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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女性藝術大事紀年譜建置計劃 

 

摘 要 

 

  台灣女性藝術發展，自清日時期以降至今，超過一百年以上，但若以具備女

性意識基底的藝術創作，並能引動女性自覺的藝術發展，則為近三十多年來的事

情。相較於西方女性主義藝術的運動，台灣則晚約一、二十幾年。台灣女性藝術

發展歷程研究，前行者已有初步編寫，但都集中在 2000 年以前，2000 年後有女

性藝術相關研究散見少數文章，同時大都為創作議題性探析，歷程性研究又更為

少見。基於此背景，本研究以歷程性之台灣女性藝術發展大事紀的編寫為基礎，

於期中審查後，加重 1980 年以後女性藝術發展，以及台灣各地特別是高雄地區

女性藝術發展為重點探究，期能對台灣女性藝術發展研究有全島性觀點。 

  築基上項研究背景與目地，本研究進行之方法以三階段操作，首階段，藉歷

年展覽年表、新聞報導、相關文獻及文件為基礎，以文獻分析方式編寫女性藝術

發展大事紀年譜；次階段，在這份年譜的基軸上，進行 25 位焦點人物的訪談，

受訪者背景以藝術創作者為主要，藝術教育與行政、藝術評論、藝術產業者亦包

含之；末階段，則進行訪談資料的整理與探析。 

  整體研究結果分為四個部份，第一個部份為女性藝術發展年譜建置，並根據

年譜及文獻分析，整理台灣女性藝術發展歷程四階段論，為醞釀期（1884-1945）：

女性主體發展初現、萌芽期（1945-1979）：藝術與自覺的轉換與擺盪、發展期

（1980-1999）：女性自覺與姐妹情誼的集結，轉化期（2000 迄今）：矛盾與轉化

期。第二個部份為台灣女性藝術發展面貌觀察，並在這樣的觀察上，形成女性藝

術與婦女新知基金會、學術論述與台灣女性藝術協會、藝術產業中的女性意識、

女性藝術創作的成長與改變之焦點觀察。第三個部份為台灣台北以外地區：高雄、

台南、台中、花蓮、台東都蘭，五區域女性藝術發展面貌觀察，研究中發現各地

女性藝術發展在 1995 年後陸續引動，並具有串連與流動性。第四個部份則為整

體訪談內容焦點整理，分別引出 1.作為女性角色，在藝術創作與專業發展處境的

影響；2.當代女性藝術家創作的特色、機會與困境之觀察；3.藝術領域與兩性平

權之觀察。整體結論並引出台灣女性運動之未完成論，以及女性藝術美學亟待建

構的期望。 

 

關鍵詞： 女性意識、女性藝術、發展年譜、女性藝術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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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高雄市立美術館自 2000 年舉辦首次舉辦台灣女性藝術主題大展以來1，對於女性藝術的典藏、推

廣與研究甚為重視，為國內公立美術館之先行者，典藏、展覽、推廣與研究活動辦理數量亦為全國公

立美術館之最；十幾年來，大型女性藝術展覽的規劃，空間面向從在地高雄到國際女性藝術大展，例

如 2003 年第一屆台灣國際女性藝術節〈網指之間─生活在科技年代〉，2005 年美術高雄系列「高雄一

叢花+」，今年的「女人‧家-以亞洲女性藝術之名」；議題面向從繪畫性到科技數位藝術之女性藝術主

題的探索，呈現女性藝術多元樣貌。更於 2010 年開始，在典藏計畫中將台灣女性藝術納入作為典藏

目標，系統性的逐步建立台灣的女性藝術家作品的典藏。台灣女性藝術展覽及典藏建置在高雄市立美

術館逐漸趨向完整，而時間面向的發展探索與研究成為接續這個發展的階段重點，「台灣女性藝術大

事紀年譜建置計劃」的進行，呈現高雄市立美術館在女性藝術的經營重點，亦為回應台灣女性藝術發

展上的需求。 

 

二十世紀以來，台灣女性藝術發展，歷經了三個階段，從古典傳統的日治時期、東西美學辯證的

戰後重整時期，再到國際多元、文化自主的 1980-1998 階段，加上 2000 年以後活潑多元的女性藝術

發展，女性藝術發展累積了不少能量，由於時代背景與社會處境關係，這股能量的爆發，卻在近二十

年來的時空最為活躍。無論創作發表、評論、策展、教學與藝術行政面，女性藝術工作者的努力與行

動，促使台灣女性藝術發展現多元能量，從北到南，女性集結性的行動，擾動了這個時代在女性意識

與藝術多面向的思潮。三十多年來針對女性藝術的評論發表與出版，同時累積了一定的內容與量數，

走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經過前幾十年來的觀念與行動努力，女性藝術已然成為藝術面向中的

當然，「女性」一詞也有了更為多元、更為主體的詮釋，在這樣的氣氛中，正可以回看這段歷史。 

歷史的撰寫需要有個時間上的距離，才可能看得清楚，但時間的距離過於遙遠，則又可能陷入模

糊，總觀台灣女性藝術發展的觀察與整理，在這個恰當的時機，是需要也是必要。 

本研究研究主旨有如下數點： 

(一) 建構台灣女性藝術發展年譜。 

(二) 提供台灣女性藝術各地區發展面貌觀察性與分析性評論。 

(三) 建構台灣女性藝術書目與文獻資料庫。 

   本案所進行的台灣女性藝術發展年譜之研究，主要是整理女性藝術發展在時間觀點上的脈絡，

並進一步能在每一個時間點上之關鍵事件，整理出思潮性的關聯，深化時間與空間在女性藝術發展上

的連結性。同時，藉由此項研究，提出整體女性藝術發展現象的觀察與分析評論，與整理與女性藝術

                                                       
1 〈心靈再現－台灣女性當代藝術展〉，簡瑛瑛策劃，為高美館第一次以女性藝術為主題的大型展覽，展

期:2000/10/02-200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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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的書目資料，在此研究基礎上，希望可以達成以下目地： 

(一) 完成台灣女性藝術發展年譜建置，以時間觀點提供更為整體的女性藝術發展脈絡的呈現。 

(二) 發展台灣女性藝術各地區發展之深入觀察與分析，提供各界了解，以及未來延伸性的探究。 

(三) 達成台灣女性藝術書目與文獻資料庫的建置，以利後續女性藝術之研究與探深。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限制 

1. 本研究之女性藝術之定義以「女性主義」、「女性意識」為內涵的藝術表現與處境為主，以此呈現

本研究案之當代性思維，當代性思維定義為具批判與反思的女性藝術觀察。 

2. 以視覺藝術為限制，例如：美術、數位、新媒體藝術、陶藝、影像、觀念、行為、裝置藝術…等，

專以視覺表現的藝術創作。 

3. 以 1980 年後台灣女性藝術發展為研究重點。 

(二)研究對象範圍 

1.曾在台灣三大公立美術館參與女性藝術展覽、辦理個展或主題性聯展者。 

2.女性藝術研究單位、協會等，曾做具體展覽或文章等發表成員。 

3.台灣與女性相關研究出版有提及者。 

4.曾辦理過相關女性展之策展者、研究者。 

5.女性藝術相關論述者。 

(三)研究事件範圍 

1.曾刊登於雜誌之女性藝術展或活動。 

2.三大公立美術館之女性藝術展覽或活動。 

3.曾於新聞報章揭露之女性藝術展覽或活動。 

4.曾有專刊或簡介報導之女性藝術活動。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案之研究方法，以田野調查方式進行，分別以文獻研究、個別訪談，以及焦點座談進行。

以兩階段式進行，第一階段為年譜編寫，以文獻分析方法進行，所完成年譜在高美館今年六月「女人

家」一展中進行露出以補正，第二階段則為年譜焦點事件與活動的多角度檢測，以及年譜相關譜系的

探究。完整進行之研究方法與工具選擇、研究步驟與流程，如下所述。 

一、研究方法與工具 

(一)文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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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分析法是指根據一定的研究目的或是課題，透過蒐集有關資訊之文獻資料，從而全面地、正

確地掌握所要研究問題的一種方法，蒐集內容儘量要求豐富及廣博；再將四處收集來的資料，經過分

析後歸納統整，再分析事件淵源、原因、背景、影響及其意義等。 

  本研究以此研究方法進行與台灣女性藝術有關之書刊、論文、雜誌期刊、畫刊、文件…等，進行

年譜的資料內容搜集、分析與整理。 

(二)個別訪談 

  深度訪談法是指由受訪者與施測者就研究所需資訊，進行面對面溝通討論的一種方法，以廣泛的

蒐集所需要的資料。通常使用此法時，施測者會儘可能使用最少的提示與引導問題，而是鼓勵受訪者

在一個沒有限制的環境裡，就主題自由的談論自己的意見，因此深入訪談法除可增加資料蒐集的多元

性外，更能藉此瞭解受訪者對問題的想法與態度。 

  本研究在經由文獻分析之整理後，進行年譜初構，年譜初稿建置所產生尚未釐清之焦點，則以個

別訪談方式進行問題點的釐清，訪談對象的決定，依據前項問題所涉及之關鍵人物進行。 

(三)焦點座談 

  焦點座談法是以團體訪談方式進行研究資料的收集，研究者需將訪談法的技巧，運用在團體的情

境，並透過團體互動與討論的過程，來達成研究資料收集的目地。研究者主要是扮演中介者、引導者

與調節者的角色，催化團體成員透過互動與討論過程，以收集團體成員的談話內容。 

(四)年譜、書目與文獻整理 

1. 年譜整理表格與焦點 

將以 A3 橫式處理，研究過程中可彈性增加欄位，以方便橫向資料的整理。 

表 1-1 年譜整理表示 

年代 月日 女藝重要紀事 國內女性權益重要紀事 國際女藝活動與事件 

     

 

2. 書目與文獻整理與焦點 

本研究以社會科學研究之普遍應用格式 APA 第六版進行編寫。各類型文獻整理方式說明如下： 

(1) 書目整理方式： 

作者(年)。書名。出版地點：出版商 

(2) 期刊、雜誌整理方式： 

作者(年)。文章名稱。期刊(雜誌)名稱，期別，頁碼。 

(3) 論文文獻整理方式： 

作者(年)。論文名稱(碩、博士)。取自資料庫名稱(檢索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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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網路資訊整理方式： 

作者(年/月/日)。訊息名稱【新聞群組、線上論壇或討論群組】。取自 http://xxx.xx... 

(5) 其他文獻 

依據上述 APA 第六版格式進行 

二、研究步驟與流程 

 

 

 

 

 

 

 

 

 

 

 

 

 

 

 

 

文獻研究 

1. 書籍 

2. 期刊、雜誌、年鑑、報章報導 

3. 論文 

4. 畫集專文 

5. 各大美術館展覽 

6. 私人畫廊、替代空間展覽 

7. 網路資訊與文章 

8. 女藝會、其他藝術協會內部文件 

台灣女性藝術大事記年譜建置計畫 

個訪 

1. 前述研究待釐清問題確認 

2. 關鍵人物訪談 

3. 關鍵事件關係人訪談 

4. 外部評論 

 

焦點座談 
1. 針對科技數位藝術辦理一場 

2. 對象：科技數位藝術創作與策展 

建
構
基
礎
年
譜
架
構
及
內
容 

釐
清
與
確
認 

第一階段：台灣女性藝術大事記年譜初稿完成與展覽披露補正 

第二階段：台灣女性藝術大事記年譜定稿 

結案 

台灣女性藝術大事記年譜、書目及文稿完成  

圖 1-1 研究流程與步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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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進度表 

   表 1-2 研究進度表 

              月 次 

 

工作項目 

102 

年 

12 

月 

103 

年 

1 

月 

103 

年 

2 

月 

103 

年 

3 

月 

103 

年 

4 

月 

103 

年 

5 

月 

103 

年 

6 

月 

103 

年 

7 

月 

103 

年 

8 

月 

103 

年 

9 

月 

103 

年 

10 

月 

1.擬定研究計畫            

2.文獻與相關研究探討            

3. 年譜初稿完成 

  (期中審查) 

           

4. 個別訪談            

5.焦點座談             

6.年譜運用            

7.年譜補正階段            

8.文稿完成            

9.期末審查            

10 期末結案            

預定進度累計百分比   30%  70%   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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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台灣女性藝術發展年譜與發展階段 

  本章針對台灣女性藝術發展年譜進行編寫以及發展階段之描述，以時間面向鋪陳台灣之女性藝術

發展面貌。 

第一節 台灣女性藝術發展年譜編寫 

    台灣女性藝術發展年譜整理方法，以女性藝術活動資料收集為基礎，在此基礎資料上以女性藝術

思潮引動、影響為焦點，在活動被討論質量，以及活動之重要性上，為年譜重要紀事內容之確立。另

外，為增加女性藝術活動的背景脈絡瞭解，亦同時發展社會女性權益發展重要事件作為輔助，如表 1

台灣女性藝術發展年譜、表 2 台灣女性權益發展重要事件，相關出處記載詳見附錄一，年譜編寫文獻

來源為以下列資料為主： 

一、新聞報導：1975-2014 藝文性新聞報導：聯合報、民生報、中國時報。(請見附錄二) 

二、三大公立美術館展覽活動。(請見附錄三) 

三、雄獅美術、藝術家、今藝術雜誌之 1975-2014 展覽訊息。(請見附錄三) 

四、本研究案之 25 位受訪者之訪談及座談逐字稿。(請見附錄四) 

五、訪談者文件提供。(請見附錄五) 

六、其他：數位、科技藝術創作藝術家名錄(請見附錄六)、期刊專書論文收集(請見附錄七) 

七、林珮淳編(1998)，女藝論：台灣女性藝術文化現象，台北：女書文化。 

八、陸蓉之(2002)，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史，台北：藝術家。 

九、陳香君(1999)，找出陰柔的聲音：女性主義與藝術/歷史，王雅各編，性屬關係（下）：性 

  別與文化、再現，台北：心理。 

十、謝鴻鈞，《台灣當代藝術大系——議題篇：陰性．酷語》，台北：藝術家，2003。 

十一、《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展》展覽專輯，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8 年。 

十二、《台灣科技藝術發展政策灰皮書》，王柏偉等，台北：數位藝術基金會，2013 年。 

十三、高雄市立美術館網站＜高雄近代美術發展紀事年表＞http://163.29.104.9/ah/index.aspx 

十四、台灣國家婦女館＜世紀見證．女史紀實－臺灣婦女權益發展史＞ 

  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public/Attachment/182316422071.pd   

十五、台灣婦女運動發展史 http://taiwan.yam.org.tw/womenweb/action.htm 

十六、台灣歷史博物館＜台灣女人＞http://women.nmth.gov.tw/zh-tw/History/History.aspx 

十七、台灣婦女權益促進基金會＜婦女聯合網站＞http://www.iwomenweb.org.tw/ 

十八、國美館：台灣數位藝術知識與創作交流平台 http://www.digiarts.org.tw/chinese/Default.aspx 

十九、新竹教育大學數位藝術教育學習網＜日據時期（1895-1945）台灣西洋美術＞ 

  http://www.aerc.nhcue.edu.tw/8-0/twart-jp/work/tf-work.htm 

二十、台灣女性藝術協會 http://www.waa.org.tw/site/index.php 

二十一、社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index.asp 

http://163.29.104.9/ah/index.aspx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public/Attachment/182316422071.pd
http://taiwan.yam.org.tw/womenweb/action.htm
http://women.nmth.gov.tw/zh-tw/History/History.aspx
http://www.iwomenweb.org.tw/
http://www.digiarts.org.tw/chinese/Default.aspx
http://www.aerc.nhcue.edu.tw/8-0/twart-jp/work/tf-work.htm
http://www.waa.org.tw/site/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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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灣女性藝術發展年譜（本研究整理） 

年代 日月 重要事件與活動 

1922   
以女性為主體的詩社出現，陳梅峰與女弟子蔡旨禪、蔡月華於高雄成立「蓮社」，為

台灣最早的閨秀詩社。 

1927   

台灣第一位女畫家陳進，作品〈姿〉、〈罌粟〉、〈朝〉入選首屆台展。與林玉山、

郭雪湖齊名，被喻為「台展三少年」。其後於 1934年以「合奏」一作入選日本帝國

美展。 

1929   
張李德和設立「琳瑯山閣」，常於此舉辦詩會。在嘉義創立不少文藝聚會和結社，因

其多才多藝而獲得「詩、詞、書、畫、琴、棋、絲繡七絕」的美譽。 

1938   
舞蹈家李彩娥入日本石井漠體育舞俑專科學校，台灣第一位在日本接受正規舞蹈教育

者，於 1949年在屏東市創設「李彩娥舞蹈研究所」。 

1940   台灣才女黃鳳姿出版＜七娘媽生＞、＜七爺八爺小說＞，獲台日作家讚賞。 

1941   
台灣首位女記者楊千鶴，進入台灣日日新報社，擔任家庭文化版記者，隔年因台日差

別待遇憤而離職。 

1947   
舞蹈家蔡瑞月年於台北中山堂表演，轟動藝術圈。1945 年畢業於日本石井綠舞蹈研

究所。其後於 1953年成立蔡瑞月舞蹈社。 

1953   
王秀蓮考取建築師執照，成為第一位本土女性取得建築師執照者。兩年後另一位女性

建築師修澤蘭亦取得建築師執照，成為第一位執業女性建築師。 

1957 
  陳文敏為台灣首位女導演，所導影片為《茫茫島》。 

  伊夢蘭開始新聞攝影，為台灣首位女性攝影記者。 

1960 
10月 林絲緞成立畫室，自任模特兒供人體速寫。 

  素樸藝術家吳李玉哥首次個展於台北新聞大樓，時齡 60 歲，人稱祖母畫家。 

1962   
鍾桂英應聘為國立藝專的專任講師，為台灣本地師範教育系統培育出的第一位進入大

專美術科系任教的女性。 

1971 3月 《雄獅美術》雜誌創刊。 

1974   
王信拍攝「蘭嶼．再見」，是台灣原住民最完整的系列報導，為台灣第一位系列性報

導的女性攝影工作者。 

1975 
  

卓有瑞展出照像寫實風格的 15件巨幅〈香蕉〉連作系列，被視為台灣女性主義意識

覺醒的先驅者。 

  《藝術家》雜誌創刊。 

1979 12月 席慕蓉展出雷射藝術作品《孤星》於臺北太極藝廊，為台灣首次雷射繪畫之展出。 

1980 
  吳素蓮首度於保守的南台灣「南濤人體畫展」展出裸體繪畫。 

  楊文霓在高雄成立第一家陶藝工作室。 

1983 6 月 3日 「台北西畫女畫家畫會」在台北市鄉根西餐廳舉行成立籌備會，該畫會為國內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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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西畫的女性藝術團體：劉文煒、袁樞真、王金蓮、周月坡、汪壽寧、王美幸、許

清美等人為原始發起人。至今總計辦理 34次聯展。 

12月 台北市立美術館開幕，蘇瑞屏擔任創館初期的代館長。 

  
婦女新知雜誌社舉辦「八三三八婦女週」，主題為「婦女的潛力與發展」，舉辦讀書

討論、座談演講及放映女性主義電影等活動。 

1984 

  
陳幸婉獲台北市立美術館首屆「現代繪畫新展望」大獎，並於台北「一畫廊」舉辦首

次個展。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首位女主任袁樞真教授的發起下，「台北市西畫女畫家畫會」

正式立案。 

1986 

4 月 18

日 

〈裝置、錄影、表演藝術展〉於台北春之藝廊，洪素珍策劃，為台灣第一次由畫廊主

辦的錄影與表演藝術展覽 (於台北春之藝廊)。 

10月 

賴純純獲台北市立美術館主辦之「中華民國現代雕塑」、「中華民國繪畫新展望」大

獎。其後成立「現代藝術工作室(SOCA)」，提供自己的家做為鼓勵當代年輕藝術家的

空間。 

  
郭禎祥獲得藝術教育博士學位返台，回師大擔任教授，系主任，繼而擔任藝術教育學

會發起人。 

1988 
6月 台灣省立美術館開幕，以「台灣美術」為定位、運作目標。 

  黃玉珊導演成立「黑白屋影像工作室」，開辦女性影展。 

1989 

  陳幸婉獲李仲生現代繪畫文教基金會「現代繪畫創作獎」。 

  
〈春之頌女性畫家聯展〉於吉証畫廊，蔡蕙香、許玉茹、林舫宣、胡碩珍、許清美、

嚴明惠、李玉慧、王黃麗惠等人參展，為台灣私人畫廊首次辦女性畫家畫展。 

1990 

3月 

〈台灣女性週聯展〉於台北誠品藝文空間，婦女新知基金會主辦，陸蓉之策劃，郭挹

芬、陳美岑、梁美玉、謝伊婷、杜婷婷、許鳳珍、薛寶瑕等人參展，並與吳瑪悧、嚴

明惠、侯宜人舉行座談會，公開討論女性主義議題，媒體撰文發表，為台灣首次女性

自覺的藝術活動。 

6 月 18

日 
婦女新知基金會主辦為期一週的「女性藝術演講系列」。 

1991 

3月 
〈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家特展：女性文字工作者 vs.藝術工作者〉，陸蓉之、吳宜芬、

龐靜平、李亞男、林惠懿、黃虎暐、林燕等人參展(於台北龍門畫廊)。 

10月 

〈女．我（娥）展－－女性與當代藝術對話〉於台北帝門藝術中心，吳瑪悧、李美蓉、

傅嘉琿、侯宜人、嚴明惠、林珮淳、黃麗絹等人參展。並舉辦三場演講及一場由婦女

新知基金會和帝門藝術中心合辦的座談會。 

  「台北伊通公園」開幕，為台灣重要當代藝術之替代性空間，藝術家陳慧嶠參與創辦。 

1992 5 月 5日 蕭麗虹獲選為台北市立美術館主辦之第一屆「1992台北現代美術雙年展」參展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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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8 月 6日 

「才女×10＋絲路」活動：服裝設計師洪麗芬、繪畫藝術家賴純純、刺繡設計家粘碧

華、作家胡因夢、電影導演劉怡明、京劇名伶魏海敏、作家張曉風、舞蹈工作者易天

華、聲樂家呂麗莉、攝影工作者龍君兒等十位才女，由文化工作者王正良領隊，作一

趟深刻的絲路之旅。 

10 月 25

日 

藝術史博士顏娟英完成「日據時期台灣美術史大事年表(一八九五~一九四四)」，發

表於《藝術學》第八期。 

  
張恬君取得美國馬里蘭大學美術教育博士學位，返台任教於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

所，為首位開啟科技藝術教育之女性藝術家。 

1993 

3月 《藝術家》雜誌製作『女性藝術工作者』專輯，為雜誌首創的女性藝術專輯。 

4月 
〈形與色－女性藝術家抽象藝術聯展〉於台北家畫廊，為台灣第一次針對女性抽象藝

術的專題展。 

9月 
第一屆「女性影像藝術展」於台北霍克藝術中心，婦女新知基金會和黑白屋電影工作

室合辦。 

  薛保瑕獲李仲生現代繪畫文教基金會主辦之「現代繪畫創作獎」。 

1994 

4 月 17

日 

華文地區第一家女性主義專業書店「女書店」於台北開幕，提供一個看見女性書寫、

聆聽女性聲音、交流女性經驗的自在空間。 

5月 《藝術家》雜誌開闢「女性藝術專欄」。 

6月 高雄市立美術館成立。 

6 月 5日 
〈女性創作的力量〉展於台南新生態藝術環境，侯宜人策劃，為「台灣女性文化觀察」

文藝月的系列活動，為台南地區首次女性藝術主題展覽。 

  賴純純獲選台北市立美術館主辦之〈1994台北現代美術雙年展〉 

  藝術史家賴明珠於〈藝術家雜誌〉發表「日據時期臺灣女性藝術家研究」系列文章。 

1995 

1 月 6日 
「新樂園藝術空間」開幕，第一期女性成員有林蓓菁、王德瑜、林純如、曾雅蘋、蔡

海如。 

  第 46屆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首次參與，吳瑪悧為首位被邀請的女性藝術家。 

3 月 7日 
〈女性集結－水〉展於高雄串門藝術空間，高雄市現代畫會女性藝術成員舉辦高雄地

區首次女性藝術聯展。 

4月 《藝術家》雜誌製作『女性與藝術』專輯。 

5 月 4日 藝術家蕭麗虹成立竹圍工作室，成為重要另類當代藝術展演場地。 

12 月 17

日 

陶藝家楊文霓領軍高雄「好陶」成立，舉行「好陶趕集」於杜象藝術空間亭仔腳戶外

空間。 

  吳瑪悧主編遠流出版社《藝術館》系列藝術叢書。 

1996 12 月 30 陳進獲頒行政院第十六屆文化獎章，為首位女性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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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1996 11 月 林曼麗出任台北市立美術館，為該館首位女性館長。 

1997 

11 月 22

日 

〈製造‧新聞 VS♀〉於新濱碼頭藝術空間，高雄女性藝術家策展，回應女性與被窺

視議題。 

  〈盆邊主人－自在自為〉於台北新莊文化中心，張元茜策畫。 

  
茱蒂芝加哥(Judy Chicago)參加台北縣新莊文化藝術中心舉辦的〈盆邊主人－自在自

為〉、〈悲情昇華－二二八美展－被遺忘的女性〉，及她的小型個展〈穿越花朵〉。 

  〈悲情昇華－二二八美展－被遺忘的女性〉於台北市立美術館。 

  
女書店策畫「台灣女性藝術講座系列」，林珮淳、吳瑪悧等人與「女書店」經理楊瑛

瑛共同策劃。 

1998 

7 月 7日 

「女性藝術聯盟」成立，成員有林珮淳、賴純純、陸蓉之、吳瑪悧、洛貞、侯淑姿等

十幾位女性藝術工作者，以建構女性藝術史為訴求 ，盼為台灣現代美術史加入女性

觀點。 

3月 
〈女味一甲子〉於台北龍門畫廊、台中臻品藝術中心、台南新生態藝術空間三地展出，

陸蓉之策劃。 

4 月 18

日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展〉於台北美術館，為公辦美術館首度展出女性藝術之

展覽，策畫者賴瑛瑛。 

10月 

第一本台灣女性美學專書《女/藝/論－台灣女性藝術文化現象》發行，林佩淳主編，

女書店出版。此書集結台灣女性藝術評論者的撰文，以多元角度將近二十年的台灣女

性藝術作一梳理。 

  
女書店策畫「台灣女性藝術講座系列」，林珮淳、吳瑪悧等人與「女書店」經理楊瑛

瑛共同策劃。 

1999   

「女人詮釋女人」好藝術群聯展，於景薰樓藝文空間，為台中首次女性藝術家集結，

主要藝術家有吳伊凡、廖秀玲、張惠蘭、李慧倩、林平、王紫芸、吳美純、鄧淑慧等

人等。 

2000 

1 月 23

日 

台灣第一個女性藝術團體「台灣女性藝術協會」（Taiwan Women’s Art Association，

WAA）成立，簡稱「女藝會」，假華山藝文特區舉行成立大會，著力於全面性統整台

灣的女性藝術，首任理事長賴純純。 

2 月 1日 高雄第一家女性書店─「好書店」開張，高雄婦女新知協會主辦。 

9 月 6日 

高雄市彩色頁女性願景協會成立，以會員之相互關懷、學習與激勵，培養其自助進而

助人的能力，發揚女性社會參與的願力為宗旨。特別著重中年婦女培力與支持關懷及

社會參與。 

10 月 2

日 

〈心靈再現－台灣女性當代藝術展〉，於高雄市立美術館展出，簡瑛瑛策劃，為高美

館第一次以女性藝術為主題的大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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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女性影像學會」(前身「台北市女性影像學會」)成立，每年以舉辦女性影展為

主要業務，建立女性影像發表管道。 

  
第一場女性藝術主題研討會《浴震重生迎接第三千禧年：女性心靈之旅－文學、藝術、

影像國際研討會》，由簡瑛瑛主持。 

11月

18-29日 

〈天公的地母—謝天謝地〉好藝術群女性藝術家聯展，於台中文化中心，好藝術群成

員:吳伊凡、王紫芸、劉抒芳、廖秀玲、張惠蘭、鄧淑慧、王心慧、黃瑛玉、林平、

李慧倩、吳美純與瓊安‧浦梅爾（Joan Pomero）等共十二位，並移地嘉義、台南展

出。 

2001 

5 月 26

日 

女性藝術協會與女書店推出為期兩個月的女性藝術講座：『性別藝術權力－「藝術與

性別何干？」』 

11 月 4

日 

〈酸甜酵母菌－橋仔頭糖廠與烏梅酒廠的甜蜜對話〉，於台北華山與高雄橋頭兩地倉

庫，女藝會主辦，張惠蘭策劃。 

  花蓮首次女性影展，於花蓮美琪戲院。 

  

吳瑪悧和台北市婦女新知基金會「玩布工作坊」合作，16位社區婦女在永樂市場的

頂樓縫製屬於自己的〈心靈被單〉，最後以錄影帶和書籍出版呈現時間長達一年的計

劃過程與成果。 

  
高千惠出任第 49屆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的策展人，為台灣館第一次由女性擔任策展

人。 

2002 

1 月 18

日-20日 

「第一屆南台灣女性藝術創作研習營」，為高雄地區第一場關於女性藝術的研習營於

高雄縣婦幼青少年館，舉辦「性別與藝術」、「女性意識與藝術」以及「台灣女性藝

術發展」的主題演講，同時更增加創作體驗的現場研習，研習營由張金玉策劃。 

4月 〈Herstory〉女性藝術展，潘小雪策畫，於花蓮松園別館。為花蓮首次女性藝術策展。 

8月 
陸蓉之撰寫的《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史》出版，為台灣第一本討論本土女性藝術史

的專書。 

2003 

3 月 8日 
〈ㄅˋㄨ包袱－女性與布媒材的空間對話〉，於台中鐵道二十號倉庫，藝術家林平策

劃。 

  謝素貞任就任台北當代藝術館，為該館第一位女性館長。 

5月 
第一屆台灣國際女性藝術節〈網指之間─生活在科技年代〉，於高雄市立美術館，陳

香君策劃，邀請女性藝術家就生活在科技時代下的身體、生命經驗等議題，進行創作 。 

5 月 4日 
〈大被單計畫〉，為高雄第一次大型女性藝術家與女性民眾集結活動，於高美館後方

草皮，陳豔淑策劃。 

2004 
3月 

曾鈺涓發表〈Let’s Make ART-曾鈺涓網路互動藝術裝置展〉於台北市立美術館，是

台灣第一件網路即時互動裝置作品。 

  鄭慧華擔任台北市立美術館之台北國際雙年展策展人為本展首位女性策展人，主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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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乎現實嗎?」。 

3 月 7日 
高雄首度行為女性藝術表演於高雄城市光廊，懷胎數月裸身的藝術家葉子啟表演《人

卵 vs 動物卵》，並將蛋汁及番茄醬淋在身上 。 

4 月 19

日 
台灣藝術發展協會主辦「亞洲女性身體工作坊—Beauty in Action 2004」 

11 月 26

日 

高美館〈美術．高雄〉系列展出〈美術高雄 2004－高雄一叢花+〉高雄地區女性藝術

創作者首次在公立美術館空間大規模展出。 

2005 

11 月 12

日 
〈女人香－東西女性形象交流展〉於國立台灣美術館、國立故宮博物館。 

11 月 26

日 
〈美術高雄 2004－高雄一叢花+〉於台北鳳甲美術館。 

  策展人杜昭賢以「 美麗新世界—海安路藝術造街」，獲台新獎之評審團特別獎。 

12 月 28

日 
「女妖藝廊」進駐台東都蘭的月光小棧。 

2006 

1 月 25

日 
林曼麗任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為該院首任女性院長。 

3 月 8日 

台灣女性文化地標設置，為文化總會邀集多位相關領域的女性座談後所規劃的案件，

選出 20個地標，其中第一個地標淡水女學堂於 2006年 3月 8日由時任總統陳水扁正

式揭幕。 

4月 
藝術家湯皇珍以「我要去旅行 V/一張風景明信片--湯皇珍個展」獲第 4屆台新藝術

獎視覺藝術年度大獎 

7 月 18

日 
國立台灣美術館首位女性館長薛保瑕就任。 

2007 

2 月 10

日 

法國女性藝術家 Niki De Saint Phalle來台首展（妮基的異想世界）於歷史博物館

展出。 

5 月 5日 
台南縣文化中心舉辦〈南瀛百位女性藝術聯展），共計台南縣 164位女性藝術家作品

參展。 

8 月 16

日 
雲林縣美術協會首次在文化局舉辦全縣女性藝術家聯展 

2008   
由國家文藝基金會與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專案補助，歷時兩年半拍攝的台灣加工區女工

紀錄片「她們的故事」，重現 60年代勤奮乖順勞動女性的身影！導演為柯妧青。 

2009 

1 月 17

日 
謝佩霓任高雄市立美術館館長，為該館首任女性館長。 

2 月 7日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藝文中心舉辦〈~科技與藝術 女子 ID~互動設計創意體驗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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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1

日 
國立台灣美術館推出〈雙凝－台灣女性藝術的鏡觀視角〉 

5 月 1日 
許淑真、盧建銘以「植物新樂園：從菜園中誕生、河岸阿美的物質世界個展」獲第 8

屆台新藝術獎視覺藝術年度大獎 

8 月 30

日 

〈她的第一次個展－台灣當代女藝術家的回顧與前瞻〉於台北中正紀念堂，女藝會主

辦，萬一一策展。 

9 月 4日 「第一屆台灣女性藝會協會跨藝術研討會」，女藝會策劃。 

12 月 4

日 

「移動與自書」：當代女性影像╱文學╱藝術的跨界再現學術研討會（於台灣國家婦

女館） 

2010 

6 月 6日 
「高雄人體史畫（話）展」，於高雄市婦女館女性圖書史料室，高雄市彩色頁女性願

景協會策劃。 

12 月 17

日 

台灣數位藝術脈流計畫－脈波壹「身體‧性別‧科技」數位藝術展，於台北數位藝術

中心 

  

賴明珠出版「流轉的符號女性：戰前台灣女性圖像藝術」一書以台灣近代畫壇女性的

繪畫作為書寫的核心，一方面企圖為早期台灣女性視覺藝術拓荒者立傳，一方面也從

批判的角度探索圖像背後潛藏的權力象徵意義。 

2012 

1 月 23

日 

女藝會於台北市成立「WAAhouse」做為辦公室與展覽空間，開幕展〈查某人的厝-女

藝家園開幕展〉 

4 月 28

日 

〈女人們的白色房間〉，於高雄駁二藝術特區，邀請台灣與香港女性藝術家參展，女

性觀眾免票入場，謝慧青策畫。 

2013 

4 月 27

日 

吳瑪悧及竹圍工作室以「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獲第 11屆台新藝術獎視覺藝術年

度大獎 

6 月 22

日 
〈台灣現當代女性藝術五部曲，1930-1983〉，於台北市立美術館。 

11 月 23

日 
〈後人類慾望~當代藝術中的性別觀與數位性〉，於台北當代藝術館，陳明惠策畫。 

2014 

1 月 4日 
簡扶育作品〈女史無國界〉耗費 10多年時間拍攝，記錄了 13名台、日、韓的經典女

性人物，共 62幅作品，捐贈台大圖書館永久典藏。 

2 月 5日 陳香君博士論文「紀念之外：二二八事件．創傷與性別差異的美學」於其逝後出版。 

5月 〈台灣女影二十文件展 X映演〉電影女力．推波助瀾，於高雄師範大學。 

6月 〈女人．家：以亞洲女性藝術之名〉，於高雄市立美術館。 

 

表 2 台灣女性權益發展重要事件 

1884   加拿大長老教會教士馬偕成立「淡水女學堂」，為台灣第一所女學校。 

1887 2 月 14 英國基督教長老教會教士李庥在台南成立「新樓女學校」，為臺灣百年女學校「長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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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女中」前身，南臺灣第一所現代西式女學校。 

1896 
  國語學校(台北師範前身)第一附屬學校女子分教場開始。 

  第一次學制改革為第三附屬學校，為台灣女子教育的手工藝時期。 

1898   沈靜英於上海創辦「女學報」。 

1900   台北大稻埕中醫師黃玉階籌組「天然足會」，倡導廢纏足運動。 

1904   日本婦女團體「愛國婦人會」在台設置支部。 

1906   
第二次學制改革，總督府頒布「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規則」，將原手藝科改為師範

性質的技藝科。是台灣女性在師範教育體制內接受美術教育的開始。 

1922   
「女宣道會」在臺北正式設立，歸屬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總會，（1983 年更名「婦

女事工委員會」），為臺灣最早成立的婦女組織。 

1923   有助傳遞台灣婦女教育、婦女運動思想的「台灣民報」出版。 

1925   
台灣第一個本土性婦女團體「彰化婦女共勵會」成立，以定期辦理例會、演講、婦女

運動及手工藝展等振興文化相關活動。 

1926   「諸羅婦女協進會」成立，以圖婦女地位之向上為宗旨。 

1927 
  「高雄婦女共勵會」成立。 

  農民運動女中豪傑葉陶獲選為「台灣農民組合」婦女部部長。 

1928 

  

台北第一師範學校，設立公學「師範女子演習科」，為全省唯一的女子師範教育正式

學制。高等女學校增至 12 所，台灣女子就讀人口偏低，大都集中第三高等女學校、

彰化高等女學校、台南第二高等女學校。高等女學校以培養女性相夫教子為目地。女

子師範演習科也謹以培植公學校家事科教員師資為目標。但已是女性受教育所能獲得

的最高學歷。 

  女革命家謝雪紅參與台灣共產黨成立 

  吳謹取得女性司機的執照，成為當時台北州 550 位公共汽車司機中唯一女性司機。 

  「台灣婦女協進會」成立，是第一個以「臺灣」為名的全島性婦運團體。  

  

台灣全省性的「台灣省婦女會」成立，以台灣婦女的需求為核心，協助失業婦女，輔

導其就業技能，並出版《台灣婦女月刊》及《台灣婦女通訊》等，以連繫並凝聚各地

婦女團體的力量，促進婦運工作，後更名為「中華民國婦女會總會」。  

1933   台北帝大(今台灣大學)的法律課堂，出現台灣第一位接受法律教育的女性－洪吳繡進。 

1939   第一位女博士－許世賢取得九州帝國大學醫學博士。 

1945   台北市婦女會率先成立，是戰後臺灣第一個地方婦女團體。  

1946 

  
台灣省婦女會成立（日後的婦女會），為戰後台灣第一個合法成立的省級婦女團體，

積極提出廢娼與解放婦女的主張，並實際從事保護養女工作。 

  謝娥當選台灣首位女性立法委員。 

  許世賢由婦女會推舉當選嘉義市長，為台灣第一任女性地方首長。 

1947 
8 月 10

日 

《臺灣新生報》刊登「《臺灣婦女》週刊」。這個專欄自 1947 年 8 月 10 日起，由婦

女工作委員會每週日於《臺灣新生報》副刊版面發行。該欄位不論是編輯與投稿者，

均由女性執筆。這份公開的園地，吸引來自家庭婦女、女公務員、女學生、女工、舞

女、妓女等各個階層、職業婦女的關注，成為臺灣女性最早獨立發聲的平臺。1949

年 7 月 27 日結束，總計刊登 1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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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憲法」頒布、實施，憲法中明文規定「性別平等的原則」並通過婦女參政

權。 

1949 

  實施戒嚴戡亂動員法。 

  
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YWCA 成立，是臺灣第一個具國際、宗教、服務性質的婦女團

體，致力改善貧窮，培育臺灣女性領導力和國際觀。 

1950 
  

蔣夫人宋美齡女士結合軍公教眷屬及企業家夫人創立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以「為民

眾增進會福祉，為婦女爭取合法權益，為國家從事國民外交」為服務宗旨。 

  《中華婦女月刊》創刊，內容以報導中華婦女各項活動為主。 

1951 

  台灣三絕才女－張李德和當選台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一任省議員。 

  
臺灣省政府、蔣宋美齡女士與婦女團體發起保護養女運動，成立「臺灣省保護養女運

動委員會」，結合政府與民間力量，讓受虐養女能有申訴管道，以改善當時養女困境。 

1956   台北市兩名女子穿短褲及短衣在街上行走，被警員以妨礙風化罪各罰三十元。 

1961   避孕藥上市。 

1963   女作家郭良蕙「心鎖」小說，被評定為色情作品遭禁。 

1971 

3 月 《雄獅美術》雜誌創刊。 

  
呂秀蓮返台在《聯合報》副刊發表〈傳統的男女角色〉一文倡議反省傳統的性別文化、

重塑男女社會角色。  

1974 
 

呂秀蓮出版《新女性主義》及《尋找另一扇窗》，大力鼓吹新女性主義，成為台灣女

性主義的揭竿者。 

1975   《藝術家》雜誌創刊。 

1976 
 

呂秀蓮等成立亞洲第一個結合婦運與出版業的「拓荒者出版社」，鼓吹新女性主義。 

1982   
李元貞等人成立「婦女新知雜誌社」，為台灣第一個女性主義雜誌社，發行鼓吹兩性

平權的刊物，喚醒女性自覺、深耕平權議題。 

1983   「婦女新知雜誌社」舉辦為期一週的「8338 婦女週」活動。 

1984   
十幾位離婚婦成立「拉一把協會」，提供諮商支持，1988 年正式立案為「晚晴婦女

協會」。 

1985 

  
台灣第一個學院內的婦女運動團體「國立台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簡稱

「婦女研究室」)成立，開啟台灣「學院內/學院翼」的婦運論述。 

  
台大人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成立，研究婦女與兩性議題，出版《婦女與兩性研究通

訊》，為國內第一個大學婦女研究室，其後各大學校院陸續成立，展開校園女權運動。 

1986   
為抗議人口販賣及雛妓問題嚴重，且警方執法不力，婦女、人權、原住民與教會等團

體於 1987 及 1988 年兩次「華西街大遊行」。 

1987 

 

解嚴後，人民團體法、集會遊行法放寬，自發性的女性團體大為增加，例如主婦聯盟

環境保護基金會、女性權益促進會、婦女救援基金會等。 

 

「婦女新知雜誌社」籌募基金立案為「婦女新知基金會」，以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促

進婦女參政及制定符合婦女權益之政策與法令為主要工作目標，為臺灣戰後第一個標

舉女性主義的婦女團體。 

 
「台灣婦女救援協會」成立，由婦女新知、彩虹少女之家、台灣人權學會籌辦。 

 
勵馨基金會成立，雛妓救援，終止性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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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6 月 台灣省立美術館開幕，以「台灣美術」為定位、運作目標。 

  台灣基層婦女勞工中心成立，保障基層婦女工作權。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成立，關心環保議題。 

1989 

  臺北市政府設置康乃馨服務專線，為第一個婚姻暴力求助專線。 

  台大人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出版【婦女與兩性學刊】，為亞洲第一份性別研究學刊。 

  台灣第一個女性環保團體「主婦環境保護基金會」成立。 

  
「婦女新知基金會」完成「男女工作平等法」草案。聯合其他婦女團體發表「十大婦

女聯合政見」。 

1990 

  台灣第一個女同性戀團體「我們之間」成立。 

  
「婦女新知基金會」舉辦首次大專女生研習營。成立「女性學研究中心」，定期舉辦

書報討論會。 

  全台灣第一個婦女學苑於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開辦。 

1991 
3 月 8 日 「婦女新知基金會」、「主婦聯盟」等新興婦女團體共同舉辦「婦女嘉年華會」。 

  「婦女新知基金會」抗議將「婦女節」與「兒童節」合併成「婦幼節」的不當作法。 

1992 

  「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高醫兩性研究中心」成立。 

  楊翠出版《日據時期台灣婦女解放運動》。 

  
「婦女新知基金會」、「主婦聯盟」、「晚晴協會」、「新女性聯合會」共同發表「婦

女保障名額」聲明。 

1993 

  關心性別研究學者組成台灣女性學學會成立(2002 年正式立案)。 

  

「婦女新知基金會」展開一整年的婦女健康講座活動。與黑白屋影像工作室合辦台灣

首屆「女性影像藝術展」。舉辦「民間團體檢視台灣愛滋環境」公聽會。出版「愛要

怎麼做－女人愛滋手冊」。 

  

女人連線反對性騷擾大遊行，首次未借助其他社運團體，以女性議題為主的大規模活

動。遊行中途，何春蕤喊出「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使女性情慾自主成為重要話

題 。  

  「台灣女性學學會」、「婦女政策研究發展中心」、「台北市社區婦女協會」成立。 

9 月 28

日 

由女性學者發起，在清華大學的月涵堂舉行「台灣女性學學會」的成立大會(於 2002

年 9 月 9 日正式立案)，抨擊國家考試公然歧視女性，要求大專院校中女生必修的護

理課程改為通識課。 

1994 

  
「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性別與空間研究室」、「成大婦女與兩性研究室」、「中央

大學性/別研究室」成立。 

4 月 17

日 
台北女書店成立，為華文地區第一家女性主義專業書店。 

  

「婦女新知基金會」發起「牽手出頭天，修法總動員」萬人連署活動。參與民法第

1089 條釋憲運動。發起「522 女人連線反性騷擾」大遊行。聲援鄧如雯殺夫案，使其

獲得減刑。 

1995 

  王清峰成為我國第一位女性副總統候選人。 

  
「婦女新知基金會」與台北市晚晴婦女協會帶著三萬民眾的連署書，將「新晴版民法

親屬編修正草案」送進立法院。組織「婆婆媽媽遊說團」實際監督修法工作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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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國際愛滋紀念被單特展活動。「男女工作平等法」草案第五版出爐，增訂職場性

騷擾防治專章。 

1996 

  
民進黨婦運部主任彭婉如遇害，「婉如行動」──抗議全國治安會議行動，並提出婦

女十大訴求。 

  大專女學生爭取「新女廁運動」，為女性爭取生活空間。 

  

「婦女新知基金會」和婦女團體共同發起「女人一百」大遊行。遊說立院三讀通過民

法親屬編部份條文修正案，廢除子女監護權歸夫等父權條款，增訂夫妻財產溯及既往

的施行細則。 

12 月 21

日 

婦女界組成的「婉如行動」全國婦女連線成員舉行「女權火、照夜路」夜間大遊行活

動，訴求爭取女性夜行權。 

1997 

3 月 
教育部設立「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推動全國性平教育。後配合 2004 年性別平等

教育法公佈改為「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5 月 6 日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成立。並於 1998 年由內政部捐資成立「財團法人婦

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內政部長葉金鳳上任 ，我國第一位女性部長。 

  「彭婉如基金會」成立，推動兩性平權。 

10 月 第一個女性電子報－網氏電子報發刊。以拓展網路上的女性空間為任務。 

  
「婦女新知基金會」將年度主題訂為「女人抗暴年」，以紀念彭婉如。與葉菊蘭委員

合辦夫妻財產制系列公聽會。舉辦「兩性工作平等系列研討會」 

  
公共電視製作「世紀女性﹐台灣第一」，拍攝八集人物紀錄影片(每集 30 分鐘)，其中

陳進為台灣第一位女畫家。 

1998 

  

「婦女新知基金會」推出「女人獨立運動」，爭取女性獨立的財產權、投票權、身體

自主權及獨立造家的基本權利。出版「女選民完全投票手冊」。成立「婆婆媽媽法院

觀察團」。完成男女工作平等法第六版修正案。 

6 月 
立法院通過將民法第 1000 條取消「妻冠夫姓」的規定。並三讀通過公佈施行「家庭

暴力防治法」，打破「法不入家門」的傳統觀念。  

1999 

  
教育部通過《婦女教育政策》，從學校、家庭、與社會教育等三大層面著手，宣布二

十一世紀「全人教育，溫馨學校，終身學習」的教育願景。 

5 月 6 日 台灣性別人權協會成立 

  
「婦女新知基金會」出版「男女工作平等法催生手冊」。拍攝「要孩子，也要工作」

職場懷孕歧視紀錄片。 

2000 

  高雄師範大學成立亞洲第一個結合教育與性別研究關懷為主題之研究所 

3 月 1 日 「兩性工作平等法」實施 

  南台灣第一間性別主題書店誕生－好書店，其後於 2006 年結束經營。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成立一女性主題空間－紫藤廬。 

  政黨輪替，呂秀蓮成為中華民國史上的首位女副總統。 

2001 

10 月 29

日 

二百多位大陸新娘走上街頭，抗議政府將取得身分證的居留期限從 8 年延長為 11 

年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高雄市原住民婦女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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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成立  

  臺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號召臺灣同志社群，舉辦首屆的臺灣同志遊行 

3 月 5 日 

高雄市滿天星婦女團體聯盟於婦女館召開成立記者會。滿天星婦女團體聯盟是由高雄

市 13 個婦女團體組成，為了響應「性別主流化」的國際趨勢，特別提出「資源建構

面」、「弱勢關懷面」、「婚姻教育面」、「健康關懷面」、「單親婦女關懷面」及

「外籍移民家庭關懷面」等六大層面。 

  「兩性工作平等法」通過。 

  
高市府社會局婦女館「女性圖書史料室」政室對外開放，為全國首座的女性圖書史料

室。 

  「婦女新知基金會」年度主題為「好聚好散年」，發表分手暴力調查報告。 

2003 

  台灣第一個女性主題商業電台「姊妹電台」105.7 正式開播。 

  內政部成立臺灣國家婦女館，由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承接。 

  

「婦女新知基金會」年度主題為「多漾風華年」。發起「女人反戰 女人要和平」活

動。發起參加反戰靜走等相關活動。舉辦「請叫我…」不要叫我外籍新娘徵文活動。

舉辦「南洋 台灣 姊妹情」文化活動。 

2004 

6 月 3 日 
政府公布《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中央及地方政府主管教育單位及各級學校均必須

設置「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婦女新知基金會」年度主題為「推動成立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持續舉行記者

會及遊說政黨，進行選制改革、提倡女性參政，並推動政府組織再造。 

2005   

「婦女新知基金會」年度主題為「多元姐妹」。進行原住民婦女權益巡迴講座、原住

民族群家庭暴力之防治及宣導。與移盟提出「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正案，倡導女性移

民移住人權。 

2006 

  內政部成立臺灣國家婦女館，由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承接。 

  以女同志媽媽為核心的「拉媽報」創刊。 

  「婦女新知基金會」年度主題為「性別與媒體」。 

2007 
  

立院通過「性別工作平等法修正案」增加性傾向歧視條文等。通過民法第 1059 子女

姓氏平等協商之修正條文。移盟推動「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正案」通過多項保障婚姻移

民權益條文，舉辦遊行要求廢除財力證明。 

  台灣婦女年鑑發行，為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出版。 

2008   
「婦女新知基金會」年度主題為「歡喜從母姓年」。母親節「歡喜從母姓？困難知多

少」記者會。 

2010 
4 月 30

日 
立法院終於通過民法親屬編修正案，成年子女擁有姓氏選擇權，不需經父母同意。 

2012 1 月 1 日 
行政院內成立性別平等處，為我國第一個性別平等專責機制，並將「行政院婦女權益

促進委員會」擴大為「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簡稱性平會）。 

2013 7 月 3 日 行政院正式頒佈 10 月 11 日訂為「台灣女孩日」。 

 

表 2-3國際重要女性權益與藝術事件 

1910   首屆「國際婦女代表大會」公訂三月八日為國際婦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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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   英國通過「選舉改革法」，婦女獲得參政權。 

1920   美國通過婦女參政權，並通過憲法第十九條修正案，婦女享有投票權。 

1949   
法國女作家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出版《第二性》(The Second Sex)，為當代女

權運動開端。 

1970   在英國倫敦首次有女性自由藝術團體(Women's Liberation Art Group)的成立。 

1971 

  

美國的女性藝術史學者琳達諾克林(Linda Nochlin)在 ArtNews 雜誌發表文章提問：「為

什麼沒有偉大的女性藝術家？」(Why have there been no great women artists?)，成為當代

研究女性主義藝術史的一篇經典文本。 

  
藝術家茱蒂芝加哥(Judy Chicago)在 Fresno State College 開設全美首次的女性主義藝術

課程。 

1972   
英國發行首份的女性主義期刊 Space Rib，同時在美國紐約也發行首次的女性主義期

刊 The feminist Art Journal。  

1975   聯合國宣布 1975 年為「國際婦女年」，並在墨西哥召開第一屆婦女大會。 

1979 

  
現代婦女基金會成立國內第一個「強暴危機處理中心」，展開婦女人身安全法案之立

法運動。 

  柴契爾夫人擔任英國首相，創全球女性參政典範。 

  德雷莎修女獲諾貝爾和平獎。 

1981 5 月 德國第一座女性博物館成立(Frauen museum) 

1981 11 月 
美國第一座專屬女性的美術館在美國華盛頓成立。（National Museum of Women in the 

Arts） 

1982   

史上第一本集合女性美術史論文集《女性主義與藝術歷史：對傳統美術史的質疑》

(Feminism and Art History：Questioning the Litany，Norma Broude, Mary D. Garrad eds) 在

美國誕生。 

2001   
紐約布魯克林美術館（Brooklyn Museum of Art）舉辦了大型女性藝術展「全球女性主

義」（Global Feminisms） 

2007   

韓國仁川多元藝術中心（Incheon Multiculture & Arts Center）舉辦了第一屆「仁川女性

藝術雙年展」（2007 International Inchon Women Artists' Biennale），這是亞洲地區首次

的女性藝術雙年展。 

第二節 台灣女性藝術發展階段性整理 

  探索台灣的女性藝術發展，以時間面向來觀察，諸多研究者皆以第一位女畫家陳進2的背景年代，

也就是 1895 年代日治時期開始(賴明珠，1998；陸蓉之，2002)，超過一百年的台灣女性藝術發展，

跨越過數個政治治理的變遷，以及西方女性主義的潮流影響，形成本土女性藝術發展的樣貌。一百多

年來的女性藝術在台灣的發展，因著政治治理、社會的變遷，以及西潮影響，女性藝術發展的時空背

景，可分為幾個階段作為描述。賴瑛瑛(1998)以美學發展為基底，將台灣女性藝術發展分為三個階段

來說明，第一階段為古典傳統的日治時期(1985-1945)，第二階段為東西美學辯證的戰後重整期

(1945~1980)，第三階段是國際多元、文化主的八○、九○年代(1980~1998)。陸蓉之(2002)則混和政治

                                                       
2 公共電視，2000 年製播「世紀女性。台灣第一」，將陳進列為台灣第一位女性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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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以及美學品味將之區分為日治時期的殖民文化影響下的閨秀藝術家、戰後移台的中國閨秀藝術家、

戰後第一代現代藝術運動的女性藝術家、1980 年代女性藝術的成長期、1990 年代女性意識崛起和女

性化的美學品味階段。 

  以上述兩位學者對台灣女性藝術發展的分期來看，不難看出台灣女性藝術發展文化背景脈絡的變

遷，早期(1895-1980)受限於國家主義的影響，中期(1981-2002)
3則在解嚴後與全球化的發展下，西方

現代主義精神、女性主義的衝擊與啟發，創作型態漸形多樣，而此階段究女性藝術發展，重要的影響

是女性自覺意識成為女性藝術家主體創作內容。2002 年後的台灣女性藝術發展，在文化後殖民與透

過網際與媒體資訊全球化全面性進行中的當代，女性藝術面貌逐漸呈現更為多元，而創作型態逐漸轉

變另種輕盈樣貌呈現，所謂輕盈樣貌，實是相對於前期著重女性與權力的重策略型態而提出的形容。

從時間面向理解，自然難以逃脫政治與文化框架下的區辨，在這一百多年的時空中，若以女性在藝術

創作狀態的性別處境來鋪陳，更可以看出一個女性意識覺醒4的脈絡。基本上 1895-2000 年早、中期

是一個女性藝術從受壓迫到解放的過程，而 1990 年代女性藝術集結式議題串連，以及訴諸發聲權力

取得的重策略創作與行動，女性藝術的能見性大為提升。2002 年以降性別意識解放之後的女性藝術

則走向多元、自由化的面貌，年輕一代藝術創作者在性別處境上的考慮似乎已經不再那麼明顯，台灣

女性藝術發展顯見集體的性別意識從自覺、批判到轉化的歷程，只是自覺與批判歷程集中壓縮在

1980-2000 這短短 20 年間，而轉化階段則持續到今日仍處於困惑發展的階段(許如婷，2008；高千惠

訪談，2014)。統整上述各家對台灣女性藝術發展階段的觀點，本節將分別從各項文獻整理之時間性

年譜為基礎，國內女性意識啟蒙與發展為背景脈絡，建構台灣女性藝術發展重要階段性之說明，階段

性的界分，以政治治理的變遷，以及時代思潮的轉變為依據。 

一、 醞釀期(1884-1945 年)：女性主體發展初現 

女性意識的啟蒙，在這個階段的台灣，仍為未開發的處境。但是女性受教的機會，在過去 

傳統「女子無才便是德」、「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生活處境中，逐漸因外國傳教士馬偕、李庥於

1884、1887 年分別在淡水與台南開設「淡水女學堂」、「新樓女學校」，女子的受教權初獲實踐(謝佩霓

訪談 2014/09/24)。1895 年日本治理後，1896 年開始國語學校之第三附屬學校之女子手工藝教育(陸蓉

之，2002)， 1906 年正式將手藝科轉成師範教育的技藝科，正式為女性藝術教育的發端。1920 年代

台灣女性的集結分別在地方：台北、彰化、諸羅，到全省，成立以女性為主的活動團體，其中第一個

女性為主體的詩社於 1922 年的高雄出現。1930 年代以降女性專業養成初見成就，法律、醫學、革命

家、司機、舞蹈家、畫家、作家各見有成者。藝術表現方面則以膠彩見長，陳進為其中顯耀者。這段

時間女性主體的發展初現，但仍為少數家境寬裕者始能，並未能見於普遍性，儘管如此，女性意識在

此階段仍未見發端。 

    焦點女性藝術家：陳進、張李德和、林阿琴、蔡品、周紅綢、邱金蓮、黃早早…等。 

                                                       
3 此期界定至 2002，乃依據所參考文獻:陸蓉之＜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史＞一書之出版年。 
4 意識覺醒(conscientisation)一詞，參考佛雷勒(paulo Freire)受壓迫者教育學中對於意識覺醒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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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萌芽期(1946-1979 年)：藝術與自覺的轉換與擺盪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婦女有機會參政是這個階段的特色， 

1947 年「中華民國憲法」頒布、實施，憲法中明文規定「性別平等的原則」並通過婦女參政權，這

對於女性權益的促進具重要的意義。但是，1949 年實施戒嚴戡亂動員法，使得前期的結社受到限制，

言論與意識亦因 228 事件引致的白色恐怖受到箝制。藝術活動上日治時期的膠彩表現因政治治理的變

遷而沒落，代之而起的是水墨表現與西方現代繪畫性素材與觀念的引進(謝里法，1995)。1950、60 年

代女性接受藝術教育的比例增加，數量上也較前期更多，除大陸遷台的女性藝術家外，本土女性從師

範系統畢業之藝術家為大宗，但囿於教職、家庭工作，較無法專注於藝術創作專業表現，(陸蓉之，

2002)。1960 年代西方藝術思潮進入台灣，觀念思潮上的引動，形成東西方美學的論戰，女性藝術家

的創作表現因之能擺脫前期閨秀風格、傳統女性形像的局限，作品能引用西方表現形式，又融入精神

內涵，融會東西方的創作風格(王如婷，2008)。 

1970 年代台灣進入經濟起飛的階段，進步與西化為當時代社會的景象，文化界興起鄉土 

意識，鄉土文學論戰影響擴及各個領域，訴及土地生活意象的創作內涵，成為一種新文化風格。另，

此年代西方具前衛精神的現代藝術觀念、女性主義思潮，亦因藝術雜誌社的成立，以及國外返台學者

的觀念引入、出版，使得這個時期成為一個觀念運動的年代。具有女性意識內涵的主體思維、藝術思

潮與創作有機會在此階段萌芽。 

  此階段女性藝術家所面對的處境，在傳統與現代間、在西方與東方間、在西化與鄉土之間、在家

庭婚姻與主體發展之間擺盪(賴瑛瑛，1998)，觀念所受的衝擊是巨大的，藝術表現也已經能擺脫傳統

女性意象風格，展現現代水墨、寫實、超現實、抽象等多元形式。 

  焦點藝術家：袁樞真、孫多慈、吳詠香、鄭瓊娟、李芳枝、黃潤色、林燕、董陽孜、羅芳、周月

坡、張淑美、鐘桂英、陳豔淑、何清吟、王美幸、卓有瑞、王信、李重重、曾曬淑…等。 

三、 發展期(1980-1999 年)：女性自覺與姐妹情的集結 

在前期整體社會發展所提供的經濟基礎上，這個階段女性主體發展稍得支持；同時，前期 

女性主義思潮的基礎加持，台灣女性主義團體在女性思潮議題推展上的努力，使得 1980 年代成為女

性意識與權益促進開始綻放的年代。在女性藝術發展上，出國留學的女性藝術家返台，豐富了也促進

了台灣女性藝術發展的內容與視野。1983 年北美館成立，藝術展演及大型藝術創作獎，提供了女性

藝術家創作形式展現能見度的舞台，例如陳幸婉、李錦綢、賴純純在現代繪畫新展望、現代雕塑大獎

獲獎，使得女性藝術家的創作能量大放光彩。女性藝術創作形式開始有了觀念上的激盪，觀念性、科

技性、抽象性、裝置性，回到藝術創作本質面上的探討與表現，女性創作力在藝術領域綻現，另方面，

這時期女性意識、權益與處境藉由女性影展活動的探討與傳播，同時，1987 年解除戒嚴，各類女性

權益促進團體紛紛成立，婦女研究有機會展開，逐漸開啟更為全面性的女性文化、處境認識與影響。 

  1990 年代是女性藝術發展最為高峰的階段，在這個階段女性藝術家的集結，以及跨領域女性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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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串連，女性藝術推展的活動從展覽、座談、演講論說，到評論、出版。展覽以女性集結性的聯展

為大宗，從展覽的主題上可見女性創作特質與文化的探索，例如：女我展、形與色、女性文化、女味、

水集結等。地域面向上，女性藝術的發展不僅侷限在台北，高雄於 1995 年初見女性的集結性活動，

1994 年高美館成立，亦為後續高雄地區女性藝術活動提供重要舞台。台中於 1999 年亦見好藝術群的

女性集結。上述集結性展覽活動大都於私人的畫廊於藝術空間舉辦，公辦空間辦理女性藝術展，始見

於 1998 年北美館之「義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展。除展覽外，女性藝術家的組織結盟在 1998 年

展開，以建構女性藝術史為訴求，以賴純純、吳瑪悧為首之十幾位女性藝術家成立「台灣女性藝術聯

盟」，女性藝術家自此有了自覺式運動的基礎與方向。同年，台灣第一本以女性藝術美學為主題的專

書出版，以多元角度將近二十年的台灣女性藝術作一梳理，對日後女性藝術發展研究打下基礎。 

  這個階段的女性創作面貌較前期更為多元，除了多元藝術表現形式之外，在議題上，女性藝術家

能大膽揭露自身處境，從身體、欲望、生活、受壓迫的題材上表達；在表現的媒材上，也逐漸融入材

料性的語彙，例如布料、編織、泥土、現成物…等，在表現的觀念上，儀式性、觀念性、裝置性、行

為性，呈現極為多元的與活潑的藝術形式，完全擺脫傳統繪畫性風格與素材的限制。 

  此階段女性藝術其它相關領域，例如藝術行政、藝術教育、藝術研究、藝術評論、藝術策展、藝

術傳播、藝術產業也呈現全面性發展的機會，女性投入這些領域者愈來愈多，這對後續台灣藝術發展

提供了重要基礎。 

  焦點藝術家：賴純純、陳幸婉、吳瑪悧、蕭麗虹、林珮淳、嚴明惠、侯宜人、傅嘉琿、李錦繡、

謝鴻均、薛保瑕、侯淑姿、楊文霓、洪素珍、湯皇珍、林平…等。 

  焦點策展人：陸蓉之、張元茜、賴瑛瑛…等。 

  焦點藝評人：陸蓉之、吳瑪悧、林珮淳、傅嘉琿、侯宜人、謝鴻均、高千惠…等。 

  藝術教育者：郭禎祥、張恬君、許素朱…等。 

  藝術研究者：賴明珠、簡瑛瑛…等。 

四、 轉化期(2000 年迄今)：矛盾轉化期 

若說 1990 年代是女性藝術的激情發展的運動年代，2000 年以後則是女性充滿著自我認同 

與主體力量的女性展演。2000 年前半期，延續前期女性藝術的集結性活動，台灣女性藝術協會、台

灣女性影像學會於 2000 年正式立案成立。因為重要的女性藝術團體成立，能有意識的在女性藝術議

題上進行更為擴大面貌，以及更為探討性的策展於焉展開。女性美學的探討也有了開展，簡瑛瑛提出

「心靈/陰性美學」作為一種概括。高雄成為繼台北之後，女性藝術展演的重要場域，「心靈再現」、「網

指之間」、「大被單計畫」、「美術高雄 2004－高雄一叢花+」在高美館及週邊場地推出，台灣各地亦陸

續出現女性藝術為主題的活動，例如花蓮的首次女性影展，「Herstory」女性藝術展，台中好藝術群的

持續性展出，以及「ㄅˋㄨ包袱－女性與布媒材的空間對話」展；台東女妖藝廊成立，以及各地的女

性藝術家集結聯展。除此之外，城市間的女藝對話亦展現活力，「酸甜酵母菌－橋仔頭糖廠與烏梅酒

廠的甜蜜對話」、「天公的地母—謝天謝地」移地展演，促使展覽的影響力更為擴大。另者，閒置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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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替代性空間的新經驗，也顯見女性藝術家的參與活力與影響，例如湯皇珍參與華山藝術特區的促成、

蕭麗虹之於竹圍工作室、陳慧嶠之於伊通公園、林純如、蔡海如之於二號公寓、張惠蘭之於橋頭糖廠

藝術村，女性藝術的範圍除了空間上的穿越之外，也見於社群界線的打破，吳瑪悧的玩布工作坊，與

常民婦女經驗連結，大被單計畫與一般女性的串連，女性藝術研習擴大領域的辦理，促使女性藝術創

作的體驗與媒材運用，進入女性社群生命表達的機會。 

  2000 年前半期，台灣女性藝術史的提出，藉由陸蓉之所撰「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史」得到初

步的實踐，這本書初構了台灣女性藝術發展樣貌，對日後女性藝術研究提供基礎。這個年代也是台灣

女性藝術行政者出類拔萃的年代，公辦藝術空間陸續出現女性主管者，林曼麗、薛保瑕、謝佩霓各在

北中南博物館與美術館被選任為首任女性館長，這在女性行政管理能力的展現上，創造歷史意義。 

  此階段的女性藝術樣貌展現更為多元，科技、數位網路型態的藝術產製加入表現的陣容，題材上

也從前期的處境壓迫內涵的表露，轉化為身體、手工的、時尚性的、輕盈的呈現。女性意識在作品中

的企圖，漸漸融為日常生活景觀中於無形，女性美學與特質的探索，也遁形於數位虛擬的空間表現中，

成為普遍性的經驗。2005 年以後至今的女性藝術表現，女性藝術家已不再多談作為女性的角色處境，

而更多是展演作為女性在現世價值上的特質，玩味與操弄，成為藝術發聲、與被看見的策略。 

  焦點藝術家：潘小雪、張惠蘭、許淑真、曾鈺涓、蔡海如、駱麗真、曹曉玥、郭慧禪、陳依純、

張恩慈、陳韻如…等。 

  重要藝評人：胡永芬、張晴文、…等。 

  重要策展人：潘小雪、張惠蘭、謝慧青…等。 

  女藝研究者：陳香君、陳明惠、羅秀芝、江足滿…等。 

    藝術出版界：高子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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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 

  針對本研究第二章據各項文獻為基礎所編寫的「台灣女性藝術發展大事記年譜」，進一步深入探

析大事記與發展的脈絡與深層議題，因此以訪談法為研究工具，分別進行焦點人物的個別訪談，以及

一場數位與科技藝術創作議題的女性藝術家團體座談，本章針對進行此研究之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說

明。 

第一節 研究問題意識 

  針對年譜內容所列，各階段性的發展背景需要進行背景脈絡的梳理，同時，事件或活動的發生亦

須進行多角度檢測，對於文獻未及完整揭露的資料引出。另外，在年譜基礎以及問卷訪談內容上，再

進行關聯系譜性的焦點探究。據此，本研究發展訪談問題焦點，陳述如下： 

 

一、年譜焦點事件與活動發展的概念與經過 

1. 當時的策動的概念 

2. 連結的層次 

3. 經驗的整理與回顧 

二、台灣各地區的女性藝術家面貌、集體處境 

1. 地區女性藝術家創作與活動情況 

2. 地區女性藝術家所面對的處境？ 

3. 與其他地區的女性藝術發展相較，有何特色? 

三、作為女性角色，在藝術創作、專業發展處境上的影響 

1. 在藝術創作、專業發展上，個人女性意識的自我覺察與省思。 

2. 女性角色所可能引致的處境與困境 

3. 轉化的可能與機會 

四、當代女性藝術家創作的特色、機會與困境的觀察 

1. 集結性活動的型態 

2. 女性意識與主義內涵在創作上的表現觀察 

3. 集體的處境與轉化可能 

五、女性藝術在台灣的發展面貌，與亞洲其他國家的女性藝術發展的比較觀察。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分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書報雜誌報導、網站資訊等資料收集，建構台灣女性

藝術發展面貌，分別以展覽年表和發展年譜呈現，為期中報告前的工作重點，年譜編寫所使用的研究

方法為文獻分析法，第二階段藉由台灣女性藝術大事記年譜，選出 24 位女性藝術創作者和藝術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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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分別進行深度訪談，和一場女性數位藝術座談會；並藉此充實台灣女性藝術發展之樣貌觀察，

為期末報告的工作重點。 

一、訪談對象選取原則： 

1. 女性為本研究案所設定的主體對象。 

2. 曾經於 1980、1990 年代致力推動台灣女性藝術發展的參與者，或該年代或地區女性 

     藝術發展焦點者。 

3. 長期從事藝術創作且有持續創作展出的專業女性藝術家，曾於公立美術館展出。 

4. 專業策展人和藝術空間經營者、藝術評論與行政等焦點角色，同時參與過台灣女性藝術重要

事件及活動者。 

二、訪談對象 

  依據上述原則選出 25 位女性藝術創作者和產業工作者，個別訪談部份共計 22 人：賴純純、柴美

玲(逗小花)、魯碧‧司瓦那(豆豆)、安聖惠、林滿津、潘小雪、陳艷淑、杜昭賢、王介言、駱麗真、

蕭麗虹、李梅齡 、張元茜、張惠蘭、林平、林珮淳、趙琍、林曼麗、吳瑪悧、謝佩霓、高千惠、曾鈺

涓。另舉辦一場【台灣女性數位藝術發展之回顧與前瞻】主題座談會，邀請陳依純、謝慧青、曹曉玥

3 位女性藝術工作者，釐清台灣女性藝術家在數位藝術發展上的驅動與影響。相關訪談個人、團體進

行時間如表 3-1、3-2，個人資歷簡介如表 3-3。 

  訪談以半開放式訪談方式進行，在訪談前，先將依受訪者的專長與經歷選取問題提供給受訪者準

備，在實際訪談時，問題會依據受訪者所談內容，進行微調，不受順序限制，而是以彈性運用的方式

進行。訪談時間以一次一小時至二小時左右為原則，自 2014 年 4 月開始，同年 9 月底全數完成。 

表 3-1 個別訪談對象及時間表 

訪談日期 地點 受訪人 專業 備註 

2014/04/03 上午 10 點 台東 賴純純 藝術家 已訪談，訪談

內容已整理 

2014/04/03 下午 2 點 台東 柴美玲(逗小花) 藝術家 同上 

2014/04/03 下午 4 點 台東 魯碧斯瓦那(豆豆) 藝術家 同上 

2014/04/03 下午 7 點 台東 安聖惠 藝術家 同上 

2014/04/04 下午 2 點 花蓮 林滿津 畫廊業者 同上 

2014/04/04 下午 4 點 花蓮 潘小雪 藝術家 

藝術教育者 

策展人 

同上 

2014/04/10 下午 2 點 高雄 陳豔淑 藝術家 同上 

2014/04/24 下午 2 點 台南 杜昭賢 畫廊業者 同上 

2014/05/01 下午 2 點 高雄 王介言 婦女權益運動者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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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18 上午 10 點 台北 駱麗真 藝術家、藝術教育

者、策展人 

同上 

2014/07/18 下午 5 點 台北 蕭麗虹 藝術家 同上 

2014/07/19 上午 10 點 台北 李梅齡 記者 同上 

2014/07/19 下午 2 點 台北 張元茜 策展人 同上 

2014/08/19 下午 2 點 台中 張惠蘭 藝術家 

藝術教育者 

策展人 

同上 

2014/08/19 下午 4 點 台中 林平 藝術家 

藝術教育者 

策展人 

同上 

2014/08/20 下午 2 點 高雄 林珮淳 藝術家 

藝術教育者 

策展人 

同上 

2014/08/22 上午 10 點 台北 趙琍 畫廊業者 同上 

2014/08/22 下午 2 點 台北 林曼麗 藝術教育 同上 

2014/08/26 上午 10 點 高雄 吳瑪悧 藝術家 

藝術教育者 

策展人 

同上 

2014/08/26 上午 10 點 高雄 曾鈺涓 藝術家 

藝術教育者 

策展人 

同上 

2014/09/24 下午 4 點 高雄 謝佩霓 藝術行政 同上 

2014/09/26 上午 11 點 台南 高千惠 藝評家 同上 

表 3-2 團體訪談對象及時間安排表 

2014/07/18 下午 2 點 

女性數位藝術座談會 

台北 曹筱玥 藝術家 

藝術教育者 

策展人 

已訪談，訪談

內容已整理 

謝慧青 策展人 

藝評人 

同上 

陳依純 藝術家 同上 

表 3-3 受訪者個人簡歷 

賴純純(1953-) 台灣女性藝術運動初始的健將之一，從 1986 年於建國北路成立「SOCA 現代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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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工作室」，為「視覺藝術聯盟」及「台灣女性藝術協會」創始會員及第一屆理

事長…等，長年持續為女性團體和女性運動付出。 

柴美玲(逗小花) 

(1962 年-) 

 

1997 年成立「女妖综藝團」，發表對女性情慾及女人的生命困境相關議題的演出。

2000 年 9 月從台中移居台東都蘭，是當時最早的新移民，2004 年在自家客廳闢

出了「女妖在說畫」藝術空間，專門鼓勵女性創作者展出作品。 

魯碧‧司瓦那(豆

豆) (1959 年-) 

阿美族藝術家，2002 年「意識部落」精神核心的重要催生者，一群人自發性的在

台東金樽海灘以「意識部落」為名，集體過著長達三個月的原始生活。2006 年

10 月成為第一位駐館的南島藝術家。 

安聖惠(1968 年-) 魯凱族藝術家，2002 年在台東海岸設工作室，從撿拾漂流木為素材做起，成為「意

識部落」的成員。2008 年參與高美館南島藝術工坊藝術家駐館計劃， 2012 年製

作高美館公共藝術作品《安‧聖‧惠》。 

林滿津(1960 年-) 1996 年成立維納斯生活書店，1980 年成立維納斯藝廊至今，多年來提供花蓮在

地藝術家展出平台，也引進國內外優秀作品到花蓮展出。目前為女性影展花蓮推

廣負責人。 

潘小雪(1953 年-) 

 

私立輔仁大學哲學美學博士，曾任花蓮縣公共藝術審議委員，策展許多國際藝術

創作營，長年耕耘於東部地區藝術的藝術發展與推廣，現任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學

院院長。 

陳艷淑(1950 年-) 

 

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曾長期任教於高雄女中，參與高雄早期女性藝術推

動，策畫「水—女性集結」、「雄女藝術家」、「大被單計劃」、「女性一叢花+」等

展覽，長年持續為高雄女性團體和女性運動付出。 

杜昭賢(?年-) 

 

台灣台南市人，舊金山藝術大學攝影研究所畢業。現任 B.B.ART 與台南加力畫廊

(IN Art)負責人，曾任台南市二十一世紀都市發展協會執行長、台南市政府社造委

員、台灣省視覺藝術聯盟理事、新生代藝術環境負責人。 

王介言(?年-) 

 

高師大成人教育研究所肄業，參與高雄早期女性藝術推動，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第

一屆委員，現任高雄市彩色頁女性願景協會總監、高雄市政府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委員暨社會參與小組召集人。 

駱麗真(1966 年-) 

 

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博士畢業，第七屆中華民國視覺藝術協會理事長，現任

台灣科技藝術教育協會理事長，長期致力於新媒體藝術研究與創作，現任世新大

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蕭麗虹 (1946 年-) 

 

台灣女性藝術運動初始的健將之一，長年持續為女性團體和女性運動付出。具藝

術家、策展人、竹圍工作室，竹圍創藝國際有限公司負責人、及各類藝術相關單

位、協會、基金會理、監事、審議委員等多重身份。 

李梅齡 (?年-) 

 

資深的藝文媒體工作者，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中國藝術史碩士畢業，曾任中時集

團‧時藝多媒體總經理、雄獅美術雜誌社主編及中國時報副總編輯。曾主辦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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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藝術多次大展，開創海外知名博物館來台展出之風潮。 

張元茜(1958 年-) 

 

堪薩斯州立大學藝術史碩士畢業，資深策展人，曾任職於北美館展覽組及帝門藝

術基金會，1997 年於新莊文化藝術中心策畫「盆邊主人—自在自為」。現任亞洲

文化協會台北分會代表、中美亞洲文化基金會秘書長，致力於亞洲文化與教育的

推廣。 

張惠蘭(1967 年-) 

 

曾任高苑科技大學建築系專任助理教授兼藝文中心主任、橋仔頭糖廠藝術村藝術

總監與台灣女性藝術協會理事長。2001 年策劃「新娘就是我」、「酸甜酵母菌」等

重要女性藝術展覽，現任東海大學美術系專任助理教授。 

林平(1956 年-) 

 

美國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學藝術教育暨藝術雙碩士，曾擔任「台灣女性藝術協會」

理事。2003 年於台中 20 號倉庫策畫「ㄅㄨˋ包袱」，多次參與女性議題相關展覽，

現任東海大學美術系所教授。 

林珮淳(1959 年-) 

 

國立澳大利亞沃隆岡大學藝術創作博士，現任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

學系教授暨林珮淳數位藝術實驗室主持人，為「2 號公寓」及「台灣女性藝術協

會」創始會員及第二屆理事長，出版第一本台灣女性藝術書籍《女藝論》，2010

年起推動台灣數位藝術脈流研究與系列展覽，出版第一本台灣數位藝術書籍《台

灣數位藝術 e 檔案》。 

趙琍(1960 年-) 

 

於 80 年代投入畫廊業，1992 年起擔任誠品畫廊經理而後轉升執行總監，迄今已

累積逾 20 年之專業經歷，期間不僅致力經營台灣現、當代藝術之優秀創作者，

並以卓越前瞻的眼光積極發掘海內外傑出華人藝術家。 

林曼麗(1954 年-) 

 

日本東京大學教育學博士，第一個東京大學的教育學女性博士，美術館的第一個

女性館長，故宮博物院的第一個女性院長，國藝會的第一個女性董事長，現任國

立台北教育大學教授。 

吳瑪悧(1957 年-) 

 

德國杜塞道夫國立藝術學院畢業，為「視覺藝術聯盟」及「台灣女性藝術協會」

創始會員，長年持續為女性團體和女性運動付出。自 2000 年始，開始策畫社群

藝術計劃，現任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教授。 

 

謝佩霓(1966 年-) 

 

南非史德蘭博胥學美學博士候選人，曾在四十個國家工作，會講荷蘭文、南非語、

法文、義大利話。於國內外策劃及參與之國際展、研究展及雙年展，已逾數十項，

現任高雄市立美術館館長。 

 

高千惠(1957 年-) 

 

台灣出生，定居美國。藝術領域教學者、藝術文化書寫者、客座策展人、創作者。

曾任教於美國紐澤西蒙克爾州立大學、台灣東海大學美術研究所、香港浸會大

學、高雄國立師範大學跨領域研究所。2001 年出任第 49 屆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

的策展人，寫下台灣館第一次由女性擔任策展人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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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涓(1965) 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博士畢業，第八屆女藝會理事長，數位科技藝術創作藝

術家。任職於世新大學藝術與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曹筱玥(？) 現職為國立台北科技大學「互動媒體設計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並擔

任「互動藝術實驗室」主持人，為數位科技藝術創作者，策展人。  

謝慧青(1968 年-) 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博士候選人，當代藝術獨立策展、評論與研究者，主要研

究領域：當代藝術、科技文化研究、視覺文化研究、性別研究。 

陳依純(1980 年-) 畢業於台北藝術大學科技藝術研究所，以及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目前就學於台

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班。工作於台北及台南，主要以錄像藝術、

互動藝術、繪畫為主要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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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訪談內容整理 

      本章針對本研究所訪談的 25 位藝術創作、藝術教育、藝術評論、藝術策展、藝術產業等受訪

者受訪內容，進行研究焦點整理，整理的方向依據研究之問題意識進行書寫，以台灣女性藝術時間與

空間面向之發展面貌進行探深，並以一個節次進行訪談焦點的歸納與焦點的分析。 

第一節、 台灣女性藝術發展面貌觀察 

一、前期的脈絡 

  台灣女性藝術家在台灣美術史的發展中，長期以來皆處於邊緣化。雖然台灣藝術史將留日女性藝

術家陳進，與林玉山、郭雪湖合稱「台展三少年」，對於陳進的創作生涯，藝術史的書寫總不例外的，

會提到其為創作奉獻，直至四十才結婚，並強調丈夫對她的支持與鼓勵，讓陳進能在兼顧母職、妻子

的角色下，繼續創作成為優秀的女性藝術家。戰後，國民政府遷台，從大陸移入女性藝術家有袁樞真、

孫多慈、吳詠香等。50 年代「五月」、「東方」是戰後台灣藝術家向體制與傳統挑戰的力量，在其中，

女性藝術家的參與，雖前後有李芳枝、鄭瓊娟、馬浩與孫多慈參展「五月畫展」，同為李仲生安東街

私人畫室的弟子劉芙美卻未受邀參與「東方畫會」，明顯的，女性在其中所扮演的是邊緣，甚至是缺

席的角色。(陸蓉之，2002，p032-033)女性藝術家幾乎消失於台灣美術史裡，60 年代以前的展覽記錄

中，與女性藝術家與女性意識相關的展覽，幾乎是空白的。1971 年《雄獅美術》雜誌創刊，然而直

至 1974 年，才有席慕蓉於國立歷史博物館國家畫廊所舉辦之第一次個人畫展。可以說，1970 年代以

前，台灣女性藝術創作，在藝術史中是缺席的。 

  1970 年代中期，是台灣女權意識發軔之時，1974 年呂秀蓮《新女性主義》出版，此書為戰後台

灣第一本女性撰寫的女性主義專書，於後幾年，推動女性意識的組織紛紛成立。戒嚴時期，台灣尚未

允許成立社團法人等人民組織，因此推動女性意識僅能透過出版與雜誌方式，組織動員，並在文字與

圖像當中，帶入女性意識與關懷女性族群的意念。聯合國宣布 1975 年為「國際婦女年」，並在墨西

哥召開第一屆婦女大會。1976 年呂秀蓮成立「拓荒者出版社」，結合婦運與出版業鼓吹新女性主義。

1975 年卓有瑞以照相寫實主義的技法，描繪展出 15 件巨幅〈香蕉〉連作系列，即便她個人認為其作

品只是討論生命初始至衰亡的過程，並未將香蕉與男性器官作為聯想(陸蓉之，2002，p035)，然而在

眾多的討論中，以及當時鼓吹女權運動的時代背景，卓有瑞的這批作品仍視為台灣女性主義意識覺醒

的先驅巨作。 

二、1980-2000 年台灣女性藝術發展焦點事件 

1980-2000 年代，婦女運動進入了高峰期，台灣重要的婦女運動與組織單位都在此時期陸續成立。

1982 年，李元貞等人成立「婦女新知雜誌社」。1984 年「拉一把協會」成立，提供離婚諮詢服務。1985

年台灣第一個學院內的婦女運動團體「國立台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簡稱「婦女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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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其出版《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開啟台灣學院之中的婦運論述。1987 年解嚴後，人民團體法、

集會遊行法放寬，自發性的女性團體大為增加，例如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女性權益促進會」、

「婦女救援基金會」、「勵馨基金會」等。而此時，推動婦女運動與女性研究的相關組織亦紛紛成立，

「婦女新知雜誌社」也正式成立社團，立案為「婦女新知基金會」，以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促進婦女

參政及制定符合婦女權益之政策與法令為主要工作目標，為臺灣戰後第一個標舉女性主義的婦女團體。

1989 年台大人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出版【婦女與兩性學刊】，成為亞洲第一份性別研究學刊。 

  1990 年台灣第一個女同性戀團體「我們之間」成立。1992-2000 年之間計有「高雄婦女新知協會」、

「高醫兩性研究中心」、「台灣女性學學會」、「婦女政策研究發展中心」、「台北市社區婦女協會」、「台

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性別與空間研究室」、「成大婦女與兩性研究室」、「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彭

婉如基金會」、「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等單位成立，1997 年教育部設立「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

行政院成立「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同年葉金鳳任內政部長 ，成為我國首位女性部長。在社會運動

與學術體系的推動之下，台灣的女性意識逐漸成形，台灣的女性藝術家也開始關切到自身角色在此社

會體制下的制約，以及以男性為中心的觀點討論，並有意識的在創作中融入女性意識。同時，無論是

1980 年代或 1990 年代從國外留學回台的女性藝術家，都已經接受西方女性主義藝術，女性主權與社

會運動思潮的女性藝術家，成為推動台灣女性藝術發展的先鋒。 

  陸蓉之(1998, 2002)認為 1990 年以前，女性藝術家的活動多是個人化，即使是成立於 1984 年，

由袁樞真為首的「台北市西畫女畫家畫會」，是台灣第一個研究西畫的女性藝術團體(聯合報，1983)，

但是亦是以聯誼性質為主，因此她提出 1980 年代，婦女運動對於多數的台灣女性藝術家而言，並沒

有產生巨大的影響，女性藝術工作者仍然對於女性課題表現的普遍冷淡與遲疑。而事實上，此時期的

女性藝術家，在這樣混沌不安焦躁的社會與政治氛圍中，自然感受到因為婦權運動所帶來的女性意識

思維，同時也在以男性藝術家為主導的藝術生態中，意欲從壓抑的勢力中跳脫，展現自己的女性主體

意識。因此，雖然 1980 年代，部份女性藝術家的創作形式以抽象表現為主，林珮淳以自身經驗提出，

抽象畫是一種女性解放情感的方式，得以以大膽的筆觸揮灑，宣洩自我的感情。 

    抽象畫對於台灣的女性藝術發展的重要性，我認為抽象畫本身就具有女性非常強烈的 

  解放與自主的表現，是對於傳統「閨秀畫」一個很大的對比，雖然抽象畫看不到所謂的社 

  會議題，也沒有性器官圖像的表現，但我認為抽象畫具有女性解放之時代意義。 

(林珮淳訪談，2014/07/19)  

  這一批帶領台灣女性主體意識的女性藝術家，有 80 年代初期歸國的賴純純，於 1985 成立台灣現

代藝術工作室(SOCA)，成為 90 年代女性藝術運動的發軔地。非藝術專業背景的蕭麗虹 1976 年隨丈

夫來到台灣，從喜歡藝術收藏到嘗試藝術創作，在賴純純的帶領下嘗試裝置藝術，並於 1995 年成立

竹圍工作室，提供藝術家駐地工作，扮演文化藝術交流平台。1985 年吳瑪悧從德國留學回到台灣，

以女性主義者角度參與創作、研究與論述，關注於女性、政治與國族思考，近幾年則將關注面相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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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態，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1984 年賴瑛瑛則從紐約聖若望大學亞洲研究所畢業回來後，任職

於台北市立美術館，其後於 1998 年策劃主辦了《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展》被視為是奠定台灣女

性藝術研究的基石。1989 年自美返台的陸蓉之，則以藝評撰文，主張女權平等，歷時八年的資料蒐

集與研究，於 2002 年出版的《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史》。1990 年代由國外留學歸國，並成為推動

台灣女性藝術發聲與爭取權力的重要女性藝術家則有，自美國歸國的薛保瑕、謝鴻均、林平、嚴明惠、

張恬君，自澳洲歸國的林珮淳，自法國歸國的張金玉、張惠蘭等人，他們在學院體制內，教學推動當

代藝術創作之外，也於藝術環境中，與衝撞體制建構台灣女性藝術的成長基石。湯皇珍 1991 年自法

返台後，則是積極加入社會運動，爭取藝術家自主，成為台灣替代空間發展觀念行動藝術的先驅者，

1997 年帶頭衝撞體制，爭取廢棄十年的台北酒廠成為跨領域藝術展演場地促成「華山藝文特區」，並

自 2009 年開始推動並於 2011 年成立「臺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潘小雪 1994 年從台北回到花蓮，

1998 年參與台泥在花蓮美崙工業區擴廠抗爭，組織了「日出環境工作小組」，並於 1999 年 12 月，聚

集創作與展覽，於千禧年第一天開展。其後松園別館在其努力之下，促成文建會設置為閒置空間再利

用的成功案例，積極推動「花蓮縣文化環境創造協會」，2003 舉辦了「洄瀾國際藝術家創作營」至今

已經六屆了、2004 年台灣前衛文件展、2007 年「綠島人權藝術季」，積極推動藝術介入空間與原住民

藝術工作者工作計劃。 

1.女性藝術與婦女新知基金會 

  1980 年代台灣女性藝術運動應該是屬於醞釀期，並在 1990 年代開始萌芽發聲，女性藝術家謀求

與以男性為主的強權社會之共生與生存之道，是以團體作戰的策略應用，在複雜糾葛的互動關係中，

積極爭取自己的發言權。因此在這些婦女團體當中，女性藝術家與「婦女新知雜誌社」的合作，成為

一種必然性。吳瑪悧在接受陳瓊花訪談時回憶道：「….差不多在 90 年代初台灣的婦運就愈來愈蓬勃，

我也因為參與在裡面的關係，所以知道發生在台灣社會有很多的事情，是因為性別差異而發生的問題，

我們就會透過很多不同的運動形式，去幫女性爭取更多的權益，雖然我自己早期沒有加入婦女新知基

金會，不過那些成員基本上都是我的朋友，所以就還算參與蠻多他們的活動。……所以台灣就有幾個

女性藝術家覺得說，那我們應該也要來作個女性藝術展，所以早期會跟這一些婦運團體一起結合，作

女性藝術的展覽……。」（陳瓊花，2012） 

  趙琍在訪談時也表示，是從接觸婦女新知基金會所出版的書籍，開始接觸到女性議題的討論。 

    我記得 1980 年代婦女新知基金會有出過四本書是有關於女性的書，關於身體，誰控  

  制你的身體，那四本書那時候對我啟發蠻大。書的內容倒沒有在講甚麼婦女權力要提高， 

  是從婦女的生活跟工作環境的調查，有一期，很大的專題是去做田野調查訪問當時在八零 

  年代末八五年左右到九零年，中國大陸婦女買賣的訪談，那個也是對我震撼非常大，他是 

  用客觀的資料來呈現女性的處境。              （趙琍訪談，2014/08/22） 

  簡扶育自 1982 年雜誌創刊初始，以「攝影與詩」專欄為題，開始於雜誌發表攝影作品，並自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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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1982)，與李元貞專題合作，開始拍攝各行各業的女性，以攝影記錄了剛受到啟蒙的台灣女性解

放運動。簡扶育認為，女人的歷史要自己寫，因為只有女人才能清楚的再現女人。（王雅慧，2011）。

參與「婦女新知雜誌社」並發表攝影作品於雜誌，對其之後的創作意識，建立了清晰的脈絡意識。2012

年，此批作品耗費 10 多年時間拍攝〈女史無國界〉，記錄了 13 名台、日、韓的經典女性人物，獲選

參與外交部「台灣女攝影家作品海外巡迴展」，並於 2014 年，將，以行動支持婦女新知基金會，一口

氣將原版的《女史無國界》系列作品全數捐出。而婦女新知為了讓作品獲得更好的保存與展示，又推

出典藏作品的募款計畫，到處奔走籌備資金，尋找適合的收藏地點，終於在二○一四年一月獲得贊助，

並正式轉贈台灣大學總圖書館典藏。(生命力新聞，2014) 

  1983 年「婦女新知雜誌社」舉辦「八三三八婦女週」，主題為「婦女的潛力與發展」，舉辦讀書

討論、座談演講及放映女性主義電影等活動。1987 年解嚴後，「婦女新知雜誌社」正式立案為「婦女

新知基金會」，並於 1988 年由獲黎國媛、陶馥蘭等女性藝術家贊助，籌募基金和義賣活動。（聯合報，

1987）1990 年在創始人李元貞與吳瑪悧的促動下，陸蓉之策劃〈台灣女性週聯展〉於台北誠品藝文

空間，參展女性藝術家包括：郭挹芬、陳美岑、梁美玉、謝伊婷、杜婷婷、許鳳珍、薛保瑕等人參展，

並與吳瑪悧、嚴明惠、侯宜人舉行座談會，公開討論女性主義議題，媒體撰文發表，為台灣首次女性

自覺的藝術活動。吳瑪悧（2014 年 08 月 26 日訪）認為侯宜人和傅嘉琿都是留美歸國，她們幾位以

作為母親的身分，從婚姻家庭經驗看到女性創作者在整個系統、制度裡的多重邊緣處境，所以非常積

極的討論相關議題。 

  其後，「婦女新知基金會」陸續參與了：1991年帝門藝術中心〈女．我（娥）展－－女性與當代

藝術對話〉展中，合辦了座談會，並邀請了文化研究與文學界的學者專家參與藝術家對談，如張小虹

與劉毓秀（黃毓秀）。1993年與黑白屋影像工作室合辦台灣首屆「女性影像藝術展」，主辦者黃玉珊說，

這是國內第一次籌辦這樣的藝術展，就是希望女性影像工作者，能夠凝聚焦點，除了十六部女性影片

外，另舉辦了藝術展覽，參展藝術家有嚴明惠、的吳瑪悧與簡扶育等，強調「女性影像藝術展」要用

影像為女性寫歷史，使歷史不再只是「他的故事」」History，而是「她的故事」Herstory。(廖和敏，

1993)。「婦女新知基金會」以社團組織的力量，參與了1990年代初期的女性藝術運動，為台灣女性運

動開啟了序章。2000年女性藝術協會正式成立之後，「婦女新知基金會」仍在初期扮演著協助推動的

角色，2001年吳瑪悧與「婦女新知基金會」合作「玩布工作坊」，16位社區婦女在永樂市場的頂樓縫

製屬於自己的〈心靈被單〉，最後以錄影帶和書籍出版呈現時間長達一年的計劃過程與成果。10月則

有朱惠芬策劃之「美的初體驗-社區女性藝術創作營」（女藝會檔案：AC-20011006-001） 

2.美術館、畫廊與媒體中的女性意識 

  1990 年代美術館與畫廊，對於女性藝術也開始關注，此或許也跟 1980 年代，以抽象表現一群女

性藝術家的優秀表現並屢獲大獎有關。1991 年台北帝門藝術中心，由張金玉、嚴明惠策展〈女我展

－女性與當代藝術的對話〉，參展藝術家包括湯瓊生、洪美玲、陳張莉、徐秀美、楊世芝、李錦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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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美蓉、傅嘉琿、侯宜人、嚴明惠、林珮淳、黃麗絹；1993 年台北家畫廊舉辦了〈形與色－女性藝

術家抽象藝術聯展〉，為台灣第一次針對女性抽象藝術的專題展；1994 年侯宜人策劃〈女性創作的力

量〉於台南新生態藝術環境，是「台灣女性文化觀察」文藝月的系列活動，此為南部首次女性藝術展，

參展者包括 21 位女性藝術家，侯宜人、陸蓉之、吳瑪悧、湯皇珍、賴純純、簡扶育等，展覽結合女

性音樂、舞蹈、戲劇、影像藝術的工作者一起聯展，由簡扶育攝影而完成百餘頁的展出紀錄；1995

年高雄市現代畫會女性成員舉辦高雄地區首次女性藝術聯展〈女性集結－水〉展，於高雄串門藝術空

間，1997 年高雄女性藝術家策展於新濱碼頭藝術空間〈製造‧新聞 VS♀〉，回應女性與被窺視議題。

1998 年陸蓉之策劃〈女味一甲子〉於台北龍門畫廊、台中臻品藝術中心、台南新生態藝術空間三地

展出。1999 年「女人詮釋女人」好藝術群聯展，於景薰樓藝文空間，為台中首次女性藝術家集結，

主要藝術家有林平、吳依凡、張惠蘭等。這些展覽都在私人畫廊或藝術空間中進行，顯見作為運動的

角度，私人空間在這段時間為台灣的女性藝術發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支持。 

  而 1997 張元茜在新莊文化中心策劃《盆邊主人-自在自為》國際女性展與 1998 年賴瑛瑛於台北

市立美術館策劃《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展》，被視為 90 年代最重要的兩個啟發台灣女性運動的

展覽。張元茜在訪談中提到，當時剛從日本返台，對於台北的定位，有種很奇妙的感受： 

    我們那時台北認為是中心，可是比那時候的東京跟紐約位置來講，台北是邊緣，所 

  以這是很基本的想法。因為就有衝動想做那個展覽。」選定新莊社區也因為該地區的奇特 

  感受，那個時代的新莊是新的，可是現在再看又覺得那是舊的，現在新莊又變成豪宅區 

  了，所以你看城市的變化，我們是抓住他在那個時間支流的當中非常重要的階段，那一段 

  是無可避免可是又很奇特的。                (張元茜訪談，2014/07/19)   

  此展覽重新省視了新莊作為台北大都會區的邊緣地帶，長期以紡織工廠勞力密集奉獻生命的生活

型態，在都市的發展中，從農業到工業，再到後工業時代的經驗，並以此為命題，從紡織成衣廠的主

要的人力為女性，延伸討論女性在邊緣地區中，身處於產業結構中的弱勢族群，如何看待「女性」主

體的生存狀態。參展藝術家包括吳瑪悧、林純如、徐洵蔚、侯淑姿、山鳥田美子(日本)、安畢妍、茱蒂‧

芝加哥(美國西岸)。對此，張元茜自承，她並非預先規劃而是因為新莊地區的產業面貌： 

    新莊就是一個成衣製造的中心，那時候很多藝術家依照新莊的東西都用編織、紡織有 

  關的材料，當時策展是全面性的規畫，我來邀藝術家，是因為那裏很多女工、女性勞工， 

  完全不是因為我要做女性，所以這個可能要很清楚，是倒過來的，那因為有很多女性勞工， 

  所以那我來做一個都是從女性的角度來看。……。直到這個展覽我才真正來討論在社會的 

  女性角色與地位，自己開始思考，以角度面對兩性議題。很多人、很多藝術家給我很多的 

  對話，這個對話都是建立我後來的一些很重要的想法基礎上，可是那個時候是沒有做這樣 

  的預期，所以我覺得做展覽其實要很勇敢的，策展人若不自己進去，其實是不會做的很好， 

  你只是做那個操偶者，永遠都不知道有靈魂給你。     (張元茜訪談，2014/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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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賴瑛瑛於台北市立美術館策劃《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展》，是官方美術館首次針對

女性藝術所舉辦的大型策展。展出作品以以清末為起點、日治時期至80年代，探討了女性藝術與內在

心靈、外在環境的互動關係，分為時代意象的闡述、自然觀照的演繹、東西美學的辨證、社會論述的

面向、另類美學等六大類，參與的女性藝術家包括陳進、許玉燕、蔡碧吟、孫多慈、黃新樓、邵幼軒、

梁丹丰、袁樞真、陳碧女、袁旃、賴純純、李惠芳、嚴明惠、卓有瑞、吳瑪悧、陳慧嶠、薛保瑕等人

作品，也囊括吳李玉哥、江寶珠、周邱英薇等素人藝術家共計81位。(張伯順，1998) 林曼麗(時任台

北市立美術館館長)強調此策展之目的在於建立台灣女性藝術長遠的研究基礎，因此，在專輯中，收

錄了嚴謹完整的研究論述，規劃了論文圖錄年表及參考文獻四大類項。吳菡(1998)認為此展可說是為

台灣女性藝術作一個總回顧，從優雅的仕女品味到性別議題，包括了寫實題材、水墨創作，到抽象表

現主義的創作，將女性藝術創作的形式與主題梳理一遍。 

    2013、2014 年算是台灣女性藝術在公辦藝術空間徹底綻放的兩年，2013 年中，北美館三十週年

館慶辦理了一場〈台灣現當代女性藝術五部曲，1930-1983〉展，展覽以台灣現當代藝術史為脈絡，

分五個章節，展出 1930 年代至 1980 年代期間，具「現代性」與「前瞻性」藝術表現的十八位女性藝

術家作品。展覽年代的起始點――1930 年代，標示台灣始有女藝術家參與當時日據殖民政府所辦的官

方展覽會，以及新女性作為社會中堅嶄露頭角的時代開啟。半世紀後的 1983 年，則概念性指出北美

館開館前後的時代範疇，展現女藝術家經由展演空間的拓展與國際藝術思潮的洗禮，在 80 年代中期

美術館時代的傑出表現。這些女藝術家們在創作上質量兼備且持續不輟，展出作品包括繪畫、攝影、

雕塑、裝置等約 150 組件作品。2014 年 6 月，高美館在其 20週年館慶，也特別策畫〈女人．家：以

亞洲女性藝術之名〉展，此展主要探究女人與家的細緻情感，以及辦隨著時代變遷女性所面臨的挑戰

集處境，呈現亞洲女性藝術家如何從家的身體經驗、生命歷程與文化衝擊出發，開展出不同的視覺與

觸覺空間，此展邀請了亞洲十組重要國家的具代表性的女性藝術家，共計 47 件作品。謝佩霓館長

(2014/09/24 訪談)指出本展潛在的企圖在於確立女性藝術走向主流的一種作法，從女性藝術家的作

品典藏、國際策展，到以編年為基礎的女性藝術發展歷史的研究，高美館在政策上勢將落實這個觀點，

自 2000年＜心靈再現—台灣女性當代藝術展＞開始，到 2014 年〈女人．家：以亞洲女性藝術之名〉

展，高美館在女性藝術的推動上，從在地、本土到國際、從展覽、典藏，到研究，為台灣公設美術館

推動女性藝術之最。 

  媒體部分，也因為解嚴之後，報禁解除媒體開放，報紙的版面新增了藝文版，相對而言，對於女

性藝術的報導也漸增。《藝術家》雜誌於 1993 年與 1995 年均製作了女性藝術專題：『女性藝術工作者』、

與『女性與藝術』，並於 1994 年開闢「女性藝術專欄」。而聯合報、聯合晚報、中國時報、民生報對

於女性藝術相關報導也有顯著的增加。以女性藝術為關鍵字，於「中國時報知識贏家」、「中國時報全

文報紙影像資料庫五十年」與「聯合知識庫-全文報紙資料庫」所查閱的新聞比數觀看，1970 年代僅

3 筆、1980 年代計 8 筆、1990 年代有 128 筆，而 2000 年以後則有 402 筆，見表 4-1。此統計數字雖

非完善，或許尚有許多相關訊息未被數位化建檔，但是仍然可以觀察到，關於女性藝術相關的新聞訊

息在 1990 年代以後，才有大量的被報導與曝光的機會。李梅齡認為此與當時的社會轉變是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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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型態改變產生了時尚潮流，女性也不再被認為沒有謀生能力，女性自主讓台灣有 

  所改變，而且如嚴明惠美國回來後，其議題與敘事方式，容易受到注意，同時在議題上也 

  具有時代性。                     （李梅齡訪談，2014/07/19） 

   表 4-1 「中國時報知識贏家」、「中國時報全文報紙影像資料庫五十年」與「聯合知識庫-全文報

紙資料庫」以女性藝術關鍵字所查閱到之相關新聞比數。（本研究整理） 

 1970 年代 1980 年代 1990 年代 2000 年以後 

聯合報系(含民生

報、聯合晚報、經

濟日報 

3 18 101 138 

中國時報 未查到 未查到 27 264 

總計 3 18 128 402 

 1990 年代美術館與畫廊，除了舉辦女性藝術家的相關展覽，同時，女性也在此時成為市場上的

主要工作者，她們對台灣當代藝術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並且也無形中，推動台灣當代藝術的發

展。媒體記者、出版社編輯群、藝評等，幾乎都由女性在其中擔任重要角色，擔負著撰文、報導、出

刊等重責。(陸蓉之，2002，p201) 李梅齡指出，因為性別之因，無法在報社擔任被視為比較具有優

勢的政治記者與社會記者，然而也因為藝文線非屬於主要的報導，因此也賦予記者較大的自由度，自

行去決定訪問報導的展覽與藝術家： 

    那時候的媒體生態，第一是跑政治記者最高、再來是跑社會記者，像我們自己念藝術 

  史，我進去當然是要做藝文記者，但是問題上不是這個樣子，慢慢你會發現藝文記者、影 

  劇記者，逢年過節小禮物排得滿慢的，跟年輕藝術家吃飯我們還要幫他付錢，所以那個時 

  代沒有人要當藝文記者，基本上都是政治記者，因為你去採訪是會影響到國家決定、國家 

  決策的，像包括台灣幾個比較大的公關公司有蠻多都是政治記者的出來，因為將來要辦活 

  動也要跟縣市政府打交道。                 (李梅齡訪談，2014/07/19)  

  藝文記者大部分是女性，一方面是女性文史科系出來的比較多！藝文其實是非常冷門，我 

  自己從雄獅到時報其實是當企劃編輯，我們規劃很多是旅遊版，但我做記者生涯不長，我 

  大概只有三～五年。                    (李梅齡訪談，2014/07/19) 

  比較有趣的是那個時候正規記者不太喜歡跑藝文，跑藝文的記者不喜歡跑其他的線。就像  

  小小的一塊世外桃源一樣，記者會從自己的觀點去發覺。至於說性別上面有沒有一個選 

  擇，其實我覺得還是媒體的大氛圍，聯合報的要求會比較中規中矩一點，中時的記者是更 

  換速度非常快，因為有的是其他政治版記者過來一下有的是線上的，但是以前比較多的一 

  個現象，音樂都男生跑，美術都女生跑。           (李梅齡訪談，2014/07/19) 



37 
 

  然而也非所有的女性藝術工作者在工作職場上均受到尊重，趙琍在訪談中，直言她在開始 1982

年國立藝專的美術印刷科畢業後，進入永漢畫廊工作，期間也曾遭遇過藝術家歧視，更因為外省省籍

關係，被斥責「妳回去叫妳老闆來」。因為在畫廊中，女性藝術工作者被稱之為「畫廊小姐」暗喻裝

扮美麗等待收藏家上門奉茶的櫃檯接待，是附屬於畫廊老闆的所有品。然而趙琍也直言，此行業因為

薪資低，男人不會想要待著這樣獲利低的產業，也是在畫廊職場中，女性多於男性的因素之一。 

 

    當然我也有遇過那種藝術家，就是我去拜訪他的時候，他就說為什麼是妳來，我就不 

  知道該怎麼跟他說，他用閩南語說，妳回去叫妳老闆來，那是我第一次遇到那個藝術家讓 

  我感覺他毫無保留的歧視女性。                 (趙琍訪談，2014/08/22) 

  第一次就感覺到在工作上性別上的挫折，或許是我的錯覺。現在還是搞不清楚，如果那個 

  時候是男性在那邊工作，他們會不會去跟他商量，再告訴他說，這個畫廊要被賣掉？那會 

  不會因為我是女性，所以他們覺得沒什麼好說的，就照做就是了？所以那是我那時候第一 

  個感到非常挫折，第一次感覺自己被賣掉的感覺。現在看起來，很多公司被併購也都沒有 

  關係，可是那時候畫廊就只有我們兩個女的，然後那畫廊也沒有收藏，也不是這個邱永漢 

  的空間，所以他等於是買個一個招牌跟兩個工作人員，所以我在幫他做了沈哲哉展覽後， 

  那個展覽我已經做了四年，我累積了很多基本的收藏者，在開幕的當天把畫大部分都賣 

  了，簽了訂單以後，第二天就走人，當然我不是第二天，我前一個月我就遞了辭呈。 

(趙琍訪談，2014/08/22) 

  誠品文化工作、還有畫廊這個產業，女性特別多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這個行業獲 

  利小，男人不會想要待在一個獲利那麼低的行業，他們會想做可以比較快速賺錢，他們要 

  養家，他們有社會角色上的經濟責任跟成就感，這是第一個，第二個這個行業非常瑣碎， 

  就是要做很多細碎的事情，要跟很多人接觸，要各種協商，我覺得女性比較有這個耐性， 

  男性大如果有這個精神，應該可以去做別的就做得很好，我覺得還是這個成就感、權力比 

  較有關。                          (趙琍訪談，2014/08/22) 

3.學術論述與台灣女性藝術協會 

  留學歸國的女性創作者與研究者，謀求與男性文化的共生與並存的方式，採取的策略是建立論述，

並喚起女性藝術家對自己生存狀態的關注與自覺。陸蓉之(2002)認為生為女性面對世紀末的「多元文

化主義」呼聲，認為應該從根本基礎點上，積極爭取自身文化的發言權，建立自身的論述，或言說版

本的正當性，因此女性藝術家的高學歷現象，使得女性知識分子積極熱衷於爭取論述的發言權，處在

男性壓倒性優勢的台灣藝壇中，因此女性不願糾纏於社會運動形式的動員當中，並且在多元文化裡，

女性方能擁有生存的空間，並受到肯定。 

  因此，1990 年代最重要的工作任務之一，是論述的建立，透過翻譯並引薦西方女性藝術運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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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吳瑪悧的努力下，台灣漸漸開始翻譯國外女性藝術經典著作。1991 年 11 月遠流出版公司成立

《藝術館》叢書(見表 4-2)，吳瑪悧擔任首任主編，除了翻譯西方藝術經典著作之外，與女性主義相

關的經典譯著也陸續出版，成為台灣女性藝術研究的重要參考著作，包括： 

表 4-2 遠流出版之藝術館叢書內容（本研究整理） 

出版年 譯者 作者 書名 

1995 侯宜人 Lynda Nead 女性裸體（The Female Nude） 

1995 羅秀芝 Caws、Kuenzli、Raa 超現實主義與女人(Surrealism and Women) 

1995 李美蓉 Whitney Chadwick 女性，藝術與社會(Woman, art, and society) 

1996 陳品秀 Eunice Lipton 化名奧林匹亞(Alias Olympia) 

1998 謝鴻均 

等人 

Norma Broude 女性主義與藝術歷史(The Expanding Discourse: 

Feminism and Art History)I II 

1998 徐洵蔚 Cindy Nemser 藝 術 對 話 ： 與 十 五 位 女 性 藝 術 家 的 訪 談 (Art 

Talk:Conversations with 15 Women Artists) 

2000 陳淑珍 Jo Anna Isaak 女 性 笑 聲 的 革 命 性 力 量 (Feminism and 

Contemporary Art) 

2003 陳宓娟 Judy Chicago 穿越花朵 

Through the Flower 

2005 游惠貞 Linda Nochlin 女性，藝術與權力 

Woman, Art, and Power 

除了國外經典譯的出版，1997 年 3 月到 1998 年 2 月，吳瑪悧在女書店舉辦連續一年的「台灣女

性藝術系列」講座；其後，林珮淳接踵編輯、整理與出版了參與講座的女性學者與創作者的相關論述

《女／藝／論-台灣女性藝術文化現象》，此為台灣第一本有關台灣女性藝術論述的書籍。2002 年陸蓉

之撰寫《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史》，於至今為止，是台灣最重要台灣女性藝術史。其他重要活動則

有 2000 年，由簡瑛瑛帶領研究生江足滿、劉婉俐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舉辦了《浴震重生迎接第

三千禧年：女性心靈之旅─文學、藝術、影像國際研討會》，10 年間，在台灣女性藝術家的有意識的

推波助瀾下，逐步讓「女性藝術」成為一種意識存在。她們藉著展覽、論壇、座談會等活動，喚醒台

灣女性藝術家的自覺，例如這時期的女性藝術討論，將藝術理論與評述，從男性之眼(male gaze)，帶

入女性之眼(female gaze)，為台灣女性藝術工作者帶來了新的視野與想像。 

  在這樣的女性意識醒覺的討論與創作氛圍中，1998 年 7 月賴純純、陸蓉之、吳瑪悧、林珮淳、

侯淑姿等人成立了「女性藝術聯盟」，發起了百位女性藝術工作者的檔案建立。以「女性藝術聯盟」

為基礎，1999 年 12 月吳瑪悧任籌備會主任委員，召開了第一次籌備會議，發起人有：吳瑪悧、粘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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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湯瓊生、李淑真、謝鴻均、王德瑜、陳香君、謝佩霓、林純如、林平、賴純純、李重重、蕭麗虹、

高小曼、劉淑英、方彩欣、林珮淳、徐洵蔚、簡扶育、張金玉、楊慧菊、王錦華、曾少千、張麗娜、

姚孟吟、林滿津、杜昭賢、杜婷婷、蔡瑛瑾、蔡美文、汪亞玲、賴明珠、陳豔淑、陳芬玲、許維真。

2000 年 1 月 23 日台灣女性藝術協會（女藝會）正式成立，於華山藝文特區舉行成立大會，並票選出

首任理事長賴純純，並由吳瑪悧、林珮淳、陳香君、謝佩霓擔任首屆常務理事，會址設於台北市伊通

街賴純純的「SOCA，純藝術咖啡廳」。成立宗旨有三：一、進行國內女性參與藝術產業資料之收集、

調查、整理、分析與出版。二、開發、爭取、整合藝文界現有資源，建立管道，協助女性相關從業者。

三、積極改善藝術界整體性別差異環境。(曾鈺涓，2013)  女藝會自成立至今的歷任理事長為：第一

屆賴純純、第二屆林珮淳、第三屆張惠蘭、第四屆朱惠芬、第五屆許淑真、第六屆萬一一、第七屆萬

一一、第八屆曾鈺涓，目前為第九屆(2014)吳妍儀。 

    當年成立女性藝術協會的念頭與氛圍在我們一些女性藝術家朋友中開始凝聚，並覺 

  得有必要開始行動。讓女性藝術工作者有一個聚集依靠的交集，同時也可藉此單位與外界 

  交流與合作，藉著 SOCA 的場地及工作人員的協助，發起成立女性藝術協會，而且是一 

    份正式的登記。                        (賴純純訪談，2014/4/4)  

    我很開心看到女性藝術協會從千禧年到現在已經十四年了，當初我們要發起協會，很 

  慎重的規畫了很久，吳瑪悧、賴純純大家覺得很有必要要出現一個新協會來協助女性藝術 

  工作者....。「看了國外有很多的女性藝術協會成立，也有很多爭取男女平等的機會，我們 

  只是覺得台灣應該也要。我們成立了，起碼因為有一個協會，公部門知道，妳們要做什麼， 

  我們有機會可以合作，而且我們發言是代表全國的女性藝術家講話，這是有代表性的，然 

  後有策略跟其他組織如婦女新知合作，……。       (蕭麗虹訪談，2014/07/18) 

    女性藝術協會成立時，林珮淳從澳洲回來，另外重要的有陳香君也在做她性別議題的  

  博士論文。陸蓉之、嚴明惠，較著重在女性受壓抑、受迫害的角度，以及女性的生命經驗， 

  這種談法如果沒有一個比較好的理論支撐，就會變得好像展覽只成為女人聚集吐苦水的場  

  域，比較難去發展理論化，因此籌備女性藝術協會我的出發點在於，希望能夠建立論述， 

  跟當代藝術發展對話，透過協會機制，尋找資源，支持女性運動的研究。 

 (吳瑪悧訪談，2014/08 月/26) 

  女藝會成立後，積極籌辦各種女性藝術相關活動，但是經費的來源，一向都是女藝會所面臨的最

大困境。然而從女藝會成立後所申請的第一個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的補助案「台灣當代視覺藝術產業

中之性別研究: 1982-2000 年」卻未獲補助，足見當時的艱困。直到 2001 年 5 月，復以計畫名稱「台

灣當代視覺藝術產業中之性別生態調查與研究」方獲得十萬元補助款，進行女性藝術工作者之資料建

檔。(見女藝會檔案資料 OF-20001227-001，OF-20010511-001) 

  2000 年女藝會正式成立之後，即積極展開各項的推動計畫，計畫內容涵蓋了展覽、講座、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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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案、作品討論會成長營等活動，並發行雙月刊，希望透過建立論述、串連發聲與區域整合、與活

動推展，讓女性意識能成為組織的推動之下，成為一個內化於女性藝術家心中的思維。 

  2001 年 5 月，由陳香君策劃與女書店合作辦理了「女性藝術講座」以主題「性別。藝術。權力--

藝術與性別何干？」為題，邀請的講者有：劉惠媛、謝慧青、汪雅玲、張金玉、朱惠芬、謝佩霓與陳

香君等共計七場講座。（女藝會資料檔案：AC-20010526-001）2002 年 1 月，則由張金玉籌劃，辦理

了南台灣女性藝術研習營於高雄縣立婦幼青少年館，希望透過女性藝術研習營的方式，讓南台灣認知

女性藝術議題，此活動以「研討會，創作及作品討論兩個面向進行，並於晚間舉辦女性藝術影片欣賞。

見圖 4-1、4-2。 

 

 

 

 

 

 

 

 

 

 

 

 

 

 

 

 
圖 4-1 

2001 年 5 月，由陳香君策劃與女書店合作辦理了「女性藝術講座」活動內容 

（女藝會資料檔案：AC-20010526-001） 

 
圖 4-2 

2002 年 1 月，南台灣女性藝術研習營 

（女藝會資料檔案 AC-20020118-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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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講座與研習營，透過展覽凝聚台灣女性藝術家的力量，並彼此對話，亦是女藝會的重點工作。

女藝會歷屆所籌劃的展覽與活動，從各種面向，審視了女性的身體意識、政治主體、性別想像、科技

性別等議題：如 2001 年張惠蘭策展之〈酸甜酵母菌－橋仔頭糖廠與烏梅酒廠的甜蜜對話〉；2003 年

陳香君策展之第一屆台灣國際女性藝術節〈網指之間─生活在科技年代〉；2004 朱惠芬策展之〈有相 vs. 

無相-女性創作的政治藝語〉；許淑真策展之 2005〈快樂指數-台灣女性藝術協會年度大展〉、2006〈藝

術中的虛數「i」〉、〈帶著作品去旅行五部曲- 台東、澎湖、越南、金門、嘉義〉；萬一一策展之 2008

〈當代女藝：身份/環保〉、2009〈她的第一次個展－台灣當代女藝術家的回顧與前瞻〉。 

  2001 年張惠蘭策展之〈酸甜酵母菌－橋仔頭糖廠與烏梅酒廠的甜蜜對話〉是女藝會首次南北串

連的大型策展〈酸甜酵母菌－橋仔頭糖廠與烏梅酒廠的甜蜜對話〉同時在台北華山文化園區與高雄橋

仔頭糖廠兩地倉庫展出。此展覽藉由兩個具有時代集體記憶的甜蜜對話，藝術家發揮如 “酵母菌”的

作用，發酵進而製造能量帶給舊空間新生命，並使兩個以走入歷史的工廠藉由藝術家的創造而彼此對

起話來，北、中、南的女性藝術家也能彼此交流切磋，期望人與時間空間慢慢發酵互相滲透。(女藝

會檔案：AC-20010527-001) 。 

  張惠蘭於訪談中提到，她策劃此展覽的淵源是因為於高雄市立美術館，參與了 2000 年簡瑛瑛策

展〈心靈再現－台灣女性當代藝術展〉，而開始與女藝會熟悉，認識了林珮淳，並在她的邀請之下，

開始策劃〈酸甜酵母菌〉一展。而因為當時女藝會辦公室位於台北華山，在張惠蘭的努力之下，讓高

雄橋仔頭的倉庫也首次開放，成為藝術展出場地。 

    接著第二個我自己覺得衝擊力可能，那一檔可能還是在「心靈再現」之前，接著「心 

  靈再現」的時候我覺得這個真正南部藝術家的情結真的比較被挑起來，是因為好像大家都 

  覺得已經那麼久沒被看到，然後好不容易有一個美術館有個女性藝術家的展覽，「心靈再 

  現」就比較凸顯了這樣子的議題。 

(張惠蘭訪談 2014 年 8 月 19 日) 

  第二屆女藝會要開始，林珮淳就找我說希望可以協助策展，因為辦公室在華山，大家可以 

  在華山展覽，可是那時候因為我在南部橋頭，我們可能可以打開一個倉庫，那個倉庫還沒 

  有，所以我就想透過兩種力量，就是女性又集結的力量，想要來打開橋頭的另外一個倉庫， 

  珮淳是請我做一個展說臺北的，那我那時候就跟橋仔頭跟蔣耀賢這邊談說，那這個倉庫如 

  果可以來打開，我想要用一種比較溫柔的力量促成策動女性藝術家展。 

(張惠蘭訪談 2014 年 8 月 19 日) 

  陳香君所策展之 2003 年第一屆台灣國際女性藝術節〈網指之間─生活在科技年代〉，則是台灣第

一次以女性藝術家為主體的大型數位藝術展覽，討論了科技中觀看的迷失感和匱乏感，試圖介入臺灣

／當代／女性／科技／藝術的思想，呈現科技年代的存在意象以及女性藝術家們對於科技／藝術的思

辯、感受和顛覆。此展覽舉辦時，在當時理事長張惠蘭與策展人陳香君的努力下，在經費上透過教育

http://waa.org.tw/site/past_content.php?id=52
http://waa.org.tw/site/past_content.php?id=52
http://waa.org.tw/site/past_content.php?id=53
http://waa.org.tw/site/past_content.php?id=54
http://waa.org.tw/site/past_content.php?id=54
http://waa.org.tw/site/past_content.php?id=55
http://waa.org.tw/site/past_content.php?id=56
http://waa.org.tw/site/past_content.php?id=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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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籌募了一百多萬，除裡了科技時代為主題的策展邀請國內外藝術家參與，參展藝術家有吳瑪悧、

劉世芬、謝鴻均、「神樂記」(吳怡蒨、鄭弘卿、曹羅羿)、王紫芸、王翠芸、許淑真、林采玄、凌凡、

新加坡藝術家瑪格麗特‧譚 (Margaret Tan)、法國裔旅居台灣藝術家裘安‧浦梅爾(Joan Pomero)、香

港藝術家文晶瑩 (Phoebe Man)、港裔美籍藝術家謝淑妮 (Shirley Tse)、日本藝術家伊藤塔莉 (Tari Ito)、

菲律賓藝術家茱蒂‧史芭楊 (JudyFreya Sibayan)以及印度裔旅居泰國藝術家華莎‧聶兒(Varsha Nair)，

並以子計畫「黑貓在打狗」計畫，邀請南部女性藝術家邱禹鳳、林麗華、莊彩琴、陳明惠、陳誼芳、

張惠蘭、曾玉冰、黃瑛玉、劉素幸、蔡宗芬、賴芳玉等人參展。 

  2005 年許淑真接任第五屆理事長，將女藝會辦公室遷到高雄。其任內的兩個主要策展為 2005《快

樂指數》，串連了高雄濱碼頭藝術空間交誼廳、豆皮文藝咖啡館、燕陶坊、鳳山火車站工作室等空間，

進行階段接力的發表，宣示強調生活中「快樂」的意義。2006《帶著作品去旅行五部曲- 台東、澎湖、

越南、金門、嘉義》是一整年的旅遊事件，參與藝術家藉由「旅行」進行短暫性交流展、駐地創作與

呈現、地區性田野調查、並在此過程中產出新的創作計畫，此計畫一直延續到 2007 年，再將創作作

品帶回發生地點展出，是一件結合研究、調查、冒險、創作與詮釋的觀念與行為的創作事件與文化交

換活動。（曾鈺涓，2013）。2009 年萬一一策展《她的第一次個展－台灣當代女藝術家的回顧與前瞻》

邀請參展女性藝術家，以第一次個展作品，與最新作品並至展出，從媒材的使用的差異性，創作觀念

的質變，觀看台灣當代資深的女性藝術家的努力與堅持。 

  2008 年進入第八年的女藝會，面臨團體會議程序的危機，以及會址不斷遷移的困境，累積的研

究資料、影音資料、畫冊出版與行政文件，在不斷的搬動過程中，成為一箱一箱的塵封記憶，甚或遺

失。萬一一接任理事長後，花了兩年時間將內政部的程序合法化，也申請到台北市文化局的「藝響空

間」計畫補助，2010 年女藝會邁向十周年，這十年間女藝會雖然隨著理事長的更迭，在台灣南北浮

動、延伸，但也使得女藝會擁有台灣各地女性藝術家的努力推動跡痕，並且認真維護女性藝術家於當

代藝壇凝聚的發聲管道與展演平台。 

  終於在 2011 年，女藝會於台北市文化局的藝響空間計畫下，由當時理事長萬一一的努力之下，

申請到了北投區自強路作為辦公室與展場。女藝會有了第一個家，是查某人的厝－台灣的《女人之屋》，

呼應 1972 年女性藝術史上有名的 Womanhouse 計劃，建構、拓展屬於自己的空間，命名為 WAA 之

家(WAA House)。此空間除提供協會固定的辦公室空間與展場空間，女藝會的工作目標仍持續著重於

相關議題的建構，積極與外界合作，進行策展與女性藝術創作推動，同時也有感於會員之間的聯繫漸

為薄弱，因此開啟了會員聯展，由曾鈺涓策展，舉辦了 2013 年《女媧‧大地 WAALAND-女性藝術

家聯展》與 2014《墜落的力量-女性藝術家聯展》。同時也邀請會員策展，如 2013 年陳依純與曾鈺涓

共同策展《空想教室之奶油貓貓實驗室-當代女性藝術家聯展》，2014 曾玉冰策展《[WE!我們。

Women]Talkingabout~14 個女朋友們的內心對談》。除此之外，也肩負著整理台灣女性藝術創作者資料

之職志，在國藝會的經費補助之下，將過去的紙本文件一一掃描建檔。 

http://waa.org.tw/site/past_content.php?id=57
http://waa.org.tw/site/past_content.php?id=48
http://waa.org.tw/site/past_content.php?id=48
http://waa.org.tw/site/past_content.php?id=67
http://waa.org.tw/site/past_content.php?id=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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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女性藝術的成長與創作形式的改變 

  邁入 21 世紀，台灣女性藝術的展覽與活動，也邁入了穩定成長，女性藝術家所使用的創作形式

與媒材，也越來越多元，從傳統的油畫、壓克力媒材、裝置藝術，越來越多新世代接收新媒體科技，

從事數位藝術創作，其形式涵蓋了數位影像、數位動態影像，數位互動藝術等各種表現形式。更多的

女性藝術家自國外留學歸國，新世代的女性藝術家逐漸獲得出人頭地的機會，然而卻也漸漸失去衝撞

體制的能量，而女性意識與主體性議題的討論也漸漸消失。陸蓉之(2002)認為台灣的女性藝術家在

1990 年代初期的性別意識醒覺，到了中期以後，對於性別差異的討論反而進入了衰退期。1990 年下

半期出現的新一代女性藝術家，比較關注自身存在的現實環境，比較以自我中心的角度看待她們身分

認同的問題。也因此「女性」身分意識，是已存在既成生理性癥，而在創作題材的選擇上，則訴諸於

自己的生活經驗，不斷的拼湊、媒合、重組、再生，性別的課題只是選項之一。陸蓉之(2002)引美國

耶魯大學孫康宜，提出「她們所宣揚的是：『尊重自我的選擇意願，勇於在生活中嘗試。』尤其重要

的，與過去的激進態度不同，現在的『新生女性』不已顛覆父權為宗旨，因為她們已超越了性別(gender)

的二元對立界線。」陸蓉之(2002)更直言，台灣自 1990 年代末期以來，女性運動失去了當年身在反

對黨的舞台，目前只有一小撮藝術家還在堅持已藝術作為改造社會的動力。然而新生世代有更多的女

性藝術家逐漸獲得出人頭地的機會，她們卻反而轉向已內視的途徑去探索自己的心靈。集體的儀式化

行為，只是藉彼此的力量來增強主題訴求的效果而已。 

  事實上，台灣女性藝術的推動過程，從未是與男性藝術家採取立場對立的激進策略，迴異與女權

運動的政治性訴求，留學歸國的女性創作者與研究者，謀求與男性文化的共生與並存的方式，採取的

策略是建立論述，以學術與藝術性的行動方式，以知識建構、教育活動與展覽策展的方式，推動女性

藝術。1990 年代開始，討論女性意識的作品，女性藝術家開始突破題材與材料的限制，在創作議題

上，以女性身體與性象徵物件，探討自我意識，作為解放身體爭取自主權的策略，討論女性情慾的解

放與生命原力。1990 年自美國返國的嚴明惠，是台灣第一個公開主張女性主義運動的藝術家，公開

坦承婚變並以個人婚姻為創作內容，以水果隱喻性器官，自傳式並大膽解剖自己的處境，引起了台灣

藝術圈極大的震撼。(陸蓉之，2002) 另一種方式，則是以纖細的女性敏感性，表答細膩的女性觀點，

透過符號的應用，「藉物說話」來表達意義與思維。林珮淳在接受陳瓊花訪談時表示「西方女性主義

的作品，有很多是「用身體」來展現女性身體的解放，其實我是覺得非常地西方性的表現語言；但我

的作品只用符號表達，我覺得我們東方人對於女性議題或是說表現女性自主不見得用自己的身體，因

為我覺得文字或圖像也同樣具有很大的力量，譬如說我以「纏足」這個符號來創作，也同樣具有犀利

的批判力…….」(陳瓊花，2012)  

  吳瑪悧則是以是社會運動形式與兩性議題來佈達其理念，採用大量的實物、影像、錄像，並以行

動、參與的操作方式，關懷環境、族群與生態來建構女性藝術論述。吳瑪悧接受陳瓊花訪談時表示：

「90 年起，我開始思考藝術與不同社區的關聯，我跟這群非常素樸、沒有受過真正美術訓練的媽媽

們一起工作時，簡單的一根線都充滿了語言，對我來說那是一種重新學習，在去看視覺符號的一個很

重要的經驗。……藝術媒材對我們學藝術的人來說，因為習慣會變得很形式主義，可能不太思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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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相。而從她們身上，我重新看到，原來一條線就可以講整個生命故事，這是很大的啟發，我看到造

型本身無限的力量，能夠開啟生命的力量。(陳瓊花，2012) 2001 年吳瑪悧與「婦女新知基金會」合

作「玩布工作坊」，在其中感受到，當一般的家庭主婦從畏懼女性主義思維，到接受並且能夠透過作

品說話，與他人分享自己的生命經驗，並且去指導別人，就是婦女運動的價值之所在。但是亦有如張

惠蘭所認為的觀點，女人作為女人，應該享受生為女人的快樂，同時她認為推動女性議題，不需要如

癌細胞吃掉別人長大，可以像是酵母菌一般出牙生殖連結。 

    我自己也從跟婦女新知的關係，參與玩布工作坊，才真正跟運動搭起來。玩布工作坊 

  的成果展都蠻轟動的。每次展覽婦運健將們都會來支持，也會驚訝說，當這些參與者被 

  empower 之後，就開始自我反思，彼此會相互連結。這些人是一般家庭主婦，教育程度也  

  不是很高，跟她談女性主義、婦女運動，會覺得是很可怕的街頭運動，她們絕對不會接受。 

  而當她從一個不敢說話的人，到能夠透過作品去說話，透過展覽去跟他人分享，可以去指 

  導別人，這個成長就是婦女運動的價值所在。她不需要用女性主義那個詞，但本身就在實 

  踐女性主義。後來我們也邀請簡偉斯拍影片，玩布的姐妹，放映很多場，每場都有很多人 

  來分享影片觀後感，我覺得很棒。我們過去都只是在藝術世界活動，透過那個經驗看到， 

  原來可以透過藝術去開展很多不同面向的工作，進入社區、進行藝術教育等。我想現在已 

  經很多人在做，我後來發現並不是只有視覺藝術界，影像、劇場都很早就在培養相關人才。  

                                (吳瑪悧訪談，2014/08/26) 

  在 2000 年之前，在前期的話其實高雄的女性藝術家其實有些集結，像「水集結」感覺好 

  像比較悲情對抗的，可是我覺得對照前面，之後的操作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前面啊，就是 

  因為一直認為沒有被看到，所以有點悲情。2000年之後的策展經常是回到享受女人的生 

  命，享受女人的處境，享受女人的生活的想法，「新娘就是我」是一個好玩的發想，不像 

  前期對抗的那種悲情，因此獲得蠻多回響。源自於我很開心享受我的女性身份，不覺得當 

  女生有什麼不好，所以我比較喜歡帶點幽默感。我覺得這種也是女性主義裡的發展，沒有 

  一定要變成另外一個性別來跟他對抗，我們很自然享受自己女生身份，像「新娘就是我」 

  展覽就是開開心心的，弄得像辦婚禮。我自己還假想了一個，我自己畫我的新郎，把所有 

  我認為最好的那個最帥的新郎的條件都畫在他身上，或是拿漫畫人物，因為少女漫畫一直 

  沒有結束，把我們不同年代裡面那種俊男的陶斯，花澤類。綜合灌籃高手裡的身材，陶斯 

  的臉，花澤類的氣質，把幾個世代裡女性喜歡的那個漫畫裡不存在的男性，畫成一個新郎， 

  我也知道像串門攝影是婚紗嘛，所以我就再請林育如幫忙把他搞的蠻像婚禮，我覺得那一 

  次的策展大家在一起是開開心心，沒有跟男生比較。         (張惠蘭訪談，2014/08/19) 

  我想透過兩種力量，就是女性集結的力量和打開橋頭倉庫的想法來做一個展。我想要用一 

  種比較溫柔的力量來促成策動女性藝術家展，所以後來跟林珮淳見面喝咖啡聊的時候，在 

  很短時間內我腦袋就想到閒置再利用，一個烏梅酒廠、一個橋仔糖廠，酒遇到糖可以有什 

  麼樣的火花？如果我們可以用酵母的概念來做，而不去想是女生對抗，可以把烏梅酒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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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記憶氣味裡的酸酸甜甜感覺，變成是一個橋頭糖廠裡做的酵母冰，兩個奇怪的意象組合 

  在一起，有一點無厘頭又有點趣味感，又不必像以前去談這兩個要拆掉的歷史建物的悲 

  情，我覺得我們談女生，為什麼一定要這麼悲情？所以我希望把這幾個好像也都會被人家 

  忘記的議題，可能老建築，被忽略的女性議題，透過比較活潑有趣的方法來做。 

(張惠蘭訪談，2014/08/19) 

  酵母菌是出芽生殖，意思是說不是如癌細胞吃掉別人長大，那時候構想是不是吞食，我們 

  不是用一種我吃掉別人我自己來變得比較大，而是平等地連結，我們彼此，慢慢的出芽生 

  殖彼此連結，此對女性的集結跟串聯也是比較好的。酵母菌會改變一個東西，如果這群人 

  到達某個濕度跟溫度都很好，像那個麵團，這時候妳一點點酵母，或一個催化劑一下去， 

  就可以把原本的東西轉化成一個很棒的好東西，所以我才會定這樣的展。 

(張惠蘭訪談，2014/08/19) 

  相較於 1990 年代大量國外經典譯註的被出版，2000 年以後女性藝術研究論述與經典譯著相關出

版品相對量少，而針對台灣女性藝術家與史所書寫的專書，則更屈指可數。2002 年陸蓉之《台灣（當

代）女性藝術史》，序言中指出女性藝術史學家、藝評家只有不再將女性的創作附屬於男性為主軸的

體系以內，不再將女性視為男性的「她者」的對照版本，才能夠獨立闢出女性自己的歷史脈絡，因此

本書梳理了從中國早期女性藝術，橫跨戰前與戰後，到台灣 1980 年代、1990 年代至 2002 年台灣女

性藝術意識的崛起，創作形式涵蓋了國畫、西洋繪畫、膠彩畫、應用藝術等類項，是目前為止唯一有

系統的整理台灣女性藝術發展史的研究。2003 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台灣當代美術大系》

全二十四卷套，企圖建立戰後台灣美術發展的總體呈現，議題篇《陰性‧酷語》一書由謝鴻均書寫，

從台灣女性藝術為出發，著重於新生代的年輕藝術家闡述與推介，並從陰性空間、陰性書寫、酷兒理

論，討論新生代藝術家「她／他／他者」的性別議題。陳瓊花於 2012 年，《藝術、性別與教育：六位

女性播種者的生命圖像》，透過深訪，體解李美蓉、薛保瑕、吳瑪悧、王瓊麗、林珮淳、謝鴻均六位

具備藝術家╱研究者╱教育者三位一體的角色，如何在其專業知識、所成就的藝術事業，以及在性別

議題的思考，扮演性別重整教育播種者的角色。 

  然而，與女性相關的展覽，在 2000 年以後呈現爆炸性的展覽數量，依據藝術家與今藝術的廣告

搜錄女性藝術家的展覽，在邁入 2000 時已經有 146 場女性藝術家展覽，從 2001 年更突破百場至 191

場，此後，除了 2002 年、2004 年與 2013 年少於 100 場次，於都突破 150 場次以上，而 2003 年、2009

年與 2011 年更突破 200 場次(見表 4-3)。雖然並非所有的展覽均有足夠經費刊登廣告，此數字與實際

展出數量仍有差距未臻完善，但可確知的，台灣女性藝術家的展覽數量高於此統計數量，並且可以從

此量化資料中發現，女性藝術家的旺盛創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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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2000 年以降女性藝術展覽數量統計表（本研究整理） 

年代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場次 146 191 96 213 86 

年代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場次 178 158 169 196 215 

年代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截至 9

月) 

場次 170 209 144 87 101 

1990 年代末期，越來越多的女性藝術家不再畏於面對女性軀體與性的慾望。陸蓉之(2002)認為新

一代女性藝術家以更開放的態度，並且以更多元的表現手法，討論情慾的解放，性慾的探索，同時在

表達上也愈發暴露，聳動的手段來炒作「性」的抗爭，而社會的漸開放與多元，也因此，或許因為「窺

私」的心理，也深受媒體喜歡，並容易得到出頭的機會。陸蓉之(2002)甚至直言，這種趨勢現象，女

性仍然處於被男性物化的消費策略之下，其實仍是受到操縱的，並和女性主義的立場是背道而馳。1996

年台灣《情慾與權力》雙年展的性別爭議事件，則凸顯了主流官方展覽機制對於女性藝術的歧視，吳

瑪悧批判了展覽機制的性別權力問題，她認為全由男性策劃的台北雙年展，「幕後沒有女人味」，她指

責此展以「台灣主題性」為題，但所建構的卻是父權主體而非女性主體，而女性參展人數最多的「權

力與慾望」單元中，展出的作品卻出現大量陽具崇拜，物化主體之作（轉引自許如婷 2013，引吳瑪

悧 1996） 

這當中有很多女性展開始出現，很多大展確實讓女性藝術家受到注意。本來市場就是 

  這個樣子，資本主義需要不斷的變化。當畫廊越來越多，每三個禮拜要換一次展覽，其實 

  需要很多展覽，你就會發現，到處都在做女性藝術展；可能就是一、兩個女性藝術家而已。 

  女性藝術面對一個有趣的狀態，就是所有展覽只要以女性為主要參與者，就稱為女性藝術 

  展，但是論述卻完全沒有開展，幾乎就是本質論式的談法。如果我們去反思女性藝術在台 

  灣的發展，也許我們的女性藝術家是在增加沒有錯，她們的展演機會也在增加。但是從論 

  述的層次上來看，我們是沒有進步的。如果我們反對進步這個概念，那也可以說，我們沒 

  有把女性生命經驗的差異談得更深。因為差異經驗，也許會涉及到階級，涉及族群，不同 

  的身分認同、性別認同，面向可以很廣的。          （吳瑪悧訪談，2014/08/26） 

  但是，仍然有某些女性藝術家也試圖再作品中展現了批判男性意識下的女性身體觀與女性存在意

識。如 2000 年張杏玉親自製作麵包《麵包與愛情》，完成插滿九十九朵玫瑰花的婚禮花轎，並讓作品

隨著時間腐敗，揭露婚姻的真面目。2001 年許惠晴《去你的，來我的》，實行了一週的減肥計劃，在

每日三餐進食時，記錄所有食物，記錄體重，並在吃完後，催吐出來，在量測體重。討論社會對於女

性身體的期待與觀看。許淑真《自畫像 I》在裸身的表演中，將自己投影於牆面上的身體影像中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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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器官，精準的描繪出來，《自畫像 I》在巨大的下體中，畫上內部骨盆，以內視鏡的方式探訪自己的

身體。（謝鴻均，2003） 

第二節 台灣女性藝術區域發展觀察 

  為打破長期研究女性藝術發展與展覽的研究多集中在北部地區的現象，本研究團隊特地加強對台

灣各地區性的重要女性藝術相關事件與社群活動的資料蒐集，分別針對高雄、台南、台中、台東與花

蓮地區進行女性藝術發展面貌與處境的整理。 

一、高雄地區女性藝術發展觀察 

  南台灣的婦女意識最早可追溯至 1926 年具組織規模的「諸羅婦女協進會」成立，以改革家庭、

打破陋習、提倡教育、修養道德，以圖婦女地位之向上為宗旨，到 1927 年「高雄婦女共勵會」成立，

更明確婦女在地方文化活動推展所扮演的角色 (游鑑明，1999)。但若談及高雄地區婦女運動的發展，

時間點與北部並無太大差異，都是在 1987 年的解嚴解除之後才開始，被視作為是黨外運動的一部分，

並和高雄美麗島事件有很深的淵源。一直到 1990 年的政黨輪替之後，全台灣第一個婦女學苑於高雄

市政府社會局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開辦，高雄各婦女組織也開始萌芽，「高雄晚晴協會」(1991 年)、「高

雄婦女新知協會」(1992 年)，「高醫兩性研究中心」(1992 年)、「高雄市一葉蘭同心會」(1995 年)、「勵

馨基金會高雄中心」(1996 年)等與婦女生命經驗相關的團體紛紛成立，直至千禧年高雄婦女館落成啟

用，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立亞洲第一個結合教育與性別研究關懷為主題之研究所，之後可見「高雄市

彩色頁女性願景協會」(2000 年)、「高雄市原住民婦女會」(2001 年)、「滿天星婦女團體聯盟」(2002

年)、「高雄市天晴女性願景協會」(2005 年)、「高雄市飛雁創業協會」(2006 年)、「高雄市單親家庭互

助協會」(2008 年)、「高雄市新移民女性關懷協會」(2009 年)，這些政府或是民間組織單位都讓人感

受到高雄婦女運動的活力與生命力。(資料來源：高雄市婦權會

http://kaohsiungwomen.kcg.gov.tw/women_6.asp) 

(一)早期高雄地區女性藝術發展 

   就藝術發展方面，台灣女性藝術初期由台北地區開始萌芽，然後才逐漸滲透入男性沙文氣息濃

厚的南台灣，它的覺醒過程可說是相對緩慢的。當 1975 年卓有瑞展出照像寫實風格的 15 件巨幅〈香

蕉〉連作系列，被視為台灣女性主義意識覺醒的先驅者，而後首波自歐美返國的女性藝術家們開始在

台北誠品畫廊宣揚女性藝術的理念時，高雄的女性藝術家仍然是一片寂靜，一直到九 O 年代初，高

雄女性藝術家發表作品，一直都是與男性成員共同展出，而未出現純粹為女性發表的舞台。這或許與

南台灣資訊傳達較緩慢，性別觀念傳統，箝制女性擔任家庭中妻子、母親或媳婦的多重角色，使得南

部地區女性自覺意識的開展相較北部顯得緩慢。 

長期男性主導的高雄藝術圈，1979 年在從台北遷居高雄的楊文霓的加入後，始增添入柔性韻味。

楊文霓是台灣第一位從美國取得陶瓷碩士學會後回台發展者，返國後任職於故宮博物院，1979 年在

高雄成立第一家陶藝工作室後，招收學生，帶動南部學陶風氣，1995 年領軍成立「好陶」團體，對

http://kaohsiungwomen.kcg.gov.tw/women_6.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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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陶藝推廣有著深遠的影響力。 

(二)高雄女性藝術的十年樹根：1994 年~2004 年 

  在 1990 年代中期高雄地區以男性成員為主的「高雄市現代畫學會」中幾位較為活躍的女性藝術

家，如王介言、蔡瑛瑾、陳艷淑、張惠蘭、張金玉、林麗華、柯燕美等，她們和其他長期在高雄藝術

圈耕耘的女性藝術家楊文霓、周文麗、高秀蓮、洪上翔、王靜霏、劉素幸、吳瓊華等，共同聚集與發

聲，讓高雄藝術史萌出女性藝術的初芽。1994 年隨著高雄市立美術館開館，當地女性藝術家也開始

逐漸展現活力。高雄在地女性藝術議題的開展是在 1995 年左右，陸續以聯展性展覽活動開始，第一

次是以畫會聯誼性質相聚的「高雄市現代畫學會」女性會員們的〈女‧性‧集‧結‧水〉(3 月)聯展

性展覽，被視作是高雄女性藝術家在長期被忽略，激發出女性意識強烈的自覺，很鬱卒地集結性展出

(陳艷淑，2004)。 

此後，陸續有〈女性集體發聲─女人話畫展〉(1995 年 7 月)、〈秘密花園─女性藝術家聯展」(1997 年

11 月)、〈女性 VS 製造新聞〉(1997 年 12 月)、〈心靈再現：台灣女性藝術當代展〉(2000 年 12 月)、〈新

娘就是我－女性藝術家聯展〉(2001年 6月)、〈酸甜酵母菌──橋仔頭糖廠與華山烏梅酒廠的甜蜜對話〉

(2001 年 11 月)、〈SHOW 色──女性藝術的書寫與論述〉(2002 年 1 月)、〈雄女藝術家──藝術之路〉

(2003 年 03 月)、〈網指之間──生活在科技年代〉(2003 年 5 月)、大被單計劃(2003 年 5 月)……等，

2004 年高雄市立美術館推出〈高雄一欉花+〉(2004 年 11 月)，可視為是高雄女性藝術初生階段的完

整。1994 年到 2004 年一路走來，高雄女性藝術豐沛的能量開始釋放，這十年可稱為高雄女性覺醒的

黃金十年。 

  1995 年的〈女‧性‧集‧結‧水〉的策畫，源起於當時一個「鐵器時代〉展覽，清一色 26 位男

性藝術家，讓這群女性決定自己另辦展覽來與之抗衡，打破高雄地區展覽一向以男性為重的迷思。這

是第一次高雄女性藝術家在充滿陽剛男性色彩下的自覺反應，反應出高雄的女性藝術家不甘於次等地

位的認定，展覽簡介如下：「也許在這一次的行動中，在醞釀之初就被戲稱為女性復仇記、大女人主

義、女權運動...等等的尖銳的字眼，我們決定不抱予太多的理會，因為藝術的目的並不是用來解釋誤

會與名詞而已，每個生命體都有他在這個空間存在的價值。」1997 年 12 月另一場〈女性 VS 製造新

聞〉展覽試圖反轉女性新聞中的被動角色，進而主動創作與製造新聞來回應女性被新聞化，或大都依

附在男性所操作的事件或現象下的省思。 

2000 年 10 月於高雄市立美術館推出簡瑛瑛策劃的〈心靈再現－台灣女性當代藝術展〉，為這座

公立美術館第一次以女性為主題的大型展覽，配合展覽舉辦一系列的座談會，大批女性藝術家、評論

家南下共襄盛舉，對一項是男性沙文色彩的南台灣，可謂是高具歷史性意義的破冰之旅(陸蓉之，2002)。

此展覽在大主題之下，分為四個小子題：1.心靈、宗教與儀典；2.自然、生態與環保；3.性別、族裔

與身分認同；4.原住民、素樸與手工技藝之當代表現。超越傳統歷史回顧展或一般女性聯展，結合 4

篇專文(由陸蓉之、陳香君、江足滿和賴瑛瑛書寫)，讓此次女性展覽建構出完整的論述體系。同時，

高雄女性運動發展相關的學術也開始動起來，2000 年 2 月第一家女性書店─「好書店」開張(位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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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市成功路上的漢神百貨旁邊)，集合高雄市婦運界、女性讀書會及婦女社團等五十餘位女性的力量，

來自不同領域的女性們一手打造的書店，南台灣唯一一家性別主題書店。一樓的空間是專屬女性的展

演舞台，可供包括畫作、裝置藝術、多媒材、雕塑等展出，開幕展為張金玉策畫「藝術書」展，邀請

十幾位在地女性藝術家共襄盛舉；二樓則經營餐飲，提供讀者休憩的空間。2001 年 6 月高雄市社會

局婦女館女性圖書史料室正式開幕，是全台首座女性圖書史料室，以公辦民營的方式運作，為高雄在

地的女性史料蒐集、婦女/性別學習資源及推展性別平等意識而努力。 

2002 年 1 月張金玉策劃的「第一屆南台灣女性藝術創作研習營」(01/18-01/20)，為高雄地區第一場關

於女性藝術的研習營，舉辦「性別與藝術」、「女性意識與藝術」以及「台灣女性藝術發展」的主題演

講，同時更增加創作體驗的現場研習，並推出「生活魔幻─24 小時‧物件‧聯想」南台灣女性藝術創

作展，展出的作品，全都是從「女性藝術」出發，以女性意識、觀點創作，呈現女性的生活。 

  2001 年中，張惠蘭、柯燕美策展的〈新娘就是我－女性藝術家聯展〉於高雄市社會局婦女館展

出，這是高雄第一次有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贊助金額補助的女性藝術家展覽活動。策展人張惠蘭提及

當初的策展理念： 

     「新娘就是我」是一個好玩的發想，不用像前期要對抗的那種悲情，因此獲得蠻 

  多回響。源自於我很開心在享受我的女性身份，不覺得當女生有什麼不好，所以我比較喜 

  歡帶點幽默感。我覺得這發展也有點像是女性主義裡的發展。沒有一定要變成另外一個性 

  別來跟他對抗，我們很自然享受自己女生身份，像〈新娘就是我〉展覽就是開開心心的， 

  弄得像辦婚禮』。                    (張惠蘭訪談，2014/08/19) 

  同年年底，由當時「台灣女性藝術協會」的理事長張惠蘭策展〈酸甜酵母菌－橋頭糖廠與烏梅酒

廠〉大型展覽，集結了 24 位北、中、南的女性藝術工作者。在台北、高雄兩地的巡迴，台北華山的

烏梅酒廠(2001/11/4-2001/11/24)和高雄的橋頭糖廠(2001/12/8-2002/1/3)展出，搭配規劃的三場座談，

為少有互相交流的機會的南北女性藝術家製造交流的機會，提供首次全台女性藝術家們的交流平台，

藉由不同媒材的創作進行交流，並期許如酵母菌一般，發酵、滲透，和歷史空間展開甜蜜對話。策展

人張惠蘭提及當初的策展理念： 

    一個烏梅酒廠、一個橋仔糖廠，酒遇到糖可以有什麼樣的火花？如果我們可以用酵 

  母的概念來做，而不去想是女生對抗，如果可以把烏梅酒的那種記憶氣味裡的那種酸酸甜 

  甜感覺，然後再變成是一個橋頭糖廠裡做的酵母冰，我覺得兩個奇怪的意象組合在一起， 

  有一點無厘頭又有點趣味感。(張惠蘭訪談，2014/08/19) 

  這兩場由張惠蘭策劃的〈新娘就是我－女性藝術家聯展〉、〈酸甜酵母菌－橋頭糖廠與烏梅酒廠〉

展覽，除了提供當地女性藝術家更多的展覽機會，更積極地去對環境，甚至挑起性別之外的議題，以

輕鬆且多元的樣貌呈現出高雄女性藝術家的可能性。同時也間接促進了高雄女性藝術的轉型，從最初

的抗爭與對立的困頓經營，轉換成享受與接納的自由心態，不再讓女性淪落為變成是社會性議題裡的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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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充滿陽剛之氣的高雄市，成為國內第一個女性藝術節的發祥地。5 月份第一屆台灣國際女

性藝術節盛大展開，高雄市立美術館推出〈網指之間─生活在科技年代〉展覽和一場「女性藝術與科

技」國際研討會，邀請來自國內外十九位女性藝術家就生活在科技時代下的身體、生命經驗等議題進

行創作，呈現多元媒材的女性創作。不同於許多以科技藝術為主題的展覽，往往將科技藝術與電腦數

位藝術發展出一個等號，策展人陳香君將科技藝術的界定，廣泛地拉到只要以藝術的手法，發展出與

科技生活相關為主題的各種討論都納入，她更指出女生對於科技帶來的生活轉變，也常有著較男性更

為細膩的情感與想法。(中國時報，2003)當中女藝會理事長張惠蘭和南台灣近十位女性藝術家們組成

的「黑貓在打狗」團體，則集體推出「黑貓幻遊記」作品，強調網路帶來突破傳統人際限制的歡娛與

荒謬並存。 

  搭配台灣國際女性藝術節，由陳豔淑和張金玉共同策劃的〈大被單計畫〉行為藝術活動，5 月 4

日於高雄市立美術館戶外斜坡草坪上展開行為藝術活動，以縫製大被單的方式為爭取女性發表空間。

當天邀請一百三十多位女性藝術文化工作者，持自家的被單，在高雄市立美術館的翠綠草皮上，以針

線密縫成大被單，經歷「舖」、「縫」、「躺」、「塑」等步驟，陳述女性情感連結與藝術能量的釋放，最

後大家一起仰躺在高美館綠草坡地上，欣賞澄藍天空。 

  2004 年高雄市立美術館推出〈高雄一欉花+〉展覽，是獨屬於高雄女性的主題性策展，象徵著在

地女性藝術家藉由在公立美術館的展覽出進入官方書寫的藝術脈絡中。策展人陳艷淑藉著此機會挖掘

出一群對藝術的熱忱與理想，默默在自家工作室創作的優秀高雄女性藝術家，相較於台北女性藝術家

的外顯性格與積極態度，高雄女性藝術家，卻因為不善爭取，其創作表現的專業能力和修養常常鮮為

人知。這次的主題性策劃展共 132 位在地女性藝術家送件，歷策展小組就主題、性質、空間等方向審

查後，有 37 位藝術家雀屏中選，顯示出高雄女性藝術家的活力。策展人陳艷淑談論展覽命名的由來： 

說到為什麼會這樣起名，我當時想讓「高雄一欉花+」是能用台語去唸他的， 

    要讓大家知道這花已經長得很好、也長得很大的一欉，不只是一朵或是一束，而是大 

    大地一欉花，開了許多美好的花朵！         (陳艷淑訪談，2014/04/10)。 

  至於展覽名稱最後面的「+」號(Plus 概念)辯證著女性並不全然都是柔軟陰柔的，反之，男性不

一定剛強，就如此展覽中的唯一一位男性藝術家吳芳義採針線縫製的細膩創作手法。此展覽更於隔年

11 月北上到台北鳳甲美術館展出，呈現出高雄女性藝術家們成功集結的樣貌。 

  於 1997 年至 1999 年擔任第六屆高雄市現代畫學會理事長的張金玉，是此畫會迄今唯一的女性理

事長，她在台北帝門藝術中心當企畫部經理時，策畫過〈女．我〉女性藝術家聯展(1991 年)，後來移

居高雄參與〈水‧女‧性‧集‧結〉、〈製造新聞 VS 女性〉等展覽，並於豆皮藝文空間策畫〈Show

色展〉，長期關心女性藝術的發展和豐富的經驗使她於 1995 年就已犀利地提出南北地區間早期女性藝

術發展的差別： 

    「南部藝術家組成傾向於情感聯誼，女性藝術議題仍無法嚴肅地提出，在這種輕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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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中或許藝術創作較易避開女性主義意識型態，而純粹以對藝術自我感知的角度出發，或 

  許更能以『人』取代『女人』來思考藝術的問題。」(張金玉，1995) 

  高雄女性藝術的創作環境漸趨完備，其中藝術教育體系的推廣和藝文展覽空間的增設功不可沒，

1988 年高雄市私立建功高級中學改制為高雄市中華藝術學校、1993 年高師大美術學系創立、1996 年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創立、1997 年新濱碼頭藝術空間營運、1999 年豆皮文藝咖啡館開幕等等，這些都

讓高雄女性藝術醞釀了更多積極的能量，並且有適切的藝文環境可以釋放，因此，千禧年之後開始有

更多年輕女性藝術家在高雄的居留並參與環境中的藝術活動。台灣女性藝術以 1980 年代為開端，1990

年代為性別議題研究與展覽的巔峰期，發展到約 2000 年左右已有許多大型公立美術館的展覽，如〈意

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展〉(賴瑛瑛，台北市立美術館，1998)、〈心靈再現：台灣女性藝術當代展〉

(簡瑛瑛，高雄市立美術館，2000)、〈第一屆國際台灣女性藝術節：網指之間─生活在科技年代〉(陳

香君，高雄市立美術館，2003)、〈美術高雄 2004：高雄一欉花+〉(陳艷淑，高雄市立美術館，2004)，

都清一色以女性為主的策展人、論述者與藝術家為主體，甚至後面三個女性大藝術展都發生在高雄市

立美術館。 

(三)高雄女性藝術的十年枝芽：2004 年~2014 年 

  2004 年 3 月，懷胎數月的葉子啟於高雄城市光廊全身赤裸身表演〈人卵 vs 動物卵〉，並將蛋汁

及番茄醬淋在身上，是為高雄首度行為女性藝術表演。2005 年許淑真、楊瑾雯、林杏鴻、許慧如、

郭紋汎 5 位高雄女性藝術家推出〈探索空監計畫〉，在 4 個多月的時間內不斷探索 19 世紀英國人在高

雄興建的地下監獄，並從空間概念衍生音樂、戲劇、行為藝術等多元創作陸續演出。2005 年導演柯

妧青在國家文藝基金會與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專案補助下，拍攝的台灣加工區女工紀錄片「她們的故事」，

重現 60 年代勤奮乖順勞動女性的身影，歷時兩年半，於 2007 年正式發表。2006 年高雄市立美術館

推出四位女性藝術家聯展〈蔓蕪－陳幸婉、李錦繡、邱紫媛、曾愛真〉，以「自然與本質、生命的課

題、未完成的記憶」等三個主題來敘述藝術家一生的創作與故事。2008 年許淑真於高雄縣婦幼青少

年館推出〈請到我的家鄉來—認識多元文化之旅【越南】〉作品，看見藝術家對十七線公路沿線越南

媳婦的生活環境的關切。 

高雄市立美術館市民畫廊也長期不斷推出女性藝術家的個展，如柳依蘭、張珠君、雷紫玲、王珍珍、

李如玉、郭淑莉等人。2009 年謝佩霓任高雄市立美術館館長，為該館首任女性館長，並致力與女性

藝術的推廣，首先推出〈墨韻無邊－董陽孜書法‧文創作品展〉，隔年創作論壇一連推出三場以女性

藝術家為主的展覽〈望向彼方：亞洲新娘之歌－侯淑姿個展〉、〈流‧高雄－黃沛瀅個展〉、〈心象演繹

－愛情影舞者〉，最後這場是由林麗華和蘇志徹共同策劃，結合裝置、影像、造型、音樂、肢體等創

作元素，邀請 12 位南台灣女性藝術家進行跨領域、實驗性的對話。2010 年高雄市彩色頁女性願景協

會承辦的高雄市婦女館女性圖書史料室所策劃的「高雄人體史畫（話）展」，呈現參展吳素蓮、阮仁

珠、陳孟珩三位女性藝術家從人體藝術思考身體與我的創作觀念。2012 年由策展人謝慧青、彭佳慧、

游婷敬所共同於高雄駁二藝術特區策畫〈女人們的白色房間〉，邀請台灣與香港女性藝術家參展，展

覽中的當代藝術家作品以裝置藝術為主，女性藝術家以白色為基調，選擇的材質包括：紙、白瓷、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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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布料、石膏、絲瓜、鋼刷、洗衣夾等等媒材創作，這些媒材都是女性生活中經常接觸使用的材料；

在創作的同時，藝術家們也將自己的生命故事與生活點滴、串連編織進作品之中，訴說一個個隱晦而

又動人的人生故事(Yahoo 奇摩新聞，2012)。2014 年高雄市立美術館 20 週年館慶，3 月先推出〈許淑

真紀念展〉，紀念這位原本在高雄長庚醫院擔任醫檢師，離職後一度在先生開設的牙醫診所幫忙，她

成為專業藝術家，之後因創作數位藝術、錄像裝置及策展，廣受視覺藝術界矚目，卻不幸因病早逝的

女性藝術家，這也是第一次試圖完整呈現許淑真創作面貌的展覽。緊接著 9 月的〈女人家-以亞洲女

性藝術之名〉大型特展，數十組亞洲重點藝術家包含平面、立體、錄像、裝置等精彩創作，探究女人

與家的細緻情感，以及伴隨著時代變遷女性所面臨的挑戰及處境，企圖呈現亞洲女性藝術史上各階段

的代表性作品。 

二、台南女性藝術發展觀察 

  論及台南的女性藝術家，最廣為人知的是活躍在八○年代的女性藝術家李錦繡，作品多為抽象與

半抽象形式的平面繪畫。1953 年出生於嘉義，1977 年婚嫁台南，1984 年入法國文化部所屬國立巴黎

高等裝飾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第二階段（碩士）空間藝術部，1986 年畢業返國定居台南，同時兼任省

立台南師範學院美勞教育系（現國立台南大學美術系）講師及橡樹子藝術兒童教育機構藝術總監。李

錦繡為人樸實親切，淡泊名利不與人爭勝，人稱天才藝術家，於繪畫、多媒材裝置中，擅長表達空間

轉換、色彩變化及精神意涵。李錦繡擅長以速寫的手法呈現畫面，用色瀰漫灰色調性，呼應她心靈上

的憂鬱與不安定，筆觸之間投入深刻情感，透露出主觀的情緒性，注重內在與作品的互動關係，表現

屬於女性的細膩生命態度與情感 (李錦繡：台北市立美術館網頁)。 

  至於女性藝術在台南的發展最早是 1994 年侯宜人藉「台灣女性文化觀察」文藝月系列活動於台

南新生態藝術環境策劃〈女性創作的力量〉一展，是為台南地區首次女性藝術主題的展覽，其間侯宜

人並集結《女性創作的力量》一書。1998 年陸蓉之策劃的〈女味一甲子〉挑選包含老中青三代陳進、

林阿琴、江寶珠、郭禎祥、袁旃、呂淑珍、侯翠杏、賴純純、嚴明惠、郭娟秋、陳慧嶠、杜婷婷 12

位女性藝術家的作品，探討女性藝術家在時空轉變下的創作歷程，於台北龍門畫廊、台中臻品藝術中

心、台南新生態藝術空間三地展出。 

  2000 年台中好藝術群女性藝術家聯展〈天公的地母—謝天謝地〉，於台中文化中心後，並移地嘉

義、台南展出。2006 年配合「女人節」，台南新光三越邀請 26 位女性藝術家，舉辦以女性為主題的

展覽活動（玫瑰的力量──女性工藝大展），共有十一項主題、數百件來自台南本土、台東、花蓮、台

北、新竹、苗栗的藝術作品。2007 年台南縣文化中心可見 164 位女性藝術家作品的〈南瀛百位女性

藝術聯展雙〉參展，是台南少見的女性藝術家聯展。2014 年〈繽紛女聲—2014 國際攝影展〉在蕭壠

文化園區展出，各國參展者圍繞著女性自覺自發的議題發聲，作品蘊含時代新女性、婚姻經驗、女性

神話等多面向議題，呈現獨特且豐富的多元性別面貌。 

  有別於高雄女性藝術家初期發聲時是為了與男性藝術家對抗，長期處於保守、世紳環境的台南藝

術圈顯得較受傳統禮俗的規範。杜昭賢 2007 年將台南海安路的老屋改造創立加力畫廊引介當代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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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之後陸續有海馬迴光畫館、草埕文化藝術工作室、齁空間、B.B.ART、絕對空間、么八二空間等

工作室暨展演空間成立，她觀察台南在地文化肌理： 

     台南似乎有種較於斯文與安靜的特質，總是自己沈浸在屬於自己的一塊去打拼，像 

  我所認識的一些剛畢業的學生，他們自己成立工作室，也做很多的展覽，幾個志同道合的 

  人一起做藝術空間。台南的藝術圈是溫和的，各自品味生活與交流，算是台南的一種風格 

  吧！」或許也是如此，台南女性藝術家的集結或聯展顯得很少。 

(杜昭賢訪談，2014/04/24) 

三、台中地區女性藝術發展觀察 

  國立台灣美術館(原臺灣省立美術館)創立於 1986 年，兩年後才第一檔女性藝術家展覽〈虞曾富

美個展〉，1990 年〈陳幸婉油畫展〉，1993 年〈林珮淳個展〉，1994 年〈臺北西畫女畫家畫會聯展〉，

1996 年〈林淑女彩墨作品展〉、〈自然的氣勢－虞曾富美創作 30 年展〉、〈假時之飛－李昀嬛作品展〉。

開幕十年，眾多展覽中僅有 7 檔女性藝術家展覽，當中出生於高雄美濃，長期旅居於美國從事創作的

虞曾富美佔了 2 檔，影響甚巨，還有長期耕耘於台灣當代藝術發展與推廣的陳幸婉和林珮淳，前者於

1989 年獲李仲生現代繪畫文教基金會「現代繪畫創作獎」，獲得肯定，後者從紐約取得 University of 

Central Missouri 碩士學位，當時回母校銘傳大學任教，之後 1994 年獲澳洲政府傑出研究生全額獎學

金赴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研讀創作博士。女性藝術家的展覽在薛保瑕出任國立台灣美術館館長前

顯得零星稀落，2006 年推出〈潘玉良畫展－畫魂〉，2007 年推出法國女性藝術家〈妮基的異想世界〉，

見證女性勇於掙脫社會的壓抑與束縛、追求自主人生，2008 年〈原形所在－洛貞個展〉、〈畫如其人

－袁樞真作品捐贈展〉、〈洪素珍個人展－時間〉，2009 年國立台灣美術館從館內典藏 1 萬 5 千多件作

品挑選出百餘件平面繪畫、裝置藝術、雕塑等作品，規劃該館首次以台灣女性藝術家為主的「雙凝」

特展，可見席慕容、李錦繡、陳幸婉、嚴明惠、王德瑜、王綺穗等藝術家。此外，國立台灣美術館也

開始有數位藝術的相關展覽，始見於 1999 年〈混沌世紀末始--方彩欣電腦藝術展〉，2006 年

〈《BABYLOVE》－鄭淑麗行動數位無線裝置作品〉是館方首次委託藝術家創作，2007 年成立「數

位藝術方舟—數位創意資源中心」，推動數位藝術創作、建構台灣數位藝術發展脈絡及積極媒合藝術

創作者與科技人才的跨領域合作。之後陸續開放竹林內廳與水牛廳時光天景電漿電視牆，透過公開徵

選機制徵求具創新及實驗性的數位藝術創作計畫，使得女性藝術家可以在公平競爭下獲得曝光機會，

如 2008 年〈王雅慧「熱帶計畫：雪人」〉、2009 年〈時光天井下的女子〉、2011 年〈陳依純再見小工

廠系列－表皮工廠〉、2014 年〈曹筱玥：心之舞〉、〈她的五個衣櫥〉等等。 

  1998 年陸蓉之策劃的〈女味一甲子〉於台北龍門畫廊、台中臻品藝術中心、台南新生態藝術空

間三地展出。可論及台中當地女性藝術家的集結，首見於「好藝術群」，可謂是台中最早具有女性意

識的藝術家集結團體，1999 年這個由女性藝術家組成的女性團體在景薰樓藝文空間推出一場名為「女

人詮釋女人」的展覽，包含會長吳伊凡、廖秀玲、張惠蘭、李慧倩、林平、王紫芸、吳美純、鄧淑慧

等人。多數展出作品從不同角度呈現女性創作者的生命經驗，一些具有性暗示隱喻的作品更引起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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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的報導，可謂是台中女性藝術家的首次出擊。「好藝術群」之後還有辦過幾次聯展，2000 年在台

中、嘉義與台南的「天公的地母－謝天謝地」巡迴展，藝術家各自運用不同的藝術媒材與形式來沉澱

其自身歷經九二一地震所引發的種種生命經驗與自覺，將九二一震痛昇華為對大地之母的愛與關懷，

呈現對地母—自然—土地的多樣詮釋。可惜在此展覽後，好藝術群也沒什麼活動了。 

  2003 年三八婦女節林平於台中 20 號倉庫策畫的「ㄅㄨ‵包袱」展覽策展，是一個專屬於女性藝

術家的展覽，用注音符號來呈現展覽主題，一方面有「布」這個有特殊女性意涵的媒材的意念，另一

方面也暗喻「不」，標題名稱呼應台灣傳統的婦女和她的包袱之間緊密的關聯，過去婦女出門都會拎

個布製小包包，也代表現代女性不必再承受重重包袱。跟消費都市型的台北、傳統仕紳型的台南、工

業陽剛型的高雄並致，台中看似是沒有獨一典型樣貌的都市，它有傳統的仕紳階級，有炒地皮的房地

廠商，也具有大型都會的規模。東海教授林平談論台中的女性藝術發展的困境： 

     我一直認為台中市屬於過度型的都市，就是台北有台北的典型樣貌，高雄有高雄的 

    典型樣貌，台中是唯一一個沒有典型樣貌的都會。它有傳統的仕紳階級，但是大量製造都 

    會財富的，其實是炒地皮的人，就是房地廠商。炒地皮的人對土地是沒有情感的，仕紳階 

    級當然對土地有情感，這兩種結構在一起就是讓台中很奇怪，我經常會講它有大都會的格 

    局，可是心性卻是很區域性的（local）。所以鄉紳階級的父權結構，它紮根紮得很深。在 

    這種堅不可破的保守系統裡面，其實女性是沒有聲音的。所以我常戲言，唯一要在這裡呼 

    吸到自由空氣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拋棄組織性運動，所以要打散，要個人行動，不作組織， 

    你會發現台中很少有在性別議題上集體性的運動。       (林平訪談，2014/08/19) 

四、台東都蘭地區女性藝術發展觀察 

  早在日據時代之前，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和藝文發展就都始終以西部地區為發展主軸，東部

地區長期受到忽視，在後現代的邊陲意識下，不同於主流的聲音逐漸受到關懷與重視。論及台灣女性

藝術發展，東部地區的相關文字論述寥寥可數，此地活潑、豐沛、以及不容忽視的女性創作與生活能

量始終未獲得與其重要性等值的重視。在陸蓉之撰寫的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史中將素人藝術家和原住

民藝術家放在最後第七章「女藝殿堂」範疇中討論，原住民藝術家僅佔一頁半的版面，簡單幾筆提到

潘三妹、余娃、芮絲若斯、瑁瑁瑪邵和尤瑪．達陸五位女性。因此，本研究藉由賴純純、柴美玲(逗

小花)、魯碧‧司瓦那(豆豆)、安聖惠、林滿津、潘小雪幾位藝術工作者的訪談能讓東部地區的女性藝

術家與當地的女性藝術發展能被更廣泛地瞭解與認識。 

  2002 年豆豆(魯碧‧司瓦那)、饒愛琴、Ama、安聖惠、張見維(見維‧巴里)等人自發性的在台東

金樽海灘以「意識部落」為名，集體過著長達三個月的原始生活。大家共同生活與創作，形成了一個

沒有規章、沒有組織、沒有規定的部落，成員間彼此都是平等的個體，任何人都可以隨時都加入或退

出。藝術家魯碧‧司瓦那(豆豆)回憶道： 

    「早在意識部落之前，我們多數的成員就曾在山海觀的"原住民阿美族木雕聯展"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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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森林的"雕鑿山海情"有過一起生活與創作的有趣經驗，這個經驗與互動讓藝術家彼此之 

  間的情感更貼近，也體會到一起創作的樂趣與溫暖，只是之前的經驗因場地與遊戲規則諸 

  多的限制與條件難免有不夠盡興的遺憾，因此在 2002年的春天因緣際會的機緣下，意識 

  部落形成了，以自發沒有遊戲規則的方式進行，在金樽海灘開始了沒水沒電的歸零生活與 

  現場創作，直至颱風之故才撤離，在金樽的日子約三個月，最後以近一公里的沙灘為展場， 

  以回饋的心，展了十幾件作品感恩天地與海洋。」   (魯碧‧司瓦那訪談，2014/04/03) 

台東都蘭地區呈現出有別於台東市的藝術生態，2000 年開始有藝術工作者不約而同地往都蘭匯

集，到 2003 年金樽海邊集體創作的「意識部落」達到高峰。 

  2000 年都蘭糖廠咖啡屋（郭英惠夫婦、逗小花和陳明才共同創立）提供新的文化匯聚和交流的

空間，就像藝術移民共有的大客廳。而當地女性原住民藝術家的主導性、自我表達及領導能力都不容

忽視，作為都蘭第一波新移民者，逗小花對於台東都蘭地區創作生態有著精闢的剖析： 

    這一波外移民的駐留中，以原住民佔多數，漢人移民為相對少數。這些移居至此的漢 

    人女性創作者多數本身已具有女性自覺，在意識和作品表現上，都具有相當的獨立性。」                     

(逗小花訪談，2014/04/03)。 

  逗小花在 2004 年時決定在自家客廳闢出了「女妖在說畫」藝術空間，專門鼓勵女性創作者展出

作品。剛開始藝廊的地點就在逗小花自家的客廳，2004 年起將藝廊託付給李韻儀管理，2005 年一群

由東海岸女性藝術家組成的「女妖藝廊」進駐月光小棧，這個電影「月光下我記得」的拍攝場景使他

成為東海岸都蘭山腰的旅遊景點之一，而「女妖藝廊」也從早期僅限於女性藝術家展出，自 2006 年

開始改為開放男性也可以申請，成為東部地區藝術家可以發表的著名空間之一。 

五、花蓮地區女性藝術發展觀察 

  花蓮市維納斯藝廊成立於 1980 年，是東台灣歷史最悠久的專業畫廊，多年來不但積極投入地方

文藝、還報和社區營造等公益活動，更多次策劃辦理大型藝文展演活動，其中不乏以花東地區女性藝

術家的聯展，維納斯藝廊負責人林滿津說： 

    花蓮也有許多女性藝術家，但絕大部分都是業餘的，比如說像我認識的夫妻都是藝 

  術家時，太太的角色通常會比較犧牲，因為要去支持她的先生繼續創作，但實際上創作本 

  身應該是雙方都喜歡做的事情，但傳統上來說女性又必須要支持男性去做，而辦女性聯展 

  的時候剛好可以讓這些女性出來，每一次都會有大約七至八位的女性藝術家。 

(林滿津訪談，2014/04/04) 

  2001 年花蓮美琪戲院首次女性影展，當時還是觀眾身份的林滿津從此拓開女性的視野，開始關

注起更細微的議題，隔年發現第一年的承辦單位沒有持續舉辦，於是從這樣的一個契機讓林滿津從觀

眾變成花蓮地區女性影展的代理人。林滿津談及辦理女性影展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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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了女性影展的辦理，這些議題來到了鄉下地區，也包含花蓮的部分偏遠地區，甚 

  至產生了幾個導演，比如像是來自玉里的洪瓊君，她拍了社區的媽媽與養女的影片來參加 

  女性影展而獲得入選，當我們邀請她的電影來到花蓮放映時，她也邀請了電影中的主角們 

  來到現場，底下觀眾也有許多阿嬤和養女們有相同的過去經歷，她們在電影中看見自己的 

  人生是很特殊的經驗，我覺得確實是有影響的。      (林滿津訪談，2014/04/04) 

  1995 年台泥在花蓮美崙工業區擴廠，廠能增加 7.5 倍，卻巧立「汰舊換新」的名目，逃避環境影

響評估法的監督，當時好多人很關心，卻因無組織，不太敢碰大企業，因此幾位女性很勇敢地站出來，

組成了「日出環境工作小組」，和環保聯盟聯合，以辦活動演講方式，和台泥抗爭，提醒大眾不要被

大企業蒙騙(潘小雪訪談，網站:訪問實錄)。1998 年反台泥的擴建活動凝聚了一群女性們，她們不一

定是藝術家、有的是家庭主婦或老師，抗爭失敗後，12 月那一個月她們就到了海邊，在自然環境裡

頭創作，而後也在千禧年的第一天開始展覽，最後以文件式的方式在室內展出。(潘小雪訪談，

2014/04/04)花蓮地區女性藝術家大多都是比較個人的創作，鮮有女性主義集結活動，不然大多數還是

在討論閒置空間再利用、廢墟空間再利用的議題、或是與來自不同國家藝術家們一起在這裡舉辦國際

創作營的活動、以及原住民藝術家的駐村計劃等等。在花蓮的藝術活動幾乎沒有特別標榜女性，只有

2002 年 3 月花蓮縣文化環境創作協會邀請六位花蓮本地女性藝術工作者在花蓮市松園別館有過一場

〈荷絲朵麗女性藝術展〉，邀請劉雁萍、張梅娘、李美慧、潘旦雲、王美惠、陳惠貞六位本地的女性

藝術工作者，藉由不同 的創作媒材，敘說女性的生命故事。以「herstory」取代以男性為主的「history」，

用女性的細膩觀點，為歷史觀作新註解。 

  東部女性運動相較於漸趨成熟的西部，顯得慢熟晚成，有一群生活在當地，默默耕耘的藝文工作

者，他們並且多以生活與土地、環境與環保等議題為根基，這樣的發展脈絡應該建立自己一套專屬的

書寫方式。早期西方女性主義男性/女性的過度劃分法無法適用於此，而全台灣概括性地、忽略各地

或個體差異的特色的發展模式不能套用，這種長期以漢民族婦女的意識型態為書寫主體的「女性藝術」，

在原住民藝術場域無法通用。近年來全球化的影響下，藝術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變化，不再僅只侷限於

某一國家與地區，東部地區女性藝術發展的書寫與脈絡建置，能為台灣女性藝術生態提供一個重要的

觀察點。如能補齊缺乏的東部地區女性藝術發展，將讓台灣(女性)藝術的主體更為完整，提供一種重

新定義與詮釋的可能性，甚至是藝術權力的重新盤整的契機。林珮淳對於台灣女性藝術發展，長年來

缺乏實際理論支持以及人才培育有著深深的感嘆： 

    「我們應該要有自己的女性藝術論述，像琳達克林就講出人類的藝術史沒有女大師， 

  如果沒有一個對藝術論述清楚的話，我覺得女性作品只會流於一種女性特質的觀點而已。 

  西方的女性主義的發展就是非常具有地位的，因有非常強與自信的論述者、評論者、甚至 

  策展人及行政者，才能夠把女性藝術的重要性列出，也才會被重視。然而為什麼很多台灣 

  女性創作者都沒有辦法被看到，我覺得台灣女性藝術的研究與評論的角度，還有美學的觀 

  點是必需被建立的。」                                 (林珮淳訪談，2014/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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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訪談內容焦點整理 

  採訪二十五的女性藝術工作者，發現她們對於性/別、藝術創作以及社會處境的觀察，存在著不

同的看法，甚至有些觀點是矛盾與曖昧的，這些差異提供此研究對於台灣女性藝術家的創作與女性藝

術的發展能有更細緻的詮釋與理解。 

一、 作為女性角色，在藝術創作、專業發展處境上的影響 

(一) 女性角色與創作內涵 

  當代女性藝術家創作時是否會以性別考量來創作呢？在研究團隊訪談的十幾位的女性藝術

家之後，得到多數的答案是「不會」。由於藝術創作強調的是自主性，是個人的、自我的課題，

如果說她們的創作顯示出女性的意識或美學，多是來自於個人的生命經驗或是反映自身的社會處

境，其可能關乎族群文化、生活經歷等。例如魯碧˙司瓦那(豆豆)直言：「在我的創作歷程中，我

很少去思考身為性別與族群的問題，大多時候常用漂流木的素材創作，分享自己的生命經驗及對

環境議題。」(魯碧˙司瓦那訪談，2014/04/04)創作從生活環境的觀察而來，更與自己的生命經驗

互相連結，安聖惠在漂流木上看見自己： 

    「我自己分了好幾個對漂流木情感的階段，剛開始我撿他們的時候，每一個漂流 

  木都是好美的獨立個體，因為他們都無法重複。在撿的過程中，它們是會在我的夢境 

  中活過來的，但經歷的八八水災之後，我看到的景象是我開始對他們有所抗拒，包含  

  是對於整個大環境的改變以及我生長的部落被淹埋，無論在西部或是在台東發生的災 

  難，我覺得都是連結的，木頭們都聚集在一起，那時出現在我夢中的木頭變成了人的 

  碎片，可能是人們被截肢的手臂或頭或是眼睛，而他們在夢裡直視著我，但我當時並 

  不會害怕那時的狀況，可能我自己也無法去釐清，我自己也說不清那種感覺，因為你 

  所關心的世界變了，包含環境使部落被迫遷離，面對了傳統和現代與土地的連結性， 

  你的使命感因為沒有文字記載，你所有的便是靠著自己與土地與傳統的連結，使自己 

  所相信的那一切繼續下去，那時我也抗拒面對新的世界，因為與你熟悉的過去是完全 

  不同的兩件事情，很深刻地在這個時代被切割開來了。(安聖惠訪談，2014/04/04) 

    駱麗真的作品使用到一些普遍被認為是女性的符號，例如家庭，或是媒材，例如蕾絲， 

  但她個人表明作品當中沒有存在女性意識： 

      有段時間我很喜歡把亮亮的、很華麗的東西，很多人會聯想它一定是女性，但我 

    覺得在當代藝術裡不見的是這種關係。確實有些東西看起來是比較纖細的，譬如說用 

    大量的那個蕾絲跟大量的花朵符合我要營造的繁複效果，所以我選用這些圖像。 

(駱麗真訪談，2014/07/18) 

    林珮淳作品中對女性議題的關注，但她的創作方式不是西方女性主義藝術家直接用身 

  體器官的圖像與影像，而是一種「再現」的創作語彙來散發出濃厚的女性意識，她認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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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灣的女性發展不應一昧沿用西方的模版： 

      我認為台灣或著中國的文化與西方不同，女性身體在中國繪畫或戲曲舞蹈等都是  

    被包裹的，我不用我自己的身體來創作是因為我不是從西方的文化觀點作思辯。  

    […]  然而，我發現台灣大部份的評論仍認為以「裸露的身體」作品才是很強的女性 

    主義作品，因這種西方語彙是最強烈、最直接對父權的批判，可是我認為東西方文化 

    對身體的運用是不一樣的，而我的語彙是「再現」出我要批判的父權文化，如我在我 

    作品「相對說畫系列」中，我只需去呈現我所批判的事實 : 纏足的文獻、古畫的美 

    女和美容廣告的模特兒與標語。           (林珮淳訪談，2014/08/20) 

    逗小花則是察覺到女性與男性創作本身的內涵形態就有很大的差異，並將「女妖」視 

  作生命中重要的創作議題，其中強調的不再只是「女性議題」，而是企圖建立兩性平等的 

  社會秩序： 

      女妖是一種女性創作的精神，女妖的意義比較在於創作本身的異化能量，這種異 

    化能量就是一種創造力，這是你身體中的創造力，男女不分，男性身體裡有女性特質， 

    而女性身體中也帶有男性特質，這是人最基本的組成結構，是妳一出生就擁有的，所 

    以一直在強調女性是因為權利的問題，因為妳的權利受到壓迫，可是當妳在另一個環 

    境妳沒有這種問題時，妳更要去看待的應該是妳身體裡的東西是否被平等的對待，但 

    通常男性他們自己比較難去理解自己身體裡的這一塊。」(逗小花訪談，2014/04/04) 

    長期耕耘與婦女運動的吳瑪悧，談論到這類運動的真正價值： 

      我自己也從跟婦女新知的關係，參與玩布工作坊，才真正跟運動搭起來。玩布工 

    作坊的成果展都蠻轟動的。每次展覽婦運健將們都會來支持，也會驚訝說，當這些參 

    與者被 empower 之後，就開始自我反思，彼此會相互連結。這些人是一般家庭主婦， 

    教育程度也不是很高，跟她談女性主義、婦女運動，會覺得是很可怕的街頭運動，她 

    們絕對不會接受。而當她從一個不敢說話的人，到能夠透過作品去說話，透過展覽去 

    跟他人分享，可以去指導別人，這個成長就是婦女運動的價值所在。  

                             (吳瑪悧訪談，2014/08/26) 

    高千惠則表示女性藝術家對於作為女性的角色並不一定要掩飾，反而應該要從這個角 

  色躍出，從個人出發在創作上創造作品所能引出的集體共鳴： 

      我不會覺得女性一定要掩飾女性的角色，女性也可以，你喜歡那種素質都可以， 

    可是我覺得女性是要跨出你這個女性，以女性為立場還要跨出去，所涉及的議題要有 

    個普遍，讓女性之外大家還是可以有共鳴，或者不同年齡的女性都能夠共鳴…。 

(高千惠訪談，2014/09/26) 

性別有時候不單單是與個人的經驗、遭遇有關，有時候是整個社會結構面的問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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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議題裡存在的公平與正義、人權取向的性別行動力是這些女性藝術家所努力追求的。 

(二) 女性藝術家角色在藝術產業的處境觀察 

  年輕一輩的藝術家的作品較少直接談論女性議題，也許因為較少經歷過性別不平等或被不平

等對待的問題，現在的性別概念是流動的 gender，而不想是過去以往只固著在「男/女」二元分類

上，也不再是對立的。陸蓉之曾精闢地觀察到：「台灣的女性藝術家在 1990 年代初期的性別意識

覺醒，到了中期以後，對性別差異的討論進入了衰退期。1990 年代下半期出現的新一代女性藝術

家，比較關注自身存在的現實環境，比較以自我中心的角度看待她們身分認同的問題。」(陸蓉之，

2002)這使得現今新一代的女性藝術家有著比以往前輩藝術家們更有自信的態度來面對創作生涯，

讓台灣藝術圈有著更多樣化的創作形式，讓新生代並不特別在意往昔女性藝術家所爭取的女性權

益。她們顯得更自由活潑，嘗試運用各種全新的媒材作為創作基礎，要做能讓自己快樂的創作，

激勵持續創作的慾望。 

  杜昭賢就藝術市場角度提出她對於台南年輕女性藝術家的觀察： 

    目前我覺得在台南很多年輕的學藝術的同學們，也進入了專業領域，在台南有很 

  多年輕的女性藝術家，很多創作偏向實驗性質，可能比較沒有考慮到市場這一塊，這 

  樣也不是壞事，剛起步的年輕藝術家需要創作的累積與學習，我想現在學藝術的女孩 

  們是把藝術當作她一生的專業志向。」         (杜昭賢採訪，2014/04/24) 

  這番觀察並不侷限於台南地區，而是也適用於全台灣。 

  現階段女性藝術家的參展機會、藝術品被收藏、碩博士與進入大學任教的調查研究，女性參

與的比例比起九 O 年代都有大幅的增加，可謂是已經友善與進步許多。不管是在藝術創作、藝術

評論、藝術行政或主管階級，均有大量的女性參與，其影響力不容小覷。林曼麗觀察近年來藝文

界和教育界女性的領導階層或主管有不斷增加的趨勢： 

    現在有很多學校的老師會來上課，他們說現在的中小學的老師都是女生，整個學 

  校幾乎找不到男老師了，這也會影響未來的教育生態，昨天我們還在開玩笑說是不是 

  要男生保障名額，因為現在要去當老師太難了，女生比較會讀書，所以女生就會比較 

  容易考進學程，我們現在教師甄試的方式是對女生比較有利的，所以男老師就更難 

  了。 

 (林曼麗採訪，2014/04/22) 

  蕭麗虹也開玩笑地說在竹圍工作室評審，時常出現女性比男性多，可說是另外一種不公平。

(林曼麗採訪，2014/07/18)可是張正霖也在「性別政治－對台灣當代女性藝術發展的反思」文章中

提出這些看似進步的統計數字下所隱藏的表象平等疑慮： 

    當越來越多的女性得以進入到展場體制中時，這當然是種進步，但若只是「駁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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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表面的性別等級，而未曾觸及既有展覽體制內的權力關係與運作方式等性別階級的 

  「存在條件」的話，女性的主體性依舊未能得到真正的彰顯。但從目前整個大的制度 

  來看，它對於異性戀男性文化菁英還是有利的，而其運作方式也未曾有過根本性的改 

  變。(張正霖，2007) 

  誠品畫廊總監趙琍在藝術產業裡面從事藝術行政和長期經營畫廊空間，觀察女性藝術家面臨

的特殊處境，即收藏家在收藏藝術品的時候，是會考慮藝術家的性別： 

    女性藝術家常常會處在一種業餘狀態的感覺，這是最大的危機。經營女性藝術家 

  現實上的瓶頸，第一個是女性藝術家在結婚生子以後，有很長一段時間，長達兩年到 

  三年會中斷她的創作工作，她必須要照顧孩子，這是一個蠻大的轉變。還有在題材上， 

  相對的她們也比較直接去探討兩性問題，這些題材相對在市場上就更困難了。 

                             (趙琍採訪，2014/02/22) 

(三) 女性工作者角色在藝術行政、策展領域之發展觀察 

    長期以來，在美術館與博物館裡，多數的藝術行政人員都是女性為主，然而擔任重要 

  職務多為男性，在 1983 年台北市立美術館元月建造完工，蘇瑞屏受聘為籌備處主任並於 

  同年 12 月，被任命為代理館長。直至 1986 年黃光男接任第一任館長。直至 2000 年以後， 

  豐富與多元的美術館、畫廊與替代空間中的展覽活動，女性藝術家的展覽活動漸多，而在 

  藝術行政體系裡，也有越來越多的女性藝術工作者參與，漸有女性受聘成為重要的美術館 

  的館長與策展人，幾個重要美術館的人事任命：2001 年高千惠出任第 49 屆威尼斯雙年展 

  台灣館的策展人，為台灣館第一次由女性擔任策展人，她以「活性因子」為命題，遴選包 

  括女性藝術家劉世芬共五位藝術家參與(賴廷恆，2001) ；2002 年薛保瑕任國家文化藝術 

  基金會執行長；2003 年謝素貞，受認為台北當代藝術館首位女館長，期間積極聯繫國際 

  館際間的互動交流。2006 年林曼麗任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為該院首任女性院長；同年 

  薛保瑕就任國立台灣美術館首位女性館長，同年賴香伶受邀擔任台北當代藝術館館長。 

  2007 年謝小韞任台北市立美術館館長；2009 年謝佩霓任高雄市立美術館館長，為該館首 

  任女性館長。 

    在民間，則有更多的女性策展人展露頭角，並且在她們的努力與發動下，不僅在女性 

  藝術意識推動上造成影響力，也在社區文化與生態環境的議題中，創造對話產生力量。例 

  如 2001 年張惠蘭策劃女藝會〈酸甜酵母菌－橋仔頭糖廠與烏梅酒廠的甜蜜對話〉，於台北 

  華山與高雄橋頭兩地倉庫，首度開啟糖廠倉庫作為展覽空間使用，並且促使此歷史工業遺 

  址轉化為文化保存聚落，並且展開第一期的「橋仔頭糖廠藝術村」之藝術家駐村計畫，至 

  今日高雄橋仔頭糖廠成為高雄藝術駐村與創作的重要基地。2002 年潘小雪策劃了花蓮第 

  一次的女性藝術展〈荷絲朵麗(herstory)藝術展〉於花蓮松園別館，邀請劉雁萍、張梅娘、 

  李美慧、潘旦雲、王美惠、陳惠貞六位本地的女性藝術工作者，以不同的創作媒材如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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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拼布、藤編、繪畫，，敘說女性的生命故事，其命題，企圖解構以男性為主的歷史觀 

  (history)，讓參觀民眾以作品為媒介，咀嚼女性細膩的心理世界，重新思考生活、歷史及 

  這片土地的意義。(江良誠，2002) 松園別館在其努力之下，促成文建會設置為閒置空間    

    再利用的成功案例，之後其不僅帶領東岸的女性藝術創作者，透過連結與發生，不斷的遊 

    說公部門、學校單位與當地藝術家的投入藝術的深化，並推動原住民創作者的藝術創作， 

    讓東海岸的藝術創作成為一股能量。 

    2003 年林平策劃了〈ㄅˋㄨ包袱－女性與布媒材的空間對話〉(於台中鐵道二十號倉 

  庫)。雖然是以女性藝術家為主的展覽，但她企圖在展覽概念中，讓女性「陰柔」的意義 

  消失，討論女性身邊的微小的空間。林平除了創作之外，早期推動台灣鐵道藝術村的建構， 

  近期則積極推動藝術行政人才與策展人培育。 

      打開那個一直關著的倉庫，有多重意義，還協助橋頭另外一排倉庫被看到，當時 

    的廠長還特別捐給我們以前沒有做過的冰棒，叫做酵母冰棒，只有酵母冰的冰淇淋冰 

    棒贊助，透過這幾個議題，希望協助橋頭讓藝術家的力量，更積極地去對環境，甚至 

    挑起別的一個議題，不讓自己只是變成所謂策動一些社會性的議題裡的工具而已，因 

    為我覺得我們自己是自己的主體，所以那一檔裡面是帶有那樣的意義在。 

                       （張惠蘭訪談，2014/08/19） 

      閒置空間再利用的計劃就一舉被我們松園別館拿下來，那時候立法委員、文建會 

    官員們都來到了花蓮，並確認了這裡就是一個閒置空間再利用再整建的一個基地。 

    2000~2002年的時候，就在整建再利用，包含建築事務所也進來了以及我們這個團 

    體，「花蓮縣文化環境創造協會」這個名詞也誕生，然後整建到 2002年之後就差不多 

    了，就慢慢一直在進行。2003年我舉辦了「洄瀾國際藝術家創作營」。 

  （潘小雪訪談，2014/04/04） 

      華人傳統婦女的布包袱，所有的重要的信件和她的失戀都是在那個包袱裡，平日 

        放在枕頭底下，出門時用圍巾一包的包袱，拎著它，她就可以出走。她能夠顧的就是 

        那個包袱，它可能就是她生命資產或記憶的全部。當然這個ㄅㄨ‵不只有「布」這個 

        意思，還有「不，我要拒絕包袱」這樣的意涵在裡面。  （林平訪談，2014/08/19） 

二、 當代女性藝術家創作的特色、機會與困境的觀察 

(一)論述與女性藝術發展 

  許淑真在「台灣當代女性藝術轉型之必要與困境」文章中觀察到台灣女性藝術家早期 

的作品對於社會議題較少著墨： 

    女性自覺與身體解放也許是女性藝術家必要的過程與心理需求，但由於在台灣女 

  性運動中女性藝術運動是屬於較晚期才開始，而且在藝術上也早由西方女性藝術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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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出來，所以台灣女性藝術的開展似乎少了與社會和藝術之間的緊張抗爭關係，而頓 

  入自療的比例是比較重的。」(許淑真，2008) 

  性別本身就帶有濃厚的社會建構痕跡，但台灣女性藝術研究也長期缺乏藝術史外的研 

究方法，困在藝術的形式風格與單一化的藝術歷史，絕少進入藝術社會史的範疇。女性藝術面臨

相關議題的作品討論逐漸被忽視，這樣的趨勢沒有是非對錯的問題，而面對台灣女性藝術在延續

的困境上，吳瑪悧、高千惠和林珮淳不約而同提到理論的重要性，需要有更多的理論來支撐此一

脈絡的發展，只有這樣才能幫助女性藝術家在創作方面有更多的開展，藉由理論找到新的角度去

詮釋和解讀，跳脫以往「什麼是『女性藝術』？『女性藝術』和『男性藝術』又有甚麼不同？」

這類過度本質性的討論。吳瑪悧說道： 

    我們的談法都還是比較屬美國七零年代的談法。陳香君蠻棒的，她提供了不一樣 

  的視角。陳香君受她的老師 Griselda Pollock 的啓發，以女性主義介入藝術歷史的 

  角度去談，而不是傳統的圍繞在女性作品的投射來談。 (吳瑪悧訪談，2014/08/26)。 

  林珮淳在談論台灣第一本有關女性論述「女藝論」的出版過程及緣由時，也提出理論 

建立的重要性： 

    我認為台灣女性藝術發展到現在仍沒有如西方或澳洲成功的原因，就是做研究的 

  人不多，評論的人不多，寫文章的人不多。雖很多的女性創作者，可是沒有評論理論 

  是不容易被看到的。西方的女性主義的發展就是非常具有地位的，因有非常強與自信 

  的論述者、評論者、甚至策展人及行政者，才能夠把女性藝術的重要性列出，也才會 

  被重視。然而為什麼很多女性創作者都沒有辦法被看到，我覺得台灣女性藝術的研究 

  與評論的角度，還有美學的觀點是必需被建立的。 

(林珮淳訪談，2014/08/20) 

  高千惠也提出女性藝術需要創造不同於男性的美學，她認為從勞動性、日常性去發展是女性藝術

的特質，在這樣的特質上有機會建構女性美學。日常性的意含，更純粹一點來說，張金玉提出近

身性的概念。女性藝術家的創作常在近身可得之有感處發生，從最接近自身的地方開始，成為創

作最基本的資源。（張金玉，2014） 

    其實女性有個美學的東西，我們以前如果從剛剛講勞動的還有什麼社群運動，常 

  常就會導入是一種慢慢發展，就是說她還是屬於一個女性運動，社區運動也好或者環 

  境改變，或者跟我們周遭生活有關的，從過去既有的論述當中，因為為了有別於男性 

  的美學，所以我們整理差別是這一種繁殖性的、生活性的、互動性的、溝通性的，我 

  們把可以列入是這個領域，可是這樣就會造成壁壘分明，所以很多女性說那如果我不 

  去做這樣的工作，我是不是就沒有美學論述呢，事實上我是覺得女性有很重要的美  

  學，比男性做得好，就是一種屬於那種很感知性的、很神經質的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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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千惠訪談，2014/09/26) 

      女性你還是可以用你的一種表現方式出來，可是你是不是可以以你的作品，雖然 

    是一看就知道是女性的色彩，可是她有共鳴性是一個普遍性的一個東西。這個非常重 

    要，你必須有個美學到那樣一個層次，然後你自己撐一個展館的時候，我們看到，不 

    僅看到女性的世界，我們也看到一個共同的世界，兩性交流的一個狀態…。 

                              (高千惠訪談，2014/09/26)     

(二)女性/母性融入環境、土地、社區關懷的轉向 

    90 年代台灣女性藝術已經開啟了女性意識的討論，藝術理論與評述，並且從男性之 

    眼(male gaze)，帶入女性之眼(female gaze)，（陸蓉之，2002）然而，女性之眼是否真能解 

    決女性藝術家在台灣藝術環境的困境。為何女性藝術創作仍然必須在「男性」「女性」的 

    性別意識中，掙扎與謀求出口？並且將平權作為一種藉口，作為進入官方美術館的展覽版 

    圖的一種手段。許淑真(2008)甚至認為此背後隱藏的是塑造階級的角力，而階級是帶有優 

    勢與劣勢之區分，也帶有所謂的剝削與操控系統。明的是女性參與比例的更大幅提高，但 

    事實上卻架構在自我權力的爭取，而增加女性藝術家參與似乎等同於建立女性權益，但卻 

    成為隱含霸權的防護罩，產生了「自我是一個整體，整體是自（私）我」的荒謬狀態。此 

    觀點的提出，隱含著對於女性突破藝術體制的更高一層的期待，期待女性能打破體制，建 

    構屬於女性的藝術體制與藝術史。(曾鈺涓，2014) 

        許淑真(2008)提出需突破以生物性別認為作為唯一依歸的重返之路的討論路徑，重新 

  思考並開展另一種自發性的詮釋價值與社會性思維，將討論面向擴大至藝術展覽活動的運 

  作模式之外，才能建構出新體系，重新書寫兼具女性主體的模式。從干預藝術歷史這樣的 

  古典策略，轉為符合社會性、時代性為依歸的創作動力，並形成一個新體系之後，必然可 

  以回來刺激原有藝術機制，這才是身為女性藝術工作者所該面臨的轉型之道。其觀點，提 

  出女性藝術的討論需跨越跨越性別結構，重新思考藝術創作與社會的關係過程，以「性別 

  政治」切入藝術史討論的可能性，呼籲企圖跳出父權文化位置，在質疑中產生對現存制度 

  的另一審視標準，發展出跳脫「性別」觀點，但卻具女性智慧的女性之眼(female gaze)， 

  重新建構藝術語彙。許淑真的創作長期堅持以自身的身體參與介入觀察對象的生活情境 

  中，並成為其中的一份子。吳瑪悧的作品，一直都在處理「社會」議題，透過研究調查、 

  實地訪談，介入觀察對象的故事之中，她在接受許如婷(2013)的訪談中，提出其從批判意 

  識進入社區參與的態度，在於希望能透過實踐的學習過程改變事情，透過實際參與，體會 

  藝術創作的生命力。(曾鈺涓，2014) 

    吳瑪悧及竹圍工作室以行動計畫「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獲得 2013 年台新獎的肯 

  定，此計畫以行動召喚民眾關注我們生活的土地，以及都市無邊無際擴張發展的問題，從 

  而邀請民眾、在地居民、公部門一起對話、想像與建構生態觀的都市村落。此作品是一種 

  文化行動，透過藝術家長時間參與投入，從認識地方的文化，到與地方社群的對話，其過 

http://interart.nknu.edu.tw/wum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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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重新定義了藝術的可能性。然而誠如吳瑪悧接受訪談時表示，這是一種新類型的新類型 

  公共藝術，而且是從女性主義發展過來的。因為藝術展覽是一種資本主義，也是一種明星 

  英雄的炒作機制，女性卻因為不擅長強調個人成就，也因此而被忽略，然而深入女性主義 

  的本質，是要回到內蘊的思維。吳瑪悧也認為女性在養成過程中，被訓練要注意別人的需 

  求，往往是照顧者的角色，因此可以把創作變成一種合作性的實踐，創造平台、框架、讓 

  弱勢者或是他者的聲音可以在作品裡展現，這種操作某種程度其實是非常社會性的，背後 

  有一個意圖在裡面，既是政治的，也是倫理的，有時又會跟運動、抗爭產生連結。（吳瑪 

  悧 2014 年 8 月 26 日訪談） 

      新類型公共藝術在美國其實是八零年代就開始，九零年代舉行研討會，回顧十年 

    來的現象。雖然那本書裡面沒有談女性主義，但背後脈絡就是女性主義，非常積極活 

    躍參與女性藝術運動的一些人包含 Lucy Lippard等，我也延續這樣的脈絡，看到前 

    衛的困境在於藝術只被當成藝術家英雄式的表演。如果深入去思考女性主義內涵，還 

    是要回到生活本身的場域，而不是只做一件很厲害的作品。 

（吳瑪悧訪談，2014/08/26） 

    女性藝術家對於性別議題似乎不再那麼熱衷，有可能視已經遠離婦運巔峰的年代，也 

  反應現今似乎有更多需要被關注的社會議題、環境抗爭正在發生。潘小雪在談花蓮地區的 

  女性的藝術活動沒有特別要標榜女性，最初在地女性藝術家的集結關鍵是來自於花蓮有許 

  多環境議題的推廣，例如水泥廠、紙漿廠的擴建： 

      1998 年我們在做反台泥的活動，參與的全部都是女性，她們不一定是藝術家、 

    有的是家庭主婦或老師。但大部份都是女性藝術家，那當然也有男性來參與，但男性 

    來都是屬於論述和專業，而我們女性就是在講比較「感性」的生活層面。其實我覺得 

    環境與母性是非常有關係的。女性身體與大自然的聯結也會反應在社會議題上，像是 

    反美麗灣、反核等等。               (潘小雪訪談，2014/04/04) 

吳瑪悧曾經是台灣女性藝術展及團體組織的導航，她提出藝術再現性別議題發展到最 

  後所面臨的困境：「當我們再做所謂女性藝術展時，其實是比較個人形態的創作，偏重作 

  品對性別角色的反省，或者尋找何謂女性的議題，那樣是侷限的，因為今天藝術實踐的方 

  式非常多元。」(陳瓊花，2012)，因此女性藝術工作者欲跨越女性的限制與藩籬，如吳瑪 

  悧幫忙推動民間團展，與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玩布工作坊的集體創作《心靈被單－從妳的 

  皮膚甦醒過來》，藝術家本人與心理輔導師與該協會的志工，以及不同年齡、階層的工作 

  坊成員，共同探索自我的存在與生命內涵。如高雄彩色頁女性願景協會與高雄市政府婦女 

  館合作，對弱勢族群、新移民、婦女教育、婦女議題等婦女培力的長期經營，都有累積出 

  很大的成效。如協會總監王介言主導的「社區婦女夢想行動」迄今已 8 年時間，她邀請婦 

  女們許下夢想，勇敢地去執行，讓原本失去自信的婦女在逐夢的過程中認識自我，進而肯 

  定自我。這種作品不常出現在美術館的展廳內，但在藝術治療層面與女性生命經驗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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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卻有更深遠的實質意涵。 

    《樹梅坑溪環境藝術》是一項透過跨領域合作，，結合在地居民、商家、學校以及文 

  史工作、都市規劃以及生態資源等專業工作者，所共同發展的文化行動。當中就蘊含了濃 

  厚的女性特質－「參與和關懷」。蕭麗虹談論此計畫對人與社會的熱情，無私性且具實踐 

  力耕耘方式，都是憑藉著藝術家的熱情與積極介入： 

       我們計畫有五個人，有五種面向，只有黃瑞茂老師是一個男生，其他四個都是 

         女生。這一年吳瑪悧每次經過都會一直關心說「阿嬸!妳今天種什麼菜呦」「妳感冒 

         囉!多休息喔!」真的是很雞婆的一個人；那容淑華是社區劇場，她也跟里長太太一 

         起拉到一票太太來，這一票里裡面所有的太太跟她互動，「唉呦!大家都水噹噹喔!」 

         這樣一直去聊社區裡面的生活到底是什麼樣，一個一個這樣談，所以一定要女生阿； 

         另外一個女生是社大裡面的做環境教育野花野草的輔導張惠莉，她很用心去研究野 

         花野草，不是只是研究，還熬出來變成防感冒的茶，把它剁碎還可以做餅乾、馬芬 

         喔！這就是女生嘛，男生也不會這樣。那我沒有那麼直接的，我覺得教育不應該是 

         用科學家的教法，我以一個媽媽的理念就是，應該直接用體驗、感受的，用五感在 

         推，我們在做介入跟互動！                          (蕭麗虹訪談，2014/07/18)  

    這種由《量繪形貌》的編者蘇珊．雷西(Suzanne Lacy)提出這介入社會、參與式，以 

    社群為本的新類型公共藝術發展讓藝術家進入社區，與「人」相遇的過程中相互激發與學 

  習。近年社群藝術以成為藝術實見主軸的吳瑪悧指出這種以生活作為形式的藝術創作背後 

  的觀點脈絡，其實是深具女性主義觀點脈絡的： 

      她們發現女性喜歡分享。女性養成過程裡，被訓練成要注意別人的需求，例如說 

        家人的需求，所以她往往是照顧者的角色，這也使得女性很可能在生命歷程裡，不是 

        那麼強調個人角色。這些對我產生很大的啟發。[…]新類型公共藝術雖然那本書裡面  

        沒有談女性主義，但背後脈絡就是女性主義，非常積極活躍參與女性藝術運動的一些 

        人包含 Lucy Lippard 等，我也延續這樣的脈絡，看到前衛的困境在於藝術只被當成藝 

        術家英雄式的表演。如果深入去思考女性主義內涵，還是要回到生活本身的場域，而 

        不是只做一件很厲害的作品。            (吳瑪悧訪談，2014/08/26)   

    這種強調行動、實踐、對話與社群參與，模糊了藝術形式與日常生活的文化行動與作 

  品，也將女性藝術工作者的力量擴大至藝術展覽(活動)的運作模式之外，不再被簡單的生 

  物性別的藝術分類法所制約，執行與社會或族群的溝通不失為一種轉型之道。 

 

(三)藝術領域與兩性平權的觀察 

1.兩性刻板印象與處境 



66 
 

    1990 年代末期、2000 年初期主導女性藝術行動與論述的藝術家們，漸漸成為學術體 

  系、藝術圈的中堅分子。她們在校園中推動女性主義思維，在藝術行動中，漸漸轉向，朝 

  向更為人為關懷的面向。而年輕藝術世代的興起，操作策略的應用，展覽空間的漸增，女 

  性藝術家的展現機會也越來越多元。因此，在多數的看法中，認為女性藝術家已經可以獲 

  得與男性平等的機會，女性藝術家已經被公平對待，女性藝術可以無需再特意被提起，並 

  且女性思維已經邁入了性別思維，第三性或酷兒的討論，取代了女性研究成為主流。然而 

  真實是否如此？女性藝術工作者在藝術行政的體系裡被認為數量較多，是否也與男性一樣 

  享有平等的升遷管道？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薪資與生產力統計 2006 年至 2012 年文化相關產業受僱員 

  工總數中的「創作及藝術表演業」類，可以觀察到傳統認知中，我們認為女性在創作與藝 

  術產業職場中的人數較多，並非事實。雖然在公務機關的文化單位裡，女性工作者佔多數。 

  （見表 4-4）但擔任要職的仍以男性為主，如 102 年度文化部輔導之財團法人文化藝術基 

金會男、女性董監事統計表顯示，102 年男性為 1485 人，女性為 417 人，仍有 1068 人的 

  差距。而文化相關產業直至 2012 年，男性 3603 人女性 3495 人，仍有 108 人的差距。（見 

  表 4-5） 

 

 

 

 

 

 
表 4-4：2009 年至 2012 年文化單位人力概況 

資料來源：文化統計公務機關與機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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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化統計數字，顯示了數量上的差異性，然而女性工作者在職場上或工作上是否能受 

  到與男性一樣的尊重與對待，只能透過深度訪談。幾位資深藝術工作者在受訪時，皆表示 

  了在藝術場域中的不愉快經驗。例如張惠蘭提到，初期在協助橋仔頭文史協會時，當詢問 

  女性參與者意見時，會被斥責女人不需參與，而在參與其他畫會時，多數的女性藝術家也 

  是比較沉默的一群。（張惠蘭 2014 年 8 月 19 日訪談）而傳統上，在女性藝術工作者，在 

    畫廊裡會被稱呼為「畫廊小姐」，其刻板印象就是打扮美貌的，坐櫃台的接待小姐，等待 

    收藏家來參觀，倒倒咖啡泡泡茶。趙琍坦言，她非常討厭這樣的稱呼，並認為，這是因為， 

    早期的畫廊老闆未意識到畫廊是一種文化事業，仍然把畫廊認為是服務業與買賣業。因此 

 
表 4-5b：102 年度文化部輔導之財團法人文化藝術基金會男、女性董監事統計表 

 

表 4-5a：2006 年至 2012 年文化相關產業受僱員工總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薪資與生產力統計 

網    址：http://www.dgbas.gov.tw/np.asp?ctNode=2830 

註：2009 年 1 月起受僱員工薪資與生產力統計參照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 8 次修訂及

95 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相關統計進行行業改編及基準校正，並溯及歷年資料。相關統計

基期配合修正以 95 年＝100。 

http://www.moc.gov.tw/ccaImages/adminstration/0/declare_1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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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到現在仍會糾正藏家的稱呼。而且多數人仍會有錯誤認知，女性在畫廊工作就是為了認 

    識藏家釣個金龜婿，甚至有藏家會來試探。 

      剛開始協助橋仔頭文史協會，一開始也協助很多人做社造的工作，看很多人一起 

    來參與時，妳問一些女生的意見，他們都告訴妳女人沒嘴，我那時候才突然意識到， 

    我不就不是女人，所以在那個時候我就會覺得說，如果很多女生、女性藝術家，她也 

    許是沒有機會，尤其就那個年代我也發現很多女性藝術家其實都很優秀，可是大部份 

    的處境都很類似，會先以家庭為重，或者她們會覺得在那樣的風氣裡，就以現代畫學 

    會而言，我也認為好像女性藝術家是真的比較是沒有聲音。 

（張惠蘭訪談，2014/08/19） 

        我從來沒有聽到有畫廊說他自己是文化事業，所以在服務業裡面當然是小姐，我 

     也很多次都跟我們的藏家說，不要跟我說叫妳們的畫廊小姐把那個圖檔傳給我，我說 

那是我的同事，我都會說這我同事，他們慢慢地就意識到，很自然的他們進到畫廊不 

會說，妳們畫廊小姐，就沒有這個名詞了，那別的畫廊現在還是有畫廊小姐，我覺得 

        那是一種自覺吧！                                （趙琍訪談，2014/08/22） 

    如果在年輕的時候擔任畫廊經理，他們會覺得可能是掛名的或者就是玩一玩，當花瓶，在這

邊工作可能就要結婚、生小孩，或是妳是要來認識很有錢的藏家，釣到金龜婿就走。或是說

收藏者很有錢他會來試探妳，他會覺得妳這個行業蠻高級的氣質不錯，妳懂藝術我們可不可

以交往，年輕的女性都會遇到這事情，當然不一定是這個行業。 

（趙琍訪談，2014/08/22） 

    而女性藝術家的處境，仍在家庭、小孩、創作、工作之間互相拉扯，得依靠自己在所 

  有的身分之中，協調自己的工作時間，並努力扮演好每個角色。因此即便在外，被視為優 

  秀的女性藝術家、畫廊經理人、藝術行政長官，在回到家中的時候，女性仍然被期待成為 

  好妻子，好太太。女性藝術家長久以來受制於父權意識型態中認為，「女人不適合做藝術 

  家」、「女人沒有藝術細胞」，和「女人與藝術無關」等陳腐觀念，讓女人很難進入藝術領 

  域，也因此導致這個領域中充斥著男性藝術家，無法看到女性的經驗。(許如婷，2008) 林 

  珮淳在接受陳瓊花訪談時，提到在藝術家、教書、母親與家庭等多重角色的不易駕馭，身 

  為母職的忽略，且與當代前衛藝術家們的積極互動，其藝術創作的類型較不易為一般人所 

  理解，漸漸的先生不若以往的支持，以及女性藝術家的聲音被忽視等因素，讓她自覺如蛹 

  一般無法舒展。(陳瓊花，2012)  而謝鴻均則是提到念書時，「當畫的比較豪放一點時， 

  老師會用誇獎的語氣表示，你畫的像男生畫的。」而收藏家則對女性藝術家是否能持續創 

  作，產生質疑，認為女性藝術家的畫作是不值得收藏的。對此謝鴻均在接受陳瓊花訪談時 

  表示：「有一位常幫我運畫的徐先生也說，台灣的收藏界都不喜歡女性藝術家的，就是說， 

  女性藝術家好像不是那麼受歡迎，在收藏界來講，不是那麼受到肯定，因為女性的創作容 

  易被中斷，由於家庭的關係與孩子的關係會被中斷。」(陳瓊花，2012) 而趙琍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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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畫廊經營過幾位女性藝術家，但是這些女性藝術家可能是師範學院畢業，他當老師順 

  便當畫家，或是家裡環境允許可以從事創作，但是他常常會處在一種業餘狀態的感覺，而 

  女性藝術家也常因為結婚生子，有長達 2-3 年時間需要照顧小孩，中斷創作，會再回來創 

  作的比例並不高。而收藏家多數為男性，會很清楚的詢問並且想要理解，此女性藝術家是 

  否會結婚、生小孩後會再繼續創作，是否會成名，並且增值等質疑。（趙琍 2014 年 8 月 

  22 日訪談） 

      收藏家大部分都是男性，都是這個社會上有經驗的、有能力的、社會化的人，他 

    們會很理性地問妳說：「她會繼續畫下去嗎？她會成名嗎？我買這個東西，我買這個 

    她的作品，她以後不會離開這個行業或是會不會增值？」他們對男性藝術家也會問問 

    題，可是不是他對所有男性藝術家都問會不會繼續畫下去，但是他們遇到每一個女性 

    藝術家他們都會問，她那麼年輕，她會結婚、生小孩之後會再畫下去嗎。 

                              （趙琍訪談，2014/08/22） 

    透過「體制」與「教育」，包括社會與藝術體制，在傳統思維所建構的體制當中，透 

  過教育將體制思維內化成為女性的枷鎖，並且理所當然的認為合理。王雅各(1998)認為， 

  造成女性在藝術中的「不可見性」的原因包括社會與藝術兩類，社會因素是家庭、經濟、 

  教育與文化。在藝術中，家庭制度是女性最大的桎梏。傳統美術學院的訓練，退縮與保守 

  的生活態度，女學生們在畢業後成為美術教師或走入家庭，他們或用課餘、家庭創作加入 

  地方性畫會組織，參與團體展覽展出，在侷限的生活中，尋找自己創作的出口，並在靜物 

  風景繪畫中，追求溫馨甜美的情趣。女性藝術家也在傳統道德觀的制約中，甘於此狀態。 

  1995 年台北市立美術館舉辦「女性與藝術創作」座談，王春香以「排斥和男性對抗」的 

  口吻說：「男、女本來就有立足點上的不平等」，她甘於和男性藝術家不同，樂於回家從事 

  家務，倘若自己太專注於創作，會對子女隱隱然感到歉疚(沈怡，1995)。這個時代女性似 

  乎具有自主權、發聲權，然而在家庭與創作之間，仍必須兼顧兩全的處理安排，「感謝先 

  生的支持」成為許多已婚女性藝術創作者的謝辭。(曾鈺涓，2013)  

    女性藝術家在如何在藝術圈裡，佔有一席之地呢？林珮淳在「酸甜酵母菌」展覽時， 

    即提出「既有的刻板印象仍會對女性主義的實踐者或研究者加以『污名化』，女性藝術家 

    同樣面臨社會期望或者是文化價值上的要求 ，並且相對於『主流』的藝術工作者來說， 

    欠缺平等的發展基礎。」。 

      我們要用傳奇、悲情來說女性，要用女性的生命故事來說女性的藝術創作，她才 

        能成名；沒辦法單就藝術去論女性的藝術，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譬如說，每要陳述 

        一個女性藝術家的時候，她的故事永遠就是在她的藝術前面，這件事情是我難以接受 

        的事情，這件事情若我們沒有辦法超越過去，就永遠停留在某種「女性」藝術的概念 

        裡面。                                             （林平訪談，2014/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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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處境中的轉化可能 

    近年來在兩性方面有一個較好的較開放平等的關係，這是依賴長期推動性別平等教育 

  的成果，在這個基礎上透過教育會是長遠的作法。林曼麗認為超越性別的刻板印象，會是 

  可行之道。 

      現在我們當然是希望教育我們年輕的這一輩，不是說女人你們就理所當然，你必 

    須一定要怎樣，我覺得是要靠教育的方式，然後整個社會價值觀的調整，然後慢慢去 

    去改變。我媽媽的那一代到我的這一代，我媽媽的那一代比我更辛苦，所以他作為一 

    個追求有自己生涯的女性，我相信他的付出一定比我辛苦很多，因為我有那個母親， 

    我比較沒有那麼辛苦，可是，所以他那一代到我這一代這樣子，那我這一代到我女兒 

    這一代，我有兩個女兒，所以我對我女兒一定影響很大，所以我那兩個女兒也會去追 

    求他的理想，可能他們那一代可能會比我這一代更開放一點也說不定，可能他們這一 

    代的年輕人就比我們前面這幾代的，也許就會更好一點。[…]總之，社會有很多價值 

    觀，規範，或潛規則也許制約了女性的發展，但如何超越女性、男性的既定概念，創 

    造自己的存在價值，是可以共同努力的方向。」     (林曼麗訪談，2014/08/22) 

    林珮淳則是會提醒女性學生，要學習面對在社會中自我的角色，促進學生的主體性、 

  自我的期待。 

      回到我對於女性關心的這件事是因為我們自己就是一個在這個父權文化底層的 

    女性，我們可以清楚知道女性面臨的問題，因此我還是繼續鼓勵更多的女性創作者要 

    有自覺，包含我對比較善用科技藝術的手法來表現的一些女性學生，我同樣要讓她們 

    站在一個女性的角色去思考：你如何找自己的特殊的議題，如何對於女性處於在一個 

    父權科技生態裡的反思，讓觀眾可以知道女性藝術家其實有更犀利的手法，不見得是 

    被置入在一種好像只是爭資源而已，因我們對於這個人類的關懷太重要了。其實女性 

    就是最能夠關懷大自然保育，許多綠色團體或是女性主義裡面的生態女性主義者有許 

    多是女性。」                    (林珮淳訪談，2014/08/20) 

        面對女性藝術家處境轉化的可能，高千惠以期許出發，她認為台灣女性藝術的發展需 

  要一位具有哲學思維力的美學思想家，以建構論述。同時提出女性藝術家應專注於自身創 

  作專業，並將此創作專業持續變成終身，如此也才能產生價值上的影響。 

      藝術發展到一個程度的時候，其實應該是要有思想家藝術思想家的存在，在西方 

    我們現在用過的很多東西，西方的女性思想家也都出現了嘛，可是台灣，我是覺得亞 

    洲，亞洲我們幾乎沒有看到一個女性的思想家，我們不要講說台灣而已，日本、中國 

    來講，並沒有說一個女性思想出現，我說的思想家是除了性別之外，除了運動之外， 

    還有的我們在講說西蒙波娃的第二性，她是一個思想的東西出來的，蘇珊桑塔吉她的 

    書寫的方式，我們也承認她的影響性、風格通通都有，很多現在在講當代藝術論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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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看到很多女性的書寫者跟思想者他們都出來了，我覺得到那個層次的時候，女性的 

    獨立思考也已經比較成熟，所以一個地方如果對於一個思想者，不是很尊重的話，其 

    實她永遠沒辦法有自己的方向…。 

(高千惠訪談，2014/09/26) 

        女性你還是可以用你的一種表現方式出來，可是你是不是可以以你的作品，雖然是一 

看就知道是女性的色彩，可是她有共鳴性是一個普遍性的一個東西。這個非常重要， 

你必須有個美學到那樣一個層次，然後你自己撐一個展館的時候，我們看到，不僅看 

到女性的世界，我們也看到一個共同的世界，兩性交流的一個狀態，然後你這個藝術 

家，她也足夠除了這個展以外，他在別的展覽，他也是屬於可以個展方面一直被人家 

邀請，而不是只限於她這樣一個議題，我覺得那樣子當有那樣藝術家養成的話，我們 

這個藝術女性藝術的發展算是比較完整一點點。       (高千惠訪談，2014/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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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發展研究的建構是一點一滴的，藉由先行者在女性藝術發展脈絡上的研究積累，本研究才能有

機會在短時間內進行台灣女性藝術發展年譜的建構。本次藉由文獻收集集整理分析，耙梳了近一百年

來的女性藝術發展樣貌，總計整理出 126 項女性藝術發展事件與活動，項目可多可少，這在年譜的編

寫過程存在諸多思維上的辯證與激盪，辯證的是甚麼樣的觀點在年譜架構的後端背景上，年譜上該列

的應該具備某種史觀，而年譜上未列入的又應該如何看待？因此，為顧全年譜建置上觀點的疏漏，本

研究除了年譜建置之外，亦全面性的建置普遍性的年表，將三大藝術雜誌所載展覽月報上的展覽活動，

一一列入年表。這是基礎工作，也是年譜得以再更為精煉的觀點。年譜建置以台灣女性藝術發展為主

軸，為能顯露女性藝術發展在時代中的對照，並同時將國內女性權益、國外重要女性藝術發展記事，

進行整理，以此三項年譜鋪陳台灣女性藝術發展的軌跡與觀點的流動。 

  年譜建置以時間性為軸線，事件與活動的焦點為圍繞在軸線上的生長點，每一項事件或活動都承

載著另一個時間發展線的可能，例如 1980 年代台灣女性主義思潮的引入與推廣，影響著 1990 年代女

性藝術的發展，雖然表面上並未看出直接影響，但潛在的意識性影響是存在的。又如 1998 年北美館

的意象與美學展，以當時的策展觀點來看是企圖整理台灣女性藝術發展的歷史，但現今來看，此項展

覽卻長出女性藝術美學的潛在刺激，影響著現在的女性藝術發展朝向。每一項年譜上的事件與活動潛

藏的生長點，在年譜中也許並不是那麼容易看出，但是卻是日後可以進深研究的焦點，如能這樣，年

譜則提供了這種機會與可能，而這也是年譜建置的價值。 

    本研究實際進行，歷時十個月左右，十個月看起來不算短，但若放在建置將近 100 年的女性藝術

發展年譜這件事情上來看，這十個月又實在是過於緊迫。在這麼有限的客觀資源下，研究團隊基於對

台灣女性藝術發展歷程進行整理的責任與熱誠，分工合作、全力以赴，得以完成要感謝所有參與的每

一位。本研究在如此緊迫時間下完成難免疏漏，特別是 1999 年以前之展覽年表，因整理耗時，文獻

不齊，人力無法企及，應還有釐清空間。同時，其中仍有許多議題，礙於時間因素，不及深入探究，

例如以斷代史方式，針對 2000 年代以後之年輕女性藝術家之性別與創作面貌的探究，女性藝術創作

類型可以再深入，另外，由於受訪者經驗與專業的問題，亞洲各國女性藝術議題的比較在此次訪談中

並未能完全回應，還有女性美學議題的釐清亦有待探究，這些待探深議題，期望日後有機會可以再延

伸。 

  整體而言，此項研究對台灣女性藝術發展整理而言是一個起頭，特別是進入 21 世紀後的女性藝

術發展，在充滿著炫麗金光的網路化生活、迅息萬變的社會與藝術產業流動，以及一切美好的消費化

生活，「女性」一詞，在藝術領域中似乎不怎麼被提起，但仍無法掩蓋性別在藝術領域極需面對的課

題與因之可能展現的人類之新文化機會。正如藝評人高千惠所言，台灣的女性藝術運動尚未完成，姐

姐妹妹仍須連結，一起努力，而最為重要的是建立創作的專業與論述的能力。研究所示，女性藝術美

學的建立是台灣女性藝術發展從萌芽、發展到轉化階段後必要的工作，但願這份願景能在日後開展出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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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一  台灣女性藝術發展年譜與出處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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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日月 重要事件或活動 出處 

1922   
以女性為主體的詩社出現，陳梅峰與女弟子蔡旨禪、

蔡月華於高雄成立「蓮社」，為台灣最早的閨秀詩社。 

http://women.nmth.gov.tw/zh-t

w/History/History.aspx 

1927   

台灣第一位女畫家陳進，作品〈姿〉、〈罌粟〉、〈朝〉

入選首屆台展。與林玉山、郭雪湖齊名，被喻為「台

展三少年」。其後於 1934 年以「合奏」一作入選日

本帝國美展。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68 

1929   

張李德和設立「琳瑯山閣」，常於此舉辦詩會。在嘉

義創立不少文藝聚會和結社，因其多才多藝而獲得

「詩、詞、書、畫、琴、棋、絲繡七絕」的美譽。 

http://zh.wikipedia.org/wiki/%

E5%BC%B5%E6%9D%8E%

E5%BE%B7%E5%92%8C 

1938   

舞蹈家李彩娥入日本石井漠體育舞俑專科學校，台灣

第一位在日本接受正規舞蹈教育者，於 1949 年在屏

東市創設「李彩娥舞蹈研究所」。 

http://w4.khcc.gov.tw/Artist/ar

t06_3.html 

1940   
台灣才女黃鳳姿出版＜七娘媽生＞、＜七爺八爺小說

＞，獲台日作家讚賞。 

http://women.nmth.gov.tw/zh-t

w/History/History.aspx 

1941   
台灣首位女記者楊千鶴，進入台灣日日新報社，擔任

家庭文化版記者，隔年因台日差別待遇憤而離職。 

http://women.nmth.gov.tw/zh-t

w/History/History.aspx 

1947   

舞蹈家蔡瑞月年於台北中山堂表演，轟動藝術圈。

1945 年畢業於日本石井綠舞蹈研究所。其後於 1953

年成立蔡瑞月舞蹈社。 

http://women.nmth.gov.tw/zh-t

w/History/History.aspx 

1953   

王秀蓮考取建築師執照，成為第一位本土女性取得建

築師執照者。兩年後另一位女性建築師修澤蘭亦取得

建築師執照，成為第一位執業女性建築師。 

榮芳杰（2009）〈台灣女性

建築師的時代角色與執業

歷程觀察〉《芭小姐的異想

家居》，pp.129-153，高雄：

高雄市立美術館。 

1957 

  陳文敏為台灣首位女導演，所導影片為《茫茫島》。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69 

陸蓉之(2002)。台灣(當代)

女性藝術史。台北：藝術

家。 P318 

http://www.ctfa.org.tw/filmma

ker/content.php?id=821 

  伊夢蘭開始新聞攝影，為台灣首位女性攝影記者。 

http://www.chinatimes.com/ne

wspapers/20140702000853-26

0115 

1960 10 月 林絲緞成立畫室，自任模特兒供人體速寫。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69 

徐宗懋(2007)。20 世紀台灣

http://women.nmth.gov.tw/zh-tw/History/History.aspx
http://women.nmth.gov.tw/zh-tw/History/History.aspx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C%B5%E6%9D%8E%E5%BE%B7%E5%92%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C%B5%E6%9D%8E%E5%BE%B7%E5%92%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C%B5%E6%9D%8E%E5%BE%B7%E5%92%8C
http://w4.khcc.gov.tw/Artist/art06_3.html
http://w4.khcc.gov.tw/Artist/art06_3.html
http://women.nmth.gov.tw/zh-tw/History/History.aspx
http://women.nmth.gov.tw/zh-tw/History/History.aspx
http://women.nmth.gov.tw/zh-tw/History/History.aspx
http://women.nmth.gov.tw/zh-tw/History/History.aspx
http://women.nmth.gov.tw/zh-tw/History/History.aspx
http://women.nmth.gov.tw/zh-tw/History/History.aspx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702000853-260115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702000853-260115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702000853-26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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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本， 光復篇。台北:台

灣書房，pp215-217。 

  
素樸藝術家吳李玉哥首次個展於台北新聞大樓，時齡

60 歲，人稱祖母畫家。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69 

陸蓉之(2002)。台灣(當代)

女性藝術史。台北：藝術

家。 P326 

1962   

鍾桂英應聘為國立藝專的專任講師，為台灣本地師範

教育系統培育出的第一位進入大專美術科系任教的

女性。 

陸蓉之(2002)。台灣(當代)

女性藝術史。台北：藝術

家。P82 

1971 3 月 《雄獅美術》雜誌創刊。 雄獅美術雜誌版權頁 

1974   

王信拍攝「蘭嶼．再見」，是台灣原住民最完整的系

列報導，為台灣第一位系列性報導的女性攝影工作

者。 

陸蓉之(2002)。台灣(當代)

女性藝術史。台北：藝術

家。 P100 

1975 
  

卓有瑞展出照像寫實風格的 15 件巨幅〈香蕉〉連作

系列，被視為台灣女性主義意識覺醒的先驅者。 

陸蓉之(2002)。台灣(當代)

女性藝術史。台北：藝術

家。 P97 

  《藝術家》雜誌創刊。 藝術家雜誌社版權頁 

1979 

12 月 

席慕蓉展出雷射藝術作品《孤星》於臺北太極藝廊，

為台灣首次雷射繪畫之展出。 

《台灣科技藝術發展政策

灰皮書》，王柏偉等，p112，

台北：數位藝術基金會，

2013 年。 

1980 

  
吳素蓮首度於保守的南台灣「南濤人體畫展」展出裸

體繪畫。 

http://www.tw-chinanews.com

/?action-viewnews-itemid-208

7 

  楊文霓在高雄成立第一家陶藝工作室。 

http://modern.ceramics.ntpc.go

v.tw/zh-tw/Person/Content.asp

x?Para=79 

1983 

6 月 3 日 

「台北西畫女畫家畫會」在台北市鄉根西餐廳舉行成

立籌備會，該畫會為國內第一個研究西畫的女性藝術

團體：劉文煒、袁樞真、王金蓮、周月坡、汪壽寧、

王美幸、許清美等人為原始發起人。至今總計辦理

34 次聯展。 

http://tony750915.myweb.hine

t.net/2008/history.htm 

12 月 
台北市立美術館開幕，蘇瑞屏擔任創館初期的代館

長。 

陸蓉之(2002)。台灣(當代)

女性藝術史。台北：藝術

家。 P61、 P108 

  

婦女新知雜誌社舉辦「八三三八婦女週」，主題為「婦

女的潛力與發展」，舉辦讀書討論、座談演講及放映

女性主義電影等活動。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70 

http://www.tw-chinanews.com/?action-viewnews-itemid-2087
http://www.tw-chinanews.com/?action-viewnews-itemid-2087
http://www.tw-chinanews.com/?action-viewnews-itemid-2087
http://modern.ceramics.ntpc.gov.tw/zh-tw/Person/Content.aspx?Para=79
http://modern.ceramics.ntpc.gov.tw/zh-tw/Person/Content.aspx?Para=79
http://modern.ceramics.ntpc.gov.tw/zh-tw/Person/Content.aspx?Para=79
http://tony750915.myweb.hinet.net/2008/history.htm
http://tony750915.myweb.hinet.net/2008/histor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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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蓉之(2002)。台灣(當代)

女性藝術史。台北：藝術

家。 P108 

1984 

  
陳幸婉獲台北市立美術館首屆「現代繪畫新展望」大

獎，並於台北「一畫廊」舉辦首次個展。 

鄭惠蘭(2005)，人是火、語

言是材料:藝術家陳幸婉，

《源》雜誌，p18-27，vol.54，

台北:台灣綜合研究院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首位女主任袁樞真教授的

發起下，「台北市西畫女畫家畫會」正式立案。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70 

陸蓉之(2002)。台灣(當代)

女性藝術史。台北：藝術

家。P231 

1986 

4 月 18 日 

〈裝置、錄影、表演藝術展〉於台北春之藝廊，洪素

珍策劃，為台灣第一次由畫廊主辦的錄影與表演藝術

展覽 (於台北春之藝廊)。 

陳瓊花(2012)。藝術、性別

與教育-六位女性播種者的

生命圖像。台北：三民書

局。P37 

10 月 

賴純純獲台北市立美術館主辦之「中華民國現代雕

塑」、「中華民國繪畫新展望」大獎。其後成立「現

代藝術工作室(SOCA)」，提供自己的家做為鼓勵當

代年輕藝術家的空間。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71 

  
郭禎祥獲得藝術教育博士學位返台，回師大擔任教

授，系主任，繼而擔任藝術教育學會發起人。 

洪育蔓(2011)，郭禎祥的藝

術教育實踐典範之研究，國

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碩士學位論文。 

1988 

6 月 
台灣省立美術館開幕，以「台灣美術」為定位、運作

目標。 

http://www.ctfa.org.tw/filmma

ker/content.php?id=637 

  
黃玉珊導演成立「黑白屋影像工作室」，開辦女性影

展。 

http://www.ctfa.org.tw/filmma

ker/content.php?id=637 

1989 

  
陳幸婉獲李仲生現代繪畫文教基金會「現代繪畫創作

獎」。 

http://www1.ntmofa.gov.tw/lcs

/c/c03_02.asp?stu_id=29 

  

〈春之頌女性畫家聯展〉於吉証畫廊，蔡蕙香、許玉

茹、林舫宣、胡碩珍、許清美、嚴明惠、李玉慧、王

黃麗惠等人參展，為台灣私人畫廊首次辦女性畫家畫

展。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71 

1990 3 月 

〈台灣女性週聯展〉於台北誠品藝文空間，婦女新知

基金會主辦，陸蓉之策劃，郭挹芬、陳美岑、梁美玉、

謝伊婷、杜婷婷、許鳳珍、薛寶瑕等人參展，並與吳

瑪悧、嚴明惠、侯宜人舉行座談會，公開討論女性主

義議題，媒體撰文發表，為台灣首次女性自覺的藝術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71 

陸蓉之(2002)。台灣(當代)

女性藝術史。台北：藝術

http://hep.ccic.ntnu.edu.tw/browse2.php?s=150
http://hep.ccic.ntnu.edu.tw/browse2.php?s=150
http://hep.ccic.ntnu.edu.tw/browse2.php?s=150
http://hep.ccic.ntnu.edu.tw/browse2.php?s=150
http://www.ctfa.org.tw/filmmaker/content.php?id=637
http://www.ctfa.org.tw/filmmaker/content.php?id=637
http://www1.ntmofa.gov.tw/lcs/c/c03_02.asp?stu_id=29
http://www1.ntmofa.gov.tw/lcs/c/c03_02.asp?stu_id=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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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家。P177 

6 月 18 日 
婦女新知基金會主辦為期一週的「女性藝術演講系

列」。 

聯合報，15 版，台北市民生

活，1990/06/18。 

1991 

3 月 

〈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家特展：女性文字工作者 vs.藝

術工作者〉，陸蓉之、吳宜芬、龐靜平、李亞男、林

惠懿、黃虎暐、林燕等人參展(於台北龍門畫廊)。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71 

陸蓉之(2002)。台灣(當代)

女性藝術史。台北：藝術

家。P177 

10 月 

〈女．我（娥）展－－女性與當代藝術對話〉於台北

帝門藝術中心，吳瑪悧、李美蓉、傅嘉琿、侯宜人、

嚴明惠、林珮淳、黃麗絹等人參展。並舉辦三場演講

及一場由婦女新知基金會和帝門藝術中心合辦的座

談會。 

《女我展---女性與當代藝

術對話》展覽專輯，台北：

帝門藝術中心。 

  
「台北伊通公園」開幕，為台灣重要當代藝術之替代

性空間，藝術家陳慧嶠參與創辦。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71 

1992 

5 月 5 日 
蕭麗虹獲選為台北市立美術館主辦之第一屆「1992

台北現代美術雙年展」參展藝術家。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71 

8 月 6 日 

「才女×10＋絲路」活動：服裝設計師洪麗芬、繪畫

藝術家賴純純、刺繡設計家粘碧華、作家胡因夢、電

影導演劉怡明、京劇名伶魏海敏、作家張曉風、舞蹈

工作者易天華、聲樂家呂麗莉、攝影工作者龍君兒等

十位才女，由文化工作者王正良領隊，作一趟深刻的

絲路之旅。 

聯合報，18 版，文化廣場，

1992/08/06。 

10 月 25 日 

藝術史博士顏娟英完成「日據時期台灣美術史大事年

表(一八九五~一九四四)」，發表於《藝術學》第八

期。 

〈日據時代臺灣美術史年

表〉，《藝術學》8（1992）：

57-98。 

  

張恬君取得美國馬里蘭大學美術教育博士學位，返台

任教於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為首位開啟科技藝

術教育之女性藝術家。 

駱麗真(2011)，台灣新媒體

藝術教育與創作發展間之

相互影響，國立交通大學應

用藝術研究所博士論文。 

1993 

3 月 
《藝術家》雜誌製作『女性藝術工作者』專輯，為雜

誌首創的女性藝術專輯。 
藝術家雜誌 

4 月 
〈形與色－女性藝術家抽象藝術聯展〉於台北家畫

廊，為台灣第一次針對女性抽象藝術的專題展。 

陸蓉之(2002)。台灣(當代)

女性藝術史。台北：藝術

家。P124 

9 月 
第一屆「女性影像藝術展」於台北霍克藝術中心，婦

女新知基金會和黑白屋電影工作室合辦。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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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館。P171 

  
薛保瑕獲李仲生現代繪畫文教基金會主辦之「現代繪

畫創作獎」。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72 

1994 

4 月 17 日 

華文地區第一家女性主義專業書店「女書店」於台北

開幕，提供一個看見女性書寫、聆聽女性聲音、交流

女性經驗的自在空間。 

http://women.nmth.gov.tw/zh-t

w/History/History.aspx 

5 月 《藝術家》雜誌開闢「女性藝術專欄」。 藝術家雜誌 

6 月 高雄市立美術館成立。 高雄市立美術館網站 

6 月 5 日 

〈女性創作的力量〉展於台南新生態藝術環境，侯宜

人策劃，為「台灣女性文化觀察」文藝月的系列活動，

為台南地區首次女性藝術主題展覽。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72 

陸蓉之(2002)。台灣(當代)

女性藝術史。台北：藝術

家。P178 

  
賴純純獲選台北市立美術館主辦之〈1994 台北現代

美術雙年展〉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72 

  
藝術史家賴明珠於〈藝術家雜誌〉發表「日據時期臺

灣女性藝術家研究」系列文章。 
藝術家雜誌 

1995 

1 月 6 日 
「新樂園藝術空間」開幕，第一期女性成員有林蓓

菁、王德瑜、林純如、曾雅蘋、蔡海如。 

新樂園藝術空間網

站:http://www.slyartspace.co

m/menupage.aspx 

  
第 46 屆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首次參與，吳瑪悧為首

位被邀請的女性藝術家。 

高千惠等著(2010)，威尼斯

雙年展台灣館回顧

1995-2007，台北市立美術館

出版 

3 月 7 日 

〈女性集結－水〉展於高雄串門藝術空間，高雄市現

代畫會女性藝術成員舉辦高雄地區首次女性藝術聯

展。 

展覽邀請卡。 

4 月 《藝術家》雜誌製作『女性與藝術』專輯。 

陸蓉之(2002)。台灣(當代)

女性藝術史。台北：藝術

家。P124、P176、P203 

5 月 4 日 
藝術家蕭麗虹成立竹圍工作室，成為重要另類當代藝

術展演場地。 

竹圍工作室網

站:http://bambooculture.com/a

boutus/127 

12 月 17 日 
陶藝家楊文霓領軍高雄「好陶」成立，舉行「好陶趕

集」於杜象藝術空間亭仔腳戶外空間。 

陸蓉之(2002)。台灣(當代)

女性藝術史。台北：藝術

家。P299 

  吳瑪悧主編遠流出版社《藝術館》系列藝術叢書。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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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72 

1996 12 月 30 日 
陳進獲頒行政院第十六屆文化獎章，為首位女性畫

家。 

文化部網

站:http://www.moc.gov.tw/bus

iness.do?method=list&id=16 

1996 11 月 林曼麗出任台北市立美術館，為該館首位女性館長。 

http://www.tfam.museum/Com

mon/editor.aspx?id=78&ddlLa

ng=zh-tw 

1997 

11 月 22 日 
〈製造‧新聞 VS♀〉於新濱碼頭藝術空間，高雄女

性藝術家策展，回應女性與被窺視議題。 
展覽邀請卡 

  
〈盆邊主人－自在自為〉於台北新莊文化中心，張元

茜策畫。 

陸蓉之(2002)。台灣(當代)

女性藝術史。台北：藝術

家。P178 

  

茱蒂芝加哥(Judy Chicago)參加台北縣新莊文化藝術

中心舉辦的〈盆邊主人－自在自為〉、〈悲情昇華－

二二八美展－被遺忘的女性〉，及她的小型個展〈穿

越花朵〉。 

中國時報，23 版，

1997/08/21。 

  
〈悲情昇華－二二八美展－被遺忘的女性〉於台北市

立美術館。 

《悲情昇華：二二八紀念美

展》展覽專輯，台北：台北

市立美術館，1997 

《悲情昇華：二二八紀念美

展》展覽專輯，台北：台北

市立美術館 

  
女書店策畫「台灣女性藝術講座系列」，林珮淳、吳

瑪悧等人與「女書店」經理楊瑛瑛共同策劃。 

女書店網

站:http://www.fembooks.com.

tw/indexaboutus.php?showare

a=1_4 

1998 

7 月 7 日 

「女性藝術聯盟」成立，成員有林珮淳、賴純純、陸

蓉之、吳瑪悧、洛貞、侯淑姿等十幾位女性藝術工作

者，以建構女性藝術史為訴求 ，盼為台灣現代美術

史加入女性觀點。 

聯合報，14 版，文化，

1998/07/07。 

3 月 
〈女味一甲子〉於台北龍門畫廊、台中臻品藝術中

心、台南新生態藝術空間三地展出，陸蓉之策劃。 

《女味一甲子：專題研究

展》展覽專輯，台北龍門畫

廊、台中臻品藝術中 

心、台南新生態藝術環境。 

4 月 18 日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展〉於台北美術館，為

公辦美術館首度展出女性藝術之展覽，策畫者賴瑛

瑛。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

術展》展覽專輯，台北：台

北市立美術館。 

10 月 
第一本台灣女性美學專書《女/藝/論－台灣女性藝術

文化現象》發行，林佩淳主編，女書店出版。此書集

陸蓉之(2002)。台灣(當代)

女性藝術史。台北：藝術

http://www.tfam.museum/Common/editor.aspx?id=78&ddlLang=zh-tw
http://www.tfam.museum/Common/editor.aspx?id=78&ddlLang=zh-tw
http://www.tfam.museum/Common/editor.aspx?id=78&ddl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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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台灣女性藝術評論者的撰文，以多元角度將近二十

年的台灣女性藝術作一梳理。 

家。P178 

  
女書店策畫「台灣女性藝術講座系列」，林珮淳、吳

瑪悧等人與「女書店」經理楊瑛瑛共同策劃。  

1999   

「女人詮釋女人」好藝術群聯展，於景薰樓藝文空

間，為台中首次女性藝術家集結，主要藝術家有吳伊

凡、廖秀玲、張惠蘭、李慧倩、林平、王紫芸、吳美

純、鄧淑慧等人等。 

中國時報，11 版，

1999/06/09。 

2000 

1 月 23 日 

台灣第一個女性藝術團體「台灣女性藝術協會」

（Taiwan Women’s Art Association，WAA）成立，簡

稱「女藝會」，假華山藝文特區舉行成立大會，著力

於全面性統整台灣的女性藝術，首任理事長賴純純。 

陳瓊花(2012)。藝術、性別

與教育-六位女性播種者的

生命圖像。台北：三民書

局。P38 

2 月 1 日 
高雄第一家女性書店─「好書店」開張，高雄婦女新

知協會主辦。 
民生報，38 版，2000/02/01。 

9 月 6 日 

高雄市彩色頁女性願景協會成立，以會員之相互關

懷、學習與激勵，培養其自助進而助人的能力，發揚

女性社會參與的願力為宗旨。特別著重中年婦女培力

與支持關懷及社會參與。 

http://www.npo.org.tw/npolist

_detail.asp?id=817 

10 月 2 日 

〈心靈再現－台灣女性當代藝術展〉，於高雄市立美

術館展出，簡瑛瑛策劃，為高美館第一次以女性藝術

為主題的大型展覽。 

陸蓉之(2002)。台灣(當代)

女性藝術史。台北：藝術

家。P178 

  

「台灣女性影像學會」(前身「台北市女性影像學會」)

成立，每年以舉辦女性影展為主要業務，建立女性影

像發表管道。 

台灣女性影像學會網

站:http://www.wmw.com.tw/a

bout.php?It=11 

  

第一場女性藝術主題研討會《浴震重生迎接第三千禧

年：女性心靈之旅－文學、藝術、影像國際研討會》，

由簡瑛瑛主持。 

簡瑛瑛(2003)，女性心/靈之

旅，台北:女書出版。 

11 月 18-29

日 

〈天公的地母—謝天謝地〉好藝術群女性藝術家聯

展，於台中文化中心，好藝術群成員:吳伊凡、王紫

芸、劉抒芳、廖秀玲、張惠蘭、鄧淑慧、王心慧、黃

瑛玉、林平、李慧倩、吳美純與瓊安‧浦梅爾（Joan 

Pomero）等共十二位，並移地嘉義、台南展出。 

聯合報，18 版，嘉義縣市新

聞，2000/12/02  

http://www.deoa.org.tw/events

/86/ 

2001 

5 月 26 日 
女性藝術協會與女書店推出為期兩個月的女性藝術

講座：『性別藝術權力－「藝術與性別何干？」』 

http://www.waa.org.tw/site/pas

t_content.php?id=63 

11 月 4 日 

〈酸甜酵母菌－橋仔頭糖廠與烏梅酒廠的甜蜜對

話〉，於台北華山與高雄橋頭兩地倉庫，女藝會主辦，

張惠蘭策劃。 

聯合報，14 版，文化，

2001/11/05 

  花蓮首次女性影展，於花蓮美琪戲院。 
http://www.wmw.com.tw/abou

t.php?It=6 

  吳瑪悧和台北市婦女新知基金會「玩布工作坊」合 陸蓉之(2002)。台灣(當代)

http://www.npo.org.tw/npolist_detail.asp?id=817
http://www.npo.org.tw/npolist_detail.asp?id=817
http://www.deoa.org.tw/events/86/
http://www.deoa.org.tw/events/86/
http://www.deoa.org.tw/events/86/
http://www.deoa.org.tw/events/86/
http://www.waa.org.tw/site/past_content.php?id=63
http://www.waa.org.tw/site/past_content.php?id=63
http://www.wmw.com.tw/about.php?It=6
http://www.wmw.com.tw/about.php?I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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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16 位社區婦女在永樂市場的頂樓縫製屬於自己

的〈心靈被單〉，最後以錄影帶和書籍出版呈現時間

長達一年的計劃過程與成果。 

女性藝術史。台北：藝術

家。P190 

  
高千惠出任第 49 屆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的策展人，

為台灣館第一次由女性擔任策展人。 

陸蓉之(2002)。台灣(當代)

女性藝術史。台北：藝術

家。P203 

2002 

1 月 18 日

-20 日 

「第一屆南台灣女性藝術創作研習營」，為高雄地區

第一場關於女性藝術的研習營於高雄縣婦幼青少年

館，舉辦「性別與藝術」、「女性意識與藝術」以及

「台灣女性藝術發展」的主題演講，同時更增加創作

體驗的現場研習，研習營由張金玉策劃。 

張金玉口述，2014/10/28。

女藝會資料檔案

AC-20020118-004 

4 月 
〈Herstory〉女性藝術展，潘小雪策畫，於花蓮松園

別館。為花蓮首次女性藝術策展。 
潘小雪訪談，2014/04/04 

8 月 
陸蓉之撰寫的《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史》出版，為

台灣第一本討論本土女性藝術史的專書。 

http://www1.ntmofa.gov.tw/art

new/nhtml/2-5/104.htm#page9

9 

2003 

3 月 8 日 
〈ㄅˋㄨ包袱－女性與布媒材的空間對話〉，於台中

鐵道二十號倉庫，藝術家林平策劃。 
展覽邀請卡 

  
謝素貞任就任台北當代藝術館，為該館第一位女性館

長。 

http://www.mocataipei.org.tw/

index.php/2012-01-12-02-47-1

1/from-the-director/262-2012-

07-26-09-19-59 

5 月 

第一屆台灣國際女性藝術節〈網指之間─生活在科技

年代〉，於高雄市立美術館，陳香君策劃，邀請女性

藝術家就生活在科技時代下的身體、生命經驗等議

題，進行創作 。 

高雄市立美術館網站 

5 月 4 日 
〈大被單計畫〉，為高雄第一次大型女性藝術家與女

性民眾集結活動，於高美館後方草皮，陳豔淑策劃。 
高雄市立美術館網站 

2004 

3 月 

曾鈺涓發表〈Let’s Make ART-曾鈺涓網路互動藝

術裝置展〉於台北市立美術館，是台灣第一件網路即

時互動裝置作品。 

http://www.digiarts.org.tw/chi

nese/ArtIst_Content.aspx?n=8

45AD906BBDC5204&t=F743

61D93C5F14DA&s=21271C0

A383F2951 

  
鄭慧華擔任台北市立美術館之台北國際雙年展策展

人為本展首位女性策展人，主題為「在乎現實嗎?」。 

http://www.tfam.museum/Exhi

bition/Exhibition_page.aspx?d

dlLang=zh-tw&id=161&allOb

j=%7B%22JJMethod%22%3A

%22GetEx%22%2C%22Type

%22%3A%220%22%2C%22

Year%22%3A%222004%22%

http://www1.ntmofa.gov.tw/artnew/nhtml/2-5/104.htm#page99
http://www1.ntmofa.gov.tw/artnew/nhtml/2-5/104.htm#page99
http://www1.ntmofa.gov.tw/artnew/nhtml/2-5/104.htm#page99
http://www.mocataipei.org.tw/index.php/2012-01-12-02-47-11/from-the-director/262-2012-07-26-09-19-59
http://www.mocataipei.org.tw/index.php/2012-01-12-02-47-11/from-the-director/262-2012-07-26-09-19-59
http://www.mocataipei.org.tw/index.php/2012-01-12-02-47-11/from-the-director/262-2012-07-26-09-19-59
http://www.mocataipei.org.tw/index.php/2012-01-12-02-47-11/from-the-director/262-2012-07-26-09-19-59
http://www.digiarts.org.tw/chinese/ArtIst_Content.aspx?n=845AD906BBDC5204&t=F74361D93C5F14DA&s=21271C0A383F2951
http://www.digiarts.org.tw/chinese/ArtIst_Content.aspx?n=845AD906BBDC5204&t=F74361D93C5F14DA&s=21271C0A383F2951
http://www.digiarts.org.tw/chinese/ArtIst_Content.aspx?n=845AD906BBDC5204&t=F74361D93C5F14DA&s=21271C0A383F2951
http://www.digiarts.org.tw/chinese/ArtIst_Content.aspx?n=845AD906BBDC5204&t=F74361D93C5F14DA&s=21271C0A383F2951
http://www.digiarts.org.tw/chinese/ArtIst_Content.aspx?n=845AD906BBDC5204&t=F74361D93C5F14DA&s=21271C0A383F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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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22pg_num%22%3A1%2

C%22pg_size%22%3A21%7D 

3 月 7 日 

高雄首度行為女性藝術表演於高雄城市光廊，懷胎數

月裸身的藝術家葉子啟表演《人卵 vs 動物卵》，並

將蛋汁及番茄醬淋在身上 。 

民生報，A6 版，文化，

2004/03/08 

4 月 19 日 
台灣藝術發展協會主辦「亞洲女性身體工作坊—

Beauty in Action 2004」 

https://www.google.com.tw/url

?sa=t&rct=j&q=&esrc=s&sour

ce=web&cd=1&cad=rja&uact

=8&ved=0CB4QFjAA&url=ht

tp%3A%2F%2Fwww.ncafroc.

org.tw%2Fupload%2F%25A8

%25C8%25ACw%25A4k%25

A9%25CA%25A8%25AD%2

5C5%25E9%25A4u%25A7%

40%25A7%257B%25B3%25F

8%25A6W%25AA%25ED.do

c&ei=1kk1VKHGNY7X8gWh

iIKACw&usg=AFQjCNE6VP

S0DHC457xeGbUL4T0qv9o2

Cw&sig2=tUeadMUSS37yxui

6k1Kdbg 

11 月 26 日 

高美館〈美術．高雄〉系列展出〈美術高雄 2004－

高雄一叢花+〉高雄地區女性藝術創作者首次在公立

美術館空間大規模展出。 

高雄市立美術館網站 

2005 

11 月 12 日 
〈女人香－東西女性形象交流展〉於國立台灣美術

館、國立故宮博物館。 

國立台灣美術館、國立故宮

博物館網站 

11 月 26 日 〈美術高雄 2004－高雄一叢花+〉於台北鳳甲美術館。 高雄市立美術館網站 

  
策展人杜昭賢以「 美麗新世界—海安路藝術造街」，

獲台新獎之評審團特別獎。 

http://www.taishinart.org.tw/c

hinese/2_taishinarts_award/3_

award_review.php?MID=3 

12 月 28 日 「女妖藝廊」進駐台東都蘭的月光小棧。 
中國時報，C2 版，台東新

聞，2005/12/27 

2006 

1 月 25 日 
林曼麗任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為該院首任女性院

長。 

http://zh.wikipedia.org/wiki/%

E5%8F%B0%E7%81%A3%E

5%A5%B3%E6%80%A7%E6

%96%87%E5%8C%96%E5%

9C%B0%E6%A8%99 

3 月 8 日 

台灣女性文化地標設置，為文化總會邀集多位相關領

域的女性座談後所規劃的案件，選出 20 個地標，其

中第一個地標淡水女學堂於 2006 年 3 月 8 日由時任

中國時報，D8 版，文化藝

術，2006/03/09 

http://www.taishinart.org.tw/chinese/2_taishinarts_award/3_award_review.php?MID=3
http://www.taishinart.org.tw/chinese/2_taishinarts_award/3_award_review.php?MID=3
http://www.taishinart.org.tw/chinese/2_taishinarts_award/3_award_review.php?MID=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5%A5%B3%E6%80%A7%E6%96%87%E5%8C%96%E5%9C%B0%E6%A8%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5%A5%B3%E6%80%A7%E6%96%87%E5%8C%96%E5%9C%B0%E6%A8%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5%A5%B3%E6%80%A7%E6%96%87%E5%8C%96%E5%9C%B0%E6%A8%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5%A5%B3%E6%80%A7%E6%96%87%E5%8C%96%E5%9C%B0%E6%A8%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5%A5%B3%E6%80%A7%E6%96%87%E5%8C%96%E5%9C%B0%E6%A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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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陳水扁正式揭幕。 

4 月 
藝術家湯皇珍以「我要去旅行 V/一張風景明信片--

湯皇珍個展」獲第 4 屆台新藝術獎視覺藝術年度大獎 

http://www.itpark.com.tw/artis

t/bio/100/61 

7 月 18 日 國立台灣美術館首位女性館長薛保瑕就任。 
http://www.itpark.com.tw/artis

t/bio/73/68 

2007 

2 月 10 日 
法國女性藝術家 Niki De Saint Phalle 來台首展（妮基

的異想世界）於歷史博物館展出。 

聯合報，A5 版，話題，

2007/02/07 

5 月 5 日 
台南縣文化中心舉辦〈南瀛百位女性藝術聯展），共

計台南縣 164 位女性藝術家作品參展。 

聯合報，C2 版，南部，

2007/05/06 

8 月 16 日 
雲林縣美術協會首次在文化局舉辦全縣女性藝術家

聯展 

http://cyc0331.pixnet.net/blog/

post/24862311-%EF%BC%9C

%E4%B8%8D%E7%9C%8B

%E5%8F%AF%E6%83%9C

%EF%BC%9E%E5%A5%B9

%E5%80%91%E7%9A%84%

E6%95%85%E4%BA%8B%E

2%94%80%E2%94%80%E4

%B8%80%E7%BE%A4%E6

%A5%A0%E6%A2%93%E5

%8A%A0%E5%B7%A5%E5

%8D%80 

2008   

由國家文藝基金會與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專案補助，歷

時兩年半拍攝的台灣加工區女工紀錄片「她們的故

事」，重現 60 年代勤奮乖順勞動女性的身影！導演

為柯妧青。 

http://www.wmw.com.tw/data

_content.php?Imovie_id=750 

2009 

1 月 17 日 
謝佩霓任高雄市立美術館館長，為該館首任女性館

長。 
高雄市立美術館網站 

2 月 7 日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藝文中心舉辦〈~科技與藝術 女子

ID~互動設計創意體驗營〉 

http://www.cc.ntut.edu.tw/~w

wwart/pictures/2009_2/28/200

9_02.html 

2 月 21 日 
國立台灣美術館推出〈雙凝－台灣女性藝術的鏡觀視

角〉 
國立台灣美術館網站 

5 月 1 日 

許淑真、盧建銘以「植物新樂園：從菜園中誕生、河

岸阿美的物質世界個展」獲第 8 屆台新藝術獎視覺藝

術年度大獎 

http://www.taishinart.org.tw/c

hinese/2_taishinarts_award/2_

0_award_overview.php?MID=

3&AID=11 

8 月 30 日 
〈她的第一次個展－台灣當代女藝術家的回顧與前

瞻〉於台北中正紀念堂，女藝會主辦，萬一一策展。 

http://www.waa.org.tw/site/pas

t_content.php?id=57 

9 月 4 日 
「第一屆台灣女性藝會協會跨藝術研討會」，女藝會

策劃。 

http://www.waa.org.tw/site/pas

t_content.php?id=61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bio/100/61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bio/100/61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bio/73/68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bio/73/68
http://cyc0331.pixnet.net/blog/post/24862311-%EF%BC%9C%E4%B8%8D%E7%9C%8B%E5%8F%AF%E6%83%9C%EF%BC%9E%E5%A5%B9%E5%80%91%E7%9A%84%E6%95%85%E4%BA%8B%E2%94%80%E2%94%80%E4%B8%80%E7%BE%A4%E6%A5%A0%E6%A2%93%E5%8A%A0%E5%B7%A5%E5%8D%80
http://cyc0331.pixnet.net/blog/post/24862311-%EF%BC%9C%E4%B8%8D%E7%9C%8B%E5%8F%AF%E6%83%9C%EF%BC%9E%E5%A5%B9%E5%80%91%E7%9A%84%E6%95%85%E4%BA%8B%E2%94%80%E2%94%80%E4%B8%80%E7%BE%A4%E6%A5%A0%E6%A2%93%E5%8A%A0%E5%B7%A5%E5%8D%80
http://cyc0331.pixnet.net/blog/post/24862311-%EF%BC%9C%E4%B8%8D%E7%9C%8B%E5%8F%AF%E6%83%9C%EF%BC%9E%E5%A5%B9%E5%80%91%E7%9A%84%E6%95%85%E4%BA%8B%E2%94%80%E2%94%80%E4%B8%80%E7%BE%A4%E6%A5%A0%E6%A2%93%E5%8A%A0%E5%B7%A5%E5%8D%80
http://cyc0331.pixnet.net/blog/post/24862311-%EF%BC%9C%E4%B8%8D%E7%9C%8B%E5%8F%AF%E6%83%9C%EF%BC%9E%E5%A5%B9%E5%80%91%E7%9A%84%E6%95%85%E4%BA%8B%E2%94%80%E2%94%80%E4%B8%80%E7%BE%A4%E6%A5%A0%E6%A2%93%E5%8A%A0%E5%B7%A5%E5%8D%80
http://cyc0331.pixnet.net/blog/post/24862311-%EF%BC%9C%E4%B8%8D%E7%9C%8B%E5%8F%AF%E6%83%9C%EF%BC%9E%E5%A5%B9%E5%80%91%E7%9A%84%E6%95%85%E4%BA%8B%E2%94%80%E2%94%80%E4%B8%80%E7%BE%A4%E6%A5%A0%E6%A2%93%E5%8A%A0%E5%B7%A5%E5%8D%80
http://cyc0331.pixnet.net/blog/post/24862311-%EF%BC%9C%E4%B8%8D%E7%9C%8B%E5%8F%AF%E6%83%9C%EF%BC%9E%E5%A5%B9%E5%80%91%E7%9A%84%E6%95%85%E4%BA%8B%E2%94%80%E2%94%80%E4%B8%80%E7%BE%A4%E6%A5%A0%E6%A2%93%E5%8A%A0%E5%B7%A5%E5%8D%80
http://cyc0331.pixnet.net/blog/post/24862311-%EF%BC%9C%E4%B8%8D%E7%9C%8B%E5%8F%AF%E6%83%9C%EF%BC%9E%E5%A5%B9%E5%80%91%E7%9A%84%E6%95%85%E4%BA%8B%E2%94%80%E2%94%80%E4%B8%80%E7%BE%A4%E6%A5%A0%E6%A2%93%E5%8A%A0%E5%B7%A5%E5%8D%80
http://cyc0331.pixnet.net/blog/post/24862311-%EF%BC%9C%E4%B8%8D%E7%9C%8B%E5%8F%AF%E6%83%9C%EF%BC%9E%E5%A5%B9%E5%80%91%E7%9A%84%E6%95%85%E4%BA%8B%E2%94%80%E2%94%80%E4%B8%80%E7%BE%A4%E6%A5%A0%E6%A2%93%E5%8A%A0%E5%B7%A5%E5%8D%80
http://cyc0331.pixnet.net/blog/post/24862311-%EF%BC%9C%E4%B8%8D%E7%9C%8B%E5%8F%AF%E6%83%9C%EF%BC%9E%E5%A5%B9%E5%80%91%E7%9A%84%E6%95%85%E4%BA%8B%E2%94%80%E2%94%80%E4%B8%80%E7%BE%A4%E6%A5%A0%E6%A2%93%E5%8A%A0%E5%B7%A5%E5%8D%80
http://cyc0331.pixnet.net/blog/post/24862311-%EF%BC%9C%E4%B8%8D%E7%9C%8B%E5%8F%AF%E6%83%9C%EF%BC%9E%E5%A5%B9%E5%80%91%E7%9A%84%E6%95%85%E4%BA%8B%E2%94%80%E2%94%80%E4%B8%80%E7%BE%A4%E6%A5%A0%E6%A2%93%E5%8A%A0%E5%B7%A5%E5%8D%80
http://cyc0331.pixnet.net/blog/post/24862311-%EF%BC%9C%E4%B8%8D%E7%9C%8B%E5%8F%AF%E6%83%9C%EF%BC%9E%E5%A5%B9%E5%80%91%E7%9A%84%E6%95%85%E4%BA%8B%E2%94%80%E2%94%80%E4%B8%80%E7%BE%A4%E6%A5%A0%E6%A2%93%E5%8A%A0%E5%B7%A5%E5%8D%80
http://cyc0331.pixnet.net/blog/post/24862311-%EF%BC%9C%E4%B8%8D%E7%9C%8B%E5%8F%AF%E6%83%9C%EF%BC%9E%E5%A5%B9%E5%80%91%E7%9A%84%E6%95%85%E4%BA%8B%E2%94%80%E2%94%80%E4%B8%80%E7%BE%A4%E6%A5%A0%E6%A2%93%E5%8A%A0%E5%B7%A5%E5%8D%80
http://www.wmw.com.tw/data_content.php?Imovie_id=750
http://www.wmw.com.tw/data_content.php?Imovie_id=750
http://www.cc.ntut.edu.tw/~wwwart/pictures/2009_2/28/2009_02.html
http://www.cc.ntut.edu.tw/~wwwart/pictures/2009_2/28/2009_02.html
http://www.cc.ntut.edu.tw/~wwwart/pictures/2009_2/28/2009_02.html
http://www.taishinart.org.tw/chinese/2_taishinarts_award/2_0_award_overview.php?MID=3&AID=11
http://www.taishinart.org.tw/chinese/2_taishinarts_award/2_0_award_overview.php?MID=3&AID=11
http://www.taishinart.org.tw/chinese/2_taishinarts_award/2_0_award_overview.php?MID=3&AID=11
http://www.taishinart.org.tw/chinese/2_taishinarts_award/2_0_award_overview.php?MID=3&AID=11
http://www.waa.org.tw/site/past_content.php?id=57
http://www.waa.org.tw/site/past_content.php?id=57
http://www.waa.org.tw/site/past_content.php?id=61
http://www.waa.org.tw/site/past_content.php?id=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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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4 日 
「移動與自書」：當代女性影像╱文學╱藝術的跨界

再現學術研討會（於台灣國家婦女館） 

http://www.coolloud.org.tw/no

de/52438 

2010 

6 月 6 日 
「高雄人體史畫（話）展」，於高雄市婦女館女性圖

書史料室，高雄市彩色頁女性願景協會策劃。 

http://www.tw-taiwannews.co

m/?action-viewnews-itemid-21

81 

12 月 17 日 
台灣數位藝術脈流計畫－脈波壹「身體‧性別‧科技」

數位藝術展，於台北數位藝術中心 

http://www.dac.tw/event/strea

m/ch/index.html 

  

賴明珠出版「流轉的符號女性：戰前台灣女性圖像藝

術」一書以台灣近代畫壇女性的繪畫作為書寫的核

心，一方面企圖為早期台灣女性視覺藝術拓荒者立

傳，一方面也從批判的角度探索圖像背後潛藏的權力

象徵意義。 

http://arts.ntua.edu.tw/people/b

io.php?PID=47 

2012 

1 月 23 日 
女藝會於台北市成立「WAAhouse」做為辦公室與展

覽空間，開幕展〈查某人的厝-女藝家園開幕展〉 

https://www.facebook.com/her

roompier2 

http://pier-2.khcc.gov.tw/conte

nt/event/event01in.aspx?sid=2

54 

4 月 28 日 

〈女人們的白色房間〉，於高雄駁二藝術特區，邀請

台灣與香港女性藝術家參展，女性觀眾免票入場，謝

慧青策畫。 

http://pier-2.khcc.gov.tw/conte

nt/event/event01in.aspx?sid=2

54 

2013 

4 月 27 日 
吳瑪悧及竹圍工作室以「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獲

第 11 屆台新藝術獎視覺藝術年度大獎 

http://www.taishinart.org.tw/c

hinese/3_event/detail.php?ID=

491 

6 月 22 日 
〈台灣現當代女性藝術五部曲，1930-1983〉，於台北

市立美術館。 
台北市立美術館網站 

11 月 23 日 
〈後人類慾望~當代藝術中的性別觀與數位性〉，於

台北當代藝術館，陳明惠策畫。 
台北當代藝術館網站 

2014 

1 月 4 日 

簡扶育作品〈女史無國界〉耗費 10 多年時間拍攝，

記錄了 13 名台、日、韓的經典女性人物，共 62 幅作

品，捐贈台大圖書館永久典藏。 

http://www.awakening.org.tw/

chhtml/news_dtl.asp?id=1026h

ttp://www.vita.tw/2014/06/blo

g-post_15.html#.VDVOv8Hib

z0 

2 月 5 日 
陳香君博士論文「紀念之外：二二八事件．創傷與性

別差異的美學」於其逝後出版。 

陳香君(2014)，周靈芝、項

幼榕譯，紀念之外：二二八

事件．創傷與性別差異的美

學，台北:典藏藝術家庭。 

5 月 
〈台灣女影二十文件展 X 映演〉電影女力．推波助

瀾，於高雄師範大學。 

http://www.nknu.edu.tw/~artc

ollege/html-page/artart-center-

woman-make-wares-film-festi

val-201405018-iframe.html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52438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52438
http://www.tw-taiwannews.com/?action-viewnews-itemid-2181
http://www.tw-taiwannews.com/?action-viewnews-itemid-2181
http://www.tw-taiwannews.com/?action-viewnews-itemid-2181
http://www.dac.tw/event/stream/ch/index.html
http://www.dac.tw/event/stream/ch/index.html
http://arts.ntua.edu.tw/people/bio.php?PID=47
http://arts.ntua.edu.tw/people/bio.php?PID=47
https://www.facebook.com/herroompier2
https://www.facebook.com/herroompier2
https://www.facebook.com/herroompier2
https://www.facebook.com/herroompier2
https://www.facebook.com/herroompier2
http://pier-2.khcc.gov.tw/content/event/event01in.aspx?sid=254
http://pier-2.khcc.gov.tw/content/event/event01in.aspx?sid=254
http://pier-2.khcc.gov.tw/content/event/event01in.aspx?sid=254
http://www.taishinart.org.tw/chinese/3_event/detail.php?ID=491
http://www.taishinart.org.tw/chinese/3_event/detail.php?ID=491
http://www.taishinart.org.tw/chinese/3_event/detail.php?ID=49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news_dtl.asp?id=1026http://www.vita.tw/2014/06/blog-post_15.html#.VDVOv8Hibz0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news_dtl.asp?id=1026http://www.vita.tw/2014/06/blog-post_15.html#.VDVOv8Hibz0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news_dtl.asp?id=1026http://www.vita.tw/2014/06/blog-post_15.html#.VDVOv8Hibz0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news_dtl.asp?id=1026http://www.vita.tw/2014/06/blog-post_15.html#.VDVOv8Hibz0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news_dtl.asp?id=1026http://www.vita.tw/2014/06/blog-post_15.html#.VDVOv8Hibz0
http://www.nknu.edu.tw/~artcollege/html-page/artart-center-woman-make-wares-film-festival-201405018-iframe.html
http://www.nknu.edu.tw/~artcollege/html-page/artart-center-woman-make-wares-film-festival-201405018-iframe.html
http://www.nknu.edu.tw/~artcollege/html-page/artart-center-woman-make-wares-film-festival-201405018-iframe.html
http://www.nknu.edu.tw/~artcollege/html-page/artart-center-woman-make-wares-film-festival-201405018-ifra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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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女人．家：以亞洲女性藝術之名〉，於高雄市立美

術館。 
高雄市立美術館網站 

 

國內女性權益發展重要記事 

1884   
加拿大長老教會教士馬偕成立「淡水女學堂」，為台

灣第一所女學校。 

http://www.taiwanwomencente

r.org.tw/ct.asp?xItem=95700&

ctNode=255&mp=1 

1887 2 月 14 日 

英國基督教長老教會教士李庥在台南成立「新樓女學

校」，為臺灣百年女學校「長榮女中」前身，南臺灣

第一所現代西式女學校。 

http://www.ckgsh.tn.edu.tw/%

E9%97%9C%E6%96%BC%E

9%95%B7%E5%A5%B3A2/i

ndex.html 

1896 

  
國語學校(台北師範前身)第一附屬學校女子分教場

開始。  

  
第一次學制改革為第三附屬學校，為台灣女子教育的

手工藝時期。  

1898   沈靜英於上海創辦「女學報」。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67 

1900   
台北大稻埕中醫師黃玉階籌組「天然足會」，倡導廢

纏足運動。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67 

1904   日本婦女團體「愛國婦人會」在台設置支部。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67 

1906   

第二次學制改革，總督府頒布「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

校規則」，將原手藝科改為師範性質的技藝科。是台

灣女性在師範教育體制內接受美術教育的開始。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67 

1922   

「女宣道會」在臺北正式設立，歸屬台灣基督教長老

教會總會，（1983 年更名「婦女事工委員會」），

為臺灣最早成立的婦女組織。 

http://www.taiwanwomencente

r.org.tw/public/Attachment/18

2316422071.pdf 

1923   
有助傳遞台灣婦女教育、婦女運動思想的「台灣民報」

出版。 

http://women.nmth.gov.tw/zh-t

w/History/History.aspx 

1925   

台灣第一個本土性婦女團體「彰化婦女共勵會」成

立，以定期辦理例會、演講、婦女運動及手工藝展等

振興文化相關活動。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68 

陳瓊花(2012)。藝術、性別

與教育-六位女性播種者的

生命圖像。台北：三民書

局。P35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ct.asp?xItem=95700&ctNode=255&mp=1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ct.asp?xItem=95700&ctNode=255&mp=1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ct.asp?xItem=95700&ctNode=255&mp=1
http://www.ckgsh.tn.edu.tw/%E9%97%9C%E6%96%BC%E9%95%B7%E5%A5%B3A2/index.html
http://www.ckgsh.tn.edu.tw/%E9%97%9C%E6%96%BC%E9%95%B7%E5%A5%B3A2/index.html
http://www.ckgsh.tn.edu.tw/%E9%97%9C%E6%96%BC%E9%95%B7%E5%A5%B3A2/index.html
http://www.ckgsh.tn.edu.tw/%E9%97%9C%E6%96%BC%E9%95%B7%E5%A5%B3A2/index.html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public/Attachment/182316422071.pdf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public/Attachment/182316422071.pdf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public/Attachment/182316422071.pdf
http://women.nmth.gov.tw/zh-tw/History/History.aspx
http://women.nmth.gov.tw/zh-tw/History/Histor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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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   
「諸羅婦女協進會」成立，以圖婦女地位之向上為宗

旨。 

陳瓊花(2012)。藝術、性別

與教育-六位女性播種者的

生命圖像。台北：三民書

局。P35 

1927 

  「高雄婦女共勵會」成立。 

陳瓊花(2012)。藝術、性別

與教育-六位女性播種者的

生命圖像。台北：三民書

局。P35 

  
農民運動女中豪傑葉陶獲選為「台灣農民組合」婦女

部部長。 

http://women.nmth.gov.tw/zh-t

w/History/History.aspx 

1928 

  

台北第一師範學校，設立公學「師範女子演習科」，

為全省唯一的女子師範教育正式學制。高等女學校增

至 12 所，台灣女子就讀人口偏低，大都集中第三高

等女學校、彰化高等女學校、台南第二高等女學校。

高等女學校以培養女性相夫教子為目地。女子師範演

習科也謹以培植公學校家事科教員師資為目標。但已

是女性受教育所能獲得的最高學歷。 

 

  女革命家謝雪紅參與台灣共產黨成立 
http://women.nmth.gov.tw/zh-t

w/History/History.aspx 

  
吳謹取得女性司機的執照，成為當時台北州 550 位公

共汽車司機中唯一女性司機。 

http://women.nmth.gov.tw/zh-t

w/History/History.aspx 

  
「台灣婦女協進會」成立，是第一個以「臺灣」為名

的全島性婦運團體。  

http://www.taiwanwomencente

r.org.tw/public/Attachment/18

2316422071.pdf 

  

台灣全省性的「台灣省婦女會」成立，以台灣婦女的

需求為核心，協助失業婦女，輔導其就業技能，並出

版《台灣婦女月刊》及《台灣婦女通訊》等，以連繫

並凝聚各地婦女團體的力量，促進婦運工作，後更名

為「中華民國婦女會總會」。  

吳雅淇(2008)。介紹戰後台

灣婦女雜誌的長青樹－《台

灣婦女》月刊。近代中國婦

女史研究，16，273-276。 

1933   
台北帝大(今台灣大學)的法律課堂，出現台灣第一位

接受法律教育的女性－洪吳繡進。 

http://women.nmth.gov.tw/zh-t

w/History/History.aspx 

1939   第一位女博士－許世賢取得九州帝國大學醫學博士。 
http://women.nmth.gov.tw/zh-t

w/History/History.aspx 

1945   
台北市婦女會率先成立，是戰後臺灣第一個地方婦女

團體。  

http://www.taiwanwomencente

r.org.tw/public/Attachment/18

2316422071.pdf 

1946 
  

台灣省婦女會成立（日後的婦女會），為戰後台灣第

一個合法成立的省級婦女團體，積極提出廢娼與解放

婦女的主張，並實際從事保護養女工作。 

http://www.taiwanwomencente

r.org.tw/public/Attachment/18

2316422071.pdf 

  謝娥當選台灣首位女性立法委員。 http://women.nmth.gov.tw/zh-t

http://women.nmth.gov.tw/zh-tw/History/History.aspx
http://women.nmth.gov.tw/zh-tw/History/History.aspx
http://women.nmth.gov.tw/zh-tw/History/History.aspx
http://women.nmth.gov.tw/zh-tw/History/History.aspx
http://women.nmth.gov.tw/zh-tw/History/History.aspx
http://women.nmth.gov.tw/zh-tw/History/History.aspx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public/Attachment/182316422071.pdf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public/Attachment/182316422071.pdf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public/Attachment/182316422071.pdf
http://women.nmth.gov.tw/zh-tw/History/History.aspx
http://women.nmth.gov.tw/zh-tw/History/History.aspx
http://women.nmth.gov.tw/zh-tw/History/History.aspx
http://women.nmth.gov.tw/zh-tw/History/History.aspx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public/Attachment/182316422071.pdf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public/Attachment/182316422071.pdf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public/Attachment/182316422071.pdf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public/Attachment/182316422071.pdf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public/Attachment/182316422071.pdf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public/Attachment/182316422071.pdf
http://women.nmth.gov.tw/zh-tw/History/Histor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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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story/History.aspx 

  
許世賢由婦女會推舉當選嘉義市長，為台灣第一任女

性地方首長。 

http://web.pts.org.tw/~web01/f

emale/w3.htm 

1947 

8 月 10 日 

《臺灣新生報》刊登「《臺灣婦女》週刊」。這個專

欄自 1947 年 8 月 10 日起，由婦女工作委員會每週日

於《臺灣新生報》副刊版面發行。該欄位不論是編輯

與投稿者，均由女性執筆。這份公開的園地，吸引來

自家庭婦女、女公務員、女學生、女工、舞女、妓女

等各個階層、職業婦女的關注，成為臺灣女性最早獨

立發聲的平臺。1949 年 7 月 27 日結束，總計刊登 102

期。 

http://women.nmth.gov.tw/zh-t

w/Content/Content.aspx?para=

326&Class=81&page=0&type

=Content  

  
「中華民國憲法」頒布、實施，憲法中明文規定「性

別平等的原則」並通過婦女參政權。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68 

1949 

  實施戒嚴戡亂動員法。 
 

  

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YWCA 成立，是臺灣第一個具

國際、宗教、服務性質的婦女團體，致力改善貧窮，

培育臺灣女性領導力和國際觀。 

http://www.taiwanwomencente

r.org.tw/ct.asp?xItem=95700&

ctNode=255&mp=1  

1950 

  

蔣夫人宋美齡女士結合軍公教眷屬及企業家夫人創

立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以「為民眾增進會福祉，為

婦女爭取合法權益，為國家從事國民外交」為服務宗

旨。 

http://www.taiwanwomencente

r.org.tw/public/Attachment/18

2316422071.pdf 

  
《中華婦女月刊》創刊，內容以報導中華婦女各項活

動為主。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68 

1951 

  
台灣三絕才女－張李德和當選台灣省臨時省議會第

一任省議員。 

http://women.nmth.gov.tw/zh-t

w/History/History.aspx 

  

臺灣省政府、蔣宋美齡女士與婦女團體發起保護養女

運動，成立「臺灣省保護養女運動委員會」，結合政

府與民間力量，讓受虐養女能有申訴管道，以改善當

時養女困境。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69 

1956   
台北市兩名女子穿短褲及短衣在街上行走，被警員以

妨礙風化罪各罰三十元。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69 

1961   避孕藥上市。 
 

1963   女作家郭良蕙「心鎖」小說，被評定為色情作品遭禁。 
http://women.nmth.gov.tw/zh-t

w/History/History.aspx 

1971 
3 月 《雄獅美術》雜誌創刊。 

http://www.topwin.com.tw/pu

blication/activity-1-04.php 

  呂秀蓮返台在《聯合報》副刊發表〈傳統的男女角色〉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http://web.pts.org.tw/~web01/female/w3.htm
http://web.pts.org.tw/~web01/female/w3.htm
http://women.nmth.gov.tw/zh-tw/Content/Content.aspx?para=326&Class=81&page=0&type=Content
http://women.nmth.gov.tw/zh-tw/Content/Content.aspx?para=326&Class=81&page=0&type=Content
http://women.nmth.gov.tw/zh-tw/Content/Content.aspx?para=326&Class=81&page=0&type=Content
http://women.nmth.gov.tw/zh-tw/Content/Content.aspx?para=326&Class=81&page=0&type=Content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ct.asp?xItem=95700&ctNode=255&mp=1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ct.asp?xItem=95700&ctNode=255&mp=1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ct.asp?xItem=95700&ctNode=255&mp=1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public/Attachment/182316422071.pdf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public/Attachment/182316422071.pdf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public/Attachment/182316422071.pdf
http://www.topwin.com.tw/publication/activity-1-04.php
http://www.topwin.com.tw/publication/activity-1-04.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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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倡議反省傳統的性別文化、重塑男女社會角色。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69 

1974 
 

呂秀蓮出版《新女性主義》及《尋找另一扇窗》，大

力鼓吹新女性主義，成為台灣女性主義的揭竿者。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70 

陳瓊花(2012)。藝術、性別

與教育-六位女性播種者的

生命圖像。台北：三民書

局。P37 

1975   《藝術家》雜誌創刊。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70 

1976 
 

呂秀蓮等成立亞洲第一個結合婦運與出版業的「拓荒

者出版社」，鼓吹新女性主義。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70 

1982   

李元貞等人成立「婦女新知雜誌社」，為台灣第一個

女性主義雜誌社，發行鼓吹兩性平權的刊物，喚醒女

性自覺、深耕平權議題。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70 

http://www.awakening.org.tw/

chhtml/about.asp?id=6&atype

=1 

1983   
「婦女新知雜誌社」舉辦為期一週的「8338 婦女週」

活動。 

http://www.awakening.org.tw/

chhtml/about.asp?id=6&atype

=1 

1984   
十幾位離婚婦成立「拉一把協會」，提供諮商支持，

1988 年正式立案為「晚晴婦女協會」。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70 

1985 

  

台灣第一個學院內的婦女運動團體「國立台灣大學人

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簡稱「婦女研究室」)成立，

開啟台灣「學院內/學院翼」的婦運論述。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70 

  

台大人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成立，研究婦女與兩性

議題，出版《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為國內第一個

大學婦女研究室，其後各大學校院陸續成立，展開校

園女權運動。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70 

1986   

為抗議人口販賣及雛妓問題嚴重，且警方執法不力，

婦女、人權、原住民與教會等團體於 1987 及 1988 年

兩次「華西街大遊行」。 

http://women.nmth.gov.tw/zh-t

w/Content/Content.aspx?para=

386&page=0&Class=83  

1987 
 

解嚴後，人民團體法、集會遊行法放寬，自發性的女

性團體大為增加，例如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女

性權益促進會、婦女救援基金會等。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7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omen.nmth.gov.tw/zh-tw/Content/Content.aspx?para=386&page=0&Class=83
http://women.nmth.gov.tw/zh-tw/Content/Content.aspx?para=386&page=0&Class=83
http://women.nmth.gov.tw/zh-tw/Content/Content.aspx?para=386&page=0&Class=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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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新知雜誌社」籌募基金立案為「婦女新知基金

會」，以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促進婦女參政及制定符

合婦女權益之政策與法令為主要工作目標，為臺灣戰

後第一個標舉女性主義的婦女團體。 

陳瓊花(2012)。藝術、性別

與教育-六位女性播種者的

生命圖像。台北：三民書

局。P37 

http://www.awakening.org.tw/

chhtml/about.asp?id=1&atype

=1 

 

「台灣婦女救援協會」成立，由婦女新知、彩虹少女

之家、台灣人權學會籌辦。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71 

 
勵馨基金會成立，雛妓救援，終止性暴力。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71 

1988 

6 月 
台灣省立美術館開幕，以「台灣美術」為定位、運作

目標。 
台灣省立美術館網站 

  台灣基層婦女勞工中心成立，保障基層婦女工作權。 

http://www.taiwanwomencente

r.org.tw/public/Attachment/18

231644271.pdf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成立，關心環保議題。 

http://www.taiwanwomencente

r.org.tw/ct.asp?xItem=95700&

ctNode=255&mp=1 

1989 

  
臺北市政府設置康乃馨服務專線，為第一個婚姻暴力

求助專線。 

http://www.npf.org.tw/post/2/8

581 

  
台大人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出版【婦女與兩性學

刊】，為亞洲第一份性別研究學刊。 

http://gender.psc.ntu.edu.tw/G

ender/page/page_12_1.php?cat

_id=126 

  
台灣第一個女性環保團體「主婦環境保護基金會」成

立。 

http://women.nmth.gov.tw/zh-t

w/History/History.aspx 

  
「婦女新知基金會」完成「男女工作平等法」草案。

聯合其他婦女團體發表「十大婦女聯合政見」。 

http://www.awakening.org.tw/

chhtml/about.asp?id=6&atype

=1 

1990 

  台灣第一個女同性戀團體「我們之間」成立。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71 

  
「婦女新知基金會」舉辦首次大專女生研習營。成立

「女性學研究中心」，定期舉辦書報討論會。 

http://www.awakening.org.tw/

chhtml/about.asp?id=6&atype

=1 

  
全台灣第一個婦女學苑於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幼青

少年活動中心開辦。 

http://www.play.gov.tw/wcyc/

page.aspx?page_id=4 

1991 3 月 8 日 「婦女新知基金會」、「主婦聯盟」等新興婦女團體 http://www.awakening.org.tw/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public/Attachment/18231644271.pdf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public/Attachment/18231644271.pdf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public/Attachment/18231644271.pdf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ct.asp?xItem=95700&ctNode=255&mp=1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ct.asp?xItem=95700&ctNode=255&mp=1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ct.asp?xItem=95700&ctNode=255&mp=1
http://www.npf.org.tw/post/2/8581
http://www.npf.org.tw/post/2/8581
http://gender.psc.ntu.edu.tw/Gender/page/page_12_1.php?cat_id=126
http://gender.psc.ntu.edu.tw/Gender/page/page_12_1.php?cat_id=126
http://gender.psc.ntu.edu.tw/Gender/page/page_12_1.php?cat_id=126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play.gov.tw/wcyc/page.aspx?page_id=4
http://www.play.gov.tw/wcyc/page.aspx?page_id=4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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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舉辦「婦女嘉年華會」。 chhtml/about.asp?id=6&atype

=1 

  
「婦女新知基金會」抗議將「婦女節」與「兒童節」

合併成「婦幼節」的不當作法。 

http://www.awakening.org.tw/

chhtml/about.asp?id=6&atype

=1 

1992 

  
「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高醫兩性研究中心」成

立。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71 

  楊翠出版《日據時期台灣婦女解放運動》。 
http://women.nmth.gov.tw/zh-t

w/History/History.aspx 

  
「婦女新知基金會」、「主婦聯盟」、「晚晴協會」、

「新女性聯合會」共同發表「婦女保障名額」聲明。 

http://women.nmth.gov.tw/zh-t

w/History/History.aspx 

1993 

  
關心性別研究學者組成台灣女性學學會成立(2002 年

正式立案)。 

http://www.taiwanwomencente

r.org.tw/public/Attachment/18

2316422071.pdf 

  

「婦女新知基金會」展開一整年的婦女健康講座活

動。與黑白屋影像工作室合辦台灣首屆「女性影像藝

術展」。舉辦「民間團體檢視台灣愛滋環境」公聽會。

出版「愛要怎麼做－女人愛滋手冊」。 

http://www.awakening.org.tw/

chhtml/about.asp?id=6&atype

=1 

  

女人連線反對性騷擾大遊行，首次未借助其他社運團

體，以女性議題為主的大規模活動。遊行中途，何春

蕤喊出「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使女性情慾自主

成為重要話題 。  

http://content.edu.tw/wiki/inde

x.php/%E6%80%A7%E5%88

%A5%E5%B9%B3%E7%AD

%89%E6%95%99%E8%82%

B2 

  
「台灣女性學學會」、「婦女政策研究發展中心」、

「台北市社區婦女協會」成立。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71 

9 月 28 日 

由女性學者發起，在清華大學的月涵堂舉行「台灣女

性學學會」的成立大會(於 2002 年 9 月 9 日正式立

案)，抨擊國家考試公然歧視女性，要求大專院校中

女生必修的護理課程改為通識課。 

陳瓊花(2012)。藝術、性別

與教育-六位女性播種者的

生命圖像。台北：三民書

局。P37 

1994 

  

「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性別與空間研究室」、「成

大婦女與兩性研究室」、「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成立。 
 

4 月 17 日 
台北女書店成立，為華文地區第一家女性主義專業書

店。 

http://www.fembooks.com.tw/i

ndexaboutus.php 

  

「婦女新知基金會」發起「牽手出頭天，修法總動員」

萬人連署活動。參與民法第 1089 條釋憲運動。發起

「522 女人連線反性騷擾」大遊行。聲援鄧如雯殺夫

案，使其獲得減刑。 

http://www.awakening.org.tw/

chhtml/about.asp?id=6&atype

=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public/Attachment/182316422071.pdf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public/Attachment/182316422071.pdf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public/Attachment/182316422071.pdf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content.edu.tw/wiki/index.php/%E6%80%A7%E5%88%A5%E5%B9%B3%E7%AD%89%E6%95%99%E8%82%B2
http://content.edu.tw/wiki/index.php/%E6%80%A7%E5%88%A5%E5%B9%B3%E7%AD%89%E6%95%99%E8%82%B2
http://content.edu.tw/wiki/index.php/%E6%80%A7%E5%88%A5%E5%B9%B3%E7%AD%89%E6%95%99%E8%82%B2
http://content.edu.tw/wiki/index.php/%E6%80%A7%E5%88%A5%E5%B9%B3%E7%AD%89%E6%95%99%E8%82%B2
http://content.edu.tw/wiki/index.php/%E6%80%A7%E5%88%A5%E5%B9%B3%E7%AD%89%E6%95%99%E8%82%B2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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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王清峰成為我國第一位女性副總統候選人。 

http://zh.wikipedia.org/wiki/%

E7%8E%8B%E6%B8%85%E

5%B3%B0 

  

「婦女新知基金會」與台北市晚晴婦女協會帶著三萬

民眾的連署書，將「新晴版民法親屬編修正草案」送

進立法院。組織「婆婆媽媽遊說團」實際監督修法工

作的進行。參與國際愛滋紀念被單特展活動。「男女

工作平等法」草案第五版出爐，增訂職場性騷擾防治

專章。 

http://www.awakening.org.tw/

chhtml/about.asp?id=6&atype

=1 

1996 

  
民進黨婦運部主任彭婉如遇害，「婉如行動」──抗

議全國治安會議行動，並提出婦女十大訴求。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72 

  
大專女學生爭取「新女廁運動」，為女性爭取生活空

間。 

http://women.nmth.gov.tw/zh-t

w/History/History.aspx 

  

「婦女新知基金會」和婦女團體共同發起「女人一百」

大遊行。遊說立院三讀通過民法親屬編部份條文修正

案，廢除子女監護權歸夫等父權條款，增訂夫妻財產

溯及既往的施行細則。 

http://www.awakening.org.tw/

chhtml/about.asp?id=6&atype

=1 

12 月 21 日 

婦女界組成的「婉如行動」全國婦女連線成員舉行「女

權火、照夜路」夜間大遊行活動，訴求爭取女性夜行

權。 
 

1997 

3 月 

教育部設立「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推動全國性平

教育。後配合 2004 年性別平等教育法公佈改為「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陳瓊花(2012)。藝術、性別

與教育-六位女性播種者的

生命圖像。台北：三民書

局。P38 

5 月 6 日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成立。並於 1998 年

由內政部捐資成立「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

會」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72 

  內政部長葉金鳳上任 ，我國第一位女性部長。 
 

  「彭婉如基金會」成立，推動兩性平權。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72 

10 月 
第一個女性電子報－網氏電子報發刊。以拓展網路上

的女性空間為任務。 

http://forum.yam.org.tw/bongc

hhi/aboutbong.htm 

  

「婦女新知基金會」將年度主題訂為「女人抗暴年」，

以紀念彭婉如。與葉菊蘭委員合辦夫妻財產制系列公

聽會。舉辦「兩性工作平等系列研討會」 

http://www.awakening.org.tw/

chhtml/about.asp?id=6&atype

=1 

  

公共電視製作「世紀女性﹐台灣第一」，拍攝八集人

物紀錄影片(每集 30 分鐘)，其中陳進為台灣第一位女

畫家。 

http://web.pts.org.tw/~web01/f

emale/w1.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6%B8%85%E5%B3%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6%B8%85%E5%B3%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6%B8%85%E5%B3%B0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eb.pts.org.tw/~web01/female/w1.htm
http://web.pts.org.tw/~web01/female/w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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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婦女新知基金會」推出「女人獨立運動」，爭取女

性獨立的財產權、投票權、身體自主權及獨立造家的

基本權利。出版「女選民完全投票手冊」。成立「婆

婆媽媽法院觀察團」。完成男女工作平等法第六版修

正案。 

http://www.awakening.org.tw/

chhtml/about.asp?id=6&atype

=1 

6 月 

立法院通過將民法第 1000 條取消「妻冠夫姓」的規

定。並三讀通過公佈施行「家庭暴力防治法」，打破

「法不入家門」的傳統觀念。  

http://forum.yam.org.tw/bongc

hhi/old/tv/tv79.htm 

1999 

  

教育部通過《婦女教育政策》，從學校、家庭、與社

會教育等三大層面著手，宣布二十一世紀「全人教

育，溫馨學校，終身學習」的教育願景。 

陳瓊花(2012)。藝術、性別

與教育-六位女性播種者的

生命圖像。台北：三民書

局。P38 

5 月 6 日 台灣性別人權協會成立 http://gsrat.net/ 

  

「婦女新知基金會」出版「男女工作平等法催生手

冊」。拍攝「要孩子，也要工作」職場懷孕歧視紀錄

片。 

http://www.awakening.org.tw/

chhtml/about.asp?id=6&atype

=1 

2000 

  
高雄師範大學成立亞洲第一個結合教育與性別研究

關懷為主題之研究所 

http://www.taiwanwomencente

r.org.tw/public/Attachment/18

2316422071.pdf 

3 月 1 日 「兩性工作平等法」實施 
 

  
南台灣第一間性別主題書店誕生－好書店，其後於

2006 年結束經營。 

http://women.nmth.gov.tw/zh-t

w/History/History.aspx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成立一女性主題空間－紫藤廬。 
http://women.nmth.gov.tw/zh-t

w/History/History.aspx 

  
政黨輪替，呂秀蓮成為中華民國史上的首位女副總

統。 

陳瓊花(2012)。藝術、性別

與教育-六位女性播種者的

生命圖像。台北：三民書

局。P38 

http://women.nmth.gov.tw/zh-t

w/History/History.aspx 

2001 

10 月 29 日 
二百多位大陸新娘走上街頭，抗議政府將取得身分證

的居留期限從 8 年延長為 11 年 

http://big5.china.com.cn/zhuan

ti2005/txt/2003-01/15/content_

5262233.htm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高雄市原住民婦女會成立 

http://www.taiwanwomencente

r.org.tw/public/Attachment/18

2316422071.pdf 

  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成立  

http://www.taiwanwomencente

r.org.tw/public/Attachment/18

2316422071.pdf 

  臺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號召臺灣同志社群，舉辦首屆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public/Attachment/182316422071.pdf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public/Attachment/182316422071.pdf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public/Attachment/182316422071.pdf
http://big5.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3-01/15/content_5262233.htm
http://big5.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3-01/15/content_5262233.htm
http://big5.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3-01/15/content_5262233.htm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public/Attachment/182316422071.pdf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public/Attachment/182316422071.pdf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public/Attachment/182316422071.pdf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public/Attachment/182316422071.pdf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public/Attachment/182316422071.pdf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public/Attachment/1823164220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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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臺灣同志遊行 

3 月 5 日 

高雄市滿天星婦女團體聯盟於婦女館召開成立記者

會。滿天星婦女團體聯盟是由高雄市 13 個婦女團體

組成，為了響應「性別主流化」的國際趨勢，特別提

出「資源建構面」、「弱勢關懷面」、「婚姻教育面」、

「健康關懷面」、「單親婦女關懷面」及「外籍移民

家庭關懷面」等六大層面。 

http://www.eewow.com/utf-8/

a/12/2-6609.htm 

  「兩性工作平等法」通過。 
http://women.nmth.gov.tw/zh-t

w/History/History.aspx 

  
高市府社會局婦女館「女性圖書史料室」政室對外開

放，為全國首座的女性圖書史料室。 

http://www.taiwanwomencente

r.org.tw/ct.asp?xItem=99310&

ctNode=260&mp=1 

  
「婦女新知基金會」年度主題為「好聚好散年」，發

表分手暴力調查報告。 

http://www.awakening.org.tw/

chhtml/about.asp?id=6&atype

=1 

2003 

  
台灣第一個女性主題商業電台「姊妹電台」105.7 正

式開播。 

http://women.nmth.gov.tw/zh-t

w/History/History.aspx 

  
內政部成立臺灣國家婦女館，由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

金會承接。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

Journal/GetPDF?tid=A070803

27&jid=69000058&eid=d85ed

56920e06365d950e2535cf08c

cd 

http://www.eewow.com/utf-8/

a/12/2-6609.htm 

  

「婦女新知基金會」年度主題為「多漾風華年」。發

起「女人反戰 女人要和平」活動。發起參加反戰靜

走等相關活動。舉辦「請叫我…」不要叫我外籍新娘

徵文活動。舉辦「南洋 台灣 姊妹情」文化活動。「姑

/孤娘廟」記者會，從習俗看單身女性處境。 

http://www.awakening.org.tw/

chhtml/about.asp?id=6&atype

=1 

2004 

6 月 3 日 

政府公布《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中央及地方政府

主管教育單位及各級學校均必須設置「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 

陳瓊花(2012)。藝術、性別

與教育-六位女性播種者的

生命圖像。台北：三民書

局。P38 

  

「婦女新知基金會」年度主題為「推動成立行政院性

別平等委員會」，持續舉行記者會及遊說政黨，進行

選制改革、提倡女性參政，並推動政府組織再造。 

http://www.awakening.org.tw/

chhtml/about.asp?id=6&atype

=1 

2005   

「婦女新知基金會」年度主題為「多元姐妹」。進行

原住民婦女權益巡迴講座、原住民族群家庭暴力之防

治及宣導。與移盟提出「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正案，

倡導女性移民移住人權。舉辦「女性主義的社會實踐

http://www.awakening.org.tw/

chhtml/about.asp?id=6&atype

=1 

http://www.eewow.com/utf-8/a/12/2-6609.htm
http://www.eewow.com/utf-8/a/12/2-6609.htm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ct.asp?xItem=99310&ctNode=260&mp=1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ct.asp?xItem=99310&ctNode=260&mp=1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ct.asp?xItem=99310&ctNode=260&mp=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omen.nmth.gov.tw/zh-tw/History/History.aspx
http://women.nmth.gov.tw/zh-tw/History/History.aspx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GetPDF?tid=A07080327&jid=69000058&eid=d85ed56920e06365d950e2535cf08ccd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GetPDF?tid=A07080327&jid=69000058&eid=d85ed56920e06365d950e2535cf08ccd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GetPDF?tid=A07080327&jid=69000058&eid=d85ed56920e06365d950e2535cf08ccd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GetPDF?tid=A07080327&jid=69000058&eid=d85ed56920e06365d950e2535cf08ccd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GetPDF?tid=A07080327&jid=69000058&eid=d85ed56920e06365d950e2535cf08ccd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GetPDF?tid=A07080327&jid=69000058&eid=d85ed56920e06365d950e2535cf08ccd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GetPDF?tid=A07080327&jid=69000058&eid=d85ed56920e06365d950e2535cf08ccd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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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發起「公民參與媒體改造聯盟」推動媒體自

律。性別新聞組志工進行新聞監看。「民法諮詢熱線

十週年」記者會。「女人戲法行動劇團」法律講座及

巡迴演出十場。開設「民法 Q&A」專欄。舉辦家庭

暴力防治宣導講座。持續推動行政院設立性別平等委

員會。持續推動家事事件法、民法親屬編之修法。檢

視職場性騷擾申訴管道。 

2006 

  
內政部成立臺灣國家婦女館，由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

金會承接。 

http://www.taiwanwomencente

r.org.tw/public/Attachment/18

231644271.pdf 

  以女同志媽媽為核心的「拉媽報」創刊。 
http://women.nmth.gov.tw/zh-t

w/History/History.aspx 

  「婦女新知基金會」年度主題為「性別與媒體」。 

http://www.awakening.org.tw/

chhtml/about.asp?id=6&atype

=1 

2007 

  

立院通過「性別工作平等法修正案」增加性傾向歧視

條文等。通過民法第 1059 子女姓氏平等協商之修正

條文。移盟推動「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正案」通過多項

保障婚姻移民權益條文，舉辦遊行要求廢除財力證

明。 

http://www.awakening.org.tw/

chhtml/about.asp?id=6&atype

=1 

  
台灣婦女年鑑發行，為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

金會出版。 

http://www.iwomenweb.org.tw

/cp.aspx?n=122F27BD553D2F

0E 

2008   
「婦女新知基金會」年度主題為「歡喜從母姓年」。

母親節「歡喜從母姓？困難知多少」記者會。 

http://www.awakening.org.tw/

chhtml/about.asp?id=6&atype

=1 

2010 4 月 30 日 
立法院終於通過民法親屬編修正案，成年子女擁有姓

氏選擇權，不需經父母同意。 

http://www.frontier.org.tw/bon

gchhi/?p=10926 

2012 1 月 1 日 

行政院內成立性別平等處，為我國第一個性別平等專

責機制，並將「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擴大為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簡稱性平會）。 

http://www.gec.ey.gov.tw/cp.a

spx?n=EA49F59ED5EDCFE9 

2013 7 月 3 日 行政院正式頒佈 10 月 11 日訂為「台灣女孩日」。 

http://www.gec.ey.gov.tw/cp.a

spx?n=EA49F59ED5EDCFE1

0 

 

國外女性藝術發展重要記事 

1910   
首屆「國際婦女代表大會」公訂三月八日為國際婦女

節。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67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public/Attachment/18231644271.pdf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public/Attachment/18231644271.pdf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public/Attachment/18231644271.pdf
http://women.nmth.gov.tw/zh-tw/History/History.aspx
http://women.nmth.gov.tw/zh-tw/History/History.aspx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about.asp?id=6&atype=1
http://www.frontier.org.tw/bongchhi/?p=10926
http://www.frontier.org.tw/bongchhi/?p=1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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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   英國通過「選舉改革法」，婦女獲得參政權。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67 

1920   
美國通過婦女參政權，並通過憲法第十九條修正案，

婦女享有投票權。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67 

1949   
法國女作家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出版《第二

性》(The Second Sex)，為當代女權運動開端。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68 

1970   
在英國倫敦首次有女性自由藝術團體(Women's 

Liberation Art Group)的成立。 

陳瓊花(2012)。藝術、性別

與教育-六位女性播種者的

生命圖像。台北：三民書

局。P.29 

1971 

  

美國的女性藝術史學者琳達諾克林(Linda Nochlin)在

ArtNews 雜誌發表文章提問：「為什麼沒有偉大的女

性藝術家？」(Why have there been no great women 

artists?)，成為當代研究女性主義藝術史的一篇經典文

本。 

陳瓊花(2012)。藝術、性別

與教育-六位女性播種者的

生命圖像。台北：三民書

局。P.29 

  
藝術家茱蒂芝加哥(Judy Chicago)在 Fresno State 

College 開設全美首次的女性主義藝術課程。 

陳瓊花(2012)。藝術、性別

與教育-六位女性播種者的

生命圖像。台北：三民書

局。P.29 

1972   

英國發行首份的女性主義期刊 Space Rib，同時在美

國紐約也發行首次的女性主義期刊 The feminist Art 

Journal。  

陳瓊花(2012)。藝術、性別

與教育-六位女性播種者的

生命圖像。台北：三民書

局。P.30 

1975   
聯合國宣布 1975 年為「國際婦女年」，並在墨西哥

召開第一屆婦女大會。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70 

1979 

  
現代婦女基金會成立國內第一個「強暴危機處理中

心」，展開婦女人身安全法案之立法運動。  

  柴契爾夫人擔任英國首相，創全球女性參政典範。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70 

  德雷莎修女獲諾貝爾和平獎。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

展(1998)。台北：台北市立

美術館。P170 

1981 5 月 德國第一座女性博物館成立(Frauen museum) 
http://www.frauenmuseum.de/

en/ueber-uns.php 

1981 11 月 美國第一座專屬女性的美術館在美國華盛頓成立。 http://nmwa.org/about/our-hist

http://www.frauenmuseum.de/en/ueber-uns.php
http://www.frauenmuseum.de/en/ueber-un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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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Museum of Women in the Arts） ory 

1982   

史上第一本集合女性美術史論文集《女性主義與藝術

歷史：對傳統美術史的質疑》(Feminism and Art 

History：Questioning the Litany，Norma Broude, Mary D. 

Garrad eds) 在美國誕生。 

http://nmwa.org/about/our-hist

ory 

2001   

紐約布魯克林美術館（Brooklyn Museum of Art）舉辦

了大型女性藝術展「全球女性主義」（Global 

Feminisms） 

http://artouch.com/artco/story.

aspx?aid=2008010915663 

2007   

韓國仁川多元藝術中心（Incheon Multiculture & Arts 

Center）舉辦了第一屆「仁川女性藝術雙年展」（2007 

International Inchon Women Artists' Biennale），這是亞

洲地區首次的女性藝術雙年展。 

http://artouch.com/artco/story.

aspx?aid=2008010915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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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mwa.org/about/our-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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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rtouch.com/artco/story.aspx?aid=2008010915663
http://artouch.com/artco/story.aspx?aid=2008010915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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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台灣與女性藝術有關之新聞報導明細(1975-2014) 

類別 時間日期 標頭名稱 

聯合報.12 1975/3/2 一位「美」的畫家孫多慈 

民生報.06 1978/3/8 不公平？好吧，看老娘的！ 

民生報.07 1979/12/21 雷射繪畫.以光代筆 千變萬化.神奇美麗 席慕蓉畫展今天結束 

民生報.07 1980/4/30 今日看我 八十年代與女性藝術家 

聯合報.09 1980/8/2 卓以玉憑靈感鑄型 像織夢的少女‧寄柔緒於無言 

聯合報.09 1981/3/3 侯翠杏的藝術天地 

民生報.10 1981/5/6 捕捉生命的色彩 袁樞真畫筆充滿情感 

民生報.10 1981/8/20 人物專訪 介紹一位女性藝術史家和藝評家 世界名人錄中的徐小虎 

民生報.07 1982/12/3 吳李玉哥八十二歲的童趣與質樸 粗拙中娓娓道出纖纖母愛 

聯合報.09 1983/6/4 女畫家籌組畫會 

民生報.09 1984/11/8 大地冰封 掩不住創作熱 馬浩寄情陶作慰鄉思 

聯合報.12 1985/5/21 畫家筆下的女人 羅蘭珊的西班牙舞女 

民生報.09 1986/5/21 女畫家聯誼會聯展—國父紀念館舉辦 

聯合報.09 1986/7/14 綜藝藝廊—賴純純 追求存在與變化 

民生報.09 1986/9/19 專門陳列婦女的作品 首座藝術館將座落華府 

聯合報.12 1987/2/18 第一座女性美術館 

民生報.04 1987/3/8 文藝圈男生看女生 第二性成就不輸第一性 若非家務羈絆‧應該會更強 

聯合報.06 1987/12/3 婦女新知主婦聯盟 正式登記為基金會 女藝術家贊助籌款 

民生報.08 1988/1/11 塑陶 作畫 說生活—林貴蘭 賴美華展「心事」 

民生報.15 1988/1/21 婦女新知籌基金 舉行晚會及義賣 

民生報.08 1988/4/27 賴純純的豐富之旅 作品首度的瑞士展出獲熱烈迴響 

聯合報.15 1990/6/18 婦女新知基金的「女性藝術演講系列」 

聯合報．25 1990/6/25 

游擊女孩 單挑美國藝術界 她們戴著人猿面具﹐隨時出擊﹐藝術界那兒

有男女不平等的現象﹐她們就遠征到那兒﹐毫不留情。 

聯合報．17 1990/7/4 陳幸婉在歐發表作品 

聯合報．17 1990/7/30 徐秀美吞吐新情致 八年創作生活總告白 

民生報．14 1990/10/21 

女畫家勇於表現 畫路意境掀新漸 娘子軍 跨越閨秀畫 嚴明惠「女性主

義」 

經濟日報．32 1990/11/11 週日藝廊 蔬果與乳房的謳歌 嚴明惠以畫筆表達女性意識 

聯合報．29 1990/12/8 彭瓊華--- 展出絲畫生活 

民生報．22 1991/2/5 慶祝婦女節 活動型態不再刻板 嘉年華會深入社區 氣氛濃 

民生報．14 1991/2/22 

今年婦女節特別有文化 藝文界熱烈參與活動 昨天已經上街暖身了 「女

人．女人」「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家特展」 

中國時報 22 1991/3/11 

有詩有畫有陶藝有散文的心靈世界 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家特展強調女性

觀點 

民生報．14 1991/5/3 女性藝術家 老中青三代 首展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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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20 1991/7/31 

女畫家悲劇一生留巨作 潘玉良再現人間 不談戀愛﹑不入外國籍﹑不和

經紀商簽約﹐有「三不女士」之稱的潘玉良﹐部分遺作從巴黎運來展出。 

中國時報 18 1991/8/1 

畫壇傳奇 留圖為證 潘玉良畫展今揭幕 中國早期旅法唯一的女畫家潘

玉良 

民生報．14 1991/8/1 潘玉良作品 自法空運來台 

聯合晚報．09 1991/8/1 

潘玉良 畫筆無悔補情天 從青樓女子到留法藝術家 台北首見大規模遺

作展 

聯合報．29 1991/9/15 白宮旁邊有座女性藝術殿堂 

民生報．14 1991/10/15 女．我（娥）展 描繪台灣女性藝術的成長 

中國時報 27 1991/11/5 女店 女性藝術與魔術盒 

聯合報．25 1991/11/10 

一九九一年台北金馬國際影片觀摩展特輯 聯副策畫 世界電影新光譜

(下) 女性導演電影 

聯合報．23 1992/1/10 92 年做妳自己的主人 女人篇 

聯合報．18 1992/5/12 日本女性創作之路 藝術家無限孤寂 

聯合報．18 1992/6/24 用鏡頭替代利舌 辛蒂雪曼酷得令人窒息 薛保瑕寄自紐約 

聯合報．15 1992/7/8 大自然給她力與情 罹患腦性麻痺 黃美廉不屈不撓 畫出對社會的熱愛 

聯合報．25 1992/7/22 連寶猜以陶藝表現文學意趣 

聯合報．18 1992/8/2 肉體強勁的推拉扯扭 生命底層的唯美暴動 郭聯佩畫寫人生 

聯合報．18 1992/8/6 十才女,絲路行 體驗不同生活,激發創作靈感 

聯合報．28 1992/10/1 嘮叨的布拼 吳瑪悧 

聯合報．29 1992/11/19 用男人的眼光看女人 許曉丹 吳瑪悧 

民生報．14 1992/11/30 女性角色畫探索  林珮淳個展 特徵很明顯 

中國時報 22 1992/12/31 

紀念愛子辭世盧月鉛畫展 過去曾經從事皮雕創作的女性藝術家盧月鉛

已有新的運用媒材,最近將在台 北展出繪畫作品。 

民生報．14 1993/3/11 開啟紋身視野 攝影家高媛於台北誠品藝文空間展出紋身紀事 

聯合報．18 1993/4/8 美術散步 女畫家春天展藝 形與色、情與心 

民生報．14 1993/4/20 卡蜜兒 高市美 結緣訂大展 

民生報．22 1993/5/18 老而彌堅 不畏病魔 楊常君 寄情撕畫藝術 

民生報．14 1993/9/5 洪麗芳的藝術遊走於不同的領域 柏楊說她是畢卡索的第二個女兜 

聯合報．33 1993/9/26 女人正在用影像寫她的歷史 「女性影像藝術展」 

聯合報．25 1993/10/15 藝術與商品的戰爭 吳瑪利的大發汽車遭汽車商指控侵權 

民生報．14 1994/1/30 應景應節應情 藝術夫妻檔聯展 十二對各見所長 

聯合晚報．14 1994/3/11 新兩性模式 男人與女人合作 女書店開張 

中國時報 22 1994/4/17 台灣女性藝術家抽象畫聯展 

民生報．14 1994/4/17 各有取向集合展現 女性藝術家 展覽多起來 

聯合晚報．10 1994/6/5 

女人不是只有戰爭 藝文界女性獻力 ‘女性文化’系列活動 用肢體訴

情 「女性創作的力量」 

民生報．14 1994/10/2 

西方熱門趨勢 台灣急起直追 女性主義藝術觀破土而出 北市美已展開

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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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報．14 1994/10/22 找回台灣早期女性藝術家 賴明珠從社會藝術史角度進行艱難研究 

聯合報．42 1995/5/4 

國內帶狀出版活動 順益博物館新館長跨海履新 嚴明惠談女性創作的力

量 

民生報．14 1995/5/12 塑陶借光 雕刻詩情 兩個女人給人驚喜 蘇玉珍，薩燦如 

民生報．31 1995/6/6 女書店實踐女人集體出遊計畫 婦運史蹟文化 有看頭 

聯合報．37 1995/6/18 《黃碧端專欄》 畫畫的女子 

民生報．14 1995/7/17 藝術創作男女有別？ 北市美典藏展 擺出性別話題 

聯合報．35 1995/7/17 

人文新指標女性文化 女性藝術創作 平衡點 參加座談者揭示女性藝術

長久處於「被決定」的角色;尋找和解的兩性平衡觀感，將是重大課題 

中國時報 43 1995/7/20 女性,藝術與權力 女性身手跨躍藝術裱框 

民生報．14 1995/7/24 

巧合變成畫廊潮流 女性畫展 不約而同湊成風氣 彩繪現新波 淡季掀熱

浪 

中國時報 33 1995/8/6 

要惠珠四十歲首次開個展「人體拉麵」端上檯面 要惠珠,這位女性藝術

家用自己的軀體作畫,但是要談的不是情欲、不是女性 自覺,也不想控訴

權力壓迫。只是身而為人,急急地想探存在這件事而已。 

聯合報．42 1995/8/10 穿越巴黎的感官紀錄 專訪巴黎獎得獎人謝伊婷 

民生報．14 1995/8/21 手工處理的照片 營造暖昧的空間 

聯合晚報．15 1995/8/23 

無名亦無友 她只能帶著她的畫沈默地走歷史裡沒有光的角落。 琳達．

諾克林的《女性，藝術與權力》 

民生報．14 1995/8/28 

台北攝影節 兩項攝影獎 女性佔鰲頭 作品多樣化 手法也翻新 評審也

問：怎麼做的？ 

聯合報．35 1995/11/2 女性藝術嘉年華 邀大夥共襄盛舉 

聯合報．35 1995/11/2 林珮淳相對說畫 反諷古今女性美 

民生報．14 1995/11/6 女性 藝術 調製新調調 明春辦活動 徵求創意和作品 

聯合報．35 1996/3/18 胡玲瑜與嚴明惠 攜手舉行雙個展 

聯合報．35 1996/4/10 

女性影像獎 前衛大膽 這項「女性情慾與身體」藝術展，計有各國廿四

部影片參與 

民生報．14 1996/5/14 

女性創作 肆人現象 比較對照 發現異同 玩味趨勢 池農深、洪少瑛、徐

洵蔚、陳張莉 

民生報．14 1996/8/25 百轉千迴肝膽畢現 女人心事 黎海寧總羅曼菲 舞心相映 

民生報．14 1996/9/20 雲門秋季公演開場 ‘黎海寧專輯’登場 讓賞舞的人觸探感性 

民生報．19 1996/10/3 

琉璃工房將赴日展敦煌系列 楊惠珊受邀為日本奈良藥師佛寺製作鎮壇

具 

聯合報．35 1996/10/17 公共藝術 賴純純與百衲作 女性觀東西對話 

民生報．19 1996/11/16 李嘉倩架構‘粉紅夢’ 由自身經驗出發 十足女性主義特質 

民生報．19 1996/12/12 陳進 昨天被告知 獲大獎 行政院文化獎章 本月卅日頒給她 

聯合報．14 1996/12/20 

女權火 照夜路 明晚大遊行 市府允配合 兩線公車延後收班 大安公園

西北角設計程車招呼站 提供夜歸婦女 乘車安全 

聯合晚報．04 1996/12/21 女權火 今晚照夜路 三千婦女爭權益 此市府配合開出夜間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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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39 1997/2/3 

女性藝術家的尤里西斯之旅 《化名奧林匹亞》遠流出版公司 尤妮絲．

立普頓著 陳品秀譯 

民生報．19 1997/3/22 張元茜介紹日韓當代女性藝術 

民生報．19 1997/4/1 

《國際石雕藝術季藝術家介紹》系列之七 國際展經驗豐富 薩璨如 東方

人的敏銳感 觸探高層次特質 

民生報．31 1997/4/9 婦女成長課程 

民生報．19 1997/4/14 

現代藝術展覽女性觀 女藝術家 女性議題 不約而同進駐台北覽場所 新

樂園藝術空間的「遊戲女人－－純粹女性視覺影像裝置展 

中國時報 25 1997/4/15 林蓓菁、侯淑姿、林杏鴻、林致安..... 女性藝術家 各抒觀點 

經濟日報．14 1997/4/20 破繭集 影像震撼.顛覆視覺 侯淑姿的女性藝術觀 

中國時報 25 1997/6/18 

加拿大藝術首次大規模展現 溫哥華女性藝術展 與環境對話 一項「溫哥

華女性藝術展」即將於六月底在台北市立美術館展出。這是加拿 大的藝

術首次以較大規模在台灣展現。 

中國時報 25 1997/6/29 

溫哥華女性藝術展、「女人.台北」攝影展同時推出 女人多樣風貌 台北

綻現 

民生報．19 1997/6/29 

女性議題藝術觀點 台北市有兩項展覽 都以女性為主題 表現兩時兩地

現象 照片展現軌跡 作品呈現關懷 

聯合報．18 1997/6/29 溫哥華女性台北展藝術 林曼麗 可視為「台灣女生藝術展」前奏曲 

民生報．19 1997/8/1 陳慧嶠藝路心跡 展現成熟的完成度 凸顯女性藝術特質 

中國時報 23 1997/8/21 

芝加哥熱 席捲寶島 名作晚宴部分展品明年來台展出 著名的美國女性

藝術家茱蒂.芝加哥 Judy Chicago 即將陸續被介紹至台灣 。 

中國時報 14 1997/8/23 

對藝術創作有濃厚興趣 在畫布上揮灑出對自然的感動 石鈴展現內在風

情 推出油畫個展 

聯合報．18 1997/10/8 歐姬芙熱 再現美國 歐姬芙美術館七月開幕 人潮湧入 

聯合報．47 1997/10/20 

透過藝術,了解另一個人的宇宙觀 穿越花朵 茱蒂‧芝加哥著 陳宓娟譯 

遠流出版公司 

中國時報 23 1997/11/23 

用藝術作品重新看新聞 柯燕美、周文麗、張金玉、莊彩琴、陳豔淑、林

麗 華高雄開展 

聯合報．18 1997/11/23 參加「擴展藝術」國際展覽 蔡淑惠噴泉將在美閃耀 

中國時報 7 1997/12/13 

血跡斑斑的歷史傷痕 600 個保險套 慰安婦一月工作量 山鳥田美子以藝

術 作品揭發日軍暴行 台灣婦女用「千人針」縫出愛的力量 

中國時報 23 1997/12/13 

一千位新莊女人 心願密密縫 日本藝術家實地在寶島居住三個月才創作

完成 

民生報．19 1997/12/15 千人針’聚焦慰安婦 田美子為女性藝術家裝置展揭開序幕 

民生報．19 1997/12/16 女性藝術旗手 茱蒂芝加哥今晚到 使藝術與性別成為顯學的人 

中國時報 23 1997/12/18 

精采人物聚焦 女性藝術健將 應新莊文化藝術中心邀請訪台「晚宴」主

人 芝加哥現身 

民生報．19 1997/12/18 我創造了女性主義藝術家 茱蒂‧芝加哥 現身說法展作品 

聯合報．18 1997/12/18 茱蒂芝加哥 挑戰男性主義 美國女性主義藝術先驅來台個展現身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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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作品「晚宴」發出女性主義宣言,撼動藝壇 

聯合報．41 1998/1/10 文壇消息 陶藝家周邦玲在女書店演講 

經濟日報．20 1998/1/11 展覽精選 柔美纖細 真情入畫 張靄維 充分展現女性特質 

民生報．19 1998/2/18 

回到優雅－傳奇之美 無疑是一項非常有教養的展出 《傳奇之美女人頌》

陸蓉之 

民生報．19 1998/3/1 

女畫家老老小小展現一甲子 北中南三家女性主持的畫廊 同時展出十二

位女畫家作品 

聯合報．18 1998/3/8 女味一甲子 北中南同步登場 探討本土女性藝術家艱辛的創作歷程 

聯合報．18 1998/3/15 亞裔女藝術家 20 日紐約聯展 作品大膽探索女性身體意象 

聯合報．18 1998/3/28 閨閣氣質靈動 躍然畫作中 阿嬤畫家丰采永不褪色！ 

中國時報 26 1998/4/14 

女性心聲 北美館大聲說 橫跨一世紀 集結八十二位女性藝家作品 中旬

起 聯展 「意象與美學-台灣 女性藝術展 

中國時報 26 1998/4/19 

展期到八月 許玉燕、黃新樓等前輩都出席盛會 台灣女性藝術六子題全

方位 探討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 術展」 

民生報．19 1998/4/19 

台灣女性藝術展終於入目 多位沉寂數十年女畫家也露面了 「意象與美

學－－台灣女性藝術展」 

聯合報．18 1998/4/19 藝文焦點美術 女性藝術家 大展才華 「意象與美學」 

民生報．44 1998/5/1 

藝術巡旅 台北美術展覽非常'女性' 北美館、誠品畫廊、龍門畫廊各具特

色 

經濟日報．20 1998/5/17 彩墨新境 袁旃山水 穿梭古今 

聯合報．14 1998/5/27 

草間彌生 來台與否受矚目 為雙年展創作的「圓點的強迫妄想」 將置滿

北美館中庭 

聯合報．14 1998/7/7 

她們 要建構女性藝術史 賴純純等十餘女性藝術家 成立聯盟 盼為台灣

現代美術史加入女性觀點 「女性藝術聯盟」 

民生報．19 1998/10/13 特製魔幻南瓜空間 草間彌生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草圖完成 

民生報．44 1998/10/23 藝術巡旅 台北伊通公園 吳瑪 個展 '寶島物語' 提供觀者思索空間 

聯合報．14 1998/10/25 

女性藝術 論述專書發表 「女藝論」收錄十一位女性創作者﹑學者等專

文﹐為女性藝術發展留下珍貴資料 

民生報．34 1998/10/29 

當藝術遇見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與藝術歷史 女藝論 兩本著作同時推

出 連接西洋本土範疇 

聯合報．14 1998/11/19 

草間彌生 昨天現身台北 日本前衛藝術家,滿身「黃底黑點」裝扮,長期受

困於幻覺,將發表兩作品 

聯合報．41 1998/11/23 墨西哥女畫家卡蘿傳記聯袂造勢 

中國時報 41 1998/12/3 女性藝術小樹苗長大了 

聯合報．41 1998/12/14 每周讀書人 書寫無聲喧嘩 訪比較文學學者簡瑛瑛 

經濟日報．24 1999/1/10 藝壇新銳 尋找生命能量軌跡 林逸青畫作呈現豐富肌理 

聯合報．41 1999/1/23 蔡瑛瑾寫真 台灣妮基需要被肯定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1999/3/6 婦女國是會議六日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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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43 1999/3/27 又見女性藝術影展 來點搖滾和恰恰 女人的故事走出悲情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1999/4/2 

新朝藝術入選「台北書單」4 月號推出女性藝術專輯新朝華人雜誌入選

「台北書單」優良讀物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1999/5/30 台灣加拿大原住民藝術展登場 

中國時報 11 1999/6/9 女人詮釋女人 作風前衛 台中藝文空間爆發性話題 

中國時報 11 1999/8/6 賴純純工作室 開張又開展 

聯合報．14 1999/8/6 被展覽包圍的純藝術空間 每個角落都有賴純純的創意 還有SOCA檔案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1999/8/6 賴純純工作室開張又開展 

經濟日報 1999/8/29 純藝術 賴純純工作室 藝文新空間 

聯合報．19 1999/9/7 女性書店 30 名股東催生 

聯合報．46 1999/12/11 開刀房護士 劉世芬 

民生報．38 2000/2/1 女性為主的好書店 開張 引進婦女、親子讀物 

聯合報 2000/2/20 

國泰民安裝置藝術 千人 印證 連寶猜重新詮釋媽祖新時代意義 文化局

投保千萬元意外險 

聯合報．20 2000/3/4 花東藝文界 散發女人香 七位女性藝術創作者 邀大家來喝下午茶 

聯合報 2000/3/12 尷尬媽祖，一身財氣 出身於彰化鹿港的現代女性藝術家連寶猜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0/3/25 好功夫曾淑珠農村圖像刻劃入微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0/7/8 北美館與溫哥華卡爾學院合作 台灣當代藝術巡展加拿大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0/9/19 台北雙年展‧點將錄－萊莎陸大珠小珠串聯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0/9/26 國美館「觀念行動藝術」，提供參觀民眾參與空間新鮮有趣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0/9/26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於九二一震災後推出的首檔「載體的語言」林平創

作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0/10/3 林滿津藝術教育推手，開啟後山藝文風氣，榮獲文建會文耕獎實至名歸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0/10/14 

台灣抽象藝術站穩國際舞台；現代派畫家三度參展「今日大師與新秀」

巴黎行前展，南台灣先睹為快 

民生報．A6 2000/10/31 兩岸三地 五位女藝術家共譜「床事」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0/11/18 女性藝術家，謝天謝地聯展 

聯合報．18 2000/12/2 

女性藝術家團體 創作很另類 在嘉市鐵道倉庫 用女性觀點發聲 表現對

台灣環境與土地關懷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0/12/2 國美館研討會 克難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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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0/12/2 超越性別意識，邂逅當代藝術，高美館策劃台灣 30 位女藝術家特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0/12/2 嘉市中市鐵道倉庫明結盟好戲連台，「好藝術群」今起辦謝天謝地聯展 

民生報．A6 2000/12/10 水性楊花 關注身體議題 女性藝術家敏銳觸角 多材質探索感官世界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0/12/10 水性楊花，裝置女性私密語言，旅居巴黎藝術家重新詮釋女性特質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0/12/18 林麗玲個展浪漫迷情，時報藝術中心、時報天母會館陸續推出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0/12/22 世紀偷個半日閒，到藝術家中小坐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0/12/24 女性藝術展吳園謝天謝地，張宗文九份真情瑰麗浪漫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0/12/27 世紀愛藝術，從親近藝術家開始 

民生報．CR4 2000/12/31 

90 歲老奶奶 書法遒勁有力 胡鄭鳳文活到老、學到老 懸空運筆 手不抖 

中國結、麵包花、紙粘土 十八般‘才藝’樣樣精通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1/1/2 超越性別意識邂逅當代藝術，高美館策劃台灣卅位女性藝術家特展 

聯合晚報．23 2001/1/11 

五個女人的床事 邀你來看 竹師藝術空間今明兩天特展 歡迎民眾前來

觀賞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1/1/12 相約花園新城與藝術家對話 

聯合報．18 2001/1/19 王燕玲銅飾品 呈現女人面向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1/2/22 台灣藝術尖兵前進威尼斯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1/3/5 越界新美術，打破性別差異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1/3/10 廿ｅ世紀宏觀台灣女性藝術，美館策劃二場座談 

民生報．CR1 2001/4/12 「女性的才情」聯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1/4/28 「女藝薈」聯展，洋溢多元風貌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1/5/6 〈文化看板〉布的狂想曲；中國古典詩的時空設計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1/5/27 〈出版情報〉山地門之女－女畫家陳進世紀傳奇 

聯合報．19 2001/6/3 

女藝術家聯展 新娘港都亮相 高市婦女館喜宴氣氛濃 洋藝人即興表演

與觀眾高度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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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1/6/18 文化看板：人權研習營招生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1/7/1 她們是台灣藝壇觀察家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1/8/11 墨法影像圖解社會現象？ 

民生報．A9 2001/8/18 施叔青半自傳體小說問世 追尋墨西哥女畫家腳步 展開自我省思之旅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1/8/18 寫照非常女芙烈達，施叔青坦對另一自我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1/8/25 李艾晨作畫源自內心，對比方式產生立體感創造豐富想像 

聯合報．19 2001/8/31 女子自在 五人聯展明登場 

民生報．A8 2001/9/1 女子自在 創作自如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1/9/30 從超大黑土司到白馬奔騰，林蓓菁重塑生死秘境 

聯合報．14 2001/11/5 

酸甜酵母菌 女藝術家創作連結 北中南廿四人參展，昨在台北華山特區

登場，下月初移往高雄續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1/11/5 女性藝術家，南北兩地展場進行交流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1/11/9 《文化看板》追思張秀亞；吳瑪俐與心靈被單對話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1/11/28 部動文藝季，周日開鑼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1/12/9 酸甜酵母菌，橋仔頭糖廠開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1/12/12 女性藝術酸甜酵母菌，移展高雄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1/12/29 《文化看板》選舉文化的多元面向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1/12/29 雷紫玲「女人．都市．大自然」油畫個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1/12/31 橋仔頭藝術村，9 專家進駐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2/1/4 《周末休閒，全方位消費導覽》藝文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2/1/13 兩岸女性藝術家，八人聯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2/1/18 藝文走廊近看楚文化推出飲食、選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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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2/1/24 橋仔頭藝術家周六踩街，宣傳藝文活動仿效選舉造勢 

聯合報．14 2002/1/25 

何春蕤：性難道不能畫嗎？ 賴純純說用赤裸表達 不見得最淫穢 韓良露

表示女性藝術家有創作自由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2/1/29 橋仔頭糖廠藝術家聯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2/2/18 王小慧透過鏡頭寫日記，旅德攝影家發表新書、辦個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2/3/6 《生活情報》手的面具，周日集體創作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2/3/8 婦女節快樂！社會局舉辦系列活動 

民生報．A12 2002/3/9 穿過妳的雙眼注視世界 四位女性藝術家錄像作品展出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2/3/10 《城鄉小調─屏東、台東》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2/3/11 女性藝術創作，放射生活魔幻，透過裝置藝術手法就地取材發揮創意 

民生報．CR2 2002/3/14 南台灣女性藝術創作展 高縣婦幼青少年館展示中 

聯合報．19 2002/3/23 六位女性用不同素材說故事 荷絲朵麗聯展 再創松園之春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2/3/23 六個女人，用藝術說心事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2/3/25 糖廠藝術村防空洞當舞台 

經濟日報．25 2002/4/27 美展選粹〉郭娟秋新作 抒情迷離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2/4/27 林純如個展元智大學推出 

經濟日報 32 2002/5/3 連寶猜赴美舉辦陶藝個展 以在愛和希望中重建為作品主題 

民生報．A12 2002/6/1 世足賽熱季中 注視東亞女性 吳瑪悧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2/6/4 吳瑪◆ 要乘飛船到威尼斯 

民生報．A12 2002/6/6 紋飾 女體 舖陳 膚賦 張杏玉巧妙顯影女性議題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2/6/14 台東、桃園藝術家陸續進駐，與世界接軌，國際藝術村不分海內外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2/6/14 國際藝術村，本土與國際藝文接軌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2/6/18 卡塞爾文件大展，女性藝術家佔有顯著地位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2/7/1 《城鄉小調》女性藝術協會將設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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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14 2002/7/8 

方舟 載著台灣女性飛翔威尼斯 吳瑪 參加威尼斯戶外裝置展 巨大空飄

雕塑白汽球月底先在淡水河畔試飛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2/7/17 《時論廣場》觀念平台，性感還是性愛？ 

民生報．A10 2002/7/30 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史 百年蹤跡 陸蓉之 蒐羅出版 

民生報．A13 2002/8/9 姐姐妹妹藝術當代觀 陸蓉之夫婿大為讚嘆 

聯合報．14 2002/8/9 

一整個月沒睡 食道穿孔 電腦硬碟壞掉 都不放棄 陸蓉之搏命寫女性藝

術史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2/8/9 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史出版 

聯合報．14 2002/8/18 陸蓉之新書封面 惹人遐思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2/8/26 羅芙奧 9 月舉辨印象派與現代藝術作品展 塞尚 畢卡索畫作下月登台 

聯合報．23 2002/9/1 

女性‧藝術‧新視界 《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史》 陸蓉之著 藝術家出

版社 

聯合報．18 2002/9/20 

文化局年度大展 掀女性話題 情慾情色、抒情溫柔 涵蓋前衛、傳統 台

灣女性藝術協會大膽作品 廣邀民眾欣賞 

聯合報．14 2002/9/30 

女性藝術節 明年五月南北串聯 國內首辦 女藝協會催生 高美館已點頭 

北市還在洽談 寄望兩年辦一次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2/10/9 女性主義藝術研討創作獲解放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2/10/25 港都婦女館 自在成長天堂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2/10/27 鳥瞰台灣陰性美學創作.pdf 

民生報．CR2 2002/10/30 李章欣 慣以音樂激發靈感 作品自然洋溢曼妙律動 

民生報．CR3 2002/11/3 向戶外鋼雕藝術家致敬 李章欣 

民生報．CR4 2002/11/9 蘇楊枙母子聯展今登場 展現質樸、純真 現場專家導覽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2/11/24 

糖桌子藝術展 橋仔頭糖廠登場 日本女性藝術家以糖和液體 述說家庭

觀念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2/11/29 洪瓊華銅雕 含蓄纖柔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2/12/10 「好」藝術群聯展 

聯合報．14 2002/12/28 

亞洲女性藝術創作 北美館展出 「牢記未來」頭髮編成鞋子 哈囉女孩們

各式胸罩呈現…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2/12/28 對比西方及男性文本強勢 當代亞洲女藝術家展 拋出次文本議題 

民生報．A6 2002/12/30 看見亞洲女性當代藝術 面對多重阻力 依然孤獨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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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報．12 2003/1/9 亞洲熟女 藝陽指發功 「文本與次文本：亞洲女性藝術家」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3/1/14 九重葛女性藝術學會成立 

民生報．A10 2003/1/15 繪畫創作真心纍纍廿多年力作時間證明 席慕蓉 全記錄 第一本 昨誕生 

聯合報．14 2003/1/30 

威尼斯展台灣館 大蒜軋一腳 鄭淑麗新作「財氣洋溢」網路將發行大蒜

元 可換真大蒜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3/2/26 

女性主義 走進故宮 群芳譜將展出百餘件歷史文物 換個角度審視女性

對傳統社會文化的貢獻 

民生報．CR2 2003/2/28 新光三越女人節 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展 登場 

聯合報．18 2003/2/28 婦女拚經濟 編出一片天 製作傳統手工藝品 上網行銷成為搶手貨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3/2/28 當代女性藝術展 呈現廿人精彩作品 

民生報．AS5 2003/3/1 鎖定女人小孩溫慶珠今晚邀你返璞歸真 

聯合報．35 2003/3/1 到台北美術館 看溫慶珠的春衣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3/3/5 婦女工藝型錄 令人驚豔 屏縣府彙集巧思編印成冊 供消費者參考訂購 

聯合報．19 2003/3/7 女人說「布」 「ㄅˋㄨ包袱－女性與布媒材的空間對話」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3/4/1 

群芳譜 彰揚中國女性美 故宮今日起二階段展出 分婦容、婦職、婦才三

大範疇 

民生報．CR1 2003/4/8 

女藝、女憶展 清大登場 吳瑪俐、張金蓮、黃瑛玉、鄧文貞及日人南里

朋子 各顯神通展創意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3/4/22 故宮辦女性形象與才藝研討會 

民生報．CR2 2003/4/23 

SARS 疫情衝擊 部分國外藝術家不克來台 台灣國際女性藝術節 可能

延期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3/5/1 女性藝術節 大被單表情意 

聯合報．B6 2003/5/4 

粉紅特攻隊 縫製超級大被單 你家被單連我家被單 首屆台灣國際女性

藝術節縫合集體裂傷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3/5/4 

高屏首長會報 整合疫見 會中並決議共用高雄市立電影圖書館軟硬體設

施 合辦南台灣女性藝術創作營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3/5/5 

逾百女藝術家 縫製百米大被單 透過大被單的連結 分享彼此的關懷與

情感交流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3/5/6 高美館推首屆國際女性藝術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3/5/6 橋仔頭糖廠藝術村 尋求願景 表演舞台將移往雨豆樹廣場或紅磚水塔 

民生報．A13 2003/5/9 

網指之間 女性烏托邦 藝術實踐 首屆台灣國際女性藝術節 防疫措施中

萬難完成佈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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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報．A13 2003/5/9 藝術展 揭幕 研討會 創作營 暫緩 

聯合報．B6 2003/5/9 

高美館展出女性理想的網咖 第一屆國際女性藝術節揭幕 展品之一「告

密」回應璩美鳳事件 

聯合報．B6 2003/5/9 

護士藝術家為無腦兒螢幕造像 劉世芬多媒體創作 成為「娃寶」媽媽僅

可觸摸的母親節禮物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3/5/17 五月女人天 十三位藝術家聯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3/5/23 

煞星當頭 藝術團隊出訪備受困擾 威尼斯雙年展及挪威貝爾根藝術節尚

稱順利 美澳交流活動則被取消不少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3/6/14 嘉大裝置藝術展 走出校園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3/6/17 《每周評論 台新藝術獎》未完成的女性藝術運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3/6/21 《生活情報》阿妹演唱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3/6/24 《上班族消費站》MARA 愛情鳥系列手工瓷繪 

聯合報．B6 2003/6/25 

〈另類西施：檳榔西施的文化觀察〉系列報導之九 透明臥室展女體 幼

齒文化受質疑 

聯合報．B6 2003/6/28 

故宮群芳譜 女性藝術家有意見 吳瑪悧 等人指主題不夠新鮮 希望從性

別、社會、自然等角度 思考更「生活化」展覽方式 

聯合報．B2 2003/7/19 劫後餘生 邱筱惠作畫修行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3/8/5 竹下香織 愛上南台灣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3/8/6 《每日一物》三美彩釉瓶 

聯合報．B6 2003/8/30 

董振良解放戰地 還是綁著女性？ 模特兒繡如指「女體異念」為「女性

不爽」的影像集 吳瑪 則批「沒有解放女人」 

民生報．1 2003/9/3 

《2003 客家女性生活映像展專刊》 斗笠、藍布衫掛牆上 拾貝作畫 剪

貼拼布 留下生活的容顏 藝手藝指打開生命的春天 

民生報．A12 2003/9/3 見識客家女性才藝風華 生活映像展 呈現豐富內涵 

民生報．D5 2003/9/23 

客家女性 藉創作找到春天 客家女性生活映像展 25 日在高雄揭幕 詮

釋客家女性的新價值觀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3/9/27 客家女性 刻畫生活面貌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3/10/7 徐畢華舞繪 高雄演出 

民生報．CR2 2003/10/18 留法藝術家高玉芬 辦繪畫個展 

中時報系新聞 2003/11/3 《台新藝術獎》房間夾層中的非空間 ─王德瑜在伊通公園的作品 5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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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3/11/30 防空洞變身 有藝思 

民生報．A10 2003/12/2 

閒置空間再利用的新模式 國北師校長宿舍成立藝廊 好校友逛花園─九

美圖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3/12/2 椰殼花藝 生活新美學 

聯合晚報．5 2003/12/6 梁丹丰畫 贈教宗 20天走訪 19座教堂 彩筆留下東方畫家眼中的天主堂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3/12/9 瓷刻大悲咒 嚴明惠結善緣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3/12/12 防空洞藝術節 別有洞天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3/12/12 網溪別墅 見證大師藝史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3/12/17 《生活情報》文藝講座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4/2/5 檳榔果變巧妙猴 

民生報．A6 2004/3/8 

葉子啟裸露懷孕身體 蛋汁淋在身上 行為藝術表演 觀眾：看不懂 很震

撼 

聯合報．B4 2004/3/10 

女性藝術 檳榔西施入鏡 七十多件前衛創作 探討多項議題 在雲科大展

出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4/3/10 《婦女節系列報導之六》九重葛女性藝術學會 做環保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4/3/10 婦女節推出聯展 勇於探討女體藝術 女性畫家 百無禁忌 

聯合報．E7 2004/3/21 陰性 酷語 謝鴻均 

民生報．CR4 2004/4/23 成大藝廊 辦南里朋子個展 

聯合報．B5 2004/5/2 《藝種不原始》 高千惠著 藝術家出版社 

聯合報．B3 2004/5/7 

學藍染 小撇步 透過紮綁縫疊夾手法 稍稍變化 就可帶回獨一無二的桌

巾、抱枕等作品 

民生報．A13 2004/5/8 連淑蕙 展現近 5 年 窗裡窗外 映照生活 這是真的 

民生報．A12 2004/5/19 連淑蕙個展「時光流域」 從窗到一個女人的房間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4/5/19 《新聞短波》高淑惠油畫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4/6/5 原藝家巧手漂流木重生 前鎮河親水公園畔 裝置藝術展即起登場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4/6/10 《生活情報》主題展 



114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4/6/20 

台灣花神 讓山城痴醉 林麗珍觸及心靈深處的美麗舞作化為茵斯布魯克

舞台上最美麗的一幅流動畫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4/7/21 鄉土藝術文化創作 成果佳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4/8/13 《生活情報》美術館徵件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4/9/6 《生活情報》徵創作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4/9/14 《三少四壯集》洗心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4/9/25 女性影展登場 伊朗女導演首次來台 女性參政及性躍動成焦點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4/9/25 內埔慶中秋 系列活動多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4/10/3 《城鄉小調》環保新花樣手工藝展 有創意 

聯合報．C6 2004/10/16 

女性藝展影展相連 力量加乘 昨天開幕 行為藝術家葉子啟 裸上身表演

揭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4/10/18 新田社區慶重陽 椰殼工藝 三代一起玩 

民生報．CR2 2004/10/22 美術高雄 2004 女性藝術饗宴 參展名單揭曉 

聯合報．C2 2004/10/22 

5 個愛畫女子 揮灑女人世界 有了人生歷練才學畫 舉辦聯展 邀女性藝

術同好加入行列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4/10/22 《都會點滴》高雄一欉花美展 37 人入選 

聯合報．C1 2004/11/3 蟻態萬千 屏東縣九重葛女性藝術學會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4/11/3 愛心風鈴評選 各有千秋 

民生報．A6 2004/11/22 女人‧創作‧狂 女書店辦書展及系列活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4/11/29 《生活情報》美學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4/12/1 影圖館情慾影展 尺度鬆綁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4/12/17 河堤藝術節 十八銅人揭幕 

聯合報．C1 2004/12/20 獨擅其身 藝術袒裎分享 14 位重量級和新秀藝術家 呈現特殊多元創作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4/12/20 《城鄉小調》女性藝術展 高縣文化局展出 

民生報．CR2 2004/12/26 女人當家 另類藝術耶誕派對 跨年藝展 紅色帶來歡樂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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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4/12/30 《生活情報》當代藝術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5/1/4 《生活情報》當代藝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5/1/8 《生活情報》當代藝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5/1/21 《生活情報》徵才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5/2/2 

《產業觀察》擄獲芳心 金融業柔性出擊 辦文化藝術活動，或理財教育

講座等最有效 

聯合報．C1 2005/3/5 

聯展開幕 女藝術家露一手 3 位參展者 現場揮彩筆 不到 10分鐘就完成

一幅仕女圖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5/3/5 「柔藝風華」聯展今揭幕 42 女藝術家 秀才藝 

聯合報．C4 2005/3/6 《陰性顯影》 劉瑞琪著 遠流出版公司 女性藝術的拓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5/3/8 《藝文小報》台灣女畫家首進教科文組織展覽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5/3/27 《生活情報》藝術聯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5/4/2 《生活情報》桐花祭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5/4/6 

西湖渡假村「桐花祭」 月中開鑼 花季預計從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

除可飽覽湖光山色，更可暢遊客家庄。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5/4/6 

葉蕾蕾創藝 貧民窟大變身 旅美華裔女傑運用行動藝術改造人與環境 

轟動異邦 返台和國人分享奮鬥故事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5/4/7 大家來「看」兩個胸罩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5/4/14 

客家桐花祭 繽紛五月雪 16 日在西湖渡假村開幕，全省逾 50 個鄉鎮參

與，近千場人文、旅遊活動，並邀五月天樂團為代言人。 

民生報．A4 2005/4/16 走過 10 年悲歡歲月 終於柳暗花明 女書店 女有女治女享的書鄉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5/4/17 《城鄉小調》台南女子學院 中南巡迴展 

聯合報．C6 2005/4/28 

肖像裝置藝術 徵婚啟事 訂做一個他 肖像畫作 五官零件在旁 任由新

娘「挑」 

聯合報．C6 2005/5/6 

探索空監 身陷迷宮 19 世紀英國，高雄打造地下監獄 女性藝術家，探

索這殖民牢籠…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5/5/12 26 位女書畫家 90 幅作品 

聯合報．C1 2005/5/13 女人畫女人 私密對話 放下兩性議題 26 位女子「藝」起來 邀你舒服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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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5/5/15 蓮霧殘枝 幻化為藝品 

民生報．A6 2005/5/16 當台北 101 遇上檳榔西施 吳瓊華裝置展進駐 Page One 陷入弔詭思辯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5/5/19 《生活情報》創作種子胸針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5/6/4 這裡好藝文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5/6/19 《生活情報》婦女創業座談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5/6/22 阿美族雙姝 聯展山海創作 

聯合報．C6 2005/6/25 北美館 3 樓 女性藝術特區 很中性 展現不一樣的內在之光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5/6/26 《生活情報》婦女創業座談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5/7/3 《城鄉小調》屏縣親子 DIY 反應熱烈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5/7/10 婦女創業座談 分享成功經驗 

聯合報．C3 2005/7/14 塗鴉 也很藝術 沙湖壢咖啡館 牆面多彩多姿 

聯合報．C6 2005/7/30 潘貞如 女體‧漂流 還要為上百娃娃裝衛星系統 放逐出海 

民生報．A12 2005/9/10 

紀念李錦繡 竹凳的移動展出 素描、水彩等百餘件代表作 北美館邀你探

訪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5/9/10 《這裡好藝文-台中市》徐畢華 2005 個展──美的覺思 

聯合報．C6 2005/9/13 李錦繡 紀念畫展 呈現「凳移現象」 

聯合報．C2 2005/9/28 

女性影展 首次移師港都放映 今年主題為「女性與健康」 一口氣推出百

部影片及映後座談 下午場還有托育服務 

星報．12 2005/10/8 女性影展 陳孝萱 開幕請月子假 

民生報．CR2 2005/10/21 台南藝象藝文中心 7 女性藝術家聯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5/10/21 《生活情報》女性藝展 

聯合報．E7 2005/11/14 

女人香 東西女性形象交流展．名家二題 2 幽幽滿徑藝術風 ——美術的

現代性與社區化 

民生報．CR4 2005/11/17 

吳素蓮嫁女兒 後天畫展婚禮 藝術教改‘開花結果’ 港都藝文人士同

賀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5/11/18 版畫姻緣路 鐘有輝、林雪卿牽手 30 載 幸福逍遙車 開進國美館 

中時報系新聞 2005/11/23 《生活情報》音樂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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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 

經濟日報．C7 2005/11/26 展覽秀 女性藝術 東西相輝映 

民生報 2005/11/30 女性僅一位 文建會 請再接再厲 政策延續 家庭美術館 歷久彌新 

聯合報．C6 2005/11/30 50 位美術家傳記 終於到齊 僅一位女性 席慕蓉感嘆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5/12/22 都蘭月光小棧 女妖畫廊接手 

民生報．B7 2005/12/27 女妖進駐月光小棧 東海岸女藝術家認養 電影場景變得很文藝 

聯合報．C2 2005/12/29 女妖藝廊 進駐月光小棧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5/12/29 月光小棧 「女妖」當家 

聯合報．C2 2006/1/10 

認養月光小棧 情侶愛到台東 謝嘉釗、李韻儀為藝文界搭橋 要帶動深度

文化觀光 

民生報．A1 2006/1/11 東西一雙奇女子 現代藝術發光熱 潘玉良 妮基 大展將登台 

聯合報．C6 2006/1/11 

潘玉良 史博館畫魂 傳奇女畫家作品 下月登台 藝術家妮基名作 年底

上場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6/1/11 中西女性藝術家 史博館爭豔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6/1/21 橋仔頭糖廠防空洞 很藝術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6/1/25 熱博玩 DIY 女 F4 受歡迎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6/1/31 《休閒寄性集》街頭塔羅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6/2/1 故宮 80 大觀 史博奇女 精采可期 

聯合報．C3 2006/2/3 

許淑真自畫像 進軍蘇格蘭藝術節 以裸身、錄像、聲音裝置的即場藝術

獲邀展出 下月將參加夏威夷袖珍雕塑展 

民生報．A8 2006/2/4 潘玉良 東西方魅力融合體 兩場中西講座 與大家分享 

聯合報．C6 2006/2/23 潘玉良最後的男人 畫展曝光 王守義 伴她終老 念情深 畫家留影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6/2/24 

《工商部落格》人物誌：林妏憶 敲鍵盤 整理自己的生命故事 當社工

員，看到、聽到許多動人的故事，為了與大家分享而書寫，更希望做公

益的善念能傳遞開來。 

民生報．B6 2006/2/25 畫魂 吸引觀展人潮 資深策展人張元茜 3 月 18 日演講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6/2/27 買法拍屋當展場 柯燕美催生愛陶人 

民生報．CR1 2006/3/3 

26 位女性藝術家 秀絕活 台南新天地 女性工藝大展 編織到雕刻 讓人

目不暇給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6/3/5 54 女藝術家 生命展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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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6/3/6 《藝文小報》美柔汀技法版畫展 中日韓交流 

民生報．CR2 2006/3/7 春之舞繪 54 女藝術家聯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6/3/7 54 女藝術家 藝起解放愛情 

民生報．CR2 2006/3/9 3 月女人香 女性生活藝術風貌 嘉市開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6/3/9 首座女性文化地標 淡水揭牌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6/3/16 《生活情報》文藝對談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6/3/17 《生活情報》女藝會作品展 

民生報．A9 2006/3/30 韓流新投影 美展藝鄉來 

聯合報．C2 2006/4/2 韓流襲台中 待嫁女擣新衣 國美館韓國藝術展 一衣一創作訴說女權史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6/6/10 《典藏市場》景薰樓春拍預展 朱德群、廖繼春畫作持續紅火 

民生報．C6 2006/6/16 名人看潘玉良 舒坦線條表現 西畫技巧深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6/6/23 「慢 Slow Tech」影音擴張感知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6/7/1 《文化看板》「慢 SlowTech」專題演講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6/8/2 《三少四壯集》時間的嬉戲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6/9/18 《城鄉小調》產業手工藝 DIY 教育教學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6/9/23 《區里點滴》行旅中的回音 郭娟秋個展 

聯合報．D6 2006/9/29 德女藝術家聯展 

民生報．C8 2006/10/1 

13屆女性影展 向女藝術家致敬 今年有 33國 200部長短片 13日新光影

城登場 

聯合報．D4 2006/10/1 廖瓊枝苦旦生涯 登女性影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6/10/3 藝文交流 高潮再現 

聯合報．D6 2006/10/14 親筆塗鴉 換女性影展門票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6/10/14 《書快訊》谷崎異色小說「卍」出版 

聯合報．C6 2006/10/25 

陳進畫作日展出 意外發現舊作 一觀眾覺得祖傳「菊花屏風」神似展品 

檢定確認是陳進作品 也加入展覽 

中時報系新聞 2006/10/25 此時此刻「展大器」 陳慧嶠「藝」軍突起 煉金術占星熔一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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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6/11/1 《流行趨勢》藝術家跨界演出 時尚品牌添魅力 

聯合報．C2 2006/11/2 建國科大 女性大躍進 女藝術家創作展 檳榔西施、女體都生動入畫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6/11/17 《生活情報》女性影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6/11/22 《生活情報》女性影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6/11/27 《都會點滴》國際女畫家百人展 可觀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6/11/28 南島藝術家交流 高美館飆創意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6/12/22 《城鄉小調》4 位女性創作者展出畫作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7/1/9 王京子書法展 以文會友 

聯合報．A5 2007/2/7 

妮基的異想世界 特展開箱 20 世紀最受歡迎的法國女性藝術家 周六開

展 包含「母牛與讀報的男人」、「娜娜」系列等代表作 

聯合報．E7 2007/2/7 太巴朗部落婦女創意工作室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7/2/7 旗津藝術造街 漁村新風情 

聯合報．C6 2007/2/8 

妮基藝術 女性成長三部曲 居家→破滅→新生 過往陰影 因友人懷孕漸

得洗滌 成就「娜娜」系列新女性 

聯合晚報．4 2007/2/9 看妮基 你可以再靠近一點 

聯合報．A2 2007/2/10 帶小孩看展 機會教育 藝術治療 扭轉黑暗人生 

聯合報．C3 2007/3/1 油畫家黃荷華病逝 享壽 94 歲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7/3/1 94 歲女畫家 黃荷華辭世 

聯合報．C2 2007/3/7 

三代女藝術家 畫出彩妝人生 53 人聯展 紅花中兩綠葉 趙宗冠與陳銀

輝 陪妻展畫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7/3/7 退休教授畫問天 控訴遭遇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7/3/8 《生活情報》藝術活動 

聯合報．C2 2007/3/15 張美蓮油畫 裸女為骨幹 斗六市藝術家 

聯合報．C3 2007/3/24 首座女性主義藝廊 紐約開張 張夏翡 

聯合報．C2 2007/4/18 百位女性藝術聯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7/4/28 真相‧和解‧女詩人 



120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7/5/4 《生活情報》藝術聯展 

聯合報．C2 2007/5/6 南瀛百位女性藝展 國內創舉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7/5/6 女性藝術展開幕 百人歡聚 

大紀元 2007/5/7 南瀛百位女性藝術家 柔美創作聯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7/5/25 妮基的異想世界 國美館驚艷 

聯合報．C8 2007/6/22 樹德科大 性的藝術 她剃光頭全裸入鏡 

聯合報．C2 2007/7/1 女性文化地標 許世賢故居揭牌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7/7/1 許世賢 列為中台灣女性文化地標 

聯合報．C2 2007/7/4 何佳真髮書 頭髮變畫作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7/7/4 市圖志工媽媽 自製點字繪本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7/7/17 《FW 一面借鏡》看見活著本身 

Upaper．11 2007/7/20 6 處女性文化地標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7/8/7 《生活情報》女藝術家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7/8/15 《生活情報》女藝術家聯展 

聯合報．C2 2007/8/16 

女藝術家 45 人聯展 雲林縣美術協會首次在文化局舉辦全縣女性藝術

家聯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7/8/16 押花、水墨、油畫....老中青才女 藝術聯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7/8/16 裝置藝術 物化男性 女藝術家 畫鳥也話「鳥」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7/8/16 簡聰敏、陳誠 女聯展幕後推手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7/8/17 老藝師絕技 誰來傳承 

聯合報．D8 2007/9/1 《鄉親臉譜》簡聰敏 熱愛藝術 首創舉辦女性藝術家聯展 

聯合報．C1 2007/9/7 《鄉親臉譜》 女藝術家黃女慈 花卉粉彩畫出色 彰化藝術館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7/9/12 《生活情報》飲食養生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7/9/13 以色列藝術家李．雅諾 鏡頭看鮑許 

中時報系新聞 2007/9/23 老宅一朵雲 王雅慧拜訪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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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7/9/24 娜夏特 掀開「阿拉女人」壓抑面紗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7/10/5 畫家黃朝湖 獲聘美大學客座教授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7/12/6 貨櫃藝術創作 玩生態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7/12/12 南島藝術家飆創作 結緣高美館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7/12/17 種子貓頭鷹 日人搶著要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8/1/6 兒美館聽傳說 優遊原民文化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8/1/17 王京子舉辦「和為貴」書法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8/1/21 藝文饗宴 歡迎行春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8/2/20 公主遇到王子…女性藝術家打問號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8/2/20 鹽埕五金街藝術造街 斥資千萬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8/2/24 《星期人物》陳慧嶠愛作夢 用藝術探索神祕 

聯合報．C2 2008/3/4 「柔荑揚藝」台中女性藝術家聯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8/3/8 呂冠慧畫展 湧動生活力 

聯合報．C2 2008/3/15 搶救長安水利站 5 阿嬤辦畫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8/3/18 以物易物 新型消費吹流行風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8/3/27 吳金桃在中研院史語所主講 伊朗裔藝術家娜夏特 美式而紅火 

經濟日報．E1 2008/5/2 徐畢華個展 即動即靜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8/7/31 好山好水 讀好書 

聯合報．G9 2008/8/12 《關鍵字句 》中國女藝術家 默默嶄露頭角 

聯合報．B19 2008/9/1 《她們的夢想》克服量產 接國際訂單 「女藝寶盒」女藝協會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8/9/14 扮裝入鏡 辛蒂雪曼自拍說故事 

自由時報電子 2008/10/24 〈南部〉認識外配家鄉 體驗印尼風情 -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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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Upaper．14 2008/12/22 神秘兼具氣質 王琬瑜另類攝影展 

聯合報．C2 2009/2/26 土木工程師李麗雲 紙想玩藝術 

聯合報．C1 2009/4/6 國美館特展 女藝術家雙凝 作品窺探世界 

聯合報．C1 2009/4/27 彩繪狂沙堆疊 顧文華展油畫 

聯合報．B2 2009/8/18 《佳音部落格》 侯佩岑將深造 故鄉惜別畫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9/8/19 藝術、革命路 何香凝率性「闊步」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9/8/26 未來主義新女性 自由不糜爛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9/9/15 陳進《手風琴》74 年後重出江湖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9/10/19 台灣婦運文化大將──追憶鄭至慧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09/10/30 夢想、餐桌，和那些好日子──和至慧一起的時候 

聯合報．B1 2009/12/13 四通八達 吳芳鶯油畫展 

經濟日報．D3 2010/1/14 西洋畫手法表現 道家宇宙觀 羅芳懷抱心宇 繪出水墨生命光彩 

經濟日報．E2 2010/1/27 羅芳 用生命釋放水墨光彩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10/2/19 高美館特展 看「手」說故事 

聯合報．B2 2010/3/8 拾得法師禪畫篆刻展 隨它去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10/4/15 《謝雪紅》傳奇 汪其楣獨角戲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10/4/20 崔岫聞的鏡頭 女生的孤寂憂傷 

Upaper．3 版 2010/6/7 女牛販當麻豆 裸體寫生祖孫揮毫 

聯合報．B1 2010/6/7 裸體寫生 嬤帶小五孫揮筆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10/6/21 人體史畫展 演出脫軌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10/8/4 

費城美術館名畫賞析系列：與卡塞特對話 印象派在美推手 卡塞特萬綠

一點紅 

聯合報．B2 2010/11/17 泰雅染織創作展 「交織的記憶－新生代女性創作展 

聯合報．B2 2010/11/18 新生代女性 創作展 「交織的記憶－新生代女性創作展」 

聯合報．B2 2010/11/19 泰雅博物館 苧麻染織創作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11/4/15 王怡人樂當時尚旅人 LV 藝文空間印度風 皮箱裝滿記憶 

聯合報．B2 2011/8/8 「繪我所思」 吳淑瑛悠遊水墨 

中時報系新聞 2011/8/21 排列乒乓球 陳慧嶠探星座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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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 

聯合報．A12 2011/10/3 

264 對乳房特寫 探討窺視慾 美國藝術學博士吳瓊華以女性藝術工作者

角度鑽研台灣檳榔西施文化十六年 

經濟日報．E6 2011/10/21 原民頂尖藝術品 設計大展亮相 尤瑪‧達陸、安聖惠、宜德思‧盧信 

聯合報．B2 2011/12/1 花蓮女性藝展 25 日止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11/12/1 都會掃描》女性影藝月 《久美圖》聯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11/12/5 發票鵝卵石 李姿玲獲 GEISAI 金獎 

聯合報．B2 2011/12/12 花蓮女性影藝月 演奏、花藝、攝影… 耶誕節很文藝 

聯合報．B2 2011/12/27 吹玻璃 林靖蓉揚名國際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12/2/19 澳洲錄像展 國美館「選擇性揭露」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12/2/25 

揭露生活面向 錄像藝術不失焦 國美館推出「選擇性揭露」澳洲錄像藝

術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12/3/2 國美館澳洲錄像藝術 省思隱私(2-1)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12/3/7 女性藝展影展 婦女節登場 

Yahoo 奇摩新

聞 2012/4/29 女人們的白色房間 駁二藝術特區展出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12/5/12 

白色空間裡的生命故事 國際女性藝術大展「女人們的白色房間」，台、

港 17 位當代藝術家共同參展 

Yahoo 奇摩新

聞 2012/6/10 色彩新聞 女人們的白色房間 駁二藝術特區展出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12/9/8 《書評》畫框之外，藝術之內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12/10/20 《設計臺北．城市藝巷-名人講堂》走逛溫羅汀 浸淫藝文天地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12/10/20 拒絕扁平 要有血肉 從壁紙掙扎出女身 謝鴻均挖出自我 

聯合報．B2 2012/12/14 老中青女藝術家 秀三代創造力 27 名屏東縣女性藝術家 「艷日秀影」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12/12/14 橫跨 40 載 屏 27 女藝術家展藝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12/12/23 《縱花烈放》 記錄賴純純藝術熱情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12/12/28 裸身在荒漠 金彌陋攝影充滿詩意 

聯合報．B2 2013/1/21 南屯之光張智惠 萬和宮辦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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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晚報．A9 2013/3/6 市長朱立倫揭牌啟用 新北婦女樂活館 與藝術來場戀愛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13/3/7 女多於男 新北設婦女樂活館 

聯合報．B2 2013/4/21 女人心事－宜蘭女性藝術家聯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13/4/26 拍在地藝術家 高美館建影像資料庫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13/5/29 雙年展台灣團隊 歷屆最多 黃世傑參加威尼斯藝術玻璃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13/6/23 現當代女性藝術 演繹五部曲 

聯合報．A12 2013/6/23 

嫁郭雪湖前 她「南國」只能畫孤鳥 80 年前 林阿琴原想畫一對鳥兒 卻

遭老師以「妳還單身」反對…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13/6/23 現當代女性藝術 演繹五部曲 

經濟日報．B7 2013/6/29 女性藝術五部曲 質量兼備創作不輟 

經濟日報．B7 2013/6/29 

北美館30新展望 開拓當代脈絡 展出36件作品 回溯當代藝術發展軌跡 

結合互動裝置 盡覽開館初貌風華歲月 

聯合報．B2 2013/7/21 畫家開攝影展 分享俄國風情 金門籍美術老師許翠華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13/8/7 台藝術家王虹凱 紐約 MoMA 發聲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13/8/13 -台灣女性抽象藝術先驅 黃潤色 來不及參加自己的個展 

聯合報．A16 2013/8/17 徐悲鴻愛徒 孫多慈百年展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13/10/24 稻草人舞團 舞出女畫家卡蘿的孤獨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13/11/19 《時尚香氛》Dior 藝術展 娜塔莉波曼率性亮相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14/3/5 國際藝術紀錄片展 對焦許淑真、草間彌生…揭神祕面紗 

台灣好新聞報 2014/6/7 台南好生活 - 台南蕭壠文化園區 國際女性藝術家發聲 

中時報系新聞

資料庫 2014/6/13 《地方掃描》呂冠慧油畫個展 

中國網路電子

報 2014/9/5 府城老文化 滋養藝術新勢力 

中時電子報 2014/9/23 新光三越台南中山店 女性藝術家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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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三  台灣女性藝術相關展覽（1975-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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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日期 展覽名稱 地點 策展人 展出者 網路 備註 

1979 7 月 〈席慕蓉雷射繪畫展〉 台北太極藝廊     

1985 06.30-07.30 
〈祖母畫家吳李玉哥 86 歲回顧展〉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85 08.30-08.16 
〈宛惠芳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85 08.04-09.04 
〈卓以玉畫展〉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85 11.22-12.04 
〈洪美玲”尋道”油畫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85  
〈台北西畫女畫家畫會第一屆聯展〉 

台北國父紀念

館中山畫廊 

    

1985  

〈女性陶藝四人展〉 

台北福華沙龍  邱雅惠、蘇麗

真、蕭麗虹、賴

美華 

  

1986 06.28-09.24 
〈當代名家展－陳進八十回顧展〉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86 04.18-05.04 

〈裝置、錄影、表演藝術展〉 

春之藝廊 洪素珍   台灣第一次由

畫廊主辦的錄

影與表演藝術

展覽。 

1986 05.21-06.10 〈西畫女畫家聯誼會聯展〉 
國父紀念館     

1987 03.06-04.07 
〈曾曬淑「男與女」系列畫展〉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87 08.15-09.03 
〈樂亦萍油畫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87 11.14-12.13 
〈洪素珍個展－之內/之外〉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87 11.21-12.16 
〈簡美育花鳥寫生展〉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87 12.05-12.27 
〈薄茵萍畫展〉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87  〈女性陶藝雙人展〉 
台北福華沙龍  徐翠嶺、蕭麗虹   

1988 03.23-04.17 
〈陳慧燕粉塑藝術展〉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88 04.09-04.23 
〈黃瑞瑤近作展〉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88 10.03-12.25 〈1988 台北市西畫女畫家聯誼會聯
台北市立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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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館 

1988 10.18 〈許曉丹油畫、水彩作品展〉 
高雄名人畫廊     

1989 04.08-04.23 
〈邱久麗畫展〉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89 04.08-05.03 
〈虞曾富美畫展－凹凸集、夢幻集〉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90 03.10-04.06 
〈劉燕燕攝影展〉 

國立台灣美術

館 

  

1990 04.10-05.06 
〈崔詠雪國畫展〉 

國立台灣美術

館 

  

1990 09.10-10.06 
〈楊莉莉花鳥畫展〉 

國立台灣美術

館 

  

1990 11.10-12.06 
〈陳幸婉油畫展〉 

國立台灣美術

館 

  

1990 3 月 

〈女性藝術週聯展＆座談會〉 

台北誠品藝文

空間 

陸蓉

之、嚴

明惠 

吳瑪悧、楊世芝、嚴明惠、侯宜人、郭挹

芬、陳美岑、梁美玉、謝伊婷、杜婷婷、

許鳳珍、薛寶瑕等 

1990  
〈楊文霓好陶展〉 

高雄 積禪藝術

中心 

  

1990 03.17-03.30 〈徐翠嶺陶藝展〉 串門藝術空間   

1990 10.20-11.11 〈林育如人像攝影個展〉 串門藝術空間   

1990 12.08-12.13 

〈「絲畫生活」〉 

台北市延平南

路一一○號新

生畫廊 

 彭瓊華 

1990 12.08-12.16 
〈陳艾妮油畫展－萬紫千紅女兒花〉 

台北  東之畫

廊 

  

1990 03.31-04.29 〈電腦藝術：河口洋一郎、李佩穗師

生展〉 

臺北市立美術

館 

  

 

1991 02.02-02

.24 
〈李重重水墨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91 03.02-03

.31 
〈林敏媛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91 04.06-05

.05 
〈李娟娟油畫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91 09.28-12

.01 
〈袁樞真八十回顧展〉 

台北市立美術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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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12.21-19

92.01.19 
〈蕭麗虹：兩個世界〉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91 07.01-07

.25 
〈洪瑞霞個展〉 

國立台灣美術

館 

  

1991 11.18-12

.18 
〈72 扔擲  湯皇珍個展〉 

伊通公園   

1991 3 月 

〈女人、女人畫展〉 

台北吉証畫

廊、中視「女

人、女人」節

目、家庭與婦女

雜誌社 

陳艾妮 陳艾妮、王春香、王美幸、金芬華、林舫

喧、吳妍妍、胡碩真、徐玉茹、袁炎雲、

許清美、蔡黃香、嚴明惠 

1991 3 月 〈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家特展：女性文

字工作者 vs.藝術工作者〉 

台北  龍門畫

廊 

陸蓉之 陸蓉之、吳宜芬、龐靜平、李亞男、林惠

懿、黃虎暐、林燕等 

1991 10.12-10

.27 〈女我展－女性與當代藝術的對話〉 

台北 帝門藝術

中心 

張金

玉、嚴

明惠 

湯瓊生、洪美玲、陳張莉、徐秀美、楊世

芝、李錦繡、李美蓉、傅嘉琿、侯宜人、

嚴明惠、林佩淳、黃麗絹 

1991 08.31-09

.15 

〈林麗華「現代女性的女性的憧憬與

夢魘」畫展〉 

串門藝術空間   

1991 12.14-12

.29 
〈周美智陶壺個展〉 

串門藝術空間   

1991  〈薄茵萍、洪美玲、侯宜人、湯瓊生

聯展〉 

   

1991 05.03- 〈連淑蕙個展〉 美國文化中心   

1991 08.01-08

.18 

〈民初奇女子潘玉良畫展〉 

台北飛元藝術

中心(忠孝東

路、敦化南路口

國際貿易大樓

11 樓) 

  

 04.13-04

.28 
〈李娟娟油畫展－生命的喜悅〉 

台北  東之畫

廊 

  

 09.21-09

.30 
〈袁樞真油畫展－濱海真趣〉 

台北  東之畫

廊 

  

 

1992 05.02-05

.31 
〈粉紅無相－1992 王素峰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92 08.08-09

.06 
〈郭聯佩畫展〉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92 10.17-11

.15 

〈前衛與實驗：我愛你－湯皇珍前衛

與實驗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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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11.14-12

.13 
〈簡美育工筆花鳥展〉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92 12.19-19

93.01.17 
〈台北西畫女畫家畫會聯展：

1992~1993〉 

台北市立美術

館、國立台灣藝

術教育館 

 陳張莉、李娟娟、周月秀、王金蓮、周月

坡、許清美、江壽寧、張淑美、柯翠娟等 

1992 03.29-05

.03 

〈廖玉枝生活藝術個展－黏土工藝造

形〉 

國立台灣美術

館 

  

1992 07.18-08

.16 
〈張淑美個展〉 

國立台灣美術

館 

  

1992 02.15-03

.07 
〈李淑貞個展 自然與儀式〉 

伊通公園   

1992 08.29-09

.19 
〈陳慧嶠個展 默照〉 

伊通公園   

1992  〈亞裔女性新形象－我的眼睛對美有

時是模糊的〉 

亞美藝術中

心，紐約，美國 

 薛寶瑕、 

1992 01.04-01

.16 
〈好陶 1992 年聯展─畫出陶的性情

來〉 

串門藝術空間  楊文霓、林菊芳、林素霞、楊美莉、許民

麗、趙玉紫、曾愛珍、梁冠英、李金碧、

許玲珠、陳淑惠、孫若薇、李慧珍、蕭春

霖、劉晉良 

1992 1.3 〈李淑貞裝置藝術展〉 高雄 阿普畫廊   

1992  
〈巫、母、娘、仙聯展〉 

台北  拔萃藝

廊 

  

1992 6 月 〈女青年畫會〉 基市文   

1992 03.01-03

.19 

〈「女人心」女性藝術展〉書法及篆

刻 

阿波羅大廈愛

誠館藝廊 

 安蘭莊等十四位女性藝術家參展 

 

1993 02.13-04

.14 
〈袁旃作品展〉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93 07.10-08

.08 
〈視覺的體悟－黃美廉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93 08.07-09

.05 
〈前衛與實驗：水災－李淑貞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93 08.07-09

.05 

〈空靈的靜謐－「海印三味」－高秀

蓮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93 11.13-12

.12 
〈李錦繡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93 04.24-05

.20 
〈林珮﹨淳個展〉 

國立台灣美術

館 

  

1993 06.12-07 〈王綺作品展－自然之聲〉 國立台灣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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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館 

1993 04.03-04

.24 
〈吳瑪悧個展 咬文絞字〉 

伊通公園   

1993 04.03-04

.24 
〈周邦玲個展 個展〉 

伊通公園   

1993 06.19-07

.10 
〈蕭麗虹個展 觀雲記〉 

伊通公園   

1993 07.17-08

.06 

〈邵婷如個展 陶塑展─我只是這樣

不斷得想起，關於所有渺小的格局，

也當忠實於每一次吸呼的順暢〉 

伊通公園   

1993 
04.20-05

.02 

〈形與色－女性藝術家抽象藝術聯

展〉 
家畫廊，台北 

經營者

張素惠 

薛寶瑕、楊世芝、陳張莉、陳幸婉、湯瓊

生、林佩淳、陳文玲等 

1993 3 月 

〈1993 女性藝術風采〉 

台北  雋永藝

術中心 

陸蓉之 薛寶瑕、李重重、李惠芳、卓有瑞、侯宜

人、徐秀美、傅嘉琿、楊世芝、吳爽熹、

黃慧鶯、張金蓮、吳爽熹、陳慧嶠、吳瑪

悧、陸蓉之等 

1993 09.26-10

.02 

「女性影像藝術展」 黑白屋電影工

作室和婦女新

知基金會合作

企劃的藝術展 

  

1993 04.07-04

.24 
〈「女藝、女憶」展〉 

清華大學人社

院 

 吳瑪悧、張金蓮、黃瑛玉、南里朋子、鄧

文貞 

1993  
〈女性藝術家聯展〉 

台北  雍雅畫

廊 

  

1993  〈七人攝影展－陷入黑色低潮的女

人〉 

台北市立師範學

院 

 汪曉青、 

1993 02.06-03

.02 
〈楊文霓陶展〉 

高雄 翰林苑藝

術館 

  

1993 04.06-04

.25 

〈深海花園˙冰川花園－虞曾 

富美個展〉 

高雄 積禪藝術

中心 

  

1993 02.03-02

.19 
〈浪漫柔情─花與女性美專題展〉 

炎黃藝術館/山

美術館 

  

1993 9 月 〈女性影像藝術展〉 婦幼青少年館   

1993 1 月 〈北市西畫女畫家畫會聯展〉 藝教館   

1993 3 月 
〈「紋身紀事」〉 

台北誠品藝文

空間 

 高媛 

 

1994 05.26-06 〈莊錦華攝影展〉 台北市立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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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館 

1994 06.18-07

.17 
〈詩意的塗鴉－黃小燕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94 06.18-07

.17 

〈前衛與實驗：「偽裝」：吳瑪悧個

展〉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94 08.27-09

.18 
〈柯淑芬個展－夢的出口〉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94 09.24-10

.23 
〈連淑惠個展－窗〉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94 10.29-11

.27 
〈賴純純：場‧凝聚的力量〉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94 10.29-11

.27 
〈董陽孜書法作品展〉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94 12.10-19

95.01.08 
〈嚴明惠作品展：空花系列〉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94 12.10-19

95.01.08 

〈前衛與實驗：「人生如戲？」－蕭

麗虹裝置展〉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94 12.31-19

95.02.02 
〈王子的居所－王瑤琴攝影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94 02.24-03

.24 
〈余妙仙水墨畫展〉 

國立台灣美術

館 

  

1994 06.25-07

.24 
〈臺北西畫女畫家畫會聯展〉 

國立台灣美術

館 

  

1994 08.27-10

.16 
〈卓以玉的詩畫世界〉 

國立台灣美術

館 

  

1994 09.30-10

.26 
〈劉玲利版畫個展〉 

國立台灣美術

館 

  

1994 10.29-12

.25 
〈郭燕橋書畫展〉 

國立台灣美術

館 

  

1994 11.01-11

.27 
〈徐玉茹油畫展〉 

國立台灣美術

館 

  

1994 04.30-05

.21 
〈黑盒子 湯皇珍個展〉 

伊通公園   

1994 
06.05-07

.03 
〈女性創作的力量〉 

台南  新生態

藝術中心 
侯宜人 

21 位女性藝術家，侯宜人、陸蓉之、吳瑪、

湯皇珍、賴純純、簡扶育等 

1994 6 月 〈台灣女性文化觀察〉 台南  新生態

藝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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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04.16-05

.01 〈世紀末女性藝術家抽象繪畫展〉 

台北  雄獅畫

廊 

簡丹 林麗華、徐翠嶺、陸蓉之、湯皇珍、傅嘉

琿、賴純純、薛寶瑕、楊世芝、陳張莉 

1994 04.02-04

.06 
〈趙玉卿油畫義賣展〉 

高雄 杜象藝術

空間 

  

1994 05.14-05

.31 
〈立體風景女性雕塑 5 家聯展〉 

高雄 杜象藝術

空間 

 林平、趙法瑯、楊文霓、薩燦如、石井香

久子 

1994 07.09-07

.24 
〈自然本質－曾愛真陶藝個展〉 

高雄 杜象藝術

空間 

  

1994 08.20-09

.04 
〈綠色主張－施淑玲版畫個展〉 

高雄 杜象藝術

空間 

  

1994 12.10-12

.31 
〈董陽孜書法作品高雄首展〉 

高雄 杜象藝術

空間 

  

1994 12.31-19

96.03.15 
〈周文麗「情意綜」個展〉 

高雄  新濱碼

頭 

  

1994 10.30-19

95.01.15 
〈陳艾妮「一千零一個女人」畫展〉 

高雄  積禪藝

術中心 

  

1994 3.03 
〈陳艷淑「蝴蝶」系列個展〉 

高雄  積禪 50 

藝術空間 

  

1994 01.26-01

.30 
〈洪麗芬藝術創作展〉 

高雄 阿普畫廊   

 

1995 07.08-09

.24 
〈典藏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家作品展〉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95 07.12-08

.13 
〈1995－林淑女彩墨作品展〉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95 08.26-09

.17 
〈飛躍澄明－陳希玲蝴蝶系列〉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95 09.23-10

.22 
〈蔡蕙香個展－回到自然〉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95 10.05-11

.07 
〈陳珠櫻－最原始的對話〉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95 10.07-11

.05 
〈張玲玲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95 10.28-11

.26 

〈「相對說畫」談女性定位－林佩淳

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

館 

  

1995 01.19-02

.19 

〈邱紫媛個展〉 國立台灣美術

館 

  

1995 02.23-03 〈蔡蕙香個展〉 國立台灣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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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館 

1995 02.25-03

.21 

〈楊秀宜旅歐十年回審〉 國立台灣美術

館 

  

1995 03.30-04

.30 

〈張永捷海島的呼喚攝影展〉 國立台灣美術

館 

  

1995 05.06-06

.25 

〈陳綠莙彩紙藝術畫個展－彩紙貼畫

乾坤〉 

國立台灣美術

館 

  

1995 06.06-07

.05 

〈蔡佩芬現代畫展－游歷心象留法日

誌〉 

國立台灣美術

館 

  

1995 08.27-09

.24 

〈邱蕙玉工筆花卉展〉 國立台灣美術

館 

  

1995 08.31-09

.27 

〈楊莉莉畫展－萬蕊千花〉 國立台灣美術

館 

  

1995 11.11-12

.24 

〈東靈西實－簡文舒畫展〉 國立台灣美術

館 

  

1995 
03.07-03

.15 

高雄現代畫會女性藝術聯展〈女性集

結－水〉 

高雄串門藝術

空間 
張金玉 

陳艶淑、王介言、劉敏娟、陳艶皇、林麗

華、莊彩琴、蔡瑛瑾、柯燕美、張金玉、

李淑萍、郭小菁、楊筑琪、蘇郁雯 

1995 05.07-05

.14 

〈女性集體發聲－女人『話』畫展〉 高雄縣婦幼青

少年館 

 林麗華、柯燕美、陳艷淑、張金玉、陳艷

皇等 

1995 05.06-05

.27 
〈陳慧嶠個展 脫離真實〉 

伊通公園   

1995 02.11-03

.03 

〈侯淑姿個展 不只是為了女人〉 伊通公園   

1995 09.22-10

.15 

〈林蓓菁個展〉 新樂園藝術空

間 

  

1995 05.06-05

.28 

〈蔡海如個展──體‧影像〉 新樂園藝術空

間 

  

1995 03.10-04

.02 

〈王德瑜個展〉 新樂園藝術空

間 

  

1995 01.07-01

.22 

〈湖光水色－周美智陶藝展〉 高雄 串門藝術

空間 

  

1995 07.01-07

.16 

〈許玲珠、謝銘慧陶藝雙個展〉 高雄 串門藝術

空間 

  

1995 07.16-19

96.01.16 

〈許玲珠陶藝個展〉 高雄 串門藝術

空間 

  

1995 02.11-03

.05 

〈楊文霓、林麗華雙個展〉 高雄 阿普畫廊   

1995 03.11-04 〈侯淑姿「不只是為了女人」個展〉 高雄 阿普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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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1995 08.05-08

.27 

〈李錦繡個展〉 高雄 杜象藝術

空間 

  

1995 11.08-11

.26 

〈楊世芝 86~95 個展〉 高雄 杜象藝術

空間 

  

1995 12.16-12

.17 

〈好陶趕集〉 高雄 杜象藝術

空間 

 楊文霓、曾愛真、陳淑惠、許玲珠、林素

霞、宋炳仁、林菊芳、蕭春霖、趙玉紫、

李慧珍、羅金蕊、許淑珠、王淑珍、陳盈

盈、蕭秀美、陳惠容、羅喆仁、Karen 

Winograde、Susan Wolfe 

1995 10 月 〈我不知道，我渴望...〉 台北縣文化中

心 

簡明輝 湯皇珍、林蓓菁、蔡海如、林冬吟、柳菊

良、蘇菁菁、方彩欣、魏玉娟、曾亞蘋 

1995 07.29-08

.10 

〈張美陵重訪乙未 1895 攝影展〉 炎黃藝術館/山

美術館 

  

1995 10.07 〈「妳娥她」畫展〉 台灣櫥窗   

1995 01.19-02

.05 

〈旅法藝術家陳淑娟個展〉 高雄  積禪藝

術中心 

  

1995 03.24-04

.05 

〈虞曾富美個展〉 高雄  積禪 50 

藝術空間 

  

 

1996  〈1996 台北雙年展－台灣藝術主體性〉 

子題：「情慾與權力」 

台北市立美術館 謝東山  

1996 04.27-06.16 〈鄭麗雲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1996 05.04-06.02 〈李惠芳油畫個展：作品 1988-1996〉 台北市立美術館   

1996 05.11-06.09 〈冥遊－吳少英水墨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1996 12.22-1997.01.21 〈連寶猜陶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1996 12.22-1997.01.21 〈無人機－魏雪娥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1996 07.02-08.04 〈用心眼觀照－陳慧玲針孔攝影展〉 國立台灣美術館   

1996 07.04-08.04 〈周文麗－如此親近的遠方畫展〉 國立台灣美術館   

1996 08.06-09.15 〈林墡瑛陶藝展〉 國立台灣美術館   

1996 09.07-11.03 〈侯翠杏個展〉 國立台灣美術館   

1996 10.17-11.24 〈林淑女彩墨作品展〉 國立台灣美術館   

1996 11.02-12.22 〈自然的氣勢－虞曾富美創作 30年展〉 國立台灣美術館   

1996 11.23-12.25 〈假時之飛－李昀嬛作品展〉 國立台灣美術館   

1996  〈女象 心象 裝置  徐洵蔚作品展〉 伊通公園   

1996 09.14-10.05 〈咦？  湯皇珍個展〉 伊通公園   

1996 04.05-04.28 〈《流釋系列》黃文英個展〉 新樂園藝術空間   

1996 05.04-05.26 〈曾雅蘋個展──徘徊在不明之處〉 新樂園藝術空間   

1996 08.23-09.15 〈林純如個展〉 新樂園藝術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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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09.07-09.29 〈女畫家聯展〉 高雄 名展藝術空間   

1996 5 月 〈「肆人現象」〉 台北福華沙龍  池農深、洪少

瑛、徐洵蔚、陳

張莉 

1996 03.18-03.31 〈胡玲瑜、嚴明惠泥塑╱繪畫雙個展〉 台北福華沙龍   

 

1997 01.25-02.23 〈林純如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1997 06.28-09.28 〈加拿大溫哥華女性藝術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1997 02.28-06.08 

〈悲情昇華－－二二八紀念展〉 

子題：「被遺忘的女性」 

台北市立美術館 黃海鳴 芝加哥、吳瑪

悧、蔡海如、簡

扶育、林珮淳等

人參展 

1997 01.25-02.23 〈冥思‧抽象：一段精神之旅－鄭淑文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1997 03.15-04.13 〈陳幸婉 97’個展－從原形的探求到大地之

歌〉 

台北市立美術館   

1997 04.19-05.18 〈早安！尼泊爾－張詠捷作品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1997 05.10-06.06 〈散步記事－1997 陳巧玲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1997 06.14-07.13 〈高蓮貞現代彩墨畫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1997 10.04-11.09 〈袁旃 1995-1997〉 台北市立美術館   

1997 12.13-1998.01.1

1 
〈美麗新世界：女畫家畫會聯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1997 02.25-03.20 〈揚淑嬌水墨畫創作個展〉 國立台灣美術館   

1997 09.20-11.15 〈梁丹丰個展－一路行來的生命容顏〉 國立台灣美術館   

1997 12 月 〈盆邊主人－自在自為〉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張元茜、張

小苑 

吳瑪悧、林純

如、侯淑姿、徐

洵蔚、張元茜、

張小苑等 

1997 12 月 〈《Judy CHICAGO與台灣女性藝術家座談》〉 輔大外語學院 LC501 室   

1997 12.20-1998.01.0

4 

〈茱蒂芝加哥個展「超越花朵」〉 漢雅軒藝廊   

1997 06.29-07.13 〈「女人．台北」影像展〉 誠品敦南店   

1997 12.01-12.07 〈製造‧新聞 VS♀〉 

新浜碼頭 

 陳艷淑、林麗

華、柯燕美、莊

彩琴、張金玉、

周文麗 

1997 07.19-08.09 〈陳慧嶠個展 懷疑者的微笑〉 伊通公園   

1997 03.01-03.22 〈賴純純個展 心器〉 伊通公園   

1997 06.21-07.12 〈王德瑜個展 No.27 膨脹的空白〉 伊通公園   

1997 04.04-04.27 〈台灣女視界聯展──遊戲女人〉 新樂園藝術空間  林杏鴻，凌凡，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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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如，林致安，陳

怡君 

1997 10.17-11.09 〈魏雪娥個展──飛行與著陸〉 新樂園藝術空間   

1997 11.14-12.07 〈梁淑玲、蔡宜真雙個展──另一個世界的

慰藉〉 

新樂園藝術空間   

1997 11.22-12.07 〈林麗華「美麗、神聖、宿命(一)」個展〉 高雄  新濱碼頭   

1997  〈人文與藝術、科技的對話-張恬君電腦藝術

展〉 

元智大學人文藝術中心  張恬君 

1997 02.11-02.23 〈楊淑惠個展〉 高雄 名人畫廊   

1997 04.08-04.20 〈廖惠蘭個展〉 高雄 名人畫廊   

1997 06.20-08.31 〈張綺玲實力展(人物篇)，名人畫廊〉 高雄 名人畫廊   

1997 08.01-08.31 〈張綺玲個展〉 高雄 名人畫廊   

1997 09.01-09.30 〈K.C.張綺玲實力展〉 高雄 名人畫廊   

1997 11.02-11.03 〈K.C.張綺玲畫架調整前新作發表〉 高雄 名人畫廊   

1997 02.22-03.09 第二屆全國婦女國是會議－婦權即人權 並 

發表口紅宣言 

＊第三世界女性生活藝品展 

＊蔡瑛瑾的女性裝置藝術展 

＊女性畫展─陳艾妮的 1001 女人畫作 

高雄縣政府社會科婦幼青少年館 

 

1997 11.14-11.30 〈虞曾富美「宇宙太空」畫展〉 高雄積禪 50 藝術空間   

1997 11.27-12.27 〈女性的秘密花園〉 高雄積禪 50 藝術空間   

1997 04.20-05.10 〈「窺」一女性影像展〉 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廣

場 

侯淑姿  

 

1998 04.11-05.10 〈重複與遺忘－張美陵攝影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1998 04.18-08.09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賴瑛瑛 

共 81 位女性藝

術家。陳進、許

玉燕、蔡碧吟、

孫多慈、黃新

樓、邵幼軒、梁

丹丰、袁樞真、

陳碧女、袁旃、

賴純純、李惠

芳、嚴明惠、卓

有瑞、吳瑪俐、

陳慧嶠、薛保瑕

等人作品，也囊

括吳李玉哥、江

寶珠、周邱英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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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素人藝術家。 

1998 11.07-11.29 〈女畫家聯展〉 名展藝術空間  楊淑貞、卓雅

宣、何雅鑾、陳

艷淑、陳淑嬌、

莊彩琴、曾鈺

慧、陳品華、黃

秋月、鄭淑姿、

邱于欣、洪傳

真、郭麗蓉 

1998 3 月 〈女味一甲子〉 

台北龍門畫廊 

台中臻品藝術中心 

台南新生態藝術空間 

陸蓉之 

賴純純、呂淑

珍、侯翠杏、杜

婷婷、林阿琴、

江寶珠、郭禎

祥、袁旃、嚴明

惠、郭娟秋、陳

慧嶠 

1998 06.27-07.19 曾鈺涓〈一種擴張的象限-電腦影像展〉 新樂園藝術空間  曾鈺涓 

1998 01.09-01.30 〈吳瑪悧個展 寶島物語〉 伊通公園   

1998 05.02-05.23 〈謝伊婷個展 我做個記號，在每次的穿越〉 伊通公園   

1998 09.27-10.25 〈王德瑜個展〉 新樂園藝術空間   

1998 09.12-09.28 〈柯燕美、蔡宗芬個展〉 

〈林麗華個展「美麗‧神聖‧宿命(二)」〉 

高雄  新濱碼頭   

1998 12.05-12.20 〈劉芙美個展〉 高雄  新濱碼頭   

1998  

〈世紀．女性〉 

北京中國美術館  孫多慈、潘玉

良、薛寶瑕、李

虹、江黎、李秀

勤、孫鼎玉、何

韻蘭、奉家麗、

梁潔齡等 

1998  〈半邊天－華人女性藝術展〉 德國 波昂女性美術館  吳瑪悧、 

1998  〈「傳奇之美─女人頌」西洋繪畫與雕塑特

展〉 

故宮博物院   

1998 01.01--01.13 〈KC 張綺玲作品欣賞〉 高雄 名人畫廊   

1998 09.07-09.29 〈女畫家聯展〉 高雄 名展藝術空間  楊淑貞、卓雅

宣、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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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鑾、陳艷淑、

陳淑嬌、莊彩

琴、曾鈺慧、 

陳品華、黃秋

月、鄭淑姿、邱

于欣、洪傳 

真、郭麗蓉 

1998 12.30-1999.01.1

3 

〈女性.閱讀〉 高雄福華沙龍  杜婷婷、周文

麗、胡碩珍、蔡

佩芬 

 

1999 08.21-09.26 〈平地起風波－吳瑪悧作品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1999 10.02-11.14 〈主題與變奏－李艾晨作品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1999 10.02-11.14 〈楊慧菊「觸診房」1999－感官的「係數」〉 台北市立美術館   

1999  〈「寐之域」：徐洵蔚作品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1999 11.20-2000.01.0

2 
〈「我是這樣說的」－蔡淑惠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1999 05.15-06.20 〈1999混沌世紀末始--方彩欣電腦藝術展〉 國立台灣美術館   

1999 01.09-01.30 〈蕭麗虹個展 喝茶、看報、請坐 360°→180

°→0°〉 

伊通公園   

1999 06.05-06.26 〈楊世芝個展 探討多重共存的視覺經驗〉 伊通公園   

1999 08.28-09.18 〈涂劍琴個展 相對溼度〉 伊通公園   

1999 10.16-10.17 〈臺北樂園販售案〉 新樂園藝術空間  曾鈺涓 

1999 
10.16-11.07 

〈「台北樂園販售案」電腦影像裝置展-曾

鈺涓個展〉 
新樂園藝術空間 

  

1999 07.25-08.10 〈啟發靈思播種的年代—林美雯個展〉 新樂園藝術空間   

1999 08.21-09.21 〈女主角〉 
新樂園藝術空間 

 曹筱玥，古稚寧，

蘇玉鈴 

1999 09.18-10.10 〈白色風景〉 新樂園藝術空間  劉淑美 

1999 11.17-12.05 〈寤寐與眠麗〉 新樂園藝術空間  凌凡 

1999 12.04-12.19 〈王紫芸「肖像」系列個展〉 

〈張慧蘭個展─巢穴‧記憶〉 

高雄  新濱碼頭   

1999 06.09-06.20 〈「女人詮釋女人」好藝術群主題展〉 台中市 景薰樓藝文空

間 

  

1999 11.14-11.21 〈雷紫玲「心靈獨白油畫個展」〉 高雄積禪 50 藝術空間   

1999  〈劉素幸「斯土人情私箱授受」〉 炎黃藝術館/山美術館   

1999  〈陳作琪個展－女人生平故事系列 

(1980-1998)〉 

德國文化中心   

1999  〈千江水月-張恬君創作展〉 交通大學圖書館  張恬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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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07.30-08.08 〈錯置-電腦影像展〉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第二

藝廊 

 曾鈺涓 

 

2000/302 06.10-07.10 張櫻覺首飾設計展 

鶴軒藝廊長榮桂冠酒店

分部   張櫻覺 

2000/302 06.17-07.21 蔡潔妮個展 

國立中研院生圖美學空

間   蔡潔妮 

2000/302 06.17-07.30 陳幸婉新作發表 漢雅軒   陳幸婉 

2000/302 06.18-07.02 陳青娖西畫個展 屏東縣立文化中心   陳青娖 

2000/302 06.20-07.02 王錦秀畫展 國立故宮博物院   王錦秀 

2000/302 06.20-07.04 柯燕美 2000 年蛻變-陶與玻璃展 

太平洋 SO GO 美術小

館   柯燕美 

2000/302 06.21-07.12 林欣瑜素描個展 

太平洋 SO GO 美術小

館   林欣瑜 

2000/302 06.24-07.10 郭惠苓油畫首展 巴哈藝術館   郭惠苓 

2000/302 06.24-07.16 方欣喬個展 新樂園藝術空間   方欣喬 

2000/302 06.29-07.09 林秋惠壓花巡迴展 淡水藝文中心   林秋惠 

2000/302 07.01-07.12 葉月珍書畫展 雲林文化局   葉月珍 

2000/302 07.01-07.31 黃淑薰個展 萬芳醫院附設藝術空間   黃淑薰 

2000/302 07.02-08.02 劉玉秋水墨畫展 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   劉玉秋 

2000/302 07.05-07.12 蕭惠禎國畫展 雲林文化局   蕭惠禎 

2000/302 07.06-07.19 程珮珊裝置雕塑個展 屏東縣立文化中心   程珮珊 

2000/302 07.07-07.16 謝倩儀陶藝個展 台南市政府文化藝廊   謝倩儀 

2000/302 07.07-08.04 市民畫廊-李素貞個展 高雄市立美術館   李素貞 

2000/302 07.12-07.23 林淑敏中國結個展 中壢藝術館   林淑敏 

2000/302 07.12-07.27 林麗櫻水彩個展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戶

外藝廊   林麗櫻 

2000/302 07.26-08.06 詹玉瑾膠彩畫展 中壢藝術館   詹玉瑾 

2000/302 07.26-08.09 吳素蓮科學美育觀念藝術創作展 華岡博物館   吳素蓮 

2000/303 07.26-08.13 陳香伶油畫 台南市立文化局   陳香伶 

2000/302 07.27-08.13 林淑滿個展 淡水藝文中心   林淑滿 

2000/303 07.29-08.13 張貞雯膠彩個展 

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藝術

中心   張貞雯 

2000/303 08.01-08.11 江淑貞油畫個展 

台北市士林教育中心藝

文迴廊   江淑貞 

2000/303 08.02-08.23 蘇碧珠畫展 

太平洋 SO GO 美術小

館   蘇碧珠 

2000/304 08.02-09.15 陳慧美裝置展-變 台南市文化局   陳慧美 

2000/303 08.04-08.27 素人陶藝家王淑英創作展 台北縣文化局   王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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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303 08.04.08.13 徐玉茹個展 台南市立藝術中心   徐玉茹 

2000/303 08.09-08.30 劉麗玉個展 苗栗縣立文化中心   劉麗玉 

2000/303 08.10-08.23 洪淑儀創作個展 屏東縣立文化中心   洪淑儀 

2000/303 08.12-08.24 林慧瑾國畫個展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本

館   林慧瑾 

2000/303 08.15-09.09 史筱筠、李嘉倩、蔡潔妮三人展 前藝術   

史筱筠、李嘉

倩、蔡潔妮 

2000/304 08.17-09.03 鄭梃甄石雕個展 淡水藝文中心   鄭梃甄 

2000/303 08.18-08.23 黃月琴創作展 新莊文化中心   黃月琴 

2000/304 08.19-09.06 劉玉秋個展 屏東縣文化局   劉玉秋 

2000/303 08.25-08.31 廖美蘭水墨創作展 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廖美蘭 

2000/303 08.26-09.04 初玉英油畫個展 明倫畫坊   初玉英 

2000/304 08.26-09.10 蕭芙蓉花繪展 南畫廊   蕭芙蓉 

2000/304 09.01-09.14 彭玉琴彩墨創作展 孟焦畫坊   彭玉琴 

2000/304 09.01.09.30 王瓊麗平面個展 萬芳醫院附設藝術空間   王瓊麗 

2000/304 09.02-09.17 劉素幸個展-形體解碼 新濱碼頭   劉素幸 

2000/304 09.09-09.24 林秋杏彩墨作品展 雲湶藝坊   林秋杏 

2000/304 09.14-09.26 王秀茹油畫展 屏東縣文化局   王秀茹 

2000/304 09.15-09.21 戴佳茹個展 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戴佳茹 

2000/304 09.18-10.14 游曉筠畫展-讀書系列 風野藝術中心   游曉筠 

2000/304 09.20-10.01 彭玉琴彩墨創作展 中壢藝術館   彭玉琴 

2000/304 09.20-10.04 林美雯裝置展 苗栗縣立文化中心   林美雯 

2000/304 09.23-10.04 吳和珍創作展 苗栗縣立文化中心   吳和珍 

2000/304 09.23-10.05 張秀燕彩墨首展 台中市文化局   張秀燕 

2000/304 09.23-10.08 陳美華水墨畫展 宜蘭縣文化局   陳美華 

2000/304 09.27-10.08 林珮淳邀請展 桃園縣立文化中心   林珮淳 

2000/305 09.27-10.11 陳作琪個展-「女人的故事」系列 II 福華沙龍   陳作琪 

2000/304 09.28-10.08 劉蓉鷹水墨個展 台南市立藝術中心   劉蓉鷹 

2000/305 09.29-12.28 曾鳳珠竹、籐編織創作展 台北車站文化藝廊   曾鳳珠 

2000/306 09.29-12.28 唐鳳珠竹、籐編織創作展 台北車站文化藝廊   唐鳳珠 

2000/304 09.30-10.22 府城女性西畫家聯展 台南市立藝術中心     

2000/305 10.04-10.15 林秀鑾創作個展 三峽鎮歷史文物館   林秀鑾 

2000/305 10.14-10.26 彭慧容陶藝展 美國文化中心   彭慧容 

2000/305 10.14-10.29 惠芳玲銀雕創作展 福華沙龍   惠芳玲 

2000/305 10.14-10.29 林麗華個展 新濱碼頭   林麗華 

2000/305 10.17-10.07 陳淑惠陶藝個展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陳淑惠 

2000/306 10.21-11.26 張杏玉裝置展 竹圍工作室   張杏玉 

2000/307 10.21-12.03 黃文英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黃文英 

2000/305 10.27-11.01 涂素津油畫展 高雄市立圖書館   涂素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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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305 10.28-11.05 林春美美工比寫生彩墨展 台北縣立文化局   林春美 

2000/305 10.28-11.12 葉玲如師生壓花展 雲林縣文化局   葉玲如 

2000/306 11.01-11.19 楊淑貞首次油畫個展 汎亞藝術空間   楊淑貞 

2000/306 11.04-11.10 邢炎如千禧年國畫展 國軍文藝活動中心   邢炎如 

2000/306 11.11-11.16 陳秋玉個展 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陳秋玉 

2000/306 11.14-11.19 許清美個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許清美 

2000/306 11.16-12.31 陳麗杏：衍生 立雅新藝會館   陳麗杏 

2000/306 11.22-12.03 邱玉蘭壓花個展 桃園縣立文化中心   邱玉蘭 

2000/306 11.25-12.09 鄭亦欣雕塑展 美國文化中心   鄭亦欣 

2000/306 11.25-12.09 許清美個展 草士舍   許清美 

2000/306 11.25-12.17 陳淑貞水墨風景畫展 成功大學鳳凰樹藝廊   陳淑貞 

2000/307 12.01-12.17 廖珮如膠彩畫展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廖珮如 

2000/307 12.01-12.31 黃淑蓮西畫個展 怡然藝術中心   黃淑蓮 

2000/307 12.02-01.03 心靈再現-台灣女性當代藝術展 高雄市立美術館     

2000/307 12.02-12.17 蘇翠芬陶藝首展 高雄文化局   蘇翠芬 

2000/307 12.02-12.28 周潤如水墨畫展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戶

外藝廊   周潤如 

2000/307 12.02-12.28 梯子-女人小組 茉莉畫會 茉莉畫廊     

2000/307 12.09-01.20 黃秋月個展 梵藝術中心   黃秋月 

2000/307 12.09-12.20 林美娥油畫展 屏東縣文化局   林美娥 

2000/307 12.09-12.21 曾淑慧 2000 油畫個展 台中市文化局   曾淑慧 

2000/307 12.09-12.27 陳艷淑個展 福華沙龍高雄店   陳艷淑 

2000/307 12.12-12.30 翁美娥教授畫展 華岡博物館   翁美娥 

2000/307 12.15-12.17 台北●女性油畫聯展 富邦人壽大樓     

2000/307 12.16-12.30 周子涵油畫首展 明倫畫坊   周子涵 

2000/307 12.23-12.28 高淑惠油畫展 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高淑惠 

2000/307 12.27-01.11 王筱君纖維創作展 成功大學   王筱君 

2000/307 12.30-01.10 高淑惠油畫展 中華大學   高淑惠 

2000/305 長期展出 K.C.張綺玲作品展 名人畫廊   張綺玲 

2000/297 02.26-03.09 林珮淳 2000 解構父權創作邀請展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林珮淳 

2000/297 02.15-03.25 

雲的故鄉・荷的禮讚-林玉真西畫創作

展 永都藝術館 

 

林玉真 

2000/297 02.09-02.29 黃素美荷畫荷展 意門畫廊 

 

黃素美 

2000/297 02.12-02.26 童話-林美雯個展 美國文化中心 

 

林美雯 

2000/297 01.28-02.12 林逸青個展 高雄市立美術館 

 

林逸青 

2000/297 02.12-03.03 延伸・衍生-王秋燕創作個展 得旺公所 

 

王秋燕 

2000/297 02.19-03.12 席慕容・洪幸芳-芳香盈路聯展 臺北・敦煌藝術中心 

 

席慕容、洪幸

芳 

2000/298 03.03-04.01 水火地氣-鄭麗雲個展 龍門畫廊 

 

鄭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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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98 03.11-03.23 墨韻情聲-劉靜枝山水畫個展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劉靜枝 

2000/298 03.0-03.15 黎蘭個展-大地之頌系列新作 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 

 

黎蘭 

2000/298 03.25-03.30 丁新齡千禧年畫展 國軍文藝中心 

 

丁新齡 

2000/298 03.04-03.15 邱滿英國畫創作「甜緣-田園」系列展 屏東縣立文化中心 

 

邱滿英 

2000/298 04.12-04.28 邱滿英國畫創作「甜緣-田園」系列展 台北市北聰藝廊 

 

邱滿英 

2000/298 03.17-03.25 李婉慧水墨創作展 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藝術中心 李婉慧 

2000/298 03.19-03.28 吳和珍-台灣文化風情畫展 新竹科學園區生活科技館 4 樓 吳和珍 

2000/298 03.18-04.02 席慕容・洪幸芳-芳香盈路聯展 高雄・敦煌藝術中心 

 

席慕容、洪幸

芳 

2000/299 04.22-05.04 

迎千禧-畫一方淨土・寫一片真誠 

李桂芳・黃雪珠・潘千惠繪畫聯展 新生藝廊 

 

李桂芳、黃雪

珠、潘千惠 

2000/299 04.19-04.30 

印象刻板・版版出色-阮淑芬・廖乃慧

雙姝聯展 孟焦畫坊 

 

阮淑分、廖乃

彗 

2000/299 04.19-04.26 台北市西畫女畫家畫繪・千禧聯展 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 至美軒 許清美等 

2000/299 05.17-05.25 台北市西畫女畫家畫繪・千禧聯展 加拿大溫哥華 U.B.C.亞洲藝術中心 許清美等 

2000/299 10.24-10.29 台北市西畫女畫家畫繪・千禧聯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德明

藝廊 

 

許清美等 

2000/299 04.09-04.30 心海-抒情的鄭美珠 千禧首展 格爾藝術經紀公司 

 

鄭美珠 

2000/299 04.22-05.11 刺點-林怡君個展 臺北國際視覺藝術中心 

 

林怡君 

2000/299 03.31-04.06 曉蘭・惠璇聯展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李曉嵐、李惠

璇 

2000/300 05.10-05.17 楊秀宜個展 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 至美軒 楊秀宜 

2000/300 05.06-05.28 黃秋月油畫個展 阿波羅畫廊 

 

黃秋月 

2000/300 05.01-05.14 疼惜咱的兒-陳曉菁親情油畫展 畫癡藝術中心 

 

陳曉菁 

2000/300 05.20-05.31 素情自處-何慧芬 2000 彩墨畫展 南投縣立文化中心 

 

何慧芬 

2000/300 05.27-06.01 王鈴蘭現代水墨創作展 師大畫廊 

 

王鈴蘭 

2000/300 05.12-06.07 余月娥千禧年西畫個展 屏東縣立文化中心 

 

余月娥 

2000/300 05.06-05.20 張佳婷個展-2000 年美麗人生 真善美畫廊 

 

張佳婷 

2000/300 05.27-06.01 江蘭如個展 師大畫廊 B 廳 

 

江蘭如 

2000/300 05.06-06.10 你哪裡不舒服-張美陵個展 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 

 

張美陵 

2000/301 06.08-06.28 夏之夢-馬芳渝畫展 東門美術館 

 

馬芳渝 

2000/301 06.21-07.12 呂欣瑜素描個展 中壢太平洋 sogo 百貨美術小館 呂欣瑜 

2000/301 06.03-06.18 黃小燕千禧個展 日升月鴻 

 

黃小燕 

2000/301 06.17-07.21 蔡潔妮個展 

中央研究院 生圖美學

空間 

 

蔡潔妮 

2000/301 06.20-07.02 人間有愛-王錦秀畫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德明

畫廊 

 

王錦秀 

2000/301 06.03-06.08 

女人·戲·迷思-洪千玉水墨人物創作個

展 師大藝廊 

 

洪千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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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301 06.15-06.30 

女人·戲·迷思-洪千玉水墨人物創作個

展 天藏藝術中心 

 

洪千玉 

2000/301 05.27-06.04 流動的城市-吳可文油畫個展 國際畫廊 

 

吳可文 

2000/301 06.08-07.02 謝倩儀-鳳凰歲月陶藝展 

台南縣立文化中心 歸人分館第三畫

廊 謝倩儀 

2000/301 07.07-07.16 謝倩儀-鳳凰歲月陶藝展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文物陳列館 謝倩儀 

2000/301 05.27-06.01 萃取大地的生息-張亦足畫展 台中市文化局第一、二展覽室 張亦足 

2000/301 09.30-10.05 萃取大地的生息-張亦足畫展 

國立國父紀念堂德明畫

廊 

 

張亦足 

2000/301 

2001.05.11-05

.20 萃取大地的生息-張亦足畫展 

台南市文化中心第三藝

廊 

 

張亦足 

2000/301 

2001.11.21-12

.02 萃取大地的生息-張亦足畫展 台東縣文化局中山堂二樓展覽室 張亦足 

2000/301 

2002.01.09-01

.27 萃取大地的生息-張亦足畫展 台南縣文化局 

 

張亦足 

2000/301 06.20-07.02 水與肢體-曾衣個展 花蓮縣文化局 

 

曾衣 

2000/301 06.17-07.16 映漾-李艾晨個展 新苑藝術 

 

李艾晨 

2000/301 06.10-06.24 母體-生殖交叉分析-葉怡利 2000 個展 美國文化中心 

 

葉怡利 

 

2001/308 01.01-01.30 陳淑媚西畫展 淡喜堂文化藝術館   陳淑媚 

2001/308 01.03-02.18 洪瓊華銅雕創作展 立雅新藝會館   洪瓊華 

2001/308 01.06-01.17 陳淑媚油畫展 屏東縣文化局   陳淑媚 

2001/308 01.13-01.31 陳英珠畫展 苗栗縣文化局   陳英珠 

2001/309 01.16-02.04 廖秀容陶壺創作展 基隆市立文化中心   廖秀容 

2001/309 01.30-02.04 高碧玉個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高碧玉 

2001/309 01.30-02.04 曹天韻水墨個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曹天韻 

2001/308 01.31-02.11 楊銀釵藝術生活創作展 新竹縣文化局   楊銀釵 

2001/309 01.31-02.11 范鳳琴書畫 桃園縣文化局   范鳳琴 

2001/309 02.03-02.14 邱玉蘭押花個展 梅嶺美術館   邱玉蘭 

2001/309 02.03-02.18 蔡瑛瑾個展-「錢」進失落的樂園 新濱碼頭   蔡瑛瑾 

2001/309 02.03-02.24 林冬吟個展 吳園藝文館   林冬吟 

2001/309 02.03-02.24 林冬吟個展 原型藝術   林冬吟 

2001/309 02.03-03.18 羅睿琳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羅睿琳 

2001/309 02.06-02.11 高碧玉個展 國立彰化社教館   高碧玉 

2001/309 02.09-03.04 吳瓊華創作展-檳榔西施 台南縣文化局   吳瓊華 

2001/310 02.10-03.06 楊秀敏樹脂黏土展 屏東縣文化局   楊秀敏 

2001/309 02.16-03.07 吳麗玉畫展 太平洋 SOGO 文化會館   吳麗玉 

2001/309 02.21-03.07 李美慧、張惠蘭、施淑羚 福華沙龍高雄店   

李美慧、張惠

蘭、施淑羚 



144 
 

2001/310 02.21-03.31 徐玫瑩金屬創作個展 新竹縣文化局   徐玫瑩 

2001/309 02.24-03.01 鄭蕙香彩墨畫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鄭蕙香 

2001/310 03..24-04.05 彭玉琴彩墨畫展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本

部藝廊   彭玉琴 

2001/311 03.01-05.31 林淨韻油畫個展 富邦銀行城中分行   林淨韻 

2001/310 03.03-03.18 丁曉敏國畫展 雲林縣文化局   丁曉敏 

2001/310 03.03-03.23 梁莉苓個展 得旺公所   梁莉苓 

2001/310 03.10-03.15 曾李春蘭國畫個展 新竹社會教育館   曾李春蘭 

2001/310 03.10-03.16 楊秀櫻篆刻、書畫展 國軍文藝活動中心   楊秀櫻 

2001/310 03.13-03.21 中華婦女畫會畫藝聯展 新店市立圖書館     

2001/310 03.14-03.25 黎蘭個展 桃園縣文化局   黎蘭 

2001/310 03.16-03.25 蔡佩芬個展 台南市立藝術中心   蔡佩芬 

2001/310 03.21-04.08 蔡瑛瑾裝飾藝術個展 崑山藝術中心   蔡瑛瑾 

2001/310 03.24-03.29 王瓊麗作品展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王瓊麗 

2001/311 03.24-04.29 邱蕙琳畫展 台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   邱蕙琳 

2001/311 03.31-04.28 鄧惠芳陶藝個展 景陶坊陶藝專業藝廊   鄧惠芳 

2001/311 04.01-04.30 潘麗琴個展 三石藝術中心   潘麗琴 

2001/311 04.04-04.15 吳宜靜、陳莉文版畫雙人展 孟焦畫坊   吳宜靜、陳莉文 

2001/311 04.04-04.18 許瓊朱西畫展 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   許瓊朱 

2001/311 04.06-04.19 王瓊麗作品展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王瓊麗 

2001/311 04.06-04.28 呂淑珍陶塑展 龍門畫廊   呂淑珍 

2001/311 04.07-04.29 女畫家聯展 名展藝術空間     

2001/311 04.10-04.29 蔡潔妮南台灣首展 豆皮文藝咖啡館   蔡潔妮 

2001/311 04.14-04.29 林冬呤個展 夜間台灣私立美術館   林冬呤 

2001/312 04.22-05.13 李秀珍押花紙黏土綜合藝術展 彰化縣文化局   李秀珍 

2001/311 04.28-05.10 黎蘭油畫展 新竹市文化局   黎蘭 

2001/312 05.04-05.11 陳君竹手抄紙藝創作展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藝術

館   陳君竹 

2001/312 05.04-05.13 邱美惠個展 孟焦畫坊   邱美惠 

2001/312 05.05-05.17 李麗雯國畫展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本部

藝廊   李麗雯 

2001/312 05.05-05.20 梁丹丰個展 福華沙龍   梁丹丰 

2001/312 05.09-05.23 內埔鄉婦女棉紙撕畫聯展 屏東中正藝術館     

2001/312 05.09-05.27 周淑貞油畫個展 水湳藝術館   周淑貞 

2001/312 05.12-05.25 林娟娟個展 國際畫廊   林娟娟 

2001/312 05.14-05.18 梁莉苓個展 東海大學實習藝廊   梁莉苓 

2001/312 05.15-05.24 黃珮綺畢業個展 東海大學藝術中心   黃珮綺 

2001/312 05.15-06.15 古素琴油畫展 煙蛇藝術中心   古素琴 

2001/312 05.25-06.04 賴靜玫畢業創作展 東海大學藝術中心   賴靜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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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313 05.25-06.04 謝靜玫畢業創作展 東海大學藝術中心   謝靜玫 

2001/313 05.30-06.20 彭金玉油畫個展 

太平洋 SOGO 百貨美術

小館   彭金玉 

2001/313 06.01-07.31 楊蕙菁畫坊兒童畫展 大里市戶政事務所   楊蕙菁 

2001/313 06.02-06.10 鄭亦欣裝置個展 

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藝術

中心   鄭亦欣 

2001/313 06.02-06.30 「新娘就是我」聯展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女

館紫藤園 

高雄市社會

局婦女館   

2001/313 06.03-07.08 陳麗英油畫展 立雅新藝會館   陳麗英 

2001/313 06.03-07.08 蔣張淑芬陶藝展 立雅新藝會館   蔣張淑芬 

2001/313 06.09-06.24 黃瑛玉裝置藝術個展 新濱碼頭   黃瑛玉 

2001/313 06.09-06.27 楊夕霞個展 德旺公所   楊夕霞 

2001/313 06.09-06.27 林俐貞個展 德旺公所   林俐貞 

2001/313 06.23-07.01 徐郁水西畫展 新竹社會教育館   徐郁水 

2001/313 06.23-08.05 洪美玲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洪美玲 

2001/313 06.23-08.05 戴佳茹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戴佳茹 

2001/314 06.26-07.05 葉雪茹個展 豆皮文藝咖啡館   葉雪茹 

2001/313 06.29-07.15 廖瑞芬膠彩畫展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廖瑞芬 

2001/314 06.29-07.15 廖瑞芬膠彩畫展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廖瑞芬 

2001/314 06.29-07.15 蔡玉盤配飾精品展 台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   蔡玉盤 

2001/314 07.06-07.22 高春妹油畫首展 凡亞藝術空間   高春妹 

2001/314 07.09-08.10 女性藝術家精品典藏展 家畫廊     

2001/314 07.14-07.20 楊鳳珠油畫展 國軍文藝活動中心   楊鳳珠 

2001/314 07.15-08.04 

新樂園新秀邀請展-曾怡馨、詹芝婷、蔡瑜

珊 新樂園   

曾怡馨、詹芝

婷、蔡瑜珊 

2001/314 07.17-07.29 徐畢華畫展 

首都 New York New 

York 展示中心   徐畢華 

2001/314 07.19-08.05 吳秀慧雕塑展 屏東縣文化局   吳秀慧 

2001/314 07.21-07.29 陳能梨彩墨創作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陳能梨 

2001/315 07.27-08.26 廖瑞芬膠彩畫展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廖瑞芬 

2001/315 08.01-08.12 林淑芳國畫展 中壢藝術館   林淑芳 

2001/315 08.01-08.26 鄧文貞油畫個展 竹圍工作室   鄧文貞 

2001/315 08.01-08.30 鄭秋梅國畫展 三石藝術中心   鄭秋梅 

2001/108 08.15-09.05 鄧嬿娥油畫展 逢甲大學藝術中心   鄧嬿娥 

2001/315 08.17-09.03 曾琬婷現代押花藝術展 屏東縣文化局   曾琬婷 

2001/315 08.18-09.09 李艾晨個展 誠品畫廊   李艾晨 

2001/316 08.18-09.23 魏秀芬、吳美金押花藝術雙人展 佛光緣美術館   魏秀芬、吳美金 

2001/108 08.18-09.30 巢、穴、指紋迷宮-鄭亦欣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鄭亦欣 

2001/315 08.18-09.30 鄭亦欣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鄭亦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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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315 08.22-09.06 劉麗玉樸素畫個展 基隆市立文化中心   劉麗玉 

2001/315 08.22-09.09 曾愛真回顧紀念展 福華沙龍高雄店   曾愛真 

2001/315 08.24-09.05 台北市西畫女畫家畫會聯展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2001/315 08.25-09.06 鄭羽桑油畫展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本

部藝廊   鄭羽桑 

2001/316 08.25-09.09 陳惠菁個展 文賢油漆工程行   陳惠菁 

2001/316 08.25-09.09 游婷祺個展 文賢油漆工程行   游婷祺 

2001/316 09.01-09.06 林宣余畫展 台中市文化局   林宣余 

2001/316 09.01-09.22 李昀珊個展 原型藝術   李昀珊 

2001/108 09.01-09.26 王梅珍金工創作個展 

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台

北設計中心   王梅珍 

2001/108 09.01-09.30 「女子自在」-五人聯展 鳳甲美術館     

2001/316 09.01-09.30 許佩穎油畫個展 仁愛醫院仁愛藝廊   許佩穎 

2001/108 09.04-10.14 「花弄影」黃女慈油畫個展 黑盒子藝術空間   黃女慈 

2001/317 09.05-10.07 虞曾富美個展 積禪 50 藝術空間   虞曾富美 

2001/316 09.08-09.20 洪淑如國畫展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本

部藝廊   洪淑如 

2001/316 09.08-09.20 王梅珍金工創作個展 

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台

北工藝設計中心   王梅珍 

2001/109 09.08-10.14 

人性‧自然‧備忘錄-張貞雯膠彩畫個

展 台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   張貞雯 

2001/316 09.08-10.14 張貞雯膠彩畫個展 台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   張貞雯 

2001/108 09.12-09.23 溫珮妃國畫展 桃園縣文化局中壢館   溫珮妃 

2001/316 09.12-09.23 溫珮妃國畫展 中壢藝術館   溫珮妃 

2001/108 09.12-10.03 胡瑞美油畫個展 中華民國油畫創作協會   胡瑞美 

2001/316 09.12-10.03 胡瑞美油畫個展 

太平洋 SOGO 百貨中壢

美術小館   胡瑞美 

2001/316 09.15-09.20 鄭瓊娟七十個展 師大美術系畫廊   鄭瓊娟 

2001/316 09.15-09.23 戴翠香歐洲花藝展 台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   戴翠香 

2001/109 09.26-10.29 邱瓊暖油畫邀請展 風山雲水生活藝廊   邱瓊暖 

2001/109 09.28-10.28 穿越幻象-郭淑莉個展 高雄市立美術館   郭淑莉 

2001/317 09.28-10.28 市民畫廊-郭淑莉個展 高雄市立美術館   郭淑莉 

2001/317 09.29-10.11 林淑女彩墨作品展 台北縣裡文化局   林淑女 

2001/108 09.29-10.14 「生命系列 II」-劉芙美個展 新彬碼頭藝術中心   劉芙美 

2001/316 09.29-10.14 劉芙美個展 新濱碼頭   劉芙美 

2001/108 09.29-11.11 核‧心‧共震-林蓓菁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林蓓菁 

2001/316 09.29-11.11 林蓓菁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林蓓菁 

2001/317 10.01-10.25 樸素畫家劉麗玉個展 萬芳醫院附設藝術空間   劉麗玉 

2001/317 10.01-10.26 李重重現代水墨畫展 東海大學藝術中心   李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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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09 10.03-10.14 林春美工筆寫生畫個展 孟焦畫坊   林春美 

2001/317 10.03-10.14 林春美工筆寫生畫個展 孟焦畫坊   林春美 

2001/110 10.03-11.11 「戲碼」油畫展-莊彩琴個展 立雅新藝會館   莊彩琴 

2001/318 10.03-11.11 莊彩琴油畫展 立雅新藝術會館   莊彩琴 

2001/317 10.05-10.21 趙素芳油畫、雕塑展 嘉義市文化局   趙素芳 

2001/317 10.05-10.28 謝宿蓮個展 蚊子藝術實驗室   

謝奕翎(曾名謝

宿蓮) 

2001/111 10.05-12.26 自然記事-惠芳玲銀飾創作展 美國文化中心   惠芳玲 

2001/109 10.06-10.21 羅芳水墨創作展 太平洋文化基金會   羅芳 

2001/317 10.06-10.21 羅芳水墨創作展 

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藝術

中心   羅芳 

2001/317 10.06-10.21 謝宛彤創作展 苗栗縣文化局   謝宛彤 

2001/317 10.06-10.21 劉芳婷個展 屏東縣文化局   劉芳婷 

2001/317 10.06-10.27 黃芳琪個展 原型藝術   黃芳琪 

2001/317 10.10-10.21 羅桂蘭創作展 中壢藝術館   羅桂蘭 

2001/109 10.12-10.31 陳郁如油畫個展 凡雅藝術空間   陳郁如 

2001/317 10.12-10.31 陳郁如油畫個展 凡亞藝術空間   陳郁如 

2001/110 10.17-11.04 散步的魚 黃小燕 2001 個展 高雄福華沙龍   黃小燕 

2001/318 10.17-11.04 黃小燕個展 高雄福華沙龍   黃小燕 

2001/317 10.20-10.29 張惠蘭、林珮淳戶外專制聯展 

澎湖縣馬公第一賓館左

側花園   張惠蘭、林珮淳 

2001/318 10.20-11.11 王秀雯個展 文賢油漆工程行   王秀雯 

2001/317 10.21-10.31 金榮姬水墨畫個展 雲林縣文化局   金榮姬 

2001/109 10.24-11.04 張美貞陶藝展 桃園縣文化局桃園館   張美貞 

2001/317 10.24-11.04 張美貞陶藝展 桃園縣文化局   張美貞 

2001/317 10.24-11.09 陳君竹紙藝個展 竹師藝術空間   陳君竹 

2001/318 11.02-11.13 張淑卿壓花展 雲林縣文化局   張淑卿 

2001/110 11.03-11.11 鄭瓊娟個展 新竹社會教育館   鄭瓊娟 

2001/318 11.03-11.11 鄭瓊娟個展 新竹社會教育館   鄭瓊娟 

2001/110 11.03-11.28 生命的花園-蔡佩芬個展 梵藝術中心   蔡佩芬 

2001/318 11.03-11.28 蔡佩芬個展 梵藝術中心   蔡佩芬 

2001/110 11.03-11.30 陽光灑落的聲音-郭芳榕油畫個展 新心藝術館   郭芳榕 

2001/319 11.03-12.31 龐瑤首次作品個展 華藝藝術中心   龐瑤 

2001/318 11.04-11.15 周靈芝個展 新樂園藝術空間   周靈芝 

2001/318 11.05-01.05 吳和珍個展 

台北市政府名人藝術畫

廊   吳和珍 

2001/110 11.07-11.18 不可思議押花-黃美雪、陳金釵聯展 桃園縣文化局中壢館   黃美雪、陳金釵 

2001/318 11.07-11.18 黃美雪、陳金釵押花藝術聯展 中壢藝術館   黃美雪、陳金釵 

2001/318 11.09-11.25 黃秋月油畫個展 凡亞藝術空間   黃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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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10 11.09-12.23 絕對身體-當代台灣藝術的女性知覺 大趨勢藝術空間     

2001/318 11.09-12.23 絕對身體-當代台灣藝術女性知覺 大趨勢     

2001/318 11.10-11.15 林貞妤油畫創作展 師大畫廊   林貞妤 

2001/318 11.10-11.15 方淑芬油畫創作展 師大畫廊   方淑芬 

2001/318 11.12-11.28 蔡莉莉個展 福華沙龍   蔡莉莉 

2001/318 11.16-12.09 黃秋玲佛畫展 台南市立藝術中心   黃秋玲 

2001/318 11.17.12.02 簡淑華水墨展 

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藝術

中心   簡淑華 

2001/110 11.23-11.29 楊靜江書畫展 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楊靜江 

2001/318 11.23-12.13 顏秀如個展 文賢油漆工程行   顏秀如 

2001/318 11.23-12.13 黃蘭雅個展 文賢油漆工程行   黃蘭雅 

2001/111 11.28-12.16 花藏-杜婷婷個展 高雄福華沙龍   杜婷婷 

2001/319 11.28-12.16 杜婷婷個展 高雄福華沙龍   杜婷婷 

2001/111 12.01-12.05 陳昭如創作展 師大畫廊   陳昭如 

2001/319 12.01-12.12 沈怡君個展 屏東縣文化局   沈怡君 

2001/111 12.01-12.30 舞動生命-林美智個展 台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   林美智 

2001/111 12.01-12.30 陶色女子-張美華個展 月臨家庭美術館   張美華 

2001/319 12.01-12.30 林美智個展 台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   林美智 

2001/319 12.01-12.30 張美華陶藝個展 月臨家庭美術館   張美華 

2001/319 12.05-12.30 黃麗絹纖維藝術創作展 台北縣文化局   黃麗絹 

2001/319 12.07-12.31 李瑾怡個展 清大藝術中心   李瑾怡 

2001/111 12.08-12.14 簡君惠油畫個展 

台中市立文化中心文英

館   簡君惠 

2001/111 12.08-12.30 雕刻時光-陳幸婉個展 科元藝術中心   陳幸婉 

2001/308 12.09-01.20 黃秋月個展 梵藝術中心   黃秋月 

2001/308 12.09-01.28 

「水性楊」花四人聯展-辛惠娟、林麗

娟、陳美月、劉安琪 台北市立美術館   

辛惠娟、林麗

娟、陳美月、劉

安琪 

2001/111 12.15-12.26 林櫻蘭書法展 屏東縣政府文化局   林櫻蘭 

2001/308 12.2-03.11 台灣女性當代藝術展-心靈再現 高雄市立美術館     

2001/111 12.20-01.08 黃麗淑個展 南投縣文化局   黃麗淑 

2001/319 12.22-01.10 張筱羚個展 文賢油漆工程行   張筱羚 

2001/308 12.27-01.11 王筱君纖維創作展 成功大學   王筱君 

2001/319 12.29-01.03 邱素美工筆花鳥畫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邱素美 

2001/308 12.29-01.22 林秀娘陶藝創作展 

建台大丸積禪85藝術空

間   林秀娘 

2001/111 12.29-01.23 鄧惠芬陶藝展 當代陶藝館   鄧惠芬 

2001/319 12.29-01.23 鄧惠芬陶藝展 當代陶藝館   鄧惠芬 

2001/308 12.30-01.10 高淑惠油畫展 中華大學   高淑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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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19 9.08 彭玉琴個展 桃園縣文化局桃園館   彭玉琴 

2002/112 01.04-01.16 陳秉鐶仕女畫展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陳秉鐶 

2002/112 01.05-01.27 汪！洋─ 黃亭玉個展 新樂園藝術空間   黃亭玉 

2002/112 01.08-01.27 「Show 色」陳艷淑 - 粉紅美味 豆皮文藝咖啡館   陳艷淑 

2002/112 01.11-01.20 條紋的預言-蔡芷芬個展 師大藝術中心   蔡芷芬 

2002/112 01.12-01.24 彩陶風華-林(王善)瑛陶藝個展 

台中市文化局文物展覽

室   林(王善)瑛 

2002/113 01.16-01.30 鄧文貞創作展「饗宴─童話系列」 淡水文藝中心   鄧文貞 

2002/113 01.19-02.01 

「有線。無限」- 黃亞純纖維藝術實驗

創作 葉子咖啡   黃亞純 

2002/113 01.24-02.08 1999-2002 不安 ─ 王怡人攝影展 智邦藝術迴廊   王怡人 

2002/114 02.01-03.31 「花樣年華」洪瓊華銅雕新作展 立雅新藝會館   洪瓊華 

2002/113 02.05-02.24 柳菊良-自然與生態的關懷 豆皮文藝咖啡館   柳菊良 

2002/113 02.19-02.24 周秀娥水墨國畫展 國父紀念館   周秀娥 

2002/113 02.19-02.24 潘晴水墨創作 82 歲回顧展 國父紀念館   潘晴 

2002/114 02.23-03.07 2002 生活情事 何慧芬彩墨畫展 台中市文化局   何慧芬 

2002/115 03.02-05.19 穿過你的雙眼-女性藝術家錄像作品 台當代藝術館     

2002/114 03.05-03.17 蔡華枝水墨畫展 大地之頌 國父紀念館   蔡華枝 

2002/115 03.09-04.06 @-may 類世界-李蕙玫個展 伊通公園   李蕙玫 

2002/115 03.13-04.21 

世態與流風-台灣早期服飾與傅子菁的

對話 國立歷史博物館   傅子菁 

2002/114 03.15-03.27 吳麗華個展 南投縣文化局   吳麗華 

2002/114 03.26-04.07 張秀燕彩墨情 國父紀念館   張秀燕 

2002/116 04.02-06.02 洪瓊華-銅雕作品發表 立雅新藝會館   洪瓊華 

2002/115 04.06-04.28 戴佳茹個展 新濱碼頭藝術空間   戴佳茹 

2002/115 04.06-05.06 藏情-台日韓三國女性金工聯展 

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台

北工藝設計中心     

2002/116 04.10-05.01 色域之音律-吳伊凡 2002 年個展 東海大學藝術中心   吳伊凡 

2002/115 04.12-04.24 洪淑英西畫個展 南投縣文化局   洪淑英 

2002/116 04.12-05.17 「一、二、拉」賴盈菲個展 智邦藝術迴廊   賴盈菲 

2002/116 04.14-05.08 透過綠.看到海 郭娟秋個展 沁德居藝廊   郭娟秋 

2002/115 04.20-05.08 林麗華、蔡佩芬雙個展 高雄福華沙龍   

林麗華、蔡佩

芬 

2002/115 04.26-05.09 吳月桂水墨畫展 南投縣文化局   吳月桂 

2002/116 04.26-06.07 林純如個展 元智大學藝術中心   林純如 

2002/115 04.27-05.12 尋找桃花源-徐畢華的女人情話 遠企購物中心   徐畢華 

2002/115 04.27-05.19 王春香油畫個展 世華藝術中心   王春香 

2002/117 05.04-06.10 王俞心工筆畫圖創作展 世外陶源   王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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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17 05.18-06.15 視覺的統合經驗-楊世芝個展 伊通公園   楊世芝 

2002/117 05.22-06.02 徐瑞娘葫蘆藝術雕塑展 桃園縣文化局   徐瑞娘 

2002/116 05.25-06.16 蕭媺油畫首次個展 

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藝術

中心   蕭媺 

2002/117 06.04-06.30 

「膚賦 尋找一種幸福的造形」張杏玉

個展 雅逸藝術中心   張杏玉 

2002/117 06.08-06.13 黃千蘭個展 師大畫廊   黃千蘭 

2002/118 06.08-07.14 林冬吟個展 五金行藝術空間   林冬吟 

2002/117 06.22-07.07 孫貴香水墨展 台北縣文化局   孫貴香 

2002/118 06.22-07.11 普通的、細碎的、未滿的黃亞紀個展 台灣國際視覺藝術中心   黃亞紀 

2002/118 07.01-07.30 

山城女子的都會生活日記 王玫油畫

作品展 北莊藝術中心   王玫 

2002/119 07.02-09.01 徐美月「彩繪系列」陶藝作品發表 立雅新藝會館   徐美月 

2002/119 07.02-09.01 林秀娘 「衣裳系列」陶藝作品發表 立雅新藝會館   林秀娘 

2002/119 07.02-09.01 孫麗淑 油畫作品發表 立雅新藝會館   孫麗淑 

2002/119 07.13-08.03 張杏玉個展 前藝術空間   張杏玉 

2002/119 07.20-08.10 穿透生命.柔性自然 謝靜玫膠彩個展 

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藝術

中心   謝靜玫 

2002/119 07.27-08.18 翁秀歡水墨展 高雄縣政府文化局   翁秀歡 

2002/119 08.02-08.14 周潤如膠彩、彩墨展 台北縣文化局   周潤如 

2002/119 08.02-08.25 麗夏詩情 徐畢華個展 沁德居藝廊   徐畢華 

2002/119 08.10-09.01 陳香伶油畫展 

台南社會教育館第二展

覽室   陳香伶 

2002/119 08.11-08.23 高詩婷個展 

打開-當代藝術文化工作

站   高詩婷 

2002/120 08.17-09.10 「時間」旅法畫家廖石珍個展 台北時報藝術中心   廖石珍 

2002/119 08.24-09.05 詹秀蘭個展 

打開-當代藝術文化工作

站   詹秀蘭 

2002/121 09.03-10.25 

楊慧蓁裝置藝術展「時間的半弧線狀

態」 壢新藝術生活館   楊慧蓁 

2002/120 09.06-12.18 黃翠華梅花繡展 台北火車站   黃翠華 

2002/120 09.07-09.22 陳美惠油畫展 凡亞藝術空間   陳美惠 

2002/120 09.07-09.29 新視文明的回歸  林墡瑛陶藝個展 月臨家庭美術館   林墡瑛 

2002/121 09.08-10.13 謝淑慧與紙的對話 高雄縣政府文化局   謝淑慧 

2002/120 09.10-09.15 楊雅琴個展 豆皮文藝咖啡館   楊雅琴 

2002/121 09.14-10.06 築樂園-詹孟瑜個展 文賢油漆工程行   詹孟瑜 

2002/121 09.15-10.12 「陶婚記」太陽的女兒 蘇玉珍個展 新月梧桐   蘇玉珍 

2002/120 09.24-09.29 劉純妤個展 豆皮文藝咖啡館   劉純妤 

2002/121 09.25-10.28 鄧文貞油畫邀請展「宴饗-創意食譜系 風山雲水生活藝廊   鄧文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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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2002/121 10.05-11.03 「初心澄明」李翠婷心靈繪畫展 雲崗藝術中心   李翠婷 

2002/121 10.09-10.20 許秀珠彩墨畫展 桃園縣文化局桃園館   許秀珠 

2002/121 10.12-11.02 潘麗紅油畫個展 

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藝術

中心   潘麗紅 

2002/121 10.15-11.12 陳郁如繁衍個展 新月梧桐   陳郁如 

2002/122 10.19-11.03 洪瓊華雕塑展 台北縣文化局   洪瓊華 

2002/121 10.22-10.02 楊雅琴個展 豆皮文藝咖啡館   楊雅琴 

2002/122 10.26-11.10 吳淑櫻童玩個展 高雄縣政府文化局   吳淑櫻 

2002/122 10.29-11.07 陳麗雀水墨畫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陳麗雀 

2002/122 11.08-12.01 

第 14 屆台中縣美術家接力展 溫惠珍

油畫展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溫惠珍 

2002/122 11.08-12.20 時間半弧線 楊慧蓁裝置藝術展 智邦藝術空間   楊慧蓁 

2002/122 11.09-11.28 穿越嘈嘈的自己 林珮熏影像展 台灣國際視覺藝術中心   林珮熏 

2002/122 11.09-12.01 陳玲香畫展 天棚藝術   陳玲香 

2002/122 11.09-12.01 李佳玲個展「白，和其他的白」 20 號倉庫   李佳玲 

2002/123 11.23-12.17 吳佩蓁個展 迷失在幸福的邊界 米倉音像食館   吳佩蓁 

2002/122 11.27-12.08 張美貞陶藝展 桃園縣文化局桃園館   張美貞 

2002/123 11.27-12.08 洪瓊華雕塑藝術展 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   洪瓊華 

2002/122 11.29-12.29 莊靜芬銅鏡展 國立歷史博物館   莊靜芬 

2002/123 11.29-12.29 莊靜芬銅鏡收藏展 國立歷史博物館   莊靜芬 

2002/122 11.30-01.12 舞 李如玉個展 高雄市立美術館   李如玉 

2002/123 12.07-12.20 張佳婷油畫個展 真善美畫廊   張佳婷 

2002/123 12.11-12.22 彭怡禎聯展 桃園縣文化局桃園館   彭怡禎 

2002/123 12.14-01.05 王雅慧個展 新樂園藝術空間   王雅慧 

2002/112 12.14-01.31 「花弄影」黃女慈油畫個展 黑盒子藝術空間   黃女慈 

2002/112 12.15-01.30 做瓶子-趙丹綺金屬創作個展 

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台

北工藝設計中心   趙丹綺 

2002/112 12.20-01.13 

告訴我，你的夢想是甚麼?夢想紙船航

行計畫，2001，吳瑪俐個展 高雄市立美術館   吳瑪俐 

2002/123 12.21-02.16 文本與次文本 當代亞洲女性藝術家 台北市立美術館     

2002/112 12.21-03.05 許明香陶瓷展 台北車站文化藝廊   許明香 

2002/123 12.21-12.30 初玉英油畫展 明倫畫坊   初玉英 

2002/112 12.23-01.30 陶也生活-林秀娘陶作個展 世外陶園   林秀娘 

2002/123 12.26-01.16 梭形記 江怡瑩金工創作個展 竹師藝術空間   江怡瑩 

2002/112 12.29-01.03 「花語」邱素美工筆花鳥展 國父紀念館   邱素美 

2002/112 12.29-01.23 鄧惠芬陶藝展 當代陶藝館   鄧惠芬 

 

2003/125 1 柯淑玲的新墨展 台中文化中心   柯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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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25 2 江秋霞首次個展 台中文化局   江秋霞 

2003/332 01.01-01.12 溫佳寧個展 苗栗縣文化局   溫佳寧 

2003/124 01.04-02.09 陳君竹個展-思議之卷 鳳甲美術館   陳君竹 

2003/125 01.04-02.09 陳君竹個展 思議之卷 鳳甲美術館   陳君竹 

2003/333 01.04-02.09 陳君竹個展 鳳甲美術館   陳君竹 

2003/124 01.11-01.26 周文麗影像裝置展「煉靈詩篇」 新浜碼頭藝術空間   周文麗 

2003/332 01.11-01.30 周文麗影像裝置個展 新濱碼頭   周文麗 

2003/124 01.14-01.26 施江鳳壺刻、彩瓷水墨畫展 孟焦畫坊   施江鳳 

2003/332 01.15-01.26 施江鳳壺刻、彩瓷、水墨展 孟焦畫坊   施江鳳 

2003/124 01.17-01.15 周潤如膠彩畫和彩墨創作個展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周潤如 

2003/332 01.17-01.29 周潤如膠彩畫、彩墨創作個展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周潤如 

2003/124 01.18-01.29 黃曉純 攝影個展 「工廠大門」 恆旭攝影藝廊   黃曉純 

2003/125 01.25-02.09 鍾慧蘭油畫展:約化的心象世界 台南市立藝術中心   鍾慧蘭 

2003/332 01.29-02.16 戴翠香歐洲花藝設計個展 中壢藝術館   戴翠香 

2003/333 01.29-02.23 翁桂圓油畫個展 新竹縣文化局美術館   翁桂圓 

2003/333 02.01-02.25 賴雪麗個展 萬芳醫院附設藝術空間   賴雪麗 

2003/333 02.08-02.16 陳怡暄攝影展 梵藝術中心   陳怡暄 

2003/125 02.08-02.17 林錦鈺油畫、陶藝個展 明倫畫廊   林錦鈺 

2003/125 02.08-02.19 素人林霞阿嬤繪畫展 宜蘭縣文化局   林霞 

2003/333 02.08-02.23 陳明惠個展 淡水文藝中心   陳明惠 

2003/333 02.08-03.02 陳能梨花鳥新境彩墨展 台北縣文化局   陳能梨 

2003/125 02.12-02.23 張琳婉 創作展「理想國」 七塊替代空間   張琳婉 

2003/333 02.15-03.22 鄧惠芬陶藝個展 景陶坊陶瓷專業藝廊   鄧惠芬 

2003/333 02.19-03.02 劉去徐油畫首展 新竹縣文化局   劉去徐 

2003/125 02.22-03.22 因子的再現-陳張莉個展 大趨勢畫廊   陳張莉 

2003/334 02.22-03.22 陳張莉個展 大未來畫廊   陳張莉 

2003/333 02.24-03.31 張恬君創作展 智邦藝術空間   張恬君 

2003/334 03.01-03.06 李淑英國畫展 國軍文藝活動中心   李淑英 

2003/334 03.01-03.28 吳瓊華創作展-檳榔西施 台中市文化局動力空間   吳瓊華 

2003/334 03.01-03.31 陳姿月個展 復文書局美術館   陳姿月 

2003/126 03.03-03.25 邱秀霞、黃焉蓉雙人畫展 明倫畫坊   

邱秀霞、黃焉

蓉 

2003/334 03.03-03.25 邱秀霞、黃焉蓉雙人畫展 明倫畫坊   

邱秀霞、黃焉

蓉 

2003/334 03.04-03.16 楊淑嬌水墨、書法創作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楊淑嬌 

2003/126 03.08-03.30 女性與布媒材的空間對話「ㄅㄨˋ包袱」 20 號倉庫 林平   

2003/334 03.1-03.30 陳雅萍陶藝個展 陶藝後援會陶瓷藝術館   陳雅萍 

2003/126 03.12-03.23 楊純鑾錄影裝置個展「喘息」 華山藝文特區   楊純鑾 

2003/126 03.12-03.23 陳美雲的異想世界 台南市立藝術中心   陳美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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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334 03.12-03.23 涂素津油畫展 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   涂素津 

2003/334 03.12-03.30 林雨真個展 桃園縣文化局   林雨真 

2003/126 03.15-03-31 陳雅萍陶藝個展「嫣紅暖春逢清脆」 陶藝後援會   陳雅萍 

2003/126 03.15-03.12 

林纖穎純銀(99.9)藝術粘土創作 原本

真實系列 新月梧桐   林纖穎 

2003/126 03.15-03.30 江寶珠逝世紀念展 歌德藝術中心   江寶珠 

2003/335 03.15-04.04 

張淑英、黃靖茹、邱瀞儀、李若琦聯

展 

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藝術

中心   

張淑英、黃靖

茹、邱瀞儀、

李若琦 

2003/334 03.19-03.30 楊銀釵西畫個展 新竹市文化局   楊銀釵 

2003/335 03.19-04.06 陳慧純裝置藝術展 新竹縣文化局美術館   陳慧純 

2003/335 03.19-04.06 溫佳寧童畫展 新竹縣文化局美術館   溫佳寧 

2003/127 03.21-04.30 雄女藝術家－藝術之路 正修藝術中心     

2003/127 03.22-04.03 戴佳茹個展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戴佳茹 

2003/335 03.22-04.03 戴佳茹個展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本

部藝廊   戴佳茹 

2003/126 03.22-04.09 許淑真個展「告密」 高雄福華沙龍   許淑真 

2003/334 03.22-04.09 許淑真個展 福華沙龍高雄店   許淑真 

2003/127 03.29-04.27 

王秀茹創作個展-動物體內的動物-匿

名原魔 鳳甲美術   王秀茹 

2003/335 03.29-04.27 王秀茹創作個展 鳳甲美術   王秀茹 

2003/334 03.29-05.04 郭慧禪、王巧萍雙個展 

國立中研院生圖美學空

間   

郭慧禪、王巧

萍 

2003/126 03.29-05.11 

Let's Make ART-曾鈺涓網路藝術家裝

置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曾鈺涓 

2003/334 03.29-05.11 曾鈺涓網路藝術裝置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曾鈺涓 

2003/335 04.01-04.15 孫翼華個展 富錦藝術中心   孫翼華 

2003/335 04.02-05.25 梁美萍個展 高雄市立美術館   梁美萍 

2003/127 04.05-05.04 劉秋燕個展-草本生活記事 天棚藝術村   劉秋燕 

2003/335 04.05-05.04 劉秋燕個展 天棚藝術村   劉秋燕 

2003/336 04.25-05.18 吳白露油畫創作展 德安百貨德美館   吳白露 

2003/128 04.25-06.02 吳淑櫻童心畫陶藝展 屏東佛光緣美術館   吳淑櫻 

2003/128 04.26-05.14 張美陵攝影展:檳榔豬十八招 台灣國際視覺藝術中心   張美陵 

2003/336 04.26-05.14 張美陵攝影展-檳榔豬十八招 台北國際視覺藝術中心   張美陵 

2003/335 04.26-05.25 惠芳玲金工展 台北縣文化局   惠芳玲 

2003/336 05.01-05.31 徐畢華個展 首都藝術遠企展示中心   徐畢華 

2003/128 05.03-05.14 陳瑞鳳花心繪畫展 屏東縣文化局   陳瑞鳳 

2003/128 05.03-05.25 女畫家聯展 名展藝術空間     

2003/336 05.03-05.25 女畫家聯展 名展藝術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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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28 05.03-05.30 洪瓊華雕塑個展 大都會畫廊   洪瓊華 

2003/336 05.05-06.28 鄭蕙香彩墨個展 

台北市政府名人藝術畫

廊   鄭蕙香 

2003/128 05.08-07.01 女性藝術家聯展 立雅新藝會館     

2003/336 05.08-07.27 

陳香伶、洪瓊華、林秀娘、郭雅眉、

楊秀足聯展 立雅新藝會館   

陳香伶、洪瓊

華、林秀娘、

郭雅眉、楊秀

足 

2003/336 05.10-05.18 徐畢華個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徐畢華 

2003/336 05.10-05.21 陳能梨彩墨創作展 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   陳能梨 

2003/129 05.10-05.25 陳緞珠個展 金禧美術空間   陳緞珠 

2003/336 05.10-05.25 素人畫家陳緞珠首次個展 金禧美術   陳緞珠 

2003/336 05.10-05.30 黃玉英陶藝個展 陶藝後援會陶瓷藝術館   黃玉英 

2003/128 05.10-05.31 鄭瓊娟油畫展 霍克國際藝術收藏   鄭瓊娟 

2003/129 05.10-06.01 

曾鈺涓網路藝術家裝置展:O 的聊天室

ALL WAYS 新樂園藝術空間   曾鈺涓 

2003/336 05.10-06.01 曾鈺涓、郭淑莉雙個展 新樂園藝術空間   

曾鈺涓、郭淑

莉 

2003/336 05.12-05.16 石美玲畢業展 東海大學藝術中心   石美玲 

2003/128 05.15-06.12 呂碧紗彩墨畫展 新月梧桐   呂碧紗 

2003/128 05.16-05.25 陳彩鳳油畫首展 明倫畫坊   陳彩鳳 

2003/337 05.17-06.14 

五月中的女人-第一屆台灣國際女性藝

術節串連展出 

高雄縣橋仔頭糖廠藝術

中心     

2003/128 05.17-06.30 初發-蔡佩芬個展 梵藝術中心   蔡佩芬 

2003/336 05.17-06.30 蔡佩芬個展 梵藝術中心   蔡佩芬 

2003/336 05.22-06.08 侯曉雯個展 東門美術館   侯曉雯 

2003/336 05.31-06.15 戴翠香歐洲花藝設計個展 苗栗縣文化局   戴翠香 

2003/337 06.07-06.21 楊淑惠油畫個展 煙蛇藝術中心   楊淑惠 

2003/337 06.07-06.29 許惠晴個展 新樂園藝術空間   許惠晴 

2003/129 06.07-6.29 自體延展─女性六人展 嘉義鐵道藝術-四號倉庫   

江玫倫、劉美

玲、李燕華、

郭慧禪、饒怡

芝、林思吟 

2003/337 06.09-06.13 陳秀楟畢業展 東海大學藝術中心   陳秀楟 

2003/129 06.14-06.21 靜觀寂照-廖淑靜水墨展 台北袖珍博物館   廖淑靜 

2003/337 06.14-06.21 廖淑靜水墨展 家畫廊   廖淑靜 

2003/130 06.14-07.20 找回原初想望的性躍動--女性藝術展 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     

2003/129 06.18-06.29 邱美惠、劉鳳儀創作展 孟焦畫坊   

邱美惠、劉鳳

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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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29 06.18-06.29 沈香齊手捏陶陶瓷、陶藝個展 新竹市文化局   沈香齊 

2003/337 06.18-06.29 邱美惠、劉鳳儀創作展 孟焦畫坊   

邱美惠、劉鳳

儀 

2003/130 06.18-07.17 程梅香現代仕女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程梅香 

2003/130 06.25-08.31 博愛-王鈴蓁 2003 玻璃創作個展 

新竹市立玻璃工藝博物

館   王鈴蓁 

2003/130 06.27-07.09 吳靜芳紙雕展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吳靜芳 

2003/130 06.27-08.05 2003 年曾琬婷押花藝術展 屏東市佛光緣美術館   曾琬婷 

2003/130 06.28-07.09 兩性思維繪畫-許寧珍畫展 屏東縣政府文化局   許寧珍 

2003/130 06.28-07.13 黃怡雯個展 台南市立藝術中心   黃怡雯 

2003/130 06.28-07.20 李艾晨畫展：吉光片羽 誠品畫廊   李艾晨 

2003/337 06.28-07.20 李艾晨個展 誠品畫廊   李艾晨 

2003/131 07.01-08.31 許雪玉個展:粉彩翼翼畫展 關渡自然公園   許雪玉 

2003/132 07.01-08.31 許雪玉個展-粉彩翼翼畫展 關渡自然公園   許雪玉 

2003/131 07.12-08.03 浮遊映象-黃淑芳個展 新濱碼頭藝術空間   黃淑芳 

2003/130 07.16-07.27 徐玉茹個展 台南市立藝術中心   徐玉茹 

2003/131 07.16-08.03 典藏之美-溫月鳳水晶花畫個展 桃園縣文化局中壢館   溫月鳳 

2003/131 07.18-08.10 自然與植物的愛戀-蔣麗麗師生花藝展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2003/131 07.23-08.10 謝淑慧與紙的對話系列展 嘉義市文化局   謝淑慧 

2003/131 07.26-08.07 吳淑櫻頑童童玩陶藝展 台中市文化局   吳淑櫻 

2003/131 07.26-08.13 陳素卿國畫個展 台南市立藝術中心   陳素卿 

2003/132 08.01-09.05 畫說旅情-黃素琴水彩個展 智邦藝術空間   黃素琴 

2003/340 08.01-09.05 黃素琴水彩個展 智邦藝術迴廊   黃素琴 

2003/130 08.02-08.10 許慧芬山水庭園壓花師生聯展 國立中正紀念堂 許慧芬   

2003/131 08.05-08.24 自我思維的凝聚-洪淑儀個展 成大藝術中心   洪淑儀 

2003/340 08.12-10.12 吳佩珍、李玲燕聯展 朱銘美術館   

吳佩珍、李玲

燕 

2003/132 08.13-09.13 觀景窗裡外的世界-許碧梅攝影展 成大藝術中心   許碧梅 

2003/131 08.16-08.22 王靜芝教授紀念書畫展 黎明藝文空間   王靜芝 

2003/132 08.16-09.14 來自山中的畫家-鄭羽桑油畫個展 台南縣立文化中心   鄭羽桑 

2003/132 08.27-09.14 黃詩璇水墨創作展 桃園縣文化局中壢館   黃詩璇 

2003/340 08.27-09.14 黃詩璇水墨展 中壢藝術館   黃詩璇 

2003/132 08.30-09.21 靜態革命-陳思伶個展 新樂園藝術空間   陳思伶 

2003/132 08.30-09.28 李美慧 2003 個展 鳳甲美術館   李美慧 

2003/340 08.30-09.28 李美慧 2003 年個展 鳳甲美術館   李美慧 

2003/133 08.30-10.19 潘麗紅個展「來去系列-閨房」 台北市立美術館   潘麗紅 

2003/340 08.30-10.19 潘麗紅個展 台北市立文化局   潘麗紅 

2003/132 09.01-09.30 天國之子：林慧蘭個展 北莊藝術中心   林慧蘭 

2003/340 09.01-09.30 吳亭萱油畫創作展 台北捷運忠孝復興站藝   吳亭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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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廊 

2003/341 09.01-10.31 林文莉水墨畫展 立法院文化藝廊   林文莉 

2003/132 09.02-09.15 黃淑蓮油畫個展 

佛光山佛光緣文物展覽

館   黃淑蓮 

2003/133 09.02-10.31 張淑德膠彩展 

佛光山佛光緣文物展覽

館   張淑德 

2003/132 09.04-09.28 吳淑櫻陶藝展 南投縣文化園區   吳淑櫻 

2003/132 09.06-09.11 邱秀霞水彩彩墨畫展 台中市文化局大墩藝廊   邱秀霞 

2003/340 09.06-09.11 邱秀霞彩墨、水彩畫展 台中市文化局   邱秀霞 

2003/132 09.06-09.18 謝淑慧與紙的對畫系列展 南投縣政府文化中心   謝淑慧 

2003/340 09.06-09.31 陳淑玲個展 新心藝術館   陳淑玲 

      2003/132 09.06-10.12 許瓊文個展 台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   許瓊文 

2003/340 09.10-09.21 黎蘭油畫個展 新竹縣文化局美術館   黎蘭 

2003/132 09.13-10.11 人體器官物流-林欣怡個展 伊通公園   林欣怡 

2003/341 09.13-10.11 林欣怡個展 伊通公園   林欣怡 

2003/340 09.15-09.26 林慧蘭人物畫個展 北莊藝術中心   林慧蘭 

2003/132 09.15-10.12 廖玲蘭收藏展 新月梧桐   廖玲蘭 

2003/340 09.16-09.21 施婉玲、吳美滿雙人展 豆皮文藝咖啡館   

施婉玲、吳美

滿 

2003/132 09.16-09.28 黃語珍旅遊紀事個展 屏東縣文化中心   黃語珍 

2003/133 09.18-10.12 黃如然六十歲國畫水墨美學思索展 台南縣立文化中心   黃如然 

2003/340 09.20-10.01 黃慧美粉蠟筆個展 風野藝術中心   黃慧美 

2003/341 09.20-10.24 徐畢華個展 壢新藝術生活館   徐畢華 

2003/133 09.24-10.08 張杏玉、鄭挺甄雙個展 福華沙龍   

張杏玉、鄭挺

甄 

2003/132 09.25-10.07 曾盈齊水墨個展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曾盈齊 

2003/340 09.25-10.07 曾盈齊水墨創作展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曾盈齊 

2003/133 09.25-12.11 林秀娘陶藝展 台北火車站文化藝廊   林秀娘 

2003/132 09.26-10.08 「衍異」王鈴蘭現代水墨畫展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王鈴蘭 

2003/340 09.26-10.08 王鈴蘭現代水墨畫展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王鈴蘭 

2003/340 09.26-10.08 許佩穎油畫個展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許佩穎 

2003/133 09.27-10.02 廖佩玲個展 台中市文化局文英館   廖佩玲 

2003/341 09.27-10.12 黃芳琪、李昀珊、葉怡利創作聯展 嘉義鐵道藝術村   

黃芳琪、李昀

珊、葉怡利 

2003/341 10.08-10.26 吳麗玉油畫個展 桃園縣文化局   吳麗玉 

2003/133 10.14-11.09 純然的 1/10 翁珊慧陶藝展 基隆市文化中心   翁珊慧 

2003/341 10.15-10.19 陳淑燕個展 豆皮文藝咖啡館   陳淑燕 

2003/341 10.15-11.09 林滿足作品展 新竹縣文化局美術館   林滿足 

2003/341 10.17-10.29 李素梅油畫、水墨畫個展 苗栗縣文化局   李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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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33 10.18-10.29 高玉芬創作個展 

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

雅軒   高玉芬 

2003/133 10.18-10.30 林秀鳳竹編個展 南投縣政府文化中心   林秀鳳 

2003/341 10.18-11.16 洪莉雯繪畫創作個展 台灣新藝   洪莉雯 

2003/341 10.20-11.03 吳美保書、陶個展 

國立台灣大學學生活動

中心   吳美保 

2003/133 10.22-11.16 黃麗娟攝影展 桃園文化局桃園館   黃麗娟 

2003/341 10.24-11.02 

粉虱目魚-橫溪探境策畫展：賴純純、

郭淑莉、杜婷婷     

賴純純、郭淑

莉、杜婷婷 

2003/135 10.25-12.07 真空狀態-林采玄個展 臺北市美術館   林采玄 

2003/134 11.01-11.23 

「之前、之後、之間」-董小蕙油畫個

展 新城市畫廊光復新館   董小蕙 

2003/134 11.06-11.23 郭郭芳攝影個展 屏東文化中心   郭郭芳 

2003/332 11.11-04.30 台北市女畫家畫會聯展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台北

分行     

2003/332 11.11-04.30 台北市女畫家畫會聯展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建國

分行     

2003/332 11.11-04.30 台北市女畫家畫會聯展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台北

分行     

2003/332 11.11-04.30 台北市女畫家畫會聯展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板橋

分行     

2003/332 11.11-04.30 台北市女畫家畫會聯展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桃園

分行     

2003/332 11.11-04.30 台北市女畫家畫會聯展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台中

分行     

2003/332 11.11-04.30 台北市女畫家畫會聯展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台南

分行     

2003/332 11.11-04.30 台北市女畫家畫會聯展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高雄

分行     

2003/134 11.14-12.07 

鋼鐵零件中的詩雨情境-陳庭詩作品珍

藏展 亞洲藝術中心   陳庭詩 

2003/134 11.19-01.01 市民畫廊 發現、再現：張珠君個展 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   張珠君 

2003/332 11.30-01.12 李如玉個展 高雄市立美術館   李如玉 

2003/124 11.30-01.19 舞 李如玉個展 高雄市立美術館   李如玉 

2003/124 12.07-01.19 新世紀「遊異圖」徐美秀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徐美秀 

2003/332 12.07-01.19 徐秀美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徐秀美 

2003/124 12.07-02.28 

郭芳榕、馬芳渝、陳香伶三人展「抒

情小品」 新心藝術館     

2003/332 12.07-02.28 郭芳榕、馬芳渝、陳香伶三人展「抒 新心藝術館   郭芳榕、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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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小品」 渝、陳香伶 

2003/332 12.12-01.26 張金蓮個展 木蘭藝術   張金蓮 

2003/332 12.12-01.28 吳妍儀個展 梵藝術中心     

2003/135 12.12-12.28 藏鏡人-杜佩詩個展 台中 20 號倉庫   杜佩詩 

2003/332 12.14-01.05 王雅慧個展 新樂園藝術空間   王雅慧 

2003/124 12.14-01.15 王雅慧個展 新樂園藝術空間   王雅慧 

2003/124 12.15-01.26 絢麗漂浮 2002 張金蓮個展 木蘭藝術公司   張金蓮 

2003/135 12.17-01.07 雷紫玲個展 屏東縣文化中心   雷紫玲 

2003/135 12.18-01.04 自然意象-林容如油畫個展 屏東縣文化中心   林容如 

2003/135 12.18-12.30 周子涵個展 淡水文藝中心   周子涵 

2003/124 12.20-01.15 雲自在  蔡麗雲水墨畫展 鴻展藝術中心   蔡麗雲 

2003/135 12.23-12.28 吳佩珊-迴光返照 豆皮文藝咖啡館   吳佩珊 

2003/332 12.24-01.05 蔡麗雲水墨畫展 鴻展藝術中心   蔡麗雲 

2003/124 12.24-01.07 蔡睿娟 油畫個展 成功大學藝術中心   蔡睿娟 

2003/135 12.24-01.11 陳淑媚美哉鄉土展 嘉義市文化中心   陳淑媚 

2003/124 12.25-01.05 陳俞潔個展 七塊替代空間   陳俞潔 

2003/332 12.25-01.05 陳俞潔個展 七塊替代空間   陳俞潔 

2003/333 12.26-02.16 當代亞洲女性藝術家聯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2003/332 12.27-01.22 陳舜芝油畫個展 積禪 50 藝術空間   陳舜芝 

2003/332 12.28-01.05 謝麗美個展 彰化縣文化局   謝麗美 

2003/341 長期 邱惠珍紀念作品展 

丹春思源堂/邱惠珍紀念

陳列館   邱惠珍 

 

2004/136 01.01-02.15 林秀娘陶藝展 當代陶藝館   林秀娘 

2004/137 01.01.03.21 草香夢玉新知-黃嬌藺草編織創作展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黃嬌藺 

2004/137 01.02-03.31 李春梅國畫創作展 苗栗縣政府縣府藝廊   李春梅 

2004/137 01.03-02.02 「王舒吟遊自然」畫展 國立中正紀念堂   王舒吟 

2004/136 01.06-02.05 洪瓊華雕塑藝術展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洪瓊華 

2004/136 01.13-01.25 張淑德膠彩書法、水墨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張淑德 

2004/136 01.13-02.18 素情自處-何慧芬彩墨個展 南台灣 雲林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何慧芬 

2004/136 01.17-02.17 童蓮心田話語錄 屏東市佛光緣美術館   童蓮心 

2004/137 01.25-02.16 化身 曾美設版畫展 台北縣政府文化局   曾美設 

2004/137 01.31.02.12 畫中字 字中畫一閻瑞芝個展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本

部藝廊   閻瑞芝 

2004/137 02.21-02.29 林美智畫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林美智 

2004/137 02.27-03.11 何麗卿墨彩創作展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何麗卿 

2004/138 03.01-03.28 

陳秀玉水墨與音樂的世界-墨明奇妙、

游所好絃 卡氏珍藏美術館   陳秀玉 

2004/138 03.02-04.29 嚴明惠---瓷刻大悲咒佛菩薩造像集展 佛光緣美術館   嚴明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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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38 03.04-03.28 林芝瀅雕塑個展---愛蜜麗的女人們 風山雲水生活藝廊   林芝瀅 

2004/138 03.06-03.28 「形域 II」董心如個展 沙湖壢藝術村   董心如 

2004/138 03.08-03.19 余瑾容「送給簡伯勳的禮物」 在地實驗室   余瑾容 

2004/138 03.17-04.04 母與女的對話-丁淑芳、許彥二人聯展 在地實驗室   丁淑芳、許彥 

2004/139 03.25-04.20 高鳳琴工筆畫世界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高鳳琴 

2004/139 03.25-05.09 洪婷婷作品展:文化和汙染 26 藝術空間   洪婷婷 

2004/139 04.03-05.05 楊秀敏樹脂黏土展 屏東縣文化局   楊秀敏 

2004/139 04.17-04.28 蕭姮娥水墨彩竹長屏畫展 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   蕭姮娥 

2004/140 04.22-05.18 江慧如油畫個展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本

部藝廊   江慧如 

2004/139 04.28-05.16 蔡麗津西畫個展 屏東縣文化局   蔡麗津 

2004/141 05.01-06.06 在我的白色房間裡-林佳臻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林佳臻 

2004/141 05.01-06.06 我形我塑--黃蘭雅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黃蘭雅 

2004/140 05.03-05.26 段秀霞、黃焉蓉--混和媒材創作展 明倫畫廊   

段秀霞、黃焉

蓉 

2004/140 05.08-05.19 潘慧玲水墨個展 至美軒   潘慧玲 

2004/140 05.08-05.30 連淑蕙個展「TIMEs-時光流域」 誠品畫廊   連淑蕙 

2004/140 05.08-06.12 杜芃萱-茶、華、陶、柴燒展 世外陶園   杜芃萱 

2004/141 05.15-06.19 邱久麗畫展 天棚藝術   邱久麗 

2004/141 05.25-06.06 黃少貞的水墨世界 國立國父紀念館   黃少貞 

2004/141 05.25-06.06 林千惠現代水墨畫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林千惠 

2004/140 05.29-06.09 吳瓊娟感恩水墨個展 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   吳瓊娟 

2004/141 06.02-08.01 恆春半島之美-敦敦芳設引個展 恆春藝廊   敦敦芳 

2004/141 06.04-06.28 櫃子的秘密--陳映潔個展 台中 20 號倉庫   陳映潔 

2004/141 06.10-06.27 王愛媛西畫個展 屏東縣文化局   王愛媛 

2004/142 06.11-06.27 黃焉蓉畫展 淡水文化藝廊   黃焉蓉 

2004/142 06.19-07.01 錢欣秀平面創作展 南投縣文化局藝廊   錢欣秀 

2004/142 06.29-07.08 巫素貞首次個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巫素貞 

2004/141 06.30-07.11 呂麗薇的視覺創作展 桃園縣文化局桃園館   呂麗薇 

2004/141 06.30-07.11 

賴惠如 2004 創作個展--家祖印象、

憶、情 桃園縣文化局桃園館   賴惠如 

2004/141 06.30-07.11 江慧如油畫個展 花蓮縣文化局   江慧如 

2004/142 07.01-07.18 余月娥個展 屏東縣文化局   余月娥 

2004/143 07.17-08.15 紙感無限 謝淑慧與紙的對話 台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   謝淑慧 

2004/142 07.21-08.03 陳淑娟個展 屏東縣文化局   陳淑娟 

2004/143 07.21-08.08 廖秀才彩畫個展 新竹縣文化局美術館   廖秀才 

2004/143 07.27-08.08 王素芬首次個展 新竹縣文化局美術館   王素芬 

2004/143 07.31-08.15 蔡佩芬個展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蔡佩芬 

2004/143 08.07-08.22 舞動空集合 陳菁繡個展 嘉義鐵道藝術村 四號   陳菁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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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庫 

2004/144 08.13-10.10 邵婷如個展 鶯歌陶瓷博物館   邵婷如 

2004/143 08.14-08.22 

游於藝的女生活畫家 張秀琴水彩畫

展 明倫畫廊   張秀琴 

2004/143 08.18-09.05 曾玉珊作展--異化的身體 桃園縣文化局中壢館   曾玉珊 

2004/143 08.18-09.15 「為美」陳昭如創作展 嘉義市文化中心   陳昭如 

2004/144 08.21-09.26 曹筱苹個展 中研院生圖美學空間   曹筱苹 

2004/144 09.04-10.02 王雅慧個展-漂流場所 伊通公園   王雅慧 

2004/145 09.06-10.29 邱美玉個展 

台北市市政府大樓名人

畫廊   邱美玉 

2004/145 09.25-10.10 「晨?昏?」-陳張莉錄影裝置展 華山創意文化園區   陳張莉 

2004/145 10.02-10.31 郭雅眉辰、戍、丑、未 當代陶藝館   郭雅眉 

2004/145 10.06-11.06 山水戀‧人間情-王珍珍個展 高雄市立美術館   王珍珍 

2004/146 10.13-11.03 

不妥協的寫實主義人物繪畫--馬曉瑛

創作個展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馬曉瑛 

2004/145 10.15-10.31 有相 vs.無相-女性創作的政治藝語 華山創意文化園區     

2004/145 10.21-11.05 

2004 葉怡利個展-蠕人 KUSO 神經傳

染 竹師藝術空間   葉怡利 

2004/146 10.28-11.07 光的追尋-尹貞創作展 華山藝文特區   尹貞 

2004/146 11.01-01.01 張貞雯膠彩創作 

台北市市政大樓名人畫

廊   張貞雯 

2004/146 11.01-11.30 高玉媚水彩畫展 秋刀魚藝術中心   高玉媚 

2004/146 11.06-11.28 黃玉英陶藝創作展 陶華灼   黃玉英 

2004/146 11.06-12.14 典藏心靈美景-洪瓊華雕塑個展 長春藤   洪瓊華 

2004/147 11.16-12.31 林佩淳的捕捉 台北當代藝術   林佩淳 

2004/146 11.23-11.30 再現系列 Nostalgia 2004-王綺穗個展 華山藝文特區   王綺穗 

2004/147 12.01-12.19 林千惠現代彩墨畫個展 

台北縣政府文化局藝文

中心   林千惠 

2004/136 12.06-01.15 家庭相簿 張乾琦攝影展 漢雅軒   張乾琦 

2004/147 12.07-12.19 揮灑寸心間-基隆市婦女書畫聯展 基隆市立文化中心     

2004/147 12.10-01.02 方綺創作個展-The Light Within     方綺 

2004/136 12.12-03.11 鄭梅玉草編藝術展 台北火車站文化藝廊   鄭梅玉 

2004/136 12.13-02.15 零 零 總 總-賴九岑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賴九岑 

2004/136 12.16-01.11 黃少貞的水墨世界 基隆市文化中心   黃少貞 

2004/136 12.17-01.07 雷紫玲個展 屏東縣文化局   雷紫玲 

2004/147 12.18-12.30 沈美華油畫個展 

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展

覽室   沈美華 

2004/147 12.21-12.30 林淑女彩墨作品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林淑女 

2004/136 12.23-01.11 陳又瑄畫展 基隆市文化中心   陳又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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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36 12.24-01.11 陳淑媚美哉鄉土展 嘉義市文化中心   陳淑媚 

2004/137 12.26-02.01 駱麗真個展-快樂半島 台中 20 號倉庫   駱麗真 

2004/147 12.31-01.06 喻文芳水墨個展 

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展

覽室   喻文芳 

2004/136 12.31-01.18 江慧如油畫 93 年北巡個展 桃園縣文化局中壢館   江慧如 

2004/137 12.31-02.08 茆碧蘭油畫個展 新竹文化局美術館   茆碧蘭 

 

2005/156 ～09.14 陳美貞 2005 油畫個展 市長官邸藝文沙龍   陳美貞 

2005/356 01.01-01.10 楊淑貞油畫個展 凡雅藝術空間   楊淑貞 

2005/356 01.01-01.23 陳欣如個展 沙湖壢畫廊   陳欣如 

2005/356 01.01-01.28 余貞儀個展 台中市文化局動力空間   余貞儀 

2005/356 01.01-01.31 陸琦油畫新作展 朝代世界藝術有限公司   陸琦 

2005/356 01.02-01.16 吳麗雪人物個展 宜蘭縣文化局   吳麗雪 

2005/148 01.02-01.16 吳麗雪西畫個展 宜蘭縣文化局   吳麗雪 

2005/356 01.04-01.30 吳亭萱 2005 返鄉油畫展 台南縣立藝術教育館   吳亭萱 

2005/356 01.08-01.30 徐小惠歐洲印象個展 晴山藝術中心   邱小惠 

2005/356 01.08-02.15 陳怡芳繪畫個展 沙湖壢咖啡館   陳怡芳 

2005/356 01.08-03.02 侯友蘭工筆佛畫展 佛光緣美術館   侯友蘭 

2005/356 01.10-01.26 邱秀霞、黃焉蓉 2005 迎春畫展 明倫畫坊   

邱秀霞、黃焉

蓉 

2005/356 01.10-02.10 洪婷婷作品常態展-Taiwan 26 藝術空間   洪婷婷 

2005/356 01.12-02.05 黃淑卿個展 淡水藝文中心   黃淑卿 

2005/357 01.17-02.25 彭彗萍個展 智邦藝術迴廊   彭彗萍 

2005/356 01.19-01.30 許寧珍繪畫創作個展 高雄市文化局   許寧珍 

2005/149 01.25-02.02 李再儀水墨畫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李再儀 

2005/356 01.29-02.13 黃芳蘭畫展 

台南市文化局藝術展覽

空間   黃芳蘭 

2005/149 02.04-03.13 林淑女彩墨作品展 台南縣立文化中心   林淑女 

2005/149 02.04-04.10 勇不妥協的生命力–彭雅美陶藝盞 

台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

館   彭雅美 

2005/357 02.05-02.20 廖美蘭水墨創作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廖美蘭 

2005/357 02.16-03.31 吳麗玉 2005 油畫個展 梵藝術中心   吳麗玉 

2005/357 02.19-03.06 廖珮玲個展 

台南市文化局藝術展覽

空間 

 

廖珮玲 

2005/357 02.19-03.06 陳淑真個展 新濱碼頭   陳淑真 

2005/358 02.19-03.06 陳淑真個展「真情告白」 新濱碼頭   陳淑真 

2005/358 02.23-03.20 陳淑娟水墨展 台南縣立文化中心   陳淑娟 

2005/358 02.26-03.09 李昔珍、李孟紋雙人展 宜蘭縣文化局   

李昔珍、李孟

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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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358 03.02-03.31 孫翼華水墨畫展 長庚大學藝術中心   孫翼華 

2005/358 03.04-03.15 朱小美的創作展 高雄市立美術館   朱小美 

2005/358 03.05-03.13 張福英畫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張福英 

2005/358 03.05-03.17 吳瓊華女性議題 VS.檳榔西施裝置展 台中市文化局   吳瓊華 

2005/358 03.05-04.02 洪秀嫣畫展 天棚藝術   洪秀嫣 

2005/358 03.07-03.23 春暖花開邱秀霞、黃焉蓉 明倫畫坊   

邱秀霞、黃焉

蓉 

2005/359 03.07-04.29 陳香伶油畫展 

台北市政府名人藝術畫

廊   陳香伶 

2005/358 03.08-03.13 邱瀅霓、黃雅茹書畫雙個展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邱瀅霓、黃雅

茹 

2005/359 03.08-04.24 淡水女性歷史影像展 典藏淡水藝術館   

黃樁元、廖震

平、李俐潔、

余瑾容 

2005/358 03.09-03.27 林怡青個展 中壢藝術館   林怡青 

2005/151 03.19-04.13 映：影–王怡人影像個展 台灣國際視覺藝術中心   王怡人 

2005/358 03.20-06.26 黃小燕 2005 個展 華陶窯   黃小燕 

2005/358 03.23-04.10 葉淑靜板畫素描展 嘉義市文化局   葉淑靜 

2005/359 03.25-04.17 郭嘉羚、賴珮瑜創作展 二十號倉庫   

郭嘉羚、賴珮

瑜 

2005/358 03.26-04.06 張惠珺西畫個展 宜蘭縣文化局   張惠珺 

2005/150 03.29-04.08 林巧惠作品展 豆皮文藝咖啡館   林巧惠 

2005/359 03.31-04.22 曾怡馨 2005 繪畫展 竹師藝術空間   曾怡馨 

2005/359 04.01-04.14 林美雅陶展 孟焦畫坊   林美雅 

2005/359 04.01-04.27 許佩穎油畫個展 中興醫院 1 樓展覽處   許佩穎 

2005/359 04.02-04.17 江美蓮個展 台南市立藝術中心   江美蓮 

2005/359 04.08-04.30   台北國際藝術村     

2005/151 04.09-05.01 袁旃個展 誠品畫廊   袁旃 

2005/151 04.14-05.11 台彎地區女性藝術家協會聯展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2005/152 04.15-06.19 詹月琴手捏茶壺陶藝展 

台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

館   詹月琴 

2005/359 04.16-04.30 饒燕琴油畫展 孟焦畫坊   饒燕琴 

2005/360 04.19-05.01 曾縵雲水墨畫展 新店市立圖書館   曾縵雲 

2005/360 04.19-05.01 王中秀油畫展 新店市立圖書館   王中秀 

2005/152 04.19-05.06 「生命記事」–羅一慧創作個展 龍華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羅一慧 

2005/359 04.27-05.08 

劉窈君、劉窈蓉、劉窈鈴姐妹油畫聯

展 新竹縣文化局美術館   

劉窈君、劉窈

蓉、劉窈鈴 

2005/360 04.27-05.08 賴惠如創作個展 新竹縣文化局美術館   賴惠如 

2005/359 04.28-05.29 雷紫鈴個展 高雄市立美術館   雷紫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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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52 04.30-05.17 繪畫 vs.琉璃–王美幸個展 福華沙龍   王美幸 

2005/360 05.01-05.25 戴佳茹個展 萬芳醫院美術館   戴佳茹 

2005/360 05.01-05.25 王瓊麗個展 萬芳醫院美術館   王瓊麗 

2005/360 05.01-05.29 胡慧琴個展 台中市文化局動力空間   胡慧琴 

2005/152 05.03-05.15 光的追尋 存在–尹貞創作展 梅嶺美術館   尹貞 

2005/361 05.18-06.05 

陳姝慧、陳美萍、陳昱螢、游雯珍四

人展 桃園縣文化局   

陳姝慧、陳美

萍、陳昱螢、

游雯珍 

2005/152 05.20-05.31 彭玉琴彩墨創作展 

萬能科技大學創意藝術

中心   彭玉琴 

2005/361 05.21-06.12 聶蕙雲重彩創作展 台北縣藝文中心   聶蕙雲 

2005/153 05.25-06.04 許惠晴個展–25302 的空間記號 自強貳捌肆   許惠晴 

2005/360 05.27-06.02 楊美鵝油畫首展 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楊美鵝 

2005/360 05.27-06.05 戴壁吟個展 正修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戴壁吟 

2005/361 05.27-06.25 李青萍油畫展 卡門藝術中心   李青萍 

2005/361 06.01-06.10 尹貞創作展 台中市長官邸藝文之家   尹貞 

2005/153 06.04-07.04 「捨 得」–王幸玉創作個展 富貴陶居   王幸玉 

2005/361 06.11-06.26 陳香伶個展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陳香伶 

2005/361 06.12-06.22 蔡銀娟另類插畫展 臺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蔡銀娟 

2005/361 06.18-06.23 陳秋玉油畫個展 臺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陳秋玉 

2005/361 06.18-07.02 鐘玉珍個展 家畫廊   鐘玉珍 

2005/154 06.18-08.02 蔡麗津創作展 屏東佛光緣美術館   蔡麗津 

2005/362 06.22-07.17 呂舒婷個展 南海藝廊   呂舒婷 

2005/362 06.25-07.17 曾怡馨、李思慧雙個展 新樂園藝術空間   

曾怡馨、李思

慧 

2005/361 06.27-07.02 范惠芳創作展 東海大學隔樓藝術空間   范惠芳 

2005/362 07.01-07.31 女性主題藝術展 積禪 50 藝術空間     

2005/154 07.01-07.31 女性主題藝術展 積禪 50 藝術空間   ？？ 

2005/363 07.01-09.18 黎蘭油畫個展 客家文化園區   黎蘭 

2005/362 07.01-09.30 陳嬋娟膠彩畫個展 五菱賓館藝文展覽室   陳嬋娟 

2005/154 07.02-07.17 湯皇珍幸福之島計畫 誠品書店藝文空間   湯皇珍 

2005/364 07.02-10.02 洪靜文植物染創作展 美農客家文物館   洪靜文 

2005/362 07.09-07.31 洛貞繪畫與雕塑展 時空藝術會場   洛貞 

2005/363 07.09-08.03 林珮熏影像展 台灣國際視覺藝術中心   林珮熏 

2005/155 07.09-08.03 摘草尋葉–黃女慈個展 彰化縣員林演藝廳   黃女慈 

2005/362 07.16-07.31 吳亭萱油畫展 雲林縣文化局   吳亭萱 

2005/362 07.16-07.31 林張秀蓉個展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林張秀蓉 

2005/154 07.17-08.28 

郭娟秋 2005 東海岸新作預展–離開 

風動 雲起 宜蘭佛光源美術館   郭娟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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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363 07.21-08.07 唐幼玲個展 淡水藝文中心   唐幼玲 

2005/362 07.30-08.14 趙欣怡作品發表 南海藝廊   趙欣怡 

2005/363 07.30-08.28 李淑貞個展 二十號倉庫   李淑貞 

2005/364 08.03-09.04 林瑋萱創意畫展 台南縣立文化中心   林瑋萱 

2005/363 08.05-08.19 葉怡利個展 自強貳捌肆ＴＣ284   葉怡利 

2005/155 08.06-08.24 光陰紀事–張孟援陶塑個展 南投縣政府文化中心   張孟援 

2005/363 08.06-08.26 劉世芬個展 誠品畫廊   劉世芬 

2005/156 08.06-09.05 饒愛琴與阿緹蓉聯展 松園別館   

饒愛琴、阿緹

蓉 

2005/364 08.06-09.25 徐秀雲壺雕展 

犁頭店麻芛文化館創意

藝廊   徐秀雲 

2005/363 08.13-09.04 劉秀梅個展 台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   劉秀梅 

2005/363 08.23-09.02 林雅雯繪畫十年展 風野藝術中心   林雅雯 

2005/364 08.24-09.11 林春美工筆寫生畫展 台南縣立文化中心   林春美 

2005/364 08.25-09.11 黃文琳個展 淡水藝文中心   黃文琳 

2005/364 08.26-09.12 蔡莉莉個展 福華沙龍   蔡莉莉 

2005/364 08.27-09.08 胡淑慧、陳思婷、陳怡芳聯展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胡淑慧、陳思

婷、陳怡芳 

2005/364 08.27-09.11 林秀聰壓花藝術個展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林秀聰 

2005/364 09.01-09.30 馬芳渝個展 德宏畫廊   馬芳渝 

2005/156 09.03-09.25 來至火星的微笑–吳詠潔個展 科元藝術中心   吳詠潔 

2005/156 09.03-09.25 杏仁核綴上花邊–趙璐嘉個展 科元藝術中心   趙璐嘉 

2005/364 09.03-09.28 光與彩的對話-吳亭萱油畫個展 雅逸藝術中心   吳亭萱 

2005/157 09.03-10.03 花世界–劉佩君創作個展 沙湖壢藝術中心   劉佩君 

2005/156 09.03-10.08 流動的詩意–吳少英水墨錄像展 家畫廊   吳少英 

2005/364 09.07-09.25 陳映伶西畫創作展 桃園縣文化局中壢館   陳映伶 

2005/364 09.10-09.25 黃思茹創作展 嘉義鐵道藝術村   黃思茹 

2005/364 09.10-10.02 張惠蘭個展 新濱碼頭   張惠蘭 

2005/363 09.19-09.13 

吳瓊華「檳榔西施」複合、裝飾藝術

展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吳瓊華 

2005/364 09.24-10.09 陳淑玲五采研畫展 桃園縣文化局中壢館   陳淑玲 

2005/156 10.01-10.09 山河動–陳靜文個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陳靜文 

2005/157 10.01-10.22 光與玻璃–賀蕙芝個展 

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藝術

中心   賀蕙芝 

2005/365 10.01-10.30 董心如創作展 雅逸藝術中心   董心如 

2005/366 10.01-12.25 鄭梅玉個展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鄭梅玉 

2005/367 10.01-12.31 許淑昭革藝展 新店市文史館   許淑昭 

2005/158 10.05-11.03 我失去的時間–周瑞萍個展 沙湖壢藝術中心   周瑞萍 

2005/365 10.08-10.29 王綺穗個展 家畫廊   王綺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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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366 10.08-12.31 陳玲香藍染技法探索展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陳玲香 

2005/365 10.11-10.20 羅彩琴畫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羅彩琴 

2005/366 10.12.11.12 林翠亭素描個展 一票人票畫空間   林翠亭 

2005/366 10.26-11.06 陳能梨個展 宜蘭縣文化局藝廊   陳能梨 

2005/366 10.26-11.06 黃慧雯泥編個展 高雄市文化中心   黃慧雯 

2005/366 10.27-11.06 陳麗富個展 高雄市社教館前金分館   陳麗富 

2005/158 10.29-11.10 沈翠蓮油畫創作展–愛的表白 

台中市文化中心大墩藝

廊   沈翠蓮 

2005/366 11.01-11.25 郭淑美個展 萬芳醫院美術館   郭淑美 

2005/366 11.01-12.23 曾美設版畫展 智邦藝術迴廊   曾美設 

2005/366 11.02-11.27 王丞芝個展 台中市文化局動力空間   王丞芝 

2005/158 11.03-11.25 穿越嘈嘈的自己–2005 林珮熏影像展 竹師藝術空間   林珮熏 

2005/366 

11.05- 

2006.01.08 曹筱苹個展 

國立中研院生圖美學空

間   曹筱苹 

2005/366 11.05-11.27 C&SAW 李鳳如個展 新濱碼頭   李鳳如 

2005/158 11.05-11.27 美好年代–李檬個展 科元藝術中心   李檬 

2005/366 11.05-12.04 林麗華個展 台灣新藝   林麗華 

2005/366 11.06-11.27 陳聖蕙個展 

長榮大學視覺藝術系長

榮藝廊   陳聖蕙 

2005/366 11.12-12.04 張美華個展 月臨畫廊   張美華 

2005/159 11.16-12.04 旅行–徐素霞個展 新竹縣文化局美術館   徐素霞 

2005/367 11.19-12.11 王鈴蘭個展 台北縣藝文中心   王鈴蘭 

2005/158 11.19-12.31 陳俐莉西畫展 宜蘭佛光緣美術館   陳俐莉 

2005/356 11.26-02.25 林淑女彩墨作品展 名人雅集藝廊   林淑女 

2005/158 11.26-12.08 海天遊蹤–洪淑如個展 

台中市文化中心大墩藝

廊   洪淑如 

2005/367 11.26-12.21 郭秀莉影像個展 台灣國際視覺藝術中心   郭秀莉 

2005/367 11.26-12.21 黃亞紀個展 台灣國際視覺藝術中心   黃亞紀 

2005/367 11.26-12.24 張麗英油畫展 天棚藝術   張麗英 

2005/367 11.26-12.31 林美慧油畫個展 

雍雅坊農莊 .雍雅居民

宿   林美慧 

2005/148 

11.27- 

2005.01.23 

c04 台灣前衛文件展「進行中的狀態–

穿透與連結」 南海藝廊 張惠蘭   

2005/367 12.01-12.25 蔡佩君個展 萬芳醫院美術館   蔡佩君 

2005/356 12.01-12.29 林千惠現代彩墨畫個展 台北縣藝文中心   林千惠 

2005/367 12.01-12.29 周思葶個展 枕石文化   周思葶 

2005/159 12.03-12.25 林瓊瑛個展 科元藝術中心   林瓊瑛 

2005/356 12.03-12.29 許佩穎油畫個展 仁愛醫院仁愛藝廊   許佩穎 

2005/356 12.07-01.20 張雅萍個展 NELL'S HOME   張雅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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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59 12.09-12.28 生生潮間蟲–張鳳珠個展 

首都藝術中心–仁愛新

館   張鳳珠 

2005/356 12.1-12.30 曾惠子、黃麗雯聯展 仁愛醫院仁愛藝廊   

曾惠子、黃麗

雯 

2005/367 12.10-01.01 張素陶藝創作個展 陶華灼   張素 

2005/356 12.10-01.02 方琦創作個展-THE LIGHT WITHIN 26 藝術空間   方琦 

2005/159 12.10-12.18 靈釋 瞬間–黃玉梅畫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黃玉梅 

2005/367 12.10-12.31 廖石珍個展 也趣藝廊 AKI Gallery   廖石珍 

2005/367 12.10-2.29 蔡芷芬雕塑展 台北縣藝文中心   蔡芷芬 

2005/356 12.11-02.13 賴純純公共藝術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賴純純 

2005/367 12.15-01.31 洪瓊華雕塑新作展 阿緱地方文化館   洪瓊華 

2005/148 

12.19- 

2005.02.06 

獨‧擅‧其‧身：當代藝術的吾意識

狀態 高雄縣文化局 陳誼芳   

2005/356 12.21-01.9 2004 謝孟蓉個展 基隆市立文化中心   謝孟蓉 

2005/356 12.21-12.30 林淑女彩墨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林淑女 

2005/367 12.23-01.04 于美珍、林婉珍雙個展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于美珍、林婉

珍 

2005/367 12.23-01.05 李敏吟個展 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李敏吟 

2005/356 12.24-01.09 陳萍個展 台南縣立文化中心   陳萍 

2005/367 12.25-01.06 林葳個展 台北縣政府   林葳 

2005/367 12.26-01-06 宋妍嫿水墨個展 

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

館   宋妍嫿 

2005/148 

12.30- 

2005.01.06 喻文芳水墨個展 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喻文芳 

2005/356 12.30-01.26 林玉真回顧展 三峽鎮歷史博物館   林玉真 

 

2006/376 ～09.30 花神之降落—潘娉玉裝置藝術展 台北縣藝文中心   潘娉玉 

2006/160 01.01-01.22 函數色彩–陳怡潔個展 文賢油漆工程行   陳怡潔 

2006/160 01.01-01.27 

「Incubation Machine No.2」周佳雯

個展 沙湖壢藝術村   周佳雯 

2006/368 01.01-01.29 周佳雯裝置展 沙湖壢畫廊   周佳雯 

2006/161 01.03-02.27 心之抒懷–曾娟娟水墨創作展 草山行館   曾娟娟 

2006/368 01.04-01.22 吳美雲拼布藝術展 嘉義市文化局藝廊   吳美雲 

2006/369 01.04-02.20 曾娟娟水墨創作展 草山行館   曾娟娟 

2006/369 01.07-02-12 賴珮瑜、郭嘉羚雙個展 新樂園藝術空間   

賴珮瑜、郭嘉

羚 

2006/369 01.07-02.19 康雅筑創作展 二十號倉庫   康雅筑 

2006/369 01.13-02.12 呂淑珍陶塑展 國立歷史博物館   呂淑珍 

2006/369 01.13-02.12 陶犬相-呂淑珍陶塑展 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台   呂淑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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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展示中心 

2006/370 01.14-03.26 捨得（朱琇嬰）書畫篆刻三法印特展 金禧美術   

捨得（朱琇

嬰） 

2006/369 01.20-02.26 陳淑華‘06 漆畫個展 福華沙龍   陳淑華 

2006/368 01.21-02.02 陳聖蕙個展 台中市文化局   陳聖蕙 

2006/369 01.21-02.05 金榮姬國畫個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金榮姬 

2006/370 01.26-03.15 林雅櫻—雅櫻拼布藝術展 賞雅書齋藝術中心   林雅櫻 

2006/160 02.04-02.26 方琦個展 沙湖壢藝術村   方琦 

2006/162 02.04-03.03 沈睡再母親懷裡–阿緹蓉個展 沙湖壢藝術村   阿緹蓉 

2006/171 02.07-12.31 繪畫中的生物性–龐瑤 2006 個展 由鉅藝術中心   龐瑤 

2006/369 02.08-02.28 康雅筑個展 台中市文化局動力空間   康雅筑 

2006/369 02.08-03.04 汪菁水墨創作個展 

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藝術

中心   汪菁 

2006/369 02.11-02.26 吳靜怡創作展 嘉義鐵道藝術村   吳靜怡 

2006/371 02.17-05.31 何瑤如「心靈物語」個展 

台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

館   何瑤如 

2006/162 02.18-03.04 罣礙的心靈–汪菁水墨創作個展 

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藝術

中心   汪菁 

2006/369 02.18-03.12 李欣芫、蕭筑方雙個展 新樂園藝術空間   

李欣芫、蕭筑

方 

2006/369 02.25-03.08 陳聖蕙個展 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   陳聖蕙 

2006/372 03.01-05.25 黎蘭油畫個展 萬芳醫院美術館   黎蘭 

2006/162 03.04-03.26 陳幸婉個展 科元藝術中心   陳幸婉 

2006/163 03.05-04.02 旅行–黃富美油畫個展 沙湖壢藝術村   黃富美 

2006/370 03.11-04.01 陳麗惠油畫展 天棚藝術   陳麗惠 

2006/163 03.11-04.09 慢漫–陳芳怡陶藝創作個展 燕陶藝術平台   陳芳怡 

2006/371 03.14-04.14 許寧珍「機體＆質變」個展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藝文展示廳   許寧珍 

2006/162 03.15-04.02 心靈桃花–徐碧華繪畫個展 市長官邸藝文沙龍   徐碧華 

2006/163 03.20-05.10 花詞間–黃女慈個展 南開技術學院藝術中心   黃女慈 

2006/371 03.31-04.23 劉靜芳捏坏壺個展 

台南縣政府南區服務中

心   劉靜芳 

2006/163 04.01-04.13 王寶月油畫個展 台中市文化局   王寶月 

2006/371 04.05-05.16 張慧英葉彩畫創作個展 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   張慧英 

2006/371 04.08-04.29 洪麗芬探索.探索洪麗芬 天棚藝術   洪麗芬 

2006/372 04.08-05.20 「An Interval」-康雅筑個展 

國立中研院生圖美學空

間   康雅筑 

2006/372 04.10-05.19 梁丹丰作品展 中華大學藝文中心   梁丹丰 

2006/371 04.14-04.30 林美雅陶展 孟焦藝術   林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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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63 04.14-05.15 美的饗宴–張淑媛油畫個展 大里市公所藝文走廊   張淑媛 

2006/371 04.15-04.26 金佩蓉油畫個展 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   金佩蓉 

2006/163 04.15-04.27 心象–李重重水墨畫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李重重 

2006/371 04.22-04.30 邱素美工筆花鳥畫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邱素美 

2006/372 04.29-05.24 萬錦珠（萬一一)個展 台灣國際視覺藝術中心   萬錦珠 

2006/372 04.29-05.28 寧靜得綻放-2006 金芬華個展 現代畫廊   金芬華 

2006/372 05.03-05.21 吳秀錦女士紀念展 

桃源縣政府文化局中壢

藝術館   吳秀錦 

2006/373 05.03-06.30 王碧玲水彩畫展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王碧玲 

2006/372 05.04-05.29 衍生計劃-黃美惠創作個展 台中市文化局動力空間   黃美惠 

2006/164 05.06-05.28 這淺淺的快樂–趙璐嘉 2006 個展 科元藝術中心   趙璐嘉 

2006/164 05.07-05.27 郁見幸福–曾郁雯珠寶展 新思惟藝術空間   曾郁雯 

2006/167 05.08-08.31 

新材質藝術創作展：陳玉珠植物藝術

創作展 

台北縣政府文化局藝文

中心   陳玉珠 

2006/372 05.09-05.16 蔡青舒油畫個展 

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

館   蔡青舒 

2006/164 05.09-05.26 秾芳依翠——林靜芝水墨個展 龍華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林靜芝 

2006/165 05.10-06.03 坤式敘述-女性藝術家聯展 中原大學藝術中心     

2006/373 05.10-06.12 坤式敘述---女性藝術家聯展 中原大學藝術中心   

何孟娟、吳宜

家、吳詠潔、

林純如、洪美

玲、葉怡琍、

謝鴻均 

2006/164 05.11-06.18 存在的界限: 郭英美個展 高雄市立美術館   郭英美 

2006/164 05.13-05.27 一個孤單的旅人–黃小燕個展 寂寞聖賢藝術空間   黃小燕 

2006/372 05.18-06.04 伊貞油畫個展 淡水藝文中心   伊貞 

2006/373 05.22-08.31 梵義教堂之旅—梁丹丰作品展 中華大學藝文中心   梁丹丰 

2006/164 05.26-06.27 胡慧琴個展 台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   胡慧琴 

2006/373 05.27-06.11 黃怡雯 2006 創作個展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黃怡雯 

2006/374 06.02-07.16 張正芬玉飾設計創作展 國立歷史博物館   張正芬 

2006/165 06.03-06.25 內在漫遊–徐美月陶塑個展 沙湖壢藝術村   徐美月 

2006/373 06.09-06.15 初夏之約—郭淑美油畫個展 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郭淑美 

2006/373 06.10-07.01 陳幸如攝影展 天棚藝術   陳幸如 

2006/374 06.14-07.02 船歌行唱—蔡麗雲水墨畫展 台北縣藝文中心   蔡麗雲 

2006/166 06.16 起 林珮淳個展「回歸大自然系列–晨露」 關渡美術館   林珮淳 

2006/165 06.20-06.29 迷思的影像–姚淑馨攝影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姚淑馨 

2006/374 06.20-07.02 張月馨書畫個展 新店市立圖書館   張月馨 

2006/374 06.20-07.02 郭雅秀攝影展 新店市立圖書館   郭雅秀 

2006/374 06.24-07.05 潘書嫺鄉土風情西畫展 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   潘書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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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66 06.24-07.06 驀然–意象風采：呂冠慧油畫創作個展 台中市文化局   呂冠慧 

2006/375 06.29-08.06 斯土有情—劉敏娟個展 高雄市立美術館   劉敏娟 

2006/166 07,01-07.30 許綾蘭的多元畫風藝術 隨緣藝術   許綾蘭 

2006/374 07.01-07.14 楊淑芳油畫展—台灣悸動 孟焦畫坊   楊淑芳 

2006/374 07.01-07.16 邱麗蔭拼布藝術各展 彰化縣文化局   邱麗蔭 

2006/374 07.01-07.23 劉芙美個展 新浜碼頭   劉芙美 

2006/374 07.01-07.30 李思慧個展 沙湖壢畫廊   李思慧 

2006/374 07.07-07.20 黃素美花樣游畫個展 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黃素美 

2006/167 07.07-08.18 內在英雌–曾麗娟個展 智邦藝術館   曾麗娟 

2006/374 07.08-07.30 王秀茹個展 點子空間   王秀茹 

2006/375 07.21-09.03 鄭梅玉草編藝術創作展 國立歷史博物館   鄭梅玉 

2006/375 07.22-08.03 林莉莉油畫創作展 台中市文化局   林莉莉 

2006/166 07.22-08.03 自然 色彩 圖像–林莉利油畫個展 台中市文化局   林莉利 

2006/374 07.22-08.06 董淑慧陶藝創作展 彰化縣文化局   董淑慧 

2006/375 07.22-08.06 郭瑩娟油畫作品展 雲河藝術有限公司   郭瑩娟 

2006/167 08.01-08.30 迷你世界~郭桄甄袖珍藝術展 賞雅書齋藝術中心   郭桄甄 

2006/375 08.04-08.27 張滎芝西畫個展 立大藝術中心   張滎芝 

2006/375 08.05-08.27 陳淑芳個展 陶華灼   陳淑芳 

2006/375 08.12-08.23 楊梅良西畫個展 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   楊梅良 

2006/375 08.12-08.30 陳芬藝術壓花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陳芬 

2006/375 08.12-09.25 鄭愛華—花香，女人情畫展 名冠藝術館   鄭愛華 

2006/376 08.16-10.31 微蓮故華—陳美里個展 台北縣政府稅捐稽徵處   陳美里 

2006/375 08.18-09.17 張秀珠油畫個展 

台南縣政府南區服務中

心   張秀珠 

2006/167 08.19-09.02 謎 空間–張予欣繪畫創作個展 

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藝術

中心   張予欣 

2006/375 08.22-09.03 楊美鵝油畫個展 新店市立圖書館   楊美鵝 

2006/375 08.26-09.06 林琴郁墨荷之美—水墨書畫個展 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   林琴郁 

2006/376 08.26-09.07 綠動姿盈—李淑英水墨創作展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李淑英 

2006/375 08.26-09.10 林秀貞水墨畫展 彰化縣文化局   林秀貞 

2006/376 09.01-09.13 劉秀梅彩墨畫展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劉秀梅 

2006/376 09.01-09.24 陶犬相—呂淑珍陶塑作品展 

市長官邸藝文沙龍/東門

美術館   呂淑珍 

2006/168 09.02-09.14 觀自在 禪自在–陳宜青膠彩個展 台中市文化局   陳宜青 

2006/376 09.02-09.17 醉墨—陳聖蕙創作個展 台南市社教館   陳聖蕙 

2006/168 09.02-09.30 凝視美麗星空–郭娟秋 2006 個展 索卡畫廊   郭娟秋 

2006/376 09.02-10.01 袁旃個展 誠品畫廊   袁旃 

2006/376 09.05-09.14 陳香伶油畫個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陳香伶 

2006/168 09.06-10.01 溫美慧西畫展 台南縣立文化中心   溫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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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376 09.09-09.20 夢會長大—戚靜娟個展 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   戚靜娟 

2006/377 09.12-10.01 張素花水墨創作 基隆市文化局   張素花 

2006/168 09.14-10.02 來來大飯店–羅惠瑜影像創作展 清華大學藝術中心   羅惠瑜 

2006/376 09.16-09.28 林美智創作展 台中市文化局   林美智 

2006/377 09.16-10.01 侯怡亭個展 文賢油漆工程行   侯怡亭 

2006/376 09.16-10.21 金芬華個展 新心藝術館   金芬華 

2006/376 09.23-10.14 探索—汪麗雅油畫展 天棚藝術   汪麗雅 

2006/376 09.23-10.22 許莉青 2006 個展 新思惟人文空間   許莉青 

2006/377 09.26-10.15 

人工生命.回歸大自然系列—林珮淳個

展 中央大學藝文中心   林珮淳 

2006/377 09.27-10.18 廖瑞芬膠彩創作展 台北縣藝文中心   廖瑞芬 

2006/377 09.28-10.10 月光森林—2006 陳國珍金工創作展 市長官邸藝文沙龍   陳國珍 

2006/376 09.30-10.08 2006 年吳亭萱油畫個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吳亭萱 

2006/377 09.30-10.12 張智惠個展 台中市文化局   張智惠 

2006/377 10.01-10.25 吳美切油畫個展 萬芳醫院美術館   吳美切 

2006/168 10.01-11.12 陳淑真個展 燕陶坊   陳淑真 

2006/378 10.04-11.06 蔡佩芬、林莉莉油畫雙人展 梵藝術中心   

蔡佩芬、林莉

莉 

2006/160 10.10-01.11 

動與力之美–鄭梅玉「藺」類編織藝術

特展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鄭梅玉 

2006/168 10.10-10.19 林蕾娜水墨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林蕾娜 

2006/377 10.14-10.19 鄭美珠油畫展 國立國父念館   鄭美珠 

2006/377 10.14-11.04 彩繪人生—郭碧桐國畫展 

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藝術

中心   郭碧桐 

2006/378 10.21-11.01 陳美麗水墨個展 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   陳美麗 

2006/378 10.23-11.16 饗宴文化—鄧文貞創作個展 清華大學藝術中心   鄧文貞 

2006/377 10.25-11.15 李艾晨作品個展 竹師藝術空間   李艾晨 

2006/378 10.31-11.29 許璧翎個展 賞雅書齋藝術中心   許璧翎 

2006/171 11.02-12.03 原.圓‧顏詩純創作個展 沙湖壢藝術村   顏詩純 

2006/171 11.11-12.12 在寂寞中綻放–王美年油畫個展 霍克藝術   王美年 

2006/170 11.14-11.23 羅一慧創作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羅一慧 

2006/378 11.17-12.28 大地戀曲—徐素霞繪畫展 壢新藝術生活館   徐素霞 

2006/378 11.22-12.03 陶醉藝境—黃梅油畫展個展 台東縣文化局中山堂   黃梅 

2006/378 11.23-12.01 詩蓓秀特快車—施佩萱繪畫個展 風野藝術中心   施佩萱 

2006/171 11.24-12.17 拈花惹草的心事–林麗玲繪畫個展 一票人票畫空間   林麗玲 

2006/171 11.24-12.22 陳張莉抽象繪畫與錄相裝置作品展 

建國科技大學美術文物

藝術中心   陳張莉 

2006/378 11.27-12.14 吳怡欣Ｘ吳怡欣 清華大學藝術中心   吳怡欣 

2006/171 12.01-12.07 My Illusion Zoo –王怡璇個展 義守大學   王怡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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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71 12.02-12.07 虛實 記憶–楊淑芳個展 台北市社會教育館   楊淑芳 

2006/379 12.02-12.17 觀·聯—郭盈真 新樂園藝術空間   郭盈真 

2006/379 12.09-12.16 陳香純畫展 

東吳大學城中校區游藝

廣場   陳香純 

2006/379 12.10-12.22 美麗新生活—薇薇夫人首次油畫個展 市長官邸藝文沙龍   薇薇夫人 

2006/368 12.14-01.08 黃偉茜創作展 嘉義鐵道藝術村   黃偉茜 

2006/379 12.14-12.31 曾美設石版畫個展 淡水藝文中心   曾美設 

2006/160 12.15-01.31 洪瓊華雕塑新作展 阿緱地方文化館   洪瓊華 

2006/379 12.16-12.29 花之象—張佳婷油畫個展 真善美畫廊   張佳婷 

2006/160 12.25-01.08 林葳書畫個展 台北縣藝文中心   林葳 

2006/368 12.25-01.15 張惠蘭個展 南海藝廊   張惠蘭 

2006/160 12.26-01.22 蝴蝶 farfalla 發法拉–廖秀玲個展 員林立庫   廖秀玲 

2006/160 12.31-01.22 神隱國度–2006 黃瑛玉個展 新濱碼頭藝術空間   黃瑛玉 

2006/376 長期展出 謝麗香創作展 內湖伍角船板   謝麗香 

2006/370   劉靜芳文人壺世界 

台南縣政府南區服務中

心   劉靜芳 

2006/371   

曾淑慧得獎作品暨晨昏夜色為主題的

個展 台中市文化局   曾淑慧 

 

2007/380 01.01-01.21 邱諸玲個展 枕石畫坊   邱諸玲 

2007/380 01.02-02.14 李順惠油畫展 孟焦畫坊   李順惠 

2007/383 01.02-04.30 藍松梅陶藝展－油燈浪漫 桃園縣政府稅捐稽徵處   藍松梅 

2007/380 01.03-01.21 蕭惠禎水墨創作展 嘉義市文化局藝廊   蕭惠禎 

2007/380 01.03-02.11 空間印象－鄧惠芬 陶藝家的店   鄧惠芬 

2007/380 01.06-.1.28 張光琪個展－想像與臨場的載體 107 畫廊   張光琪 

2007/380 01.06-01-21 2007 年陳心如創作個展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陳心如 

2007/380 01.27-02.01 紀美華台灣圖像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紀美華 

2007/381 02.01-02.15 師法自然的千年繁華－趙紅個展 沁德居   趙紅 

2007/383 02.01-04.29 舞動光影－黃雅娟創作展 鄉土藝術館   黃雅娟 

2007/382 02.03-03.04 

時空漂流者－杜雅雯數位藝術創作個

展 台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   杜雅雯 

2007/173 02.03-03.18 周妙文陶藝創作展 當代陶藝館   周妙文 

2007/382 02.05-03.23 台北的天空－陳作琪個展 台北德國文化中心   陳作琪 

2007/381 02.11-03.11 台灣一代才女包容－富貴苗頭牡丹展 上古藝術館   包容 

2007/381 02.14-03.04 林舒美作品集 60 個展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林舒美 

2007/382 02.15-03.11 虛擬與真實之間－曾惠青個展 

台南縣政府南區服務中

心   曾惠青 

2007/382 02.24-03.11 張惠英葉彩畫創作展 台南社教館   張惠英 

2007/173 02.24-03.12 花鏡—魏彤珈個展 福華沙龍   魏彤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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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382 02.28-03.18 連瑞芬現代水墨畫展 台北縣藝文中心   連瑞芬 

2007/382 03.01-03.15 呂玉亭水墨花鳥創作展 台北市勞工教育中心   呂玉亭 

2007/382 03.01-03.21 陳綺華個展 枕石畫坊   陳綺華 

2007/174 03.03-03.15 96 年度台中女性藝術家聯展 台中市文化局   林星華等 

  03.03-04.01 陳幸婉 1990-1992 水墨回顧展 科元藝術中心   陳幸婉 

2007/382 03.03-04.30 徐珈惠 2007 年油畫展 

國王藝術之新銳藝術空

間   徐珈惠 

2007/382 03.06-03.25 李麗花個展「畫山、畫水、畫人生」 國立國父紀念館   李麗花 

2007/382 03.06-04.01 林秋娥油畫個展 基隆市文化局   林秋娥 

2007/382 03.06-04.01 郭家妘－癮〔33〕 台中市文化局動力空間   郭家妘 

2007/382 03.07-03.25 陳宛伶個展 台灣新藝   陳宛伶 

2007/383 03.08-04.05 楊碧雪 2007 新春陶韻瓷意展 

佛光山南華學館一樓美

術館   楊碧雪 

2007/383 03.08-05.31 飲翠軒主－李碧英 80 畫展 國立中研院史語藝廊   李碧英 

2007/382 03.09-04.04 顏玟爍水墨創作個展 沙湖壢咖啡藝廊   顏玟爍 

2007/382 03.10-03.23 「慈儀、池魚」－許慈儀油畫個展 風野藝術中心   許慈儀 

2007/382 03.10-04.01 李艾晨個展－晝與夜 誠品畫廊   李艾晨 

2007/382 03.10-04.01 做對、劉宜欣金工創作個展 沙湖壢畫廊   劉宜欣 

2007/174 03.14-04.11 疏遠的逼視—陳怡潔個展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竹師

藝術空間   陳怡潔 

2007/383 03.15-04.03 畫旅的回顧－梁丹丰個展 福華沙龍   梁丹丰 

2007/382 03.16-03.22 楊美鵝油畫個展 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楊美鵝 

2007/382 03.16-04.29 胡慧琴創作展 陶藝家的店   胡慧琴 

2007/383 03.16-05.01 胡慧琴個展 

台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

館   胡慧琴 

2007/383 03.16-0513 

「古玉新風華」張正芬玉飾設計創作

展 台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   張正芬 

2007/383 03.24-04.05 楊銀釵七十一回顧展 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楊銀釵 

2007/382 03.27-04.02 彩墨風華－楊千慧畫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楊千慧 

2007/383 03.27-04.15 林娟朱油畫個展 桃園市立圖書館   林娟朱 

2007/383 03.28-04.08 汪淑英書法薪傳展 新竹市文化局   汪淑英 

2007/383 03.28-04.15 羅雪容「偽裝」油畫個展 嘉義市文化局藝廊   羅雪容 

2007/383 03.31-04.12 林秀貞水墨創作展 台中市文化局   林秀貞 

2007/383 03.31-04.12 胡美華油畫個展 台中市文化局   胡美華 

2007/383 03.31-04.18 

皮雕藝術與生活的對話—李宛玲創作

展 台中市文化局   李宛玲 

2007/175 03.31-04.18 

擁抱大自然的春天—曾月姝、趙麗珠

雙人壓花聯展 台中市文化局   

曾月姝、趙麗

珠 

2007/383 04,21-04.30 李悅寧 2007 創作展 東吳大學城中校區遊藝   李悅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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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 

2007/383 04.01-04.15 林美雅陶藝展 孟焦畫坊   林美雅 

2007/383 04.03-04.16 上弦月－詹秀月複合媒材創作展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

館雙和藝廊   詹秀月 

2007/383 04.05-04.15 李麗雯畫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李麗雯 

2007/383 04.05-06.03 

張馥芳、李秀美、汪明琪三人油畫創

作展 台大醫院藝文走廊   

張馥芳、李秀

美、汪明琪 

2007/384 04.06-05.13 李霞的人物畫 國立歷史博物館   李霞 

2007/383 04.13-04.29 何慧芬彩墨畫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何慧芬 

2007/383 04.14-05.05 林舒曼纖維創作展 

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藝術

中心   林舒曼 

2007/384 04.21-05.03 黃惠美藝術作品紀念畫展 台中市文化局   黃惠美 

2007/383 04.23-05.20 莊佳村油畫展 上古藝術館   莊佳村 

2007/384 04.25-05.21 徐玉琴水墨創作展 國立台彎藝術教育館   徐玉琴 

2007/383 04.26-05.13 凌雅慧油畫個展 

台南縣政府南區服務中

心   凌雅慧 

2007/384 05.01-05.21 魏杏方個展 枕石畫坊   魏杏芳 

2007/384 05.01-05.21 鄭瓊娟老師個展 枕石畫坊   鄭瓊娟 

2007/384 05.01-07.29 繁花、繁華－鍾玉珍 Pethany Larsen 藝坊   鍾玉珍 

2007/384 05.02-05.30 

璀璨－陳玉鳳珠寶設計展與陳玉珠植

物畫個展 賞雅書齋藝術中心   

陳玉鳳、陳玉

珠 

2007/384 05.04-05.31 面對面－鍾曉梅 2007 年藝術創作展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藝術

中心   鍾曉梅 

2007/177 05.11-06.10 抽象新意—侯翠杏近作展 國立歷史博物館   侯翠杏 

2007/384 05.11-06.27 「兔子追鞋」胡慧琴創作個展 壢新藝術生活館   胡慧琴 

2007/176 05.12-05.27 親密的接觸—張惠蘭個展 107 畫廊   張惠蘭 

2007/384 05.17-05.27 游依珊個展－囈想天開 淡水藝文中心   游依珊 

2007/384 05.17-06.03 鳥鳴不已－2007 黃淑卿創作展 福華沙龍   黃淑卿 

2007/384 05.17-06.03 依戀－廖美蘭水墨畫展 福華沙龍   廖美蘭 

2007/385 05.26-06.30 群芳譜－女性藝術家聯展 國泰世華藝術中心   籍虹等 

2007/385 06.01-06.06 男人私密後花園－許芳華膠彩創作展 賞雅書齋藝術中心   許芳華 

2007/385 06.02-06.15 吳愛梅油畫個展 台北市勞工教育中心   吳愛梅 

2007/386 06.02-07.01 顏彩相親的歲月－林滿足作品展 形而上畫廊   林滿足 

  06.02-07.01 趙璐嘉腦作用 科元藝術中心   趙璐嘉 

2007/385 06.08-06.13 圖史-黃芝勤水墨畫創作展 賞雅書齋藝術中心   黃芝勤 

2007/385 06.09-06.24 2007 侯佩岑絕代風華油畫個展 台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   侯佩岑 

2007/386 06.09-07.08 女人做「頭」家－新時尚美學 台灣新藝   吳貞慧等 

2007/178 06.09-07.08 發泡 彈性 膨脹人—2007 廖秀玲個展 台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   廖秀玲 

2007/386 06.10-08.10 開花，的日子－林家瑜個人圖畫展 新思維人文空間   林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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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388 06.10-10.29 梁丹卉邀請展 李澤藩美術館   梁丹卉 

2007/386 06.13-07.01 三國誌－曾淑玲陶藝創作個展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中壢

藝術館   曾淑玲 

2007/385 06.15-0627 

身心靈的平衡─方芸膠彩創作理念與

風格 賞雅書齋藝術中心   方芸 

2007/386 06.15-07.23 陳奐妏油畫個展 名冠藝術館   陳奐妏 

2007/385 06.16-06.27 鄭麗雲西畫個展 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   鄭麗雲 

2007/385 06.16-07.04 形形色色－童淑枝現代水墨畫展 苗栗縣文化局   童淑枝 

2007/386 06.16-07.14 陳美里個展 芳川畫廊   陳美里 

  06.16-07.15 

不查開幕展 Pound show—陳怡潔個

展 查布國際當代藝術空間   陳怡潔 

2007/385 06.20-06.25 江美華路像創作展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大觀

藝廊   江美華 

2007/385 06.22-07.08 陳彩鳳油畫個展 

淡水鎮立圖書館藝文中

心   陳彩鳳 

2007/386 06.26-07.01 田美秋－自然山水創作展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國際

廳   田美秋 

2007/386 06.27-07.15 楊銀釵畫展 花蓮縣文化局   楊銀釵 

2007/386 06.28-07.15 蓮華妙境－李麗華的水墨世界 蘆洲市立藝文中心   李麗華 

2007/386 06.29-07.29 

轉折中的驚奇－陳玉音銅錫金石創作

展 賞雅書齋藝術中心   陳玉音 

2007/386 06.30-10.28 世紀紅顏－楊靜宜押花詩文繪卷 台北縣淡水古蹟博物館   楊靜宜 

2007/386 07.03-07.12 籍虹－繪畫 40 年 國立國父紀念館   籍虹 

2007/386 07.03-07.31 張雅萍個展 台中市文化局動力空間   張雅萍 

2007/388 07.18-09.10 鄭瓊娟女士個展 老木林藝術空間   鄭瓊娟 

2007/387 07.20-08.12 美術家接力展－林美怡個展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林美怡 

2007/388 08.03-09.10 陳香純個展 名冠藝術館   陳香純 

2007/387 08.04-09.02 生生之美－溫惠珍創作展 台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   溫惠珍 

2007/388 08.04-09.02 郭怡淳多元創意暨造形藝術個展 台南市立圖書館   郭怡淳 

  08.10-09.25 吃兵—許家瑜個展 台北縣立鶯歌博物館   許家瑜 

2007/179 08.16-08.30 無言的繽紛—陳聖蕙 國立台灣大學總圖書館   陳聖蕙 

2007/180 08.17-09.05 詩情之旅—曾娟娟書畫小品展 市長官邸藝文沙龍   曾娟娟 

2007/387 08.18-10.02 周玉瑩水墨創作展 佛光緣美術館台北館   周玉瑩 

2007/387 08.22-09.09 

奧芙羅黛媞－惠芳玲金工珠寶創作個

展 福華沙龍   惠芳玲 

2007/387 08.22-09.09 後山之春－張素燕油畫作品展 福華沙龍   張素燕 

2007/388 08.22-09.09 王麗雲油畫展 台南縣立文化中心   王麗雲 

2007/388 08.25-09.05 陳芬藝術押花展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陳芬 

2007/388 08.25-09.06 鄭美珠油畫展 台北市立社教館   鄭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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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388 08.29-09.12 姚淑馨個展 雲林縣文化局   姚淑馨 

2007/388 08.30-09.30 張貞雯膠彩創作展 賞雅書齋藝術中心 

 

張貞雯 

2007/388 09.01-09.09 李素月彩墨創作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李素月 

2007/388 09.01-09.30 女性藝術家六人聯展 雅逸藝術中心   

吳妍儀、陳舜

芝、董心如、

吳詠潔等 

2007/388 09.04-09.16 趙素芳油畫、雕塑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趙素芳 

2007/388 09.07-09.26 鄭瓊娟個展 首都藝術中心   鄭瓊娟 

2007/388 09.11-09.20 張素花個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張素花 

2007/388 09.11-10.26 洪瓊華雕塑藝術展 壢新藝術生活館   洪瓊華 

2007/388 09.17-10.08 陳淑芬花藝展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藝術

中心   陳淑芬 

2007/180 09.20-10.27 龐均的藝術—色 線 形的新視角 由鉅藝術中心   龐均 

2007/181 10.01-10.31 尤美玲—山蹤尋芳系列油畫創作展 上古藝術館   尤美玲 

2007/181 10.06-10.24 卡斯比亞之戀—莊敏珠個展 台中市文化局   莊敏珠 

2007/182 10.06-11.11 色空易象 形相非相—徐秀嬪個展 佛光緣美術館   徐秀嬪 

2007/181 10.13-11.01 

現實動作媒 Agency Of Reality—侯怡

亭個展 也趣藝廊   侯怡亭 

2007/181 10.13-11.04 廚房 桃花源—呂春蓁創作個展 新樂園藝術空間   呂春蓁 

2007/181 10.20-11.01 黃焉蓉—動與靜的心象世界 國立國父紀念館 

 

黃焉蓉 

2007/181 10.30-11.04 作品展一件—洪思慧 打開當代藝術工作站   洪思慧 

2007/380 

11.06-96.01.0

6 趙雨化素描展 新思維人文空間   趙雨化 

2007/182 11.10-12.02 

「Condition＃4—血肉身體與精神淚

涕」郭嘉羚個展 新樂園藝術空間   郭嘉羚 

2007/388 11.21-12.22 

陳張莉/穿梭黑白之間—抽象繪畫/錄

像裝置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陳張莉 

2007/183 12.01-12.30 心空對話—柯淑玲時尚畫展 天使美術館   柯淑玲 

2007/380 

12.04-96.01.0

3 記－楊育茵 2006 個展 沙湖壢畫廊   楊育茵 

2007/380 

12.09-96.01.2

8 許瓊瑛膠彩個展 科元藝術中心   許瓊瑛 

2007/380 

12.15-96.01.1

5 粉紅.貓咪－陸詠彩墨畫展 后紅神采   陸詠彩 

2007/380 

12.15-96.10.0

7 萬歲少女原創角色 Pixie Gallery Store   萬歲少女 

2007/380 

12.16-96.01.1

3 王守英 2006 創作個展 國泰世華藝術中心   王守英 

2007/381 12.20-96.02.0 關渡美術館志工秀才坊－陳靜蘭拼布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關渡   陳靜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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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展 美術館 

2007/183 

12.22- 

2008.01.03 花語微塵—林月霞創作個展 台中市文化局   林月霞 

2007/382 

12.22-96.03.0

4 張正芬玉飾設計創作展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張正芬 

2007/172 

12.30- 

2007.01.20 吳雪瑛創作之緣在 大都會畫廊   吳雪瑛 

2007/380 

12.30-96.01.1

4 還鄉的果實－盧月鉛個展 彰化縣文化局   盧月鉛 

2007/380 

12.30-96.02.2

7 自然情韻－婉婷押花展 佛光緣屏東美術館   婉婷 

2007/381 長期展 K.C.張琦玲作品 名人畫廊   K.C.張琦玲 

      

2007/389 10.20-11.8 動漫美學新世紀 

國立國父紀念館中山畫

廊 陸蓉之   

2007/389 常設展 林筱梅油畫個展 郁芳畫廊     

2007/389 10.20-11.01 動與靜的心象世界-黃焉蓉畫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戴之

軒展覽室   黃焉蓉 

2007/389 09.20-10.28 火耕-曾淑玲柴燒陶藝創作個展 陶藝家的店 展覽館   曾淑玲 

2007/389 10.12-10.25 如歌的行板-2007 鄭美蓉油畫個展 千活藝術   鄭美蓉 

2007/389 10.01-10.30 曾玉珊作品展 桃園縣婦女館   曾玉珊 

2007/389 09.27-10.27 複製－再現-洪藝真個展 伊通公園 

 

洪藝真 

2007/389 10.06-10.27 

老院子水彩巡程-2007 董小蕙水彩個

展 

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藝術

中心 

 

董小蕙 

2007/390 11.10-11.26 陳舜芝 2007 油畫個展 福華沙龍 

 

陳舜芝 

2007/390 11.09-12.24 情境・繪意-陳國珍攝影展 壢新藝術生活館 

 

陳國珍 

2007/390 11.03-12.08 忘德賦-姚瑞中個展 伊通公園 

 

姚瑞中 

2007/390 11.10-12.02 

Condition#4 血肉身體與精神淚涕-郭

嘉羚個展 新樂園藝術空間 

 

郭嘉羚 

2007/390 11.10-12.02 藉物思物-賴珮瑜個展 新樂園藝術空間 

 

賴珮瑜 

2007/391 12.15-12.28 人・質-陷落的平坦-蕭惠明個展 金磚藝廊 

 

蕭惠明 

2007/391 12.01-12.30 心空對話-柯淑玲時尚畫展 天使美術館 

 

柯淑玲 

2007/391 12.07-01.15 浪漫與人道-李素貞個展 正修藝術中心 

 

李素貞 

2007/391 12.15-01.18 浮光·掠影-黃秋月 2007 個展 大古文化 

 

黃秋月 

2007/391 12.04-12.28 老院子水彩巡程-坐看 

嶺東科技大學 藝術中

心 

 

董小蕙 

2007/391 12.01-12.06 林美珠油畫個展 師大畫廊 

 

林美珠 

2007/391 12.05-12.23 猿本真情-林蕊石雕個展 沁德居藝廊 

 

林蕊 

2007/391 11.15-12.12 何靂卿水墨師生聯展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藝術

中心 

 

何靂卿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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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391 12.08-12.30 許賓香 2007 油畫個展 美和藝術中心 

 

許賓香 

 

2008/392 01.01-01.02 韓香君個展 台南社教館   韓香君 

2008/392 01.01-01.06 寄晴寓意—吳雅瑞牡丹新境創作展 基隆市文化局   吳雅瑞 

2008/184 01.01-02.28 邱筱惠祈福油畫個展 鴻豐藝術空間   邱筱惠 

2008/392 01.04-01.22 花開了—王佳琪繪畫創作個展 台北縣藝文中心   王佳琪 

2008/392 01.05-01.18 畫亮希望—林莉芸慈善畫展 千活藝術中心   林莉芸 

2008/392 01.05-01.20 楊淑惠油畫展 印象畫廊   楊淑惠 

2008/392 01.05-01.31 

湯皇珍「以瘋癲為名之船—我是他人

JE EST UN AUTRE」計畫 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湯皇珍 

2008/392 01.07-01.31 楊秀櫻「台灣輕鬆行」個展 上古藝術館   楊秀櫻 

2008/392 01.16-02.02 意．境．美—羅翊芸油畫首展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羅翊芸 

2008/393 01.16-02.03 楊莉莉年畫個展 新竹縣文化局   楊莉莉 

2008/393 01.19-02.03 隨心所欲—境隨心轉馮慧中（江宇） 彰化縣文化局   

馮慧中（江

宇） 

2008/393 01.22-02.03 蘇奕菁個展 嘉義縣文化局   蘇奕菁 

2008/392 01.22-02.14 廖石珍畫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廖石珍 

2008/392 01.22-02.22 陳毓嫺西畫個展 桃園縣桃園市立圖書館   陳毓嫺 

2008/394 01.22-03.09 張瓊文插畫展 Pethany Larsen 藝坊   張瓊文 

2008/392 01.23-02.10 女味－身體裝扮個展 

國立台北教育學南海藝

廊   殷亞蘭 

2008/392 01.26-02.20 民族情壞—2008 張滎芝油畫個展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張滎芝 

2008/393 01.30-02.18 陳淑華 08 漆畫展 福華沙龍   陳淑華 

2008/393 01.30-02.24 林久惠創作展 屏東縣政府文化局   林久惠 

2008/392 01～01.27 王綺穗個展 台南東門美術館   王綺穗 

2008/393 02.01-02.13 為蓮故華—2008 陳美里個展 

台北縣新莊市文化藝文

中心   陳美里 

2008/394 02.01-03.16 周于梅個展 

台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

館   周于梅 

2008/185 02.01-03.30 顏玟爍個展 賞雅書齋藝術中心   顏玟爍 

2008/393 02.02-02.24 施秀雅藝術花燈展 彰化縣文化局   施秀雅 

2008/393 02.02-02.29 「東方遇見西方」吳亭萱油畫展 圓座藝術中心   吳亭萱 

2008/393 02.08-03.02 賀蕙芝個展—光與玻璃靜物畫 台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   賀蕙芝 

2008/393 02.13-02.24 尋找生命的色彩–傅淑敏個展 新竹縣文化局   傅淑敏 

2008/393 02.13-02.26 王明珠—美麗風景油畫展 台北縣土城市公所   王明珠 

2008/394 02.15-03.30 邱怡蓉水墨畫展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邱怡蓉 

2008/394 02.16-03.09 「女人、不確定的空間」李秀珍個展 高雄縣政府文化局   李秀珍 

2008/394 02.16-03.12 陳珊妮慈善攝影展 

TIVAC 台灣國際視覺藝

術中心   陳珊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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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395 02.18-04.30 吳貞慧春展 義大醫院二樓藝術畫廊   吳貞慧 

2008/395 02.21-04.15 膠情九九–張彩玲膠彩畫邀請展 員林鎮立圖書館   張彩玲 

2008/393 02.23-03.05 陳淑華彩墨個展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陳淑華 

2008/393 02.23-03.15 距離.兩點之間—林妙俞水墨個展 

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藝術

中心   林妙俞 

2008/394 02.27-03.09 新情—郭秋燕 2008 油畫個展 新竹市文化局   郭秋燕 

2008/394 02.27-03.16 剎那.永恆—邱蕙玉膠彩畫展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邱蕙玉 

2008/394 02.27-03.17 身體.意識—龐瑤、曹筱玥雙妹個展 萬能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龐瑤、曹筱玥 

2008/395 02.28-04.30 

餘韻迴盪–陳香伶 97 年鳥語花香新作

展 格爾藝術經紀公司   陳香伶 

2008/394 02.29-03.30 潤古飾今—蔡純惠新古典飾品設計展 雅逸藝術中心   蔡純惠 

2008/185 03.01-03.30 陳幸婉 1994-1999 水墨回顧展 科元藝術中心   陳幸婉 

2008/394 03.01-03.31 飄風任運萬里行—蘇佩萱影像紀錄展 華梵大學   蘇佩萱 

2008/395 03.01-04.27 陳姍姍染色展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陳姍姍 

2008/394 03.03-03.29 再現黑白—陳張莉的黑白系列 中原大學藝術中心   陳張莉 

2008/394 03.03-05.30 四季的節奏—游麗清油畫個展 台北市政府名人藝廊   游麗清 

2008/394 03.05-03.28 蔡佩娟、鄭亦欣雙個展 高苑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蔡佩娟、鄭亦

欣 

2008/395 03.05-04.30 地盤、茶盤–蕭婷云陶藝個展 KING 空間   蕭婷云 

2008/394 03.07-04.01 擬態—黃甯個展 

台中市文化中心動力空

間   黃甯 

2008/394 03.08-03.30 「獨白」陳宛逸個展 嘉義鐵道藝術村   陳宛逸 

2008/394 03.11-03.23 陳淑華水墨個展 嘉義縣梅嶺美術館   陳淑華 

2008/186 03.12-03.26 古墓春宮偶幻祭場–吳心荷個展 萬能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吳心荷 

2008/394 03.18-03.23 林文莉個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林文莉 

2008/395 03.22-04.20 張惠蘭個展–少女漫畫完結篇 台灣新藝   張惠蘭 

2008/395 03.22-04.22 周春芽新繪畫個展 寒舍空間   周春芽 

2008/394 03.25-04.06 夢幻心世界—黃漼枝創作個展 彰化縣文化局   黃漼枝 

2008/186 03.26-04.13 吳研儀創作個展–虛擬 靜地 台北縣政府大廳藝廊   吳研儀 

2008/395 03.27-04.10 戀戀花草–林文莉近作展 

萬能科技大學創意藝術

中心   林文莉 

2008/394 03.28-04.13 蔡春梅創作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蔡春梅 

2008/395 03.28-06.29 〈金色花徑〉王美幸個展 名冠藝術館   王美幸 

2008/394 03.29-04.10 

「原」與「捨」—徐秀嬪 2008 年油畫

展 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徐秀嬪 

2008/395 03.29-04.13 楊玉梅膠彩畫個展 台中市文化局   楊玉梅 

2008/187 04.01-04.13 林美雅陶藝展–美雅陶侶 孟焦畫坊   林美雅 

2008/395 04.01-04.30 許惠玲水墨個展 佛光山南華學館   許惠玲 

2008/398 04.01-07.31 朱美珍棉紙撕畫個展 鳳山市地政事務所   朱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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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397 04.02-06.09 楊慧玲紙藝展 新店市文史館   楊慧玲 

2008/395 04.04-04.27 

藝術薪火相傳第二十屆台中縣美術家

接力展–呂冠慧油畫個展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呂冠慧 

2008/395 04.05-04.11 人/體 2008 鄭治桂水彩個展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藝術

係   鄭治桂 

2008/395 04.05-04.27 2008 陳馨鈺個展 沙湖壢畫廊   陳馨鈺 

2008/395 04.05-04.27 線條 X 靈感–2008 陳舜芝油畫個展 華瀛藝術中心   陳舜芝 

2008/187 04.06-04.28 摺子裏的故事–王紫芸個展 107 畫廊   王紫芸 

2008/395 04.06-05.31 鐵石東廠–李玲燕衍展 102 藝術   李鈴燕 

2008/395 04.08-04.20 花賞–劉怡雯創作個展 彰化縣文化局   劉怡雯 

2008/395 04.08-04.25 花營錦陣–王衍茹作品展 琢璞藝術中心   王衍茹 

2008/396 04.11-05.11 徐玉茹油畫展 荃美術   徐玉茹 

2008/396 04.16-05.04 真柿紅侯佩岑 2008 油畫個展 台北縣藝文中心   侯佩岑 

2008/395 04.18-04.24 「女人、心靈」賀家溱西畫首展 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賀家溱 

2008/395 04.19-05.01 李惠芳油畫展 

台中市文化中心動力空

間   李惠芳 

2008/188 04.19-05.10 「繁花 洛霧」孫翼華 2008 創做展 

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藝術

中心   孫翼華 

2008/395 04.19-05.11 翰墨消閒–林美蘭書法展 北港田園藝廊   林美蘭 

2008/396 04.22-05.15 黎蘭油畫個展 博大畫廊   黎蘭 

2008/187 04.26-05.11 

貢養人 快樂也許不曾存在–黃婉玲個

展 也趣藝廊   黃婉玲 

2008/395 04.26-05.14 台北市西畫女畫家畫會第 26 次聯展 台北縣藝文中心     

2008/396 05.01-05.31 方玥文 2008 油畫展 

台北捷運公司復興站藝

文廊   方玥文 

2008/397 05.01-06.02 王秋月油畫個展 佛光山南華學館   王秋月 

2008/397 05.02-06.02 董淑慧陶藝展 傳妥美術館   董淑慧 

2008/188 05.02-06.22 感覺‧新世代女性創作者 大象藝術空間   郭慧禪等 

2008/397 05.03-06.15 潘麗月個展 彰化縣文化局   潘麗月 

2008/397 05.04-06.01 游雯迪個展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游雯迪 

2008/188 05.07-05.30 

侯淑姿個展：越界與認同–亞洲新娘之

歌（二） 高苑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侯淑姿 

2008/396 05.10-05.30 簡品淑水墨畫首次個展 台灣民主紀念館   簡品淑 

2008/397 05.21-06.08 

謝秀美、江秀鳳客家詩書畫雙人創作

展 棚東縣政府文化局   

謝秀美、江秀

鳳 

2008/397 05.31-06.21 千奇百怪–冉綾珮插畫展 天棚藝術   冉綾珮 

2008/397 06.03-06.07 花間–王仕萍膠彩創作展 賞雅書齋藝術中心   王仕萍 

2008/189 06.07-06.29 趙璐嘉個展 科元藝術中心   趙璐嘉 

2008/398 06.10-07.06 原形系譜–洛貞個展 天使美術館   洛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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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398 06.10-07.10 大地蘊詩情–梁惠敏水彩畫展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藝術

中心   梁惠敏 

2008/397 06.14-07.07 夢時代–楊雅淇個展 布查國際當代藝術空間   楊雅淇 

2008/191 06.14-08.10 暗房 快取記憶模組–康雅筑個展 

屏東縣政府旅遊文學藝

廊   康雅筑 

2008/398 06.17-07.13 解構後新圖像–葉慧琪版畫個展 板橋市 435 藝文特區   葉慧琪 

2008/398 06.2-07.19 旅程–陳怡靜個展 天棚藝術   陳怡靜 

2008/397 06.20-06.26 林懿娟西畫首展 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林懿娟 

2008/398 06.21-07.03 盧佩纓油畫個展 台中市文化局   盧佩纓 

2008/398 06.21-07.09 張雯卿–紙粘土人形創作個展 台中市文化局   張雯卿 

2008/398 06.21-07.09 張淑貞拼布藝術個展 台中市文化局   張淑貞 

2008/397 06.23-06.29 資深畫家–許清美邀請展 美和藝術   許清美 

2008/398 06.24-07.06 彩繪人生–張彩杏水墨個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張彩杏 

2008/398 06.24-07.13 女性的人文關懷–朱孟庠個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朱孟庠 

2008/398 06.28-07.10 法相之美–高鳳琴工筆佛畫展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高鳳琴 

2008/397 06.28-09.28 穿，什麼–芮晶玫個展 朱銘美術館   芮晶玫 

2008/398 07.01-08.31 戴壁吟作品欣賞 阿波羅畫廊   戴壁吟 

2008/398 07.05-07.27 嘰嘰喳喳牙齒人–郭淑莉個展 嘉義鐵道藝術村   郭淑莉 

2008/398 07.05-7.30 單–郭芃君個展 

TIVAC 台灣國際視覺藝

術中心   郭芃君 

2008/399 07.08-08.26 繪畫與我的距離–2008 龐瑤作品展 壢新藝術生活館   龐瑤 

2008/398 07.12-08.10 尤美玲花花世界 上古藝術館   尤美玲 

2008/398 07.12-08.10 蘇小夢金工創作展 新思惟人文空間   蘇小夢 

2008/398 07.15-07.27 楊淑芳油畫展 孟焦畫坊   楊淑芳 

2008/398 07.16-07.30 黎穗萍–水彩大地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

館雙和藝廊   黎穗萍 

2008/398 07.19-08.16 雙重火焰–陳慧嶠個展 伊通公園 

 

陳慧嶠 

2008/399 07.23-08.10 林婉芬水墨書畫展 嘉義市文化局   林婉芬 

2008/399 07.26-08.24 劉裕芳的版與畫 台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   劉裕芳 

2008/190 07.26-08.24 王瓊麗「2008 百畫齊放」作品展 台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   王瓊麗 

2008/398 07.29-08.12 林淑貞紙浮雕人物寫真展 彰化縣文化局   林淑貞 

2008/398 07.30-08.17 郭欣怡繪畫創作展 台北縣政府縣府藝廊   郭欣怡 

2008/399 08.01-09.30 

「心中那朵喃喃島雲」–張郁湘平面繪

畫個展 帕莎蒂娜烘焙坊和平店   張郁湘 

2008/191 08.02-08.31 心境 心靜–江秋霞個展 台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   江秋霞 

2008/399 08.03-08.24 虛擬靜地–吳妍儀 2008 創作個展 雲清藝術中心   吳妍儀 

2008/400 08.04-10.03 羅桂蘭油畫展 桃園縣政府   羅桂蘭 

2008/399 08.05-08.10 楊明珠彩墨創作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楊明珠 

2008/399 08.05-08.10 卓淑倩創作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卓淑倩 



181 
 

2008/399 08.08-09.09 葉婷 2008 個展 皇家藝廊   葉婷 

2008/399 08.09-08.24 寧靜的動態–2008 年蔡佩芬個展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蔡佩芬 

2008/399 08.09-08.31 郭淑莉個展 東門美術館   郭淑莉 

2008/399 08.15-09.28 「靜域、空間」–林美蕙創作個展 賞雅書齋藝術中心   林美蕙 

2008/400 08.16-09.14 賀蕙芝個展 鳳甲美術館   賀蕙芝 

2008/400 08.20-09.03 曾美禎「記憶的回聲」版畫、油畫展 花蓮縣文化局   曾美禎 

2008/399 08.23-09.04 湯瑛玲個展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湯瑛玲 

2008/400 08.26-09.07 李淑萍攝影展 雲科大藝術中心   李淑萍 

2008/400 08.27-09.07 鄭瓊娟薪傳展 新竹市文化局   鄭瓊娟 

2008/399 08.30-09.07 林張秀蓉八十回顧展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林張秀蓉 

2008/192 09.02-09.27 時光呢喃–蘇明欣個展 新心畫廊   蘇明欣 

2008/192 09.02-09.28 吳佳樺個展 美和畫廊   吳佳樺 

2008/400 09.03-09.21 女性藝術家西畫聯展 雲林縣文化局   ？？ 

2008/400 09.03-09.21 陳妙玲的似水年華油畫創作個展 嘉義市文化局   陳妙玲 

2008/192 09.05-09.26 飄移憶境–劉冠伶創作個展 正修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劉冠伶 

2008/400 09.06-09.17 林麗寬水墨畫展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林麗寬 

2008/400 09.06-09.18 陳君竹紙漿創作個展 吉林藝術   陳君竹 

2008/400 09.13-10.05 有形的無形的–廖瑞芬膠彩畫個展 台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   廖瑞芬 

2008/400 09.20-10.11 宋曼玲個展–尋找空間 天棚藝術村   宋曼玲 

2008/401 09.25-10.05 周妙文陶藝個展 新竹市文化局   周妙文 

2008/400 09.27-10.09 水、心象、舞動生命線–徐珈惠油畫展 台中市文化局   徐珈惠 

2008/402 10..25-11.16 黃湘芸水墨花鳥展 彰化縣埔鹽鄉立圖書館   黃湘芸 

2008/402 10.01-11.15 許伊琍個展壓花展 潮州鎮立圖書館   許伊琍 

2008/193 10.01-11.30 Karnivel–陳思潁個展 帕莎蒂娜烘焙坊和平店   陳思潁 

2008/401 10.11-10.22 張秀燕創作個展 台中市文化局   張秀燕 

2008/401 10.11-111.11 蘇小夢個展 富貴陶園   蘇小夢 

2008/401 10.18-10.31 陳思柔油畫個展 千活藝術中心   陳思柔 

2008/402 10.18-11.08 施淑惠油畫個展—我思我在 天棚藝術村   施淑惠 

2008/402 10.18-11.16 吳瓊華複合/裝飾藝術展 台灣新藝   吳瓊華 

2008/401 10.22-11.02 原鄉采風–倪玫玲膠彩畫創作展 新竹市文化局   倪玫玲 

2008/401 10.23-11.19 余素君油畫展 新店市立圖書館   余素君 

2008/401 10.24-10.30 鍾月碧個展 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鍾月碧 

2008/403 10.24-12-23 林雪卿繪畫邀請展 員林鎮立圖書館   林雪卿 

2008/402 10.25-11.12 許明香陶藝古厝情 台中市文化局   許明香 

2008/402 11.01-11.09 林淑女水墨創作 國立國父紀念館   林淑女 

2008/194 11.01-11.25 謝美珍/黃毓美雙個展 駐村房舍 12 號   

謝美珍/黃毓

美 

2008/194 11.01-11.30 2008 陳慧芸創作展 美和畫廊   陳慧芸 

2008/194 11.05-11.29 黑痣與刺青–林麗玲 2008 個展 東家畫廊   林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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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403 11.10-12.05 

森林與海洋的雙重奏–賴秋梅的陶藝

世界 非藝術   賴秋梅 

2008/194 

11.15-  

2009.01.24 

陳怡潔個展–Agi Chen Solo 

Exhibition 泰郁美學 堂   陳怡潔 

2008/403 

11.15- 

2009.01.04 極致之美–莊桂珠工筆、陶藝個展 佛光緣美術館台北館   莊桂珠 

2008/402 11.15-12.06 莊惠娟個展 天棚藝術村   莊惠娟 

2008/195 11.15-12.07 秋天的複音–阿緹蓉作個展 花蓮創意文化園區   阿緹蓉 

2008/403 11.15-12.20 烏托邦的花園–呂之蓉（怪力）個展 新心藝術館   呂之蓉 

2008/402 11.17-11.16 郭怡瀅—復合工藝設計個展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郭怡瀅 

2008/194 11.22-11.30 百囀千聲隨意移–黃淑卿創作展 國立國紀念館   黃淑卿 

2008/403 11.22-12.07 楊翠華油畫作品展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楊翠華 

2008/403 11.30-12.14 寂靜–張妃滿、賴惠如創作展 ICI 現代藝廊   

張妃滿、賴惠

如 

2008/403 12.01-12.21 陳秋秀玉個展 枕石畫坊   陳秋秀玉 

2008/403 

12.03- 

2009.01.03 劉玉燕個展 天棚藝術   劉玉燕 

2008/403 

12.05- 

2009.01.04 洪米貞首次個展「山林祕語」系列 黎畫廊   洪米貞 

2008/403 12.06-12.27 感官誘惑 Desire！王佳琪個展 朝代藝術   王佳琪 

2008/392 

12.07- 

2008.01.15 李素貞創作個展 正修藝術中心   李素貞 

2008/392 

12.08- 

2008.01.06 新樂園—李美慧個展 二十號倉庫   李美慧 

2008/403 

12.13- 

2009.01.11 山雲遊–洪米貞首次個展 紫藤廬   洪米貞 

2008/392 

12.16- 

2008.02.24 日久他鄉是故鄉—新移民女性特展 宜蘭縣文化局 ？   

2008/403 12.16-12.28 李宛玲皮雕創作展 彰化縣文化局   李宛玲 

2008/392 

12.18- 

2008.01.07 許佩穎油畫個展 基隆市文化局   許佩穎 

2008/392 

12.18- 

2008.01.27 林瓊瑛 2007 個展 台中科元藝術中心   林瓊英 

2008/392 

12.21- 

2008.01.20 連寶猜陶藝展 國立歷史博物館   連寶猜 

2008/392 

12.25- 

2008.01.06 

楊秀櫻「台灣輕鬆行（四）」水墨個

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楊秀櫻 

2008/392 

12.25- 

2008.01.06 楊淑芳個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楊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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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392 

12.25- 

2008.01.29 豔遇—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家作品展 家藝廊   薄茵萍等 

2008/392 

12.29- 

2008.01.16 花意皮雕—陳俞方個展 台中市文化局   陳俞方 

2008/392 

12.29- 

2008.01.20 點線面—劉愛梅創作展 佛光緣屏東美術館   劉愛梅 

2008/184 

12.30- 

2009.01.25 發現感動 體會純真–劉主儀油畫個展 國軍文藝中心   劉主儀 

2008/195 

2009.01.26- 

02.15 大家來看牛–陳淑媚專題創作展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陳淑媚 

 

2009/404 01.01-01.21 陳秋玉個展 枕石畫坊   陳秋玉 

2009/405 01.01-02.06 盡態極妍-周妙文展 富貴陶園   周妙文 

2009/405 01.01-02.08 靜謐時光-吳靜芳的紙雕世界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吳靜芳 

2009/405 01.01-02.11 柚城宅女四人展 台南縣麻豆鎮文化館   

戴蓮指、陳美

惠、張秀霞、

陳金盆 

2009/405 01.01-02.15 

巧手妙相-姚紅英刺繡藝術‧三十三觀

音紫砂聯展 佛光緣美術館總館   姚紅英 

2009/405 01.01-12.31 曉雲法師書畫展 華梵大學   曉雲法師 

2009/404 01.03-01.18 張惠瞳水墨個展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張惠瞳 

2009/405 01.03-02.04 

馬曉瑛慧畫創作個展-勁風中的生命

力‧原住民系列 福華師大藝廊   馬曉瑛 

2009/404 01.03-02.22 

一花一界‧一葉一如-蕭珊珊押花藝術

世界巡迴展 佛光緣美事館總館   蕭珊珊 

2009/406 01.05-03.31 走出來的感動-邱寶珍畫展 

台中市衛生局藝廊展示

區   邱寶珍 

2009/404 01.06-01.11 魯衡之女士 70 回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魯衡之 

2009/404 01.06-01.15 謝季芸 70 個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謝季芸 

2009/405 01.07-04.05 邱碧蘭拼布個展 新竹縣文化局美術館   邱碧蘭 

2009/406 01.08-03.01 

與溫柔有約-兩個女人的畫展-陳美

珍、李淑玲聯展 

南投縣欣榮紀念圖書館

暨玉蘭文化會館   

陳美珍、李淑

玲 

2009/405 01.10-02.05 花穎入簾間-李曉寧水彩畫展 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李曉寧 

2009/404 01.10-02.28 

粉色旋律-四季合奏 2009 張佳婷油畫

個展 真善美畫廊   張佳婷 

2009/404 01.13-02.01 心相抽象-蔡玉葉油畫展 彰化縣文化局藝廊   蔡玉葉 

2009/405 01.14-02.01 新‧空間系列-張祐瑄個展 屏東縣文化局   張祐瑄 

2009/405 01.17-03.01 

千手千眼護人間-楊惠姍二十年琉璃佛

像展 佛光緣美術館總館   楊惠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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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405 01.20-02.27 

「走者‧走者‧遇見了動物-動物的高

速公路」-林瑋萱個展 壢新醫院藝術生活館   林瑋萱 

2009/405 01.20-03.20 黃淑卿 2009 創作展 

墾丁福華渡假飯店藝文

回廊   黃淑卿 

2009/196 01.26-02.15 大家來看牛-陳淑媚專題創作展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陳淑媚 

2009/405 01.28-02.15 

與大自然的對話-陳美芳漂流木創作個

展 基隆市文化局   陳美芳 

2009/405 01.28-02.15 「大家來看牛」陳淑媚個展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桃園

館   陳淑媚 

2009/405 02.03-02.15 蘇奕菁油畫個展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   蘇奕菁 

2009/405 02.03-02.15 黃灑淑水彩個展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   黃灑淑 

2009/405 02.04-02.22 流浪者之歌-蕭麗綾油畫展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中壢

館   蕭麗綾 

2009/405 02.10-02.17 沉浸‧七樓-顏玥琪、王郁庭雙個展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   

顏玥琪、王郁

庭 

2009/405 02.11-03.01 王惠汶書法個展 

台南縣政府南區服務中

心   王惠汶 

2009/405 02.13-03.04 樹‧旅行‧記憶-孫美玉繪畫創作個展 台北縣藝文中心   孫美玉 

2009/405 02.14-02.19 卓筠-同名創作個展 高雄市立圖書館   卓筠 

2009/406 02.14-03.07 眷戀我的台灣村-顏毓瑩個展 ICI 現代藝廊   顏毓瑩 

2009/406 02.17-03.08 造妖境-葉佩如個展 基隆市文化局   葉佩如 

2009/405 02.18-03.04 陳從珍彩墨世界-戲夢人生系列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   陳從珍 

2009/405 02.18-03.04 盧彩霞書法個展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   盧彩霞 

2009/405 02.18-03.04 郭香玲書畫展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   郭香玲 

2009/406 02.25-03.15 林淑貞紙浮雕人物寫真館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桃園

館   林淑貞 

2009/405 02.26-03.08 洪瓊華雕塑藝術展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洪瓊華 

2009/198 03.02-03.28 周瑞萍個展-結髮‧結果 東家畫廊   周瑞萍 

2009/406 03.03-04.11 尤美玲油畫展 上古藝術館   尤美玲 

2009/407 03.03-05.31 蔡淑慧陶瓷創作展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藝廊   蔡淑慧 

2009/406 03.05-03.25 感動總是在他方-蔡莉莉油畫個展 福華沙龍   蔡莉莉 

2009/406 03.07-03.12 中華婦女書會會員聯展 

國軍藝文活動中心藝術

廳     

2009/406 03.07-03.19 游依珊個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游依珊 

2009/406 03.07-03.29 龐銚‧曹筱玥雙妹個展 

台中市文化中心動力空

間   龐銚曹筱玥 

2009/406 03.07-03.29 

2009Happy Together Part II-王亮尹

VS.侯怡亭 金禧美術   

王亮尹、侯怡

亭 

2009/407 03.07-04.01 You and Me and Something Else-王 TIVAC 台灣國際視覺藝   王琬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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琬瑜個展 術中心 

2009/406 03.14-04.12 自在流意-陳張莉個展 MOT ARTS   陳張莉 

2009/199 03.17-04.17 歡樂‧叢林-曹筱苹插畫繪本特展 龍華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曹筱苹 

2009/408 03.19-05.24 薪揚傳唱-湯瑛玲畫展 陸軍司令部陸光藝廊   湯瑛玲 

2009/407 03.20-04.01 

2009 鏡像雙個展-董珮欣數位暗房藝

術個展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董珮欣 

2009/407 03.20-04.12 吳春惠水墨展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吳春惠 

2009/407 03.21-04.09 纏花‧綴美-陳惠美春仔畫創作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陳惠美 

2009/406 03.25-04.12 江慧如油畫個展 

台南縣政府南區服務中

心   江慧如 

2009/407 03.28-04.12 喜新念舊-李素月彩墨創作展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李素月 

2009/407 04.01-04.13 師法自然-林美雅陶展 孟焦畫坊   林美雅 

2009/408 04.01-05.31 施淑玲油畫個展 

嘉義市身心障礙綜何園

區再耕園   施淑玲 

2009/408 04.01-05.31 2009 璀璨人生-沈秀娥油畫個展 嘉義市東區戶政事務所   沈秀娥 

2009/201 04.03-06.30 空谷覺音-彭郡茹 

烏來璞石麗緻溫泉會館

大廳   彭郡茹 

2009/407 04.04-04.26 「這些人‧那些人」吳長蓉個展 嘉義鐵道藝術村   吳長蓉 

2009/409 04.08-07.05 遊矽旅程-黃瓊儀玻璃創作展 

新竹市文化局玻璃工藝

博物館   黃瓊儀 

2009/407 04.10-05.03 女人四十-巫雲鳳個展 金禧美術   巫雲鳳 

2009/407 04.10-05.09 晴海餘韻-黃海韻詩畫聯展 文藻外語學院   黃海韻 

2009/407 04.11-05.09 林純如畫展 天棚藝術   林純如 

2009/408 04.14-05.03 我愛大紅花-王心慧創作個展 彰化縣文化局   王心慧 

2009/407 04.17-04.29 楊淑芳油畫展 孟焦畫坊   楊淑芳 

2009/200 04.18-05.10 曾琬婷-珍藏‧麗乾花創作展 白屋(橋頭招待所)   曾琬婷 

2009/407 04.21-04.30 廖美蘭 2009 水墨創作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廖美蘭 

2009/200 04.21-05.03 幻畫奇美-余綵榛藝術押花個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余綵榛 

2009/407 04.22-05.12 邱蕙琳油畫創作展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藝術

中心   邱蕙琳 

2009/199 04.22-06.05 走著‧搖著-彭小佳雕塑作品展 原曲畫廊   彭小佳 

2009/407 04.25-05.07 陳美「寫意人生」油畫個展 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陳美 

2009/408 04.25-05.07 行履‧印記-游雪娥油畫創作展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游雪娥 

2009/200 04.25-05.10 柯燕美個展：外(公)。內(私)-交錯情懷 燕陶坊   柯燕美 

2009/408 05.01-06.14 婆娑 2-婆婆媽媽靈巧的手 台南縣文化中心   

劉秀子、章桂

娜、張綢妹、

劉滿、李陳岱

華、張凌、王

銀、周瑞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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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麗華 

2009/408 05.01-06.28 林葦畫展-石紋之詠、詠讚太魯閣 

花蓮縣太魯閣國家公園

管理處特展室   林葦 

2009/409 05.01-06.28 葉蘭香鏡花水月彩墨展 

桃園縣平鎮市社教文化

中心   葉蘭香 

2009/408 05.02-05.30 

內‧外‧穿越-賴純純、黃蘭雅、王德

瑜三人展 百藝畫廊   

賴純純、黃蘭

雅、王德瑜 

2009/409 05.08-07.04 劉文瑄「紙的第三面」特展 樹火紀念紙博物館   劉文瑄 

2009/408 05.09-05.20 鄧惠津油畫創作展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鄧惠津 

2009/408 05.09-05.30 林純如畫展 天棚藝術   林純如 

2009/408 05.09-05.31 邊緣的音-王紫芸個展 107 畫廊   王紫芸 

2009/409 05.09-06.14 「好久好久以後」-何孟娟新作展 夏可喜當代藝術   何孟娟 

2009/201 05.09-06.07 時日-廖惠玲個展 台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   廖惠玲 

2009/408 05.12-06.03 光的視覺考古-徐純一個展 天使美術館   徐純一 

2009/408 05.12-06.26 2009 色之形-蔣金蘭個展 壢新藝術生活館   蔣金蘭 

2009/408 05.14-05.24 心境流域-王詩瑩膠彩創作展 賞雅書齋藝術中心   王詩瑩 

2009/408 05.16-06.03 

從這裡開始「痕跡」-莊佳琦、張妃滿、

李家瑩三人聯展 台北縣政府藝廊   

莊佳琦、張妃

滿、李家瑩 

2009/409 05.23-06.04 吟詠大地-梁惠敏水彩油畫創作展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梁惠敏 

2009/408 05.26-05.31 雙彩筆跡‧逸趣人生-湯瑛玲個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湯瑛玲 

2009/409 06.01-06.21 微觀自得-黃心韻個展 枕石畫坊   黃心韻 

2009/409 06.06-06.28 不死鳥 II-王蕾瑩個展 嘉義鐵道藝術村   王蕾瑩 

2009/410 06.06-07.17 潛藏呢喃-黃焉蓉展 蓽蘿藝術活動中心   黃焉蓉 

2009/409 06.10-06.28 天地的問題-劉瑞琴油畫個展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中壢

館   劉瑞琴 

2009/201 06.09-06.28 2009 郭芃君個展-地方 豆皮文藝咖啡館   郭芃君 

2009/409 06.13-06.21 于婉君女士墨彩畫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于婉君 

2009/409 06.13-07.12 心靈結構-袁漱個展 月臨畫廊   袁漱 

2009/409 06.19-07.02 

我在我平常的地方、那是一朵叫做曾

經的花-陳毓琁、許瓊文雙個展 嘉義鐵道藝術村   

陳毓琁、許瓊

文 

2009/410 06.19-09.27 集體共游-陳怡潔個展 非畫廊   陳怡潔 

2009/410 06.20-07.19 素艷亭亭-張淑德膠彩畫個展 打狗港都文化藝術倉庫   張淑德 

2009/409 06.26-07.02 2009 莊雅琴西畫首展 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莊雅琴 

2009/410 06.29-07.05 表面‧深處-陳玫琦 2009 個展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陳玫琦 

2009/410 07.01-07.30 

Past‧Now‧Future 2006~2009-孫

美玉創作展 賞雅書齋藝術中心   孫美玉 

2009/412 07.01-09.30 于美齡巧手捏麵展 新店市文史館   于美齡 

2009/410 07.03-07.19 江嵐、采諭詩畫家鄉雙人創作展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江嵐、采諭詩 

2009/410 07.04-07.24 陳郁如繪畫創作個展 大古文化   陳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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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410 07.04-08.09 那些時刻-許莉青台北首次個展 紫藤廬   許莉青 

2009/410 07.04-09.30 泥塑陶獅-邱玉錡材燒個展 竹南蛇窯   邱玉錡 

2009/410 07.11-07.29 無限風采-陳瑀凡-小楷 台中市立文化中心   陳瑀凡 

2009/410 07.11-08.09 2009 林雪卿創作展 台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   林雪卿 

2009/411 07.18-08.16 藝術七門町 PART1-許尹齡、黃華真 MOT/ ARTS   

許尹齡、黃華

真 

2009/410 07.22-08.22 李沛彩墨抽象創作展 蓽蘿藝術活動中心   李沛 

2009/411 07.24-09.13 李美惠-白色喜悅 黎畫廊   李美惠 

2009/410 07.28-08.16 李宛玲皮雕創作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李宛玲 

2009/410 07.30-08.16 

台南縣美術學會工藝部類壓花藝術-林

秀聰、翁淑枝、吳昭鑾三人展 

台南縣政府南區服務中

心   

林秀聰、翁淑

枝、吳昭鑾 

2009/412 08.01-09.30 董碧娥立體紙雕展 署立彰化醫院   董碧娥 

2009/414 08.01-11.30 林淑芬手作工藝特展 國立教育廣播電藝廊   林淑芬 

2009/411 08.05-08.27 吳詠潔創作個展 德鴻畫廊   吳詠潔 

2009/411 08.08-09.01 

Last night butterfly brought me 

dreams-黃本蕊個展 誠品畫廊   黃本蕊 

2009/411 08.14-08.20 文明後的荒蕪-方彩欣數位創作展 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方彩欣 

2009/412 08.15-09.15 林美蕙個展 A7958 當代藝術   林美蕙 

2009/412 08.18-09.06 洪麗玉女士創作文物展 

高雄市立圖書館高雄文

學館   洪麗玉 

2009/412 08.18-10.18 張瑛玲纖維特展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張瑛玲 

2009/411 08.21-08.30 留下‧帶走-黃勳婷陶藝創作展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黃勳婷 

2009/412 08.22-09.06 吳淑瑛個展 彰化縣員林演藝廳   吳淑瑛 

2009/412 08.22-09.20 賴秋梅創作展 二十號倉庫   賴秋梅 

2009/412 08.26-09.13 林淑婷油畫首展 新店市立圖書館   林淑婷 

2009/412 08.29-09.16 王美幸、陳淑華、惠芳齡三人聯展 福華沙龍   

王美幸、陳淑

華、惠芳齡 

2009/412 08.29-09.20 莊佳琦個展 

淡水鎮立圖書館藝文中

心   莊佳琦 

2009/412 08.29-10.18 張瑛玲電腦刺繡藝術創作展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張瑛玲 

2009/412 09.02-09.20 張雅萍創作個展 新樂園藝術空間   張雅萍 

2009/412 09.04-09.13 周美智陶藝展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周美智 

2009/412 09.05-09.17 台北市西畫女畫家畫會第 27 次聯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2009/412 09.05-10.03 張光琪個展 天棚藝術村協會   張光琪 

2009/412 09.05-10.04 黃沛涵油畫個展 也趣藝廊   黃沛涵 

2009/204 09.05-09.15 海岸漂流-蔡芷芬個展 北投公民會館   蔡芷芬 

2009/204 09.05-10.10 閉上眼依然感受到-黃珮如個展 K's 當代藝術空間   黃珮如 

2009/204 09.09-09.11 眾像圓蓉-王蓓蓉水彩肖像畫展 蓽蘿藝術活動中心   王蓓蓉 

2009/412 09.18-09.24 張秀琴的愛之頌 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張秀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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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412 09.18-10.18 黃郁雯膠彩個展 A7958 當代藝術   黃郁雯 

2009/413 09.19-10.11 跑去哪裡跑-謝怡如個展 台灣新藝當代藝術空間   謝怡如 

2009/413 09.22-10.11 陳從珍個展 基隆市文化中心   陳從珍 

2009/413 10.01-10.21 鄭秋梅畢業展 枕石畫坊   鄭秋梅 

2009/414 10.03-11.01 只是過程中的某個痕跡-蘇小夢個展 

文賢油漆工程行藝術家

工作坊   蘇小夢 

2009/414 10.03-11.15 邱雨玟「水姑娘的繁衍記畫-神水宮」 二十號倉庫   邱雨玟 

2009/413 10.04-11.01 腦海視界-鄭玉枝繪畫創作展 土城藝文館   鄭玉枝 

2009/415 10.05-12.31 島嶼盛豔之花-柳依蘭油畫創作個展 

高雄國際機場出境通廊

東西區   柳依蘭 

2009/413 10.06-10.31 女性‧美的演譯-卓有瑞、楊洋、袁俐 敦煌畫廊   

卓有瑞、楊

洋、袁俐 

2009/413 10.09-11.01 林以婷創作展 金禧美術   林以婷 

2009/413 10.10-11.07 隙間-趙璐嘉個展 新心藝術館   趙璐嘉 

2009/413 10.10-11.08 吞食-黃薇珉個展 永春堂美術館   黃薇珉 

2009/415 10.10-12.27 吳素蓮 2009 油畫觀念創作展 高雄都會公園研習中心   吳素蓮 

2009/413 10.14-11.01 

繁花秀影-黃淑卿、廖美蘭、孫翼華、

李素月四人聯展 福華沙龍   

黃淑卿、廖美

蘭、孫翼華、

李素月 

2009/413 10.16-11.22 潘聘玉個展 國立陽明大學藝文中心   潘聘玉 

2009/414 10.17-11.08 築心-顧玉玲個展 台灣新藝當代藝術空間   顧玉玲 

2009/414 10.24-11.05 心晴-2009 韓思玲攝影個展 爵士攝影藝廊   韓思玲 

2009/414 10.24-11.28 葉怡利個展 百藝畫廊   葉怡利 

2009/413 10.24-12.20 女人花、女人畫-女性畫家聯展 揚品藝術中心     

2009/414 10.29-12.02 蕭麗綾油畫創作展 楊梅高中紅土藝術展   蕭麗綾 

2009/414 10.30-11.11 沈海蓉立體紙繡展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沈海蓉 

2009/414 11.01-11.21 朱麗麗的符號世界 枕石畫坊   朱麗麗 

2009/414 11.01-11.21 熔-鄭瓊娟個展 枕石畫坊   鄭瓊娟 

2009/414 11.01-12.27 松素-李美慧花蓮展 松園別館   李美慧 

2009/414 11.03-11.27 鏡花逐夢-柳依蘭個展 

高苑科技大學高苑藝術

中心   柳依蘭 

2009/414 11.04-11.15 郭秋燕 2009 油畫個展 新竹縣文化局   郭秋燕 

2009/414 11.04-11.24 陽光‧請進-陳舜芝 2009 油畫個展 福華沙龍   陳舜芝 

2009/414 11.05-11.22 

野玫瑰的春天-廖純敏、陳嘉慧、蕭彩

雲聯展 

台南縣政府南區服務中

心   

廖純敏、陳嘉

慧、蕭彩雲 

2009/414 11.07-11.18 女心：溫柔與野性-徐瑞畫詩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徐瑞 

2009/414 11.08-12.12 陳蓉油畫個展 蓉畫廊   陳蓉 

2009/414 11.10-12.23 New 意兒-2009 黃馨鈺個展 壢新藝術生活館   黃馨鈺 

2009/415 11.14-12.06 看味道-黃怡雯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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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414 11.21-12.03 一官西畫個展-林懿娟 國立國父紀念館   林懿娟 

2009/415 11.21-12.27 林麗珍「舞垢舞蹈劇場」創作回顧展 紫藤廬花廳   林麗珍 

2009/414 11.27-12.08 黃湘詅水墨展 福華沙龍   黃湘詅 

2009/414 11.27-12.13 林莉利油畫個展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林莉利 

2009/415 11.27-12.27 

第 21 屆台中縣美術家接力展七-劉玉

珍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劉玉珍 

2009/415 12.03-12.15 適如遊藝-李順惠油畫個展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李順惠 

2009/415 12.05-12.18 吳方鶯 2009 油畫創作展 台中市文化局   吳方鶯 

2009/207 12.05-12.26 觸點‧原點-林月霞個展 

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藝術

中心   林月霞 

2009/414 12.08-12.20 萌生-林文莉個展 基隆市文化中心   林文莉 

2009/415 12.12-12.17 權力慾望與性別演義-羅淑芬創作展 台北師大德群藝廊   羅淑芬 

2009/415 12.12-12.27 流動‧循環-林嘉貞個展 台中市文化局動力空間   林嘉貞 

2009/415 12.15-12.27 莊雅琴西畫個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莊雅琴 

2009/415 

12.16-2010.01

.03 楊永雯 2009 個展 

台南縣政府南區服務中

心   楊永雯 

2009/415 12.17-12.31 

女人‧畫布與油彩-王富娘 2009 油畫

個展 

義守大學綜合教學大樓

12 樓   王富娘 

2009/415 

12.29-2010.01

.01 觸動‧原點-林月霞個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林月霞 

2009/415 

12.29-2010.01

.07 潘鈺油畫個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潘鈺 

2009/404 

2008.10.25-20

09.01.11 周美智陶藝展 總爺藝文中心   周美智 

2009/404 

2008.11.15-20

09.01.04 極致之美-莊桂珠工筆、陶藝個展 佛光緣美術館台北館   莊桂珠 

2009/404 

2008.11.20-20

09.01.13 林美慧油畫展 佛光緣美術館屏東館   林美慧 

2009/404 

2008.11.29-20

09.02.09 

剪開心花-林文貞、邱雨玟、劉韻竹剪

紙創作聯展 樹火紀念紙文化基金會   

林文貞、邱雨

玟、劉韻竹 

2009/404 

2008.11.30-20

09.01.14 寂境-張妃滿、賴惠如創作展 ICI 現代藝廊   

張妃滿、賴惠

如 

2009/404 

2008.11.30-20

09.02.28 吳美珠現代彩墨畫展 台北市政府名人藝廊   吳美珠 

2009/404 

2008.12.02-20

09.01.14 銀‧光-王酩琇銀土手創展 賞雅書齋藝術中心   王酩琇 

2009/404 

2008.12.05-20

09.01.04 洪米貞首次個展「山林秘語」系列 黎畫廊   洪米貞 

2009/404 2008.12.06-20 空間-蔣金蘭跨年個展 台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   蔣金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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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1.04 

2009/404 

2008.12.06-20

09.01.04 

傲嬌，代言人。-蘇美惠 2008 創作個

展 二十號倉庫   蘇美惠 

2009/404 

2008.12.10-20

09.01.31 

搖到外婆橋-錄像‧藝術‧228-何欣怡

個展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   何欣怡 

2009/404 

2008.12.12-20

09.01.04 林秀瓊個展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林秀瓊 

2009/404 

2008.12.13-20

09.01.02 林瑛陶藝創作展-布衣系列 大古文化   林瑛 

2009/404 

2008.12.13-20

09.01.03 覓-緣來-劉玉燕個展 天棚藝術村   劉玉燕 

2009/404 

2008.12.13-20

09.01.03 新秀展-王琬瑜 非常廟藝文空間   王琬瑜 

2009/404 

2008.12.13-20

09.01.11 山雲遊-洪米貞首次個展 紫藤廬   洪米貞 

2009/404 

2008.12.13-20

09.01.13 李若梅馬祖遊山玩水 馬祖民俗文物館   李若梅 

2009/404 

2008.12.16-20

09.01.11 許秀琴工筆畫個展 基隆市立文化中心   許秀琴 

2009/404 

2008.12.17-20

09.01.04 曾惠真油畫個展 嘉義市文化局藝廊   曾惠真 

2009/404 

2008.12.17-20

09.01.11 李秀珍油畫展 台南縣立文化中心   李秀珍 

2009/404 

2008.12.23-20

09.01.11 李淑英水墨創作展 基隆市立文化中心   李淑英 

2009/404 

2008.12.23-20

09.01.11 紀麗珠植物藝術陶土畫個展 基隆市立文化中心   紀麗珠 

2009/404 

2008.12.24-20

09.01.18 張玉瓊油畫展 台南縣立文化中心   張玉瓊 

2009/404 

2008.12.25-20

09.02.27 古文物‧新創意-張正芬設計作品集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張正芬 

2009/404 

2008.12.26- 

2009.02.22 璀璨年代-郭雅眉創作個展 台北縣鶯歌陶瓷博物館   郭雅眉 

2009/404 

2008.12.28-20

09.01.28 2008 趙美珍畫展-這些日子以來 藝齡畫廊   趙美珍 

2009/404 

2008.12.28-20

09.01.28 2008 趙美珍畫展-這些日子以來 珍藝術空間   趙美珍 

2009/409 常設展 融合之美-孫雪玉現代彩墨展 枕石畫坊   孫雪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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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25 -10.08 找回老阿嬤的回憶-劉麗玉個展 蘆洲市立文化中心   劉麗玉 

2010/416 01.01-01.03 溫花蓮、徐庭瑤母女聯展 花蓮縣文化局   

溫花蓮、徐庭

瑤 

2010/416 01.01-01.07 心象‧穿越-劉玉文創作個展 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劉玉文 

2010/471 01.01-02.21 郭桂玲「小藍帽」繪本插畫展 

台南市立圖書館南區分

館   郭桂玲 

2010/416 01.02-01.24 

生命希望與重逢-洪瓊瑩自傳式創作個

展 土城藝文館   洪瓊瑩 

2010/417 01.02-03.31 黃郁惠創意捏塑展 新店市文史館   黃郁惠 

2010/416 01.05-01.24 陳若慧水墨畫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陳若慧 

2010/208 01.05-02.05 綠野芳蹤-郭芳榕油畫個展 新心藝術館   郭芳榕 

2010/208 01.06-02.09 觸動‧原點-林月霞個展 賞雅書齋藝術中心   林月霞 

2010/209 01.08-02.11 聽說‧我們曾經是人類-施懿珊個展 新苑藝術   施懿珊 

2010/416 01.09-01.17 高淑會油畫個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高淑惠 

2010/416 01.09-02.04 水彩色筆小品-江慧如西畫個展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江慧如 

2010/416 01.12-01.31 綠色囈語-楊雅婷個展 彰化縣文化局   楊雅婷 

2010/209 01.16-02.28 SUPPER MASSIVE-張恩慈個展 布查國際當代藝術空間   張恩慈 

2010/416 01.16-02.28 

蔓延的存在 I-陳淑燕植物纖維創作個

展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陳淑燕 

2010/416 01.23-02.04 2010 發現感動-郭心漪水彩畫展 台中市文化局   郭心漪 

2010/209 01.23-03.14 VISITOR-郭嘉玲、賴珮瑜雙個展 

忠泰生活開發

MOT?ARTS   

郭嘉玲、賴珮

瑜 

2010/418 01.23-03.14 郭嘉羚、賴珮瑜雙個展 MOT/ARTS   

郭嘉羚、賴珮

瑜 

2010/417 01.29-02.27 蛻變-林孟青水墨個展 土城藝文館   林孟青 

2010/209 02.02-03.06 山‧水‧吟-洪米貞個展 貝瑪畫廊   洪米貞 

2010/417 02.06-02.25 活在當下-廖芳乙油畫個展 台中市文化局   廖芳乙 

2010/417 02.22-03.10 張貞雯-膠彩創作展 大古文化   張貞雯 

2010/418 02.27-03.28 吳亭萱油畫展 圓座藝術中心   吳亭萱 

2010/218 03.02-03.21 凌渝英布畫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凌渝英 

2010/418 03.03-04.04 柳伊蘭油畫展 102 藝術   柳伊蘭 

2010/418 03.05-03.14 自然的喜悅-黃淑鸞八十三歲回顧展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黃淑鸞 

2010/210 03.05-03.28 

詩意風華-王佳以、詹秀鈐、李美玲水

墨書法膠彩聯展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王佳以、詹秀

鈐、李美玲 

2010/418 03.06-03.21 寄情-李玲青花瓷彩墨畫展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李玲青 

2010/418 03.06-03.28 後山之春-張素燕個展 福華沙龍   張素燕 

2010/210 03.06-04.06 和諧、滲透與張力-鄭麗雲個展 現代畫廊   鄭麗雲 

2010/418 03.06-04.11 李惠芬油畫展 台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   李惠芬 

2010/420 03.10-06.30 我的貓-鄧淑惠個人展 竹南蛇窯   鄧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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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10 03.13-04.11 室內下大雨-蕭筑方個展 亞洲藝術中心   蕭筑方 

2010/419 03.13-04.11 用心看世界-蔡容蓁個展 台中市文化局動力空間   蔡容蓁 

2010/210 03.19-04.18 小生活工場-陳宛伶個展 德鴻畫廊   陳宛伶 

2010/418 03.19-05.02 張美華當代陶‧塑展 

台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

館   張美華 

2010/419 03.20-04.01 梁惠敏水彩油畫個展 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梁惠敏 

2010/419 03.20-04.10 郭家妘之現代水墨演繹 義大利藝術中心   郭家妘 

2010/211 03.20-04.11 內在之光-賴雯淑個展 鳳甲美術館   賴雯淑 

2010/419 03.20-04.25 台東風情張蘭芳個展 丹寧象藝文中心   張蘭芳 

2010/419 03.22-04.01 在一起，就好-李欣芫個展 毓繡藝術空間   李欣芫 

2010/210 03.30-04.09 無垠鬱域-董心如個展 小室藝廊   董心如 

2010/420 04.01-05.12 

布能布玩‧布能布知-陳芬惠拼布創作

個展 土城市公所   陳芬惠 

2010/419 04.10-04.30 花看-倪曉容現代彩墨畫個展 大古文化   倪曉容 

2010/419 04.10-05.01 如梭-黃文英個展 

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藝術

中心   黃文英 

2010/419 04.16-05.09 悠遊水墨-吳淑瑛個展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吳淑瑛 

2010/419 04.24-05.16 歡顏-沈芳如油畫個展 圖客&畫寶藝術中心   沈芳如 

2010/212 04.27-05.16 象太陽一樣遠-黃華真個展 一票人票畫空間   黃華真 

2010/212 05.01-05.15 林美雅陶展 孟焦畫坊   林美雅 

2010/420 05.01-05.21 范逸芳、魏杏芳雙個展 枕石畫坊   

范逸芳、魏杏

芳 

2010/212 05.01-05.30 塑膠靈魂-2010 張瓊方個展 土思畫廊   張瓊方 

2010/212 05.01-05.30 做朋友-江枚芳金工個展 新心藝術館   江枚芳 

2010/212 05.02-05.14 黑色笑畫-楊曉婷個展 

A-7958 gallery 當代藝

術   楊曉婷 

2010/212 05.02-05.14 家屋-纖維的牽引-陳靜玟個展 

A-7958 gallery 當代藝

術   陳靜玟 

2010/420 05.02-05.30 劉繼蘭油畫個展 

台北捷運忠孝復興站藝

文廊   劉繼蘭 

2010/429 05.04-05.09 呂冠慧油畫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呂冠慧 

2010/212 05.04-05.23 起心動念‧撼動河殤-黃焉蓉個展 天使美術館   黃焉蓉 

2010/420 05.07-05.30 內在牽引-徐美月個展 台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   徐美月 

2010/420 05.11-06.25 老院子-董小蕙創作個展 壢新藝術生活館   董小蕙 

2010/420 05.12-07.16 王心怡-古圖像文字藝術展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史語藝廊   王心怡 

2010/212 05.13-06.06 剪花解語-黃女慈個展 彰化縣文化局藝術館   黃女慈 

2010/212 05.15-06.20 身與衣-彭薇個展 大未來畫廊   彭薇 

2010/212 05.17-05.28 封存-楊詩怡個展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毓   楊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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繡藝術空間 

2010/212 05.18-05.23 黑白畫-江秋霞油畫個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江秋霞 

2010/213 05.22-06.13 假扮的天使-許家瑜個展 新浜碼頭藝術中心   許家瑜 

2010/213 05.22-06.13 祕密花園-王秀茹個展 新浜碼頭藝術中心   王秀茹 

2010/420 05.22-06.20 李玉蓮創作個展 台中市文化局動力空間   李玉蓮 

2010/213 05.28-06.26 迷離的現實-張逸萱個展 朝代世界藝術有限公司   張逸萱 

2010/421 06.01-06.21 蔡秋蘭個展 枕石畫坊   蔡秋蘭 

2010/421 06.01-06.21 天地之間‧我見「風景」-呂秀玉個展 枕石畫坊   呂秀玉 

2010/422 06.02-07.31 張美玲個展 北埔地方文化館   張美玲 

2010/421 06.03-06.14 花花世界-台北市西畫女畫家畫會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王金蓮等 

2010/422 06.04-07.12 潛在因子-徐薇蕙個展 台中一中藝術中心   徐薇蕙 

2010/213 06.05-06.26 金芬華個展 義大利藝術中心   金芬華 

2010/214 06.05-07.12 隱形的閃爍-李依依個展 一畫廊   李依依 

2010/422 06.05-08.22 魚兒化龍的故事-吳翠屏油畫展 方圓美術館   吳翠屏 

2010/214 06.12-07.24 藝饗太平洋-女性創作者聯展 

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藝術

中心     

2010/213 06.12-07.31 偶然人間-陶藝家施惠吟個展 台灣陶藝後援會   施惠吟 

2010/422 06.12-08.01 Me‧樂地-林瑋萱 2010 個展 光之藝廊   林瑋萱 

2010/215 06.12-09.11 南風吹-賴純純個展 Jun' Space 純’空間   賴純純 

2010/421 06.15-06.26 山鬼-曾資婷 2010 個展 安廬藝術中心   曾資婷 

2010/213 06.18-07.04 花翎-陳珮怡膠彩創作展 

鶴軒藝術 台中‧歌劇

院店   陳珮怡 

2010/421 06.23-07.04 自然心‧山水情-林麗玲水墨創作展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桃園

館   林麗玲 

2010/421 06.30-07.18 工藝之美-張美雲個展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桃園

館   張美雲 

2010/215 07..21-08.18 墨點．間-王秀雯水墨創作個展 秋刀魚藝術中心   王秀雯 

2010/422 07.01-07.14 我要美麗-陳燕裕個展 劍橋南商教師會館   張燕裕 

2010/423 07.01-09.29 林玉珠花燈藝術展 新店市文史館   林玉珠 

2010/214 07.04-07.31 慢夏-蔡佳玲油畫個展 馬里斯藝廊空間   蔡佳玲 

2010/422 07.06-08.26 世紀紅顏-楊靜宜押花藝術創作展 壢新藝術生活館   楊靜宜 

2010/422 07.13-08.12 空間創作-陳晏儷 2010 個展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藝術

中心   陳晏儷 

2010/215 07.15-08.04 

風雨之歌-丰的畫‧她的話-梁丹丰個

展 福華沙龍   梁丹丰 

2010/423 07.15-08.08 許家梅油畫個展 土城藝文館   許家梅 

2010/422 07.16-07.25 張惠珠油畫個展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張惠珠 

2010/422 07.17-08.15 王惠汶書法創作展 台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   王惠汶 

2010/214 07.22-08.01 舞動生命色彩-陳麗光藝術創作個展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陳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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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22 07.23-08.08 陳素霞 2010 年油畫個展 

文化大學推廣部大廈藝

廊   陳素霞 

2010/214 07.31-08.22 桌子上的天使-黃本蕊個展 

誠品畫廊(誠品信義旗艦

店-5 樓)   黃本蕊 

2010/423 08.05-08.28 

許瑜庭、陳珮怡、吳冠瑩、呂豫欣-年

輕藝術家聯展 華瀛藝術中心   

許瑜庭、陳珮

怡、吳冠瑩、

呂豫欣 

2010/424 08.06-09.30 陳宛昀-優雅的怪獸插畫展 知器‧Philosophie   陳宛昀 

2010-214 08.07-08.29 究竟-趙璐嘉個展 科元藝術中心   趙璐嘉 

2010/423 08.11-08.29 花情‧風情‧鄉土情-盧玫芳油畫展 

台南縣政府南區服務中

心   盧玫芳 

2010/424 08.11-09.05 聚斂的思維-許秀珠水墨個展 土城藝文館   許秀珠 

2010/423 08.20-09.12 名花‧有主？-吳曉菁、許瀞云雙個展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吳曉菁、許瀞

云 

2010/424 08.31-09.12 李若梅心靈風景創作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李若梅 

2010/216 09.03-09.25 楊秀櫻的台灣輕鬆行 上古藝術館   楊秀櫻 

2010/217 09.04-10.17 

緩緩 shot shot-許尹齡 2010 全新創作

個展 MOT/ARTS   許尹齡 

2010/216 09.04-10.17 許尹齡 2010 年全新創作個展 MOT/ARTS   許尹齡 

2010/216 09.07-10.26 光之訪-林維蕙首次油畫個展 琳藝術空間   林維蕙 

2010/216 09.09-10.03 日正當中-2010 黃焉蓉個展 蓽蘿藝術活動中心   黃焉蓉 

2010/216 09.10-10.18 

你的記憶 也成為我的記憶 我會記得

你-王姿云個展 布查國際當代藝術空間   王姿云 

2010/424 09.17-09.28 摯情-楊林創作個展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第一

展覽室   楊林 

2010/426 09.17-11.09 繁花蝶語-陳國蕙面具藝術展 佛光緣屏東美術館   陳國蕙 

2010/425 09.18-10.10 鄭雅芬個展 台灣新藝當代藝術空間   鄭雅芬 

2010/424 09.21-10.21 虛實鄉愁-惠敏創作個展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藝術

中心   惠敏 

2010/217 09.25-10.17 翱翔-呂冠慧油畫個展 台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   呂冠慧 

2010/217 10.01-10.14 

花香蝶影 美的饗宴-賴寶玉的花顏鳥

語 孟焦畫坊   賴寶玉 

2010/425 10.01-10.27 女人香-蔡宗芸油畫個展 我在 349 空間   蔡宗芸 

2010/427 10.01-12.31 蔡美枝彩惠墨韻個展 萬里鄉立圖書館   蔡美枝 

2010/425 10.02-10.13 陳香伶油畫展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陳香伶 

2010/217 10.02-10.23 花都開好了-羅亞嵐個展 

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藝術

中心   羅亞嵐 

2010/217 10.02-11.07 趙素芳油畫雕塑展 台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   趙素芳 

2010/425 10.02-11.07 許明香陶藝展 當代陶藝館   許明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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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17 10.05-10.29 「魅影」 陳靜智創作個展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藝文展示廳   陳靜智 

2010/425 10.08-10.14 

「色三女」-陳秋玉、蘇秀娥、鐘月碧

油畫展 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陳秋玉、蘇秀

娥、鐘月碧 

2010/425 10.09-10.21 施惠吟 2010 陶塑創作 牽手藝術空間   施惠吟 

2010/217 10.09-11.07 沉默 Disco-謝素梅個展 誠品畫廊   謝素梅 

2010/217 10.10-11.14 劉小評-2010 年「野趣」陶藝創作展 富貴陶園 老街二館   流小評 

2010/218 10.16-11.07 崔永嬿 2010 個展 台灣新易當代藝術中心   崔永嬿 

2010/426 10.21-12.05 航行與迴流-賴純純個展 成大藝術中心   賴純純 

2010/217 10.23-11.21 莫比烏斯∞童話-張嘉穎個展 台北寒舍艾美酒店   張嘉穎 

2010/217 10.23-11.28 跟著身體移動-林泱伶油畫創作個展 金車文藝中心   林泱伶 

2010/217 10.23-11.28 不好意思遇到你-楊荷音油畫創作個展 金車藝文中心   楊荷音 

2010/218 11.03-11.14 吳亭萱珍惜花開 2010 油畫展 中正紀念堂(2 展廳)   吳亭萱 

2010/218 11.05-11.27 陳舜芝油畫個展 首都藝術中心   陳舜芝 

2010/426 11.06-11.14 旅美畫家-鄭蘭花個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鄭蘭花 

2010/218 11.06-11.26 寫生-王曉華、陳慧姿聯展 

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覓空間   

王曉華、陳慧

姿 

2010/218 11.06-11.28 手與腳的負面肖像畫-曾美禎個展 蓽蘿藝術活動中心   曾美禎 

2010/218 11.06-11.28 

如果，有一天你長大了，你會記得嗎？

-李檬個展 科元藝術中心   李檬 

2010/218 11.06-11.30 抽象靈動-2010 徐畢華個展 新美畫廊   徐畢華 

2010/218 11.06-12.01 

關鍵影格/The Key Frames-陳怡潔個

展 布查國際當代藝術空間   陳怡潔 

2010/218 11.07-12.05 玉山迷蹤-杜珮詩個展 就在藝術空間   杜珮詩 

2010/426 11.09-12.24 碎形‧無涯之涯-黃蘭雅個展 壢新藝術生活館   黃蘭雅 

2010/426 11.12-11.25 李淑秀手工布娃娃創作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李淑秀 

2010/219 11.12-12.12 

寂寞及其所創造的-紀珮君、李香瑩創

作聯展 夏可喜當代藝術   

紀珮君、李香

瑩 

2010/427 11.12-12.12 我在-廖瑞芬膠彩創作展 鶴軒藝術台中歌劇院   廖瑞芬 

2010/219 11.13-12.05 無聲的吶喊-吳翠玲個展 台灣新藝當代藝術空間   吳翠玲 

2010/218 11.13-12.09 密境-林靖子個展 美好時光   林靖子 

2010/427 11.27-12.09 洪雪瓊軟陶作品展 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洪雪瓊 

2010/219 11.28-12.24 無意識漫遊-吳研儀個展 

A-7958 gallery 當代藝

術   吳研儀 

2010/219 12.01-12.19 形影之間-李秀珍 2010 個展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李秀珍 

2010/427 12.01-12.21 尋芳-張瓊娟個展 枕石畫坊   張瓊娟 

2010/219 12.02-12.28 音欣‧樂活-雷紫玲油畫個展 我在 349 空間   雷紫玲 

2010/427 12.04-12.25 王亮尹個展 也趣藝廊   王亮尹 

2010/427 12.18-12.29 簡單的幸福-2010 陳麗英油畫個展 高雄市立文化中心   陳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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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19 12.18-12.31 

文明的構築-陳妍尹個展暨美國駐村成

果展 倉庫藝文空間   陳妍尹 

2010/218 

2010.09.23-20

11.01.02 林靖蓉玻璃創作個展 新竹市玻璃工藝博物館   林靖蓉 

2010/219 

2010.09.23-20

11.01.02 林靖蓉玻璃創作個展 新竹市玻璃工藝博物館   林靖蓉 

2010/427 

2010.11.11-20

11.01.01 自然協奏曲-林秀珠油畫個展 晨園畫廊   林秀珠 

2010/427 

2010.11.13-20

11.1.30 「交織的記憶」新生代女性創作展 烏來泰雅族博物館   

宜德思‧盧

信、周麗萍、

宗貞嫻、謝美

如 

2010/219 

2010.12.01-20

11.01.02 之於覆蓋-康雅筑個展 土思藝術   康雅筑 

2010/427 

2010.12.04-20

11.01.16 陶色交藝—李玉秀、楊月蓉樂陶展 丹寧象藝文中心   

李玉秀、楊月

蓉 

2010/427 

2010.12.04-20

11.02.17 祝的藝術-陳美祝個展 方圓美術館   陳美祝 

2010/427 

2010.12.10-20

11-01.02 廖雅筑個展 土思藝術   廖雅筑 

2010/427 

2010.12.15-20

11.01.02 花境-張貞雯膠彩畫創作展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桃園

館   張貞雯 

2010/219 

2010.12.17-20

1.01.16 微光默宇-蕭媺個展 蓽蘿藝術活動中心   蕭媺 

2010/219 

2010.12.18-20

11.01.15 山茶對話-李美慧個展 貝瑪畫廊   李美慧 

2010/219 

2010.12.21-20

11.01.09 美人痣-林麗玲 東家畫廊   林麗玲 

2010/427 

2010.12.23-20

11.01.02 芭比不在-陳尹秋個展 Caff'e 5160   陳尹秋 

2010/427 

2010.12.29-20

11.01.23 煾‧蕭婷云材燒個展 造居   蕭婷云 

2010/416 常設展 周思葶個展 枕石畫坊   周思葶 

 

2011/437 10.16 原生意象-黃淑卿創作展 台北市凱達格蘭文化館   黃淑卿 

2011/438 11.06 2011 發現感動-郭心漪水彩畫展 台中市立港區藝術中心   郭心漪 

2011/438 11.29 鄭慧蓮創作個展 佛光緣美術館嘉義舘   鄭慧蓮 

2011/439 12.11 黃舒榆個展-非物質的維度時空 新樂園藝術空間   黃舒榆 

2011/439 12.11 甘海蓉個展-浮生若夢若浮生 新樂園藝術空間   甘海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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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439 12.18 孫淑芳紀錄片專題展 金車文藝中心台北館   孫淑芳 

2011/439 12.31 莞顏弄色-梁香個人創作展 琳藝術空間   梁香 

2011/220 01.01-01.12 黑白之間-江秋霞油畫個展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江秋霞 

2011/428 01.01-01.23 心境之航-張翠容個展 尊彩藝術中心   張翠容 

2011/220 01.05-01.23 漫蔓延。記憶-李郁芸創作個展 五七藝術工作室   李郁芸 

2011/428 01.07-01.16 洪瓊華雕塑創作展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洪瓊華 

2011/428 01.08-01.16 

2011 首屆兩岸當代百名女畫家精品邀

請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2011/428 01.15-02.20 幽幽蕙山蘭-李美慧油畫個展 黎畫廊   李美慧 

2011/428 01.19-01.30 淬鍊-2011 若瑄個展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桃園

館   若瑄 

2011/428 01.21-02.10 形‧色：悸動-李芬蘭 2011 西畫個展 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李芬蘭 

2011/429 01.22-02.20 家興-吳長蓉個展 就在藝術空間   吳長蓉 

2011/429 01.22-03.05 蜉遊桴-陳淑強個展 非畫廊   陳淑強 

2011/429 01.22.02.27 我要外帶-蔡珏伶個展 北風藝廊   蔡珏伶 

2011/429 01.23-02.13 

《能不能來看我？》－在繪畫與影像

之間．楊紫芹個展 視盟藝文展覽空間   楊紫芹 

2011/428 01.26-02.13 幻化‧自在-劉秀梅個展 

台南縣政府南區服務中

心   劉秀梅 

2011/429 02.01-02.17 靈‧動-蔣金蘭 2011 個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蔣金蘭 

2011/429 02.01-02.21 郭惠美個展 枕石畫坊   郭惠美 

2011/429 02.01-02.28 

郭麗容回顧展-歸宿-藝術是我的棲息

地 我在 349 空間   郭麗容 

2011/429 02.04-04.16 我把風景留給了你-林瑋萱個展 沙湖壢藝術村   林瑋萱 

2011/429 02.07-02.21 漆情畫藝-江麗個展 枕石畫坊   江麗 

2011/429 02.08 王立心-小孩個展 元華 Au.Dot 藝術區   王立心 

2011/430 02.16-03.06 邱碧蘭拼布個展 新竹縣文化局美術館   邱碧蘭 

2011/430 02.16-03.06 高惠芬創作展 嘉義市文化局   高惠芬 

2011/221 02.21-03.14 張秀燕膠彩個展 

A-7958 gallery 當代藝

術   張秀燕 

2011/429 02.21-03.24 陰性山水-袁慧莉筆墨創作個展 東吳大學游藝廣場   袁慧莉 

2011/221 02.25-02.27 林美蕙油畫創作展 

A-7958 gallery 當代藝

術   林美蕙 

2011/429 02.25-04.03 三十而立-楊佳欣書畫個展 佛光緣美術館台南館   楊佳欣 

2011/222 02.26-03.10 林佩欣攝影展 恆昶攝影藝廊   林佩欣 

2011/430 03.01-03.21 陳舜芝油畫個展 枕石畫坊   陳舜芝 

2011/430 03.02-03.20 林秋娥油畫個展 基隆市文化中心   林秋娥 

2011/430 03.02-03.21 黃郁涵裝置藝術展-認同的關連性 板橋藝文中心   黃郁涵 

2011/430 03.03-03.13 幻化若水-染料創作廖芳乙個展 高雄市立文化中心   廖芳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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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430 03.03-03.30 黃金芭雷-莊淑婷油畫個展 我在 349 空間   莊淑婷 

2011/430 03.04-03.27 黃淑筠個展 

台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

心   黃淑筠 

2011/431 03.05-05.01 

隱喻的真實：當下的居所-劉怡安陶藝

個展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

館   劉怡安 

2011/430 03.08 徐秋宜個展 M 畫廊   徐秋宜 

2011/430 03.10-04.27 蘿絲夫人的祕密花園-黃沛瀅個展 壢新藝術生活館   黃沛瀅 

2011/431 03.10-05.01 Wonderland-王薰苹複合媒材創作展 二十號倉庫   王薰苹 

2011/431 03.12-04.02 日常之美-趙梅油畫展 藝研齋   趙梅 

2011/431 03.12-04.12 

翱翔天地的純真心靈-鄭瓊娟八十回顧

展 庶民美術館   鄭瓊娟 

2011/430 03.17 黃薇珉個展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黃薇珉 

2011/430 03.22 紐約紐約-旅美水彩畫家吳珊珊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人文

博物館   吳珊珊 

2011/430 03.22-04.03 鄭蕙香水墨個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鄭蕙香 

2011/224 03.25-06.11 邊界渡口-康雅筑個展 樹火紀念紙博物館   康雅筑 

2011/430 03.27 李麗雯彩墨飛舞 

新北市立國定古蹟林本

源園邸   李麗雯 

2011/429 03.30 林麗瑩手工花藝展 新店文史館   林麗瑩 

2011/430 03.30-06.18 梁秀中水墨畫展 

台灣創價學會秀水藝文

中心   梁秀中 

2011/430 03.31 賴純純個展-水脈絡 Jun Space   賴純純 

2011/431 04-28 真心實願-張淑芬油畫巡迴展 佛光緣美術館總館   張淑芬 

2011/431 04.01-04.15 心象‧心嚮-郭秋燕油畫展 孟焦畫坊   郭秋燕 

2011/431 04.01-04.29 黃照芳創作展 大古文化   黃照芳 

2011/431 04.01-04.30 一口一口-黃薇珉 2011 年新作展 土思藝術   黃薇珉 

2011/431 04.01-05.10 果然光明-鄭如玲攝影展 台北寶勝畫廊   鄭如玲 

2011/431 04.01-05.17 黃照芳創作展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黃照芳 

2011/431 04.05-04.17 神采飛揚-郭香芬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郭香芬 

2011/431 04.08-04.17 林淑真紙浮雕寫真館 台南市立台南文化中心   林淑真 

2011/431 04.09-05.01 

粉紅座標-張逸萱、黃沛涵、何竹君三

人展-一個探詢計畫 也趣藝廊   

張逸萱、黃沛

涵、何竹君 

2011/431 04.09-05.26 吉光片羽-黃秋月創作展 台中市立港區藝術中心   黃秋月 

2011/431 04.12-04.17 

容顏逆時，珍馨即時-張淑娟、蔡燦得

創作公益聯展 誠品敦南藝文空間   

張淑娟 、蔡

燦得 

2011/432 04.13-05.01 黃淑鸞西畫個展 台南市歸仁文化中心   黃淑鸞 

2011/431 04.15-04.28 林月麗畫展-色彩的饗宴 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林月麗 

2011/432 04.16-05.29 縫隙中的幽微-董心如個展 就在藝術空間   董心如 

2011/224 04.18-05.07 新的一天又一天-王雅慧個展 國立中央大學藝文中心   王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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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24 04.20-05.13 物我的變奏-黃錦華創作個展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毓

繡藝術空間   黃錦華 

2011/432 04.23-04.28 浮世滄桑-廖美蘭 2011 水墨創作展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德群

畫廊   廖美蘭 

2011/432 04.23-04.28 原生意象-黃淑卿創作展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德群

畫廊   黃淑卿 

2011/432 04.23-05.05 

The Big Blue with Suffering-段莉芬

2011 春個展 

大葉大學設計暨藝術學

院一樓展覽廳   段莉芬 

2011/432 04.27-05.28 生命風景-趙美珍作品展 新竹市美術館暨開拓館   趙美珍 

2011/432 04.29-05.28 人造水晶-高雅婷個展 一畫廊   高雅婷 

2011/432 04.30-05.29 華麗之姿-蘇琬婷 2011 個展 泰郁美學‧堂   蘇琬婷 

2011/432 04.30-05.29 接近永晝的寓所-許芝綺個展 新心藝術館   許芝綺 

2011/432 05.01-05.21 複數空間-周思葶創作展 枕石畫坊   周思葶 

2011/432 05.01-05.30 

蕾-王富娘、林麗華、陳豔淑、藍黃玉

鳳 巴比頌畫廊   

王富娘、林麗

華、陳豔淑、

藍黃玉鳳 

2011/432 05.01-05.31 金彩人生-Singway 王馨薇個展 台北寶勝畫廊   王馨薇 

2011/432 05.02-05.28 台灣之美-王瓊麗油畫展 金寶隆藝廊   王瓊麗 

2011/432 05.04-05.15 鏡頭下的世界-林妙芝攝影個展 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   林妙芝 

2011/432 05.07- 06.26 游移-陳張莉個展 非畫廊   陳張莉 

2011/432 05.07-05.19 蕭媺個展 埔里藝文中心田園藝廊   蕭媺 

2011/432 05.07-05.29 迷人曲線-孫玉佳木雕個展 晴山藝術中心   孫玉佳 

2011/432 05.07-06.19 

把最真實的美捏塑出來-洪瓊華雕塑藝

術展 台中市立港區藝術中心   洪瓊華 

2011/224 05.07-05.29 孫玉佳迷人曲線木雕個展 晴山藝術中心   孫玉佳 

2011/224 05.07-06.30 陳麗英油畫個展-簡單的幸福 琳藝術空間   陳麗英 

2011/432 05.10-06.24 保護色-徐薇蕙個展 壢新藝術生活館   徐薇蕙 

2011/432 05.13-05.26 喜形於色-2011 郭淑美油畫個展 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郭淑美 

2011/432 05.14-05.19 掠影移情-吳愛梅油畫個展 國軍文藝活動中心   吳愛梅 

2011/432 05.17-05.29 林美雅陶展 孟焦畫坊   林美雅 

2011/432 05.18-05.29 私我之夢境-黃珮菁個展 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   黃珮菁 

2011/224 05.18-05.28 林霞 A-Lin 個展/臉‧書-書寫繪畫 新竹縣文化局   林霞 

2011/432 05.20-06.05 張淑雅水墨個展 

台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

心   張淑雅 

2011/432 05.20-06.12 廖珮如膠彩個展 

台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

心   廖珮如 

2011/432 05.21-06.18 複體 Complexing Body-侯怡亭個展 耿畫廊內湖 TKG   侯怡亭 

2011/432 05.28-07.10 旅法畫家-童瑤個展 台中市立港區藝術中心   童瑤 

2011/433 06.01-06.15 何湘琦、楊紋瑜雙個展 板橋 435 藝文特區   何湘琦、楊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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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 

2011/434 06.03-07.03 歡迎光臨黑洞中心-李明瑜個展 台北國際藝術村   李明瑜 

2011/434 06.03-07.25 

心繫福爾摩沙-王美幸油畫‧熔合玻璃

展 

太魯閣國家公園遊客中

心特展室   王美幸 

2011/433 06.04-07.02 潭石曲-洪米貞個展 貝瑪畫廊     

2011/434 06.04-07.10 浮世覓境-許桂綾壓克力創作個展 金車藝術空間   許桂綾 

2011/433 06.05 吳怡倩創作個展-摩登山水‧城市人 

文化大學推廣部大夏藝

廊   吳怡蒨 

2011/433 06.14-07.17 寧夏-蘇明欣個展 新心藝術館   蘇明欣 

2011/434 06.18-07.17 天上人間－許賓香藝術展覽 新竹縣文化局   許賓香 

2011/225 06.19-08.21 夏至-胡曉媛個展 谷公館   胡曉媛 

2011/433 06.22-07.17 馬芳渝的第三隻眼-失落的歲月攝影展 活石藝術空間   馬芳渝 

2011/433 06.25-07.24 大地之美-陳美伸水墨畫展 台中市立港區藝術中心   陳美伸 

2011/433 06.25-07.31 宴饗‧浮華 ─ 鄧文貞個展 耿畫廊   鄧文貞 

2011/433 06.25-07.31 饗宴‧浮華-鄧文貞個展 耿畫廊敦南   鄧文貞 

2011/434 06.25-08.07 鄭亭亭概念影像展-物件奇想 台北市立美術館   鄭亭亭 

2011/434 06.25-08.07 心相‧抽象-蔡玉葉素人油畫創作展 佛光緣彰化館   蔡玉葉 

2011/227 06.25-08.14 反‧象-顧玉玲個展 台灣新藝當代藝術空間   顧玉玲 

2011/434 06.27-07.03 心靈圖像-蔡淳儀版畫個展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藝術

博物館   蔡淳儀 

2011/433 06.28-07.06 和諧之美-梁姈嬌彩墨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梁姈嬌 

2011/435 06.28-08.24 

平行宇宙：自我與其它自我-劉文瑄個

展 壢新藝術生活館   劉文瑄 

2011/434 07.01-08.07 自然觀-劉素如油畫展 

台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

心   劉素如 

2011/434 07.01-09.31 淨‧心-鄧善琪創作個展 烏來璞石麗緻溫泉會館   鄧善琪 

2011/434 07.02-08.30 美好藝境-桃園女性藝術家聯展 

桃園中正國際機場第一

航廈出境大廳   蕭麗綾等 

2011/433 07.05 常民拼布文化-邱碧蘭 佛光緣美術館寶藏館   邱碧蘭 

2011/434 07.05-07.14 連瑞芬現代水墨創作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連瑞芬 

2011/435 07.09-08.13 餐桌禮儀-蕭筑方、李欣莞聯展 布查當代藝術空間   

蕭筑方、李欣

莞 

2011/435 07.10-08.07 

冷感覺－流動的土地與溫度-曾聖惠創

作個展 索卡藝術中心   曾聖惠 

2011/434 07.12-07.17 詩性造境-林淑娟個展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藝術

博物館   林淑娟 

2011/226 07.12-07.31 ___的日子-蘇郁嵐個展 一票人票畫空間   蘇郁嵐 

2011/436 07.23-09.04 林慧姮個展 金車藝術空間   林慧姮 

2011/435 07.30-08.11 畫‧妝‧術-陳珮怡膠彩個展 台中市立大墩文化中心   陳珮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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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435 07.30-09.25 橫直+子-2011 侯世婷個展 台南東門美術館   侯世婷 

2011/435 08.05-11.06 大地之頌系列-黎蘭油畫展 李澤藩美術館   黎蘭 

2011/228 08.06-11.05 讀：郭芃君台南個展 

小說咖啡劇場三樓藝文

空間   郭芃君 

2011/435 08.12-09.02 夏娃克隆系列 II-林珮淳個展 新苑藝術   林珮淳 

2011/435 08.13-08.30 

老院子及黑桌靜物-董小蕙 2011 兩岸

繪畫個展 國泰世華藝術中心   董小蕙 

2011/435 08.13-09.11 初光-蔡佳葳個展 耿畫廊內湖 TKG   蔡佳葳 

2011/435 08.18-10.09 幻彩容顏-傳統與創新西畫王幼蓉個展 新北市立客家文化園區   王幼蓉 

2011/435 08.20-08.31 陳芬藝術押花 國立國父紀念館   陳芬 

2011/435 08.20-09.18 境‧遇-瞿倩梅個展 現代畫廊   瞿倩梅 

2011/435 08.20-09.24 情欲幾何-陳慧嶠 2011 個展 大趨勢畫廊   陳慧嶠 

2011/435 08.23-09.13 郭香玲書法個展 滿足藝術中心   郭香玲 

2011/435 08.26-09.04 蔡佩芬 2011 個展-傾聽地球的心跳 台南市立台南文化中心   蔡佩芬 

2011/435 08.26-09.04 

生命的狀態-曾嬌媛油畫複合媒材創作

展 台南市立台南文化中心   曾嬌媛 

2011/436 08.27-09.18 流動的世界-易伊蓮個展 安卓藝術   易伊蓮 

2011/436 09.01-09.21 鄭瓊娟創作展 枕石畫坊   鄭瓊娟 

2011/436 09.03-09.14 湯瑛玲畫展-申申夭夭藝之境 國立中正紀念堂   湯瑛玲 

2011/436 09.03-10.10 

舞動陶花-林"王善"瑛 2011 年陶藝創

作展 台中市立屯區藝文中心   林"王善"瑛 

2011/436 09.13-10.07 羅慧明水彩畫展 玄奘大學藝術中心   羅慧明 

2011/436 09.16-10.02 夢想的序曲-林莉芸油畫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林莉芸 

2011/436 09.23-10.30 

藝術薪火相傳第一屆台中市美術家接

力展-境由心觀：羅慧珍膠彩創作展 

台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

心   羅慧珍 

2011/436 09.24-09.29 陳麗美彩墨創作展-悲喜心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德群

畫廊   陳麗美 

2011/436 09.24-10.23 尋幽訪勝-黃焉蓉畫展 新莊客旅人文化藝術館   黃焉蓉 

2011/437 09.30-11.04 愛‧這人間-柳依蘭個展 新苑藝術   柳依蘭 

2011/437 10.01-10.22 藝饗神韻山水-簡淑華國畫展 

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藝術

中心   簡淑華 

2011/437 10.01-10.30 Wa!-林明慧的自畫像 土思藝術   林明慧 

2011/437 10.01-10.30 怪花園-呂芝蓉個展 新心藝術館   呂芝蓉 

2011/437 10.01-10.30 李美慧花蓮 11 載展 乙皮畫廊   李美慧 

2011/229 10.01-10.23 Extra virgin 黃珮如 2011 個展 世界畫廊   黃珮如 

2011/229 10.02 

Desert Mirage 劉芳曲飾品&視覺創作

展 北風藝廊   劉方曲 

2011/437 10.05-10.16 鄉土野趣與生活禪機-林文莉個展 國立中正紀念堂   林文莉 

2011/437 10.05-10.23 心相‧抽象-2011 蔡玉葉創作個展 台南市立新營文化中心   蔡玉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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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438 10.15-11.20 形，和他的遊戲-郭思敏個展 百藝畫廊敦南空間   郭思敏 

2011/229 10.19-11.23 臆想的居所-唐瑄個展 布查當代藝術空間   唐瑄 

2011/437 10.22-11.13 吟-李心潔個展 耿畫廊敦南   李心潔 

2011/438 10.22-11.13 許鳳玉、黃莉婷、郭慧禪三個展 新樂園藝術空間   

許鳳玉、黃莉

婷、郭慧禪 

2011/437 10.22-11.20 

王淑鈴-旅瑛台灣藝術家在故鄉首次個

展 誠品畫廊   王淑鈴 

2011/437 10.22-12.04 

工廠肖像-陳依純個展-再見小工廠系

列 Chi-Wen Gallery   陳依純 

2011/438 10.22-12.04 黃華真 2011 個展-在蜂蜜色的路上 MOT/ARTS   黃華真 

2011/438 10.26-11.13 

針線情娃娃心-李淑秀手工布娃娃創作

展 新竹縣文化局美術館   李淑秀 

2011/438 10.26-11.20 梁瑞娥-80 回顧展 新竹縣文化局美術館   梁瑞娥 

2011/438 10.29-11.20 抽象‧交響-侯翠杏個展 鳳甲美術館   侯翠杏 

2011/438 10.29-12.03 鄭亭亭、陳妍伊、許惠晴影像展 

TIVAC 台灣國際視覺藝

術中心   

鄭亭亭、陳妍

伊、許惠晴 

2011/438 11.01-11.15 刀與彩的愛戀-非刀采鳳吳翠屏個展 台北市勞工教育舘   吳翠屏 

2011/230 11.01-11.27 日‧月-林嘉珍油畫新作展 竹墨軒藝廊   林嘉珍 

2011/230 11.03-11.27 反璞歸真-梁瑞娥油畫創作展 Q 藝術空間   梁瑞娥 

2011/438 11.03-11.21 郭淑華 2011 作品展 福華沙龍   郭淑華 

2011/438 11.04-11.13 

絲絲母愛-絲瓜奶奶陳月來絲瓜絡藝術

創作 台南市立台南文化中心   陳月來 

2011/438 11.05-11.17 蓮茹逸興-張松蓮、孫美茹書法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張松蓮、孫美

茹 

2011/438 11.05-12.03 隱藏的光輝-戴佳茹油畫個展 芙‧藝文空間   戴佳茹 

2011/230 11.05-11.27 花開自在-金芬華個展 尊彩藝術中心   金芬華 

2011/231 11.05-12.18 脫殼-彭薇作品展 何香凝美術館   彭薇 

2011/438 11.09-12.30 湯瑛玲畫展-新緣心園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史語藝廊   湯瑛玲 

2011/438 11.10-12.25 自然日誌-柯燕美個展 高雄市立美術館   柯燕美 

2011/438 11.11-11.23 暗香浮動-林孟青彩墨創作個展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林孟青 

2011/438 11.12-12.04 荒原-黃淑筑個展 土城藝文館   黃淑筑 

2011/438 11.12-12.11 2011 張瓊方創作展 土思藝術   張瓊方 

2011/438 11.12-12.31 

你快樂‧所以‧我快樂-石宜婷陶瓷雕

塑展 金車藝術空間   石宜婷 

2011/438 11.13-12.18 大道之迴-陳庭詩藝術中的人文 陳庭詩現代藝術空間   陳庭詩 

2011/231 

11.15-2012.01

.15 

WOW 女孩的內心戲‧game2-邱銍韋

個展 

WOW 

BRAVO&FUNKY RAP   邱銍韋 

2011/438 11.18-11.27 楊翠華 2011 油畫個展-人間拾情 台南市立台南文化中心   楊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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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438 11.18-11.29 墨隱-2011 吳麗琴書法個展 國立中正紀念堂   吳麗琴 

2011/438 11.19-11.24 黃華美山水畫個展 國軍文藝活動中心   黃華美 

2011/438 11.19-11.30 

後山女性的美感印記-台東風華‧江美

惠西畫展 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   江美惠 

2011/438 11.24-11.29 發現與呈現-呂玉亭創作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呂玉亭 

2011/439 11.26-12.18 50mm 視界-鄭月秀影像創作展 新北市藝文中心   鄭月秀 

2011/230 

11.27-2012.01

.02 

流動的寧靜-2011 陳淑耘陶藝創作個

展 富貴陶園富貴館   陳淑耘 

2011/439 12.01-12.14 唐凌慧水墨抽象畫首展-宇宙觀原 

市長官邸藝文沙龍生活

藝術廳   唐凌慧 

2011/439 12.01-12.31 佘明娟個展-貓咪的祕密花園 永都藝術館   佘明娟 

2011/439 12.02-12.31 在觀景窗之外－王亮尹、陳曉朋聯展 一畫廊   

王亮尹、陳曉

朋 

2011/439 12.03-12.08 關家蘭油畫個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關家蘭 

2011/439 12.07-12.31 一生最美-陳芬藝術押花展 土城藝文館   陳芬 

2011/439 12.10-12.31 崔永嬿創作個展 黎畫廊   崔永嬿 

2011/231 

12.10-2012.01

.01 濡夢之棘-吳詠潔個展 也趣藝廊   吳詠潔 

2011/439 12.15-12.21 

遇上驚喜-金炫辰、劉裕芳、李佩璋、

廖孟玲四妹創作展 福華沙龍   

-金炫辰、劉

裕芳、李佩

璋、廖孟玲 

2011/439 12.15-12.25 向彩色致敬-林淑婷油畫個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林淑婷 

2011/438 

2011.11.27-20

12.01.02 陳淑耘陶藝個展-流動的寧靜 富貴陶園富貴舘   陳淑耘 

2011/439 

2011.12.02-20

12.01.01 劉蓉鶯水墨花鳥個展 佛光緣美術館台南舘   劉蓉鶯 

2011/439 

2011.12.07-20

12.02.12 張淑芬油畫巡迴展 佛光緣美術館台北館   張淑芬 

2011/439 

2011.12.17-20

12.01.15 郭芳榕 2011 油畫個展 新心藝術館   郭芳榕 

2011/439 

2011.12.17-20

12.01.21 旁觀者-陳怡潔 X 何采柔 非畫廊   

陳怡潔、何采

柔 

2011/439 

2011.12.19-20

12.01.13 天問-潘娉玉個展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竹師

藝術空間   潘娉玉 

2011/439 

2011.12.30-20

12.01.08 美的饗宴-凌雅慧創作個展 台南市立台南文化中心   凌雅慧 

 

2012/440 01.02-01.16 李蓮瓊師生-水晶琉璃珠畫展 台北市勞工教育館   

李蓮瓊、15

位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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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01.07-02.04 方圓‧之間-鄧惠芬 2012 個展 臻品藝術中心   鄧惠芬 

2012 01.07-02.12 謎漾-許芳禎個展 索卡藝術中心   許芳禎 

2012 01.10-01.15 蔡貴妃油畫個展 國父紀念館   蔡貴妃 

2012/440 01.10-01.30 頂天麗藝-台北 101 女性藝術展 

臺北 101 Page One 國

際書局   劉素真等 

2012 01.13-01.29 陳香伶油畫個展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陳香伶 

2012 01.17-04.13 春之聲-王美幸創作展 Epson 影像藝廊   王美幸 

2012/441 01.31-02.18 郭為美粉彩個展 郭柏川紀念館   郭為美 

2012/441 02.03-02.12 遇見心纖事-張瑛玲創作個展 台南市立台南文化中心   張瑛玲 

  02.03-03.11 女孩‧春-何孟娟個展 

INARTSPACE 加力畫

廊   何孟娟 

  02.04-03.04 擎與祈‧躺在雲層上做夢-楊玉梅個展 台中市立港區藝術中心   楊玉梅 

  02.04-04.18 夏愛華個展-夢與闇的游離間 MOT/ARTS   夏愛華 

2012 02.10-03.11 境域-李燕華紐約駐村記錄 Mad L 替代空間   李燕華 

2012 02.17-03.17 你起伏的橫膈膜-吳宣宣錄像個展 北風藝廊   吳宣宣 

2012/441 02.18-03.14 游藝與探索-王曉儀油畫創作個展 卡諦藝廊   王曉儀 

2012/441 02.22-03.04 狗不其然-賴秋美繪畫創作個展 中壢藝術館   賴秋美 

2012/442 02.23-03.15 李順惠油畫個展 

台北行天宮附設玄空圖

書館   李順惠 

2012/441 02.27-03.04 穠芳依翠-林靜芝創作展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真善

美藝廊   林靜芝 

2012/441 02.28-03.05 楊美鵝油畫個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楊美鵝 

2012 02.28-03.18 間‧距-張翊琪個展 畫庫   張翊琪 

2012/442 03.01-03.21 王琇璋個展 枕石畫坊   王琇璋 

2012/442 03.01-03.28 閒居雅懷-莊雅琴創作個展 金寶隆藝廊   莊雅琴 

  03.01-03.31 

牆外風光無限好-Singway 王馨薇油畫

展 寶勝畫廊‧高雄   王馨薇 

2012 03.03-03.11 吳芳鶯油畫創作展 國父紀念館   吳芳鶯 

2012/442 03.03-05.20 鄭慧蓮展 佛光緣屏東美術館   鄭慧蓮 

2012 03.05-03.30 頁‧頁之間-李燕華個展 中原大學藝術中心   李燕華 

2012 03.10-03.29 春漾‧四季之春-楊淑惠個展 印象畫廊   楊淑惠 

  03.10-04.08 慾望童話-曾郁嘉創作個展 沐之藝廊   曾郁嘉 

  03.10-04.15 木刻版上的鋼琴手-曾美禎 紫藤廬   曾美禎 

2012/442 03.10-04.22 施智慧-花漾個展 丹寧象藝文中心   施智慧 

  03.16-03.25 吳燕如個展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吳燕如 

  03.16-03.25 悠游水墨-吳淑瑛個展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吳淑瑛 

2012 03.17-03.31 風中的記憶-彭慧容紙上作品展 大夏藝廊   彭慧容 

  03.17-04.07 神氣什麼-2012 陳盈如彩墨創作展 

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藝術

中心   陳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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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0-04.08 女孩的曖昧情境-林凱莉個展 一票人票畫空間   林凱莉 

2012/442 03.24-04.21 

新生代女畫家三人聯展-林莉酈、郭芃

君、李昕恩     

林莉酈、郭芃

君、李昕恩 

  03.27-04.04 廖秀玲人燈個展 

大葉大學設藝學院一樓 

CNC 展覽空間   廖秀玲 

2012/443 03.31-04.08 美的邂逅‧鄭麗雲 2012 西畫個展 台南市立台南文化中心   鄭麗雲 

2012/443 03.31-04.29 介面-曾永玲金工首飾與器物創作展 台中市立港區藝術中心   曾永玲 

2012/443 03.31-05.10 王瓊麗教授個展 彥均藝術畫廊   王瓊麗 

2012/444 04.01-04.30 火樹銀花-MANIHOO 張心禹油畫展 新藝境‧寶勝畫廊   張心禹 

2012/444 04.01-04.30 果然光明-Ling Ling 鄭如玲攝影展 新藝境‧寶勝畫廊   鄭如玲 

2012/444 04.03-04.29 林琬萍創作個展 布查國際當代藝術空間   林琬萍 

2012/444 04.05-04.15 SkyLine 2012 郭雅秀影像設計展 雙和畫廊   郭雅秀 

2012/444 04.07-04.28 此岸-羅睿琳 2012 個展 世界畫廊   羅睿琳 

2012/444 04.09-04.27 奇幻記-賀娟作品展 琢璞藝術中心   賀娟 

2012/444 04.14-05.05 尋幽之旅-梁崴油畫個展 

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藝術

中心   梁崴 

2012/444 04.14-05.13 可見的敘事-杜佩詩個展 鳳甲美術館   杜佩詩 

2012/444 04.17-05.31 再造鐵達尼-黃瑞芳個展 興南 MOCA 藝術中心   黃瑞芳 

2012/444 04.21-05.20 看與不看之間-黃珮如個展 Off-Site/ 場外空間   黃珮如 

2012/444 04.28-05.26 女覺攝影展 八樓當代藝術空間   

鄭婷、魏欣

妍、林艾箴、

苗之珊、李美

璁、陳昭旨 

2012/444 04.28-06.10 尋找中心點-賴珮瑜個展 台灣新藝當代藝術空間   賴珮瑜 

2012/444 05.01-05.21 鄭芳林、潘瑞美聯展 枕石畫坊   

鄭芳林、潘瑞

美 

2012/444 05.05-05.16 新生芽-2012 林甫珊個展 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   林甫珊 

2012/444 05.05-05.26 唐幼玲水墨書法個展 滿足藝術中心   唐幼玲 

  05.05-06.03 

花容‧四色-吳妍儀‧吳亭萱‧陳舜

芝‧董心如油畫聯展 雅逸藝術中心   

吳妍儀、吳亭

萱、陳舜芝、

董心如 

2012/444 05.09-05.18 頂天麗藝-台北 101 女性藝術展 

嘉義大學民雄校區大學

館   劉素真等 

2012/444 05.11-06.15 時代表象-高媛個展 新苑藝術中心   高媛 

  05.12-06.02 抒情畫意-陳舒琴水墨畫展 

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藝術

中心   陳舒琴 

  05.12-06.03 太極四式-黃本蕊個展 誠品畫廊   黃本蕊 

  05.15-06.07 花‧心-賴美華個展 高苑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賴美華 

2012/444 05.16-05.27 流轉意象-范巧貞油畫個展 國立中正紀念堂   范巧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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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8-05.30 藝樣眼光-若瑄 2012 個展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

館‧雙和藝廊   若瑄 

2012/444 05.19-05.29 風華再現-彭榮美押花展 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   彭榮美 

2012/444 05.22-05.27 集象主義-陳秋玉油畫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陳秋玉 

2012/445 05.23-08.31 雲遊山水-劉靜枝水墨畫展 中華大學藝文中心   劉靜芝 

2012/237 05.26-06.23 初夏萌喜-2012 蘇琬婷個展 沐之藝廊   蘇琬婷 

2012/446 06.02-07.01 境-陳瀅如個展 Off-Site/ 場外空間   陳瀅如 

2012/445 06.02-07.22 滿庭芬芳-秦秀珠水墨畫展 佛光緣美術館台北館   秦秀珠 

2012/445 06.06-07.29 婉約的剽悍-曾盈齊 城市小築   曾盈齊 

2012/237 06.09-07.08 

華麗的殘影-何思芃古董珠寶針筆畫創

作展 新思惟人文空間   何思芃 

2012/237 06.09-07.22 王美淳‧董淑媛雙個展 格爾藝術經紀公司   

王美淳、董淑

媛 

2012/238 06.09-07.28 

冉綾珮的異想世界-從窗外窺探朋友的

小秘密 家畫廊   冉綾珮 

2012/237 06.15-07.05 女性的時尚與消費-林宣余個展 台中市立大墩文化中心   林宣余 

2012/237 06.16-06.13 李育萱書印個展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

館 雙和藝廊   李育萱 

2012/445 06.16-06.30 拾歲‧拾穗-2012 楊美女創作展 滿藝堂藝術空間   楊美女 

2012/239 06.16-08.05 複層書寫-國際藝流女性展 

順天建築‧文化‧藝術

中心     

2012/445 06.28-07.12 沉默的悸動-吳玟靜個展 槩藝術 GaiART   吳玟靜 

2012/446 06.30-08.05 李燕華個展 台中市立大墩文化中心   李燕華 

2012/239 06.30-08.05 蔡珏伶個展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蔡珏伶 

2012/238 07.01-07.31 完美的一天-郭慧敏攝影個展 

典藏創意空間 典藏藝

術走廊   郭慧敏 

2012/238 07.02-07.20 嫺情藝緻-余宥嫺創作個展 

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

館   余宥嫺 

2012/238 07.02-07.30 我們之間的關係-陳靜怡‧陸佳宜 陽明大學藝文中心   

陳靜怡、陸佳

宜 

2012/447 07.06-08.05 形色靈光-胡美華油畫創作展 

台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

心   胡美華 

2012/446 07.07-08.26 戀戀台東-陳諪華水彩畫展 丹寧象藝文中心   陳諪華 

2012/446 07.10-08.30 

我在北緯 24 °東經 120 °-廖瑞芬膠彩

畫個展 壢新藝術生活館   廖瑞芬 

2012/238 07.12-07.18 

C'est moi 喵~陳曉玲 2012 色鉛筆個

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陳曉玲 

2012/446 07.13-08.26 吳詠潔作品展 德鴻畫廊   吳詠潔 

2012/447 07.20-08.12 擁抱丹青-陳美華膠彩個展 台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   陳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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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2012/446 07.25-08.05 呂玉惠、許淑芬雙個展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桃園

館   

呂玉惠、許淑

芬 

2012/446 07.28-09.09 自然‧物件-廖美容-拆解之後組構 佛光緣美術館台北館   廖美容 

2012/447 08.01-08.27 私語-江怡萱、林易晴雙個展 Allo Art Gallery   

江怡萱、林易

晴 

2012/239 08.01-08.31 曇花永現-尤美玲個展 上古當代藝術館二館   尤美玲 

2012/447 08.03-08.21 

魔鏡，魔鏡，誰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藍巧茹個展 福華沙龍   藍巧茹 

2012/239 08.03-09.28 缺空：游雅蘭個展 

典藏創意空間 典藏藝

術走廊   游雅蘭 

2012/239 08.04-08.25 郭香玲書畫意想創作展 

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藝術

中心   郭香玲 

2012/239 08.04-08.25 不具名存在-林怡君個展 八樓當代藝術空間   林怡君 

2012/239 08.04-08.26 收到會想念-王姿云個展 雅逸藝術中心   王姿云 

2012/239 08.06-09.06 宅女與 Furkids-陳品蓉個展 

中央研究院生命科學圖

書館   陳品蓉 

2012/447 08.11-09.02 那些(不)被留下的-黃嘉寧個展 大未來林舍畫廊   黃嘉寧 

2012/240 08.11-09.09 形‧色空間-馬芳渝七十年回顧創作展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馬芳渝 

2012/239 08.15-12.31 塔塔加風雲-李美慧個展 

玉山國家公園塔塔加遊

客中心   李美慧 

2012/240 08.17-10.07 當代混生仕女圖-范峻琦個展 台北當代藝術館   范峻琦 

2012/447 08.18-08.29 張惠珠油畫個展 高雄市立文化中心   張惠珠 

2012/239 08.18-09.23 陳張莉個展-詩韻 MOT/ARTS 中泰   陳張莉 

2012/449 08.19-11.04 許慧娜個展 千活藝術中心   許慧娜 

2012/240 09.01-09.30 塵士異境-盧嬿宇創作展 德鴻畫廊   盧嬿宇 

2012/240 09.01-09.30 Ma Sing Ling 瑪馨玲-合氣一相大展 寶勝畫廊‧高雄   瑪馨玲 

2012/448 09.01-09.30 無際的空間-鄭月妹首次返台個展 穎川畫廊   鄭月妹 

2012/449 09.03-10.30 悠遊花視界-張碧瑝繪畫創作展 

財團法人英才文教基金

會全球藝術中心   張碧瑝 

2012/448 09.05-09.28 浮生陶記-呂淑珍陶塑藝術 華瀛藝術中心   呂淑珍 

2012/240 09.08-10.07 一點，不僅一點點-周蘭惠個展 藝境畫廊   周蘭惠 

2012/240 09.08-10.20 南寮-蔡依庭創作個展 一畫廊   蔡依庭 

2012/449 09.12-10.10 穿過皺褶-賴雯淑裝置藝術個展 

交通大學圖書館 B1 藝

文空間   賴雯淑 

2012/449 09.12-10.26 為一-李思慧個展 智邦藝術館   李思慧 

2012/241 09.15-10.27 瓊極其妙‧娟流不息-鄭瓊娟創作個展 沐之藝廊   鄭瓊娟 

2012/449 09.22-10.26 蝴蝶 SHOW-黎翠玉個展 台中市立大墩文化中心   黎翠玉 

2012/449 09.30-10.28 房裡，總是在隔壁的時間-胡慧琴陶藝 富貴陶園富貴館   胡慧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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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個展 

2012/241 10.01-10.31 Ma Sing Ling 瑪馨玲-合氣一相大展 寶勝畫廊‧台北   瑪馨玲 

2012/241 10.01-10.31 Ma Sing Ling 瑪馨玲-合氣一相大展 寶勝畫廊‧台中   瑪馨玲 

2012/241 10.01-10.31 巫島-張惠蘭 2012 個展 107 畫廊   張惠蘭 

2012/241 10.01-10.31 Ma Sing Ling 瑪馨玲-合氣一相大展 寶勝畫廊‧高雄   瑪馨玲 

2012/450 10.06-11.03 活在自然-2012 劉瑞琴油畫個展 中國豐藝術會館   劉瑞琴 

2012/241 10.06-11.18 香料地圖：白瓊如金工創作個展 典藏藝術走廊   白瓊如 

2012/449 10.12-11.18 李靜連、廖淑芬雙個展 佛光緣美術館嘉義館   

李靜連、廖淑

芬 

2012/242 10.13-11.04 微風煦徐-自然是如此-吳冠瑩個展 新浜碼頭藝術中心   吳冠瑩 

2012/449 10.19-11.18 陳淑嬌膠彩畫展 

台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

心   陳淑嬌 

2012/450 10.20-11.24 古意-李美慧個展 黎畫廊   李美慧 

2012/450 10.24-11.30 從眼睛穿越邊境-王秀茹個展 

竹師藝術空間、毓繡藝

術空間   王秀茹 

2102/450 11.01-11.15 林嘉珍時代油畫創作展 竹墨軒藝廊   林嘉珍 

2012/242 11.01-11.30 緣來如此-Ma Sing Ling 張馨玲雕塑展 新藝境‧寶勝畫廊   瑪馨玲 

2012/242 11.02-11.14 那年花開時-郭秋燕油畫展 孟焦畫坊   郭秋燕 

2012/450 11.03-11.18 異度空間-黃淑萍金工創作展 

Okey Dokey 

Gallery&Cafe   黃淑萍 

2012/242 11.03-12.02 清風映月-張翠蓉個展 尊彩藝術中心   張翠蓉 

2012/450 11.06-11.15 出神入化-黃焉蓉畫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黃焉蓉 

2012/450 11.10-12.09 傅基芬後立體派油畫個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傅基芬 

2012/450 11.16-11.29 異數‧藝術-林淑芳油畫個展 

市長官邸藝文沙龍生活

藝術廳   林淑芬 

2012/243 11.17-12.09 洪瓊華個展 99° 藝術中心   洪瓊華 

2012/451 12.01-12.31 旅美畫家‧黃曉雯-2012 油畫個展 M 畫廊   黃曉雯 

2012/243 12.01-12.31 純‧真-黃曉雯 2012 油畫個展 尊彩藝術中心   黃曉雯 

2012/243 12.01-12.31 Ma Sing Ling 瑪馨玲-合氣一相大展 寶勝畫廊‧台中   瑪馨玲 

2012/243 12.01-12.31 Ma Sing Ling 瑪馨玲-合氣一相大展 寶勝畫廊‧高雄   瑪馨玲 

2012/243 

2012.12.15-20

13.01.16 闇流-何思芃繪畫創作、古董珠寶 

誠品敦南店 B2 藝文空

間   何思芃 

2012/243 

2012.12.29-20

13.01.03 發現‧感動‧印象池塘-郭心漪水彩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郭心漪 

2013/453 02.24-03.24 形色游移-2013 馬芳渝個展 新思維人文空間     

2013/453 02.10-03.27 夢露・夢璐妳好-許瑜庭創作展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2013/244 01.05-02.28 粉紅逆襲 尊彩藝術中心 謝慧青 徐薇蕙 

2013/244 01.04-02.08 _____之間的距離 新苑藝術   鄭亭亭 

2013/244 01.05-02.03 棲地 Habitat mad L 替代空間   黃楷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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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44 01.12-02.24 數位藝術個展 臺北數位藝術空間   曹筱玥 

2013/244 12.22-01.20 台南：混搭的和諧 成大藝坊   郭芃君 

2013/245 02.08-02.17 2013 浪漫。畫語 

國父紀念館三樓(德明藝

廊)   鍾淑慧 

2013/245 01.23-02-27 跨越「此地‧他方」 

國父紀念館一樓(逸仙書

坊)   徐素霞 

2013/246 03.02-03.31 水桶人出頭天 藝境畫廊   張瑞頻 

2013/246 03.21-04.07 清塵之境 

台南文化中心文物陳列

館(1 樓)   劉蓉鶯 

2013/246 03.02-03.30 喃喃絮語 臻品藝術中心   

邱莉淇、邱君

婷、林雅涵、

甘尉慈、陳品

菡 

2013/246 03.02-03.31 白雲少年的靈魂復刻版 菲利浦畫廊   侯雯、冉珏 

2013/246 03.02-03.31 記敘與抒情之間 臺南市新心藝術館   曾雅雲 

2013/247 04.30-05.03 薛保瑕 北京全國農業展覽館   薛保瑕 

2013/247 04.06-04.27 墨染心韻 貝馬畫廊 臺北   王重重 

2013/247 04.06-04.28 輪廓‧Silhouette 科元藝術中心   詹雅婷 

2013/247 04.13-05.19 切膚 安卓藝術   于吉 

2013/248 05.14-06.02 意見交換 Dialogue 一票人票畫空間   王姿婷 

2013/248 05.11-06.02 流‧轉 Turning 九十九度藝術中心   黃楷馨 

2013/248 05.25-06.22 清明夢 伊通公園   廖祈羽 

2013/248 05.04-06.02 翻越著...翻越著... 土思藝術   張瓊方 

2013/248 05.04-05.25 我自然-羅睿琳 2013 個展 世界畫廊   羅睿琳 

2013/248 05.25-06.22 熵-董心如個展 非常廟藝文空間   董心如 

2013/249 06.08-07.21 SALT 劉美育個展 大象藝術空間館   劉美育 

2013/249 06.11-06.16 墨彩染空塵-廖穆珊水墨畫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廖穆珊 

2013/249 06.15-07.28 假面-陳穎 2013 新作發表 秋刀魚藝術中心   陳穎 

2013/249 05.25-06.22 清明夢-廖祈羽個展 伊通公園   廖祈羽 

2013/249 06.01-06.30 甜蜜家庭-黃海欣個展 就在藝術空間   黃海欣 

2013/249 06.01-06.30 蒲宜君雕塑個展 M 畫廊   蒲宜君 

2013/249 05.24-06.30 切入＆晨光-陳怡純版畫與金工個展 岩筆模   陳怡純 

2013/249 06.03-06.14 

發現 Gazing at life-江怡瑩金工創作個

展 

輔仁大學藝術學院-輔仁

藝廊   江怡瑩 

2013/249 06.08-06.29 帝女花(上)女性藝術家聯展 世界畫廊   

李檬，金菊，

閑原，趙璐嘉 

2013/249 05.18-06.09 病徵-服裝創作展 新浜碼頭藝術空間   黃貴莉 

2013/250 06.28-08.18 花漾系列 II─林(王善)瑛陶藝個展 鶯歌陶瓷博物館   林(王善)瑛 

2013/250 07.10-08.18 源-王筱雯個展 YESART AIR   王筱雯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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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LERY 

2013/250 07.18-07.23 流動的記憶-卓淑倩創作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卓淑倩 

2013/250 06.22-09.29 

台灣現當代女性藝術五部曲

1930-1983 台北市立美術館   張李德和等 

2013/250 07.06-07.27 帝女花（下）-女性藝術家聯展 世界畫廊   

林瓊瑛，萬書

昀，羅睿琳 

2013/250 07.02-07.26 天空食事-陳于安創作個展 一票人票畫空間   陳于安 

2013/250 07.06-08.17 體面-鄒逸真、巫雲鳳雙個展 弔詭畫廊   

鄒逸真，巫雲

鳳 

2013/251 07.10-08.18 源・Oringins-王筱雯個展 

YESART AIR 

GALLERT   王筱雯 

2013/251 07.17-08.04 女洪通-余娃紀念展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余娃 

2013/251 07.04-08.31 迷島奇嶼-2013 蘇琬婷個展 襲園美術館   蘇琬婷 

2013/251 07.13-09.01 

嚮往-種子的勇氣：2013 王幸玉陶藝個

展 富貴三義藝廊   王幸玉 

2013/251 07.20-09.15 塵寰世界-張瑞蓉膠彩個展 台中市立屯區藝術中心   張瑞蓉 

2013/251 08.03-08.24 初生-莊依琪個展 世界畫廊   莊依琪 

2013/251 08.23-08.31 

貼近藝術計劃台中 2013-陳瑩芝行為

藝術計劃 Art aNew   陳瑩芝 

2013/251 08.03-08.25 陳瑩芝個展 科元藝術中心   陳瑩芝 

2013/251 08.03-08.25 鄭琬渝個展 科元藝術中心   廖琬渝 

2013/251 07.06-08.17 體面-巫雲鳳、鄒逸真雙個展 弔詭畫廊   

巫雲鳳、鄒逸

真 

2013/251 07.05-08.02 

我的，快樂人生-林瑞英後立體派創作

風格油畫巡迴展 

國立金門大學李奇茂藝

文中心   林瑞英 

2013/252 09.14-10.02 非零點・2013 薛保瑕抽象藝術展 耿畫廊   薛保瑕 

2013/252 09.05-09.28 馮佩韻的人生初見-油畫個展 國泰世華藝術中心   馮佩韻 

2013/252 09.04-09.29 珍愛藝生-吳錦珍個展 凡亞藝術空間   吳錦珍 

2013/252 09.07-10.21 赤裸・千金-2013 張金蓮 名冠藝術會館   張金蓮 

2013/252 09.10-09.29 時間之外-林淑女水墨創作展 

國父紀念館一樓(逸仙書

坊)   林淑女 

2013/253 09/21-10.13 遊戲迷宮-郭慧禪個展 新樂園藝術空間   郭慧禪 

2013/253 10.18-11.10 吳妍儀纖維實驗創作 新樂園藝術空間   吳妍儀 

2013/253 10.08-12.01 非空間-謝貽娟個展 采泥藝術   謝貽娟 

2013/253 10.06-11.02 陳張莉個展-束無縛 就在藝術空間   陳張莉 

2013/253 10.21-11.08 生命之閃光-2013 李思慧個展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竹

師藝術空間   李思慧 

2013/253 09.07-10.21 赤裸・千金-2013 張金蓮個展 名冠藝術館   張金蓮 

2013/253 09.08-10.13 何采柔個展-Act one 第一幕 索卡藝術中心・台南   何采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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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54 10.19-11.24 遙遠的信件-彭薇個展 2013 耿畫廊 TKG+   彭薇 

2013/254 11.16-11.30 有風的日子-郭秋燕油畫個展 孟焦畫坊   郭秋燕 

2013/254 10.19-11.03 踟躕的風景-蘇予昕個展 藝境畫廊   蘇予昕 

2013/254 11.08-12.15 想樣的製造-杜珮詩個展 就在藝術空間   杜珮詩 

2013/254 10.18-11.10 美好計劃-李依樺個展 新樂園藝術空間   李依樺 

2013/254 10.26-11.24 天書解密-陳依純個展 鳳甲美術館   陳依純 

2013/254 11.09-12.07 圓月-張佳婷油畫 真善美畫廊   張佳婷 

2013/254 11.01-11.29 還有梅花暗自香-劉依蘭個展 新苑藝術   劉依蘭 

2013/254 11.16-11.30 曾經在那裡-郭秀莉創作個展 

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藝術

中心   郭秀莉 

2013/254 10.30-12.23 黃明櫻・蔡毓櫻-絹布油畫聯展 猿緣園藝術館   

黃明櫻、蔡毓

櫻 

2013/254 10.05-12.08 心・脈絡-2013 賴純純個展 台東美術館   賴純純 

2013/255 11.09-12.07 圓月-張佳婷油畫 真善美畫廊   張佳婷 

2013/255 12.22-12.31 廖美惠-八十歲回顧展 日升月鴻   廖美惠 

2013/255 11.08-12.15 想像的製造-杜珮詩個展 就在藝術空間   杜珮詩 

2013/255 10.26-01.20 維納斯的秘密-吳雯個展 穎川畫廊   吳雯 

2013/255 11.26-12.15 「零」的存在-陳小鳳創作首展 觀想藝術   陳小鳳 

2013/255 11.22-12.29 愛 x 記憶-劉凱盈創作個展 岩筆模   劉凱盈 

2013/255 12.07-12.29 Nest Lady 許維穎個展 麗品藝術   許維穎 

2013/255 12.04-12.24 陳淑華 2013 創作展 福華沙龍   陳淑華 

2013/255 12.11-12.22 黃瑞珍八十創作回顧展 中壢藝術館   黃瑞珍 

2013/255 12.25-01.05 人間・幻覺-張美珍重彩畫展 中壢藝術館   張美珍 

2013/255 12.09-12.31 鄭麗雲-碎形與分形 名山藝術・新竹館   鄭麗雲 

2013/255 11.24-01.05 

無懼的愛 chapter1-不完美的完美-張

恩慈個展 新思維人文空間   張恩慈 

 

2014/257 01.01-02.28 

embrace all of you&me –許桂綾創作

展 新思惟人文空間   許桂綾 

2014/256 01.02-01.22 林中路～賴雯淑藝術裝置展 交通大學藝文空間   賴雯淑 

2014/464 01.04-03.15 深耕險真情-羅芳現代水墨畫展 

台灣創價學會至善藝文

中心   羅芳 

2014/464 01.11-01.26 風華 100：山川韻秀-蘇惠心書畫特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蘇惠心 

2014/464 01.11-02.16 思想雲人-許家蓁 2014 創作個展 mad L 替代空間   許家蓁 

2014/465 01.11-03.02 少女心-黃秋蘋油畫創作個展 金車藝術空間   黃秋蘋 

2014/465 01.11-03.02 曇花一現-李英莉沾水工筆畫個展 金車藝術空間   李英莉 

2014/465 01.11-03.02 七十二夢-陳珮歆複媒彩墨創作展 金車藝術空間   陳珮歆 

2014/465 01.11-03.02 量形孵化-簡瑞萍複媒油畫創作展 金車藝術空間   簡瑞萍 

2014/257 01.13-02.28 親愛的小孩–陳瀅晴個展 典藏創意空間府中展區   陳瀅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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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56 01.18-02.25 交織、迭起–林霞個展 In Live Art Space   林霞 

2014/464 01.18-02.28 異花‧草-賴美華個展 102 當代藝術空間   賴美華 

2014/464 01.19 洪瓊華雕塑展 長春藤藝術空間   洪瓊華 

2014/464 01.29 乘物‧遊心-董小蕙個展 亞洲藝術中心   董小蕙 

2014/465 01.31-02.11 靜觀-謝淑慧複合媒材創作展 高雄市文化中心   謝淑慧 

2014/465 02.14-02.19 一筆畫龍-陳美子書法創作個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陳美子 

2014/464 02.22-03.06 藝遊台灣-陳琪華油畫展 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陳琪華 

2014/464 02.23 玩偶之家-楊靜個展 藝術計劃   楊鏡 

2014/464 02.27-03.12 與佛有緣-朱莉弘體寫經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朱莉 

2014/466 02.28-04.12 為舞癡狂-洪瓊華 2014 雕塑個展 沐之藝廊   洪瓊華 

2014/466 03.01-03.13 楊美鵝油畫展 孟焦畫坊   楊美鵝 

2014/466 03.01-04.13 三位一體-鄭真蓉個展 藝術計劃   鄭真蓉 

2014/466 03.01-04.20 霏在春暖花開時-林淑婷油畫個展 三希極美館   林淑婷 

2014/258 03.01-04.30 淺意識語自然的連結–陳思均創作展 新思惟人文空間   陳思均 

2014/259 03.05-04.30 西班牙速寫本-陳姝里個展 典藏創意空間府中展區   陳姝里 

2014/464 03.07 微涼暖風-羅喬綾個展 WOOW&CO.   羅喬綾 

2014/466 03.07-04.30 十年-劉玲美個展 琳藝術空間   劉玲美 

2014/466 03.08-03.13 中華婦女書會會員聯展 國軍藝文活動中心     

2014/258 03.08-03.30 總是片刻–陳瑩芝個展 科元藝術中心   陳瑩芝 

2014/466 03.08-03.30 無聲有聲-陳淑華創作展 台南東門美術館   陳淑華 

2014/467 03.08-04.10 愛麗絲奏鳴曲-蘇琬婷個展 OPEN bOX ART Gery   蘇琬婷 

2014/466 03.12-03.28 動作-郭嘉羚個展 

竹師藝術空間 毓繡藝

術空間   郭嘉羚 

2014/258 03.14-04.15 滿凝春色香依蘭–柳依蘭個展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柳依蘭 

2014/258 03.21-04.21 台南新藝獎：薄層風景–蘇郁嵐 台南索卡藝術中心   蘇郁嵐 

2014/259 04.04-05.04 隱身術–崔永嬿個展 藝境畫廊   崔永嬿 

2014/259 04.05-04.27 一步之外的距離–詹琇鈴個展 科元藝術中心   詹琇鈴 

2014/259 04.05-04.30 繁華似錦開不盡–金芬華個展 尊彩藝術中心   金芬華 

2014/467 04.06 吳春惠鶯歌彩瓷創作展 

台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

心   吳春惠 

2014/469 04.07-09.29 穹蒼羽翼-陳淑燕纖維創作展 樹火紀念紙博物館   陳淑燕 

2014/259 04.15-06.30 飛翔吧小鳥–林婷婷創作個展 毓秀美術館籌備處   林婷婷 

2014/259 04.18-04.29 繁花紀事–莊彩琴個展 

高雄市立文化中心 至

真堂二館   莊彩琴 

2014/259 04.18-05.25 綻放的生命–林美嬌馬賽克個展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

館   林美嬌 

2014/260 04.18-05.25 

寶樹多華果、綻放的生命–林美嬌創作

個展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

館   林美嬌 

2014/259 04.25-06.02 融合、轉化、蛻變–許明香陶藝個展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   許明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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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2014/260 04.25-06.02 香火裡的記物微觀–許明香陶藝個展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

館   許明香 

2014/260 04.26-06.01 楊依香個展 千方藝術中心   楊依香 

2014/258 

04.27- 

2014.03.03 她們–凝視對話 朱銘美術館   

23 位東西方

藝術家 

2014/260 05.01-05.31 呂美麗：惜木如金 呂美麗藝術館   呂美麗 

2014/468 05.02-05.15 呂婕現代油畫複合媒材經典展 九鼎國際藝術有限公司   呂婕 

2014/261 05.03-06.29 微觀的訊息–徐譽芝油畫創作展 金車文藝中心   徐譽芝 

2014/260 05.10-06.22 故事–何孟娟個展 順天建築文化藝術空間   何孟娟 

2014/468 05.15-06.15 原鄉情歌-黃淑卿 2014 創作展 大同大學志生紀念館   黃淑卿 

2014/261 05.17-07.06 

守住那一刻美好–張汝蕙油畫創作個

展 金車藝術空間   張汝蕙 

2014/469 05.17-07.06 愛‧療癒-周美娟油畫創作個展 金車藝術空間   周美娟 

2014/469 05.17-07.06 

守住那一刻的美好-張汝蕙油畫創作個

展 金車藝術空間   張汝蕙 

2014/261 05.18-06.30 花痴精神–韋蒨蓉個展 典藏創意空間   韋蒨蓉 

2014/468 05.19-05.30 自信與婉約-洪瓊華雕塑展 中和地區農會中農藝廊   洪瓊華 

2014/260 05.23-05.27 

似花非花–鄭麗雲個展：ART SOLO 

14.D01 名山藝術   鄭麗雲 

2014/468 05.25 凝視‧對話-曾嬌媛複合媒材創作展 土城藝文館   增嬌媛 

2014/469 05.28-06.22 找回老阿罵的回憶-劉麗玉創作展 土城藝文館   劉麗玉 

2014/260 05.31-07.13 形、體–王怡惠陶塑創作個展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

館   王怡惠 

2014/471 05.31-07.20 親愛的‧生日快樂-王亮尹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王亮尹 

2014/469 06.03-07.13 復歸其明-陳念慈個展 大象藝術空間館   陳念慈 

2014/261 06.06-07.06 微觀、續–潘鈺個展 宏藝術   潘鈺 

2014/261 06.07-06.29 複數世界–袁慧莉個展 耿畫廊 TKG   袁慧莉 

2014/261 06.07-07.12 媗華–當代女性工藝之美創作展 宣藝術     

2014/469 06.11-06.22 陳桂華書畫展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桃園

館   陳桂華 

2014/473 06.13-07.13 人間再造天堂-陳美岑個展 新苑藝術   陳美岑 

2014/261 06.14-0.9.28 女人一家：以亞州女性藝術之名 高雄市立美術館     

2014/261 06.14-07.12 藝道縱橫：李青萍–綻放 卡門藝術中心   李青萍 

2014/469 06.17-07.06 傳神之難在目-吳秀麗水墨個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吳秀麗 

2014/469 06.20 夏娃風情-2014 馬芳渝精品個展 微笑虎山藝文咖啡館   馬芳渝 

2014/261 06.21-07.27 劉芸怡 2014 個展 科元藝術中心   劉芸怡 

2014/469 06.22 貓什麼畫展-廖彩雯個展 丹寧象藝文中心   廖彩雯 

2014/474 07.01-07.21 枕流漱石室-十周年慶-周思葶水彩創 枕石畫坊   周思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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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展 

2014/475 07.01-07.21 吳玉蘭拼布小展 枕石畫坊   吳玉蘭 

2014/476 07.07-08.31 清‧淨‧自-廖芳乙個展 琳藝術空間   廖芳乙 

2014/470 07.31-08.17 山川道情-江麗香現代水墨創作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江麗香 

2014/256 

11.24- 

2014.01.05 

無懼的愛 chapter1–不完美的完美.張

恩慈個展 新思惟人文空間   張恩慈 

2014/256 

12.07- 

2014.03.02 

自然的氣勢語夢幻–盧曾富美創作 50

年展 高雄市立美術館   盧曾富美 

2014/256 

12.14- 

2014.01.11 顫、游離狀態–張吟禎個展 亞米藝術   張吟禎 

2014/256 

12.14- 

2014.01.11 描述的風景之外–謝佳倩個展 亞米藝術   謝佳倩 

2014/256 

12.25- 

2014.01.05 人間、幻境–張美玲重彩畫展 中壢藝術館   張美玲 

2014/256 

12.25- 

2014.01.26 拍賣夢想–黃本蕊個展 誠品畫廊（台北）   黃本蕊 

2014/256 

12.28- 

2014.01.26 聲聲幔–2013 吳長蓉個展 就在藝術空間   吳長蓉 

2014/464 

12.28-2014.01

.02 李澄美七十回顧展 國軍文藝活動中心   李澄美 

2014/464 

12.28-2014.01

.05 藝遊未境-黃依宸個展 千活藝術中心   黃依宸 

2014/256 

12.30- 

2014.03.31 蔣金蘭個展 桃園市中路派出所   蔣金蘭 

2014/464 

12.31-2014-01

.16 花境-張貞雯膠彩畫創作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   張貞雯 

2014/464 

2013.11.29-20

14.01.11 小迴轉-蕭筑芳個展 一畫廊   蕭筑芳 

2014/472 常設展 馬桂芳畫展 北莊藝術   馬桂芳 

2014/472 09.05-09.30 恢復未來的旅程-許常郁個展 尊彩藝術中心 

 

許常郁 

2014/472 09.20-09.29 董事長畫家-黃梅藝術創作展 國立中正紀念堂 介石廳 黃梅 

2014/472 09.03-09.14 平凡的精緻藝術-2014 廖麗卿個展 桃源縣政府文化局 第一展覽室 廖麗卿 

2014/472 09.02-09.14 記憶‧溫度-郭秋燕油畫展 孟焦畫坊 

 

郭秋燕 

2014/472 09.16-10.12 出神入畫-陳美珠油畫個展 市長官邸藝文沙龍 

 

陳美珠 

2014/472 09.07-10.31 快樂要出航─吳芳鶯油畫個展 琳藝術空間 

 

吳芳鶯 

2014/472 08.16-09.07 讓布說話-張秀琴創作展 三人行藝術空間 

 

張秀琴 

2014/472 09.13-10.18 

祥雲瑞霞．潛心臻善- 鄭瓊娟 2014

創作個展 沐之藝廊 

 

鄭瓊娟 

2014/472 09.17-09.28 相遇在生命的轉彎處-游淑媛迭金畫創 岡山文化中心展覽室 

 

游淑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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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展 

2014/472 09.20-09.30 藝游臺灣-陳琪華油畫展 國父紀念館 翠亨藝廊 

 

陳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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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四  本研究訪談逐字稿  

         賴純純、柴美玲(逗小花) 、魯碧司．瓦那(豆豆) 、安聖惠 、林滿津 

  潘小雪、陳艷淑、杜昭賢、王介言、駱麗真、蕭麗虹、李梅齡     

  張元茜、張惠蘭、林珮淳、趙 琍、林曼麗、吳瑪悧、謝佩霓 

  高千惠、曾鈺涓    

      【台灣女性數位藝術發展之回顧與前瞻】主題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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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2014 年 4 月 3 日 

地點：安聖惠居家 

受訪者：安聖惠 

採訪者：張金玉、陳欣慧  

 

張金玉(以下簡稱張)：請妳分享一下妳從家鄉屏東移居到台東都蘭的原因？ 

 

安聖惠(以下簡稱安)：這應該也是一個機緣。起源是花蓮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的啓用典禮時請我

去做了一個裝置，在那時候就認識了很多原住民藝術家，我們一群人就莫名其妙的聚在一起。大家的

默契很好，常常聯絡而變成了朋友，那時的接觸就很緊密，剛好台東在辦南島藝術節，而因此就來到

了台東與大家長駐在「意識部落」。 

 

我覺得「意識部落」是個很有震撼力的生命轉折點，因為我從小就是在山上長大的孩子，突然之間你

在一天的24小時都要聽到海浪的聲音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那其實剛開始我真的無法接受，真的有

點快瘋了！那不是去海邊玩玩水的狀態，而是你整個身體都進去了那個環境裡面，然後你白天與晚上

的分分秒秒都是聽到海浪的聲音。我選擇坐落的位置是靠近岩壁的地方，對我來說岩壁是我最熟悉的

環境，因為跟我居住的地方是有直接的關係，但我不知道原來到了晚上，當海浪打到岩壁的時候那回

音是非常巨大的，而且你感受到它是直接從地底下竄上來，真的是分分秒秒，所以當時的我覺得好可

怕！於是我選擇了先離開那環境再回來，在來來回回的過程中，我發現連落葉開始掉落的聲音我都可

以分析得清清楚楚。 

 

那時看到了漂流木讓我覺得很驚人，我從來沒有看過那種景象，與我過去的記憶是兩個世界。在山裡，

你看到的生命是活生生的，接著我到了這裡，在這美麗的海邊，看到了都是一具一具的屍體，那時候

我覺得應該是要回到一個更深刻的與土地的親密感與連結，包含我對於漂流木的接觸都是與樹根有關

係。很奇妙的是，我是靠山的民族，而住在海邊的朋友他們與我選擇的最直接創作的材料都不相同，

那時我就很執著在樹根上，我撿得每一根木頭都是樹根，在採集漂流木的過程，我心中可以快速地連

結與分類每一根木頭，他在過程中都已經組成好，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那麼強烈的感覺。過了好幾年

我再回首看我的作品，他是跟我的成長環境有非常直接的關係，我自己分了好幾個對漂流木情感的階

段，剛開始我撿他們的時候，每一個漂流木都是好美的獨立個體，因為他們都無法重複。在撿的過程

中，它們是會在我的夢境中活過來的，但經歷的八八水災之後，我看到的景象是我開始對他們有所抗

拒，包含是對於整個大環境的改變以及我生長的部落被淹埋，無論在西部或是在台東發生的災難，我

覺得都是連結的，木頭們都聚集在一起，那時出現在我夢中的木頭變成了人的碎片，可能是人們被截

肢的手臂或頭或是眼睛，而他們在夢裡直視著我，但我當時並不會害怕那時的狀況，可能我自己也無

法去釐清，我自己也說不清那種感覺，因為你所關心的世界變了，包含環境使部落被迫遷離，面對了

傳統和現代與土地的連結性，你的使命感因為沒有文字記載，你所有的便是靠著自己與土地與傳統的

連結，使自己所相信的那一切繼續下去，那時我也抗拒面對新的世界，因為與你熟悉的過去是完全不

同的兩件事情，很深刻地在這個時代被切割開來了。 

 

張：那是什麼魅力讓妳覺得留下來在都蘭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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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我覺得那是很奇妙的狀態，「意識部落」中的每個人來自不同的環境，但為什麼我們的心可以如

此連結，而無關乎你是誰？我們的生命交集是很真誠地，雖然我們認識沒有多久，在那樣的一種人與

人之間的關係，就很像是你回到一個真實的部落中，就是你在你部落中感受的情感的緊密，那也是讓

我繼續留下來的原因之一，包含在這邊的環境應該是說我要逃離了我身負的一個使命，與我的原始環

境有關係。 

 

張：妳認為所謂人與人之間真誠的交集，會不會有性別差異呢？例如只有女性或如此還是男性也同？ 

 

安：那時已經沒有性別了！因為你在其他的地方或狀態下是如何把你整顆心都掏出來？在那個環境中

互相的衝撞，你怎麼知道他人可以接受，但我覺得應該是所有的東西都因為那環境而衝撞出來了，再

回想起來我還是會有疑慮，真的能回到那時候嗎？以現在來說真的是很難，因為人與人之間真誠的相

待真的很難再遇到了，尤其是我們當時在意識部落的那種情景。 

 

張：那感受現在依然嗎？ 

 

安：會想念那個感覺，而那種感覺是深深埋在心裡面，包含建立起來的革命情感，都放在心裡面的，

當大家見面是就是看要不要拿出來而已。 

 

張：妳身為一個女性的原住民藝術創作者，對妳而言「女性」這字有什麼意義？ 

 

安：當然這影響很大，就我是魯凱族來說是父系社會，我身為一名女性就應該是要守本分地在自己的

位置上，做自己分內的事情，甚至你可能有很多限制，更何況我的特殊身份讓更多人告訴你不能做這

個不能做那個。但可能從小我的個性就是說，你越說不能做這個我就越想去做，所以我後來很多的作

品都有一些因為環境而在找生命出口的感慨，包含你回到了部落但你可能沒有說話的餘地，女人是沒

有說話的權利，在那種很壓抑的環境裡面你怎麼把自己的想說的話想做的事情，你受到的一些感觸發

聲。 

 

對我而言創作是為一個出口，因為你看我現在已經46歲了，但當我回到部落，他們還是會叮嚀我說，

你不能違背你原有的身份，你不可以這樣做......，因為你是峨冷的孩子。所以我的生命狀態就是一直

在跟峨冷拉扯，所以為什麼我在外面會告訴別人我叫安聖惠的原因，這時候我把峨冷的身份暫時放在

旁邊，而我現在是安聖惠。 

 

張：在同時身兼魯凱族女性與女性藝術創作家，這之間有什麼樣的衝突或是妳覺得有什麼樣的榮耀

感？ 

 

安：我從來都沒有覺得有什麼樣的榮耀，因為我覺得你面對你的身命你只能就是努力的往前而已。當

然我一直在跟養育我的環境做拉扯，但我面對這個時代我必須要往前走，如果沒有這樣的一個態度，

我可能會深陷在那不自由裡，繼續乖乖地當那個公主吧，可是我內在裡面是渴望自由的！我不想聽到

別人告訴我說你不能做這個不能做那個，你做什麼事情都會受到很大的關注，需要很大的勇氣去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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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回到部落時，當大家詢問你正在做什麼，我從來沒有告訴別人我在做藝術創作，我只能告訴他們

說我在做我自己。不是不敢說，而是我不會用一個「藝術創作者」的這個形容來告訴他們我在做什麼，

他們無法理解，但那部分我很清楚。我很慶幸我選擇這條路，尤其在經歷生命中許多拉扯之後我覺得

這是我生命中唯一的出口，所以我很多的作品都包含土地與女性的拉扯狀態。 

 

張：再深度一點的問，扣除了峨冷身份的女性與創作的關聯，如果單用女性這個角色的話，妳覺得是

用什麼樣的態度去面對？ 

 

安：我覺得如果你是一個被疼愛的、被注目的那個人，這樣大家對你的期待便會更高，所以我覺得寧

可我回到部落可以越低調越好，希望不要被發現。在這邊與阿美族母性社會一起生活，我更覺得找到

了自己，因為回到部落就會有不自覺的壓抑感受，但是在這邊你就是做你自己，不用擔心別人怎麼看

你，可以安安靜靜地可以熱鬧地，隨著自己的心情而定義你自己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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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2014 年 8 月 26 日 

地點：高師大跨領域研究室 

受訪者：吳瑪悧 

採訪者：張金玉、曾鈺涓、陳欣慧 

 

張金玉(以下簡稱張)：在女性議題上，從 80 年代開始談性別議題到今天，台灣在這個議題面向的發

展狀況。 

 

吳瑪悧(以下簡稱吳):台灣在談女性藝術運動，應該是 90年代才開始，80 年代台灣在解嚴、反對運動

的風潮裡面，雖然台灣婦女運動從 70年代就發聲，但是 80年代比較聚焦在國族對抗，比較多談的是

國家認同、族群的議題，沒有聚焦在性別。在藝術界，90 年代才真正的開始把藝術的議題帶入。第

一個關注這議題的是陸蓉之，她從國外回來，把美國有關女性藝術的資訊帶進來，還有嚴明惠。她們

聯手在誠品藝文空間策劃第一次的女性藝術展，參與者包括侯宜人和傅家琿也都是留美的。她們幾位

都是媽媽，因為身分關係，從婚姻家庭經驗看到女性創作者在整個系統、制度裡的多重邊緣處境，所

以非常積極的討論這些議題。台灣在當時唯一一個會對這議題積極協助的是婦女新知基金會。我跟基

金會是蠻熟的，參與過一些運動，因為李元貞是我的老師，她是創辦人之一，所以會把我們帶進去。

陸蓉之當時找婦女新知合作，我記得那時候負責的是鄭至慧，她現在過世了。因為跟鄭至慧熟，所以

她又找我參與。她們一開始找我的時候，我雖然也很支持她們，但覺得我不很適合在展覽裡面出現，

因為我的作品比較沒有明顯去談性別議題，其他幾位很明顯的直接在討論性別處境，但因為女性創作

者也沒有這麼多，所以後來我還是有參與展覽，做報紙的作品。 

我印象中，展覽舉辦後，因為嚴明惠很積極在推，侯宜人、傅家琿成立了二號公寓，所以他們三個又

以二號公寓為基礎，繼續推動女性藝術展。二號公寓大部分都是留美的藝術家，也包含數位女性。嚴

明惠積極推動每一年的女性聯展，我大致都有參與。有一次在帝門展，婦運的學者也參與討論，包括

張小虹、劉毓秀（黃毓秀）也參與進來，形成文化研究或文學界的人也進到藝術領域來評論、對話。 

後來黃玉珊開始推動女性影展，第一年也找婦女新知合作，但她覺得影像就是放電影，平時空間有些

空，因此就找藝術家合作。當時女性影像協會還沒有成立，主要是黃玉珊的黑白屋在籌劃。女性影展

很積極的把性別相關議題帶入， 我覺得這是女性藝術展非常缺乏的一部分。 

兩千年我們也成立了女性藝術協會。我是先籌劃視盟，就是視覺藝術協會，再籌備女性藝術協會。 

當時會成立視盟是因為，侯淑姿擔任林濁水委員助理，在立法院審查國家藝術村的預算，他覺得我們

當代藝術界都沒有聲音，找了很多人去討論。那時候立法院舉辦公聽會，我們也一直要求政府要開放

資源與空間給當代藝術創作者， 所以為了方便跟政府有個對口，蕭麗虹就覺得，應該來籌劃一個協

會。過去台灣其實有很多美術協會，但基本上都只辦理藝術家聯展，我們那時候期望要有一個協會去

關心公共政策，所以後來我就去協助，把協會籌備起來，蕭麗虹當了第一任的理事長。協會是政府很

好的對話窗口，也比較能夠去影響文化政策，所以那時候我就以同樣模式，籌備台灣女性藝術協會。

兩協會的成立相隔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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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我跟蕭麗虹、侯淑姿幫文建會，進行一個有關藝術村的研究。我們提出一個結論說，國家不應

該蓋大型的藝術村，而是應該要去中心的讓每一個縣市都有藝術村。藝術村不一定是要新的工程，可

以用空間再利用的方式，所以今天大家會把倉庫作為藝術村、藝術空間使用。其實這樣一個重大的文

化政策，是侯淑姿、蕭麗虹等女性藝術家一起去爭取的結果。整個過程很多的女性參與，也有男性，

但主要在推的還是女性為主的藝術工作者，對於整個公共政策的影響非常的大。 

女性藝術協會成立時，林珮淳從澳洲回來，另外重要的有陳香君也在做她性別議題的博士論文。陸蓉

之、嚴明惠，較著重在女性受壓抑、受迫害的角度，以及女性的生命經驗，這種談法如果沒有一個比

較好的理論支撐，就會變得好像展覽只成為女人聚集吐苦水的場域，比較難去發展理論化，因此籌備

女性藝術協會我的出發點在於，希望能夠建立論述，跟當代藝術發展對話，透過協會機制，尋找資源，

支持女性運動的研究。然過程討論裡，當然什麼聲音都有。 

第一任理事長是賴純純，因為純純有一個舒服的工作室，所以我們籌辦過程跟會議也是在純純那邊進

行。純純很支持，也順利當上第一屆的理事長。但她比較傾向於籌辦展覽。因為她覺得女性藝術家需

要的是曝光、被看到的機會，所以後來女性藝術協會比較以辦展覽活動為主。 

剛開始前幾屆，幾個非常積極主力的健將，視野比較寬廣，會去找美術館討論策劃國際性的展覽。第

一次找北美館，那時候賴瑛瑛也非常支持。後來也找了簡瑛瑛老師，因為總是要有一個學術理論基礎

比較扎實的人來籌劃展覽。我們很希望展覽不要只是聯展就結束，要有系統性的分類、整理。 

後來張惠蘭當理事長，副理事長陳香君策劃了「網指之間」展覽。香君理論非常扎實，又有國際網絡。

高美館先前也有簡瑛瑛策劃的心靈再現，帶著她的博士生江足滿一起策劃展覽，過程也是珮淳跟簡瑛

瑛老師這邊有比較深的互動，去 push 出來的。簡瑛瑛老師也是從陰性美學角度去談。這種談法在開

始是重要的，但比較接近本質論式的談法，這樣的策展也有一種局限，因為性別論述已經發展到更多

元的面向，我們的談法都還是比較屬美國七零年代的談法。香君蠻棒的，她提供了不一樣的視角。香

君受她的老師 Griselda Pollock 的啓發，以女性主義介入藝術歷史的角度去談，而不是傳統的圍繞

在女性作品的投射來談，所以那時侯其實是非常期待香君可帶出不同的局面。 

這當中有很多女性展開始出現，很多大展確實讓女性藝術家受到注意。本來市場就是這個樣子，資本

主義需要不斷的變化。當畫廊越來越多，每三個禮拜要換一次展覽，其實需要很多展覽，你就會發現，

到處都在做女性藝術展；可能就是一、兩個女性藝術家而已。女性藝術面對一個有趣的狀態，就是所

有展覽只要以女性為主要參與者，就稱為女性藝術展，但是論述卻完全沒有開展，幾乎就是本質論式

的談法。如果我們去反思女性藝術在台灣的發展，也許我們的女性藝術家是在增加沒有錯，她們的展

演機會也在增加。但是從論述的層次上來看，我們是沒有進步的。如果我們反對進步這個概念，那也

可以說，我們沒有把女性生命經驗的差異談得更深。因為差異經驗，也許會涉及到階級，涉及族群，

不同的身分認同、性別認同，面向可以很廣的。這部份我們真的還蠻缺乏的，可是回到組織來看，我

們便知道問題所在。協會事情就是誰當家誰就要自己做，誰有多大力氣去做這些事情呢？問題回到我

們個人的侷限上。 

 

張:對於新類型這樣的領域，女性參與進來的面向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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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新類型公共藝術基本上從女性主義發展過來的。Judith Chicago等人在提出，為什麼藝術家都是

男性？發現這跟資本主義有關，因為大部分的展覽都還是市場導向，畫廊因為要賣畫，所以一定要把

藝術家打造成英雄、明星去炒作，藝術家也需要具有群眾魅力等等，因此大部分看到的活躍藝術家以

男性居多。所以她們也問說，如果女性不是那麼強調個人成就，女性擅長的是什麼？她們發現女性喜

歡分享。女性養成過程裡，被訓練成要注意別人的需求，例如說家人的需求，所以她往往是照顧者的

角色，這也使得女性很可能在生命歷程裡，不是那麼強調個人角色。她們因此有點像女性藝術協會在

做的，創造女性畫廊，專門展出女性藝術家的作品，同時她們也開始跨出主體去關心其他人，所以把

創作變成另一種合作性的實踐，或創造平台、框架，讓弱勢者或是他者的聲音可以在作品裡展現。這

種操作某種程度其實是非常社會性的，背後有一個意圖在裡面，既是政治的，也是倫理的，有時又會

跟運動、抗爭產生連結。這類發展樣態都包含在我和一些朋友翻譯的「量繪形貌」書裡，雖然裡面也

有很多男性，但有更多的是女性藝術工作者。 

這些對我產生很大的啟發。我比較是從前衛藝術發展脈絡過來，比較走批判性路線。但我看到批判的

瓶頸，只是到處在找問題，質問別人。提問的人不只是提問，還要找解決方法。這在歷史的前衛裡比

較沒有看到。少數人也走這一條路，但沒有被看到。新類型公共藝術在美國其實是八零年代就開始，

九零年代舉行研討會，回顧十年來的現象。雖然那本書裡面沒有談女性主義，但背後脈絡就是女性主

義，非常積極活躍參與女性藝術運動的一些人包含 Lucy Lippard 等，我也延續這樣的脈絡，看到前

衛的困境在於藝術只被當成藝術家英雄式的表演。如果深入去思考女性主義內涵，還是要回到生活本

身的場域，而不是只做一件很厲害的作品。 

我自己也從跟婦女新知的關係，參與玩布工作坊，才真正跟運動搭起來。玩布工作坊的成果展都蠻轟

動的。每次展覽婦運健將們都會來支持，也會驚訝說，當這些參與者被 empower 之後，就開始自我

反思，彼此會相互連結。這些人是一般家庭主婦，教育程度也不是很高，跟她談女性主義、婦女運動，

會覺得是很可怕的街頭運動，她們絕對不會接受。而當她從一個不敢說話的人，到能夠透過作品去說

話，透過展覽去跟他人分享，可以去指導別人，這個成長就是婦女運動的價值所在。她不需要用女性

主義那個詞，但本身就在實踐女性主義。後來我們也邀請簡偉斯拍影片，玩布的姐妹，放映很多場，

每場都有很多人來分享影片觀後感，我覺得很棒。我們過去都只是在藝術世界活動，透過那個經驗看

到，原來可以透過藝術去開展很多不同面向的工作，進入社區、進行藝術教育等。我想現在已經很多

人在做，我後來發現並不是只有視覺藝術界，影像、劇場都很早就在培養相關人才。  

可是在我的想法裡，並不是說走入社區就跟藝術世界脫鉤，我在量繪形貌、對話性創作裡有談到，這

些書都是在幫忙建立新的美學論述。 

 

這兩年，我策劃台灣跟香港的交流展，今年底會展出，題目就叫做與社會交往的藝術。兩年前想說，

都沒有人去談這個東西，結果提出之後就發現，西方很多這方面的書陸續在出來，台灣也是。這項工

作尤其又和運動有連結，走入社區的意思不是說進入封閉的圈子裡面，而是如何把這些所謂的常民、

弱勢者，再帶回到主流世界裡面。 

但我本身能力也有限，更多人已經做得很棒。像姚瑞中的海市蜃樓就很厲害，也許他們的思想脈絡是

不同的來源，對我來說我的脈絡是屬於女性主義，但已經某種程度被普世化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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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2014 年 4 月 3 日 

地點：逗小花居家 

受訪者：逗小花 

採訪者：張金玉、陳欣慧  

 

張金玉(以下簡稱張)：逗小花老師，請問您什麼時候到都蘭？請您描述初來這個地方的一些觀察，以

及後來您成立了女妖藝術空間，成立這個空間背後的想法。 

 

逗小花(以下簡稱逗)：我是在 2000 年時來到都蘭，算是當時最早的一批移民，那時都蘭的狀況就是

以原住民阿美族部落為大宗，其次是漢人與客家人，以小吃雜貨為主的商業空間集中在台 11 線的兩

側。那時候都蘭還沒有便利超商，其實就是一個單純寧靜的東海岸小村子。所有藝術的一切都集中在

台東市，是以傳統的原住民文化，以及台東大學為主的學院派美術學校的系統；但都蘭的狀況是，好

像只有年輕的希巨．蘇飛去和拉黑子學習木雕，然後一個人孤單的在都蘭做創作，他的作品與傳統的

概念又不同，比較偏向現代藝術為主要發展。除了這位藝術家之外，還包括地區性的部落文化，以豐

年祭或特殊的祭典為主，歌舞與手工藝充滿在他們的生活中，這雖不是一種純粹的藝術，卻是一種生

活的藝術，地方的文化呈現很自然流動的藝術風氣。那時我來的時候就是這樣一個單純的狀況。開始

的移民潮差不多從 2000 年到 2003 年，這一段期間說起來很奇妙，很多人不約而同的來到這個地方，

而且不約而同是許多創作型的藝術家。 

 

為什麼這些人會不約而同地來到這個地方？就我的觀察，第一個原因是跟阿美族他們天生樂觀而且有

種開放的性格有關係。通常一個小村落都很保守封閉，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非常靠近，對我們這種來自

都市的人來說其實是非常地不習慣的，因為你會好像變成焦點，甚至有些保守的地方對你可能產生某

種排斥。可是在都蘭你感覺不到這種東西，雖然這個地區算是比較大的村落，但人口並不多，相較于

都市就是個小村子，但你就是會覺得非常輕鬆自在！我那時候一開始是住在村子裡面，前面家家戶戶

家都會認識你，但是你走在馬路上散步並不會被人們用奇怪的特殊眼神對待，就是很放鬆的生活狀態。

所以我後來要離開遷往其他地方，像是往更熱鬧的村子裡去住，我就沒有那麼大的意願，因為我期望

越來越安靜的生活方式，也是因為人與人之間還可以保有某一些距離。可是我在都蘭的那一段時間就

是很放鬆，可能是跟他們的性格中有包容接納有關係。我大概算是第一批的移民，第二年就陸陸續續

有一些移民來此，像是天下雜誌的攝影記者郭英惠和他先生一起來，離開都市或從都市回到鄉村裡的，

都一起在都蘭出現。我個人對那時整個藝術生態形成的看法，首先因為這個地方的感覺是包容的。 

 

第二個因素是因為那時候還是一個廢墟、並沒有人使用的新東糖廠園區。我們這些來到這裡的移民們，

開始著手籌備一個咖啡廳，就出現了糖廠咖啡。希巨也開始成立他的工作室，還有都蘭山劇團的成立，

都在那個空間裡排練演出。糖廠咖啡廳慢慢地形成了一個像是公共客廳一樣的交流聚集點，與當地生

活的人的交集比較少，但反而是這邊的移民們彼此之間更加凝聚在一起。那時我們會來到都蘭，是因

為先認識了希巨，連續兩年參加了他們的豐年祭。我覺得是某種因緣讓我們留在這裡。那時我剛好想

要租房子，但對東海岸一點都不熟，也沒有一定要租在哪裡。但突然有人告訴我都蘭剛好有一棟房子

的原住戶要離開了，問我要不要直接入住，我覺得是這個地方把我留下來。大家的出現也是，沒有人

一定要來都蘭，跟現在的情況不同，現在都蘭可能開始比較有名，於是有人會因為是都蘭而來到都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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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那時都沒有過這種想法，就是一個東海岸安靜的小村莊，跟前後的村子並沒有什麼差別，真的

是某種奇怪的緣分把大家聚在一起的。 

 

而之後的狀況就更不相同，後來的移民算是比較零星的，有很多是年輕的創作者，還有些是因為這個

地方形成的氛圍而來，陸續地人越來越多了，比起那時候我們單純因為想留下來生活的狀況不相同。

金樽集體創作事件之後，參與者沒有散去，反而是留下來開始尋找新的生活步調，形成了像是聯盟這

樣的狀態，共同的進行創作了一段時間，成為一個集體的形態。 

 

張：如果那時以女性的角度來看的話，妳又是怎麼看那個時期和連結呢？ 

 

逗：我覺得有兩個因素，首先環境的因素，當然有因為阿美族為母系社會的關係，再來是關於大自然，

女性的能量就是被大自然的能量所承載，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背景因素，但這個東西並不是這麼

明顯。很多事情是在一種潛在的流動，我現在是由後往前去推論去整理這些因素，但在當時並沒有這

種意識，你沒有這麼辦法清楚的理解是因為什麼原因。在這個環境裡，無論對女性或對誰，都是一個

友善的環境，你比較可以做自己，不會因為社會對你的期望而讓你忘了你是誰，在你可以降低欲望的

時候在這裡生活是非常自在的，相對於都市的經濟壓力更小。 

 

再來是環境安全，對於女性來說，環境的安全真的是一個妳平常會忘記，但妳其實非常在意的原因。

其中有很多金樽事件留下來的原住民移民，母系社會的狀態對某些人來說是熟悉也自然的，所以有一

些女性的創作者她們身上的這種創作能量的展現，是跟整個環境的養成有很大的關係。而來到這邊的

漢人女性創作者在這個地區算是相對弱勢，要在這樣的環境中生存下來看似很浪漫，其實也是很不容

易的。原住民女性她們天生地自主性就很夠，對於自我表達與自我主張都相當強烈。而這邊的漢人女

性基本上是已經具有女性意識，不是來之後才發生，而是本來就有的，或是在他處養成的，所以來到

這裡的時候也自然而然好像都比較具有自己的意識主張。 

 

音樂也是這個地方重要也特別的影響，例如後來達卡鬧和巴奈她們都回來了，讓這個地方擁有音樂與

視覺藝術各方面的結合聚集，以咖啡廳當作交換地，人們聚集在這裡，自然形成一種很活潑很特別的

氛圍。在吸引外界眼光的過程中當然也會引發不少批評，對於某些概念來講這是他們無法接受的，大

家會口語著這群女人聚在一起的閒話。對我們這些女性享受聚在一起的當下，並且沒有任何的束縛，

但如果你是個有界線的人，那你對那個地方就會有很多的意見，這種事情也發生過。那時我在「女妖」

這個議題上也著墨很多。那個時候形成很明顯的以咖啡廳為範圍的女性氛圍與能量，在那個場域中這

些女性無論漢人或原住民，我們的自主意識都比較高，但我們知道這些就是我們要的生活方式。而以

創作上來講的話，女性與男性創作本身的內涵形態就有很大的差異，在這也是一樣，你會在這些女性

創作中發現很多屬於女性的議題，像對我來說「女妖」就一直是我生命中重要的創作議題。 

 

2003 年 9 月我先生跳海，那年 12 月我去了峇里島，最主要的是因為除了它不用簽證外，是因為我

真的很想離開這個地方。那一個月我在那裡完成了「蜜月祭」一書，在那裡我的書寫能量很強，所以

我就一直寫，那一整個月就是寫了這一本書。當然我也不只有寫東西，一定是會到處去看看，特別是

和藝術相關的地方。我去到他們的藝術中心烏布，那兒的感覺跟都蘭很類似，只是他們那時候已經很

觀光化了，而我們才剛開始。我去的時候參觀了一個收集很多當地以及外國的女性藝術作品的女性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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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空間，我覺得那是催生女妖空間的一個重要因素。這裡那麼多有能量的女性藝術創作者是需要一個

空間、一個舞台讓她們有對外的機會，一個大家可以相聚的空間。那時候的思考當然沒有這麼多，只

是因應著你的需要而產生的空間，但對我來說已經足夠，所以很多事情會在那個時候去做，但現在再

回想有些事情我可能不會去做，對那個需要生存的狀況來說是很不一樣的，對我來說我們所欠缺的是

一個長期的對外空間和平台，這些是不會隨事件消失就消失的！ 

 

死亡所帶來的能量之強烈讓我在一個月就寫完了一本書，那感覺就是這件事情一定要成為某些創作，

從自己的身體代謝出去。那時候在我自己的家裡，第一個地方，一棟三層樓的房子，我在一樓的空間

就把它規劃成對外展示的「女妖空間」，以聯展的形式把一些女性創作者的作品擺在屋內，那時只開

放五六日，因為不希望影響自己的生活太多。結果我維持了一年就投降了，仍是造成對自己生活的干

擾，經營咖啡廳也是一樣，因為發生和經營是大不同的事情。經營這件事情真的沒有被規劃在我的生

命裡，我的興趣還是在創作，「女妖空間」也有類似的狀態，雖然我已經把它濃縮到週末開放，但我

還是覺得它對我的生活影響很大，所以後來我把它的經營轉手出去讓李韻儀接手經營至今。不在乎他

的形式，而是希望這個空間繼續下去，唯一的要求是希望「女妖在說畫」這個名稱繼續保存下去，其

他的我就不再插手。李韻儀從 2004 年接手到現在，第一個地方是從我家移到了糖廠咖啡廳的一個小

空間裡，而後因緣際會因為林正盛的電影而移到了「月光小棧」，那時候屬於東管處的管轄，開放認

養這個空間的經營，也成為「女妖藝廊」的獨立落腳處。 

這裡面有幾個改變，第一個改變算是形式上的轉變，我是用聯展的形式，讓大家的作品可以長期放置

在這裡；韻儀接手之後，成為每一個檔期以不同主題的展覽方式來呈現。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改變就是

後來專屬女性的空間轉而成為不限性別，那時有些女性同胞並不贊同，但我個人是支持。對於空間來

講，從我家這個小小空間，本來能放的東西就不多，但女妖藝廊已經轉到了屬於自己的專屬獨立空間，

而且形式變成一檔一檔的，所以大家都可以有更多的機會，因為在這個地方大家都是資源貧乏者，不

分男性女性都需要這樣的一個空間，需要機會，所以如果還要再去限制你的性別，那我覺得那些男性

同胞也是很可憐，因為在這個地方大家的缺乏都是平等的，我覺得也是這個地方獨有的特色，大家處

境都是一樣的！所以公平性變得比我們所強調的女性意識更為重要。你要因應都蘭當地環境，有些地

方當他還在父權結構下時，我們要探討的議題就不會相同。 

 

在後來我寫「女妖現象」一文中探討了女妖精神，那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我就有講到一個思考，是

因為環境的關係所帶來的的轉變。之前我在台中做的作品都是屬於女性的議題，妳會很明顯地感受到

妳需要為女性發聲，因為是很現實地發生在妳的生活中的議題因而轉為妳的創作，但到這邊來女性很

有自主能力，她們自己有一套遊戲規則，很能說很能做，所以基本的概念自然地就會演化。女妖的概

念也是一直在演化，其中強調的不再只是「女性議題」，因為女性的議題在這裡已經不是那麼重要，

而是一種女性創作的精神，女妖的意義比較在於創作本身的異化能量，這種異化能量就是一種創造力，

這是你身體中的創造力，男女不分，男性身體裡有女性特質，而女性身體中也帶有男性特質，這是人

最基本的組成結構，是妳一出生就擁有的，所以一直在強調女性是因為權利的問題，因為妳的權利受

到壓迫，可是當妳在另一個環境妳沒有這種問題時，妳更要去看待的應該是妳身體裡的東西是否被平

等的對待，但通常男性他們自己比較難去理解自己身體裡的這一塊。當我來到這個環境時我發現很多

能量一直在轉變，所以基本上這種對於性別的看法要更往裡面看，不只是性別而是你內在的陰性陽性

的統合的問題，你應該是要讓他們合作而不是對立的，要讓他們建立一個新的關係，這就是每個人對

於自我的關係，對於自我的重新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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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2014 年 4 月 3 日 

地點：都蘭二倉 

受訪者：魯碧˙司瓦那(豆豆) 

採訪者：張金玉、陳欣慧 

 

張金玉(以下簡稱張)：請你針對 2003 年的意識部落事件，那時候你 2002 年為什麼會去跟一群藝術家

互動出這個事情？ 

魯碧˙司瓦那(以下簡稱豆)：早在意識部落之前，我們多數的成員就曾在山海關的"原住民阿美族木雕

聯展"及大安森林的"雕鑿山海情"有過一起生活與創作的有趣經驗，這個經驗與互動讓藝術家彼此之

間的情感更貼近，也體會到一起創作的樂趣與溫暖，只是之前的經驗因場地與遊戲規則諸多的限制與

條件難免有不夠盡興的遺憾，因此在 2002 年的春天因緣際會的機緣下，意識部落形成了，以自發沒

有遊戲規則的方式進行，在金樽海灘開始了沒水沒電的歸零生活與現場創作，直至颱風之故才撤離，

在金樽的日子約三個月，最後以近一公里的沙灘為展場，以回饋的心展了十幾件作品感恩天地與海

洋。 

 

張：那女性藝術家在那裡的大約有幾個？參與的狀況？碰撞與啟發？ 

豆：一開始除了我還有饒愛琴、Ama、安聖惠、哈拿這幾個，其實也只能算是較核心的吧，因為是自

發性，短時間來來去去的人很多，哪些人才是?其實是無法定義的。我們這幾個除了我和愛琴，其他

都為單身女性，所以有比較大的空間可以參與。在那過程中，發現男人與女人的思考邏輯有很大的差

別。當然在體能上更不用說了。 

    當時我們女性曾有為夜間安全要不要用鐵絲圍籬笆而有衝突，也常為夜間在不需要光源時，為要

不要有火光而爭論，我個人喜歡連炭火都不要，我喜歡沒有其他光源的滿天星，有被宇宙大地包覆與

大自然合而為一的感覺。 

 

張：就你的觀察，這幾位女性藝術家有什麼共同的特質或差異，一起互動了什麼事情？饒愛琴她是繪

畫的、哈拿作編織，我和安聖惠作漂流木裝置，Ama 攝影，所以在那個過程裡面我們都有不同的專長，

但在金樽有很多的漂流木，所以就地取材，以漂流木為主要創作材料。以漂流木的創作有較多時候要

做接合的處理，所以，像有的人作的較大件就回去用電工具來製作，有無用電動工具其施作效能就有

很大的差異。所以有時在現場沒電的情況下還必須要男性藝術家的支援。 

 

在結束之前，我們為紀念這次的經驗，共同製作了由愛琴繪製的意識部落的地圖。 

 

張：這些女性藝術家有一起聯展過嗎？ 

豆：有，在上岸沒多久，公部門有一筆 20 萬的經費我們可以運用，我們這群人仍保有強大的創作能

量，在都蘭糖廠 3 個大倉庫及戶外廣場大件作品就 6 件，主題為"漂流與停駐"的聯展。之後的南島文

化藝術活動、迦路蘭的藝術市集、交通部光觀局東海岸管理處的沿海景點漂流木裝置也一直持續發展

中。另外在高雄 "強烈意念"的女性聯展。及"女人的白色房間"女性藝術家的聯展。 

 

張：你也很常去西部展覽，然後甚至南島藝術節，有很多的機會可以跟眾多的族群做接觸不同國家的

藝術家去做互動，那在這個互動你回看女性藝術家有沒有對自己的一個發現，有怎麼樣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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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在我的創作歷程中，我很少去思考身為性別與族群的問題，大多時候常用漂流木的素材創作，分

享自己的生命經驗及對環境議題。雖然運用漂流木創作須較大的體能，而因為喜歡經過大自然洗滌後

的質感及他的獨一無二，撿拾搬運再辛苦，仍樂在其中，對我而言，這都是一種挑戰與學習。像有一

次林務局承辦的國際漂流木創作營，十幾位藝術家而我是唯一的女性，而那次是我挑戰自己身為女性

有多大能耐的一次。就一個體驗與過程吧。 

張：回到你是原住民的女性藝術家，經過不同文化的藝術家互動跟交流之後，回到自己這個角色之後

有什麼的特別什麼發現或理解？ 

豆：因為我本身不是科班畢業的，我跟國外的藝術家交流的時候，我會回歸到自己本身，我只能表達

我，像高美館那時候的駐村，跟國外藝術家的交流，我發覺他們也是一樣都是素人藝術家，我們做很

多的文化的交流。創作的部份還是回歸到本身，那時候做了「蝶蛻」作品，是深入的自我對話。是內

化與超越，也是心靈的洗滌與自我挑戰，甚至於在過程中，你會發現你的想法跟材料會有對立跟衝突

的，在那樣的過程要如何平衡，放下是一種面對，隨心流動，碰到衝突停下來，這樣的態度我也試用

在人與人之間及日常生活，比較像有機的形式，不去預設，讓其他的可能在過程中自然發生。蠻陶醉

這樣的過程，雖然水身火熱，也很焦慮，有壓力，可是也有很多不可預期的驚喜。在這個領域我一直

很自己。 

 

張：那你作為一個女性藝術家在都蘭的地方，有些什麼壓力或困難？ 

豆：我並沒有感覺因為在都蘭而有壓力或困難，在這裡每個人都為自己的創作與生活而忙，這裡是小

地方，卻有不少的藝文人士移民過來，但可以展現的平台卻這麼有現，在這裡最開心的識朋友的開展

我們可以聚會，慶祝朋友開幕外，有歌有舞還可以陶醉。平常，反兒同為女性的相聚多，可以相互扶

持。 

 

張：所以女性藝術家是相互支持，男女性都一樣嗎？ 

男人跟女人的思考邏輯差別很大，所以每次開會都很耗能量。 

 

張：怎麼解決這樣的問題？ 

豆：吵啊，吵翻天，我們之前在金樽的會就有開到天亮的時候，這樣的衝擊，其實是逆向思考，殊途

同歸啊。 

 

張：據我的了解阿美族是一個母系的社會，你的觀察在各方面和漢人父權制是不是真的有很大的不

同？ 

豆：我不會刻意去想這個，但阿美族是母系社會，都蘭是阿美族的部落，我發覺阿美族的女性韌性很

強，這點從我的家族還有阿美族的部落我都可以感受到這點，不過在創作中，身為女人(阿美族的女

人)我為女性表達女性的特質，我認為男人或女人上天都賦予不同的特質。大環境會影響跟發展不同

的文化。要平等不容易，但一定可以互相尊重。 

 

張：身為一個原住民女性藝術家，你有怎樣的榮耀？ 

豆：這個聽起來好沈重，坦白說，在生命的過程裡我自私的不想背這樣的包袱，做自己就好了，覺得

把自己做好就是對你的族人你的祖先是最好的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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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2014 年 4 月 4 日 

地點：維納斯藝廊 (花蓮縣港口路 8 號 1-1 倉庫) 

受訪者：林滿津 

採訪者：張金玉、陳欣慧  

 

張金玉(以下簡稱張)：維納斯藝廊成立至今近三十年， 2002年就開始接辦女性影展，那當時是為什

麼想辦理並且能持續到今天都還是有在操作？ 

 

林滿津(以下簡稱林)：畫廊是從1980年開始，那時對花蓮這環境有些觀察，並參與了一些公共事務。

第一次的女性影展大概是在2001年，我是觀眾，我記得那時是小小的、很溫馨的現場，關注的是性

別平等議題，在當時還稱為兩性平等。我覺得影展是件很好的事情，我從那裡打開了我的視野，他們

都分別關注了更細微的議題，而那些議題可能平常我們也沒有關注過，是在院線看不到的，所以開始

期待第二年的女性影展，但到了第二年發現怎麼沒有了！於是我的朋友采欣就打電話去女性影像協會

詢問，結果對方回答因為辦影展真的很不容易，第一年的承辦單位沒有持續舉辦，於是從這樣的一個

契機讓我們從觀眾變成辦理單位。 

 

我們開始協商有個空間可以做一個整合的地方，並找到人和錢，但我覺得還有一個問題是你如何挑選

影片，出錢的人、觀看的人以及你該關心什麼樣的議題。以我的角色會覺得以私人的角度出發不只是

要靠公家單位的補助，你自己應該就要具備找到辦法的能力，想辦法讓一般人喜歡藝術、參與藝術，

自然而然他們就會去支持他們所喜歡的事物，而我們要做的就是這樣的影展，讓大家一起來重視性別

平等的影展。以往女性在這個平台上就是比較弱勢一點，就像以導演來講，其實台灣出了很多優秀的

女性導演，但在頂尖的鎂光燈聚焦下還是都是男性導演，而有趣的是當一些男性的團體知道要辦女性

影展時，他們甚至認為女性影展就是要給女性觀看的，當然他們還是有支持。 

 

但我就覺得真的應該要辦女性影展，因為大家都不懂，而我們的策略就是你出錢，你就一定要來觀看

這些被關注的女性議題，或是新移民、老年人及小孩們的議題。從第二年不小心辦理到今天持續地辦，

是非常好的。一開始大家對女性影展看不起的感覺，而變成每一年都被大家期待。我們是講評人最多

的女性影展，幾乎每一年都會有二、三十位的講評人，那講評人從大學教授、高中老師或社團專業工

作者，越來越多元，他們都來自各個不同的地方和環境。這些人的出現，也無形之中吸引了更多觀眾，

尤其一開始男性觀眾非常少，可是慢慢地男性觀眾增加了、年輕人增加了，甚至連歐巴桑也會來看，

我會覺得那是一個很重要的劇院，大家很開心地買票進電影院觀看影展，並且一起來關心我們所關心

的議題。 

 

我覺得這對藝術行政者來說非常重要，因為並不是大家都有性別平等的概念，甚至有些現場觀眾就是

身處於家暴的環境中，但他沒有這樣的概念，而你就應該要把各階層的觀點找到，並且吸引這些人來

看，讓受害者不要再以為他們只有孤單的一個人，而是有很多機制可以幫助他們的，無形之中也在教

育所有人，他們也可以在這過程中媒合很多事情。後來我們與教育單位的預防機制合作，在許多事情

發生再來彌補之前先作預防。我們必須把性別平等這件事情內化到我們的教育和生活之中，從平常就

要尊重女性，也知道彼此不同性別的優點，這件事情從平常就應該要做起。所以我覺得女性影展就是

從這樣的方向而持續下去，而我也看到許多不同國家的導演的改變，像從一名紀錄片導演而後成為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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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片導演，她還是會得到許多的資源，而且女性選擇的觀點真的會跟男性選擇的非常不一樣，無論是

劇情本身或是拍攝的角度，甚至是闡述同一件事情的方式，都非常地不同。我個人覺得女性比較純粹，

在創作的過程中很直接，她們不會太顧慮到風格或其它的東西。 

 

張：辦理了近十幾年的女性影展，妳覺得在這個持續的過程中給花蓮市的民眾或各個層面，就妳的觀

察，有沒有什麼影響？ 

 

林：有，一般來想我們會覺得女性議題會停留在學院、知識的圈圈裡，但很多問題發現是出現在很多

鄉下地區、偏遠的環境中所發生的。經過了女性影展的辦理，這些議題來到了鄉下地區，也包含花蓮

的部分偏遠地區，甚至產生了幾個導演，比如像是來自玉里的洪瓊君，她拍了社區的媽媽與養女的影

片來參加女性影展而獲得入選，當我們邀請她的電影來到花蓮放映時，她也邀請了電影中的主角們來

到現場，底下觀眾也有許多阿嬤和養女們有相同的過去經歷，她們在電影中看見自己的人生是很特殊

的經驗，我覺得確實是有影響的。有一次我在學校播一部由潘麗麗主演的開幕片，她就像是台灣具有

的代表性的歐巴桑演員，她也得到韓國影展的最佳女主角。當我去修車的時候遇到老闆娘，她跟我要

了十幾張的票，所以你會覺得這個影展從學術圈拓展到了媽媽圈，看影展的觀眾從學校師生到小吃攤

的媽媽。當一個文化活動能拓展到庶民領域的時候，是一件蠻讓人開心的事情。 

 

張：回到視覺藝術，花蓮有很多位女性藝術家，想請妳談談就以畫廊來說你對這個地區女性藝術家的

觀察？ 

 

林：我做這個工作做很久了，其實本來是玩票性質，但後來也玩出了興趣。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剛開始做展覽的時候就是偏印象派的主流展覽，絕大部分都是偏男性的藝術家，我就覺得不行！後來

在九零年代初，有一些回流的朋友們開始關注我們生活的周遭時，我自己有一個想法，我認為人生本

質就是蠻孤獨的一件事，但我想無論做什麼事情都要有樂趣。姑且先不論這件事情對這個地方有什麼

幫助，可是第一個就是我覺得是我喜歡做的事情。 

 

大概是從92年或93年開始，我每一年都做一個年度大型的展覽，1993年我就開始做了第一個公開的

石雕邀請展，我都特別邀請女性的藝術家；94年我辦了一個「發現後山的藝術」，也邀請不少女性

的藝術家，我覺得不同的背景在創作的時候會有不同的內涵，我會希望我的生活是豐富的，因此在做

展覽的時候我會希望展覽是比較多元的，無論男性、女性、創作抽象的或寫實都可以。 

 

95年我辦了花蓮第一次的公開邀請展，特別跟另一位策展人說要邀請一些女生，所以那一次也有蠻

多女性的藝術家來參與，其中也有一位參加過威尼斯雙年展。之後我在做每一次的展覽時都會想要有

女性的藝術家參與，而每年4、5月接近母親節的時候，我就會固定舉辦花蓮的女性藝術家聯展。平

常的時候，花蓮也有許多女性藝術家，但絕大部分都是業餘的，比如說像我認識的夫妻都是藝術家時，

太太的角色通常會比較犧牲，因為要去支持她的先生繼續創作，但實際上創作本身應該是雙方都喜歡

做的事情，但傳統上來說女性又必須要支持男性去做，而辦女性聯展的時候剛好可以讓這些女性出來，

每一次都會有大約七至八位的女性藝術家。後來從臺北搬來了一位專業的女性藝術家，她花很多時間

完成她的作品，而且也受到業界的肯定，這也會給在當地的女性藝術家更多的鼓勵。再來就是說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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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外回來的女性藝術家，她們的創作不太受到傳統的影響，反而很大膽的去挑戰不同的材質，按照

自己的意識去書寫創作。 

 

我認為一個地區的文明是反射在這些女性藝術家們的身上的。經營一個畫廊藝術空間有一個好處就是

說，也許一般公部門想要的東西是比較傳統的，但是畫廊便不受這些約束的影響，我可以自己決定我

想要的不同形式，這是非常自由的。 

 

以前人們說視覺藝術聯盟和女藝會是非常風雲的，現在回頭想就是當時該做的事情都已經做過了。我

喜歡那些經歷，而這些經歷讓我更肯定自己喜歡藝術的東西，是非常純粹就是因為我喜歡而了解也與

人們分享。一個人做夢其實有點不踏實，我的理想是讓很多人跟著你一起做夢，因為我喜歡也很有樂

趣，希望能讓大家一起參與，我覺得這很重要。我真的不為了什麼而做，就單純的因為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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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2014 年 4 月 4 日 

地點：潘小雪居家 

受訪者：潘小雪 

採訪者：張金玉、陳欣慧  

 

張金玉(以下簡稱張)：請您描述觀察到的早期花蓮女性藝術發展與女性藝術家集結的情況。 

 

潘小雪(以下簡稱潘)：其實在花蓮的藝術活動沒有特別要標榜女性，只是有一次在松園別館有用了一

個特別的名字包裝「HERSTORY」展覽，不然大多數的時間我們還是在討論閒置空間再利用、廢墟

空間再利用的議題、或是與來自不同國家藝術家們一起在這裡舉辦國際創作營的活動、以及原住民藝

術家的駐村計劃等等。那這個過程當中，女性藝術家她的角色比較屬於自己創作，當然也很會與人互

動。 

 

我們一路過來都是屬於自發性的，也包含自己找資源，早期有一位施淑玲(她在愛爾蘭幾年後來到花

蓮，之後到了淡水)，她算是表達方式非常女性的藝術家，她的表演、繪畫和行為都非常女性，也與

她的生活結合在一起。我們在辦國際創作營的時候，她就常常幫助我們把國際創作營的氛圍帶起來，

她做事情不會有太結構性的思考反而是想到什麼就是去做，而且自己很融入在裡面，那時候有跟文建

會申請一些補助，所以我們的計劃主持人都會比較緊張，但有這樣的藝術家進來就緩和了許多氣氛，

她同時也幫我們招呼許多花蓮的國外藝術家，而花蓮當地的許多女性藝術家也會投入在我們舉辦的活

動。 

 

以前我們的活動節奏跟文建會的差不多，1993年公共藝術立法，立法之後慢慢就有全台灣公共藝術

的範例始業，花蓮也在差不多1996年的時候開始推動，幫文化局操作了一些作品，這些活動最關鍵

是來自於花蓮有許多環境的議題在推廣，例如水泥廠、紙漿廠的擴建。1998年我們在做反台泥的活

動，參與的全部都是女性，她們不一定是藝術家、有的是家庭主婦或老師。但大部份都是女性藝術家，

那當然也有男性來參與，但男性來都是屬於論述和專業，而我們女性就是在講比較「感性」的生活層

面。其實我覺得環境與母性是非常有關係的。女性身體與大自然的聯結也會反應在社會議題上，像是

反美麗灣、反核等等。其實在我們之前，花蓮有一些環保的議題就在發聲。有一個德國的工廠要來花

東做人工皮，如果管理不好鈦氣會外洩，風險很高。這樣的公司以前在歐洲都發生過事情，當他跑來

花蓮要設廠，那時候有一個教生物的女老師，帶著一起出來反對這個工廠來設廠，她帶著許多資料不

停地辦演講，那數據連政府都嚇到，於是就無疾而終了！我那時候在輔大，在我過來花蓮之後，就發

生了亞州水泥廠要來設廠的問題，它幾乎要把一座山都要吃掉了，他們跟國家簽了三十年的礦權，甚

至侵占了原住民的土地，這時也是一位住太魯閣的原住民媽媽就帶著大家抗爭，現在回想起來真的很

不可思議。 

 

1998年那一年反台泥沒有成功，因為官方也介入，這個事件變得很大，許多人上街反對，導致後來

事件進入了法律途徑，最後也在經建會、經濟部等官方與輿論的壓力下，水泥廠照樣蓋了起來。抗爭

失敗後，我們一群女生就到了海邊，在自然環境裡頭創作，在1999年的12月那一個月裡，大家聚在

一起創作，而後也在千禧年的第一天開始展覽，這樣的一個活動引起大家很大的注目，也有一些報導。

最後這些做環境保護的老師、學者、藝術家們，我們大家決定把這些作品做成一種文件式的方式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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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做展覽。我們就找到了舊酒廠(現在的文化園區)，開始跟舊酒廠的老闆做聯繫。一開始的時候他們

很緊張，因為他們已經搬遷到另一個地方去了，所以這個地方就荒廢了，那這樣政府其實可以對他們

荒廢的動作做一個開罰，所以他很擔心被查到所以就不借給我們了。後來我們繼續找到了一個非常不

錯的空間，松園別館，這時又剛好碰到文建會閒置空間再利用的計劃，所以好像全台灣都共同在那個

時刻發展了這些過程。臺北黃海鳴當時也在計劃華山，他有來到花蓮；因為他的構想是全台灣東南西

北都一定有藝術家，他希望全台灣的藝術家都動員起來弄華山。那時我們的松園已經弄得差不多了，

所以我就帶了四、五個藝術家到了華山，並在華山剛開始的時候一起參與了展覽，那時我們的藝術家

們無論男女都常常聚在一起搞運動、展覽、開幕聚會。 

 

在2000年，閒置空間再利用的計劃就一舉被我們松園別館拿下來，那時候立法委員、文建會官員們

都來到了花蓮，並確認了這裡就是一個閒置空間再利用再整建的一個基地。2000~2002年的時候，就

在整建再利用，包含建築事務所也進來了以及我們這個團體，「花蓮縣文化環境創造協會」這個名詞

也誕生，然後整建到2002年之後就差不多了，就慢慢一直在進行。2003年我舉辦了「洄瀾國際藝術

家創作營」，因為文化的差異越大的話，衝擊能量也越大，在花蓮目前為止已經辦了六屆了。我對這

件事情感到樂此不疲，但它最主要的就是說要請20~30之間的藝術家，要聚集在離都會比較遠的地方，

15天一起創作，那其中會有創作論壇還有在地藝術家工作室的拜訪，所以還蠻豐富的。在地藝術家

不用出國，就可以感受到與國外藝術家互動的國際活動，後來他們也各自主動聯繫，甚至也要請出國

展覽，所以這個活動蠻有意思的。2004年又碰到台灣前衛文件展，花蓮也是一批藝術家去到了臺北，

活動都一直沒有停止過，這個創作營最特殊的地方就是工作人員都是在地藝術家，所以藝術家們必須

一年花個10-15天來做藝術義工幫忙大家，所以大家都各自交了很多朋友也大開眼界。2007年我辦了

「綠島人權藝術季」，那時候也是世界各地有20位藝術家，大家各自都有一個牢房，並且就待在牢

房中做創作展覽，而這些活動都恰巧地有與官方的一些活動相互呼應到。 

 

政府他們在想的，也常與我們在地藝術家思考的方向有些雷同之處。在以前較多是重點式的官方意思

的文化藝術發展，那真正的生態其實是很多元的，不該只是某個地區就專屬於某種形式的創作。所以

那時我讓藝術介入空間，在豐濱這個村落做了一個計劃，而同樣的時間都蘭那裡也正在發展，但是都

蘭他們比較熱絡。豐濱在台灣地理位置上是台灣最東邊，無論從南或從北去都是最遠的地方，所以部

落非常地保守，連豐年祭時大家要來它都可能會拒絕，它不會說那麼快就妥協讓觀光進來，所以那個

地方就變得不像都蘭那麼快就活絡起來。因此它的優點就是部落的原始風味保留的很完整，後來那邊

就有很多工作室和樂團出來。藝術介入空間讓大家的工作室在不同的地方，以這個為出發點很多人都

把空間建立起來，2003年我在辦國際創作營的時候認識了舒米．如妮，那時候請她來當廚師，因為

原住民的風味餐很好吃也很新鮮，他們很認真也很敬業地在做他們的工作，而我們規定創作營的工作

人員也要有作品，而她也有做作品也非常不錯。後來每一次創作營她都來幫忙，或是親自參與。她也

操作一個創作營，這幾年弄了一個「水梯田復育計劃音樂藝術季」，他們自己在復育已經荒廢的水梯

田，從一個參與者到後來會操作一個國際創作營，我覺得是蠻有意思的！ 

 

從第一屆我發起創作營的時候我就有聲明，凡是來參加者在之後都要再回來當義工，所以每次在辦的

時候，我的工作人員不會少，我也不會花很多錢在人力的地方。所以又有一個計劃叫「原住民藝術工

作者工作計劃」，這是原住民委員會跟財政部的公益彩卷的盈餘，後來我們都與高美館合作，這些盈

餘來補助原住民藝術家，甚至他們也有個人的助手。那時候是因為執政者是希望以這個計劃來擴大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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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也讓他們從數字上比較不會那麼難看，我們雖然明白，但是我們還是用專業的眼光當成藝術家進

駐的方式在操作，他們後來也都變成很不錯的藝術家，裡面有很多女性的原住民藝術工作者，本來以

前都是做串珠和傳統編織，但到後來都知道如何做藝術了！ 

 

後來我回到校園裡，開始遊說學校使用校園中的閒置空間，起初他們也不知道什麼是閒置空間再利用，

我請他們參考了臺北大學的例子，以及臥龍街、伊通公園等替代空間，可以供給年輕藝術家們有空間

可以利用，遊說學校起初真的蠻難的，因為是不同領域，但現在也都成形了，今年1月的時候這個空

間也開張了。花蓮保持了二十到三十位的藝術創作者，不停地展覽與創作，我並不是一個離群所居的

藝術家，我們還是要保持赤子之心，與不同的人接觸，喜歡這樣形成一個氛圍，我覺得這是重要的事

情。 

 

張：小雪老師一直在提供藝術家們舞台，對小雪老師來講女性藝術家這個面向變成一個很自然的事情，

只要是對藝術創作有熱忱的人無論性別都是被包含進來的，這個過程中有思考過關於女性藝術家碰到

的面向嗎？ 

 

潘：就是因為辦了「Herstory」的展覽，我就特別有想到要用女性藝術，當時跟吳瑪悧她們有比較密

集接觸，所以才有這樣的契機。很多人也不是很專業的藝術家，她們有些人做小娃娃、陶瓷、甚至孵

育蝴蝶，女性藝術家們一起佈置和展出時都會有一種情感，會談自己的心事，包含婚姻情感等，就有

點像在集體療傷，這是女性藝術展覽特殊的地方，是男性藝術展覽不會有的現象。男性藝術家們把一

切都規劃在手中，預期會不會有商業效應、會不會有媒體來採訪等，但女性藝術家們則不會把太多這

方面的考量規劃在展覽中，比較不會去在意。 

 

我反而覺得真正的文化是從聊天中很自然地發展的，最近，我在國際容格心理協會的研討會寫了一篇

文章「女性藝術家們身軀性與世界的肉」，我就專門寫女性藝術家，我就把用自己身體來表達的藝術

家拿出來談。後來黃海鳴也在臺北美術館做了女性藝術家的展覽，我也有去對談，我們談出一個「世

界的肉」這個觀念，就是說女性藝術家她比較不會像男性藝術家的純觀念，從觀念出來並用材料、技

術去撫育你這個觀念，是非常有規劃性；但女性藝術家通常是用累積作品的方式，就像生活一樣，喜

歡創作融入生活，一邊生活一邊累積，累積了一陣子之後就有很多作品展覽，也是從展覽之後才發現

原來自己的作品是這樣的形式，再加上了一些論述，在之中更認識自己。你會發現從生活裡創作出來

的東西，跟這個世界是緊緊相扣的就是「世界的肉」的來源，因為你的觀念和世界觀都是從生活裡出

來的，一邊創作一邊生活，這樣的形式成就的藝術風格非常特殊。當天在美術館談「世界的肉」時，

我們說男人在談女性藝術的時候，只會談母性啊、大地呀、包容等詞彙，但我談到「世界的肉」這個

觀念時，引起很多女性的共鳴，也因此我把這篇文章整理出來。其實我覺得談女性藝術的性別比較困

難，因為我們除了生理上的性別還有自己認定的性別，還有就是刻意地走女性主義的美學，就是應該

如何去做，或是對父系社會的批判，都是可以談的。有一本書「與狼同奔的女人」故事在講說其實每

個女人心中都是有一匹狼的，是很狂野很奔放的，是沒有辦法馴服的，但狼同時也是獵物，當被捕獲

的時候內心的狼就會消失了。故事說有一個印第安女人每天都去撿骨頭，像瘋子一樣地撿，撿回來放

在家裡擺起來，她突然想唱一首歌，唱著唱著家裡的骨頭長出了肉和毛髮，變成了一匹狼跑掉了。它

在說女人透過創作才會找回心中那匹狼，不會被別人捕獲的野性，我用這個脈絡在談女性藝術者，無

論你創作的東西多麼柔和溫暖，還是要找回心中的那匹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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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時我會在國美館美術雙年展展出的作品，環繞了台灣其實很虛無的風景，以及浪漫的色彩，是一

幅大型的創作，我也是需要一直保持創作，不然身體會不舒服，要成為藝術家的靈魂無法停下來。我

自己的女性意識也不是那麼強，我不喜歡別人把我歸類成女性的藝術家。以前我所知道的吳瑪悧都是

在社區裡頭，但有一次在北美館展出「天下為公」的展覽，跟她同台的我被她的影響蠻多的，我們一

起談了艾未未的作品中有很多女性器官，例如「一虎八美圖」、「草泥馬」和「八美圖」。我們那時

候談這位用他的作品讓中國政府害怕一位藝術家，談的很開心，但我們講著講著，吳瑪悧就突然說：

「為什麼你們都要把他捧成這樣子？」她認為艾未未的作品中有很多連他自己都沒有察覺到對女性的

污辱，用這樣的一種方式在講這樣的作品。我聽了以後嚇了一跳，當我只顧著講這位藝術家多麼厲害

的時候，我卻也沒有察覺這樣的方向。吳瑪悧她不論這位藝術家多麼地有名聲，只要他不小心污辱到

女性，她就會覺得要批判他，真的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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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2014 年 4 月 4 日 

地點：純 X 都蘭 NANPALY 工作室 

受訪者：賴純純 

採訪者：張金玉、陳欣慧  

 

張金玉(以下簡稱張)：1990 年代 SOCA 藝術工作室經營的想法？ 

 

賴純純(以下簡稱賴)：SOCA 成立於 1986 年當時的主張要以生成中的藝術來區別畫廊及美術館已經完

成的藝術，我們重視作品與現地時空的關係，開始發展裝置性的作品，這些在當時都是「創造性」的

觀念與表達，也帶來一些影響。90 年代的氛圍與際遇又不相同，當時我在美國舊金山遇到我高中同

學徐寶玲，他對藝術及創意非常喜歡與支持，很喜歡瞭解藝術，於是我們 SOCA 再度組合起來，以創

當時我們開始注意到國外大展，例如文件展及威尼斯雙年展的，帶大家去看展覽及藝術家工作室等當

時以「創造，分享」，作為我們的主張，當時策劃以藝術推廣為主軸，當時也邀請在巴黎攻讀博士的

北美館黃海鳴館長擔任導覽老師，也是台灣第一次開始以專題介紹國外展覽，算是把自己的藝術生涯

與藝術教育推廣做了結合，藝術與生活的結合、是創造性，當時社會欠缺的，覺得我自己的力量可以

為社會的藝術氛圍往前推動的，就會很熱血，我是個開創先鋒的人，不是守成的那種。我想不論是作

任何事都是藝術在生活裡，也就是一定要有很強烈的創意行為，例如現在台東籌備的「純都蘭 1%展-

藝趴」，以我留日多摩美術大學的同學會展開始，希望來台東認識山海及當地的藝術家，於是想一個

聯合展覽，這樣很像在辦一場同學會「以藝會友」，藉由藝術家與其作品來作為交流，作品在這裡就

有對話與交流，在這樣一個「藝趴」中人人都是主角，多摩美術大學的同學會與都蘭山下的藝術家共

同參與，也是讓藝術從生活中長出了內容，並把這樣的想法與大家分享。 

 

SOCA 是「藝術觀念的酵母」隨著我個人的人生際遇變化。從最早期在台北建國北路我的工作室作為

替代空間的濫觴開始，那時北美館剛成立，空間很大但是藝術思維上還是相對的保守，很多的限制，

例如牆面還是只能使用掛鉤，也不太能夠在空間上裝置作品，那時我們的想法就是要翻轉空間的概念，

因為空間是種關係性的延展，四面八方都能成立的狀態，從這個地方開始發展，希望作品能在時間與

空間上產生對話關係，那時就將我的舊房子工作室翻轉成展場，邀約志同道合藝術家友人現地創作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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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辦觀念性課程，當時憂慮經營，經費等的問題，當時盧明德及郭挹芬的作品為錄像藝術，借了

電視錄放影機等，這在當時非常昂貴怕丟了，還要大家輪流排班守夜！ 

 

1992，許寶玲及一些朋友的加入，就開始固定的基金，就在台北伊通街 87 巷 5 號 2 樓成立辦公室總

部並登記為「現代藝術協進會」，在 1997 年同底址將一樓擴大成展場 SOCA 的正式空間，做了一系

列的展覽、課程與舉辦新人獎，原本策畫「台北藝術家工作室開放計畫」，靈感來自在國外生活時，

藝術家工作室開放計畫一出來，大家拿了地圖參觀藝術家工作室的感覺很棒，我們想將這樣的想法實

現在台北，原本那時文建會說要支持我們，但後來又無疾而終，忙了半天卻又沒無法進行，覺得很挫

折，加上大家都各忙各的，我也開始進行公共藝術，所以漸漸的活動靜止了，就決定將登記的協會撤

消，留下 SOCA 的精神，一種勇於創新的實驗精神。現在也想將過去的資料文件檔案老照片做個整理，

但因為自己忙，所以真的就很緩慢地還沒去執行，希望有興趣的人可以來幫忙我們。 

 

2000 年，成立女性藝術協會的念頭與氛圍在我們一些女性藝術家朋友中開始凝聚，並覺得有必要開

始行動。讓女性藝術工作者有一個聚集依靠的交集，同時也可藉此單位與外界交流與合作，藉著 SOCA

的場地及工作人員的協助，發起成立女性藝術協會，而且是一份正式的登記。 

 

張：從九零年代開始大家有討論，女性藝術是否具有一些本質性的面相？我們常講的陰性書寫或是身

體意向來談欲望，關於女性本質性的探索與討論，希望可以建構一些女性的美學，那妳是怎麼看？ 

 

賴：很多在研究女性的會去談這樣的面相以及找這樣的線索，我覺得是會有的。每個女性的個性都很

不一樣，生命本身都很不同，好像你出生的時候你就攜帶了某些扣除生理上的基因，我覺得比較是社

會角色的引導，會被很多觀念影響。 

 

張：純純老師比較沒有被社會壓抑的感覺，在妳身上看不太到，所以想問純純老師的女性意識是從什

麼時候開始比較強烈，那個關鍵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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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我是一位女性，所以就是女性藝術家，但男性藝術家有的好處我也要，女性藝術家的處境我也在

那種狀態，所以女性藝術家的展覽我也要展覽，男性藝術家的展覽我也不會拒絕，因為我不是從女性

意識開始我的創作，我就是在這個脈絡長出我的意識，別人怎麼看怎麼找女性，那是別人的眼光。 

我覺得我的人生是自己的，當我還二十幾歲的時候很快地就結婚，但我發現某種生活的模式並不是我

想要的人生。雖然我還不知道我要什麼人生，但當時的我很確定的是現在的狀態並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與愛不愛他並沒有絕對的關係，所以當下我覺得我無法繼續這婚姻。我需要一個人，那種東西對我來

說約束太大了，社會就會壓抑我，所以我覺得我不見得知道我人生要走哪一條路，但當我碰到我不要

的時候，我就會用我所有的力量去掙脫去反抗，就算我做錯我也是不要。我的想法很清楚的是，沒有

東西比我的人生更重要，所以我願意為我的人生做出所有的代價。 

 

有可能跟家庭養成也有關係，我是家中的老大，爸媽都說我是他們蜜月時的孩子，當然我是真的很幸

運有很支持我與愛我的父母，也因此我在兒時得到了很多的愛，雖然我有弟弟妹妹，但還是會有這個

家就是以我為中心的感覺。可能是個性也比較任性，所以對於傳統的概念並沒有什麼太大的感受，家

人不太給我約束，然後我就會稍微跑開有點距離，可以做我自己能做的，因為做藝術創作是非常個人

的事，所以我需要強的意志與欲望去完成它，非要那樣子不可。要屏除很多複雜的事情，要沈澱屬於

自己一個人的狀態，要完全地堅持才可以發揮所有的力量，你才能看見自己作品的完成。例如我在北

美館做的那件作品「無去無來」，那是在談關於「自由」的這件事情，它其實像是色彩他自己，將色

彩與形完全的合一，形與色的關係就好比，結構，及填滿的色彩，「無去無來」這作品，可說色彩像

精靈一樣在空中自由飛舞，像是自由的光芒，在我們的凝視中，它都出現在一個很恰當的、美麗的位

置，但我想把這樣的想法做出來，後來我想到透明的壓克力材質上，色彩流動的成形，單純的結構性，

例如方形圓形的使用黃金比例的切割及關係性組合，透明的材質將光線融入作品，並同時改變容貌，

色彩的強勢蠻女性的表達，要如何讓顏色能自己出來並有自己的結構性，可是它還需要與某種結構性

做互動，但那結構要在必要時退後。 

 

張：從妳的生命體驗中，妳自己對女性的定義。 

 

賴：其實你在很多思考的時候，這種想法真的不太存在，都是別人的、外面的眼光在定義。當你看自

己的時候，這種事情是不存在的。社會會為你定義什麼角色像是媽媽啊、家庭主婦等等，但這些都不

重要，因為你會知道當你自己最好，選擇你想要做的就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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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2014 年 4 月 10 日 

地點：陳豔淑工作室 

受訪者：陳豔淑 

採訪者：陳欣慧  

 

 

 

陳欣慧：豔淑老師長期關心高雄女性藝術的發展，今天的訪談想與您聊聊早期高雄女性意識開始集結

的背景，例如我們所知道的『水女性集結』展覽以及您策劃的『雄女藝術家-藝術家之路』、『高雄

一欉花+』等展覽經驗分享。首先，請簡單描述您觀察到的早期高雄女性藝術發展與高雄女性藝術家

集結的情況。 

 

陳豔淑：我於1973年師大美術系畢業後，就回到高雄持續做藝術創作的工作，至今也近乎四十年的

時光，在這其中也參與了許多的展覽以及許多美術活動，也自然有機會與不同世代的女性藝術家們接

觸，過程中可以比其他人更仔細地去觀察這些女性藝術家的作品，於是女性藝術是在無形中成為了我

所關注的課題。 

 

2004年我接受高雄市立美術館的邀約做『高雄一欉花+』的大型展覽。在此之前關於高雄女性藝術的

展覽記錄非常地少，這個展覽讓我有一年的籌備時間，我開始從歷史的脈絡或過去的畫冊與圖錄做一

些粗略性的研究，試圖用更客觀理性的角度來觀看高雄女性藝術的發展。 

 

如果將時間軸拉長，回歸這五六十年的時光來觀察，早期的高雄女性藝術，例如在戰前女性藝術家的

作品很少，在畫冊中只有看到一、兩位業餘女性藝術家的作品，但這也反應出當時的歷史背景。日據

時代能有機會受教育的女性很少，以及諸多傳統的行業與想法都是教導女性要擁有謙卑、犧牲、服從

等特質，所以當時以表達女性生命經驗的創作活動較為稀少。 

 

我出生于1950年是戰後嬰兒潮的世代，台灣光復之後，50-70年是我成長的世代，看著台灣從農業社

會轉型到工業社會，女性只要肯努力會比以往更有機會能受到大學以上的教育，如美術系全台就有三

個學校，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化大學以及國立藝專，許多我周遭的人因為對藝術的濃厚興趣都將美

術科系排在自己的第一志願。就我觀察，高雄在當時是仍是民風保守的地方，許多女性藝術家畢業以

後仍會面臨志向與家庭之間的抉擇，有些人犧牲了自己創作工作的時間只利用零碎的時間創作；或是

要等到兒女年紀較長的時候才又重新投入創作。而從70年代開始資訊傳播的年代，從西方引進的女

性主義思潮，如西蒙波娃寫的第二性或是相關的女性思潮開始進入了台灣社會，造成女性的自覺更為

強烈，也讓更多人投入了更多時間去進行藝術創作，並會開始為家庭以外的自己做一個定位。 

 

八O年代經過了許多女性藝術工作者的推動，在北部女性意識與繪畫的集結已有了一個很長足的進步，

但在高雄，我們仍是覺得女性藝術十分弱化且有被忽視的現象，在展覽空間或是策展機制中我們所能

參與的真的是非常的少！在我與高雄當地一些女性藝術家的互動中發現大家心中都有一種蠻沈重的

失落感，包括後來我們知道有一些策展模式運用在藝術創作時，會發現高雄的展覽還是清一色的都是

以男性藝術家為主，鮮少看到女性藝術家的角色出現。 



239 
 

 

因此當1995年炎黃美術館策劃了「鐵器時代」的展覽，而展覽者仍然都是男性藝術家時，女性藝術

家們此時就如同一座火山般，耐不住沈默而爆發，基於一個人本的思維，我們都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失

焦的做法。倪晨首先就提出：「不然妳們來我的串門藝術空間辦一個女性藝術集結的展覽吧！」在開

會討論過後，對應男性的「鐵器時代」，女性藝術展覽「水的集結」也因此而誕生。我認為「水的集

結」是高雄女性藝術展的一項指標性的展覽，是女性藝術的胎動一般。我們當時的簡短的展覽論述：

「也許在這一次的行動中，在醞釀之初就被戲稱為女性復仇記、大女人主義、女權運動...等等的尖

銳的字眼，我們決定不抱予太多的理會，因為藝術的目的並不是用來解釋誤會與名詞而已，每個生命

體都有他在這個空間存在的價值。」呈現了女性意識的第一次自覺；我們在這個城市裡做這樣的藝術

工作，除了我們自己的努力外，也需要有一定的機制和空間來發展。 

 

從此開始我也特別地注意關於純女性的藝術展覽，也對這方面有做一些完整的留存，尤其是到了90

年代，許多在西方留學回國的女性藝術家也開始展露頭角，解嚴之後帶回更多前衛的藝術思維，連帶

著創作方式也有非常多元的表現。一些女性藝術家回到高雄也投入了更多有想法的展覽，但由於在高

雄女性藝術家呈現了被動的方式，就好像是在回應男性藝術家的展覽，自主性反而顯得薄弱，屬於自

己的展覽空間還是很少。 

 

2003年我策劃了「大被單計劃」。起源於高雄那時候有個策展單位邀請了許多藝術家，在駁二藝術

空間用椅子當主題為展覽，共有12張椅子讓藝術家們當題材，椅子被賦予的意義就是位置，但依然

如往常地，所有被邀請的藝術家們都仍是男性藝術家，這時女性藝術家們當然要出來發聲一下！當時

是由管碧玲擔任文化局長，她也邀請我到豆皮藝術空間來討論即將要策劃的國際女性藝術展，於是我

們藉此討論是不是高雄的女性藝術家們也來做一個屬於高雄的展覽，因為有這樣的緣起，開始有許多

單位開始找我聯絡，才開始有了「大被單計劃」，也經由這樣的討論我們才有日後2004年的「高雄

一欉花+」展覽。 

 

並不是說我所策劃的展覽是全屬重要，但我是用我個人思考的角度來看女性藝術家的發展，由「水的

集結」開始的這三項展覽做成的串聯，對於高雄女性藝術家的發展來說是個重要的里程點。尤其是當

我發現「高雄一欉花+」展覽結束後，屬於女性的藝術展覽空間變得越來越多，也真正地打破了以性

別區別展覽的界限，以人文面的角度去思考，我認為這樣的心態是健康的，也能幫助現代女性藝術家

更大步的走她們的路。 

 

回歸到「大被單計劃」這個現場，當時我稱這個計劃為展演而非展覽，最後我們出版了一本書籍，裡

頭紀錄了整個過程和這個女性藝術家們所做的軟雕塑。這個策展的時間幾乎是只有一個月，我們從找

空間到找場地，甚至還在腦中思考到底要做一個什麼樣的「展覽」呢？那時我致電給張金玉老師，她

也非常樂意地協助我進行這項計劃的籌備，那時我撇除了想做一個「展覽」的想法，因為不希望再以

繼續回應男性藝術家展覽的姿態進行，於是從「展覽」衍生到了更富創作性也更加鮮明顯眼的「展演」，

我們也因此達成了共識要如此進行計劃。但要執行這樣大型的展演，最需要的就是人手一定要多，於

是從女性藝術家們到女性藝術家們的朋友們，一起到我們家裡來開會，那個月幾乎是一個星期就開一

次會，那個月大家都非常地用心也很熱烈地參與，因為集結的人數眾多，張金玉老師甚至當起了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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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兵團的「工頭」協助整頓了整個團體計劃的進行，邀請了許多女權團體來參與，這次的展演幾乎是

女性藝術家們成功集結的樣貌。 

 

計劃進行的脈絡就是每位女性藝術家們從家中拿出一件舊被單，以及如何將大家的被單縫製、連結起

來，並把它們捲成一件雕塑品， 「鋪、縫、躺、塑」過程是當時提出的四個步驟。大家先將舊被單

鋪整在地接著大家開始將被單縫製在一起，縫好之後大家一起躺在大被單上仰望著天空，象徵著未來

的無限美好，最後的動作是將其塑形成最後的樣貌。現在回歸想法覺得這樣的歷史過程讓人非常地感

動！對於展演的保留剛開始有些擔心無法將其做一個完整的資料性的留存，但當時的小插曲是一位高

齡八十歲留日歸國的劉先生，他被這個計劃吸引而將他拍攝的照片以及一封日文信寄給我，內文簡述

是他能在有生之年看到這樣的景色他覺得很感動，也很支持我繼續做這樣的一個展演計劃，於是經由

他的同意，我們也保留了他所拍攝的照片當史料的留存。 

 

當時台灣正面臨著SARS的危機，從北到南的狀況也讓身為策展人背負著極大的壓力，甚至當時已傳

出長庚兩名醫師因SARS去世的消息，有許多女性藝術家們也因此原因無法造訪，還好仍有將近一百

多人願意挺身而出，協助完成這項展演，真的很感謝當時的狀況，能讓這項計劃如期地完成。如果再

晚一個禮拜，「大被單計劃」就真的無法完成了！現在想起來也覺得這項計劃更有意義，雖然當時也

得到了許多批判，但我一向認為事情總是一體兩面的。 

 

「大被單計劃」進行後，許多人也開始關注了高雄女性藝術家更需要空間與機會的事實，也轉而開始

進行「高雄一欉花+」的展覽，開始進行找資料與做研究的流程，給自己一年的時間把南部展以及所

認識的藝術家朋友們收藏的畫冊，我驚訝發現身在南部的女性並沒有任何一個女性藝術繪畫團體，只

能用一些比較沈默的方式來從事社會上的藝術工作，於是許多女性自己會選擇在家中從事平面繪畫的

創作，當中不乏許多很不錯的作品。原來我們平常沒有注意的女性藝術家們深藏的創作力量是如此的

強大，也才更加堅定了我想做「高雄一欉花+」的展覽。但我並沒有想以歷史的定位來做這項展覽，

假如使用歷史脈絡來做的話，會看不到一個焦點，我比較希望大家能看見藝術家們的特殊性，也不只

侷限于平面。90年代過後藝術的創作是非常開闊的，所以用歷史來做定位並不是一個展覽需要做的，

而是用一個當代的觀點去觀看並做為這個展覽的起始點。 

 

說到為什麼會這樣起名，我當時想讓「高雄一欉花+」是能用台語去唸他的，要讓大家知道這花已經

長得很好、也長得很大的一欉，不只是一朵或是一束，而是大大地一欉花，開了許多美好的花朵！展

覽名稱最後面的「+」號(Plus概念)起緣於我認為所謂的女性並不全然都是柔軟陰柔的，也有部分的

女性是非常陽剛，反之，許多身形強壯的男性，他內心可能也相當柔軟細膩。例如，此展覽中的唯一

一位男性藝術家吳芳義，他偏向女性化的名字在他成長過程中多少造成他的困擾；而他採用許多針頭

並進行縫製的創作手法也是傳統認為非常女性化的。他的創作也讓我體悟到了男性也在打破所謂性別

的觀點，所以在我們正在策展時，也拋出了這樣一個反向的思考「+」號，藉以提出什麼叫做「女性

意識」的問號？這也 

 

 

 

 



241 
 

時期：2014 年 4 月 24 日 

地點：加力畫廊 (台南中西區友愛街 315 號) 

受訪者：杜昭賢 

採訪者：張金玉、陳欣慧  

 

 

陳欣慧(以下簡稱陳)：請您就長期關注的台南藝術圈，簡述對於台南地區女性藝術家的印象及觀察。 

 

杜昭賢(以下簡稱杜)：我最早認識的台南女性藝術家就是李錦繡，我認為她真的是一位非常棒的藝術

家，很可惜她現在已經不在了。我覺得台南早期的女性藝術家並不多，而她們所使用的創作媒材也都

蠻特別的，除了平面繪圖外，她們更多是做陶瓷或是觀念性的創作，所以在市場上就比較少女性藝術

家。目前我覺得在台南很多年輕的學藝術的同學們，也進入了專業領域，在台南有很多年輕的女性藝

術家，很多創作偏向實驗性質，可能比較沒有考慮到市場這一塊，這樣也不是壞事，剛起步的年輕藝

術家需要創作的累積與學習，我想現在學藝術的女孩們是把藝術當作她一生的專業志向。 

 

其實藝術對我來說並沒有所謂的性別或國界，只有好與不好，在挑選作品的過程中我偏向針對主題來

看這件作品本身，並不會特別地去注意是男性或女性藝術家的創作，我挑選適合的氣氛或是適合的媒

材作品來放置在空間中，是憑著這點去找藝術家。 

 

我們也曾經做過完全是女性藝術家的展覽，無論是視覺藝術或表演藝術都有，甚至我們播放了一系列

張艾嘉執導的電影作品，我們也因此看到女性藝術家在不同的藝術領域所做的創作。我個人也仍有一

點質疑就是女性藝術家在早期比較不被看見，但現在這個差別就漸漸減少了，跟現在的社會環境改變

也有關係，例如我學的專業領域是攝影，而在國外有許多重要的攝影家都是女性，我想也許是女性在

創作過程中擁有許多心思細膩的想法，以及參雜個人一些不一樣的思維。 

 

陳：台南女性藝術家們與其他地區的藝術家有沒有些不一樣的特質？例如高雄的女性藝術剛發聲的時

候，咎於那時較保守的環境，女性藝術家發聲時起初是為了與男性藝術家對抗，那台南是否有類似的

狀況呢？ 

 

杜：我覺得台南比較少，台南似乎有種較於斯文與安靜的特質，總是自己沈浸在屬於自己的一塊去打

拼，像我所認識的一些剛畢業的學生，他們自己成立工作室，也做很多的展覽，幾個志同道合的人一

起做藝術空間。台南的藝術圈是溫和的，各自品味生活與交流，算是台南的一種風格吧！ 

 

陳：身為一位畫廊老闆，這幾年也看著許多女性成為畫廊老闆，這長時間的經營下身為一位女性的畫

廊管理者，您怎麼看自己身處的環境？ 

 

杜：其實一直以來我都是以畫廊經營者的角色在管理，有人說我別於他人用了一位男性來當我的藝術

總監，但我單純就他對當代創作者較為熟悉的能力，許多人看見我在主持時並不會稱呼我老闆，而是

稱我為老闆娘，但我不以為意。有別於其他畫廊的是我都是與我的同事們一起工作的，無論是展覽或

是戶外的策展，我們都是一起的討論也一起進行。話說回我的工作，我也認為這是一樣創作，雖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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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藝術家，畫廊也不單只是它表面上的意義，因為我對這方面是有興趣的，我也希望說能做一些

推廣以及協助藝術家們讓更多人看見。 

 

我覺得台南的資源本來就沒有那麼豐富，但我的感覺是如果公部門發放資源的時候它是平均分配的，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沒有競爭的問題，也許高雄也是每個不同地方的性格，也有可能因為台南就是小小

的，風氣自由很容易被看見，那我想或許女性藝術家她比較沒有那麼大的企圖心吧，可能在她的領域

她有她的堅持，但可能跟別人去比較的部分就比較少，都跟自己比較多，像我也不會想要跟誰去抗衡，

但我在我的工作中我就會想辦法將它做到最好，個人反而是無所謂，這也許也是我被台南這個地區所

影響的特質。 

 

基本上我覺得目前在南部的女性藝術家，她們的生活算是蠻安逸的，沒有出現龐大的競爭壓力，大家

都忙於自己的專業，現在有很多女性藝術家她們的背景都算好，藝術創作都像是她們的興趣，所以都

求在興趣中做到最好，於是在這個藝術界中她們就容易被看見，在背後的壓力比較少，在創作過程中

比較沒有受干擾。 

 

陳：從以前到現在看過來，都符合歷史上女性藝術家從以前較少到現在變多了。 

 

杜：我覺得一定是較多的，因為現在的藝術教育普遍性培養了更多的藝術創作者，而且大家也都比較

沒有分別，可能早期有些家庭背景因素或對未來的考量，所以對藝術這塊就于受限，可能有些人對藝

術很有興趣，但家庭關係的不支持，怕在經濟上會有問題，可是現在的藝術生態和市場都很活絡，所

以大家也發現這是一塊很好的產業，所以這部分比較沒有受影響，我覺得目前的女性藝術家，她們有

大部份的時間在自己的教學工作上，但也許她們的創作思維是比較觀念性的，所以教書對於她的藝術

創作也是一個正面的發展。 

 

張金玉(以下簡稱張)：會不會妳覺得台灣的藝術家還是受限於教學，而無法只專注于創作上？ 

 

杜：像是吳瑪悧做很多社區的社區藝術和觀念藝術，所以她的教書也融入在她的創作形式中，因為她

需要有人跟她一起做這種集體式的創作行為，並把她的概念讓更多人可以認識，我覺得很好，這比較

不一樣。 

 

但回到妳的問題，我覺得普遍性的藝術家，如同年輕剛起步的藝術家，他們一開始勢必是有份兼差工

作，而這工作很可能就是教學，不然他們無法生存，這真的是普遍性的，很多藝術家都是這樣一步一

步走來的，那到他的藝術創作在市場上被肯定時，他才有更多時間進行創作，而不會因為經濟所影響。 

 

張：會不會覺得台灣的藝術收藏還是較容易停留在畫上，那其他像是文件性的，觀念性的作品就無法

被收藏。 

 

杜：我覺得這要從台灣的歷史面開始說，像早期的印象派作品到野獸派到新觀念，一路走來，藏家也

是這樣一路走來。早期當代藝術沒什麼人能接受，到現在藝術市場較活絡時，更多人進入藝術市場，

資訊也會更清楚。說真的，當你買了第一張作品之後，你就會更仔細地去觀察藝術家們，在看展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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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訓練自己的眼光，去證實自己的作品有沒有價值，在你觀察的過程中，更多知識就會進到腦袋裡面

來，所以我想普羅大眾面對活絡的藝術市場，就會更多人接受那一類的作品，就像我們在做石晉華的

展覽時有點擔心，因為那時候這類作品只有美術館會收，好像不是藏家的口味，但是那時候很幸運，

剛好高雄有一個畫廊跟我們買了一些作品。還有每個地方的藏家都不同，就像畫廊比較多藏家是喜歡

藝術品的，他會去考量這作品要掛在哪裡，有些藏家是為了收藏作品來看是否增值，所以每個人想法

都不一樣。普遍來說我覺得創作，無論形式，在整個市場越來越穩定的時候，在未來都是會被接受的，

對個人和藝術都會是一個價值的提升。 

 

就像很早期我收藏了吳瑪悧的一個物件作品，當時大家真的不認為這是一件藝術品，因為那時大家覺

得藝術品是一幅畫，而那時候我收藏我覺得是因為她女性的特質，我在那當下我也想像了一個身為女

人的故事，最後它被美術館收走了。我那時根本沒想過這件作品最後會去美術館，當下只是因為我很

喜歡這件作品，我認為我跟這件作品是有互動的，是有感覺的，所以我收藏它。會感動人的作品就會

不自覺地將它留下。 

 

我也好好地想過要當一個藏家，因為能看見這件藝術的純粹性，當一個經營者還是會為了市場做考量，

但當一個藏家你可以憑著感覺將作品收藏，就像其實很多人覺得開畫廊就是弄個空間和燈光，接著找

一個人在那裡賣畫，其實我覺得不是這樣，其實畫廊的工作真的非常多，你在做每個展覽呈現時，你

為這個展覽做的氛圍以及你與怎麼呈現藝術家的創作，那可以有很多不一樣的感動，我覺得能做這個

工作是種幸福，是個很好的機會。 

 

張：觀察下來，如果畫廊的經營者是男性的話，他們似乎比較以事業為發展，但反觀女性或許有些許

不同？ 

 

杜：真的有些差別！男性他們有可能很會賺錢，但女性經營者會有不同，她們的純粹性會更多一點。 

 

張：想請教後來畫廊的走向漸漸走向了公共空間發展，想請問是有什麼契機嗎？ 

 

杜：其實我們的畫廊還是在，還是有商業氛圍，但我堅持它要有美術館的品質！我認為做公共空間是

因為想分享，同時我也做藝術行政，都是希望能把好的藝術推展出去。我覺得藝術真的能影響人的生

活，所以要讓更多人來參與，如同藝術造街，讓大家不用進到美術館或畫廊就可以讓大家看到，這是

一個非常好的推廣平台，對藝術家來講也是非常好的機會來介紹他的創作。我並沒有放棄畫廊的經營，

我希望每個部分都是非常認真地去進行，在戶外作為一項教育的推廣也是一個創造，而那個成果也需

要很多人來認同這件作品和這個場景，更多人分享也會更開心，希望更多人能受藝術感染的能量。因

為這份工作也帶給了更多人喜悅，有時候自己在那麼氛圍底下也會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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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2014 年 5 月 1 日 

地點：高雄婦女館女性圖書史料室 

受訪者：王介言 

採訪者：張金玉、陳欣慧 

 

 

2.請您描述高雄女性藝術從萌芽到今日蓬勃發展的生態演變過程？就您觀察，它是否與其他城市有不同

之處？ 

3.您多年來在高雄耕耘於藝術導入社群及環境的理念，特別是以影像說故事方式導入女性主體經驗的回溯

與建構。請分享您與社區婦女們一起創作的心得與感想。 

 

張金玉(以下簡稱張)：請問您長期身處高雄的經驗與觀察，高雄早期女性藝術的發展背景為何，以及

當時的女性藝術家聯結的情況為何？是否有遭遇到困境？ 

 

王介言(以下簡稱王)：我的觀察是高雄早期有一些畫畫團體，可是女性藝術家沒有什麼特別重視，我

覺得比較有活動，一個是用人體藝術的吳素蓮，她 2010 年那時候也在我們這邊展覽過一個女性人體

藝術的「高雄人體史畫（話）展」，那有三個藝術家，還鬧得很大，大概網上都可以查得到；另一個

是從北部搬來的陶藝家楊文霓，我是他第一個去學陶藝學生，後來他的學生有組一個好陶團體，定期

在文化中心展出，那他們大概也沒有跟其他的領域有相互的活動。 

 

早期高雄都是書畫協會、油畫協會，是高雄市現代畫學會才開始比較注重社會議題，但高雄市現代畫

學會的女性會員還是少數，如柯燕美、陳豔淑、林麗華、莊彩琴和我，其實那時候女性藝術家也少，

再加上好像沒有什麼特別去連結。後來高雄市現代畫學會這些女性藝術家好像有辦過一次「水集結」

展覽，所以我覺得 1990 以前那個女性藝術家的連結其實比較少，不會特別去談什麼性別意識了， 70.80

年那個年代以前更少特別彰顯那一塊。 

 

張：對你來說，後來就多是從事把藝術介入婦女的社區的一個過程，請談談妳從本來的編制藝術走入

這樣一個婦女培力的轉換過程。 

 

王：本來我當了十年記者，那時候我要辭職，辭了兩年報社都不放我，所以我辭職的第二天我就去手

工業研究所做纖維藝術，去那邊大概一兩個月吧，就懷上老二。可是跟社會脈動還沒斷絕，後來剛好

高雄市現代畫學會創立，我當選總幹事，跟理事長合作還不錯，參加現代化學會也有一屆兩屆三屆，

這樣也有六年了。後來我就來做婦女工作，所以你因為我自己本身不是學藝術的，我只是喜歡創作。

我覺得帶這些課程也是滿足自我的創作慾，因為我已經沒有辦法再回去做我的藝術。像蔡獻友說：「介

言，已經十五年了，你夠了，你可以回來了吧？」，我說：「大概回不去了。」我們這種人一段時間沒

創作就不舒服，有內在的需求，那個感覺其實某部分的躁鬱症，而現在做的婦女介入社區的轉換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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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自己做的行為藝術，足以安慰某一部分的創作慾。 

 

張：你也有參加水集結這個展覽嗎？ 

王：沒有，那時候我已經離開了。高雄市現代畫學會早期非常陽剛的，而且就是非常批判性的這些理

事長，這種陽剛的工作領導的文化之下喔，做為一個總幹事當然常要跟他們對抗喔，基本上我覺得我

比較有參與的是洪根深那時候，後來不是因為洪根深卸任後，就換陳榮發，他是做設計，因為我跟他

沒有那麼熟，所以後來我有點像是掛個名，沒有實質參與很多。後來是李俊賢主導，我大概也是需要

的時候配合，就沒有像洪根生那個時候會一起討論做事情，所以像洪老師他所辦的那些光華路壁畫，

我還是主辦人呢，也有一面牆是我的，後來我把它漆白了。那是一直到李俊賢之後，我那時候做比較

婦女教育的工作這邊就越來越多事，所以就比較沒有參與，那彩色頁是 89 年 9 月立案。之前是應該

是 85 年左右文建會開始推讀書會，後來我們彩色頁立案以後，就開始就做婦女教育的工作，我自己

開始學諮商、帶團體，我還滿喜歡這個工作，所以就一直做這個，就沒機會去做我的藝術了。 

 

我自己成長的歷程可說我們家是非常民主，父母給我們的教育都是開放的、比較自我的，我從小的生

長環境就是這樣，我覺得女性意識的部分那時候還不是那麼強，我也很少意識到我是女生，大學的時

候我都跟男生玩，他們都把我當哥們，父母也很少說你是女生，怎麼樣，怎麼樣，所以我常覺得我從

小是被當「人」養大，而不是把你當女孩養大。剛好民國 84 年高雄開始做婦女的保護令，他那時候

一個禮拜上一天的課，一共上兩年，我就開始接觸很多女性主義婦女的運動，我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啟

蒙。所以我做了婦女工作之後，基本上是我的女性意識的啟蒙，我先學諮商，後來我開始做婦女教育，

藉由從別人的故事看到很多女人跟我完全不一樣，然後那麼不合理的對待。剛開始無法理解為什麼她

們都接受，可是對我來說我不可能接受阿！所以我看到不同的女人生命故事，才開始慢慢去理解跟接

納，不然剛開始無法理解，我就覺得這些女人我實在無法理解「哪ㄟ安捏」，我剛開始就這些笨女人

就覺得好蠢喔，這麼不合理為什麼還可以逆來順受？像我從小就被我爸爸就訓練，要幹嘛還去跟我爸

爸講，我爸爸就問說理由，你要能夠講得出你的道理，他就說可以，我們家的小孩從小就被訓練要表

達。可是我就發覺好多女人是沒有嘴巴的，所以我開始去看書、去了解。後來你進入越多女人的生命

故事，你才越能夠理解他們的成長歷程，你才真的是可以接納了解他們，我相信有很多女性朋友從這

裡得到了一種力量。 

 

每次她們說謝謝，我都回答我很高興妳的生命我有參一腳，可是你真的看到那個女生完全不一樣了！

像我說那個媽媽她很可愛，有一年跟我說他寫了兩年他覺得過癮，我就在笑還是沒有深入自己的部分，

她就問我什麼地方沒深入，我說：「有一個領域叫做情慾可以自己去探討」，然後她想很久後說：「老

師我決定今年來寫情慾。」寫完以後她就跑來問我，我說：「其實還是沒有深入，還是在表面」，後來

他就很不服氣，然後第二年她就跑來說：「我覺得還真的只有在表面，不是真正深入。」，可是她可以

把自己的某些層面剖析出來，已經真的不容易。少部分的 3.4 年級年級生其實都會面對「重男輕女」，

那個痕跡在身上是很深的，很多到了中年都沒有過去，那另外一個是「學歷」，很多他們其實當年沒

有機會受比較高的教育，跟先生的教育有落差。這兩個傷還滿根深蒂固的，所以你就要多帶她去看到，

重新找回自信。 

 

我有時候回想我做婦女工作做了二三十年，真正改變了嗎？新世代其實也不見得性別意識多高耶，他

們是比較自我，可是我覺得性別意識還是滿傳統的，是她要有機會接觸這一些，他們的思維才比較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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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改變，那像你說三年級生就非常困難，那四年級生會掙扎，因為他接觸了新的，他會想要掙扎。我

們去年有一個阿嬤很好玩，她媳婦以前來參加過夢想行動，然後她就一直想叫她非常傳統的婆婆出來，

那她婆婆住潮州，活得有點鬱卒，因為先生就是非常木訥的那種男性，然後去年她終於來了，她媳婦

每次就去開車到潮州去把她接來上課。她就是很傳統，受的教育也不高，所以她每次都剛開始都不太

能說話，然後慢慢教，你就可以看到那種傳統的女性很鬱卒的現象，想要做什麼就說我什麼都不會，

最後她決定要「做家譜」，她想要替他們家把家譜整理起來。那他就很擔心說老師我不會阿，我說沒

有關係，你媳婦會幫你，所以後來她決定跟媳婦一起合作，所以兩個人感情就不錯。然後後來她上去

分享那天，她就在上面說她這輩子都沒機會謝謝先生，然後就看她先生這樣全身僵在那裏喔，她媳婦

就準備了一捧花，就叫她公公去送花，他一直說不要，然後那位阿嬤居然在台上突然說我愛你，全場

轟然，她從來沒講過這話。她先生本來已經站起來要拿花了，突然就停在那裏，不知道要怎麼辦這樣

子，然後大家就給他起鬨，就說抱一下。從此以後我們就督導每個月一次，那個女人開始來就開始打

扮，眼睛開始發亮，開始會笑了。後來我們要展覽，那天她就自己從她家騎腳踏車去潮州火車站坐火

車，坐捷運做到後驛站在坐計程車來，換很多交通工具來的。以前是一定要媳婦喔去把她拉出來，然

後我們展覽期間就在樓下展，展覽期間就叫他們排班，她每次都來喔。 

 

我每年都選一個夢想來做，我最感動的事我們裡面有一個參加了八年，從第一年到現在，他本來是家

暴的個戶，所以一來只要一張口就開始哭，所以他第一年的就叫做「向上帝要回我的人生」，所以是

控訴的，然後第二年叫做「壓不扁的玫瑰」，然後第三年他就「打開時光機」，去回溯，她爸爸本來是

船長，家境很優渥，可是她說她念國中的時候，她爸就突然事故過世了，可是媽媽把她當搖錢樹，命

運坎坷，那後來結婚了，第一次家暴，第二次也是，那他其實本來是他們的個案，本來是講話都講不

清楚，後來到現在是出口成章，會去寫文字，還會畫畫！有一天他店裡的男客人看完她的故事以後還

掉眼淚，她就跟我說：「老師，我的故事好像很不錯」，我說：「對阿，你本來就很不錯！」然後第四

年，他就說他要寫他的一台二手車「小紅ㄅㄨㄅㄨ車」，因為女孩子工作晚，所以開車比較安全，本

來買的時候就二手又用很多年，所以一直在壞，可是他就一直捨不得換就一直修，所以她在講那個車

子陪伴她奮鬥的那個生存下來的情感哪，後來我就說其實你可以做一件事跟它道別，所以他就做了這

一本「小紅ㄅㄨㄅㄨ車」，裡面可以跟他的車子做對話，然後他那一年發表完以後他就買新車，就告

別完成。然後第五年他要進入數位世界，就去就上我們的電腦班，因為其他有同學是用電腦做的，然

後他就跑去樹科大念書去念學，今年他說明年的夢想是要去讀碩士！ 

 

彩色頁主要服務中年女性，剛開始立案大家都不覺得中年女性是弱勢，可是問題是她在這個生命階段

要面對很多事情，第一個是要進入中年，很多身體的老化問題要面對；再來是心理適應的問題，要面

對老化還有美貌的離開，他有這些心理的適應的問題；再來就是家庭結構改變。我們不是弱勢團體，

申請經費都不太容易，可是我們其實就是要倡導這一塊從一個初期的輔導然後最後走入社會行動。我

有一個最好的範例就是我上一任理事長，她本來是也是單親，後來就來上我們的課，然後就做志工、

志工幹部、志工團長、監事，後來當理事長，所以他可以從個案變成理事長，我每次介紹他他資歷最

完整。然後很有趣是有一次新的社會局長上任，剛好他那時當選，還沒上任，我就跟局上介紹說這是

我們新任的理事長，那局長就問他說那你做什麼？他說：「八大行業」，那個局長突然愣了一下。她以

前就是那個大帑殿 KTV 的經理，所以他手下一些小姐，她那個時候看到獅子會那些貴婦太太去哪裡做

志工，她心裡就想說如果有一天我比較有能力了，我也要去做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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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覺的中產階級的婦女比較能夠被帶進來，應該是說她能夠做的事情、資源比較多，像我現在的

理事長，她也是我們的學員。她本來在軍方工作，是約聘人員，後來就被強迫離職，其實那時候有點

受傷，所以就封閉自己後來她來上專線志工培訓。我們彩色業比較特別是通常志工一般的團體不會讓

他參與組織運作，可是我主要就是要培育社會參與，所以我就會讓我的志工參與組織運作。 

 

張：現在彩色頁有多少會員？ 

王：我們沒有以會員為主，我們大概都 50 個左右，但是我還有志工，因為我們不是只服務會員，我

其實是對普羅大眾，那從早期那幾個人就一路玩阿，而且也蠻有行動性，所以那一天就在開玩笑說我

們要一路玩到掛。 

曾經有個主任要找我們規劃了不同的展覽，我們就想到一個用保險套做素材的創作，就找 12 個團體

來，去跟她保險套公司要公關說我們想用這個來做藝術創作，她說沒關係，第一次有人想要用我們的

東西做藝術創作，就寄了 5000 個給我。於是就有各式各樣的保險套展出，那時候我們還跑去情趣商

店，我們大開眼界，挖~好新鮮，進去很好玩阿什麼東西都沒看過，然後裡面有一個小姐在顧店，後

來我們一看那個東西好貴喔，一個好像好幾千塊，後來我們就說可不可以跟他們借，結果好死不死那

一家店的老闆是台灣地區情趣商店協會理事長，然後她就借我們十個，我們覺得那也是一種宣導嘛！

記者都好有興趣喔，大家都跑來拍，那一次也是高雄的 12 個團體第一次結合起來做一件事，有些團

體不是都婦女團體喔！我覺得組織間的策略結盟，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女人跟女人連結，婦女團體跟

婦女團體連結。我們想要發展女性主義裡最重要的連結跟姊妹情誼的這一塊，那所以我們覺得女性參

與公共事務是一件更重要的事，所以培力變成我們另外一個公眾的目標，所以我們就發展夢想行動，

所以我們就帶了很多的女性去回顧自己的前半生，重新去檢視我曾經所有的夢想，有一些實現了有一

些可能還沒實現，從沒有實現的夢想裡面去釐清，找出一個最想要做的夢想，然後我們帶著他們去做

計劃，然後去把他們實踐出來，我們大概每年都差不多花 9~12 個月的時間陪伴他們做這件事，然後

在每年婦女節的時候，那因為在做的過程我們都要他們留下紀錄，所以到了每年，第二年婦女節的時

候我們就幫他們頒發兩位發表他們怎麼去實現他們的夢想，那我們重點是希望他們有行動力！ 

 

婦女館裡面有一個空間是專門針對給女性是來專屬使用的，而沒有其他母職照顧的角色，剛開始也碰

到一些困難，有人就會說那為什麼男性不能進來，因為我們開始希望是專屬女性，那接下來是小孩要

不要讓他進來？為什麼女人永遠要跟母職角色綁在一起，所以我們後來我們比較堅持，要跟公部門有

很多的折衷，最後應該算我們勝利吧，如果媽媽帶著小孩參觀我們是讓他參觀，可是我們希望他是進

來使用的時候，對面有兒福館能做托育。至少讓那個女人在高雄市有那個空間她可以暫時把那些卸下

來，喘息、享受放鬆。 

 

鄭至慧老師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當初我們一起在籌畫的一個人，她寫了好幾篇的文章，也是女書店的創

辦人之一，然後她過世後把很多的書，非常珍貴的收藏指定要給我們，那時候其實我們非常的高興。

那我們那裏本來是女人沙發吧，，後來我們決定把這個區域全部清出來放至慧的書，但是我覺得有一

點遺憾，是一開始的時候本來是說全部都要給我們，那時候他們的討論是沒有辦法放這麼多，所以後

來挑了一些，我們有 784 本，可是我一直覺得很遺憾沒有讓那些書全部在一起。我們彩色頁跟一般的

NPO 組織不太一樣，比較特別是我們採用共治，所以我們有每個月開一次「發展會議」，所有組織的

事物都在這個會議裡面討論跟做決策，那至慧的書我們其實一直想要讓他可以流通，所以我們有在跟

圖書館討論說要不要上圖書館的系統，因為它原來規定這裡的書是不能外借的，如果丟掉了，我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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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所以我們是在跟社會局討論說，可不可以進入那個圖書館流通系統，社會局還沒有決定，因為那

個書的賠償問題還沒處理。至慧本身她是女書店的創辦人，她本身就是很愛書，聽說有四千多本，每

次她出國的話他都是買很多箱的書，我們也可以看看她對選書的一些想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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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2014 年 7 月 18 日 

地點：竹圍工作室 

受訪者：蕭麗虹 

採訪者：張金玉、曾鈺涓、陳欣慧 

 

陳欣慧(以下簡稱陳)：請描述您對於 1990 年代台灣女性藝術發展面貌的觀察。 

 

蕭麗虹(以下簡稱蕭)：相較於女性與男性看事情的角度，女性相比之下是比較開放的，女性的母性很

確定，比較願意分享、有包容心協助別人。另外我們女藝會有這個畢業之後的工作坊協助她們的創作，

保持她們有聯展的機會，有別於視覺藝術聯盟，女藝會是在扶植比較年輕的藝術家讓她有機會再去被

大家看見，比較特別的是我們的會員本身的互動。 

我成立竹圍工作室 19 年，即將步入 20 年了，我發現藝術行政還是女性比較有辦法，因為藝術行政是

服務另一個創意的人，那女性因為她的包容性還有母性的協助角度，比較願意說你需要什麼樣的幫忙，

我協助你做好，有時候男性，我不是說男性怎樣，男性的性格會比較容易說，我希望你怎麼怎麼做，

比較主管級的這種角度。所以我建議女性藝術行政人員跟女性藝術家應該有個更密切的互動。 

當初我成立工作室，因為我不是個專業的藝術家的背景，我不是念藝術的，我進藝術這條路是從喜歡

藝術收藏藝術到嘗試藝術，到最後變為這所謂陶藝班的太太，等於是無聊太太們的陶藝班這樣開始創

作的，然後這一路過來，遇到賴純純老師帶我進到裝置藝術，然後再一起一路延伸過來，一路上很多

老師都幫我忙，所以我才有今天。很高興去年北美館回顧 25 年的藝術脈絡，將我納入其中，我真的

很高興，因為很多角度都無法稱我為藝術家，可是這次在北美館回顧展中，他們典藏了我六件作品，

我感到很欣慰。 

 

回顧到那個時候我所遇到的困難，我覺得台灣女藝術家出頭是難的，尤其因為我不是一個專業的藝術

家、不是科班、不是台灣的土生土長，而是一個不懂這個系統的女性，要進來創作這條路，首先面臨

身分認同的問題。我最記得當年在北美館申請陶藝聯展，首先他們會審我是不是藝術家，接著他們就

會問妳是哪一個系所畢業、師承哪為老師、妳自己的設備在哪裡?這些我通通都沒有，他看到我的作

品後，想要我進去，但卻沒有辦法進到這個門檻，所以最後我最記得北美館他們說，最少這幾個條件

妳至少要有一個吧，所以我有必要成立一個我自己的工作室，成立一個我自己的陶藝工房。我就問那

我在家裡自己做算不算，北美館問了有沒有窯，我說有啊，北美館又問了我有沒有自配釉藥，我說我

買得不可以嗎?所以真的有很多很矛盾的標準，我的釉藥都從美國買阿 2 塊 5 毛錢一瓶，都配好的，

拿個畫筆就可以用了，以陶藝界定的標準就說不行，陶藝家是要自配的釉藥，他們衡量的標準很奇怪，

超級奇怪，所以我自己一步一步進去，到最後我做出來的東西跟科班做出來的真的很不一樣。 

我成立竹圍工作室是 1995 年，就是因為從 1985 年到 1995 年是我個人的創作，所以我就知道藝術家

要踏出第一步很難，踏出第一步而且做的東西是比較另類的那個更沒人要！所以我今天有機會成為一

個在北美館展覽的藝術家，就是我要把更多機會給更多人，我就開始跟幾個藝術家合作成立這個工作

室，這是做我們的第一次、實驗性的作品，所以很多藝術家的第一次都在這裡，像林明宏也是，他現

在在國際舞台上很有名。我跟他們說是沒幾個是失敗的，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你在第一次不成功，

下次你一定會改到成功，因為你會在過程中知道失敗的原因並去修改。所以我從那個時候就覺得反正

我有這個空間，可以請大家來有效的利用，到今天都還是這個出發點，可是現在從兩個爛倉庫變了四

個大倉庫，經營管理 800 坪的園區真的是很辛苦的。我最近這十年也沒有在創作了，我發現不只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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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藝術家展覽的機會，也不只是給藝術家創作的環境，而是要讓它將視野打開。 

很多人都有建議我既然有那麼多人經過我的門，備受好評，我應該變成他們的代理人、應該變畫廊，

等於是我發現的人才，但我對那個沒有興趣。我反而是很高興他走出去了，可是我希望更多的年輕人

知道國際上有很多機會，所以我們一直在做的是國際的出國機會、藝術駐村等相關的研究，同時研究

文化政策，一直推廣更多的閒置空間再利用、藝術村經營等，還有現在我們現在正在做創意城市，這

是集結更多好的聚落，給更多的年輕人機會，讓他們的創造力可以應用。我們有一個口號就是「在地

行動，國際連結」，我的名片上面都有寫，我以前的概念就是在地行動，協助當地的年輕藝術家跟國

際的資訊連結，而現在，我更覺得是在地行動全國的閒置空間，共同來做一個文化政策還有跟國外的

很多文化政策來做一個對比，所以我常常出國開會，現在我的「在地行動」因為瑪悧老師的影響，我

已經很具體的在一個地方，實踐真正的在地社區行動，相信用藝術的推廣社會會更好，因為環境跟生

態是可以永續下去的。跟國際接軌就可看國際的案例，城市怎麼樣會更好，聚落怎麼可以走得更好，

還有藝術家跟環境跟生態怎麼結合的，變的非常在地化。國際是全世界，我們現在有時候在網際網路

上是跟一兩千人在網路上看的對話，因為我們台灣在國際地位上很糟糕，我們的政治環境很不好，所

以文化人，大多扮演文化外交的角色，有形無形中我們在這裡生根，出去後就是推廣文化外交，給國

際人士知道台灣。而在台灣的做法有點不一樣，在台灣我們著重於文化的重視性、多元性、文化性，

連文化局龍部長都很知道我們積極的在做這件事情，所以也是因為這樣，我感到挺高興的。 

 

關於竹圍工作室的駐村計畫，這空間的後面這是我們的「柏林圍牆」，可以說是有一大堆的名字，有

在這裡創作過、貢獻過才可以簽名。我們都有很小心的看駐村的是誰，現在從哪裡來？在幹嘛?我們

都有記錄，我們以前挑的是只要是與實驗性相關的，裝置藝術類的，在別的地方可能申請不到的，我

們就會容許。現在我會挑得很不一樣，最近這五年八年，我知道藝術村越來越多，以前的我們是唯一

的藝術村還有聚落，第一個民間辦的另類的藝術村跟藝術聚落，那現在全國都有十幾個藝術村，所以

我們沒有必要一樣，我們應該真對每一個人的角色不同挑選不一樣的人才，最近這幾年，都有要求三

個類型，我們會檢驗這些藝術家是否都有符合規定，她在這裡一定要做「藝術介入環境」、「藝術介入

社區」、「藝術介入永續」有關的議題。另外，「藝術跨領域」，跨不同的領域這人跟他合作或是理解或

是研究，那我不一定是藝術家，有的人做研究，有的人做策展，有的人做串連阿，國際的策展人他們

都會來，這是國際跟在地的連結。前幾年我很灰心的，因為我們台灣的藝術家都不申請，因為他們不

喜歡繼續出國深造，也不喜歡做環境生態，也不清楚甚麼是社區介入，他們要的是展覽機會。希望在

這裡駐村跟著做展覽，然而在這裡展覽的機會，有等於是沒有！所以久了以後他們知道來竹圍工作室，

駐村歸駐村，沒有展覽的話，反到認為是沒有什麼成效，相反的反而是國外很多人申請，所以每年都

我變的很尷尬，要保留名額給台灣藝術家，因為國外來的人都非常有名，而且非常資深，每個都有兩

把刀子！ 

後來因為我們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拿到台新獎後，我們就慢慢的找回國內的人認同關心這個議題，

而且現在政府也要求很多的這種公共藝術、社區營造拿到的補助都需要有藝術介入，所以就開始慢慢

有人也關心。上一次有個男的攝影藝術家專門來兩個月去社區裡面拍垃圾，拍到最後居民他們說「唉

喲! 他是不是環保局阿！」他就說「不是啊，我是竹圍藝術村的駐村藝術家」，「我以為你是環保局派

來罰我！」 

另外，我們多次引導藝術家進到學校，拿到國藝會「藝教於樂」做環境教育，這是全國第一個開始用

藝術來做環境教育，我們推動了幾年之後，變為一個重要的案例。我雖然是藝術家，可是我現在變成

藝術政策的倡導者，藝術村、藝術進入環境生態也是跟瑪悧一起在推，透過藝術進到教育去推廣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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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曾鈺涓(以下簡稱曾)：老師我想再追問一些問題，妳覺得現在的女性藝術的創作環境有比較好嗎?跟十

年前比起來有比較好嗎? 

 

蕭:當然好很多！瑪悧老師跟我都覺得我們可以放手了，因為男女也很平等了，我們是藝術家不一定

要強調我是女性藝術工作者，因為有別於國外女性主義的藝術家就是把女性的這個議題為一個創作的

脈絡。現在評審委員都起碼百分之四十都是女性，館長很多也是女性，畫廊、市場開始比較好，可以

收藏女性藝術工作者的機會比較有，因為發現在國際上面很多藝術家也是女性，所以收藏家態度開始

改變，也因為女性藝術工作者開始願意走這一條路，堅持下去，也比較有藝評人開始願意寫評論。 

 

曾：所以跟十年前比起來，現在是環境好很多，可是我們在訪談還是有年輕的女性藝術家覺得或是策

展人她們覺得這個環境對女性藝術還是很不友善，譬如說她想要辦女性相關議題的策展，那她可能就

拿不到贊助 

蕭：對，妳這個是兩個議題，妳要女性藝術的展還是女性藝術工作者聯展？會拿不到的原因反過來了，

我們當年反而有，因為大家知道她們是弱勢，我們要給她們，現在我們在評審裡面，它們就會覺得，

女性已經不是弱勢了，所以沒有必要一定要。把她這樣框住，沒有必要，我也覺得是。這一點我可能

跟女藝會不一樣，我們有必要這樣堅持女性藝術家的什麼展覽嗎？倒不如變為是一個服務的平台，可

是不是為了一個展覽，我們反而協助女性藝術工作者，確保她的個展有藝評參加、去鼓勵或是去義工，

每一個個體去推，沒有一定要硬要女性藝術的什麼，因為這樣反倒會讓很多藝術家都會說「我是藝術

家，我不是一個女性藝術家。」(I’m not a woman artist, I’m an artist)  

 

曾：所以老師是覺得說其實現在這個環境沒有很必要去談，還是沒有很必要去強調自己是一個女性藝

術家。 

 

蕭：沒有很必要、硬要。因為妳硬要這樣的話，等於是妳承認妳自己還是弱勢嗎?因為現在以台灣社

會來說，女性不是弱勢。 

 

曾：可是其實像藝術家也有人會談說，譬如它們像畫廊接觸的時候，呃!畫廊會覺得反正她以後會結

婚會生小孩就不會再創作。  

 

蕭：對!這種畫廊妳就不要跟她談啊! (大家笑) 

妳看侯淑姿，現在她是去橫濱橫濱三聯展裡面的藝術家台灣女性代表，她做眷村的研究，有 26 張攝

影，我出十幾萬元送她出去。從來沒有畫廊代理她，我創做那麼多年從來沒有一個畫廊跟我談，瑪悧

也沒有阿，本來就不應該阿。妳自己要爭取曝光展覽，攻佔機會，想要等畫廊，門都沒有。本來就是

妳自己要爭取。反過來思考，妳看有多少男性，像楊智富這種本來是藝術家，因為要養家、養老婆跟

小孩、要顧好家，所以怎麼樣都是要去賺錢。女性就要帶小孩，照顧小孩的生活起居外，反到可以創

作，我以前都是小孩上課我創作、小孩睡覺我創作，老公有應酬最好。可是現在已結了婚做媽媽的小

孩的藝術家，反而沒有這個壓力，妳要做的事繼續堅持做下去，反而很多男性都妥協掉，因為他要養

家。 



252 
 

 

曾：其實我們訪問的女性藝術家都有持續再創作，就像老師一樣就是突破自己，甚至她們會去教育畫

廊，就是說可能自己已經有一些名望，說妳應該去多推動一些女性藝術家的作品其實也很好之類的。 

 

蕭：我覺得在社會裡面男女已經平等。所以今天我們女性藝術工作者，自己的角度跟心態應該要不一

樣，不然地位無法提升。假如妳問瑪悧老師，我最記得千禧年她去澳洲一個大聯展，還是以女性藝術

為議題的，那個時候她也好像還是很堅持做女性藝術工作者的不平等，而最近這幾年假如妳問瑪悧老

師，她可能會跟你說我關心的議題已經不是在那邊了，她會關心社會更需要什麼，有什麼還不完備的

事，當年的不完備是婦女不完備，女性藝術家不完備，現在覺得的社區不完備，環境生態不完備。隨

著時代的改變，他早已跳出女性議題，改朝不同的面向前進與努力。 

 

張金玉(以下簡稱張)：妳和瑪悧老師的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剛獲得的十一屆台新藝術獎的首獎，請

妳談談這件作品。 

 

蕭：去年評審委員問我和瑪悧老師，有那麼多議題可以做，妳們兩個女生為什麼挑樹梅坑溪環境藝術

行動，這個源頭在哪裡？我們就說我在地行動，真的要著重在地，關心這個環境跟生態，我們關心到

淡水、大淡水區，瑪悧擔心的是整個淡水河。到最後我們覺得很欠缺的我們自己家沒處理好，瑪悧老

師的家在樹梅坑溪的上游，是一個很漂亮的野溪，我則是居住在樹梅坑溪的出海口，這是一個臭水溝，

所以這一個 2.1 公里之下的溪水的變遷。評審委員覺得我們做的是真實、有依據的東西，所以我們拿

到大獎。 

 

張：就那個計劃非常有情感性，光妳講說一個出海口、一個源頭，就已經讓人家感動。 

 

蕭：可是，因為從來沒有一個藝術的得獎，是沒有一個展覽的，沒有一個具體的成果，沒有一個具體

的呈現，我們被提名到當代館裡面，才開始規畫這個展覽，因為我們從來兩年都沒有展覽。我們現在

每一個月都還在做活動，已經進駐兩年了。事實上公部門也開始注意到一些整治的規畫，它有規畫但

不一定是我跟瑪悧老師要的規畫阿！還是用水利局的一貫方式，他們才比較願意，可是說到要如何分

支分流保水、還有環境不能汙染、下水道怎麼結合……，這是需要農業局、環保局、水保局等的合作

協力，才能有永續生態的改變。我們以在地人士介入，用人文藝術去倡導永續社區生態等等的價值。 

 

曾：如同老師講的環境其實已經不太一樣了，所以女藝會從 2000 年到現在在改選理事長的過程當中，

有一種聲音就是，女藝會可以結束了，因為好像沒有必要去談女性藝術了，因為現在很多都是談性別

了，它也不再強調女性藝術，甚至我們在招募會員過程當中，有很多人不願意加入是因為覺得說我不

要被歸類在女性藝術家，這樣的一個標籤底下，老師覺得女藝會還有存在的必要性嗎?  

 

蕭：因為跟當年的環境不一樣，我不是說協會要結束掉，反而是說協會應該做的是有別於視覺藝術聯

盟所做的事，就是最重要每年一次聯盟的大展。女性藝術協會應該重視是每一個女性藝術協會的會員

她們的信心跟機會，像說她要去荷蘭，我就是輔導她有出國機會，譬如提供相關資訊並協助她爭取更

多的個人機會。所以妳說她碰到一個畫廊說妳結婚生小孩我不要代理妳了，我就說千萬不要被這種事

情打敗，那妳反而要爭取哪裡有活動中心哪裡有展覽的，不需要被那個打敗。所以女性藝術學會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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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這種的服務，反而是要跟婦女聯盟、婦女新知做策略聯盟，女性藝術者是可以去參與這樣的議題。

例如老人社區裡面多半都是女性，為老婆婆、阿嬤做藝術服務，就可以提供女性藝術工作者的就業機

會、由於她的介入串連女性的議題反而比大聯展較有效吧! 

老實說，我是反對當初女藝會想要爭取的那個空間，我經營管理這裡就知道，沒有一個後盾的支援去

管一個空間的話，這將會是一個包袱，就算那個空間是免費的，但是所有的軟體還是要添購，管理費

加起來也五六千塊，累積起來是很恐怖的，所以是不行。我覺得女性藝術工作者不是爭取一個在那個

地方展覽的機會，反而是應該是做服務，跟議題串連，女性藝術工作者跟藝術工作者的公會串連！我

們去義工做海報做什麼都可以，到時候前面便會有一個「女性藝術協會」招牌就好，我個人是這樣覺

得！ 

 

曾：其實女藝會有很多過去的會務資料包含 2000 年那時候很多的開會紀錄，還有創會的一些會員名

單，跟開會的所有的簽到表，以前都是到處流浪。這個空間的優點之一是那些的公文、文件、包含很

多的出版品才有地方可以放，然後我們最近也在執行一個計畫，就是女藝會的資料整理研究案，然後

把過去十年的文件全部掃描數位化，之後會建成網站平台，如果之後有人要看的時候可以調出來看這

樣子，我是覺得那空間有它的存在必要性，是因為這些東西沒地方放。其實我接女藝會那個時候，覺

得那個空間閒置下來也不行，因為文化局他會看績效，我們可以用八年，然後我們現在已經用了三年

了，他其實會看績效。每個月的開支，我們現在全部用工讀生，然後加上水電一個月大概是一萬二到

一萬五，那現在就是靠補助款，靠展覽或是一些研究案的補助款的結餘，其實就用這些補助款去養工

讀生，包含他們每天來做會務的東西。所以我卸任了以後，女藝會的存款應該還有十幾萬，就是還可

以再撐半年，然後五月、十月也有申請文藝會、文化部的補助款。所以說如果每一次都有一些固定的

款項可以補助的話，展覽、研究案、演講、工作坊我們都有申請，那展覽的話就像老師講的很多藝術

家其實沒有很多展覽的機會，尤其是女性藝術家，我們會員裡面有很多的成員是譬如她美術系畢業後，

去教書生小孩，到現在退休了，她又回來畫畫，或是她在大專院校國高中教書的老師，她們其實發表

的機會很少，也不太有策展人去找她們來展，所以現在的展覽就是針對這些人譬如說下一檔，在高雄

的曾玉冰她們有一群創作者的展覽，然後會到台北展覽，來看的基本上都還是自己人啦。事實上我接

了兩年才有固定的展期，所以才會有人知道這個空間，然後知道這個地方有展，然後附近的居民有時

候會晃近來看到底在幹嘛這樣子。 

 

蕭：所以我就是這一點覺得不行，很多藝術家都是展覽的很高興，但是到最後看的人那麼少，是沒有

效果的。 

 

曾：但是我覺得女藝會其實有一個目的就是大家在開幕的時候，可以交流跟聚會，至少參展的藝術家

跟她的朋友，還有我們比較活躍的藝術家會來這樣子，因為那個場地也不大，大概來了二十個就滿了

這樣子，所以倒是我覺得那個效益是有達到啦!然後目前就是開始做一些對外的串連嘛!所以工作訪的

部分我們這次的工作坊，就是北中南，去台南、台中、台北，然後而請台北是跟師大合作，然後台中

我找台中技術學院，然後台南市台南大學，去辦女性藝術的實體工作坊、用他們的設備，然後我們只

要出師資的錢跟車資出去就可以了，在地的藝術家就可以到那邊去參加這樣，這樣效益其實還不錯，

有走出去啦!不過，我覺得還是有很多東西可以做啦! 

 

蕭：那女性藝術協會跟其他協會的串連是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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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目前我們跟視盟沒有太大的合作，沒有很多直接的合作，但是我們很多的會員都是視盟和新樂園

的會員，那本來去年有一檔想要跟新樂園合作，但是後來就是有一些就是溝通的問題，所以後來我們

也沒有繼續。 

 

蕭：一個協會其實是一個平台，平台跟平台一定也有合作 1+1 大於 2，所以現在是大家互補，所以現

在反而是利用這個機會怎麼樣跟不同領域的藝術行政、表演藝術……等於是利用這個機會跟他們串連，

所以有更多資訊跟機會提供給我們的會員，我希望給視盟也是這一方面的建議。希望會員她們理解我

們女藝會提供的不只是一個展覽的機會，例如各展的申請，我們給她的是更多元的機會。假如妳有興

趣妳可以跟我辦公室內談，下半年我針對每一個議題的光是駐村機會，全世界裡面有 19 個藝術村是

針對女性藝術家，可以帶著 BABY 去駐村，他那邊會有保母的，媽媽白天把小孩交給保母，藝術村裡

面的保母，他跟其他的小孩子玩，媽媽自己去創作，到五六點時便去接小孩回來，駐村帶著小孩。我

們會針對一個議題，表演藝術聯盟也要我們談表演藝術的駐村，所以妳們要女性藝術駐村的話，妳就

得跟我們申請排時間，女性藝術家不能說我結了婚我不能再創作，這在歐洲是不可能的事，假如妳真

的有這個心，一定是妳一直在創作，不然也可以努力找機會。舉例來說美國有女性版畫藝術村，因為

女性不太可能有很多的設備。而且在家裡要燒飯帶小孩，反到在家裡常常沒有辦法創作，所以相對來

說這是很特別的服務，反倒不是為了展覽為目標。希望可以把這個方向調整為服務個體的生涯發展指

導。 

我個人認為不一定要在我們這邊變為一個資料庫開會、聯繫社區作社造、變為社區媽媽們老人的畫畫

班等，做這件事文化局可能會更喜歡，因為妳做社區關心。轉一個角度看怎麼應用那個空間，文化局

他當然更希望看到市區好、城市會更好。怎麼樣城市的市民，欣賞城市的友善，那每一個個體怎麼樣

都要有貢獻，假如女性藝術協會在那邊，不是只是社區的媽媽進來看個展覽，妳反而是針對社區媽媽

開班，做活動，鄰近的五個里的社區媽媽免費參加，妳這樣寫文化局的報告妳的產值會更高，評審委

員會更重視，要不然妳每一次的展覽都是沒人看然後媒體也沒有什麼報導。這所謂結婚生了小孩的媽

媽們在社區大學裡面，她可以教課她可以開課，她的時間可以比較彈性，妳跟社區的發展協會說我們

的藝術協會開所謂畫畫班喔!很多媽媽都會「歐!那不錯!」這個都是媽媽來教我的小孩我也很高興，她

也是藝術家，所以妳給妳的會員就業的機會、參與的、推廣的機會，然後她同時賺到一點錢。 

 

張：像樹梅坑溪環境藝術是比較偏類型的藝術嘛，這個過程裡面假如放大女性參與的面向，裡面還有

很強烈互動和關懷？ 

 

蕭：對，這也可回應到我剛剛建議女性藝術協會的，不要重視展覽，要重視的是我們用我們的個人特

質去做事。瑪悧老師這個計畫的成功，就是因為瑪悧老師是一個身為母性的人去，才有辦法關心這個

議題，我們這區的計畫五個人，我們五個面向，只有黃瑞茂老師是一個男生，其他四個都是女生。這

一年瑪悧老師每次經過都會一直關心說「阿嬸!妳今天種什麼菜呦」「妳感冒囉!多休息喔! 」真的是很

雞婆的一個人；那容淑華老師是社區劇場，她也跟里長太太一起拉到一群太太來，這裡面所有的太太

跟她互動，「唉呦!大家都水噹噹喔! 」這樣一直去聊社區裡面的生活到底是什麼樣，一個一個這樣談，

所以一定要女生阿；另外一個女生就是張惠莉，是社大裡面的做環境教育野花野草的輔導，她就是很

用心去研究野花野草，不是只是研究喔，還可以熬出來變的防感冒的，把它剁碎還可以做餅乾或馬芬

喔！這就是女生嘛，男生也不會這樣。那我沒有那麼直接的，我覺得教育不應該是用科學家的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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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一個媽媽的理念就是，應該直接用體驗、用感受的，用五感的，所以一直在推，我們在做介入跟

互動！這種的本質，我不一定說有母性的感性的東西去介入，不是理性的環境怎麼樣，藝術應該怎麼

樣，所以好像楊智富老師是男生可是老實說他非常感性的人，所以用感性、親情、感性、放下，而且

創意的；那黃瑞茂老師也是非常感性的，他在我們社區裡面說你們這個社區環境可以更好的，你們應

該可以這樣環保一點阿，植物可以再種阿，東西壞也可以修阿!他就是碎碎念，我們很多東西都是用

廢材料來做，他是非常願意婆婆媽媽在那裡慢慢做的人。 

 

張：就一個前輩的觀察，妳對 2000 年以後的女性藝術家期許或建議。 

 

蕭：現在我很開心看到女性藝術協會從千禧年到現在已經十四年了，當初我們要發起協會，很慎重的

規畫了很久，吳瑪悧、賴純純大家覺得很有必要要出現一個新協會來協助女性藝術工作者、給她們的

服務跟機會。可是當年的環境跟現在已經變了很多，台灣整個大環境社會也改變了很多，多元性、包

容性，大家的機會都很多的不同的選擇，所以我們女性藝術家，現在我個人、尤其是吳瑪悧老師最近

這幾年跟我們的互動，我也在肯定，我們有我們的獨特性，我們不用再跟男性說我們平不平等了，反

而是我們應該用我們一個女性本身的個體的獨特性，去想想我們怎麼利用我們的創造力，可以提供給

社會什麼事。尤其是我們多半到最後都是做媽媽、做太太，我們下一代最重要，從一個女性的創造力，

跟社會做什麼樣的關聯，所以我希望更多有藝術背景的工作者，不要放棄，反而社會現在更需要妳，

因為我們都知道 21 世紀世界會更好，是要靠女性出頭，所以女性出頭，包括女性藝術工作者的創造

力，使社會更穩定更好更太平，然後我們的第二代有沒有創造力也是靠我們了，不能等教育部啦。那

我們能不能做什麼，使我們小孩更有創造力，同時，我們的老人家有沒有一個很快樂的樂活退休生活

也靠我們去關心，這一代還是夾心餅，應該有效利用跟我們怎麼樣去關心去教育，怎麼樣去關心社區，

關心社區裡面的議題，用我們的創意是不是會更好。我們也應該更國際的藝術工作者女性協會，全世

界都要很多可以做串連所以更知道別人也是怎麼走的，多參考多出去多看看，我希望我們的女性藝術

家，不是只是看她的機會，更不是從她的產值那邊看，我反而希望女性藝術家她重視她的獨特的女性

母性包容性她的創造力的獨特性，可能社會會很欠缺，希望她們加油，然後跟其他的議題，策略聯盟

會更好也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可以這樣說。 

 

我很高興妳們來問我，女性藝術協會怎麼樣會有創立出來的過程？我等於創辦人之一，尤其是我這種

很典型的媽媽的，第二春變回一個藝術家是很難的，那我這條路，也很辛苦然後我就覺得可能很多人

也會跟我一樣，所以瑪悧老師、賴純純老師，我們很多都是看了國外已經有很多的女性藝術協會成立，

也很多爭取男女平等的機會，我們只覺得台灣應該也要。很多不公平的藝術家門檻，所以我們成立了

之後就被證實，起碼因為有一個協會，公部門也知道，妳們要做什麼我們有機會可以合作，而且我們

發言是代表全國的女性藝術家，這是有代表性的，然後有跟策略聯盟到其他像婦女新知等協會單位，

我們的藝術跟女性的策略聯盟也開始也有，的確慢慢的改變社會不平等的現象。對我們來說，最重要

是文化政策上面有沒有改革，評審應該有女性的代表在裡面，女性的角度應該被看見，有別於當年，

現在的評審不會完全是男性了，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是有成果的，可以被檢驗，這就是我們慢慢的，一

步一步所爭取到。講的不好聽點竹圍工作室的評審，可能女性比男性多，這次評審是吳瑪悧、呂岱如、

蘇瑤華、黃瑞茂和吳忠良，總共兩個男生三個女生，可說是另外一種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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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2014 年 7 月 18 日 

地點：視覺藝術聯盟福利社 

受訪者：駱麗真 

採訪者：張金玉、陳欣慧 

 

張金玉(以下簡稱張)：請問您在藝術創作上的關於女性意識的自我覺察與省思？ 

 

駱麗真(以下簡稱駱)：我由輔大歷史系畢業後到美國 NYU 念創作碩士開始接觸電腦藝術，是進入這個

領域的重要階段。當時多稱科技藝術，很少有新媒體藝術、數位藝術的說法。在 NYU 時期，我的老

師是做電腦繪圖影像或 3D 的，在當時是相當新銳的藝術，概念、技術都非常新。然後回來台灣就用

過去的技術與硬體設備為基礎開了設計公司，有一段時間因為工作與生活的關係，沒有辦法進行創作，

心裡其實很痛苦。 

在我出國前，以及回來後結束設計公司的時期，我曾經先後在對台灣當代藝術有重要且具開拓性影響

的兩個前衛機構：二號公寓工和伊通公園工作過，對我影響深遠直到現在。二號公寓有很多前輩藝術

家，像范姜明道、曾清淦、嚴明惠、林珮淳……；伊通更有莊普、賴純純、陳建北、……。莊普對我其

實影響很大，是非常一個 free style 的人，他上課就說我的素描，裝置…全部評語都說很好，我就覺得

備受鼓勵傻傻的一直創作下去，莊普的創作與藝術家風範也影響我很深，從不壓榨學生，或許他自己

都未察覺到他給了學生很自然卻有效的鼓勵和幫助，是我最敬佩的老師。我從陳建北那邊看到大師經

典的裝置作品，是我在伊通時深受震撼的一記。賴純純老師則是因為對她的作品如此美麗自信同時又

細膩關照女性創作者的特質讓我深深著迷，也非常喜歡聽純純老師聊她的作品。二號公寓成為了現在

的新樂園，伊通則一直辛苦的經營著。 

另一個時間點是我參與視盟，當時視盟理事長范姜明道找我做公共藝術的研究案，我第一次進入視盟

擔任常務監事，後來就理事、副理事長，理事長，卸任還在打砸做顧問一路到現在。視盟對我的改變

非常大，以前我是非常害羞內向的，沒有辦法對攝影機講話的，然而視盟的角色非常的鮮明，許多時

候必須捍衛藝術家的權利，尤其在我擔任理事長的那一屆，我們做了非常多的藝術維權的工作，譬如

當時文建會有很多的事件、視覺藝術預算偏低，景美人權園區的事件、我們對大陸對等的藝術政策等

林林總總的非常多，所以有很多的機會要面對媒體，要不斷地開座談開記者會。視盟給我很大的成長，

所以有一種不可切割的情感，即便現在任理事長卸任後都好像是終身義工。我的下一任理事長是胡朝

聖，朝聖也做了非常多創新而有意義的工作，目前是吳介祥，我上一任是朱惠芬、更之前是黃位政、

胡永芬、范姜明道，蕭麗虹是第一任。一路下來，在我擔任理事長前後，剛好就是華山 BOT，整個臺

北應該說北部的當代藝術圈有很大的變動，以前視盟、環改協會、畫廊協會三個是在華山同一層辦公

室，情感非常黏著非常親密，大家可能互借錢、借器材、借人力……它真的有一種聚落的感覺。被迫

遷離開華山之後我們面臨了非常多的思考，期待政府養我們或有給個永久存在的地方不可期待，所以

視盟逐漸有了現在的規模與影響力。視盟卸任以後，我擔任台灣科技藝術教育協會理事長進入第二任

理事長。台灣科技教育協會草創時期會員以交大應用藝術研究所的博碩生為主，為了紀念張恬君老師，

同時延續她在科技藝術、藝術教育、設計教育這方面的成就跟努力。協會基本上是這樣的初衷而成立

的，做的是科技藝術設計跟教育的工作，但目前我們有更多交大以外的新會員加入，如林豪鏘，曹筱

玥，胡朝聖….等。 

 

我的創作跟新媒體藝術有關聯，一方面是我的博士論文就是寫台灣新媒體藝術台灣新媒體藝術教育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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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發展中間的影響。當時這個題目還算是非常重要的，不過現在台灣新媒體藝術已經成熟化了；另

外一方面就是就是從伊通跟二號公寓延續。我早期的作品比較多是裝置，過去在華山發表的第一個國

內個展「快樂地」即是裝置，作品以 6 個互動聲音裝置為主，這些裝置有兩種高度 SIZE，一個是 160cm，

一個是 200cm，寬度也是一樣的，觀眾可以進去作品裡。每一個裝置都有獨立的重低音喇叭跟音箱，

播放電音舞曲。華山都是古蹟與歷建，所以不能釘牆，為了要達到那個螢光的效果，要用大量的布去

包覆，它其實就非常的迷幻。可惜錄像作品只能截圖，其實很難印在畫冊裡！ 

 

我有些作品有用到家庭的符號，大家會覺得說我是非常女性主義的觀念出發。我想要先釐清的是，我

好像沒有意識過女性這件事，應該說我其實沒有特別意識到我是女性。一方面來說，我很幸運，因為

我可能從小家裡是沒有性別差別待遇。我是那個老么，從小被當男生養。結婚後我們家是非常平權的，

所以我從來不太覺得有女性的壓抑。但是我覺得女性藝術家跟男性藝術家做創作時，有些比較纖細、

跟不同的地方。這可能不是來自於她對於女性的意識，而是來自於她是某些媒材的熟悉。所以我會選

擇家庭這種部分符號，而且我很喜歡把亮亮的、很華麗的東西有段時間，很多人會聯想它一定是女性，

但我覺得在當代藝術裡不見的是這種關係。確實有些東西看起來是比較纖細的，譬如說用大量的那個

蕾絲跟大量的花朵符合我要營造的繁複效果，所以我選用這些圖像。我覺得是我們當代藝術範圍裡面，

其實已經超越了脫離了九零年代那種非常需要為女性藝術大聲的時間了。我在視盟任內好像比較沒有

遇到過專門處理女性藝術家的問題。我們的會員其實還滿多女性的，大家自然就會形成一種支援的感

覺。 

 

我去年在數位藝術中心展出時候就是一路上大量的錄像為主，我有三個「許願計劃」第一階段發表三

件作品，這三件剛好拍攝主角都是年齡層各自不同的三位女性，似乎都跟女性有關。今年這裡做的第

二階段剛好三個都是男的，但我真的沒有選性別，而是剛好那個時間點。她們可以而這三位女性年紀，

一位二十幾歲、第二位是涂維政的太太、第三位是一位非常有錢的太太，三位各自有不同的典型。這

個許願計劃源自這三位人生中都有些遺憾，像有個女孩子十八歲的時候開始看不見，她以前很愛畫畫，

是念復興美工。眼睛看不見對她來講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但她很樂觀，她就開始去學習適應、面對

現實去學習盲人要如何生活下來、學打字。以前我們盲人都是教他們按摩維生，那現在他們開始有多

街頭藝人表演，吹陶笛唱歌。我就拍她的故事，然後每一個人物最後都會拿一個蛋糕，請她們許願。

我自己以為她們許願的時候一定會講出比如說我希望我眼睛會變好，或是不要惡化下去。結果我發覺

根本不是，她們三位第一個都會說希望家人身體健康事業順利，就是非常博愛的願望，很像我們去廟

裡都會先說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之類，然後我就覺得這真的是一個非常神奇的事情。 

 

我每一個人都拍三十、四十個小時，但最後只能剪成三到四分鐘，那這個展覽叫「幸無在中央」，就

是本來要打幸福在中央結果打錯，那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錯字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就將錯就錯麻。之

後就覺得滿剛好的，就是說幸福不是有一種固定的定律，它是根據每個人不同，他沒有那種中心主導

的意思。後來這個展覽也做了都更議題「大富翁」，它是一個軟工廠變焦相機，然後你拍的東西，再

觸碰螢幕上面，點擊之處會聚焦，其他是模糊的。他就很像建商在選地的時候，我就要在這裡這裡蓋

房子或是都更的心態。我找到一個非常適合他的背景是總統府就是在做環保白海豚、爆炸 101 是在做

capitalism 資本主義。我常拿 101 符號來做 Kuso，它是一個非常大的燈光裝置，有程式控制。我發現

做科技藝術真的很貴，沒有辦法自己寫 LED 封閉程式程式，但它的背面就很漂亮，我特喜歡這種作品

背後的的 LED 好漂亮。開幕的時候我就請那位女孩來吹陶笛，她就很開心，因為覺得她可以跟藝術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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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上。 

 

我在臺北高雄有一群朋友都是女性、一些媽媽組了一個比較是有點跟政府做對話的民間聯合團體「親

愛的媽媽」，比如說在思考髮禁的問題、親子陪伴的那一系列活動設計。(有人說女生是使軟刀，男生

都是揮大刀)。我覺得我們最好的武器就是我們是有韌性，然後我覺得男性比較會被是誤以為比較陽

剛，就像剛張老師講的好像第一個力道很強。 

 

張：兩千年以後妳所接觸到的在科技數位類表現的女性藝術創作者，她們普遍性的面貌是什麼？就是

她不一定有像妳這樣的女性思維、女性意識？ 

 

駱：我覺得難回答，因為我身邊有非常多不能以二元的性別來分的朋友，他不見得是完全是男性或女

性。以我拍攝太陽花的那件作品來講，其實很開心的是那時候一方面我知道有哪些朋友，那些作品是

我本來要發展也是用女孩。後來要展覽前就學運發生了，一天到晚去現場，後來快要來不及了，我在

現場就邀請他們用拍攝女性，還在臉書上邀請我不認識的朋友，完全增加我作品的豐富度。像蔡海如

也來拍，她跟我說我還算女孩嗎？我說只要妳是女孩！我們都有少女心啊，所以我們都是女孩啊！那

個這件作品來講，科技技術並不是那麼重要，我是要人與人的互動服務技術。我們過去在社會運動上

看到的街頭運動都是男性發言人出頭或是帶領的運動領袖，但這次學運其實是很多重要的角色，不見

得是出現在媒體裡面，比如說在現場維護秩序、街頭肥皂箱或演講……這些很多都是女性角色、戰地

廚房有太多女性都在裡面。我們看到越來越多不分性別。 

 

科技藝術跟女性這些事的想法那至於兩千年之後其實應該這些藝術家都三四十歲，有一些已經慢慢進

入家庭我覺得家庭，凡而是影響我們創作的一個很重要的事件。進入家庭是一個很重要的時間點，因

為進入家庭妳必須面對陪伴身邊家人的選擇。我剛開始念博士的時候，小女兒兩歲，老公和我都有付

出，只是我們懷孕的時候，還有妳剛生小孩哺乳的那段時間是別人無可替代的，女性的身體性亦是最

強烈一個階段。我現在沒有辦法一一列舉科技藝術裡面的藝術家。 

 

兩千年之後我覺得女性藝術在使用科技技術或是創作上的語彙其實都非常很自然，很豐富，真的沒有

覺得有什麼特別的不同。可能是議題上的不同，但議題或是內容上的不同是個人發展跟生活經驗的關

係，不一定是因為女性或是特別意識在主導和創作。在我的經驗裡，我比較沒有這樣子的這種感覺。

我覺得比我們大概早個十年的藝術家們，她們可能會非常的有感覺，因為這是她們為女性藝術奮鬥發

展的一個階段。兩千年以後其當然已經比較能夠知道對女性權利的尊重，我記得公部門政策的性別平

等法開始在做立法。我們都說三館館長都是女性、文化部長也是女性了都重要的是個關鍵。但是妳知

道九零年代很多女性藝術家像是嚴明惠很明顯從她生命經驗裡面帶來的另外一種生命經驗，但兩千年

以後好像比較少看到女性，因為被男性壓抑或破壞，用自己的身體來作為一種武器。好像兩千年後比

較少這樣的模式。 

兩千年以後的年輕女性藝術家在兩性關係上她其實比較沒有傳統的束縛。兩千年以前比較多是對於性

別的壓抑或是說性別不平等，但兩千年以後的性別意識比較比較多是在自己對自己身體意識的探討。

比如說海如的作品，是她懷孕期間做的一系列，然後她現在身為一個母親的角色，我覺得這種轉變是

非常的正向，因為她不避諱不覺得母親或是懷孕的角色是種迫害跟狀態下去討論身體的變化，再加上

角色的變化，而不是討論妳受壓抑的角色的變化。她作品是在討論身體，不是在討論壓抑或迫害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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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情。 

 

現在台灣科技藝術學會和藝術教育協會的理事長這兩個是協會理事長都是女性的。我們那一個年代的

背景比較多的寫程式的工程師都不是女性，除了像許素朱老師，我那個年代讀資工背景的只有男性，

科技背景的工程師合作那工程師大部份都男的，現在像陳依純會動畫，郭慧嬋也是努力的去學 3Ｄ動

畫才做很多的作品。一方面是因為我覺得作品要內容去選媒材跟技術，所以我比較多會用錄像，比較

不會用像互動，我儘量不要去請另外一個人來寫程式，這點我還滿傳統的。有一些人專研於這個技術，

而且非常著迷於這個技術，所以他服務於那個技術，但是不要讓他變成你的慣性，最後它呈現的效果

是技術大於視覺性。當任過世盟理事長、長期的對科技藝術的經驗觀察，兩千年以後的女性她們新媒

體藝術創作上處理技術好像是沒有問題的。 

 

陳欣慧(以下簡稱陳)：剛剛聽下來的就是駱老師妳說妳的自身並沒有女性意識沒有強調這一塊，可是

就我們剛剛說的作品剛剛妳給我們看到的作品都有女性意識符號？ 

駱：大家都會講說這符號是女性。也許可以談一談女孩那件作品是跟社會行動連結區塊。就我自己的

觀察好像女性在創作上會從最靠近她的地方，每個人最靠近她的地方。就是說對女性而言創作的形態

是精神感，男性不一定那麼樣的感性。 

 

陳：請教駱老師在個人創作上裡面對於女性性別的這個面貌是否有連結？描述今年五月女孩這件作品

創作上妳的發現？ 

駱：我的作品的創作歷程裡都是先以內容為出發，我自己本身不太有意識到女性，所以有一些作品上

有些符號的特別安排，很容易被辨識跟女性的經驗有關，比如說我有一段時間跟非常多華麗的元素：

蕾絲、花邊、水鑽、家庭的符號。然後我的錄像內容裡面也有一系列，像是許願計劃第一期有三位女

性的訪談內容，不過這些對於我來講都是創作的必要性，因為我選擇這些內容，所以我選擇了比較適

用的符號或是訪談的人物。女孩那件作品其實是我滿喜歡印象深刻的一件作品，我把我長期身為運動

的關心，尋找在當時太陽花學運裡面參與的一些女孩們，那只要妳自己認為妳是女孩就可以來參與這

件作品，然後非常開心其實在臉書上有很多跨越年紀和性別的受訪者來參與，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棒

的經驗。而且在記錄在街頭運動的現場裡面，有這麼多參與的女孩是我在做這件作品裡面有預想，但

沒預期到這麼多受訪者與參與者。 

 

張：以您的那個過去在當代藝術裡面的經驗是從創作者還有策展人還有在藝術行政這個面向上的接觸

或觀察？那對於兩千年後的女性在科技或數位藝術表現裡面的面貌或是處境，請您分享一下 

駱：我在這個出國前曾在二號公寓跟伊通公寓工作過，回來也在這裡工作過，在這麼長期的觀察裡面，

我覺得兩千年以前女性藝術家的創作環境跟狀態她們很自然會為了自己的權益去發聲，所以她們在女

性主義意識上有很多身體力行、大聲齊呼。兩千年之後的作品就發現藝術家們很自然地轉折，她們其

實選用工具材料內容都變得非常自然，我覺得這個整個大環境對女性的友善或對性別意識的改變，這

個不特別設立的界限階段，讓我對於女性意識的女性主義這個觀點慢慢從過去對於女性權利的維護轉

變到對於自我身體意識的這個觀察上有一個很大的轉變，然後我覺得這個部分也讓女性藝術家在創作

上有更大的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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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2014 年 4 月 4 日 

地點：市長官邸藝文沙龍 (台北市徐州路 46 號) 

受訪者：李梅齡 

採訪者：張金玉、曾鈺涓 

 

張金玉(以下簡稱張)：在台灣的 80、90 年代，女性意識與藝術崛起的年代，您曾是雄獅美術主編、

報社記者，談談您的觀察與了解。 

 

李梅齡(以下簡稱李)：其實我覺得台灣的展覽和所有的國家經歷是差不多的。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協會在曾經有過一篇文章，談到國民所得超過一萬兩千美金，社會上自然就會有一種變化。以新聞媒

體來講，這種變化就是個人審美意識在這種情況底下，整個的社會視野與需要都不太一樣的。這篇文

章是拿電影票跟大展的展覽門票作為比較，在開發中的國家是電影票高於展覽門票，但反過來的話就

是已開發國家。拿日本作例子，大家就會很清楚的知道，在日本一個大展，門票跟電影票比較，落差

會到兩倍到三倍，代表國民所得開始跨越一個境界，會在花費上面去表達自我的主觀上的美感。 

台灣的轉變，從大展的角度，要從帝門藝術中心成立開始，就是在 80、90 年代，大部分展覽都在畫

廊裡，像阿波羅大樓就會有很多，帝門藝術中心辦大型展覽，大家都嚇傻了！大家為什麼嚇傻呢？第

一，居然是找一個公關公司做一個開幕；第二，開幕儀式居然是在百貨公司，在百貨公司跟大家所認

定的極小眾的生活美感是不一樣的。帝門藝術中心直接就把他推向於社會，請來身為版畫家、也做其

他的水彩油畫的馬摩丹館長。那個時候，帝門做了很特殊的開幕方式，媒體界大家是覺得好像是跟大

家的認知有落差，媒體記者就覺得說你都找公關公司，然後你找的記者也不是藝文版的記者，你找的

是社會版的，那我們就不去採訪。可是我看著馬摩丹這個名字，實在是很好奇，忍不住就打通電話問：

「這就真的是莫內印象被偷走的那家美術館嘛？」帝門的人就說：「是」。最後，我只好就跟大家的媒

體記者講。媒體記者常常會假如要做，大家就會互相詢問說是不是要這樣做？我說你們不訪的話，我

真要去做獨家專訪。就在那個採訪當中我問馬摩丹館長說：「你們的東西可以借出來嘛？」我為什麼

這樣子問？因為 1991 年是梵谷的生辰百年，然後荷蘭政府請了台灣兩個媒體記者，中文的是找我，

英文的是找另外一位媒體記者。我那個時候有機會去採訪到荷蘭文化部部長，就直接問那台灣有可能

會直接跟你借展品？因為以前我們在唸藝術史的時候看了一堆書，但是我們無法看到真跡。當我在雄

獅美術工作，有機會去日本美術館、奧賽美術館參觀時，我都有很大的挫折感，是你看到的這一幅畫，

你看到竇加就是後來黃金印象有借過來的竇加苦艾酒，然後你就會想到課本提到的這代表工業時代人

跟人的疏離。我跟你農業時代的時候，我跟你家的距離不會很遠，我家打小孩，第二天隔壁家都知道

了；但是在工業時代，我們倆坐在很靠近，你是你，我是我，我們彼此是城市都會的疏離感，或我們

是完全是不認識的，然後我即便是心裡很挫折，或著是很疲倦，但是我心裡的事也不會跟旁邊的人講，

那類似像這樣子一個時代的改變，馬上想到的都是書上告訴你的，你的眼睛就好像是被矇起來的，你

沒有辦法很深入的去看那件作品，那時候突然開始慢慢懂得。 

像是黃金印象，我那個時候有個同事的女兒跟我說：「人好多喔！」我帶她去，人擠出來根本就不知

道要看什麼。可是當她從小學國中畢業，媽媽再帶她去奧賽美術館的時候，她還可以指出來哪幾件到

過台灣。所以基本上你最原初的一個感動透過視覺直接的感受，它是一直在你的記憶。隨著你的成長，

他不會褪色。可是假如你是讀書的，你就會把你的想法已經先在你的腦部，然後你要用很大的力氣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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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想法一一的屏除掉，然後變成回到一個看著這個作品就會有一個最直接最原初的喜歡或不喜歡。

像我們唸藝術史唸到後面會沒有不喜歡的作品，因為會被老師點名講的全部都是重要的作品。然後就

發現說，假如你跟朋友分享，他們會很直接去感覺，甚至都會看得出來他們心裡的成長過程，反而是

自己，反正在歷史上都有一個解釋的方式，你先知道怎麼解釋，你就喪失掉自己的探索的那個快樂。 

1992 年帝門第一次在故宮做了莫內展覽，那次帝門說中國時報要進來的話，那你們掛共同主辦單位，

要負責一些費用。我那個時候我跟我們報社的長官報告，報社的長官就覺得好像跟媒體的發展好像不

太一樣，那你自己去找贊助好了。那個時代，台灣整體很鼓勵你去嘗試吧！所以例如像跟順益美術館

的接觸，他們接到我的電話說想要見董事長，他們就覺得很好奇，但是他們也樂意。那個時代還可以

跟他們說為一個公民社會的公民必要盡責，企業必須要贊助，所以他們後來也真的贊助了。 

雖然已經九〇年代，但是對於這種找贊助，覺得有點天真，憑的就是說我又沒有用這個來賺錢，我是

用這個來回饋社會，而且社會真的很需要。現在不會這樣子想了，因為展覽很多都已經跟經濟結合了，

但是從 1992 年到了這十年，包括做羅丹大展的時候，找新光贊助，錢是直接進到高美館，除了美術

之外，中時也還做戶外維也納愛樂轉播，這些樂團也都同意，覺得就是要嘗試，這些都很了不起。那

個時代除了中時以外，其他也是在做同樣的事情，可以有某種的回應，想像是可以轉化成成果，相較

於現在的二十一世紀，比較容易得到實質上的回饋，所以這條路是跟台灣整體經濟連在一起，是媒體

黃金時代的尾巴！但是有很多包括像台積電他們贊助是比較不求回饋的，譬如，他們贊助大英博物館

的展覽費用就是指定一萬個小朋友免費進場。 

做一個展覽脫離不了經濟元素，借展費、運費、保險費、電費、場地佈置費、人事費、這些花費，必

然一定要有門票的收入，但是畢竟是一個大眾推廣，跟那種舞蹈、音樂、交響樂一張票是幾千塊，最

便宜的也要上千左右，或者是大家所喜歡的流行音樂，票價甚至更高，類似國外流行跟古典音樂，當

然是要看場地，但是流行音樂號召的人數多，他的票價應該是比在那個音樂廳聽古典音樂低。台灣常

常流行音樂票價凌駕古典音樂，然後電影票凌駕展覽票，還有大家所熟悉的動漫，他的成本其實相對

比較低的。台灣本來九〇年代走的就是跟國際很像，但是因為整體的經濟發展、社會發展不一樣，所

以現在來看他是一個奇怪的狀況，但是也很難講，因為時間會改變所有的可能性。 

 

張：過去九〇年代還在很專業很古典，然後很崇高的想像，但是兩千年以後那些比較接近大眾文化，

像是百貨公司，或是一般我們可以就近的到的這樣的一個空間，就會一下子覺得那個崇高的想像好像

進到我們的生活裡面。文創週邊的商品衍生也是一個機會，那時候故宮做羅浮宮的展覽文創品的熱賣，

是第一次嚐到甜頭，感覺上就是比藝術品更 HIGH 還更好，我記得後來中國時報也因此好像也成立時

藝多媒體。 

 

李：時藝多媒體很多事情是無心插柳，因為假如你是有心要做，你就會從商業營運的規模，他會從商

業營運的規模，想像活動方式，企業營運的方式去做。九〇年代大家心都很大，還去美國做開幕式，

希望把整個華夏的文化可以介紹到其他的地方地方去，由於沒有經驗，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虧損很

多。 

 

張：從事藝術行政、記者的個人經驗，談女性進入到藝術產業上的優勢或處境困境？ 

 

李：那時候的媒體生態，第一是跑政治記者最高、再來是跑社會記者，像我們自己念藝術史，我進去

當然是要做藝文記者，但是問題上不是這個樣子，慢慢你會發現藝文記者、影劇記者，逢年過節小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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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排得滿慢的，跟年輕藝術家吃飯我們還要幫他付錢，所以那個時代沒有人要當藝文記者，基本上都

是政治記者，因為你去採訪是會影響到國家決定、國家決策的，像包括台灣幾個比較大的公關公司有

蠻多都是政治記者的出來，因為將來要辦活動也要跟縣市政府打交道。 

藝文記者大部分是女性，一方面是女性文史科系出來的比較多！藝文其實是非常冷門，我自己從雄獅

到時報其實是當企劃編輯，我們規劃很多是旅遊版，但我做記者生涯不長，我大概只有三～五年，真

正做記者的時候非常好的是可以去採訪馬摩丹館長，你可以問馬摩丹館長說：「為什麼你可以去日本

不來台灣？」他就講：「因為你們台灣根本就沒人邀請啊！」那個時候就會問帝門：「為什麼不邀請？」

他說：「沒有場地啊，因為這種有溫濕度的限制，他問了故宮說不可以啊」，所以繼續問故宮：「為什

麼有這麼好的展你們故宮不答應啊？那根本是機會」，後來故宮考慮就說可以。 

九〇年代莫內來台灣故宮的時候，法國要求，恆溫、恆濕、氣墊車，台灣那個時候還沒有幾輛氣墊車，，

我們那個時候用魚貨冰封的保利龍包起來。台灣現在非常多運輸上的保障，那是因為半導體機器很精

密，然後因為有竹科，所以所有的運輸公司大都有恆溫、恆濕，有防震的氣墊車。那個時候也沒有保

險公司在做承保，所以後來是富邦就發展新的產物保險，現在台灣都非常國際化了，這些都沒有問題。

聽起來好像很不可思議，但是台灣就是這樣走過來的！後來做大英博物館世界文明瑰寶展覽的時候，

香港那時候還沒辦法有產業支持，但是台灣已經有這樣的產業支撐了，台灣好了不起！ 

那個時候大家也是在講文創，可是你也可以看到，譬如說帝門 1992 年辦展時的紙類文創產品，例如

信鋒、信指、紀念郵票，簡直像印鈔機一樣賣得很好。可是到 1995 年羅丹的時候信封信紙已經賣不

動了，後來剩了很多信封信紙，囤了一陣子後，就送去臺北是最大的老松國小，請小朋友用羅丹的紙

品做一些相關的卡片，寫給最親近的父母、朋友信件。 

 

張：90 年代對女性藝術運動的觀察。 

 

李：其實在女性面向上，就要回到雄獅美術開始做的一些美感專題。從藝術史的角度，為什麼印象派

那麼重要？因為他承接一個重要的社會改變，社會改變是因為都市變遷，都會取代了一般的農業社會

生活形態，既然有都會形態出來必然就會有時尚風尚的潮流的改變，所以就會有百貨公司。以前訂做

手工的，慢慢的就會出現大量生產的服裝時尚，這種感染開始出現，女性也會隨著都會化，女性不再

被認為沒有謀生能力，像瑪麗卡賽特，她可以選擇一輩子不結婚，後來成為美國印象派之母；蘇珊瓦

拉東，是農村小女孩，她可以到馬戲團雜耍，然後去當竇加的模特兒，還自己畫畫；香奈兒提出女生

為什麼工作不能穿長褲，女生騎馬的時候為什麼還要穿長裙。 

女性自主讓台灣有些改變，台灣六〇年代，學藝術的，早期師大美術系女生畢業都是當老師，但是留

學出去回來，像卓有瑞、嚴明惠，像袁栴本身以前是畫傳統的繪畫，當時的九〇年代因為牽涉到買賣

非常的多，所以雄獅基本上沒有做畫廊這一塊，只有在報導上面。的確，中時的藝文版會比較關注的，

尤其女性藝術比較像嚴明惠的報導。 

 

張：會不會是因為女性的主編，對新聞性材料有所選擇? 

 

李：在媒體開放後多很多版面出來，所以就出現藝文版。藝文媒體本來就屬於小眾傳播形式，如果不

是電視上廣告，根本什麼藝文都不會去報導，還不如去做一個比較讓大家驚奇的動作，或著較會上媒

體的訊息。生活模式跟文創形態還是有很密切的關係，但是問題是什麼叫做文創？哈佛曾經舉例「風

中奇緣」，花很大代價做了一部電影，票價是依全世界授權。但是台灣不是，台灣是剛好順著這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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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文創商品跟著文創展覽賣的比門票還高，但現在跌下來了，因為文創品沒有太多的新意，你只

是做一個轉換或著是浮貼的話沒有那麼大的意義，很多商品還沒有票價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包括

到導覽手冊，以前幾乎大家都會好奇都會買導覽手冊，但是現在的話大家 google 上網一下就有了，

所以連導覽手冊要賣，困難度很高，這是是轉戾點困境的時候，你要怎麼做會做得出來？文創商品要

怎樣持續下去？像故宮大家認知翠玉白菜，因為穿越劇、清朝，清朝再往前面有再好的東西，你要做

什麼？其實都很難。 

 

張：記者寫文章過來或寫藝文報導過來，你刊登判斷的點是什麼？ 

 

李：這就是回到一個很有趣的觀點。以前認為自己就是唸藝術史，有自己判斷的觀點，後來有一些政

治組的記者加入，對這種想法覺得很疲累。有一次，要記者去採訪藝術家，譬如趙無極來，這件事非

常重要，但是他們的觀點就覺得這是畫廊辦的，那我們怎麼知道你有沒有收別人的費用？你為什麼要

這樣子報導？所以有時候我覺得很不可思議，你怎麼會這樣子問我這問題？可是後來我發現藝文離大

家是一件很遠的事情，趙無極的風格都是抽象，這一期風格跟下一期風格跟大家有什麼關係？有關係

的只是要去買他畫的人覺得應該去買他哪一期，陸續被一些跑其他線的記者挑戰的時候，我也有在想

為什麼我可以指定人家去跑、去採訪？而且為什麼覺得我要聽你的？因為有時覺得藝術家的繪畫技巧

不是很好，可是他畫的是同志問題，那跑政治或社會記者他們會很顯然會對這種有興趣。或者是我們

覺得說你的藝術如果要去反批社會，你應該有個系列性的想法，對記者來講，他們要的也許是一個最

直接的不管是身體的器官或著是用什麼直接罵大家可以直接懂得。所以基本上那個時候是陷入一種討

論，所以後來只能尊重記者，因為你雖然是主編，但是你不能夠去做干涉到記者的行為。 

我的想法是就把週六周日爭取版面大一點，我們來約稿，是請藝文界的藝評家這類來寫稿，然後記者

就不帶評論，他只是選擇某種訊息去呈現他們記者的想法，要掛名要負責任！那我們就慢慢將寄者和

評論就分開來，所以那個時候我在當主編的時候的確是邀請了很多人，經常一個人就是半版，所以那

個時代就是蠻多現在的藝評家。是很大氣的時代。 

 

張：就會有機會可以練觀點練評論的看法。所以有哪幾位是這樣練過來？ 

 

李：他們自己應該覺得自己本來就很重要吧。李俊賢、王福東、鄭水萍……寫的都是跟高雄有關係，

因為都覺得沒被看到阿！ 

 

曾鈺涓(以下簡稱曾)：可是我想請問一下 1988 年，大概可以跟嚴明惠、卓有瑞他們很活躍的時間，

其實我們在大學美術系的時候會看到女性藝術者，因為大部份都是來自您的報導。那包含我們現在在

做一些資料的會整，大部份的新聞找出來其實是集中在那個年代，那個年代在做新聞的考量，還有在

女性藝術家那個時候還是應該有很多女性藝術家的個展是在美術館的展覽，但是你們考量刊登的是他

們的議題嘛？那個氛圍就是女性主義的時代的氛圍？ 

 

李：其實女性主義一定會跟社會變動有關係，所以在這樣的狀況底下，他們是早期從美國又回來然後

沒有留在那邊，所以他們的議題還有他們的敘事的方式，當然就會使得你還在做傳統繪畫的女性會比

較相對的不會被注意到，因為在一個議題方面或著一個時代性方面，的確像你們講的，他在這兩點的

確都有兼顧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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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就是說是比較有個議題性的議題跟普遍性的，顯然議題性有突顯出來。 

 

李：其實在那個時代有一個好處，就是隨著訊息的擴大，藝文版有著獨立的版面，報社對這個版面干

擾不大，他沒有一個專欄什麼之類的，所以空間反而非常的大。記者包括到後來再請主編，主編再請

藝評家，但是早期的記者選擇夾敘帶議，就是在敘述這個事情，同時也會選擇，因為畫廊的畫展也非

常的多，包括到後來有一些藝術家，譬如說蕭如松還有一些女性的，就只有我報導而且接續報導。可

是後來會發現是因為我在雜誌待過，所以我會用雜誌的想法去寫議題，但是原來新聞系直接到藝文的，

他們那個時候也會覺得為什麼是這個樣子？但是媒體記者非常有趣的是說你們就是媒體是屬於競爭，

但是大家在一起的時間比回辦公室去發稿的時間還要多很多，所以彼此也會有互相的一個傳染，譬如

那個時候就會有人問說你為什麼都不照新聞的規則來發稿。我那個時候不懂你發了哪家畫廊第二天你

要去哪裡的新聞規則，那個時候我都覺得沒有什麼要去的我就自己找題目，慢慢就會知道跑線的時候

大家要互相參考一下。 

 

張：那時候展覽只要有李梅齡這位記者打電話來詢問什麼內容的時候，就表示說你這個展覽在藝術性

上面還有一點被吸引。 

 

李：所以被質疑後，慢慢就要把藝評跟報導分開，因為從雜誌然後又是做企劃編輯是不曉得媒體記者

的淺規則：大家要報導這些要一起。那個時候就常常自己寫自己，譬如說我離開中時之後，在新竹 IC

之音做廣播節目，竟然還有人在 IC 之音留言說之前看過我寫關於顏料的水墨怎麼做假，其實那不是

新聞發生的一個事情，但是那一次是包括我也曾經就莫名其妙台灣某些畫廊就不知情況狀況底下都有

在賣一些假畫，也有畫廊就說將來會怎樣又怎樣，會害了她。反正諸如此類的，這樣子的過程當中又

再去大陸找那位畫家說你願不願意錄音，他說願意說就是他說那些畫就是假畫。以前也不曉得要錄音，

現在大家整個的生活習慣都有點改變，所以你說這個時代其實好處就是隨性，慢慢的發現其實在大眾

媒體不是你自己展演的地方，報導歸報導，評論歸評論，評論該留給評論的。 

 

曾：在我們整理的中時跟聯合報的藝文訊息裡面關於女性藝術的介紹，發現在比較早記者名字看起來

都是男性的記者，然後他們在寫的方向就會比較偏女性藝術家跟先生幫助他帶小孩創作之餘。後來像

賴素鈴她們開始會比較偏藝術專業的陳述，所以就你的觀察是，那個時代男性跟女性在書寫的時候真

的會有一些不一樣的考量或面向或是方向？ 

 

李：比較有趣的是那個時候正規記者不太喜歡跑藝文，跑藝文的記者不喜歡跑其他的線。就像小小的

一塊世外桃源一樣，記者會從自己的觀點去發覺。至於說性別上面有沒有一個選擇，其實我覺得還是

媒體的大氛圍，聯合報的要求會比較中規中矩一點，中時的記者是更換速度非常快，因為有的是其他

政治版記者過來一下有的是線上的，但是以前比較多的一個現象，音樂都男生跑，美術都女生跑。 

 

張：那這會不會跟記者的專業訓練客觀有關嗎? 

 

李：專業訓練裡面我是唸藝術史，賴素鈴後來念藝術史的東海的，那寶萍、陳長華他們都是新聞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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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我的意思是說記者的性別對事情書寫的角度，好像性別在書寫的氛圍？ 

  

李：我們那個時候報紙叫文化生活，或小家庭、旅遊這一塊的主任，等於是副總編輯，所以我在中時

最高就是做到副總編輯，因為從來沒有藝文生活這一塊，從來沒有人可以升上去可以當總編輯。總編

輯一定是政治版或著是社會版的，記者會很多，大家評比很厲害，個人觀點要出來；藝文版就是這條

線放給你，你就自己去找。至少我們自己覺得還不錯，但是藝文版他就是你走的是後面這個版，不管

是編輯還是記者就很難再上去。政治版他會換很多，藍營上來，藍營的就會上，他因為跑政治線，像

狗仔一樣是守一個政治人物，政治人物上來他就上來，宋楚瑜他那個時候他就下線。藝文去守誰？沒

有就是自己評斷，所以後來發現，我以前覺得說我做這個領域還蠻快樂的，可是後來也是被大家質疑，

說你為什麼只報導阮義忠？反正那時候就有些天方夜譚的質疑，可是後來慢慢會懂，你沒有一個基準，

那你憑什麼說你覺得他的人文關懷什麼是好？或著人與土地什麼是好？現在去看他是對於農業時代

的一個追憶或著是把整個的記憶整個記錄下來，可是那個時候你沒有一個標準出來，而且他不是說我

就是只盯著一個人，我就是隨時做他的，因為他現在是代表一種權力，可以去做政策的權力。藝文就

是這麼大一塊領域，就是這個版面，然後每一個人，像男生要跑音樂可以去聽音樂會啊，大家回來都

講得很開心，都不像政治版的記者，政治版的記者每一個都會放很多人，因為跑橘線的，跑藍線的，

然後他們對一個事情同時都是誰被選中，可是藝文版根本還沒有那麼多，也沒有誰選誰。的確會讓大

家覺得說，你好像興致勃勃找新的觀點，別人會覺得說你為什麼會這樣子？批判過，你就是想辦法邀

請社會上的藝評家來寫這一周的藝評，記者就把評論慢慢變報導，變報導後，就誰的規模大就去選誰，

所以對於九〇年的氛圍就不見的，就慢慢的變成敘事性的。 

 

張：你本身也是女性，經歷了藝術的行政、評論、教育等工作，女性這個角色對於所經歷的會是助益，

還是困難？ 

 

李：會有一些困難，因為是我的年齡的關係。如果我再年輕個二、三十歲的話，我相信女性是會對我

的工作是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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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2014 年 7 月 19 日 

地點：張元茜辦公室 

受訪者：張元茜 

採訪者：張金玉、曾鈺涓 

 

張金玉(以下簡稱張)：1997 年所策畫”盆邊主人自在自為”一展，在當年代引起許多回應與討論，請

以策展人的經驗，談談此項展覽的影響？ 

 

張元茜(以下簡稱元)：”盆邊主人自在自為”是一個很有趣的展覽，預想做一個在我們台灣坐標位置上

在女性這個角色上很重要的展覽。當時其實是非常個人因素出發的策展，我覺得這樣也滿符合女性的

創作，通常都不是先把整個局勢坐標都搞得很清楚，將來要怎麼樣，女性很多是比較自發性的，不管

這是身體、頭腦的、或什麼樣的理由，我覺得都不重要，基本上這是一個事實，也就是說，我發現很

多女性藝術家，即便不是說像我們策展，真正的藝術家，像歐姬芙(O'Keeffe)，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c）他們創作都有一個很私密或是很個人的，很自己才完全能夠明白的一個創作理由。 

 

如果說做展覽是我人生創作，那麼現在我用腦創作的「腦力士時代」過去了，我所熟識的藤森老師說

人生過了 55 後就要做「手力士」，所以我現在朝手力士的階段邁進。但是，我的前半生，是做一個策

展的腦力士，當時自己做的每個展覽的緣分，好像照著很多一般女性開始作一個有創造性行為的時候

的初衷，比較接近於跟自己相關的議題。不過，早期因為我的訓練是放在藝術史的角度，所以即使是

跟我個人相關的一些想法，到後來怎麼想到也跟這個時代及史觀有點關聯。也可以説，我在潛意識裡

想的那些東西，其實是受這個大時代給我很大的影響，而我不自知也有可能。 

  

九零年代因為先生工作的關係，所以在紐約住了兩年，東京住了四年，這個情況對我來講是一個大好

的機會，因為這樣我可以住在兩個很中心的國家跟城市。事實上我從台北去到這兩城，就都有點像從

邊緣地方進城。以前住在台北你不知道台北是邊緣，等到你到了紐約，相較下他是中心。因為我先生

是已經在那有工作，我們也有很好的經濟環境，在文化環境上，其實是很害怕的，因為經濟環境好並

不能代表文化環境就很有自信，文化環境的不自信其實是一個更大的壓力跟衝擊。所以當我到了紐約

之後，就覺得怎麼有這麼多的展覽，那個時代連 Metropolitan 跟 MOMA 還不是人人知道，我自己也

只是大概知道。1991 和 1992 的時候到了紐約，發現在文化上的邊陲感！雖然我以前也讀過美術史，

但是面對紐約，完全不能明白其文化日的能量。到了東京也一樣，衝擊更大，一樣也都是亞洲，那是

日本經濟泡沫化的最高點，我還記得那個時候特別去東看 Farmakon 展覽的空間，場面大概是現在我

們那個世貿博覽會場地的大概八倍大，就好像說用了好多的足球場在作展覽，到現在回想起來，就是

日本人也說 Farmako 只存在於泡沫時代，現在都不可能。運用最大的幕張貿易中心，已經到達用大商

場的手段操作當代藝術的一次實驗。這個裡面包括剛剛說的策展方向，日本在那個時候把藝術市場發

展到高峰，所以那時候有日本人買梵谷的「竇加醫生」，現在永遠都回不到那個高點了！我們可以想

像 1993，94 年，台灣解嚴不久，還是一個非常掙扎、不斷在找身份認同的時候，可是在鄰近的日本

卻完全不同，我的身體、我的腦子敏感的接收這些訊息，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只是不斷吸收。但是，

如果我有更多論理辯證的能力，應該可以建構！我想不通此情此景，本來是可以帶帶小孩就算了，但

為了搞懂眼前所見，因此東京這四年當中，我做了雄獅美術的駐日採訪。草間彌生對我就是很大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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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我那個時候去採訪她，也採訪過在日本發展得很好的那幾個韓國女生藝術家、還有包括那個時候

日本開始有的中國當代藝術家，例如蔡國強。費大為也來日本辦了好幾次展覽。尤其是蔡國強藝術的

歷史觀，非常有所謂的地域上、坐標上面的考量。對我來講，這樣是非常新鮮，但是我也知道說，哇!

原來我自己的對藝術的看法偏女性直覺，對藝術策略性的想法很少，這是一個很明顯的自我反省！原

來我是這樣，那這也是奠定了一個基礎，因為到後來就會反省個那樣是對的嗎？什麼錯了呢？沒有對

錯，只有一種說法，那麽有沒有另一個適合自己的觀察點？所以蔡國強的那種做法讓我很震撼，倒過

來也觀看自身，其實女性要對很多事情有所謂的一點點的自覺的話 1，很多時候是因為看到看到一些

其他東西之後你才發現自覺並不是很容易得到。然後，那之後，我對藝術家的採訪工作就很有興趣，

像草間彌生的採訪十分震撼。她已經成為一個國際級的大藝術家，但是那個時候她還沒跟 Louis Vuitton

合作，家就在精神病院的旁邊，就是醫院旁邊，那就跟你講講話然後就恍神，意思就是說:「噢，我

隨時要進那個醫院。」，所以說當時的她仍是介於一個意識的 twilight zone，到底她的意識是清明的還

是在混沌當中，我一直在懷疑這點。就是說她竟然跟我講了一些規避自己的話，譬如說她認為有些時

候她是完全是在一種偏執的狀況下完成了作品，有時候又說她對自己的情況是非常理性的掌控，你完

全不知道真相，因為選擇住在最近醫院門口的房屋，你就知道這是一個多麼選擇性的一種 twilight 位

置。可是這個 in between 的觀看位置讓我覺得很有趣，也讓我深思不已。 

  

我剛回到台灣也不太曉得要做什麼，但是我立刻知道我要很甘心的在這發展，所以我辦盆邊主人的意

思就是要在這塊有對自己有感情、也是自己的土地上要找到甘心的活力。大部分的人有著台北中心的

思維，可是比起那時候的東京跟紐約，台北是在邊緣，這是我一個很基本的想法。因此做了「盆邊主

人/自在自為」一展。那個時候的衝動就是想做展覽，我自己也捐出錢來做此展，當時新莊文化中心

剛開始運作、預算很少，所以基本上是找了各式各樣的人幫忙，我爸媽、我先生也出點錢，大家一起

湊起來辦這個展覽。我那時候也寫了好多信給很多贊助的單位，可是他們都拒絕，因為這種展覽在當

時並不被理解。所以這樣的展覽是自己主動策展的，我去找當時新荘文化中心的主任張振豐，他很支

持，很願意幫忙，就是錢不多，其他的什麼都盡量配合。錢是募來的，比較不會有公家單位的那種限

制，所以展覽完全是依照我自己的意願策展，當然規模上沒有辦法任意。也有場地限制，可是就是在

範圍內做到好好的，我覺得那個展覽在當時是一個異類。我自己的設定是為我自己找到邊緣的力量，

所以就直覺的說我應該要跟新莊社區產生關係，以前我很不熟悉那個社區，而且根本不理解也無從一

顧，認為跟我無關；可是藉著這個展覽，我竟然會跟新莊產生關係。那個時代的新莊是對我而言有一

些新的狀況，可是現在再看又覺得那是舊的，現在的新莊又變成另類的豪宅區了，所以城市不斷變化，

我們只是抓住它在那個時間之流中非常重要的階段，那一段是無可避免可是又很奇特的。 

  

新莊在六零、七零年代是一個成衣製造的中心，所以做展時很多藝術家都選用新莊的歷史現實來創作，

也就是用編織、紡織有關的材料。當時策展是全面性的規畫，我來邀藝術家，就都邀請女性藝術家，

是因為新莊以往很多女工、女性勞工。並不完全因為我要做女性議題。所以這個推理要很清楚，是倒

過來的，因為有很多女性勞工，所以我來做一個都是從女性的角度來看的展覽。我以前對於女性議題

頂多讀讀西蒙波娃等等，完全不是在做展覽的一種策略跟技術上面。因為這個展覽我才真正來討論在

社會中的女性角色。我自己開始思考，有 些什麼角度？能面對什麼所謂的兩性議題？才真正開始去

定義。也碰到很多人、很多藝術家給我很多對話的機會。這些對話都是建立我後來的一些很重要的想

法的基礎，可是那個時候並沒有這樣的預期，所以我覺得做展覽其實要很勇敢的，策展人若不自己鑽

進去，其實是不會做的很好，你只是做那個操偶者，永遠都不會有靈魂給你。新莊面臨成衣工廠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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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結束的臨界點，尚未蓋起所謂的豪宅，沒有一塊地是新的房子，全部都是老舊巷弄，人也都凋零，

住屋率低，因為產業全部移到大陸。當然還有一些家庭級工廠的殘柳跟敗巷都還在那裡，可都是怨。

怨的人就會覺得說，時代結束了！當投資者資金拿走之後，這些人覺得怎麼就這樣子，一個一個關掉

了，問了情況都是到大陸，但對於自身的狀態是只有用一種用眼睛可以看得到的推理來做反應。譬如

有人就會說，那肯定要回老家了，肯定要怎麼樣，很多的她自己的辦法來回應，可是這些完全跟所謂

政府政策無關也不接軌，當人面對真實的生活的情況，其實政府某些程度上是沒用的，認命是一種普

遍的態度，尤其是女人。 

  

這個策展對我個人有影響力，因為我覺得完成了我自己想要的階段性工作，也是對我自己自身內在的

一個反省。展覽中的藝術家對我來講有很多的學習，像 Judy Chicago 是位前衛主義者，能跟她一起工

作當然具衝擊；吳瑪俐用文字架構完成的一些理論基礎，也很成功，所以我覺得這個展覽對我來講是

學習；比如說侯淑姿以紀實的方法解析女性勞工吊詭的勞動價值，她選擇放棄原來的她所擅長的身體

語境討論。總之我所預想的，跟她們真正選擇的方法完全不同，所以對我來講，原來策展是不可以用

自我的想法，甚至於不可以用她們以前的作品來推測。 

  

張：長期參與台灣與亞洲之文化、藝術發展，對於女性藝術在台灣的發展面貌，與亞洲其他國家的女

性藝術發展的比較觀察。 

元：因為我們處於在亞洲的盆邊，而亞洲又在世界的盆邊，所以對我來講，在我做完這個展覽以後我

到亞洲文化協會（Asian Cultural Council 簡稱 ACC）工作, 好像十分理所當然。由於我協助策畫在歷史

博物館的”牆”展成為他們的受獎人。牆的概念是，對我來講是很有趣，是關於隔閡、不理解，可是這

牆又有一種保護，有一種區分，有一種很清楚的界線範圍，拿到協會的獎助計畫，赴紐約學習。所以

後來我就接台灣的負責人一直到現在。我覺得這個工作像盆邊主人一樣，讓我體會到今天在一個這樣

的亞洲的坐標的位置上面，每個人有兩個角色，一個就是你自己，一個則以台灣為單位，另外還有亞

洲的角色，你可能也變成亞洲的一員，然後你再整體面對西方。當時覺得工作跟以前很不一樣，是要

很多年涓涓細水累積的，所以這個工作我做了許多年。這個單位是以個人 individual 的輔助 為宗旨，

並不贊助單一的表演或展覽。例如陶亞倫他想要看太空梭升空，我說我們沒這樣的計畫，結果還是讓

他看到了太空梭，可是現在回過頭來看陶亞倫，搞不好太空梭升空的那一幕對他來說很重要，他總是

在超越人的極限，感官極限的範圍，我不給他看這個還看甚麼? 

 

我喜歡重視個人，後來我才知道我是標準的個人主義者，我不喜歡任何所謂的政府的體制機構。當然

個人主義也必須有些條件。譬如說我個人在經濟上比較獨立，可是說獨立也不見得是獨立，我依賴我

先生，那是不是我就不獨立於他，所以這個東西對於獨立或不獨立，後來就理解了，跟台灣的獨立與

不獨立，也差不多。我也從這裡面學到很多。當然基本的 training 一定要隨時去灌溉，譬如說我講的

這個邊緣問題，我不可以說我對中心不理解， 然後你自己在邊緣那邊不斷說邊緣情結，那是可笑的！

所以你看我現在天天努力讀希臘羅馬的神話，就是在讀它的核心價值，當然還有基督教文明，可是你

必須先從希臘羅馬，所以我也去很多趟希臘、去文藝復興的義大利。了解了它的核心，你才有辦法說

站在邊緣的位置自在的觀看，其路徑得自於親自穿針引線，這個路徑必須要從自信，而自信得自於

knowledge，且各有不同的路徑去觀看。 我所理解到的羅馬神話，就不會跟你理解的一樣，大家都會

有一個詮釋，才有資格站在邊緣來發言。ACC 是在幫助台灣的受獎人，得到我們獎助計畫，百分之六

十到七十都是去紐約，一個獎助計畫快要五萬美金，其實是很高的獎金，我們花了這麼多的錢當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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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這段日子很有意義，所以我們會有很多準備工作，我很願意這樣做，因為我覺得我是過來人。 

  

所以亞洲文化協會其實是贊助資助藝術家的夢想，但我們不強調夢想，我們還是強調文化交流。因為

如果說夢想來講，可能林懷民的流浪者計畫講的會比較像，ACC 強調個人的文化交流計畫。我們也辦

過說亞洲之間的文化交流。例如王心心，到東京學薩摩琵琶，去年我們招待了一弦琴的專家岸峯一水，

一弦琴在日本保存很好，但是只有一根弦，靠一個栓子來改調。 

 

ACC 有點像 hotel 的 concierge, 我的工作就是將文化交流的層次提高，我也希望我們的藝術家到日本

到紐約的時候，也可以受到同樣的待遇。 

  

張：請您說一下盆邊主人自在自為位台灣女性藝術發展帶來的影響？ 

元：盆邊主人自在自為這個展覽我不曉得有很重要，或是現在有影響力，可是我唯一知道的對我自己

很重要，我認為我做了這個展覽完之後我有一個重生，因為那時候我從國外紐約跟東京剛回來，紐約

是世界的中心，尤其在文化的這種角度來講他絕對那時候是中心，然後東京是亞洲的中心，若是講在

文化的版圖上來講，其實他是滿先進的一個國家。所以我剛從一個比較中心的位置回到台北，台北其

實是台灣的文化上面的重心，我時候有一點點不適應，然後也不知道離開那麼久了，那回來能夠做甚

麼。所以這個展覽等於是為我在台灣做為一個藝術工作者的一個基礎，在當時此這個展覽做一個開始、

基石是非常幸運的事情。這個展覽提到的問題就是邊緣跟中心，也反映了我個人之外，同時反映了當

時的台灣，那我們，尤其可能我提醒了台灣也不一定，所以你說有影響力可能在這裡，由於我去了這

麼多的地方，我當然就可以知道或是我提出來的議題，其實不是把中心跟邊緣來分邊，相反的是說，

由於我們認知了，中心跟邊緣的一些議題也好，這個狀況也好，我們就可以自在自為。後來有一個認

知跟觀察的起點之後，走向一個很不錯的一個觀看的位置，所以我覺得我很幸運，辦了這個展覽是等

於我自己，也解決了很多觀看他者，或者是觀看自己的一些問題，一個展覽可以做到跟自己相關，又

跟一個時代或場域相關，那太美好了！ 

 

展覽的整個的經費來講，或者是人力來講，仍嫌經費不足，所以我們也募款，來源不一。有很多種不

同的來源，就不會專門是一種所謂公家的展覽，或者畫廊的展覽。相反地，他是一個很複雜的結構體，

讓這個展覽的表現出來的內容不會有非常清楚完整的權力結構，而是一個非常開放的狀態。但開放之

外，場地、藝術家、經費的限制又必須有一個範圍。一方面具開放性，另一方面又有一個範圍感，這

樣子的做展覽的狀況，我到現在我都覺得是非常舒服。 

  

張：請問元茜老師在亞洲文化協會也十幾年的經驗了，那您也常常到個個國家去做一些交流，特別在

文化面向上的，那能不能談談就是在這樣的一個經驗裡的裡面，從亞洲文化的角度來看台灣，特別是

女性文化的一個觀點。 

 

元：亞洲文化協會本身就是一個很有趣的結構，它是由世界上當時最有錢的洛克斐勒家族成立的基金

會來贊助亞洲和美國的文化交流，所以你可以看到剛開始的時候是有以強濟弱的心理結構。尤其那時

候日本剛剛戰敗。 

 

我們看這樣子的獎助計畫一方面是非常感謝、非常喜歡，覺得太棒了，有這樣文化交流的機會，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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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洛克菲勒出錢；可是同時我們也會覺得不想變成所謂的在後殖民背景下的異國情調的一種交換，這

是很明確的。亞洲文化協會已經跑了五十年了，對我來講我不能夠形塑它，跟展覽完全不同，我只能

進入它，然後來觀察，才知道怎麼回事。我在這裡工作已經十幾年了，其實亞洲文化協會本身的內在

的結構也一再的改變，亞洲文化協會 1963 年開始，這當中的變化，正好就疊映在所謂的美國以及西

方在文化的霸權上如此自省到聆聽。相對的，亞洲各國都可稱為邊緣地區，都希望慢慢在這裡找到一

個觀察點，然後能夠自在自為。我是覺得自己所擁有的兩種工作十分巧妙。做展覽像是在一個當下，

我把所有力量集中的一個聚焦結晶點；但是 ACC 的工作是涓涓流水，這兩個是不同的過程。我在一

九九七年辦的一個展覽，竟成為日後連現在工作都還可以運用的一種觀察的角度，所以我覺得我好幸

運，那也就是說人生過程中我沒有自我矛盾。 

 

最近亞洲的交流越來越多，當然有一半的藝術家還是選擇去紐約，這個交流也是重要的，就像我自己

現在還常常去希臘區，學習希臘神話，學習甚麼是文藝復興，那另外一半的藝術交流是亞洲跟亞洲之

間，即使是亞洲跟美國的文化交流，其實也已經慢慢有機轉化。它不只是一種學習，就像我們這裡的

科技藝術的技術層面並不比美國差，但 ACC 的交流已經不是所謂的技術層面了，是在文化交流的層

面彼此觀察一下，近距離聽一聽。我會覺得說亞洲文化協會的成長本身是有機的，原來我做的這些事

情都彼此相關，所以在一個機構體制下我也肯定了人，就像女人不管在多麼約定俗成的社會的結構當

中，絕對有我們的力量，而且力量本身就是有機，自然能夠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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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2014 年 8 月 19 日 

地點：東海大學美術學系 

受訪者：林平 

採訪者：張金玉、曾鈺涓、陳欣慧 

 

張金玉(以下簡稱張)：妳縱貫北中南全台灣的層面滿廣的，所以這個整體的面向來看待台灣女性藝術，

妳對台灣女性藝術的觀察和中部地區的女性藝術觀察? 

 

林平(以下簡稱林)：我搬來台中，在國美館工作，接著到東海大學，對我來講沒有那麼大的都市差別，

就是我在意的是我在做甚麼，所以我很難說我來做中部的女性藝術，我不太用地理範圍去想，所以比

較難用地理範圍來回答問題。我反而會比較在意的是，台灣女性藝術發展的過程裡面，我所扮演的角

色，然後我所經驗的一些事情。我先講對於女性藝術這個詞彙我的思考，我其實並沒有找到答案，有

一堆的論述在那裡，但是我知道我不是論述者，我得要界定我自己。因為我的能量和力氣是有限的，

但是我自己有意識到自己是一個複合式的角色，在這個過程裡面，教育面是非常重要的部分；然後在

於藝術行政管理，假如也涵蓋策展的話，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後我自己的創作，以及在日常生活

裡面身為一個女性。身也是女性，我之所以很難去界定女性藝術這個詞彙是因為，我剛講文字論述不

是我的專長，我也沒有真正去研究過女性主義的…，但是我一直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我們只要好好的

活著，然後我們有自省的能力，我自然就能思考和面對論述者所談論的那些事情。因為台灣論述太強

了，論述者在台灣藝術的位置不恰當的強，強到藝術創作者好像要寫不出論述來就不及格。我一向認

為，哲學家其實會以藝術家的創作作為研究的對象或工具；藝術是生活和生存的鏡子，假如沒有藝術

的生產，哲學家與論述家要談甚麼？所以我覺得藝術家真正重要的一件事情，在這個社會的文明深層

裡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媒介，是極度敏感的：藝術本身就是沒有界域的，在這個領域裡面，它是全

面性的，可以談政治、談愛情，甚麼都可以談。 

 

所以我後來慢慢釐清的一個想法，就是我會站穩腳步，知道可以把我的力氣放在什麼樣的地方，那些

事情可能是我最專長的，我可以最有貢獻的。當我投入進去了，做一個人的實踐，第一個先滿足我自

己的需要，第二個我確認對社會是有貢獻的，這是一個所謂小我和大我，我覺得這是對我來講很關鍵

的一面。我非常在意，我是不是可以用一種非我的角色去建構一個比較大的我的意象，我認為教育就

是。我不會在意說自己個人的成就，我做這些事情其實就是為了我個人成就。我認為做這些事情一方

面滿足我自己的需要，不是有關於成功的那一種，而是創作、教育或寫文章，發表我的看法，然後與

人溝通。在這個同時，這個力量，我希望可以導引到公共面，譬如說對話這件事情，包括我跟學生之

間。我基本的想法是，雖然政治跟財富是不能讓我們平等，但是人應該努力的與別人站在同樣的高度

上去看事情。所以我比較在意的是差異。我早期也是女藝會的發起人，可是後來，那樣的組織不再吸

引我，因為它很容易去落入到一種形象窠臼，或者好像有一種既定的價值判斷。除非它採取有效的政

治性的立場，不然在這個社會裡面，它繼續被壓抑，因為它是政治正確性的東西，所以除非是在政治

面向上，可以得到優勢、拿到資源。譬如說，美國有一段時間，規定國家資源展覽裡面一定要有一定

比例的女性藝術家，女性本來就是生理上的共同性。我們現在有第三性、第四性，談女性藝術，是不

是還有第三、第四性的藝術。因為這個邏輯推理，所以我就很難去講甚麼叫女性藝術，當年在高雄作

那個「高雄一叢花」的展覽，我提了一個觀點，就是我對這件事情的懷疑：就是收攏了高雄傑出女性

藝術家來做一個展覽，難道就可以讓事情有些轉變嗎?當然女性的資源相對來講是少，可是在這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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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裡面，也不盡然少，因為政治正確性要去鞏固一部分的資源。你可以想像更弱勢的，或者還有別的

族群。所以女性這個族群並不是真正的弱勢，女性並不見得是真正的弱勢。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我

在那個展覽裡面，提出一個破梗構想，以免我們對於女性藝術是不是有一種刻板的印象？譬如說因為

我自己的作品裡面有刺繡，傳統女紅的部分；當時有一個男性藝術家，比較年輕世代的，他的作品一

大堆完全是用布縫紉，用了很多蕾絲。可是他是個男生，他做出來的作品，他做出來的織物上面，有

幾個大字是在牆壁上就寫「男子漢大丈夫」，一個字就是一個圓盤，他用了非常陰柔的材料，用的也

是傳統的方式，他就是吳芳義。所以那一年「高雄一叢花」策展的時候，標題上面有一個「＋」，那

個Plus ONE 就是吳芳義。我想說透過這件事情，打破所謂女性藝術只是限定在外表看起來好像是生

理女性的性別意識，我覺得在這個時代非常需要。那當然只是一個姿態，當然你也可以問說為啥是吳

芳義？今年的高美展的「女人家」展覽有非常多精彩的作品，裡面也有一個破梗的案例，有一個男性

藝術家東冬侯溫，他身為男性，卻是同志。我身邊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很明顯的他們就是第三性、

第四性、雙性戀，他們也有他們在生命裡面的困境，也有他們族群裡面的議題。所以基本上這是我對

這件事情第一層的看法，這也是我花了很多年的時間，就是想要找到自己，同時也知道自己是如何的

狀態。我後來發現人生有許多時候沒有辦法就是選一種。 

 

所以我就回頭想到，實際上有幾個女性主義的論述，把這些事情從一開始就把它點的很清楚，譬如說

西蒙波娃認為女性其實是被養成的，這個可以推論到許多情況，其實都是被養成的（cultured）。這個

情況之下，我會反而認為每一個個體可能來自於出身背景，他的成長受的教育，他的性別種種，他有

他的獨特現象。雖然我們還是要談女性這個性別的問題，但是只能作為一個對照的參考，我反而認為

說我們更應尊重人的差異性，這才是女性論述非常重要的事，至少在我自己的價值觀裡面是這樣的，

所以這是我對這件事情的想像。 

 

我自己成長過程對於性別認同其實曾經也有非常多的混淆，小的時候我希望我是男生，而不希望是女

生，這個情形直到我滿大的。因為我是我們家的老大，大女兒。我們家初起是一個大家庭，我是孫子

輩最大的，所以我一直認為我是長孫，我覺得我有額外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我不喜歡女生，不喜歡女

生的原因是因為女生都被教的怎樣才對，他們很不自由，女生也被訓練成他們不需要會思考，然後被

命令要變成某一種樣子，我其實小的時候就有意識到這件事情。所以在那個情況裡面我剪短頭髮赫本

頭；我是很成熟才開始喜歡打扮漂亮，以作一個女人為樂。在這之前我就是喜歡穿牛仔褲，像個男生

一樣，喜歡當Tom boy這樣子。在我記憶裡面有一個小小的創傷經驗，有一次我們家族掃墓，在墓的

前面，大家都去祭拜我的祖父，我們家是廣東客家人，當孫子們上去祭拜的時候，因為我的祖父非常

的疼愛我，我也非常想念他，所以我就很自然的走上前去。結果長輩們我的姑姑還有叔叔，就擋住了

我，說妳不要上來，說這是長孫要做的事情，妳將來長大之後就要嫁出去了，不是我們林家的，族譜

裡面以後就不會有妳，所以叫我不用祭拜。那時候我才意識到我是甚麼狀態。在那個家族裡面，雖然

他們都愛我，可是他們看待我的性別的時候是給了極大的框架。在這個情況之下成長，一直到我結婚

之後，在婚姻裡也有一些挫折。譬如說，我對我自己的期待是很高，我爸爸媽媽對我也有期待，可是

先生家裡面對我沒有期待，碩士有沒有讀完沒有關係，只要把老公、家照顧好就好，這也是一種很不

好的經驗。我所有擅長的、會思考、會讀書、會創作，對他們來講，那都不要緊。雖然小的時候，我

還滿擅長家務，但是話說回來要我用他們那樣子的方式去在家庭裡面扮演角色，我覺得我是無辜的，

因為我不是用那樣的方式去觸發的，以他們期待的方式，在那個過程裡，比較算是第二種層次，確實

地去面對現實、去撞擊我是誰的這個問題。慢慢地因為創作和成長的需要，我覺得我應該要離開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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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才能夠重新去創造出我的脈絡，假如我停留在既有的環境裡面，要不是婚姻砸了，要不然就是

像上一輩女性做一個無我的人，我覺得我做不到，所以我非常努力讓我的家庭可以出國念書，這不只

是為了讀書，是有意識地選擇要跟原來的脈絡脫離，而且避免有不愉快的事情，就是我天生不是喜歡

跟人衝突或是喜歡搞革命的人，我其實是一個很隨和的人，但是我隨和並不代表我沒有意見，想辦法

脫困，我覺得這是人很重要的。對女性相對來講是很重要。在現實的環境裡，我剛才講的女性被文化

結構住，她被訓練到在任何環境裡面適應力都要很強，雖然有一些女性當她遭遇到不好的事情的時候，

她會傾向很多的怨言，可能是因為她找不到出口。但我們應該要想辦法幫自己找到出口，因為我們一

生就只過這麼一次，我們要讓我們的生命發光。我有一次跟一個女性藝術家剛好聊到這方面的問題，

她吐了好多好多她年輕時候的苦水，我覺得她基本上有個問題，她始終把自己假設在她是一個要先去

完成別人才有自己的狀況，很多女性都有這種自我犧牲的心態、誤以為這是母性光輝得核心，她為自

己著想的時候會有罪惡感。她講這件事情的時候，我當下立刻就打斷了她的話，因為我聽不下去，我

曾經聽過這樣的事情，我不希望她再繼續這樣，把她生命過的這麼苦哈哈的，犧牲的、卑微的、苦澀

的。我說妳為甚麼對不起妳女兒，妳的生命跟她一樣重要，很多事情是可以協商的，我不會因為我重

要，所以讓妳不重要，我們都重要。今天媽媽要出去玩，所以我要安排女兒的狀態，而不是說女兒的

一切都要霸占我的生命狀態，這是人跟人之間的對等尊重。我不要講說人人生而平等這件事情，我來

講說關係上對等的這件事情，關係的對等絕對不是靠法律，其實相當程度我覺得要透過人的自覺、反

省的能力。 

 

回到藝術創作，我不特別存有所謂我是女生的這個想法，而是在一個很中性的狀態，回應生命的課題。

許多年前在我大學時，有得過獎，美術館也有我的作品，前陣子蔡明君在北美館策畫的展覽，剛好我

30年前的作品就被拿出來展覽了，當時主題都是工程，大的畫幅、然後都是結構性的題材，我年輕時

候的作品沒有那些很纖細的、屬於女性陰柔的。但是發現在我作品裡面確實有一部分是以女性為對象

的。這件事情倒相對吸引我，想要了解為甚麼。我後來想說有一個可能性就是說，因為創作其實是個

鏡子。我們在學校畫素描的過程，今天畫維納斯，你會發現每一個畫出來的維納斯多多少少都有點像

自己。念美術出身的都知道，確實是如此。所以潛意識裡面其實有鏡像的存在，我對女性特別感興趣，

特別喜歡觀察她們，可能是因為相對地也在投射我的景象，即便我自己不那麼想要去扮女性。譬如說

我畫工地作工的，裡面會有女性扛沙的角色，當然有男性，但一定有女性。我有一件教師美展首獎作

品，是一件100號油畫，我畫陶藝工坊裡面的工作者，裡面有兩個女性在拉坯。所畫裸體的作品，後

來發現竟然都是女性。 

 

我想提幾個童話對我的影響。我其實還滿相信愛情比麵包重要的人，念高中的時候幾個女孩子一起討

論，覺得愛情、還是麵包比較重要？其它三個人就說麵包比較重要，只有我一個人說，我認為愛情比

較重要，她們就指著我說，妳會是一個悲劇性的角色，然後這問題就住在我心裡面，為甚麼這樣是悲

劇性的角色？後來慢慢地成長才發現，那是因為我對於一種情感浪漫性的想像，所以它會造成我太相

信這個東西，可是我其他那幾個同學，可能是因為家庭背景的關係，剛好是作商的，她們對現實的掌

握度是比較高，那也有可能是因為這四個裡面我是唯一一個學藝術的，天生性格是比較浪漫。覺得當

初是一個迷惑，我很高興我從這個迷惑裡面克服，生長出來了。我曾經很長一段時間相信這件事，甚

至，我畫過一個童話故事的角色，畫美人魚，美人魚其實是一個超哀傷的角色，她完全是犧牲，在這

個過程裡面我也不知道為甚麼，我特別喜歡美人魚這個角色，不過現在回頭想起來我覺得超可怕的，

到底是甚麼東西在籠罩我，我是如何被教導我認為女人是要犧牲的。一直到我這個年齡，那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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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深刻的記憶，表示確實在我心裡頭是很重要的。小時候看很多讀者文摘，然後有一個報紙報導

女書，我簡直震撼極了，我非常非常的震撼，我們有我們自己的歷史，當時我還沒有認知女性主義的

觀點，覺得我們女生終於有自己的歷史了，歷史是秘密的是沒有人看得懂的，只有我們姊妹之間我們

才能通的，這其實超酷的，它就一直留在我的心裡面，那個報導的剪報還有留下來。我還看過一個短

篇小說，就講一對老夫妻，先生躺在病床上已經奄奄一息了，這個老太太就在床前照顧他，在她先生

嚥下最後一口氣時，小說就描述她的表情。每個人都期待她有非常哀傷的表情，她如此地愛她先生，

接著走筆到老太太，她就站起來，好像看起來承受了極大的悲慟，然後往窗子前面走去，她把窗子打

開，看著外面的春天，深深呼了一口氣然後微笑！那時候我不懂，這小說到底在講甚麼？老太太為什

麼這麼狠心，但是這個故事卻這麼美。我現在超懂的，我很高興我春天可以早一點來，怎麼這麼晚才

來。所以我們是在一種被文化結構的狀況。我還看過一個新聞報導，報導某名作家的單親母親如何有

毅力把她的女兒養大，她的母親受訪問到怎麼教育出來這麼傑出的作家，她母親就講說，很簡單，我

只要活著是無我的狀態，我就可以把這個角色扮演好。這也是讓我心裡面非常大的衝擊，甚麼叫「無

我」，我要必須「無我」才能當好母親嗎？所以這些零零碎碎，不是從女性主義論述，而是在我年輕

的時候心中添增的問號，在我生命和專業的歷程中一直不停去探索的事物。 

 

為許淑真寫文章的這個案例，也讓我非常深刻的去思考，我覺得現階段台灣不需要太快蓋棺論定她的

藝術價值。許淑真的案例有相當豐富的面向，是值得台灣討論的。等待我們更具有一種相互對等的意

識存在的時候，那些東西才能夠被討論。快速蓋棺論定許淑真，很容易落入某種制式的論述觀點。她

的跨界慾望，還有她一直有需要被認可的慾望。她還在世的時候，很多人都會說她很會去抓資源，覺

得她是一個很厲害的人，很多人都有對她的這種印象。可是我看到她後來說她母親的狀態，在她真的

要面對生命消失時，能夠對著鏡頭說出她自己是細姨仔的孩子，我覺得這一個心裡面深層的苦，可能

只有女性能夠感同身受。從心裡的最深層，她需要被認可。許淑真很在意人家幫她作記錄，都要求說

只能訪談這個、訪談這個，但是我覺得我可以理解。因為美術史絕對不是藝術家說的話就算話，所以

我們不能因為許淑真要求書寫者如何論述她，我們就只相信這一套。可是我想這好像是人的基本需要，

沒有一個人在離開世界的時候，不希望世人用最美的角度來看她。她是一個完美主義者，一看就知道，

她為甚麼有跨域的現象，就是現階段的界域沒辦法滿足，她就是好奇、要追求，一定有更高或不同的

一種向度，讓她去追求，就是很簡單。她想要追求完美而控制局面，我不覺得這有什麼好被苛責的，

這是人性。甚至也有人說許淑真在過世之前還把她媽媽拖下水，就跟眾人公布她媽媽是細姨，為了成

名很殘暴。我們怎麼會這樣狹窄？這就要講到重點了，所以當我們沒有準備好的時候，女性藝術只會

落在這個窠臼，什麼樣的窠臼呢?我們要用傳奇、悲情來說女性，要用女性的生命故事來說女性的藝

術創作，她才能成名，沒辦法單談藝術去承認女性藝術，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譬如說，每要陳述一

個女性藝術家的時候，她的故事永遠就是在她的藝術前面，這件事情是我難以接受的事情，這件事情

我們沒有辦法超越過去，我們就永遠停留在某種女性藝術的概念裡面。 

 

因為我一直認為藝術就是藝術，我生理為女性，然後我在這樣的環境成長，然後我用刺繡縫紉的方式

來作表現，因為我的外婆、我的媽媽都是非常棒的裁縫師，很棒的毛線編織，在我的生命經驗裡面，

她們就是有某種程度這種手藝的強中手，她們給了我對這種材料工法的興趣，並不是因為我是女性。

我有一個比我小十天的表弟，他其實後來是一個演員。他長得滿帥的，我們小的時候，他燒的菜比我

好吃。我每一次帶家事課作業回家，織毛線，我還沒有搞順，他就搶過去，他織的比我好。他家總共

有七個小孩，上面有五個姐姐，他是頭一個男孩子，所以他是在女孩子堆長大的，所以他玩女紅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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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覺得有甚麼。他是外省家庭，這方面比較沒有本省家庭性別對照性的強烈。因為台灣受到日本的

影響，譬如說我先生家裡面，小的時候他進廚房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媽媽要塞一口最好的肉放在他的

嘴巴，然後他回到家要洗澡都是他妹妹幫他放洗澡水，他妹妹幫他添飯，女人們在廚房忙，男人是不

用進去的。可是他們現在家庭狀況也改變了，因為他有一個姪子是學餐飲的，所以家裡要煮大菜的時

候，那個姪子在廚房陪著他媽媽一起做菜。假如不去思考這些事情，就會很容易的掉到一個固定的想

像，會簡化，我覺得這是最嚴重的事。生命經驗是不容許被簡化。所以我剛剛用了許淑真稍微講了一

下我對於所謂的女性藝術的看法，基本上它不是絕對性的存在。 

 

相對來講，我剛好前兩個禮拜去看了羅蘭珊在台北的展覽。我比較喜歡她早期的作品，就是跟她的詩

人情人阿波里奈爾、還有跟立體派的布拉克、畢卡索這些藝術家在一起，她是唯一的女性。立體派其

實是非常理性，很結構性的，所以她早期的作品裡面有很多兼具這種結構性的東西，可是她的作品到

後來建構出一種相當脂粉式的獨立風格。我在看她年表的時候，羅蘭珊大概到了四、五十歲的時候，

別人訪問她，她有講到一件事情，這讓我忽然想到了許淑真。立體派時期之後，她就厭倦視覺藝術創

作者，就是美術這個領域，她一輩子交往跟她比較近的、關係深刻的好友，事實上都是詩人、文學家、

設計師、作曲者，而不是畫畫的。當然我從這裡面判斷，她跟畫家的關係絕對是受傷的、是挫折的，

所以之後在她生涯中，她結交的朋友都是跨領域的、詩人這樣子的角色，她說她不想再跟美術界的來

往，這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情，台北展覽進門的時候有一篇她自己寫的詩「鎮痛劑」，深刻描述什

麼樣的女人是最不幸的，她是用比較級條列出來的，就是一個條件算是一個項目，大概有十幾項。妳

可以想像到的，沒有家的女人、或寂寞的女人…是最不幸的，但是沒有比什麼樣的女人更不幸。她認

為最後最大的不幸是甚麼?「比死去的女人更可悲的，是一個被遺忘的女人！」懼怕被遺忘、期待被

認可這件事情，在生命中扮演如此絕對性的重量。 

 

（難怪妳會想到許淑真?） 

 

所以我剛好對她作了這個淺淺的研究和書寫，我還想要再去研究她，發現有非常多重要的議題值得去

討論她。我不認為我自己是藝評，我寫一些關於藝術的文章是因為我認為自己是一個對藝術很敏感的

書寫者，所以我願意用藝術家的眼鏡去看藝術這件事情。我可以接受別人可以稱我為策展人，但當別

人稱為我是藝評的時候，總覺得有點不太恰當，我會去界定我的角色。講到「被遺忘」這件事情，我

問了一些學生，大部分的學生都不知道許淑真是誰，她才離開我們不久，在高美館辦了一個大規模的

回顧展，知道她的人非常的少。2005年她以「城市飄旅-釋放與失落」策展和「『連體嬰共生計畫』」

系列-偽科幻之前研究」創作個展兩項入圍年度七大台新藝術獎，首開以策展人和創作者雙重身分入

圍的紀錄；2006年以策展「潮間帶藝術偵測站-2005年年度計畫」入圍年度視覺藝術類五大台新藝術獎；

2010年許淑真與盧建銘以共同策劃的展覽「植物新樂園：從菜園中誕生、河岸阿美的物質世界」，獲

得第八屆台新藝術獎視覺藝術類年度大獎的最高榮譽。當她獲得這些視覺藝術的殊榮之後，用一種跨

生態領域的創作方式，去創造她自己的生命和藝術價值，事實上她並沒有被真正認可。書寫她創作的

文章，多針對她得獎的這些作品，用一個碎片的方式討論她，沒有辦法建構成一個完整藝術家的體系，

都是碎片的。所以當談這一塊的人不在乎她那一塊，當談那一塊的人不在乎她這一塊，她被切割成好

多的碎片，難怪她會容易被遺忘，不值得商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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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林老師，妳談了很多關於妳自己個人年輕的時候，以妳個人的觀點或理解的背後，和妳的看法的

追求上，和妳後來策展、展覽，有沒有一些關聯?」 

 

林：有！我受20號倉庫經營者橘園的邀請，因應三八婦女節的時節，策畫「ㄅㄨ‵包袱」展覽，所以

展覽非要以「女性」為題，我就想來幫姐姐妹妹們作一個展覽。我提到了很多女性意象，但是這個整

個展覽，我不想僅從陰柔的角度談女性，因為這樣子好像形成刻板印象。所以我論述一開始引了一段

2002年威尼斯雙年建築展裡面的一位女性策展人Hilde Leon策的展覽「At Hand」的案例。那個展覽她

把德國館本身變成是一個對象，進行研究，在那個論述裡面她提到了一個空間的議題，一個近身、唾

手可得的空間。女性可能並不在乎要建構一個王國，對她來講，真正的空間是她身邊可以去操作的空

間，不論愛或安享，那就是她的世界。建築雙年展通常都找名建築師來合作，可是她卻是跟德國大學

裡面有建築系的系所合作。展覽發展過程中，德國館變成在台座上制式規格的盒狀模型，由學生們把

德國館模型的空間依想像轉換。大概有將近一百個模型承載每個建築學子的想像，它可能是廢墟、可

能是動物園。當雙年展都要作成名的建築師，但她做的就是年輕的世代，然後一百種取樣，她不作特

定結論而是開展可能性。這聽起來可能是一個很理性的計畫，卻以非常強烈的感性元素對照，除了我

剛才講的，一百個模型，非常雄壯、大量的；可是相對地，在德國館隔壁大廳裡，她把所有的大窗都

用紗罩成為白紗的窗簾，整個展覽場淨空，只有從天花板懸吊在半空中一個德國館建築原樣縮小模型。

她不要去作一個遙遠大空間的設計計畫，她只是做一個身邊的、可以去處理的空間。等於是德國館裡

面的小德國館，她把那個大的意象化成這個小的符號的時候，它其實凝聚了精神性在裡面，而不再只

是一個物理性。當我剛好有機會策畫這個20號倉庫的展覽，然後這個展覽就浮現心頭，我想做一個女

性身邊的微小空間的對話。其次，我在論述中談到藝術史中維梅爾所畫「讀信的藍衣少婦」那張作品，

一個懷孕女人在讀家書，來自於遠方她的老公或者是情人的書信。在書房裡面的一個小角落，她背後

掛有世界地圖，就是說這個女人的想念可以跨越時空到地圖所暗示的這麼遠的地方，可能就是她愛人

所在的地方，相對來講那就是她的國度了。所以這空間看起來小，但是女性的包容度、懷想度可以是

很大的。我玩味這大跟小之間的關係。華人傳統婦女的布包袱，所有的重要的信件和她的失戀都是在

那個包袱裡，平日放在枕頭底下，出門時用圍巾一包的包袱，拎著它，她就可以出走。她能夠顧的就

是那個包袱，它可能就是她生命資產或記憶的全部。當然這個ㄅㄨ‵不只有「布」這個意思，還有「不，

我要拒絕包袱」這樣的意涵在裡面。我希望探討世代之差，就像吳瑪悧，應該是女性的當代藝術前輩，

展出透過迪化街玩布工作坊與女性參與者互動產生的「心靈被單」。然後還有一個比較年輕的叫沈芳

戎，製作一些裝翅膀的美國大兵的小模型，在天花上和輕盈的纖維布料、左右飛舞作戰。這個展覽我

探討女性如何用藝術媒介的手法去處理她的近身空間，在這裡有一種生命的安穩和現實的危急感，它

雖小猶大。我一直不認為策展這件事情只能停留在展覽的形式裡，所以我會去在意推廣活動、開幕儀

式的策畫，都是策展人可以表達或溝通的一種形式。這次我安排了一個開幕的儀式和緊接著「夢想小

枕頭」的活動，鼓勵不是只有女性能參加，希望家人親子參與，爸爸帶著小朋友來參加的也很多。然

後在展覽場的正中央有借來的兩台老式縫衣機，請了幾個義工媽媽在現場踩縫衣機，協助枕頭外型的

製作。現場縫衣機的聲音，是我小時候熟悉的聲音，相對來講，這個策展一部分是帶大家回到我們對

於母親和阿嬤的記憶。 

 

張：台中女性藝術發展的情況？ 

 

林：台中的藝術圈是一個非常陽剛、父權的地方。也許是因為父權結構的壓抑，相對邊緣有很多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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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的存在角色，像李俊陽、多年前跳海輕生的才子阿才，他們讓人跌破眼鏡，誰也沒辦法歸類。所

以這樣看起來台中的女性藝術…所以很難用女性藝術去出發，所以我那個展覽沒人討論。那時候我試

著在台新會議裡面討論這個展覽，被一位男性委員笑說：「哎呀，妳們女生就只會做尿布阿、包袱阿，

所以妳下個展覽要做甚麼？不是要做尿布的展覽吧？」這個很傷，這句話講完我就停止說了，我再也

不說了，我再也不在正式場合談這個展覽，我知道我做了這個展覽就夠了，其他社會的改變不是我能

力所能及。所以這個展覽有點像是被埋起來的一個展覽。 

 

性別議題在台灣不是很好談，某雜誌主編邀稿時，曾跟我提到陳香君過世之後，台灣所謂的女性論述

有很大的斷層。跟她的對話，我才意識到有一個結構在，為甚麼陳香君可以在台灣談性別的議題呢?

她有被評論界認可，我覺得有兩個原因，第一因為她是博士級的文論工作者，就是在這個學術的階級

裡面她是上面的階級。假如今天是碩士又是個藝術家，她就沒有這個機會；第二個因為她的背後的指

導老師，在國際的女性藝術論述研究上具有一定的重要性。當然香君的才華能力不在話下，我不去談，

我只去談她今天有機會被認可的條件，假如說沒有這個條件，妳最好不要談女性藝術，也不要談性別

問題。 

 

曾鈺涓：可是我覺得另外一個原因是，香君她不是談性別議題被注意到的，譬如說她同時談其他的策

展議題，不是只寫性別，她也有寫到政治。因為談性別就是在談政治議題，她用白色恐怖、用 228

展這種比較政治性議題，比較不是用性別層面去談論。我們處於一種後殖民的一種大的議題範圍，性

別這個議題比較難被男性接受，而且我們有一種政治正確性，一種是因為現在談這個是顯學。 

 

林：當然陳香君也有一些傾向於女性的論述，或許就像妳講的，妳的分析我認為有一定的道理。性別

藝術在後殖民的議題其實是一個大宗。談移民，這些性別議題都是核心。但是在台灣，這個東西得要

包裹起來才能談，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另外一個現象，女性專業工作者非常排斥別人以性別冠

於其職銜之上這件事情，這是一個還滿普遍的現象，女性創作者很怕別人說妳是一個「女性藝術家」。

一方面，好像我們已經進步到已經沒有性別問題了，這才是最大的危險。我認為台灣的性別問題根本

沒有真正被展開過，然後我們就假裝已經過了，認為它是 20 世紀末的老議題，但是我們從來沒有好

好的走過這件事，也沒有人願意去做這件事，就是她做了也怕受傷，她可能馬上就會被貼標籤。因此

也就自然被跳過，它沒有好好的被展開，就結束了。其實包括討論參與式美學，夥伴關係等等，我們

很容易用一種政治性的語言去閃避或忽略這種實踐在性別的差異性。相對地，我也很不認同所謂的女

性藝術，仍然是在談 20 年前的那個老樣子，那樣的藝術語言似乎停留在一種悲情，受傷的狀態。 

 

張：那在我們過去的歷程裡面，我也滿同意老師所提到的就是說，女性藝術假如妳真的跳過的話，妳

拒絕評論的時候這裡面會存在更大的危機，那還有另外一個角度就是說，那回過頭來看我們要如何面

對這件事情，就顯得好像滿棘手的？ 

 

林：是阿，就是不能碰阿，有一度好像也有一個面向就是說，女性藝術是不是在藝術學的脈絡底下，

有可能建立一個脈絡，好像一直很想要建立起這個脈絡，但是妳一但觸及到這個脈絡的時候，好像又

被框架起來了，這是吊詭的地方，就像我們剛剛講的，好像妳要真的很認真的去面對女性藝術這件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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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女性藝術可以成立，勢必就有一個男性藝術。但是沒有人特別討論男性藝術，為甚麼一定要有女

性藝術呢?只是我們這個性別的歷史，沒有好好的被註記過。做為一個群體，她有更多的生命現象是

從屬的，這件事情讓我們好好來面對自己。可是並不代表我們從此以後就鞏固起來，變成一個相對於

男性的不同，我覺得這是有問題的。因為在性別的框架裡面談藝術創作，它可能只扮演某一種角色，

它沒有辦法變成絕對性的框架，所以我一直認為這只是一個階段性的事情，就像我們講第一波、第二

波、第三波這樣的概念，當開始全面被壓抑，不用肉搏戰，是沒有辦法發出聲音的。所以女性在長期

被壓抑之下，有一個革命性的肉搏戰階段，第二個階段就是，我跟男生一樣，男生可以開卡車我也可

以開卡車，可是當我們進入到第三段的時候我們就放鬆多了，本來我的身體就是跟你不一樣，所以你

開卡車比較厲害，我就先承認我是一個很爛的司機，你開始接受你是不同的，因為我覺得差異性的想

法才是真正的完結。但是差異性的想法一旦成立，不見得所有的女性都是一樣的，那怎麼會有女性藝

術？我承認有陰柔美學，因為陰柔美學跟女性藝術其實不相等，因為男性也會有陰柔美學的表徵。 

 

陳欣慧：我比較了解高雄的部分，可是我們高雄有一些女性藝術家的展覽和集結在一起，那請問台中

的情形是怎麼樣? 

 

林：我一直認為台中市屬於過度型的都市，就是台北有台北的典型樣貌，高雄有高雄的典型樣貌，台

中是唯一一個沒有典型樣貌的都會。它有傳統的仕紳階級，但是大量製造都會財富的，其實是炒地皮

的人，就是房地廠商。炒地皮的人對土地是沒有情感的，仕紳階級當然對土地有情感,，這兩種結構

在一起就是讓台中很奇怪的現象，我經常會講他有大都會的格局，可是他的心性卻是很區域性的

（local）。 

 

這裡面的人，不管是品味或者是生活情形，非常地區域性。所以在這過程裡面，仕紳階級的父權結構，

它紮根紮得很深。所以在這種堅不可破的保守系統裡面，其實女性是沒有聲音的。所以我常戲言，唯

一要在這裡呼吸到自由空氣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拋棄組織性運動，所以要打散，要個人行動，不作組

織，你會發現台中很少有什麼集體性的運動。「好藝術群」算是最早期的聚集，首次個展，謝里法老

師還替我們寫文章，好像要經過父親來認可，我們才有位置。整體來看，台中其實很少有這種集體性

的行動，那些很邊緣的、很怪異的、很另類的藝術家，台中不少，就是所謂的個體戶。不是說我們來

成立一個什麼活動，我們來打翻傳統什麼，都沒有這種東西，台中難以作戰，你就知道這父權結構有

多大，牢不可破，所以不用作戰。迂迴生存，我對未來世代充滿希望和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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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2014 年 8 月 19 日 

地點：東海大學美術學系 

受訪者：張惠蘭 

採訪者：張金玉、曾鈺涓、陳欣慧 

 

張金玉(以下簡稱張)：妳擔任女藝會會長階段曾策畫女性藝術集結性展覽，當時的觀點與對女性藝術

家處境的觀察? 

 

張惠蘭(以下簡稱惠)：跟女藝會這邊比較密集是「心靈再現」展覽，因為這樣才跟林珮淳理事長的時

候比較熟，然後之後被賴純純邀去參與女藝會，然後接著我就變理事，我也搞不清楚狀況，珮淳希望

我策展，所以就才會有「酸甜酵母菌」。女性藝術第一次拿國藝會補助的是用現代畫學會之名策畫的

「新娘就是我」，新娘有好幾個意義，是我是對高雄女性藝術家的意義，不一定是完全對高雄，是對

整體女藝會。「新娘就是我」的意義是對於之前高雄女性藝術家都沒有拿過補助，我幫忙寫計劃拿到

那個文藝基金的全額補助，我透過高雄現代畫學會的名義獨立策展，然後可是又為了幫南部有幾個朋

友，讓她們知道怎麼一起寫計劃，所以就找柯燕美做聯合策展，我是策展人，然後她們是策展小組，

大家算是得到很大鼓勵，因為都說沒拿過補助款，都不敢用錢，柯燕美就做一個紅布條，她說啊不好

意思啦因為以前沒有拿過補助款，不知道可以拿這個來做什麼。後來我們就採用喜帖的形式，所以那

個時候應該算是新娘就是我，就是算是幫連結劉芙美、陳豔淑等其他南部的女性藝術家。開幕那天在

婦女館還有表演，我還有邀請幾個外國朋友，大家一起送我花籃的，我們都有檔案照，因為花籃上面

有女子監獄賀這些女性藝術家展出成功，女子監獄典獄長送的。 

其實我一直都還蠻關注女性藝術議題，我不是說一定先去挑，去看那個社會裡的某些狀況，如果是以

法國的話，我們會說比較留意的倒還不是說是女性主義 feminism那一塊，我關注是的比較可能是女

性自我意識這一塊，還有就是社會裡很多女性的處境，尤其到南臺灣的時候，剛開始是覺得非常明顯

的差別。我以前在北部讀書，還有我的家庭吧，所以我沒有覺得作為一個女性有一些東西不太方便，

或者是妳應該先壓抑自己，因為那是跟家庭有關，我是所謂的芋頭番薯，從小吃飯就一起，而且作家

事我們家男生都得做，我根本不必像有些人還說女生要幫男生盛飯這種事，我沒有這樣的經驗。所以

到南臺灣，這個感覺就比較更明顯，尤其在橋頭，我剛開始協助橋仔頭文史協會，一開始也協助很多

人做社造的一些工作，妳看很多人來一起來參與的時候，妳問一些女生的意見，他們都告訴妳女人沒

嘴，我那時候就才突然意識到，我不就不是女人，所以在那個時候我就會覺得說，如果很多女生、女

性藝術家，她也許是沒有機會，尤其就那個年代我也發現很多女性藝術家其實都很優秀，可是大部份

的處境都很類似，會先以家庭為重，或者她們會覺得在那樣的風氣裡，就以現代畫學會而言，我也認

為好像女性藝術家是真的比較是沒有聲音，感覺比較壓抑一點。如果有些男性藝術家或者他們要跟妳

開玩笑啊或者喝酒，反正對我都沒關係，因為我是在眷村長大，他們要吼我，我就吼回去，如果要比

喝酒我也不會輸他們，所以變成就比較像哥兒們，或者是姐妹，我也沒有覺得他有什麼問題，也不會

去想這樣的狀況，所以就很自然地跟社會，像社造這一塊，再加上也實際了解，的確慢慢也認識了很

多女性藝術家的朋友，就發現好像大家真的比較沒有這些發表的管道。 

在 2000年之前，在前期的話其實高雄的女性藝術家其實有些集結，像「水集結」感覺好像比較悲情

對抗的，可是我覺得對照前面，之後的操作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前面啊，就是說因為妳是說就是一直

沒有被看到，所以她那時候有點悲情，在 2000 年之後的那些策展經常是回到享受女人的生命享受女

人的處境，享受女人的生活，「新娘就是我」是一個好玩的發想，不用像前期要對抗的那種悲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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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獲得蠻多回響。源自於我很開心在享受我的女性身份，不覺得當女生有什麼不好，所以我比較喜歡

帶點幽默感。我覺得這發展也有點像是女性主義裡的發展。沒有一定要變成另外一個性別來跟他對抗，

我們很自然享受自己女生身份，像「新娘就是我」展覽就是開開心心的，弄得像辦婚禮。我自己還假

想了一個我自己畫我的新郎，把所有我認為最好的那個最帥的新郎的條件都畫在他身上，或是拿漫畫

人物，因為少女漫畫一直沒有結束，把我們不同年代裡面那種俊男的陶斯然後接著就是花澤類，我就

綜合灌籃高手裡的身材，陶斯的臉，花澤類的氣質，所以我就把幾個世代裡女性喜歡的那個漫畫裡不

存在的男性，畫成一個新郎，我也知道像串門攝影是婚紗嘛，所以我就再請林育如幫忙把他搞的蠻像

婚禮，所以我覺得那一次的策展大家在一起是開開心心，沒有跟男生比。 

接著第二個我自己覺得衝擊力可能，那一檔可能還是在「心靈再現」之前，接著「心靈再現」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真正南部藝術家的情結真的比較被挑起來，是因為好像大家都覺得已經那麼久沒被看到，

然後好不容易有一個美術館有個女性藝術家的展覽，「心靈再現」就比較凸顯了這樣子的議題，南部

的女性藝術家好像比較沒有被邀請，或被看到這一塊，我覺得是有一個這樣的情結比較明顯的出來，

反倒她的集結會覺得比較沒有看到。我在那個當中除了那個以外我自己甚至替大家取的名字我就會比

較希望走一些讓女生去想我們自己的角色，或我們可以很開心的做什麼，所以才會那個時候大部份人

就說我們展覽或我策動的東西比較接近像活性因子或者酵母菌這種概念，所以才會做像「酸甜酵母菌」

這個比較好笑的名字。從第二屆女藝會要開始，林珮淳就希望我可以協助策展，因為大家可以在辦公

室華山展覽，可是那時候我在南部橋頭，那個倉庫當時還沒有被開發，所以我就想透過兩種力量，就

是女性集結的力量和打開橋頭倉庫的想法來做一個展。我想要用一種比較溫柔的力量來促成策動女性

藝術家展，所以後來跟林珮淳見面喝咖啡聊的時候，在很短時間內我腦袋就想到閒置再利用，一個烏

梅酒廠、一個橋仔糖廠，酒遇到糖可以有什麼樣的火花？如果我們可以用酵母的概念來做，而不去想

是女生對抗，如果可以把烏梅酒的那種記憶氣味裡的那種酸酸甜甜感覺，然後再變成是一個橋頭糖廠

裡做的酵母冰，我覺得兩個奇怪的意象組合在一起，有一點無厘頭又有點趣味感，然後又不必像以前

去談這兩個要拆掉的歷史建物的悲情，那我覺得我們談女生，為什麼也一定要這麼悲情？所以我希望

把這幾個好像也都會被人家忘記的議題，可能老建築，被忽略的女性議題，透過比較活潑有趣的方法

來做，我就寫一個酸甜酵母菌，一開始的連結想法不想用以前的策展，就是想透過南部的女性藝術家，

然後鼓勵參加女藝會，除了高雄現代畫學會以外，是不是有另外一個管道讓大家一起加入，所以那時

候加入女藝會的高雄這邊女性藝術家很多，再跟臺北一起串聯，我們就可以成一個展，我希望他不是

只是臺北展完、換高雄展，或高雄展完臺北展，而希望是兩個空間也能對話，就像南部跟北部或者中

部台灣的不同區塊的女生，它可以連結對話，所以我是希望平等的。那時候許淑真正好是做化驗，我

們就談到酵母菌，我跟她說如果是這樣的話，她跟我說酵母菌是出芽生殖，意思是說不是如癌細胞因

為吃掉別人長大，所以我那時候構想是如果不是吞食，我們不是用一種我吃掉別人我自己來變得比較

大，就是我們平等地連結，我跟妳我們都很棒，可是我們彼此，如果願意，慢慢的好像出芽生殖彼此

連結，那這樣子對女性的集結跟串聯也是比較好的，通常酵母菌它會改變一個東西，如果這群人他到

達某個濕度跟溫度都很好，就像那個麵團，這時候妳一點點酵母，或一個催化劑一下去，就可以把妳

原本的東西轉化成一個很棒的好東西，所以我才會定這樣的展。 

策展當時有一點點冒險，因為第一個不選藝術家，然後我們一直跟大家去談理念，幾乎也沒有補助，

就跟大家說希望邀請大家，如果對這個兩個空間，姐妹們的互相南跟北，我也是希望出芽生殖，彼此

逐漸靠近，而不是只是男生跟女生，談說女性要去反另外一個或者是跟北部有什麼不同，那我們可以

很平等的展現不一樣的力量，所以我自己那時候也做兩個作品，我在橋頭做某個作品之後再放到華山，

華山了之後再拿回橋頭再放到橋頭，讓他鏡像裡又有另外一個鏡像，希望空間裡有空間，或者這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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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是串聯的。當時是這個樣子去想，這一檔展覽我自己覺得在女性情誼上還蠻成功，包含黃海鳴他們

都替我們也寫了一些評論，那時候因為沒有錢，在華山開幕的時候我記得，黃才郎有來，台北市文化

局局長龍應台都來，我們也做了一些即興的活動跟表演，參與者都還蠻多，當年是有拿到出版的補助，

因為打開另外一個倉庫，他要兩邊，所以變成橋頭也出一點錢來出這一本書。這個展覽覺得是非常完

整而且有影響力，而且帶出一個 2000年以後女性藝術家的新的狀態，我覺得是還蠻成功的。 

那時候淑真就開始做一系列，跟她自身有關，ＸＹ染色體，我鼓勵她醫學背景妳的專業，所以她每一

次都一直有新作品。 

打開那個以前是一直關著的倉庫，變成有很多重意義，還有協助橋頭另外一排倉庫被看到，當時的廠

長還特別捐給我們以前沒有做過的冰棒，叫做酵母冰棒，只有酵母冰的冰淇淋冰棒贊助，透過這幾個

議題，希望協助橋頭讓藝術家的力量，更積極地去對環境，甚至挑起別的一個議題，不讓自己只是變

成所謂策動一些社會性的議題裡的工具而已，因為我覺得我們自己是自己的主體，所以那一檔裡面是

帶有那樣的意義在。 

 

張：那這個展覽之後，還有其他關於女性的策展嗎？ 

惠：應該一直都有一些，那時候因為又接了女藝會的理事長，那時候我也讓女藝會在橋頭開會，讓更

多的南部女性藝術家成員一起參與，那個時候我記得瑪俐、香君，好像很多人都來這邊，然後後來就

變成我就接第三任理事長，我就接理事長，香君就接副理事長，那時候我跟香君討論，我說我們已經

有酸甜酵母菌，是不是在我們之後可以有一個展，所以香君很積極策畫了女性藝術節，把它做到更大，

變成就是「網指之間」，我就協助去跟美術館談，後來也就促成這個展，美術館同意要辦，合辦這個

女性藝術節，費用不足就香君這邊大家就想辦法募款，然後還透過教育部，像范巽綠就很支持補助了

一筆錢，香君自己還個人募款，女藝會那時候募到一百多萬，其實完全是香君的貢獻很大 

 

張：他是第一屆台灣國際女性藝術節，之後有再有第二屆第三屆嗎？ 

惠：第二屆我們也都希望，但協會沒有錢沒有人，公益性就是非營利組織從來就是沒有錢沒有人談不

下來。我那時候去談是可能剛開始，順勢美術館就答應了。臺北比較談不下來，我那時候去高美館談

就談下來，因為我也承諾說會儘最大力募到款，本來是直接在我們之後應該就是要給下一任，可是那

時候惠芬可能比較忙，再加上她發現女性團體裡的資源是真的很少，協會就是從頭幾乎是零，理事長

掛在誰身上，就是自己要想儘辦法，所以那時候就是我做理事長的時候，辦公室也可以放在橋頭，可

是我還是希望南北互動，臺北我認為華山不能放棄。我認為這其實也有一點特殊時代性，因為臺北女

性集結那時候比較多，可是高雄他這個比較沒有，並不是沒有，就是回到比較悲情、對抗式的那一塊，

可是一方面也不敢太大聲，就是他比較聲音比較悶一點的希望被發現。2003大被單就是為了是在跟

網指之間競爭，講起來就會有一點傷感，所以我不知道他不是資源競爭，他更複雜，如果站在學術我

應該是可以講當年我跟香君的苦情姐妹花的角色，美術館當時我們談的是展覽組組長魏瑛慧，本來也

並沒有要選為展覽焦點，並沒有要弄到那麼大，那時候文化局也剛成立，剛成立的時候就看美術館裡

有哪幾檔看起來是稍微有點國際性可以做成大展，就正好我們這一檔，所以我們其實是在政治議題裡

被選的。所以大被單才會被他們特別希望拿來把它兜和在一起，因為這個時候還有什麼比這個議題會

拿起來文化局這麼支持高雄的女性藝術家呢？所以加上香君在裡面策的「網指之間」，因為我是理事

長，我自己覺得說，是不是回到提一個計劃，以南部女性藝術家，如果有一些人沒有特別被邀，可延

續「酸甜酵母菌」的概念邀我們南部的女性藝術家變成其中子計劃，所以就做了一個叫計劃「黑貓在

打狗」，我們每個禮拜都聚集都開會，突然生變就是因為後來它畢竟是科技年代議題，所以有些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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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不適合，並不是香君不喜歡高雄藝術家，當時這個議題 from my finger，就是從比較有一點跟網

路跟科技年代，所以那怎麼樣要讓高雄原本是繪畫型的或傳統藝術的藝術家可以參與？所以我就自告

奮勇用一個黑貓在打狗的概念，一個就是玩雙關語，女生是我們所謂黑貓，打狗指的就是高雄，可是

就有雙關語，因為第一個黑貓在打狗而已只是在高雄，可是也可以變成黑貓正在打狗，所以就打黑狗，

就變成好笑、好玩。邱禹鳳就幫我們畫動畫，電腦一開機一個貓過去就打了一隻狗，用尾巴甩了他一

下，有一點俏皮，可是沒有男生會生氣，因為很好玩嘛，所以變成又好像是黑狗兄跟那個黑貓姊，可

是又好像是真的在談高雄這個打狗這個事，然後很多人都有參與，包含陳明惠、林麗華、莊彩琴、陳

明惠、陳怡芳、曾玉冰、黃瑛玉、劉素幸、蔡宗芬、賴芳玉和很多高師大的人大家都有參與的，變成

是我們就號召了一群有興趣的人，變成是跨領域的不是只有視覺藝術，大家就參與了，那本來也有陳

豔淑，沒想到後來跟種種情結挑起，所以我很客觀的還是這麼講，因為我不是首要者，是香君那時候

承受非常大壓力，然後突然就會說因為這個理念裡，忽略了南部的女性藝術家，這個議題就有點被導

向這點跟原本在地的，本來女性藝術節他有很多可能，而且是女藝會他是整體的，並沒有說不找南部

的，可是在科技年代的議題變成尷尬，那時候我記得局長就找大家去喝咖啡，可是就沒有找我們，這

個時候我就發現我原來不是被算成高雄人，如果我是理事長，而且是我去談的這個條件，所以這就是

尷尬，是文化局來要協助女性藝術家。文化局剛成立他還沒有任何預算給我們，可是因為是美術館本

來就有支持，所以是美術館他自己本來也有要到，然後我們自己又要到，我還記得一起開記者會的時

候更尷尬，因為我跟香君我們在那邊先要到錢，我也記得局長還返過頭來問我說，聽說妳們有募了好

多錢喔，我就告訴他噢對啊也蠻辛苦募了一百多萬，他還跟我說，噢才這樣。我那天和香君是真的很

想拂袖而去，我自己知道如果要以一個事件，必須走過那一次。他把過去高雄的所有的那些大家的不

快樂，所以讓大家說因為參與大被單，怎麼突然變成我們這些人是壓迫者，我就不懂，坦言說那次之

後我就不太盡力在高雄，我反而就在橋頭藝術村。 

妳是幫忙者結果這時候妳怎麼突然莫名其妙就變成了壓迫者，而且妳不懂為什麼，後來我懂政治我就

懂為什麼。這個跟美術館無關，後來他們底下是文化局剛成立，因為那時候除了我們還有另外一個事

件，另外一個事件高師大裸體打籃球事件，我跟高秀蓮老師很慘，我說我那天開記者會我就知道我的

下場，幫忙者怎麼變箭靶，明明不是我們這些女生讓女性不幸的，我是在幫忙，可是在那一次裡最受

傷應該是策展人，我後來就讀了很多心靈方面的書叫做犧牲，就是你一定要犧牲，如要過那條河以前

一定要殺豬，很不幸的我們正好在當中，可是這樣過了那一關，我現在回想那時候高美館的「網指之

間」記者會，參與完之後他們下一個記者會，就是裸體打籃球，因為那時候整個文化局剛成立，裸體

打籃球也是一個最好的議題。大家不支持藝術自主，那我們草創文化局最支持，只是因為我們這一檔

的議題有國際性又有女性所以有新聞的熱點。開完記者會開幕之後，他們就要趕去裸體打籃球，可是

前一天我記得高秀蓮在講說學生既然在豆皮都已經裸體打過籃球了，何必要跑去駁二再打一次給大家

看呢？他本來不是為了那種議題，又何必是這樣子呢？所以後來高秀蓮也有跟同學談過，同學那天就

決定取消跑回學校。這個已經不是人的問題，這個是時事的問題，就是你正好在那個浪頭，那我也說

那就是一個當下，只是剛好。我跟香君那一次其實坦白說非常受傷，因為香君每天幾乎打電話來哭，

我花很大精神安撫她，所以那是一段非常痛苦的歷程。 

我相信是因為當時文化局長策動，他們就說去喝咖啡，是因為陳豔淑老師之前都在黑貓在打狗，結果

突然之後許淑真跟我說不好意思她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可是她非常尷尬，因為她兩邊都有參與，那

她喝了兩次咖啡，她說奇怪她們為什麼沒有邀我，我就知道我大概是被排除。如果我們以長期為高雄

的文化著想，也就是說在他之前他剛成立又沒錢又沒事件，可是我只是覺得這畢竟是藝術事件不應該

是變成政治事件，所以我們是受傷的。真正為了高雄女性藝術家好，大被單他應該是放在別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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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為什麼一定要放在這裡，我們也跟美術館開會，後來美術館跟我們道歉說，不得不，上層的指示，

我們說以藝術專業，不應該一起展出，他們說可是上層說應該要一起，才能彰顯多麼重視南部的女性

藝術家，就我個人專業說，你們應該是好好為它策一個展，而不是這樣的一個狀況才說凸顯女性的集

結，所以在我們為了女性藝術節那天的記者會整個變調成大被單的記者會，我跟香君兩是坐在旁邊無

比尷尬，那天是變成是陳豔淑老師她很開心的，我今天在講這個跟那無關，因為她也並不懂政治操作

這一塊，她只是覺得說終於有平反，可是相對於我們在為整個計劃去策這樣一個國際展的時候，無奈

是覺得怎麼變成是好像我們代表是北部來的壓迫者。 

事情總要有過去，這麼多年我從來不願意談，所以我只是覺得說本來是一樁好意，結果變成到底要不

要第二屆，我也不忍苛責後面的理事長，因為我為那個事情付出很痛苦的代價，我也很心疼那時候的

香君的處境，弄了所謂黑貓在打狗，本來一群高雄大家很開心的，可是因為我不懂的就是說你今天你

借這邊的力去 support，就是變成對我而言有點像，文化裡面或者預算裡的買空賣空，就是你明明沒

有邊那個錢，你拿我們去募款所有做的一個叫女性藝術節的力量，你突然把錢跟原本做的事情，就我

們真正站得比較高的點來看的時候，我覺得其實蠻可悲，我非但不認為這個叫做真的有替高雄女性藝

術家，反而離譜，而且最離譜的是，我不是說大被單好不好而是，站在那個當中的時候，他就會突然

變成非但沒有一定要去凸顯這群女性藝術家，你還可以有一些什麼樣個人特質。反而那時候吳瑪俐那

個玩布工作坊已經做一陣子這樣的人，而跟一個今天政治上有一點宣誓的，我來縫意義不一樣，如果

大家有心疼這一群女性藝術家應該更早一點，所以我也在那一次有一點比較大的成長，就比較明白什

麼叫弱勢，就是弱勢裡面有時候被操控還不懂，然後弱勢有時候突然對你最傷害的可能就是你認為的

夥伴，因為他在不懂的狀況。我在裡面也沒有說是我負責黑貓在打狗，你看藝術家是用名字的順序來

排的，所以我一直是很烏托邦的去談這個事，可是也那一次之後我比較懂得什麼叫烏托邦，我那一陣

子是比較在談幻滅，所以我後來自己的作品比較談這一塊，就比較痛苦，可是很多年之後我也明白了，

就是我認為那是在台灣的這個土地裡走過某一些事，不管是南北的差異、傷痛。如果我一開始是帶著

一個善意想要對女性團體對那樣的話，我認為就至始至終，你心理上會比較好，因為它必經之路，我

覺得有一點這樣，後來我就覺得如果這樣可以造成風平浪靜，有另外一波，最後就有點很不幸的我自

己採用酵母菌的方法，就是跟別人連結和平，可是我覺得有些人，或者這個生物，說有些東西叫癌細

胞，沒辦法，他要吃掉別人吞噬別人，他才有辦法壯大，所以我們那個力量要轉到他的某種力量他才

能夠和平過去的話，所以女性藝術節之後我和香君我們倆還在療傷，畢竟我還是有在做橋頭，甚至我

那時候在高苑的話開始引進女性影像協會，女性影展，我每年在預算裡就撥女性影展，所以我其實還

是非常關注女性團體，不是只是一個團體的問題。如果我今天認可我自己女性，我覺得我很快樂，我

覺得我很喜歡這個女性的這個角色身份，那當然我也應該是從事那一類的女性藝術家，所以我覺得她

不應該要有一個那樣的界限，而應該是去很平等，後來又比較可以平衡回來就是重新再去看待，那包

含在橋頭糖廠也是讓一些女性藝術家進駐啊，或者我再邀女藝會來高苑展覽。 

其實我跟高雄結緣應該還是要回到這個 1999 年「甜蜜時代」，我找了很多女性藝術家一起來幫忙，慢

慢用幾個力量我還是希望很多的，女性藝術家她可以把自己的力量，沒有那麼區隔說這一定男生或女

生，然後女藝會後來我也邀到高苑來展，所以我是利用一個地方力量再讓一邊去轉移，而不是把那一

邊的力量把它的預算把它拿到我這邊來不是，我就各自幫忙這樣你讓它可以再加乘，可以一個當中去

這樣去滾去累積，所以我是比較喜歡用這個方法。我那時候除了高雄縣的文化基金會，還有高雄市的

文化基金會董事，我就兩邊都有擔任董事，所以我剛剛說回想，當我自己比較了解某一些政治操作，

我比較明白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子做，那可是只是站在我們以藝術為主體的時候，不免你就會覺得說今

天你的痛苦，你想要做這樣子的人，去做這樣的事，最後卻變成怎麼會變成我們反而是那個壓迫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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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香君那個痛苦我覺得她的內傷比較大啦，所以直到後來你看她她可以回到高師，所以我本來也

只覺得說這個可以再再撫平，可是沒有想到就，對啊，也隨著她的這種，我覺得因為她是常常在內傷

的人，所以我也覺得，跟這個疾病，比較敏感，那其實淑真也是啊，所以你看女藝會我們幾個負責的，

蔡宗芬、許淑真、翠雲……真的都一個一個離開。 

 

張：那好藝術群是妳從法國回來就加入嗎？ 

惠：我第一年是在台中就加入了，後來就加入。這是以中部的女性的藝術家的集結為主。 

 

張：這個集結是哪一個年代開始的？ 

惠：這個是吳伊凡在我這個前面三屆應該就開始了吧，因為她原本也是沒有要立案，所以那個時候那

個時候我記得最早還是吳伊凡跟吳美純她們先開始的，然後之後加入了林平、謝鴻均和其她人，大家

都很開心，還在二十號倉庫談過還開開心心去彰化。沒想到她們加入後，陸續大家就開始懷孕，結果

這樣之後她們都不能展覽，結果後來我們好藝術群就幾乎才變成比較沒什麼活動。 

我那時候參與好藝術群，那時候我為了做新娘就是我，忙的要死。我會盡力將手上的資源嘛，譬如高

苑藝文中心，或者橋仔頭糖廠，那只要是可行的，會有一些女性的一些展覽機會，會有一些我覺得還

蠻優秀的藝術家，我就會還是會這樣邀請。我正好也就是扮演酵母菌的角色，那個點它正在變化，可

我也認為那是個蠻重要的時刻，如果這時候你沒有丟一個好的去催化，他也許就發不了這麼大。那個

年代 2000 年到 2005 年就是說以策展或活動來催化、活化，2005年之後大概就是年輕的女性藝術家

也開始展演這樣子。 

我最早在高雄應該就是從甜蜜時代 1999，然後之後我又到新濱碼頭就 2000 年，讓甜蜜時代文件展在

新濱碼頭，所以會把高雄的像有些女性藝術家，還有其實那時候我又辦了清境農場南投，所以我邀了

很多南部的藝術家，包含林麗華她們都到橋頭，到清境農場展覽，所以邀大家做戶外型，還有做比較

策展型的，所以那又 2000之後再到新娘就是我，然後一直在到流動，流動到澎湖的古蹟第一賓館，

我邀了林珮淳跟我一起，之後我在做酸甜酵母菌，後來還有甜蜜鹽埕埔，所以這也回到新濱碼頭。記

者李友煌那時候跟我說他要到高雄，還有幫忙就是我把 CO4，台灣前衛文建展我也是把一堆高雄的藝

術家搬到臺北，我覺得我在高雄大概替女性藝術家滾雪球，其實我希望這個能量就是不要讓自己那麼

悲情，就自己出走啊妳就自己跑去別的地方就好。酸甜酵母菌我就故意製造就是不同的點，讓大家拎

著皮箱就可以去做串聯，我就把這個大家都串聯在一起，所以這個裡面就除了高雄的藝術家為主以外，

我請女藝會推薦幾個女性藝術家，就她們當時，所以我也把剛來高雄的侯淑姿碰面，讓李美光、阿賴、

蔡海如我們以女藝會為名來作串聯，費用我補助材料其實是給女藝。 

我當時是高苑主辦，女藝就會以協辦，那時候我們變成發票也是開給女藝，因為這樣 10%是留給女藝

的行政管理，我們那時候也讓女藝會有一些展覽的話就有錢可以進去，其實我也知道經濟獨立的話一

個協會會比較好做事，因為女藝會其實本身沒有錢，或者是有些空間沒有錢，所以我是有計劃地透過

這種，好像就是虛構的，很多東西是我自己把它創造，我所謂創造就是說，在這個當中裡讓這個無形

的東西裡去拉一些網脈讓她們可以有關，所以這也是跟我個人一直在關係上拉關係。 

 

惠：(錄影結論) 

與高雄結緣十年，除了本來是沒有在高雄的女藝會來到高雄，我其實是讓一群女生的力量開始，一開

始不是完全放在高雄市，他比較在高雄縣，都是邊區跟邊陲，因為你越比較邊陲的時候你力量比較強，

所以我是讓幾個邊陲是去結合，所以我當然是有策略的，因為妳女生沒有被看到，就是高雄一群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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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自己沒有被看到，那妳這時候妳跑到哪一個市區他還是一樣那樣。 

回想這十年，我想一開始有一點像一個遠離邊陲的一個概念來去操作，這十年剛開始策動的是在橋仔

頭糖廠，因為他一個場域歷史記憶可能要消失不見，所以我一開始在策動的時候是從「甜蜜時代」開

始，那橋仔頭糖廠的甜蜜時代，他所謂糾結的這個一百年的歷史，最有趣的就是我去串聯一個高雄市

還有到高雄縣這兩個，把所謂橋頭跟鹽埕的關係拉了一條線。做了橋頭之後我就發現當時所謂甜甜的

糖打敗鹹鹹的鹽，也就是他串聯了一個港口，就是變成橋頭糖廠的糖，他要運輸到鹽埕，由鹽埕那裡

讓他出去，所以我開始邀了很多南部的藝術家，當然包含了很多南部的女性藝術家，那大家就很無私

的來幫忙，那時候我就開始去去操作這樣一些議題的想法，還有透過連結空間跟人，所以在這樣的觀

念裡，橋頭糖廠之後也就帶到所謂鹽埕埔，所以之後從 1999之後就做了甜蜜時代，然後我就會跑到

新濱碼頭藝術空間，所以變成就是橋頭糖廠再到新濱碼頭，也因為這個關係也就跟高雄的藝術家就比

較熟悉，慢慢進入到高雄這樣一個環境，所以從一個糖廠再到一個新濱碼頭，這個只是我當時在南部

最常去的兩個點，很多南部女性藝術家她苦於好像比較沒有管道來發表，所以當我慢慢地參與了女藝

會的時候，除了之前幫高雄女性藝術家做新娘就是我，還有就是策一個以女藝會為主的展的時候，我

就把我之前想像的空間跟空間，人跟人，所以我說如何平等地把空間跟人這樣一個事情，可以透過藝

術還有透過我們女性藝術家，我覺得很平等很自由然後沒有那麼所謂的階級的這樣的一個概念裡，甚

至不分類型藝術的串聯，所以策了「酸甜酵母菌」，希望連結橋仔頭糖廠的倉庫，然後再跟華山藝文

特區的倉庫烏梅酒廠。 

在這樣的一個觀念裡就希望把邊陲對邊陲，甚至是女性，我覺得那時候高雄的女性藝術家基本上我認

為，或者是北部的女性藝術家她有些好像是比較被忽略的，所以我把這些我自己覺得是幾個被忽略的

空間跟人，或者是高雄市、高雄縣，因為當我把這些藝術家比較多又放在高雄縣的橋頭糖廠來的時候，

我覺得他的幾個議題性開始透過我個人的一些的想像，比如酵母菌的概念，透過這樣的一個比較策略

性的議題，包在一個小小的詭計裡，比如用甜蜜時代，來去包裹一個一百年裡還有橋頭糖廠的一個衝

突，不是只有糖廠是絕對只有甜蜜而已，而是說在這樣的一個時代裡他可能有很多的問題，可是我是

用一個就是讓人家第一眼裡以為是那樣，他背後裡要談的問題比較多，那包含一個女性裡面這個集結，

像「酸甜酵母菌」或者是「新娘就是我」。我覺得與其要去很沈重的談一個歷史，談一些個人得處境，

還不如輕盈一點快樂一點的，用一種幽默的一點的方式去繞過去，去談藝術裡的狀態，所以那個時候

我在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策動了非常多的展覽都是在面對都是跟社會的議題比較多，還有跟蠻多女

性自身裡的一些自我認同，越是沈重的很多事情，我就越希望用一種比較詩意比較輕盈的方法來去引

動這樣的一個議題。 

回想這十年邀請了不同的藝術家辦非常多的展覽，包含女藝會在高苑藝文中心、在駁二，我積極在打

開各個場域，那透過空間跟空間，人跟人，人跟物，跟事件可以更多的一個串聯，然後讓自己的能量

一直擴增，而且透過這些能量之間的一個連結，我覺得他就可以把女性的力量開心的分享，去談一些

創作的問題。除了這個以外，所以我那時候在高苑藝文中心的時候我將女性影展這一塊再帶入，所以

我放在高苑藝文中心，固定的每年女性影展的時候高苑也都會一定會參與，那高雄這邊橋仔頭糖廠也

有社區電影，金甘蔗影展。今天女性藝術家它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更多的能量可以去傳達，而不是透

過一種乍看很強的力量。 

女性跟男性是有不一樣的，而那個差異不是誰強誰弱，而是他就有一些差異，它可以開心的找到自己

的一些可能，那時間在高雄我可能做了一些相當程度的擾動、連結，還有希望帶來一些比較開心比較

正面的一些串聯，然後也比較希望讓藝術更多元，還有也希望透過我們這些女性更多面向，我覺得女

性的角色有時候可以很溫柔，可是有時候我們也可以是有另外一種的，就像一個母親的角色，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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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覺得我們可以溢出非常多的能量去協助一些，甚至我說像一些歷史空間，或者一些可能，我覺得像

去保護一個土地一樣去保護很多的我覺得需要被關懷的地方。我覺得女性力量她應該是可以更大的，

像酵母菌一直加入然後讓這個事情更好，高雄本身就在變，他的學校有更多的年輕人加入，所以我認

為這個是好事，所以也非常開心。看到現在的高雄，已經跟我那時候剛到的高雄的時候已經不同了，

我離開高雄五年再重頭再來看我反而覺得我現在看得更清楚了，我覺得這個我自己就覺得能說當時也

算盡了一點小力量，那也很開心，那很開心在那邊遇到這麼多的好姐妹。 

 

有一次吳瑪俐有訪談我，認為我會做一點這些類似這種事，就是因為我們家是平等的，我爸在家洗衣

服、煮飯，我媽從來沒去幫我爸這種事，所以我覺得是我父親有一點那種差別，可是也是在這樣的狀

況裡，我爸從小只對我說一句，我相信妳要做什麼妳做的到。所以我就一向就是自主，高中搬出去，

我爸就幫我打包棉被，結果沒想到就搬不回去了，從高中就在外面，就已經獨立了，所以我認為說我

爸爸給我最大的財產就是信心。那我認為後來我認識很多女性藝術家，她們大部份都是被缺乏信任，

就是父母親認為這個女生做不到，不該做這個不該做那個，覺得女生這樣不行，但是我完全不是，我

跟妳講我差別是什麼，我連折都不用折，我叫我哥說去幫我洗，我弟去削水果給我吃得那種，所以我

就會說是真的有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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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2014 年 8 月 20 日 

地點：御書房 

受訪者：林珮淳 

採訪者：陳欣慧  

 

陳欣慧(以下簡稱陳)：請描述 90 年代的女性集結運動，您參與其中的經驗與觀察。 

林珮淳(以下簡稱林)：我投入台灣的當代藝術是從加入「二號公寓」替代空間開始的，它是集結一群

留學國外回來的藝術家，因有感於台灣整個藝術生態仍以中國繪畫或印象派油畫為主，美術館或私人

畫廊只展出知名的藝術家，忽略了台灣具前衞思維的當代藝術。其實「替代空間」Alternative Space

是起源於 70 年代美國的一群藝術家，為了表現他們前衛的實驗創作，而一起合租公寓空間來作展覽，

所以「二號公寓」就是以此概念命名。成員之一傅家琿曾指出「二號公寓」是一群藝術工作者合作經

營的空間，用來替代一般的商業藝廊和美術館，使他們不被美術館和藝廊接納，或他們不願到美術館

或藝廊展出的作品。當時我剛從美國回來的第二年，在美國文化中心作第一次的個展時，由美國文化

中心展覽組主任黃麗絹邀約加入「二號公寓」而成了第一批的藝術家。在「二號公寓」除了展覽外，

座談會及報章雜誌的報導皆引起藝術圈的討論，尤其有幾位比較敢批判的藝術家如連德誠等人，對整

個美術館沒有盡到推動台灣當代藝術的角色而提出了許多重要的論述，經過多次的批評之後，台北市

立美術館終於在地下樓開放一個空間邀請我們做了第一次展覧，這空間成了日後許多實驗性的作品可

展出的舞台。「二號公寓」最重要的討論是面對解嚴之後台灣的當代藝術、台灣的認同、台灣的身份

等的議題，可是一直沒有重視到「女性議題」。 

 

當時我自己以抽象畫為主，因在美國讀書的時候受抽象表象主義的影響，我畫抽象畫是非常快樂的，

尤其是很能以揮灑的筆觸大膽去宣洩自我的感情。我曾寫過一篇文章說到：抽象畫對於台灣的女性藝

術發展的重要性，我認為抽象畫本身就具有女性非常強烈的解放與自主的表現，是對於傳統「閨秀畫」

一個很大的對比，雖然抽象畫看不到所謂的社會議題，也沒有性器官圖像的表現，但我認為抽象畫具

有女性解放之時代意義。 

 

至於「女性主義藝術」，我第一次接觸是嚴明惠老師在誠品策展的那一次，她集結了一些的女性的作

品，也以西方「女性主義藝術」的作品作演講而令我印象深刻，而她那時候的繪畫大部份以身體器官

與水果符號為主，引起很多媒體甚至是男性的震撼，認為這種作品就是對抗男性的藝術而有所排斥甚

至烏名化之。也有評論指出當時的一些女性藝術聯展，只是把很多女性的作品集結在一起而已，因此

開始有些思考：女性藝術到底有什麼特別的美學呢?女性主義或是女性藝術特質是怎麼樣的一個輪廓?

它能夠和西方一樣有一個女性主義藝的運動出現嗎？這的確是當年除了「二號公寓」對本土性的運動

之外的另一種聲音，雖然不是從「二號公寓」而出，但多數女性成員都有參與女性集結的展出或討論，

如嚴明惠、侯宜人、黃麗絹及我本人等。 

 

之後，張金玉老師在「帝門藝術中心」請侯宜人老師策了一個「女我展」，它是個「娥」的雙關詞，

有女性蛻變與自主的概念。展期間也有一些的研討與分享，許多女性藝術家就開始談說作品為什麼這

樣做的底層問題，如我的作品漸漸將抽象畫加入一些符號，如作品裡的「身體」其實是表達自身受壓

抑的圖像。我在美國時雖喜歡抽象畫，但回台灣之後又回到了父權思想很深的環境而很不釋放，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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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二號公寓」後對社會與文化議題感受加深，且逐漸意識到身為一個女性除了工作教書又要發展

當代藝術是很辛苦的。另外，看到「二號公寓」多數還是以男性作品受到藝術界的矚目，那時候深覺

得自己好像「蛹」般的想破繭而出，可是不知出口在那裡?再加上家中沒空間創作，之後我真的去租

一個畫室時，我先生當然不支持，因我下課後不回來煮飯而是去畫室，也會把我孩子帶去畫室，常常

畫到半夜，孩子也就在身邊睡著了，整個家庭生活是與傳統被期待的模式很不同，我也覺得是我沒盡

好妻子與母親的角色而產生了愧疚感。1992 年我即在國立美術館(那時候省立美術館)的個展中展出

「女性詮釋系列」和「蛹系列」畫作，以抽象性的筆觸夾著高跟鞋與包鞋的圖像，也畫很多一坨一坨

諭表蛹的圓形，也有女性的身體圖像在裡面，那個女性身體就是代表我，總覺得自己很像表面穿著高

跟鞋的現代女性，但其實仍被期待扮演賢妻良母的傳統角色，是令我很不快樂的，油彩的材質是很厚

實與雜亂的，一層一層的筆觸推疊象徵了自己的思緒與困惑，侯宜人評論我作品為「非統形的抽象圖

像」。1993 年終於突破困難到澳洲攻讀博士尋求出口，也在大量接觸「女性主義藝術」論述與作品後

才逐漸自覺：原來整個人類藝術史在女性主義之前就沒有女大師出現過，甚至有清楚的認知藝術史是

男性的手與觀點所寫的，作品是在男性的標準下被定位的。那個時候我就跳出自身的困惑與傳統文化

的壓抑，而開始自信的以女性觀點「再現」父權文化下的產物：纒足與美容，而創作了「相對說畫系

列」。此系列於澳洲 project space 展出，也於 1995 年在台北巿立美術館作了個展，整個媒體評論也

就定位我是女性主義藝術家，只是我作品沒有如西方女性主義藝術家直接用身體器官的圖像與影像，

因我認為西方女性主義以解放自己身體來創作，如因她們抗議女性一直是西方男性畫家筆下的裸女畫，

所以她們提出：女性應該是以藝術家走進去美術館，而不是躺著進去美術館的畫中的模特兒。可是我

認為台灣或著中國的文化與西方不同，女性身體在中國繪畫或戲曲舞蹈等都是被包裹的，我不用我自

己的身體來創作是因為我不是從西方的文化觀點作思辯。我在主編「女藝論」那本書寫了一篇有關瑪

莉凱麗 Mary Kelly 的作品的「產後文件」Post-Partum Document，她認為用裸露的身體是再次的被男

性「窺視」，所以她也不用自己的身體創作，而是用「再現」她產後當媽媽時所觀察到她兒子的現象，

而提出母親自主的觀點，如從嬰兒的糞便顏色；孩子第一次的塗鴉；到第一次啞啞學語等文件等。她

作品影響我非常大，我後來的創作其實都是以「再現」作我的創作語彙。 

 然而，我發現台灣大部份的評論仍認為以「裸露的身體」作品才是很強的女性主義作品，因這種西

方語彙是最強烈、最直接對父權的批判，可是我認為東西方文化對身體的運用是不一樣的，而我的語

彙是「再現」出我要批判的父權文化，如我在我作品「相對說畫系列」中，我只需去呈現我所批判的

事實 : 纏足的文獻、古畫的美女和美容廣告的模特兒與標語，在「黑牆、窗 與窗外」作品再現了

228 受害人的全家福合照；「向造成 228 悲劇的當權者致意」的獎盃稱讚當權者的偉大；在「經典系

列」再現四書五經與讀書人行為的關係與對照；在「美麗人生」中的清明上河圖與台灣亂象作圖像結

合而反諷台灣社會的美麗的假象。 

  

到了 1999 年 921 大地震令我有了很大的改變，我目睹人類以科技破壞大自然而遭大自然反撲，以及

先知帶領我們要回歸大自然、敬天愛人的信息後，我想「再現」那人造自然的炫麗現象，而作了一系

列的「回歸大自然」創作。那期間我再現了很多的假自然，我大量使用招牌壓克力燈箱做了很多的假

自然的裝置如「生生不息、源源不斷」；「景觀、觀景」的方型假花園、假天空、假海水等，因為燈箱

是招牌都會文化的代表，其實壓克力是有毒的化工材料，為了「再現」人類背離了大自然而建構了許

多假自然，我刻意去廣告公司做我的作品，我刻意以廣告招牌的做法來做我的作品，如大量將電腦數

位輸出圖案黏貼於幾何造形的燈箱上，再置放於室內或公園內。很奇妙的就是說，我所做的這些作品

反而很吸引觀眾的目光，這就是我的再現手法的絕招，再現人類很喜歡這些光亮的燈箱的心態，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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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覺得人工的假自然有何不好， 反而覺得越人工的越美⋯⋯而此系列作品居然獲得許多公共藝術節

的邀展。 

  

當時我一直希望「回歸大自然」系列能再現更具動感與擬真的影像，我很幸運的到台藝大的多媒體動

畫兿術研究所任教，而有機會使用影像與 3D 動畫媒材，如在台北當代館的個展「浮空掠影一捕捉」

就很自然以 4D 眼鏡再現充滿在展覽暗室飛舞的蝴蝶影像，因此我的作品絕對不是說因科技藝術的流

行，而是試圖以科技藝術要再現科技的虛擬、擬像或與人互動的媒材本質，藉以批判科技的虛假與不

自然，如在「花柱」的作品中，我建構了人工花與人造蝴蝶的遠距傳情的非自然現象，也在「溫室培

育」的作品以 3D 動畫來呈現女體從網格狀到長肉的人工培育女體的過程，也以 3D 動畫作了第一版

的「夏娃克隆」，取名「夏娃克隆」即以批判科技想扮演創造主而命名，其形象與「相對說畫」作品

所再現的美容塑身廣告的西方模特兒一樣，因她是代表男性眼中的理想美女：大眼、高鼻、大胸脯、

9 頭身⋯⋯。2011 年我又看到生化科技、複製基因改造或複製人體的極致現象，這種科技更加可怕，

不只如美容塑身改造外形，更是直接以科技從 DNA 去掉不理想的基因，或直接以優生基因進行實驗

且想給予生命。因此，我又發展了「夏娃克隆肖像」，在她額頭加入可表現其內藏科技危險的 666 撒

但的獸印（聖經啟示錄記載），與神創的夏娃自然的天性作對比與區隔，人創的「夏娃克隆」成為邪

氣的科學怪人(以動態全像媒材表現「夏娃克隆」的鬼異色彩與瞼部與眼神的動態)，提出了此混種、

變種、被人類培養的東西反成為反制人類的邪惡化身，如電腦、科技、化工、核能等人類的發明反而

成為災難的原凶。 

  

2001 年「夏娃克隆肖像」與「夏娃克隆 No3/4」皆表現了眼睛跟隨誘惑觀眾的互存的關係，人創造了

誘惑人的科技，但科技反而轄制了人類。到了下系列的「夏娃克隆啟示錄 No.1」就更加具有人工生

命性了，如觀眾進入作品場域就啟動了她的生命指數 time code 與色彩和複製整排的身體等，而討論

了她被複製的生命卻也可以自我繁衍，且可與人類共存於當下的時間，因 time code 是一直隨著時間

跳動的。此系列就加入聖經啟示錄有關巴比倫大淫婦與 666 獸印的聖經章節，以 6 種強權文字呈現（古

代的拉丁、希臘與希伯來文，今日的中、英與阿 拉伯文）來定義她轄制人類的身份與權力。到了「夏

娃克隆啟示錄 no.3」則逐漸成為被人崇拜的「大偶像」，她除了具有「夏娃克隆啟示 No.1」特性外，

身體已成了有如但以理書記載的 金、銀、銅、鉄、泥的大偶像。另外，在展場內我又以 3D 列印了

一個「夏娃克隆」的金頭立體裝置，主要是來邀請觀眾舉手按此金頭，表現從她頭上的 666 授印以及

崇拜她的動作，當觀眾做了此行為時就會啟動「夏娃克隆」抬頭舞動身體且一尊尊的擺動起來，加重

了她愈被崇拜而更具活躍的驕傲姿態。因此，繁衍的每一代都喻表「夏娃克隆」的演化：「夏娃克隆

No.1」是人蛹合體的美女；到「夏娃克隆肖像」時就成了頭上有 666 獸印的巴比倫大淫婦；到「夏娃

克隆啟示錄 No.3」之後就成了金頭的大偶像。此演化過程與人類之愛眛關係到反被她轄制的因果關

係正是我一直推展一個系列又一個系列作品的動機與目的，整個夏娃克隆系列討論了人類與科技的互

存、交媾、到最後祟拜她而被轄制的關係性。但一直到 2014 年的「夏娃克隆啓示錄 no.4」終極版時，

我就表現了父權科技誇耀自己挑戰神的結局就是至終被神打碎，而此系列展於紐約皇后美術館與高雄

市立美術館。 

  

陳：請您描述「女藝論」的出版過程及緣由？ 

林：1993 年在國美館個展之後，有個機會到澳洲念博士，那個時候我的指導老師看到我的抽象畫裡

面帶有一些女性的符號，他們都認為我是一個女性主義者，當時我就非常驚訝。最大的衝擊就是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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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許多關女性主義的課程，尤其最讓我震撼的就是有一個課程就是每年參與了在新南威爾士 5 所大學

輪流主辦的女性藝術研討會與展覽，集結了大專院校的女教授與女學生。那個時候我就比較認識到台

灣女性藝術的發展如果沒有很深刻的基礎論述或著課程，甚至是一個集結的研討會或展覽的話，我覺

得台灣女性藝術可能還是一個聯展的概念。所以到了第二年有機會回到了台灣，我就把這件事把跟我

們的好朋友分享如吳瑪悧老師等人，我跟她講說我們應該要有自己的女性藝術論述，像琳達克林就講

出人類的藝術史沒有女大師，如果沒有一個對藝術論述清楚的話，我覺得女性作品只會流於一種女性

特質的觀點而已。後來的確由瑪悧邀請了大家到她家，還請到了藝術家雜誌的主編，才啟動了每個月

專題專欄，訪問了男性女性藝術家、館長、評論者對於女性主義藝術的看法這件事，此專欄維持了一

年多之久。然而我認為台灣女性藝術發展到現在仍沒有如西方或澳洲成功的原因，就是做研究的人不

多，評論的人不多，寫文章的人不多。雖很多的女性創作者，可是沒有評論理論是不容易被看到的。

西方的女性主義的發展就是非常具有地位的，因有非常強與自信的論述者、評論者、甚至策展人及行

政者，才能夠把女性藝術的重要性列出，也才會被重視。然而為什麼很多女性創作者都沒有辦法被看

到，我覺得台灣女性藝術的研究與評論的角度，還有美學的觀點是必需被建立的。 

 

1995 年我完成學位回國之後，吳瑪悧老師也跟女書店合作申請國家文藝基金會，定期邀請一位藝術

家與一位的主持人開始了對女性作品的討論，持續了快一年後，女書店的主編鼓勵我要趕快把這些座

談文字集結成一本書，也就是由我親自邀稿，終於把號稱是台灣第一本有關女性論述「女藝論」出版

了。這之後，吳瑪悧、蕭麗虹等人也啟動了在華山的運動，到後來視覺藝術聯盟的成立，之後她們想

說是不是能夠做成立一個「女性藝術協會」，那時候第一屆有很多的發起人，由賴純純當理事長，目

的就是想透過這協會鼓勵大家能夠常常在一起分享創作心得，也可鼓勵更多的女性研究者要進來，所

以有了這個協會之後，從北部到南部扎根，後來發現也有很多年輕女性工作者，如陳香君、郭冠英、

曾鈺涓、陳明惠等人，當然也非常感謝高美館主辦了多次「女性兿術」的重要的展覽以及研究。 

  

「女藝會」也是一個重要的推手，集結大家能夠相互鼓勵，也培養、啓發了某些在她們的生命成長裡

面等待被挖掘的因子，就像我的創作，我從「女性詮釋系列」和「蛹系列」畫作， 其實就是整個的

一個父權文化底層下的創作結果，後來我找到了再現的手法而創作了更多解構父權的系列作品，甚至

能夠能找到發聲的方式。到了現在的「夏娃克隆系列」作品也是可以回到女性議題被討論，譬如說「夏

娃克隆」的身體其實父權科技改造下的身體，她不再是真實與自然的女性身體。常有人問我為什麼你

把女性身體邪惡化呢?我就回答說我所做的「夏娃克隆」不是神創造的女人，她是父權科技用克隆複

製的手法所創造的女性身體，是有 666 的獸印等符號的，是我再現科技的既美麗又危險的產物，以

及是人類驕傲挑戰創造主的那個心態與行為現象，其實在聖經啓示錄就有談述到那個女人，名叫「巴

比倫大淫婦」，與所謂的早期我在關心女性議題裡面所談的自然的身體是不一樣的。 

回到我對於女性關心的這件事是因為我們自己就是一個在這個父權文化底層的女性，我們可以清楚知

道女性面臨的問題，因此我還是繼續鼓勵更多的女性創作者要有自覺，包含我對比較善用科技藝術的

手法來表現的一些女性學生，我同樣要讓她們站在一個女性的角色去思考：你如何找自己的特殊的議

題，如何對於女性處於在一個父權科技生態裡的反思，讓觀眾可以知道女性藝術家其實有更犀利的手

法，不見得是被置入在一種好像只是爭資源而已，因我們對於這個人類的關懷太重要了。其實女性就

是最能夠關懷大自然保育，許多綠色團體或是女性主義裡面的生態女性主義者有許多是女性。總而言

之，從我當初覺得在父權底下的批判的父權的創作觀點，一直到我現在更犀利的批判父權科技的「克

隆夏娃」系列，其實都是在關懷我們身為一個女性怎麼看這個人類的所面臨的危機，如何能夠透過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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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的手法作更多的省思，這些當然就是我要傳達的 「敬重大自然、敬神愛人」觀點，因唯有如此才

不會有強權欺壓弱者的種族或性別問題，也不會肆無忌憚的破壞大自然甚至以科技改變神的原創等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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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2014 年 8 月 22 日 

地點：北師美術館 

受訪者：林曼麗 

採訪者：張金玉、曾鈺涓、陳欣慧 

 

林曼麗(以下簡稱林)：在這個領域工作，我從來沒有想過，我要去當館長、當院長，或著是我要去做

什麼，在我的腦袋裡，其實是沒有這件事情的。我這一輩子來沒有找過工作，所有的事，所有的工作

都是人家來找我，希望我能夠幫忙，我也覺得我可以所以我就去做。我的意思是說，我喜歡藝術這件

事情，因為我是台南人台南出生，在我的成長過程，我就一直往藝術這個方向走，至於說以後做這些

事情，我個人覺得好像是命運。小時候，在那個年代因為我媽媽是從事藝術方面的工作，我的母親對

我的影響當然很大，那個年代像她那樣子的女性應該也不是太多，在那個早期年紀大的女性，應該都

是比較單純的家庭主婦，但是我媽媽是日本時代高女畢業，非常優秀，跟我父親結婚，生了我們四個

小孩之後，她又到了日本去留學，學服裝設計跟花藝設計。我爸爸是物理學的教授，也是個非常好的

父親，我覺得我很幸福，有很好的家庭跟父母，其實我的父母是很開明，當年我的媽媽，追求自己的

理想，我父親也非常的支持她，所以她才會生了我們四個小孩之後，還可以到日本去留學追求她自己

的理想。她回來台灣之後，還是發展她自已的事業，我父親其實也都是一直對她非常支持。在我的成

長背景，我的母親算是一個職業婦女，就是所謂的 Career Woman，雖然如此她從來沒有忽視對家庭

或是對子女的關照，我覺得我的母親非常的了不起，她不只是一般母親讓你吃飯或照顧你的生活，她

其實是一個典範，她可以把家庭照顧的很好，她也可以追求他自己的理想，然後也把工作做的很好，

也得到很多人對她的尊敬。 

 

我在師大美術系讀書的時候，就開始對教育很有興趣，因為我這個人就是有點比較雞婆一點，就覺得

說好的東西不可以獨樂樂，一定要眾樂樂，藝術這麼好這麼幸福，我覺得應該更多的人了解，可以有

機會接觸。可是我們台灣的教育，就是很不重視藝術教育，所以我還記得我在師大的時候我就參加兒

童教育社，每個星期六日都到孤兒院去教小朋友畫畫，人們去追求美的東西，創作、表現、刺激想像

力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從那個時候從自己因為喜歡藝術這件事情，我就開始覺得我應該要把這樣子

的幸福或價值可以給更多人，藝術教育就成為我一生的職志。就是我對藝術的分享、喜愛，它給我的

幸福，我覺得它的意義跟他的價值應該要讓更多更多的人可以理解，那個其實是我唯一堅持，其他就

是手段跟過程而已。另外一個角度，我覺得我是一個幸運的人，就是說，我從小的環境生長、求學的

過程，包括師大畢業，然後到東京大學留學，然後回台灣，所有的這些事情，當然這裡面不是沒有付

出，沒有辛苦。 

  

講起來當然事情很多，故事也很多，當妳要去追求你自己的理想的時候，你要付出，我覺得那是理所

當然的事情，天底下絕對是沒有白吃的午餐，也不可能從就天上掉下來，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算你

很幸福很幸運，你有很好的條件，可是如果你自己，不付出不努力，也不可能。所以，我是有去堅持，

可能作為一個女性我是有那個意志力的，不要說女性，其實我個人沒有很常去意識到說我是女性跟男

性的區別，雖然從以前到現在我常常在很多場合或重要會議裏，發現只有我一個女生，這是我人生的

過程，在台灣的社會裡面女性，我幾乎都是第一個，第一個東京大學的教育學女性博士，美術館的第

一個女性館長，故宮博物院的第一個女性院長，國藝會的第一個女姓董事長，可是對我來講，我根本

不在意。當然我有女性特質，因為我就是女生，跟男生就是不一樣，但是我不會覺得因為我是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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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要在一個社會裡面出人頭地，可能你會受到比較多的打壓，我自己是沒有這様的意識，當然這裡

面還是要看自己的能力跟自己的表現，我覺得重點還在那裡。 

  

譬如說我在東京大學留學十年，從碩士到博士，東京大學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他是不給女生去讀

的，日本這個國家傳統上較重男輕女，女人就是在家裡相夫教子，最好結婚之後都不要出來工作，日

本社會是典型的大男人主義，所以我在東京大學讀書的時候，女性也不多，所以你是一個女性，又是

一個外國人，你要在他們的那個地方跟他們平起平坐，當然絕對不能比他們弱。事實上我在東京大學

十年拿到他的教育學博士學位，大家都說，喔 !你好厲害，因為東京大學博士學位其實很難取得，我

的博士學位是第二十四號，就是東京大學一百年的歷史，我是他第二十四個教育學博士，是第一位女

性，也是第一位外國人，拿到東京大學的教育學博士學位。所以就是說譬如說我十年取得了東京大學

博士學位，人家說你很厲害，你可以拿到東京大學博士學位，每次，人家如果這樣講的時候，我心裡

其實都暗暗得意，你都不知道，我又結婚生兩個小孩這樣子，這才是我最得意的地方，所以博士學位

對我來說當然很重要，但我最得意是我又結婚生兩個小孩。當然這個事情，我要感謝很多人，包括我

的父母，我的先生，我的公公婆婆，他們都很支持，包括我的師長。但天助自助者，最重要的還是自

己，就是說你自己如果沒有堅持，沒有努力，別人也幫不上忙，說實在的。 

 

張金玉(以下簡稱張)：所以以那個年代，就是在家族生活裡面，對一個女性約束這部份，你比較少碰

到，所以容許你有比較多的空間是在自我。 

  

林：所以我才先一開始為什麼先講我的家庭原因就是在這裏，我的家庭對我的影響深遠也是我一個非

常大的支持，因為我媽媽就是一個職業婦女，所以他非常的了解我，而我的父親本來就是一個非常開

放的男性，那個時代的男性可能都是很大男人主義或是約束女性，我父親不是，他就是很支持我的母

親，非常尊重我的母親的理想發展，甚至都很協助她，我母親作為一個女性，雖然他一方面追求自己

的理想和夢想，甚至她自己的事業，可是她也沒有，因為這樣子，忽視她的家庭和先生，這一點，是

我覺得我母親是非常了不起的，當然對我是一個非常好的榜樣。所以我當年會到東京大學去留學，最

大的支持當然就是我的母親，所以我會沒有後顧之憂的在日本留學十年，說實在我沒有打過一天工，

賺過一毛錢，甚至我生完小孩之後我媽媽還請一個人到日本來幫我帶小孩帶一年，讓我完全沒有中斷

學業，這是我非常幸運的地方。就是這樣子家庭的背景，然後我的婚姻，很幸運的是我的先生雖然是

一個醫生，可是他跟我結婚的時候，他可能很有自覺他娶的這個太太就不是醫生娘這樣子，他也從不

要求我扮演這様的角色，但是他開業的過程，支持他協助他當然也是我責無旁貸的責任。 

  

張：所以聽來好像女性，能夠得到認同好像你要展現一定的能力，或著是某種專業，或著是成就，很

多意見就會因此而閉嘴了。 

 

林：對，當然女性確實是真的比較辛苦，這也是事實，就是我們一定要身兼數職，跟男人不一樣，因

為男生他只要發揮他的事業，反正他做的好，沒有後顧之憂，後面的事情，就是理所當然就不是他的

事，我們女人就不是，就是說，家庭仍是你要做的事情，你要去做外面的事情你就必須要兩邊兼顧，

其實我的做法也是這樣，我從來不會因為我的工作、事業，或因為自己的理想，犧牲我的家庭跟我的

小孩，那是我的大原則。我從來，這是我的觀念，我雖然這麼忙，我從來不讓我的小孩吃便當，就是

說，因為我覺得讓我的小孩吃便當，這個媽媽就不及格了，怎麼可以吃便當，便當在外面那麼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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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我怎麼可以讓我的小孩這樣子。所以我再怎麼辛苦再怎麼忙，我的家庭品質，就是他們的環境、

生活的一切，食衣住行，我都一定要打理得非常的好，所以我其實還是把自己擺在最後的，說實在，

他們還是優先，可是我也不可能為了他們，就沒有我自己，因為我覺得如果沒有我自己，我就沒有辦

法活下來，就覺得你的人生，就少了什麼東西，就你自己不完全。也不是說你把你自己的事業顧好你

就會完全，結婚又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你結婚有家庭有小孩，那也是你身體的一部份，那是一體的，

所以對我來講兩邊都是不能割捨的，這樣講起來女性應該比男性更優秀，當然我本來就覺得女生很厲

害，我覺得女性很厲害的扮演很多角色，因為女生的韌性是很強的，因為我們的訓練也不同，因為一

方面你又要照顧家裡，又要又要在職場上應付這麼多事情，所以自然而然就慢慢就會訓練，所以對我

來講上工作上的事情都不是困難，我說實在的，我當院長，當館長每天忙到晚，都還是遊刄有餘，對

我來講，可能是因為，就我們那個女性的韌性，比男生更有耐性，細心，甚至說更有愛心，甚至做事

情的技巧，溝通協調能力都好很多，所以我講實在的，女生本來就很厲害 

  

張：回過頭來，假設你是一位男性，會有不同的哪個發展？ 

  

林：對我來講女性跟男性沒有差別，你就是以你的本來的自己，我覺得今天身為女性，我就是長這樣

子就是說，不管我的外表，內在，性別，不管我的什麼，反正就是這個樣子，你說他是女的好，說他

是男的好，其實我覺得我的身體裡面一定有男生跟女生，其實，我做很多事情可能都必需比男生都還

要更有明確的決斷力，而且我可能還覺得說更大膽，可是我在處理有一些事情的時候可能又很女性，

所以我也很難講我是男生還是女生，我從來不去給自己分辨這個事情。所以與其說女性特質或男性特

質還不如說就是林曼麗特質，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 

  

張：林老師國際的藝術發展也接觸的蠻多的，然後又在藝術教育做行政做整體，你覺得就時空面上來

說，台灣這三十年來，母性出頭，當然我們顯然看到母性出頭已經相較以前不多，那你有什麼樣的觀

察，除了說女性能見度以來，譬如說環境有真的比較好嗎？ 

  

林：我覺得是，應該是有比較好，因為我們現在社會的各方面的因素跟早期比起來，女性的機會，或

著女性在社會上，在家庭裡面的各種條件因素，是有越來越進步，可以這樣講。事實上這幾十年來，

女性在台灣的各種領域的表現，其實也越來越普遍。不要說台灣，全世界的女性現在成為領導者的女

性已經不少了。早期的話，你說女性要去做總統，或著去做什麼，基本上是，少之又少，那現在已經

理所當然，或著說越來越普遍的一個狀況。所以我覺得社會上跟早期比起來，我覺得是有在提升，有

在進步。 

  

但是真正的平等應該還有很長的路，因為不只是台灣，全世界都是一樣，就是說，當然每個國家有他

的一些文化差別性，像日本，我就覺得日本對男性女性的平權觀念比我們台灣還更不好，所以我都說

如果你要嫁日本男人，那千萬不要，那如果你要娶日本女人，你也許可以考慮一下。日本的社會男尊

女卑的那個狀況是整個社會的結構問題，也是文化問題，不那麼容易翻轉。 

  

如果妳是個有智慧，有主見，有個性的女生在日本社會裡面，你有可能會得憂鬱症，要不然超越他，

也許就可以，可是很多人就沒辦法超越。我的意思就是說全世界每個國家都有他不同的階程，但是，

嚴格來說，還是男女性是不平等的，你說美國歐洲他可能比較開放一點進步一點，可是你說他男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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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嗎，也不太可能，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只是，那個的差別。所以我會覺得兩性的問題，其實是人

類整體的問題，然後每個國家的文化不一樣，可是整體來講基本上是要去翻轉，或要去把他改變，可

能也不是那麼容易就可以做得到的事，但是，譬如說，我觀察日本這二三十年，我發現日本其實也有

在稍微解開，現在的日本社會的女性的地位有改變一點點，當然只是一點點，可是還是有在改變，當

然也許那也只是表象有說不定，但是有表象，總比零表象都沒有好一點，那台灣可能也是一樣。 

當然我們現在在尋求說，兩性之間有一個較好的較開放平等的關係，現在我們當然是希望教育我們年

輕的這一輩，不是說女人你們就理所當然，你必須一定要怎樣，我覺得是要靠教育的方式，然後整個

社會價值觀的調整，然後慢慢去去改變。我媽媽的那一代到我的這一代，我媽媽的那一代比我更辛苦，

所以他作為一個追求有自己生涯的女性，我相信他的付出一定比我辛苦很多，因為我有那個母親，我

比較沒有那麼辛苦，可是，所以他那一代到我這一代這樣子，那我這一代到我女兒這一代，我有兩個

女兒，所以我對我女兒一定影響很大，所以我那兩個女兒也會去追求他的理想，可能他們那一代可能

會比我這一代更開放一點也說不定，可能他們這一代的年輕人就比我們前面這幾代的，也許就會更好

一點。我覺得是可以這樣子去期待，就是彼此之間就是比較公平合理的一種關係，而不是像早期，就

覺得女性就是在家裡，就是顧家，你如果家裡沒顧好，去做外面的事情，你就是罪大惡極，現在大家

比較開放的時候，就沒有什麼好定型的。 

  

藝術領域這一塊，譬如說美術館，博物館，它的生態是女性的工作人員比較多，可是主管都是男生，

如果是頂尖的領導階層，我常是唯一的女性，但這種情況也在改變中，近年來藝文界女性的領導階層

或主管也有不斷增加的趨勢。學校也是，現在有很多學校的老師會來上課，他們說現在的中小學的老

師都是女生，整個學校幾乎找不到男老師了，這也會影響未來的教育生態，昨天我們還在開玩笑說是

不是要男生保障名額，因為現在要去當老師太難了，女生比較會讀書，所以女生就會比較容易考進學

程，我們現在教師甄試的方式是對女生比較有利的，所以男老師就更難了。總之，社會有很多價值觀，

規範，或潛規則也許制約了女性的發展，但如何超越女性、男性的既定概念，創造自己的存在價值，

是可以共同努力的方向。 

 

時期：2014 年 8 月 22 日 

地點：誠品畫廊 

受訪者：趙琍 

採訪者：張金玉、曾鈺涓、陳欣慧 

 

趙琍(以下簡稱趙)：我記得 1980 年代婦女新知基金會有出過四本書是有關於女性的書，關於身體，誰

控制你的身體，那四本書那時候對我啟發蠻大。書的內容倒沒有在講甚麼婦女權力要提高，是從婦女

的生活跟工作環境的調查，有一期，很大的專題是去做田野調查訪問當時在八零年代末八五年左右到

九零年，中國大陸婦女買賣的訪談，那個也是對我震撼非常大，他是用客觀的資料來呈現女性的處境。 

 

張金玉(以下簡稱張)：女性在藝術產業裡面從事藝術行政或經營一個畫廊空間，這樣的一個經驗來談

女性這種特殊處境，您的觀察是甚麼? 

趙：如果用女性的角度來看我的工作，當然我不能迴避女性在這個工作，性別的角色其實是蠻重要。

我是一九八二年國立藝專的美術印刷科畢業，在一個很巧合的機會裡面，進到這個永漢畫廊工作，那

時候的老闆就是邱老闆，也是一個巧合就是他是一個畫廊加一個連鎖書店，日文連鎖永漢書店。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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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邊做了四年以後，大概是一九八九年左右，台灣的這個繪畫市場非常非常蓬勃，光是阿波羅那棟大

樓裡面就有一百家畫廊左右，密密麻麻的，他們都在做所謂的印象派後，就是後期印象派，從日本過

來的印象派的畫，像李梅樹、楊三郎這些第一代老畫家的，廖繼春那時候過世很久了。其實我在這個

畫廊工作的蠻愉快的，因為我是國立藝專出身，認識的所有藝術家，很多都是學長。當然我也有遇過

那種藝術家，就是我去拜訪他的時候，他就說為什麼是妳來，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跟他說，他用閩南語

說，妳回去叫妳老闆來，那是我第一次遇到那個藝術家讓我感覺他毫無保留的歧視女性，我也不是正

人君子，那種偉大人格的女性，我心裡想，我要永遠把你在我的名單裡面刪除，我這一輩子不會辦你

的展覽，到現在都沒有，因為他真的畫得很差。 

 

我在永漢工作這段期間，我的性別跟藝術家工作其實還蠻幫助我，因為相對女性比較沒有侵略性、比

較細心、比較自動會去自我化、盡量去幫忙、還有去實現，並不是被教育的，而是女性本身就有，她

會去幫這些藝術家去實現他想要實現的，所以跟這些藝術家都相處得非常愉快，而且那時候辦的展覽

我自己都覺得很過癮，薪水很低，每天工作得很高興，都歡天喜地得去上班，但大概就一萬兩千五百

塊做了四年，錢不夠就是去借一下，能過就過。那是一段完全無憂無慮，現實上還過得去的很美好的

日子，大概就是四年，那四年裡面，兩個禮拜就辦一個展覽，我們畫廊只有兩個人，我辦了多少展覽

我都忘記了，那時年輕才二十幾歲。佈展的時候常常到天亮，就去喝豆漿。 

那時候邱先生也蠻有理想，他也接受我這樣子，他每年大概跟我講兩次話， 

他會給我一個大方向指示，他講閩南語我講國語，但是我們都聽得懂對方在講什麼，他會說：「今年

就是這樣，妳就是辦哪幾個人的展覽，那是我的好朋友，然後他們的畫會很好賣，妳賺的錢可以去做

一些跟藝術有關的事情，我沒有意見，但基本上這個畫廊要屬於藝良品。」我就都聽懂了。 

四年來大概就是這樣做，我確實也沒有為這個畫廊賺到多少錢，但也沒有虧損，但有一個就是我沒有

幫助老闆收藏，因為這個老闆並沒有給我任何一個收藏的預算，我換到這個新的老闆以後，其實他第

一件事情就是要幫他做收藏，那時候就第一次就感覺到在工作上性別上的挫折，或許是我的錯覺。現

在還是搞不清楚，如果那個時候是男性在那邊工作，他們會不會去跟他商量，再告訴他說，這個畫廊

要被賣掉？會不會因為我是女性，所以他們覺得沒什麼好說的，就照做就是了？那是我那時候感到非

常挫折，第一次感覺自己被賣掉的感覺。現在看起來，很多公司被併購也都沒有關係，可是那時候畫

廊就只有我們兩個女的，那畫廊也沒有收藏，也不是邱永漢的空間，所以他等於是買一個招牌跟兩個

工作人員，所以我在幫他做了沈哲哉展覽後，那個工作我已經做了四年，我累積了很多基本的收藏者，

在開幕的當天把畫大部分都賣了，簽了訂單以後，第二天就走人，當然我不是第二天，我前一個月我

就遞了辭呈，我把租了一個地方的房東押金還有租賃合約書跟辭呈一起遞，意思就是我非走不可！那

時候老闆非常生氣，因為他覺得他買下邱永漢的招牌，還有這兩個工作人員，所以去找了一個很大的

空間投資了一千多萬裝修，希望留下來然後工作，可是就在開幕的時候竟然沒有跟他商量我就走人，

然後把同事也帶走，還附了租約，意思就是說，我已經自己要去當老闆了，所以他那個時候氣到血壓

都高了。但我沒有什麼感覺，我也沒有覺得我自己做錯了，現在如果我同事這樣我會生氣，但那就是

年輕不懂事，只想要順著自己的意思，所以我就去開了一個茶館叫阿含茶館，大概開了一年多。 

 

待在誠品以後，覺得比較沒有女性性別有特別鮮明的感覺，我們這個行業女性特別多，誠品文化工作、

還有畫廊這個產業，女性特別多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這個行業獲利小，男人不會想要待在一個

獲利那麼低的行業，因為他們會想做可以比較快速賺錢，他們要養家，他們有社會角色上的經濟責任

跟成就感，這是第一個，第二個這個行業非常瑣碎，就是要做很多細碎的事情，要跟很多人接觸，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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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協商，我覺得女性比較有耐性，男性大如果有這個精神，應該可以去做別的就做得很好，我覺得

還是這個成就感、權力比較有關。 

在畫廊裡面經營的權力沒有那麼大，我觀察這個行業，大部分老闆，出資人都是男人，在下面張羅事

情的，工作人員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是女性，書店也是一樣，男的很稀少像寶貝，女性很多。我有一

次跟誠品的老闆吳清友先生說：「那麼多女性，但被拔擢成為總經理、副總經理都是男的，為什麼那

麼多的女的裡面會出現那麼多的男主管被提升？」他很驚訝，其實還有一點不高興，(張：但他有回

應妳嗎？)，他覺得那是我的錯覺，我倒覺得那是他的錯覺，就是說這是事實。如果你覺得這個男的

表現很好，這個女的也表現很好的時候，兩個都表現很好的時候，總是會先升男性，因為如果不先把

那男性提升起來，男性可能會產生心理障礙，要花很大的力氣去安撫他，因為他要養家，那女性總覺

得她可以等，下次再升她。女性好像也這樣覺得，沒關係下次輪到我，當然也有很強悍的女性她會去

吵，有，但比例相對少。 

我跟老闆提過公司的總經理、副總經理大部分都是男性的事情，跟他提過兩次以後我就沒有再提了，

這事情說了也沒有幫助，還有就是是否這些女性裡面真的有人可以被拔擢當總經理跟副總經理？有可

能真的沒有，為什麼？就是在整個教養過程跟從小的教養跟學養，所有的教育訓練跟行業的訓練裡面，

並沒有要把她訓練成總經理，她得要自我企圖心非常非常高，她才有可能變成這樣子。還有就是說，

大家還是覺得女性變數蠻多的，就是女性生兒育女這個階段，會把很多時間放在孩子身上，還有結婚。

他們會覺得女性比較多問題，是非特別多，特別多人對這個不滿對那個不滿，就是小狀況，大家會有

這種想法，講的可能都是真的，確實是真的，可是我也不覺得那個是是負面的或是可恥的，這就是事

實。那就接受這件事情，這就是性別的面貌，那男性也是，男性特別愛升官、愛加薪、愛出差、喜歡

跟辦公室的女生嘻嘻哈哈、有一些愛幻想談戀愛……他們說什麼我們也可以說他什麼，最重要的就是

在所有的過程裡面的暗示，女性在這些工作的被暗示，暗示妳的格局不夠大，有時候也真的覺得自己

格局不夠大，因為從小的教養裡面就是要保守不要去亂闖，男人就是要去闖天下，要打出一片江山，

女性相對是保守，例如說今天要開一個店，老闆會去問很多人，可能很多男性都說開開開，可能有女

性主官會說要再想想、多考慮，很怕虧損、很怕變成公司的負擔、很怕公司不賺錢，我覺得這個都是

好的，就是生物一個雄的、一個雌的，雄性的動物本來就是去打獵，男人是雄性動物，他就是去打獵

去佔有地盤，母的就是築巢，她要去養育下一代，男的要確保他的下一代可以大量繁衍，所以現在的

社會實在是很不人道，不讓男性結婚以後去有婚外情跟小三、交女朋友，這是對他們本性的一種壓制，

他們使這個社會產生很多情色問題，要是不要壓制他們就沒事了。女性很喜歡有一個安全的居所，所

以社會福利裡面應該優先送給每個女性一棟房子，讓她可以築家成家。我在想如果台灣變成一個母系

社會的話，台灣應該會很富強，因為台灣小好治理，不需要那麼多英雄好漢去管這些事情，台灣需要

和諧，生產，環保，不要再製造很多污染，不要過度開發，這些都是女性不會去做的事情。在性別上

跟生物上，這些是男性一直去做，如果把台灣變成母系社會，當然我在說的是天方夜譚，那麼這個島

嶼跟這個國家將會完全改觀，但我這不是女性主義的角度而是生物學的說法。 

 

在二十幾年的工作裡面，我覺得年紀越來越大以後，性別對我是有幫助的。學校畢業二十一、二十二

歲一直到我二十八歲結婚這幾年，我想如果人生那幾年可以很快速讓它過去，馬上跳到結婚生小孩，

那就不會迷惘那麼長。那個迷惘就是說，妳知道妳是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孩子，妳到哪裡大家都說妳

很漂亮，所以妳可能可以得到甚麼好的工作，如果妳做事有一點表現，他們說都是因為妳漂亮條件機

會多。到了一個年紀以後結了婚、生了小孩，自己心裡有一種很篤定的價值就出來了，很篤定知道自

己在這個工作裡的角色，還有就是因為要養家要照顧孩子，所以對工作會更紮實更付出，想要成為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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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可以學習的榜樣，所以就會要求自己比較負責任，做得像個樣子。做很多事情希望小孩看到以後，

知道媽媽是那個樣子。很多我們上一代的媽媽，因為沒有社會資源，沒有教育的背景，沒有工作機會，

她們是很哀怨或是很不開心的，我就覺得我一定要避免變成那樣不開心的媽媽，或是將來變成不開心

的老太婆，所以我蠻努力工作，養小孩結婚，覺得這些經歷都讓我變得更穩定。工作的時候面對工作、

還有面對男性的時候，我可以更果決，也可以更奸詐，就是說為了要把事情做好，會更柔軟，更有一

些手腕跟迂迴的方式，其實目的是要把那件事情做成，保有這個工作，可以既有工作、又有成就感、

又有收入這些全部都有。就是想要把工作做好，才會得到這一些。就是這樣子做做做做了二十幾年，

越做越有心得，越做越有心得就越來越有主見，越來越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其實從來都沒有想到會在

一個畫廊待那麼久，並不是一直都很順利，大概有長達五年時間每天都在想，我甚麼時候要辭職，明

年這個時候還要在這邊嗎，就太沒有出息了。(張：那個是在這二十二年裡面的哪個階段？)，兩千年

左右，那時候應該也是工作七、八年後了，那是一個很嚴重的工作瓶頸，還有就是大環境的狀況，不

知道這個行業何去何從的感覺，不是畫廊，其實我在講行業。這個畫廊不可能獨立在其他行業，我們

這個畫廊只是一個小拼圖的一塊，這個餅到底長甚麼樣子，我們一直都沒有真正的了解跟看到，因為

這個行業小，我們的政府並沒有做這所謂的普查，這個行業的一種分析調查，然後連數據都沒有。 

 

張：其實我比較深入問一下就是說，因為畫廊通常就是會被稱為畫廊小姐的原因是不是因為大部分，

傳統過去的畫廊老闆都是男性，所以他們其實把聘請進來的銷售畫作的，他認為就是坐櫃台的，然後

收藏家來倒倒咖啡泡泡茶，打雜的小姐？趙：對，我是非常不喜歡畫廊小姐這個名詞！這又要說到這

真的是一個小行業，所以這些老闆本身他就是獨立，某一天開始他就自己開門做生意。很多畫廊的老

闆他自己本身都沒有進到企業領域工作的經驗，可能甚至都沒有其他的工作經驗，他們可能都是家裡

有一些資金，還有就是有一些是在別的行業失敗的人，尤其是建築業，因為他們在建築業的時候他們

會去跟買房子的人或者是購屋者炒作房子，之後他們就會去佈置樣品屋，然後他們就會接觸到畫廊，

他們就發現這個東西的成本很低，但是利潤很高。我就知道有好幾個畫廊的老闆是從蓋房子營造業跨

領域來做畫廊的，所以他們基本上在面對這個行業的時候，其實還是覺得這是一個服務業、買賣業，

他們沒有意識到這是文化事業，我從來沒有聽到有一個畫廊說他自己是文化事業，在服務業裡面當然

是小姐，我也很多次都跟我們的藏家說，不要跟我說叫妳們的畫廊小姐把那個圖檔傳給我，我說那是

我的同事，我都會說這我同事，他們慢慢地就意識到，很自然的他們進到畫廊不會說，妳們畫廊小姐，

就沒有這個名詞了，別的畫廊現在還是有畫廊小姐，我覺得那是一種自覺吧！ 

可是我覺得這個自覺要靠男性也要有這個自覺，因為這個社會上是男性跟女性共同構成的，女性一直

說妳要尊重我，喊了半天然後令人厭惡，可是男性好像沒有聽懂，雞同鴨講這就是一個很不幸的處境。

這個社會上在幾百年來幾千年來，歷史上男性其實是一直都是處於比較優越的狀態，整個傳承跟世襲

的這個性別裡面，有比較好的資源跟被期待，所以他也應該要有使命，幫助這個社會上他身邊的女性，

成為幸福跟快樂，還有提升她，而不是一直去質疑她為什麼要這樣子做，把女人變成一種工具，那就

更不要說工具化，那樣的男人就是豬頭，即便是受高等教育的男性。反過來說，會有人就說，你現在

是在貶低妳自己，覺得男性要提升妳，我說沒有錯，這不是貶低我自己，這是從歷史來看，男性一直

就是比較優越，如果你今天真的覺得你是強者或是你是比較有理想，或是你這個性別比較好的，果真

是如此，你就要有理想化，理想化就是幫助你身邊的女性。因為全世界的人類都是女性生的，你也是

女性生的，你的女人也在幫你生小孩，所以他如果提升起來絕對是對大家都有好處，如果你覺得她不

夠，幫助她。她有狀況或是她不懂或是她就是要幫助她，這是男人的職責，這樣他們就又說妳還是回

到傳統的角色，我說現在其實從來就沒有不傳統過，現在還是傳統，因為你說台灣有幾個孩子從母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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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爸爸不要他，台灣有幾個家庭戶口名簿上女性是戶長，沒有！除非家裡有特殊狀況，有幾個家庭

是在結婚的時候，就協議生的孩子姓誰的姓？沒有，如果姓了母親的姓，那一定是入贅的，很丟臉！

台灣很進步，但是其實他還是一個非常傳統的父系社會，只是女性在這個社會裡面，現在有比較多的

資源，她真的很認真很拚，很肯做，力爭上游，男的就慢慢不知不覺發現，這個女的已經到他身邊靠

近他的肩膀，但是他還是有一種隱隱約約的主從關係，在都市化裡面可能會覺得說女性的地位比較跟

男性一樣，其實有在很多整個制度裡面，他還是很清楚的就是父系的，他還是一個父系社會，不然就

打破一夫一妻制吧，讓女性可以跟很多男人生小孩看看，看有誰敢說這個議題。 

 

關於性別的問題我是結婚以後才開始想的，我父親是外省人山東人，我母親是在台灣，他們應該有住

個一百多年到兩百年的客家人，在桃園縣的新屋鄉。他們在那個地方的土地比較貧乏，所以一直都是

屬於經濟的收入低的，種田的收成各方面都跟中壢，市中心的閩南人的經濟不一樣，他們是真的很窮。

我小時候回外婆家，大部分全村的人都還沒有穿鞋子，那已經是民國五十六、五十七年，我看到他們

沒穿鞋子我有穿鞋子大家都在看我，我只好把我的鞋子脫了，可那地有夠燙，燙到好像快要把我的腳

底燒焦，全村只有一個雜貨店裡面有一台電視機，每天演布袋戲的時候，趴滿了人都在看史艷文。 

戰爭會帶來破壞，也消解了家庭的性別階級，我爸爸從大陸過來以後，他有種深刻的感覺就是說是男

的也沒有用，因為他們家男人為了逃難全部跑到台灣來，那時候他們女性還是裹小腳，跑步的話不方

便攜帶，把媽媽姊姊妹妹全部的女性都丟在家鄉。他們覺得有一天會回去，所以爺爺一個家族裡面的

全部的男人都全部撤退到台灣，後來從大陸那邊得到消息，因為他們都來台灣，所以留在那裏的父母

孩子，還有姊姊妹妹所有的女性都遭到凌虐，文化大革命鬥爭都死了，包括自己的元配妻子也是自殺

了！我爸爸覺得男性在這種時候好像對家族毫無幫助，而且是逃跑的、遁逃者，雖然他們參戰了。我

爸爸讓我感覺到他心裡起了疑慮：生男孩真的可以防老嗎？可是他骨子裏面，還是想要有個男孩，所

以我媽媽生了五個女的就沒有男孩，一直生一直生就是要有個男孩，他雖然懷疑自己在這個戰爭中這

樣，但他還是繼續，因為這是一種很沒有辦法改變的。我媽媽是非常重男輕女的客家人，女的是在家

裡就是下田、幫男人工作，田產也都分給男人，我記得我在二十幾歲的時候，曾經有印象我媽媽回到

鄉下辦理放棄分財產的志願書，我第一個念頭是他為什麼要放棄，接著我就沒有想這件事情。一直到

這件事情也發生在我的同學身上，她的父親過世以後，她們的家族還有她的哥哥還有親戚都暗示她要

放棄，說這些家產都給他哥哥，哥哥會照顧她的。那時候我很憤怒，因為我覺得我媽媽那個年代倒也

還好，可是到了我這個年代，她哥哥讀了大學，我的同學讀碩士，全家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好像也發

生這種事情簡直讓人覺得不可思議。我就開始思考。我結了婚以後，我的婆婆是嘉義人我公公也是老

兵，我在稱謂上就有一個錯亂，我要叫我的先生的姐姐姑姑，他的姊姊要叫大姑，然後我要叫他的妹

妹小姑，如果我跟他是平等的，那我也應該要叫她姊姊，我為什麼要叫她姑姑？我的小孩叫他的姐姐

叫姑姑，我也叫她姑姑，那意思就是說我是跟小孩子是同輩，我在這個家族的裡我是降了一格。我爸

爸從大陸過來的時候沒有帶任何女性的親戚，所以我沒有叫過別人姑姑，我一直覺得說如果丈夫叫家

裡的什麼人是什麼，太太就跟著叫，因為夫妻是平等的，結婚以前一直叫他姊姊叫姊姊，然後結婚那

一天以後要叫姑姑，我就完全叫不出來，當然我就不叫了，我就叫他姐姐，我婆婆有跟我說過很多次

說要叫姑姑，我就說好阿，還是繼續叫姊姊，這真的很有趣，但是他的妹妹很尊重我就是叫我大嫂，

但我每次都跟她說，剛開始不要叫我大嫂，因為她跟我同年，叫我的名字，我的婆婆就不准，說不可

以要叫大嫂，我先生的妹妹比較乖，她就聽媽媽的話到現在，她還是叫我大嫂，可是我還是叫姊姊叫

到現在，她的先生我就叫姊夫，其實應該要叫姑丈。我就把稱謂都改過來了，從那一次開始就一直想

這個事情，從這個點開始一直在想女性在家庭裏面的位置，每一件事情都觸發我去想，為什麼會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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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子，其實我是想理解、想解套，我不是想對立，我想要解開和面對適應跟圓融我心裡面那種不能接

受的狀況，所以我就去看了大量跟生物學有關的分析，雄的雌的我都盡量看，因為我們不能脫離我們

生物跟生命的動物這件事情，我們是動物，動物性跟生物，所以我看國家地理雜誌，我慢慢可以理解

甚麼叫做男人男性，女人女性。昆蟲的世界或是動物的世界裡面的性別是很誠實的，牠是根據牠的本

能去發展，人類的社會根據不同的文化，但是現在台灣的社會，雖然算是健康可是還是有很多隱藏看

不到的性別的詭異東西。 

 

張：妳剛剛描述很多是妳的女性自覺，是從進入婚姻開始，但是以妳在像說這個行業，因為是一個畫

廊的算女性經營者，那在外頭跟同樣行業的其他畫廊的負責人作對話的時候，妳覺得在處境上有沒有

甚麼樣性別上的差異，或還有妳跟收藏家之間會不會… 

趙：我覺得年輕的時候有，我覺得這個行業女性年紀大一點會做的比較順手。這個行業大家都覺得好

像不需要具備專業，例如說妳是女醫生或是妳是律師，大家都會覺得不要歧視妳，但是因為這個行業

專業門檻很低。如果在年輕的時候是畫廊的經理，他們會覺得可能是掛名的或者妳就是玩一玩，花瓶，

然後在這邊工作一下可能就要結婚、生小孩，或是妳是要來認識很有錢的藏家，釣到金龜婿就走。或

是說收藏者很有錢他會來試探妳，他會覺得妳這個行業蠻高級的氣質不錯，妳懂藝術我們可不可以交

往，年輕的女性都會遇到這事情，當然不一定是這個行業。所以在同行之間，我個性比較孤僻，不太

跟同行的老闆們打交道，因為我覺得他們還沒有入行，就專業而已，好像很歧視他們。我們有一個畫

廊協會，常常開會，我很早就被他們選出當理事，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看到我鬼混或是私下賣畫，我沒

有不良紀錄，或是跟收藏家怎樣或是跟藝術家，我沒有緋聞、是非，所以他們算是尊重我的，還有我

看起來蠻兇的，我跟他們開會都不笑，因為我看到他們就不想笑。 

我覺得我很想在我這個行業裏面找到一個前輩，因為我在兩千年的時候發生了很嚴重的工作上的困頓

跟危機，我想遍全台灣沒有一個人可以請教，我沒有前輩，因為他們都是在做買賣或是跟著歐美走，

我覺得我要做的跟他們不一樣，我沒有人可以學習，所以我去開會的時候不苟言笑，他們覺得這個女

的好像不太好惹，還有他們有一些陋習陋規我都不跟，例如說每一次開會都沒有效率，然後大家就嘻

嘻哈哈，也沒有會議紀錄，講來講去都沒有結果，會後他們會請吃飯，我從來都不跟他們吃飯，我每

次都會被選上，因為我們也算是蠻正當的畫廊，不選我要選誰，只有我從來不跟他們吃飯，還有輪到

我的時候我也不請他們吃飯，後來有一次就說：趙琍這次輪到妳，妳都不跟我們吃飯至少要請我們吃

飯吧！我也是蠻倔強的，我就事先拿了一筆錢給協會的秘書，我請大家吃飯但是我不出席，這對他們

是很大的侮辱，後來錢又被退回來。我很討厭這陋規，我們開會都沒有在講事情，然後大家去吃飯、

喝酒。有一年被選上國際博覽會台灣區的大使，很代表性的，我一直都被選，因為我是大黑臉，如果

這個行業裏面有些什麼事情，我們開會的時候要人家投票，然後要講真話，他們就會想要策動我去講

這些話，因為我不跟任何人結黨結派，我們畫廊是獨立的畫廊，我不會去跟誰在一起兩三家做一個炒

作的事情，基本上是獨來獨往。 

對於收藏家有沒有因為我是女的經理人，有沒有好處或壞處，我倒覺得我得到是比較多好處，所謂的

好處就是說，女性比較具有說服力，如果這個女的義正嚴詞說話的時候，他們會覺得是說真的，而不

是用女性化。女性在這個行業裏面，讓人有奇想或是浪漫的不切實際想法的形象改變，我有很多年都

是把頭髮燙得很直，然後穿全黑的衣服。如果你們有印象的話，我在經營誠品畫廊之前，我是波希米

亞式大捲髮穿著大圓裙，還穿著羅馬鞋還有腳鍊，那時候是藝術家。我在做銷售的時候，他們比較不

會覺得我好像在跟他談生意，要賺他的錢，這個部分戒心會比較淺，如果是男的他們會有一種對峙的

感覺。我就是越大越喜歡自己的感覺，我不喜歡的那些囉哩八唆的事情不會發生在我身上，這個行業



301 
 

女性年紀大以後其實會累積很多的經驗。 

男性在過了六十歲以後，他們可能常常會有一種突然要急流勇退，或是工作的疲憊感，因為他們在這

個前面這幾十年他們工作非常的衝刺，這個社會的壓力非常大，可是女性可能是一種特質跟體能，或

是身體的機能，可以持續比較久，可以工作到更老一點，如果不生病的話，還懷有學習的心。我覺得

我可以工作到六十五歲、七十歲都有可能，不一定是誠品畫廊。女性到了一個年紀甚至更年期，可能

是小孩長大了，她們對這個世界又重新充滿了一種學習跟好奇心，覺得以前很多不能做的事情，或是

牽絆，現在都想去做：男性則是相反，可能會說我不想做我想休息。所以女性跟男性到了一個年紀就

相反了，以前都是我媽媽去倒垃圾，不知道哪一天開始我爸爸每天都搶著要去倒垃圾，每天都很擔心

垃圾車甚麼時候要來，跟以前他在家裡非常威嚴、嚴厲的完全是兩個樣子，我媽媽常常在說要做甚麼

要去哪裡幹甚麼，越來越活躍一直在雜貨店工作到七十六歲，但是我爸爸大概在六十二歲，突然覺得

他老了要退休，然後他不想出門也不想接電話，也不想寫信給朋友、也不想參加聚會，越來越來越不

想，我媽媽是朋友越來越多。小孩大了，在這種傳統的家庭母親一直在照顧孩子，孩子大了以後跟母

親關係很密切，孩子也愛父親，可是好像常常很多事情爸爸是局外人，他是一個旁觀者，在這個家庭

裡面，他退休以後就變成孤單老人。 

 

陳欣慧：想問的是收藏家收藏這些藝術品的時候，是否會考慮藝術家的性別，因而會有所差異? 

趙：畫廊在女性藝術家的經營上剛開始我其實是蠻理想化，以誠品畫廊來說我們剛開始有找了很多個

女性藝術家，在聯展裡面，例如說我們經營過幾個女性藝術家的個展，像李艾晨、陳幸婉、薄茵萍，

還有幾個女性藝術家都是個展或是在聯展裡面。我覺得在五零年代或四零年代出身的女性藝術家，相

對他的數量是相對非常少的，因為這些女性藝術家可能是師範學院畢業，她當老師順便當畫家，或是

家裡環境允許可以從事創作，但是她常常會處在一種業餘狀態的感覺，這是最大的危機。經營女性藝

術家現實上的瓶頸，第一個是女性藝術家在結婚生子以後，有很長一段時間，長達兩年到三年會中斷

她的創作工作，她必須要照顧孩子，往往會比其他行業裡的女性更不想把孩子送到保母家，所以她就

會中斷藝術的事業，之後有一些會回來，但我覺得回來的比例並不多。五零年代、六零年代出生的女

性藝術家回來的並不多，有很多以後就成為其他的行業或是在家工作，或是轉成設計或是接案子，極

少數可以繼續創作，可是她還是會一直遇到一邊創作一邊要照顧家庭的問題。男性藝術家可以專心的

當藝術家，每天早上起床就去工作室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他不用去買菜、煮飯、照顧孩子，可是女性

藝術家就會有困境，要面臨到照顧小孩，還有女性藝術家敏感度更高，很想要自己照顧小孩，她會有

很嚴重的焦慮在生育小孩這段時間，又想創作又想照顧孩子。我就遇過有幾個女性藝術家在生產過後

這種非常不穩定的狀態，極少數後來又回到工作，但必須要有一個可以支撐收入的教職，因為很少看

到男性可以支持他的妻子做一個專業的但沒有收入的藝術家。所謂的專業的藝術家不需要全職的去做

家庭的工作，因為妳要做專業的藝術家，就要有一個完整的時間創作，甚至是完整的一種創作的狀態，

我覺得非常難，除非這個女性有一種很強的意志，例如說我現在經營的藝術家裡面，還在合作的女性

裡面過了四十歲，結婚生孩子以後還在繼續創作然後狀態比較好的，就是大陸的北京的喻虹，但是她

也在生完小孩以後停筆三年，她在學校的時候就是風雲人物，大二的時候她的大衛像就已經進到全國

的教科書裡面了，可是這樣子一個大家都認定她會成名的一個女性風雲人物，在生了孩子以後還是要

放下畫筆長達三年，她可能又要花將近五年的時間再進入到創作，因為要尋找創作的核心跟創作的軌

跡，她的心裡要收攏在一起，然後才可以順利的創作。我覺得這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她要有好多

年不要被打斷的狀態都真的很難，所以能夠成功的女性藝術家，我發現，她們很多人都沒有家庭，或

是要離開家庭，或是失婚，這樣講是太負面了，但事實上好像很多都是如此。很多女性藝術家可能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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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藝術家，他們就會產生一種兩個人都要創作的緊張狀態；另外一種就是她立志要當藝術家，她的人

生就是以創作跟藝術為事業，其他都屏除，這個路可以繼續走下去。可是回過頭來，我們來看市場，

收藏家大部分都是男性，都是這個社會上有經驗的、有能力的、社會化的人，他們會很理性地問妳說：

「她會繼續畫下去嗎？她會成名嗎？我買這個東西，我買這個她的作品，她以後不會離開這個行業或

是會不會增值？」他們對男性藝術家也會問問題，可是不是他對所有男性藝術家都問會不會繼續畫下

去，但是他們遇到每一個女性藝術家他們都會問，她那麼年輕，她會結婚、生小孩之後會再畫下去嗎?

真的因為有很多女性藝術家後來還是中斷創作，從此就離開這個創作這條路，這也沒有對錯，這是選

擇。所以女性創作藝術家，在前面的二十年非常艱苦。但我覺得九零年代後，新的八零後九零後出生

的年輕女性藝術家好像又有了新的面貌，就是她們在學校畢業的時候，結婚前就已經努力地成為一個

專業的女性藝術家了，這就是她的行業了，她以後會繼續做這件事情，要跟她一起生活的要接受她這

個狀態才行。這是一個蠻大的轉變。還有在題材上，相對的她們也比較直接去面對自己的性別的處境，

還有面對議題，她們可以做所有探討兩性問題，更無所畏懼的去探討這些問題，但是在探討這些問題

的時候她也會面臨到一個問題就是，這些題材是這麼的尖銳跟鮮明的時候，相對她的作品在市場上就

更困難了，那她要怎麼去度過、去面對這個問題，她要怎麼去面對他現實的生活，那又是另外一個問

題了。也會常常遇到就是這些女性藝術家她可能就要開始去找贊助，或是找基金會國家補助，只要開

始要做這樣的動作，都會削弱她們在藝術的創作上的戰鬥力，都會使她們在這個過程中，不知不覺的

妥協，所以我覺得很難很辛苦很困難，不只是台灣，我覺得是全世界都是這樣子，因為女性這麼偉大

她要生全人類，所以有些事情沒有辦法通通做到，不然就讓男生來生全人類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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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2014 年 8 月 26 日 

地點：高師大跨領域研究室 

受訪者：曾鈺涓 

採訪者：張金玉、陳欣慧 

 

 

關於台灣數位藝術的發展，我想現在台面上大部份的數位藝術創作者都是以男性為主，可是女性藝術

家其實在數位藝術的發展，尤其是在台灣占有非常重要的角色跟地位，其實最早我們在談數位藝術裡

面的女性藝術創作者，可以從席慕容開始來談，他在 1979年在太極畫廊展出一系列的雷射藝術的作

品，席慕容大家對他的熟悉是他的詩集，還有他的一些創作，視覺藝術的創作，這個展覽當然是他曇

花一現，他大概就只有展了這次的雷射藝術，可是我相信在那個時候，引起很大的震撼，尤其是後來

的雷射藝術的發展，大部分使用這個媒材的藝術家都是以男性為主，席慕容在那個年代，他開創了一

個新的表現的形式，那個時代，從事雷射藝術的還有楊英風老師，後來，台灣的數位藝術發展裡面有

一個很重要的展覽叫電腦藝術，電腦藝術大概是在 90年代，1990年的時候是台北市立美 術館展出

的電腦藝術，展覽是由李佩穗策劃，因為他在日本留學，他的老師是很有名的河口洋一郎，所以他把

他的老師跟他的作品一起帶回來台灣，展出電腦藝術的作品。那個展覽由藝術家出版了一本書叫電腦

藝術，是首次在台灣談到的所謂的 Fractal 碎形的觀念，雖然說電腦藝術比較是 3D影像，視覺的構

成的平面作品，可是事實上他談到自然環境，我們常看到的碎形的數理運算的邏輯概念，展覽出版的

這本書，在我學習的過程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本經典，因為它裡面除了看作品之外，有很多的論述討

論這個碎形，碎形的觀念其實後來影響到張恬君老師，他的創作裡面有很多的碎形理論在裡頭，90

年代以後，李佩穗的展覽結束之後，其實慢慢陸續就很多的女性藝術家從國外回來，這裡面比較知名

的老師，像林珮淳老師，還有張恬君老師，另外那個年代台北藝術大學成立的科技藝術的研究所，許

素朱老師他是資工的博士，可是他為了數位藝術加入了這個科技藝術中心，就是北藝大的科技藝術中

心，後來也成為了他們的科技藝術中心的主任，創辦了我們所謂的科藝所，科技藝術研究所，就是現

在已經改成為新媒體藝術系，這三位老師，尤其這三位女性老師，各有所長，像張恬君老師，在美國

念了博士回來，寫了非常多的論述，所以他基本上是比較以理論研究為主，也在交大的應用藝術研究

所裡面，開啟了數位藝術研究的課，並且開創博士班的課程，林珮淳老師他是澳洲的博士，他是以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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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主，也寫了非常多的文章，可是我們對他的認識都還是以一個非常優秀的數位藝術的創作者，許

素朱老師他在科藝所的成就其實也是斐然，他訓練的出非常多的優秀的年輕藝術家，然後在一個藝術

的體制的學校裡面，教程式撰寫，所以他其實一直不斷的在藝術跟科技跨界的這個部分，希望能找到

一個合作的方式，這三位老師其實都是數位藝術圈裡面非常重要的老師，雖然說大部分外界並沒有這

麼認識他們，比較認識可能是一些男性的藝術家為主，可是他們三位其實在台灣的數位藝術生態跟創

作環境裡面，帶來非常多的潛在性的觀念，還有一種新的，未來的，從教育，從環境，從觀念的傳承，

從理論的研究裡面，其實非常非常重要。台灣的數位藝術創作裡面，現在女性藝術家相對於男性來講

當然是比較少，但是也有一些前期還不錯的藝術家，不過就我的觀察，因為藝術的範圍其實非常的大，

裡面我們有分為數位互動，網路藝術，或是影像創作，平面影像創作或是動態影像創作，大部份的女

性藝術家都還是在影像的部分，可能是影像合成，或是利用影像拍攝的方式，或是動態影像的製作，

或是錄影，或是動畫的方式，這樣的媒材，在數位互動的部分當然有比較少，先天性上大家會認為女

孩子對程式撰寫能力是比較差，尤其是數位藝術在技術應用的這個範疇，比平面繪畫或是其他的什麼

雕塑，或是其他的藝術類型的媒材來講，他更困難，尤其是對女性來講，要進入的那個門檻，可能更

高一點，而且台灣的教學體制對女性來講是不友善的，就是大家都會普遍認為的女生的數學不好，也

有很多的女孩子可能從小就沒有被培養，所以說他們對理工對數學，其實是比較排斥的。所以相對來

講在數位藝術創作，女性的藝術家如果在數位互動的部分，女性藝術家是真的就是比較少。我覺得整

個教學體制，其實雖然說有很多的老師是女性，可是也有很多的男性的老師，他們有他們原來的視覺

藝術的堅持，所以對女性來講，有時候 並沒有非常的友善，其實也是可以這麼說，台灣的數位藝術

環境的生態，基本上比視覺藝術來講，對女性來講其實是更不友善的。 

 

曾鈺涓老師（2） （00:05 開始） 

 

數位藝術創作有很多的作品跟身體相關的，也會有一些以 3D的方式去製作一些身體的外貌，或是用

影像合成的方式，去進行身體跟不同物種之間的結合，產生的那種比較不一樣的視覺表現，剛剛金玉

老師問的問題，其實就是關於討論議題有沒有跟性別相關，其實我覺得以女性來講，當然我們在談所

謂的理論研究的部分，在數位藝術的身體他通常會去討論的是身體在這個數位環境底下的一種呈現的

狀態，包含身體在這個科技界面裡面，他的表達方式跟他的互動方式跟他的關係，虛擬空間跟實體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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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間的一種交錯，或著是錯置或著是混淆，或著是，監控，有很多不同不同的議題，會去談到賽博

格，或去談到混種，會去談到所謂的科技移植，在這種議題架構底下，通常不會去談到性別，他們會

討論的是說，不管你是男性跟女性，你在這個科技環境下，你所面臨的狀態是一樣的，在這樣的前提

之下去討論這樣身體的一個議題。可是女性藝術家在做這些作品的時候，我相信他們是有女性自覺

的，只是說藝評或是在策展人去書寫的時候，不會把他的性別議題提出來。譬如說我記得比較早的像

林欣怡，他有用他自己的身體，去掉一些很多的身體的性特徵，然後身體嵌著很多的管子的那件作

品 ，那我覺得他應該是有去感受到，女性在這種科技環境下的無奈或是怎麼樣的被支解的狀態，可

是通常那件都會被討論到數位生化人、混種的概念，可能會跟洪東祿的類似的那一系列生物科技生殖

的環境那種類型的作品去討論。再回來談林珮淳老師的夏娃克隆的作品，他會被置於就是一樣是生物

科技生殖的脈絡去討論，可是他不會被討論就是說夏娃在聖經裡面的故事，到人類物種造物的這個角

色的特徵，林珮淳老師的論述裡面都會一直不斷的去提到，可是很少人會把他從性別的角度去討論，

大部分都還是從生物科技生殖這個的角度，去討論這樣的一件作品。我覺得女性藝術家在這個數位藝

術創作的環境裡面，他其實有一種特質，就是他會去觀察數位科技對人的影響，用一種比較我們講關

懷母性，或是說比較行動研究的方式，用創作去研究這個科技對人的影響，或是去表達科技對人的影

響，或是說人類在這種科技環境脈絡底下，所面臨的一些困境跟問題，去延伸出一些議題，討論的議

題這樣子，這個跟很多的，男性藝術家所的創作是比較是以物件式的視覺性的，比較絢麗型的作品來

講，其實是很大的一種不同的脈絡，對這是我看到的一種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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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2014 年 9 月 26 日 

地點：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受訪者：高千惠 

採訪者：張金玉 

 

張金玉(以下簡稱張)：請教老師，因為您的經驗非常豐富，特別在國際的藝術觀察以及藝術評論的這

個面向，請以您那麼寬廣的經驗來看台灣女性藝術創作者在現今的處境。 

 

高千惠(以下簡稱高)：應該先講台灣女性藝術家的養成條件。台灣女性藝術家的養成條件有學院的，

以及體制外的兩個方向。從美術學系的比例上看，女性進入藝術系的人數已相當高。然而，經過十年

之後，我們再看女性藝術家的活動比例，一班能保留一、兩個就已經是相當不錯的成績。在觀念上，

當代藝術家的主力年齡層，有的認為是 40-50 歲，有的認為是 25-35 歲。如果我們把當代藝術定義為

80 年代的解嚴前後，以 80 年代畢業的這批女性藝術家為主力範圍，其養成過程可以作為一個考察對

象。 

 

80 年代畢業的女性藝術家，一則具留歐美經驗，一則進入教育機制。女性進入教育機制，是亞洲社

會的一個理想工作歸屬。比較積極想創作的人，通常會採取到國外再去學習。過去，前輩女性藝術家

陳進便是一個典例，然而，這又涉及到社會階級上的問題。早期會把女孩子送到外國讀書，通常是家

庭環境較優者。1980 年代出國習藝者，女生增多，應也與語言學習有關。 

 

美術系本科生在語言學習上，善於以視覺(visual language)為表達，而無論要念研究所或是出國，就必

須經過語言的關卡。在先天條件上，藝術界女性學習語文能力還是佔優勢。這個事實是可作統計調查

的。另一個世代，是 1990 年代以降的畢業者，在短期遊學或駐村經歷下，他們多出另類的國際經驗，

而女生在其間佔的比例也很高。現在的年輕藝術家，出國的機會更多，社會階級漸漸不明顯，而當代

女性藝術家具國外經驗者，比例相當高。 

 

因為生態不一樣，當代女性藝術家的養成條件便有年齡與世代之別。論及當代，無法迴避在地與域外

的對話。一般來講，在國外看的越多，視野就越大。至於從社會體制來觀察女性藝術的在地發展，則

會出現視野無法在地延展的現象。以台灣傳統社會價值(或家庭價值觀)來看 1980 年代畢業的女性藝

術家，便可看出其受制台灣對於女性的認同問題。大多數走入婚姻的女性藝術家，其活動範圍多受侷

限，創作自主性不高。許多留學返國的女性藝術家，除了藝術形式，很難把國際經驗帶回本土。國際

經驗在本土不能套用，即涉及到台灣女性藝術家的生活生態，生存模式、創作態度等衝突。 

 

舉比較清楚的例子，就是說配偶都是藝術家時，女性會退到輔助的角色，希望自己的配偶先成功，而

她甘願於比較無聲的位置。西方女性藝術家不然，很多配偶藝術家都勢均力敵。女性藝術家在台灣，

破繭而出的挑戰非常大，大部分要以女性藝術家的集體聲勢而勝出。李錦繡是一個例子，她最終不是

為了做展覽變而創作，而是一種內在需要的趨使，其精神性很高。 

 

我試以幾個女性自覺階段，來談女性創作生態。西方女性藝術自覺最盛行的年代是 1970 年代後期，

台灣則在 1980 年代解嚴前後時才鋪展而出。解嚴前後，開始有一批海外年輕藝術家歸來，至 1990



307 
 

年代初，在地女性藝術論述逐漸出現。在比較上，1990 年代前期的女性藝術論述，較強調女性意識

與身體自主。然而，激進女性主義在本質上並不合於女性的社會性與自然性，包括台灣女性在社會約

制下的自我想像。西方早期女性意識的覺醒，一度要求女性要男性化或中性化；隨後，在女性藝術家

不等於女性主義藝術家下，女性之間也有「雙 B 論」，要有頭腦也要有身材；今日，很多女性藝術家

希望不要被列入女性藝術家，最好就是藝術家，認為加上個女性，就是把女性當弱勢或者後殖民來看

待。然而，放棄後殖民的角度來講女性主義，女性的身分便不需彰顯了。 

 

放下弱勢的特權，21 世紀國際藝術家當中，具有影響力者，已有許多女性創作者，但在台灣，具有

影響力的女性創作者還是有限。在發展上，台灣在 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初，女性主義的作品較強勢；

「檳榔西施」的議題，乃出現「女性性感自主」的論述；相隔約 20 年的 80 後出生者，則有一度「公

主」論述出現，認為女性被嬌寵，也是一種女性烏托邦。事實上，性別平權在華人社會並未完成，走

過 30 年，雖然女性意識仍不斷在推廣，但根本的改革非常緩慢，沒有什麼進步。 

 

張：這個進步是在什麼觀點上？像是說女性的權益的意識還是說是什麼？ 

 

高：我覺得跟台灣整個社會的性別文化認知有關。台灣基本上是受到雙重的男性主義的影響，一是大

中國主義的性別文化，二是日本殖民下的性別文化輸入。男尊女卑外，亦涉及了階級意識與保護主義。

台灣女性覺得最好的一個狀態是，能夠被保護又能夠有自主性，延伸出兩極化，便出現才藝條件，成

為嫁入豪門的條件。在西方講女性自主，意味經濟上的獨立。幾次與亞洲女性藝術互動時，看到在會

堂上大家講女性主義，講的非常磅礡，等到搬行李時，會期待男生有騎士精神。在態度上，這便是雙

重標準。這個雙重標準，已經在我們女性意識中，變成一種理想的性別特權要求。 

 

在地新世代女性，對愛情的憧憬，對未來的想像，很多是白雪公主式的。這應與大環境的價值觀有關。

以學習美術或音樂來說，即使文化層次高一點的家族豪門，也很少把女孩子學文學藝術美術這件事情，

賦予一個將來可以獨立自主的想像，甚至，還是視之為氣質的養成。另外，「人性」跟「女性自然性」

的問題，一旦進入社會，便涉及社會文化的人際關係結構。藝術社會的文化資本力，同樣出現在女性

藝術社會。「姊姊妹妹」論述，便是一例。 

 

目前女性藝術界工作者的影響力，最大的領域在美術館行政工作者，另一個是媒體界。美術館的行政

人員、雜誌主編、編輯大都是女性，因為我們賦予女性的理想工作，教書之外，便是文字或行政工作

的想像，其實這兩個領域的權力可大可小。 

 

女性之間，還面臨一個性別相吸與相斥的存在問題。除非是涉及女性專題，台灣女性藝術家並沒有因

為美術館的行政人員、雜誌主編、編輯大都是女性，而被彰顯。我們把雜誌攤開，看看報導在地女性

藝術家有多少，男性有多少，採訪的角度是什麼，怎麼切進討論的；看看美術館在辦大展或女性展的

時候，用了哪些人，或常常重複了哪些藝術家，均可看出一個事實：台灣當代女性藝術，並沒有因女

性藝術工作者增多，而在質與量上有大幅增進。從女性的權益意識，或是競爭意識來說，「進步」還

是很慢。我還是會認為，這是社會性別意識使然。 

 

女性跟男性的特質當中還有一點差異，母性。當女性藝術家的母性強大於藝術時，她會把孩子當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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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視生養孩子為一種作品的期許。男性藝術家的父性比較不會影響到創作意願，因為其創作，還是

被賦予經濟或功名翻轉的工作想像。我覺得在台灣，女性藝術家要走出來，必要承擔一些世俗非議與

批評。女性藝術家因生命週期使然，會出現階段性的創作型式。 

 

張：所以假如以這個階段來看女性藝術創作的那種型式，或是那個歷程，因為你剛剛提到說，我覺得

當然我這樣問的時候會覺得女性藝術好像跟一般的藝術生產的方式不太一樣，那這個部分老師可不可

以多說一點？ 

 

高：從人類社會的分工而言，女性生產在於勞動；男性生產，在於競爭與榮耀。早期男性藝術史重視

競爭與榮耀，認為勞動性的生產不具殿堂展示價值。現在，早期原始社會女性的編織工作，已經被承

認是一種藝術型態，連煮飯料理，也可以是藝術型態。從勞動生產出發的藝術類型，是女性藝術史的

概念，也是後殖民論述的精神，同時也有階級與品味鬥爭的意味。女性藝術創作類型的雛形，是從日

常性出發，日常生活活動，可以視為藝術表現對象，「藝術即生活」的概念，也是建立在這樣的美學

認知上。凡編織性、敘述性的藝術行為，以現在新的藝術概念來看，都屬於以女性藝術史的脈絡。 

 

以這樣的脈絡來看，自然與過去西方藝術史或者所謂的男性藝術史比較時，在審美上出現差異。它重

視過程、不講究榮耀式的美化技巧，但可能講究生產技術。男性藝術史多以典藏價值為品味，此品味

包括貴冑品味、神學品味。而女性藝術史的審美架構在於另一種傳播模式。我認為，當代藝術行動主

義、方案藝術、過程藝術、關係美學等論述，都是屬於早期女性勞動生產模式。然而，這些論述被抗

爭意識取代後，它又成為男性藝術史的生命延伸。當代女性藝術論者，很少意識到這點，也不太去重

伸這個歷史上的主權。 

 

「生活即藝術」，用女性藝術史來看，是可以成立的，但是現在的藝術觀念之一，視「生活即藝術」

為一種理論，藝術家也努力要把藝術做得像生活。在基本態度上，這還是在一種男性藝術史的生產脈

絡裡。我與一個種樹的例子。波依斯種 7000 株樹，與台灣一些救樹阿嬷們的行動作較，我們可以看

到差異性。波依斯種 7000 株樹，是藝術行動，也是藝術上的個人簽名式；救樹阿嬷們的行動，是生

活行動，有抗争意味，但不是把這個介入的行動，當作個人簽名式，自然也没有身份彰顯的意圖。「去

-藝術家」身份，模糊藝術與生活疆域，其實，就是對男性藝術史的巔覆，而現在，卻變成男性藝術

史新的榮耀，或謂，新的戰場。 

 

再從審美來看，我們常常强調女性藝術家是屬於編織的、勞動的創作，所以在女性展覽裡，放眼看去，

就出現審美意識型態化的現象。女性藝術家聯展，常出現擴散式跟繁殖式的美學，或是由點到面，把

空間占領。另外，裝置藝術的性質，也很合適女性藝術創作的特質。社區運動也是一種類型，它同樣

是一種繁殖性的、生活性的、互動性的、溝通性的行動。 

 

反倒是觀念藝術，女性要做得好的人比較少。觀念藝術講究理智跟邏輯，在訓練上或特質上，似乎女

性藝術家的作品比較屬於情動的、情緒的。如果這樣界定，我們會不會陷入一個框架，就是也以意識

形態來看藝術上的性別差異？。 

 

用簡單的意識形態化來閱讀，女性藝術家好像在認知上，是傾於一種比較原始性的、情緒性的状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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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用有關美學上的哲學思考上看，我們也會發現在抽象上的、邏輯辯證上的哲學系統裡，男性比例較

高，而當代女性思想家，在人性的、倫理學的、社會學的，有關人與社會的關係上，有其成就。早期

希臘哲學家，在定義女性的時候，常把女性放在一種比較低層次的動物上，認為男性才能會邏輯思考。

問題是，理性或邏輯思考能力並不是藝術的先決條件，而這種智能的區分法，在今日也不再是一種可

信的準則。 

 

在我認為，女性先天的複雜性是高於男性，但在男性社會，它被貶抑了。在講究感知的藝術領域，女

性藝術家的出頭是必然的。我覺得女性有個美學比男性做得好，就是一種屬於很感知性的、很神經質

的感知。女性有這種能力，可以把一種我們很內在的、很神經質的張力，很懸宕地表露出來。從 20

世紀墨西哥女藝術家 Frida、美國藝術家 Georgia O'keeffe、日本的草間彌生、法國的 Louise Bourgeois

等大師級的女藝術家和其作品上看，世人喜歡其作的原因，不是在於其女性的身份，而是其作品中的

特質，有跨性别的精神狀態。女性藝術在精神分析領域，亦有特殊的成就。 

 

兩性思維模式的確有異，然而理性能力與感性能力，並不是評鑑智能上下的基準。此外，女性有沒有

辦法做哲學思考？我覺得是統計的問題，這是有女性藝術家具有哲學思辦與分析的能力。 

 

張：生物本質面向，男女性是否存在差異？ 

 

高：在生物本質面向與文化演替的面向上，兩性問題，是社會性大於生物性。現在很多電影，出現奶

爸題材，就是在打破這種迷思。應該說，差異性的出現，在於有没有被知覺，然後才進入教養的辨識

過程。 

 

張：但是身體的經驗就也，就有差異啦，雖然說我們不談用文化來讓母性跟父性 Combine 在一起，

可是身體的經驗不一樣，因為你看一個小孩在肚子裡面孕育，那孕育的感覺，就是，然後跟男性他沒

有這種經驗。 

 

高：從生理結構上看，便有差異性。女性的例假和生產經驗，潮汐般的荷爾蒙變化，男性不易經驗到。

從後天論來看，女性本身也有生理之外的文化差異性。例如，因後天生態不同，亦會造成內部的差異。

還有，現代女性也並非都要擁有孕育的經驗。生物性與文化性有别。生物性是不易改變的，文化性則

是随机性的。 

 

很長時間，女性藝術以身體的自主性為議題。身體，原是生物性的議題，然而，身體的自主性，卻是

文化性的議題延伸。女性藝術中的身體議題至今未竟，我以為是，在台灣，女性運動並沒有被完成。

沒有被完成，跟大生態有關；另外，女性藝術社會，也逐漸失去凝聚的共識。於是，就讓它停留在未

完成的狀態。一旦，它被完成了，它所伴随的各種新權益和新義務，或許，也有想像不到的負面狀態。 

 

張：以前有集體的處境，就是權力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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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姊姊妹妹的凝聚力，本身即是一種另類的集權模式。女性的另類集權模式，應該是去-英雄主義

的。然而，女性也有雄性激素，女性也有女王蜂，女性也有生存競爭，女性也有具共生模式的社會性。

如果這些都算權力，女性藝術社群，自然也有權力分佈的状態。 

 

張：數位科技的展覽，談到身體的部分其實也不少，但是談身體的面向不在性別的角度上談，那跟談

身體，女性藝術家喔，她在這面向上是不談女性身體的他談的是普遍性的，因為數位的那種虛擬實境

的那種議論，互動的那種意味，所以他談的是普遍性的身體，那所以 2005 年之後，就覺得性別好像

一下子消失了，所以老師講說未完成我覺得同意的。 

 

高：消失，有時是因為已經完成，不需要再談此議題；但在台灣，我覺得未完成的原因，是很多婦女

的處境還在不平等狀態，但菁英婦女卻以為完成了。這使性别問題，流向貧富問題、階級問題。 

 

女性運動與左派運動結合，有其勞動本質上的類似，都是以「被剝奪」，作為共有基地。但女性藝術

未必等同女性運動。面對以後殖民論述為建構的女性論述時，我認為其間也有一種內部輿論的分裂與

限制。女性社會之間的內部歧見，造成的切割，有極大的曲扭特質。作為一位女性的藝術文化評論者，

我面對一個問題，我不想得罪姊姊妹妹，也不願過於附從姊姊妹妹。這算不是一種書寫者的身份障礙？

萬一用詞不太對，人家會覺得，你是不是站在男性的觀點，再次打擊姊姊妹妹？這種批判，很可能就

被扣上男性中心論的女性「背叛」帽子。 

 

張：不過，老師我想問一下，假如個角度，你在寫男性的時候，你會不會這麼保留？不會吧？ 

 

高：比較不會。姊姊妹妹這種情誼關係，事實上也是一種阻礙，阻礙進步。作為藝術書寫者，我並不

定位自己是女性主義論述者，但我對於女性藝術社會的文化與其生存狀態有興趣。我往往沒有要特別

維護男性或特別維護女性，可是，藝術界的政治性或立場選擇，最後還是會出現。書寫女性時，會比

較想婉約一點，不能夠很自由的書寫時，就盡量不去寫。一個書寫者出現要小心用詞，要避免被貼標

籤時，便是面對某種生態壓力。很坦誠講，我有這樣的心理障礙，不僅是面對女性藝術作品，面對已

有社會地位的藝術家，也一樣會有修辭上的審慎考量，不能暢言。寫男性藝術家時，反而自由度高一

點，似乎，不會太在意有否得罪之處。女性藝術家，或許，也未必喜歡女性寫女性；或許，也期待異

性或異質觀點。以藝術評論的立場來說，因為性別而要有雙重標準，其實是不對的。 

 

好的女性藝術家，不是性別優惠，而是作品夠好，有普世的共鳴性。女性的世界，也是人類共同的世

界，是兩性交流的狀態。自然，女性要不要掩飾女性的身份，我認為是女性個別的選擇，也可能是自

然的流露。在現階段，我認為台灣女性藝壇普遍性的姐姐妹妹合作模式，涉及的是「集眾力量」，不

再是一種革命性的運動。這帶給我一個省思：在藝術社會的名利場，性別議題是展示的項目之一，未

必是社會行動。 

 

張：不過就女性藝術創作者的獨立的處境，其實現在也有看到一些趨勢，特別年輕的女性藝術家，看

到某些的畫廊，她對於年輕藝術家經紀代理的這種制度也開始變成有機會了，我也觀察到一些女性的

藝術家被經紀代理之後，她沒有結婚前她被經紀代理了，但是我們剛剛提到比較早期的女性碰到婚姻

碰到生產他就會有問題，可是對於年輕的女性藝術家她在結婚前就已經是有一個什麼樣情況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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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似乎她後來走入婚姻的脈絡，好像不太影響她。所以假如說，這種面向可以再多一些的話，那我

會覺得也因此可以判斷說這個處境上對於女性藝術家有所進步，這個情況是有得到解決 

 

高：在當代，女性藝術家的展示機會已比過去好很多。然而，藝術發展發展到一個程度，其「思想性」

就會被檢視。過去說，為什麼藝術史裡的女性藝術家為什麼那麼少？現在我們面對，為什麼藝術思想

史裡的女性那麼少？除了女性意識、女性主義，亞洲有沒有女性的思想家或美學家？有無西蒙波娃、

蘇珊桑塔格之層次的影響性？台灣的藝術文字書寫者、策展人，已有很多女性參與，但多數是以「服

務業」的狀態工作。台灣新世代的哈日風中，近來出現大眾文化的「女僕」典型時，我認為這是一種

殖民文化的歷史意識延伸。在此文化流風裡，從閨閣、西施、公主、貴婦、小資女、女僕的形象與形

塑中，女性視覺文化中的女性世界，從沒有脫離男性文化的社會結構，只不過，比過去更能自得其樂。

這是不是一種進步？在相對比較上，應算是一種進步吧。同樣的，婚姻不再是女性歸屬的選項時，不

代表女性揚棄她的感情生活，而是，可能出現另一種非機制約制的替代模式。在程度上，強勢與弱勢

的人類相處情境還是存在。沒有一種「立足式」或「平頭式」的平等或平權概念，是最好的追求境地。

從文化差異上看，最舒適的狀態，或許也不是最平等或平權的狀態。我只能用這樣的角度，看女性藝

術社會(意識)，在前進與後退中的矛盾與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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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2014 年 9 月 24 日 

地點：高雄市立美術館圖書室 

受訪者：謝佩霓館長 

採訪者：張金玉、林榮標  

 

張金玉：館長想請您談談，高雄市立美術館在女性藝術推廣、典藏跟展覽的規劃上，從兩千年之後就

做的非常的多，而且多元。研究裡面發現高美館在目前公立美術館的比較之下算是比較是先行的，同

時是也做得非常多。想請館長談談女性藝術在高美館的經營方向的觀點。 

 

館 長： 

  當我在 2009 年接這個館之後，面對前面將近 20 年歷任的，從籌備處主任到館長的規畫，一定要

絕對不能今是而昨非。我們一定要盡量讓他盤整，然後從定位到未來的競爭力，進行深度的鉅細靡遺

的研究，資料建置一直到未來發展無限可能的展覽或教育推廣活動都能夠有更好的基礎。當然，面對

台北市立美術館在 1983 年成立，在台灣經濟最好的時候，台北市立美術館可以很順利的完成從日據

時代一直到 7、80 年代的經典作品的典藏。而國立台灣美術館過去省政府交付的一批作品，讓這個美

術館很順利的從清末民初可以一直建置到官方美展，或是公部門公有行庫的典藏作品，建立最完整的

台灣美術 300 年作品的典藏。面對這樣子的處境，畢竟典藏就是館的命脈，研究就是去探脈況，然後

讓它變成寶庫，讓它從原石變成精彩輝煌、光芒四射的寶石，這個最重要的基礎。所以我們必須面對

前面應該說從籌備處一直到第 15 年所建置的典藏。當然不諱言，在某個程度來講失之交臂的作品當

然很多，那從天時地利人和來講不忍苛責。可是相對來講，我們從 70 年代之後的收藏絕對不落人後，

更何況在 80 年代台灣的從政治經濟社會乃至於文化的根本變化，會讓這整個活動的區域或是說整個

調度的可能空間往南方位移，往南方位移在事件發生的時候，在匯聚的場所必然就會是它創造從動力

一直到成果的來源所在。若這樣子看的話我們在等於是 70 末開始特別是 80 年代開始的典藏它整個脈

絡是存在的，而且是非常強勢的，因為整個大南方不僅是在於社會運動或是說政治的這個格局的拓展

之下，讓他經濟社會結構的改變特別是在藝術文化方面，我們可以說從創作者從展覽的數量藝術空間

的數量質地，甚至筆耕、出版、發表，甚至人才回流這個狀況下都占了極大的優勢。無論如何回到典

藏的本身發現只要更細膩的去調整，稍稍微調就可以非常精彩的嘗試，或是說我們加重比例，讓他可

以變成這個館的亮點，一定就是要努力去做。當然很清楚我們要做一樣的典藏品規模，或是說典藏的

金額，或是說我們整個被給予的人力、物力、財力的支援，要和友館比較，當然較困難。很多時候是

在說有效的重新分配我們有的資源，然後在有效運用資源本身，讓他在串連方面不管是從前後的脈絡，

或是上下的層次，或是說從國際一直到國內資源統整的方面，在鏈結方面，其實只要抓到關鍵的節點，

去把他補齊或是提點，可能構建出來的網路就會很驚人。因為這樣子的關係，當然發現我們去面對我

們的典藏，與其說我們又要宣稱我們是做一個美術史的美術館，到底是要從史前做到當代呢？還是我

們要專注於哪一個部分？面對現實，但是充滿自信，我們很清楚 80 年代之後，一定是站有關鍵的定

位，當然這樣子講，對知識分子來講也許不盡然能夠接受，可是我總是在想，一座 90.91 年確定開始

起造的美術館，在 94 年正式開館的館，它顯然、必然在這個歷史任務上，當時被賦予的任務，絕對

不會是跟 80 年代成立的美術館是一樣的。注定，既然在 90 年代末期才開始步入軌道，就是要直接面

對 21 世紀，所以一樣的，我們從 20 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看整個的大局勢的變化到 80 年代，在

醞釀台灣的三個美術館的時候你發現當然就是跨國企業，就是商業主義還有大眾傳媒，這兩個趨勢非

常明顯。到 90 年代變化更是十分的巨大，他的變化的巨大，已經超越了我們可以想像，不管從資料



313 
 

的彙整的方式，徵集的方式，運用的方式，傳播的方式，徹徹底底的改變，去強調以音像，然後試鍊

結型、是分享型，然後是再製，這個串連強大強過物件的本身，或是說通路，有時候甚至影響力超越

物件實體物件可以看得到、摸得到、聽得到，這個重大的改變是在於說詮釋權已經被釋放。詮釋權被

賦予，每一個可以掌握到工具可以在端點當中做觸碰，或就是說任何一個在現場的人，當然我們可以

說從 70 年代 1970 年代新批評 New Criticism 出現，就已經告訴我們一切的創作都是 Open ending。只

有在讀者、聽眾或起碼這個閱聽人，在跟他接觸的那一刻，他各自產生不一樣的結局。但是這個樣子

的詮釋是在賦予第二個他者的時候又會產生不一樣的結果，可是這個部分如果再跟 90 年代末 21 世紀

的這種新媒體，或是說這種網絡社群在做這個結合的時候，這樣子就不是只是單純的單向性的、線性

的開放式結局。他是層層疊疊非常繁複的一個有趣的機制。所以，如果我們任何一個文化機構，或是

說任何一個文化的操作員，我們說 Operator 這個操作者，它如果可以掌握這個宇宙公共性，這樣子

的慣性然後再透過這樣子的慣性再去注入新的可能，這種原始的素材，或是說這個文本能夠直接的提

供的時候，它自然就會開花結果。其實不會勞煩到我們操心，譬如說維基媒體，只要它被建置的頁面，

就會可以變成開放書寫，只要變成文字圖像聲音，那不管它是不是靜態的或是動態只要在曾經存在過，

這個 google 就是可以搜尋出來，如果是在盲選的海選的它非常的危險。所以我們必須要給一些文脈，

然後上下文脈關係，就是我們希望給它的..那所以回到美術館的天職，當然沒錯典藏研究這個保存展

示推廣這個藝術品，但是當物件不斷在被這個典藏，卻沒有辦法擴充他相對應的典藏有關典藏的記憶

詮釋，或是說他的意涵甚至他的涵構越來越綿密的話，那它注定就是會今是而昨非的，每一代只會去

肯定他的當代，會有記憶鍊結，或意義非常完整的這些物件也就是說典藏品，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到

最後我們都是做斷代而不可能做通史。不論如何，我還是再三的強調，美術館必然是史觀進駐的空間，

但是這種史觀不必然是單一史觀，它可能是非線性的，它可能是多重視角的，它可能是多元發展，但

它也有可能是反反覆覆交織而成，所以這一切可能的文脈具體的透過我們 20 周年所有的展覽在做這

個表態，我們在 20 周年推出的這個展覽包括兒童美術館，總共有 9 個展覽，9 個展覽代表 9 種不一

樣的文脈，當然會從我們典藏品運用在什麼樣的狀況，如果尊重讀者、聽眾，還有閱聽人，還有使用

者的這個角度上，它作為一個單純的文本，如果要變成一個創作變成經典，而且是不朽的經典，它一

定經的起在不同的空間場域，或是透過各種的不同的媒體，到最後變成互為文本，甚至變成他領域、

他媒體，或是他者創作的原始素材。所以第一個我們就會看到典藏奇遇記，我們從構思一直到成型，

真的整整是花了 5 年，所以你才可能從 39 件的典藏品最後產生了超過 200 件的創作，他們再也不是

文字，再也不是解說文字，音樂也不再是配樂，這些圖像影像記錄篇也不再單純只是補充資料，他們

就是作品。我們在之前為什麼會去鋪陳「蒙娜麗莎 500 年」，一個蒙娜麗莎可以激發出來這個歷代最

聰明的腦袋，最富創意的工作者，他們千千萬萬的創作的靈感，而且可以促使他們做實踐，所以透過

典藏品重新再更新的語言世代還有跨主義或是跨族群鍊結，透過不同的母語到底可不可能產生新的聲

音，結果絕對是肯定。那第二個展覽像「造音翻土」，那是早就設定了，就是要用聲音做歷史的可能，

我們說 80 年代這個造音擾動最後造成解延，但是到最後我們是說面對就是高美館成立之前，其實是

台灣經歷了應該是說最狂飆的年代，因為真正解嚴之後的前 5 年才是聲音箝制最嚴重的，因為大家都

害怕自己的聲音消失，所以到最後反撲的勢力從過去的既得利益者到未來希望可以獲得聲音主導權的，

那一片混亂當中，但是還好因為言論自由畢竟開出燦爛的花，今天做為華人世界唯一言論最自由的土

地，也難怪台灣的藝術可以如此豐富多元，所以我們只是很單純 as it was，把所有在這個時代，尤其

開始在戰後復甦特別是 60 年代之後，各種被消掉、被選擇過、被淘選過，或是說甚至被禁止的聲音，

那我們就讓它展出來，在這個部分就看到跟當代性的契合，絕對不是台灣只在這 10 年異軍突起的有

聲音藝術、有身體藝術、有行為藝術、有觀念藝術，裝置藝術如此膨派，甚至遊走在這個可能倫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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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或是說是人我分際的邊緣，它就是很精彩，因為它鋪陳整整了 5.60 年的歷史，今天才會有這樣豐

碩的成果。所以聲音可不可以做，再過來我們就問自己說，那麼跟我們一樣的譬如說在這個非首都有

自己主張，長期被漠視甚至於像是港都啊、移民城市，甚至還有各自享有自己特別的語言，所以像北

愛爾蘭他現在在談這樣子的問題，也蠻巧的因為高美館一直合作的很多對象最近都在公投，有成功，

也沒有成功，但都不是立即性的結果。我們不是要談公不公投的問題，而是在談說這個非主流的世界

是不是真正是讓主流變成主流最重要的這個關鍵，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之前做「Fluxs」，把它翻成合

而不流的原因，所有的主流其實都是伏流、支流，甚至是這個次文化點點滴滴匯流而成的，那主流的

危機就是它可能真的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可是這種巨大，如果是我們全部全盤接受，全盤承認讓它

紛然並陳的時候，他就沒有這個主流支流伏流，會擔心它消長的一點，它反正就是匯集巨大的這個海

洋，那如果可能的時候，到底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可能，到底是什麼樣做這樣的捷徑，其實蟲洞這個展

覽就是在最年輕的策展人，然後面對最年輕的世代，我們應該說其實還真的懵懵懂懂，所以他覺得這

個生物的名字非常有意思蟲洞，可是我們看自然的理念我們就會心微笑，蟲洞在生物學上的理論，如

果一個進化，假定它按部就班的從單細胞到多細胞，人類本來要花 150 萬年進化，為什麼它要時程縮

短那麼多？就是因為生物在演化當中會找到蟲洞，就像蟲它所要突破，它要吃最多的食物，或是它要

找到捷徑，然後趕快做繁衍下一代的動作，它一定會鑽洞打洞就是找到捷徑，它找到另外的出路，找

到另外的生機，找到另外延續生命的可能，所以藝術不就是這樣的蟲洞嗎？每個創作者的每一件作品

都是打了一個蟲洞，所以很有趣是說，可能藝術家、藝評家本身冥冥之中，為什麼會對看起來是抽象

理念，或是只是歸納整理出來的一種理論所吸引，是發自本能的一部分。所以到最後一樣我們很清楚，

冥冥之中就覺得我們需要一個美術館，因為我們需要提供各種蟲洞，這個可能性讓你匯集的地方，那

就會很清楚透過這一個世代，可能就可以超越。所以藝術文化這個本身，提供了就是這種便捷的捷徑，

我意思的捷徑並不是說輕浮粗鄙，而是它在這種很本能性的創作欲，像他希望跟人家分享，透過這樣

子的創作分享，可以標舉自己又可以標榜自己的族群出身所在，可是就很清楚這一切是為了未來，為

了這個族群的命脈，為了這塊土地的升級，甚至為了千年萬代，很清楚這個就是一切。當然我們今天

要來談從兒童美術館在鋪陳的展覽，談談軟性雕塑，其實無非我們還是在肯定更超越性的思考，我們

今天絕對不會去否定當初的館長們標榜這裡是雕塑的美術館，雖然有人可能不同意，可是問題是說累

積的資產，只有是善用才不會是浪費，才不會說一切都要從零重新開始。所以談雕塑，軟性雕塑要不

要被談論，那如果要討論所謂的軟性雕塑藝術一定要被談論，那一樣的討論行為藝術或軟性雕塑，其

實除了從雕塑本身，或是說從材質的本身去探討，另外就是他這樣子的屬性可能跟什麼樣的創作者、

創作背景，或創作社群，會結合，其中之一的可能性就是女性。這個部份就會欠缺，一樣的如果從聲

音的歷史來看，女性的聲音被壓抑，被消融，或甚至被禁止，它本身也是代表另一種聲音。我們再談

論一個主流之外的，或是主文化之外的次文化。次文化往往是比主文化強大，可是又因為某種的退讓，

有的時候扮演一種烘托陪襯的角色，所以我們叫他次文化，要不然的話可能跟主文化一樣的強大，就

像我們說支流、伏流，甚至是逆流都是讓主流可以發光發熱壯大的很重要的關鍵。不管從哪個角度來

看女性，或是說性別，這個部分顯然就會被凸顯出來。如果說用蟲洞展覽做一個隱喻的時候，你要知

道在這個孕育的過程當中其實很有趣，我自己在 2000 年前後開始帶領建築和年輕人或是說跟建築師

合作的過程當中，尤其我們在做國際供方的時候，因為一定都會非常長時間的在一起，往往都是會跟

這個英語非母語的族裔一起工作，你發現說本質上操作自己不熟悉的語言，本能驅使的語言選擇很明

顯，發現說為什麼這個男性的參與者，那個建築師往往就是說 I create，他說我創造了什麼，他說我

們的 team create 什麼，那相對來講，女性的建築工作者，她常常說 I conceive the idea 我孕育了這樣

的一個 idea 我孕育了這樣子那這個 project is conceive by us。所以這個本能上的語言就會讓不一樣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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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的選擇就會產生不一樣，那當然我們說這是通論。總而言之我是說回到女性展，她是我們不能逃避

的議題，第一個我們就從最根本從這個館過去前面 20 年辦理的典藏研究展覽很務實的去談，驚人的

發現，我們是全台灣三個美術館裡頭不小心女性的展覽辦的最多的館，但是可能沒有一個主體論述，

不曉得為什麼就像我說創作者們不小心都找到了衝動，可是我們現在需要蟲洞的理論讓它很清醒。南

部種種因緣當中產生了許多超優秀的女性藝術家，當然很可惜，他們真的有別於北部和中部的女性，

但是他們有一個共通點就是譬如說她用身體，她和土地，她跟材質，然後走出自己這個特殊族群，同

理，是一種通例。可是相對來講台南就也讓人很納悶，為什麼中南部的這些極優秀的女性藝術工作者

其實都不是很高壽，乃至於說我們今天在書寫，其實就限縮在女性，就性別上她生理性別非得要是女

性來書寫台灣的近代或當代的美術史的時候，一定會限縮於參與時間比較長的這些藝術工作者，當然

沒有錯這本來就是，像我們從這個所謂黃賓虹、余承堯，就像戲棚下站久就是你的，這個都無可厚非，

可是相對來講，這種一直的聲音沒有被聽見的聲音，或是斷裂的聲音，除非我們... 我們去延續他，

不然他在過去發出那種強大的聲音，如果不能繼續的共振是不能產生共鳴，其實這個巨大或是有力的

聲音發出一聲就夠了，但是我們知道我們的美術館就辦一項擴音機、像留聲機，他甚至就是甚至是說

我們做為這個 post production，那樣微乎其微或是被錯過了被壓抑甚至被禁掉的這個聲音，被 post 

production、被放大、被聽到，因為只有越來越多的聲音同時並存，才可能豐富完整，然後讓當代還

有後來世代才有選擇，不是只有一種脈絡一種聲音，就可以代表一切，當你選擇一種，你錯過其它九

十九千千萬萬種，所以中南部的女性藝術工作者，因為她們的創作力道絕對不遜於比他們可能活得更

長久的藝術家，可是很可惜，她們被放到、被收錄也好，或是說被研究、被典藏，甚至是被展示，特

別是連續式的、繼續式的、永續性的關切，然後不斷的被論述、被看見，這比較起來是少太多。所以

即使我們今天就從人道的、精神人文的精神，去平衡都應該要做這種工作。我們再面對我們的典藏，

比較起來，到今天我們才累積了五千件，當然我承認 2009 年之後，是非常有系統，用五年的典藏經

費規模作考量，去補足我們在南島當代藝術，在女性藝術，在新媒體影像藝術，還有是說這個高雄或

南部出生的藝術工作者他們的作品，去強化高雄的特殊性，或是說高美館做為一個南方的一個美術館，

可以在或是最年輕的美術館可以產生什麼樣對北中兩個更巨大或所謂位階更高的美術館互補或是互

相拉抬的作用。在這個狀態之下，因為我們只有五千件，女性藝術的比例顯然就會比較高，更何況，

地緣關係上加上我們在成立之初，這些優秀女性藝術工作者即使今天已經不見，在當時活力最旺盛的

時候，她們其實有很多好東西，當然再加上我們也面對台灣的文化藝術機構，女性從業員比例本來就

非常高，我不是說只有女性才可以詮釋女性，因為我們實際上來講，就包括我們這次做「女人家」，

選件上其實就已經很清楚了。歷來，從文學、音樂、戲劇、舞蹈到視覺藝術電影都一樣，往往詮釋女

性最到位的是男性的藝術工作者，重點是在於他們會異地而處，可是就不代表我們不需要將心比心，

異地而處，就像今天我做外地人來高雄一樣，就像我作為不是這個美術館成長的藝術形像工作者一樣，

我們一定要異地而處才會看得更深，可是就是因為你自己也是這個領域的人，其實很多部分就變成本

能上的驅使或慣性上的驅使，就會自然而然的去關注或去思考或去呈現，其實如果能把這兩個放在一

起其實是很精彩。所以在種種關係之下，當然我還是回到美術館是史觀清楚的空間，我們要怎麼樣具

體呈現或是說禁止這樣的史觀，第一個當然要有物件，這個物件除了典藏品之外，還有永遠收不完的

資料，必須要 Archive，因為資料庫才可能把影音文字做彙集之外，還可以開放書寫開放的受檢是，

還可以變成公共財，所有的私有的這個部分彙集它變成公共財，就是一個巨大，那這樣子巨大凡是巨

大他的可能性縫隙就越多，切入的角度就會越多所以 Archive 必須存在，它必然同步文字資料、靜態

的影音，到作品動態的聲音，那個影像，甚至透過資料庫再創作，再製出來的一切。第二個部份就是

說，史觀我要進駐我要透過展覽活動所謂的 event base，這個是一定要你先 program base，我們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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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現在的定位，我希望走的這個方向等等，然後我們現在要透過實際作為，我們應該不只是 event，

因為 event 是相對於 program 來談，畢竟我們這個世界是從一個 discipline base 就是說基礎學門，譬

如我們從藝術學的學門，我們做相關的研究我們甚至需要一個美術館，再過來是說那當這種基礎的學

門都被捍衛是確認我們不會質疑，再過來就談你怎麼與時俱進調整 program，這就是 program base，

再過來就是 event base，怎樣再適度的調度調整形成亮點，那這並不違反基礎學門，也不會干擾到既

定的 program ，那這些必然是什麼？一定是有出版，會有展覽，會有活動。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記

錄，紀錄的這個部分我們展館做的無比徹底，大概只有我們館會把展場的記錄，或是說展覽的影音記

錄用記錄片的型式，讓它從單純的 documentation 變成 documentary 甚至變成 Archive documentary，

所以因為記錄片這樣的概念，就是我們怎麼樣在形塑真正確實原汁原味的希望，甚至透過舊式創作者

的觀點重新的留下記錄，剛剛提到就是說出版，出版也是一樣的這個狀況，為什麼我們針對不同的出

版品研發出來的方式不一樣，但是這種出版不單純只是書面的、圖文的，他是被擴展是越方便於這個

傳播...越方便流通的越好，所以他一定會透過所謂社群網路，或是應該說是那個 Internet 一直到 social 

net wire 他是不斷的在強調歡迎繁殖、歡迎傳播或歡迎什麼，那這個部分其實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我常常在用一個最簡單的案例來講，你想想看今天莎士比亞是全世界公認最偉大的文豪之一，莫札特

是全世界最偉大的音樂大師，可是在他們的時代英文不是強大語言，甚至厘俗的語言，英國也不是強

勢國家，巴洛克的音樂絕對不是，我們如果想像一下如果當時這些小國寡民弱勢族群聲音微弱的如莫

札特、莎士比亞者，不斷的強調智財權，然後孤芳自賞而自以為是，而不用流通、不斷的被翻製，這

個演出演奏詮釋，不管他是演出給王公貴族、高級知識分子或是厘俗的鄉野，不管是非常 Author，完

全照本宣科或者是說用他們非常自由心證的方式詮釋，如果沒有這樣傳播，今天有可能就變成我們從

俗文化到高文化這個核心的部分，所以這也是在說為什麼一定要那麼多多重文脈去重新建置史觀的原

因，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變成大家生命經驗，共同生命經驗的一部分，我們過去說美的體驗，這

樣講太單純，因為到最後變成生命經驗才會變成一種趨力，才會成就一種共同記憶，而且這種不鬆不

緊的關係才可能對未來的開展，開展之外又可以形成脈絡，才是這個核心幫助。所以，對女性展這個

部份其實就很為難，因為大多是雄心壯志，而且是第一次，第一次的雄心壯志又要量力而為，很清楚

的是可能你開得這個廣度深度甚至包容度都要大。 

我始終相信 Valsarely 講的 All art is contemporary 那個所有藝術都是當代藝術，或是所有經典都是當代

藝術，這個不變的訴求，或是說很清楚一樣，他要被具體的形塑，所以沒有什麼議題是過時的，除非

當時他只有面對眼前的非常微觀的這個部分，然後硬要把它放大成 universal，所以第一個我一定要提

醒大家，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當你這個深度，包括容度都要夠巨大的時候，到底你要透過這個展覽開

什麼？第一個就是必須要先說，你沒有辦法說全部都要，那很清楚，雖然我們大家都決定從 1884 年

馬偕醫師淡水建立第一個女子公學堂開始，因為我們很清楚，受教權就是一切，當你擁有受教公民權，

裡面的文化權才有機會被伸張，很可惜他這種講或表述工具的能力或是基本素養去背之後，其實包括

整個觀念，社會要開化要一個程度他才會 involved 到…，我們不要說進化才會開產到那個程度，但是

可惜的是即使他們開產到那個程度，在信史，就是 credible histry，從記載，我們就說 registration、

documentation、presentation 居然都都嚴重的欠缺，它不成比例，所以我們才會說，那麼有沒有可能

我們重新去看到這段 19 世紀末的歷史，我們看約莫同時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台灣，從我們看

John Thomson 那套精彩的館藏開始，我們看到他對女性的關注，然後重新去想事情 1884 年，女子公

學堂、受教權、文化公民權，到最後，從這個表述一直到被詮釋、被記載、被記錄，這到底有沒有完



317 
 

整，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該來做這個事情。所以在斷代史的部分選成不一樣的起點，在編年史的這

個部分會找不同的脈絡軸線，比如說，所謂的第一，第一有時候是機緣巧合，可是第一代表很多時候

可以標舉出來一個時代的特殊性，所謂的轉折，限縮在美術史就是我一個兩難的狀況，我如果沒有忘

記的話我其實討論過，就是說是不是應該從張李德和開始，尤其我們看友館還是用最傳統教科書重複

書寫，越來越限縮的這個 scope 或是脈絡來去再做一次台灣女性藝術史的之後，就會覺得蠻遺憾。張

李德和到今天最為嘉義第一位應該說台灣第一位女性議員，他在現在這種現在凡事一定泛政治化被權

重的狀況之下，很可惜他就會變成被當成第一位女性政治家可是我們卻忘記了她實際上來講也是第一

位女詩人，還有第一位女畫家，我們先不談功過成就如何，第一個出現就是第一個出現，但是你不能

就像當初，我不曉得嘉義是什麼樣的宿命，就像為什麼幾年前我們會幫陳澄波作翻案的動作，他做一

個極優秀的藝術教育工作者也好，創作者也好，是起碼都是他生命關心的一部分，所以最後把他說為

228 的受難者，所以他重要，為免太欺負人家。一樣的要講張李德和，今天做為女性政治家過度的凌

駕了她在做為第一位的女性創作者，是真的琴棋詩畫都同步做到的時候，其實是非常遺憾的事情，我

最後考量，就是說最後把她硬提出來，因為這是我考量到友館的感受，因為他剛好友館在非常辛苦的

7.8 年狀態，那這是一個相當不錯的訴說，儘管她保守傳統，她還是非常活力，如果我們今天在約莫

同一個時期直接提出來作翻案，好事者可能就會認為是一個挑釁的動作，可是相對來講，按教科書整

理這些，因為它沒有火花，或是說他並沒有新的牽制的可能，到最後會被稀釋或是被忽略掉，所以如

果不從張李德和，那我們還會考慮到南島系統，想到女性藝術，想到弱勢?，其實台灣的藝術裡面還

有一個特殊的景觀，在高美館上也看得到，就是素人藝術，所以最後才會從這個吳李玉哥的開始想事

情，素人的這個部份其實跟土地倫理跟天性，，或是說台灣的這個本質，其實有很巨大的鍊結，從吳

李玉哥的就是說從年紀硬要講這樣子的話，其實是非常貼切的，遠比大家過去可能都是從陳進，開始

要貼切很多，因為嚴格說起來，陳進叫做富二代，在台灣在過渡過來變成說有錢階級、有錢有勢階級，

不要說附庸優雅，可以投注更多的餘力在從事文化藝術工作，甚至因為這樣栽培出來優秀的藝術工作

者這是第二階段，從本能源發的性格，或是說因為她受了教育之後，她本能想要創作，所以這也是我

為什麼會主張張李德和更適合，她是被安排的，她實際上就是她嫁的很好，家世本身也很好，可是她

就是覺得要透過寫詩，透過繪畫，透過為別人服務，跟別人互動去展現自我，所以可能才是一個非常

甚至我是說她非常當代的女性的標者，第一個就是說，那如果是這樣的話教科書上難道都要推翻？當

然不是。教科書上遺漏的，我們往上填，所以以我們展覽的第一天展覽是他就是歷史性的展覽，我們

看到說用傳統的這個名目，我常常講就是說所以大家其實要搭配看，譬如說典藏奇遇記、造音翻土、

女性藝術展，這三個就要併起來看。比方說，我們看日據時代的美術教育，一方面是西畫的陳澄波，

另外一波是所謂華夏文化正統筆墨工夫的，那很有趣我是說，所以我本來的想法為什麼還是又回到有

一天做嘉義的展覽，很微妙在嘉義就產生一個融會，果然嘉南平原在剛好北回歸線的部份產生很微妙

的那個論述我也寫蠻久了，有一天嘛，不當館長就會直接發表。但他這種很微妙的關係裡，你就看到，

所以我們看到一開始我們對選高雄出身，現在目前年紀最大的這個美濃藝術家，但他用的還是華夏文

化傳統的筆墨功夫，是彩墨的系統。相對於渡海來台的袁旃，一樣的用出了不一樣的部分，一樣的用

膠彩，就是所謂的日本畫的膠彩，你看到這個一樣也都是北部的女性藝術展覽，你看到袁旃，就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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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廷這種我們所謂貴族世胄，跟所謂的富二代，我意思就是說是這個商賈階層看得不一樣，那當然我

們之前已經做過膠彩去談說北部的是士商階級，中部林之助、林玉山這種就是比較文人氣，南部的話

是重彩等等，這個都談論過，就我們不需要在這個部分再去繼續，可是接下來就要談的就是在這裡，

如果今天我們公認最優秀的代表戰後台灣藝術就是抽象，那這個系統，如果當初想當初這些女性家如

果今天健在的話，就是 60.70 歲，本來就要被談論創作最豐富，持續創作應該還有 2.30 年的這些，在

大概他們 4.50 歲都斷裂，所以他們注定是歷史的一部分，可是如果我們永遠都不再去讓他們開出更

大的脈絡，或是切入更不一樣的層次的話，他就是那個小小的一點，可是我們今天回頭看，今天不管

從黃潤色、劉芙美他們在那樣的年代，真的是甘冒大不違，從這個到最後的確被壓抑的非常的利害，

最後也回到女性天職是沒有錯，可是他們在斷代史上的那一點的參與就是不可抹滅的，我的意思是說

劉芙美，當然我們會說現在要看她後人的態度，她畢竟是李仲生在安通街時代的第一位女弟子，黃潤

色是彰化時代的第一位女弟子，然後相對我們才會開出什麼，從現代化的過程當中，不是只有談袁旃、

李重重這樣子的系統，你看到從李仲生的脈絡，才可以再切進來，再看到像陳幸婉，然後或是說我們

看到巴黎系統，從日據時代這個日本的第三手、第四手、第五手的所謂法國畫派到什麼，然後到現在

延續，你可以看到因為李仲生產生出來對巴黎的嚮往這個部分，所以李錦繡、陳幸婉，其實這跟今天

這個系統連男性藝術家，我們在分析台灣美術史都一直不談，其實很重要，就是說留法這個，那很可

惜說當然我自己比較特別，我剛好對中國美術現代畫著墨是比較深，我們看 19 世紀末，怎麼過度到

這邊，其實法國系統到今天，包括我們到現在剛剛滿 5、60 歲的在 1960 年出生的這些留法的藝術家，

對法國的嚮往是一脈相承的，所以這個都是要鋪墊出來很多的路，可是你不提出來，他是看不到的，

然後再過來就是說，我們在講說對生命中從內視的，或是說生命中角落中，然後用隨手可得的這種，

那當然這種就會蠻像吳爾芙自己的房間，從小小的空間裡面去營造的這個是有關連，今天看到我們已

故的這些藝術家們的作品，其實大開大合之外，然後從內視的微觀，一直到到室內空間然後展開到，

其實都是不一而足，雖然不多，可是其實更完整，我們只要點了真的就是天才，他們就足以變成我所

謂 text book，所謂正統，正史當中的關鍵連結，那只是我們自己不點，其實你看到邱紫媛，或者是說

這個才可以去詮釋，為什麼還健在的藝術家，可能到今天我們看到他們即使 6.70 歲了，畫的還是跟

他 6.70 年前一樣的脈絡傳統，因為你可以安於不同的脈絡，都無罪，他沒有什麼傳統性在，因為都

是當代一種回應的方式，所以我們當然也可以看到高雄的現在 90 年代下半 2000 年之後的這些神仙眷

屬，到底造成什麼樣很特殊的景觀，我們沒有辦法評述，但是那種怡然自得也是不可思議的，因為明

明就是 90 年代下半一直到 2000 年是動盪最厲害的時候，可是唯獨高雄的這種婚姻幸福美滿，工作也

非常穩定的女性藝術家們，完全沒有反應到時事，我不要說完全，就是那種太多還是停留在內心戲，

甚至停留在幸福的，幸福女性的是很不可思議，但是你不能說在採樣上的確是一個多數，起碼對高雄

來講，所以變成一個極大的對照組，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就可以再看到，好，按照這樣的方式從 1971

年，那個卓有瑞在畢業展，要畢業那年，畫巨大的香蕉，大大傷害男性的自尊，因為她把它折斷，她

讓它腐爛，那到最後很神奇她現在只剩兩張畫，可以被取得，那當然有一天我們一定要好好的問卓有

瑞，為什麼會走到這步，因為那時候是一大批畫，為什麼會變到這樣子，過去還沒有機會去，所以一

樣從西方那時候她其實沒有看過所謂的真跡，但是也許從某些少數的報導，或是像王秀雄老師他們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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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前衛，或是他們同學裡頭翻譯的少數的文章裡面可以看到一窺究竟，但是很妙是從一個用投影的技

法，她什麼都可以畫，為什麼獨獨就是香蕉，那你從各種脈絡也可以說台灣度過蕉農這一切，可以談

到或者是說他冥冥之中就是一種本能的反射。當然本能的反射之外，還有沒有後天的一個選擇，在

1971 年退出聯合國，1978 年斷交了，我們 70 年代到 80 年代出國這些特別是在美國東岸，ABCABCABC

也好，或是 BANANA，這個已經是多重的意象，所以卓有瑞的這個大香蕉，就很微妙的在西方的論述

裡面是一個非常突破的這個關鍵，而不是看向東方透過水墨抽象，或是性別那時候根本還沒開始談性

別或是材質啦，對不起，就是說這種媒材，然後產生不一樣的可能，所以卓有瑞的這個大香蕉，在想

像西方為先導的當代、現代藝術史一直到社會史、文化史甚至政治人權史論述非常微妙的一點，所以

他產生的 controversial，變成一個很重要的這個 issue，這樣的觀點之下，她變成第一位，當然我們會

說應該要說是虞曾富美才對，為什麼到最後她們甘於做幸福的女性，不一定是小女人喔，幸福女性呈

現的繪畫風格是很微妙的，她會跟一樣的大女人可能會產生，也有可能用集體的創作，像 Judy Chicago

那種，但是你有可能產生尤瑪達陸這樣的作品，但是我要回到來講，卓有瑞這個部分接下來，她的出

走，對不起我比較殘酷的講，就像現在我們在 2000 年的第二個十年開始的前後開始的會有一些不一

樣的聲音開始會，我不要說檢討就產生不一樣的看法，針對 70 年代以及 80 年代出國但是在 90 年代

下半再回來，現在站的位子都非常好的以創作為主的這個學院參與者有看法，這是很自然的，因為台

灣最辛苦的年代，對人的主張你必須雙腳踏在個土地上，當她度過了驚濤駭浪你再回來，卻是指導者，

有時候的確會造成某些看法，但是事實上你會看到我們就看到按照西方教科書教出來或是說在西方的

女性思潮的大環境裡面，其實他們是偏安在學校學習繪畫學習藝術，而不是真的是運動者，我要特別

講，是很微妙的產生一種教科書創造出來的藝術形式，這個我也是不忍苛責，因為這個世界就是那麼

大，可是相對來講我們為什麼會在反而在年齡層上應該屬於第一間可是放在第二或第三間，像洪素珍

這樣子的藝術家，從社會運動，不一定是激烈的社會運動，或是從身體藝術作行為，或是關切自己之

外的生物的小世界，那我還是一樣加劇 domestic，就會產生不一樣。因此我才要講說第一間就是教科

書上，你沒有因為那樣子的作品放在國際上是完全就是，甚至會有人覺得就是 copycat 或是黃潤色那

樣子的東西，其實心理分析下去看都不是特別優秀的作品，當然我不好講其實現在她位高權重可是事

實上來講，他們都太 classic 那樣 classic 是不是 Master piece 我們心裡都很明白，可是他必然代表了台

灣女性藝術發展或是說歷史發展美術史上發展一些不可或缺的環結，因為這樣的關係，我們大概問這

個是 local 或者是 universal，永遠都是 glocal，永遠都是 universal，這個過程在每一個地方，你從這個

南斯拉夫到薩爾瓦多，一直到北半球，說紐約到台灣，到東京都一樣。所以我們不斷的是談女性，我

現在盤點一下可能就會比較清楚了，我們接下來這個我們從許淑真，明年的話有譬如說草間彌生、

Marina 的展覽，然後... 洪素珍的展覽，其實這個是完全在談身體行為的系統，我肉身博天誰怕誰我

只有一個人，只是我們會很遺憾的說一句，就像我們之前在 Fluxs 展的東西，如果今天他們不是台灣

人，今天他們如果真的就是在東京甚至就在南斯拉夫他都會成功的，甚至在現在剛出這幾年我覺得非

常精彩的那個薩瓦多的身體藝術家，可是這樣就是時不我予就很多時候就是這樣，可是如果連我們自

己都不去盤點這樣子精彩的具備特質的藝術家和藝術創作，誰會幫我們做這個事情，一樣的我們會問

那當然你說會不會開出其他新的脈絡，當然有啊，我另外一個論述在寫的是為什麼就是獨獨 7.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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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到移民到紐約開始創作的藝術工作者，如果我們以楊清池、謝德慶，或者第一位的洪素珍為例，我

們現在不談大陸的，為什麼他們都走向行為，攏系台灣人，這三個很精彩的台灣人，甚至你都沒有聽

過，全世界沒有聽過，他的共像太特殊了，這跟夏陽、卓有瑞、司徒強他們，這個是因為他們是畫廊

代理，有點暗示性要要求他們照趨勢，照像寫實這是兩回事。本能驅使的這個部分，是沒有人可以因

為他一無所有的時候就用身體去丈量它的環境，跟人的互動，然後去承受這一切的 heavy word，如果

我們不做，為什麼所以我是說洪素珍、許淑真，要開出來不只是這樣，但開出了高雄的藝術家，高雄

的女性藝術家，身體藝術行為藝術這個社群的等等，可是他們都是一個 case study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今天一定先肯定自己的人，先從這個要去談不要小看我們自己的人其實他觸碰的是宇宙的共相，

是人類的共相，是一個國際藝術發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這個 case study，相對來講，現在就會清楚了，

現在清楚的話，所以當我們要標舉行為藝術，不是那麼單純而已，第二個就是談手作的行為，只是說，

如果從創作者的出身背景來看的話，的確女性的特質不辯自明，她對材質特別敏感，她對纖維，對這

個綿密的這個部分很清楚這個不需要去計較他的身分都會知道應該相對來講就很清楚了，這個部分還

是同步扣者我們南島當代藝術，扣者我們軟性雕塑，扣者我們說史觀書寫另外一種可能性，扣者我們

在美學分析上，然後或是說我們甚至說去呼應我們自己的 workshop 我們的工坊，必然有的這些其實

都在裡頭，所以我要講的是說，這個是沒有那麼單純的選件，然後最後一個要講的是說，為什麼會有

這個 universal 國際的選件，其實這很痛苦，對一個沒有錢的美術館來講，怎麼樣透過這個精確的選

件去說服，我們的 scenario 是成立的，那沒有錯你說東北亞到東南亞所謂亞洲女性所謂的微觀，其實

只要準的話一件兩件就清楚了，所以一樣的譬如說 Kimsooja 的作品，很清楚當布里斯班第一次說我

要辦亞太盆地當代藝術的關鍵的節點，在 APT 亞太藝術雙年展裡頭，代表韓國是 Kimsooja，她的主張

就那麼單純，我從小就想像我是一枝針我就是要做縫合，其實就是那麼單純，很多創作者就是這個樣

子，她就不斷的縫補，然後到最後那個 block 就是自己也是他者也是什麼，紅豆綠豆這種在很綿密的

過程當中它會產生，好一樣就像當我們要讓他跟這個我們自己的藝術家對照的時候，其實才會產生這

個共鳴，那一樣我們對少數族裔為什麼會選擇福岡亞洲美術館？因為他們的歷史跟我們差不多，他只

有一千平方公尺的展示面積可是他多麼大方的去肯定他者，他是用 artist Residence 的方式跟社群結合，

跟我們何等的相像，他們比我們更 advance，超越台灣人要先買自己人做思考他投資都是外面的人，

但是他們仰賴的是非常少的團隊，但是其實是論述先行的團隊，所以當然我們會想你有沒有削足適履？

他可能有，可是他非常精確的告訴你，我的定位是什麼、我的脈絡是什麼、我的主張是什麼、我的說

法是什麼，所以我的做法就是這樣子，所以我們肯定如果高美館到最後也會被這樣肯定的話，你就是

亞洲的福岡美術館，就作為亞洲當代藝術最重要的里程碑，好，那一樣當我們看大陸的當代藝術、香

港的當代藝術，我們很容易，就像別人看台灣的當代藝術，因為透過那十個名字一直被重複的邀展，

或是我們自己的國家代表隊被說的結果，一定會被概化成就是這些，其實那是很不公平。所以如果我

們今天要考量到華人地區的平衡感，台灣的這個部分，然後要給人還人家公道，這時後就為什麼會選

擇當然還是和佩思合作，我承認，對不起佩思的台灣專業藝術工作者最多，國際化啦，就我要挺他，

這點我並沒有講出來，我現在其實也有回答你第二個問題，所以操盤不是那麼那個簡單，就包括說為

什麼是尹秀珍，在後八九這波最精彩的女性藝術家非尹秀珍莫屬，絕對沒有第二個，當然她先生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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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害-宋冬，有沒有可能我們去重新看，我們對大陸的那種覺的巨大壓力所產生的龐大、巨大，然後

要用歷史背書，我們看尹秀珍可以畫整整 17 年、19 年，很綿密的透過社會的系統，然後透過這個身

體感很強的作品，跟社會鍊結，跟少數族裔或什麼，甚至做回收，對什麼材質都很契合的作品，那我

當然會好好學習，讀人就像讀書，你很容易標籤化，就像我們很容易把大陸當代藝術標籤化，可是這

樣子溫暖、細膩、企圖心很強其實是無比巨大的作品，只要一個尹秀珍就出名了，不需要用像蔡國強

那種東西去說服我們，我們在告訴他還有另外一個面向，一樣的 open 的作品一樣，我們對香港的看

法就是膚淺吵雜反應性社會化，可是其實香港有很多這麼精彩的藝術家像 Au Hoi-lam，她安安靜靜的，

雖然我們心裡很捨不得，他們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命運真的不是掌握在他們手中，所以一件作品然後相

對我要對歐沙吉這樣子的的民間組織，他其實全香港最巨大的私人法人組織，香港也是面對閒置空間

再利用，完了，政府撒手，他們承攬下來，把最漂亮的空間，照亮照顧起來然後提供給這些藝術家，

像歐凱玲這樣的藝術家可以在她爸長期病痛之後，整套作品才可能完全不浮華很乾淨，但是巨大的空

間一次展出，，所以那個質量那樣子的眼界，她有那樣的眼界，其實也是開啟另外一個給我們，其實

是對我們很多這種台灣因為經濟致富的大藏家們喊話，歐美甚至亞洲頂尖的藏家，贏台灣藏家很多，

就是他們願意公有化，他會公開化。我們現在是借不出來的，我們透過高美館，當然很幸運，我承認

很多很多藏家對我特別的這樣禮遇，我非常感動因為要不然放在他們手上的從陳澄波到這些女性藝術

家的作品，其實不見天日好久好久，就像說當時我堅持其他館精彩的典藏品必須要進來，這是三館的

精華，因為這是全台灣的事情。當然我很遺憾因為有幾件關鍵的作品友館自己有展覽，可是放在這個

比較巨大的脈絡裡面，作品本來會更出色的，會比只是所謂的典藏展中的一件會不一樣的意義，因為

我們要給他們賦予什麼樣的內涵它會產生的意義就會不同，然後你要他放在什麼樣的語境之下她的表

情就會不一樣，它可以傳達的訊息就會不一樣。所以我們現在就在問，如果我們想的話，原住民藝術

家我一直堅持他們就是當代藝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是因為他是原住民所以他的藝術重要，而是我

們當代藝術中，我們從這個最草莽或是說自我解嘲，然後譬如說手作很強，然後很會講故事非常

narrative...，然後而且他不斷變換當中，然後就地取材、因人因地制宜，這種自由流暢等等。台灣這

個部分還有勇敢、堅定，然後又新又古，如果這些都是台灣當代藝術的某些從過去到現在的特質，原

住民藝術家也難怪他們很容易出線，更何況從性別的角度裡面四、 

時期：2014 年 7 月 18 日 

地點：女藝會(台北市北投區自強街 61 巷 6 號) 

出席者：曹筱玥、謝慧青、陳依純、陳欣慧 

座談主持人：曾鈺涓 

 

上半場 

曾鈺涓(以下簡稱曾)：這次的座談會是屬于高美館我們正在執行研究的一個研究案叫「女性藝術大事

記」，計劃主持人張金玉老師，進行台灣女性藝術大事記年表的編篆。這個計劃除了大事記的編篆外，

還會進行一些藝術家、女性藝術工作者的訪談，跟一個座談會的記錄，希望透過這個專案去把台灣幾

十年的台灣女性藝術的發展脈絡做一個回顧跟整理子，今天的主題是數位藝術發展的部分，我們今天

很高興可以邀請到曹筱玥、謝慧青、陳依純來參與這次的座談。 

 



322 
 

陳欣慧(以下簡稱欣)：其實我們這個研究案已經辦了很多的採訪，那這場座談會的話主要是邀請大家，

透過座談會的方式，或許可以在彼此對話的時間過程激起不同的火花，那跟一對一的訪談是不一樣的。

期望藉由你們在專長領域的交談讓我們這個研究案的內容更豐富。 

 

曾：第一個議題是有關台灣女性藝術家在數位科技發展的脈絡跟現狀。這個部分其實因為，我相信我

們現在這三位都是專家，筱玥老師其實她自己的創作就是以數位科技的方式來建構她自己的女性生命

的經驗，這部分其實她經驗非常豐富，而且她在教學部分有把女性意識的東西放進她的課程裡面，她

的創作跟課程跟教學跟生命一直都有很多的聯結。謝慧青老師基本上策展了一個非常棒的女性藝術的

展覽，而且她本身在數位科技策展有很多成果，其中的一個策展是在數位藝術中心！那很多其實都有

他自己的思考的脈絡。陳依純基本上是我們這裡面最年輕的數位藝術創作者，那她以自己女性敏銳的

觀察力，在數位藝術的領域裡面有一片天，而且她的作品我們等一下可以請她談一下她自己的作品部

分，尤其是從他們在同學之間，有很多數位藝術基本上都是男性為主，那她這個環境底下怎麼樣去創

造自己的一個路線，那我們現在請曹筱玥老師可不可以先跟我們分享一下。 

 

曹筱玥(以下簡稱曹)：因自身背景的關係，很希望嘗試將傳統手作與新媒體融合的可能性！所以我做

作品時會盡量保留一些手做的東西，譬如像手工陶瓷或是我自己書寫的一些東西，結合上我是用雷切

做出的一些裝置，回應美術系背景的背景去做的一個發想。現階段的我，希望進一步將場域拉大，以

居處的「台北市」來思考其中創作的可能性，如果在這樣子的一個偌大的城市空間裡面，充斥了很多

像消費文明的一些元素，那女性的身體該如何在這樣的空間中與整個環境(充斥諸多數位媒體的都市) 

進行對話？今年度，也是我的下一步創作跟文化局產生配合，希望嘗試透過自己身體的介入，做到用

數位媒體去重新省思；也就是說我們到底如何運用數位媒體來幫助這個空間創造不同可能性？或是性

別介入空間的議題時，有沒有可能產生一些新的火花？我們身在其中，不管在整個介面的設計上、或

是空間的規劃上是否能夠有所挹注？ 

 

謝慧青(以下簡稱謝)：我先就這幾年來對女性藝術家在台灣的數位藝術的發展大概講一下我的觀察跟

想法。我認為要討論台灣女性數位藝術家的發展，應該要先回顧台灣數位藝術的發展開始。我認為台

灣的數位藝術的基本上大概是在差不多一九八零年代末期開始，到一九九零年代初期的時候開始有一

些台灣錄像藝術家的出現，台灣數位藝術家最早期應該也是以影像、錄像為主要的一種創作方式。而

大概到了兩千年之後，開始出現很多結合了影像、錄像跟裝置，或是平面的或立體的，或各種不同的

媒材來做一個比較多元的一種呈現。一直到近年來，也漸漸地開始有更多跨界的表現，如數位藝術的

表演，結合了表演藝術、音樂、舞蹈等各方面的人才，跟數位藝術家一起合作出跨界的表演呈現。 

的確，在數位藝術發展的脈絡裡面，女性藝術家在這過去的發展的確占了比例是比較少的。在我觀察

裡，很多的數位藝術的展覽，特別是一些大型展覽，我記得策展人王俊傑在２０１２年１月在關渡美

術館策了一次國際科技藝術展：「超旅程－2012 未來媒體藝術節」；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開幕時所有

的創作者都被邀請到舞台上，在整排二、三十人當中，其中的女性藝術家好像只有三位：曾鈺涓、林

佩淳和許素珠老師三位，其他都是男性藝術家。我那天非常感概，覺得女性藝術家的比例占得非常少，

我就在想說，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件事是真的蠻值得思考的，就是因為本來女性藝術家其實在當

代藝術裡面占的比例就比較少，那我覺得好像數位藝術的女性創作者在這個數位藝術的領域裡面，占

的比例好像來得更少，這是一個還蠻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不是又牽涉到另一個問題，到底台灣是不是能夠有一個機構，可以適當的提供給藝術家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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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技術上的補助，這其實一個蠻重要的問題。此外，就我的觀察；台灣很多男性科技藝術家，是大

學念機械系，或理工系的背景過來，他們就對機械類的作品較為熟練，在製作上更得心應手。可是原

本在念機械或者資訊的女生本來就比較少，那就更難產生出這種本來是這理工背的轉創作的女性藝術

家的出現。所以在目前台灣沒有一個比較全面性地支援科技技術來支援藝術家創作的時候，較少科技

背景的女性，就更難以進行科技藝術或數為藝術的創作。而目前活躍的部分女性科技藝術家，某些是

由整個創作團隊，或是他的另一半會給予技術上的支持，這是我目前感覺到的一個趨勢。 

這樣是不是又牽涉到，科學本身的體系，是否就是西方發展出來適合男性思考模式的知識建構模式？

西方的女性主義者，曾經批判科學跟技術，是一種在男性主導下發展下的一種知識體系，那是不是女

性應該要提出另一套的科學或科技的一種知識體系？這其實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總之，科技藝

術利用到技術的這個部分，在沒有辦法得到完全的支援下，如果由女性單獨去創作的話，是不是先天

上就有一些不足或者是更需要克服的困難？這些都是造成台灣的女性科技藝術家的比例比較少的原

因。 

 

陳依純(以下簡稱陳)：一些人習慣性用高科技才是數位藝術這件事情來看待創作時，會覺得我創作的

技術層面非常低科技。但創作的重點應該在於美感的詮釋和對社會的感受啟發。從小很喜歡訓練自己

在一個美術操作的狀態下，所以我慣用美學觀看方式去呈現自己的作品，就是儘量達到一個我所觀察

到這個社會現象的一個視覺感受，我覺得一路走來就是從很多人無法理解我的創作，到逐漸了解到「原

來你在做什麼！」，這過程很多受挫，當然部分男性前輩通常無法理解和認同我的創作語彙，所以慢

慢在這過程中需要不斷的溝通，對我來講一直都是在學習的狀態。我一直用很誠實的方式在詮釋自己

的情感和感受，同時也是影射反應這個社會的一些陰影下的面貌。 

 

曾：所以科藝所大部份都是男生嗎？ 

陳：當時我們班上的女同學蠻特別，有歷史系、中文系、舞蹈系和設計系的同學，這些女生因為以往

能力不是在於撰寫程式和機械結構，所以上課的時候較難跟上進度，因此話語權也消失。基本上把技

術跟性別是掛上等號的？我覺得沒有特別這樣強調，但漸漸這個氣氛狀況很快就變成這樣子了！因為

畢竟考進來的男生們大多是理工科背景出來的，所以說他們在進階程式撰寫上的應用學習是比較容易

進入狀態的。 

 

曹：我非常同意謝老師所提出的一些脈絡的發展，我自己與我們的實驗室團隊在創作數位藝術時，會

蠻強調與希望我們的創作是有互動性的！也正因為很強調互動的部份，是故，技術上便要克服程式設

計的門檻。然而，為什麼我會特別覺得這個部分很重要的原因在於~ 是不是能夠回歸到: 不管是觀眾

或是所謂性別的身體介入後，那個互動性讓我重新去反省介面本身是不是對女性有善？整個製作的過

程到最後展演的互動性效果，都會讓我去回溯或是省思這裡面的一些瓶頸與困難。 

秉持這樣的想法，整個創作的過程既是一段摸索的旅程，某種程度更是一個自我療癒和分享的歷程；

張老師寫的是女性藝術大師集，對應過往陸蓉之老師早期撰寫的女性藝術回顧時，她把傳統的女性創

作歸類為是閨秀派，畫家自己可以在自家的閨房內進行創作。對我而言，互動藝術的好處在於可以跟

不同專長的人有更多的溝通，這個也是我們在做數位藝術時一個很有趣的部分；因為每一次不同的創

作計畫都可能接觸到不同的人、跟不同的人配合，我覺得好像某種程度對我來說也是一種人際關係的

延伸與自我心靈的拓展，對應我的女性師長輩或是西畫女畫家畫會的成員們，類似是油畫裡的閨秀派

藝術的做法，在創作脈絡上是有著極大的不同。她們那一輩的創作風格就是可以永遠當閨秀派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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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但因為我們站的時代切點已經不同了，尤其是五年級後段班或六年級、或是七年級生，面對與日

俱進的科技氛圍，整個社會就是處在一個高度科技文明的脈絡之中，對我來講就是，它既是困境、也

是轉機。但是回應老師們剛剛所講的氛圍與機制，沒錯，現階段整個創作的結構可能需要做一些調整，

如: 公部門或是美術館、或是其他的單位，都必須要有一些配套的支撐與努力。 

 

曾：其實女性跟男性先天上腦袋就是有點不太一樣，雖然我們沒有正式研究，但是它是有一點不太一

樣的地方，我們其實是比較感性的，我覺得，然後很多工程師是非常理性的，例如說你跟他說，我要

畫面上有一個雨滴掉下來，他就會問你要什麼速度、要快、要慢、你要他一秒幾格之類的，對於藝術

家來講其實那是沒有辦法被量化的一種視覺的效果子。我覺的現在台灣數位藝術創作這個裡面，他沒

有表面上對女性不友善，而是因為現在環境裡面多藝評人跟策展人都是男性，他們有他們喜歡的作品

取向，他們有特殊的美感，所以，我想談的其實是下一個議題:創作意識，為就我自己的觀察，我覺

得台灣的數位藝術創作，男生的作品我們不談影像的話，就是影像也有很多很深層，同性戀的傾向創

作，就是他的情境上的塑造跟女性是不太一樣的，然後如果是裝置互動型的作品非常強調機械，北藝

大出來一批很棒的作品，但是其實都是機械雕塑型的，動力裝置、聲音，可是女性藝術家的作品其實

是非常細膩的，譬如說我們在談筱玥老師的作品，她的作品其實是很女性，因為是她自己的身體經驗，

但是她的作品我相信很多男生看不懂，因為她沒有辦法體會，帶小孩到底有什麼。然後像依純的作品，

她的東西我相信很多女孩子、女性藝術家看了會感動，可是男生他們可能會覺得，就是馬戲團的音樂，

但是她沒有辦法聽出裡面的悲傷，我是可以聽出裡面的悲傷感這樣，所以這種女性意識的情境，其實

在這些策展人眼中其實她看不到，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推更多的女性策展人出來，像慧青老師多策

一些女性展，就是她很重要，我們的作品其實很多男性策展人看一眼就走了，我印象很深刻我在剛從

紐約回來的時候，那時候作品其實非常女性主義，那時候還蠻有名的策展人就有來看這樣子，然後他

看一看就走還沒有講話，但他從此之後就沒有跟我再有任何的交談，但是我可以理解，因為後來他策

展所挑的都是非常男性的，同值性很高的作品這樣子，那我們在談女性主義、女性意識他們覺得很無

聊，我相信他們很無聊，其實像依純你在學校裡面也常被說，那時候我記得你有跟我講過，老師會說

你的東西太女性了，你要不要講一下。 

 

陳：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跟羅禾淋一開始都沒有人找我們展覽，所以我們就自己去找展覽機會，那

時候第一次申請到可以在南海藝廊展覽，印象很深刻就是，當時還有其他藝術家，男性的作品其實都

還蠻厲害的，看起來就是：「哇！很酷！」這樣子，然後我的作品其實就是一個很單純的影像，當時

觀眾在觀看我的作品時，常看一眼就走了，那時候還無聊到站在觀眾後面偷偷數秒數，就是到底會待

幾秒這樣子，後來就是整個開幕下來，只有一個人他真的看很久，然後他其實是一個從國外回來的女

性作家，大概有五十多歲，他當時跟我談了很多對我的作品的看法，那時候是我第一件影像作品叫＜

房子背後＞，其實就是拍台灣公寓的場景，那當時會做那個也是因為跟家裡小工廠這些連結的一些關

係，我當時的想法真的就是以自己自身的故事為出發，那其實很多有一些男性藝術家或老師會覺得，

你會什麼總是談自己的是自己的故事？那有什麼重要？那是你家的事，可是我後來真的是很仔細思考

這些問題是，其實每一個社會中的個人個體，他其實跟社會是有連結的，個人的故事他會影響整個社

會層面，而且我一開始其實挫折感很大，可是這些年來累積下來，我其實遇到非常多人，他們跟我說：

「我家跟你一樣也是開鐵工廠，所以我也畫這樣的作品」或者是：「我家也是什麼什麼樣的情況，跟

你很像！」所以甚至我最近在高美館展的「官成瓦斯爆炸案」，那件作品我訪談的其中一個人，是他

自己主動跟我說，他當時也是受害者之一，所以我會覺得雖然是個人的故事，可是你影發的層面會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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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擴散，而且很多人是他們心中曾經有過這個記憶，但是他們不想對外說，他們會覺得那個有點隱私、

隱密，雖然那可能不是很重要，可是他會牽扯到社會還有媒體還有政客的問題的時候，很多時候很多

人會想把它壓抑下來，就是不要說。 

 

謝：為什麼西方美術史上沒有偉大的女性藝術家？琳達‧諾克林（Linda Nochlin）在〈為什麼沒有偉

大的女性藝術家〉一文中提到，女性在藝術創作上的劣勢，並非她們的藝術天賦不足，而是社會體系

與教育所造成。「為什麼沒有偉大的女性藝術家？」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在一個人天生有天才或缺乏天

才，而在於社會體制的本質。不論所謂的才華或是天才的潛力為何，女性無法和男性站在同樣的立足

點上去達成藝術上的完美或是成功，這實在是體制所造成的。 

而在科學史中，女性科學家的比例也是相當稀少，最為人熟知的就是居禮夫人，華人方面最有名的是

吳健雄，我知道主要有名的是這兩位。前面也提道女性主義者認為科學是男性發展出來的架構，近年

來也有女性科學家發展出另一套科學研究的方式。西方一位女性學者唐娜．哈洛維（Donna J. Haraway）

他是女性主義者，也是一位生物學家，他提出來的理論是一種敘事性的，用一種新的敘事性的方法，

來講述他的研究成果。另一位西方遺傳學的女性科學家，在遺傳學的研究與發表的時候，就很感性地

說他走在草地上面，感覺到露珠滴下來，感覺到生命怎樣怎樣，是用比較感性的方式去做研究。科學

本來就是宇宙萬物的道理，那道理是要用比較剛硬的方法去了解，或者感性柔性的去體悟，我覺得其

實都可以。大部份的人覺得男生跟女生的思考方式不同，的確腦部的構造或者是神經的連結可能真的

是有所不同，但我也不願意就是被侷限在此，就認為女生一定擅長或不行。我是持比較開放的一種態

度。 

 

曾：再回到媒材上面的問題，剛剛我們也討論到很多就是女性選擇科技的媒材或是技術上先天上有些

困難，那這樣的話是不是回頭來想，或許也可以調查一下，女性藝術家在選擇媒材的比例，就可能男

性藝術家在選擇數位藝術的媒材和立體裝置的比例上，可能說他選擇科技藝術的媒材，表現是百分之

二十而已，那女性藝術家他選擇科技技術媒材說不定就只有百分之五，那他可能比較習慣用手工做裝

置，例如編織比較容易操作的方法來創作，或許這可能也是另外一種造成女性數位藝術家比較少的原

因，女性藝術家選擇以科技作為媒材的比例可能也比較少，其實我覺得在視覺藝術的訓練裡面，其實

對於科技的訓練本來就是很少，尤其在台灣的教育體制底下，考美術系都是數學不好，然後這裡面又

是，尤其在美術系裡面大部份都是女生，後來我想這些女孩子到最後走向科技藝術的其實它更是少之

又少，尤其是在我們的這一輩裡面，我還比他年長，但是就是在我這一輩裡面幾乎是沒有，因為我們

在學校裡面是沒有數位，那個年代是沒有電腦的，我其實是到美國的時候才學的，其實選擇媒材這件

事情，跟每一個人在創作過程裡面，先碰到什麼有興趣是有關係的，我是從油畫到拼貼到美國接觸了

電腦以後，覺得這些有趣的媒材，回到台灣以後開始用電腦影像，做平面影像開始，進入這個數位創

作領域。現在的學生，我覺得現在的美術教育訓練底下，我覺得她接觸數位科技還是很少，例如說師

大美術系，因為我上學期開始去那邊兼課，他們其實是沒有電腦教室，據說是有但裡面的電腦其實是

壞掉的，就是以美術系，不是設計系是美術系，那其他的美術系我相信狀況其實差不多，就是說，對

原來的美術系體制架構底下，對數位科技甚至多媒體，我所謂的裝置，現在裝置類的作品也很少，大

家不知道有沒有發現，做裝置藝術的人很少，我們講的複合媒材，也都很少。 

外面的這些工作坊，或是像現在很流行的 Fab lab 那些，他們幾乎主要的成員都還是男性為主，那天

我就跟其中一個朋友聊天，ＯＴ的成員，後來被我罵，因為他說他們有一次聊天就說：「這個圈子如

果有女性加入就會死」我就罵他，他是開玩笑的，他在講之前就說：「老師我講這句一定會被你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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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說：「講」他說不是他講是別人講的，他說某一個 Lab 的負責人講得，我就很生氣地問，是誰告

訴你這樣子！但是我覺得，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有那種觀念，他的想法是什麼？他說他只是開玩笑，

但是我就對這種開玩笑有一點不開心，就是說你怎麼可以有這種語言出來，當然ＯＴ朋友說：「老師

我也沒有這麼想啦！其實我們還是有很多女性的藝術家加入」可是我覺得他們最大的問題是，不管他

們有沒有女生或是以男性為主，他們最大的問題是他們討論技術，他們不能叫做藝術家，他們其實所

謂在推動手做，對我來講他們只有少部分是真的在做 art，大部分都還是在討論技術，怎麼樣去做雷

切，怎麼樣去做 3D 印表機，但是他們有一些精神例如說 open 的精神，我覺得那是很符合當代數位

藝術創作的精神，只是說他們要怎麼樣把這個精神轉換成藝術去呈現跟表現，我覺得還有一個 Gap

需要去突破這樣子。 

 

下半場 

欣：這個女性藝術大事紀的研究的時間點大多是集中在從台灣女性意識開始崛起的時候，女性藝術家

他們是剛從國外留學回來，他們把外面國外的女性意識帶回來，他們那個時候的手法都是比較激烈的，

比如說抗爭、身體、直接裸體等議題的作品。一直發展到現在，我們會覺得說台灣的女性藝術家相較

於之前好像是比較平權的，沒有像到以前那麼受到那麼大的壓迫。之前我的想法會是那到科技藝術這

個領域的話，裡面女性藝術家已經沒有像以前那麼的受到壓抑，因為在科技藝術裡面我比較少看女性

藝術家像是以前一樣以身體為出發或是就是特別專注于女性這個角色，然後用這個角度來創作，所以

會給人一種錯覺說好像我們因為比較平權了，所以女性不用再這麼積極的去爭取。可是經由剛剛上一

場我們的討論點出來好像是其實並不是這樣子，在科技藝術數位藝術裡面女性其實還是相當受到歧視，

就是說到科技好像是女性恐怕就比較在這方面就比較弱一點。 

 

曾：那針對這一點我覺得我們可以在繼續來討論一下。 

 

曹：剛剛欣慧提到女性在從事創作的人口數呈現增加的趨勢，人數上有明顯倍數的成長，主要是在於

說在這整個社會對於藝術設計的氛圍是比較跟以往相較之下，是比較鼓勵的。比如說你跟你的爸爸媽

媽講你的志願想要填美術系或是設計系，二三十年前勢必要經過很強烈的抗爭；現階段整體的社會氛

圍，創作的人口增加，主要是藝術設計與建築景觀這類的人才逐漸成長的趨勢，但儘管整體參與的人

數大幅提升，但剛剛鈺涓老師提的問題是說~ 可是在科技藝術或是數位藝術的範疇裡，相對來講它的

性別人口比例是差距十分懸殊的，我覺得除了對應整個社會結構價值的部分外，不僅單純只是性別上

的不平等，它是一個在社會架構下的經濟問題，因為就某種程度來說，第一個操作的器材軟硬體設備

各方面，投注的金額比其他媒材高出許多，而在這個部分是否能夠得到資源來進行創作？取決於每個

人是否能夠在軟硬體的配備上得到滿足，而在這個狀況下，無法得到相對的資源，某種程度也會阻礙

在這個方面創作的發展。 

還有另一個困難點就是剛剛老師們所提的操作素材不斷與日俱進，科技藝術家每天要面對軟體的不斷

更新，然後一直適應與克服軟硬體的部分；如果學到一半、產生許多狀況，最後可能會迫使原本想要

走科技藝術創作的人，去選一個相對來講、更容易操作、門檻低的媒材。 

我很感謝鈺涓老師去年擔任國美館評審時，給我今年得以在[時光天井]展出的機會。展覽開幕當天，

我記得蔡昭儀主任致詞時講了一句蠻耐人尋味的話，她說這是「第一次兩邊都是女生的展出」，主要

是因為我跟金啟平老師當天一起開幕(我那天也是第一次認識她)，那天蔡昭儀主任說她從 2011 年國

美館有這個數位藝術創作案子主持迄今，每次都是兩邊聯合開幕，她第一次有遇到就是兩邊都是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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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狀況，等於國美館已經補助這個計劃三年了、參予的藝術家多半是男性！我覺得某種程度反應

的就是在這個領域裡面的普遍性問題。我因為前幾年生小孩和帶小孩、顯得分身乏術，沒有認真思考

過這個部份，為何我們的系所收進來的多半是女同學，但最後持續創作的卻只有男生呢? 

如果我們把女性的生命或是女性意識用數位媒體或是互動藝術呈現時，請教慧青老師作為一個新媒體

藝術的策展人，會用鼓勵或是持保留的態度來看這件事，謝老師是否也可以分享從策展人的觀點，如

何在這樣的議題上進行操作與取捨;而如果藝術家具有性別意識，同時又選擇以數位進行呈現時，老

師會如何考量她和其他人放在同一個場域展覽的區隔﹖我覺得策展會有一些必須要去取捨跟思考的

切入點，不是讓她變成特別保護區，就像是區隔於特別的某一間之中，但若是讓她跟旁邊的作品沒有

連結，或者是說在策展人脈絡之下，就是它反而會變成很突兀奇怪的部分？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就是說為什麼非得要用數位藝術或互動藝術來呈現我的性別意識，是否真的可以獲

得某一些問題上面的啟發，或是只是我自己的一個自我療癒的歷程？比如說我之前指導學生創作原住

民女性議題時，將桑梅娟老師跟鄔瑪芙老師兩代之前的傳承，用數位藝術來進行展演; 從兩位老師當

女兒的時後就跟著媽媽唱，而現在又生了女兒，則希望教她繼續唱下去，傳承薪火相傳的原住民的意

味與數位藝術結合，再加上用互動的方式來呈現時，我卻反問學生們為何一定要用互動藝術來進行傳

承的呈現，而不是用影片或電腦繪圖呢？或比如像是拍攝紀錄片是否可以更能夠貼近她們的家庭生活？

原住民女性若不是與你產生更深一層的轉化與連結，創作即無意義。我希望學生還是回到藝術的本質

去思考這件事情，而這一段辯証的過程、其實也算是我的自問自答!很多時後我從學生的創作回頭過

來看自己的問題，然後再回應到策展的議題上去操作。 

今天八月份我在[國美館]的數位藝術方舟進行策展，當時的評審有林志明老師，由於我邀了四位女性

藝術家，加上議題是以女性意識進行策劃，林志明老師當時問我類似一樣的問題，儘管我是選擇避重

就輕的來回答，但事後回想其中的每一個問題都給予我很多的啟發，比如性別意識為什麼一定會跟數

位藝術掛在一起？它為什麼不是用比如說油畫、或紀錄片或是其他？是不是能夠把某一些自我意識的

部分嘗試用別的媒材來發揮會更好？策展之初，只是很單純的想說我是女生，希望可以爭取每個機會，

多邀一些女性藝術家一起來展覽，而後才思考到我們如何可在同樣一個脈絡下來進行創作，比如說都

用數位來討論身體與自我意識等。 

 

曾：我覺得這問題先天上就是有種歧視，因為它就是一個我要使用的媒材，我當然可以選擇油畫選擇

錄像？可是我今天就是用數位的互動方式去呈現女性議題，因為我就是用這個媒材啊。 

 

曹：我想他的表述上沒有歧視啦，只是說我回過頭來想這件事情的時候，覺得確實有給我一些啟發；

回過頭來講，我們生存的空間或是我使用手機的介面、或是ＧＰＳ的介面，身邊的很多東西我都可以

回過頭省思為什麼它要設計成一格一格的，而不是讓我操作上會更容易的另一種方式。 

 

曾：你剛在上一場的時候有提到，你開始思考手機界面操作對女性門檻之類的議題，是不是因為那個

提問所以才讓你去開始想到有關聯的嗎？就是女性在使用 3C 產品的時候，它對某些人真的是有些門

檻如果太複雜的操作界面，或是太很侵犯隱私的界面或是設計，他可能對某些女性來講會很不喜歡。 

 

曹：我一直持續關心性別議題在生活的每一個層面，可能是因為工作的關係，我是設計學院的老師，

很自然的會回到設計的領域去談這件事情; 而在藝術的領域對我來講則是導向自我的部份，身在其中，

我其實並沒有要特別反應或強調什麼，也沒有要解決具體的問題，我只是覺得數位藝術能夠表達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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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傳達的自我，尤其是相較於其他媒材，數位藝術的呈現方式可以更準確的表達，它能更ＴＯＵＣＨ

到或關懷到某一些層面，是以往比較靜態的展示或是平面的展示沒辦法做到的，我認識這是數位或是

互動藝術這個媒材本身很強的特性之一。 

 

謝：我拿到這個對「女性數位科技的呈現」討論題目的時候，我就在想女性意識到底是什麼？因為女

性意識這個名詞其實我覺得有一點模糊，但與其說是女性意識，我會比較希望是叫做性別意識。性別

意識比較有反省的意味，女性要有自己的主體性跟自覺，爭取自己的空間。女性意識可能有時候會被

刻板化，是否女性化、或柔性、化妝、打扮成社會建構的刻版印象也會被認為是女性意識呢? 所以我

覺得這些可能需要釐清這一點，應該要把他改正叫叫性別意識。 

 

曾：或是請張老師它在論述的前面把他自己做一個名字上面的界定。因為我記得去年藝術家辦過一次

類似的座談，然後我們也有在考慮這個問題，像瑪俐老師他們就認為現在已經不太能講女性主義了，

也不再談女性意識了。就是性別的範圍就不會是限定在女性，而是或是第三性或是男的還女的，那是

在談那種性別的有男的有女的之類的，所以已經不會再談女性了。但是因為我們這個計劃是台灣女性

藝術家，所以還是才會用女性意識這個主題，我們沒有去給他切一刀，可是我們這些女性藝術家談的

就是這一個性別上的女性在討論的一些性別意識。 

 

謝：談到策展的問題，我自己策展的脈絡跟我的方向論文是一致的，就是在講科技文化裡的一些整體

的現象，所以我策劃展覽主題包括了：人機結合的 CYBORG 身體、人類植物機械的融和跨戒與演化、

人工生命，還有數位身體、虛擬空間等等。我認為科技文化的議題，是伴隨著這個科技進步的過程，

影響了整個社會，而產生的問題，這些也是我關住的議題。 

在過去的策展中，挑選藝術家的主要根據是長期以來的觀察，觀察哪些藝術家是就是比較專注在這些

議題。不能否認地，在關注的藝術家當中，男生能選的比女性藝術家來的多，女性是比較少的，不過

我也會在每一檔策展案中，一定要包括女性藝術家在裡面，這是我應該要做的事情，我也不會刻意把

男性女性分開，而是類似議題的擺在一起，並沒有刻意說男性是怎樣、女性是怎樣。以賽伯格的議題

來說，賽伯格的身體就是某一種身體，他其實已經是跨越了性別到後性別，可以算是說是新的面貌或

人類，所以我沒有刻意的就是要分男性或女性，其實許多科技文化的議題基本上是一個跨性別的一個

方向。 

性別的問題其實在各個時代有不同的問題，那當然現在科技時代也一樣有。在這個時代，就會有聊天

室裡性別的問題，或是說你網路或線上遊戲有虛擬身體性別扮演的問題，這也是因為這個時代的科技

文化所產生的一些新的現象。所以這時代裡面的確是有會有這新的議題，新的文化現象適合用這新的

媒體去表現。如果未來能策劃一個展覽，真正把這些問題釐清，我覺得也是很好的，是一個不錯的方

向。 

 

曾：以數位科技來呈現女性意識，我還在講女性是性別意識的作品，其實有很多種呈現的方式一種是

很故事性，像筱玥老師的作品；那一種是像他就是很探討用女性的比較細膩的觀點去考慮一些問題，

像你剛剛講到的賽伯格，台灣比較代表的像是林珮淳老師的夏娃科隆系列。我是覺得台灣都有，可以

在那個脈絡下取樣，但是就真的很少，就是一個兩個三個這樣子，尤其是台灣女性藝術的創作者在所

有藝術裡面就已經很少了，那我們要討論的東西比如說是很敘述性的。我們要討論一個大的架構脈絡

底下的比如說科技文化，我現在討論科技文化的這個面相，其實每個面向都可以找到的，有一次我開



329 
 

始關注數位藝術裡面的女性藝術家，我忘了哪一次前幾年前兩三年有一個德國的朋友回來想說要找台

灣做數位藝術的女性藝術家，有一個先決條件是要會自己寫程式創作，這個就刪掉一大半的，我屈指

算了一算，然後剩下沒幾個。我就開始在想說那我們台灣的女性藝術家到底在哪裏？後來也是另外一

個朋友提了一個計劃，他就問我說可以訪談誰誰誰，然後我就直接跟她算了一下好像也沒有多少人，

這研究你在做一些門檻年資，這樣子可能不到幾個人吧，就是真的很少！當然你如果加上錄像、加上

新媒體，就可以有多點選擇，可是如果說互動數位，其實就真的非常少。 

 

謝：鄭淑麗是早期的一位台灣女性科技藝術家，但是因為他一直旅居歐美，他是一個很早就用科技藝

術的作品來呈現性別意識的藝術家。他的作品型態蓋網路、裝置藝術、社交網絡與科技介面結合的表

演藝術與影片拍攝製作。1980 年代至 90 年代拍攝獨立影片，90 年代初開始展網路藝術，完成的網路

藝術計劃包括：1995 年的 Bowling Alley（與 Walker Art Center 合作）、1996 年的 Elephant Cage Butterfly 

Locker、1997 年的 Buy One Get One，及 1998 年的 BRANDON（為古更漢美術館第一件網路藝術委託

計劃）。多年來作品關注性別、科技以及女性情慾等議題。 

BRANDON 那一件作品就是在講女同志的問題，後來在台北市立美術館以Ａ片的性愛元素拍攝了一部

《I.K.U.》，後來在國美館作了一系列的 babe love，後來巡展到國際。近年來她專注於 UKI 的系列創作，

UKI 是鄭淑麗作品《I.K.U.》的後續延伸，UKI 第一部份為表演與影片形式，第二部分則為多媒體遊戲

形式，在作品的設定中，敘述一個有關 GENOM 公司的故事，這是一個經營網路色情的企業，專門派

遣 I.K.U.的工程師(複製者)去收集關於性高潮的數據。此 UKI 由電腦中溢出成為實體以及虛擬病毒，感

染城市、人體與網路；在設定中，觀眾最後需與遊戲中的怪物老大奮戰。此作品在探討科技、網路與

身體的議題。展出方式為空間裝置、多人即時互動的感應裝置，讓觀眾可在展場中即時遊戲互動。 

 

曾：鄭淑麗老師在台灣數位藝術發展裡面很重要，台灣現在有很多的年輕藝術家可能都應該受他的作

品影響，尤其是他 2005 年在國美館 BabeLove 之後巡迴到巴黎、澳洲、舊金山做展覽。依純你覺得台

灣現在對女性藝術是友善的嗎？數位藝術環境對女性藝術家是友善的嗎？我覺得你應該感受最深

刻。 

 

陳：我覺得就是坦白講整體的社會環境對女性是迫害的。從小我的家庭環境是一個極強烈的父權意識

結構，我一直以來做藝術創作在他們眼中不成材的，他們會說那是什麼那可以吃飯嗎，然後不管你說

什麼他們都無法認同你，所以我覺得會儘量去避免跟家族裡面的人談論這方面的問題，家族牽扯的父

權思維就是台灣農村父權社會的那種思維種概念。然後我覺得在藝術領域其實對我自己個人而言，我

儘量去不要去討論，不要去思考這件事情，因為不思考的時候，你把事情回歸到自己的時候，你就很

純粹的只是做創作，然後你不要一直去思考這個社會是不是對我們不公平，因為當你一直在陷入這個

思緒環境的時候，當你知道自己是多麼的辛苦，而有些人卻非常輕鬆就能達到一定的成績跟成就，可

能就讓人在挫折中渡過，這種思維方式真的會讓人無法創作。 

我到後來的想法是你不要跟別人比較，然後也不要去思考性別的問題。以前會一直覺得自己是男孩子，

當你真的成為一個男性，別人看你的角度是真的不一樣，你做什麼事都變得很容易，你說話別人都會

很容易認可；可是你今天變成一個女性表徵的時候，就會遭受到非常多的質疑，可是你內在靈魂其實

是同一個人。 

我曾經做過這樣的實驗，然後這件事情對我來講，我真的希望我下輩子是個男性！因為當你成為一個

男性的時候，你在這個台灣社會走跳的時候，被對待的懸殊感很大。為什麼女性藝術家比較少，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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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領域又更少？我覺得其實很多像筱玥老師所講的，有一些有可能是經濟因素，譬如說女性你可能

必須去步入婚姻，之後你可能今天拿出二十萬來做一件互動作品，那你的夫家不會說話嗎？其實有很

多種弔詭的事情。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女性就是要經濟獨立，要有自主權，然後你要做什麼，我們就是

我們，當然現在台灣社會的狀況，比起以前兩性平權的現在已經好很多了，但是我覺得這個思維是還

存在者的。 

可是我們知道但是不要一直讓自己陷入負面的狀態、心情，我是女性藝術家、我是弱勢、我很可憐，

不要這樣想！我覺得我們應該想說我們是藝術家，我們做我們想要做的作品，我們不要去管什麼男性、

女性，就是做我們想做的事情。這樣子的在做創作的時候，能量會比較正面，然後作創作也會比較自

然。當然還是有父母會希望女生能有一個穩定的工作趕快生小孩，所以你需要很多套不同的版本去面

對你的父母和家人。 

 

曾：其實我們的年代更是這樣，我比較幸運爸爸是畫家，所以我沒有這方面的困擾。我不想考還不行，

他就是會用很多暗示叫我去考美術系，所以就成功後來就去念美術系。那但是我覺得我的創作過程理

念，撇開數位藝術的問題，我覺得 97、98 那時候在台灣數位藝術創作環境，就是說台灣的視覺藝術

環境裡面其實剛好是瑪悧老師他們那時候回來，台灣環境還是很不友善的。所以說我為什麼我現在感

慨呢，尤其就是看到金啟平帶她女兒，現在才七個月大在出入在各大展覽場所，佈展都還帶進場。更

早之前其實像海如她會帶兒子安安到處看展覽，其實我還蠻訝異，我到現在還是會覺得他們怎麼能夠

這樣。在我的印象之中，那時候我從紐約回來沒多久，然後開始去一些開幕活動，然後會有策展人開

始知道你從紐約剛回來會跟你談一些作品，然後我 98 年懷孕以後，我就開始發現他們會不好意思找

你幹嘛，就是他不會再跟你談一些展覽的計劃什麼之類的。當然到後來我懷孕的時候就比較少去這樣

的開幕場合，後來生了小孩以後，我也不會帶小孩去展覽的場合，所以大家可能沒有看過我小孩，因

為我不像筱玥老師還會帶這小孩跑來跑去。在過去我們的觀念裡面看到一個女性藝術家帶小孩出現，

就覺得不專業，你應該回家帶小孩，你怎麼可以帶小孩。應該是在安安之前，我真的沒有看過女性藝

術家帶小孩跑來跑去，有都是男性藝術家帶小孩去太太去。我其實就是從海如帶安安開始在各大展覽，

我才發現原來可以帶小孩來看展覽，但海如那段時間就慢慢的淡出藝術圈，專注做他的海桐廚房，最

近她又開始比較活躍在做一些展覽，是因為她小孩比較大了。但是大部份的女性藝術家就是不見了，

所以有很多我們最近剛好在整理女藝會在 2000 年的時候整理過 69 個那時候活躍的女性藝術家女性藝

術工作者的資料庫，稍微看了一下名單裡面的人啦，一半啦已經不知道在哪裡了，可能是我不認識，

可能是他太早期，可能……就是所謂的我們不認識，就應該已經不再這個圈子裡面活躍的人是三分之

一到二分之一，我們現在在努力的希望溝通，想知道他們現在在幹嘛，可是我覺得那有困難點。有的

藝術家可能還可能透過誰誰誰可以聯絡的到，但是你知道他已經沒有在創作了，很多人都消失了，那

我覺得消失的原因都還是因為一種家庭的關係，一種覺得他對圈子是失望的。很多女性藝術家的失望

是說他在那段時間他很如願地做很多事情，可是她沒有辦法得到展覽的機會，沒有策展人喜歡她的作

品，然後就不見了。 

 

謝：的確，在當代藝術圈的確是比較狹隘一點，也容易讓人失望，除非有很高的熱情。 

 

曾：我覺得後來像陳明惠去年創了一個後人類欲望，我覺得她其實是女性藝術性別意識的，然後她其

實有一點把它隱藏在這個女性意識把它隱藏在整個策展架構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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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２０１２年我在高雄駁二藝術特區策畫了一檔展覽「女人們的白色房間」，是以女性藝術家為主

的作品，藝術家們在白色色調為主的展場空間中，透過作品訴說著女人們的生命故事，呈現視覺上的

美感風格。作品在纖細中蘊含著細膩豐富的情感，彰顯女性藝術家創作的獨特風貌，進而表現女性堅

韌強大的內在力量。我也在計畫這一系列的下一檔展覽，是以紅色色調為主，強調女性的情感部分，

但是中間遇到很多困難，找不到錢。很多評審會覺得你幹嘛要做女性主題的展覽，不是有很多女性藝

術展覽了嗎？你這跟以前的有什麼不一樣？甚至有一些女性藝術家不想要被類歸在女性藝術家，所以

我覺得女性藝術的展覽真的在資源上找到支持是很困難的。 

 

曾：會有女性藝術家說你為什麼要叫女性藝術家？就是他們不願意。尤其是有一個男性策展人覺得女

性藝術有什麼好再談的？因為他們覺得那個風潮已經過了。整個公立美術館整個展覽內容來看，女性

的很少，然後即使是大型聯展的話，女性藝術家的比例也不多。我曾經找資料時，找過一個文建會的

檔案，國美館在中央部會做性別平等的一個研究規定，它就把展覽裡面有女性的列出來或是它們認為

是女性藝術展的列出來，我就覺得它這個展根本就不是女性的，只是因為裡面有兩個女性藝術家，就

把列在性別平等展覽裡面，其實還是很表面的去做一些文字遊戲數字的遊戲，讓中央覺得有在做性別

的平等。 

 

謝：西方的啓蒙運動以後，因為女性不在社會的主流裡，而後才有女性主義興起，而華人在接受西放

的啓蒙運動的思潮以後，反而似乎女性主義是夾雜著現代文明一起進入東方，爭取女性要有跟男性一

樣的社會地位。然而，原來傳統中國文化對女性的不平等要求或傳統習俗又還在。就導致，在這輩裡

面工作上的表現希望男女是可以平等的，的確有一些工作機會是平等的，但是有一些例如比較傳統的

家庭的一些觀念或是婆媳這種傳統的家庭，又要求要女性在家裡扮演一個比較傳統的角色。我覺得我

們這一輩女生的角色其實是雙重的困難。這就是說你好像表面是平等的，然後你愛出去幹嘛就幹嘛，

愛創作愛展覽就去展覽，可是事實上還是會面臨像剛提到的許多問題。如果一對夫妻都是藝術家的時

候，是否兩人都可以有相同的自由與支持？ 

 

陳：常常每天眼睛一睜開就是去洗衣服、做飯、洗碗……，就是你跟另一半唯一不同就是你要做所有

的家事，漸漸你會發現你無時無刻在做完家事，之後才能開始做作品。做完作品過一陣子，中午到了

你可能要去煮飯，我發現每天在超時工作的狀態下，就是你會說服自己就是成為一個機器人，你不要

去思考今天工作多久，你就是認命的把事情做好做完。 

 

曾：上次藝術家的座談裡面也有談到這件事情，然後那篇座談記錄文章有登在藝術家。好像是謝鴻均

講他去畫廊展覽，然後畫廊老闆就說不滿你是女性藝術家的作品，因為女性藝術家會結婚生小孩，就

不會再畫畫這樣子。 

 

謝：我上個禮拜才接到某畫廊老闆打電話邀請我策劃一檔展覽，但他特別說不要女性藝術展，但我的

專長有一方面就女性藝術，可是畫廊就是不願意，可見女性藝術家在畫廊與市場的困難。 

 

陳：你必須要拿出很多魄力，用生命去換，很少的睡眠，很認真在做作品，因為買你作品的人，他也

會擔心你之後是不是不做了，你要對他人負責，所以你要讓他知道我每天都很認真。我不會因為結婚

或是怎樣而不創作，而且我要一直說：「放心，我就是會做一輩子」。因為我已經沒有退路，我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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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直跟別人解釋，可是我覺得為什麼男性藝術家都沒有這種問題？他們不需要解釋，然後像家族的

人會覺得女生到一個年紀，你還不生小孩，之後可以生小孩嗎？家族的人會給你很大的壓力，但是藝

術圈的人會考慮以後不再用你或以後我也不想給你機會，所以你為陷入一個兩難的狀態。你要告訴這

兩邊的人說，我可以hold住兩邊，我可以做好家事，我可以做好媽媽，我可以做一個好的藝術家，所

以你必須很少的睡眠，然後每天都要很認真，那狀態有一點像就是強迫症，就是你每天都要很確實的

去做一些事情，可是有時候你真的會有一點崩潰，這個是很多女性藝術家的問題，因為很多前輩也跟

我們說他們步入婚姻之後的狀況是什麼，就是你時間會被切割。我認識一些我年紀差不多的女性藝術

家，他們現在也還是很焦慮的狀況，很多人都是適婚年齡，但都沒有結婚，有些人是連另一半都還找

不到，因為很多男性他們會覺得跟一個女性藝術家結婚那個風險太大了。 

 

曾：其實我覺得現在的數位藝術環境對年輕的藝術家滿友善的啦就是他們有很多補助就是35歲以上或

45歲以下就可以申請，都有年齡限制，但至少對年輕藝術家來講是友善的地方，他們有很多很多的機

會，但相對於像我這個年代其實都已經沒有什麼機會了，完全被年齡歧視的那一群。 

 

曹：高美館算很早有意識到這一塊需要被記錄跟調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研究的計劃，但

我也希望這不是曇花一現的一個研究計劃，期待它成為是一個持續性、可以達到關懷取向的研究拓

展。 

回歸大環境的鼓勵和自身創作的感觸，我認為在現今的氛圍持續創作，女藝會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能在互相的鼓勵跟成長中，讓大家可以在共同價值的追求下一起加油，並有個發表的舞台，真的很重

要。藝術社群的經營就是希望不要讓藝術家處於一個比較孤立無援的狀況。我之前一直處於生產和育

兒的焦頭爛額之中，現在可以有一點時間就是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情，我很珍惜這樣一個發表創作的

機會，那至於說接下來要怎麼走，我覺得也是對我自己的一個考驗。 

 

謝：我覺得座談會的這個主題還可以往這個方向再多加討論，的確過去在針對女性數位藝術家部分的

討論還是比較少一點，今天討論與激盪出的很多問題都還滿值得的再延續下去。今天我們前面整個討

論，包括我們認為的女性藝術數位藝術家在比例上的確是比較少的，可能是因為體制的關係，可能是

因為女性在選擇媒材上比較對於科技技術門檻比較困難跨越，以及在技術的架構或是科學架構裡面比

較不利於女性，這些種種原因都是造成女性數位藝術家比較少的原因。但我覺得女性藝術家也應該也

可以利用這些新媒材，因為本來新的藝術就是就是發現一些新的媒材，而且用這種媒材來反映當下的

一個文化現象，那我也覺得的確是可以用這些新媒材來反映再這個數位時代裡面產生的一些性別的議

題，那這些議題應該也不會脫離每個人的生活，未來是一個很好的可探討的方向。 

 

陳：其實就還蠻感謝鈺涓老師找我來這一次的座談，今天也學習到很多。主要是一些簡單的分享，自

己跟身旁的朋友，這些女性藝術家遇到的一些問題，然後我只是把它濃縮成自己的狀態再說。其實我

覺得女性藝術家尤其是不管輩分其實都面臨到整個台灣社會很多壓抑性的問題，對於女性它不是一個

很友善的狀態，我覺得女性藝術家又是數位藝術家其實是更辛苦的，因為你必須要跟別人不斷解釋，

別人看不懂你在做什麼這件事情；然後你可能又需要花費龐大的時間跟金錢在製作你的作品；你又必

須跟你的家人承諾你絕對會之後想辦法賺錢來彌補這個大洞。所以我覺得很多東西是你不斷的在解釋

自己所有的行為，然後你要表現得很堅強，把自己照顧得很好，我覺得很多女性藝術家他們都遇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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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問題。我覺得做這個研究我覺得是非常棒的，就是讓整個台灣的環境大家可以更了解，有這樣的

人他們平常的生活工作狀態是怎樣的一個情況。 

 

曾：謝謝大家今天來，我在去年曾經去勵馨基金會演講談女性藝術跟身體意識的議題，然後最後的觀

眾就問了一個問題，說那為什麼你們現在還要在做?為什麼還要再做下去？那時候也有人問說，那你

覺得應該要怎麼辦之類的？其實我覺得答案就是繼續做啊！其實創作對我們來講有時候不只是說賺

錢的問題，而已是一種成就跟自我療癒的過程，你覺得在這個創作過程中那是一種你也說不上來為什

麼就是要做。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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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五  本研究訪談藝術工作者所提供文件細目表 

 

 

 

 

 

 

 

 

 

 

 

 

 

 

 

 

 

 

 

 

 

 

 



335 
 

提供者 主題名稱 日期 圖片 

張惠蘭 

 

巢穴 記憶—張惠蘭 

肖像—王紫芸 

容器—裘安.蒲梅爾(展

覽 DM) 

1999.04 

 

張惠蘭 

 

女人詮釋女人(展覽

DM) 
1999.06 

 

張惠蘭 

 

性，色情，藝術—台灣

當代情色藝術展 (展

覽 DM) 

2000.03 

 

張惠蘭 

 

天空的地母 謝天謝

地—好藝術群女性藝

術家聯展  (展覽專輯) 

2000.12 

 

張惠蘭 

 

甜蜜時代裝置藝術展

(展覽 DM) 
2000.12 

 

張惠蘭 

 

甜蜜時代—橋仔頭糖

廠裝置文件展 (展覽

DM) 

2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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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惠蘭 

 

高雄橋仔頭糖廠 

台北華山烏梅酒廠 

(展覽 DM) 

2001.12 

 

張惠蘭 

 

酸甜酵母菌—橋頭糖

廠與華山烏梅酒廠的

甜蜜對話 (展覽專輯) 

2002.07 

 

張惠蘭 

 

以他之名—好藝術群

聯展 (展覽專輯) 
2002.11 

 

張惠蘭 

 

孕育誕生—橋仔頭糖

廠藝術村 成果特輯

(展覽專輯) 

2002.11 

 

張惠蘭 
女在—高雄縣藝術女

仨集  (專書) 
2010.06 

 

林平 

布包袱—女性與布媒

材的空間對話 (展覽

DM) 

2003.03 

 

林平 

獨「擅」其身 當代藝

術的「吾」意識狀態 

(展覽 DM) 

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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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平 

93 年度視覺藝術專

輯—移花接木 (展覽

專輯) 

2005.08 

 

林平 
位移重組聯結—當代

藝術展 (展覽 DM) 
2006.01 

 

逗小花 
女妖森林 (專書與展

覽 DM) 
2010.10 

  

逗小花 蜜月祭 (書籍) 2004.04 

 

逗小花 
原民展參展作品圖片 

(電子檔) 

   

 

逗小花 

作品圖片 

無相 27、變相 04  (電

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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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一一 
查某人的厝—女藝家

園開幕展 (展覽特輯) 
2011.03 

 

萬一一 
百家照性別 (展覽專

輯) 
2011.11 

 

萬一一 

 

繽紛女聲 2014 國際攝

影展  (展覽專輯) 

2014.05 

2014.06 

 

林滿津 
女性影展相關活動照

片 (電子檔) 
2002-2010 

 

林滿津 

性別平等—女性藝術

交流活動照片  (電子

檔) 

20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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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滿津 
藝術策展人 林滿津以

國際為目標  (電子檔) 
2010.10 

 

林滿津 
各領域十指聯手 推女

性影展  (電子檔) 
2010.11 

 

林滿津 
女性影展 校園巡迴演

出  (電子檔) 
2010.11 

 

林滿津 
久美圖 活動記者會

(電子檔) 
2011.11 

 

林滿津 
久美圖 2011 花蓮女性

影藝月開展  (電子檔) 
2011.12 

 

林滿津 
美的視覺饗宴揭幕 有

聲有色  (電子檔) 
2011.12 

 

陳豔淑 
陳許月嬌、黃雪雙個展  

展覽 DM (電子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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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豔淑 
製造 新聞  展覽 DM 

(電子檔) 
1997.11 

 

陳豔淑 

新娘就是我女性藝術

家聯展  展覽 DM (電

子檔) 

2001 

 

陳豔淑 

女性的才情 2001 年女

畫家聯展  展覽 DM 

(電子檔) 

2001.04 

 

陳豔淑 

Show 色—女性的藝術

書寫與論述  展覽 DM 

(電子檔) 

2002.01 

2002.02 

2002.03 

 

陳豔淑 
大被單計畫 2003  展

覽 DM (電子檔) 
2003.05 

  

陳豔淑 

女性美感的發現 女畫

家聯展  展覽 DM (電

子檔) 

2003.05 

 

陳豔淑 
高雄一欉花+  展覽

DM (電子檔)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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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豔淑 

女人聖誕紅支支跨年

藝展  展覽 DM (電子

檔) 

2004.12 

  

陳豔淑 
八美圖  展覽 DM (電

子檔) 
2007 

 

陳豔淑 

女人做頭家—新時尚

美學  展覽 DM (電子

檔) 

2007.06 

 

陳豔淑 

背兒帶—變遷中台灣

當代女性角色之省思  

展覽 DM (電子檔) 

2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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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豔淑 蕾 展覽 DM (電子檔) 2011.05 

 

張元茜 
盆邊主人畫冊 (電子

檔) 
1998 

 

謝慧青 

女人們的白色房間 

每件參展作品圖檔，共

12 張 (電子圖檔) 

2012.04-2012.06 

 

謝慧青 

女人們的白色房間-策

展論述 文章 

女人專刊電子版.pdf 

(電子檔) 

2012.04-2012.06 

 

王介言 

女人述說書寫班~女人

手做故事圈作品展 

(照片 18 張)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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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珮淳 
台灣數位藝術 e 檔案

(書籍) 
2012.9 

 

林珮淳 
林珮淳 夏娃克隆系列 

(展覽專輯) 
2012.01 

 

林珮淳 
Lin pey chwen．林珮淳

(作品輯) 
1999.10 

 

林珮淳 
2013 波蘭媒體藝術雙

年展 (展覽 DM) 
2013.05-2013.06 

 

林珮淳 

LIN Pey Chwen Solo 

Exhibition – EVE CLONE 

SERIES 

(展覽 DM) 

2012 

 

林珮淳 後人類欲望 (展覽 DM) 2013.11-20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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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麗真 幸無在中央 (展覽 DM) 2013.05-2013.06 

 

駱麗真 
駱麗真個展-華麗與變

奏 (展覽專輯) 
2009.03 

 

駱麗真 
駱麗真作品集-迴旋在

快樂半島 (作品集) 
2009.03 

 

女藝會 

2009 第一屆台灣女性

藝術協會跨藝術研討

會 (手冊) 

2009 

 

女藝會 

有相 vs 無相  女性創

作的政治藝語 (展覽

專輯) 

2005 

 

女藝會 
藝術中的虛數[i]   (展

覽專輯) 
2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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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藝會 

當代女性藝術家聯展- 

空想教室之奶油貓貓

實驗室  (展覽專輯) 

2013.10 

 

女藝會 

女媧．大地 WAALAND 

女性藝術家聯展  (展

覽專輯) 

20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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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六  台灣當代數位、科技藝術女性創作、研究、評論與策展工 

            作者名錄 

 

 

 

 

 

 

 

 

 

 

 

 

 

 

 

 

 

 

 

 



347 
 

 

姓名 專長 簡介 網站連結 其他 

李佩玲    2006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多媒體動畫藝術研究所 

 

參展  

2008「域流」跨領域創作發表，《場域》，南海藝廊，台北 

2008「404 國際電子藝術節」，《play 玩．劇》Trieste，義大利 

2007「上海國際電子藝術節」《play 玩．劇》 聲音設計，上海，中國 

2007「第二屆台北數位藝術節」《play 玩．劇》 聲音設計，紅樓，台北 

2007「屏東藝術節」《play 玩．劇》 聲音設計，屏東 

2007 台灣多媒體藝術展 視盟藝術家博覽會《場域》，華山 

2007 國立台灣美術館 數位方舟 互動藝術工作坊 《play 1+10 Op.1 》 

2007 中正紀念堂 2007 年科學季特展 《台灣光電--光電城動畫》 聲音設計 

2007 435 新媒體藝術展 《鳥與蟲 》 

2007 435 新媒體藝術展 《?=108 》 

2006 假電影視覺聲響藝術展 《異次空間殺人事件》 

2006 新一代設計展 ，《七原罪》 

 

執行製作 

2007 《舞鈴劇場》年度巡迴演出 海洋之星 多媒體動畫設計 

2007 《103。Dan' space》舞團 音樂製作 

2007 科學季 台灣科技史 《台灣光電--光電城動畫》 聲音設計 

http://www.digi

arts.org.tw/chin

ese/ArtIst_Cont

ent.aspx?n=845

AD906BBDC5

204&p=512D1

9F702435D52

&s=BE17D1A9

52E1807A&t=

A7D0F6AC56

D11B21&tn=2

F57F61B4F886

622E4AD1A02

DBCE9C3F 

  

吳梓寧  造形藝

術、新

媒體藝

術、視

覺設

計、展

覽策劃 

吳梓寧 

1978 年生於高雄，台灣 

 

吳梓寧是位作品創作樣貌多元、在生活與藝術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同樣

複合流變的創作者。從早年帶有劇場性格與文學詩性的複合媒材空間裝置的

具體詩(Poésie Concrète)，到轉而結合新媒體數位影音投映的互動與表演等，

皆擅於透過展場佈局來進行作者、作品與觀者間的場面調度，並對生活與社

會中的種種問題與質疑，提出觀念性的作品提問。 

 

工作經歷 

2007 起 現職 國立台東大學 美術產業學系 專任助理教授 

2006-2007 前國立台灣美術館 數位藝術創作計畫 專案人員 

 

學歷 

2010 入學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生  

2005 藝術碩士，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  

2001 藝術學士，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1997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http://www.digi

arts.org.tw/chin

ese/ArtIst_Cont

ent.aspx?n=845

AD906BBDC5

204&p=512D1

9F702435D52

&s=1411E8E23

B639C2D&t=C

985F9D28DDE

9186&tn=EFD

C1AE65831FE

C60E0218749F

64AA62 

http://www.

laza.id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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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獲獎項 

2013 高雄獎 入選 

2010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國際文化交流「大女圖」展覽獎助 

2005 獲選 2005 年教育部藝術與設計菁英海外培訓計畫「數位媒體組」獎助 

2005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虛境公民 2-網路靈魂銀行」展覽獎助 

2004 台北美術獎 2004 優選 

2001 高師大美術系展 首獎 

 

策展與計畫執行 

2012 「DELTA 亞洲生活手勢Ⅱ-跳境」協同策展人 

2011 「聯想鬆弛 derailment - 出軌聯展」策展人  

2009 「急凍醫世代 Freeze!＿2009 醫療與科技藝術國際展」策展人  

2009 「建教合作＿急凍醫世代：無障礙科技創作工具實驗計畫」計畫主持人  

2008 「國立台東大學＿2008 創意公仔工作坊」計畫主持人  

2006-2007 「數位藝術方舟＿國立台灣美術館數位創意資源中心」創立專案

計畫執行  

駱麗真   現任台灣科技藝術教育協會理事長，第七屆中華民國視覺藝術協會理事長，

世新大學公共關係與廣告學系助理教授，國立台灣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程兼任

助理教授，長期致力於新媒體藝術研究與創作。 

  

歷年來創作以新媒體藝術與錄像裝置為主，舉辦個展並積極參與聯展；博士

論文以台灣新媒體藝術教育與創作發展間之相互影響為研究方向；文化政策

研究以 NPO 組織發展、文創政策、視覺藝術相關議題為主，並擔任文化部「輔

導藝文產業創新育成補助計畫」計劃委員，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計畫 UCAN」藝文與影音傳播類專業職能召集人；科技藝術教育推廣則致力

於中小學科技藝術教育推廣，曾主持國藝會藝教於樂專案計劃，並將成果彙

編成為「藝起動動手-互動藝術的神奇魔力」。  

  

經歷  

  

2009.08 迄今，世新大學助理教授 

2011.04 迄今，台灣科技藝術教育協會理事長  

2011.02~2013.05，中華民國視覺藝術協會常務理事  

2009.02-2011.02，中華民國視覺藝術協會理事長 

2009.02 迄今，國立台灣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個展 

  

2013 「幸無在中央」，台北數位藝術中心 

http://www.digi

arts.org.tw/chin

ese/ArtIst_Cont

ent.aspx?n=845

AD906BBDC5

204&p=512D1

9F702435D52

&s=90DECA14

B6FBBD70&t=

A7D0F6AC56

D11B21&tn=2

F57F61B4F886

622E4AD1A02

DBCE9C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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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在幸福的邊陲」，視盟藝文空間 

2009 「華麗與變奏」，台北信義公民會館 

2003 「快樂半島」，台中 20 號倉庫 

2003 「快樂漫遊」，壢新醫院藝術中心 

2002 「快樂地」，華山烏梅酒廠 

2002 「螢光變奏」，智邦藝術基金會  

   

聯展 

  

2012 「2012 藝術家博覽會」，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2012 「2012 藝術家博覽會」，松山文創園區 

2011 「2011 藝術家博覽會」，台北剝皮寮歷史街區 

2011 「2011 藝術家博覽會」，高雄駁二藝術特區七號倉庫 

2010 「台灣數位藝術脈流計畫－脈波壹「身體‧性別‧科技數位藝術展」，

台北數位藝術中心 

2010 「藝想 ten 開，See U Next 10─2010 視盟藝術家博覽會」，台中創意文

化園區 國際展演館、藝文展覽館  

金啟平 

Chi-Ping 

Chin 

  藝術家本身是木天寮數位科技藝術創作團隊中的一員。木天寮的創作以跨領

域結合為號召，曾經與影像記錄工作者、表演藝術工作者、編曲家、音樂演

奏者合作。木天寮的創作特色有三，三者相輔相成、結伴而生，建構出創作

者對這世界的真實想像與未來式幻想。其一為動力機械結構的結合；其二為

空間感的塑造與沉浸；其三為現場音樂與影像的即時配合演出。觀賞木天寮

的創作，不僅能因為其營造出的現場空氣氛圍感受到生命、自然、音樂、影

像的律動，在創作的背後亦藏有心理學、生物構造學、行為學…等研究支持。

木天寮創作的背後是藉由知識所建構的世界，透過藝術家的感性與藝術手法

來呈現。但從另外一方面來看，木天寮是透過互動藝術找尋烏托邦的存在。 

 

2012   6 月  「ToneBox 聲音實驗作品 1」, Trigger CLOrk 數位管弦樂團音

樂會, 國立交通大學演藝廳, 新竹, 臺灣 

 

2012   3 月  「+貓 Plus Cat」, 智動館-機器人大展, 天使生活館, 花博新生

園區, 台北, 臺灣 

 

2012   1 月  「Chimeras」, 超旅程未來媒體藝術節, 關渡美術館, 台北, 臺

灣 

 

2011  12 月  「電子妖怪祭-對戰版 Denki Monster-Battle Version」, 新北市科

技藝術國際交流展 -「光子＋」, 永安生活館, 新北市, 臺灣 

 

2011  11 月  「舊與新」, 設計理論與實務國際研討會迎賓晚會-建築壁面投

  http://www.

waa.org.tw/

site/artists_

biography.p

hp?id=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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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展演, 

曾鈺涓  

/ TSENG 

Yu-Chuan 

互動裝

置設

計、互

動藝術

創作與

美學、

網路多

媒體 

曾鈺涓  

 

台灣女性藝術協會副理事長 

台灣科技藝術教育協會理事 

數位藝術基金會監事 

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助理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博士，研究方向為互動藝術創作理論，現任教

於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2005 年與 2006 分別以《Immersing ME》

《Flow》獲選參展發表於「ACM Multimedia 國際研討會。2007 年以《Who 系

列作品創作》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科技藝術創作發表補助專案競賽榮譽，

並於 2008 年 5 月與 7 月成果展覽於台北鳳甲美術館與國立台灣美術館。2008

年作品《Flowerman》與《All Ways- O’s Chatroom》獲選發表於國際電子藝術

研討會(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lectronic Arts, ISEA)) 。2008 作品 Flow 以論

文形式，發表於 Leonardo 國際期刊。 

 

學歷 

2010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 博士 

1994 紐約大學 New York University, Studio Arts 畢業，藝術碩士學位 M.A. 

1988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學士學位 B.A. 

 

重要個展 

2010「你在那裡？」網路互動藝術展，新樂園藝術空間，台北，台灣。（沈

聖博、黃怡靜、陳威廷） 

2007「以訊息存在的方式」行動數位藝術展，花蓮文化創意園區。花蓮，台

灣。（所以然藝術實驗室） 

2007「他者」互動藝術展，新樂園藝術空間，台北，台灣。（所以然藝術實

驗室） 

2005 「Immersing ME」互動影像展，新樂園藝術空間，台北，台灣。（所以

然藝術實驗室） 

2003 「All Ways- O’s Chatroom」網路互動藝術，台北新樂園藝術空間，台

北，台灣。 

2003 「Let’s Make ART」網路互動藝術裝置展，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台

灣 

2002 「Click」-網路藝術裝置展，新樂園藝術空間， 台北，台灣 

1999 「台北樂園販售案」電腦影像裝置展，新樂園藝術空間，台北，台灣 

1999 「錯置」電腦影像展，台南文化中心，台南，台灣 

1998 「一種擴張的象限」電腦影像展，新樂園藝術空間，台北，台灣 

http://www.digi

arts.org.tw/chin

ese/ArtIst_Cont

ent.aspx?n=845

AD906BBDC5

204&p=512D1

9F702435D52

&s=21271C0A

383F2951&t=5

9A9011D3CA1

2148&tn=5AE

A683D26E590

8E5A77F6561

CE592940715C

7192EC16D96

832EB624664

AF2F9 

http://www.

tyuchuan.co

m/page/c_p

age01.htm 

林珮淳   林珮淳 1995 年獲澳大利亞國立沃隆岡大學藝術創作博士，為「2 號公寓」 http://www.digi http://ma.nt



351 
 

及「台灣女性藝術協會」創始會員及理事長，作品展於國內外重要藝術中心，

如紐約皇后美術館、法國 Exit and Via 藝術節、台灣國立美術館、台北市立

美術館、 高雄市立美術館及台北當代藝術館等。作品被記錄於重要藝術相關

書籍如：《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史》、《台灣當代裝置藝術》、《台灣當代藝

術》、《台灣當代美術大系》、《數位藝術概論》、《台灣美術史》、《數

位美學》、《高中美術課本》、《台灣當代藝術名人錄》、「中國當代藝術

年鑑」、「亞洲名人錄」（Asian Who’s Who）等。目前為國立台灣藝術大

學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新媒體藝術研究所教授暨數位藝術主持人。 

 

 

【展演/作品發表】 

首次展演或作品發表  

‧1984，《林珮淳作品發表》，中央密大藝術中心，美國 

個展 

2011 「林珮淳個展-夏娃克隆系列 II」，新苑藝術，台北 

2011 「林珮淳個展- 夏娃克隆系列」，台北當代藝術館，台北 

2006 「人工生命 ─ 回歸大自然系列」，國立中央大學藝文中心，桃園 

2006 「林珮淳個展─美麗新世界」，北京 798 藝術村，帝門藝術中心，北京 

2005 「情迷‧ 意亂」，新竹教育大學藝術空間，高苑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新竹/ 高雄 

2004 「捕捉─回歸大自然系列」，台北當代藝術館，台北 

2004 「非自然─回歸大自然系列」，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藝術中心，台北 

2000 「解構父權」，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台北 

2000 「景觀．觀景─回歸大自然系列」，桃園縣立文化中心，桃園 

1999 「台灣印象─金曲之作」，佛羅倫斯 Spazio Diciotto 畫廊，義大利 

1998 「經典之作」，台中臻品藝術中心，台中 

1998 「安全窩」，台北市政府，台北 

1996 「真實與虛假」，新竹師範學院藝術中心，新竹 

1996 「相對說畫」，澳大利亞當代藝術空間，澳大利亞 

1995 「相對說畫」，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 

1994 「蓮花的故事」，長畫廊/ 台中桂仁藝術中心，澳大利亞/ 台灣 

1993 「女性詮釋系列」，國立台灣美術館/ 台中首都藝術中心 

1992 「林珮淳作品發表」，2 號公寓，台北 

1991 「林珮淳作品發表」，2 號公寓/ 首都藝術中心，台北/台中 

1990 「林珮淳作品發表」，2 號公寓，台北 

1989 「造形、色彩與揮灑的筆觸」，美國文化中心，台北 

1984 「林珮淳作品發表」，中央密大藝術中心，美國聯展 

arts.org.tw/chin

ese/ArtIst_Cont

ent.aspx?n=845

AD906BBDC5

204&p=512D1

9F702435D52

&s=845AD906

BBDC5204&t=

C985F9D28DD

E9186&tn=EF

DC1AE65831F

EC60E0218749

F64AA62 

ua.edu.tw/d

alab/DAL/i

ndex.htm 

Yen-chun 

Shih 

施彥君 

  2006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藝研所創作組 

2003 法國 Ecole nationale superieure d’art Bourges 獲准入學 

2003 法國 Ecole nationale superieure d’art Limonges-Aubusson 獲准入學 

  http://www.

waa.org.tw/

site/artists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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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美術系 

 

個展 

2010/08「身.區-被擱置在外的…」土思藝廊 

2007/11「住所」─台東新東糖廠備品倉 

2007/09「家居」─台東月光小棧女妖藝廊 

2007/02「上下」─台東新東糖廠備品倉 

2006/01「圍閉」─北教大防空洞藝廊 

 

聯展 

2011/01-03「查某人的厝-女藝家園開幕展」-女藝會 

2008/08「心智的隱區─輕靈介質的沉思」-南海藝廊 

2005/02「中途」心感地圖─公館溫州藝術季咖啡館 

2004/12「無題」當代科技藝術大展─桃園龜山 

2004/12「無題」台灣美術新貌展─立體創作系列─台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 

 

得獎經歷 

1994 第五屆中山扶輪美術新人獎 國畫金獎 

1995 第一屆台南美展 入選 

2009 第十四屆台中大墩美展 入選 

biography.p

hp?id=121#

intro 

Bai-ling 

Chang 

張白苓 

擅長互

動設

計、數

位藝

術、科

技與人

文、視

覺傳達

設計。 

學歷：澳大利亞 玄賓大學國家設計學院 設計博士 

國籍：中華民國  

出生年：1966  

 

現職：  

世新大學數媒系專任助理教授 

 

專長：  

電腦|平面視覺 |數位藝術創作  

 

專業類別：  

藝術創作|藝術評論|應用藝術 

 

經歷：  

世新大學數媒系專任助理教授 

執行小組經歷： 

汐止國中校舍整建工程公共藝術設置 

 

擅長互動設計、數位藝術、科技與人文、視覺傳達設計。作品曾於 2011 年「數

位普普藝術與互動式裝置展」中展出。 

  http://www.

waa.org.tw/

site/artists_

biography.p

hp?id=141#

in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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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i-lan 

Chang 

張惠蘭 

  藝術創作者及獨立策展人 

 

現任東海大學美術系專任助理教授 

 

曾任高苑科技大學建築系專任助理教授兼藝文中心主任、俄羅斯國立維洛特

卡人文大學交換教授、橋仔頭糖廠藝術村藝術總監與台灣女性藝術協會理事

長。 

學歷 : 

1997-1998 法國圖魯斯米亥大學, Université de Toulouse - Le Mirail,  應用藝術

研究所,第三階段學程，高等專業研究文憑（DESS）  

1994-1995 法國圖魯斯米亥大學, Université de Toulouse - Le Mirail,造形藝術研

究所, 碩士  

1993-1998 法國圖魯斯市立高等藝術學院, École des Beaux- Arts de Toulouse,藝

術組,法國文化部國家高等藝術專業文憑 (DNSEP), DNSEP  

1993-1994 法國圖魯斯米亥大學, Université de Toulouse - Le Mirail,造形藝術系,

學士  

1984-1988 東海大學, 美術系, 學士 

曾於國內及法、美、加、日本等地發表個展十餘次；重要聯展四十餘次，2007

年獲亞洲文化協會(ACC)獎助赴美；並多次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展

覽、策展計畫及國際交流等獎助。 

 

除藝術創作外，同時從事藝術展演的策劃，並協助不同社區建立地區的特質

認同與保存、活化傳統藝術與記憶空間，以藝術介入社區的方式策動過清境

農場來自滇緬擺夷的高山社區、外島澎湖小島如馬公、菜園、西嶼、七美等

社區; 高屏地區的橋仔頭糖廠、大樹鄉以及近期的雲林縣北港、西螺等地。 

 

重要個展 :     

2010 「不設防」陳庭詩基金會藝術空間，台中市 

2009 「愛的房間」黑白切，台中市 

2008 「少女漫畫完結篇」台灣新藝，台南市 

2007 「親密的距離」107 畫廊，台中市 

2005 「腹語 II - 有關廚房的生活劇場」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南海藝廊，台北

市 

2005 「腹語 I」新濱碼頭藝術空間，高雄市 

2004 「歷史與幻象之間」高苑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2003 「慾望無限」高雄市城市光廊 Outdoor 藝術特區 

2000 「過渡－貝阿悌斯˙莎巴妮爾/張惠蘭雙人展」台北市立美術館 

1999 「巢穴．記憶」個展於高雄市新濱碼頭 

1997 「互相滲透」個展於圖魯斯市立邦法藝術中心，法國 

 

  http://www.

waa.org.tw/

site/artists_

biography.p

hp?id=33#i

n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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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聯展 : 

2008 「新高潮-後工業」新思惟人文空間，高雄市 

2008 「現在完成進行式」現代眼 27 年展，國立台灣美術館，台中市 

2007 「無限度藝術閱讀」，國立台南大學藝術特區 

2007 現代眼畫會聯展，台中文化中心 

2006〔內埔老街產業藝術再造〕主題策展，屏東縣 

2006 縣立沖繩藝術大學「五七五 – 俳句」藝廊，沖繩縣，日本 

2005 「第九屆國際袖珍雕塑展」夏威夷藝術大學美術館，美國 

2005 「跨渡」當代芝加哥‧高雄藝術－10 人展（Crossing－10 Artists from Chicago 

& Kaohsiung），美國芝加哥文化中心、高雄市立美術館 

2005 「WANAKIO 2005 Urban art exhibition」那壩市農連市場，沖繩縣，日本 

2005 「觀光者之眼」Galerie Patricia Dorfmann, Galerie Alain le Gaillard , 巴黎，

法國 

2005「美術高雄 2005-影像高雄：看不見的歷史」，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 

2005「軌跡 系譜 星圖」 ，東海大學美術系，台中 

2005 「偷天換日」- 策展人在當代館，台北當代藝術館，台北 

2005 「人的溫度」東海大學藝術中心，台中 

2004 「海洋與內陸的對話－2004 台灣藝術在匈牙利」Tatabanya，匈牙利 

2004 Salon Couloir Chambre/ 2004 Projet de Taiwan ,La Centrale,Power House 

Galery 加拿大魁北克 

2004 「美術高雄 2004-高雄一欉花＋  」高雄市立美術館 

2004 「獨擅其身」當代藝術的吾意識狀態，高雄縣政府文化局 

2004 「高雄國際會客室」高雄藝術家海外藝術交流成果論壇暨創作∕文件展 

2004 「藝術與環境特展」國立成功大學藝術中心 

2004 創新苗栗客家傳統陶藝「窯窯相望—苗栗歷史陶窯 v.s 當代藝術展」 

2004 「Mini」現代眼 2004 聯展，台中市文化局 

2004 「闢邪 納福」宜蘭傳統藝術中心 

2003 「網指之間-生活在科技年代」第一屆台灣女性藝術節，高雄市立美術

館 

2003 「現代精神˙時代意義」現代眼 2003 聯展，台中市文化局大墩藝廊 

2003 「城市預言」原型藝術空間，台南 

2003 「身體與記憶」國立清華大學藝術中心 

2003 「2003 水果鄉大樹情 鳳荔（ㄌㄧˋ）文化觀光季」 

2003 「裝置藝術正確政治 目擊-當代:登錄形式對焦」嘉義鐵道倉庫 

2002 「遊牧 流變 擴張 」2003 美術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 

2002 「林聽 森音」重見大雪山裝置藝術展，大雪山鋸木材場 VS 台中 20 號

倉庫 

2002 「走廊 客廳 房間（Salon Couloir Chambre）三人展，台南原形藝術空間 

2002 「大船入港」現代眼畫會群展，高雄新濱碼頭藝術空間 

2002 「邊緣的模擬狀態 - 我 這裡 現在」，高雄駁二藝術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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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甜蜜鹽埕埔」，高雄新濱碼頭藝術空間 

2001 「酸甜酵母菌--烏梅酒廠與橋頭糖廠的甜蜜對話」，台北華山藝文特區

烏梅酒廠、橋仔頭鐵道倉庫 

2001 「清境一夏」藝術展，南投縣清境農場 

2001 「土地辨證」--竹田米倉藝術家社區，屏東 

2001 「心靈再現 - 台灣女性藝術家當代展」，高雄市立美術館 

2001 「藝術家的後花園」三人展，高雄福華沙龍 

2001 「新娘就是我」，高雄市立婦女館 

2000 「兩個山谷一個丘陵」，法國 La coutarie、 Toulouse、 Castre 地區藝術

家工作室聯展 

2000 「2000 年的承諾」（Promesses pour les annees 2000），巴黎 Espace Belleville

展覽室 

2000 「天公的地母」，台中文化中心、台南吳園、嘉義鐵道倉庫 

1997 「法國青年畫家沙龍第五十屆國際當代藝術展」，愛菲爾.布朗利空間，

巴黎 

1999 「新傾向」馬利勒華沙龍，馬利勒華市政府展覽室，馬利勒華市，法國 

1998 「蒙湖季-維也納」蒙湖季沙龍第 43 屆當代藝術展，法國蒙湖季市政府

展覽室 

1998 法國青年畫家沙龍第四十九屆國際當代藝術展，巴黎愛菲爾.布朗利空

間 

1998 「樂園」圖魯斯市 Espace Bonnefoy，邦法藝術中心，法國 

1997 「當代藝術十日展」，圖魯斯市立藝術宮，法國 

1997 「時間的秩序與失序」，圖魯斯市侯克藝術中心，法國 

1996 「失序的日子」，法國圖魯斯市美術學院河岸畫廊，法國 

1995 「Rif l’Art」法國魯斯市速培達文化中心，法國 

1994 「藝術週」法國電力公司圖魯斯市巴札克勒中心，舊建築再利用空間，

法國 

 

公共藝術作品 : 

2010 「寶藏巖流動的色彩密碼」，台北寶藏巖共生聚落 

2010 「愛情電容的色碼」，台南科學園區迎曦湖畔 

陳韻如  

/ CHEN 

Yun-Ju 

多媒體

影像、

聲音、

舞蹈、

互動裝

置的跨

領域整

合 

陳韻如專注在多媒體影像、聲音、舞蹈、互動裝置的跨領域整合，主修數位

藝術、新媒體藝術、互動裝置藝術及跨領域藝術創作。她的作品總是以女性

經驗的概念，書寫著自我內在情感的自覺，藉由肢體與表演才能轉化出其意

義。在 2009 年獲得第四屆法國安亙湖(Enghien-les-Bains)國際數位藝術節評審

團特別獎及入選阿根廷 404 國際電子藝術節，2010 年受邀至德國奧登堡艾蒂

羅絲媒體藝術中心十週年紀念演出及獲選德國奧登堡艾蒂羅絲媒體藝術中

心、紐西蘭聯合科技大學駐村計畫。 

 

個人簡歷 

http://www.digi

arts.org.tw/chin

ese/ArtIst_Cont

ent.aspx?n=845

AD906BBDC5

204&p=512D1

9F702435D52

&s=7C4C9858

E7BB7C76&t=

http://chen-

yunju.blogs

po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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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9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多媒體動畫藝術系碩士 

2002-2006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學系 畢業 

駐村 

2010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國內藝文人才出國駐村計畫－紐西蘭聯合科技大學 

2010 台北數位藝術中心駐村創作計畫－德國奧登堡艾蒂羅絲媒體藝術中心 

 

表演 2010 「艾蒂羅絲媒體藝術中心十週年紀念」，德國，奧登堡。《非墨

之舞》 

2009 「安亙湖國際數位藝術節」，法國，巴黎。《非墨之舞》 

2009 「遇見台灣詩人一百」開幕表演，台北當代藝術館，台北 

2009 「跨界視域」開幕表演，宜靜大學，台中。《非墨之舞》 

2008 「域流Ⅱ」跨領域創作發表，牯嶺街小劇場，台北。《非墨之舞》 

2008 「域流Ⅱ」跨領域創作發表，南海藝廊，台北。《非墨之舞》 

2008 「域流」跨領域創作發表，南海藝廊，台北。《無盡》 

 

個展 

2010 「淨化」，Sonwwhite 藝廊，紐西蘭聯合科技大學，紐西蘭，奧克蘭。 

2010 「淨化」，草山國際藝術村，台灣，台北。 

A7D0F6AC56

D11B21&tn=2

F57F61B4F886

622E4AD1A02

DBCE9C3F 

Wan-ling 

Chang 

張菀玲 

錄像藝

術、攝

影創作 

學歷 

2012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視覺藝術研究所 

2006 大葉大學造形藝術系 

錄像藝術、攝影創作 

 

經歷 

2012 新樂園藝術空間第十期成員、台灣女性藝術協會(WAA)成員 

 

獲獎 

2010 新樂園藝術空間 第六屆 Emerge 藝術新秀 

 

個展 

2012 「都會膈±35℃」張菀玲行動錄像展，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台北，台灣。 

2011  「白日夢游著」2011 張菀玲影像創作個展，台灣攝影博物館預備館，

台北，台灣。 

2009 「A PHONE CALL」張菀玲創作個展，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台北，台灣。 

 

聯展 

2012「《新樂園有詭!》-新樂園藝術空間第十期成員策劃聯展,台北，台灣 

  http://www.

waa.org.tw/

site/artists_

biography.p

hp?id=153#

intro 

吳瑪悧 

Ma-li Wu 

  學歷 

 

德國杜塞道夫國立藝術學院畢業 

  http://www.

waa.org.tw/

site/artists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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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展經驗 

 

1985 年，回到台灣、投入全新環境，開始製作關於重新詮釋歷史的裝置和物

件。 

    ＜時間空間＞台北神羽畫廊 

1986 年＜遊戲還沒有結束＞台北春之畫廊書坊 

1987 年＜消失點＞台北嘉仁畫室 

1988 年＜弔詭的數目＞台北和平東路工作室 

1991 年＜花邊新聞＞台中當代畫廊 

1992 年＜鷹式美學＞台中當代畫廊 

1993 年＜當小發財遇上超級瑪莉＞台中黃河藝術中心 

    ＜咬文絞字＞台北伊通公園 

1994 年＜偽裝＞台北市立美術館 

1995 年＜書寫＞義大利杜林培沙諾畫廊 

1996 年＜比美賓館＞於台北進行的佔領北美館觀念行動 

1998 年＜停車暫借問＞台北華山藝文特區‧八德停車場 

    ＜寶島物語＞台北伊通公園 

1999 年＜平地起風波＞台北市立美術館 

2000 年＜世紀小甜心＞台北誠品藝文空間 

2001 年＜告訴我，你的夢想是什麼＞高雄市立美術館 

2006 年＜人在江湖—淡水河溯河計劃＞台北伊通公園 

    ＜線索＞英國 BBC Radio Lancashire 

2010 年＜樹梅坑溯溪行動＞台北竹圍工作室 

2011 年＜樹梅坑溪早餐會—一年計畫＞新北市竹圍樹梅坑溪流域 

2012 年<人：詩意的居住> 

biography.p

hp?id=26#i

ntro 

Ming-hui 

Chen 

陳明惠 

  學歷｜ 

2008 英國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藝術史及理論哲學博士 

200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研所 藝術創作碩士 

2001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 

 

為 2002 年台中二十號倉庫第三屆駐站藝術家。曾獲 2002 年財團法人國家文

化藝術基金會美術類個展補助及 2002 年日本亞細亞水墨聯盟大賞獎。 

個展節錄｜ 

 

2006  Wallner Gallery, Lakeside Arts Centre, Nottingham, UK 

2006 i = ALCHEMISED, Surface Gallery, Nottingham, UK 

2003 游走在混沌意識之海/淡水藝文中心，台北 

2002 靜靜的落塵/豆皮文藝咖啡館，高雄 

2002 意識團塊/中央研究院生圖美學空間，台北 

  http://www.

waa.org.tw/

site/artists_

biography.p

hp?id=56#i

n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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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展節錄 

2009 Jam: Cultural Congestions in Contemporary Asian Art, South Hill Park, 

Bracknell 

2005 Artspace at Christmas, Leicester City Gallery, UK 

2005 Identita Inglese, Venice Biennale, Lorenzo Lotto School of Art, Mirano, Venice, 

Italy 

2005 Artspace at the Mill, Holywell Mill, Ashby de la Zouch, UK 

2005 Inclusion: Qube Open Exhibition, Qube Gallery, Oswestry, UK 

2005 Women’s Art Show, Fairfields Arts Centre, Basingstoke, UK 

2003 心墨無法/高雄市立美術館 

2003 蔗個黏頭‧喃‧過/高雄縣橋仔頭藝術村 

2003 解構高潮/台中二十號倉庫 

2003 「網指之間─生活在科技年代」第一屆台灣國際女性藝術節/高雄市立

美術館 

2003 雄女藝術家--藝術之路/高雄正修藝術中心 

2002 CO2 台灣前衛文件展/台北華山藝文特區 

2002 回歸、抽離—抹黑南方邊陲/高雄駁二藝術特區 

2002 甦√15/屏東竹田米倉藝術家社區 

2002 思索在階段性停留/台北中央研究院生圖美學空間 

Yi-Li Yeh 

葉怡利 

  學歷： 

2000- 國立台南藝術學院應用藝術研究所 畢業 

1995- 國立臺灣藝術學院 畢業 

 

駐村： 

2011- 留尼旺美術學院「2011 留尼旺雙年展 」法屬 留尼旺 

2008- 臺灣文建會國際交流「Cite’ Internationale des Arts」駐村藝術家 法國 

巴黎 

2004- 臺北國際藝術村出訪國外藝術家，「Ssamziespace」駐村藝術家 韓國 首

爾 

2001-「ACC 亞洲文化協會臺灣獎助計畫」赴美駐村藝術家 美國 紐約市 

2001-「巴爾的摩藝術中心」赴美駐村藝術家 美國 巴爾的摩市 

 

個展： 

2009-「2009 葉怡利 個展 」百藝畫廊, 台灣 台北 

2008-“Yeh Yi-Li Video Exposition” Cité Internationale des Arts ,巴黎 法國 

2008-「KUSO－虹彩七仙子」葉怡利個展 , 上海 KING 空間 中國 上海 

2006-「KUSO－虹彩、春雪、橘花花」---葉怡利個展 關渡美術館 臺北 

2005-「KUSO-春雪、巧克力、遇紅衣」 284 自強貳捌肆 替代空間 臺北 

2004-「蠕人 kuso 神經傳染」個展 竹師藝術空間 新竹 

  http://www.

waa.org.tw/

site/artists_

biography.p

hp?id=164#

in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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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母體－生殖交叉分析」個展 美國文化中心 臺北 

1997- 葉怡利 個展 臺北縣立文化中心 臺北 

 

聯展： 

 

2012 - 「2012 青年藝術家項目」 大邱攝影雙年展，韓國 大邱 

         - 「介入．自然──澳門藝博館藏中國觀念攝影展」,中國 澳門 

宇中怡  

/ YU 

Chung-I 

影像創

作、單

頻道錄

影、身

體表

演、行

為藝

術、劇

場、裝

置藝

術...

等。 

我的創作中對於自身、人與人之間的知覺、連結與關係等議題產生興趣，實

踐在作品中對於時間、空間、環境與記憶，創作著重以創作者自身身體表演、

行動的方式來呈現個人的意念與和與環境的關係，作品大多以自身的感官知

覺開始，並透過不同的視覺媒介如攝影、錄像等的形式呈現，將個人內在的

知覺經驗向外投射，使之成為可被知覺的藝術表達方式，自身與他者，或能

藉此得以溝通。 學歷 * 2003-2007 臺北藝術大學科技藝術研究所-電子影音

藝術創作碩士 

* 1997-2002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美術系-藝術學士 個展 * 2001「口紅」個展，

台灣藝術大學，台北，台灣 

* 2009「鏡外之境」 宇中怡、張慈倫雙個展，高雄市新?碼頭藝術空間，高雄，

台灣 聯展 * 2010 「食托邦—2010 第二屆台灣國際錄像藝術展」臨場藝術「身

體與食物」系列，作品〈香妄相望〉2010，鳳甲美術館，台北，台灣 

* 2010 「藝窩瘋」現場行為表演，加力畫廊，台南，台灣 

* 2010 「國家婦女館聯展」，國家婦女館，台北，台灣 

* 2009 「October feature: Taiwanese video art」，cologneOFF 

* 2009 「書戀—女藝小品展」，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書店，台北，台灣 

* 2009 「非限制級-藝術何以灌溉」2009 女藝會聯展，吉林藝廊，台北，台

灣 

* 2009 「有影嘸! 2009 台灣攝影 BAZZAR」， 台灣攝影博物館籌備會，信義

公民會館(四四南村)，台北，台灣 

* 2009 「夏藝眺」2009 視盟藝術家博覽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視覺藝術協會，

京華城，台北，台灣 

* 2009 第四屆科隆影展-我們就是如此！-實驗脈絡中的記憶與認同》由德國

文化機構所舉辦，之後在科隆影展中挑選出來部分影片並舉辦一連串的影展。 

http://www.digi

arts.org.tw/chin

ese/ArtIst_Cont

ent.aspx?n=845

AD906BBDC5

204&p=512D1

9F702435D52

&s=2E52BB18

28EC9D2D&t=

A7D0F6AC56

D11B21&tn=2

F57F61B4F886

622E4AD1A02

DBCE9C3F 

  

方琦  / 

FANG 

Chi 

  國籍: R.O.C，【個人簡介】 

 

[I LOVE 蛋*包*飯] 

視覺創作者。Cold Turkey Express 成員之一，畢業於 California College of Art 

(BFA) 與 Central St. Martin's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MA Scenography)。 

websites: 

www.chifang.info  

www.coldturkeyexpress.info  

coldturkeyexpress.blogspot.com 

http://www.digi

arts.org.tw/chin

ese/ArtIst_Cont

ent.aspx?n=845

AD906BBDC5

204&p=512D1

9F702435D52

&s=E76DE563

C84C086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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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個展】 

1997，Photography is A Warm Gun, Test Strip Gallery Oakland USA 

A7D0F6AC56

D11B21&tn=2

F57F61B4F886

622E4AD1A02

DBCE9C3F 

張雅萍  

/ CHANG 

Ya-Ping 

 複合

媒材&

裝置藝

術 

【展演/作品發表】  

‧ 首展 

‧ 2006.5.20-2006.6.4，記憶地圖，台中 20 號倉庫 23B 展場 

‧ 個展 

‧ 2006 記憶地圖/鐵道藝術網路台中站 20 號倉庫 23B 實驗展場/台中 

‧ 2005 那裡/ NELL’S HOME 藝文空間/台中 

‧ 2004-2005 杳渺流光/ NELL’S HOME 藝文空間/台中 

‧ 聯展 

‧ 2006 ，第 4 屆桃源創作獎入選/桃園縣立文化中心/桃園 

‧ 2004 ，第 2 屆桃源創作獎入選/桃園縣立文化中心/桃園 

‧ 朝陽科技大學十週年校慶校園雕塑設計/波錠圖書館/台中 

‧ 2003 ，朱銘美術館觀雨季聯展/朱銘美術館/台北 

‧ 2002 ，朱銘美術館觀雨季聯展/朱銘美術館/台北 

 

【獎賞】  

‧ 2006 ，第 4 屆桃源創作獎入選 

‧ 2004， 第 2 屆桃源創作獎入選 

‧ 朝陽科技大學十週年校慶校園雕塑設計佳作. 

‧ 2003 ，朱銘美術館觀雨季 立體造型類佳作 

‧ 2002 ，朱銘美術館觀雨季 立體造型類佳作 

http://www.digi

arts.org.tw/chin

ese/ArtIst_Cont

ent.aspx?n=845

AD906BBDC5

204&p=512D1

9F702435D52

&s=F80E858E

CFA3ABD8&t

=A7D0F6AC56

D11B21&tn=2

F57F61B4F886

622E4AD1A02

DBCE9C3F 

http://yapin

g2006.blogs

pot.tw/ 

蔡海如  

/ Hairu 

Tsai 

影像處

理/空

間裝置 

* 1990 國立藝專美術科畢業 

* 1993 法國國立瑟基藝術學院藝術系肆業 

 

個展 

* 2008 「虛線之舞」,朱銘美術館,台北 

* 2001 「看入.看出」,新樂園藝術空間,台北 

* 1996 「"我的身體"與"我",一起活著…」，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台北 

* 1995 「體/影像」(corps/image)，新樂園藝術空間，台北 

 

聯展 

* 2009 「非限制級-藝術何以灌溉」吉林藝廊,台北 

* 2008 「Opening Show 」 ONE YEAR GALLERY 

* 2008 「當代女藝：身份 / 環保」新光三越百貨公司文化館,台中 

* 2008 「新樂園十週年特展─ 永恆的成人遊戲工廠」關渡美術館,台北 

* 2008 「吃情女-當代藝術展」花蓮創意文化園區,花蓮 

http://www.digi

arts.org.tw/chin

ese/ArtIst_Cont

ent.aspx?n=845

AD906BBDC5

204&p=512D1

9F702435D52

&s=F5406ED7

440549FC&t=

A7D0F6AC56

D11B21&tn=2

F57F61B4F886

622E4AD1A02

DBCE9C3F 

 

http://hairut.

blogspot.c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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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金山國小駐校藝術家,朱銘美術館館校合作計畫 

* 2006 「台北二三」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 

* 2006 「無所不在」台北國際藝術村,台北 

* 2006 「遼闊的漣漪與合音 ─位移 重組 連結」駁二特區,高雄 台北國際藝

術村,台北 

* 2006 「帶著作品去旅行」南海藝廊,台北 

* 2006 「女性譯 [藝]寫」台北國際藝術村,台北 

* 2005 「第二屆洄瀾國際藝術創作營」成果發表 

* 2005 「旅行者的眼睛：Paris for ever』Alain le Gaillard Gallery,法國,巴黎 

* 2004 「花與神話_關渡花藝節」台北藝術大學,台北 

周文麗 

Wen-li 

Chou 

現任：

和春技

術學院

傳播藝

術系主

任 

高雄師

範大美

術系兼

任講師 

學歷：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藝術創作碩士 

 

個展： 

2002 『The Convent of Lust 愛慾修道院』影像裝置展 高雄 豆皮藝文空間 

1999 『十 Path』空間裝置展 台南 吳園藝術空間 

1998 『十 Complex』十字情意綜 高雄 新濱碼頭藝術空間 

1996 『Far away, So close』數位圖像展 國立台灣美術館 

1994 『Going with the flow』CUNY-Compton Goethal Gallery, New York 

聯展： 

2002 『高雄神話。打狗傳奇』高雄館主題展 高雄畫廊博覽會 

2002 『威而柔』高雄現代畫學會年度主題展 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 

2002 『後解嚴時代的高雄美術』 高雄市立美術館 

2001 『酸甜酵母菌』台灣女性藝術聯展 華山藝文特區、高雄橋頭糖廠 

2001 『看見高雄』 高雄中華藝術學校 

2000 『譟慮 Anxiety』高雄 新濱碼頭藝術空間 

1999 『女性藝術四人展』 高雄福華沙龍 

1999 『Or- 嘔！哦！喔！噢！』四人展 高雄 新濱碼頭藝術空間 

1998 『電腦藝術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1997 『1997 開放展』台南 吳園藝術空間 

1995 『美術高雄－當代篇』高雄市立美術館  

 

周文麗 2003 年最新個展「煉靈詩篇」 

2003/1/11-1/27，新濱碼頭藝術空間（高雄市） 

 

（前述：）這次個展的使用媒材以單槍投射的數位影像及空間設計為主，並

利用微曳的光影、吟唱的音樂、具象徵意味的裝飾性線條、深入而延續的空

間動線、及裝設於地板上的池水，營造出一種既遠古神聖又科幻迷離的場所

特性。使觀者宛若走進一座神秘的中世紀教堂，只不過亙古的聖像被虛擬的

萬花筒圖案所取代，一大片黑黝的水則阻隔著想要走近膜拜的人，火焰中的

十字架看似永恆、殊不知它也不過是水中的鏡像而已。 

  http://www.

waa.org.tw/

site/artists_

biography.p

hp?id=53#i

n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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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麗的作品從早期平面油畫、物件裝置或數位影像創作，流露出對生命、

精神底質的關注，具多重意涵的象徵圖像具有某種神秘的哲思，場所氣氛的

處理頗能讓觀者融入其情境，進而感受作品所發散的人性關懷或創造自己的

想像空間。 

科技藝術創作藝術家名錄 

 

姓名 專長/ 

現任 

簡介 頁面連結 

曹筱玥  專任助

理教授 

學歷  

200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美術教育與行政組 博士 

200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西洋美術史組 碩士 

1998 國立臺中師範學院 87級美勞教育學系 學士  

工作經歷  

現任  

台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暨創新設計研究所 助理教授 

中華民國大學藝文中心協會理事、中華創意發展協會理事 

國語日報週刊藝術專欄作家、巧連智雜誌編審  

曾任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藝文中心主任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秘書室公關組組長 

南台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系講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進修推廣部兼任講師 

文建會「台灣美術地方發展史撰述計畫」撰述委員 

國立台灣美術館「台灣美術丹露」教學網站建置計劃主持人  

經歷  

2008 國防部後備司令部 97年度「珍愛生命、希望無限」心輔創意漫畫徵選評審委

員 

2008「2008全國創意教學獎」評審委員 

2008「2008海峽兩岸創意產業合作展高峰論壇」 

2007 國防部後備司令部 97年度「全面關懷、珍惜生命」心輔創意漫畫徵選評審委

員 

2007 指導「2007裕隆日產汽車創新風雲賞」造型設計組初選活動 

2007 國立台灣美術館「台灣美術丹露」網站建置計畫主持 

2007 國科會高瞻計畫子計畫三：「自動化科技與人性創意」創新課程研究 

2006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專任助理教授 

2005 中華民國大學院校藝文中心協會第三屆理事 

2004 擔任「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科會<傳統水墨化數位學習課程設計及學習素材分

析研究>研究專員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台灣美術 

          地方發展史撰述計畫」撰述委員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8

4132762DE9EEABD&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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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兼代本校藝文中心主任 

2003 南台科技大學視覺傳達系講師 

2003 參與「第四屆海峽兩岸美術教育交流會(主題：視覺文化解)」 

2003 於師大藝廊策劃畫家袁金塔 2003＜人性進化論＞新作發表暨創作全紀錄 

2003 「國立歷史博物館」傳統水墨畫數位學習課程設計專案顧問 

2002 擔任永平高中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領域召集人 

2001 台北縣立永平高級中學教師，並指導學生榮獲北市美展設計類第二名暨第三

名 

2000 擔任 airiti（華藝）藝術雜誌採訪記者，撰寫陳景容、劉國松等畫家專訪 

蕭力綺   就讀於台北藝術大學新媒體藝術學系四年級，希望利用作品可以達成與人與社群間

的聯結。主要作品以互動、動力裝置為主，偶爾也利用作品進行聲音影像表演  

表演  

2012 「失聲祭 Listen 63 噪音咖啡廳」，臺北 

2012 「科技怪獸開幕表演」，主辦: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新媒體藝術學系，臺北藝

術大學，,臺北 

2013 「Kangding Ray Live In Taipei After Party」，牆角 Korner，臺北  

獲獎  

2013 「Linux Audio Conference - Linux Club Night，Graz」，奧地利，獎項 

2013 「故宮博物院第一屆新媒體創意競賽」，新媒體互動科技類，銀獎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7

ED259252AB85F4A&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張晏慈   進入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新媒體藝術學系之後，嘗試多樣媒材與主題，其中以實驗聲

響為目前主要創作，包括 audio-visual 並嘗試製作一些聲音裝置  

展演  

2013 「失聲祭 Lacking Sound Fest.76」，噪咖，臺北，臺灣 

2013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新媒體藝術學系 第一屆系展 人工印象 開幕表演」， 臺

北，臺灣 

2013 「2013 Taipei Fringe UNCOVER Festival」，臺北，臺灣 

2013 「超響 2013 現場聲音藝術表演」，臺北，臺灣 

2013 「19 屆臺大藝術季聲音藝術表演，臺大綜合體育館文康中心」，臺北，臺灣 

2013 「Linux 聲響國際會議 2013，Linux 聲音之夜，Postgarage」，格拉茲，奧

地利 

2013 「畸響 Oddsound II-TM404 Live 電子音樂、現場創作、未來視覺影像，THE 

WALL，KORNER」，臺北，臺灣 

2013 「噪流零貳 F. Noise 02」，臺北當代美術館，臺北，臺灣 

2012 「失聲祭 Lacking Sound Fest.65」，噪咖，臺北，臺灣 

2012 「科技怪獸開幕表演」，臺北藝術大學，臺北，臺灣 

2012 「出聲 Sonic Blast，聲音藝術現場表演」，臺北藝術大學，臺北，臺灣 

2011 「錄渴錄像藝術展開幕表演」，臺北藝術大學，臺北，臺灣 

2011 「<混種派對>主辦與表演者之一，操弄實驗音樂與影像透過表演形式進行一

場辯證性派對」，臺北藝術大學，臺北，臺灣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F

C3DF8E1D23F1A73&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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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呼吸>多媒體舞蹈劇場，主要製作多媒體部分(影像, 聲音) 」，臺北藝術

大學，臺北，臺灣 

李姿玲    我想要記錄這個和你一起存在的時代，這個時代的瑣碎日常，這個時代的人性，苦

澀和甜蜜。 

我想要我的作品，是你指尖閱讀的詩。從材料的新表達開始 : 任一材料在某文化

脈絡中皆有對應語彙，形狀亦為符碼。若破除既有材料的一貫呈現模式，而賦予其

一新的表達。當連結開展起來的時候，張力發生了，詩從此開始流動。  

學歷  

2009-2011 斯德哥爾摩藝術大學，瑞典 藝術碩士 MFA 

2002-2004 材料工程與科學研究所 國立交通大學，台灣 科學碩士 

1998-2002 材料工程與科學系 國立交通大學，台灣 學士  

個展  

2012 「Geisai Taiwan #3 得獎者展-金獎個展」，台北 

2012 「The Lightness of Life」，Karlsruhe，德國  

聯展  

2013 「Bucks’n Barter」，慕尼黑 

2012 「The State of Things」，Pinakothek, Munich 慕尼黑美術館 

2012 「Young Art Taipei」，台北 

2011 「Konstfack Vårutställning」，斯德哥爾摩 

2011 「We Don’t Make Brooches」，貝爾格雷 

2011 「We Don’t Make Brooches」，斯德哥爾摩 

2011 「Geisai Taiwan #3」，台北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6

84B050D0ADC0828&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林晏竹   1989 生於台灣台中市 

生活、工作於台灣台北  

學歷   

2011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新媒體藝術學系碩士班 在學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美術學系 畢業  

聯展   

2013 「Schizophrenia Taiwan 2.0」，林茲電子藝術節，林茲，奧地利 

         「第 11屆桃源創作奬  機場巡回展」，桃園國際機場，桃園，台灣 

         「形而上--第 11屆桃源創作奬」，桃園文化局，桃園，台灣 

2012 「新媒體創業說明會」，台北藝術大學科藝廊，台北，台灣 

         「超體貼」，南海藝廊，台北，台灣 

2011 「嫩天堂」，非常廟藝文空間 VTArtsalon，台北，台灣 

         「海市蜃樓台灣閑置公共設施攝影展」，台北當代藝術中心，台北，台

灣 

2010 「2010台北雙年展連動計畫—海市蜃樓」，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台灣 

         「無人氣候—林晏竹＆鄭雅軒聯展」，台北藝術大學八又二分之一展覽

空間，台北，台灣  

獲獎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4

E1461A469684D27&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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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第 11屆桃園創作奬」，優選  

典藏  

2010 「溫室」，私人收藏 

林欣楷   1985年生於新竹。目前就讀於台北藝術大學，新媒體藝術研究所。致力於將思想影

像化，同時探討媒材的特質。早期創作方向以互動多媒體為主，因此重視觀者的回

饋。認為美學與電影語言是當代錄像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試圖為自己的作品取得

曖昧多向的方位。      

展演  

2013 「異境-林欣楷個展」台北數位藝術中心，台北 

2012 「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公演-春醒」，影像導演 

2012 「三十而立攝影展-W&B」 

2012 「XOR 海馬 Hz」 

2012 「時間的碎片-林欣楷個展」，435藝文特區，板橋 

2012 「新竹燈會-永續之環展演」，影像設計 

2011 「OVK形象廣告」，導演 

2011 「優人神鼓-文山光影音樂會」，影像設計 

2011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新人新視野-三十而立」，影像導演 

2011 「臺北當代藝術館-逝去中的風景」，影像導演 

2008 「北京 DE-DAYS Awards」 

2009 「ACM SIGGRAPH Space Time U.S」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4

1D615687812444E&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駱麗真   現任台灣科技藝術教育協會理事長，第七屆中華民國視覺藝術協會理事長，世新大

學公共關係與廣告學系助理教授，國立台灣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程兼任助理教授，長

期致力於新媒體藝術研究與創作。  

歷年來創作以新媒體藝術與錄像裝置為主，舉辦個展並積極參與聯展；博士論文以

台灣新媒體藝術教育與創作發展間之相互影響為研究方向；文化政策研究以 NPO組

織發展、文創政策、視覺藝術相關議題為主，並擔任文化部「輔導藝文產業創新育

成補助計畫」計劃委員，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計畫 UCAN」藝文與影音傳

播類專業職能召集人；科技藝術教育推廣則致力於中小學科技藝術教育推廣，曾主

持國藝會藝教於樂專案計劃，並將成果彙編成為「藝起動動手-互動藝術的神奇魔

力」。   

經歷   

2009.08迄今，世新大學助理教授 

2011.04迄今，台灣科技藝術教育協會理事長  

2011.02~2013.05，中華民國視覺藝術協會常務理事  

2009.02-2011.02，中華民國視覺藝術協會理事長 

2009.02迄今，國立台灣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個展  

2013 「幸無在中央」，台北數位藝術中心 

2012 「在幸福的邊陲」，視盟藝文空間 

2009 「華麗與變奏」，台北信義公民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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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快樂半島」，台中 20 號倉庫 

2003 「快樂漫遊」，壢新醫院藝術中心 

2002 「快樂地」，華山烏梅酒廠 

2002 「螢光變奏」，智邦藝術基金會    

聯展  

2012 「2012藝術家博覽會」，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2012 「2012藝術家博覽會」，松山文創園區 

2011 「2011藝術家博覽會」，台北剝皮寮歷史街區 

2011 「2011藝術家博覽會」，高雄駁二藝術特區七號倉庫 

2010 「台灣數位藝術脈流計畫－脈波壹「身體‧性別‧科技數位藝術展」，台北

數位藝術中心 

2010 「藝想 ten開，See U Next 10─2010視盟藝術家博覽會」，台中創意文化園

區 國際展演館、藝文展覽館  

施懿珊    聯展  

2002「CO2台灣前衛文件展」，美國文化中心，台北，台灣。 

2006「CO6台灣前衛文件展」，國立 台灣美術館，台中，台灣。 

2008「室 內 詭 計 」，南海藝廊，台北，台灣。 

2009「解 剖 課 」，覓 空間&南海藝廊， 台北，台灣。 

2009「軟 抗 爭」，VT Artsalon，台北，台灣。 

2011 「成為賽伯格」，國立台灣美術館，台中，台灣 

 

個展 

2008「位轉自凍 — 班傑明．杜可洛斯與施懿珊雙個展」，國立台灣美術館，台中。 

2010「聽說，我們曾經是人類」，新苑藝術，台北。  

獎項 

2006《 高雄獎 》，優選。 

2007《 台北美術獎 》 

2007《 世安美學獎 》 

學歷 

台北藝術大學科技藝術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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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曉嵐     目前生活、工作於台北 我的創作經常是以環境中的人事物作為觀察與想像的對

象，並透過影像和文字作為工具，探討其中人與社會以及自然之間的關係。在影像

與文字的製作中，透過藝術的行動與創造成為重新檢視這些文本的可能。企圖以單

一事件或是個人條件出發，帶入群體經驗的公共性或社會性議題，並反映複雜交錯

的權力與社會關係。  

最高學歷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碩士  

個展經歷 

2012 《The Bay》，Whitireia 媒體培訓中心藝廊，威靈頓，紐西蘭 

2011 《內心戲／溫柔地革命》，打開-當代藝術工作站，台北，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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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關於一張照片》，寶藏巖國際藝術村，台北，台灣 

2009 《不只是她：港口紀事》，打開-當代藝術工作站，台北，台灣 

2005 《身體風景》，打開-當代藝術工作站，板橋，台灣。  

群展經歷  

2012 《城市游牧影展》Short Film Happy Hour，台北，台灣 

2011 《57th Oberhausen short film Festival》短片電影節，奧柏荷辛，德國 

2010 《台灣響起—超隱自由／難以名狀之島》，路德維格現代美術館，布達佩斯，

匈牙利 

2010 《微影像》，文賢油漆行，台南，台灣 

2010 《2010台北雙年展》藝術家影院，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台灣 

2008 《高雄貨櫃藝術節》藝術出航熱內亞，熱內亞，義大利 

2008 《如果，我們就這樣》，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美術系館，板橋，台灣 

2008 《跨越國界》第六屆桃源獎，桃園文化中心，桃園，台灣 

2008 《地平線／HORIZON》，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美術系館，板橋，台灣 

2007 《巴黎－台北／Paris - Taipei aller/retour》，板橋／台北國際藝術村，

台北，台灣 

2007 《Looking‧Souvenir／藝術家的影像》，Café Noir 藝文咖啡，台北，台灣 

2007 《傑出創作獎》，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國際廳藝廊，板橋，台灣 

2006 《虛有權／nue-proprieté》，打開-當代藝術工作站，板橋，台灣 

2006 《身體處境》，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美術系館，板橋，台灣 

2004 《超‧薄／Super-&Flimsy》，華山藝文中心，台北，台灣  

2004 《Site/site of》，板橋社區大學，板橋，台灣  

策展經歷  

2009《後地方：地方性的逆轉》，台北當代藝術館等地，台北市等地，台灣 

2008《BIG GAME》，打開-當代藝術工作站，板橋，台灣 

CE9C3F 

吳梓寧  造形藝

術、新

媒體藝

術、視

覺設

計、展

覽策劃 

1978年生於高雄，台灣 

吳梓寧是位作品創作樣貌多元、在生活與藝術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同樣複合流

變的創作者。從早年帶有劇場性格與文學詩性的複合媒材空間裝置的具體詩(Poé

sie Concrète)，到轉而結合新媒體數位影音投映的互動與表演等，皆擅於透過展

場佈局來進行作者、作品與觀者間的場面調度，並對生活與社會中的種種問題與質

疑，提出觀念性的作品提問。 

工作經歷 

2007起 現職 國立台東大學 美術產業學系 專任助理教授 

2006-2007 前國立台灣美術館 數位藝術創作計畫 專案人員 

學歷 

2010 入學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生  

2005 藝術碩士，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  

2001 藝術學士，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1997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曾獲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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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高雄獎 入選 

2010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國際文化交流「大女圖」展覽獎助 

2005 獲選 2005年教育部藝術與設計菁英海外培訓計畫「數位媒體組」獎助 

2005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虛境公民 2-網路靈魂銀行」展覽獎助 

2004 台北美術獎 2004 優選 

2001 高師大美術系展 首獎 

策展與計畫執行 

2012 「DELTA亞洲生活手勢Ⅱ-跳境」協同策展人 

2011 「聯想鬆弛 derailment - 出軌聯展」策展人  

2009 「急凍醫世代 Freeze!＿2009 醫療與科技藝術國際展」策展人  

2009 「建教合作＿急凍醫世代：無障礙科技創作工具實驗計畫」計畫主持人  

2008 「國立台東大學＿2008 創意公仔工作坊」計畫主持人  

2006-2007 「數位藝術方舟＿國立台灣美術館數位創意資源中心」創立專案計畫執

行  

蔡海如  

/ Hairu 

Tsai 

影像處

理/空

間裝置 

* 1990 國立藝專美術科畢業 

* 1993 法國國立瑟基藝術學院藝術系肆業 

個展 

* 2008 「虛線之舞」,朱銘美術館,台北 

* 2001 「看入.看出」,新樂園藝術空間,台北 

* 1996 「"我的身體"與"我",一起活著…」，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台北 

* 1995 「體/影像」(corps/image)，新樂園藝術空間，台北 

聯展 

* 2009 「非限制級-藝術何以灌溉」吉林藝廊,台北 

* 2008 「Opening Show 」 ONE YEAR GALLERY 

* 2008 「當代女藝：身份 / 環保」新光三越百貨公司文化館,台中 

* 2008 「新樂園十週年特展─ 永恆的成人遊戲工廠」關渡美術館,台北 

* 2008 「吃情女-當代藝術展」花蓮創意文化園區,花蓮 

* 2007 金山國小駐校藝術家,朱銘美術館館校合作計畫 

* 2006 「台北二三」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 

* 2006 「無所不在」台北國際藝術村,台北 

* 2006 「遼闊的漣漪與合音 ─位移 重組 連結」駁二特區,高雄 台北國際藝術村,

台北 

* 2006 「帶著作品去旅行」南海藝廊,台北 

* 2006 「女性譯 [藝]寫」台北國際藝術村,台北 

* 2005 「第二屆洄瀾國際藝術創作營」成果發表 

* 2005 「旅行者的眼睛：Paris for ever』Alain le Gaillard Gallery,法國,巴

黎 

* 2004 「花與神話_關渡花藝節」台北藝術大學,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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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珮淳   林珮淳 1995 年獲澳大利亞國立沃隆岡大學藝術創作博士，為「2 號公寓」及「台

灣女性藝術協會」創始會員及理事長，作品展於國內外重要藝術中心，如紐約皇后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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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館、法國 Exit and Via 藝術節、台灣國立美術館、台北市立美術館、 高雄

市立美術館及台北當代藝術館等。作品被記錄於重要藝術相關書籍如：《台灣當代

女性藝術史》、《台灣當代裝置藝術》、《台灣當代藝術》、《台灣當代美術大系》、

《數位藝術概論》、《台灣美術史》、《數位美學》、《高中美術課本》、《台灣

當代藝術名人錄》、「中國當代藝術年鑑」、「亞洲名人錄」（Asian Who’s Who）

等。目前為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新媒體藝術研究所教授暨數位藝

術主持人。 

【展演/作品發表】 

首次展演或作品發表  

‧1984，《林珮淳作品發表》，中央密大藝術中心，美國 

個展 

2011 「林珮淳個展-夏娃克隆系列 II」，新苑藝術，台北 

2011 「林珮淳個展- 夏娃克隆系列」，台北當代藝術館，台北 

2006 「人工生命 ─ 回歸大自然系列」，國立中央大學藝文中心，桃園 

2006 「林珮淳個展─美麗新世界」，北京 798 藝術村，帝門藝術中心，北京 

2005 「情迷‧ 意亂」，新竹教育大學藝術空間，高苑科技大學藝文中心，新竹/ 高

雄 

2004 「捕捉─回歸大自然系列」，台北當代藝術館，台北 

2004 「非自然─回歸大自然系列」，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藝術中心，台北 

2000 「解構父權」，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台北 

2000 「景觀．觀景─回歸大自然系列」，桃園縣立文化中心，桃園 

1999 「台灣印象─金曲之作」，佛羅倫斯 Spazio Diciotto 畫廊，義大利 

1998 「經典之作」，台中臻品藝術中心，台中 

1998 「安全窩」，台北市政府，台北 

1996 「真實與虛假」，新竹師範學院藝術中心，新竹 

1996 「相對說畫」，澳大利亞當代藝術空間，澳大利亞 

1995 「相對說畫」，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 

1994 「蓮花的故事」，長畫廊/ 台中桂仁藝術中心，澳大利亞/ 台灣 

1993 「女性詮釋系列」，國立台灣美術館/ 台中首都藝術中心 

1992 「林珮淳作品發表」，2 號公寓，台北 

1991 「林珮淳作品發表」，2 號公寓/ 首都藝術中心，台北/台中 

1990 「林珮淳作品發表」，2 號公寓，台北 

1989 「造形、色彩與揮灑的筆觸」，美國文化中心，台北 

1984 「林珮淳作品發表」，中央密大藝術中心，美國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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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彩欣 數位藝

術 、電

腦繪

圖 、商

業網站

設計策

創作者在美國修習博士與碩士雙學位，研究專長為數位設計相關領域。曾在紐約工

作 3 年； 

回台任職於電腦公司從事多媒體光碟產品研發工作，並同時任教於數所大學，教授

數位設計課程。 

2004 年，於美國修習博士學位時；榮獲「Who’s Who美國全國大學表現優良學生

獎」，為美國高等教育之至高榮譽獎項，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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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動

畫設計

與企劃 

研究成績列入《 Who’s Who 美國全國大學表現優良學生》專書。 

畢業後，在北美數位媒體公司工作；目前任教於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電腦動畫組與

研究所； 

於 2008 年在美國與歐洲出版個人全英文專書。 

[研究領域] 

創意思考與設計，數位影像設計，數位藝術創作與理論，設計繪畫，動畫與遊戲設

計與企劃，動畫與遊戲角色造型製作，互動式多媒體理論與設計 

[學術著作] 

著作種類 題目期刊名稱 發表/出版年月 期刊名稱 

期刊論文 數位藝術創作媒材發展現象之再審思 2009/11 美育 

期刊論文 藝術或技術：數位媒材創作思維的探究 2009/11 輔仁設計學報 

專書及專書論文 The Persuasive Power of Rhetorical Website Design :Marketing 

Loyalty in the E-Commerce Environment: Rhetorical Concepts, Methods, 

Implements 2008/11 德國 VDM 出版社,ISBN國際書碼 978-3-639-08429-0 

研討會論文 探討數位遊戲設計中包浩斯精神的延續與實踐 2009/12 包浩斯九十

周年「設計歷史、風格與設計教育的回顧與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輔仁大學) 

研討會論文 數位科技展演形式對書法藝術表現影響之研究~以董陽孜作品展為例 

2009/06 2009年互動科技學術暨實務研討會(景文科技大學) 

研討會論文 傳統藝術家結合光畫展演形式於公共藝術之表現研究 2009/06 2009

年互動科技學術暨實務研討會(景文科技大學) 

研討會論文 Flash網站動態設計要素及風格分類探討 2009/05 2009新創新設計研

討會(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研討會論文 Flash網站設計之情境要素分類探討 2008/06 2009年互動科技學術暨

實務研討會(景文科技大學) 

9106C160E5F0202&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許哲瑜   個展 

2011 《無姓之人》個展，台北數位藝術中心，台北，台灣 

2010 《尋覓那光暈痕跡》個展，視盟藝文空間，台北，台灣  

2010 《大事件景觀》個展，新樂園藝術空間，台北，台灣  

2010 《Breaking News》個展，台灣新藝當代藝術空間，台南，台灣 

聯展  

2012 《SOHO IN OTTAKRING維也納藝術節》，維也納，奧地利 

2012 《赤誠計畫 3-傳說代理人》，五七藝術工作室，台南，台灣 

2012 《不頑之抗》，VT ARTSALON 非常廟藝文空間，台北，台灣 

2011 《ARTchSO Video Festival錄像藝術節》，雷恩，法國 

2011 《有感》，台北當代藝術中心，台北，台灣 

2011 《新聞製片場》，鳳甲美術館，台北，台灣 

2011 《藝術家博覽會》，剝皮寮歷史街區，台北，台灣 

2011 《流感疲勞》，台北當代藝術中心，台北，台灣  

2011 《英雄養成計畫》，視盟藝文空間，台北，台灣 

2011 《一瞬之光》，都峰苑接待會館，台北，台灣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4

7ECCDD898E4DBA5&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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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童話故事、月亮，與逃跑的湯匙》，索卡藝術中心，台南，台灣 

2011 《糟了！是世界奇觀》，關渡美術館，台北，台灣  

2011 《光巷生活藝術改造計畫》，寶藏巖國際藝術村，台北，台灣 

2011 《美迪奇與阿古力巴》，IS當代藝術空間，台南，台灣  

2010 《影像世代的繪畫衝動－學院現象瞥見》，20號倉庫，台中，台灣  

2010 《顯影記－塵埃落定後的披星戴月》，新濱碼頭藝術空間，高雄，台灣  

2010 《藏》，K’s ART當代藝術空間，台南，台灣  

2010 《Da Nan Party》，毓繡藝術空間，新竹，台灣  

2010 《ㄑㄧㄚㄑㄧㄚ》，台南藝術大學，台南，台灣 

2010 《輔導級瑜珈》，台南藝術大學，台南，台灣 

2009 《台北國際藝術評選展》，影響力藝術中心，台北，台灣 

2009 《嫩》，台南藝術大學，台南，台灣 

郭冠英  藝術史

研究與

評論 

簡歷 

  長期關注聲音藝術及視覺文化生態與趨勢，呼吸吐納當代藝文的觀念思想交流為

生活養分。台灣大學中文系畢，美國 Golden Gate University藝術管理碩士，舊

金山藝術學院(San Francisco Art Institute)當代藝術史理論 (History and 

Theory of Contemporary Art) 碩士（指導教授：侯瀚如, Jeannene Brzyblyski, 

Claire Daigle），從事藝文領域行政及撰述多年。 

 相關作品 

 書籍  

  《Present Tense Biennial現代時進行式雙年展》專刊主編，舊金山中華文化中

心，2009 

  《異端影音煉金術》實驗聲響、聲音藝術、當代藝術、前衛影像文集，唐山出版

社出版，2000 

 文章  

  *Sound & Art 聲音/藝術的流變與未定  藝術家 2011.06  

  *Bill Fontana 將美術館建築當作樂器 今藝術 2011.04 

  *主動聆聽藝術史外未聞之聲：Iannis Xenakis以圖像創作聲音  今藝術

2011.03 

  *流動影像「融解」當代美學:第八屆聖塔非雙年展  今藝術 2011.03 

  *第三屆聖荷西數位藝術雙年展「打造自己的世界」  今藝術 2010.12 

  *非裔新世代精神：Kamau Patton的聲音裝置  今藝術 2010.03 

  *芳草地藝術中心（YBCA）數位藝術展  今藝術 2007.08 

  *聲音藝術展 Joe Colley進入社區  今藝術 2007.07 

  *寂靜之外：聲音的社會性  今藝術 2007.03 

  *兩位卡爾斯騰的聲音‧藝術‧市場  藝術家 2006.09 

  *另翼超級女聲：秦玉芬、Pamela Z、 Susan Gendreau、蔡安智  藝術家 2006.09  

  *從 Lethe Voice Festival談聲音藝術的母體空間  今藝術 2006.08 

  *對聲音有真感情的藝術家 Joe Colley(2006 奧地利林茲電子音樂獎 Prix Ars 

Electronica,Awards of Distinction,Digital Musics  今藝術 2006.03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4

FDCBABFBECC0967&

t=C985F9D28DDE91

86&tn=EFDC1AE658

31FEC60E0218749F

64AA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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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文琪   1977年生 

台北藝術大學新媒體藝術研究所碩士 

一當代舞團 （YiLab.） 主要成員 

比利時布魯塞爾 Kobalt Works當代舞團主要成員 獎項：  

2012年 教育部 100年公費留學獎學金新媒體藝術類博士學位 

2012年 台北藝術大學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新媒體藝術卓越獎  

2010年 PAR表演藝術雜誌年度人物 (PAR People of the year 2010) 

2010年 第十屆台新藝術獎入圍 “ReMove Me” 

2010年 第九屆台新藝術獎評審團特別獎 “Heroine” 

2009年 第九屆台新藝術獎入圍 “LOOP ME”  

藝術駐村：  

2012年 瑞士弗里堡 Belluard Bollwerk 國際表演術節 Watch&Talk 駐藝術節藝術

家 

2012年 文建會法國巴黎西帖藝術村駐村藝術家 

2009年 台北國際藝術村 2010 年突破疆界北京駐村藝術家 

2008年 法國巴黎西帖藝術村及巴黎市政府駐市藝術家 

2007年 文建會法國巴黎西帖藝術村駐村藝術家 主要作品： 

Off the Map 身體輿圖 (2012) 

W.A.V.E. 城市微幅 (2011) 

ReMove Me (2010) 

LOOP ME (2009)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7

3BB71428BF6CD95&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林宜寬 自由撰

稿人 

1981 出生於 台南市 

2004 畢業於 國立花蓮師範學院 美勞教育學系 

目前生活創作於台南，為自由撰稿人，目前生活創作於台南，為自由撰稿人，文章

發表於 台灣《藝術家》、《藝術認證》、中國《生活月刊》、香港《攝影雜誌》，

廈門《搜街》雜誌《对岸》專欄寫作。  

個 展  

2004.04《晦暗與幽微》國立花蓮師院，花蓮 

2005.07《迴轉迷宮》壹參陸眾藝術，台南 

2008.05《阿寬的心得報告》咖啡黑，台北 

2011.03《手》五七藝術工作室/黑蝸牛工作室，台南 

2011.12《手風景》北風藝廊，台北 

聯 展 

2008.08《藝‧極棒─2008視盟藝術家博覽會》信義公民會館，台北 

2011.05《第三屆台北國際當代藝術博覽會》王朝大酒店，台北 

2011.09《百年好合‧心存好藝》臻品藝術中心，台中 

2012.05《第四屆台北國際當代藝術博覽會》喜來登大飯店，台北 

2012.05《城市藝術博覽會》花園飯店(上海)，上海 

2012.08《童話》臻品藝術中心，台中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1

022746254A853F9&

t=59A9011D3CA121

48&tn=5AEA683D26

E5908E5A77F6561C

E592940715C7192E

C16D96832EB62466

4AF2F9 

沈蓮芳   【個人簡介】  http://www.di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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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那州 Ball State University 助理教授 

俄亥俄州立大學藝術教育博士候選人 

專長 / 漫畫與 3D電腦動畫創作，日本動漫畫與文化研究。 

【展演/作品發表】 

‧首次展演或作品發表 

‧Siggraph 2002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5

27BB85F9A376570&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陳瀅如   專業訓練  

2003 MFA藝術碩士 舊金山藝術學院，行為與錄像藝術研究所 

San Francisco Art Institute, New Genres Department (Video and Proformance 

art), USA 

2000 BFA藝術學士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獎助、駐村  

2001-2003 國際學生獎助，舊金山藝術學院，行為與錄像藝術研究所 

International Student Grant, San Francisco Art Institute, San Francisco, 

CA 

2010-2011 荷蘭皇家國際藝術村，阿姆斯特丹，荷蘭 

Rijksakademie van beeldende kunsten Stichting Trustfonds 

作品收藏/出版  

(一)、Light Cone - The Light Cone Catalogue/ The Light Cone film distribution 

巴黎，法國 

(二)、藝術家電視頻道 Artists' Television Access 2005 DVD Compilation, 舊

金山，美國 

(三)、Objectifs Films , 新加坡 

(四)、藝術家電視頻道 Artists' Television Access 2009 DVD Compilation, 舊

金山，美國 

(五)、UbuWeb 前衛藝術精選網站 ，美國 

(六)、荷蘭影像媒體藝術中心 Netherlands Media Art Institute ，阿姆斯特丹，

荷蘭 

(七)、爪哇電影 JAVA Films , 巴黎，法國 

(八)、荷蘭皇家國際藝術村 ，阿姆斯特丹，荷蘭 

(九)、Uitgeverij Lipari BV（私人收藏）, 荷蘭 

近三年參展經驗  

● 2012  

11 「寒冷叢林中的都會文明」，Ar/ge kunst美術館，波爾扎諾，義大利 

Ar/ge kunst Galerie Museum, curated by Luigi Fassi, Bolzano, IT, ‘In The 

Wintry Thicket of Metropolitan Civilization’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7

26A9732F4F5BAF0&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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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家事：女性主義藝術脈絡」，雷諾茲畫廊，太平洋大學，斯托克頓市，加州，

美國 

University of the Pacific's Reynolds Gallery, Stockton (CA), US, 

‘houseWORK: feminist art in context’ 

11 COART2012秋季節，DADADAiii 集體藝術家，雲南省麗江市束河古鎮，中國 

10/12-26 Mindpirates Projektraum, Berlin, DE, 'Arcane of Patterns - 

Inceptive of Rythm, an Order and Summon' 

9~1/2013 「現代怪獸/想像的死而復生」-2012臺北雙年展，台北，台灣 

7 「嚇」，Synchronicity Space, 洛杉磯，加州，美國 

Synchronicity Space, Los Angeles (CA), US, ‘FREAK OUT’ 

6 「境」， Café Showroom場外空間，台北，台灣 

6 'PLUS C'EST GROS, PLUS CA PASSE'，Le Treize畫廊，巴黎，法國 

Galerie Le Treize, Curated by Red Shoes, Paris, FR, ‘PLUS C'EST GROS, PLUS 

CA PASSE’ 

5 CROSSROADS 2012，舊金山實驗電影，舊金山，美國 

CROSSROADS 2012, San Francisco Cinematheque, San Francisco (CA), US 

2/22-26 第 34屆 Big Muddy Film Festival，卡本戴爾，伊利諾伊州，美國 

The 34th Big Muddy Film Festival, Carbondale, IL, U.S.A. 

1/7-8 卡雷爾 · 阿佩爾開放居所展，阿姆斯特丹，荷蘭  

Karel Appel House Open,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方琦  / 

FANG Chi 

  國籍: R.O.C，【個人簡介】 

[I LOVE 蛋*包*飯] 

視覺創作者。Cold Turkey Express 成員之一，畢業於 California College of Art 

(BFA) 與 Central St. Martin's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MA Scenography)。 

websites: 

www.chifang.info  

www.coldturkeyexpress.info  

coldturkeyexpress.blogspot.com 

【首次個展】 

1997，Photography is A Warm Gun, Test Strip Gallery Oakland USA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E

76DE563C84C086D&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張恬君   【個人簡介】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專長 / 美學、藝術教育、複合媒材、書法、多媒體藝術  

【展演/作品發表】  

‧ 首次展演 

‧ 1997, 12, 08 - 12, 29，《人文與藝術、科技的對話─張恬君電腦藝術展》，

元智大學 

‧ 個展 

‧ 2003，《非相／非非相─張恬君創作展》（科技藝術），智邦藝術中心，智邦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B

66B80D018205C7E&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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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基金會 

‧ 2001，《將此深心奉慈暉─張恬君母親節畫展》（電腦繪圖），彰化師範大學，

彰化 

‧ 聯展 

‧ 2002，《不插電也發光－交大應用藝術研究所師生展》，交大藝文空間，新竹  

【學歷資料】  

‧ 1992，美國馬里蘭大學，美術教育博士 

‧ 1989，美國馬里蘭大學，美術教育學士 

‧ 1983，台灣，台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重要經歷】  

‧ 2003，國立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 2002 - 2004，省政府，全省美展設計類評議委員 

‧ 1993, 03, 01 - 1993, 04, 01，教育部，文化講座  

【參與團體記錄】  

‧ 1997 -，風城雅集  

【出版品及相關評論】  

‧ 張恬君 ，〈複製化影像時代之美術教育網站設計美學〉，《美育》雙月刊 134 

期，2003, 07，20 - 26 頁 

‧ 張恬君，〈資訊時代的藝術哲思〉，《台灣美術》52 期，2003, 04，04 - 11 頁 

‧ 張恬君，〈學與思－資訊時代的科技藝術〉，《典藏今藝術》123 期，2002, 12，

74 - 77 頁 

‧ 張恬君，〈混沌的美學─通往無限的碎形藝術〉，《XFUNS》雜誌，2002 年 

‧ 張恬君，〈楊英風數位美術館虛擬教室中學習情境之設計研究〉，《資訊與教

育》91 期，2002, 10， 34 - 42 頁 

‧ 張恬君，〈尋找台灣的真面貌〉，《現代美術》94 期，2001，45 頁 

‧ 陳美蓉、張恬君，〈視覺失衡原理與設計創造之同時性〉，《商業設計學報》5 

期，2001, 07，123 - 134 頁 

‧ 張恬君，〈虛擬世界的網路美學教學〉，《科技與媒體》51 期，9 - 13 頁 

‧ 張恬君，〈電腦媒體之於藝術創作的變與不變性〉，《美育》雙月刊 115 期，

2000, 05，38 - 47 頁 

‧ 張恬君，〈從藝術觀點看【科技與人文藝術的對話】〉，《藝術觀點》 10 (4) 

期，1999，80 - 81 頁 

‧ 張恬君，《張恬君電腦藝術作品集》，1999，禾年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張雅萍  

/ CHANG 

Ya-Ping 

 複合

媒材&

裝置藝

術 

【展演/作品發表】  

‧ 首展 

‧ 2006.5.20-2006.6.4，記憶地圖，台中 20號倉庫 23B展場 

‧ 個展 

‧ 2006 記憶地圖/鐵道藝術網路台中站 20號倉庫 23B實驗展場/台中 

‧ 2005 那裡/ NELL’S HOME藝文空間/台中 

‧ 2004-2005 杳渺流光/ NELL’S HOME藝文空間/台中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F

80E858ECFA3AB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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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展 

‧ 2006 ，第 4屆桃源創作獎入選/桃園縣立文化中心/桃園 

‧ 2004 ，第 2屆桃源創作獎入選/桃園縣立文化中心/桃園 

‧ 朝陽科技大學十週年校慶校園雕塑設計/波錠圖書館/台中 

‧ 2003 ，朱銘美術館觀雨季聯展/朱銘美術館/台北 

‧ 2002 ，朱銘美術館觀雨季聯展/朱銘美術館/台北 

【獎賞】  

‧ 2006 ，第 4屆桃源創作獎入選 

‧ 2004， 第 2屆桃源創作獎入選 

‧ 朝陽科技大學十週年校慶校園雕塑設計佳作. 

‧ 2003 ，朱銘美術館觀雨季 立體造型類佳作 

‧ 2002 ，朱銘美術館觀雨季 立體造型類佳作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黃琬婷   【音樂作品】  

‧1997 ，瓢蟲 "同名專輯" 

‧1998 ，瓢蟲 "讓太空人跳舞" 

‧2001 ，橘子空間 "同名專輯" 

‧2002 ，個人專輯 ”I'm Listening" 

‧2003 ，個人專輯 "Sedaris" 

‧2004 ，錫盤街"進入另一個隧道”/ VARO " 硬蕊海灘”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2

FC95B8E67C7CD18&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王瑞茗  

/ WANG 

Jui-Ming

( Mia ) 

  【展演/作品發表】    2006.11.10，第一屆台北數位藝術節-音像藝術類，中山堂

光復廳 【學歷】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暨碩士班畢業 國立雲

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畢業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B

C255C055D48FF66&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孫成慧  

/ 毛毛 

  【展演/作品發表】 

‧ 2004, 10，festival les ecrans documentaires   【學歷】  

‧ 2005，法國，le fresnoy studio national des arts contemporains，碩士 

‧ 2000，台灣，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學士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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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24694A641F21&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鄭淑麗  

/ CHEANG 

Shu-Lea 

/ 網

路、裝

置、介

面、網

站、數

位電

視、數

位影片  

【展演/作品發表】 

‧ 首次展演或作品發表 

‧ 1990，〈彩色圖謀〉裝置作品，紐約惠特尼美術館，美國 

‧ 個展 

‧ 2002，〈大蒜元〉，CREATIVE TIME 藝術中心，美國紐約 

‧ 2002，〈邊開邊吃〉，Wireless Browserday，荷蘭阿姆斯特丹 

‧ 2001，〈數位科幻春宮〉，Julia Friedman 畫廊，美國芝加哥 

‧ 2001，〈寶貝遊戲〉，NTT 通訊藝術中心，日本東京 

‧ 2000，〈嗑高潮〉，The Project 畫廊，美國紐約 

‧ 1998-1999，〈布蘭登〉，古根漢美術館，美國紐約 

‧ 1995，〈保齡球場〉，沃客藝術中心，美國明尼蘇達州 

‧ 1992，〈那些紛飛的情慾〉，Exit Art 畫廊，美國紐約 

‧ 1990，〈彩色圖謀〉，惠特尼美術館，美國紐約 

‧ 聯展 

‧ 2003，〈大蒜元〈2030〉〉，《心感地帶 - 第五十屆威尼斯雙年展》，義大利

威尼斯 

‧ 2004，〈MILK〉，《56K bastard TV》，瑞士 

‧ 2003，《硬蕊》，東京宮美術館，法國巴黎 

‧ 2003，《荷蘭電子藝術節》，荷蘭鹿特丹 

‧ 2003，〈BURN〉，FACT 藝廊，英國利物浦 

‧ 2002，《不插電電子藝術節》，林茲電子藝術中心，奧地利 

‧ 2001，《創世季》，慕尼黑，德國 

‧ 2000，〈高潮記〉，《日舞影展》，美國 

‧ 2000，〈嗑高潮〉，《2000台北雙年展》，台北市立美術館，台灣台北 

‧ 2000，〈東京高潮記〉，Ota 美術館，日本東京 

‧ 2000，〈大玩偶〉，Edith-Russ媒體藝術之家，德國 

‧ 1997，《約翰尼斯堡雙年展》，南非約翰尼斯堡 

‧ 1997，《NTT通訊藝術中心雙年展》，NTT通訊藝術中心，日本東京 

‧ 1996，異位場域，日本東京 

‧ 1995，《惠特尼雙年展》，惠特尼美術館，美國紐約 

‧ 1993，《惠特尼雙年展》，惠特尼美術館，美國紐約  

 

【學歷】  

‧ 1979，美國紐約大學，電影學，碩士 

‧ 1976，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7

1D02D681BAD2BC0&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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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怡亭  

/ HOU 

I-Ting 

  1979/08/13 生於臺灣高雄 

1999 臺南女子技術學院視覺傳達組畢業 

2003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畢業 

2008 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畢業 個展 2012 「經驗視角」 伊通公園 台北 

2009 「影像/嬉戲」 非常廟藝文空間 台北 

2008 「與虛假的影像嬉戲」 台東鐵道藝術村 台東 

2007 「現實動作媒」 也趣藝廊 台北 

2007 「補充者的 Cosplay」 布查當代藝術中心 台北 

2007 「超高難度限制級瑜珈」 關渡美術館 台北 

2006 「侯怡亭個展」 文賢工程油漆行 台南 聯展 2010 沿革Ⅱ 大未來耿畫廊 臺

北 

2009 臺北美術獎 台北市立美術館 臺北 

2009 非日常 引力場 鳳甲美術館 臺北 

2009 混搭─當代藝術展」剝皮寮古街文化節 萬華剝皮寮歷史區 臺北 

2009 PLUG IN 外掛錄像展 加力畫廊 臺南 

2009 歡迎光臨真實的荒漠 東海大學藝術中心,東海 43號 臺中 

2009 月光光 心慌慌-非常廟三週年之關鍵報告 VT ARTSALON 臺北 

2009 JAM- Cultural Congestions in Contemporary Asian Art 南方公園 英國 

2008 2008文化與科技博覽會 華山藝文空間 臺北 

2008 小甜心─ 伊通公園二十週年慶 伊通公園，台北 

2008 2008福興國際雙年展─ 「亞洲、當代、後殖民」 福興穀倉，彰化縣福興鄉 

2008 兩個端點：2008 華人當代藝術 Frisacco廣場，義大利 

2008 「Fu‧感覺-新世代女性創作者展」 大象畫廊，台中 

2008 第二種視野 SECOND VISION 國立台灣美術館，台中 

2008 亞洲當代藝術週："Snake Alley" 文建會紐文中心，紐約，美國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5

1B13C4C3263E3D9&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賴珮瑜  

/ LAI 

Pei-Yu 

  【學歷】 

‧ 2003，現就讀國立台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  

‧ 2000，朝陽科技大學傳播藝術系電影組畢業 

‧ 1995，復興商工美工科美術組畢業 

【延伸資料】 

首次展演或作品發表  

‧ 2002，《線體‧界位─ 賴珮瑜個展》，華山藝文特區果酒禮堂 

展演  

‧ 2007，出訪日本橫濱 BankArt1929. 駐村藝術家 

‧ 2004，新樂園藝術空間第六、七期成員 

‧ 2004，台中鐵道二十號倉庫第五屆駐站藝術家  

‧ 2004，寶藏巖駐村創作，台北公館 

【作品資料】 

‧ 2005, ● city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5

53F312D244E591A&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王雅慧    【個人簡介】  http://www.di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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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G 

Ya-Hui 

專長 / 錄影藝術、裝置 【展演/作品發表】  

‧ 首次展演 

‧ 2001，包裹，新樂園藝術空間  

[作品ㄧ覽]  

‧ 2006，訪客 

‧ 日光下的靜物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6

C6C5AFB5192A7C2&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李佩玲    2006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多媒體動畫藝術研究所 

 

參展  

2008「域流」跨領域創作發表，《場域》，南海藝廊，台北 

2008「404國際電子藝術節」，《play 玩．劇》Trieste，義大利 

2007「上海國際電子藝術節」《play 玩．劇》 聲音設計，上海，中國 

2007「第二屆台北數位藝術節」《play 玩．劇》 聲音設計，紅樓，台北 

2007「屏東藝術節」《play 玩．劇》 聲音設計，屏東 

2007 台灣多媒體藝術展 視盟藝術家博覽會《場域》，華山 

2007 國立台灣美術館 數位方舟 互動藝術工作坊 《play 1+10 Op.1 》 

2007 中正紀念堂 2007年科學季特展 《台灣光電--光電城動畫》 聲音設計 

2007 435新媒體藝術展 《鳥與蟲 》 

2007 435新媒體藝術展 《?=108 》 

2006 假電影視覺聲響藝術展 《異次空間殺人事件》 

2006 新一代設計展 ，《七原罪》 

執行製作 

2007 《舞鈴劇場》年度巡迴演出 海洋之星 多媒體動畫設計 

2007 《103。Dan' space》舞團 音樂製作 

2007 科學季 台灣科技史 《台灣光電--光電城動畫》 聲音設計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B

E17D1A952E1807A&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蔡宛璇  

/ TSAI 

Wan-Shue

n 

  國籍: R.O.C，[個人簡介]  

從事造型與影音藝術創作，同時從事素描與詩創作多年。目前工作於法國與台灣兩

地。 

其創作重心圍繞在：探討城市風景與建築空間，以及人對於他所居環境提出個人視

域的重要性。她的裝置作品經常有一種暫時性，並與所存在的空間構成一特殊關

係。而她的影像創作(錄像，動畫或動態影像裝置) 則常暗示或呈現出一個生活空

間，一些敘事的初端，或將外在的景物內在化為心靈的影音片段。雖然對當代新媒

體極感興趣，但所專注的仍是它在人文精神領域中可被開掘的各種可能。近幾年也

積極開展除純藝術領域外的創作空間，並嘗試與不同藝術人文領域的人或團體合

作。  

[展覽紀錄]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2

BDFA9A09BECD7BF&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380 
 

首次個展 

˙ 2006，＜失眠之城＞個展，法國馬賽 Galerie du tableau 

聯展 

˙ 2007，詩路漫遊：第二屆【科光幻影】科技藝術創作專案 

[作品列表] 

˙ 2007，＜夜間漫遊＞ 

[得獎紀錄] 

2006，第二屆【科光幻影】科技藝術創作專案，國藝會 

廖祈羽  

/ Chi-Yu 

LIAO 

  1986 年出生於臺灣臺南，現居住於臺北 學歷  

2012 就讀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科技藝術研究所 

2008 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 

個展  

2012「Miss Farewell 廖祈羽個展」，臺北，VT非常廟藝文空間。 2011「Twinkle 

廖祈羽個展」，臺北，關渡美術館。 2010「MimiLucy﹣Never Give Up﹣The New 

World」，臺灣，臺北，VT非常廟藝文空間。 

「MimiLucy﹣Never Give Up」，臺北，無穹藝術。 2008「倒立時,彷彿在坑洞躺

下」廖祈羽／彭致穎雙個展，臺北，VT非常廟藝文空間。  

聯展  

2012「Tokyo Frontline 藝術博覽會」，日本，東京，3331 Arts Chiyoda。 

2011「2011 臺北美術獎」，臺北，臺北市立美術館。 

「當代國際錄像藝術對話」，臺中，國立臺灣美術館。  

「百家照性別」，臺北，淡水漁人碼頭藝文空間。 

「第十一屆平遙國際攝影大展 / 學術主題展：“返回原點”」，中國，山西平遙，

柴油機廠。 

「2011藝術家博覽會」，臺北，剝皮寮歷史街區。 

「粉樂町」，臺北，TRiP。 

「媒，這回事」，臺中，東海藝文中心。 

「搞空間－ 非常廟五週年特展」，臺北，VT非常廟藝文空間。 

「Videonale 13」，德國，波昂，波昂美術館。 

「fullframe Festival 2011」，奧地利，維也納。 

「窗口」，臺北，耿畫廊。 2010「第五屆台北數位藝術獎」，臺北，剝皮寮歷史

街區。 

「日長劇場」，臺北，YABOO Cafe。 

「The 7th Busan International Video Festival」，韓國，釜山，媒體藝術中心。  

「食托邦－2010年台灣國際錄像藝術展」，臺北，鳳甲美術館。 

臺北國際藝術博覽會「 Made In Taiwan - 新人推薦特區」，臺北國際世貿中心一

館。 

「2010 Videoholica International Video Art Festival」，保加利亞，瓦爾納。 

「藏」，臺南，K's Art。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6

70B7605A37C5223&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陳依純    1980年生於台灣南投竹山 2010~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班 http://www.di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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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 

I-Chun 

2007~2010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科技藝術研究所數位藝術(乙)組 

2000~2005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油畫組 

1997~2000 臺北縣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美術實驗班 

個 展 Solo Exhibitions 

2012 泡沫遊戲/其玟畫廊/台北台灣 

2011 重工業雕塑/寶藏巖國際藝術村/台北台灣 

2011 再見小工廠系列-工廠肖像/其玟畫廊/台北台灣 

2011 再見小工廠系列-表皮工廠/國立台灣美術館/台中台灣 

2011 無機城市/鳳甲美術館/台北台灣 

2010 測量個人與他方間的距離/國立台灣美術館/台中台灣 

2010 光之行氣/誠品畫廊 /台北台灣 

2004 筒鳥 影子的告別/文賢油漆工程行 /台南台灣 

2004 影子的告別/台北藝術大學八又二分之一/台北台灣 

聯 展 Group Exhibitions 

2012第九屆釜山國際錄像藝術節/釜山/韓國 

2012 VAFA國際錄像藝術節- 中國視野 1/東方基金會,SKY21/澳門 

2012推進 / Ku Gallery頡學空間/台北台灣 

2012廢墟 X都市 X怪談/寶藏巖國際藝術村/台北台灣 

2012潛意識共感/覓空間/台北台灣 

2012 台北藝術博覽會/Chi-Wen Gallery/台北台灣 

2012藝術家博覽會/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台北松山文創園區/台中,台北台灣 

2012台灣美術雙年展/國立台灣美術館/台中台灣 

2012 ASYAAF 2012 /首爾舊火車站/首爾韓國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7

D7C32FC56E9120F&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周郁齡  

/ 

Yu-Ling 

CHOU 

  學歷 私立世新大學 平面傳播科技學系 攝影組 

國立台南藝術學院 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 

倫敦大學 伯貝克學院 The London Consortium 人文與文化研究博士班 經歷 

2002-2004《藝術觀點》《大趨勢》雜誌編輯 

2002 台灣美術地方發展史全集 台中地區 計畫助理 

2002 「台灣藝術全集，PartⅡ： 偷偷愛上你」策展助理 

2006-7 台北藝術大學 科技藝術研究所「台灣媒體藝術計畫」計畫研究助理 （主

持人 袁廣鳴） 

2009 英國 曼徹斯特 華人藝術中心「陳界仁個展: 帝國邊界Ⅱ-西方公司」助理策

展人  

2010 英國 倫敦 Rag Factory 台灣當代藝術展「外掛×附加 一段城市間的預演」

策展人  

2011-12 數位荒原作者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4

9618225E9C5D413&

t=59A9011D3CA121

48&tn=5AEA683D26

E5908E5A77F6561C

E592940715C7192E

C16D96832EB62466

4AF2F9 

王品驊  

/ WANG 

Man-Ping 

藝術規

劃 

1987-1989 雄獅美術雜誌月刊編輯 

1991-1993 藝術貴族月刊雜誌執行編輯、主編 

1994-2000 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研發企劃組助理研究員  

2001-2004 台北國立藝術大學科技藝術研究所碩士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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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獨立藝術工作者、策展人 

2006- 就讀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博士班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7

35D5DBDD15B552E&

t=59A9011D3CA121

48&tn=5AEA683D26

E5908E5A77F6561C

E592940715C7192E

C16D96832EB62466

4AF2F9 

陳明惠  

/ Ming 

Turner 

當代藝

術理論

／藝術

史、藝

術管理

與行

政、當

代文化

研究、

藝術創

作/現

職： 

助理教

授兼研

究員，

英國帝

蒙佛大

學 

Lectur

er/Res

earch 

Fellow

, De 

Montfo

rt 

Univer

sity, 

UK. 

藝術創

作碩士

課程教

學歷： 

英國羅芙堡大學 藝術史及理論哲學博士 

PhD in Art History and Theory,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藝術創作碩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美術系學士 

 

經歷： 

2009-10  

英國曼特斯特華人藝術中心 Chinese Arts Centre, Manchester, UK. 董事會委員 

2007-08  

英國羅芙堡大學 艾麗斯當代女性攝影藝術家資料庫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Iris Archive, UK 

研究助理/ 協助 Professor Marsha Meskimmon 籌備跨英國、南非、加拿大、巴勒

斯坦及台灣之女性影像企劃案。 

2008  

英國曼徹斯特—角落屋畫廊 Corner House Gallery Manchester 課程領導人 

2007  

英國藝術史學者協會 Association of Art Historians 國際學術研討會籌備兼主

持人/ 研討會地點：北愛爾蘭 Belfast；日期：2007 年 4 月 12-14 日 

2005-06  

英國羅芙堡大學藝術史及理論兼創作大學部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講師 

Lecturer/ Tutor 指導大學部的藝術創作與畢業製作 

2004-06  

英國藝術史學者協會 Association of Art Historians (總部辦公室：英國倫敦) 博

士研究生委員會成員 (義工)/ 每年協助策劃二場單天的學術研討 

會及一場兩天之研討會 

2002-03 年 文建會台中二十號倉庫 駐站藝術家 

獨立策展： 

2010 年 

0 & 1: Cyberspace and the Myth of Gender. 501 Contemporary Art Centre, China. 

〔0&1: 數位空間與性別神話〕／中國 重慶 501 當代藝術中心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7

F9F35C9EA4F4AD0&

t=59A9011D3CA121

48&tn=5AEA683D26

E5908E5A77F6561C

E592940715C7192E

C16D96832EB62466

4AF2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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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紐

約

Transa

rt 

Instit

ute (夏

季課程

位於德

國柏林

藝術大

學

Tanzfa

brik) 

www.empaf.com/events/2010/04/10/0and1cyberspace_and_the_myth_of_gender_

chongqing_china 

2009 年 

Simply Screen: Inbetweeners of Asia. Tranzfabrik, Berlin and The Bhavan, 

London. 

〔純粹影像：亞洲中間人〕／柏林藝術大學，德國 與 巴凡藝術中心，倫敦，英國 

www.transartinstitute.org/Newpages/Residency09CallForArtists.html 

2009 年 

Monochrome: From Line to Surface. New Hind Leys Art Gallery, Shepshed, UK 

〔單色界：由線到面〕／英國 鵲雪 海利藝術專校畫廊 

http://fm-creative.com/monochrome.htm 

鄭淑鈴  

/ 

Shu-Lin 

CHENG 

  目前就讀於法國巴黎第一大學藝術文化研究博士班。曾就讀台大社會系、巴黎第一

大學藝術史學士、巴黎第三大學文化管理碩士 、巴黎高等翻譯學院。從事數位藝

術研究，專長為藝術社會學、文化研究、視覺文化理論、文化政策與行政、藝術史、

以及學術翻譯。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3

B423433692700CD&

t=59A9011D3CA121

48&tn=5AEA683D26

E5908E5A77F6561C

E592940715C7192E

C16D96832EB62466

4AF2F9 

許淑真  

/ HSU 

Su-Chen 

跨領域

藝術、

數位藝

術、藝

術策展 

【個人簡介】 

中華醫事學院檢驗科畢，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藝術創作碩士，曾於 90 年代參加蘭陵

劇坊，以及在長庚醫院擔任臨床病理檢驗師工作七年；現為視覺藝術家及獨立策展

人。 2004 年獲選第一屆台灣－英國互相駐訪計畫數位藝術家代表，駐訪 

Huddersfield 媒體藝術中心。曾入圍台新藝術獎 2005 年年度視覺藝術類五大，

兩項入圍 2004 年年度七大。國內外展覽無數，創作作品探討身體感和科技之間的

關係，以及與科學領域的結合，而策展方式與內容一直以來都與跨領域議題和合作

有關。 【展演/作品發表】 

‧ 首次展演  

1986 ， 「 MEDEA 在山上」，類劇場活動演出，蘭陵劇坊， 

基隆八斗子，台灣 

‧ 個展 

2007 許淑真「Love Mapping」個展，新濱碼頭藝術空間， 

高雄，台灣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6

07119B5EC3C8252&

t=C985F9D28DDE91

86&tn=EFDC1AE658

31FEC60E0218749F

64AA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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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許淑真「 In Vitro 」個展 ，原型藝術空間，台南， 

台灣（「連體嬰共生計畫」系列 - 偽科幻之前研究） 

2003「告密」許淑真個展，福華沙龍，高雄，台灣 ‧ 聯展 

2007 《穿越表層》─ 設計與藝術的對話，新樂園藝術空間， 

台北，台灣 

2007 《 女性文化地標》設置/國家文化總會策劃，女書店， 

台北，台灣 

2007 女性論壇藝術節：我的小論述，多麼的優秀！，  

a little blah blah (albb) ， 網址： http://www.womanifesto.com/  

http://albbsaigon.blogspot.com ，西貢，越南 

2007 「濱刺麥計畫--回程：越南、台南北門和安南、嘉義布袋」， 

台南縣生態旅遊發展協會＆台南市鹽田生態文化村，台灣 

2006 「 2006 年女性藝術節（雙年展）—無人之境」國際網路展， 

網址： http://www.womanifesto.com/ ，泰國 

謝家雯  

/ 

Jia-Wen 

Hsieh 

  2006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美術系 

2012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 

 

個展 

2011「JUICY ╳ juicy 2011謝家雯個展」伊通公園，台北。 

 

聯展 

2012「<3_以愛情之名」，南海藝廊，台北。 

2011「尋找 101：跨年袖珍藝術展」伊通生活空間，台北。 

2011「觀點 第 9屆桃源創作獎」桃園縣文化中心，桃園。 

2011「凝結與分化 獨立作品相對論 多元媒材創作展」金車藝術空間， 台北。 

2011「DAMN IT ，IT'S THE WORLD WONDER 糟了！是世界奇觀！」，國立臺北藝術

大學關渡美術館，台北。 

2010「DA NAN PARTY」新竹教育大學毓繡藝術空間，新竹。 

2010「影像世代的繪畫衝動-學院現象瞥見」台中 20號倉庫，台中。 

2010「藝起玩，25號倉庫藝術家駐村成聯展」 嘉義新港 25號倉庫，嘉義。 

2010「ㄑ一ㄚ ㄑ一ㄚ˙」 台南藝術大學，台南。 

2010「就是有藝見 第 8屆桃源創作獎」桃園縣展演中心，桃園。 

2010「2010，325高雄獎展覽」 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 

2010「輔導級瑜珈」 台南藝術大學，台南。 

2009「叫全球化去死」 台南藝術大學，台南。 

2009「嫩」台南藝術大學，台南。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C

14FD326C16E774A&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曾鈺涓  

/ TSENG 

Yu-Chuan 

互動裝

置設

計、互

動藝術

曾鈺涓  

台灣女性藝術協會副理事長 

台灣科技藝術教育協會理事 

數位藝術基金會監事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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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與

美學、

網路多

媒體 

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助理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博士，研究方向為互動藝術創作理論，現任教於世新

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2005年與 2006分別以《Immersing ME》《Flow》獲選

參展發表於「ACM Multimedia國際研討會。2007年以《Who系列作品創作》獲國家

文化藝術基金會科技藝術創作發表補助專案競賽榮譽，並於 2008年 5月與 7月成

果展覽於台北鳳甲美術館與國立台灣美術館。2008年作品《Flowerman》與《All 

Ways- O’s Chatroom》獲選發表於國際電子藝術研討會(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lectronic Arts, ISEA)) 。2008作品 Flow以論文形式，發表於 Leonardo國

際期刊。 

學歷 

2010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 博士 

1994 紐約大學 New York University, Studio Arts畢業，藝術碩士學位 M.A. 

1988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學士學位 B.A. 

重要個展 

2010「你在那裡？」網路互動藝術展，新樂園藝術空間，台北，台灣。（沈聖博、

黃怡靜、陳威廷） 

2007「以訊息存在的方式」行動數位藝術展，花蓮文化創意園區。花蓮，台灣。（所

以然藝術實驗室） 

2007「他者」互動藝術展，新樂園藝術空間，台北，台灣。（所以然藝術實驗室） 

2005 「Immersing ME」互動影像展，新樂園藝術空間，台北，台灣。（所以然藝

術實驗室） 

2003 「All Ways- O’s Chatroom」網路互動藝術，台北新樂園藝術空間，台北，

台灣。 

2003 「Let’s Make ART」網路互動藝術裝置展，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台灣 

2002 「Click」-網路藝術裝置展，新樂園藝術空間， 台北，台灣 

1999 「台北樂園販售案」電腦影像裝置展，新樂園藝術空間，台北，台灣 

1999 「錯置」電腦影像展，台南文化中心，台南，台灣 

1998 「一種擴張的象限」電腦影像展，新樂園藝術空間，台北，台灣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2

1271C0A383F2951&

t=59A9011D3CA121

48&tn=5AEA683D26

E5908E5A77F6561C

E592940715C7192E

C16D96832EB62466

4AF2F9 

黃郁潔  

/ Huang 

Yu-Chieh 

  學歷: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新媒體藝術學系碩士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學士 

展覽 

2007 《influx》第七屆科技藝術展@台北藝術大學地下美術館 

2008 第一屆台北藝穗節-實驗電傳˙迷離聲響@台北國際藝術村 

2009 第四屆台北數位藝術節《光怪》@當代藝術館 

2010 《好動記》動畫影展@金車文藝中心 

2011 《電任性》科技藝術展@435藝文特區 

得獎 

2009 第四屆台北數位藝術節《光怪》數位音像組入選 

2011 The 2011 Lights Film Festival 影展入圍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C

D845F89F43AA40A&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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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昭蘭  

/ 

Jan-lan 

Guo 

獨立策

展人兼

藝術評

論者 

郭昭蘭，獨立策展人兼藝術評論者，目前生活於台灣台北。2006年於台灣師範大學

西洋藝術史研究所取得博士學位。1996年至 2008年，她曾任教於華梵大學美術系; 

2008年至 2011年間，於台灣藝術大學美術系擔任兼任副教授，教授現代藝術史與

當代藝術導論。她的博士論文「1960年代的羅森柏格的藝術：朝向後現代」從酷兒

研究，後現代，跨領域，等面向探測羅森柏格藝術與 1980年代的美國後現代評論

之間的交匯。 

 

雖然接受的是藝術史的訓練，郭昭蘭的研究對象逐漸朝向當代藝術的領域，特別是

與視覺文化相關的當代藝術研究。他策劃過的展覽包括  

1. CO6前衛文件展中的「複音馬賽克」（台中國家美術館，2006）  

2. 「0與 1的練習題」（台北 e-2000茶館，2008）  

3. 「非典：漂浮於典型之上」（台北，2008） 

4.「未來的鄉愁」(台中，2009) 

5. 「離魂症：幻影神遊者」（台北，2010） 

6. 「樂園：重建中」（ISCP, New York,2011） 

7. 「台灣當代藝術(TCA計畫)」（ISCP, New York，2011) 

2011年郭昭蘭獲選文建會視覺暨表演人才出國駐村暨交流計畫，於紐約

Iscp(International Studio and Curatorial Program)藝術村進行為期 4個月的

駐村計畫，並完成「台灣當代藝術(TCA計畫)」。這是一個以展演性的策展行為

（performative curating）探測策展疆界的實驗性展覽，試圖透過藝術家作者權

的借用，探討身分認同的界限。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2

F9C254F453A58E6&

t=59A9011D3CA121

48&tn=5AEA683D26

E5908E5A77F6561C

E592940715C7192E

C16D96832EB62466

4AF2F9 

葉姿秀  

/ 葉姿秀 

  學歷  

2006 東海大學美術學系畢業 

2011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新媒體藝術學系碩士班媒體藝術組  

聯展  

2002 後烏托邦 CO2台灣前衛文件展 , 台北美國文化中心 

2004 《隱匿的玩家》, 台中 20 號倉庫 

2005 《隱匿的玩家》,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南海藝廊 

2005 《流動的市中心》 bee TV 錄像展 

2005 第三屆腦天氣 MV實驗影展 , 國美館 , 誠品信義店 

2006 ROYAL ELASTICS FREE ART 城市街頭藝術推廣計畫 ,台北國際藝術村 

2006 第二十三屆高雄市美術展覽 , 高雄市立美術館 

2007 《紅墨水》新媒體藝術展 , 北投公民會館 

2007 《童心未明》 , 台中 20 號倉庫 

2009 《輕度》, 國美館數位藝術方舟 

2009 《超秒殺》, 東吳遊藝廣場 

2009 《光怪》第四屆台北數位藝術節 , 台北當代藝術館 

2010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 東吳遊藝廣場 

2010 《藏》, K`s Art當代藝術空間 

2011 《i-city存在‧不存在的城市》，台北數位藝術中心，台北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5

54E23448090CF37&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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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韻如  

/ CHEN 

Yun-Ju 

多媒體

影像、

聲音、

舞蹈、

互動裝

置的跨

領域整

合 

陳韻如專注在多媒體影像、聲音、舞蹈、互動裝置的跨領域整合，主修數位藝術、

新媒體藝術、互動裝置藝術及跨領域藝術創作。她的作品總是以女性經驗的概念，

書寫著自我內在情感的自覺，藉由肢體與表演才能轉化出其意義。在 2009年獲得

第四屆法國安亙湖(Enghien-les-Bains)國際數位藝術節評審團特別獎及入選阿根

廷 404國際電子藝術節，2010 年受邀至德國奧登堡艾蒂羅絲媒體藝術中心十週年紀

念演出及獲選德國奧登堡艾蒂羅絲媒體藝術中心、紐西蘭聯合科技大學駐村計畫。 

個人簡歷 

2006-2009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多媒體動畫藝術系碩士 

2002-2006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學系 畢業 

駐村 

2010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國內藝文人才出國駐村計畫－紐西蘭聯合科技大學 

2010 台北數位藝術中心駐村創作計畫－德國奧登堡艾蒂羅絲媒體藝術中心 

表演 2010 「艾蒂羅絲媒體藝術中心十週年紀念」，德國，奧登堡。《非墨之舞》 

2009 「安亙湖國際數位藝術節」，法國，巴黎。《非墨之舞》 

2009 「遇見台灣詩人一百」開幕表演，台北當代藝術館，台北 

2009 「跨界視域」開幕表演，宜靜大學，台中。《非墨之舞》 

2008 「域流Ⅱ」跨領域創作發表，牯嶺街小劇場，台北。《非墨之舞》 

2008 「域流Ⅱ」跨領域創作發表，南海藝廊，台北。《非墨之舞》 

2008 「域流」跨領域創作發表，南海藝廊，台北。《無盡》 

 

個展 

2010 「淨化」，Sonwwhite藝廊，紐西蘭聯合科技大學，紐西蘭，奧克蘭。 

2010 「淨化」，草山國際藝術村，台灣，台北。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7

C4C9858E7BB7C76&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宇中怡  

/ YU 

Chung-I 

影像創

作、單

頻道錄

影、身

體表

演、行

為藝

術、劇

場、裝

置藝

術...

等。 

我的創作中對於自身、人與人之間的知覺、連結與關係等議題產生興趣，實踐在作

品中對於時間、空間、環境與記憶，創作著重以創作者自身身體表演、行動的方式

來呈現個人的意念與和與環境的關係，作品大多以自身的感官知覺開始，並透過不

同的視覺媒介如攝影、錄像等的形式呈現，將個人內在的知覺經驗向外投射，使之

成為可被知覺的藝術表達方式，自身與他者，或能藉此得以溝通。 學歷 * 2003-2007 

臺北藝術大學科技藝術研究所-電子影音藝術創作碩士 

* 1997-2002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美術系-藝術學士 個展 * 2001「口紅」個展，台

灣藝術大學，台北，台灣 

* 2009「鏡外之境」 宇中怡、張慈倫雙個展，高雄市新?碼頭藝術空間，高雄，台

灣 聯展 * 2010 「食托邦—2010第二屆台灣國際錄像藝術展」臨場藝術「身體與

食物」系列，作品〈香妄相望〉2010，鳳甲美術館，台北，台灣 

* 2010 「藝窩瘋」現場行為表演，加力畫廊，台南，台灣 

* 2010 「國家婦女館聯展」，國家婦女館，台北，台灣 

* 2009 「October feature: Taiwanese video art」，cologneOFF 

* 2009 「書戀—女藝小品展」，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書店，台北，台灣 

* 2009 「非限制級-藝術何以灌溉」2009女藝會聯展，吉林藝廊，台北，台灣 

* 2009 「有影嘸! 2009台灣攝影 BAZZAR」， 台灣攝影博物館籌備會，信義公民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2

E52BB1828EC9D2D&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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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館(四四南村)，台北，台灣 

* 2009 「夏藝眺」2009視盟藝術家博覽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視覺藝術協會，京

華城，台北，台灣 

* 2009 第四屆科隆影展-我們就是如此！-實驗脈絡中的記憶與認同》由德國文化

機構所舉辦，之後在科隆影展中挑選出來部分影片並舉辦一連串的影展。 

黃沛瀅  

/ HUANG 

Pei-Ying 

  2002 美術創作碩士(M.F.A)，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創作研究所  

1999 美術創作學士(B.F.A)，東海大學美術系 

[個展]  

2008 《蘿絲夫人與她的寵物們》,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台北 

2007 《小洋春》黃沛瀅創作個展 關渡美術館 台北 

2006 《自遊．自在》黃沛瀅創作個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 台北  

2004 《Red Spreading》個展，Artsource藝術村，夫利曼特市，澳洲  

2002 《蔓延》，南北畫廊，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台北 

[聯展]  

2009 《秘密後花園》聯展, 駐紐約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臺北文化中心, 紐約市, 美

國 

2009 《台北國際當代藝術博覽會》聯展, 台北王朝大酒店, 台北 

2009 《雙凝─台灣女性藝術的鏡觀視角》聯展, 國立台灣美術館, 台中 

2009 《2009材質物語──不鏽鋼》聯展, 朱銘美術館, 台北 

2009 《月光光心慌慌》聯展, 非常廟藝文空間, 台北 

2009 《Geisai#12》藝祭, 東京國際展覽中心, 東京 

2009 《Easy Plastics》聯展, 關渡美術館, 台北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3

938B484106F7994&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張杏玉  

/ CHANG 

Hsing-Yu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美勞教育學系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創作研究所碩士班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班 

[個展] 

2004 「張杏玉個展」，蕾達畫廊，日內瓦，瑞士 

2003 「張杏玉、鄭梃甄雙個展」， 福華飯店福華沙龍，台北 

2002 「膚賦─尋找一種幸福的造形」，雅逸藝術中心，台北 

2002 「張杏玉創作個展」，前藝術，台北 

2000 「良人」，竹圍工作室，台北 

[聯展]  

2006 「廣達《游於藝》當代藝術教育展」，《膚賦》(C-003、C-004)台北當代藝

術館，台北 

2006 「心的聯想」，《擬仿幸運》，臻品藝術中心，台中 

2006 「Light on Chinart Generation」，《膚賦》系列、《御賞》，佛羅倫斯，

義大利 

2005 「難以克服的鄰近」，《御賞》，藝象藝文中心，台南 

2005 「透光-漫遊光影.自由創作展」，《雙囍》，臻品藝術中心，台中 

2005 「時間中的動作-15週年策劃展.自由創作」，《女紅》，臻品藝術中心，台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7

49C182AC8731105&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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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2005 「洪荒太古之初，我們曾經邂逅」，《麵包與愛情》、《麵包與愛情 II》、

《麵包與愛情 III》，當代藝術中心，台南 

2005 「MiART2005X--世界畫廊博覽會」，《膚賦》系列，米蘭，義大利 

2004 「張杏玉&姚瑞中影像」，《膚賦》(A-005、C-002、C-003、C-006、C-004、

D-008)，MOMA畫廊，福岡，日本 

2004 「國立台南藝術學院博士班特展」，《膚賦》(A-001、C-009、C-010)《傳統

美德》(A-001)，藝象藝文中心，台南 

2004 「平遙國際攝影展」，《膚賦》(A-001)，平遙古城，山西，中國 

2004 「台灣當代藝術展」，《膚賦》系列，三菱地所，福岡，日本 

2004 「OPEN HOUSE」，《攀桂枝》、《祿鹿之鳴》、《御賞》，赫德蘭藝術村，

舊金山，美國 

2003 「臻品十三週年慶-渡十三」，《膚賦》(A-004、A-002)，臻品藝術中心，台

中 

2003 「象象象象四人聯展」，《膚賦》系列，民冠藝術館，新竹 

2003 「NO.9聯展」， 市師藝廊(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台北 

何孟娟  

/ HO Isa 

  000-2008年一系列白雪公主相關創作敘述我的個人經驗以及我所觀察到的世界。畫

面當中的每一個角色都是我在現代社會中的不同扮演與想像，這些扮演來自禮教、

傳統、現代教育、社會…，而「我是白雪公主」、「我有無比的勇氣」系列有對女

性力量與面對自己有了不同的體悟、「假皮」系列是一種溫柔的妥協。2010年「童

話」系列有感於獨特的都市文化，擁擠、競爭、複雜、快速，現代人心理調適跟不

上社會變遷的腳步。我想從作品中以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摔跤”如果沒有地板

又怎麼會痛?某種標準下產生的挫折，可能在不同的標準下並不稱為挫折。 數位攝

影與後製虛擬與真實間呈現現代人面對虛幻與衝突的焦慮。如何看待自己的定位以

及自己與自己的對話成為我作品的主軸，問題總是來自於思考模式，或許現代社會

下，自己才是自己最大的敵人!  

2005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創作碩士班  

2001 國立藝術學院美術系 

[個展]  

2010 「陳順築．何孟娟雙個展」小室藝廊，台北 

2009 「好久好久以後…」個展，夏可喜當代藝術，台北 

2009「巴黎計畫:你是我的英雄!」個展，Galerie Etienne de Causans，巴黎，法

國 

2009「何孟娟個展」基隆市立文化中心，基隆  

2008 「扮相樂園」個展，索卡藝術中心，台北 

2008「我有無比的勇氣」個展，非常廟藝文空間，台北 

2007 「角色－絕色」個展，索卡藝術中心，北京 

2007「自戀」個展，罐子書店 798藝術區，北京  

2005 「叫我公主」個展，自強 284，台北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A

F73FBE9D955457A&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張美陵  攝影 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藝術教育博士班。 http://www.di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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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G 

May-Ling 

1991 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純藝術碩士（MFA），主修藝術管理。 

1987 美國紐約，普拉特藝術學院，純藝術碩士（MFA），主修攝影創作。 

[個展]  

2003 「檳榔豬十八招」，台灣國際視覺藝術中心，台灣台北 

2000 「你哪裡不舒服」，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台灣台北 

1998 「重複與遺忘」，台北巿立美術館，台灣台北 

1995 「重訪乙未 1895」，台北攝影藝廊，台灣台北 

1995 「重訪乙未 1895」，炎黃藝術館，台灣高雄 

1993 「消失的北淡線」，哥倫比亞大學梅西藝廊，美國紐約 

1988 「張美陵個展」，爵士攝影藝廊，台灣台北 

1988 「張美陵個展」，高雄市立文化中心，台灣高雄 

1987 「張美陵個展」，普拉特藝術學院，美國紐約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1

E4BEAB42DCB1342&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廖芊喬  

/ LIAO, 

Chien-Ch

iao 

錄像 簡介 

原名為廖美茹，2009改名為廖芊喬，1979年出生於雲林縣，現居台北。  

[學經歷] 

2004 國立臺南大學 美術學系 碩士班  

2005 文賢油漆工程行 第三任成員 

2006 嘉義鐵道藝術村 第五屆駐村藝術家 

2007 Paris 8(巴黎第八大學)藝術與科技影像碩士第二年 交換學生一年 

[歷年展覽]  

2004 【瞎米嚨可以?】聯展 國立臺南大學第一藝廊 (展出複合媒材) 

2005 【? ? C?鬥罘ｇ】---廖美茹?鍾艾君雙人聯展 台南壹三陸 (展出複合媒材) 

2005 【停電通知 I】主題策展 高雄新濱碼頭 (展出裝置作品) 

2005 【文賢油漆工程行成員再幹一票】聯展 台南文賢油漆工程行 (展出二 D動畫) 

2005 【奇幻現實】主題策展 台南藝象藝文中心 (展出二 D動畫) 

2005 【MIRROR】廖美茹。鍾艾君---影像裝置?個展 臺南大學慶中第二空間 (展出

DVD影像、錄像) 

  

許素朱  

/ 小牛 

interc

tive 

art, 

intern

et art, 

future 

museum 

小牛（許素朱）教授主要專長為 互動藝術、網路藝術、未來博物館，興趣為浪跡

天涯、志向當俠女。 許教授為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博士，曾創立台灣第一個「科技

藝術研究所 (Graduate School of Art and Technology)」，為該所第一任所長 

(2001~2004)；曾為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與科技中心 (Center of Art and 

Technology)」主任 (2005~2009, 1999~2004)；期間並主持 FBI Lab。許教授目前

也是人權教育基金會以及數位藝術基金會之董事。 許教授近十多年來一直致力於

科技與藝術的整合，努力扮演台灣科技與藝術結合的橋樑。這幾年來策劃舉辦多次

的科技藝術展覽與科技藝術表演藝術，並邀請國內外相關單位一起共襄盛舉，並於

2004年舉辦台灣第一次「科技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 許教授曾於 2004年受國科

會補助留職留薪至美國柏克萊的 Intel Research Lab研究一年，也於 1996年留職

留薪至美國 MIT Media Lab研究拜訪。 許教授曾為行政院國家型數位典藏計畫顧

問，曾執行多項國家型計畫，在 2005年於第四屆數位典藏技術研討會正式提出「未

來博物館」概念與系列作品，近年來擔任多項「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B

41D74362F9742D7&

t=C985F9D28DDE91

86&tn=EFDC1AE658

31FEC60E0218749F

64AA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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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工業局數位內容發展補助計畫」、「經濟部技術處 SBIR計畫」之評審委

員，以及曾擔任「台北數位藝術節」網路藝術獎項、「國科會 KT科技藝術獎」網

路藝術與互動藝術獎項之召集人。許教授主持過的【研究計畫】，含概主題非常廣

泛，包括數位藝術、互動式表演藝術、知識管理、數位典藏、數位創意學習、智慧

型生活創意空間、…等。這些計畫的執行目的乃把科技藝術融入數位內容、數位生

活中，讓創意發揮極至。 [研究成果] ：(more) 

2009~2011 「ZEN -〝輕安一心〞創意禪修空間研究 (ZEN Research on Creative Space 

for Ease and Mindfulness)」研究 

2009~2010 「Fashion + Technology – 互動智慧流行服飾設計」研究 

2006~2011 「無線感測器在人文藝術應用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in 

Interactive Art & Humanity)」研究 

2006~2008 「智慧型數位創意生活 (Innov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Digital Life)」研究 

2004~2006 「未來博物館 (Future Museum)」研究 

2002~2004 「科技藝術 (Art & Technology)」創作研究 

1999~2004 「數位典藏&數位博物館 (Digital Archive & Digital Museum)」研究 

王俊琪  

/ WANG 

Chun-chi 

  王俊琪生於台灣台北，1992年後居住於紐約，擁有普瑞特藝術學院藝術學士及紐約

理工學院碩士學位。她於 1997 年開始創作虛擬實境的情境，以探索即時 3D科技的

感知和情感層面。2000年她創造了虛擬演員「Hikaru」，「Hikaru」的第一份工作

是播報藝術新聞，所有資料來自於資料庫。王俊琪的作品已在歐洲和美國展出，包

括在紐約的 P.S.1展覽。此外她也出版過兩本書，分別為 2002年出版的 FUTURISTS 

GUIDE TO THE WEB 以及 2001 年出版的 SOFTIMAGE 3D GUIDE。在 2007年互動藝術

裝置作品「城市日誌 Urban Journal」獲選台北數位藝術節首獎。目前王俊琪以台

北和歐洲為根據地，在文化大學和實踐大學兼任講師，並持續探索人類與科技的關

連以及兩者間的影響。 重要經歷、展演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A

9387ACC3866DB1A&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江美華  

/ CHIANG 

Mei-Hua 

(Emma) 

雕塑,

繪畫,

錄像 

國籍: R.O.C，[學歷]  

2007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造型藝術研究所畢業 

1999 國立臺灣藝術學院美術系西畫組畢業 

1989 國立藝專雕塑組畢業 

 

[首次個展] 

˙ 身體邊界的突觸樣態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6

7460FF57B6A2F53&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陳珠櫻  

/ CHEN 

  【個人簡介】  

陳珠櫻目前為法國巴黎第八大學《藝術與科技影像》系所的副教授。一九六二年出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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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Yin 生於台灣台中縣，竹師美術科畢業後，曾任小學美術教師。一九八七年赴法國求學，

一九九一年畢業於巴黎高等美術學院；隨之她轉向新媒體科技的領域，並於二００

一年取得「藝術的美學，科學與科技」博士學位。 

早期與李仲生習畫，九０年代以前，陳珠櫻的創作常訴諸於潛意識裡的自發性，以

原始的素材如水墨、碳精筆作些帶有超現實感的繪畫，用著自由流動的彩墨線條，

表達心靈中詭密的影像，可見藝術家對蠕動、帶有生命的機體性質、捉摸不定的心

象圖式自來有所偏愛。 

陳珠櫻在一九九四年以後，開始研修有關「藝術的美學、科學和技術」，並著眼於

「數位影像和虛擬真實」，她的創作歷程遂從平面繪畫走向今天最先進的電腦科技

藝術。透過她所設計的電腦程式，過去在畫紙上速寫的神秘符號，隨即過渡到具有

「人工生命」的三次元立體圖像，它們不再是靜止於紙上，而是在螢光幕上不斷浮

動、衍生的生命活體 。藝術家是創作者，創造了虛擬世界中的奇異生命。 

 

陳珠櫻的獨創性思維橫跨藝術、生物科學與人工生命三個領域，並成功地展現高科

技下的奇幻世界，其所創造的生命體，具有獨立性又令人不可捉摸。儘管她的創作

靈感源自於科學的理論，創作媒材是不具人性的電腦；然而，在她的作品中卻絲毫

不見科技的冰冷。她的數位創作，保留極高度的藝術純粹性，開發了嶄新的美感經

驗，並帶來更深邃的心靈與心智的觸擊 !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2

8A4E6EA6C2C4EDF&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張惠笙  

/ Alice 

CHANG 

Hui-Shen

g 

待業中 

/ 延伸

人聲技

巧

(Exten

ded 

Vocal 

Techni

que) 

即興表

演創作

者 

【個人簡介】  

我剛從墨爾本回台，有許多的表演及籌展經驗。 

希望可以多認識台灣的藝術家，一起交流合作，並將台灣的媒體藝術帶到墨爾本。 

有興趣的人請與我聯繫，謝謝！ 

專長 / 延伸人聲技巧 (Extended Vocal Technique) 即興表演創作者。實驗聲音、

錄像、裝置及表演藝術。媒體藝術展演籌劃。 【展演/作品發表】  

‧ 2003, Empty - 四聲道錄像聲音裝置個展, 4cats Gallery, 墨爾本 【學歷】  

‧ RMIT - Master of Fine Art - Sound Art 皇家墨爾本科技大學 - 純藝術碩士 

- 聲音藝術 

‧ RMIT - Bachelor of Art (Media Arts) with Distinction皇家墨爾本科技大

學 - 特優媒體藝術學士 

‧ 於墨爾本創立 dotmov Experimental Media Arts Collective，現與另一組織

合稱 Tape Projects - http://www.tapeprojects.org/  

【得獎紀錄】 

‧ 第二屆台北市數位藝術節【聲音藝術類】首獎。 

【作品ㄧ覽】 

‧ 2005,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D

6B078ABB641A5D0&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吳宜樺  

/ WU 

Yi-Hua 

  【個人簡介】  

吳宜樺，出生於台灣嘉義市，現居巴黎。她的創作包括由身體動作或社會性的互動

活動，創造與詮釋感性時間經驗的互動錄像裝置，與暫時性的公共空間的『情境』

實驗表演活動。她目前的博士論文研究主題 «當代藝術的情境美學實踐» 。 

【展演/作品發表】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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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Fishing II＞，互動錄像裝置，亞洲藝術雙年展，國立台灣美術館，

台中，台灣 

‧ 2007，＜Aller-retour＞，One Minute Film & Videofestival，阿勞，瑞士 

‧ 2007，＜The paradise of sleepwalkers＞，Rujum Festival，耶路撒冷，以

色列 

‧ 2007，＜Stalker v.1 >及＜The paradise of sleepwalkers＞，地圖空間的繪

製，美國基金會，巴黎，法國 

‧ 2007，＜The paradise of sleepwalkers＞，挪威之屋，巴黎，法國 

‧ 2006，＜Je m'échappe tous les jours＞，Festival Pocket Films，龐畢度

藝術中心，巴黎，法國 

‧ 2006，＜Aller-retour＞，Festival VIDEOFORMES，克來蒙菲弘，法國 

‧ 2005，＜Mobile phone VJ＞，＜Barbi.3gp＞，Festival Pocket Films，Le Forum 

des Images，巴黎，法國 

‧ 2005，＜sensi-mouvement＞，挪威之屋，巴黎，法國 

‧ 2005，＜sensi-mouvement＞，DansePro-05，史達曼嘉，挪威 

‧ 2005，＜Fishing＞，互動裝置，聯展 Transmission, ICHIM 2005，國際大學

城，巴黎，法國 

【作品列表】 

‧ 2007，＜Fishing II＞ 

‧ 2006，＜sensi-mouvement＞ 

‧ 2005，＜Fishing＞ 

19F702435D52&s=D

BA0D52CDDAE46E5&

t=59A9011D3CA121

48&tn=5AEA683D26

E5908E5A77F6561C

E592940715C7192E

C16D96832EB62466

4AF2F9 

劉佩雯  

/ LIU 

Pei-Wen 

  【個人簡介】  

Pei [劉佩雯] 1977年生，樂玩各種數位格式。抽離電腦運算轉換間，深層意識中

抽象人性的重組過程，概念化。她的作品深受新達達，爵士樂，當代電子音樂和環

境聲音的滲透。  

‧ 出版品 

‧ 2002 ipatti-tomorrow will take care of itself 創作專輯 具象音樂發行 

‧ 2003 bias booklet 異響聲音藝術書冊 主編 在地實驗出版 

‧ 2005 ISSO music @ audiotong.net 波蘭克拉克市 

‧ 2005 訪談文章 – 波蘭當代聲音藝術創作者 

‧ 2005 論文發表 – 電響聲態 @ 文化視窗 

‧ 2006 宜蘭音景 - 穗 合集 誠品好讀發行 

‧ 音樂創作 

‧ 2002 幸福空間 六軌音場塑造 @ 華山果酒與四連棟 

‧ 2005 優 2觀點 # 2 配樂及聲響空間設計 @ 跍嶺街小劇場 

‧ 2005 MOBIUS配樂及聲響空間設計 @ 國家實驗劇場 瘋狂菁英 

‧ 2006 un, canny /Frequency-Post @ ORF 奧地利維也納國家電台聲音藝術 

http://kunstradio.at/PROJECTS/CURATED_BY/fpost/broadcaste.html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6

65C2193ADB6EE13&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林欣怡  

/ LIN 

網站製

作 

【展演/作品發表】  

‧ 首次展演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394 
 

Hsin-I ‧ 1997，《林欣怡的餅乾》，中央研究院生圖美學空間，台北，台灣 

‧ 個展 

‧ 2003，《人體器官物流──林欣怡個展》，伊通公園，台北，台灣 

‧ 1997，《林欣怡的餅乾》，中央研究院生圖美學空間，台北，台灣 

‧ 聯展 

‧ 2004，《正言世代》，強生美術館，康乃爾大學，美國 

‧ 2004，《出神入畫─華人當代攝影展》，台北當代藝術館，台北，台灣 

‧ 2003，《急‧整‧飾→台灣藝術新浪》，大趨勢藝術空間，台北，台灣 

‧ 2003，《64種愛的欲言─在 SARS漫延的年代》，伊通公園，台北，台灣 

‧ 2003，《台中港區新貌展─平面創作系列》，台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台中，

台灣 

‧ 2003，《造境─科技年代的影像詩學》，鳳甲美術館，台北，台灣; 宏碁渴望

園區─渴望學習中心，桃園，台灣 

‧ 2003，《2003台北美術獎》，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台灣 

‧ 2002，《磁性書寫 II光隙掠影─影像在凝視我們》，伊通公園，台北，台灣 

‧ 2002，《幻影天堂》，大趨勢藝術空間，台北，台灣 

‧ 2002，《美麗新世界》，臻品畫廊，台中，台灣 【學歷】  

‧ 2003，台灣，國立台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畢業 【作品典藏記錄】  

‧ 2003，《Cloningeva005》，薛保瑕教授 【獎項】 

‧ 2005，駐芬蘭 NIFCA藝術村 

‧ 2004，駐紐約 ISCP藝術村 

‧ 2003，台中港區藝術中心，平面創作，第三名，《新物種二》 

‧ 2003，台北美術獎，優選，《再造伊甸園》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F

607E0D515479646&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蕭美玲  

/ HSIAO 

Mei-Ling 

錄影藝

術、紀

錄片、

數位影

像剪

接、多

媒體創

作 

【個人簡介】  

蕭美玲 1964年出生於台灣基隆市，1989年畢業於國立藝術學院。在畫廊從事幾年

的美術編輯及展覽策劃後，她決定於 1991年負笈法國學習新的科技藝術創作。她

於 1994年進入法國南錫高等藝術學院（Ecole Nationale Superieure d’art de 

Nancy），1997獲德法獎學金赴德國卡斯盧爾藝術學院進修，於 1998 年以優等獎

（mention）的成績畢業於法國南錫高等藝術學院，並於同年考入法國國立現代影

像工作室（Le Fresnoy National Studio of the Contemporary Arts），師從知

名美國旅法藝術家 Robert Kramer 學習影像及紀錄片創作。在 2001 年，她入圍獲

得法國國家文藝基金會（French Association for Artistic Action (AFAA) ）之

年度創作計劃獎學金（Villa Medicis out of the walls），到印尼進行了三個月

的定點藝術創作計劃，2004年獲得國家文藝基金會視聽媒體藝術創作補助。 

 

蕭美玲的創作方向主要以錄影藝術與紀錄片的表現形式，作品曾參展日本 YAMAKATA

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法國 Cinema de reel真實的電影國際紀錄片影展，法國

Lussas路薩斯國際紀錄片影展，德國 Leipzig萊比錫國際紀錄片及動畫影展，法國

Bourge勃日 Bandit Mages國際錄影及多媒體藝術節。 

專長 / 錄影藝術、紀錄片、數位影像剪接、多媒體創作 【展演/作品發表】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C

9838640EBDEBC9C&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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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展演 

‧ 1989，《生活之光與遊戲》攝影雙人展，台灣台北，國立藝術學院南北畫廊 

‧ 個展 

‧ 2004，《源》，台灣台北，國立台北師範學院防空洞藝廊 

‧ 聯展 

‧ 2003，日本福岡，日本 Fukuoka Asian Film Festival 福岡國際紀錄片影展 

‧ 2001，《斷線風箏》入選《千波萬波》亞洲系列競賽片，日本山形，日本 YAMAGAT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 

蔡安智  

/ TSAI 

An-Chih 

環境攝

音

（soun

d-grap

h）、部

落收

音、電

子原

音、電

子合成

器

（synt

hesize

r） 

【個人簡介】  

聲音藝術家蔡安智是一搖滾迷，畢業於英國約克大學音樂工程所，主修 Ambisonic 

Composition，回國後帶著一台 DAT Recorder 開始在台灣各地遊走，沿路採集記

錄各地有趣或值得回味的聲響；如山海拍浪、蟲鳴鳥叫，如當代 local 存在人文底

層的意識交流，如逐漸流失口耳相傳的傳唱之音，又如曇花一現炫亮美麗的情感流

動…。一張「台灣聲音地圖」持續建構著，創作者將收音事件用廣泛的「聲音」呈

現，彼此敘述，彼此解讀，構織一美麗寬廣的交談/傾聽空間…不忘持續往夢想前

進。 專長 / 環境攝音（sound-graph）、部落收音、電子原音、電子合成器

（synthesizer） 【展演/作品發表】  

‧ 首次展演或作品發表 

‧ 2003 年 10 月，「異響（BIAS）」聲音藝術創作展，在地實驗媒體實驗室（Etat 

Lab） 

‧ 個展 

‧ 2004，「Launch! Vagus Urchin (aka British Queen on NO.T Land)」，在地

實驗媒體實驗室，台北，台灣 

‧ 聯展 

‧ 2005，「科光幻影‧音戲遊藝」科技藝術巡迴展，「台灣聲計畫」，鳳甲美術

館、國立台灣美術館，台灣 

‧ 2004，「台北聲納－－國際科技藝術節（Sounding Taipei 2004 -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Art and Technology）」，紅樓劇場，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科技藝術研

究所，台灣 

‧ 2004，「漫遊者－國際數位藝術大展（Navigator－International Digital Art 

Exhibition）」，國立台灣美術館，台灣 

‧ 2004，Yannick Dauby 聲象發表會，台北國際藝術村，台北，台灣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4

385E72AD771AAAF&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呂凱慈  

/ Lu 

Kai-Tzu 

  【獎項】  

‧ 1999 Cloud Gate theater 展演場設計,台北市建築師公會學生優良設計獎 

‧ 1999 Just the lighe_台北市仁愛圓環競圖,佳作 台北市建築師公會  

【展演/作品發表】  

‧ 首次展演 

‧ 2005-2006,科光幻影, 鳳甲美術館,台北.國立台灣美術館,台中.高雄美術館,高

雄. 

‧ 聯展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8

82CE9874F691627&

t=A7D0F6AC56D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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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Distributed Wanderlust,CO2 台灣前衛文件展 

【作品一覽】 

‧ 2005,虛擬舞台之互動式藝術表演-掌中戲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揚孟婷  

/ YANG 

Meng 

Ting 

  學歷】  

‧ 2004 實踐大學室內空間設計系 畢業 【獎項】  

‧ 2003 中國時報 [尋找 2003 年的文藝少年] 首獎 

‧ 2004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School of Fine Arts [The Fifth 

Annual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Time Based Media]入圍，於 2004年 6月在

West Hollywood’s video billboards播放 

‧ 2005 香港設計學院服裝發表 [Think Fatasy,Go Reality]第四名 

‧ 2005年台灣美術新貌展[立體創作系列]，入圍 【展演/作品發表】  

‧ 首次展演 

‧ 2005年台灣美術新貌展[立體創作系列]，台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 

‧ 聯展 

‧ 2004 華山創意文化特區 [行動數位藝術紀] 10.1秒的 101 

 

【作品一覽】 

‧ 2005,傷 ‧ 2003,body-modification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6

713D9EEF34A60AB&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楊淑涵  

/ YANG 

Shuhan 

  【作品列表】 

 

2007，對話一二（DBN） 

2007，夢想與真實（DBN）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D

1113B4E281132BB&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陳怡潔  

/ CHEN 

Agi 

  【個人簡介】  

1980 出生於桃園 

【獎項】  

‧ 2005 ，台北美術獎 首獎 

‧ 2005 ，《獲選 2005亞洲文化協會駐村交流計畫》，Arcus藝術村，日本 

‧ 2006 ，國家藝文基金會展覽補助: 函數色彩，個展 

‧ 2006 ，世安美學獎 

‧ 2007， 國家藝文基金會展覽補助: 訊息人，個展 

【學歷】 

‧ 2003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美勞教育系畢業 

‧ 2006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畢業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C

94B0CF31D225207&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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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博士班(就讀) 

【重要展演或作品發表紀錄】  

‧ 個展 

‧ 2007 ，《疏遠的逼視》，竹師藝術空間，新竹 

‧ 2006 ，《啪》，關渡美術館，台北 

‧ 2006 ，《函數色彩》，文賢油漆工程行，台南 

‧ 2004 ，《非人稱》，二十號倉庫，台中 

‧ 2002 ，《自由?》，七塊替代空間，新竹 

‧ 2002 ，《施工中》，國立新竹師範教育大學，新竹 

‧ 聯展 

江莉萍  

/ CHIANG 

Lily 

  【個人簡介】  

1979出生於中華民國‧台灣‧台北市 【學歷】  

‧ 2006- 在地實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第一屆台北數位藝術節」專案展覽企劃 

‧ 2004-2006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多媒體動畫藝術研究所，畢業。論文名稱：《180

度雜訊Ⅱ》錄像裝置藝術之探討與創作 

‧ 2002-2004 精技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行銷部 市場規劃工程師 

‧ 2001-2002 參加美國暑期工讀計畫 Sea World, Florida (Photo sales)，為

期四個月 

‧ 1997-2001 私立天主教輔仁大學 廣告傳播學系，畢業 【獎項】  

‧ 2006，「《180 度雜訊Ⅱ》─ 江莉萍個展」，在地實驗，台北。《180 度雜訊

Ⅱ》(錄像裝置) 

‧ 2006，「浮動幻象」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暨研究所第三屆系

展，台灣藝術大學，台北。《Pigeon》(錄像裝置) 

‧ 2006，2006客家桐花祭「花間桐遊」裝置藝術展，客家文化園區，台北。《桐

花來了》(互動裝置)(小組：林珮淳+數位藝術實驗室/江莉萍、蔡濠吉、高軒然) 

‧ 2005，入圍「第二屆奇幻藝術獎─奇幻短片獎 (玄武獎)」。《eye》(2D動畫) 

‧ 2005，「玩藝數」數位藝術展，新樂園藝術空間，台北。《eye》(2D 動畫)、《180 

度雜訊》(錄像裝置)。並擔任本展之企劃 

‧ 2005，「2005 SIGGRAPH 新世紀數位圖像研討會」，台灣大學、台灣藝術大學，

台北。《eye》(2D動畫) 

‧ 2005，第十二屆女性影展「時代的預見─女性影展雙城記」，台北、高雄。《eye》

(2D動畫) 

‧ 2005，「連結世界」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暨研究所第二屆系

展，台灣藝術大學，台北。科技藝術類，第二名。《崇‧從‧》(互動裝置) (小組：

江莉萍、蔡濠吉、龔嘉薇)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2

B458724D5BDBAD0&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朱曉玲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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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F702435D52&s=E

A6D82D1BFA796DF&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施美如  

/ SHIH 

Meiju 

CG3D電

腦動畫 

【展演/作品發表】 

‧ 首次展演 

‧3D動畫短片 Oops 導演 / 製作 Character Animation Finalist, Academy of Art 

College Spring Show 2004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F

D768CC093E31BA7&

t=59A9011D3CA121

48&tn=5AEA683D26

E5908E5A77F6561C

E592940715C7192E

C16D96832EB62466

4AF2F9 

蔡欣圜  

/ TSAI 

Hsin-Yua

n 

  【展演/作品發表】  

‧ 首次展演或作品發表 

‧ 南海啥聲 3 ‧ 2007/03/25 2007 WOCMAT Concert 交通大學 

‧ 2006/11/25 2PI Festival Hangzhou 

‧ 2006/11/15 聲交 The Wall 

‧ 2006/11/05 台北科藝展電音狂放 關渡美術館 

‧ 2006/10/20 台北科技藝術展開幕 關渡美術館 

‧ 2006/10/22 SIGHT─華山藝術市集 華山藝文中心 

‧ 2006/09/23 空間 翦影‧影音 縮放 寶藏巖 

‧ 2006/08/26 實驗交流電 Boven 

‧ 2006/08/05 南海啥聲 3 南海藝廊 【獎項】  

‧ 2006 ，Finalists of Lst Taipei Digital Art Award sound art 入選 

‧ 2004， 第二屆桃源創作獎 首獎  

http://www.digia

rts.org.tw/chine

se/ArtIst_Conten

t.aspx?n=845AD90

6BBDC5204&p=512D

19F702435D52&s=8

CB119904DEC3D34&

t=A7D0F6AC56D11B

21&tn=2F57F61B4F

886622E4AD1A02DB

CE9C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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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策展人名錄 

姓名 專長 簡介 網站連結 其他 

謝慧青   當代藝

術、科

技文化

研究、

視覺文

化研

究、性

別研究 

學歷 

  

2004 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1995 波士頓席門斯大學 Simmons College人文研究碩士畢業—主修美術史 

1993 波士頓東北大學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物理碩士畢業 

  

現任 

  

2004 獨立策展人、自由撰稿人、世新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中原大學通識中

心兼任講師 

2005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院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工作經歷 

  

2006-12 致理技術學院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2010-12 中華民國畫廊協會產經研究室計畫主持人 

2009-10 文化建設委員會 2009, 2010 年公共藝術講習執行小組 

2006-08 建築 Dialogue雜誌主編(獲該年科學與技術類雜誌金鼎獎入圍） 

2006        中國科技大學視覺傳達學系兼任講師 

2005        台視文化公司玩藝時代雜誌主編 

2000-05 板橋亞東技術學院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2004-05 台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館典藏組研究人員 

2003        典藏今藝術雜誌主編(獲該年人文藝術類雜誌金鼎獎) 

1999-02 自由時報藝文小組視覺藝術路線記者 

  

策展經歷 

  

2012 「機動．森林」，台北數位藝術中心 

2012 「女人們的白色房間」，駁二藝術特區自行車倉庫 

2012 「遇見綠光：金典綠園道新媒體藝術展」，台中金典綠園道 

2011 「ACA交流電: 動漫與當代藝術相遇」，駁二藝術特區 C5，國立台灣美術

館 

2011 「成為賽柏格 Becoming Cyborg」，2011年數位藝術方舟策展案，國立台

灣美術館 

2011 「i-City：存在．不存在的城市」策展人，台北數位藝術中心 

2010 「新山水動水墨」策展人，台北悠閒藝術中心 

2000 「五個女人的床事—台港中女性藝術家聯展」策展人，台北悠閒藝術中心 

http://cc.

shu.edu.tw

/~hchsieh/

index.html 

http://

www.dig

iarts.o

rg.tw/c

hinese/

ArtIst_

Content

.aspx?n

=845AD9

06BBDC5

204&p=5

12D19F7

02435D5

2&s=834

21620CD

7F0A2E&

t=A7D0F

6AC56D1

1B21&tn

=2F57F6

1B4F886

622E4AD

1A02DBC

E9C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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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筱玥  專任助

理教授 

學歷 

  

200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美術教育與行政組 博士 

200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西洋美術史組 碩士 

1998 國立臺中師範學院 87級美勞教育學系 學士 

  

工作經歷 

  

現任 

  

台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暨創新設計研究所 助理教授 

中華民國大學藝文中心協會理事、中華創意發展協會理事 

國語日報週刊藝術專欄作家、巧連智雜誌編審 

  

曾任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藝文中心主任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秘書室公關組組長 

南台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系講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進修推廣部兼任講師 

文建會「台灣美術地方發展史撰述計畫」撰述委員 

國立台灣美術館「台灣美術丹露」教學網站建置計劃主持人 

  

經歷 

  

2008 國防部後備司令部 97年度「珍愛生命、希望無限」心輔創意漫畫徵選評

審委員 

2008「2008全國創意教學獎」評審委員 

2008「2008海峽兩岸創意產業合作展高峰論壇」 

2007 國防部後備司令部 97年度「全面關懷、珍惜生命」心輔創意漫畫徵選評

審委員 

2007 指導「2007裕隆日產汽車創新風雲賞」造型設計組初選活動 

2007 國立台灣美術館「台灣美術丹露」網站建置計畫主持 

2007 國科會高瞻計畫子計畫三：「自動化科技與人性創意」創新課程研究 

2006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專任助理教授 

2005 中華民國大學院校藝文中心協會第三屆理事 

2004 擔任「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科會<傳統水墨化數位學習課程設計及學習素

材分析研究>研究專員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台灣美術 

          地方發展史撰述計畫」撰述委員 

2004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兼代本校藝文中心主任 

http://www

.digiarts.

org.tw/chi

nese/ArtIs

t_Content.

aspx?n=845

AD906BBDC5

204&p=512D

19F702435D

52&s=84132

762DE9EEAB

D&t=A7D0F6

AC56D11B21

&tn=2F57F6

1B4F886622

E4AD1A02DB

CE9C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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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南台科技大學視覺傳達系講師 

2003 參與「第四屆海峽兩岸美術教育交流會(主題：視覺文化解)」 

2003 於師大藝廊策劃畫家袁金塔 2003＜人性進化論＞新作發表暨創作全紀錄 

2003 「國立歷史博物館」傳統水墨畫數位學習課程設計專案顧問 

2002 擔任永平高中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領域召集人 

2001 台北縣立永平高級中學教師，並指導學生榮獲北市美展設計類第二名暨第

三名 

2000 擔任 airiti（華藝）藝術雜誌採訪記者，撰寫陳景容、劉國松等畫家專訪 

王咏琳  

/ 

Yung-Lin 

WANG 

  藝術評論文字工作者，美術館菜鳥策展人。 

 

淡江法文系畢，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畢。  

 

2010年與王柏偉、江凌青組成評論工作者互助團體「W J W」，現任 W J W實驗

室主任，關注文字書寫對於藝術和群眾間的穿透動能，並致力於修護當代藝術

基因細胞、社會美白，以及創造環境自然分解之抗氧化有機評論。文章散見藝

術家、今藝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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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涓  

/ TSENG 

Yu-Chuan 

互動裝

置設

計、互

動藝術

創作與

美學、

網路多

媒體 

曾鈺涓  

 

台灣女性藝術協會副理事長 

台灣科技藝術教育協會理事 

數位藝術基金會監事 

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助理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博士，研究方向為互動藝術創作理論，現任教於

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2005年與 2006分別以《Immersing ME》《Flow》

獲選參展發表於「ACM Multimedia國際研討會。2007年以《Who系列作品創作》

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科技藝術創作發表補助專案競賽榮譽，並於 2008年 5月

與 7月成果展覽於台北鳳甲美術館與國立台灣美術館。2008年作品《Flowerman》

與《All Ways- O’s Chatroom》獲選發表於國際電子藝術研討會(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lectronic Arts, ISEA)) 。2008作品 Flow以論文形式，發表

於 Leonardo國際期刊。 

http://www

.digi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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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2010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 博士 

1994 紐約大學 New York University, Studio Arts畢業，藝術碩士學位 M.A. 

1988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學士學位 B.A. 

 

重要個展 

2010「你在那裡？」網路互動藝術展，新樂園藝術空間，台北，台灣。（沈聖

博、黃怡靜、陳威廷） 

2007「以訊息存在的方式」行動數位藝術展，花蓮文化創意園區。花蓮，台灣。

（所以然藝術實驗室） 

2007「他者」互動藝術展，新樂園藝術空間，台北，台灣。（所以然藝術實驗

室） 

2005 「Immersing ME」互動影像展，新樂園藝術空間，台北，台灣。（所以然

藝術實驗室） 

2003 「All Ways- O’s Chatroom」網路互動藝術，台北新樂園藝術空間，台

北，台灣。 

2003 「Let’s Make ART」網路互動藝術裝置展，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台

灣 

2002 「Click」-網路藝術裝置展，新樂園藝術空間， 台北，台灣 

1999 「台北樂園販售案」電腦影像裝置展，新樂園藝術空間，台北，台灣 

1999 「錯置」電腦影像展，台南文化中心，台南，台灣 

1998 「一種擴張的象限」電腦影像展，新樂園藝術空間，台北，台灣 

5A77F6561C

E592940715

C7192EC16D

96832EB624

664AF2F9 

吳梓寧  造形藝

術、新

媒體藝

術、視

覺設

計、展

覽策劃 

吳梓寧 

1978年生於高雄，台灣 

 

吳梓寧是位作品創作樣貌多元、在生活與藝術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同樣複

合流變的創作者。從早年帶有劇場性格與文學詩性的複合媒材空間裝置的具體

詩(Poésie Concrète)，到轉而結合新媒體數位影音投映的互動與表演等，皆擅

於透過展場佈局來進行作者、作品與觀者間的場面調度，並對生活與社會中的

種種問題與質疑，提出觀念性的作品提問。 

 

工作經歷 

2007起 現職 國立台東大學 美術產業學系 專任助理教授 

2006-2007 前國立台灣美術館 數位藝術創作計畫 專案人員 

 

學歷 

2010 入學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生  

2005 藝術碩士，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  

2001 藝術學士，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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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曾獲獎項 

2013 高雄獎 入選 

2010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國際文化交流「大女圖」展覽獎助 

2005 獲選 2005年教育部藝術與設計菁英海外培訓計畫「數位媒體組」獎助 

2005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虛境公民 2-網路靈魂銀行」展覽獎助 

2004 台北美術獎 2004 優選 

2001 高師大美術系展 首獎 

 

策展與計畫執行 

2012 「DELTA亞洲生活手勢Ⅱ-跳境」協同策展人 

2011 「聯想鬆弛 derailment - 出軌聯展」策展人  

2009 「急凍醫世代 Freeze!＿2009 醫療與科技藝術國際展」策展人  

2009 「建教合作＿急凍醫世代：無障礙科技創作工具實驗計畫」計畫主持人  

2008 「國立台東大學＿2008 創意公仔工作坊」計畫主持人  

2006-2007 「數位藝術方舟＿國立台灣美術館數位創意資源中心」創立專案計

畫執行  

林珮淳   林珮淳 1995 年獲澳大利亞國立沃隆岡大學藝術創作博士，為「2 號公寓」及「台

灣女性藝術協會」創始會員及理事長，作品展於國內外重要藝術中心，如紐約

皇后美術館、法國 Exit and Via 藝術節、台灣國立美術館、台北市立美術館、 

高雄市立美術館及台北當代藝術館等。作品被記錄於重要藝術相關書籍如：《台

灣當代女性藝術史》、《台灣當代裝置藝術》、《台灣當代藝術》、《台灣當

代美術大系》、《數位藝術概論》、《台灣美術史》、《數位美學》、《高中

美術課本》、《台灣當代藝術名人錄》、「中國當代藝術年鑑」、「亞洲名人

錄」（Asian Who’s Who）等。目前為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

新媒體藝術研究所教授暨數位藝術主持人。 

 

 

【展演/作品發表】 

首次展演或作品發表  

‧1984，《林珮淳作品發表》，中央密大藝術中心，美國 

個展 

2011 「林珮淳個展-夏娃克隆系列 II」，新苑藝術，台北 

2011 「林珮淳個展- 夏娃克隆系列」，台北當代藝術館，台北 

2006 「人工生命 ─ 回歸大自然系列」，國立中央大學藝文中心，桃園 

2006 「林珮淳個展─美麗新世界」，北京 798 藝術村，帝門藝術中心，北京 

2005 「情迷‧ 意亂」，新竹教育大學藝術空間，高苑科技大學藝文中心，新

竹/ 高雄 

2004 「捕捉─回歸大自然系列」，台北當代藝術館，台北 

http://www

.digiarts.

org.tw/chi

nese/ArtIs

t_Content.

aspx?n=845

AD906BBDC5

204&p=512D

19F702435D

52&s=845AD

906BBDC520

4&t=C985F9

D28DDE9186

&tn=EFDC1A

E65831FEC6

0E0218749F

64AA62 

http://

ma.ntua

.edu.tw

/dalab/

DAL/ind

ex.htm 



404 
 

2004 「非自然─回歸大自然系列」，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藝術中心，台北 

2000 「解構父權」，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台北 

2000 「景觀．觀景─回歸大自然系列」，桃園縣立文化中心，桃園 

1999 「台灣印象─金曲之作」，佛羅倫斯 Spazio Diciotto 畫廊，義大利 

1998 「經典之作」，台中臻品藝術中心，台中 

1998 「安全窩」，台北市政府，台北 

1996 「真實與虛假」，新竹師範學院藝術中心，新竹 

1996 「相對說畫」，澳大利亞當代藝術空間，澳大利亞 

1995 「相對說畫」，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 

1994 「蓮花的故事」，長畫廊/ 台中桂仁藝術中心，澳大利亞/ 台灣 

1993 「女性詮釋系列」，國立台灣美術館/ 台中首都藝術中心 

1992 「林珮淳作品發表」，2 號公寓，台北 

1991 「林珮淳作品發表」，2 號公寓/ 首都藝術中心，台北/台中 

1990 「林珮淳作品發表」，2 號公寓，台北 

1989 「造形、色彩與揮灑的筆觸」，美國文化中心，台北 

1984 「林珮淳作品發表」，中央密大藝術中心，美國聯展 

江凌青 當代藝

術，藝

術理論

與評

論，電

影史，

電影美

學，華

語電影

研究 

生於台灣台中，研究所之前專注於藝術與文學創作，曾獲時報文學獎、梁實秋

文學獎、台北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國家文藝基金會 97、98年度文學創作

補助，以及 行政院文建會第一屆優秀青年藝術典藏。研究所後開始從事當代藝

術、新媒體藝術與電影美學的理論書寫， 曾數度獲得數位藝術評論獎，並於 

2008 年考取教育部公費留學電影組，目前為英國萊斯特（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大學美術與電影史系博士候選人。關注當代藝術中的跨域交流，

尤其是影像藝術在二十世紀後期開展出來的美學樣態，除此之外也從博物館研

究與藝文政策的角度來關注英國本地的新媒體藝術發展。相關報導與論文發表

於國內各藝術期刊，包括《藝術家》、《藝外》、《電影欣賞季刊》、《藝術

學研究》、《現代美術學報》、《歷史文物月刊》等，亦為線上數位藝術期刊

《數位荒原》的作者之一。 

 

學歷 

2001-200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輔系英語系學士 

2005-200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西洋美術史碩士 

2009- 至今 英國萊斯特大學美術與電影史系博士生 

 

獲獎 

2007、2008、2010 台北市文化局全國數位藝術評論獎 

2011國家文藝基金會藝評台徵選專案優選 

2011《藝術論壇》中文版藝評寫作獎（ Artforum Critical Writing Award ） 

2011世安美學論文獎 

 

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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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藝術，藝術理論與評論，電影史，電影美學，華語電影研究 

 

近年重要文章發表（新媒體與影像藝術相關） 

A. 匿名審查制度之期刊 

江凌青(2012/05)。建築作為串連影像裝置與電影美學的關鍵：以蔡明亮的作品

為例。現代美術學報（藝術與電影專輯），第 23期。 

江凌青(2011/11)。從媒介到建築：楊德昌如何利用多重媒介來再現《一一》裡

的台北。藝術學研究，第 9期，頁 167-209。 

楊佳璇 評論、

策展 

1982年生於台灣台南市，現定居台南。  

學歷 

2011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碩士 

 

經歷 

2011~迄今 專職於台南齁空間進行展覽策畫執行，書寫藝術評論，及進行藝術

研究。 

2009-2010 任《藝術觀點》編輯 

 

策展  

2012「張登堯個：往海山、海空，下一位」，齁空間，台南 

nbsp;nbsp;nbsp;nbsp;nbsp;「XING 跨 黃敏琪、Lewis Gesner雙個展」，齁空

間，台南 

nbsp;nbsp;nbsp;nbsp;nbsp;「赤誠/赤城」，百草堂策展團隊，五七藝術工作

室，台南 

nbsp;nbsp;nbsp;nbsp;nbsp;「在我們如斯的居地」，齁空間，台南 

2011「當鱷魚吞下了時間」，（策展：侯昱寬、楊佳璇）REC台南 

 

文章 

2010.01〈黃華成封面設計〉，《藝術觀點》42期 

2008.08〈頓挫之世代回應〉，楊佳璇，《典藏今藝術》191期，頁 158-167（與

高子衿；吳嘉瑄合著） 

2008〈對於「動漫藝術」在台灣的幾個觀察〉，發表於帝門藝術基金會藝評書

寫工廠 

2007〈幻漫的記憶：江漢東八十回顧展的半生斷想〉，《藝術家》第 389期，

10月，頁 254-257。﹙與蔣伯欣合著﹚ 

 

碩士論文 

《黃華成（1935-1996）創作研究》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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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家榛   ◆經歷 

2007-2008 藝術家雜誌實習記者  

2011-迄今 GAZE線上雜誌，專案主編 

 

◆獲獎記錄 

2004 台東縣後山文化工作協會主辦之第六屆後山文藝營小說組首獎。 

2008 【樣品屋，美樂地 sample house, wonderland】，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

術學院美術創作卓越獎策展計畫類首獎。 

2009 【Show「i」，「i」 is so fantastic！】，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院

美術創作卓越獎策展計畫類優選。 

2010 國藝會藝評台入選 

2011 國藝會策展人培力專案 100 年度獲補助者 

 

◆參與展覽、工作坊 

2007 global animax project策展暨發表計畫，好流氓《大家族企業：開放辦

公室》，伊斯坦堡。 

2008 徐文瑞策展工作營，台北。 

2009 辜金良基金會杭州中國美院參訪團，中國杭州。 

 

◆策展經歷 

2008 (邊境．近鏡) 2008 台灣以色列青年藝術家交流展，華山藝文中心，台北。 

2009 台灣以色列青年藝術家交流展，關渡美術館，台北。 

2009 當我和你老去，牛俊強個展，南海藝廊，台北。 

2010 錄像雜技隊-未知的選項，乒乓藝術工作站，台北。 

2011 活彈藥 Live Ammo，台北當代藝術館，台北。 

2012 凝視我所凝視的，國家藝術園區美術館，新竹。 

2012 潛 規/律，柏林表演藝術節，tamtamART，柏林。 

2012 曖昧的存在，Kav16 gallery，台拉維夫 (06/02~06/30) 

tamtamART，柏林 (07/05~08/03) 

鳳甲美術館，台北 (08/25~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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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AA62 

  

郭冠英  藝術史

研究與

評論 

簡歷 

  長期關注聲音藝術及視覺文化生態與趨勢，呼吸吐納當代藝文的觀念思想交

流為生活養分。台灣大學中文系畢，美國 Golden Gate University藝術管理碩

士，舊金山藝術學院(San Francisco Art Institute)當代藝術史理論 (History 

and Theory of Contemporary Art) 碩士（指導教授：侯瀚如, Jeannene 

Brzyblyski, Claire Daigle），從事藝文領域行政及撰述多年。 

   

 相關作品 

   

  書籍  

http://www

.digiarts.

org.tw/chi

nese/ArtIs

t_Content.

aspx?n=845

AD906BBDC5

204&p=512D

19F702435D

52&s=4FDCB

http://

blog.ro

odo.com

/soundw

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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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ent Tense Biennial現代時進行式雙年展》專刊主編，舊金山中華文

化中心，2009 

  《異端影音煉金術》實驗聲響、聲音藝術、當代藝術、前衛影像文集，唐山

出版社出版，2000 

   

  文章  

  *Sound & Art 聲音/藝術的流變與未定  藝術家 2011.06  

  *Bill Fontana 將美術館建築當作樂器 今藝術 2011.04 

  *主動聆聽藝術史外未聞之聲：Iannis Xenakis以圖像創作聲音  今藝術

2011.03 

  *流動影像「融解」當代美學:第八屆聖塔非雙年展  今藝術 2011.03 

  *第三屆聖荷西數位藝術雙年展「打造自己的世界」  今藝術 2010.12 

  *非裔新世代精神：Kamau Patton的聲音裝置  今藝術 2010.03 

  *芳草地藝術中心（YBCA）數位藝術展  今藝術 2007.08 

  *聲音藝術展 Joe Colley進入社區  今藝術 2007.07 

  *寂靜之外：聲音的社會性  今藝術 2007.03 

  *兩位卡爾斯騰的聲音‧藝術‧市場  藝術家 2006.09 

  *另翼超級女聲：秦玉芬、Pamela Z、 Susan Gendreau、蔡安智  藝術家

2006.09  

  *從 Lethe Voice Festival談聲音藝術的母體空間  今藝術 2006.08 

  *對聲音有真感情的藝術家 Joe Colley(2006 奧地利林茲電子音樂獎 Prix Ars 

Electronica,Awards of Distinction,Digital Musics  今藝術 2006.03 

ABFBECC096

7&t=C985F9

D28DDE9186

&tn=EFDC1A

E65831FEC6

0E0218749F

64AA62 

周郁齡  

/ 

Yu-Ling 

CHOU 

  學歷 私立世新大學 平面傳播科技學系 攝影組 

國立台南藝術學院 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 

倫敦大學 伯貝克學院 The London Consortium 人文與文化研究博士班 經歷 

2002-2004《藝術觀點》《大趨勢》雜誌編輯 

2002 台灣美術地方發展史全集 台中地區 計畫助理 

2002 「台灣藝術全集，PartⅡ： 偷偷愛上你」策展助理 

2006-7 台北藝術大學 科技藝術研究所「台灣媒體藝術計畫」計畫研究助理 （主

持人 袁廣鳴） 

2009 英國 曼徹斯特 華人藝術中心「陳界仁個展: 帝國邊界Ⅱ-西方公司」助

理策展人  

2010 英國 倫敦 Rag Factory 台灣當代藝術展「外掛×附加 一段城市間的預演」

策展人  

2011-12 數位荒原作者  

http://www

.digiarts.

org.tw/chi

nese/ArtIs

t_Content.

aspx?n=845

AD906BBDC5

204&p=512D

19F702435D

52&s=49618

225E9C5D41

3&t=59A901

1D3CA12148

&tn=5AEA68

3D26E5908E

5A77F6561C

E592940715

C7192EC16D

http://

stopdna

.blogsp

ot.co.u

k/%20%3

Cbr%3Eh

ttp://s

topdna.

tumblr.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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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832EB624

664AF2F9 

王品驊  

/ WANG 

Man-Ping 

藝術規

劃 

1987-1989 雄獅美術雜誌月刊編輯 

1991-1993 藝術貴族月刊雜誌執行編輯、主編 

1994-2000 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研發企劃組助理研究員  

2001-2004 台北國立藝術大學科技藝術研究所碩士 

2000- 獨立藝術工作者、策展人 

2006- 就讀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博士班 

http://www

.digiarts.

org.tw/chi

nese/ArtIs

t_Content.

aspx?n=845

AD906BBDC5

204&p=512D

19F702435D

52&s=735D5

DBDD15B552

E&t=59A901

1D3CA12148

&tn=5AEA68

3D26E5908E

5A77F6561C

E592940715

C7192EC16D

96832EB624

664AF2F9 

http://

doctor.

tnnua.e

du.tw/r

eleaseR

edirect

.do?uni

tID=192

&pageID

=8453 

陳明惠  

/ Ming 

Turner 

當代藝

術理論

／藝術

史、藝

術管理

與行

政、當

代文化

研究、

藝術創

作/現

職： 

助理教

授兼研

學歷： 

英國羅芙堡大學 藝術史及理論哲學博士 

PhD in Art History and Theory,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藝術創作碩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美術系學士 

 

經歷： 

2009-10  

英國曼特斯特華人藝術中心 Chinese Arts Centre, Manchester, UK. 董事會

委員 

2007-08  

英國羅芙堡大學 艾麗斯當代女性攝影藝術家資料庫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Iris Archive, UK 

研究助理/ 協助 Professor Marsha Meskimmon 籌備跨英國、南非、加拿大、巴

http://www

.digiarts.

org.tw/chi

nese/ArtIs

t_Content.

aspx?n=845

AD906BBDC5

204&p=512D

19F702435D

52&s=7F9F3

5C9EA4F4AD

0&t=C985F9

D28DDE9186

&tn=EFDC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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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員，

英國帝

蒙佛大

學 

Lectur

er/Res

earch 

Fellow

, De 

Montfo

rt 

Univer

sity, 

UK. 

藝術創

作碩士

課程教

師，紐

約

Transa

rt 

Instit

ute (夏

季課程

位於德

國柏林

藝術大

學

Tanzfa

brik) 

勒斯坦及台灣之女性影像企劃案。 

2008  

英國曼徹斯特—角落屋畫廊 Corner House Gallery Manchester 課程領導人 

2007  

英國藝術史學者協會 Association of Art Historians 國際學術研討會籌備兼

主持人/ 研討會地點：北愛爾蘭 Belfast；日期：2007 年 4 月 12-14 日 

2005-06  

英國羅芙堡大學藝術史及理論兼創作大學部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講師 

Lecturer/ Tutor 指導大學部的藝術創作與畢業製作 

2004-06  

英國藝術史學者協會 Association of Art Historians (總部辦公室：英國倫

敦) 博士研究生委員會成員 (義工)/ 每年協助策劃二場單天的學術研討 

會及一場兩天之研討會 

2002-03 年 文建會台中二十號倉庫 駐站藝術家 

E65831FEC6

0E0218749F

64AA62 

鄭淑鈴  

/ 

Shu-Lin 

CHENG 

  目前就讀於法國巴黎第一大學藝術文化研究博士班。曾就讀台大社會系、巴黎

第一大學藝術史學士、巴黎第三大學文化管理碩士 、巴黎高等翻譯學院。從事

數位藝術研究，專長為藝術社會學、文化研究、視覺文化理論、文化政策與行

政、藝術史、以及學術翻譯。 

http://www

.digiarts.

org.tw/chi

nese/ArtIs

t_Content.

aspx?n=845

AD906BBDC5

204&p=512D

19F702435D

52&s=3B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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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692700C

D&t=59A901

1D3CA12148

&tn=5AEA68

3D26E5908E

5A77F6561C

E592940715

C7192EC16D

96832EB624

664AF2F9 

許淑真  

/ HSU 

Su-Chen 

跨領域

藝術、

數位藝

術、藝

術策展 

【個人簡介】 

中華醫事學院檢驗科畢，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藝術創作碩士，曾於 90 年代參加

蘭陵劇坊，以及在長庚醫院擔任臨床病理檢驗師工作七年；現為視覺藝術家及

獨立策展人。 2004 年獲選第一屆台灣－英國互相駐訪計畫數位藝術家代表，

駐訪 Huddersfield 媒體藝術中心。曾入圍台新藝術獎 2005 年年度視覺藝術

類五大，兩項入圍 2004 年年度七大。國內外展覽無數，創作作品探討身體感

和科技之間的關係，以及與科學領域的結合，而策展方式與內容一直以來都與

跨領域議題和合作有關。 【展演/作品發表】 

‧ 首次展演  

1986 ， 「 MEDEA 在山上」，類劇場活動演出，蘭陵劇坊， 

基隆八斗子，台灣 

‧ 個展 

2007 許淑真「Love Mapping」個展，新濱碼頭藝術空間， 

高雄，台灣 

2004 許淑真「 In Vitro 」個展 ，原型藝術空間，台南， 

台灣（「連體嬰共生計畫」系列 - 偽科幻之前研究） 

2003「告密」許淑真個展，福華沙龍，高雄，台灣 ‧ 聯展 

2007 《穿越表層》─ 設計與藝術的對話，新樂園藝術空間， 

台北，台灣 

2007 《 女性文化地標》設置/國家文化總會策劃，女書店， 

台北，台灣 

2007 女性論壇藝術節：我的小論述，多麼的優秀！，  

a little blah blah (albb) ， 網址： http://www.womanifesto.com/  

http://albbsaigon.blogspot.com ，西貢，越南 

2007 「濱刺麥計畫--回程：越南、台南北門和安南、嘉義布袋」， 

台南縣生態旅遊發展協會＆台南市鹽田生態文化村，台灣 

2006 「 2006 年女性藝術節（雙年展）—無人之境」國際網路展， 

網址： http://www.womanifesto.com/ ，泰國 

http://www

.digiarts.

org.tw/chi

nese/ArtIs

t_Content.

aspx?n=845

AD906BBDC5

204&p=512D

19F702435D

52&s=60711

9B5EC3C825

2&t=C985F9

D28DDE9186

&tn=EFDC1A

E65831FEC6

0E0218749F

64AA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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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涓  

/ TSENG 

Yu-Chuan 

互動裝

置設

計、互

動藝術

創作與

美學、

網路多

媒體 

曾鈺涓  

 

台灣女性藝術協會副理事長 

台灣科技藝術教育協會理事 

數位藝術基金會監事 

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助理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博士，研究方向為互動藝術創作理論，現任教於

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2005年與 2006分別以《Immersing ME》《Flow》

獲選參展發表於「ACM Multimedia國際研討會。2007年以《Who系列作品創作》

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科技藝術創作發表補助專案競賽榮譽，並於 2008年 5月

與 7月成果展覽於台北鳳甲美術館與國立台灣美術館。2008年作品《Flowerman》

與《All Ways- O’s Chatroom》獲選發表於國際電子藝術研討會(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lectronic Arts, ISEA)) 。2008作品 Flow以論文形式，發表

於 Leonardo國際期刊。 

 

學歷 

2010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 博士 

1994 紐約大學 New York University, Studio Arts畢業，藝術碩士學位 M.A. 

1988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學士學位 B.A. 

 

重要個展 

2010「你在那裡？」網路互動藝術展，新樂園藝術空間，台北，台灣。（沈聖

博、黃怡靜、陳威廷） 

2007「以訊息存在的方式」行動數位藝術展，花蓮文化創意園區。花蓮，台灣。

（所以然藝術實驗室） 

2007「他者」互動藝術展，新樂園藝術空間，台北，台灣。（所以然藝術實驗

室） 

2005 「Immersing ME」互動影像展，新樂園藝術空間，台北，台灣。（所以然

藝術實驗室） 

2003 「All Ways- O’s Chatroom」網路互動藝術，台北新樂園藝術空間，台

北，台灣。 

2003 「Let’s Make ART」網路互動藝術裝置展，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台

灣 

2002 「Click」-網路藝術裝置展，新樂園藝術空間， 台北，台灣 

1999 「台北樂園販售案」電腦影像裝置展，新樂園藝術空間，台北，台灣 

1999 「錯置」電腦影像展，台南文化中心，台南，台灣 

1998 「一種擴張的象限」電腦影像展，新樂園藝術空間，台北，台灣 

http://www

.digiarts.

org.tw/chi

nese/ArtIs

t_Content.

aspx?n=845

AD906BBDC5

204&p=512D

19F702435D

52&s=21271

C0A383F295

1&t=59A901

1D3CA12148

&tn=5AEA68

3D26E5908E

5A77F6561C

E592940715

C7192EC16D

96832EB624

664AF2F9 

http://

www.tyu

chuan.c

om/page

/c_page

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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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昭蘭  

/ 

Jan-lan 

Guo 

獨立策

展人兼

藝術評

論者 

郭昭蘭，獨立策展人兼藝術評論者，目前生活於台灣台北。2006年於台灣師範

大學西洋藝術史研究所取得博士學位。1996年至 2008年，她曾任教於華梵大學

美術系; 2008年至 2011年間，於台灣藝術大學美術系擔任兼任副教授，教授現

代藝術史與當代藝術導論。她的博士論文「1960年代的羅森柏格的藝術：朝向

後現代」從酷兒研究，後現代，跨領域，等面向探測羅森柏格藝術與 1980年代

的美國後現代評論之間的交匯。 

 

雖然接受的是藝術史的訓練，郭昭蘭的研究對象逐漸朝向當代藝術的領域，特

別是與視覺文化相關的當代藝術研究。他策劃過的展覽包括  

1. CO6前衛文件展中的「複音馬賽克」（台中國家美術館，2006）  

2. 「0與 1的練習題」（台北 e-2000茶館，2008）  

3. 「非典：漂浮於典型之上」（台北，2008） 

4.「未來的鄉愁」(台中，2009) 

5. 「離魂症：幻影神遊者」（台北，2010） 

6. 「樂園：重建中」（ISCP, New York,2011） 

7. 「台灣當代藝術(TCA計畫)」（ISCP, New York，2011) 

 

2011年郭昭蘭獲選文建會視覺暨表演人才出國駐村暨交流計畫，於紐約

Iscp(International Studio and Curatorial Program)藝術村進行為期 4個月

的駐村計畫，並完成「台灣當代藝術(TCA計畫)」。這是一個以展演性的策展行

為（performative curating）探測策展疆界的實驗性展覽，試圖透過藝術家作

者權的借用，探討身分認同的界限。 

http://www

.digiarts.

org.tw/chi

nese/ArtIs

t_Content.

aspx?n=845

AD906BBDC5

204&p=512D

19F702435D

52&s=2F9C2

54F453A58E

6&t=59A901

1D3CA12148

&tn=5AEA68

3D26E5908E

5A77F6561C

E592940715

C7192EC16D

96832EB624

664AF2F9 

http://

jasper7

5.pixne

t.net/b

log 

郭慧禪  

/ KUO 

Hui-Chan 

繪畫，

影像合

成 

【個人簡介】  

1976 年出生於台灣宜蘭縣，1999 國立台灣藝術學院美術系藝術學士，2001 倫

敦藝術學院藝術碩士 MA Fine Art, Chelsea College of Art& Design, The London 

Institute 主要創作媒材：影像合成 

專長 /繪畫，影像合成 個展 * 2008 「郭慧禪 2008年個展──光線寫作」，

也趣畫廊，台北 

* 2007 「郭慧禪 2007年個展──繪畫」，新樂園藝術空間，台北 

* 2005 「擬態–郭慧禪作品展」，新樂園藝術空間，台北 

* 2003 「郭慧禪影像創作展」，竹師藝術空間，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新竹 

* 2003 「《自畫像》─影像個展」，生圖美學空間，台北 聯展 * 2010 「擁

擠的樂園，新樂園藝術空間」，台北 

* 2010 「笑 CC ‧ 遊街區」，UrbanCore Café & Bookshelf，台北 

* 2010 「『和諧的世界』的美麗與哀愁」，2010第二屆大理國際影會，雲南，

中國 

* 2010 「美的再濫用，視盟藝文空間」，台北 

* 2010 「新樂園‧VT‧新?南北串連展之新樂園年度推薦新人王，黃長壽個展 I、

II」，非常廟藝文空間、新?碼頭藝術空間，台北、高雄 

* 2009 「台北攝影與數位影像藝術博覽會」，六福皇宮大飯店，台北 

http://www

.digiarts.

org.tw/chi

nese/ArtIs

t_Content.

aspx?n=845

AD906BBDC5

204&p=512D

19F702435D

52&s=F14B8

8D377502DE

4&t=C985F9

D28DDE9186

&tn=EFDC1A

E65831FEC6

0E0218749F

64AA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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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有影嘸? 2009台灣攝影 BAZAAR」，信義公民會館，台北 

* 2009 「大阪藝術博覽會」，大阪，日本 

* 2009 「ARTO釜山藝術博覽會，釜山，韓國 

* 2009 「情慾世界裡的真實！？」 ，台灣國際視覺藝術中心，台北 

* 2009 「台北國際當代藝術博覽會，王朝大酒店，台北 

* 2009 「雙凝─台灣女性藝術的鏡觀視角，國立台灣美術館，台中 

* 2009 「月光光 心慌慌-非常廟三週年之關鍵報告」，非常廟藝文空間，台北 

* 2009 「不只是氣味」，元智大學藝術中心，元智大學，桃園 

許素朱  

/ 小牛 

interc

tive 

art, 

intern

et art, 

future 

museum 

小牛（許素朱）教授主要專長為 互動藝術、網路藝術、未來博物館，興趣為浪

跡天涯、志向當俠女。 許教授為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博士，曾創立台灣第一個「科

技藝術研究所 (Graduate School of Art and Technology)」，為該所第一任

所長 (2001~2004)；曾為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與科技中心 (Center of Art and 

Technology)」主任 (2005~2009, 1999~2004)；期間並主持 FBI Lab。許教授

目前也是人權教育基金會以及數位藝術基金會之董事。 許教授近十多年來一直

致力於科技與藝術的整合，努力扮演台灣科技與藝術結合的橋樑。這幾年來策

劃舉辦多次的科技藝術展覽與科技藝術表演藝術，並邀請國內外相關單位一起

共襄盛舉，並於 2004年舉辦台灣第一次「科技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 許教

授曾於 2004年受國科會補助留職留薪至美國柏克萊的 Intel Research Lab研

究一年，也於 1996年留職留薪至美國 MIT Media Lab研究拜訪。 許教授曾為

行政院國家型數位典藏計畫顧問，曾執行多項國家型計畫，在 2005 年於第四屆

數位典藏技術研討會正式提出「未來博物館」概念與系列作品，近年來擔任多

項「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經濟部工業局數位內容發展補助計畫」、

「經濟部技術處 SBIR計畫」之評審委員，以及曾擔任「台北數位藝術節」網路

藝術獎項、「國科會 KT科技藝術獎」網路藝術與互動藝術獎項之召集人。許教

授主持過的【研究計畫】，含概主題非常廣泛，包括數位藝術、互動式表演藝

術、知識管理、數位典藏、數位創意學習、智慧型生活創意空間、…等。這些

計畫的執行目的乃把科技藝術融入數位內容、數位生活中，讓創意發揮極至。 

[研究成果] ：(more) 

2009~2011 「ZEN -〝輕安一心〞創意禪修空間研究 (ZEN Research on Creative 

Space for Ease and Mindfulness)」研究 

2009~2010 「Fashion + Technology – 互動智慧流行服飾設計」研究 

2006~2011 「無線感測器在人文藝術應用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in 

Interactive Art & Humanity)」研究 

2006~2008 「智慧型數位創意生活 (Innov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Digital Life)」研究 

2004~2006 「未來博物館 (Future Museum)」研究 

2002~2004 「科技藝術 (Art & Technology)」創作研究 

1999~2004 「數位典藏&數位博物館 (Digital Archive & Digital Museum)」

研究 

http://www

.digiarts.

org.tw/chi

nese/ArtIs

t_Content.

aspx?n=845

AD906BBDC5

204&p=512D

19F702435D

52&s=B41D7

4362F9742D

7&t=C985F9

D28DDE9186

&tn=EFDC1A

E65831FEC6

0E0218749F

64AA62 

http://

techart

.tnua.e

du.tw/~

su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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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史研究與藝評人 

姓名 專長 簡介 網站連結 其他 

謝慧青   當代藝

術、科

技文化

研究、

視覺文

化研

究、性

別研究 

學歷 

  

2004 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1995 波士頓席門斯大學 Simmons College人文研究碩士畢業—主修美術史 

1993 波士頓東北大學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物理碩士畢業 

  

現任 

  

2004 獨立策展人、自由撰稿人、世新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中原大學通識中心

兼任講師 

2005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院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工作經歷 

  

2006-12 致理技術學院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2010-12 中華民國畫廊協會產經研究室計畫主持人 

2009-10 文化建設委員會 2009, 2010 年公共藝術講習執行小組 

2006-08 建築 Dialogue雜誌主編(獲該年科學與技術類雜誌金鼎獎入圍） 

2006        中國科技大學視覺傳達學系兼任講師 

2005        台視文化公司玩藝時代雜誌主編 

2000-05 板橋亞東技術學院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2004-05 台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館典藏組研究人員 

2003        典藏今藝術雜誌主編(獲該年人文藝術類雜誌金鼎獎) 

1999-02 自由時報藝文小組視覺藝術路線記者 

  

策展經歷 

  

2012 「機動．森林」，台北數位藝術中心 

2012 「女人們的白色房間」，駁二藝術特區自行車倉庫 

2012 「遇見綠光：金典綠園道新媒體藝術展」，台中金典綠園道 

2011 「ACA交流電: 動漫與當代藝術相遇」，駁二藝術特區 C5，國立台灣美術館 

2011 「成為賽柏格 Becoming Cyborg」，2011年數位藝術方舟策展案，國立台灣

美術館 

2011 「i-City：存在．不存在的城市」策展人，台北數位藝術中心 

2010 「新山水動水墨」策展人，台北悠閒藝術中心 

2000 「五個女人的床事—台港中女性藝術家聯展」策展人，台北悠閒藝術中心 

http://cc

.shu.edu.

tw/~hchsi

eh/index.

html 

http:/

/www.d

igiart

s.org.

tw/chi

nese/A

rtIst_

Conten

t.aspx

?n=845

AD906B

BDC520

4&p=51

2D19F7

02435D

52&s=8

342162

0CD7F0

A2E&t=

A7D0F6

AC56D1

1B21&t

n=2F57

F61B4F

886622

E4AD1A

02DBCE

9C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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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君穎 文化政

策、藝

術行

政、表

演藝術

行銷 

台灣桃園人，曾任藝術行政人員，2009年考取教育部公費留學文化產業組表演藝術

行銷組。現居倫敦，於金史密斯學院創意與文化創業研究所（Institute for 

Creative and 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博士班進修中。研究主題為文化外交

及跨國文化交流，並自 2010年 6月起擔任《PAR表演藝術雜誌》英國特約海外撰述

至今。 

  

學歷 

  

2010    迄今  英國倫敦大學金史密斯學院創意與文化創業研究所博士班 

2007－2008 英國倫敦大學金史密斯學院藝術行政與文化政策碩士 

1999－2004 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社會學系雙學士 

  

經歷 

  

2009－2010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台灣生活美學運動」專案人員 

2008－2009 台北愛樂管弦樂團行銷經理 

2004－2007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業務推廣部專員 

http://ww

w.digiart

s.org.tw/

chinese/A

rtIst_Con

tent.aspx

?n=845AD9

06BBDC520

4&p=512D1

9F702435D

52&s=45C0

F84140A9D

830&t=59A

9011D3CA1

2148&tn=5

AEA683D26

E5908E5A7

7F6561CE5

92940715C

7192EC16D

96832EB62

4664AF2F9 

  

王冠婷   學歷 

  

東海大學社會所畢業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畢業 

國立板橋高中畢業 

  

工作經歷 

  

2013 「《台北數位藝術中心 2012 年刊》」，主編 

2013 「臺灣科技藝術學會」，籌備會，執行秘書 

2013 「《數位藝述第参號：數位影像與敘事產業》」，何重誼、邱誌勇主編，執

行編輯 

2013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領航新媒體藝術展演示範計畫：新媒體展演藝術創

意構想及其與文化內涵之關係研究」，專案 

2013 「《科技藝術發展政策灰皮書》，王柏偉主編，行政編輯 

2012 「《Very View 非常評論》」，特約作者 

2012 「網路媒體「數位荒原」，特約作者 

2012 「第七屆台北數位藝術節：第二自然」，展覽企劃 

http://ww

w.digiart

s.org.tw/

chinese/A

rtIst_Con

tent.aspx

?n=845AD9

06BBDC520

4&p=512D1

9F702435D

52&s=E789

C926F4D81

5E9&t=59A

9011D3CA1

2148&tn=5

AEA683D26

E5908E5A7

7F6561C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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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數位藝述第貳號：新媒體聲響藝術》，曾毓忠主編，執行編輯 

2012 「《關鍵論述與在地實踐：在地脈絡化下的新媒體藝術》，邱誌勇主編，行

政編輯 

2012 「《台北數位藝術中心 2011 年刊》」，執行編輯 

2012 「文化部-科技與表演藝術結合中長程發展計畫」，研究助理 

2012 「董氏基金會」，研究專員 

92940715C

7192EC16D

96832EB62

4664AF2F9 

駱麗真   現任台灣科技藝術教育協會理事長，第七屆中華民國視覺藝術協會理事長，世新大

學公共關係與廣告學系助理教授，國立台灣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程兼任助理教授，長

期致力於新媒體藝術研究與創作。 

  

歷年來創作以新媒體藝術與錄像裝置為主，舉辦個展並積極參與聯展；博士論文以

台灣新媒體藝術教育與創作發展間之相互影響為研究方向；文化政策研究以 NPO組

織發展、文創政策、視覺藝術相關議題為主，並擔任文化部「輔導藝文產業創新育

成補助計畫」計劃委員，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計畫 UCAN」藝文與影音傳

播類專業職能召集人；科技藝術教育推廣則致力於中小學科技藝術教育推廣，曾主

持國藝會藝教於樂專案計劃，並將成果彙編成為「藝起動動手-互動藝術的神奇魔

力」。  

  

經歷  

  

2009.08迄今，世新大學助理教授 

2011.04迄今，台灣科技藝術教育協會理事長  

2011.02~2013.05，中華民國視覺藝術協會常務理事  

2009.02-2011.02，中華民國視覺藝術協會理事長 

2009.02迄今，國立台灣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個展 

  

2013 「幸無在中央」，台北數位藝術中心 

2012 「在幸福的邊陲」，視盟藝文空間 

2009 「華麗與變奏」，台北信義公民會館 

2003 「快樂半島」，台中 20 號倉庫 

2003 「快樂漫遊」，壢新醫院藝術中心 

2002 「快樂地」，華山烏梅酒廠 

2002 「螢光變奏」，智邦藝術基金會  

   

聯展 

  

2012 「2012藝術家博覽會」，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2012 「2012藝術家博覽會」，松山文創園區 

http://ww

w.digiart

s.org.tw/

chinese/A

rtIst_Con

tent.aspx

?n=845AD9

06BBDC520

4&p=512D1

9F702435D

52&s=90DE

CA14B6FBB

D70&t=A7D

0F6AC56D1

1B21&tn=2

F57F61B4F

886622E4A

D1A02DBCE

9C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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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2011藝術家博覽會」，台北剝皮寮歷史街區 

2011 「2011藝術家博覽會」，高雄駁二藝術特區七號倉庫 

2010 「台灣數位藝術脈流計畫－脈波壹「身體‧性別‧科技數位藝術展」，台北

數位藝術中心 

2010 「藝想 ten開，See U Next 10─2010視盟藝術家博覽會」，台中創意文化園

區 國際展演館、藝文展覽館  

王咏琳  

/ 

Yung-Lin 

WANG 

  藝術評論文字工作者，美術館菜鳥策展人。 

 

淡江法文系畢，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畢。  

 

2010年與王柏偉、江凌青組成評論工作者互助團體「W J W」，現任 W J W實驗室

主任，關注文字書寫對於藝術和群眾間的穿透動能，並致力於修護當代藝術基因細

胞、社會美白，以及創造環境自然分解之抗氧化有機評論。文章散見藝術家、今藝

術雜誌。  

http://ww

w.digiart

s.org.tw/

chinese/A

rtIst_Con

tent.aspx

?n=845AD9

06BBDC520

4&p=512D1

9F702435D

52&s=4730

D7AD4F557

64A&t=C98

5F9D28DDE

9186&tn=E

FDC1AE658

31FEC60E0

218749F64

AA62 

  

林珮淳   林珮淳 1995 年獲澳大利亞國立沃隆岡大學藝術創作博士，為「2 號公寓」及「台

灣女性藝術協會」創始會員及理事長，作品展於國內外重要藝術中心，如紐約皇后

美術館、法國 Exit and Via 藝術節、台灣國立美術館、台北市立美術館、 高雄

市立美術館及台北當代藝術館等。作品被記錄於重要藝術相關書籍如：《台灣當代

女性藝術史》、《台灣當代裝置藝術》、《台灣當代藝術》、《台灣當代美術大系》、

《數位藝術概論》、《台灣美術史》、《數位美學》、《高中美術課本》、《台灣

當代藝術名人錄》、「中國當代藝術年鑑」、「亞洲名人錄」（Asian Who’s Who）

等。目前為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新媒體藝術研究所教授暨數位藝

術主持人。 

 

 

【展演/作品發表】 

首次展演或作品發表  

‧1984，《林珮淳作品發表》，中央密大藝術中心，美國 

個展 

http://ww

w.digiart

s.org.tw/

chinese/A

rtIst_Con

tent.aspx

?n=845AD9

06BBDC520

4&p=512D1

9F702435D

52&s=845A

D906BBDC5

204&t=C98

5F9D28DDE

9186&tn=E

http:/

/ma.nt

ua.edu

.tw/da

lab/DA

L/inde

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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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林珮淳個展-夏娃克隆系列 II」，新苑藝術，台北 

2011 「林珮淳個展- 夏娃克隆系列」，台北當代藝術館，台北 

2006 「人工生命 ─ 回歸大自然系列」，國立中央大學藝文中心，桃園 

2006 「林珮淳個展─美麗新世界」，北京 798 藝術村，帝門藝術中心，北京 

2005 「情迷‧ 意亂」，新竹教育大學藝術空間，高苑科技大學藝文中心，新竹/ 高

雄 

2004 「捕捉─回歸大自然系列」，台北當代藝術館，台北 

2004 「非自然─回歸大自然系列」，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藝術中心，台北 

2000 「解構父權」，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台北 

2000 「景觀．觀景─回歸大自然系列」，桃園縣立文化中心，桃園 

1999 「台灣印象─金曲之作」，佛羅倫斯 Spazio Diciotto 畫廊，義大利 

1998 「經典之作」，台中臻品藝術中心，台中 

1998 「安全窩」，台北市政府，台北 

1996 「真實與虛假」，新竹師範學院藝術中心，新竹 

1996 「相對說畫」，澳大利亞當代藝術空間，澳大利亞 

1995 「相對說畫」，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 

1994 「蓮花的故事」，長畫廊/ 台中桂仁藝術中心，澳大利亞/ 台灣 

1993 「女性詮釋系列」，國立台灣美術館/ 台中首都藝術中心 

1992 「林珮淳作品發表」，2 號公寓，台北 

1991 「林珮淳作品發表」，2 號公寓/ 首都藝術中心，台北/台中 

1990 「林珮淳作品發表」，2 號公寓，台北 

1989 「造形、色彩與揮灑的筆觸」，美國文化中心，台北 

1984 「林珮淳作品發表」，中央密大藝術中心，美國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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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凌青 當代藝

術，藝

術理論

與評

論，電

影史，

電影美

學，華

語電影

研究 

生於台灣台中，研究所之前專注於藝術與文學創作，曾獲時報文學獎、梁實秋文學

獎、台北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國家文藝基金會 97、98年度文學創作補助，

以及 行政院文建會第一屆優秀青年藝術典藏。研究所後開始從事當代藝術、新媒

體藝術與電影美學的理論書寫， 曾數度獲得數位藝術評論獎，並於 2008 年考取

教育部公費留學電影組，目前為英國萊斯特（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大學

美術與電影史系博士候選人。關注當代藝術中的跨域交流，尤其是影像藝術在二十

世紀後期開展出來的美學樣態，除此之外也從博物館研究與藝文政策的角度來關注

英國本地的新媒體藝術發展。相關報導與論文發表於國內各藝術期刊，包括《藝術

家》、《藝外》、《電影欣賞季刊》、《藝術學研究》、《現代美術學報》、《歷

史文物月刊》等，亦為線上數位藝術期刊《數位荒原》的作者之一。 

 

學歷 

2001-200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輔系英語系學士 

2005-200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西洋美術史碩士 

2009- 至今 英國萊斯特大學美術與電影史系博士生 

 

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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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8、2010 台北市文化局全國數位藝術評論獎 

2011國家文藝基金會藝評台徵選專案優選 

2011《藝術論壇》中文版藝評寫作獎（ Artforum Critical Writing Award ） 

2011世安美學論文獎 

 

專長 

當代藝術，藝術理論與評論，電影史，電影美學，華語電影研究 

 

近年重要文章發表（新媒體與影像藝術相關） 

A. 匿名審查制度之期刊 

江凌青(2012/05)。建築作為串連影像裝置與電影美學的關鍵：以蔡明亮的作品為

例。現代美術學報（藝術與電影專輯），第 23期。 

江凌青(2011/11)。從媒介到建築：楊德昌如何利用多重媒介來再現《一一》裡的

台北。藝術學研究，第 9期，頁 167-209。 

218749F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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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偉慈 評論 〔學歷〕 

台北藝術大學美術史研究所藝術評論組碩士 

 

〔經歷〕 

2011-《藝術家》雜誌 執行編輯、執行主編 

1999-2006 台灣日報影育中心 文字記者 

 

〔重要文章〕  

對正統的挑釁—姚瑞中「萬歲／山水」中的政治寓意，《藝術家》，2012.05 

顛覆性別的二元幻像—凱薩琳．歐蓓攝影作品中的性別流動，《藝術家》，2012.03 

訴諸感官的直覺—黃榮禧近作展，《藝術家》，2012.01 

觀念情感及歷史感的呈現─張照堂的生活與攝影哲學，《藝術家》，2011.08 

找尋日常感知經驗之奇異點─羅智信的模擬美學，《藝術家》，2010.12 

與她者交遇，如何可能？─侯淑姿的〈亞洲新娘之歌〉三部曲，《藝術家》，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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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佳璇 評論、

策展 

1982年生於台灣台南市，現定居台南。  

學歷 

2011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碩士 

 

經歷 

2011~迄今 專職於台南齁空間進行展覽策畫執行，書寫藝術評論，及進行藝術研究。 

2009-2010 任《藝術觀點》編輯 

 

策展  

2012「張登堯個：往海山、海空，下一位」，齁空間，台南 

nbsp;nbsp;nbsp;nbsp;nbsp;「XING 跨 黃敏琪、Lewis Gesner 雙個展」，齁空間，

台南 

nbsp;nbsp;nbsp;nbsp;nbsp;「赤誠/赤城」，百草堂策展團隊，五七藝術工作室，

台南 

nbsp;nbsp;nbsp;nbsp;nbsp;「在我們如斯的居地」，齁空間，台南 

2011「當鱷魚吞下了時間」，（策展：侯昱寬、楊佳璇）REC台南 

 

文章 

2010.01〈黃華成封面設計〉，《藝術觀點》42期 

2008.08〈頓挫之世代回應〉，楊佳璇，《典藏今藝術》191期，頁 158-167（與高

子衿；吳嘉瑄合著） 

2008〈對於「動漫藝術」在台灣的幾個觀察〉，發表於帝門藝術基金會藝評書寫工

廠 

2007〈幻漫的記憶：江漢東八十回顧展的半生斷想〉，《藝術家》第 389 期，10 月，

頁 254-257。﹙與蔣伯欣合著﹚ 

 

碩士論文 

《黃華成（1935-1996）創作研究》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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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家榛   ◆經歷 

2007-2008 藝術家雜誌實習記者  

2011-迄今 GAZE線上雜誌，專案主編 

 

◆獲獎記錄 

2004 台東縣後山文化工作協會主辦之第六屆後山文藝營小說組首獎。 

2008 【樣品屋，美樂地 sample house, wonderland】，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

院美術創作卓越獎策展計畫類首獎。 

2009 【Show「i」，「i」 is so fantastic！】，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院美

術創作卓越獎策展計畫類優選。 

2010 國藝會藝評台入選 

2011 國藝會策展人培力專案 100 年度獲補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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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展覽、工作坊 

2007 global animax project策展暨發表計畫，好流氓《大家族企業：開放辦公室》，

伊斯坦堡。 

2008 徐文瑞策展工作營，台北。 

2009 辜金良基金會杭州中國美院參訪團，中國杭州。 

 

◆策展經歷 

2008 (邊境．近鏡) 2008台灣以色列青年藝術家交流展，華山藝文中心，台北。 

2009 台灣以色列青年藝術家交流展，關渡美術館，台北。 

2009 當我和你老去，牛俊強個展，南海藝廊，台北。 

2010 錄像雜技隊-未知的選項，乒乓藝術工作站，台北。 

2011 活彈藥 Live Ammo，台北當代藝術館，台北。 

2012 凝視我所凝視的，國家藝術園區美術館，新竹。 

2012 潛 規/律，柏林表演藝術節，tamtamART，柏林。 

2012 曖昧的存在，Kav16 gallery，台拉維夫 (06/02~06/30) 

tamtamART，柏林 (07/05~08/03) 

鳳甲美術館，台北 (08/25~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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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冠英  藝術史

研究與

評論 

簡歷 

  長期關注聲音藝術及視覺文化生態與趨勢，呼吸吐納當代藝文的觀念思想交流為

生活養分。台灣大學中文系畢，美國 Golden Gate University藝術管理碩士，舊

金山藝術學院(San Francisco Art Institute)當代藝術史理論 (History and 

Theory of Contemporary Art) 碩士（指導教授：侯瀚如, Jeannene Brzyblyski, 

Claire Daigle），從事藝文領域行政及撰述多年。 

   

 相關作品 

   

  書籍  

  《Present Tense Biennial現代時進行式雙年展》專刊主編，舊金山中華文化中

心，2009 

  《異端影音煉金術》實驗聲響、聲音藝術、當代藝術、前衛影像文集，唐山出版

社出版，2000 

   

  文章  

  *Sound & Art 聲音/藝術的流變與未定  藝術家 2011.06  

  *Bill Fontana 將美術館建築當作樂器 今藝術 2011.04 

  *主動聆聽藝術史外未聞之聲：Iannis Xenakis以圖像創作聲音  今藝術

2011.03 

  *流動影像「融解」當代美學:第八屆聖塔非雙年展  今藝術 2011.03 

  *第三屆聖荷西數位藝術雙年展「打造自己的世界」  今藝術 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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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裔新世代精神：Kamau Patton的聲音裝置  今藝術 2010.03 

  *芳草地藝術中心（YBCA）數位藝術展  今藝術 2007.08 

  *聲音藝術展 Joe Colley進入社區  今藝術 2007.07 

  *寂靜之外：聲音的社會性  今藝術 2007.03 

  *兩位卡爾斯騰的聲音‧藝術‧市場  藝術家 2006.09 

  *另翼超級女聲：秦玉芬、Pamela Z、 Susan Gendreau、蔡安智  藝術家 2006.09  

  *從 Lethe Voice Festival談聲音藝術的母體空間  今藝術 2006.08 

  *對聲音有真感情的藝術家 Joe Colley(2006 奧地利林茲電子音樂獎 Prix Ars 

Electronica,Awards of Distinction,Digital Musics  今藝術 2006.03 

許遠達    出生  

1973年 台灣宜蘭  

 

學歷 

1996國立中興大學公共行政系 學士畢 

2004國立台南藝術學院 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碩士畢 

2009- 德州州立理工大學藝術批評學博士候選人 Fine Art in Art, Texas Tech 

University 

 

經歷 

2001-2002 曾任《大趨勢》藝術雜誌 編輯 

2002-2004 曾任《藝術觀點》藝術雜誌 編輯 

2004 曾任東方技術學院 講師 

2004 曾任新營社區大學 講師 

2004-2006 《藝術家》雜誌南部特約採撰稿 

2004-2006台南科技大學美術系 講師 

2004-2006 台南市社區大學 講師 

 

策展 

2002「行雲流水之歌-台灣新寫實繪畫卅年」策展助理 

2003 策劃「游擊出兵-拜碼頭」展覽 高雄 國際貨櫃藝術節 

2004 策劃「闢境-烏山頭藝術部落田調」展覽 台南 原型藝術 

2004 策劃「一個地下通道的不尋常邀約」公共藝術 台南市火車站前站北側廣場人

行地下道 

2004-2005 文賢油漆工程行 VS 誠品 滲透式 藝術系列講座 

2005 台南誠品「藝術新觀點系列」講座 

2005 策劃「逗點-藝術家的街道傢俱」台南縣/總爺藝術中心 

2006 策展研究員「啟動西兒特-五感總動員！」教育展 國立台灣美術館/台中 

 

評審 

2003台南市府城美展雕塑類 評審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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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台南市府城美展籌備委員 

2006 台南市府城美展攝影類 評審委員 

林宜寬 自由撰

稿人 

1981 出生於 台南市 

2004 畢業於 國立花蓮師範學院 美勞教育學系 

 

目前生活創作於台南，為自由撰稿人，目前生活創作於台南，為自由撰稿人，文章

發表於 台灣《藝術家》、《藝術認證》、中國《生活月刊》、香港《攝影雜誌》，

廈門《搜街》雜誌《对岸》專欄寫作。  

個 展  

2004.04《晦暗與幽微》國立花蓮師院，花蓮 

2005.07《迴轉迷宮》壹參陸眾藝術，台南 

2008.05《阿寬的心得報告》咖啡黑，台北 

2011.03《手》五七藝術工作室/黑蝸牛工作室，台南 

2011.12《手風景》北風藝廊，台北 

 

聯 展 

2008.08《藝‧極棒─2008視盟藝術家博覽會》信義公民會館，台北 

2011.05《第三屆台北國際當代藝術博覽會》王朝大酒店，台北 

2011.09《百年好合‧心存好藝》臻品藝術中心，台中 

2012.05《第四屆台北國際當代藝術博覽會》喜來登大飯店，台北 

2012.05《城市藝術博覽會》花園飯店(上海)，上海 

2012.08《童話》臻品藝術中心，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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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嘉瑄  

/ 

Chia-Hsu

an WU 

評論 學、經歷  

 

2003 國立中央大學 藝術學研究所碩士 

曾任《典藏‧今藝術》執行編輯與採訪編輯 

現任《藝外》當代藝術月刊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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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恬君   【個人簡介】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專長 / 美學、藝術教育、複合媒材、書法、多媒體藝術  

【展演/作品發表】  

‧ 首次展演 

‧ 1997, 12, 08 - 12, 29，《人文與藝術、科技的對話─張恬君電腦藝術展》，

元智大學 

‧ 個展 

‧ 2003，《非相／非非相─張恬君創作展》（科技藝術），智邦藝術中心，智邦

藝術基金會 

‧ 2001，《將此深心奉慈暉─張恬君母親節畫展》（電腦繪圖），彰化師範大學，

彰化 

‧ 聯展 

‧ 2002，《不插電也發光－交大應用藝術研究所師生展》，交大藝文空間，新竹  

【學歷資料】  

‧ 1992，美國馬里蘭大學，美術教育博士 

‧ 1989，美國馬里蘭大學，美術教育學士 

‧ 1983，台灣，台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重要經歷】  

‧ 2003，國立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 2002 - 2004，省政府，全省美展設計類評議委員 

‧ 1993, 03, 01 - 1993, 04, 01，教育部，文化講座  

【參與團體記錄】  

‧ 1997 -，風城雅集  

http://ww

w.digiart

s.org.tw/

chinese/A

rtIst_Con

tent.aspx

?n=845AD9

06BBDC520

4&p=512D1

9F702435D

52&s=B66B

80D018205

C7E&t=59A

9011D3CA1

2148&tn=5

AEA683D26

E5908E5A7

7F6561CE5

92940715C

7192EC16D

96832EB62

4664AF2F9 

http:/

/www.i

aa.nct

u.edu.

tw/~cl

aire 

連俐俐  

/ Li-Li 

LIAN 

  學歷 

2004：法國勃根地大學「博物館學」博士 

Doctorat, Université de Dijon en Muséologie 

1998：法國勃根地大學「博物館學」博士預備班畢業 

D.E.A, Université de Dijon en Muséologie 

1995：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文化行政與活動策劃」碩士 

http://ww

w.digiart

s.org.tw/

chinese/A

rtIst_Con

ten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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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îtrise, Université Paris VII-Denis Diderot en Conception et mise en oeuvre 

des projets culturels 

 

經歷 

1995-1998：帝門藝術基金會法國巴黎辦事處行政專員 

 

參與展覽包括： 

1998畢卡索展，故宮博物院 

1997「哈同展」(Hans Hartung)，台中省立美術館 

1996「Richard Texier」，台中省立美術館 

1995 羅浮宮歐洲風景繪畫展，故宮博物院 

 

1999-2000 : 獨立策展 

2000 羅浮宮「美索不達米亞展」，國立歷史博物館 

 

2001-2005 : 九觀文化行政總監 

2003-2004 羅浮宮古埃及文物展，中正紀念堂 /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 國立科學

工藝博物館 

 

2007-：文藻外語學院傳播藝術系助理教授 

?n=845AD9

06BBDC520

4&p=512D1

9F702435D

52&s=71BF

F48CA0C51

AAA&t=59A

9011D3CA1

2148&tn=5

AEA683D26

E5908E5A7

7F6561CE5

92940715C

7192EC16D

96832EB62

4664AF2F9 

周郁齡  

/ 

Yu-Ling 

CHOU 

  學歷 私立世新大學 平面傳播科技學系 攝影組 

國立台南藝術學院 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 

倫敦大學 伯貝克學院 The London Consortium 人文與文化研究博士班 經歷 

2002-2004《藝術觀點》《大趨勢》雜誌編輯 

2002 台灣美術地方發展史全集 台中地區 計畫助理 

2002 「台灣藝術全集，PartⅡ： 偷偷愛上你」策展助理 

2006-7 台北藝術大學 科技藝術研究所「台灣媒體藝術計畫」計畫研究助理 （主

持人 袁廣鳴） 

2009 英國 曼徹斯特 華人藝術中心「陳界仁個展: 帝國邊界Ⅱ-西方公司」助理策

展人  

2010 英國 倫敦 Rag Factory 台灣當代藝術展「外掛×附加 一段城市間的預演」

策展人  

2011-12 數位荒原作者  

http://ww

w.digiart

s.org.tw/

chinese/A

rtIst_Con

tent.aspx

?n=845AD9

06BBDC520

4&p=512D1

9F702435D

52&s=4961

8225E9C5D

413&t=59A

9011D3CA1

2148&tn=5

AEA683D26

E5908E5A7

7F6561CE5

92940715C

7192EC16D

http:/

/stopd

na.blo

gspot.

co.uk/

%20%3C

br%3Eh

ttp://

stopdn

a.tumb

lr.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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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832EB62

4664AF2F9 

王品驊  

/ WANG 

Man-Ping 

藝術規

劃 

1987-1989 雄獅美術雜誌月刊編輯 

1991-1993 藝術貴族月刊雜誌執行編輯、主編 

1994-2000 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研發企劃組助理研究員  

2001-2004 台北國立藝術大學科技藝術研究所碩士 

2000- 獨立藝術工作者、策展人 

2006- 就讀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博士班 

http://ww

w.digiart

s.org.tw/

chinese/A

rtIst_Con

tent.aspx

?n=845AD9

06BBDC520

4&p=512D1

9F702435D

52&s=735D

5DBDD15B5

52E&t=59A

9011D3CA1

2148&tn=5

AEA683D26

E5908E5A7

7F6561CE5

92940715C

7192EC16D

96832EB62

4664AF2F9 

http:/

/docto

r.tnnu

a.edu.

tw/rel

easeRe

direct

.do?un

itID=1

92&pag

eID=84

53 

陳明惠  

/ Ming 

Turner 

當代藝

術理論

／藝術

史、藝

術管理

與行

政、當

代文化

研究、

藝術創

作/現

職： 

學歷： 

英國羅芙堡大學 藝術史及理論哲學博士 

PhD in Art History and Theory,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藝術創作碩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美術系學士 

 

經歷： 

2009-10  

英國曼特斯特華人藝術中心 Chinese Arts Centre, Manchester, UK. 董事會委員 

2007-08  

英國羅芙堡大學 艾麗斯當代女性攝影藝術家資料庫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Iris Archive, UK 

http://ww

w.digiart

s.org.tw/

chinese/A

rtIst_Con

tent.aspx

?n=845AD9

06BBDC520

4&p=512D1

9F702435D

52&s=7F9F

35C9EA4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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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教

授兼研

究員，

英國帝

蒙佛大

學 

Lectur

er/Res

earch 

Fellow

, De 

Montfo

rt 

Univer

sity, 

UK. 

藝術創

作碩士

課程教

師，紐

約

Transa

rt 

Instit

ute (夏

季課程

位於德

國柏林

藝術大

學

Tanzfa

brik) 

研究助理/ 協助 Professor Marsha Meskimmon 籌備跨英國、南非、加拿大、巴勒

斯坦及台灣之女性影像企劃案。 

2008  

英國曼徹斯特—角落屋畫廊 Corner House Gallery Manchester 課程領導人 

2007  

英國藝術史學者協會 Association of Art Historians 國際學術研討會籌備兼主

持人/ 研討會地點：北愛爾蘭 Belfast；日期：2007 年 4 月 12-14 日 

2005-06  

英國羅芙堡大學藝術史及理論兼創作大學部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講師 

Lecturer/ Tutor 指導大學部的藝術創作與畢業製作 

2004-06  

英國藝術史學者協會 Association of Art Historians (總部辦公室：英國倫敦) 博

士研究生委員會成員 (義工)/ 每年協助策劃二場單天的學術研討 

會及一場兩天之研討會 

2002-03 年 文建會台中二十號倉庫 駐站藝術家 

 

獨立策展： 

2010 年 

0 & 1: Cyberspace and the Myth of Gender. 501 Contemporary Art Centre, China. 

〔0&1: 數位空間與性別神話〕／中國 重慶 501 當代藝術中心 

www.empaf.com/events/2010/04/10/0and1cyberspace_and_the_myth_of_gender_

chongqing_china 

2009 年 

Simply Screen: Inbetweeners of Asia. Tranzfabrik, Berlin and The Bhavan, 

London. 

〔純粹影像：亞洲中間人〕／柏林藝術大學，德國 與 巴凡藝術中心，倫敦，英國 

www.transartinstitute.org/Newpages/Residency09CallForArtists.html 

2009 年 

Monochrome: From Line to Surface. New Hind Leys Art Gallery, Shepshed, UK 

〔單色界：由線到面〕／英國 鵲雪 海利藝術專校畫廊 

http://fm-creative.com/monochrome.htm 

AD0&t=59A

9011D3CA1

2148&tn=5

AEA683D26

E5908E5A7

7F6561CE5

92940715C

7192EC16D

96832EB62

4664AF2F9 

鄭淑鈴  

/ 

Shu-Lin 

CHENG 

  目前就讀於法國巴黎第一大學藝術文化研究博士班。曾就讀台大社會系、巴黎第一

大學藝術史學士、巴黎第三大學文化管理碩士 、巴黎高等翻譯學院。從事數位藝

術研究，專長為藝術社會學、文化研究、視覺文化理論、文化政策與行政、藝術史、

以及學術翻譯。 

http://ww

w.digiart

s.org.tw/

chinese/A

rtIst_Con

tent.aspx

?n=845AD9

06BBDC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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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512D1

9F702435D

52&s=3B42

343369270

0CD&t=59A

9011D3CA1

2148&tn=5

AEA683D26

E5908E5A7

7F6561CE5

92940715C

7192EC16D

96832EB62

4664AF2F9 

曾鈺涓  

/ TSENG 

Yu-Chuan 

互動裝

置設

計、互

動藝術

創作與

美學、

網路多

媒體 

曾鈺涓  

 

台灣女性藝術協會副理事長 

台灣科技藝術教育協會理事 

數位藝術基金會監事 

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助理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博士，研究方向為互動藝術創作理論，現任教於世新

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2005年與 2006分別以《Immersing ME》《Flow》獲選

參展發表於「ACM Multimedia國際研討會。2007年以《Who系列作品創作》獲國家

文化藝術基金會科技藝術創作發表補助專案競賽榮譽，並於 2008年 5月與 7月成

果展覽於台北鳳甲美術館與國立台灣美術館。2008年作品《Flowerman》與《All Ways- 

O’s Chatroom》獲選發表於國際電子藝術研討會(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lectronic Arts, ISEA)) 。2008作品 Flow以論文形式，發表於 Leonardo 國際期

刊。 

 

學歷 

2010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 博士 

1994 紐約大學 New York University, Studio Arts畢業，藝術碩士學位 M.A. 

1988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學士學位 B.A. 

 

重要個展 

2010「你在那裡？」網路互動藝術展，新樂園藝術空間，台北，台灣。（沈聖博、

黃怡靜、陳威廷） 

2007「以訊息存在的方式」行動數位藝術展，花蓮文化創意園區。花蓮，台灣。（所

以然藝術實驗室） 

http://ww

w.digiart

s.org.tw/

chinese/A

rtIst_Con

tent.aspx

?n=845AD9

06BBDC520

4&p=512D1

9F702435D

52&s=2127

1C0A383F2

951&t=59A

9011D3CA1

2148&tn=5

AEA683D26

E5908E5A7

7F6561CE5

92940715C

7192EC16D

96832EB62

4664AF2F9 

http:/

/www.t

yuchua

n.com/

page/c

_page0

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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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他者」互動藝術展，新樂園藝術空間，台北，台灣。（所以然藝術實驗室） 

2005 「Immersing ME」互動影像展，新樂園藝術空間，台北，台灣。（所以然藝

術實驗室） 

2003 「All Ways- O’s Chatroom」網路互動藝術，台北新樂園藝術空間，台北，

台灣。 

2003 「Let’s Make ART」網路互動藝術裝置展，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台灣 

2002 「Click」-網路藝術裝置展，新樂園藝術空間， 台北，台灣 

1999 「台北樂園販售案」電腦影像裝置展，新樂園藝術空間，台北，台灣 

1999 「錯置」電腦影像展，台南文化中心，台南，台灣 

1998 「一種擴張的象限」電腦影像展，新樂園藝術空間，台北，台灣 

郭昭蘭  

/ 

Jan-lan 

Guo 

獨立策

展人兼

藝術評

論者 

郭昭蘭，獨立策展人兼藝術評論者，目前生活於台灣台北。2006年於台灣師範大學

西洋藝術史研究所取得博士學位。1996年至 2008年，她曾任教於華梵大學美術系; 

2008年至 2011年間，於台灣藝術大學美術系擔任兼任副教授，教授現代藝術史與

當代藝術導論。她的博士論文「1960年代的羅森柏格的藝術：朝向後現代」從酷兒

研究，後現代，跨領域，等面向探測羅森柏格藝術與 1980年代的美國後現代評論

之間的交匯。 

 

雖然接受的是藝術史的訓練，郭昭蘭的研究對象逐漸朝向當代藝術的領域，特別是

與視覺文化相關的當代藝術研究。他策劃過的展覽包括  

1. CO6前衛文件展中的「複音馬賽克」（台中國家美術館，2006）  

2. 「0與 1的練習題」（台北 e-2000茶館，2008）  

3. 「非典：漂浮於典型之上」（台北，2008） 

4.「未來的鄉愁」(台中，2009) 

5. 「離魂症：幻影神遊者」（台北，2010） 

6. 「樂園：重建中」（ISCP, New York,2011） 

7. 「台灣當代藝術(TCA計畫)」（ISCP, New York，2011) 

 

2011年郭昭蘭獲選文建會視覺暨表演人才出國駐村暨交流計畫，於紐約

Iscp(International Studio and Curatorial Program)藝術村進行為期 4個月的

駐村計畫，並完成「台灣當代藝術(TCA計畫)」。這是一個以展演性的策展行為

（performative curating）探測策展疆界的實驗性展覽，試圖透過藝術家作者權

的借用，探討身分認同的界限。 

http://ww

w.digiart

s.org.tw/

chinese/A

rtIst_Con

tent.aspx

?n=845AD9

06BBDC520

4&p=512D1

9F702435D

52&s=2F9C

254F453A5

8E6&t=59A

9011D3CA1

2148&tn=5

AEA683D26

E5908E5A7

7F6561CE5

92940715C

7192EC16D

96832EB62

4664AF2F9 

http:/

/jaspe

r75.pi

xnet.n

et/blo

g 

吳宜樺  

/ WU 

Yi-Hua 

  【個人簡介】  

吳宜樺，出生於台灣嘉義市，現居巴黎。她的創作包括由身體動作或社會性的互動

活動，創造與詮釋感性時間經驗的互動錄像裝置，與暫時性的公共空間的『情境』

實驗表演活動。她目前的博士論文研究主題 «當代藝術的情境美學實踐» 。 

 

【展演/作品發表】 

‧ 2007，＜Fishing II＞，互動錄像裝置，亞洲藝術雙年展，國立台灣美術館，

台中，台灣 

http://ww

w.digiart

s.org.tw/

chinese/A

rtIst_Con

tent.aspx

?n=845AD9

06BBDC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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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Aller-retour＞，One Minute Film & Videofestival，阿勞，瑞士 

‧ 2007，＜The paradise of sleepwalkers＞，Rujum Festival，耶路撒冷，以

色列 

‧ 2007，＜Stalker v.1 >及＜The paradise of sleepwalkers＞，地圖空間的繪

製，美國基金會，巴黎，法國 

‧ 2007，＜The paradise of sleepwalkers＞，挪威之屋，巴黎，法國 

‧ 2006，＜Je m'échappe tous les jours＞，Festival Pocket Films，龐畢度

藝術中心，巴黎，法國 

‧ 2006，＜Aller-retour＞，Festival VIDEOFORMES，克來蒙菲弘，法國 

‧ 2005，＜Mobile phone VJ＞，＜Barbi.3gp＞，Festival Pocket Films，Le Forum 

des Images，巴黎，法國 

‧ 2005，＜sensi-mouvement＞，挪威之屋，巴黎，法國 

‧ 2005，＜sensi-mouvement＞，DansePro-05，史達曼嘉，挪威 

‧ 2005，＜Fishing＞，互動裝置，聯展 Transmission, ICHIM 2005，國際大學

城，巴黎，法國 

 

【作品列表】 

‧ 2007，＜Fishing II＞ 

‧ 2006，＜sensi-mouvement＞ 

‧ 2005，＜Fishing＞ 

4&p=512D1

9F702435D

52&s=DBA0

D52CDDAE4

6E5&t=59A

9011D3CA1

2148&tn=5

AEA683D26

E5908E5A7

7F6561CE5

92940715C

7192EC16D

96832EB62

4664AF2F9 

鄭月秀    【書本出版】  

˙ 2007，網路藝術，藝術家出版社 

˙ 2005，會聲會影 9：拍攝、剪輯、燒錄創意玩家，學貫出版  

˙ 2004，Director MX 多媒體理論與設計，學貫出版 

˙ 2003，思索在階段性停留，作品合集，中研院生圖空間 

 

【文章發表】 

‧ 2007-10月，Curating Media/Net/Art- 奧地利維也納 

‧ 2007- 9 月, 從 BBS到 WEB 2.0 時代-藝術家雜誌 

‧ 2007 - 7月,網路藝術的創作美學角度-當代雜誌 

‧ 2007 - 7月,新媒體藝術理的美學欣賞 -當代雜誌 

 

【展覽】 

 

˙ 2007-，CyberFortune 網路藝術展 

˙ 2002，10 月，變色遊戲，台灣  

˙ 2002，2 月，思索在階段性停留，台灣  

˙ 2001，3 月，You & I，澳洲  

˙ 2000，11 月，Computing Art Works Show 全國巡迴展，澳洲 

http://ww

w.digiart

s.org.tw/

chinese/A

rtIst_Con

tent.aspx

?n=845AD9

06BBDC520

4&p=512D1

9F702435D

52&s=137C

4CAEB21C3

746&t=59A

9011D3CA1

2148&tn=5

AEA683D26

E5908E5A7

7F6561CE5

92940715C

7192EC16D

http:/

/giffe

nspace

.blogs

pot.tw

/ 



431 
 

96832EB62

4664AF2F9 

王卓薇  

/ WANG 

Ciel 

Zhuo Wei 

藝術評

論 策

展 

【個人簡介】 

藝術，是自由也是責任。 落在一個不學無術、不知天高地厚也軟弱無力只會傻傻

微笑的年輕藝術者王卓薇身上之時，她的文字、展覽策劃、創作，就是她生命的自

由與責任。 

近兩年所發表的藝術類文字約 20餘篇，重要策展經歷為 

2005年的「心感地圖」(第二屆溫州街藝術季)/策展/台北溫州街一帶，及 2004年

的「失格裂縫」/策展/台灣大學和「轉轉轉」/策展/台灣國際視覺藝術中心 TIVAC。 

專長 / 藝術評論 策展 

http://ww

w.digiart

s.org.tw/

chinese/A

rtIst_Con

tent.aspx

?n=845AD9

06BBDC520

4&p=512D1

9F702435D

52&s=0F12

558A524F6

AC3&t=59A

9011D3CA1

2148&tn=5

AEA683D26

E5908E5A7

7F6561CE5

92940715C

7192EC16D

96832EB62

4664AF2F9 

  

施美如  

/ SHIH 

Meiju 

CG3D電

腦動畫 

【展演/作品發表】 

‧ 首次展演 

‧3D動畫短片 Oops 導演 / 製作 Character Animation Finalist, Academy of Art 

College Spring Show 2004 

http://ww

w.digiart

s.org.tw/

chinese/A

rtIst_Con

tent.aspx

?n=845AD9

06BBDC520

4&p=512D1

9F702435D

52&s=FD76

8CC093E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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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7&t=59A

9011D3CA1

2148&tn=5

AEA683D26

E5908E5A7

7F6561CE5

92940715C

7192EC16D

96832EB62

4664AF2F9 

吳介祥  

/ WU 

Chieh-Hs

iang 

藝術經

濟、文

化政

策、藝

術評

論、當

代藝術

生態、

藝術社

會學、

藝術法

律 

[簡介]  

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學士 

德國奧登堡大學社會學/藝術學雙碩士 

德國中央文化部門/尼德薩克森邦古蹟局實習 

獲尼德薩克森邦非歐洲地區博士生獎學金 

德國奧登堡大學經濟社會學院博士 

 

[相關經歷]  

畫廊協會藝術產經研究室主任 

台北數位藝術中心籌備處行政總監 

南華大學美藝所專任助理教授 

元智大學藝管所專任助理教授 

 

[得獎]  

2002世安美學論文獎  

http://ww

w.digiart

s.org.tw/

chinese/A

rtIst_Con

tent.aspx

?n=845AD9

06BBDC520

4&p=512D1

9F702435D

52&s=CF36

5239211E8

7A1&t=A7D

0F6AC56D1

1B21&tn=2

F57F61B4F

886622E4A

D1A02DBCE

9C3F 

  

吳嘉瑄  

/ 

Chia-Hsu

an WU 

評論 學、經歷  

 

2003 國立中央大學 藝術學研究所碩士 

曾任《典藏‧今藝術》執行編輯與採訪編輯 

現任《藝外》當代藝術月刊主筆 

http://ww

w.digiart

s.org.tw/

chinese/A

rtIst_Con

tent.aspx

?n=845AD9

06BBDC520

4&p=512D1

9F702435D

52&s=8E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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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6F0BB3E

DE4&t=59A

9011D3CA1

2148&tn=5

AEA683D26

E5908E5A7

7F6561CE5

92940715C

7192EC16D

96832EB62

4664AF2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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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標題名稱 出處/期數 日期 備註 

王雅各 

身體：女性主義視覺藝術在

再現上的終極矛盾 

婦女與兩性學

期刊/09 1998.04 頁 1-54 

吳菡 

我看台灣女性藝術展  婦女

與兩性研究通訊 

婦女與兩性學

期刊/47 1998.06 頁 10-11 

盛鎧 

非同一性的她者  由台灣女

性藝術展所引發的一些思考 議藝份子/02 1999.12 頁 56-63 

劉瑞琪 

迫切地追尋女性觀者：辛

蒂．雪曼的《無題電影停格》

系 女學學誌/15 2003.05 頁 153-194 

陳曼華 

從九○年代臺灣藝評看女體

再現的性別政治 藝術論壇/03 2005.05 頁 281-305 

林寶安 

非政府組織的協調合作：以

高雄市「滿天星婦女團體聯

盟」為例 

台灣社會福利

學刊/06-1 2007.08 頁 177-226 

謝慧青 ； 彭佳

慧 ； 賴孟君 

漂流生態與台灣原住民女性

藝術─邊緣文化／影像再現

系列 座談紀錄 婦研縱橫/89 2009.01 頁 72-92 

簡瑛瑛  謝慧青 

邊緣與重生  當代台灣原住

民女性心靈與藝術再現 美育/172 2009.11 頁 90-96 

謝亦晴 

六位新生代女性藝術家創作

意識與表現之個案研究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美術研究

所—碩士論文 2010.08   

林殷齊 

一位女性藝術家的邊緣發聲

練習  柳依蘭 

藝術與文化論

衡/02 2011.10. 頁 41-55 

徐虹 

我的感覺 我的身體 我的方

式 現代婦女/371 2012.01 頁 120-129 

許如婷 

台灣當代女性藝術的性別覺

醒與創作蘊意 女學學誌/31 2012.12 頁 123-160 

張鈺 

由 Mary Cassatt 之 Modern 

Woman 作品探究其女性意

識 議藝份子/20 2013.03 頁 151-163 

許如婷 

臺灣當代女性藝術的覺醒：

藝術體制中的性別問題批判 藝術學報/92 2013.04 

表演類（革新版）頁

177-207 

賴孟君 

當代裝置藝術中的「手、工、

藝」詩學與政治  談女人們

的白色房間展覽 美育/193 2013.05 頁 6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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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女性藝術家專書出版 

作者 書名 出版者 日期 備註 

Cindy Nemser， 

徐洵蔚 譯 

藝術對話：與十五位女性藝術家

的訪談 台北：遠流 
1998 

 

Griselda 

Pollock，陳香君 

譯 

視線與差異：陰柔氣質女性主義

與藝術歷史 台北：遠流 

2000 

 

Jo Anna Isaak， 

陳淑珍 譯 

女性笑聲的革命性力量：女性主

義與當代藝術 台北：遠流 
2000 

 

Judy Chicago， 

陳宓娟 譯 穿越花朵 台北：遠流 
1997 

 

Linda Nochlin， 

游惠貞 譯 女性，藝術與權力 台北：遠流 
1995 

 

Lynda Nead，侯宜

人 譯 女性裸體  台北：遠流 
1995 

 

Norma Broude、

Mary D. Garrard 

編，謝鴻鈞等 譯 女性主義與藝術歷史：擴充論述 台北：遠流 

1998 

 

Rosalind Miles，

刁筱華 譯 女人的世界史  台北：麥田 
1999 

 

Rosemarie 

Tong，刁筱華 譯 女性主義思潮 

台北：時報出版

社 
1996 

 

The Guerrilla 

Girls，謝鴻均 譯 游擊女孩床頭版西洋藝術史  台北：遠流 
2000 

 

Whitney 

Chadwick， 

李美蓉 譯 女性，藝術與社會 台北：遠流 

1995 

 

王雅各 編 性屬關係：性別與文化、再現 台北：心理 
1999 

 

王麗玲 

跨界視域: 林珮淳+數位藝術實

驗室創作聯展 

靜宜大學藝術

中心 

2009 

ISBN 

9867482751, 

9789867482754 

江文瑜 

山地門之女: 台灣第一位女畫

家陳進和她的女弟子 

聯合文學出版

社 

2001 

ISBN 

957522325X, 

9789575223250 

利希特, 吳瑪悧 

達達藝術和反藝術: 達達對二

十世紀藝術的貢獻 藝術家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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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垠慧 

科技與數位藝術, 第 24 卷

Taiwan contemporary art 

series 

台灣當代美術大系: 媒材篇 

行政院文化建

設委員會 

2003 

著作人—行政院

文化建設委員會, 

藝術家出版社 

(Taiwan) 

吳瑪悧 女人生命歷程与布的對話 

女書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2003 

  

吳瑪悧 巴魯巴: 和小朋友談現代藝術 台灣東華 

1992 

ISBN  

9576363993, 

9789576363993 

吳瑪悧 

以水連結破碎的土地: 樹梅坑

溪環境藝術行動 竹圍創藝國際 
2012 

  

吳瑪悧 

藝術與公共領域: 藝術進入社

區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2007 

ISBN  

9573261871, 

9789573261872 

吳瑪悧 

人: 詩意的居住 : 吳瑪悧新型

態藝術 2006-2011 女書文化 
2012 

  

吳瑪悧, 曾旭正 

大埔帖: 大埔聚落.生活.環境

藝術 

嘉義縣大埔鄉

公所 

2007 

ISBN  

9860112754, 

9789860112757 

吳瓊華編  

女性躍進．心靈與視覺藝術的對

話：台灣女性現代藝術協會會員

展作品專輯，2005  

台北：台灣女性

現代藝術協會 

2006 

 

李俊賢 一根硬香蕉，一片軟蘋果 

台北：輝煌時代

藝術公司 

1990 

 

收錄在《嚴明惠

1988-90 作品集》 

林珮淳 

林珮淳創作論述: 從女性創作

觀解構臺灣歷史,文化與社會現

象 女書文化出版 

1999 

  

林珮淳 

林珮淳。《林珮淳+數位藝術實

驗室》DVD光碟專輯 

數位藝術實驗

室，國立台灣藝

術大學 

 

7月，2006年 

林珮淳 

Nexus關聯: 互動多媒體跨領域

表演創作 

林珮淳數位藝

術實驗室 

2011 

ISBN 

9868708001, 

9789868708006 

林珮淳, 林麗真 林珮淳夏娃克隆系列 

新苑藝術經濟

顧問公司 
2012 

  

林珮淳編 台灣數位藝術 e檔案 藝術家出版 

2012 

ISBN 

9862820780, 

9789862820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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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洋一郎, 李

佩穗, 李玲慧, 

黄明俊 電腦藝術 藝術家出版社 

1992 

ISBN 

9579500290, 

9789579500296—

頁數 111 頁 

社團法人臺灣女

性影像學會 

女性, 影像, 書：從女性影展看

女性影像之再現 台北：書林出版 
2006 

 

侯宜人 著 

簡扶育 攝影 女性創作的力量 探索文化出版 
1995 

 

胡永芬 

慾望・禁忌 台灣當代美術大

系: 議題篇第 7 卷, 台灣當代

美術大系: 議題篇 

Taiwan contemporary art 

series 

行政院文化建

設委員會 

2003 

著作人  行政院

文化建設委員會 

ISBN 

9570154160, 

9789570154160 

哥爾哈爾, 

Christian 

Geelhaar—（譯

者吳瑪俐） 保羅.克利: 生活與作品 藝術家出版 

1995 

  

康丁斯基, 

Wassily 

Kandinsky—（譯

者吳瑪悧） 點線面: 繪畫元素分析論 藝術家出版 

2000 

  

康丁斯基, 

Wassily 

Kandinsky—（譯

者吳瑪悧） 藝術的精神性 藝術家出版 

1998 

  

張小虹 

後現代/女人：權力、慾望與性

別表演 台北：聯合文學 
2006 

 

張恬君 

歲月靜好: 張恬君數位藝術薪

傳展 新竹市文化局,  
2009 

  

張恬君 萬里雲天: 張恬君作品集 

邱再興文教基

金會 
2006 

  

張恬君 映象藝術 國立空中大學 1997   

張家琳, 林佳

潓, 陳瓊花 

藝時性起: 2011臺灣藝術教育

學會年會曁硏討會 : 性別與藝

術硏討曁展覽論壇 師大 

2001 

  

張晴文 

遊戲・互動 台灣當代美術大

系: 議題篇第 9 卷, 台灣當代

美術大系: 議題篇 Taiwan 

contemporary art series 

行政院文化建

設委員會 

2003 

著作人 行政院文

化建設委員會 

ISBN        

957015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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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0154184 

張晴文, 蘇俞

安, 陳衍秀 弱繪畫 田園城市文化 
2009 

ISBN  , 

9789867009708 

張錦華 

媒介文化．意識形態與女性－理

論與實例 台北：遠流 
1994 

 

曹筱玥 (美術) 臺灣美術圖像與文化詮釋 采泥藝術印刷 2011   

曹筱玥 (美術), 

臺北市政府文化

局, 數位藝術基

金會, 臺北數位

藝術中心 

字摸:文字互動展暨飛墨之光:

新媒體藝術三校聯展畫冊專輯 

臺北數位藝術

中心 

2010 

  

曹筱玥, 李佩蓉 台北當代水墨雙年展畫冊 台北科技大學 

2009 

ISBN 

9860185107, 

9789860185102 

許淑真 

潮間帶藝術偵測站年度計畫: 

2005年度至年度 高市美術館 

2005 

ISBN 

9860017174, 

9789860017175 

郭冠英 

空場: 當代藝術與當代哲學的

對話. II 

國立台灣藝術

館 

2006 

ISBN 

9860055041, 

9789860055047 

陳明文, 鍾永

豐, 曾文邦, 陳

國章, 蕭慧瑜, 

曹雅芳, 杜秀

霙, 李佳樺, 簡

佩珊 北回歸線環境藝術行動 嘉義縣政府 

2007 
ISBN 

9860126429, 

9789860126426 

陳瓊花 

台灣現代美術大系: 鄉土采風

水墨 

台灣現代美術大系第 1 卷，第 

1 篇,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台灣現代美術大系: 水墨類 

臺灣現代美術大系: Taiwan 

modern art series. 水墨類, 

吳繼濤 

行政院文化建

設委員會 

2004 

ISBN 

9570185139, 

9789570185133 

陳瓊花 

藝術、性別與教育: 六位女性播

種者的生命圖像 

三民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 

2012 

ISBN 

9571456640, 

9789571456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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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蓉之 

中國文化影響之下美國西海岸

當代藝術展 省美術館 
1998 

  

陸蓉之 和 PICASSO有約 

中華民國帝門

藝術教育基金

會 

1998 

ISBN  

9579846162, 

9789579846165 

陸蓉之 藝術工蜂: Viki LuLu遇見未來 

大鴻藝術公司

出版 

2012 

ISBN  

9868781744, 

9789868781740 

陸蓉之 

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史, 

1945-2002 藝術家出版社,  

2002 

ISBN  

9867957296, 

9789867957290 

陸蓉之 未來通行證: 歷險 

國立臺灣美術

館 

2012 

ISBN  

9860324417, 

9789860324419 

陸蓉之 公共藝術的方位 

行政院文化建

设委员会 

1994 

ISBN  

9578989342, 

9789578989344 

陸蓉之 李子成熟時 

台北：輝煌時代

藝術公司 
1990 

收錄在《嚴明惠

1988-90 作品集》 

陸蓉之 

 

女性藝術與魔術盒---傅嘉琿記

憶的盒 

台中：臻品藝術

中心 

1992 

收錄在《臻品藝術

中心週年慶特展》

展覽畫冊 

陸蓉之, 張嬋如 和小朋友談印象派是什麼? 

帝門藝術教育

基金會 
1993 

  

麥當納, Ewen 

McDonald, 陸蓉

之, 台北當代藝

術館 當代媒體藝術 

台北當代藝術

館出版發行 

2002 
SBN  

957300271X, 

9789573002710 

傅申, 陸蓉之 

張大千的世界: 張大千先生百

年紀念展導覽手冊 時報文化 
1998 

  

曾鈺涓, 鄭惠文 

(藝術) 黑色會: 解讀黑色美學 帝門藝術中心,  
1996 

  

黃光男、趙惠

玲、賴瑛瑛合著 婦女與藝術 台北：教育部 
1995 

 

黃寶萍, 行政院

文化建設委員會 

臺灣當代美術大系: 身體與行

為藝術 

臺灣當代美術大系: 媒材篇第 

9 卷,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行政院文化建

設委員會 

2003 
ISBN  

9570154306, 

978957015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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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孟哲 

日治時期台灣美術教育

(1895-1927)  

台北：前衛出版

社 
1999 

 

葉玉靜 主編 

台灣美術的台灣意識－前九０

年代台灣美術論戰選集 台北：雄獅 
1994 

 

廖文 

 

不再有好女孩了：美國女性藝術

家訪談錄 台北：藝術家 
1991 

 

劉怡蘋 

台灣美術地方發展史全集: 台

南地區 

日創社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2004 

ISBN 

9799572904861 

劉瑞琪 

陰性顯影：女性攝影家的扮裝自

拍像 台北：遠流 
2004 

 

潘玉良, 陸蓉

之, 賈德芳, 李

福長, 國立歷史

博物館, 亞都麗

緻大飯店 "畫魂": 潘玉良導覽手冊 民生報 

2006 ISBN  

9867507576, 

9789867507570 

編者—曾鈺涓 

(應用美術) 

臺灣數位藝術脈流計畫: 脈波. 

身體.性別.科技數位藝術展. 

臺灣科技藝術

教育協會 

2010 

ISBN 

9868694108, 

9789868694101 

蔡昭儀主編 

台灣美術百年回顧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 台灣美術館 
2001 

 

鄭月秀 (應用美

術) 網路藝術 藝術家出版社 
2007 

  

蕭瓊瑞 

五月與東方－－中國美術現代

化運動在戰後台灣之發展

(1945-1970)  台北：東大 

1991 

 

蕭瓊瑞 島嶼色彩－台灣美術史論 台北：東大 
1997 

 

賴明珠，林珮淳

編 

 

日治時期留日學畫的台灣女

性，《女/藝/論：台灣女性藝術文

化現象》 

 

台北市：女書文

化 

1998 

頁 41-63 

賴雯淑 (藝術) 賴雯淑個展作品集 賴雯淑 

2008 

ISBN 

9574154858, 

9789574154852 

賴雯淑 (藝術) 

回: 無盡的迷宮 : 2011 年國立

交通大學跨領域藝術團隊與萊

比錫超媒體藝術國際藝術交流

展演 

國立交通大學

跨領域藝術團

隊 

2012 
ISBN 

986032493X, 

9789860324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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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雯淑 (藝術), 

王怡婷 ((應用

美術, 1983-)), 

邱再興文教基金

會, 鳳甲 內在之光: 賴雯淑個展作品集 賴雯淑 

2010 ISBN  

9574170942, 

9789574170944 

駱麗真 (應用美

術) 

迴旋在快樂半島: 駱麗真作品

集 

直接照射製作

工作室 
2009 

  

駱麗真 (應用美

術), 施耘心 

(應用美術), 張

至維 (英語), 

周靈芝 

藝起動動手: 互動藝術的神奇

魔力藝教於樂. 2, 教案分享專

輯第 1 卷 

直接照射製作

工作室 

2009 ISBN  

986851410X, 

9789868514102 

謝里法 日據時代台灣美術運動史 藝術家出版社 
1995 

 

謝鴻均 

台灣當代美術大系: 議題篇, 

第 6 篇 Taiwan contemporary 

art series 

台灣當代美術大系: 議題篇,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行政院文化建

設委員會 

2003 

著作人 行政院文

化建設委員會

ISBN 

9570154152, 

9789570154153 

謝鴻均 

混混乃陰性空間，瀝瀝如母性系

譜 台北：台灣商務 
2006 

 

謝鴻均、徐明松 

義大利，這玩藝！－視覺藝術&

建築 東大 
2007 

  

謝鵬雄 女人的美學 台北：方智 
2000 

 

簡瑛瑛 

女兒的儀典: 臺灣女性心靈與

文學/藝術表現 

女書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2000 

ISBN  

9578233167, 

9789578233164 

簡瑛瑛 

飛天之女: 跨國影像藝術與另

類女性書寫 

臺灣商務印書

館 

2008 

ISBN 

9570521384, 

9789570521382 

簡瑛瑛 

何處是女兒家: 女性主義與中

西比較文學, 文化研究 

聯合文學出版

社有限公司 
1998 

  

顏娟英 編著 台灣近代美術大事年表台 北市：雄獅美術 
1998 

 

顧燕翎 主編 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 台北：女書文化 
1997 

 

顧燕翎、鄭至慧 

主編 

女性主義經典：十八世紀歐洲啟

蒙，二十世紀本土反思 台北：女書文化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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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奇秀 ((繪畫, 

1972-)), 陸蓉

之, 黃可儂 (英

語) 

Are you waiting for me?權奇

秀新桃花源 形而上畫廊 

2010 
ISBN 

986843727X, 

9789868437272 

 

台灣女性藝術家展覽專刊出版 

書名 出版者 日期 備註 

《女我展---女性與當代藝術對話》展覽專輯 台北：帝門藝術中心 1991  

《台灣女性文化觀察》展覽專輯 新生態藝術環境 1994  

《溫哥華女性藝術展》展覽專輯 台北市立美術館  1997  

《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展》展覽專輯 台北市立美術館 1998  

《女味一甲子：專題研究展》展覽專輯 

台北龍門畫廊、台中

臻品藝術中心、台南

新生態藝術環境 1998  

《心靈再現：台灣女性當代藝術展》展覽專

輯 高雄市立美術館 2001  

《文本與次文本：當代亞洲女性藝術家》展

覽專輯 台北市立美術館 2002  

《第一屆台灣國際女性藝術節：女性、藝術

與科技 論文集》 高雄市立美術館 2004  

《美術高雄 2004：高雄一欉花+》展覽專輯 高雄市立美術館 2005  

《女人香：東西女性形象交流展》 國立台灣美術館 2005  

《有相 vs 無相：女性創作的政治藝語》展

覽專輯 

台北：台灣女性藝術

協會 

2005 

 

《蔓蕪：陳幸婉、李錦繡、邱紫媛、曾愛真》 高雄市立美術館 2006  

《雙凝：台灣女性藝術的鏡觀視角》 國立台灣美術館 2009  

《台灣現當代女性藝術五部曲，1930-1983》

展覽專輯 台北市立美術館 2013  

《台灣科技藝術發展政策灰皮書》 

台北：數位藝術基金

會 2013 王柏偉等 

女人-家：以亞洲女性藝術之名 高雄市立美術館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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