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任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美術系兼任助理教授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型設計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學歷

1994 法國巴黎國立高等裝飾藝術學院(ENSAD)空間藝術系繪畫組碩士畢業
1987 國立藝專美術科西畫組畢業

得獎資歷

2018 中華民國畫學會「油畫類金爵獎」
2013 第五十四屆中國文藝獎章「美術創作獎」
2010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第三十九屆「傑出校友獎」
1995 中華民國第七屆國際版畫及素描雙年展「素描類金牌獎」
1993 法國尼斯第十三屆地中海藝術雙年展「繪畫獎」
1991 法國巴黎國立高等裝飾藝術學院「繪畫首獎」
 　　法國(ELNE)愛連那省法國青年藝術家沙龍「繪畫獎」
1987 中華民國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油畫首獎」、全省主席盃「水彩寫生首獎」
1986 國立藝專美展「油畫首獎」

典藏

台北市立美術館、國立台灣美術館、國立藝術教育館、國父紀念館、國立歷史博物館、
上海安亭鎮博物館、福建泉州博物館、廣東翠亨美術館、基隆文化局、屏東文化局及美國、
加拿大、法國、新加坡、台灣等私人收藏

                        

1961年出生於基隆

陶
文
岳  

  Tao Wen-Yueh      



陶文岳Tao Wen-Yueh
 
大象無形The Great formlessness  
2020 197x227cm 
油彩、畫布Oil on canvas



陶文岳Tao Wen-Yueh
 
繽紛之旅The Abundant 
2020 162x130cm
油彩、畫布Oil on canvas



抽象的層次宛如在高溫窯火中燒就出的變調，以雲淡風輕的奧妙身姿傳世，過程

的溫度，展現出作品的深度。萬物都有莫測的溫度，心情的溫度，時光的溫度，

風的溫度，顏色的溫度，線條的溫度，色塊的溫度，斑駁的溫度，成長的溫度 ，

理智的溫度，聲音的溫度，抒情的溫度，無限的溫度，杯子的溫度，大海的溫度，

歷史的溫度，漢磚的溫度，宋瓷的溫度，幾何的溫度，圓滿的溫度，等待的溫度，

親情的溫度，嚮往的溫度，生活的溫度，符號的溫度⋯⋯    



陶文岳Tao Wen-Yueh
 
北極光Aurora Borealis 
2019 130x162cm 
油彩、畫布Oil on canvas



陶文岳Tao Wen-Yueh
 
蒼茫之音The Sound of Immensity 
2020 130x162cm
油彩、畫布Oil on canvas



陶文岳Tao Wen-Yueh
 
遠古的傳奇
The Legend from the Ancient Past 
2020 112x146cm
油彩、畫布Oil on canvas



陶文岳Tao Wen-Yueh
 
奇幻之島The Island of Fantasy
2020 97x130cm 
油彩、畫布Oil on canvas



陶文岳Tao Wen-Yueh
 
綠蹤Green Trace
2020 91x116.5cm
油彩、畫布Oil on canvas



陶文岳對顏色的偏愛似乎是大植物園主義者，

然而在〈綠蹤〉一作中，他自承喜歡綠顏色的療癒方式，

在熱愛的山水中，以海的廣闊及山的綿延舒緩放鬆身心。

此作還原其一貫的抽象理念，是充滿有機性的創作，



陶文岳Tao Wen-Yueh
 
靜謐之音The Sound of Tranquil
2020 91x116.5cm 
油彩、畫布Oil on canvas



陶文岳Tao Wen-Yueh
 
符號的世界World of Symbol 
2020 116.5x91cm 
油彩、畫布Oil on canvas



陶文岳Tao Wen-Yueh
 
無盡之無盡The Infinite of the Infinity 
2019 110x80cm 
複合媒材、紙Mixed media on paper





陶文岳Tao Wen-Yueh
 
混沌之音The Primal Chaos 
2018  79x60cm
複合媒材、紙
Mixed media on paper



陶文岳Tao Wen-Yueh
 
種子的記憶
The Memory of the Seeds 
2020 91x72.5cm
油彩、畫布Oil on canvas



陶文岳Tao Wen-Yueh
 
築地之境Varied World
2020 61x73cm 
油彩、畫布Oil on canvas

          



陶文岳Tao Wen-Yueh
 



陶文岳Tao Wen-Yueh
 
自然的禮讚The Praise of Nature
2020 61x73cm 
油彩、畫布Oil on canvas



陶文岳Tao Wen-Yueh
 
時間方程式Time Equation
2020 42x60cm
壓克力彩、木板
Acrylic on board

陶文岳Tao Wen-Yueh
 
藍色記憶Blue memory
2020 42x60cm
壓克力彩、木板
Acrylic on board



陶文岳Tao Wen-Yueh
 
意象之源
Origin of Sensational 
2019 40x28cm 
壓克力彩、木板
Acrylic on board

陶文岳Tao Wen-Yueh
 
一即一切The One 
2019 40x28cm 
壓克力彩、畫布
Acrylic on canvas

陶文岳Tao Wen-Yueh
 
山水之音
Sound of Landscape
2019 40x28cm 
壓克力彩、木板
Acrylic on board



陶文岳Tao Wen-Yueh
 
月牙泉之夢Dream of Crescent Spring 
2018 27x39.5cm 
複合媒材、紙Mixed media on paper



陶文岳Tao Wen-Yueh
 
心靈溫度系列
2020 21x28cm 
素描、紙Sketch on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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