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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2009年已近尾聲，回首這一年間，在大家的協助下，協會完成了許多事情：二

月裡我們受中華文化聯誼會之邀，在冰封中拜訪了歷史古都瀋陽及哈爾濱，那白山黑

水的大地孕育出來的熱情與豪爽，至今令人激昂；另外，我們還策劃了「美猴王鬧

場」，由表演風格多元的大提琴家張正傑與京劇名家朱陸豪連袂在6所會員學校登台

巡演；並發行「大學藝文簡訊」作為聯繫的橋樑—在此也感謝各期主編學校：淡江大

學、正修科技大學、交通大學及本期的主編高雄大學，由不同屬性的大學來面對藝

術，確能提供更寬廣的視野；在協會成員的新增上，我們歡迎逢甲大學及國立台灣戲

曲學院成為我們的生力軍。                                                                                                   

　　展望2010年，除例行的會議外，預計將還要辦理「學術研討會」、「水墨畫聯展

巡迴」、「藝文考察」等活動，凡此種種，都有賴大家的參與，方能預期圓滿，謹請

諸位舊雨新知繼續支持本會，讓我們有更多的動力為大家服務。

理事長的話：

3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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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編的話

青春鮮活的高雄大學，嶄新的藝文氣象
　　

　　位於高雄市楠梓區的高雄大學，是一個明年正要慶祝十周年校慶的年輕綜合大學，正

因為年輕所以充滿了青春無敵的生猛活力，正因為校園整體建設仍在持續進行中，所以校

園文化的發展仍有無限多元的可能性。雖然尚未成立校園藝文中心，但我們高雄大學早已

成為「中華民國大學院校藝文中心協會」的成員，象徵著高大重視並積極拓展校園藝文氛

圍與人文素養培育的努力。而這次承蒙協會委付重任，負責執行編輯本期會訊，在參考研

讀前幾期會訊之後，我們也思索應當如何透過會訊與其他各地大學藝文中心前輩們交流，

傳遞南台灣校園藝文發展的活力與新契機。

　　首先在本期「專題報導」部分，以「島之南的白屋，一個以台灣歷史細細沉澱而出的

藝文新空間」為題，介紹一個距離高雄大學只要十分鐘車程，並位於大高雄地區七所大學

帶狀分佈中心點的新興藝文空間。校園內的藝文質素建立，其實亦仰賴於校園週邊社區的

藝文人力與空間資源來支撐，我們希望透過對此藝文空間歷史與實踐現況的深入介紹，意

在點出目前南台灣大學院校跨越校園藩籬與整體藝文大環境合作共生譜寫台灣文化教育的

新境界！

　　而「藝文評論」部分，呼應「專題報導」中提出的「南島論述」，我們看見執南台灣

美術之牛耳的高雄市立美術館，近三年傾全力著墨的「南島當代藝術」展覽，以及近日成

功大學舉辦的「成大後花園－原住民場域裝置藝術」，來自東、南台灣，以「原住民當代

藝術」為具體象徵的「南島藝術」似乎成為近來南台灣藝文的主旋律。對此我們邀請在此

領域研究耕耘多年的獨立策展人林育世老師，以其犀利卻精闢的觀點與筆鋒，針對這兩個

皆與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創作為主軸的展覽，談隱藏在藝術實踐與命題之下台灣文化認同

的處境、危機與展望。

　　在本校的「藝文中心」報導部分，由於本校藝文中心正在積極策畫成立中，但適值教

育部推出「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高大本年度開始有駐校藝術家李韻儀老師與駐

校音樂家林喚玲老師參與校園藝文的推廣，在此篇幅中我們希望藉由介紹藝術家進駐校園

期間開展的創意與活力成果，帶給校園更生動多元的藝文感染力量，鋪陳「高雄大學藝文

中心」未來的基礎與願景。

　　最終，感謝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同仁的協助，完成這期會刊，並期待透過本期會

刊，能與所有協會成員先進們交流學習。

國立高雄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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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訊息

　會務訊息

 
一、第四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第四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已於9月25日(星期五)下午14:20，於國立台灣藝

術大學第一會議室舉行。會中討論今年度將舉辦的第四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相關事

項，及99年度業務計畫和經費預算。會後安排理事監事參訪台灣藝術大學「福舟表演

廳」欣賞音樂演出，以及參觀「藝術博物館」當期展覽《風華絕代》。

二、理事及監事的遞補

　　新學年開始，各校皆有人事異動，部分理事、候補理事、監事及候補監事卸任其

行政職務，所屬學校更換會員代表，因此也不再兼任本會職務，出缺職務由候補理事

及候補監事遞補之。異動如下：

　　卸任理事：曹筱玥(原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藝文中心主任)、伍鴻沂(原國立屏東教育

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葉忠達(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人文社會與藝術學院院長)、簡

瑞榮(原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中心主任)。

　　卸任候補理事：林聰明(原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校長)、邱慈觀(原國立中央大學藝文

中心主任)。

　　候補理事遞補為理事：林昌德(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藝術學院院長)、廖敦如(國立虎

尾科技大學藝術中心主任)、李祖添(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校長)、方俊雄(國立高雄應用

科技大學校長)。

　　卸任監事：吳冠宏(原國立東華大學藝術中心主任)。

　　卸任候補監事：曾成德(原東海大學創藝學院院長)。

　　候補監事遞補為監事：楊弘敦(中山大學校長)。

三、第四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第四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將於12月18日(五)下午1時30分，假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國際會議廳舉辦。

第四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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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有點年紀的高雄在地人都知道，橋

仔頭有一座糖廠，它還是台灣第一座現代化

機械式的製糖工廠；年輕一點的，在高捷紅

線開通之後，也漸漸知道高雄有這麼一個地

方。

　　陪著台灣這塊土地走過殖民時期、見證

經濟起飛，如今的橋仔頭糖廠已卸下了製糖

的生產大任，轉而成為文化古蹟的所在地。

就像從一個認真刻苦的青年耕耘成慈祥和藹

的老者，在溫暖敦厚的笑容背後，還有無限

的歷史寶藏等待我們去挖掘。於是漸漸地，

臺糖公司整修了舊工廠、重劃了倉庫區、翻

新了販賣部、設置了新餐廳，更成立了博物

館，讓這一塊具有文史價值的地方，重新以

一種新穎而具活力的姿態站在大眾面前。而

在臺糖之外，也還有一群人，憑藉著自身的

熱情以及對文化景觀的一種使命感，在糖廠

內成立了「橋仔頭文史協會」，以一種「非

營利」、「非宗教」、「非政府」１的姿態 ，
守護著這一塊文史寶地，更具計畫性地將其

價值推廣出去。

　　如今走進橋仔頭糖廠，在臺糖規劃的博

物館與販賣部之外，還能看見由裝置藝術打

點而成的橋仔頭文史協會及橋仔頭糖廠藝術

村。再往裡面走一些，便會看見一處帶點日

式風味的庭園，充滿南洋風情的樹林間，一

間白色的木屋靜靜地佇立其中，屋前還有深

色的木造露天宴會廳及西式噴水池加以點綴

著。這樣一個美麗的空間，有個與它十分相

襯的名稱－「橋仔頭白屋」！

橋仔頭白屋－南島南文化招待所

　　要了解「白屋」，就得先從它的過去開

始看起。

　　白屋的前身是一個招待所。日本在以台

  島之南的白屋，一個以台灣歷史細細沉澱而出的藝文新空間

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余雅文

高雄大學駐校藝術家李韻儀

 1.摘自橋仔頭文史協會網站。

白屋庭園的百年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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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為殖民地之時，除了政策性的各項建設

外，也將他們本身擁有的習慣引入台灣，招

待所的設立便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橋仔

頭糖廠」是日本殖民政策下一個極為重要的

建設，當時的日本總督兒玉源太郎和民政長

官後藤新平，將糖廠的成敗視為殖民政策成

功與否的關鍵。而後製糖業在臺灣的發展獲

得了空前的成功，糖廠內的招待所便成為他

們榮耀與歌詠帝國主義成就的所在，也是後

繼日本總督和親王來體驗殖民地經濟發展的

地方2。 
　　招待所雖然是日本殖民政策成功的象

徵，更堪稱是當時致力與向西方帝國主義看

齊所展現出的其中一項學習成果。如此具有

意義的地方，也不免隨著製糖業的沒落而跟

著逐漸凋零。在1999年，橋仔頭糖廠最後一

次製糖前，招待所甚至還遭受祝融之災。而

在糖廠停止產糖後，招待所更是逐漸走向廢

墟一路。

　　而在製糖事業逐漸沒落的期間，基於土

地利用與區域開發的需求，政府在1994年發

出了「高雄新市鎮計畫」的公告，以橋仔頭

糖廠最為新市鎮的開發中心，換句話說，便

是要對橋仔頭糖廠進行「建設前的破壞」。

此舉等於忽略了橋仔頭的在地歷史脈絡與文

化環境資產，也因此激起一群關懷在地文化

之士的壯志雄心，於同年底成立了「橋仔頭

文史工作室」，並於1996年初，立案為「橋

仔頭文史協會」。

　　協會成立之後，開始推動一連串的文化

建設與在地價值保存與推廣的活動，如2001
年開始的藝術家進駐計畫、2002年為了指出

高捷路線缺失而進行的搭樹屋的活動、2004
年手工遷移防空洞，以及2006年開始的金甘

蔗影展等。

　　而在2008年時，臺糖計畫將日式招待所

這塊土地公開招租，橋仔頭文史協會思考著

以承租的方式來維護這一塊土地，或許是現

今資本主義仍是王道的時代洪流下，唯一能

滿足地主又能讓協會在實踐理念的過程中，

保持靈活運轉與操作自由的生存之道。對他

們來說，「上一個世紀，殖民統治者帶著優

越的文化意識，在這塊土地上構築他們對文

化的想像和表現，帶著一絲不苟的嚴謹和統

治著的威權，還有令人敬佩的空間美學和景

觀佈局。這些歷史事實所累積的文化資產，

迫使我們思考什麼才是我們的當代美學，我

們應當如何回應這塊土地的歷史疊層所呈現

的景象？不是統治者的，是常民的！不是殖

民與被殖民的，是文化批判反省的！不只是

招待所清晨

招待所景

 2.摘自白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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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在地特質的，更需要有美學思考實踐

的。」3 當年八月，文史會的成員們憑藉自

己的力量，以一年百萬的租金租下空間，

並邀來了前高雄市立美術館館長李俊賢先生

（現為高苑科技大學藝術中心主任）及若干

藝術工作者，一磚一瓦、一草一木地翻修白

屋。在原有的結構格局上，打造出一個「實

踐常民美學的場所和文化產業的基地」4 。
而這便是我們今日所看到的「橋仔頭白屋－

南島南招待所」。

什麼是「南島南」

　　白屋裡貼著一首詩，一首由李俊賢先生

寫的＜南島南＞：「大崗山和半屏山之間／

典寶溪和後勁溪之間／早坂犀和大分坑之後

／香甜的甘蔗園中／2008年／南島南正式啟

動。　縱貫線和國一線之間／回歸線和赤道

線之間／顏思齊和Atayal 之後5／清平的橋

仔頭內／2008年／Pulima6 準備啟航。　奴

憂苦〈New York〉和爬哩叔〈Paris〉之間／

Takao和新港社之間／Lidagu7 和Picasso之後

／清靜的興糖路邊／2008年／Daruang8 開始

建構。　Gallery和Community之間／Artist和
歐巴上之間／五分車和T-389 之後／糖廠的

招待所裏／2008年／全民全力Palafan10。　

斗宅康〈肚臍孔〉和天靈蓋之間／天門穴和

太陽穴之間／2008年11月8號18時8分8秒之

後／南島南的概念／就在那時的那刻／由藝

術家的心眼完全釋放。」這首詩寫於白屋開

幕前，也可以說是寫出了白屋存在的核心意

義。

　　而究竟什麼是「南島南」？從字面上來

看，「南島」指的便是台灣本身，而白屋的

所在地－高雄，是屬於台灣的「南」部，故

單就字面的解釋來說，「南島南」是在表達

一個地理上的位置關係。但其所包含的概念

當然不僅於此；當我們說到「南島」，很多

人馬上聯想到的是「原住民」，而這是屬於

較狹隘的定義，南島還可以代表整個台灣─

就目前的語言學研究而言，台灣極可能就是

古南島民族的發源地─甚至是一種跨越海洋

的包容性格。

　　在李俊賢擔任高美館館長期間，便積極

推動「南島當代藝術」，這與台灣的自我文

化定位是有直接關係的。台灣文化基本上是

屬於一種混合型的文化，從原住民開始，到

海權時代經歷了荷蘭人、西班牙人與法國人

的統治，以及日本殖民時期、國民政府來

台，以至於美國的影響，形成了台灣多元且

複雜的文化現象。而在這種歷史地理背景之

下，台灣的自我文化定位應該走向哪一個方

向？台灣的自名性又該如何去定義？「南島

南」在字面上雖是以一個較具限制性的地名

作為口號，但其實其所代表的概念是一種跨

越地理性的自我覺醒、認同的想法。我們需

要去面對自我文化的定位，世界上每個角落

的人們又何嘗不是？

白屋一隅現代藝術
裝置與日治時代紅
磚水塔

3.摘自白屋網站。4.同上。5.Ataya  泰雅族名，真人或勇敢的人。6. Pulima  排灣族語，有許多手和腦的人。
7.Lidagu  魯凱族前輩藝術家，在魯凱族傳統雕刻中展現許多原創性手法。8.Daruang  阿美族語，工作坊、工寮。
9.T-38  1980年代前台灣空軍的噴射教練機，以岡山為基地，經常出現在橋仔頭  的天空。
10.Palafan  阿美族語，交流、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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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島南」與白屋

　　倘若「南島南」的概念便是白屋之所以

存在的核心價值，而這兩者間的連接又是什

麼？南島這一地理範圍可大可小，重要的是

它意圖展述的自我文化定位的議題。要想定

位、鋪展自我文化，首先要做到的是覺醒，

而「橋仔頭文史協會」的誕生，便是一群人

對自身歷史文化命運與未來的認知與覺醒！

　　製糖業的沒落像漩渦似地拖著糖廠與支

撐此產業的這塊土地一起走向衰頹；一個產

業的盛衰，是時代、社會變遷下的產物，是

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但一路走來的文化、

歷史的價值卻不能也隨之被漠視甚至否認。

唯有面對並積極看見過去的每一個足跡，才

能從其中細細沉澱、累積進而拓展未來每一

個可能的新方向。白屋所在的地理空間事實

上便隱喻著、濃縮了台灣這塊土地的歷史進

程，名之為「南島南文化招待所」除了正視

不斷被殖民的過去以外，更說明在地藝文工

作者透過藝文行動，企圖尋找台灣文化詮釋

在當下如何與世界銜接連結與對話的可能

性，建立一種觀看自我與世界之間的新視

點，台灣並不僅只是夾在東西大陸之間認同

尷尬的文化荒蕪小島，我們竟至今才剛剛發

現自身複雜的基因與文化的血源中，與泛太

平洋中難以計數的島嶼民族神秘而隱晦的綿

延牽繫，以及面對自身傳統與強勢資本文化

世界之間奮鬥的類同命運。

白屋與永續經營

　　親自造訪白屋一趟就會發現，白屋裡的

人真的是跟白屋一起生活著。

　　橋仔頭文史協會之所以會從臺糖手中

「搶救」出這塊土地，便是因為政府與臺糖

對這塊土地的消極態度。眾多認同白屋理念

的藝術工作者合力修復、拼湊出白屋既復古

又煥然一新的模樣，這便是「南島南」更深

一層的概念－在自我的文化定位之後，接著

還有「價值認同」及「價值經營」的過程。

橋仔頭文史協會以民間承租的具體方式表達

對這一塊地方，以及其所承載的文史價值表

示了認同；開始翻修白屋，便是一個永續經

營的起點，代表著要與這個環境一同好好相

處的想望；2008年11月8日，白屋開幕了，

隨後至今，曾有多項的展演、活動及課程在

白屋舉辦過，如今年三月的「藝術介入空間

課程」，五月份的「春噪」音樂會、七月

份的「夏夜相思」、九月份的「起秋音樂

祭」、十一月份的北港傳統文化藝術巡迴展

演，以及即將來到的十二月份的「南島南音

樂祭」與「藝術認證，48小時駐地創作」。

　　同時也積極開啟與週邊地域性資源的聯

結合作，譬如與串連大高雄地區七所大學的

結盟組織「高雄學園」合作，一起推動「南

島南音樂祭」與「藝術認證，48小時駐地創

作」活動。「高雄學園」由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樹德科技大學、義

守大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高雄海洋科技

大及高雄大學7所大學組成，而橋頭恰恰位

於這七所大學帶狀分佈地圖的中心點，高雄

學園與白屋的合作，讓白屋作為一個由在地

藝文與教育力量自行集結、共築的文化產業

空間，擁有地利與人和的絕佳條件；而大高

白屋戶外廣場



大學藝文簡訊

10

專題報導

雄地區的眾多青年學子們，也得以親身參與

一個雖在校園圍牆之外，但巧妙連結各個校

園與各種資源的，並能夠展現台灣文化活力

與深度的多元空間之自發建構過程，同時尋

找文化與產業可以巧妙融合互相支撐的操作

可能。

　　於是白屋邀請高雄大學駐校藝術家李韻

儀策畫橫跨12月11日至12月19日兩個週末

五場次的南島南音樂饗宴，由靈魂最貼近土

地、山林與海洋的東海岸原住民當代音樂創

作者們，以其天賦的歌聲感染力與吐納傳統

轉化為當代創作的精采創作魅力，讓觀眾能

在聲光影音全方位包圍的氛圍中，感受、體

會當代原住民如何在傳統與當代、自然與文

明、族群與個人中以美的實踐突圍、尋找生

存之路、大聲唱自己的歌。而同步舉辦的

「藝術認證，48小時駐地創作」則首創駐村

藝術家必須打卡駐地創作48小時，始獲得

藝術家認證的反諷趣味操作，其實意在逼迫

大家思考藝術工作者與藝術空間的專業產值

與社會存在價值！而這些藝文實踐也透過與

「高雄學園」、高雄捷運公司、港都電台、

高雄大學…等各種界面的連結，努力鋪展、

蔓延其影響力。

　　白屋並不是一個不為人知的世外桃源，

白屋人也不是一群關起門來自顧自做事、徒

喊著「保衛文化資產」口號的的人。白屋

的價值雖然需要被小心翼翼地呵護，但在環

境的使用上，卻呈現出慷慨而落落大方的態

度，任何一個可以尊重這塊土地與文化的

人，都是白屋歡迎的客人。白屋人用親手栽

種的花木、親手翻修的房屋，以 及一連

串的展演活動，落實了白屋的

存在意義與價值，他們也證

實了這塊土地是可以在不被

破壞的前提下，以它獨特的

二十世紀初的殖民美學風格

存在於一個世紀後的如今，

並為其週邊帶狀學園的老師

與學子們提供一個親民的文

化與美學實踐基地！

白屋的樹上音樂會

白屋樟樹下的藝術實作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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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南島當代藝術展到成大美麗後花園—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的尋根與蔓延

獨立策展人  林育世
巴黎第十大學哲學系美學組博士候選人

　　從2009年9月26日起到2010年1月10日

止，在高雄市立美術館刻正舉辦一項名為

「蒲伏靈境—山海子民的追尋之路」的大

展，這是高美館以「南島當代藝術」為主題

所舉辦的系列活動之一，也是繼2007年10

月的「超越時光˙跨越大洋」展之後的第二

屆南島當代藝術大展，共計邀請有國內原住

民藝術家安力˙給怒，魯碧˙司瓦那，撒古

流˙巴瓦瓦隆，瓦歷斯˙拉拜，尤瑪˙達

陸，及維吉妮雅˙金（Virginia King），

麗莎˙雷哈娜（Lisa Reihana），森˙卡騰

（Shane Cotton），邁克˙杜佛瑞（Michel 

Tuffery），葛列格˙山繆（Greg Semu），

丹尼爾˙華斯華斯（Daniel Waswas）等太

平洋地區藝術家參展。

　　而幾乎在同時，11月1日在台南成功大

學由該校藝術中心主任蕭瓊瑞揭幕了一個名

為「成大美麗後花園—場域裝置藝術」的漂

流木創作展，由賴純純擔任策展人，邀請了

魯碧‧司瓦那，安聖惠，達鳳‧旮赫地，沙

播兒‧拉告，撒部‧嘎照等五位來自東海岸

的藝術家，在成功大學原本老舊荒涼的力行

校區，利用今年莫拉克風災帶來的漂流木為

素材進行為期兩個禮拜的現地創作，並開放

讓學生志工及民眾參與漂流木DIY的創作體

驗。

　　同時發生的這兩個藝術事件，雖然從展

覽形式、規模及策展出發點來觀察都大相逕

庭，但我們可以從中間發現一個有趣的關

聯，那就是台灣當代原住民藝術在其中扮演

魯凱族藝術家安聖惠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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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與發生的動能。在國際間，台灣當代

原住民藝術作為台灣以「南島」進入「太平

洋藝術」等大規模地緣藝術場域的門票，而

在台灣島內，東海岸的原住民當代藝術表現

似乎又能以一個角色鮮明的小規模地緣藝術

被認知，而向西岸輸出；在這個「可大可

小」，「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的有機體上

面，似乎被我們貼附了不少台灣社會當前的

特殊情愫。

　　試圖以「南島」延續並開展台灣原住民

議題在文化，藝術乃至於政治上的各種向

度，在台灣社會其實其來有自，其中更以十

年來以「南島」為名的各種文化節慶及相關

活動為最有代表性；1999年，台東縣政府

以縣內具有的豐富族群文化資源為基礎開辦

了第一屆的台東南島文化節，其後高雄市也

在2003年開始舉辦「高雄南島文化節」，

並逐年擴大規模。平心而論，我們可以將之

視為官方機構在文化政策上的更見彈性與主

動性，而能從更宏觀的角度正視台灣原住民

族與世界南島族群之間的歷史與文化臍帶關

係，而為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注入新的能動

元素。從文化人格建構的角度來看，台灣身

處在歷史的東亞中華文化圈與現代的世界政

治體系之中，如能重新尋回自己在廣大南島

家族中的定位，不啻將台灣從既有的文化與

國際政治的邊陲位置解放出來，為自己在世

界上開了另外一扇窗。所以，尋找台灣在南

島地圖上的位置，有如為台灣尋找另一個新

的身分認同，但不禁令人要問：南島之後

呢？

　　台灣島內原住民各族群作為世界南島語

言族群的一份子的人類學事實，開展了台灣

社會在國際政治孤立現狀下的無邊想像；但

目前僅佔台灣國內人口2％的南島族群，究

竟能夠負載多少台灣主體人格認同想像的投

射，仍有待觀察。台灣社會渴望以「南島」

這個符號進入太平洋盆地的大家族，到底是

文化基因的自然驅使，還是政治上的孤立焦

慮使然，其實是不言自明的事實。台灣社會

通俗的南島迷思，其中尤以對「台灣南島起

源說」的執念為最。根據學界對南島族群起

源的種種研究方法與假說，對台灣島在南島

阿美族藝術家撒播兒拉告作品

台灣原住民藝術家共同創作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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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美館南島當代藝術展開幕現場

南島當代藝術展薩摩亞裔藝術家

族群幾千年遷移史中的地位，其實有各種不

同的見解，但台灣卻獨鍾「台灣起源說」，

並簡化成有如天選劇情一般地，認為東南亞

及太平洋的南島語族，其原鄉都是來自台

灣，將台灣在南島地圖中賦予特別的意義與

地位。學者如陳叔倬表示，從生物學的關係

來看，人類沒有所謂的「原鄉」，即使南島

語族曾經從台灣遷徙出去，但人不可能在島

嶼單獨出現，必從大陸遷移，由此可推論，

更早之前的南島語族由中國大陸而來。但如

前述這種過度簡化南島族群的遷移史而主觀

架構台灣的南島地位的論述卻早已深植台灣

社會，其原因無他，因為台灣社會的政治性

格需要將客觀的、真相尚有待考清的史實，

作成主觀的、情節簡化的、內在義涵容易理

解的神話性的解讀。

　　台灣社會這種凡事過度作政治解讀的性

格，讓我們擔憂：即使在文化與藝術的議題

上，穿透表面包裝有如絢爛煙火般的說帖

之後，是不是讓人愕然發現空洞與貧乏的內

在？以國內舉辦的「南島當代藝術展」為

例，在主辦單位認為台灣舉辦「南島當代藝

術」的議題具有國際能量，具有先佔性，具

有正當性與方便性的同時，卻未見館方重視

並論述在這個領域中的「太平洋當代藝術」

發軔已久的美術史實；發生在1960年代以

後的太平洋當代藝術，實由於伴隨著此地區

的獨立國家先後出現的歷史因素，凱倫˙史

蒂芬生在為高美館第一屆南島當代藝術展所

撰寫的專文中即指出：「當太平洋諸島相繼

獨立之際，其所宣稱的身份認同便各自帶有

不同的文化色彩。島民紛紛為其新興的國家

尋找具代表性的象徵，因此藝術在島民們

的眼中便成為用以展現其太平洋身份的象

徵。」（「超越時光，跨越大洋—南島當代

藝術」，頁64，2007）。該展的客座策展人

柯素翠亦持相同看法：「從藝術史的角度來

看，在太平洋地區的當代藝術大約起源於七

○年代，在九○年代獲得廣泛的接受，泛指

具有太平洋文化地區文化傳統背景，且在其

目前創作上追求極端及創新表現的視覺藝術

家。」（同上，頁45，2007）由此觀之，

台灣如果基於對島內當代原住民藝術的理解

而能在太平洋當代藝術中找到可以對話與參

與的基礎，應該是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發展

在廿世紀末的發展過程，與約四十年的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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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藝術發展史兩者

間驚人的相似性；

其差異僅在於台灣

自始並非一個由南

島民族脫離殖民統

治而獨立的國家，

而且台灣的原住民

當代藝術表現在一九九○年之後方形成較成

熟的獨立性格。但不論是原住民族透過藝術

追求文化認同的創作動機，以及使用與現代

社會同步的創作媒介以及創作內容逐漸觸及

社會、族群、文化、環境等更寬廣的議題等

等特質，均幾乎完全相符。柯素翠也引述了

相關研究著作指出毛利（Maori）藝術家在

一九七○年代便開始組織自己的藝術論壇，

舉行集會來表達自己的聲音及看法，這些先

驅者為他們的後繼藝術家奠定了穩固的中心

地位與連結（同上，頁45，2007）。這段歷

史，與廿一世紀後陸續發生在原住民藝術創

作者之間的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論辯，以及

對後來的原住民藝術思潮所發生的影響，又

何其相似？

　　所以，當台灣意欲以「南島」為題，開

展一個新的文化與藝術的議題市場時，如果

對自身的文化內涵與當代的歷史有足夠瞭

解，應該不難發現台灣在南島族群的當代藝

術發展史上其實比較像是後到的晚輩的角

色，包含澳洲在內的太平洋地區的原住民早

從一九六○年代末便開始反抗自己的物質文

化被當作原始文化而淪於被展示在人類歷史

博物館中的命運，而台灣卻在八○年代末期

才有這樣的聲音與創作行動。所以當高美館

舉辦以「南島當代藝術」為名的大展時，是

否也代表了館方或台灣的相關領域對這段比

較藝術史已經有了充分的瞭解與思考，熟悉

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在太平洋當代美術史序

列中的位置與特色，並奠基於此展開深刻的

展覽策略與佈局？其答案恐怕仍讓關心此議

題者如墜五里霧中。姑且不論館方對南島當

代藝術展的思維是否已經藉由展覽本身充分

表達，台灣兩屆受邀參展的藝術家，其實對

館方演繹的「南島」的意涵，有許多的迷惑

與問號。拉黑子˙達立夫曾質疑台灣參展藝

術家的邀請標準是什麼？是南島還是原住

民？是血統身份，還是作品的份量？而筆者

在第一屆展覽（2007）之後對台灣參展藝術

家展開的訪談中，魯碧˙司瓦那也曾提到：

「從展覽的參與過程之中，對所謂「南島」

的概念從來沒有清楚過。甚至到最後，連自

己是不是原住民的身份都好像不是那麼重要

了，只記得以自己的生活內容來創作。」而

在本屆（第二屆）隨著展覽舉行的「南島藝

術國際論壇」會場上，亦有台灣藝術家為了

擴大南島議題的參與而忘情地喊出：「原住

民這個身份，不再

是那麼重要！」等

值得令人深省的現

象。簡而言之，當

策展的高美館未能

以區域內當代美術

史意識看待島內以

及太平洋地區的南

島藝術時，其蒐羅

的內容便成為簡化

到極致的身份符號

的邀請，而失去了

所有與南島當代藝

術史相關連的所有

高美館南島當代

藝術國外策展人

排灣族藝術家撒古流於南島當代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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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與意義；台灣參展藝術家的邀請，因此

簡化變成沒有時間向度的「創作者名單」的

邀請，而太平洋地區的名單成為沒有歷史感

的「作品清冊」的邀請。當我們在美術館的

展廳看到由國外策展人（經紀人）安排的作

品與國內藝術家為了這次展覽而進行的創作

並列時，不免讓人產生一種雞兔同籠的奇妙

的失衡感，甚至要問這個的展覽中，是不是

有什麼更重要的事情缺席了？而更甚者，原

本最需要這兩次大展的精神滋養的台灣島內

的原住民藝術家們，對兩屆南島當代藝術展

由開始的熱烈期待到轉趨冷漠（或者應該說

冷靜？），從藝術家們對兩屆參與的熱絡程

度便看出有很大的轉變。而從本屆原住民藝

術創作者對展覽的觀望態度，對照會場內有

人喊出「原住民身份不再那麼重要」的呼聲

時，更有讓人對南島議題的發展在台灣將不

知伊於胡底之感。

　　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的內涵，本是我們

進入「太平洋當代藝術」這個巨大範圍地緣

藝術的重要基礎，也是台灣與本地區內各種

豐富的多元文化之間對話的共同精神語言之

一，但可惜台灣社會本身對島內當代原住民

藝術的本質不夠理解，而且對太平洋地區當

代藝術數十年發展的歷史相對陌生，可能錯

失了一個藉重大展覽對國內外社會突顯與台

灣相關的重要文化議題的機會，且因此為島

內正在發展的當代原住民藝術留下了許多困

惑與迷思。但無疑地，島內與太平洋地區

南島藝術的相遇，這是一扇「此後大開」

（désormais ouvert）的歷史之窗，台灣原住

民當代藝術作為一個能思的主體，應該不難

在眾多歷史處境類似的南島當代藝術先行者

中找到自己的身影，並藉由對自己的角色與

內涵的確信，進而成為一個能與區內各文化

對話的主體；這彷彿是開啟了一個跨洋尋根

的過程，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一定能從這個

過程找到更豐沛更深邃的養分，也將對其周

遭有更強的蔓延與滲透的能力，屆時應該不

只是像國立成功大學這樣的單位會成團地邀

請原住民藝術家前往其校園構築美麗的後花

園，而是可能具有與國際接軌能力的台灣重

要文化資產。這樣一個生氣相通枝理相連的

「南島」，與政客們所習慣掛在嘴上的那個

虛幻而又政治味濃厚的「南島」相比，對台

灣原住民族來說，可能會比較親近一些。

排灣族藝術家撒古流於南島當代展

泰雅族藝術家安力給怒的參展作品

高美館南島當代展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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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展覽開幕時藝術家見維巴里與

作品對話的肢體演出

駐校音樂家林喚玲為東
海岸藝術家聯展開幕在
展覽作品之間演出

　　由於本校藝文中心正在積極策畫成立中，

然而高大本年度開始有駐校藝術家李韻儀老師

與駐校音樂家林喚玲老師參與校園藝文的推

廣，在此篇幅中我們希望藉由介紹藝術家進駐

校園期間開展的創意與活力成果，帶給校園更

生動多元的藝文感染力量，為將來「高雄大學

藝文中心」成立奠定基礎，並開啟願景。

駐校音樂家，讓優美旋律迴盪校園

　　本校駐校音樂家林喚玲老師本為高雄人，

國小國中皆就讀於音樂班，高中後進入台南藝

術大學七年一貫制音樂系，最高學歷完成於台

南藝術大學音樂表演與創作研究所。在學期

間，代表學校赴日本廣島伊莉莎白音樂大學進

行交流演出，也擔任台南市立交響樂團及奇美

管絃樂團團員，並且於2003年起數度舉辦個人

獨奏會，除了演出工作外，林喚玲也積極參與

藝術行政事務，於研究所期間籌備成立所學

會，並推動定期聯合

音樂發表會，對於音

樂推廣更是不遺餘

力，數度於社區活動

中義演，協助社區藝

文活動發展。林老師

也致力於創作工作，

2008 與台南藝術大學

建築研究所所長王為

河老師作品《消失的

地平線》合作，創作影像配樂，於該年度台灣

燈會展出，同年也為台南縣土溝村社區營造文

化協會創作活動歌曲《水水的夢》。

　　林老師在高大舉辦第一場演奏會，即是在

學校學務處協助之下，由她一手策畫的「八八

水災關懷募款音樂會」，於9月22日在高大國際

會議廳舉行，林老師不僅以中提琴精湛演奏，

更邀集她南藝大的老同學一起為風災義演。當

日演出曲目有此次演奏型態由大、中、小提

琴組成的8人弦樂團，演出涵蓋世界名曲與台

灣民謠，如亨德密特（Paul Hindemith）的悲歌

（Music of Mourning）、茉莉花等共計11首曲

目，優美樂音感動了當日聆聽的所有觀眾。除

了舉辦音樂演奏會之外，林老師平日也積極投

入與音樂性學生社團的交流指導工作，並透過

部落格無遠弗屆的影響力，勤於撰寫駐校札記

分享她個人的音樂研究、賞析與對音樂難以忘

懷的熱愛。

青春鮮活的高雄大學，嶄新的藝文氣象

國立高雄大學駐校藝術家李韻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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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校視覺藝術家，靈活串連各項藝文資源，引

入校園藝文新契機

　　駐校視覺藝術家李韻儀，是來自東海岸

的藝術策展人，台北出生長大，成功大學藝

術研究所畢業，自藝研所畢業前就到東海

岸從事原住民當代藝術研究。自此愛上東海

岸天寬地闊的自然與多元族群交融的人文風

情，於是留在東海岸的都蘭山上經營「女妖

在說畫藝廊」，雖名之為藝廊，實際上更接

近一個「透過藝文展演實踐，書寫東海岸在

地藝文累積的文化空間」，成立五年來已成

為台灣藝文空間的另類奇蹟。

 　今年獲得高雄大學網羅成為第一位視覺

駐校藝術家，李韻儀雖然並未直接生產實體

物件的作品，但其多年獨立策展與藝文空間

經營的經驗，當可為高大引入更靈活多元的

藝文元素。「藝術家」與其說是一個職業類

別，不如說是一種自我身分的界定與認同－

當一個人發現自己可以、並且決定以藝術生

產作為生存表達之方式，對我們所生活其中

的世界作出回應。因此進駐校園後，除了觀

察亦苦思「駐校藝術家」在一個自有其運轉

模式與文化氛圍的教育實體中，是什麼樣

的角色？又該如何被扮演？也就是說，「藝

術物件與行動，如何滲入既成的文化空間

中？」由於駐校第一週即遇上莫拉克風災，

迫使我們再次思索人之生存與自然的依存、

對峙關係，於是9月28日在高大校園中，促

生「俯伏於大地與天空之間…東海岸當代視

覺藝術聯展」這樣一個透過來自台灣東海岸

的饒愛琴、見維巴里、逗小花三位自然裝置

藝術家之手，將人與大地、天空和海洋重新

繫上臍帶的視覺藝術展覽。

　　有趣的是，這個即將邁入十歲的年輕學

校尚未擁有專屬藝術展覽空間的事實，正好

為這個展覽陳述提供一個絕佳的場域實踐基

礎～「藝術展覽的呈現，並非既成作品的單

調陳列或者對空間的強行介入，而是一個有

機展演的過程－是一個自有意義彰顯並開放

觀者加入敘事的文化形構過程」。因此，藝

術家們在高大圖資大樓的二樓中庭此一「特

定場域」創作，這是一個以花崗岩地磚構成

的宏偉人造空間，象徵高大邁向高等教育之

磐石的崇高意志，而此次展覽的三位創作者

之作品將以平鋪橫陳於格狀花崗岩地面方式

呈現，每一個原就屬於建築設計自身的花崗

岩格子就是一個畫框，也是一個環繞作品

的觀看動線，觀者可以從360度「俯視」作

品，而位置更高的觀者（譬如從圖資大樓3
樓以上樓層窗戶向下觀看）可以看見置身在

作品之間格狀移動、交錯與觀視的觀者，於

是參與了作品整體的再現過程。失卻正規展

覽館白牆保護與保證的作品再現，也同時揭

示了更為自由、流動，也更貼近生存之真實

的多種藝術閱讀可能，這是一個俯伏於大地

之上無牆而站立的展覽！

 　除了策展，李韻儀也積極與高美館、高雄

學園、橋頭白屋等，形構校園週邊藝文大環

境的藝文實體交流、合作，致力於連結彼此

的資源，為將來「高大藝文中心」的成立，

引渡校外的資源，建立共生合作的橋梁。

　　十年前的高大校園原是魚塭與稻田，十

年後的今天，透過全校師生長期用心經營與

灌溉，它是培育無數優秀健康人才的藝文魚

米之鄉。

創作者饒愛琴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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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2010.02

/展覽
國立故宮博物院
清世宗文物大展
時間：2009.10.07(三)~2010.01.10(日)

精神拓樸－2009韓國的截面
時間：2009.10.17(六)~2010.01.10(日)

觀點與「觀」點—2009亞洲藝術雙年展
時間：2009.10.24(六) ~2010.02.28(日)

國立台灣美術館          
「88河殤－葉竹盛兩岸巡迴展」
時間：2009.11.17(二 )~12.17(四 )
     
台北市立美術館 
開顯與時變－創新水墨藝術展
時間：2009.10.10(六 )  ~  
2010.01.17(日 )  
        
蔡國強 泡美術館
時間：2009.11.21(六) ~ 2010.02.21(日) 
 
國立中正紀念堂 
花賞-2009亞太地區花道視覺藝術聯展
時間：2009.11.28(六)~2010.12.02(三) 
         
世界恐龍大展
時間：2009.12.12(三)~2010.04.05(ㄧ)
        
國立歷史博物館 
燃燒的靈魂˙梵谷
時間：2009.12.11(五)~ 2010.03.28(日) 
        
台北當代藝術館 
婆娑之廟－苦海嘛A噗蓮花
時間：2009.12.05(六)~ 2010.01.31(日) 
        
高雄市立美術館 
皮克斯高雄總動員
時間：2009.12.08(二) ~ 2010.03.07(日) 
        

高雄市立美術館 
《山海子民的追尋之路》蒲伏靈境：
南島當代藝術
時間：2009.09.26(六) ~ 2010.01.10(日)
               
有月自遠方來~俄羅斯藝術家里歐
尼．堤胥可夫光藝術計畫
時間：2009.10.03 (六)~ 2010.03.28(日)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捷克珍寶─影像聚珍特展
時間：2009.10.27(二 )  ~  12.20(日 )  
        
扎西德勒秀吉祥─藏族節慶與翔秋志
瑪畫作特展
時間：2009.10.30(五) ~ 2010.01.07(四) 
         
高雄市駁二藝術特區 
2009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
時間：2009.11.21(六) ~ 2010.01.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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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2010.02

／表演
野生開唱－林生祥&大竹研
時間：2009.12.2(三 )
地點：國立中央大學校史館大講堂

靜宜大學
／展覽
真情假愛 佐藤依麻子電影寫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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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象的律動-謝棟樑雕塑展
時間：2009.12.14(一)~2010.01.26(二)
地點：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倪又安水墨展
時間：2010.02.01(一 )~03.18(四 )
地點：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表演
舞蹈空間舞蹈團【粼光‧乍現】
時間：2009.12.01(二 )  19:00
地點：靜宜大學大禮堂  
新竹市立愛樂管弦樂團【維瓦第榮耀頌】
時間：2009.12.11(五 )  19:00 
地點：靜宜大學大禮堂

／駐校藝術
表演藝術類
「我也是藝術家」創意工坊--
涂維政和學生的創意總和工作坊  
時間：2009.11.12(四 )~12.31(四 )
         每週四上午10:10-12:00  
地點：靜宜大學藝術中心前廣場  

視覺藝術類
極至體能舞蹈團舞蹈肢體工作坊：
地點：靜宜大學至善樓韻律教室
石吉智老師/即興創作的觀念與樂趣  
時間：2009.12.07(一 )  07:00
趙文歆老師/芭蕾與現代舞的風格與小品練習 
時間：2009.12.10(四 )  07:00

國立中山大學
／大師講座
當代比較文學巨擘的高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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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
Mr.愛
時間：2009.12.02(三 )~12.03(四 )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蔣公行館
童顏無際－方春蘭與孩子們的異彩世界
時間：2009.12.08(二)~2010.01.03(日)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蔣公行館西灣藝廊

／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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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巧虎大型舞台劇 永遠的好朋友
時間：2009.12.12(六 )

10:30、14:30、19:30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逸仙館
WoMan，這一夜－守歲
臺灣戲劇表演家劇團
時間：2009.12.13(日 )19:30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逸仙館
豫莎劇《約/束》
臺灣豫劇團
時間：2009.12.18(五 )、12.19(六 )
         19:30 、12.20(日 )14:30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逸仙館

國立中央大學
／展覽  
還魂散－林銓居個展
時間：2009.12.8(二 )~12.27(五 )   
地點：國立中央大學藝文中心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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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彩鈺老師/MV流行舞蹈的
基礎入門與小品練習
時間：2009.12.14(一 )  07:00
王思薇老師/肚皮舞基礎入門與小品練習 
時間：2009.12.17(四 )  07:00 
石吉智老師/接觸技巧與編舞的運用
時間：2009.12.21(一 )  07:00
極至舞蹈團所有舞者們/綜合練習與發表
時間：2009.12.24(四 )  07:00

國立交通大學
／表演
「亞藝首席獨奏家系列-魅惑」-
李宜錦小提琴獨奏會
時間：2009.12.03(四 )19:30
地點：交通大學演藝廳
「約"法"三章」- 伯牙鋼琴三重奏
時間：2009.12.10(四 )19:30
地點：交通大學演藝廳
「除了搖擺，別無其他」- 台北爵士大樂隊
時間：2009.12.17(四 )19:30
地點：交通大學中正堂
交大室內樂集
時間：2009.12.23(四 )19:30
地點：交通大學演藝廳

國立清華大學
／展覽
【具象演繹】  
時間 :  2009.11.09(一 )~12.03(四 )
地點 :  藝術中心展覽廳  
【映．記藝】游依珊個展
時間 :  2009.11.11(三 )~12.30(三 )
地點 :  藝術工坊
【慢 思】顏貽成‧譚力新‧張光琪
時間 :2009.12.14(一 )~2010.01.07(四 )
地點: 藝術中心展覽廳

／影展
勞勃阿特曼影展  
時間：2009.12.01(二 )~12.29(二 )
地點：蘇格貓底咖啡屋
羅勃齊密克影展
時間：2010.01.05(二 )~01.30(六 )
地點：蘇格貓底咖啡屋

／表演
法國音樂院教授Amy Lin鋼琴獨奏會 
時間：2009.12.10(四 )
地點：合勤演藝廳  
【身之動】《身動之夜》韋以丞‧富晨軒‧
魏雋展
時間：2009.12.16(三 )
地點：合勤演藝廳
交響樂團系列-交響之夜
台北市立交響樂團
時間：2009.12.18 (五 )19:30
地點：大禮堂   
交響樂團系列-韓德爾神劇彌賽亞
新竹愛樂交響樂團 
時間：2009.12.20 (日 )14:30
地點：大禮堂

華梵大學
／展覽  
鄭正慶水墨人物畫許玖英彩布畫作聯展
時間：2009.12 ~2010.3
地點：特展區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展覽  
屏東教育大學視覺藝術學系教師聯展
時間：2009.12.01(二 )~12.17(四 )
地點：藝文展示廳
柏林圍牆倒塌二十週年:從和平革命到
德國統一」展覽
時間：2009.12.21(一 )~12.30(三 )
地點：藝文展示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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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講座  
民族音樂研究所專題講座【系列三】魯凱族音樂
時間：2009.12.01(二 )
地點：師大音樂學院研一教室
羅丹藝術專題演講
The Kiss–an icon of love revisited
演講者：Anne-Marie Bonnet
（德國波昂大學藝術史系系主任）
時間：2009.12.18(五 )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406室
合唱無設限：當代華人合唱創作新趨勢
時間：2009.12.22(二 )
地點：師大音樂系演奏廳

／展覽
2009彰化福興穀倉文化創意國際雙年展:對話
時間：2009.10.17(六)~2009.12.17(四)
地點：彰化福興穀倉
洪啟峰和廖信聯展
時間：2009.11.28(六)~2009.12.03(四)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德群畫廊
教師在職進修專班陳怡安個展
時間：2009.12.05(六)~2009.12.10(四)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德群畫廊
林宏信等創作畢業展
時間：2009.12.12(六)~2009.12.17(日)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德群畫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駐校藝術家系列展-
西畫/李文謙、彩墨/曾霆羽
時間：2009.11.20(五 )~12.09(三 )
地點：福華師大藝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駐校藝術家系列展- 
設計所 交通工具設計/陳文龍、互動
媒體藝術/李家祥
時間：2009.12.11(五 )~12.30(三 )
地點：福華師大藝廊
「字摸-漢字互動裝置展」
時間：2009.12.25(五)~2010.01.24(日)
地點：台北數位藝術中心

海報協會展
時間：2009.12.26(六 )~12.31(四 )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德群畫廊
五人聯展(碩士在職班西畫組5人)
時間：2010.01.02(六 )~01.07(四 )
地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德群畫廊

／表演
爵士樂合奏期末演出
時間：2009.12.03(四 )
地點：總圖外廣場
總圖音樂會-木管室內樂的邀約
時間：2009.12.04(五 )
地點：總圖一樓大廳
週末音樂會
時間：2009.12.06(日 )
地點：國立故宮博物院
西城故事-師大音樂系樂團年度公演
時間：2009.12.07(一 )
地點：國家音樂廳
胡說琶道-2009民族音樂研究所聯合音樂會
時間：2009.12.15(二 )
地點：師大綜合大樓10樓知音劇場
駐校藝術家聲樂講座音樂會
時間：2009.12.18(五 )
地點：師大音樂系演奏廳
師大音樂系聲樂組主修學生定期發表會
時間：2009.12.25(五 )
地點：師大音樂系演奏廳
師大音樂系混聲合唱團期末音樂會
時間：2009.12.25(五 )
地點：師大禮堂
師大表演所駐校藝術家成果展
時間：2010.01.15(五 )
地點：師大綜合大樓10樓知音劇場

／研討會
2009音樂教育學術研討會
「音」材施教：
音樂教學法在台灣之發展與創新
時間：2009.12.26(六 )、27(日 )
地點：師大音樂系演奏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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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班
Gülsin Onay鋼琴大師班
時間：2009.12.07(一 )
地點：師大音樂系3F視聽教室
賴秀綢大師班
時間：2009.12.08(二 )
地點：師大音樂系演奏廳
Franceseo Sanvitale  聲樂大師班
時間：2009.12.28(一 )
地點：師大音樂系演奏廳
Michael  Udow打擊大師班
時間：2009.12.31(三 )
地點：師大音樂系演奏廳

／比賽
2009台灣國際創意設計大賽
時間：2009.01.16(五)~2010.01.15(五)
地點：學學文創志業大樓/台中創意文化園區
師大音樂系聲樂組協奏曲比賽
時間：2009.12.11(五 )
地點：師大音樂系演奏廳
師大音樂系管擊樂組協奏曲比賽
時間：2009.12.14(一 )
地點：師大音樂系演奏廳
師大音樂系傳統樂器組協奏曲比賽
時間：2009.12.15(二 )
地點：師大音樂系演奏廳
師大音樂系弦樂組協奏曲比賽
時間：2009.12.21(一 )
地點：師大音樂系演奏廳

／工作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駐校藝術家-沈金源
「綜合媒材創作研究」
時間：2009.12.01(二 )14:00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館201教室
影像的追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駐校藝
術家林靖捷工作坊
時間：2009.12.05(六 )~12.06(日 )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化創藝產學中心 

國立中正大學
／講座  
演講者：金枝演社藝術總監王榮裕
時間：2009.12.09(三 )19:30
地點：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院2館
伊朗紀行暨開幕片「八點半的火車」放映
演講者：紀錄片導演薛常慧
時間：2009.12.14(一 )19:10
地點：國立中正大學活動中心西餐廳
映前導讀
演講者：紀錄片導演蔡崇隆
時間：2009.12.17(四 )19:10
地點：國立中正大學活動中心西餐廳

／表演  
可愛冤仇人--金枝演社
時間：2009.12.10(四 )19:30
地點：國立中正大學大禮堂
台北科技大學
／影展
2009伊朗紀錄片影展
時間：2009.12.14(一)~12.18(五)19:10
地點：國立中正大學活動中心西餐廳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展覽  
YouTal 3新建築人獎
時間：2009.12.10(四 )~12.30(四 )
地點：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台北科技大學創意學士班期末成果展
時間：2010.01.02(六 )~01.15(五 )
地點：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蕭如芳等人現代水墨聯展
時間：2010.01.18(一 )~01.30(六 )
地點：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講座
鋼琴大師講座:Amy Lin
時間：2009.12.11(五 )
地點：新竹教育大學音樂館演奏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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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楊士宏
時間：2009.12.17(四 )
地點：新竹教育大學講堂甲

／展覽  
68週年校慶美術創作大獎
時間：2009.12.07(一 )~12.17(四 )
地點：新竹教育大學美術館思空間、
             展示櫥窗、迴廊
藝設所研究生聯合共同評圖展
時間：2010.02.23(二)~2010.03.06(六)
地點：新竹教育大學竹師藝術空間

／表演  
女性的魅力-
世界華人女作曲家管絃樂作品音樂會
時間：2009.12.01(二 )
地點：台北國家音樂廳
初試鶯啼—管絃協奏曲之夜
時間：2009.12.22(二 )
地點：新竹教育大學講堂甲

國立中興大學
／展覽  
張平沼校友珍藏清代狀元翰林名家墨寶展
時間：2009.10.31(六)~2009.12.31(四)
地點：國立中興大學藝術中心

實踐大學
／展覽  
「夢或實 Dream or Truth」顏寧
志、陳瑞和、林餘慶、魏杏諭聯展
時間：2009.11.27(四)~2009.12.26(六)
地點：朝代藝術

正修科技大學
／研習營  
公共藝術研習營
時間：第一梯次2009.12.02 (三 )13:00

  第二梯次2009.12.09 (三 )13:00
地點：高雄捷運站沿線

／展覽  
形塑傳神－向藝術家致敬  
時間：2009.12.04(五)-2010.01.08(五)
地點：正修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講座  
田文筆談「形塑傳神－向藝術家致敬」 
時間：2009.12.08(二 )13:30 
地點：正修科技大學藝術教室  
“笛聲悅耳”長笛音樂講座  
時間：2009.12.08(二 )13:30 
地點：正修科技大學音樂教室  
田文筆人像雕塑示範  
時間：2009.12.14(一 )18:50 
地點：正修科技大學藝術教室
數位影像創作美學  
時間：2009.12.22(二 )10:30 
地點：正修科技大學藝術教室

／表演  
2009聖誕音樂會  
時間：2009.12.15(二 )15:30 
地點：正修科技大學正修廳  

／活動  
街頭音樂會VS.校園人像素描  
時間：2009.12.16(三 )13:30 
地點：正修科技大學河西走廊

東海大學
／展覽  
CONNECTING連結 ● 慢活 ● 隨藝 金工聯展
時間：2009.10.31(六 )~12.10(四 )
地點：東海大學藝術中心

／表演  
2009聖誕音樂會
時間：2009.12.16(三 )
地點：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
歌劇「費加洛婚禮」選粹
時間：2009.12.17(四 )
地點：朝陽大學小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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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立大學＆東海大學兩校管樂團音樂會
時間：2009.12.28(一 )
地點：東海大學音樂系演奏廳
歌劇「費加洛婚禮」演出 （音樂會形式）
時間：2009.12.29(二 )、30(三 )
地點：東海大學中正堂

國立東華大學
／講座  
【大師分享】蔣勳講座：
土地倫理與自然之愛~米勒與巴比松畫派
時間：2009.12.14(一 )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工四講堂
【大師分享】吳興國講座：聽見傳統的召喚
時間：2009.12.21(四 )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工四講堂

／展覽  
向大師挖寶~米勒特展
時間：2009.11.30(一 )~12.31(四 )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共同教學大樓展示廳
【駐校藝術家陳逸堅系列活動】Art Living聯展
時間：2010.01.04(ㄧ )~01.15(五 )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共同教學大樓展示廳

／表演  
美猴王鬧場~張正傑大提琴獨奏會
時間：2009.12.11(五 )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演藝廳
【梨園傳奇】文武雙全
當代傳奇劇場 
時間：2009.12.22(五 )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演藝廳  
新魔笛外傳
東華大學音樂系
時間：2009.12.27(日 )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演藝廳

臺南科技大學
／展覽  
「沈榮聰水墨個展」
時間：2009.11.25(三 )~12.20(日 )
地點：活石藝術空間

林成發產品設計展
時間：2009.12.21(一 )~12.26(六 )
地點：台南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表演  
台南科技大學舞蹈系舞團98年度公演-
【探索2009】
時間：2009.12.02(三 )19:30
地點：台東縣立文化中心
時間：2009.12.08(二 )19:30
地點：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
時間：2009.12.22(二 )19:30
地點：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
聖誕節慶祝活動
時間：2009.12.24(四 )17:00
地點：乃建堂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表演  
綠光劇團「手牽手紀念日」
時間 :2009.12.16(三 )
地點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廳

龍華科技大學
／展覽  
「山光水色」─藝術創作畫展
時間 :2009.12.01(二 )~2010.01.16(六 )
地點 :龍華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中華大學
／表演  
【守歲~台灣戲劇表演家】
時間 :2009.12.09(三 )19:30
地點 :中華大學國際會議廳  
【Mister Green + Highway 9】
九號公路樂團   
時間 :2009.12.18(五 )19:30
地點 :中華大學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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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  
【抉美天地間】高淑惠、卓雅宣、
張慶華、石博進、高智惠聯合個展
時間：2009.11.03(二 )~12.11(五 )   
地點：中華大學藝文中心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表演
駐校藝術家鄭宇秀鋼琴演奏會
時間：2009.12.23(三 )、12.27(日 )
地點：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曉東講堂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
／講座
「深入生活美學議題 形塑公民美學意
識」--生活美學系列講座
從旅遊攝影美學談生活體驗與成長
時間：2009.12.04(五 )  14:00 
地點：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藝術館
走入藝術表演殿堂─引導觀眾從禮儀、視
覺、聽覺瞭解欣賞藝術相關活動
時間：2009.12.09(三 )  14:00 
地點：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

／研討會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2009音樂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實施之回顧與展
望：音樂教育之理論、實務與研究
時間：2009.12.05(六 )~12.06(日 )  
地點：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公誠樓2樓第三會議室
「視覺藝術策展對話：獨立策展人現象」
國際學術研討會 
時間：2009.12.10(四 )   
地點：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公誠樓會議室

／展覽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視覺藝術學系系展
時間：2009.12.14(一 )  ~12.25(五 )  
地點：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第一展示中心

（藝術館）、第二展示中心（勤樸
樓）、   市師藝廊、國際會議廳、
攝影棚等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展覽
撼動-台灣彩墨畫的新世代觀點
時間：2009.12.15(二)~2010.01.14(四)
地點：藝術中心  
全國春聯書法比賽優勝作品展
時間：2010.01.11(一 )~01.28(四 )
地點：大禮堂藝廊  
與自然對話-白宗仁畫展
時間：2010.01.19(二 )~02.26(二 )
地點：藝術中心

／表演
飛颺的青春舞展
時間 :2009 12.30(三 )19:30
地點 :大禮堂

中央警察大學
／展覽
誠園藝廊書畫展
時間：2009.11.05(四 )~12.31(四 )   
地點：中央警察大學活動中心1樓

國立高雄大學
／講座
阿美嘻哈～台灣都蘭阿美族人的歌舞文化
演講者：蔡政良導演
時間：2009.12.08(二 )14:00  
地點：圖資大樓2F國際會議廳
”雞飛狗跳”紀錄片導演與駐校音樂家對話講座
演講者：陳碩儀導演
時間：2010.01.05(二 )14:10  
地點：圖資大樓2F國際會議廳

／展覽
傳統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教學成果展
時間：2009.11.30(一 )~12.04(五 )
地點：圖資大樓2F大廳
西窗剪影～駐校藝術家年度發表
時間：2009.12.20(日)~2010.01.31(日)
地點：通識教育中心「人間小藝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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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  
高雄大學音樂週：校園駐點表演
時間：2009.12.14(一 )~12.18(五 )
         每天10:00、15:00
地點：工學院(7-11樓上)、管理學院與法

學院中間空地綜合大樓、圖書資訊
大樓巴邑廣場

高雄大學音樂週：社團聯合音樂晚會
時間：2009.12.14(一 )12.18(五 )19:00
地點：學生宿舍前門廣場、工學院(7-11樓上)
高雄大學音樂週：音樂講座-屬於我的音樂
時間：2009.12.15(二 )19:00
地點：工學院演講廳
高雄大學音樂週：音樂電影院－搖滾教室
時間：2009.12.17(四 )19:00
地點：工學院演講廳

明新科技大學
／展覽  
「版中畫意」呂燕卿、王振泰、徐明豐、
陳永欽聯展 
時間：2009.11.25(三 )~12.22(二 )
地點：藝文中心1F展示廳
通識人文藝術成果展  
時間：2009.12.30(三)~2010.01.15(五)
地點：藝文中心1F展示廳

／表演  
台北曲藝團－相聲~笑很大!  
時間：2009.12.16(三 )13:00
地點：中正堂

淡江大學
／研討會  
2009兩岸重彩畫學術研討會  
時間：2009.12.24(四 )~12.25(五 )
地點：台灣藝術大學國際會議廳

／展覽  
兩岸重彩畫交流展 
時間：2009.11.03(二)~2010.03.10(三)
地點：淡江大學文錙藝術中心  

兩岸重彩畫傳承展 
時間：2009.12.25(五)~2010.01.31(日)
地點：國立歷史博物館

／表演
綠色音樂演唱會 Mister Green & 九號公路樂團 
時間：2009.12.01(二 )
地點：文錙音樂廳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講座
大鍵琴Sonia Lee 〝早期音樂〞演奏會暨大師班
時間：2009.12.01(二 )18:0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音樂系A109教室
專題講座(九)：節奏組 (Rhythm Section) 
的歷史和多樣變化 (從爵士到流行)
演講者：Martijn 老師
時間：2009.12.02(二 )15:1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遠距教室
大鍵琴Sonia Lee 〝早期音樂〞演奏會暨大師班
時間：2009.12.02(二 )16:0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音樂系A109教室
時間：2009.12.04(五 )09:0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音樂系A107教室
【南藝通識講座】世界遺產什麼東西 
演講者：楊方教授
時間：2009.12.03(四 )14:0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遠距教室
專題講座(十)：經營管理‧行銷藝術
演講者：黃莉翔老師
時間：2009.12.09(三 )15:1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遠距教室
【南藝通識講座】珍．奧斯汀小說中之音
樂文化特質
演講者：李美文教授
時間：2009.12.10(四 )14:0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遠距教室
全球化時代的音樂魅影─譚盾的《地圖》
與音樂物質的環境生態學
時間：2009.12.10(四 )14:0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國樂系系館視聽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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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講座(十一)：舞台後的黑衣人:做一
個稱職的藝術行政高手
演講者：李應平小姐
時間：2009.12.16(三 )15:1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遠距教室
2009冬季講座：當代藝術．幻見．後人類
演講者：蔡淑惠老師
時間：2009.12.16(三 )18:0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視覺館3322教室
【南藝通識講座】科技剖音-探索純律與平均律
演講者：陳德安老師
時間：2009.12.17(四 )14:0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遠距教室
Michael  Tsalka大鍵琴大師班
時間：2009.12.23(三 )13:0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音樂系二期A109講座教室
專題講座(十二)
演講者：鍾適芳
時間：2009.12.23(三 )15:1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遠距教室
2009冬季講座：當代藝術．幻見．後人類
演講者：鄭慧華老師
時間：2009.12.23(三 )18:0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視覺館3322大教室
影像．歷史．視差-創作理論系列演講
演講者：孫松榮老師
時間：2009.12.29(二 )14:0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視覺館視覺館五樓大教室
專題講座(十三)：米其林三星餐廳攻
略與詹式點菜法
演講者：詹益昌醫師
時間：2009.12.30(三 )15:1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遠距教室
影像．歷史．視差-創作理論系列演講
演講者：陳泰松老師
時間：2010.01.05(二 )14:0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視覺館視覺館五樓大教室
專題講座(十四)：傳統與科技
演講者：許培鴻老師
時間：2010.01.06(三 )15:1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階梯教室

2009冬季講座：當代藝術．幻見．後人類
演講者：張藹珠老師
時間：2010.01.07(四 )10:0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視覺館3322教室

／研討會
皺褶‧視差‧翻譯：東亞現當代藝術學術研討會
時間：2009.12.03(四 )~12.04(五 )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建築所階梯教室
2009亞洲藝術學術論壇
時間：2009.12.05(六 )
地點：國美館
時間：2009.12.06(日 )~12.07(一 )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遠距教室

／展覽
應用藝術研究所第13屆師生作品聯展
時間：2009.12.16(三 )~12.30(四 )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視覺館一樓大廳及大扇形教室

／表演
聽懂－李肇修小提琴演奏會
時間：2009.12.01(二 )19:3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演藝廳
時間：2009.12.04(五 )19:30
地點：國家演奏廳
樂動印尼-一場音樂與舞蹈的邂逅
時間：2009.12.01(二 )19:3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國樂系合奏廳
2009南藝限定‧協奏曲之夜
時間：2009.12.02(三 )19:30
地點：高雄市音樂館
大鍵琴Sonia Lee〝早期音樂〞演奏會暨大
師班
時間：2009.12.03(四 )19:3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演藝廳
明日之星音樂會
時間：2009.12.05(六 )14:3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演藝廳
時間：2009.12.14(四 )13:00
地點：台南縣佳興國中
時間：2009.12.17(四 )10:00
地點：  彰化大同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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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09.12.18(五 )13:00
地點：桃園中興國中
薪厝傳藝音樂季-
回巢再敘國樂情校友音樂會
時間：2009.12.07(一 )19:0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國樂系合奏廳
許慈纓畢業音樂會
時間：2009.12.07(一 )19:3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演藝廳
管擊之夜
時間：2009.12.09(三 )19:3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演藝廳
音樂系教師音樂會
時間：2009.12.10(四 )19:30
地點 :台南藝術大學演藝廳
薪厝傳藝音樂季-野蜂狂舞彈撥音樂會
時間 :2009.12.15(二 )19:0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國樂系合奏廳
古樂團音樂會
時間：2009.12.15(二 )19:3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演藝廳
TC室內樂音樂會(胡乃元)
時間：2009.12.16(三 )19:3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演藝廳
薪厝傳藝音樂季-南藝之星96-98級音樂會
時間：2009.12.17(四 )19:0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國樂系合奏廳
2009年學生聯合音樂會
時間：2009.12.17(四 )19:3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演藝廳
徐必樂、石文鈴大提琴與鋼琴的對話
時間：2009.12.20(日 )14:30
地點：浣莎古典音樂沙龍
獨樂樂&眾樂樂--藝綻室內樂團2009年度音樂會
時間：2009.12.21(一 )19:3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演藝廳
周穎瑩畢業音樂會
時間：2009.12.22(二 )19:3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演藝廳
薪厝傳藝音樂季-歌頌耶誕合唱音樂會
時間：2009.12.23(三 )19:0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國樂系合奏廳

黃琬瑜畢業音樂會
時間：2009.12.23(三 )19:3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演藝廳
Michael  Tsalka大鍵琴音樂會
時間：2009.12.23(三 )19:3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音樂系演奏廳
郭馥玫老師師生音樂會
時間：2009.12.27(日 )14:30
地點：浣莎古典音樂沙龍
林君儒畢業音樂會
時間：2009.12.28(一 )19:3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演藝廳
薪厝傳藝音樂季-南藝之星92-95級音樂會
時間：2009.12.29(二 )19:0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國樂系合奏廳
王鈺婷畢業音樂會
時間：2009.12.29(二 )19:3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演藝廳
薪厝傳藝音樂季-飛天進修班專場音樂會
時間：2009.12.30(三 )19:0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國樂系合奏廳

／工作坊
策展工作坊
主講人：香港中文大學何慶基教授
時間：2009.12.08(二 )10:0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視覺館五樓大教室
日本箏樂文化工作坊-渡邊治子老師
時間：2009.12.15(二 )19:0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國樂系系館視聽教室
Hans_Rijpkema動畫工作坊
時間：2009.12.28(一 )10:00
地點：台南藝術大學音像大樓210教室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展覽  
臺藝大藝廊開幕展
教師創作精品/藝術家展/新秀展/藝術文創
時間：2009.10.13(二 )~12.13(日 )  
地點：臺藝大文創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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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3：書畫藝術＋創意＋數位科技 - 
紙上功夫系列展
時間：2009.11.04(三)~2010.01.15(五)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博物館一樓展覽室
古蹟系洪清課老師作品展 
時間：2009.11.30(一 )~12.06(日 )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大觀藝廊B2-1
全國青年水墨創作大賽暨勝安藝術獎 
時間：2009.12.14(一 )~12.20(日 )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大觀藝廊及真善美藝廊
台北傳統藝術藝師洪耀輝專題成果展  
時間：2010.01.18(一)~2010.01.24(日)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國際展覽廳1F

／表演
2009大觀舞集—古典芭蕾舞劇《胡桃鉗》
時間：2009.12.25(五)、12.26(六)19:30　
　　　 2009.12.26(六)、12.27(日)14:30
地點：國家戲劇院

／研討會  
2009臺北國際數位圖像學術研討會
時間：2009.12.03(四 ) -12.04(五 )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際會議廳  
2009年華語暨東亞國際電影研討會  
時間：2009.12.03(四 )~12.04(五 )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電影系A3001

／影展  
2009臺北縣電影藝術節國際學生影展 
時間：2009.12.04(四 )~12.11(五 )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演講廳  
電影系大學部日三班展 
時間：2010.01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電影系A3001

銘傳大學
／展覽
大陸畫家油畫特展
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9:00-17:00
地點：銘傳大學藝術中心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展覽  
曾俊義"樂活2009"個展 
時間：2009.11.12(四 )~12.10(四 )
地點：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第四屆華醫美展 
時間：2009.12.11(五)~2010.01.14(四)
地點：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展覽
安迪沃荷作品展
時間：2009.10.15(四)~2010.01.05(二)
地點：嘉南藝苑
翠羽銀華-蘇小夢金工創作、賴美華銀飾收藏展
時間：2009.10.22(四)~2010.01.22(五)
地點：嘉南文化藝術館

／影展
2009第十六屆女性影展全國巡迴映演歸屬、
無女之地
時間：2009.12.02(三 )15:10
戀愛中毒、她。女孩。伊芙琳、終結情
人、澀光
時間：2009.12.02(三 )19:00
漂流時光、生命不可承受之荒蕪
時間：2009.12.03(四 )15:10
地點：演藝廳

／工作坊
金工技藝風華再現－金工創作研習工坊
時間：2009.12.10(四 )15:20
　　　2009.12.11(五 )10:00
地點：國際會議大樓一樓大廳

大同大學
／表演  
【撼動‧古典 ~ 古典樂與人聲打擊的衝擊效應】
時間：2009.12.09(三 )19:30
地點：大同大學尚志教育研究館音樂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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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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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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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校園四期草皮廣場
珍棋怪－林悅棋立體裝置藝術展
時間：2009.10.26(一)~2009.12.04(五)
地點：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綜三館1F 展覽室
數位優勢得獎作品展
時間：2009.12.10(四)~2010.12.16(三)
地點：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綜三館1F 展覽室
多媒體設計系創意展
時間：2009.12.14(三)~2010.08.31(二)
地點：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校園四期草皮廣場
吳如玉老師審美與品味學生成果展
時間：2009.12.24(四)~2010.12.31(四)
地點：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綜三館1F 展覽室
98級多媒體畢業展
時間：2010.01.04(一)~2010.01.08(五)
地點：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綜三館1F 展覽室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表演
碧湖劇場
時間：每週一、四，10:00~11:45
地點：內湖校區中正堂
中國戲曲學院來臺交流演出京劇經典劇
碼《龍鳳呈祥》
時間：2009.12.08(二 )19:30
地點：國軍文藝活動中心
《賣水》、《黃一刀》、《二堂捨子》
時間：2009.12.09(三 )19:30
地點：國軍文藝活動中心
《天女散花》、《三盜九龍杯》、《春閨夢》
時間：2009.12.10(四 )19:30
地點：國軍文藝活動中心

逢甲大學
／展覽  
莊宗勳、劉哲志雙個展 
時間：2009.12.10(四)~2010.01.18(一)
地點：逢甲大學藝術中心第一、第二展覽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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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大學院校藝文中心協會

　　「中華民國大學院校藝文中心協會」是個跨院校、跨組織的社會團體，致力於積極整

合各校藝文中心，成為我國藝文活動的第二展演管道，使政府的教育與文化單位肯定並支

持校園藝文中心，有效達成藝術文化教育的推廣與深化。 

　　協會旨在協助各校設立藝文中心，推動社區及校園文化發展，目前共有46所學校加入

本會。擔任藝術傳播者與教育者的角色，本著資源共享與互助的理念，加強校園與社區的

互動連結，祈使藝術枝芽深植社會大眾。 　　

   
誠摯的歡迎您

入會資格：學校各級藝術教育及推廣之相關單位皆可入會。

入會辦法：(1)填妥「入會申請書」後郵寄本會。(申請書可由本會網站下載)
　　　　　(2)提由理事會審查

　　　　　(3)接獲通知後，以匯款方式繳交會費

　　　　　(4)歡迎成為正式會員

聯絡人：洪小琪 02-22722181分機1754
地　址：台北縣板橋市大觀路一段59號
E-Mail：shaiochi@ntua.edu.tw
網　站：http://ad6.ntua.edu.tw/ncaa

～歡迎加入～



中華民國大學院校藝文中心協會
臺北縣板橋市大觀路一段59號
電話:(02)2272-2181轉1754

傳真:(02)2969-5992
http://ad6.ntua.edu.tw/nca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