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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木志雄 
 

 
1968 畢業於多摩美術大學繪畫科 
1944  出生於日本岩手縣盛岡市 
 
 
Solo Exhibition 
2019 《反界結端》，亞紀畫廊，台北，台灣 

《菅木志雄》，東京畫廊，東京，日本 
《軀體測量》，小山登美夫畫廊，東京，日本 
畫廊 Shilla，大邱，韓國 
《’菅木志雄’ 由 eN arts collection 與小山登美夫畫廊合作》，eN arts，京都，日

本 
2018 《菅木志雄》，游庵，東京，日本 

《菅木志雄 》，Mendez Wood DM，聖保羅，巴西 
《菅木志雄展 》，彩園子畫廊 l･ll，盛岡，岩手，日本 
《自空拓展》，小山登美夫畫廊，東京，日本 
《菅木志雄 – 寫真與映像》，8/ ART 畫廊/小山登美夫畫廊，東京，日本 
《棄界》，THE CLUB，東京，日本 
《自空拓展》，Blum & Poe，紐約，美國 

2017 板室温泉大黒屋，那須塩原，栃木，日本 
Mendes Wood DM，布魯塞爾，比利時 
《分裂指空性》，小山登美夫畫廊，東京，日本 
《70 年代 與 80 年代作品》，澀谷 Hikarie 8/ CUBE，東京，日本 
東京畫廊 +BTAP -北京東京藝術工程，北京，中國 
Blum & Poe，洛杉磯，加州，美國 

2016 Dia: Chelsea，紐約，美國 
《Situations》，Pirelli HangarBicocca，米蘭，義大利 
畫廊 Shilla，大邱，韓國 

2015 《志向界景》，小山登美夫畫廊，東京，日本 
Blain|Southern，倫敦，英國 
Shane Campbell 畫廊，林肯公園，芝加哥，美國 
8/ ART 畫廊/小山登美夫畫廊，東京，日本 
板室温泉大黒屋，那須塩原，栃木，日本 
《菅木志雄：置的潛在性》，東京都現代美術館，日本 
Blum & Poe，紐約，美國 
《菅木志雄 1980 年代》，古今畫廊，東京，日本 

2014 《菅木志雄》，Vangi 雕刻庭園美術館，長泉町，静岡，日本 
《1970/ 80 年代》，古今畫廊，東京，日本 
《菅木志雄：配置潜在》，Corps de Garde de Colmar，科爾馬，法國 

2013 六本木 Hills A/D 畫廊，東京，日本 
2012 Blum ＆ Poe，洛杉磯，加州，美國 

《潛態的場化》，小山登美夫畫廊，東京，日本 
板室温泉大黒屋，那須塩原，栃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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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菅木志雄》，日吉畫廊，應慶義塾大學，橫濱，神奈川，日本 
《新作展-空間場的耕作-》，板室温泉大黒屋，那須塩原，栃木，日本 
雙畫廊，東京，日本 

2010 《菅木志雄》，Space Hongjee，首爾/畫廊 604 J&H，釜山，韓國 
《2010 新作展》，板室温泉大黒屋，那須塩原，栃木，日本 
《視線深度》，古今畫廊，東京，日本 
《存在》，The Art Gallery，金澤美術工藝大學，石川，日本 

2009 《新作展》，板室温泉大黒屋，那須塩原，栃木，日本 
《Le Cose Esistono》，MarginiI Arte Contemporanea，馬薩，義大利 

2008 《菅木志雄》，Daiwa Foundation Japan House，倫敦，英國 
《新作展》，板室温泉大黒屋，那須塩原，栃木，日本 
《開廊 30 週年紀念》，彩園子畫廊 l･ll，盛岡，岩手，日本 
小山登美夫畫廊 / TKG Editions 銀座 / TKG 代官山，東京，日本 

2007 《新作展》，板室温泉大黒屋，那須塩原，栃木，日本 
2006 《京橋界隈 平面與立體 2006》，Kaneko 畫廊，東京，日本 

《新作展》，板室温泉大黒屋，那須塩原，栃木，日本 
小山登美夫畫廊，東京，日本 
東京畫廊+BTAP，東京，日本 

2005 《晃空: 菅木志雄裝置》，岩手縣立美術館，盛岡，日本 
彩園子畫廊 l･ll，盛岡，嚴守，日本 
畫廊 Shilla，大邱，韓國 
《新作展》，板室温泉大黒屋，那須塩原，栃木，日本 

2004 《散合體》，東京畫廊+BTAP，東京，日本 
《1986-1995 Relief/ 平面展》，雙畫廊，東京，日本 
《新作展》，板室温泉大黒屋，那須塩原，栃木，日本 

2003 彩園子畫廊，盛岡，岩手，日本 
東京畫廊+BTAP，東京，日本 
《Gate》，Kaneko 畫廊，東京，日本 
《新作展》，板室温泉大黒屋，那須塩原，栃木，日本 

2002 《中空建築遠方》，東京畫廊+BTAP，東京，日本 
《新作展》，板室温泉大黒屋，那須塩原，栃木，日本 
Kaneko 畫廊，日本 

2001 彩園子畫廊  l，盛岡，岩手，日本 
Kaneko 畫廊，東京，日本 

2000 Kaneko 畫廊，東京，日本 
東京畫廊，東京，日本 

1999 Kaneko 畫廊，東京，日本 
《菅木志雄：Stance》，橫濱美術館，神奈川，日本 

1998 Kaneko 畫廊，東京，日本 
《開廊 20 週年紀念》，彩園子畫廊 l･ll，盛岡，岩手，日本 
《傳境》，東京畫廊，東京，日本 
Masuda Studio，東京，日本 
《菅木志雄》，千葉市美術館，千葉，日本 
《菅木志雄》，神奈川市民會館，橫濱，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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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篇—菅木志雄展》，山口縣立 美術館，山口，日本 
《菅木志雄》，伊丹市立美術館美術館，兵庫，日本 
雙畫廊，東京，日本 

1997 《菅木志雄》，廣島市立美術館，廣島，日本 [展覽巡迴至伊丹市立美術館，

兵庫，日本/ 神奈川市民會館，橫濱，日本/千葉市美術館，千葉，日本] 
《橫圍景》，Kaneko 畫廊，東京，日本 
Masuda Studio，東京，日本 

1996 《數領域》，東京畫廊，東京，日本 
《沿著集端與境央》，Kaneko 畫廊，東京，日本 

1995 《素格與素台》，彩園子畫廊/ 彩園子畫廊 ll，盛岡，岩手，日本 
《外開性與構築性的必然》，Kaneko 畫廊，東京，日本 
《問根底—1970 年代的美術—第 7 回》，松村畫廊，東京，日本 
《雜狀多界》，M 畫廊，足利，栃木，日本 
《菅木志雄表現展》，Kaneko 畫廊，東京，日本 
《RESTRIZIONE: Sostenere Le cose》，東京畫廊，東京，日本 

1994 《新作展》，Kaneko 畫廊，東京，日本 
《集景圍端》，雙畫廊，東京，日本 

1993 《物・場・依存》，Piga 原宿畫廊，東京，日本 
《景間 1993》，Kaneko 畫廊，東京，日本 
《景間-1993-》，Contemporary Art Space，日本橋高島屋，東京，日本 
《端的周界 ’93》，牛渕美術館，東溫，愛媛，日本 
《集間》，板室温泉大黒屋，那須塩原，栃木，日本 

1992 《端的集界》，Plaza 畫廊，東京，日本 
《差體延空》，Kaneko 畫廊/ Kaneko Art G2，東京，日本 
《Installation》，彩園子畫廊，盛岡，岩手，日本 
《PROTRUSION》，東京畫廊，日本 
《空圍支間》，雙畫廊，東京，日本 
《新作展 '92》，Kaneko Art G2，東京，日本 
《空圍支間的存在體》，雙畫廊，東京，日本 

1991 《永久性的點》，板室温泉大黒屋，那須塩原，栃木，日本 
《風景間隔》，Kaneko Art G1，東京，日本 
《沿著元素》，畫廊 Art Soko，東京，日本 
《沿著元素》，雙畫廊，東京，日本 
《紙間元素》，Kaneko 畫廊，東京，日本 

1990 《Peripheral Field》，東高現代美術館，東京，日本 
Permanent Installation《Fragments of Space》，藤野町芸術村、相模原，神奈

川，日本 
《新作展 : 立體 · 平面》，Kaneko 畫廊，東京，日本 
《上弦 · 間 · 下弦》，彩園子畫廊，盛岡，岩手，日本 
《體的側緣》，Hino 畫廊，東京，日本 
《兩緣圍界》，東京畫廊，東京，日本 
《周圍界合》，雙畫廊，東京，日本 
Concept Space，澀川，群馬，日本 

1989 Heineken Village 畫廊，東京，日本 



  

EACH  MODERN  亞 紀 畫 廊  

156 Sec. 4 Xi 美國 i Road Taipei Taiwan 

+886–2–27527002   www.eachmodern.com 

《設置:界的週光》，Nihon Bisoh Co. Ltd.，長崎，日本 
《立體和平面》，Kaneko 畫廊/ Kaneko Art G1，東京，日本 
《行為以及的接點》，近鐵阿倍野美術畫廊，大阪，日本 
《景的背立》，鎌倉畫廊，東京，日本 

1988 《集的周圍》， 彩園子畫廊，盛岡，岩手，日本 
《內至外的周圍》，Kaneko Art G1，東京，日本 
《身體的圍》，Kaneko 畫廊，東京，日本 
《思考的周圍》，Off 畫廊，柏林，德國 
《周圍》，雙畫廊，東京，日本 

1987 《支撐外圍》，Kaneko Art G1，東京，日本 
《PROTRUSION》，東京畫廊，東京，日本 

1986 《補充材料 86’》，Kaneko 畫廊，東京，日本 
《立方磅》，鎌倉畫廊，東京，日本 

1985 《接立體》，Kaneko Art G1，東京，日本 
《緣的內外》，Kaneko 畫廊，東京，日本 
《金屬 · 磅》， 彩園子畫廊，盛岡，岩手，日本 
《支空》，Soo 畫廊，大邱，韓國 

1984 《補充材料 84’》，Kaneko 畫廊，東京，日本 
《波形帶》，駒井畫廊，東京，日本 

1983 《聚之支撐》，Kaneko 畫廊，東京，日本 
《接的界》，東京畫廊，東京，日本 

1982 《分支木》， 彩園子畫廊，盛岡，岩手，日本 
《作用》，Kaneko 畫廊，東京，日本 
《區界》，Kaneko Art G1，東京，日本 
《Installation》，Galerie Baudoin Lebon，巴黎，法國 

1981 《律素材》，Kaneko 畫廊，東京，日本 
《PROTRUSION》，東京畫廊，東京，日本 
Satou 畫廊，東京，日本 
《所依置》，畫廊 Hinoki，東京，日本 

1980 《事界》，Lumiere 畫廊，Yamagata，日本 
《平相-時而上》，Kaneko 畫廊，東京，日本 
《界 · 測緣》，Kitano Circus 畫廊，神戶，兵庫，日本 
《事位》，彩園子畫廊，盛岡，岩手，日本 
《體律》，白樺畫廊，東京，日本 
《紙的平面展 3》，Kaneko 畫廊，東京，日本 

1979 《'79》，Kaneko 畫廊，東京，日本 
《界入差》，東京畫廊，東京，日本 
《律差》，Box 畫廊，名古屋，愛知，日本 
《集界律》，信濃橋畫廊，大阪，日本 

1978 《木》，Kaneko 畫廊，東京，日本 
《邊界》， 彩園子畫廊，盛岡，岩手，日本 
《中律》，松村畫廊，東京，日本 

1977 《空律》，井頭公園，東京，日本 
《連界》，新田村畫廊畫廊，東京，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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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為論》，Tokiwa 畫廊，東京，日本 
《界》，Galeria Akumulatory ll，波茲南，波蘭 

1976 《間狀》，Kaneko 畫廊，東京，日本 
《界差》，真木畫廊，東京，日本 
《連體》，東京畫廊，日本 

1975 《紙的平面展 2》，Kaneko 畫廊，東京，日本 
《取相》，真木畫廊，東京，日本 
《多分律》，真木畫廊，東京，日本 
《紙的平面展》，Kaneko 畫廊，東京，日本 
《況》，Tokiwa 畫廊，東京，日本 

1974 《流位在、無変律、周位、依存素、素界、位界依、界在、週依》，多摩川，

川崎，埼玉，神奈川，日本 
《Units of Dependency》，田村畫廊，東京，日本 
《Fieldology》，galerie 16，京都，日本 

1973 《依存差》，Satou 畫廊，東京，日本 
《狀況因》，盛岡市政廳，岩手，日本 
《等間體》，井頭公園，東京，日本 
《依存律》，田村畫廊畫廊，東京，日本 
《界體》，井頭公園，東京，日本 

1972 《野展》，上州屋，東京，日本 
《捨置狀況》，紀伊國屋畫廊，東京，日本 
現地製作《狀況置》，藝術家工作室，東京，日本 
《臨界狀況》，田村畫廊，東京，日本 

1971 《放置律》，Satou 畫廊，東京，日本 
現地製作 《間 · 狀況》，井頭公園，東京，日本 

1970 《Soft-Concrete》，田村畫廊畫廊，東京，日本 
1969 《並列層》，田村畫廊畫廊，東京，日本 

現地製作《到立消點》，若林，東京，日本 
現地製作《斜位相》，神樂版工作室，橫濱，神奈川，日本 
現地製作《表位相》，若林，東京，日本 

1968 《轉移空間》，椿近代畫廊，東京，日本 
現地製作《積層空間》，藝術家工作室，川崎，神奈川，日本 

 
 

 

Group Exhibition  
2019 《Duck or Doorknob》，Ratio 3，舊金山，美國 

《DECODE: 活動與記錄– 後工業化藝術》，近代美術館，崎玉，日本 
《LUMINE 藝術獎 2018-2019 展》，新宿，東京，日本 
《30 周年-橫濱美術館: Meet the Collection》，橫濱美術館，神奈川，日本 
《日本現代/當代藝術的百年通流》，當代藝術博物館，東京，日本 
《致謝物派》，Cardi 畫廊，倫敦，英國 
《昭和後期的現代藝術 1964-1989》，橫濱市民畫廊，神奈川，日本 
《小山登美夫畫廊:藝術家與收藏 4》，8/ ART 畫廊/ 小山登美夫畫廊，東京，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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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氣泡墊：物派之後》，當代藝術博物館，熊本，日本 
《現代藝術寶箱》，大分縣美術館，大分，日本 
《極簡主義: 空間、燈光、物件》，新加坡國家美術館，新加坡 
《2018 西安當代藝術大展》，西安美術館，中國 
《1968: 激動時代的藝術》，千葉市美術館 [展覽巡迴至 北九州市立美術館，

Riverwalk 畫廊，福岡 / 靜岡 Prefectural 美術館，靜岡] 
《Surface of Things》，鎌倉畫廊，東京，日本 
《Natura Naturans》，Mendes Wood DM，布魯塞爾，比利時 

2017 《安齊重男的日本 70 年代藝術》，國立國際美術館，大阪，日本 
《Japanorama: New Vision of 日本 from 1970》，龐克畢度中心-梅茲，法國 
《陶藝與現代藝術的關係性？》，Kaikai Kiki 畫廊，東京，日本 
《Viva Arte Viva》，Curated by Christine Macel，第 57 屆威尼斯 雙年展，

威尼斯，義大利 
《Japan House at SP-Arte》，Ciccillo Matarazzo Pavillion，聖保羅，巴西 
《草月創流 90 週年紀念 ‘勅使河原茜與現代藝術的共譜’》，草月會館，東

京，日本 
《橫濱美術館收藏展 2017 Part 1》，橫濱美術館，神奈川，日本 
小山登美夫畫廊，東京，日本 

2016 《卡拉布拉克與菅木志雄》，蘇格蘭國家現代藝術，愛丁堡，英國 
《In Between》，BERGAMIN&GOMIDE，聖保羅，巴西 
《新今日藝術家展》，橫濱市民畫廊，神奈川，日本 
《日本前衛藝術 1950-1970》，Imperial Palace，里約，巴西 
《Utopias/Heterotopias: The Wuzhen International Contemporary Art Invitational 
Exhibition》，北絲綢廠/西景區，烏鎮，中國 
《羅伯莫里斯& 菅木志雄》，Blum & Poe，東京，日本 

2015 《Breaking through to the actual via the imagination ーLong museum collection show 
concept by Yuko Hasegawa》，龍美術館，米蘭，中國 
《物派》，Fondazione Mudima，米蘭，義大利 
《Construction/ Destruction》，Almine Rech 畫廊，巴黎，法國 
《TAKAHASHI COLLECTION: Mirror Neuron》，歌劇城畫廊，東京，日本 

2014 《開館 35 週年紀念》，原美術館，東京，日本 
《開館紀念展 1964-2014》，橫濱市民畫廊，神奈川，日本 
《1974，戰後日本藝術的轉捩點》，群馬縣力近代美術館，高崎，日本 
《日本的抽象—幾何學的側面》，東京畫廊+BTAP，東京，日本 
《Other Primary Structures (Others 2: 1967-1970)》，猶太博物館，紐約，美國 
《Erasure: From Conceptualism to Abstraction》，Osage 畫廊香港 / 香港城市大

學，香港 
《Japon》，Centre d’art contemporain，梅馬克，法國 
《TAKAHASHI COLLECTION 2014 Mindfulness!》，名古屋市美術館，愛知，

日本 
《2014-1 幾何學的想像力》，廣島當代藝術博物館，廣島，日本 
《熱海物派》，SOOKO 畫廊，熱海，靜岡，日本  
《Abstract Drawing》，Drawing Room，倫敦，英國 
《記憶 痕跡 分歧》，21 世紀當代藝術博物館市民畫廊 ，石川，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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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連結_展開》，國家現代美術館，首爾，韓國 
《六本木 Crossing 2013: Out of Doubt》，森美術館，東京，日本 
《TAKAHASHI COLLECTION Mindfulness!》，鹿兒島縣霧島森美術館，鹿兒

島，日本 [展覽巡迴至 札幌藝術森美術館，北海道，日本] 
《Prima Materia》，Punta della Dogana，威尼斯，義大利 
《2013-l: Layers of Artistic Expression》，廣島市現代美術館，廣島，日本 
《Tricks and Vision to Mono-ha》，東京畫廊+BTAP，東京，日本 
《Re: Quest—1970’s 後的日本現代藝術》，首爾大學，首爾，韓國 
《Parallel Views: 1950s、60s、70s 的義大利與日本藝術》，The Warehouse，達拉

斯，美國 
2012 《東京 1955-1970: A New Avant-Garde》，現代美術館，紐約，美國 

《日本 70’s : 1968-1982》，崎玉縣立近代美術館，崎玉，日本 [展覽巡迴至 廣島 
市現代美術館，廣島，日本] 
《Paper Space: Drawings by Sculptors》，Inman 畫廊，休士頓，美國  
《Double Vision: Contemporary Art from Japan》，莫斯科現代美術館，莫斯科，

俄國 [展覽巡迴至 Tikotin Museum of Japanese Art / 海法美術館，海法，以色列] 
《Requiem for the Sun: The Art of Mono-ha》，Blum & Poe，洛杉磯，美國 [t 展覽

巡迴至 Gladstone 畫廊，紐約，美國] 
2011 《Villa Tokyo》，京橋 2 丁目再開發地區，東京，日本 
2010 《MOT Collection Enter here – 你看見什麼？》，東京都現代美術館，東京，日

本 
《創造與回歸 現代木雕的潮流》，北海道立近代美術館，札幌，日本 
《中國與日本的現代藝術》，釜山現市立美術館，釜山，韓國 

2009 《No Man's Land》，法國領事館，東京，日本 
2008 《Mediations 雙年展》，波茲南國家博物館，波蘭 
2007 《What is Mono-ha?》，東京畫廊+BTAP，東京，日本 

《開館紀念展 20 世紀美術探險》，國立新美術館，東京，日本 
2006 《東野芳明致敬展》，TOM 畫廊，東京，日本 

《繩文與現代》，青森美術館，青森，日本 
《越後妻有三年展 2006》，十日町，新瀉，日本 

2005 《物派再考》，國立國際美術館，大阪，日本 
2004 《再考：近代日本繪畫 美學的形成與展開》，東京都現代美術館，日本 
2002 《未完的世紀—20 世紀美術》，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東京，日本 
2001 《Mono-ha: School of Things》，Kettle’s Yard，劍橋大學，英國 / 

Newlyn Art 畫廊，紐林，英國 
《Global Visions: Art after 1980》，東京都現代美術館，日本 

2000 《第 3 回光州雙年展》，雙年展館，光州，韓國 
1999 《物派，菅木志雄 /李禹煥》，M 畫廊，足利，栃木，日本 
1998 《藝術／生態系 藝術表現得自然與製作》，宇都宮美術館，栃木，日本 
1997 《重力 戰後藝術的座標軸》，國際國立美術館，大阪，日本 

《雕刻與立體》，千葉市美術館，千葉，日本 
1996 《Inside of Works，Outside of Works》，板橋區立美術館，東京，日本 

《Japon 1970: Materiere et perception: Le Mono-ha et la recherche des fondements de 
l'art》，當代美術館，聖艾蒂安，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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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s 版畫》，涉谷區立松濤美術館，東京，日本 
《Collection in Focus: 12 Installation Pieces》，東京都現代美術館，，東京，日本 

1995 《菅木志雄 +吉澤美香》，雙畫廊，東京，日本 
《第 46 屆威尼斯雙年展》，Palazzo Vendramin Calergi，威尼斯，義大利 
《J 戰後文化的軌跡 1945-1995》，目黑區美術館，東京，日本 [展覽巡迴至 廣
島是現代美術館，廣島/ 兵庫縣立近代美術館，兵庫/ 福岡縣立美術館，福

岡，日本] 
《1970—物派物質與知覺》，岐阜縣美術館，岐阜，日本 [展覽巡迴至 廣島市

現代美術館，廣島/ 北九洲市立美術館，福岡/崎玉近代美術館，崎玉，日本/
現代藝術博物館，聖艾蒂安，法國] 

1994 《物派 1994 PART lll》，鎌倉畫廊，東京，日本 
《素材的發分》，工藝館，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東京，日本 
《第八屆 Triennale India》，拉利特卡拉學院，新德里，印度 
《戰後日本的前衛藝術》，橫濱美術館，神奈川，日本 [展覽巡迴至 古根漢美

術館蘇活區，紐約，美國/ 舊金山現代美術館，舊金山，美國/ 芳草地藝術中

心，舊金山，美國] 
《矩形的森》，崎玉縣立近代美術館，崎玉，日本 

1993 《Avanguardie Giapponesi degli anni 70》，世田谷美術館，東京，日本 
1992 《Avanguardie Giapponesi degli anni 70》，Galleria Comunale d’Arte Moderna di 

Bologna，義大利 [展覽巡迴至 世田谷美術館，東京，日本] 
1991 《日本現代藝術的動勢》，富山現力近代美術館，富山，日本 

《箱的世界》，水戶藝術館現代美術畫廊，茨城，日本 
《70s-80s 物派藝術家》，鎌倉畫廊，東京，日本 

1989 《第 20 回雙年展》，Middelheim Open-Air Museum for Sculpture，安特衛普，比

利時 
《Art Exciting ’89: beyond the today’s being》，崎玉縣立近代美術館，崎玉，日本 
[展覽巡迴至 昆士蘭美術館，布里斯本，澳洲] 
《創面展》，雙畫廊，東京，日本 
《地、間、餘白》，崎玉縣立近代美術館，崎玉，日本 

1988 《11 人藝術家的現代美術 1988 展》，和必館，京都現代美術館，京都，日本 
《色、形、音三週間》，雙畫廊，東京，日本 
《Monoha: La scuola delle cose》，The laboratory of contemporary art，羅馬大學，

義大利 
《美術史探索學入門展》，目黑美術館，東京，日本 

1987 《第 2 回雙年展日本牛窓国際芸術祭》，牛窓園，岡山，日本 
《現代東北藝術狀況展 2》，福島縣立美術館，福島，日本 
《TAMA VIVANT ’87: From Thingness to Narrative》，Seed Hall，東京，日本 
《1969 的日本藝術: 物派與後物派》，西武美術館，東京，日本 

1986 《Japon des Avant-Gardes: 1910-1970》，龐畢度中心，巴黎，法國 
《第 22 回今日藝術家’86》，橫濱市民畫廊，神奈川，日本 
《李禹煥，關根伸夫，菅木志雄: 1970s 方法》，雙畫廊，東京，日本 
《現代的黑與白》，崎玉縣立近代美術館，崎玉，日本 
《物派 Part ll》，鎌倉畫廊，東京，日本 
《首爾當代亞洲藝術展》，國立現代美術館，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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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ologue/ dialogue 菅木志雄 & 狗卷賢二》，Nabis 畫廊，東京，日本 
《日本現代美術展》，臺北美術館， 
《第 2 回東京 Open-Air 當代雕塑展 1986》，都立砧公園，東京，日本 
《空間 素材 表現的新展開》，Institut Franco- Japonaise de 東京，日本 

1985 《Opening Exhibition》，雙畫廊，東京，日本 
《第 21 回今日藝術家’85 展》，橫濱市民畫廊，神奈川，日本 
《第 2 回亞洲藝術展》，福岡美術館，福岡，日本 
《木的美》，北海道立旭川美術館，北海道，日本 
《現代美術 40 年，東京》，東京 都美術館，東京，日本 
《指的造型展》，哈勒·蘇德，日內瓦，瑞士 
《Artists’ Books》，Franklin Furnace 畫廊，紐約，美國  
《日本現代雕塑》，神奈川縣民會館，橫濱，日本 

1984 《現代藝術動向 1970-1984: Universality/ 國際性與獨自性》，東京都美術館，東

京，日本 
《開館紀念展第 3 部 現代東北藝術狀況》，福島縣立美術館，福島，日本 
《第 2 回 富山國際現代美術館 ’84》，富山縣立近代美術館，富山，日本 
《Human Documents ’84/ ’85》，東京畫廊，東京，日本 
《J 現代繪畫 20 年 1960-1980》，群馬縣力近代美術館，高崎，日本 
《近現代日本雕刻，1968-1980s》，山口縣美術館，山口，日本 

1983 《現代日本藝術展望 立體造型展》，富山縣立美術館，富山，日本 
《今日藝術最前線》，伊勢丹美術館，東京，日本 
《現代日本藝術 2 風景》，宮城縣美術館，仙台，日本 
《收藏品展 今日藝術 日本與英國》，東京都美術館，東京，日本 
《物的形與靈》，崎玉現力近代藝術博物館，崎玉，日本 

1982 《多摩美術大學藝術季特別展》，多摩美術大學，東京，日本 
《Carnegie International》，卡內基美術館，匹茲堡，美國 
《第 4 屆雪梨雙年展》，Art gallery of New South Wales，悉尼，澳洲 
《ARTEDER '82》，Mikeldi 畫廊，西班牙 畢爾巴鄂 

1981 《日本現代美術展 70 年代日本藝術動向》，韓國文化藝術振興院美術會館，首

爾，韓國 
《開館特別紀念展第 1 部 現代日本藝術》，宮城美術館，仙台，日本 
《第 16 屆雙年展》，伊比拉普艾拉公園，聖保羅，巴西 
《菅木志雄 小清水漸》，松村畫廊，東京，日本 
《錄像表演》，福岡藝術博物館，福岡，日本 
《第 1 回平行藝術展》，小原流會館，東京，日本 
《餘韻》，Gryphon 畫廊，墨爾本，澳洲 

1980 《平面繪畫多樣化》，福岡美術館，福岡，日本 
《1980 日本版畫》，栃木縣博物館，宇都宮，日本 
《Shell 藝術展》，東京中央博物館，東京，日本 

1979 《第 15 回今日藝術家》，橫濱 City 畫廊，神奈川，日本 
《里斯本國際藝術展 '79》，Galeria de Belem-Lisbon/國立雷伊斯博物館，里斯

本，葡萄牙 
《菅木志雄 高橋雅之 李禹煥 三人展》，駒井畫廊，東京，日本 

1978 《第 14 回今日藝術家》，橫濱市民畫廊，神奈川，日本 



  

EACH  MODERN  亞 紀 畫 廊  

156 Sec. 4 Xi 美國 i Road Taipei Taiwan 

+886–2–27527002   www.eachmodern.com 

《第 38 屆威尼斯雙年展》，日本館，威尼斯，義大利 
1977 《今日畫家》，橫濱市民畫廊，神奈川，日本 

《日本與美國：當代藝術展》，80 Ranton Street 畫廊，舊金山，美國 [展覽巡迴

至 神奈川縣名畫廊，神奈川，日本] 
《03_23_03 - 專案/表演/會議》，當代藝術學院，蒙特利爾，加拿大 
"Space》，Galeria Akumulatory 2，波茲南，波蘭 

1976 《雪梨雙年展》，Art Gallery of New South Wales，悉尼，澳洲 
《7 位義大利藝術家與 7 位日本藝術家》，義大利文化學院，東京，日本 
《現在》，Ewing 畫廊，墨爾本大學，澳洲 
《京都雙年展: 七位藝術評論家的當代藝術》，京都市政美術館，京都，日本 
《汎概念》，真木畫廊，東京，日本 

1975 《東京畫廊 '76》，東京畫廊，東京，日本 
《日本當代雕塑》，克蘭布魯克藝術學院，布盧姆菲爾德山，美國 

1974 《第 7 回 現代造型 映像表現 '74》，Art Core Hall，京都，日本 
《資料展》，范阿貝博物館，埃因霍溫，荷蘭 
《日本美術展》，路易斯安那現代藝術博物館，胡勒巴克，丹麥 [展覽巡迴至

哥德堡康斯特博物館，哥德堡，瑞典/赫尼翁斯塔德藝術中心，奧斯陸，挪威] 
《宇宙》，聖保羅美術館，巴西 
《日本: 傳統與現代》，Stadtische Kunsthalle，杜塞道夫，德國 
《吉田克朗 + 菅木志雄・Prints》，Kaneko 畫廊，東京，日本 

1973 《第八屆巴黎雙年展》，巴黎/ 國家現代藝術博物館，巴黎，法國 
《第八屆日本藝術節》，東京 Central Museum，東京，日本 [展覽巡迴至

Stadtische Kunsthalle，杜塞道夫，德國 / 斯洛維尼亞國家博物館，盧布亞納，斯

洛維尼亞] 
1972 《第一屆當代日本圖形展》，ICA，倫敦，英國 

《Project for Mount Vesuvius Operation》，南畫廊，東京，日本 
《國際美術展》，Il Centro 畫廊，那不勒斯，義大利 

1971 《Print 1972》，Shirota 畫廊，東京，日本 
《第 4 屆當代日本雕塑展》，宇部市野外雕刻美術館，山口，日本 
《第 10 屆日本當代藝術展》，東京都現代美術館，東京，日本 

1970 《第 5 回日本藝術展》，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東京，日本 [展覽巡迴至 古根

漢美術館，紐約，美國] 
《今日藝術家 ’70》，橫濱市民畫廊，神奈川，日本 
《1970 八月: 新日本藝術》，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東京，日本 
《第 9 回 現代美術動向》，京都國立近代美術館，京都，日本 

1968 《第 9 回 視點》，松村畫廊，東京，日本 
《'OOX Exhibition' TAMA FINE ART COLLEGE OOX CLASS》，松村畫

廊，東京，日本 
1967 《OOOPLAN》，Muramatsu 畫廊，東京，日本 

《Universiade Exhibition 東京大會藝術展示》，伊勢丹百貨店，東京，日本 
《第 11 回 Shell 藝術獎展》，白木屋，東京，日本  
《N・S・S 展》，椿近代畫廊，東京，日本 
《OOOPLAN 8 午前零時》，新宿 Pit Inn，東京，日本 
《第 4 回國際青年藝術家展 日本、美國展》，西武百貨，東京，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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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2017 《定有偏無》，橫濱美術館，神奈川 
2016 《分空》，橫濱市民畫廊，神奈川，日本 

《景中回空》，Pirelli HangarBicocca，米蘭，義大利 
2015 《多重潛水景》，東京都現代美術館，東京，日本 
2014 《散間集行》，Vangi 雕刻庭園美術館，長泉町，靜岡，日本 
2009 《風的耕路》，板室温泉大黒屋，那須塩原，栃木，日本 
2008 《縁界性》，板室温泉大黒屋，那須塩原，栃木，日本 

《複潜現化》，Art Basel 39，巴塞爾，瑞士 
2006 《複項系》，越後妻有藝術三年展，十日町，日本 

《複因樣立》，板室温泉大黒屋，那須塩原，栃木，日本 
《共時對應》，小山登美夫畫廊，東京，日本 

2005 《分有搖化》，岩手縣立美術館，盛岡，岩手，日本 
2004 《空間之端》，橫濱美術館，神奈川，日本 
1998 《複雜點》，千葉市美術館，千葉，日本 

《定立與不立》，神奈川縣民中心，橫濱，日本 
《現地製作》，山口縣立美術館，山口，日本 
《離合定位ー視間性》，伊丹市立美術館，兵庫，日本 

1997 《集散─圍束》，廣島市現代美術館，廣島，日本 
1995 北九州市立美術館，福岡，日本 

《多樣性的配分》，廣島市現代美術館，廣島，日本 
1990 《沿著邊緣》，東高現代美術館，東京，日本 

《周圍建築-910》，Concept Space R2，高崎，群馬，日本 
1987 《EXTEND 多摩美術大學創立 50 週年紀念: TAMABIVENTS》，Studio 200，東

京，日本 
1986 《露路空》，橫濱市民畫廊，神奈川，日本 
1984 《動的邊緣》，富山縣立近代美術館，富山，日本 
1981 福岡市美術館，日本 
1980 《移動的全部個體》，Lumiere 畫廊，山形，日本 

《界的行》，Kaneko 畫廊，東京，日本 
《事位》，彩園子畫廊，盛岡，岩手，日本 
《事間》，Kaneko 畫廊，東京，日本 

1979 橫濱市民畫廊，神奈川，日本 
1978 《臨狀移體》，多摩美術大學，八王子 Ground，東京，日本 

《第 38 屆威尼斯 雙年展》，日本館，威尼斯，義大利 
1977 井之頭公園，東京，日本 

《壯為論》，常磐公園，東京，日本 
《地為論》，常磐公園，東京，日本 

1976 《動態差異 — 界的接連》，義大利文化會館，東京，日本 
《地面與知識—距離的集位》，國際基督教大學，東京，日本 
《每個位置》，真木畫廊，東京，日本 
《角落》，京都雙年展，京都市立美術館，京都，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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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相》，真木畫廊，東京，日本 
1975 《取向》，真木畫廊，東京，日本 

《間的集積》，真木畫廊，東京，日本 
《自然律》，常磐公園，東京，日本 

1974 《依存位》，田村畫廊，東京，日本 
《Fieldology》，galerie 16，京都，日本 

1973 《依存律》，田村畫廊，東京，日本 
《並關—自在體》，藝術家的工作室，杉並區，清水，東京，日本 

 
 

 

Awards  
2016 第 57 屆每日藝術獎 
1970 第 5 屆日本藝術節大獎 
1969 佳作入選，美術手帖藝術評論募集《轉位空間》 
1967 首獎，第 11 屆 Shell 美術獎 
 
 

 

Other  
2015 小說《雙天哥利亞》，Vangi 雕刻庭園美術館刊登 
2008 小說 《樹下草怨》，東洋經濟新報社刊登 
2000 小說 《渡海鳴鳥》，講談社刊登 
1999 電影 《存在與殺人》（監督/腳本），橫濱美術館製作 
 
 

Collections 
秋田縣力近代美術館，秋田，日本 
釜山美術館，韓國 
千葉市美術館，千葉，日本 
達拉斯美術館，達拉斯，美國 
大邱美術館，韓國 
Dia Art Foundation，紐約，美國 
府中市，廣島，日本 
格蘭斯通，波托馬克，美國 
古根漢阿布達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原美術館，東京，日本 
廣島市現代美術館，廣島，日本 
赫須巨集博物館，華盛頓 DC，美國 
北海道旭川市立美術館，北海道，日本 
磐城市立美術館，福島，日本 
岩手縣立美術館，盛岡，日本 
何必館，京都現代美術館，京都，日本 
北九州市立美術館 美術館，福岡，日本 
板室温泉大黒屋，那須鹽原，栃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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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大學 The Laboratory of Contemporary Art，義大利 
龍美術館，上海，中國 
目黑美術館，東京，日本 
Margulies Collection at the Warehouse，美國 
宮城縣美術館美術館，仙台，日本 
M+，香港 
Museum Voorlinden，荷蘭 
東京都現代美術館，東京，日本 
埼玉縣立近代美術館，埼玉，日本 
富山縣立近代美術館，富山，日本 
國家美術館，大阪，日本 
巴黎現代藝術博物館 (龐畢度中心)，巴黎，法國 
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東京，日本 
Pinault Collection，義大利 
樂翠亭美術館，富山，日本 
斯馬特美術館，芝加哥大學，美國 
蘇格蘭國立現代藝術美術館，愛丁堡，英國 
高橋 COLLECTION，東京，日本 
高松市美術館，香川，日本 
泰特美術館，倫敦，英國 
宇都宮市立美術館，栃木，日本 
Vangi 雕刻庭園美術館，長泉町，靜岡，日本 
鴨綠江美術館，中國 
山口縣立美術館，山口，日本 
Civic Art 畫廊，神奈川，日本 
橫濱美術館，神奈川，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