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ATOT PUJIARTO 

嘉多特·布吉爾多 
生於 1970 年 

1970    出生於印度尼西亞東爪哇省，印尼瑪琅 

1995   畢業於瑪琅教師教育培訓機構美術與設計學院，印尼 

1996    Peksiminas 國家展第三名 

2011 《轉變》，旅居藝術家，Selasar Sunaryo 藝術空間，印尼 萬隆 

現今   生活和工作於印尼瑪琅 

主要個展 

2019 《境夢之外》，藝術門，中國 上海 

2016 《編織故事》，藝術門，香港蘇豪，中國 香港 

2015 《生命的化妝舞會》，藝術門，新加坡 

2009 《面容：面部故事》，Tonggoh, Selasar Sunaryo 藝術空間，印尼 萬隆 

2008 《突變》，Tembi 當代藝術中心，印尼 日惹 

2000  《我》，印度藝術，印尼 瑪琅 

主要群展 

2020 《化》，藝術門，中國 上海 

2018 《九月藝術項目》，Jaring Iwan Yusuf 工作室，Batu，印尼 東爪哇 

 《流連》，藝術門，新加坡 

2017 《物況》，藝術門，新加坡 

 《絕望階段-雙年展 Jogja XIV 赤道#4》，Jogja 國家博物館，印尼 日惹 

 《雙年展 Jogja XIV 赤道#4》，PKKH UGM, 印尼 日惹 

2016 《迷宮》，藝術門，中國 香港 

2014 《體現》，藝術門，中國 香港 

 《吶喊-印度尼西亞當代藝術》，羅馬當代藝術中心，意大利 羅馬 

 《憂鬱症》，Sangkring 藝術項目和昨日下午藝術之家，印尼 日惹 

2013 《自然與文化的碰撞衝突》，爪哇巴拿那藝術畫廊，印尼 龐越 

2012 《印度尼西亞當代纖維藝術展》，Art One 新博物館，印尼 雅加達 

 《Jatim 藝術現在》，印度尼西亞國家畫廊，印尼 雅加達 

 《轉變：卸載/重載》，脈衝畫廊，印尼 雅加達 

2011 《轉變：卸載/重載》，Selasar Sunaryo 藝術空間，印尼 萬隆 

 《Jatim 第四屆雙年展》，AJBS 畫廊，印尼 泗水 

 《遊戲的人#2》，Emmitan CA 畫廊，印尼 泗水 

2010 《當代藝術的慾望》，Emmitan CA 畫廊，印尼 泗水 

2009 《跨代》，公共圖書館與文獻大廈，印尼 瑪琅 

2007 《二十四名藝術大師》，Orasis 藝術畫廊，印尼 泗水；V-Art 畫廊，印尼 日惹 

2006 《Jatim 第一屆雙年展：城市景觀》，青年中心，印尼 泗水 

 《信息》，格雷斯藝術畫廊，印尼 泗水；第一畫廊，印尼 雅加達 

 《變質》，城堡藝術畫廊，印尼 瑪琅 

2005  《巴厘雙年展試展》,Bentara Budaya 日惹，印尼 日惹；Orasis 藝術畫廊，印尼 泗水；  

   Darga 畫廊，巴厘島；Hamur Sava，印尼 瑪琅 

 《溜溜舉鎬》，青年中心，印尼 泗水 

2004  《事件之後藝術項目》，城堡藝術畫廊，印尼 瑪琅 

2003 《溜溜舉鎬》，巴厘島博物館，印尼 萬隆 



 
 

 《東爪哇藝術》，蘇臘巴亞藝術委員會畫廊，印尼 泗水 

2002 《特大號》，溜溜舉浩集團，AJBS 禮堂，印尼 泗水 

 《努沙登加拉展之二》，悉普塔，塔曼司馬義·馬祖基畫廊 II，印尼 雅加達 

2000 《在東爪哇阿克巴藝術學位》，文化公園泗水，印尼 泗水 

1998  《17 名馬朗畫家》，版權畫廊，塔曼司馬義·馬祖基，印尼 雅加達； 

   巴厘島博物館，印尼 萬隆 

1997  《兩個城市：日惹瑪瑯展》，Vrederburg 堡，印尼 日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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