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識宏 

 

1947     生於台灣中壢 

1968     畢業於國立藝專美術科 

 

現生活及工作於台北與紐約 

 

個展 

2019    「磅礴：楊識宏作品展」，廣東美術館，廣州 

2017    「計白守黑 — 楊識宏意識流系列近作展」，亞洲藝術中心，北京 

2015    「永恆的當下」，上野之森美術館，東京 

2014    「複調的詩學 — 楊識宏個展」，亞洲藝術中心，台北 

2014    「臉書．當代文化人紀實 — 楊識宏攝影展」，新北市政府／新北市藝文中

心／淡水古蹟博物館，台北 

2012    「心境 — 楊識宏個展」，亞洲藝術中心，台北 

2011    「楊識宏的創作基因」，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 

2002    「存在的痕跡」，亞洲藝術中心，北京 

2010    「歲月‧流光 — 楊識宏創作歷程 40 年」，國立台灣美術館，台中 

2009    「雕刻時光 — 楊識宏個展」，國立國父紀念館，台北 

2006    「繪與畫之間 — 紙上作品系列」，赤粒藝術，台北 

2008    「水墨新探 — 意識流系列」，赤粒藝術，台北 

2004    「楊識宏近作展」，中國廣場，紐約 

2007    「心象情境」，中國美術館，北京 

2006    「楊識宏十年歷程 1997-2006」，亞洲藝術中心，台北 

2006    「楊識宏」，歐哈拉畫廊，紐約 

2005    「楊識宏 2005 新作展」，亞洲藝術中心，台北 

2004    「象由心生 — 楊識宏作品展」，國立歷史博物館，台北 

2003    「楊識宏抽象新作展」，亞洲藝術中心，台北 

2003    「楊識宏抽象新作展」，世宗美術館，漢城 

2001     亞洲藝術中心，台北 



 

 

2000     亞洲藝術中心，台北 

2000    「楊識宏紙上作品展」，桃園縣立文化中心，桃園 

2000    「楊識宏新作展」，臻品藝術中心，台中 

1999    「楊識宏紐約廿年 — 火與冰的軌跡」，山美術館，高雄 

1997     印象畫廊，台北 

2000    「楊識宏近作展」，歐哈拉畫廊，紐約 

1996     北京國際藝苑美術館，北京 

2000     約克學院畫廊，紐約 

2000     歐哈拉畫廊，紐約 

1995     琢璞藝術中心，高雄 

1994     利特瓊史多納畫廊，紐約 

1993     時代畫廊，台北 

2000     麥寇沃斯畫廊，紐約 

1992     時代畫廊，台北 

2000     墨色畫廊，紐約 

1991     時代畫廊，台北 

2000     長城畫廊，多倫多 

2000     麥寇沃斯畫廊，紐約 

1990     456 畫廊，紐約 

2000     三原色藝術中心，台北 

2000     龍門畫廊，台北 

2000     藝倡畫廊，香港 

1989     麥寇沃斯畫廊，紐約 

1988     龍門畫廊，台北 

2000     托馬蘇羅畫廊，新澤西 

1987     貝西露森菲爾德畫廊，芝加哥 

2000    「1986-1987 楊識宏 — 繪畫與紙上作品」，麥寇沃斯畫廊，紐約 

2000    「1986-1987 楊識宏 — 繪畫與紙上作品」，哥斯大黎加國家美術館，聖荷

西，哥斯大黎加 

2000     高雄市社教館，高雄 

1986     費賓卡森畫廊，倫敦 

1985    「1983-1985 作品展」，麻州大學畫廊，麻州 

2000    「癡迷與頹廢：1984-1985 新作與紙本作品」，露絲西葛畫廊，紐約 



 

 

1984     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高雄 

2000    「新作與紙上作品展」，新象藝術中心，台北 

2000    「新作與紙上作品展」，陶步畫廊，費城 

2000    「紙上作品展」，亞美藝術中心，紐約 

2000    「新作與紙上作品展」，陶步畫廊，費城 

1979     阿波羅畫廊，台北 

1978     藝術家畫廊，台北 

1977     龍門畫廊，台北 

1974     美國新聞處，台北 

1973     國父紀念館，台北 

1973     省立博物館，台北 

1971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台北 

 

 

群展 

2018 

「形非勢變: 台灣抽象藝術」，紐約臺灣書院，紐約 / 斯托克頓大學諾伊斯美術館，紐

澤西  

2016 

「1960-台灣現代藝術的濫觴」，亞洲藝術中心台北一館，台北 

 

2014 

「抽象與意境」，羅斯洛克南方美術館，廣州 

「花蓮．紐約．巴黎」，乙皮畫廊，花蓮 

 

2013 

「文化．精神．生成」，威尼斯藝術雙年展，威尼斯 

「非形之形 — 台灣抽象藝術」，廣東美術館，廣州 

 

2012 

「非形之形 — 台灣抽象藝術」，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 



 

 

 

2011 

「百歲百畫 — 台灣當代畫家邀請展」，國父紀念館中山國家畫廊/國立台灣美術館/台

南文化中心，台北/台中/台南 

「SKY-2011 亞洲版 X 圖展」，關渡美術館，台北 

 

2010 

「國際交流作品展」，中正紀念堂，台北 

「新東方精神 II — 承啟」，亞洲藝術中心，北京 

「無遠符屆 — 書寫當代符號滲透力」，大象藝術空間館，台中 

「台藝大‧跨世紀薪傳 — 教授創作展」，國父紀念館，台北 

 

2009  

「世界素描．素描世界」，首爾國立大學美術館，首爾 

「台灣當代藝術」，O 美術館，東京 

「無界限」，中國廣場畫廊，紐約 

「當代中國水墨藝術歷史回顧展」，後世紀畫廊，紐約 

 

2008 

「中國傳統再現」，艾米．西門畫廊，西港，美國 

「臨界線上 — 首爾書法雙年展」，首爾 

 

2007 

「氣韻：中國抽象藝術國際巡迴展」，中國廣場/香港藝術公社/現在畫廊/何香凝美術館

OCT 當代藝術中心，紐約/香港/北京/深圳 

「世界書藝全羅北道雙年展」，SORI 藝術中心，全州，韓國 

 

2006 

「第三空間：抽象藝術的中國文本」，錦都藝術中心/寧波美術館/上海美術館，北京/

寧波/上海 

「沉默的放逐」，二乘十三畫廊，紐約 

 

2005 



 

 

「台灣具象繪畫」，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 

「中韓現代美術展」，世宗美術館，首爾 

「世界書藝全羅北道雙年展」，SORI 藝術中心，全州，韓國 

「板塊-位移(II)」，中央大學藝文中心，桃園 

「二○○五關渡英雄誌－台灣現代美術大展，關渡美術館，台北 

「大地生態藝術展」，埼玉縣立近代美術館，琦玉 

「抱川亞洲藝術節」，抱川，韓國 

 

2004 

「比較沙龍」，歐德耶藝術空間，巴黎 

「板塊-位移－六位台灣當代藝術家展」，456 畫廊，紐約 

「開新－八 0 年代台灣美術發展」，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 

 

2003 

「台灣美術戰後五十年作品展」，長流美術館，桃園 

「世界書藝全羅北道雙年展」，SORI 藝術中心，全州，韓國 

 

2002 

「大象無形：當代華人抽象藝術展」，廣東美術館，廣州 

「熱帶雨林－當代國際繪畫展」，拉斯維加斯美術館，拉斯維加斯 

 

2001 

「熱帶雨林－當代國際繪畫展」，中華新聞文化中心台北藝廊，紐約 

「熱帶雨林－當代國際繪畫展」，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 

「台北現代畫展」，上海美術館，上海 

「十五位亞裔美國藝術家」，石溪大學，紐約 

 

1999 

「複數元的視野」，北京中國美術館，北京 

「光之追尋」，赫德遜畫廊，紐約 

 

1998 

「亞洲的美學」，塔卡拉畫廊，休士頓 



 

 

「海外華人當代藝術展」，臻品藝術中心，台中 

 

1997 

「截取的思想」，加州美術館，聖塔羅沙 

「親密的宇宙」，羅伯史提爾畫廊，紐約 

「自然的氣勢」，中華新聞文化中心台北藝廊，紐約 

 

1996 

「台北現代藝術交流展」，上海美術館，上海 

「盛開」，萊森托普斯畫廊，紐約 

 

1995 

「浪漫的衝動：十七位美國藝術家」，歐哈拉畫廊，紐約 

「旅美華裔畫家作品展」，交易廣場，香港 

 

1994 

「台北現代畫展」，泰國國家畫廊，曼谷 

「著魔（藍）」，辛西婭．麥卡利斯特畫廊與畢斯特畫廊，紐約 

「浪漫嗎？」，克羅斯比街，紐約 

 

1993 

「親密的宇宙」，妮娜佛洛依登海姆畫廊，紐約 

「當代美國紙上作品展」，克蘭納美術館，伊利諾州 

「亞洲藝術雙年展」，亞洲藝術中心，台北 

 

1992 

「親密的宇宙：25 位美國畫家小型作品展」，麥寇沃斯畫廊，紐約 

 

1991 

「過去成為未來」，西武現代畫廊，東京 

「台北‧紐約 : 現代藝術的遇合」，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 

「片段」，麥寇沃斯畫廊，紐約 

「東方與西方的驚嘆號」，大未來畫廊，台北 



 

 

 

1990 

「手感：當代素描」，威斯康辛大學密爾瓦基分校美術館，密爾瓦基，美國 

 

1989 

艾隆戴維斯畫廊，紐約 

「兩週年紀念展」，麥寇沃斯畫廊，紐約 

 

1988 

「壹週年紀念展」，麥寇沃斯畫廊，紐約 

「延續與改變：五位華人當代藝術家」，耶魯大學畫廊，紐哈芬 

「當代藝術中的古典神話與意象」，皇后美術館，紐約 

「花展」，貝西羅森菲爾德畫廊，芝加哥 

「貝殼：設計精神」，卑爾根藝術科學館，帕拉木斯，美國 

「紙上作品展」，妮娜佛洛依登海姆畫廊，紐約 

 

1987 

「新空間、新作品與紐約」，海蘭德爾畫廊，棕櫚灘，美國 

 

1986 

「正方及其他」，露絲西葛畫廊，紐約 

「紐約美術家十一人作品展」，廣東畫院，廣州 

「夏日聯展」，穆斯泰德畫廊，莫尼克，瑞典 

 

1985 

「生機煥發」，派恩藝術中心與植物園，舊金山 

「四位紐約藝術家」，賈涅特史坦恩塗畫廊，舊金山 

「國家與國際工作室計畫藝術家聯展」，鐘塔畫廊，紐約 

「大具象素描」，維吉尼亞美術館，里奇蒙，美國 

「七十與八十年代的藝術」，奧綴奇當代藝術館，里奇菲爾德 

「過剩」，出口藝術畫廊，紐約 

「收成」，露絲西葛畫廊，紐約 

「86 年評選年展」，皇后區美術館，紐約 



 

 

 

1984 

「雄獅美術雙年展」，雄獅畫廊，台北 

「異國情調」，史蒂芬露森堡畫廊，紐約 

「邀請展第二部：八位形象畫家聯展」，西葛現代畫廊，紐約 

「現代藝術展」，泰特格林沃畫廊，紐約 

「Salvo」，露絲西葛畫廊，紐約 

「三位紐約藝術家」，湯森公園遊客中心，紐澤西 

 

1983 

「狂暴」，西葛現代畫廊，紐約 

「夢、魔、狂」，抉擇美術館，紐約 

「中國海外藝術家作品展」，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 

「英國克里夫蘭國際素描雙年展」，米德爾斯伯勒畫廊，克里夫蘭，英國 

「86 年評選年展」，皇后區美術館，紐約 

「新收藏與館委選擇」，奧綴奇當代美術館，里奇菲爾德，美國 

 

1982 

「夏日邀請展」，蘇珊考德威爾畫廊，紐約 

「中國現代版畫展」，聖若望大學，紐約 

「當代中國藝術展」，馬皆拉塔市立美術館，馬皆拉塔市 

「四位藝術家」，蘇活視覺藝術家中心，紐約 

 

1981 

「世界素描展」，柏靈翰畫廊/鮑斯博物館/下議院，克里夫蘭/巴納德城堡/倫敦，英國 

「五位東方藝術家」，柏根郡社區美術館，帕拉木斯，美國 

 

1980 

「邁阿密國際版畫雙年展」，大都會博物館與藝術中心，科勒爾蓋布爾斯，美國 

 

1979 

「當代畫家邀請展」，國軍文藝活動中心，台北 

「第一接觸油畫特展」，版畫家畫廊，台北 



 

 

「英國國際版畫雙年展」，布拉德福德藝術畫廊與博物館，布拉德福德，英國 

 

1978 

「現在台灣：17 位台灣藝術家作品展」，林菲爾德學院，俄勒岡州，美國 

「國際版畫交流展」，國立現代美術館，漢城 

「亞細亞現代美展」，上野美術館，東京 

「台灣當代九人展」，香港藝術中心，香港 

 

1977 

「中華現代繪畫十人展」，東京都美術館，東京 

「亞細亞現代美展」，上野之森美術館，東京 

「中國現代畫家聯展」，阿波羅畫廊，台北 

「中韓現代版畫展」，省立博物館，台北 

「全國版畫展」，省立美術館，台中 

 

1976 

「中外當代版畫聯展」，省立博物館，台北 

「當代美展」，國立歷史博物館，台北 

「中日現代美展」，國立歷史博物館，台北 

「中華民國現代版畫展」，聖若望大學，紐約 

 

1975 

「亞細亞現代美展」，上野之森美術館，東京 

「現代繪畫 75 大展」，美國新聞處，台北 

「全國油畫大展」，國立歷史博物館，台北 

「全國美展邀請展」，國立歷史博物館，台北 

「當代名家書畫展」，國立歷史博物館，台北 

「中華民國當代畫展」，漢城國立現代美術館，漢城 

 

1969 

「中國青年現代畫展」，美國新聞處，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