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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學院專科部英國語文科第四十三屆畢業公演活動計畫書 

 

一、活動名稱：文藻外語學院專科部英國語文科第四十三屆畢業公演 

二、活動時間：民國 101 年 9 月 21 日 (午場 15:30/晚場 19:30  地點：文藻外語學院化雨堂) 

三、活動目的： 

1. 展現應屆畢業生五年來於文藻之學習成果。 

2. 利用舞台戲劇的方式呈現出所學習之語言能力、創造力、團隊合作及多項才能。 

3. 將五年來所學的經驗完整運用於此次畢業公演。 

4. 希望能讓更多校內外的貴賓們了解文藻優良的教育成果和學習環境。 

5. 活動經歷屆所有同學之盡心盡力製作及演出，多年承襲下來，畢業公演已成為文藻

外語學院應屆畢業生最具代表性的藝文活動。 

四、主辦單位：文藻外語學院英文科四十三屆畢業公演團隊 

五、指導單位：文藻外語學院英國語文科 

六、總指導老師：林秀珍老師 

七、公演戲劇名稱：《溫夫人的扇子 Lady Windermere’s Fan》 

八、公演宣傳方式： 

1. 張貼海報及發放廣告單 

2. 設置專屬網站，定期更新相關消息 

九、預計參與對象： 

1. 文藻外語學院之師生及校友 

2. 英國語文科應屆畢業生之家長 

3. 對戲劇有興趣之校外學生及貴賓 

 

★ 備註：此活動計畫書為第四十三屆畢業公演活動及募款專用，不引以為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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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公演之內容介紹—Lady Windermere’s Fan 

 
 文藻外語學院英文國語文科第四十三屆畢業公演推出“Lady Windermere’s Fan 溫夫人的

扇子”此齣戲劇為王爾德的第一本喜劇，所探討的主題是上流社會的定義，說得具體一點，便

是淑女與蕩婦之別，王爾德的答案是：難以區別。要做淑女或蕩婦，往往取決於一念之差。

未經考驗的淑女，也許就是潛在蕩婦。從口相傳的蕩婦，卻未必是真正的蕩婦。換一句話說，

天真的女人不一定好，世故的女人也不一定壞。同時，未經世故的女人習於順境，反而苛以

待人，而飽經世故的女人深諳逆境，反而寬以處世。在《溫夫人的扇子》裡，母女兩人都陷

入了這種「道德曖昧之境」。Lady Windermere 聽見了其他人的閒言閒語，開始懷疑丈夫和

Ms. Erlynne 外遇，卻殊不知 Ms. Erlynne 是自己的親生母親。然後 Lady Windermere 在查閱丈

夫的帳本之後，發覺得他和 Ms. Erlynne 真的有金錢上的往來。所以 Lady Windermere 開始相

信自己所深愛的男人已經不再愛她了。可是她卻不知道要怎麼和丈夫開口談論這件事情；此

時，又受到好友 Lord Darlington 的告白。下定決心和 Lord Darlington 私奔，可是此事被 Ms. 

Erlynne 察覺。Ms. Erlynne 不希望自己的女兒犯下和她自己一樣的過錯，所以背著 Lord 

Windermere 追回 Lady Windermere。經過了 Ms. Erlynne 的勸阻，Lady Windermere 回到了家

裡，並且掩飾了自己離開的事實。Ms. Erlynne 跟 Lord Augustus 步入了婚姻，Ms. Erlynne 掩

飾了自己女兒(Lady Windermere)犯下的過失，毅然決定和 Lord Augustus 離開倫敦。可是她並

沒有和自己的親生女兒相認，將這個祕密永遠保留，讓原本在女兒心中母親的形象永遠保留。 

在過去以來，英國語文科所舉辦的活動皆帶給參與者不同的成長經驗和感受，畢業公演

更是五年中最大型的成果發表，本次所有參與人員無不投以最大的熱誠和期待。同時，加上

堅忍不拔的意志力和對活動的堅持，將所學的經驗皆運用在此次的畢業公演上，期待最傑出

的表現，更希望能夠讓更多校內外的來賓了解文藻優良的教育成果和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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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預算表 

 

組別 項目 預算(元) 

道具組 
材料、大型家具 23,000 

佈景組 
外包木工、顏料 27,500 

音效組 
外包廠商、空白光碟、背景音樂 25,000 

燈光組 
外包廠商、燈光用品 25,000 

服化組 
服裝租借、配件購買、服裝修改、化妝師費用 13,000 

文書組 
影印費用 4,500 

資攝組 
DVD、CD 片 1,500 

美宣組 節目冊、海報、邀請函、門票、美宣周邊商品、 

劇照 
26,000 

總務組 
導演、舞臺總監、行政總監之雜支、交通補助           4,500 

                    總計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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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之贊助辦法及回饋方式 

★ 贊助辦法 

1.贊助現金: 

贊助金可由個人或廠商自由贊助，我們也會將所有贊助者列於「特別感謝」並開立可抵稅之收 

據。您所贊助的每一項捐款對我們畢業公演團隊都是最大的幫助。 

  2. 物品:  

個人或廠商可提供各類實質物品贊助。 

★ 回饋方式 

 

 

 

$2,999(含)

以下 

$3,000 ~ 

$4999 

$5,000 ~ 

$9,999 

$10,000 ~

$14,999 

$15,000 ~ 

$19,999 

$20,000(含)

以上 

列於 

特別感謝 
            

永久 

網站連結 
            

宣傳單 

(需自行提供) 
           

節目冊版面  1/8 1/4 1/2 全版 全版 

感謝狀             

印於海報上          

宣傳物品 

(需自行提供) 
         

捐款金額 

回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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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之贊助辦法及回饋方式 

1.畢業公演節目冊 

廣告將會刊登在此次畢業公演節目冊上，內頁採單色印刷。在規定範圍內即可刊登廣告，內容由

贊助廠商自行提供。節目冊印製精美，強調實用性及延長廣告壽命。由贊助廠商提供版面宣傳圖

樣，我們將提供一個宣傳平台，達到最直接的廣告效益。另外，節目冊也將發送給每位贊助廠商

及各大專院校，並發售給全校師生及來賓。 

 

2.特別感謝名單放映: 

本次畢業公演將演出午場及晚場共二場，每場參與的觀眾都將於表演當天看到放映之廣告。 

 

 3.永久網站連結： 

贊助廠商可將其網站連結放置於第四十三屆英文科畢業公演之網站上，將公演網站放置學校首

頁，提供所有瀏覽者連結。 

 

  4.宣傳單： 

畢業公演當天於觀眾席上放置廠商所提供之宣傳單，每位觀眾在公演開始前將有足夠時間閱讀。 

 

 5.感謝狀： 

 所有贊助之貴賓，皆頒發感謝狀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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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方式及聯絡窗口 

★ 捐款方式： 

1. 現金捐款 

    請贊助商當面交給畢業公演團隊人員即可 

2. 提款卡轉帳/匯款 

 

 

 

 

 

 

 

3. 郵政劃撥 

 

 

 

 

 

 

 

 

若以上有任何問題，請連絡我們，感謝您 ☺ 

文藻外語學院專科部英國語文科畢業公演團隊聯絡人：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 ，或請聯絡 

姓名:張嘉芯 電話:0956158154 聯絡信箱: chiahsin103@gmail.com 

姓名:林青平 電話:0912190375 聯絡信箱: chingpin1025@hotmail.com 

提款卡轉帳/匯款 

行別 國泰世華銀行 

帳號 005030021225 

戶名 文藻外語學院 

備註 捐款匯入後，請以電話告知，以便確認，謝謝。

郵政劃撥  

行別 請至各地郵局辦理 

帳號 04879956 

戶名 文藻外語學院 

備註 

填寫劃撥單時請註明「指定捐給專科部英國

語文科第四十三屆畢業公演」，捐款匯入後，

請以電話告知，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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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學院英文科第 43 屆畢業公演特別聲明，請贊助廠商詳讀。 

 

1. 畢業公演乃屬文藻外語學院專科部歷年傳統，將全由各科系應屆五專畢業生自行籌

畫、募款、準備及演出。 

2. 所有贊助廠商之贊助細項及本畢業公演之支出明細表將統一公佈在文藻外語學院英

文科第 43 屆畢業公演官方網站中，凡贊助廠商將列於特別感謝名單，另可獲得由文

藻外語學院統一頒發之感謝狀，其他贊助細項請參考本計畫書第四頁。 

3. 因應文藻外語學院於民國 98 學年度起，提倡「環保校園，人人有責」此運動， 

(1)英文系第 43 屆畢業公演之所有道具、布幕、背景、文宣資料、畢業公演當天之場

地佈置等等將全部採用可重複使用(二手品)或可回收之資源，例如道具將到二手家具

市場收購二手沙發，再重新整修，文宣資料等將採用文藻外語學院統一規定之再生

紙張，回收再利用以避免造成資源之浪費。 

(2)英文科第 43 屆畢業公演之平日演員排戲、各組開會、核心會議、以及大型彩排日

時，將節約用電，白天時段也將配合校內節約時段不開電燈、冷氣，讓此次畢業公

演不會造成任何地球資源之浪費。 

4. 最後強調，畢業公演乃學生自行製作之作品，將不具任何商業或政治色彩的成份，

請各位贊助廠商放心，若您需要公演當天 VIP 票也請您聯絡我們相關的負責人， 

 

 

  您的每一項捐款都是對我們最大的幫助，英文科第 43 屆畢業公演團隊在此感謝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