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茂林（1953–）崛起於狂飆的 1980年代，創作初期，他突破禁忌，挑戰
政治與社會的權威，展現強烈的批判態度。充滿張力、令人振奮的繪畫風
格，以及聳動的視覺意象，微妙地對應著 1980年代台灣解嚴前後政治、
社會轉型的實態。來到「後解嚴」的 1990年代，面對逐漸成形的全球化
態勢，國際化與本土化之間的糾結更形複雜，楊茂林創作的面貌從政治
行動轉換為歷史文化的追溯。他挪用「MADE IN TAIWAN」（台灣製造）
為標題，嘗試從台灣政治、歷史，以及文化批判的角度，廣泛地探索藝術
形式、題材表現的可能性。

「MADE IN TAIWAN」是國際間行之有年的台灣品牌商標，也是台灣得以
宣稱自身獨特性的表徵。楊茂林將之挪用為藝術符碼，揭櫫台灣文化定位
與認同的命題，企圖在建構台灣藝術圖像的同時，突顯台灣藝術主體性的
議題。2000年前後，楊茂林轉入立體創作，開展其創作視野的同時，他
仍延續對於台灣文化主體的思索與探究。這一次他透過卡漫的創作風格，
嘗試以「文化交配」的概念，詮釋本地與外來異文化之間的互動與交融，
本質上是駁雜歧異，難以捉摸而出人意表。楊茂林雕塑中「異類合成」的
視覺圖像豐富而獨特，緩解了文化衝擊之中常有的強與弱的權力關係，更
加突顯「MADE IN TAIWAN」的意圖與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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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動 
與回視

我的成長，與台灣從農業社會通過工業
發展，進入開發中國家、進入資本主義經
濟時代的過程同步，也與台灣自白色恐怖
邁向民主開放而陣痛至今的歷程同步。雖
然我不曾經歷過殖民時代，但在父祖輩的
生命史中，深深感受到他們以渺搏大的意
志，與失落。

因為成長背景，與天生入世、憤世的性
格特質，青年時期的我，便將唯一擅長的
「藝術」，視為是自己面對無力世界的唯一
顛覆手段，它是能證明我存在的工具，也
是我的發言權。支持我將近四十年能持續
走到今天的動能，源自於此。

我的幸運與痛苦，皆與我所從出之地、與
我所在的時代相牽繫。解嚴前夕的狂飆年
代，作為一位土生土長的台灣畫家，無法
自學院與過去本土美術史前輩中尋找到可
依靠的典範，這樣的窘迫使我提早開啟了
探求與創造的躍進之路。心臟狂躁的脈拍
逼迫我必須要用繪畫來宣洩，而同時代歐
洲新繪畫運動，特別是義大利超前衛「回
到自己的歷史去尋求養分、探索根源」的
反思，與我當時的情感一拍即合，「神話」
系列、「遊戲行為」系列賁張的挑釁與批
判，救贖了我在社會參與的失語與乏力感。

解嚴之後的台灣進入一個政治、經濟疾速
變動，社會力大爆發的年代，我的激情慢
慢經過淬鍊而褪去，開始將心思轉移到聚
焦於這塊土地本身，著手進行了「MADE 

IN TAIWAN」系列，並且決定要用藝術
創作來做我躬逢盛會的台灣「政治篇」、
「歷史篇」、「文化篇」（台灣的過去、現
在、未來）；「政治篇」從 1989年開始，
「文化篇」到 2011年「追殺愛麗絲」系列
完結才結束。

1996年，我的「文化篇」從我與兒女兩代
人喜愛的東西方卡通漫畫角色，作為表述
台灣文化的歷史脈絡，是為不同時代的異
文化介入之後，經由時間的交融與新生所
發展出的文化品種的概念。當時的台灣，
卡漫次文化角色形象與純藝術的當代繪畫
之間不曾有過交集，但我總是相信並遵循
自己所好，一路從平面繪畫到影像多媒體
的實驗，2002年再將佛教造像與自己心中
「文化篇」的意旨結合，開始了迄今十四
年的立體雕塑創作。如今，台灣不同世代
藝術家之間以卡漫為創作素材，已有眾多
的同行者。

創作，至今仍然是我最熱衷的日常，作品
的形式或許一直在推衍變化，卻從不曾脫
離我以「藝術」來回應、來詮釋：我，以
及我所經歷的時代、所從出的這塊土地。

我腦中還來不及進行的創作，仍不斷在噴
發奔馳，而此次受臺北市立美術館邀請舉
辦的「MADE IN TAIWAN—楊茂林回
顧展」，恰恰讓我有一個稍停的機會，返
視將近四十年一路飆馳而來的自己。

楊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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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生涯的起點，楊茂林大膽揭
櫫「本土圖像」的要旨，倡議「本
土的、感性的、圖像的新繪畫」。

這樣的態度顯然迴異於 1970年代以來盛行
的鄉土寫實，以及 1960年代以來簡約、強調
形式又脫離現實的抽象風格。楊茂林早期創
作風格的轉換迅速而有效，1984年到 1987
年短短三年之間，他甩開冰冷的學院繪畫風
格，成功塑造了反英雄、反體制的形象。他
的創作思維回歸在地的文本，捕捉社會變
動的脈動。1987年解嚴前後的年代，台灣政
治、社會與文化之間的不諧調性異常突出，
瞬息萬變、大量湧進的資訊，也與傳統價
值、歷史記憶之間產生隔閡，在台灣文化領域上，產生了難以解決的矛盾情結。

1980、90年代的台灣正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內部變動期，楊茂林除將抗議與憤
慨的情緒透過藝術的手段加以轉化，在接下來的創作階段，他更以「MADE IN 
TAIWAN」這項宏偉的創作計畫，企圖重新建構藝術與台灣政治、歷史與文化
的關係。就「MADE IN TAIWAN」系列創作的整體，可以看出，楊茂林雖然身
為藝術家，卻是以知識分子的角度，去關懷人的生存處境和文化的價值觀念。

「圖像英雄」與「遊戲行為」系列可說是楊茂林早期創作中最
具原創性的作品之一，相較於「神話系列」，畫面更為簡潔聚焦。
誇張的形體線條搭配對比用色，簡約卻深具敘事張力，大膽挪用
連環漫畫的手法及其分格敘事邏輯，讓他的藝術造形語彙得以重新
組織。挪用次文化元素—漫畫，翻轉了藝術的趣味，是基於他獨創
的非正規卻極富衝擊力的美學。更重要的是，他藉由「遊戲行為」系列
突顯地域的認同感及其群體特徵，以及現實的存在感。這種與現世的緊
密感，早在 1984年的「有人在虐待動物」系列中就已露出端倪。在這一系列
中，楊茂林揭露了工業化與都市化進程當中所衍生的社會、環保識題。1987
年政府解嚴後，人民自我意識逐漸高漲，不時地挑戰政府的威權，街頭運動
大量竄動，立法院朝野兩黨肢體衝突不斷，喧囂鬧騰，社會瀰漫著對峙的氣
氛。神話系列中具有超然神力的開天闢地的英雄，楊茂林將之融入在「遊戲行
為」，發展出衝撞年代的本土圖像群，將現實中的鬥爭暴力予以奇觀化，畫面
整體釋放難以抵禦的巨大能量。「圖像英雄」、「遊戲行為」的展示概念來自

於抗爭遊行的掛氈與旗幟。畫布
驚人的尺度極大化了兩個壯碩、
幾乎占滿畫面的肢體對抗，使得
搏鬥的氣勢更加懾人，將視覺的
震撼提升至奇觀的境界。

「神話系列」中，楊茂林以古代反叛的英雄，
例如夸父、鯀、蚩尤、共工、后羿、刑天等等出
自《山海經》的人物作為題材。企圖藉由「反英

雄」的叛逆姿態，顛覆正統歷史傳揚的價值體系，重新定義「英
雄」的內涵，展現在藝術創作上的特立獨行。對於刻意選擇遠古
神話中被視為敗寇的反面教材，楊茂林並不諱言，受到「義大利
超前衛」（Transavanguardia italiana）的啟發，此藝術潮流鼓吹從文
化傳統中尋找資源，引用或參照古典神話的圖像，進行質疑、嘲
諷和肆意分解的主張，讓他在面對傳統文化能無拘無束，以更寬
廣的角度去取材。在強調回歸形象的同時，他的形象表現更為自
由而大膽，也促成了當代與傳統的重新對話。

神話系列 1984–1986

圖像英雄 1986

遊戲行為 1987–1989

在

遊戲行為— 
勝與力 II

油彩、畫布　 
330×260公分　1988

有人在虐待動物 I
油彩、畫布　160×387公分　1984

后羿射日之後
油彩、畫布　192×390公分　1986　玟秀收藏室收藏

真理 1989
綜合媒材　263×318公分　1989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遊戲行為・爭鬥篇 II
油彩、畫布　270×330公分　1987　玟秀收藏室收藏

鯀　油彩、畫布　73×91公分　1986　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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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E IN TAIWAN政治篇」
的創作是受到 1990年「三月學
運」和「反軍人干政大遊行」的影響，楊茂林深切感受到當
時威權統治的內在本質，發展出四個系列：「肢體記號」、「口
號標語」、「瞭解紅蘿蔔的 N種方法」與「鹿的變相」。「肢體
記號」呈現威權體制中的公權力如何受到挑戰；「口號標語」
處理軟性的、思想的內容，包括洗腦式宣傳；「瞭解紅蘿蔔的
N種方法」批評操控式的教育體制；「鹿的變相」則揭示媒
體操弄的醜態。 

「肢體記號」延續了「遊戲行為」中漫畫的造形語彙，粗黑的線條讓畫面更為粗
獷有力，畫的是解嚴之前的街頭運動，從武裝鎮暴警察憲兵打人民，到人民起
來與之對抗的圖騰圖像，到國會打架鬥爭的意象，也就是時代中各種以肉身壓
制、反抗的畫像。此外，雙拼式的畫面組合，手法相當創新。楊茂林刻意在兩
邊展現不同的繪畫技法，以左翼性格的木刻版畫結合手勢來強化身體語感。

在「口號標語」系列中，紅蘿蔔與驢子的形象特別顯著，
楊茂林借用典故暗喻當時政府對於思想的箝制：在驢子
的前面掛紅蘿蔔引誘牠前進，但驢子永遠吃不到紅蘿蔔，
點出「必勝」、「明天會更好」、「愛到最高點」的虛幻。

接下來的「瞭解紅蘿蔔的 N種方法」系列中，紅蘿蔔的
意含更為深遠且耐人尋味。他將紅蘿蔔與「我們崇拜你我們敬愛你」、「救星」、「德
政」、「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等宣傳口號互相結合，以反諷、反宣傳的方式，控訴威權
統治刻意操弄、根植的意識形態。

「鹿的變相」系列語出成語「指鹿為馬」，鹿頭圖形標上文字「馬」，大型文字「鹿」夾
雜文字「馬」、「TV」、「NEWS」等字型，控訴的對象
直指傳播媒體，這也是潛在的思想制約機制。在
這系列中，楊茂林利用報紙作為媒材，嘗試找出新
的創作型態，進一步探討政治與教育的教條、口
號與標語，在喪失其原本無所不在的滲透力與感
染力之後，演變成空洞無力且不合時宜。一張張的
報紙被壓成「畫紙」，經過塗、擦，報紙紀事被抹
除，字跡模糊難辨，暗諷媒體的隨波逐流、游移
不定的本質。這一批作品是繪畫科班訓練出身的楊
茂林首度嘗試開拓複合媒材的創作領域，也為往
後創作預留了多元風格、語彙創新的空間。

MADE IN TAIWAN政治篇

肢體記號 1989–1990 MADE IN TAIWAN・肢體記號篇 I
綜合媒材　175×350公分　1990　玟秀收藏室收藏

口號標語 1990 瞭解紅蘿蔔的 N種方法 1991

鹿的變相 1991

鹿的變相 S9105
綜合媒材　18×14公分　1991

鹿的變相 S91××–6
綜合媒材　14×18公分　1991

瞭解紅蘿蔔的 N種方法 I
綜合媒材　77×57公分　1991　 
玟秀收藏室收藏

MADE IN TAIWAN・標語篇 IV
綜合媒材　265×350公分　1990　私人收藏

MADE IN TAIWAN・肢體記號篇 IV
綜合媒材　175×350公分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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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E IN TAIWAN政治篇」之後的「歷史篇」共有四個
單元，包括：「圓山紀事」、「百合紀事」、「熱蘭遮紀事」、與
「大員紀事」，內容是關於台灣原住民、外來族群殖民、清朝

治理台灣時期，至十九世紀末的歷史斷代。楊茂林企圖以其擅長的圖
像風格重新詮釋、整理台灣的歷史，且不依照編年的歷史概念，而
是以片斷、多元時空的敘述法則，建構出新的歷史存在感，
同時也顛覆了既有的、主流的、正統的史觀。他依照個人的
記憶，提出不同的歷史論證，以開放的形式去理解歷史文化
錯綜複雜的關係。

在形式上，「MADE IN TAIWAN歷史篇」規格化的傾向是
借用人類學、考古學基礎研究的田野調查方法；橫向或縱向
的雙拼結構則強化了作為考古文物的意含，蓋上「MADE IN 
TAIWAN」的標誌（也可說是標籤）後，更保有一致性，如
同在博物館羅列展示的出土文物標本。

「圓山紀事」的圓山一辭來自「圓山遺址」，這是台灣最負盛名的新石器
時代遺址，也是台灣最早被發現的考古遺址之一，而圓山文化最早可推
至西元前三千年左右，是屬於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文化類型。圓山遺
址涵蓋了六個史前時代文化層，一個歷史時代文化層，是台灣罕見的多
文化層遺址，其豐富的內容成為早期台灣考古學重要的研究主題，1988

年內政部指定圓山遺址為一級古蹟。

「圓山紀事」主要圖式為貝殼，貝殼
是極少數可追述先民生活內涵的線
索，楊茂林以巨形化的貝殼為主形
象，左右或上下搭配古地圖或是台灣
的動植物，如蕃薯、百合、櫻花鉤
吻鮭、雲豹、蝴蝶、黑熊、鹿、穿山
甲、猴子等。台灣特有的動植物與史
前的貝殼並列，藉由歷史時空的連
結，晉陞為台灣史的精神圖騰。橫向
雙拼的模式在「圓山紀事」中同時也
形成了媒材運用上的對比：一邊是油
畫，一邊水彩繪底上色鉛筆；一邊是
具量感的實體（貝殼），一邊是線性
描繪（地圖）。

百合是相當具代表性的台灣原生植物之
一，在「圓山紀事」當中，百合已是重

要的代表性圖騰。在「百合紀事」系列中，楊茂林以
「寫生」的形式描摹百合鮮活的意象與生命力，這種台
灣山野的寫生是一種想像中的風土紀事。不同於「圓山
紀事」對於歷史遺跡的追述，「百合紀事」脫離了敘事
的歸納與脈絡化，開發出對於台灣風土另一種思維與
情感的表達方式。

繼

MADE IN TAIWAN歷史篇

圓山紀事 1991

百合紀事 1993

圓山紀事 M9108
綜合媒材　67×129公分　1991　私人收藏

圓山紀事 L9103
綜合媒材　194×97公分　1991

圓山紀事 M9229
油彩、壓克力、畫布　122×77公分　1992　
私人收藏

圓山紀事 M9225
油彩、壓克力、畫布　122×77公分　1992

圓山紀事 L9207
油彩、壓克力、畫布　259×182公分　
1992　大未來林舍畫廊收藏

百合紀事 M9303
油彩、壓克力、畫布　80.5×116.5公分　1993

百合紀事 L9306
油彩、壓克力、畫布　194×112公分　
1993　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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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族開拓的史話在「熱蘭遮紀事」系列得到最極致的開展，雖然仍保有一貫對於歷史事件紀實
的迴避，但是擷取圖像是以歷史人物為主，包括鄭成功、荷蘭提督雷爾生（Cornelis Reijersen）、
發現美洲新大陸的哥倫布（Cristoforo Colombo）、麥哲倫（Ferdinand Megellan），發現東印度航線
的達迦瑪（Vasco da Gama），以及建立維吉尼亞州，並將菸草與馬鈴薯帶回歐洲的拉雷爵士（Sir 
Walter Raleigh），其中的西方人或許熟悉或許不熟悉，但都是與西方殖民史有關的歷史人物。

在作品中出現的 VOC意指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就是 1624至 1662 年間，荷蘭人占
領台灣期間經營貿易的荷蘭東印度公司。1624年荷蘭提督雷爾生因占據澎湖失利，改登陸台

南，於鯤鯓築城作為軍事要塞，名為奧倫治（Orange），
1627年改名熱蘭遮城（Fort Zeelandia），即為今日台南
的安平古堡。「熱蘭遮紀事」可以說是台灣的被殖民史
篇，在此楊茂林演繹台灣在不同時代被列強殖民的狀
態，中外歷史英雄人物肖像的背後是大砲與征戰船艦，
記錄十七世紀海權興起的殖民掠奪，也將台灣重新置
入世界史的脈絡當中。 

「大員」原是台灣南部平埔族台窩灣
社，又名「大鯤身」，位在今天台南市
安平區，後來逐漸擴大成為台灣全島的
名稱。「大員紀事」系列則為整個歷史
篇的總和，楊茂林採分割畫面、多視窗
並置來組織畫面，並挪用郵票圖像，呈
現屬於台灣人民對故鄉風土所存有的
共同記憶與情感。此外，他也在以代表
中華民族威儀與尊貴化身的鳳、龍、虎
的命題中，以混置手法，呈現翼龍、飛
機、蜈蚣、恐龍、兔虎等，其中有著楊
茂林個人經驗的投射，因為在制式教育
的成長背景下，隨著時間推移與政治社
會制度的改變，他逐漸對從小就被灌輸
的歷史知識與國族認同感產生質疑，
這樣的落差讓原有的價值觀崩解，面臨
了自我認同和身分的斷裂，因此他藉反
轉意示、形象，來反映台灣的複雜認同
問題與政治危機。

熱蘭遮紀事 1992–1993

大員紀事 1994–1999

熱蘭遮紀事 L9302
油彩、壓克力、畫布　194×260公分　1993　 
財團法人三立電視慈善基金會收藏

熱蘭遮紀事 L9301
油彩、壓克力、畫布　112×194公分　1993　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熱蘭遮紀事 L9401
油彩、壓克力、畫布　194×324公分　1994　 
財團法人三立電視慈善基金會收藏

熱蘭遮紀事 L9302
油彩、壓克力、畫布　218×292公分　1993　
國巨基金會收藏

大員紀事・毋忘在莒 L9501
油彩、壓克力、畫布　194×260公分　1995　財團法人三立電視慈善基金會收藏

大員紀事・龍 L9501
油彩、壓克力、畫布　194×260公分　1995　 
財團法人三立電視慈善基金會收藏

大員紀事・資料準備刪除中
電腦輸出裝置　92×193公分，145.5×112公分×2，194×130公分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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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ADE IN TAIWAN」系列的「文化篇」標誌著楊
茂林在創作上重要的轉向，不單單是因為他進關渡
藝術學院（現在的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創作研究所

攻讀學位期間（1999–2002）接觸了電腦影像合成的新技術，
讓他的創作觀念有了突破性的發展與轉向，題材內容方面也
有了顛覆性的改變。相較於之前「政治篇」嚴厲的現狀批判，
以及「歷史篇」沉穩而悠遠的歷史敘事，在「文化篇」當中，
楊茂林在作品系列名中挪用庶民生活中的「扮仙」俗儀名稱
與形式，請流行次文化的卡漫人物出場登台，以無厘頭、惡搞
的拼貼手法，結合輕佻、張狂的性暗示，怪誕幾近淫穢的情
色意象，惡作劇般地翻轉慣常的美學格調與菁英品味。 在這兩系列中，出現的美系或是日系卡漫人物，例如超人、蝙蝠俠、

女超人、美少女、金剛、《七龍珠》的悟空、鹹蛋超人、鋼彈合體超
人、小木偶皮諾丘、洛克人等等，都被楊茂林置入（拼貼）到新的視
覺脈絡當中。或是引民俗剪紙圖案，或是利用文字的雙重指涉，他
更以「聳擱有力」的電子花車、五光十色的電玩，讓「惡品味」拼湊
出突兀、錯亂的混雜效果，指涉文化交合的演繹，以及解構性別權
威，重現一虛擬的現世寓言。然而，這種激進的破壞雖然顯露出楊
茂林企圖跳脫二元對立（高與下）的文化邏輯，重新思考本土文化與
外來文化之間受容關係的可能性。

文化交配大員誌—請眾仙 I1996–1998

寶貝 你好神奇—請眾仙Ⅱ 1996–2002

但是，說到重新建構文化主體性的內涵，這裡所展現的恣意妄為、
揶揄嘲弄的態度，仍不足以回應這樣的要求。一直要到「MADE IN 
TAIWAN」系列「文化篇」的最終章「封神之前戲—請眾仙 III」，
楊茂林才重新調和「請眾仙 I」與「請眾仙 II」兩者拼貼手法的任意
性，統合本土與外來文化之間的迴異元素，創發新的文化認同形式。

五福臨門
油彩、壓克力、畫布　116×182公分　1998　私人收藏

鋼彈的蛋蛋 1p
電腦製作在畫布　204×140公分×3　2000

金剛與美少女
油彩、壓克力、畫布　116.5×160公分　1996　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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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MADE IN TAIWAN」創作系列的後期，也就是 1999年
前後，楊茂林開始思索「油畫」與平面創作以外的可能性。
在關渡藝術學院（今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創作研究所就讀

時，他就常至雕塑系觀看學生創作，幾經自我摸索學習後，讓以前
就一直想嘗試立體創作的欲望得以落實，開啟了從事雕塑創作的契
機。這是他創作生涯重要的轉捩點。立體雕塑的造形、語彙、質感、
結構跟實驗性讓楊茂林有了更多的想像，也更有助於他深入時下的
文化氣氛，面對台灣文化的現實。

楊茂林將卡漫、童話人物列於仙班，甚至晉升成佛的創作思維，大
約起於 1995年，相當於「MADE IN TAIWAN 文化篇」創作初期。
他挪用「外來文化」與「次文化」的圖像，將之與民間傳統中所謂的
「仙」等同視之或予以神格化，藉此思索「殖民文化的滲透與影響」，
以及「主體文化的生成與建立」。這樣的創作概念從平面繪畫開始，
一路延伸到電腦影像合成。直到立體雕塑創作的啟示，楊茂林才注
意到異文化之間混種、雜交所產生的新鮮感與生命力。

從木雕到銅雕，在主題與造形的開發上，楊茂林延續卡漫創作的主
軸，從宗教超越塵世的想像入手，詮釋外來流行文化的圖騰。卡漫、
童話人物列於仙班後，升天成佛，超凡入聖，打破了聖俗高下的等級
與藩籬，緩解異文化之間的對立，外來與在地文化無所差別地融會
到一個現世的當下。楊茂林所創造的聖俗相融的混合體，或許令人
捉摸不定、令人費解，卻充分發揮台灣文化基底的混種要素，展現了
楊茂林輕盈而多變的創作風貌。

到

「封神之前戲—請眾仙 III」是楊茂
林「請眾仙」系列的結語，同時也開
創出下一階段創作的格局與範疇。
在此，他進行了融合傳統、宗教、工
藝、卡漫既衝突又協調的實驗。「請
眾仙 III」的基本構想，就是在神壇上
擺上幾尊封上神榜的卡漫人物。所以
讓這些卡漫人物晉升仙班，完全是出
自於佛理的概念，並採用佛的基本典
制，封他們為天王、明王、菩薩、如
來。其中天王是佛教興盛以後從婆羅
門教和其他異教神吸收而來的，屬於
護法神。對楊茂林而言，打擊惡魔的
卡漫人物，都是正義的使者，如同宗
教中拯救苦難的佛陀、菩薩。

在木雕的過程中，楊茂林在技術上的
選擇與掌握，有其獨到之處。憑藉他多年的創作經驗，即便挑選木頭、刨木頭、接
榫、上漆等這些最基本的細節，都展現他特有的風格。神壇供桌除了依據古法純粹
榫接之外，紋飾則是以各種工法鐫鏤、雕鑿出卡通、電玩人物造型的剪影，取代傳統
 麗的藻飾圖案。楊茂林所採用的雕刻技術，其實不出傳統木工的範疇，但他相當個
人化的繪畫性視覺經驗，以及主觀的美感經驗，讓他的立體創作獨樹一格。此外，他
也採用傳統木雕工藝中貼金箔的手法，金箔不只烘托出神聖的氣氛，而且因為只貼
局部，也產生空間感。這些都是從以往的繪畫創作所累積的經驗，對於如何在二度
空間創造立體的視覺感受，楊茂林顯然游刃有餘。

MADE IN TAIWAN文化篇： 
神之前戲—請眾仙 Ⅲ 2002–2003

封神之前戲—請眾仙 III
木刻、台灣檜木、金箔　2002-2003

封神之前戲—請眾仙 III
威尼斯聖紀凡尼和保羅教堂的聖托馬索廳展覽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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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存在許多讓人無能為力的事情，
但人們總會透過幻想、神話與故事，擬
想出一些英雄角色、理想人物，把美好
的希望與力量寄予在他們身上，再從中
獲得心靈上的滿足與救贖。楊茂林這
系列的作品即是將大家最為熟悉的卡
漫角色、童話人物、流行產業中的經典
偶像人物，以及自己天馬行空編造出來
的角色，編改成神像，賦予牠們具備理
想的正義、道德感，以及拯救世界的神
力。這些被製造出來的新神佛、新英雄
各自擁有獨具風格的座騎，而這些座
騎無論是昆蟲、異獸與植物，都是楊茂
林自小就非常著迷、感興趣的。

楊茂林意圖以「摩訶大聖羯摩曼荼羅」這件作品
裝置建構出一個偉大的（摩訶）空間（羯摩），也
就是神佛所居處、真理之地、完美世界、宇宙中最

理想最光明之所在（曼荼羅）。整組裝置的五尊佛像當中有三個悟空列在直排，由
前往後，分別是：天王、明王、菩薩，菩薩的左右有兩尊護法。楊茂林挪借的角色
包括小飛俠以及取材自《七龍珠》的悟空，他們都以超然世外之姿，寶相莊嚴地
掐著手印，成為修持圓滿的佛菩薩。在此，五尊佛像都擺著象徵未來佛的幾個專
有的姿勢：思惟、交腳。未來佛也就是彌勒佛，佛教徒相信，在佛滅之後，正法
墮落之時，會有未來佛降世拯救眾生。「摩訶大聖羯摩曼荼羅」系列作品在形式
上處理得特別莊嚴和諧，在染色的技術上帶有楊茂林從繪畫經驗中延伸出來的美
感，曖曖含光效果的金屬表面，具有視覺上與精神層面的連貫。

「摩訶極樂世界」延續了「請眾仙 III」木雕的思維方式，最終是以空間裝置的手法
呈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銅雕的量體可以更為健碩巨大，更多的造形變化，不像
木雕受限於木料本身的尺寸。同時，金屬表面也具有更高的可塑性，可變化出不同
的視覺效果。泥塑鑄銅的過程，對楊茂林而言，無疑是一種工藝技術的新挑戰。
因為泥塑鑄銅在物質性的加法概念，與木雕正好完全相反。楊茂林更將自己所擅

長的繪畫性特點運用在染色的過程當中，開展
出更豐富的變化，是以往鑄銅作品不常見到的。

摩訶大聖羯摩曼荼羅 2005–2007

摩訶極樂世界 2003–2006

護國大魔明王　銅、金箔　420×175×175公分　2011　私人收藏

騎飛天金翅蟾的崔克斯
銅、金箔　72.5×51×35公分　2006

無敵鐵明王
銅、金箔　126×38×35公分　2005

摩訶大聖羯摩曼荼羅
銅、金箔　2005–2007

摩訶未來光世界的交腳大聖菩薩
銅、金箔　148×61.5×62公分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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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關愛情的故事」的作品中，楊茂林藉由日本卡通、童
話故事、電影等眾所周知的故事，表達他自己的愛情觀，更
進一步闡述，外來文化的感染力歷經時間的考驗，在錯綜
糾葛的過程中進入了本土文化的脈絡之中，深烙人心，甚至
成為自我情感表達的媒介。

「有關愛情的故事」包括悲劇與喜劇兩個系列，青銅鑄造的
悲劇系列有：「無敵愛金剛」、「人魚愛金剛」、「金剛愛金
剛」，分別取材自日本的卡通《無敵鐵金剛》、丹麥的《安
徒生童話》以及電影《金剛》。不鏽鋼塑造的悲劇系列則
有：「白雪樂金剛與七矮護法」、「青蛙喜金剛與宇宙超級無

有關愛情的故事 2007–2009

敵十二神蛙」、「睡美人悅金剛」，故事原型為白雪公
主、青蛙王子、睡美人，皆取材自德國《格林童話》。
愛情悲劇人物以及愛情喜劇人物都以密宗歡喜佛的造
形與姿勢予以「神格化」。神佛的背光是佛教造像的
特徵之一，楊茂林運用浮雕跟鏤刻兩種平面化的技
術，製成象徵神聖性的背光。

此外，楊茂林還從這六個故事發展出平面電腦繪圖的
作品，以佛教《本生傳》的概念製作，結合漫畫繪本
的視覺習慣，形塑關於愛情的「唐卡」，分別是「無敵
愛金剛之本生傳」、「人魚愛金剛之本生傳」、「金剛愛
金剛之本生傳」、「都是蘋果惹的禍之白雪公主版」、

「還君明珠之青蛙王子版」、「王子屠
龍之睡美人版」，這六幅也成了日後
「窗花」系列的藍本。「窗花」系列是
為了參加 2009年威尼斯雙年展平行
展的《婆娑之廟》個展所構想的，個
展當時在聖紀凡尼和保羅教堂展出，
為改造老教堂粗大的鐵窗之外觀，楊
茂林以「有關愛情的故事」系列中六
個故事的平面版本，以雷射切割不鏽
鋼製作了六扇與鐵窗同樣大小的不鏽
鋼「窗花」，成功地遮蔽了鏽色的鐵
欄杆。

還君明珠之青蛙王子版
金屬相紙　240×83.5公分　2009

金剛愛金剛之本生傳
金屬相紙　240×83.5公分　2009

無敵愛金剛之本生傳
金屬相紙　240×83.5公分　2009

有關愛情的故事—人魚愛金剛
銅雕、金箔　主尊 +供桌 217×115×112公分　 
主尊 138×115×75公分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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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年後的楊茂林，創作從生活周遭環境
的社會議題，開始轉向討論與自己切身的
心理感受。他選擇生命記憶中令他深刻感

受的故事角色，彼得潘、愛麗絲與桃樂絲為原型，
強化他們的身分特質外，亦注入他對這些角色的社
會想像，在真實與虛構的交替下，打造出屬於他自
己的夢幻之境。這是實踐個人心裡長久願望和想像
的入徑，也是一種本心、情感的表達。

步

「摩訶婆娑世界的夢幻島」是楊茂林鑄銅作品發展的
第二個階段。第一代鑄銅作品的主角都是以獨立雕
塑的型態呈現，相較於此，進入新的階段，楊茂林
著手理想裝置場景的設置，一方面能完整建構作品
的敘事性，另一方面也能更深入詮釋作品的文化主
體意涵。此系列的主角是純真、長不大的小飛俠彼得潘，小飛俠的姿態、神情、衣

摺、手勢各異，分別座落在荷葉上，守護著藝術家心中的夢
幻島。每一位小飛俠的座騎都獨具風格：獨角仙、鍬形蟲、
大黃蜂、星天牛、大蜻蜓。這些昆蟲異獸是楊茂林小時候最
感奇幻特異的玩具，因此當他將這些玩具昆蟲放大後，感到
「終於徹底釋放了我從孩童時代累積至今的興奮感」。能將成
長過程中最有感情的角色與造型結合在一起，打造出一個守
護心中夢幻之島的聖壇，對楊茂林而言，就像透過儀式，在
情感與創作上的需求都因此得到滿足。

對楊茂林來說，《愛麗絲夢遊仙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是個歷久彌新、流傳廣泛的童話故事。故事內容
毫無情節的發展與鋪陳，是童話故事中罕見的混亂跟無厘頭，
例如愛麗絲從頭到尾都是不知所以、漫無目的地跑來跑去。然而
故事所包容的是人們童年奇思幻想的原型，其中最為獨特的魅力
就是當愛麗絲變成巨人。

一般故事中具有超力量的「巨人」通常都是男性，只有愛麗絲是個少女巨人，因此楊茂
林創造了另類的「愛麗絲」版本，重點就在於變大的，有著緊實乳房的性感少女巨人，和
陪伴著她的守護者，一隻會隱身魔法及可變身成為蜂鳥的貓，以及立地成佛的愛麗絲版
唐卡本生傳。他透過這些角色，在惡搞與混亂中，享受魔性的神奇能量所帶來的樂趣。
此外，在他的故事版本中，也打造了童年路邊到處可見的扶桑花，他認為這種花的生命
力強，有著簡單流暢的造型，突出的芯蕊卻帶有奇特的情色意味，因此，他讓載著愛麗
絲逃出撲克兵追殺的蜂鳥，最後停歇在一朵宏大的扶桑花上。

完成「追殺愛麗絲」系列後，楊茂林也宣告結束以卡通和神佛造形相結合的創作。

封神演義—摩訶婆娑世界的夢幻島 2006–2009

追殺愛麗絲 2009–2011

技藝天熊貓夢露 II
銅、金箔　129×77×88公分　2008　
史金生先生收藏

除蓋障瘋癲二天王之本生傳
金屬相紙　240×240公分　2011

哈特小隊 NO.6—喇叭嘴
不鏽鋼、鍍鈦、金箔　303×205×180公分　2011

騎蜂鳥的愛麗絲菩薩
銅、金箔　230×145×100公分　2011

騎大蜻蜓的思維飛俠小菩薩
銅、金箔　191×121×129公分　2006

摩訶婆娑世界的夢幻島
銅、金箔　2006　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　財團法人三立電視慈善基金會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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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茲闊嘴鰻王號
銅、不鏽鋼、LED　 

292×102×253公分　 
2015

在歷經多年以卡漫探問自身所處的文化情境後，楊茂
林決定轉回關注自身，探討個人的內在性格。他分析自己
的個性「50%像深海魚，孤僻、異怪；20%像金魚，宅在一個
小世界裡無知、遲緩；30%又像熱帶魚，花枝招展、渴望社交」。
因此於 2012年開始以各式魚種為造形，創作「尋找曼荼羅」系列：分為
「黯黑的放浪者」（深海魚）、「花落春未盡」（金魚）、「瀲灩之魂」（熱帶魚—鬥魚）
三部分。他在各式魚體中，裝設發光裝置，並崁入不同角色與場景，現階段已完成的
深海魚和金魚的主題圍繞著《綠野仙蹤》（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的歷險故事，每
隻魚的命名都以「奧茲」起頭，角色則有如主人翁桃樂絲、獅子、機器人、稻草人。
在技法上，楊茂林也在銅上實驗各種酸鹼溶劑，讓銅金屬氧化，慢慢地「養」，讓銅
展現出多種色澤和質感。

尋找曼荼羅 2012–迄今

魂鬪士—冠太郎
銅、不鏽鋼　112×50×113公分　2015

奧茲哥布林號
銅、不鏽鋼、琉璃、壓克力、LED　62×67×122公分　2015

魂鬪士—湄南河之月
銅、不鏽鋼　108×53×76公分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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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6月 10日出生於彰化市長安里小西巷楊氏祖厝。

1954 父親開設地下化學工廠生產水膠，因經營不善而倒閉。

1956  父親遷至高雄鳳山，製造爐具、出售浴缸維生， 
復因經營不善又遷回彰化。

1959–1965 就讀彰化市中山國小，因家貧受歧視而自暴自棄，再加上不喜歡待在
課堂唸書，經常逃學。

 對動植物感興趣，立志要成為自然學者，並幻想長大後要賺錢在大肚
山麓闢建野生動物園。

 從小喜歡看漫畫書、布袋戲，以及收集玩具。

 常聽父叔輩批評時政，政治話題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

1965  國小畢業，未參加升學考試。至工廠當學徒， 
因工作艱苦重燃就學意願。

1966  常至菜市場協助母親賣菜。

1967 失學後曾先後當過車床、電鍍、火焊學徒，以及當送貨員，皆因工作
辛苦未能久任。

 工作之餘閱讀第一本文學著作《基度山恩仇記》，深受書中主角基度山
伯爵的性格所吸引，因程度不好，識字不多，發奮讀書，自學注音符號。

1968–1971 白天送報紙、任職車床工廠，晚上就讀彰化商業職業學校夜間補校初
級部。補校學風自由，開始閱讀古典章回小說、西洋翻譯文學、日本
武士傳記等，對封建家族的繁文褥節感到厭煩，產生英雄崇拜的情結。

 因常看到日間部廣告設計科的學生在戶外寫生，心生羨慕這種不用待
在教室的上課方式，決心夜間部畢業之後要報考這個科目。

1971–1974  補校畢業後進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廣告設計科就讀，長年有木肺痼
疾的父親卻在這時心肌梗塞過世。

 高中期間與同學黃孟陽交往甚篤，受其文學及造型能力影響，勤於古
典詩詞與畫冊之閱讀。這時期的性格則叛逆、憤世嫉俗，閱讀李敖、
柏楊的著作，以及《大學雜誌》，養成讀報分析時事的習慣。

簡歷
1974  彰化高商廣告設計科畢業，大學聯考落榜，於台中室內設計公司擔

任繪圖員。

1975–1979 以第一志願考上中國文化學院美術系。於成功嶺接受大專暑訓，在
匪情資料室發現其叔祖輩楊克煌、楊克培、謝雪紅等人赫然在列。
也因具自由主義思想，對社會主義懷有好感，開始關心黨外運動，
閱讀《鐘鼓樓》、《大地生活》、《美麗島》、《台灣政論》等雜誌。

 大學時期的創作不同於時下流行的鄉土寫實風格，所描繪的題材多
是冷調的都市風景，也研究出以水墨畫筆刷油畫的技法，表現鏡面、
工業產品的平滑質感。在接觸赫塞、卡夫卡，以及受佛洛伊德影響，
開始發展帶有些許超現實、疏離感的「存在的質疑」系列。

1979  「存在的質疑」系列參加系展獲第一名，6月文化學院畢業，7月於
石牌開設畫室營生。

1982  10月與吳彩女士結婚。

 11月參加「中華民國現代畫學會」，12月與盧怡仲、吳天章、葉子
奇、梅丁衍成立「101現代藝術群」。

1983 透過陳傳興於《雄獅美術》雜誌所發表的〈前衛到超前衛的總結〉
一文接觸到義大利超前衛繪畫「歷史的再閱讀、美術史的回顧、大
眾文化的採用」等主張及歐洲新繪畫的理念。

 結束畫室專心創作。

 「101現代藝術群聯展」展出「絕對距離」系列。至顧重光工作室
學習製作銅版畫。

 目睹家鄉彰化因工業發展環境受污染，開始關心「環保」與「動保」
議題，日後則發表作品「有人在虐待動物」、「他們是壞人」等系列。

1984  長女楊馥慈出生。

 不滿當下政治社會充斥專制威權與不公不義的階級特權，為紓解心
中怨氣，透過神話影射，以失敗的叛逆英雄重新詮釋歷史的價值，
開始創作「神話」系列。

 9月結合蘇新田等人之「畫外畫會」以及「101」、「前進者」、「笨
鳥」、「新粒子」等畫會組織，成立「新繪畫．藝術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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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以養鳥營生支持創作。

 「新繪畫藝術聯盟」因蘇新田、吳進煌退出而解散。

 與盧怡仲、吳天章等人另組「台北畫會」，擔任首任會長。

 首次個展「101楊茂林個展」於台中市立文化中心展出。

1986  入選臺北市立美術館「中華民國現代繪畫新展望」。

 解嚴前夕，受爭取民主自由的街頭運動精神感染，開始捨棄神話敘事
性手法，嘗試使用旗幟的形式，將人的圖像放大，創作「圖像英雄」
系列作品，發表於臺北市立美術館「新具象繪畫展」。

1987   感受到解嚴前夕社會力量解放的躁動，將敘事性完全抽離，使用對
比色和放大的肢體形象來表現普遍的激情亢奮，開始創作「遊戲行
為」系列。此系列作品發表於臺北市立美術館個展，其中〈圖像英雄
II〉、〈鯀被殺的現場 II〉兩件作品上，巨人的腳掌踐踏著青天白日
黨徽，表達了對黨國政治的反抗意識。因為內容落實於關心這塊土地
上所發生的事情，第一次感受到創作的快樂。

1988  入選臺北市立美術館「中華民國現代繪畫新展望」。

 長子楊子賢出生不久即生病，為籌措醫藥費用，開始擺設地攤。

1989  台灣解嚴後，抗爭激情慢慢褪去，心思開始轉移到探索生活在這塊土
地的身分、文化等認同問題，開始構思「MADE IN TAIWAN」系列，
在日後持續以台灣的過去、現在、未來，發展出政治篇、歷史篇、文
化篇。

1989–1991 創作「MADE IN TAIWAN 政治篇」之「肢體記號篇」、「口號標語
篇」、「瞭解紅蘿蔔的 N種方法」與「鹿的變相」，分別呈現政治現
實中，人民以肉身反抗、洗腦式的口號宣傳、填鴨式教育、變相操控
等現象。

1991–1999  創作「MADE IN TAIWAN 歷史篇」之「圓山紀事」、「百合紀事」、
「熱蘭遮紀事」與「大員紀事」，藉由出土文物、想像的山野風土寫生、
大航海時代的海外移入統治者與古堡地貌，從古早的起源談台灣這塊
土地的歷史。

1991  「101現代藝術群」正式解散。

 獲第一屆「雄獅美術創作獎」。

1996–2002 「MADE IN TAIWAN文化篇」之「文化交配大員誌—請眾仙 I」、
「寶貝 你好神奇—請眾仙 II」開始將卡漫、童話人物列於仙班，
主要是在思考「殖民文化的滲透與影響 vs.主體文化的生成與建
立」，因此挪用這些「外來文化」與「次文化」的圖像，類比為民
間傳統中所謂的「仙」。

1998  與盧怡仲、吳天章、陸先銘、郭維國等人成立「悍圖社」。

1999  獲李仲生基金會「現代繪畫創作獎」。

 與黃永砯參加羊文漪策畫的第 48屆威尼斯雙年展平行展「再現與
回憶」。

1999–2002 就讀國立藝術學院藝術創作研究所，因常至雕塑系觀看學生創作，
在自我摸索學習後，開啟從事雕塑創作的契機。

2002–2003 開始以木雕創作「MADE IN TAIWAN文化篇」之「封神之前戲—
請眾仙 III」，並將這幾尊封上神榜的卡漫人物裝設於自製的神壇
供桌上。神壇供桌除了依據古法榫接，紋飾同為具有「楊氏風格」
的卡通、電玩人物造型。

2003–2007 受大乘、東密、藏傳佛教影響，在雕塑系列中挪用佛家所說的「三
世」，認為任何時代的人們會透過幻想、神話、故事，為自己無能
為力的世界，擬想製造一些英雄角色、理想人物，重新寄予希望與
夢想，從而獲得心靈上的滿足與救贖。「摩訶極樂世界」是最早開
始的鑄銅作品系列，之後則陸續發展「摩訶大聖羯摩曼荼羅」、「摩
訶婆娑世界的夢幻島」等系列。

2007 有感於愛情是如此的純粹又深刻，因此創作「有關愛情的故事」系
列，重溫閱讀這些原是虛構愛情故事的感動，也試圖反轉悲劇愛情
來成就美好。除了銅鑄造外，也開始以佛教「本生傳」的概念，結
合漫畫繪本的視覺習慣，型塑心中關於愛情的唐卡。

2009  第 53屆威尼斯雙年展平行展中，由李樂策劃的「婆娑之廟—台
灣製造」個展，將威尼斯歷史悠久的聖紀凡尼和保羅教堂的聖托馬
索廳，徹底改造為一座卡漫神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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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展

2016 「MADE IN TAIWAN—楊茂林回顧展」，臺北市立美術館，台北，
台灣

2015 「尋找曼荼羅．初回—黯黑的放浪者」，耿畫廊，台北，台灣
2011 「追殺愛麗絲—最終的戰役」，耿畫廊，台北，台灣
2010 「第四屆上海藝術博覽會國際當代藝術展—發現：價值重構—快

逃！！！愛麗絲」，上海展覽中心，上海，中國
2009–2010 「我的夢幻島」，大未來林舍畫廊，台北，台灣
 「婆娑之廟—苦海嘛A噗蓮花」，台北當代藝術館，台北，台灣
2009 「婆娑之廟—台灣製造」，第 53屆威尼斯雙年展平行展，聖紀凡尼

和保羅教堂，聖托馬索廳，威尼斯，義大利
2006 「封神演義—摩訶極樂世界」，大未來畫廊，台北，台灣
2003 「封神之前戲—請眾仙 III」，大未來畫廊，台北，台灣
2002 「楊茂林個展」，2002墨爾本畫廊博覽會，墨爾本，澳洲
 「寶貝 你好神奇 II」，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南北畫廊，台北，台灣
2001 「寶貝 你好神奇—請眾仙 II」，大未來畫廊，台北，台灣
2000 「楊茂林個展」，東海大學藝術中心，台中，台灣
1999 「再現與回憶」，第 48屆威尼斯雙年展平行展，威尼斯，義大利
 「台灣當代藝術系列 VI—楊茂林個展」，MOMA畫廊，福岡，日本
 「請眾仙—文化交配大圓誌」，大未來畫廊，台北，台灣
1996 「大員地誌」，皇冠藝文中心，台北，台灣
1995 「大員紀事」，臻品藝術中心，台中，台灣
1994 「台灣史詩大展雙個展」，皇冠藝文中心，台北，台灣
1993 「楊茂林 ’86–’93取樣展」，串門藝術空間，高雄，台灣
 「熱蘭遮紀事」，臻品藝術中心，台中，台灣
 「百合紀事」，皇冠藝文中心，台北，台灣
1992 「MADE IN TAIWAN II 紀事篇 III」，台灣泥雅畫廊，台北，台灣
 「MADE IN TAIWAN II 紀事篇 II」，臻品藝術中心，台中，台灣
 「MADE IN TAIWAN II 紀事篇 I」，雄獅畫廊，台北，台灣
1991 「瞭解紅蘿蔔的N種方法」，玟秀收藏室，台北，台灣
1990 「MADE IN TAIWAN I」，臺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台灣
1987 「遊戲行為」，臺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台灣
 「101楊茂林個展」，台中市立文化中心，台中，台灣

（節選）展歷
2010 年底母親病逝深受打擊。

2011  於耿畫廊的「追殺愛麗絲：最終的戰役」個展，宣告以卡通和神佛
造形結合的最終發表。

2012–2014 創作開始轉向探討個人的內在性格，分析自己的個性 50%是深海
魚、20%是金魚、30%是熱帶魚，因此開始以各式自己喜愛的魚種
為造形，創作「尋找曼荼羅」系列，三部曲中的「黯黑的放浪者」
（深海魚）、「花落春未盡」（金魚），在各式魚體中，裝設發光
裝置，並崁入不同角色與場景，在海中尋找自我。技法上也在銅上
實驗各種酸鹼溶劑，讓銅展現出多種色澤和質感。

2015迄今 持續進行「尋找曼荼羅」系列第三部「瀲灩之魂」（熱帶魚—鬥
魚）。

2016 於臺北市立美術館舉行首次大型回顧展。

（參考出處：陳福裕、游崴所製作之楊茂林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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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展

2015–2016 「有印良品—藝術家絹印作品展」，非常廟藝文空間，台北，台灣
2015 「與時代共舞—《藝術家》40年×台灣當代美術」，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

台灣
 「奇觀社會」，福利社，台北，台灣
2014 「界：台灣當代藝術展 1995–2013」，美國康乃爾大學強生美術館，紐約，美國
2014 「他者．距離—兩岸當代藝術交流展」，湖北美術館，湖北，中國
2013–2014 「斜面連結—典藏展實驗計畫」，臺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台灣
2013 「轉動藝台灣」，首爾市立美術館，首爾，韓國
 「美麗臺灣—臺灣近現代名家經典作品展（1911–2011）」，中國美術館，北京，

中國；中華藝術宮，上海，中國
2012 「臺灣當代．玩古喻今」，臺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台灣
2011–2012  「未來通行證—從亞洲到全球」，第 54屆威尼斯雙年展平行展，聖格雷戈斯

修道院，威尼斯，義大利；Wereldmuseum，鹿特丹，荷蘭；國立台灣美術館，台
中，台灣；今日美術館，北京，中國

2011 「後民國—沒人共和國」，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台灣
2010–2011 「Taiwan Calling—台灣響起：超隱自由」，布達佩斯藝術館，布達佩斯，匈牙利
2009–2010 「動漫美學雙年展：視覺突擊．動漫特攻隊」，台北當代藝術館，台北，台灣
 「觀點與『觀』點：2009亞洲藝術雙年展」，國立臺灣美術館，台中，台灣
2009 「當代藝術神話史學—張宏圖、楊茂林、涂維政三人展」，臺北市立美術館，

台北，台灣
 「叛離異象—後台北畫派」，臺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台灣
2008 「執古御今」，皇后美術館，紐約，美國
2007–2008 「動漫美學超鏈結」，月亮河當代藝術館，北京，中國
2007 「兩岸當代 對照閱讀」，宋莊美術館，北京，中國
 「激進意志的風格—九〇年代台灣當代藝術的多元異見」，索卡藝術中心，台

北，台灣
 「MOU.I.KAI魔．藝．尬—悍圖 2007」，關渡美術館，台北，台灣
 「後解嚴與後八九—兩岸當代美術對照」，國立臺灣美術館，台中，台灣
2006 「台灣美術發展 1950~2000」，中國美術館，北京，中國
 「台北二三：二三觀點」，臺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台灣
 「台灣當代藝術特展—巨視微觀多重鏡反」，國立台灣美術館
2005–2006 「台灣具象繪畫」，臺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台灣

2004 「立異：九〇年代台灣當代藝術發展」，臺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台灣
 「虛擬的愛—當代新異術」，台北當代藝術館，台北，台灣
 「開新—八〇年代台灣美術發展」，臺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台灣
 「正言世代：台灣當代視覺文化」，康乃爾大學強生美術館，紐約
2001 「千濤拍岸—台灣美術一百年」，關渡美術館，台北，台灣；國立台

灣美術館，台中，台灣 
2000–2001 「遊樂場的陰暗面：童年的影像」，舊金山現代美術館，舊金山，美國
2000 「感恩」，國立臺灣美術館，台中，台灣
1999–2000 「複數元的視野：台灣當代美術1988-1999」巡迴展，中國美術館，北京，

中國；國立歷史博物館，台北，台灣；清大藝術中心、交大藝文空間、
新竹師院藝術空間，新竹，台灣

1999 「第十四屆亞洲國際美展」，福岡亞洲美術館，福岡，日本
1998 「凝視與形塑—後二二八世代的歷史觀察」，臺北市立美術館，台北，

台灣
1997 「悲情昇華—二二八美展」，臺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台灣
1996 「台灣西洋美術思想起第十單元：當代台灣繪畫風貌思考」，新莊文化

中心，台北，台灣
 「1996台北雙年展：台灣藝術主體性—認同與記憶」，臺北市立美

術館，台北，台灣
1995 「台灣當代藝術」，雪梨當代美術館，雪梨，澳洲
1993 「台灣美術新風貌 1945–1993」，臺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台灣
1992 「台北畫派『台灣力量』大展」，臺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台灣
1991 「第 27屆亞細亞現代美術展」，上野之森美術館，東京，日本
1990 「台灣美術三百年作品」，臺灣省立美術館，台中，台灣
1989 「台北訊息展」，原美術館，東京，日本
 「台北畫派聯展」，臺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台灣
1988 「時代與創新—現代美術展」，臺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台灣
 「一九八八中華民國現代美術新展望」，臺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台灣
1986–1987 「新具象繪畫展」，臺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台灣
1986 「1986風格 22展」，臺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台灣
 「中華民國現代繪畫新展望」，臺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台灣
1985 「Kis ’85國際美展」，群山大學美術館，群山，韓國
 「1985新繪畫大展」，臺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台灣
1984 「101現代藝術群新圖式聯展」，台北社教館，台北，台灣
 「第一屆全國現代繪畫展」，臺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台灣
1983 「101現代藝術群 ’83聯展」，美國文化中心，台北，台灣；高雄多媒

體藝術廣場，高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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