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no.
2.18 –5.16

66
資本論下的過去與現在

音樂家教我們的十件事
禁忌電影的激情與衝突

雜誌翻轉世界的一百種可能

新銳建築師的設計革命

知識的載體 人文的發聲

報名辦法

兩廳院售票系統
兩廳院售票端點（含誠品敦南、信義、松菸店服務台）

ACCUPASS活動通售票系統（限單堂課程）

收費方式

單堂課程450元；整門課程9折優惠。
經典、風格、藝術整門10堂；音樂、建築整門6堂。
特別企劃收費方式請見內頁資訊。

啟售時間

整門課程
單堂課程

2018年12月14日 中午12點
2019年02月01日 凌晨12點

上課時間

週一∼週五 7:30pm─9:30pm

上課地點

誠品敦南店視聽室（台北市敦化南路1段245號B2）
誠品信義店視聽室（台北市松高路11號6F ）

優惠方案 2019年1月31日前
【早鳥回饋】
1. 經典、風格、藝術整門課程10堂，享7折優惠3150元。
2. 音樂、建築整門課程6堂，享75折優惠2025元。
3. 凡早鳥期間購買任一整門課程即贈單堂試聽券乙張（價值450元）。

2019年2月01日起
【舊雨新知】─ 舊學員、誠品人獨享
1. 整門課程享8折優惠：10堂3600元；6堂2160元。
2. 單堂課程享9折優惠。

4. 若欲使用課程試聽券，請於有效期限前預先來電（02）6636-5888轉
8836或8813登記，並於開課日報到時繳回票券。
5. 購買首堂單堂課程後，欲改報整門課程之學員，可於繳交整門課程費
用後，補本期任一單堂課程乙次。

退費
1. 購買整門或單堂課程者如欲退費，請依售票平台退費辦法申請：
兩廳院售票系統：須保留完整票券，並於活動開始前至兩廳院服務處
辦理；「五堂隨選」套票不予單堂退費或換購。退費時酌收10%手續費。
ACCUPASS活動通：登入ACCUPASS帳號，並於活動開始前進入
「我的票券─已訂購/要參加→展開訂單明細→退票申請」辦理，退費
時酌收10%手續費。
早鳥優惠期間購買之整門課程，開課後恕不接受退費，但可轉至當期
未滿額之課程。

2. 上課期間如遇颱風等天災，依台北市政府公告辦法辦理，並另擇日補課。
若因故無法到課，可持完整票券辦理退費。

轉課及請假辦法
1. 整門課程學員如因故無法出席，最遲請於上課日前一日，透過電話、
Email或線上表單請假，並可選擇當期未額滿之課程補課；或將上課證
轉予親友代替出席。

2. 整門課程每期以「請假三次」為上限，未預先請假，視同放棄上課權
益，恕不受理退費及補課。

3. 整門課程學員如因故需辦理轉課，最遲請於第二堂課程結束前向課程
助理提出申請，可選擇轉至當期未額滿之課程，逾期將不受理轉課。

4. 單堂課程學員恕不接受請假及更改上課時間。

【五堂隨選】─ 僅限兩廳院售票系統
不限課別，任選五堂單堂課程，享套票88折優惠1980元。

※誠品講堂保留課程及辦法異動、修改與變更之權利。

【通路推廣】
凡於ACCUPASS活動通購買任一單堂課程，皆享9折優惠。

講堂獨家
1. 凡於Muzik網路商城購買任一商品，結帳時輸入enjoy2019，立享9折
優惠。

注意事項 報名
1. 報名方式僅限於兩廳院售票系統（含網路、端點及超商）及ACCUPASS
活動通售票系統，恕不接受通訊報名。

2. 舊學員、誠品人優惠請於兩廳院購票頁面輸入「誠品講堂舊學員證號」
（不包含當期）或「誠品會員卡號」；端點購票請出示「舊學員證」或
「誠品會員卡」。

3. 上課請憑購買之「兩廳院票券」或「 ACCUPASS活動通電子票券」報到。

7:30pm ─ 9:30pm

週一 Monday
2.18 ─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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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家教我們的 10 件事

2.18 巴赫
在世時被視為譜曲技匠，離世後聲譽益盛，巴赫有何能耐成為古往今
來最偉大的音樂家？他為何堅守過往榮光？如今又該如何看待他上千
首的鉅作？
重點聆賞│《觸技曲》
《賦格的藝術》
《布蘭登堡協奏曲》
《馬太受難曲》

2.25 莫札特
莫札特的音樂純淨如天上來，而其人竟粗鄙庸俗？是什麼因素造就他
成為音樂史上的第一位 freelancer ？而早慧是否也代表著必須付出同樣
早逝的代價？
重點聆賞│交響曲代表作《費加洛的婚禮》
《魔笛》
《安魂曲》

音樂有多重面向，聆賞亦有多方途徑，無妨單純享受旋律之美，

3.11 貝多芬

也可窮究曲式之結構，更應從作曲家的生命歷程來領略創作之

誠然貝多芬改變了音樂家的地位，更將自己的意念貫穿於創作理念中。然

價值。以曲為鏡可以解憂煩，以音樂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音

若觀察他的待人處世，多疑多怒絕非聖賢，為何還要尊崇他為「樂聖」？

樂家為鏡則可以明得失。並知其所以然，故有此「音樂家教我

重點聆賞│九大交響曲《月光》
《克羅采》
《費黛里奧》

3.18 李斯特

們的 10 件事」系列。
「音樂家教我們的 10 件事」，帶我們重新認識史上最重要的音
樂家群像。屏除「為尊者諱」的美化詞藻，完整地解析每位作
曲家自出生到逝世的功過得失，爬梳他們經典作品的創作背景，
並檢視其歷史價值與人生理念。

年少風流，卻一躍成為歐洲樂壇的超級巨星。晚年搖身變為神父，亦
是樂壇大祭酒。擁有多重身分的他，更是浪漫主義的靈魂人物，如今
為何最被忽視？
重點聆賞│《超技練習曲》
《巡禮之年》
《匈牙利舞曲》
《浮士德》

3.25 華格納
華格納可謂「厚黑學」教主，皮厚如城牆，心黑如煤炭，但卻無損萬
千粉絲對他的景仰。他自視為神，可舉止罄竹難書，如今該如何評斷
華格納與其作品？
重點聆賞│《唐懷瑟》
《崔斯坦與伊索笛》
《尼貝龍根的指環》
《帕西法爾》

4.01 柴可夫斯基
他一生最大的悲哀，在於無法公開正視的同志身分，只得將內心最深沉的
秘密化為旋律。於是當他一出手，瑰麗作品總成為最受歡迎的大眾名曲。
重點聆賞│《悲愴》
《1812 序曲》
《天鵝湖》
《尤金奧尼根》

講師│林伯杰
金革唱片音樂總監、樂樂文化編輯總監
現職金革唱片音樂總監，歷經滾石唱片企劃經理、唱片文案、音樂企劃到音樂
會製作。並曾擔任過2014、2015年金曲獎傳統暨藝術類評審、真理大學音樂應
用系兼任講師，及電視節目主持人。目前持續在國家文官學院等公私立機關單

2.23 Saturday 4:00pm-6:00pm
《托斯卡歌劇必知的 10 件事》
3:50pm 國家音樂廳 3 號門集合
−
4:00pm 4:30pm 音樂廳後台專屬導覽
4:30pm − 6:00pm 托斯卡歌劇深度導聆

位擔任藝文講座主講人，並為「 MUZIK 」古典音樂雜誌專欄主筆，著有「一

訂價 $1000 元（含餐酒），合購 NSO 托斯卡

夜變成歌劇通」、「音樂自HI術」等

享套票 8 折優惠

7:30pm ─ 9:30pm

週二 Tuesday
2.19 ─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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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經典細讀─
馬克思的《資本論》和皮凱
提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馬克思的《資本論》

2.19 三個閱讀《資本論》的
不同角度
2.26 從哲學到經濟學
3.05 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

-

3.12 經濟中的公平與正義

不管喜不喜歡，我們今天都活在「後馬克思」的世界裡。這是

3.19 勞動、分配與價值

個被馬克思及其「資本論」和共產主義思想改造了的世界。

指定閱讀
馬克思，《資本論》。
皮凱提，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參考閱讀
《資本思維的瘋狂矛盾：大衛哈
維新解馬克思與《資本論》》，
聯經出版。
《回到《資本論》
：21世紀的政治
經濟學批判》，人民出版（中國）。

二十一世紀的資本主義是因應馬克思思想而調整過的資本主
義，正因為馬克思尖銳地提出了資本主義必將傾覆的預言，所
以在過去一百多年中迫使資本主義進行了種種的修正。資本主
義的調整，包括設法混淆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的界線；設法改

皮凱提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4.02 二十世紀的經濟變動

變生產關係，讓生產工具的所有權與生產決策權相對開放；設

4.09 對於馬克思的繼承與修正

法創造了許多介於資本家和勞動者間的角色。這一切讓今天的

4.16 稅收與遺產

資本主義看起來沒有那麼邪惡那麼可怕，然而即使如此，回歸
到馬克思對於「異化」與「公平分配」提出的深刻反省，顯然
資本主義仍然有其對人產生內在壓迫與傷害的性質。

4.30 公共與私有財產的新思考
5.07 重建政治經濟學的關懷

這期講堂課程從嚴格的經濟學角度，對讀時代相隔一個半世紀
的兩本「資本論」，讓大家能夠清醒理性地認知理解我們自身
所處的經濟體系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又帶著怎樣的潛在問題與
破綻。以批判的態度來真切認識資本主義。
講師│楊照
新匯流基金會董事長
曾任民進黨國際事務部主任、《明日報》總主筆、遠流出版公司編輯部製作總監、台
北藝術大學兼任講師、《新新聞》周報總編輯、東森ETFM聯播網《週末大人物》主
持人等職，現為新匯流基金會董事長。悠遊於不同身分，以俐落又不失幽默的筆觸與
談吐，準確刺中問題核心；而他對文學、歷史、音樂與美食的愛好，又讓人在他的言
談中得以感受詩意與浪漫的光采。

週三 Wednesday
3.20 ─ 5.01

7:30pm ─ 9: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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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共鳴 :
新銳建築師與他們
跨越時空的朋友

3.20 總論：跨越時代的建築對話

1971 年，建築理論家班能（Banham）寫了屬於洛杉磯建築的
書（Los Angeles: The Architecture of Four Ecologies）；緊接著
1972 年范裘利（Venturi）與布朗（Brown）出版了《向拉斯維
加斯學習》（Learning from Las Vegas）；1978 年 34 歲的庫哈
斯接續著寫下了《狂譫紐約》（Delirious New York）以及後續
關於新加坡等地的觀察。這不但引領 60 年代前衛建築宣言的轉

4.10 Louis Kahn 路易斯・康

向，更接續了以城市證據為基底的建築宣言譜系。
事實上，年輕世代的新銳建築師或者新銳藝術家是跨越時代的，
他們具有承先啟後的創作行動與思考，例如貝多芬跨越了古典
與浪漫。換句話說，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一個新觀念、甚至一
場革命，都是有一群人，敏感的察覺改變的必要，雖然新時代
的訊息尚未被一般大眾所認知或接受，但這群人開始去鼓吹這

從 Alvin Boyarsky 論「以畫作戰的建築」開始，談時代轉變的建築思
考與行動

3.27 Luis Barragán 路易斯・巴拉甘
從巴拉甘的普立茲克演講出發談建築的孤寂、沈默、寧靜、喜悅…
對談│沈庭增（沈庭增建築製作∕沈庭增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

自然空間中的建築空間？談〈內外雙生的現象是二分或是互補〉
對談│林佩蓉（大林工作室主持人）

4.17 John Hejduk 約翰・黑達克
從 Michael Hays 的文章〈相遇〉談具有哲學願望的牆與建築探險
對談│林柏陽（境衍設計林柏陽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

4.24 歷史的共鳴
從〈青年建築師的畫像〉談新銳，周旋於科學、藝術、與哲學之間的
實踐與啟發
對談│ 龔書章（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教授）

5.01 渡邊邦夫：結構設計的思考
如何透過分析「物與物」、「物與人」、「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
發現新的結構秩序
對談│陳冠帆（原型結構工程顧問）

樣子的思考，提出改變的方法，成為一種新銳的態度。
而如今我們不禁想問，現在的年輕世代是否已經開始新一波的
時空跨越？或許與新銳建築師一起閱讀他們心中的建築師，可
以透過意想不到的共鳴，將新銳建築師與其他建築師的時空聯
講師│漆志剛

繫起來，預見即將來臨的新時代。

實踐大學建築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Jr.Gang建築研究室主持人
旅居美國執業與教學12年，2015年於美國康乃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建築系擔
任客座助理教授，並曾任教於東海、交大、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與淡江等建築系所。
現任實踐大學建築設計學系專任助理教授，同時主持Jr.Gang建築研究室。作品曾於美
國、日本、法國、台灣等地展覽、出版與獲獎，創作與評論包含建築、室內、策展、
與實驗研究等。並於2018年擔任第四屆ADA新銳建築獎策展人。

週四 Thursday
3.07 ─ 5.16

7:30pm ─ 9: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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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 Setting ！

3.07 雜誌系譜學：從西洋東洋到大眾小眾

翻雜誌，看見不同世界的
一百種可能

導論│ 1652 年，英國現蹤；1867 年，日本登場

3.14 時尚光譜學：衣著、身體與女權意識
《Harper’s BAZAAR》
《VOGUE》
《an. an》
《Olive》

3.21 男性改造學：消費、生活與自我重組
《POPEYE》
《BRUTUS》
《FANTASTIC MAN》

在男女老少無時不刻都刷著手機屏幕的時代，紙本雜誌乍看極
差，但客觀數據卻告訴我們，全球雜誌的創刊數量不減反增，
呈現眾聲喧嘩的熱絡狀態。
各種分眾讀者誕生，許多人願意購買單價稍高但精美的紙本雜
誌，甚者，以眾籌募資而創刊的案例也經常可見。顯然，真正
的問題不在於數位媒體能否消滅紙本雜誌，而是雜誌內藏什麼
精準犀利的議題設定，與指向未來、引領潮流的能量，推動人
們持續翻閱。

3.28 文藝跨界學：影音、藝術與新潮文化
《STUDIO VOICE》
《DAZED & CONFUSED》
《pen》

4.11 都會漫遊學：地景、人情與城市記憶
《東京人》
《散步の達人》

4.18 日常慢活學：飲食、居旅與地方重塑
《KINFOLK》
《CEREAL》

4.25 全球在地學：商業、文創與品牌認同
《COLORS》
《MONOCLE》
《B》

這系列課程，將帶領學員翻閱來自各地的有趣雜誌，理解它作
為「潮流設定者」的角色，在全球與在地的扣鏈中，理解社會
文化、日常生活、政經歷史乃至個人生命的微妙變化。

5.02 媒體無料學：人物、風格與社群經營
《風とロック》
《大聲誌》

5.09 教養創新學：親職、家庭與爸爸成長
《FATHERS》
《bold journal》

5.16 生活跨代學：少子、高齡與優雅提案
《Milk》
《つるとはな》
講師│李明璁
英國劍橋大學國王學院人類學博士
英國劍橋大學國王學院人類學博士，現任教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與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曾在臺大執教，三度獲優良教師獎，學術論著見於《新聞學研究》、
《日本ジェンダー研究》等國內外重要期刊。參與創辦《 cue. 》電影雜誌並任總
編輯，現為探照文化知識長與高雄流行音樂中心董事。多次擔任金鐘獎、金鼎
獎、台北書展大獎等評審。著有散文集《物裡學》、《邊讀邊走》。因致力公眾
社會學教育，獲GQ雜誌選為「2018年度風格男人」。

週五 Friday
2.22 ─ 5.03

Saturday

7:30pm ─ 9:30pm

週六

5.04

視聽室

B2

3:30pm ─ 5: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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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片奇譚 : 擋不住的激情

2.22 台灣新電影從「削蘋果事件」到威尼斯金獅獎
《兒子的大玩偶》
《戀戀風塵》
《尼羅河女兒》
《悲情城市》

3.08 香港電影的「向左走」和「向右走」
《投奔怒海》
《書劍恩仇錄》
《垂簾聽政》
《火龍》
《十年》
《樹大招風》

3.15 中國「第五代」與「第六代」導演的禁演與進化
《霸王別姬》
《活著》
《藍風箏》
《鬼子來了》
《頤和園》
《天注定》

3.22 欲蓋彌彰：噴霧與意淫
《廚師、大盜、他的太太和她的情人》
《魔法師的寶典》
《亂世浮生》

-

《窗外有藍天》
《美國天使》

電影為什麼會有問題？「政治」曾經（或一直）是干擾電影創
作的原因之一，題材、語言、甚至參與者的出身與信仰，都有
可能拿來做文章。除此之外，最常被針對的無非「暴力」與「色
情」，但是檢查制度辨讀兩者的能力與標準，又常令人詬病。
而對「有問題的電影」採取的辦法，有嚴重到「禁演」或者輕
微者局部「修剪」；必須存在而剪不掉的，又另生出「噴霧」。
只是如此一來，不是更提醒觀眾自行腦補嗎？
制度看似文明的產物，卻往往因為趕不上時代或被有心人加以
利用，而變得反文明。細數銀幕上下，文本內外的衝突，不只
說時代與人性的是與非，更要印證的是創作的激情。

3.29 恍然大悟：導演版與修剪版
《墨利斯的情人》
《巴黎野玫瑰》
《第一類型危險》
《羅曼史》
《撒旦的情與慾》

4.12 別開生面：「遭詛咒的電影」電影節
《上海小姐》
《亞特蘭大號》
《煙火》
《黃金時代》
《舊恨新歡》
本堂主講：李達義（資深影評人、電視電影編劇）

4.19 奧斯卡怎麼可能有問題？
《西城故事》
《我倆沒有明天》
《畢業生》
《午夜牛郎》
《與狼共舞》
《辛德勒的名單》

4.26 90 年代起飛的韓國電影：裸露與暴力
《水上賓館》
《只愛陌生人》
《綠洲曳影》
《生命之詩》
《追擊者》
《原罪犯》
本堂主講：塗翔文（資深影評人）

5.03 邪不壓正：另一種結局
《東邪西毒》
《旺角黑夜》
《無間道》
《無人區》
《逃出絕命鎮》

5.04 大師找麻煩：費里尼與庫柏力克，還有…
《愛情神話》
《一樹梨花壓海棠》
《發條橘子》
《鬼店》
《巴黎最後探戈》
本堂上課時間：3:30pm-5:30pm

講師│聞天祥
資深影評人、台北金馬影展執行會執行長

2009起擔任金馬執委會執行長，完成《10+10》電影計畫與深受好評的「金馬
50」；2010首創金馬奇幻影展，改寫台灣影展文化。他對導演風格與影史流派如
數家珍，不同題材都能給出最佳解釋。無論艱澀乏味或華麗俗艷的各色影片，
總能以幽默風趣的風格將其拆分解析，轉個方向讓我們發現其中奧妙。近作
《過影：1992─2011台灣電影總論》更對二十年來台灣電影提出宏觀細膩的見解。

5.04 經典重映：
《發條橘子》
6:30pm 起憑講堂本期任一學員證、單堂票根免費排隊入場
※ 播映時間為 7:00pm-9: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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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朋友：

我們誠摯地邀請您，參與2月16日週六晚上7點半，

甘馬之家舉行的秘密集會。

明璁老師、簡老師、許老師也會到場。
我們期待能在這兩小時的聚會中，凝聚3月初集會的
共識。

在此特別提醒，請在7點20分前至國家戲劇院3號門，

將會有專人在門口等候大家。

你忠誠的朋友

馬密

2 0 1 9 TIFA
《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互動式講座
國家戲劇院排練室A
2.16 Saturday 7: 30p m ~ 9: 30p m
7: 20p m 前 國 家 戲 劇 院 3號 門 集 合
李明璁 ╳ 簡莉穎 ╳ 許哲彬 ╳ 你
「 你 是 否 能 接 受 HIV 醫 生 替 你 開 刀 ？ 」

「 如 果 你 患 上 HIV ， 你 是 否 願 意 與 你 的 另 一 半 告 白 ？ 」
講座將讓您置身在甘馬之家成員的兩難問題中，
從社會觀察、劇本解析、劇場視角切入，

重新帶您了解這些問題以及與戲劇的關聯。
如果再重新選擇一次，你的決定會改變嗎？

票價 $ 450元

報名 兩廳院售票系統

分機 8836
、
(02) 6636-5888

8813誠品講堂

品牌合作

主辦單位
洽詢電話

誠品講堂官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