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造形之美─中部雕塑十家聯展 

展覽介紹 

欣逢本校建校三十四週年暨生活應用大樓落成啟用，藝術中心特邀請居住於

中部地區著名的雕塑藝術家，辦理「造形之美─中部雕塑十家聯展」，同襄盛會。

十家聯展，取其十全十美之義，同時也顯現中部地區雕塑藝術家多樣化的創作風

格。 

由於採用創作的材料多樣，因此，雕塑作品的外在形象各具風格而多樣，可

貴的是，雕塑作品的內涵所透露出的生命力，令人感動不已，因為，每一種材質

均有其原始的生命性，可以是大自然生成的材料，如石頭、或是青銅、甚至罕見

的乾漆，也有科技產物，如不銹鋼、透明樹脂等。在創作主題上，無論是表達人

間無常的感慨，或童年美好的回憶，或追求唯美的造形，都可以讓我們體會到藉

由藝術家精心雕製的作品所呈現，足以表達人們心靈的深處的訊息和反映社會的

脈動。 

此次能順利展出，特別要感謝王水河、史嘉祥、余燈銓、林鴻銘、陳松、

陳慶章、黃映蒲、黃輝雄、謝棟樑、鐘俊雄等十位藝術家提供不同時期的作品參

與此展，尤其是本校的鄰居─雕塑家陳松先生，不僅熱心協助聯繫各位藝術家，

更慨然提供工作室作為學生研習石雕的場所，使得本校在推廣藝術教育上更加順

利。 

 

雕塑家介紹 

陳  松 

 

陳松先生，以最普遍的鵝卵石為素材，表現台灣的本土

文化，作品荷花則歌頌荷花堅忍不拔，出淤泥而不染的精神。 
 

 

簡歷 

‧1945 年生，台中縣沙鹿鎮人 

‧1694 年新竹師範畢業，從李澤藩教授研習水彩 

‧1970 年國立藝專雕塑科第一名畢業，從丘雲教授研習雕塑 

‧1974 年首次個展於台中市美國新聞處 



‧1978 年與謝棟樑聯展於台中市中外畫廊 

‧1984 與簡錦益於台北、桃園、台中、台南、高雄巡迴聯展 

‧作品或台灣省立美術館、台中市立文化中心、台南縣立、市立文化中心、高雄

市中正文化中心、及社會人士普遍收藏。 

‧台中市雕塑學會第二屆理事長 

‧省立美術館門廳美術作品規劃委員及評審委員 

‧台中縣沙鹿鎮農會第十一屆理事 

‧台中縣青溪文藝學會第六、七屆理事長 

現任 

‧中華民國文化推展協會委員 

‧中華民國雕塑學會會員 

‧台中縣美術學會會員 

‧台中市羅莎莉亞國際同際會顧問 

‧葫蘆墩美術研究會會員 

‧台中縣文化基金會雕塑組召集人 

‧道德會台中市分會執行委員 

‧自耕農、從事農業研究 

 

 

 

余 燈 銓 

 

   從孕婦系列、親情系列、到童年系列，反映出余燈銓一連

串的生命展演紀錄。 

   早期的孕婦系列作品表現著孕婦期待新生命的來臨，既緊

張又喜悅的內在心理感受；親情系列則呈現母親對於小孩的

關懷與親子之間的互動；童年系列作品，則表現出記憶中五 0

年代的童年生活經驗，將兒童的天真無邪、旺盛的生命力表露無遺。 

簡歷 

‧台灣省台中縣，1961 年生 

‧全省美展雕塑部免審查資格 

‧南瀛獎雕塑部首獎 

‧獲第二十三屆中興文藝獎章 

‧現任台中市雕塑學會理事長、中華民國雕塑協會理事、南瀛美展及各地美展雕 

  塑部審查委員 

‧作品獲台北市立美術館、國立美術館、高雄市立美術館收藏 

‧從事雕塑二十餘年 

 



謝 棟 樑 

 

大自然中最具生命力的形態莫過於人體，以「人」作為

創作的題材，此次展出的作品，為「無常」系列，呈現多樣

化的材質，如：青銅、不銹鋼、透明樹脂等。運用「殘缺的

手法」，「身體的凹洞」、「肢體的斷續」、「作品的裂痕」等方

式表達，挑戰過去人體雕塑對於結構完整、造形唯美的表現。 

簡歷 

‧1949 年出生於台中縣霧峰變電所 

‧1971 年國立台灣藝專雕塑科畢業 

得獎 

‧1970 年第 33 屆台陽美展國華廣告獎 

‧1971 年第六屆全國美展第二名、第三屆台北市美展第一名、第 34 屆台陽美展

省教育廳獎 

‧1979 年第 34 屆全省美展教育廳獎 

‧1980 年第 35 屆全國美展省政府獎 

‧1981 年第 36 屆全國美展省教育廳獎，並榮獲永久免審查資格。台灣省手工業 

  研究所甄選石雕創作，作品「蔗境」獲獎並陳列園區 

‧1998 年榮獲台灣省文藝作家協會中興文藝獎雕塑類獎章 

個展 

‧1985 年台北市立美術館、台中市立文化中心、台南市立體育館、高雄市立中 

正文化中心、宜蘭縣立文化中心 

‧1989 年台北市國立歷史博物館、台中市台灣省立美術館、高雄市立中正文化

中心 

‧1992 年台中市立文化中心(人體雕塑特展) 

‧1994 年台中市台灣省立美術館、台北市亞帝藝術中心 

‧1995 年台中市漢壁軒藝術中心、台北市火車站藝廊 

‧2001 年台中市文化局大墩藝廊 

‧2001 年台中縣立文化中心、新竹市文化局梅苑畫廊 

 

 

 

史 嘉 祥 

 

    台中市雕塑大展優選、歷史博物館陶藝雙年展典藏獎、

陶藝金陶獎，連三年佳作、入選國展、省展、府城展有我陶

高雄、台中、春稻藝術陶坊 96 個展、台中市立文化中心陶畫

雙展、台中縣立文化中心第十屆藝術家接力展，目前專職陶



漆創作，台灣更生保護會約聘教師。 

簡歷 

‧1964 年生 

‧1998-1989 年有我陶藝展台中、高雄 

‧1992 年應邀歷史博物館「國際陶瓷邀集展」 

‧1994 年應邀行政院文建會「台北國際陶瓷博覽會」 

‧1996 年應邀行政院文建會「生活與陶藝」全國聯展、台中春稻藝術陶坊個展 

  台中市立文化中心畫與陶雙人展 

‧1998 年台中縣立文化中心「藝術家接力展」、陶藝個展並出版專輯「史嘉祥謹 

  告陶漆」、新竹市立文化中心「中日漆藝展」、台中市立文化中心「世界漆藝展」 

‧1999 年台中市雙羨陶藝坊「漆陶展」、桃園中正機場現代陶藝創作展 

‧2000 年日本石川縣「國際漆藝展」、法國巴黎、美國紐約台北藝廊「台灣漆藝 

  展」 

‧2001 年富貴陶園「史嘉祥個展」 

典藏 

台中市政府同雕作品「兩代情」、國立歷史博物館陶藝作品「天旋地轉」、台中縣

立文化中心陶藝作品「山河魂」、日本石川縣漆藝館收藏作品「艷身」、台中縣立

文化中心陶藝作品「浮華」、豐原市公所漆藝作品「一」、「禪心」。 

 

 

 

王 水 河 

 

簡歷 

‧1925 年生於台灣省台中市 

‧1964 年台陽美術學會會員 

‧1986 年中部雕塑學會會員 

‧1988 年台中市雕塑學會第一屆理事長 

‧1989 年省展雕塑部評審委員、省立美術館展品評審委員 

‧1990 年台中市雕塑學會評議委員、中部美術學會評議委員、台中市立文化中

心邀請舉辦首次雕塑油畫展 

‧1996 年省立美術館邀請舉辦第二次雕塑油畫展 

獲獎：                                                  

‧1936 年日本國第六回森永藝術作品募集「二等賞」        

‧1949 年第四屆省展雕塑展主席獎第一名                  

‧1950 年第五屆省展雕塑展主席獎第一名 

‧1952 年台中市美展雕塑第一名、台中市美展油畫第一名 

‧1953 年第八屆省展雕塑展主席獎第三名 



‧1954 年第九屆省展雕塑展主席獎第二名 

‧1955 年第十屆省展雕塑展主席獎第一名 

‧1956 第十一屆省展雕塑展主席獎「特獎」第一名 

‧1957 年第十二屆省展雕塑展文協獎 

‧1958 年第十三屆省展雕塑展主席獎第一名 

‧1959 年第十四屆省展雕塑展主席獎「特獎」第一名 

‧1960 年第十六屆省展雕塑展主席獎「特獎」第一名、第十五屆省展雕塑「無

鑑查」展出 

‧1991 年獲林本源中華文化教育獎 

參展 

‧1964-1995 參加台陽美展展出、省展「邀請作家」展出 

‧1982 台南市千人美展—邀請展出 

‧1983 台北市立美術館開館展—邀請展出 

‧1985 日本國二十一屆亞細亞現代美展—油畫邀請展出、全省美展四十年回顧 

  展—邀請展出 

‧1988 台灣省立美術館開館展—邀請展出、高雄市當代美展—邀請展出 

‧1986-1995 參加台中市雕塑展展出 

‧1991-1995 參加中部美展展出、台中市露天雕塑展—邀請展出、全國美展邀請 

  展出、全省美展五十年回顧展—邀請展出 

 

 

黃 映 蒲 

     

台中市立文化中心展品審查委員第一、二、三、四屆露天雕

塑大展籌備委員、行政院公平交易法委員會全省海報設計大

賽評審委員，東海大學廣告社指導老師；獲選〈宗教與藝術

的傳人〉，榮獲第二十屆中興文藝獎章，1998 年紅塵系列雕塑

創作個展於台中市立文化中心。 

‧ 台灣省彰化縣人，1955 年生 

展覽  1994 台中市立文化中心個展 

1995 台北市立社教館個展 

1996 台南縣佛光美術館個展 

1998 台中市立文化中心個展 

      1998 高雄市立文化中心個展 

1998 台北新光三越紅塵主題個展 

1999 新莊市立文化中心個展 

1999 總統府空間美展特邀展出 

第十任總統、副總統就職—中華當代百家藝術大展。台南成功大學世紀雕



塑邀請展。當代藝術家邀請展。大墩美展邀請展。佛光山美術館邀請展。台中市

新月梧桐雕塑邀請展。東海大學扶輪年會雕塑邀請展。中部雕塑展聯展。台中市

文化局「旅行的水」--裝置藝術實驗創作展。台中市文英館「七月半鴨」裝置藝

術創作展。2000 年總統候選人主題雕塑教學創作展—大家來學作總統。台中市

文英館「台灣面對面」裝置藝術主題創作展。 

典藏 

作品「祭」獲國立藝術館特邀展出並收藏。紅塵(12)高雄市立美術館收藏 

紅塵(27)國立中興大學美術館收藏。佛雨「龍頭觀音」、「悲母觀音」佛光美

術館收藏。佛雨「東 VS 西」靈鷲山世界宗教博物館收藏。 

創作 

1990 日本長崎「旅」博覽會雕塑群像創作。四十五屆台灣省美展文宣主題

雕塑製作。1990 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文宣主題雕塑製作。1990 台灣區運動會

文宣主題雕塑創作。高雄市教師研習中心「大道之理」大浮雕暨「生生不

息」景觀規劃創作。苗栗市苗栗商職「苗」景觀規劃創作。豐原市豐原新

宿「原生」景觀規劃創作。台中縣霧峰國小「融」景觀規劃創作。台中縣

新興國小「欣欣向榮」景觀規劃創作。台中市民俗公園「扭轉乾坤」景觀

規劃創作。台中市文心國小「文心」景觀規劃創作。宜蘭縣中道中學，校

園整體景觀規劃創作。台中市豐樂雕塑公園「紅塵」主題創作。台中市樂

群公園「指揮家」主題創作。著作 

 

 

黃 輝 雄（珮然） 

 

   自然宇宙之浩瀚偉大，社會族群之融合，生命文化之源遠

流長，此乃藝術創作者時常思索的對象，經由細心觀察自然

形象的律動與變化，加上人性思維與新靈感受，揉合對世間

萬物與生活環境的關懷，再藉自身品格與專業的素養，運用

各種媒材與造形，表達內心無形的感覺與觀念，在多次元的空間裡，作多元化的

創作。 

‧台灣彰化，1941 年生 

‧1970 年逢甲大學畢業 

獲獎 

‧1984-93 年，獲全國美展、全省美展、台北市美展、台陽展、南瀛展、中部雕

塑大展及台中市露天雕塑大獎等獎賞 

‧1985、57.、89 年入選中華民國現代雕塑特展（北美館雙年展） 

‧1991 年臺灣省手工業研究所傑出石雕創作獎第一名 

‧1993 年入選行政院文建會「禮運大同篇」石雕作品 



‧1995 年台中市露天雕塑大獎講座甄選創作首獎 

個/聯展 

‧1985 年中華民國當代美術大展 

‧1994 年台中露天雕塑邀請展 

‧1995 年彰化縣立文化中心雕塑個展 

‧1996 年台中市立文化中心雕塑個展 

‧1998 年國立成功大學世紀黎明校園雕塑大展 

‧1999 年台中縣立文化中心「黃輝雄＇99 雕塑展」 

‧1999 年紐約、巴黎「中國春節十二生肖展」 

‧2000 年總統府龍年特展 

現任 

‧台中市雕塑協會常務理事 

典藏 

‧高雄市立美術館（木雕作品：大地）、國立台灣工藝研究所（石雕作品：融）、

台中市政府（青銅作品：和諧）、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青銅作品：十二生肖）、

國立成功大學（青銅作品：擎） 

 

 

 

陳 慶 章 

 

    手工藝研究班第一期畢業、中部美術協會會員、台灣省

展優選、日本德島雕塑大展入選、台中市雕塑學會前常務理

事、中華民國雕塑學會會員、大台中美術會會員、第一、二

屆大墩美展被邀請參展、作品秀秀之美被台中市政府豐樂公

園收藏。 

簡歷 

‧1933 出生於南投縣草屯鎮 

‧1940 進入學校接受日本教育 

‧1948 進入社會就業 

‧1953-1954  進入草屯鎮手工研究班陶瓷組學習，跟隨顏水龍先生學習油畫 

‧1955 認識陳夏雨先生，嘗試雕塑，並接受陳老師指導 

‧1956 以雕塑作品參加第 14 屆台灣省斬獲得入選 

‧1959 結婚、遷居台中市、進入仁愛之家服務 

‧1958-1960  以雕塑參加中部美術展覽連續三年特選第一名 

‧1961 獲推薦成為中部美術協會會員 

‧1985 福華沙龍舉辦『風花雪月五人展』 

‧1992 參觀日本東京“河合塾美術研究所＂ 



‧1993 應邀參加日本德島『`93OUR 德島雕刻大賞』 

全省美展(第 48 屆)雕塑部優選 

‧1993-1995 獲邀參與台中市雕塑露天大展展出 

‧1994 設立『陳慶章藝術工作室』 

‧1994-1995 以油畫參與第 2 屆之大台中美展展出 

‧1996-1997 亞太基督聯盟學院聘任美術系副教授 

‧1996-1998 獲邀參與大墩美展第 1-3 屆展出 

‧1997 秀秀之美』獲台中市政府豐樂公園典藏 

‧1998 獲台中市政府表揚資深優秀美術家 

‧2000 獲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頒發資深文化人獎 

       參加中市政府舉辦『中市當代藝術家聯展』獲推展文化建設貢獻紀念獎 

 

 

 

鐘 俊 雄 

 

    以生鏽與彩色光華的鐵雕之對比表現現代台灣多元化之

生活現況與困境。當台灣人享受高科技高水準物質生活之同

時，也產生環境污染、人際疏離、內心挫控寂寞等困擾。生

鏽的斑駁、多彩色的烤漆正表現出物質與精神、光明與黑暗、

快樂與痛苦的對比。 

簡歷 

‧1939 年 出生於台灣省台中市 

‧1957 年 入彰化李仲生畫會 

‧1964 年 參加東方畫會、現代版畫會，從事油畫、版畫、水墨、雕塑等多種 

  作 

‧1967 年 第一次個展於輔仁大學圖書館並為理學院神父餐廳製作大型壁畫 

‧1967 年 加入中華民國雕塑協會 

 美國新海芬市主辦中華民國現代繪畫美國巡迴展 

 美國康乃狄克州中國現代繪畫聯展 

‧1972 年 義大利中國當代畫家聯展 

‧1975 年 菲律賓路茲畫廊中國當代畫家聯展 

‧1981 年 東方畫會、五月畫會二十五週年聯展 

‧1982 年 台南市千人美展 

  以陳庭詩為首與黃潤色、梁奕焚、詹學富、程延平、陳幸婉等人組織現代眼 

   畫會，為中部地區第一個現代繪畫團體 

‧1986 年 台北市立美術館中國現代繪畫回顧展、香港藝術中心台北現代畫家聯

展 



‧1987 年 國立歷史博物館中國現代繪畫新貌展 

‧1988 年 省立美術館開館 

‧1982—1990 年 現代眼聯展 

‧1991 年 台北帝門畫廊個展 

‧現為專業畫家、兒童畫家、李仲生現代藝術基金會董事、現代眼畫會、中華 

  國現代畫學會、中部美術協會、中部雕塑協會會員、台中民俗文化園區諮詢委 

  員。 

 

 

林 鴻 銘 

    國立台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碩士，作品曾個展於縣、市文化中心，台

北美國新聞處文化中心、台灣省立美術館、台北市立美術館，曾獲 1996 年台北

獎。 

 台灣省彰化縣，1956 年 

學歷 

‧1969 彰化市中山國小畢業 

‧1972 彰化市彰安國中畢業 

‧1975 彰化市彰化高商商業設計科畢 

‧1990 台中市國立台中商業專科學校畢 

‧2001 國立台南藝術學院造型研究所碩士 

個展 

‧1969 個展於台中市立文化中心 

‧1988 個展於台北美國文化中心 

‧1989 個展於台中市立文化中心、彰化縣立文化中心 

‧1991 個展於台南縣立文化中心、台中市立文化中心、彰化縣立文化中心、新

竹中華工學院 

‧1993 個展於台灣省立美術館、彰化鴻銘畫廊、個展於台中新展望畫廊、高雄

潮汐藝術鞍部、台北市立美術館。 

‧1994 個展於高雄市立中正文化中心 

‧1995 個展於台中市立文化中心 

‧1996 個展於永靖永興國小。個展於台北中銘畫廊 

‧1997 個展於彰化縣立文化中心 

‧1998 個展於國立台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  入學考試 

‧1999 個展於研究所工作室 

‧2000 個展於台中臻品畫廊 

‧2001 個展於彰化文化局、社區文化博覽會、個展於高雄福華畫廊 

 



作品欣賞 

痕  王水河 1987 

乾漆  60*27*22cm 

 

 

 

 

 

禪心 史嘉祥 2001 

72*62*34cm 

 

 

 

 

 

嬉  余燈銓 1992 

青銅  30*25*26cm 

 

 



對話  林鴻銘 2001 

紙板 木頭 漆  8*50*21cm 

 

 

 

 

 

 

 

 

 

荷花(一)  陳松 2001 

石雕  20*15*60cm 

 

 

 

 

 

 

 

 

 

佛  陳慶章 1984 

石雕  35*27*12cm 

 

 

 

 

 

 

 

 



禪  黃映蒲 1993 

銅  32*12*10cm 

 

 

 

 

 

 

 

 

我空   謝棟樑 2001 

透明樹脂  86*31*26cm 

 

 

 

 

 

 

 

 

 

燕子你要叨去(一) 鐘俊雄 2000 

鐵雕 噴漆  97*21*32cm 
 

 

 



圓的組體 黃輝雄 1998 

青銅  16*17*33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