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EFACE

藝術是文化的延伸，也是生活不可缺乏的元素。而彰化人文薈萃，蘊藏許多優

秀的藝術家。文化局自民國 83年起開辦的彰化縣美術家接力展，透過縣籍藝術家
的接力展覽，讓藝術創作得以延續、茁壯，體現彰化豐厚的文化軟實力，也藉由展

覽讓民眾親近、體會藝術所帶來的共鳴與感動。

    彰化縣美術家接力展自開辦以來，人才輩出，堪稱棒棒精彩，截至 108年底，
已傳遞至 100棒，為了凝聚在地豐碩的藝術能量，展現跨時代的藝術饗宴，文化局
匯集這一百位創作者的精湛作品，用心辦理「彰化縣美術家接力展百棒聯展」，期

許寫下在地藝術史珍貴的一頁，也讓彰化藝文發展永續延綿。

    彰化即將迎接建縣 300年，相信透過本次展覽，將有更多精彩的藝術生命被
看見，讓彰化的藝術思潮及文化欣力得以接棒、延續、傳承。此專輯付梓之際，謹

綴數語，以為之序。

縣長序

彰化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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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文化局局長

對美的喜愛是品味，而美的創造是藝術。彰化縣文化局肩負文化傳承與推動的

使命，透過舉辦彰化縣美術家接力展，不斷激發彰化的藝文能量，自 83年開辦以
來，至今已經 27年了，若換算成人類的生長週期來看，可說是風華正盛之時。

彰化縣美術家接力展囊括各年齡層、各類型之藝術家，從一開始推薦邀請優秀

的縣籍藝術家參展，到後來發展為徵件評選，入選者由文化局安排展出並編印作品

專輯，至 108年底已累積 100棒，其不僅展現彰化在不同藝術領域的耕耘成果，
更將彰化的優秀藝術家推展至各地，帶動藝術交流的風潮。

土地滋養生命、孕育文化，藝術家則以創作回應這塊土地。為了完整呈現彰化

深蘊的文化內涵，文化局特別規劃接力展百棒聯展，這些藝術家大多出生於彰化，

或於彰化設籍工作、教學、創作達 6年以上，創辦接力展以來，也為彰化挖掘不少
優秀旅外的藝術家回鄉展出，活絡縣內豐沛的藝術能量。

「藝百風華」集結這 100位藝術家在藝術領域風華正盛的創作軌跡，作品涵蓋
水墨膠彩類 23位、油畫水彩類 32位、立體工藝類 16位、書法篆刻類 13位、攝
影類 12位、綜合媒材及裝置藝術 4位。在籌畫過程中，因部分藝術家未居住在彰
化或已逝世 (11位 )，增加聯繫上的困難，加上地點分散台灣北中南各縣市，在收
件上更添複雜，然這項艱鉅的任務，亦代表我們肩負的責任，在此特別感謝這 100
位藝術家及其家人協助本次展覽的策辦，祈藉此展覽蒐集、建立百棒臉譜，紀錄彰

化藝術思潮的演變歷程與傳承，並與各界共同見證彰化豐富多彩的藝術之美。適值

本專輯印行，謹綴數語為序。

PREFACE

局長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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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躍圖 49.5×49.5cm 1971 膠彩

第 01 棒

余德煌�

余德煌（1914-1996），彰化縣北斗鎮人，日本東京美術學校畢業，作品入選日本帝展、台展、台陽展，為本縣專事膠

彩畫最早的畫家。早年師從呂鐵州習膠彩、肖像和裱畫，畫作取材廣泛，結構嚴謹，線條厚實，挺勁有力。設色典雅清麗，

形象勻淨莊嚴；暈染細膩古雅，講究質感彩度；筆意簡約含蓄，具視覺律動感。晚年用色趨於樸實鮮活，工筆寫意並蓄。

畫風一貫親切優雅、恬淡任真，形神互見，具高度藝術感染力與辨識度。晚年仍創作不輟，並投入攝影藝術工作，開設

白光照相館 50餘年。子女與孫輩多人承繼藝業，從事藝術創作、設計、收藏與教育相關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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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思樹林 79×109.5cm 1984 水彩

第 02 棒

張煥彩�

張煥彩（1930-2009），彰化縣員林人。自幼喜愛繪畫，小學曾跟隨擅長寫實畫風的張春波習畫；就讀國立台灣

師範大學，受業於廖繼春、馬白水等教授。馬白水特別稱讚張煥彩對於「樹」的表現。受日本畫家石川欽一郎及

藍蔭鼎水彩畫風格影響，擔任美術教師，打開員林美術風氣，人稱田園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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鯨喜 31×26×15cm 2018 立體工藝

第 03 棒

黃輝雄�

黃輝雄（1941）彰化人，逢甲大

學畢業。自 1980年代開始創作， 

1991年獲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傑

出石雕創作獎首獎、1993年入選

行政院文建會「禮運大同篇」石

雕作品、1995年臺中市「露天雕

塑大展」獎座甄選創作首獎等，

40年來創作不輟，執台灣現代雕

塑牛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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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聲裡是吾家 136×60.5cm 書法

第 04 棒

歐陽錦華�

歐陽錦華（1924-2012），是鹿港

傑出書法家，曾任監察院長秘書、

彰化國中及鹿港國中主任等要職，

閒暇時浸淫書藝，為彰化縣資深

優秀書法家。作品數量眾多，所

書寫的匾牌、對聯，亦可見於鹿

港天后宮、龍山寺及文武廟等重

要廟宇，藝術光華受到大眾所推

崇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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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林溪 10F 1990 油彩

第 05 棒

洪遜賢�

洪遜賢（1935-2013），彰化二林

人，生於書香世家，從小耳濡目染，

畢業於台中師範學校，於啟蒙老師

呂佛庭學習國畫。後至師範大學美

術系就讀，開始研習西畫，受油畫

大師廖繼春、國畫大師溥儒、黃君

璧、林玉山，及水彩大師馬白水、

李澤藩之啟發。作品曾獲日本第 29

回大洋展特賞獎、1994年國際 IFA

美展秀作賞獎。退休後仍致力投入

創作，參加日、美、澳、韓等文化

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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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色天香 120×59cm 1997 水墨

第 06 棒

李孟雲�

李孟雲（1928），集國劇與國畫

二種傳統國粹專長於一身，從年

輕時即對唱戲與繪畫擁有濃厚的

興趣，以致同時獲得書畫家與演

藝家的美名，其舉手投足間皆顯

出中國仕女的韻味。曾任教於民

生國小，經蔣振興、林進忠、程

雪亞等畫家指導，退休後專事畫

藝。曾獲日本交流展第 1名、韓

國教育部文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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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亭詩 135.5×69.5cm 書法

第 07 棒

吳東源�

吳東源（1928-2020），世居鹿港，

詩書畫三絕，早歲屢獲獎於全省美

展、鯤島美展等，第 3屆全省國語

文競賽書法類社會組第一名，除受

邀到各地展覽外，也擔任各類書法

比賽評審及書法協會顧問，對書法

藝術之傳承不遺餘力，門生遍及各

地。在書法界地位崇高，作品行雲

流水帶詩意，是墨寶中的墨寶，國

定古蹟龍山寺等也都有其墨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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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大佛 50F 2005 油畫

第 08 棒

林俊寅�

林俊寅（1940），出生於彰化縣線西鄉的書香世家。國立台灣師大美術系畢業，曾任兩屆彰化縣美術學會理事長，

現任中部水彩畫會會長。曾在日本國際美展、全省教師與公教美展獲獎，連續 7年入圍法國藝術家沙龍，多次榮

獲彰化縣油畫水彩類比賽之特優獎項，更入編世界華人藝術家成就博覽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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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 30F 2019 油畫

第 09 棒

郭煥材�

郭煥材（1936），生於鹿港，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從事西畫、水墨畫創作，擔任彰化縣美術學會評議委員，

個展 8次，國內外聯展數百次，現為東南美術會、西北美術會、彰化縣青溪新文藝學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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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襪子 攝影

第 10 棒

許蒼澤�

許蒼澤（1930-2006），彰化縣鹿

港人。16歲時接觸玻璃底片相機，

他父親是鹿港的名醫許讀，一家都

熱愛攝影，以相機記錄早期的鹿港

廟會、市井攤販，1962年獲《日本

Camera雜誌》彩色部月例賽年度

第一位獎暨優秀作家獎，是第一位

獲此獎的台灣人，1999年獲中興文

藝獎章攝影獎。以紀實攝影為主，

擅長「街頭即拍」（snap），保存

大量常民生活影像。

18



 夜曲 77.5*56cm  1998 複合媒材

第 11 棒

黃良臣�

黃良臣（1943），彰化市人。國立

台灣藝專美術科畢業，國中專任美

術教師執教 35年退休。為中華民

國雕塑學會創會會員、彰化縣美術

學會創會會員，現任彰化縣美術學

會常務理事。作品曾獲第 21屆全

省美展雕塑部第三名、第 30屆台

陽美展雕塑部第二名、第 48屆全

省美展雕塑部第二名。作品「思」

獲國美館典藏；西畫「聖域」獲佛

光山佛陀紀念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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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緻景色中的美女 30F 油畫

第 12 棒

李克全�

李克全（1920-2011），出生於彰

化醫生世家，從小獨鍾於繪畫，

日本東京文化學院美術系畢業，

作品獲日本全展 25屆秀英賞、省

展特選、扶輪社獎。在民風保守

的年代，推廣提倡人體畫，有完

整且大量的人體及美女題材作品，

於 1968年在台中市創辦人體畫

會。其人體畫作線條柔和、色調

淡雅，多以台灣風景或生活化背

景為題材，呈現台灣本土的氣息。

畫中低頭不語沉默的女士一如那

個年代沉默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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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鄉月色 64×96.5cm 1987 水墨

第 13 棒

楊慧龍�

楊慧龍（1924-1997），江蘇正則藝專畢業，任教彰化高商，創立彰化縣教師聯誼會與彰化縣美術學會。自創「搨

紙拓墨法」，是一種特殊的國畫技法。先揉紙然後以乾筆拓墨，再依勢造形，勾劃黑染以構成完整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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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嶂巍巍 69×136.5cm 水墨

第 14 棒

蔣振興�

蔣振興（1924-2009），曾任省立大甲、彰化高中美術教師。師事傅狷夫、呂佛庭，並從王王孫教授習書法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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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色 50P 1991 油畫

第 15 棒

丁國富�

丁國富（1940），彰化縣鹿港鎮人，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並在精誠中學擔任美術老師，2001年退休，退

休後仍繼續創作，也在鹿港文開詩社教繪畫，是國內知名的油畫畫家，作品於 1993年獲日本大洋展特賞展。曾兼

任雜誌美術設計編輯，現為鹿港民俗文物館顧問、鹿港文教基金會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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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港龍山寺 73.5×103cm 2019 水彩

第 16 棒

施南生�

施南生（1941），彰化縣鹿港鎮人，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師承林玉山、馬白水、廖繼春、李澤藩，受日本

水彩畫家不破章對台灣風物的洞察力與表現手法，影響其創作風格。曾任明倫國中、鹿港高中、員林家商美術教

師，曾獲師鐸獎及文化盃西畫組金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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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 133×54.5cm 2019

第 17 棒

洪文黎�

洪文黎（1950），彰化市人，彰化

市泰和國小校長退休，彰化縣書法

學會創會理事長，作品曾獲教育部

文藝創作獎、全省公教美展第2名，

個展、聯展多次，擔任各縣市書法

講座評審、廣東韓山師範學院書法

客座教授。

25



鄉居憶舊-割稻 74.5×75.5cm 2002 水墨

第 18 棒

蕭榮府�

蕭榮府（1941），出生於彰化縣社頭鄉農家，初習國畫以老師畫稿為本，繼而研究古法、書法並師自然。從事

書畫研究創作達六十年之久。曾獲第 5屆全國美展金尊獎，代表中華民國參加韓國主辦第 2屆世界美術教育展、

1988年東京亞細亞美展特選、中部美展第一名、鯤島美展第一名等，於 2006年榮獲台中市資深優秀美術家表揚。

26



大坡福德 30F 2016 膠彩

第 19 棒

曾得標�

曾得標（1942），彰化市人，師承林之助，擅長描繪生長的土地，在表現本土色彩時，更融入華夏藝術觀的美感

特色，以留白行氣的概念，突顯畫中的景物，營造氣韻生動的氛圍。僅記恩師要他畫最醜的畫，反而開拓其獨具

特色的畫風。創作之外，多年擔任膠彩畫教師作育英才，編著《膠彩畫藝術 -入門與創作》一書，對膠彩藝術的

推廣不遺餘力。曾任台灣全省美展、全國美展等評審委員。

27



76號快速道路7年 130×59cm 2000前後7年，2016再補2張空拍 攝影

第 20 棒

江村雄�

江村雄（1940），彰化縣員林市人，中州科技大學駐校藝術家兼客座副教授，連續二十多年榮獲國際攝影十傑，

在 2012年榮獲世界排名雙料第一。榮獲國內攝影界諸多崇高獎項：如第 2屆中華藝術攝影家學會頒贈終身成就獎、

第 6屆全國美展攝影類第 1名、第 32屆中國文藝獎章藝術攝影獎、第 12屆中興文藝獎章等。為國際影像工作室

主持人、員林社區大學攝影課程講師、大葉大學映像社團指導老師、彰化縣攝影學會顧問。

28



王功夕陽 20F 2018 綜合媒材

第 21 棒

蘇能雄�

蘇能雄（1940），彰化市人，國立台灣藝專畢業，彰安國中美術老師退休，擅長油畫水彩，現為中部水彩畫會會員、

彰化縣美術學會理事、常務監事。作品曾獲全省美展、省鯤島畫展第 2名。

29



家偶 80F 1990 膠彩

第 22 棒

趙宗冠�

趙宗冠（1935），彰化秀水鄉人，

中山醫學院畢業，赴日本慶應大

學與東邦大學進修榮獲博士學位。

因熱愛繪畫，先後跟隨呂佛庭、

王北岳等習畫，曾入選台灣省中

部美展，省展第 1、2、2名，全

國油畫展、台陽展等，並獲日本

亞細亞美展銅牌獎、IFA特選金牌

獎、IMA特選獎及韓國奧運美展

特別獎，入選法國秋季沙龍、藝

術家沙龍，並在巴黎大皇宮展出。

30



自作詩〈鳳凰花〉 
135×67cm 2019 書法

第 23 棒

李憲專�

李憲專 (1954)，臺灣彰化人，明道大學

國學研究所博士。現任明道大學中國文

學學系助理教授。作品曾獲第 50屆台灣

省美展第 1名 (1995)，高雄市美展第 12

屆第 1名 (1995)。2002至 2003年曾任

彰化縣書法學會第五屆理事長。2002年

獲彰化縣文化局邀請「彰化縣美術家接

力展第 23棒 -李憲專壬午書法展」。曾

任全省美展、磺溪美展、磺溪接力展、

全國國語文競賽、全國學生美展、中部

美展、宜蘭縣美展、雲林縣美展等評審

委員。2007年獲頒第 14屆全球中華文

化藝術薪傳獎。創組彰化縣游藝雅集書

學會，指導志道、據德、依仁、心龢、

三分、懷樸、至善、花壇、道周等書

藝會。作品曾獲國立台灣美術館、高雄

市立美術館收藏。著有《馬王堆帛書醫

書卷書法研究》(2019)、《歐陽脩《集

古錄跋尾》所記金石碑帖書法之研究》

(2018)、《簡帛書千字文》(2003)、作

品集七冊 (1996、2001、2002、2006、

2012、2019二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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鷹揚八卦 119.5×237cm 2000 水墨

第 24 棒

林煒鎮�

林煒鎮（1939），彰化縣福興鄉人，台師大美術系畢業，精擅中西繪畫理論與技巧，經歷資深，個展聯展多次且

獲獎無數，應邀參加日本亞細亞現代美展、中日水墨畫家聯展。曾獲行政院文建會「資深文化人」獎、2012年磺

溪貢獻獎，台中藝術家俱樂部會長，曾任彰化縣美術學會第 4、7、8屆理事長及各大美展評審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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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韻風情 
52×38×24cm 2019 樟木

第 25 棒

黃媽慶�

黃媽慶（1952），彰化縣鹿港鎮人，

師承木雕家王錦宣先生，曾獲第 5

屆民俗工藝獎、第 22屆中興文藝

獎、台灣工藝之家、拓展文教基金

會董事，曾任彰化縣藝術家學會常

務理事等。其木雕藝品獨樹一格，

不僅保留傳統木雕技藝之精髓，更

將萬物自然之道融於雕刻，呈現出

他師法自然的核心理念 ，作品受到

公私立美術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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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名景-扇形車庫 36.5×51cm 2019 水彩

第 26 棒

粘信敏�

粘信敏（1965），彰化縣鹿港鎮人，新竹師範專科學校畢業，擅長水彩、油畫、風景攝影，師承簡嘉助。曾獲第

20屆臺北市美展首獎、全省公教美展水彩專業組首獎、第 14屆全國美展水彩類第 3名、連續 3年獲高雄市美展

首獎並獲永久免審查、第 52屆全省美展水彩類金牌獎；2002-2003年分別獲 IFA國際美展會長特別賞及日本產經

新聞賞；2008年 IFA國藝術公募展水彩畫特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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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仙境 51×76cm 2018 攝影

第 27 棒

林躍堂�

林躍堂（1947），彰化市人，彰師大附工組長退休，17歲開始接觸照相機，作品多次獲攝影公開賽金牌獎。曾任

彰化縣攝影學會理事長及中國攝影團體聯誼會活動總幹事、萬象攝影研究社指導老師、彰化縣攝影學會顧問。出

版《漢寶家園》、《烏溪的交響樂章》、《康原的故鄉 -漢寶》、《卦山多彩》等攝影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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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 50F 2019 油彩

第 28 棒

許輝煌�

許輝煌（1937），彰化縣鹿港鎮人，美術教師 37年退休，71歲攻讀大葉大學研究所，以第一名成績畢業並獲傑

出校友殊榮，目前擔任大葉大學榮譽教授。作品曾獲中部美展第 1名、鯤島畫展第 1名、日本形像派畫展名古屋

市長獎、2001年獲文建會文馨獎、1996-2004年連續入選法國藝術沙龍 10次，是第一位以水墨抽象畫入選的台

灣人。畫風中西融合，也是將水墨畫在油畫布上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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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神賦 8×8×44cm 立體工藝

第 29 棒

林��凌�

林凌（1937），從外島服役期間

的水墨書法創作領悟，進而發展

到後來的立體鐵雕創作。作品獲

日本書道院國際書道展準特選展

於京都美術館、15屆南瀛美展雕

塑類入選、56屆全省美展雕塑類

優選、57屆全省美展雕塑類優選、

58屆全省美展工藝類入選、2004

全國木雕創作複合媒材類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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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夜登高 62×91cm 2015 水墨膠彩

第 30 棒

鄭福成�

鄭福成（1954），彰化縣二水鄉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國立臺灣師大暑美研所結業。國立臺灣北斗

家商廣設科退休。生長在依山傍水的典型臺灣農庄，對大自然的熱愛，是後來藝術家鍾情於山水間的重要養分。

作品結合水墨、壓克力與油彩，跳脫傳統繪畫的框架，重新演譯東西方繪畫結合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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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泉無源增世美 61×51cm 2015 攝影

第 31 棒

李健民�

李健民（1959），彰化縣藝術家學會會員，曾任萬象攝影研究社社長，作品曾獲中部美展及南瀛美展第 2、3名

及入選、全國攝影團體聯賽金牌獎、彰化影展銀牌獎、高雄影展銀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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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10 172×60×15cm 2017 複合媒材

第 33 棒

施性輝�

施性輝（1963），彰化縣鹿港鎮人，以窯燒、陶藝創作、兒童美術教學，將古鎮情懷、生命哲學融入創作，以

陶藝結合金屬、鐵皮、烤漆板等媒材。榮獲民族工藝獎、北市美展、工藝設計獎、全省美展、金陶獎、南瀛獎、

日本國際陶瓷美濃獎、陶藝雙年展等大獎、1986年成立小斗笠陶藝美術工作室、1987年開始研燒鹿港燒作品、

1996年研製金滴釉成功、1997年成立鹿港燒陶藝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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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螺溪石雕刻-龍 
108.5×77.5cm 2019 蠟筆

第 34 棒

林鴻銘�

林鴻銘（1956），國立台南藝術

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碩士，現任

彰化縣美術協會第 13屆理事長，

擅長油畫及雕塑創作，早年曾跟

隨抽象大師李仲生學習，作品以

超現實表現主義形式為主。曾入

選省展、全國美展、全國油畫展、

高雄市美展、第 23屆台北市美展

台北獎 (平面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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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花開時 50F 2019 油畫

第 35 棒

柯榮豐�

柯榮豐（1958），彰化縣鹿港鎮

人。台中師專畢業，以油畫為主要

媒材創作，畫面著重明暗對比、色

塊構成，創作取材廣泛，作品曾獲

中部美展第一名、全省美展油畫第

二名、省公教美展油畫專業組第一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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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憶像 24吋 2019 攝影

第 36 棒

黃進興�

黃進興（1957），彰化縣鹿港鎮人。自民國 71年開始接觸攝影，攝影題材以民俗慶典，迎神賽會等專題為主，

受到濃厚的地方民俗文化薰陶。曾任鹿港生活攝影學會第 8屆理事長，多次個展、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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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蒂綿綿 48×45×13cm 石雕

第 37 棒

董英豊�

董英豊（1953-2007），彰化縣二水�人。熱愛硯雕藝術創作，創作題材以荷花為主，表達其人文思想。1999年榮

獲第 7屆全球文化藝術薪傳獎，與同好共同籌組彰化縣螺溪石硯雕刻協會，並獲選擔任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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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 
26×18×62cm 2005 青銅

第 38 棒

陳定宏�

陳定宏（1962），擅長人體創作

題材，將生命中的情與愛，運用

體態的變化、曲線的變動，詮釋

不同層次的情感。透過手抹與工

具刮刷的肌理層次，呈現玲瓏又

飽滿的寫意美感。教學與創作持

續不斷，曾任台中市雕塑學會理

事長，舉辦多次個展與聯展。作

品曾獲全國美展佳作、台中露天

雕塑大展優選獎等肯定，並榮獲

台中市政府、印度萬豪酒店、法

國巴黎知名室內設計師 Gerard 

Favire 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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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露 80F 2008 膠彩

第 39 棒

王友聖�

王友聖（1975），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畢，現從事教職。作品曾獲第 1屆、第 4屆磺溪美展磺溪獎、第

16屆南瀛美展南瀛獎、第 7屆大墩美展第 3名，曾任 2006年南瀛藝術獎視覺藝術類新秀獎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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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板橋道情詩 
136.5×33.5cm 書法

第 40 棒

吳肇昌�

吳肇昌（1958），彰化縣鹿港鎮

人，幼承其父吳東源先生之學，

開啟對書法的熱愛，作品數見於

各公辦美展。文化大學中文系畢

業後，曾任中學國文教師、彰化

縣鹿江詩畫學會理事長，並創組

半缸書會，前彰化縣書法學會理

事長，現經營益文齋，從事詩書

藝術之推廣、研習與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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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的韻律 
135×126×21cm 2019 鐵材

第 42 棒

黃步青�

黃步青（1948），現任國立成功大

學建築系副教授。台灣師範大學美

術系畢業，法國巴黎大學造形藝術

碩士。擅長使用水、木、草、鐵等

原生材料做創作媒材，在多元創作

形式上呈現神秘的宗教情懷。1999

年受邀以「野宴」代表台灣參加威

尼斯雙年展，2000年應邀參加上海

國際藝術雙年展，以及法國巴黎國

際藝術村的「台灣當代藝術顯影」

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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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媽愛潦溪 60×40cm 2018 攝影

第 43 棒

趙守彥�

趙守彥（1960），彰化縣鹿港鎮人。台灣攝影學會博學會士、台北攝影學會博學會士、台中攝影學會博學會士、

彰化攝影學會博學會士、中華藝術攝影家學會高級會士。並獲第六屆郎靜山攝影紀念獎等獎項。走遍全台，用相

機認識台灣已登錄的有形與無形的文化資產，已有二萬張照片全部無償提供給政府與非營利機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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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 100F 2016 壓克力彩、畫布

第 44 棒

黃圻文�

黃圻文（1960），東海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臺中 20號倉庫第 2屆、第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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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專事創作及寫作。1986年獲臺北市立美

術館中華民國水墨抽象展優選獎。結合書法、音樂、舞蹈多元藝術首創搖滾墨書，其另一大型藝術創作行動潑彩

代表作「搖滾繪畫」〈紋化城�瘋畫城 (A)〉為國立臺灣交響樂團永久典藏。2015年受邀代表臺灣參加第 13屆德

國科隆 ART. FAIR國際藝術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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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驛站 56×74.5cm 2005 水彩

第 45 棒

許德能�

許德能（1956-2010），彰化縣秀水鄉人。曾榮獲 2004年法國藝術家沙龍銅牌獎，作品開化寺榮獲 2005年法國

藝術家沙龍銀牌大獎，是台灣第一位非科班出身、沒有師承的獲獎者，也讓激動派畫家名號躍上國際，2007年法

國水彩素描沙龍展邀請展出水彩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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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錦鯉) 30F 1988 油畫

第 46 棒

吳秋波�

吳秋波（1925-2013），彰化縣二林鎮人。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美教系教授退休。

師承廖繼春、張義雄，曾榮獲日本 IFA國際美展特選金牌獎、中興文藝獎章金牌獎等殊榮。作品強調內在的精神

與人性的主觀意念，特別注重畫面中色彩與光影的表現，使用畫刀作畫，讓斑駁的色塊顯得活潑多變化，因此更

能呈現出藝術家豐富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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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遊詩 153.5×52.5cm 2017 書法

第 47 棒

林俊臣�

林俊臣（1974），連續 3次前 3

名的佳績獲得全國美展的免審查

資格外，更取得第 1屆的中山青

年藝術獎中山獎，3省展 (篆刻 )、

中部美展、磺溪美展、明宗獎等

首獎肯定。是國內青壯輩書法家

中，少數學術與創作資歷都相當

完整的一位書法家。在學術上曾

獲德國、捷克、日本、中國大陸

等地學術機構邀請前往演講、發

表學術論文，近幾年來更是海峽

兩岸學界熟知的書法學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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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天同慶 16×24cm 2011 攝影

第 48 棒

黃國士�

黃國士（1955），彰化縣溪湖鎮人。作品獲第 25屆國際影展最佳自然生態自然組首獎、美國攝影學會國際沙龍

比賽自然幻燈片組 2006最優自然金牌獎 (台灣第 1位獲此殊榮者 )、美國攝影學會 2006年攝影名人排行榜、自然

組海外首 10傑之第 5傑、2007年又蟬聯世界 10傑之第 6名等大獎。2013年通過國際攝影藝術聯盟的「金牌級

卓越攝影師」認證。曾任彰化縣攝影學會影展主席、常務理事以及多項攝影學會比賽評審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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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性系列-I 
43×16×51cm 2017 陶藝

第 49 棒

洪維彬�

洪維彬（1970），彰化縣芬園鄉

人。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美術學系

碩士班畢業，現任台中市霧峰國

小教師、彰化縣陶藝學會理事等。

獲得亞洲工藝獎獎勵賞、磺溪美

展立體工藝類磺溪獎、玉山美術

獎陶藝類首獎。

55



童年故事 95×179cm 2006 水墨

第 50 棒

鄭寶對�

鄭寶對（1949），彰化市人，熱愛文學，曾以筆名鄭沙苑寫作。2001年接觸水墨畫，師事莊連東、林清境、何木

火，作品曾獲 2003年第 8屆台中市大墩美展優選、2007、2008、2010年屏東美展優選、2007年第 11屆嘉義市

桃城美展首獎、玉山獎獲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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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八景 43×110cm 2010-2020 印石

第 51 棒

黃書墩�

黃書墩（1954），彰化縣鹿港鎮人，字子圻，號鹿甫。臺灣省全省美展篆刻類永久免審查資格，全球中華文化藝

術薪傳獎，美國休士頓世界重要薪傳獎，入編一代名家中國藝術名家成就專輯、中國印學年鑑名人傳。曾任全省

美展、南瀛獎、磺溪獎等各大美展評審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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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2 棒

蕭明輝�

蕭明輝（1967），彰化縣田中鎮人，

現任彰化縣三潭國小校長、員青藝

術協會理事長，擅長人物創作，作

品曾獲大墩、玉山、磺溪、台陽、

帝寶等美展獎項，並受邀參加新加

坡、香港、四川、北京、上海及紐

約曼哈頓大使館等國際藝術交流

展，更在國內各文化中心及藝廊個

展多次。

生命之舞 
132×66.5cm 2019 水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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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 100F 2007 油畫

第 53 棒

陳振農�

陳振農（1942），彰化縣鹿港鎮人。國立藝專美術工藝科畢業，1966至 1971年任教於鹿港中學，1971至 1986

年擔任信成家具廠經理，1986年起專職作畫。受業於陳貴榮、張長傑、李正修、馬白水、廖繼春、顏水龍、張義

雄等老師，奠定扎實繪畫基礎，畢業美展創作獲得首獎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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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聖先師 50×18×16cm 2017 樟木

第 54 棒

施至輝�

施至輝（1935），彰化縣鹿港鎮人。

最擅結合木雕與漆藝兩門技藝的粧

佛藝術。承襲父親施禮傳統泉州派

雕刻技法，注重架式佈局比率，細

膩典雅。1994年獲教育部民族藝術

薪傳獎、2006年榮獲台灣工藝之家

榮銜、受聘國家工藝獎評審委員。

2009年彰化縣文化局登錄無形文化

資產傳統工藝美術粧佛。2011年獲

文化部指定為重要傳統藝術－妝佛

保存者 (即人間國寶）。2014年獲

頒由文化部指導的工藝成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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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紅 82×49×43cm 2017 不鏽鋼

第 55 棒

許文融�

許文融（1964），彰化縣大城鄉

人。美國 ST. Louis Fontbonne學

院藝術碩士，現任建國科技大學

專任教授兼美術館館長，獲獎無

數，除薪傳獎、全國十大傑出青

年、中山文藝獎、吳三連文藝獎

外，亦以連續 4次全省美展首獎

之姿，獲永久免審查畫家之榮譽；

36歲成為最年輕升等為教授的藝

術創作者。1997年歷時 4年完成

長 320公尺高 1.8公尺巨幅作品

「大台灣風物圖卷」為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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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卦山行 30F 2019 水性顏料、畫布

第 56 棒

王紫芸�

王紫芸（1966），彰化縣員林市人。1995年法國國立巴黎高等藝術學院畢業。現從事藝術創作及任教於大葉大學

造形藝術系。從事素描、油畫、水彩畫、繪畫、多媒材創作，擅長視覺文化、視覺研究、美術史 (書畫、影像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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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窯名照 60F 2003 膠彩

第 57 棒

唐雙鳳�

唐雙鳳（1935），彰化縣花壇鄉人。台中師專美勞組畢業，國小教師退休後專注於書畫創作，師從林之助、楊啟

東等大師，畫風具女性特有溫婉氣質，擅文人花鳥的描繪，多次入選東京亞細亞美展、全省美展、大墩美展、法

國沙龍美展等，曾獲臺陽美展陳進獎，受頒臺中市資深優秀美術家之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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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喜千江卦山特景 79.5×79.5cm 2015 油彩

第 58 棒

陳瓦木�

陳瓦木（1951），金門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從事美術教育及藝術創作，彰化女中美術教師退休。深

耕彰化美術教育 40年，其油畫、工藝創作曾獲全省公教美展、陸光美展、台灣省工藝美展等美術獎座，也曾舉辦

過多次油畫個展、2014年第 28屆亞洲國際美術邀請展等聯展活動百餘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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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善美 178.5×69.5cm 2019 書法

第 59 棒

吳肇勳�

吳肇勳（1955），彰化縣鹿港鎮

人。自幼成長在雅愛翰墨的書香

世家，識字後開始學習書法，汲

取各派書家精華。曾任彰化縣鹿

江詩畫會學會第 5屆理事長、半

缸書會創會會長、台北澹盧書會

顧問、新北市新莊書畫會顧問、

高雄市彩墨藝術學會顧問、屏東

縣琉球鄉書畫學會榮譽顧問。為

中興新村駐村藝術家、彰化縣鹿

港駐村藝術家，在鹿港桂花巷經

營工作室，推廣書法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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銳之藏 26×30×75cm 陶藝

第 60 棒

葉志誠�

葉志誠（1970），彰化縣田中鎮人。台灣頂極工藝協會理事長、台灣陶藝學會榮譽理事長、彰化縣陶藝學創會理

事長，除陶藝創作也積極參與國中小學陶藝教學，興建第一座柴燒穴窯「田中窯」為柴燒陶藝中心。1997年獲台

灣工藝之家殊榮、1998年第 23回日本手工藝美術公論賞獎、2000年行政院文建會文馨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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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優柔-常醒惑(對聯) 
140×22.5cm×2 2019 書法

第 61 棒

劉鴻旗�

劉鴻旗（1972），彰化縣員林市

人。其書風多變，喜宋人尚意行

草、魏晉小楷，近年來以楷隸合

體為創作方向。作品曾獲全省美

展優選、南瀛美展優選、第 36屆

國軍文藝金像獎、磺溪美展磺溪

獎、第 32屆全國青年書畫展第 1

名、第 17屆全國美展佳作、大墩

美展第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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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 68×70.5cm 2019 水墨

第 62 棒

莊瓊禮�

莊瓊禮（1950），彰化縣鹿港鎮人。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造型藝術研究所畢，師承陳淳、郭煥材、傅狷夫及李石樵

等名家，任職於房地產廣告企劃多年，閒暇時致力於水墨創作，並以物象純化為主旨，擇取少量自然物象，如崖壁、

石群、落葉、殘荷作為表現對象的材料。於 1984年獲全省美展邀請作家資格，並多次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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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聖平 春吶 40M 2019 油畫

第 63 棒

王聖平�

王聖平（1964），彰化縣秀水鄉人。大葉大學藝術學碩士，任職於彰化縣日新國小，現任台灣法國藝術家沙龍學

會副理事長，為彰化縣文化局油畫與壓克力畫班外聘講師。作品「希望」於 2010年勇奪法國藝術家沙龍美展銅牌

獎，獲得國際間一致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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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問荷蹤 50P 油畫

第 64 棒

陳淑華�

陳淑華（1963），彰化縣溪湖鎮人。法國巴黎第一大學考古與藝術史研究所西洋美術史博士，現任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美術系專任教授。曾任巴黎羅浮宮繪畫修復師、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訪問學者。擔任多項研究案主持、美術

競賽評審、碩博士論文指導教授，主要教授課程為油畫、素描、繪畫創作材料技法研究、風景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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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 30F 油畫

第 66 棒

李錫佳�

李錫佳（1963），彰化縣埔鹽鄉人。中國文化大學哲學博士及藝術碩士，現任中國文化大學美術系所專任教授、

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藝術顧問，曾任省立臺灣美術館日據時代美術家特約撰述委員、臺北市立美術館當代藝術專

題演講人、國父紀念館日本浮士繪專題講座主講及臺北寒舍藝術空間 周春芽畫展講評人。獲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臺北市美術館及彰化文化局審查通過年度邀請作家，多次參與國內美展及公共藝術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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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奇幻(二) 120×120×20cm 2018 陶藝

第 67 棒

鐘敏建�

鐘敏建（1967），彰化人。文化大學美術系畢業，專研青瓷技藝，利用釉料黏著青瓷器，堆疊出立體陶瓷作品，

呈現出與眾不同的美感。個展多次，2014年受邀擔任磺溪美展獎座設計，2016年受邀至上海菖蒲藝術中心個展，

以現代藝術思維加以傳統陶瓷的青瓷技法，表現獨樹一格的陶瓷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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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意 104×62cm 2018 水墨

第 68 棒

沈建龍�

沈建龍（1959），彰化縣員林市

人。前台中市文化局主任，創作

工筆畫 30年不輟，退休後進入台

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研究所

研讀碩士學位，跟隨多位名師如

李宗仁、林進忠、陳士侯、蔡友、

歐豪年、蘇峰男教授等學習繪畫

理論與技巧，作品獲新竹美展優

選、全省公教美展優選、台中縣

美展優選、雲林縣美展第 1名、

大墩美展入選、中部美展第 3名、

南投玉山獎佳作、台中縣第 21屆

美術家薪傳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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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由心造 36×69.5cm 2020 書法

第 69 棒

莊連棚�

莊連棚（1961），彰化縣溪湖鎮人。新竹教育大學美勞教學碩士。學書三十餘載，曾事師楊文魁、林隆達、江育

民等。篆、隸、行、草、楷各體，皆有所涉獵。早期從篆隸書入手，後偏愛行草，尤其偏好晚明書家，詭譎多變

的文字結體，和大膽用墨的潤燥變化，曾獲全省愛國教育教師組書法第 1名、第 16屆全國青年書畫比賽書法類第

1名、第 1屆金鴻獎全國書法比賽社會組第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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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明珠系列～磺溪之美  
50F 2020 油畫

第 70 棒

黃騰萱�

黃騰萱（1965），彰化縣伸港鄉

人。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美術系碩

士畢業 ,任職台中市僑光科技大學

講師、台中市文化局梨山藝術季

藝術大使、台灣中部美展評審、

日本緯來電視台藝術研習社講師。

2018年受邀前往法國巴黎，在緊

鄰羅浮宮的百年古建築原子藝廊

內舉辦個展。2019年更受邀至美

國華府 DC展出，曾於紐約、巴

黎、西班牙、北京、日本舉行展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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偕生同息-生．浮觀 
178×96.5cm 2017 水墨

第 71 棒

莊連東�

莊連東（1964），彰化縣溪湖鎮人。

任教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系

主任。強調心墨無法，將圖騰符號

解構重組與多元質素融為一體，創

造各�複合媒材以營造水墨新趣味

的作品。作品獲第 32屆中部美展

國畫類第 1名、第 12屆全國美展

國畫類第 3名、全省公教美展第 3

名、臺灣省教育廳徵畫比賽第1名。

曾任臺灣彩墨畫家聯盟執行長、副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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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神 100F 2011 油畫

第 72 棒

謝東山�

謝東山（1946），彰化縣二林鎮

人。美國德州理工大學美術研究

所畢業，擅長藝術批評學、油畫。

曾任教於臺中教育大學、臺灣師

範大學美術系、臺南藝術學院藝

評所、彰化師範大學美術系、臺

北市立美術館展�組。以思維及

隱喻手法貫穿畫作的主軸，運用

古典元素及現代的東方面孔，透

過嚴謹的線性繪畫將古典與現代

構成獨樹一格的畫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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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偶戲樂 24吋 2018 攝影

第 73 棒

郭加圖�

郭加圖（1954），彰化縣大村鄉人。任職建國科大教務處出版組組長。作品曾獲第 33屆國軍文藝金像獎、青溪

文藝金環獎、省美展、省主席盃攝影類首獎，並參加國內外公、民營大型攝影比賽，共獲金、銀、銅牌、優選獎

等各大獎項。曾受邀磺溪美展攝影類邀請展，曾於民生報、聯合報開闢個人攝影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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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未來理想世界 30P 2019 油畫

第 74 棒

程武昌�

程武昌（1949），彰化縣鹿港鎮人。1969年起跟隨有中國現代繪畫先驅之稱的李仲生，潛心研究現代繪畫長達

17年之久，堅持發展順應自己的特性，創作前衛抽象的畫作，內容多為造型及色彩的交互結果，透過藝術形式去

激發人心。個展、聯展多次，作品曾入選亞洲國際青年展、中華民國建國七十年現代畫銅牌獎、巴西聖保羅國際

素描藝術展入選。

79



竹影千字-五 
178.5×94cm 2017 水墨

第 75 棒

陳正隆�

陳正隆（1968），彰化縣埔鹽鄉

人。作品是東方的，個人風格是現

代的。致力於現代水墨創作，交替

使用傳統與現代的各種技法，以水

潤墨，以墨增彩，創作出既東方又

現代的水墨畫，作品充滿溫潤的節

奏、溫柔的詩情及空靈的禪意。曾

獲中部美展、中國當代水墨新貌展

入選、第 18屆大墩美展墨彩類入

選、全國美展水墨類銅牌、全球水

墨大展 500大菁英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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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畫‧私風景II-Kau Ban Mosque 
62×42cm 2019 重鉻酸塩膠彩攝影

第 76 棒

高志尊�

高志尊（1957），彰化縣花壇鄉

人。日本九州產業大學藝術學博

士，專攻影像藝術；師事澤本玲

子、植田正治、奈良原一高，現

為銘傳大學商業設計學系副教授

暨系主任。作品為文化部藝術銀

行、台北市立美術館、新北市文

化局、日本九產大美術館等公私

立機構及個人收藏。透過使用 19

世紀古典技法氰版攝影 (藍晒法，

Blue Print/Cyanotype)，及作者

雙手慢工細活的處理，企圖在當

代視覺藝術的舞台，再現昔日的

影像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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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光‧視界 
40×40×74cm 2014 鏡面壓克力

第 77 棒

林慶祥�

林慶祥（1961），彰化縣埔鹽鄉人。

美國芳邦學院藝術研究所畢業，現

任長榮大學美術學系所專任副教

授。擅長幾何雕塑，曾獲全國美展

雕塑類第 3名、台陽美展雕塑類金

牌獎、高雄市美展 1、2、3屆雕塑

類連續 3屆第 1名，並獲頒永久免

審查資格及第 1屆水彩類第 1名、

全省美展第 40、41、42屆連續 3

屆教育廳獎，並獲頒永久免審查資

格。是當時同時榮獲省、市美展永

久免審查資格殊榮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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愫 20F 2016 壓克力畫

第 78 棒

簡世哲�

簡世哲（1972），出生於嘉義縣

大林，2011年畢業於台師大美術

研究所，任教於彰化縣溪湖高中，

透過教育培植彰化在地藝術文化

種子。 2011年獲第 74屆台陽美

展油畫類銅牌獎、全國公教美展

油畫類第 1名、台灣國展油畫比

賽優選、第 10屆全國百號油畫大

展優選、第 16屆大墩美展油畫類

第 3名、第 45屆文藝金像獎油畫

類第 1名、第 35屆全國油畫展優

選、青溪文藝金環獎油畫類銀環

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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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在眼前 72×32×46cm 2018 樟木

第 79 棒

黃國書�

黃國書（1959），彰化縣鹿港鎮人。早先跟隨兄長黃勝雄習佛像雕刻，1991年獲教育部甄選為重要民族藝術薪傳

藝生，並隨國寶級木雕藝師李松林習藝；其後以《彼一暝鹿港暗訪》、《難行能行》榮獲民族工藝獎及第 3屆國

家工藝獎一等獎，兩件作品分別為國立歷史博物館與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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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鄉那棵大樹 178×150cm 膠彩

第 80 棒

趙純妙�

趙純妙（1964），彰化縣秀水鄉

人。東海大學美術系碩士，父親

趙宗冠是留日婦產科博士，母親

唐雙鳳是國小退休老師，父母親

皆是彰化縣美術家接力展的畫家。

趙純妙為接力展第 80棒，以膠彩

為主要繪畫媒材，作品獲第 55屆

中部美展膠彩類第 1名、第 13屆

大墩美展膠彩類優選、桃源美展

膠彩類第 1名、第 74屆臺陽美展

膠彩類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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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詠彰化 174×68cm 2019 書法

第 81 棒

謝金德�

謝金德（1967），彰化縣和美鎮人。

鹿江詩書畫學會發起人，現任彰化

縣道東文教協會理事長。曾獲第 1

屆磺溪美展書法類磺溪獎、澹盧 80

周年翰墨千秋書法比賽特優獎、第

54屆全省美展書法優選、第 16屆

大墩美展優選，在行天宮人文獎全

國書法創作比賽中，採獨特刷筆

法，獲創意類與傳統類雙料冠軍，

為該項比賽有史以來第一人。

86



古蹟系列龍山寺八卦 
42×7×49cm 2015 樟木

第 82 棒

黃紗榮�

黃紗榮（1955），彰化縣福興鄉

人。投入木雕創作 50多年，早期

從事日本欄杆雕刻，跟著日本老

師傅學製作欄橺技術，之後將技

巧運用在作品中，其中作品「梅

蘭竹菊」最具欄橺雕刻手藝，

2010年獲選為台灣工藝之家，曾

獲磺溪美展磺溪獎、第 16屆全國

美展工藝類首獎、第 2屆大墩工

藝師、2013年登錄為彰化縣傳統

工藝傳統木雕保存者，致力傳統

木雕技藝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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汙染城市 20F 2019 油畫

第 83 棒

李賜鎮�

李賜鎮（1939），彰化縣花壇鄉人。非科班出身，靠自學繪畫、累積寫生經驗以奠定基礎，創作風格無拘無束、

多變而精采。寫生的足跡遍及全台灣，隨身攜帶速寫簿，以繪畫記錄生活。

88



球道一隅 74×110cm 2018 數位輸出．藝術微噴

第 84 棒

鄭奇文�

鄭奇文（1955），彰化縣和美鎮人。從早期的少女人像、生態景觀、古建築到近年的人文紀實攝影，不斷精進拍

攝題材、學習攝影技巧，保有旺盛的創作動力。出版攝影專輯《濁水溪‧山河戀》、《彰化扇形車庫巡禮 -黑頭

仔追想曲》、《湖說‧吳哥》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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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一線 50F 2019 油畫

第 85 棒

吳綿珍�

吳綿珍（1947），彰化市人。在就讀彰化女中期間，曾受教於有臺灣現代藝術導師之稱的李仲生老師，對藝術的

熱情就此萌芽，即使大學主修經濟，但對藝術卻始終有股永不停歇的熱忱，不僅與夫婿共同成就服裝事業，在兼

顧家庭與事業之餘，仍投入水墨、油畫等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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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彩墨、春雪、晶采柴燒天目 12.5×12.5×7cm、15.5×15.5×7.2cm、15.5×15.5×7cm 2019 陶藝

第 86 棒

詹益鋒�

詹益鋒（1956），彰化縣永靖鄉人。投入陶藝創作逾 30年，曾任彰化縣陶藝學會理事長，推動本縣陶藝生活美

學不遺餘力，專注於景觀陶壁與立體創作，作品曾獲磺溪美展立體類佳作、第 12屆台灣工藝設計競賽入選、第 7

屆玉山美術獎陶藝類優選、第 9屆玉山美術獎陶藝類優選、第 1、2屆金壺獎陶藝設計競賽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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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生活的生活 100×100cm 2019 宣紙、水彩

第 87 棒

陳舒惠�

陳舒惠（1971），彰化人。法國盧昂藝術學院法國國家高等造形表現藝術文憑藝術碩士，獲法國文化部獨立創作

獎助、1993年高雄美展雕塑第 3名。擅長繪畫、雕塑、造型設計、裝置藝術、表現藝術、多媒體創作、攝影、錄影、

色彩學、美學、藝術史、藝術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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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珍納寶 27×19×15cm 2015 漆線、拼木

第 88 棒

黃文彬�

黃文彬（1957），彰化縣鹿港鎮人。擁有木模甲、乙級的技術士資格，2012年退休，善用木模中的製作技法與拼

木技術，透過裁切、拼接、黏合、壓製、打磨，將技術應用到製作花瓶、茶具、珠寶盒等物。創作木模成為工藝藝術，

展現職人匠師精神，屢獲各類獎項：第 5屆十大技術楷模 (金技獎 )、第 4屆磺溪美展優選、第 12屆台灣工藝設

計競賽入選、2008年台灣工藝競賽入選、2015年臺灣國際木雕競賽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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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居 186×95cm 2019 水墨

第 89 棒

邱淑惠�

邱淑惠（1955），彰化縣和美鎮人。

鹿江詩書畫學會發起人，現任彰化

縣道東文教協會理事長。曾獲第 1

屆磺溪美展書法類磺溪獎、澹盧 80

周年翰墨千秋書法比賽特優獎、第

54屆全省美展書法優選、第 16屆

大墩美展優選，在行天宮人文獎全

國書法創作比賽中，採獨特刷筆

法，獲創意類與傳統類雙料冠軍，

為該項比賽有史以來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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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山意蘊 50F 2019 油畫

第 90 棒

林永祥�

林永祥（1974），彰化縣鹿港鎮人。由鑽研水墨而後習得油畫技巧，並於精誠中學、彰化社大教學，其創作上以

意象的語言詮釋對藝術的感悟，其油畫作品，揉合東西方的繪畫元素，以寫意之筆呈現東方美學的哲思。作品風

格雄渾大器卻又細緻深邃，予人簡約、寧靜之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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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風的季節 133×67cm 2018 水墨

第 91 棒

許文德�

許文德（1965），彰化人。2007

年學習傳統山水國畫開啟他丹青藝

術之路，屢獲國內各大美展肯定，

包括 2016年台陽美展不分類銀牌

獎、2015年新北美展水墨類第 1

名、2011年中部美展水墨類第 2名

暨收藏獎等獎項。近年採用膠彩及

丙烯媒材入畫，以濃淡墨色積累烘

染，應物象形豐厚飽滿，以空間距

離呈現墨韻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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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山寺 30P 1990 油畫

第 92 棒

曾淑慧�

曾淑慧（1948），彰化縣田中鎮人。是藝術家楊啟東大師的關門弟子，作品屢獲國內外重要獎項，包括：中部美

展優選、第 5屆環球藝術貢獻金獎、全球華人藝術獎章、韓國文化大賞、日本 IMA 國際美展文化大賞、法國藝術

家沙龍 12次入選，2013年捐贈歷年得獎畫作 50幅給屏東科技大學並成立曾淑慧常設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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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鳳 45×50×94cm 2009  
鐵絲、棉花、布、繡線

第 93 棒

許陳春�

許陳春（1938），彰化縣鹿港鎮

人。出生於鹿港錫藝世家，是人

間國寶錫藝工藝家陳萬能的姊姊，

也是台灣首創立體繡的工藝家，

透過針黹、裁剪、填充等方式，

將龍、鳳、麒麟、花卉等動植物，

從傳統平面刺繡立體化，1994年

獲民族工藝獎、1997、1998年於

紐約、巴黎展出；2006年入選台

灣工藝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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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邊傾訴 
167.5×89.5cm 2012 絹布、彩墨

第 94 棒

李仁杰�

李仁杰（1966），彰化縣田尾鄉

人。是一位美術教師，鑽研工筆

與水墨十多年，從事美術教育之

餘，也積極創作，作品曾獲玉山

美術獎水墨類優選、磺溪美展新

人獎、桃源美展水墨類佳作之肯

定。創作分為兩個系列，情懷意

韻系列以描寫女兒為主，紀錄成

長不同階段的情境，筆墨線條流

暢；造化悠思系列則是不同時期

的心情寫照，工筆精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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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饒之鄉 40F 2019 油畫

第 95 棒

姚聯榜�

姚聯榜（1950）生於雲林縣元長

鄉，1973年於陽明國中擔任美術教

師至 2005年退休，一生從事美術

教育，33年的教學生涯為彰化培育

眾多人才，教職退休之後，潛心投

入個人創作，作品曾多次入選全國

百號油畫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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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祐歲月的風華 77.5×107cm 2019 水彩

第 96 棒

王仲桓�

王仲桓（1952），彰化市人。彰安國中美術老師退休，曾參與全國公教美展、磺溪美展、玉山美展等。養貓愛貓

還畫貓，有許多以貓為題材的作品，表情生動，刻畫入神。師承蕭如松老師，畫風屬東洋風格，為日本大畫師鹽

月桃甫與石川欽一郎脈系相承，結合日、歐與中國工筆、水彩、膠彩之西畫技法，把速寫作品加入思考，成為自

己的繪畫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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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的夢 136×97cm 2009 油畫

第 97 棒

吳菊�

吳菊（1953），彰化縣鹿港鎮人。

師大美術系設計組第 1名畢業，習

陶於陶藝大師李亮一，婚後重返陶

藝創作。1997年首次陶藝個展成績

亮眼， 1998年涉足抽象繪畫領域，

2002年展於紐約林肯中心。2003

年為女兒教育以藝術家身份移民加

拿大，2012年回台定居三義。曾獲

第 3屆金鶯獎佳作、第 3屆亞洲工

藝展獎勵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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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石長嘯 178×95cm 2010 水墨

第 98 棒

謝忠恆�

謝忠恆（1980），彰化縣北斗鎮

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

學系 (史論組 )藝術學博士，現為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

專任助理教授，為臺灣美術史的

主要研究學者。是水墨藝術界中

的青年佼佼者，專精於中西藝術

史的研究，作品於國內外機構典

藏，曾受廣東美術館之邀參與台

灣現代水墨畫展，並在青島美術

館與日本、新加坡畫廊等地展出，

身兼藝術研究者與創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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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火王 61×46cm 2017 攝影

第 99 棒

利衛疆�

利衛疆（1966），彰化人。畢業於師大體育系，任職於彰化縣陽明國中，20幾年來走訪各地，用鏡頭傳達對這片

土地的人文關懷，作品特色是以黑白攝影紀實底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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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 定風波(篆書) 
178.5×30×4 2019 書法

第 100 棒

吳啟林�

吳啟林（1979），彰化縣和美鎮

人。任職於本縣地方稅務局，現

任彰化縣書法學會副理事長。11

歲習書法，自幼即在全國性的書

法比賽中嶄露頭角，作品曾獲全

國美術展金牌獎、臺灣省展第 1

名、大墩獎、磺溪獎、玉山獎、

明宗獎、桃源美展第 1名、公教

美展第 1名等，其書法創作風格

蘊蓄古雅，篆隸楷行草各體兼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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