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毅目前生活及工作於塞維利亞的河鎮

1969 年
台灣·台中出生。
1996-2000 年 西班牙·塞維利亞大學美術學院碩士學位。
2008 年
西班牙·塞維利亞大學美術學院博士學位 。
並獲最高榮譽桂冠。
2009 年至今 西班牙·聖佛朗西斯綜合學校教師。
2012 年

西班牙·塞維利亞大學美術學院代理教授。
西班牙· 哈恩 “第四屆可視化之藝術教育國際研討會” 。

2012 年至今 西班牙·安達盧西亞視覺藝術家聯盟協會會員及董事會成員。
西班牙 安達盧西亞博士與碩士之美術教師協會會員
2014 年至年台灣現代版畫協會會員。
2015 年

西班牙·畢爾包“第十七屆 ICOT 國際研討會” 。
西班牙·威爾巴“第五屆可視化之藝術教育國際研討會” 。
西班牙·塞維利亞“第一屆現代藝術研討會” 。

2016 年

台灣 新藝術 New Being Art 15D 協會會員。
西班牙·塞維利亞 直擊行動藝術協會會員。
西班牙·塞維利亞 直擊行動藝術協會藝術課程教師。

補助金和獎學金

2000 年西班牙·巴塞隆那 皇家塔倫斯獎學金。
西班牙·馬德里 青年藝術家榮譽獎。
西班牙·塞維利亞大學“第 23 屆國家藝術競賽”決賽者。
2002 年台灣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獎學金。
西班牙·塞維利亞·烏特雷拉 “第 23 屆烏特雷拉市當代藝術全國
大賽” 決賽者作品並獲得藏購。
西班牙· 馬洛卡 米羅基金會獎學金。
西班牙·馬德里 聖費爾南多皇家版畫美術學院 “全國青年版畫藝術
大賽” 一等獎作品並獲得藏購。
2003 年西班牙·塞維利亞 “第 5 屆洛薩諾起重機商會之繪畫大賽” 榮譽獎作
品並獲得藏購。
2004 年西班牙·加的斯 “第 6 屆加的斯商業聯合工會國際繪畫大賽”一等獎
作品並獲得藏購。
2005 年至 2006 年 西班牙·塞維利亞“2005 年塞維利亞城市文化活動項目補
助”。
2005 年西班牙·塞維利亞 “第 6 屆洛薩諾鶴吊車之繪畫大賽”榮譽獎作品並
獲得藏購。
2006 - 2007 年 西班牙·安達盧西亞文化創作資助。
2007 - 2008 年 西班牙·安達盧西亞文化創作資助。
2007 年西班牙·卡莫納 “第十五屆何塞·阿爾帕全國繪畫獎” 第一獎作品並
獲得藏購。
西班牙· 塞維利亞 “第十九屆古斯塔沃· 巴卡里薩繪畫大獎賽” 二等
獎作品並獲得藏購。
2008 年 西班牙· 薩洛“第五屆薩洛繪畫大獎賽” 二等獎作品並獲得藏購。
2010 年格丁尼亞 “2010 年第二屆格丁尼亞國際數字圖形， 雙年展” 一等獎。
2013 年西班牙· 托雷拉梅烏·維拉之家榮譽獎“第十四屆米克爾·維拉德確”
榮譽獎。
2016 年 台灣· 台中· 國立美術館“藝術銀行”

個展

2001 至 2002 年 西班牙·馬德里 “Aldeasa 繪畫獎”Aldeasa 展場（畫冊）
2002 年 西班牙·塞維利亞 建築與監工學院基金會展場。 （畫冊）
西班牙·塞維利亞 處女畫廊。 （畫冊）
西班牙·塞維利亞 警報器之市民中心。
2003

西班牙·赫雷斯（加的斯）伯利恆畫廊。（畫冊）
西班牙·塞維利亞 通道工作室畫廊。 （畫冊）

2004 年 西班牙·皮拉斯鎮 文化之家展場。
西班牙·塞維利亞 “聖母瑪利亞之土地”，全藝術畫廊。（畫冊）
西班牙· 聖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 “渴望”，DF 現代畫廊。
2005 年 西班牙· 格拉薩萊馬，加的斯 “渴望”，尼爾森查普曼畫廊。 （畫
冊）
2006 年 西班牙· 富恩拉夫拉達，馬德里 “渴望”，托馬斯·勇敢藝術中心。
西班牙· 拉斯帕爾馬斯 “渴求”，Luroa 畫廊。 （畫冊）
西班牙· 卡塞雷斯 “渴求”，瑪麗亞·亞諾斯畫廊。
2007 年 西班牙· 加的斯 “渴求－芯香” ，加的斯縣議會之里瓦達維亞展場。
（畫冊）
西班牙· 加的斯·立意海岸線 “渴求－芯香” ，克魯斯埃雷拉美術
館之馬諾洛強麥畫廊。
西班牙·塞維利亞 “安達盧西亞幻想曲”，Birimbao 畫廊。（畫冊）
西班牙·多納·門西亞“渴求”，胡安·瓦雷拉文化之家。 （畫冊）
2008 年 西班牙·皇馬市 “自然的標誌”，阿萊夫畫廊。
葡萄牙·里斯本 “老子的花園”，PROVA 藝術家畫廊。 （畫冊）
2009 年 葡萄牙·埃武拉 “老子的花園”，埃武拉市商會展場。
2011 年 西班牙· 塞維利亞“奇怪的事”，Birimbao 畫廊。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西班牙·普爾托努 “自然與水的倒映” 普爾托努市美術館。
西班牙·塞維利亞 “顏浪潮”，Birimbao 畫廊。
台灣·台北 “顏浪潮”，Wow Bravo & Funky Rap 展場。
台灣·雲林 “遇見周明毅－塞維利亞浮光掠影”，國立雲林科技大
學藝術中心。

作品收藏於
西班牙· 貝坦索斯國際當代版畫中心。
西班牙·塞維利亞大學美術學院。
西班牙·普列戈科爾多瓦，園林美術館。
西班牙·塞維利亞，西班牙銀行。
西班牙·巴塞隆那， 皇家塔倫斯集團。
西班牙·馬德里， Aldeasa 商業集團。
西班牙·皮拉斯鎮政府。
西班牙·塞維利亞·烏特雷拉縣政府市。
西班牙·馬德里，皇家聖費爾南多全國版畫美術學院。
西班牙·塞維利亞，洛薩諾起重機商會。 。
台灣·台北， 現代美術館。
西班牙·塞維利亞，建築與監工學院基金會。
西班牙·馬貝拉，當代版畫美術館。
西班牙藝術網絡
西班牙·馬德里，圖文造紙藝術專業協會。
西班牙航空公司。
西班牙 CEIM 基金會。
西班牙錢幣之家基金會。
西班牙· 馬洛卡 米羅基金會。
西班牙文化部－國家圖書館之二十世紀版畫收藏。
西班牙·馬德里，藝術與自然藝術投資公司。
土耳其·安卡拉，安卡拉·與哈斯特帕大學藏書票協會。
俄國 Bolshaya Morskaya 美術館。
羅馬尼亞，阿拉德美術館。
西班牙·加的斯，加的斯商業聯合工會。
克羅地亞，里耶卡大學圖書館。
西班牙·馬德里，當代藝術美術館。
中國·南京，南京外語學校。
盧森堡，凹版工作室。
意大利·卡索里亞，卡索里亞國際當代藝術館。
希臘·萊夫卡斯，萊夫卡斯市民中心。 。
安卡拉·法赫里， 安卡拉國家美術館。
西班牙·塞維利亞和韋爾瓦，艾爾蒙特銀行。
西班牙·韋爾瓦·阿亞蒙特的市市政府。 。
西班牙·塞維利亞，佛谷·阿文戈亞集團基金會。
西班牙·加的斯，加的斯省議會之當代藝術收藏的 。
奧地利·維也納，當代美術館。

克拉科夫，Bunkier Sztuki 當代藝術畫廊。
西班牙·卡莫納市政府。
塞維利亞市議會。
西班牙·塞維利亞市政府。
西班牙·多納門西亞市政府。
西班牙·塞維利亞，太陽銀行。
西班牙·安達盧西亞，文化部。
西班牙·鴿鎮鎮府。
帕洛馬雷斯德爾里奧市議會。
西班牙· 薩洛市政府。
西班牙· Orduña 市議會 。
阿根廷·拉潘帕，動物之家基金會。
馬其頓·比托拉，研究所和博物館。
台灣·台北，國立台灣大學美術學院之國際版畫中心。
台灣· 台中· 國立美術館“藝術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