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修平 
1936 年出生于台湾台北 

 

◼ 年表 

1959  台湾省立师范大学（今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台北，台湾 

1962-64 国立东京教育大学绘画研究科毕业，东京，日本 

1963  「日本版画协会展」，东京都美术馆，东京，日本 

1965  荣获春季沙龙银牌奖，法国 

1965-66 「春季沙龙」，巴黎，法国 

1965-68 於国立巴黎美术学院油画教室、以及版画十七工作室进修，巴黎，法国 

1966  获法国政府奖学金并进驻国际艺术家村，法国 

於台北省立博物馆（今国立台湾博物馆）举行个展，台北，台湾 

荣获第 21 届台湾省展西画类第一名，台湾 

1967  「国际彩色版画三年展」，瑞士 

1968  获得挪威政府奖学金，赴挪威艺术村驻村，挪威 

赴纽约习画，纽约，美国 

於迈阿密现代美术馆举行个展，迈阿密，美国 

「五月沙龙」，巴黎大皇宫，巴黎，法国 

「巴黎国际版画双年展」，巴黎，法国 

「国际版画双年展」，阿根廷 

1969  「世界青年艺术家联展」，纽约，美国 

1969-73 荣获普拉特版画家展佳作，美国 

「圣保罗国际双年美术展」，圣保罗，巴西 

1970  於塔佛托美术馆举行个展，辛辛那提，美国 

「瑞士国际版画三年展」，瑞士 

「大阪万国博览会世界美术展」，大阪，日本 

「义大利国际版画双年展」，翡冷翠，义大利 

「东京国际版画双年展」，东京，日本 

「布拉德福国际版画双年展」，英国 

荣获国际版画双年展佳作，日本 

荣获奥杜庞艺术家展版画首奖，美国 

1971  定居纽泽西，设立个人版画工作室，纽泽西，美国 

「惠特尼美术馆大版画特展」，纽约，美国 



 

 

荣获波士顿版画家展优选，美国 

1972  於国立历史博物馆举行个展，台北，台湾 

「挪威国际版画展」，法城，挪威 

荣获罗却斯特市宗教美术展版画首奖，美国 

1973  「当代中国艺术家版画展」，香港，中国 

「IPSA 国际巡回展」，日本、韩国 

荣获十大杰出青年奖，台湾 

1974  「亚细亚美术展」，东京，日本 

1973-76 任教于国立师范大学、文化大学、国立艺专（今国立台湾艺术大学），提倡现

代版画，台北，台湾 

1974  荣获中山学术奖艺术创作奖，台湾 

1975  「中日现代美术展」，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台北，台湾 

1976  荣获第一届中华民国版画学会金玺奖，台湾 

1977  任教于日本国立筑波大学并设立版画工作室，日本 

1978  「中韩现代版画展」，首尔、台北，韩国，台湾 

「龙与菊－中日艺术家联展」，柏根郡美术馆，纽泽西，美国 

1979  荣获吴三连文艺奖，台湾 

1979-92 任教于美国西东大学艺术系版画组，美国 

1980  荣获韩国汉城国际小版画大奖，韩国 

1982  於今国立历史博物馆举行个展，台北，台湾 

1983  「海外艺术家展」，台北市立美术馆，台北，台湾 

1983-87 「台湾版画双年展」，台北市立美术馆，台北，台湾 

1985  「当代版画展」，台北市立美术馆，台北，台湾 

1986-88 「秋季沙龙展」，巴黎，法国 

1991  应邀至南京艺术学院担任客座教授，主持现代版画研习班，南京，中国 

「当代版画大展：台北－北京」，北京，中国 

「台北－纽约：现代艺术的遇合」，台北市立美术馆，台北，台湾 

1992  於列日市立现代美术馆举行个展，列日，比利时 

於台湾省立美术馆（今国立台湾美术馆）举行个展，台中，台湾 

「美国版画家协会展」，波特兰美术馆，奥立冈，美国 

「东西之间视景－纽约亚裔艺术家联展」，中国、日本、韩国 

1993  「60 年代台湾现代版画展」，台北市立美术馆，台北，台湾 

荣获国际版画三年展银牌奖，挪威 

与陈锦芳、谢里法创设「巴黎文教基金会」，台北，台湾 

1994  「中国当代绘画展」，明斯克美术馆，明斯克，白俄罗斯 



 

 

1995  荣获第四届李仲生基金会现代绘画成就奖，台湾 

1996  「台北双年展－台湾艺术主体性」，台北市立美术馆，台北，台湾 

1997  「中加版画交流展」，蒙特娄、台北，加拿大、台湾 

1998  「巴黎三剑客作品展」，巴黎、台北，法国、台湾 

「第二届国家文艺奖得奖者展览」，台北市立美术馆、高雄市立美术馆，台

北、高雄，台湾 

荣获第二届国家文艺奖，台湾 

2000  「世纪版画－横滨 2000 年国际版画展」，横滨，日本 

「门户之「鉴」- 廖修平的符号艺术」，台北市立美术馆，台北，台湾 

2001  「千涛拍岸－台湾美术一百年」，国立台湾美术馆，台中，台湾 

「版画师傅－廖修平版画回顾展」，国立历史博物馆，台北，台湾 

「台北现代艺术本位与对话」，上海美术馆，上海，中国 

「门和四季之叙系列」，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美国 

「方与圆－台湾当代艺术展」，国立台湾美术馆，台中，台湾；台北画廊，纽

约，美国 

2002-08 返台继续从事绘画和版画创作，并任教于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国立台湾艺术大

学究所，台北，台湾 

2004  「版画东西交流之波展－日本东京 ISPA 国际版画艺术论坛暨邀请展」，东京艺

术    

   大学、町田市版画艺术馆，东京，日本 

2005  「釜山国际版画双年展」，釜山，韩国 

2006  「第五届埃及国际版画三年展」，埃及 

「台湾美术－现代巨匠东京五人展」，相田光男美术馆，东京，日本 

「巴黎首都艺术联合沙龙大展」，巴黎大皇宫，巴黎，法国 

「版画艺术－中日韩现代版画展」，Milal Museum of Art，首尔，韩国 

荣获第五届埃及国际版画三年展优选奖，埃及 

2007  「符号人生．梦境系列」，台北国父纪念馆，台中县立港区艺术中心，台中， 

台北，台湾 

「台湾美术种子－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美术学系系友留校作品展」，国立台湾美

术馆，台中，台湾 

2007-08 「历史的光辉－全省美展六十回顾展」，国立台湾美术馆，台中，台湾 

「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美术创作得主巡回展」，国立国父纪念馆，台北，台湾 

2008  「台湾现代美术的先驱」，陶森大学亚洲文化艺术中心，马利兰州，美国 

「符号人生无语问天」，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台湾 

「台湾艺术．当代演绎」，国立摩拉维亚美术馆，捷克 



 

 

「2008 年亚太国际版画邀请展暨学术研讨会」，国立国父纪念馆，台北，台湾 

2009  「世纪初艺术----海峡两岸绘画联展」，国立国父纪念馆，佛光山佛光缘美术

馆，台北，高雄，台湾 

「福华人生－廖修平作品展」，北京中国美术馆，北京，中国 

「廖修平作品展」，松涛美术馆，东京，日本 

「60 年代旅巴黎台湾画家展」，国立国父纪念馆，台北，台湾 

「讲．述：2009 海峡两岸当代艺术展」，国立台湾美术馆、中国北京美术馆，

台中、北京，台湾、中国 

担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讲座教授及台湾美术院院长，台北，台湾 

2010  「文化寻根－建构台湾美术百年史」，创价学会，台北，台湾 

「观城－2010 上海国际版画展」，上海虹桥当代艺术馆，上海，中国 

「传承与开创－台湾美术院美术院士首届大展」，国立国父纪念馆，台北，台

湾 

2011  「百岁百画–台湾当代画家邀请展」，国立国父纪念馆，台北，台湾 

「开创‧交流」，台湾美术院院士作品大陆巡回展北京中国美术馆，广州广东

美术馆，中国 

「SKY－2011 亚洲 版／图 展」，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关渡美术馆，台北，台湾 

「廖修平作品展—门」，大同大学志生纪念馆，台北，台湾 

「蒋健飞、郑善禧、陈瑞康、傅申、廖修平－书画五人展」，福华沙龙，台北 

「版画人生—廖修平教授艺术创作特展」，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一楼大

厅，台北，台湾 

「异象－典藏抽象绘画展」，国立台湾美术馆，台中，台湾 

「艺林鼎足—朱为白、廖修平、李锡奇」，国立国父纪念馆，台北，台湾 

2012  「台湾现代版画播种者－廖修平个展」台湾创价学会艺文中心巡回展，台湾 

荣获第二十九届行政院文化奖，台湾 

「台湾现代版画的播种者－廖修平」，雀儿喜美术馆，纽约，美国 

「继往开来」，台湾、韩国国际版画交流展，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台湾 

「异域 原乡 廖修平 60 年代作品展」，福华沙龙，台北，台湾 

「界面．印痕－廖修平与台湾现代版画之发展」，国立台湾美术馆，台中，台 

湾  

「大无限 亚洲当代版画邀请展」，大象艺术空间，台中，台湾 

「十青现代版画大展」，台南市立台南文化心，台南，台湾 

「Prints Tokyo 2012 – International Print Exhibition Tokyo 2012」，东京都美术馆，

东京，日本 

「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女子美术大学交流展」，女子美术大学美术馆，神奈川



 

 

日本 

「非形之形－台湾抽象艺术」，台北市立美术馆，台北，台湾 

「原点的维度－2012 年上海国际版画展」上海美术馆，上海，中国 

「后殖民与后现代 台湾美术院士第二届大展」，国立国父纪念馆，台北，台湾 

「国美．无双」，国立台湾美术馆，台中，台湾 

「台湾现代版画先行者—廖修平个展」，行天空附设图书馆，台北，台湾 

2013  「跨域．典范－廖修平的真实与虚拟」，中华文化总会，台北，台湾 

「台湾 50 现代画展」，筑空间，台北，台湾 

「现代．迭起－2013 台湾的当代艺术」，国立国父纪念馆，台北，台湾 

「再现原始－台湾「原民／原始」艺术再现系统的探讨」，国立国父纪念馆，

台北，台湾 

「台湾美术家刺客列传‧二年级生：1931-1940」，国立台湾美术馆，台中，台

湾 

「全国版画大展」财团法人台北市艋舺龙山寺板桥文化广场 

「 美丽台湾–台湾近现代名家经典作展」，北京中国美术馆，上海中华艺术

宫， 北京，上海，中国 

「第一届澳门版画三年展」，南湾旧法院大楼，澳门，中国 

2014  「版．画．交响－廖修平创作历程展」，高雄市立美术馆，高雄，台湾 

「福华人生─廖修平个展」，福华沙龙，台北，台湾  

「今日．台湾－现代美术展」，松涛美术馆，东京，日本 

「抽象．符码．东方情－台湾现代艺术巨匠大展」，尊彩艺术中心，台北，台

湾 

「台湾制造艺术联展」，澳洲大学，坎焙拉，澳洲 

「美好今日：今日画会今日画展」，高雄市文化中心，高雄，台湾 

「台湾美术散步道：1927-2014」，尊彩艺术中心，台北，台湾 

「凹凸有志 印痕岁月－台湾 50 现代版画展」，筑空间，台北，台湾 

「高雄艺术博览会」，翰品酒店、驳二艺术特区，高雄，台湾 

「萌发‧薪传」国际迷你版画邀请展，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德群艺廊，台北 

「版画激流–两岸工作室交流展暨学术研讨会」，国父纪念馆中山国家画廊，

台北  

2015  「符号艺术—廖修平创作展」，台湾国际创价学会，宜兰，花莲，台东，台湾 

「台南艺术博览会」，台南大亿丽致酒店，台南，台湾 

「凹凸有志印痕岁月–台湾 50 现代版画展」筑空间，台北，台湾 

「精华汇聚：2015 宜兰国际版画邀请展」，宜兰美术馆，宜兰，台湾 

「2015 中华民国版画学会全国版画展暨版画大奖展」，国立台南生活美学馆，



 

 

台南，台湾 

「集十杰之长‧创台湾之光」，第二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美术创作得主巡回

展，台  北，台湾 

「无边˙无界：台法艺术交流展」，国路纪念馆中山画廊，法国泰勒基金会展

厅，台北，巴黎，台湾，法国 

2016  「人间˙山水：艺术创作邀请展」，罗东文化工厂 2F 天空艺廊，宜兰，台湾 

「心印˙归」亚亿艺术空间，台北，台湾 

「福彩版华 — 廖修平之多元艺道」，国立历史博物馆，台北，台湾  

「Masterpiece Room — 廖修平作品展」，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关渡美术馆，台

北， 台湾 

「缘起廖修平 — 2016 十青现代版画大展 」，新庄文化艺术中心艺术厅，新

庄， 台湾 

「版图扩张-缘聚廖修平」，巡回展，台南，高雄，屏东，桃园，台湾 

「纸上创作－台日韩美术交流展」，新营文化中心，台南市 

「台湾制造艺术:2016 台湾美术院海外展-韩国」，大韩民国艺术院美术馆，首

尔， 韩国 

2017  「群英荟萃 彩瓷展」，福华沙龙，台北，台湾 

「聚˙火：莺歌、上海、纽约三城彩瓷创作联展」，台华艺术中心，台北，台

湾 

「 心传：台湾˙西班牙版画交流展」，亚亿艺术空间，台北，台湾 

「今日画展」国立国父纪念馆，台北，台湾  

「台湾制造艺术:2017 台湾美术院院士大展」，国立国父纪念馆，台北，台湾 

「徬徨之海：旅行画家˙南风原朝光与台湾、冲绳」，冲绳县立博物馆美术

馆，日本 

2018  「共振˙回圈：台湾战后美术特展」，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台北，台湾 

「意象符码」，宛儒画廊，台北，台湾 

「纸的意象」，福华沙龙，台北，台湾 

「亚洲当代版画展在竹县」，新竹县政府文化局美术馆，新竹，台湾 

「竹风行版：2018 现代版画邀请展」，国立清华大学竹师艺术空间，新竹，台 

湾 

「朴素的符号高贵的美感廖修平绘画展 2000-2018」，龙门画廊，香港 

「藏：国际版画中心收藏展暨廖修平名誉博士作品展」，台湾师大德群艺廊，

台北，台湾 

2019  「廖修平的艺术：跨域多元艺术」，马来西亚国家美术馆，吉隆坡，马来西亚 

「2019 楚戈、廖修平、李重重台湾现代艺术群展」，尊彩艺术中心，台北台湾 



 

 

 

典藏机构 

国立历史博物馆，台湾 

国立台湾美术馆，台湾 

台北市立美术馆，台湾 

高雄市立美术馆，台湾 

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台湾 

省立中兴(台中)图书馆，台湾 

北京中国美术馆，中国 

香港艺术馆，中国 

江苏省美术馆，中国 

上海美术馆，中国 

广东美术馆，中国 

黑龙江省美术馆，中国 

四川省美术馆，中国 

国立东京近代美术馆，日本 

町田市立国际版画美术馆，日本 

汉城国立现代美术馆，韩国 

汉城华克美术馆，韩国 

伦敦维多利亚阿尔伯特美术馆，英国 

雪飞尔可兰斯美术馆，英国 

伦敦南伦敦美术馆，英国 

利物普沃可而美术馆，英国 

伦敦大英帝国博物馆，英国 

巴黎国立图书馆，法国 

巴黎市立现代美术馆，法国 

哈福文化会馆，法国 

托里诺国际美学研究中心，义大利 

布鲁塞尔皇家图书馆，比利时 

那慕文化会馆，比利时 

维也纳阿尔博蒂那博物馆，奥地利 

法兰克福工艺博物馆，德国 

布鲁塞尔皇家历史美术馆，比利时 

烈日市立现代美术馆，比利时 

马德里当代艺术馆，西班牙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美国 

夏威夷火奴鲁鲁美术学院，美国 

加州艾氏基金会，美国 

宾州阿尔伯瑟美术馆，美国 

俄州辛辛那提美术馆，美国 

麻州得考独华美术馆，美国 

宾州费城自由图书馆，美国 

佛州迈阿密现代美术馆，美国 

纽约公立图书馆，美国 

新泽西州纽瓦克市总图书馆，美国 

布宜诺斯艾利斯版画美术馆，阿根廷 

海华现代美术馆，以色列 

圣保罗潘氏基金会，巴西 

 

获奖 

1959     全省美展西画类第三名 

1962     入选日本帝展 

1964     日本东京 示现会展 首奖 

1965     法国春季沙龙 银牌奖 

1966    第 21 届台湾省展西画类第一名 

1968     法国第 3 届波尔多双年展 佳作奖 

1969     纽约普拉特版画家展 佳作奖 

1970     东京国际版画双年展 佳作奖 

         纽约奥杜庞艺术家展 版画首奖 

1971     美国波士顿版画家展优选奖 (作品为麻省 DeCordova Museum 收藏) 

1972     纽约州罗却斯特市宗教美术展 版画首奖 

         巴西圣保罗国际版画展 优选奖 

         美国新泽西州艺术委员会版画艺术创作奖 

1973     中华民国十大杰出青年奖 

1974     中山学术奖 艺术创作奖 

1976     中华民国版画会 金玺奖 

1979     吴三连文艺奖 

1980   韩国汉城国际小版画大奖 

1993     挪威国际版画三年展 银牌奖 

1993     中国版画版种大展全国第五届三版展 杰出贡献奖 



 

 

1995     第四届李仲生基金会现代绘画奖 成就奖 

1998     中华民国第二届国家文艺奖 美术类 

2006     第五届埃及国际版画三年展 优选奖 

2010     第二十九届行政院文化奖 

2016     第三届教育部艺术教育终身成就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