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人稱」德鴻春季特展 
 「FIRST PERSON」Der-Horng Art Gallery Spring Exhibition 

 

 
 
展期｜2021.05.14 (五) – 2021.06.19 (六) 

地點｜德鴻畫廊（台南市中西區中山路 1 號） 

藝術家｜米里亞姆·卡恩、舟越桂、平林貴宏、岩渕華林、加藤泉、加藤智大、亞歷克斯·卡茨、朱利

安·奧培 (按英文姓氏排列) 
 
Duration｜2021.05.14 (Fri) – 2021.06.19 (Sat) 

Venue｜Der-Horng Art Gallery（No.1, Chung-Shan Rd., West Central Dist., 700007, Tainan, Taiwan） 

Artist｜Miriam CAHN, Katsura FUNAKOSHI, Takahiro HIRABAYASHI, Karin IWABUCHI, Izumi 
KATO, Tomohiro KATO, Alex KATZ, Julian OPIE 
 
此次德鴻畫廊很榮幸帶來精彩的春季特展展出，今年度春季特展以「第一人稱」作為展出藝術家的串

連，透過每位藝術家對人物的表現、獨特的特色，展現出人物的各種樣態。歡迎各位前來觀賞 
  



 

 
 

米里亞姆·卡恩 Miriam CAHN ( 1949 -) 

瑞典藝術家米里亞姆·卡恩創作上致力於表現從自身的思考與感觸中，探討性別權利、身份認同、戰爭、

難民等議題，卡恩的作品透過繪畫人物張力的彰顯，並配置詭橘的色彩，表達強烈的情感且釋放能量

與大量的情緒投射。 
 
舟越桂 Katsura FUNAKOSHI（1951-） 

日本藝術家舟越桂探索人體之樣態，作品以繪畫、版畫、雕塑為主。其人物的表現修長的脖子以及非常

理的人體構造，眼神中卻又有著靜謐的情緒，細膩展現其人物的靈魂，思考著人如何與作品有連結，又

是否作品本身可以展現生命力的可能，再從作品的肌理、眼神中相互找到答案。 
 
平林貴宏 Takahiro HIRABAYASHI（1979-） 

平林貴宏所描繪的女性人物，在視覺呈現上神秘沉謐且優雅，呈現表象受傷的樣態，無語平靜的表情

卻能從眼神中感受意味深長欲言又止的心境，平林貴宏細膩的筆觸一筆筆顯現藝術家呈現獨特的優柔

卻怪誕之神情，擺露日本古典繪畫技法中的特色與縝密。 
 
岩渕華林 Karin IWABUCHI（1985-） 

岩渕華林畢業於東京造形大學。以女性、小孩為繪畫的主角，透過女性和小孩的身影，探討著現實外在

與超現實心理兩者所延伸出的兩個面向、反應出美的落差感。 
 
加藤泉 Izumi KATO（1969-） 

藝術家加藤泉以形似胎兒的人物最廣為人知，除了融合自身家鄉日本島根鄉的悠久歷史，也結合日本

多元的神話影響而散發特有的人物描繪。其創作以平面與雕塑作品為主，結合了包含刺繡、石頭等有

機物質，反映出藝術家的世界觀以及開放觀者思考的可能。 
 
加藤智大 Tomohiro KATO（1981-） 

日本鐵雕藝術家加藤智大，創作面對鐵材質的易變性，延伸出形體上的意象表現，此次展出以

Anonymous 系列的兩件人臉意象作品，並透過鏽蝕感的鐵質呈現，串連人類、戰爭、監獄等工業時代

的鏈結與反思。 
 
亞歷克斯·卡茨 Alex KATZ（1927-） 

亞歷克斯·卡茨以冷感低調的極簡主義風格表現女性人物風情，其大型繪畫最廣為人知，大膽的極簡風

格及高彩度用色被視為波普藝術的先驅。用色明朗簡潔的風格，在人物的衣著之間展現了當下的時尚

特徵，也受許多時尚產業的青睞。 
 
朱利安·奧培 Julian OPIE（1958-） 

英國藝術家朱利安·奧培以流線的線條表現出都會人物的語彙，作為藝術與流行文化上不可或缺的當代

藝術家，朱利安·奧培與流行文化合作最為著名的是操刀製作英國樂團 Blur 的專輯封面，透過簡單線條

與分明色塊的描繪，感受藝術與人之間的貼近與溫度。  



 

 
 

 

米里亞姆．卡恩Miriam CAHN 

o.t., 3.12.03 

 

26 x 20cm 

油畫於畫布 oil on canvas  Inv.# CAH/P 2362 

售出 Sold 



 

 
 

 

舟越桂 Katsura Funakoshi 

遠い月 

 

2013 

69.5 x 53cm 

美柔汀 mezzotint 

Ed. 8/25 

NTD 98,000 



 

 
 

 

舟越桂 Katsura FUNAKOSHI 

オーロラを見るスフィンクス 

 

2013 

69.5x53cm 

美柔汀 mezzotint 

Ed. 8 /25 

NTD 98,000 



 

 
 

 

舟越桂 Katsura FUNAKOSHI 

荒地の夜  

 

2013  

69.5x53cm  

美柔汀 mezzotint 

Ed. 8 /25 

NTD 98,000 

  



 

 
 

 

舟越桂 Katsura FUNAKOSHI 

眠らないスフィンクス  

 

2013 

69.5 x 53 cm  

美柔汀 mezzotint  

Ed. 8 /25  

NTD 98,000 

  



 

 
 

 

舟越桂 Katsura FUNAKOSHI 

大切な言葉 

 

2013 

69.5x53cm 

美柔汀 mezzotint 

Ed. 8 /25 

NTD 98,000 

  



 

 
 

 

舟越桂 Katsura FUNAKOSHI 

青い森で 

 

2013 

69.5 x 53 cm 

美柔汀 mezzotint 

Ed. 8 /25 

NTD 98,000 

  



 

 
 

 

舟越桂 Katsura Funakoshi 

砂の街のスフィンクス 

 

2008 

69.5×57.5cm 

蝕刻版畫 Etching 

9/25 

NTD 98,000 



 

 
 

 

舟越桂 Katsura Funakoshi 

His diary 少年の日記 

 

1993 

93.0 × 75.5cm 

Prints & Multiples 

31/50 

NTD 107,000 



 

 
 

 

舟越桂 Katsura Funakoshi 

無題 Untitle 

 

2007 

98.5 x 89.2cm 

鉛筆 紙本 pencil on paper 

NTD 1,120,000 



 

 
 

 

舟越桂 Katsura Funakoshi 

スフィンクス問う The Sphinx, Questioning 

 

2008 

image: 60 × 44.5cm   sheet: 94 × 77 cm 

直接凹版印刷 Direct Gravure 

15/25 

NTD 98,000 



 

 
 

 

平林貴宏 Takahiro HIRABAYASHI 

幻肢痛 Phantom pain 

 

2014 

53 x 41cm 

複合媒材Mixed Media 

NTD 280,000 

 



 

 
 

 

平林貴宏 Takahiro HIRABAYASHI 

幻肢痛 #17 Phantom pain #17 

 

2011 

60.5 x 73 cm 

stone pigment and ink on paper 

NTD 320,000 

 



 

 
 

 

平林貴宏 Takahiro HIRABAYASHI 

幻肢痛 #18 Phantom pain #18 

 

2011 

60.5 x 73 cm 

stone pigment and ink on paper 

NTD 320,000 

  



 

 
 

 

岩渕華林 Karin Iwabuchi 

蝴蝶結 Cyou musubi 

 

2013 

51 x 68cm 

石版版畫 Lithography 

6/24 

NTD 68,000 

  



 

 
 

 

岩渕華林 Karin Iwabuchi 

加奈 Kanae 

 

2015 

50 x 62.5 cm 

紙本設色 India ink, acrylic, pencil on paper, panel 

NTD 280,000 

  



 

 
 

 

加藤泉 Izumi KATO 

無題 27  Untitled 27 

 

2019 

68 x 46 cm 

手工縫製雙版石版畫 hand-sewn diptych lithograph 

Ed. 22 /36 

NTD 280,000 



 

 
 

 

加藤泉 Izumi KATO 

無題 Untitled  

 

2018 

27 x 14 x 21 cm 

石頭 壓克力 Stone, acrylic 

售出 Sold 



 

 
 

 

加藤泉 Izumi KATO 

無題 Untitled 

 

2018 

29.5 x 21cm 

粉蠟筆 刺繡 壓克力 拼貼畫 框 Pastel, embroidery, acrylic and collage on paper, frame 

售出 Sold 

  



 

 
 

 

加藤泉 Izumi KATO 

滾動的雪球般 Like A Rolling Snowball 

 

2019 

44.5 x 35cm 

石版印刷 Lithograph 

Ed. 282 /300 

NTD 140,000 



 

 
 

 

加藤智大 Tomohiro Kato 

匿名之人 #1 Anonymous-Human #1  

 

2016 

34 × 23 × 19.5cm 

鐵件 Iron 

NTD 84,000 



 

 
 

 

加藤智大 Tomohiro Kato 

匿名之人 #2 Anonymous-Human #2  

 

2016 

34 × 23 × 19.5cm 

鐵件 Iron 

NTD 84,000 



 

 
 

 

亞歷克斯．卡茨 Alex Katz 

Brisk Day 

 

1990 

90 x 72.3cm、91.3 x 73.8cm、91.5 x 73.9cm (由左至右) 

銅版版畫 Aquatint、絹印版畫 Screenprint、木刻版畫 Woodcut (由左至右) 

21/150 

NTD 923,000 



 

 
 

 

亞歷克斯・卡茨 Alex Katz 

Sweatshirt 

 

1990 

91.3 × 72.8cm    

Screenprint on paper 

13/150 
NTD 210,000 



 

 
 

 

朱利安．奧培 Julian Opie 

Melbourne Statuettes –Plastic Bag 

 

2018 

53 x 20.2 x 12cm 

A series of 7 freestanding patinated black bronze statuettes on a Crema Grey light stone base 

17/25 

NTD 518,000 



 

 
 

 

朱利安．奧培 Julian Opie 

Melbourne Statuettes –Cardigan 

 

2018 

49.8 x 17.6 x 12cm 

A series of 7 freestanding patinated black bronze statuettes on a Crema Grey light stone base 

17/25 

NTD 518,000 

  



 

 
 

米利亞姆・卡恩 (Miriam Cahn)  
 
米利亞姆・卡恩 1949 年於瑞士巴塞爾出生，創作大部份以具象繪畫為主，亦有例外， 創作生涯之初，

利用行為藝術和裝置藝術，將藝術、圖像表現和過程的探索做連結。 1968 至 1973 年，卡恩於巴塞爾

設計學院修讀圖像藝術。1979 因為其藝術行為成名: 在高速陸橋沿路架設大型壁畫。1981 年，獲藝術

史學家暨策展人尚克裡斯托夫‧阿曼 (Jean-Christophe Ammann) 之邀參與聯展，兩年後舉行首次個覽。

1984 年，卡恩代表 瑞士參與威尼斯雙年展。  
卡恩的作品可以見到七、八零年代女性主義的影響。她於早期創作中，將身體加入了 創作，她嘗試將

畫紙放置在創作室地板上，有時裸體作畫，或閉目作畫，消弭心神之 影響。她認為不論男、女、動物

抑或植物，任何繪製的對象軀體都能發散出超越原來 物理狀態的能量。就算是房屋，也擁有了形體肉

身，能承載能量。其他創作元素，身 體的片段或女性生殖器，也蓄藏了物理狀態、心靈、感官、情緒

之能量。卡恩將身體 元素及其表現置於光暈之中，光暈的色彩極其主觀，具有強烈的情動性。色彩時

常是 明亮的，成為情感的顏色，她的畫布深處，或是從她的筆觸、石墨中，顯現了那些被 埋藏的「秘

密」 及「禁色」。她的作品同時勾勒出個體自身的欲望，以及身體承載的 暴力。  
卡恩現居於巴塞爾及貝耶爾進行創作，亦經常於瑞士及德國舉行展覽。2003 年於馬德里 西班牙商業

銀行 (LaCaixa) 基金會美術館舉行個展，2014 年在巴黎瑞士文化中心舉行首 次重要回顧展《軀體/身

體》(körperlich/corporel)。1982、2017 年作品在卡塞爾文件展 (Documenta)展出。2019 年在瑞士伯爾

尼美術博物館，德國慕尼黑藝術之家和波蘭華沙 摩登藝術博物館舉行個展《生而為人》(ICH ALS 

MENSCH)(I AS HUMAN)，在奧地利布雷根  茨美術館舉行個展《近距離觀察》(DAS GENAUE 

HINSCHAUEN)，在索菲婭王后國家藝術  中心博物館舉行個展《萬物平等》(todo es igualmente 

importante)。2019 年卡恩還參加 了日本最大的國際藝術節愛知三年展(Aichi Triennal)。2020 年，卡恩

將在中國南京的四 方當代美術館舉辦個展。  
卡恩已獲頒許多著名藝術獎，分別於 1998 年、2005 年及 2013 年先後獲頒柏林凱特·珂 勒惠支獎、

梅拉·奧本海姆獎 (瑞士藝術獎) 及瑞士巴塞爾藝術獎。卡恩的藝術創作雖 以七、八十年代為根，圖像

語言卻激進而獨特，遠離當時代的盛行的抽象藝術，同時 也跨越了行為藝術。先前的數年間，她持續

面對、挑戰最具身體性的藝術技巧:巨型 木雕，她鋸開樹幹，去除外層、掏空、掘、刻等動作，利用身

體面對，達到「手術式 進入」與「進入它們的身體」的藝術想像。  
Source: http://www.galeriewolff.com/media/pages/files/1808396189-1595674986/Miriam-
Cahn_presentation_CH_2019.pdf 
   



 

 
 

展覽 Exhibition ————————————————————————————————— 

“Miriam Cahn: I As Human”  
Solo Exhibition at Muzeum, Warsaw, 2019-2020 
 

 
 

 



 

 
 

 
 

 
Courtesy: Daniel Chrobak / Museum of Modern Art in Warsaw.   



 

 
 

展覽 Press ——————————————————————————————————— 

“Exploring My Inner Fountain” 
Solo Exhibition at THE SHOTO MUSEUM OF ART, 2021 
Funakoshi Katsura (b. 1951) is one of contemporary Japan’s preeminent sculptors. While enrolled in 
a graduate course at Tokyo University of the Arts, he began carving human forms out of wood after 
receiving a commission to create a depiction of the Madonna and Child from a Trappist monastery in 
Hakodate. In the 1980s, Funakoshi turned his hand to painted busts made out of camphor before 
experimenting with deformed figures around the ’90s in an attempt to develop new fields of 
expression.xs 
 
Funakoshi has consistently focused on the human form, adopting a self-reflective attitude while 
engaging in the creative 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artist, “I have no choice but to dive to the bottom 
of the water within myself.” This is based on Funakoshi’s idea that “by speaking to a specific person, 
it will be possible to speak about humanity as a whole.” Moreover, Funakoshi’s inner self, which 
serves as a source of creativity, continually fluctuates as he comes to grips with a variety of personal 
and social phenomena, recalling a subterranean lake furtively protecting a vein of water linked to the 
outside. 
 
In this exhibition, we refer to this state of mind as Funakoshi’s “inner fountain.” Along with some of 
the artist’s most important works, dating from the ’80s to the present, we explore the creative 
wellspring that has given rise to Funakoshi’s art by taking a close look at his drawings, prints, memos 
(a means of recording his every thought), and handmade toys and small items. The center of the 
museum contains a fountain and an atrium, which leads to the outside world. It is our hope that 
Funakoshi’s works will inspire viewers to ruminate on the fountain contained in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Source: https://shoto-museum.jp/en/exhibitions/191funakoshi/ 
 

  



 

 
 

報導 Press ——————————————————————————————————— 

貴古賤今、變與不變：訪日本當代藝術家舟越桂 
舟越桂的高明來自材質與自然光之間的拿捏與掌握，拿捏了材質本質，掌握了觀看的本質 
 
縱觀日本當代藝壇，以雕刻家聞名的藝術家，舟越桂絕對是具分量且影響深遠的，1951 年出生的舟越桂，

自 1980 年代開始，在三十餘年的歲月中，以人體木雕為主題的雕塑作品在全球藝術世界中最富盛名，除此

之外，他也投入素描、版畫甚至是文學作品的書寫，各種創作形式。 
 
⋯⋯ 
日本當代藝術家系列的紀錄片中，舟越桂位列其一，台灣多數藝術學院的學生（尤其是雕塑相關科系）而言，

都是透過紀錄片對舟越桂的創作，初步「目睹」與了解，包含創作歷程的自白，進入到雕刻前素描草圖的階

段、著手雕刻與打磨、上色，乃至最後布展亮相，甚至是遇到撞牆期，調適狀態等細膩環節的「參與」。 
 

  
 
自 2004 年拍攝上映至今已經過了十餘年，在這漫長的期間，舟越桂的創作狀態有何新的體悟與想法呢？面

對這樣的提問，舟越桂直接了當的回答：「沒有，我一直沒有變！」自 2015 年開始，舟越桂的巡迴個展：

「我的斯芬克斯」在日本造成廣大的迴響，該展推出新系列的作品，對於藝術家而言，有著怎樣新的意涵呢？

面對如此的問題，舟越桂的回答亦是直接了當：「藝術家總是在追求變化的！」如此這般的，我們要如何感

受舟越桂在創作狀態中，在創作歷程中的變與不變？ 
 
溢於言表的凝視，是舟越桂作品最迷人的地方，這溢於言表從何而來？未曾移動的作品，彷彿擁有一種視

野，佇留在觀者身上，視野內的觀眾可以自由的移動與端詳，過程中也任憑作品視野的散發與發散，兩者之

間，交織出讓觀者難以抽身離開，引人入勝的當下。作品的視野開始是自主的，而這份自主既供人凝視，也

凝視著觀者，舟越桂的系列作品中，無論是雕刻還是素描，在半身像的人體中，都共享著這樣的特質與魅力，

正因如此，創作的技術通常是觀眾最先關心，也最好奇的地方，技術卻是舟越桂本人最少提及的部分。 



 

 
 

舟越桂作品中，上色的木雕與大理石做成的眼珠，是他的作品最為人注意的部分。仔細觀察，半身像的肢體

與身軀，舟越桂並非全然「照實」上色，而採用了交融著寒暖的色感：藍色、紫色與綠色，但仍然透著屬於

人體肌膚該有的「血色」，從頭部到肩頸、從頭髮到手臂，從左至右，由上到下，沒有哪個局部的色澤是全

然單一，人像容顏的處理，則在方寸之間自成天地、細膩不失整體。舟越桂的高明來自材質與自然光之間的

拿捏與掌握，拿捏了材質本質，掌握了觀看的本質。 
 
舟越桂的父親舟越保武，也是一名雕刻藝術家，父親對舟越桂的影響，不由技術上產生，而是精神面，舟越

桂堅定的說道：「這個精神並非作品內部想追求、表達的那種精神，而是身為一名藝術家棄而不捨的把作品

做到完整的精神。」他對人體近乎迷戀的琢磨，在作品中展現了一絲不苟的「精神」，這精神的傳承，除了

來自父親身邊的影響，更多部分來自日本古代別具匠心的工藝技術。 
 
關於作品造像人物細膩的眼睛，舟越桂受訪時，特別提到日本鐮倉時期著名的雕刻師運慶，「玉眼」指的是

在挖空的木雕佛首內，鑲嵌水晶，並在水晶的內側繪以瞳孔，是一種日本特有的佛像雕刻手法，舟越桂表示

自己對古美術的熱愛，行程他以大理石為媒材製作眼睛，在訪問中他也談及創作使用的大理石，用的是父親

用剩的石材。 

由於舟越桂受日本古美術的影響，從古美術史中掘取靈感，他笑著說，自己反而對現代美術不甚了解，而這

股不分古今、在同一面上平等的對話、無分高低的學習是藝術家一貫的態度。 
 
在台北藝博會現場，與雕刻一同展出的素描作品，是舟越桂展覽中常見的展出形式，不同的媒材無法相互取

代，以至於每次展覽都必須並置陳列，他說道：「素描有自己獨立的趣味性，即使是不經意、無意識的塗鴉，

有時都比雕塑更為生動，雕刻僅僅是物件本身，但是繪畫卻可以表達更遠更多的狀態」，例如不同的風景可

以同時在一個平面上呈現，相較於此，要用雕刻表現卻很難，對他而言繪畫形式能夠擺脫了物件本身的限

制；至此舟越桂亦回應了自己雕刻作品中蘊含的挑戰：宛若素描卻僅有雕刻才有的境界。自現場展出的半身

人像，包藏的空間性與情感特質，不言而喻。 
 
2015 年在日本所舉行「我的斯芬克斯」巡迴個展，對台灣觀眾而言較為陌生，該展中人體的形象相較過去

的創作，有了更多物件的拼貼，肢體的延伸與擴張的結構，舟越桂認為作品的變化，以外觀來講是自然的成

長，因為自己關注的對象，從原本單一的個體，變成與周遭環境的互動連結，環境與人類群體生存議題的感

觸，讓作品中出現各種動物以及手腳肢體的旁生，或共用一個身軀的人像造型，然而在創作的精神狀態上，

仍是數十年如一日，這即是舟越桂的變與不變！ 
 
古代佛像斂眉垂目，傳達出二分觀外觀世間，八分觀內觀自在的寓意，千處祈求千處應的抽象意涵，也能透

過五官的雕琢，展現出微語、閉目、傾聽的形象；人，是舟越桂永遠不變的主題，他以半身像姿勢，與細膩

的上彩，讓立體的作品更像是一個意欲破框的繪畫，宛若個體堅實共存的雕刻，沒有佛像斂眉垂目的超然，

卻有著百般同一的人間凝視。 
 
責任編輯：曾傑／核稿編輯：楊之瑜 
Source: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54477 
  



 

 
 

評論 Critiqu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