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貳、 美感教育  

一、崇友大師講座 

活動名稱 實施內容/成果效益 
服務對象 

人次 
活動照片 

東吳唐松章

校友人文講

座 

 

世新崇友 

大師講座 

今年度本會與東吳大學、世新

大學合作，以《文化、藝術與

環境》為主軸，在兩所學校各

舉辦一學期的講座課程，邀請

文化藝術領域重量級的大師─

李鴻源、范毅舜、馬以工、優

席夫、陳念舟、張卉君、李建

復、廖榮鑫、江文淵、郭強生、

侯文詠、黃虹霞、黃一峯、何

培鈞、巴東、何曉玫、王心心、

郎祖明、謝旺霖、林安鴻、張

正傑等人開講，為眾學子建立

專業領域的成就典範，培養更

深層次的人文素養，更藉由講

者豐富的人生經歷與知識涵

養，開啟閱聽大眾的文化視

野，帶給在座學生感動與省

思。 

兩學期共

317 名學

生選課 

 

侯文詠老師於東吳大學授課 

張正傑老師於講座中表演大提琴 

與王心心老師合影 

 



 

 

� 講題介紹 

1.  東吳唐松章校友人文講座─107 第二學期 

堂次 日期 課程內容/專題名稱 授課教師 學經歷 

1 3/9 如何讓政府變聰明 李鴻源 

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水利組教授 

學歷：美國愛荷華大學土木暨環境工程系博士 

經歷：曾任台灣省政府水利處處長、臺北縣副縣長、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委與內政部部長。 

2 3/15 

「從歐洲文化遺產到公

東的教堂與野台戲」-我

的攝影之路 

范毅舜 

國際知名攝影大師 

學歷：文化大學美術系畢,美國加州布魯克攝影學院碩

士 

經歷：瑞典哈蘇專業相機公司推崇為全球最優秀的

150 位攝影家之一、歐美各大相機大廠產品代言人、

SWPA 國際攝影大賽的評審。台北美國文化中心、誠

品藝文空間、美國華府參議院、德國 Leica 藝廊與法

國尼斯的 Alain Couturier 藝廊舉行攝影個展、出版近

50 本圖文並茂的著作。 

3 3/22 
風霜之刃-從 5.38 元新

台幣到 8.75 億美金 
馬以工 

台北市政風處廉政透明委員會委員 

學歷：美國新澤西州立大學都市及區域計畫博士 

經歷：監察委員、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教授、

中華大學景觀系副教授、東海大學景觀系兼任副教授、

中華大學景觀建築系主任、華梵人文科技學院景觀系

主任文建會委員、環保署環境評估委員會委員大自然

雜誌創辦人兼總編輯。 

4 3/29 

敲門的勇氣！ 

從部落到哈利波特城堡

的奇幻歷程 

優席夫 

阿美族當代藝術家，現居英國藝術之都-愛丁堡 

經歷：多次愛丁堡國際藝術節參展、台北國際藝術博

覽會受邀藝術家、桃園國際機場個展受邀藝術家、TED 

X TAIPEI 受邀講師、公益平台基金會受邀藝術講師…。 



 

 

5 4/12 
無垢─過去式、現在式、

未來式 
陳念舟 

無垢舞蹈劇場團長/製作人、無垢環境設計負責人、台

北杜鵑研究室負責人、福祿文化基金會執行董事。 

學歷：台北體育專科學校 

經歷：日本鈴木造園事務所研究、美國賓大景觀設計研

究所研究。 

專長：橫跨景觀工程規劃設計、杜鵑育種及栽培、茶文

化器物研究設計。 

6 4/19 黑潮洶湧，島嶼航行 張卉君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學歷：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碩士。 

經歷：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海洋文化部專案經理、鯨豚

生態解說員、美濃愛鄉協進會生態聚落文化研究員、莫

拉克災後獨立報導人。  

獲獎：葉紅全球華人女性詩獎、花蓮文學獎、    全國

學生文學獎、海洋文學獎、鳳凰樹文學獎等，著有《記

憶重建：莫拉克新開災誌-六龜新開災後口述史》。  

7 4/26 台灣流行音樂的發展 李建復 

上海聲朗信息科技執行董事、愛播聽書 APP 創辦人、

中華音樂人交流協會會長 

學歷：美國匹茲堡大學企業管理碩士 

經歷：雅虎台灣總經理、雅虎北亞區企業服務副總裁 

8 5/03 
由航太產業看 

創新價值 
廖榮鑫 

漢翔航空董事長、台灣國防產業發展協會副理事長、

清華大學 AI 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指導委員、財團

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董事 

學歷：國防大學戰爭學院 84 班 

經歷：總統府戰略顧問、國防部副參謀總長兼執行官、

國防部副參謀總長兼執行官、國防部常務次長、空軍

軍官學校校長 



 

 

9 5/10 
都市造山--半畝塘生態

開發 
江文淵 

半畝塘環境整合創辦建築師 

學歷：逢甲大學建築學系學士 

經歷：江文淵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 

10 5/17 
來不及美好：五年級的

懷舊文化 
郭強生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專任教授 

評論家、劇場編導、作家 

學歷：紐約大學戲劇系碩士、博士 

著作：短篇、長篇小說與散完已出版二十餘部， 

獲獎：《惑鄉之人》榮獲第 37 屆文化部金鼎獎。《何不

認真來悲傷》獲時報〈開卷〉年度好書獎及第 40 屆文

化部金鼎獎。 

11 5/24 與自己對話 侯文詠 

暢銷作家、電視影集製作人 

學歷：台灣大學臨床醫學博士 

經歷：公共電視董事、臺大醫院和萬芳醫院麻醉科主

治醫師及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副教授。曾榮

獲省新聞處短篇小說首獎，中華文學獎、小說獎、散

文獎。 

12 5/31 從公益辯護到大法官 黃虹霞 

中華民國大法官 

學歷：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法學士 

經歷：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庭第八屆調解委員、法

務部行政執行署法規及業務諮詢小組委員、臺灣大學

法律學系兼任實務教師、外交部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

會委員、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小組成

員、臺灣高等法院調解委員、永豐金融控股公司董事…

等 



 

 

13 6/14 
自然那麼有趣，學校怎
沒教？ 

黃一峯 

生態攝影專家、自然野趣 NATURE FUN 創辦人兼課

程總監、荒野保護協會講師、英國 nature picture 

libary 圖片庫簽約攝影師、野性中國 WILD CHINA 

講師、IBE 影像生物多樣性調查所顧問、中國紅樹林保

育聯盟（ＣＭＣＮ）顧問。 

獲獎：台灣金鼎獎最佳美術設計、最佳圖書雙料得主 

著作：《自然野趣 DIY》、《婆羅洲雨林野瘋狂》、《自然

觀察達人養成術》。 

 

2.  世新崇友大師講座─108 第一學期 

堂次 日期 課程內容/專題名稱 授課教師 學經歷 

1 9/20 與自己對話 侯文詠 

暢銷作家、電視影集製作人 

學歷：台灣大學臨床醫學博士 

經歷：公共電視董事、臺大醫院和萬芳醫院麻醉科主

治醫師及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副教授。曾榮

獲省新聞處短篇小說首獎，中華文學獎、小說獎、散

文獎。 

2 9/27 島航，看看海有什麼塑? 張卉君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學歷：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碩士。 

經歷：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海洋文化部專案經理、鯨

豚生態解說員、美濃愛鄉協進會生態聚落文化研究員、

莫拉克災後獨立報導人。  

獲獎：葉紅全球華人女性詩獎、花蓮文學獎、全國學

生文學獎、海洋文學獎、鳳凰樹文學獎等 

著作:《記憶重建：莫拉克新開災誌-六龜新開災後口述

史》。   

3 10/04 

有種生活風格叫小鎮 

（從民宿，社區到小鎮

的社會實踐省思之路） 

何培鈞 

天空的院子民宿創辦人、小鎮文創公司&竹巢學堂創

辦人、長榮大學新創事業籌備處執行長 

學歷:長榮大學醫務管理學系畢業 



 

 

4 10/18 
中西藝術內涵與美感特

質之比較賞析 
巴東 

藝術研究工作者，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兼任

教授。行政院文化部古物鑑定審查委員、國立歷史博物

館學術審查暨古物鑑定委員、四川內江張大千研究中

心客座研究員。 

學歷: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西畫組學士、美術研究

所理論組碩士。 

經歷:歷任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研究員兼研究組、展覽

組主任、主任秘書。 

5 10/25 跳舞，對自己的擁抱 何曉玫 

何曉玫 MeimageDance 藝術總監、第十九屆國家文

藝獎得主、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院院長、雲門舞

集舞蹈教室教材研發總顧問。 

學歷:紐約大學舞蹈研究所 碩士 

經歷:臺北越界舞團團長、雲門舞集 2 排練指導，並多

次受邀擔任雲門舞集客席編舞家，為雲門編作舞碼：

《水‧鏡》、《紙天空》。 

6 11/15 
現代人與古老音樂的最

短距離─南管與我 
王心心 

心心南管樂坊創辦人暨藝術總監 

當代華人最重要的南管音樂家，精習指、譜大曲及各項

樂器，尤以歌唱著名，是南管界少見「坐遍五張金交

椅」的音樂全才。 

經歷:福建泉州南音樂團專職樂師、漢唐樂府南管古樂

團的音樂總監 

7 11/22 
建立自我品牌 用身體

說故事 
郎祖明 

春河劇團執行長、非玩不可創意文化執行長、何曉玫

MeimageDance 製作顧問、社團法人新住民成長協會

監事、政大經營管理碩士學程兼任助理教授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非營利事業管理組碩士、輔仁大學

化學系 

經歷:紙風車劇團副團長、綠光劇團團長、華岡藝校講

師、國立台灣戲曲學院兼任講師 



 

 

8 11/29 從「轉山」到「走河」 謝旺霖 

《轉山》、《走河》作者、雲門舞集「雲門講座」策劃人 

學歷:東吳大學政治、法律系雙學士清華大學台灣文學

所碩士、政治大學台灣文學博士班肄業。 

經歷:曾獲雲門舞集「流浪者計畫」贊助、國家文化藝

術基金會文學類創作及出版補助 

9 12/06 品牌、人文與美學 林安鴻 

生生國際(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長 

 

學歷：中國北京大學哲學博士、美國西德克薩斯州農

工大學企管碩士 

台灣中興大學統計學士 

 

經歷:成立「漢百貿易」、於香港自創品牌「JIA Inc. 

品家家品」、設立通路品牌「JIA PLUS」，2017 成立

「家文化研究基金會」，關注及研究傳統東方文化

「家的意涵」；以及文明進程中的「家文化」。 

10 12/13 天馬行空談音樂 張正傑 

東吳大學音樂系教授、海洋大學藝文中心主任、弦外

之音團創辦人。 

學歷:奧地利國立維也納表演藝術大學演奏家文憑、芬

蘭西貝流士音樂院最高演奏文憑 

經歷: 12 歲起以過人的音樂資賦連續三年榮獲全省音

樂比賽第一名，旋即獲選入華美青少年管弦樂團代表

國家赴美巡迴演出。 1976 年赴奧地利深造，入國立

維也納音樂學院，師事著名大提琴家 Valentin Erben，

並接受大提琴大師 Andre Navarra 及 Heinrich Schiff

之指導，曾獲得 Alban Berg 全額獎學金之最高榮譽。 

 

 

 

 



 

 

 

二、哈佛大學鱷魚合唱團 

活動名稱 實施內容/成果效益 
服務對象 

人次 
活動照片 

嗨嗨人聲─ 

2019 哈佛 

大學鱷魚合

唱團阿貝拉

音樂會 

 

1. 藉由哈佛鱷魚合唱團將世

界級音樂饗宴帶到台灣各

地交流，達到拓展兩國青

年國際視野與落實生活美

學之效，並將團員勇於實

踐夢想的精神傳遞出去，

及鼓勵台灣青少年勇於嘗

試各種挑戰。 

2. 今年哈佛鱷魚合唱團首度

於屏東演藝廳舉行售票演

出，並於高雄、宜蘭、基隆

進行 4 場次的校園演出，

以及在桃園、高雄、台北舉

行 4 場次的快閃演出，場

場獲得熱烈迴響，演出場

次如下： 

類型 時間 地點 

售票 6/05(三) 屏東演藝聽 

校園 6/06(四) 立志中學 

校園 6/10(一) 海洋大學 

校園 6/12(二) 慈心華德福 

中學 

校園 6/13(三) 蘭陽女中 

快閃 6/05(三) 高鐵桃園站 

快閃 6/05(三) 高鐵左營站 

快閃 6/08(六) 台北 101 

快閃 6/10(一) 崇友楊梅廠 
 

9 場次 

4,930 

人 

 

屏東演藝廳逗趣演出，驚豔全場 

 

立志中學-體驗台灣包粽 

 

蘭陽女中-演出中與學生互動 

 
台北 101 快閃 



 

 

三、 高雄大唐生活美學館專案  

活動名稱 實施內容/成果效益 
服務對象 

人次 
活動照片 

燦爛人生 

Life in 

Color 

彭雄渾畫作

展覽 

4/30～7/31，大唐生活美

學館與崇友文教基金會攜手

合作，邀請藝術家彭雄渾舉

辦為期 3 個月的個展。 

國際知名藝術家彭雄渾老

師，十幾年來創作不輟，將

藝術融合於生活之中，與大

唐的理念不謀而合。藉由本

展覽與延伸之工作坊活動，

盼望帶領高雄市民們體驗繪

畫的美好。 

1 場次 

約 140 人 

 

彭雄渾個展 

開幕茶會 

此次為大唐自 2018 年成立

以來首次舉辦大型藝術覽，

開幕當天賓客雲集，包含藝

術家友人和高雄各地熱愛藝

文的民眾皆前來共襄盛舉，

熱鬧非凡。 

1 場次 

約 45 人 

 



 

 

藝起玩樂趣 

校園公益場 

彭雄渾感念於自身藝術創作歷

程的艱辛，和大綠地藝術的合

作舉辦三場工作坊，希望將藝

術創作種子深植回饋高雄在地

孩童。 

校園公益場於兒童福利服務中

心戶外綠地舉行，由藝術家教

導福山國小學童如何使用生活

中隨手可得的工具進行創作、

拓展孩童藝術視野。 

1 場次 

計 40 人 

 

 

藝起玩樂趣 

親親寶貝 T

恤彩繪 

首發親子藝術創作活動，邀請

高雄市親子家庭共同在草地

上，彩繪創作獨一無二的 T

恤。活動內容包含展場導覽賞

析、彭雄渾爺爺故事分享、畫

作猜猜看、工具大體驗、驚奇

大發現、愛的大抱抱。 

1 場次 

計 40 人 

 

藝起玩樂趣 

共同創作落

款儀式 

崇友文教基金會執行長唐秋鈴

攜手藝術家彭雄渾先生一同前

往高雄市福山國小，邀請藝術

家彭雄渾於共同創作的畫作親

筆落款，並與集體創作學童們

進行深度對談、致贈藝術家個

人自傳，將這份美好的藝術體

驗以學童畫作留存於福山國

小。 

1 場次 

計 40 人 

 



 

 

童年同年 

鍾俊雄個展 

8/25～10/5，為期兩個月的鍾

俊雄個展，作品以「童年」作

為貫穿，一切回到鐘俊雄創作

之核心「像孩童一樣的創作

著」。 

以五大主題「童年同年、回到

最初、人間系列、窗裡窗外、

記憶裡的甜蜜」切入鐘俊雄心

中最單純的那一塊童心，也是

鐘俊雄在六十二年來創作堅持

不變的表達。 

1 場次 

計 53 人 

 

 

祖孫三代 

藝術創作活

動 

大唐美學生活館和大綠地藝術

的合作，邀請藝術家鐘俊雄先

生，用靜態的作品展現對於家

庭的情感與感受外，更結合動

態活動與其子大綠地藝術創辨

人鐘斌效共同帶領藝術教育工

作坊，引導祖孫三代，一同來

透過藝術創作傳遞家的回憶，

並透過此次展覽活動凝聚起家

人間的無價親情。 

 

1 場次 

計 26 人 

 



 

 

季秋閑賞 

黃淑滿.周金

團器物聯展 

10/19～11/30，大唐生活美學

館特邀兩位高雄藝術家—黃淑

滿、周金團，睽違多年回到在

地展出。 

陶藝家黃淑滿作品呈現獨特的

青釉，展出作品多達 80 餘件，

獨一無二的手拉胚創作。 

金工藝術家周金團，透過幾

何、捲草、花紋、雲彩等建構

每項器物，極力呈現細膩的精

神及視覺的精緻。 

1 場次 

計 115 人 

 

季秋閑賞 

開幕茶會暨

香席篆香示

範 

由藝術家黃淑滿、周金團老師

親自帶來最貼近作品創作的專

場導覽，從器物的微觀世界看

藝術家展現出在生活中得到的

每一分細緻美感。 

此次開幕茶會更安排香席-篆香

示範，帶領與會觀眾雅緻獨特

的香道文化。 

1 場次 

計 30 人 

 



 

 

書齋裡的幽

香-名人焚香

二三事 

本次講座活動從盧欣彥老師優

美的古琴演奏聲中揭開序曲，

香道專家劉靜敏教授將大唐的

時空拉回明代，生動敘述文人

雅士焚香的趣聞！一縷香煙帶

領眾位賓客穿越時空，學習明

代文人的焚香日常。 

 

1 場次 

計 51 人 

 

茶席上的小

品插花 

周杭億老師帶來日本三大主流

花道之一的小原流花道，使用

簡單的幾樣花材與器具，展現

出自然典雅之美。當天黃淑滿

老師親自擺設茶席，為學員斟

茶，與會同好，一起插花品茶

陶冶心靈，營造茶席上的小品

插花雅緻之意境。 

 

1 場次 

計 20 人 

 

 

  



 

 

四、藝文推廣贊助 

活動名稱 實施內容/成果效益 
服務對象 

人次 
活動照片 

何曉玫舞團-

台灣舞者的夢

想推手計劃 

本計畫贊助 10 萬元。 

2019「舞蹈秋天」，以舞作

《極相林》演出。兩年一度

由國家兩廳院精心規劃的國

際舞壇盛事，何曉玫老師推

出突破性的跨域創作《極相

林》，代表台灣舞作向全球發

聲。 

4 場次 

共 5000 名

觀眾 

 

張正傑返國 30

周年大提琴獨

奏會、張正傑 

親子音樂會 

本計畫贊助 30 萬元 

張正傑返國 30 周年大提琴獨

奏會於 5 月 18 日臺北國家音

樂廳舉行、張正傑親子音樂會

-高低不平 4/4.4/6 共 4 場次

音樂會共提供 60 張貴賓票

券。 
5 場次觀眾

7000 人 

 

 

奇蹟一本松 

希望音樂會、 

奇岩 20 周年

公演計畫 

本計畫贊助 30 萬元 

為追悼 311 震災及全球大自

然災害的罹難者，並對人纇不

屈不撓的精神表達敬意，由奇

岩室內樂團邀請日本製琴家

中澤宗幸偕同小提琴家中澤

きみ子共同主辦的「奇蹟一本

松希望音樂會」。 

海嘯提琴的材料源自 2011 年

一場次記者

會、三場次

音樂會 

共 1000 名

觀眾 
 



 

 

311 震災後，被海嘯侵蝕過的

松樹與房屋廢材等。 

台灣音樂會屬義演性質。募款

所得 50 萬元悉數捐給財團法

人消防發展基金會和中華民

國紅十字會。 

 

花蓮-理想大地飯店演出 

 

海嘯提琴 

《展覽會之

畫》林冠廷

2019 鋼琴獨

奏會 

本計畫贊助 10 萬元 

贊助留俄鋼琴博士林冠廷於 2

月 23 日假屏東演藝廳舉辦鋼

琴獨奏會。 

鋼琴演奏家林冠廷，是台灣古

典樂壇之閃亮新星，2017 年

夏天甫獲得「莫斯科柴可夫斯

基音樂學院」鋼琴最高演奏文

憑博士學位，目前已獲得室內

樂最高演奏文憑博士學位。 

 

屏東演藝廳

200 名觀眾 

 

 

 



 

 

五、 崇友人文講堂  

活動名稱 實施內容/成果效益 
服務對象 

人次 
活動照片 

張松蓮 

書法班 

聘請張松蓮老師規劃一系列

共計 24 堂課程，以小班制教

學指導學員認識中國古典文

學。 

24 週， 

學員參與

151 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