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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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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與進度說明。 

（一）研究方法： 

1.本研究以第一手資料為軸，如展覽及活動請柬、專輯、海報、藝術家個人畫冊、「高雄市

立美術館美術工作者資料調查表」之藝術家手稿、高雄市立文化中心及部分藝術空間提

供之展覽記錄等，其他參考資料(諸如報紙與美術雜誌報導、網站資訊等)為輔，建構高

雄美術發展大事紀內容。 

2.「高雄美術發展大事紀進階研究」延續「高雄美術發展大事紀文獻彙編（1933~2007）」

以年表方式呈現，製表年代往後擴充至西元 2008 年，向前延伸至日治時期高雄第一代

美術家群中出生最早者陳啟川之出生年 1899 年，將蒐羅之文獻，及公、民營美術或文化

相關機構所提供之資料，涉及 1899~2008 年間之高雄美術紀事(包含美術家個人重要紀

事、高雄美術展演活動、高雄美術教育發展、古蹟與歷史建築…等)，以條列方式彙整編

製年表，並加深與強化考證「高雄美術發展大事紀文獻彙編」之研究內容。編列之記事

皆載明出處，以昭公信，並便於讀者查閱，及日後考證、比對。 

（二）進度說明： 

1.本研究於期中報告前完成增加 1945 年至 1976 年大高雄地區之報紙文獻資料、1977 年至

2007 年大高雄地區之書籍文獻資料、增列高雄建築相關紀事，期中報告後完成增列 200

8 年高雄美術相關紀事，並針對高雄市立美術館出版品、藝文剪報、台灣美術家檔案資

料庫中與本案研究相關之文獻彙整暨年表製作，蒐集、彙整高雄市政府所屬文化機構如

文化中心、圖書館、社教館、歷史博物館、駁二藝術特區等，與民間藝文展演空間如豆

皮、正修、新思惟、新浜碼頭、積禪、福華、御書房、自然之島、杜象、串門、金陵、

宅九、上雲、王家、名人…等歷年美術展覽相關活動紀錄，與現有年表內容做交叉比對、

確認與補充，同時進行已編製年表之文獻資料勘誤與比對。 

2.經洽詢、蒐羅，雖然上述部份機構與藝文空間並未留存展覽與相關活動紀錄，或留存紀

錄不完整，但所蒐得之資料仍相當豐厚、繁多，受限於經費、人力，仍有部份資料未及

完成編製、審稿，尚待正式出版時繼續完成。 

3.年表索引之製作，將待日後有機會出版時，再行編製。 

 

 



二、蒐集之資料、文獻分析。 

在 1945~1976 年之報紙文獻方面，因高雄地區圖書館報紙館藏不足，研究人員親至台北國家

圖書館蒐集資料，主要以台灣當時四家具規模，並曾設置南部版之報社為搜尋對象，相關之報紙

與發展成立的概述如下： 

《台灣新聞報》：（前身為 1945 年成立之《台灣新生報》，1946 年 8月新增中南部版，1949 年於高 

雄成立《新生報南部版》，1961 年改為《台灣新聞報》） 

《中央日報》：（自 1949 年隨國民政府來台創刊） 

《聯合報》：（自 1951 年創刊，1953 年於嘉義成立聯合報南部版） 

《台灣時報》：（自 1971 年於高雄市成立） 

在國家圖書館協助下，實際蒐集到的範圍是： 

《台灣新聞報》：1961 年~1970 年；《台灣新生報》南部版：1946 年（1947~1960 年未收藏） 

《中央日報》：1949 年~1976 年 

《聯合報》：1951 年~1953 年（南部版對於南部藝文的報導相當缺乏，僅刊登南部社會新聞） 

《台灣時報》：（僅收藏 2000~2007 年） 

 

    建築方面，目前以高美館出版之《高雄建築三百年》增修版，及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網站登載

之古蹟與歷史建物資訊為引用基礎，並針對高雄地區藝文展演空間、歷史建築、古蹟等相關成立、

變革之內容進行補充。 

三、初步研究發現。 

1.部分資訊遺漏完整標示展演之時間起迄（尤以報紙、畫冊個人簡歷年表中），此部分結合其他文

獻交叉比對，盡力予以補充、修訂。 

2.從文獻顯示，光復後隨全國行政轄區重劃，日治時同屬高雄州之現今高高屏三縣市，彼此間因

地域和地理環境及城市發展關係，在美術發展之連結亦逐漸產生微妙變化。高雄市與高雄縣之

間因有著大都會與衛星城市之連結，許多美術家之居住、工作(上班)、參與美術活動、或創作

發表等之地域，彼此間常有重疊，縣市之間的地域區隔，已無顯著差別，尤其是與高雄市鄰近

之鄉鎮市，諸如鳳山、鳥松、大寮、大樹、橋頭、岡山、旗山…等為甚；相較之下，屏東縣因

地理位置與高雄市除了高屏溪的區隔外，中間尚夾著高雄縣所屬之鄉鎮市，地緣上與高雄市間

隔較遠，美術發展與高雄市的連結不若高雄縣緊密，往返於高雄、屏東兩地活耀之美術家亦較

少。 

3.由彙整後資料顯示，台灣整體經濟發展的變化亦牽動民間藝術產業的發展，1990 年高雄畫廊尚

屬蓬勃，美術展覽活動相較其他年代顯著活絡，千禧年後許多畫廊歇業，民間美術展覽活動亦

隨之銳減，整個大高雄重要美術展覽活動明顯集中在美術館、文化中心等公部門，大學校園中

所設立之正修藝術中心、高苑藝文中心等，成為高雄地區另一重要的專業美術展覽空間。 

四、初步建議事項。 

本研究計畫於期末報告後，建議上網公告閱覽，請大眾協助檢視內容，及提供本案尚缺乏之文獻

資料予以勘誤、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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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信雄水墨創作集》，高雄：蘇信雄，1998 年 8月。 

‧《陳淑華水墨畫集（一）》，高雄：陳淑華，1996 年 10 月。 

‧《林慧瑾水墨畫選輯》，高雄：林慧瑾，1996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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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之旅  吳永樂畫集》，高雄：黃玉專，1993 年 12 月。 

‧《介濤作品專輯》，高雄：介濤畫室。 

‧《陳寶雄先生紀念集》，高雄：陳寶雄先生紀念委員會，2002 年 7月 11 日。 

‧《馳騁南北疆  施炎塗攝影集》，高雄：施炎塗，1996 年 11 月。 

‧《王廷俊畫集  1996》，台南：古印出版文化有限公司，1996 年 4月。 

‧《楊國君 70年代台灣行腳透明水彩寫生畫集》，高雄：楊國君，1996 年 7月 6日。 

‧《黃郁生（一）1988~1995》，高雄：積禪藝術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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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畫廊：真情至性  林天瑞個展》，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199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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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2004 洪根深創作斷代展》，高雄：正修科技大學藝術中心，2004 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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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論壇：自然‧本然  阿卜極個展》，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1999 年 7月。 

‧《兩面圓鏡－互攝相融為倒影  詹獻坤(阿卜極)個展》，高雄：正修科技大學藝術中心，2008 年 12 月。 

‧《創作論壇：生命流轉‧工業史詩  蘇信義個展》，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0 年 6月。 

‧《創作論壇：陳明輝個展  流動的生命場域》，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1 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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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畫廊：現象與真實  陳水財個展》，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1998 年 1月。 

‧《市民畫廊：第二自然演譯者  洪政東個展》，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1998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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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畫廊：生命的喜悅  林弘行個展》，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4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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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畫廊：山水戀‧人間情  王珍珍個展》，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4 年 10 月。 

‧《市民畫廊：王國柱個展》，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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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畫廊：看你？看我！  黃文勇個展》，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5 年 6月。 

‧《市民畫廊：緣起緣滅  張明發紀念展》，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5 年 12 月。 

‧《市民畫廊：位子與椅子的閱讀狀態  賴新龍個展》，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6 年 4月。 

‧《市民畫廊：存在的界限  郭英美個展》，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6 年 5月。 

‧《市民畫廊：斯土有情  劉敏娟個展》，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6 年 6月。 

‧《市民畫廊：松蔭晚照  文以禮紀念展》，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6 年 8月。 

‧《市民畫廊：追思高雄開元畫家  宋世雄紀念展》，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6 年 11 月。 

‧《市民畫廊：神秘痕跡  瀰力村男個展》，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7 年 5月。 

‧《市民畫廊：自然感通‧破『鏡』重圓  蘇崇銘個展》，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7 年 6月。 

‧《市民畫廊：景星慶雲  元善篆刻書法展》，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7 年 11 月。 

‧《市民畫廊：何從 3D插畫世界》，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7 年 12 月。 

‧《市民畫廊：我就是我  柳依蘭個展》，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8 年 3月。 

‧《市民畫廊：放立場所─之間的對立與模糊  王振安個展》，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8 年 7月。 

‧《市民畫廊：圗發『棋』想 林悅棋個展》，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8 年 8月。 

‧《市民畫廊：新複合‧新意象  蘇連陣個展》，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8 年 10 月。 

‧《市民畫廊：上古神話  山海經─魏滔個展》，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8 年 12 月。 

‧《市民畫廊：紅毛港輓歌  蘇伯欽個展》，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9 年 3月。 

‧《市民畫廊：杏壇磐石  韓石秋書畫紀念展》，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10 年 3月。 

‧《市民畫廊：印象山水  李廣中》，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10 年 3月。 



‧《市民畫廊：「時空」轉換，兩樣情─顏明邦個展》，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10 年 4月。 

‧《市民畫廊：清音‧過客─劉雄俊個展》，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10 年 9月。 

‧《向前輩藝術家致敬：沉默中的尊嚴－莊索回顧展》，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7 年 3月。 

‧《向前輩藝術家致敬：大千中的顧盼－方行仁紀念展》，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7 年 12 月。 

‧《璀璨的浪漫主義－羅清雲紀念展》，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9 年 5月。 

‧《天問－陳庭詩藝術創作紀念展》，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5 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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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志徹 vs林麗華  生活‧藝術創作集》，高雄：正修科技大學藝術中心，2004 年 11 月。 

‧《懷玉墨痕－孟庸邱明星‧仲希邱闕金玉 伉儷書畫專輯》，高雄：湛墨書藝會，2003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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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論壇：黃志偉與蔡明峰  游離虛實》，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6 年 9月。 

‧《創作論壇：形。透。花。間  關於時尚與創作靈魂的低語》，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7 年 3月。 

‧《市民畫廊：流徙與定位  滾動四人展》，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5 年 10 月。 

‧《市民畫廊：城市‧影像‧透視  在現實與想像之間》，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8 年 10 月。 

‧《美術高雄開元篇》，高雄市 : 高市美術館，1994 年。 

‧《臺灣近代雕塑發展 : 館藏雕塑展》，高雄市：高雄市立美術館，1994 年。 

‧《美術高雄當代篇一九九五》，高雄市：高市美術館，1995 年。 

‧《美術高雄 2001─後解嚴時代的高雄藝術》，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2 年 7月。 

‧《美術高雄 2002─游牧‧流變‧擴張》，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3 年 3月。 

‧《美術高雄 2003─心墨無法》，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4 年 2月。 

‧《美術高雄 2004─高雄一欉花＋》，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5 年 3月。 

‧《美術高雄 2005─影像高雄：看不見的歷史》，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8 年 7月。 

‧《美術高雄 2006─高雄陶：衍續‧重釋》，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7 年 2月。 

‧《美術高雄 2007─機械總動員》，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8 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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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高雄市美展》，高雄：高雄市政府，1986 年 10 月 21 日。 

‧《第五屆高雄市美展》，高雄：高雄市政府，1987 年 11 月 21 日。 

‧《第六屆高雄市美展》，高雄：高雄市政府，1988 年 11 月 26 日。 

‧《第七屆高雄市美展》，高雄：高雄市政府，1989 年 12 月。 

‧《第八屆高雄市美展》，高雄：高雄市政府，1990 年 12 月 20 日。 

‧《第十屆高雄市美術展覽》，高雄：高雄市政府，1993 年 4月。 

‧《第十一屆高雄市美術展覽》，高雄：高雄市政府，1994 年 3月。 

‧《第十三屆高雄市美術展覽會》，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1996 年 3月 24 日。 

‧《第十四屆高雄市美術展覽會》，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1997 年 3月 23 日。 

‧《第十五屆高雄市美術展覽會》，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1998 年 3月 22 日。 

‧《第十六屆高雄市美術展覽會》，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1999 年 3月。 

‧《第十七屆高雄市美術展覽會》，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0 年 3月。 

‧《第十八屆高雄市美術展覽會》，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1 年 3月。 



‧《第十九屆高雄市美術展覽會》，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2 年 3月。 

‧《2003 高雄獎暨第二十屆高雄市美術展覽會》，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3 年 4月。 

‧《2004 高雄獎暨第二十一屆高雄市美術展覽會》，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4 年 3月。 

‧《2005 高雄獎暨第二十二屆高雄市美術展覽會》，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5 年 3月。 

‧《2006 高雄獎暨第二十三屆高雄市美術展覽會》，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6 年 5月。 

‧《2007 高雄獎暨第二十四屆高雄市美術展覽會》，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7 年 6月。 

‧《2008 高雄獎》，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8年 6月。 

‧《蘭嶼頌 詩文攝影集》，台北：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待處理物料管理處，1989 年 12 月 12 日。 

‧《飆焊‧跨界－2004 高雄國際鋼雕藝術節》，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05 年 4月。 

‧《紅妝大眾－台灣前輩畫家繪畫中的女性影像與時尚品味》，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0 年 7月。 

‧《我與我－藝術家自我探索與刻畫》，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2 年 8月。 

‧《世界有多大 How Big Is the World？》，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奧地利：奧地利 O.K 當代藝術中心，

2004 年 7月。 

‧《凝視的詩意－台灣當代攝影與繪畫的多重現實景觀》，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4 年 11 月。 

‧《潮間帶藝術偵測站－2005 年年度計畫》，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5 年 7月。 

‧《渡：當代高雄‧芝加哥十人展》，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5 年 7月。 

‧《五行‧五形－台灣當代常民劇場》，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6 年 3月。 

‧《島嶼之歌  有關海的 24種表現》，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6 年 11 月。 

‧《台灣美術與社會脈動 2：寶島曼波》，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7 年 4月。 

‧《七彩電光琉璃花－台灣常民文化圖像轉譯》，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9 年 3月。 

 

美術團體、美術年鑑： 

‧《西瀛畫會第一屆聯展【畫我澎湖】》，高雄：西瀛畫會，2006 年 7月。 

‧《西瀛畫會第二屆聯展【瀛海菊歌】》，高雄：西瀛畫會，2006 年 6月。 

‧《第 45年南部展 1997》，高雄：中華民國台灣南部美術協會，1997 年 9月。 

‧《第 57年南部展》，高雄：中華民國台灣南部美術協會，2009 年 11 月。 

‧《中華民國 84年高雄市美術名鑑》，高雄市：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1995 年。 

‧《2003 華人美術年鑑》，台北：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6月。 

‧《高美館元年》，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1994 年 6月 12 日（1995 年 3月 25 日加印）。 

‧《高美館二年》，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1995 年 6月 11 日（1996 年 2月 1日加印）。 

‧《高美館三年》，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1996 年 6月。 

‧《高美館四年》，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1997 年 6月。 

‧《高美館五年》，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1998 年 6月。 

‧《高美館六年》，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1999 年 6月。 

‧《高美館七年》，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0 年 6月。 

‧《高美館 2002》，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2年 6月。 

‧《高美館 2003》，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3年 6月。 

‧《高美館 2008》，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9年 6月。 

‧《高美館 2009》，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10年 6月。 

 

其它： 

‧李進發（尚未出版），《1996~2006 高雄縣地方美術發展現況調查資料彙編》，高雄縣：高雄縣立



文化中心。 

‧倪再沁，＜高雄現代美術活動發展年表＞，《南方藝術》，1995.10（第 12 期），頁 88-100。 

‧陳誼芳撰，《論高雄藝術之現代意識的發展與轉折：從 1980 年代談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

術學系碩士論文，2005 年。 

 

網站： 

‧「高苑藝文中心」：http://km.kyu.edu.tw/art/new.htm 

‧「御書房生活藝術空間」：http://www.isfound.com.tw/ 

‧「豆皮文藝咖啡館」：http://blog.xuite.net/dogpig.art/xox333 

‧「正修藝術中心」：http://art.csu.edu.tw/index-01.htm 

‧「橋頭糖廠藝術村」：http://www.fieldfactory.com.tw/art/ 

‧「駁二藝術特區」：http://pier-2.khcc.gov.tw/content/index.aspx 

‧「打狗英國領事館」：http://www.british-consulate.com.tw/ 

‧「高雄車站」：http://service.tra.gov.tw/Kaohsiung/CP/10745/introduction.aspx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http://w5.kcg.gov.tw/khm/tw/chinese/index.aspx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籌備處」：http://www.wac.gov.tw/index.php 

‧「高雄市立文化中心」：http://www.khcc.gov.tw/home01.aspx 

‧「高雄縣立文化中心」：http://www.kccc.gov.tw/index1.asp 

‧「鳳山國父紀念館」：http://www.kccc.gov.tw/tour/index.asp?m=13&m1=3&m2=294&gp=21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http://www.khcc.gov.tw/home01.aspx?ID=1 

 

藝文空間提供之展演記錄： 

高雄市立文化中心、新思惟人文藝術空間、串門藝術空間、新濱碼頭藝術空間、上雲藝術中心、 

豆皮藝文咖啡館、杜象藝術空間、積禪 50藝術空間。 

 

（二）略語表（為方便閱讀與縮減頁面，特將以下文獻或活動名稱縮寫） 

 

【表一：期刊名稱縮寫表】 

期刊名稱 縮寫 

《炎黃藝術》 《炎黃》 

《山藝術》 《山》 

《南方藝術》 《南方》 

《藝術界》 《藝術界》 

《藝術家》 《藝術家》 

《典藏今藝術》 《今藝術》 

《雄獅美術》 《雄獅》 

《藝術認證》雙月刊 《藝術認證》 

《新朝藝術》 《新朝》 

 

 

 



 

【表二：報紙名稱縮寫表】 

報紙名稱 縮寫 

《民生報》 《民生》 

《民眾日報》 《民眾》 

《台灣新聞報》 《台聞》 

《聯合報》 《聯合》 

《聯合晚報》 《聯晚》 

《中央日報》 《中央》 

《自由時報》 《自由》 

《中國時報》 《中時》 

《中時晚報》 《中晚》 

《台灣時報》 《台時》 

《青年日報》 《青年》 

《太平洋日報》 《太平洋》 

《自立早報》 《自早》 

《自立晚報》 《自晚》 

《中華日報》 《中華》 

《商工日報》 《商工》 

《今日中國郵報》 《今日中國》 

《台灣新生報》 《新生》 

《今日中國晚報》 《中國晚報》 

 

 

【表三：書籍名稱縮寫表】 

書籍名稱 縮寫 

《屏東縣美術發展史》 《屏縣美史》 

《高雄現代美術誌》 《高美誌》 

《邊陲風雲：高雄市現代繪畫發展紀事(1970-1997)》 《邊陲風雲》 

《臺灣美術地方發展史全集 11(上) 高雄地區》 《台美史-高雄》 

《臺灣美術地方發展史全集 11(下) 高雄地區》 《台美史-高雄》 

《臺灣美術地方發展史全集 屏東地區》 《台美史-屏東》 

《中華民國 84 年高雄市美術名鑑》 《84 高美名鑑》 

《美術高雄開元篇》 《開元篇》 

《美術高雄當代篇 1995》 《當代篇》 

《劉啟祥的生命旅程與藝術》 《劉啟祥》 

《向前輩藝術家致敬：空谷中的清音─劉啟祥》 《空谷清音  劉啟祥》 

《台灣美術全集 11  劉啟祥》 《台美全集  劉啟祥》 

《臺灣近代雕塑發展 : 館藏雕塑展》 《台近代雕塑》 

《台灣美術全集 22 張啟華》 《台美全集  張啟華》 



《捐贈硏究展 : 美術行者 : 張啓華(1910-1987)》 《美術行者張啟華》 

《臺灣近代美術大事年表》 《台近代美術年表》 

《台灣現代陶藝發展史》 《台灣陶發史》 

《美術高雄 2001：後解嚴時代的高雄藝術》 《美術高雄 2001》 

《高雄縣美術發展史》 《高縣美史》 

《1945～1995 五十年來高雄縣地方美術發展現況調

查資料彙編》 

《1945～1995 高縣美術彙編》 

《1996～2006 高雄縣地方美術發展現況調查資料彙

編》(未出版) 

《1996～2006 高縣美術彙編》 

《1945～1995 五十年來高雄縣地方美術發展之研究》 《1945～1995 高縣美術研究》 

《第 45 年南部展 1997》 《45 南部展》 

《第 57 年南部展》 《57 南部展》 

《南方的太陽 林天瑞紀念展》 《南方太陽－林天瑞》 

《李朝進‧文件 1941-1991》 《李朝進‧文件》 

《李朝進台南縣立文化中心個展圗錄》 《李朝進圗錄》 

《熟悉與陌生（1993 以前）－吳梅嵩作品集》 《吳梅嵩》 

《王興道  心象‧生態》 《王興道》 

《何文杞作品集 1954~1994》 《何文杞 1994》 

《藝術瑰寶鄭獲義先生集》 《鄭獲義》 

《前輩美術教育家─劉清榮畫集》 《劉清榮》 

《莊世和的繪畫藝術》 《莊世和》 

《蘭嶼頌 詩文攝影集》 《蘭嶼頌》 

《鄉土情懷  呂浮生膠彩畫集》 《呂浮生》 

《2003 華人美術年鑑》 《華人美術年鑑》 

《莊正德的繪畫界  心象繪畫之探究》 《莊正德  心象繪畫》 

《水彩畫創作研究  陳永正》 《陳永正》 

《蔡水林作品選（一）》 《蔡水林（一）》 

《簡天佑水彩畫選》 《簡天佑》 

《畫鏡  黃光男水墨畫集》 《畫鏡  黃光男》 

《海海人生陳瑞福 2005》 《陳瑞福 2005》 

《劉尚弘 2003~2004 油畫作品集》 《劉尚弘》 

《美的心醉  許自貴 2004~2008》 《許自貴 2004~2008》 

《浪漫的孤獨  1998 許自貴個展》 《1998 許自貴》 

《洪世偉水墨畫選》 《洪世偉》 

《盧福壽畫集》 《盧福壽》 

《黃欽湘作品輯》 《黃欽湘》 

《水墨鄉情  陳英文水墨畫選集》 《水墨鄉情  陳英文》 

《陳振邦行草書法專集》 《陳振邦行草》 

《薛清茂彩墨畫集(二)》 《薛清茂(二)》 

《蘇慶田水墨畫集》 《蘇慶田》 



《黃光男水墨畫》 《黃光男》 

《容天圻書畫集》 《容天圻》 

《行雲流水  卓雅宣水彩畫集》 《行雲流水  卓雅宣》 

《李幼晟書法選集》 《李幼晟》 

《LU MING-TE 千禧夢  盧明德個展》 《千禧夢  盧明德》 

《蘇志徹 vs 林麗華  生活‧藝術創作集》 《蘇志徹 vs 林麗華》 

《高聖賢水墨畫集》 《高聖賢》 

《陳甲上七十回顧選輯》 《陳甲上七十回顧》 

《陳榮發’95》 《陳榮發’95》 

《張栢烟 1991~1995》 《張栢烟》 

《張栢烟＜台灣性格＞系列創作自述》 《張栢烟創作自述》 

《王國柱畫冊》 《王國柱》 

《1993 莊明旗的繪畫世界》 《1993 莊明旗》 

《陳文龍水彩畫集》 《陳文龍》 

《莊世和的繪畫藝術》 《莊世和》 

《2000 顏雍宗畫集（六）》 《2000 顏雍宗》 

《王廷欽國畫創作集》 《王廷欽》 

《李金環水墨畫集》 《李金環》 

《大地赤子心  陳隆興作品集》 《大地赤子心  陳隆興》 

《范洪甲九十回顧展》 《范洪甲》 

《洪仲毅畫集 1993~1999 作品》 《洪仲毅畫集》 

《南方江山  南橫與茂林攝影詩文集》 《南方江山》 

《2000 千禧年（Y2K）洪傳桂七十回顧展（七）》 《洪傳桂七十回顧》 

《2008 洪傳桂水彩畫選（八）》 《2008 洪傳桂》 

《高雄當代藝術展》 《高雄當代藝術》 

《張金發畫集第一輯 1980~1992》 《張金發畫集》 

《張金發畫集》 《張金發》 

《張金發油畫作品欣賞集》 《張金發油畫》 

《何文杞懷鄉台灣畫集》 《何文杞懷鄉畫集》 

《鄉土是永遠的愛戀  台灣畫家何文杞》 《台灣畫家何文杞》 

《何文杞台灣風情畫特選輯  訪問巴西聖保羅個展》 《何文杞台灣風情》 

《失樂園  倪再沁水墨藝術集》 《失樂園  倪再沁》 

《葉竹盛個展》 《葉竹盛》 

《台灣‧女性‧寫真  吳瓊華  檳榔西施  複合媒

材‧裝置  作品專輯》 
《吳瓊華  檳榔西施》 

《張文卿紀念畫集》 《張文卿》 

《台灣省全省美展永久免審查作家系列展（二十）莊

永固書法展》 
《莊永固》 

《懷玉墨痕－孟庸邱明星‧仲希邱闕金玉 伉儷書畫

專輯》 
《邱明星 邱闕金玉》 



《林進忠畫集（四）》 《林進忠（四）》 

《千秋遐想筆墨情－中國繪畫創作研究林進忠畫集

（五）》 
《林進忠畫集（五）》 

《蘇信雄水墨創作集》 《蘇信雄》 

《陳淑華水墨畫集（一）》 《陳淑華》 

《林慧瑾水墨畫選輯》 《林慧瑾》 

《李春祈水墨畫選（三）》 《李春祈（三）》 

《王素卿畫集》 《王素卿》 

《水墨之旅  吳永樂畫集》 《吳永樂》 

《介濤作品專輯》 《介濤作品》 

《陳寶雄先生紀念集》 《陳寶雄紀念集》 

《馳騁南北疆  施炎塗攝影集》 《施炎塗》 

《王廷俊畫集  1996》 《王廷俊 1996》 

《楊國君 70 年代台灣行腳透明水彩寫生畫集》 《楊國君》 

《黃郁生（一）1988~1995》 《黃郁生（一）》 

《山‧海‧記憶：陶藝家曾愛真紀念集》 《曾愛真紀念集》 

《陳國展銅版畫展’93》 《陳國展’93》 

《跨越之旅  楊文霓陶作》 《楊文霓陶作》 

《陳世俊油畫專集》 《陳世俊》 

《與台北對畫－1998 張文榮畫集》 《1998 張文榮》 

《劉欽麟‧游環伉儷金婚紀念油畫聯展》 《劉欽麟‧游環金婚聯展》 

《鏡花逐夢  柳依蘭》 《柳依蘭》 

《信義冊頁『』蘇信義》 《信義冊頁》 

《林天瑞紀念展》 《林天瑞紀念》 

《瑞緣 隨緣 美緣  珍藏林天瑞》 《珍藏林天瑞》 

《高聖賢水墨畫集》 《高聖賢》 

《再造王國  楊順發攝影集》 《再造王國  楊順發》 

《楊育儒 2005  列賓‧學習與沉潛》 《楊育儒 2005》 

《陳其祿油畫集 1996~1998》 《陳其祿 1996~1998》 

《吳梅嵩  桌‧椅‧語錄》 《吳梅嵩  桌椅》 

《歷史與歷程  李俊賢作品集》 《歷史與歷程  李俊賢》 

《花草‧映  陳艷淑作品集》 《花草‧映  陳艷淑》 

《邱筱惠心靈圖像 2005》 《邱筱惠 2005》 

《結成冰塊的聲音  蔡獻友畫展》 《結成冰塊  蔡獻友》 

《1984-2004 洪根深創作斷代展》 《洪根深創作斷代》 

《劉俊禎畫集》 《劉俊禎》 

《張新丕作品集》 《張新丕》 

《王國禎油畫集》 《王國禎》 

《建築＆自然之美  2003 林勝雄寫生創作專輯》 《2003 林勝雄》 

《黃朝謨畫集》 《黃朝謨》 



《台灣美展 80 年（1927-2006）（上）》 《台灣美展 80 年（上）》 

《台灣美展 80 年（1927-2006）（下）》 《台灣美展 80 年（下）》 

《我愛台灣‧更愛南台灣─李明則》 《李明則》 

《李明則作品集》 《李明則作品》 

《高雄建築三百年(增修版)》 《高雄建築》 

《高美館元年》 《高美元年》 

《高美館二年》 《高美二年》 

《高美館三年》 《高美三年》 

《高美館四年》 《高美四年》 

《高美館五年》 《高美五年》 

《高美館六年》 《高美六年》 

《高美館七年》 《高美七年》 

《高美館 2003》 《高美 2002》 

《高美館 2003》 《高美 2003》 

《高美館 2004》 《高美 2004》 

《高美館 2005~2007》 《高美 2005~2007》 

《高美館 2008》 《高美 2008》 

《高美館 2009》 《高美 2009》 

《市民畫廊：現象與真實  陳水財個展》 《市民畫廊  陳水財》 

《市民畫廊：心路‧歷程  林勝雄個展》 《市民畫廊  林勝雄》 

《市民畫廊：到處留情  與大地同體，和社會並生─

陳甲上個展》 
《市民畫廊  陳甲上》 

《市民畫廊：第二自然演譯者  洪政東個展》 《市民畫廊  洪政東》 

《市民畫廊：心凝形釋  邱忠均個展》 《市民畫廊  邱忠均》 

《市民畫廊：入於自然‧出於自然  鄭獲義個展》 《市民畫廊  鄭獲義》 

《市民畫廊：筆情墨韻  黃嘉政個展》 《市民畫廊  黃嘉政》 

《市民畫廊：媒材解讀  盧明德個展》 《市民畫廊  盧明德》 

《市民畫廊：心畫心聲  洪廣煜個展》 《市民畫廊  洪廣煜》 

《市民畫廊：戲畫人生  周龍炎個展》 《市民畫廊  周龍炎》 

《市民畫廊：生活足跡  李春成個展》 《市民畫廊  李春成》 

《市民畫廊：懷古清響  洪傳桂個展》 《市民畫廊  洪傳桂》 

《市民畫廊：心靈意象  空相─石忘塵個展》 《市民畫廊  石忘塵》 

《市民畫廊：真情至性  林天瑞個展》 《市民畫廊  林天瑞》 

《市民畫廊：人間情  張金發個展》 《市民畫廊  張金發》 

《市民畫廊：紅塵人間的真情墨  李春祈個展》 《市民畫廊  李春祈》 

《市民畫廊：黑以載道  洪根深個展》 《市民畫廊  洪根深》 

《市民畫廊：貞心素語  李素貞個展》 《市民畫廊  李素貞》 

《市民畫廊 文以禮－松蔭晚照》 《市民畫廊 文以禮》 

《市民畫廊 宋世雄－追思高雄開元畫家》 《市民畫廊 宋世雄》 

《市民畫廊 流徙與定位－滾動四人展》 《市民畫廊 滾動四人展》 



《市民畫廊 王清課－臺灣的山之美》 《市民畫廊 王清課》 

《市民畫廊 劉敏娟－斯土有情》 《市民畫廊 劉敏娟》 

《市民畫廊 蘇連陣－新複合．新意像》 《市民畫廊 蘇連陣》 

《市民畫廊 李明啟－意境的虛擬．解構》 《市民畫廊 李明啟》 

《市民畫廊：郭淑莉  穿越幻象》 《市民畫廊  郭淑莉》 

《市民畫廊 何從－3D 插畫世界》 《市民畫廊 何從》 

《市民畫廊 雷紫玲．出入桃花源－一個女子的美

學》 
《市民畫廊 雷紫玲》 

《市民畫廊：王國柱個展》 《市民畫廊  王國柱》 

《市民畫廊 郭淑莉－穿越幻象》 《市民畫廊 郭淑莉》 

《市民畫廊 陳瑞湖－港都情懷》 《市民畫廊 陳瑞湖》 

《市民畫廊 黃榮德－照古觀今》 《市民畫廊 黃榮德》 

《市民畫廊 景星慶雲－元善篆刻書法展》 《市民畫廊 景星慶雲》 

《市民畫廊 吳寬瀛－理性與感性》 《市民畫廊 吳寬瀛》 

《市民畫廊 神秘痕跡－瀰力村男個展》 《市民畫廊 瀰力村男》 

《市民畫廊 林正盛－挑戰自我：集合藝術》 《市民畫廊 林正盛》 

《市民畫廊 緣起緣滅－張明發紀念展》 《市民畫廊 張明發》 

《市民畫廊 位子與椅子的閱讀狀態－賴新龍個展》 《市民畫廊 賴新龍》 

《市民畫廊 黃文勇－「看你？看我！」》 《市民畫廊 黃文勇》 

《市民畫廊 圖發「棋」想－林悅棋個展》 《市民畫廊 林悅棋》 

《市民畫廊 王振安－放立場所：之間的對立與模

糊》 
《市民畫廊 王振安》 

《市民畫廊 蔡獻友－形象磁場的轉換與還原》 《市民畫廊 蔡獻友》 

《市民畫廊 楊順發－野獸橫行》 《市民畫廊 楊順發》 

《市民畫廊 林慶雲－人間光影》 《市民畫廊 林慶雲》 

《市民畫廊 存在的界限－郭英美》 《市民畫廊 郭英美》 

《市民畫廊 林清湶－影像告解》 《市民畫廊 林清湶》 

《市民畫廊 謝德正－從世貿看紐約》 《市民畫廊 謝德正》 

《市民畫廊 柳依蘭－我就是我》 《市民畫廊 柳依蘭》 

《市民畫廊 李如玉－舞》 《市民畫廊 李如玉》 

《市民畫廊 蔡高明－在地行腳》 《市民畫廊 蔡高明》 

《市民畫廊 謝德正－從世貿看紐約》 《市民畫廊 謝德正》 

《市民畫廊 王珍珍－山水戀．人間情》 《市民畫廊 王珍珍》 

《市民畫廊 王武森－清心自在步紅塵》 《市民畫廊 王武森》 

《市民畫廊 林弘行－生命的喜悅》 《市民畫廊 林弘行》 

《市民畫廊 自然感通．破「境」重圓－蘇崇銘個展》 《市民畫廊 蘇崇銘》 

《市民畫廊 城市．影像．透視－在現實與想像之間》 《市民畫廊 城市．影像．透視》 

《市民畫廊：上古神話  山海經─魏滔個展》 《市民畫廊  魏滔》 

《市民畫廊 蘇信雄－入與出》 《市民畫廊 蘇信雄》 

《市民畫廊：紅毛港輓歌  蘇伯欽個展》 《市民畫廊  蘇伯欽》 



 
 

【表四：活動紀事縮寫表】 

活動紀事名稱 縮寫 

台灣省全省美術展覽會 省展 

台灣美術展覽會 台展 

台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 府展 

台陽美術協會台陽美展 台陽展 

全國美術展覽會 國展 

台灣南部美術協會會員展 南部展 

台北市美術展覽會 北市美展 

高雄市美術展覽會 高市美展 

 

 

 

 

《市民畫廊：消失的地平線─紅毛港  再現香格里拉  
張珠君》 

《市民畫廊  張珠君》 

《市民畫廊：杏壇磐石  韓石秋書畫紀念展》 《市民畫廊  韓石秋》 

《市民畫廊：印象山水  李廣中》 《市民畫廊  李廣中》 

《市民畫廊：「時空」轉換，兩樣情─顏明邦個展》 《市民畫廊  顏明邦》 

《市民畫廊：清音‧過客─劉雄俊個展》 《市民畫廊  劉雄俊》 

《創作論壇：從周處到甲爸  李俊賢個展》 《創作論壇  李俊賢》 

《創作論壇：自然‧本然  阿卜極個展》 《創作論壇  阿卜極》 

《兩面圓鏡－互攝相融為倒影  詹獻坤(阿卜極)個

展》 

《兩面圓鏡－阿卜極》 

《創作論壇：生命流轉‧工業史詩  蘇信義個展》 《創作論壇  蘇信義》 

《創作論壇：陳明輝個展  流動的生命場域》 《創作論壇  陳明輝》 

《創作論壇 陳聖頌個展－天地之間》 《創作論壇 陳聖頌》 

《創作論壇 洪上翔－是他》 《創作論壇 洪上翔》 

《創作論壇  黏土劇場－徐永旭個展》 《創作論壇  徐永旭》 

《創作論壇 黃志偉＋蔡明峰－游離虛實》 《創作論壇 黃志偉＋蔡明峰》 

《創作論壇 黃俊傑與黃啟方 形。透。花。間。－

關於時尚與創作靈魂的低語》 
《創作論壇 黃俊傑與黃啟方》 

《美術高雄 2003─心墨無法》 《心墨無法》 

《向前輩藝術家致敬：沉默中的尊嚴－莊索回顧展》 《莊索回顧展》 

《向前輩藝術家致敬：大千中的顧盼－方行仁紀念

展》 
《方行仁紀念展》 

《璀璨的浪漫主義－羅清雲紀念展》 《羅清雲紀念展》 

《天問－陳庭詩藝術創作紀念展》 《天問－陳庭詩》 

《捐贈研究展：美術行者－張啟華(1910~1987)》 《美術行者－張啟華》 



 

【表五：藝文空間名稱縮寫】 

藝文空間名稱 縮寫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 高雄社教館 

高雄市立美術館 高美館 

新濱碼頭藝術空間 新濱碼頭 

正修藝術中心 正修藝中 

高苑藝文中心 高苑藝中 

洪喜堂文物藝術館 洪喜堂 

台灣省立美術館 省美館 

景陶坊陶瓷專業藝廊 景陶坊 

高雄市立圖書館 高市圖書館 

 
【表六：學校名稱縮寫表】 

學校名稱 縮寫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台藝大 

國立台灣藝術學院 台藝院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北藝大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南藝大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高師大 

國立台北師範大學 台師大 

省立屏東師範專科學校 屏東師專 

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 國立藝專 

省立台南師範專科學校 台南師專 

台南師範學院 台南師院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文化學院) 文化大學 

正修科技大學 正修科大 

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 前鎮高中 

高雄市中華藝術職業學校 中華藝校 

私立南京美術專科學校 南京美專 

 
【表七：其它參考文獻縮寫表】 

參考文獻名稱 縮寫 

高雄市立美術館美術工作者資料調查表 調查表 

「高雄當代藝術展」藝術家推薦表 推薦表 
 
 
 
 



一、報告內容大綱 

「高雄美術發展大事紀進階研究」，秉持以第一手資料為主，除了雜誌與書籍文獻外，廣大蒐

集關於大高雄地區之藝文活動訊息，包括報紙、藝術家請柬、DM、畫冊、專輯、藝術空間展演資料

等，部分甚而由藝術家本人及網站提供資訊。 

本研究延續「高雄美術大事紀文獻彙編（1933~2007）」基礎，採用科學方式書寫，以時間為軸

之年表形式呈現內容。在年代方面，因部分涉及建築、藝術家生平資料，因而將研究範圍往前延伸

至 1902 年，往後擴充至 2008 年，給予大高雄地區之美術發展較全面性的視野。 

此外，「高雄美術發展大事紀進階研究」目的為高雄美術發展研究奠定基礎，以客觀、多元的

態度來蒐集、編纂各類文獻資料，期許未來研究人員可藉此研究內容進行更深入的探討與論述，或

放置於公共平台提供大眾搜尋、校閱，進而促使本研究更為完善、完整。 

 

二、研究流程 

 

 

 

 

 

 

 

 

 

 

三、研究途徑 

１.運用資料之範圍與種類： 

   a.研究所涉及之資料範圍包括報紙、期刊、DM、展覽與活動請柬、研究書籍、畫冊、藝術空間

網站等。（參考上表資料蒐集） 

   b.部分資訊以直接詢問事件發生之本人。 

２.蒐集資料之程序與方法： 

整理與書寫1977

～2007年既有書

籍研究文獻 

期中報告：文

獻合併，並予

以增刪、校

對、修改、彙

編 

高雄美

術大事

紀進階

研究完

成 
「高雄美術

發展大事紀

文獻彙編」

文獻檢核 

擴充2008年報

紙、期刊等文獻

編纂 

完成總年

表之校

對、修

改、增

刪、查證 

（合併） 

搜集、檢核、編

纂1945 ～1976年

之國圖報紙文獻 

搜集、整理與書

寫藝術家DM、請

柬、畫冊、專輯，

及公、私人藝術

空間展演活動等

資訊，提供年表

校對、增補 



   a.報紙文獻蒐集自國家圖書館，經由研究人員逐報逐版翻閱影印，部分採用電子影像掃瞄列印

系統，並以年月時間進行分類整理。 

   b.書籍文獻除「高雄美術發展大事紀文獻彙編」原已書寫蒐集外，另親向李進發老師蒐集其尚

未出版之研究著作《1996-2006 高雄縣地方美術發展現況調查資料彙編》。 

   c.另針對高美館館藏之藝術家展覽 DM、請柬、剪報、畫冊…等資料擴充研究文獻。 

 

四、研究實際進度 

1.已增加 1899 年至 2008 年大高雄地區美術發展之各類文獻資料。 

2.研究範圍往後完成擴增至 2008 年，往前完成增列至 1899 年高雄建築、古蹟，與日治第一代美術

家群，陳啟川、鄭獲義、劉清榮、劉啟祥、張啟華…等輩之紀事，及此階段高雄重要美術活動。 

3.進行 1899~2008 年文獻資料之謬誤修正與考證。 
 

五、研究限制與建議 

1.本研究大量集大高雄美術發展相關資料，除第一手資料的整理外，亦增加既有研究書籍、

刊物予以輔佐，然尚有資料可能被遺漏未被建立，此待日後相關專業人員或大眾更多的提

供協助。 

2.本研究在日治時期以中文文獻為研究資料來源，相關日文資料因語言技術尚待克服，因此

現階段無法增列日語文獻，此部分建議日後相關專業人員予以增修。 

 



 

凡例 

 

1.本研究朝向大事紀年表的目標建構，秉持科學與客觀的態度進行，以尊重、還原高雄美術實質之

歷史記事為原則，以年繫月、以月繫日，並且確實標註史料的來源與出處。 

2.本表內容分為兩大範疇：「展覽紀要」與「藝壇紀要」。在「展覽紀要」方面，包括高雄地區展

演空間與創作者、畫會團體之重要個展、聯展訊息。在「藝壇紀要」方面，主要記錄高雄地區

美術發展展覽以外之相關活動與事件，其中囊括了藝文政策、藝文傳播（出版之期刊、書籍、

座談、演講等）、美術教育、美術行政、美術評論、藝文獎勵與競賽、藝文空間等範疇，及美術

家個人重要之美術學經歷。 

3.有關高雄美術發展中之「美術」一概念，本表涉及範疇包括：素描、水彩、油彩、水墨、書法、

膠彩、陶瓷、版畫、雕塑、公共藝術、多媒材藝術、攝影與錄影藝術、身體與行為藝術、裝置與

空間藝術、科技與數位藝術、原住民藝術、建築等視覺藝術。 

4.在時間方面，本表以高雄第一代美術家群中最早出生者陳啟川之出生年 1899 年為起點，至本案

發起之前一年 2008 年止，試圖建構此期間高雄美術發展較完整之紀事範疇，進行編列。 

5.地理位置方面，由於早期高雄美術發展與台灣南部地區具有不可切割與混融之關係，例如劉啟祥

等人即從台南地區前來高雄參與畫壇活動，加上近年來高雄地區之文化藝術建設與政策，往往與

屏東縣、高雄縣等地相互合作與交流，因此，本研究在史料蒐集上自無法忽略高雄市以外等鄰近

區域，而擴增以「大高雄地區」作為研究之空間範疇，但主要之行政地理位置仍以高雄市為主軸。

（高雄的行政轄區，日治時期屬高雄州，範圍涵蓋今之高高屏 3縣市與澎湖；戰後初期，分為高

雄市與高雄縣，而此時的高雄縣之行政範圍又接近於現今高雄、屏東二縣之總和） 

然而，台灣光復以後，屏東縣市行政區相繼獨立劃分（1945 年劃分出屏東市、1950 年劃分出屏

東縣），於此後有關大高雄地區將聚焦於高雄市，而就地理環境與實際美術活動，高雄市與高雄

縣，尤其是鄰近鄉鎮市，諸如鳳山、鳥松、大寮、大樹、橋頭、岡山、旗山…等地之美術家與美

術活動，有著緊密的連結、重疊，甚而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光復後，高雄縣重要之美術家與美

術活動相關紀事，亦列為本案研究重要範疇；相較下，自屏東縣成為獨立之行政轄區(省轄市)

後，因地緣關係，其美術發展與高雄市產生之連結，則顯著不若高雄縣與高雄市之關係來得緊密，

故列入本案年表編製者即相較比高雄縣少得多，僅部分長期間較常於高雄市舉行創作發表或參與

美術活動之美術家始編入。 

6.本研究採保留文獻中有關藝文活動、展演空間、機關、學校等當時慣用之用語、名稱，部分於後

加註今日使用名稱，突顯今昔的差異與演變。 

7.展覽、活動場地未述及縣市區域，其所在地皆為高雄。非大高雄地區之展演空間、機關、學校等

名稱加註地理位置以供區別。 



 

文獻出處註記方式 

 

◎ 報紙出處縮寫範例：《台聞》3，1.2  《報紙名稱縮寫》版次，月.日 

◎ 期刊出處縮寫範例：《炎黃》77，5，p.28  《期刊名稱縮寫》期別，月，頁數 
◎ 書籍出處縮寫範例：《開元篇》p.266  《書名縮寫》頁數 

 

 

符號示意表 
 

名稱 符號 

書籍 《》 

文章 ﹤﹥ 

展覽、講座 「」 

作品 〔〕 

文獻出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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