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子雄 展覽年表 (個展) 

2014 年 11 月 香港 《且自逍遙──東西無定止》徐子雄 14’巡迴展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展覽廳 

 10 月 廣州 《且自逍遙──東西無定止》徐子雄 14’巡迴展  饒宗頤學藝研究中心展覽廳 

 9 月 東莞 《且自逍遙──東西無定止》徐子雄 14’巡迴展  饒宗頤美術館展覽廳 

2010 年 12 月 廣州 遊藝五十年．徐子雄前瞻展 廣東畫院美術館、香港集古齋主辦 

2008 年 11 月 香港 徐子雄個展－色域怡情 標奧廊主辦 

 2 月 巴黎 徐子雄個展 Galerie Yvan Roubin 

  香港 學藝篇－徐子雄雜作小品展 藝林畫廊 

2004 年  香港 徐子雄個人展 State of the Arts Gallery  

1996 年  香港 書法展 藝林畫廊 

1994 年  香港 線中線－速寫書法個展 藝林畫廊 

1993 年  香港 個展 Gallerie du Momde  

1987 年  香港 現代與傳統－徐子雄個展 藝倡畫廊 

1986 年  澳門 徐子雄個展 澳門賈梅氏博物館 

  香港 尋根－徐子雄水墨回顧展 美國圖書館 

1972 年  台灣、香港  個人巡迴展 美國新聞處 

1968 年  香港 個人畫展 美國圖書館 

  



徐子雄 展覽年表 (聯展) 

2014 年 5 月 香港 《風轉向──與香港藝術對話》聯展 Chi Art Space 

2013 年 12 月 香港 JCCAC 藝術節 2013──「五」視藝聯展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11 月 香港 《國際書畫藝術發展論壇》交流展 香港中央圖書館 

2012 年 10 月 香港 《從前》聯展 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院 

 9 月 香港 2012 香港藝術界國慶大展 香港中央圖書館 

 8 月 香港 《石硤尾藝術村四年來回展》聯展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2 月 香港 亞洲七地書法巡迴展 香港中央圖書館．香港書法家協會主辦 

2011 年 11 月 香港 JCCAC 藝術節 2011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7 月 香港 DaDa 藝術．與 DaDa 即興人體繪畫 藝術村．MOST 主辦 

 4 月 香港 文人書，畫人書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MOST 主辦 

2010 年 6 月 香港 臨池清興──香港當代書法家邀請展 香港大會堂．石齋之友主辦 

  ─ 珠江三角洲書法巡迴展 廣東省書法家協會、甲子書學會主辦 

  香港 新春畫展 State of the Arts Gallery 

2008 年 3 月 香港 《筆跡下、 光影中 香港風情》聯展 上海街藝術空間 

  廣州 雄風壺趣 滙豪沙龍 

2007 年 10 月 香港 雄風壺趣 香港集古齋 

 8 月 深圳 雄風壺趣──徐子雄壺繪欣賞 深圳博雅 

2006 年  香港 香港視覺藝術精神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主辦 

2005 年  深圳 第十屆全國美術作品展 深圳關山月美術館 

  香港 二人行聯展 藝林畫廊 

2004 年  香港 香港藝術界大匯展 香港中央圖書館 

  香港 粵港台書法交流展 香港城市大學 

2003 年  香港 香港速寫展 香港禮賓府開放日 

  香港 藝術合家歡 藝林畫廊 

  香港 書法掇英．當代香港百人書法展 甲子書學會主辦 

2002 年  香港 香港蘭亭學會藝展 03 香港大會堂 

  香港 貴州風情畫展 香港大會堂 

  香港 抒發，書法 藝林畫廊 

  香港 龍騰賀慶書畫展  香港中央圖書館．灣仔民政事務署、   

香港蘭亭學會合辦 

  香港 名家書畫展 灣仔區文化娛樂體育會 

2001 年  香港 春聯．揮春創作展 牛棚藝術村舉行 

  中山 香港書畫展 中山市博雅藝術畫廊 

  香港 書畫淨色齊共賞 志蓮淨院 

  香港 藝述香港 香港藝術館 

  香港 跨越藝術 25 年 香港藝術中心主辦 



2000 年  武漢 香港藝薈 湖北武漢市文聯主辦．黃鶴樓舉行 

1999 年 5 月 香港 向大師致意 香港藝術館 

  香港 香港蘭亭學會藝展 香港大會堂 

  香港 港心濠情書畫展 澳門華僑報趙斑斕文化中心 

  香港 書情秋意．書法小品展 e.藝術空間 

  香港 18 人展 e.藝術空間主辦 

  香港 龍蛇集書法狂情 藝林畫廊 

  香港 水墨雅意山水花鳥作品展  e.藝術空間 

  香港 當代書法名家匯展 甲子書畫學會主辦．香港大會堂 

  東京 香港之墨畫展 東京．原宿．表參道．新潟館 

  東莞 香港詩書畫研究院嶺南分院成立興祝書畫展  東莞市博物館 

  杭州 香港蘭亭學會千禧藝展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博物館 

  東莞 迎接新世紀．進大時代－全國著名詩書畫作品邀請展  東莞市博物館 

1998 年  台北 《扇可扇非常扇》 台北彩田藝術空間 

  香港 香港現代中國畫邀請展 香港文化中心 

1997 年 7 月 香港 回歸與展望．當代香港藝術 1997 香港藝術館 

  ─ 迎香港回歸創美好未來書畫聯展 上海圖書館 

  廣州 香港藝術 1997－北京．廣州 廣東美術館 

1996 年  香港 丙壬年書法展 中華文化促進中心．香港美協主辦 

  香港 國際和平港日藝術交流展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香港 水墨行動 香港大會堂 

  香港 書法展 藝林畫廊 

  香港 香港明天會更好 浸會大學 

1995 年  香港 科學與藝術 香港馮平山博物館 

  香港 香港當代藝術雙年展 香港藝術館 

  香港 水墨 三行畫廊 

  鹿兒島 香港藝術展 日本鹿兒島黎明館 

  香港 遺珠展 藝林畫廊 

  香港 城市藝采 城市理工 

  香港 二友雅聚 聚雅堂 

  北京 第五屆全國美術作品展 北京 

1994 年  香港 藝林畫廊開幕展 藝林畫廊 

  香港 香港美術家協會會展 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1993 年  香港 香港及海外華人裔藝術家邀請展 三行畫廊 

  香港 當代藝術家邀請展 93 藝林畫廊 

1992 年  漢城 漢城方法藝術家會議國際展 ─ 

  芝加哥 五人展 貝蓮密打畫廊  

  香港 東方情懷 古都畫廊．香港藝術中心 



  香港 當代藝術雙年展 香港藝術館 

  香港 香港 2022 市政局主辦．香港大會堂 

  香港 藝緣 三聯書店主辦 

  澳門 澳門香港藝術家交流展 澳門視覺藝術學院 

1991 年  香港 結緣 三聯書店主辦 

  香港 山雲水月情 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1990 年  芝加哥 香港當代藝術 香港貿易發展局協辦  

  北京 九零亞洲運動會 ─ 

  吉隆坡 第五屆亞洲國際美術展  ─ 

  香港 匯流畫社九一年會展 區域市政局藝術精英計劃 (屯門、沙田) 

  香港 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畫展 太古城 

  澳門 水墨新風格 澳門市政廳主辦 

1989 年  名古屋 香港著名畫家十三人展 日本名古屋 

  香港 匯流畫社會展 香港大會堂 

  香港 世界環境日美的迴響 香港大會堂 

  香港 五四．民主與科學藝展 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漢城 第四屆亞洲國際美術展 漢城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北京 第七屆全國美術作品展 

  墨爾本 新精神－香港現代畫展 澳洲澳華博物館 

  香港 海會雲來－名家畫展 寶連寺天壇大佛籌備委員會．香港大會

堂 

  ─  中國當代名家墨寶展 湖北電視台 

  香港 蛻變－現代中國繪畫展 香港藝術中心．聯齋主辦 

1988 年  北京 中國長城首屆美術展 北京中國美術館 

  倫敦 香港水墨 倫敦巴比靳中心 

  澳洲 香港畫家二人展 澳洲東西畫廊 

  福岡 第三屆亞洲國際美術展 日本福岡市美術館 

  香港 香港文匯報四十年美術展 香港大會堂 

  北京 香港現代藝術展 北京美術院 

  中國 國際現代水墨畫會員作品聯展 中國巡迴展 

  香港 香港美國家作品聯展 荃灣大會堂 

1987 年  台北 第二屆亞洲藝術節 台北立歷史博物館主辦 

  台北 香港現代水墨畫 台北雄獅畫廊 

  香港 十年香港繪畫 香港藝術中心主辦 

  香港 香港水墨畫．香港藝術館藏品展 香港藝術館主辦 

  香港 當代中國繪畫 金馬倫策劃．交易廣場 

  武漢 香港藝術家聯展 福州市舉行 

  香港 自然散步 三聯書店畫廊 



  香港 香港藝術家聯盟創會展 麗晶酒店舉行 

  香港 爭鳴之友畫展 爭鳴雜誌主辦．大會堂舉行 

1986 年  香港 山水匯流．第六屆荃灣藝術節 荃灣大會堂 

  香港 尋根－徐子雄水墨回顧展 美國圖書館 

  香港 當代中國繪畫 香港中文大學及明報合辦 

  ─ 穗．港．澳國畫展 香港，澳門．廣州 

  香港 藝展八六 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主辦 

  香港 第一選擇 香港藝術中心 

  漢城 亞洲現代彩墨畫展 1986 韓國文化藝術振興院主辦 

1985 年  中國 第六屆全國美術作品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國美術家協會主辦 

  香港 正形設計學院導師展 正形設計學院主辦 

  香港 匯流畫社創會會展 香港大會堂 

  香港 水墨的年代 東西畫廊協辦．香港藝術中心 

  美國 山色浮聲 明城猶太中心 

  香港 中國當代畫家聯展 香港展覽中心 

  香港 八六新意象 三聯書店畫廊 

  香港 香港水墨畫家畫今日荃灣景色 荃灣大會堂 

  澳門 70─80 香港藝術   

1984 年  香港 水墨新意 美國圖書館主辦 

  香港 藝展八四 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主辦 

  香港 八十年代－香港繪畫 香港藝術館主辦 

  香港 香港早晨藝展 香港電視廣播公司主辦 

  台北 香港現代水墨畫家聯展 台北新象活動推展中心主辦 

  香港 第一選擇 香港藝術中心 

1983 年  香港 第一選擇 香港藝術中心 

1982 年  香港 第一選擇 香港藝術中心 

  東京 日本國際藝術家協會創會展 日本巡迴展．千葉博物館 

  ─ 香港當代藝術家邀請展 美國仙立西州立大學主辦 

  明城 許氏畫廊開幕展  

  香港 豐盛人生多姿彩 廉政公署主辦．香港大會堂 

  香港 週日精神 三聯書店畫廊 

  香港 山水新意景 香港藝術博物館主辦 

  香港 四人雅集 美國圖書館主辦 

  香港 山水新風格 第三屆元朗藝術節主辦 

1981 年  香港 市政局藝術獎獲獎者作品展 香港藝術館主辦 

  香港 藝展八一 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主辦 

  香港 近百年中國名家水墨畫展 元朗藝術節主辦 

  香港 第一選擇 香港藝術中心 



  東京 日本國際藝術家協會創會展 日本東京奈良博物館 

  香港 香港藝術家聯展 廣州市廣東博物館廣州美協主辦 

  香港 香港藝術家聯展 三聯書店畫廊  

  香港 1970─80 香港藝術 香港藝術館主辦 

  ─ 香港水彩畫聯展 北京中華人民和國 

1980 年  台灣 香港一畫會作品展．台北及台灣巡迴展 國立歷史博物館主辦 

  多倫多 國際藝術節 加拿大多倫多市主辦 

  香港 當代藝術雙年展 香港藝術館主辦 

  香港 中國與歐洲之山水風景畫展 德國文化館主辦 

  香港 名家攝影邀請展 屯門文藝協進會主辦 

  ─ 香港水彩畫家聯展 廣州美協主辦 

  香港 第一選擇 香港藝術中心 

  芝加哥 當代中國畫家之回想與視境 玉蘭蔏蒂畫廊主辦 

1979 年  新加坡 一畫會聯展 新加坡國家畫廊 

  香港 第一選擇 香港藝術中心 

  香港 香港攝影學院週年攝影展 香港藝術中心 

  墨爾本 香港當代藝術 利亞畫廊 

1977 年  香港 第一選擇 香港藝術中心 

     香港 一畫會聯展 元朗大會堂 

  香港 一畫會聯展 荃灣文藝康樂協進會 

  香港 藝術家聯展 香港保護兒童會籌募基金會主辦 

  香港 四人展 香港禮炮畫廊主辦 

  香港 藝展七八 香港大學馮山博物館主辦 

1976 年  香港 第一選擇 聖約翰禮堂 

  台灣 香港一畫會作品展．台灣巡迴展 台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主辦 

  香港 香港藝人聯展 香港藝術中心主辦 

  美國 香港當代中國畫家作品展 美國伊利諾州洛福大學主辦 

  香港 一畫會會展 香港大會堂 

  香港 當代香港藝術展 香港藝術館主辦 

  ─ 藝術．視覺之經驗 珠城百貨公司主辦 

  香港 香港藝術中心開幕展 香港藝術中心主辦 

1975 年  香港 當代香港藝術展 香港藝術館主辦 

  香港 香港藝術家聯展 聖約翰禮堂 

  馬尼拉 香港畫家展 路詩畫廊 

  香港 藝術家的選擇 聖約翰禮堂 

  香港 香港現代水墨畫展 閣林畫廊 

  香港 一畫會會展 香港大會堂 

  台北 一畫會聯展 聚寶盆畫廊主辦 



     香港 十一藝術家．集一畫廊 

     ─ 靜與動．二人畫展 

     香港 藝展七六 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主辦 

1974 年  台北 全國美術展覽 (入選) 台北國立台灣藝術館主辦 

  香港 香港當代藝術展 香港藝術館主辦．富麗華酒店 

  台灣 第七屆全國美術作品展 

  香港 香港大學藏品展 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主辦 

1973 年  香港 香港水墨畫家展 香港大學主辦 

     香港 元道畫會會展 香港大會堂 

     香港 當代中國藝術家版畫展 香港藝術館主辦 

     香港 一畫會會展 香港大會堂 

     香港 香港現代水墨畫展 香港大學主辦 

     美國 香港當代水彩畫展 美國豆里美術博物館主辦 

1972 年  美國 香港今日藝術展 美國印地安納州愛文斯菲博物館 

  加州 當代香港藝術家展 美國加州太平洋文化博物館主辦 

  亞洲 第十屆國際造型藝術家協會亞洲巡迴展 

  香港 當代香港藝術展 香港藝術館主辦 

  香港 國際版畫展 香港藝術館主辦 

1971 年  紐約 當代中國水墨畫家展 利諾特尼斯畫廊主辦 

  香港 一畫會會展 香港大會堂 

  台灣、香港  中國水墨畫大展 ─ 

1970 年  大阪 當代香港藝術展 日本大阪世界博覽會香港館 

  香港 中國傳統畫展 香港大會堂 

  香港 香港青年藝術家展 香港藝術館主辦 

  香港 香港今代畫家作品展 明愛青年中心主辦 

  香港 元道畫會會展 香港大會堂 

1969 年  香港 當代香港藝術展 香港藝術館主辦 

1963 年  香港 國際繪畫沙龍 香港大會堂 

1962 年  香港 第二屆國際繪畫沙龍 香港大會堂 

 

其他事項 

2002 年  香港 書法作品《點與線的動態》被選作香港$1.30 郵票  

  香港 灣仔聯發街《洋紫荊園》題字 

2001 年  香港 策劃「香港書法美化天橋計劃」的《書法藝廊》， 

   書法作品展於銅鑼灣高士威道及信德街的天橋 

2000 年  ─ 為網頁 ASK100.com 開「中國書畫」專欄 

1999 年  香港 CNN 特約訪問 



 

即興表演 

2011 年 7 月 香港 《非人｜非物》達達作品展：即興表演與主禮嘉賓及人體即興書法 

 

講座、研討會 

2010 年  香港 香港藝術家家講座 (第二講)  

   墨韻筆情–香港水墨畫之動向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集古齋有限公

司主辦 

  香港 攝影與速寫‧影藝講座及幻燈放影   香港石門畫室主辦 

2003 年  香港 《無常－如常闡釋水墨畫這個詞》研討會  藝術家公社牛棚藝術村舉行 

2000 年  香港 筆墨論辯．現代中國論畫國際研討會 香港太空館 

1998 年  北京 參與首展海峽兩岸書畫交流會  

1999 年  香港 中國書法探討講座  藝術圖書館主辦，藝術圖書館舉行 

1986 年  香港 當代中國繪畫研討會  明報．中文大學主辦．香港中文大學舉

行 

評審 

2011 年 8 月 ─ 第二十七屆全澳書畫聯展  評審委員 

 

比賽入選 

1992 年  海口 國際水墨畫大賽．作品入選 

  洛杉機 國際藝術比賽入選－－為慶祝奧林匹克運動會而舉辦，由當地之博物館及畫廊合

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