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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健  

 
1963  出生於山東濰坊，中國 
現生活工作於北京，柏林 
 
教育背景 
  
1986     畢業於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獲學士學位，北京，中國 
 
 
 
個展 
 
2016     “凌健-故鳥之鳴”,當代唐人藝術中心, 香港，中國 
2015     “凌健：自然鏈”, 凱尚畫廊, 紐約, 美國 
2014     “腦與心”, Gana 藝術中心, 首爾, 韓國 
2012     “古典–新水彩”, Hadrien de Montferrand 畫廊, 北京，中國 
2011     “水調船歌－鏡中月”, 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北京，中國 
2010     “水調船歌”, 今日美術館，北京，中國 
2009     “回到北京”, 當代唐人藝術中心, 香港，中國 
2008     “表面－變調”, 當代唐人藝術中心，北京，中國 
             “紅色的種子”, DF2 畫廊, 洛杉磯，美國 
2007     “過眼雲煙－凌健油畫作品展”，少勵畫廊，香港 
             “最後的理想主義”，Volker Diehl 畫廊，柏林，德國 
2005     “中國人的夢想”，Artiscope 畫廊，布魯塞爾，比利時 
2004     “完美無暇”，梵德施泰德畫廊，阿姆斯特丹，荷蘭 
2003     “高尚”，四合苑畫廊，北京，中國 
2002     “亞洲時尚，亞洲震盪”，普魯斯.奧科斯畫廊，柏林，德國 
             “芬芳的涅磐”，梵德施泰德畫廊，阿姆斯特丹，荷蘭 
2000     “私人旅行”，Alexander Ochs 畫廊，柏林，德國 
1999     “時間軸”，Kampnagelfabrik–Medienpark（漢堡國際藝術“KB 工廠”美術館）, 漢堡，德國 
1997     “凌健”，Lochte 畫廊, 漢堡，德國 
1995     “錄像裝置”，白色空間畫廊，漢堡，德國 
1993     “凌健”，Schwind 畫廊, 法蘭克福, 德國 
1991     “凌健”，Lochte 德國, 漢堡，德國 
 
群展 
 
2015     “藍——藝術邀請展”， 芳草地畫廊，北京，中國 
             “巴塞爾藝術展”， 香港，中國 
2013     “北京–布拉格: 中國當代藝術新視界”，Prinz Prager 畫廊，布拉格，捷克 
2012     “開放的肖像”，民生現代美術館, 上海，中國 
             “緯度/態度－少勵畫廊 20 週年展”，少勵畫廊, 香港 
2011     第五屆成都雙年展，成都，中國 
2010     “藏家之珍–五個私人收藏的當代藝術展”, 魯爾河畔米爾海姆美術館, 米爾海姆, 德國 
2008     “中國金”，馬約爾美術館，巴黎，法國 
             “亞洲當代藝術”, Rudolf Budja 畫廊, 薩爾茨堡, 奧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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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新北京畫廊首展”, 新北京畫廊，北京，中國 
             “Beaufourt02：第二屆當代藝術三年展”, Saint-Rochus 教堂, 布蘭肯貝格, 比利時 
2005     “優雅之不足”, Pirelli 藝術空間，米蘭，意大利 
             “美人們”, 四合苑畫廊，北京，中國 
             “聞香識女人－中國當代藝術”，ESCADA 店面，北京, 上海，香港 
             "身份", Van der Straeten 畫廊, 阿姆斯特丹, 荷蘭 
2004     “Posers”, 四合苑畫廊，北京，中國 
             “凌健, Diana Brunstein", Guardini 藝術基金會, 盧肯瓦爾德, 德國 
             “中國月亮: 藝術家駐留展”, The Byrd Hoffman 水車基金會，長島，紐約 
             “外星人在路上”, Buro fur Kunst 畫廊, 德累斯頓, 德國 
             “中國藝術家從傳統走向現代”, 波坦察省博物館, 波坦察省, 意大利 
2003     “剩餘的世界”，皮爾馬森斯諾伊福畫廊, 皮爾馬森斯，德國 
2001     “德國人眼中的世界”，費愛藝術協會，歐德帕柯， 荷蘭 
             “大師作品集: 亞洲藝術精品”, Pruss & Ochs 畫廊, 柏林，德國 
             “住在 MEZ 的中國藝術家”, Foerderkoje, 柏林，德國 
2000     “無憂宮”， 巴登藝術協會, 卡爾斯魯爾，德國 
1995     “文化的基石”，巴特赫爾施戴特博物館，杜塞爾多夫，德國 
1993     “中間” ，堤壩之門美術館（當代藝術和攝影藝術中心），漢堡，德國 
             “中國油畫雙年展”，中國國家美術館, 北京，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