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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今天的時代裡，藝術最堂害與有價值之處，不在於炫目的視聽影像，而在於藝術內化本質

的可貴性 。 為避免這些多元的界面將藝術的本質失焦，做為觀賞者的我們，應盡可能注意到還

原縮小這些界面的原點，這厚、點就是藝術 。 在一個資訊膨脹浮誇與核展的社會扭，唯一沒有改

變的是，藝術家必須忠於自己的崗位，不以 i手誇與膨脹擴展自己 。 盧建昌，這位現代創作家，

便是忠實自己、忠於藝術的實踐者 。 在漫長的藝術探索過程，虛建昌在摸索與學習中前進，他

在復興美工雕塑料時期莫定了對造型與質惑的掌握力，文化大學美術系西畫組時期堪稱投注了

自己全然的熱情，創作力桂為旺盛的時期，這使得他在繪畫表況有所突破 。 爾後，盧建昌就讀

於台南藝術學院造形研究所時期，他便充份發揮了對立體與平面造型結合的敏銳度與創作力，

作品越於大件，並以達作形式出現 。 面對這樣的藝術教育與創作環境，盧建昌始終不認為自己

應自滿，或是應該將藝術的流行性投射於自身，他想到的是把自己摸索及顛紋的創作經驗，中

途逼到的困乏與困頓，以及完成階段性藝術目標的狂喜，讓觀賞者分享，分享他的創作歷程，

分享他對於藝術的忠誠與愛態。

關鍵字： 盧建昌、魚﹔也鄉、五作室、複合媒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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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自我的過程一創作者盧建昌

一、別首

網路與影像的發達，使得現代藝術不斷面臨重新被定義，電子界面的藝術與

紙本界面的藝術，成為當代藝術的一體兩面。這相輔相成的藝術樣貌，使得探索

藝術更為奧秘。同時它也代表了藝術已跨越電子與紙本的界面，甚至是其他領域

的趨勢。今天電子影像藝術最豐富與有價值之處，不在於炫目的視聽影像，而在於

藝術內化本質的可貴性。為避免這些多元的界面將藝術的本質失焦，做為觀賞者的

我們，應盡可能注意到還原縮小這些界面的原點，這原點就是藝術。在一個資訊膨

脹浮誇與擴展的社會裡，唯一沒有改變的是，藝術家必須忠於自己的崗位，不以浮

誇與膨脹擴展自己。盧建昌，這位現代創作家，便是忠實自己、忠於藝術的實踐

者。在漫長的藝術探索過程，盧建昌在摸索與學習中前進，他在復興美工雕塑科時

期奠定了對造型與質感的掌握力，文化大學美術系西畫組時期堪稱投注了自己全然

的熱↑青，創作力極為旺盛的時期，這使得他在繪畫表現有所突破。爾後，盧建昌就

讀於台南藝術學院造形研究所時期，他便充份發揮了對立體與平面造型結合的敏銳

創作作品之一

度與創作力，作品趨於大件，並以連作

形式出現。面對這樣的藝術教育與創作

環境，盧建昌始終不認為自己應自滿，

或是應該將藝術的流行性投射於自身，

他想到的是把自己摸索及顛飯的創作經

驗，中途遇到的困乏與困頓，以及完成

階段性藝術目標的狂喜，讓觀賞者分

享，分享他的創作歷程，分享他對於藝

術的忠誠與愛戀。

二、複合媒材的展現一韜光與養晦

大學畢業後的盧建昌，回到自己的故鄉一南投縣魚池鄉，他以茲土茲惰的情

懷，觀察魚池鄉的生態發展與變化，他曾以印象派寫生之精神，背起油畫箱穿梭於

林間，運用油畫點描技法，細細繪製檳榔樹叢間的田野，展現出他扎實的學院派訓

練。他看見農民採收滿山的檳榔 ， 成串的檳榔引發他的創意思維將檳榔當做創作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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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他拾回過熟成串的檳榔，那是檳榔

商淘汰的產物，盧建昌在一黑木箱裡，

使用蠟及其他化學質材凝結成串 ，有如

封箱保存般裝置成禮物的形式，檳榔之

於當地農民生計來說，是上蒼賜予的禮

物 。 同樣的手法，也將一扭曲身軀呈木

乃伊狀的家鼠封箱保存，並且置入些許

盧建昌當時幼兒的短髮，意喻死亡的同

時也有重生的意義 。 這一類「現成物」

的創作，若是從杜象的現代性觀念來解 穿梭

讀盧建昌的創作動機，可能有杯弓蛇影

表象的看法，可以認同的是盧建昌三年雕塑的訓練，所從出的創作概念：平面繪畫

與現成物結合的創作觀，這創作形式是更為貼近盧建昌之於心靈內在的空間，之後

無論盧建昌在每一時期都會時常出現此類慣用的手法，例如「擺盪的靈魂」 (1999 ) 

作品，翻模過成串黑褐色的香蕉於畫面中垂掛而生，浮雕式的黑褐香蕉貼掛於不真

象的畫面上，成為畫面中醒目的畫眼。

盧建昌的取材一向與他的生活環境息息相關，他反思到這些檳榔是當地農民

重要的經濟來源，日月潭觀光產業也與當地農民生計共生共榮，他創作了一系列的

版畫 ，於1995年在南投縣文化中心展出「檳榔新樂園﹒茲土有情」的主題，木刻版

畫總數多達數十張以上，形式極為單純，以單色印製，卻有著極為豐富的藝術特

質，版畫以魚池鄉附近的人文及自然景觀為主題，有當地石頭公的傳說、檳榔國的

佇獵、描繪日月潭的源頭一現天圳、光華島的風華、日月潭孔雀園的景觀、魚池尖

山聳立的造型、日月潭特有的奇力魚、總統魚等等， 黑白分明的無色彩，沉穩的繪

製線條，經由手刻圖案於木板之上，以手印製的力道取代了機器的印製，如果手印

的力道不均，可能導致油墨印製不勻，這項步驟耗力又費時，失敗率極高，但也突

顯出盧建且認真執著於手工創作的堅持，木刻的手法有時以粗擴類似石鑿的雕法、

有時也呈現出書法線條般的暢意，線條的掌握全看版畫主題的鋪陳與寓意，這些魚

池鄉的景象圖象幻化成當地的圖騰，同時也是盧建昌生長於斯熟悉的景觀與逸事，

他對於過去純樸的魚池鄉有著無限的眷戀，關懷魚池鄉人文發展的情感溢於紙上 。

曾幾何時日月潭特有的奇力魚己瀕臨絕跡，光華島歷經1999年九二一地震後風華已

變，這些圖象成了當地人們記憶裡串聯起許多人事物的文本。

盧建昌在1996年台北美國文化中心及 1997年太平洋文化基金會展出時，嘗試

以單人床板般尺寸的木版隔成方格區域， 運用油彩以自由滴落的方式揮灑，他不



。通識教育一博學期刊

向‘、

網

同於美國抽象大師←洛克（Jackson

Pollock）的是：←落克是無意識

地任意走動與返轉，沒有一定的

視點與預設立場，而盧建昌仍然

關注到觀畫者的視點與感受，於

是在滴落的色彩之間隱約可辨識

物體的形象，它是每位觀畫者自

由聯想記憶裡事物的引子，甚至

盧建昌還在木版作品上加上紗網

或是紙漿，紗網網狀穿透的呼吸

感可以滲透油彩，也因紗網微小

的網孔攔住了油彩向下滲透的引

力，於是油彩凝滯在紗綱裡時而浮現、時而沉沒。此外，稀釋的紙漿如同油彩般可

以形塑成任何的肌絡紋理，盧建昌利用手壓及形塑，紙漿在畫面製造出凹凸不平的

粗擴質富性與層次感。 l這是←洛克所沒有關注到的焦點。

1998-2000年在台南藝術學院造形研究所時期，盧建昌一方面吸收學校各系所

的藝術資源，例如影像所、陶瓷所、藝評所等不同的課程，給與了盧建昌充實的養

份，另一方盧建昌韜光養晦，思索自己未來藝術可能呈現的方向，教授、同好們是

盧建昌很好的交流對象，徹夜談論藝術是常有的事，相互激盪出的火花，是推動藝

術觀摩的能量。學校提供一間長型幾坪的空間是造形研究所時期盧建昌生活與創作

的場所，沒有電視等資訊的干擾，學校地處偏遠導致吃飯、外出的不方便，生活物

質條件的缺乏，盧建昌在住校期間每日睜眼即見成堆未完成的作品，空氣中飄浮著

油彩、亞麻仁油微淡的味道，這缺乏與富有交替的氛圍使得盧建昌更為專注於創

作，創作成為他研究所生活關注的焦點。 2

造形研究所畢業後，盧建昌陸續在台中二十號倉庫（ 2001 ）、台北市立美術館

( 2002) 3 、華山藝文特區（ 2002 ）等不同類型的展覽館展出，台中二十號倉庫的

前身是鐵道倉庫、台北市立美術館是台灣現代藝術的重鎮、華山藝文特區的前身則

是酒廠廠房，盧建昌的多元媒材作品總能融入這些新建築、舊空間裡，並且隨著不

I 第三屆藝術新秀創作展（ 1997 ）。台北：太平洋文化基金會出版， 28-31 。

2 盧建昌（2000) ：〈盧建昌創作自述：人性的復活〉，國立台南藝術學院造形研究所碩土自述。

以及台南藝術學院（2000) ：台南藝術學院第三屆創作集。

3 陳乃菁（2002 ）：給男孩的禮物一盧建昌個展。新台灣新聞週刊， 303期。參考http://www.newtaiwan.eom.tw/

bulletinview.jsp?period=303&bulletinid=8048 。及藝術家出版社（2002) ：藝術家雜話， 給男孩的禮物一盧建

昌個展， 1月。及南投縣文化局（2002) ：南投報導， 51 -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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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空間因地置宜機動性的調整，盡力使自己的整體作品與展出空間產生對話。

以2002年華山藝文特區「C02台灣前衛文件展」的展覽為例子， 4創作者到了展覽

場之後，才知曉自己的作品應分配於哪一區塊，草創期的華山藝文特區展場未盡完

善，創作者有可能分發至發霉的牆角或是雨滲入屋內形成淚痕斑駁的牆面，這些不

可預測的因素都是藝術家在當場佈展時所必須考慮進去的問題，是克服它、運用它

或是掩飾它，有太多現實的考量性，於是在C02展覽佈展的過程，盧建昌將作品與

展場進行了再一次的創作。此外，盧建昌在2001年二十號倉庫展出「靈魂與坦克」

主題的作品，又是另一個可能突破的展出形式，鐵道存貨的倉庫空間與華山藝文特
區相同的是：﹛若大的展場、陰暗的氛圍，不同的是二十號倉庫經由現代感的設計空

間重新改建，展出者佈展時要考量的因素，不同於華山藝文特區的展場特性，盧建

昌把在工作室裡完成的作品，不以牆面掛置的慣性原則，而是將畫作堆疊穿插一

起，觀賞者在堆疊如丘的作品裡，隱約可見畫面的局部或僅止於一角，這時很難去

說明是依單件視為平面作品，還是依堆疊的層次感來說明這是立體性作品。之於盧

建昌來說，他的畫作包含了可視的圖象、懸掛於牆面的，以及穿插堆疊於一地的作

品，這代表他曾努力過的痕跡亦或是驚人的創作能量。盧建且並非矯揉造作嘩眾取

寵的藝術工作者，他之於藝術永遠是持著熱情，即使作品在展場的空間無法全然施

展，他仍保有赤子之心，尋求展場與作品契合的最大可能性。

三、創建工作室時期一生活即藝術

因為現代藝術的形式多元且富變化，創作過程所須要克服的困境，除了創作

技術上的探索、現實生活的調適外，盧建昌最迫切要面對的難題：是缺乏理想的創

作環境。為解決眼前創作環境的問題，在2000年盧建昌得知台東縣規劃藝術村提供

藝術家申請的資訊，他著手申請駐村藝術家，有幸通過申請， 5他於指定日期前往

藝術村進駐，發現藝術村是一所廢棄國小教室改裝，左右窗牆清楚映照出戶外的

荒蕪，其他幾位駐村藝術家並未進駐，在長達四個月如魯賓遜的居住裡，沒有其他

同好的交流，吃佳方面如同台南藝術學院時期一般，有某種程度的不便，世外桃源

裡，盧建昌與自己對談藝術，（若大的教室裡，完成了許多大件作品。暫住於藝術村

的經驗，讓盧建昌對於擁有個人工作室的渴望越來越強烈。

4 文化總會（2004) : C02台灣前衛文件展。台北：藝術家出版社， 144-145 。及C02台灣前衛作品巡禮

(2002）：今藝術（ART TODAY) • 49 ° 

5 文建會：空間重建新契機。 ART99 ·藝術99專輯五，台北：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 37-40 。 以及團家文化資料

庫： nrch.cca.gov.tw/ccahome/peopleGroup/artist/artist ’系統識別號﹒ 00055376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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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藍圖

早在幾年前，盧建昌便已

著手規劃了自己工作室的藍圖，

並且在平面繪畫作品裡偶而出現

藍圖的獨形，他以十字形的平面

圖為基地，運用模型棒製成縮小

比例的房屋模型，學習識讀和規

劃：建築工程園、結構施工圖，

選定了自家的檳榔園，開始了三

年多的建築工程，砍倒了成排的

檳榔樹，整理基地，從基礎施工

到結構施工全程參與，盧建昌徒

手堆砌磚瓦和室內外配線工程，照明及電器設備的安裝全由自己上手，他熟悉鋼筋

混凝土的結構原理，進而參與鋼筋的配置、分類、連接、加工與綁扎，盧建昌一一

克服這些龐大且繁複的專業技術知識和能力，讓普通的建築工程提昇成為有個性的

工作室，這是盧建昌有始以來最大規模的作品。

那些艱深吃重的創建過程，粗糙了雙手，損耗了精神，工作室落成的期望，

給了盧建昌彷彿信仰般的力量，使他對於生活與藝術的概念，產生了更為緊密的結

合，以及熱烈的追尋。盧建昌這種慢工細活的生活態度是體現了回歸自然的慢活步

調，這一類與自然生態共存的生活經驗，深化了藝術家的美感經驗。工作室之於盧

建昌，不僅是一件藝術品，它更是具有源源不絕能量的藝術母體。

在硬體建造的過程，盧建昌不斷參入當地自然的質材，一棵高聳的立樹成為屋

宇的主柱，溪邊圓黑石成為浴室的地鋪石，檳椰樹成為池中美景之一，利用手邊的

媒材，發揮創意及美學經驗，是盧建昌持有的一貫創作態度，從早期的木刻版畫時

期到創建工作室時期，無不體現這獨有的人文特質，只不過在創建工作室的過程，

盧建昌已漸漸將生活的態度與藝術創作融為一體，那些利用實木條、鐵板材等完成

的傢俱，重複打磨、慎重的上漆，是「工與做」衍生出來的生活美學。工作室旁的

幾座米字形手臂造型的鋼板作品，立於止步區及水池旁，他們具有止步柵欄以及水

池景觀的功能，因運當地環境而創作，這些作品既是生活上的實用品，同時也是藝

術品。

另一件兼具實用的藝術品是工作室戶外的燈真，燈具有如是魚池當地鷗梟的

造型，這類鷗梟的造型常出現在盧建昌的繪畫作品裡，如版畫、 油彩、紙塑等作

品裡，呈現的角度不一，但是都有孤寂且王者般的風範，燈具質材有如紙般，造



型有如蘭草般自然捲曲，有種簡

潔、溫柔的美感，只有在仰望檳

榔樹梢間的明月時，才會發現鷗

梟燈具的存在，它有如曠野裡的

守衛，翹首駐足，燈光投向黑暗

的叢林，無限擴散。

創作是思索後不斷修正的過

程，隨著時間的沉澱再出發的行

為，工作室的建造與創作過程無

異，盧建昌在基地環境裡沉浸、

發掘工作室可能隱藏的美感，正

追尋自我的過程一創作站起僻棚。

午陽光反射於斜窗上的晶瑩，樓梯間斜陽的移動，暗示時間的腳步，樓梯後方是一

片落地窗，窗外整齊排列種植的檳榔樹，有如透視般遠去，這份隔絕的美感，盧建

昌藉由這扇窗再現給每一位駐足於此的人。這觀想與凝視的距離，與一切講求速率

的當代生活裡有所怯觸。即使如此，現代人對於藝術仍保有深厚的期許，藉由藝術

的觀照，我們有了審視當下生活的機會與媒介。盧建昌告訴我們：生活的節奏是

可以調適的，藝術也應該是一種順應及牽制生活的調節器。 6

工作室的性格慢漫浮現在藝術生活裡，在輕悠的音樂裡，靜坐於書陣環繞的飲

茶桌前，周遭的獨一無二的傢俱造型，展現了它們鮮活的個性，盧建昌如詩性般的

繪畫作品，在燈具下柔和的光暈裡，靜靜地沉默，神秘且深遠。入夜後，檳榔葉上

返照著柔和的月光，水池裡微量的洩泉聲，與忽遠忽近的犬吠聲，這些都是曠野裡

極細微的聲音。牽牛花藤覆蓋鋼鐵焊接的狗屋，是創作者的巧思，這些林林總總都

決定盧建昌怎麼看待、怎麼規劃這些場域，無論是屋宇內或是屋舍外不須要營造甚

麼，它自然與陽光、空氣、人產生互動的關係。

於是從盧建且的實踐裡，我們可以了解到每件藝術品都是生活的產物。藝術

融合了其他文化領域，發展出具有生活性、文學性、思考性、音樂性的複合特質，

甚至於有時候藝術還呈現出有機的生長變化，這使得現代藝術的外貌越來越不可預

測。無論如何 ，藝術是發自內心與生活環境的契合，是盧建昌追尋自我的永久動

力，創作泉源的神秘地帶。

工作室的硬體終於落成，魚池鄉檳榔圓的景觀不因此改變它原有的綠意，日月

6 盧建昌：創作自述（2005），頁5 。



。糊糊一博關刊

潭美麗的風貌依舊，然而盧建昌的藝術創作卻從此往前跨一大步。

四、回歸繪畫性的探究

藝術始終是在一個模糊地帶裡活躍，這個模糊地帶來自於藝術家追尋自我的

動力。另一方面是來自於電子資訊技術加入藝術創作的活力，這些變化與泛濫的文

化現象，使得欣賞與創作藝術面臨到一個主要的課題：就是如何呈現藝術？如何欣

賞藝術？欣賞藝術的方法是誰決定的？這是因為藝術的外貌與許多領域產生關連，

這讓我們思索到探究藝術從沒像今天的時代如此重要，盧建昌的創作經驗給我們

一些啟示：當藝術家從一些事物裡發覺、體驗，進而發揮出來，那就是探索藝

術的開始。 7盧建昌沒有提到如何看待雨後春筍般不斷冒出新奇的藝術品，也沒有

提及如何去欣賞一些難以理解的現代藝術品？盧建昌毫不猶豫地選擇自塞尚來的繪

畫，性、自←洛克來的現代性，並且咀嚼消化，就好像厄丁解牛般自在且毫無遲疑，

一些藝術生態的觀察者，憂心網路等電子介面創造出的藝術，會取代紙本等界面藝

術，盧建昌觀察到網路發展的曲折起伏，認為藝術不應隨之起舞甚至波動， 8這灼

見指出了紙本等介面的藝術於今仍舊生存的理由，然而電子藝術並非全然沒有它的

益處，它提醒了我們（藝術家及觀賞者）藝術除了視覺性以外，聽覺、變幻性幻覺、

觸覺等感官可能性的發展，這可能性的探索，使得工作室的落成之於盧建昌，是一

個全新的藝術啟點與原觀念的自己碰觸，產生出創作的火花，這火花經由系列事物

的探索，會逐漸改變藝術家原有的視野，給與盧建昌新的養份與發展契機。

在創作過程裡，因著一連串的創作困點，環繞於藝術的困惑與模糊概念，在工

作室裡創作時產生出非常熱切追尋解決的力量，工作室裡盧建昌盈滿牆面的紙上作

品，約是全開紙板，紙上淨煉的造形，是手繪塗鴉的筆觸，半其象的造形令人聯想

到子宮的渾然、或是含直待開的擴張力、或是胃壁緊縮的糾結感，觀畫者感受不到

畫面造形的相互對談，這是盧建昌將自我之於環境的情感外射於作品之上。無論是

子宮的渾然或是含舊待開的擴張力，彷彿是花，花是植物的生殖器官，意喻大自然

的生殖力，透過連作的創作形式，數張組成同樣的母題，彷彿光合作用正在進行，

膨大的花托托住，雄蕊、雌蕊、花瓣和專片不存在，使觀賞者專注於擴散與包容的

生命展現。

7 盧建昌：會J﹛乍自述（2005），頁7 。

8 盧建昌：創作自述（2005），頁 12 。



另一系列的作品是以不同

植物的莖葉生長的形態做繪畫性

的探究，盧建昌的畫面裡團狀葉

片於莖上暗示它們是互生或是對

生、輪狀的葉序， 畫面單純可見

葉片、葉柄和托葉所組成的結

構，葉片內具有支持葉片伸展和

輸導水分與營養功能的葉脈，在

畫面上顯得可有可無。萌芽、發

育、包覆、互生、排列，葉片相

追尋自我的過程一創作組建昌1瞬間。

生交叉成垂直方向，葉片們避兔 鋼架

相互遮蔽，或成螺旋狀優美地盤

旋而生 。

畫面裡垂直交叉的線條，聯想至植物莖裡的纖維管束組織，如同工作室的鋼筋

建築物中的樑架，這些是支持工作室與植物直挺的力量。線條的份量不一，有空疏

的組線，有細實的支線， 交錯著暗示畫面支持力的強弱關係，自然界生長的節序及

結構和人類存在的世界無異。

盧建昌在工作室觀察到無論是植物或是昆蟲為了適應自然環境，各有其生長

方式，葉子為了獲得充分的陽光，極力於空間開展，進行光合作用與製造養份，依

葉序昂然生長。至於季節之於景觀的變遷，或是樹壁厚薄、顏色的深淺與氣候的關

係，還是蒲公英藉由風傳播絨毛散播種子等細微之事，盧建昌了然於胸，這些都是

生活上的美感體驗，它們不一定適合成為繪畫素材。

藝術’是一連串發現及選擇的過程。

在盧建昌的畫裡能感受到人類對自然單純的孺慕之惰，作品裡沒有嘩眾的取

巧性，也沒有炫麗的色彩，這一切的依歸都是以自然為母體，運用簡單的筆觸，直

取源源不絕的生命能量 ，形成簡潔的構圖，施以沉穩的色彩，一種簡化到單一的極

致，這極致來自於體認到生活是單純的美感，同時也是聆聽到自我生命的種種迴

響。

工作室左側一水池裡’微量有如茶注般的洩泉，暗示時間的移動與消逝，生命

的迴響如洩泉般不絕。 2006年盧建昌的手記上寫著： 9

。盧建昌：創作自述（2006） ， 頁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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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越來越感受到自然之於藝術的力量

在叢林與昆蟲圍繞的生態裡

在眾多觸覺、視覺與嗅覺的招引下

我穿行在

明朗炙熱的夏陽裡

或是入夜如鬼魅般的小路上

那不是普通的行經

而是自然以無言的搏動來招喚我灼熱的生命

我在靜默中感到藝術隱隱的湧動

在我未察覺時

藝術推動著我

讓我飛馳到不曾體驗且未知的地方 肆放

盧建昌在工作室的田居生活裡，或行或坐或臥之間，追求著平靜且悠開的生活

情趣，不斷地在畫面的空間結構及色彩運用裡進行探索與淨煉，逐漸理解再現自然

的描繪方式不能滿足他求知若渴的欲望，別人或許不解他的蛻變，若由盧建昌整個

創作脈絡來看，畫面裡率性的筆觸永遠有理性且穩定的特質。一如赫塞（Hermann

Hesse）說的：

我只是想要努力生活得與從我真正的自我之中來的一些啟示一致而已。 IO

藝術品的可貴在於其永久性，永久性是來自追求繪畫問題的連貫性，探索繪

畫的本質，並非是一時的興起或是情感的衝動，藝術可以是蛻變，卻不會是突變。

創作者的情感經由分析、咀嚼、發酵、行動，而後成就藝術的內化性。塞俏（Paul

Cezanne）的不朽來自於簡化物象，探索繪畫的理性與構成﹔而盧建昌的可貴在於超

脫事物的現象 ，在畫面的構成裡，保留些許人性的情感，這情感成就了他的線條與

形體，不落葉臼又有種獨特的魅力。儘管盧建昌的現代藝術不易親近 ，有他自己的

章法與脈絡， 這是因為現代藝術是從當下的生活中來，又高於生活之上，它並非是

1 0 赫塞 ： 徬徨少年時（1990） 。 台北－志文出版社，序前 。



追尋自我的過程一創作組建昌1時棚。

數學的邏輯概念可解釋，是一種具有非邏輯性的詩意與感性。很慶幸的是盧建昌的

作品既單純又童真，既難解又易懂。

五、結論

藝術是最接近生命的語言，它不需要透過文字的翻譯才能解諱，它不僅被欣

賞，更被我們閱讀，閱讀一位藝術創作者用生命氣息去擁抱的勇氣。工作室的落

成，之於盧建昌來說，是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認同的：一本閱讀自然的文本

所在。 II是盧建昌說的：它是為體現藝術家創作的空間而存在，它永遠沒有完工的

一天。 12是塞尚說的：

我進展非常慢，是因為大自然以非常被雜的方式在向我坦示她自己：逼近

她的路程，因此是無限長的。 13

在盧建昌的心裡，藝術永遠是值得一再播種與等待豐收的， 2006年盧建

昌的手記上寫道：

我不會悲觀，無法成為一個流行的藝術家，我也不必去爭取少數藝評家給

我的皇冠，我有我的責任，如果我能夠把自己的作品提昇，去改變一部分人

對於藝術的偏食，這一部

份人值得我去努力，我將

從藝術那裡得到更大的快

樂與充實。 14

生活的至美與人生的至

善，在盧建且的身上我們得

到一些啟示，我們所生活的

世界，藝術愈來愈多時，生

活的意義也愈來愈多。

士作室外觀

II 梭羅：湖潰散記 (1999）。台北志文出版社 0

日盧建昌：創作自述（2006），頁的。

13 轉引自http ﹒／／www.ylib.com/art/master/master05.html
M 盧建昌：創作自述（2006），頁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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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台北：第十一屆仝國美展

1988 日本：亞細亞美展

1989 台北：華岡博物館雙人聯展

1990 台北：華岡博物館巫雲聯展

1994 南投：縣立文化中心草山五友聯展

1995 南投：縣立文化中心茶鄉茶香特展

1997 台中：臻品藝廊發現新人聯展

1998 台南：原型藝術各塑各畫聯展

1999 高雄：高雄市第十六屆美展

1999 台北：第二十六屆美展

1999 台南：台南藝術學院視覺館大崎之歌聯展

2000 台南：科學園區台機電廠抽象繪畫聯展

2000 台南：台南藝術學院視覺館二二六六聯展

2000 台南：原型藝術關於原型藝術聯展

2001 台中：二十號鐵道倉庫第二屆駐站藝術家複選晨

2002 台北：華山藝文特區 C02台灣前衛文件展

2003 台北： 台北縣政府 92年全國運動會裝置藝術品展

2005 苗呆： 蓮荷藝文空間草山五友十年回顧展

補m助﹔及1其他紀錄

1998 ＜山中傳奇〉創作計畫乙案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

1999 新竹： 新竹師院藝術空間〈妳的美麗已哀愁〉
j蔓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個展補助



過識教育委員會仰的酬。

國立中興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博學》稿約

一、本刊旨在促進宏觀之學術視野，均衡人文與科技之發展，以達到全人教育之目

標。凡符合本刊宗旨之通識學術論文、演講實錄、活動報導等，均歡迎投稿。

二、本刊至少每年發行一次，出版日期為每年六月或十二月，截稿日期為每年四月

底或十月底。

三、本刊文章字數以五千字至二萬字為原則，並應嚴格遵守學術規範。

四、稿件以中文撰著為原則，並須為未曾於其他刊物發表者﹔唯原曾以外文發表再

以中文改寫者不在此限，作者仍應於文中註明之。來稿請勿一稿多投。

五、稿件請依本刊所定格式撰寫，並請附五字以內之中文提要，另請以中文註明

姓名、任職單位、職稱、詳細地址和電話。

六、來稿請以電腦打字雷射列印稿（以橫式、 A4紙列印）和電腦磁碟片提交。

七、來稿均由本刊編審委員會送請具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審查。審查結果分：「可

予刊登」、「修正後刊登」、「不宜刊登」，並均由審查人評註審查意見。審

查結果及評審意見均由本學報以書函通知作者。

八、來稿經本刊登載，即致贈作者當期本刊三冊及抽印本卅本。

九、來稿請掛號郵寄（郵遞區號402 ）台中市南區國光路250號，國立中興大學通識

教育委員會或直接送交本會辦公室。有關事項請洽本會辦公室。

聯絡電話： 04-22840597～8

E-Mail : cah@mail.nchu.edu.tw 

網址： http://www.nchu.edu.tw／～c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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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博學》稿件

寫作格式說明

壹．論文、演講實錄、或活報導均可附圖表。文章盡量依序包括標題、摘

要、關鍵詞、本文、註釋、參考書目、附錄等部份。

貳．為便於編務，來稿請依下列各項標準行文：

一、分段與引文

（一）每段第一行第一字前空兩格。

（二）直引原文時，短文可逕入正文，外加引號 。

（三）如所引原文較長，貝IJ另起一行抄錄，每行之第一字均空三格 。

二、章節：請依一、（一）、 1 、 (1）之順序標明。

三、註釋

（一）註釋請置於同頁，每註另起一行，且號碼整篇連貫。

（二）註釋號碼請用阿拉伯數字，如：（註1）、（註17）。正文中之註釋請置於正文

標點符號後之右上角，如係引文，真IJ置於引文末之右上角。

四、註釋體例：

（一）所有引註均須詳列來源，如引註係轉引自其他書籍或論文，則須另予註

明，不得逕行錄引。

（二）無論在正文或註解中，凡書籍、雜誌、報紙之名稱均須加《》﹔如為西文

著作，請在書刊名稱下畫一橫線（一）。文章名稱加〈 〉 ，如為西文著作，

則加 “ ”標記。

（三）註釋請採「尾註」方式隨頁附加，註釋格式如下：

l.書籍



過識教育奏員會仰的酬。

(1)中文書籍：作者姓名，書名（出版地：書局，年月），頁x-x 。

(2）西文書籍： Author’s or Editor’s full name, Comolete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Year, x ed.) . p. x or pp. x~x. 

2.論文

(1）中文論文：作者姓名，（篇名〉，《期刊、雜誌名稱》 （出版地）

第X卷X期，年月，頁x-x 。

(2）西文論文： Author’s 臼11 name,“Title of the Article’” Name of the 

拉旦旦fil (Place of publication), Vol.x, No.x(YEAR), p.x or pp.x-x . （如有

必要須加註月份或日期）

3.報刊

(1）中文報刊：作者姓名，〈篇名〉，《報紙名稱》 （出版地），年、

月、日，版 x 。（如為一般新聞報導，可略去作者姓名和篇名）

(2）西文報刊： Author’s full name,“Title of the Article’” Name of the 

Newsoaoer (Place of publication), Date, p.x or pp.x～X 。

4.第一次引註須註明來源之完整資料（如上）﹔第二次以後之引註有兩種格

式： (1）作者姓名，書刊名稱（或〈篇名〉，或特別註明之簡稱），頁

x-x ﹔如全文中僅引該作者之一種作品，則可更為簡略一作者姓名，前揭

書（或前引文），頁x-x （西文作品第二次引註原則與此同）。（2）同註

X ’頁x-x 。

五、參考書目（非必要）：作者如覺有必要另列參考書目，請於文後以如下之方式列

出參考書目

（一）期刊上之論文，請依下列次序繕打：

1.作者姓名（如為譯文，次接譯者姓名）

2.出版年

3. ＜篇名 〉

4. 《期刊雜誌名》



®通識教育一博糊刊

5.卷期

6.起迄頁數

如：蔡元培(1935) ' ＜論大學應設各科研究所之理由〉，《東方雜誌》，

第32卷，第1期，頁13～15 。

（二）圖書單行本，請依下列次序繕打：

1.作者姓名（如為譯著則次接譯者姓名）

2.出版年

3. 《書名》

4.出版地

5.出版者

如：許﹛卓雲(1988），《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

司）。 Macedo, S. (1990).“Liberal Virtu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六、附圖及附表：

（一）來稿圖片均限黑白，另頁置於文後。

（二）圖表須注意縮版後，仍能完整清晰。

（三）圖表之說明須清楚，所使用之文字、數字及符號須與文中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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