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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 【長笛班-法式長笛學派】 招生簡章 

招生對象 對長笛有興趣者皆可參加 

授課師資 

呂正邦 老師 
 法國巴黎師範音樂院(École Normale de Musique de Paris) 
 -長笛高級教育文憑（Diplôme supérieur d’enseignement) 
 -長笛演奏文憑（Diplôme d’exécution) 
 -室內樂高級演奏文憑並獲得全體評審一致通過之殊榮（Diplôme supérieur de musique de 

chambre)  
 第一名成績畢業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音樂學系(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表演藝術學院 音樂學系 藝術學士 
 旅法四年期間接受了嚴格且完整的長笛、室內樂、視奏等音樂訓練，演奏與教學深受法國音樂學

派與文化的影響。 
 在法期間師承 Philippe Lesgourgues、Stéphane Limonaire 、巴黎國家歌劇院管弦樂團(L’op

éra de Paris)長笛首席 Catherine Cantin、斯洛維尼亞鋼琴家 Nina Patarcec 。 
 曾受 Trevor Wye、Philippe Pierlot、Philippe Bernold、Vincent Lucas、Michel Moragues、

Boris Grelier 等教授教導。 
 -2019 年九月，於駁二-Banana 音樂館舉辦個人長笛獨奏會 
 -2019 年五月，受邀至捷克駐巴黎大使館與巴黎第八區市政廳和 Kana KISHIMOTO、Aino 

KISHIMOTO 兩位日本籍音樂家合作演出。 
 -2018 年七月，受旅法長笛家陳允傑邀請於台中教育大學音樂廳共同演出。 
 -2015 年五月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音樂系音樂廳舉辦呂正邦個人長笛獨奏會。 
 得獎： 
 2009年高雄縣長盃中西音樂比賽-長笛高中組音樂班組/第二名 
 2010年高雄縣長盃中西音樂比賽-長笛高中組音樂班組/第三名 
 2010年台灣文化盃音樂比賽-長笛高中組音樂班組/第二名 
 2010年元氣盃音樂大賽-長笛高中音樂班組/第一名 
 2010年巴洛克音樂教育全國音樂大賽-長笛高中音樂班組高雄區/第一名 
 2010年巴洛克音樂教育全國音樂大賽-全國總決賽長笛高中音樂班組/第三名 
 2014年全國音樂學生比賽-個人大專Ａ組長笛獨奏/甲等 
 2010年巴洛克音樂教育全國音樂大賽-全國總決賽長笛高中音樂班組/第三名 
 2014年全國音樂學生比賽-個人大專Ａ組長笛獨奏/甲等 

課程期間 109.11.9–109.12.28 每週一晚間18 :30至20 : 30 (2小時)，共計 16 小時。 

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109年11月5日(四)止 

研習費用 
NT 6 000  / 人     
學員可自備長笛，現場也將會免費提供二把長笛僅供上課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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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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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1-3665（企劃推廣組），傳真電話 07-7110686。 

高師大網址：http://www.nknu.edu.tw/，進修學院 https://c.nknu.edu.tw/ccee/ 

樂在高師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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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nknu.edu.tw/cc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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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長笛班-法式長笛學派 

 

 ※本學院保留課程、師資調整之權利。  

週 

次 

上課 

日期 

上課 

時間 

課程 

內容 

授課 

師資 

1  11  9 18:30-20:30 

1.光良:童話 

2.Marie:金婚式 

3.基本練習與練習曲 

呂正邦 

2  11  16 18:30-20:30 

1.江蕙-家後 

2.Bizet:哈巴內拉舞曲 

3.基本練習與練習曲 

呂正邦 

3  11  23 18:30-20:30 

1.月亮代表我的心 

2.Gossec:嘉禾舞曲 

3.基本練習與練習曲 

呂正邦 

4  11  30 18:30-20:30 

1.王菲:紅豆 

2.Mendelssohn:乘著歌聲的翅膀 

3.基本練習與練習曲 

呂正邦 

5  12  7 18:30-20:30 

1.台灣民謠-  

2.Chopin:夜曲 

3.基本練習與練習曲 

呂正邦 

6  12  14 18:30-20:30 

1.Elger:愛的祝福 

2.Beethoven:G大調小步舞曲 

3.基本練習與練習曲 

呂正邦 

7  12  21 18:30-20:30 

1.千風之歌 

2.江蕙:落雨聲 

3.基本練習與練習曲 

呂正邦 

8  12  28 18:30-20:30 
期末演出 

(每人需演出至少一首曲子) 
呂正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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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長笛班-法式長笛學派】報名表 

序    號：                

收件時間：               
舊生(請填寫班別) :                   

郵政匯票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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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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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 

郵件 
 

得知 

課程 

訊息 

管道 

□1.傳單，得取地點：____________   □2.朋友轉知    □3.電子郵件    

□4.學校網站    □5.校門口跑碼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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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需登錄公務員研習時數 □需登錄教師研習時數 □不需時數 
以上所填資料如有不符，除取消進修資格外並自負法律責任。 

誠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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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購名稱：                ，分行別：          分行 

帳號：                          ，戶名：                     

4.報名者親筆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