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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影股份有限公司郭台強董事長賢伉儷、林坤煌總經

理、葉永祥經理與譚紀良經理等一行於 12月 5日蒞校
參訪，此行主要與北藝大楊其文校長等多位一、二級

主管進行會晤，針對「中影北藝大電影產學研發中心」

過去三年執行成效及未來合作事項，進行全面的討論

與具體意見交流。

此外，電影與新媒體學院師生們也特別於藝文生態館

電影院透過影片播放與簡報方式來舉辦一場歡迎式，

以感謝多年來中影公司對北藝大電影、動畫人才培育

的協助與支持。

 
楊其文校長表示，北藝大與中影公司自 2010年 6月
正式簽署合作協議書迄今，透過產學合作方式，成立

「中影北藝大電影產學研發中心」，結合雙方專業資

源與力量，進行人才培育、研發，及國際交流等事宜。

在雙方合作期間，讓電影系與動畫系不論是在教學、

展演、創作等皆獲得許多的資源挹注，齊備了專業設

備，也成功的舉辦了各類型之國際性的電影節和動畫

節，以及多場大師工作坊、跨國拍片交流實習計畫與

卓越劇本獎甄選等活動。學生更藉由這些活動的參與，

有效地擴展了學習視野與深度，提升專業能力。

中影公司郭台強董事長則提到，兩岸三地的文創產業

近年來蓬勃發展，希望未來除了在電影專業領域上繼

續與北藝大進行合作外，也能結合學校豐沛的藝術創

作能量，開啟更多樣與多元面向的合作契機。

郭董事長同時強調，中影公司明年即將邁入 60週年，
對臺灣的電影文化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且如何讓臺

灣優秀電影文化傳承下去，找出發展利基，更是責無

旁貸的重要使命。

他進一步說明，結合北藝大的人才能量和中影公司的

資源及專業，並於未來讓雙方的合作更為具體、密切，

相信可為臺灣文創產業、電影人才注入一股新血，同

時開啟新的契機。

最後，郭董事長也期勉在場的學生們要勇於發想、激

發創意，在現階段的大環境，仍存在著很多的機會，

希望透過合作，能提供畢業生們一個就業的管道，來

加入中影這個大家庭，共同努力、行銷，一同躍進國

際的舞臺。

圖說─中影公司郭台強董事長 ( 左起
五 )、林坤煌總經理 ( 右起三 ) 等一行
人蒞校參訪，並與北藝大楊其文校長

( 右起四 )、張中煖副校長 ( 左起二 )、
劉錫權教務長 ( 左起三 )、林劭仁研發
長 ( 左起一 )、影新學院許素朱院長（左
起四），以及電影創作學系王童副教授

（右起二）等相關一、二級主管進行會

晤外，並就雙方未來合作計畫之內容，

進行多方的討論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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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產新願景—
中影與北藝大共創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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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小夜曲》、管樂與打擊樂等多種組合之室內樂樂曲，

和與會的觀眾們一起同樂。

另一場音樂會，則是由張佳韻老師擔任指揮，蔡佳憓

老師擔任鋼琴獨奏，帶領全體管樂團學生們一同演奏

包含伯恩斯坦《西城故事》、蓋西文《藍色狂想曲》、

克勞德—米歇爾‧荀白克《悲慘世界》、阿特羅‧

馬奎茲《第二號舞曲》、鐘耀光《節慶》、克勞德—

米歇爾‧荀白克《西貢小姐》、克勞斯‧巴代特《神

鬼奇航》，與塔根赫斯特《拉丁節慶》等多首耳熟能

詳的古典樂曲、百老匯音樂劇及電影配樂等，而充滿

強烈節奏感特質的拉丁樂風、富有臺灣濃厚地方風情

之樂章，都讓在場聽眾聽得如癡如醉，興奮不已，安

可聲不絕於耳，甚至全場觀眾皆起立歡呼與鼓掌，久

久不捨散場。

落實姐妹校互訪交流

激盪學習創作火花

而在 11月 1日於中央音樂學院所舉辦的《臺北藝術大
學、中央音樂學院管樂團交流音樂會》上，特別安排

以上下半場之方式來進行，上半場由北藝大管樂團擔

綱演出，下半場則為中央音樂學院交響管樂團。

這是繼今年 5月，中央音樂學院王次炤院長率團至北
藝大參訪，正式締約結盟，並舉辦一場訪臺音樂會後，

兩校再一次的互動及合作。而透過這樣的展演交流，

也讓雙方的師生在其專業的領域上相互觀摩學習，並

增進彼此間良好之情誼。

北藝大管樂團於 11月 1日前往大陸北京進行交流參
訪，此行主要是受北京國家大劇院之邀請，出席第六

屆《春華秋實—藝術院校舞臺藝術精品展演週》活動

演出，同時也藉此機會前往姐妹校中央音樂學院舉辦

一場《臺北藝術大學、中央音樂學院管樂團交流音樂

會》，在為期近一週的時間內，一共舉辦了 3場音樂
會，北藝大師生們精湛的演出，更讓所有與會人士稱

讚不已，不僅造成轟動，全場起立鼓掌、歡呼，源源

不絕的安可聲，更見證了演出的完美與成功。

涵括音樂、舞蹈、話劇、戲曲等多樣藝術類型

9所藝術院校  展現 12場高水準演出

由北京國家大劇院舉辦的第六屆《春華秋實—藝術院

校舞臺藝術精品展演週》為該院年度之重要藝術普及

教育活動，透過演出、講座與排練等系列內容，搭起

藝術實踐、交流與展示之平臺。

今年所邀請的專業藝術院校包含有國立臺北藝術大

學、美國楊百翰大學、北京舞蹈學院、天津音樂學院、

中國音樂學院、西安音樂學院、中國戲曲學院、中央

戲劇學院，以及瀋陽音樂學院等校，在為期近兩週的

時間內，精彩呈現 12場包含交響樂、民族管絃樂、合
唱、舞蹈、話劇，與戲曲等多元豐富的節目內容。

音樂學院劉慧謹院長表示，北藝大是今年臺灣唯一受

邀的藝術院校，而參與演出的大學部與研究所等教職

員生一行 54人，早於本學期開學前即展開演出曲目之
規劃與設計等前置作業，期能帶給姐妹校師生及參與

觀眾們感受一場雅俗共賞的音樂饗宴，展現臺灣音樂

發展的堅強實力。

劉院長同時提到，每次出國進行交流演出，都會看到

學生們的驚人成長。因為，只要正式的躍上國際舞台，

同學們的榮譽心就會自然而然地流露、散發出來，並

展現出超水準的優異演出成果，且這樣的實質交流演

出，就是最具體的學習成效。

活潑示範 6首室內樂導聆欣賞  
精彩呈現 8首經典樂章與 3首安可曲

北藝大管樂團此行於北京國家大劇院的演出主要有兩

個項目，包括 11月 3日的室內樂音樂會，以及 11月
5日的《管不住的魅力—搖擺的管樂交響盛宴》音樂
會，場場爆滿，好評不斷，盛況空前。

其中，室內樂音樂會主要為音樂推廣性質，由音樂系

簡佑丞與柯幸葶同學擔任導聆，加上 29位同學們透過
生動、活潑的呈現，分別演奏 6首如馬克‧福特《鼓
動》、古諾《小交響曲》、高橋伸哉《熱情 給薩克管
三重奏》、馬爾康‧亞諾《第一號銅管五重奏》、艾

曼紐‧賽瓊奈《火星部落》，與德佛札克《D小調管

圖說─北藝大管樂團於 11 月 1 日由音
樂學院劉慧謹院長（下圖，前排中左）

率領師生一行，前往北京進行交流演

出，並於 5 日於國家大劇院舉辦《管不
住的魅力—搖擺的管樂交響盛宴》音樂

會。

" 音 " 該轟動—

北京國家大劇院的震撼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