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LE FRANK 
戴爾・弗蘭克 
⽣生於1959年  

1959  ⽣生於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  
現今  於澳⼤大利亞⾟辛格爾頓⽣生活及⼯工作  
  

主要個展 

2021 《戴爾・弗蘭克》，藝術⾨門，中國 ⾹香港 
 《戴爾・弗蘭克》，Gow Langsford畫廊，新⻄西蘭 奧克蘭 
 《超級傳播者》，Neon Parc畫廊，澳⼤大利亞 墨爾本 
2020 《戴爾・弗蘭克》，Gow Langsford畫廊，新⻄西蘭 奧克蘭 
 《肖恩教鋼琴》，羅斯林・奧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2019 《戴爾・弗蘭克》，Gow Langsford畫廊，新⻄西蘭 奧克蘭 
 《戴爾・弗蘭克》，羅斯林・奧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戴爾・弗蘭克》，Neon Parc畫廊，澳⼤大利亞 墨爾本 
2018 《戴爾・弗蘭克》，羅斯林・奧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戴爾・弗蘭克》，Gow Langsford畫廊，新⻄西蘭 奧克蘭 
 《戴爾・弗蘭克》，Olsen Gruin畫廊，澳⼤大利亞 墨爾本 
2017 《戴爾・弗蘭克》，Neon Parc畫廊，澳⼤大利亞 墨爾本 
 《戴爾・弗蘭克》，羅斯林・奧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戴爾・弗蘭克》，藝術⾨門，中國 ⾹香港 
 《戴爾・弗蘭克》，Gow Langsford畫廊，新⻄西蘭 奧克蘭 
2016 《Sabco牌過氧化物》，羅斯林・奧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戴爾・弗蘭克》，Gow Langsford畫廊，新⻄西蘭 奧克蘭 
2015 《戴爾・弗蘭克》，Neon Parc畫廊，澳⼤大利亞 墨爾本 
 《戴爾・弗蘭克》，Gow Langsford畫廊，新⻄西蘭 奧克蘭 
2014 《⼩小酒杯》，羅斯林・奧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2013 《沒有⼈人喜歡他》，羅斯林・奧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紅棗蛋奶撻》，安娜施華茲畫廊，澳⼤大利亞 墨爾本  
2012 《驢⼦子被沈默騎進城內》，Reis畫廊，新加坡   
    Art Statements 畫廊，中國 ⾹香港 
 《Devon 是我最喜歡的午餐⾁肉》， Gow Langsford Gallery, 新⻄西蘭 奧克蘭 
2011 《怪鴨對對碰與⽑毛茸茸湯姆》，羅斯林・奧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茴⾹香》，Reis畫廊，新加坡  
 《戴爾・弗蘭克》，安娜施華茲畫廊，澳⼤大利亞 墨爾本  
2010 《冰河時期》，羅斯林・奧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戴爾・弗蘭克: 近作》Gow Langsford畫廊，新⻄西蘭 奧克蘭 
2009  Art Statements 畫廊，中國 ⾹香港 
    Gow Langsford 畫廊，新⻄西蘭 奧克蘭  
  《繁雜》，羅斯林・奧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巨⼤大的⿊黑⾊色泡泡》，安娜·施華茲畫廊，澳⼤大利亞 墨爾本  
2008  安娜施華茲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無趣畫作選展》，羅斯林・奧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2007 《嗓⼦子疼》，羅斯林・奧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2006 《戴爾・弗蘭克》，Gow Langsford畫廊，新⻄西蘭 奧克蘭 
 《戴爾・弗蘭克》，羅斯林・奧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2004 《近作》，Gow Langsford畫廊，新⻄西蘭 奧克蘭 



 《戴爾・弗蘭克》，羅斯林・奧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2003 《⼯工作室⼤大堂展》，悉尼歌劇院，澳⼤大利亞 悉尼 
 《新作》，安娜施華茲畫廊，澳⼤大利亞 墨爾本  
 《從布魯斯⾼高速公路遠眺》，羅斯林・奧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2002 《拒絕⾊色彩》，Gow Langsford畫廊，新⻄西蘭 悉尼 
2001  羅斯林・奧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Gow Langsford 畫廊，新⻄西蘭 奥克蘭 
2000 《狂喜－⼆二⼗十年作品展》，策展⼈人 Sue Cramer， 澳⼤大利亞當代藝術博物館，澳⼤大利亞 悉尼 
  新南威爾斯美術館，澳⼤大利亞 悉尼  
  羅斯林・奥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安娜施華兹畫廊，澳⼤大利亞 墨爾本  
 《初級廣告⼥女郎晶晶⼩小姐－Dale Frank與Adam Cullen》，海澤赫斯特地區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Albert Baronian畫廊，⽐比利時 布魯塞爾 
1999 《戴爾・弗蘭克》，羅斯林・奥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戴爾・弗蘭克》，卡伊恩・洛夫格羅夫畫廊，美國 洛杉磯 
1998 《晶晶的畫》，Bundaberg畫廊，澳⼤大利亞 昆⼠士蘭（巡迴展：圖⽂文巴地區畫廊，塔姆沃斯城市畫廊，澳⼤大利
  亞） 
  羅斯林・奥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沒曝光紐約畫作⼀一九⼋八五⾄至⼋八六》，Alderton畫廊，澳⼤大利亞 布⾥里斯班  
 《戴爾・弗蘭克》，安娜施華兹畫廊，澳⼤大利亞 墨爾本  
1997  Gow Langsford畫廊，新⻄西蘭 奥克蘭（巡迴展：Govett-Brewster畫廊，澳⼤大利亞 新普利茅斯；威靈頓城市

畫廊，新⻄西蘭 威靈頓） 
  《電影》，羅斯林・奥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戴爾・弗蘭克》，安娜施華兹畫廊，澳⼤大利亞 墨爾本 
1996  羅斯林・奥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Teststrip 畫廊，澳⼤大利亞 奥克蘭 
  ⾙貝拉斯畫廊，澳⼤大利亞 布⾥里斯班  
  當代攝影中⼼心，澳⼤大利亞 墨爾本 
 《的⼠士⾼高⾏行為主義》（VOLT, 布⾥里斯班節），上羅⾺馬街，澳⼤大利亞 布⾥里斯班  
 《桌球房》，現代藝術學院，澳⼤大利亞 布⾥里斯班  
  羅斯林・奥克斯利9號畫廊（攝影），澳⼤大利亞 悉尼  
 《⾹香蓮》（雕塑表演），117號房間，亞太酒店，澳⼤大利亞 布⾥里斯班  
1995  ⾙貝拉斯畫廊，澳⼤大利亞 布⾥里斯班  
 《雕塑表演》，羅斯林・奥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戴爾・弗蘭克/Scott Redford （合作）》，ISNT畫廊，澳⼤大利亞 布⾥里斯班 
  卡伊恩・洛夫格羅夫畫廊，澳⼤大利亞 墨爾本  
1994  卡伊恩・洛夫格羅夫畫廊，澳⼤大利亞 墨爾本  
  ⼆二樓藝術空間，悉尼新南威爾斯美術館，澳⼤大利亞 悉尼 
  好望⾓角舍曼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私⼈人參觀，Hugh Jamieson收藏，⽐比爾平，澳⼤大利亞 新南威爾⼠士  
  Jack Shainman畫廊，美國 紐約 
 《戴爾・弗蘭克（1980－1994年畫作回顧展）》，臥⻯⿓龍崗城市畫廊，澳⼤大利亞 臥⻯⿓龍崗 
 《Unseen 1984 Exhibition, 卡伊恩·洛夫格羅夫畫廊，澳⼤大利亞 墨爾本  
 《愛情衛星》（與澳⼤大利亞國⽴立美術館合作《視覺現實》），坎培拉當代藝術空間，澳⼤大利亞 坎培拉 
1993  索蘭德畫廊，澳⼤大利亞 坎培拉  
  ⾙貝拉斯畫廊，澳⼤大利亞 布⾥里斯班  
 《戴爾・弗蘭克（1980—1992年畫作回顧展）》，蒙納⼠士⼤大學美術館，蒙納⼠士⼤大學，澳⼤大利亞 墨爾本 
 《戴爾・弗蘭克（1980—1992年畫作回顧展）》，珀斯當代藝術學院，P.I.C.A.，澳⼤大利亞 珀斯  
  好望⾓角舍曼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UNFAIR藝術展，德國 科隆 
  Albert Baronian畫廊，⽐比利時 布魯塞爾  
1992 《戴爾・弗蘭克（與John Coburn合作）》，紐卡斯爾區域美術館，澳⼤大利亞 紐卡斯爾 
  羅斯林・奥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南澳當代藝術中⼼心，澳⼤大利亞 阿德萊德  
 《戴爾・弗蘭克（與John Coburn合作）》，Nolan畫廊，澳⼤大利亞 坎培拉  
  卡伊恩・洛夫格羅夫畫廊，澳⼤大利亞 墨爾本  
  碧綠别墅，⾺馬来⻄西亞 吉隆坡  
1991  羅斯林・奥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戴爾・弗蘭克（與John Coburn合作）》，現代美術學院，澳⼤大利亞 布⾥里斯班  
  塔姆沃斯城市畫廊，澳⼤大利亞 新南威爾⼠士  
  德意志布魯斯域街，澳⼤大利亞 墨爾本  
1990  Milburn+Arte畫廊，澳⼤大利亞 布⾥里斯班 
  德意志布鲁斯域街，澳⼤大利亞 墨爾本   
  羅斯林・奥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1989  Milburn+Arte畫廊，澳⼤大利亞 布⾥里斯班  
  羅斯林・奥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1988  Jack Shainman畫廊，美國 紐約  
  Milburn+Arte畫廊，澳⼤大利亞 布⾥里斯班 
                           Mon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Realities畫廊，澳⼤大利亞 墨爾本  
  E.M.R.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1987  ⾺馬可尼藝術⼯工作室，意⼤大利 ⽶米蘭 
  列⽇日現代藝術别墅博物館，策展⼈人Galerie Albert Baronian，意⼤大利 列⽇日  
  瑪麗安迪桑畫廊，美國 芝加哥 
  Realities畫廊，澳⼤大利亞 墨爾本  
  Mon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1986  Massimo Audiello畫廊，美國 紐約 
  Polynero畫廊，⽐比利時 安特衛普 
  Albert Baronian畫廊，⽐比利時 布魯塞爾  
  Triagono現代藝術館，意⼤大利 諾拉 
  羅斯林・奥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1985  ⾥里爾美術宮（Albert Baronian畫廊），⽐比利時 布魯塞爾 
  Barbara Farber畫廊，荷蘭 阿姆斯特丹  
  羅斯林・奥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澳⼤大利亞國家⼤大學藝術學院畫廊。澳⼤大利亞 坎培拉  
  坎納維耶洛藝術⼯工作室，意⼤大利 ⽶米蘭  
1984  坎納維耶洛藝術⼯工作室，意⼤大利 ⽶米蘭 
  羅斯林・奥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墨爾本⼤大學畫廊，澳⼤大利亞 墨爾本  
  現代藝術學院，澳⼤大利亞 布⾥里斯班  
  Monique Knowlton畫廊，美國 紐約 
1983  Foder 博物館 (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荷蘭 阿姆斯特丹 
  羅斯林・奥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1982  Tanit畫廊，德國 慕尼⿊黑  
  羅斯林・奥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Severina Teucher畫廊，瑞⼠士 蘇黎世 
1981  Acme 畫廊，英國 倫敦 
  PS1畫廊 (Project Studios One)，美國 紐約 
  Praxis畫廊，澳⼤大利亞 珀斯 
  Fernando Pellegrino畫廊，意⼤大利 博洛尼亞 
1980  藝術項⺫⽬目中⼼心畫廊，愛爾蘭 都柏林  
  年輕藝術家會，(FMK), 匈⽛牙利 布達佩斯  
  Sixto Notes畫廊，意⼤大利 ⽶米蘭  
1979  實驗藝術基⾦金會，澳⼤大利亞 阿德萊德  



	  
    

主要群展 
2020 《意外（⼆二）》，藝術⾨門H Queen’s，中國 ⾹香港 
2019 《近乎於藍》，Gow Langsford畫廊，新⻄西蘭 奥克蘭 
 《影半》，Olsen Gruin畫廊，美國 紐約 
2018 《情鍵》，羅斯林・奥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末⽇日之形》，藝術⾨門H Queen’s，中國 ⾹香港 
2017 《春天1883》，Neon Parc畫廊，Establishment⼤大廈，澳⼤大利亞 悉尼 
 《⾮非繪畫》，新南威爾⼠士畫廊，澳⼤大利亞 新南威爾⼠士 
 《每⼀一雙晶瑩的眼睛：1990年代澳⼤大利亞藝術》，維多利亞國家美術館，澳⼤大利亞 墨爾本 
 《紅綠藍：澳⼤大利亞影像藝術的歷史》，格⾥里菲斯⼤大學美術館，澳⼤大利亞 昆⼠士蘭 
 《物況》，藝術⾨門，新加坡 
 《瘋狂的愛》，Arndt3畫廊，德國 柏林 
2016 《回憶的巨廈》，策展⼈人保羅・穆爾豪斯，藝術⾨門，中國 ⾹香港 
 《舞動的⾬雨傘》，策展⼈人Paul Crammer，海德現代藝術博物館，澳⼤大利亞 墨爾本 
 《圖畫》，Neon Parc畫廊，澳⼤大利亞 墨爾本 
 《今朝、明⽇日與昨天》，策展⼈人Natasha Bullock，澳⼤大利亞當代藝術博物館，澳⼤大利亞 悉尼 
 《閉嘴畫吧》，維多利亞國家美術館，澳⼤大利亞 墨爾本 
   群展，羅斯林・奥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2015 《似⽕火美豔》，維多利亞國家美術館，澳⼤大利亞 墨爾本 
 《Sky, Night, Silver and Words》，Art Statements畫廊，中國 ⾹香港 
 《Tony Clark, Dale Frank, Kathy Temin & Jenny Watson群展》，羅斯林・奥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    
  尼 
2014 《⿊黑暗的⼼心臟》，澳⼤大利亞阿德萊德雙年展，策展⼈人Nick Mitzevich，南澳畫廊，澳⼤大利亞 阿德萊德 
 Benglis 73/74, Sutton Project Gallery, 澳⼤大利亞 墨爾本 
 《轉型》，Art Statements Gallery，中國 ⾹香港 
 《抽象》，⾙貝納拉美術館，澳⼤大利亞 維多利亞 
 《抽象級別》，Gow Langsford Gallery, 澳⼤大利亞 奥克蘭 
2013 《私⼈人結構》，第55屆威尼斯雙年展，意⼤大利 威尼斯 
 《充滿活⼒力的物質》，TarraWarra博物館，澳⼤大利亞 維多利亞 
 《年歲與⽇日渐增》，格⾥里菲斯⼤大學美術館，澳⼤大利亞 布⾥里斯班 
 《混合磁帶1980年代：挪⽤用，亞⽂文化，⾵風⾻骨》，維多利亞國家畫廊，澳⼤大利亞 墨爾本 

《光世界》，查爾斯達爾⽂文⼤大學美術館; 坎培拉國家圖書館；Anne & Gordon Samstag美術館； 南澳⼤大學阿
德萊德和藝術的伊恩・波特博物館 

 《輪迴》，Gow Langsford畫廊，新⻄西蘭 奥克蘭 
 《⼤大計劃》，Gow Langsford畫廊，新⻄西蘭 奥克蘭 
2012–13 《氣泡藝術，⾹香檳州!》，藍斯美術館，法國 藍斯 
2011 《⻘青春永駐：海德 30 年間回顧展》， 墨爾本海德現代美術館，澳⼤大利亞 墨爾本 
 《內⼼心世界：肖像和⼼心理學》，國家肖像畫廊，澳⼤大利亞 坎培拉 
2010 《第17屆悉尼雙年展：距離之美—⽣生存在⾵風⾬雨飄搖時代的歌曲》導演David Elliott，澳⼤大利亞 悉尼 
2008 《當代澳⼤大利亞：樂觀主義》現代技術-昆⼠士蘭美術館，布⾥里斯班畫廊，澳⼤大利亞 布⾥里斯班 
 《NEO GOTH：回歸⿊黑⾊色》，昆⼠士蘭⼤大學美術館，澳⼤大利亞 布⾥里斯本  
2007 《藝術的⼀一年》，S.H.歐⽂文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奇怪的貨物：當代藝術是邂逅的狀態》，紐卡斯爾地區美術館，布羅肯希爾地區藝術畫廊，本迪⼽戈藝    
  畫廊，橙地區畫廊，沃加沃加美術館和特威德河區畫廊 

2006 《序—⾝身體物質》，莫納什⼤大學博物館前，澳⼤大利亞 墨爾本 
 《平⾏行⽣生命：當代澳⼤大利亞繪畫》，Tarrawarra雙年展， Tarrawarra博物館，澳⼤大利亞 希爾斯維爾 
2005 《Frieze展覽》，Gow Langsford畫廊，澳⼤大利亞 奥克蘭 
 《繪畫的中⼼心》，紐卡斯爾地區美術館，澳⼤大利亞 新南威爾⼠士州 
2004 《Auto Fetish: Mechanics of Desire》， 紐卡斯爾地區美術館，澳⼤大利亞 紐卡斯爾 
 《昏厥》，澳⼤大利亞當代藝術中⼼心（ACCA），澳⼤大利亞 墨爾本 
 《三通抽象》，莫納什MUMA⼤大學博物館，澳⼤大利亞 墨爾本 
 《被選擇的當代藝術》，Margaret Moore and Anna Schwartz畫廊，澳⼤大利亞 珀斯 
2003 《藝術的⼀一年》，S.H.歐⽂文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對談中》，昆⼠士蘭⼤大學美術館，澳⼤大利亞 布⾥里斯本  
 《與Whitley同在沙灘上》，布雷特懷特利⼯工作室，澳⼤大利亞 悉尼 
2002 《⽥田野調查：澳⼤大利亞藝術1968⾄至2002》，維多利亞國家美術館，澳⼤大利亞 墨爾本 
 《潛意識：25年⻄西農收藏的澳⼤大利亞藝術》，⻄西澳⼤大利亞藝術館，澳⼤大利亞 珀斯 



 《Dirty Dozen》，羅斯林・奥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開頭的⼆二⼗十年》，羅斯林・奥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Other Views》：格⾥里菲斯⼤大學藝術收藏展，格⾥里菲斯⼤大學, 內森，澳⼤大利亞昆⼠士蘭 
2001 《放慢》，莫納什⼤大學美術館，澳⼤大利亞 墨爾本 
 《欲望》，皇家墨爾本理⼯工RMIT畫廊， 澳⼤大利亞 墨爾本 
2000 《Monochrome 純⾊色》，昆⼠士蘭⼤大學美術館，澳⼤大利亞 布⾥里斯本 
 《主客場》，奥克蘭美術館， 新⻄西蘭 奥克蘭 
1999 《道德幻覺：希區柯克流派》，策展⼈人Edward Colless，當代美術館，澳⼤大利亞 悉尼 
 《Funk de Siècle》，海德現代美術館，澳⼤大利亞 墨爾本  
 《探索⾏行為：常駐館當代藝術》， 國家美術館當代藝術，澳⼤大利亞 墨爾本 
 《分⼦子現實》，策展⼈人Christopher Chapman，實驗藝術基⾦金會，澳⼤大利亞 阿德萊德 
1998 《Mécénat藏品》，謝爾曼畫廊（哈格雷夫），澳⼤大利亞 悉尼 
 《神話中的⼥女性》， 莫納什⼤大學美術館，莫納什⼤大學，澳⼤大利亞 墨爾本 
 《藍》，安南岱爾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群展，奥爾德頓畫廊，澳⼤大利亞 布⾥里斯班 
1997 《It’s a Guitar-Shaped World III》，塔姆沃思城市規劃展覽館，澳⼤大利亞 塔姆沃思 
 《現在》，⾙貝拉斯畫廊，澳⼤大利亞 布⾥里斯本 
 《⽇日之逝》，策展⼈人Mike Parr，悉尼藝術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身份（男）不明》，南澳⼤大利亞當代藝術中⼼心，澳⼤大利亞  阿德萊德 
1996 《隱藏的寶藏II》， SH歐⽂文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阿德萊德雙年展》， 阿德萊德藝術畫廊，澳⼤大利亞  阿德萊德 
 《新收藏》，莫納什⼤大學，澳⼤大利亞 墨爾本 
 《甜⼜又粘》，班達伯格藝術中⼼心，澳⼤大利亞 班德堡  
 《澳⼤大利亞：熟悉⼜又陌⽣生》，⾸首爾藝術中⼼心，韓國 ⾸首爾 
 《lmants Tillers，戴爾・弗蘭克，Geoff Lowe，Robyn Stacy》，卡伊恩・洛夫格羅夫畫廊，澳⼤大利亞    
  墨爾本 
1995  群展，羅斯林・奥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澳⼤大利亞版畫觀1984–1994》，維多利亞國⽴立美術館，澳⼤大利亞 墨爾本 
 《聖誕秀》，彼得・⾙貝拉斯畫廊，澳⼤大利亞 布⾥里斯班 
  群展，卡伊恩·洛夫格羅夫畫廊，澳⼤大利亞 墨爾本 
 《⾛走出模擬》，普利姆索爾畫廊，澳⼤大利亞 霍巴特 
1994 《⿆麥考伊獎展》，維多利亞，維多利亞國⽴立美術館，澳⼤大利亞 墨爾本 
 《澳⼤大利亞25年表演藝術》，策展⼈人Nick Waterlow, 伊萬·多爾蒂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希望的⾯面孔》，新南威爾⼠士藝術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虛擬現實—⾸首屆雙年展》，澳⼤大利亞國家美術館，澳⼤大利亞 坎培拉 
1993 《束⼿手無策》，當代美術館，澳⼤大利亞 悉尼 
 《Rad Scunge：来⾃自悉尼的新兴藝術》，策展⼈人Dale Frank，卡伊恩·洛夫格羅夫畫廊，澳⼤大利亞 墨爾本 
 《戴爾・弗蘭克，lmants Tillers，John Young》，好望⾓角舍曼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夏⽇日展覽，Jack Shainman畫廊，美國 紐約 
 《Human⼈人類（視頻裝置）》，澳⼤大利亞美術館，澳⼤大利亞 坎培拉  
1992 《模仿假設論》，薩頓畫廊，澳⼤大利亞 墨爾本 
 《草稿》，Gow Langsford畫廊，澳⼤大利亞 奥克蘭 
 《宮廷和弄⾂臣》，Ars Multiplacata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Prolepsis》，國家藝術館，⾺馬來⻄西亞 吉隆坡 
 《密度適中：澳⼤大利亞當代素描和照⽚片》，澳⼤大利亞國家美術館，澳⼤大利亞 坎培拉 
1991 《當代澳⼤大利亞藝術家群展》，德意志不倫瑞克街，澳⼤大利亞 墨爾本 
 《平庸的藝術》，策展⼈人Rex Butler， Art Space，澳⼤大利亞 悉尼 
 《模仿假設論》，⾙貝拉斯畫廊，澳⼤大利亞 布⾥里斯本 
 《電⼦子⾴頁⾯面發展史》，阿姆斯特丹當代美術館，荷蘭 阿姆斯特丹 
 《交叉與碰撞：Chartwell收藏的當代澳⼤大利亞及新⻄西蘭藝術品》，懷卡托當代藝術和歷史博物館， 澳⼤大利
  亞 漢密爾頓 
1990  群展，羅斯林・奥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現成的迴旋鏢：悉尼8⽇日雙年展》，悉尼藝術畫廊，澳⼤大利亞 新南威爾⼠士州 
 《綠⾊色和平組織效益展覽》，林登畫廊，澳⼤大利亞 墨爾本 
 《100藝術家反對動物實驗》，德意志不倫瑞克街，澳⼤大利亞 墨爾本 
 《Vache》，Site畫廊，澳⼤大利亞 布⾥里斯本 
1989 《I.C.l.當代藝術收藏》，澳⼤大利亞當代藝術中⼼心，墨爾本；巴拉瑞特美術館, 澳⼤大利亞  
   群展，南昆⼠士蘭⼤大學，澳⼤大利亞 圖⽂文巴 
 《1960後的澳⼤大利亞藝術》， 格特魯德街，澳⼤大利亞 墨爾本 
 《宇宙》，城市規劃展覽館，澳⼤大利亞 墨爾本 
1988 《先鋒澳⼤大利亞繪畫》，奥克蘭市美術館，奥克蘭，澳⼤大利亞；羅伯特・⻨麦克杜格爾美術館，紐⻄西蘭， 
                          基督城 



  
 《澳⼤大利亞繪圖》，澳⼤大利亞國家美術館，澳⼤大利亞 坎培拉 
 《新⼀一代（1983–1988）》， 澳⼤大利亞國家美術館，澳⼤大利亞 坎培拉 
 《反諷，幽默、異議》，曼利美術館和博物館，澳⼤大利亞 悉尼 
1987 《原始繪畫》，海德公園美術館，澳⼤大利亞 墨爾本 
 《⾃自然重新定義》，畫廊⻄西格爾 – 斯坦伯格，加拿⼤大 蒙特利爾 
 《記錄》，丹尼爾·紐堡畫廊，美國 紐約 
 《圖纸》，56街布萊克街畫廊，美國 紐約 
 《澳⼤大利亞⼆二百年PERSPECTA》，悉尼藝術畫廊，新南威爾⼠士州；珀斯美術館，⻄西澳⼤大利亞，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展》，法蘭克福藝術協會，法蘭克福；Wuttembergische藝術協会，德國 斯圖加特 
 《科學是什麼》，墨爾本⼤大學美術館，澳⼤大利亞 墨爾本 
 《澳⼤大利亞當代繪畫》，海德公園和美術館，澳⼤大利亞 墨爾本 
   群展，Jack Shainman畫廊，美國 紐約 
 《回饋：澳⼤大利亞繪畫復興1976–1986》，維多利亞墨爾本圖庫，澳⼤大利亞 墨爾本 
 《⽶米蘭+12》，OSAON迪中⼼心當代藝術，意⼤大利 ⽶米蘭 
 《15年》，Albert Baronian畫廊 ，國際⽂文化中⼼心博物館，⽐比利時 安特衛普 
1986 《普通⼈人》，蘇黎世論壇（芭芭拉·法伯圖庫），瑞⼠士 蘇黎世 
 《新世代：紐約五位藝術家群展》， 謝格爾斯坦伯格畫廊，加拿⼤大 蒙特利爾 
 《新品–近代歐洲藝術》，芝加哥博物館，美國 芝加哥 
 《違禁品》，羅斯林・奧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1985 《戴爾弗蘭克/羅伯特·阿古斯》，UNIMEDIA畫廊，意⼤大利 熱那亞 
 《澳⼤大利亞視野》，昆⼠士蘭美術館，布⾥里斯班，新南威爾⼠士州，悉尼藝術畫廊；⻄西澳⼤大利亞，珀斯美術館 
 《分⾝身/覆蓋》，主動脈畫廊，荷蘭 阿姆斯特丹 
 《新藝術質感》，熱那亞諾城堡，意⼤大利 羅⾺馬 
 《Anniottanta》，Imola（當代藝術博物館），意⼤大利 博洛尼亞 
 《⼤大師之作》，芭芭拉・法伯畫廊，荷蘭 阿姆斯特丹 
 《Rondo第⼆二屆國際藝術展》，Antichi Arsenali，意⼤大利 阿瑪爾菲 
1984 《弗⾥里曼特爾繪畫展》，弗⾥里曼特爾藝術中⼼心，澳⼤大利亞 弗⾥里曼特爾 
 《表>圖像置>登錄》，珀斯美術館，⻄西澳⼤大利亞 
 《夢想與夢魘》，羅斯林・奧克斯利9號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開放84，藝術和藝術：新聞與歷史》，威尼斯雙年展，意⼤大利 威尼斯 
 《符號⼂丶徽和簽名》，⼽戈維特布魯斯特藝術畫廊，澳⼤大利亞 新普利茅斯 
 《眼上的圖案的想像》，Carla Feishci，意⼤大利 塞斯特⾥里萊萬泰 
 《美國觀點：澳⼤大利亞近代藝術 》，索羅⾨門・古根漢博物館，美國 紐約 
 《打起精神》，策展⼈人Garry Nichols，莫尼克・諾爾頓畫廊，美國 紐約 
1983 《藝術與評論：景觀郵報批評家》，策展⼈人Achille Bonito Oliva，蘭法奇宮，意⼤大利 ⽐比薩 
 《⾼高聳的罌粟花》，策展⼈人Paul Taylor，墨爾本⼤大學美術館，澳⼤大利亞 墨爾本 
 《Perspecta 83》，策展⼈人Bernice Murphy，新南威爾⼠士州美術館，澳⼤大利亞 悉尼 
 《⽂文明的結束-第⼆二部》，策展⼈人Vivian Shark-LeWitt，尤因畫廊，澳⼤大利亞 墨爾本 
 《地⽅方》，策展⼈人Caryn Faure-Walker，Gimpel Fils畫廊，英國 倫敦 
 《De Goddeliik Komedie （神聖喜劇）》 ，策展⼈人Paul Groot，t’Venster畫廊，荷蘭 ⿅鹿特丹 
   Bonnefantan博物館，荷蘭 ⾺馬斯垂克 
 《⽣生活中的臉和肖像》，海德公園畫廊，澳⼤大利亞 墨爾本 
 《在其他歐洲⼤大陸》，策展⼈人Suzanne Page，ARC2，巴黎現代藝術博物館，法國 巴黎 
 《澳⼤大利亞近期繪畫》，南澳美術館，澳⼤大利亞 阿德萊德 
 《素描》藝術項⺫⽬目，澳⼤大利亞 墨爾本 
 《Vox Pop》，維多利亞國家美術館, 澳⼤大利亞 墨爾本 
 《⽶米歇爾基⾦金會收藏展》，維多利亞國家美術館, 澳⼤大利亞 墨爾本 
1982    第四屆悉尼雙年展, 策展⼈人Suzanne Page，新南威爾⼠士美術館, 澳⼤大利亞 悉尼 
 《⾺馬瑟爾布魯藝術獎》，澳⼤大利亞 ⾺馬瑟爾布魯  
 《⿊黑⽩白畫作》，威拉德畫廊，美國 紐約 
1981   Les Oeuvres Plastiques博覽會，策展⼈人Marie Claude-Jeune，⾥里昂現代藝術空間，法國 ⾥里昂 
 《四⽉月展》， PS1 ，美國 紐約 
 《Anzart》 ，策展⼈人Ian Hunter，羅伯特・⿆麥克杜格爾美術館，新⻄西蘭 基督城 
1980  《⼋八零後影⽚片展》，⾏行動空間畫廊，英國 倫敦 
   Project藝術畫廊（春季計劃），愛爾蘭 都柏林 
1979 《替代品》，悉尼雙年展，雕塑中⼼心，澳⼤大利亞 悉尼 
 《Nexus： 4位藝術家》，特⾥里斯克爾藝術畫廊，愛爾蘭 科克 
1978 《⼗十⼤大當代雕塑家》，州辦公⼤大樓，澳⼤大利亞 悉尼 
  拉籌伯⼤大學雕塑藝術節，拉籌伯⼤大學藝術中⼼心，澳⼤大利亞 墨爾本 
1977 《⽶米爾迪拉雕塑三年展》，⽶米爾杜拉藝術中⼼心，澳⼤大利亞 ⽶米爾迪拉 
 《當代藝術協會展》，帕丁頓市政廳，澳⼤大利亞 悉尼 



1976 《四位畫家》，Cooks Hill 畫廊，澳⼤大利亞 紐卡斯爾 
1975 《懷恩獎特展》，新南威爾⼠士美術館，澳⼤大利亞 悉尼 
 《Maitland Bradmill 繪畫⼤大獎》，澳⼤大利亞  梅特蘭（Syd Ball為評審） 
 《當代藝術協會展》，霍加斯畫廊，澳⼤大利亞 悉尼  
 《紅⼗十字會藝術獎》，澳⼤大利亞 悉尼（John Olsen為評委） 

主要獎項 

2018 《2018年洛坎普頓⾦金獎》，洛坎普頓藝術畫廊，澳⼤大利亞 洛坎普頓 
2005 《2005年紀念亞瑟・卡爾繪畫⼤大獎賽》，本迪⼽戈藝術畫廊，澳⼤大利亞 維多利亞 
1999 《哲朗當代藝術獎—冠軍》，哲朗美術館，澳⼤大利亞 維多利亞 
1982 《Muswellbrook藝術獎》，澳⼤大利亞 ⾺馬瑟爾布魯 
1975 《Maitland Bradmill繪畫⼤大獎》（Syd Ball為評審），澳⼤大利亞 梅特蘭 
 《紅⼗十字會藝術獎》，澳⼤大利亞 悉尼（John Olsen為評委） 

主要收藏 

荷蘭银⾏行，澳⼤大利亞 悉尼 
阿倫 阿倫和昂斯萊收藏，澳⼤大利亞 悉尼 
新南威爾⼠士美術館，澳⼤大利亞 悉尼 
南澳美術館，澳⼤大利亞 阿德萊德 
⻄西澳美術館，澳⼤大利亞 珀斯 
奧克蘭城市展覽館，新⻄西蘭 奧克蘭 
鮑爾州⽴立⼤大學收藏，美國 印第安那州 
英國⽯石油公司收藏，澳⼤大利亞 墨爾本 
伯尼畫廊，澳⼤大利亞 伯尼 
查特⾱韋爾收藏，新⻄西蘭 
查理斯達爾⽂文⼤大學收藏，澳⼤大利亞 達爾⽂文 
Exxon公司收藏，美國 紐約 
芝加哥第⼀一國家銀⾏行收藏，美國 芝加哥 
索羅⾨門·古根漢博物館，美國 紐約 
格⾥里菲斯⼤大學收藏，澳⼤大利亞 布⾥里斯班 
IBM收藏，澳⼤大利亞 墨爾本 
莫納什⼤大學收藏，澳⼤大利亞 墨爾本 
列⽇日市博物館，⽐比利時 列⽇日 
悉尼當代美術館，澳⼤大利亞 悉尼 
波⼠士頓美術館，美國 波⼠士頓 
澳⼤大利亞國家美術館，澳⼤大利亞 坎培拉 
新⻄西蘭國家美術館，新⻄西蘭 惠靈頓 
維多利亞國⽴立美術館，澳⼤大利亞 墨爾本 
紐卡斯爾地區美術館，澳⼤大利亞 紐卡斯爾 
普斯塔克地⽅方美術館，澳⼤大利亞 湯斯維爾 
菲⼒力浦莫⾥里斯收藏，澳⼤大利亞 坎培拉 
昆⼠士蘭美術館，澳⼤大利亞 布⾥里斯班 
殼牌澳⼤大利亞收藏，澳⼤大利亞 墨爾本 
塔姆沃思市畫廊收藏，澳⼤大利亞 塔姆沃思 
跨藝術收藏，意⼤大利 ⽶米蘭 
瑞銀集團悉尼和墨爾本收藏，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收藏，澳⼤大利亞 墨爾本 
⻄西太平洋收集，美國 紐約 
伍倫貢市美術館，澳⼤大利亞 伍倫貢 
蘇黎世美術館，瑞⼠士 蘇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