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 法文系 106-107 學年度募款計畫 

計畫名稱 碩士生入學獎學金 

計畫類型 
□單位發展 □學術研究 ■獎助學金 □社會服務 □校友活動 

□教學大樓 □學生活動/成果發表   □儀器設備 □其他_______ 

執行單位 法文系 

計畫說明 

緣由： 

為鼓勵校內外學生就讀本系碩士班及招收優秀學生，特提供入學獎學金。 

 

內容： 

依據「輔仁大學法文系碩士班入學獎學金實施辦法」： 

− 校外學生當學年度甄試錄取成績位居校外考生第一名，可獲獎助 25,000元。 

− 校內外學生當學年度考試錄取成績第一名及第二名，分別可獲獎助 45,000

元及 25,000 元。 

募款期程  ■永續型        □專案型 勸募目標 新台幣 200,000 元 

計畫預期效益 提昇本系碩士班報考率。 

105 學年度執行成果說明 

執行成效 
該筆獎學金於 100 學年度募得 380,800 元，並於 101 學年度開始發放，至今已

獎助共 12 位學生。 

105 學年度 

募款金額 
0 元 

備註  

   聯絡人：江貞蓓          分機：2581   

                                       單位主管：狄百彥  



 

輔仁大學 法文系 106-107 學年度募款計畫 

計畫名稱 戲劇公演及戲劇聯展 

計畫類型 
□單位發展 □學術研究 □獎助學金 □社會服務 □校友活動 

□教學大樓 ■學生活動/成果發表   □儀器設備 □其他_______ 

執行單位 法文系 

計畫說明 

一、緣起： 

本系每年定期舉辦一至二次戲劇公演，並參加由中華民國法語教師協會主辦之

「法語戲劇聯展」。 

 

二、活動流程及時間： 

1. 2018 年 1-3 月：籌劃戲劇公演(劇名: Le jeu de l'amour et du hasard) 

2. 2018 年 4 月：參加由中華民國法語教師協會主辦之「法語戲劇聯展」（30

分鐘劇碼） 

3. 2018 年 5 月：戲劇公演正式演出 

 

三、經費預算表： 

項   目 說    明 金    額 

人事費 

一、攝影費[3 項工作*1,000 元*3 人=9,000 元]： 

1. 公演綵排取鏡 

2. 正式公演攝影 

3. 後製剪輯工作 

 

二、字幕技術費[4 項工作*1,000 元*1 人=4,000 元]： 

1. 公演綵排字幕跟速 

2. 正式公演第一場字幕播放 

3. 正式公演第二場字幕播放 

4. 攝影帶壓片字幕製作 

 

三、專家演講費[5 次*2,000 元*2 人=20,000 元]： 

肢體表演講座 

33,000 元 

場地費 百鍊展演廳:37,000 元 37,000 元 

攝影費 聘請校外專業攝影公司負責 35,000 元 

印刷費 印製海報、劇本、酷卡、節目單 20,000 元 

租借戲服費  10,000 元 

道具製作費  5,000 元 

餐費 公演同學及工作人員餐盒 10,000 元 

總計 150,000 元 
 

募款期程  ■永續型        □專案型 勸募目標 新台幣 80,000 元 



 

計畫名稱 戲劇公演及戲劇聯展 

計畫類型 
□單位發展 □學術研究 □獎助學金 □社會服務 □校友活動 

□教學大樓 ■學生活動/成果發表   □儀器設備 □其他_______ 

計畫預期效益 透過戲劇表演，呈現學生之法語學習成果，並促進法語學習者之文化交流。 

105 學年度執行成果說明 

執行成效 

106 年 5 月 11-13 日於輔大百鍊展演中心舉辦畢業公演，演出作品「薇奧蘭」

(L'Annonce faite à Marie)；另 106 年 5 月 20 日於輔大百鍊展演中心參加由中華

民國法語教師協會主辦之「第九屆法語戲劇聯展」，演出作品「可笑的女才子」

(Les Précieuses ridicules)獲得最佳劇本、最佳演出金賞獎團體組第二名及最佳

女演員第二名等殊榮。 

105 學年度 

募款金額 
0 元 

備註  

   聯絡人：江貞蓓          分機：2581   

                                       單位主管：狄百彥  

  



 

輔仁大學 法文系 106-107 學年度募款計畫 

計畫名稱 天主教大學關懷陪伴計劃 

計畫類型 
□單位發展 □學術研究 ■獎助學金 □社會服務 □校友活動 

□教學大樓 □學生活動/成果發表   □儀器設備 □其他_______ 

執行單位 法文系 

計畫說明 

本計畫適用對象如下： 

1. 為獎勵本系積極為他人服務之同學，特設獎學金以嘉其互助精神，服務內

容可為：為低年級同學提供課業輔導、支援本系舉辦之活動等。 

2. 家中突遇困境或遭逢重大意外等狀況之本系學生，特設獎學金以協助渡過

急難時期。 

募款期程  ■永續型        □專案型 勸募目標 新台幣 100,000 元 

計畫預期效益 
1. 學生全人教育的養成與利他精神的發揮。 

2. 發展天主教大學互助愛人的精神與實踐，協助生活遇到困難的學生。 

105 學年度執行成果說明 

執行成效 尚未執行。 

105 學年度 

募款金額 
0 元 

備註  

   聯絡人：江貞蓓          分機：2581   

                                       單位主管：狄百彥   

  



 

輔仁大學 法文系 106-107 學年度募款計畫 

計畫名稱 接軌國際 多元教學 

計畫類型 
□單位發展 ■學術研究 □獎助學金 □社會服務 □校友活動 

□教學大樓 □學生活動/成果發表   □儀器設備 □其他_______ 

執行單位 法文系 

計畫說明 
在本系與其他姊妹校學術合作計劃框架下，舉辦校際共教共學與教學工作坊

等，以期提昇本系教師國際移動力。 

募款期程  ■永續型        □專案型 勸募目標 新台幣 100,000 元 

計畫預期效益 
1. 促使課程內容朝向國際化。 

2. 藉由課程拓展本系學生國際視野。 

105 學年度執行成果說明 

執行成效 尚未執行。 

105 學年度 

募款金額 
0 元 

備註  

   聯絡人：江貞蓓          分機：2581   

                                       單位主管：狄百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