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易 , 咬錢獅 ( 母 ), 鋼鈑烤漆 , 2021, 232 x 133 x 215cm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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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易

1970 生於台灣台中

明道高中美工科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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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易，1970 年生於台灣台中，知名當
代藝術家。曾開設九間風格獨特的餐
廳，在他三十歲那年，毅然走向藝術家
這條路。2000 年獲選為「20 號倉庫—
鐵道藝術網絡台中站」駐站藝術家。曾
多次在台、中、美、日、韓等國參展。

洪易的作品風格、靈感皆來自他的週遭環境與生活經驗。他的雕塑作品經常使用紅黃藍綠等強烈的
原色，大膽活潑並充滿愉悅感；自發性以及原生性的創作風格十分具有台灣獨特的視覺意象。流暢
的線條、奔放的色彩、充滿活力的快樂感及敘述式構圖是洪易作品的特定標誌。

在洪易的立體雕塑世界中，動物與人類是好朋友。他的作品給人親近並賦予動物新的註解，傳達了
分享的概念，藉由鋼板塑型與彩繪締造出一種不同以往的視覺驚豔。藝術即生活，這句話貼切的反
映在洪易的立體雕塑上。希望藉由充滿想像力及愉悅感的有機體，喚回人們對於單純事物的感動，
因其深信，藝術能帶給社會更多快樂的能量！

他的重要個展包括「普羅眾生」（2002，台北）、「台灣有藝術，台灣有意思」（2004，台北）、
「偶遇洪易」（2008，台北）。除多次參與國內外展覽之外，更能在許多公共藝術中，看見洪易深
具絢麗活力的作品。

洪易 , 咬錢獅 ( 公 ), 鋼鈑烤漆 , 2021, 245 x 136 x 220cm

洪易 , 熊好 , 鋼鈑烤漆 , 2017, 60 x 49 x 79(H)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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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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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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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1

2009

2008

洪易「十二生肖」，印象畫廊，台北
「貼」心藝術展 - 揪·( ㄉㄚ ˋ 貼 ) 心實驗室，新光三越台南小西門店，台南
「樂不思鼠·洪易春節空間展」，新光三越，台北、台中、台南
「20 年藝術歷程個展」，洪易美術館，台中
2020 「冬喜」，ART SPACE K 藝術空間，香港
「迎春派對 101- 洪易雕塑藝術個展」，101 藝廊，台北
「Galaxia Hung 洪易星際之旅 - 洪易雕塑藝術個展」，藝術科學城，瓦倫西亞

動物來朝聖 - 當代藝術家洪易雕塑展，靜宜大學，台中

「洪易動物嘉年華」，新北市政府市民廣場，新北市

「洪易快樂動物派對裝置藝術展」，新北市政府市民廣場，新北市
「洪易花樣動物嘉年華」，華盛頓城市中心廣場 / 雙橡園，華盛頓
「裙擺搖搖高爾夫賽 洪易裝置藝術展」，台北美麗華高爾夫球場，新北市
「安瑪莉雕塑公園展出三羊開泰」，安瑪莉雕塑公園，馬里蘭州 

「洪易動物奇想世界」，桃園展演中心，中壢青塘園，桃園
「歡樂西遊記」，奧林匹克公園，雁棲湖，地壇公園，北京
「美國舊金山默塞德湖高爾夫球場地景裝置」，默塞德湖高爾夫球場，舊金山
「洪易紐約百老匯時尚特區公共藝術展」，百老匯時尚特區，紐約
「動物嘻遊記」，台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台北
「洪易藝術中心」開幕，愚自樂園洪易藝術館，桂林

「洪易羊年藝術雕塑展」，新光三越，台北／台中／台南
「洪易花樣動物嘉年華」，市政廳廣場，舊金山
「2015 裙擺搖搖高爾夫球賽 洪易裝置藝術展」，默塞德湖高爾夫球場，舊金山
「洪易的異想世界」個展，國立台灣美術館，台中

「洪易快樂動物派對」個展，台中文化創意園區，台中
「洪易十二生肖迎福馬」個展，香港青衣城，香港
「洪易藝起分享 - 洪易的動物奇想世界」，台中市政府，台中
「2014 裙擺搖搖高爾夫球賽 洪易裝置藝術展」，默塞德湖高爾夫球場，舊金山
「洪易喜氣羊羊地景裝置展」，佛光山佛陀紀念館，高雄

「動物派對」個展，台北花博公園，台北
「快樂動物派對」個展，箱根雕刻之森美術館，東京
「海洋動物派對」個展，基隆海洋廣場，基隆
「洪易的異想世界」個展，新光三越，台北
「2013 裙擺搖搖高爾夫球賽 洪易裝置藝術展」，美麗華高爾夫球場，台北

「生藝興龍」個展，印象畫廊，台北

「神仙·老虎·狗」個展，印象畫廊，台北

「偶遇洪易」個展，學學文創基金會，台北
「偶遇洪易」個展，泰郁美學·堂，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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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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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有藝術，台灣有意思」個展，華山藝術特區，台北

「普羅眾生」個展，帝門藝術中心，台北

20 號倉庫鐵道藝術網絡台中站駐站藝術家，台中

2004

2002

2000-
2002

「甦醒」美高梅主席典藏，美獅美高梅，澳門
「新光三越春節空間藝術展－東方與西方的對話」，新光三越，台北／台中／台南

「2020 春節特展 - 錢鼠搖錢，樹來寶」，台南市美術館，台南
「睞去西班牙－皇 . 雷普耶斯／洪易暨台灣新生代藝術家黃柏維對話聯展」，文化部文化資產
局，台中
「2020 新創生活展」，高雄展覽館，高雄
「石動曼波─ 2020 花蓮石雕藝術季特展」，花蓮縣石雕博物館，花蓮
「京懋 × 洪易 藝術城市聯展 - 青埔站前特展」，京懋睿和接待會館，桃園
「2021 春節 - 中國年·看西安 系列文化旅遊活動藝術品展」，大唐不夜城街區，西安
「2020 春節特展－錢鼠搖錢．樹來寶」，台南市美術館，台南

「諸事吉祥 -2019 百家美藝春節特展」，佛光山佛光緣美術館（台北館），台北
「動物藝想 - 故宮新媒體暨藝術展」，台中港區藝術中心，台中
「2019 台灣燈會在屏東」藝術燈區 -「蠻蠻禧獸」，台灣燈會大鵬灣燈區，屏東
Conversations: Contemporary Asian Art，東宮美術館（Hermitage Museum），維吉尼亞州

「FLORA」當代藝術聯展，康乃爾美術館，佛羅里達州
「新北市兒童藝術節 - 重返怪獸島」，新北市市民廣場，新北市
「2018 桃園產業藝術家」，中壢老街溪，桃園中壢
20 號倉庫 20 週年「回顧與展望 - 解構與再生」，20 號倉庫，台中
「海上共明月國際公共藝術家——廈門海絲藝術中心公共藝術展」，海絲文化廣場，廈門
「2018 Art Taipei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台北世貿一館，台北
「守望原鄉」2018 廣安田野雙年展，武勝 寶箴塞，四川

「三羊開泰迎新春名家大展」聯展，台北 101，台北

「洪易快樂動物嘉年華」，苗栗客家文化園區，苗栗
「2014 桃園地景藝術家」，桃園航空城，桃園

2021

2020

2019

2018

2015

2014



66

「FORMOSA 雕塑雙年展」，高雄駁二藝術特區，高雄

East Meets West: An Exhibition of Fine Art from Asia，紐約

「印象深刻」開幕大展，印象畫廊，台北

「雕塑，自然與建築，現代與過去經驗」第六屆 Racconigi 國際雕塑雙年展，杜林

「講 · 述 2009 海峽兩岸當代藝術展」，國立台灣美術館，台中／中國美術館，北京
「喜劇」關渡藝術節特展，關渡美術館，台北
「一日 · 十年」20 號倉庫聯展，20 號倉庫，台北

「親潮－兩岸架上繪畫新流向」，關渡美術館，台北
「帝國大反擊－二部曲／長驅直入」，印象畫廊，台北
「世說新解－普羅文化與台灣當代藝術」，紐約

「粉樂町 2」，台北東區當代藝術展，台北
「綠野仙踪」，台灣當代藝術的奇想世界，國立台灣美術館，台中

「me2 同感·童感當代公共藝術展」，香港

「平行輸入 - 前駭客藝術聯展」，當代美術館，台北
「有佛真好 2005 亞洲城市連結網」，首爾市立美術館，首爾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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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 / 企業收藏

國立台灣美術館（台北）、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富邦藝術基金會（台北）、中國美術館
（北京）、晶華酒店（台北）、台北花博公園（台北）、新光三越百貨（台北）、澳洲白兔美術館
（悉尼）、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三藩市）

洪易 , 鋼鈑烤漆 , 2015, 140 x 132 x 168(H)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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