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EN QUILTY
本·奎爾蒂
生於 1973 年
1973
1994
1996
2001
2015
現今

出生於澳洲悉尼
畢業於澳洲悉尼大學悉尼藝術學院並獲得視覺藝術學士學位
完成澳洲莫納什大學原住民文化和歷史課程
畢業於澳洲西悉尼大學設計學院視覺傳達系並獲得學士學位
獲得澳洲西悉尼大學榮譽博士學位
生活和工作於澳洲

主要個展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染料》，Tolarno畫廊，澳洲 墨爾本
《Ben Quilty：白人直男》，藝術門，中國 香港
《Ben Quilty》，Allen畫廊，法國 巴黎
《Ben Quilty》，Saatchi畫廊，英國 倫敦
《Ben Quilty繪畫》，Tolarno畫廊，澳洲 墨爾本
《觸發幸福: Ben Quilty的美麗新世界》，Drill Hall畫廊，澳洲國立大學，澳洲 坎培拉
《奧莉薇亞夢想》，Jan Murphy畫廊，澳洲 布里斯班
《斐濟婚禮》，Tolarno畫廊，澳洲 墨爾本
《阿富汗之後》，悉尼國立藝術學院及巡展，澳洲 悉尼
《我的兄弟及其他繪畫》，Jan Murphy畫廊，澳洲 布里斯班
《鳥的收斂》，古爾本地區藝術畫廊，澳洲 墨爾本
《Evo計劃》，GRANTPIRRIE Offsite，中國 香港
《廢棄》，LOST Projects，菲律賓 馬尼拉
《棲息》，GRANTPIRRIE，澳洲 悉尼
《Ben Quilty》，Jan Murphy畫廊，澳洲 布里斯班
《關鍵影響》，GRANTPIRRIE Offsite，澳洲 墨爾本
《Ben Quilty LIVE!》，昆士蘭大學美術館，澳洲 墨爾本
《粉碎》，GRANTPIRRIE，澳洲 悉尼
《來自The Man Cave的更多作品》，Jan Murphy畫廊，澳洲 布里斯班
《死亡 - 願望》，紐卡斯爾地區藝術畫廊，澳洲 紐卡斯爾
《來自The Man Cave的新作品》，Jan Murphy畫廊，澳洲 布里斯班
《自豪感與愛國主義》，GRANTPIRRIE，澳洲 悉尼
《痛》，GRANTPIRRIE，澳洲 悉尼
《我們必須逃出去》，Jan Murphy 畫廊，澳洲 布里斯班
《生活就是等死時做你該做的》，Mansuell Wickes At Mary Place 畫廊，澳洲 悉尼
《美麗，富有而稀少》，Scott Livesey Art Dealer，澳洲 墨爾本
《年輕又自由？》，Jan Murphy畫廊，澳洲 布里斯班
《Torana》，Maunsell Wickes畫廊，澳洲 悉尼
《新繪畫》，Barry Stern畫廊，澳洲 悉尼
《巴黎》，Step畫廊，澳洲 悉尼

	
  

主要群展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迷宮》，藝術門，中國 香港
《總結》，巴瑟斯特地區美術館，澳洲 新南威爾斯
《峇里島的澳洲藝術家》，麥克萊蘭美術館和雕塑公園，澳洲 維多利亞
《來自澳洲的藝術》，嘉日美術館，韓國 京畿道
《汽車＝我的Automolove》澳洲，昆士蘭
《體現》，藝術門，中國 香港
《阿德萊德洲藝術雙年展：黑暗心臟》，南澳洲藝術畫廊，澳洲
《當代藝術藏品展》，特維德畫廊，澳洲 特維德
新加坡Prudential Eye當代亞洲藝術獎，新加坡
《生於空氣》，McClelland畫廊，澳洲 維多利亞
《分離與語境》，古爾本畫廊，澳洲 古爾本
《Middle Head展覽》，Mosman畫廊，澳洲 莫斯曼
《死亡的狂喜》，Gibbsland畫廊，澳洲 惠靈頓
《隆冬大師展：藝術家及精神導師》，濱海文化藝術中心，澳洲 墨爾本
《巨大的困難: 澳洲景觀的創傷》, Bondi海灘， 澳洲 新南威爾斯
《走出舒適帶》，海關大樓，澳洲 悉尼
《和諧共存五十載：澳洲與韓國藝術的聯結》，韓國文化交流中心，韓國 首爾
《覺醒》，Bom 畫廊，韓國 首爾
《TWMA澳洲傑作收藏》，特拉瓦拉美術館，澳洲 維多利亞
《Hayman收藏品: 卷一》, 霍舍姆地區藝術畫廊, 澳洲 維多利亞
《時間旅行：再造過去》，特威德河藝術畫廊，澳洲 新南威爾斯
《豐富多樣的藝術品》，悉尼藝術學院SCA畫廊，澳洲
《Shilo計畫》，墨爾本大學伊恩波特美術博物館，澳洲 墨爾本
《達爾文的混蛋》，悉尼大學Verge畫廊，澳洲 悉尼
《歡迎來到冥界：死亡計畫第二回》，帕拉瑪塔藝術工作室，澳洲 悉尼
《沙龍》，由本·奎爾蒂策展，紐爾斯卡地區畫廊，澳洲 紐爾斯卡
《超越太陽的勝利》，Utopian Slumps畫廊，澳洲 墨爾本
《火輪》，曼寧地區美術館，澳洲 新南威爾斯
《憤怒》，由本·奎爾蒂策展，Jan Murphy 畫廊, 澳洲 布里斯班
Archibald獎作品展，新南威爾士藝術館，澳洲 悉尼
道格莫蘭國家肖像獎作品展，新南威爾斯州立圖書館（全國巡展），澳洲
昆士蘭大學藝術博物館，澳洲 布里斯班
《圈養─達博地區藝術畫廊關於動物的收藏品》，達博地區藝術畫廊, 澳洲 達博
《新哥特：回歸黑暗》，昆士蘭大學藝術博物館，澳洲 布里斯班
《再來一次！60年代以來對藝術持續的衝動》
《送贈》，格里菲斯大學昆士蘭藝術學院戴爾畫廊，澳洲 昆士蘭
《同時發生：澳洲當代畫1》，旺加拉塔藝術畫廊，澳洲 旺加拉塔
Archibald獎作品展，新南威爾士藝術館，澳洲 悉尼
《我是一個好男孩》，First Draft，澳洲 悉尼
《最新館藏》，當代藝術美術館，澳洲 悉尼
《速凍》，特拉瓦拉美術館，澳洲 維多利亞
國家藝術家自畫像獎作品展，昆士蘭大學藝術博物館，澳洲 布里斯班
《考量人物與具象》，昆士蘭科技大學藝術博物館，澳洲 布里斯班
《門戶》，GRANTPIRRIE畫廊，悉尼與ARC雙年展，澳洲 布里斯班
往屆獲獎作品展，Brett Whitley 工作室，澳洲 悉尼
《國家與菜餚》，奧蘭治地區畫廊，澳洲 新南威爾斯
《齊柏林飛船世界巡迴展》，利斯摩爾地區畫廊，澳洲 新南威爾斯
《驚喜！脫掉褲子》，in-Transit 畫廊，臨港碼頭，澳洲 布里斯班
《真相和相似》，國家肖像畫廊，澳洲 坎培拉
《藝術年》，S.H. Ervin畫廊，澳洲 悉尼
多貝爾繪畫獎作品展，新南威爾士藝術館，澳洲 悉尼
《構建青春》，奧蘭治地區畫廊，澳洲 新南威爾斯
《諷刺表現主義》，Virginia Wilson Art 藝術空間，澳洲 悉尼
《可憐的約里克》，Virginia Wilson Art 藝術空間，澳洲 悉尼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1994

《怪獸》，奧爾伯里地區畫廊，澳洲 新南威爾斯
Archibald獎作品展，新南威爾士藝術館，澳洲 悉尼
《動物寓言》，昆士蘭科技大學，澳洲 布里斯班
《驅動力》，伊普斯維奇畫廊，澳洲 昆士蘭
《張貼－精緻的屍體》，Peleton，澳洲 悉尼
《Autofetish : 慾望力學》紐卡斯爾地區美術館，澳洲 紐卡斯爾
《泰國與澳洲當代繪畫》，清邁大學藝術博物館，泰國 清邁
《泰國與澳洲當代繪畫》，新南威爾斯藝術學院（現為新南威爾斯藝術與設計學院），澳洲 悉尼
《10周年慶畫展》，Jan Murphy 畫廊，澳洲 布里斯班
《藝術家反對煽動叛亂法》，科修拉動力藝術中心，澳洲 新南威爾斯
《朋友與鄰里》，霍克斯伯里地區畫廊，澳洲 新南威爾斯
《給我看你性感文雅的照片》，Hohenstrausenstr，德國 法蘭克福
《Mary Place新興藝術家群展》，澳洲 悉尼
Brett Whitley 遊學獎作品展，新南威爾士藝術館，澳洲 悉尼
《首屆Mary Place新興藝術家群展》，澳洲 悉尼
BareBones藝術空間，澳洲 新南威爾斯
《Pukka》，Allen Street畫廊，澳洲 悉尼

駐留項目
2014
2007
2005
2004
2003
2002

巴瑟斯特地區畫廊，澳洲 新南威爾斯希連埠
巴塞羅那，西班牙
巴瑟斯特地區畫廊，澳洲 新南威爾斯希連埠
The Gunnery 樓，新南威爾斯藝術部，澳洲 悉尼
巴黎國際藝術城，法國 巴黎
聖文森特醫院，澳洲 墨爾本

獎項及成就
2014
2013
2012

2011
2009
2007
2004
2002
1991
1989

Prudential Eye 亞洲當代藝術獎（綜合獎）， 新加坡
Prudential Eye 亞洲當代藝術獎（繪畫獎） ，新加坡
GQ 年度藝術家
Archibald 獎入圍獎，新南威爾士州美術館，澳洲 悉尼
入圍獎和金獎，Rockhampton Art 畫廊，澳洲 昆士蘭州
The Redlands 藝術獎，NAS 畫廊
Archibald 獎得主，新南威爾斯藝術館，澳洲 悉尼
Doug Moran 國家肖像獎得主, 澳洲 悉尼
國家自畫像獎，昆士蘭大學美術館，澳洲 布里斯班
國王學院藝術獎得主，澳洲 悉尼
Metro 5 藝術獎，澳洲 墨爾本
Brett Whiteley 藝術遊學獎金入圍獎，新南威爾斯藝術館，澳洲 悉尼
朱利安阿什頓藝術學校，澳洲 悉尼
Rocks Painters Picnic 年齡組與公開組冠軍得主，悉尼藝術節，澳洲 悉尼

主要收藏
新南威爾士藝術館，澳洲 悉尼
南澳州藝術館，澳洲 阿德萊德
澳洲戰爭紀念館，澳洲 堪培拉
巴瑟斯特地區美術館，澳洲 巴瑟斯特
本迪戈美術館， 澳洲 本迪戈
伯尼區地區畫廊，澳洲 塔斯曼尼亞
達博區畫廊，澳洲 達博
古爾本地區畫廊，澳洲 古爾本

	
  
伊普斯維奇地區畫廊，澳洲 伊普斯維奇
Kedumba 當代繪畫收藏，澳洲 新南威爾士
悉尼當代藝術博物館 ,澳洲 悉尼
麥格理銀行，澳洲
澳洲國立美術館，澳洲 堪培拉
紐卡斯爾地區美術館，澳洲 紐卡斯爾
新英格蘭地區畫廊，澳洲 阿米代爾
昆士蘭美術館與現代藝術博物館，澳洲 布里斯班
昆士蘭科技大學美術館，澳洲 布里斯班
特拉瓦拉藝術館，澳洲 希尔斯维尔
昆士蘭大學美術館，澳洲 布里斯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