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印之秋

   由悠然文化資訊企劃、悠畫廊主辦、椿版畫工作室協同執行的
「版印之秋 」，

囊括 7 位活躍當代藝壇的青年藝術家原創版畫作品。
  「版印之秋」所展示之原創版畫，皆為藝術家親自構思、參與製版分色，亦能

夠表達其個人藝術概念的作品。
原創版畫身為複數型限量商品，亦代表了作品本身的原始生命力，與藝術親近

一般大眾的普世價值。
   版畫藝術之市場性越來越受矚目。亞洲市場對於名家拓展版畫作品已廣見于各
大小展場，而在台灣，整體大環境不遺餘力推廣文創產業情境之下，以科技產
業立足國際，已滿足物質需求之際，所需之精神需求也在在顯示藝術品轉化為

高階禮品與精品的趨勢。
  「版印之秋」一展，顯示悠畫廊一貫推廣之「平民藝術」之精神。聯展力薦國
內知名年青藝術家，呈現之色彩、品質、技法，也呼應我們對於新一代當代藝

術的支持與關注。

悠然文化資訊有限公司企劃 // 悠畫廊主辦 // 椿版畫工作室協辦



悠畫廊是臺灣獨特展示以街頭藝術為基底、以當代藝術為軸心的
畫廊。我們相信藝術應雅俗共賞，因此展出國際型街頭藝術中的
極品，以窺各國、各城市最貼近社會生活文化的面貌。我們對於
當下的藝術現象與趨勢不缺席，因此展出具新銳精神的當代藝術
作品。希望觀眾能夠在悠畫廊欣賞到藝術特有的多樣性與強烈的
原創文化精神。
  
Yo Gallery is a unique art space located in Taipei, Taiwan. We feature 
contemporary art and art with Street Art spirit. We believe art shall 
be available by all folks to appreciate the rare seen social and cultural 
art spectrums. We participate contemporary art scene and we make 
connections with worldwide street art to give audience varieties and 
unique international art bites. 

椿版畫成立於 2007 年，由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版畫主修成員組合。
椿版畫期許成為藝術家與工作室的合作平台，以技術最精湛的版
畫印製團隊為基礎，致力為台灣版印工作室建立定位並持續推動
精緻版畫藝術。

Tsubaki Print Studio was established in 2007, consisted of  graduates 
majored printmaking in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With 
outstanding printmaking skills and the sense of  commitment to the 
advance of  Taiwanese Print Art , Tsubaki Print Studio dedicates to be a 
solid platform where artists could co-work with print-makers smoothly 
and produce print art with high qulity.

關於悠畫廊

關於椿版畫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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綻 /2011/ 55x76cm/ Limited Edition of 40

斑斕 1 /2011/ 55x76cm/ Limited Edition of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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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生於台灣鹿港                               
2010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創作研究所油畫組畢

以下節錄部分經歷
個展 :
2013    「回到原點」彭賢祥 & 曾雍寗雙個展 

 索卡藝術中心 北京
「凝彩斑斕」智邦藝術基金會 新竹 

2012    「寧靜的痕跡」非畫廊 台北 台灣
「秋瑟」新畫廊 台北 台灣
「WILD FIRE」Lieu Commun 圖魯芝 
 法國
「BLOOM and FLORID」L'Espace
  culturel Bonnefoy 圖魯芝 法國

2011    「華滋」索卡藝術中心 台南
2011    「森羅萬象」 貝瑪畫廊  台北
2010    「繁華 燦然」橘園非畫廊 台北

「原生的律動 II」陽明大學 台北
2009    「原生的律動」也趣畫廊 台北
2007    「花 四季風景」也趣畫廊 台北
2006    「李仲生創作獎得獎作品展」成功大學  

 台南 / 東吳大學 台北
2005    「野人花園」台北藝術大學  南北畫廊

聯展 : 
2013    「交戶視象 -2013 海峽兩岸當代藝術展」

台灣美術館 台中 台灣 / 
中國美術館 北京 中國

2012  「心動ＥＭＵ」台北當代藝術館    
「自然與森林藝術節」 夏多維蘭古堡 
巴黎 法國

2011   「台灣當代藝術文件展」羅馬 EX GIL
藝文中心 羅馬 義大利 
「台灣當代藝術文件展」克羅齊別墅當
代藝術館 熱那亞 義大利 
「台灣響起—超隱自由 / 難以名狀之島」
布達佩斯藝術館 / 路德維格現代美術館
布達佩斯 匈牙利
Art Stage Singapore 
新加坡藝術博覽會 新畫廊 新加坡
「台灣當代素描展」鳳甲美術館 台北
 台灣 

2010    「2010 台灣美術雙年展」台灣美術館
               台中 台灣

《2010 台北雙年展》， 台北美術館
「另一本書」北京宋庄貴點藝術空間 
 北京 中國

2009    台灣當代藝術文件展 巴黎高等美院 
巴黎 法國
Dream in a contemporary Secret  
Garden（秘密後花園）紐約台北文化
中心  美國

獲獎：
2008     獲選亞洲文化協會 (ACC) 台灣獎助計畫
2006     第九屆李仲生創作獎得主
2005     作品「野人花園」入選台北美術獎
2004     第二屆桃園創作獎 優選
              作品「未來風景」入選台北美術獎
2002     第三屆 磺溪美展「磺溪獎」，水墨類

 得主
2001     統一盃 千禧之愛攝影比賽 第三名
2000     鹿港百景攝影比賽 第二名
 
典藏：
2012     澳洲白兔美術館典藏 － 野火 (40) 作品
              關渡美術館美術館典藏  －綻放 (14) 作品
2010     獲國立陽明大學典藏  － 繽紛 (8) 作品
2007     獲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  － 野人花園 (33) 作品
2006     金石堂龍嚴基金會典藏  － 未來風景 (9) 作品
2002     彰化文化局典藏  － 心象世界 (10) 作品

駐村：
2012      Lieu Commun 圖魯芝 法國
2010      桂林愚自樂園第五屆國際繪畫創作營

公共藝術：
2010      台北捷運文湖線橋墩彩繪 ( 大湖公園站與

 東湖捷運站 )

曾雍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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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的山 / 2013/ 70x70cm/ Limited Edition of 45

武嶺 / 2013/ 70x70cm/ Limited Edition of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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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生於台灣台北
2000-2005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
2007-2010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創作碩士班 

以下節錄部分經歷
個展 :
2011　《區間風景》 科元藝術中心  台中清水
2010　《空間時刻》 世界畫廊  台中
2009　《風景口》 科元藝術中心  台中清水
2008　《 河 邊 地 》 科 元 藝 術 中 心  台 中 清 水
2007　《 小 地 方 》 科 元 藝 術 中 心  台 中 清 水
2005　《青草地》南北畫廊  台北

聯展：
2011 《2011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台北世貿
               中心  台北

《大風景地：暫時這樣─
  Contemporary》鳳甲美術館  台北

2010 《ULTRA003: Emerging Directors Art
               Fair》Spiral Galleries  東京

《美麗島 Formosa 2010 ─當代寫實
 展》科元藝術中心  台中清水
《大風景地 II：Sucity 光滑城市》台北
 國際藝術村  台北
《城市失格》新苑藝術  台北
《周成樑 廖震平 羅喬綾 三人展》亞帝
  畫廊  台南

2009 《故事島》一票人畫廊  台北
《大風景地》嘉義鐵道藝術村  嘉義
《本地風光 青春嶺—藝術新星
（2000-09）》科元藝術中心  台中清水
《學院祭》地下美術館  台北
《21 世紀少年—遊牧座標》關渡美術館  
 台北  
《第三屆 435 國際藝術村駐村藝術家
 聯展》435 國際藝術村  台北板橋
《NOW 中取禪—十牛圖特展》 法鼓山
 世界宗教教育園區  台北金山

2008 《2008 台北美術獎》，台北市立美術館
 台北
《帝國大反擊，三部曲：威脅潛伏》
 印象畫廊當代館  台北
《我未曾遠去─繪畫之離騷》大趨勢
 畫廊  台北
《第二種視野 SECOND VISION》
 國立台灣美術館  台中

2006 《青春嶺 -2006 藝術新星》科元藝術
 中心  台中清水

獲獎、典藏與駐村：
2009 「張心龍美術創作獎」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雄獅美術
2008 「2008 台北美術獎」入選  台北市立美術館

「435 國際藝術村」第三屆駐村藝術家
 台北板橋
「美術類創作計畫補助」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
 藝術基金會
「2008 美術創作卓越獎」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2007 「文建會 96 年度青年藝術作品購藏」國立
 台灣美術館
「第二屆龍顏校園藝術創作獎」 財團法人
 龍顏基金會

廖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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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哲人系列 - 道  /2011 
29.5x29.5cm/ Limited Edition of 40

中國哲人系列 - 釋 - 玄奘  /2012 
29.5x29.5cm/ Limited Edition of 40

中國哲人系列 - 釋 - 玄奘西行  /2012 
32x32cm/ Limited Edition of 40

中國哲人系列 - 儒  /2012 
29.5x29.5cm/ Limited Edition of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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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生於台灣花蓮
1996-1999　
輔仁大學英文系學士
2001-2005　
義大利羅馬藝術學院繪畫研究所碩士
1999-2007
旅居義大利斐冷翠，羅馬

以下節錄部分經歷
個展 :
2014   「歌唱的木紋」，阿卡亞古堡  義大利
2013   「版・畫・書」，夢 12 美學空間  台北
2012   「木刻版上的鋼琴手」， 紫藤廬  台北
2010   「被遺棄的樹頭 The Story of 

an Abandoned Trunk」 MOCOBO
馬可博文化中心，羅馬，義大利

2010   「手與腳的負面肖像畫」蓽蘿藝術活動
中心  台北

2008   「記憶的回聲─義大利創作回顧展」花蓮
縣文化局美術館  花蓮  台灣   

2007   「人的存在與人 --- 木口木刻的呈現」
喜臻藝術精品飯店  花蓮  台灣

2007   「木版畫」文化協會 Atelier Parissetti
羅馬  義大利

2006   「兩個世界中的木版畫」台灣駐教廷大使
館  羅馬
拉菲爾美術學院藝廊 Urbino 
烏比諾  義大利

2006  “Signs and Words” Fahrenheit 451 
藝術書店  羅馬  義大利

2005  「藝術家與 A.R.G.A.M. 羅馬現代美術藝廊
協會」 由羅馬現代美術藝廊協會主辦 
LA VETRATA 藝廊  羅馬

聯展：
2013  「木口木刻邀請展」，Davidson

Galleries, 西雅圖  美國
2012  「英國木口木刻家協會七十五屆聯展」

Art Jericho Gallery  牛津
Victoria Gallery  巴斯
Bankside Gallery 倫敦  英國

2012  「兩岸名家版畫聯展」  東籬畫廊  台北
2010  「造物主的詠嘆 Cantico di 

San Francesco」Galleria il 
tempo ritrovato  羅馬  義大利

2010  “Carte in musica” 蕭邦兩百週年
紀念展，palazzo Malthis  Torino  Italy

2008  「木刻 ‧ 刻木版畫聯展」福華沙龍  台北

2006 “Il Segno Contemporaneo Italiano
義大利當代素描”
由「羅馬現代藝廊協會」藝術指導
Roberto Savi 主辦 Venanzo Crocetti 
博物館  羅馬  義大利

2006 “Linoelumgrafie”由義大利國際版畫中心
Formello 主辦，Formello  Italy

2006 “Personaggio e Rituale” 由義大利國家圖書
館主辦 TROPEA  Italy

2005 “La Libreria Piccolomini Attraverso Le
 Incisioni”由國家 PIO II Piccolomini 協會
主辦  羅馬  義大利

2005   「木版畫 xilografia」 由國際版畫中心
 Formello 主辦

獲獎：
2005   「三島由紀夫的玫瑰」義大利國家藝術首獎

版畫，入選  羅馬  義大利
2005   「希望」義大利國家藝術首獎，版畫，入選

羅馬  義大利
2006    「卡繆」，第五界國際 Miniatures Little m 展，

入選，維爾紐斯，立陶宛
2008  「希望」，台北版畫雙年展，入選

台北  台灣

典藏：
2005    「過於喧囂的孤獨」，義大利國家樂器博物館

羅馬  義大利
2006    「卡繆」，立陶宛文化交流中心，維爾紐斯  

立陶宛
2006   「Pio II」，義大利拉菲爾美術學院，烏比諾  

義大利
2006  「教宗肖像」台灣駐教廷大使館，羅馬  義大利
2006  「生命的碰觸」，義大利 Formello 國際版畫

中心  Formello  義大利
2012  「西藏：瑪門、僧侶」，國立台灣美術館  

台中  台灣  

曾美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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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人系列 - 胡適  /2014 
27x18cm/ Limited Edition of 80

中國文人系列 - 魯迅  /2014 
27x18cm/ Limited Edition of 80

中國文人系列 - 張愛玲  /2014 
27x18cm/ Limited Edition of 80

中國文人系列 - 傅斯年  /2014 
27x18cm/ Limited Edition of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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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哲人系列」與「中國文人系列」由悠畫廊企劃，委託藝術家
曾美禎以其擅長的「木口木刻」創作。

木口木刻不同於木刻，線條更為細膩、流暢、具層次感。圖像具敘
述性、透視性以及立體感。強調黑線、白線的對比。可由木口木刻
作品中，觀察欣賞線條、形狀、油墨間的平衡。

「中國哲人系列」以對中國文化哲學影響極具的「儒」、「釋」、「道」為主
題，推出款限量版畫作品。「道」，以中國春秋時代之老子，以及西方希臘雅
典時代哲人蘇格拉底為對比，兩位先驅智慧之博大精深，影響中西世界，融合
於經典的太極形狀中。「儒」以萬世師表的孔子為象徵，作品中表現孔子期望
學生孜孜不倦、溫爾慈祥的神情，整體線條亦為「堅毅」做註解。而代表「釋」
的兩幅玄奘，以最為知名的西行做創作詮釋，構圖中智慧之光在其後方亦如由
其頂散發，如同一段旅程的不時柳暗花明。

「中國文人系列」以四位著名的現代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的文學家為代表，以木
口木刻刻出已消逝之文人卻影響意義深遠仍存。胡適身為五四運動時期的精神
領袖，提倡健全的個人主義精神，敢於直諫；傅斯年台灣最重要的大學教育貢
獻者之一，構圖特意留左上方之留白，表現教育樹立基礎，而思想空間仍自主
自由；魯迅的硬派與其「狂人日記」的深刻，在創作技法上使用由上到下刻意
生硬的線條來強調；而張愛玲為此系列中一個女性的力量，亦作為文學和生活
中理性與感性的掙扎與平衡。本系列四幅一套，值得欣賞收藏。

此版畫系列有其古典性質，而作為推廣版畫的悠畫廊，我們不斷在
新的藝術創作展示中，也反芻歷史人文的影響與啟發。版畫作為流
通性高的藝術品，除了形式上觸及大眾，我們也希望在作品質量中，
能持續有新的風格思維，同時也持續提醒既有歷史文化價值的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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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 / 2013/ 70x70cm/ Limited Edition of 60

Butterfly / 2014/ 70x70cm/ Limited Edition of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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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生於台灣南投
1998-2002   
國立台中師範學院美勞教育學系
2005-2007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創作研究所
2008-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創作理論博士班

以下節錄部分經歷
個展 :
2013    「Nest Lady」 許維穎個展 麗品畫廊  台北   
2007    枕石畫坊許維穎個展  新竹
2007    台北藝術大學南北畫廊許維穎個展  台北  
2006    臺中市文化局動力空間

【寂境▁你愛自己嗎？】台中  台灣

聯展：
2014    「水墨彼此」兩岸藝術家學術交流展

南京藝術學院美術館  南京
2014    「美好年代」，麗品畫廊  台北  台灣
2013     Young Art Taipei 2013 
2013    台南藝術博覽會 2013
2013   「非．刻．版．印．象—2013 新北市

當 代 新 春 版 畫 展 」． 新 北 市 藝 文 中 心
2013    第 21 屆全國版畫大展－版畫工作室交流

展．艋舺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  新北市
2012    "Never-Ending Movement Art"．

 Woo-Yeon 藝廊  大田  韓國
2011    西班牙版畫博覽會．國王 Juan Carlos

一世 世貿園區  馬德里
2011    層層繪語 - 藝術聯展．ASTRIUM 專櫃，

新光三越南西二館 2F  台北
2011    中華民國第 26 屆版印年畫，卯春獻瑞－

兔年年畫特展．國立台灣美術館  台中
2010    台灣師大美術研究所水墨組「創作作品」

暨「理論論述」發表．國父紀念館  台北
2009  「藝術義賣．愛心賑災」．國父紀念館  

台北
2009    2009 台灣師大 - 韓國成均館大學師生

交流展．首爾．韓國
2009    雙凝─台灣女性藝術的鏡觀視角．國立

台灣美術館．台中
2009    台灣當代藝術潛力新秀聯展．也趣藝廊．

台北
2009    國立台灣師大美術創作理論博士班 2009

創作聯展
2008    台灣師大美術研究所水墨組「創作作品」

暨「理論論述」發表．德群藝廊  台北
2007  〈面貌〉兩岸三地．奧美零空間  北京
2007  〈姿。態〉王怡然、許維穎、羅錫卿膠彩

水墨三人聯展．也趣藝廊  台北
2006    肆 水墨聯展．台北藝術大學南北藝廊  台北
2006     \^O^/SIGHT-2006 藝術家博覽會．華山

文化園區．台北
2006  「現代水墨 ‧ 中師觀點」臺中教育大學美術

學系水墨畫發展歷程展
2005    2005 台灣聲視好大藝術家博覽會．中影

文化城．台北

獲獎：
2012    臺灣省文化基金會第 1 屆彩墨菁論獎，入選
2011    中華民國第 26 屆版印年畫徵選，入選
2008    第 25 屆高雄市美術展覽會水墨與膠彩類入選獎
2007    第 12 屆大墩美展彩墨類入選
2007    第 24 屆高雄市美術展覽會水墨與膠彩類優選獎
2006    第一屆台北當代水墨雙年展佳作
2006    第 23 屆高雄市美術展覽會水墨與膠彩類入選獎
2003    第 20 屆高雄市美術展覽會水墨與膠彩類入選獎

典藏與贊助：
2008     國立台灣美術館 97 年青年藝術作品購藏

作品《Alizarin Gown》，2008，113×185 ㎝
2007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96 年度「碩博士獎學金」
2007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九十六年度第一期美術類補助
2006     國立台灣美術館 95 年青年藝術作品購藏，

作品《Dress》，2006，65×134 ㎝

許維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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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人 No.7/ 2013/ 70x50cm/ Limited Edition of 60

蜂女 No.6 / 2013/ 70x50cm/ Limited Edition of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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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生於台灣台北
2010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美術學院 美術創作碩士

以下節錄部分經歷
個展 :
2013    桃樂絲墜落 Dorothy Crash, 非常廟藝文

空間  台北
2012    Things are starting to hum，Red Mill

Gallery， 佛蒙特， 美國
2011    ART TAIPEI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新人

推薦特區
2011  《人造水晶》， 一畫廊  台北
2010  《潛森林》， 一票人畫廊   台北
2009  《無所 . 不在》， 一票人畫廊  台北

聯展：
2014     ArtSolo14 特展 - 誰在乎的現實？

MITs 特區台灣製造特區
2014    想像一個美好的未來，尊彩藝術中心  

台北
2013    天人五衰，關渡美術館  台北
2013    想象的平台 - 未來的幻景，台南索卡藝術

中心  台南
2013    亞洲巡弋，關渡美術館  台北 台北
2013    餐桌上的未來 - 家與藝術家，關渡美術館

台北
2013    自己的房間，林舍藝廊  台北
2013   「標新 . 立異 : 典藏青年藝術家作品展」

國立台灣美術館，台中
2012    無界地圖 : 台灣新銳畫家展，

Rooster Gallery，紐約 
2012    零度平面，南海藝廊，台北
2011    ART TAIPEI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新人

推薦特區
2011    後民國 : 沒人共和國，高雄市立美術館，

高雄
2011    大風景地 III : 暫時這樣，鳳甲美術館

台北 
2008    ASYAAF 亞洲學生青年藝術家特展，

首爾舊火車站美術館  韓國 
2007   「第一屆光州國際當代展」，光州美術館

韓國 

獲獎：
2012    美國佛蒙特藝術中心 Vermont Studio Center

駐村藝術家
2011    ART TAIPEI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新人推薦

特區

典藏：
2011  《放風箏》獲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 
2014  《無題》《嗡》《開始》《蜂女 No.6》
          《蜂人 No.7》獲藝術銀行典藏

高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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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ers/ 2012/ 70x70cm/ Limited Edition of 40

Fuck Them All / 2012/ 70x70cm/ Limited Edition of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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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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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iece of Cake / 2013/ 70x70cm/ Limited Edition of 60

A Kiss / 2013/ 70x70cm/ Limited Edition of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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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生於台灣雲林
2004  
畢業于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油畫組
2008  
畢業于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創作所油畫組

以下節錄部分經歷
個展 :
2014     「親愛的，生日快樂」臺北市立美術館

臺北   
2013    「輕觸想像的味蕾」王亮尹個展

智邦藝術館  新竹
2011   「攪拌器的你的我反覆幻想，尤其再清醒

的時候」- 王亮尹 個展
也趣藝廊  台北

2008  「那層薄膜 似乎閃耀著」- 王亮尹 個展
也趣藝廊  台北

2007  「王亮尹 個展」科元藝術中心  台中
2007  「然而 儘管如此 依然是如此的美好

依舊」- 王亮尹 個展  也趣藝廊  台北

聯展：
2014   「YOUNG ART TAIPEI 2014」

晶華酒店  台北
台南藝術博覽會  大億麗緻酒店  台南

2013   「標新 · 立意」館藏青年藝術家作品展
國立台灣美術館  台中 

            「類甜點 QUASI DISSERT」駁二藝術特區 
 高雄

            「仨」槩藝術  台北
            「自己的房間」大未來林舍畫廊  台北
            「如影隨形 - 藉由幻視得到想像中的真實」

尊彩藝術中心  台北
2012  「SUPER-NOVART 超新星」自由人藝術

公寓  台中
            「臨界時分」BELLAVITA B1 ART GALLERY 

 台北
            「耽於甜美的快樂 - 王亮尹張瓊方聯展」

192 藝術空間  台北
            「無界地圖  台灣新銳畫家展」

Rooster Gallery 紐約
YES., TAIWAN YOUNG EMERGERING
STARS  也趣畫廊  台北
MANCY's ART NIGHT 2012 MANCY's
TOKYO  東京 日本

2011  「風泉滿清聽」-  首屆未來大明星藝術展
華山 1914  台北

            「ART OSAKA」大阪  日本
            「AHAF 11--Asia Top Gallery Hotel Art 

 Fair」文華東方酒店  香港

2010  「Emerging Directors Art Fair:ULTA003」
Spiral，東京  日本

            「ART TAIPEI 2010」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
世貿二館  台北

            「後青春」
國立台灣美術館  台中 /  關渡美術館  台北

           「YOUNG ART TAIPEI 2010」
            王朝大飯店  台北
           「Mancy’s Tokyo Art Nights」
             Minato-ku，東京，日本
2009 「SH Comtemporary」上海  中國
           「弱繪畫」關渡美術館  台北
           「ART OSAKA」大阪  日本
           「ARTO Busan」釜山  韓國
           「YOUNG ART TAIPEI 2009」王朝大飯店  台北

「Small World」德國 E105 藝術設計中心
「Y.E.S Taiwan」也趣藝廊  台北
「GEISAI#12」國際展示館，東京  日本

得獎紀錄：
2012   獲文建會 101 年青年繪畫作品典藏徵件計畫

  作品典藏  -  國立台灣美術館
2010   獲文建會 99 年青年繪畫作品典藏徵件計畫

  作品典藏  -  國立台灣美術館
2008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典藏作品
             獲國藝會 97 年度第 1 期展覽補助
             高雄獎獲選
2007   台灣美術新貌展 - 平面創作系列  首獎
             2007 龍嚴藝術創作獎
             高雄獎入選
2006   獲文建會 95 年青年繪畫作品典藏徵件計畫
2005   獲選張心龍美術創作獎

典藏：
2012    國立台灣美術館 -「祝我生日快樂 _twins」作品
2010    國立台灣美術館 -「彩虹冰淇淋＿青蘋果」作品
2009   台北藝術大學「藝文生態館與學生宿舍新館新建
             工程」公共藝術  典藏 - 「草莓鬆餅」作品
2007   金石堂龍嚴基金會典藏   - 「早餐系列—貝果」作品
             港區藝術中心典藏 -「剉冰」作品
2006    國立台灣美術館 -「意識布丁」作品

駐村計劃：
2012   4th Culture Studios  美國 

王亮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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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畫廊

地址：臺灣 臺北市中山捷運地下街 南京西路 16 號地下一樓 B44
店位 Store B44, 1st Ground Fl, Zhongshan Metro Mall No.16, 

Nanjing W. Rd., Zh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Taiwan
交通指引：

開車 / 中山北路二段 44 巷底 R9 出口     
捷運 / 可由雙連站下站，沿地下街往中山站走至 B44 店位

營業時間：週二至週日
1PM - 8:30PM

聯絡電話：
+886 2 2563 3151
+886 972 896 207

聯絡信箱：info@yo-gallery.com        
網址：www.yo-gallery.com

FB：www.facebook.com/theyogallery

椿版畫工作室

地址：23850 新北市樹林區東順街 18 巷 9 號
聯絡電話：

+886 928 845812
聯絡信箱：tsubakiprint@gmail.com
網址：http://tsubakiprintstudio.com

FB：https://www.facebook.com/tsubakiprint

限量版畫。新銳創作 
藝術 美學 典藏 欣賞 躍升 

歡迎洽詢

本計劃由悠然文化資訊有限公司企劃，悠畫廊執行展售。
委任椿版畫協同執行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