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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2011年1月，我們在細雪中拜訪了南京、蘇州、杭州及紹興。江南的人溫文儒

雅、江南的風景秀麗有緻、江南的話語輕聲軟膩，如此的江南孕育出的雲錦、評彈、

崑曲等藝術也是醉人，沉浸在千年的古城中，美景和悠久的歷史使參訪團獲益匪淺。

　　以藝文考察作為迎接2011年活動的暖身，接下來將有在參訪過程中和文化部合作

引進的廣西表演團體，以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樂系碩士班的表演活動，希望大家共

襄盛舉，另外我們也將設置獎勵辦法，藉以鼓勵經營有成的藝文中心，對於努力耕耘

的單位予以肯定。

　　迎來2011年，協會依舊秉持熱誠的精神為各位服務，也請各會員繼續支持本會，

使協會更加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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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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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主編的話

　　身為藝文協會的一員，參予近七年的活動，欣見會務發展，有效地為各校搭起聯繫的

平台，活絡了成員間的情誼。諸如引荐優質藝術展演節目，為校園藝文氣息注入活水；組

團參訪大陸文教機構，擴大兩岸文化交流的機會；而出版著作的流通，也讓我們見識到藝

術教育的推廣，在有心人士的經營擘畫下，能有如此出色的表現。

　　茲承協會囑編本期簡訊，除了會員學校提供展演訊息外，還要感謝張豐吉教授惠示他

多年來結合科學與實務所得的文物保存方法，相信對於各校方興未艾的文物典藏，有相當

的參考價值。藝文評論部分，權以拙文充數，旨在介紹李轂摩先生藝術之餘，還能看到一

位藝術家襄贊藝文的熱誠，在大學校園中所得到的回響。

　　另有興大近期兩檔展演活動的現場報導，由一位非藝術專業的中文所研究生寫來，所

呈現的文學性筆觸。連同會務訊息與活動剪影，敬謹刊布於此，疏漏之處不免，敬祈同道

先進指正。

國立中興大學藝術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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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訊息

  會務訊息

一、本會理事、監事異動名單

　　部分會員學校因為新學年人員更替，部分人事更動，異動如下：

　　(一)理事：林昌德理事、李祖添理事卸任學校職務，辭去本會理事一職。

　　(二)監事：侯友宜常務監事卸任學校職務，辭去本會監事一職。

二、南京蘇州杭州藝文工作考察

　　受中華文化聯誼會邀請於1月14日至23日至南京、蘇州、杭州、紹興等地參訪。由黃光

男理事長領隊，邀請白鷺鷥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陳郁秀女士及本會副理事長龔瑞璋校長、常

務理事黃英忠校長、監事李肇修校長、會員陳鴻助校長及各校藝文單位主管共25人組成參

訪團，與重點的幾所藝術院校舉行座談會，如：南京藝術學院、蘇州評彈學校、崑曲藝術

學校、中國美術學院、浙江藝術職業學校等，達成了許多的協議及建構了日後溝通交流的

平台，是一次成功的參訪活動。

南京蘇州杭州藝文工作考察參訪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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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淺談書畫文物的保護材料

文／張豐吉

　　自從漢代發明紙張以來，紙對人類的文

明進展具有重大的貢獻，也使得古代的許多

文化精髓及重要事蹟能夠流傳下來。然而，

紙質文物所使用的是天然的有機纖維原料，

在大自然的環境下會隨著時間逐漸劣化。此

種劣化的程度，除了受到保存環境的影響之

外，也與文物本身的材質息息相關。為了延

長文物的使用壽命，吾人務必選擇適當的保

護材料，使文物得以妥善的保存下來。

　　紙質文物的保護材料種類繁多，一般可

區分為紙類、塑膠類、木質類及膠著劑等

等。最適宜的保護材料常依文物的種類及特

性而異，若選擇不當，不僅未能達成文物保

護的功效，反而更促進文物的劣化。以下針

對紙質文物的保護材料就近年來的研究成果

供大家參考。

一、紙質材料

　　紙質材料依形態可區分為薄紙類及紙

板類。常用的薄紙類有(1)半透明狀的格拉

辛紙(Glassine Paper)：以化學木漿(Chemical 
Wood Pulps)為原料，經強度打漿，並經超

壓光機重壓而製成紙面光滑且呈半透明狀的

薄紙。此種紙張的酸鹼值必須為中性，常使

用於分隔及保護單張美術品或相片之類的文

物。(2)道林紙：此種文物保護用紙張必須

使用純化學木漿，且紙質屬中性或微鹼性。

國內生產的道林紙除中華紙漿廠之外，其他

的紙廠所生產的紙張均含有少量的機械木漿

(Mechanical Wood Pulps)，且尚有少數紙廠

仍使用酸性上膠法抄紙，此類的紙張已不符

合文物保護的規範。中性或微鹼性道林紙常

用於隔頁包覆及襯墊文物。此外也常製成紙

袋，分藏重要檔案。紙質文物隨貯存時間的

延長均會產生酸性物質，此種酸性物質會更

促進文物的劣化。為了延長紙質文物的壽

命，脫酸處理是有必要的一項作業。脫酸處

理有多種方法，不過每種處理方法均有其利

弊。以下介紹一種簡單且有效的壓締脫酸法

供大家做參考，此法係在每張酸性紙質文物

間夾一張微鹼性道林紙(如中華紙漿公司的

道林紙)。並在紙層上以重物加壓，經一段

時間過後，文物中的酸性物質便會逐漸被道

林紙中的鹼性物質所中和。此種中和反應速

度會隨壓力及空氣中的相對溼度的增高而加

速。由圖1的試驗結果可明顯的看出，酸性

紙質文物均會隨著加熱促進劣化的時間延

長，而紙力逐漸降低。然而，經過壓締脫酸

處理的文物，紙力的下降則有減緩的趨勢，

圖一、壓締脫酸處理後酸性紙之耐摺強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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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壓締時間越長，改善的效果越佳。不過如

採用中性紙(pH7)來進行壓締處理便無此種

脫酸效果。

　　紙板類保護材料包含：無酸檔案夾紙

板、無酸卡紙版、無酸瓦楞紙板及蜂巢狀紙

板等。前兩者常用於製作檔案夾及書籍保護

盒等用途，後兩者則常用於製作紙箱及畫框

裡的襯墊材料。此類的紙板中必須不含機械

木漿及銅鐵等金屬雜質，紙板的酸鹼值也必

須是中性或微鹼性，視用途而異，如相片或

膠卷之類的文物便不適宜使用鹼性的紙質保

護材料。以往無酸性紙板均由國外進口，價

格昂貴，一般的文物保存單位限於經費預算

無法大量採用。最近埔里地區的特種紙廠與

大學合作已開發成功並正式生產平價的無酸

紙板，紙質不遜於進口產品。

二、塑膠類材料

　　塑膠膜及塑膠板等材質具透明無色、質

料輕及強韌性佳等優點，故常被利用於畫框

及展示櫃上。然而，塑膠產品因化學成分

不同，材質各有差異。因此在選擇做為文物

保護材料時，應充分了解其特性。常見市售

的塑料板有壓克力板(PMMA)、聚氯乙烯板

(PVC)及聚碳酸酯板(PC)等。塑料膜有聚氯

乙烯膠膜(PVC)、聚丙烯膜(PP)、聚酯膠膜

(Polyesters)等。經日光劣化試驗結果得知，

PVC板或膜最容易變色，原本透明無色，經

300天日光曝曬後，變為深褐色，且材質也

變為脆弱至不堪使用的狀態。PC材料亦有

變色的現象，其變色程度不若PVC嚴重，材

質的脆弱程度也比PVC稍佳些。PP膜經長時

間日曬後，顏色雖無變化，但材質也變為相

當脆弱。唯有壓克力板及聚酯膠膜等材質最

為安定，色澤幾無變化，材質的強度也變化

不多。由此可見，在塑膠類產品中，以壓克

力板及其他聚酯類產品較適宜做為文物保護

材料。市售的PVC板及PC板外貌酷似壓克力

板，少數商家將此等產品以壓克力板產品販

售，故購買時應多加留意。

　　紫外線是紙質文物劣化的重要因素。因

此在文物展示過程中，在某種特定的可見光

線下，儘可能降低紫外線的含量。由表一的

測試結果得知，先將無遮蔽物的可見光照度

值調整為100Lux，經玻璃遮蔽後，可見光

降為90 Lux，紫外線強度由475μw/ Lumen
僅降為458μw/ Lumen，即對紫外線幾無遮

蔽效果。若採用壓克力板遮蔽時，可見光照

度變化不多，而紫外線強度則下降近50%。

市售的防紫外線聚酯膜，阻隔紫外線最佳。

當紫外線強度在500μw/ Lumen以下時，幾

乎所有的紫外線均被吸收。市售的防紫外線

燈管套也有相同的效果。不論防紫外膜或燈

管套經三年連續近距離的放置在日光燈管下

照射，雖然塑膠材質有相當程度的脆弱，但

防紫外線通過的效果並未明顯的減弱。由此

可見此種商品對阻隔紫外線的通過具有長效

性。

表一、遮蔽物對紫外線消減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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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紙之類的印刷紙容易變色及劣化是

大家所熟悉的現象，主要原因是新聞紙使用

含大量木質素(Lignin)的機械木漿，木質素

成分遇到紫外線便容易引起氧化反應而變黃

及紙質變脆。如果移除了紫外線或氧氣，則

新聞紙便不易變色及脆化。由圖二及圖三的

試驗結果可明顯的看出，若將新聞紙蓋上防

紫外線膜或經護貝將空氣移除，則新聞紙的

劣化便大幅降低。兩種處理同時進行，效果

更佳。不過在護貝重要檔案文物時，必須在

文物上下方各襯上一層PP膜或聚酯膜，以防

護貝膜粘在文物上，而不利未來文物的保存

及修復。在圖三的耐摺強度下降趨勢也可看

出，若只將新聞紙蓋上防紫外線膜，一起夾

入護貝膜內，而未將護貝膜加熱封閉，讓空

氣可自由進出，則防止紙力衰退的效果仍不

盡理想。由此可知，空氣中的氧氣對紙質文

物的劣化也扮演一項重要角色。

  
三、木質類材料

　　木材自古以來常被用來製作文物的保護

盒、書櫃、書架及畫框背板等。不過某些木

材或木製品(如合板)，因含有許多樹脂或膠

合劑，會汙染紙質文物及服飾文物。甚至木

製品中的酸性物質會加速文物的劣化。因此

在使用木質材料時，亦應多加留意。眾所皆

知，台灣的檜木為製作家具的上等材料，然

而此等木材不宜作為紙質文物的保護材料，

因木材中含有大量的樹脂，容易污染紙質文

物，其次柳杉材也容易污染紙質文物，不宜

採用。市售合板及粒片板中含有多量酸性膠

合劑及甲醛，此等物質也會促進紙質文物的

劣化。最好在畫作與畫框背板之間加入一層

無酸卡紙，以防止酸性物質滲入畫作上。梧

桐類的木材是最常被利用於文物的保護材

料，尤其最適合做為文物保護盒。不過梧桐

材比重較輕，較不適宜做為承載量較重的書

架。此外，白楊木、樺木、楠木及桃花心木

等闊葉樹材也常被利用。在針葉樹材中，雲

杉材及冷杉材含樹脂量較低，也較適合做為

書架及書櫃的材料。圖二、新聞紙不同處理方式之白度經時變化

圖三、新聞紙不同處理方式之耐摺強度經時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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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裱褙漿糊對紙張白度衰減之影響

圖五、裱褙漿糊對紙張耐摺強度之影響

四、其他保護材料

　　當紙質文物有破損時，常採用黏著劑、

訂書針或膠帶等加以修補或加固。然而這些

補強物品常會引起文物污染及劣化，造成無

法挽回的後果。就如市面上常見的漿糊，其

中加入了多量明礬等防腐劑，使用於裱褙或

修補文物過後，文物呈現較強酸性，導致文

物快速劣解。為了證實使用漿糊對畫作保存

之影響，我做了裱褙漿糊的劣化試驗，即從

市面上的三家裱褙店取樣了三種漿糊，代號

為A、B、C。經加水稀釋成適合裱褙的濃

度後，均勻的塗佈在濾紙上，再經高溫加速

劣化。紙張的劣化程度如圖4、圖5所示，漿

糊A與漿糊B為店家自行煮糊，因未添加明

礬等防腐劑，故對紙質的劣化影響較小，而

漿糊C為市售常見的漿糊，為了防止漿糊腐

敗，糊內添加了明礬及石碳酸等化學藥劑，

此種漿糊明顯的造成紙張嚴重劣化，不只紙

張易變黃，且紙力迅速的下降。在此呼籲珍

貴的書畫作品切忌使用市售漿糊裱褙。其他

膠水在使用初期是透明無色，但經過一段時

間後，膠質會變硬及變色。膠帶的使用也有

類似的現象發生。鐵製的訂書針及迴紋針更

不宜採用。因鐵銹會引起紙質變色及脆化。

故使用文物保護材料時，應使用中性、不變

質及可逆性等材質。

五、結語

　　紙質文物在自然界中會逐漸劣化是一種

不可避免的現象。為了延長文物壽命，選擇

適當的保護材料，對文物的維護及修復是非

常重要的。此種保護措施，不僅是文物保護

單位的職責，也是每個國民應具備的知識。

本篇作者為國立中興大學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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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評論

　且聽一首樵歌

—李轂摩七十書畫側記

文／陳欽忠

五更天公雞叫起床，禽語相迎；

遠山近樹，田畦稻禾，農人呼應。

閒來閱數行前賢詩文，試幾筆久藏舊紙；

夜來傾聽蛙鼓蟲吟，伴我相眠。

      　—節《2008李轂摩書畫集．自序》

　　詩畫般的境界，有陶、謝的隱思，王、

孟的園情。這是李轂摩先生為「依山田舍」

所作的文字素描。自民國八十六年買山結廬

到此，日復一日，耳目之所接，莫非天籟，

游心於物外，可擬漁樵。主人游息其中，俯

拾皆是詩題；抒散懷抱，案頭常供筆墨。悠

悠長歌，委婉而動聽。

漁歌入浦深

　　詩人深識天地之仁，感物吟志，畫家悟

極藝理之妙，觸處生情，兩者得兼，可參造

化。例如見到農家〈日出而作〉，詩心有

感，藉由畫筆呈現：在翻墨的山稜上，輕輕

點上一輪紅日，毋需朝輝，卻有滿紙黎明的

靜謐。又見鴨鵝喜雨，文字難傳之情，畫筆

可以曲盡其縮羽伸頸之態，表達〈久旱逢甘

霖〉的歡愉。

　　一幅題為〈山水相涵漁歌互答〉的山水

畫，最能覘畫家深心之所寄。畫中大塊的

黑，應是東方既白，霧氣將散之際。近處黑

沈沈的山壁上，幾棵墨綠的樹，勾勒卻是清

晰。遠山朦朧，一任水墨相融，濃淡渲染，

氤氳如在目前。中有漁舟在水，雁字橫空，

想像漁歌互答，迴盪山際，令人興起江上峰

青之想，深得「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

的禪趣。

　　亦惟心底澄明如鏡，方能洞見〈最美的

文章〉是養鴨人家的水上隊伍；人生之至

樂，在於「山光水色之間，聽晚曉漁唱」

（自題畫跋）。讀者觀其畫，如同聆賞詩思

與禪意共奏的樂章。

人情練達即文章

　　藝術家自負高標，「視一世事無可當意

者」，不論是西方式的不修邊幅，或東方式

的恃才傲物，藝壇從不少見，這固然也是一

種風格。對以讀書人自期的先生而言，走的

是儒雅而可親的路，「畫一些陽光的作品，

寫幾行格言佳句，結合人生，滋潤我心。」

（2008書畫集自序）看似無甚高論，卻能貼

近人情，轉成醒目的個人風格。

　〈日日是好日〉無疑是此一理念的代表

作。這句出自宋代高僧圓悟克勤的偈語，辭

旨嘉美，淺近如白話。先生喜而用之再三：

有以橙橘堆疊，年味十足者；有以人物坐於

一日之上，昂然若能轉動地球者；有雞啼迎

日，呼喚朝氣者。構圖隨意變化，諦視之則

凡十數個「日」字，字字寫法不同，真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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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筆！書法與圖象交互為用，且成系列作

品，尚有〈種瓜得瓜〉，後一瓜字改以各式

瓜類圖象代之，畫家思如泉湧，讀者儘可睜

大眼睛，期待「瓜瓞綿綿」的下一章。

　　前言書畫「結合人生，滋潤我心」，其

實尚可滋潤他人之心。例如〈平安〉〈如

意〉等尋常字句，寫來自怡貽人，誰曰不

宜。〈一帆風順〉、〈金榜題名〉，聞之者

喜，〈抖起精神讀書〉，可懸諸學子座右；

〈得隙閒眠壽且康〉，宜教老者安之。把雞

畫得大些，題為〈大吉〉，大小百隻為〈百

吉〉；立於屋上〈一鳴天下白〉，一家四口

〈和樂融融〉，閒行竹籬為〈悠遊〉...。在

他人或許能之，但很難做到如此自然，身雖

隱而能與世情相接如先生者，真乃今之古人

也。

茶餘小品味無窮

　　您是否也到過依山田舍？入得庭院，有

百齡七里香候客，主人赤腳相迎，笑言：

「剛採拾一串芭蕉，進來喝杯茶罷！」然後

照例烹上一壺佳茗，先人後己，斟滿勸進，

讓回甘的喉韻，化作熱誠的對白。

　　您可以不必來到依山田舍，也能感受到

沁人的茶香和殷勤的款待。〈以茶會友〉裏

的雛雞，是您也是我。客有來自遠方者，

〈他鄉遇故知〉的欣喜，可以是飄洋過海，

穿越層疊深淺的藍；也可以是雲山阻隔，走

過綿延無盡的路，終於翩然來到，班荊道

故。那可真是一條曲折遙遠的路哪！

　　話匣子打開，別無分號的李氏幽默，舉

座談笑風生。人說坐井觀天不好，我偏以為

好，但見天光透處，幾隻蚊子飛過井字恰

好構成的兩道柵欄，大小井蛙，抬頭瞪眼，

側耳傾聽，且說：「下來當我們的好鄰居

吧！」（〈坐井觀天〉）原來畫家眼中，天

敵可以為友，人世間有何宿怨不能化解？井

底可以觀天，吾人審容膝之易安，何庸汲汲

於籌營廣廈。

　　反向思考人生，胸次豁然開朗，

先生的茶餘小品，任令讀者擊節歎賞，

玩味不已。

翰墨香飄滿興園

　　先生的書畫成就，藝壇早有定評，公私

收藏，方興未艾。中興大學得天獨厚，得蒙

慨惠書畫，長期公開展示。

　　願借一隅披露他的精心鉅製〈惠蓀林

場〉。此畫成於三年前，原是應興大之請，

為紀念湯故校長惠蓀因公殉職四十週年而

作。先生罕見地兼採中西畫法，將惠蓀林場

的特色，用集錦的方式合於一圖之內。宏觀

遠山近樹，微觀別墅櫻花，平視之，則見紅

頂斜瓦的接待中心和湯公亭左右對應，三兩

遊人閒步其間，有點睛之妙，成功地傳達勝

依山田舍茶香滿屋，主人（中）熱情待客，與中
興大學蕭校長介夫（左）相談甚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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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予人的鮮明印象。蕭校長介夫為題曰：「坐覽此圖，可以神遊林場，想望惠蓀精神，悟

先人篳路藍褸之苦辛。」此圖今懸於興大貴賓室，觀者如雲，識者稱羨。

　　來到圖書館，正門大廳高掛的大字對聯，聯云：「藏圖書報刊浩如煙海；欲進德修業

宜入寶山」，也是先生的手筆，筆走龍蛇，墨瀋淋漓，仰觀俯察，增益學子不少智慧。嘗

以為書法點景，內文與筆趣並陳，特能傳達該一建物的人文意涵，有他種藝術所不及者，

此作得之矣。

　　先生嘉惠興大尚且不止於此，多年來計有雞畫月曆，賀年卡〈雙鯉悠遊圖〉、〈花好

月圓圖〉，教師節卡〈點一盞明燈〉，發行量以千數。今年更惠借〈福到〉虎畫，限量製

成瓷盤，獲贈者無不歡喜抃躍，視為珍寶。然則，仗著春風吹拂，南投草屯鄉間的樵歌，

且已播及興大學園，隨風飄送，終期無盡。

　　前年先生畫展，謬蒙囑序，撰成〈莊諧與文質，詩心為之主〉拙文乞教。今年欣逢

七十大展，乃又承頒屬文令，同樣推辭不獲。尋思常年數訪依山田舍，每於茶香滿座，鳥

鳴山間之際，側聞藝事點滴，略知言行之一二。印證其書畫作品，如見肺腑然，誠所謂書

如其人，畫亦如之。敢陳讀畫心得，不足稱先生雅教於百一也。

本篇作者為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教授兼藝術中心主任

李轂摩為中興大學特別繪製的巨幅彩墨〈惠蓀林場〉249x107 cm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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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大近期展演賞析

文／林婷婷

一、詩意的印象與藝術：

　　　「遠方的座標──莊普創作展」

　　西元1847年，莫內(Claude Monet)在一

場展覽會中發表了後代舉世聞名的作品【印

象：日出】。這幅作品在當時引起諸多議論

迴響，甚至將莫內一派的藝術家命名為「印

象派畫家」(the Impressionists)。誠如許多

主義與形式的詞彙一般，「印象派畫家」、

「印象主義」等名詞在最初時，實為帶著貶

抑嘲弄意味。

　　隨著創作觀念與欣賞角度持續受到拉扯

敵對、到後來的修整重塑，人們逐漸明白擺

脫十八世紀以來的洛可可、新古典主義、浪

漫主義這類，縱使中心思想差異甚大，但人

物均勻突出、色彩飽滿明亮的特色，印象畫

派另闢蹊徑，走向一條前人未及意識、未曾

探討的空間美學，在瞬間的驚鴻一瞥、在剎

那間的光線流轉、氣旋流動，莫內等人以藝

術之眼畫出了在光譜分析後的視覺感動與內

心震盪。

　　百年以後，印象派畫家們的作品不僅在

國際間被各大博物館、美術館視若珍寶的愛

護著，在藝品拍賣界上，每次成交的驚人天

價都令尋常百姓瞠目結舌著。

　　我們不禁開始去思考，透過審視環顧、

反省革命的心靈思考過程，百年以前，有人

創作出了他們的「印象」，那帶著詩意的藝

術創作，徐緩溫和、卻又狂暴激昂的給了世

界一個震撼。百年以後，我們是否也能夠找

出屬於自己空間裡的印象藝術？是否也能在

比十九世紀有著更多資源、更廣視野的現

今，看見藝術家捕捉住揚眉瞬目之際，那凝

結封藏的人間風景？

    2010年10月3日至11月10日在中興大學藝

術中心所展出的「遠方的座標：莊普創作

展」，藝術家莊普即以作品呈現出他個人的

詩意「印象」。

    莊普為台灣當代知名藝術家，在創作上，

莊普老師(左一)向興大師生
介紹其特有的藝術創作風
格－中興大學藝術中心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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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思考極度深沉濃重，表現卻又活潑外放

的特點，也因這種反差極大的表現，莊普的

作品往往帶給人乍見充滿驚喜有趣、反覆咀

嚼卻感幽微內斂的省思特色。

    這種深厚功力來自於莊普多年持續不懈的

創作成績。莊普自小即展現靈巧天分，高中

時就讀復興美工，畢業後旋即留學西班牙馬

德里藝術學院，爾後回台至今，先後舉辦過

多次個展，並參與及獲得國內外知名雙年展

獎項，如威尼斯雙年展、韓國光州雙年展、

台北現代美術館雙年展獎等等。

    莊普擅長將生活周遭俯拾即是的人物場

景，在人們回首即忘卻、過目即拋卸的當

下，以複合媒材、與長期經營的捺印來進行

一場瞬間的詩篇回憶，美感印象。

    從這次展出的諸多作品裡，可以看出十分

長於捕捉人間風景、人事過往的莊普，藉由

反覆捺印、多重主題替換，營造出或如【你

就是那美麗的花朵系列──花記】的粉色花

謝花飛，【你就是那美麗的花朵系列──我

們都是同一班】的舊事回憶封印，或如【遠

方的座標】的超越空間限制。莊普創作出的

並非如素描般精準、攝影般真實，他所描述

的其實是人間轉瞬即逝的吉光片羽、獨自漫

無邊際的想像世界。當下，我們才恍然大

悟，原來腦海裡無形的印象在有形的載體、

與具體的實現下是這般繽紛燦爛。

    除了捺印作品外，莊普在這次展覽裡也

使用了多種複合材質來表現作品，如【一白

二灰三黑四綠五紅】、與【獨白】使用的壓

克力，配合著主題，讓整件作品在藝術家無

法以言語表達的沉重思緒外，帶出活潑有變

化的逗趣。【只取一瓢飲】則使用了綿線、

湯匙來象徵世界上雖有眾多溪流、湖泊、海

洋，其名也都各異，但終殊途同歸，其質如

一、其終同一。

    莊普在創作上常讓人有意料不到的手法

與成果，他也曾自言自己並非是那種有著全

盤綿密計畫著創作方向與內容的藝術家。莊

普所擁有的，是利用著生活裡累積的心靈能

量，轉瞬間傾瀉的臨場情緒，揮展出屬於莊

普式的優雅印象。在觀賞者的駐足停留下，

體會著都市叢林裡或帶著花草芬芳、或時空

倒流、或穿越時空、或品味玄思的多種感

動、詩意印象。

二、青春禁忌遊戲－

　　　　深沉的精神饗宴與心靈省思

　　由中華民國大學藝文中心協會與中興大

學藝術中心藝術中心所主辦，遠錦建設公司

張書昭董事長贊助演出經費的年度藝文饗宴

──《青春禁忌遊戲》，在秋高氣爽的九月

二十八日夜晚，於惠蓀堂熱烈展開！

　　在開演前，先是由本校蕭介夫校長致

詞，並致贈中國話劇院紀念禮物以表心意，

而後便在這溫馨愉悅的交流下正式開始。

　　《青春禁忌遊戲》是由中國國家話劇院

多位精銳演員負責擔綱演出。中國國家話劇

院在海峽兩岸間頗具知名度，不但是國際知

名話劇藝術表演團體、更從中培養出多位家

喻戶曉的國際巨星，如孫紅雷、章子怡、秦

海璐等等。而上演的《青春禁忌遊戲》也是

中國國家話劇院首次登台的作品，內容深具

心靈省思、諷刺警惕，在本校表演後，造成

眾多學子與社區民眾們的熱烈迴響與稱讚。

　　《青春禁忌遊戲》是在講述四位高中生

為了得到女教師手上存放數學考卷的保險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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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作者為國立中興大學中文所碩士生

鑰匙，而以替老師慶生為由，在飄雪寒夜中

進入溫暖的房屋內，展開一場精心策劃下，

殘忍詭譎的顫慄遊戲。

　　該劇劇本是俄羅斯名劇作家柳德米拉‧

拉蘇莫夫斯卡雅所編寫，而《青春禁忌遊

戲》即是她最富盛名的代表作，該劇的原名

叫做《親愛的葉蓮娜‧謝爾蓋耶夫娜》。

　　透過獲獎無數、底子深厚的一級演員馮

憲珍所飾演女教師葉蓮娜‧謝爾蓋耶夫娜，

觀眾可以看到正直善良、不為富貴威嚇屈服

投降的光明人格，也同時為她在劇中或徬徨

失措、或傷感悲憤的情緒所感染，進一步獲

得更深處的靈魂共鳴。

　　除此之外，在把浪漫歡笑當糖果外衣、

謊言算計包裹其中的四位學生，也因章劼、

蘇小剛、李曄、江佳奇四位演員的精湛演

技，將玩弄權謀、視道德正義於無物的狂妄

富貴子弟，輕易受到功利誘惑、甘心獻上愛

情與信任的文學青年，成天懵懂過日、沒有

人生夢想的單純男孩，渴望出人頭地、不惜

把身體當作籌碼的窮困女孩，徹底展現在惠

蓀堂舞台上，讓觀賞此劇的民眾們獲得最徹

底的心靈震盪，觀後只覺欲罷不能、酣暢淋

漓。

    《青春禁忌遊戲》除了幕前精彩亮眼，在

幕後的燈光音效、舞台佈置也別具巧思，足

以可見中國國家話劇院的專業到位。除此之

外，興大與遠錦建設公司在此劇的付出贊助

上也是不遺餘力。這場由許多單位的認真用

心所營造出的表演，讓觀眾享受了一場豐富

的精神饗宴，更為正逢教師節的當夜劃下一

個美好句點。

國立中興大學蕭介夫校長(前排左三)與中國國家話劇院全體演員合影
中興大學藝術中心提供／攝於2010/9/28惠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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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講座
哲學與美學系列演講-影像凝視與愛/情悸動
「一部電影的產生」關於凝視的影像
工作思考 /陳文彬
時間：2011.03.02(三 )14:00
地點：蔣公行館
哲學與美學系列演講-影像凝視與愛/情悸動
個體社會愛的親合力/高國魁
時間：2011.03.07(一 )14:00
地點：蔣公行館
傳統戲劇與電影導演的跨界對話 -新編
豫劇《美人尖》 /王瓊玲
時間：2011.03.17(四 )16:20
地點：逸仙館
用筆來唱歌 /孫大川
時間：2011.03.23(三 )16:30
地點：逸仙館
詩韻與音符的交響 /余光中、陳芳明
演出者：中山大學音樂學系
時間：2011.03.24(四 )19:00
地點：逸仙館
哲學與美學系列演講-影像凝視與愛/情悸動
梵谷與高更對生命內在情館的追尋/蘇信恩
時間：2011.05.23(一 )14:00
地點：蔣公行館

◎展覽
春天來到西子灣
時間：2011.03.17(四 )~05.01(日 )  　
　　　10:00-17:00(週一休館 )
地點：蔣公行館西灣藝廊
樸‧墨潮 /韓毓琦
時間：2011.05.10(二 )~06.26(日 )  　
　　　10:00-17:00(週一休館 )
地點：蔣公行館西灣藝廊

◎表演
新聲‧樂音Ⅱ/李美文、許恕藍、呂超倫
時間：2011.03.19(六 )  19:30
地點：高雄市音樂館

NTSO向大師致敬系列二「琴繫鄉愁
東歐情」 /國立台灣交響樂團
時間：2011.03.20(日 )
地點：逸仙館
Mangononong Kano 
Miyanowanowanowud
說話與唱歌 -達悟民族音樂的原初 /蘭
嶼達悟族耆老
時間：2011.03.23.(三 )19:00
地點：西子灣沙灘
「日本ギー界の巨匠」福田進一吉他
獨奏會 /福田進一
時間：2011.03.29(二 )19:00
地點：逸仙館
貝多芬禮讚音樂會 /中山大學音樂學系
管絃樂團暨合唱團
時間：2011.03.31(四 )19:30
地點：逸仙館
張毅心2011大提琴獨奏會/張毅心、溫依婷
時間：2011.04.11(一 )19:30
地點：逸仙館
「紅神父 -巴洛克嘉年華」第二屆台灣
國際木笛音樂節系列音樂會 /皮爾斯‧
亞當等人
時間：2011.04.15(五 )19:30
地點：逸仙館
逆 /焦點舞團
時間：2011.04.22(五 )19:30
地點：逸仙館
「法蘭西的彩繪樂章」曾皓   鋼琴獨
奏會 /曾皓、奧地利格拉茲國際音樂學
院室內樂團
時間：2011.04.23(六 )19:30
地點：逸仙館
指間的距離首映會 /中山大學音樂學系
應用音樂組
時間：2011.04.26(二 )19:00
地點：蔣公行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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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大提琴合奏音樂會Ⅱ
/張毅心、黃曉玲、許佳盈、尤瑋琁
時間：2011.05.11(三 )19:30
地點：蔣公行館
佛朗明哥的旅程 /Beta佛朗明哥藝術坊
時間：2011.05.12(四 )19:30
地點：逸仙館
十八Light /國立台灣戲曲學院民俗技
藝學系
時間：2011.05.14(六 )14:00
地點：逸仙館
雙重背叛 /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
時間：2011.05.20(五 )19:30
         　　   05.21(六 )14:30、19:30
         　　   05.22(日 )14:30、19:30
地點：逸仙館
愛上古典樂Ⅳ/中山大學音樂學系碩士班
時間：2011.05.21(六 )14:30
地點：蔣公行館
2011大英劇 -百老匯經典音樂劇
《HAIR》 /大英戲劇團
時間：2011.05.27(五)~05.28(六)19:00
地點：逸仙館

國立中央大學
◎講座
公共 ˙藝術 ˙大講堂
時間：2011.04.26(二 )15:00-17:00                                               
　　　2011.05.31(二 )15:00-17:00
地點：國立中央大學團體視廳室(舊圖書館2F)

◎展覽
「微行星場域」許唐瑋個展
時間：2011.03.14(一)~04.2(六)10:00-17:00
地點：國立中央大學藝文展場(舊圖書館1F)
「新的一天又一天」王雅慧個展
時間：2011.04.18(一)~05.7(六)10:00-17:00
地點：國立中央大學藝文展場(舊圖書館1F)

◎表演
「日本ギター界の巨匠」— 福田進一吉他獨奏會
時間：2011.03.31(四 )19:30
地點：國立中央大學校史館大講堂

◎工作坊
「FIND ART－穿越異次元」中央大
學拼貼工作坊
時間：2011.03.18(五 )
　　　　13:00-15:00、15:00-17:00           
　　　2011.03.25(五 )
　　　　13:00-15:00、15:00-17:00
地點：國立中央大學藝術教室(舊圖書館1F)
無中生有的戲劇－即興創作專題
時間：2011.05.24(二 )18:30-21:30
地點：國立中央大學依仁堂韻律教室
我從哪來?往哪去 !－角色創造專題
時間：2011.05.26(四 )18:30-21:30
地點：國立中央大學依仁堂韻律教室

靜宜大學
◎展覽
一口一口  黃薇王民個展
時間：2011.02.17(四 )~03.17(四 )  
地點：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台灣當代經典海報設計展
時間：2011.03.22(二 )~04.22(五 )   
地點：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藝載乾坤—霍剛校園巡迴展
時間：2011.04.27(三 )~05.25(三 )  
地點：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表演
丹麥人聲樂團Singers巡迴音樂會
時間：2011.03.29(二 )19:00
地點：靜宜大學大禮堂
林文中舞團【小系列作品第三號
《淼》選粹】
時間：2011.04.27(三 )19:00
地點：靜宜大學大禮堂
世界軌跡樂團Orbit  Folks【世界民族
與爵士的一場對話】
時間：2011.05.05(四 )19:00
地點：靜宜大學大禮堂
身聲劇場【尋龍之音】
時間：2011.05.11(三 )19:00
地點：靜宜大學大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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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永年單簧管獨奏會
時間：2011.05.17(二 )19:00
地點：靜宜大學大禮堂

國立交通大學
◎展覽
十年有成《觀點與透視》～2011交大
建築展
時間：2011.03.03(四 )~03.22(二 )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藝文空間
「什麼玩藝兒？！」2011交大學藝性
社團聯展
時間：2011.03.31(四 )~04.26(二 )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藝文空間
融古鑄新～張光賓教授書畫展
時間：2011.05.04(三 )~05.31(二 )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藝文空間

◎表演
「自然與想像的詩意空間」 -  為鋼琴
與電聲的音樂   
時間：2011.03.08(二 )19:3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演藝廳
臺灣原住民布農族Lileh之聲             
時間：2011.03.16(三 )19:3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中正堂
鍾美倫鋼琴獨奏會
時間：2011.03.24(四 )19:3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演藝廳
【卡米地喜劇節  】 -  卡米地站立幫  -  
精選之Yeah!
時間：2011.03.25(五 )19:3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演藝廳
「2011春唱」 -  烏克蘭男聲樂團
Mansound巡迴音樂會              
時間：2011.03.29(二 )19:3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中正堂
「詮釋者 -詩人之戀」 -  鋼琴、聲樂與
多媒體故事性音樂會
時間：2011.03.31(四 )19:3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演藝廳

【卡米地喜劇節  】  導演真礙眼
時間：2011.04.08(五 )19:3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演藝廳
「月亮上的刀巴」- 鬼娃株式會社劇團
時間：2011.04.28(四 )19:3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演藝廳
「箏樂新視野」- 箏與西洋樂器的對話
時間：2011.05.03(二 )19:3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演藝廳
【音樂所】2011「竹韻」交大音樂所
創作組聯合作品發表會
時間：2011.05.05(四 )19:0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演藝廳
【卡米地喜劇節  】  逆襲17歲：向古
谷實致敬作品初章
時間：2011.05.06(五 )19:3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演藝廳
「薩克斯風與電子音樂的前衛世界」- 德
國克里斯托夫.齊爾詩克薩克斯風之夜
時間：2011.05.10(二 )19:3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演藝廳
【台積心築藝術季】 -『聲聲慢』 -  心
心南管樂坊  
時間：2011.05.14(六 )19:3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演藝廳
【台積心築藝術季】 -『聲聲慢』 -  心
心南管樂坊  
時間：2011.05.15(日 )14:3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演藝廳
田永年單簧管獨奏會      鋼琴 /范珍綾
時間：2011.05.19(四 )19:3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演藝廳
【卡米地喜劇節 】天龍在飛之壯壯來了
時間：2011.05.20(五 )19:3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演藝廳
「女舍2011」 -  舞次方舞蹈工坊
時間：2011.05.24(二 )19:3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演藝廳
【音樂所】交大音樂所「室內樂工作
坊」99學年期末展演
時間：2011.05.26(四 )19:0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演藝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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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
【經典通識教育講座】『遊藝不只黑
白 - -  那些音樂與音樂家教我的事』 (焦
元溥 /古典音樂台節目主持人 )
時間：2011.03.09(三 )13:30-15:2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浩然國際會議廳
【新文藝復興閱讀計劃】眾神的微笑：芥
川龍之介的《羅生門》與《煙草和魔鬼》  
(賴振南/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時間：2011.03.09(三 )15:40-17:3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綜合一館B102教室
【經典通識教育講座】來自天神眷顧的天
籟複音-布農族的八部音合唱pasibutbut(吳
榮順/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傳統音樂系
主任)
時間：2011.03.16(三 )13:30-15:2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浩然國際會議廳
【新文藝復興閱讀計劃】 川端康成（暫
訂）(黃錦容/國立政治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教授)
時間：2011.03.16(三 )15:40-17:3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綜合一館B102教室
【新文藝復興閱讀計劃】雙身共存的天
使：我讀《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阮慶岳 /
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系系主任、作家、建
築師)
時間：2011.03.23(三 )15:40-17:3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綜合一館B102教室
【經典通識教育講座】從科學哲學談心理
學的科學革命(黃光國/國立台灣大學心理
學系教授)
時間：2011.03.23(三 )13:30-15:2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浩然國際會議廳
【2011城市美學運動】 陳樂融：人生四
季系列講座   春之饗宴－在風光明媚裡，
自我反叛與認同－談成長(陳樂融/專業作
家－創意人)
時間：2011.03.23(三 )19:30
地點：浩然圖書館B1國際會議廳、科技生活館

【經典通識教育講座】人之所以為人:一
個二十萬年的故事(李家維/國立清華大學
分子與細胞生物所 特聘教授)
時間：2011.03.30(三 )13:30-15:2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浩然國際會議廳
【2011浩然講座】「音樂能表現甚麼？」
(作曲家/賴德和)
時間：2011.04.13(三 )13:30-15:2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浩然國際會議廳
【新文藝復興閱讀計劃】軍醫·學者·文豪
森鷗外及其作品 (邱若山/靜宜大學日本語
文學系系主任)
時間：2011.04.13(三 )15:40-17:3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綜合一館B102教室
【經典通識教育講座】南管‧詩‧音樂
(王心心/心心南管樂坊音樂總監)
時間：2011.04.27(三 )13:30-15:2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浩然國際會議廳
【新文藝復興閱讀計劃】魯迅的復仇哲學 
(倪偉/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時間：2011.04.27(三 )15:40-17:3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綜合一館B102教室
【2011浩然講座】「筆華墨雨任自然：第
十四屆國家文藝獎得主--張光賓的書畫藝
術」(張光賓書畫家、趙宇脩主講)
時間：2011.05.04(三 )13:30-15:2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浩然國際會議廳
【新文藝復興閱讀計劃】從唐宋詩詞看中
國人的審美觀 (呂正惠/淡江大學中國文學
系教授)
時間：2011.05.04(三 )15:40-17:3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綜合一館B102教室
【新文藝復興閱讀計劃】大江健三郎《死
者的傲氣》：生與死的對談 (何資宜/日本
國立廣島大學總合科學研究所博士)
時間：2011.05.11(三 )15:40-17:3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綜合一館B102教室
【2011浩然講座】「英雄不卸甲：吳興國
傳統創新之路」(表演藝術家/吳興國)
時間：2011.05.18(三 )13:30–15:2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浩然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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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藝復興閱讀計劃】夏目漱石的東方
與西方－以『三 四郎』為例－ (范淑文 /
國立台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時間：2011.05.18(三 )13:30-15:2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綜合一館B102教室
【2011浩然講座】「隱遁與自由：第十四
屆國家文藝獎得主--七等生的文學道路與
文學創作」(文學評論家/廖淑芳)
時間：2011.05.25(三 )13:30–15:2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浩然國際會議廳
【新文藝復興閱讀計劃】永恆之美：三島
由紀夫《金閣寺》 (梁蘊嫻 (東京大學學術
博士、交大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時間：2011.05.25(三 )15:40-17:3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綜合一館B102教室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展覽
前刀糸氏聯展（剪紙工藝）
時間：2011.03.02(三)~03.30(三) 09:00-17:00
地點：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簡吉與日據台灣農民運動特展
時間：2011.04.08(三)~03.30(三) 09:00-17:00
地點：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工設系新一代畢業展
時間：2011.05.12(四)~05.17(二) 09:00-17:00
地點：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展覽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藝術教育與創作碩
士班聯展「私人物品」
時間：2011.02.21(一)~03.11(五)
　　　　09:00-17:00(週一至週五)
　　　　12:00-17:00(週六至週日)
地點：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竹師藝術空間、
　　　毓繡藝術空間
劉永仁   創作個展
時間：2011.03.21(一)~04.15(五)
　　　　09:00-17:00(週一至週五)
　　　　12:00-17:00(週六至週日)
地點：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竹師藝術空間

「關係」材質創作聯展   江怡瑩策展
時間：2011.03.21(一)~04.15(五)
　　　　09:00-17:00(週一至週五)
　　　　12:00-17:00(週六至週日)
地點：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毓繡藝術空間
吳鎮中   水墨創作個展
時間：2011.04.20(三)~05.13(五)
　　　　09:00-17:00(週一至週五)
　　　　12:00-17:00(週六至週日)
地點：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竹師藝術空間
「物我的變奏」黃錦華   創作個展
時間：2011.04.20(三)~05.13(五)
　　　　09:00-17:00(週一至週五)
　　　　12:00-17:00(週六至週日)
地點：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毓繡藝術空間
平面設計展   徐婉禎策展
時間：2011.05.16(一)~06.03(五)
　　　　09:00-17:00(週一至週五)
　　　　12:00-17:00(週六至週日)
地點：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竹師藝術空間

國立中興大學
◎展覽
張豐吉攝影展
時間：2011.03.17(四 )~04.17(日 )
地點：國立中興大學藝術中心
楊元太雕塑展
時間：2011.04.28(四 )~05.30(一 )
地點：國立中興大學藝術中心

正修科技大學
◎展覽  
簡樸與綻放 -盧志松、蘇小夢雙個展  
時間：2011.02.25(五 )~03.18(五 )
地點：正修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阿舍夢土 -情色海遇  曾英棟個展  
時間：2011.03.25(五 )~04.22(五 )
地點：正修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宋璽德機動藝術個展  
時間：2011.04.29(五 )~05.20(五 )
地點：正修科技大學　藝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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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  
校園街頭音樂會  
時間：2011.03.30(三 )~06.01(三 )
地點：正修科技大學河西走廊  
三十舞團─得意的一天  
時間：2011.04.28(四 )
地點：正修科技大學正修廳  
台灣戲劇表演家─我的天台是舞台  
時間：2011.05.05(四 )
地點：正修科技大學正修廳  
公共澡堂─阿卡貝拉之美  
時間：2011.05.10(二 )
地點：正修科技大學正修廳   
林宗翰二胡演奏會  
時間：2011.05.24(二 )
地點：正修科技大學正修廳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講座  
倒立先生黃明正和他的理想們－實探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環境
時間：2011.03.14(一 )  15:30-18:00
地點：教科館１樓視訊會議廳  
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場中文迎曦講座
時間：2011.03.23(三 )  12:10-13:20
地點：中國語文學系
讀者劇場講座
時間：2011.03.23(三) 19：00~20：30
地點：五育樓4樓國際會議廳

◎展覽
藝用解剖學-視藝系年度鉅獻，恐怖的"藝
用解剖學"  ，  你..敢..來..上..課...嗎........
時間：2011.03.21(一)~03.23(三) 18:30~22:00 
地點：東校餐廳地下室

◎表演
開幕 -蕭添鎮民俗布袋戲團
時間：2011.03.21(一 )15：40-17：30 
地點：民生校區大禮堂  

◎電影
社會發展電影賞析  
時間：2011.03.21(一 )  18:30-21:30
地點：圖書館7樓視聽教室

◎研討會
第一屆市北教大、新竹教大、屏東教
大中文系研究生聯合論文發表會
時間：2011.03.24(四 )  08:30-17:30 
地點：國際會議廳

◎其他
LOVE ENGLISH 英語闖關  
時間：2011.03.23(三) 18：30-20：30 
地點：五育樓兩側穿堂
Spel l ing Bee英語拼字比賽
時間：2011.03.24(四) 19：00-20：30
地點：五育樓視廳教室
“Love English”  Singing& Dancing 
Contest『愛英文』英語歌唱大賽  
時間：2011.03.24(四 )  19:00-21:00
地點：大禮堂

東海大學
◎表演
PIONEERING !  東海大學音樂系  
2011 年度音樂會  
時間：2011.03.01(二 )  19:30
地點：台北國家音樂廳
東海大學音樂系師生暨電子鍵盤管絃
樂團、管樂團音樂會  
時間：2011.05.19(四 )  19:30
地點：台中中山堂
東海大學音樂系歌劇暨管絃樂團音樂會 
時間：2011.05.20(五 )  19:30
地點：台中中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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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
◎講座
駐校藝術家－國光劇團暨沙丁龐克劇團
【紅鼻子與白鼻子的交會】東丑‧西丑大
匯串  系列活動紅白交會的東西「丑」文
化--大師講座暨開幕茶會
時間：2011.03.15(二 )10:00-12:00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共同教學大樓展示廳
【大師分享】丁乃竺講座：表坊面面觀 
時間：2011.03.28(一 )14:10-16:00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工四講堂  
駐校藝術家－國光劇團暨沙丁龐克劇團
【紅鼻子與白鼻子的交會】東丑‧西丑大
匯串  系列活動京劇丑角講座《巧縣官》
時間：2011.03.31(四 )10:00-12:00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文一講堂  
駐校藝術家－國光劇團暨沙丁龐克劇團
【紅鼻子與白鼻子的交會】東丑‧西丑大
匯串  系列活動「大師」與「小丑」的對
話--藝術家座談暨閉幕茶會
時間：2011.04.12(二 )10:00-12:00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共同教學大樓展示廳

◎展覽  
駐校藝術家－國光劇團暨沙丁龐克劇團
【紅鼻子與白鼻子的交會】特展
時間：2011.03.14(一 )~04.12(二 )
　　　09:00-16:30 (週日休館 )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共同教學大樓展示廳
【美石美食‧食全石美】林仁德美石
饗宴特展  
時間：2011.04.25(一 )~05.19(四 )
　　　09:00~16:30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共同教學大樓展示

◎表演
駐校藝術家－國光劇團暨沙丁龐克劇團
【紅鼻子與白鼻子的交會】東丑‧西丑大
匯串  系列活動《一個人的晚餐》演出暨
演後座談 
時間：2011.03.22(二 )19:00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演藝廳  

【2011春唱：燦爛星光在春天  巡迴
音樂會】Mansound/烏克蘭男聲樂團  
時間：2011.04.07(四 )19:00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演藝廳
【世界風 - -聲動世界校園巡演音樂
會】聲動樂團  
時間：2011.04.15(五 )19:00
地點：湖畔戶外廣場 雨備：國立東華
               大學演藝廳
【新掌中芭蕾】極至體能舞團  
時間：2011.04.29(五 )19:00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演藝廳  
【女人皆如此】莫札特歌劇－  國立東
華大學音樂系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演藝廳  
時間：2011.05.20(五 )19:00

◎工作坊
駐校藝術家－國光劇團暨沙丁龐克劇團
【紅鼻子與白鼻子的交會】東丑‧西丑
大匯串  系列活動紅鼻子小丑工作坊(報名
參加，限15人)
時間：2011.03.25(五 )16:00-21:00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學院B110舞蹈教室
駐校藝術家－國光劇團暨沙丁龐克劇團
【紅鼻子與白鼻子的交會】東丑‧西丑
大匯串  系列活動白鼻子京劇丑角工作坊
(報名參加，限30人)
時間：2011.03.31(四 )16:00-21:00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學院B110舞蹈教室

◎影展  
第33屆金穗獎入圍巡迴影展
時間：2011.05.09(一 )~05.13(五 )
　　　12:10-15:00、17:10-20:00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湖畔二樓玻璃屋

◎競賽活動  
第五屆東華創藝短片獎入圍影片播放
暨頒獎典禮活動  
時間：2011.05.23(一 )~05.25(三 )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湖畔二樓玻璃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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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科技大學
◎展覽
林勝良書法展  
時間：2011.03.04(一 )~03.10(四 )
地點：藝文中心
美術系100級畢業展總審  
時間：2011.03.11(五 )~03.12(六 )
地點：藝文中心
幼保系畢業靜態展  
時間：2011.03.13(日 )~03.16(三 )
地點：藝文中心
四美二A班聯展  
時間：2011.03.17(四 )~03.23(三 )
地點：藝文中心
美術系100級畢業展  
時間：2011.03.25(五 )~04.03(日 )
地點：藝文中心
美術系100級畢業展  
時間：2011.04.04(一 )~04.08(五 )
地點：藝文中心
2011南潮美展  
時間：2011.04.10(日 )~04.14(四 )
地點：藝文中心
陳宏基 -戀  鄉情  天佑子民  油畫創作展  
時間：2011.04.16(六 )~04.20(三 )
地點：藝文中心
100級商設系進修部畢業成果展  
時間：2011.04.21(四 )~04.27(三 )
地點：藝文中心
家五甲 -艾莉絲夢遊仙境  
時間：2011.04.28(四 )~ 05.04(三 )
地點：藝文中心
美術系100級七美七A升級展評審  
時間：2011.05.05日 (四 )~05.06(五 )
地點：藝文中心
100級商設系畢業專題校內展  
時間：2011.05.08(日 )~05.15(日 )
地點：藝文中心
服飾設計管理系教師創意作品聯展  
時間：2011.05.16(一 )~05.20(五 )
地點：藝文中心

室界●牆  (室設100級畢業展 )  
時間：2011.05.21(六 )~05.24(二 )
地點：藝文中心
美術系七美五A升級展總審  
時間：2011.05.25(三 )
地點：藝文中心
ZOO-三人聯展  
時間：2011.05.26(四 )~05.30(一 )
地點：藝文中心

中華大學
◎展覽
URUSHI漆的造形創作─彭坤炎
時間：2011.03.02(三)~04.08(五)10:00-16:00
開幕茶會：2011.03.08(二 )14:00
地點：藝文中心
陳永欽  知心版畫個展
時間：2011.04.12(二)~05.16(一)10:00-16:00
地點：藝文中心
戴進晃油畫展
時間：2011.05.19(四)~06.30(四)10:00-16:00
地點：藝文中心

◎表演
《夜間咖啡館》長笛＆吉他  音樂會
時間：2011.04.19(二 )19:30
地點：中華大學國際會議廳(自由入座)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展覽
台北藝術大學新媒體藝術學系聯展
時間：2011.03.17(四)~04.08(五)9:00-17:00
地點：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表演
2011台灣獨奏家不同凡響系列─蔡瀚
儀鋼琴獨奏會
時間：2011.03.10(四 )14:30-16:20
地點：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野薑花男孩3重奏音樂會
時間：2011.03.30(三 )14:30-16:20
地點：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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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武國小古謠傳唱隊音樂會
時間：2011.04.13(三 )14:30-16:20
地點：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Aasht i汎絲路樂團音樂會
時間：2011.04.28(四 )14:30-16:20
地點：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電機小劇場
心藝鋼琴3重奏音樂會
時間：2011.05.18(三 )14:30-16:20
地點：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展覽
臺灣早期青花瓷收藏展
時間：2011.01.12(三 )~07.07(四 )
地點：藝術中心
廣袤寒宮月世界─高從晏數位山水畫展
時間：2011.02.22(二 )~04.15(五 )
地點：藝術中心
視覺傳達設計系畢業展
數位媒體設計系畢業展
創意生活設計系畢業展
時間：2011.04.22(五 )~04.28(四 )
地點：藝術中心
我的設計~游明龍個展
時間：2011.05.03(二 )~06.16(四 )
地點：藝術中心

◎藝術季
藝術季系列活動
1.畫荷寫生比賽
2.畫荷音樂饗宴
時間：2011.5月第四週
地點：雲那裡

明新科技大學
◎講座
藝術家對談 I
時間：2011.03.09(三 )
地點：明新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藝術家對談 I I
時間：2011.04.13(三 )
地點：明新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藝術家對談 I I I
時間：2011.05.11(三 )
地點：明新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展覽
意．域－蔡玫瑰抽象創作展
時間：2011.02.16(三 )~03.16(三 )
地點：明新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攝影創作展
時間：2011.03.23(三 )~04.20(三 )
地點：明新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想像 -蝶谷巴特 .藝術拼貼師生聯展
時間：2011.04.27(三 )~05.23(一 )
地點：明新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表演
李宛儒中東肚皮舞
時間：201.03.16(三 )  
地點：中正堂
玻利維亞印地安樂團
時間：201.04.20(三 )
地點：中正堂
擊夢打擊樂團
時間：201.05.18(三 )
地點：中正堂

◎研習
彩繪網帽DIY
時間：2011.03.02(三 )13:00
地點：明新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感謝媽咪花藝DIY
時間：2011.05.04(三 )13:00
地點：明新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淡江大學
◎展覽  
兩岸女畫家聯展  
時間：2011.02.21(一)~04.24(日)9:00-17:00
地點：淡江大學文錙藝術中心
台灣水彩畫協會會員聯展  
時間：2011.04.28(四)~06.26(日)9:00-17:00
地點：淡江大學文錙藝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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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會  
宋允鵬大鍵琴協奏曲演奏會  
時間：2011.03.11(五 )19:30
地點：淡江大學文錙音樂廳  
「E1002擊力推薦」－陳哲輝1002打擊樂
團之夜 
時間：2011.05.04(三 )19:30 
地點：淡江大學文錙音樂廳
「有土、詩、有才」－劉榮昌新民謠演唱會
時間：2011.05.31(二 )19:30
地點：淡江大學文錙音樂廳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展覽
張淳雅纖維設計創作個展
時間：2011.05.09(一)～05.20(五)09:00-17:00
地點：本校藝象藝文空間
盧羿妤纖維設計創作畢業個展
時間：2011.05.09(一)～05.31(二)10:00-18:00
地點：本校北畫廊展間1
杜思諄纖維設計創作畢業個展
時間：2011.05.09(一)～05.31(二)10:00-18:00
地點：本校北畫廊展間2
溫政傑金工創作個展
時間：2011.05.23(一)～06.02(四)09:00-17:00
地點：本校藝象藝文空間

◎表演
2011張哲瑜低音提琴獨奏會
時間：2011.03.28(一 )18:30-21: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蔡雨芬畢業音樂會
時間：2011.03.29(二 )19:30-21: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陳柔樺笛子、聲樂獨奏會
時間：2011.04.10(日 )09:00-17:00
地點：本校演藝廳
翁郁雯畢業音樂會
時間：2011.04.11(一 )19:00-20: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陳韻安畢業音樂會
時間：2011.04.12(二 )19:30-21: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陳冠廷Bass畢業音樂會
時間：2011.04.13(三 )19:30-21: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林寬悅畢業音樂會
時間：2011.04.15(五 )19:30-21: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羅怡佳畢業音樂會
時間：2011.04.18(一 )19:30-21: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吳思婷畢業音樂會
時間：2011.04.19(二 )19:30-21: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張又壬畢業音樂會
時間：2011.04.20(三 )19:30-21: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柯隆泰老師學生音樂會
時間：2011.04.21(四 )19:30-21: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黃郁盛畢業音樂會
時間：2011.04.22(五 )19:30-21: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劉姵吟畢業音樂會
時間：2011.04.24(日 )14:00-17:00
地點：本校演藝廳
黃翊慈畢業音樂會
時間：2011.04.25(一 )19:30-21: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洪千智老師雙簧管室內樂音樂會
時間：2011.04.26(二 )19:30-21: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王奕喬畢業音樂會
時間：2011.04.27(三 )19:30-21: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時間的凝視─陳宜鍾鋼琴獨奏會
時間：2011.04.28(四 )19:00-21: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劉怡伶畢業音樂會
時間：2011.04.30(六 )14:00-15: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張喬怡畢業音樂會
時間：2011.04.30(六 )16:00-17:00
地點：本校演藝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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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彥如畢業音樂會
時間：2011.05.02(一 )19:30-21: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顏汝安畢業音樂會
時間：2011.05.03(二 )19:30-21: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沈沛嫺畢業音樂會
時間：2011.05.04(三 )19:30-21: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王儷蓉大提琴獨奏會
時間：2011.05.05(四 )19:30-21:00
地點：本校演藝廳
王瀚億畢業音樂會
時間：2011.05.07(六 )19:30-21: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盛馨嬅畢業音樂會
時間：2011.05.09(一 )19:30-21: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張又壬、黃翊慈鋼琴協奏曲
時間：2011.05.10(二 )19:30-21: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陳韻安、林寬悅鋼琴協奏曲
時間：2011.05.11(三 )19:30-21: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吳思婷、羅怡佳鋼琴協奏曲
時間：2011.05.12(四 )19:30-21: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黃靖芳畢業音樂會
時間：2011.05.13(五 )19:30-21:00
地點：本校演藝廳
陳弘之畢業音樂會
時間：2011.05.16(一 )19:30-21: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伍玟蓉畢業音樂會
時間：2011.05.17(二 )19:30-21: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陳泱瑾畢業音樂會
時間：2011.05.18(三 )19:30-21: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黃康華畢業音樂會
時間：2011.05.19(四 )19:30-21: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徐依稜&黃斯晨聯合音樂會
時間：2011.05.20(五 )19:30-21: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吳思慧中阮畢業音樂會
時間：2011.05.21(六 )19:30-21: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廖人葇鋼琴獨奏會
時間：2011.05.24(二 )19:30-21: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蔡旻儒畢業音樂會
時間：2011.05.28(六 )18:30-21: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張簡怡婷畢業音樂會
時間：2011.05.30(一 )19:30-21:30
地點：本校圖資大樓演藝廳
孫愷絃畢業音樂會
時間：2011.05.31(二 )14:00-21: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影展
2011映像公與義影展  :  寶島曼波
時間：2011.03.01(二 )14:00-16:30
地點：本校音像大樓152放映廳
2011映像公與義影展  :  種樹的男人
時間：2011.03.01(二 )18:30-19:30
地點：本校音像大樓152放映廳
2011映像公與義影展  :  思念之城
時間：2011.03.02(三 )14:00-16:00
地點：本校音像大樓152放映廳
2011映像公與義影展  :  獨立之前
時間：2011.03.02(三 )18:30-19:35
地點：本校音像大樓152放映廳
2011映像公與義影展  :  飛行少年
時間：2011.03.03(四 )14:00-16:00
地點：本校音像大樓152放映廳
2011映像公與義影展  :  最遙遠的愛
時間：2011.03.03(四 )18:30-19:45
地點：本校音像大樓152放映廳
映像公與義影展 : 我希望–員山戲夢少年
時間：2011.03.04(五 )14:00-15:10
地點：本校音像大樓152放映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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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講座
保羅．羅賓森紀錄片及黑人靈歌沿革講座
時間：2011.04.14(四 )10:00-12:00
地點：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演講廳

◎展覽
古蹟藝術修護學系系展  
時間：2011.05.02(一 )～2011.05.13（五）
地點：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大漢藝廊B1
古蹟藝術修護學系96級教學成果展  
時間：2011.05.19(四 )～2011.06.05（日）
地點：台北縣立藝文中心

◎表演
2011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學系日間
學士班畢業公演~共舞紀事
時間：2011.03.12(六)19:30、03.13(日)14:30
地點：台北城市舞台  
音樂系合唱團參與「保羅．羅賓森獨唱會」
時間：2011.04.15(五 )19:30 
地點：新北市多功能集會堂
「現代樂團年度公演」  
時間：2011.05.11(三 )19:30
地點：新北市藝文中心演藝廳  
「弦樂團年度公演」  
時間：2011.05.16(一 )19:30
地點：新北市多功能集會堂  
「交響樂之夜」  
時間：2011.05.19(四 )19:30
地點：國父紀念館  
板橋樂展（二）臺藝新秀音樂會  
時間：2011.05.19(四 )19：30
地點：國家演奏廳
「管樂團年度公演」  
時間：2011.05.20(五 )19:30
地點：台北市中山堂
「進修部樂團年度公演」
時間：2011.05.23(一 )19:30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福舟廳
「打擊樂團年度公演」  
時間：2011.05.29(日 )19:30
地點：新北市藝文中心演藝廳  

◎研討會
戲劇學系2011年研究生論文發表研討會 
時間：2011.05.06(五 )~05.08(日 )
地點：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國際會議廳
 
◎工作坊
電影敘事藝術工作坊  
時間：2011.03中旬~05中旬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學術演講廳、
　　　電影系專業教室

銘傳大學
◎展覽
楊永智浩瀚大地特展
時間：2011.03~05
地點：銘傳大學藝術中心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展覽  
化妝品管理系畢業展   
時間：2011.04.11(一)~04.28(四)9:00-17:00
地點：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壹零零陶-台南科技應用大學美術系畢業展
時間：2011.05.10(二)~05.31(二)9:00-17:00
地點：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王慶鐘創作個展   
時間：2011.06.03(五)~06.30(四)9:00-17:00
地點：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展覽
匡仲英書畫展
時間：2011.03.12起
地點：嘉南藝苑一樓（國際會議大樓一樓）
文化銀遊－蘇建安金工美學展
時間：2011.03.12起
地點：嘉南文化藝術館（圖資館9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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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展覽  
【台灣印象】展覽系列／【猴塞雷 -台
灣加油  文創好棒】  
時間：2011.02.21(一 )~06.30(四 )
地點：虎尾科技大學綜三管一樓大廳
【台灣印象】展覽系列／【不能沒有
你】趙宗宋個展    
時間：2011.02.21(一 )~03.23(三 )
地點：虎尾科技大學藝術中心展覽室  
【台灣印象】展覽系列／【行動博物
館】木雕展  
時間：2011.03.24(四 )~05.03(二 )
地點：虎尾科技大學藝術中心展覽室  
【台灣印象】展覽系列／【鄉間的旅
人】黃進勝個展  
時間：2011.05.09(一 )~06.09(四 )
地點：虎尾科技大學藝術中心展覽室  

◎表演
【世界風】聲動樂團  
時間：2011.05.19(四 )15:20-17:10
地點：虎尾科技大學音樂廳  
【女舍】五次方舞蹈工坊  
時間：2011.05.26(四 )15:20-17:10
地點：虎尾科技大學音樂廳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表演
紅桃山、漢明妃
時間：2011.03.26(六 )14:00
地點：復興劇場
醉打蔣門神、販馬記
時間：2011.04.30(六 )14:00
地點：復興劇場
搜孤救孤、虹霓關、三堂會審
時間：2011.05.28(六 )
地點：復興劇場

逢甲大學
◎展覽
浮生流轉 -黃圻文繪畫創作展
時間：2011.04.12(一 )~05.26(四 )
地點：逢甲大學逢甲藝廊展覽廳

景文科技大學
◎展覽
「竹心、新竹」手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竹工坊作品展
時間：2011.  03.17(四 )~04.08(五 )
地點：景文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景文視傳系畢業展 (日、夜、進專 )
時間：2011.04.11(一 )~05.29(日 )
地點：景文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弘光科技大學
◎展覽
萌．生─存在的希望   賴仁輝油畫個展
時間：2011.02.21(一)~03.16(三)10:00-20:00
地點：弘光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陳淑燕現代纖維個展  
時間：2011.03.21(一)~04.21(四)10:00-20:00
地點：弘光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薩克斯風特展  
時間：2011.04.25(一)~05.25(三) 10:00-20:00
地點：弘光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表演  
街頭藝術節  
時間：2011.03
地點：弘光科技大學香格里拉廣場  
薩克斯風文化祭  
時間：2011.05
地點：弘光科技大學香格里拉廣場  

國立政治大學
◎講座
《指南沙龍》世紀物語系列講座 - -百
年臺灣特色建築
時間：2011.03.15（二）14:00-16:00
地點：國立政治大學創意實驗室（藝文中心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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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沙龍》世紀物語系列講座 - -百年
臺灣攝影脈絡
時間：2011.03.28（一）14:00-17:00
地點：國立政治大學藝文空間（藝文中心516室）
《指南沙龍》世紀物語系列講座--百年經典設計
時間：2011.04.08（五）14:00-16:00
地點；國立政治大學創意實驗室（藝文中心三樓）

◎展覽
歲月‧風景 - -張照堂攝影展
時間：2011.03.28（一）~05.27（五）09:00-17:00
地點：國立政治大學藝文空間（藝文中心516室）

◎表演
嚴選百匯合唱工作坊
時間：2011.03.17（四）19:00-21:00
地點：藝文中心101舞蹈室
《慶賀百年˙璀璨人聲》--拉縴人男聲合唱團
時間：2011.03.31（四）19:00-21:00
地點：視聽館（藝文中心三樓）
顏華容鋼琴獨奏會
時間：2011.04.27（三）19:00-21:00
地點：視聽館（藝文中心三樓）
冼柔小提琴獨奏會
時間：2011.05.31（二）19:00-20:30
地點：視聽館（藝文中心三樓）

◎紀錄片
臺灣世紀回味 - -張照堂紀錄片
時間：2011.05.03（二）、05.10（二）、
                      05.17（二）、05.24（二）、
                      05.31（二）12:30-14:30
地點：國立政治大學創意實驗室（藝文中心三樓）

◎影展
彩虹影展 - -自由大道
時間：2011.03.09（三）18:30-21:30
地點：視聽館（藝文中心三樓）
彩虹影展 - -美麗拳王
時間：2011.03.16（三）18:30-21:30
地點：視聽館（藝文中心三樓）

彩虹影展 - -為巴比祈禱
時間：2011.03.23（三）18:30-21:30
地點：視聽館（藝文中心三樓）
彩虹影展 - -飄浪青春
時間：2011.03.30（三）18:30-21:30
地點：視聽館（藝文中心三樓）
休閒影展 - -在世界的中心呼喊愛情
時間：2011.04.07（四）19:00-21:00
地點：視聽館（藝文中心三樓）
休閒影展 - -無聲婚禮
時間：2011.04.26（二）19:00-21:00
地點：視聽館（藝文中心三樓）
休閒影展 - -尋找夢奇地
時間：2011.05.10（二）19:00-21:00
地點：視聽館（藝文中心三樓）
休閒影展 - -竊聽風暴
時間：2011.05.26（四）19:00-21:00
地點：視聽館（藝文中心三樓）

中國文化大學
◎展覽
慶祝建國百年華岡博物館館藏史蹟、肖像畫展
時間：2011.03.01(二)~08.30(二)09:00-16:00
地點：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四樓
菔柬雨慧堂收藏青花瓷器展
時間：2011.03.01(二)~04.30(六)09:00-16:00
地點：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三樓
2011中國文化大學美術學系碩士班師生美展
時間：2011.03.01(二)~03.12(六)09:00-16:00
地點：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一樓
台灣民俗文物展 (常設展 )
時間：2011.03.01(二)~08.30(二)09:00~16:00
地點：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三樓
中國歷代陶瓷展 (常設展 )
時間：2011.03.01(二)~08.30(二)09:00~16:00
地點：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三樓
歐豪年書畫展 (常設展 )
時間：2011.03.01(二)~08.30(二)09:00~16:00
地點：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歐豪年美術中心
「瘋人願」林穎聰、林怡安、許書魁、朱珮
銀、吳孟諭、何恭辰、吳昱儂、吳珮頎聯展
時間：2011.03.15(二)~03.26(六)09:00~16:00
地點：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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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色」張羽儀、余薇婷、王苡靜、
唐依、邱乃蕙、陳韋帆聯展
時間：2011.03.29(二)~04.13(三)09:00~16:00
地點：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一樓
2011影像創作13人展
時間：2011.04.15(五)~04.27(三)09:00~16:00
地點：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一樓
2011智慧型數位生活研討會
時間：2011.04.29(五 )09:00~16:00
地點：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一樓
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王克武中華文
化專題畫展
時間：2011.05.03(二)~05.11(三)09:00~16:00
地點：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一樓
IMAXI挑戰我最大 -  資傳系第六屆
2010畢業成果展
時間：2011.05.13(五)~05.23(一)09:00~16:00
地點：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一樓
無解、無界 -  美三班展
時間：2011.05.25(三)~06.04(六)09:00~16:00
地點：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一樓

◎展覽
巧克力奇幻世界～《巧克力特展》
時間：2010.12.31(五)~2011.04.10(日)
地點：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第四特展室

中華民國第26屆版印年畫「卯春獻
瑞－兔年年畫特展」
時間：2011.01.22(六 )~03.27(日 )
地點：國立台灣美術館B1展覽室

劉耿一回顧展→生命感知與詠嘆
時間：2011.01.22(六 )~04.03(日 )
地點：台北市立美術館三樓3A

神韻‧自信~蒲添生百年特展
時間：2011.01.23(日 )~03.13(日 )
地點：國立台灣美術館

觸覺探險地
時間：2011.01.25(二)~2012.04.08(日) 
地點：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兒童美術館
             101展覽室

100年第1季藝術推廣計畫-平面藝文展
「神遊意會－蕭巨昇現代水墨畫個展」
時間：2011.03.06(日 )~04.01(五 )
地點：國立陽明大學藝文中心（圖資大樓２樓）

◎講座
「神遊意會－蕭巨昇現代水墨畫」
時間：2011.03.09(三 )14:00
地點：國立陽明大學圖書館視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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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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