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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社大 2022 年寒假班《歌劇與音樂劇賞析》(星期二)           

寒假班與春季班皆為“線上授課” 

    士林社大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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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9    上課時間：星期二 7:00 – 9:30 pm 

 

1/18 (二) 蒙台威爾第歌劇《奧菲歐》Monteverdi “L’Orfeo” (1607) 

1/25 (二) 音樂劇《夢幻女郎》“Dream Girls” (1981) 

2/8 (二)  夏邦提耶歌劇《米蒂亞傳奇》Charpentier “Médée” (1693) 

2/15 (二) 音樂劇《華麗時代》“Nine” (1982)   

2/22 (二) 拉摩喜歌劇《天賜良緣》Rameau “Platée” (1745) 

3/1 (二)  拉摩喜歌劇《天賜良緣》Rameau “Platée” (1745) 

 

2022 春季班《歌劇與音樂劇賞析》(星期二) 

3/8 (二)  羅西尼喜歌劇 《賽維利亞的理髮師》Rossini “Il Barbiere di Siviglia”  

         (1816)     

3/15 (二) 音樂劇《樂器銷售員》“The Music Man” (1957)                                           

3/22 (二) 佩普希民謠歌劇《乞丐歌劇》Pepusch “The Beggar’s Opera” (1728)  

3/29 (二) 音樂劇《我愛紅娘》“Hello Dolly!” (1964)      

4/5 (二)  清明節 

4/12 (二) 莫扎特歌劇《狄托王的仁慈》Mozart “La Clemenza di Tito” (1791) 

4/19(二) 音樂劇《蜜莉小姐》“Thoroughly Modern Millie” (1967)                                                         

4/26 (二) 威爾第歌劇《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隆巴底人》Verdi “I Lombardi alla  

         prima crociata” (1843) 

5/3 (二)  公民周 

5/10 (二) 華格納歌劇《萊茵的黃金》Wagner “Das Rheingold” (1869) 

5/17 (二) 華格納歌劇《萊茵的黃金》Wagner “Das Rheingold” (1869) 

5/24 (二) 華格納歌劇《女武神》Wagner “Die Walküre” (1870)  

5/31 (二) 華格納歌劇《女武神》Wagner “Die Walküre” (1870)  

6/7 (二)  華格納歌劇《齊格飛》Wagner “Siegfried” (1876)  

6/14 (二) 華格納歌劇《齊格飛》Wagner “Siegfried” (1876)  

6/21 (二) 華格納歌劇《諸神的黃昏》Wagner “Götterdämmerung” (1876)  

6/28 (二) 華格納歌劇《諸神的黃昏》Wagner “Götterdämmerung” (1876)  

7/5 (二)  洪伯定克兒童歌劇《韓塞爾與葛雷泰》Humperdinck “Hänsel und  

         Gretel” (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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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二) 理查‧史特勞斯喜歌劇《隨想曲》R. Strauss “Capriccio” (1942) 

 

大同社大 2022 寒假班《歌劇與音樂劇賞析》(星期五) 

寒假班與春季班皆為“線上授課” 

(春季班第一、二周為實體上課) 

    報名與上課地點：建成國中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 37-1 號)  

捷運“中山站”6 號出口 

社大辦公室電話：(02) 2555-6008        上課時間：星期五  7:00 – 9:30 pm 

 

1/14 (五) 羅西尼喜歌劇《灰姑娘》Rossini “La Cenerentola” (1817) 

1/21 (五) 羅西尼喜歌劇《灰姑娘》Rossini “La Cenerentola” (1817) 

1/28 (五) 音樂劇《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 (1987) 

2/11 (五) 理查‧史特勞斯喜歌劇《玫瑰騎士》R. Strauss “Der Rosenkavalier”  

         (1911) 

2/18 (五) 理查‧史特勞斯喜歌劇《玫瑰騎士》R. Strauss “Der Rosenkavalier”  

         (1911) 

2/25 (五) 音樂劇《曾經‧愛是唯一》“Once” (2006) 

 

2022 春季《歌劇與音樂劇賞析》 (五)    

3/4 (五)  莫扎特喜歌劇《後宮誘逃》Mozart “Die Entführung aus dem Serail”  

         (1782)  

3/11 (五) 音樂片《勝利之歌》“Yankee Doodle Dandy” (1942) 

3/18 (五) 羅西尼喜歌劇《土耳其人在義大利》Rossini “Il Turco in Italia” (1814) 

3/25 (五) 羅西尼喜歌劇《土耳其人在義大利》Rossini “Il Turco in Italia” (1814) 

4/1 (五)  音樂劇《紅男綠女》“Guys and Dolls” (1950) 

4/8 (五)  貝里尼歌劇《諾瑪》Bellini “Norma” (1831) 

4/15 (五) 貝里尼歌劇《諾瑪》Bellini “Norma” (1831) 

4/22 (五) 音樂片《花都舞影》“An American in Paris” (1951) 

4/29 (五) 公民周 

5/6 (五)  威爾第歌劇《遊唱詩人》Verdi “Il Trovatore” (1853) 

5/13 (五) 音樂劇《窈窕淑女》“My Fair Lady” (1956 ) 

5/20 (五) 威爾第歌劇《假面舞會》Verdi “Un ballo in maschera” (1859) 

5/27 (五) 音樂劇《西城故事》“West Side Story” (1957) 

6/3 (五)  端午節彈性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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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五) 古諾歌劇《羅密歐與茱麗葉》Gounod “Roméo et Juliette” (1867) 

6/17 (五) 音樂劇《樂器銷售員》“The Music Man” (1957) 

6/24 (五) 威爾第歌劇《阿伊達》Verdi “Aida” (1871)  

7/1 (五)  音樂劇《漢莫頓》“Hamilton” (2015)  

7/8 (五)  小約翰‧史特勞斯輕歌劇《蝙蝠》J. Strauss, Jr “Die Fledermaus” (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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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琴證書前兩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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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科

技大學，以及士林與大同等社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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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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超過 400 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