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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藝活動

本校再次通過
國際安全學校認證

璀璨生活、戀戀藝術
校園藝術季系列活動

■學務處

■通識教育中心

本

劉秦豪

李宗勳

校為提升學生安全，降低學生意外事

本校劉景寬校長表示，在全體教職員生的

故，積極投入國際安全學校之林，持續

努力推動下，本校校園及社區的交通安全意外

本

推動各項校園健康安全工作，努力爭取「WHO國

事故減低，在校園中的各項軟硬體設施也進行

與社團合作，由最貼近學生生活的社團推薦演

際安全學校認證」，朝向安全健康的國際學校

多項的改善與精進，全面積極發展健康安全校

講者，以提供學生符合其需求的講座活動，其

靜態展覽安排了特別的娃娃美學創作展

邁進。

園；同時在既有的安全基礎上，以改善實驗室

包含河洛社、天文社、鼎社等，本學期共規畫

覽，服裝設計師許艷玲展出其在世界各地所蒐

本校依國際安全學校認證指標，分別以安

安全為優先議題，本校於104年10月再向國際安

舉辦26場講座活動。

集的娃娃展品。許老師畢業於高醫藥學系，因

全文化、安全環境、健康教育、體育活動、健

全學校認證中心提出再認證申請，也再次通過

康服務、危機處理、社區與家庭等七大分組從

國際安全學校認證。

校藝文講座在104學年度第二學期除文、

險、學術調查等等有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發生

史、哲、藝、社等五類演講外，同時也

在這裡，老師訴說的不僅是浸水營古道的故

除與社團合作外，通識教育中心也積極與

興趣而走上了服裝設計之路，由藥學轉換跑道

高雄在地藝文團隊「藝畝田藝文平台」聯繫，

至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方向，老師為了推廣服裝

為學生提供優秀的藝術表演講者。經由專業老

之美，將其所設計的服裝等比例縮小放置於娃

師的介紹，讓學生對高雄的藝文發展有更深一

娃，並結合化妝以及髮型設計，將各色娃娃裝

層的認識。包含音樂劇、原民音樂舞蹈、戲劇

飾如同真人一般。另與中山大學合作邀請晁岱

等，以輕鬆且貼近學生的方式來介紹各類表

雙、朱小紅老師展出惠風和暢書畫聯展，以精

演，如融合中西音樂特色的原創音樂劇《釧

采的書法以及傳統水墨畫讓學生欣賞到傳統的

兒》，耀演劇團導演曾慧誠導演由音樂劇的起

書畫藝術。

42項指標進行實施檢核，並順利於2011年12月

「國際安全學校協定書」簽署典禮在2015

通過國際安全學校認證。同時認證也將「改善

年12月23日舉行，由本校劉景寬校長與國際安

交通安全環境」列為優先單一議題。在當時經

全學校認證中心主席李明憲教授、副主席胡益

統計100年交通意外事故總數為209件，本校努

進博士、KoustuvDalal博士、藤田大輔博士、

力持續加強宣導、開會檢討並積極改善校區周

小山豊弘博士等認證機構代表共同簽署，典禮

邊交通安全設施後，2012年降為129件，下降率

中同時邀請高雄市政府代表、三民區警政首

源百老匯開始說起，講解如何將中西方的表演

第三場展覽由葉勝輝老師提供牛樟芝藝術

38.2%， 2013年 持 續 下 降 為 114件 ， 下 降 率 為

長、社區里長及國中小學代表蒞臨與會，共同

藝術結合，以歌仔戲的曲調、音樂劇的架構演

美學展，以「靜、境、淨、靜」為題，讓同學

11.6%， 2014年 大 幅 降 至 55件 ， 下 降 幅 度 高 達

參與見證此一殊榮。

出台灣的在地故事。

們欣賞牛樟芝在自然中生長的獨特型態，型態

51.7%。

文學方面則邀請廖鴻基老師等人，講解其

為天然所造，人力所無法控制。最後一檔則邀

如何由漁業工作者進入了文學創作的領域，參

請謝逸娥老師提供精采的水墨展，老師以寫生

與同學增長漁業知識外，更加入文學的想像，

造境的創作理念作為中心思想與依據，將個人

讓學生感受老師由漁業中所領悟的文學風範。

所見、所知、所想，轉化成兼工帶寫、色墨交

史學方面，邀請記錄台灣浸水營古道的楊

▲本校通過國際安全學校再認證與會長官展示國際安全學校認證旗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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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更是臺灣的故事。

融的形式表現，詮釋中國傳統水墨的畫境。

南郡與徐如林老師，介紹古道的相關知識，希

動態表演內容包羅萬象，包括了相聲、戲

望藉由知識引發同學的思古幽情。這條道路五

劇、歌唱、弦樂以及管樂合奏、印度民族音樂

百年來，卑南族、排灣族、荷蘭人、平埔族、

等9場演出，期待以多樣化的內容讓學生接觸表

漢人、日本人均利用這一條路探金、山地探

演藝術。薪傳說唱藝術團為首場演出，團長岑

▲曾慧誠-在我們的文化裡創造屬於我們的百老匯精選

▲許艷玲的娃娃異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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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

學藝活動

音唱給所有的高醫師生。

石老師為漢霖說唱藝術團之創始團員，致力於

同學們對音樂有更深刻的認識。

保存說唱藝術文化，而其團名「薪傳」即是希

本學期與同為攻頂聯盟的中山大學進行藝

壓軸的演出，由中山大學巴洛克獨奏家樂

望傳統的說唱藝術能夠薪火相傳繼續保存，演

文合作，共同邀請呂超倫大提琴三重奏、巴洛

團演奏唱「君不見」，以精采的古典樂團搭配

出包含了許多傳統的單口、對口相聲段子以及

克獨奏家樂團為高醫師生帶來精彩的演出。大

有小鄧麗君之稱的張瀞云老師為同學帶來精彩

各類說唱藝術，包含數來寶、竹板快書、繞口

提 琴 三 重 奏 由 蘇 子 茵 、 呂 超 倫 、 Alejandro

的歌唱演出，同學們除可以欣賞古典樂的演

令等，讓參與師生大呼過癮。

Vela三位音樂家為同學們帶來一連串來自南美

奏，也可以聆聽優美的人聲，以雙重的聽覺享

洲的探戈熱情音樂，除了精彩的音樂演出外，

受為藝文季畫下完美的句點。

西尤之島融合樂團是以世界音樂為主軸的
演奏樂團，以西塔琴為中心，搭配鋼琴、貝

▲西尤之島融合樂團-遙遠的國度-西塔琴吟遊現場

老師們更將每首曲目的特別之處一一介紹，讓

斯、木箱鼓等樂器一同演出，團長吳欣澤老師
立志聽遍世界所有音樂，但在接觸西塔琴之後

戲劇表演邀請奇巧劇團蒞校演出，奇巧劇

就此著迷，踏上學習印度音樂的旅程，期間更

團由豫劇皇后王海玲的兩位女兒建華以及建幗

透過流浪者計畫到印度學習最純粹的印度音樂

所組成。兩位創辦人有感於戲曲在臺灣面臨的

及音樂精神，回到台灣之後開始了音樂創作，

發展困境，故在創作作品上，力求「文本現代

以不拘格式的方式結合各種樂器，打破流行音

化、表演生活化、音樂多元化」。在保有戲曲

樂的固有狀態創造獨特的世界音樂。

「無聲不歌、無動不舞」之美同時加入現代元

古典音樂部份則邀請方圓之間室內樂團、

素，嘗試推出不同風貌的作品。本次演出的

南台灣室內樂協會，演出不同類型的音樂，方

《招弟復興打狗趣》，以臺灣特有的「眷村」

圓之間室內樂團是由一群熱愛古典音樂的青年

為故事背景，用不同的方言劇種：歌仔戲、豫

演奏家組成，為了推動台灣聆賞古典吉他音樂

劇與黃梅調揉合多元劇種帶給高醫師生全新的

的風氣，近年來不斷舉辦與吉他音樂相關的演

觀賞感受。

出。本次以「拉丁吉他音樂會」為演出主題，

演唱部分則邀請高雄室內合唱團演出。余

結合古典吉他、長笛等古典樂器，選曲上雖是

光中的詩作，除了在世界文學史上有著不可抹

以純粹的古典音樂演出，但仍以大家耳熟能詳

滅的地位，亦啟發了影響臺灣音樂甚鉅的60民

的樂曲為主軸，希望藉此讓觀賞者不再覺得古

歌運動，高雄室內合唱團為紀念余光中的文學

典音樂好遙遠。南臺灣室內樂協會則提供古典

成就，開始出版《詩。合唱》系列，揭起另一

弦樂以及管樂演出，讓高醫師生能接觸高水準

波音樂與文學的潮流，本次音樂會，一連串余

的古典樂音。

光中詩選入歌，以最美的文字以及用最美的聲

▲大提琴三重奏-華麗的探戈

▲薪傳說唱藝術團-薪傳之夜~生活中的說學逗唱

藝廊展期
附設醫院南杏藝廊
展

期

展覽名稱

105.01.01~105.01.31

國際攝影家聯展

105.02.02~105.03.14

陳文東作品個展

105.03.16~105.04.30

高醫同仁書畫聯展

小港醫院杏林藝廊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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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尤之島融合樂團-遙遠的國度-西塔琴吟遊現場

期

展覽名稱

104.12.16-105.01.31

璞真雅集聯展/水墨畫(山水、花鳥)

105.02.01~105.02.29

古點禮讚~張辰雄繪畫個展

105.03.01~105.03.31

色韻人生~高麗香彩繪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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