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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總覽 02-03

Facebook【政大藝文中心】粉絲專頁．專業分享

序曲 04-05

藝文中心為了同步分享即時藝文新訊，已於 Facebook 成立粉絲專頁！本校教職員可以
直接在 iNCCU 上「Facebook」直接瀏覽及掌握最新藝文資訊與活動快報。也邀請愛藝

楚戈紀念畫展暨當代藝術發展研討會 06-15

者上網搜尋關鍵字【政大藝文中心】(http://www.facebook.com/nccuarts) 並加入。

表演系列 16-27
有相之聲—校長有請藝文之夜

Come Click "Like" on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s
FACEBOOK Fan Page

相聲示範講座—當傳統遇上創新

In order to let everyone obtain ﬁrst hand art and culture information,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has established a fan page on
Facebook! If you want to keep in touch with the latest information on
art and culture events, search for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on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nccuarts) and click "Like".

梨園情宴─福建文化寶島校園行

迴盪的迷宮
木偶戲─孫悟空大鬧水晶宮
大耳朵 遊世界－聽聲影說故事 28-31
2012 公視假日電影院 32-35
生活美學講堂 36-37
古琴藝術之美

目錄
▓ 藝文中心場館開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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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
·Facebook 粉絲專頁：「政大藝文中心」（http://
www.facebook.com/nccuarts）
·電子郵件：nccuarts@nccu.edu.tw

封面作品 藝術家 楚戈《日輝月華》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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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藝文中心節目簡介

 活動總覽

★藝文中心星空廣場(大禮堂前)

◎ 10.03 三 19:00 - 20:50

大耳朵遊世界 聲影&音樂工作坊Ⅱ

★藝文中心星空廣場(大禮堂前)

◎ 10.04 四 19:00 - 20:30

大耳朵遊世界 音樂工作坊

★藝文中心星空廣場(大禮堂前)

◎ 10.11 四 19:30 - 21:00 表演系列 相聲示範講座—當傳統遇上創新

★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 10.16 二 19:30 - 21:00 表演系列 有相之聲—校長有請藝文之夜

★藝文中心大禮堂

◎ 10.17 三 19:00 - 21:00 電影系列 《生命紀念冊》

★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 10.19 - 11.30

★校園各展點

展覽系列 2012 粉樂町政大續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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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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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 10.30 二 19:00 - 20:30 電影系列 《你現在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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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3 二 19:00 - 20:30 電影系列 《十七號出入口》

12

Dec.

◎ 12.08 – 102.01.04 展覽系列 楚戈紀念畫展暨當代藝術發展研討會

★藝文中心五樓藝文空間

◎ 12.12 三 19:00 - 20:00 表演系列 木偶戲─孫悟空大鬧水晶宮

★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月

◎ 12.26 三 19:00 - 20:30

★藝文中心二樓舜文大講堂

生活美學講堂 安藤忠雄的建築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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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大耳朵遊世界 聲影&音樂工作坊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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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耳朵遊世界 音樂影像館

◎ 10.02 二 19:00 -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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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10.01 一 19:00 -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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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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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存摺 Aesthetic Bankbook

活動總覽

參加本學期各項活動觀眾注意事項：（大禮堂場次直接參閱該場次相關說明）
※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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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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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場順序入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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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館「表演系列」節目另設「藝享專案」，每場次保留 20 個席次供校外年長或不慣使用網路報名者以電話
或電子郵件方式進行報名。（02-2939-3091 轉 63392 或 E-mail to artist@nccu.edu.tw）。上述兩項報名確認
者最遲必須於公告開演前 15 分鐘抵達入場隊伍；逾時者視同遲到，必須改至後補區排隊入場。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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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Nov.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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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2 五 19:30 - 21:00

表演系列 迴盪的迷宮

★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 11.07 三 19:00 - 20:30

電影系列《錄鬼簿》

★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 11.13 二 19:00 - 21:30

表演系列 梨園情宴—福建文化寶島校園行

★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 11.28 三 19:00 - 20:30

生活美學講堂 古琴藝術之美

★藝文中心二樓舜文大講堂

※ 每場次場外設有「年長者與本校師長等候入場區」；非憑票入場之場次保留部分前排席次為師長席，保留至節
目開演前 10 分鐘，之後開放已入場觀眾自由遞補。
※ 全程參與之校內公務人員／學生，可登錄終身學習紀錄 1-2 小時／全人系統活動紀錄 1-2 小時。（請於散場時
於會場外刷卡或紙本簽名認證）
※ 為尊重演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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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 適合觀賞年齡：除「12.12 ( 三 ) 木偶戲孫悟空大鬧水晶宮」外，適合觀賞年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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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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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場次禁止飲食、攝影、照相或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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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文中心門市，
兌換美式或拿鐵中杯咖啡一杯。兌換期間至 102.01.31 止。（主辦單位保留活動異動權）

Appreciate a Collection of Artwork over a Cup of Coffee
Inviting all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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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 & Culture Center during this semester will receive a
stamp at the exit services stand. An accumulation of 5 stamps will entitle you the pass holder to a free medium sized
Americana or latte at the 7-11 located at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retail stop. This offer expires on 2013/01/31.

本活動贊助單位：政大藝文中心門市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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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

Walking

―藝術總監∕黃巧慧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Poetry walks with words. History walks with the
past. Greatness walks with meekness. Walking
walks with walking." This is a section of Chu Ko's
Journey, which announces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s autumn program in 2012.

「詩用文字行走，歷史用過去行走，偉大
用卑微行走，行走用行走行走。」
這是詩人楚戈《行程》中的片段，藝文中
心 2012 年秋季行腳的開端。
行腳之一：藝術用浪漫行走
楚戈，本名袁德星，是詩人、畫家、藝評
家、故宮的青銅器專家，臺灣 60 年代現代藝
術運動的核心人物之一。去年三月以八十高
齡辭世，留下許多精彩豐富的創作。在其生
前好友、本校中文系尉天驄教授的引薦下，
藝文中心與「財團法人楚戈藝術文化基金會」
將在十二月共同主辦「楚戈紀念畫展」及「當
代藝術發展研討會」，以紀念這位浪漫獨特、
無法歸類的跨界藝術家。
行腳之二：故事用聲影行走
「音樂圖像系列」由傳播學院鍾適芳老師
策畫的「大耳朵遊世界―聽聲影說故事」，
邀請來自德國、印度、印尼、愛爾蘭、以色
列各地的音樂工作者，從聲音工程、創作與
技法、光影裝置等面向，以工作坊或示範演
出的形式，在水岸旁的星空廣場，讓流浪世
界各地的音樂旅人與觀眾深度對話，聽藝術
家如何用聲音與影像描繪音樂的故事。
電影系列是由公共電視主辦的「2012 公視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假日電影院」，挑選了「生命紀念冊」、「十七
號出入口」、「你現在在哪？」、「錄鬼簿」
等四部年輕導演的作品。
行腳之三：傳統用堅毅行走
表演系列邀請「吳兆南相聲劇藝社」、台
北木偶劇團、福建梨園戲實驗劇團，從相聲、
偶劇及梨園戲的中國傳統藝術中，嘗試創新
的表演形式。「迴盪的迷宮」，結合影像、
音樂、裝置、肢體舞蹈的跨領域多媒體舞台
作品，是近年來積極參與國際展演交流的交
大跨領域團隊今年的最新作品。
行腳之四：經典用時間行走
生活美學講堂特別邀請到策畫「儒苑琴聲
―校園古琴音樂會系列」、引起校園古琴風
潮的淡江大學葉紹國教授，以深入淺出的方
式介紹古琴藝術的內涵。此外，隨著校內重
大公共建築的啟動，建築美學是校園內值得
關注的議題。日本建築大師安藤忠雄在台灣
的第一棟實體建築―「亞洲大學藝術館」預
計在年底落成，亞洲大學副校長劉育東教授
將以第一手的實踐經驗，剖析這段十年的安
藤建築之路以及大師的建築美學。
如 果 行 走 是 一 種 美 學 與 態 度，2012 年 秋
天，在政大，我們練習用美感行走。

Journey 1: Art walks with romantic deeds
Chu Ko, aka Yuan Te-Hsing, is a poet, painter, art
critic, and bronze vessel specialist at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n addition, he was also a core
person of Taiwan's modern art movement in the
1970s. In March 2011, he died at the age of eighty,
leaving us many exciting works. Recommended
by Professor Yu Tien-Tsun, his old frien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in NCCU,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will sponsor the Chu Ko Memorial Art
Exhibition and the Confer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Art in collaboration with Chu Ko
Culture and Arts Foundation to commemorate this
romantic, unique cross-over artist.

chosen from the 2012 PTS Holiday Cinema.
Journey 3: Tradition walks with determination
In the performance series, we invited Wu Zhao
Nan Xiang Sheng & Theater Association, Taipei
Puppet Theater, and The Fujian Pear Garden
Opera Experimental Theatre to venture in new
performance style by experimenting with different
form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arts, such as standup comedy,puppet show, and pear garden opera.
Meanwhile, "An Endless Labyrinth" is a crossover
multimedia show that integrates images, music,
installation art, and physical dance. It is the
latest work of TransArt NCTU, which is active
i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perform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Journey 4: The classic walks with time

In the "Travelling with Ears - Stories of Sound and
Light" in "The Art & Music" series projected by Ms.
Chung Shefong of the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Lecture of life aesthetics, we have invited
the renowned GuQin player – Profess Yeh ShaoKuo of Tamkang University to perform in the
Taiwan Campus GuQin Performance Tour 2012
to introduce the art of GuQin in a comprehensive
manner. In addition, with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public architecture on campus, architectural

she invited musicians from Germany, India,
Indonesia, Ireland, and Israel in the production
of this album. In workshops, she provides the
opportunities for wandering artists to converse with
the audience in the Starry Plaza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In the venue, the artists will tell stories
with sound and images with the means of sound
engineering, creative methods, and the installations
of light and shadow.

aesthetic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us. On
this occasion, we have invited Professor Yu-Tung
Liu, the Vice President of Asia University, to tell us
ﬁrsthand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ﬁrst building –
"The Art Museum of the Asia University" designed
by the world-class Japanese architect Andō Tadao.
In his speech, Professor Liu is going to explore
Tadao's trajectory and aesthetic in his architecture
in the past decade.

In the film series, the movies - "The Life Book,"
"Seventeen," "Where are you," and "The list of
Immortals" directed by four young directors are

If walking is an aesthetic and attitude, then let us
practice walking with a sense of beauty in the
autumn of 2012 at NCCU.

Journey 2: The story walks with art and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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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8 ㊅ ─ 01.04 ㊄

楚戈紀念畫展暨當代藝術發展研討會

展覽活動

Chu Ko Memorial Art Exhibition and the Confer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Art

楚戈紀念畫展

12.08 ㊅─ 102.01.04 ㊄

暨當代藝術發展研討會
對一個歷經生命挑戰而始終無懼的勇者，任何的褒貶，實均無以撼動其沛然旺盛的創作狂
熱。楚戈只是在其傳奇的生命歷程中，再創一個又一個令人嘖舌的傳奇，而且尚未停息。
――藝術評論家 蕭瓊瑞

◆ 展覽資訊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楚戈文化藝術基金會、藝文中心
展覽期間︱101.12.08 ㊅ - 102.01.04 ㊄
 展覽地點︱藝文中心五樓藝文空間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 11:00-18:00 週六 11:00-17:00


◆ 開幕茶會
活動時間︱101.12.08 ㊅ 10:00-10:30
 活動地點︱藝文中心五樓藝文空間


◆ 當代藝術發展研討會



活動時間︱101.12.08 ㊅ 11:00-18:00
活動地點︱藝文中心舜文大講堂

楚戈，在戰後臺灣現代藝壇，集文學、評論、研究、創作於一身，是少有的類型；
但更重要的，是他將所有領域，形成「吾道一以貫之」的思想體系又帶優游行走的瀟
灑，這是其他藝術家所無以得見的一種傑出成就。」，去年三月楚戈以八十高齡過世，
為了弘揚楚戈生前致力藝術創作，並全力推廣現代藝術與中華文化的理念，本中心特地
與「財團法人楚戈文化藝術基金會」特地共同舉辦楚戈藝術紀念展以及系列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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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 Ko Memorial Art Exhibition and the
Confer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Art
The Host: Chu Ko Culture and Arts Foundation, Art
& Culture Center
Time: December 8- January 04 Monday- Friday
11:00 to 18:00, Saturday from 11:00 to 17:00
Venue: Art Gallery on the 5F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Opening Ceremony
Time: Saturday, December 8, from 10:00 to 10:30
Venue: Art Gallery on the 5F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The Confer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Art
Time: Saturday, December 8, from 11:00 to 18:00
Venue: Shun-wen Auditorum on the 2nd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In post WWII Taiwan,Chu Ko was an artist
that did not ﬁt into any category.Sometimes,
he wrote and published essays.At other times,
he was passionate in writing poetry,drawing
illustrations,writing criticism,studying
antiques,painting water-ink paintings,
engraving,and even making installation art
with robes.In the end,he engaged in oil
painting.For people in literary circles,they did
not agree with his writings because he did
not receive any formal training. They thought
he was just scribbling like a lonely Zen
practitioner.Beyond everyone's expectation,
his essays were vivid and authentic;his poems,
dense and imagistic.Scholars did not agree
with him because he lacked formal academic
training.They denigrated him because most
of his arguments were subjective.However,
his studies of the patterns in the antiques
surpassed those criticism deduced from
careful examination.With all his efforts,he
created a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cultural
system all by himself. His Dragon's History

was recommended by Nils Göran David
Malmqvist,a renowned Sweden Sinologist,as
a masterpiece that symbolized the end of
the"giant's"era,written by a knowledgeable
and learned Confucian. Some artists did not
agree with him because they thought his
Chinese water-ink painting to be straight
and unreﬁned, and not professional enough.
However, his unprofessional skills allowed
him to paint great paintings that surpassed
even professionally trained painters.
In the post WWII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Chu
Ko was a prominent figure that was
accomplished in literature,criticism,academic
research,and painting. More importantly,he
excelled in all these ﬁelds with a systematic
thought and his unrestrained character. Such
achievements could hardly be accomplished
by other artists.In March 2011,Chu Ko died
at the age of eighty.In order to publicize his
passion in artistic creation and enthusiasm
in promoting modern art and Chinese
culture, our center has collaborated with
the Chu Ko Cultural and Art Foundation to
sponsor related activities and this memorial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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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戈紀念畫展
Exhibition Details
Time: December 8- January 4, 2013
Opening Time: Monday- Friday,11:00 to 18:00.
Saturday 11:00 to 17:00
Venue: Art Gallery on the 5F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 展覽資訊
展覽期間︱101.12.08 ㊅ - 102.01.04 ㊄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 11:00-18:00
週六 11:00-17:00
 展覽地點︱藝文中心五樓藝文空間



在楚戈的藝文創作中，繪畫可說是他最早
接觸也是最晚成的藝術創作，他曾說：「我
並沒有甚麼野心，繪畫與寫詩只是為了消遣
自己，為了消除自己對現實不合理事物的激
烈反應。在我的年輕時代，讀書、繪畫和寫
詩，使我沒有走向絕路。這些對我而言就是
一種自我的實踐。」或許如此，楚戈的繪畫
不為創作而創作，自由隨性，綻放著一種怡
然自得的玩耍心態，他喜歡隨心、隨性偶然
的去創作。不拘形式的運用生活中如海綿、
報紙，油漆刷等等的任何材料，大膽的運用
色彩，畫水墨、作陶瓷、也畫油畫、並把繩
子變成直立的雕花，甚至像孩童般的撕貼色
紙，他多彩多姿的繪畫領域，洋溢著熱情奔
放，訴說著他對生命的眷顧和珍愛。然而「不
論是採取何種媒材、何種工具，總是展現思
維一貫、面貌獨樹的特質與成就，深邃而不
沈 悶、 新 奇 而 不 造 作， 悠 遊 自 在、 神 韻 天
成」。
本次紀念畫展將於政大藝文空間展出楚戈
不同時期多元化的藝術創作，包括編結畫、
毛筆報緣畫、油畫以及楚戈獨創的結繩藝術
共數十件展品。其中並同時展出楚戈的創作
書籍、畫冊、與手稿。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楚戈 簡介
楚戈 ( 古楚地之戰士 )，本名袁德星，以筆名
著稱。近半世紀以來，楚戈集詩人、藝評家、
青銅器專家、畫家以及雕刻家於一身，一直
是臺灣現代藝術運動的核心人物之一。
從孩提時代就頌讀古文、詩句，因而造就了
楚戈全才型的創作。不論詩文、繪畫、青銅
器研究、美術評論等，無不鞭辟入裏，卓然
有成，可說是一位才情洋溢的「通人」。他
參加過無數次國內、外的聯展與個展，並曾
經 代 表 臺 灣， 二 度 應
邀參加奧林匹克運動
會 國 際 美 展， 享 譽 國
際。 他 不 羈 的 創 作 泉
源與源源不斷豐沛的
畫作，讓人徒生驚艷、
羨慕之情。
孜孜不倦創作五十餘年，楚戈不僅大膽的突
破傳統中國水墨畫的藩籬，而且也如水中滾
石般不停的轉動，創新畫作風格，使用最合
宜的創作媒材，把中國水墨畫引入另一康莊
大道。

In Chu Ko's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s,
painting was his very ﬁrst project,but it took
him years, until his old age, to be mature in it.
He mentioned, "I do not have any ambitions.
I just paint and write to entertain myself just
to soothe my over-reactions to things unfair in
reality.When I was young, reading,painting,
and writing poetry kept me alive.For me,
these were my self-fulﬁllments." Perhaps Chu
Ko's paintings were not painted for painting's
sake.He did it liberally, communicating a
kind of casual and self-complacence attitude.
He painted and wrote by following his heart.
He followed no rules in using media,which
included sponges,newspapers,paint brushes,
and more.He dared to use vivid colors in
his paintings.In addition,he also waterink painting and painted oil painting,made
ceramic crafts,and installation art by turning
robes into standing flowers.He even used
stickers like a child in his works.Colorful
and gaudy,his paintings were passionate,
telling of his love and passion towards life.
No matter what kind of medium he used,
he always created with consistent thinking,
showing special qualities and awesome
accomplishments.Moreover,his works were
profound and interesting,innovative but not
fussy, unrestrained and talented.
In this exhibition,works created at different
periods are displayed,including knot
painting,ink-brush painting on newspapers,oil

painting,and his innovating knot art.In
addition,his books,albums,and manuscripts
are also exhibited.
Brief on Chu Ko
Yuan Te-Hsing,better known by his pen
name Chu Ko has been a central figure in
Taiwan's modern art movement as a poet,art
critic, bronze experts,painter and sculptor for
almost over half of the century.
From childhood,he was educated by
reading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poems to
be an all-around talent.No matter through
his poems, paintings, research into bronze
or art critiques, all are penetrating and
great achievements. Chu Ko is a brilliant
and intelligent person. He had participated
in numerou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rt exhibi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was the only one Taiwanese painter who
had been invited twice by Olympiad art
exhibitions,such as Olympiad of Art in 1988
Seoul,Korea and Olympiad of Art in 1992
Barcelona, Spain. His unlimited creative
ability and plentiful art works were greatly
surprised and admired by viewers.
Chu Ko is constantly creating. He breaks
the limi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painting,
like rolling stones in water to develop new
creation. He utilizes the most suitable
media and is leading ink painting to another
direction.
政大藝文中心節目簡介 ⓼ ── ⓽

12.08 ㊅ ─ 01.04 ㊄

楚戈紀念畫展暨當代藝術發展研討會

展覽活動

Chu Ko Memorial Art Exhibition and the Confer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Art

當代藝術發展研討會
時間│ 12 月 8 日㊅ 11:00-18:00
● 場地│ 藝文中心舜文大講堂
●

1956 年，紀弦發起新詩的現代派運動，楚戈是其中的
一員。在現代詩的創作外，他也寫散文、畫插畫、水墨畫，

│研討會議程
時間
10:00-10:30

11:00-12:10

楚戈紀念畫展開幕茶會（活動地點：藝文中心五樓藝文空間）
主持人：黃光男／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校長
引言人：陳芳明／本校中文系教授

論文發表 ( 一 )
蕭瓊瑞／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所教授

尤其為現代繪畫的推動，寫了大量的評論文章。1957 年，
影響臺灣現代繪畫運動深遠的「東方畫會」、「五月畫

活動內容

12:10-13:00

午餐時間

會」及「現代版畫會」先後成立，楚戈與這些成員都成
為好友，也是他們最重要的論評支持者之一。在這場新

論文發表 ( 二 )

運動的風潮交互感染下，楚戈成了現代派運動最有力的

白適銘／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所副教授

13:00-16:00

推手之一，對現代藝文以及繪畫的發展有著卓著的貢獻，

論文發表 ( 三 )
蔣伯欣／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與藝術批評研究所助理教授

而他本人也在中撞擊出自己的藝術理想和火花，將近一
甲子孜孜不息的創作展出，楚戈在臺灣的藝文界投下了

16:00-16:30

鏗然的巨響。為了感念他對現代藝術的貢獻與成就，特

論文發表 ( 四 )

將邀請藝文界知名的學者專家，對楚戈一生藝術創作等
層面，及其考古美術之學術研究，發表論文、進行全面
性的探討與交流。

The Confer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Art

中場休息

尉天驄／文學評論家、本校中文系所教授

16:30-18:00

學者與談及意見交流
主持人：尉天驄
與談人：趙天民、辛鬱、李錫奇

※ 欲參與「楚戈紀念畫展開幕茶會」、「當代藝術發展研討會」來賓，請參考本學期各項活動觀眾注意事項 (P.3)

Time: Saturday, December 8, from 11:00 to 18:00
Venue: Shun-wen Auditorum on the 2nd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In 1956, Ji Xuan advocated the modernist movement for Chinese new poetry. In the movement, Chu Ko
was an active member. In addition to writing modern poetry, he also wrote essays, drew illustrations, and
painted water-ink paintings. He also wrote many essays to promote modernism in painting. In 1957, the
Eastern Art Association, Fifth Moon Art Group, and Modern Print Association were established respectively,
all of which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ainting in Taiwan profoundly. Chu Ko was very
familiar with the members in these societies, being a critic and supporter of their works. In the interaction
of the movements in both modern poetry and modern painting, Chu Ko had become one of the powerful
promoters of modernism in Taiwan, contributing significantly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Inspired by these movements, he engaged in the cre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for more than six decades. His
contributions to Taiwan's art and literature were enormous. In order to commemorate his contributions and
achievements, we have invited experts and writers to present papers to examine and exchange ideas of his
lifelong career in art, literature, and archeological studies.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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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的美學
―楚戈的藝術思維與成就
蕭瓊瑞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在戰後臺灣藝壇，楚戈是一個無法歸類的

是他將所有領域，形成「吾道一以貫之」的

辨」是需要以「方」的邏輯做取捨，在實踐

的美學，有著進一步的分析。他說：「結繩

人物，時而散文、時而現代詩、時而插圖、

思想體系又帶優游行走的瀟灑，這是其他藝

的方法上，中國人採用本質上的圓，所謂外

的美學，其最大的特色，是『吾道一以貫之』：

時而評論、時而古器物研究、時而水墨、時

術家所無以得見的一種傑出成就。

圓而內方。老莊的柔道，集曲線哲學之大成。

一根單獨的繩子，自己環曲，自己纏繞自己，

孔子道中庸而不走極端，也是一種程度上的

而可以編出各種變化的結，這已經是夠『神』

而雕塑，突然也來個繩索裝置，最後投入油
彩創作。文學界的朋友，不服氣他，認為他

服膺曲線的藝術

的詩、散文，沒有正統的訓練，完全是野孤

楚 戈 的 藝 術 創 作， 從 線 條 出 發 是 他 最

禪式地亂寫一通，偏偏他的散文寫得生動活

曲線。京戲的唱腔，除黑頭大花臉外，都是

的了，夠使人驚奇的了，不知道中國古文字

一種曲線的唱法。在建築上其實非用直線不

中神字的發音和繩相同，有沒有信仰上的關

大 的 特 色。 楚 戈 的 線 條， 尤 其 是 早 期 的 插

可，因直線是實用的線條，既省力又省材。

係，則不得而知。而基本上它又可以簡而為

潑、流暢真切；他的詩，密度凝鍊、意象萬

畫，確有來自西方藝術家保羅．克利 (Paul

但中國人在沒有辦法不採用直線的客觀條件

一，一是它恆常不變的本質，但繩性彎曲，

千；學術界的朋友不服氣他，認為他缺乏學

Klee,1879-1940) 的啟發及影響；但隨著時間

上，仍然夾一些曲線在建築裡面，飛簷是對

變化無窮，通常便也是它的特性了。《繫辭》

術的背景，看法大多出於主觀，偏偏他對古

的推移，特別是進入故宮工作之後，楚戈的

建築中的直線作戰之一大勝利，圓形或扇形

說『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而成位乎其中矣。

器物紋飾的研究，超越所有枝枝節節的考證，

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註 2）

線條，連綿不絕，且曲折反覆、遊走自由的

的門窗是幽直線的默。其他像草書、舞蹈中

形成縱橫千古的文化體系，他的《龍史》被

性質，明顯地，已和克利那種帶著幾何、機

的水袖、詩中的韻律……就用不著多說了。

瑞典漢學家馬悅然推崇為中國近代通識型大

械，和直線構成的風格，遠遠地區隔開來。

相對於曲線的是直線，西方人比較偏重直

儒的一部鉅著，象徵「巨人」時代的尚未結

如果說克利的線條是西方建築和音樂的映

線的文化，從埃及的金字塔、希臘的神廟、

束。而他的水墨創作，藝術界的朋友不服氣

現，楚戈的線條，則是中國結繩而治、萬物

羅馬的大教堂、高聳的十字架……到紐約的

起於一而終於一的美學流露；從中國上古的

摩天樓，可說是一向是直線的傳統。

他，認為他的作品，出自率性、不夠專業，
偏偏他那不專業而形成的專業，反令那些自

結繩美學出發，楚戈的繪畫，不以視覺的自

稱專業的畫家，望塵莫及，自歎弗如。楚戈，

然為模仿，而是以人文觀念做為造形的根源。

直線的剛強，予人有力的感覺，外向而富
進取性，但也自然是侵略排他的。

在戰後臺灣現代藝壇，集文學、評論、研究、

在一篇論述中西線條異同的文字中，楚戈

曲線是柔和的，予人優美的感覺，內省而

創作於一身，是少有的類型；但更重要的，

曾說：「從整個中國美術史來看，中國繪畫

富保守性，但也自然是寬容而和平的。」（註 1）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無論形式內容以及時代如何的不同，有一種

直線的剛強，接近《易經》的「乾」德；

東西是不變的：自古至今以『線』為主。有

曲線的柔和，接近《易經》的「坤」德，所

人說中國繪畫是『線條的雄辯』，但我要補

謂「乾德親天，坤德親地。」中國的線條，

充的是，中國繪畫，乃一『曲線的藝術』。

不僅是曲線，而且是以毛筆書寫而成的柔軟

是的，曲線，偉大的曲線。

曲線，至柔、至靜，且至順、至簡。而這種

事實上中國人的性格，中國人的哲學，中

美學上的傾向，其根源，即來自中國上古的

國人的文學戲劇，中國人的建築，全是強調

結繩美學。楚戈在另一篇論述〈遠古時代的

或沉醉在曲線之中的。在做人上，雖然「明

審美對民族性格的塑造〉的文章中，對結繩

楚戈甚至大膽地認為：整部《易經》，似
乎就是從結繩的信仰中悟出的道理。

通往想像的踏板
結繩的美學，除了柔軟、彎曲，變化無窮，
一以貫之等等特性，同時也決定了中國繪畫
「抽象性」的本質。楚戈說：「用繩來蟠繞
成形之時，無論纏繞得怎樣的富於變化，而

政大藝文中心節目簡介 ⓬ ── ⓭

12.08 ㊅ ─ 01.04 ㊄

楚戈紀念畫展暨當代藝術發展研討會

展覽活動

Chu Ko Memorial Art Exhibition and the Confer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Art

基本上總是抽象的。
經過這樣的審美洗禮，自自然然形成了中

于無限時期、1996 年至 2002 年的結構與符

「行走」也是一種生活的態度，是帶著「無

號時期、2003 年至 2007 年的報緣與多元時

所謂」的、「漫步人間」的心情；不與人爭，

國人特殊的宇宙觀，美術創作，也就不以模

期，乃至最後幾年的油彩創作，和為臺中市

不為己謀，甘於平淡，卻又充滿興味。楚戈

仿客體為目標了。結繩幫助了中國人很早（或

建城百年所創作的臺灣最大的青銅雕塑，都

正是以這樣的心情、態度、思維來生活、創

一開始）就脫離了以客觀來看世界了。我相

是以線條為主要的語彙，更遑論他 2004 年在

作，也探鑽古器物，進行別人所謂的「學術

信有些原始部落，在拜蛇時，也免不了弄一

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推出的「繩之以藝──

研究」，成就了他吾道一以貫之的完整藝術

條真蛇在儀式中玩弄。當中國人用繩結代替

楚戈繩結藝術創作」裝置展了。

生命。〈行程〉一詩的最後一段是：「夏日

真蛇之時，人文觀念就往前邁進了一大步，

線條是一種筆的行走，山巒是大地的散步。

人的現實世界，就和思維世界互通了。
當人思考著如何為自然動物造形，而非抄

楚戈有一首題名〈行程〉的現代詩，其中一

的羈絆，或許只想『乾脆快一點』，要把行

段是：「人用雙腳行走，獸用四足行走，鳥

程縮短一點而已。」

襲自然之時，人類就提早超越了現實世界，

行生剋的範圍循環往復，自史前至商周超越

用翅膀行走，蛇用身體行走，╱花用開謝行

自然客體不過是提供通往想像世界的一塊飛

形似的繪畫，不以視覺效果為滿足，要畫視

走，石頭用堅損行走，東西用新舊行走，生

躍而過的踏板而已，人所拜的自然動物，全

覺以外的觀念方面的造形。推本溯源，不能

用死行走，╱熱用冷行走、冷用冰行走，有

不會局限在自然動物身上，而是人文化了的

說不是遠古時代長時期中，受到結繩文化之

用無行走，動用靜行走，陰用陽行走，╱海

自然動物，以歷史時代的種姓現象來看，拜

洗禮所造成的，用一根簡略的繩子，一以貫

用雲霧行走，星球用引力行走，火用燃燒行

蛇族的蛇可蛻化為龍、為夔、為姒（以為反

之蟠成各種美觀的繩結，雖以之象蛇卻不像

走，水用流動行走，╱詩用文字行走，歷史

己之形）、為禹（二蛇糾結）。拜鳥的部族

自然生物中的蛇，而是人觀念中的蛇，造形

用過去行走，偉大用卑微行走，行走用行走

可神化為鳳、為子（子為飛鳥之形），拜羊

上其實是抽象的。曲線、柔弱、多變、主觀

行走。」

族可蛻化為姜。

的審美嗜好，是結繩文化的特性。」（註 3）
結繩文化的線條美學，成為楚戈研究中國

在觀念中就富有永恆性，自然動物有生有死，

上古美術史的重要發現與結論，也成為他藝

「行走」、「散步」是楚戈創作中經常出現

觀念中蛻化的動物則無生無死，禹父鯀治水

術創作最重要的精神源泉與養分。

的字眼，既是他生命的形態，也是他理解中

一以貫之的生命形態

就學術鉅構《龍史》最核心的思想。「行走」

不成被帝殛死之時，可化為黃能『鼈』，羿

【註】
1： 楚 戈〈 中 國 現 代 畫 的 前 途 〉， 原 載《 人 與 社
會》，1977.6，臺北；收入《審美生活》，頁 37-38，
1986.12，臺北：爾雅出版社。
2：楚戈〈遠古時代的審美對民族性格的塑造〉，《藝
術 家 》144 期，「 中 國 人 與 中 國 畫 」 專 欄， 頁 150，
1987.5，臺北。
3：同上註，頁 151。

成為楚戈藝術創作的思維內涵與外顯形式。

國古代美學、發展出個人創作風格，乃至撰

自然造永恆的形時，所種下的因子。中國人

從 線 條 的 角 度， 檢 驗 楚 戈 的 藝 術 創 作，

是一種變動的過程 ，有時間的因素在內，訴

後來把宇宙規律，混合在人世的規律之中。

不論是 1984 年以前的詩畫時期、1984 年至

之畫面，就成了線條的美學；線條的原型是

繪畫的形，依人自己的觀念來造，繪畫的色，

1986 年的一線畫時期、1987 年至 1991 年的

繩子，繩子是蛇的化身，蛇的複雜化，就成

漠視客觀自然的色，以為宇宙萬物，全在五

石濤與文字畫時期、1992 年至 1995 年的線

了龍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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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戈已走完他的行程，留給人間最美好的
生命典範。

「行走」是一種哲學，也是一種美學，更

宗教信仰的對象超越了生物範圍之時，它

有不死之藥，人可成仙……全是藝術家在為

的夜晚，一顆畫亮天空的流星，掙脫了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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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 ㊁ 19:30-21:00
有相之聲
—校長有請藝文之夜
演出者

Time: Tuesday, October 16, from 19:30 to 21:00

◎ 表演活動觀眾注意事項：

Words with Visual Effect

※ 主辦單位保留節目內容更動權。

Performer:
Wu Zhao Nan Xiang Sheng & Theater Association

吳兆南相聲劇藝社

※ 節目結束後填寫問卷即可換取 7-11 City Coﬀee 券，
憑券至 7-11 統一超商藝文門市消費滿新臺幣 100 元
即贈中杯熱拿鐵或美式咖啡一杯。（主辦單位保留
活動更動權）

10.11 ㊃ 19:30-21:00

Time: Thursday, October 11, from 19:30 to 21:00

—當傳統遇上創新

Speaker: Ji Tian-Yu
Performer：Ai Xuanyun and Zhang Kexin

相聲示範講座

主講人／姬天語
示範演出／艾芸萱、張可芯

11.02 ㊄ 19:30-21:00
迴盪的迷宮

"Xiang Sheng",
Where the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Meets

Guidelines for attending performances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Registration
※The sponsor reserves the rights to change the
contents of the programs.
※7-11 City Coffee Coupons will be given away
to people that have ﬁlled out the questionnaire
after the show. People that spend 100 NT dollars
in 7-11 located at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retail
stop can have a free latte (medium) or American
coffee (medium) with the coupon.

Time: Friday, November 2, from 19:30 to 21:00

An Endless Labyrinth

Performer: TransArt NCTU

演出者／交通大學跨領域藝術團隊

11.13 ㊁ 19:00-21:30
梨園情宴
—福建文化寶島校園行

Time: Tuesday, November 13, from 19:00 to 21:30

All the World's a Stage
– Fujian Cultural Group to Taiwan

Performer:The Fujian Pear Garden Opera
Experimental Theatre

演出者／福建省梨園戲實驗劇團

12.12 ㊂ 19:00-20:00
木偶戲

—孫悟空大鬧水晶宮

Time: Wednesday, December 12, from 19:00 to 20:00

Monkey King Havoc in the Crystal
Temple
Performer: Taipei Puppet Theater

演出者／臺北木偶劇團

有相之聲—校長有請藝文之夜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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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之聲—校長有請藝文之夜
「校長有請」
經過大學殿堂四年的洗禮，每個人所仰望的天空，其高度、廣度、藍與白
的濃度將不盡相同，因為過程會決定一切。過程終可以被主導，但不能錯
過，值此開學時刻，校長將陪著新生及新生的學長姐們從藝術起步…

10.16 ㊁

19:30-21:00

演出人介紹 
相聲狀元

劉增鍇

國立花蓮師範學院民間文學研究所碩士，

最高的女演員。本師劉增鍇、引師傅諦、代

臺北曲藝團創團團長，中原大學兼任講師，

師葉怡均，分別為吳兆南、魏龍豪、陳逸安

地點  藝文中心大禮堂

現任吳兆南相聲劇藝社長。也是臺灣第一個

之入門弟子，可稱三位相聲前輩大師唯一共

主辦單位  藝文中心、政大書院

登上大陸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的相

同的再傳門人。中國文化大學中國大陸研究

指導單位  教育部公民素養陶塑計畫

聲演員。

所碩士班，碩士論文《兩岸相聲的發展與交

演出者  劉增鍇、郎祖筠、姬天語、傅諦

說到臺灣的相聲，不能不提起魏龍豪、吳兆南，兩位前輩不但帶給人們歡笑，更是將相聲移植
到臺灣的重要園丁。可以說北京的根、天津的水再加上臺灣的土，才有這塊土地上相聲世界的

從事相聲表演、創作與研究二十年餘年，

流》具有時代意義。

曾獲「中國文藝獎章」。2005 年參加《北京

小學已獲選臺北市「十大小笑星」；2008

電視台立白盃相聲小品大賽》獲觀眾票選為

年正式進入相聲界，已參加海內外多次重大

「最受歡迎的節目」並獲「同心組」一等獎。

演出，深獲媒體寵愛，有「相聲界林志玲」

曲藝之外， 中天娛樂《全民大悶鍋》中自編

之稱，網路 PTT 更封為「相聲女神」。2009

自演頗受好評〈中國大戲院〉單元；曾參加

年榮獲中國大陸「全國新相聲作品大賽」特

中廣廣播劇團，並主持《藝文答錄機》節目；

殊 貢 獻 獎； 在 馬 來 西 亞「 全 國 中 學 生 相 聲

亦曾跨界參加魏海敏《變》、馬水龍《霸王

大賽」所指導之學員，更獲得該賽第一名。

虞姬》、臺北愛樂《黃河大合唱》等重要演

2011 年獲邀參與湖北衛視春節「元宵笑聲大

1. 同 步 口 譯 ｜類型：對口相聲｜時間：20min ｜演員：劉增鍇、郎祖筠｜

出。

會」演出；大陸中央電視台「第八屆電視小

2. 新．文字學 ｜類型：對口相聲｜時間：15min ｜演員：姬天語、傅諦｜

喜感美女

笑。魏龍豪先生已去世十多年，吳兆南先生即將迎接九十大壽。園丁雖然凋零老去，相聲不能
沒人灌溉，政大今年「校長有請」藝文之夜，將以相聲藝術邀請所有師生開啟生活美學之門。

節目內容 

3. 樓 上 樓 下 ｜類型：對口相聲｜時間：30min ｜演員：郎祖筠、姬天語｜
4. 賣 掛 票 ｜類型：對口相聲｜時間：25min ｜演員：劉增鍇、傅諦｜

演出團隊介紹 
吳兆南相聲劇藝社

郎祖筠

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畢業，主修表演，自
幼在電視台長大，1991 年正式進入演藝圈。

品大賽」優秀獎。
相聲大師兄

傅諦

相聲大師魏龍豪大弟子，臺灣相聲界第一

其演藝作品涵蓋：舞台劇、導演、主持、電影、

個正式拜師的演員。從事相聲表演、教學至

廣告、綜藝、廣播、配音、藝術教學、公益

今廿六年，曾任救國團、臺視文化中心、聯

活動等領域，為一全方位藝人。曾經入圍金

合報文化中心、國語日報、青少年純潔協會

鐘獎最佳女配角及社教節目主持人，於 2000

等語言講師；國立藝術大學、復興劇校等數

年 3 月創立春禾劇團。

十所各級學校語言類社團指導老師，亦是各

「吳兆南相聲劇藝社」於 1999 年 8 月 26 日

其眾徒多具備戲劇及其他技藝根基，故該團

「吳兆南收徒大典」時宣佈成立，吳兆南為臺

除相聲藝術外，並跨及戲劇與傳統戲曲領域。

1999 年正式拜入相聲大師吳兆南門下，由

灣碩果僅存之相聲大師，浸淫京劇藝術六十餘

由於大多成員在各自行業都佔有一席之地，工

於熱心公益又為唯一女性，師門中協調聯絡

年，社團由其親任指導，六名弟子輪流擔任社

自幼嚮往飛行，民國六十九年進入空軍官

作行程緊湊，故十年來至多每一至兩年推出一

多由其主導，製作及參與《佛曰：不可說！

長。由於限定只有直系徒子徒孫可以成為社員，

校，因家人反對而自動退學。在相聲之外，

檔公演節目。現任社長劉增鍇為師門中唯一全

所以人數較少，只有吳兆南本人，弟子江南、

夫子曰：大聲說！」》、《吳雞之談》、《吳

職相聲工作者，近年起積極結合社外相聲工作

於播音、配音、話劇等領域皆有出色表現，

侯冠群、郎祖筠、劉增鍇、劉爾金、樊光耀及

中聲有》、《天下吳男事》等師門演出。

者，並逐步增加演出及教學工作。

曾獲金鼎獎「最佳男主角」、廣播金鐘獎「最

相聲靚女

佳綜藝節目主持人」，中國廣播公司某時期

三名再傳弟子，僅計十人。

姬天語

身高 1 米 77，長相甜美，是中國相聲史上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級相聲比賽最常邀請之評審委員。

台呼亦由傅諦錄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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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ited By President Wu – Words with Visual Effect
Time: Tuesday, October 16, from 19:30 to 21:00
Venue: Grand Hall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Performer: Liu Tseng-Kai, Lang Tsu-Yun, Ji Tian-Yu, Fu Di
When we come to stand-up comedy in Taiwan,
we have to mention two senior performers, Wei
Lung-hao and Wu Zhao-nan. They brought not
only laughter to people but also introduced standup comedy to Taiwan. Rooted in Beijing, nurtured
with the waters from Tianjin, and growing up on
Taiwan’s soil, stand-up comedy has brought joy
and laughter to people on this island. Mr. Wei
Lung-hao has been deceased for more than a
decade. Meanwhile, Mr. Wu Zhao-nan is expecting
his 90th birthday. The pioneers of stand-up comedy
are fading away in Taiwan. We cannot neglect
their efforts. In “The President’s Invitation” – A
Night of Literature and Art, NCCU has invited all
the faculties and students to come and open up the
door to 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Brief on Wu Zhao Nan Xiang Sheng & Theater:
Wu Zhao Nan Xiang Sheng & Theater Association
announc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u Zhaonon's Disciple Intake Ceremony" on August 26,
1999. As the only surviving stand-up comedy
master, Wu had been engaged in Beijing opera for
more than six decades. In society, all the disciples
are instructed by the master himself, with his
six disciples as the society's director in turn. In
addition, only his disciples are legal members of the
society; therefore, there are only ten members in it,
including Jiang Nan, Hou Guanqin, Lang Tsu-Yun,
Liu Tseng-Kai, Liu Erjin, Fan Guanyau, three second
generation disciples, and the master himself.
His disciples are versatile, specialized in acting,
and other performing arts in addition to standup comedy. Most of them are active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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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of dramas and traditional operas. As
most of them are accomplished performers in their
fields, they have very tight schedule. In the past
decade, they have performed on the stage together
once every one to two years. Now, Liu Zengkai, the
current director, is a full time stand-up comedian;
therefore, he is enthusiastic in working with standup comedians beyond the society in frequent
performances and teachings.

相聲示範講座—當傳統遇上創新
地點  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10.11 ㊃

19:30-21:00

主講人  姬天語
示範演出  艾芸萱、張可芯
活動報名方式  請見 P.3

"Xiang Sheng",

Where the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Meets

◎ 本場次索票及入場說明：

Time: Thursday, October 11, from 19:30 to 21:00
Venue: Audiovisual Theater on the 3rd ﬂoor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Speaker: Ji Tian-Yu
Performer: Ai Xuanyun and Zhang Kexin

※ 索票
◆ 一般索票：
第 一 階 段：10 月 01 日 - 14 日， 週 一 至 五，9:00
-18:00，憑個人身份證件逕洽藝文中心服務台索取，每
人限索一次，最多 2 張，索完為止。（大一新生請循下
述方式辦理）
第二階段：大一新生保留票若有餘額，將於 10 月 11 日
起轉入此處開放索取，不限非新生身份。
◆ 大一新生索票：
10 月 01 日 - 09 日，週一至五，9:00 -17:00，憑個人身
份證件逕洽政大書院計畫辦公室 ( 自強十舍 B1) 索取，
每人限索 1 張，索完為止；若有餘額則自 10 月 11 日起

要藝術還是市場？要傳統還是創新？
有能耐不如有關係，好東西不如好包裝，追
求品質不如多打宣傳！「新書、熟戲，聽不
膩的曲藝」，懂行的就愛聽老戲，但「主流
聲音」卻不同意。

改供一般索票。

相聲，不必在傳統和創新中抉擇，傳統必須

★ 本節目與政大書院合辦，引領大一新生進入藝術殿堂並

繼承，繼承才能創新。如此看來，「混搭」

展開生涯探索，特別保障新生票額 500 張，索完為止，
向隅新生請於 10 月 11 日 - 14 日改以一般索票方式索取。

或許才是上策。

※ 進場
◆ 不分票種，一律於入場區排隊等候。設有「年長者與本
校師長等候入場區」，請適用者利用。
◆ 持票者最遲必須於公告開演前 20 分鐘抵達入場隊伍；
逾時者視同遲到，必須改至「後補區」排隊入場。
◆ 預計前半小時開放進場，實際情形將視現場情況調整。
「入場區」觀眾進場完畢後，開放「後補區」觀眾依
序進場，席滿為止。
◆ 本次演出未設置「師長席」，請有意觀賞演出之師長利
用本中心敬師服務儘早辦理索票。（請洽詢 02-29393091 轉 63392 或 E-mail to artist@nccu.edu.tw）

姬天語 簡介 
身高 1 米 77，長相甜美，
是中國相聲史上最高的
女 演 員。 本 師 劉 增 鍇、
引師傅諦、代師葉怡均，
分別為吳兆南、魏龍豪、
陳 逸 安 之 入 門 弟 子， 可
稱三位相聲前輩大師唯
一 共 同 的 再 傳 門 人。 中
國文化大學中國大陸研
究 所 碩 士 班， 碩 士 論 文
《兩岸相聲的發展與交
流》具有時代意義。

Do we want art or the market? Should we prefer the
traditional or innovative arts?
If we have the capabilities,we should have good
interrelations too.If we have good art,we need better
packages.If we pursue quality,we should better
promote more! "New books.Old shows.Adorable
tunes." Insiders love traditional shows but the "the
voice of the mainstream" doesn't agree.
Stand-up comedy does not require us to choose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and innovation.We have
to inherit the tradition. Standing in the tradition,we
innovate. So "cross-over" is the best.

政大藝文中心節目簡介 ⓴ ── ㉑

表演
 系列
Performances

迴盪的迷宮
地點  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共同主辦  交通大學跨領域藝術團隊、藝文中心
演出團體  交通大學跨領域藝術團隊

11.02 ㊄

19:30-21:00

表演藝術跨界計劃、交通大學特色計劃

贊助單位 

演出名單  董昭民、賴雯淑、謝啟民、侯君昊、林怡秀、陳泓翰、吳昌祐、
李辰安、鄭介瑤、許家茵、廖婉廷、陳宜惠、鄭乃銓
導聆  董昭民 國立交通大學音樂所助理教授
活動報名方式  請見 P.3

An Endless Labyrinth
Time: Friday, November 2, from 19:30 to 21:00
Venue: Audiovisual Theater on the 3rd ﬂoor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The Organizer: TransArt NCTU, Art & Culture
Center
Performer: TransArt NCTU
Cast: Chao-Ming Tung, Wen-Shu Lai, Chi-Min
Hsieh, June-Hao Hou, Yi-Hsiu Lin, Hung-Han
Chen, Chang- Yu Wu, Chen-An Lee, Chieh-Yao
Cheng, Chia-Yin Hsu, Wan-Ting Liao, Yi-Huei
Chen, Nai-Chuan Cheng
"An Endless Labyrinth" is a multimedia show
that integrates the art of digital image,music,

「迴盪的迷宮」為一齣結合影像、音樂、裝置、肢體舞蹈的跨領域多媒體舞台作
品。由臺灣本土的歌謠唸唱出發，加入類比的自製樂器聲響，營造深奧難測的聲
音迷宮樣貌；以意涵豐富的聲音、數位影像及舞台的肢體表演將舞台做互動式的
多重切割，在虛實光影交疊中，創造一個複合的多元生命空間。作品探討人的內
在情景與外在生活世界間的交疊關係，藉由錯綜複雜的迷宮，呈現充滿鄉愁、衝
突與智慧的生命旅程，是一個像是回家，又像是出發的迷宮迴盪之旅。
交通大學跨領域藝術團隊 簡介 
由國立交通大學應藝所、建築所及音樂所共同組成的「交通大學跨領域藝術團隊 TransArt NCTU 」成立於 2007
年，前後由莊明振、陳一平、賴雯淑、謝啟民、董昭民、侯君昊等多位教授帶領來自三所的研究生，憑藉著紮實
的理論基礎，希望將學術訓練與藝術實踐相互融合，開發新型態新世代的表演藝術風格。多次與國內外知名藝術
團體進行交流，包括 2008 年在德國科隆市發表 S_Chatten 「在光影間影囈語」互動裝置系列、 2009 年與德國後現
代劇場 Post Theater 及德國多媒體藝術家 Erwin Stache 的工作坊暨演出、2010 年臺北市迪化街「克萊因穹頂」的
環境裝置藝術及 2011 與德國萊比錫「超媒體藝術團隊」的國際交流展演，都展現其積極嘗試結合科技與人文的藝
術創作本質和精神，是國內唯一跨領域的學術表演團隊。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installation,dance,and more.Accompanied by
homemade musical instruments,the performers
either sing or chant Taiwanese folk tunes to
create an unfathomable realm of sound.With a
complicated sound texture, digital images,and
body performance art as the major appeal,the stage
in divided into many sections that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In the symphony of light and sound,
it creates a complex and diverse space of life.
The works examine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ets of people.
In the complicated and interlocking labyrinth,
homesickness,conflicts,and wisdom encountered
throughout people's journey in their lives.It is a
journey in the labyrinth,in which the traveler does
not know whether one is going home or setting out
for a remote place.

Brief on TransArt NCTU：
TransArt NCTU is founded by the Institute of
Applied Art,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and Institute
of Music of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in
2007.Led by professors Zhuang Minzhen,Chen
Yiping,Dong Zhaomin, Lai Wenshu,Xie Qimin,and
Hou Junhao,the graduate students are enthusiastic
in applying their training and art in developing
innovative styles of performances with their strong
theoretical backgrounds.They have exchanged
and interacted with many renowned international
performing arts groups,includ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ir interactive installation series – S_Chatten
in Cologne in 2008,the show in the Post Theater
of Germany and in Erwin Stache Workshop
operated by a German multimedia artist in 2009,the
environment installation art – Klein Dome in Dihua
Street in 2010,and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with
the "Super-media Art Group" in Leipzig in 2011,
and more.In all their shows,their major concern is
to explore the essence and spirit of artistic creation
that integrate technology and humanity.It is the
only cross-over performing group that transcends
the boundaries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artistic
performances in Taiwan.
政大藝文中心節目簡介 ㉒ ── ㉓

表演
 系列
Performances

梨園情宴—福建文化寶島校園行
地點  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11.13 ㊁

19:00-21:30

共同主辦  福建省文化廳、福建省閩臺文化交流中心、政大藝文中心
演出者  福建省梨園戲實驗劇團
活動報名方式  請見 P.3

梨園戲介紹 

福建省梨園戲實驗劇團簡介 

梨園戲發祥於 11 世紀的泉州，流傳於閩南地區，因保
存有宋、元、明南戲的很多劇碼及音樂、表演形態，
而被稱為「活化石」，是現存最古老的劇種之一。

福建省梨園戲實驗劇團組建於 1951 年，是目前全球唯
一的梨園戲專業表演團體。建團以來即以弘揚中華民
族優秀戲曲文化為己任，著力搶救、繼承、發展梨園
戲藝術傳統。1954 年以傳統劇碼《陳三五娘》參加華
東戲曲匯演，榮獲多項大獎，獲文化部優秀劇碼獎，
並被拍成彩色影片起，「養在深閨人未識」的梨園戲
以其古老典雅的風姿，除獲獎無數，並蜚聲海內外，
在中國戲曲界贏得了卓著聲譽。

演出劇目 
《桂英走路》、《井邊會》、《蓮花落》、《蓮花落》、
《過橋入窯》

All the World's a Stage
– Fujian Cultural Group to Taiwan
Time: Tuesday, November 13, from 19:00 to 21:30
Venue: Audiovisual Theater on the 3rd ﬂoor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Performer: The Fujian Pear Garden Opera
Experimental Theatre
The Pear Garden Opera began in Quanzhou in the
11th century.Popular in southern Fujian,it preserves
many dramas,music,and performance styles left to
us from the Song Dynasty,Yuan Dynasty,and Ming
Dynasty.Nicknamed a "living fossil," it is one of the
oldest performing arts in Chinese culture.

Program:
"Kueiying on the Run," "A Meeting by the Well,"
"Fallen Lotus," "Crossing the Bridge and Entering
the Kiln" .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Brief on The Fujian Pear Garden Opera
Experimental Theatre
The Fujian Pear Garden Opera Experimental
Theatre was founded in 1951,and is the only
professional pear garden opera troupe in the world.
Since its establishment,it has been enthusiastic
in promoting excellent Chinese opera by saving,
inheriting,and developing the pear garden opera
arts.In 1954,it participated in the Eastern China
Variety Show with a tradition repertoire "Chen San
and Wu Niang" winning many prestigious prizes.
In addition,it won the Best Repertoire Award by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in China. Later,the color
ﬁlm version of the show was produced,awakening
people attention to the elegance of this antique
art.In addition to winning many prizes,it had won
positive criticism worldwide,winning high prestige
in the circle of traditional drama in China.
政大藝文中心節目簡介 ㉔ ── ㉕

表演
 系列
Performances

Monkey King Havoc in the Crystal Temple

木偶戲—孫悟空大鬧水晶宮
12.12 ㊂

19:00-20:00

Time: Wednesday, December 12, from 19:00 to 20:00
Venue: Audiovisual Theater on the 3rd ﬂoor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Performer: Taipei Puppet Theater

地點  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演出者  臺北木偶劇團
活動報名方式  請見 P.3

節目簡介 

臺北木偶劇團 簡介 

菩提祖師收一石猴為徒命名孫悟空，悟空學成回到花
果山，見群猴被妖怪追殺，遂打跑妖怪並與牛魔王相
約十日後再戰。但悟空卻苦無兵器，後依循著群侯的
指示下探東海水晶宮尋找適合的武器。然而，調皮的
悟空，卻在借不到兵器下強行搶走金箍棒，並在水晶
宮內引起ㄧ場激烈大戰。
本劇改編自傳統劇碼西遊記故事前段，演出時藉由劇
中戲偶的武打技藝，展現傳統偶戲演師的手上功夫，
將布偶活靈活現的展現在觀眾眼前。視覺效果上搭配
可愛海底生物豐富場景，演出搭配佈景舞台、劇場式
燈光設計及現代化特效設備製造特殊效果，營造氣氛，
打造出仿如置身海底世界之景象。

臺北木偶劇團 2010 年成立，由臺灣國寶級布袋戲大師
李天祿啟蒙，師事陳錫煌、李傳燦二位先生。劇團演
職員以中生代為主，平均習藝年齡達 15 年以上。多年
來秉持承襲傳統藝術、創造精緻藝術精神，重新尋找
及發掘傳統，在不拘泥於傳統木偶劇之創作形式下，
以多元多變、更細膩的表演方式，吸引觀眾親自走進
劇場觀賞不同以往的布袋戲。是臺灣目前極具活力的
新生代木偶劇團之一。

Master Bodhi accepted a stone monkey as disciple.
He named him Sun Wukong.Completing his
learning,he returned to Huaguo Shan.When he
arrived at Huaguo Shan,he saw many monkeys
chased by demons.Furious,he dispelled those
demons and promised to fight against the Ox
Demon King in a duel ten days later. However, Sun
was bothered because he did not have any powerful
weapon.With the suggestions of the monkeys,he
dove into the Water Crystal Palace to search for an
appropriate weapon.Naughty in character,he seized
the Golden Cudgel without asking for permission,
because he could not find any weapon.In order
to leave the palace with this cudgel,he fought the
guards and soldiers in the Water Crystal Palace.
This show is an adaptation of the first few
chapters of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During
the performance,the puppets have to engage in
fight scenes,demonstrating the masters' skills in
manipulating the puppets. In the masters' hands,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the puppets come to life in front of the audience.
Accompanied by great visual effects,the underwater
scene is spectacular.With splendid stage scenes,
theatrical lighting,and special effects,it invites the
audience to journey into the Water Crystal Palace
under the sea.
Brief on Taipei Puppet Theater
The Taipei Puppet Theater was established in 2010
by Lin Jongzhi,who was inspired by the Puppet
Master – Mr.Li Tian-lu,and trained under Mr.
Chen Shihuang and Mr.Li Chuantsan.Most of the
members are middle age,with about 15 years of
learning.For years, they have insisted on following
the path of the traditional art.Without following the
norms strictly,they endeavor to make innovations.
With diverse and refined performances,they are
enthusiastic to attract people to come to their
innovative puppet shows.Now,it is one of the most
active puppet show troupes in Taiwan.
政大藝文中心節目簡介 ㉖ ── ㉗



音樂圖像系列 

大耳朵 遊世界—聽聲影說故事
主辦單位 
、藝文中心
協辦單位  四方報
贊助單位 
NHK Enterprises, Inc.、
駐臺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
策展人  鍾適芳 本校傳播學院專任助理教授
活動報名方式  請見 P.3

 策展引言
舞台上，光影與聲音交錯流動，音樂家與觀
眾透過音樂彼此交融的情感與對話，這樣美
好的音樂現場經驗，總是令人記憶猶新。然

音樂圖像

Travelling with Ears—
Stories of Sound and Light

【音樂影像館】

系列

│導演：Anita Lervoll │國別：挪威 Norway
│影片長度：35 min │語言：挪威語

10.01 ㊀

19:00-21:00

地點  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字幕：中 / 英文

映後座談︱劉逸姿

福島之後

Put Our Hearts Together
│國別：日本 Japan │影片長度：28 min.
│語言：英文│字幕：中文

而，舞台上精彩的演出，依靠的是舞台下精
密的節目製作、完整的策展概念、專業的聲
音技術與舞台設計，透過藝術工作者的巧思
與實際執行，才能完成一場令人難忘的、美
好的演出現場。
臺灣近十年來，在政府與民間積極推廣下，
文化創意產業開始逐步發展，然而專業舞台
技術、節目製作的人才培育，仍有許多可努
力的空間，另一方面，觀眾的耳朵也開始渴
求更多不一樣的聲音美學，進入生活與表演
場域；不同脈絡的音樂，其背後所容納的文
化意涵與議題，也都是時時刻刻在世界各個
角落發生的進行式，等待我們進一步瞭解。
「大耳朵 遊世界」系列，以音樂、舞台藝
術、聲音製作的工作坊、與 結合議題的影像
放映， 讓多元的音樂文化、專業知識與議題
走進校園裡，開啟年輕學生們的耳界與視界，
與藝術家展開近距離的深度對話，從而啟發
新的美學經驗與創作力。
政大作為培養流行音樂與大眾文化學子的
平台之一，除了校內策劃的優質藝文活動之

日本 311 大地震過後，一群活躍於美國西岸
的爵士好手們， 發起了一項慈善募款計劃
「Jazz For Japan」，以行動支持日本受難民
眾。半年過後，其中的一名世界知名的爵士
鋼琴樂人 Bob James，來到日本災後受創最
嚴重的區域岩手縣，參與當地的爵士音樂節，
他在期間譜寫了一首曲子〈Put Your Hearts
Together〉，獻給所有地震與核災中受難的
人們，並與當地的爵士樂團一同合奏。
這是一部跨越種族與語言的紀錄片，關於爵
士鋼琴大師 Bob James，遠赴重洋來到日本，
給予當地災民鼓勵與支持；以及他透過音樂，
與當地人們在生活中交流的情誼與互動，此
片由 NHK Enterprises, Inc. 贊助播映。

2003 年的挪威【Riddu Riddu 海岸風暴音樂
節】招集了近三百名義工投入支援。這些累
積多年經驗的音樂節義工，有的捨下工作或
學業，有的將小孩託給臨時成立的「Riddu
Riddu 托兒所」，專心在各自的崗位上忙碌。
為何這些義工願意付出這麼多時間來支援這
個活動？他們在組織這個活動的過程中，又
遭遇到什麼樣的矛盾與問題？這部影片紀錄
了這個發生於北挪威海岸，海岸薩米人的認
同運動。

們一同從校園角落出發， 透過與不同領域藝
術家面對面互動與交流，走向世界的舞台。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比自己重要

屏東人，成大臺文系畢，高雄師範大學跨藝術領域研
究所生。大學時期聽見交工樂隊，開始喚醒客家意識，
長期關注社會議題，流浪之歌音樂節長期主持志工，
曾參與美濃黃蝶祭、挪威 Riddu Riddu 海岸風暴音樂
節、德國魯多許塔音樂節 TFF 等各地大型音樂節現場，
本次放映將分享她在音樂節中的親身體驗與反思。

【聲影工作坊】

流浪中的聲與影 ( 一 )

Greater Than Ourselves

10.02 ㊁

19:00-19:50

地點  藝文中心星空廣場


【音樂影像館】

拉美許 ‧ 修旦
地點  藝文中心星空廣場

10.02 ㊁

20:00-20:50

示範演出︱拉美許 ‧ 修旦
Ramesh Shotham

主 持 人︱劉業馨


拉美許 • 修旦 Ramesh Shotham ｜印度

映後座談人 劉逸姿

外，校園裡的轉角時常會遇見同學們創意的
發聲、自發性策畫的活動展演，期待與同學

德國資深現場音響
工 程 師，Christoph
Stoll 於 科 隆 那 學 院
獲得錄音工程學位
後，開始隨著民謠、
世界音樂樂團巡迴全
歐洲和德國演出，同
時也是烏仁娜巡迴世
界演出時的固定班
底，雙方默契絕佳。
Christoph Stoll 亦 專
精於展演現場音控，長年擔任流浪之歌音樂
節、德國魯多許塔音樂節 TFF 音樂節等大型
音樂節現場聲音工程。

講師︱ Christoph Stoll ︱德國

Ramesh Shotham，
出 生 南 印 度，70 年
代中到印度南方學
習 傳 統 鼓 樂，80 年
代， 他 以 特 有 的 搖
滾、爵士結合南印鼓
樂， 隨 著 印 歐 融 合
的 爵 士 樂 組 Sagam
巡 迴， 從 此 開 始 他
在歐洲的音樂生涯，
Ramesh 是跨界融合
的拓荒者，發起許多跨界音樂計劃，以南印
度音樂傳統與節奏之根，加入歐洲樂人的音
樂概念、韻律與技法，嚴謹中有自由揮灑的
靈活與生命力。
政大藝文中心節目簡介 ㉘ ── ㉙


音樂圖像
系列

【聲影工作坊】

流浪中的聲與影 ( 二 )

亂炸利克樂團
地點  藝文中心星空廣場

10.04 ㊃

19:00-20:30

10.03 ㊂

19:00-19:50

地點  藝文中心星空廣場


講師︱德登 Deden Bulqini ︱印尼

Deden Bulqini 擅 長 以 竹 子 及 光 做 為 創 作 媒
材，呈現亞洲建築與藝術的美學。他經常受
邀於國際間做裝置創作，同時也與印尼當代
樂團、劇場合作，呈現獨特的、藝術性極高
的舞台燈光色彩與效果。

【音樂影像館】

迷宮計畫
養分，音樂不再只是自我表達的發聲體，同
時也是一個能夠跨越自身疆界，與他者「對
10.03 ㊂
示範演出︱羅斯．達利樂組
20:00-20:50
Ross Daly Ensemble 話」，普世而神聖的語言。

終於，在 1975 年的克里特島之行，讓 Ross
主 持 人︱鍾玉鳳
Daly 找到了永恆的音樂故鄉，他從一個村莊
Ross Daly 與迷宮計劃 ｜希臘
流浪至另一個村莊，習得當地的民謠樂器―
在不斷的旅行與相
小里拉琴 lyra，並成為世界公認的克里特島
遇 中，Ross Daly
音樂大師。流浪路途上，將世界各地收集而
成就了他豐富的音
來的音樂傳統放入行李箱後，Ross Daly 開始
樂。出生愛爾蘭後
積極投入創作，至今日已發表超過 35 張創作
裔，從小就與家人
專輯。
一起遊歷世界，也
他擅長把來自各種不同音樂傳統的樂人聚
同時啟發了他對音
集，碰撞出新的靈感與火花，1982 年由 Ross
樂的興趣。在美國
Daly 發起的「迷宮計劃」正式啓動，讓世界
學大提琴、在日本
各地不同的音樂大師齊聚在克里特島上共同
學古典吉他，印度
創作、激盪靈感。Ross Daly 與音樂家總維繫
古 典 音 樂 是 Ross
著深厚的友情，他相信音樂家之間若有深刻
Daly 生 命 中 首 次
的內在聯繫，會使音樂更加精采，如同生命。
邂逅非西方音樂類型，讓他從此踏上嶄新的
音樂旅程，他從各地的傳統音樂泉源中汲取

地點  藝文中心星空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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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演出︱亂炸利克樂團
Ramzailech

主 持 人︱鍾適芳


硬蕊猶太樂：亂炸利克 Ramzailech ｜以色列

這三位生長在中東的猶太年輕人，蓋爾．克
連 Gal Klein、阿米．佩雷 Amit Peled 和德克．
迪 佛 Dekel Dvir， 從 小 沉 浸 在
各種聲響中薰陶，從以色列的
阿拉伯音樂，一路到西方古典
樂、Hip-hop、 搖 滾、 爵 士、
東歐猶太音樂等，他們用耳朵
記錄了以色列民族移動的路徑
與風光。
他們像是一群背着行囊的流浪
旅人，行囊裡是他們深植在東
歐猶太音樂的根，旅途上融入
途經的多元文化場景的元素，
他們從豐富的傳統音樂中汲取
精華，焠鍊出一條屬於他們自
己全新的，更加自由寬廣的音
樂路徑。

Hardcore Klezmer 代表他們原有的傳統音樂
根源猶太 Klezmer，也代表他們內在龐克搖滾
的精神，他們自由無畏的遊走在傳統與搖滾
的邊界上，創造出獨門的新世代硬蕊搖滾猶
太樂。 舞台上 Ramzailech 是歡快的、狂野的，
極具戲劇感與舞台魅力；樂聲流動之下的生
命力，反映了他們成長經驗中的多元文化場
景與自我認同的樣貌。

【國際禮儀講座】
時間  09 .26 ㊂ 10:00-12:00
地點  藝文中心藝文走廊
隨著國際化到來，人與人之間往來頻繁，不論在職場、生活、出國旅遊或在各種公共場合，禮儀事
務逐漸成為生活的一部份。許多看似細節的禮節或眼神，卻會因先後順序安排或眼神交會的方式不
同而造成天壤之別的後果，因此如何舉止合宜，建立個人與單位形象，已成為十分重要的課題。

主講人︱殷煜琪
本校外交系校友，法國巴黎第九大學及加拿大魁北克大學蒙特婁分校高階商業管理雙碩士，現任外交部研究設計委
員會專案規劃組長。

※ 報名
活動前 3 週之週一起開放本校聯合報名系統登錄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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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大藝文中心節目簡介 ㉚ ── ㉛

2012 公視假日電影院

2012 PTS
Holiday Cinema

2012 PTS Holiday Cinema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協辦單位  藝文中心
放映地點  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The Life Book

放映時間及片名 

How many unforgettable things in life are worthy
of commemoration? Is it the old banyan in the
entrance of the alley? Is it the easy chair that I have
been sitting for more than two decades? Is it an old
car that cannot start? Is it the old skirt with the waist
of 24 inches? Is it the shiny wedding ring? Is it my
son's wedding feast? Is it my grandson's one-month
old banquet? Is it the photo taken on my junior
high school graduation ceremony?Or …I proved all
these occasions to be real with my life. An ordinary
old man, Li Tiancai, who has just recovered from
a serious illness, made a bet with his old buddy
Kunhai that he would dare to find his first secret
love when he was young. In the process, he came
to an incredible idea. He tried to make a graduate
class album of his old buddies. It led him on many
surprising trips. He used an automatic camera to
take the pictures of the ups and downs of his old
buddies. By doing so, he re-discovered his energy,
opening up a new page for his own album. It was a
documentary of the realest phase of his life. Things
happened unexpectedly, but it surprised many
people, bringing them warmth. Perhaps you may
become the protagonist yourself.

｜ Taiwan ｜ 2008 ｜ 85'3 ｜ Subtitle: Chinese ｜
※ The informal discussion will be held after the movie is

shown.

10.17 ㊂ 19:00-21:00《生命紀念冊》
10.23 ㊁ 19:00-20:30《十七號出入口》
10.30 ㊁ 19:00-20:30《你現在在哪 ?》
11.07 ㊂ 19:00-20:30《錄鬼簿》
2012 PTS Holiday Cinema
The Host: Taiwan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
Foundation
The Co-organizer: Art & Culture Center
Venue: Audiovisual Theater on the 3rd ﬂoor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Showing Time & Film List:

生命中有多少無法抹滅的重要痕跡，值得一一
紀 念？ 是 巷 口 的 老 榕 樹， 還 是 坐 了 二 十 年 的
安樂椅，是一台開不動的老爺車，還是年輕時

The Life Book
Time: Wednesday, October 17, from 19:00 to 21:00

二十四腰的花裙子，是磨得金亮亮的結婚戒指、

※ The informal discussion will be held after the movie is
shown.

團體照、還是…有多少片刻，你是用生命來證

Seventeen
Time: Tuesday, October 23, from 19:00 to 20:30
Where are you?
Time: Tuesday, October 30, from 19:00 to 20:30
The list of Immortals
Time: Wednesday, November 7, from 19:00 to 20:30

兒子的結婚喜宴、孫子的滿月酒、國校畢業的
明它如此真實存在。一個大病初癒的平凡老人
李添財，因為參加久違的國校同學會，和老友
坤海打賭，去尋訪兒時暗戀的對象，過程中迸
出奇想要做老同學的紀念冊，開啟一段意外連
連的尋訪之旅，他用傻瓜相機照下老靈魂的歡
笑與孤寂，他的動力感染其他老人，讓自己的
生命發光也為自己的生命紀念冊，開啟嶄新的

 影片簡介

一章。一段最真實，也最珍貴的生命紀錄，在
不經意的眼前發生，讓人驚喜，予人溫暖…主

10.17 ㊂

19:00-21:00

生命紀念冊
The Life Book

│臺灣｜ 2008 年｜ 85'35" ｜普通級｜
│導演｜鄭芬芬
│演員｜阿嬌／呂福祿／邱啟發／上官鳴／
敏芳／陳希聖／李洋瑞
│入圍或得獎記錄｜入圍第 44 屆金鐘獎迷你
劇集獎、迷你劇集導演獎

角也許就是你自己。
導演 鄭芬芬
臺灣新生代的女編劇和導演，
政大廣播電視學系畢業。廣告
界出身，創作劇本以帶有散文
式的抒情風格著稱。她擅長將
生活中的點滴情感以異想式的
「繪本風」呈現，揣摩現代社
會中的人際疏離與人情溫暖。
※ 本場次安排影片劇組人員參與映後座談

十七號出入口
Seventeen

10.23 ㊁

19:00-20:30

│臺灣｜ 2010 年｜ 83' ｜保護級｜
│導演│李志薔
│演員│金士傑／張睿家／吳中天
│入圍或得獎記錄│
入圍第 46 屆金鐘獎迷你劇集男主角獎

《十七號出入口》，臺灣首部「捷運公路電
影」。外省老兵趙學平 ( 金士傑飾演 ) 以及高
中夜校生阿宏 ( 張睿家飾演 )，各自搭乘捷運
在臺北城裡晃蕩，度過蒼白而混亂的一天。
看似不相干的兩個人，時時擦身而過，彼此
有著似有若無的交集。直到夕陽西下，他們
終於在城市的角落裡相遇。在那錯綜複雜捷
運甬道裡，埋藏了六十年的心事終於潰堤，
牽引出一段從不為人知的淒美愛情故事 ......

Seventeen
｜ Taiwan ｜ 2008 ｜ 85'35 ｜ Subtitle: Chinese ｜
"Seventeen" is the ﬁrst MRT movie in Taiwan. An
old Mainlander veteran (Jin Shi-Jye) and A-Hong
(Zhang Rueijia), a student attending a night senior
high school, are taking the MRT and roaming in
Taipei without any plan. They spent a blank and
chaotic day traveling on the train. They are not
related in the appearance but they come face to
face with each other from time to time. At dusk,
they meet each other at a corner of the city. In the
myriad ways of the MRT, the story that has buried
in his heart for sixty years bursts out… It triggers off
a romantic love story…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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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PTS
Holiday Cinema
10.30 ㊁

19:00-20:30

你現在在哪？

11.07 ㊂

19:00-20:30

Where are you?

錄鬼簿
The list of Immortals
The list of Immortals

Where are you?

│臺灣｜ 2011 年｜ 86' ｜普通級｜
│導演│李志薔
│演員│莊凱勛／林芷瑩
這是一個司機幫忙女人尋找男人的故事，也
是一個女人幫司機尋找自己的故事，更是一
趟司機與女人一同跨越夢想的障礙，尋回自

｜ Taiwan ｜ 2011 ｜ 86 ｜ Subtitle: Chinese ｜

｜ Taiwan ｜ 2008 ｜ 84' ｜ Subtitle: Chinese ｜

This is a story about a driver that tries to help a
woman ﬁnd a man. It is also a story about a woman
that tries to ﬁnd herself. It is also a trip for the driver
and the woman that transcend their psychological
barriers to approach their dreams. A young
person, who is active in participating students’
movements, with dreams in music has become
a taxi driver eventually. Why? A young girl that
dreams of becoming a ﬂorist has become a call girl.
Why? In 2010, A-Liang, the driver, and Juanjuan
meet each other on the streets of Taipei. They
pursue their lost dreams together. Love, music,
justice, dreams…. The light that shone in their lives
ones… Where are you now?

This movie is adopted from the novel Snow-walk.
Li Chuan met Li Taibai, the owner of a secondhand bookstore, and worked part-time there. From
Taibai, he learns the skills of speed-reading. But he
also gets entangled in the dilemma between love
and dreams;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to him?
In the audio-visual era, the decline of second-hand
bookstore highlights the challenges to traditional
literature. E-culture, which values information, fast
food, momentary bliss, digital stimulus, and visual
imprint, has replaced knowledge that requires
thorough and gradual understanding. This drama
is a criticism of such phenomena. The title of this
movie may make people think it is a creepy thriller.
However, it seems to suggest that those living
people are actually ghosts. Can we hear them
reading books? Although the plot is rather freaky
and mysterious, it communicates very special
subject matters.

│臺灣｜ 2008 年｜ 84' ｜普通級｜
│導演│連偉翔
│演員│太保／吳定謙／邵尊媛／高明偉
本片為短篇小說＜踏雪＞原著改編。李全因
為打工的關係，認識了二手書店老闆李泰白，
李全從老闆那裡領略到讀書快速的方法，卻

己的旅程。一個滿懷音樂夢想的學運青年，

也陷入了理想與愛情，理想與現實孰重的選

為什麼最後卻成了計程車司機？一個想學園

擇。

藝的花田少女，為什麼最後成了臺北的酒店

在影音產品橫流的時代，舊書攤的逐漸沒落

女郎？ 2010 年，司機阿亮和娟娟在臺北街頭

反應傳統文學遭受到的巨大衝擊，速食、短

相遇，一同追尋一個消失的幻影。愛情、音

暫、刺激、視覺的 e 文化，瓜代了知識的慢

樂、正義、夢想…那生命中曾有的光與亮，

嚼細嚥，本劇反應出這個現象。本劇劇名會

你現在在哪？

讓人以為是聊齋、鬼片、恐怖片，原來是指
活著的鬼？讀書的境界可以達到用聽的？雖

導演 李志薔

然劇情有很多神怪、懸疑的感覺，但卻是蠻

高雄人，交大機械、臺大機械

特殊的題材。

研究所畢業，現從事影像及文
學創作，作品《願望公園》曾
獲「金穗獎優等獎」。文學方
面曾獲「聯合報文學獎」、「中
央日報文學獎」、「臺灣省文
學獎」等多項獎項。

導演 連偉翔
臺灣藝術大學電影學系畢業。
《錄鬼簿》導演，《極限人生》
是他的第二部作品，也是第一
部紀錄片作品。

2004 年擔任電影『艷光四射歌舞團』製片統籌兼副導演。
2006 年電影『單車上路』導演。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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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美學講堂 }
【生活美學講堂之一】

古琴藝術之美
時間  11 .28 ㊂ 19:00-20:30
地點  藝文中心舜文大講堂

主講人︱葉紹國 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教授
講座綱要
1. 古琴的故事—
從「知音」、「廣陵絕響」談起
2. 古琴音樂的創作思維、琴器、記譜、音律
3. 古琴音樂精選欣賞
4. 示範與教唱
◆

葉紹國│

臺灣師大教育研究所碩士，
美國維吉尼亞理工暨州立大
學「學生事務與諮商」哲學
博士。現任淡江大學通識與
核心課程中心教授兼（馬祖）
連江縣政府顧問、人間福報
「女人心情廣場」主筆、臺
灣琴會代表人。曾任該中心創始主任。
自幼喜歡音樂，初學古箏師從陶筑生；大二開始
學古琴，師事吳宗漢、孫毓芹。青年時代常參加
古琴小場演出或到大學社團演講。在教學與學術
研究之餘也發表古琴文章與詩詞，曾策劃製作音
樂會，以 1980 年的「太古遺音—孫毓芹師生古
琴演奏會」及 2003 年「臺灣組曲之夜」最負盛
名。近年，學術創作漸緩，重拾彈琴樂趣。去秋、
今春策劃製作「儒苑琴聲」－校園古琴音樂會系
列，與八所大學合作演出，在校園獲得廣泛熱烈
的迴響。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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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auty of Guqin Art
Speaker: Yeh Shao-Kuo (The professor at the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and Core Curriculum,
Tamkang University)
Time:
Wednesday, November 28, from 19:00 to 20:30
Venue: Shun-wen Auditorum on the 2nd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The outline of the Lecture
1. The Story of Guqin – Starting from Zhiyin
(Soul Mate) and Guangling Juexiang (Lost Tune of
Guangling)
2. The Making of Guqin, the parts, the scores, and
the keys
3. Guqin Masterpieces—an Appreciation
4. Demonstration and Lesson
Brief on Yeh Shao-Kuo
The initiating director the Guqing Center is a holder
of an MA in Education Psychology from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nd Ph.D. in Student
Affairs and Counseling from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 Now she is the adjunct
professor at the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and
Core Curriculum, Tamkang University, consultant
of Lianjiang County (Matsu) Government, editor-inchief of the "Women's Forum" of Merit Times, and
the representative of Taiwan Guqin Society. She was
also the initiating director of the Guqin Society.
She has loved music since childhood. When she
began to learn guzheng, she worked with Tao
Jusheng. When she was a sophomore, she began
to learn guqin, with Wu Zhonghan and Sun Yuchin
as her teachers. When she was young, she always
performed in small halls or delivered speeches
in various societi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aiwan. Apart from teaching and doing research,
she also wrote essays regarding guqin and poetry.
Passionate about music, she also produced many
concerts.In recent years, she spends less time
conducting research and more time practicing the
guqing. Last autumn and this spring, she planned
a series of campus concerts for the guqin – "Tunes
from a Confucian Chamber." In these concerts, she
collaborated with eight other universities to perform
different universities, earning positive responses.

【生活美學講堂之二】

安藤忠雄的建築美學
時間  12 .26 ㊂ 19:00-20:30
地點  藝文中心舜文大講堂

主講人︱劉育東

哈佛大學建築設計博士
亞洲大學副校長暨講座教授

純淨、樸實，如大理石般的完美清水混凝土
（無表面裝飾的混凝土），無需再經任何粉刷、
貼磚或上色的外加裝飾，這是一頁偉大的建築
奠基於背後偉大的建築師之傳奇寫照。這項清
水混凝土的工藝成就，拜安藤超過二十年積極
不斷超越極致的努力；也終將這個二十歲即立
志當建築師，迫於生活做過職業拳擊手和卡車
司機，沒錢、沒背景，藉由自學與不畏主流積
極奮戰的他，推上世界顛峰，1995 年獲得建
築界的諾貝爾獎「普立茲克獎」(Pritzker)。
2012 年 9 月他終於要在臺灣完成第一件建
築作品，座落於亞洲大學校區的「安藤忠雄藝
術館」。此次演講即由這件巨作之推手劉育東
教授，親自介紹安藤知名作品，並介紹這件作
品完美抵達終點之前，歷經十年的辛苦過程。
◆

劉育東│

哈佛大學建築設計博士／麻省理工學院共同博士
研究，現任亞洲大學副校長、講座教授。
曾獲 2003 年第一屆歐洲建築學術論文「派粹
維克獎」。設計作品獲韓國《建築世界》雜誌

＜亞洲大學藝術館＞ 照片提供：亞洲大學

選為臺灣首位「每月建築師」專輯。2007 年在
北美館舉行的研究室個展「明日建築展」獲選
「臺灣十大公辦好展覽」。1999 年起邀請 Peter
Eisenman、安藤忠雄、伊東豊雄、Zaha Hadid 來
臺進行建築計畫。2007 年受邀主持臺灣首次十
國二十位建築師之「下代基因」集體創作，由
A+U 雜誌發表為 2008 年 6 月全本專輯、並受邀
參加第十一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
The Beauty of Andō Tadao's Architecture
Speaker: Yu-Tung Liu (The Ph.D.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Harvard University, the Vice-President and
Chair Professor of the Asia University.)
Time: Wednesday, December 26, from 19:00 to 20:30
Venue: Shun-wen Auditorum on the 2nd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In this speech, the important works of And Tadao
will be introduced. In addition, the speaker will be
going to tell you about the ten-year history of the
building of the Andã Tadao Art Museum at Asia
University.
Brief on Yu-Tung Liu
Being the holder of a Ph.D.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Harvard
University, he had conducted postdoctoral research a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ow, he
is the Vice-President and Chair
Professor of the Asi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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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粉角色」政大續展

2012 NCCU Very Fun Park

10.19-11.30

主辦單位│政治大學藝文中心 •
贊助單位│富邦金控 • 富邦保險

 活動總覽
粉樂町政大續展開幕茶會
時間 10.19 ㊄ 12:30-13:30
地點  藝文中心五樓藝文空間
粉樂町政大續展展覽

教育推廣活動

10.19 ㊄ -11.30 ㊄

粉樂校園對談
粉角色工作坊

時間  配合各展點開放時間

粉樂町導覽

地點  校園各展點

校園藝術種子培訓

活動名稱

日期

校園藝術種子招募

09.19 ㊂ -09.20 ㊃

10:00-17:00

社團聯展攤位區

開幕茶會

10.19 ㊄

12:30-13:30

藝中藝文空間

展覽

10.19 ㊄ -11.30 ㊄

配合各展點開放時間

校園各展點

粉角色工作坊

10.23 ㊁

14:00-16:00

山下校區

10.24 ㊂

08:30-11:30

政大實幼

10.27 ㊅

14:00-18:00

集英樓旁空地

10.26 ㊄

16:00-17:30

商學院大廳

11.01 ㊃

19:00-21:00

藝中藝文走廊

藝術家面對面系列Ⅲ
藝術家：朱盈樺

11.02 ㊄

14:00-16:00

藝中藝文走廊

當代藝術校園推廣

11.03 ㊅

10:00-17:00

包種茶節攤位區

粉樂町定時導覽

10.26 ㊄、11.01 ㊃
11.07 ㊂、11.27 ㊁

14:00-16:00

積木修城工作坊Ⅰ

粉角色工作坊
積木修城工作坊Ⅱ

粉角色工作坊
都市酵母．一片綠地的色
彩裝置工作坊

粉樂校園對談
藝術家面對面系列Ⅰ
藝術團隊：豪華朗機工

粉樂校園對談
藝術家面對面系列Ⅱ
藝術家：徐瑞憲

粉樂校園對談

時間

地點

校園各展點
集合地點：
粉樂町電算中心服務處

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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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改變校園
「粉樂町政大續展」的教育實踐
政大藝文中心 藝術總監 / 黃巧慧

「洋蔥是我們所認識的藝中 把我們帶進粉樂町世界的關鍵
我希望不論它旅行到哪 都能記得在這裡 有屬於它的位置
有想念它的我們」 〜一位政大學生

就在驚呼聲四起、質疑聲浪不斷的交迭中，

這 一 年 雙 方 更 進 一 步 合 作 規 畫「 生 活 美

我們繼續穩妥前行，因為藝術果然打開了真

學」這堂兩學分的通識課。修課學生 114 人，

實對話的可能。

十八週的課程中，邀請十位來自音樂、設計、

實驗二：
強化通識藝術教育，落實公民美學素養
藝術能改變校園嗎？
藝術能帶來什麼改變？

本校藝文諮詢委員、政大創新創造力講座
主持人吳靜吉博士，曾以美國為例，建議未
來臺灣的大學評鑑和頂尖計畫應該將「創意

富邦藝術基金會自 2001 年開始，以「粉樂

校園」列為評鑑指標。當藝術進入校園公共

町」做為推動無牆美術館的展覽形式，讓藝

空間，觀眾與藝術品以及所在的場域，常常

術走入臺北的街道巷弄，改變了城市的樣貌

形成獨特的對話關係，是激發創意的好觸媒。

與記憶。
2010 年政大藝文中心邀請富邦藝術基金會

21 世紀的藝術教育，不再只是強調幫助個
人心智的發展或是以藝術本位的創作導向，
而是看重從生活出發，親身體驗的美感經驗。

作者，以案例分析的方式，讓學生了解美感
的養成與訓練，不僅是生命的養分，也是未
來生涯的軟實力之一。
實驗三：培育藝術志工，善盡社會責任

「粉樂町」策展團隊特別針對大學校園的

志 工 的 招 募 與 訓 練， 是 扎 根 藝 術 教 育 的

特殊性，克服經費與人力的困難，規畫現地

具體做法。富邦藝術基金會協助藝文中心有

製作 (site-speciﬁc) 的作品，讓非藝術相關科

系統地進行志工甄選與培訓，每年平均培訓

系的政大師生，在藝術家的帶領下，親身體

35-40 位政大粉樂志工。志工們除了協助藝術

驗創作的歷程。

合辦「粉樂町政大續展」，不僅讓這個臺北

建築、策展、時尚等不同文創領域的專業工

家佈展、展點服務中心的值班，也針對校內
師生、社區民眾及學校機關團體等，每年平

東區重要的文化活動延伸至位處城南的政大

例 如 2011 年 的 參 展 作 品 之 一「 流 • 政

校園，更希望藉著這份「藝術家 X 觀眾 X 作

大」，由藝術家黃沛瀅親自於展出的空間，

品 X 空間」錯落交織的藝術地圖，讓大學藝

帶領 80 人次的師生志工，在現場說明創作的

此外，參與藝術公益行動，也讓志工們有

文中心有一次嚴肅實驗的機會，思考如何在

概念、方法與流程，然後依小組分工的方式，

機 會 略 盡 社 會 責 任。 例 如，2010 年 與 政 大

追求頂尖的高等教育潮流中，看見藝術之於

連續六天接力將八萬片的瓦楞紙，用時間和

EMBA 校友會合作，接待屏東八八水災受災

2010 年，「行動小鹿」、「擁抱」、「大

勞力層層堆疊成蜿蜒流動的山水。志工們在

戶的小朋友；2011 年響應「袋 • 我回家」、

洋蔥」等各種不同創作材質與尺寸的作品，

每一次的接班交班中，不僅關心進度是否順

「愛 • 百納」回收再製二手牛仔褲，關心失

於是，我們給了這個實驗三年的默契，彼
此期許以三年的堅持，把無牆美術館的精神，

隨著「粉樂町政大續展」第一次大膽進入校

利，也學會察看作品變化的細節。每位經過

智老人的公益活動。

在政大逐步實踐。

園。期間，兩岸大學校長論壇在政大舉行，

創作現場的人，或詢問「施工原委」，或投

與會的師長們對於企業與大學合作推動無牆

以好奇讚嘆的眼神，這些直接或間接的參與，

色─積木修城計畫」，進入幼稚園和小學，

美術館對校園文化所產生的能量感到驚訝。

也成為集體創作的部分。

讓色彩的感染力散佈校園。

教育的價值，改變校園的角落。

實驗一：推動無牆美術館，實踐創意校園

2012 臺北東區當代藝術展
政大續展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均提供 700 人次的導覽服務。

今年，這群校園粉樂志工將以「校園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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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四：產學合作，提升藝文中心專業視野
不同於過去以挹注經費或提供節目的贊助
方式，「粉樂町政大續展」以多面向的合作
關係，開啟企業與大學藝文中心的創新合作
模式。舉凡展覽的規畫、媒體宣傳、講座、
工作坊、導覽、志工訓練等教育推廣活動，
均在雙方團隊的努力堅持下一一實現。
在合作的分工上，作品的選擇、藝術家的
聯繫以及相關教推活動的規畫，係由基金會
的專業策展團隊負責，至於佈展相關行政作
業、志工訓練以及媒體宣傳等則與政大藝文
中心共同執行，讓藝文中心在推動藝文活動
時，不僅從企業獲得經費的幫助，更能藉由

我真的很喜歡也很懷念 消失的洋蔥

很多同學和我一樣覺得很可惜很感嘆

謝謝老師

它走得太倉卒 連讓我說再見都來不及

我是今年剛進政大的大一生 在開學不久後
粉樂町的展品就陸續進駐校園
洋蔥座落在藝中 起初我不以為意
直到有次和同學一起進去 放音樂後 我才發
現它的魅力
那是個很奇妙的空間 給我的不是拘束感 而
是安全感
之後每當我心情不好 有問題解不開時
經過藝中 一個人或是和同學很自然會選擇投
入洋蔥的懷抱
從進入政大開始 它一直陪我走到現在

與專業團隊的實質合作關係，提升組織內部
的視野與專業能力。

昨天 當我走進藝中 赫然發現洋蔥不見
轉身才發現它被拆解要帶走了

以繁衍取代複製，藝術能改變校園！
三年前，當藝中四樓大廳的微建築聲音裝
置─「大洋蔥」，因為另一個旅行計畫提前
離開時，我們收到了這封情書：

當下的我 很希望它只是暫時離開 甚至不相
信它不見了
我知道 那樣的惆悵失落感 說出來也很難讓
人理解

老師你好：

但是少了洋蔥的藝中 變得很空虛 不像是藝
中了

我是那位很懷念洋蔥的同學

感覺那空蕩的位置就是為它而留的 無可取代

很抱歉無法出席星期五的演講
但以下是我的想說的話 希望能替我轉達 謝謝

Event
2012 臺北東區當代藝術展
Guide of the NCCU Art
政大續展
& Culture Center

後記：
2011 年，富邦藝術基金會榮獲「臺北文化

我知道它正在旅行 政大不過只是其中一站

獎」。政大藝文中心做為合作夥伴之一，知

可是對我來說 在藝中的洋蔥具有最獨一無
二的意義

專業、熱情、與超強行動力獲得的肯定。相

我好希望 它能再次回到政大
大洋蔥裡 它讓我沉思放鬆 記錄和同學們的
點滴
同一首歌在洋蔥裡聽起來的感受就是特別不
一樣

道這份殊榮是基金會團隊以十年的承諾，用
信未來十年，富邦藝術基金會將不斷為這個
城市帶來美麗的驚喜！
在此深深感謝富邦藝術基金會，協助政大
藝文中心實踐為期三年的校園美育實驗，以
及三年來協助藝文中心完成「粉樂町政大續

今天走進藝中 我真的很不習慣

展」的每一位夥伴。感謝曾經帶著地圖在校

其實大家都把大洋蔥當成政大藝中裡的一份
子了

園裡走逛的朋友，讓我們一起期待下一份校
園美學地圖！

洋蔥是我們所認識的藝中 把我們帶進粉樂町
世界的關鍵
我希望不論它旅行到哪 都能記得在這裡 有
屬於它的位置
有想念它的我們
哲一 陳盈孜（現法律三）
從這封信，我們看見了改變的契機。

它承載了某部分政大人的回憶和心中的情感
寄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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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續

粉樂町和政大的相遇起於 2010 年，最終成行的動力，
是對於一群充滿熱情的教育工作者獻上致意！

為期一個半月的東區當代藝術展「粉樂町」，在入秋的九月完展，

台，強調空間對應為特色的「粉樂町」，在進行第一階段的展出同時，

預計有近十萬人次以上經驗展區，2012 年一座廠、一條巷、一棟房

也思考著政大的每個角落，決意如此的背後，其實是進入到更多設限

的空間形態，喚出時間的歷程與生活痕跡，同時也是粉樂町進入第七

的框架，作品尺寸、創作風格、與空間的關係，再再挑戰策展的能力

年的展現，行走其間，除了藝術創作者對於空間重新審視外，觀看者

與經驗！

也進入時光的廊道，在私人的空間穿越，在塵封的廠房嗅著半世紀前
的檜木香氣、在一條從未走訪的巷弄推開潮店的大門，然後，只為了
與藝術遇見。這一切讓夏日台北充滿了迷人的情調！相信這就是粉樂
町的魅力，城市不一樣了，人流動了起來。

在過去的展覽記憶中要特別感謝吳思華校長、政大藝文中心、X 書
院、以及所有協助粉樂介入校園的同學和志工，協助粉樂町在上學的
路徑上發聲，沒有這群前導者，在校園就會有一種找不到教室的窘
迫，「粉樂町」的上學經驗選擇了政大，政大也讓團隊獲得了最珍貴

而延長展期進入校園從 2010 年開始，為期三年的展出是承諾也是

的協助與指導，今年之後，希望由黃巧慧總監所領導的團隊繼續「粉

另一項挑戰，基金會原則上不進行一次性的活動，決定了的計劃就會

樂町」的學業，讓無牆的美術館開放在濃郁的政大人文息氣中，讓發

盡可能的讓時間提煉出成效，同步的進行行政工作的經驗轉移，讓合

生在遇見時的感動未完待續……

作的單位日後也能持續這樣的理念，架撐出給藝術創作者的機會和平

富邦藝術基金會執行長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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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粉角色」政大續展
2012 NCCU Very Fun Park

展覽介紹
10.19 ㊄ -11.30 ㊄

開放時間  配合各展點開放時間
展出地點  校園各展點（有可能配合藝術家於佈展過程中調整）
參展藝術家 （依姓名筆畫排序）
Heidi Voet（比利時）、Magda Sayeg（美國）、朱盈樺、洪易、徐瑞憲、
黃蘭雅、豪華朗機工、劉小康（香港）、戴翰泓、鍾舜文、鍾順龍、蕭筑方

服務中心  A. 山下區 電算中心藝廊 @1F
開放時間：週一至五 09:00-17:00
B. 山上區 藝文中心藝文空間 @5F
開放時間：週一至五 11:00-18:00 週六 11:00-17:00
更詳盡的訊息，如導覽場次與預約方式、集章兌獎等活動說明，請參閱粉樂町專刊，或至本中
心活動網站查詢。（由政大首頁右方「藝文中心節目」即可連結）

感謝場地協辦單位：商學院、傳播學士學位學程、創意實驗室、電算中心
教務處通識教育 中心、總務處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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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❶ 我永不消失，因我的身影長存

❸旅行者之翼

I will never disappear
for forever I’ll be here

Traveler’s Wings

❹ 星雨

Stardust

鍾順龍 CHUNG Soon-Long

海蒂 • 渥特 Heidi VOET

徐瑞憲 SHYU Ruey Shiann

攝影

3000 只電子錶、尼龍繩

金 屬、 銅 片、 馬 達、 電 線、
電壓轉換器、感應器

藝文中心 藝文空間

藝文中心 藝文空間

藝文中心 藝文空間

週一至週五 11:00-18:00
週六 11:00-17:00

❷ 平行記憶 Paralleling Memories
朱盈樺 CHU Yin-Hua

週一至週五 11:00-18:00
週六 11:00-17:00

週一至週五 11:00-18:00
週六 11:00-17:00
自 1997 年開始，藝術家徐瑞憲以動力藝術

攝影

裝置，發展出一系列獨特的創作語彙，以機

藝文中心 藝文空間

械為元素，探討生命的內涵與本質，使他的

週一至週五 11:00-18:00

作品總是透露出對人、對環境、對記憶的溫

週六 11:00-17:00

暖與觀照。
「旅行者之翼」中，藝術家將留法時期蒐

【遊戲規則】
藝術家用超過三千隻五色的電子手錶編成
一張巨型地毯，取名《我永不消失，因我的
身影長存》。
地毯為家裡增添舒適與美觀，雖然是生活
中緊密不可分的元素，它的存在卻時常被忽
略—這種不自覺的忘性，就好像我們對待時

集的法國國鐵車票 (SNCF)，以銅版腐蝕方式，

1. 利用模型小人為道具，透過鏡頭，觀察
平日看不見的城市樣貌。

將車票上的文字烙印在銅板片上，作品啟動
時，支架上的雙銅片就像侯鳥飛行的翅膀、

2. 每日在特定時間：10 時、14 時、18 時、

上下擺動。旅者帶著車票搭乘火車在空間與

22 時，依照心情和環境，選擇一個隨身

空間之中移動，如同侯鳥展翅飛翔於浩瀚天

攜帶的模型小人拍攝照片。

空，而機械運動本身發出的規律機械聲就像

3. 照 片 中 主 角 的 重 覆， 是 製 造 記 憶

是火車輪依循軌道前進的轉動聲，是空間上

間的流逝—即便有著不可取代的重要性，但

(encoding) 與解碼記憶 (decoding) 的過

的移動，也是時間上的移動、進行、與流逝

每天每夜，不管是抽象的時間或是具體的地

程。透過鏡頭，開始模型小人與城市空

的反覆狀態。

毯，我們似乎都沒有真的放在心上。

間的對話，觀察個人身份（外來者

展覽開跑時，這些電子錶全依本地時間設
定，整點報時。然而隨著時間推移，手錶對

客

學生

駐村藝術家

神秘的宇宙，古人有盤古開天闢地的傳說，
是神話的詮釋；而現代人透過文明科技來探
索宇宙，為科學的尋覓，可見神話與科學之
間存有共同性，都是為求探索宇宙間的未知。
天文學家透過儀器的觀測，使我們得以窺
見宇宙間遙遠的星體，藝術家鍾順龍本系列
的影像作品，第一眼印象像是未知的宇宙星

旅

系，其實是透過大型相機與強烈閃光燈，捕

當地人）與城

捉住雨滴自天而降的瞬間，鏡頭截取了時間

市間的關係。

與空間所堆疊的片段，燈具的一瞬強光，則

時開始失去準度，原本同步的報時聲響，逐

既是遊戲也是實驗，藝術家朱盈樺帶著現

凝結住每一顆墜落的雨滴，當液體結構經過

漸暴露落差，響鈴此起彼落甚至達數分鐘之

成模型小人，以不一樣的視野開啟了一段探索

光線的穿透，在空間反射出中類似星光的層

遙，形成一場混亂又規律的數位交響曲。

的旅程：當觀者也將自己縮小到模型小人的

次，猶如形成太空中的類星體 (quasar)。
攝影對於微觀世界的結果，仿擬出新的宇

作品將人類對於時光飛逝的莫可奈何，轉

視野看世界，等於按下了藝術家設計的實驗

換成聽得見的聲響，突顯我們對荒蕪歲月的

開關，打破日常的週而復始，解讀城市的曖

宙空間（變異體），超越了你我對於真實世

昧與想像，解構 建構屬於自己的城市美學。

界觀看的想像。

默認。
2012 臺北東區當代藝術展
政大續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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❺ 無題

❼ 阿嬤的衫
母親的衫

Untitled

瑪格妲 • 賽耶
Magda SAYEG
毛線
藝文中心

週一至週五 08:00-22:00
週六、週日 08:00-17:00

Mother’s Clothes

鍾舜文 CHUNG Shun-Wen
藝術團隊 Knitta 的創辦人瑪格妲 • 賽耶讓

大廳

Grandma’s Clothes

膠彩

編織工藝走出刻板印象中的居家氛圍，成為

藝文中心 博雅書房

街頭藝術的新創作媒材。這個想法始於 2005

週一至週五 11:00-19:00
週六、週日 11:00-17:00

年，當時藝術家經營一間小店鋪，她從店門
門把改造開始，逐漸發展擴大，將手織的溫
暖置於鋼筋水泥的環境中，不論是路燈柱還
是電線桿，以色彩和手感替冰冷的都市景觀
增添人情味，也讓編織技術跳脫傳統工藝框

對藝術家鍾舜文而言，創作，有時也是
保存過往記憶的方式。

鍾舜文藉由細緻描繪花布圖樣，在筆觸間
記錄下傳統客家文化的生活光景，也注入了

花布為客家文化重要的精神象徵，樸實

那段由祖母、母親和自己所共同構築的童年

卻圖式華美的布料大量出現在早期客家人

時光—這，是祖母慣穿的花色；那，讓人想

此次賽耶特別搜尋台灣街道上常見的小吃

的生活當中，無論是穿戴的服飾或是攜帶

起這衫當年是如何映襯著母親年輕的臉龐。

餐車為創作發想，賦予全新的生命，呼應了

的日常用品，經由客家人精湛的手藝，平

透過這些作品我們可以欣賞到傳統花布樣式，

藝術家多年來創作的主題與核心，表達她與

凡的布料都能巧妙而靈活地運用。

更可細細品味從中所散發的溫暖往日情懷。

架，顛覆民眾對街頭塗鴉的既定觀感。

所在的都市環境持續對話的渴望。

❻ 什麼時候開始的？

繪人物各種情緒

❽ 二十四格的世界

The World in 24 Frames

狀 態， 並 從 生 活

戴翰泓 TAI Han-Hong

中擷取的一句對

木、鏡、機械裝置

化，變成慢動

白或發語詞為作

壓克力顏料、畫布

藝文中心 創意實驗室

作循環的機

品 命 題， 不 管 是

藝文中心 7-11 藝術牆面
週一至週五 08:00-22:00

週一至週五 08:00-22:00
週六、週日 08:00-17:00

械影像，鏡子

肥皂劇般的電視
新 聞、 人 與 人 交

建築研究的背景反映在藝術家戴翰泓的創

擬，瞬息變幻

週六、週日 08:00-17:00

談中的草根性與

作之中，他以裝置或雕塑等藝術形式實驗「界

卻又與現實並

在 地 口 音， 所 有

線」的觀點與可能，而將觀者的身體親歷，

存的。作品緩

也納為作品最終完成的一步。

緩旋轉，不斷

Since when?

蕭筑方 HSIAO Chu Fang

「什麼時候開始的？」

畫中捕捉到的情緒或表情，都是藝術家點滴

本次藝術家蕭筑方展出自 2007 ∼ 2012 年

累積的觀察。畫作中的人物彷彿各自有著不

的創作組合。「什麼時候開始的？」這一句

的影像總是虛

從裝置中的小房子望進，可見一緩慢影像

旋轉進的各種

同的心情與口白，自成一場對話練習，此起

在定點變化，它由從不同角度反射進來的光

畫面，一片目

話雖沒有明確時態，卻也點出了情境：事發

彼落的彈跳蹦現；而簡單的肢體動作，在她

線構成，小窗外的景緻或是房屋內部的細節

不暇給中，唯

後的對話，這似乎可以作為觀者與畫中人物

的描繪下注入了幽默感，創作者、畫中人物、

均一覽無遺，在鏡面的魔術下光影交錯成像。

動態相互的提問與回應。藝術家擅以色塊描

還有觀眾之間，也再次經驗了溝通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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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將電影底片一秒二十四格的概念轉

一的觀看方式卻必須是極其專注，方能瞥見
周遭、觀照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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❾ 幻彩神駒

Miracle Horse

❿ 鴨子系列

Duck Series

⓫ 森林

Forest

黃蘭雅

⓬ a~ 藝術與水的循環計畫

a~ A Project of Circulation Filled
with Art and Water

劉小康

洪易

HUANG Lan-Ya

Freeman LAU Siu-Hong

HUNG Yi

熱塑性樹脂、顏料、石

木

鋼鐵板、烤漆

電算中心 藝廊

LuxuryLogico

扇形廣場

行政大樓 二樓大廳

週一至週五 08:00-22:00

水、保特瓶

每週 7 天 1 天 24 小時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豪華朗機工

商學院二樓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建築師劉小康回憶起童年時並沒有太多的

「a~
是一個解渴 後的狀聲。
是 ART 的讀音 。
是 瓶裝水的產 品名稱。
是 一個藝術與 水的循環計畫 。」

玩具，而這麼一匹「神駒」陪他度過了許多
歡樂的時光。不過當時他心中的「神駒」不
是一匹真正的馬，其實是一張餐椅—高高的
椅背是馬的脖子，座位處是馬背，四隻椅腳

藝術團隊「豪華朗機工」核心成員為張耿

則是馬腿。當他跨坐在「馬背」上，手抱著

豪、張耿華、陳志建、林昆穎等四位藝術家，

「馬脖子」，前後搖晃，「馬腿」也隨之發

藉由跨界與團隊合作的藝術創作模式，發揮

出咯咯聲響。

各自所長，以「混種跨界」尋找各種藝術創
作的可能。

眼前劉小康以偌大的尺寸重現這匹心目中
的「神駒」，並以台南傳統花布包覆，希望
呈現兒時那種因天真而愉快、因單純而幸福
的童真。在這物慾掛帥的年代裡，盼這份童
真能讓觀眾重拾單純美好的快樂。巨大的「神
駒」是重溫孩提時光，對於尺寸的仰望。

在對材質的好奇心驅使下，藝術家黃蘭雅
洪易的藝術氣息一向有著繽紛的鮮度，大

從平凡的熱塑性樹脂（熱熔膠）中看見了新

膽而生猛，融合著對比色彩，時而似紋身圖

的可能：熱塑性樹脂從無生命的工業材料發

騰、時而似本土在地彩繪，在作品的展現上

展成有機的形象，並被賦予既飽和又晶瑩的

可以讀閱出他對於生活事物的幽默與觀察，

色彩。其實作品的誕生往往是藝術家與材質

手感線條流露出自信，其細緻度與用色相佐

之間的雙向互動而來，除了創作者有意識地

成為作品風格。

塑形，也部份保留材質本身的自由流動，這

在系列作品身上可以看見藝術家超越物種
類別，以擬人化方式賦予物件個人特色與想

是一個關於藝術與水的循環計畫，完整概念起
源於一筆由商業界資助的藝術基金。豪華朗機
工將生產一瓶水，從設計、製成、行銷到販售
行為，來生成另一筆藝術基金，藉此創造出
有關水經濟的「藝術、設計、商業」合一論述，
並成為一個自我循環成長的小經濟體。

之間的掌握全賴與材質長時間的相處、摸索、
及實驗。

像空間，由延伸的有機外型，傳達一股強烈

《森林》這組作品嘗試將生命內在以有機

的生命力；他結合在地通俗文化之趣味，直

形象外顯，熱塑性樹脂結合了自然的廢棄木，

率坦白的遍佈快樂與愛的情緒。在洪易的藝

創造出仿生植物的意象。透過裝置，個別創

術裡，可以像尋寶般驚喜不斷，透過細細尋

作物件與空間結合，開展成一片魔幻森林，

覓與綿密的圖像細節，不難發現箇中所隱含

藝術家嘗試呈現「現實」與「非現實」之間

的趣味。

的空間能量對應，在對比中卻建構出和諧平
衡的視覺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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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華朗機工此次提出的「照顧計畫 –a~」

✽每瓶水的售價為 20 元台幣，每批生產固定數量 36000 瓶。
✽販水之利潤直接分為兩份，其中一份繼續生產固定數量之瓶裝
水，另一份轉為藝術資助基金。隨著每一批水的售罄，藝術資
助基金將會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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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續展

粉樂町政大續展開幕茶會
Very-Fun Opening Ceremony
時間 10.19 ㊄ 12:30-13:30
地點  藝文中心五樓藝文空間

粉樂校園座談
報名與參加注意事項  請見 P.19

2011 臺北東區當代藝術展
2012
政大續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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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面對面系列Ⅰ
時間 10.26 ㊄ 16:00-17:30
地點  商學院大廳
參展藝術家  豪華朗機工
與談人  韓志翔 本校企管系教授兼主任

藝術家面對面系列Ⅱ
時間 11.01 ㊃ 19:00-21:00
地點  藝文中心四樓藝文走廊
參展藝術家  徐瑞憲

藝術家面對面系列Ⅲ
時間 11.02 ㊄ 14:00-16:00
地點  藝文中心四樓藝文走廊
參展藝術家  朱盈樺

藝術家團隊豪華朗機工於 2010 年成軍，由陳

以動力藝術裝置聞名國際的徐瑞憲，擅轉換

政大廣電系、倫敦大學城市文化研究、學成

志建、林昆穎、張耿豪及張耿華四位各有所

機械零件與元素，探討生命的內涵與本質。

後再到東海美術系任教…看似不斷轉換跑

長的大男孩組成。他們的創作概念以混種跨

對他來說，機械不只是人類筋肉的延伸、滿

道，對朱盈樺來說其實只是以不同角度面對

界出發，作品保有因參與者加入而產生有機

足日常的需求而已；透過藝術的創造，在精

「生活」。政大的校園經驗，例如藝文中心

變化的可能性。本場講座藝術家們將與學者

準的零件組合與反覆運動的韻律中，挹注對

義工、金旋獎工作人員等，不時都能回應到

進行對談，回望「藝術與水的循環計劃」機

生活的記憶和生命的關懷。除了作品本身，

藝術家現今所投入的影像創作。這次座談會

制下所展開的原初想望。期望透過檢視與交

藝術家更將與大家創作背後的點滴動人故

朱盈樺不僅是以藝術家的身分，還有學姐及

流，讓藝企合作的實踐，能夠像水循環一樣

事，聽聽他是如何從冰冷的金屬中感受到那

過來人的角度，和大家分享何謂藝術與創作。

持續地良善發生，並無限延伸與繁衍。

微微透出的溫度。

政大藝文中心節目簡介 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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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樂町導覽
導覽期間 10.19 ㊄ -11.30 ㊄
①「定時導覽」：規劃固定時間由導覽人員定時帶領導覽行程。欲參與者請至本校聯合報名系

粉角色工作坊

統報名。
② 團體預約導覽：提供團體提前預約導覽行程。請集結藝術同好 10 人以上，註明「申請

報名與參加注意事項  請見 P.19

1. 積木修城工作坊
【場次一】

時間 10.23 ㊁ 14:00-16:00

2. 都市酵母
一片綠地的色彩裝置工作坊
時間 10.27 ㊅ 14:00-18:00

【遇雨則順延至 10.28 ( 日 ) 同時段舉辦】

地點  政大校園各處
（活動當天於電算中心服務中心集合）

【場次二】

時間 10.24 ㊂ 08:30-11:30
地點  政大實幼小角落

集合地點  行政大樓一樓

人 姓 名 及 電 話 」、「 團 體 名 稱 」、「 參 加 人 數 」、「 欲 預 約 日 期 與 時 段 」，Email 至
word@nccu.edu.tw 即可專案安排。
詳細辦法請上藝文中心活動網站查詢，諮詢電話 : 02-2939-3091#62059
「粉樂校園座談」、「粉角色工作坊」、「粉樂町定時導覽」報名與參加注意事項：
1. 詳細活動內容與參加說明，請詳閱藝文中心本學期活動網站粉樂町專頁。

裝置地點  集英樓與傳播學程中間綠地

2. 活動三週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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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師  都市酵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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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辦單位  得利塗料

協辦單位  政大實幼
※ 本場次不開放報名

延伸德國藝術家 Jan Vormann 的無國界公共
藝術計畫「Dispatchwork」，邀請大家拿起
繽紛彩色積木化身藝術家，在校園縫隙中大
玩創意，展開環境微改造計畫。
Dispatchwork = Dispatch（ 散 佈 ）+ Patchwork
（補丁），讓我們以熟悉的校園基地為創作領
域，帶著對生活環境的好奇與關心，使用創
作技術門檻低、色彩鮮豔繽紛的樂高積木，
在遊戲般的過程
中， 體 驗 藝 術 創
作 的 過 程， 翻 新
校園不起眼的小
角落！

強調公共使命，「都
市酵母」於 2006 年
由 水 越 設 計 提 出，
致力於透過「設計」
的 力 量 改 善 環 境。
兼具國際視野與在
地研究，凝聚台灣的環境美學意識與執行力，
提出 21 世紀最好的都市挑戰，追求生活品質
以及特殊都市空間體驗。團隊至今已與超過
1000 位設計師、36 個企業合作，並舉辦 33
場國內外互動展覽。
都市酵母這次將為政大校園帶來「色彩裝置工
作坊」，結合色彩感知、討論、與實作，邀請
政大人共同參與發想。

校園藝術種子培訓
校園藝術種子─粉樂志工限額精選 30 名
對當代藝術充滿好奇？想深入了解一場藝術展覽背後的執行過程？快來加入粉樂志工的行列！
在這裡你可以與藝術同好一同瞭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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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工讀生資格，並視服務內容獲頒「2012 粉樂町政大續展 藝術志工」或「2012 粉樂町政大續
展 展覽導覽員」證書。

報名資格  政大在校學生或應屆畢業校友
網路招募期間

 即 日 起 至 - 09.23 ( 日 ) 晚 上 24:00 止， 填 妥 報 名 表 後 電 郵 至
veryfunpark@mail.fubonart.org.tw。( 報名表可於富邦藝術基金會網站
http://www.fubonart.org.tw 下載

現場報名 09.19 ( 三 )、09.20 ( 四 ) 10:00-17:00，社團聯合招生活動「粉樂町」攤位
甄選方式 09.27 ( 四 ) 19:00-21:00 現場徵選
錄取公告 10.01 ( 一 ) 中午 12:00 公告於富邦藝術基金會網站最新消息
培訓時間 ( 錄取者須全程參與不可缺席 )09.27 ( 四 )，19:00-21:00
10.04 ( 四 )，19:00-21:00

培訓地點  藝文中心四樓藝文走廊
2011 臺北東區當代藝術展
2012
政大續展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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