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
活動執行成效表活動執行成效表活動執行成效表活動執行成效表活動名稱： 110110110110高高高高教教教教深耕深耕深耕深耕((((1111----2222----1)1)1)1)畢業公演畢業公演畢業公演畢業公演((((焰焰焰焰花花花花////Hedda Gabler) Hedda Gabler) Hedda Gabler) Hedda Gabler) 活動負責單位： ■■■■主主主主辦辦辦辦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德國語文系德國語文系德國語文系德國語文系

□□□□合合合合辦辦辦辦／協／協／協／協辦辦辦辦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經費來源： 110110110110教教教教----高高高高教教教教深耕計畫深耕計畫深耕計畫深耕計畫((((經常門經常門經常門經常門))))活動目標： AAAA與與與與BBBB各至少勾選一項各至少勾選一項各至少勾選一項各至少勾選一項

AAAA主要目標主要目標主要目標主要目標

■■■■提升專業核心能力提升專業核心能力提升專業核心能力提升專業核心能力 □□□□提升基本核心能力提升基本核心能力提升基本核心能力提升基本核心能力
■■■■提升提升提升提升教教教教學學學學////學生學習成學生學習成學生學習成學生學習成
效效效效

□□□□提升提升提升提升教教教教師實務能力師實務能力師實務能力師實務能力 □□□□精進精進精進精進教教教教學品質管控學品質管控學品質管控學品質管控
□□□□提升提升提升提升教教教教學學學學研研研研究設施環究設施環究設施環究設施環
境境境境

□□□□提升提升提升提升教教教教師師師師研研研研究能力究能力究能力究能力 □□□□提升行政效率與效能提升行政效率與效能提升行政效率與效能提升行政效率與效能 □□□□推動社會服務推動社會服務推動社會服務推動社會服務

□□□□強強強強化學生輔導化學生輔導化學生輔導化學生輔導 ■■■■建構核心價建構核心價建構核心價建構核心價值值值值////特色特色特色特色

BBBB次要目標次要目標次要目標次要目標

■■■■提升專業知能提升專業知能提升專業知能提升專業知能
□□□□提升一般知能提升一般知能提升一般知能提升一般知能((((軟能軟能軟能軟能
力力力力))))

■■■■培養三創能力培養三創能力培養三創能力培養三創能力

■■■■營造友善營造友善營造友善營造友善////特色校園特色校園特色校園特色校園 □□□□強強強強化品德與公民化品德與公民化品德與公民化品德與公民教教教教育育育育 □□□□提昇工作品質與績效提昇工作品質與績效提昇工作品質與績效提昇工作品質與績效

□□□□提升環境適應能力提升環境適應能力提升環境適應能力提升環境適應能力 □□□□推動服務學習推動服務學習推動服務學習推動服務學習 □□□□推動勞作推動勞作推動勞作推動勞作教教教教育育育育

□□□□宣導時事宣導時事宣導時事宣導時事教教教教育政策育政策育政策育政策 ■■■■促進身心靈健康促進身心靈健康促進身心靈健康促進身心靈健康////成長成長成長成長 □□□□促進環境保護與安全促進環境保護與安全促進環境保護與安全促進環境保護與安全

□□□□促進國際化促進國際化促進國際化促進國際化 □□□□提升體育提升體育提升體育提升體育教教教教育育育育 □□□□輔導學生職涯輔導學生職涯輔導學生職涯輔導學生職涯////就業就業就業就業

□□□□培養人文素養培養人文素養培養人文素養培養人文素養活動類別：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活動方式： 展演展演展演展演((((覽覽覽覽))))活動地點： ■■■■校校校校內內內內 □□□□校外校外校外校外發行線上成果冊發行線上成果冊發行線上成果冊發行線上成果冊活動時間： 110   110   110   110   年 年 年 年 11   11   11   11   月 月 月 月 01   01   01   01   日 日 日 日 08   08   08   08   時 時 時 時 00   00   00   00   分分分分 至至至至
110   110   110   110   年 年 年 年 11   11   11   11   月 月 月 月 01   01   01   01   日 日 日 日 17   17   17   17   時 時 時 時 00   00   00   00   分 分 分 分 

實際參加對象及人數：
■■■■校校校校內內內內教教教教師師師師 人人人人 （男：（男：（男：（男： 人人人人 女：女：女：女： 人）人）人）人） □□□□校外校外校外校外教教教教師師師師 人人人人

（男：（男：（男：（男： 人人人人 女：女：女：女： 人）人）人）人）

■■■■校校校校內內內內職員職員職員職員 人人人人 （男：（男：（男：（男： 人人人人 女：女：女：女： 人）人）人）人） □□□□校外職員校外職員校外職員校外職員 人人人人

（男：（男：（男：（男： 人人人人 女：女：女：女： 人）人）人）人）

■■■■校校校校內內內內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人人人人 （男：（男：（男：（男： 人人人人 女：女：女：女： 人）人）人）人） ■■■■校外學生校外學生校外學生校外學生 人人人人

（男：（男：（男：（男： 人人人人 女：女：女：女： 人）人）人）人）

■■■■社會人士社會人士社會人士社會人士 人人人人 （男：（男：（男：（男： 人人人人 女：女：女：女： 人）人）人）人）

46464646 21212121 25252525 0000

0000 0000

2222 0000 2222 0000

0000 0000

45454545 6666 39393939 6666

3333 3333

31313131 20202020 11111111

共計共計共計共計 人人人人 （原預計參加人數（原預計參加人數（原預計參加人數（原預計參加人數 人）人）人）人）130130130130 500500500500活動性質： □□□□教教教教學學學學////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證照證照證照證照////競賽競賽競賽競賽 ■■■■學生生涯學生生涯學生生涯學生生涯 □□□□交流交流交流交流////參訪參訪參訪參訪 □□□□教教教教師成長師成長師成長師成長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名名名名講講講講者者者者 名名名名工工工工作作作作人人人人員員員員；；；；1111 40404040



活動內容：活動主持人：活動主持人：活動主持人：活動主持人：
德國語文系張嘉斌主任德國語文系張嘉斌主任德國語文系張嘉斌主任德國語文系張嘉斌主任

（簡略文字（簡略文字（簡略文字（簡略文字敘敘敘敘述）：述）：述）：述）：
本次公演因受本次公演因受本次公演因受本次公演因受CovidCovidCovidCovid----19191919疫情影響，疫情影響，疫情影響，疫情影響，為為為為避免學生群聚，僅以紙本成果冊呈現，成果冊包含劇本、劇照、避免學生群聚，僅以紙本成果冊呈現，成果冊包含劇本、劇照、避免學生群聚，僅以紙本成果冊呈現，成果冊包含劇本、劇照、避免學生群聚，僅以紙本成果冊呈現，成果冊包含劇本、劇照、
服化、美宣服化、美宣服化、美宣服化、美宣............等等等等內內內內容，以展現學生五年來的語言學習成效，同時培養學生團隊合作精神，表現出德國容，以展現學生五年來的語言學習成效，同時培養學生團隊合作精神，表現出德國容，以展現學生五年來的語言學習成效，同時培養學生團隊合作精神，表現出德國容，以展現學生五年來的語言學習成效，同時培養學生團隊合作精神，表現出德國
文化。文化。文化。文化。預期成效： 實際成效： 成效檢討：

(1)(1)(1)(1)質化成效：質化成效：質化成效：質化成效：1.1.1.1.專科部德文科第專科部德文科第專科部德文科第專科部德文科第52525252
屆畢業公演成果冊預計於屆畢業公演成果冊預計於屆畢業公演成果冊預計於屆畢業公演成果冊預計於110110110110年年年年10101010月月月月
4444日發行，成果冊主日發行，成果冊主日發行，成果冊主日發行，成果冊主題題題題::::焰焰焰焰花花花花((((Hedda Hedda Hedda Hedda 
Gabler)Gabler)Gabler)Gabler)，呈現學生五年學習德語成，呈現學生五年學習德語成，呈現學生五年學習德語成，呈現學生五年學習德語成
效效效效及及及及合作能力，合作能力，合作能力，合作能力，此此此此次成果冊次成果冊次成果冊次成果冊內內內內容容容容對對對對
應應應應產產產產業業業業為為為為「翻譯「翻譯「翻譯「翻譯產產產產業業業業」」」」。。。。
2.2.2.2.學生學生學生學生藉由藉由藉由藉由本次活動，本次活動，本次活動，本次活動，可可可可習習習習得得得得4C4C4C4C能能能能
力力力力之之之之CriCriCriCrittttiiiiccccal al al al ththththiiiinknknknkiiiingngngng    批判性思批判性思批判性思批判性思
維維維維、、、、CoCoCoCommunmmunmmunmmuniiiiccccaaaattttioioioionnnn    skskskskillillillillssss    溝通溝通溝通溝通能能能能
力、力、力、力、CollaboraCollaboraCollaboraCollaborattttioioioionnnn    團隊協作團隊協作團隊協作團隊協作及及及及
CreaCreaCreaCreattttiviiviiviivitytytyty a a a annnnd id id id innnnnnnnovaovaovaovattttioioioionnnn    創造創造創造創造
與創與創與創與創新新新新。。。。

1.1.1.1.專科部德文科第專科部德文科第專科部德文科第專科部德文科第52525252屆畢業公演成屆畢業公演成屆畢業公演成屆畢業公演成
果冊於果冊於果冊於果冊於110110110110年年年年11111111月月月月1111日發行，成果冊日發行，成果冊日發行，成果冊日發行，成果冊
主主主主題題題題::::焰焰焰焰花花花花((((Hedda Gabler)Hedda Gabler)Hedda Gabler)Hedda Gabler)，呈現學，呈現學，呈現學，呈現學
生五年學習德語成效生五年學習德語成效生五年學習德語成效生五年學習德語成效及及及及合作能力，合作能力，合作能力，合作能力，
此此此此次成果冊次成果冊次成果冊次成果冊內內內內容容容容對對對對應應應應產產產產業業業業為為為為「翻譯「翻譯「翻譯「翻譯
產產產產業業業業」」」」。。。。
2.2.2.2.學生學生學生學生透過透過透過透過本次活動習本次活動習本次活動習本次活動習得得得得4C4C4C4C能力能力能力能力之之之之
CriCriCriCrittttiiiiccccal al al al ththththiiiinknknknkiiiingngngng    批判性思維批判性思維批判性思維批判性思維、、、、
CoCoCoCommunmmunmmunmmuniiiiccccaaaattttioioioionnnn    skskskskillillillillssss    溝通溝通溝通溝通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CollaboraCollaboraCollaboraCollaborattttioioioionnnn    團隊協作團隊協作團隊協作團隊協作及及及及
CreaCreaCreaCreattttiviiviiviivitytytyty a a a annnnd id id id innnnnnnnovaovaovaovattttioioioionnnn    創造創造創造創造
與創與創與創與創新新新新。。。。

公演團隊公演團隊公演團隊公演團隊確確確確實實實實執執執執行活動，行活動，行活動，行活動，已達已達已達已達實際實際實際實際
預預預預期期期期成效。成效。成效。成效。

(2)(2)(2)(2)量量量量化成效：化成效：化成效：化成效：1.1.1.1.本次成果冊本次成果冊本次成果冊本次成果冊由由由由6666位位位位
德文系德文系德文系德文系教教教教師協師協師協師協助指助指助指助指導：導：導：導：周欣周欣周欣周欣、、、、唐英唐英唐英唐英
格格格格、、、、楊燕楊燕楊燕楊燕詒詒詒詒、、、、梅梅梅梅安德、安德、安德、安德、蘇蘇蘇蘇安安安安婕婕婕婕和薩和薩和薩和薩
百齡百齡百齡百齡。。。。
2.2.2.2.成果冊成果冊成果冊成果冊將將將將於德文系於德文系於德文系於德文系資源資源資源資源教教教教室室室室呈呈呈呈
現，現，現，現，並並並並提提提提供供供供線上線上線上線上閱閱閱閱讀版讀版讀版讀版，以，以，以，以供下載供下載供下載供下載
瀏瀏瀏瀏覽。覽。覽。覽。

1.1.1.1.本次成果冊本次成果冊本次成果冊本次成果冊由由由由7777位校位校位校位校內內內內教教教教師協師協師協師協助指助指助指助指
導：導：導：導：周欣周欣周欣周欣、、、、唐英格唐英格唐英格唐英格、、、、楊燕楊燕楊燕楊燕詒詒詒詒、、、、梅梅梅梅安安安安
德、德、德、德、蘇蘇蘇蘇安安安安婕婕婕婕、、、、薩百齡和胡凱閔薩百齡和胡凱閔薩百齡和胡凱閔薩百齡和胡凱閔。。。。
2.2.2.2.除了除了除了除了發行紙本成果冊，發行紙本成果冊，發行紙本成果冊，發行紙本成果冊，亦亦亦亦提提提提供供供供線線線線
上上上上閱閱閱閱讀版讀版讀版讀版：：：：
https:https:https:https:////////xgxgxgxg52a.52a.52a.52a.wwwwordordordordpppprerereressssssss....ccccoooommmm////。。。。

公演團隊公演團隊公演團隊公演團隊確確確確實實實實執執執執行活動，行活動，行活動，行活動，已達已達已達已達實際實際實際實際
預預預預期期期期成效。成效。成效。成效。

(3)(3)(3)(3)活動成效 活動成效 活動成效 活動成效 ---- 附件列附件列附件列附件列表表表表項次 文件類別 文件說明 檔案名稱
1111

XXXXG54G54G54G54公演公演公演公演----
焰焰焰焰花花花花海海海海
報報報報....jpgjpgjpgjpg    

2222

德文系公德文系公德文系公德文系公
演演演演----演員演員演員演員甄甄甄甄
選選選選----
1.1.1.1.jpgjpgjpgjpg    

3333

德文系公德文系公德文系公德文系公
演演演演----演員演員演員演員甄甄甄甄
選選選選----
2.2.2.2.jpgjpgjpgjpg    

4444

德文系公德文系公德文系公德文系公
演演演演----演員演員演員演員甄甄甄甄
選選選選----
3.3.3.3.jpgjpgjpgjpg    

5555

FFFFiiiinnnnalalalal----
XXXXG52G52G52G52公演公演公演公演
成果冊發成果冊發成果冊發成果冊發
行行行行量量量量----計計計計算算算算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ppppddddff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