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 徐   展  

Zhagn Xu Zhan  (Mores Zhan)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新媒體藝術研究所。 

1988 年 出生於新莊百年祖傳專門販售”託夢靈厝、靈異紙娃、紙糊神獸、等靈花靈鳥等精緻紙

紮手藝的"新興糊紙店"，但本人最愛的其實是人偶與動畫。 

創作擅以自身的奇異荒謬經驗，結合動畫、錄像、實驗電影，媒材涵蓋手繪動畫、紙人偶動畫、

多頻道錄像裝置、擴延電影等各種手感質地的影像物件；作品中常見奇異、怪誕的影像擴展，

多半反映來自各種生活中的當代生存經驗。  

 

 

2010 年以導演作品獲得台灣動畫競賽類別三項金獎，並獲選《第十屆日本亞洲數碼藝術大賞》 

B category 動態影像 大奬，2011 年受邀參加《 27 屆 德國柏林短片展》，並開始嘗試動畫結合影

像裝置，2012 年於國立台灣美術館發表全新創作《陰極射線管的神祕儀式》五頻道同步動畫裝

置，同年獲選《第七屆臺北數位藝術獎 - 不分類首獎》，並接續受邀於澳洲昆士蘭現代美術館" 

參加《第七屆亞太藝術三年展 APT7 Cinema》展映。其"五頻道同步動畫裝置" 及 "55 件影像連

續繪畫"組，榮獲國家美術館新媒體藝術類永久青年典藏，其大型動畫錄像裝置接續展出於高雄

市立美術館、臺北市立美術館、國立台灣美術館、日本福岡亞洲美術館，印度尼西亞國家美術

館與多處國際影展。現正進行為期數年的大型偶動畫裝置創作計劃。 

 

 

 

重要聯展包括:  

《27th 德國柏林短片影展》、《第七屆亞太藝術三年展- ART7 Cinema》、《美國奧斯汀奇幻影

展 Fantastic Fest 》、《東京國際短片節》、《第五屆 亞洲藝術雙年展》、《德國斯圖加特國際

動畫影展》，《臺北數位藝術獎》、《Cutlog - NY 紐約藝術博覽會- 台灣當代錄像藝術新浪潮

展》、《阿根廷 404 國際電子藝術節》、《第三屆北京電影學院國際新媒體藝術三年展》、

《韓國首爾 SICAF 國際動畫影展 – 亞洲靈感單元》、《深圳首屆獨立動畫雙年展-首屆雙年展

競賽展》 

 

作品內容皆圍繞於 ”個人之於社會的謬察、家族技藝(記憶)之於社會的困頓”  將各種社會生存

經驗，假以一種荒謬、怪誕的影像，包覆著一場場關於存在的腐朽、 以及、那從未結束的集體

狂歡與寂寞。  

 



個展 

2015《自卑的蝙蝠 一 張徐展個展》臺北數位藝術中心，台灣。 

2012《陰極射線管的神祕儀式》國立台灣美術館，時光天井多頻幕，台灣。 

 

聯展 

2015《第 34 屆義大利阿索洛國際藝術影展》義大利，義大利阿索洛市 Eleonora Duse 劇院。 

2015《第五屆 亞洲藝術雙年展》國立臺灣美術館，台灣。 

2015《台灣新媒體藝術展 – 波蘭返台展》台北市立美術館，台灣。 

2015《2015 臺北藝術博覽會 - 新人推薦特區 MIT》臺北藝術博覽會，台灣。 
2015《當代館街大歡囍 走街相見歡》台北當代藝術館，台灣。 
2014《進化之力》國立台灣美術館，台灣。 

2014《超越實驗 I – 當代動畫與實驗動畫的電影脈絡與交會》台北當代藝術館。 

2014《蟲洞劇場（文件編號: E120 N23）》高雄市立美術館，台灣。 
2014《非虛構電影》TamtamArt Taipei，台灣。 

2014《第五屆 Young Emerging Star Taiwan - Yes Taiwan》也趣藝廊，台灣。 
2014《德國斯圖加特國際動畫影展 - 恐懼動畫之夜-特別放映企劃 - 第二十六屆》德國。 
2014《第 36 屆 金穗獎 – 最佳實驗片獎》台北華山光點電影院。 

2014《上海 - 青年藝術 100,港澳台影像藝術邀請展》上海 space。  
2014《2013 SuperNova 藝術超新星》台中自由人藝術公寓，台灣。  

2013《第三屆北京電影學院國際新媒體藝術三年展 - 自律與思辯·2013 》四度空間美術館。  

2013《青年藝術 100 精選展 N39°˚→N25°˚》朝代畫廊，台灣。 

2013《Cutlog - Paris 巴黎藝術博覽會- 台灣當代錄像藝術新浪潮展》巴黎，法國。 
2013《首屆深圳獨立動畫雙年展 – (雙年展競賽巡迴展)》中央美術學院、四川美術學院 

2013《北京-青年藝術 100,港澳台影像藝術邀請展》北京，中國。 
2013《數位圖牆》臺北數位藝術中心，數位圖牆，台灣。 
2013《首屆深圳獨立動畫雙年展-雙年展競賽》深圳 OCT-LOF，中國。 

2013《Cutlog - NY 紐約藝術博覽會- 台灣當代錄像藝術新浪潮展》紐約，曼哈頓，美國。 
2013《第六屆-雅加達錄像藝術節 OK.Video Festival》 

2013《兩點半的阿克米》小路上藝文空間。 

2012-2013《第七屆亞太當代藝術三年展-APT7 Cinema》澳洲昆士蘭現代美術館，澳洲。 
2012-2013《藝術家誠品駐店計畫 Trivium - Read》誠品信義店，台灣。 
2012《第七屆 第二自然-臺北數位藝術獎》台北松山煙場。 

2012《美國匯流"Conflux exhibition"科技藝術展》Pearl Conard 藝廊，俄亥俄州，美國。 
2012《台北數位藝術獎 2010-2011 動態影像類作品回顧展》台北數位藝術中心，台灣。 
2011《第八屆 404 國際電子藝術節》羅薩里奧，阿根廷。 

2011 《台北攝影與影像藝術博覽會 Photo Taipei》台北神旺飯店，台灣。 
2011《第六屆越域 台北數位藝術獎》台北剝皮寮歷史園區，台灣。 
2011《不存在的國度》當代影像聚場，電視牆&公民藝術之窗，台北當代藝術館，台灣。 

2011《日本福岡亞洲數碼藝術大賞》福岡亞洲美術館，日本。 
2010《洛杉磯數位藝術博覽會節 LACDA 2010 'DigitalArt.LA'》洛杉磯數位藝術中心，洛杉磯市中

心國際數位藝術博覽會，美國。 



影展放映 

 

2015《義大利阿索洛國際藝術影展(Asolo Art Film Festival) 》Eleonora Duse Theatre，義大利。 

2015《法國克萊蒙費鴻短片影展市場展 - 高雄電影單元企劃》法國。 

2015《第三十七屆 - 金穗獎》  

2014《美國奧斯汀奇幻影展 Fantastic Fest〈DRAWN AND QUARTERED 分屍〉》美國德州。 

2014《德國斯圖加特國際動畫影展 - 恐懼動畫之夜-特別放映企劃 - 第二十六屆》德國。 

2014《東京國際短片節 Short Shorts Film Festival & Asia》東京，日本。 

2014《多倫多 TORONTO ANIMATED IMAGE SOCIETY〈Halloween〉》加拿大 

2014《印度 BTLIFF. Between the Line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印度。 

2014《中國 First 青年電影展》最佳實驗片獎 

2014《第 36 屆 金穗獎 – 最佳實驗片獎》華山光點電影院，台灣。 

2013《烏普薩拉國際短片電影節 - 第三十二屆》瑞典。   

2013《高雄電影節奇幻影展》高雄電影資料館，高雄，台灣。   

2013《令人毛骨悚然的動畫之夜 - 8th 羅馬尼亞動畫影展》布加勒斯特，羅馬尼亞。 

2012《第七屆亞太當代藝術三年展-APT7 Cinema》澳洲電影館，昆士蘭現代美術館，澳洲。 

2012《韓國首爾 SICAF 國際動畫影展 – 亞洲靈感單元》首爾，韓國。 

2011《德國柏林短片節》柏林，德國。 

2011《第三屆北京香港兩岸三地電影學校電影節》伯大尼惠康劇院、百老匯電影中心，香港。 

2011《關渡電影節 第一屆關渡動畫節 時關‧渡時》關渡，台灣。 

2011《新竹市百年影像藝術節》新竹市影像博物館，新竹，台灣。 

2010《第二屆 “澳門國際電影節”》澳門威尼斯【佛羅倫斯廳】，澳門。 

2010《第十二屆 韓國富川 PISAF 國際動畫影展》富川，韓國。 

2010《第五屆 羅馬尼亞國際動畫節 Anim'est 5
th
 》布加勒斯特，羅馬尼亞。 

2010《第三屆 南瀛獎雙年展,南瀛影展》台南蕭瓏文化園區，台灣。 

2010《臺北縣電影藝術節-國際學生影展金獅獎》板橋，台灣。 

2010《ISFVF 北京電影學院第九屆國際學生影視作品展》北京電影學院，北京，中國。 

2010《關渡藝術節 第二屆關渡電影節》藝文生態館，台北關渡，台灣。 

2010《第十屆南方影展》台南國賓戲院，台灣。 

 

  



 

獲 獎 

2015 《天美藝術基金會-台灣當代藝術家海外參訪計畫》獲選威尼斯雙年展海外參訪 

2015 《2015 MIT 臺北國際藝術博覽會「新人推薦特區」》 

2015 《文化部 - 藝術新秀首次個展創作發表補助》 

2015 《2014 世安美學獎》造型藝術創作類 

2015 《第 37 屆 金穗獎》  

2014 《First 青年電影展》最佳實驗片獎 

2014 《第 36 屆 金穗獎 – 最佳實驗片獎》一般類優等獎 

2013 《財團法人國家文藝基金會創作贊助 102-2 期 美術創作類》   

2013 《國立台灣美術館 -青年藝術家典藏計畫》新媒體藝術類永久典藏   

2013 《藝術銀行》新媒體藝術類永久典藏   

2013 《首屆深圳獨立動畫雙年展》獲選雙年展競賽展巡迴 

2012 《第七屆 臺北數位藝術獎》不分類首獎 

2012 《國立台灣美術館-數位藝術創作案》時光天井電視牆創作計畫 

2011 《國立台灣美術館-青年藝術家典藏計畫》新媒體藝術類永久典藏 

2011 《第六屆臺北數位藝術獎 動態音像》獲選 

2011 《PhotoTaipei 台灣新銳藝術新人獎》新人獎  

2011《日本福岡亞洲數碼藝術大賞 學生藝術家類》大獎 

2011《第三屆兩岸三地電影學校電影節》最佳動畫片首獎 

2010《台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 – 根 數位動畫類 》金獎 

2010《第九屆, 4C 數位創作競賽動畫組 》西基廠商特別獎,金獎 

2010《2010 台灣原創角色藝術大賞 - 角色動畫類》CDT 金獎 

2010《第二屆“澳門國際電影節”》最佳動畫片提名 

 

典藏 

2013《陰極射線管的神祕儀式》&《55 件動態影像連續靜止繪畫》國家美術館青年典藏  

2013《截景島系列作品》藝術銀行購藏 

2012《截景島系列作品》私人收藏，台北。 

2011《國立台灣美術館-青年藝術家典藏計畫》新媒體藝術類永久典藏。 

 

經歷 

2014「超越實驗-II 當代動畫「貞子的復仇」@TDAIC - 策劃人之一  

2014「超越實驗-當代動畫與實驗動畫電影脈絡交會 - 臺北當代藝術館影像聚場」策劃人之一  

2014「實驗動畫與錄像藝術」數位影像藝術講師 -竹圍高中。 

2011「國家文化建設委員會」補助 赴德國國際展演 

2011「福岡亞洲數位藝術獎」補助 赴日本國際展覽 

2011「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電影與新媒體研究所」補助 赴香港國際放映 

2010「國家教育部」赴韓國國際展覽補助 

 

 



 
 
 
 
Zhagn Xu Zhan  (Mores Zhan) 
 
 
Bron	  in	  1988	  Taipei	  ,	  Taiwan	  	  
	  
Education	  /	  
2010	  -‐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New	  Media	  Art,	  Taipei,	  Taiwan	  (MFA)	  
	  
Solo	  Exhibition	  / 
2015《Inferiority	  Bat》Taipei	  digital	  art	  center,Taiwan	  
2012《Ritual	  of	  Cathode	  Ray	  Tube》Taiwan	  National	  Museum,Taiwan	  	  
 

	  
Exhibition / 
2015《5

th
 Asian Art Biennial》Taiwan national Museum，Taiwan。 

2015《2015 ArtTaipei - MIT》Taipei Art Fair，Taiwan。 

2015《	  Street	  Fun,	  Fun	  Street-‐	  MOCA	  X	  Community	  Art	  Festival》	  Contemporary	  Art	  Museum	  street.	  
2015《Taiwan	  New	  Media	  Art》Taipei	  Museum	  of	  Fine	  Arts,	  Taiwan.	  	  
2014《wormhole	  Theatre》Kaohsiung	  Museum	  of	  Fine	  Arts,	  Taiwan.	  	  
2013《Digital	  art	  wall	  chart》Taipei	  Digital	  Art	  Center,	  digital	  wall,	  Taiwan.	  	  
2013《The	  1st	  Shenzhen	  Independent	  Animation	  Biennale》Biennale	  Competition,	  OCT,	  China	  
2013《Cutlog	  –	  Paris	  -‐	  The	  New	  Wave	  of	  Contemporary	  Video	  Art	  in	  Taiwan》Paris,	  France	  
2013《Cutlog	  –	  NewYork	  -‐	  The	  New	  Wave	  of	  Contemporary	  Video	  Art	  in	  Taiwan》New	  York,	  USA	  
2012《The	  7th	  Asia	  Pacific	  Triennial	  of	  Contemporary	  Art	  -‐APT7	  Cinema》Gallery	  of	  Modern	  Art	  
(GOMA)	  and	  Queensland	  Art	  Gallery	  (QAG)	  	  
2012《Young	  Artist	  Talent	  Trivium	  -‐	  Read》EsliteArtStudio，Taiwan。	  
2012《Taipei	  Digital	  Art	  Award	  -‐Second	  Nature》songshanculturalpark，Taiwan。	  
2012《Conflux	  Exhibition》Pearl	  Conard	  Gallery，Ohio，USA。	  
2012《The	  10th	  Taoyuan	  Contemporary	  Arts	  Award》Taoyuan	  
2012《Taoyuan	  ACG	  Carnival》Taoyuan，Taiwan。	  

2012《	  2010	  -‐	  2011	  REVIEW	  of	  the	  Digital	  Audio-‐Visual	  Award》Digital	  Art	  Center	  Taipei	  ,	  	  
2011《	  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Festival	  of	  Berlin	  -‐	  interfilm》Berlin,	  Germany	  
2011《	  8th	  404	  Festival	  of	  Electronic	  Arts	  》Rosario,	  Argentina	  
2011《	  Disspear	  County	  》Taipei	  Contemporary	  Art	  Museum,	  	  
	  	  	  	  	  	  	  TV	  wall	  /	  Windows	  of	  Public	  Art,,Taiwan.	  
2011《	  Asia	  Digital	  Art	  Award	  》Fukuoka	  Asian	  Art	  Museum,Fukuoka	  ,Japan	  
2011《	  6th	  Taipei	  Digital	  Art	  Festival	  》Peeling	  Liu	  Street,	  Taipei,	  Taiwan.	  
2011《	  Hsinchu	  City	  Image	  Festival	  》	  Hsinchu	  City	  Image	  Mesuem,Hsinchu,Taiwan。	  	  
2011《	  ACA	  -‐	  Animation	  +	  Comic	  +	  Contemporary	  Arts》The	  PIER-‐2	  ArtCenter,	  Kaohsiung	  
2011《	  BLACK	  BOX	  project	  :	  Parallax	  Point	  &	  Error_ic	  》Taiwan	  Photo	  Museum,	  Taipei,	  
2011《	  Hong	  Kong	  Jockey	  Club	  HAD	  Walk	  Project	  –	  Sham	  Shui	  Po	  Creativity	  &	  Arts	  For	  All	  》	  	  	  	  	  	  	  	  	  	  



	  	  	  	  	  	  	  	  	  	  	  	  	  ockey	  Club	  Creative	  Arts	  Centre,HongKong,China。	  	  
2011	  《	  ROC	  Centennial	  -‐	  Filial	  piety	  ranks	  top	  of	  all	  charitiesAward	  Winning	  Projects	  of	  	  	  	  
	  	  	  	  	  	  	  	  	  	  	  	  	  	  Young	  Taiwan	  Animators	  》	  TDAIC,Online。	  
2010《	  LACDA	  2010'DigitalArt.LA'	  International	  Digital	  EXPO	  》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Digital	  Art	  Exhibition	  ,USA	  
2010	  《	  The	  5th	  Digital	  Art	  Festival	  Taipei	  2010	  &	  K.T.	  Creativity》	  Peeling	  Liu	  Street,	  
Taipei,	  Taiwan.	  
2010	  《	  8th	  Taiwan	  DesignExpo》	  Young	  Generation	  Design	  Pavilion,Songshan	  Cultural	  
Park,Taiwan	  
2010	  《	  Dismemberment	  Truncation	  Elephant》Museum	  of	  Basement,	  Taipei,	  Taiwan	  
2010	  《	  CDT	  7th	  Character	  Design	  Award	  of	  Taiwan》	  Huashan1914	  Park,Taipei,	  Taiwan.	  
2010	  《	  29th	  YodexYoungDesignersExhibition》	  Taipei	  World	  Trade	  Center,Taipei,	  Taiwan.	  
2008	  《	  X	  CUP	  Design	  Awards》Taipei	  Contemporary	  Art	  Museum,Taipei,Taiwan.	  
	  
Film	  Festival	  /	  	  
2014《Fantastic	  Fest〈DRAWN	  AND	  QUARTERED〉》American。	  
2014《Short	  Shorts	  Film	  Festival	  &	  Asia》TOKYO，Japan。	  
2014《TORONTO	  ANIMATED	  IMAGE	  SOCIETY〈Halloween〉》Canda 
2014《BTLIFF.	  Between	  the	  Line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Indisa。	  
2012《The	  7th	  Asia	  Pacific	  Triennial	  of	  Contemporary	  Art	  -‐APT7	  Cinema》Gallery	  of	  Modern	  Art	  
(GOMA)	  and	  Queensland	  Art	  Gallery	  (QAG)	  
2012《Seoul	  International	  Cartoon	  and	  Animation	  Festival	  –	  Inspiration	  of	  Asia》	  Korea。	  
2011《28th	  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Festival	  Berlin》Berlin，Germery。	  
2011《	  3	  th	  	  Kuan-‐Do	  Film	  Festival	  》	  Eco-‐Arts	  Pavilion,Taipei	  Kuan-‐Do,Taiwan	  	  
2011《	  The	  3rd	  Trans-‐Chinese	  Film	  Academy	  Festival	  》	  HKAPA	  Bethanie	  Landmark	  Heritage	  
Campus,Broadway	  Cinema,HongKong,China	  
2010《	  2	  th	  Macau	  International	  Movie	  Festival	  》Florence	  Hall	  ,The	  Venetian	  Macao【Florence	  
Hall】,	  Macau,	  Macau。	  	  
2010《	  The	  12th	  Puchon	  International	  Student	  Animation	  Festival	  》Puchon,Korea。	  	  
2010《	  Anim'est	  5th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Bucharest,	  Romania。	  	  
2010《	  ISFVF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Student	  Film	  &	  Video	  Festival	  of	  Beijing	  Film	  Academy	  》	  
Beijing	  Film	  Academy,Beijing,China。	  	  
2010《	  3	  th	  Nanying	  Biennial	  /	  Festival	  》	  Xiao	  Long	  Cultural	  Park	  ,Tainan,Taiwan	  	  
2010《	  9	  th	  South	  Taiwan	  Film	  Festival	  》	  Tainan	  Ambassador	  Theatre,Taiwan	  
2010《	  2	  th	  	  Kuan-‐Do	  Film	  Festival	  》	  Eco-‐Arts	  Pavilion,Taipei	  Kuan-‐Do,Taiwan	  	  
2010《	  Taipei	  	  County	  Film	  Festival	  Interbational	  Student	  Film	  Golden	  Lion	  Award	  》	  
Banqiao,Taiwan	  
	  
	  
Award	  /	  	  	  	  
2015《S-‐An	  Art	  Award》S-‐An	  cultural	  Fundation,	  Taipei,	  Taiwan	  	  
2015《Tianmei	  Art	  Foundation	  》artist visit the Venice Biennale	  	  
2013《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	  of	  collection	  program》New	  media	  art	  Category.	  	  
2012《7th	  Digital	  Art	  Awards	  Taipei》First	  Prize	  
2012《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	  Digital	  Work》Multiple-‐	  screen	  



2012《The	  10th	  Taoyuan	  Contemporary	  Arts	  Award》Selection.	  
2011《Young	  artist	  collection	  program"	  in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New	  media	  art	  

Category.	  	  
2011《6th	  Digital	  Art	  Awards	  Taipei	  -‐MovingImage》Excellent	  Work	  
2011《PhotoTaipei	  -‐	  Taiwan	  Young	  Artist	  Award》VideoArt.	  

2011《	  Asia	  Digital	  Art	  Award	  -‐	  B	  Moving	  image	  》Grand	  Prize	  
2011《	  Digital	  Art	  Awards	  Taipei	  》Moving	  Image	  -‐	  Selection.	  
2011《	  The	  3rd	  Trans-‐Chinese	  Film	  Academy	  Festival	  》Best	  Animation	  	  
2010《	  2	  th	  Macau	  International	  Movie	  Festival	  》Best	  Animation	  Offical	  Selection	  
2010《	  The	  12th	  Puchon	  International	  Student	  Animation	  Festival	  》Offical	  Selection	  

2010《	  K.T.	  Creativity	  Award	  Animation	  》Silver	  Prize	  
2010《	  4C	  Digital	  Design	  Awards	  9	  th	  》CGCG	  Inc	  Special	  Award,	  Gold	  Award	  	  
2010《	  CDT	  7	  th	  Character	  Design	  Award	  of	  Taiwan	  –	  Animation	  》CDT	  -‐	  Gold	  Award	  
2010《	  TISDC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Design	  Competition	   -‐	  Digital	  Animation	  》
Gold	  Award	  
2010《	  LACDA	  2010'DigitalArt.LA'	  Juried	  Comepetiton	  》Winners	  
2010《	  Anim'est	  5th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Offical	  Selection.	  
2010《	  ISFVF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Student	  Film	  &	  Video	  Festival	  of	  Beijing	  Film	  Academy	  》
Offical	  Selection.	  
2010《	  2	  th	  	  Kuan-‐Do	  Film	  Festival	  》Offical	  Selection.	  
2010《	  3	  th	  Nanying	  Biennial	  Festival	  Animation	  》Honorable	  Mention.	  
2010《	  9	  th	  South	  Taiwan	  Film	  Festival	  》Offical	  Selection.	  
2010《	  Japan	  Epson	  Imaging	  Education	  Program	  》Bronze	  Prize	  
2010《	   Taipei	   	   County	   Film	   Festival	   Interbational	   Student	   Film	   Golden	   Lion	   Award	  》Taipei	  
Observe	  Offical	  Selection.	  
2010《	  National	  Animation	  Contest	   fpr	  Technological	  &	  Vocational	   Institutes	  &	  Universities	  》	  
Merit	  Award	  
2010《	  2011	  Young	  Designers'	  Competition	  –	  Digital	  Media	  》Bronze	  Prize	  
2009《	  Adobe	  Design	  Achievement	  Awards	  》	  Honourable	  Mention	  	  	  
2008《	  X/CUP-‐	  Design	  Awards	  》Semifianalist	  
2008《	  National	  Digital	  E	  cup	  [Taipei	  Deaflympics]	  》First	  Prize	  
2007《	  17th	  Times	  Awards》	  President	  Award	  	  
2007《	  National	  Power	  Engineering	  ,Visual	  CIS	  Design》First	  Prize	  
2005《	  The	  New	  Taipei	  city	  Tobacco	  Flash	  Animation》Second	  Prize	  
	  
Collection	  /	  	  
2011	  Collection	  /	  Taipei	  Private	  collection.《Clips	  Islands	  series》	  
2011	  Collection	  /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ReNew	  The	  Future	  not	  Future》	  
2010	  Collection	  /	  Design	  Museum	  Collection	  works	  in	  Taiwan.《ReNew	  The	  Future	  not	  Future》	  
2009	  Collection	  /	  Papervisionshowcase.com	  online	  website《Graffiti	  Art	  C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