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藝術家何孟娟 isa Ho（生於 1977 年） 

 

獲獎、駐村 

2018 拉古納國際藝術獎-特別獎 

2016 ACC 受獎人 

2015 ISCP 紐約駐村 

2015 藝術公寓，慕尼黑駐村  

2015 SHALINI GANENDRA 藝術空間駐村，馬來西亞 

2013 Archisle 攝影獎第三名 

2013 伊勢基金會獎 

2013 ISCP 紐約駐村 

2012 ACC 受獎人 

2012 皮克泰攝影獎提名 

2012 亞洲先鋒攝影獎提名 

2011 高雄獎 

2009 巴黎「西帖藝術村」駐村 

2008 台灣新人獎 MIT 

2005 台北獎入選 

 

學歷 

2005 畢業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創作碩士班 

2001 畢業於國立藝術學院美術系 

 

典藏紀錄 

國立台灣美術館、高雄市立美術館、關渡美術館、鳳甲美術館、忠泰美術館、澳洲白兔美術

館、韓國光州美術館、俄羅斯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館 

 

個展 

2020 「Different Dimension 8 俄羅斯新西伯利亞國立美術館個展」，新西伯利亞 

       國立美術館，俄羅斯 

2018 「魏斯貝絲計畫」，Chelouche 畫廊，特拉維夫，以色列 

2017 「黑天鵝效應」，双方藝廊，台北，台灣 

2016 「Girls Falling」，台灣書院，洛杉磯，美國 

2015 「我的牡丹亭」，藝術公寓，慕尼黑，德國 

      「牡丹亭」，SHALINI GANENDRA 藝術空間，馬來西亞 

2014 「魏斯貝絲–何孟娟／莫里斯‧帕登海馬」，非常廟藝文空間，台北，台灣 

2014 「故事-何孟娟個展 2005-2014」，順天建築文化藝術中心，台中，台灣 

2012 「女孩/春」個展，加力畫廊，台南，台灣 



2011 「女孩」個展，非常廟藝文空間，台北，台灣 

2011  「童話」個展，墨西哥文化中心，德州，美國 

2010  「陳順築．何孟娟雙個展」小室藝廊，台北，台灣 

2009  「好久好久以後…」個展，印度夏可喜當代藝術，台北，台灣 

      「巴黎計畫:你是我的英雄!」個展，Galerie Etienne de Causans，巴黎，法國 

      「何孟娟個展」基隆市立文化中心，基隆，台灣 

2008 「扮相樂園」個展，索卡藝術中心，台北，台灣 

      「我有無比的勇氣」個展，非常廟藝文空間，台北，台灣 

2007 「角色－絕色」個展，索卡藝術中心，北京，中國 

      「自戀」個展，罐子書店 798 藝術區，北京，中國   

2005 「叫我公主」個展，自強 284，台北，台灣 

 

聯展  

2021 「殘山剩水─我們的城市失敗了嗎？」，忠泰美術館，台北，台灣 

2020 「亞洲文化協會會友作品慈善展」，藝倡畫廊，香港 

     「我們也可以這樣生活」台北社宅 公共藝術線上展覽，網路 

     「希望之後：反抗的錄像」（After Hope: Videos of Resistance）」亞洲藝術博物館， 

      舊金山，美國 

2019 「I SEE YOU」，台中市役所，台中，台灣 

      「西岸藝術與設計博覽會｜Dream Video」，西岸藝術中心，上海，中國 

      「fotofever」攝影博覽會，羅浮宮卡魯索廣場，巴黎，法國 

      「透視假面：甜楚現代性」第 13 屆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雙年展， 

    俄羅斯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美術館，俄羅斯 

      「亞爾攝影節」，曼努埃爾里維拉奧爾蒂斯基金會，亞爾，法國 

      「偶然與巧合」，朱銘美術館，台北，台灣 

      「9th Cairo Video Festival」，Medrar for Contemporary Art，開羅，埃及 

2018 「白晝之夜-顛倒之城」，爵士廣場，台北，台灣 

   「拉古納國際藝術獎」，威尼斯軍械庫，義大利 

2017 「MADATAC 2017 西班牙當代新媒體藝術與前衛科技影音藝術節」， 

    ASPA CONTEMPORARY，馬德里，西班牙 

      「版藝新象」關渡美術館，台北 

      「高雄獎夢幻隊與四道戰帖」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 

   「快拍慢想：編導式攝影的社會光譜」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 

2016 「城市，故里-台灣當代攝影展」，人文遠雄博物館，台北 

      「Very Image」，SHALINI GANENDRA 藝術空間，馬來西亞 

    「双視」，双方藝廊，台北 

      「KUSO Project」，Donna Beam Gallery，內華達/拉斯維加斯大學，美國 

      「2016 台北國際攝影節-勾魂攝魄」，中正文化中心-中正藝廊，台北 



      「日常風景～臺灣當代攝影的風景敘事」，藝術銀行，台中 

      「夜視基隆港」，基隆文化中心一樓大廳、基隆港周邊，基隆 

2015 「我倆之眼」，双方藝廊，台北 

      「非常人、非常景」，加力畫廊，台南 

      「大景」，絕對空間，臺南  

      「群氓之聲—我的藝術宣言」，北安路 538 巷 1 弄 1 號(戶外看板)，台北 

      「從初音開始」，駁二，高雄 

      「好日常」，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 

2014 「ISE NY Art Search 2013 獲獎展」，ISE 文化基金會藝廊，紐約，美國 

      「女人-家:以亞洲女性藝術之名」，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 

      「日本．台灣現代美術現在與未來展－地域與全球之振幅」，東京藝術大學，東京，日本 

      「以物易物交換計畫特展」，小巴廊，台北 

      「台灣美術家「 刺客列傳」1971-1980—六年級生」，國立台灣美術館，台中 

2013 「Archisle #2 Open Photography Exhibition 2013」，伯尼藝廊，澤西藝術中心，澤西 

      「2013 光州藝術博覽會」，KDJ 展覽會議中心，光州，韓國 

      「玩藝文學節：疆界內外」，萬華剝皮寮歷史街區，臺北 

      「2013 釜山藝術博覽會」，釜山展覽會議中心，釜山，韓國 

      「我們都是蒙娜麗莎-當代篇：蒙娜麗莎 MIT」，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 

      「她們——凝視與對話」，朱銘美術館，台北 

      「ARENA 競技場」Armature Art Space 軍械藝術空間，紐約，美國 

      「愛上自己的想像」CANS 罐子茶書屋，台北 

      「在地與他方的力量–臺灣當代藝術的感性座標與路徑」屏東美術館，屏東 

      「有龍則靈」板橋馥華雲鼎接待中心，台北 

      「HIGH LINE OPEN STUDIOS 2013」Armory Show Arts Week, New York 

2012 「女神」夏可喜藝術中心，印度 

      「女性之光-國際女性藝術展」光州美術館，光州，韓國 

      「第三屆自然森林藝術節」舊城堡審議塔，維朗堡城，法國 

      「藝變者遊行」關渡美術館，台北 

      「Aire de Taiwan 藝場台灣」薩維尼藝文中心，波旺城，法國 

      「生活在別處/真實接觸-2012 大理國際攝影會」雲南，中國 

      「不頑之抗」非常廟藝文空間，台北 

      「臨界時分」Bellavita，台北 

2011 「高雄獎」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 

      「FOTOSEPTIMBRE USA-SAFOTO 國際攝影節」德州，美國 

      「無聲之詩」大隱，上海，中國 

2010 「台灣雙年展-台灣報到!」國立台灣美術館，台中 

      「台北雙年展-非常累畫室」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 

      「城市縫隙」MOT mobile gallery，台北 



     「2010 宋莊藝術節:台灣聚落-另一本書」貴點藝術空間，北京，中國 

2009 「Indian Art Summit」德里，印度 

     「馬德里藝術博覽會」馬德里，西班牙 

     「何以自處---一個自我及其處境的展覽」 台中 

2008 「小甜心」伊通公園二十週年慶 台北 

     「關渡美術館藝術雙年展「夢－10 solos from 10 Asia Artists」」台北 

     「福興國際雙年展─亞洲‧當代‧後殖民」彰化 

     「2008 中國平遙國際影大展」山西，中國 

     「2008 臺北國際藝術博覽會-Made in Taiwan 新人獎」世貿中心，台北 

     「熱鬥 2」 就在藝術空間，台北 

     「感覺．新時代女性創作者」大象藝術空間館，台中 

     「Blue Dot Asia 幻影劇場」，首爾，韓國 

     「泡沫紅茶—台灣藝術．當代演繹」，國立摩拉維亞美術館，捷克 

2007 「嘻笑－台灣新生代藝術家展幽默」，紐約，美國 

      「迷離島—台灣當代藝術視象展」，美國華盛頓藝術及科學館、南達科他州、加拿大溫 

        哥華當代亞洲藝術國際中心、印第安納州印第安納波里大學 Christe  DeHaan 藝術 

        中心、喬治亞州哥倫布州立大學 Illges 藝術館 ，美國 

       「流行意外」，臺北當代藝術館，台北 

2006 「再生」當代藝術展，海口當代藝術館，海口，中國 

      「2005 臺北美術獎」，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 

      「2006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華山文化園區，台北 

2005 「青年繪畫迴旋曲式－愛之維谷」聯展，關渡美術館，台北 

     「跨世紀油畫研究會 2005 年度大展」，國父紀念館，台北 

     「林志玲大展」，誠品，台北 

2004 「擬像時代」聯展，索卡藝術中心，北京，中國 

     「華山論劍—第三屆藝術家博覽會」聯展，華山創意文化園區，台北 

     「青年繪畫迴旋曲式－愛之維谷」聯展，光州美術館（韓國）、國立台灣美術館（台灣） 

2003 「掘士樂」聯展，臻品藝術中心，台中 

      「心靈重建三部曲—歌頌生命百人展」，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  

      「2003 藝術家博覽會」聯展，華山藝文特區，台北  

      「1：15 現代心境的轉與進」聯展，大趨勢藝術空間，台北 

2002 「2002 藝術家博覽會」聯展，華山藝文特區，台北 

2000 「隨機取恙」聯展，皇冠藝文中心，台北  

      「30% Off」聯展，台北藝術大學，台北 

1999 「亂槍打鳥」聯展，國立藝術學院，台北  

      「場景」攝影展，爵士攝影藝廊、國立藝術學院南北畫廊，台北 

      「一切都是為了愛」聯展，國立藝術學院，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