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HN YOUNG 

楊⼦子榮 
生於1956年  

1956  出生於中國 香港 
1967  受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影響，移居至澳洲 悉尼 
1974–77  於澳洲悉尼大學哲學系修讀科學哲學與美學 
1978–80  於澳洲悉尼大學藝術學院修讀油畫與雕塑 
1983–94  於澳洲悉尼大學藝術學院油畫系擔任講師  
1997  澳洲亞裔藝術家協會創辦人，4A畫廊，澳洲 悉尼 
2012  獲得澳洲協會獎學金 
現今   生活及居住於澳洲 悉尼 

主要個展 
2019 《天神生活: John Young Zerunge》，Town Hall畫廊，Hawthorn藝術中心，澳洲 寶隆達拉 
 《無聲之變》，Arc One畫廊，澳洲 墨爾本 
2018 《日常沉思》，菲利普·比根畫廊，澳洲 布里斯班 
 《布朗貢事件》，聯合策展人Mikala Tai & Micheal Do，當代亞洲藝術4A中心，澳洲 悉尼（與Jason Phu聯
   合展覽） 
 《這是庇護》，奧爾森畫廊，澳洲 悉尼 
2017 《在澳門的日子》，移民博物館，澳洲 阿德萊德 
 《沒有生活知道》，Arc One畫廊，澳洲 墨爾本 
2016  《優劣輪迴》，亞歷山大·奧克斯畫廊，柏林新猶太會堂，德國 柏林 
 《瀾回》，藝術門，中國 上海 
 《現代性的終結：半邊天》，焚化爐藝術空間，澳洲 悉尼 
2015  《永恆轉化》，菲利普·比根畫廊，澳洲 布里斯班 
 《1866年：商人盧光明與礦工阿星的世界》，Arc One畫廊，澳洲 墨爾本 
 《開放的紀念碑》，永久公共藝術裝置，澳洲 巴拉瑞特 
2014  《安全地帶》，澳洲尤里加民主博物館，澳洲 巴拉瑞特 
2013  《橋樑與果樹－楊子榮的考察》，澳洲國家大學德魯美術館，澳洲 坎培拉 
 《潘霍華在哈林區的日子》，救世主堂，德國 班堡 
2012  《在澳門的日子》，10號贊善里畫廊，中國 香港 
 《羅馬新生狼》，菲利普·比根畫廊，澳洲 布里斯班 
2011  《潘霍華的信念》，亞歷山大·奧克斯畫廊，德國 柏林 
 《安全地帶》，昆士蘭大學美術館，澳洲 布里斯班 
2010  《幻象／助力》，伊利莎白灣的米高·里德畫廊，澳洲 悉尼 
 《安全地帶》，安娜·施華茲畫廊，澳洲 墨爾本 
2009  《史特根的房間》，菲利普·培根畫廊，澳洲 布里斯班 

《潘霍華在哈林區的日子》，在聖馬太堂的藝術裝置，德國文化廣場，德國 柏林 （與德國 柏林／中國 北京
亞歷山大·奧克斯畫廊合作） 

2008  《流徙於一九六七》，10號贊善里畫廊，中國 香港 
 《明日之後》，伊利莎白灣的米高·里德畫廊，澳洲 悉尼 
 《楊子榮作品展》，Holmes à Court畫廊，澳洲 珀斯 （與澳洲 墨爾本安娜·施華茲畫廊合作） 
2007  《開放的世界－楊子榮作品展》，南京圖書館新館，中國 南京 
 《從新路回程》，10號贊善里畫廊，中國 香港 
 《純真與感性》，安娜·施華茲畫廊，澳洲 墨爾本 
2006  《繞道與變奏》，舍曼畫廊，澳洲 悉尼 
 《開放的世界－楊子榮作品展》，考恩畫廊，維多利亞州立圖書館，澳洲 維多利亞；米切爾圖書館，新南威
   爾斯州立圖書館，澳州 新南威爾斯；昆士蘭藝術館，澳洲 昆士蘭 



	  

	  

2005  《東方／西方：楊子榮1978–2005回顧展》，塔拉沃拉藝術館，澳洲 維多利亞 
 《基本畫作》，安娜·施華茲畫廊，澳洲 墨爾本  
 《法國牆紙與數字畫作》，貝拉斯·米蘭尼畫廊，澳洲 布里斯班 
 《鄰近的避難所》，諾加當代藝術畫廊，以色列 特拉維夫 
2004  《波斯風畫作》，舍曼畫廊，澳洲 悉尼 
2003  《逆轉》，安娜·施華茲畫廊，澳洲 墨爾本 
 《三項主張》，普魯斯·奧克斯畫廊，德國 柏林 
 《虛無之路》，約翰·百德畫廊，中國 香港 
2002  《不穩定文化》，好望角舍曼畫廊，澳洲 悉尼 
2001  《松鋒》，安娜·施華茲畫廊，澳洲 墨爾本 
2000  《楊子榮－作品給認同的你》，約翰·百登畫廊，中國 香港 
 《可怕的反彈》，好望角舍曼畫廊，澳洲 悉尼 
 《學者最強、女神與畫漆污跡》，夏格維夫舍曼畫廊，澳洲 悉尼 
1999  《隱士畫作》，安娜·施華茲畫廊，澳洲 墨爾本 
1998  《天堂式序列》，安娜·施華茲畫廊，澳洲 墨爾本 
 《利馬竇在果亞的日子》，好望角舍曼畫廊，澳洲 悉尼 
1997  《紙上畫作》，Za Moca藝術基金會，日本 東京 
1996  《範例來源》，好望角舍曼畫廊，澳洲 悉尼 
 《歡迎來臨山莊》，貝拉斯畫廊，澳洲 布里斯班 
1995  《橋樑》，安娜·施華茲畫廊，澳洲 墨爾本 
1994  《亞洲流徙》，好望角舍曼畫廊，澳洲 悉尼 
1993  《楊子榮作品展》，當代藝術博物館，澳洲 布里斯班 
1992  《我的鄰居小馬》，城市畫廊，澳洲 墨爾本 
 《鏡頭下的模特兒與動物》，貝拉斯畫廊，澳洲 布里斯班 
1991  《惡意現實主義》，Yuill/Crowley畫廊，澳洲 悉尼 
1990  《多彩畫作》，城市畫廊，澳洲 墨爾本 
1989  《日常攝影》，澳洲攝影中心，澳洲 悉尼 
 《突如其來的虔誠》，Yuill/Crowley畫廊，澳洲 悉尼 
   變色龍當代藝術空間，澳洲 霍巴特 
1988  《日光》，Yuill/Crowley畫廊，澳洲 悉尼 
 《三種狀態》，Yuill/Crowley畫廊，澳洲 悉尼；城市畫廊，澳洲 墨爾本 
1987  《道德之後》，藝術家聯合畫廊，澳洲 墨爾本 
   Yuill/Crowley畫廊，澳洲 悉尼 
   貝拉斯畫廊，澳洲 布里斯班 
1986  《冬日宮殿》，Yuill/Crowley畫廊，澳洲 悉尼 
1985  《灰色光線》，Yuill/Crowley畫廊，澳洲 悉尼 
1984  《楊子榮作品展》，現代藝術學院，澳洲 布里斯班 
1983    Yuill/Crowley畫廊，澳洲 悉尼 
1982  《二次蜃景》，羅斯洛，愛爾蘭 康納馬拉 

主要群展 

2018 《末日之形》，藝術門H Queen’s，中國 香港 
 《流連》，藝術門，新加坡 
 《無盡的對話：亞洲和澳洲的藝術交流》，澳洲國立美術館，澳洲 坎培拉 
 《2 x 2》，奧爾森畫廊，澳洲 悉尼 
2017 《想像現場》，Arc One畫廊，澳洲 墨爾本 
 《行違》，藝術門，中國 香港 
 《藝術主題》，BRIGHTSPACE，澳洲 墨爾本 
 《雋文不朽》，澳門文學節，中國 澳門 
 《輝煌的塵世之樂與天堂之域》, 悉尼新南威爾斯美術館，澳洲 悉尼 
2016 《移動的語言》，城市圖書館，澳洲 墨爾本 
2015  《思緒陰影》，Arc One畫廊，澳洲 墨爾本 
 《衝突：當代對戰爭之回應》，澳洲 昆士蘭大學藝術博物館，澳洲昆士蘭 
2013  《東方之中－有著你／沒有你》，羅倫斯威爾遜畫廊，西澳大學，澳洲 珀斯 
 《圓－“潘霍華在哈林區的日子”之再創造》，德國 班堡 
 《U.F.O.…》，方力鈞藝術空間，中國 香港 
2012  《過渡：高博文、Khai Liew、楊子榮聯展》，塔拉沃拉藝術館，澳洲 維多利亞 



	  

	  

 《中國、澳洲製造》，薩拉曼卡藝術中心，澳洲 霍巴特 
 《中國式澳洲》，澳洲中國藝術基金會，澳洲 墨爾本 
2011  《同理心：Khai Liew、楊子榮》，伊利莎白灣的米高·里德畫廊，澳洲 悉尼 
 《長青：海德藝術收藏三十年展》，海德現代藝術博物館，澳洲 墨爾本 
 《新式迷幻》，昆士蘭大學藝術博物館， 澳洲 布里斯班 
 《中秋圓月》，10號贊善里畫廊，中國 香港 
 《紅色、中國與藝術自由：十七種角度－從1979到2011》，10號贊善里畫廊藝術項目，中國 香港 
 《聲＋影》（與羅拔·積克斯、大衛·班特、謝列美·基保聯合展覽），希利·史密斯畫廊，澳洲 阿德萊德 
2009  《圖像是圖像／奇蹟房間》，亞歷山大·奧克斯畫廊，德國 柏林 
 《冷言冷語》，Conny Dietzschold畫廊，澳洲 悉尼 
2008  《封存之地》，亞歷山大·奧克斯畫廊，德國 柏林；中國 北京 
2007  《畫廊藝術家群展之八》，10號贊善里畫廊，中國 香港 
2006  《靜物與室內》，沙維畫廊，澳洲 墨爾本 
 《藝術之年》，S.H. Ervin畫廊，澳洲 悉尼 
 《十年：1996–2006收藏展》，本迪戈畫廊，澳洲 維多利亞 
2004  《其一趣味》，舍曼畫廊，澳洲 悉尼 
 《真正中國俱樂部之夜》，亞歷山大·奧克斯畫廊，德國 柏林 
 《橋樑：當代中國藝術》，拜仁西門子科林博物館，德國 慕尼黑 
 《中國：遊走於傳統與現在的藝術家》，波坦察美術館，意大利 波坦察 
2003  《新美麗國家：塔拉沃拉術館藏選展》，塔拉沃拉藝術館，澳洲 墨爾本 
 《新藝術館之二／個體的現實》，曼海姆藝術館，德國 曼海姆 
 《看，這時，現在－韋沙基金會九十年代館藏展》，伊恩波特藝術博物館，墨爾本大學，澳洲 墨爾本 
 《拆解二》，當代藝術博物館，澳洲 悉尼 
 《澳大利亞零三》（徐冰、蔡國強、古文達等聯合展覽），舍曼畫廊，澳洲 悉尼 
 《拼貼世界》，麥基蘭畫廊與雕塑公園合作，澳洲 墨爾本 
2002  《現場與視點－文化翻譯》，亞洲文明博物館，Earl Lu畫廊，新加坡 
 《我們是澳洲人》，移民博物館，澳洲 墨爾本 
 《裝飾與造夢》，舍曼畫廊，澳洲 悉尼 
 《禁止喃喃自語》，昆士蘭藝術學院畫廊，澳洲 布里斯班；戈斯福特市畫廊，澳洲 新南威爾斯 
2001  《拆解》，當代藝術博物館，澳洲 悉尼 
2000  《巴黎工作室：城市國際藝術館中的澳洲藝術家》，S.H. Ervin畫廊，澳洲 悉尼 
 《禁止喃喃自語》，艾文·杜靴堤畫廊，澳洲 悉尼 
 《玫瑰異緣》，新加坡；Holmes à Court畫廊，澳洲 珀斯；坎貝爾鎮百年紀念畫廊，澳洲 悉尼； 
  香港藝術中心，中國 香港 
 《有限調色盤：色彩與土地》，坎培拉學院藝術畫廊，澳洲 坎培拉 
1999  《玫瑰異緣》，布里斯班城市畫廊，澳洲 布里斯班 
 《米克·帕爾、貝納德·薩赫斯、伊曼茲·提勒斯、楊子榮聯展》，奧蘭治區畫廊，澳洲 奧蘭治 
1996  《精神與空間：澳洲世紀藝術展》，當代藝術博物館，澳洲 悉尼 
 《系統盡頭》，氧畫廊，日本 大阪；箱根露天博物館，日本 箱根；東安畫廊，韓國 首爾；高雄藝術博物館， 
  台灣 高雄 
1995  《澳洲洪流》，所羅門古根漢美術館，美國 紐約 
 《香港－悉尼》，藝穗會畫廊，中國 香港 
 《跨文化畫作》，伊恩·波特藝術博物館，墨爾本大學，澳洲 墨爾本 
1994  《對流》，甘迺迪中心，美國 華盛頓 
1993  《告解與掩飾：來自當代澳洲及東南亞的十一種智慧》，西澳美術館，澳洲 珀斯；新加坡國家博物館， 
  新加坡；泰國國家美術館，泰國 曼谷 
 《楊子榮、戴爾·弗蘭克、伊曼茲·提勒斯》，舍曼畫廊，澳洲 悉尼 
 《色彩》，安娜·施華茲畫廊，澳洲 墨爾本 
1992  《館藏展》，當代藝術博物館，澳洲 悉尼 
 《裸像 1992》，海德現代藝術博物館，澳洲 墨爾本 
1991  《澳洲藝術：八種當代視角》，馬尼拉大都會博物館，菲律賓 馬尼拉；澳洲總領事館，馬來西亞 吉隆坡；新
   加坡國家美術館，新加坡 
 《模彷假設》，貝拉斯畫廊，澳洲 布里斯班 
 《當代藝術收藏》，開幕展，當代藝術博物館，澳洲 悉尼 
 《轉變》，當代藝術博物館，澳洲 悉尼 
1990  《抽象》，新南威爾斯美術館，澳洲 悉尼 
1989  《表象樂園》，新南威爾斯美術館，澳洲 悉尼 
 《塵世》，城市畫廊，澳洲 墨爾本 
 《新自然主義》，當代藝術學院，澳洲 布里斯班 



	  

	  

1988  《1960年後之澳洲藝術》，德意志畫廊，澳洲 墨爾本 
1987  《理性的陰影》，當代藝術學院，澳洲 布里斯班 
 《當代畫作精選》，海德現代藝術博物館，澳洲 墨爾本 
1986  《藥》，Yuill/Crowley畫廊，澳洲 悉尼 
 《手與影像》，澳洲攝影中心，澳洲 悉尼 
1985  《登場》，夏洛滕堡展覽廳，丹麥 哥本哈根 
    香港藝術中心，中國 香港 
 《澳洲觀點》 ，新南威爾斯美術館，澳洲 悉尼 
1984  《不能顯出軟弱》，當代藝術學院，澳洲 布里斯班 
 《繪性》，Yuill/Crowley畫廊，澳洲 悉尼 
 《褪色》，Yuill/Crowley畫廊，澳洲 悉尼 
1983  《能量的生命》，澳洲藝術空間，澳洲 悉尼 
1982  《機械化複製年代之藝術》，喬治·柏頓畫廊，澳洲 墨爾本 
 《本地蜃景－二》，藝術｜概念｜調查，城市國際藝術館，法國 巴黎 
 《本地蜃景－三》，桑那畫廊，意大利 佛羅倫斯 
 《本地蜃景》，n-space，澳洲 墨爾本 
1979  當代藝術學院，澳洲 布里斯班 

主要收藏 
Allen，Allen & Hemsley藝術收藏，澳洲 悉尼 
澳新銀行大樓藝術收藏，澳洲 悉尼 
新南威爾斯美術館，澳洲 悉尼 
西澳美術館，澳洲 珀斯 
藝術銀行，澳洲 
安盛藝術收藏，澳洲 墨爾本 
百魯·邁雅八十年代澳洲藝術收藏，澳洲 墨爾本 
芝加哥銀行，美國 伊利諾伊州 
本迪戈美術館，澳洲 維多利亞 
貝森藝術收藏，澳洲 墨爾本 
必和必拓集團藝術收藏，澳洲 悉尼 
Coopers和Lybrand藝術收藏，澳洲 墨爾本 
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藝術收藏，中國 香港 
塞普拉斯湖渡假村藝術收藏，澳洲 獵人谷 
德意志銀行藝術收藏，中國 香港 
Gandel藝術收藏，澳洲 墨爾本 
基朗美術館，澳洲 維多利亞 
高盛藝術收藏，澳洲 墨爾本 
格里菲斯大學藝術收藏，澳洲 布里斯班 
哈密爾頓美術館，澳洲 維多利亞 
海德現代藝術博物館，澳洲 墨爾本 
惠普藝術收藏，澳洲 墨爾本 
香港君悅酒店，中國 香港 
ICI藝術收藏，澳洲 悉尼 
西九文化區視覺文化博物館M+，中國 香港 
麦格理银行藝術收藏，澳洲 悉尼 
蒙納士大學美術館收藏，澳洲 墨爾本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中國 香港 
當代藝術博物館，澳洲 悉尼 
邁雅藝術收藏，澳洲 墨爾本 
南京圖書館，中國 南京 
澳洲國立美術館，澳洲 坎培拉 
維多利亞省國立美術館，澳洲 墨爾本 
澳洲國家圖書館，澳洲 坎培拉 
國家當代美術館，韓國 首爾 
昆士蘭美術館，澳洲 布里斯班 
Shell 藝術收藏，澳洲 悉尼 
州立銀行藝術收藏，澳洲 悉尼 



	  

	  

塔拉沃拉藝術館，澳洲 維多利亞 
聯合國收藏，美國 紐約 
昆士蘭大學藝術收藏， 澳洲 布里斯班 
Valentine Sands藝術收藏，澳洲 墨爾本 
Victor和Loti Smorgan收藏，當代藝術博物館，澳洲 悉尼 
韋沙基金會，伊恩波特藝術博物館，墨爾本大學，澳洲 墨爾本 
和歌山縣酒店藝術收藏，日本 和歌山縣 
西農集團藝術收藏，澳洲 珀斯 
威斯汀酒店藝術收藏，澳洲 墨爾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