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UN KWANG YOUNG 
全光榮 
生於1944年 

1944  出生於洪川郡，韓國 江原道 
1968  就讀於弘益大學，韓國 首爾 
1971  就讀於費城藝術大學，美國 費城 
現今  生活及工作於韓國 首爾 

主要個展 
2019–20 《碰撞：信息、和諧與矛盾》，聖德拉姆泰戈爾畫廊，新加坡 
 《全光榮：聚合》，Jordan Schnitzer美術館，美國 俄勒岡 
2019 《敏感結構》，Beck & Eggeling畫廊，德國 杜塞道夫 
2018–19  布魯克林美術館，美國 紐約 
2018 《聚合》，聖德拉姆泰戈爾畫廊，美國 紐約 
  PKM畫廊，韓國 ⾸首爾 
2017  Museum De Reede博物館，比利時 安特衛普 
  Beck & Eggeling畫廊，奧地利 維也納 
 《全光榮》，藝術門，中國 香港 

  Boghossian基金會，比利時 布魯塞爾 

2016  宇博物館，韓國 慶州市 
  伯納德·雅各布森畫廊，英國 倫敦 
2015  《集合》，藝術門，新加坡 
  Beck & Eggeling畫廊，德國 杜塞道夫 
  愛丁堡Dovecot Studio，蘇格蘭 愛丁堡 
2014  Hasted Kraeutler畫廊，美國 紐約 
  伯納德·雅各布森畫廊，英國 倫敦 
2013  藝薈畫廊，新加坡 
  首爾大學博物館，韓國 首爾 
2012  Hasted Kraeutler畫廊，美國 紐約 
  陶森大學亞洲藝術中心，美國 馬里蘭 
  林奇堡學院道拉畫廊，美國 弗吉尼亞州 
2011  諾克斯維爾美術館，美國 田納西州 
  現代畫廊，韓國 首爾 
  Conny Dietzschold畫廊，澳洲 悉尼 
  中國美術館，中國 北京 

2009  泰勒印刷學院，新加坡  
  森藝術中心畫廊，日本 東京 
  懷俄明州大學美術館，美國 懷俄明州 
  格拉夫頓區域畫廊，澳洲 新南威爾斯  
  莫斯科藝術雙年展，俄羅斯 莫斯科 

  Landau Fine Art畫廊，加拿大 蒙特利爾 
  The Columns畫廊，韓國 首爾 
2008  羅伯特·米勒畫廊，美國 紐約 
  奧爾德里奇當代美術館，美國 康乃狄克州 
2006  金福斯特畫廊，美國 紐約 
  Annely Juda畫廊，英國 倫敦 
  泰勒印刷學院，新加坡



	  
  Michelle Rosenfeld畫廊，美國 紐約 
  lerimonti畫廊，意大利 米蘭 
2005  國際圖庫，韓國 首爾 
2004  金福斯特畫廊，美國 紐約 
  Michelle Rosenfeld畫廊，美國 紐約 
2003  新同時代，澳洲 悉尼 
  Conny Dietzschold畫廊，澳洲 悉尼 
2002  Kukje畫廊，韓國 首爾 
  Michelle Rosenfeld畫廊，美國 紐約 
  金福斯特畫廊，美國 紐約 
  哥倫布市立博物館，美國 喬治亞州 
2001 《2001年度頂尖藝術家》，國立現代美術館，韓國 果川 
2000  金福斯特畫廊，美國 紐約 
  Comemenoz畫廊，美國 比斯坎灣 
  Michelle Rosenfeld畫廊，美國 紐約 
1999   朴麗淑畫廊，韓國 首爾 
  金福斯特畫廊，美國 紐約 
1998  SiKong畫廊，韓國 大邱 
1997  Bhak畫廊，韓國 首爾 
1995  Bhak畫廊，韓國 首爾 
1994  Jong Ro畫廊，韓國 首爾 
1992   現代畫廊，韓國 首爾 
1990  Dong Sung藝術中心畫廊，韓國 首爾 
1989  韻畫廊，韓國 首爾 
1988  現代畫廊，韓國 首爾 
1987  Kwan Hoon畫廊，韓國 首爾 
1986  城田畫廊， 日本 東京 
1985  鎌倉畫廊，日本 東京 
  村松畫廊，日本 東京 
1984  Kwan Hoon畫廊，韓國 首爾 
  村松畫廊，日本 東京 
1980  美國文化中心畫廊，韓國 首爾 
1979  Lotus畫廊，美國 紐約 
  馬爾他國立美術館，馬爾他 聖朱利安斯 
  Shin Sea Gea畫廊，韓國 首爾 
1977  第五街畫廊，美國 威爾明頓 
1976  第五街畫廊，美國 威爾明頓 
  藝術中心，韓國 首爾 
1975  Lotus畫廊，美國 紐約 
1972  Holly Solomon畫廊，美國 紐約 
1971  國際賓館畫廊， 美國 費城 
1968  首爾文化中心畫廊，韓國 首爾 

主要群展 

2020 《東方姿態. 五個韓國前衛之聲》，Dep畫廊，意大利 米蘭 
 《冬季群展》，聖德拉姆泰戈爾畫廊，美國 紐約 
2018   Beck & Eggeling畫廊，德國 杜塞爾多夫 
2017 《物況》，藝術門，新加玻 
2016 《韓國觸感》，Kalman Maklary Fine Arts，匈牙利 布達佩斯 
 《紙的剖面：混合攝影和墨西哥圖形工作室》，Mixografia畫廊，希臘 雅典 
 《回憶的巨廈》，策展人保羅·穆爾豪斯，藝術門，中國 香港 
 《物之微》，藝術門，中國 上海 
2015   威尼斯雙年展，宮格里馬尼美術館，意大利 威尼斯 
   SAN美術館，韓國 原州市 
 《斯伯丁家：少即是多》，檀香山博物館，美國 夏威夷 
2014 《奇卷：艾倫·切撒諾夫收藏》，耶魯大學藝術畫廊，美國 康乃狄克州 
2013 《目前，我們敬畏：當代韓國藝術》，昊美術館，中國 溫州 



	  
2012 《設計未來學》，首爾大學博物館，韓國 首爾 
 《藝術博物館：艾莉森和彼得·克萊因收藏》，現代藝術博物館，德國 埃貝爾丁根 
2011   印象畫廊，中國 台灣 
2010 《我是宇宙》，紐澤西州立美術館，美國 翠登 
 《奧爾德里奇機密2010》，奧爾德里奇當代美術館，美國 里奇菲爾德 
2009   蘭道畫廊，加拿大 蒙特婁 
2008 《星光午夜》，視覺藝術中心，美國 薩米特 
 《臥底項目》，奧爾德里奇當代美術館，美國 里奇菲爾德 
2007 《沉迷於紙》，Lelong畫廊，瑞士 蘇黎世 
 《化身》，漢蒙博物館，美國 北塞勒姆 
 《表面印象》，Islip Art博物館，美國 東艾斯利普 

2006   賴斯衛克雙年展，CODA博物館，荷蘭 阿珀爾多倫 
2005 《2005首爾藝術展》，首爾美術館，韓國 首爾 
2004   南分支開業紀念展，首爾美術館，韓國 首爾 
2003  《跨越2003，韓國／夏威夷》，美國 夏威夷 
 《藝術無極限》， 巴塞爾34藝術展，瑞士 巴塞爾 
   2003首爾藝術節，首爾美術館，韓國 首爾 

2001 《迫不得已》，亨特美術館，美國 克林頓 
2000 《藝術品商的選擇》，Robert Kidd畫廊，美國 密歇根州 
   Gwenda Jay / Addington畫廊，美國 芝加哥 
1999   Die Weisse畫廊，德國 科隆 
1998   Dorothea van Der Koelen畫廊，德國 美茵茨 
 《跨越邊界》，V畫廊，美國 哥倫布 
1997  《韓紙藝術家》，Walker Hill博物館，韓國 首爾 
   與Bhak畫廊的交換展覽，金福斯特畫廊，美國 紐約 
1996   Da Do畫廊，韓國 首爾 
1995   洛杉磯國際雙年邀請展，Bhak-Remba畫廊，美國 洛杉磯 
 《紙：韓日當代藝術家》，Chong Ro畫廊，韓國 首爾 
   首爾國際藝術節，國立當代美術館，韓國 果川 
1994   Chong Ro Gallery畫廊，韓國 首爾 
1993   亞洲藝術雙年展，孟加拉國Shilpakala學院，孟加拉國 達卡 
1987   Soul橫濱當代藝術家，Cosmo中心藝術館，韓國 首爾 
1986   橫濱當代藝術家展，橫濱博物館，日本 橫濱 
1985  《ISPPA》Walker Hill博物館，韓國 首爾 
1984  《84 ISPPA-HHUKUOKA》，福岡市立博物館，日本 福岡市 
1982 《韓校》，國立現代美術館，韓國 首爾 
1977   兩位當代藝術家邀請展，第五街畫廊，美國 威爾明頓 
1976   當代藝術家邀請展，德拉瓦州大學博物館，美國 紐華克 
   Lotus畫廊，美國 紐約 

1975   當代藝術家邀請展，Baulchie機構博物館，美國 費城 
   Wanamker畫廊，美國 費城 
   Woodmare畫廊，美國 費城 
   威廉·佩恩紀念博物館，美國 哈里斯堡 
1974 《第24屆卓特咸藝術展》，卓特咸藝術中心，英國 卓特咸 
   卓克索大學博物館，美國 費城 
1973   市政中心博物館，美國 費城 
 《大地藝術現代藝術展II》，費城市政中心博物館，美國 費城 
1971–78 《職業藝術家展全國論壇》，市政中心博物館，美國 費城 
1966–68   韓國當代藝術家邀請展，朝鮮日報團體，韓國 首爾 
1966–67 《Shin Sang群展》，國立現代美術館，韓國 首爾 

主要獎項 

2009  第41屆韓國文化藝術、體育、旅遊部，總統獎，韓國 首爾 
2001  全光榮：2001年度藝術家獎，國立當代美術館，韓國 首爾 
1974  第27屆卓特咸藝術中心展，銀獎，英國 卓特咸 
1973  費城市民中心博物館舉辦：大地藝術II，特獎，美國 
1969  第18屆韓國國立藝術展-韓國文化與藝術基金會，特獎，韓國 首爾 
1967  韓國當代藝術家邀請展-朝鮮報業集團，特獎，國立當代美術館，韓國 首爾 



	  
1966–67  第5屆及第6屆Sang集團/韓國國立現代美術館合作展覽，特獎，韓國 首爾 

主要收藏 
阿拉里奧畫廊，韓國 天安／首爾 
釜山都會美術館，韓國 釜山 
大通曼哈頓銀行，美國 紐約 
朝鮮酒店，韓國 慶州市 
科迪納集團，美國 佛羅里達州 
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美國 紐約 
Continental-Benton L.L.C公司，美國 華盛頓 
Dong Yang鉛板集團，韓國 
Dr. Christiane Hackerodt Stiftung für Kunst und Kultur收藏，德國 波昂 
富達投資集團，美國 波士頓 
韓華財團，韓國 首爾 
Hansol文化基金會，韓國 
檀香山美術館，美國 檀香山 
新羅酒店，韓國 首爾 
昊美術館溫州館，中國 溫州 
Ilshin Spinning集團，韓國 首爾 
國際金融集團，美國 華盛頓 
傑克遜顧問公司，美國 佛羅里達州 
波昂藝術博物館， 德國 波昂 
湖山鄉村俱樂部，韓國 水原 
拉坦佐集團，意大利 米蘭 
三星博物館Leeum，韓國 首爾 
大英博物館，英國 倫敦 
LG集團，韓國 首爾 
馬爾他國家博物館，馬爾他 聖朱利安斯 
弘益大學博物館，韓國 首爾 
澳洲國立美術館坎培拉分館，澳洲 坎培拉 
國家軍事學院，韓國 首爾 
國立當代美術館，韓國 果川 
內曼·馬庫斯百貨公司，美國 達拉斯 
甲骨文公司，美國 紐約 
Pak Young Sa出版公司，韓國 首爾 
費城社區大廈，美國 費城 
鉀肥集團-美國總部，美國 芝加哥 
洛克菲勒基金會，美國 紐約 
Rosewood Stone集團，美國 米爾谷 
Sa Jo集團，韓國 首爾 
Sea Ah集團，韓國 首爾 
Seo Heung金屬公司，韓國 首爾 
Seo Won Valley鄉村俱樂部，韓國  
首爾63大樓，韓國 首爾 
首爾美術館，韓國 首爾 
國立首爾大學美術館，韓國 首爾 
Syn Key集團，韓國 首爾 
Tita & Gene Zeffren收藏，美國 芝加哥 
聯合國紐約總部，美國 紐約 
弗吉尼亞大學美術館，美國 弗吉尼亞 
維多利亞和艾伯特博物館，英國 倫敦 
William Penn紀念博物館，美國 費城 
伍德羅·威爾遜國際中心，美國 華盛頓 
Woong-Jin集團，韓國 首爾 
Wooyang當代美術館（Artsonje博物館），韓國 慶州 
耶魯大學畫廊，美國 紐黑文 
Yu Yu產業公司，韓國 首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