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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8月8日莫拉克颱風重創南台灣，土石流淹埋了曾經是歌舞山海的原民部落，滾

滾激流沖斷的是出外打拼遊子的歸途。這些日子裡，新聞不停播出柔腸寸斷的道路、

泥漿滾滾的街道、滿目瘡痍的村落，所看所聞皆是失去家園至親的災民，風災恣意氾

濫的水患帶來深深的痛楚，給人民、土地留下一處處的傷疤。面對同胞遭逢巨變我們

感同身受，不論是捐贈物資、金援或者是人力的投入救援，都展現出悲天憫人的敦厚

天性，人間處處有溫情啊！

    破壞總比建設來得快速，一夕之間傾頹的村落、校舍、公路、便橋……是沒有魔

法可以讓他們瞬間恢復舊時的模樣，在災禍發生的當下，人們的關注是理所當然，爾

後重建之路的漫長費力，更是需要各界的協助支援，持續貢獻一份力量，讓重建的工

程更為順利。

    生命就是暗沉與希望相隨的經歷，九月又一批新鮮人將踏入大學殿堂，年輕就是

無限的希望。各校已經準備了許多節目活動迎接新學期的到來，帶領新鮮人一窺藝術

的真善美，教導他們藝術即是生活的一部份，在生命遇到重大撞擊時，藝術的美好可

以撫慰心靈，創作可以是傷痛宣洩的管道，而我們在這個崗位上，能持續傳播藝術人

生更是我們的使命。

理事長的話：

3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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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編的話

　　酷熱的暑假，正忙於下學期的活動籌備，莫拉克颱風來襲，重創南台灣，南部親友的

呼喚，攪亂了原訂的時序，學校裡許多熱血青年也紛紛加入救災行列，這是一頁付出慘痛

代價的生命學習。希望大學藝文中心協會的每位成員都平安無恙 ！
    又是新學期的開始，『大學藝文簡訊』第四期也將出刊了，忝為協會的一份子，一直接

受各位先進的服務，尚無回報機會，此次承蒙理事長囑咐，輪由本中心負責本期的撰稿編

輯工作，一直苦思要端出怎樣的菜單。由於桃竹苗地區大學十分密集，近年來發展出跨校

聯展的合作模式，因此本期「專題報導」以「桃竹苗地區大專院校跨校聯展之創意串聯發

展」作為案例，與協會成員共同分享。

　　「藝術評論」則邀請成大歷史系蕭瓊瑞教授（亦是成大藝術中心主任），發表「再創

傳奇──楚戈的油畫新作」一文，介紹一個歷經生命挑戰而始終無懼的勇者詩人畫家－楚

戈，及他的新歡－油畫創作。

　　「創作就是要好玩」，是藝術大師楚戈持續不懈創作超過半世紀最重要的動力泉源，

楚戈是個台灣藝術界的頑童，他的藝術創作雖然晚成，卻保持著濃烈的赤子之心，自由不

羈，風格多變，作品也正如其人，天真浪漫毫不做作。

　　與鼻咽癌搏鬥28載的楚戈，在筆者撰稿的此刻，仍因肺炎住院治療，願蒼天保佑他早

日痊癒。

　　黃理事長經常倡導「大學博物館化」、「大學美術館化」，而交大校園就像個景觀雕

塑公園，由於許多協會先進尚無機會到交大一遊，「藝術評論之二」特由本中心同仁湯景

光紙上導覽－「交通大學公共藝術賞析」，歡迎有閒來聊！

　　感謝中心同仁小光、彥文、小馬的辛勞與協會小琪的大力協助，希望大家喜歡本期的

菜單！

交通大學藝文中心主任 洪惠冠

交通大學藝術中心演藝廳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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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訊息

　會務訊息

 
一、美猴王鬧場音樂會-張正傑大提琴獨奏會

　　本會策劃的「美猴王鬧場-張正傑大提琴獨奏會」巡迴演出，已於上半年在屏東教育

大學、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及正修科技大學舉行。下半年尚有三場演出預計是：9月21日
(一)19:00在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廣場、11月26日(四)19:00在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表演廳以及

12月11日(五)19:00在國立東華大學藝術中心。

二、各校會員代表更新作業

　　每年8月新學年的開始為各校人事更替之際，8月底至9月初本會以mai及電話訪查會員

學校的會員代表是否有異動，進行資料的更新。

美猴王鬧場音樂會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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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竹苗地區於每年春夏之際舉辦的跨校

聯合美展，此成為年度校際盛事。活動有二

大特色，就是親切感十足與參與性高，每年

不同的裝置主題，由生活中取材，創作者不

是距離大家遙遠的藝術家，而是週遭的朋友

師長，參與層面從校園擴及社區，有中小

學生、社區民眾、大學生共襄盛舉。今年

（2009）參與聯展的大專院校高達十三所，

是歷屆中參與學校數量最多的一次，學校包

括桃園縣的中央大學、中原大學、南亞技術

學院；新竹縣的中國科技大學、明新科技大

學；新竹市的交通大學、清華大學、新竹教

育大學、中華大學、元培科技大學、玄奘大

學，以及苗栗縣的育達商業技術學院與親民

技術學院。

　　在可考的歷史中，最早的新竹地區大專

院校聯展在1989年由交通大學、清華大學、

新竹師院三校的學藝性社團，集結學生美術

作品來辦理美展。中華大學加入後，成為新

竹地區四校學生美展。四所學校並未設立美

術專門科系，大多數是未受美術專業訓練的

學生，為了鼓勵他們投入藝術、體驗創作，

並可互相觀摩學習、促進藝術交流之目的，

因此舉辦了此美展活動，1989年到2000年止

共舉辦了九屆。早期主要由清華大學主辦的

傳統，後因各校藝術中心展場之設立而得以

每屆輪流由各校主辦，目的是激發學生對藝

術思考的能力與興趣，並提高參與的意願。

聯合展出為期約半個月，作品類別項目包括

水墨畫、書法、油畫、水彩畫、粉彩、素

描、版畫、攝影、雕塑、陶藝、複合媒體作

品等，此種依照作品媒材分類的方式，與一

般傳統官方美展模式相仿。

　　2001年的四校美展「箱中秘戲」打破

了以往依媒材項目分類的徵選形式，企圖以

嶄新方式帶給參展者不同的思維及創作方

向。由於本次美展獲得諸多迴響與肯定，自

此奠定了以創作主題來徵件的形式，並逐步

擴大參與的學校，由各校輪流主辦，年年呈

現不同的面貌。從2002年五校美展「揭竿啟

藝」、2003年八校聯展「人比人稻草人創意

裝置」、2004年八校聯展「衣鳴驚人」、

2005年八校聯展「ㄩˋ樹臨“瘋”」、2006
年九校聯展「竹夢」、2007年十校聯展「風

華絕袋」、2008年十一校聯展「心手相連‧

華麗帽險」，一直到今年2009十三校聯展

「開啟旅行的記憶盒」。透過這樣的結合，

呈現出超乎預期的效果，包括資源整合與分

享、創意的激發、觀摩交流平台的提供、校

園氣氛的活潑化、多元學習的機制建立、校

園藩籬的突破等等，都獲得不錯的成績。

　桃苗地區大專院校跨校美展之創意串聯發展

文／陳彥文、湯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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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別介紹各屆跨校聯展的辦理情形：

2001年四校美展「箱中秘戲－新竹傳奇展」

　　四校美展於2001年由清華大學藝術中心

主辦，邀集各校召開籌備會議討論，決定改

採主題創作形式徵件，將主題訂為「箱中秘

戲」，各校提供材料--木箱子，讓報名者免

費領取使用，便於創作。展覽同時申請新竹

市政府主辦補助，並請教育部、聯電集團、

統一安聯、思源基金會、新竹市第一信用合

作社、麗薩蛋糕等單位贊助。

　　各校校園的展出件數約在七十口至百口

之間，展期約一個月，許多參與者選擇在箱

中佈置他們的生活記憶、分享珍貴的收藏、

告別他們的憂鬱年代或緬懷美好的過去，也

有些參與者以創意出發，轉化生活的物件成

為新的意義。除了鼓勵個人藝術創作外，更

期盼藉由木箱子創作的機會發掘民眾在「新

竹」的珍貴記憶，也深化新竹市民與新竹地

區互動的情感。

　　交大校內徵件則鼓勵教職員生發揮對學

校的記憶（最難忘、最快樂、最傷心…）、

對交大的期許、對個人生涯的影響，凡與交

大有關的點滴做為創作發想內容。張俊彥校

長及祁牲副校長一馬當先報名參加，以身體

力行的方式鼓勵學生發揮創意。

2002年五校美展「揭竿啟藝—校園布旗裝置

展」

　　2002年跨校聯展由新竹師範學院美勞

教育系主辦策劃和推動，交通大學、清華大

學、中華大學及剛創校的玄奘大學五校聯合

舉辦的「揭竿啟藝－校園布旗裝置」展，主

要是從創作和欣賞兩方面同時著眼：

　　一、對藝術創作者進行激發－－透過一

面簡單的布旗，讓每個參展者打出自己的旗

號。

　　二、對藝術欣賞者進行誘導－－利用大

學的校園空間，將日常的通道轉化成創意競

秀的舞台。

　　這個展覽構想，鼓勵更活潑多元的藝術

表現方式，發展出一種更具臨場感及生活化

的藝術欣賞機制。從五個校區的展出實況

看來，成果頗令人欣慰。多達八百餘件作品

中，看到了許多耐人觀賞玩味的作品，在參

2001【箱中密戲】交大外文張琳
《誰在看箱中密戲 》

2002【揭竿起義】交大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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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人數上，雖未經正式統計，但展覽實際介

入到生活的場域之中，肯定也創造了一個超

高紀錄。

　　交大特別邀請新竹在地藝術家李龍泉及

劉去徐，現場與學生一同創作，激發年輕人

天馬行空之創意。除了在畫布上彩繪外，有

學生以裁剪布旗再重新以別針建構造型的方

式展現創意，也有女同學展現拼布及縫紉的

功力，現場氣氛熱絡。

2003年八校聯展「人比人」創意稻草人裝置

展

　　2003年聯展延續五校美展之精神，由交

通大學藝文中心主辦，並邀請中央大學、明

新科技大學、陽明大學加入，成為跨地域之

八所大學院校聯展。展覽主題為「人比人」

創意稻草人裝置展，嘗試以台灣人熟悉的對

象為題材，提供簡易稻草人作基本媒材進行

創作。

　　本次聯展共有五百組作品，形式有人形

稻草人的改裝，大型創意造型、社區幼稚園

及國小學生的素描，分別在八校校園展出。

交大也在校園特別規劃室內稻草人模型展。

作品當中，學生所製的稻草人，有裝扮時髦

風情萬種的夏威夷女郎、用鈔票把自己包起

來的拜金女郎。也有反戰思想，把賓拉登、

哈珊與布希的稻草人綁在同一組十字架上特

殊創意頗令人玩味，形形色色，無奇不有。

　　展覽開幕式在交大浩然圖書館前廣場舉

辦，八所學校校長打扮成不同的八位稻草人

巫師造型登場亮相，也邀請多個學校社團表

演稻草人舞，包括了新竹師院美教系草莓甜

心表演「我愛稻草人」、園區實驗中學朗誦

稻草人詩歌，以及玄奘大學視傳設計系演出

「稻草人創意秀」，節目精采有趣。

　　為了讓一般社會大眾亦能欣賞這些大學

生的作品，交大藝文中心特別接洽了擁有湖

光山色的沙湖壢藝術村，展出各校展覽前十

名的作品，開啟跨校聯展走出校園，親近社

區居民的新頁。

2004年「衣鳴驚人」－

八大院校聯合藝術節

2004校園美展

　　2004年聯展由中華

大學藝文中心主辦，此

屆新增中國技術學院， 2004【衣鳴驚人】
 交大資料 蔡佳紋
《Conflict》

2003【人比人－創意稻草人裝置展】沙湖壢藝術村
聯合展出80件佳作

2003【人比人－創意稻草人裝置展】開幕式在交大
圖書館前廣場，八校校長扮裝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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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大學暫退出，因此2004年校園美展共八

所大學院校一同參與。此展覽以大家熟悉且

不可或缺的「衣服T-Shir」來裝置，主題訂

為「衣鳴驚人」。設計者設計衣服給人穿，

設計者亦穿別人設計的衣服。每個人是設計

者亦是穿戴者，在每日穿戴服裝的過程，也

同時包含自身的設計理念在裡頭。

　　交大在活動前辦理了一場激發創意的教

學活動，由新竹藝術家李龍泉主講，他建議

學生以加、減、乘、除的方式，在純白的棉

質T恤上發揮創意，學生也熱情參，以創意T
恤作品展，點綴交大圖書館。

　　本展集合八校優秀作品於新竹鐵道藝術

村共同展出，主辦的中華大學Logo以馬為

主，在活動記者會時在八件T恤上各印刷上

一匹馬，八件象徵著參與活動的八所學校，

八匹馬則是有「八校駿揚」的象徵意義，提

供八校師生難得的交流機會，也更凸顯本次

美展的實質意義與效能。

2005年八校聯展「ㄩˋ樹臨“瘋”」

　　2005年仍維持八校聯展，由玄奘大學視

覺傳達系主辦，此屆「ㄩˋ樹臨“瘋”」是

以樹與人之間的關係作為楔子，藉由自然界

中隨處可見的樹作為創作的出發點。當人類

遇見樹木時總會本能性地心生嚮往，而我們

希望將之稱為一種近平心亂神迷、意志瘋狂

的狀況，來鼓勵大家大膽放手來發揮想像來

參與此活動。

　　交大則以校園的樹為主題，讓學生觀察

熟悉的空間環境，以校園內的樹枝、落葉、

松果、小石子…等作為媒材，提供報名者一

個小壓克力盒，利用校園隨手可得的樹枝、

落葉為媒材，在小方形立體空間內，表現自

己的2005校園記憶，學生的作品反映了多元

內容，或為課業壓力、或為校園生活心情故

事，也有將壓克力合作製成針孔相機，以影

像方式記錄校園點滴。

2004【衣鳴驚人】 交大展場

2005【ㄩ、樹臨風】交大人氣作品-賈義偉《My 
Life in 2005》

2006【竹夢】交大人氣作品-龔恆《夢迴‧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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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九校聯展「竹夢」

　　2006年聯展由中國科技大學藝文中心主

辦，由原有的八所大學院校加入中原大學，

擴大為九校聯展，以及新竹市、新竹縣及

桃園縣兩縣一市區域性活動。此屆主題「竹

夢」是以各校所在地新竹的名稱為楔子，藉

由王維「新竹詩」云：「細枝風響亂，疏

影月寒光」作為創作的出發點。顧名思義，

「竹夢」是指，當我們面對竹林時，總是本

能地心曠神怡。現今科技高度發展之際，我

們相信來自竹子的夢想依舊存在，希望賞心

悅目的青翠秀竹能引領我們，使大家掌握這

份靈思來參與此次的活動。

　　交大的學生以影像為表現媒材，將自己

的幻想及夢想以攝影或電腦繪圖的方式傳

達，其中有對愛情的幻想、對人生目標的迷

惘，也有對交大校園的細微觀察。試圖將自

己的夢想表現得更有趣、更吸引人。本屆美

展於新竹鐵道藝術村聯合展出，開幕式中也

邀請了藝術家葉竹盛、李健儀揮毫，以及樹

火紀念紙博館做竹材紙製作表演，與竹風山

水工作室的竹材玩具表演與展出。

2007年「風華絕袋」桃竹苗十大院校聯合美

展

　　2007年由原有的九所大學院校加入苗栗

縣的育達技術學院與親民技術學院，中原大

學暫退出，活動規模擴展為「桃竹苗十大院

校聯合美展」，由明星科技大學藝文中心接

手主辦。此次公開徵選的主題訂為「風華絕

袋」，取自「風華絕代」的諧音，意指風韻

才華冠於當代，形容一個人內才外貌極其出

眾。創作理念的落實則利用袋子的概念作為

裝置基材，融入政府近年大力的校園環保生

活教育訴求，亦即利用環保袋的概念從事創

意設計。

　　開幕儀式以遙控直昇機歡迎嘉賓，以學

生走秀來呈現並豐富展出作品的設計功能。

以直昇機為開場的方式，不僅表現出學生的

創意，也與竹縣

「科技、文化、

大學城」的願景

一致。琳瑯滿目

的作品，充分整

合創意、環保、

永續的概念，反

映出1 0所大專院

校對藝術人文教

育的用心。學生

選用傳統的麻布

袋、紙袋之外，

創意袋子還設計

2006【竹夢】新竹鐵道藝術村-交大展區

2007【風華絕袋】交大展區

2007【風華絕袋】-交大人
氣作品-吳曼姿《Kaze free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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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少現代使用品，有光碟片、塑膠製品、

面具許許多多的生活小玩意，通通被選用，

一一應用展現，發揮出想像創意，大大小

小、奇形怪狀、五顏六色應有盡有。

2008年十一校聯展「心手相連‧華麗帽險」

　　2008年中原大學再次加入參展行列，此

屆由中央大學藝文中心主辦，參加學校共計

十一所。藉由「手套」與「帽子」進行藝術

創作。「心手相連」取其團結合作之意，而

「華麗帽險」取諧音「冒險」，象徵十一校

心手相連，集合各校的力量，一起攜手合作

進行一場華麗冒險，帶領人人輕鬆地在藝術

設計領域內探險。期許以傳遞人與人之間的

情感和溫暖，參展者可以盡量發揮想像力，

運用各種不同的創作技法及媒材，呈現新世

代的創意。創作出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手

套、帽子。

　　此次於中壢藝術館聯合展出，也是首次

在中壢地區進行聯展。此次聯展，有華麗，

也有搞怪，現場展出上百件來自各校的創意

設計。帽子與手套演變至今，除了禦寒的功

能外，亦具有裝飾與宣傳功用。交大特優作

品是選舉帽《請投我一票》，造型詼諧而富

創意，在選舉剛結束之際，也讓人耳目一

新。

2009年十三校聯展「開啟旅行的記憶盒」

　　 2 0 0 9年
聯展由中原

大學藝術中

心主辦，在

原有的十一

校加入了南

亞技術學院

與明新科技

大學兩校。

創作主題訂

為「開啟旅

行 的 記 憶

盒」，而今

的旅行，不只是一種心靈上的流浪，也是生

活的必需，充滿浪漫的想像。當人們無時無

刻不在移動，從一個城市流浪到另一個城

市；旅行已跨越書本的侷限，成為每一個人

的共通經驗。於是焉，旅行時代已經全面來

臨。藉參展者的巧思，創作許多種可能性。

　　聯展於中原大學藝術中心展出，交大展

出的11件精選作品中，有的使用實際的箱子

2008【心手相連，華麗帽險】聯展於中壢藝術館，
圖為交大展區

2008【心手相連，華麗帽險】
交大特優作品-許嘉妤《請投我一票》

2009【開啟旅行的記憶盒】交大
優選作品-許詠貿《食食刻刻，都
想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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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滿了象徵記憶的物件，有的是旅遊景點的

影像描繪，有的是裝置藝術的手法，皆能保

留記憶裡珍貴的部份，而攝影影像更是普遍

運用的手法。

總結

　　藉由每年桃竹苗地區的大學校園匯集，

展現不同的生命力與藝術活動。由每年不同

的裝置主題，主要目的是掀起學生與一般

民眾參與校園藝術活動的熱忱，並藉著此活

動的活潑藝術樣貌，發揮個人想像力、創造

力，並達到學校與學校間、學校與社區間、

創作者與觀賞者之間的交流。激發並滋養豐

富多元的校園及地方藝術。

　　我們更可以看到新一代年輕人對流行的

見解、用心，以及令人稱許的創意和概念，

甚至有些作品在深度和功力的呈現上，已具

有當的成熟水準。相信這樣創作的空間和舞

台，在加上一些訓練和鼓勵，校園內的人文

藝術會發展得更蓬勃。一年一度的聯展大

事，已成為每位同學的期待，而我們也期許

每年的展覽越來越進步，越來越有創意，帶

動起文化藝術氣息，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

化。大家皆有充滿無限可能的好作品。

本篇作者為交通大學藝文中心助理員　

2009【開啟旅行的記憶盒】聯展於中原藝術中心，圖為交大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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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公共藝術賞析

文/湯景光

　　交通大學為台灣的國立研究型大學之

一，前身是1896年創立於上海的南洋公學。

政府播遷來台後於1958年在台復校，主要校

區現址位於新竹市，與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及

清華大學相鄰，每年春季舉辦的梅竹賽是清

交兩校之間的悠久傳統。交大一向以電子、

資訊為知名專長領域，曾製造臺灣第一部電

腦，其畢業校友亦為科學園區廠商的主要來

源人力。

　　本校雖以理工見長，但校園內從1996年
起即陸續設置多件公共藝術作品，包括楊英

風景觀雕塑十二件，加上曾郁文的《薪火相

傳》、李龍泉《物出真情》、莊普《科學家

說…》、黃文英《圓素》等作品，合計十六

件，茲分別介紹如下：

楊英風景觀雕塑作品 
　　《緣慧潤生》是本校設置的第一件公共

藝術作品。此作緣起於1996年交大百年校

慶，藝術家楊英風配合校園環境，設計此一

大型不銹鋼景觀雕塑作為祝賀，期勉莘莘學

子把握因緣，體會宇宙循環的規律要領，使

生機無盡。整組作品由太空和諧平衡的宇宙

觀和尊重自然的生命理念出發，虛實大小的

圓代表陰陽，為意象生命演化之始。

　　自此而後楊

英風便與交大結

緣，為鼓勵藝術

研究風氣，結合

科技與人文的同

步發展，1999本
校與楊英風藝術

教育基金會共同

成立「楊英風藝

術研究中心」，

合作規劃相關典

藏教育活動。基

金會為了感謝交大，在東西景觀大道上設置

了作品《海鷗》作為合作之紀念。此作以一

種簡化的手法表現出海鷗凌越於海浪之上的

飛翔英姿，以符號化的線條勾勒出海鷗的形

態，象徵本校人文學術與科技研究的平衡發

展，比翼傲視於海內外校際。下方則採用殷

商銅器上的迴紋加以轉化表現出波瀾翻滾的

狀態，在現代簡約中又透出一種中國藝術的

況味。

　　基金會並在校園多

處設置楊英風的雕塑作

品，企圖將交大校園塑

造成楊英風景觀雕塑公

園。管理二館前設置了

楊英風的《茁生》，表

現萬物順應自然成長、

楊英風《緣慧潤生》不銹鋼雕塑，1996（柯錫杰攝
影）

楊英風《海鷗》銅雕（龐元鴻攝影）

楊英風《茁生》不銹鋼雕塑
（龐元鴻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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茁壯的生息過程，象意了宇宙自然的循環不

息與無盡生機。

　　浩然圖書館正門前廣場的楊英風景觀雕

塑《水袖》、《夢之塔》與《南山晨曦》，

三件作品同屬於「山水系列」的作品，前兩

者是楊英風受花蓮太魯閣壯闊奇險的山水啟

發而創作。放射性的線條造型摻合了雄渾陽

剛的山川氣象，與傳統京戲中水袖舞動的秀

逸情態。《夢之塔》亦可搭建成87公尺高的

多功能景觀大樓，內部設有電梯、辦公室、

遊樂室、展覽廳等，以鋼筋水泥和石材搭配

構成，夜間燈光可從外牆鏤刻的中國古代雲

紋中透空而出，形成如夢似幻般的感受。

《南山晨曦》作品外形乍看像是一個兩手伸

開作展翅狀的人形，作品中央上方，一個球

狀的東西，正是一顆在山巔躍升的太陽；四

周縱橫的走向，既是山勢的起伏，也是清晨

時分陽光穿透樹林，光芒萬丈的氣勢。

　　楊英風在花蓮太魯閣期間體驗到臺灣山

脈在拔地而起後的驚心動魄，創作了《正

氣》這件作品，設置於圖書館B1側門出口

處，以斧劈

呈現山壁的

銳勁，以方

正不阿的碑

碣造型表現

「正氣磅礡

凜然」的意

象及氣勢。

　　圖書館

B1側門出口

處左前方設

置一件作品

《月明》，

是楊英風表

達對親情的

思念。不銹

鋼的材質，

狀 滿 月 之

形，澄澈淨

圓，彷若邀

宇宙天心入窗來，凝亙古的思念情懷，合古

今人們團圓的心願。

　　楊英風常將龍的眼睛詮釋為太陽，像巨

大的火炬般永恆照亮混沌不明的人世；鳳凰

的眼睛是月亮，柔美關愛的注視，像慈母

撫育稚子的和煦。造型上省卻諸多牲禽的特

徵，用中國藝術中最強而有力的線條，抽象

但深刻地表達龍與鳳的精神，簡潔剛勁，變

楊英風《南
山晨曦》銅
雕（龐元鴻
攝影）

楊英風《夢之塔》
銅雕（龐元鴻攝影）

楊英風《水袖》
銅雕（龐元鴻攝影）

楊英風《正氣》銅雕（龐元鴻攝影）

楊英風《月明》
不銹鋼雕塑（龐元鴻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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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萬千，充滿新生和希望。正說明了活動中

心正門前《祥龍獻瑞》作品與東西景觀大道

上工程四館前的《鳳凌霄漢》作品的精神。

　　科學二館前的作品《龍賦》，是楊英風

運用簡潔的磁帶造型詮釋「龍」，除了象徵

科技進步外，更象意龍修長的體態。上方的

圓洞為龍眼，蜿蜒的龍身，使得反射至不銹

鋼鏡面的景物變化萬千，虛虛實實，更增加

雕塑本身的變化。

　　圖書館二樓大廳的《鳳凰來儀》作品為

楊英風1970年大阪萬國博覽會中華民國館前

的景觀而創作，這隻以不銹鋼為材料塗大紅

色的大鳳凰，完全表現出歡樂、迎賓、開展

的環境主題，可說是中國傳統圖騰與現代工

業材質完美結合的典範。

曾郁文《薪火相傳》風動藝術作品 
　　此作品為台灣交大校友總會為慶祝本校

在台建校五十週年而捐贈母校的作品，座落

於竹湖畔，兩側岸邊各豎立八根水泥柱噴

管，水泥柱呈竹節狀，「竹」是交大人的象

徵，正代表了交大八大學院。柱高3米，以

壓縮馬達製造強力水柱，可噴發50米的水

柱，象徵校友五十年來的薪火相傳。水柱十

分壯觀，天晴時甚至出現彩虹，湖面上一排

拱狀彎曲懸臂，隨著新竹勁風擺動。水柱、

彩虹、懸臂交錯形成不同弧度之曲面，帶來

多層次的視覺感受。

李龍泉《物出真情》不銹鋼光纖石雕

　　任何科技材料或產品之設計研發，與理

性、知性的科學人，若能藉感性的人文、藝

楊英風《祥龍獻瑞》不銹鋼雕塑

楊英風《龍賦》不銹鋼雕塑（龐元鴻攝影）

楊英風《鳳凌霄漢》

楊英風《鳳凰來儀》，鋼鐵上紅漆

交大竹湖畔是曾郁文的風動藝術《薪火相傳》（林見彥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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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作薰陶，結合專業和美感，發展高尚情操

及真性情，方能有良好之創見，因此李龍泉

創作了《物出真情》此作品，亦有“悟”出

真情之暗喻。

　　作品設置於工程六館旁。螺旋環繞的不

銹鋼彈簧線性量體，穿透場域空間，彈簧代

表律動、自由飛翔、多元思路等意涵，圖案

展現了活潑跳躍的物理屬性。主體上鑲嵌玻

璃量塊，設有光纖照明，作品在夜間可發亮

發光。滑鼠石雕游走地面場域，呈現了電子

學掌控在手中的重要物件，E世代已融入人

們的生活。

莊普《科學家說：...》裝置藝術系列作品

　　本系列作品設置於奈米電子研究大樓

1F大廳的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系列一由

十幾塊米粒型石雕座椅與羊毛紅織毯組成，

織毯上以草體黑字繡上奈米之父理查‧費

曼的名言「What I cannot create, I do not 
understand」，生動表明了其強烈的好奇心

與獨立的精神兩項特質。作品以對照式手

法，表現傳統的米雕技能與先進的奈米科技

其實十分類似----均是專心致志的在最小的

範圍內創造新的可能性。並利用詼諧的手法

隱喻台灣未來「不種稻米；改種奈米」的精

神。

　　系列二作品採用筷子造型的裝置，於不

銹鋼碗型台座上，筷子尾端加裝3組圓形液

晶螢幕，螢幕則不斷播放人們的臉部微笑影

像；並經由喇叭播音，重覆播放台語發音的

「呷飽沒？」。

　　莊普以輕鬆幽默的表現方式傳達本土風

情，注入人性化的形式，並以對照式手法展

現「傳統」與「科技」之間的結合，表達出

奈米科技促進相關產業昇級的精神所在。本

作品曾獲行政院文建會2007年「第一屆公共

藝術獎最佳創意表現獎」。

李龍泉《物出真情》（林見彥攝影）

莊普《科學家說…》作品系列一（林見彥攝影）

莊普《科學家說…》作品系列二（林見彥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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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文英《圓素》不銹鋼纖維藝術

　　本作品設置在奈米電子研究大樓7F的
國家晶片系統設計中心，以不銹鋼絲手工編

織成三片布條狀的纖維作品懸掛在挑高大廳

之上。紅銅色的漆包線編織成的三個圓形圖

案，可各自旋轉而構組成不同面貌。象徵完

美飽滿的圓，經過切割重新組成，宛如晶圓

化為各式晶片。

總結

　　公共藝術做為藝術創作的一種形式，其

本質屬於創作者個人理念的呈現，但它不僅

是藝術而已，它必須同時顧及作品的公共

性，運用美學手法與建築環境互為呼應，包

括對所在地的自然、人文環境的詮釋想像與

轉化昇華，以呈現有意義的形式美感。校園

的公共藝術是學校師生與社區民眾經常出入

作品所在地，由於擁有一群較為固定的對象

觀眾，成功的公共藝術品可以成為校園的招

牌或標誌，強化空間的美感，培養視覺的觀

察力，在審美形式、色彩、風格的探索中，

累積日常生活對藝術的涵養。

　　楊英風的《緣慧潤生》作品是依據交大

的校園量身訂作的，其他十一件創作由於與

藝術家合作的機緣而分別進駐校園；楊英風

作品風格特色即以不銹鋼銅雕金屬質感與簡

約凝練的造形見長，正好合適交大具理性與

科技思維的師生作為藝術生活化的欣賞介

面；曾郁文、李龍泉、莊普、黃文英等人的

作品則呈現藝術家對公共藝術週遭的產業特

性如電子材料、晶片、奈米科技等的詮釋與

想像，對其人文價值發展出特有的視覺語

彙，意圖創造一種藝術與科技的對話。這些

公共藝術作品透過比語言更深層的感受體驗

與人們的心靈相連結，喚起人們對環境的注

意，在審美的感動中成為對交大的共同記

憶。

本篇作者為交通大學藝文中心助理員

黃文英《圓素》（林見彥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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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創傳奇──楚戈的油畫新作

　　　　　　　　　　　　　　　　文／蕭瓊瑞

　　在戰後台灣現代畫壇，楚戈是一個傳奇

的人物。其傳奇不僅是他生命中不斷遭遇病

魔的挑釁，而他始終神奇的躲過襲擊，活了

下來，又不斷地創作。其傳奇也展現在他多

才多藝、無人能擋的藝術生命。他的一生扮

演許多角色，是詩人、是藝評家、是插畫

家、是水墨畫家、是版畫家、是雕塑家、也

是中國古代藝術，尤其是青銅器的傑出研究

者……。如今，楚戈又多了一項傳奇，他也

是一個油畫家。

　　不過，楚戈傳奇當中還有一項更大的傳

奇，是他從事任何一項工作，除了最早的寫

詩和藝評之外，一開始始終不被看好，但才

一轉眼，他的表現已經令人驚艷而不得不叫

好。

　　楚戈生命當中，隱藏著一份不隨俗流、

不循舊道的叛逆因子。因此，他的任何一種

創作的形式 、或是學說的提出，始終被自

視正統的人輕視為「野孤禪」。但這到底不

是普通的「野孤禪」，一旦修成正果，展現

的力道與思維，幾乎撼動傳統而更立傳統。

創作如此、研究亦是如此，他出版的《龍

史》，正是故宮文物在台灣塑成的一項學術

傳奇。

　　最近的一項機緣，使得楚戈在「不食人

間煙火」(他因病無法正常進食)，也「不聞

不語凡俗瑣事」(他因病無法聽見、說話)之
後，一頭栽進油彩的世界。

　　事實上，長期從事創作的楚戈，原本就

不曾排斥過任何一種媒材。早在數十年前，

他就曾為文稱讚「油彩畫家」朱德群在油畫

上精采的表現。他以「雲興霞蔚」來稱美朱

氏的畫作，也推崇他能將水墨精神帶入油彩

創作的傑出成就。

　　楚戈的創作油彩，他自稱猶如交了新女

友，暫時拋下舊女友(水墨)，而享受戀愛的

滋味，得寸進尺，天天探求那「可不可以再

進一步？」的可能性。

　　油彩在楚戈此時，獲得他的青睞，固然

有著一些生命中的偶然機緣使然，但當中一

個可能更為關鍵的理由，則是楚戈永遠不甘

寂寞的本性。油彩鮮麗的色彩，恰在他「食

不知味」、「聽而無聲」的生命階段，擄獲

了他的芳心。

　　楚戈之從事油彩創作，帶著高度談戀

愛、玩遊戲的心情。胸無成法、筆無成規，

什麼打幾次底、塗幾層色的油彩規矩，對他

來講，都不存在。隨筆而畫、隨興而止。有

時用貼的、有時用撕的；有時用潑的、有時

《至德園賞荷》水墨、壓克力、紙，136x69cm，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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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印的……，楚戈到底不改「頑童」本色。

　　這種「存心玩玩」的人，最令「正統」

人士痛恨的，就是轉眼之間，他已累積了大

量的作品，而且鋪陳開來，面貌還真是嚇

人！「他是怎麼做到的？」自認正統的人不

得不相互詰問。

　　楚戈這批油彩新作中，大抵可以歸納為

三類：第一類是延續之前水墨畫「線條行

走」的基本風格，以一些複數的排筆式線

條，織構出畫面的主體結構，再搭配一些具

有暗示意味的造型，形成頗具律動變化趣味

的作品，如：〔行走成一座山〕、〔別有洞

天〕、〔動與靜〕等作即是。在相當的程度

上，如果不仔細辨別，這些作品和水墨畫之

間，幾難分辨。對於媒材，在楚戈看來，絕

無所謂「本質」或「特性」的問題，如何運

用，端視創作者的文化認知與匠心巧意。同

樣以線條形成的畫作，還有類似文字畫風格

的〔觀自在〕，以及以連續單線綿密迴旋構

成的〔回歸〕等作。

　　第二類作品，則是較具幾何分割形式的

風格。這是楚戈利用膠帶封貼的方式，所創

作出來的作品，在筆直的切割線條和油彩流

動間，形塑出兼具理性與感性的作品，如：

《乾坤一潑》水墨、壓克力、布，134x168cm，1997

《動靜之間》油畫，130x162cm，100F，2008

《觀自在》油畫，91x73cm 30F 2008

《大塊假我以文章》油畫，130x161.5cm 100F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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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處在下雨》油畫，130x162cm 100F 2008

〔大塊假我以文章〕、〔最後的冰河〕、

〔當偶然遇到了必然〕、〔聽雨〕、〔月

隱後山頭〕、〔虛實之間〕、〔偶然與必

然〕，及〔記憶〕等作，這些作品，複合著

單純平坦的色面與流動不定的油彩，一如透

過方格窗欞的窗戶，凝視屋外大雨滂沱的山

景。 
　　第三類作品，也是最多的一類，帶著

較大的嘗試性與摸索性，讓油彩黏稠的特

性，或是聚積成濃得化不開的激流，或是化

約成輕淡闊遠的山景；有些具體、自然抽

象，但瀟洒脫逸則是貫穿的主調，如：〔遠

處在下雨〕、〔濕地春夢〕、〔東坡的夕

陽〕、〔旁觀者〕、〔山城夜月〕、〔山野

舞曲〕、〔開放的心〕、〔等待〕、〔永遠

的記憶〕、〔日出山也醉〕、〔黃金的田

野〕等，都是較富具體形象暗示的作品。另

如：〔時間流〕、〔旁觀者〕、〔當邏輯成

為學術〕、〔從那邊東來時〕、〔山語〕、

〔去了又來的記憶〕、〔交談〕、〔仰望之

歌〕、〔行走的線〕、〔那人哪裡去了〕、

〔訊息〕……等，則屬較抽象的構成。

　　不過，不論是哪一種類型，楚戈2008
年發表的油彩新作，基本上都充滿了一種濃

郁的詩情。或許由於無法聽聞、無法語言，

楚戈回到一種極度自我對話的狀態，那些昔

日壯遊的山河、那些曾經流連的海邊、那些

久已遠去的好友，和仍然炙熱的溫情……，

一一化為創作靈泉，流洩畫面，凝成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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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息》油畫，130x162cm，100F，2008

本篇作者為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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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就是要好玩」是楚戈持續不懈創作超過半世紀最重要的動力泉源。楚戈是個台

灣藝術界的頑童，他的藝術創作雖然晚成，卻保持著濃烈的赤子之心，自由不羈，風格多

變，作品也正如其人，天真浪漫毫不做作。創作時的楚戈愛變花樣，變的越多越令他心花

怒放，材料也是隨手拈來即可入畫，諸如報紙、絲瓜、繩子、布、梳子、牙刷等等只要有

趣都可融入在他的藝術創作之中。近兩年楚戈開始瘋狂的愛戀油畫，多變的風格，令人目

不暇給。本次將展出他多面向的各種精彩藝術作品，讓楚戈火花四濺的藝術世界精彩呈

現。

開幕茶會：2009.09.22（二）中午12:00
專家導覽：09.22（二）下午1:30 – 2:30  ／主講人：詩人 辛鬱

經典通識教育講座：09.23（三）下午 1:30–3:20  ／地點：浩然圖書館B1國際會議廳

揮毫示範：10.06（二）13:30– 15:30  ／示範人：藝術家 楚戈 ／地點：藝文空間

展場地址：新竹市大學路1001號 交大浩然圖書館B1
開放時間：星期一～星期五 10:00 am - 7:00 pm
　　　　　星期六～星期日 10:00 am - 5:00 pm
洽詢電話：（03）571-2121 分機52666
導賞網址：http://acc.nctu.edu.tw

主辦單位：交通大學藝文中心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楚戈文化藝術基金會、名山藝術

贊助單位：交大校友會、財團法人交大思源基金會 

創作就是要好玩－楚戈藝術大展

Artistic Creation Must Have Fun - Solo Exhibition of Chu Ko's Art

展期：2009.09.22~ 10.21
地點：交大藝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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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藝術氛圍，扮演美育推手

　　一般人對交大的刻板印象是「非常理

工」，但漫步在交大校園可能會顛覆你過去

的觀念，美麗的竹湖，發思古幽情的九思

亭，噴泉遊魚，荷塘月色，楊英風大師的景

觀雕塑群，多采多姿的藝文展演、、、、

　　交通大學雖以電子資訊著稱，但因有感

於人文乃科技創造力之泉源，歷任校長對於

人文關懷的啟發、藝術生活的培養，十分

重視，除了在校園規劃上注重人性化之設計

外，更在校友贊助下羅致藝術大師的創作，

目前除有十二件楊英風大師之景觀雕塑外，

另有多件國內外知名藝術家的作品矗立在校

內各個角落，讓校園增添許多藝術氣息。

　　除了營造一個充滿藝術氛圍的環境，更

重要的是成立推動校園藝文的火車頭－「交

大藝文中心」，本中心成立於民國八十九年

九月，主要扮演播撒美育種子的角色，秉持

「傳統與創新兼顧，精緻與通俗並融」的理

念，主動積極的態度，策劃豐富多元的藝文

活動，並提供藝術相關教學研究、學生社團

展演活動，以提昇校園與社區人文氣息，增

進全校師生的美感生活經驗。

　　藝文中心擁有兩個展演場地，位於浩然

圖書資訊中心地下室的藝文空間，展場面積

約 180 坪，分兩個樓層，是一個極具設計感

的精緻畫廊，樓層間設有大片的落地光牆，

為展場增添最佳之視覺美感特色。而位於學

生活動中心二、三樓的演藝廳，該廳不論燈

推動校園藝文的火車頭

－－交通大學藝文中心

交通大學藝文中心演藝廳外觀

交大藝文空間-吳紹同「鶴」攝影展展場光牆一隅楊英風展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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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音響、舞台，均極具專業水準，是新竹

地區欣賞音樂、戲劇、舞蹈的最佳場地。

舉辦「交大藝術季」，活化藝文展演空間

　　藝文中心每學期均策劃精采的「交大藝

術季」，活動內容主要包含表演藝術及視覺

藝術相關活動，在節目規劃上，為確保節目

品質，成立「節目評選委員會」負責甄選，

邀請國內外傑出藝術家及團體到學校展覽、

演出或專題演講。表演藝術類活動，包含音

樂、戲劇、舞蹈等，每學期12~16場，場地

主要利用演藝廳、中正堂與校園公共空間，

為提高學生們欣賞之興趣，每場均邀請藝術

家們導聆及解說，為了培養學生受益者付費

的觀念，大部份之活動均採售票方式，由於

每年之活動皆精挑細選，經常一票難求。例

如2007當代傳奇劇場「水滸108」、  2008
「法國隆．提博大賽首獎得主 – 田村響 鋼
琴獨奏會」、「2008春唱– 匈牙利UniCum 
Laude合唱團」、「薩克斯風與鋼琴的對話– 
盧雷隆紐約經典爵士四重奏」等活動均座無

虛席。

傳統與創新兼顧，精緻與通俗並融

　　而在活動規畫上則秉持「傳統與創新兼

顧，精緻與通俗並融」的理念，不管是瀕臨

消失的傳統藝術之展演（如新錦珠的高甲

戲、王心心的南管彈唱、江之翠劇場的「趁

賞梨園」、許福能、宏興閣皮影戲、客家三

角採茶戲等），抑或前衛當代的「現代音

樂」、實驗劇場的表現型式，如「金枝演社

『可愛冤仇人』」、外表坊實驗劇團 -《眼

球先生夜總會》的創新演出， 均能引起廣大

迴響。

　　交大藝文中心除了策辦藝術季的展演活

動，亦協助校內藝術相關教學研究之進行。

藝文中心每年為音樂研究所演奏家教師所組

成之「交大室內樂集」策辦音樂會，並協助

音樂研究所學生每年五十場的期末與畢業公

演，及音樂性社團二十場成果發表。透過藝

術季活動，為原本嚴肅陽剛的校園注入鮮活

的藝文氣息與柔性的人文思維。

視覺藝術的重要窗口－「藝文空間」

　　位於浩然圖書資訊中心地下一樓的「藝

文空間」，是交大師生接觸視覺藝術的重要

窗口，每學期舉辦4~6檔包含繪畫、雕塑、

攝影、數位藝術、裝置藝術等之展覽活動。

中心每個月均邀請國內外優秀藝術家，提供

作品展出，並舉辦相關講座研習，以提昇本

校師生藝術鑑賞的能力。此外還聘請專人錄

製藝術家導覽DVD，及製作學習單，希望「霓裳羽衣」－心心南管樂坊

藝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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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參觀者均能有所收穫。九年來邀請過許

多重量級藝術家，如高行健、劉國松、王攀

元、蔣瑞坑等，亦甄選不少傑出的年輕創作

者，在此展現才華，如二○○二年「B-612
奈米星球」--黃瑞芳個展，詮釋奈米時代對

全球生態的影響，與交大以科技掛帥的發展

有關。

激發學生創作潛能，分享學習成果

　　為激發交大學生創作潛能，分享學習成

果，藝文空間每學期均保留一個檔期給交大

應用藝術研究所師生、學生專業且創意的表

現經常吸引媒體的大篇幅報導，而學藝性社

團一年一度的成果發表會，更是校園盛事，

由於藝文中心的努力建立不錯的口碑，連過

去從不在校內展出的交大建築所都主動回

流。

　　為使交大師生對校園內之公共藝術有更

深刻的認識，藝文中心與交大楊英風藝術研

究中心合作，策畫「英風浩然－楊英風作品

在交大」特展，與系列推廣教育活動，包括

景觀雕塑戶外導覽、「風中奇緣~交大校園

楊英風雕塑攝影比賽」、認識「台灣現代雕

塑史上的楊英風」系列演講，增進學生對這

位偉大的藝術家的瞭解。

運用手稿典藏，策劃優質展覽  
　　交大圖書館有個漫畫家手稿特藏室，典

藏知名漫畫家葉宏甲、劉興欽、牛哥等手

稿，交通大學藝文中心2005年的首檔展覽，

推出「劉興欽漫畫民俗畫大展」，展品皆是

第一次曝光的劉老師新作，除了展出部分劉

興欽老師典藏於交大的漫畫手稿外，更特

別的是劉老師以水墨的手法創作的民俗畫作

品，將半世紀前台灣農村生活的點點滴滴，

生動呈現，並舉辦漫畫萬花筒～2005年漫畫

研究學術研討會。2007年又策畫「劉興欽客

情三畫（漫畫、民俗畫、動畫）展～大嬸婆

50週年文創嘉年華」獲得極高的評價。

主動跨出校園，爭取國家級資源

　　2006年交大藝文中心主動爭取與故宮合

作，舉辦「舞蝶迷香徑、翩翩逐晚風—故宮

數位學習特展」，本特展的互動展示以故宮

所藏宋徽宗《穠芳詩帖》之『舞蝶逐風』意

「巴黎的天空下」－李宜錦小提琴獨奏會 劉興欽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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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出發，並透過「屏風式展示」及「桌面式

展示」，以全新的角度體驗文物數位學習的

優質展覽與學習環境，並親身感受猶如在宋

代御花園持扇撲蝶、賞玩書畫的閒情逸致，

進一步賞析宋代文物之美，吸引16,875人次

參觀。

邀請「國家文藝獎」得主，舉辦「浩然講

座」

　　二○○二年開始，藝文中心特別企劃

「浩然講座」系列活動，邀請「國家文藝

獎」得獎者擔任主講人，與學生、社區人士

分享其投入藝術創作的心路歷程與寶貴的人

生經驗，因舉辦地點位於浩然圖書館，講座

名稱訂為「浩然講座」，迄今已舉辦八年，

每年均吸引來自全國各地的聽眾前往參加，

自2007年起結合通識經典講座選修課程，

讓更多學生受惠。包括舞蹈家林懷民、羅曼

菲、許芳宜；畫家夏陽、劉國松、設計家林

磐聳；作曲家李泰祥；作家葉石濤、施叔

青；詩人李敏勇；表演藝術家魏海敏、李國

修、吳興國、劉若瑀；電影導演王童、侯孝

賢；建築師漢寶德、李祖原；說唱藝術家楊

秀卿等人均親臨分享。

多元藝文賞析，走進藝術家

　　為增進交大學生對新竹的認同感，自二

○○○年起藝文中心於通識教育增開「多元

藝文賞析」課程，並開始推行「走進藝術

家」及藝術護照的活動。除邀請學者、藝術

家蒞校上課，每個月第三週的星期六規劃校

外教學課程，比如「新竹玻璃工藝」主題，

則安排「認識竹塹玻璃藝師」、「新竹玻璃

發展過程與創作技法」的演講介紹，並走出

校門參觀「藝術家工作室」及「玻璃工藝博

物館」，頗受學生好評。

推動「藝文賞析教育－藝術護照」必修零學

分課程

　　為提昇本校學生人文素養，增進其藝術

欣賞能力與激發創意潛能，學校用心良苦，

自九十五學年度起，凡本校大學部入學新生

必須於一年級（上、下二學期）修習「藝文

賞析教育－藝術護照」必修零學分課程。每

學期參觀（加）本校藝文中心或國內外各美

術館、文教機構所舉辦之展覽（或比賽）至

少3檔，及參加本校藝文中心或國內外各文

教機構所舉辦之表演藝術活動、人文藝術演

講（包含學術研討會、座談會、導覽）等至

少1場。雖具半強迫性質，但對引領學生進

入藝術殿堂有所助益。

策劃辦理《2008藝術零距離 兩廳院圓夢計

劃》

　　為推廣人人都能欣賞藝術節目，縮小弱

勢無法參與欣賞的落差，並讓更多的人有進

入兩廳院欣賞節目的機會，兩廳院發起「藝

術零距離」圓夢計劃，希望結合社會、企業

及兩廳院資源，共同圓一個人人都能置身精

緻藝術的夢，一起散播文化種子讓藝術生

根，為建造台灣美好的優質生活環境而努

力，落實全民共享的文化園區願景。

　　交大藝文中心亦積極響應，補助從未進

入過國家戲劇院和音樂廳的交大同學報名參

加，特別是大一新生。藝文中心除用心安排

適合欣賞的節目場次並由兩廳院提供專業導

覽與節目演前導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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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校藝術家計畫，互動式教學工作坊

　　交大為了提升藝術與人文氣息，提供師

生員工親近藝術家的機會，主動邀請國內外

傑出文學、音樂、美術、書法、戲劇、舞

蹈、電影、影像藝術、民俗技藝等藝文工作

者在學校作短期居留，擔任駐校藝術家，於

校園內開辦工作坊或互動式教學，或創作、

展覽，提供師生與藝術大師直接對話、學習

之機會。2001年邀請第一位駐校藝術家─祖

慰，在交大進行藝術人文研究課程及論述。

　　2002年邀請「雲門舞集2」擔任駐校藝

術家，並突破體制規畫兩週18堂密集課程，

帶領學生認識身體與舞蹈藝術，獲得熱烈迴

響。

　　2009/3月邀請前瑪莎葛蘭姆首席舞者許

芳宜與拉芳‧LAFA舞團藝術總監布拉瑞陽

擔任交大駐校藝術家，開設12堂基礎舞蹈

課程，包括線條修飾、有氧活力、基礎芭蕾

舞、現代舞入門以及即興創作等，引導交大

師生擺脫僵硬肢體 舞出自信活力。並免費

開放預演及技術採排給學生、民眾觀賞，

深入瞭解舞蹈藝術的內涵，3月27日更上演

拉芳舞團今年唯一在台灣演出的舞碼「37 
ARTS」，同場加映榮獲台灣女性影展台灣

獎的紀錄片「37 ARTS舞者記事」，吸引學

生及市民一同享受這場結合藝術文化及肢體

律動的豐盛饗宴。

善用交大優秀人力資源，結合校友與園區資源

　　在經營策略上善用交大優秀人力資源，

並結合校友與科學園區、地方資源，引進大

型優質活動，如與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合辦

「台積心築藝術季」，爭取白先勇「青春版

牡丹亭」至交大演出，與台灣應材文藝季合

作「蔣勳藝術史講座」、「劉岠渭歌劇講

座」，爭取新竹都城隍廟贊助，邀請中國殘

疾人藝術團二十一位聾啞殘障演員演出享譽

國際的經典製作「千手觀音」，協助新竹IC
之音電台辦理「新竹之春音樂節」，為工研

院院友會策辦『科技人藝文風華』，為學校

與社區創造雙贏。

　　2009秋，更策畫精彩的歐洲街頭節慶

秀，邀請義大利蒙地劇團、挪威北極星劇

團、德國人聲重唱Stouxingers樂團等世界知

名團體，至交大與師生互動，展望未來交大

藝文中心仍將秉持熱情與使命，播撒美育種

子，營造兼具人文、科技與藝術的生活環

境、加強國際文化交流，結合交大的科技優

勢與藝術的資源打造交大成為具人文內涵的

藝術學園。

97.05.07許芳宜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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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1

/展覽
皮克斯動畫20年
時間：2009.08.07(五 )  ~  11.01(日 )
地點：台北市立美術館

/表演
噶瑪蘭公主十週年紀念公演
時間：2009.07.18(六 )  ~  10.17(六 )
地點：宜蘭縣政府文化局演藝廳、
　　　台北縣藝文中心演藝廳

雲門舞集2009秋季演出《 行草 》
時間：2009.09.02(三 )  ~  09.06(日 )
地點：國家戲劇院

2009臺北藝術節《拉芳 快樂頌》
時間：2009.09.04(五 )  ~  09.06(日 )
地點：台北市社教館文山分館B2劇場

二00九年臺北聽障奧運會開幕典禮
時間：2009.09.05(六 )  
地點：台北田徑場

2009臺北藝術節【拉芳 快樂頌】
送愛到台東義演
時間：2009.09.06(日 )
地點：台北市社教館文山分館B2劇場

雲門舞集2009秋季演出《行草　貳》
時間：2009.09.09(三 )  ~  09.13(日 )
地點：國家戲劇院

二00九年臺北聽障奧運會閉幕典禮
時間：2009.09.15(二 )  
地點：台北田徑場

雲門舞集2009秋季演出《 狂草 》
時間：2009.09.16(三 )  ~  09.20(日 )
地點：國家戲劇院

民族風兩岸情災後重建關懷演出
時間：2009.09.25(五 )~09.26(六 )  
地點：國父紀念館

光環舞集25週年《無言2009》
時間：2009.10.01(四 )  ~  11.28(六 )
地點：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
　　　新竹市文化局演藝廳
　　　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演藝廳

綠光劇團《領帶與高跟鞋》
時間：2009.10.02(五 )~11.06(五 )  
地點：高雄市文化中心至德堂
　　　台中市中興堂

屏風表演班《合法犯罪》
時間：2009.10.02(五 )~12.06(日 )  
地點：城市舞台
　　　高雄市文化中心至德堂
　　　國立交通大學中正堂
      　臺中市文化局中山堂
　　　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演藝廳

2009世界之窗日本系列－梅田宏明《碎拍
漸境》
時間：2009.10.09(五 )  ~  10.11(日 )
地點：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

2009世界之窗日本系列－無設限舞團《妮
娜物語》
時間：2009.10.16(五 )  ~  10.18(日 )
地點：國家戲劇院

當代傳奇劇場—梨園傳奇
時間：2009.10.22(四 )~10.25(日 )  
地點：國家戲劇院

表演工作坊《寶島一村》
時間：2009.11.11(三 )~11.22(日 )  
地點：國家戲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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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1

陳冠宇2009鋼琴獨奏會-蕭邦百分百
時間：2009.11.12.(四 )19:00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逸仙館
蛻變=傳承與創新2009巡迴演奏會
講座
時間：2009.11.29(日 )17:00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逸仙館
音樂會
時間：2009.11.29(日 )19:30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逸仙館

/表演藝術戲劇類
創意無限-鼓動心弦
時間：2009.11.01(日 )19:30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逸仙館
兒童歌劇〈女巫希拉蕊進歌劇院〉
時間：2009.12.06(日 )14:30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逸仙館
守歲-劇場版/台灣戲劇表演家
時間：2009.12.13(日 )19:30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逸仙館

/表演藝術舞蹈類
舞蹈空間廿週年系列大賞《粼光‧乍現》
時間：2009.10.14(三 )19:30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逸仙館
《噶瑪蘭公主》十週年紀念公演/
蘭陽舞蹈羅東團
時間：2009.10.10(六 )14:30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逸仙館

/視覺藝術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10:00~17:00
(週一休館 )
曾文忠油畫個展
時間：2009.10.08(四 )~11.08(日 )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蔣公行館
陳美麗女士畫展
時間：2009.11.11(三 )~12.06(日 )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蔣公行館

國立中山大學
/駐校藝術家計畫專題
林昭亮大師班 I
時間：2009.10.04(日 )14:00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逸仙館
林昭亮大師班 II
時間：2009.10.05(一 )18:00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藝術大樓B1
驚艷—【林昭亮大師VS.巴洛克獨奏家樂
團】音樂會
時間：2009.10.07(三 )19:30
地點：國立台南大學雅音樓
驚艷—【林昭亮大師VS.巴洛克獨奏家樂
團】音樂會
時間：2009.10.08(四 )19:30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逸仙樓

/大師講座
林昭亮大師講座
時間：2009.10.06(二 )16:30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逸仙館
當代文學巨擘/張隆溪VS.余光中
時間：2009.12.21(一 )16:30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逸仙館

/表演藝術音樂類
十方樂集2009年度公演【擊樂異象】
時間：2009.10.17(六 )19:30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逸仙館
勁爆古典/丁曉雯鋼琴獨奏會
時間：2009.10.28(三 )19:00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蔣公行館
普天同樂-音樂系創系20週年音樂會
時間：2009.10.31(六 )19:00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逸仙館
福爾摩莎國際吉他藝術節/鄒世烈吉它獨奏會
時間：2009.11.05(四 )19:00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蔣公行館
音樂系友音樂會
時間：2009.11.07(六 )14:00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蔣公行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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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
/展覽
日常．微觀－沈昭良攝影展 
時間：2009.09.22(二 )~10.11(日 )
地點：國立中央大學藝文中心展場
蘇孟鴻個展
時間：2009.11.03(二 )~11.22(日 )
地點：國立中央大學藝文中心展場

/表演
2009雲門舞集２公演
時間：2009.10.26(一 )
地點：國立中央大學校史館大講堂
「野生」開唱．林生祥+大竹研
時間：2009.12.02(三 )
地點：國立中央大學校史館大講堂

/駐校藝術
「跟著藝術家玩攝影」中央大學攝影工作坊
時間：2009.09.29(二 )~12.15(二 )
地點：國立中央大學藝術教室
2009雲門舞集２藝術駐校 
時間：2009.10.12(一 )~10.26(一 )
地點：國立中央大學

靜宜大學
/展覽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典藏作品展
時間：2009.08.14(五 )~09.24(四 )
地點：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流失的記述---劉昌漢畫展Fading 
Records---Art by Charles Liu 
時間：2009.10.02(五 )~10.30(五 )
地點：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邱國峻攝影展
時間：2009.11.04(三 )~12.07(一 )
地點：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國立交通大學
/表演活動
「潛水中….」-莫比斯圓環創作公社
時間：2009.09.22(二 )19:30
地點：交大演藝廳 (學生活動中心2樓 )
李珮瑜鋼琴獨奏會
時間：2009.09.24(四 )19:30
地點：交大演藝廳 (學生活動中心2樓 )
多「魚」的音樂時空-2009交大室內樂集
時間：2009.09.30(三 )19:30
地點：交大演藝廳 (學生活動中心2樓 )
「第三首亡國詩」-李子聲歌樂作品展
時間：2009.10.07(三 )19:30
地點：交大演藝廳 (學生活動中心2樓 )
「兩光康樂隊」-相聲瓦舍
主演：馮翊綱、宋少卿
時間：2009.10.16(五 )19:30、
　　　10.17(六 )14:30
地點：交大中正堂
「來自古城的天籟」-科隆木笛四重奏演奏會
時間：2009.10.19(一 )19:30
地點：交大演藝廳 (學生活動中心2樓 )
「2009台灣國際重唱藝術節」-德國人聲
重唱Stouxingers巡迴音樂會
時間：2009.10.21(三 )19:30
地點：交大中正堂
「合法犯罪」- 屏風表演班
時間：2009.10.31(六 )14:30、
　　　11.01(日 )14:30
地點：交大中正堂
「法蘭西弦樂之美」-迪爾蒂瑪弦樂四重
奏2009亞洲巡演
時間：2009.11.10(二 )19:30
地點：交大演藝廳 (學生活動中心2樓 )
「蛻變─傳承與創新」-中山大學巴洛克
獨奏家樂團
時間：2009.11.25(三 )19:30
地點：交大演藝廳 (學生活動中心2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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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街頭嘉年華
「FIESTA嘉年華」 -義大利蒙地劇團
（工作坊）
時間：2009.10.28(三 )14:30~16:30
地點：交大浩然圖書館廣場
「FIESTA嘉年華」-義大利蒙地劇團（演出）
時間：2009.10.28(三 )18:30~20:00
地點：交大浩然圖書館廣場
「歐洲街頭節慶秀」-挪威北極星劇團
（工作坊）
時間：2009.11.02(一 )14:30~16:30
地點：交大浩然圖書館廣場
「歐洲街頭節慶秀」-挪威北極星劇團
（演出）
時間：2009.11.02(一 )18:30~20:00
地點：交大浩然圖書館廣場

/駐校藝術家
「茶席，我們的」-616Arts數位藝術家駐
村計畫 
時間：2009.11.07(六 )15:30~17:30
地點：交大九思亭池畔
「黑魔毯」- 駐校藝術家陳永淘草地音樂會
時間：2009.11.28(六 )15:00~16:30
地點：交大百竹園

/台灣國際雙年展影片《交大場次》
「穿越和平」-紀錄亞洲（國際競賽短片
優等獎）
時間：2009.10.01(四 )19:30
地點：交大演藝廳
「赤陽」-紀錄亞洲（台灣映像評審團特
別推薦）
時間：2009.10.08(四 )19:30
地點：交大演藝廳
「飛行少年」-紀錄夢想 （台灣映象觀眾
票選最佳影片）
時間：2009.10.15(四 )19:30
地點：交大演藝廳
「黑晝記」-紀錄家庭（台灣映象評審團
特別獎）
時間：2009.10.22(四 )19:30
地點：交大演藝廳

「大台中紀事2」-紀錄亞洲（2008台灣國
際紀錄片雙年展開幕片）
時間：2009.10.29(四 )19:30
地點：交大演藝廳

/展覽
簡吉與台灣農民運動展
時間：2009.09.24(四 )~10.09(五 )
地點：交大浩然圖書館2樓大廳
「創作就是要好玩」-楚戈藝術大展
時間：2009.09.22(二 )~10.21(三 )
地點：交大浩然圖書館B1
「開啟藝術新視野」-梁奕焚2009個展
時間：2009.10.27(二 )~11.18(三 )
地點：交大浩然圖書館B1
「第一次看展就上手（Wake Up篇）」-交
大應藝所2009師生聯展
時間：2009.11.26(二 )~12.16(三 )
地點：交大浩然圖書館B1

/經典通識教育講座
「創作就是要好玩」－楚戈的藝術世界
演講者：楚戈（藝術家）
時間：2009.09.23(三 )13:30
地點：浩然圖書館B1國際會議廳
五十年滄桑－台灣1920~1970
演講者：簡明仁（大眾電腦董事長）
時間：2009.09.30(三 )13:30
地點：浩然圖書館B1國際會議廳
文化交流中的中國
演講者：張廣達（院士）
時間：2009.10.07(三 )13:30
地點：浩然圖書館B1國際會議廳
我說相聲
演講者：宋少卿（相聲瓦舍團長）
時間：2009.10.14(三 )13:30
地點：浩然圖書館B1國際會議廳
開啟藝術新視野
演講者：梁奕焚（畫家）
時間：2009.10.21(三 )13:30
地點：浩然圖書館B1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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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歐盟新思維--整合核心價值、多元社
會、國家主權新挑戰
演講者：高英茂(台灣民主基金會資深學
人‧ 前外交部政務次長及駐歐盟代表)
時間：2009.11.04(三 )13:30
地點：浩然圖書館B1國際會議廳
我違反了三個主流思想
演講者：盛慶來校長(前交通大學校長）
時間：2009.11.11(三 )13:30
地點：浩然圖書館B1國際會議廳
遇見人文與心靈匯流的天空－
找出永不被擊敗的點
演講者：楊錦聰總經理（風潮唱片創辦人）
時間：2009.11.25(三 )13:30
地點：浩然圖書館B1國際會議廳

國立清華大學
/展覽
【終點，另一個起點】張嘉倩個展
時間：2009.09.02(三 )~09.30(三 )
地點：藝術工坊
【凝視】2009周蘭惠個展
時間：2009.10.05(一 )~10.29(四 )
地點：藝術中心展廳
【沉默的噪音】黃威傑攝影個展
時間：2009.10.07(三 )~11.04(三 )
地點：藝術工坊
具象聯展
時間：2009.11.09(一 )~12.03(四 )
地點：藝術中心展廳
游依珊個展
時間：2009.11.11(三 )~12.30(三 )
地點：藝術工坊

/影展
清大夜貓子  北野武影展
時間：2009.09.01(二 )~09.29(二 )
地點：國立清華大學蘇格貓底咖啡屋
2009清大藝術中心科幻影展
時間：2009.10.06(二 )~11.28(六 )
地點：國立清華大學蘇格貓底咖啡屋

/表演
協辦藝術表演系列-張昭鼎紀念音樂會
時間：2009.09.13(日 )
地點：新竹市立演藝廳
協辦藝術表演系列-新古典舞團"雲豹之鄉"
時間：2009.10.17(六 )、18(日 )
地點：清大大禮堂
外籍演出者系列-ORBIT FOLKS世界軌跡
時間：2009.10.20(二 )  
地點：清大合勤演藝廳
協辦藝術表演系列-NSO首席弦樂團
時間：2009.10.23(五 )
地點：清大合勤演藝廳
外籍演出者系列- 原聲巴洛克室內樂團
時間：2009.11.12(四 )  
地點：清大合勤演藝廳
外籍演出者系列-帕步羅．馬奎斯  吉他獨奏會
時間：2009.11.25(五 )  
地點：清大合勤演藝廳

/劇場藝術
【身之動】：劇場藝術專題Workshop訓練
時間：2009.09.30(三 )~10.28(三 )
地點：清華大學  新體育館  舞蹈教室
【身之動】：《速度》示範演出 暨 肢體
專題講座Ⅰ
時間：2009.11.04(三 )
地點：清大合勤演藝廳

華梵大學
/展覽
「2009曉雲導師禪畫」特展
時間：2009.09.05(六 )~12.31(四 )
地點：華梵大學文物館
「2009紀念曉雲導師影像」特展
時間：2009.09.05(六 )~11.23(一 )
地點：華梵大學文物館
東方人文研究成果特展
時間：2009.11.25(三 )~12.15(二 )
地點：華梵大學文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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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展覽
林福全油畫展
時間：2009.8.29(六 )~9.30(三 )
地點：福華師大藝廊

/研討會
2009 GID-NTNU地方文化新象應用設計展暨研討會
時間：2009.10.6(二 )
地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演講堂

/書展暨讀書會
「國科會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
十五至十七世紀西方藝術圖書」之專題書展暨
讀書會
讀書會時間：
2009.08.01(六 )~09.15(二 )
書展時間：2009.10.22(六 )~11.23(日 )
地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國立中正大學
/表演
梨園傳奇 文武雙全─『寂寞沙洲冷』與
『英雄美少年』
時間：2009.09.24(四 )19:30
地點：國立中正大學大禮堂
台灣陶笛嘉年華
時間：2009.09.27(日 )14:30
地點：國立中正大學演藝廳
西班牙故事集
時間：2009.09.30(三 )19:30
地點：國立中正大學演藝廳
2009春鬥
時間：2009.10.30(五 )19:30
地點：國立中正大學大禮堂

/影展
2009紀錄片雙年展精華影片暨敘事短片巡
迴影展
時間：2009.10.05(ㄧ )~10.11(日 )
地點：國立中正大學活動中心西餐廳
&教育學院2館

/講座
影展映後座談-紀錄片
時間：2009.10.06(二 )20:30
地點：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院
影展映後座談-敘事短片
時間：2009.10.08(四 )16:00
地點：國立中正大學活動中心西餐廳
思想沙龍：品格教育講座
時間：2009.11.07(六 )13:30
地點：國立中正大學國際會議廳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展覽
非洲藝術季
時間：2009.09.10(四 )~10.10(六 )
地點：台北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校慶暨校史文件展
時間：2009.10.12(一 )~11.10(二 )
地點：台北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性別與藝術-女性文學家與藝術家跨界聯展
時間：2009.11.12(四 )~11.10(二 )
地點：台北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國立中興大學
/展覽
趙素芳油畫展
時間：2009.09.24(四 )~10.23(五 )
地點：國立中興大學藝術中心
張平沼珍藏清代狀元翰林書法墨寶展
時間：2009.10.31(六 )~12.31(四 )
地點：國立中興大學藝術中心

/表演
張正傑大提琴獨奏-美猴王鬧場音樂會
時間：2009.09.21(一 )
地點：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前廣場

正修科技大學
/展覽
「巨大的傷痛」－Pamela Hevia 布面版畫
個展
時間：2009.09.11(五 )~11.29(日 )
地點：正修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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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
正修校園街頭音樂會
時間：2009.09.30(三 )~12.30(三 )
地點：正修科技大學河西走廊
陳冠宇鋼琴獨奏會─琴定海角七號
時間：2009.11.05(四 )
地點：正修科技大學正修廳

/講座
用布寫日記的女人－
詮釋PAMELA HEVIA的布面版畫
時間：2009.09.23(三 )  09:30
地點：正修科技大學藝術專業教室
PAMELA HEVIA談「巨大的傷痛－Pamela 
Hevia 布面版畫」
時間：2009.10.14(三 )  09:30
地點：正修科技大學藝術專業教室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展覽
墨韻心－黃光男水墨創作展
時間：2009.9.23(三 )~10.09(五 )  
地點：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展示廳
駐校藝術家-施工忠昊個展
時間：2009.9.23(三 )~11.06(五 )  
地點：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圖書館

/表演
國際大師-Valentin Erben大提琴演奏會
時間：2009.10.08(四 )
地點：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海洋廳
海上音樂家－大提琴與豎琴的對話
時間：2009.10.29(四 )
地點：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曼波公園
聽得懂的古典樂-李肇修小提琴演奏會
時間：2009.11.26(四 )
地點：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海洋廳

/演講
卓越大師講座-黃光男
時間：2009.09.24(四 )
地點：國立台灣海洋大學遠距教室

卓越大師講座-梁幼祥
時間：2009.10.08(四 )
地點：國立台灣海洋大學遠距教室

/課程
與駐校藝術家面對面
時間：2009.09.16(三 )
地點：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愛樂廳

中華大學
/展覽
李鐵軍油畫展
時間：2009.9.21(一 )~10.30(五 )  
地點：中華大學藝文中心
/表演
盧雷隆紐約爵士樂團 三重奏
時間：2009.10.20(二 )
地點：中華大學國際會議廳
華倫汀．希德邁爾鋼琴獨奏會
時間：2009.11.27(二 )
地點：中華大學國際會議廳

/影展
2009大學生影展「竊聽風暴」
時間：2009.10.05(一 )  
地點：中華大學國際會議廳
2009大學生影展「父親」＆「卡到了」
時間：2009.10.13(二 )
地點：中華大學國際會議廳
2009大學生影展「文化干擾」
時間：2009.10.21(三 )
地點：中華大學國際會議廳
2009大學生影展「愛上壞女孩」
時間：2009.10.29(四 )
地點：中華大學國際會議廳
2009女性影展：「家好月圓」、「女生正步走」
時間：2009.11.02(一 )
地點：中華大學國際會議廳
2009女性影展：「Moving time」、
「Harvesting the Wasteland」
時間：2009.11.09(一 )
地點：中華大學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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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女性影展：「Blooming in 
Spring」、「Katia’s Sister」
時間：2009.11.23(一 )
地點：中華大學國際會議廳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展覽
書畫情緣-林進忠個展
時間：2009.09.01(二 )~10.01(五 )
地點：藝術中心創意廳
鄉土心．台灣情-潘煌油畫展
時間：2009.09.01(二 )~10.01(五 )
地點：藝術中心展覽廳
藝術的舵手-黃照芳邀請展
時間：2009.10.06(二 )~11.05(四 )
地點：藝術中心
當代名家水墨特展-五榕畫會聯展
時間：2009.11.10(二 )~12.10(四 )
地點：藝術中心

/表演
劉家伶與吳佳芳四手聯彈音樂會
時間：2009.10.06(二 )14:30
地點：藝術中心創意廳

中央警察大學
藝文活動
時間：2009.11.20(五 )10:20

明新科技大學
/展覽
「山海共舞」汪東傾／林素伊‧巴奈聯展
時間：2009.09.07(一 )~10.09(五 )
地點：明新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好好生活‧生活好好」黃裕欽／徐靖雯 聯展
時間：2009.10.19(一 )~11.17(二 )
地點：明新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版中畫意」陳永欽／呂燕卿／王振泰／
徐明豐 聯展
時間：2009.11.25(三 )~12.22(二 )
地點：明新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表演
入城‧原舞
時間：2009.09.30(三 )
地點：明新科技大學中正堂
黑門山劇團
時間：2009.11.18(三 )
地點：明新科技大學中正堂

淡江大學
/展覽
國際書法精品展
時間：2009.08.05(三 )~09.11(五 )
地點：淡江大學文錙藝術中心
e筆書畫藝術展
時間：2009.09.14(一 )~10.31(六 )
地點：淡江大學文錙藝術中心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展覽
移動的城堡─貝殼巡迴展
時間：即日起~11/29(六 )
地點：臺南縣自然史教育館
有蝠同享特展
時間：即日起~9月
地點：9月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影展
2009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精華影片暨
敘事影片巡迴影展～〈龍哥〉
時間：2009.09.21(一 )
地點：本校音像大樓152放映廳
2009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精華影片暨
敘事影片巡迴影展～〈彩虹的盡頭〉
時間：2009.09.22(二 )
地點：本校音像大樓152放映廳
2009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精華影片暨
敘事影片巡迴影展～〈穿越和平〉
時間：2009.09.23(三 )
地點：本校音像大樓152放映廳
2009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精華影片暨
敘事影片巡迴影展～〈土語錄萬歲〉
時間：2009.09.24(四 )
地點：本校音像大樓152放映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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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精華影片暨敘
事影片巡迴影展～〈給安娜的信〉
時間：2009.09.25(五 )
地點：本校音像大樓152放映廳
2009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精華影片暨敘事影
片巡迴影展～〈木頭人〉、〈少年不戴花〉、
〈鳥地方狗日子〉、〈燃燒吧！機車〉
時間：2009.09.28(一 )
地點：本校音像大樓152放映廳
2009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精華影片暨敘
事影片巡迴影展～〈爸爸的手指頭〉、
〈走出溫室〉、〈往日河堤〉、〈合同殺
人〉、〈恐懼屋〉、〈箱子〉、〈百獄〉
時間：2009.09.29(二 )
地點：本校音像大樓152放映廳
2009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精華影
片暨敘事影片巡迴影展～〈轉動夏日
時光〉、〈兩隻老虎〉、〈小文的心
事〉、〈D.O.C.〉、〈跳格子〉
時間：2009.09.30(三 )
地點：本校音像大樓152放映廳
2009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精華影片
暨敘事影片巡迴影展～〈天空下的孩
子〉、〈曬棉被的好天氣〉、〈寬のVIP
專車〉、〈無障礙〉
時間：2009.10.01(四 )
地點：本校音像大樓152放映廳
2009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精華影片暨敘事
影片巡迴影展～〈THE PET〉、〈棋局〉、
〈人．旅〉、〈彼岸〉、〈噯呀〉、〈化
夢〉、〈Sweet in Taipei甜心台北〉、〈我的
腿毛手札〉、〈搖滾戰士〉、〈天堂爭奪戰〉
時間：2009.10.02(五 )
地點：本校音像大樓152放映廳
2009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精華影片暨敘事影片
巡迴影展～〈訂做一個寶貝〉、〈雲的那端〉
時間：2009.10.05(一 )
地點：本校音像大樓152放映廳
2009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精華影片暨敘
事影片巡迴影展～〈等待美麗新世界〉、
〈人骨祭壇〉
時間：2009.10.06(二 )
地點：本校音像大樓152放映廳

2009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精華影片暨敘
事影片巡迴影展～〈雜菜記〉、〈黑晝
記〉、導演許慧茹與張照堂老師映後座談
時間：2009.10.07(三 )
地點：本校音像大樓152放映廳
2009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精華影片暨敘
事影片巡迴影展～〈墨瓜尼加合眾國〉
時間：2009.10.08(四 )
地點：本校音像大樓152放映廳
2009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精華影片暨敘
事影片巡迴影展～〈赤陽〉 
時間：2009.10.09(五 )
地點：本校音像大樓152放映廳
第13屆烏山頭影展活動
時間：2009.10.12(一 )~10.15(四 )
地點：本校音像大樓152放映廳

/表演
新系館落成音樂會
時間：2009.09.24(四 )
地點：本校國樂系合奏廳
青年音樂家盧易之鋼琴獨奏會
時間：2009.10.07(三 )
地點：本校演藝廳
古琴音樂會
時間：2009.10.15(四 )
地點：本校國樂系合奏廳
Elena Kuschnerova鋼琴演奏會
時間：2009.10.19(一 )
地點：臺南大學雅音樓
校慶音樂會之教師篇
時間：2009.10.21(三 )
地點：本校演藝廳
閃亮木管五重奏音樂會
時間：2009.10.26(一 )
地點：本校演藝廳
校慶音樂會之師生篇
時間：2009.10.28(三 )
地點：本校演藝廳
古箏音樂會
時間：2009.10.29(四 )
地點：本校國樂系合奏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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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銅管五重奏之夜
時間：2009.11.02(一 )
地點：本校演藝廳
波士頓音樂院鋼琴三重奏音樂會
時間：2009.11.09(一 )
地點：本校演藝廳
李美儀畢業音樂會
時間：2009.11.12(四 )
地點：本校演藝廳
周穎瑩畢業音樂會
時間：2009.11.17(二 )
地點：本校演藝廳
林姿綺畢業音樂會
時間：2009.11.19(四 )
地點：本校演藝廳
知名音樂家Schiedermair鋼琴獨奏會
時間：2009.11.23(一 )
地點：本校演藝廳
陳貫今畢業音樂會
時間：2009.11.26(四 )
地點：本校演藝廳
2009李肇修小提琴音樂會
時間：2009.11.26(四 )
地點：國立海洋大學海洋廳
管絃樂團秋季音樂會
時間：2009.11.30(一 )
地點：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

/研討會
玉器鑑賞與科學管理研習會
時間：2009.09.18(五 )~09.22(二 )
地點：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
 管理處籌備處南部辦公室(臺南市中
 正路1-1號)、各實地參訪單位
「藝術‧禮儀‧宗教：物質文化與精神信
仰」國際學術研討會
時間：2009.11.13(五 )~11.14(六 )
地點：本校演藝廳
第四屆批判理論與影像藝術研討會
時間：2009.11.19(四 )
地點：本校音像大樓120教室

/講座
博物館與學校教育講座/工作坊
時間：2009.09.25(五 )~09.27(日 )
地點：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高雄市立美術館
Elena Kuschnerova鋼琴大師班
時間：2009.10.17(六 )
地點：台北Yamaha鋼琴音樂家服務中心
Elena Kuschnerova鋼琴大師班
時間：2009.10.20(一 )
地點：本校音樂系二期A109講座教室
波士頓音樂院鋼琴三重奏大師班
時間：2009.11.09(一 )
地點：本校音樂系二期A109講座教室
知名音樂家Schiedermair鋼琴大師班
時間：2009.11.23(一 )
地點：本校音樂系二期A109講座教室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展覽
2009校慶美展「身層-深成」校外展
時間：2009.09.05(六 )~09.28(一 )
地點：淡水竹圍工作室
校慶美展
時間：2009.09.27(日 )~10.10(六 )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美術書畫大樓展覽廳
2009校慶美展「身層-深成」校內展
時間：2009.10.15(四 )~10.31(六 )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大樓B1,1F
書畫藝術學系在職班二年級班展
時間：2009.11.01(日 )~11.07(六 )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美術書畫大樓展覽廳
境隨心轉(進書四涂毓修個展)
時間：2009.11.15(日 )~11.21(六 )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美術書畫大樓一樓展覽廳
Ponder Reload(日書三姚睿蘭個展)
時間：2009.11.15(日 )~11.21(六 )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美術書畫大樓二樓展覽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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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書四許淑芬個展
時間：2009.11.15(日 )~11.21(六 )
地點：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美術書畫大樓
四樓展覽廳
99級日間部畢業班畢業初審
時間：2009.11.22(日 )~11.28(六 )
地點：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美術大樓
台北傳統藝術藝師洪耀輝專題成果展
時間：2009.11.29(日 )~12.09(三 )
地點：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洪清課老師作品展
時間：2009.11.30(一 )~12.06(日 )
地點：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大觀藝廊B2-1
99級進學部畢業班畢業初審
時間：2009.11.29(日 )~12.05(六 )
地點：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美術大樓

/表演
看圖說故事－二年級班展
時間：2009.11.23(一 )~11.29(日 )
地點：真善美藝廊

/研討會
「文化政策與博物館管理」國際學術研討
會－2009博物館館長論壇暨亞太地區博物
館策略聯盟
時間：2009.10.27(二 )~10.28(三 )
地點：國家圖書館  國際會議廳
第三屆研究生論文發表會-2009文化社群與治理
時間：2009.10.30(五 )
地點：暫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教研大樓國際會議廳
2009圖文傳播藝術與科技國際研討會
時間：2009.11.26(四 )~11.27(五 )
地點：教研大樓10樓
　　　國際會議廳、演講廳

/講座
北京故宮三大殿修護專題討論會
時間：2009.11.16(五 )~11.17(六 )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演講廳

/學術交流
福建師範大學交流學術專訪
時間：2009.11.25(三 )~12.05(六 )
地點：古蹟藝術修護系

銘傳大學
/展覽
大陸畫家油畫特展
時間：2009.09.15(二 )~11.15(日 )
地點：銘傳大學藝術中心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展覽
服務學習成果展
時間：2009.09.28(一 )~10.11(日 )
地點：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台南科大卓文惠「符碼時空眷情」個展
時間：2009.10.14(三 )~11.04(三 )
地點：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駐校藝術家作家聯展
時間：2009.11.09(一 )~12.02(三 )
地點：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大同大學
/表演
奧尼斯爵士四重奏~迎新音樂會
時間：2009.09.18(五 )19:30
地點：大同大學音樂廳
臺北曲藝團~相聲 !笑很大
時間：2009.10.07(三 )19:30
地點：大同大學音樂廳
亞太弦樂四重奏
時間：2009.10.28(三 )19:30
地點：大同大學音樂廳
水牛二重唱~臺灣歌謠
時間：2009.11.04(日 )16:10
地點：大同大學音樂廳

/講座
臺灣豫劇團~跨文化戲曲小劇場
時間：2009.10.29(四 )15:10
地點：大同大學音樂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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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展覽
【大地之美－簡瑞榮攝影展】
時間：2009.09.18(五 )~10.16(五 )
地點：虎尾科技大學綜三館展覽室
【珍棋怪－林悅棋立體裝置藝術展】
時間：2009.10.26(一 )~12.04(五 )
地點：虎尾科技大學綜三館展覽室
【看見心靈的故鄉－林磐聳藝術與設計展】
時間2009.09.07(一 )~2010.01.11(一 )
地點：虎尾科技大學綜三館一樓櫥窗
【一牛到底－王松冠公共藝術】
時間2009.09.09(三 )~2010.08.31(二 )
地點：虎尾科技大學校園四期草皮廣場

/表演
【台灣戲劇表演家劇團－幸福不打烊】
時間：2009.10.07(三 )15:20
地點：虎尾科技大學音樂廳
【掌中芭蕾－極至體能舞蹈團】
時間：2009.11.18(三 )15:20
地點：虎尾科技大學音樂廳
【台灣戲劇表演家劇團－2009年校園巡
迴，戲劇微笑】
時間：2009.11.19(四 )19:00
地點：虎尾科技大學音樂廳

逢甲大學
/展覽
行動博物館-當代木雕之美
時間：2009.08.15(六 )~10.15(四 )
地點：逢甲大學藝術中心展覽廳
戀戀馬祖-吳金城個展
時間：2009.10.22(四 )~12.03(四 )
地點：逢甲大學藝術中心展覽廳

國立東華大學
/講座
【2009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巡迴影展】
飛行少年映後講座 信望愛少年學園
時間：2009.10.08(四 )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文一講堂

【2009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巡迴影展】
黑晝記映後講座  許慧如導演
時間：2009.10.15(四 )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文一講堂

/展覽
【偶動絲懸‧夢想起飛】現代偶戲特展
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
時間：2009.10.30(五) ~11.21(六)(周日休館)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共同教學大樓展示廳
向大師挖寶-米勒特展
時間：2009.11.30(一) ~12.31(四)(周日休館)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共同教學大樓展示廳

/表演
海洋環保親子舞劇：哭泣的莎莎~都是塑
膠袋惹的禍　　
薪傳兒童舞團
時間：2009.10.17(六 )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演藝廳
秋夜濃情~沈克恕小提琴獨奏會  
鋼琴伴奏：于汶蕙
時間：2009.10.30(五 )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演藝廳
三弦主義+海角七號=十分音樂
台北愛樂室內樂坊
時間：2009.11.20(五 )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演藝廳

/工作坊
【駐校藝術家陳逸堅系列活動】
藝術達人到我家
時間：2009.10.10(六)~12.26(一) 
　　　 每週六09:00-12:00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工B301教室
【駐校藝術家陳逸堅系列活動】
公共藝術工作坊
時間：2009.10.10(六)~12.26(一)
　　　每週六14:00-17:00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美崙校區 美勞館107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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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的創意小鋪】工作坊
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
時間：2009.10.31(五 )、11.07(六 )、
　　　11.14(六 )、11.21(六 )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文一講堂
【光影的秘密花園】互動式光影劇場
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
時間：2009.11.05(四 )、11.06(五 )、
　　　11.12(四 )、11.13(五 )、
　　　11.19(四 )、11.20(五 )
　　　每日09:30、13:30兩場次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演藝廳

/電影
【2009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巡迴影展】
國立台灣美術館
時間：2009.10.05(一 )~10.15(二 )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文一講堂

國立台灣戲曲學院
/講座
2009戲遊記-傳統戲曲音樂及服裝
時間：2009.09.18(五 )08:00~16:50
地點：國立台灣戲曲學院中正堂
2009戲遊記-歌仔戲
時間：2009.09.25(五 )08:00~16:50
地點：真理大學演講廳
2009戲遊記-創新戲曲開講
時間：2009.10.02(五 )08:00~16:50
地點：台北縣政府507會議室

/表演
經典骨子老戲演出：《蘆花蕩》、
《武家坡》、《鐵弓緣》、《昭君出塞》
時間：2009.09.26(六 )14:00
經典骨子老戲演出：《盜甲》、《乾坤福壽鏡》
時間：2009.10.31(六 )14:00
碧湖劇場：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綜藝團、京劇團
時間：每週一、四上午10:00~11:45
地點：碧湖劇場

/營隊
戲曲親子營
第二梯次2009.09.19(六 )~09.20(日 )
弟三梯次2009.10.17(六 )~10.18(日 )
第四梯次2009.11.14(六 )~11.15(日 )
第五梯次2009.12.05(六 )~12.06(日 )
地點：國立台灣戲曲學院內湖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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