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氏彻平	
	
1978									
生于日本京都	
2001									
日本京都市立艺术大学雕塑系毕	
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交换学程	
2003									
日本京都市立艺术大学雕塑研究所毕	
现工作与生活于日本京都	
	
个展	
2019	
濑户内国际艺术节 2019，屋岛，高松，日本	
百年编织者——流动的日本近现代美术，东京都现代美术馆，东京，日本	
谁打开了这个世界？丰田市立美术馆，东京，日本	
塑料路障，Jane	Lombard	Gallery，纽约，美国	
金氏彻平	S.F	(Splash	Factory）京都国际摄影节，京都新聞 Hill	印刷工場原址，京
都	
2018	
浪漫的羁绊，诚品画廊，台北，中国	
夏日的小说，艺术前线画廊，东京，日本	
2017	
记号并非记号，上野之森美术馆，东京	
火锅中的幽灵，星空间，北京	
Ghost	Vision/Ghost	Construction，JINS 涩谷店，东京	
自行车雕塑街道，Hotel	Anteroom	Kyoto	|	Gallery	9.5，京都	
松脆仓库、奶香房间，Mask/千鸟文化，大阪	
2016		
金氏徹平的多域	Zones，丸龟市熊弦一郎现代美术馆，香川，日本	
白日梦的重力，Roslyn	Oxley9	画廊，悉尼，澳大利亚	
AllNight	HAPS	2015	[Demo]，东山艺术家安置服务行政委员会，京都，日本	
2015	
油炸鬼，Jane	Lombard 画廊，纽约，美国	
2014		
立方的液体、	金属的记忆——Kyoto	Experiment2014，京都艺术中心，京都，日
本	
无止境的无名的（建筑），新加坡泰勒版画研究院，新加坡	
油炸鬼／煮透白日梦，ShugoArts，东京，日本	
2013-14		
卓之物，chi	K11	艺术空间，上海，中国	
2013		



	

卓之物，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空中之物，Roslyn	Oxley9	画廊，悉尼，澳大利亚	
2012		
星球之物，ShugoArts，日本，东京	
2011									
城市之光中的鬼魅，诚品画廊，台北	
Post-Nothing，Roslyn	Oxley9	画廊，悉尼，澳大利亚	
2010									
近作 Post	Something，周吾画廊，东京，日本	
美术馆中的鬼魅，兵库县立美术馆，神户，日本	
2009									
金氏彻平：溶化的城市／空荡的森林，横滨美术馆，横滨，日本	
塔，阿克斯利 9 号画廊，悉尼，澳大利亚	
蜕变——今日的物件，αM 画廊，东京，日本	
2008									
团队十之金氏彻平——城市之光中的鬼魅，TWS	涉谷，东京，日本	
大遁逃，project	room	sasao，秋田，日本	
2007									
飞沫与片段，广岛市现代美术馆（美术馆工作室），广岛，日本	
烟与雾，儿玉画廊，东京，日本	
洞，儿玉画廊，大坂，日本	
2006									
水花与雪花，儿玉画廊，大坂，日本	
液态拼贴，TAKEFLOOR 画廊，东京，日本	
现象，儿玉画廊，东京，日本	
2004									
小动物与大洪水，儿玉画廊，大坂，日本	
白夜与幽灵，儿玉画廊，东京，日本	
2003									
白烟／浓雾，儿玉画廊，大坂，日本	
2002									
空白／漂泊，儿玉画廊，大坂，日本	
	
群展	
2019	
我爱北京新浪潮，星空间，北京，中国	
Vong	Co	RAHZI，Blum	&	Poe	Tokyo，东京，日本	
2018	
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新泻，日本	
相遇亚洲——多元化的青年艺术视觉，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	/	坦克库·重庆当代艺
术中心，重庆，中国	
玩耍，Peabody	Essex 博物馆，塞勒姆，美国	



	

第 50 个展览——七棵树的五年，星空间，北京，中国	
忽然一夏，星空间，北京，中国	
2017	
第九届惠比寿映像节复数未来，东京都写真美术馆，东京，日本	
形式和效果：从浮世绘到动漫，The	Berrie	Center	Art	Galleries，新西兰	
OpenART 双年展 2017，厄勒布鲁艺术厅，瑞典	
重生艺术节 2017，石卷，宮城县，日本	
STPI/Tokyo	Pop	Up，Take	Ninagawa 画廊，东京，日本	
仍在移动 2017：距离的伤感——那么远，那么近，元崇仁小学校，京都，日本	
充气泳池—搅拌街道，西小山，东京，日本	
重生艺术节东京站，WATARI-UM 美术馆，东京，日本	
The	Other	Face	of	The	Moon，ACC，光州，韩国	
光的现代美，旧三井别墅，京都，日本	
The	Art	Show——田口藏品所见千禧年美术，群马县立近代美术馆，群马，日本	
艺术之谜-高桥收藏展，静冈县立美术馆，静冈，日本	
Japanorama——1970 年后日本艺术的新视角，蓬皮杜中心梅斯分馆，梅斯，法国	
2016		
杰出亚洲艺术奖，香港	
2015		
吾之所在，皆因汝存，元空间，北京，中国	
造动——2015 年亚洲艺术双年展，国立台湾美术馆，台中	
2015-3		
形式与感受——什么创建一种熟悉感？，广岛市当代艺术博物馆，广岛，日本	
无名都市：匿名风景的当代写真，横滨美术馆收藏展 2015 年度第 3 部分，横滨美
术馆，横滨，日本	
GLASSTRESS	2015	GOTIKA，贝伦戈当代艺术基金会，威尼斯，意大利	
当代之一：在我们的时代——后工业时代的日本艺术，金泽 21 世纪当代美术馆，
金泽，日本	
变化的光，巡回视线，Ikkan	艺术画廊，新加坡	
2014-15		
白日梦的重力，9.5 画廊，京都 ANTEROOM 酒店，京都，日本	
有序的情感——日本当代艺术，HausKonstructiv 博物馆，苏黎世，瑞士；克
拉科夫当代艺术博物馆，克拉科夫，波兰；Moritzburg 艺术博物馆，哈雷，
德国	
2014		
Open	Storage	2014，MASK（MEGA	ART	STORAGE），大阪，日本	
地平线上的模糊，京都市立艺术大学艺术画廊	@	KCUA，京都，日本	
打桩线，FAL	武藏野美术大学，东京，日本	
我的神	|你的神，SEIAN 艺术中心，滋贺，日本	
东京艺术会议 V，寻求新谱系——主体／飞跃／痕迹，东京都现代美术馆，东京，
日本	
当六甲遇到艺术 2014，神户，日本	



	

未来的意象——开馆十五周年展，浦和美术馆，崎玉，日本	
500 米计划 001——	Re：可以请你发送它吗？，札幌 500 米地下人行通道画廊，
札幌，日本	
材料分析，ShugoArts，东京，日本	
形状的图片，ShugoArts，东京，日本	
2013-14		
单不知道。美丽的东西——日本当代艺术，冬宫博物馆，圣彼得堡，俄罗斯	
MOT	集合，博物馆的当代艺术东京东京	
现在日本;展览与	37	当代日本艺术家，凯得康索博物馆，阿姆斯特丹，荷兰	
毫无疑问，森美术馆，东京，日本六本木穿越	2013 年︰	走出	
2013		
近作品/早期作品，ShugoArts，日本，东京	

DOJIMA	河双年展	2013 年，DOJIMA	河论坛，大阪，日本为什么不为艺术而活？第
二，东京歌剧城艺术画廊，东京，日本	
什么	(n)	过，Coop	Kitakagaya，大阪，日本	
Re:	Quest―Japanese	当代艺术自上世纪	70	年代，艺术博物馆，首尔国立大学，首
尔，韩国	
2012		
她的名字是求同，大同罟，京都，日本	
日本媒体艺术节在香港	2012 年游行︰无形的日本媒体艺术从"百鬼的花车巡游"为"
阅兵"，ArtisTree，香港	
雕塑的其他手段，J.画廊，首尔，韩国	CPUE	2012，乐装饰，东京，日本	
建筑︰艺术与建筑的当代艺术，广岛，日本广岛市博物馆	
2011		
年赤冢不二雄漫画大学展览，京都国际漫画博物馆，京都，日本	
制作，艺术国家博物馆，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世界的方式	
图布娃娃，无国界的艺术博物馆没有马，日本滋贺县的奇妙世界	
创造思想，Witte	de	With 当代艺术中心，鹿特丹，荷兰	
JAPANCONGO，马格辛国立当代艺术中心，格勒诺布尔，法国	
2010									
手感的妙，就在艺术空间，台北	
共鸣，三得利美术馆，大坂，日本	
ONE	AND	J.	画廊在柯宁格，柯宁格个岸研究室#21，洛杉矶，美国	
黄色大门，Sangrok 画廊，光州美术馆，光州，韩国	
2009									
再：记忆，LOOP 替代空间，首尔，韩国	
东京都现代美术馆典藏展：夏日游戏场，东京都现代美术馆，东京，日本	
暖身，民生现代美术馆，上海，中国	
邀请策展人 2009 平台计画，KIMUSA，首尔，韩国	
广岛艺术计画 2009 日本丸：船内大探索！，广岛，日本	
City-net	Asia	2009，首尔市立美术馆，首尔，韩国	
扭转和呐喊，梵谷艺术文化中心，曼谷，泰国	



	

2008									
揭示与启示——2008 东京都现代美术馆年度展，东京都现代美术馆，东京，日本	
2007									
混合信号，罗纳德·费尔德曼画廊，纽约，美国	
关于笑：当代艺术中的幽默，森美术馆，东京，日本	
抛开你的观点 3，儿玉画廊，大坂，日本	
VOCA	2007：当代艺术的远景，上野之森美术馆，东京，日本	
美丽新世界：日本当代视觉文化，长征空间、映艺术中心、东京画廊，北京／广东

美术馆，广州，中国	
展览作为媒介，神户艺术村中心，神户，日本	
2006									
抛开你的观点 2，儿玉画廊，大坂，日本	
与杜象，儿玉画廊，东京，日本	
大和散热器工业株式会社艺术空间 vol.1，大和散热器工业株式会社艺术空间，广
岛，日本	
全一样？：中国日本韩国艺术，Sandretto	Re	Rebaudengo 艺术基金会，特里诺，
义大利	
2005									
桌球手（以 COUMA 艺术家团体成员身分参展），ARTZONE	艺术计画室，京都，
日本	
抛开你的观点，儿玉画廊，东京，日本	
2005 横滨：国际当代艺术三年展（以 COUMA 艺术家团体成员身分参展），山下
港，横滨，日本	
2004									
艺术殿堂新领域 2004#2，艺术殿堂画廊，大坂，日本	
变迁中的艺术 Vol.6，宫殿饭店，京都，日本	
Re	SPORTS（Re	OLYMPIC	活动前展览），STUDIO	EARKA，大坂，日本	
2003									
NICHIJYU，Sowaka 画廊，京都，日本	
2003 神户年度艺术展，神户艺术村中心，神户，日本	
2002									
Fukankei，neutron，京都，日本	
2001									
Shuchou	Ten，ARTISLONG 画廊，京都，日本	
	
其他活动（现场演出、舞台美术）	
2017	
塔	（剧场版）	，BankART	Studio	NYK	3 层	3B	画廊，横滨，日本	
2016		
金氏彻平的墨卡托投影·薄膜，丸龟市熊弦一郎现代美术馆，香川，日本	
由其担任舞台美术设计的 KAAT 儿童项目“知道了先生的饼干”在包括神奈川艺
术剧场在内的全日本 13 个剧场上演	



	

2015	
投影·地图，丰田市美术馆，爱知，日本	
KAAT 儿童项目“美味而有趣的游戏——知道了先生的饼干”在神奈川艺术剧场首
演，担任舞台美术	
现场演出“投影·地图”，2015	KAAT 突击博物馆，神奈川艺术剧场，神奈川，
日本	
现场演出“投影·地图”，丰收的成果——现代美术在丰川，丰川樱丘博物馆，爱

知	
《幸福的日子》（ARICA 现代剧团出品）在印度喀拉拉邦国际戏剧节演出，担任
舞台美术	
2014	
《幸福的日子》（ARICA 现代剧团出品）在日本横滨红砖仓库一号馆演出，担任
舞台美术	
2013	
《幸福的日子》（ARICA 现代剧团出品）在日本“爱知三年展”会场爱知县立艺
术剧场演出，担任舞台美术	
2012	
《幸福的日子》（ARICA 现代剧团出品）在日本东京 VACANT 演出，担任舞台美
术	
2011	
《我们无法向家用电器一样互相理解》在日本东京 Owl	Spot（丰岛区立演艺中
心）演出，担任舞台美术和美术创意	
	
	
获奖	
2014	
第 33 届京都府文化奖	
2013	
京都市艺术新人奖（雕塑部门）	
2010	
绽放的花大赏（美术部门），大阪	
2002									
京都市立艺术大学作品展嘉奖	
	
收藏	
21 世纪金泽美术馆，金泽，日本	
丰田市美术馆，爱知，日本	
国立美术馆，大阪，日本	
东京都现代美术馆，东京，日本	
森美术馆，东京，日本	
横滨美术馆，横滨，日本	
广岛现代艺术博物馆，香川，日本	



	

高松市立艺术博物馆，香川，日本	
现代艺术画廊，昆士兰美术馆，布里斯班，澳大利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