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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肇修小提琴獨奏會
 實驗版話劇《雷雨》
 2011 臺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精選影片巡迴放映影展
「他們在島嶼寫作」―文學大師系列影展
 舞動身體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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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百年特別企劃

▓ 開放時間
·學期期間：週一至五 08:00-22:00
週六、日 08:00-17:00
·寒、暑假：週一至六 08:00-17:00
·國定假日、寒暑假期間週日，不開放。
▓ 交通指南
·公共運輸系統資訊：可至本校首頁右下角「交
通指南」查詢。
·校內接駁專車：本校行政大樓旁 1 元公車，藝
文中心站下車，可至本校首頁右下角「校園接
駁公車時刻表」查詢。
·開車進入校園：依據本校停車收費標準收費。
▓ 節目諮詢
·電話：服務台 (02)2939-3091 分機 63393
·網頁：點選政治大學首頁 (www.nccu.edu.tw)
右下方「藝文中心節目表」連結。
·Facebook 帳號：「政大藝中」
·電子郵件：nccuarts@nccu.edu.tw
·BBS：貓空行館 (140.119.164.150)/ 分組討論
區 / 政治大學校園相關 / 藝文中心義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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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存摺 Aesthetic Bankbook 姓名 Name

活動總覽

月

新生電影院《阿敏的樂章》

★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 09.29 四 19:00 - 21:00

新生電影院《聖與罪》

★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 09.30 五 19:00 - 20:30

新生電影院《乘著光影旅行》

★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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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中心大禮堂

◎ 09.28 三 18:30 - 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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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文大講堂

指南沙龍講座 主講人：林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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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美學講堂 主講人：劉軒

◎ 09.27 二 19:30 -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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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1 三 16:10 -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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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Oct.

◎ 10.04 二 19:00 - 20:30 《LOOP ME》數位時代的表演藝術

★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 10.05 三 16:10 - 18:00

生活美學講堂 主講人：林崇傑

★舜文大講堂

月

◎ 10.12 三 12:30 - 13:30

粉樂開幕式

★藝文中心五樓藝文空間

◎ 10.12 三 16:10 - 18:00

生活美學講堂 主講人：翁美慧

★舜文大講堂

◎ 10.13 四 19:00 - 21:00

指南沙龍講座 主講人：焦元溥

★藝文中心四樓藝文走廊

◎ 10.17 一 19:00 - 20:30

林文中的現代舞旅程

★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 10.19 三 16:10 - 18:00

生活美學講堂 主講人：馮宇

★舜文大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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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中心藝文走廊

p

★舜文大講堂

◎ 10.27 四 19:30 - 20:30 粉樂校園座談 藝術家：兩個八月

p

★藝文中心藝文走廊

◎ 10.26 三 16:10 - 18:00 指南沙龍講座 主講人：胡朝聖

p

★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 10.21 五 14:10 - 16:00 粉樂工作坊 復古新時尚•輕OL創意穿搭

p

◎ 10.20 四 19:00 - 20:30 休閒影展《偽鈔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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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 四 12:00 - 13:30 「卡波耶拉」工作坊—巴西風情之武術與舞蹈 ★藝文中心一樓101舞蹈室

藝術集章 · 品味咖啡―City Café 與政大一起品藝術
邀請藝術愛好者「藝術集章 • 品味咖啡」。凡憑「美感存摺」參與藝
文中心本學期活動，單場結束後可於出口服務處蓋章集點。每累積達 5
點者，即可至本校 7-11 藝文門市、憩賢門市，兌換美式或拿鐵中杯咖
啡一杯。兌換期間至 101.01.31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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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贊助單位：

 活動總覽

11

Nov.
月

◎ 11.02 三 16:10 - 18:00

生活美學講堂 主講人：張嘉倫

★舜文大講堂

◎ 11.02 三 19:30 - 20:30

粉樂校園座談 藝術家：王榆鈞

★藝文中心創意實驗室

◎ 11.22 二 19:30 - 21:00

跟著雲門來跳舞

★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 11.23 三 16:10 - 18:00

生活美學講堂 主講人：黃寶萍

★舜文大講堂

◎ 11.24 四 19:00 - 21:00

舞動身體工作坊 我在生活裡扮演的小技巧

★藝文中心一樓101舞蹈室

◎ 11.28 一 19:00 - 20:30 休閒影展《天堂不遠》

★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 11.29 二 19:00 - 20:30 聽得懂的古典樂－2011李肇修小提琴獨奏會 ★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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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文大講堂

Dec.

◎ 12.01 四 19:00 - 21:00

舞動身體工作坊 趁我們還年輕

★藝文中心一樓101舞蹈室

◎ 12.05 一 19:00 - 21:00

實驗版話劇《雷雨》

★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月

◎ 12.06 二 19:00 - 20:30

休閒影展《我也愛你》

★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 12.07 三 16:10 - 18:00

生活美學講堂 主講人：葉怡蘭

★舜文大講堂

◎ 12.08 四 19:00 - 21:00

舞動身體工作坊 那些敢想而不敢做的事

★藝文中心一樓101舞蹈室

◎ 12.14 三 16:10 - 18:00

生活美學講堂 主講人：黃子佼

★舜文大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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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p

★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 12.22 四 19:00 - 21:00 緩行中的漫舞

p

◎ 12.14 三 19:00 - 21:00 休閒影展《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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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美學講堂 主講人：吳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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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 二 16:10 - 18:00

Appreciate a Collection of Artwork Over a Cup of Coffee
Inviting all art enthusiasts to "Appreciate a Collection of Artwork Over a Cup of Coffee". Anyone who wishes to
'retain a vision of beauty' and attends an event at the Arts Center during this semester will receive a stamp at the exit
services stand. An accumulation of 5 stamps will entitle the pass holder to a free medium sized Americana or latte at
the 7-11 located at the arts center retail stop or XiSian retail stop. This offer expires on 2012.01.31.

政大藝文中心節目簡介 ㆓ ── 叅

肉身解嚴 ‧ 點亮百年
―政大藝文中心

時值民國百年秋天，藝文中心以「肉身解

近幾年來，政大校園的藝文能量愈來愈豐沛，

嚴 ‧ 點亮百年」為策展主軸，從上學期百花

除了駐校藝術家活動之外，秋天迎接新生的

綻放的春天，走進秋天的凝練璀璨！
去年藝文中心與富邦藝術基金會共同合作
「粉樂町政大續展」，將無牆美術館的概念
在校園中實踐，為政大帶來難得經歷的美麗
撞擊。今年的主題「Light up」―照亮彼此，
共榮共享，以「粉樂町」為場域、藝術為介
面，與其間穿梭的觀眾交織成流動的亮點。

季節裡，校長邀請師長們及大一新生，一起
參加的「校長有請」藝文活動。繼「相聲瓦
舍」、「山林的呼喚―臺灣最美的聲音」之
後，今年邀請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回到
母校，以「肉身解嚴」為題，從一張張的老
照片背後，看雲門如何以減法美學探索自己，
解放自我的桎梏，一躍成為舞臺高處的亮點。

民國百年的「粉樂町」將擴大其行腳版圖至

這一季的節目，除了展覽、音樂、電影、

南臺灣，在政大為期一個月的展期，聚焦在

戲劇及講座之外，四場舞蹈示範講座的安排，

展覽本身的濃度與厚度，拉高觀眾參與的節

是個意外的驚喜。希望藉此啟動「宅世代」

奏。此外，這學期也進一步與富邦藝術基金

潛藏已久的身體密碼，掙脫虛擬魔咒，回到

會合作，結合通識藝術課程共同策畫「生活

肉身世界重新探索自己。

美學講座」，以共榮共享的精神，一起推動
大學的生活美學教育。
每年的秋天，也是校園裡迎接新生的季節。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政大人的第一堂美學課，不在教室，在我
們共同經歷的美的感動。

Releasing the human body; Lighting up the century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This autumnal season,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is
now focusing on the theme of "releasing the human
body; Lighting up the century", transitioning from
the last of the flower-imbued days of spring to the
golden radiance of autumn!
Last year,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collaborated
with the Fubon Art Foundation to present the
"NCCU Very Fun Park", realizing the concept of
setting up a borderless arts museum within the
school grounds, giving NCCU an unprecedented
and exhilarating experience of beauty. This year's
theme is "Light Up" – mutual illumination and
sharing all glor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Very
Fun Park", with art as the interface and interaction
with the audience, the myriad of dazzling lights will
illuminate the grounds. The "Very Fun Park" will
extend its footprint to southern Taiwan and be on
display at NCCU for a month, where the emphasis
will be on building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the
display to create heightened interest and enhance
participation from the audience. In addition,
this semester will see further collaboration with
the Fubon Art Foundation in organizing a series
of art classes through "Seminar on Living Art"–
manifesting the spirit of sharing and promoting the
awareness of living art at tertiary institutions.

to promoting various artists' works, during this
autumn, the Dean has invited teaching staff, parents
and new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vited by
President Wu" event organized by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In the past, activities included "Comedians
Workshop" and "Resounding from Mountains and
Woods - The Most Beautiful Voice in Taiwan".
This year, the founder of the Cloud Gate Dance
Foundation, Lin Hwai-Min, has been invited to
his alma mater to perform. Based on the theme of
'releasing the human body' and against a backdrop
of old photos, see how Cloud Gate will apply their
minimalistic style to a journey of self-discovery,
release themselves from constraints to become the
most resplendent spot of light high up on the stage.
This season's program, in addition to exhibitions,
music, movies, dramas and seminars, also includes
four sessions of dance displays – an unexpected
treat. We hope that these events will lift the selfimposed isolation of the 'dormant generation',
liberating them from the virtual world of monsters
to the real world of human beings, as they embark
on a journey of self-discovery.
The first lesson of every NCCU member is not
conducted in the classroom, but in the sentiments
of beauty which we experienced together.

Autumn is the season to welcome freshmen. In
recent years, the art spirit and energy level at NCCU
have increased in quality and quantity. In addition
政大藝文中心節目簡介 ㆕ ── ⓹

指南沙龍 }
ZHINAN Salon

校長有請│政大人的第一堂美學課
什麼是雲門從加法到減法的創作美學？什麼是
雲門不能燒毀的經典？校長邀請您一起聽林懷
民完整呈現！

肉身解嚴
從加法到減法的雲門美學
時間  09 .27 ㊁ 19:30-21:00
地點  藝文中心大禮堂
主辦單位  藝文中心、政大書院、身心健康中心

主講人︱林懷民
「指南沙龍」的主要宗旨，在於結合社會
優質菁英之專業涵養、透過心靈交流與對話
方式，培育政大人具備親近天地、愛人愛己
的人文氣質，安排願意分享知識、藝術創作
心得或人生經驗與智慧者開講，邀請政大人
參與聆聽與對話。
講座報名與進場注意事項
報名與進場
一、網路報名：活動前 2 週之週一起開放本校聯合報
名系統登錄報名，報名狀態為「確認」者，於活
動當日依到場順序核證入場，演講開始前 10 分鐘
起視同現場候補。（主辦單位保留時間彈性調整
權。）
二、現場候補：依據現場實際出席狀況，開放現場候
補進場名額，席滿為止。
※ 為尊重講演者及維護場內觀眾權益，活動中請配
合工作人員進出場控管。
※ 本場次禁止攝影、照相或錄音。
※ 請務必遵守活動相關規定，如有干擾活動秩序之
行為，本中心得請其離場。
※ 講 座 現 場 將 抽 出 數 名 幸 運 觀 眾， 獲 得 雲 門 舞 集
十二月於國家戲劇院公演之《不能沒有你》或《家
族合唱》票券一張。
※ 全程參與之校內公務人員／學生，可登錄終身學
習紀錄 2 小時／全人系統活動紀錄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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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兩千多張老照片中精選而出的圖像，拼
貼出臺灣島民的集體過去。林懷民與你娓娓
道出那個時代對端莊的看法，每張照片背後
的動人故事，以及雲門舞集如何從這些圖像
開始，面對自己，了解自己，進而解放內心
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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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沙龍

雲門舞集從加法到減法的創作歷程，《家

浪者之歌》、《九歌》、《薪傳》等八十餘齣。

族合唱》為什麼是不能燒毀的雲門經典？林
懷民完整呈現。
◆

林懷民│

享譽國際的編舞家林懷民，大學就讀政大新聞
系，後赴美國愛荷華大學獲藝術碩士學位。
1973 年創辦華人世界第一個現代舞團「雲門舞
集」，帶動了臺灣現代表演藝術的發展，也成
功將雲門帶向世界舞台。
紐約時報評論：「林懷民輝煌成功地融合東西
舞蹈技巧與劇場觀念。」德國法蘭克福匯報認
為：「林懷民的中國題材舞作，與歐美現代舞
最佳作品相互爭輝。」香港英文南華早報表示：
「林懷民是亞洲的巨人。」
林懷民獲獎無數，包括臺灣、香港六所大學的
榮譽博士，法國文化部的「騎士文藝勳章」，
美國洛克 ‧ 斐勒三世獎，德國舞動國際舞蹈大
獎的「終身成就獎」，以及時代雜誌的「亞洲
英雄人物」。
林懷民的舞作有《屋漏痕》、《聽河》、《花語》、
《風．影》、「行草三部曲」、《水月》、《流

Invited By President Wu
Releasing the Human Body; Cloud Gate Art transforming addition to deletion
Speaker: Lin Hwai-min
Time: Tuesday, September 27, from 19:30 to 21:00
Venue: Grand Hall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Through a collage of more than two thousand
old photos, the history of residents across Taiwan
is being told. Lin Hwai-Min tells a vivid story of
how people of past eras perceive dignity, each
photo portraying its own moving story. The collage
reflects how the Cloud Gate Dance Foundation
used these photos to reflect on their own lives and
behavior, understand themselves better and release
themselves from any constraints within.
Cloud Gate Dance Foundation's journey from more
to less. "Portrait of the Families" – why is this an
indelible classic of Cloud Gate? Lin Hwai-Min will
reveal all.

政大藝文中心節目簡介 ⓺ ── 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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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古典音樂的門
時間  10.13 ㊃ 19:00-21:00
地點  藝文中心四樓藝文走廊

主講人︱焦元溥

打開古典音樂的門
什麼是「古典音樂」？
「古典音樂」和我們有什麼關係？
現在還有人寫「古典音樂」嗎？我們又該如
何欣賞？
古典音樂是否很艱深，非得要先上課先讀
書才可以欣賞？又什麼算是古典音樂？這堂
演講將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帶大家了解「古
典音樂」的概念 與迷思，看看我們有多少誤
解，又可以如何欣賞音樂作品。
◆

焦元溥│

1978 年生於臺北。2008/2009 大英圖書館愛迪
生研究員 (Edison Fellow) ，現為倫敦大學國王
學院 (King's College, London) 音樂學博士候選
人。
焦元溥的作品涵蓋音樂作品分析、詮釋討論、鋼
琴演奏技巧解析、音樂家訪問、國際鋼琴大賽
報導與文學創作。著有《經典 CD 縱橫觀》系列
三書、《莫札特音樂 CD 評鑑、《遊藝黑白—世
界鋼琴家訪問錄》、《樂來樂想》和《聽見蕭
邦》等。文字創作之外，焦元溥也擔任「遊藝黑
白—世界鋼琴家系列」策劃人與 20X10 年蕭邦
音樂節藝術總監，以及臺中古典音樂台與 Taipei
Bravo 電 台《 遊 藝 黑 白 》、《 倫 敦 Online》、
《NSO Live 雲端音樂廳》廣播節目主持人。
Opening the Door to Classical Music
Speaker: Chiao Yuan-Pu
Time: Thursday, October 13, from 19:00 to 21:00
Venue: Art gallery on the 4F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Speech Network
Opening the Door to Classical Music
What is 'classical music'?
What is our relationship with 'classical music'?
Does anyone compose 'classical music' anymore?
How do we appreciate classical music?
Is classical music so profound that one must attend
classes to be able to appreciate it? What exactly
defines classical music? This seminar will, through a
simplified approach, bring awareness to the concept
of classical music and why it is so mesmerizing; it
will also explore where misunderstanding lies and
how we can appreciate classical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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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在你左右―
公共藝術與城市美學
時間  10.26 ㊂ 16:10-18:00
地點  舜文大講堂

主講人︱胡朝聖

Art is Everywhere – Public Artwork & City Art
Speaker: SEAN C.S. HU
Time: Wednesday, October 26, from 16:10 to 18:00
Venue: Shun-wen Auditorum Hall

對於今日城市的想像，你是否仍停留在冷
冰冰的都市水泥叢林？
一想到參觀展覽，你想到的是進入白盒子
的空間體驗，亦或是等待的漫長隊伍？
其實世界上的許多城市正進行著一個文化
性的變身大改造，結合兩者的場域特質，打
造一個新的文化有機體。
藝術的創意豐富了視野所及的公共場所，
提升城市的人文溫度，使城市化身一座充滿
新鮮活力的展覽館。
從粉樂町的巷弄美學到種子計畫的藝術進
入社區行動，看藝術家與策展人如何透過當
代藝術挑戰一般人的視界與想像力，藝術品
不再待在美術館裡等著被發掘，而是主動走
入社會大眾的生活中。
◆

胡朝聖│

紐約流行時尚工業學院藝術管理碩士。同時身
為策展人、作家、中華民國視覺藝術協會理事
長、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胡氏藝術
公司執行長，並於大學授課教學。長期關注當
代藝術的脈絡與發展，曾策劃〈種子計畫 3 －
藝術在風左右〉、〈臺灣國際錄像藝術展－食
托邦〉、〈種子計畫 2 －藝術在山左右〉、〈剝
皮寮藝條通．古街文化節：混搭－當代藝術展〉、
〈種子計畫 1 －藝術在河左右〉、〈粉樂町Ⅱ
臺北東區當代藝術展〉、〈快感 - 奧地利電子藝
術節 25 年大展〉等。出版包括〈逛前衛 全球
雙年展晃遊 Biennial-Hop〉、〈魔幻城市－科技
公共藝術〉等專書。

蔡仁譯 攝

As for your imagination towards the modern city,
are you perhaps caught in the cold urban concrete
forest?
Does the thought of attending the exhibition arouse
images of entering a white space or the endless
waiting queue?
In fact, many cities across the world have embarked
on a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tegrating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ity, creating a
new dimension of cultured city.
Creative art enriches the public space, providing a
visual feast as far as the eye can see, increasing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inter-relationship within the
society, transforming the city into one exhibition
hall of refreshing energy.
From the Very Fun Park seen around in the
walkways and alleys, to the organized display
in the community events, we may perceive how
artists and exhibition organizers have challenged
the public's realm of vision and imagination
through modern art. Creative art no longer stays
in the art museums or galleries to be explored and
discovered, but has stepped out proactively to join
the embrace of the public.
政大藝文中心節目簡介 ⓼ ── ⓽

表演系列 Performances
舞蹈示範講座系列

10.04 ㊁ 19:00-20:30
《LOOP ME》
數位時代的表演藝術

'LOOP ME' an artistic performance of the
digital age
Performer: YiLab.

演出團體／一當代舞團

10.17 ㊀ 19:00-20:30
林文中的現代舞旅程
演出團體／林文中舞團

11.22 ㊁ 19:30-21:00
跟著雲門來跳舞
演出團體／雲門舞集

12.22 ㊃ 19:00-21:00
緩行中的漫舞
演出團體／無垢舞蹈劇場

Lin Wen Zhong's Journey of Modern Dance
Performer: WCdance

Dance with Cloud Gate
Performer: Cloud Gate

Leisurely Dance
Performer: Legend Lin Dance Theatre

11.29 ㊁ 19:00-20:30
聽得懂的古典樂

Classical Music that can be understood –
2011 Chao-Hsiu Lee Violin Recital
2011 李肇修小提琴獨奏會 Performer: Violinist/ Chao-Hsiu Lee
演出者／小提琴：李肇修 鋼琴：鍾曉青 Pianist/ Grace Chung

12.05 ㊀ 19:00-21:00
實驗版話劇《雷雨》
演出團體／福建人民藝術劇院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Experimental Drama "Thundersotrm"
Performer: FuJian people's Arts thea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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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聽館表演活動觀眾注意事項：

Guidelines for attending performances in the
Audiovisual Theater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Registration

※ 報名

1. Online registration: Registration is available at
the university's joint registration system on the
Monday three weeks before the event. Those
who have attained confirm status for registration
may enter the venue after their admission tickets
are inspected in the order of arrival during
event day. Fifteen minutes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performance is considered as standby.
2. Standby Vacancies: In addition to the reserved
seats, standby vacancies may become available
depending on the number of no-shows from
online registration. Fifteen minutes before the
performance begins, audiences will be admitted
in the order of the standby queue until the
seating is full.
※Admission will be permitted one half hour before
the opening of the performance; adjustments
may be necessary depending on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
※Latecomers or anyone leaving the performance
in session will have to wait until the proper break
be readmitted.
※The performance is suitable for all those above
the age of seven. The audience shall abide by
the regulations of the Center. Those who fail to
follow the regulations during the concert will be
requested to leave.

一、網路報名：於活動前 3 週之週一起開放本校聯合
報名系統登錄報名，報名狀態為「確認」者，於
活動當日依到場順序核證入場，開演前 15 分鐘
起視同現場候補。（主辦單位保留時間彈性調整
權。）
二、現場候補：依據現場實際出席狀況，開放現場候
補進場名額，席滿為止。
※ 每場演出節目預計前半小時開放進場，實際情形
將視現場情況調整。
※ 全程參與之校內公務人員／學生，可登錄終身學
習紀錄 2 小時／全人系統活動紀錄 2 小時。
※ 為尊重講演者及維護場內觀眾權益，活動中請配
合工作人員進出場控管。
※ 各場次禁止攝影、照相或錄音。
※ 適合觀賞年齡：7 歲以上。觀眾請務必遵守本中心
規定，如有干擾演出秩序之行為，本中心得請其
離場或由監護人帶領離場。
※ 舞蹈示範講座系列場次，現場將抽出數名幸運觀
眾，獲得雲門舞集十二月於國家戲劇院公演之《不
能沒有你》或《家族合唱》票券一張。

政大藝文中心節目簡介 ❿ ── ⓫

【舞蹈示範講座系列之❶】

舞蹈╳數位
10.04 ㊁

19:00-20:30

《LOOP ME》數位時代的表演藝術
地點  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演出團體  一當代舞團

「LOOP ME」的示範講座演出由「數位科技」
與「舞蹈演出」的概念出發，探討數位時代
中「表演藝術該如何存在」。演出片段「LOOP
ME」結合燈光、聲音、影像與舞蹈，不偏重
任何一種元素的表演形式，探討數位藝術表
演的一種新的可能。在藝術創作追求「跨領
域」的現今，真正的融合上述四種表演類型，
使得每一個元素都能成為表演中的主體。而
在過程中，跨越聲音、影像與舞蹈不同的創
作方式，使來自不同領域的三位藝術家必須
彼此溝通磨合，這不但是一種新的挑戰，也
使得創作團隊在工作中逐漸學習彼此配合並
了解對方理念的方式。
講座內容 
開場 / 團隊經歷與成員介紹

演出團隊介紹 
蘇文琪

Q&A

2011 年以 Loop Me 獲法國 ARCADI 大巴黎表演藝術推
廣協會年度舞蹈推薦演出
2010 年以迷幻英雌 HEROINE 獲得第八屆台新藝術獎
評審團獎

「一當代舞團」簡介

術大學科技藝術研究所深造。1998 年加入光環舞

作為臺灣最微型的表演團隊，擅長以實驗性的思考

集，開啟舞蹈表演工作，並於 2002 年起受邀比利

爆發最大的衝擊。團隊理念為：一個作品中沒有唯

時 Kobalt Works 舞團擔任該團首席舞者，隨團巡迴

一的導演，只有看似相同卻又互相衝擊的概念；每

世界各地。2009 年返國，以作品《迷幻英雌》受邀

位受邀參與的藝術家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皆可

臺北國際藝術節，首次獲得臺灣表演藝術界關注。

數位藝術 x 舞蹈表演「LOOP ME」示範演出
「LOOP ME」的創作概念與數位媒體技術說明

現任一當代舞團 YiLab. 核心創作者，並於臺北藝

獨立創作，自由提出各種觀點以深入作品命題之

近兩年持續在臺北牯嶺街小劇場發表作品 Loop Me

核心。YiLab. 致力於新媒體和表演藝術的實驗與結

與 ReMove Me，從實驗創作面對當代生存的現象

合，嘗試從新媒體思維中，重新探索表演藝術的可

並提出質疑。近年持續受邀至國外藝術節演出，並

能性，延伸當代藝術面對數位時代衝擊所帶來的提

為表演藝術雜誌評選為 2010 年臺灣舞蹈藝術中的

問與省思。

最新注目焦點。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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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廷皓
2009 第三屆臺北數位藝術節互動裝置藝術類入選
2006 臺北藝術大學科技藝術研究所

即時影像互動藝術家，作品聚焦於媒體藝術與次文
化的關係，特別是在 Audio Visual 的演出當中，出
身於電腦動畫背景，對於即時運算的現場表演有著
高度興趣。擅長以影音本身素材的特性為主，透過

and collaborate. This is not only a challenge but
also an avenue for the artists to work as one creative
team, and in the process, learn to appreciate one
another's line of thought and technique.

操弄時間的手法，在現成物的元素之內，呈現出超
越現實的聲光氛圍。（資料提供：一當代舞團）

Dance Module Seminar Series Ⅰ
Dance X Digital
'LOOP ME' an artistic performance of the digital
age
Time : Tuesday, October 4, from 19:00 to 20:30
Venue : Audiovisual Theater on the 3rd floor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Performer : YiLab.
Through the 'LOOP ME' seminar, "digital
technology" and "dance performance" concepts
are expounded, exploring the approach towards
'maintain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art performances'.
The showcase
of "LOOP ME"
integrates lighting,
sound, images
and dance, with
no focus on
any one style of
performance,
opening up new
possibilities
of digital art
performance. In
today's quest for
'cross border' artistic innovation, true integration
involves the four above-mentioned styles, each
becoming the main style in the performance.
During the process, through the differing styles
of sound, images and dance, the three artists
employing different techniques must communicate

Opening / The Team's Experience & Introduction of
the Members
Digital Art x Dance performance – a sample of
"LOOP ME"
The Concept an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 media behind "LOOP ME"
Q&A
Brief on YiLab.
Hailed as Taiwan's most miniature performance
troupe, specializing in stimulating thought through
practical acts, the troupe's mission is: There is
no individual director in a production, just a
manifestation of similar yet contradictory concepts.
Each artist who
has been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s
an individual and
independent body,
given the space to
incorporate their
own perce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to the core
theme of the
product. YiLab
focuses on the
integration and manifestation of new media and art
performance, looking for new opportunities in new
media to present art performances; communicating
the questions and consideration that modern day
artists have given to the impact of digitization on
art. (Information Source : Yi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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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示範講座系列之❷】

舞蹈╳微型劇場
林文中的現代舞旅程

而細膩地累積具有特色的新動作風格與新身體美

地點  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學。』為藝術總監林文中於 2008 年成立舞團的初

演出團體  林文中舞團

衷與自我期許。

10.17 ㊀

19:00-20:30

2008 年備受矚目的創團作【小】以細膩與充滿張
力的舞蹈編創手法來表達『微型劇場』的形式和
概念，獲選為臺北時報 2008 年度最不可錯過的舞
蹈演出。2009 年，發表新作【情歌】，獲得歐洲
Ballet-Dance 雜誌佳評：『大作品也可以存在於小
空間之中』、 『林文中的舞蹈語彙超越傳統的疆
界，像是在西方的當代舞蹈中注入東方的元素。』
2011 年，林文中舞團連續第二年獲選為文建會扶
植團隊。同年七月，代表臺灣參加「亞維儂外圍藝
術節」。十月，將在文山劇場推出小系列作品第三
號《尛》之親子篇《文「積」起舞》。

「林文中舞團」創團以來備受矚目的【小】
系列作品以細膩與充滿張力的舞蹈編創手法
來表達「微型劇場」的形式和概念，更曾獲
選為臺北時報 2008 年度最不可錯過的舞蹈演
出。同時，在創作方面追求作品多樣性、音
樂性、生活連結性，再加上舞團本身所具備
的年輕與活力，希冀透過示範演出暨推廣講
座的主動出擊，讓更多人認識現代舞。
講座內容 
現代舞面面觀

演出團隊介紹 
林文中 藝術總監

現代舞的身體運用

旅美十年，曾被紐約村聲週報讚譽為「超級舞者」的

現代舞的空間運用

林文中，是近年來少數接受臺灣本土舞蹈訓練，進而

現代舞與音樂的搭配

能揚名國際的男舞者代表之一。2008 年返臺創立同名

現代舞與造型

舞團，發表《小》系列作品，其清新獨特的創作方式、

Q&A

「林文中舞團」簡介

細膩純粹的肢體美學及節奏分明的動作處理，在臺灣
舞蹈界中獨樹一格、備受矚目。
2002 年起陸續返臺發表創作，皆深受好評。2008 年創

『創立一個自己的舞團，無論身在何處，最初的幾

立林文中舞團，擔任舞團藝術總監暨主要創作者，發

年將會是，也必須是一個小而精緻的舞團，做最純

表《小》、《情歌》、《尛》及《小南管》四部完整

粹也是最根本的動作研究，即重新回到舞蹈創作的

創作，並參與 2009 年聽障奧運開幕式編舞。（資料提

基本面－對動作、身體與律動的探討與呈現，持久

供：林文中舞團）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演
表 列
系

s
ce
an
rm
rfo
Pe

Dance Module Seminar Series Ⅱ
Dance x Micro Theatre
Lin Wen Zhong's Journey of Modern Dance
Time : Monday, October 17, from 19:00 to 20:30
Venue : Audiovisual Theater on the 3rd floor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Performer : WCdance
Many Faces of Modern Dance
Use of the Body in Modern Dance
Use of Space in Modern Dance
Musical Accompaniment in Modern Dance
Image & the Modern Dance
Q&A
Brief on the WCdance
In 2008,WCdance made its world debut with an
evening-length work entitled[Small].Taipei Times
acclaimed"a highly polished jewel of a work" and
later selected this production to be one of the"if

you missed these
performances
you really missed
out"amongst year
round productions
in 2008.Half year
later,the small series
production No.2[Small Songs]once
again won a critical acclaim-"[Small Songs] makes
a maximal impact in a minimal space,"and"Lin
has made a virtue out of minimalism"…etc.by
Taipei Times in 2009.Harboring the essence of
dance and the ideal for physical creativity and
music,WCdance presents the Small series No.3[Small Puzzles] in the fall of 2010.Choreographer
Wenchung Lin,downright genius screenwriter Lee
Chien-chang,and esthetician of ruins Jui-chung Yao
all together create a small,novel,and pore work.
Taipei Times acclaimed"with his latest work,Small
Puzzles,Lin Wenchung proved he is more than
ready for the big time."In 2010, WCdance was
elected as one of the seed groups receiving supports
from the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Since its inception, the 'WCdance'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with their 'small' series of
productions that, through the detail oriented and
energy-packed dance performances, reflect the
style and concept of the 'micro theatre'. In 2008,
they were deemed as the 'Quintessential' dance
performance of the year by the Taipei Times. In
addition, their productions always focus on diversity
and the prolific use of music to manifest the many
aspects of life and living. Coupled with the youth
and vitality of the dance troupe, they hope to
promote the theme of this seminar and bring more
awareness to modern dance. (Information Source :
WC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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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示範講座系列之❸】

東方╳西方
11.22 ㊁

19:30-21:00

跟著雲門來跳舞
地點  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演出團體  雲門舞集邱怡文 • 王立翔
碼豐富精良；多齣舞作因受歡迎，一再搬演，而成
為臺灣社會兩三代人的共同記憶。
雲門也經常應邀赴海外演出，是國際重要藝術節的
常客。舞團在臺灣及歐美亞澳各洲兩百多個舞台
上，演出超過一千七百場，以獨特的創意，精湛的
舞技，獲得各地觀眾與舞評家的熱烈讚賞。
1998 年，雲門創立雲門舞集舞蹈教室；1999 年成
立子團，雲門舞集２，深入臺灣校園和社區，培育
臺灣年輕編舞家及舞者。2003 年，雲門三十週年，
臺北市政府特別將雲門辦公室所在地定名為「雲門
巷」，「肯定並感謝雲門舞集三十年來為臺北帶來

優雅的芭蕾和哥德教堂有什麼瓜葛

的感動與榮耀。」

遠唐的書法家，竟能跨越千年時空教雲門舞
者跳舞

演出團隊介紹 

雲門舞者需要接受什麼樣的訓練 ? 有哪些不

邱怡文 雲門舞集 資深舞者

為人知的酸甜苦辣

生長於嘉義。自小習舞，高
中畢業，保送進入國立藝術
學院舞蹈系。1994 年畢業，
同年加入雲門。
重 要 演 出 作 品：《 迷 失 之
影》、《白》之Ⅱ、《狂草》
以及《薪傳》、《女人心事
─粉紅色人生》等。

雲門舞者與您深入淺出地說舞
說給你聽、跳給你看、和我們一起動動身體
讓大家知道身體的古今中外
全方位欣賞舞蹈藝術
一場舞蹈與文化的心靈饗宴

王立翔 雲門舞集 舞者

講座內容 
東西方舞蹈介紹
雲門特有的肢體訓練 ( 靜坐、太極導引、武術書法 )
《如果沒有你》排練過程
Q&A

雲門舞集簡介 
1973 年由藝術總監林懷民創立，是臺灣第一個職業
舞團，也是所有華語社會的第一個當代舞團。38 年
來，雲門的舞台上呈現一百六十多齣舞作。雲門舞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生於上海，自幼好動，熱愛舞蹈。以優異成績畢業於
香港演藝學院中國舞系，在學期間曾獲全額獎學金，
多次擔任重要角色並代表學校
赴新加坡、法國、比利時、維
也納、夏威夷巡演。
2004 年加入雲門，重要演出作
品：《陳映真．風景》的雙人
舞〈哦！蘇珊娜〉、《花語》、
「行草三部曲」、《白》、《美
麗島》、《紅樓夢》、《在高
處》、《竹夢》等舞作。( 資料
提供：雲門舞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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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ce Module Seminar Series Ⅲ
East x West
Dance with Cloud Gate
Time : Tuesday, November 22, from 19:30 to 21:00
Venue : Audiovisual Theater on the 3rd floor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Performer : Cloud Gate
What do the elegance of ballet and the Gothic
architecture have in common?
How can the calligraphers of the ancient Tang era
transcend a thousand years into the space of the
Cloud Gate dancers?!
What type of training does a Cloud Gate dancer
undergo? What are their unspoken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Cloud Gate's dancers take you into the depths of
dance with simplicity.
We will tell you the story; we will dance it for you;
let us move our bodies together.
Let everyone understand our bodies through and
through.
An all-round appreciation of the art of dance.
A spiritual feast of dance and culture.
Brief on the East-West Dance Troupe
Cloud Gate's Specialized Physical Training (Lotus
pose, Taichi Skills, Martial Arts Calligraphy)
"If You Were Not Here" rehearsal
Q&A

Brief on Cloud Gate Dance Series
Founded in 1973 by Art Director Lin Hwai-Min,
this was Taiwan’s first professional dance troupe
and also the first modern dance troupe in a Chinese
speaking society. In the past 38 years, Cloud Gate
has presented more than 160 dance performances.
Cloud Gate, renowned for their exquisite prowess
and rich performances, have given repeat
performances due to their immense popularity; and
have become the common and fond memory of
two to three generations of Taiwanese.
Cloud Gate is often invited to perform overseas
and is a regular participant at many international
art festivals. The troupe has performed more than
1700 dances on more than 200 stages in Taiwan,
Europe, the Americas and Australasia. Their
unique choreography and styles have earned
them accolades from audiences and dance experts
throughout the world.
In 1998, Cloud Gate set up the Cloud Gate Training
Center. In 1999, the subsidiary Cloud Gate Dances
II was established, reaching out to Taiwan's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grooming Taiwan's future dance
choreographers and dancers. In 2003, Cloud Gate's
30 th anniversary,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named the location of Cloud Gate's offices 'Cloud
Gate Alley', thereby 'affirming their appreciation
and recognition of the honor and contribution that
Cloud Gate has given to Taipei during the past 30
years'.(Information Source : Cloud 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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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示範講座系列之❹】

儀式╳劇場
12.22 ㊃

19:00-21:00

緩行中的漫舞
地點  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演出團體  無垢舞蹈劇場

時靜佇於三明三暗，以純然肉身與遙遠未
知的事物相搏；有時僅在你、我和他之間，
令言語本難碰觸的形上情感、美學信仰暫揉
絲成線，可以編述表白。
成立十六年的無垢舞蹈劇場 (Legend Lin

的獨特美學，15 年來僅慎重製作了《醮》、《花神

Dance Theatre)，近年來多方嘗試於正式展演

祭》、與《觀》三部和靈性生命相互觀照的作品，

之外、與外界對話的可能，終積累為一內容

皆以最純淨的肢體語言，展露深沉撼人的能量，屢

多元的講座形式：「緩行中的漫舞」─沉緩
了速度，而後有空間，能蘊涵四方靈魂情感。
講座將由無垢資深舞者示範，循藝術總監
林麗珍獨創的身體基本訓練「靜、定、鬆、
沈、緩、勁」，反覆雕塑身體之核心，並安
頓一己心靈於正中，由此延展開舞作的選段。
觀者將偕同經歷當下時空，靜而後動，動又
復靜，在此難得的沉緩靜謐中，走入心靈深
處，覓得生命的無限空間。尺寸山水，時空
轉次，每一秒都是未知的旅程……

次受邀至法、德、西、義等國家演出，在世界舞台
上綻放光彩。

演出團隊介紹 
林麗珍 藝術總監
藝術總監，臺灣重要編舞家之一。早期曾博得「臺灣
舞蹈 界編舞 奇才」之美名， 近年 更屢獲 國際肯 定，
2002 年歐洲最重要的文化藝術電台“arte”評為當今世
界最具代表性的八位編舞家之ㄧ。2005 年以「未曾師
承任何外國舞蹈流派，卻能以自身的生命歷練，融合
藝術與心靈的諦思反省，發展出沉緩細緻的東方身體
美學，與風采凝歛的舞台視覺，展現道地臺灣孕育衍
生的藝術生命力」為由，獲頒第九屆國家文藝獎。

講座內容 
無垢舞作選段表演
無垢美學理念、作品概念講演
選擇輔助呈現：無垢基本動作示範、古物道具服飾
介紹展示等等
Q&A
鄭傑文 無垢舞蹈劇場執行秘書 / 資深舞者

關於無垢舞蹈劇場 
創立於 1995 年的無垢舞蹈劇場，取名自一種極為
高貴的純白絲帛——「白無垢」，以此內斂風華自
許，在藝術總監林麗珍的帶領下始終勤勉於其「靜、

臺灣大學戲劇學碩士

李銘偉 無垢舞蹈劇場資深舞者
臺灣大學戲劇學碩士

定、鬆、沉、緩、勁」的舞蹈功法、講究「動如不

吳明璟 無垢舞蹈劇場資深舞者

動，不動如動」的肢體語彙。這樣根源於臺灣本土

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系畢業（資料提供：無垢舞蹈劇場）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演
表 列
系

s
ce
an
rm
rfo
Pe

Dance Module Seminar Series IV
Ritual x Theatre
Leisurely Dance
Time : Thursday, December 22, from 19:00 to 21:00
Venue : Audiovisual Theater on the 3rd floor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Performer : Legend Lin Dance Theatre
Standing still in calmness, three illuminated and
three in darkness, using the body to express the
contradictory emotions with things unknown.
Sometimes, when the emotions of you, me and
another are beyond language and words, our
faith in art takes over – like making yarn out of
silk filaments – clearly portraying the innermost
thoughts.
Established for 16 years, the Legend Lin Dance
Theatre has not only housed many formal
performances but also developed a multi-faceted
forum based on experiences accumulated from
dialogue with the outside world: "The Leisurely
Dance" portrays the act of slowing down, creating
space to store spiritual thoughts from all around.
At the seminar, senior members of the dance
troupe will present the basic body poses portraying
'tranquility, stability, detente, calmness, graduality,
strength', a series of repeated twists and turns of
the body – all specially developed by Art Director
Lin Lee-chen. Having cultivated a central sense of

calm with these poses, the dancers will create a
dance sequence. The audience will be taken into a
realm of unique experiences of quiet and stillness
followed by motion; this sensation then reversed
with the motion replaced by quiet. In this rare space
of quietude, one wanders into the depths of one's
innermost being and finds that infinite space in life.
Against the physical measures of life, time revolves
and every second represents an unknown journey.
Selected Dances of Legend Lin Dance Theatre
The Artistic Concept of Legend Lin Dance Theatre;
Speech on the Concept of their Productions
Selected presentation: Demonstration of the basic
maneuvers of Legend Lin; props and costumes
reflecting life in ancient times etc
Q&A

Brief on Legend Lin Dance Theatre
Founded in 1995, the Legend Lin Dance Theatre
was named after a high grade pure white silk
called 'Bai Wu Hou' and has since lived up to its
name. Under the tutelage of the Art Director LeeChen LIN, the troupe has continuously honed their
dance poses depicting 'tranquility, stability, detente,
calmness, graduality, strength', portraying a body
language of "Move as in tranquility; tranquility is
yet moving". Leveraging Taiwan's unique native
art, the troupe has in the past 15 years, presented
3 productions themed on the spiritual life called
'Mirrors of Life', 'Anthem to the Fading Flowers'
and 'Song of Pensive Beholding', all performed with
the purest bodily moves exuding a powerful energy
that stimulates the senses. The troupe has been
frequently invited to perform in France, Germany,
Spain, Italy and other countries, lighting up the
dance stages around the world with their unique
performances. (Information Source : Legend Lin
Dance Theatre)
政大藝文中心節目簡介 ⓲ ── ⓳

聽得懂的古典樂―2011 李肇修小提琴獨奏會

然透過傑出演奏者的詮釋及表達，相信可以
讓聽者理解音樂無國界的真義，也相信可以
帶給聽者美好的心靈經驗。
曲目 
韓德爾

D 大調奏嗚曲

德弗扎克

四首浪漫小品

聖桑

序奏與迴旋綺想曲

克萊斯勒

前奏與快板
中國花鼓

柴可夫斯基

冥想曲

韓德爾 / 湯普森

帕薩加利亞舞曲

表演者介紹―李肇修
現任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校長李肇修，1965 年
出生於臺北市。十歲時在贏得臺北市音樂比
賽第一名後，代表臺北市參加舊金山「夏季

11.29 ㊁

19:00-20:30

音樂節」，並擔任獨奏演出。十一歲由日籍
指揮家大澤可直指揮華興交響樂團，擔任布
魯赫《G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Bruch Violin
Concerto in G Minor) 之獨奏者；十三歲則與

地 點  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演出者  小提琴╱李肇修 鋼琴╱鍾曉青

華興弦樂團於荷蘭贏得弦樂團比賽首獎。
東 吳 大 學 畢 業 後 赴 美， 先 後 於 紐 約 曼 哈 頓
音 樂 院 (Manhattan School of Music) 及 紐 約

所有的藝術，其最終的目的，都為使人的生

州 立大學 石溪 分校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活更美好。音樂作為最直接接觸人類心靈的

York at Stony Brook) 獲得碩士與博士學位。

藝術，要使它發揮功能，演奏者如何將音符

1992 年返國，1996 年應漢寶德校長之邀至

化繁為簡，讓聽者能懂，進而使人人能感受

臺南藝術學院，協助成立臺灣第一個七年一

生命的溫度，便是演奏者最重要的工作。本

貫 制 音 樂 系。2003 年 創 立 全 國 首 設 之 鋼 琴

次演出的曲目，雖說是西方作曲家的作品，

伴 奏 合 作 藝 術 研 究 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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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ve Piano)。
2007 年 5 月，李肇修被遴選為國立臺南藝術
大學第三任校長，並於 2011 年獲得連任。
伴奏

鍾曉青

現任國立臺南藝術
大學音樂學系鋼琴
專任副教授

Classical Music that can be understood – 2011
Chao-Hsiu Lee Violin Recital
Time : Tuesday, November 29, from 19:00 to 20:30
Venue : Audiovisual Theater on the 3rd floor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Performer : Violinist/ Chao-Hsiu Lee Pianist/ Grace
Chung
Performance program：

出生於臺北市，５

Handel

Sonata for Violin and Piano in D

歲開始習琴，1989

Major

年獲得全國鋼琴比

Dvorak

Four Romantic Pieces

賽少年組第一名，

Saint-Saens

Introduction and
Rondo Capriccioso

並通過教育部資
賦優異出國進修資

鋼琴╱鍾曉青

格，14 歲即負笈美國深造。先後就讀新英格
蘭音樂學院先修班、費城寇蒂斯音樂學院，

Kreisler

Preludium and Allegro

Kreisler

Tambourin Chinois

Tschikovsky

Meditation

Handel-Thompson Passacaglia

之後取得茱麗亞音樂學院鋼琴演奏碩士及演
奏家文憑，並於 2003 年獲得紐澤西州立大學
(Rutgers University) 音樂藝術博士。
留 美 期 間， 鍾 曉 青 參 加 多 項 鋼 琴 比 賽， 並
獲 得 多 項 殊 榮。 波 士 頓 環 球 報 首 席 樂 評 家
Richard Dyer 曾賦予鍾曉青極高評價：「最
特出的是經由她的力度、音色及自由流露的
節奏而雕塑出來的旋律，以及她對旋律與和
聲微妙交互作用的充分瞭解與運用，幾近完
美。」

The ultimate goal of any form of art is to provide
pleasure and entertainment, enriching one's life.
Music is an art that directly touches the human
soul, and to realize this potential, the musician must
simplify the complex melodies, enabling the listener
to understand it and feel the warmth of life – that
is the calling of the musician. Although the piece
selected for this concert is a Western composition,
the musician has, through his rendition, relayed the
universality of music to his listeners and perhaps
also touched their souls with a pleasant experience.

政大藝文中心節目簡介 ⓴ ── ㉑

實驗版話劇《雷雨》
共同主辦  藝文中心、中國文學系
地

點  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演 出 者  福建人民藝術劇院

父威，亦恥於不倫，日漸疏遠淡漠繁漪，並
移情於被同父異母弟弟周沖所心儀的周家侍
女魯四鳳。繁漪不甘遂決意報復，旋解雇四
鳳並責其母將之領回，孰知四鳳竟是侍萍投

12.05 ㊀

19:00-21:00

河遇救，嫁魯貴所生之女。雷雨之夜，侍萍
與兒子魯大海上周家，尋索棄家逃回周家的
四鳳，四鳳跪稟母親言道已身懷周萍骨肉，
侍萍無奈遂同意二人遠走高飛。窺知一切的
蘩漪氣憤難耐反鎖大門，喚來周樸園，當眾
揭開兄妹亂倫事。駭然奔入風雨驚雷中的四
鳳，與急追呵護的周沖相繼觸電身亡，周萍
亦飲彈自盡。

為紀念中國著名戲劇家曹禺先生誕辰 100 週
年，福建人民藝術劇院重新詮釋曹禺「探討
人性」的經典鉅作《雷雨》，從當代性立場
出發，以多元化和推陳出新為創作路徑，進
行一次忠實於原著精神的改編，以挖掘《雷
雨》與當代社會政治、意識形態與文化結構
中相互親和的意義與價值。實驗版《雷雨》，
將體現劇中人在深陷於崩潰前夜的命運沼
澤中，戮力救贖自我心靈，渴求心靈交流和
溝通的過程，對確認自我及存在價值的追尋
里程。在演出形式上，則透過精神分析式的
演繹、敘述體戲劇的結構樣式，呈現一片寂
天寞地的冷峻感、荒涼感，進而完成對話劇
民族形式化與風格化戲劇美學的一次誠懇訴
求。
劇情簡介 
周樸園曾與周府女僕梅侍萍生下兩子，後
為娶富家女為妻，將產後三天的侍萍攆出門，
侍萍遂抱著小兒子投河自盡。嫁入大礦業主
周樸園公館年僅十七歲的蘩漪，經年遭周樸
園管制，於豪華府邸中度日如年，遂與前妻
之子周萍產生不倫之戀。其後，周萍因懾於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演出團體介紹
1952 年 成 立 的「 福 建 省 話 劇 團 」， 篳 路
藍縷、胼手胝足，深耕厚植、發光東南，抵
1993 年展拓為「福建人民藝術劇院」。半個
多世紀來，培養了許多福建省乃至於中國大
陸有影響的話劇藝術家，創作大量優秀劇目
並相繼獲國家級獎項。
導演簡歷 
陳大聯

一級導演。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
師從於中國戲劇教育家、導演藝術家徐曉鐘
先生，獲多次國家級獎項、近 10 次省級優秀
導演獎。多次擔任福建省文藝系列高級職稱
評定委員會委員。曾應邀導演國立臺灣戲曲
學院京劇團之跨
界 實 驗 歌 劇《 桃
花 扇 》， 與 廈 門
歌子戲團的戲曲
實 驗 劇 場《 孟 姜
女 哭 長 城 》， 甚
受臺灣劇界矚目
與討論。

Synopsis
Zhou PuYuan had two sons with Mei ShiPing, a
servant in the Zhou residence. He then sent the
young mother who had given birth just three days
prior, away so that he could marry the daughter of
a wealthy family. Devastated, ShiPing committed
suicide by jumping into a river with her younger
son. Married into the wealthy mining Zhou family
at age 17, FanYi was constantly under the control of
Zhou PuYuan and was extremely unhappy although
she lived in an elegant mansion surrounded by

演
表 列
系

To commemorate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China's
renowned dramatist Cao Yu, the FuJian people's
Arts theatre have revised his famous classic
"Thunderstorm" from his collection "Searching
for Human Nature", presenting the story with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and a diversely
innovative approach. This revision seeks to present
the essence of the original classic, reflecting the
values and meaning of life within the infrastructure
of socio-politics, ideology and culture of the era
of "Thunderstorm". The experimental drama
"Thunderstorm" depicts the efforts of the characters
who had been caught in the quagmire of destiny
trying to redeem their souls,
hoping to find th e true
value of their existence.
As for the presentation
style, the story is told
through an interpretation of
psychoanalysis, portraying
the cold loneliness of desertion, taking a further
step towards a sincere attempt to transform classical
drama into a stylized art form for the bigger public.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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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Drama “Thundersotrm＂
Time : Monday, December 5, from 19:00 to 21:00
Venue : Audiovisual Theater on the 3rd floor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The Organizer : Art & Culture Center、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Performer : FuJian people's Arts theatre

servants. She eventually had an incestuous
affair with Zhou Ping, the son of Zhou's
former wife. Later, being threatened by his father
and tormented by guilt over the incestuous affair,
Zhou Ping stayed away from FanYi and directed his
affection to Lu SiFeng, an in-residence servant who
had already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his half-brother
Zhou Chong. Rejected and upset, FanYi took out
her resentment on SiFeng and fired her, asking her
mother to come pick her up. It was only then that
she found that SiFeng was the daughter of ShiPing
and the man who had rescued her from the river
when she tried to commit suicide many years ago.
On a thunderous rainy night, ShiPing and her son
Lu DaHai went to the Zhou residence to look for
SiFeng who had fled back there after having been
taken away. SiFeng kneeled and confessed to her
mother that she was pregnant with Zhou Ping's
child. ShiPing had no choice but to agree to help
them elope. FanYi discovered the plan and locked
the main door before summoning Zhou PuYuan
and announcing publicly
that the pair was involved
in an incestuous affair.
SiFeng ran away in the
thunderous rain, chased by
Zhou Chong. Both were
struck dead by lightning
while Zhou Ping committed suicide with a gun.
Brief on the Drama Troupe
Founded in 1952 and originally called the "FuJian
Province Drama Group", the troupe worked
extremely hard, reaching out to the grassroots
of community and overseas. In 1993, the troupe
expanded and became known as the "FuJian
People's Arts Theatre". For the past 50 years, the
troupe has coached and mentored FuJian residents
who have influenced and contributed greatly to
China's drama and the arts, developing many
excellent productions and continuously earning
national accol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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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 精選影片巡迴放映

「揮灑豪氣 優游人生」
新生電影院
09.28 ㊂
18:30-21:10

阿敏的樂章
Amin

影片結束後，將進行學者專家映後座談。


主辦單位  國立臺灣美術館
協辦單位  藝文中心
放映地點  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映後座談
與談人︱劉長政
現任本校阿拉伯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英國杜倫大學中東與伊斯蘭研究中心博士

 引言
不知道進入政大的你，懷抱著什麼樣的理想
來到這裡？
本學期新生影展系列以「揮灑豪氣 優游人
生」為主題，精選了 2011 年臺灣國際紀錄片
雙年展影片：《阿敏的樂章》、《聖與罪》
及《乘著光影旅行》等三部影片，無論是《阿
敏的樂章》主角阿敏致力於將面臨消失的民

瓜須蓋是伊朗南方的一個遊牧民族，他們有

族音樂傳入西方；或是《聖與罪》訪談影片

自己獨特的語言、文化和藝術傳統，但在快

主角陳映真這位臺灣名作家的片段；以及《乘

速的現代化與都市化的壓力下，這個獨特族

著光影旅行》李屏賓將生命中的分分秒秒獻

群的文化正快速地消失中。本片主角阿敏來

給了電影的堅定意念，都在光影流動、影片

自瓜須蓋，是一位才華洋溢的小提琴家，他

細膩刻畫中展現無遺。

有志將家鄉的民族音樂引入西方樂壇，證明

你呢？是否也有著自己的理想？大學生活對

音樂無國界。傳統文化的傳承，就有賴阿敏

你而言是如此陌生，未來的日子充滿了挑戰，

這樣珍惜文化的年輕藝術家了。

你可能會害怕，有時也難免退縮，但是未經
焠煉磨難，那裡懂得珍惜成長的可貴，就如

│國別：加拿大、伊朗、南韓

片中主角們也都是憑藉著對理想的堅持，才

│年代：2010

獲得豐碩的成果。希望本系列影片後帶給大

│影片長度：120 分鐘

家共鳴，也希望能激發大家的豪情壯志，闖

│導演： 沙辛．帕哈米

出個人的一片天。（撰文∕公行三 廖家欣 藝文中

│分級：普遍級

心義工工作室電影組）

│獲獎記錄：2010 TIDF「亞洲獎」優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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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9 ㊃

19:00-21:00

聖與罪―陳映真文學
與人生救贖

│國別：臺灣

Saint and Sinner

│導演：朱全斌

│年代：2009
│影片長度：104 分鐘

陳映真是臺灣著名的作家，他的小說從社會
主義觀點反映了臺灣 60 年來社會發展，以及
政治、經濟的變化。本片以史料圖像、戲劇、
動畫來介紹作家的一生，再現他重要作品中
的片段，並且訪問多位不同世代的臺灣當代
知名文化人物，探討陳映真的人生理念如何
落實在文字與行動中，同時強調他在臺灣當
代文學中不可忽略的文化旗手位置。

09.30 ㊄

19:00-20:30

乘著光影旅行
Let the Wind Carry Me

攝影師李屏賓永遠往前跑，從這個地方到那
個地方，從這部電影到那部電影，用生命中
的時時刻刻換取影片裡的分分秒秒。一秒 24
格，光影流動，片中記錄的是他與臺灣電影
的淵源情感，他對攝影的思索與投入，多年
來豐碩的工作成果，以及長繫心頭的家人親
情。如風的節奏，呼應著他作品的特質，也
彷彿他生活中不斷旅行、工作的頻率。
│國別：臺灣
│年代：2009
│影片長度：88 分鐘
│導演：姜秀瓊 , 關本良
│獲獎記錄：2010TIDF「國際長片競賽」優等獎、「臺灣類」觀眾票選獎
政大藝文中心節目簡介 ㉔ ── ㉕

文學大師系列影展
主辦單位  傳播學院
協辦單位  藝文中心
放映地點  傳院劇場
策展人  王亞維（廣電系助理教授）
四月的一個炎熱的午後，傳播學院的鍾蔚
文院長跟我閒聊起最近文藝界的盛事―「他

座談，也當作是給新生一個別緻的見面禮，
這是影展舉辦的由來。

們在島嶼寫作―文學大師系列電影」在院線

台灣在過去十幾年曾製作過不少有關文學

上演，我們都看了一部有關文學家王文興的

家的優秀紀錄片，可惜的是，前述作品大多

紀錄片，之後便興致勃勃地談到年輕時候的

以電視市場為主要場域，規格與發行都受限。

文學閱讀，印證起影片中種種深刻的文學意

而這次影展的六部影片則屬於電影等級。企

涵與人文精神，白髮蒼蒼的教授眼睛裡不時

業家童子賢的投資讓導演們有更充裕的時間

露 出 了 激 動 的 光 芒， 突 然 間， 我 們 都 明 白

拍攝，每部片子的製作都在兩年以上，同時

文學家與作品如何對我們的生命所激起的昇

賦予製作團隊更大的創意空間，更高音畫品

華，那個力量至今猶在，而這些啟蒙的種子

質的要求與更不受限的長片思維，因此這次

必須帶進校園，帶給學子。

六位文學大師與紀錄片作者的相遇，是文字

影片發行公司的玉華經理是我多年的好

與影像創造力相互輝映的新釀，是藝術家對

友，影展總監耿瑜是自己的學妹，幾通電話，

藝術家生命的深刻探問，是一次美麗又激動

在院長與乃華助教的支持下，這個在文學家

心靈的旅程。的確，這些文學家都與我們生

紀錄片影展很快就在政大辦起來。這次影展

活在同一個島嶼上，我們有時不免以島民的

的六部作品分別是 「雨地 林海音」（導演

眼光相看，當紀錄片飛到世界各地回看他們，

楊力州）、「化城再來人 周夢蝶」（導演陳

我們才知道原來大師們是全球華人社會共有

傳興）、「逍遙遊 余光中」( 導演陳懷恩 )、

的瑰寶，也是世界文學中的寶貴資產。

「如霧起時 鄭愁予」（導演陳
傳興）、「尋找背海的人 王文
興」（導演林靖傑）與「朝向
一首詩的完成 楊牧」( 導演溫
知儀 ) 。尤其，溫知儀是政大
廣電系的校友，我與玉華便商
請知儀帶著她的作品在五月底
先到政大來做全國校園的首映
與座談，作為九月份正式影展
的前導，然後在這學期開學後，
連續每週三晚上放映其他五部
片子，再邀其他導演們來映後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其實，台灣在華人社會之中人文底蘊深厚，
文學創作隊伍龐大，創作量多元豐富，文學
獎眾多，文學家有著特殊的地位，而文學閱

09.21 ㊂

19:00-21:30

兩地―林海音
Home in Two Cities


讀人口龐大。雖然有人感歎今不如昔，但我

與談人︱楊力州（導演）

覺得這個傳統一直是在的，只是年輕的生命
需要被引介與啟發，傳統便可藉以延續，這
六部片子則架起了很好的橋樑。它們連結六
位文學大師跨越幾個世代的生命狀態，承接
五四時期新文學運動乃至於國外的文化衝擊；
文學家們來自不同地域的中華大地，因為歷
史因緣而寫作於於斯島，塑造了今日華文世
界的面貌。執導的導演們說，因為參與拍攝
計劃，讓他們經歷的是＂從未感受到的豐富、
震撼的旅程＂，作為觀眾，我們也有興得以＂
親炙＂這些偉大的創作心靈。
正如同其他藝術品一樣，文學與影像最後
奧義都必須要有讀者 ( 觀眾 ) 的參與與扣問才
算真正的完成。 珍貴的是，你來了，這個旅
程由此而開始，風光明媚，山高水長。（撰
文 / 王亞維）
王亞維 簡歷
政治大學助理教授，資深電視節目製作人。
出生於台灣高雄，美國波士頓大學電影碩士，
歷任電視導播、紀錄片導演與製作人。曾任

52min
北京城南的英子，到了台北城南，變成文
壇不可或缺的「林先生」。《兩地》從林海
音「雙鄉」的特殊身份切入，隨著女兒夏祖
麗娓娓道來的聲線，走入她的書桌、生活圈、
編輯台，特殊年代裡的風聲鶴唳與擔當，以
及那一塊奮力開拓的純文學園圃。也因為性
格與文字裡的廣大與親切，林海音的文學作
品跨越時空，成為兩岸人共有的閱讀記憶。
她是寫作者的朋友，更是戰後台灣文學從襁
褓到成熟，那無私勇敢的母親。
林海音（1918-2001）擔任「聯副」主編期
間（1953-1963），抵抗政治壓抑的風氣，發
掘了林懷民、七等生、黃春明、鄭清文、鍾
理和等新人，創辦「純文學」出版社。林海
音家的客廳是「是半個台灣文壇」，文壇尊
稱她為「林先生」。1960 年《城南舊事》出
版，寫北京城南的童年，奠定了林海音在文
學界的傳世地位。

公共電視台企劃部經理，節目部經理，原住
民族電視台顧問。

導演 楊力州
持續以紀錄片關注台灣人自
我的主體性。擺脫嚴肅的刻
板印象，以趣味的手法吸引
觀眾；同時勇於批判社會制
度，大膽揭露情感。曾獲金
馬獎、金穗獎及日本、瑞士等國際紀錄片獎
項。新作《被遺忘的時光》、《青春啦啦隊》
大獲好評。
政大藝文中心節目簡介 ㉖ ── ㉗

09.28 ㊂

19:00-21:30

逍遙遊―余光中
The Untrammeled
Traveler


與談人︱陳懷恩（導演）

10.05 ㊂

19:00-21:30

―王文興

The Man behind the Book


75min

尋找背海的人

與談人︱林靖傑（導演）

《台北電影節 媒體推薦獎》

歸來了，那曾經遠射

103min

天狼星，學徐霞客遊

每一夜，小說家和他自己搏鬥，在斗室內，

歷八方，目光矍鑠的

像挖掘壕溝那樣地起運著胸膛內的土……。

焚鶴人。他說，西子

《尋找背海的人》以年輕小說家尋覓的蹤跡，

灣是他最後的歸宿。

串起王文興的文學生涯。圖書館內密排的書

《逍遙遊》跟隨余光

架，校園參差的花樹與歧路，對藝術的敏銳

中夫婦的遊屐，牽引出詩人的鄉愁、文學啟

感受和一己之見，猶如雕鑿精神的棗核那樣，

蒙、寫作風格與文壇交遊，更可見其走過中

精工地將情思翻譯為記號，再翻譯為文字。

西思潮交會澎湃的歲月，找尋屬於自己的聲

王文興展現了一個信守文字信仰、珍重對待

音。在那些鏗鏘的思維與文句壘疊起來的生

寫作、以緩慢換取深刻的文學身影。

命史中，余光中最後把身心都託付給島嶼南

王文興（1939-）和台灣大學外文系同學白

方的海灣，和夫人一起，靜靜陪伴對方的燭

先勇、歐陽子、陳若曦等人，於 1960 年創辦

光。

《現代文學》。代表作《家變》1973 年出版，

余光中（1928-），美國愛荷華大學藝術碩士。

被認為是「離經叛道」的「異端」。顏元叔

曾任教香港 11 年，對香港當代文學影響深

認為此書「文字之創新，臨即感之強勁，人

刻。80 年代中期返台於高雄中山大學任教迄

情刻劃之真實，細節抉擇之精審，筆觸之細

今。作品列入各地華文教科書，詩句曾為文

膩含蓄等方面，使它成 中國近代小說少數的

化媒介反覆引用，堪稱兩岸三地文學界最有

傑作之一」。前後歷時二十五年完成的《背

影響力的一人。其文學資源兼自中西，其詩

海的人》上下冊發表後，再度受到文壇矚目，

注重音樂性，散文則幽默博學。亦為六十年

咸認為將現代主義美學推到了極端。目前正

代以降台灣多場重要文學文化論爭的參與者。

在著手新作，完成時間不可期。

導演 陳懷恩

導演 林靖傑

台灣新電影的第一波。二十

早期小說及散文作品，曾獲

多年來，與楊德昌侯孝賢等

得時報文學獎散文首獎與

多位台灣知名導演合作，擁

聯合報小說新人獎首獎。其

有多方面的電影才華，作品超過百部。2007

沉穩的電影作品更是亞太影

《練習曲》自己編劇、導演、攝影，不但票

展、台北電影節、金馬獎、金穗獎的得獎常

房亮眼，更引發全台單車環島熱潮。

客。2007 年《最遙遠的距離》獲得威尼斯影
展「國際影評人週最佳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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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㊂

19:00-21:30

化城再來人
―周夢蝶

10.19 ㊂

19:00-21:30

如霧起時
―鄭愁予

The Coming of Tulku

Port of Mists





導演︱陳傳興



與談人︱楊順清（監製）

與談人︱陳傳興（導演）

165min
莊周夢蝶，無有虛實。詩人在紅塵中夢想
脫俗，於露電裡捕捉永恆。《化城再來人》
借用佛經典故，以周夢蝶的一天隱喻其一生
中的風景，從日常中穿插映射其思維、修行、
寫作，試圖重現昔年武昌街氣氛、書攤的孤

85min

獨國，追索病痛帶來的改變與啟發、幾次生

是誰傳下這詩人的行業？且聽那宇宙的遊

命裡的流徙與意義，最後具現為那不負如來
不負卿的悟與情。

子，在夢土上為你朗讀――
《如霧起時》以鄭愁予同名詩作為嚮導，

周 夢 蝶（1921-），1959 年 起 在 台 北 武 昌

從已然失落的第一本詩集，切入詩人的生命。

街明星咖啡屋前擺書攤維生，成為 60、70 年

曾在港口工作、熟稔於水手與離別，煮酒焚

代台北重要的文化街景。直至 1980 年，因

葉星座聚首的燙熱年代，到愛荷華時期的衝

胃疾而結束 21 年的書攤生涯。其國學底蘊豐

激，以及任教於耶魯後的靜定與博觀，他始

厚，詩中喜愛用典，深受佛經影響，引禪意

終守著這美的行業，高高舉起風燈，在世界

入詩，詩風韻致纏綿。寫對人對景對物之相

的臉上鑲嵌光影。

思，無不透露一份慎重。詩中固然有「雪中

鄭愁予（1933-），成名甚早，〈錯誤〉、

取火，鑄火為雪」的深烈，卻也願意化身街

〈賦別〉等作數十年來傳誦不衰。2005 年落

角的一片落葉，「帶我的生生世世來為你遮

籍金門，是金門一大盛事。早期詩作因為心

雨」。

懷故土，家國之情與流放意識濃厚。70 年代
以後，流浪情懷不復，語言節奏感逐漸放鬆。
近三十年來鄭愁予詩以文人情懷與現實餘裕
為基礎，想像與體悟翻上一層，顯示一種他
人難以模仿的情調，雖無早期的浪漫詠嘆，卻
更為顯示技巧的爐火純青。

導演 陳傳興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學院語言學博士，行人出版社創辦人，主持翻譯《精神分
析辭彙》。拍攝紀錄片包括有《移民》、《阿坤》、《鄭在東》、《姚一葦口述史》等。屢
應各大國際研討會之邀，發表影像方面論文，其特出觀點及論述，每每引起學者熱烈迴響。
「文學大師系列影展」之觀眾注意事項：請上本校聯合報名系統報名
政大藝文中心節目簡介 ㉘ ── ㉙

休閒影展

Recreational Film Festival

★ 影展主題│

抉擇

Decision

策展團隊  藝文中心義工工作室電影組
放映地點  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放映時間及片名 
10.20 ㊃ 19:00-20:30 偽鈔風暴
11.28 ㊀ 19:00-20:30 天堂不遠
12.06 ㊁ 19:00-21:00 我也愛你
12.14 ㊂ 19:00-21:00 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

 引言
人生是一連串的選擇。小至晚餐吃什麼、明
天穿什麼衣服去上課上班；大至升學、就業、
婚姻、生兒育女，這些抉擇主宰了人的一生。
有人說人生如戲，電影反映著真實人生，透

10.20 ㊃

19:00-20:30

偽鈔風暴
The Counterfeiters

過不同題材、不同主角的劇情，或許可以找
到自己的影子，透過影片分享感動，發現自

│國別：奧地利

己一點也不孤單！

│年代：2008

本學期藝文中心以「抉擇」為主題，精選了

│影片長度：98 分鐘

四部來自不同國家的電影，包括改編自史上

│導演：史蒂芬羅茲威斯

最大偽幣製造真實事件，德國

│語言：德語

奧地利的《偽

鈔風暴》；榮獲坎城影展金棕櫚獎，泰國的
《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關於唐氏症感人

│獲獎紀錄：2008 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柏林影展金熊獎與 German Film Awards 金獎

肺腑西班牙的《我也愛你》；最後則是奧斯
卡最佳外語片提名，阿拉伯的《天堂不遠》。
這四部影片將帶領您以不同的視野來看待生
命與死亡議題、感受不同族群的人生，體驗
人生抉擇的百態！（撰文
電二

公行三 俞文婕 廣

彭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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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賞「新生電影院＆休閒影展」之觀眾注意事項：
※ 免線上報名，依到場序於開演前 30 分鐘開放刷證進
場，席滿為止。
※ 全程參與之校內公務人員，依片長可登錄終身學習
紀錄 2 小時；學生則登錄全人系統活動紀錄 2 小時。

11.28 ㊀

19:00-20:30

天堂不遠
Paradise Now

│國別：以色列│年代：2005 │影片長度：
87 分鐘│導演：漢尼．阿布阿薩德│語言：
阿拉伯語、英語│獲獎紀錄：第 63 屆 金球
獎最佳外語片、第 55 屆柏林影展藍天使獎、
第 10 屆臺北電影節觀摩片│

我也愛你
Me, too

12.06 ㊁

19:00-21:00

│國別：西班牙│年代：2009 │影片長度：
103 分鐘│導演：安東尼奧納哈羅、艾瓦羅
帕斯特│語言：西班牙語│獲獎紀錄：2009
西班牙聖塞巴斯蒂安影展最佳男主角及最佳
女主角、2010 西班牙歌雅獎最佳女主角及最
佳原創曲目、2010 西班牙演員工會最佳女主
角獎│

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
Uncle Boonmee Who Can
Recall His Past Lives

12.14 ㊂

19:00-21:00

│ 國 別： 泰 國 │ 年 代：2010 │ 影 片 長 度：
114 分鐘│導演：阿比查邦韋
· 拉斯塔古│語言：
泰語│獲獎紀錄：63 屆坎城影展最佳影片金
棕櫚獎 、2010 金馬國際影展閉幕片、2011
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泰國代表│
政大藝文中心節目簡介 ㉚ ── ㉛

身體工作坊

Capoeira Martial Art and Dance Brazil

「卡波耶拉」工作坊―巴西風情之武術與舞蹈
時間 10 月 20 日 12:00-13:30
地點  藝文中心 1 樓 101 舞蹈教室
講師  Cristiane Santiago

在葡萄牙語裡，卡波耶拉 (Capoeira) 通常還

堂課結合音樂、樂器、武術、舞蹈之跨界藝

包含玩遊戲、戰鬥、耍弄的意味。也有人中

術形式，不僅提供現場示範教學，也將可以

譯為「巴西戰舞」，是一種融合傳統舞蹈藝

觀賞到原汁原味的巴西教師道地演出。

術與武術動作的運動，近幾年在臺灣逐漸興
起，其結合舞蹈、音樂、歌唱、樂器演奏等
形式，不僅是一種高含氧運動，更可以在過
程中品味巴西風情的音樂與文化。
「卡波耶拉」源自巴西，大致從 1970 年代起，

 參考網站：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y3XGREwZb4
※ 報名
採網路報名，限本校師生參加，計 50 名，於 10 月 1

在世人的認知中，「卡波耶拉」的演出通常

日起開放本校聯合報名系統登錄報名，報名狀態為「確

就是帶著劇場式的誇張、特技與武術的呈現。

認」者，於活動當日依到場順序核證入場。恕不受理

本次所邀請巴西講師 Cristiane Santiago 在臺
灣已建立了一個極為空前及成功的課程 。本

舞動身體工作坊
時間 11 月 24 日 ㊃ 19:00-21:00
12 月 01 日 ㊃ 19:00-21:00
12 月 08 日 ㊃ 19:00-21:00
地點  藝文中心一樓 101 舞蹈室
講師  關愛（屏風表演班行政部製作課課長）
劇場中的演員訓練，從觀察力、專注力到想
像力、創造力，無一不是從生活取材，從你
我周遭中發現。透過這些遊戲，再次打破框
架，回歸單純，重新面對生活、面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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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報名或候補，開放玻璃牆外觀摩課程進行狀況。
全程參與之公務人員可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紀錄 1
小時」；學生則登錄全人系統活動紀錄 1 小時。

舞動身體
工作坊

1 11.24 ㊃ 19:00-21:00

 工作坊報名注意事項：

我們生活裡扮演的小技巧

※ 本活動可單場次或系列報名，每場次參加人數以 30

每天的生活 不同的角色轉換
學生 兒女 情人 兄弟 姐妹

人為限。
※ 開放對象：本校教職員工生。
※ 活動前 2 週之週一起開放本校聯合報名系統登錄報
名。

生活即舞台

※ 聯絡或諮詢：02-29393091 轉分機 62059。

聚光燈下 你 正扮演那個角色呢
課程目標│專注力、語言投射力
課程規劃│基礎暖身

※ 全程參與之公務人員，可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
紀錄 2 小時」；學生則登錄全人系統活動紀錄 2 小時。

語 言 不 是 語 言、

Wish、Energy Pass、干擾練習

2 12.01 ㊃ 19:00-21:00
趁我們還年輕
打破身體慣性
尋找 開發屬於自己的肢體語言
瞬間的爆發 創造的驚喜
你 就是那獨一無二
課程目標│肢體即興與開發
課程規劃│ 基礎暖身

肢體開發、動作的連

結、移動的創意、Model Show

3 12.08 ㊃ 19:00-21:00
那些敢想而不敢做的事
開啟你遺忘已久的創造力
滾動你休憩已久的思緒
轉換角度 從心開始
發現自己 想像起飛
課程目標│創意與想像能力
課程規劃│ 基礎暖身

殺手、電器行、大眾

空間、AB 對話
政大藝文中心節目簡介 ㉜ ── ㉝

流離路上的民謠對話
2011 民歌行動論壇
Folk in Action 2011 Forum
2011.09.20-09.30

論壇系列活動
1 09.21 ㊂ - 09.22 ㊃ 10:00-18:00
專題演講與對話

主辦單位 
政大傳播學院「大眾文化與流行音樂課程」
FolkACT Asia
補助單位 
行政院新聞局
協辦單位 
政大藝文中心
政大創意實驗室
政大 × 書院
埃及 El Mastaba 音樂中心
中國土地與歌論壇
流浪之歌音樂節
芬蘭音樂資訊中心 (FIMIC)
活動地點 
政大藝文中心藝文走廊
政大創意實驗室
政大藝文中心視聽館
論壇主視覺 
劉慶元作品《現場》

藝文中心四樓藝文走廊（每一場次限額 100
名，採網路報名，開放現場候補）

2 09.20 ㊁ - 09.30 ㊄
週一至五 09:00-17:00
魏籽的聲音圖像個展
藝文中心五樓藝文空間

3 09.21 ㊂ 19:00-21:00
音樂視覺化的方法─魏籽創意工作坊
藝文中心三樓創意實驗室 （限額 20 名，採
網路報名，開放現場候補）

4 09.23 ㊄ 19:00-21:30
ㄍㄚˋ 民謠─開學音樂會
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演出樂人：Jiri Plocek（捷克）、鍾玉鳳（臺
灣）、謝杰廷（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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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k in Action 2011 Forum

之一 專題演講與對話
地點  藝文中心四樓藝文走廊

❶ 09.21 ㊂
10:00-12:00 流離路上的民謠對話
講者：鍾永豐（臺灣詩人）
12:15-12:45 午餐樂集
13:00-14:30 紅歌時代的抗爭：大陸民謠與搖滾在紅色威權主旋律下的噪音
講者：張曉舟（中國 esquire 雜誌總主筆）
14:50-16:20 小國民歌通往世界的路徑
芬蘭西貝流士音樂學院民謠系
16:40-18:00 對話

❷ 09.22 ㊃
10:00-12:00 圖畫在唱歌――從聲音到視覺創意的實驗
講者：魏籽（中國視覺藝術工作者）
12:15-12:45 午餐樂集
13:00-14:30 歐洲的心跳 -- 捷克民謠音樂的傳統與現況
講者：Jiri Plocek（捷克樂評人）
14:50-16:20 民歌與茉莉花革命―― El Mastaba 音樂中心的多元角色
講者：Zakaria Ibrahim （埃及 El Mastaba 音樂中心創辦人）
16:40-18:00 對話
※ 更多活動詳細資訊，請至「大眾文化與流行音樂課程」部落格 http://popnccu.blogspot.com
※ 論壇暨系列活動採網路報名，9.1 ㊃ 起開放本校聯合報名系統登錄。
※ 論壇場地座位有限，每一場次限 100 人，依報名時間順序額滿為止。
※ 全程參與之校內公務人員，每一場次（不含午餐樂集、對話）可登錄終身學習紀錄 2 小時；
    學生則登錄全人系統活動紀錄 2 小時。
政大藝文中心節目簡介 ㉞ ── ㉟

之二 聲音圖像專輯
音樂視覺化的方法─魏籽創意工作坊
時間 09.21 ㊂ 19:00-21:00
地點  藝文中心三樓創意實驗室

魏籽的聲音圖像個展

（限額 20 名，採網路報名，開放現場候補）

時間 09.20 ㊁ 至 09.30 ㊄ 09:00-17:00
週六·日不開放
地點  藝文中心五樓藝文空間

魏籽 Wei Zi
魏 籽 來 自 中 國 深 圳， 是
近年來最讓人驚艷的平
面藝術創作者。她的平
面作品，視覺意象飽滿，
具人文精神與深度。她堅持
原創的手工感，以手繪與手製圖像作為主題
視覺，絕不使用電腦圖像。
魏籽擅長以視覺傳遞聲音創作本質，填補樂
人抽象語言不足表達的影像感，卻又能節制
於設計者的位置。她的創作過程，充滿音樂
性與節奏感，以色彩、喻意、線條、材質、
空間、象徵等，做為音符鋪陳圖像。曾為崔
健、王磊、陳昇、 Sainkho Namtchylak 、大
竹研等樂人設計展演海報及音樂專輯實品。
平面設計外，魏籽也嘗試其他的視覺創作，
「魏籽的聲音圖像個展」由魏籽親自擔綱展

如裝置與空間設計等。她與中國樂評人涂飛

場設計，展出個人平面及裝置藝術代表作品，

共同創建的「舊天堂」，以書、音樂、藝術

邀請喜愛音樂及設計的朋友，一同由視覺發

作品、生活，建造了一個充滿趣味與美感，

想、品味聽覺。

卻毫不做作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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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 ㄍㄚˋ民謠─開學音樂會
Folk in Action ─ School Opening Concert
時間 09.23 ㊄ 19:00-21:30
地點  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限額 250 名，採網路報名，另開放現場保留名額及候補）

演出樂人：
Jiri Plocek（捷克）

鍾玉鳳（臺灣）

捷克廣播節目製作人、2011 民歌行動論壇講者
Jiri Plocek 自小受草根藍調（bluegrass）音樂薰
陶，長大成為一名曼陀林樂手，其演奏技巧在
捷克的草根藍調樂界首屈一指，於 1995 年組成
的茶草樂團（Teagrass）也在捷克樂團界奠下一
定的基礎。 草根藍調雖源於美國，卻在捷克與
斯洛伐克紮下另一種根基，結出不同於源頭的
音樂果實。近年來 Plocek 不僅跟隨民族音樂學
者聶洽斯（Jaromir Necas）遍尋摩拉維亞民歌
聲音資料與文獻，更從田野工作的成果中篩選
特色古調，將其重新編曲，積極投入傳統摩拉
維亞民歌的採錄、後製與出版。

「大眾文化與流行音樂課程」音樂創作與製作
導師
青年琵琶演奏家，現任佛光大學講師，長期從
事音樂演奏與教學工作，擔任國內知名演藝團
隊「忘樂小集」的琵琶獨奏。並屢受邀至歐美
各國演出，備受佳評。其演奏曲目全面，文武
兼擅，悠游於傳統與現代之間，對樂曲的詮釋，
在優越的技巧與豐沛感性的加持下，莫不面貌
獨具。近來亦嘗試創作琵琶新曲，為國內極具
潛力的優質琵琶演奏家。

大竹研 Ken Ohtake（日本）
大眾文化與流行音樂課程 音樂創作與製作講師
1974 年生於日本。高中時代接觸電吉他和熱門
音樂，大學時代開始觸類旁通搖滾、爵士、民謠
等各式樂種，近幾年潛心鑽研木吉他演奏技巧，
並與沖繩民謠大師平安隆 (Takashi Hirayasu)、
客家創作樂人林生祥搭檔合作。大竹研透過對
音樂理性的拆解與分析，佐以原音彈撥，卻發
揮較插電效果器更富想像力的音響效果，提煉
出創新的音樂能量 。2010 年發行創作專輯《I
Must Have Been There》（似曾至此）。

音樂會注意事項：
※ 本音樂會場次開放網路報名 200 名（「大眾文化與
流行音樂課程」學員優先），現場保留名額 50 名，另
依網路報名未到場人數增加候補名額。
※ 開演前 30 分鐘開放報名確認者入場；開演前 15 分
鐘開放現場排隊及候補名額，依排隊順序進場，席滿
為止。
※ 全程參與之校內公務人員，每一場次可登錄終身學
習紀錄 2 小時；學生則登錄全人系統活動紀錄 2 小時。

政大藝文中心節目簡介 ㊱ ── ㊲

部分師資簡介

【生活美學講堂】

從生活美學出發，演講者分別就各自擅長
之學習經歷與職場經驗，以個案分享方式
進行。包含主題發想、企劃過程、專案執
行到成果評估。了解如何從獨特的生活風
格中，喚醒您的美感 DNA，讓美力成為
政大人的軟實力。

上課時間  每週三 16:10 - 18:00
上課地點  舜文大講堂
藝文中心·富邦藝術基金會共同策畫

09.21

劉 軒

Ph. D2

10.05

林崇傑

舊建築新故事─一個城市的再生

10.12

翁美慧

細節，建構美的基礎

10.19

馮 宇

那些年我們經歷 2535

10.26

胡朝聖

藝術在你左右─公共藝術與城市美學

11.02

張嘉倫

角色產業

11.23

黃寶萍

探鎖台灣的現代美術現場

11.30

吳世家

品牌，不只是顯示性財貨

12.07

葉怡蘭

在味蕾的國度享樂飛行

12.14

黃子佼

全方位藝能

* 講堂上課時間暨報名方式，請見藝文中心 2011 秋季
節目網頁 http://artist.nccu.edu.tw/2011fall
* 主辦單位保留講座內容調整之權利 , 若有變動將於網
站公告。

結合幻想與瘋狂的都市寓言—【出氣

筒】

日期 ：10 0. 10 .25（ 二），19：00 - 2 0：3 0
地點：藝文中心大禮堂
主辦：文學院
協辦：商學院、外語學院、藝文中心
演出：表演工作坊
編劇：李登雅
導演：丁乃箏
演員：時一修、阿肯（曾信裕）、富晨軒
一個失業很久、前途茫然的年輕人（小張），因為偶然
的機緣，莫名其妙當起富商名流的「私家出氣筒」。小
張看著這些脫下面具的男男女女，在花錢雇來的出氣筒
面前張牙舞爪、自曝其短，才發現…
一齣節奏快速，充滿奇想的現代浮士德寓言，忠實呈現
當代都市人集體的瘋狂與壓抑！！

※售票相關資訊：請詳文學院網頁http://www.la.nccu.edu.tw/main.php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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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臺北東區當代藝術展
政大續展 10.12-11.18

主辦單位│政治大學藝文中心 • 財團法人富邦藝術基金會
贊助單位│富邦金控 • 富邦保險
特別感謝│財團法人邱再興文教基金會 鳳甲美術館

 活動總覽

粉樂町開幕茶會
時間 10.12 ㊂ 12:30-13:30
地點  藝文中心五樓藝文空間
粉樂町展覽

10.12 ㊂ -11.18 ㊄
時間  配合各展點開放時間
地點  校園各展點
教育推廣活動
藝術家面對面系列
粉樂工作坊
粉樂町導覽
校園藝術種子培訓

活動名稱

日期

校園藝術種子招募

09.14 ㊂ -09.15 ㊃

09:00-17:00

社團聯展攤位區

開幕茶會

10.12 ㊂

12:30-13:30

藝中藝文空間

展覽

10.12 ㊂ -11.18 ㊄

依各展點開放時間 校園各展點

粉樂工作坊

10.21 ㊄

14:10-16:00

藝中藝文走廊

藝術家面對面系列 1 10.27 ㊃

19:30-20:30

藝中藝文走廊

藝術家面對面系列 2 11.02 ㊂

19:30-20:30

藝中創意實驗室

11.05 ㊅

09:00-17:00

包種茶節攤位區

當代藝術校園推廣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時間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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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璨藝百年

A Glorious Century of Art

Light up 彼此，開啟合作營造共榮

─Lighting up each other. Looking forward to a blossoming collaboration.

臺灣進入百年是值得紀念的時刻，在臺北

可貴的是政大開放的學風與具有遠見的師

東區完成近 70 天的展覽後，「粉樂町」將部

長，主動為學涯安排了與藝術遇見的可能，

份展品進駐校區，在校區的空間內呈現無牆

也認同了藝術介入之後可能造成的話題，得

美術館的親近模式、並且透過學校的系統進

以在第一時間用專業的引導與說明轉換對於

行教育推廣與討論，為期一個月的展出，我

美 或 藝 術 的 認 知， 沒 有 對 錯 只 有 喜 好 是 首

們預料要在撤離校園的時刻，「粉樂町」的

先對於藝術的態度！再次感謝所有於其中溝

影響力才會正式發燒，過程和「粉樂町」進

通、協調與促成的每一位夥伴，每一個關鍵

入東區店家一樣，往往當下所存在的並不具

性的協助與信任，讓基金會更有信心堅持夢

備真正的價值，但當這一切消失在生活當中

想，今年再度走訪校園！

時，相對比照之後才會了解有藝術存在的趣
味與重要，我們又再次預習了藝術特有的渲
染力與滲透力！
去年起由政大藝文中心所引薦進入校園的
「粉樂町」當代藝術展，以一種慣常的特性

接納不同的觀點，不一樣的媒材應用，更
多對於尊重與欣賞他人的學習是超越展覽本
身的，美學的素養來自於生活也來自於對生
命禮讚對自然臣服的心，今年就讓我們學習
為照亮他人而點亮自己，light up ！

與可親的藝術方式走進政大校園，對於基金

Last year, NCCU Art and Culture Center introduced
Very Fun Park into the school premise as an
approachable form of art. It is our mission at Fubon

會而言，提供創作者展演的機會與能見度是
使命，讓觀者在與藝術遇見有所體會是工作
方向，每一種回應都是下一步方向的調整，

2011 臺北東區當代藝術展 政大續展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This year marks the centennial anniversary for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is a benchmark
worthy of celebration. After a successful ten-week
exhibition in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Taipei, Very Fun
Park will relocate a portion of the exhibits to NCCU
school ground as scheduled. The exhibition on
campus will be one without walls, allowing viewers
to examine the pieces up-close and personal. With
the help of the campus information system, the
pieces will be widely promoted and will set the
stage for educational discussions. Meanwhile, we
expect Very Fun Park on campus to garner similar
results as our previous three month stint in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Taipei. Many displays sparked
interest only after its removal from the various sites.
It is not uncommon to neglect the value of an art
piece currently on display until the piece is no
longer present. It is only when it disappears from
our everyday life that we begin to reminisce the
fun and impact it had on our lives. Once again, the
extraordinary power and ubiquity of art manifests
itself before our very eyes!

富邦藝術基金會執行長

Art Foundation to provide a stage for artists to
display their talent and to gain recognition. It is
also our goal to set the platform for an emotional
outreach between art and viewers. We welcome

all feedback as they serve as reminders for
future adjustment. We also appreciate the open
attitude and the help from the visionary faculty
at NCCU, who have taken the initiative to create
the artistic environment and for foreseeing the
ensuing debates and discussions to provide
timely instructions to steer the viewers towards an
appropriate understanding for and attitude towards
the exhibition; to recognize that art knows no right
or wrong, only likes and dislikes. I hereby thank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who has contributed to
making this event possible. It is your crucial support
and trust that has instilled faith in us at Fubon Art
Foundation to uphold our ideals and revisit the
campus this year!
The value of embracing different perspectives,
experimenting with different forms of art media,
and having a greater respect and appreciation for
others transcends the exhibition per se. A sense of
aesthetics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day-to-day living,
but also represents an utmost respect for life and
nature. Let us learn to ignite our fire and let it shine
on others. Light up!

Maggie Tsai, Fubon Art Foundation CEO
政大藝文中心節目簡介 ❹ ── ❺

VERY FUN PARK

2011 臺北東區當代藝術展

政大續展

展覽介紹
10.12 ㊂ -11/18 ㊄
時間  配合各展點開放時間
地點  校園各展點
更詳盡的訊息，如預約導覽方式、集章兌獎等活動說明，請參閱導覽地圖，或至活動網站點閱。
（由政大首頁右方「藝文中心節目」即可連結）。

服務中心  A. 山下區 電算中心藝廊 @1F
B. 山上區 藝文中心藝文空間 @5F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17:00
參展藝術家：（依姓名筆畫排序）
王九思、王福瑞、吳季璁、彤雅立 + 王榆鈞、松枝悠希（日籍）、許暋盛、陳淑強、莊瑞豪 +
盧袗雲、游如意、黃沛瑩、黃馨鈺、劉文瑄、劉柏村、Leonid Tishkov（俄籍）

「愛 百納」政大共同創作者：（計 47 位，依姓名筆畫排序）
王

俊、王宣文、王雪貞、朱千惠、何珮珊、李文豪、李宛霖、周

暢、林芷儀、林瑞芳、

林筱晴、林顯達、邱育羚、邱郁婷、柯盈如、洪嘉伶、胡季欣、徐新嵐、徐瑋伶、張劭筠、
張庭珂、張嫚秦、張麗霜、莊偲暐、莊韻潔、郭亭君、陳月霞、陳宇軒、陳年舜、陳玟均、
陳亮穎、陳思宇、陳盈君、陳祈安、曾靖之、馮樺筠、黃巧慧、楊淑安、楊詠心、楊馥華、
葉筱伶、詹話字、鄭侑青、盧亭佑、蕭郁蓉、韓明愷、蘇由由

感謝場地協辦單位：總務處事務組、電算中心、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圖書館、政大書院、
數位內容碩士學位學程、創意實驗室、水岸咖啡屋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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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續展

❶ 無法停止的捲捲捲

❸狀態的發生與發生的狀態 ❹ 臺北天空

Can't stop Rolling it Up!

Status and Happening

線象 × 象限 Line × Quadrant
枯木 結構 Withered Tree . Structural
一間一線 Every Once in a Wire

劉文瑄 Mia Wen-Hsuan Liu
水彩紙、壓克力顏料、墨汁、鋁板
藝文中心 藝文空間
週一至週五 09:00-17:00

下的情感自然
流 洩。」 她 喜
歡 自 由 塗 畫
(Drawing)， 而
許多塗畫的靈

藝文中心 2 樓木平台 / 舜文大講堂前
每週 7 天 1 天 24 小時

藝文中心 藝文空間

的創作著力於

並放任創作當

竹

植物、金屬線 、複合媒材

剖 析 道：「 我

人的視覺經驗

許暋盛 Hsu, Min-Sheng

陳淑強 Chen, Shu-Chiang

劉文瑄自我

開創有趣而動

The Sky of Taipei

❷ PERSONA

週一至週五 09:00-17:00
「某些感覺潛藏我心中，也許是事件的遺

王九思 Jeffrey Wang

跡，或情感思想的殘骸在時間沉澱後以混沌

回收丹寧褲軟雕塑、攝影

的姿態浮現，盤旋在我心靈的上空。」

藝文中心 藝文空間
週一至週五 09:00-17:00
丹寧有一種設計感也無法掩蓋的強烈個性

陳淑強喜歡使用自然材質創作，當看見一
棵枯萎的樹時，總是感覺到某種違和感，枯
萎的狀態使它立刻被視覺解析出來，也因為

首都臺北，美夢之都，圓夢之地，多少異

它蘊含著「時間」的象徵，使藝術家無法離

鄉遊子，離鄉背井，奔赴來此，為的就是要

感來自承載媒材的本身的特性與獨特美感。

─純粹的原創精神，因此時尚攝影藝術家王

有時媒材又進一步引發了裝置的想像，在不

九思以「保持丹寧原汁原味」的精神為出發

斷思考與實驗探索後，她展開了一系列超越

點，捨去精雕細琢、放下服裝設計的技巧，

宙的一種表徵，當它生命發展停止時，那驅

二度平面的塗畫作品－「裝置塗畫」(Drawing

以維持材質本身最自然的狀態，將「牛仔褲」

策並供給生命的能量所在，留下了一個極微

Installation)。

作品以太陽、月亮、雲的造型竹編裝置，

視為獨特的物件，創作出四個作品，以分別

小的殘骸或塵埃，像是片段時間記憶的快照。

想表達的是，忙碌的你在追逐功名的過程中，

表現人們外顯與內在的真實個性。

我服從那召喚，服膺於現存的質地，適度的

有多久不曾悠閒躺在草地上，仰望臺北的天

無法停止的捲捲捲這件作品正起始於一張

開視線。
藝術家表示：「每個自然物件都是混沌宇

在各行各業中發光發熱，出人頭地、圓其夢
想，於是夜以繼日的投入生活戰場，追求那
永遠追求不完的目標。

平面塗畫，透過比例放大的方法畫在 144 張

以丹寧作為形塑個性的物質元素，在純粹

全開水彩紙上，接著加以裁切、捲曲、黏貼

造形的雕塑與內在性格的展現上的轉換，素

於鋁板上，拼接出一件大尺寸作品。捲曲的

材本身其實已經給了強烈的張力。因此，王

紙片之間形構了陰影，而陰影也成視覺元素，

希望不要忘記當初心中的光與熱，暫停腳

九思以「不破壞」為前提進行製作—沒有車

與作品融為一體。近一些、遠一點，觀者藉

步吧，抬頭看看天空，享受陽光的洗禮，照

縫、沒有剪裁、沒有拆解，而將所有回收的

由調整觀賞距離，在巨觀與微觀之間，二度

去所有陰暗的層面，讓微風、白雲、洗滌你

牛仔褲，以原件再形結構、類似軟雕塑的方

平面與三度立體各自不同的特質也在觀者的

忙碌的心靈，在月光下牽起心愛人的手來段

式呈現。

午夜漫步。

位移中轉換，體驗到複合而豐富的視覺經驗。

表達自我的回應，如同呼應它一般。」

空，細看白雲蒼狗的嬉戲追逐？有多久不曾
好好的放鬆自己，與天上明月對話？

如果光點代表希望，一個光點、是光點，
一片光點、是臺北！

2011 臺北東區當代藝術展
政大續展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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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續展

❼ 流．政大

❺ 邊地微光

Borderland's Dawn

彤雅立、王榆鈞

明山小徑，邊地微光。

Tong Yali & Wang,Yujun

詩人與音聲創作人，文字與音聲的交遇，

詩與聲音裝置

擺盪思緒，形成流動不居的邊地創作，將紙

藝文中心

本的詩集幻化成書寫與聲音的空間。

博雅書房

Flowing ∙ NCCU

黃沛瀅 Huang, Pei-Ying

行政大樓二樓大廳

複合媒材裝置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黃沛瀅的創作擅長以細膩的氣質
與手法，透過豐富多元的媒材來呈
現濃厚的情境氛圍、與充滿雙生趣
味現象的女性思維視界。她希望作

彤雅立往返臺北與柏林，書寫邊地，在詩

週一至週五 11:00-19:00
週六、週日 11:00-17:00

品不只是陳列擺設，而是具有強烈

句之中鑿出時代女性的刻痕。《邊地微光》

的生命和自主性，不受人為的空間

是她的第一本詩集。寫作主題涵蓋長期關注

規範與限制，如一奇妙物種，不斷

的邊境思維、性別越界、夢境與日常，以及

將繁衍的觸角蔓延開來，深邃內斂

所有關於生命的印記。

卻又充滿戲劇張力，讓人彷彿見識

音聲創作者王榆鈞期待與其他不同創作媒

到生命充滿無限的能量和豐沛奧妙

介有更多對話的空間，這次以詩集《邊地微

的本質。

光》為主題，進行詩聲音的創作與再創作，
展現詩歌與聲音的實驗美學，目的在於使觀
者看見一處詩意的空間，走入詩聲音的邊地。

❻美人圖

Portrait of Seven Beauties
鐵製的美人，抽象化的形式，
線條曲繞貫穿整體。七個不同
造形的人物依序排列，因其結
構性的組成，即使姿態各異，

劉柏村 Liu, Po-Chun

❽ 愛，百納

Quilt with Love

校內教職員與學生們齊心投入，讓愛在丹寧

游如意 Sophia Yu

藍的襯托下以各種形式表白，透過手感讓愛

鐵

Levi's® 回收牛仔褲、線、布料

的想像力回溫，一份份拼整出動人的樣貌。

四維堂與噴水池間廣場

水岸咖啡屋

每週 7 天 1 天 24 小時

週一至週日 08:00-21:00
全球知名的丹寧品牌 Levi's® 在 2011 年推
出 Eco Love 的主張。

依然傳遞和諧一致的藝術表

ECO = RECYCLE（回收）、REUSE（再利

現。在流動線條的穿引下，人

用）、RECREATION（再創造），期望透過

物肢體各展變化與細節，形就

結合藝術與民眾參與，讓丹寧精神除了堅韌

虛實、律動、節奏的空間感知。

耐用、風格活力外，展現出環保與再利用的

局部誇飾放大的片段組成了整

巧思。「袋，我回家」計劃利用褲後口袋的

體，強調在形塑人物的過程中，

製作作品，是一份貼心失智者的巧思，一份

所能展現金屬造形最大的延展

來自分享與關懷的心意，讓受照顧的家庭多

與自由。

一份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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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百納」活動透過網路、校園和民眾
串聯縫合，特別是在本校藝文中心號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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❾ 好心球人

Good Heart Man

❿ 聲碟

Sound Disc

⓫ 鐵絲網
Wire II

⓬ This is EXIT
松枝悠希

莊瑞豪、盧袗雲

王福瑞

吳季璁

Matsueda, Yuki

Owne Chuang & Cloud Lu

Wang, Fujui

Wu, Chi-Tsung

PET 塑膠、壓克力、LED 燈

複合媒材

聲音裝置

金屬、玻璃、壓克力

中正圖書館大廳

藝文中心 大廳

電算中心 藝廊

藝文中心

週一至週日 08:00-22:00

週一至週五 08:00-22:00
週六、週日 08:00-17:00

週一至週五 08:00-22:00

數位藝術中心

週一至週五 09:00-17:00
財團法人邱再興文教基金會 鳳甲美術館藏品
Permanent collection of Honggah Museum

「好心球人」採用回收的富邦舊制服拆剪
編織而成。作品主題來自一個好心愛地球的

一圈在原地週而復始轉動的鐵絲網、一組

球人負責把地球的回收物資扛在身上，透過

機具，《鐵絲網 II》的組成很單純，卻創造

腳下的鏡面反射，我們能看到他帶著笑臉肩

出無限深入的影像空間。作品中的機具除了

負這個重大的使命。

功能性的產生影像和暴露自身結構外，還隱

同是八月出生的創意人莊瑞豪與盧袗雲將

含著某種象徵或隱喻。

自己的工作是命名為「兩個八月」，象徵他

《鐵網 II》為系列續作，從作品名稱中便

們對設計的熱愛就像八月太陽一般炙熱，他

可見到端倪，然而影像風格卻與《鐵網 I》迥

們堅持將生命與感動融入創作，並藉由各式

異，若《鐵網 I》的視覺風格如同南宋山水畫

各樣的媒介尋求人與設計之間的可能性。公

中煙嵐縹緲的情境，《鐵網 II》也許更近於

因為父母在日本經營印刷公司，從小松枝

司成立至今獲得多次國內外設計獎項，並參

「電腦資料已成為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

與各類型展覽發表創作，跨足流行服飾、家

部份，不論任何原因使得硬碟資料遭受破壞，

飾、工業、空間設計與藝術，在多方向的嘗

雖未造成肉體的傷害，卻使我們產生失去記

試與挑戰下，對於設計展現獨特的見解與思

憶、或腦部喪失功能般的創傷。」

維。

基於人對電腦的特殊情感，以及對電腦硬
碟記憶破壞的失落感，《聲碟》抒發著對逝
去記憶的捕捉與遺憾。這件作品是以麥克風
與電腦硬碟音圈隨機不斷的中斷、並發出不
同音量產生迴授的聲音裝置。

松枝悠希將平面圖案 3D 立體化呈現，表
達出一種「不可能發生的狀態」。

北宋時期的大山大水。藝術家表示：「也許

悠希對印刷儀器和立體造型物的興趣就比平

用水墨情境來談自己的作品太過危險，可能

面形式濃厚許多，但不可避免，他記憶中對

會被概念化的草率對待，不過還是要坦承，

於顏色與審美自然深受父母影響，藝術家也

對影像空間的構思，最初來自傳統水墨裝裱

希望能透過作品克服印刷行業的限制，呈現

型制中的捲軸。」

出一種平面無法觸及的趣味。
他的作品輕巧的顛覆我們對日常生活物件
的看法，從平面到立體的轉換，把記憶中褪
色的物件召喚出來，讓觀眾嘴角忍不住揚起
微笑。

《聲碟》是無數以聲音大小為層次的點狀
聲音所組成，它像是我們數位時代高速大量
資訊的流動，卻又以 0 與 1 簡單的形式所構
成；大量隨機的點狀聲音，發出對於流失的
記憶的嗚咽！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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⓭ Private Moon
里奧尼．堤胥可夫

有一天晚上，月亮開始和一個男人共處一
室。
剛開始，月亮只願意倚靠在男人的屋頂上，

粉樂町開幕茶會
Very-Fun Opening Ceremony

Leonid Tishkov

後來男人小心翼翼的背著月亮，讓她來到溫

時間 10.12 ㊂ 12:30-13:30

壓克力、LED 燈

暖的室內，甚至躺在她的身邊，和她蓋同一

地點  藝文中心五樓藝文空間

會賢亭（道藩樓前楓香步道上）
或百年樓前池塘

條毯子入眠。

每週 7 天 1 天 24 小時

男人帶著濃情密意照顧月亮聽起來像是一

粉樂校園座談

個浪漫的故事，或是一種幻覺。但是對藝術
家而言，這種浪漫的錯覺背後隱喻的是他對
俄羅斯開放後轉向資本主義、崇尚金錢的幻
滅；這種帶有超現實的創作風格正是堤胥可
夫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所在。
Tishkov 1953 年生於俄羅斯烏拉山區的小
村，活躍於莫斯科的觀念藝術圈，近十年作
品主要以裝置、攝影與錄像為主。

⓮ 如果有件事是重要的
What if it matters

黃馨鈺 Huang, Hsin-Yu

塑料、花器、培植土
藝文中心 創意實驗室

藝術家面對面系列①
時間 10.27 ㊃ 19:30-20:30
地點  藝文中心藝文走廊
藝術家  兩個八月

藝術家面對面系列②
時間 11.02 ㊂ 19:30-20:30
地點  藝文中心創意實驗室
藝術家  王榆鈞

兩個出生在八月的大男孩，因為工作認識，

遊走於音樂、劇場、影像與文學的創作人，

偕伴去日本唸書，五年的留學生涯，兩人不

持續在跨界合作裡嘗試以音樂與他者對話。

僅在日港臺三地頻獲設計獎項，更因彼此對

個人創作收錄於概念 EP 凹 / 卡夫卡不插電合

於設計的理念契合，2005 年回臺後，便成立

輯 Vol.2 / 測量、擁抱或撫 2007 年臺北詩歌

了「兩個八月創意設計」。

節詩歌專輯。在藝術家面對面系列中，來到

這個年輕的雙人設計團隊，如何在設計夢與

校園現場，近距離讓我們用聲音與音樂拼成

現實中建立起屬於自己的平衡點？將在藝文

記憶中一幕幕的場景。

中心和我們分享他們的創作歷程和生命經
驗。

週一至週日 08:00-17:00

「藝術家面對面」報名與進場注意事項：

「對於生物困難重重的生存課題，我們

1. 活動兩週前之週一起開放本校聯合報名系統登錄報

除了落實關懷外，若還有一件最重要的，
就是要對未來充滿信心！」
她在模型上置入一株株的植物，讓每隻
隱身綠葉中的動物，都在綠意盎然的包覆

名，報名狀態為「確認」者，於活動當日依到場順
序核證入場，並得參與有獎徵答或抽籤活動。演講
開始後進場者，視同現場候補者，恕不開放參與。
2. 全程參與之校內公務人員，可登錄終身學習紀錄 1
小時；學生則登錄全人系統活動紀錄 1 小時。

下，承載著生命力與希望，建築物一隅因
此寧靜了下來，浮現出一個想像的烏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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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樂町導覽

校園藝術種子培訓

導覽期間 10.12 ㊂ -11.18 ㊄
①「定時導覽」：每週固定時間由固定導覽人員定時帶領導覽行程。
② 團體預約導覽：提供團體提前預約導覽行程。
詳細辦法請上藝文中心活動網站查詢，諮詢電話 : 02-2939-3091#63392

校園藝術種子─粉樂志工限額精選 40 名
正式成為粉樂志工那日起，一直到畢業離開校園，都將是藝術種子的萌芽期…
將有機會與藝術家一起經歷創作過程，與許多藝術同好一同瞭解、分享當代藝術的趣味，並學
習如何成為一位藝術導覽員，進一步將藝術的美帶給師長、朋友以及整個校園。
全程參與的藝術種子，將獲得今年度豐富的粉樂紀念品，活動結束後可取得藝文中心導覽專

粉樂工作坊

業工讀生資格、2012 年粉樂町免複試的參與資格，並視服務內容獲頒「2011 粉樂町政大續展
藝術志工」或「2011 粉樂町政大續展 展覽導覽員」證書。

復古新時尚．輕 OL 創意穿搭
地點  藝文中心 藝文走廊

網路招募期間  開學日前 -09.16 ㊄

日期 10.21 ㊄ 14:10-16:00
主講人 《with 與妳時尚國際中文版》時尚編輯群 × 流行達人
就像「粉樂町」當代藝術展所存在與傳統藝術一樣具有亙古流傳價值的藝術特質，在新舊媒材
與創意的接合間找到平衡，就讓富邦粉樂町與最了解 OL 流行裝扮風格的《with 與妳時尚國際
中文版》，教你以實用的復古時髦技巧穿搭法，把你的學院派百褶裙、古典圓點襯衫、甜美可
愛瑪麗珍鞋…等復古商品、經由穿搭巧思，重新躍身流行舞台。

現場報名 09.14 ㊂、09.15 ㊃，社團聯合招生活動「藝文中心」攤位
甄選方式  詳見招募公告
培訓時間 09.21 ㊂ 19:00-21:00
09.22 ㊃ 19:00-21:00
10.01 ㊅ 13:30-17:00

培訓地點  藝文中心藝文走廊 @ 4F

★ 參與講座者請自備 3-5 樣復古風格衣物及配件，以便進行穿搭變身實例教學。

報名注意事項：
1. 活動兩週前之週二（10.11）起開放本校聯合報名系統登錄報
名，報名狀態為「確認」者，於活動當日依到場順序核證入場，
恕不開放現場候補或旁聽參與。
2. 全程參與之校內公務人員，可登錄終身學習紀錄 2 小時；學生
則登錄全人系統活動紀錄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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