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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桃園市【鐵玫瑰藝文學堂】第一期 報名簡章 

 

一、 授課時間地點： 

課程 時間 地點 

西洋美術縱橫談 週一，19 時至 21時 30分 桃園展演中心大會議室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 1188號) 古典音樂逍遙遊 週二，19 時至 21時 30分 

 第 1期：07月 04 日至 08 月 23 日（請留意停課日期） 

 第 2期：09月 19 日至 11月 15日（請期待後續上課日期） 

二、 報名時間： 

 第 1期：06月 01 日起開放報名，06 月 19 日(含)前報名可享早鳥優惠。 

 第 2期：08月 15 日起開放報名，09 月 04 日(含)前報名可享早鳥優惠。 

三、 參加對象及名額：資格不限 每梯次/班級 65 名為限 。 

四、 課程及授課講師： 

西 
洋 
美 
術 
縱 
橫 
談 

桃園展演中心／週一，19:00~21:30 

（07/04、07/11、07/18、07/25、08/01、08/08、08/15、08/22） 

王德育 教授 

美國紐約大學藝術史博士，曾任台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學系教授、元智大學藝

術管理研究所教授兼所長暨藝術中心主任。 

臺灣少見的藝術史大師，將採用正統藝術史方式，深入淺出地引領你進

入西方美術世界，從 19 世紀西方藝術蓬勃發展談起，上溯文藝復興時期

至古希臘羅馬時期，下啟現代藝術、20 世紀迄今當代藝術發展。跟著大

師認識世界名畫，看懂藝術的世界！ 

  

在快速多變的年代，唯有經典，歷久不衰，令人心神嚮往。 

但您知道音樂如何聽？藝術如何看嗎？「鐵玫瑰藝文學堂」禮聘重量級師資， 

帶您進入藝術的殿堂，細細品味西洋美術及古典音樂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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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展演中心／週二，19:00~21:30 

（07/05、07/12、07/19、07/26、08/02、08/09、08/16、08/23） 

王世強 講師 

現任台北愛樂廣播電台「音樂線上」製作及主持人、2017 年法務部線上學習

課程「音樂的寶藏」主講人。 

王世強老師的授課方式極具個人風格，從歷史的角度以既輕鬆又生活化

的方式帶領學員認識古典音樂。「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但您知道欣賞

音樂也須要認識歷史嗎？音樂發展的過程與社會時代的「喜好」和「流

行」有關，這個「選擇」的結果，就是「審美觀」和「價值觀」。認識這

個變化的過程，對欣賞音樂的「品味」將有很大幫助喔！ 

 

五、 課程學費： 

1. 藝文學堂報名以一期 8 堂課為單位，每期 1,600 元，學員請假恕不退費。 

2. 06月 19 日(含)前完成報名及匯款手續，即享早鳥 75折優惠(1,200 元)。 

3. 繳費方式： 

 劃撥/轉帳： 

學員須於報名成功後「5日內(報名隔天起算)」完成繳交費用，如逾時

未繳，將取消報名資格，並將名額開放予其他學員。 

國泰世華銀行 丹鳳分行 (013)  

帳號： 133-03-000287-3 

戶名：立璿行銷有限公司 

 現場繳費： 

活動單位通知遞補之學員，可於開課現場繳交費用。 

4. 為利登錄勾核，請務必在匯款單備註欄註明學員姓名和報名班級；如以 ATM

匯款者，請來信告知學員姓名、報名班級及帳戶末 3碼。 

5. 確認收到款項後，將以 e-mail 通知報名手續完成；如未收到通知，請主動來

電(02)2256-2258/ 0937-605986 林小姐 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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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報名方式： 

1. 採線上報名，請至 https://goo.gl/wRT4ww 填寫報名資料。 

2. 無法使用線上報名者，請至桃園展演中心、中壢藝術館或光影文化館服務台

填寫報名表。 

3. 報名後請以臨櫃劃撥或 ATM 轉帳繳費，完成繳費才算完成報名程序。 

七、 注意事項： 

1. 退課者須來信／電通知。 

 開課三日前退課者，可享學費全額退費（須扣除手續費）。 

 開課三日內退課者，可享學費半額退費（須扣除手續費）。 

2. 參與課程的學員務必配合中央防疫措施，且課程中需全程配戴口罩、進行手

部消毒；在館期間禁止飲食、脫罩交談。 

3. 開課後因個人因素中途退課或缺課者，學費不予退還，亦不接受延期使用。 

4. 如本活動因故未開班或未如期開班，將主動通知學員並全數退還學員已繳交

之費用。 

5. 參與研習之公務員及桃園市內公立教師可登錄研習時數；教師請於每期課程

開課前至「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https://www3.inservice.edu.tw/)

報名；活動當天需簽到/簽退，遲到超過 20 分鐘或未依規定簽到/簽退者，

一律不核發研習時數。 

6. 本次活動將攝、錄影記錄，參與活動即代表您同意主辦單位使用您於活動中

的肖像畫面以及照片，並於後續之活動花絮影片宣傳中使用。 

7. 本單位有權保留課程變動及時間調整之權利，課程若有變更將會提前告知。 

以上若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修改之權利。 

8. 活動簡章及報名表可至桃園鐵玫瑰藝文學堂臉書粉絲頁下載。 

9. 如有任何問題，請不吝與主辦單位聯繫： 

(02)2256-2258/ 0937-605986 林小姐 或 E-mail: zs54698969@gmail.com 。  

https://goo.gl/wRT4ww
mailto:zs5469896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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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桃園市【鐵玫瑰藝文學堂】第一期 報名表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職業  

連絡電話  

E-mail  

參加場次 □ 西洋美術縱橫談   □ 古典音樂逍遙遊 

 

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桃園市議會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桃園市政府藝文設施管理中心 

承辦單位：立璿行銷有限公司 

 

 

  ▼報名請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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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音樂逍遙遊》第 1期 課程綱要 

欣賞表演藝術的「基本功」：經典作品解讀及解毒 

看文字不一定能懂音樂，只用耳朵聽，有時候也不一定聽懂？該怎麼辦？ 

很多作品「瞞者瞞不識，識者不能瞞」，沒有那麼多玄機，只不過缺乏實際的體驗！ 

 日期 內容 

1 07月 05 日 
最「難」聽的交響曲，一點都不難「聽」： 

布拉姆斯的第一號交響曲 

2 07月 12 日 

欣賞鋼琴演奏需要學過鋼琴嗎？ 

鋼琴家自己設計的視覺效果。 

莫札特的鋼琴協奏曲 

3 07月 19 日 

作曲家的自尊心，架高了欣賞者的門檻，讓人舉步不前？ 

現代作曲家需不需要聽懂？怎麼聽？ 

近代創作者有哪些已經成為經典？ 

4 07月 26 日 

現代表演者的「經典」「解讀」和「解毒」 

舒伯特的鋼琴作品和舞蹈 

貝多芬的交響曲和舞蹈 

音樂和多媒體的「表演」 

5 08月 02 日 
重新認識貝多芬的第九號交響曲 

其實這首交響曲，很折磨演唱家。 

6 08月 09 日 

不是教徒，怎麼欣賞西方宗教音樂？ 

最有名的彌撒曲和最好聽的安魂曲和經文歌 

號稱最溫柔的安魂曲，佛瑞的安魂曲 

7 08月 16 日 

為什麼大家(演奏家和欣賞者)都迷巴赫小提琴無伴奏作品？ 

巴赫(巴哈, 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的三首小

提琴無伴奏鳴曲和組曲 

8 08月 23 日 

最近 30 年，歐洲樂團最愛的作曲家布魯克納 

布魯克納的交響曲為什麼受歡迎？ 

認識布魯克納有什麼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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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美術縱橫談》第 1期 課程綱要 

從現代到當代的西洋藝術  

自從印象派以來，十九世紀末見證了劇烈的藝術變革，導致了現代藝術的興起。二十

世紀以來的現代藝術在諸多面向顛覆了傳統歐洲的藝術觀念與表現，深深地影響了今

日的美感與美學觀念。現代藝術傾向以流派或主義的方式來運作或行銷，但也有不少

藝術家鶴然獨立，以獨特的風格聞名於世。 

本系列講座兼顧流派主義與個別藝術家，並依時代順序有系統地予以講解論述。 

 日期 主題 內容 

1 07月 04 日 

超現實主義 

薩爾瓦多‧達利 (Salvador Dali) 

2 07月 11 日 薩爾瓦多‧達利 (Salvador Dali) 

3 07月 18 日 

超現實主義 

何內‧馬格利特 (René Magritte) 

4 07月 25 日 何內‧馬格利特 (René Magritte) 

5 08月 01 日 
 

專‧米羅 (Joan Miró) 

6 08月 08 日 
 

李‧米勒 (Lee Miller) 

7 08月 15 日 
 

多蘿惜雅‧譚寧(Dorothea Tanning) 

8 08月 22 日 
 

蕾歐諾拉‧凱林頓 (Leonora Carrington) 

 

 

 

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桃園市議會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桃園市政府藝文設施管理中心 

承辦單位：立璿行銷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