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作者 作者出生年 出生地中文 奇美獎 作品中文名稱 圖像 作品年代 尺寸（畫心） 材質 作品來源 展示單元

1 李梅樹 1902-1983 三峽 假日閒情 1975 145.5 × 97 cm 油彩、畫布
李梅樹紀念館典

藏
從人出發

2 莊索 1914-1997 高雄 難民 1982 89 × 232 cm 油彩、畫布
高雄市立美術館

典藏
從人出發

3 謝孝德 1940 桃園 合理的虐殺 1976 97 × 145.5 cm 油彩、畫布
國立臺灣美術館

典藏
從人出發

4 陳昭宏 1942 宜蘭 BEACH-117 1989 105.5 × 136.5 cm 油彩、畫布
臺北市立美術館

典藏
從人出發

5 顧重光 1943 江蘇阜寧 靜物 1983 131.5 × 121.5 cm 油彩、畫布
臺北市立美術館

典藏
淨悟．靜物

6 許坤成 1946 臺南 箭傷的石膏像 1980 80.5 × 80.5 cm 油彩、畫布
國立臺灣美術館

典藏
夢境．奇觀

7 韓舞麟 1947-2009 江蘇 石 1988 88 × 129 cm 油彩、畫布
臺北市立美術館

典藏
風景．心境

8 司徒強 1948-2011 廣東 左 + 右 1988-1989

195.6 × 320.2 cm

含框左 135 × 194 × 9

cm, 右 209 × 147 × 9 cm

壓克力顏料、麻布
臺北市立美術館

典藏
淨悟．靜物

9 李惠芳 1948 臺中 青花瓷 1988 68.5 × 132.5 cm 油彩、畫布
臺北市立美術館

典藏
淨悟．靜物

※依作者出生年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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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卓有瑞 1950 屏東 香蕉系列之七 1975 181.5 × 224.5 cm 油彩、畫布
國立臺灣美術館

典藏
淨悟．靜物

11 黃銘昌 1952 花蓮 春曉－水稻田系列 2000 130 × 194 cm 油彩、麻布
高雄市立美術館

典藏
風景．心境

12 葉子奇 1957 花蓮 霧來山稜．花蓮 2013-2015 152 × 208 cm 卵彩、油彩、亞麻布
臺北市立美術館

典藏
風景．心境

13 連建興 1962 基隆 奮起之鹿 2017 132 × 230 cm 油彩、畫布 夢境．奇觀

14 慈悲的波動 2015-2017 150 × 140 cm 油彩、畫布 淨悟．靜物

15 現象1 2001 60 × 80 cm 油彩、畫布 淨悟．靜物

16 光蘊 2015 35.2 x 27 cm 油彩、畫布 淨悟．靜物

17 北埔情 2005 41 x 31.5 cm 油彩、畫布 淨悟．靜物

18 青岩 2015 41.1 x 31.5 cm 油彩、畫布 淨悟．靜物

顧何忠 1962 臺北
第4屆(1992)奇美藝術

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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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老鐵秤上的花生 2014 145 x 155 cm 油彩、畫布 淨悟．靜物

20 玉荷包 2012 106 x 106 cm 油彩、畫布 淨悟．靜物

21 林萬士 1964 宜蘭
第7屆(1995)奇美藝術

獎得主
靜夜 2019 240 x 200 cm 油彩、壓克力、畫布 風景．心境

22 勁風 2018 75 x 106 cm 油彩、畫布 夢境．奇觀

23 疾雨 2018 75 x 106 cm 油彩、畫布 夢境．奇觀

24 他者的眼睛 2014 112 x 162 cm 油彩、畫布 夢境．奇觀

25 林欽賢 1968 宜蘭

第9屆(1997)及10屆

(1998)奇美藝術獎得

主

民主與美國職籃 2005 182 x 227 cm 油彩、畫布
國立臺灣美術館

典藏
從人出發

26 花嫁 2017 116.5 x 72.5 cm 油彩、亞麻布 淨悟．靜物

27 紅塵虛夢 2017 100 x 80 cm 油彩、亞麻布 淨悟．靜物

李足新 1966-2019 新北市

第4屆(1992)及6屆

(1994)奇美藝術獎得

主

1969 臺南

第6屆(1994)及11屆

(1999)奇美藝術獎得

主

陳香伶

梁晉嘉 1964 臺北

第5屆(1993)及6屆

(1994)奇美藝術獎得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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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隱痕 2005 130 × 162 cm 油彩、亞麻布 淨悟．靜物

29 兩坪空間裡的歷史 2005 130 × 324 cm 油彩、麻布
臺北市立美術館

典藏
淨悟．靜物

30 物相－誘惑 2012 41 × 60.5 cm 油彩、畫布 淨悟．靜物

31 狩獵者肖像 2015 41 × 31 cm 油彩、畫布 淨悟．靜物

32 四分之一 2016 50 x 65 cm 油彩、畫布 淨悟．靜物

33 石榴x3 2016 50 x 72.5 cm 油彩、畫布 淨悟．靜物

34 花若芬芳 2016 100 × 100 cm 油彩、畫布 淨悟．靜物

35 現象．共生 2016 80 × 150 cm 油彩、畫布 夢境．奇觀

36 現象．山羊 2018 100 × 100 cm 油彩、畫布 夢境．奇觀

陳典懋 1974 臺南

第14屆(2002)及16屆

(2004)奇美藝術獎得

主

黃坤伯 1974 桃園

第9屆(1997)及16屆

(2004)奇美藝術獎得

主

王智斌 1975 臺南

第10屆(1998)及15屆

(2003)奇美藝術獎得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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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諾言

＊第16屆(2004)得獎作品

2003 162.4 × 130.5 cm 油彩、畫布 奇美博物館典藏 從人出發

38 新樂園－嘻嘻哈哈 2016 162 × 120 cm 油彩、畫布 夢境．奇觀

39

西班牙靜物

＊第18屆(2006)得獎作品

2005 88.5 × 115.3 cm 油彩、畫布 奇美博物館典藏 淨悟．靜物

40 淡憂系列－美麗境界 2012 145.5 × 114 cm 油彩、畫布 夢境．奇觀

41 暴風雨前的台北橋 2018 145 × 195 cm 油彩、畫布 夢境．奇觀

42 戴紅帽的大鼻子 2012 27 × 20 cm 油彩、木板 夢境．奇觀

43 大鼻子與聖母 2013 61× 81 cm 油彩、畫布、木板 夢境．奇觀

44 水光浮影 1999 110 × 76 cm 水彩、紙 風景．心境

45 小草遊樂園 2016 56 × 74 cm 水彩、紙 風景．心境

盧昉 1977 高雄

第13屆(2001)及15屆

(2003)奇美藝術獎得

主

陳俊華 1978 桃園
第18屆(2006)奇美藝

術獎得主

周政緯 1976 臺北

第12屆(2000)及18屆

(2006)奇美藝術獎得

主

鄭志德 1976 彰化
第16屆(2004)奇美藝

術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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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白石堆裡的碧潭 2016 56 × 75 cm 水彩、紙 風景．心境

47 飛 2017 57 × 74 cm 水彩、紙 風景．心境

48 林中綠島 2006 79 × 110 cm 水彩、紙 風景．心境

49 大樹下 2019 36 x 26 cm 水彩、紙 風景．心境

50 點沙1 2008 89 × 130 cm 油彩、畫布 風景．心境

51 石陣 2015 72.5 × 116.5 cm 油彩、畫布 風景．心境

52 古技今現系列-1 2015 62 × 41 cm
油彩、木板、細麻畫

布、24K純金箔
從人出發

53 古技今現系列-2 2015 62 × 41 cm

油彩、蛋彩、木板、

細麻畫布、24K純金

箔

從人出發

54 古技今現系列-3 2015 90 × 60 cm

油彩、蛋彩、木板、

細麻畫布、24K純金

箔、純銀箔

從人出發

周珠旺 1978 屏東

第19屆(2007)及21屆

(2009) 奇美藝術獎得

主

周川智 1979 屏東
第13屆(2001)奇美藝

術獎得主

陳俊華 1978 桃園
第18屆(2006)奇美藝

術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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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古技今現系列-4 2016 65.5 × 43.5 cm
油彩、木板、細麻畫

布、24K純金箔
從人出發

56
新藝術慕夏風Anastasia

肖像
2016-2017 74 × 54 cm

油彩、蛋彩、木板、

細麻畫布、24K純金

箔、純銀箔

黃欣借展 從人出發

57

旬

＊第21屆(2009)得獎作品

2008 116 × 91 cm 油彩、畫布 奇美博物館典藏 夢境．奇觀

58 寧靜 2017 45.5 × 53 cm 油彩、畫布 淨悟．靜物

59 凝靜 2017 45.5 × 53 cm 油彩、畫布 淨悟．靜物

60 靜默的觀察者 2018 162 x 91 cm 油彩、畫布 從人出發

61 鬱鬱蔥蔥的生命 2018 162 x 112 cm 油彩、畫布 從人出發

62 侯忠穎 1983 臺北

第22屆(2010)及26屆

(2014)奇美藝術獎得

主

視界四 2011 60.5 x 46 cm 油彩 畫布裱板 從人出發

63 侯忠穎 1983 臺北

第22屆(2010)及26屆

(2014)奇美藝術獎得

主

視界五 2011 40 x 60.5 cm 油彩 畫布裱板 從人出發

周川智 1979 屏東
第13屆(2001)奇美藝

術獎得主

曾意平 1980 臺北
第21屆(2009)奇美藝

術獎得主

羅展鵬 1983 嘉義

第17屆(2005)及19屆

(2007)奇美藝術獎得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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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侯忠穎 1983 臺北

第22屆(2010)及26屆

(2014)奇美藝術獎得

主

視界八 2014 46 x 60.5 cm 油彩 畫布裱板 從人出發

65

眸

＊第26屆(2014)得獎作品

2012 115.3 × 165.3 cm 油彩、畫布 奇美博物館典藏 夢境．奇觀

66 餘生 2018 91 x 116.5 cm 油彩、畫布 風景．心境

67 詹喻帆 1983 臺北
第25屆(2013)奇美藝

術獎得主

溫室1

＊第25屆(2013)得獎作品

2012 96 × 121.5 cm 油彩、畫布 奇美博物館典藏 夢境．奇觀

68

靜謐．蔓延

＊第26屆(2014)得獎作品

2013 116.5 × 149.5 cm 油彩、畫布 奇美博物館典藏 淨悟．靜物

69 6月30日午後 2019 112 x 198 cm 油彩、畫布 風景．心境

70

愛．純粹

＊第27屆(2015)得獎作品

2014 162 x 97 cm 油彩、畫布 奇美博物館典藏 從人出發

71
華麗帽子系列－頑皮王子

不睡覺．台北樹蛙
2014 90 x 90 cm 油彩、畫布 夢境．奇觀

72
華麗帽子系列－夢土上的

饗食者．台灣穿山甲
2013 90 x 90 cm 油彩、畫布 夢境．奇觀

林浩白 1983 臺北

第24屆(2012)及26屆

(2014)奇美藝術獎得

主

吳嘉綺 1985 雲林
第27屆(2015)奇美藝

術獎得主

張宇騰 1983 基隆

第22屆(2010)及26屆

(2014) 奇美藝術獎得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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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無聲的默劇

＊第27屆(2015)得獎作品

2014 130.1 × 162 cm 油彩、畫布 奇美博物館典藏 淨悟．靜物

74 西部牛仔 2017 120 × 200 cm 油彩、畫布 夢境．奇觀

75 高肇良 1986 彰化
第28屆(2016)奇美藝

術獎得主
小丑的心永遠都在空中 2014 130 × 162 cm 油彩、畫布 奇美博物館典藏 從人出發

76 劉純峻 1988 新竹

第23屆(2011)及25屆

(2013)奇美藝術獎得

主

後青之歌

＊第23屆(2011)得獎作品

2010 64 × 89.6 cm 油彩、畫布 奇美博物館典藏 從人出發

77 蘇沛清 1988 新竹
第28屆(2016)奇美藝

術獎得主

這是他們的規則，但我無

法選擇-Untimely
2010 106.7 × 158.3 cm 水彩、紙 奇美博物館典藏 夢境．奇觀

78 邱奕辰 1990 臺北
第29屆(2017)奇美藝

術獎得主
陽光公園 2016 97 × 130 cm 油彩、畫布 三三藝借展 夢境．奇觀

79 尖兵 2015 54.5 × 39.3 cm 壓克力顏料、畫布 奇美博物館典藏 夢境．奇觀

80 孤島 2016 91 × 116.5 cm 壓克力顏料、畫布 淨悟．靜物

81 黃土水 1895-1930 臺北 釋迦出山（翻銅） 1997 38 x 38 x 112 cm 銅
臺北市立美術館

典藏
從人出發

廖文彬 1986 臺北

第23屆(2011)及27屆

(2015)奇美藝術獎得

主

胡銜文 1996 臺北
第29屆(2017)奇美藝

術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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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黃土水 1895-1930 臺北 顏國年雕像 1928-1929 26 x 26 x 87 cm 木雕
臺北市立美術館

典藏
從人出發

83 蒲添生 1912-1996 嘉義 陳老太太像 1944 55 × 48 × 33 cm 銅
國立臺灣美術館

典藏
從人出發

84 少女頭像 1948 34.5 × 19.3 × 17.4 cm 青銅
國立臺灣美術館

典藏
從人出發

85 裸女之四 1948 14.5 × 14.5 × 21 cm 銅
臺北市立美術館

典藏
從人出發

86

陳英傑

（陳夏

傑）

1924-2012 臺中 髮 1959 34 × 26 × 53 cm 銅
高雄市立美術館

典藏
從人出發

87 王水河 1925 臺中 慈母 1980
H35(含台座) × W17 ×

D24 cm
乾漆（台座大理石） 從人出發

88 王秀杞 1950 陽明山 老人與月琴 1988 43 × 38 × 65 cm 觀音石
臺北市立美術館

典藏
從人出發

89 陳啓村 1963 臺南
第1屆(1989)奇美藝術

獎得主
窗 1995 105 x 30 x 35 cm 臺灣牛樟木 從人出發

90 詹志評 1965 彰化
第4屆(1992)奇美藝術

獎得主
英勇的帽子 2012 86 x 17 x 28 cm 香樟 從人出發

陳夏雨 1917-2000 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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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記憶物件No. 24 2010
10.5 x 28.5 x 10 cm

10.5 x 28.5 x 10 cm

桂楠木、油畫顏料、

天然蠟
淨悟．靜物

92 記憶物件No. 74 2016
8 x 27 x 8 cm

8 x 27 x 8 cm

桂楠木、油畫顏料、

天然蠟
淨悟．靜物

93 記憶物件No. 80 2015-2017
14 x 32 x 9.5 cm

14 x 30.5 x 9.5 cm
臺灣肖楠木 譚精忠先生借展 淨悟．靜物

94 車庫 2017 260 x 242 x 30 cm
木材、玩具車、工業

塗料
夢境．奇觀

95 消防栓箱 2017 70 x 120 x 8 cm
木材、燈具、工業塗

料
夢境．奇觀

96

二儀－陽

＊第18屆(2006)得獎作品

2005 23 x 33.5 x 100 cm 銅雕 奇美博物館典藏 從人出發

97

藝術之於我

＊第17屆(2005)得獎作品

2004 50 x 50 x 88 cm 銅雕 奇美博物館典藏 從人出發

98

雨仍在下

＊第28屆(2016)得獎作品

2015 44.5 x 41 x 88 cm
 玻璃纖維雕塑、羽

毛、銅鍊
奇美博物館典藏 夢境．奇觀

99 出神 2017 140 x 55 x 53 cm
玻璃纖維、油彩、複

合媒材
從人出發

100 林建廷 1989 彰化
第27屆(2015)奇美藝

術獎得主

失重

＊第27屆(2015)得獎作品

2014 27.5 x 49 x 110.2 cm 玻璃纖維 奇美博物館典藏 從人出發

楊北辰 1970 臺北

劉誌祥 1977 臺北

第17屆(2005)及18屆

(2006)奇美藝術獎得

主

黃啟峻 1987 臺北

第23屆(2011)及28屆

(2016)奇美藝術獎得

主

臺北1972廖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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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林建廷 1989 彰化
第27屆(2015)奇美藝

術獎得主
誰知道我們該去向何處 2018 120 x 45 x 45 cm 石膏

嘉義市立美術館

典藏
從人出發

102 林辰勳 1992 臺北

第27屆(2015)及28屆

(2016)奇美藝術獎得

主

我與我，你和你(1)

＊第27屆(2015)得獎作品

2013

女：

165.5 x 33.5 x 41 cm

男：

167 x 37 x 44 cm

玻璃纖維 奇美博物館典藏 從人出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