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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師美術館「2017 作夢計畫 Dreamin’MoNTUE」
首展葉名樺〈一個人的美術館—寂靜敲門〉 ◎ 文／北師美術館　攝影／黃湧恩

MoNTUE北師美術館自成立以來，已推動
多場藝術試驗，為了鼓勵創作者持續實驗與探

索，北師美術館整合美術館資源與專業，2015
年起推動「作夢計畫 Dreamin’MoNTUE」，
給予創作者充分發揮的舞台，首次舉辦即獲眾

多矚目與迴響，將於 106年 4月至 6月揭開序
幕！ 4月首展編舞家葉名樺的〈一個人的美術
館—寂靜敲門〉，藝術家轉換劇場中的奇幻

時光，邀請觀眾重新感知個體與時空之間的關

係；5月則展出導演陳彥斌策劃的〈嗨歌三百首
masingkiay〉，邀請觀眾進入原住民族的社交現
場，透過原住民飲食文化，並於場域中相互對

話、分享交織，重新經驗原住民族的多元面貌，

以及身處美術館中所發生的藝術新行為。

白日到夕陽西下，美術館的一個人時刻

〈一個人的美術館—寂靜敲門〉，其創

作靈感來自編舞家葉名樺於北歐駐村時，感受到

自然瞬息萬千的變化力量，藉此探討人與環境間

的相互影響。成為空白畫布的美術館，勻出大片

寂靜，創作團隊結合了裝置、聲音、影像，將對

大自然的感知轉化為美術館的場景；創作者也將

不預期地現身展場，引領觀者跳脫日常生活的喧

囂，放開感官，回到身體最純粹的狀態，創造出

全新的觀展經驗與開放的參與模式。在白日到夕

陽西下的時刻，觀眾可預約享有一個人的美術館

時間，獨自與作品、空間交織共融，一起創造一

場有機藝術的邂逅！而美術館空間也將隨著時間

推移不斷變化，結束之際將形成一片極地風景。

此次展覽的創作團隊包含 2位創作顧
問高俊宏和周書毅，陪伴葉名樺一同創作

發想，美術館也邀請新加坡籍的獨立策展

人鄧富權擔任戲劇構作（Dramaturge），
協助展覽視覺與表演的整體構成，邀請您

於 106年 4月 8日至 5月 7日來館親自感
受。

 
▲

（大合照由右至左）陳武康、戲劇構

作（Dramaturge）鄧富權、藝術家趙
卓琳、獨家贊助成志投資許勝傑先

生、創作概念／藝術家葉名樺、藝術

家董育廷、北師美術館林曼麗教授、

藝術家晟｜ Sheng、演出：蕭碩寬。

 ▲開幕特別表演現場。

更多活動資訊請上北師美術館網站

（http://montue.ntue.edu.tw/）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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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尋文學的日常—臺灣文學雜誌展（1950-2015）
 ◎  圖書館

為讓校內師生感受臺灣

文學與日常生活連結的氛圍，

瞭解臺灣文學雜誌發展的脈

絡，以及推廣期刊館藏成果

現況，本校圖書館特別於 2樓
期刊室規劃「找尋文學的日

常—臺灣文學雜誌展（1950—
2015）」。且為延伸雜誌展策
展理念，並舉辦「看展，有

禮！」、「分享，無價！」二

項創意活動，以增添人文閱讀

趣味。

「看展，有禮！」由圖書

館精心為雜誌展設計精美明信

片及書籤，免費提供看展讀者自由索取（數量有限，每人每次限取 1張）。而「分享，無價！」，則
是看展心得的分享傳送，觀展者可摘錄展出雜誌中最喜歡的文字或祝福話語，利用圖書館準備的明信

片，填妥完整郵遞資料，投入服務櫃臺信箱，由圖書館代為寄出，將文學書香隨著讀者心意一起傳達

親朋好友分享。

日本愛知教育大學兒童人形劇團四度蒞校公演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106年 3月 12日下午四點，本校姊妹校日
本國立大學法人愛知教育大學兒童人形劇團じゃ

んけんぽんㄐ ㄢ  ㄉㄠㄕˊ ㄊㄡˊ ㄅㄨˋ
（以下簡稱愛教大兒童人形劇團），第四度蒞校

進行公演，演出〈小廣與小彩的草莓〉、〈忍忍

丸子前往笨蛋城〉2齣劇碼。多年來，兩校交流
與互動日益頻繁，透過學術研討、藝文展演等多

項活動，進一步促進兩校師生對彼此之了解與認

識，並為兩校情誼打下深厚的基礎。

〈小廣與小彩的草莓〉講述主人翁小廣，

從一開始獨享草莓的落寞，到和大家一起製作草

莓甜點、共享草莓的快樂，帶孩子看到分享的快

樂。〈忍忍丸子前往笨蛋城〉則描述初學忍術的

忍丸與忍子，經過重重練習，成為一位獨當一面

的忍者，也了解到真正的快樂不是奪取什麼，而

是成為一位能帶給別人歡笑的人。愛教大兒童

人形劇團以 2齣可愛逗趣又富含教育意義的人
偶劇，帶領孩童看見分享的正能量，透過這場

演出，把分享的快樂與滿足感染給現場每一個

 ▲設計精美的明信片及書籤，為讀者留下觀展記憶。

 █ 展期：106.03.20∼106.04.30
 █ 期刊室開放時間：

週一至週五，08:00-22:00；週六至週日，09:00-17:00
 █ 明信片索取時間：106.03.20-106.04.28（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教務長周志宏教授（左）代表學校致贈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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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愛教大兒童人形劇團蒞校公演活動，在本

校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文教法律碩士班、北師美

術館等單位同仁積極協助下，已於去年成功打響

名聲，本次活動更有家長帶著小朋友提早於中午

前即到活動現場詢問，直到活動開始前 1小時，
北師美術館更湧現排隊人龍，演出結果不負眾

望，愛教大兒童人形劇團為參與觀賞的大小朋

友，帶來無比的歡笑與快樂。活動結束後，愛教

大同學們親切地操作戲偶，與大家零距離互動、

拍照留念，全場驚呼連連，此起彼落的笑語，顯

示此次演出十分成功。衷心期待愛教大兒童人形

劇團明年再度到訪，為本校師生、社區家長與小

朋友們帶來更精采的藝文饗宴。

2016年度冬季班外籍生獎學金頒獎2016年度冬季班外籍生獎學金頒獎 
 ◎教務處華語文中心　楊淑羽

本校華語文中心於 106年 3月 20日由中心
主任張金蘭教授頒發 2016年度冬季班獎學金給
中心之外籍生。獎學金辦法是依據「教育部補助

大專院校及其附設華語文教學機構設置外國學生

獎學金核撥作業規定」而設立，用以吸引外國學

生進入本中心就讀並續報課程。本次獎學金通過

名單由華語文中心推動委員會根據學生前一季之

出缺勤紀錄及學業成績，加以審查並核定名額。

當季有 13個班共 27位學生獲獎，均是學
業成績達班級平均之前四分之一且出缺勤表現正

常的學員，每人獲頒獎狀乙紙及獎學金新台幣

1,000元。目前獎學金制度已實施 3年，重複獲
獎學生比例頗高，顯示外籍學員課堂及課餘時間

皆用心學習中文。此外，亦有不少學生因受激勵

而努力學中文並申請臺灣的大學繼續就讀。中心

希望藉由獎學金的機制，能多多鼓勵學生學好中

文、活用中文並因此獲得不一樣的未來。

 ▲零距離互動的演出現場，歡笑無比。 ▲日本愛知教育大學兒童人形劇團演出人員與本校工

作人員合影。

 ▲獲獎學生尼加拉瓜籍學生

柯瑞哲。

 
▲

獲獎學生聖克里斯多

福籍學生美里斯。

 ▲獲獎學生哈薩克籍

學生仙妮。

 
▲

獲獎學生土耳其籍

學生陳土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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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研習外籍生體驗詠春拳功夫奧妙

 ◎教務處華語文中心　楊淑羽

3月份對華語文中心來說是個「功夫月」，
本月情商邀請到本校張循鋰教授前來替中心的外

籍生們傳授詠春拳的功夫奧妙。經由電影「葉

問」的強力放送之下，使得外籍生們對於中國功

夫更加著迷，因此本月一開放課程報名，隨即額

滿。3月 15日開課當天，張老師提到學習詠春
拳必須先從「小念頭」開始，所謂的「小念頭」

即是詠春拳基本動作的根基，初學者需要能穩扎

穩打的學習基本功，才能往後進一步，也藉此代

表習武者需具備謙虛及忍耐的學習態度。為此，

張老師特地在課堂中個別教學，讓外籍生們都能

以正確的姿勢學習基本功，並牢記每個動作，以

作為日後學習的基礎。本次課程結束，學員反應

十分熱烈，因此中心特別加開幾堂課，讓外籍生

們把握這次難得的機會好好習武。

2017推廣教育冬令營  課程有創意  成果夠豐碩
 ◎進修推廣處推廣教育中心

因應知識經濟時代的需求，本校進修推廣

處推廣教育中心結合系所資源，開設各類優質兒

童課程與終身學習課程，提供文化創意、資訊科

技、語言學習等跨領域多元培訓。2017年冬令
營課程安排於 1月 23日起至 2月 10日舉辦，課
程規劃「趣玩美術」、「書香語文」、「趣味主

題」、「數位科技」、「奇妙科學」、「創意邏

輯」及「活力體能」七大主題，課程內涵融合多

元智能、符合兒童身心發展，並能激發孩子的想

像力與學習力，領域豐富，動靜皆備，提供家長

多樣化的選擇，讓孩子度過一個繽紛有趣的寒假

生活。

 ▲「樂高動力機械－基礎班」啟發兒童的專注力與想

像力，並藉由「做中學」的方式，認識物理原理，

增進生活科技的運用。

 ▲「Scratch基礎程式設計班」幫助孩童藉由學習
Scatch程式的過程中，學得重要的數學和電腦概
念，同時啟發創意思考、建立系統化的推理能力以

及與他人合作的能力。

 
▲

外籍生體驗傳

統武術，機會難

得。

 ▲張循鋰教授

（左）傳授詠

春拳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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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理財大亨」以動物村大亨派對為主題，引發

孩子學習理財知識。

2017年人文藝術季磅礡登場   ◎ 人文藝術學院
本年度人文藝術季規劃於 4月底至 5月底

舉辦，活動為期一個月。4月 25日配合藝術與
造形設計學系「新一代設計展」校內展，盛大開

幕；最後一場為 5月 25日人文藝術季閉幕式暨
歌劇選粹音樂會；2017年度人文藝術季集點抽
獎的獎品得主也將在 5月 31日抽出！

 八大主題活動  展現藝術之美  凝聚人文精神

「藝文派對」：由開幕式為始，以歌劇選

粹音樂會競賽結尾，並邀請曲家瑞教授蒞校演

講。

「音樂饗宴」：以本校音樂學系為主軸，

一連數場音樂活動，讓校園熱鬧一夏。

「語創傳情意」、「兒英祈福趣」：將以

語文主題進行一系列的活動，包括以詩傳情、詩

集作品展、英文籤詩，以及講座等，將本校的語

文特色發揮得淋漓盡致。

「文創憶臥龍」：以回憶臥龍為主題來橋

接各項藝文活動，包括講座及工作坊，找回失落

的懷舊記憶。

「藝設遊樂園」：包含各種藝術活動，如

裝置藝術、書法聯展、彩繪等活動。

「臺文講堂」：包含文史台灣學術講座，

深化學與思的激盪，展現文化的多樣與包容。

「美術館特展」：係由北師美術館首次舉

辦之「作夢計畫 17’ Dreamin’ MoNTUE」徵件計
畫展覽，由表演藝術家葉名樺〈一個人的美術

館—寂靜敲門〉與陳彥斌〈嗨歌三百首〉接力

展出，邀請觀眾親身參與一場表演藝術與美術館

跨界融合的試驗，進入屬於美術館的藝術夢。

人文藝術季的活動規劃以各系所專長為

主，並透過系所間同學合作，盡情展現跨領域的

特色，讓文化藝術的內涵更為豐富。為感謝全校

師生及各界人士一直以來對人文藝術季活動的支

持，本年度特別舉辦集點抽獎活動，只要集滿 6
點就有機會參加抽獎，歡迎踴躍參加！

 ▲「成語科學故事集」利用科學方式了解成語的典故

以及後世的應用。

 ▲ 2017年人文
藝術季磅礡

登場。

 ▲詳細活動內容

請密切注意活

動網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