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政大藝文中心
│節目簡介Program Guide

聽・說 田中央
編輯人眼中的 Living in Place

建築大師紀錄片影展

社會公義影展

○●中華民國104 年 

9101112 2015 Autumn



活動總覽                                                                                                                  ………02-03

壹︱黃聲遠與田中央－第十五屆駐校藝術家計畫                                              ………04-11

                    展覽  聽・說 田中央－編輯人眼中的 Living in Place

                    紀錄片放映  《黃聲遠在田中央》

                    大師講座  黃聲遠與幾米：創作的在地敘事

                    建築跨界導覽  建築設計其實和你想的不一樣

                                        —編輯人與建築人的跨界分享 

貳︱表演系列                                                                                                           ………12-21    
                    光樂亮音－印度西塔琴和塔布拉鼓之夜 

                    捷克之春

                    藝術新秀－新人新視野創作

                      

參︱建築大師紀錄片影展                                                                                      ………22-29

                    《打造臺灣公共建築風貌的舵手－森山松之助》

                    《建築 ‧ 桃花源－王大閎》

                    《擘築歲月—漢寶德》

                    《近乎修行者－姚仁喜》

                    《光影幾何直觀靈光  詩意建築師姚仁喜》

                    《地球屋》

                    《川震重建》

                    《起厝的人－謝英俊》

肆︱社會公義影展                                                                                                  ………30-33

                    《愛琳娜》

                    《台北抽搐》

                    《太陽 ‧ 不遠》

封面作品│

目錄

陳敏佳 攝影

發行人╱周行一

出版者╱國立政治大學   執行製作╱學務處藝文中心

藝文諮詢委員會委員（以下依姓名筆畫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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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芬  本校斯拉夫語文學系教授

樓永堅  本校企業管理學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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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暑假週日：休館。

● 交通指南
．公共運輸系統資訊：可至本校首頁，以「訪客」身份登入後點選「交通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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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至本校首頁右下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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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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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主任╱高莉芬

駐校藝術家暨表演企劃╱張湘瑩

展覽企劃暨文宣統籌╱詹話字

劇場管理╱李俊學

影展企劃暨場管經營╱楊芬茹

講座推廣暨教育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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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9     印刷╱永豐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Come Click "Like" on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s FACEBOOK Fan Page 

Please search for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on FACEBOOK (http://www.
facebook.com/nccuarts) and welcome to click "Like". 

Facebook【政大藝文中心】粉絲專頁．專業分享

藝文中心 Facebook 粉絲專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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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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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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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演  Performance   ◎ 講座  Lecture   ◎ 電影 Movie     ◎ 展覽  Exhibition 

◎ 10.29   四    19:00-21:00　 捷克之春 │視聽館│

◎ 11.03     三   19:00-21:00　  《黃聲遠在田中央》※本場次安排映後座談 │視聽館│

◎ 12.01      二   19:00-20:00　 《地球屋》、《川震重建》、《起厝的人－謝英俊》 │視聽館│

│視聽館│

│視聽館│

│視聽館│

◎ 11.10    二    19:00-20:00　 《打造臺灣公共建築風貌的舵手－森山松之助》

                                             《建築‧桃花源－王大閎》

│視聽館│

◎ 11.04     三   19:00-21:00　    黃聲遠與幾米：創作的在地敘事

◎ 11.26     四    19:00-20:30　 《擘築歲月—漢寶德》

                                             《近乎修行者－姚仁喜》

                                             《光影幾何直觀靈光  詩意建築師姚仁喜》

│ART HUB│

│視聽館│

◎ 11.04     三 - 12.31   四 週一至五11:00-17:00 聽・說 田中央－編輯人眼中的Living in Place │藝文空間│

◎ 11.05     四   19:30-21:00　    藝術新秀-新人新視野創作 │水岸實驗劇場│

◎ 10.22  四    19:00-21:00　 光樂亮音－印度西塔琴和塔布拉鼓之夜 │ART 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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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點者，可至本學期新開幕的 ART HUB藝文輕食小館兌換手工烘焙歐

式肉桂捲乙份。

歡迎用行動支持對藝術的熱情！

兌換地點：藝文中心 5樓 506室

兌換日期：即日起至 104年 12月 31日止。主辦單位保留活動異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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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      四   18:30-21:30　   《愛琳娜》※本場次安排映後座談

◎ 12.11       五   19:00-20:30　   《台北抽搐》※本場次安排映後座談

◎ 12.14      一   18:30-21:30　    《太陽·不遠》 ※本場次安排映後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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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校藝術家 �e 15th NCCU Artist  –in–Residence

開幕活動104.11.04㊂
17:30-18:30開幕茶會暨藝術家導覽@藝文中心藝文空間
19:00-21:00【大師講座】@ART HUB（講座介紹請詳見 P.9）
★欲參與開幕茶會及【大師講座】兩場活動觀眾者，請於 104.10.12㊀起

上本校聯合報名系統，觀眾注意事項詳見 P.7 說明。

聽・說 田中央  編輯人眼中的 Living in Place

展覽期間 104.11.04㊂ - 12.31㊃
開放時間 週一至五 11:00-17:00

展覽地點 藝文中心藝文空間

黃聲遠與田中央

政大第十五屆駐校藝術家計畫

展覽

駐校藝術家 The 15th NCCU Artist  –in–Residence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政大藝文中心節目簡介 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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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校藝術家 �e 15th NCCU Artist  –in–Residence

田中央是一個在宜蘭從事建築創作的事務

所， 2015年夏天接受日本知名的建築出版單

位 TOTO邀請，在東京的 Gallery Ma舉辦了

Living in Place（活出場所）的展覽，是台灣

第一個受邀參展的建築事務所。

「聽·說 田中央」是接續在 Living in Place之

後的展覽，邀請到長期採訪田中央的幾位雜

誌工作者（前 Shopping Design總編輯黃威融 

、前 Eggy雜誌主編曾泉希、綠雜誌總編輯林

美彗、前商業週刊生活組召集人馬萱人、建

築和旅行書作者沈憲彰和編劇人夏康真 ）一

起合作，透過他們和過去二十年參與田中央

作品的建築工作者之間的對話，讓大家從非

建築的角度理解田中央。

本展覽採用了 Living in Place（活出場所）在

日本的架構，透過「與時間作朋友．認真生

活在山海土水之間．大棚架和地景參考線．

記得身體，忘記時間」四個主題，展示相關

模型和圖文資料，邀請觀者們與田中央來趟

非建築式的探索之旅。

●  黃聲遠｜  

生於臺北，臺灣東海大學建築學士，美國耶魯大學建築碩士，早年曾於

Eric Owen Moss Architects 擔任 Project Associate。1994 年，黃聲遠

在宜蘭創辦田中央，開展建築創作生涯，其影響力擴及文化、教育、生

態、水系及都市的多元再生。

●  田中央工作群｜

田中央工作群（以下簡稱田中央），是臺灣當前建築發展最特殊的一個

現象，她 / 他們不但創新了專業工作方式，也重書了地域主義的內涵，

替我們眺望出前所未見的建築圖景。

觀察田中央，可以看到兩個獨特的內涵：其一，他們的作品幾乎都在宜

蘭地區，這意味著田中央的創作與生活體驗、理解有著絕對的關連；其

二，黃聲遠的創作理念以及其對創作過程的獨特見解，影響了許多有志

一同的年輕人，她 / 他們自願匯入，逐漸發展為田中央的集體，形成臺

灣建築發展史中難得出現之意志同盟！ 

引述自 2013 年移動美術館由王增榮、王俊雄策展之《田中央，工作中》展覽前言

駐校藝術家團隊簡介

★ 參加展覽開幕（僅參與【大師講座】活動請參照 P.29 說明）觀眾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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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開始前 15 分鐘起視同現場候補。主辦單位保留時間彈性調整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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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預計前半小時開放進場，實際情形將視現場情況調整。

3、全程參與之校內公務人員／學生，可依活動時間登錄終身學習紀錄／全人系統活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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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校藝術家 �e 15th NCCU Artist  –in–Residence

地    點藝文中心視聽館

導    演江國梁

11.03㊁
19:00-21:00

黃聲遠在田中央

紀錄建築師黃聲遠和田中央工作群在宜蘭用空間築夢的經歷。看他們割稻種菜吃大鍋飯，從生活中

回歸土地，累積創造的能量；看他們從環境中學習，透過零碎空間的整理，拼湊屬於蘭陽平原獨特

的幸福生活美學；看他們關注多數人的利益，從公共空間的實踐中，尋回建築原來的本質。

●  江國梁｜  

原本想把美術當作一生的職志，卻陰錯陽差走上影像的道路。做過藝術和人權

方面的紀錄片，但對任何題材都保持高度的興趣。作品曾入圍臺灣國際紀錄片

影展「臺灣競賽」。

紀錄片放映

※ 本場次安排映後座談，出席貴賓：導演江國梁

地    點藝文中心 ART HUB
主持人 黃威融｜文字工作者

講    者黃聲遠｜建築師、幾米｜繪本作家

11.04㊂
19:00-21:00

黃聲遠與幾米：創作的在地敘事

兩位享譽國際的創作者，有著你未曾注意過的共通點：曾任本校駐校藝術家，皆以宜蘭為故鄉，在

宜蘭車站旁合力創作吸引大批遊客駐足的《口丟口丟噹森林》；本場講座，甫從日本展覽回臺的兩位，

將分別以繪畫和建築，和觀眾分享他們內心裡的故鄉。

●  黃聲遠｜  

簡介內容詳閱 P.7。

●   幾米｜  

本校第三屆駐校藝術家。宜蘭人。臺灣著名繪本作家。1998 年首度發表了《森

林裡的秘密》和《微笑的魚》，之後陸續完成《向左走．向右走》、《月亮忘

記了》、《地下鐵》等多部知名作品，展現出驚人的創作力和多變的敘事風格，

在出版市場興起一股繪本創作風潮，並延伸到了電影、舞台劇與動畫等不同藝

術文化領域。學界和媒體多次以「幾米現象」為主題分析評論。2003 年入選

Studio Voice 雜誌亞洲最有創意的五十五人之一。2007 年入選 Discovery《臺

灣人物誌 II》六大代表人物。

●   黃威融｜  

《Shopping Design》和《小日子》的創刊總編輯，2013 年起擔任誠品書店《提

案》編輯顧問，2014 年底推出個人著作《雜誌俱樂部招生中》。

大師講座

臺灣｜紀錄片｜ 2011 年｜ 74' ｜普｜中文發音，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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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校藝術家 �e 15th NCCU Artist  –in–Residence

地    點藝文中心藝文空間

講    者編輯人 +建築人

建築設計其實和你想的不一樣
—編輯人與建築人的跨界分享

建築跨界導覽

本系列講座將以展場為經，編輯人及建築人為緯，交織出他們長期對於臺灣這片土地上獨特的建築

團隊田中央工作群的觀察，以及走逛世界看建築的分享。除去一般人想像中對於接近建築專業領域

的高門檻，他們要用最文青的方式，重新調校你對建築理解的角度。詳細講座時間，請密切留意藝

文中心活動網站。

●  林美慧｜  

東海中文系畢。於傢飾雜誌工作期間，因採訪工作結識了臺灣不少知名的建築

師，並與之建立深厚友誼。2001 年 9 月，在建築師洪蒼蔚的邀約下共同創立

EGG 雜誌，開創了以建築／設計／時尚等概念融合的新方向，更以創新的美學

風格得到金鼎獎、金蝶獎。2009 年 10 月，在臺灣建築報導雜誌社長的邀約下，

再次創刊新雜誌 ---Green 雜誌，並擔任總編輯，也獲得金鼎獎最佳生活類雜誌

的肯定。至今持續在綠色領域與建築設計間幸福遊走。

●  曾泉希｜  

編輯／寫作雙棲。對於人類存在，多以感知場域為探索之始：「我們所在時空，

是一道得以巧閃趨避的過門。」早期任職於 EGG 建築設計雜誌，對闡述空間場

域與人文意識，有其精研之好；對編彙空間設計類書籍溫熱未曾遞減。現任本

來出版文化發行人暨總編輯。

●  馬萱人｜  

大學與碩士班皆主修新聞與大眾傳播學。曾任職唱片公司、廣告公司、月刊、

出版社、周刊、畫廊與策展公司，從事採訪編輯、企劃行銷工作。建築新聞為

主跑線路之一，最新作品為《商業周刊》之田中央工作群 + 黃聲遠專輯―「建

築界的人類學家」。

跨界編輯人 × 建築生活觀察才女 × 宜蘭建築人

●  田中央工作群｜

簡介內容詳閱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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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系列 PERFORMACE

地    點藝文中心 Art Hub
演出者Yoshida Daikiti ｜西塔琴

               Kazuto Sashihara指原一登｜塔布拉鼓

               Ryohei Kanemitsu (YO)金光亮平｜西塔琴

10.22㊃
19:00-21:00

光樂亮音｜印度西塔琴和塔布拉鼓之夜

此次邀演的三位日本籍印度音樂演奏家，各自於印度古典音樂領域深耕多年，多年巡迴演

出的豐富經驗，帶來不同於西方古典音樂的聆聽饗宴。節目前半段為工作坊，透過音樂家

的演奏示範與解說（中、英文），讓觀眾深入淺出的了解北印度音樂的精奧。隨著音韻起

伏，觀眾可以放鬆的聆聽，跟隨著三位音樂家精彩的即興演出，帶領大家一次盡覽北印度

古典音樂之美。

小學校園裡的追跑玩樂、某家餐廳的彈牙美

食、鬧區街角的賣藝人，記憶裡的情事，往

往從「空間」、「場域」開始漫延、回想。

記憶層層疊疊於某個空間裡，若干年後，就

是回憶的開始。

2015的前半年，跟著駐校藝術家黃聲遠老師

的空間魔法，藝中的表演節目從視聽館、水

岸實驗劇場大步跨出，跳躍在校園裡的憩賢

樓、行政大樓、羅馬廣場、麥側，延展到化

南新村跟萬興國小，盡情的在這些空間裡，

感受它曾經的美麗與哀愁。「空間」與「演

出」這空與滿的相互關係，像是藥引子，彼

此引出在其中的表演者、節目內容、觀眾、

空間、場域，潛在無可言喻的未知與挑戰。

2015下半年的表演節目連結藝文中心室內

與戶外的空間，在傳統劇場空間的視聽館，

有著澎派飛揚充滿異國風情的捷克之夜，而

拉到自在隨性的 ART HUB中，北印度古典

音樂西塔琴與塔布拉鼓，聲聲撥彈出印度音

樂的自由與即興，到了水岸實驗劇場的開闊

地，三位藝術新鮮人，初生之犢的大器風範，

將戲劇與舞蹈創作帶出劇場，串連水岸天

色，揮灑一場瑰麗的青春。

從景美溪畔拾階而上或由正門大步跨入到藝

文中心的場域，在這個多元的空間裡，期待

每次的相遇，都存下所有美好，裝載在我們

共同的記憶裡。

表演系列 



Event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政大藝文中心節目簡介 14 15

表演系列 PERFORMACE

●  Yoshida Daikiti │（西塔琴）  

為才華洋溢的音樂家，專業領域為作曲、編曲、西

塔琴、吉他、鋼琴及音響工程師。Yoshida 十歲時即

開始學習吉他及西洋音樂，1996 年開始在印度瓦拉

納西與 Debashish Sanyal 開始學習印度古典音樂－

西塔琴。2005 年他跟隨西塔琴大師 Ustad Shujaat 

Khan 學習進階的技巧。除了印度音樂之外，Yoshida

也研究日本傳統表演藝術，例如：日本傳統名謠、文

樂、義太夫等。

●  Kazuto Sashihara指原一登│（塔布拉鼓） 

於 2002 年與印度 Birju Devda 拉賈斯坦納開始學

塔布拉鼓，每年固定返回印度與塔布拉鼓大師 Pt. 

Anindo Chatterjee 繼續學習進階技巧。他亦與世界

各地的音樂家及舞者一起合作表演，包括：Sanjukta 

Sinha, Birju Devda, Hemant Devda, Steve Oda, 

Yoshida Daikiti & Kanemitsu Ryohei＂YO＂。目前

任教於讀賣文化中心，亦為 HEAT BEAT MUSIC 的創

始人。

●  Ryohei Kanemitsu (YO)金光亮平│（西塔琴） 

2001 年跟隨大師 Dr. Sabyasachi sarkhel 開始學習

Imdadkhani 式的演奏風格，2004 年進入印度加爾各

答 Visva-Bharati 大學音樂系，主修北印度古典西塔

琴演奏。自 2005 年起，開始在印度、泰國、孟加拉、

日本、韓國、臺灣等地巡迴演出。目前追隨世界最偉

大之一西塔琴巨匠 Ustad Shujaat khan 學習進階技

巧，亦擔任 WakaYo 印度音樂聯盟及塔拉那現場藝術

音樂總監。

演出者簡介

西塔琴（sitar）：西塔琴是北印度的彈撥樂器。它有六條彈

旋律的弦及十二條共鳴弦、可創造出動人的音韻。西塔琴的

前身是 Veena（梵文弦樂器的意思）。傳到中國的時候演變成

了琵琶，西塔琴和琵琶就像是姊妹的關係。西塔琴現在是最

受歡迎的北印度樂器。除印度古典音樂外，在搖滾音樂或現

代音樂等都可以聽到，它不只是民族樂器也是世界樂器。

塔布拉鼓（Tabla）：一對單面鼓的統稱，右邊的叫「塔布拉」，

發高音；左邊的叫「巴啞」，是北印度音樂中主要的節奏樂器，

但不同的手指打在鼓面不同的位置會發出不同音色的聲音，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技巧，所以雖然兩個小小的鼓，但會演

奏出令人心思迷醉，酣暢淋漓的音樂。

關於印度音樂的二三事 
文／金光亮平 Ryohei Kanemitsu (Yo)     音樂家

Raga：Raga是印度古典音樂的旋律概念，Raga直譯是指「心的顏色」。它有四個重要的元素，

為：音階、時間、感覺與文法。不同的 Raga有它自己獨特的四個原素，演奏者要了解這些元

素才能用音樂繪出一幅美麗的圖畫。 

Tala：Tala 是印度音樂的節奏循環概念，它擁有非常多的節奏循環，且與大自然及恆星運轉有

不可分離的關係。例如七拍就像是孔雀的輕盈的跳躍，十拍有如大象沈重的步伐，十六拍則

是馬奔馳的腳步 。

★如何聽印度古典音樂

在北印度古典音樂表演中，百分之八十是即興。跟著起承轉合、就像在聽故事般，隨著音

韻起伏，觀眾可以想像故事情節，表演中還可以聽到西塔琴與塔布拉鼓的對話。不同於西

方古典音樂，聽印度古典音樂時，觀眾可以放鬆的聆聽，聽到喜歡的地方也可以歡呼、拍

手，不要錯過印度古典音樂精彩且讓你驚奇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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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系列 PERFORMACE

地       點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演出團體捷克皮薩克民俗舞團（Písečan Folk Band）
協辦單位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草山樂坊

10.29㊃
19:00-21:00

捷克之春

皮薩克民俗舞團 (Písečan Folk Band) 融合捷克傳統音樂、吟唱與舞蹈，自由奔放的風格，展

現道地的西南波希米亞風情。由六至八名音樂家演奏傳統民族音樂，男女舞者成雙或成圈

快速踏跳，並隨音韻吟唱，帶來滿滿民俗風情味的捷克之夜。

 皮薩克民俗舞團成立於 1975 年，至今已有四十年的悠久歷史，

共有四十名團員。舞團每年巡迴於歐洲各國及世界各地演出，推

廣捷克傳統藝術文化，廣獲好評。舞團的演出採擷捷克南部與西

部波西米亞傳統的音樂、舞蹈與服飾風格，曾表演過的民俗樂舞

曲多達二百多首，包括軍頌曲、五碩節詠頌、啤酒節狂歡曲、

迎春曲及聖誕讚美詩歌等傳統歐洲民俗舞曲。舞團亦創作發表

新舞碼，如曳步舞曲、牧場之舞、愛之舞、少女們、慢步舞、

舞中遊戲及木屐舞等。1994 年，舞團在捷克皮薩克成功的主辦第一屆「國際民俗藝術節」(Písek 

International Folklore Festival），此後每年八月份都在該地舉辦獨具特色的民俗表演嘉年華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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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系列 PERFORMACE

地       點藝文中心水岸實驗劇場

演  出  者 洪若堯｜戲劇

                  朱蔚庭｜舞蹈

                  許程崴｜舞蹈

11.05㊃
19:30-21:00

藝術新秀－新人新視野創作

三位獲得國藝會 2015表演藝術新人新視野創作獎助的年輕藝術家，帶著他們獨立創作的

戲劇、舞蹈作品，大膽走向表演藝術專業演出的第一哩路。他們挖掘自我，嘗試不同媒介，

以豐富的想像力，創作風格獨特的作品，在尚未正式公開演出之前，帶著這些作品到本校

水岸實驗劇場，跨出傳統劇場空間，挑戰即興的能力，也分享創作的歷程。年輕人相近的

年歲，也一定有相通的心思，透過這些創作，來看看同樣青澀的一代，用什麼樣的眼光看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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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系列 PERFORMACE

●  洪唯堯  

來自南投，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畢業，作品多為戲劇演出。畢業至今持

續與各劇團合作，作品多為戲劇演出。演出作品：2012 年風格涉《不萬

能的喜劇》、2013 年風格涉《R I P》、2013 臺南人劇團《re/turn》、《浪

跡天涯》、2014 年國際藝術節 TIFA 與法國導演 Franck 2014DIMECH 

合作的 《愛情剖面》、2014 新點子劇展－風格涉－台新藝術獎提名《戀

曲 2010》、2015 年 EX 亞洲劇團《馬頭人頭馬》等。導演作品：2013

濃妝淡抹劇坊《無違和世代》。

●  朱蔚庭 

來自臺南，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研究所畢業。2008 年創立曼丁身體劇場

（Mending Dance Theater），由編舞者朱蔚庭和她的藝術家夥伴、充

滿創造性的舞者組成 ，致力於舞蹈帶來的感性和豐富的心靈延伸表達。

舞蹈作品結合東方的人文氣質與西方的表現主義，運用創新的原生舞蹈

身體與物件，把超現實的詩性討論編織成舞蹈語言。

●  許程崴 

來自高雄，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創作研究所。現為【古名伸舞團】即

興表演者、獨立編舞者。曾赴澳門、香港、北京、河南、馬來西亞、印尼、

法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地參加國際性演出與文化交流。曾獲文化

部與菁霖文化藝術基金會國際交流補助，多次於國際舞台發表作品。

演出者簡介洪唯堯│戲劇作品《夢遺》

夢遺英文稱Wet Dream，多數的男孩在進入青春期後，會在夢中

不自覺地排出精液，這多是因為精液達到飽和，再因睡夢中陰

莖的磨擦或有綺麗的夢境出現，而造成不由自主的射精狀況。

全男演出，都是直男？無關鹹濕，追逝攫影，夢醒時分，睪固

酮素，自強不息，追趕跑跳，亂七八糟，強烈衝擊，打打殺殺，

絕對濺血，麥可喬丹，七龍珠 Z。

每個人都會死，每個人都在做夢，死是一種作夢，亦是一種清醒。

朱蔚庭│舞蹈作品《曼∞曼man∞man II》

∞是一個連結的思維概念，喚醒人類的渴望連繫在一起。就像

一張地圖，畫出身體和精神空間的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作

用。我覺得身體舞蹈迷人的地方在於內與外的界線很動態，有

時她吸收或吐納出來的是無形又創造無形，但卻真實存在的能

量。這其中每一個動作的力量是不同的，轉化的動機和力量也

是有差異的。這裡面的多摺性、空間感性去創造我對生命經驗

和社會文化的反思。

許程崴│舞蹈作品《小小小國度》

隨著「放空」二字的意境，提出能量收和放的含義，漸進調整

所要建構的身體，讓再見身體與再建新身體成為作品很重要的

軸心。

放，是種能量的揮灑；空，是心神的凝聚。

在我的想像裡，有著一個這樣子的國度：「一個不平等的社會＋

一個不營養的時代＝一個長不大的國度。」

表演活動之報名及觀賞注意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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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依到場順序核證入場。（一般入場時間為演出前 30 分鐘，主辦單位保留調整權利。）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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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程參與之校內公務人員每場次可依據實際演出時間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紀錄」；學生則登錄全人系

統活動紀錄。

※ 為尊重演出者及場內觀眾，表演進行中，不開放進場，遲到或中途離席觀眾請於門外等候，靜待工作人員

安排入場。

※ 各場次禁止飲食、攝影、照相或錄音。

※ 觀眾如有干擾活動進行之行為，本中心得請其離場或由監護人帶領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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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大師

建築離不開我們的生活，是文化、科技、

社會的綜合體。透過建築我們可以回望歷

史，認識過往生活經驗的軌跡，進而一探

屬於本土的文化底蘊。本學期，藝文中心

將藉由紀錄片放映，引介幾位臺灣重要的

建築師，了解他們充滿人文關懷的建築設

計的理念。

臺灣建築不在宏偉壯觀，而在於類型多、式

樣眾且變化豐富。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五十

年，日本建築家引入大量的西洋建築風格，

加速臺灣現代化腳步。森山松之助 1907年

來臺擔任總督府營繕課技師，設計建築有臺

灣總督府（現在總統府）、臺北水道唧筒室

（現今自來水博物館）、總督官邸（今臺北

賓館）、專賣局（今公賣局）等等，這些陸

續走入百年歷史的老建築，無可否認已成為

臺灣建築之美的代表作。

王大閎是二十世紀臺灣最重要的建築師之

一，引領臺灣建築界得見國際建築潮流之精

髓，並嘗試將東方精神，以現代的形式表現

出來，如：臺大學生活動中心、外交部大樓、

國父紀念館等建築，不斷地開創新猷，在臺

灣建築史上優雅地留下經典的驚嘆號。

無論是培養建築人才、建築學術、教育制度，

或推動建築與藝術、文化結合的教育觀念

等，漢寶德堪稱是深具影響力的建築人文導

師，他以其豐富的學養，大器度之涵養，孜

孜不倦地為臺灣的社會奉獻心力。結合其長

年從事古蹟修復工作之經驗，並以現代技術

來詮釋民族與鄉土型式建築。

姚仁喜除了熱愛建築，也喜歡詩、直觀、戲

劇與電影，2003年以「新竹高鐵站」代表臺

灣參加威尼斯建築雙年展，並受邀參加首屆

荷蘭鹿特丹建築展，贏得國際的肯定與掌聲。

而繼續以「超越文化、碰觸人性共同的聯繫、

探覺建築原是包容人們共通情感的容器」之

自我期許邁進。

素有「人民的建築師」之稱，謝英俊原本和

許多建築師一樣，中規中矩地做着自己的

廠房設計，但 921地震之後，南投縣的邵族

部落幾乎遭遇滅頂之災，珍貴的邵族文化也

面臨危機，他參與了邵族部落重建的工作，

致力於發展低成本及低技術門檻之「協力造

屋」，發動邵族人參與一起建房。四川大地

震之後又有了更深的實踐，從此讓謝英俊的

人生道路大不同。

期望透過上述幾位建築師的紀錄片，讓觀眾

得以略窺臺灣建築藝術的沿襲與創新，體會

建築師們對臺灣這片土地的熱情與使命。

特別感謝國家文化藝術中心、公共電視台協辦此次建

築大師紀錄片影展，提供《建築‧桃花源－王大閎》、

《擘築歲月－漢寶德》、《近乎修行者－姚仁喜》、《起

厝的人－謝英俊》紀錄片，中天電視台提供《光影幾

何直觀靈光  詩意建築師姚仁喜》影片

紀錄片影展

主辦單位｜藝文中心

協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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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影展 DOCUMTARY

政大藝文中心節目簡介 24 25

臺灣｜紀錄片｜ 2010 年｜ 30' ｜普｜中文發音，中文字幕

導演：林文龍

臺灣｜紀錄片｜ 2009 年｜ 24' ｜普｜中文發音，中文字幕

導演：曾文珍

打造臺灣公共建築風貌的舵手－森山松之助

建築‧桃花源－王大閎

東京帝國大學造家學科（今東京大學建築系），

第一名畢業的森山松之助，在他創作力最旺盛的

青年時期，在臺灣停留了 16年，留下許多精緻

的官方建築：總統府、臺北賓館、臺灣文學館，

仍是臺灣公共建築中最華麗壯觀的記號，這些建

築默默承載著時光河流，在歷史變遷起伏的這座

島嶼上，留下綻放百年的風華。

阮慶岳教授曾言：「他沒有得國家文藝獎可能更

好，他根本不需要，這獎項怎麼可能榮耀他呢？

是他榮耀我們的時代。」王大閎是哈佛大學建築

研究所畢業的高材生，和貝聿銘是同學，他選擇

回到臺灣，蓋了許多好的建築，卻不被人重視。

受託設計國父紀念館，承受老蔣很大的壓力，他

是如何堅持自己的理想呢？他設計非常滿意的登

陸月球紀念碑，為何卻留下未完成的遺憾？

影片中文化界人士及許多建築師道出他們如何

敬重王大閎，學建築的兒子如何理解父親建築

的偉大。

時    間104.11.10㊁ 19:00-20:00
地    點藝文中心視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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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藝文中心節目簡介 26 27

臺灣｜紀錄片｜ 2006 年｜ 23' ｜普｜中文發音，中文字幕

導演：江偉華

臺灣｜紀錄片｜ 2007 年｜ 23' ｜普｜中文發音，中文字幕

導演：王船舷

臺灣｜ 2015 年｜ 39' ｜普｜中文發音，中文字幕

擘築歲月—漢寶德

近乎修行者－姚仁喜

光影幾何直觀靈光  詩意建築師姚仁喜

從一位建築師開始，漢寶德先生在臺灣的建築界、博物館界、古蹟修護界、教育界等

方面的貢獻，皆早已使他成為各領域的指標性人物。本片以他在幾個時期的重要創作

與規劃為軸，探訪他本人及過去多位作為他的學生、助教、同事、朋友等關係密切的

專業人士，足跡遍及全國北中南東，回望過去三十多年來至今日，漢寶德先生在文化

與藝術層面上，精彩豐富的思辯與實踐過程。

臺灣城市見空間的參差不齊，向來為人詬

病，但是在雜亂中卻慢慢浮現出一些讓人驚艷的

作品，把空間視為「人間戲劇的容器」的建築師

姚仁喜，以宗教家般的靜悟，緩緩闡釋他的核心

思想，如何化如那些不俗的建築作品，從高鐵新

竹站、元智大學圖書館、實踐大學綜合大樓等等。

在清水混凝土、鋼架帷幕玻璃的背後，是一個近

乎修行者，對於空間和人性思考辨證的成果。

喜歡探究內心、直觀、直覺、創意源源不

絕，作品充滿詩意又不失大膽創作的建築

師 ---- 姚仁喜，他熱愛臺灣這塊土地，希

望以建築來凝聚許多人共同的情感。

從蘭陽博物館、中鋼總部大樓、新竹高鐵

站、法鼓文理學院、農禪寺水月道場，到

烏鎮戲劇院、故宮南院，姚仁喜覺得建築

和電影是把人類的生活濃縮、提煉出來，

建築是支持人類活動的一個環境，所以建

築應達到某種戲劇和電影的效果，人們活

動在裡面才會更精彩。

影片中可看出，姚仁喜如何以素材、造型

與自然光交互輝映，以高度的創意與專業

執行力，在技術與藝術的平衡下，讓他的

建築洋溢著詩意，彷彿是他未完成的一種

電影形式。

時    間104.11.16㊃ 19:00-20:30
地    點藝文中心視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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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藝文中心節目簡介 28 29

臺灣｜紀錄片｜ 2006 年｜ 19' ｜普｜中文發音，英文字幕

導演：余雋江

臺灣｜紀錄片｜ 2008 年｜ 11' ｜普｜中文發音，英文字幕

導演：余雋江

臺灣｜紀錄片｜ 2012 年｜ 25' ｜普｜中文發音，中文字幕

導演：余雋江

地球屋

川震重建

起厝的人－謝英俊謝英俊不斷思考如何與當地社會、經濟條

件結合，以符合中國農村特性。從片中我

們看到謝英俊如何教居民從勞動中學習，

蓋好自己的住屋，在他們的笑容中充滿了

希望與快樂！

在四川大地震之後，謝英俊到大陸去教居民協力

合作蓋房子，研發的鋼構系統使居住者參與住屋

生產成為可能，並以低廉的成本在快速時間內完

成，又具備了準確、堅固、環保、節能的功能，

這部影片紀錄了珍貴的畫面。

自 1999年 921地震起，建築師謝英俊持

續將建築工法去專業化，讓弱勢族群以協

力造屋的方式，結合輕鋼及天然建材重建

家園，不論在中國四川大地震或臺灣八八

水災後的家屋重建都可以看到謝英俊這套

建築系統演化和實踐，使建築發揮「社會

性藝術」的理想 成大建築系教授王明蘅

說，謝英俊發展出的這套建築理念，「同

時是一個社群集結的媒介，也是一種勞力

美學，你看那一群在地人在那過程中，把

房子建立起來，這本身就是一個美學，一

種地方庶民美學。」謝英俊自己也形容：

「設計者他只是隱藏在後面的一隻手，

但最後出現的是群眾的幾千隻、幾萬隻

手。」

時    間104.12.01㊁ 19:00-20:00
地    點藝文中心視聽館

導演：余雋江

★ 參加講座及電影欣賞活動報名及進場注意事項

1. 網路報名：即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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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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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依活動時間登錄終身學習紀錄／全人系統活動紀錄。

5. 11/10、11/26、12/1 的電影為連映，為尊重觀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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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及入場請遵守以下電影分級制度，選擇適合自身年齡觀賞的電影。

普遍級：一般觀眾皆可觀賞。

保護級：未滿 6 歲之兒童不得觀賞，6 歲以上 12 歲未滿之兒童需父母、師長或成年親友陪伴輔導

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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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公義影展 Film

政大藝文中心節目簡介 30 31

近年來，公民意識抬頭，對社會議題的參與及關注，成為日常生活中普遍性的行動實踐，這個

趨勢也延伸到影展場域。

「社會公義獎」起源影展會外賽的概念，由全國自主勞工聯盟等團體主辦，從臺北電影獎各類

入圍影片中評選及獎勵關注社會議題的優秀臺灣電影，期待以「社會公義獎」，鼓勵電影推動

公民意識及社會參與，呼應多元文化藝術與文化平權，並在全臺各地進行不同觀點的對話，以

及後續的放映推廣，呼籲大家關注比電影更重要的社會現實問題。

2015年社會公義獎評審主席，同時也是本校廣電系副教授郭力昕表示：電影、影像已是社會大

眾多數接受訊息的主要方式，即便是不習於閱讀評論、社論的閱聽眾，仍可能透過電影、影像

認識社會議題，進而思考及參與。即使不被廣泛報導、紀錄的議題，仍可透過電影讓更多人認

識與理解。希望大家從社會關懷出發，讓更多人看見好電影，也看見需要關懷的社會議題。

藝文中心很榮幸邀請到三部今年入圍「社會公義獎」的影片至校園放映，並請導演蒞臨座談，

歡迎師生踴躍參與，共同來關心屬於這片土地的議題。

社會公義影展
臺灣｜劇情片｜ 2015 年｜ 138' ｜護｜中文發音，中、英文字幕

導演：林靖傑

12.10㊃
18:30-21:30

愛琳娜

陳愛琳原本是流浪於職場的女工，一場意外車禍讓她與小提琴結緣，一躍而為小提琴老

師。年屆三十五的她， 身旁親友一一成家，她才赫然發現自己成了一座孤島。 只是，命

運的翻轉並沒有想像中容易；階級的流動也不是換了個工作就可以達成，機關算盡的結果，

竟是愛情、家庭、事業都跌落谷底。走在死蔭的幽谷，她發現 自己手中能握住的僅剩那

把小提琴。

得獎或入圍記錄：2014 高雄電影節開幕片、2015 臺北電影節／臺北電影獎入圍 
映後座談出席貴賓：導演林靖傑

●  林靖傑│導演  

曾擔任《影響》雜誌編輯、《新新聞周刊》記者；也以「江邊」為

筆名創作小說和散文，還曾獲聯合文學、時報文學獎之首獎榮譽。

短片作品曾兩度獲得金穗獎，也獲得第二屆臺北電影節「商業推薦

評估獎導演新人獎」。電影《最遙遠的距離》更榮獲第九屆臺北電

影節「評審團特別獎」及威尼斯影展「國際影評人周的最佳影片」。

其「作品以兼具深度與廣度，藝術與商業並重，廣獲好評」。

主辦單位 藝文中心

特別感謝 社會公義獎

※ 本系列各場次安排映後座談

地點藝文中心視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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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藝文中心節目簡介 32 33

臺灣｜紀錄片｜ 2015 年｜ 68' ｜護｜中文發音，中、英文字幕

導演：林婉玉

12.11㊄
19:00-20:30

台北抽搐

黃大旺，又名黑（暗校園民歌之）狼、姚映凡，素有「人間音樂活百科」之稱，來自臺北

的聲音藝術表演者，臺灣唯一發行噪音唱片品牌「旃陀羅唱片」成員。演出形式包含玩具

即興演奏、硬體電子噪音，以及「黑狼那卡西」說唱秀。導演除了記錄他獨特的表演風格，

更貼近觀察他無法融入社會的心理狀態，與他一起在城市遊走，從聲音到身體，從臥室到

廢墟。

得獎或入圍記錄：2015 嘉義藝術紀錄片影展、2015 城市遊牧影展、2015 臺北電影節／

臺北電影獎入圍

映後座談出席貴賓：導演林婉玉

●  林婉玉│導演  

獨立影像工作者，從事藝術紀錄片、影像設計，多與聲音藝術、舞蹈、

劇場合作，包括周先生與舞者們、狠主流多媒體工作室、旃陀羅唱

片等，特別關注小眾藝術文化。《台北抽搐》是她首部紀錄長片。

臺灣│紀錄片｜ 2014 │ 120' │護｜中文發音，中、英文字幕

導演群：傅榆、王佩芬、陳育青、蔡崇隆、蔡靜茹、黃兆徽、

李家驊、李惠仁、周世倫

12.14㊀
18:30-21:30

太陽‧不遠

為了抗議《兩岸服貿協議》黑箱作業，臺灣在 2014 年發生長達二十四天的占領國會運動。

青年學生為何占領議會？在二十四天中，青年如何被改變？二十四天後他們又改變了什

麼？青年們衝進立法院，撐開了一個無盡擴張的黑洞，緊接而來的是無止息的基本追問：

什麼是民主？什麼是政府？什麼是公平？什麼是暴力？什麼是我們的未來？什麼是我們

的幸福？什麼是「我們」？

得獎或入圍記錄：2014 臺灣紀錄片影展 、2015 香港電影節、2015 臺北電影節／

臺北電影獎入圍

映後座談出席貴賓：製片賀照緹

● 《太陽．不遠》│  

由太陽花運動影像紀錄計畫籌劃、執行，幕後支持組織是臺北市紀

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此為紀錄片工會集體創作計畫的第一部作

品，由賀照緹和蔡崇隆擔任製片，導演群包括傅榆、王佩芬、陳育青、

蔡崇隆、蔡靜茹、黃兆徽、李家驊、李惠仁及周世倫。是臺灣歷年

來規模最龐大的紀錄片集體創作計畫。

●  賀照緹│製片 

紀錄片製作人及導演，多年來以邊緣的非主流議題為主要的拍攝對

象，包括傳統民族音樂以及當代文化混血等題材。曾擔任雜誌主編

及報社、電視台記者。

地點藝文中心視聽館

地點藝文中心視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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