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曲音樂學系 101 年演出一覽表
(101.1.1-101.12.31)
協助演出單位
編
號

1.

時間

大

事

記

京
劇
系

歌
仔
戲
學
系

101/01/05- 本系國樂團參加「超級巨星紅白藝能大
07
賞」錄影彩排節目

2. 101/01/06

支援歌仔戲學系高二實習演出《草橋結

本
系
自
製

◎

拜》
◎

4.

101/02/04- 戲曲音樂系參與彰化燈節演出《益春留
05
傘》

◎2

5.

101/02/18- 支援歌仔戲學系高一班參與台灣燈會在
19
彰化演出《逛花燈》、《白水灘》

◎2

6.

本系與民俗技藝學系參加-創藝宋江陣
(初賽.決賽) 本系與民俗技藝學系榮獲
2012［大專院校創意宋江陣頭大賽］第
一名

7. 101/03/07

國
劇
團

◎3

3. 101/01/06 本系受經濟部之邀擔任鑼鼓喧天演出

hhhh

客
家
戲
學
系

◎3

支援歌仔戲學系於桃園多功能藝文園區
演出行前彩排《洛陽橋》

◎

支援歌仔戲學系高二、高一班應台北新

◎

8. 101/03/09 潮樂集邀請於桃園縣多功能藝文園區演
出《洛陽橋》
9. 101/03/09 本系受邀參開漳聖王遶境活動-宋江陣

◎

支援歌仔戲學系中二、高職部應湖濱社

◎9

區發展協會邀請於慶祝【內湖庄六大角
10.

101/03/21- 碧奉宮媽祖】聖誕活動中演出《扮仙戲、
22
蚯蚓歌、草橋結拜、擋馬、白水灘、逛
花燈、寒江關、抬轎、三岔口》等折子
戲擔任文武場音樂伴奏

11.

◎6

101/03/26~ 高一丙班游敏支援王希捷電影製片公司
03/31
派設電影短片「划船」

12. 101/3/26

◎

本系再度榮獲100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

比賽國樂合奏大專A組競賽特優第一名
支援國劇團演出《活捉》《蘆花河》《出
13. 101/3/31
塞盜馬》文武場音樂
14. 101/03/29

支援歌仔戲學系技二班實習演出《金魁

◎3
◎

星》擔任文武場音樂伴奏
15.

◎

101/03/29- 本系參加519台北賓館節目規劃研議會
30

16. 101/04/04

議的豐富多元節目排練.演出
◎

參與2012民俗藝術節舉辦的藝術表演暨
繞境踩街活動
支援歌仔戲學系技二班應台北保安宮邀

17. 101/04/05

◎2

請於【2012年保生文化祭】家姓戲演出
《扮仙戲》《金魁星》擔任文武場音樂
伴奏

18. 101/04/05

◎

於金華酒店中華明星公益體育協會成立
酒會演出，張育姍
高三班參與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青春魅

19. 101/04/06

◎3

力充滿想像【2012學生表演 藝術聯演】
活動演出《抬轎、擋馬、扈家莊》擔任

20. 101/4/6

文武場音樂伴奏
2012 校慶演出活動龍獅排練
4/9.4/11.4/13.4/16.4/18.4/20.4/21
擔任文武場音樂伴奏

◎8

本系假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南海劇場，
101/04/06~ 以「青春魅力充滿想像」為題，編排「曲
21.
04/08
悅」、「曲弄春風」、「南海荷畔戲樂響」
三場音樂饗宴
高二、高一班應台北保安宮邀請於【2012
22. 101/04/12

◎3

◎3

年保生文化祭】家姓戲演出《扮仙戲》
《白水灘、三岔口》擔任文武場音樂伴
奏

23. 101/04/13

◎

參加松山慈佑宮獎學金之獲獎學生的演
出慶祝

24. 101/04/14

◎2

支援國光劇團《挑滑車》《硃痕記》嗩

吶.堂鼓
支援歌仔戲學系高三班實習演出《宋宮
25. 101/04/18
秘史》擔任文武場音樂伴奏
支援歌仔戲學系高三班實習演出《火鳳
26. 100/04/20 凰、擋馬、扈家莊、抬轎、青石山》擔

◎
◎5

任文武場音樂伴奏
27. 101/04/21

支援歌仔戲學系高一班於校慶活動中演
出《寒江關-照槍》擔任文武場音樂伴奏

◎5

支援歌仔戲學系高職部第九屆畢業公

◎

演，中南部巡迴演出，由本系高職部及
28.

101/04/23- 戲曲音樂系歌仔戲組同學共同參與，於
28
台中文創園區演出《青石山、扈家莊、
火鳳凰、擋馬》精彩折子戲及《宋宮秘
史》擔任文武場音樂伴奏(文資處補助)
支援歌仔戲學系高職部第九屆畢業公
演，中南部巡迴演出，由本系高職部及

29. 101/04/24 戲曲音樂系歌仔戲組同學共同參與，於
高雄中山大學演出《宋宮秘史》擔任文
武場音樂伴奏

◎

支援歌仔戲學系高職部第九屆畢業公

◎4

演，中南部巡迴演出，由本系高職部及
30. 101/04/25 戲曲音樂系歌仔戲組同學共同參與，於
高雄文化局至善廳演出《青石山、抬轎、
火鳳凰、擋馬》擔任文武場音樂伴奏
支援歌仔戲學系高職部第九屆畢業公

◎3

演，中南部巡迴演出，由本系高職部及
31. 101/04/26 戲曲音樂系歌仔戲組同學共同參與，於
高雄文衛武營演出《宋宮選段、火鳳凰、
擋馬》擔任文武場音樂伴奏
支援歌仔戲學系高職部第九屆畢業公

◎4

演，中南部巡迴演出，由本系高職部及
32. 101/04/27 戲曲音樂系歌仔戲組同學共同參與，於
屏東藝術館演出《火鳳凰、擋馬、抬轎、
青石山》擔任文武場音樂伴奏
33. 101/4/28

◎4

支援國劇團演出《兩狼關》
《辛安驛》
《獅
子樓》《拖兆碰碑》文武場音樂

34. 101/05/04

動演出
支援歌仔戲學系技二班畢業公演於宜蘭
35. 101/05/05 傳藝中心演出《金魁星》擔任文武場音
樂伴奏
支援歌仔戲學系技二班應三重先嗇宮邀
36. 101/05/11

◎

本系受邀於福華文教會館擔綱藝術季活
◎

◎

請於【三重區文化藝術節暨先嗇宮神農
文化祭】活動中演出《金魁星》擔任文
武場音樂伴奏
支援歌仔戲學系高二班應三重先嗇宮邀

37. 101/05/12 請於【三重區文化藝術節暨先嗇宮神農
文化祭】活動中演出《洛陽橋》

◎

支援歌仔戲學系高職部第九屆畢業公演

◎4

38. 101/05/19 於本校中正堂演出《青石山、火鳳凰、
抬轎、擋馬》
39. 101/05/20

支援歌仔戲學系高職部第九屆畢業公演

◎

於本校中正堂演出《宋宮秘史》。
40. 101/05/26

◎3

支援國劇團演出《盜銀壺》《三娘教子》
《拿高登》文武場音樂

◎3

，假采風101，郭妍汝(二胡)、黃雅羚(中
41. 101/5/26 阮)、楊惠如(笙)以【初獻】為題，舉辦
個人獨奏會
101/05/29
本系支援水磨及蘭庭崑劇團［水磨25團
101/05/30
42.
［台積電崑曲欣賞］文場伴
101/06/01 慶系列活動］
奏
-03
支援歌仔戲學系技二班參與國立臺灣藝
43. 101/06/03

◎6

◎4

術教育館青春魅力充滿想像【2012學生
表演藝術聯演】活動演出《金魁星》擔

任文武場音樂伴奏
本系受邀支援新潮樂集擔任崑曲文場伴
44. 2012/06/02
奏演出
支援歌仔戲學系高一、二班實習演出：
45. 101/06/08 寒江關、夜逃、草橋結拜、活捉曹擔任
文武場音樂伴奏
46. 2012/06/09

◎
◎

本系受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於 100 學年度

◎

畢業典禮擔任演出

支援歌仔戲學系端午敦親睦鄰活動於中
47. 101/06/23 正堂演出《香粽繫鄉情》擔任文武場音
樂伴奏

◎

支援歌仔戲學系應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

48. 101/07/02

於『2012年歌仔戲匯演』活動邀請，由
高職部同學演出《宋宮秘史》擔任文武
場音樂伴奏

◎4

本系許柏瑜、葉紫君、黃昭郡於國家演
49. 2012/07/10 奏廳舉辦獨奏會[發現阮實力] .黃文新
於國家演奏廳舉辦獨奏會[笙鳴大噪]
支援歌仔戲學系高職部同學應新加坡城

◎6

隍藝術學院邀請，參與「兩岸三地歌仔
戲大匯演」活動，演出《生死牌-替死》、
101/07/1950.
《陳三五娘-拋荔枝、益春留傘、雙吃
25
醋》、《山伯英台-安童買菜、樓台會》、
《王魁負桂英-認夫、活捉》擔任文武場
音樂伴奏。陳育偉支援演出
101/09/07 每週三和週五支援京劇系實習演出及響 ◎
51.
70
-101/01/11 排，計有19組約70出劇目
支援歌仔戲學系應海基會邀請參與迎賓

◎

52. 101/09/10 晚宴於故宮晶華演出《逛花燈》擔任文
武場音樂伴奏
支援歌仔戲學系參與戲聚星期六活動於

◎

53. 101/09/15 本校中正堂協同廖瓊枝老師演出《益春
留傘》及身段表演擔任文武場音樂伴奏
54. 101/9/22

◎

受邀於桃園市土地公文化節中擔任宋
江陣吹鼓樂陣
支援歌仔戲學系參與花好月圓戲中秋於

55.

◎2

101/09/25中校中正堂演出《安童賣菜》擔任文武
26
場音樂伴奏。

56. 2012/9/27

◎

建教實習支援榮興客家採茶劇團之客家
大戲推廣演出活動
支援歌仔戲學系應內湖區公所邀請，於

◎

57. 101/09/29 101年度人口政策宣導中秋節慶活動演
出《洛陽橋》擔任文武場音樂伴奏
支援歌仔戲學系應彰化縣政府邀請於
58. 101/10/03 2012媽祖遶境祈福記者會演出(學院部)
擔任文武場音樂伴奏

◎

59. 101/10/09

◎

受邀於 圓山飯店，四川成都國畫大師葉
毓中全圖三國個人畫展開幕演出

60. 101/10/21

◎

第12屆全國大學研究所博覽會於台大
綜合體育館開場演出

61. 101/10/22

臺北戲棚[掛畫]、[無底洞]文武場伴奏 ◎2

◎1

及國樂迎賓演出2
62.

◎3

101/10/23. 支援京劇團觀光系《擂鼓戰金山》
，適逢
25.30
京劇團赴廈門演出，文武場伴奏
臺北木柵安養中心演出打城隍、牧虎

◎6

63. 101/10/24 關、四郎探母、天女散花、貴妃醉酒、
二進宮文武場伴奏
64. 101/10/24

支援歌仔戲學系高職部響排《三岔口》

◎2

彩排《三擒三縱》擔任文武場音樂伴奏
65. 101/10/25

◎

於苗栗大湖觀音寺，協助榮興客家採茶
劇團演出[觀音收狐仙]文武場音樂伴奏

66. 101/10/26

臺北戲棚[掛畫]、[無底洞]文武場伴奏 ◎2

◎1

及國樂迎賓演出3
◎

67. 101/10/26 2012 台北國際旅展歡迎晚會演出活動
68. 101/10/27

臺北戲棚[清唱三段]、[無底洞]文武場 ◎2
伴奏及國樂迎賓演出 4

◎

69. 101/10/27

受邀於臺北科技大學校慶典禮開場鑼鼓
演出

◎

支援歌仔戲學系高職部於大稻埕戲苑售

◎

70. 101/10/27 票演出《三岔口》《三擒三縱》擔任文
武場音樂伴奏
71. 101/10/27 本系參與本校101年校慶典禮演出
72. 101/10/29

臺北戲棚[掛畫]、[無底洞]文武場伴奏 ◎2

◎
◎

及國樂迎賓演出5
73. 101/10/31

臺北戲棚[掛畫]、[無底洞]文武場伴奏 ◎2
及國樂迎賓演出7

◎

支援歌仔戲學系應雲林西螺福興宮邀請
74. 101/11/03

◎

於「壬辰太平媽祖文化祭-螺陽迎太平」
活動演出《扮仙戲》《洛陽橋》擔任文
武場音樂伴奏

75. 101/11/03

臺北戲棚[清唱三段]、[無底洞]文武場 ◎

◎

伴奏及國樂迎賓演出8
76. 101/11/8

◎

於彩演教室，協助客家戲學系實習演出
[鬧渡]及[桃花搭渡]文武場音樂伴奏

◎

77. 101/11/10 於台北城隍廟建廟131年宋江陣演出
78. 101/11/11

◎

支援當代傳奇劇場於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戲劇廳演出

79. 101/11/11

支援京劇系《遊園》
《赤桑鎮》於城隍廟 ◎
演出，擔任文武場伴奏
支援歌仔戲學系應松山城隍廟邀請演出

◎

80. 101/11/14 《三岔口》《三擒三縱》擔任文武場音
樂伴奏
支援京劇學系實習演出文武場樂隊，於彩演 ◎

81. 2012/11/22 教室演出[羅成叫關]、[基本功演練]、[蘆
花盪]

◎2

本系參與榮興客家採茶劇團年度大戲

82. 101/11/22《三山國王傳奇》文武場伴奏
23
83. 101/11/26

支援歌仔戲學系國二班實習演出《磨鏡》

◎

擔任文武場音樂伴奏
84. \101/11/29

支援歌仔戲學系高一班實習演出《白水

◎

灘》擔任文武場音樂伴奏
◎

本係參加2012移動舞台.移動校園，秋季
85. 101/12/08 創作展演系列活動之升學暨生涯博覽會
(804高雄市立美術館園區藝片天廣場)
86. 101/12/20

支援歌仔戲學系大一班實習演《金魁星》
擔任文武場音樂伴奏

◎

101/12/11
支援京劇團於金山活動中心，演出《緣
87. 101/12/13
戲婆媳》文武場笙、笛
101/12/16

◎3

101/12/12 支援京劇團於苗北藝文中心，演出《雜
101/12/14 劇班頭-關漢卿》文武場笙、笛
支援歌仔戲學系彰化秀水高工、和美實
101/12/22 驗學校演出《逛花燈-彰化尚讚》擔任文
武場音樂伴奏
支援歌仔戲學系板橋國光公園演出《安
101/12/23
童買菜》擔任文武場音樂伴奏
支援歌仔戲學系新竹玻璃藝術節演出
101/12/29
《逛花燈》擔任文武場音樂伴奏
參加「2012 彰化當代國樂節」將在員林
101/12/29 演藝廳，以梨園覽勝為主題的一系列戲
曲音樂饗宴

◎2

88.

89.
90.
91.

92.

93. 102/01/06

◎

◎
◎

◎

支援京劇團於三峽客家園區演藝廳演出
《穆柯寨》文武場音樂

◎

本系 12 月起至明年 5 月，執行「藝術與
101/12/20~
94.
生活深耕-藝典新意滿城香」任務，共計
102/05/20
八場專場音樂會演出

◎8

95. 合計 291

103 90

6

96. 單位比例

35% 31% 2%

21

71

7%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