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识宏 

 

1947     生于台湾中坜 

1968     毕业于国立艺专美术科 

 

现生活及工作于台北与纽约 

 

个展  

2019    “磅礡 — 杨识宏近作展”，广东美术馆，广州 

2017    “计白守黑 — 杨识宏意识流系列近作展”，亚洲艺术中心，北京 

2015    “永远的现在”，上野之森美术馆，东京 

2014    “复调的诗学 — 杨识宏个展”，亚洲艺术中心，台北 

2014    “脸书．当代文化人纪实 — 杨识宏摄影展”，新北市政府／新北市艺文中

心／淡水古迹博物馆，台北 

2012    “心境 — 杨识宏个展”，亚洲艺术中心，台北 

2011    “杨识宏的创作基因”，高雄市立美术馆，高雄 

2002    “存在的痕迹”，亚洲艺术中心，北京 

2010    “岁月‧流光 — 杨识宏创作历程 40 年”，国立台湾美术馆，台中 

2009    “雕刻时光 — 杨识宏个展”，国立国父纪念馆，台北 

2006    “绘与画之间 — 纸上作品系列”，赤粒艺术，台北 

2008    “水墨新探 — 意识流系列”，赤粒艺术，台北 

2004    “杨识宏近作展”，中国广场，纽约 

2007    “心象情境”，中国美术馆，北京 

2006    “杨识宏十年历程 1997-2006”，亚洲艺术中心，台北 

2006    “杨识宏”，欧哈拉画廊，纽约 

2005    “杨识宏 2005 新作展”，亚洲艺术中心，台北 

2004    “象由心生 — 杨识宏作品展”，国立历史博物馆，台北 



 

 

2003    “杨识宏抽象新作展”，亚洲艺术中心，台北 

2003    “杨识宏抽象新作展 ”，世宗美术馆，汉城 

2001     亚洲艺术中心，台北 

2000     亚洲艺术中心，台北 

2000    “杨识宏纸上作品展”，桃园县立文化中心，桃园 

2000    “杨识宏新作展”，臻品艺术中心，台中 

1999    “杨识宏纽约廿年 — 火与冰的轨迹”，山美术馆，高雄 

1997     印象画廊，台北 

2000    “杨识宏近作展”，欧哈拉画廊，纽约 

1996     北京国际艺苑美术馆，北京 

2000     约克学院画廊，纽约 

2000     欧哈拉画廊，纽约 

1995     琢璞艺术中心，高雄 

1994     利特琼史多纳画廊，纽约 

1993     时代画廊，台北 

2000     麦寇沃斯画廊，纽约 

1992     时代画廊，台北 

2000     墨色画廊，纽约 

1991     时代画廊，台北 

2000     长城画廊，多伦多 

2000     麦寇沃斯画廊，纽约 

1990     456 画廊，纽约 

2000     三原色艺术中心，台北 

2000     龙门画廊，台北 

2000     艺倡画廊，香港 

1989     麦寇沃斯画廊，纽约 

1988     龙门画廊，台北 

2000     托马苏罗画廊，新泽西 

1987     贝西露森菲尔德画廊，芝加哥 

2000    “1986-1987 杨识宏 — 绘画与纸上作品”，麦寇沃斯画廊，纽约 

2000    “1986-1987 杨识宏 — 绘画与纸上作品”，哥斯达黎加国家美术馆，圣荷

西，哥斯达黎加 

2000     高雄市社教馆，高雄 



 

 

1986     费宾卡森画廊，伦敦 

1985    “1983-1985 作品展”，麻州大学画廊，麻州 

2000    “痴迷与颓废：1984-1985 新作与纸本作品”，鲁思西葛画廊，纽约 

1984    “no title”，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高雄 

2000    “新作与纸上作品展”，新象艺术中心，台北 

2000    “新作与纸上作品展”，陶步画廊，费城 

2000    “纸上作品展”，亚美艺术中心，纽约 

2000    “新作与纸上作品展”，陶步画廊，费城 

1979     阿波罗画廊，台北 

1978     艺术家画廊，台北 

1977     龙门画廊，台北 

1974     美国新闻处，台北 

1973     国父纪念馆，台北 

1973     省立博物馆，台北 

1971     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台北 

 

 

群展 

2018 

“形非势变：台湾抽象艺术”，纽约台湾书院，纽约/斯托克頓大學諾伊斯美術館，紐

澤西  

 

 

2016 

“1960-台湾现代艺术的滥觞”，亚洲艺术中心台北一馆，台北 

 

2014 

“抽象与意境”，罗斯洛克南方美术馆，广州 

“花莲．纽约．巴黎”，乙皮画廊，花莲 

 

2013 



 

 

“文化．精神．生成”，威尼斯艺术双年展，威尼斯 

“非形之形 — 台湾抽象艺术”，广东美术馆，广州 

 

2012 

“非形之形 — 台湾抽象艺术”，台北市立美术馆，台北 

 

2011 

“百岁百画 — 台湾当代画家邀请展”，国父纪念馆中山国家画廊/国立台湾美术馆/台

南文化中心，台北/台中/台南 

“SKY-2011 亚洲版 X 图展”，关渡美术馆，台北 

 

2010 

“国际交流作品展”，中正纪念堂，台北 

“新东方精神 II — 承启”，亚洲艺术中心，北京 

“无远符届 — 书写当代符号渗透力”，大象艺术空间馆，台中 

“台艺大‧跨世纪薪传 — 教授创作展”，国父纪念馆，台北 

 

2009  

“世界素描．素描世界”，首尔国立大学美术馆，首尔 

“台湾当代艺术”，O 美术馆，东京 

“无界限”，中国广场画廊，纽约 

“当代中国水墨艺术历史回顾展”，后世纪画廊，纽约 

 

2008 

“中国传统再现”，艾米．西门画廊，西港，美国 

“临界在线 — 首尔书法双年展”，首尔 

 

2007 

“气韵：中国抽象艺术国际巡回展”，中国广场/香港艺术公社/现在画廊/何香凝美术馆

OCT 当代艺术中心，纽约/香港/北京/深圳 

“世界书艺全罗北道双年展”，SORI 艺术中心，全州，韩国 

 

2006 



 

 

“第三空间：抽象艺术的中国文本”，锦都艺术中心/宁波美术馆/上海美术馆，北京/

宁波/上海 

“沉默的放逐”，二乘十三画廊，纽约 

 

2005 

“台湾具象绘画”，台北市立美术馆，台北 

“中韩现代美术展”，世宗美术馆，首尔 

“世界书艺全罗北道双年展”，SORI 艺术中心，全州，韩国 

“板块-位移(II)”，中央大学艺文中心，桃园 

“二○○五关渡英雄志－台湾现代美术大展，关渡美术馆，台北 

“大地生态艺术展”，埼玉县立近代美术馆，琦玉 

“抱川亚洲艺术节”，抱川，韩国 

 

2004 

“比较沙龙”，欧德耶艺术空间，巴黎 

“板块-位移－六位台湾当代艺术家展”，456 画廊，纽约 

“开新－八 0 年代台湾美术发展”，台北市立美术馆，台北 

 

2003 

“台湾美术战后五十年作品展”，长流美术馆，桃园 

“世界书艺全罗北道双年展”，SORI 艺术中心，全州，韩国 

 

2002 

“大象无形：当代华人抽象艺术展”，广东美术馆，广州 

“热带雨林－当代国际绘画展”，拉斯韦加斯美术馆，拉斯韦加斯 

 

2001 

“热带雨林－当代国际绘画展”，中华新闻文化中心台北艺廊，纽约 

“热带雨林－当代国际绘画展”，高雄市立美术馆，高雄 

“台北现代画展”，上海美术馆，上海 

“十五位亚裔美国艺术家”，石溪大学，纽约 

 

1999 



 

 

“复数元的视野”，北京中国美术馆，北京 

“光之追寻”，赫德逊画廊，纽约 

 

1998 

“亚洲的美学”，塔卡拉画廊，休斯敦 

“海外华人当代艺术展”，臻品艺术中心，台中 

 

1997 

“截取的思想”，加州美术馆，圣塔罗沙 

“亲密的宇宙”，罗伯史提尔画廊，纽约 

“自然的气势”，中华新闻文化中心台北艺廊，纽约 

 

1996 

“台北现代艺术交流展”，上海美术馆，上海 

“盛开”，莱森托普斯画廊，纽约 

 

1995 

“浪漫的冲动：十七位美国艺术家”，欧哈拉画廊，纽约 

“旅美华裔画家作品展”，交易广场，香港 

 

1994 

“台北现代画展”，泰国国家画廊，曼谷 

“着魔（蓝）”，辛西娅．麦卡利斯特画廊与毕斯特画廊，纽约 

“浪漫吗？”，克罗斯比街，纽约 

 

1993 

“亲密的宇宙”，妮娜佛洛依登海姆画廊，纽约 

“当代美国纸上作品展”，克兰纳美术馆，伊利诺伊州 

“亚洲艺术双年展”，亚洲艺术中心，台北 

 

1992 

“亲密的宇宙：25 位美国画家小型作品展”，麦寇沃斯画廊，纽约 

 



 

 

1991 

“过去成为未来”，西武现代画廊，东京 

“台北‧纽约 : 现代艺术的遇合”，台北市立美术馆，台北 

“片段”，麦寇沃斯画廊，纽约 

“东方与西方的惊叹号”，大未来画廊，台北 

 

1990 

“手感：当代素描”，威斯康辛大学密尔瓦基分校美术馆，密尔瓦基，美国 

 

1989 

艾隆戴维斯画廊，纽约 

“两周年纪念展”，麦寇沃斯画廊，纽约 

 

1988 

“壹周年纪念展”，麦寇沃斯画廊，纽约 

“延续与改变：五位华人当代艺术家”，耶鲁大学画廊，纽哈芬 

“当代艺术中的古典神话与意象”，皇后美术馆，纽约 

“花展”，贝西罗森菲尔德画廊，芝加哥 

“贝壳：设计精神”，卑尔根艺术科学馆，帕拉木斯，美国 

“纸上作品展”，妮娜佛洛依登海姆画廊，纽约 

 

1987 

“新空间、新作品与纽约”，海兰德尔画廊，棕榈滩，美国 

 

1986 

“正方及其他”，鲁思西葛画廊，纽约 

“纽约美术家十一人作品展”，广东画院，广州 

“夏日联展”，穆斯泰德画廊，莫尼克，瑞典 

 

1985 

“生机焕发”，派恩艺术中心与植物园，旧金山 

“四位纽约艺术家”，贾涅特史坦恩涂画廊，旧金山 

“国家与国际工作室计划艺术家联展”，钟塔画廊，纽约 



 

 

“大具象素描”，弗吉尼亚美术馆，里奇蒙，美国 

“七十与八十年代的艺术”，奥缀奇当代艺术馆，里奇菲尔德 

“过剩”，出口艺术画廊，纽约 

“收成”，鲁思西葛画廊，纽约 

“86 年评选年展”，皇后区美术馆，纽约 

 

1984 

“雄狮美术双年展”，雄狮画廊，台北 

“异国情调”，史蒂芬露森堡画廊，纽约 

“邀请展第二部：八位形象画家联展”，西葛现代画廊，纽约 

“现代艺术展”，泰特格林沃画廊，纽约 

“Salvo”，鲁思西葛画廊，纽约 

“三位纽约艺术家”，汤森公园游客中心，纽泽西 

 

1983 

“狂暴”，西葛现代画廊，纽约 

“梦、魔、狂”，抉择美术馆，纽约 

“中国海外艺术家作品展”，台北市立美术馆，台北 

“英国克里夫兰国际素描双年展”，米德尔斯伯勒画廊，克里夫兰，英国 

“86 年评选年展”，皇后区美术馆，纽约 

“新收藏与馆委选择”，奥缀奇当代美术馆，里奇菲尔德，美国 

 

1982 

“夏日邀请展”，苏珊考德威尔画廊，纽约 

“中国现代版画展”，圣若望大学，纽约 

“当代中国艺术展”，马皆拉塔市立美术馆，马皆拉塔市 

“四位艺术家”，苏活视觉艺术家中心，纽约 

 

1981 

“世界素描展”，柏灵翰画廊/鲍斯博物馆/下议院，克里夫兰/巴纳德城堡/伦敦，英国 

“五位东方艺术家”，柏根郡小区美术馆，帕拉木斯，美国 

 

1980 



 

 

“迈阿密国际版画双年展”，大都会博物馆与艺术中心，科勒尔盖布尔斯，美国 

 

1979 

“当代画家邀请展”，国军文艺活动中心，台北 

“第一接触油画特展”，版画家画廊，台北 

“英国国际版画双年展”，布拉德福德艺术画廊与博物馆，布拉德福德，英国 

 

1978 

“现在台湾：17 位台湾艺术家作品展”，林菲尔德学院，俄勒冈州，美国 

“国际版画交流展”，国立现代美术馆，汉城 

“亚细亚现代美展”，上野美术馆，东京 

“台湾当代九人展”，香港艺术中心，香港 

 

1977 

“中华现代绘画十人展”，东京都美术馆，东京 

“亚细亚现代美展”，上野之森美术馆，东京 

“中国现代画家联展”，阿波罗画廊，台北 

“中韩现代版画展”，省立博物馆，台北 

“全国版画展”，省立美术馆，台中 

 

1976 

“中外当代版画联展”，省立博物馆，台北 

“当代美展”，国立历史博物馆，台北 

“中日现代美展”，国立历史博物馆，台北 

“中华民国现代版画展”，圣若望大学，纽约 

 

1975 

“亚细亚现代美展”，上野之森美术馆，东京 

“现代绘画 75 大展”，美国新闻处，台北 

“全国油画大展”，国立历史博物馆，台北 

“全国美展邀请展”，国立历史博物馆，台北 

“当代名家书画展”，国立历史博物馆，台北 

“中华民国当代画展”，汉城国立现代美术馆，汉城 



 

 

 

1969 

“中国青年现代画展”，美国新闻处，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