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富峻 

 

1965 年生，1989 年東海大學美術系畢業，同年獲台北市立美術館水墨創新獎及第十四

屆雄獅美術新人獎肯定後，於雄獅畫廊舉辦首次個展，正式參與現代水墨研創之路，著

重將自身與山川田野對話，以直觀的自動性書寫方式轉化複雜的自然現象，屬非傳統

的、非具象的全局繪畫，其自動性書寫線條形構的流轉空間，表達人與自然連結的內在

觀照體驗。 

其繪畫思想來自對於兩宋元明水墨畫，那是依託禪道理學而成一門窮究天人之際的藝

術，以天地造化與心性幻變為觀照對象來從事修鍊。其繪畫創作一方面以心性修養為引

導，一方面將書法還原以求骨幹，上溯字源探詢符號創生原則的內涵，追求感通詩境的

藝術之道。 

1999 年創「圍棋結構法」後，陸續發表清象、體勢、山岩、山人、密林、觀花、流風

系列。「全局繪畫」的構成觀念，是將畫面構成的四方紙材視為演示場域，利用毛筆自

動性書寫來生發中心性結組的旋律氣機，循「角、邊、中」結構法則形成一種內抱式空

間，全局演示中帶出迴環照應的山林格勢，讓意識活動與生命能量逐漸向內集中摶抱，

因而產生寧靜幽遠的精神世界。 

2009 年，將中國詩學中情景交融的理論，化為與自然互動的現代繪畫實踐，以山野中

吹拂的風與天地間流盪的水，為觀照導引的對象，觸發出生命的感動；創作飄颻、山素

寫、山雨、雲水波瀾、月光等系列作品，以獨特的雞毛筆雄肆宕逸的筆線，與潑灑奔放

的色與墨，藉助抒情抽象的表現形式來激盪出內心的情感。 

 

 

1965    出生於台灣.花蓮 

1984    台北.復興商工美工科畢業 

1989    台中.東海大學美術系畢業 

 

獲獎    

1989    第十四屆雄獅美術新人獎 

        一九八九年台北市立美術館水墨創新獎 

2002 花蓮縣文化局「給花蓮一首詩」徵詩活動優選 

 

個展 

1989  「第十四屆雄獅新人獎──張富峻個展」. 雄獅畫廊（台北） 

1990  「畫中的詩」. 清華大學藝術中心（新竹） 

1994     「張富峻’89—’93 水墨作品展」. 東海大學藝術中心（台中） 

1998    「水墨與意筆」. 玄門藝術中心（台北） 



1999    「心境與體勢」. 科元藝術中心（台中） 

2000    「心岩」. 科元藝術中心（台中） 

2002    「有無之境」. 苗栗縣文化局三義木雕博物館（苗栗） 

2004    「觀花 . 密林」. 科元藝術中心（台中） 

2005    「月滿清象」 . 新月梧桐藝文走廊（台中） 

2009    「山靈 . 動──張富峻個展」. 非畫廊（台北） 

2010    「布局十年──張富峻現代水墨個展」.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台中） 

2011    「璦璦靈光──王公澤張富峻雙個展」. 芙藝文空間（苗栗） 

        「山神的眼淚──向電影《賽德克 . 巴萊》致敬 張富峻繪畫展」. 三才藝術中

心（台中） 

2012    「風與水  張富峻繪畫展」. 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苗栗） 

        「棲山水──張富峻水墨的行動臥遊」. 順天建築.文化.藝術中心（台 中） 

2014     「雲水波瀾－2014 張富峻繪畫個展」. 非畫廊（台北） 

         「靈與自然的延續—張富峻 董明晉雙個展」. 新思惟人文空間（高雄） 

         「水光一色 張富峻 2014 個展」THE  201 ART 順天建築.文化.藝術中心（台

中） 

2015     「水光一色  張富峻．薛赫赫詩畫展」 暨現場詩樂吟誦演出   弘光科技大

學藝術中心 

2016     「張富峻 飄颻．2016 繪畫個展」. 科元藝術中心（台中） 

         「恍惚之素－2016 張富峻書畫展」. 學藝埕（台北） 

2017     「風雨觸鬚—張富峻現代水墨畫個展」.中央大學藝術中心（桃園市） 

        

聯展 

1989    「一九八九水墨畫創新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 

1992    「環境藝術」. 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台北） 

         「一九九二水墨創新展」 . 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 

1993     「東方繪畫的新出擊〈I〉」展 . 玄門藝術中心 

         「中國現代墨彩畫展」 . 台灣藝術教育館（俄羅斯.台北） 

         「新現代繪畫聯展」 . 現代藝術空間（台中） 

1994     「’94 年度新人聯展」. 誠品畫廊（台北） 

         「’94 THE  3RD  TAEJEON  TRIENNALE」展（韓國） 

1995      「中華民國第一屆現代水墨畫展」 . 國立台灣藝術館（台北）    

    「藝術家的精神素寫」展 . 伊通公園（台北） 

    「東海大學創校四十週年義賣」展 . 東海大學藝術中心（台中） 

1996     「第十五回國際水墨畫聯展」（日本） 

1997     「第十六回國際水墨畫聯展」（日本） 



1998     「中華民國第二屆現代水墨畫展」 . 國立台灣藝術館（台北） 

2000     「2000 台北縣美術家大展」. 台北縣文化局藝文中心（台北） 

「向上提昇-----百年大震週年展」. 名展藝術空間（高雄） 

2001     「2001 台北縣美術家大展」. 台北縣文化局藝文中心（台北） 

「山高水長------2001 當代水墨展」. 科元藝術中心（台中） 

     「二十一世紀現代水墨畫會會員聯展」. 國父紀念館（台北） 

2002 「望春風------2002 中部藝術家聯展」. 科元藝術中心（台中） 

         「2002 台北縣美術家大展」. 台北縣文化局藝文中心（台北） 

         「思想枝------2002 當代抽象展」. 科元藝術中心（台中） 

2003 「2003 台北縣美術家大展」. 台北縣文化局藝文中心（台北） 

         「復初------當代水墨文化思維」 . 東海大學藝術中心（台中） 

2004 「當代水墨與水墨當代」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 

「2004 台北縣美術家大展」. 台北縣文化局藝文中心（台北） 

「復初」當代水墨文化思維 . 新竹師院藝術中心（新竹） 

2005     「當代 . 文人 . 書寫」書法展 . 東海大學藝術中心（台中） 

「2005 台北縣美術家大展」. 台北縣文化局藝文中心（台北） 

「測量三義的長.寬.高聯展」. 花園新城桃李館（台北）、修平技術學院藝術

中心（台中） 

2006     「木雕獨步……三義羅丹讀書會聯展」. 逢甲大學通識沙龍（台中） 

「2006 台北縣美術家大展」. 台北縣文化局藝文中心（台北） 

          「魚龍衍」裝置藝術作品 . 中央大學客家學院（中壢） 

          「水墨新動向聯展」. 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 

2007      「2007 台北縣美術家大展」. 台北縣文化局藝文中心（台北） 

          「第三屆成都雙年展」. 成都美術館（大陸四川） 

2008 「水墨新動向－現代水墨畫聯展」. 國父紀念館（台北） 

          「2008 台北縣美術家大展」. 台北縣文化局藝文中心（台北） 

          「二十一世紀現代水墨畫會會員聯展」. 高雄文化中心（高雄） 

2009 「新象－2009 兩岸當代水墨展」. 國立台灣美術館（台中） 

          「2009 台北縣美術家大展」. 台北縣文化局藝文中心（台北） 

2010       「變異的風景—2009 桂林愚自樂園國際藝術創作營」. 上海月臨美   術

館（上海） 

           「2010 台北縣美術家大展」. 台北縣文化局藝文中心（台北） 

           「異象--典藏抽象繪畫展」. 國立台灣美術館（台中） 

2011    「100 年新北市美術家聯展」. 新北市文化局藝文中心（台北） 

           「視界的遇合—水墨膠彩的視域與疆界」.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白沙藝術中

心（彰化） 



           「經典」. 科元藝術中心（台中） 

2012    「101 年新北市美術家聯展」. 新北市文化局藝文中心（台北） 

           「軌變 . 島嶼思維的台灣當代水墨展」. 台灣文化會館基金會.美麗台灣藝

術空間（台 中） 

              「樹石水風 山藝.聯展」. 櫟莊園（三義） 

2013       「第十五屆 102 年新北市美術家聯展」. 新北市文化局藝文中心（新北市）  

           「102 年苗栗縣美術家聯展」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苗栗) 

2014       「東方自然與西方風景」展覽.藝術八空間（新竹）沈伯丞策展 

           「第十六屆 103 年新北市美術家聯展」. 新北市文化局藝文中心（新北市） 

           「2014 上海新水墨藝術大展互動－－跨地域的水墨經驗水墨」喜馬拉雅美

術館，（上海）李思賢策展 

           「靈與自然的延續  張富峻．董明晉雙個展」新思維人文空間（高雄） 

            「城南藝事 當代漢字藝術展：書．適—書寫情境的生活現場」國立台灣

歷史博物館 台北市南門園區小白宮 

           「103 年苗栗縣美術家聯展」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苗栗) 

2015      「冬季展 / 風景」 泰郁美學堂 （竹北） 

           「淨土： 104 年當代水墨展」世界畫廊（台中） 

           「大地協奏曲－張富峻．鄧淑慧聯展」大地原創藝術空間（竹北） 

           「104 年苗栗縣美術家聯展」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苗栗) 

2016      「2016 新北市美術家雙年展」. 新北市文化局藝文中心（台北） 

           「水墨意象─臺、日、美水墨交流展」劉昌漢策展．美國紐約市天理文化中

心 (Tenri Cultural Institute) 

           「人文與文人–東海水墨與膠彩畫的離合」李思賢策展．國立歷史博物館（台

北） 

           「2016 當代客家美展」客家委員會．中正紀念堂中正藝廊（台北）暨高雄、

新竹巡迴 

           「當代圖記．兩岸藝術特展」成都濃園國際藝術村．臺灣師範大學德群藝

廊（台北） 

           「105 年苗栗縣美術家聯展」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苗栗) 

           「當代台灣．抽象藝術經典展」蕭瓊瑞策展．耘非凡美術館(台南)  

2017         「現在狀態」詹獻坤策展．2013 藝術空間(高雄) 

 

收藏 

            國立台灣美術館、台北市立美術館、上海月湖美術館等公私立單位 

 

策展 



2003     「環境中的人心 VS.人心中的環境——三義現代木雕的二十一種表現」 . 三

義勝興車站鐵道倉庫（苗栗） 

2004     「三義現代木雕 27 表現——環境中的人心 VS.人心中的環境之台北篇」 . 華

山創意文化園區（台北） 

2004      羅丹藝術論讀書會「木頭 . 人 . 運動」. 苗栗木雕博物館（苗栗） 

2005     苗栗國際假面藝術節台灣面館展「融合的島民－－木雕台灣民間的新面」. 香

格里拉樂園（苗栗） 

        「測量三義的長.寬.高聯展」. 花園新城桃李館（台北）、修平技術學院藝術中

心（台中） 

        「木雕獨步……三義羅丹讀書會聯展」. 逢甲大學通識沙龍（台中） 

         後龍西瓜節「新詩西瓜木雕帳」. 後龍漁港（苗栗） 

         客家學院空間裝置藝術「魚龍衍」. 中央大學客家學院（桃園） 

2011    「逸氣風流──邱秉恆繪畫.櫟手作木傢俱展」. 三義櫟莊園十八 ART（苗栗）

展場規劃 

        「2011 台灣木雕專題展 建國一百.木雕一百 － 時代新意木雕特展」三義木

雕博物館 

          2011 三義國際木雕藝術節－木雕創作暨入口意象活動規劃執行 

         「美麗台灣名家開幕聯展」台灣文化會館基金會美麗台灣藝術空間 

2012     「2012 台灣木雕專題展 大地深情－台灣鄉土情懷雕刻藝術展」三義木雕博

物館 

         「2012 台灣春秋名家聯展」台灣文化會館基金會 美麗台灣藝術空間 

         「軌變 . 島嶼思維的台灣當代水墨展」.台灣文化會館基金會.美麗台灣藝術

空間（台中）展場規劃 

         「2012 三義國際木雕藝術節－現場木雕創作活動」  規劃執行 

         「樹石水風 山藝.聯展」. 櫟莊園（三義）展場規劃 

         「北台八縣市藝術家聯展 城鄉 . 山海 . 記憶」. 苗栗縣文化局 展場規劃 

2013     「春夏秋冬四檔季展」. 櫟莊園（三義）展場規劃 

         「2016 台灣木雕專題展 人文巧韻」三義木雕博物館(苗栗)  策展人 

         「105 年苗栗縣美術家聯展 印象•山」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苗栗) 展場規

劃 

2014     「春夏秋冬四檔季展」. 櫟莊園（三義）展場規劃 

         「陳幸婉逝世十周年紀念展」港區藝術中心  策展人 

          「105 年苗栗縣美術家聯展 印象•山」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苗栗)    策

展人 

2015      「104 年苗栗縣美術家聯展 印象•水」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苗栗) 

           策展人 



2016      「2016 台灣木雕專題展 萬物靜觀」三義木雕博物館(苗栗)  策展人 

         「105 年苗栗縣美術家聯展 印象•天與地」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苗栗)   

策展人 

 

重要著作 

2003   《環境中的人心 vs.人心中的環境------三義現代木雕 21 表現》三義木雕    協

會，2003.12 

2005   《木雕之美》裕隆出版，2005.8 

2006   《平埔的珍珠──巴宰族印象》苗栗縣巴宰族群協會，2006.12 

2007    《木雕家名錄（一）「三義地區」調查報告書》三義木雕博物館 

2008    《木雕家名錄（二）「中北部地區」調查報告書》三義木雕博物館 

2009    《山靈 . 動  張富峻 2009 現代水墨》張富峻出版 

2010    《布局十年  張富峻現代水墨個展》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2011    《木雕家名錄（五）調查報告書》三義木雕博物館 

        《風與水  張富峻繪畫專輯》苗栗縣國際文化藝術觀光局 

2012    《棲山水  張富峻水墨的行動臥遊  山清象》張富峻出版 

        《棲山水  張富峻水墨的行動臥遊  山素寫》張富峻出版 

2014    《雲水波瀾》繪畫專輯，張富峻出版 

        《月光組曲》繪畫專輯，張富峻出版 



Fu-Chun Chang 

 

1965  Born in Hualien, Taiwan 

1984  Graduated from the Taipei Fu-Hsin Trade and Art School 

1989  Gradua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at Tunghai University, 

Taichung 

 

Awards 

1989 14th Annual Hsiung-Shih New Artists Award 

1989 Creative Ink Painting Award at Taipei Fine Arts Museum 

 

Personal Exhibitions 

1989 ”The 14th Annual Hsiung-Shih New Artists—Chang Fu-Chian’s Personal 

Exhibition” (Lionart Gallery, Taipei) 

1990 ”Poetry in Painting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rts Center, 

Hsinchu) 

1994 “Chang Fu-Chian’s Ink Paintings from 1989-93” (Tunghai University Art 

Gallery,Taichung) 

1998 ”Ink and Chinese Freehand Style Calligraphy” (The Gate Gallery, Taipei) 

1999 ”Mood and Form” (Ke-Yuan Gallery, Taichung) 

2000 ”Rock Heart” (Ke-Yuan Gallery, Taichung) 

2002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State” (Sanyi Wood Sculpture Museum, Miaoli) 

2004 ”Flower Viewing. Thick Forests” (Ke-Yuan Gallery, Taichung) 

2005 “Clear Full Moon” (New Moon Parasol Tree Art Gallery, Taichung) 

2009 “Mountain Spirits. Movement” (Non Gallery, Taipei) 

2010 “Ten Year Development-Modern Ink Paintings by Chang Fu-Chian”  

(Providence University Art Center, Taichung) 

2011 “Exquisite Spiritual Light-A Joint Exhibition by Wang Gongze and Chang 

Fu-Chian” (Fu’s Artspace, Miaoli) 

“Chang Fu-Chian Art Exhibition: Tears of the Mountain God—A Tribute to the 

Film Seediq Bale” (San Cai Art Center, Taichung) 

2012 "Wind & Water: Chang Fu-chun Solo Exhibition", Culture and Tourist 

Bureau, Miaoli County 

"Inhabiting the Landscape: Chang Fu-chun's Ink Art Action", The 201 Art, 

Taichung 



2014 "Cloud and Water Waves—2014 Chang Fu-chun Solo Exhibition", 

Beyond Gallery,Taipei 

"Continuation of Spirit and Nature: Chang Fu-chun & Tung Ming-chin Art 

Exhibition", Sincewell Gallery, Kaohsiung 

"Rippling Light: 2014 Chang Fu-chun Solo Exhibition", The 201 Art, Taichung 

2015 "Rippling Light: Chang Fu-chun & Hsueh He-he Exhibition (with poetry 

recital and music performance), Hungkuang University Art Center, Taichung 

2016 "Contemporary Taiwan: An Exhibition of Abstract Art Classics", 

Remarkable Cultivation Art Museum, Tainan 

"Flowing Flow: Chang Fu-chun Solo Exhibition", Ke-Yuan Gallery, Taichung 

"The Prime of Trance—Chang , Fu-Chun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exhibition 

",Art Yard, Taipei 

2017 "Wind and rain tentacles—Chang , Fu-Chun modern ink painting solo 

exhibition" Central University Art Center,Taoyu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