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葉怡利 

 

1973  ⽣於臺灣 

 

學歷 

2000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 應⽤藝術研究所 

1995  國立臺灣藝術學院 ⼯藝系 

 

個展 

2015  「景．物 」⼩巴廊 x 葉怡利，⼩巴廊 ，臺灣 臺北 

2014  「潭陽亭序」葉怡利個展，⼤潭美術館，韓國 潭陽 

2014  「來許願吧～鈽鈴～鈽鈴 ～胡謅神燈」，華⼭ 1914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臺灣 臺北 

2009  「2009 葉怡利 個展 」，百藝畫廊，臺灣 臺北 

2008  「Yeh Yi  Li Video Exposition」， Cité Internationale des Arts ，巴黎 法國 

2008  「KUSO－虹彩七仙⼦」葉怡利個展，上海 KING 空間，中國 上海 

2006  「KUSO－虹彩、春雪、橘花花」葉怡利個展，關渡美術館，臺灣 臺北 

2005  「KUSO  春雪、巧克⼒、遇紅衣」，284 ⾃強貳捌肆替代空間，臺灣 臺北 

2004  「蠕⼈ kuso 神經傳染」，⽵師藝術空間，臺灣 新⽵ 

2000  「⺟體－⽣殖交叉分析」，美國文化中⼼，臺灣 臺北 

1997  「葉怡利個展」，臺北縣立文化中⼼，臺灣 臺北 

 

 

聯展 

2018  「UNICUM 2018 斯洛維尼亞國際陶瓷三年展」，斯洛維尼亞國家博物館，斯洛維尼亞 



 

 
 

         盧布爾雅那  

2018  「派對」駐村藝術家聯展，⾦海陶瓷美術館，韓國 ⾦海 

2018  「後」當代藝術聯展，紅堤藝術中⼼，韓國 釜⼭ 

2018  「在雙橡園遇⾒臺灣當代藝術」藝術銀⾏策展，雙橡園，美國華府 華盛頓 

2018   「前濤後浪 TREND & WAVES 」臺東設計展–南島國際美術獎回顧展，臺東美術館，

臺灣 臺東 

2018  「火旺－南藝陶瓷組 20 週年聯展」，郭⽊⽣文教基⾦會，臺灣 臺北 

2018  「遊⾛群展」，麗晶精品 A+ Creations 移動畫廊，臺灣 臺北 

2017  「所⾒為何 What do you see? 」，藝術銀⾏策展 紐約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美國  

紐約 

2017  「2017CIGB－韓國京畿道世界陶瓷双年展」巡迴展，歐洲陶藝中⼼，荷蘭  

2017  「2017CIGB－韓國京畿道世界陶瓷双年展－驪州主題展《紀念》」，⽉牙美術館，韓國  

京畿道驪州 

2017  「前⾏意志－當代藝術展」，遠雄⼈文博物館，臺灣 臺北 

2017  「頑世必恭」三⼈聯展，臻品藝術中⼼，臺灣 臺中 

2017  「擬劇‧⾝體改編：當代藝術跨域劇場展 」，黎畫廊，臺灣 臺北  

2017  「第 12 夜」狂歡作樂，形⽽上畫廊，臺灣 臺北 

2017  「世界旅⼈」藝術銀⾏策展，遠雄⼈文博物館⾼雄分館，臺灣 臺北 

2016  「第 29 屆法國⾺賽錄像藝術節」，Friche la Belle de Mai ，法國 ⾺賽 

2016  「策格⼦：城市填空」，藝術銀⾏營運總部，臺灣 臺中 

2016  「⽇出的悸動」第三屆⼤內藝術節，臺北發⽣，臺灣 臺北 

2016  「Formosa Art Show 福爾摩沙國際藝術博覽會 」，臺北寒舍艾麗酒店，臺灣 臺北 

2016  「界域之外 — 當代光影藝術創作展」，⼯藝文化館，臺灣 南投 

2016  「Across the Pacific 臺灣藝術家展」，LAM GALLERY，美國 洛杉磯 



 

 
 

2015  「當下．當代—臺灣當代藝術計畫」，天理藝術中⼼，美國 紐約 

2015  「不眠的居所」第⼆屆⼤內藝術節，哥德藝術中⼼，臺灣 臺北 

2015  「從初⾳開始 – 當代藝術特展」，駁⼆藝術特區⼤義 C9 倉庫， 臺灣 ⾼雄 

2015  「2015 Young Art Taipei」飯店博覽會，臺北喜來登⼤飯店，臺灣 臺北 

2015  「Game Not Over Yet 電玩藝術特展」，府中 15， 臺灣 新北 

2015  「可⾒與不可⾒之間」葉怡利、吳詠潔創作聯展，麗晶精品 A+ Creations 移動畫廊，

臺灣 臺北 

2015  「群氓之聲—⾸部曲：我的藝術宣⾔」，城市美術館，臺灣 臺北 

2014  「界：臺灣當代藝術展 1995－2013」，美國康乃爾⼤學強⽣美術館，美國 紐約 

2014  「碎碎煉～當代藝術的變與不變」，交⼤藝文空間，臺灣 新⽵ 

2014  「跳針！眺真！跳針！眺真！叫我姐姐！」葉怡利+王建揚雙個展，絕對空間，臺灣 

臺南 

2014  「怪獸冒險樂園—Monsters’ Adventure Park 」，駁⼆藝術特區，臺灣 ⾼雄 

2013  「凝視⾃由：臺灣當代藝術展」，佛伊弗迪納當代美術館，塞爾維亞 諾維薩德 

2013  「cutlog NY/臺灣當代錄像藝術新浪潮」，美國 紐約 

2013  「cutlog PA/臺灣當代錄像藝術新浪潮」，法國 巴黎 

2013  「東⽅之常」，175 畫廊，韓國 ⾸爾 

2013  「第 3 屆國際當代藝術光州 ArtVision 展」，光州雙年展展⽰廳，韓國 光州 

2013  「奶油貓貓實驗室－當代女性藝術家聯展」，女藝會 WAA，臺灣 臺北 

2012  「2012 青年藝術家項⽬」，⼤邱攝影雙年展，韓國 ⼤邱 

2012  「介入．⾃然──澳⾨藝博館藏中國觀念攝影展」，中國 澳⾨  

2012  「胡說八道」胡⾦銓武藝薪傳，臺北當代藝術館，臺灣 臺北 

2012  「未來的通⾏證」，國立臺灣美術館，臺灣 臺中 

2012  「2012 南島藝術展」，臺東美術館，臺灣 臺東 



 

 
 

2012  「北京任我⾏新媒體藝術展 」，北京⼯體北⾨任我⾏，中國 北京 

2012  「演習 ：與留尼旺雙年展有關」，荔空間，中國 北京 

2012  「不頑之抗」，VT ARTSALON ，臺灣 臺北 

2012  「⾝體意識－臺灣新媒體藝術女性創作者聯展 」，女藝會 WAA，臺灣 臺北 

2011  「未來的通⾏証」第 54 屆 威尼斯双年展平⾏主題展 ，義⼤利 威尼斯  

2011  「當前的藝術 」 2011 留尼旺雙年展 ，法屬 留尼旺島 

2011  「⼀瞬之光 」，都峰苑接待會館，臺灣 臺北 

2011  「奇幻野獸國」，⾼雄市立美術館兒童美術館，臺灣 ⾼雄 

2010  「神遊」洪通與葉怡利的超時空遇合，百藝畫廊，臺灣 臺北  

2010  「臺灣藝術新世代」，今⽇美術館，中國 北京 

2010  「科技與電⼦藝術創新應⽤」主題展，中國北京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中國北京 

2010  「科技與電⼦藝術創新應⽤」主題展，中國⻄部國際文化產業博覽會，中國⻄安 

2009  「⽣化—虛實之間」動漫美學雙年展，今⽇美術館，中國 北京 

2009  「臺灣藝術新世代」，上海美術館，中國 上海 

2009  「派樂地」，臺北當代藝術館 ，臺灣 臺北 

2009  「OPEN 國際⾏為藝術展 10 周年」，北京 798 藝術區，中國 北京 

2009  「中國意象‧都市旗幟:⻄安曲江國際當代藝術季－⾏為與現場藝術」，中國 ⻄安 

2009  「Accumulation」2009 群展，北京藝⾨畫廊 中國 北京 

2008  「第⼆屆上海當代藝術館文獻展：夢蝶 」，上海 MOCA 當代藝術館，中國 上海 

2008  「⼩碎花布－亂變新世代」，臺北當代藝術館 ，臺灣 臺北 

2008  「以⾝觀⾝－中國⾏為藝術文獻展」，澳⾨藝術博物館、澳⾨文化中⼼，中國 澳⾨ 

2008  「春訊」北京 2008 群展，北京藝⾨畫廊，中國 北京 

2008  「動漫美學超鏈結特展」，⽉亮河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中國 北京 

2008  「歡迎光臨－光的藝術家」，百藝畫廊，臺灣 臺北 



 

 
 

2008  「動漫美學百相」，林⼤藝術中⼼，中國 北京 

2007  「2007 國際仁川女性藝術家雙年展」，仁川文化藝術中⼼，韓國 仁川  

2007  「幽默與頑⽪的新臺灣藝術」，紐文中⼼，美國 紐約 

2007  「第五屆⼤道現場藝術節」，中國巡迴展 

2007  「粉樂町 II」，臺北東區當代藝術展，臺灣 臺北 

2006  「移動城堡 － 四地交流作品展」，澳⾨⽜房倉庫，中國 澳⾨ 

2006  「Seoul Marginal Performance Festival」，韓國 ⾸爾 

2006  「第四屆⼤道現場藝術節」，798 藝術區，中國 北京 

2006  「Temporary Identities-Video Art event」，新⻄伯利亞國家美術館，俄羅斯  

新⻄伯利亞 

2006  「Indiana International Video Art & Architecture Festival」，印第安那⼤學畫廊， 

美國 印第安那 

2006  「Final Fantasy-Video Art」，Mission 畫廊，英國 威爾斯 

2005  「Packed/Unpacked II：Alice in My Heart」，SSamzie Art Warehouse，韓國 ⾸爾 

2005  「閃現」，上海多倫現代美術館，中國 上海 

2005  「The 6th Open Studio Exhibition」，SSamzie Art Warehouse，韓國 ⾸爾 

2005  「以⾝觀⾝─中國⾏為藝術文獻展」，澳⾨藝術博物館、澳⾨文化中⼼，中國 澳⾨ 

2005  「2005 年⾸爾區街頭表演藝術節」，⾸爾表演藝術家團體，韓國 ⾸爾 

2005  「Oasis project」聯展，720 空間 Daehangro，韓國 ⾸爾 

2005  「無危險性接觸 藝術展覽」，8 號橋時尚⽣活中⼼，中國 上海 

2005  「新臺灣⼈－數位元元影像的證⾔」，國立臺北藝術⼤學關渡美術館，臺灣 臺北 

2005  「阿德的秘密⽇記」，臺北國際藝術村百⾥廳，臺灣 臺北 

2005  「2005 藝術家博覽會」，中影文化城，臺灣 臺北 

2005  「林志玲⼤展」聯展，敦南誠品藝文空間，臺灣 臺北 



 

 
 

2004  「co4 臺灣前衛文件展」，華⼭藝文特區，臺灣 臺北 

2004  「2004 藝術家博覽會」，華⼭藝文特區，臺灣 臺北 

2003  「尋找臺灣美術⽣命⼒材料與創作」，⼤趨勢畫廊，臺灣 臺北 

2003  「2003 藝術家博覽會」，華⼭藝文特區，臺灣 臺北 

2003  「駐⾜遊⾛」街道傢俱展，20 號倉庫，臺灣 臺中 

2002  「⾼雄藝術博覽會」，⾼雄市⼯商展覽中⼼，臺灣⾼雄 

2002  「Open Studio」，紐約⼯作室，美國 紐約 

2002  「East－West」，美國陶瓷年會，美國 崁薩斯 

2001  「第四章－臺灣當代陶藝」，巴爾的摩藝術中⼼，美國 巴爾的摩 

2001  「東區粉樂町－臺灣當代藝術」，富邦藝術基⾦會，臺灣 臺北 

2000  「陶花源」四⼈聯展，臺中 20 號倉庫，臺灣 臺中 

2000  「現代陶」，前藝術，臺灣 臺北 

1999  「⼤崎六六」陶瓷組師⽣聯展，中央⼤學藝文中⼼，臺灣 新⽵ 

1998  「陶瓷.⾦屬.纖維⼯藝聯展」，臺南藝術學院藝廊，臺灣 臺南 

 

獲獎 

2012   「2012 南島藝術展」 銀獎  

2003  「國際⼤型⼾外陶燈雕塑⼯作營」 入選 

2000   歷史博物館國際陶藝雙年展 入選 

2000   「臺北獎」美術類，臺北市立美術館 入選 

1999   澳洲黃⾦海岸國際陶藝競賽 優選獎 

1998   南縣地⽅美展 佳作 

1996   歷史博物館第六屆陶藝雙年展 入選 

1996   臺灣省陶展 入選 



 

 
 

1996   和成⾦陶獎學⽣組 銀獎 

 

典藏 

2018  「祿鹿欣欣桂衼向榮」斯洛維尼亞國家博物館，斯洛維尼亞 盧布爾雅那  

2018  「 銅獸」 雍和藝術教育基⾦會，臺灣 新北 

2018  「 鐵獸」 雍和藝術教育基⾦會，臺灣 新北 

2018  「老翁與狗」國立臺灣美術館，藝術銀⾏收藏，臺灣 臺中 

2018  「紅彩頭步步⾼」國立臺灣美術館，藝術銀⾏收藏，臺灣 臺中 

2018  「無法抗拒的美式 POP」國立臺灣美術館，藝術銀⾏收藏，臺灣 臺中 

2016  「景物 3」國立臺灣美術館，藝術銀⾏收藏，臺灣 臺中 

2016  「冰⼭之南北奇遇 3」 國立臺灣美術館，藝術銀⾏收藏，臺灣 臺中 

2016  「⾦⼭銀⼭，溶解冰⼭，造就 佳紙片熊」雍和藝術教育基⾦會，臺灣 臺北 

2016  「冰⼭之南北奇遇 5」雍和藝術教育基⾦會，臺灣 臺北 

2012  「啦~啦~啦~⼩島 」臺東美術館收藏，臺灣 臺東 

2005  「Kuso  橘花花」，Ssamziespace 韓國 ⾸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