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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藝文簡訊》第

5 期封面及第 6 頁，

專題報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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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應為

「俞雅文」，誤植為

余雅文，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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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每逢假期沒有學子的喧鬧感覺少份溫暖，偌大的校園似乎都沉寂了。而看似蕭瑟

停滯的校園裡，其實我們正緊鑼密鼓的籌辦各種活動，為即將到來的春天暖身。

　　

　　首先開跑的是「台灣鄉情水墨畫」巡迴展，從三月至十一月巡迴北、中、南、東

各區大學，畫家筆下蜿蜒流淌出的台灣風光、濃濃的鄉情及社會的變遷都呈現在此

次的展覽中；緊接著是暑假期間的「絲路行-藝文工作考察」，本會再次受應中華文

化聯誼會邀請，前往蘭州、敦煌及烏魯木齊與當地的藝術院校及文博機構進行交流

參訪。不知在世界變遷快速的潮流中，內陸文化藝術的保存及推展是以何種方式向世

人展示它燦爛輝煌的歷史？我們拭目以待；十月裡，將舉辦「王秀雄先生學術研討

會」，王秀雄先生對於國內美術教育推動的成就卓著深深影響著台灣近代藝術的發

展，藉由此次研討會向他致敬！

    新春降臨，新的開始，我願以藝術的真善美與各界友人分享，同造心靈的故鄉。

理事長的話：

3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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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主編的話

　　

　　光陰飛舞，倏忽已邁入2010年。在理事長的帶領、全體委員的支持以及工作人員的

努力，「中華民國大學院校藝文中心協會」已成立十年有餘。會刊「大學藝文簡訊」，除

了刊載大學校院的各項藝文活動訊息，內容也大致分為「專題報導」和「藝文評論」兩大

類。除了邀請學者撰寫參訪各地的心得，也約請專家發表藝文方面的評述。期能達到各界

人士的互動，以及傳遞各項訊息的功能。

　　大學是高等教育的學術殿堂。每個學校強調的特色、著重的方向，也許不盡相同，但

重視藝文方面的教育，是一致的。藝文，不僅可以陶冶身心，更能自娛娛人。以東海大學

而言，2006年成立「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2008年「音樂系暨美術系館」也相繼落成。

我們的藝文學術強化了，表演和展覽的活動場所也增多了。若能再與各大學校院的藝文中

心相互結合，吸取不同的經驗，以及藉著本協會的溝通橋梁，共享資源，那麼我們的高等

教育和整體大環境將會散發著濃濃的藝文氣息，我們的社會也必能更為和諧與圓融。

　　第5期會刊「大學藝文簡訊」，感謝本校「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詹前裕院長等人的規

畫編輯，備極辛勞，以及大會洪小姐等人的聯繫與鼎力協助。希望本期的內容，能夠發揮

最大效益，把藝文教育推而廣之。也期盼大家不吝指導，並且相互勉勵。

東海大學校長

東海大學音樂系暨美術系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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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訊息

　會務訊息

 
一、第四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圓滿落幕

　　第四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於98年12月18日(星期五)下午13:30，國立臺灣藝術大

學國際會議廳舉行。會議中報告本會98年度執行各項業務概況，並討論99年度工作計

劃及經費預算。

　　會議後安排與會來賓欣賞表演，節目由臺灣藝術大學「臺藝弦樂四重奏樂團」演

出《葛利格G小調弦樂四重奏第一樂章》、台灣民謠《淡水暮色》及表演藝術學院舞蹈

學系學生演出《長鼓》、《問荷》。四位音樂家精湛的琴藝和舞者柔美的身段，引起

來賓們高度詢問；最後以參觀臺灣藝術大學「文化創意產學園區」作為本活動圓滿的

結束。

二、本會職務異動

　　本會秘書長施德玉教授因退休卸任學校行政職務，為使協會業務順利推展，改由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文中心主任林昱廷教授擔任協會秘書長一職，並聘任施德玉為榮

譽秘書長。

三、籌辦「臺灣鄉情水墨畫」巡迴展

　　籌辦「臺灣鄉情水墨畫」巡迴展，邀請黃光男、羅振賢、蔡友、涂璨琳、黃才

松、陳朝寶、李奇茂、蘇峰男、林昌德、林進忠、蕭進興等11位畫家，以「臺灣鄉

情」為主題提供相關畫作，自3月起至11月預計巡迴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淡江大學、靜宜大學、正修科技大學、國立東華大學等校。

第四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與會來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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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2009年音樂系大事即為搬遷新系館，

闊別文風鼎盛的第一校區，來到比鄰牧場及

管理學院的第二校區，景觀秀麗，嶄新的宿

舍區亦將落成。屆時，音樂系同學將於期間

生活與學習，第二校區亦將呈現弦歌不綴的

蓬勃景象。

　　值此全球經濟不景氣時節，社會各處瀰

漫著救失業拼經濟的氛圍，而東海大學竟

斥資一億四千萬元為音樂、美術兩系打造新

家，邀請國內優秀建築師楊家凱率領餘弦建

築師事務所團隊，以清水模的設計，儉約質

樸而優雅，為兩系打造了環保、舒適又具特

色的系館，成為繼路思義教堂後，東海第二

校區地標。

　　音樂系館使用空間1299坪，包括演奏

廳（249座席）、會議室、各類專業教室

八間、教師琴房十八間、學生琴房四十二

間……等，內部裝潢美輪美奐極具特色，由

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主任江維華擔任聲學顧

問，上友營造黃崑煌先生擔任工程部分，楊

家凱建築師擔任設計，不但常年恆溫恆濕，

隔音優良，且內部聲音殘響中，高、低頻數

值平均音響效果絕佳，適合長時間練習。本

系練琴時間由早晨六時卅分開放至凌晨十二

時，週末假日亦全天開放給師生使用，為全

國練琴風氣最盛之音樂系。

　　演奏廳設計精良，舞台後方巨大觀景窗

讓舞台場景無限延伸至牧場一望無際的大

草原，賞心悅目。啟用半年期間已舉辦上百

場次之音樂會，其中包括美國北德州大學

Joseph Banowet鋼琴大師班暨魯賓斯坦鋼琴

協奏曲作品70號台灣首演音樂會、奧地利

華僑施捷作曲講座、作家焦元溥創作分享講

座、美國明尼蘇達大學Rebecca Shockley鋼
琴大師班、中山大學巴洛克獨奏家樂團音樂

會、高雄師範大學吳孟平小提琴大師班、余

東海大學音樂系新系館落成－樂炬聖火  生生不息

文 / 徐以琳(東海大學音樂系主任)

系館外觀　楊家凱建築師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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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昌小提琴大師班暨音樂會、美國俄亥俄州

立大學Steven Glaser鋼琴大師班暨音樂會、

日本國立大學武田忠善豎笛大師班及三浦徹

銅管大師班等國際音樂大師講習及音樂會，

吸引附近居民以及來自外地之觀眾，定期參

與本系舉辦的音樂活動。

　　東海音樂系自羅芳華教授1971年創系

以來，即採小班制精英教學，網羅國內外

專業學者，著重演奏、音樂學及音樂理論

三大核心領域課程均衡發展。近年來音樂系

與美術、建築、工設、景觀五系共同組成

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選修課程更形多元

化，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並將資源分享。

特別是2008年成立的音樂先修班（Tunghai 
University Preparatory School of Music）讓

全國有才華的青少年（從小學三年級至大

學）均有機會來東海大學音樂系就讀。每年

暑假舉辦的國際音樂節及學術研討會，亦開

放給全國習樂及音樂愛好者至東海學習並參

與研討音樂專題。

　　東海大學於1955年創校，是一所名副

其實的基督教大學，成立之初即有許多的西

方傳教士來任教，留下了無限優秀的典範。

音樂系即是在這典範下力求純粹而高於世俗

之教學理念，全力教導學生使之成為全方位

專業人才。目前畢業生千餘人，分布世界各

地，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留任音樂崗位，從

事舞台演出或是教學工作，均對音樂界極有

貢獻。未來不論世事多變化，人文素養永遠

都是教育中極為重要的一環。集人類文明之

大成的古典音樂更是應該讓大家學會欣賞並

參與的。願將東海大學重視音樂教育與傳承

的理想與大家共勉。

專任教師及職員團體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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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補 光與影 聯結

　　東海大學自九十六學年度起，整合藝術

類型之音樂、美術與設計類型之工業設計、

建築與景觀五系，成立創意設計暨藝術學

院，開啟嶄新的專業領域合作關係，達成開

創新時代跨領域的創作精神，提供學生多元

的學習管道，培育出能融合理論與實務，兼

具科技、藝術知識與文化素養的設計專才。

　　人與路，路與草，草與樹，樹與風，風

與鳥，這些組合在我們的世界中交錯成看不

見的情境織網，就像學設計暨藝術的學生，

雖然專攻領域各不同，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

係。東海創藝學院中的工業設計、景觀及建

築三個設計相關科系在大一課程中均有基本

設計課，如：工設系為設計基礎、景觀系為

基本設計、建築系是建築設計實作，學分雖

然不同，但教學內容卻有很多「異曲同工」

之處。為了有效跨系交流彼此學習，創意

設計暨藝術學院「2009春季創藝院跨系實

驗教學計劃」，特別將三系的基礎設計課混

合組隊，共同出題與授課，讓學生學習團隊

精神，「尊重」不同專業，「理解」異質專

業，「接受」不同領域的激盪與學習，這將

有助於擴展學生的視野，達到系際跨學教育

的效果。

　　教學課題以「哪裡沒關係」為主題，從

點、線、面乃至於空間的織成，環繞在校園

內的文理大道與德耀路兩條軸線及其所包含

的範圍之間的整合與展現的創造力。13位老

師13大組，以4至6人為一小組，共同提案與

施作，跨系組合的同學們以樹、風、影子、

月光、蟲鳴…等自然要素，體領校園的「聲

標」「物標」「體標」的標悟，穿透空間的

隔閡，表露與彰顯人們與它們，及它們彼此

間的關係，並鼓勵以回收材料為創作題材，

融入綠色環保的概念。三系同學發揮創意與

巧思，將文理大道的草、風、樹、天空…轉

換成創意的理想與創作的獨特風格，細膩的

巧思也增添了作品的風味性，除了令人驚嘆

外，也讓平日匆忙走過文理大道的師生，忍

不住駐足欣賞作品帶給人的省思與體悟！畢

竟設計藝術是那麼貼合人性的媒介。

　　有一組同學以「風」為主題，他們認為

東海原本有著乾淨的風，吹拂著莘莘學子，

但近年來因工業區的污染，讓風生病了，因

此他們的作品以治癒風為出發點，呈現「過

濾風」的概念。此外，有一組同學以「光與

影」為題，大家可悠閒地躺在學生製作的躺

椅上，細細地觀察光的腳步並品味大自然的

律動。也有小組利用光碟串起紅色的線條，

與即將盛開的鳳凰花朵相輝映，讓微風將人

與花一起舞動！

　　以創意為出發方向，貫穿多元文化、跨

領域教育與思考，是東海大學創意設計暨藝

術學院的教育目標，期望透過五系激盪交

流，激發出無限的可能性，引爆藝術與設計

的絢爛火花。

設計藝術融合在空間的化學效應

文 / 陳明石(東海大學工業設計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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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讓稚嫩的幼苗茁壯成大樹；

二十年，讓牙牙學語的嬰兒蛻變為獨立自主

的成人；東海工設蘊含二十年的設計能量，

即將一次完美呈現。

　　東海工業設計系自1989年創系至今孕育

無數設計人才，時逢二十週年的歡欣時刻，

集結各屆畢業系友的設計熱情，於98年7月
18日至25日在東海大學藝術中心盛大發表

「歷屆系友設計作品聯展」，這場設計饗宴

共有20件作品參展，並有2場精闢的設計演

講及3場設計論壇。慶祝活動以表揚傑出系

友揭開序幕，由蔡禎騰副校長特別頒發傑出

系友獎狀，以表揚系友們在設計領域的優秀

表現。

　　設計演講由曾經獲得設計界奧斯卡獎－

2008 IF DESIGN AWARD的第一屆柯耀宗學

長，以『智慧生活，設計趨勢』為題目，精

闢地介紹如何將數位技術結合產品，以人本

為出發點落實在情境式設計，提供創新的智

慧生活環境，並帶領大家一窺設計界的重要

十大趨勢。

　　第二場設計演講，由獲頒中華民國98
年全國社會優秀青年的研究所第六屆汪銘峰

學長發表『聽業界菜鳥(C咖)講看賣－蕃薯

孫的興趣、求學、工作、深造經驗談』，將

自身的奮鬥歷程、永不屈撓的人生態度，以

輕鬆、詼諧的方式呈現，在唱作俱佳的演講

中，全場聽眾不僅因為學長的風趣幽默捧腹

大笑，同時也深刻受到這位始終「追求夢

想；實踐理想」的蕃薯孫鼓舞及感動。

　　另外三場設計論壇的主題為「數位生

活」、「設計人文」及「跨界設計」，由表

現卓越的系友擔任座談人，分享業界經驗與

設計見解，在一系列精彩絕倫的對談中，系

友所激盪的互動火花，點燃在校學弟妹學習

動力與描繪設計夢想的藍圖。

　　工設20開花結果，歷屆系友為台灣設

計界累積了無數國際榮耀，舉凡IF DESIGN 
AWARD、REDDOT AWARD、G-MARK、

  設計新動力—東海工設•20有成

文 / 陳明石(東海大學工業設計系主任)

東海工設 20有成 系友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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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產品形象獎、台灣精品金質獎等大獎，

校友們除了為自己寫下輝煌的榮耀，也為東

海工設系創下耀眼的紀錄！

　　過去20年，東海工設已交出一張漂亮成

績單，面對無國界的競爭環境，國際化為東

海工設現階段努力的目標。從2004年起每年

舉辦國際設計研討會暨設計工作營，邀請國

外專家學者進行為期一週的快速設計，以國

際化的思維方式，開啟學生不同的視野，提

供國際化學習機會，成效斐然。

　　除了每年一次設計工作營的交流外，東

海大學更與日本千葉大學締結姊妹校，積

極進行交流活動，鼓勵學生參加交換學生

計畫，已開始一年期與千葉大學的交換研

究生，期望未來可簽訂台灣和日本雙聯學

位攻讀的雙贏合約。2008年由千葉大學教

授帶領研究生至東海工設參與「Chiba U in 
THU Workshop國際交流設計營」；2009年
東海工設系教師更帶領12位學生至日本參

加「THU+CHIBA U in Tokyo Midtown設計

工作營」，透過設計交流，深入探討理念差

異，相互激盪設計思維，讓不同文化的美

學、品味與價值交流，開啟國際設計新視

野。

　　在競爭激列的時代中，東海工設將朝下

一個20年邁開大步。「設計未來的趨勢－

是創意思維與統合實踐」，以創意為主軸，

透過「以人為本」之核心價值，關心環境議

題，跨領域教育與思考，追求整合的創新知

識，培養學生宏觀的思維，並啟發其創意，

創造美好的生活，是東海下一階段努力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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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空間的美學—以「替代」作為一種過程思考

文 / 林 平(東海大學美術系主任兼藝術中心主任)

　　1905年，地址位於紐約市第5街291號，

具有理想性格的攝影家Alfred Stieglitz在其具

有生意頭腦的藝術家朋友Edward Steichen的
支持下，誕生了「291」藝術空間。這個空

間歷經1908年的轉換和正式命名，一直經營

到1917年，實踐了Stieglitz在美國現代藝術

發展史上的兩大貢獻，一來，致力於將攝影

在美國社會認可為一種藝術的表現形式；二

來，將歐陸正夯的現代主義藝術家的小品首

次帶入美國藝術圈，例如：羅丹、馬諦斯、

塞尚、畢卡索。Steichen的經營有幾大堅

持：（1）反對體制化和商業化；（2）不只

是展示空間，更應該是藝術創作者的教育設

施和學習地，同時是藝術愛好者的聚集地；

（3）這不是協會或組織，而是一種運動，

一種對生活的態度。它的基本精神是「提供

機會給每一個想要對世界表達訊息的人，一

個被聆聽的機會」。

　　以數字命名的藝術空間，在21世紀的

第一個十年間已經在台灣藝術界蔚為風尚，

北中南地區以所在地址命名的數字空間，不

下十來個。數字空間在政治解嚴後，1980
年代末期台灣版的先例當屬台北的「2號公

寓」，時值大量留學生返台，帶入西方當下

的藝術訊息和前衛思維，促成藝術生態的震

撼和質變。90年代末期，台中「20號倉庫」

由文建會認養經營管理，設為鐵道藝術網

絡首站，與台北華山藝文特區共同成為公部

門引用公辦民營替代機制的前例。這些藝術

空間各具不同的經營屬性和方針，目前甚至

已經涵蓋了經濟三大部門，包括由政府、民

間非營利屬性和商業機制的設立，與西方一

個世紀之前的設立初衷差距十萬八千里，但

東海43號－創藝實習中心展場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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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數字空間的名稱仍然在藝術界流行，為經

營者樂此不疲。單就筆者所在的台中區域，

知名者就有「107」、「A7958」、「Café 
5160」等商業畫廊，和政府設置的「20號倉

庫」、東海大學美術系設置管理的「東海43
號-創藝實習中心」。除了一種獨立自主經

營方式和風格另類性等形象上的意義之外，

使用此一名稱策略的經營者是否仍然具有某

些價值分享或共同的想像？或只是一種時

尚？

　　以紐約「291」為例，具體指稱了數字

空間所欲揭櫫的一些基本價值。在藝術史的

歸類中，此類空間隸屬於西方、尤其是美國

紐約70年代大量興起的藝術非營利組織，

以「替代空間」（Alternative Space）統稱

之。這類空間之所以慣用門牌號碼的命名方

式，是源自於一種想要保持空間中立性的價

值體系，一來，它不屬於如聖殿般威權式的

美術館；二來，它要與商業空間具體區隔。

同時，除了位址數字以外，以這個空間的歷

史脈絡命名也成為一重要指標。也就是說，

它們可能原來是沒落的倉庫、名餐廳的再利

用，可視為都市更新發展之後的一種另類產

業生發和聚集的表徵，這個現象以紐約蘇荷

區的興起特別具有代表性。這也是這類型空

間總讓人在對於建築和內裝美學有一種特別

期待的原因。其三，70年代的藝術發展，產

生諸多新興媒體和表現形式，諸如錄像、行

為、偶發、觀念、裝置等藝術，均無法在傳

統體制化的空間產生，甚至受制於舊有的評

價體系。因此，藝術家們企圖在一種非正式

的場景中聚集，可以用一種如客廳聚會般的

沙龍概念想像之，如同非正式社群的集會，

合則聚、不合則分。另一方面，為了讓這種

特殊社群的價值觀不僅是私下的交流，而可

以公共化或加以推廣，屬性獨特的出版品亦

成為必要的配套措施。其四，這類空間的初

衷既然具有不同於以往或普遍性的觀點，通

常包含一種對「何謂藝術？」和藝術與生活

的邊界質問。值此，強而有力的觀念倡導者

將會塑造獨特的美學調性，影響認同追隨者

的組成。其五，由於空間所標示的主體精神

是反體制化和反商業化的，不穩定的財源和

經濟結構將影響它的存續，這些空間很難在

東海43號-學生造型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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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外的理想性格和永續經營之間雙贏，而

注定了一種短命的性格。

　　前述分析，讓吾人可以針對「替代空

間」在台灣的類比具有較準確的基準，也可

以呼應當下對「數字空間」的差異探討。在

台灣的稅法中並不存在非營利組織（NPO）

的類項，而僅以非政府部門（NGO）的民間

組織作為基本區隔，至於是否具有財團法人

或社團法人的屬性，或者是屬於營利事業登

記的商業屬性，均有可能。所以，目前台灣

的數字空間若以非營利組織想像之，是文不

對題的。而這些空間的經營初衷或許具有強

烈的理想性格，而當它面對各種經濟壓力而

企圖尋求政府補助或營利事業登記時，成員

組織勢必要分工定性、並區分權利義務的階

層，體制化的命運將逐漸消磨掉設立的理想

性，而成為一個徒具「替代-另類選擇」想

像的體制化空間，不但做了選擇，也發現台

灣體制內的選擇沒有想像的多。

　　不過，即便短命、壯烈，台灣的「替代

空間」仍然如西方社會中的體制掙扎，在體

制化之前，努力發揮社群的獨特想像，為藝

術生態圈創立無數可貴的另類價值，也為台

灣的美學生活留下多元的選項痕跡。這正符

合「替代」一詞的流動性格，它是一個過程

性的思考和實踐，是社會的烏托邦，而它的

美學是獨斷的。當資本社會產業化的命運來

到，它也就名存實亡了。在這樣的歷史分析

中，我們回觀、以及檢視目前生發中的台灣

「類數字空間」，不管體制內外，真正共通

的關鍵性格，反而是經營管理者是否具有一

套獨特的美學觀，不論這套價值是否能說服

理念的認同者、風格的追隨者，或是可以在

市場經濟中獲致足夠支撐的消費者，形成一

種具有小眾性格的個性商店。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不論是經典性

的「替代空間」、或是廣義的「類數字空

間」，它們經常存在於非主流商業聚集的都

市區帶，混存於住商合一的空間中，總讓人

有一種私闖民宅的癮頭。對訪客而言，以門

牌號碼命名，取其容易記憶的特性。但是充

斥過多的時候，則會失去意義，因為人對於

一組組的中性數字的辨識力是缺乏的，最終

會失去預想的殊異效果，而成為當代社會的

系統和連鎖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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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歌劇蝙蝠在台北城市舞台

　　2009年12月30日在東海大學的中正紀念

堂，舉辦了一場「2010新年音樂會──費加洛

婚禮」。這是一齣舉世皆知的名劇碼，而且也

是莫札特所有作品中最精緻的代表作，也是東

海大學音樂系歌劇團為了今年（2010）的3月
18日，即將推出莫札特的義大利喜歌劇「費加

洛的婚禮」提前發表了該劇的音樂會版本。東

海音樂系在整個籌畫與排練過程中，以兢兢業

業的態度來面對它。不但預先在校園內公演一

場，還再接再厲的從一月開始舞台動作的團體

訓練、二月接續的樂團練習，到三月的舞台彩

排及正式公演。

　　以下是針對「費加洛婚禮」與東海大學的

歌劇發展，闡述個人之相關研究：

作曲家：莫札特

    談到莫札特（W.A. Mozart 1756-1791）的風

格，他生於奧國薩爾斯堡，父親是宮廷音樂

家，從小就被稱為音樂神童，可是卻特別崇拜

義大利的歌劇。1768年12歲的莫札特停留音樂

之都維也納時，因奧皇的命令譜寫了他的第一

齣喜歌劇「裝傻的姑娘」（La Finta Semplice, K. 
51），這部作品由於歌手的反對未能在上演，

等到次年五月一日才在薩爾斯堡宮廷首演。真

想不到一位 12歲的小學六年級學生，居然能

做出如此美妙動人的歌劇作品。而他黃金時期

的三齣義大利式喜歌劇──1786年的費加洛婚

禮（Le Nozze di Figaro, K. 492維也納城堡歌劇

院）、1787年的董．喬凡尼（Don Giovanni, K. 
527布拉格歌劇院）、還有1790年的女人皆如此

（Così fan tutte, K. 588維也納城堡歌劇院），可

說是兩百多年來在全世界上最受觀眾寵愛的著

名歌劇劇碼。

劇本：原著作者波瑪榭與歌劇劇本作家達．彭特

　　原著作者波瑪榭（Pierre-Augustin Caron de 
Beaumarchais, 1732－1799），出生於巴黎鐘錶

匠家庭。13歲時就輟學在家，但他勤奮好學，

博覽群書，終於成為知識淵博，才氣橫溢的作

費加洛的婚禮與東海大學的歌劇發展

文 / 陳思照(東海大學音樂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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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社會活動家。波瑪榭是法國傑出的喜劇作

家，他的優秀劇作起著從古典主義向近代戲

劇過渡的橋樑作用。1772年完成了以費加洛為

主的第一部戲劇《塞維亞的理髮師Il Barbiere di 
Siviglia》，又名《防不勝防》；1778年完成了

《費加洛婚禮》又名《狂歡的一日》，於1784
年首次公演獲得驚人的成功。1792年完成《費

加洛三部曲》的最後一部《有罪的母親》，思

想性藝術性都不如前兩部，反映了劇作家革命

精神的衰退。

　　義大利籍的歌劇劇本作家達．彭特

（Lorenzo Da Ponte1749-1838）有緣在1785年
認識莫札特，根據他的要求譜寫「費加洛婚

禮」、「董．喬凡尼」和「女人皆如此」這三

齣著名的劇本。達．彭特為莫札特寫的腳本

中，賦予劇中人物以更大的深度、刻劃出社會

階級之間的矛盾與道德問題。

費加洛婚禮的背景與音樂特色

　　奧地利皇帝約瑟夫二世禁止在維也納上演

這一劇目。達．彭特是當時的宮廷詩人，由於

他多次出面爭取，最終皇帝於第二年為了緩和

國內的一些衝擊而口頭批准改編後的歌劇可以

上演。莫札特用了兩年時間譜曲，他在創作這

部歌劇時保留了原作的基本思想，依照18世紀

意大利喜歌劇的傳統風格，諷刺貴族的淫亂奢

華腐敗生活和平民的努力為自身的權益與社會

處境而奮鬥，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劇中好色的

伯爵玩弄貴族的特權，被冷落的夫人想要伸張

女權，被壓迫而無奈的女僕Susanna和聰明機靈

的總管Figaro戲弄男主人。加上荒誕不經的劇

情：想要結婚的老女人Marcellina，她的對象居

然在第三幕被發現是多年前失散的私生子；而

侍僮Cherubino也是花痴一般見到女人就發情。

還有接續塞維里亞理髮師劇情Bartolo醫生的復

仇記，與音樂教師Basilio、園丁Antonio、公證

人Curzio詼諧爆笑的演技。

　　就歷史觀點來看，當時雖然已逼近時代的

驟變－法國大革命，但喜劇中的色彩仍充滿了

歡快的娛樂效果。天才的莫札特則用充滿靈性

與喜感的音樂描寫出喜歌劇的色彩。他不但在

獨唱中有完美的旋律，二重唱、三重唱和更多

元化的歌曲，使優美音樂與戲劇情節不斷的展

開，例如：第二幕長達廿幾分鐘的終曲Finale
中，由原本的二重唱演變成三重唱、四重唱、

五重唱，最後成為八重唱，讓每個懷著各自不

同的心態的角色們不斷的加入演唱、最後眾人

同時呈現，是一首複雜又精彩的片段。他利用

各種不同的音調，生動地描繪出不同角色的個

性與人類微妙的感情變化。將愛情與忌妒，陰

謀與誤解等各種心理衝突，以至到最後的寬恕

諒解，莫札特都用了靈巧的音符做出完美的曲

調。歌聲與精緻的配器相結合，表現莫札特天

賦異秉的作曲才華。豐富的音樂旋律加上戲劇

高潮與驚喜、轉折的效果，堪稱是經典中的經

典歌劇。

東海大學音樂系歌劇團

　　1985年起由陳思照老師擔任導演，與全系

所歌劇組學生共同演出相當多齣著名的歌劇，

歷年來曾經演出「阿毛與國王」、「女人皆

如此」、「魔笛」、「費加洛婚禮」、「糖

果屋」、「俏管家」、「蝙蝠」、「劇院經

理」、「可愛的牧羊女」及多次歌劇選粹，並

至國家劇院、城市舞台、各地文化中心或校園

巡迴公演，頗受好評，演出邀約不斷。

　　

　　1996年1月在國家戲劇院演出莫札特歌劇

「魔笛」，成為國內第一個進入國家戲劇院演

出的學生團體。2000年6月巡迴演出莫札特歌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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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加洛婚禮」。2001年5月「歌劇巡禮－－威

爾第逝世100週年紀念」。2002年5月胡伯定克

歌劇「糖果屋」公演。2003年12月莫札特歌劇

「魔笛」校園巡迴演出。2004年5月裴哥雷西歌

劇「俏管家」公演。2005年12月及2006年12月
約翰．史特勞斯輕歌劇「蝙蝠」公演，使音樂

系全系師生創下了同台公演歌劇的首次紀錄。

2006年4月莫札特歌劇「劇院經理」、「可愛

的牧羊女」公演。2007年6月經典歌劇饗宴(卡
門、法斯塔夫)；2007年10月經典歌劇饗宴(卡
門、茶花女) ；2008年3月與國立台灣交響樂團

合作演出歌劇「頑童與魔咒」；2009年羅西尼

歌劇選粹「在阿爾吉利的義大利女郎」。

　　歌劇團歷年來均以推廣歌劇藝術，親近普

羅大眾為主要目的，除保留原文詠嘆調的經

典唱法，並以中文台詞使觀眾更加融入劇情起

伏。學生藉由排練與演出的機會及經驗，增進

舞台表演與肢體動作的訓練。

歌劇展示館與未來之發展

　　東海音樂系歌劇團在目前國家級與國際舞

台上培養出不少的演唱人才，她（他）們都在

力爭上游；經常性的和國家交響樂團、台北市

立交響樂團……在國家音樂廳、台北中山堂等

重要演出場所擔綱主角表演。在創藝學院詹院

長的支持與指導下，目前正在籌設「歌劇展示

館」，將歷年來之公演海報、劇照，與歌劇之

大小道具、服裝陳列在館內，供民眾與師生免

費瀏覽。希望在未來的發展上，能夠更上一層

樓，將歌劇推廣到全國、甚至全世界，促進文

化之交流與社會之和諧。

2008與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合作演出親子系列音樂

會－頑童與魔咒

2007高雄逸仙館歌劇饗宴音樂會

2008朝陽大學 聖誕公演 阿毛與國王(學生組)

2009朝陽大學 年末公演 費加洛婚禮(學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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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內外的橋樑—話說「東海大學藝術中心」的近期發展與特色

文 / 林平（東海大學美術系主任兼藝術中心主任）

  由東海大學美術系負責營運的「東海大學

藝術中心」成立於民國83年5月，是中部大

專院校中，最早成立的藝術中心。和全台大

學相比，這個建樹成為美術科系學校的前驅

者，也是極少數由校方編列預算，交付美術

系所專業經營的藝術中心之一。民國93年夏

天，藝術中心由圖書館地下室，遷往新建啟

用之文學院大樓，規劃完整的專業展示設施

和倉儲空間，除了增強美術系藝術創作發表

和校際交流的功能外，同時亦滿足了藝術策

劃和管理人才培育的硬體資源和條件。民國

96年藝術中心跟隨美術系，由文學院改隸創

意設計暨藝術學院，展開新階段的發展，值

此，正是回顧和前瞻「東海大學藝術中心」

角色功能的最佳時機。

　　民主社會的多元發展中，當具有不同層

次和取向的藝文機制，以服膺社會美育的豐

富需求。學校藝術中心，自然與國家文化政

策所設立的美術館、民間非營利藝文機構、

商業畫廊、各式替代空間的營運目標有所區

隔。然而，在一個界域模糊、尋求跨域連結

的後現代氛圍中，學校藝術空間更需要與各

式藝文機制合縱連橫，以充分發揮此一以藝

術學術出發、卻不故步自封的空間能量。

　　任何藝術機制的運作，均具有組織規

章、財力、人力和物力資源的特色，相對亦

為其發展之框架和限制。然而任一條件的轉

化和升級，均形成其蛻變的契機。近年來，

「東海大學藝術中心」由於空間改善和展覽

規劃專業度的提升，使藝術中心的軟體規劃

獲致不同的視野。一方面，強調校園內部藝

文參與、創藝學院的互動、學校和系所形象

特色的提升；另一方面，強調與校外藝文機

構的合作，包括與何創時書法基金會合作的

「2007傳統與實驗書藝雙年展」、與「人間

副刊」合作的「人間攝影展」，以及提供青

年策展人表現的培育平台…。

　　「東海大學藝術中心」的展覽規劃，在

發揮美術系所創作能量、教學演示和學術研

究及交流的諸多面向上，具有多層次的檔期

規劃策略。除了提供美術系教師和研究生的

展出機會以外，亦企圖擴大對學校和藝文生

態的影響力。因此，近期發展則刻意地建構

東海43號-創藝實習中心庭
園意像

東海大學藝術中心 東海大學藝術中心展場一隅



大學藝文簡訊

18

校園藝文中心報導

系統性的系列展覽。以傑出系友的展出系列

為例，包含東海大學建校50週年連續三檔的

系友創作特展：「星沈海底當窗見」、「文

人情境與當代視野」、和「人的溫度」。針

對專任創作教師的需求，規劃每三年可申請

一次的個展，以及因應評論和策展師資專題

研究需求所訂定的主題策畫展系列。「東風

已來」和「內在工具」兩展，即為美術系從

事東方或西方媒材創作的教師作品選件展；

而「膠彩‧重彩‧岩彩—兩岸現代繪畫的另

一個向度」、「水墨當代性」則為專題研究

展。此外，針對優秀的兼任教師規劃的雙個

展系列，例如「四季遊蹤‧所在—陳順築/許
哲瑜影像展」、「似曾‧相識—彭賢祥/陳介

一雙個展」等，讓青年藝術家的創作，能在

校園學子的觀摩下，產生更具教育性的展出

效益。

　　藝術中心的檔期規劃，近年更強調能夠

吸引和滿足全校師生的藝文參與面向，以及

針對東海大學的學術和形象特質進行規劃。

一年一度的校慶特展包括96年與建築系合

作的「大度立心-陳其寬紀念文物展」、97
年積極推動與國立台灣美術館合作之「生態

之能見－國際版畫素描雙年展得獎作品選件

展」，以及98年規劃與國立工藝研究所和朝

陽大學合作的「Connecting-慢活、連結與隨

藝金工聯展」。在這些展覽中，不只強調藝

術中心的校園藝文普及功能，亦強化了它與

社區藝文機構的連結功能，同時發展年輕策

展人的表現舞台。

　　學校藝術中心與美術館的功能應該有所

區別，尤其是提供教學軟體和空間資源的潛

力。「東海大學藝術中心」於近年規劃一系

列中西名作的複製畫展出，例如：「國之重

寶-中國古代書畫複製精品展」、「故宮書

畫菁華--二玄社複製畫特展」等。接下來將

有西洋名家的海報展出，強化大學生對視覺

藝術的探究和學習過程。每年暑期配合膠彩

夏令營所舉辦的師生創作展，亦為教學觀摩

和成果之展現。

　　「東海大學藝術中心」的營運管理與美

術系藝術策劃教育和課程有密切的互動關

係，成為具有獨特性的特色。一方面，橋接

藝術策劃研究生與大學部藝術行政修課生的

人力資源，讓藝術中心成為學生藝術行政現

場實習的有效場域；另一方面，每兩年一度

的藝術策劃研究生集體規劃和製作的實習

展，已發展成為深受藝術界矚目的事件。遷

移新址後的實習展，包括第二屆「相逢何必

曾相似」、第三屆「茶‧沖‧動-喝茶的100
種理由」、和最近一屆的「歡迎光臨真實的

荒漠」。這些實習展的規劃，不止是針對藝

術的欣賞和探討，更期望藉由藝術策劃的手

法，能將藝術的福祉介入於社會不同的階層

和運作機制中。去年九月，這批展覽以「歡

迎光臨策世紀－重遇東海大學美術系藝術策

劃實習展」為名，於第五屆北京宋莊藝術節

展出，成為台灣唯一的受邀展出機構。

　　大學藝術中心的設立，透過學校教育的

體制，確實發揮美術館所無法彰顯的藝術教

育意義。未來「東海大學藝術中心」將積極

與各式藝文機制連結互動，建立合作關係，

同時推動與時代議題和創意產業相關連的展

覽活動，並開放更多機會作為年輕世代的策

展舞台，使東海師生與藝術界有更多的互

動，開拓學生視野，並建立藝術生態中的東

海特色和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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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

Cooper-Hewitt, National Design 
Museum, 2 East 91st Street New York, 
NY 10128
設計美國：當代創新展
時間：即日至2010年4月4日（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
黃金旺族：內蒙古博物院大遼文物展
時間：2010.02.06(六 )~05.16(日 )
地點：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書文獻大樓一樓

失落的疆域—清季西北邊界變遷條約輿
圖特展
時間：2010.02.10(三 )~08.10(二 )
地點：國立故宮博物院104

臺北當代藝術館
英雄 !?-天野喜孝個展
時間：2010.01.22(五 )~03.07(日 )

國立歷史博物館
燃燒的靈魂‧梵谷
時間：2009.12.11(五 )~2010.03.28(日 )
地點：國立歷史博物館
　　　101、103、201、203展廳

臺北101
2010臺灣當代特色工藝展
時間：2010.02.01(一 )~04.30(五 )
地點：臺北101觀景臺89F

高雄市立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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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點：北大廳、戶外園區

皮克斯高雄總動員
時間2009.10.03(六 )~2010.03.28(日 )
地點：101、102、103展覽室

駁二藝術特區
2010好玩漢字節
時間：2010.02.06(六 )~03.07(日 )

國立臺灣美術館
中華民國第25屆版印年畫「寅春納
福－虎年年畫特展」
時間：2010.01.06(三 )~04.11(日 )
地點：國美館D1、D2、D3展覽室

臺北市立美術館
2009臺北美術獎
時間：2009.12.26(六)~2010.03.07(日)
地點：北美館D~E~F

理查‧羅傑斯+建築師：從住宅到城市
時間：2010.03.06(六 )~05.02(日 )
地點：北美館1A

國立中正紀念堂
天才達文西特展－蒙娜麗莎的25個秘密
時間：2010.02.12(五 )~05.13(四 )
地點：國立中正紀念堂2、3展廳

/表演

兩廳院
2010臺灣國際藝術節
時間：2010.02.19(五 )~03.2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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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taaL維吾爾樂團【鼓動的寧靜心
靈之聲】
時間：2010.04.29（四）19：00
地點：靜宜大學大禮堂
極至體能舞蹈團【狂野臺】
時間：2010.05.04（二）19：00
地點：靜宜大學大禮堂
身聲劇場【在大水之中】
時間：2010.05.12（三）19：00
地點：靜宜大學大禮堂
知心單簧管室內樂團【愛上單簧管】
時間：2010.05.31（一）19：00
地點：靜宜大學大禮堂

國立交通大學
/講座
2010浩然講座 -「我的剪輯心路歷程」
演講者：剪接指導  -  陳博文
時間：2010.03.10(三 )13：30
地點：浩然圖書館B1
2010浩然講座 -「久違了，王大閎先生！」
演講者：建築家  -  阮慶岳
時間：2010.03.17(三 )13：30
地點：浩然圖書館B1
2010浩然講座  -「古體小說例講」
演講者：小說家  –王文興
時間：2010.05.05(三 )13：30
地點：浩然圖書館B1
「臺積心築藝術季」蘭庭崑劇團講座
時間：2010.05.05(三 )19：00
地點：交通大學演藝廳
2010浩然講座  -「貝多芬的合唱幻想
曲與合唱交響曲簡解」
演講者：指揮家  –廖年賦
時間：2010.12.05(三 )13：30
地點：浩然圖書館B1
2010浩然講座－（講題未定）
演講者：表演藝術家  –金士傑
時間：2010.06.02(三 )13：30
地點：浩然圖書館B1

國立中央大學
/展覽
歲月．風景  (1959-2005)－張照堂攝
影展
時間：2010.03.16(二 )~04.11(日 )
地點：中央大學藝文中心
「耕形四十」蔡根個展
時間：2010.04.20(二 )~05.16(日 )
地點：中央大學藝文中心

/表演
金枝演社「浮浪貢開花2」
時間：2010.04.08(四 )19：30
地點：校史館大講堂

/駐校藝術
「跟著藝術家玩攝影」中央大學攝影
工作坊進階班
時間：2010.01.15(五 )~05.27(四 )
「金枝走演．美麗臺灣」金枝演社戲
劇工作坊駐校計畫
時間：2010.03.19(五 )~04.08(四 )

靜宜大學
/展覽 
光明行—章三個展
時間：2010.02.01（一）～03.18（四）
地點：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Borboa宗教藝術畫展
時間：2010.03.24（三）～04.14（三）
地點：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歲月‧風景 (1959-2005)－張照堂攝影展
時間：2010.04.19（一）～05.21（五）
地點：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表演
臺灣戲劇表演家劇團【守歲】
時間：2010.03.30（二）19：00
地點：靜宜大學大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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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浩然講座  -「誰的藝術史？ -從反
省自己的現代化經驗出發」
演講者：錄像藝術家  -  陳界仁
時間：2010.06.09(三 )13：30
地點：浩然圖書館B1

/展覽
庚寅新春版印年畫聯展
時間：2010.02.05(五 )~03.08(一 )
地點：浩然圖書館二樓大廳
PARA！PARA！～2010交大建築展
時間：2010.03.02(二 )~03.23(二 )
地點：浩然圖書館B1藝文空間
『瞧你好樣的！』2010交大學學藝性
社團聯展
時間：2010.03.30(二 )~04.20(二 )
地點：浩然圖書館B1藝文空間
世紀新墨～吳學讓1960 -  2010創作展
時間：2010.04.28(三 )~05.18(二 )
地點：浩然圖書館B1藝文空間
沿切線方向行進～2010交大應藝所畢
業聯展
時間：2010.05.27(四 )~06.23(三 )
地點：浩然圖書館B1藝文空間

/表演
「遞送和平之音的駱駝商隊」 -  
Aashi t i  汎絲路樂團
時間：2010.03.10(三 )19：30
地點：交通大學演藝廳
「飛毯」 -  歐丁劇場
時間：2010.03.17(三 )19：30
地點：交通大學演藝廳
「歐風印象」 -  長笛  中提琴  豎琴室內
樂的魅力
時間：2010.03.18(四 )19：30
地點：交通大學演藝廳
「二十世紀音樂之彩繪」- 江瀅鋼琴獨奏會
時間：2010.04.07(三 )19：30
地點：交通大學演藝廳

王懷悌小提琴獨奏會
時間：2010.04.15(四 )19：30
地點：交通大學演藝廳
「竹韻」交大音樂所創作組作品發表會 
時間：2010.04.28(三 )19：00
地點：交通大學演藝廳
雲門舞集2「2010春鬥」
時間：2010.05.01(六 )19：30、
　　　         05.02(日 )14：30
地點：交通大學中正堂
「春宴」- 2010年琴園國樂團校園音樂會
時間：2010.05.06(四 )19：30
地點：交通大學演藝廳
「聽小提琴唱歌」 -  李俊穎2010小提
琴獨奏會
時間：2010.05.13(四 )19：30
地點：交通大學演藝廳
「臺積心築藝術季」明皇幸蜀圖 -經典
崑劇《長生殿》
時間：2010.05.15(六)14：30、19：30
地點：交通大學演藝廳
「現代木笛音樂的領航者」 -  德國
〈極光〉木笛樂團音樂會
時間：2010.05.18(二 )19：30
地點：交通大學演藝廳
交大音樂所「室內樂工作坊」
98學年期末展演 (二 )
時間：2010.05.25(二 )19：00
地點：交通大學演藝廳
交大音樂所「室內樂工作坊」
98學年期末展演 (三 )
時間：2010.06.02(三 )19：00
地點：交通大學演藝廳

/其他
【原住民文化週】原住民文化週開幕表演
時間：2010.03.22(一 )12：00
地點：交通大學女二舍逐風廣場
【原住民文化週】倫敦 -陳樹山 -  
淺談臺灣原住民族
時間：2010.03.22(一 )19：00
地點：交通大學科一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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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文化週】手工串珠DIY
時間：2010.03.23(二 )19：00
地點：交通大學綜一509
【原住民文化週】米類：彩繪石頭DIY
時間：2010.03.24(三 )19：00
地點：交通大學綜一509
【原住民文化週】原文週閉幕晚會 - -
山服之夜
時間：2010.03.25(四 )19：00
地點：交通大學實驗劇場
2010第三屆交通大學聯合魔術慈善晚會
時間：2010.05.15(六 )19：00
地點：交通大學中正堂

國立清華大學
/展覽 
【噓，秘密。】黃詩華個展
時間：  2010.03.03(三 )~03.31(三 )
地點：  藝術工坊
語言的辯證與想像，楊智富校園行腳
時間：  2010.03.08(一 )~03.31(三 )
地點：  清大藝中展覽廳
【影入校園】藝術創作聯展
時間：  2010.04.14(三 )~05.12(三 )
地點：  藝術工坊
「春訊」陳華俊、陳右昇  、李春信、
江承堯創作展
時間：  2010.04.26(一 )~05.20(四 )
地點：  清大藝中展覽廳
【OOXX系列之-潛入深藍海】皮淮音個展
時間：  2010.05.26(三 )~06.23(三 )
地點：  藝術工坊
在都沒有了的生活之前   曾御欽影像切片
時間：  2010.05.31(一 )~06.24(四 )
地點：  清大藝中展覽廳

/表演 
臺東大學音樂系音樂會(藝術中心協辦)
時間：  2010.03.09(二 )19：30
地點：  大禮堂
小提琴與爵士鋼琴音樂會  
時間：  2010.03.10(三 )19：30
地點：  合勤演藝廳  

小提琴獨奏會
時間：  2010.03.18(四 )19：30
地點：  合勤演藝廳
呂碧玲獨唱會 (藝術中心協辦 )
時間：  2010.04.12(一 )19：30
地點：  合勤演藝廳
小提琴與她的朋友們音樂會-弦樂四重奏
時間：  2010.04.21(三 )19：30
地點：  合勤演藝廳
相聲劇之夜
時間：  2010.04.29(四 )
地點：  合勤演藝廳
【全民大劇團】《瘋狂電視臺─相聲了沒》
時間：  2010.05.07(五 )、05.08(六 )
地點：  大禮堂
小提琴與吉他音樂會
時間：  2010.05.12(三 )19：30
地點：  合勤演藝廳
雙小提琴音樂會
時間：  2010.05.28(五 )19：30
地點：  合勤演藝廳
法韻獨奏家室內樂團音樂會 (藝術中心
協辦 )
時間：  2010.06.05(六 )19：30
地點：  大禮堂

/影展
王家衛影展 Wong Kar-Wai Film Festival
時間：  2010.03.02(二 )~03.27(六 )
地點：  蘇格貓底咖啡屋
金穗獎巡迴影展  Golden Harvest  
Awards for  Outstanding Short  Fi lms
時間：  2010.03.29(一 )~03.31(三 )
地點：  合勤演藝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座談會
聲樂教學的流派
時間：2010.05.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演奏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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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
美國當代藝術歌曲欣賞
時間：2010.03.11(四 )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演奏廳
2010協奏曲之夜
時間：2010.03.26(五 )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禮堂
臺灣當代中文藝術歌曲欣賞
時間：2010.04.08(四 )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林口校區禮堂
Winds and Brass：  large /  chamber  
ensemble
時間：2010.04.10(六 )
地點：國立故宮博物院
詩樂交輝朗誦會
時間：2010.04.22(四 )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演奏廳
萊茵--2010師大音樂系交響樂團定期公演
時間：2010.04.27(二 )
地點：國家音樂廳
東吳大學交流音樂會
時間：2010.05.17(一 )
地點：東吳大學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藝術季
人文領域人才培育國際交流計畫
時間：2010.03.25(四 )~04.02(五 )
地點：  新竹教育大學音樂館
創新藝術工作坊
時間：2010.04.06(二 )~05.07(五 )
地點：  新竹教育大學音樂館
身在其中 - -裝置藝術與音樂的對話
時間：2010.05.03(一 )~05.28(五 )
地點：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竹師藝術空間

國立中興大學
/展覽
簡榮泰攝影展
時間：2010.03.04(四 )~04.14(三 )
地點：國立中興大學藝術中心  

林輝堂油畫展
時間：2010.05.06(四 )~06.17(四 )
地點：國立中興大學藝術中心

正修科技大學
/展覽 
“電影‧素描” -三國三校三地巡迴展
臺灣電影〈臥虎藏龍〉 -素描
時間：2010.03.05(五 )~03.28(日 )  
地點：正修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西班牙電影〈玩美女人〉 -素描
時間：2010.04.02(五 )~05.02(日 )  
地點：正修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墨西哥電影〈愛情是狗娘〉 -素描
時間：2010.05.07(五 )~05.30(日 )  
地點：正修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表演
正修校園街頭音樂會
時間：2010.03.10(三 )~06.09(三 )
         每週三15：30 
地點：正修科技大學河西走廊
舞工廠─我的踢踏‧好好玩
時間：2010.04.27(二 )15：30 
地點：正修科技大學正修廳
福爾摩沙室內樂團─風華絕代音樂會
時間：2010.05.06(四 )15：30 
地點：正修科技大學正修廳
蝶舞中東肚皮舞團─異國風情
時間：2010.05.18(二 )13：30 
地點：正修科技大學正修廳
高韻堯─駐校藝術家個人演奏會
時間：2010.05.20(四 )13：30 
地點：正修科技大學正修廳
五校駐校藝術家聯合音樂會
時間：2010.05.24(一 )19：30 
地點：正修科技大學正修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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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科技大學
/展覽
陳柏梁教授作品展
時間：2010.03.04(四 )~03.19(五 )  
地點：萬能科技大學創意藝術中心
劉永仁教授作品展
時間：2010.03.30(二 )~04.13(二 )  
地點：萬能科技大學創意藝術中心
洪志傑老師作品展
時間：2010.04.15(四 )~04.25(日 )  
地點：萬能科技大學創意藝術中心
專題畢業展
時間：2010.04.26(一 )~05.02(日 )  
地點：萬能科技大學創意藝術中心
洪志傑 .葉金燦師生聯展
時間：2010.05.20(四 )~05.31(一 )  
地點：萬能科技大學創意藝術中心

東海大學
/展覽
西洋名畫海報精選展
時間：2010.02.25(四 )~03.31(三 )  
地點：東海大學藝術中心
neneLUpiepie[g] /黃雯雪、陳琳雅、
呂亮瑩
時間：2010.03.16(二 )~03.28(日 )  
地點：「東海43號」創藝實習中心
故事的我‧我的東海故事 /宋孟純、葉
采葳、許珮欣、胡凱齡、林葳
時間：2010.03.30(二 )~04.11(日 )  
地點：「東海43號」創藝實習中心
海內外珍藏中國名畫複製品精選展(暫訂)
時間：2010.04.06(二 )~05.05(三 )  
地點：東海大學藝術中心
thuid-18th校內預展「逆走」 /陳奎
源、蔡宗祐、林仕勳
時間：2010.04.13(二 )~04.25(日 )  
地點：「東海43號」創藝實習中心
Living/楊渝惠、陳若珊
時間：2010.04.27(二 )~05.09(日 )  
地點：「東海43號」創藝實習中心

臺日韓合作「韓國通度寺古壁畫」修
復摩寫教育展 (暫訂 )
時間：2010.05.10(一 )~06.10(四 )  
地點：東海大學藝術中心
三角關係Part2/策展人：王南雁、程少鴻
時間：2010.05.11(二 )~05.23(日 )  
地點：「東海43號」創藝實習中心
陳榮章膠彩創作畢業個展 /陳榮章
時間：2010.05.25(二 )~06.06(日 )  
地點：「東海43號」創藝實習中心

/表演
「擬音真意」電子鍵盤管絃樂團定期
音樂會
時間：2010.03.16(二 )  
地點：高雄至善廳
歌劇「費加洛婚禮」
時間：2010.03.18(四 )  
地點：臺中中山堂
時間：2010.04.18(日 ) (暫訂 )  
地點：管理學院階梯廣場
管樂團2010定期音樂會
時間：2010.05.28(五 )  
地點：  臺中中興堂
時間：2010.05.30(日 )  
地點：臺北蘆洲演藝廳

中華大學
/展覽
宇宙：常新─楊英風景觀藝術
時間：2010.03.16(二 )~04.24(六 )
地點：中華大學藝文中心
駐校藝術家  李博男 .陳世政聯展
時間：2010.04.27(二 )~05.14(五 )
地點：中華大學藝文中心
戴武光水墨畫展
時間：2010.05.18(二 )~06.26(六 )
地點：中華大學藝文中心

/表演 
孫麗翠默劇表演藝術
時間：2010.03.19(五 )19：30
地點：中華大學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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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薑花男孩┼1
時間：2010.04.15(四 )19：30
地點：中華大學國際會議廳
極致體能舞蹈團講座┼演出
時間：2010.05.11(二 )19：30
地點：中華大學國際會議廳

/影展
大學生影展：搖滾吧！爺奶
時間：2010.05.04(二 )19：00  
地點：中華大學國際會議廳  
大學生影展：與巴席爾跳華爾滋
時間：2010.05.13(四 )19：00  
地點：中華大學國際會議廳
大學生影展：吾愛無悔
時間：2010.05.20(四 )19：00  
地點：中華大學國際會議廳
大學生影展：回家
時間：2010.05.27(四 )19：00  
地點：中華大學國際會議廳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展覽
本位淬鋒 -李錫奇邀請展
時間：2010.03.02(二 )~03.23(二 )  
地點：藝術中心  
在形色的天空下 -游守中油畫創作展
時間：2010.03.25(四 )~04.15(四 )  
地點：藝術中心創意廳
路程空間 -柯適中畫展
時間：2010.03.25(四 )~04.15(四 )  
地點：藝術中心展覽廳
設計學院學生畢業展
時間：2010.04.20(二 )~04.29(四 )  
地點：藝術中心
呼吸深度之旅 -劉永仁個展
時間：2010.05.04(二 )~06.03(四 )  
地點：藝術中心創意廳
Why so Serious?-耿皓剛個展
時間：2010.05.04(二 )~06.03(四 )  
地點：藝術中心創意廳

/其他
畫荷寫生比賽‧數位攝影比賽
時間：2010.05.22（日）  
地點：雲林科技大學雲那裡
畫荷音樂饗宴‧荷韻彩衣義賣
時間：2010.05.22（日）
地點：雲林科技大學荷花池畔

淡江大學
/展覽 
臺北現代畫展  
時間：2010.03.13(六 )~05.02(日 )
地點：淡江大學文錙藝術中心展覽廳  
臺灣鄉情水墨畫展  
時間：2010.05.05(三 )~06.30(三 )
地點：淡江大學文錙藝術中心展覽廳

/表演
蘇顯達小提琴獨奏會  
時間：2010.03.23(二 )19:30
地點：文錙音樂廳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展覽 
幻象之丘—新媒體藝術展
時間：2010.01.23(六 )~03.07(日 )  
地點：鳳甲美術館
瓢蟲有點，花有梗(日間部美術系三年級)
時間：2010.03.02(二 )~03.14(日 )  
地點：信義公民會館A館
邊緣畫 (日間部碩士班二年級 )
時間：2010.03.08(一 )~03.14(日 )  
地點：大觀藝廊、真善美藝廊
2010 王國憲石雕個展「蛆蛹之慾
Pose 113-124」
時間：2010.03.08(一 )~03.21(日 )  
地點：大漢藝廊
書畫藝術學系師生美展
時間：2010.03.09(二 )~03.19(五 )  
地點：臺灣藝術大學書畫系系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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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Say Goodbye，ane I  Say 
Hel lo .－HelloGoodbye
(日間部美術系四年級 )
時間：2010.03.18(四 )~03.29(一 )  
地點：信義公民會館A、D館
99年度雕塑系師生美展
時間：2010.03.22(一 )~03.28(日 )  
地點：真善美藝廊
美術系師生美展
時間：2010.03.26(五 )~04.08(四 )  
地點：信義公民會館A、D館
20twenty-雙十年華
時間：2010.04.03(六 )~04.14(三 )  
地點：士林公民會館
工藝系系展
時間：2010.03.29(一 )~04.05(一 )  
地點：大漢藝廊、大觀、真善美藝廊
日工四畢業展
時間：2010.04.12(一 )~04.18(日 )  
地點：大漢藝廊
劉柏村個展
時間：2010.04.19(一 )~05.02(日 )  
地點：大觀藝廊
美術節系展
時間：2010.05.10(一 )~05.16(日 )  
地點：大漢藝廊
夜工四畢業展
時間：2010.05.10(一 )~05.16(日 )  
地點：真善美藝廊
工藝系在職專班畢業展
時間：2010.05.10(一 )~05.16(日 )  
地點：真善美藝廊
2010新一代展
時間：2010.05.21(五 )~05.24(一 )  
地點：臺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大樓一館1樓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護學系
95級教學成果展
時間：2010.05.22(六 )~06.13(日 )  
地點：臺北縣藝文中心
「請輸入關鍵字」雕塑系畢業展
時間：2010.05.24(一 )~05.30(日 )  
地點：大觀藝廊

/表演
2010日間部學士班畢業公演 -《追光舞影
的傻子》
時間：2010.03.05(五 )19：30
地點：臺中市中山堂
時間：2010.03.13(六 )19：30
地點：中山大學逸仙館
時間：2010.03.20(六 )19：30、　
　　　　     03.21(日 )14：30
地點：臺灣藝術大學演藝廳  
臺藝大與馬來西亞淡馬錫理工學院聯合音
樂會   
時間：2010.03.26(五 )19：30
地點：臺灣藝術大學演藝廳
2010臺藝青年演奏家系列-協奏曲之夜
時間：2010.03.30(二 )19：30
地點：臺北市中山堂中正廳
臺藝大春季箏樂展
時間：2010.04.10(六 )14：00
地點：臺灣藝術大學福舟表演廳
弦樂團之夜-「NTUA歡慶55！」系列
時間：2010.05.02(日 )19：30
地點：國家音樂廳
2010臺藝青年演奏家系列-室內樂音樂會
時間：2010.05.06(四 )12：00
地點：臺藝大福舟表演廳
現代樂團年度音樂會 -聲音彩虹
時間：2010.05.12(三 )19：30
地點：臺北市中山堂光復廳  
打擊樂團音樂會
時間：2010.05.13(四 )19：30
地點：臺北市中山堂光復廳
戲劇與劇場應用學系－99年進學班畢業
公演「大蜥蜴之夜」
時間：  2010.05.14（五）19:30
 2010.05.15（六）14:30、19:30
 2010.05.16（日）14:30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演藝廳
2010板橋樂展（一）說唱戲曲篇
時間：2010.05.18(二 )19：30
地點：國家音樂廳
2010板橋樂展（二）臺藝新秀音樂會

時間：2010.05.25(二 )19：30
地點：國家音樂廳
中外藝術歌曲之夜 (藝術歌曲的饗宴 )
時間：2010.05.25(二 )19：00
地點：臺藝大音樂系音樂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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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之美
時間：2010.05.27(四 )19：00
地點：臺藝大福舟表演廳
2010交響樂之夜-「NTUA歡慶55！」系列
時間：2010.05.31(一 )19：30
地點：國家音樂廳

/研討會
2010年「庶」位傳播論壇 -「賽博光廊
與庶民傳播」學術研討會
時間：2010.04.09(五 )~04.10(六 )
地點：臺灣藝術大學國際會議廳
表演藝術<跨界對談第七屆>
時間：2010.05.14(五 )~05.15(六 )
地點：臺灣藝術大學
陳丁奇先生百歲紀念 -二十世紀臺灣書
法發展回顧學術研討會
時間：2010.05.20(四 )~05.21(五 )
地點：國立歷史博物館

銘傳大學
/展覽
臺澳當代藝術交流展
時間：2010.03.12(五 )~04.04(日 )
地點：銘傳大學藝術中心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展覽 
妝管系畢業展  
時間：2010.03.15(一 )~03.30(二 )
地點：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駐校作家、藝術家暨水的異言堂
時間：2010.04.05(一 )~04.29(四 )
地點：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郭菁菁個展
時間：2010.05.04(二 )~05.30(日 )
地點：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逢甲大學
/展覽 
周金團金屬工藝展  
時間：2010.03.01(一 )~03.24(三 )
地點：逢甲大學第一、第二展覽廳  
陳庭詩紀念展
時間：2010.03.31(三 )~04.30(五 )
地點：逢甲大學第一、第二展覽廳
戴璧吟油畫個展
時間：2010.05.05(三 )~06.02(三 )
地點：逢甲大學第一、第二展覽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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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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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02)2969-5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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