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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灝 

1989  生於台灣新竹 

學歷 

2014  雕塑類碩士學位, 羅德島設計學院(RISD), 普羅維登斯, 羅得島, 美國 

2011  藝術學士, 芝加哥藝術學院(SAIC), 芝加哥, 伊利諾伊州, 美國 

 

個展 

2019 「光癮熾愛」 吉屋, 上海  

2019 「圍攻」 T293, 羅馬, 義大利  

2019 「伏擊」 臺北美術館, 台北 

2016 「模糊戰略」 , 黃禍藝廊, 桑圖爾塞, 聖胡安, 波多黎各 

2016 「睡眠模式」 台灣書院, 洛杉磯, 加州, 美國 

2016 「光研究」 18 街藝術中心, 聖莫尼卡, 加州, 美國 

2015 「鬼撞牆」, 黃禍藝廊, 普羅維登斯, 羅得島, 美國 

2013 「臨近」, 黃禍藝廊, 普羅維登斯, 羅得島, 美國 

2011 「你有你的堡壘，我有我的」, Pop Up Art Loop, 芝加哥, 伊利諾伊州,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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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個展 

2016 「低泣」 睡眠中心, 紐約市, 紐約州, 美國 

2015 「意外翻譯」 峽灣藝廊, 費城, 賓夕法尼亞州, 美國 

 

聯展 

2020 「肉體是一頭透明的動物」, 本事藝術, 台北 

2020 「01_LOVE」, 第十五屆臺北數位藝術節, 台北 

2020 「液態之愛」, 台北當代藝術館, 台北 

2020 「尋找另一個家庭」, 國立現代美術館, 首爾, 韓國  

2020 台北當代藝術博覽會, 吉屋, 台北 

2019  ART021 上海藝術博覽會, 吉屋, 上海 

2019 「Condo Shanghai」, 吉屋, 上海 

2019  台北當代藝術博覽會, 吉屋, 台北 

2018 「懸缺的主體」, 絕對空間, 台南, 台灣 

2018 「祝福」, Vacancy, 上海 

2018 「叢林」, 台北國際藝術村百里廳, 台北 

2018 「今天將發⽣生（Aujourd’hui aura lieu）」, 光州市民大會堂, 光州雙年展: Pavilion 計劃, 光

州,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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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OPEN (C)ALL: TRUTH」 BRIC, 布魯克林林, 紐約州, 美國 

2017 「居所」, 西奈克市羅克蘭藝術中心, 西奈克, 紐約州, 美國 

2017 「心靈夢想女孩」, Spring/Break 藝術博覽會,  紐約市, 紐約州, 美國 

2017 「殘留的未來」 , 美華藝術協會,  紐約市, 紐約州, 美國  

2016 「肥沃的孤獨」, 波士頓藝術中心, 馬薩諸塞州, 波士頓，美國  

2015 「無意識視網膜」, 希爾維亞沃爾德和寶金藝廊, 紐約市, 紐約州, 美國 

2015 「禁止停車」, 卡多若藝廊, 紐約, 紐約市, 紐約州, 美國 

2015 「當下 . 當代」, 紐約科學館, 皇后區, 紐約州,美國 

2014 「臺北美術獎」, 臺北美術館, 台北, 台灣 

2014 「收藏家 lll: 辯明之眼」, 新貝德福德美術館, 新貝德福德, 馬薩諸塞州,美國 

2014 「總督島藝術博覽會」, 總督島, 紐約市, 紐約州, 美國 

2014 「臺美文藝協會作品展」, 皇后美術館, 皇后區, 紐約州,美國 

2014 「漂泊房」, 哈伯沙姆磨房, 哈伯沙姆縣, 喬治亞州, 美國 

2014 「Unlovely」, 前街 111 號畫廊, 布魯克林, 紐約, 美國 

2014 「羅德島設計學院 MFA 藝術碩士畢業展」, 普羅維登斯市, 羅德島, 美國 

2014  Scope 藝術博覽會,  黃禍藝廊, 紐約市, 紐約州, 美國 

2013 「模範少數」 Scope 藝術博覽會, 邁阿密, 佛羅里達州 美國 

2013 「受其影響」, 吉爾曼藝廊, 普羅維登斯, 羅得島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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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更努力工作」, 黃禍藝廊, 紐約, 紐約州, 美國 

2013 「鐘乳石」, 格拉諾夫藝術中心, 布朗大學, 普羅維登斯, 羅得島, 美國 

2013 「重量」, 索爾考夫樂 藝廊, 羅德島設計學院, 普羅維登斯, 羅得島, 美國 

2013 「Transmediation」, 斯特凡·斯托亞諾夫藝廊, 紐約, 紐約州, 美國 

2012 「與其他人，與其他兒子」, 天堂 藝廊, 芝加哥, 伊利諾伊州, 美國 

2012 「B.A.D」, 比佛利藝術中心, 芝加哥, 伊利諾伊州, 美國 

2011 「木作」, 芝加哥城市藝術學會, 芝加哥, 伊利諾伊州, 美國 

2011  「NEXT」, 藝術博覽會, 羅伯特·比爾斯 藝廊, 芝加哥, 伊利諾伊州, 美國 

 

駐村 

2017  OFF-SITE x 4-18, 波哥⼤大, 哥倫比亞 

2017  Grey Projects, 新加坡 

2016  18 街藝術特區, 聖莫尼卡, 加利福尼亞州, 美國 

2012  瓦賽克藝術村, 瓦賽克, 紐約州, 美國 

 

獲獎 

2017  台北藝術進駐國內人才出訪計畫 

2016  文化部選送文化相關人才出國駐村交流計畫, 台灣 



 
 
 

Solidart.tw 

2014  臺北美術獎-優選獎 

2012-14  校長獎學金, 羅德島設計學院, 普羅維登斯, 羅得島, 美國 

2011  愛德華·瑞爾森獎學金, 芝加哥藝術學院, 芝加哥, 伊利諾伊州, 美國 

2007-2011  芝加哥藝術學院獎學金,  伊利諾伊州, 美國 

 

收藏 

2020  MMCA-國立現當代藝術博物館，首爾，韓國 

2020  陶里薩諾收藏, 那不勒斯, 義大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