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立美術館 函

地址：80460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80號
承辦單位：教育暨公共服務部

承辦人：顏絃仰

電話：07-5550331#242
傳真：07-5553089
電子信箱：bj6u4@kmfa.gov.tw

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9日
發文字號：高市美教字第107701937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ATTCH3 ATTCH4

主旨：檢送本館辦理裸－泰德－身體 X《身體與文化》高美館
跨域藝術系列講座海報，敬請協助張貼公告，並鼓勵所
屬人員踴躍參加，請查照。

說明：
一、本館自107年7月14日至10月28日規劃推出與倫敦泰德美

術館聯合策劃的「裸：泰德美術館典藏大展」。這次呼
應展覽同步推出《身體與文化》系列高美講堂，於展期
間和大家一同與來自不同領域的講者，探索「身體」這
個複雜、巨大又與我們密切相關的課題。

二、旨揭系列講座於週六或週日下午2時至4時，假本館地下
一樓演講廳舉辦，購票入場（每場100元）講座收費，各
場次資訊如下：

(一)107年7月14日／裸露與裸體：重新定位藝術家的模特
兒／艾瑪•錢伯斯（Emma Chambers）（泰德美術館英
國現代藝術策展人）

(二)107年7月22日／身體：空間的量度 / 建築：知覺的伸
展／曾成德（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講座教授兼任
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三)107年7月29日／茶、文化與身體的相會／余舜德（中
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任研究員）

(四)107年8月12日／西方藝術史中的人體意識與其再現／
陳貺怡（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教授）

(五)107年8月26日／當代藝術中的身體／石晉華（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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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六)107年9月9日／電影中的身體／吳珮慈（國立臺灣藝術

大學電影系教授）
(七)107年9月30日／西洋美學思想史上的身體觀念／廖仁

義（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所長）
(八)107年10月7日／作為生命狀態的呈現—表演與劇場中

的身體／周曼農（現就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博士
班，作家、編導、演員）

(九)107年10月28日／朝向政治：身／心／靈的反叛與越界
／彭仁郁（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正本：國立臺灣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清華

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

立中正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臺北大學、國立嘉義大

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臺東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

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金門大學、國立聯合大學、國立臺北

藝術大學、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國立屏東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臺灣

藝術大學、國立空中大學、臺北市立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國立高雄大學、國立陽明大學、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東吳大學、長庚大學、真理大學、高雄醫學大學、東海大學、元智大學、慈濟

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中原大學、銘傳大學、南華大學、臺

北醫學大學、淡江大學、華梵大學、玄奘大學、中國文化大學、輔仁大學、中

華大學、開南大學、中山醫學大學、逢甲大學、大葉大學、佛光大學、臺北基

督學院、靜宜大學、世新大學、學校財團法人中華浸信會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

院、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大同大學、實踐大學、亞洲大學、中信

學校財團法人中信金融管理學院、義守大學、長榮大學、台灣首府學校財團法

人台灣首府大學、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中山學

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佛光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普門高

級中學、高雄市三民區十全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三民國民小學、高雄市三

民區公所、高雄市三民區正興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民族國民小學、高雄市

三民區光武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東光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河濱國民小

學、高雄市三民區第一戶政事務所、高雄市三民區第二戶政事務所、高雄市三

民區第二衛生所、高雄市三民區莊敬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博愛國民小學、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愛國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獅湖

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鼎金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衛生所、高雄市大社區

大社國民小學、高雄市大社區公所、高雄市大社區戶政事務所、高雄市大社區

嘉誠國民小學、高雄市大社區衛生所、高雄市大社區觀音國民小學、高雄市大

寮區大寮國民小學、高雄市大寮區山頂國民小學、高雄市大寮區中庄國民小

學、高雄市大寮區戶政事務所、高雄市大寮區永芳國民小學、高雄市大寮區忠

義國民小學、高雄市大寮區後庄國民小學、高雄市大寮區昭明國民小學、高雄

市大寮區翁園國民小學、高雄市大寮區溪寮國民小學、高雄市大寮區潮寮國民

小學、高雄市大寮區衛生所、高雄市大樹區九曲國民小學、高雄市大樹區大樹

國民小學、高雄市大樹區小坪國民小學、高雄市大樹區公所、高雄市大樹區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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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務所、高雄市大樹區水寮國民小學、高雄市大樹區姑山國民小學、高雄市

大樹區溪埔國民小學、高雄市大樹區衛生所、高雄市大樹區興田國民小學、高

雄市大樹區龍目國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二苓國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小港國

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公所、高雄市小港區太平國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戶政

事務所、高雄市小港區坪頂國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明義國民小學、高雄市小

港區青山國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桂林國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港和國民小

學、高雄市小港區華山國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漢民國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

鳳林國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鳳陽國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鳳鳴國民小學、高

雄市小港區衛生所、高雄市仁武區八卦國民小學、高雄市仁武區仁武國民小

學、高雄市仁武區公所、高雄市仁武區戶政事務所、高雄市仁武區竹後國民小

學、高雄市仁武區烏林國民小學、高雄市仁武區登發國民小學、高雄市仁武區

衛生所、高雄市仁武區灣內國民小學、高雄市內門區內門國民小學、高雄市內

門區公所、高雄市內門區木柵國民小學、高雄市內門區西門國民小學、高雄市

內門區金竹國民小學、高雄市內門區景義國民小學、高雄市內門區溝坪國民小

學、高雄市內門區衛生所、高雄市內門區觀亭國民小學、高雄市六龜區六龜國

民小學、高雄市六龜區公所、高雄市六龜區荖濃國民小學、高雄市六龜區新威

國民小學、高雄市六龜區新發國民小學、高雄市六龜區衛生所、高雄市六龜區

龍興國民小學、高雄市六龜區寶來國民小學、高雄市左營區公所、高雄市左營

區戶政事務所、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民小學、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國民小學、高

雄市左營區永清國民小學、高雄市左營區明德國民小學、高雄市左營區屏山國

民小學、高雄市左營區勝利國民小學、高雄市左營區新上國民小學、高雄市左

營區新民國民小學、高雄市左營區新光國民小學、高雄市左營區新莊國民小

學、高雄市左營區福山國民小學、高雄市左營區衛生所、高雄市左營區舊城國

民小學、高雄市永安區公所、高雄市永安區永安國民小學、高雄市永安區維新

國民小學、高雄市永安區衛生所、高雄市田寮區公所、高雄市田寮區崇德國民

小學、高雄市田寮區新興國民小學、高雄市田寮區衛生所、高雄市甲仙區小林

國民小學、高雄市甲仙區公所、高雄市甲仙區甲仙國民小學、高雄市甲仙區衛

生所、高雄市甲仙區寶隆國民小學、高雄市立一甲國民中學、高雄市立七賢國

民中學、高雄市立三民高級中學、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高雄

市立三民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大仁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大社國民中學、高雄市

立大洲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大義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大寮國民中學、高雄市立

大樹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大灣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高雄市立小

港國民中學、高雄市立中山高級中學、高雄市立中山國民中學、高雄市立中正

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高雄市立中正高級中學、高雄市立中庄國民中學、高雄市

立中芸國民中學、高雄市立中崙國民中學、高雄市立中醫醫院、高雄市立五甲

國民中學、高雄市立五福國民中學、高雄市立仁武特殊教育學校、高雄市立仁

武高級中學、高雄市立內門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六龜高級中學、高雄市立文山

高級中學、高雄市立右昌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高雄市立左營國

民中學、高雄市立正興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族國民中

學、高雄市立永安國民中學、高雄市立田寮國民中學、高雄市立甲仙國民中

學、高雄市立光華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成功啟智學校、高雄市立杉林國民中

學、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岡山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忠孝國民中

學、高雄市立明華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明義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林園高級中

學、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高雄市立阿蓮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青年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前金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前峰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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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市立前鎮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南隆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後勁國民中學、高雄

市立美術館、高雄市立美濃國民中學、高雄市立茄萣國民中學、高雄市立茂林

國民中學、高雄市立英明國民中學、高雄市立苓雅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桃源國

民中學、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高雄

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

職業學校、高雄市立高雄啟智學校、高雄市立國昌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梓官國

民中學、高雄市立蚵寮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鳥松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凱旋醫

院、高雄市立湖內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陽明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圓富國民中

學、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高雄市立新興高級中學、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

校、高雄市立楠梓高級中學、高雄市立楠梓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溪埔國民中

學、高雄市立獅甲國民中學、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高雄市立瑞豐國民中

學、高雄市立路竹高級中學、高雄市立鼎金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鼓山高級中

學、高雄市立嘉興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壽山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旗山國民中

學、高雄市立旗津國民中學、高雄市立福山國民中學、高雄市立福誠高級中

學、高雄市立翠屏國民中小學、高雄市立鳳山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鳳甲國民中

學、高雄市立鳳西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鳳林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潮寮國民中

學、高雄市立橋頭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高雄市立燕巢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興仁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龍肚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龍華國民中學、高

雄市立彌陀國民中學、高雄市立聯合醫院、高雄市立寶來國民中學、高雄市杉

林區上平國民小學、高雄市杉林區公所、高雄市杉林區月美國民小學、高雄市

巴楠花部落小學、高雄市杉林區杉林國民小學、高雄市杉林區集來國民小學、

高雄市杉林區新庄國民小學、高雄市杉林區衛生所、高雄市私立三信高級家事

商業職業學校、高雄市私立大榮高級中學、高雄市私立高鳳高級工業家事職業

學校、國際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國際商工高級中等學校、高雄市私立復華高級

中學、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高雄市那瑪夏區民生國民小

學、高雄市那瑪夏區民權國民小學、高雄市岡山區公所、高雄市岡山區兆湘國

民小學、高雄市岡山區竹圍國民小學、高雄市岡山區和平國民小學、高雄市岡

山區岡山國民小學、高雄市岡山區前峰國民小學、高雄市岡山區後紅國民小

學、高雄市岡山區嘉興國民小學、高雄市岡山區壽天國民小學、高雄市岡山區

衛生所、高雄市林園區中芸國民小學、高雄市林園區公所、高雄市林園區戶政

事務所、高雄市林園區王公國民小學、高雄市林園區汕尾國民小學、高雄市林

園區林園國民小學、高雄市林園區金潭國民小學、高雄市林園區港埔國民小

學、高雄市林園區衛生所、高雄市阿蓮區中路國民小學、高雄市阿蓮區公所、

高雄市阿蓮區阿蓮國民小學、高雄市阿蓮區復安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金區公

所、高雄市前金區戶政事務所、高雄市前金區前金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金區建

國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鎮區仁愛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鎮區公所、高雄市前鎮區

戶政事務所、高雄市前鎮區民權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鎮區光華國民小學、高雄

市前鎮區佛公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鎮區前鎮國民

小學、高雄市前鎮區紅毛港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國民小學、高雄市前

鎮區愛群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鎮區獅甲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鎮區瑞祥國民小

學、高雄市前鎮區瑞豐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鎮區衛生所、高雄市前鎮區鎮昌國

民小學、高雄市政府人事處、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

處、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違章建築處理大隊、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高

雄市政府公務人力發展中心、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高雄市政府水利局、高雄市

政府主計處、高雄市政府民政局、高雄市政府交通局、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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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高雄市政府地政局、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三民地政事務

所、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大寮地政事務所、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仁武地政事務所、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岡山地政事務所、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前鎮地政事務所、高雄

市政府地政局美濃地政事務所、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新興地政事務所、高雄市政

府地政局楠梓地政事務所、高雄市政府地政局路竹地政事務所、高雄市政府地

政局旗山地政事務所、高雄市政府地政局鳳山地政事務所、高雄市政府地政局

鹽埕地政事務所、高雄市兵役處、高雄市政府法制局、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高

雄市政府社會局仁愛之家、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童福利服務中心、高雄市政府

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高

雄市政府社會局無障礙之家、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高雄市政府政風

處、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高雄市政府消防局、高雄市政府秘書

處、高雄市政府財政局、高雄市政府財政局動產質借所、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

局、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高雄市政府勞

工局、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工教育生活中心、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博愛職業技能訓練中心、高雄市政府新聞局、高雄市政府資

訊中心、高雄市政府農業局、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中區資源回收廠、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南區資源回收廠、高雄市政府警察

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二分局、高雄

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六龜

分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高雄

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林園分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大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高

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捷運警察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通信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湖內分局、高雄市

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

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旗山分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高雄市政府警

察局鹽埕分局、高雄市美濃區中壇國民小學、高雄市美濃區公所、高雄市美濃

戶政事務所、高雄市美濃區吉東國民小學、高雄市美濃區吉洋國民小學、高雄

市美濃區東門國民小學、高雄市美濃區美濃國民小學、高雄市美濃區福安國民

小學、高雄市美濃區廣興國民小學、高雄市美濃區衛生所、高雄市美濃區龍山

國民小學、高雄市美濃區龍肚國民小學、高雄市茄萣區公所、高雄市茄萣區戶

政事務所、高雄市茄萣區成功國民小學、高雄市茄萣區砂崙國民小學、高雄市

茄萣區茄萣國民小學、高雄市茄萣區衛生所、高雄市茄萣區興達國民小學、高

雄市茂林區戶政事務所、高雄市茂林區多納國民小學、高雄市茂林區茂林國民

小學、高雄市茂林區衛生所、高雄市苓雅區中正國民小學、高雄市苓雅區五權

國民小學、高雄市苓雅區公所、高雄市苓雅區戶政事務所、高雄市苓雅區四維

國民小學、高雄市苓雅區成功國民小學、高雄市苓雅區苓洲國民小學、高雄市

苓雅區凱旋國民小學、高雄市苓雅區福東國民小學、高雄市苓雅區福康國民小

學、高雄市苓雅區衛生所、高雄市桃源區戶政事務所、高雄市桃源區建山國民

小學、高雄市桃源區桃源國民小學、高雄市桃源區樟山國民小學、高雄市桃源

區衛生所、高雄市桃源區興中國民小學、高雄市動物保護處、高雄市梓官區公

所、高雄市梓官區梓官國民小學、高雄市梓官區蚵寮國民小學、高雄市梓官區

衛生所、高雄市鳥松區大華國民小學、高雄市鳥松區仁美國民小學、高雄市鳥

松區公所、高雄市鳥松區戶政事務所、高雄市鳥松區鳥松國民小學、高雄市鳥

松區衛生所、高雄市湖內區三侯國民小學、高雄市湖內區大湖國民小學、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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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湖內區公所、高雄市湖內區戶政事務所、高雄市湖內區文賢國民小學、高雄

市湖內區明宗國民小學、高雄市湖內區海埔國民小學、高雄市湖內區衛生所、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國民小學、高雄市新興區大同國民小學、高雄市新興區公

所、高雄市新興區戶政事務所、高雄市新興區信義國民小學、高雄市新興區新

興國民小學、高雄市楠梓區公所、高雄市楠梓區戶政事務所、高雄市楠梓區加

昌國民小學、高雄市楠梓區右昌國民小學、高雄市楠梓區油廠國民小學、高雄

市楠梓區後勁國民小學、高雄市楠梓區莒光國民小學、高雄市楠梓區楠梓國民

小學、高雄市楠梓區楠陽國民小學、高雄市楠梓區衛生所、高雄市路竹區一甲

國民小學、高雄市路竹區三埤國民小學、高雄市路竹區下坑國民小學、高雄市

路竹區大社國民小學、高雄市路竹區公所、高雄市路竹區戶政事務所、高雄市

路竹區北嶺國民小學、高雄市路竹區竹滬國民小學、高雄市路竹區路竹國民小

學、高雄市路竹區衛生所、高雄市電影館、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國民小學、高雄

市鼓山區中山國民小學、高雄市鼓山區公所、高雄市鼓山區戶政事務所、高雄

市鼓山區鼓山國民小學、高雄市鼓山區鼓岩國民小學、高雄市鼓山區壽山國民

小學、高雄市鼓山區衛生所、高雄市旗山區公所、高雄市旗山戶政事務所、高

雄市旗山區圓潭國民小學、高雄市旗山區溪洲國民小學、高雄市旗山區鼓山國

民小學、高雄市旗山區旗山國民小學、高雄市旗山區旗尾國民小學、高雄市旗

山區衛生所、高雄市旗山區嶺口國民小學、高雄市旗津區大汕國民小學、高雄

市旗津區中洲國民小學、高雄市旗津區公所、高雄市旗津區戶政事務所、高雄

市旗津區旗津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大東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中山國民

小學、高雄市鳳山區中正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中崙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

區五甲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五福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公所、高雄市鳳

山區文山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文華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文德國民小

學、高雄市鳳山區正義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忠孝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

南成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曹公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第一戶政事務所、

高雄市鳳山區第二戶政事務所、高雄市鳳山區新甲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瑞

興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誠正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過埤國民小學、高雄

市鳳山區福誠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鳳山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鳳西國民

小學、高雄市鳳山區鳳翔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衛生所、高雄市鳳山區鎮北

國民小學、高雄市輪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橋頭區五林國民小學、高雄市橋

頭區公所、高雄市橋頭區戶政事務所、高雄市橋頭區仕隆國民小學、高雄市橋

頭區甲圍國民小學、高雄市橋頭區衛生所、高雄市橋頭區橋頭國民小學、高雄

市橋頭區興糖國民小學、高雄市燕巢區公所、高雄市燕巢區戶政事務所、高雄

市燕巢區安招國民小學、高雄市燕巢區金山國民小學、高雄市燕巢區深水國民

小學、高雄市燕巢區鳳雄國民小學、高雄市燕巢區衛生所、高雄市燕巢區橫山

國民小學、高雄市燕巢區燕巢國民小學、高雄市彌陀區公所、高雄市彌陀區南

安國民小學、高雄市彌陀區壽齡國民小學、高雄市彌陀區衛生所、高雄市彌陀

區彌陀國民小學、高雄市殯葬管理處、高雄市體育處、高雄市鹽埕區公所、高

雄市鹽埕區戶政事務所、高雄市鹽埕區光榮國民小學、高雄市鹽埕區忠孝國民

小學、高雄市鹽埕區鹽埕國民小學、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高雄

縣私立高苑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高雄縣私立旗美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新光學校

財團法人高雄市新光高級中學、高雄市私立正義高級中學、高雄市桃源區公

所、高雄市茂林區公所、高雄市立大寮幼兒園、高雄市立仁武幼兒園、高雄市

立鳥松幼兒園、高雄市立湖內幼兒園、高雄市立路竹幼兒園、高雄市立內門幼

兒園、高雄市登革熱研究中心、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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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曾成德院長、余舜德研究員、陳貺怡教授、石晉華老師、吳珮慈教授、廖仁義

所長、周曼農老師、彭仁郁副研究員、本館教育暨公共服務部
電 子 公 文

交 換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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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簡簽
 

承辦人：鄭思琪
電話：05-2717066
電子信箱：szuchi@mail.ncyu.edu.tw

 

擬辦：
一、高雄市立美術館辦理裸－泰德－身體 X《身體與文化》高

美館跨域藝術系列講座。
二、擬上網公告週知並副知民雄學務組、視覺藝術學系，電子

海報公告社團臉書。
三、文陳閱後存查。

會辦單位：
決行層級：第二層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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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030701/1

保存年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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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裸－泰德－身體 X《身體與文化》高美館跨域藝術系列講座 

活動時間：2018年 7-10月，星期六或日下午 2：00-4：00（購票入場） 
活動地點：高雄市立美術館地下一樓演講廳 
主辦單位：高雄市立美術館  
本案承辦人/聯絡電話：教育暨公共服務部顏絃仰/07-5550331#242 
本館新聞聯絡人：教育暨公共服務部張淵舜、甘佳玄 
聯絡電話：07-5550331 轉 272、252 

 
裸－泰德－身體 X《身體與文化》 

泰德來了！從看「裸」開始，閱讀身體的無所不在 

－高美館跨域藝術系列講座－ 
 

7月 14日至 10月 28日，高雄市立美術館將推出與倫敦泰德美術館聯合策劃的「裸：

泰德美術館典藏大展」。本展以「裸」為主題，回顧 18 世紀末至今，裸體如何居西

方藝術創作軸心，並且持續不斷受到藝術家、評論家與觀者的挑戰與重新演繹。這

次呼應泰德展推出的《身體與文化》系列高美講堂，將在泰德展期間（7 至 10 月）

的週六或週日下午 2:00-4:00 於高美館地下一樓演講廳舉辦。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一起認識身體與各種領域的精彩對話！ 

高美講堂搭配高美館 7月 14日收費機制的啟動，將以《身體與文化》系列為起點，

開啟每場講座收費 100 元的形態。民眾於講座當天事先至售票台購買繳費，可同時

收到本館致贈的講座小禮：隱藏版限量筆記本！除此之外，配合收費形態也祭出多

項優惠，包括憑購買講座發票乙張，可免費入館參觀乙次，或者購買泰德展優惠票

（250元）乙張；聽滿八場講座，還能兌換泰德展紀念品乙只！鼓勵大家把握機會，

與我們一起聽講座，享知識，拿好禮，看好展！ 

而誠如本系列講座策劃人陳貺怡（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教授）所揭示的，身

體是一個龐大的主題，有人的地方就有身體，很多的學科都與身體有各式各樣的對

話與交流，《身體與文化》系列高美講堂便是要邀請大家一同與來自不同領域的講

者，探索「身體」這個複雜、巨大又與我們密切相關的課題！ 

 

從「裸」展為起點，品讀建築與茶之身 

《身體與文化》全系列講座與泰德展同步，於 7月 14日下午 2時正式揭開序幕。首

場次講者為艾瑪‧錢伯斯（Emma Chambers）（泰德美術館英國現代藝術策展人），講

座中除了探討這次泰德展的主題與作品，還會分析藝術家描繪裸體模特兒的方式，

以及與當時社會政治背景、藝術家人際關係間不同的關聯。擁有法國藝術與文學騎



士勳章（Chevalier de Ordre des Arts et des Lettres）的曾成德（國立交通大

學建築研究所講座教授兼任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則將於 7月 22日親臨高美館，與大

家一塊發掘「身體：空間的量度 / 建築：知覺的伸展」主題。余舜德（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專任研究員）本身研究含括「政治經濟」與「身體感」兩個面向，7 月

29日的講座將以人類學的觀點來看「茶」與「身體」，與你我一起體悟製茶、事茶、

喝茶的身體修煉、規訓與身影。 

藝術之月，藝術史／當代藝術之身 

身體的再現一直是西方藝術史中的重大課題，8 月 12 日身兼本系列講座策劃人的陳

貺怡（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教授），將與大家介紹西方人體呈現的美學標準，

歷世歷代的演變，以及身體與藝術創作活動的關係。延續著藝術與身體對話的脈絡，

8 月 26 日將有藝術家石晉華與大家剖析當代藝術中的身體，石晉華以「戰場」詮釋

身體，當代藝術家便是透過自己的身體，讓我們去理解他們「戰爭」的荒謬、虛無、

慘烈、衝突與反抗。 

析賞影像與思想，電影與美學之身 

電影中身體佔據了什麼樣的位置又有何種意象？9月 9日場次邀請到吳珮慈（國立臺

灣藝術大學電影系教授）與大家一同探析與觀察：從自然、完整、穩定演變成破碎、

不穩定、不斷改變之電影身體意象。學術專長為美學、藝術社會學、歐陸博物館專

題的廖仁義（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所長）在 9月 30日的場次，則會以「西

洋美學思想史上的身體觀念」為題來做分享與解析。 

生命狀態的表徵與身心靈的反叛，劇場與政治之身 

劇場、表演裡身體有何呈現與隱喻？觀眾看到後又會有何感知與體悟？周曼農（現

就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博士班，具演員、作家、編導等身分）將在 10月 7日的

場次運用理論和實例讓大家一窺表演、劇場中身體的呈現與極限。系列講座最終場：

10月 28日，邀請的講者為研究專長包含精神分析理論與實踐、臨床人文學、心理創

傷、亂倫暴力的彭仁郁（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其將以「朝向政治：

身／心／靈的反叛與越界」為命題與大家一同思考：談到政治，其常與狂熱、惡鬥、

是非難辨的名詞聯繫在一起，但它也曾經是禁忌、權貴、險峻的界域，很多層次上

介入了政治的身體，其實也被政治所介入。 

身體的觀照與對話 

泰德展代言人蔣勳說道：「美，從身體的解嚴開始」，透過泰德展與《身體與文化》

系列講座，我們期望大家能從各式各樣的面向去認識「身體」，了解身體的美、隱喻，

以及與世界、自我的對話，因為就誠如本講座策劃最初所引述瑞士的旅行作家



Nicolas Bouvier的話：「不論如何，身體永遠是世界的反影。」 

高美講堂 

《身體與文化》高美館跨域藝術系列講座 

■ 時間：14:00-16:00  地點：高美館地下一樓演講廳 

■ 講座策劃人：陳貺怡／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教授 

日  期 講題 主講人 

107.7.14 裸露與裸體：重新定位藝術家的模特兒 艾瑪‧錢伯斯（Emma Chambers）│泰德美

術館英國現代藝術策展人 

107.7.22 身體：空間的量度 / 建築：知覺的伸展 曾成德│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講座教

授兼任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107.7.29 茶、文化與身體的相會 余舜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任研

究員 

107.8.12 西方藝術史中的人體意識與其再現 陳貺怡│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教授 

107.8.26 當代藝術中的身體 石晉華│藝術家 

107.9.9 電影中的身體 吳珮慈│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電影系教授 

107.9.30 西洋美學思想史上的身體觀念 廖仁義│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

所長 

107.10.7 作為生命狀態的呈現—表演與劇場中的身

體 

周曼農│現就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博

士班，作家、編導、演員 

107.10.28 朝向政治：身／心／靈的反叛與越界 彭仁郁│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

員 

 

 

高雄市立美術館 107年 7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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