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UN KWANG YOUNG
全光荣
生于1944年
1944
1968
1971
现今

出生于洪川郡，韩国 江原道
就读于弘益大学，韩国 首尔
就读于費城艺术大学，美国 費城
生活及工作于韩国 首尔

主要个展
2019–20
2019
2018–19
2018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09

2008
2006

《碰撞：信息、和谐与矛盾》，圣德拉姆泰戈尔画廊，新加坡
《全光荣：聚合》，Jordan Schnitzer美术馆，美国 俄勒冈
《敏感结构》，Beck & Eggeling画廊，德国 杜塞道夫
布鲁克林美术馆，美国 纽约
《聚合》，圣德拉姆泰戈尔画廊，美国 纽约
PKM画廊，韩国 首尔
Museum De Reede博物馆，比利时 安特卫普
Beck & Eggeling画廊，奧地利 维也纳
《全光荣》，藝術門，中国 香港
Boghossian基金会，比利时 布鲁塞尔
宇博物馆，韩国 庆州市
伯纳德·雅各布森画廊，英国 伦敦
《集合》，藝術門，新加坡
Beck & Eggeling画廊，德国 杜塞道夫
爱丁堡Dovecot Studio，苏格兰 爱丁堡
Hasted Kraeutler画廊，美国 纽约
伯纳德·雅各布森画廊，英国 伦敦
艺荟画廊，新加坡
首尔大学博物馆，韩国 首尔
Hasted Kraeutler画廊，美国 纽约
陶森大學亚洲艺术中心，美国 马里兰
林奇堡学院道拉画廊，美国 弗吉尼亚州
诺克斯维尔美术馆，美国 田纳西州
现代画廊，韩国 首尔
Conny Dietzschold画廊，澳洲 悉尼
中国美术馆，中国 北京
泰勒印刷学院，新加坡
森艺术中心画廊，日本 东京
怀俄明州大学美术馆，美国 怀俄明州
格拉夫顿区域画廊，澳洲 新南威尔斯
莫斯科艺术双年展，俄罗斯 莫斯科
Landau Fine Art画廊，加拿大 蒙特利尔
The Columns画廊，韩国 首尔
罗伯特·米勒画廊，美国 纽约
奥尔德里奇当代美术馆，美国 康乃狄克州
金福斯特画廊，美国 纽约
Annely Juda画廊，英国 伦敦
泰勒印刷学院，新加坡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2000

1999
1998
1997
1995
1994
1992
1990
1989
1988
1987
1986
1985
1984
1980
1979

1977
1976
1975
1972
1971
1968

Michelle Rosenfeld画廊，美国 纽约
lerimonti画廊，意大利 米兰
国际图库，韩国 首尔
金福斯特画廊，美国 纽约
Michelle Rosenfeld画廊，美国 纽约
新同时代，澳洲 悉尼
Conny Dietzschold画廊，澳洲 悉尼
Kukje画廊，韩国 首尔
Michelle Rosenfeld画廊，美国 纽约
金福斯特画廊，美国 纽约
哥伦布市立博物馆，美国 乔治亚州
《2001年度顶尖艺术家》，国立现代美术馆，韩国 果川
金福斯特画廊，美国 纽约
Comemenoz画廊，美国 比斯坎湾
Michelle Rosenfeld画廊，美国 纽约
朴丽淑画廊，韩国 首尔
金福斯特画廊，美国 纽约
SiKong画廊，韩国 大邱
Bhak画廊，韩国 首尔
Bhak画廊，韩国 首尔
Jong Ro画廊，韩国 首尔
现代画廊，韩国 首尔
Dong Sung艺术中心画廊，韩国 首尔
韵画廊，韩国 首尔
现代画廊，韩国 首尔
Kwan Hoon画廊，韩国 首尔
城田画廊， 日本 东京
镰仓画廊，日本 东京
村松画廊，日本 东京
Kwan Hoon画廊，韩国 首尔
村松画廊，日本 东京
美国文化中心画廊，韩国 首尔
Lotus画廊，美国 纽约
马耳他国立美术馆，马耳他 圣朱利安斯
Shin Sea Gea画廊，韩国 首尔
第五街画廊，美国 威尔明頓
第五街画廊，美国 威尔明頓
艺术中心，韩国 首尔
Lotus画廊，美国 纽约
Holly Solomon画廊，美国 纽约
国际宾馆画廊， 美国 費城
首尔文化中心画廊，韩国 首尔

主要群展
2020
2018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东方姿态. 五个韩国前卫之声》，Dep画廊，意大利 米兰
《冬季群展》，圣德拉姆泰戈尔画廊，美国 纽约
Beck & Eggeling画廊，德国 杜塞尔多夫
《物况》，藝術門，新加坡
《韩国触感》，Kalman Maklary Fine Arts，匈牙利 布达佩斯
《纸的剖面：混合摄影和墨西哥图形工作室》，Mixografia画廊，希腊 雅典
《回忆的巨厦》，策展人保罗·穆尔豪斯，藝術門，中国 香港
《物之微》，藝術門，中国 上海
威尼斯双年展，宫格里马尼美术馆，意大利 威尼斯
SAN美术馆，韩国 原州市
《斯伯丁家：少即是多》，檀香山博物馆，美国 夏威夷
《奇卷：艾伦·切撒诺夫收藏》，耶鲁大学艺术画廊，美国 康乃狄克州
《目前，我们敬畏：当代韩国艺术》，昊美术馆，中国 温州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1
2000
1999
1998
1997
1996
1995

1994
1993
1987
1986
1985
1984
1982
1977
1976
1975

1974
1973
1971–78
1966–68
1966–67

《设计未来学》，首尔大学博物馆，韩国 首尔
《艺术博物馆：艾莉森和彼得·克莱因收藏》，现代艺术博物馆，德国 艾贝尔丁根
印象画廊，中国 台湾
《我是宇宙》，纽泽西州立美术馆，美国 翠登
《奥尔德里奇机密2010》，奥尔德里奇当代美术馆，美国 里奇菲尔德
兰道画廊，加拿大 蒙特娄
《星光午夜》，视觉艺术中心，美国 萨米特
《卧底项目》，奥尔德里奇当代美术馆，美国 里奇菲尔德
《沉迷于纸》，Lelong画廊，瑞士 苏黎世
《化身》，汉蒙博物馆，美国 北塞勒姆
《表面印象》，Islip Art博物馆，美国 东艾斯利普
赖斯卫克双年展，CODA博物馆，荷兰 阿珀尔多伦
《2005首尔艺术展》，首尔美术馆，韩国 首尔
南分支开业纪念展，首尔美术馆，韩国 首尔
《跨越2003，韩国／夏威夷》，美国 夏威夷
《艺术无极限》， 巴塞尔34艺术展，瑞士 巴塞尔
2003首尔艺术节，首尔美术馆，韩国 首尔
《迫不得已》，亨特美术馆，美国 克林顿
《艺术品商的选择》，Robert Kidd画廊，美国 密歇根州
Gwenda Jay / Addington画廊，美国 芝加哥
Die Weisse画廊，德国 科隆
Dorothea van Der Koelen画廊，德国 美茵茨
《跨越边界》，V画廊，美国 哥伦布
《韩纸艺术家》，Walker Hill博物馆，韩国 首尔
与Bhak画廊的交换展览，金福斯特画廊，美国 纽约
Da Do画廊，韩国 首尔
洛杉矶国际双年邀请展，Bhak-Remba画廊，美国 洛杉矶
《纸：韩日当代艺术家》，Chong Ro画廊，韩国 首尔
首尔国际艺术节，国立当代美术馆，韩国 果川
Chong Ro Gallery画廊，韩国 首尔
亚洲艺术双年展，孟加拉国Shilpakala学院，孟加拉国 达卡
Soul横滨当代艺术节，Cosmo中心艺术馆，韩国 首尔
横滨当代艺术家展，横滨博物馆，日本 横滨
《ISPPA》Walker Hill博物馆，韩国 首尔
《84 ISPPA-HHUKUOKA》，福冈市立博物馆，日本 福冈市
《韩校》，国立现代美术馆，韩国 首尔
两位当代艺术家邀请展，第五街画廊，美国 威尔明顿
当代艺术家邀请展，德拉瓦州大学博物馆，美国 纽华克
Lotus画廊，美国 纽约
当代艺术家邀请展，Baulchie机构博物馆，美国 費城
Wanamker画廊，美国 費城
Woodmare画廊，美国 費城
威廉·佩恩纪念博物馆，美国 哈里斯堡
《第24届卓特咸艺术展》，卓特咸艺术中心，英国 卓特咸
卓克索大学博物馆，美国 費城
市政中心博物馆，美国 費城
《大地艺术现代艺术展II》，費城市政中心博物馆，美国 費城
《职业艺术家展全国论坛》，市政中心博物馆，美国 費城
韩国当代艺术家邀请展，朝鲜日报团体，韩国 首尔
《Shin Sang群展》，国立现代美术馆，韩国 首尔

主要奖项
2009
2001
1974
1973
1969
1967

第41届韩国文化艺术、体育、旅游部，总统奖，韩国 首尔
全光荣：2001年度艺术家奖，国立当代美术馆，韩国 首尔
第27届卓特咸艺术中心展，银奖，英国 卓特咸
費城市民中心博物馆举办：大地艺术II，特奖，美国
第18届韩国国立艺术展-韩国文化与艺术基金会，特奖，韩国 首尔
韩国当代艺术家邀请展-朝鲜报业集团，特奖，国立当代美术馆，韩国 首尔

1966–67

第5届及第6届Sang集团/韩国国立现代美术馆合作展览，特奖，韩国 首尔

主要收藏
阿拉里奧画廊，韩国 天安／首尔
釜山都会美术馆，韩国 釜山
大通曼哈顿银行，美国 纽约
朝鲜酒店，韩国 庆州市
科迪纳集团，美国 佛罗里达州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美国 纽约
Continental-Benton L.L.C公司，美国 华盛顿
Dong Yang铅板集团，韩国
Dr. Christiane Hackerodt Stiftung für Kunst und Kultur收藏，德国 波昂
富达投资集团，美国 波士顿
韩华财团，韩国 首尔
Hansol文化基金会，韩国
檀香山美术馆，美国 檀香山
新罗酒店，韩国 首尔
昊美术馆温州馆，中国 温州
Ilshin Spinning集团，韩国 首尔
国际金融集团，美国 华盛顿
杰克逊顾问公司，美国 佛罗里达州
波昂艺术博物馆， 德国 波昂
湖山乡村俱乐部，韩国 水原
拉坦佐集团，意大利 米兰
三星博物館Leeum，韩国 首尔
大英博物馆，英国 伦敦
LG集团，韩国 首尔
马耳他国家博物馆，马耳他 圣朱利安斯
弘益大学博物馆，韩国 首尔
澳洲国立美术馆坎培拉分馆，澳洲 坎培拉
国家军事学院，韩国 首尔
国立当代美术馆，韩国 果川
内曼·马库斯百货公司，美国 达拉斯
甲骨文公司，美国 纽约
Pak Young Sa出版公司，韩国 首尔
費城社区大厦，美国 費城
钾肥集团-美国总部，美国 芝加哥
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 纽约
Rosewood Stone集团，美国 米尔谷
Sa Jo集团，韩国 首尔
Sea Ah集团，韩国 首尔
Seo Heung金属公司，韩国 首尔
Seo Won Valley乡村俱乐部，韩国
首尔63大楼，韩国 首尔
首尔美术馆，韩国 首尔
国立首尔大学美术馆，韩国 首尔
Syn Key集团，韩国 首尔
Tita & Gene Zeffren收藏，美国 芝加哥
联合国纽约总部，美国 纽约
弗吉尼亚大学美术馆，美国 弗吉尼亚
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英国 伦敦
William Penn纪念博物馆，美国 費城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美国 华盛顿
Woong-Jin集团，韩国 首尔
Wooyang当代美术馆（Artsonje博物馆），韩国 庆州
耶鲁大学画廊，美国 纽黑文
Yu Yu产业公司，韩国 首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