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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施振宗創作的油畫作品，極為精緻及寫實，充滿了巧思，表現他

對台灣本土景物與生活美學的豐富情感，作品中洋溢著東方的人文思想，逐漸

塑造出自己的風格。

    施振宗出生於彰化鹿港的經商世家；祖業以製香老字號「施美玉祖舖」於

1774 年創立；由於受那古老倨傲的文化尊嚴的薰陶，「不求聞達，不逐名利」

默默執著於藝術創作的艱苦歲月中。「在寂寞的心靈中昇華出無比熱情，在孤

寂的領域中創造了綺麗的繪畫世界。」

    在其創作歷程中，較為特別的經驗是在工作職務上為郵局設計郵件專用

設備，受到肯定而接下許多郵局的工作，為此跑遍全台各地，拍攝許多老式郵

筒與郵局老建築的珍貴照片，成為他的作畫主題，這些出自他的工作與生命情

感的畫作，獲得許多收藏家的喜愛。這個時期的油畫風格，接近後期印象派，

色彩亮麗豐富，筆觸奔放，充滿了亞熱帶台灣的鄉土風味。

    在施振宗的創作生涯中，最大的轉變是進入東海大學美術系碩士班就讀，

在校經過古典膠彩畫的薰陶，將畫作處理得更寫實細膩。然而在題材的選擇

上，以及取景構圖上，異於以往的表現手法，突破陳規，大膽地將中國水墨的

構圖形式融入西方的繪畫題材，以南宋「馬遠」、「夏圭」偏一邊一角的文人

風格，大量削減佈局為整體架構，為東西方的繪畫精神做一完美的結合，

「境•物」東方文人精神的微觀展現     

發展出個人的獨特風格，更多人文氣息與孤寂意境的題材再再出現。

    屬於視覺型、循環氣質型的他，拒絕盲目地追隨西方的潮流，去表現一

些不適合自己性格的現代藝術。他思考取捨畫面的結構，且投入更多的時間在

處理畫面的細節上及材質上地研磨，對畫幅的尺寸、比例，光影的虛實變化，

更加努力地營造。近年來，更是走向專業畫家的道路，經常在各地舉辦個展、

邀請展、聯展，也有畫廊長期展示其油畫作品。

    2010 年夏天，施振宗與台灣膠彩畫家們到新疆考察石窟壁畫，在烏魯木

齊與中國大陸的岩彩畫家，以及日本畫家舉辦交流展，當時他嘗試了幾件用油

彩與膠彩技法並用，描寫茶碗的畫作，呈現特殊的肌理效果。新疆遼闊壯觀的

荒漠草原，絲路古道的淒美意境，深深地震撼了他的心靈，與台灣故鄉不同的

視覺景觀，對其創作視野，有明顯的提昇。

    此次展出的「境•物」系列作品，在「境系列」〈翠綠森林〉是 2010 年

的作品，細緻生動的描寫苗栗縣獅潭地區的山坡樹林，整幅畫面畫滿翠綠的森

林，欣欣向榮，充滿了靈氣，其層次之柔美變化有東方青綠山水的唯美意境，

描繪技巧之卓越，令人讚嘆！

    在「物系列」的作品中，又可分為「食物系列」與「茶碗系列」，都以

東海大學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院長 詹前裕              



小幅作品呈現。食物系列的創作，描繪美味可口的蛋糕、甜點、蔬菜等食材，

甦醒觀賞者的味覺，讓人垂涎欲滴，其中〈綠的組曲〉以橫長狀的獨特佈局，

挑戰傳統的構圖觀念，頗具有新意。在「茶碗系列」的精美瓷器描寫技法中，

施振宗融合了東方古典丹青繪畫技法與膠彩，混入作品中，表現茶碗的精確

質感與特殊的光澤，發揮他的創意與驚人的意志力。

    施振宗的油畫作品充滿了寂靜的氛圍，他深入探討個人的心靈空間，經

過數十年社會歷練後，在中年重新進入學院接受美術教育，其思想深度與原

創性逐漸增加。施振宗的畫作與七○年代西方盛行的「新寫實主義」或中國

大陸流行的蘇聯式「社會寫實主義」有別，他以真誠的心，反映了生長五十

餘年的土地、農村的情感，在取材、構圖與描寫技法上，融合了東方人文精

神的微觀手法，從作品中散發出來的優雅氣質，是雅俗共賞的畫風，值得我

們一再地閱讀與體會。



   幾乎沒有一個藝術家不強調真誠，然而當我們從一個時代的整體，宏觀

的觀察當代藝術現象時，我們又驚愕的發現，真誠如此稀少。

   自 2008 年他發表「寂境」系列作品以來，其創作的方向便已轉向。他開

始畫日常生活的周遭，畫所見所感，企圖從平凡事物與日常世界中呈現內在

靈魂深處的顫音和深沈力量。乍看之下，他照自然摹寫，也畫簡單平凡的事

物，但理解繪畫的人都知道，無論對象物為何，都只是假借，其作品的質感、

肌理才是隱然透露著他內在感性的、直接性的、自發性的原則與風格，透過

他詩意盎然之眼，這些寫意之物就彷彿跨越時空圍籬，格外顯得色雅韻長。

    施振宗的油畫風格走過非常多的階段，可說既吸取了西方印象、具象派

繪畫，又超越了印象、具象繪畫；既來之於中國文人繪畫之意境，又超越了

傳統的框架與束縛。觀者往往震攝於他出神入化的寫實功夫，幾可亂真，眼

睛都為之所幻騙。但細細品味，會發現他的寫實效果可說是包含了西方寫實

主義中，觀察、模擬的科學精神與企圖駕馭幻象的東方性精神追求。

 

    從寫意的印象到微觀的寫實，施振宗一反一般人繪畫上由繁到簡的進程，

他並沒有越來越豪放隨興，相反的，他更加嚴謹自律，以非常精細、自行研

究創發的方法，畫下各種幽微難鳴的精彩細節，而這都不斷考驗他的眼力與

身體的耐力，但也彰顯他越來越崇高的自我要求與鍛鍊，承載敘述著他的藝

術追求之路—那就是真誠與回到事物本源。如今，他的繪畫可說已經到了物

我交融之境界。

    最讓人好奇的是他的作品總透露著某種寂寥與荒涼，無論是「物系列」、

「食物系列」、「茶碗系列」或「境系列」，都透露著他面對物化社會、繽

紛燦爛的表像下，他的某種孤寂凝視。儘管他認為他所捕捉的都是美感與悸

動的交會，卻不自覺隱含某種感傷與追憶，彷彿與世隔絕又像是試圖將潛意

識裡不願被提起，或曾經逝去的情懷再「勾引」回來。

    他的色彩非自然固有色，而是以他自身的意識與形式表現，強調作品的

精神內涵。在看似客觀的描述中暗藏他主觀的創造與意境的構成。在反覆細

緻的筆觸裡，流露內斂的張力與呼吸節奏，平穩簡潔、和諧高雅。在其質樸、

謙遜、淡泊的畫面上看到寧和、清明、幽靜的光輝與魅力。「追憶」是他創

作的趨力，有別於傳統寫實靜物畫，他創造了一種新的「寓意繪畫」。色調

含蓄的清淡物象、暗藏著形與空間互動的關係，在含而不露，清靜淡雅的筆

觸裡，捕捉時光流逝的瞬間訊息。放眼望去，在一片議題導向、爭奇鬥豔的

當代藝術奇觀中，施振宗走著自己的道路，不隨之起舞，以樸實、真誠的態

度為世人展現一種新的藝術精神。

境‧物—評施振宗的油畫                                                                                   

 文 / 倪婉萍  



施振宗「境•物」脈絡之化                    

初入美學之門人，問其何美？

支吾其詞，凡道有三：「真、善、美」。

浸潤其中悠遊其海者，問其何美？

所言甚篤，必道有三：「真、善、美」。

創作之人，何以區隔藝與匠之不同，應亦以此三字為隔。

真，為觀心照見，創作之人其行、其性，示於畫布，昭然若揭。

善，為秉性修為，潛心持道，不隨波逐流。

美，為天付靈性，託諸有形，展天地萬物之美。

觀施振宗畫作，亦以三點論之： 

         

美 -- 中體西用，美感天成 

施振宗油畫， 畫作兼具現代寫形與古代寫意，中體西用，畫風獨樹一格，具

當代表述。其油畫作品雖藉由西方油彩為媒介表現，但構圖卻展現「馬、夏」

濃厚的東方文人美學基底，畫作以大量的留白、細膩乾淨的筆法，寧靜寂穆

地將空間凝結於畫布上。在畫作演變的情感觀察上，可以看到施振宗初期的

構圖以篤定、精確的美感出發，這次展出的〈延伸2008〉、〈秋意2009〉、〈怡

2009〉、〈迎春 2009〉系列，寫物、寫實亦寫情，今年創作〈憶 2011〉、〈綠

葉方舟 2011〉畫面更趨東方寫意，大氣朦朧間可見意識與形體界限的吐吶交

織。

東方水墨求意求境，邀觀者入畫，形式以捲軸為現，觀畫者可將畫作把玩於

手，入畫神遊。

施振宗於油畫尺寸展現上巧妙地異曲同工，無論是初期寫景的〈延伸

2008〉、〈秋意 2009〉、〈怡 2009〉、〈迎春 2009〉系列，

近期的蛋糕系列：〈愛麗絲草莓 2009〉、〈楓丹白露 2010〉、〈綠淋

2011〉；茶碗系列：〈青綠白磁 2011〉、〈雪白志野 2011〉、〈志野茶碗

2011〉、〈紅釉抹茶碗 2011〉，無論葉邊晨光、觸桌糖焦、冰裂茶漬，皆可

令人久久把玩，神遊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蛋糕系列唯一的長作〈綠的組曲 2011〉，突破框架精彩趣味

的構圖與色彩，可窺畫者閒定氣質中不失淘氣的一面。

 

善 – 秉性修為，不隨波逐流 

現今畫作市場機制和畫家間的關係，好比破碎玻璃，裂痕處處，卻又折射出

萬千影像，令人迷途。和施振宗因緣際會相識至今，一直得知其展覽邀約不

斷，但他對於創作品質及取材上，始終秉持著巨大而絕對的固執，為此驚訝

其個性中愛惜羽毛、潛心持道的修為。

此次展出的畫作題材〈記憶的夾層 2009〉、及前期懷舊系列經典〈甘仔店一

齣景 2007〉，如實的描寫對老物的情感，堅持的古典細膩技法與色調，

全心建設藝術執行總監 林怡如       



一筆筆記錄對將逝之物的思念與保留。近期畫作〈觀自在 2009〉、〈觀悟 

2011〉、〈林影悅閒身 2011〉則在典雅如實中浪漫地烘托出與萬物情感的厚

度。

真 – 照見觀心，揭其情性

在施振宗的畫作中，可以發現其對於古典技法的重現近乎狂執的追求，展出

作品中〈佳餚妙品2009〉、〈田園悅章 2009〉、〈綠野鮮紅 2011〉，或茶碗、

蛋糕、風景系列中，都可見到其古老細膩的靈魂刻印，及挑燈夜畫至晝的匍

匐身影。

2010 年開始的新作〈翠綠森林 2010〉、〈憶境 2011〉、〈自在田園 2011〉

畫作中孤寂靜膩的狂執與傲氣，更是蒼茫如鏡的光鑑其性，昭然若揭。



境‧物─來自日常生活的寂靜                               

    自 2008 年發表「寂境」系列油畫作品，經過 2010 年新疆克孜爾石窟古壁畫研究及感受新疆幽

靜壯麗的荒漠草原，體驗絲路古道的淒美意境之後，它的美，深深撼動了我的心靈！完全超乎想像

地重新思考與制定了新的方向，尋尋覓覓著平靜的出口。

    如果用眼睛觀看是一種「框」，用心體會就是一種「寬」，重新在視野裡學習一些不容易被人

察覺的細微想法，在細細觀察中，細說旅行的「境」與「物」的延伸敘事，將旅者的凝視直取了當

時的氛圍，導入「境」與「物」題材決定性的瞬間裡，它是一種寂境的表現，所有的作品皆包含了

一種隱喻。

    創作緣由，來自於探索人的日常生活領域之外，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心靈空間」切實的一幕。

記憶是時間留下的影子，由記憶裡延伸「境與物」的交織，是生活最美的境界表達方式。所謂「境

與物」，就是藉由感官「外部刺激」而進入的「境」，和被喚醒的「過去記憶」在腦中複合、聯繫

交織而成的事物。如何發覺隱藏於生活中美麗的細節與密碼，一直是筆者無懈的追求，並祈望悟出

人生無限寬廣的心域。

  施振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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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園悅章

油彩 畫布 25x25cm 

2009 

16

愛麗絲草莓 

油彩 畫布 40x40cm 

2010

24

雪白志野

油彩 畫布 25x25cm 

2011

32

觀悟

油彩 畫布 45x45cm 

2011

40

記憶的夾層

油彩 畫布 60x60cm 

2009

48

翠綠森林

油彩 畫布 60x60cm 

2010

10

佳餚妙品

油彩 畫布 18x18cm 

2009 

18

楓丹白露

油彩 畫布 35x35cm 

2010

26

志野茶碗

油彩 畫布 25x25cm 

2011

34

林影悅閒身

油彩 畫布 60x60cm 

2011

42

秋意

油彩 畫布 15x90cm 

2009

50

自在田園 

油彩 畫布 90x90cm 

2011

52

憶 

油彩 畫布 100x25cm 

2011

12

綠野鮮紅 

            油彩 畫布 25x25cm 

2011

20

綠的組曲

油彩 畫布 15x90cm 

2011

28

紅釉抹茶碗

油彩 畫布 25x25cm 

2011

36

綠葉方舟

油彩 畫布 40x40cm 

2011

44

怡

油彩 畫布 15x90cm 

2009

54

迎春

油彩 畫布 20X60cm 

2009

14

綠淋

油彩 畫布 18x26cm 

2011 

22

青玉白磁

油彩 畫布 18x18cm 

2011

38

觀自在

油彩 畫布 120x120cm 

2009

46

憶境

油彩 畫布 25x90cm

 2011

30

延伸

油彩 畫布 60x20cm 

2008 



8 田園悅章 油彩 畫布 25x25cm 2009 

─物系列─





10 佳餚妙品 油彩 畫布 18x18cm 2009





12 綠野鮮紅 油彩 畫布 25x25cm 2011





14 綠淋 油彩 畫布 18x26cm 2011





16 愛麗絲草莓 油彩 畫布 40x40cm 2010





18 楓丹白露 油彩 畫布 35x35cm 2010





20 綠的組曲 油彩 畫布 15x90cm 2011





22 青玉白磁 油彩 畫布 18x18cm 2011





24 雪白志野 油彩 畫布 25x25cm 2011





26 志野茶碗 油彩 畫布 25x25cm 2011





28 紅釉抹茶碗 油彩 畫布 25x25cm 2011





30 延伸 油彩 畫布 60x20cm 2008 

─境系列─





32 觀悟 油彩 畫布 45x45cm 2011





34 林影悅閒身 油彩 畫布 60x60cm 2011





36 綠葉方舟 油彩 畫布 40x40cm 2011





38 觀自在 油彩 畫布 120x120cm 2009





40 記憶的夾層 油彩 畫布 60x60cm 2009





42 秋意 油彩 畫布 15x60cm 2009





44 怡 油彩 畫布 15x90cm 2009





46 憶境 油彩 畫布 25x90cm 2011





48 翠綠森林 油彩 畫布 60x60cm 2010





50 自在田園 油彩 畫布 90x90cm 2011





52 憶 油彩 畫布 100x25cm 2011





54 迎春 油彩 畫布 20X60cm 2009





施振宗  

1956  台灣省彰化縣鹿港人

1983  私立東海大學企業管理系畢業

2008  私立東海大學美術系研究所畢業

個展

2011 「境‧物」2011 油畫個展 大華技術學院 新竹

2011 「寂境」系列─油畫展 大美無言藝術空間 台中

2008 「寂境」2008 新作展 金禧美術空間 台中

2004 「鄉情」油畫展 東門美術館 台南

2004 「記憶圖像」油畫個展 孟焦畫坊 台北

2004 「記憶圖像」油畫個展 頭份紫儒軒藝術中心

2004 「藝術放春天 /FUN」作品展 金禧美術空間 台中

2002 「旅人風景」油畫個展 TOGETHER 戶外休閒藝文館 台中

     「記憶圖像」油畫個展 台中市文化局 台中

2000  油畫個展 金禧美術空間 台中

2000 「思慕一種台灣情」油畫個展 世外陶園 嘉義

1999  油畫個展 金磚畫廊 台中

     「念真情」鄉土油畫個展 進士國寶 鹿港

      油畫個展 台灣中區郵政管理局 台中

1997 「施振宗油畫個展」台中市立文化中心 台中

1995 「懷念台灣」油畫個展 台灣中區郵政管理局 台中

1993 「施振宗油畫個展」台市立文化中心 台中

1992 「施振宗個展」南投縣立文化中心 南投

聯展

2011  T-Art 台中畫廊藝術博覽會 台中

2011  台中藝術家俱樂部三十九週年聯展 台中市文化局 台中

2011  閒居畫語施振宗師生 100 年新作展 財團法人萬和文教基金會麻芛文化館 台中

2010  喜相逢 鹿港觀光魅力─「2010 年福祿壽國際雙年展」 鹿港

2010  尋源龜玆膠彩交流展 新疆

2010  新疆千佛洞古壁畫研究 新疆

      台中藝術家俱樂部三十八週年聯展 台中市文化局 台中

2009  台中藝術家俱樂部三十七週年聯展 台中市文化局 台中

2008 「閒居畫語」施振宗師生 2008 新作展 金禧美術空間 台中

2008  台中藝術家俱樂部三十六週年聯展 台中市文化局 台中

2007  台中藝術家俱樂部三十五週年聯展 台中市文化局 台中

2006  台中藝術家俱樂部三十四週年聯展 台中市文化局 台中

2005  台中藝術家俱樂部三十三週年聯展 台中市文化局 台中

2004  台中藝術家俱樂部三十二週年聯展 台中市文化局 台中

2003  台中藝術家俱樂部三十一週年聯展 台中市文化局 台中

2003  施振宗師生聯展 金禧美術空間 台中

2002  台中藝術家俱樂部三十週年聯展 台中市文化局 台中

2002  油畫聯展 金禧美術空間 台中

2001  中國四川省詩書畫油畫聯展 四川成都 中國

      台中藝術家俱樂部聯展 台中市文化局 台中

2000  台中藝術家俱樂部聯展 台中市文化局 台中

1999  當代藝術家聯展 台中市立文化中心 台中

      中日美術家交流展 台中市立文化中心 台中

1998  台中市第三屆大墩美展邀請展 台中市立文化中心 台中

      台中縣美術家協會聯展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台中

      海峽兩岸名家書畫聯展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台中

      施振宗師生聯展 台中市文化中心 台中

1997  國際現代美術家協會第 23 回 ima 聯展 東京都美術館 東京 

      日本 International moderne art exposition 1997 23rd ima 展

1997  台中市第二屆大墩美展邀請展 台中市立文化中心 台中

1996 「85 年度當代藝術家博覽會」台北國父紀念館 台北

     「大地風水情」油畫聯展 台北國際藝術中心 台北

     「85 年度彰化縣美術家油畫聯展」彰化縣立文化中心 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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