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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往年，這次的台北藝博共規劃四大展區：「新秀登

場」、「新作首映」、「藝術前線」及「藝術畫廊」。首先前

身為新人推薦特區的「新秀登場」，從創立以來一直受到

業界關注，這個展區不僅是發掘優秀年輕藝術家的絕佳平

台，今年更結合國外35歲以下的藝術家一起參與展出，藉
此增進藏家對國內外新銳藝術家（Emerging Artists）的
了解與認識。

今年首度推出的「新作首映」展區，則帶著22家畫廊，讓
一至三位藝術家以個展或聯展方式呈現三年內的新作。

另外，同屬特色之一「藝術前線」，這個以多媒體藝術創

作為焦點的展區，七家參展的畫廊包括1335 Mabini （馬
尼拉）、a.m. space（香港）、采泥藝術（台灣）、双方藝廊
（台灣）、新苑藝術（台灣）、名山藝術（台灣），以及來自

馬尼拉與新加坡的Silverlens，將透過聲音、裝置、電子設
備形式的藝術品讓觀者與其互動。而尚未宣佈即備受矚目

的「公共藝術」特區，將攜手與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五位

藝術家展示大型作品。

今年的主要展區「藝術畫廊」，集結世界各地達133間成
立三年以上的畫廊，與去年相較之下規模拓展不少，值得

一提的是，台北藝博這次將址選定在世貿一館舉行，更以

超過兩萬三千平方公尺的重量級姿態登場，東西名人為響

應這場精彩可期的盛會，希望藉著以下推薦的16間台灣畫
廊，讓藝術視野放眼亞洲。

百藝畫廊Gallery 100，井上有一Inoue Yuich，寒Kan，
177x126cm，墨，日本紙 Ink on Japanese Pape，1966

也趣藝廊，小泉悟，White Rhinoceros，
23.5x13x10cm，木刻、原色料、樹脂，2015

百藝畫廊  Gal ler y 100
創立於2008年的百藝畫廊，自2011年喬遷至熱鬧東區
的小路上，它所代理的藝術家屬實力派陣容，包含井上

有一、李華弌、張洹、何翔宇等炙手可熱的國際當代藝術

家，同時因創辦人禚宏順從知名製作人、收藏起家，獨到

典雅的品味，不僅於台北舉辦了優質展覽，也積極參加國

內外的藝術博覽會，進而備受藏家關注、逐漸受到國際能

見度。其中堪稱台北藝博亮點的展品聚焦於李真的大件

新作，以及結合書道文字之美、充分顯現詩書畫三合境界

的日本藝術大師－井上有一的精品創作。

也趣藝廊 Ak i Gal ler y
成立於2002年的也趣藝廊，以經營國際年輕藝術家為目
標，除了為台灣當代藝術扎根，鮮明的形象更深受國內外

藏家支持。此次在台北藝博帶來七位台灣當代藝術家的

作品，如范揚宗、吳逸寒、黃可維、郭志宏、李承道、羅展

鵬、沈昭良，以及四位日本雕塑家：土屋仁應、秋永邦洋、

小泉悟、舟越桂。作品特色具備療癒特質的小泉悟，他細

膩的風格十分值得收藏；日本國寶級雕塑大師舟越桂，父

親舟越保武是日本戰後的重要雕刻家，在舟越桂的作品

中，主要以半身的木刻人像居多，並藉由人像面無表情的

張力進而探討人性的沈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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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期待的台北藝術盛事—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Art Taipei，簡稱台北藝博）
即將在 10月30日登場，縱橫亞洲市場的台灣藝術，這次結合兩岸出色的作品，
並於今年的台北藝博聚焦在東南亞藝術，其中有三十八間畫廊首次於

台灣展出，如香港、印尼、義大利、日本、中國大陸、俄羅斯、新加坡、

韓國、泰國、美國及越南，皆各自前來參與這屆被視為最盛大的展會。

TEXT 嚴仲唐 EDIT Yuchun Lai
PHOTO 大未來林舍畫廊、也趣藝廊、百藝畫廊、
谷公館、伊日藝術、亞洲藝術中心、芳草地畫廊、

采泥藝術、威廉藝術沙龍、索卡藝術中心、

耿畫廊、朝代畫廊、 尊彩藝術中心、
敦煌藝術中心、誠品畫廊、新苑藝術

（依筆劃順序排序）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預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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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藝術中心  
Asia Art Center
近期於上海開幕A+亞洲當代藝術空間的亞洲藝
術中心（簡稱A AC），這間在台北、北京共四個
據點的畫廊，頂級藏家們都能在國際當代名家李

真、劉丹、徐冰等大師的作品中滿足品賞藝術的

味蕾。將李真雕塑展推向巴黎凡登廣場（Place 
Vendôme）的AAC，以超過三十年的資歷，時常
讓合作的藝術家擁有曝光的機會，像是威尼斯雙

年展、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倫敦大英博物館、倫

敦V& A美術館、新加坡美術館等，這次的展會，
AAC更將帶來李真、楊識宏、高行健、徐冰、潘信
華、朱偉、沈勤、陳琦、陳彧凡、胡為一、賀勳、林

樅、劉聰、蔡澤濱、張永達的創作。

敦煌藝術中心  
Caves Art Center
年資同樣超過三十年的敦煌藝術中心，可說是台

灣藝術圈少數的經典品牌，創辦人洪平濤致力推

廣國際藝術家交流，即便擁有當代與國際的趨

勢，仍不失傳統底蘊。敦煌更將帶來數位藝術家

參與展出，如旅法台灣藝術家林麗玲、愛惜台灣

土地的平實畫家洪江波，以及雕塑家郭城東的創

作。由林麗玲繪製的〈巴黎午后的咖啡〉，便在多

重味覺中重組回憶裡感受到的甜蜜與苦澀；洪江

波畫作中則表現台灣土地的生命哲學，運用富含

詩意的意境傳達腳踏實地且堅忍不拔的稻穗精

神，而今年他將展出的是大件日本絹膠彩畫；郭

城東的實力派雕塑結合了古典與當代，並以極為

細膩的質感縱橫國際市場。

采泥藝術  Chini Gal ler y
成立於2013年的采泥藝術，代理的藝術家除了
有國寶級雕塑家李光裕、抽象大師霍剛，也有極

具風格的創作者，如董心如、謝貽娟、何采柔、張

嘉穎等。近期采泥與台北101於Gallery 101攜手
舉辦的展覽，便使這棟辦公大樓增添氣派與藝術

氛圍。除此之外，該畫廊將於2016年舉辦的霍剛
個展更令大眾期待，於此展會，采泥將在畫廊展

區、藝術前線、公共藝術區分別展示霍剛、李光

裕、鄧卜君、焦興濤、周慶輝、廖鴻興、許雨仁、蔡

士弘、徐畢華，以及廖祈羽+張暉明的作品。鄧卜
君的當代水墨作品，細膩不失藝術性、創新不離

傳統，每每用色鮮明皆使人幻想如夢般的超現實

山水。

亞洲藝術中心，陳彧凡Yufan Chen，
他和他Him and Her，

綜合媒材Mixed Media，直徑170cm，2014

朝代畫廊  Dynast y Gal ler y
談到鼎鼎大名的朝代畫廊，就必須提及國際市場上瘋狂飆

漲的草間彌生，創立於1984年的朝代由劉忠河帶領，前瞻
視野使他於台北推廣著日本巨匠草間彌生、奈良美智等一

線當代藝術作品。也因為該畫廊積極培養當地藝術新秀，

並定期舉辦徵件活動，每檔展覽融合的傳統與當代多媒材

創作，變化性之高，更吸引許多藝術愛好者造訪。朝代推出

的台灣、日本與韓國藝術家作品，如林餘慶、魏杏諭、草間

彌生的南瓜雕塑與韓國藝術家具本妸的水墨作品。具本妸
在傳統中結合的年輕童趣感，作品流暢的筆觸再再譜寫出

少女般的浪漫唯美。

敦煌藝術中心，洪江波，豐盈嘉穗，

125x52cm，膠彩絹布，2015

采泥藝術，鄧卜君，抱山擁水石擎天，

96x217cm，紙上水墨，2015

朝代畫廊，具本妸，Physical Object，100x140cm，
水墨設色與金銀粉於韓國紙拼貼，2015

5

6
166 167
WeAreSharing.com WeAreSharing.com

焦 點 話 題
N O .11 4W E  C R E A T I V I T Y



誠品畫廊  Esl ite Gal ler y
經歷台灣藝壇發展超過25年的誠品畫廊，代理的知名
藝術家包含蔡國強、展望、葉子奇、劉小東等人，這次將

會在台北藝博會展出陳道明的抽象繪畫作品。陳道明於

1955年與蕭勤、夏陽、吳昊、李元佳、蕭明賢、歐陽文苑
及霍剛共同成立了「東方畫會」，他的作品寫意中帶有顏

色的情感，流暢的優雅跨越了表象的意識且運用深層的

思考境界帶出純粹的美。陳道明的作品沒有過多的華麗

外放，含蓄到位的色彩充分顯現他的心路歷程，當中抽

象的語言來自無形的感官，透過畫布轉換成現實中的色

塊，不斷地求進度與變化，似乎在時空軌道留下美妙的

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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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畫廊，陳道明，1152011，97x162cm，
壓克力顏料／畫布，2011

新苑藝術，柳依蘭，不死的是愛情，不是愛人，

230x130cm，2014

大未來林舍畫廊  Lin & Lin Gal ler y
1980年代至今，大未來林舍畫廊負責人林天民是台灣
早期投入藝術市場的先鋒，並發掘、推廣當今重量級藝

術家，包括常玉、趙無極、陳蔭羆、林風眠、吳大羽、關良

等，另外合作的主流名家，像是蕭勤、王懷慶、陸先銘、

郭維國、劉煒、劉時棟、賴九岑等，這些看作現代精品與

當代作品的藝術品項，經過精細的篩選後皆保證著頂級

品質，因此獲取藏家們的肯定。郭維國的創作除了寫實，

卻又時常出現奇幻元素，以及富有想象力的超現實，不管

是自畫像或童話般的場景，在他的畫作中，慾望的眼神

與表現幾乎是充滿情慾性，作品的敘事成分將觀眾帶入

一段特別的視覺感官旅程，為生命繪出不一樣的觀點。 

新苑藝術  Galerie Grand Siècle
1999年，張學孔創立的新苑藝術，竭力推廣多元藝術博覽
會並參與國際各大展覽。代理藝術家包含深受年輕收藏族

群喜愛的張騰遠、蘇子涵、新媒體藝術的鄭亭亭、丁建中，

以及柳依蘭、廖文豪和齊簡等當代創作者，各個獨具個人

特色，在國際間皆享有極高曝光率。九月份剛開幕的柳依

蘭個展，在新苑的帶領下，濃厚的個人特色在多個國際藝

博會盡顯光芒，作品反映了對於古玩的愛，經典不誇飾的

表現手法，緬懷古代而非蓄意仿古，趨近平面的畫面，柳依

蘭延續東西方古典繪畫技法，道出她對台灣文化的看法與

內心世界的溝通。

 大未來林舍，郭維國，一團囍氣，
油彩‧畫布，170x200cm，20158

耿畫廊  Tina Keng Gal ler y
創設超過17年的耿畫廊是台灣數一數二的品牌，以強烈的
高端設計質感尋覓跨越國籍與年齡的藝術佼佼者，像是蘇

笑柏、常玉等皆是代表，同時耿畫廊為了延展藝術更多的可

能性，結合TKG+當代展覽空間表現出用心經營藝術教育與
當代藝術發展的心力。耿畫廊這次將展出趙無極、楊茂林、

林鉅、涂維政、彭薇、與蘇孟鴻的作品。主要經營年輕當代

的TKG+則帶來高重黎、袁廣鳴、姚瑞中、蔡佳葳與陳敬元
的藝術創作。生於1959年台灣宜蘭的林鉅，作品看似黑暗，
背後概念卻與生活、死亡、夢息息相關，並在看似簡單的構

圖中，讓人聯想歐洲文藝復興細膩的筆觸，呈現自身扎實的

功力。

谷公館  Michael Ku Gal ler y
由谷浩宇於2008年創立的谷公館，代理的是林國威等傑出
藝術家，主要結合兩岸、東南亞的當代年輕藝術家，維持展

品與展場品質的高標準，為台北市提供不同的藝術視野。今

年才在香港巴塞爾將台灣藝術家羅智信推向國際舞台的谷

公館，是個逐漸於在地建立不同風格的藝術園地，於此展會

推出韋嘉、美學大師蔣勳、劉安民、陳可、簡翊洪、牛俊強、

羅智信與董承濂組成的精彩八人展。1975年出生於四川成
都的韋嘉是中國七○後重要當代藝術家之一，蒼鬱神秘的

用色偶爾引發對宗教的冥想，並藉著生活層面、人與人之間

的互動帶來不同詮釋。

尊彩藝術中心  Liang Gal ler y
台灣資深畫廊－尊彩藝術中心，深耕台灣早期至當代藝術，

描繪出的藝術時間軸自1993年起，在負責人余彥良對藝術
市場與學術的重視下，為陳澄波、廖繼春、楊三郎、陳植棋、

李梅樹、金潤作、蒲添生等近現代藝術家舉辦了多場重要大

型回顧展。近期於中山堂開幕的「向大師致敬」臺灣前輩雕

塑11家大展便代表尊彩於在地藝術界的付出與用心。此次
藝博，該畫廊將展出林宏信與徐薇蕙的當代作品。生於1975
年雲林的林宏信，在他人物繪畫中以些許的超現實感，使

塗白臉部的模特兒塑造出潛意識與主意識之間的嫌隙與認

知。

耿畫廊，林鉅，玄球戲金蟾，油彩‧

碳化板，33x49.8cm，2015

谷公館，韋嘉，Idol，130x100cm，
丙烯畫布，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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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日藝術，陳雲，幽恍。輕輕地將時間壓存在草花褪去的
色彩之中，80x80+80x116+80x80cm，壓克力彩、畫布，2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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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草地畫廊  Parkview Green Art
芳草地畫廊，於北京成立不到三年，便在上海、香港、台

北皆設有展覽空間，從中國當代到亞洲日本、韓國，該畫

廊合作代理著炙手可熱的傑出創作者。此次將展出的重

要作品有鄭路的雕塑，在中國傳統文人氣質的結合下，鄭

路的創作以不鏽鋼材質表現出流水，引領觀者視覺上的

特殊體驗，這位出生於內蒙古的藝術家時常在創作中融

合文字，如選用白居易詩集進行創作的〈銀河〉，他將文

言文體現於寫實，並透過象形文字造成觀念上的對比。

此外，展有北京藝術家李暉創作的芳草地畫廊，觀者皆

在裝置作品的互動裡，體察視覺上激盪出的強烈共鳴，

可說是值得期待的藝術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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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卡藝術中心  Soka Art Center
1992年成立於台南的索卡藝術中心，目前在台北、北京
皆設有據點，負責人蕭富元從經典前輩藝術家李鐵夫、

林風眠、顏文樑、徐悲鴻等人到當代藝術家，以永續經營

的方式於學術研究及整理方面付諸心血。如出生於1955
年北京的當代知名藝術家洪凌，曾說：「山水還是宋代的

山水，山水沒變，是人心變了。」這段以話中話傳達畫中

畫意涵的字句，洪凌將傳統水墨表現在油畫上，呈現當

今難得的藝術高度。2015年新作〈瑩然生翠〉，畫面的遠
近分明猶如墨色明淡，某種程度來看洪凌的創作跳脫媒

材之外，成功地將西方油彩道出傳統中的創新。

威廉藝術沙龍  Wil l iam Art Space
十幾年來往精品路線發展的威廉藝術沙龍，負責人陳威

霖專注發覺市場上的頂尖藝術家，如趙無極、朱德群、陳

文希、吳冠中等近現代大師。此次預覽的作品是1927年
生於福建的唐海文，作品以黑白著稱的彩墨小品為主，

並擅長將書法的流暢線條傳達寫意精神。唐海文年幼因

戰爭移居越南，1948年留法的他，熱愛旅行、足跡遍佈
各地，即便於1991年逝世，仍能透過反映在作品中的豐
富旅遊經歷一同遨遊。綜觀市場的熱門需求，該藝術家

因作品尺寸小巧，以及具有彩墨難得的雅致，風格看似

虛無、似是而非的基調，全權讓觀者自行解讀，在藏家眼

裡，這位藝術家近年身價的漲幅因而可觀。

尊彩林宏信，泅泳者II，油彩畫布，
130.5x162.5cm，2015

芳草地畫廊，鄭路，銀河， 
115x143x157cm，共4版，2015

索卡，洪凌，瑩然生翠，油彩畫布，

90x170cm，2015

威廉藝術，唐海文四件小品，紙上彩墨

伊日藝術  Yiri Arts
成立於2012年的伊日藝術以獨特美感為走向，在台灣北
中南三地都設有據點。伊日從生活美學為出發點，將生

活藝術化，可看作推廣當代美感的重要指標。這間重視

策展概念的畫廊，將在台北藝博推出《喧嘩與騷動（The 
Sound and the Fury）》的主題，並展有陳雲、賴威宇、
李瀚卿與邱承宏的作品。陳雲充滿情緒的繪畫作品〈幽

恍。輕輕地將時間壓存在草花褪去的色彩之中〉，以三

連屏的表現方式暗喻西方宗教聖壇，講述耶穌基督釘在

十字架兩旁的罪人被花草有所取代，暗指世界因罪被詛

咒的，反觀人的生命猶如花草看似堅忍卻又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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