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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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一9折優惠

課程類別 經典、藝術整門10堂；音樂、建築整門6堂；風格整門7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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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前
【早鳥回饋】

1. 經典、藝術整門10堂享7折優惠3150元
2. 音樂、建築整門6堂享75折優惠2025元
3. 風格整門7堂享75折優惠2363元
4. 單堂課程享85折優惠383元
5. 凡早鳥期間購買整門課程，即贈單堂試聽券乙張（價值450元）

2019年9月21日起
【舊學員、誠品人獨享】

1.經典、藝術整門10堂享85折優惠3825元
2. 音樂、建築整門6堂享85折優惠2295元
3. 風格整門7堂享85折優惠2678元

【兩廳院獨享套票】

不限課程類別，選購5堂單堂課程，享88折優惠1980元。

【講堂文化獻禮】

1.凡報名整門課程，憑學員證可免費參觀忠泰美術館本年度主辦之展覽
每檔乙次。

2.凡於MUZIK SHOP購買任一商品，結帳時輸入enjoy2019，立享9折
優惠。

注意事項

報名／報到

1. 上課須憑「兩廳院票券」或「ACCUPASS活動通電子票券」報到，
講堂無法代為查詢報名明細。若票券遺失且無法出示購票證明，恕無

法入場。

2. 整門課程於首次報到時，將換發學員證乙張做為後續課程報到憑證。
3. 若欲使用課程試聽券，請於課程三天前來信EA01_N003@eslite.com
預約，並於上課當日報到時繳回票券。

4. 購買首堂單堂課程後，欲再購買該整門課程之學員，可於購買後，選
擇本期任一單堂課程進行補課乙次（整門課程銷售至第二堂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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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申請轉
課至當期未滿額之課程。（詳見下項第3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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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信EA01_N003@eslite.com或線上表單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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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講堂保留課程及辦法異動、修改與變更之權利。MUZIK 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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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王希文

      Studio M瘋戲樂工作室負責人

電影配樂、音樂劇、編曲製作人。紐約大學電影配樂作曲碩士，國立臺灣大學政

治系國際關係組學士。師從好萊塢資深作曲家Ira Newborn以及獅子王音樂執導
Joseph Church。2007年起成為全職音樂工作者，作品橫跨劇場、電影、電視、
廣告、現代舞與流行音樂，為台灣第一位在紐約接受正統百老匯音樂劇訓練之作

曲家。

現為「Studio M瘋戲樂工作室」負責人，文化部影視流行音樂產業局專案諮詢委
員，並曾擔任第二十六、第二十八屆金曲獎與第五屆金音獎評審。

隱身的魔法師─
聽見各式曲風背後的
魔幻時刻

戲劇音樂的風格與類型，你或許知道許多「曲風」，你或許聽過

不少「配器」，但你是否知道，它們可是配樂家與導演用以與

觀眾建立情感連結，喚起其對不同時空、場域、文化記憶的重

要關鍵。

本次課程首度以系列的方式，剖析各種配樂形式的專業與差異，

更將以曲風為切面，帶你認識各種曲風在不同配樂媒介下的特色

與經典，感受戲劇音樂的魔力。

10.14 影視配樂、舞台劇配樂、音樂劇 
首堂導論，同樣是透過音樂「敘事」，在三個不同的媒介內，從創作

思維到製作流程，戲劇音樂扮演了怎樣不同的角色？在認識戲劇音樂

之前，我們先來認識其背後的「形式」。

10.21 搖滾
搖滾樂不只是吉他、鼓、貝斯，而是一種態度、信仰。反映在戲劇上，會撞

擊出怎樣的火花？看看用搖滾樂說著他們的故事的電影與音樂劇有哪些。

賞析作品｜惡女花魁、翻滾吧男人、花神咖啡館、我們買了動物園、

Hedwig & the Angry Inch

10.28 爵士
還在爵士、藍調傻傻分不清楚嗎？來來來，follow me，來來來，jam 
with me！除了即興以外，爵士樂獨特的聲響又激發了我們怎樣的情境
與畫面？

賞析作品｜午夜巴黎、鳥人、海上鋼琴師、理查三世、Hadestown

11.04  R&B
你一定聽過 R&B，但你知道他的意思是「節奏藍調」與「黑人的搖滾
樂」嗎？它是當代各種電音舞曲與饒舌音樂的前身，而反拍，就是一

切律動的根源。

賞析作品｜Baby Driver、Hairspray、Little  Shop  of  Horrors、Kinky 
Boots、Hamilton、幸福綠皮書

11.11 古典樂
當古典樂被妥善用作戲劇配樂使用時，往往能超越時空，產生極為強

大的戲劇效果，這些「絕對音樂 (Absolute Music)」是如何成為「標題
音樂 (Program Music)」？
賞析作品｜ 2001：太空漫遊、惡棍特工、以你的名字呼喚我、十二夜、
沖天 

11.18 特殊類型
講不完的曲風，數不完的配器，還有哪些特殊音樂類型，為我們的戲劇

增添更多光彩？

賞析作品｜南方野獸樂園、女孩半夜不回家、時時刻刻、雲端情人、控

制、�e Band’s Vi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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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楊照

      新匯流基金會董事長

知名作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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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思的《資本論》

10.08 從哲學到文化、藝術

10.15 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

10.22 與資產階級相應的文化內容

10.29 文化與階級意識形態

11.12 「新左」、「新馬」的文化批判

班雅明的
《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

11.19 資本主義與「複製」

11.26 對於巴黎的執迷

12.03 革命與「煽動的形上學」

12.10 拾荒者的時代與城市

12.24 一則二十世紀的寓言

指定閱讀

馬克思，《資本論》。

班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

的抒情詩人》。

-
延伸閱讀

楊照，《在資本主義帶來浩劫

時聆聽馬克思》，本事文化。

班雅明，《機械複製時代的藝

術作品》，商周出版。

※注意事項：上課期間請

自備指定書

現代經典細讀──
馬克思的《資本論》和
班雅明的《發達資本主義時代
的抒情詩人》     

馬克思寫《資本論》不只要分析及解釋資本，而且要分析及解釋「資

本主義時代」，那是一個全新的、特別的人類歷史階段，以「資本」

為其最突出的現象，也以「資本」為其核心的組織原則。這樣的歷

史階段，產生了相應的特殊社會結構，也產生了特殊的文化與藝術

形式。因而，《資本論》同時也是一套突破性的文化藝術理論。

 
進入二十世紀之後，現代文化藝術的發展，證明了馬克思文化藝術

理論的前瞻價值，進而促成沿著這條路線的活躍思想大爆發。班雅

明參與在這場思想運動中，卻又與運動主流保持相當距離，形塑了

迷人的個人風格。馬克思與班雅明的跨世紀對話，提供了我們重

新認識文化藝術與社會經濟關係的豐富思想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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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曾柏庭    
 Q-LAB主持人暨設計總監

2001年畢業於卡內基美侖大學，2003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建築碩士學位。旅
美期間曾任職於美國紐約畢利歐利事務所(Rafael Vinoly Architects)、紐約帕
金威爾事務所(Perkins+Will) 及紐約貝聿銘建築師事務所(Pei Cobb Freed & 
Partners)。2006年回到台灣，擔任Q-LAB (曾永信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及設
計總監。設計作品獲多方專業肯定及獎項，包括「美國紐約Architizer A+首
獎」、「台灣建築獎佳作」、「日本Good Design大獎」、「遠東建築獎人氣
獎」、「國家卓越建設獎」、連續數年入圍「WAF世界建築獎」最後決選等。

10.23 總論 
本講將統整性概覽各講間的相互關係，並以下列四種關係交叉論述

當代建築的構成：幾何與細節、結構與構造、材料與皮層、機能與

量體。以探討當代建築師及他們的事務所做結，解析理念與經營的

結合。本期各講都將透過國際與國內的具體案例做對照解析，探討

當代建築光譜的多元性及世界觀。

10.30 幾何 (geometry)與細節 (detail)的交疊關係
以安藤忠雄與貝聿銘、谷口吉生與David Chippereld互為對照，進
而描述東方與西方、機能與幾何、平面與細節之間的交疊。穿插以

國內外案例闡述當代建築發展的根基與原則。

國際案例｜貝聿銘、安藤忠雄、谷口吉生、David Chipper�eld
國內案例｜Q-LAB

11.06 結構 (structure)與構造 (tectonics)的連結關係
義大利工程師暨建築師 Pier Luigi Nervi一系列開創性的結構設計，
開啟結構與構造的美學。後 Gordon Bunsha�耶魯大學的書籍圖書
館 (Beinecke 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奠定結構與構造的
重要地位。搭配國內外案例，一覽當代建築中結構與構造之間的輕

與重、連結性、自明性與主從關係。

國際案例｜ Pier Luigi Nervi、Gordon Bunshaft、RPBW、RVA、
Peter Rice、Norman Foster、Richard Rogers
國內案例｜Q-LAB

當代建築的面面觀
工業革命與包浩斯直接或間接影響了近代建築的發展與方向，

透過幾位具代表性的建築師群，我們依稀可以看見當代建築的

脈絡傳承及連結關係。

本期課程企圖透過四個主軸來呈現當代建築的發展與縮影，四

個主軸分別為幾何與細節、結構與構造、材料與皮層、機能與

量體。最後並以鮮少被討論的事務所經營方式及規模型態做為

課程的結尾，企圖帶出國內外理念與經營、理想與實踐之間的

拉扯與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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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材料 (material)與皮層 (skin)的交織關係
東方的隈研吾與西方的H de M，在材料與皮層的運用上有著本質及
物質上的差異。前者設計多以輕巧外飾的手法創造第二皮層的文化

象徵；後者設計多以一體成型、自成一格的手法強調皮層的自明與

變化性。本講將揉捻當代建築中材料與皮層間交織的風景。

國際案例｜隈研吾、妹島和世、H de M、Renzo Piano、Norman 
Foster、Richard Rogers
國內案例｜Q-LAB

11.27 機能 (function)與量體 (massing)的主從關係
Rem Koolhaas、Bjarke Ingels、MVRDV等當代建築師，擅長以脈絡
清晰的Diagram及簡單明瞭的量體來說明演繹機能需求、配置關係及
建築設計。搭配案例，呈現當代建築中機能與量體之間的主從關係，

並解析他們與前述建築師們的關鍵差異。

國際案例｜OMA、BIG、MVRDV         
國內案例｜Q-LAB

12.04 理念 (philosophy)與經營 (management)的
實踐之路
本期一路闡述了當代建築師群的設計理念及手法特色。末講，將解析

事務所的經營方式及規模型態。從工業革命後，建築行業本質性的變

化，遵從傳統的師徒制或企業體的經營策略，直接或間接演化了今日

的當代建築。透過講師自身經歷，解構以建築師為首的創作型事務所、

專業分工的大型事務所、或介於兩者之間的混合體，並爬梳台灣與國

際市場的產業環境及差異比較。

國際案例｜ RVA、P+W、PCF         
國內案例｜Q-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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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 「泉涸」與「內傷」─有愛，能不能無傷？ 
可不可以不要因為潛游向他，而失去身為一條魚，賴以呼吸、存活、

自在遨遊的遼闊水域？如何在情愛中不失去自我？如何只有「愛」而

無「傷」？莊子將在這堂課手把手一一教會你。

10.24 「膠」與「藏」─擁有所愛，最好的方式？
已靠近，便希望不要再遠；已擁有，便渴望不要離散。如果用膠黏著、

拿繩綑綁的作法算不上聰明，究竟莊子保有所愛的方式是什麼？可有

供我們拾級而上的見習良方？

10.31 「鏡」與「虛」：只有我要定的心，沒有要定的人！
蛾眉淡掃，胭脂輕點，總想走向你的是最美好的自己。翻到終篇才驚

見，決定愛與不愛的，並非外貌、學歷或身外之物，而是那一晌失控

的情緒與心！是「心」決定了情感的長短與質地，莊子將教會我們如

何養心千日，保養一顆若鏡、如虛的心。 

11.07 「何謂才全」啊？─情感關係裡，最值得培養的才華。
學之一道，所求何為？生命中太多能力都有賴後天養成，那麼什麼會

是人一生最當培養的才華？《莊子》說不是語言、程式碼，不是生活

收納⋯，卻是人人面對死生禍福、窮達貧富、情緣生滅，不可或缺的

能力。且聽莊子帶領我們認識它並領略它。 

11.14 「流水」與「水停」─在情愛世界裏，你想與誰相親？
人生路上，是誰總抓住你的眼睛，只要有他便覺擁有了世界？可後來你

的眼光為何移開，心為何不忍再想起？我們終將明白，唯有無風無浪般

大器靜好的胸懷，才是心之所向。早日辨明所愛的器量，跟隨莊子的腳

步打開心牆，告別量米杯、浴缸，無限延展成一汪大洋。

11.21

   

「唱」與「和」─你喜歡情感關係中的主導者或配合者？
你總配合著他嗎？還是要他常配合著你？該唱或和，才是情感關係中最

美好的交響？如果引領方向正確、情感順遂，堪稱主導者的典範；那

何謂配合者的理想典範？又為何莊子筆下為眾人所愛的，會是「感而後

應，迫而後動」、「和而不唱」的配合者？

11.28

   

「愛」與「忘」─
如何在濃如酒的愛裡，保有淡如水的心？
如果不夠愛才會傷心、才會嫉妒，多情而傷，何如深情而不滯於情？能

安於你只偶爾惦念或回望，更多時刻依舊邁步前行，走到你今生最想到

達之境。經典是長夜之月，在夜夜的隨行裡，你將卸下、忘卻昨日沉沉

之身，只幻化成一片月光的輕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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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蔡璧名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現任臺大中文系專任副教授暨中醫典籍研究社、

望月詩社指導老師。曾七度獲選臺大校、院優良教師，更榮獲教學傑出獎。詞作

〈南鄉子〉曾榮獲中華詩詞大賽三等獎。

成長於中醫和武術世家，深受中國傳統醫學和東方修鍊薰陶，進而研習莊子的身

心觀與身體工夫，她筆下的莊子歸返具體生命，成為全人的心身法則。著有《正

是時候讀莊子》、《莊子，從心開始》、《人情：正是時候讀莊子二》、《勇於不

敢，愛而無傷：莊子，從心開始二》、《醫道同源：當老莊遇見黃帝內經》暨詩

集《渡口芙蓉》等多本作品。

學會用情─
從秋天開始的
七堂莊子情感學     

認識莊子前，講者不知「用情」可經由學習發生如是巨大的變

化。習莊子前後，邂逅一樣的對象、遭逢一樣的事件，親子手

足、戀人夫妻、朋友師生、工作同仁之間的「情感」原來可以

如此美好。一朝活用「經典」，才覺相見恨晚！

講者與《莊子》相遇相知三十年，得自莊周的錦囊，也見用昧

於情愛的朋友，使其一步步學會用情。本期將透過從秋天開始

的這七堂課，將錦囊中的莊子情感學，說予諸君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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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 「他」來了：影史經典十大驚悚角色與符號意象 
 《沉默的羔羊》漢尼拔、《黑暗騎士》小丑、《鬼店》傑克、
《牠》IT、《火線追緝令》John Doe、《厲陰宅》系列主角 ...

10.25 不只是都市傳說：歷史陰影下的恐怖驚悚片
《殺人回憶》《驚魂記》《沉默之丘》《大法師》《德州電鋸殺人狂》  

11.01 童年噩夢：70-90年代的歐美驚悚盛世
《失嬰記》《靈異第六感》《半夜鬼上床》《異形》《魔女嘉莉》《鬼玩人》

11.08 現實的投影：香港鬼片的興衰與痕跡
《鬼打鬼》《陰陽路》《殭屍先生》《餃子》《胭脂扣》《倩女幽魂》

11.15 惡鬼就在你身邊：亞洲恐怖片的崛起優勢
《鬼影》《李屍朝鮮》《哭聲》《紅衣小女孩》《鬼病院：靈異直播》

11.22 從姚鳳磐到程偉豪：台灣恐怖電影的演變
《秋燈夜雨》《六朝怪談》《詭絲》《雙瞳》《人面魚》《返校》

11.29
   

驚聲尖叫：經典場面的美學藝術
《宿怨》《血色入侵》《駭人怪物》《鬼店》《隔離島》《靈異孤兒院》

12.06 大師出招：直達心窩的深層恐懼
希區考克、陶比胡伯、史丹利庫柏力克、大衛芬奇、彭氏兄弟、溫子仁

12.13 推陳出新：21世紀後的頹勢與生機
《詭屋》《神鬼第六感》《厲陰宅》《逃出絕命鎮》《活人牲吃》《我們》

12.20 未知即恐懼：未來視野的存在危機與疏離
《2009月球漫遊》《愛 x死 x機器人》《全面公敵》《異星空間》
《銀翼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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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師│馬欣     
資深影評人

音樂迷與電影癡，其實背後動機為嗜讀人性。在娛樂線擔任採訪與編輯工作二十

多年，持續觀察電影與音樂，近年轉為自由文字工作者，從事專欄文字的筆耕。

曾任金曲獎流行類、金音獎、AMP音樂推動者大獎等評審，樂評與電影專欄
文字散見於網路、報章刊物：《中國時報》娛樂周報、《聯合報》、《GQ》、
《VOGUE》、誠品《提案》、博客來OKAPI、娛樂重擊網站與《聯合文學》
等。著有《反派的力量：影史經典反派人物，有你避不開的自己》、《當代寂寞

考》，以及《長夜之光：電影擁抱千瘡百孔的心》。

智者無懼：
重解恐怖片與驚悚片     

在諸多類型片中，恐怖片經常被小看，被誤解為無腦片，彷彿噴

血漿、飄鬼影就是達到刺激、娛樂的標準公式，但其實不然。恐

怖片雖然有公式也有既定的元素，但正因為如此，恐怖片一旦拍

得好，就立於經典之境。因為代表它玩出了新鮮的創意，將人們

潛意識裡害怕的符號轉換成觀眾的心魔，將每一代人的恐懼與焦

慮都投射於電影中，好的恐怖片如同呈現人類心靈危機的歷史。

而談到恐怖片，亦不能排除驚悚電影。有時是人與鬼一樣恐怖，

讓你徘徊在沒有出口的迴圈，訴諸於人性最恐懼也最被忽略的元

素：它映照著被社會所遺忘，同時逃避的另一個自我。恐怖與驚

悚片代表著不同時代背景的社會文化，背後的心理分析更是每個

成熟影迷的必修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