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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社區大學                                               

《歌劇賞析》2018 年寒假班 (星期一) 

                  報名與上課地點：中崙高中內 (台北市八德路 4 段 101 號)  

                              捷運 “南京三民站” 2 號出口 

社大辦公室電話：(02) 2747-7690，(02) 2747-5431 上課時間：星期一 7:00–9:40 pm 

1/15 (一)  莫扎特喜歌劇《費加洛的婚姻》Mozart “Le Nozze di Figaro” (1786) 

1/22 (一)  威爾第歌劇《茶花女》Verdi “La Traviata” (1853) 

1/29 (一)  奧芬巴赫輕歌劇《天堂與地獄》Offenbach “Orphée aux enfers” (1858) 

2/5  (一) 普契尼歌劇《波西米亞人》Puccini “La Bohéme” (1896) 

2/12 (一)  雷哈爾輕歌劇《風流寡婦》Lehár “Die Lustige Witwe” (1905) 

2/26 (一)  普契尼歌劇《杜蘭朵公主》Puccini “Turandot” (1926) 

 

文山社區大學 

《歌劇賞析》2018 年寒假班 (星期二、四)                               

                 報名與上課地點：景美國中內 (台北市文山區景中街 27 號) 

                                 捷運 “景美站” 2 號出口  

社大辦公室電話：(02) 2930-2627         上課時間：星期二、四  7:00 – 9:40 pm 

1/16 (二) 莫扎特喜歌劇《費加洛的婚姻》Mozart“Le Nozze di Figaro”(1786) 

1/18 (四) 貝多芬歌劇《費黛里奧》Beethoven “Fidelio” (1805) 

1/23 (二) 威爾第歌劇《弄臣》Verdi “Rigoletto” (1851) 

1/25 (四) 威爾第歌劇《阿伊達》Verdi “Aida” (1871) 

1/30 (二) 普契尼歌劇《蝴蝶夫人》Puccini “Madama Butterfly” (1904) 

2/1 (四)  普契尼歌劇《杜蘭朵公主》Puccini “Turandot” (1926) 

 

信義社區大學 

《歌劇與音樂劇賞析》2018 年寒假班 (星期五)   

                 報名與上課地點：信義國中內 (台北市松仁路 158 巷 1 號)                    

                                 捷運 “象山站” 2 號出口  

社大辦公室電話：(02) 8789-7317            上課時間：星期五  7:00 – 9:40 pm 

1/19 (五) 莫扎特喜歌劇《後宮誘逃》Mozart “Die Entführung aus dem Serail”  

         (1782)  

1/26 (五) 音樂劇《飛燕金槍》“Annie Get Your Gun” (1946 / 1950) 

2/2 (五)  威爾第歌劇《奧泰羅》Verdi “Otello” (1887) 

2/9 (五)  音樂片《銀色星光》“There’s No Business Like Show Business” (1954) 

2/23 (五) 普契尼歌劇《杜蘭朵公主》Puccini “Turandot” (1926) 

3/2 (五)  音樂劇《七對佳偶》“Seven Brides for Seven Brothers” (1954 /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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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社區大學 

《歌劇與音樂劇賞析》2018 年春季班 (星期三)                     

報名與上課地點：開南商工內 (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 1 段 6 號) 

                                捷運 “善導寺站” 2 號出口 

社大辦公室電話：(02) 2327-8441            上課時間：星期三  7:00 – 9:30 pm 

3/7 (三)  莫扎特喜歌劇《費加洛的婚姻》Mozart “Le Nozze di Figaro” (1786) 

3/14(三) 音樂劇《曾經 愛是唯一》“Once” (2006) 

3/21 (三) 羅西尼喜歌劇《灰姑娘》Rossini “La Cenerentola” (“Cinderella”) (1817) 

3/28 (三) 貝里尼歌劇《諾瑪》Bellini “Norma” (1831) 

4/4 (三)  國定假日 

4/11 (三) 音樂劇《金牌製作人》“The Producers” (2001) 

4/18 (三) 董尼才悌歌劇《拉摩默的露琪亞》Donizetti “Lucia di Lammermoor”  

         (1835)  

4/25 (三) 音樂劇《紅花俠》Takarazuka “The Scarlet Pimpernel” (1997)   

5/2 (三)  公民周 

5/9 (三)  董尼才悌喜歌劇《聯隊之花》Donizetti “La Fille du Régiment” (1840) 

5/16 (三) 威爾第歌劇《遊唱詩人》Verdi “Il Trovatore” (1853) 

5/23 (三) 音樂劇《吉屋出租》“Rent” (1996) 

5/30 (三) 古諾歌劇《羅密歐與茱麗葉》Gounod “Roméo et Juliette” (1867)       

6/6 (三)  音樂劇《雌雄莫辨》“Victor/Victoria” (1995)  

6/13 (三) 威爾第歌劇《阿伊達》Verdi “Aida” (1871)  

6/20 (三) 音樂劇《萬世巨星》Webber “Jesus Christ Superstar” (2012) 

6/27 (三) 威爾第歌劇《奧泰羅》Verdi “Otello” (1887) 

7/4 (三)  音樂劇《毛髮》"Hair" (1968)  

7/11 (三) 普契尼歌劇《托斯卡》Puccini “Tosca” (1900) 

 

 

南港社區大學 

《歌劇與音樂劇賞析》2018 年春季班 (星期四)     

報名與上課地點：成德國中內 (台北市南港區東新街 108 巷 23 號) 

                               捷運 “後山埤站” 3 號出口  

社大辦公室電話：(02) 2782-8272             上課時間：星期四 7:00 – 9:40 pm 

3/8  (四) 音樂劇《萬花嬉春》"Singing in the Rain" (1952) 

3/15 (四) 小約翰史特勞斯輕歌劇《蝙蝠》J. Strauss, Jr. "Die Fledermaus" (1784) 

3/22 (四) 音樂劇《舞動人生》“Billy Elliot” (2014) 

3/29 (四) 威爾第歌劇《茶花女》Verdi “La Traviata” (1853) 

4/5 (四)  國定假日 



3 
 

4/12 (四) 音樂劇《魔法黑森林》"Into the Woods" (2014) 

4/19 (四) 比才歌劇《卡門》Bizet “Carmen” (1875) 

4/26 (四) 音樂劇《安妮》“Annie” (2014) 

5/3 (四)  公民週 

5/10 (四) 董尼才悌喜歌劇《愛情靈藥》Donizetti “L’elisir d’amore” (1832) 

5/17 (四) 音樂劇《西貢小姐》"Miss Saigon" (2014) 

5/24 (四) 普契尼歌劇《杜蘭朵公主》Puccini “Turandot” (1926) 

5/31 (四) 音樂劇《澤西男孩》“Jersey Boys”(2014)   

6/7 (四)  威爾第歌劇《拿布果》Verdi “Nabucco” (1842) 

6/14 (四) 韋伯音樂劇《萬世巨星》“Jesus Christ Superstar”(2012) 

6/21 (四) 董尼才悌喜歌劇《聯隊之花》Donizetti “La Fille du Régiment” (1840) 

6/28 (四) 音樂劇《紅花俠》Takarazuka “The Scarlet Pimpernel” (2008) 

7/5 (四)  威爾第歌劇《弄臣》Verdi “Rigoletto” (1851) 

7/12 (四) 普契尼歌劇《波西米亞人》Puccini “La Bohème” (1896)  

 

信義社區大學 

《歌劇與音樂劇賞析》2018 年春季班 (星期五)     

報名與上課地點：信義國中內 (台北市松仁路 158 巷 1 號) 

                                  捷運 “象山站” 2 號出口  

社大辦公室電話：(02) 8789-7317             上課時間：星期五 7:00 – 9:40 pm 

3/9 (五)  羅西尼喜歌劇《灰姑娘》Rossini “La Cenerentola” (“Cinderella”) (1817) 

3/16 (五) 音樂劇《歡樂船》“Show Boat” (1927 / 1951) 

3/23 (五) 韓德爾歌劇《雷納度》Handel “Rinaldo” (1711) 

3/30 (五) 音樂劇《紅男綠女》“Guys and Dolls” (1950 / 1955) 

4/6 (五)  彈性放假 

4/13 (五) 莫扎特喜歌劇《女人皆如是》Mozart “Cosi fan tutte” (1790)  

4/20 (五) 音樂片《闖禍大兵》“Calamity Jane” (1953)    

4/27 (五) 音樂片《金樓帝后》“The Barkleys of Broadway” (1949) 

5/4 (五)  公民周 

5/11 (五) 貝里尼歌劇《夢遊女》Bellini “La Sonnambula” (1831) 

5/18 (五) 音樂劇《歡樂今宵》“Bye Bye Birdie” (1960 / 1963) 

5/25 (五) 董尼才悌歌劇《拉美默的露琪亞》Donizetti “Lucia di Lammermoor”  

         (1835)  

6/1 (五)  音樂劇《屋頂上的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 (1964 / 1971)                                                       

6/8 (五)  威爾第歌劇《遊唱詩人》Verdi “Il Trovatore” (1853) 

6/15 (五) 音樂劇《歡樂滿人間》“Mary Poppins” (1964 / 2006) 

6/22 (五) 威爾第歌劇《假面舞會》Verdi “Un Ballo in Maschera” (1859) 

6/29 (五) 威爾第歌劇 《奧泰羅》 Verdi “Otello” (1987)                                   

7/6 (五)  威爾第喜歌劇《法斯塔夫》Verdi “Falstaff” (1893)  

7/13 (五) 普契尼歌劇《托斯卡》Puccini “Tosca”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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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劇與音樂劇的差別 

劇種 歌劇 Opera 音樂劇 Musical (Comedy) 

演出場地 
歌劇院 Opera House, Grand 

Theatre (台中國家歌劇院) 
劇院 Theatre (也演話劇 “Play”) 

樂團 
古典大型管弦樂團 

Classical Orchestra 

爵士樂團或小型樂團 Jazz Band or 

Small Orchestra  

麥克風 

歌手在歌劇院裡演出時不用

麥克風 

例外：戶外演唱或小巨蛋、

大巨蛋演唱時可用 

1960 年代開始使用隨身隱藏式麥克風 

演員技能

要求 
唱 Sing, 演 Act 唱 Sing, 演 Act, 跳舞 Dance 

演員音域

要求 

花腔女高音 

Coloratura Soprano,  

女高音 Soprano, 

次女高音 Mezzo-soprano, 

女中音(女低音)  

Contralto (Alto), 

男高音 Tenor 

男中音 Baritone 

男低音 Bass 

假聲男高音 Countertenor 

(閹人歌手、閹伶 Castrato )  

一般流行歌手音域。 

例外： 

安德魯‧洛伊‧韋伯 Andrew Lloyd 

Webber (《萬世巨星》、《貓》、《歌劇魅

影》、《愛無止盡》)  

與 

克勞德‧米歇爾‧荀伯格

Claude-Michel Schönberg (《悲慘世

界》、《西貢小姐》)均指定歌手音域。 

音樂風格 創新、藝術性高 
通俗流行，每週八場， 

每年超過 400 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