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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昶文 

 

學歷 

1979 年出生台灣高雄 

2006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畢業 

 

個展 

2021 《自身的重複》，德國貝塔寧藝術村，柏林，德國 

     《在途中：丁昶文、孝賢炫-對話系列雙個展》，bbk berlin，柏林，德國 

2020 《暫時性物證》，7 by Douchanglee，台北，台灣 

   《窄間隙》，包浩斯博物館，威瑪，德國 

2019 《三十年後》，駁二藝術特區，高雄，台灣 

2018 《黑雨滂沱，我有點不安/顯赫之名；我曾在那裏-對話系列雙個展》，107 畫廊，台中，台灣  

2017 《剩餘系譜學：丁昶文個展》，鹽埕黑白切，高雄，台灣 

2016 《世俗神話：加哈達·達、丁昶文-對話系列雙個展》，朋丁畫廊，台北，台灣 

   《切/分：丁昶文、佐拉克羅歇爾-對話系列雙個展》，107 畫廊，台中，台灣 

2014 《白氏與鬼子》，白鬼工作室，藤岡，日本 

   《於今無所處》，伊通公園，台北，台灣 

   《日日》，費利曼圖藝術中心，費利曼圖，澳洲 

   《傾注之間》， 兜空間，台南，台灣 

2013 《文明實驗室》， 台北國際藝術村，台北，台灣        

     《混種文化運動史》，CAI 現代芸術研究所，札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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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記憶，雙城中的夜市》，竹圍工作室，台北，台灣 

2010 《味覺記憶》，歐亞藝術網路組織，柏林，德國 

   《黛爾菲娜之家》，Fuggerstr34，柏林，德國 

     《Ludwing Wittgenstein 之街屋計畫 市場之家》，Zspace，台中，台灣 

2009 《I have a dream》，明室，台中，台灣 

     《The box of life 鏡中微物計劃 in T.N.U》，東海大學，台中，台灣 

    《To see or not to see》，黑白切，台中，台灣 

2006 《際遇之歌 2006 丁昶文個展》，朱銘美術館，台北，台灣 

2005 《隨機的約束 2005 丁昶文個展》，自強貳捌肆，台北，台灣 

     《丁昶文、黃彥穎 雙個展》，在地實驗，台北，台灣 

2004 《記憶的路徑》，豆皮藝文咖啡店，高雄，台灣 

 

聯展 

2023 《熊洞》，本事藝術，台北，台灣 

2021 《地緣政治》，阿爾麥地納劇院努哈阿爾拉迪畫廊，貝魯特，黎巴嫩  

    《2021 威瑪藝術節》，霍爾茨多夫莊園，威瑪，德國 

   《疫同_on_AIR》，秋刀魚藝術中心，台北，台灣 

   《2021 桃源國際藝術獎》，桃園展演中心，桃園，台灣 

2020 《VIVIDOR—擁抱生活的人》，Azumatei Project，橫濱，日本 

2019 《現實的危機：亞洲當代攝影展 PART II》，UNO St. Claude 藝廊，新奧爾良，美國 

   《地誌．座標》，馬祖新村眷村文創園區，桃園，台灣  

   《亞洲藝術雙年展—來自山與海的異人》，國立台灣美術館，台中，台灣 

2018 《意識現場＿議事廳》，民治議事廳，台南，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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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配件模式》，曬書店，台南，台灣 

   《迷失在物質》，齁空間，台南，台灣 

     《漲潮 17：費利曼圖雙年展》，Artsource，費利曼圖，澳洲 

   《工藝援引》，金澤 21 世紀美術館，金澤，日本 

   《中之條雙年展》， 舊廣盛酒造，群馬，日本 

   《Art Islands TOKYO 2017 第 7 回國際現代美術展》，伊豆大島，東京，日本 

   《風暴頻道》，DIRT，但尼丁，紐西蘭 

   《前奏曲》， 舊廣盛酒造，群馬，日本 

     《黃金町製造》， 黃金町管理中心，橫濱，日本 

   《一個都不放過：當代藝術中的推理事件》，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台灣 

2016 《謎樣的記憶 : 從敘事軌跡探視艋舺》，剝皮寮歷史街區，台北，台灣 

     《黃金町藝術市集 2016》，黃金町管理中心，橫濱，日本 

   《2016 台北雙年展》，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台灣 

   《Art Islands TOKYO 2016 第 6 回國際現代美術展》，伊豆大島，東京，日本 

   《誰是誰：印象》，Audio Visual Pavilion，首爾，韓國 

   《影像/聲音: 理念與立場》，黃金町管理中心，橫濱，日本 

2015 《城市 .魅感》，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台灣 

   《亞洲時基：新媒體藝術節 - 無意識視網膜》，inCube Arts SPACE，紐約，美國 

   《中之條雙年展》，富沢家住宅，群馬，日本 

   《生活現場》，HEDI TURKI 畫廊，西迪布賽義德，突尼西亞 

   《LIGHT INTERDICTION》，PS ART SPACE，費利曼圖，澳洲   

   《首爾衿川藝術空間第六屆開放工作室》，衿川藝術空間，首爾，韓國 

   《潛意識社會》， 泓藝術空間，北京，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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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機性粉塵》， Corner Art Space，首爾，韓國 

2014 《2014 台北美術獎》，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台灣 

     《影像/ 聲音：理念與立場》， 104 號藝術館，巴黎，法國   

   《肉身探微》， 泰郁美學堂，嘉義，台灣    

   《KIDS MUSEUM 小鬼美術館》，Artsoure，費利曼圖，澳洲 

2013 《無河不流 有河必流》，關渡美術館，台北，台灣         

   《第四纪—交替与新生》，中央美術学院，北京，中國 

2012 《城市 .魅感》，築空間，台北，台灣  

   《2012 DELTA 亞洲生活手勢 II 跳境》，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台南，台灣         

   《美麗新世界 台北 X 寶藏巖藝術村 冬季開放工作室》，台北國際藝術村，台北，台灣  

   《烏托邦「一個人存在的最小空間」特展》，竹圍工作室，台北，台灣           

   《旅埕 - 翰品高雄當代藝術展》，翰品酒店，高雄，台灣  

   《萌 .YOUNG》，大東文化藝術中心，高雄，台灣  

   《光節》，台北國際藝術村，台北，台灣  

2011 《第四屆臺北藝穗節》，城中藝術特區，台北，台灣  

   《後照明時代 Post-lighting Era》，台中 20 號鐵道倉庫，台中，台灣  

   《Green Adventure》，台中文化創意園區，台中，台灣   

2010 《1979》，巴黎 cite 藝術村，巴黎，法國 

   《TANGIBLE INTANGIBLE》，歐亞藝術網路組織，柏林，德國 

   《復興夜市：第十屆駐站藝術家期末聯展》，台中 20 號鐵道倉庫，台中，台灣  

   《2010/20 號倉庫駐村藝術家聯展》，台中 20 號鐵道倉庫，台中，台灣  

   《Kuroshio Campur 混炒黑潮 沖繩．台灣現代美術展》，沖繩縣立藝術大學，沖繩，日本 

   《Open Book 藝術家之書 邀請展》，Zspace，台中，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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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ception Layers 感知層》，泰郁美學．堂，嘉義，台灣 

2009 《一日/十年 20 號倉庫駐村藝術家聯展》，台中 20 號鐵道倉庫，台中，台灣 

     《輕度》，國立台灣美術館數位藝術方舟，台中，台灣 

     《21 世紀少年-遊牧座標》，關渡美術館，台北，台灣 

2008 《家－2008 台灣美術雙年展》，國立台灣美術館，台中，台灣 

   《第八屆駐村藝術家期末聯展》，台中 20 號鐵道倉庫，台中，台灣 

   《福興國際雙年展－亞洲•當代•後殖民》，歷史建築福興穀倉，彰化，台灣 

   《漾漾 青年藝術的游移取向》，大象藝術空間，台中，台灣 

   《身體思維》，台中 20 號鐵道倉庫，台中，台灣 

   《美麗在旅行》鐵道藝術網絡 - 台灣鐵道藝術村連動展，台灣鐵道藝術村，台灣 

2007 《美術高雄 2007-機械總動員》，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台灣 

   《食飽未？2007 第一屆亞洲藝術雙年展》，國立台灣美術館，台中，台灣 

   《簡單與複雜的弔詭》，國立台灣美術館數位創意資源中心，台中，台灣 

2006 《C06 台灣前衛文件展︰度》，國立台灣美術館，台中，台灣 

2005 《台灣聲勢好大》藝術家博覽會，中影文化城，台北，台灣 

   《地平線-開啟閱讀的新風景》，誠品書店，台中，台灣 

   《諸八屆―悟能》，台中 20 號鐵道倉庫，台中，台灣 

   《鏡像―他者與差異》，藝象藝文中心，台南，台灣 

   《2005 高雄獎暨第二十二屆高雄市美術展覽會》，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台灣 

   《XL》，138 Art Station，台南，台灣 

2004 《C04 台灣前衛文件展-徵件展幻想與物》，華山文化創意園區．四連棟，台北，台灣 

   《召喚術 三人展》，自強貳捌肆，台北，台灣 

   《台灣 .我的家-裝置藝術大展》，華山文化創意園區，台北，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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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台北美術獎》，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台灣 

2004 《南藝造形所評圖聯展》，台南藝術大學，台南，台灣 

     《勘景-陳怡潔、許唐瑋、丁昶文、黃建樺四人聯展》，嘉義鐵道倉庫，嘉義，台灣 

2003 《L 矮樓展》，台南西庄三合院， 台南，台灣 

     《EXHIBITIONIST 擬失特》， 台南藝術大學， 台南，台灣 

2001 《貧窮影展》， 實踐大學， 台北，台灣 

 

駐村 

2020  貝塔寧藝術村，柏林，德國 

2018   駁二藝術特區藝術家進駐計劃，高雄，台灣 

2016  黃金町駐村計畫，橫濱，日本 

    遊工房藝術空間，東京，日本 

2015  韓國首爾衿川藝術空間駐村計劃，首爾，韓國 

2014  文化部國際藝術村駐村計畫-Artspace，雪梨，澳洲 

    日本白鬼工作室 2014 駐村計畫，藤岡，日本 

    台北國際藝術村國內人才出訪計劃-Asialink，費利曼圖，澳洲 

2013  S-AIR 駐村計畫"Sapporo2™ Project"，札幌，日本 

2012  台北國際藝術村國內人才駐地計畫，台北，台灣 

2010  文建會視覺與表演藝術人才出國駐村及交流計畫-法國巴黎 cite 藝術村 

    20 號鐵道倉庫第 10 屆駐站藝術家，台中，台灣 

2009  20 號鐵道倉庫第 9 屆駐站藝術家，台中，台灣 

2008  20 號鐵道倉庫第 8 屆駐站藝術家，台中，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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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 

2021   桃源國際藝術獎 首獎，桃園市立美術館，桃園，台灣 

2014  台北美術獎入選 

2013  世安美學獎 

2012  竹圍工作室 2012 新秀計劃，台北，台灣 

2005  高雄美術獎 入選，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台灣 

2004  臺北美獎 優選，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