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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來，維護“人”的自為自在，自然地成為觀察差異思想的入口。從西方思想的脈絡來說，

這涉及到對於「自然」的種種態度，以及衍發而生的生命觀。西方不論是仰賴主客合一的上帝來

保障種種衝突對立的說明，或是鍥而不捨的梳理世俗社會形式的若干功能，以思尋解決之道。從

宗教人類學的立場來看，西方基督教或一神論的起源，攸關於它誕生自一種安定的自然環境，那

裡日夜寒暑的視野變化不大，在渴望自由的原欲（ l i b i d o）奔馳，這個幾乎毫無變易的環境，卻

變成了監牢，一個大得不能再大的監牢。

正因為那裡的自然環境相當安定，西方的科學，對於自然總是採取征服的態度。反觀，東方的自

然環境，不論是中國或日本，較之於西歐，天災地震頻仍，是極為難以預料而殘暴的。因此，相

偕而生的科學與生命態度遂必須尋求與大自然安處之道，是隨著自然而調和，而非攻擊的。“大

自然無常”的生命條件，在台灣也如是。於此，若干「多神論」甚或趨向極化的「無神論」想

法，則是不難理解的發展，它們在在感受到大自然背後莫名神靈威力敏銳的無常感，是如同表裡

一致地存在著。這種關於風土順應的態度，自然地在面對具有「無常觀」相通的事物之際，有著

選擇上的親近性，如佛教、道教⋯⋯等等。簡單來說，在傳統的氛圍中，我們內在對於「自然」

的概念並不易受到移動。朝向自然是一樁圓滿於善的過程，它是終其一生的職志。

中國文人畫對於「自然」的表現

文人畫筆下的自然往往是使我們談論這個世界，談論人類世界和藝術世界以及兩者之間的混亂和

長期存在誤解的藉口。在文人畫那裡，我們指的是畫家描繪的不是自然客體，而是某種近似存有

的先驗概念。故此，傳統畫論的表現方式和特點是西方學者頭痛的問題。其中最令人困擾的問題

之一就是自我面對物自體的進路往往從直觀、經驗和感受出發，而不針對概念、範疇進行界說並

展開邏輯層面的推論與評述。

對於我們來說，藝術說到底是通過一種努力接近真正「實在」的方法。西方的意象主義、形式主

義和象徵主義等均可在我們傳統文藝表現找到他們的同行。惟這種體現不若西洋繪畫史緊抓住技

術時代的滲透和支配過程來觀察，對於藝術對象的接近方法我們倒像梅洛龐蒂所言：「知覺總是

以非位格的『一』的方式來進行的。」 2 從實踐方法所見，使我聯想到世阿彌曾論及藝術的質地

在於：「盡功夫，窮物理，可知花之不落焉！」即有美麗之花，而無花之美麗。也就是說，在若

干場所之中，由於講究方法，反而拉開意識的帷幕，呈現出自然的真貌，是一種根據肉身（flesh）

運動的微妙與深沉來引發觀念運動的構成與修正。

在這樣的景況下，觀者當然倍覺在行將穿越的同時，卻猶未摸索出明確的書寫語彙，反覆精修的

命名仍有固成僵局之難。當我們提到近似以體現純粹經驗的直觀狀態的創作者時，每每是指一個

關於繪畫現代性的提問

陳維峰

前面所談的，問題在於如何由它的存在的粗暴消滅出發，戲劇性的建構一個存有；

目前，問題則是如何在一個從容的知識之中，由一個非存有揭露出發去建構一個自然。

－傅柯（M.Foucault）《古典時代瘋狂史》1

從身心問題到形上學與知識論的模糊地帶

自笛卡兒（R. Descartes）的「心物二元」論以來，身心問題（mind-body）一直是西方哲學討論的

主要課題之一。惟即便他開創了近代二元論的先河，猶待仰賴主客合一的上帝來保障對這個對立

的說明，其哲學仍舊不斷朝向「身心合一」的方向去發展。現代西方關於自性的維護，儘管如馬

克思（K. Marx）對宗教施予世俗化的道義性批判，或如韋伯（M. Weber）眼中仍分別聖與俗，視

宗教為一種既定的神聖秩序。以上在在未能區辨宗教的世俗化功能有著一種超越性形式，即齊美

爾（G. Si m m e l）視域下的宗教性。然而，宗教性的形式消融在社會關係之中，因為個體與上帝

的關係同個體與社會共同體的關係有很大的類似，也就是個體與上帝的依附感同個體與社會共同

體的依附感類似。這樣通過給自己與共同體提供契合，「我思故我在」以主體的自立與能動性為

前提，進一步推進了對於外界和自然的運作與分配，於此，關於世界的二元論依舊根植在西方對

於自我的追求。

但是，從表面上看，似乎關於自性的調和與維護，從上帝之處轉向社群所在，那麼原來與上帝穩

定的依附關係，在轉移到社群之後，新舊教所造成的斷裂不但未能獲得修補，更由於技術社會頻

繁的變動加大現代人的創傷。於是，一連串相應而生的「現代性」思維，更甚而後現代思想風起

雲湧，皆直指社會構成技術的缺陋，“人”在此不是自然生成，只是社會技術的的終端產物。

面對現象的難題，眾所週知，現象學與精神分析為歷史書寫對於時間與記憶等問題的反思，整合

歸結其知識論與方法學。前者，以胡塞爾為代表，是以「意向性」為值此生命裂縫間隙的能動主

體揭開序幕，後又繼以“無前提性”的現象學還原方法為探索現象哲理的直觀本源呈顯出方法論

的突圍。這種“無前提性”的懸隔，在主動裂斷現象的同時，透由意向性進行轉向的統覺過程，

這多樣性包覆在感覺、判斷、想像、意願⋯⋯等意向活動的維度之中。在面向事物自身的要求

下，剔除對生命體驗的絕對判準，比精神生活更真實的生活世界遂得以正式的進入我們的視域

（h o r i zo n）。後者，以佛洛依德為代表，認為記憶空間裡的過去與現在彼此雜揉相存，為此表象的

產生並不必然成為有計劃性的留存，印象有時或只是腦中如符號般的刻痕，而這些痕跡將在未來

融入不同目的或非目的的重整與組合。隨之而來相關的聆聽者與歷史書寫似乎不可避免的以諸多

片段環環扣聯的時序形式呈現，意義也不將再只是記憶，而往往以行動直接差異地分裂出來。



的東西。水墨拼貼畫面中的自我意識，奮力地構建出模糊交錯的特異，它的意涵試圖開放於不同

語境中種種相關聯的複雜用法。這般意義的認識，更接近於審美體驗，而不是掌握某種經由邏輯

辯證所獲知的涵義。擺盪於具象與心象的種種接合，以其內在時間及其顯現的偶在樣式，復現對

綿延和意識演替構成回憶的豐富意義層。共時與歷時知覺反饋於過去、現在、未來意識流的超越

法則，構成出一遍遍另類形象的內在體驗，是一種在場卻又意圖再度的複數臨場，它涉及種種離

開而又可能接近的「超現實」製作，終了改換以場所邏輯下的“零度經驗”。作者面對鍛鍊的是

剝落“智”的態度，僅只留下知覺體驗的身體。一如海德格（M. He i d e g g e r）所言，美是真理的

自行投入，作品為世界與大地之抗爭的真理正是存在的無蔽開放。這裡“自我捨棄”的態度，是

“無我”－“無智的我”。

活著不再是平整無暇的畫面，記憶總在流曳點點、似乾未乾之間，輾轉反復向前。尋常物意消亡

處恰是藝術得以孕生，存在的真意或有機會自由無蔽。作品不再受困於主體，「藝術作品不是作

為自然（physics idea）的外觀（eidos），而僅是魅惑（eidolon），是純粹外觀的表面（semblance）。」
4 眼望黃宏德的作品，整個畫面一片莫名，仿若正當要不知不覺的描述出來時，卻突然結結巴巴

地停住了。

參差不齊連而未連卻又斷而未斷的線條佈置，創造著一種令人有點毛骨悚然的隔絕意味。中線的

構圖重心，明顯地排除浪漫主義觀的對應物，彷彿他必須仔細思考如何佈置線條以便創造一種即

使是逐漸消亡，卻有著如陰影消散前一刻，瞬時而生的崇高。另一方面，形象往往是一種延遲的

表現。纏繞而出的形象編織成捲縮空間向度上多弦構形的能量孢體，某種在宇宙坍縮際性弦量能

動的原型。它越是隔離了認識與地域，它就越是連結多義的身體與記憶。在那裡，在內心命名的

幽暗過程裡綿延著，脫出物性的遮蔽與蒙昧，脫出辯證的空白與死角而變成「兒語」，迴旋清折

的線，莫名無效的形象，變成人類對他（她）生存和言說幽微而浩瀚私密的生命場景。

現代性選擇的難題

自我的根源，也就是認同的形成，往往無以迴避自體結構的重力場，若干對框架的文化性與社會

性的反省，一種解消共同體或一致性的超越實踐，總也涉及一種斷裂視野的衝突與運動。面對外

來思潮的衝激，無人決意再現他者。博爾赫斯（ J. L. Borges）如此地勾勒著藝術性格中自我深層

知覺的特殊處：「一個作家，或者說所有的人，應該這樣想，它所發生的一切都是工具。所有給

他的東西都有一個目的。這一點發生在藝術家身上尤其應該更加強烈。在他身上發生的一切，包

括屈辱、煩悶、不幸等等，都像是為他的藝術所提供的黏土、材料，必須利用它們。」5 這種面對

種種限制或打擊，依然保有強烈生命意志的樣態，也正如克利（P. Klee）面對個體自由所作的詮

釋：「我的自由存在於自己為每一創作所規定的狹窄範圍的活動之中。更有甚者；如果我把自己

的行動範圍縮的越窄小，為自己周圍設置的障礙越多，我的自由就越大，且更有意義。任何減少

限制性的東西都會削弱力量：一個人強加給自己的限制越大，就越能從精神的桎梏中解脫出

來。」6

感到自己很孤獨，遭到忽視和不被現代論述欣賞的藝術家。有時甚或似蒼蠅一樣遭受被驅趕，被

當代西方美學思潮推到距離表音文字辯證光譜的最遙遠的一端。這種情形對於澆灌想像以使內與

外反覆辯證於上，一個意象總以複象形態流動，在努力成為面對創作自己成為藝術品的人是極其

殘酷的懲罰。

鑒於這一方式對於我們來說儘管並不陌生，卻猶仍存在難以清晰之處，那麼理應指出如何呈顯身

體座落於知覺的雙重意向，在當代美學議題的震盪中，若干交纏與顛覆的歷史隨筆與提問，體現

技術與想像裂縫中主體所作以縫合的選擇與鍛鍊，它包括某種主體獨特的快感展佈、生命意向與

原初語素的審美實踐，而終究也涉及若干面對現代性的提問與選擇。

「自然」一詞的當代切片

五○年代以來，台灣繪畫開始積極思考現代西方藝術與我們承襲中國傳統之間的關係。 3 這道提

問的複雜性難脫與身心問題在面對自然時相關聯。幾近半個世紀以來，此間的發展或許暫不為筆

者所能面對，惟能否透過極少數持續投注相關問題思考與實踐的藝術家，來完成一次局部化或個

案式的觀察與分析，以嘗試逐步地接近這個龐雜且纏繞人心的問題。

此次，三位嶄露於八○年代中期以後的藝術家－顏頂生、楊世芝、黃宏德，彷彿仍不顧現代生

活破碎化而汲汲於某種“心象詩學”的營造，我們不免好奇的急欲探問這涉及內與外的辯證能否

轉圜於某種源自遠祖而來關於「自然」的遺傳性思維，以及當代全球資本化社會的劇變。

顏頂生畫面中打開的空間感是來自陰影的，接連莫名其妙的騷動、恐懼和幻覺，構成了作品內部

相當大的意向語彙，也建構了意義的核心，它們是藝術家的關鍵詞，是關於存在基源的閱讀線

索。在某種豐富色澤的暗色中，不是陰鬱沉悶的，而總是意味深長的流露極富強度的不安和焦

慮。一切物質都從陰影中被創造出來，而又回歸陰影。種種空間推行組合而生的或是圓，或是類

似星雲、流風、種子⋯⋯等等，是某種採擷自宇宙或自然的意象，它作為人類存在於世的原初場

景。彷彿在意識中，一切神聖事物依然無遺安在，恰恰相反，遺落的是我們自己，而且還在徒勞

的探尋著，我們將繼續徒勞無益地尋尋覓覓下去，直到學會了用其他的眼睛看見事物為止。

這條對於理解存在基源的通道，「還原的再還原」終究要回到我們的生命經歷，回到身體當下的

記憶與回憶。但是，意象的凝塑如何得到保證？又如果眼底之物並不是習慣意義上的認識對象，

而作為認識對象的景物並非永遠在場呢？處於這一改變而企圖尋回失落身體裡的時間旅人，我們

在此看見楊世芝。

圖中每一處皆是採擷自客體與心象之間模糊的身體碎片，是藝術家區辨眼底形象的記憶構件。作

品中的色彩，為了在畫家們深處的“輪廓”上行走而不受撕碎，她選用了一種音樂般流暢的語

言。通過審視選擇和融合光與色的方式，人們將發現藝術家專注於那些不易捕捉到的和難以表達



統形上學的預設。於此，簡單來說，巴什拉與傅科之間的論辯，尤其對“人”是否有能力處理社

會權力機器的動力問題，依舊含括在筆者前述討論“自然－宗教－社會”的範疇中。

這種內與外的辯證－不是黑格爾式的同一性辯證－並不是西方所獨有。台灣當代藝術創作在

面對西方思潮，自然地也難以迴避傳統東方既有的視覺辯證。如鄭燮在《板橋題畫》中一段關於

畫竹的記載：「江館清秋晨起看竹，煙光日影露氣，皆浮動於疏枝密葉之間，胸中勃勃遂有畫

意，其實胸中之竹，並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紙，落筆倏作變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

竹也。」1 0 這種“不忠實”於空間的描繪，如何存而不論，在原有的邊界上思考逾越的可能。逸

逃終究無法不從自身演化，它當是來自對褶皺的命題，這如同存有是在主體與客體互為條件之中

開顯世界的豐富。我們應該進一步思考透由「不連續性」與「間隙」發揮與歷史文化聯結的有效

性。11

當前，「世界沒有完成，因為勞動沒有完成。只要世界沒有完成，只要存在著非人性的物質，人

就處在黑暗中，這就是他的真實狀態。從此，勞動總是束縛人的：在這一完成之前，人總是與世

界相對立的，只有在這一完成中，存在才將變成“安身之地”，變成家園（He i m a t）。」1 2循著未

完成的“勞動”，我們看見顏頂生、楊世芝、黃宏德的“世界”，一種只有在對周圍外部的東西殷

切關心的“內在的人”那裡，一種勞動始終難以善盡的罪衍（a sin），風景（a scene）才能得看見。

1. 中譯本參見傅柯，《古典時代瘋狂史》，林志明譯，台北：時報文化，1998，p.222。

2. Merleau-Ponty , M.（1945）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 tran. Colin Simth, London : Routledge and Kegen Paul , 1981, p.240.

3. 以霍學剛為例，見有：「2 0世紀的美術思潮，已朝向抽象的、象徵的、暗示的方面去發展，正和我國固有的美術傳統的特點

相似，我們應該以東方的樣式和精神，融合西方的優點，配合今天的世界思潮，研究創造。」霍學剛，〈提倡現代美術的建

議〉，《聯合報》六版，1 9 5 6 . 9 . 5。或見於六○年代初期，秦松言及「西洋畫從現代繪畫興起，才開始發現線的主觀性運用的重

要，中國書畫同源，開始有繪畫即開始主觀的線的運用，⋯⋯無可置疑，現代西方藝術也正承受我們的優越傳統來發

展。」秦松，〈認識中國畫的傳統〉，《文星》12卷6期，1963.10，p.70。

4. M.Heidegger , Nietzsche , Volume I : The Will to Power as Art, Pfullingen : Günther Neske,1961, p.186.

5. 博爾赫斯，〈失明〉，《博爾赫斯散文》王永年等譯，杭州：浙江文藝，2001，p.200。

6. 保羅．克利（P. Klee），《思想之眼》（Thinking Eye）。轉引自貢布里希，《藝術與科學》，楊思梁、范景中、顏善淳譯，杭州：

浙江攝影，1998，p.287。

7. 他指明兩者之間的相異範疇在於「我希望討論一些外部空間。」Michel Foucault（1986）“Text/Context of Other Space”, Diacritics,

16 (1)(Spring): 22-7.（法文原出自 Foucault 的演講“ Des Espaces Au t re s” ( 1 9 6 7 ) . 後來刊於1 9 8 4年的法國期刊 Arc h i t e c t u re - Mo u ve m e n t -

C o n t i n u i t e）。中文譯文參見米歇‧傅寇（著）、陳志梧（譯），〈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脈絡）〉，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

理論讀本，台北：明文書局，1999，pp.399-409。

8. 同上書，p.402。

9. Gaston Bachelard , The Poetics of Space , trans . Maria Jolas（Boston : Beacon ,1994）, p.211。以下簡稱 PS。

10. 轉引自徐建融，〈中國畫傳統的演變與得失〉，《中國畫的可持續發展》，上海：上海畫報，2000，p.37。

11. 陳維峰，〈微物意象的寓言〉，2003年世安美學論文獎，台北：世安文教基金會，2003。

12. 勒維納斯，《上帝、死亡和時間》，余中先譯，北京：三聯， 2003，p.107。

不論是顏頂生以本草入畫重新站立在自己母胎上的黃土地精神；或是楊世芝試圖跨越主客分際以

進入互為主體的全景現象；或是黃宏德近乎“精神症”的異常施為，表現出富有表現力變形的破

碎或開裂狀的崇高感，莫不是勾畫出現代性自我形成的過程。或許被藝術家承認為創作裡最迫切

和最有利的一組要求，涉及某些存在於我們傳統思維和精神直覺背後的精神本性和困境的景況。

事實上，在這樣做的過程中，比一般被描述為“天人合一”或是對主體意志、願望的抒發和表達

的“言志說”的內容，更來得複雜與不易。在絕大多數的詞彙中，很難劃歸為社會質地的交往體

驗等問題，它的界限推得更遠。這個模糊的範疇指稱的地方，在於它不停地都與我們在有意義和

完滿性這類認可上發生變化。

生命中，每一段過程看來似乎都是經由這種或類似的衝突而標明出來。有時，我們感覺到臉上的

血色消退，冷汗沁上頸背，頭上的毛髮直豎，耳根時冷時熱，最後竟然聾了、盲了、啞了，幾乎

聽不見、看不見、說不出。一種極其短暫的默然，穿越自我，穿越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以朝向

深層的知與體驗的邏輯。

從當代思潮來看，涉及「內與外的辯證」的討論，我們不得不面對傅柯批評巴什拉（G. Bachelard）

的線索進行思考。傅柯認為巴什拉教導我們「⋯⋯吾人並非生活在一個均質的和空洞的空間中，

相反的，卻生活在全然地浸淫著品質與奇想的世界裡。我們的基本知覺空間、夢想空間和激情空

間本身，仍緊握著本體的品質，⋯⋯然而，這些分析雖然根本地反應了我們的時代，但主要卻涉

及內部空間。」7 傅柯同意內在空間有不同層次，但卻不認為這些層次可以無礙地獲得調合。他

反駁說：「我們的生命、時代與歷史的融蝕均在其中發生，這個緊抓著我們的空間，本身也是異

質的。」8 也就是說，他認為空間與空間之間不能彼此化約與相互疊合。這種抱持對於空間不能

化約或疊合的態度，實際來說，這也可以見於傅柯對梅洛－龐蒂的肉身（f l e s h）觀念所發出的

懷疑。

從知識論的反省來看，巴什拉指出：「形成區分內與外的辯證，乃存在於一但我們將清晰無比的

幾何學用到隱喻世界時，它反將蒙蔽我們。」9 科學認識論的盲點來自於「我們企圖為存有者劃

定界線，如此一來，以便可以超越所有的狀態變化，我們企圖給出一個狀況，來搞定所有狀

況。」對於解決的方法，他認為必須破除幾何主義的霸權位置。由此看來，似乎這種破壞不是毀

滅性的破壞，而是一種重構（ u n d o i n g）的破壞，是在鬆動認識論的邊界上，展開一種“詩學存

有論”的“內與外的辯證”。他解釋道：「我們如果廣納意象，從冷暖聲光的領域多方採擷，我們

就應該對一種慢速存有學有所準備，當然，這種存有學遠比依賴幾何意象的存有學來得可靠。我

之所以要提出這些概說，無非是因為從幾何學表達形式的觀點來看，內與外的辯證乃是被強化後

的幾何主義所支撐，在這種幾何主義中，界限即是障壁。」（PS, 215-6）由顛覆幾何學認識論的

立場來看，它相近於海德格闡釋自柏拉圖理念論以降直至笛卡兒理性主義對「存有的遺忘」的疑

慮。無可否認的，在巴什拉中，我們得以對比「意義」與「詩意」，也就是「透過意義，它圈圍

起某種事態；而透過詩意表達，它開啟某些事態。」（PS, 222）由此看來，進行一門關於“詩學

想像的現象學”，是他解開柏格森以來“意識哲學”的另類認識論；而在方法學上，實已突破傳



Scene



濃密的引誘　壓克力於麻布上　170x95cm 2004

現實世界是通往真實世界的門檻。存有的整體感是由許多細緻的層面、不同時空的片斷，

化零為整的再呈現，它使人重回支點。 —楊世芝



沙痕綿延天地

壓克力於麻布上

180x150cmx2pcs

2004



放大的角落，有放大的生命　色筆拼貼於紙板上　90x20cm 2004 是祝禱，還是放話　色筆拼貼於紙板上　90x20cm 2004



左．關係　

黑碳筆拼貼於紙板上　

23x40cm

2004

右．透視　

黑碳筆拼貼於紙板上　

23x40cm

2004



二段式　水墨、紙　69x81cm 2004

太空人T 1 4 6遍尋不著劍曲絕鳴子，心情略有惶恐。某日T 1 4 6立於山頭高處，心想自己或許是

那個人。不可能，那種高人應該不會如此這般好動的。那自然就不是我了。 —黃宏德



具具而王，具具而霸；

具具而存，具具而亡。

水墨、紙

69x137cm

2004

右．特搜“劍曲絕鳴子”

水墨、紙

31x102cm

2004



行走的孟鳥　壓克力、鉛筆、畫布　133x162cm 1988直式神聖 II 壓克力、鉛筆、畫布　133.5x162cm 1983



麻雀與白頭翁

壓克力、畫布

186x338cm

1986



我要做個動作，而那個動作的意圖，就是要讓創作回到動作本身，也就是說它不再是象

徵，不再是詮釋，而是回到創作時，動作本身發生的狀況。我想讓創作就像我現在手中這

張紙一樣，薄薄的存在著，沒有太多的依附，也沒有太多的想要說什麼，或不說什麼。

—顏頂生

020036 壓克力、畫布　130x162cm 2002



020030 壓克力、畫布　130x162cm 2002

鹽份地（二） 壓克力、畫布　57x78cm 1994



020037 壓克力、畫布　130x162cm 2002 020031 壓克力、畫布　130x162cm 2002



020032 壓克力、畫布　130x162cm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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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伊通公園聯展－楊世芝、顏頂生、黃宏德三人展，台北

2003 伊通公園聯展－64種愛的欲言在SARS漫延的年代專題展，台北

2002 伊通公園個展－視覺的統合經驗，台北

天棚藝術聯展，台北

大趨勢，台北

1999 伊通公園個展－探討多重共存的視覺經驗，台北

關渡藝術節聯展－紙上作品展，台北

伊通公園聯展－磁性書寫念念之間紙上作品專題展，台北

1998 福華沙龍－四種接觸，高雄

Pyong Taek Int'l Art Festival，韓國平澤

Beaux Arts-Art in the World，法國巴黎

台北市立美術館－意象與美學，台北

大師與新秀，法國巴黎

1997 元智工學院藝術中心人體速寫個展，內壢

清華大學藝術中心個展－另類視覺的歷程，新竹

1995 阿普畫廊個展，台北

杜象藝術空間個展，高雄

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聯展－台北現代畫展，香港

1994 雄獅畫廊四人展－台灣女性藝術家抽象繪畫展，台北

台中省立美術館－2號公寓台灣訟展，台中

帝門藝術中心聯展，台北

泰國國家美術館聯展－台北現代畫展，泰國曼谷

1993 杜象藝術空間－潛意識的清流型態展，高雄

新展望畫廊6人聯展，台中

新生態藝術環境聯展，台南

1992 2號公寓個展，台北

福華沙龍－紙、藝術展，台北

黃河藝術中心「2號公寓成員聯展」台中

1991 台北市立美術館－公寓展「2號公寓成員聯展」台北

玄門藝術中心聯展，台北

1990 鼎典藝術中心三人展，台北

阿普畫廊聯展，高雄

誠品藝文中心－女性藝術週聯展，台北

1989 2號公寓個展－人體速寫，台北

1987 春之藝廊個展－光影間，台北

楊世芝 Emily S. C. Yang

1949 生於青島

1982-1983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藝術研究所肄業

1976-1979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藝術系畢業

1971 美國紐約國家藝術學院

1970 美國舊金山藝術學院



1986 「中華民國現代繪畫新展望」台北市立美術館

「南台灣新風格展」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中華民國現代青年藝術作品展」美國夏威夷東西文化中心

「國際紙上作品展」巴西Salvador-Vahsa國立現代博物館

1987 「春之三人展」台北春之藝廊

「中華民國現代繪畫展」韓國漢城國立現代博物館

1988 「南台灣新風格雙年展」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中華民國當代美術創作展」美國舊金山埃及博物館

1989 「時代與創新現代美術展」台北市立美術館

1990 個展，台南市立文化中心、高雄阿普畫廊

「當代素描展」台北誠品畫廊

「南台灣新風格雙年展」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1991 個展，台北誠品畫廊、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形上與物性之間─三人展」高雄阿普畫廊

1992 個展，台北伊通公園、台南高高畫廊

「延續與斷裂─宗教、藝術、自然」台北市立美術館

「南台灣新風格雙年展」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新生代的崛起」台中臻品藝術中心

「阿普畫家聯展」台中金石藝廊

「新銳五人展」台北誠品畫廊

1993 個展，高雄阿普畫廊、台北誠品畫廊

「南台灣新文化圖像」台南新生態藝術環境

「流亡與放逐」台北阿普畫廊、台南高高畫廊、高雄阿普畫廊

1994 個展，台北飛元藝術中心

「新心生活藝術館裝置四人展」台南新心生活藝術館

「閱讀台灣美術的10種方法」聯展，台北飛元藝術中心

「閱讀台灣美術的都會性格」聯展，台北玄門藝術中心

「台灣的現代藝術四人展」日本橫濱YCS畫廊

「閱讀台灣美術的10種方法 IX」黃宏德個展 飛元藝術中心 台北

1995 個展，台北伊通公園

1995~96「台灣當代藝術」澳洲巡迴展出

1997 個展，台北誠品畫廊

1999 個展，台南原型藝術中心

1999 「複數元的視野─台灣當代美術」北京中國美術館、高雄山美術館、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2000 個展，台北誠品畫廊

2003 「64種愛的欲言─在SARS漫延的年代」台北伊通公園

2004 「當代水墨與水墨當代」台北市立美術館

「開新─80年代台灣美術發展」台北市立美術館

「景色─楊世芝、顏頂生、黃宏德三人展」台北伊通公園

黃宏德 Huang Hung-teh

1956 生於台南縣

1983 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美術科畢業

1985 獲第十屆雄獅美術新人獎

1986 獲中華民國現代繪畫新展望獎 台北市立美術館

1995 獲李仲生基金會現代繪畫創作獎



1986 中華民國現代繪畫新展望，台北市立美術館

南台灣新風格展，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1987 韓國釜山國際青年雙年展

1988 中華民國現代美術新展望，台北市立美術館

南台灣新風格雙年展，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1989 台北誠品畫廊作品欣賞系列

個展，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1990 個展，高雄阿普畫廊

南台灣1990新風格雙年展，台南、台中、高雄市立文化中心

1991 個展，台北誠品畫廊

1992 南台灣新風格雙年展，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延續與斷裂」主題展，台北市立美術館

1993 個展，台北誠品畫廊

1994 「閱讀台灣美術的十種方法」聯展，台北飛元藝術中心

「閱讀台灣美術的十種方法」之三個展，台北飛元藝術中心

1995 「台灣當代藝術展」澳洲雪梨當代美術館

「傳統與現代台灣當代藝術展」紐約台北新聞中心、高雄市立美術館

1996 「台灣藝術主體性」雙年展，台北市立美術館

1997 個展，台北誠品畫廊

1998 「巴黎今日大師與新秀大展」巴黎愛菲爾布朗麗大展館

1999 「巴黎今日大師與新秀大展」巴黎愛菲爾布朗麗大展館

2001 國立台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

「展山學」國立台南藝術學院

2002 「台南雙年展」台南市立藝術中心

2004 「南台灣當代藝術展」國立台南成功大學藝術中心

「愛之維谷—台灣當代繪畫的迴旋曲式」國立台灣美術館、韓國光州市立美術館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關渡美術館

「景色—楊世芝、顏頂生、黃宏德三人展」台北伊通公園

顏頂生 Yen Ding-san

1960 出生於台灣台南縣將軍鄉

1983 國立藝術專科學校畢業



楊世芝、黃宏德、顏頂生三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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