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鄭佩齡 ＣＶ／經歷
1970年 出⽣於台灣台中市，現居法國漢斯 Reims 

1998年 畢業於法國省⽴敦克爾克藝術學院並取得國⽴⾼等造形藝術⽂憑（同等碩⼠） 

現任漢斯市⽴ « 紡織女»藝術村« La fileuse »駐村主導藝術家，駐村期間：2018-2020 

現任漢斯市⽴藝術設計學院進修推廣班(繪畫及⼈體素描)兼任講師 

E-Mail : contact@peilincheng.com  _ 個⼈網站 : http://peilincheng.com 

得獎項⽬ 

2019 獲得法國⼤東省造型藝術創作推廣獎 
2018 獲得法國⼤東省造型藝術創作推廣獎 
2017 獲得法國漢斯市“⼩藝廊”的"世界末⽇的快樂虛榮"銀牌獎 
2016 獲得法國⼤東省造型藝術創作獎 
2010 獲得法國⾹檳阿登省藝術專集獎 
2009 獲得法國⾹檳阿登省造型藝術創作獎 
2004 獲得法國國家⽂化部FIACRE造型藝術創作獎 
1998 獲得比利時BELGACOM新青藝術第三獎 

主要個展 

2018 « 觀點 I »， 艾培涅市中⼼圖書館展覽廳， 艾培涅市Epernay， 法國。  
 « 觀點 II »， 艾培涅市資源中⼼展覽廳， 艾培涅市Epernay， 法國。 
2016 « 山⽔ / 風景 »， Le Cellier 藝⽂中⼼ & 漢斯市政府展覽空間， 漢斯Reims ， 法國。 
 « 99 »， 漢斯⼤學圖書館展覽廳Robert de Sorbon， 漢斯市Reims， 法國。 
2015 « 00-99 »， Zinzolin⼩藝廊， 漢斯市Reims， 法國。 
2014 « 接⼆連三 »， 漢斯市⽴美術館 & 視覺藝術資料中⼼， 漢斯市Reims， 法國。 
2010 « AXX°NN »， CAMAC卡⾺克藝術中⼼， 塞納河⾺內市Marnay sur seine， 法國。 
2007 « 21-03-07， 18:50:12 »， 弗朗索瓦⼀世⾼級中學展覽廳， Vitry-le-François。法國。 
 « 真善美 »， P、 Bayen⾼級中學展覽廳， ⾹檳省夏隆市Châlons en Champagne。法國。 
2006 « 愛情萬歲! »， F、 Scamaroni 國民中學藝廊， 沙勒維爾、梅濟耶爾 Charleville-Mézières， 法國。 

« 宅女旅記 »， J、 de la Fontaine國民中學藝廊 ， 沙勒維爾、梅濟耶爾 Charleville-Mézières， 法國。 
2005 « 漂亮寶⾙ »， 漢斯⼤學展覽空間IUFM， 漢斯市Reims。法國。 
2001 « 玫瑰 »， Espace des croisés 交集空間， 梨爾市 Lille。法國。 
2000 錄像季， « 風璇地轉»， 新天地青年⽂化中⼼， 敦克爾克Dunkerque。法國。 

主要聯展 

2019 « Frichorama -與藝會舞» ，« 紡織女»藝術村之當代藝術雙年展，漢斯市Reims ，法國， 
 策展⼈ 艾爾莎·伯祖莉 Elsa BEZAURY。 
 « 顯現 »， 駱駝站藝術中⼼年展，洛宏丁之家主辦，法國， 
 策展⼈ ⽪耶•邦橋瓦尼 Pierre Bongiovanni。 
 « Slash 1 »， Le Cellier 藝⽂中⼼ & 漢斯市政府展覽空間，漢斯市Reims ， 法國。 
2018 « 藝術家之⼯作室 »， 視覺藝術資源中⼼，漢斯市Reims， 法國。 
 « Heterotopia / 紙間異托邦» 七⼈紙上作品展， 樸⽯藝術空間，台中，台灣，策展⼈ 潭⼒新。 
2017 « ⼯、作 »， Le Cellier 藝⽂中⼼ & 漢斯市政府展覽空間，漢斯市Reims ， 法國。 
 « Xenia 、 禮物»， 樸⽯藝術空間，台中，台灣，策展⼈ 潭⼒新、張光琪。 
 « 世界末⽇的快樂虛榮 »， Zinzolin⼩藝廊， 漢斯市Reims， 法國。 
 « 婦女節：分享權⼒ »，等待室協會，漢斯市Reims， 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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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藝術博物館#4 »，阿登⾹檳省， 法國。 
2015 « 藝術家⼯作室 »，  視覺藝術資源中⼼，漢斯市Reims， 法國。 
 « ⽣命的跡象 »， Suippes 協會之家， 法國。 
2014 « 1913-2013 百年， 52 000 作品… »， 漢斯市⽴美術館， 漢斯市Reims ， 法國。 
 « 發現 »， 36號空間， St-Omer聖多美市。法國。 
2013 « 形象與⽀撐 » 23。03 協會 & CFA BTP 51 漢斯市Reims， 法國。 
 « 藝術博物館#3 »，阿登⾹檳省， 法國。 
2012 « 進入/這裡 »， 23。03 協會 & 圖書館展覽廳。 漢斯市Reims， 法國。 

« 台灣風 »， 巴黎⽂化中⼼ & Camac卡⾺克藝術中⼼， 薩維尼館 Provins普羅萬。法國。 
2011 « 迴旋#2 »， 23。03 協會 & 漢斯⼤學展覽空間IUFM， 漢斯市Reims。法國。 
2010 « Migracje »， ZONA佐納藝術中⼼， Lodz 羅茲雙年展 2010， Lodz羅茲， 波蘭Pologne。 

« 雙頻 #3 » 顧博拉藝廊 Arta « Cupola » 維多協會 Vector， 雅西市Iasi， 羅⾺尼亞Roumanie。 
 « 這裡跟那裏 »， CCI de Reims。 漢斯市Reims， 法國。 
2009 « 藝術博物館#2 »， 阿登⾹檳省， 法國。 
2008 « DOOPING »， Piekary⽪也卡黎藝廊， Poznan波茲南， 波蘭Pologne。 
2007 « 藝術博物館#1 »，阿登⾹檳省 ， 法國。 

« 藝術在⾞站 »， l'Orcca， 阿登⾹檳省， 法國。 
2006 « Everyones wins »， Heart 藝廊 & Am-Art 藝廊 ， NUIT BLANCHE⽩夜， 巴黎市Paris， 法國。 
2004 50° 北部， « Watch this space。。。#2* »， Hospice d'Havré， 瘋之家， 圖爾寬Tourcoing， 法國。 

梨爾 Lille 2004 « 女模特兒 »， 拉曼德⾥藝術空間la Malterie， 梨爾市 Lille， 法國。 
« 居家 »， 平台藝術空間La plate-Forme， 敦克爾克市Dunkerque， 法國。 

2003 50° 北部， « Watch this space。。。* »， 邊緣藝廊， 法什蒂梅斯尼勒Faches-Thumesnil。 
« 數位之路 #2 / 2003 »， 聖-修伯⾥藝術中⼼， 漢斯市Reims， 法國。 

2002 第4屆國際研討會紡織品藝術， « SCYTHIA »， 赫爾松，烏克蘭。 
VRAC n°8， « 窗語 »， 杜巴-德康⼩巷 Dubar-Dekien， 魯⾙Roubaix。 法國。 

2001 ArToll « 夏⽇實驗室 2001 »， ⾙德堡豪， 德國。 
« 第10屆羅茲國際三年紡織藝術展 »， 紡織美術館， 波蘭Pologne。 

2000 « NO TIME TOU LOUSE »， ⽂化⼯作室 / 敦克爾克⼤學⽂學館， 游泳池藝⽂中⼼， 敦克爾克 法
國。 
遊牧藝術展 : «藝術廣場 Piazza dell'arte »， Gynaika女協會， 比利時Belg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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