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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活動簡介活動簡介活動簡介活動簡介 Brief Introduction 

（一） 活動名稱：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2011畢業公演 

Event: 2011 Graduation Play, Department of English,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二） 活動日期：民國一百年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五、十九日星期一 

Date: December 16 (Friday) and 19 (Monday), 2011 

（三） 活動時間：晚上 18:30~21:30 

Time: 06:30 p.m.-09:30 p.m. 

（四） 活動地點：國立政治大學藝文中心三樓視聽館 

Location: Audiovisual Theatre (3F), Arts & Culture Center, NCCU 

（五） 主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應屆畢業生） 

Organizer: Department of English (2011 graduates) 

（六） 活動宗旨 Objective 

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以下簡稱本系）舉辦大四生畢業公演

大型活動，目的是希望能提供一個機會，讓學生磨練課堂上所學習

到的技巧，讓英語的應用以及能力表現不再僅限於課程當中的紙筆

測驗。 
戲劇的表演在西洋文學中，不僅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更是在

課堂內容中，擁有相當大幅度的篇章。畢業公演的戲劇製作，可以

同時展現學生在聽、說、讀、寫、譯，五大方面的學習成長。 
畢業公演的演出由本系即將畢業的大四生，展現他們於本系四

年中所培養的能力及實力。整部劇從製作開始，都是在學生們花費

大量時間和努力之下的成果。在籌備的過程當中，不僅可以培養學

生建立分工合作的能力，更能促進多樣才藝的精進。 

The Department of English 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olds 
the senior graduation play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students to apply 
theory to practice. Through the performance, students are able to utiliz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in class, instead of merely being limited within 
lectures. 

Drama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literature. It’s not only a traditional passed on from ancient times, but 
also the best way to show students’ proficiency in language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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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ing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writing and even translating. 
The graduation play is produced and performed by the seniors who 

are going to graduate to show their skills and ability which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shaped during these four years. The students try their 
utmost to prepare for the show in order to present the best show to the 
audience. During the process, students can not only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but also enhance their own abilities in acting, directing, dancing 
and singing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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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活動當日流程活動當日流程活動當日流程活動當日流程 Event Agenda 

時間 
Time 

流程 
Rundown 

內容 
Content 

16:30~18:30 
事前準備 

Preparations 
工作人員、劇組待命 

Staff and crews stand by 

18:30~19:00 
開放入場 
Entrance 

劇組最後確認 
Last minute checkups 

19:00~20:00 
上半場 
Act One 

20:00~20:15 
中場休息 

Intermission 
茶點享用 

Refreshments 

20:15~21:15 
下半場 
Act Two 

21:15~21:30 
活動結束 
The end 

觀眾散場、場地復原 
Audience exits and clean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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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工作分配工作分配工作分配工作分配 Work Distribution 

戲劇部門戲劇部門戲劇部門戲劇部門 
組別 工作內容 負責人員（組長組長組長組長） 
製作 活動統籌 鄒奕萱 

編劇 劇本挑選、改編 
陳柏翔 
鄒奕萱鄒奕萱鄒奕萱鄒奕萱 
李德筠 

導演 
1. 表演方向與流程掌控 
2. 指導演員排戲 

鄒奕萱 

音樂指導 
1. 聲音訓練 
2. 音樂、合聲編寫 

李德筠 

舞台監督 溝通舞台及控制室流程 羅為文 
舞蹈指導 舞蹈編排、訓練 李宜 

演員 粉墨登場演出 

陳劭頤 
林家正 

張簡佳怡 
吳采宸 
連婕妘 
黃如婷 
李駿平 
鄭仲博 
李德筠 
梁汎晴 
黃馨儀 
張瓅今 
楊雅捷 

道具布景 道具、布景設計及製作 

鄭智方鄭智方鄭智方鄭智方 
簡瑋萱 
廖欣柔 
吳思賢 
楊貴湄 

服裝梳化 
1. 整體造型設計、製作 
2. 活動當日梳化、著裝 

池晨菁池晨菁池晨菁池晨菁 
邱沛甄 
柯雙華 
王淑寬 
王愷怡 

音效 
1. 剪輯音樂效果 
2. 控制活動當日音效 

范芮榕 
冉元浩冉元浩冉元浩冉元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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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光 
1. 設計燈光效果 
2. 控制舞台燈光 
3. 控制追蹤燈 

馮子騏馮子騏馮子騏馮子騏 
尚芊彣 

行政部門行政部門行政部門行政部門 

特助 機動：各式行政程序處理 簡瑋萱 
王君翃王君翃王君翃王君翃 

翻譯 
1. 劇本英翻中 
2. 字幕 

簡瑋萱 

文書 
1. 宣傳文宣 
2. 排演日記 
3. 邀請函 

陳心冕 

公關 

1. 籌備活動贊助 
2. 贊助廠商合作 
3. 校外宣傳：各大單位邀請函件、

相關文宣寄送 

謝明哲 

美宣 

1. 邀請函件、宣傳品設計與製作 
2. 網路活動訊息宣傳 
3. 校內宣傳：海報張貼、各大單位

邀請函件、相關文宣發放 

陳依柔陳依柔陳依柔陳依柔 
吳思賢 

攝影 
剪輯 

1. 劇情片段 
2. 排演（製作）過程 
3. 幕後花絮 
4. 表演當日全程紀錄 

陳姵汝 
李宜 
廖欣柔廖欣柔廖欣柔廖欣柔 

接待 

1. 場地布置及復原 

2. 當日會場觀眾導引 

3. 活動外場秩序控制 

4. 茶點準備 

5. 中場休息外場負責 

陳明宜 
陳玉穎 
鄭惟恩 
周怡君 
鍾宜家 
潘若婕 
孫宇青 
楊佳縈楊佳縈楊佳縈楊佳縈 
楊惠菁 

主持 掌控當天節目事項進度及氣氛 
許雅涵 
王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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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活動製作流程活動製作流程活動製作流程活動製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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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    活動預算表活動預算表活動預算表活動預算表 

項目 
Items 

支出 
Expenditure 

收入 
Revenue 

服裝 
Costume 

20,000  

化妝 
Makeup 

10,000  

道具及布景 
Props and Set 

35,000  

美術宣傳 
Graphics Design 

25,000  

場地工讀金 
Volunteer Payment 

15,000  

總支出金額 
Expenditure (total) 

新台幣拾萬伍仟元整 
NTD 105,000 

英文系系上補助  87,000 
總收入金額 

Revenue (total) 
新台幣捌萬貳仟捌佰元整 NTD 87,000 

希望獲得贊助金額希望獲得贊助金額希望獲得贊助金額希望獲得贊助金額（（（（總共總共總共總共）））） 
Expected sponsor amount (total) 

新台幣壹萬捌仟元整新台幣壹萬捌仟元整新台幣壹萬捌仟元整新台幣壹萬捌仟元整 NTD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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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    宣傳與贊助宣傳與贊助宣傳與贊助宣傳與贊助 

（一） 活動宣傳模式 Promotion 

1. 網路宣傳：會定時於部落格及 Facebook更新最新資訊，讓觀眾了

解畢業公演的所有內容及贊助廠商。 
Official blog: http://thelovingcrew.blogspot.com/ 
Official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NCCURockyHS 
Official Album: 
https://picasaweb.google.com/109173863618760745517/2011Graduat
ionPlayDeptOfEngNCCU 

2. 校園宣傳：藉由全校電子信件、宣傳海報通知、BBS宣傳、校園

訊息以及舉辦校園萬聖節活動，邀請全校師生參與畢業公演。 
3. 預計參加人數：單日 300至 400人，活動為期兩天 

（二） 廠商贊助效益 

1. 於全校系電子通知、宣傳海報（酷卡）及活動手冊上，印製贊助

廠商之廣告圖樣及相關資訊。宣傳海報為四開（約 60x42 cm），版

面上印製長寬 4至 5公分左右的 logo。活動手冊為 A5 大小，如廠

商贊助為新台幣三千元至五千元，內頁廣告一面；贊助為新台幣

五千元以上，內頁廣告兩面。 
2. 舉辦校園活動（宣傳座談會）時，發放有印製在助廠商之廣告的

傳單及廠商闖告文宣、產品。 
3. 當日活動會場發放贊助廠商的廣告文宣、張貼相關海報或於會場

佈置擺放旗幟等宣傳品。 
4. 主持人於活動開、終場也會特別感謝各贊助廠商之贊助及相關廣

告資訊。 
5. 不僅於校內可增大廠商之廣告機會，幫助學生或是即將進入職場

的社會新鮮人對貴公司有更多的了解。 
6. 若有其他的合作方案或是宣傳方式，歡迎更進一步的討論或協商。 

（三） 贊助合作方案 

由於畢業公演所需的物料項目繁多，不論是金錢、或者是實體物

料贊助，都將會是幫助舉辦完美的畢業公演很大的助力！以下為主要

希望廠商能夠提供的資源，如果您願意提供的資源不在下列項目中，

仍然歡迎您的幫忙！ 
1. 食物及點心：為活動當天中場休息提供觀眾之茶點。 
2. 化妝品：提供活動當天演員所需的化妝呈現。 
3. 布料：製作活動當天演員所需的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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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The Rocky Horror Show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由靈奇怪異大師 Richard O'Brien加上以大膽新著名的鬼才導演 Jim Sharman
一腳踢主持大局的音樂劇。從來沒有人想過荒誕怪奇的故事居然也能夠取得成

功，而此劇所帶來的影響更不止於此。有人說此劇極度反道德而將之拒之門外；

有人則如對此如痴如狂，尤其在電影出爐之後，各形各類的反應都有。此劇最

先在英國倫敦首演，即就引起了極大哄動。享負盛名的此劇到達美國後卻遭到

評論們一致抨擊，以致此劇初達百老匯便被一下子踢回出來。雖然如此，此劇

的電影則讓之在美國扳回一城，連帶在各個地區的小型製作都取得不錯成績。

在澳洲此劇亦是非常的成功，這與作曲作詞編劇及導演都是澳洲人不無關係。

曾經出演過此劇的演員包括有：Tim Curry、Jason Donovan、Terrence Mann、Raul 
Esparza、Tom Heweitt、Daphne Rubin-Vega、Richard O'Brien、Julie Covington、
Patricia Quinn、Christopher Malcolm、Jonathan Adams、Meat Loaf、Little Nell、
Kim Milford、Russell Crowe、Anthony Head、Jerry Springer、BoniEnten、Lea 
DeLaria、Jarrod Emick、Alice Ripley、Matthew Morrison、Belinda Sinclair、Susan 
Saradon、Barry Bostwick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