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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進 修 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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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2學期【義大利藝文與城市旅遊】招生簡章 
招生對象 對義大利文化及音樂有興趣者 

課程目標 
藉欣賞義大利音樂與探討歷史、地理、人文與博物館，以感受藝術的生命力，

並探索內在自我與領會人類文明的深層價值，追求人類的整體價值，融通求

真、篤信、力行等素養於個人生命之中。 

授課師資 陳思照 

學歷- 

義大利國立米蘭 G. Verdi 音樂學院聲樂（博士級）演唱家文憑 

經歷- 

東海大學退休教授、曾任東海大學音樂系主任、東海大學表演藝術

與創作碩士學位學程創辦主任。 

預定 
上課時間 

108.2.21-108.7.4 每週四，13:30-16:20  

開課資訊請查詢高師大網頁~不再另行通知 

上課教室：行政大樓 0908 教室  

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 108 年 1月 31 日(四)止 

(屆至期限未達最低開班人數，本校得酌予延長該班報名期限) 

研習費用 NT.3,300 元/人 

報名方式 

現場報名可繳交現金 通訊報名請購買同面額之郵政匯票 
 (匯票抬頭：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 通訊報名注意事項 ◆ 
購買匯票後，請先將「報名表」及「匯票」傳真至 07-7110686，並以電話確認收

件，以便取得【報名序號】。（匯票右下方空白處請註記班別、姓名，以茲區辨） 
 

退費辦法 

退費標準（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辦理） 
1.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班者，退還已繳學費九成。 
2.自實際上課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已繳學費半數。 
3.自實際上課日算起逾全期三分之一者，不退還學費。 
注意事項 
1.退費流程需約 2-3 週。 
2.退費標準日期之認定，以本校收到書面退費申請表為準。(郵寄者以郵戳為憑) 
3.表格可至本校進修學院網站⇨「表格下載」⇨「企劃推廣組」下載。 
4.「具領人（申請人）簽章」欄位，請務必由本人簽名。 

課程注意 
事項 

1. 缺席時數未逾訓練總時數之 1/2，始可取得研習證書。 

2. 學員每堂出席皆須確實於課前簽到，如有缺課者，事後不提供補課。 

3. 若報名人數不足開班，本校保有停班或延期續招之權利。 

4. 課程如遇颱風是否停課，以高雄市政府宣布「高中職以下各級學校停課」為準。 

聯絡方式 

聯絡電話：07-7172930 轉 3601、3661-3665（企劃推廣組），傳真電話：07-7110686 

高師大 http://www.nknu.edu.tw/      

進修學院 http://ccee.nknu.edu.tw/ 

進修學院 FB 粉絲網頁   『樂在高師進修』https://www.facebook.com/nknuccee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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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上課日期 單元主題 課程內容 

1 2/21 Italia 總覽-1 台灣機場前進到義大利 

2 3/7 Italia 總覽-2 勇闖天涯-義大利 

3 3/14 Roma 羅馬 
景點古蹟黃金美聲 Licitra, Alvarez【Colosseo】 

羅馬音樂學院 Santa Cecilia 義大利冰淇淋 Gelato 

4 3/21 Vaticano 梵諦岡國 
S. Pietro 聖彼得大教堂與博物館、Tivoli千泉花園 

Puccini 浦契尼: Tosca 歌劇與天使城堡 

5 3/28 Napoli 拿坡里 
Suriento 蘇連多海岸、Santa Lucia 散塔路西亞港灣、Capri 卡

布里島 義大利飲食文化：Pizza, S. Carlo 歌劇院介紹 

6 4/11 拿坡里民謠 拿坡里民謠與 Pompei 龐貝古城三大男高音 1990 美夢成真 

7 4/18 Sicilia 西西里島 
Messina, Catania, Agrigento, Palermo; Vino 葡萄酒 Etna 活

火山 作曲家 Bellini 與 Massimo 大歌劇院 

8 4/25 Firenze 翡冷翠 
城市導覽與 Uffizi 歷史藝術博物館 

義大利三傑：Da Vinci 達文西, Michelangelo 米開朗基羅, 

Raffaello拉斐爾; 

9 5/2 Toscana 省區 
Siena 西耶納山城阿諾河與歌劇選曲 Gianni Schichi, 

美食餐廳: Latini 牛排館 

10 5/9  影片「溫馨人生」介紹 

11 5/16 Pisa 斜塔, Genova Pisa 斜塔, Genova 海港, 伽利略與 Colombo, Pesto Genovese 
青醬義大利麵 

12 5/23 Milano 米蘭 米蘭主教教堂/藝術拱廊/最後的晚餐 
音樂大師：G. Verdi 威爾弟, G. Verdi 米蘭音樂學院 

13 5/30 Maggiore 大湖 
導覽大湖三個小島, 音樂大師 Rossini, Scala 歌劇院 

Donizetti 董尼才悌歌劇 La Fille du Regiment 聯隊之女詠嘆
調欣賞 

14 6/6 Verona 威羅納 城市導覽, 羅密歐與茱麗葉的家，自製影片 

15 6/13 Arena 露天歌劇院 威爾第歌劇 Aida 阿依達與 Rigoletto 弄臣現場歌劇精選片段 

16 6/20 Venezia 
Città e Isola、CarnevaleMarco Polo  馬可波羅, Fenice 鳳凰
歌劇院, Vivaldi 威瓦第: Quattro stagioni 四季/ 美食甜

點-Tiramisu 

17 6/27 創意展演 書面、設計、音樂、餐飲 

18 7/4  總檢討 

※本學院保留課程、師資調整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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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義大利藝文與城市旅遊】報名表 
 

序    號：               
舊生(請填寫班別):________________ 

 

郵政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 
收件時間：               

經手人：               (以上由本單位填寫)  
相片黏貼處 
請實貼 1 吋脫帽 

半身正面照片 

姓名 
(本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 
字號  

服務 
單位  職稱  

就讀學校
/系所  

聯絡 
電話 

公：           （分機：  ） 
宅：       

通訊 
地址 

□□□ 
 
 
 
（請務必填寫，寄送研習證明書用） 

行動 
電話 

09   

電子 
郵件  

得知 
課程 
訊息 
管道 

□1.傳單，拿取地點＿＿＿＿＿＿＿＿＿   □2.朋友轉知  □3.電子郵件    

□4.學校網站    □5.校門口跑馬燈  □6.廣告宣傳   □7.簡訊 
□8.大專院校推廣教育課程資訊網     □9.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10.其他：              

誠邀請您成為本院雲端校友會之會員，日後將提供您相關校友會資訊及課程服

務。惟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是否同意本院使用您上述個人資料？ 

□同意 □不同意 

退費 
(因招生不
足或個人
因素不繼
續上課) 

1.退費資料限填學員本人金融機構帳戶；請務必填寫並確認無誤。 

2.退費須知請詳閱簡章之退費方式（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辦理）。 

3.請填金融機構帳戶資料： 

(1)郵局局號：□□□□□□-□，郵局帳號：□□□□□□-□ 

或(2)其他金融機構 

機構代碼：________ ，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分行別：__________分行 

帳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戶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報名者親筆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