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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社大 2019寒假《歌劇賞析》(星期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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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時間：星期一、三  7:00–9:40 pm 

 

1/14 (一)  羅西尼喜歌劇《在義大利的土耳其人》Rossini “Il Turco in 

        Italia” (1814) 

1/16 (三)  威爾第歌劇《露易莎‧米勒》Verdi “Luisa Miller” (1849) 

1/21 (一)  威爾第歌劇《唐‧卡羅》Verdi “Don Carlos” (1867) 

1/23 (三)  聖賞歌劇《參孫與達利拉》Saint-Saëns “Samson et Dalila”   

         (1877) 

1/28 (一)  普雷文歌劇《慾望街車》Previn “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1998) 

1/30 (三)  普雷文歌劇《慾望街車》Previn “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1998) 

 

文山社大 2019寒假《歌劇賞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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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40pm 

 

1/15 (二)  葛路克歌劇《伊菲姬尼在陶里德》Gluck “Iphigénie en Tauride”  

         (1779) 

1/17 (四)  莫扎特歌劇《狄多王的仁慈》Mozart “La Clemenza di Dito”  

         (1791) 

1/22 (二)  貝里尼歌劇《清教徒》Bellini “I Puritani” (1835) 

1/24 (四)  威爾第歌劇《史帝費里歐》Verdi “Stiffelio” (1850) 

1/29 (二)  理查史特勞斯喜歌劇《玫瑰騎士》R. Strauss “Der  

         Rosenkavalier” (1911) 

1/31 (四)  理查史特勞斯喜歌劇《玫瑰騎士》R. Strauss “Der 

         Rosenkavalier”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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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社大 2019寒假《京劇賞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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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五)  《鍾馗》 

1/25 (五)  《哪吒鬧海》 

2/1 (五)   《武松血濺鴛鴦樓》 

2/15 (五)  《蘭陵王》 

2/22 (五)  《南北合》 

3/1 (五)   《南北合》 

 

士林社大 2019春季《歌劇與音樂劇賞析》(星期一) 

報名與上課地點：百齡高中內 (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 177 號) 

捷運“劍潭站”2 號出口  

社大辦公室電話：(02) 2880-6580         上課時間：星期一 7:00 – 9:40 pm 

 

3/4 (一)   莫扎特喜歌劇《費加洛的婚姻》Mozart“Le Nozze di Figaro”  

         (1786) 

3/11 (一)  音樂劇《萬花嬉春》“Singin’in the Rain”(1952) 

3/18 (一)  貝多芬歌劇《費黛里奧》Beethoven“Fidelio”(1805) 

3/25 (一)  音樂劇《金牌製作人》“The Producers”(2005) 

4/1 (一)   威爾第歌劇《茶花女》Verdi“La Traviata”(1853) 

4/8 (一)   寶塚音樂劇《紅花俠》(2017) 

4/15 (一)  比才歌劇《卡門》Bizet“Carmen”(1875) 

4/22 (一)  比才歌劇《卡門》Bizet“Carmen”(1875) 

4/29 (一)  公民周 

5/6 (一)   音樂劇《魔法黑森林》“Into the Woods”(2014) 

5/13 (一)  威爾第歌劇《弄臣》Verdi“Rigoletto”(1851) 

5/20 (一)  音樂劇《西貢小姐》“Miss Saigon”(2014) 

5/27 (一)  普契尼歌劇《波西米亞人》Puccini“La Boheme” (1896) 

6/3 (一)   音樂劇《安妮》“Annie”(2014) 

6/10 (一)  音樂劇 《長靴妖姬》“Kinky Boots”(2005) 

6/17 (一)  普契尼歌劇《托斯卡》Puccini“Tosca”(1900) 

6/24 (一)  音樂劇《舞動人生》“Billy Elliot”(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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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一)  普契尼歌劇《杜蘭朵公主》Puccini“Turandot”(1926) 

 

信義社大 2019 春季《歌劇與京劇賞析》(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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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7:00 – 9:40 pm 

 

3/5 (二)   莫扎特歌劇《狄多王的仁慈》Mozart “La Clemenza di Tito”  

         (1791) 

3/12 (二)  京劇《玉堂春》  

3/19 (二)  阿勒威歌劇《猶太女》Halévy“La Juive” (1835) 

3/26 (二)  阿勒威歌劇《猶太女》Halévy“La Juive” (1835) 

4/2 (二)   京劇《鎖麟囊》  

4/9 (二)   董尼才悌喜歌劇《唐帕斯瓜雷》Donizetti“Don Pasquale”   

         (1843) 

4/16 (二)  京劇《秦香蓮》 

4/23 (二)  華格納歌劇《羅恩格林》Wagner“Lohengrin” (1850) 

4/30 (二)  公民周 

5/7(二)    京劇《百花公主》 

5/14 (二)  威爾第歌劇《西蒙‧波卡涅拉》Verdi“Simon Boccanegra”   

         (1857) 

5/21 (二)  威爾第歌劇《西蒙‧波卡涅拉》Verdi“Simon Boccanegra”   

         (1857) 

5/28 (二)  臺灣豫劇團《天問》 

6/4 (二)   普契尼歌劇《西部少女》Puccini“La Fanciulla del West”  

         (1910) 

6/11 (二)  普契尼歌劇《西部少女》Puccini“La Fanciulla del West”  

         (1910) 

6/18 (二)  臺灣豫劇團《青春作伴杜蘭朵》 

6/25 (二)  普羅柯菲夫喜歌劇《修道院裡的婚禮》Prokofiev“Betrothal in  

          a Monastery” (1946) 

7/2 (二)   普羅柯菲夫喜歌劇《修道院裡的婚禮》Prokofiev“Betrothal in  

          a Monastery”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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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社大 2019春季《歌劇與音樂劇賞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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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三)   拉摩喜歌劇《天賜良緣》Rameau“Platée”(1745) 

3/13 (三)  拉摩喜歌劇《天賜良緣》Rameau“Platée”(1745) 

3/20 (三)  音樂劇《長靴妖姬》“Kinky Boots”(2005) 

3/27 (三)  德沃夏克歌劇《水仙女》Dvořák“Rusalka”(1901) 

4/3 (三)   音樂劇《樂器銷售員》“The Music Man”(1957) 

4/10 (三)  楊納捷克歌劇《顏如花》Janáček“Jenůfa”(1904) 

4/17 (三)  音樂劇《孤雛淚》“Oliver!”(1962) 

4/24 (三)  普羅高菲夫喜歌劇《修道院裡的婚禮》Prokofiev“Betrothal in 

          a Monastery” 

5/1 (三)   公民周 

5/8 (三)   華格納樂劇《萊茵的黃金》Wagner“Das Rheingold” (1869) 

5/15 (三)  華格納樂劇《女武神》Wagner“Die Walküre” (1870) 

5/22 (三)  華格納樂劇《女武神》Wagner“Die Walküre” (1870) 

5/29 (三)  華格納樂劇《齊格菲》Wagner“Siegfried” (1876) 

6/5 (三)   華格納樂劇《齊格菲》Wagner“Siegfried” (1876) 

6/12 (三)  華格納樂劇《諸神的黃昏》Wagner“Götterdämmerung” (1876) 

6/19 (三)  華格納樂劇《諸神的黃昏》Wagner“Götterdämmerung” (187) 

6/26 (三)  音樂劇《蜜莉小姐》“Thoroughly Modern Millie” (1967)                                                                  

7/3 (三)   馬斯康尼歌劇《鄉村騎士》Mascagni“Cavalleria Rusticana” 

         (1890)  

 

內湖社大 2019 春季《歌劇與音樂劇賞析》(星期四) 

報名與上課地點：內湖高工內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一路 520號) 

捷運文胡線 “港墘站” 

社大辦公室電話：(02)8751-1587           上課時間：星期四 7:00 – 9:40 pm 

 

3/7 (四)   羅西尼喜歌劇《塞爾維亞的理髮師》Rossini “Il Barbiere di  

          Siviglia” (1816) 

3/14 (四)  音樂劇《曾經 愛是唯一》“Once” (2006) 

3/21 (四)  貝里尼歌劇《諾瑪》Bellini “Norma” (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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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四)  音樂劇《窈窕淑女》“My Fair Lady” (1956) 

4/4 (四)   國定假日(第 19周補課) 

4/11 (四)  威爾第歌劇《拿布果》Verdi “Nabucco” (1842) 

4/18 (四)  音樂劇《我愛紅娘》“Hello, Dolly!” (1964) 

4/25 (四)  威爾第歌劇《遊唱詩人》Verdi “Il Trovatore” (1853) 

5/2 (四)   公民周 

5/9 (四)   音樂劇《萬世巨星》“Jesus Christ Superstar” (1971) 

5/16 (四)  華格納歌劇《羅恩格林》Wagner “Lohengrin” (1850) 

5/23 (四)  華格納歌劇《羅恩格林》Wagner “Lohengrin” (1850) 

5/30 (四)  音樂劇《約瑟夫與神奇的夢幻彩衣》“Joseph and the Amazing   

          Technicolor Dreamcoat” (1982) 

6/6 (四)   奧芬巴赫輕歌劇《天堂與地獄》Offenbach “Orphée aux  

          enfers”(1858) 

6/13 (四)  音樂劇《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 (1987) 

6/20 (四)  威爾第歌劇《奧泰羅》Verdi “Otello” (1887) 

6/27 (四)  音樂劇《吉屋出租》“Rent” (1996)      

7/4 (四)   雷哈爾輕歌劇《風流寡婦》 Lehár“Die Lustige Witwe” (1905) 

7/11(四)   雷哈爾輕歌劇《風流寡婦》 Lehár“Die Lustige Witwe” (1905) 

 

內湖社大 2019 春季《西方音樂通史》(星期五) 

報名與上課地點：內湖高工內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一路 520號) 

捷運文胡線 “港墘站” 

社大辦公室電話：(02)8751-1587           上課時間：星期五 7:00 – 9:40 pm 

 

3/8 (五)  古希臘、古羅馬時期的音樂與基督教音樂的興起、格里高利聖詠 

3/15 (五)  多聲部複調音樂的興起、中世紀單聲歌曲 

3/22 (五)  十四世紀法國“新藝術”和意大利音樂、文藝復興時期概述 

3/29 (五)  從文藝復興早期到若斯坎‧德普雷的音樂、勃根第地區音樂與法─ 

  法蘭德斯作曲家 

4/5 (五)  國定假日 (第 19 周補課) 

4/12 (五)  宗教改革與基督新教的教會音樂，英國教會音樂與歐陸天主教音 

  樂、帕勒斯特利納與十六世紀對位 

4/19 (五)  十六世紀的新趨勢與世俗音樂的興起，義大利牧歌與法國香頌、十 

  六世紀器樂音樂的興起與類型，威尼斯樂派 

4/26 (五)  巴洛克時期與巴洛克音樂的特徵、歌劇的誕生及其早期的發展 

5/3 (五)   公民周 

5/10 (五)  巴洛克時期大型聲樂體裁與器樂的發展、巴洛克大師一：史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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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與韋瓦第，庫普蘭與拉摩 

5/17 (五)  巴洛克大師：韓德爾 

5/24 (五)  巴洛克大師：巴赫 

5/31 (五)  啟蒙運動與十八世紀中、晚期音樂品味與風格的變遷；義大利莊歌 

   劇與喜歌劇， 

6/7 (五)  葛路克的歌劇改革、古典前期的器樂發展、奏鳴曲式、協奏曲和 

          交響曲的發展 

6/14 (五)  海頓的音樂風格及其代表作 

6/21 (五)  莫扎特的器樂曲與合唱曲 

6/28 (五)  莫扎特的歌劇 

7/5 (五)   貝多芬的交響曲與協奏曲                                                      

7/12 (五)  貝多芬歌劇《費黛里奧》與韋伯歌劇《魔彈射手》 

 

講師連憲良 

 

美國愛荷華大學音樂藝術博士，擁有美國鈴

木大提琴教師證書全十級。旅美 17年間曾任

教於多所學校，並曾擔任 Rockford Area 

Youth Symphony Orchestra 指揮 3年。2004

年返台迄今，經常舉辦音樂會與講座，推廣

音樂藝術。2009 年 7月赴紐約林肯中心參加

「全球榮星團友樂展」演出，同年 8 月獲得

外交部補助參加奧地利艾森市「第 34 屆古典

音樂節暨海頓逝世 200 周年紀念」系列音樂

會演出。目前任教於國立台灣藝術大學、中

國文化大學、亞東技術學院，以及松山、文

山、士林、信義、中正、內湖等社區大學。 

網址：http://www.Taiwan543.org/cello         

FB: Mark L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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