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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作品│

● 藝文中心場館及水岸電梯開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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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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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國立政治大學   執行製作╱學務處藝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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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推廣暨教育訓練╱楊麗娟

電影企劃暨劇場管理╱張湘瑩

場管經營╱楊一鳴

設計╱東喜設計  tomic@tomicdesign.com

網頁設計╱李悅端

電話╱ 02-2939-3091 轉分機 63393
傳真╱ 02-2938-7618
網址╱ http://artist.nccu.edu.tw/
地址╱ 11605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出版日期╱ 2014.03     印刷╱永豐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Opening hours 
1.During the school term: Mon. - Fri. 08:00-22:00, Sat. - Sun. 08:00-17:00
2.Winter and summer vacation: Mon. - Sat. 08:00-17:00
3.National holidays and Sundays during summer/winter vacation: Closed

Transportation Guide
1.Campus shuttle bus: you can board the NT$1 bus at the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and disembark at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Please check the “Campus Shuttle Bus Schedule”.
2.Driving into the campus: a parking fee is charged as per the university regulations. 

Program Consulting 
Tel: Service counter （(02)-2939-3091 ext. 63393
Website: Link to the Facebook Fan Page （http://www.facebook.com/nccuarts）
Email: nccuarts@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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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 Click "Like" on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s FACEBOOK Fan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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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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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Journey Through 18th Century European Music—Baroque Oboe and Harpsichord Du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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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政大藝文中心】粉絲專頁．專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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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 Book」直接瀏覽及掌握最新藝文資訊與活動快報。也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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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加入。

林懷民演出「盲」(1973)　攝影：姚孟嘉　圖片提供：雲門舞集文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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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總覽

活動總覽

凡憑「美感存摺」參與藝文中心本學期集章活動，單場結束後可於出口服務處蓋章集點。

累積達 8點者，可兌換藝術家李賢文駐校一年創作筆記書《文山春秋─水墨浮世流光》乙本。

累積達 15點者，可兌換本屆駐校藝術家《打開雲門：解密雲門的技藝、美學與堅持》專書乙本！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快用行動支持你對藝術的熱情！

兌換地點：藝文中心 505室。

兌換日期：即日起至 103/06/15止。（主辦單位保留活動異動權）

美感存摺 Aesthetic Bank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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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1     二   19:00-20:30　   電影「屋漏痕」 │視   聽   館│

◎ 03.12     三   19:00-20:30　   沙龍「舞話與舞畫：導論」 │創意實驗室 │

◎ 03.13     四   - 04.25    五　     文山春秋－李賢文水墨浮世流光 │藝文空間  │

◎ 03.19     三   19:00-20:30　   電影「Pina」

◎ 03.20     四   19:00-20:30　   沙龍「舞話：從碧娜談舞蹈劇場的姿態」 │創意實驗室 │

◎ 03.25     二   19:00-20:30　   曾靖雯：因為模糊而清楚—劇場路上的他人與自己 │舜文大講堂 │

◎ 04.07      一   19:30-21:30　《焦點舞團舞蹈工作坊》三 │101舞蹈室│

◎ 04.10      四   19:00-21:00　   周東彥、周書毅：影像與肢體的起舞時刻 │舜文大講堂│

    04.14      一   12:30-13:30　「夢想與堅持」駐校開幕茶會暨記者會 │舜文大講堂│

◎ 04.14      一   19:30-21:30　《焦點舞團舞蹈工作坊》五 │101舞蹈室│

◎ 05.07      三   19:00-21:00　張中煖：一位政大人的舞蹈路 │創意實驗室│

◎ 04.22      二   19:00-20:30　  18世紀歐洲的音樂之旅－ 巴洛克雙簧管與大鍵琴雙重奏音樂會 │視聽館│

◎ 05.09      五   19:00-21:00　何曉玫：人與人的舞蹈 —從肢體開發到舞蹈創作 │創意實驗室│

◎ 04.23     三   19:00-20:30　   拉卡‧巫茂：流浪女兒國 │舜文大講堂│

◎ 05.06     二   19:00-21:00　古名伸《即興舞蹈工作坊》 │101舞蹈室│

◎ 05.06     二   -06.06  五　       影舞捕手－劉振祥攝影展 │藝文空間│

◎ 05.06     二   13:30-15:00　  【攝影講座】追尋現實與幻影間的靈光 │藝文走廊│

◎ 04.24     四   19:30-21:30　《焦點舞團舞蹈工作坊》七 │101舞蹈室│

◎ 04.28     ㄧ   19:00-21:00　張照堂：歲月‧歲月—從青年林懷民黑白照片談起 │藝文走廊│

◎ 05.13     二   19:00-21:00　布拉瑞揚：我從雲門來 │舜文大講堂│

◎ 04.30     三   19:00-20:30　耿一偉：策展人在幹嘛？ │藝文走廊│

◎ 05.27     二   19:00-20:30　莫比斯圓環創作公社《動與不動之間─肢體表演工作坊》 │101舞蹈室│

◎ 05.28     三   19:00-21:00　林懷民、吳念真：說舞說戲說人生 │大   禮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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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聽   館│

◎ 03.26     三   19:00-20:30　   電影   季利安舞蹈選粹 │視   聽   館│

◎ 03.27     四   19:00-20:30　   沙龍「舞畫：從季利安談舞蹈劇場的光與樂」 │創意實驗室│

◎ 表演  Performances    ◎ 講座  Lecture    ◎ 電影 Movies    ◎ 沙龍 Salon    ◎   工作坊 Workshop    ◎ 展覽  Exhibition 

◎ 臺北藝術節@政大  2014 Taipei Arts Festival @ NCCU

★有星號之場次不參與本學期集章活動

◎ 05.15     四   19:00-21:00　青春之舞×指南之舞 │視   聽   館│

◎ 03.03     一   19:00-21:00　 《雲門２生活律動工作坊》一班 │101舞蹈室 │★

◎ 05.12     一   19:30-21:30　《焦點舞團舞蹈工作坊》八 │101舞蹈室│★

◎ 03.04     二   19:00-21:00　 《雲門２生活律動工作坊》二班 │101舞蹈室 │★

◎ 03.05     三    - 03.07    五　  《雲門２舞蹈創作工作坊》 │101舞蹈室 │★

◎ 03.13     四   19:30-21:30　 《焦點舞團舞蹈工作坊》一 │101舞蹈室 │★

◎ 03.17     一   19:30-21:30　 《焦點舞團舞蹈工作坊》二 │101舞蹈室 │★

◎ 04.09      三   19:00-20:30　   魏瑛娟：魏瑛娟的寫真劇場 │藝文走廊│

★

◎ 04.10      四   20:00-21:30　《焦點舞團舞蹈工作坊》四 │101舞蹈室│★

◎ 04.17      四   19:30-21:30　《焦點舞團舞蹈工作坊》六 │101舞蹈室│★

◎ 04.20      日   19:30-　             雲門之舞-雲門２  春鬥2014 │臺北新舞台│★

◎ 04.21      一   19:00-21:00　   平珩：舞蹈的力量—人人俱備，你信不信？！ │創意實驗室│

★

◎ 04.25     五   19:00-21:00　   【音樂講座】二十世紀古樂的復甦 │藝文走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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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的我，坐在劇場，被壯大的布蘭詩歌、

舞台上著緊身衣燈籠褲的群舞者節節逼近，最

後被吞沒。肢體、情緒、表情、音樂、聲響、

燈光，把隱藏底處的另一個我叫喚出來，既是

黑暗中觀眾的共享，也是私密獨白。自始，現

代舞予我，有著無法言喻的吸引力。舞台上的

波瀾，掀動內心最劇烈的欲望、最幽微的悲喜。

第一次的現代舞經驗，是「雲門」的「薪傳」，

還是少年的我，跟隨著媽媽、姊姊，沒有人懂

舞蹈，但是創作者接納每一種觀眾。從看「雲

門」起步，我們於是被引渡到現代舞的經典之

路，不見得再回頭，卻無法逃避「雲門」曾為

一個世代的臺灣人所開啟的舞蹈視界。

作為少年觀眾，我不確定自己所看懂的，但隱

約喜歡坐在「雲門」劇場中的朝聖儀式，不同

於學校與電視提供的美感經驗。布與海浪、舞

者的翻騰、跳躍、滾動，都在少年眼底留下影

跡。生命史詩般，肢體承載了故事最重的能量，

也推向個人心理的深層探索。抽象的、光影的、

聲響的，建築起另一個真實的世界，以及另一

種敘事。那是 1970年代的臺灣。

那時一切處於封閉，現實生活也還沒有樣態，

很難想像藝術家如何突圍，追尋美學上的自

由。媒體只輸送著蒼白思想的年代，卻有野草

般粗生的藝術先鋒：張照堂的告別與開創、林

懷民打開「雲門」、王墨林的身體批判、許常

惠的「民族」與「現代」、周渝、吳靜吉、金

士傑的小劇場拓荒…。狹小的孤島、壓抑的政

治，他們如何汲取外來的知識，把孤獨化作養

分，不計現實地實驗？

張照堂在 1968年說起自己的創作動機，「荒

謬與無聊」是「現代藝術的原動力」（黃華成，

1968）。「無聊」也隱喻了那個時代的氛圍，

以及藝術家不懈創作用以喘息的狀態。時代的

侷限與荒誕，意外地為台灣當代藝術指向一個

明確的地位。

2014年政大駐校藝術家系列活動，我們不僅向

林懷民先生致敬，更為那時代飽滿著創作活力

及渴求的實驗者起立鼓掌。他們所開創的，我

們仍在仰望。那時代留給後生世代充足的養分

與希望，讓我們勇於追求屬於自己的那道光。

註：攝影家張照堂在 1970 年代寫下的一句話：

「每一世代的人都追求一道光。」

追隨那道時代的光 
文／鍾適芳  傳播學院助理教授兼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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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ce as a teenager, I remember sitting in a 
theatre listening to “Carmina Burana,” while 
I watched the dancers intimately move closer 
and closer to the end of the stage, completely 
enveloped in the experience of it all. This 
experience of watching moving bodies, emotion, 
expression, music, sound, and light, beckoned a 
hidden part of me into existence. Although I sat 
in the audience where everyone could see, this 
transformation in myself was something that I 
alone witnessed. Since the beginning, modern 
dance enticed and intrigued me for reasons that 
I could not articulate. The momentum of the 
stage stirred my most acute internal desires and 
profound joys and sorrows.   

My first experience with modern dance was a 
piece by Cloud Gate Dance Theatre with my 
mother and sister as a teenager. None of us 
understood dance, but the performance opened 
the door to every sort of audience member. 
After watching Cloud Gate, we were all absorbed 
into the world of modern dance with no hope 
of return.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Cloud Gate 
opened a new field of vision for a generation of 
modern dance in Taiwan.  

As a young audience member, I am not sure what 
I understood. But I do have a vague memory 
that making a pilgrimage to the theater for the 
ritual of viewing Cloud Gate was a much different 
experience than sitting in school or watching 
television. The textures and waves of the dancers’ 
surging, leaping, and rotating movements that I 
saw as a teenager have remained in my memory 
until this day. Like an epic,the body wields an 
incredible potential for storytelling and guiding 
individuals to their own personal exploration. 
These abstract forms, l ights and sounds 
constructed a different sort of real world with a 
different narrative voice. That was the Taiwan of 
the 1970s. 

In those times, everything was closed off and 
there was no space for art in “real life”—it was 
difficult to imagine how an artist might be able 
to survive and pursue their artistic inspiration. 
Even in this time when society invested little 
freedom in creativity, pioneering artists 
emerged like growing grass: Chang Chao-tang’s 
experiments on avant-garde, Lin Hwai-min’s 
Cloud Gate, Wang Mo-lin’s theories of the body, 
Xu Chang-hui’s idea of “modern” and “ethnic”, 
as well as Zhou Yu, Wu Jing-ji and Jin Shi-jie’s 
development of independent theatre.Living on 
this tiny island with a repressive government—
how could they attain knowledge from the 
outside, nourishing themselves only with their 
own loneliness, and disregarding the criticisms of 
their home country?  

In 1968, Chang Chao-tang spoke of his own 
motivation for creation. “Absurdity and boredom” 
were the “original force behind modern art.” 
(Huang Hua-Cheng, 1968) “Boredom” was a 
metaphor for the mood of the times and the 
situation for artists who relentlessly produced 
art to breathe fresh air. The limitedness and 
preposterousness of that era accidentally 
propelled Taiwanese modern art into a clear 
position. 

For the 2014 Artist-in-Residence programming 
series, we wish to not only express our respect for 
Lin Hwai-min, but also to applaud all artists and 
experimenters of that era who so passionately 
and creatively struggled for the sake of their 
artistic creations. We still look up to the creations 
they produced so many years ago. Artists from 
this decade left later generations a sense of hope 
and support, giving us the strength to pursue our 
own light.  

Note: Photographer Chang Chao-tang wrote 
in the 1970s: “People of every generation are 
looking for light.”

註

Chasing the Light of a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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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為提升藝術與人文氣息，提供師生與藝

術接觸的管道，並協助與回饋社區人文藝術

發展，自2001年起推動「駐校藝術家」活動，

堪稱國內大學院校先驅，期藉由藝術駐校的

能量引動，提升藝術眼界及激發創作精神。

同年制訂「駐校藝術家設置辦法」，由校長

遴聘對藝術有專長與研究之本校教師三至七

人組成駐校藝術家遴選委員會職司相關事

務。於 2010年訂頒「藝文諮詢委員會設置

辦法」，至此駐校藝術家事務改納此委員會

下指導。

從第一屆林懷民校友及其雲門舞集揭開序

幕，已陸續邀請黃春明、幾米、優人神鼓、

劉鳳學、國立國光劇團、國家交響樂團、李

國修暨屏風表演班、白先勇與廖瓊枝、李泰

祥、吳念真等擔任駐校藝術家，期間歷經「青

年愛創作」、「咱的時代咱的歌 -臺語歌謠

一百年」藝術節。每年持續辦理至今已邁入

第十四年，已經成為政大重要的文化精神傳

統之一。

每年所邀請到的單一藝術工作者或團體，分

別以文學、繪畫、音樂、舞蹈或戲劇等方式

引領參與者深入他們的創作世界、分享其所

經歷的執著、困難以及迎接成就的過程；活

動類型涵蓋展覽、藝術表演、講座及工作坊

等。參與過程中文創種籽逐漸養成，文化產

業的觸角也茁長擴展，尤可貴者，這樣的效

益並非侷限於校園一隅，社區居民與鄰近區

域整個廣大的大學城均融合為一，共享藝術

資源。身為以崇尚人文、文化創意為職志的

政大，在藝術教育與公民素養的社會責任

上，盡職的扮演適時且重要的角色。 

本屆邀聘校友林懷民擔任第十四屆駐校藝術

家，是本校駐校藝術家創辦以來，首位再度

獲邀駐校的藝術家。

林懷民於西元 1973年創立雲門舞集，雲門

係東方世界第一個現代舞劇團，創作題材貫

穿東西，風格揉雜古今，為臺灣社會開啟極

具革命性的思維與視野，雲門的耕耘更受到

全球藝文界的關注。

出身政大的林懷民，四十年的藝術生涯，一

再藉著創作，以豐厚的養分灌溉臺灣一代代

的藝文種子，陪伴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度過一

次次的困境，展現他對社會的熱情與關注，

實踐藝術團體的社會責任。方於 2013年，

以「稻禾」一劇，與臺灣民眾同慶它的四十

歲生日。

藉由林懷民在現代舞史上所展現的光熱，以

及已經累積無數佳績並且持續耕耘成長的雲

門２，並特別邀請到許多位國際大師級的前

輩如張照堂、平珩、吳念真等共襄盛舉，本

屆駐校將以完整有系列的現代舞或相關講

座、沙龍、演出、工作坊與電影展等長達一

季的活動安排，讓全校師生擁有一次美好的

機會深入瞭解在一個多世紀以來，已成為世

界上重要的劇場展演形式的現代舞蹈藝術。

駐校藝術家 前言
藝文中心

In order to promote an artistic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provide a means for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to co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arts, 
and to support development of the arts in our 
community, NCCU has sponsored the “Artist-
in-Residence program” since 2001. We are 
proud to call ourselves pioneers among domestic 
universities—through the “Artist-in-Residence 
program” , we have promoted creative spirit and 
artistic vision on the NCCU campus.   

In the same year, we established the “Artist-in-
residence placement plan,” creating a selection 
committee comprised of three to seven faculty 
members with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 in 
the arts. In 2010, we established the “Art and 
Cultural Consulting and Planning Committee” 
which to this day leads our “Artist-in-Residence 
program”. 

In the first season, we invited NCCU alumnus 
Lin Hwai-min, founder of Cloud Gate Dance 
Theatre, and since then we have continued to 
invite such individuals as Huang Chunming 
(writer), Jimmy Liao (illustrator), Liu Fengxue 
(choreographer), Guoguang Opera Company, The 
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 Hugh K. S. Lee 
and Ping-Fong Acting Troupe, Pai Hsien-yung 
(author) and Liao Chiung-chih (Chinese opera 
singer), Lee Tai-hsiang (musician), Wu Nien-
jen (author, director), as well as others. We have 
hosted such art events for fourteen years and our 
legacy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ultural traditions of NCCU.  

The artists or groups invited each year to NCCU 
come from the fields of literature, visual arts, 
music, dance, or theater. These artists invite 
viewers and participants to enter their creative 
world and to share the difficulty as well as 
successes that they have experienced in their 

artistic process. The types of programming 
include: exhibitions, artistic performances, 
lectures, workshops, and more. In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ion, creative seeds are planted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this artistic community are 
expanded. The benefit that these artists bring is 
not limited to our campus alone, but extends to 
individuals from around the community who can 
all enjoy these artistic opportunities together. 
NCCU, an institution reputed for treasuring and 
promoting the arts, plays its role as an important 
leader in the educational and artistic community 
through the numerous events it holds on its 
campus.      

This season, NCCU has invited alumnus Lin 
Hwai-min as the residential artist for its 14th 

season.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NCCU has 
invited the same residential artist twice. 

In 1973, Lin Hwai-min established the Cloud 
Gate Dance Theatre and the group became 
East Asia’s first modern dance company. The 
company’s works bridge Eastern and Western 
traditions as well as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styles. Cloud Gate not only caused a revolution 
in the way that Taiwanese audiences think about 
and view dance, but also has received notable 
atten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art world. 

Lin Hwai-min, who has already left a prodigious 
mark on the modern dance world, his extremely 
accomplished and continually growing Cloud 
Gate Dance Theatre 2 members, as well as world-
class teachers such Chang Chao-tang, Ping 
Heng, and Wu Nien-jen, will lead this year’s 
programming series in lectures, discussions, 
performances, workshops, and film screenings. 
This season of activities and performance will 
allow participant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modern dance as we know it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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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懷民出生於嘉義，政大新聞系畢業，在大

學時期即展現了強烈的舞蹈興趣，曾自述當

年在政大歷史建築「四維堂」練舞的往事。

二十二歲就出版了兩本小說，是六、七○年

代臺北文壇矚目的作家。1972年，林懷民自

美國愛荷華大學英文系小說創作班畢業，獲

藝術碩士學位。旅美期間，在愛荷華大學與

紐約學習現代舞。

1973年，林懷民創辦雲門舞集；1983年，

創辦國立藝術學院舞蹈系（現為臺北藝術大

學）；1999年創立雲門２。兩個舞團巡演國

際，獲得熱烈好評。他編作了八十七齣舞蹈，

包括二十六齣長篇舞作。林懷民經常從亞洲

傳統文化與美學汲取靈感，創作充滿當代意

識的舞作。歐洲舞蹈雜誌讚譽：「雲門之舞

舉世無雙。它呈現獨特，成熟的中國編舞語

言。這項亞洲舞蹈進化的重要性，絕不亞於

威廉‧佛塞的法蘭克福芭蕾舞團對歐洲古典

芭蕾的影響。」

2009年，林懷民獲歐洲舞動國際舞蹈大獎頒

贈「終身成就獎」，評審團讚譽他是「創新

舞蹈的先驅，與喬治‧巴蘭欽、威廉‧佛

塞、莫里斯‧貝嘉等二十世紀獨創性的編舞

大師同層級的藝術家。」

2013年 7月，林懷民繼瑪莎‧葛蘭姆、模

斯‧康寧漢、碧娜‧鮑許之後，獲頒美國

舞蹈節「終身成就獎」，表揚他因「對舞蹈

無懼無畏的熱忱，使他成為當代最富活力與

創意的編舞家之一。他輝煌的作品不斷突破

藩籬，重新界定舞蹈藝術。」同年四月，國

際劇場組織也邀請林懷民，在巴黎舉辦的

「國際舞蹈日」慶祝活動中，代表全球舞蹈

人士發表舞蹈日獻詞。

林懷民獲獎無數，包括臺北藝術大學、臺灣

大學、中正大學、交通大學、政治大學與香

港浸會大學的榮譽博士，有「亞洲諾貝爾獎」

之稱的麥格塞塞獎，美國洛克‧斐勒三世

獎，法國里昂國際舞蹈節「最佳編導」，法

國騎士文藝特殊貢獻二級勳章，國際表演藝

術協會卓越藝術家獎，以及時代雜誌「亞洲

英雄人物」。

以他為主題的電視紀錄片包括「臺灣人物

誌――林懷民」（Discovery頻道）、「人

間行腳――林懷民的故事」（英國 Opus 

Arte），以及「林懷民――在不同世界的交

界」（歐洲公視 ARTE／德國公視 ZDF）。

兩千年起，林懷民擔任「新舞臺‧新舞風」

藝術總監，邀請國際傑出的當代舞蹈家到臺

北演出。

2012年，應勞力士基金會邀請，林懷民擔任

第六屆「勞力士創藝推薦資助計畫」舞蹈類

導師，在 2012/13年度，指導全球遴選出來

的巴西年輕編舞家艾德瓦多‧福島。

Lin Hwai-min was born in Chiayi and graduated 
from NCCU in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During his time at NCCU, he demonstrated a 
passionate interest in dance and often speaks of 
practicing dance in the Foursquare building as a 
student. At the age of twenty-two he had already 
published two novels, which received much 
regard in Taiwanese literary circles of the 60s 
and 70s. In 1972, Lin Hwai-min graduated with 
a Master’s degre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Iowa 
Creative Writing program. While living abroad, 
he studied modern dance in Iowa and New York.  

In 1973, Lin Hwai-min established Cloud Gate 
Dance Theatre. In 1983, he established the 
National Art Institute's Dance department 
(currently known as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In 1999, he established Cloud Gate ２. 

The two companies have toured around the 
world and have received much acclaim. Lin often 
draws his inspiration from traditional Asian 
culture and aesthetics to create original works 
with contemporary resonance, which have made 
Dance Europe acclaim: “No company in the world 
dances like Cloud Gate. It presents a distinct and 
mature Chinese choreographic language. The 
importance of this evolution in Asian dance is 
no less profound than the impact of Forsythe’s 
Ballett Frankfurt on European classical ballet.” 

Honouring Lin Hwai-min with a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in 2009, the jury of the 
International Movimentos Dance Prize, Germany, 
hails him as “a foremost innovator of dance" 
and that"Lin Hwai-min ranks amongst artist of 
the century such as William Forsythe, George 
Balanchine, Birgit Cullberg…"

In July of 2013, Lin Hwai-min followed in the 
footsteps of Martha Graham, Merce Cunningham, 

and Pina Bausch to receive the prestigious Samuel 
H. Scripps/American Dance Festival Award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The Festival announcement 
stated that: “Mr. Lin's fearless zeal for the art 
form has established him as one of the most 
dynamic and innovative choreographers today... 
his choreographic brilliance continues to push 
boundaries and redefine the art form.” He is the 
first recipient of this award who is based in Asia. 
Invi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Theatre Institute, Lin 
served as the author for the 2013 International 
Dance Day Message. 

Among the honours Lin Hwai-min has received 
are honorary doctorates from six universities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the Taiwan National 
Award for the Arts, the Ramon Magsaysay Award, 
the John D. Rockefeller 3rd Award, the award 
for ‘Best Choreographer’ at the Lyon Biennial 
Festival , “Distinguished Artist Award” presented 
by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ISPA),  and the “Chevalier of the Order of Arts 
and Letters” from the French Ministry of Culture. 
In 2005, he was celebrated by Time Magazine as 
one of “Asia’s Heroes.” 

Lin Hwai-min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full-length 
television documentaries: Portraits of Taiwan: 
Lin Hwai-min (Discovery Channel), Floating on 
the Ground (Opus Arte), and “Lin Hwai-min- 
Interface Between Worlds” (ARTE/ZDF). Since 
2000, he has served as the Artistic Director of 
“Novel Dance Series” for the Novel Hall for 
Performing Arts in Taipei. 

For 2012-2013 Lin Hwai-min served as the 
mentor of dance for Rolex Mentor and Protégé 
Arts Initiative, guiding Eduardo Fukushima, a 
young Brazilian choreographer selected from 
around the world by a panel of dance exp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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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指南山下跳到全世界

林懷民與他的舞蹈年代 Lin Hwai-min and a Generation of Dance



駐校藝術家

講座開舞

駐校藝術節

講座開舞

「夢想與堅持」
   駐校藝術家開幕茶會暨記者會
◆ 開幕茶會
活動時間︱103.04.14 ㊀ 12:30-13:30 
活動地點︱舜文大講堂

十三年前，畢業於政大新聞系、創立亞洲第一個現代舞劇團「雲門舞集」的林懷民成

為政大首屆駐校藝術家，為指南山麓的政大，鳴響藝文之鼓。爾後，沒有藝術學院的政大，

持續在每年的藝術駐校活動中，拓展其獨具人文思維的創作活力。

十三年後，政大在臺復校六十年，雲門舞集在藝文世界的耕耘也邁入第四十個年頭；

1999年雲門兄弟團「雲門２」成立。從指南山下跳到全世界，在世界繞了好幾圈的林懷民，

將再次回到政大駐校，延續跟政大人未完的故事。

今日，興辦駐校藝術家活動的前校長鄭瑞城，將偕同現任校長吳思華，與政大人一齊

訴說大學與夢想的故事，聆聽雲門的流浪之歌，以及探訪那個「一直在為年輕的生命衝撞

出口，為壓抑而束縛的自己，尋找一片撒野的天空」的林懷民。

◆  參加須知

一、前三週之週一起（103/3/24）開放本校聯合報名系統報名，限額 200名，本校師生完成

網路報名（「確認」狀態）並準時刷卡出席者，就有機會獲邀 103/4/20（日）以貴賓身

份進劇場觀賞「雲門２ 春鬥 2014」演出。（演出資訊請參考「上舞時刻」系列說明，

獲邀條件及名額之詳細情形請參見活動網頁公告）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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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當日憑開幕邀請卡入校貴賓可享免費停車優惠。

◆  開幕節目徵件

一、對象：本校師生

二、時間：2-3分鐘

三、節目性質：現代舞（自備音樂）

四、報名及甄選： 

（一）因場地限制，一組節目以 1-10人為原則

（二）3/1-14受理報名：artist@nccu.edu.tw，郵件請註明主旨「駐校開幕演出 +報名人姓

名」、YouTube之節目排演影片網址、報名人個人基本資料（含姓名、學生學號 /

教職員工作代碼、連絡電話、收件電子郵件信箱、演出人數等 5項）

五、3/31前公布錄取節目，演出人將以貴賓身份受邀觀賞 103/4/20(日 )於臺北新舞台之雲

門２ 春鬥 2014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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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t-in-Residence Welcoming Ceremony and Press Conference

4/14 Mon. 12:30-13:30
Venue: Shun-wen Auditorium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雲門舞集「流浪者之歌」(1994)　舞者：吳俊憲　攝影：游輝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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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校藝術家

講座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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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風之舞」講座 

如春風吹拂大地起舞，大師級的藝術前輩以指引之姿，浸潤來者。

說舞說戲說人生

舞蹈的力量
―人人俱備，你信不信 ?!

05.28 ㊂
19:00-21:00

04.21 ㊀
19:00-21:00

兩位寫小說的年輕人，後來一個當導演，一個創辦雲門，成為編舞家。

林懷民，吳念真，在政大對談，必然撞出燦爛火花。來晚了，只能站著聽。

◆  林懷民  政大新聞系畢業校友，現代舞蹈表演團體雲門舞集創辦人、作家、舞蹈家與編舞家。

2001 年受邀擔任政大第一屆駐校藝術家，2014 年再度獲邀擔任第 14 屆駐校藝術家。

◆  吳念真  臺灣知名導演、作家、編劇、演員、主持人，歷年來在電影、編劇、作詞、小說、

廣告、廣播節目主持人等方面頻頻獲獎。2013 年受邀擔任政大第 13 屆駐校藝術家。

藝術創作的種類型式很多，每一個人對藝術表現出來的感受也很不相同，無論

藝術家想要表達的主題是什麼，觀看的人都可以先從自己的角度來欣賞。就像我們

看到一朵花，有的人會被花的形狀所吸引，有人會先看到顏色，有人則是聞到香味。

藝術家是透過作品來與人溝通，但是溝通的訊息往往因為個人的背景而有所不

同。在欣賞一項藝術創作時，如何尋找到更多的訊息，則是每個人都可以不斷去累

積的經驗。今天的主題，就是要透過表演藝術不同的作品，來看看作品背後所包含

的訊息。每個作品或許不同，但相同之處在於如何「創新」。

講座不需要只是靜靜坐，短短 2小時，將讓大家認識舞蹈的力量，也將透過「神

奇」的引導，讓每個人重新認識與生俱來的舞蹈能力，並找到可以借用，而且取之

不盡的「創新」功夫。

◆  平珩  皇冠藝文中心小劇場、舞蹈空間舞團創辦人，致力推動舞蹈專業教學、舉辦各類劇場展

演及研習活動，並投入以舞譜方式記錄臺灣原住民舞蹈的研究工作。1999 年第三屆國家文藝獎

舞蹈類得主。曾任表演藝術聯盟理事長 (1996-1999)、常務理事 (1999- 迄今 )、國立中正文化中

心藝術總監 (2004-2007)、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2008-2010)、藝術與人文教育

所所長 (2008- 2010)、舞蹈學院院長 (2010-2012)。現任臺北藝術大學專任副教授。

地點藝文中心大禮堂

主講人林懷民、吳念真

地點創意實驗室

主講人平珩

示範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系焦點舞團員

              — 張琪武 黃郁元 鄭筑云

A Dialogue of Dance, Theatre, and Life
Venue: Grand Hall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Speakers: Lin Hwai-min and Wu Nien-jen

The Power of Dance-A Gift That You Already Have 

Venue: Creative Lab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Speaker:Ping Heng
Demonstr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the Arts Dance Department, Focus Dance 
Company Members: Zhang Qiwu, Huang Yuyuan, Zheng Kongyun

攝影 劉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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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校藝術家

講座開舞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歲月‧歲月 ― 從青年林懷民黑白照片談起 一位政大人的舞蹈路
04.28 ㊀
19:00-21:00

05.07 ㊂
19:00-21:00

張照堂擅長靜照攝影，長時間的田野踏查，為臺灣社會的各階層、職業、族群、

年齡的容顏留下紀錄，亦成就其往後的處世態度與藝術涵養。

張照堂多次與雲門合作，林懷民言之：「他就像是我的藝術顧問，如果不認識

照堂，就沒有這些表演。」聽張照堂聊他快門下的林懷民，看他怎麼寫這炙熱靈魂

的生命歷史。

◆  張照堂  知名攝影家，專事於攝影、紀錄片與新聞領域，長期從事影像教育工作，並彙整編

撰攝影學門叢書，是臺灣攝影史現代性發展的關鍵人物。現職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與影

像維護所榮譽教授。

一個從阿語系畢業的政大人，將與大家分享學舞歷程，包括從舞者、編舞者到

舞蹈教育、舞蹈教育研究、乃至成為藝術大學行政者不同角色的經驗與心得，以及

參加現代舞社的有趣回憶。此外，由於深具創造性舞蹈的專長，故將會透過引導方

式帶動參與者感知身體、發揮創意、展現自我，並與他人建立和諧互動的「美妙」

關係。

◆  張中煖  政大阿語系校友，進大學前即在臺灣知名舞蹈家劉鳳學的【新古典舞團】習舞，進

入政大後帶領阿語系的同學，連續四年蟬聯文化盃舞蹈比賽冠軍。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

育博士，現任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研究所教授及副校長，專擅舞蹈教育史與理論，以及創

造性舞蹈的教學研究。

地點藝文走廊

主講張照堂

地點創意實驗室

主講張中煖 

Portraits of Time
Venue: Art Space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Speaker: Chang Chao-tang

The Dance Path Starting from NCCU
Venue: Creative Lab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Speaker:  Chang Chung-shiuan 

林懷民 __ 台北 ___1982 新竹 北埔   2009, 李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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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校藝術家

講座開舞
▼ ▼「向陽之舞」講座 

正在現代舞台上散發著熾熱光與熱的舞蹈藝術家，

吸引著如林木與群花迎向陽光般的舞迷們，一起入登舞蹈殿堂。

影像與肢體的起舞時刻
04.10 ㊃
19:00-21:00

他們從 2008年開始合作，更花了兩年半共同創作《空的記憶》，一趟關於肢

體與空間的實驗旅行。運用環景攝影機拍攝的 Dance Video，一路上造訪城市中的

日常空間，以圓弧與變形的獨特視角，記錄舞者與各個場域共舞的餘跡。此作亦獲

得 2013世界劇場設計展 (World Stage Design，WSD) 「互動與新媒體（Interactive 

& New Media）獎」肯定。

講座中，兩人將分享各自如何踏上舞蹈和影像的路途。相遇了，有了怎樣的創

作火花。而在三十出頭的現在，關注的創作議題是甚麼，又怎樣看未來創作之路。

地點舜文大講堂

主講周東彥、周書毅

播映影片「空的記憶」紀錄片（25分鐘）

The Image and the Body in the Dance Moment
Venue: Shun-wen Auditorium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Speakers:  Chou Tung-yen , Chou Shu-yi

◆  周東彥  導演，倫敦中央聖馬丁藝術暨設計學院劇場與多媒體碩士，現任狠主流多媒體有限公

司負責人。創作以影像及劇場為核心，影像作品曾四度入圍臺北電影獎。近年投身數位科技表

演藝術跨界創作。作品《空的記憶》、《寫給記憶的七封信》皆備受肯定。

◆  周書毅  編舞家，英國沙德勒之井劇院第一屆全球網路影片比賽首獎（Sadler's Wells Global 

Dance Contest）、丹麥跨界連結國際編舞大賽銅牌得主、同年登杜賽朵夫國際舞蹈活動手冊封

面人物。現任【周先生與舞者們】藝術總監。其作品受到國內外肯定，曾受邀至德國杜塞朵夫、

英國倫敦、法國巴黎、亞維儂、美國紐約、北京、香港、新加坡等地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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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校藝術家

講座開舞

我從雲門來

05.13 ㊁
19:00-21:00

臺東排灣族編舞家布拉瑞揚，12歲受雲門啟發，立志成為舞者。就讀臺北藝術

大學期間首次編舞，即獲舞蹈家羅曼菲稱讚為「臺灣舞蹈界難得的後起之秀」，「臺

灣舞蹈」雜誌票選為「舞臺上最亮的舞者」，畢業後成為雲門舞集舞者，巡迴全球

演出獨舞。

布拉瑞揚 15歲離家，到都市生活多年，一面當著都市人所認同的「布拉瑞揚」，

一面又感覺跟這個社會格格不入，因此萌思回到部落，為部落的孩子做點什麼。但

同時也處於「當真要放棄在都市發展的機會？能過得慣部落的生活嗎？」一種與生

命、未來息息相關的取捨糾結中。

這裡頭有很多人性的虛榮和欲望的掙扎。藝術創作與身分認同如何兼顧？原住

民與現代舞，會衝撞出什麼火花？這一次要用舞蹈找回內在最初始的呼喚。

◆  布拉瑞揚  來自臺東嘉蘭部落排灣族，曾為雲門舞集舞者，現任雲門２特約編舞家。曾兩度應

邀為美國瑪莎 ‧ 葛蘭姆舞團編作，在林肯中心演出。美國「舞蹈雜誌」讚許他「天才洋溢！」

2012 年獲選為臺灣十大傑出青年。在歐美大都市歷險多年之後，布拉瑞揚密集走訪臺灣原住民

部落，去認識自己的根源，也搜集各族音樂舞蹈和文化素材，醞釀編作大型新作。

地點舜文大講堂

主講布拉瑞揚

I Come from Cloud Gate
Venue: Shun-wen Auditorium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Speaker: Bulareyaung Pagarlava

人與人的舞蹈 - 
從肢體開發到舞蹈創作

05.09 ㊄
19:00-21:00

身體是人與世界交流的載體，許多動作都藏有比語言更深層的含意。詩經曾提

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表達情感的最高境界，被譽為「創造超現實想像高手」

的何曉玫親自解說，並由舞蹈系學生現場示範。

◆  何曉玫  編舞家、MeimageDance 藝術總監、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副教授兼舞蹈系主任，雲門

舞集舞蹈教室教材研發總顧問、政大藝文諮詢委員。曾任臺北越界舞團團長，並多次受邀擔任

雲門舞集客席編舞家，編作舞碼：《水 ‧ 鏡》、《紙天空》。2013 年受邀「跨藝 ArtsCross

計畫」擔任特約編舞家臺灣代表，2009 年受國際劇場組織之邀，至首爾發表作品《中》。

2006 作品《我的佛洛伊德》獲邀於香港舞蹈節演出。2001 作品《捉畫》受邀於美國 Jacobs 

Pillow Dance Festival 演出。1995 年受邀美國國際舞蹈節擔任特約編舞家編作《霧的孩子》。

地點創意實驗室

主講人何曉玫

示範三位舞者

Opening Up the Body for Dance Performance
Venue: Creative Lab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Speaker: Ho Hsiao-mei
Demonstration: Three dancers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政大藝文中心節目簡介 20 21

▲

駐校藝術家

講座開舞
▼ ▼   雲門流浪者校園講座 

2004年林懷民先生獲得行政院文化獎，他將這份獎金捐給雲門舞集文教基金會成立「流

浪者計畫」，並廣向各界募款，獎助年輕藝術創作者到海外從事自助式「貧窮旅行」，以擴大

視野，學習從海外來看臺灣，看自己，堅定個人藝術創作之路。隔年，獎助對象擴及資深專業

藝術工作者，透過海外充電之旅，豐厚個人經驗，持續以創作豐厚臺灣社會文化。

2008年起增設「社會服務工作」項目，鼓勵從事社會服務工作，關懷臺灣人文、社會、

環境之專業人才，出國拓展視野，增強對社會服務的信念。

因為模糊而清楚 - 
劇場路上的他人與自己

03.25 ㊁
19:00-20:30

我沒有要「去」哪裡，只為了走向越來越純粹真誠的自己。 

人如果乾淨了，世界也會。

從講者追尋人生志業的十年「流浪」談起，接續後來劇場實務工作所帶來的「人 

― 社會」反思。中間以簡報及短片形式穿插前往韓國、中國、巴西、印度、斯里蘭

卡等地旅行的見聞。

◆  曾靖雯  「木有枝劇場工作室」成立人，2008 年獲選為雲門流浪者。當年一進大學便發現所

讀科系完全不符興趣，痛苦之餘展開接下來整整十年的旅程，試著在學校與各種職場之間找尋

方向。當曾靖雯接觸到「被壓迫者劇場」後，整個人身心落定，決定辭掉正職工作，從此投入

跟不同群體互動的劇場志業。

地點舜文大講堂

主講曾靖雯

Self and Other on the Theatrical Road 

Venue: Shun-wen Auditorium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Speaker: Tseng Jing-wen (Member of the People's Theatre)

流浪女兒國

04.23 ㊂
19:00-20:30

人可以活得精采、活得開心，活得痛苦，活得轟轟烈烈，絕對不能忘了自己的初衷。

流浪不只是為了流浪而流浪，無論在任何地點時間放下所有一切，認真地陪伴自己，

都會有不一樣的收穫。

拉卡‧巫茂一直以來都在舞台上唱歌給別人聽，2008年他鼓起勇氣讓自己去接

受不一樣的生活方式，找尋不一樣的聲音。因遇上西藏暴動，流浪的計畫被迫改變，

在四川遇到的流浪者告訴他：「到雲南省的瀘沽湖，相信會找到你要的不一樣的聲

音。」阿飛因此遇上了摩娑人（女兒國），瀘沽湖湖面清澈見底，摩娑人歌聲嘹亮，

阿飛同他們一起生活了 66天，感受藏傳佛教母系社會的樂天個性，體驗摩娑人樸實

安穩的生活方式，阿飛說：「簡簡單單不是嘴邊隨便說說的，要去感受它 !」本講座

要說的正是這一段過程與轉變，現場亦將有主講人親自演唱及 didgeridoo澳洲長管、

口簧琴等樂器演奏。

◆  拉卡‧巫茂  精通多種民族樂器，諸如賽德克族的口簧琴，澳洲的原住民樂器 Didjiridoo，緬

甸三弦琴，烏克麗麗及雲南葫蘆絲等，曾多次公開表演。2008 年獲選雲門流浪者。曾於 2011

年上映的電影「賽德克 ‧ 巴萊」中飾演荷戈社頭目，同時創作了「賽德克 ‧ 巴萊」主題曲「看

見彩虹」，入圍第 48 屆金馬獎「最佳原創電影歌曲」。

地點舜文大講堂

主講拉卡‧巫茂

Wandering in Lugu Lake
Venue: Shun-wen Auditorium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Speaker: laka‧umaw(Seediq tribe name)(musical/singing performance)

★ 參加講座觀眾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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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場，

開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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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春風之舞講座免報名】席滿為止。

三、預計前半小時開放進場，實際情形將視現場情況調整。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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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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校藝術家

上舞時刻

04.20 ㊐
19:30-

地點臺北新舞台（臺北市信義區松壽路 3號）

演出人雲門２ Cloud Gate ２

節目Yaangad‧椏幹 / 布拉瑞揚

             浮動的房間 / 黃翊

             杜連魁 / 鄭宗龍

Spring Riot 2014

4/20 Sun. 19:30
Location: Novel Hall for Performing Arts (Taipei City, Xinyi District, 3 Song-shou Rd.)
Performers: Cloud Gate 2 
Program:Yaangad（Bulareyaung Pagarlava),
                Floating Domain（Huang Yi),
                Dorian Gray (CHENG Tsung-l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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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雲門之舞―
   雲門２ 春鬥 2014 

雲門２春鬥 2014 －鄭宗龍作品「杜連魁」　攝影李佳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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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校藝術家

上舞時刻
 Yaangad‧椏幹　

跟著 桑布伊 的歌聲 ── 

卑南美麗而堅定的黑色力量 

讓靈魂深處的脈動重生

Yaangad是卑南語「生命」 

是布拉瑞揚在歐美大都市歷險多年之後 

重回部落面對生命根源之作

編舞家：布拉瑞揚  Bulareyaung Pagarlava 

「天才洋溢！」 美國舞蹈雜誌
A formidable talent. Dance Magazine

杜連魁  Dorian Gray
不管做了多少喪德的壞事 

他都像一位俊俏的天使 只有畫裡的他，

逐日老醜而邪惡

改編王爾德的經典小說「格雷的畫像」 

以 青春 金錢 愛情 的快門場景

描繪道德與欲望的難題

編舞家：鄭宗龍 CHENG Tsung-lung

「國際舞壇新鮮而獨特的聲音。」 台新藝術獎
A fresh and unique voice in the international dance 
scene. Taishin Arts Award

 浮動的房間  Floating Domain
把自己撞散  把另一個人擁入體內 

身體卻像沙漏　什麼也留不住

2014年全新改編 

以巴赫 D小調鋼琴協奏曲 為最沉默也最

暴烈的「孤獨」伴奏

編舞家：黃翊  HUANG Yi

「自信、極具膽識的編舞家」 美國 無限身體網站

A confident, audacious artist. Infinite Body

★ 報名觀賞注意事項：

一、本場次憑票進場，索票方式將另案公告或

103/3/10 起逕於本中心學期活動網站查詢。可點

選政治大學首頁 (http://www.nccu.edu.tw/) 右下

方「藝文中心節目」連結。

二、另特別邀約對於現代舞主題有興趣並且實際

出席本學期駐校藝術家 103/4/14 中午開幕茶會暨

記者會、4/10「向陽之舞」講座之觀眾，將有機

會獲邀以貴賓身份進劇場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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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門２

由林懷民在 1999 年所創立，邀請

羅曼菲出任創團藝術總監。2006 年，

羅曼菲病逝後，林懷民續任總監之職。

2014 年鄭宗龍出任藝術總監。

為雲門兄弟團，但不為雲門儲備

舞者，也不以演出林懷民舞作為任

務。舞團廣邀黎海寧、古名伸、伍國

柱、布拉瑞揚、鄭宗龍、黃翊等多位

傑出編舞家為舞團編作，累積出風格

迥異的豐富舞碼，展現出年輕舞者多

元活潑的肢體能力。

雲門２每年定期的新作發表「春

鬥」，十五年來，共計呈現 22 位編舞

家、65齣舞作，總計演出超過八百場。

2011 年赴香港演出，為首度海外

巡演，2012 年首次前往美國巡演，舞

評讚譽「精煉、淋漓盡致」、「技巧

高超，膽識過人」，紐約時報讚譽：

「才華洋溢，技術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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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校藝術家

講座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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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校藝術家

上舞時刻

時        間 19:15 演前導聆

                       19:30 演出（演出全長約 70 分鐘，含中場休息 15 分鐘）

                       21:00 演後座談茶會（限憑券受邀貴賓）

地         點演出地點：視聽館

演後座談地點：藝文走廊

演  出 者焦點舞團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系（七年一貫制貫七）

                       政大人（焦點舞團工作坊所甄選及培訓舞者）

指導老師平珩（詳細介紹請見 p.13）、吳素君（現任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系專任副

教授， 前【雲門舞集】與【臺北越界舞團】創始團員及主要舞者）

燈光設計 /舞台監督杜國康

演出內容

焦點舞團新生代作品及工作坊政大學員作品（主辦單位保留節目異動權）

展現個體的獨特魅力―高詠婕《Gene》（2013 舞躍大地創作比賽年度大獎） 

雍容優雅的精緻小品―陳舒婷《Feminine/Masculine》

肢體軌跡的線性衝擊―江佳穎《與三號線的對白》

一觸即發的緊湊戰鼓―曾百瑜《襲》 

挑戰自我的絕對禁區―周妤芳《Face》

人性利益的極致諷刺―陳良芬《異化》

Dance of Youth

5/15 Thu. 19:15-21:00
Performance Location: Audiovisual Theater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Post-performance Discussion Location: Art Space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Performers:
Focus Dance Compan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the Arts Dance Department
NCCU member (Focus Dance Company Workshop’s Selected and Trained Dancers) 
Instructor: Ping Heng, (for an introduction, see page13) and Wu Suju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the Art Dance Department, previously 
choreographer and dancer at Cloud Gate Dance Theatre and Taipei Crossover Dance 
Company). 
Light Design and Stage Supervision: Du Guokang 
Presentation Content: Focus Dance Company new students’ representative works and 
workshop; NCCU student works

★ 報名及進場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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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場，開演前 15

分鐘起視同現場候補，必須移往候補區排隊入場。（主辦單位保留

時間彈性調整權）

二、本場次設置尊長睦鄰之「藝享專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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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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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預計前半小時開放進場，實際情形將視現場情況調整。

五、場外設有「年長者與本校師長等候入場區」；場內標示「保留席次」

保留至節目開演前 10 分鐘，之後開放已入場觀眾自由遞補。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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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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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各場次禁止飲食、攝影、照相或錄音。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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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入座前請先行確認席位編號（行 - 列），演出結束後將即刻進行現

場抽獎，邀請 15 位觀眾出席演後座談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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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舞捕手—
   劉振祥攝影展 

時間103/5/6 ㊁至 103/6/6 ㊄     
               週一至六 11:00-17:00

地點藝文空間

開幕茶會103/5/6 ㊁ 12:30-13:00
★參加觀眾注意事項詳見 P.51。

攝影展

【攝影講座】

追尋現實與幻影間的靈光

時間103/5/6 ㊁ 13:30-15:00

地點藝文走廊

主持郭力昕（本校廣電系副教授）

主講張照堂（攝影家）、劉振祥（攝影家）

★參加觀眾注意事項詳見 P.21。

〔雲門 流浪者之歌 2〕

Liu Chen-hsiang's Solo Exhibition

Time: May 6-June 6, Monday- Saturday, 11:00-17:00
Venue: Art Gallery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Opening Ceremony

Time: Tuesday, May 6, 12:30- 13:00
Venue: Art Gallery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Seeing the Real and the Surreal

Time: Tuesday, May 6, 13:30-15:00
Venue: Art Space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Host: Kuo Li-hsin
Speakers: Chang Chao-tang, Liu Chen-hsiang



攝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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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騷〕

攝影家劉振祥，是台灣中壯輩世代裡最

傑出的藝術家之一。他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

舞台攝影創作，大約少有爭議的，應該是國

內至今為止，在這個範疇裡的第一把交椅。

劉振祥的舞台攝影作品，展現了他眼明

手快的畫面捕捉能力，包括構圖、線條、動

作、神情、光線，也就是古典攝影美學裡的

快門藝術，所謂快門的「決定性瞬間」，盡

在劉振祥的掌握之中。由這些基本元素圓熟

飽滿的快門掌握，他的舞台攝影，在靜態影

像裡，產生了律動感；在無聲的照片裡，創

造了旋律感和音樂性；在一幅幅凍結了的攝

影作品裡，出現了影像本身獨特的戲劇性。

美術背景出身的劉振祥，對表演藝術情

有獨鍾。但這樣的條件，並不能充分保證攝

影者一定能生產傑出的舞台影像。若要瞭解

劉振祥的攝影藝術，放在表演藝術上，何以

總能跳脫出令人驚豔的作品，可能得先回到

他其他的攝影創作上。

在 1980年代的政治反對運動，與解嚴

前後民主化過程最炙熱的年代裡，作為年輕

新聞攝影記者的劉振祥，在各類衝突事件或

現實生活裡，總能從混亂的現場，或平淡無

奇的現實世界中，捕捉到視覺上或靜觀抽離、

或躁動而有高度臨場感的畫面。這些畫面超

越了事件本身的新聞性或說明性功能，進入

一種象徵的，或語義多重而曖昧的，或富於

劇場感的影像內涵。那些來自現實的影像，

不再停留於紀實，而是將觀眾帶到一種戲謔、

冥想、荒謬、超現實的劇場藝術話語裡。

將這樣的眼力與快門掌握能力，從社會

現實場景，應用到表演藝術舞台和劇場本身

時，劉振祥以他的美術訓練，自然能產生與

眾不同的舞台攝影，而且游刃有餘。當然，

大氣磅礡的舞台影像
文／郭力昕   本校廣電系副教授

〔雲門白〕

拍攝舞蹈與戲劇，有題材上的討好之處，因為編

舞者、劇場導演或美術指導，已經將視覺元素和

空間關係設計好了。然而，這也是舞台攝影創作

的陷阱。一個能夠掌握基本構圖、燈光和肢體語

言的攝影者，總能拍到一些看起來不差的表演藝

術影像；但若只是「複製」一個別人設計好的空

間形式或表演動作，舞台影像在一種固定的美感

經驗裡，可以是很乏味的。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讓劉振祥的舞台影像

與眾不同。他不只在拍表演藝術的節目劇照，

而是努力在表演者與舞台內外的互動過程中，

進行影像的再創作。劉振祥在舞者或演員的表演

中，努力尋找一種獨特的情緒，不獨是表演者的

情緒，更是攝影家現場感受或詮釋的一種主觀情

緒。這種情緒，將肢體、情節、空間，從連續進

行的動作中分解、抽離、重組，轉譯到平面影像

裡，從而產生了屬於能夠凍結時空的攝影藝術所

獨有的視覺張力、美感和劇場感。

此外，劉振祥常在舞台表演或排練場地中，

尋找一個獨特的視角，使表演者的線條、造型、

舞台空間、影像構圖，得以出現全新的、違反一

般觀看習慣的影像概念。這樣的影像，使得表演

藝術的攝影，並沒有一個「最適當有利」的拍攝

點（vantage point）。各種異質的、不按牌理出

牌的觀看與捕捉，都可以產生有意思的舞台影像

和藝術語義。

舞台攝影深具挑戰，並不好拍，因為材料

和空間大體上已經被限制住了。劉振祥的舞台攝

影藝術讓我們看到，一位高明的攝影家，如何能

夠不帶成見與既定公式，在那些充滿限制的舞

台，與表演作品的既有框架裡，找到影像上的自

由、話語、和新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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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紹盧〕

◆  劉振祥  資深攝影工作者，20 歲時舉辦首次個展，1987 年開始拍攝紀錄表演藝術，也曾為電影

拍攝劇照。多次舉辦個展及海內外聯展，作品亦獲美術館典藏，並出版《臺灣有影》、《前後：

劉振祥的雲門影像敘事》、《滿嘴魚刺》等作品集。曾任職於媒體，後開設攝影工作室，孜孜於

拍攝報導、表演藝術，長期與國內各表演團體合作。

2010 年獲「吳三連獎藝術獎—攝影類」獎項，評審肯定其攝影作品「見證臺灣社會與文化

的時代變遷與脈動，並成功捕捉舞者瞬間美妙的舞姿動態。」

〔雲門九歌〕

攝影展

追尋現實與幻影間的靈光
文／劉振祥

在我的攝影生涯裡，拍攝雲門與表演藝術幾乎已和我劃上等號。

八〇年代初，初接到舞蹈攝影委託案，推開了通往表演藝術舞台的一扇門；當時拍攝前

根本無法預知內容與畫面，只好順著拍攝當下的直覺。

眼看著表演者用肢體用情緒用音樂舞出人間百態，舞台上有光的地方是演出劇情，在翼

幕裡與後台則是等待上場的演員或舞者的真實人生，真如夢幻泡影似的，台上台下對我而言已

無分別。

三十多年來，談起表藝拍攝經驗，我且引用洪海波先生的大作：「劉振祥更像一名傳教士，

更像一名行腳僧，他在佈道的同時問道，在行走的同時修行，那些他追尋的身影同時也在追尋

他的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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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校藝術家

起舞工作坊

▼ ▼   雲門２
    生活律動工作坊

時        間（兩班獨立開班）

                      一班：103/3/3 ㊀ 19:00-21:00

                      二班：103/3/4 ㊁ 19:00-21:00

地        點101舞蹈室

講        師雲門２舞者

招生對象對舞蹈及肢體開發有興趣者，

每班 30名（限本校教職員生參加）

Cloud Gate２ Life Rhythm Workshop

Time: (Two independent classes)
First Class:103/3/3 19:00-21:00 
Second Class:103/3/4 19:00-21:00  
Venue: Dancing room 101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Instructor: Cloud Gate 2 dancer
Intended Students: Students with interest in 
dance or movement. 
Student limit: 30

雲門２ 15年來廣邀多位傑出編舞家編作，累積出風格迥異的豐富舞碼，展現

出年輕舞者多元活潑的肢體能力。本次課程將從人體最簡單也最核心的運動──深

層呼吸開始，透過基礎律動的開發與肢體伸展，讓學員重新找回身體的自主性，發

現群體與自我關係。

★ 報名參加注意事項

一、報名期限：103/2/20( 四 )-2/27( 四 )，00:00-24:00，由本校聯合報名系統報名。

二、因教育資源珍貴而有限，二班請擇一報名，一經發現重複報名視為兩班均棄權。

三、全程參與之學員，具校內公務人員及學生身份者，可登錄終身學習紀錄或學生全人系統活動紀錄。

雲門２藝術駐校生活律動－圖片提供  雲門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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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校藝術家

起舞工作坊

▼ ▼   雲門２舞蹈創作工作坊

時        間103/3/5-3/7 ㊂ - ㊄ 18:00-22:00

地        點101舞蹈室

講        師鄭宗龍（編舞家暨雲門２藝術總監）

招生對象限本校教職員生，須具基礎舞蹈背景或表演經驗，

                      且必須能夠連續三日參與課程，限額 15名。
【說明】配合課程時間，會場外備有輕食、餅乾及飲水。

Cloud Gate２ Dance Creative Workshop
Time: 103/3/5-7  18:00-22:00 
Venue: Dancing room 101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Instructor: Cheng Tsung-lung (choreographer, artistic director of Cloud Gate 2)
Participant requirements: Limited to current faculty, staff and students. Must have basic 
dance background or performance experience. Must be available to participate in all three 
days of class. Limit of fifteen students.
Instructions: Please adhere to class schedule. Food and water are available near the dance 
studio.

雲門２藝術總監鄭宗龍將帶領學員進入舞蹈編作的世界。

課程從主題動機出發，學習如何透過身體語言「說話」，

並將情緒、情境轉化為自己的舞蹈。

★ 報名參加注意事項

一、報名期限：103/2/20( 四 )-2/24( 一 )，00:00-24:00，由本校聯合報名系統報名，報名時必須備註說明所

具備「基礎舞蹈背景或表演經驗」。

二、經過審核錄取者將在 2/27( 四 ) 前另以電子郵件寄送通知及藝中學期網頁公告，錄取學員應於收到通知

隔日起至 3/3 期間至藝文中心服務台完成保證金繳交（受理時間：週一至五，9:00-17:00）。

三、因教育資源珍貴而有限，為有效執行及分享資源，保障具有高度興趣及毅力者參加之機會，故設置參

與課程保證金機制。若未能於規定期限內完成繳費者，視為自動棄權，將於 3/4( 二 ) 起進行候補。

四、保證金為 NT$2,000，準時全程出席者將於最後一堂課程結束後，於現場領回保證金。（ 不符領回條件

者，其所繳交保證金將視同「報名費」悉數繳入學校公庫。）

五、全程參與之學員，具校內公務人員及學生身份者，可登錄終身學習紀錄或學生全人系統活動紀錄。

▼  鄭宗龍

雲門２藝術總監，畢業於臺

北藝術大學舞蹈系，曾任雲

門舞集舞者，2002 年開始

創作，2006 年起，多次為

雲門２編作。他的作品在歐

美亞澳舞台演出，屢屢獲

獎，因其獨特的創作風格，

被譽為「國際舞壇新鮮而獨

特的聲音」。

雲門２藝術總監鄭宗龍－攝影 劉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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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校藝術家

起舞工作坊

時間

基礎課程：103/3/13 ㊃、3/17 ㊀、4/7 ㊀、4/10 ㊃ 19:30-21:30

進階課程：103/4/14 ㊀、4/17 ㊃、4/24 ㊃、5/12 ㊀、5/14 ㊂
                       19:30-21:30【5/15 ㊃演出】
地點101舞蹈室

報名條件想動、敢動者，男女不拘。

人數

基礎課程：（第一堂至第四堂）限額 80名

進階課程：（第五堂起）由基礎班所甄選出來之 16位學員參與並參

                      加最後成果演出

★進階班甄選時間及標準：訂於第四堂課進行，以課堂上創作發想作為主要甄選

標準；前述成績相當時，以「後續課程能夠全程參與」或「具有藝文中心志工工

作室的志工身份」條件者優先錄取。

一群非常年輕的人，是學生，也正在專業的「舞」台上逐步站穩。他們起舞，

也創作，以扎實的傳統東、西方肢體訓練為根基，用新世代的眼光，創造出與這時

代息息相關的作品。這一回，他們將跨出培育他們的藝術校園，在國家文化獎得獎

人平珩老師的指導下，躍入指南山下的政大校園，用一整季去與另一個校園裡的年

輕人舞動對話。

Focus Dance Company Workshop

Time：
Beginner Class: 103/3/13, 3/17, 4/7, 4/10 ,19:30-21:30
Intermediate Class: 4/14, 4/17, 4/24, 5/12, 5/14 ,19:30-21:30 (performance on 5/15)
Venue: Dancing room 101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Registration requirements: Desire and willingness to move. Men and women 
encouraged to attend.
Number of Participants:
Beginner Class: (classes 1-4) 80 participants
Intermediate Class: (after class 5). Sixteen participants from the beginner 
class will be select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class and dance in the end-of-
course performance. 
＊ Intermediate class selection time and standards: Selection will take place 
during the fourth class based upon conceptual ideas for choreographic 
creation. If candidates are comparable in level, then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continuing courses and volunteer experience in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will 
be used as standards for selection.

▼ ▼焦點舞團
   舞蹈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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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校藝術家

起舞工作坊

◎ 課程教學大綱

課數 時間 課  程  內  容

基礎課程

第一堂 3月 13日 19:30－ 21:30 有趣的身體，有趣的動法 -肢體開發初體驗

第二堂 3月 17日 19:30－ 21:30 優雅與線條 -西方舞蹈初體驗

第三堂 4月  7  日 19:30－ 21:30 力道與氣韻 -東方舞蹈初體驗

第四堂 4月 10日 19:30－ 21:30 創意發發想 -編舞初體驗（舞者甄選）

進階課程

第五堂 4月 14日 19:30－ 21:30 創作時間 I

第六堂 4月 17日 19:30－ 21:30 創作時間 II

第七堂 4月 24日 19:30－ 21:30 創作時間 III

第八堂 5月 12日 19:30－ 21:30 創作時間 IV

第九堂 5月 14日 19:30－ 21:30 演出總彩排

第十堂 5月 15日 19:15－ 21:00 演出

指導老師：平珩（詳細介紹請見 p.13）

講師群：焦點舞團團員—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貫七）

*張琪武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系貫七。曾任

T.T.C.Dance【張婷婷獨立製作】，【舞蹈生

態系創意團隊】Dancecology舞者。二度榮

獲菁霖文化藝術基金會獎學金，2010年赴美

參加美國舞蹈節 (America Dance Festival)，

2009年赴廣東國際舞蹈夏令營及國際現代舞

蹈週。演出經歷包括，北藝大卓越計畫 -經

典舞作重建演出德國表現主義大師科特‧尤

斯 (Kurt Jooss)《綠桌 -Green Table》，飾老

士兵一角。赴法國亞維儂外圍藝術節演出旅

美編舞家張婷婷《肢色系列：抽屜人》。赴

義大利 ASOLO電影藝術節，演出【舞蹈生

態系創意團隊】《時光蔓舞》、《揮灑舞色》。

赴美參加美國舞蹈節演出俄國編舞家 Tatiana 

Baganova《The Sepia》。印尼峇里島舞蹈大

師加帝比亞 (I Wayan Dibia) 《克差舞》。桑

吉佳《火柴人》。林懷民《薪傳》選粹。何

曉玫《紙境》選粹。吳易珊《離境 -2013臺

北》、《岸地》、《這裡 _那裡》。孔和平《山

林之歌》、《跳月》。

*黃郁元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系貫七。2010

年代表北藝大赴新加坡青年藝術節演出，

2011年擔任修復舞團 (Fix 2)特約舞者參

與臺北藝穗節演出，2012年編創作品《告

白》獲邀至香港八樓平台演出。在校期間，

曾多次參與經典大師作品重建演出：Kurt 

Jooss《Green Table》、Bill.T.Jones《D-man 

in the waters》、林懷民《薪傳》選粹、

Natalie Weir《His Weeping》以及澳洲編舞

家Graeme Collins的《Concerto in D》&《Four 

Movement Form》、古名伸《夢土之箋》、

桑吉加《火柴人》。

*鄭筑云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系貫七。2010

年代表北藝大赴新加坡青年藝術節演出，

2011年擔任修復舞團 (Fix 2)特約舞者參與

臺北藝穗節演出以及 2013李志達畢業製作

《White Face》擔任舞台監督一職。在校期

間，曾多次參與經典大師作品重建演出：林

文中《酒傾》- 惡童三部曲之三、張曉雄《春

之祭》、林懷民《薪傳》選粹、郭曉華《秋

囶》、孔和平《跳月》。

*焦點舞團

由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系七年一貫制

第一屆大四畢業生在 2004年正式立案，成立

至今，持續提供新一代年輕舞蹈工作者有演

出及發揮創作的平台。藉由每一屆的傳承，

至今已到第十屆。由一群經過多年嚴格舞蹈

專業訓練培育出的年輕舞者及新生代藝術創

作者組成，以專業舞團的營運方式，培訓其

獨立操作舞團行政之各項作業，並將多年累

積的舞蹈表演經驗，精緻的呈現在觀眾面前。

該系培育出臺灣眾多舞蹈界佼佼者，除

【雲門舞集】許多舞者均由此出，另有許多

擁有個人舞蹈成就者，如許芳宜（國家文藝

獎）、吳義芳【風之舞形舞團】、布拉瑞揚．

帕格勒法（第五十屆十大傑出青年） 、鄭宗

龍【雲門舞集２】助理藝術總監、黃翊【雲

門舞集】特約編舞家、余采岑德國【碧娜鮑

許舞團】、吳孟珂【荷蘭舞蹈劇場】、李貞

葳以色列【巴希瓦舞團】、吳建緯、高辛毓、

謝宜君法國【卡菲爾舞團】等。

★ 報名注意事項

一、 報 名 期 限：103/2/24( 一 )-3/7( 五 )，00:00-

24:00，由本校聯合報名系統報名，報名狀態

為「確認」者，直接參與前四堂基礎課程。

二、本校教職員生均得報名，校外人士身份者保

障 5 名（含校友，具校友身份者優先錄取，

請於報名後主動以郵件告知 artist@nccu.edu.

tw），除報名系統「確認」狀態外，必須憑藝

文中心另函或電話通知後才行生效。

三、因教育資源珍貴而有限，為有效執行及分享資

源，保障具有高度興趣及毅力者參加之機會，

故設置參與課程保證金機制。故經甄選進入

進階課程（第四堂之後，即第五堂起）之學

員，必須於 4 月 12 日前親至藝文中心服務台

（位於藝中四樓大廳）完成繳納「報名費」

NT$3,000，若後續六堂課程出席次數達五次

（亦即請假或缺席不超過一次），則於課程

結束後由藝文中心憑出席簽到紀錄主動辦理退

費。（ 不符合領回條件或逾期未配合提供相關

金融帳號資料者，其所繳交保證金將視同「報

名費」悉數繳入學校公庫。）

四、全程參與之學員，具校內公務人員及學生身份

者，可分別依據課程長度符實登錄終身學習紀

錄或學生全人系統活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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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沙龍與影展

時間19:00-20:30

地點電影—視聽館╱沙龍—創意實驗室

沙龍主講謝杰廷

 第一場
3/11(二 ) 電影「屋漏痕」

3/12(三 ) 沙龍「舞話與舞畫：導論」

 第二場
3/19(三 )電影「Pina」

3/20(四 ) 沙龍「舞話：從碧娜談舞蹈劇場的姿態」

 第三場
3/26(三 ) 電影 季利安舞蹈選粹

3/27(四 ) 沙龍「舞畫：從季利安談舞蹈劇場的光與樂」

「 舞話？ 舞畫？現代舞怎麼看？」 
舞蹈電影，是舞蹈的一幕幕畫面；舞蹈沙龍，是談論舞蹈的話語。舞蹈能是畫面，

也能是話語。在舞蹈沙龍裡，將從每場配合播映的舞蹈電影談起，試著勾勒出現代舞

的整體脈絡，討論現代舞究竟向觀者呈現了什麼、又說了什麼，從而討論現代舞究竟

能怎麼看。

除了三場舞蹈電影，每場沙龍也會選播更多其他的舞蹈段落，從「西方」反省所

謂的「東方」，看「舞畫」與「舞話」的意義怎麼在現代舞裡不斷流變，也希望能在

參與者的對話裡，追問「現代舞還能怎麼看」。

▼   謝杰廷：音樂舞蹈研究者，音樂創作演奏者。曾就讀新聞學系及建築、音樂學研究所，現於德

國從事舞蹈學研究。近年創作計畫跨越音樂、劇場、舞蹈、文學等多種藝術領域。曾與音樂家鍾

玉鳳、大竹研、劇場創作者—音樂家黃思農、編舞家周書毅等人合作。2012 年，創作「月照無眠

詩聲雜誌」音樂。2011 年，於「流浪之歌音樂節」演出。2010 年，創作「詩剝裂」。近年研究

關注「音樂與舞蹈」、「展演性」、「文字圖像性」與「跨文化」等議題。2009 年，獲國藝會藝

評獎。研究論文曾於「臺灣音樂學論壇」、《臺灣音樂研究》發表。

Dance Salon and Film Screening

Time: 19:00-20:30
Location: Film: Audiovisual Theater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Salon: Creative Lab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Salon Speaker: Hsieh Chieh-ting  
First Session
3/11- Film: “Water Stains on the Wall”
3/12- Salon: The Vocabularies and Scenes of Dance: A Discussion
Second Session
3/19- Film: "Pina"
3/20-Salon: Dance Vocabularies: Discussing Gestures of Dance Theatre Through ‘Pina’
Third Session
3/26- Film : Dance Selections by Jiří Kylián
3/27-Salon:Dance Scenes: Discussing the Lighting and Music of Dance Theatre Through the Works of 
Jiří Kylián

駐校藝術節

舞蹈沙龍

政大藝文中心節目簡介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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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門舞集 屋漏痕  攝影 劉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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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1(二 ) 舞蹈電影  屋漏痕
2010 年，在全球讚譽的「行草三部曲」之後，林懷

民取「屋漏痕」之名，探索書法美學的再突破。他以獨到

的創意，建構傾斜八度的白色舞台，投影機灑下黑色雲

彩，在宛如宣紙的舞台上流轉，渲染，成就瞬息萬變的山

水畫。舞者扎根地板，因勢導力，舉重若輕地在斜台上奔

馳，飛躍，出入雲影，成為山水畫裡的傳奇人物，與音樂、

雲影的消長融為一體，將觀眾帶到奇幻空靈的世界。
▼ 3/12(三 ) 舞蹈沙龍  舞話與舞畫：導論

從《屋漏痕》談起，討論舞蹈是否像是書寫，書寫是

否又像是畫，寫與畫的力動又傳達出什麼樣的意義，因而

讓舞蹈又像是話語？「舞畫」與「舞話」的觀點又隱含了

什麼樣西方舞蹈劇場的傳統？

▼ 3/26(三 )舞蹈電影 季利安舞蹈選粹
國際編舞大師尤里 ‧ 季利安（Jiří Kylián）的舞蹈選粹，選

播《Falling Angels》、《Petite Mort》、《Bella Figura》、《Wings 

of Wax》。季利安作品融合古典芭蕾與現代舞技巧，渾然天成原

創性，豐沛的舞蹈語彙搭配多層次的舞台效果，其作品已為舞

迷心中的經典之作。

▼ 3/27(四 ) 舞蹈沙龍   

舞畫：從季利安談舞蹈劇場的光與樂

探問舞蹈劇場怎麼在光與暗、樂與靜的交織下呈現出一幕幕

畫面，這一幕幕畫面又怎麼隱含了西方傳統對於「看」與「聽」、

「音樂」與「舞蹈」的認識與想像。

▼ 3/19(三 )舞蹈電影   Pina
《碧娜鮑許》是電影大師溫德斯獻給已逝的舞蹈第一

夫人碧娜鮑許的電影，收錄了碧娜鮑許最著名的四齣舞

作：《春之祭》、《慕勒咖啡館》、《交際場》、《滿月》，

溫德斯並把舞者帶出劇場，走進烏帕塔這個碧娜鮑許三十

年來的生活中心，將街道巷弄化作舞台，在城市的各個角

落翩翩起舞。影片同時穿插著碧娜鮑許珍貴的紀錄片段，

不僅有她的親自演出，更有她對舞蹈的深刻觀點，她說：

「舞吧，舞吧…不然我們就迷失了。」

▼ 3/20(四 ) 舞蹈沙龍   

舞話：從碧娜談舞蹈劇場的姿態

談論在西方舞蹈劇場的傳統下，舞蹈怎麼像是話語一

樣，藉著身體的姿態傳達出並精練了每個人內心裡的情

緒、或是一個個日常場景裡的活動背後的意義，讓舞蹈幾

乎像是小說一樣。 

與「舞話」的觀點又隱含了什麼樣西方舞蹈劇場的傳統？

雲門舞集「屋漏痕」

攝影：劉振祥

★ 舞蹈沙龍與影展參加注意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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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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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預計前半小時開放進場，實際情形將視現場情況調整。

4. 全程參與之校內公務人員／學生，可分別依據活動實際長

度符實登錄終身學習紀錄或學生全人系統活動紀錄

5. 為尊重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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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各場次禁止飲食、攝影、照相或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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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舞
蹈
創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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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現代舞開幕演出徵件
徵件辦法請參看【「夢想與堅持」駐校藝術家開幕記者會暨茶會】

開幕節目徵件說明（P.11）。

舞文徵件
▪時間：103/2/17(一）-3/16(日）受理投稿，主辦單位於確定收件後將逕

以「回復」方式確認。

▪徵稿對象：本校師生及校友。

▪參加方式及獎項說明：
（一）以現代舞為題材，可自由命題，如「輕鬆看舞蹈」、「我所知道的雲

門舞集」、「舞上舞台的那段路」等，劇本、小說、自傳或散文等形

式不拘，每位參與者最多可投件 2篇，每篇以 400-450字為限。

（二）投件注意事項：

郵件主旨：「駐校藝術家舞文徵件」，必須為個人原創作品且未經發表，

文責自負，以 word檔案格式，逕寄 artist@nccu.edu.tw，註明個人基

本資料（含姓名、學生學號 /教職員工作代碼 /校友畢業系級、連絡

電話等 3項）

（三）聘請專家學者評選，擇優錄取優等三名，佳作若干名，得從缺，預計

四月一日前公告。

（四）優等錄取者，文章將依序刊登於本校政大校訊「美學散步」專欄（含

紙本及網路版），並受邀以貴賓身份出席觀賞 103/4/20（日）雲門２

春鬥 2014演出。（演出資訊請參考「上舞時刻」系列說明）；佳作者，

亦將受邀出席觀賞前述節目。



展覽系列
展覽系列

▼ ▼文山春秋
展期3/13 ㊃至 4/25 ㊄
開放時間週一至六 11:00-17:00

展覽地點藝文中心五樓藝文空間

開幕茶會3/13 ㊃ 12:30-14:00（藝術家導覽 13:00-14:00）

★有興趣參與開幕茶會及導覽者，請於 103/2/17 ㊀起於本校線上報名系統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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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Shien Wen's Landscape in Ink——A View from Within
Time: March 13-April 25, Monday- Saturday, 11:00- 17:00
Venue: Art Gallery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Opening Ceremony
Time: Thursday, March 13, 12:30- 13:00 
Artist Guided Tour: 13:00-14:00
Venue: Art Gallery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李賢文水墨浮世流光

 貓空百年茶事   2013   105x23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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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浮世‧水墨流光」
李賢文文山春秋創作互動導覽裝置

藝術家黃心健

設計團隊本校數位內容學程 曾怡甄、黃新

文山春秋主題書展

主辦單位藝文中心、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博雅書房

協辦單位文山社區大學

選  書  人李豐楙、林淑英

展        期103/03/13 ㊃ -103/04/25 ㊄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 11:00-19:00 

                      週六、週日 11:00-17:00 

                      國定假日及其他配合藝文中心休館時間不開放

地        點藝文中心四樓博雅書房

An Interactive Installation of Lee Shien Wen's Works
Artist: Huang Hsin-chien
Design team: NCCU students from department of digital contents and technologies including Tseng 

Yi-jen and Huang Hsing

Book Fair
Organizing Institution: Art and Culture Center, 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Liberal Arts Study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Wenshan Community College
Book Panel: Li Fengmao, Lin Shuying
Hours: Monday through Friday, 11:00-19:00. Saturday and Sunday, 11:00-17:00. 
             Closed on national holidays.
Venue: Liberal Arts Study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 參加開幕茶會觀眾注意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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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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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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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南山下   2013   138x70cm

 文山春秋（書法） 2014  129x3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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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世，是人所在的塵世。而流光，

似水，既往不復。

城市是人類世界虛幻沉浮的縮影。

義大利小說家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1923-1985）的小說《看不見的

城市》（Invisible Cities, 1972），書中

威尼斯旅人馬可波羅，向蒙古帝國的可

汗忽必烈以暗喻的方式，講述他的異國

城市經驗。威尼斯象徵著永恆的隱喻之

城，小說家藉由馬可波羅這位說故事的

旅人，和看不清帝國正在崩壞的忽必烈

兩人虛實交錯的對話，揭示人類雖然渴

望尋找未來，生命卻可能依存於想像的

悵然。但卡爾維諾細膩的情感與人道關

懷的體現，卻令人無懼對未來浪漫的幻

想，在傾頹的浮世中勇敢前行。

六十年前的木柵山城，政治大學在

這裡成為國民政府遷臺後，第一個奉准

復校的國立大學。美國密蘇里大學朗豪

華教授 (Howard Rusk Long)在 1958年

來臺任教於政大新聞系，並擔任《China 

Post》的駐臺特派員，朗豪華教授以其

新聞攝影的專業，出版 《木柵人，The 

People of Mushan, 1960》，留下 50年

代木柵的常民生活影像。畫家李賢文則

因著一張六十年前攝於指南宮的家族

合影，於 2013年展開與政大藝文中心

為期一年的「文山春秋四季駐校寫生計

畫」。

李賢文於不同的季節來到政大，先

經過周詳的田野文史考證，再以其擅長

的生活寫生、地理關懷進行水墨創作。

〔文山早春〕、〔看見台北〕、〔政大

六景〕等系列，是畫家從早春到初冬的

紀實寫生。而〔貓空百年茶事〕、〔指

南山下〕、〔浮生—走過一甲子〕，則

是李賢文嘗試用非線性的時間，以其深

厚的人文情懷與兼具文學性的流動視

野，在有限的二度空間下，推拓出無限

的想像，為水墨創作的當代性，提出一

條實驗的路徑。其中〔浮生〕一圖，畫

家自貓空遠眺臺北東區，將現世浮城套

疊在黑白水墨勾勒的歷史場景之上，與

家人正襟留影的盛裝男童，六十年後自

人群緩步走來。遠方夕照餘暉、身側旗

幟飛揚，黑髮少年與白髯老翁的人生在

階前融合交錯，各自走向不復回的過去

與即將到來的未來。

當不同的論述與行動，交會在展覽

的社會性空間時，其所呈現和創造的主

張將逐一浮現。李賢文與黃心健，兩個

不同世代的藝術家，分別以看似傳統的

筆墨及象徵科技的電腦為工具，以木

柵山城展開對話。數位藝術家黃心健

設計的「文山浮世‧水墨流光─李

賢文文山春秋創作互動導覽裝置」，

以虛擬實境的手法，結合繪畫、影像

等素材，連結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時

空，以新媒體藝術獨特的互動本質，

從集體的歷史記憶與個人的城市觀

察，重新體現彼此心中既真實又虛幻

的山城。

文山，隱喻了一個看見卻不存

在，或看不見卻存在的城市。李賢文

彷彿山城中漂移的說書人，在歷史的

時空穿梭，也在自己的心靈中旅行。

黃心健未必親臨，卻能以新媒體藝術

家的複眼，與觀眾一起進入旅程，將

故事裡不斷漂移的時空與論述加以拆

解、錯置與再現，正如卡爾維諾筆下

描述的：

「路過而沒有進去的人所見的是

一個城，困在裡面而永遠離不開的人

所見的是另一個城。你第一次抵達時

所見的是一個城，你一去不回時所見

的是另一個城。」

文山春秋，邀請你尋訪封存的浮

世印記，珍視似水流光！

浮世‧流光   
策展人 /黃巧慧

 浮生——走過一甲子   2013   180x9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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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賢文簡介 

◆   美術歷程
1947   生於臺北市。

1964   師大附中寫生會創始會員，並擔任首任會長。

1971   創辦《雄獅美術》月刊。

1975   自法返臺，主持《雄獅美術》編務。

1996   《雄獅美術》停刊，遷居中壢，以書畫自修。

2004   與盧廷清、鄭治桂於臺北福華沙龍聯合舉行「群玉山頭」畫展。

2011   應臺北藝境畫廊之邀，與張光賓舉行「蒼樸‧清曠‧筆墨情」雙人展。

2012   應中央大學藝文中心之邀，舉行「人間清曠」水墨個展，並出版《人間清曠》一書，

   此書於 2013年榮獲第 37屆金鼎獎——最佳非文學圖書獎。

2013   受邀至政治大學舉辦「人間清曠——文山春秋前奏展」，並擔任為期一年駐校藝術家。

出版《美的軌跡：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夢——雄獅美術四十二年記》。

2014   出版《文山春秋——水墨浮世流光》

◆   系列創作
關注臺灣自然環境變遷系列：

〔三探九九峰〕長卷（2001）、〔流變圖〕冊頁（2001）、〔萬頃流木〕三連作（2009）。 

水墨寫生臺灣山水系列：

〔雪霸登高圖〕四聯屏（2000）、〔百年大雪武嶺行〕長卷（2005）、〔玉山有待圖〕（2007）、

〔合歡道上〕冊頁（2009）、〔塔塔加大鐵杉〕四聯屏（2011）、〔日升月恒〕四聯屏（2012）。

記寫生活情趣系列：

〔觸賞自觀〕冊頁（1999～ 2001）、〔戀楝四季〕四連作（2002～ 2009）、〔世界荷塘〕

四聯屏（2009）、〔春之五苓〕四聯屏（2010）。

Art Profile

Born in Taipei City
Initiating founder and the first chair of Sketching 
Club, the Affiliated Senior High School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Founded Lion Art Monthly 
Returned from France and became the editor of 
Lion Art Monthly 
Lion Art Monthly suspended publication. Mr. Lee 
moved to Zhongli and indulged himself in painting
Sponsored a joint-exhibition “The Jade Mountains” 
with Lu Ting-Ching and Cheng Chih-Kuei in 
Howard Salon in Taipei; the album The Jade 
Mountains was published
Invited by Artdoor Gallery in Taipei, Mr. Lee held 
a duo-exhibition “Simplicity Meets Ethereality: A 
Passion for the Spirit of Painting” with Mr. Chang 
Guang-bin. 
Invited b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o sponsor 
his first solo exhibition of water-in painting—
A Path to Hidden Beauty. The album A Path to 
Hidden Beauty was also published in the same 
year. This book won the award for “Best non-
literary book” in 2013 at the 37th annual Taiwan 
Ministry of Culture Awards. 
Invited to NCCU to host “A Path to Hidden Beauty: 
Lee Shien Wen’s solo exhibition”and also served 
as the university’s artist in residence for one 
year. Published the book “Beautiful Traces: Those 
People, Those Things, Those Dreams—Notes on a 
Lion’s Forty-two Years of Art“ 
Publishes “Lee Shien Wen's Landscape in Ink——A 
View from Within”

【政大六景】：水岸電梯   2013   33.5x69cm

 【政大六景】：景美溪   2013   69x33.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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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伊始，又是一年新的啟端。我

們儀式性地添置新的行事曆，在一年的

計畫欄裡，滿滿地勾畫出一條通向看不

到的豐盛大道。曾幾何時，深居世塵中

的人，不再從日出的早晚、星辰的明

滅、花葉的開落、氣溫的高低、晴雨的

變化⋯⋯等一切大自然的心跳與鳴奏，

去感受季節的更迭。

於是，光陰制式化為不間斷的計

畫與日程，成功屬於世間可以換算的

尺度與籌碼，當春天開始於跨年晚會

之後的疲憊裡，春天已遺忘在一枝細

草的初綠中。

二○一三年，因緣際會，承政大

藝文中心總監黃巧慧女士建議，有了為

期一年、以政大及周邊文山木柵區為水

墨寫生創作的企劃。我遂以水墨記錄了

文山春夏秋冬四季的光陰畫帖。此一構

想，直接衝擊了我對時間的感受，也間

接地轉換了某些固定的觀察觀點。換言

之，過往視而不見的都會經驗，此時必

須從繪畫的構圖、取鏡、思考、重組中，

再突顯。透過這樣一個視覺的揀選，忽

然，一瞬之間，風塵濮濮的大街小巷，

不斷出現有趣的角落，車水馬龍的雜亂

市集，偶然雨後，也有朦朧詩意的精彩。

登臨臺北市郊的一些高不過百多公尺的

山頭，居然就有小天下的微妙享受；捷

運各線的每個終站，幾乎都是活潑明亮

的市郊小桃源。無須刻意計畫、特別安

排，只要一雙好走的鞋、簡單的畫具、

一罐水，我幾乎可以竟日流連在古詩的

畫境裡。

並非世界改變，而是看世界的角

度改變。

為了一年的四季全局全景，觀測

描寫文山木柵區，幸運的我，才意外地

飽賞了文山杏花開滿的明媚春光。在春

茶採收過後，大批作為綠肥的魯冰花田

陸續上場。之後盛大狂熱的仲夏，貓空

壺穴上的隱瀑，沁人心脾，一洗鬱結。

驪歌聲中，莘莘學子在政大校園裡的身

影，又是光陰筆記中一頁輝煌。暑往寒來，時序入秋，對文山的觀繪，也漸次沉澱安靜下

來，在表面的殊相變化中，是否有永恆不變的堅固內在？於是思維「變」與「不變」的界

限，探索「時間」與「空間」的交集。

值此之時，一張年幼時期，家族出遊指南宮的黑白老照片，觸動了時空劇場的創作

思考。當相同空間裡有不同時間因素，穿插交集，是否更接近感知中的存在與真實？佇

立在指南宮前的我，眼前青綠山水是真，而腦海中幼時倚立在父母身畔的我也是真，二

者間，並無矛盾，甚至，充滿對映的心情。往日記憶與眼前之景，密合無隙，恍如重複

曝光的底片，層層影像，交疊著時間流過的痕跡，美好而深刻。

老照片興發了光陰的對話，而登貓空、搭纜車，又展現了覓尋視點的契機。不同的

高度，帶來不同的視野；不同的角度，提供了全新的視界。從小出生成長迄今的臺北之

城，此時竟昂然清新，一天一頁，翻出美麗的新畫面。

在歲末，我以政大校內地標建築，作為收尾之作，包括四維堂、社科院、水岸電梯、

濟賢橋、楓香步道與景美溪，適時為政大在臺復校六十週年慶繪製政大六景。

感謝天地有情，感恩四時有序。在走入文山的四季中，也意外地走出了固定執著

的視野，還給水墨一次詮釋當代都會城鄉的契機。

世界並沒有改變，而是觀看世界的角度改變了。

文山春秋—水墨浮世流光
文╱李賢文

 【政大六景】：四維堂    2013   33.5x69cm 



展期103/4/22 ㊁ 19:00-20:30  中場休息 20分鐘

地點視聽館

演出人翁椴╱巴洛克雙簧管    郭曉萍╱大鍵琴

作曲家弗朗索瓦‧庫普蘭、普賽爾、韓德爾、韋瓦第、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慶祝政大在臺灣復校一甲子的音樂盛會   全臺唯一場

音樂家的話：「歡迎您與我們一起踏上這個巴洛克音樂的旅程。如此簡單的一句話是

很難讓您想像我們所跋涉的這不可思議的多種面貌的巴洛克音樂的旅程。從路易十四 

le Roi-Soleil 凡爾賽宮法國式的花園到威尼斯瀉湖的韋瓦第，經過普魯士的無憂宮 Sans-Souci 國

王腓特烈二世的大廳，當然不能忘記向萊比錫的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致敬…我們將用仿制的當

代樂器大鍵琴及巴洛克雙簧管來演奏，以呈現其最真實的面貌。」

Voyage  musical dans l'Europe du XVIII siècle
A Musical Journey in XVIII Century Europe

4/22 Tue. 19:00-20:30
Venue: Audiovisual Theater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Performer: Antoine TORUNCZYK, Chiao Pin KUO

Welcome aboard our trip to Baroque Music – those two words are not enough describing the 
amazing variety of the landscapes we'll come across. From Louis XIV the King Sun's gardens à 
la française in Versailles to the Laguna of Vivaldi's Venice, through the King of Prussia Frederik 
II's Sans-Souci palace, with a stopover in Leipzig to pay a tribute to the great Master Johan 
Sebastian Bach. The musical pieces will be performed on copies of period instruments, and will 
be illustrated by short introductions that will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ir context. Fasten seat 
belts…

Embarquez avec nous pour un voyage à travers la Musique Baroque – ces mots trop généralistes 
ne suffisent pas à définir la grande variété des paysages que nous allons traverser lors de notre 
périple. Des jardins à la française de Louis XIV le Roi-Soleil à Versailles jusqu'à la lagune de 
Venise chère à Antonio Vivaldi le prêtre roux, en passant par les salons du Sans-Souci du 
roi de Prusse Frédéric II, sans oublier un crochet à Leipzig pour rendre hommage à Johann 
Sebastian Bach. Les pièces musicales seront jouées sur des copies d'instruments anciens, et 
seront illustrées par de courtes introductions qui les remettront dans leur contexte. Attachez vos 
cein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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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活動

▼ ▼二十世紀古樂的復甦

時間103/4/25(五 ) 19:00-21:00

地點藝文中心藝文走廊

主講人翁椴、郭曉萍 
★ 參加觀眾注意事項詳見 P.21。

二十世紀古樂再次走上舞台。音樂家，樂器製造家再次的探索，將古老被遺忘的樂器，帶出

博物館，期望再次呈現古樂原來的精神與風貌。如何於今日用古老的樂器詮釋當時的音樂 ?我們

將一起探討，多少音樂家、樂器製造家以及學者的努力，才讓今日的愛樂者，得以再次品嚐那個

時代的音樂。

The Revival of Early Music in 20th Century
4/25 Fri. 19:00-21:00
Venue: Art Space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Speakers：Antoine TORUNCZYK, Chiao Pin KUO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 ▼十八世紀歐洲的音樂之旅  
     巴洛克雙簧管與大鍵琴雙重奏



政大藝文中心節目簡介 60 61

▲

表演活動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翁椴 ▼  巴洛克雙簧管

Antoine TORUNCZYK was born in Provence, 
France and learned to play the piano and 
flute with his grandmother before entering 
the Provence Music Institute to study the 
oboe. Due to his passion for baroque music, 
he changed his major to study baroque style 
oboe and entered the Conservatoire National 
Supérieur de Musique de Lyon, studying 
under Michel Henry. After graduating, he 
moved to Holland to study with master 
musician Alfredo Bernadini at the Amsterdam 
Sweelinck Conservatorium. In 1998, he was 
selected to b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Baroque Orchestra to be first chair oboe player. 
In 2000, he received the highest professional 
music diploma for musicians. In the same 
year, he won the German Halle award, the top 
oboe prize at the Internationaler Hanedel-
Wettbewerb and since then has had endless 
opportunities for musical performance. 

Currently, he is a top oboe player at the 
Amsterdam Baroque Orchestra, Concerto 
Copenhagen, Le Cercle de l ’Harmonie 
(France), le Concert Français Instrument 
Ensemble, and Anima Eterna (Belgium). 

He is also active in chamber music orchestra. 
In 1997, he joined L’Assemblée des Honnestes 
Curieux, receiving the Premio Bonporti top 
prize and Critic’s Award. Beyond this, he was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Café Zimmermann 
chamber ensemble and published a book titled 
“Concerto for Oboe d'Amore." In 2001, Alpha 
music company received the top French prize 
for music Diapason d’Or for his music and in 
2003 he released an oboe and violin concerto 
album. 

Besides musical performance, the musical 
education that his grandmother provided him 
as a child led to his passion for education. In 
1996, he received an official Diplôme d’Etat to 
be an instructor of oboe in France. Since 2003, 
he has taught through the 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 Région de Toulouse and also 
currently teaches baroque chamber music at 
Le Conservatoire à Rayonnement Régional 
de Paris. Beyond teaching and performing, 
he also continues to research and develop his 
understanding of baroque music. 

Antoine TORUNCZYK-
Baroque Oboe 

翁椴 Antoine TORUNCZYK 出生於法

國普羅旺斯，跟隨外祖母學習鋼琴及直笛，

繼而進入普羅旺斯省音樂學院修現代雙簧

管，因對巴洛克音樂的熱衷轉而主修巴洛

克雙簧管，進入里昂法國國家高等音樂學

院 ( Conservatoire National Supérieur de 

Musique de Lyon) 師 事 Michel HENRY。

畢業後前往荷蘭阿姆斯特丹音樂學院  

(Amsterdam Sweelinck Conservatorium ) 跟

隨巴洛克雙簧管大師 Alfredo BERNADINI

學習。1998年被選入歐洲青年管絃樂團 

(E.U.B.O.)擔任雙簧管首席。2000年取得

最高文憑演奏家資格。於同年贏得德國哈勒

Halle 第六屆韓德爾國際雙簧管世界大賽首

獎 ( Internationaler Haendel-Wettbewerb )，

從此展開演奏家生涯。

目前擔任阿姆斯特丹巴洛克交響

樂 團 雙 簧 管 首 席 (Amsterdam Baroque 

Orchestra)，哥本哈根巴洛克交響樂團雙簧

管首席 Concerto Copenhagen、及 le Cercle 

de l'Harmonie (法國 )、le Concert Français. 

Anima Eterna (比利時 )等樂團雙簧管首席。

也活躍於室內樂，於 1997年成立歐內

斯特室內樂團 L'Assemblée des Honnestes 

Curieux 贏得義大利彭伯堤世界大賽 ( 

PREMIO BONPORTI) 首獎及評審特別獎。

除此之外也受邀與 Cafe Zimmermann 室

內管弦樂團合作，出版巴哈雙簧管協奏曲

Concerto for oboe d'Amore， 於 2001 年 由

Alpha 唱片公司發行並榮獲法國金標準音獎 

Diapason d'Or 法國最佳樂評獎，及巴哈雙簧

管與小提琴雙協奏曲於 2003年出版。

除 演 奏 外， 因 受 外 祖 母 Genevieve 

HALBWACHS鋼琴教育家的影響，故對教

學亦十分熱衷。於 1996 年取得法國國家

文憑 ( Diplôme d'Etat )取得雙簧管教授資

格。自 2003年任教於圖魯士法國國家地方

音 樂 院 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 Région 

de Toulouse 目前任教於巴黎法國國家地方

音 樂 院 Le Conservatoire à Rayonnement 

Régional de Paris教授巴洛克雙簧管室內樂

及裝飾奏。於演奏及教學之餘，持續巴洛克

雙簧管曲目的研究及開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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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預計前半小時開放進場，實際情形將視現場情況調整。

5. 場外設有「年長者與本校師長等候入場區」；場內標示「保留席次」保留至節目開演前 10 分鐘，之後開

放已入場觀眾自由遞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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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報名及進場注意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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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到場順序入場，開演前15分鐘起視同現場候補，必須移往候補區排隊入場。(主辦單位保留時間彈性調整權 )

2. 本場次設置尊長睦鄰之「藝享專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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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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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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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曉萍 ▼  大鍵琴

臺灣臺北市人，於市立師專音樂科畢業

後即順利赴法，進入里昂法國國家高等音

樂學院  ( Conservatoire National Supérieur 

de Musique de Lyon)，雙主修大鍵琴及數

字低音。大鍵琴師事 Huguette DREYFUS

及 Françoise LENGELLE, 數字低音師事數

字低音大師 Jesper Boje CHRISTENSEN及

Yves RECHSTEINER 。1996年以最優異的

成績提前畢業里昂法國國家高等音樂學院，

取得法國最高文憑演奏家文憑。之後前往古

樂聖地尼德蘭，進入荷蘭阿姆斯特丹音樂學

院，修習第三階段獨奏家文憑 ( Amsterdam 

Sweelinck Conservatorium )，大鍵琴師事

Menno van Delft，數字低音師事 Richard 

Egarre及 Lars Ulrik MORTENSEN，1999年

取得荷蘭阿姆斯特丹音樂學院獨奏家文憑，

除了獨奏外，於數字低音的表現尤其被讚

賞。1996年進入阿姆斯特丹音樂學院，即被

校方聘為古樂系伴奏直至 1999年畢業。

在這段期間於歐洲各大音樂節獨奏及室

內樂皆有活躍的表現，於 1997年成立歐內

斯特室內樂團 L'Assemblée des Honnestes 

Curieux 次年即贏得義大利彭伯堤世界大賽 ( 

PREMIO BONPORTI) 首獎及評審特別獎，

評審主席 Gustav LEONHARDT特為讚賞。

應邀 AMBRONNAY音樂季及法國國家音樂

網現場轉播，此外也於義大利、比利時、西

班牙、荷蘭、葡萄牙及奧地利等各大音樂節

定期演出。

除了演出 郭曉萍對於教學亦十分熱衷，

於 1998年受聘於西班牙雨果國立高等音樂學

院 (Conservatorio Superior de Vigo)大鍵琴

及數字低音課席教授。2000年以優異的成績

取得法國大鍵琴國家文憑 ( Diplôme d'Etat )

取得教授資格。2004年經法國教育局甄試取

得專任教授資格，目前任教於 Conservatoire 

à Rayonnement Intercommunal  d'Alfortville 

專任大鍵琴及數字低音教授。

與歐內斯特室內樂團目前已出版的幾張

唱片於歐洲深受好評，Marin Marais : Pièces 

en trio& Sonates贏得加拿大國家音樂網最佳

樂評，Händel : Sonatas in Severall Parts榮獲

法國古典音樂雜誌Goldberg五星最佳樂評獎，

Sonate pour violon et basse continue de Jean 

Ferry Rebel 贏得法國金標準音獎，Diapason 

d'Or並被選為年度最佳古典唱片，Pierre 

Danican Philidor suite pour hautbois獲得世界

音樂雜誌 Le Monde五星最佳樂評獎。

於唱片的錄製外應法國 Delrieu音樂出

版社出版之邀，負責數字低音的編寫，進行

研究與開發的工作。

Chiao Pin KUO-
Harpsichord

Originally from Taipei, Taiwan, Chiao 
Pin Kuo studied music in Taipei and then 
moved to France where she began her 
studies at the Conservatoire National 
Supérieur de Musique de Lyon and double 
majored in harpsichord and electric base. 
Her harpsichord teachers were Jesper Boje 
Christensen and Yves Rechsteiner. Because 
of her excellent grades, she graduated early 
from the Conservatoire National Supérieur 
de Musique de Lyon in 1996 and received 
the country’s highest degree, known as the 
“musician’s diploma.” After graduating, she 
moved to the Netherlands where she studied 
at the Amsterdam Sweelinck Conservatorium 
where  she  studied  wi th  harps ichord 
teacher Menno van Delft and electric bass 
teacher Richard Egarre and Lars Ulrik 
Mortensen. In 1999 she earned Amsterdam 
Sweelinck Conservatorium. Besides soloing 
in harpsichord, she also earned excellent 
marks in the electric bass. She worked as an 
accompanist at the Amsterdam Sweelinck 
Conservatorium until graduating in 1999. 

During this time, she soloed and played in 
chamber orchestras at many of the most 
important music festivals in Europe with 
much critical acclaim. In 1997, she joined 
L’Assemblée des Honnestes Curieux and 
won the Italian Premio Bonporti top award 
and Judge’s prize, with special acclaim from 
critic Gustav Leonhardt. She has been invited 
to perform at Ambronay music festival as 
well as the French National Radio with a 
live performance. She has also performed at 

festivals in Italy, Belgium, Spain, Holland, 
Portugal, and Austria. She is also very 
passionate about music education and in 
1998 received a teaching certificate from 
the Conservatorio Superior de Vigo in Spain. 
In the year 2000 she received a Diplôme 
d’Etat to teach music in France. In 2004, 
she received a teaching certificate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France and currently 
teaches electric bass and harpsichord at the 
Conservatoire à Rayonnement Intercommunal 
de l’Alfortville. 

Her albums have received much critical 
acclaim in Europe. The album “Marin Marais 
: Pièces en trio & Sonates” won top honors 
from the National Music Society of Canada. 
The album “Händel: Sonatas in Several Parts” 
received a five star rating from the French 
classical music magazine Goldberg. The album 
“Sonate pour violon et basse continue de Jean 
Ferry Rebel” won the prestigious Diapason 
d’Or award and was awarded best album. 
Finally, her record “Pierre Danican Philidor 
suite pour hautbois” was given five stars and 
award for best album by Le Monde magazine. 

Beyond her studio recordings, Chiao Pin Kuo 
has also been invited by the music publisher 
Delrieu to be in charge of electric bass 
compilations. She also continues to develop 
her skills as a musician and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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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人在幹嘛？
時間4/30 ㊂ 19:00-20:30

地點藝文走廊

主講人耿一偉  

向以視、聽覺意象見長的劇場導演魏瑛娟，將破除你我對劇場的既定印象，從

文字出發，透過劇場表演形式將其視、聽化，讓文字與視聽覺元素互動交流，打造

觀眾獨特的觀賞經驗。透過此講座，魏瑛娟將搶先曝光全新創作計畫，小說及平行

創作寫真劇場的精采可能。

魏瑛娟

紐約大學 (NYU) 教育劇場碩士。創作社創始團員，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創辦人。已

編導發表作品近四十齣，活躍於世界各大國際藝術節，詩文散見各報章雜誌；近年亦自資成

立電影工作室，跨足電影，參與監製《消失打看》、《花吃了那女孩》等片，均獲各大國際

影展好評。

有一種人，總不喜歡平靜。他們在世界各地遊走，交換情報，觀察小物小事發現趨勢，

非得蒐集一連串的可能性，然後挑起話題，搔到你的癢處，吸引你我一起在平淡中優雅

冒險。這種人，世界叫他策展人。

此場講座邀請臺北藝術節藝術總監耿一偉，分享策展人如何串聯世界的想像，開啟

你我的冒險旅程。

耿一偉

現任臺北藝術節策展人，同時任教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臺灣藝術大學戲劇系。長期從事戲劇

工作，曾於文山社區大學、森林小學等學校擔任戲劇講師，也是知名的劇評人與劇場導演。曾獲第

三屆倪匡科幻文學獎評論組首獎。

Wei Ying-Chuan's  Theatre

4/9 Wed. 19:00-20:30 
Venue: Art Space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Speaker: Wei Ying-chuan (Theatre Director)

Wei Ying-chuan, whose forte is the creation of sight and sound, in 2014 created a new project that 
transcends common assumptions about what can be “theatre.” Through theatrical form, textual and 
visual elements interact and intersect, providing a unique experience for the audience. Through 
this lecture, Wei Ying-Chuan will pioneer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incredible possibilities of exposing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fiction and staged performance.   

✽Wei Ying-chuan
Wei Ying-chuan received a master’s degree in theatre education from New York University. She is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Creative Society (CS) and member of Shakespeare’s Sisters troupe. She 
has created over 40 works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international theater festivals and writes 
frequently for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In recent years she has established her own independent 
film studio. She participated in the production of the films “Honey Pupu” and “Candy Rain” which 
have received critical acclaim.

What Is It That Curators Do?

4/30 Wed. 19:00-20:30 
Venue: Art Space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Speaker: Keng Yi-wei (Taipei Arts Festival Art Supervisor)

There is a type of person who never likes to stay put. They travel the globe, gaining knowledge and 
observing trends from little details in the world. They have no choice but to continually collect 
artifacts and then find things to talk over to satisfy their craving for understanding. They attract 
you and I to learn more. This kind of person is a curator.  
This lecture invites Taipei Arts Festival curator Keng, Yi-Wei to share how curators explore the 
world’s possibilities and open our eyes to new adventures. 

✽Keng Yi-wei
Currently serves as curator of Taipei Arts Festival and also teaches at TNUA and NTUA. For a long time, 
he worked in the theater industry and previously worked as an instructor at Wenshan community college 
and Senlin elementary school. He is also a well known theater critic and director. He is a recipient of the 
Ni Kuang award for science fiction. 

▼ ▼臺北藝術節 @政大
      2014 Taipei Arts Festival @ NCCU ★參加觀眾注意事項詳見 P.21。

魏瑛娟的寫真劇場
時間4/9 ㊂ 19:00-20:30

地點藝文走廊

主講人魏瑛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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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興舞蹈工作坊 動與不動之間
─肢體表演工作坊時間5/6 ㊁ 19:00-21:00

地點101舞蹈室

講師古名伸  
時間5/27 ㊁ 19:00-20:30

地點101舞蹈室

講師莫比斯圓環創作公社

人與人用身體對話不會說謊，也無從隱藏。知名編舞家「古名伸」，將透過「即

興舞蹈」工作坊，帶領師生一起大跳即興舞蹈，享受舞蹈的歡樂與魅力，尋找身體

的本質與智慧，重新探索肢體的多變與無限。

古名伸

古名伸是國內活躍且深具實力，相當受到矚目的編舞家，現為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院院

長。美國伊利諾大學舞蹈碩士。在 1987 年返國之後，旋即進入臺灣舞蹈小劇場運動的核心，

積極從事現代舞創作及表演至今。1993 年成立「古舞團」是臺灣目前唯一以即興舞蹈為方向

的專業演出團體，演出足跡遍及臺灣、亞洲、美國、澳洲、法國及英國等地。

從太極導引、武術出發，帶領師生運用「圓」的無限運轉可能，配合呼吸吐納練習，

靜坐、慢行、站樁，解開僵化的肢體，尋找東方精神與安靜的可能，讓身體歸零無限。

莫比斯圓環創作公社

創立於 2005 年，集結一群來自臺灣、香港、馬來西亞，不同文化背景的藝術夥伴為核心進行

創作，堅持一個能夠融和異領域創作的平台。創作上結合傳統藝術追求的價值與現代劇場多元的發

展，作品曾獲邀至法國亞維儂外圍藝術節（2012）、曼谷小劇場藝術節（2009）、波蘭國際當代舞

蹈節（2008）、外交部特邀德國巡演（2007）等。

Workshop in Improvisational Dance

5/6 Tue. 19:00-21:00
Venue: Dancing room 101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Instructor: Ku Ming-shen (Choreographer)

People using their bodies to communicate never lie and have nowhere to hide. The renowned 
choreographer Ku Ming-shen will lead students to explore improvisational dance in this workshop 
and enjoy the pleasure and charisma of this form. The workshop will lead students to explore the 
inherent wisdom of the body to freshly explore its unlimited possibilities.    

✽Ku Ming-shen
Ku Ming-shen is an active and well-known choreographer and dancer. He currently serves as the 
Dance Department chair at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He received a master’s degree 
in danc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fter returning to Taiwa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 
1987, he became a key member of the Taiwanese independent theater movement and ha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modern dance scene until today. In 1993, he started Ku & Dancers, which 
became Taiwan’s only professional improvisational dance company. They have performed in 
Taiwan, Asia,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England, and France.

Between Movement and Stillness—A Body Performance Workshop

5/27 Tue. 19:00-20:30
Venue: Dancing room 101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Instructor: Möbius strip Theatre

Through the principles of Taichi and martial arts, we will lead students through the unlimited 
possibilities of “roundness,” accompanying breathing practices, meditation, mindful walking, and 
“rooting” in order to open up our hardened bodies to their full potential and to find a sense of 
spirituality and calmness.

✽Möbius strip Theatre
This company, with members hailing from Taiwan, Hong Kong, Malaysia, was established in 2005, and 
brings together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for their artistic production, insistent upon the exploration 
of different realms of artistic creation. Their works combine traditional artistic values with the diverse 
development of modern theatre. Their works have been shown at the Festival d’Avignon Off (2012), the 
Bangkok Art Festival (2009), the Polish International Contemporary Dance Festival (2008), during a tour 
of Germany under consulate invitation (2007), as well as many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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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BING the 
   WORLD 2014

世界電影館 Global Cinema
地點：視聽館    Venue: Audiovisual Theater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  四城故事 ‒ 曼谷 香港 新加坡 臺北 
   Tales of 4 Cities-Bangkok. Hong Kong. Singapore. Taipei.

▼  以色列電影週 Israeli Film Week

Forum on Beyond Design 
國際論壇：超-設計 
Venue: Art Space of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地點：藝文走廊

▼ Coffee Talks on Beyond Design 咖啡講座：超-設計
    Suppakorn Disatapundhu 〈Bangkok 曼谷〉 、Ou Ning 歐寧 〈Beijing 北京〉、
    Cain Chang 張孝維 〈Kaohsiung 高雄〉…

▼ Round Table on Design and Livability 圓桌討論：設計與宜居性

▼ Networking Showcases 國際學生作品呈現

5/1㊃–5/2 ㊄

5/1㊃–5/23㊄

主辦：政大藝文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