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UKRAL & TAGRA 
積登·圖格拉 & 蘇梅爾·塔格 
生於1976 & 1979 

積登·圖格拉 

1976  出生於印度 賈朗達爾  
1998  印度昌迪加爾藝術學院藝術學士畢業  
2000  印度新德里藝術學院藝術碩士畢業  
現今  生活和工作於印度 古爾岡 

蘇梅爾·塔格 

1979  出生於印度 新德里 
1999  印度新德里Shankar’s Academy of Arts畢業 
2002  印度昌迪加爾藝術學院藝術學士 
2006  印度National Institute of Design研究院課程畢業 
現今  生活和工作於印度 古爾岡  

主要個展 
2020 《如何再現：透過獨立的葉子搖曳》，MMAG基金會，約旦 安曼 
2019 《Lullament 2》，路德維希堡藝術俱樂部，德國 斯圖加特 
 《麵包、馬戲團與我》，Nature Morte畫廊，約克郡雕塑公園，英國 西約克郡 
 《麵包、馬戲團與TBD》，威斯頓畫廊，印度 新德里 
 《Lullaments》，Stir畫廊，印度 新德里 
 《雙反彈》，藝術門，新加坡 
2018 《Somnium Seminibus II》，DIP當代藝術，瑞士 盧加諾 
 《Play Prey Pop Out》，中央大使館（由DIP當代藝術組織），泰國 曼谷 
2017 《麵包、馬戲團 & WiFi》，藝術門，香港蘇豪，中國 香港 
 《Play Pray》，比卡內爾旅館，印度 新德里 
2016 《生命之路》，The Fed 畫廊, 肯德藝術與設計學院，美國 大急流城 
2015 《Q : 燈塔》，Nature Morte畫廊，印度 新德里 
 《Games People Play》，醫師巴霍達吉博物館，印度 孟買 
  《圖格拉 & 塔格Foundation》，#letsdyetogether – Indian Design，印度 新德里 
2013 《Q》，Famous工作室，Nature Morte畫廊，印度 孟買 
  《機會之窗》，Art Plural，新加坡 
2012 《渴望明天》，Nature Morte畫廊，德國 柏林 
  《Nosturistic》，Hilger Contemporary，奧地利 維也納 
2011 《German Return》，Nature Morte 畫廊，印度 古爾岡 
  《Put It On, Again!》，Nature Morte 畫廊，印度 新德里 
  《圖格拉 & 塔格Foundation》，Project Booth，Art Summit，印度 新德里 
  《科學的神秘魔法》，BTAP Gallery and Tokyo Art Fair，日本 東京 
2010 《中產的夢想》，Arario畫廊，韓國 首爾 
  《Low-Tech Family Vacations》，新加坡泰勒印刷學院，新加坡 
  《Match Fixed/Fixed Match》，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中國 北京  
2009 《新富》，Nature Morte畫廊，德國 柏林 
 《315	  Sector	  23, Opp	  Bosedk	  Mall》，Barry	  Keldoulis畫廊，澳洲 悉尼 



	  
2008 《New Improved Bosedk》，Chatterjee and Lal 畫廊，印度 孟買 
 《Somnium Genero 02》，Barry	  Keldoulis畫廊，澳洲 悉尼 
2007 《穿上》，Bose Pacia 畫廊，美國 紐約 
 《Everyday Bosedk》，Nature Morte 畫廊，印度 新德里 
2006 《Vector Classics》，Jehangir Nicholson 畫廊，印度國家大劇院，印度 孟買 
 《Vector Classics》，法蘭西聯盟，印度 新德里 
2005 《影像學》，Nature Morte 畫廊，印度 新德里 

主要群展 
2020  《思鍊》，藝術門，中國 香港 
2019  《視野互換：從印度到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藝術中心，加拿大 多倫多 
2018  《凝觀》，藝術門，中國 香港 
   Collection	  Bureau，IAF，印度 新德里 
 《突破》，印度陶藝三年展，Jawahar	  Kala	  Jendra藝術中心，印度 齋浦爾 
   Madhavendra宮雕塑公園（初版），納哈加爾城堡，印度 齋浦爾 
2017  《SUB-PLOTS: Laughing in the Vernacular》，Sakshi畫廊，印度 孟買 

2016  《氣候管理》，曼徹斯特博物館，英國 曼徹斯特  
  《01級》，Khoj國際藝術家協會，印度 新德里 
  《外部市場 – Motlon的歷史》，TING藝術中心，法國 巴黎 
2015 《Of Games III》（藝術與遊樂駐留），Khoj工作室，印度 新德里 
2014  《Sparsha－感官觸動. 儀式與當代印度藝術》，波鴻美術館，德國 波鴻  
  《空靈》，由Dr. Amin Jaffer策展，Leila Heller 畫廊，美國 紐約 
  《一切都很好？！》，Herbert Gerisch Stiftung雕塑館，德國 新明斯特 
   T&T sports，Art Guild House，鳳凰城，印度 孟買 

2013  《島》，牛奶藝術中心，英國 倫敦 
  《全民主義》，Nature Morte畫廊，印度 新德里 
2012  《印度公路》，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中國 北京  
  《印度：藝術當下》，方舟現代美術館，丹麥 哥本哈根 
  《印度－Lado a Lado》，SESC Belezinho，巴西 聖保羅 

2011  《內在事物》，芳草地藝術中心，美國 三藩市  
  《印度公路 四》，國立二十一世紀當代美術館，意大利 羅馬  
  《巴黎- 德里 – 孟買》，蓬皮杜藝術中心，法國 巴黎 
  《亞洲藝術：扶持》，Nature Morte畫廊，德國 柏林 
  《印度極限》，甘迺迪藝術中心，美國 華盛頓 
  《印度並行》，赫爾辛基藝術博物館網球宮，芬蘭 赫爾辛基 
  《印度公路 四》，里昂現代藝術博物館，法國 里昂 
  《首映》，Art Plural畫廊，新加坡 
  《未來通行證》，威尼斯雙年展，意大利 威尼斯；Wereld博物館，荷蘭 鹿特丹；國立臺灣美術館，台中；

   今日美術館，中國 北京 
2010  《尋找印度》，台北當代藝術館，台灣 台北 
  《樂曲》，5畫廊，瑞典 斯德哥爾摩 
  《Bosedk Project》，Richmond Art 畫廊，加拿大 溫哥華 
  《城市事務 2》，SESC Pompeia，巴西 聖保羅 
  《融入：公眾.藝術.生態》，Khoj工作室，印度 新德里 
  《11th Hour》，當代唐人藝術中心，中國 北京 
  《在印度》，薩盧佐宮，意大利 都靈 
  《Commonwealth Games Exhibition》，國家美術學院，印度 新德里 
2009  《來吧! 印度：印度藝術新時代》，國立現代美術館，韓國 首爾；Essl博物館，奧地利 維也納 
2008  《來吧! 印度：印度藝術新時代》，森美術館，日本 東京 
  《讓藝術阻止愛滋病》，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福勒美術館，美國 洛杉磯 
2007    動漫美學雙年展，上海當代藝術館，中國 上海 

 《新德里新浪潮》，Marella畫廊，意大利 米蘭 
 《大小事項》，Art	  Consult，印度 新德里 
 《粉色》，Mirchandani + Steinruecke畫廊，印度 孟買 
2006  《Global	  Edit	  06 》，Armani Casa with Wallpaper雜誌，意大利 米蘭 

2005  《新作》，Nature Morte畫廊，印度 新德里 

2004  《視覺對話》，Hype畫廊，英國 倫敦 

 



	  
 

主要項目 

2016 《回憶欄》，Chatterjee & Lal畫廊，印度 孟買 
2013    Mirabilia與ETRO合作包袋系列 

 《渴望明天 二》，邁森瓷器裝置藝術，德國大使館，印度 新德里 

主要獎項 
2014 《Creative Minds of the Year》，Hello! Hall of Fame，印度 
2006 《101 Emerging Designers of the World》，Wallpaper雜誌，全球版 
2005   D & AD，英國 倫敦 
   One Show Interactive，美國 紐約 
2004    Limca Book of Records，印度 
  One Show，美國 紐約 
  One Show Design，美國 紐約 
2003    One Show，美國 紐約 
   One Show Design，美國 紐約 
  Red Hot Ogilvy 
  Graphis International Awards，美國 紐約 
  倫敦國際獎，英國 
2002    OBIE Award，美國 紐約 

主要出版 
2015 《Bathtub》，Birdgroup 
2014 《Longing for Tomorrow – II》,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大使館，印度 新德里 
2013  《Q – vol 1》，Thukral and Tagra工作室 
2009  《Low－Tech Family Vacations》，STPI, Thukral and Tagra工作室 
2007  《Thukral and Tagra》，Nature Morte畫廊，Thukral and Tagra工作室 

主要收藏 
方舟現代美術館，丹麥 哥本哈根 
瑞信銀行收藏 
德卡銀行，德國 法蘭克福  
杜拜設計區，阿聯酋 杜拜 
Frank Cohen收藏，英國 倫敦  
帝國學院國家衛生藝術收藏，英國 倫敦 
摩根大通藝術收藏，美國 紐約  
紐約公共圖書館，美國 紐約  
Piramal藝術基金會，印度 
昆士蘭美術館，澳洲 布里斯班 
Tiroche DeLeon收藏，以色列 
瑞銀集團藝術收藏，英國 倫敦  
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中國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