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松山社區大學                                               

《歌劇賞析》2018 年夏季班 (星期一、三)  

報名及上課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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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 (一) 莫扎特《唐喬望尼》Mozart “Don Giovanni” (1787 / Milan, 2015) 

7/18 (三) 貝多芬《菲岱里奧》 Beethoven “Fidelio” (1805 / London, 1991) 

7/23 (一) 威爾第《遊唱詩人》 Verdi “Il Trovatore” (1853 / Met, 1988) 

7/25 (三) 威爾第《阿依達》Verdi “Aida” (1871 / Milan, 1975)  

7/30 (一) 威爾第《阿依達》Verdi “Aida” (1871 / Milan, 1975)  

8/1  (三) 普契尼《托斯卡》 Puccini “Tosca” (1900 / Rome, 1976) 

  

文山社區大學 

《歌劇賞析》2018 年夏季班 (星期二、四)                               

報名及上課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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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 (二) 華格納樂劇《萊茵的黃金》Wagner “Das Rheingold” (1869 / Met, 2010) 

7/19 (四) 華格納樂劇《女武神》Wagner “Die Walküre” (1870 / Met, 2011) 

7/24 (二) 華格納樂劇《女武神》Wagner “Die Walküre” (1870 / Met, 2011) 

7/26 (四) 華格納樂劇《齊格菲》Wagner “Siegfried” (1876 / Met, 2011) 

7/31 (二) 華格納樂劇《齊格菲》Wagner “Siegfried” (1876 / Met, 2011) 

8/2 (四)  華格納樂劇《諸神的黃昏》Wagner “Götterdämmerung”  

(1876 / Met,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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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舉辦音樂會與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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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內湖、信義等社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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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 Mark Lien   

http://www.taiwan543.org/cello


中正社區大學 

《歌劇與音樂劇賞析》2018 年秋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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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三) 莫扎特歌劇《唐‧喬望尼》Mozart “Don Giovanni” (1787)  

9/12 (三)  音樂劇《綠野仙蹤》“The Wizard of Oz” (1939) 

9/19 (三)  威爾第歌劇《馬克白》Verdi “Macbeth” (1847) 

9/26 (三)  寶塚音樂劇《神劍闖江湖》(2016) 

10/3 (三)  威爾第歌劇《命運之力》“La Forza del Destino” (1862)  

10/10 (三) 國定假日 

10/17 (三)  音樂劇《飛燕金槍》“Annie Get Your Gun” (1946) 

10/24 (三)  柴科夫斯基《尤金‧奧涅金》Tchaikovsky “Eugene Onegin” (1873)                            

10/31 (三)  公民周 

11/7 (三)  音樂劇《刁蠻公主》“Kiss Me, Kate” (1948) 

11/14 (三) 奧芬巴哈歌劇《霍夫曼的故事》Offenbach “Les Contes 

    d’Hoffmann” (1881) 

11/21 (三) 音樂劇《南太平洋》“South Pacific” (1949) 

11/28 (三) 鮑羅定歌劇《伊戈爾大公》Borodin “Prince Igor” (1890) 

12/5 (三)  音樂片《銀色星光》“There’s No Business Like Show Business” 

    (1954) 

12/12 (三) 理查‧史特勞斯歌劇《莎樂美》 R. Strauss “Salome” (1905) 

12/19 (三) 音樂劇《七對佳偶》“Seven Brides for Seven Brothers” (1954) 

12/26 (三) 普契尼歌劇《西部少女》Puccini “La Fanciulla del West” (1910) 

1/2  (三)  音樂劇 《我愛紅娘》“Hello Dolly !” (1964) 

1/9  (三)  音樂劇 《小氣財神：快樂頌》“A Christ4mas Carol” (2004) 

 

 

 

內湖社區大學 

《歌劇與音樂劇賞析》2018 年秋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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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四) 莫扎特喜歌劇《費加洛的婚姻》Mozart “Le Nozze di Figaro” (1786) 

9/13 (四) 音樂劇《萬花嬉春》 “Singin’in the Rain”(1952) 

9/20 (四) 貝多芬歌劇《費黛里奧》Beethoven “Fidelio”(1805) 

9/27 (四) 音樂劇《金牌製作人》 “The Producers”(2005) 



10/4 (四) 威爾第歌劇《茶花女》Verdi “La Traviata” (1853) 

10/11 (四)寶塚音樂劇《紅花俠》(2017) 

10/18 (四)比才歌劇《卡門》Bizet “Carmen”(1875) 

10/25 (四)音樂劇《魔法黑森林》 “Into the Woods”(2014) 

11/1 (四) 公民周 

11/8 (四) 威爾第歌劇《弄臣》Verdi “Rigoletto”(1851) 

11/15 (四)音樂劇《西貢小姐》 “Miss Saigon”(2014) 

11/22 (四)古諾歌劇《羅密歐與茱麗葉》Gounod “Romeo et Juliette”(1867) 

11/29 (四)音樂劇《安妮》“Annie” (2014) 

12/6  (四)普契尼歌劇《波西米亞人》Puccini “La Boheme” (1896) 

12/13 (四)音樂劇《舞動人生》“Billy Elliot”(2014) 

12/20 (四)普契尼歌劇《杜蘭朵公主》Puccini “Turandot” (1926) 

12/27 (四)音樂劇《艾薇塔》“Evita” (1979) 

1/3  (四) 普契尼歌劇《托斯卡》Puccini “Tosca” (1900) 

 

 

信義社區大學 

《歌劇與音樂劇賞析》2018 年秋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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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五) 董尼才悌喜歌劇《聯隊之花》Donizetti “La Fille du Régiment” (1840) 

9/14 (五) 音樂劇《假日酒店》 “Holiday Inn” (1942 / 2016) 

9/21 (五) 威爾第歌劇《拿布果》Verdi “Nabucco” (1842) 

9/28 (五) 音樂劇《彩虹仙子》 “Finian’s Rainbow” (1947 / 1968) 

10/5 (五) 威爾第歌劇《命運之力》Verdi “La Forza del Destino” (1862) 

10/12 (五)寶塚音樂劇《神劍闖江湖》(2016) 

10/19 (五)古諾歌劇《羅密歐與茱麗葉》Gounod “Roméo et Juliette” (1867)  

10/26 (五)音樂劇《飛天萬能車》“Chitty Chitty Bang Bang” (1968 / 2005) 

11/2 (五) 公民周 

11/9 (五) 柴科夫斯基歌劇《尤金‧奧涅金》Tchaikovsky “Eugene Onegin” (1873)  

11/16 (五)音樂劇《樂器銷售員》“The Music Man” (1957 / 1962) 

11/23 (五)鮑羅廷《伊戈爾大公》Borodin “Prince Igor” (1890) 

11/30 (五)音樂劇《風趣女孩》 “Funny Girl” (1964 / 1968) 

12/7 (五)馬斯卡尼《鄉村騎士》Mascagni “Cavalleria Rusticana” (1890) 

12/14 (五)音樂劇《蜜莉小姐》“Thoroughly Modern Millie” (1967 / 2002) 

12/21 (五)萊翁卡瓦洛《丑角》Leoncavallo “Pagliacci” (1892) 

12/28 (五)音樂劇《夢幻女郎》“Dream Girls” (1981 / 2006) 

1/4  (五) 理查‧史特勞斯《莎樂美》R. Strauss “Salome” (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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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