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新于 2017年 11月 16日 
黄致阳简历（b.1965，台北，台湾）  
 

 
 
1965 年出生台北   
 
1989 毕业于中国文化大学，台北，中国台湾 
 

现工作生活于北京 
 
个展 
 
2017 
黄致阳：话语经纬，Temple东景缘，北京，中国 
 
2014 
工课，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中国 
工课，墨斋画廊，北京，中国 
 
2013  
祥兽与千灵显，2013黄致阳雕塑绘画展，龙门雅集，上海，中国 
黄致阳：Zoon，密视，北京艺门画廊，香港，中国 
 
2012 
黄致阳个展，颐和悦馆，北京，中国 
千高原，黄致阳个展，艺术＋上海画廊，上海，中国 
 
2011 
黄致阳新作展，程昕东国际当代艺术空间，北京，中国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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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致阳个展：永远的边界，伊通公园，台北，中国台湾 
黄致阳个展：永远的边界，北京艺门画廊，北京，中国 
 
2008 
黄致阳：Zoon + 灵兽，汉雅轩，香港，中国 
座千峰：黄致阳艺术展，时代广场，香港，中国 
 
 
2007  
Zoon，北京生物，北京艺门画廊，北京，中国 
新作品，北京艺门画廊，北京，中国 
 
2006  
都会风景，台北当代美术馆，台北，中国台湾 
 
2004 
千灵隐，大未来画廊，台北，中国台湾 
 
2001 
生物风景，Cross Path Culture-White Box，纽约，美国 
恋人絮语，汉雅轩，台北，中国台湾 
 
2000 
恋人絮语，伊森·科恩画廊，纽约，美国 
 
1999  
恋人絮语，汉雅轩，香港，中国 
 
1997  
德国路德维希美术馆进驻计划及个展：Zoon，路德维希美术馆，亚琛，德国 
 
1996  
德国路德维希美术馆进驻计划及个展：Zoon，路德维希美术馆，亚琛，德国 
 
1995  
黄致阳个展，阿普画廊，高雄，中国台湾 
忧郁森林，台北县立文化中心，板桥，中国台湾 
囚，竹围工作室，台北，中国台湾 
 
1993  
黄致阳个展，阿普画廊，台北，中国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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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黄致阳个展：形产房，二号公寓，台北，中国台湾 
 
1991 
黄致阳个展，拔萃画廊，台北，中国台湾 
 
1989  
法相·说法，二号公寓，台北，中国台湾 
 
主要群展 
 
2017 
寻脉造山，宝龙美术馆，上海，中国 
当物之及：夏季群展，北京艺门画廊，北京，中国 
美景：夏季群展，北京艺门画廊（香港），香港，中国 
 
2016 
水墨与心灵，墨斋画廊，北京，中国 
炫耀：北京艺门画廊，北京，中国 
超越：当代中国抽象水墨展，苏州音昱水中天画廊，苏州，中国 
 
2015 
水墨艺博，北京艺门画廊展位，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香港 
 
2014    
水墨与身体，墨斋画廊，北京，中国  
极光墨海，中国水墨艺术家暨作品赴南极展，华府艺术空间，上海，中国  
释放未来-中国当代水墨邀请展，亚洲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夏天里（肆）——画廊回顾展，艺术＋上海画廊，上海，中国 

 
2013 
文房，中国艺术与设计群展，艺术+上海画廊，上海 
狠毒的风景，富思画廊，北京 
美丽台湾：台湾近现代名家经典作品展（1911 ─ 2011），中国美术馆，北京  
重回新望展：北美馆当代脉络的开拓，台北市立美术馆，中国台湾 
为什么绘画，北京艺门画廊，香港 
 
2012  
城市之光：中国上海静安国际雕塑展，静安雕塑公园，上海 
首届新疆当代艺术双年展，新疆国际展览中心，乌鲁木齐 
第三自然：中国再造，第四届广州三年展项目展第二回，广东美术馆，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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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的边界：跨文化对话，海尔兹利亚当代艺术博物馆，海尔兹利亚 
摩登：瑞居艺术计划，瑞居酒店，北京，中国 
 
2011    
节点，中国当代艺术新景象，程昕东国际当代艺术空间，北京 
巴黎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FIAC），巴黎大皇宫、巴黎植物园、杜伊勒公园，巴
黎 
迈阿密海滩巴塞尔艺术展，迈阿密海滩会议中心，迈阿密 
未来通行证：从亚洲到全球，第五十四届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展，（巡回展） 圣
格雷戈斯修道院、曼吉利瓦马拉那宫，威尼斯，鹿特丹世界美术馆（2011─2012
年）鹿特丹，台湾美术馆（2012年）台中 ，今日美术馆（2012年），北京，
中国 
Anne Valerie Hash与黄致阳跨界合作，巴黎时装周，巴黎，法国 
香港国际艺术展：台北其玟画廊，香港国际会议中心，香港，中国 
 
2010  
黄致阳与赵卉洲跨界合作，秀场舞台装置，北京时装周，北京饭店，北京，中国 
中国当代创意 Show Room，巴黎时装周，巴黎，法国 
世界的艺术·世博轴雕塑长廊国际雕塑展：交叉小径的城市，上海世博会，上海，
中国 
新山水·动水墨，悠闲艺术中心+新画廊，台北，中国台湾 
异象：典藏抽象绘画展，台湾美术馆，台中，中国台湾 
房间里的旅行，百艺画廊，台北，中国台湾 
粉乐町：台北东区当代艺术展 2010年，台北市各区，台北，中国台湾 
虚空，艺术+上海画廊，上海，中国 
 
2009  
一窥台湾当代纸上作品，其玟画廊，台北，中国台湾 
发现，北京铸造艺术馆，北京，中国 
 
2008  
繁殖：北京艺门画廊群展，北京艺门画廊，北京，中国 
第二届上海当代艺术馆文献展：梦蝶，上海当代艺术馆，上海，中国 
开放·11 ， 第十一届国际雕塑装置展，利多岛，威尼斯，意大利 
上海艺术博览会：台北其玟画廊，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中国 
亚洲·当代·后殖民，福兴国际双年展，彰化县福兴谷仓，彰化，台湾，中国台湾 
浮动，凤甲美术馆，台北，中国台湾 
形·意·质·韵，东亚当代水墨创作邀请展，台北市立美术馆，台北，中国台湾 
小甜心 ，伊通公园二十周年庆，伊通公园，台北，中国台湾 
过来，荔空间，北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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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透视的景观，第六届深圳当代雕塑艺术展，何香凝美术馆 OCT当代艺术中心 
深圳，中国 
开放的水墨，当代水墨艺术邀请展，关山月美术馆，深圳，中国 
语境与环境，北京当代艺术馆，北京，中国 
环铁时代美术馆开幕联展，环铁时代美术馆，北京，中国 
缺席，创意正阳艺术区，北京，中国 
 
2006 
水墨变相，现代水墨在台湾，台北市立美术馆，台北，中国台湾 
新西方主义，中国当代艺术在北京，The House艺术广场，北京，中国 
入境：中国美学，第一届上海当代艺术馆文献展，上海当代艺术馆，上海，中国 
台湾当代艺术收藏展，台湾美术馆，台中，中国台湾 
亚细亚美展，东京都立美术馆，东京，日本 
台湾美术发展 1950－2000，中国美术馆，北京，中国 
 
2006 
水墨变相——现代水墨在台湾，台北市立美术馆，台北，中国台湾 
新西方主义——中国当代艺术在北京，The House艺术广场，北京，中国 
入境：中国美学——第一届上海当代艺术馆文献展，上海当代艺术馆，上海，中
国 
台湾当代艺术收藏展，国立台湾美术馆，台中，中国台湾 
亚细亚美展，东京都立美术馆，东京，日本 
2006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华山文化园区，台北，中国台湾 
当代风景，台北当代艺术博物馆，台北，中国台湾 
 
2005  
水墨桃花源教育展，台北市立美术馆，台北，中国台湾 
琴·书·画·茶，台北当代艺术馆，台北，中国台湾 
中国艺术的入侵：艺术巴塞尔迈阿密 2005，Mozaic大厦，迈阿密，美国 
 
2004  
原乡与流转，台湾三代艺术展（巡回展），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大学美术馆   
路易维尔市，列治文美术馆，温哥华（2005年），亚太艺术博物馆，巴沙迪纳
（2005年），台湾美术馆，台中（2006年），中国台湾 
道隐踪藏，诚品画廊，台北，中国台湾 
当代水墨与水墨当代，台北市立美术馆，台北，中国台湾 
台北当代艺术馆线上艺术家联展，台北当代艺术馆，台北，中国台湾 
作品集：台北市立美术馆馆藏精品一百件，台北市立美术馆，台北，中国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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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汉雅轩二十年周年庆，香港艺术中心，香港，中国 
激进的线：革新中国当代绘画，伍斯特学院艺术博物馆，伍斯特，美国 
 
2003  
东门美术馆联展，东门美术馆，台南，中国台湾 
视觉设计：吴义芳独舞展，新舞台，台北，中国台湾 
六十四种爱的欲言：在 SARS蔓延的年代，伊通公园，台北，中国台湾 
以“当代”为名：威尼斯双年展台湾参展回顾 1995－2003，台北市立美术馆，台
北，中国台湾 
台湾艺术电影节，Amazeum，Lothringer13，Spiegel，Lothringer13 ，Laden 
慕尼黑 
布拉格双年展，Nadace，布拉格，捷克 
 
2002  
磁性书写 II：光隙掠影，影像在凝视我们，伊通公园，台北，中国台湾 
解放前卫：台湾九十年代前卫艺术家，黄明川的影像创作，台北市立美术馆 ，
台北，中国台湾 
亲水宣言，台北公共艺术节，大湖公园，台北，中国台湾 
淡水镇自导式步道系统规划，小学生的椅子，淡水镇，中国 
台湾当代艺术全集，凤甲美术馆，台北，中国台湾 
 
2001 
观念水墨展，伊森·科恩画廊，纽约，美国 
 
2000  
墙，历史博物馆，台北，中国台湾 
开创新世纪：港台水墨画联展，香港视觉艺术中心，香港，中国 
 
1999  
面对面，台湾当代艺术展（巡回展），黄金海岸市立美术馆，昆士兰，堪培拉

Drill Hall美术馆，堪培拉，橘子镇地区美术馆，橘子镇，悉尼艺术学院，悉尼
（2000年），墨尔本皇家科技学院美术馆，墨尔本（2000年），威灵顿 Adam
美术馆，威灵顿（2000年） 
文字的力量，台湾美术馆，台中，中国台湾 
复数元的视野，台湾当代美术 1988－1999，历史博物馆，台北，中国美术馆 
北京，中国 
台湾探究，当代纸上作品展，台北市立美术馆，台北，中国台湾 
磁性书写，念念之间纸上作品专题展，伊通公园，台北，中国台湾 
中国造像，香港汉雅轩画廊，香港，中国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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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伦理：巢穴，信义计划区，台北，中国台湾 
台北后花园装置艺术展：绿光，草山文化行馆，台北，中国台湾 
蜕变突破，华人新艺术展（巡回展），亚洲协会美术馆，纽约，P.S.1当代艺术
中心，长岛，旧金山当代艺术博物馆，旧金山，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旧金

山，当代艺术博物馆，蒙特瑞，美国；塔科马艺术博物馆与亨利艺术画廊，西雅

图，香港艺术馆，香港，中国 
在传统的边缘，拓展当代水墨的视界，帝门艺术教育基金会，台北，中国台湾中

国 
现代彩瓷展，台南县立文化中心，新营，中国台湾 
 
 
1997  
大地·城市·交响，台湾装置艺术展，嘉义市户外，嘉义，中国台湾 
台湾探究，当代纸上作品展（巡回展），纽约素描中心，纽约，帕里什美术馆，

长岛 ，加州圣塔巴巴拉美术馆，圣塔芭芭拉市，台北市立美术馆（1999年），
台北，中国 
鬼节，Tacheles艺术中心，柏林，德国 
旧金山赫德兰艺术中心进驻计划及展览，赫德兰艺术中心，旧金山，美国 
 
1996  
陶瓷新域展，台北县立文化中心，板桥，中国台湾 
情色，高高画廊，台南，中国台湾 
 
1995  
台湾艺术：第四十六届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普里奇欧尼宫，威尼斯，意大利 
开幕序，新乐园开幕联展，新乐园艺术空间，台北，中国台湾 
边框，台北师范学院（今台北教育大学），台北，中国台湾  
淡水河上的风起云涌，第七届台北县美展，台北县立文化中心，板桥，中国台湾 
台湾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博物馆，悉尼，澳大利亚 
台湾传奇：现代绘画在台湾，臻品艺术中心，台中，中国台湾 
 
1994  
琴瑟，爱力根画廊，台北，中国台湾 
多媒体联展，阿普画廊，高雄，中国台湾 
文，台北县立文化中心，板桥，中国台湾 
明牌展，二号公寓联展，台湾美术馆，台中，中国台湾 
台北现代美术双年展，台北市立美术馆，台北，中国台湾 
 
1993  
台湾 90年代新观念族群展，汉雅轩，台北，中国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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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特展，阿普画廊，台北，中国台湾 
泥雅新苗展，台湾泥雅画廊，台北，中国台湾 
毒害，二号公寓，台北，中国台湾 
台北县美展，台北县立文化中心，板桥，中国台湾 
黄致阳、杨仁明联展，阿普画廊，台北，中国台湾 
 
1992  
延续与断裂，宗教、巫术、自然，台北市立美术馆，台北，中国台湾 
台北现代美术双年展，台北市立美术馆，台北，中国台湾 
二号公寓联展，黄河艺术中心，台中，中国台湾 
本·土·性，二号公寓，台北，高高画廊，台南，阿普画廊，高雄，中国台湾 
卖点，高高画廊，台南，中国台湾 
反核心意识，汉雅轩，台北，中国台湾 
象限中的风，穿刺台湾环境的探针，台北县立文化中心，板桥，中国台湾 
十厘米乘十五厘米小品展，伊通公园，台北，中国台湾 
阿普画廊开幕联展，阿普画廊，台北，中国台湾 
个人主义第三方位实力展，艺术中心，台中，中国台湾 
 
1991  
公寓：前卫与实验，台北市立美术馆，台北，中国台湾 
 
1990  
第六届国际版画素描双年展，台北市立美术馆，台北，中国台湾 
 
1989  
中韩现代水墨展，汉城市立美术馆，汉城，韩国 
 
1988 
墨与彩的时代性，现代水墨展，台北市立美术馆，台北，中国台湾 
 
获奖 
 
1996  
获亚洲文化基金会奖 
 
1995  
获台北县政府奖，淡水河上的风起云涌──第七届台北县美展，台北县立文化中
心 
 
1993  
获台北县政府奖，台北县美展，台北县立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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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更多的详细信息请联系： info@pekinfinearts.com 或者致电： (8610) 5127 

3220.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