 九份墨旅7人聯展 

2019.4.14 飯食訖書法篆刻6人聯

展 

2019.6.22雅士書畫印聯展 

2019.8.1 八德藝文協會聯展 

2020.7.22藝群人-「綻放．青

春」創作展 

2020.11.30八德藝文協會聯展-藝

文饗宴 

楊峻宇〈三色靜界-靜視溫暖的聲音〉 

24.5x35 cm，日本麻紙、水墨、水彩繪具、水干繪具，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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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峻宇 

楊峻宇〈三色靜界-憂鬱的波動〉，24.5x35 cm，日本麻紙、水墨、水彩繪具、水干繪具，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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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翎 〈綻放〉 27x35cm，礦物顏料、金泥、水彩，2020 

2021 刺。身創作個展 / 中正紀念堂國家戲

劇院咖啡杯杯 / 台北 

2020 刺。身創作個展 / 稼咖啡 / 新北 

2020 真實的幻境_黃子杰、解翎聯展 / 汐止

廣修禪寺 / 新北 

2019 上海滬台青年藝術博覽會 / 上海龍文

化藝術中心 / 上海 

2019 第二屆 筆耕映心象 | 台藝大書畫系碩

博士生聯展 / 品緻 Beauxarts / 台北 

2019 周明翰。陳文慧。趙基任。解翎。水

墨膠彩展 / 郭木生文教基金會 / 台北 

2018「2018 心晴藝術選 – 新式水墨聯

展」/ Art Influence 心動藝術空間 / 台

北 

2017 澄懷蔚嚮-藝群人水墨創作聯展 / 揚曦

藝文空間 / 台北 

2017 氤氳尋藝-藝群人書畫小品聯展 / 澄藝

術 / 台北 

2017 LineArt-藝群人書法創作聯展 / 台灣藝

術大學-美術大樓 / 新北 

2017 研鍊澄汰-藝群人膠彩創作聯展 / 

Artista Perfetto 咖啡廳 / 台北 

2017 未完待續-創作雙個展 / 聖托里尼咖啡

廳 / 台北 

2016 墨契-書畫創作聯展 / 台灣藝術大學-

美術大樓 / 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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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翎 〈渲染〉 27x35cm，礦物顏料、金泥、水彩，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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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經圈管理暨健康學院
- Ching Kuo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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