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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任的話 
108學年度即將結束，感謝系上所有同仁和行政人員這一學年來的辛勞與付出，也期盼系友們

及所有老師同學們有個平安美好且充實的暑假。 
--盧莉茹系主任 

二、系所近況 
◆ 重要公告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初選自 109.8.13（五）上午 9:00 開始。檢附選課時間表如下，請同

學於時間內完成相關手續。 

一佰零九學年度第一學期選課日程： 
初選一：109.08.13 (09:00) ~ 109.08.17 (17:00)  | 初選一公佈：109.08.18 (14:00) 
初選二：109.08.20 (09:00) ~ 109.08.24 (17:00)  | 初選二公佈：109.08.25 (14:00) 
加退選一：109.09.10 (09:00) ~ 109.09.11 (17:00)  | 加退選一公佈：109.09.14 (14:00) 
加退選二：109.09.16 (09:00) ~ 109.09.17 (17:00)  | 加退選二公佈：109.09.18 (14:00) 
異常處理：109.09.21 (09:00) ~ 109.09.25 (17:00) 
超修單列印：109.08.13 (09:00) ~ 109.09.17 (17:00) 
棄選時間：109.11.27 (09:00) ~ 109.12.04 (17:00) 
選課確認：109.09.21 (09:00) ~ 109.10.05 (17:00) 

 教育部 109 年「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第 2 次甄選，自即日起至 109
年 8 月 31 日止受理申請，本校初步計畫上傳網址：oia.exchange2@mail.nsysu.edu.tw，

承辦人：國際處張心玲小姐，分機：2635 
 科技部 109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覆案自即日起至 109 年 8 月 4 日（星期二）止受理線

上申請，本案本校承辦人：研發處黃怡菁小姐，分機：2613 
 科技部 110 年度「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學者國內訪問研究計畫」，自即日起至 109 年 8

月 24 日（星期一）止受理線上申請，本案本校承辦人：研發處黃怡菁小姐，分機：2613。 
 科技部 109 年度傑出研究獎自即日起至 109 年 8 月 13 日（星期四）23:59 止受理線上

申請，本案本校承辦人：研發處謝雅芬小姐，分機：2608 

◆ 學生動態 

 恭賀本系以下研究所同學通過 108 學年度學位口試： 
108-1 碩士班：莊晴安同學、羅思帆同學 
108-1 博士班：范家瑋同學 
108-2 碩士班：沈田田同學、王惠頤同學、鮑宥伶同學、郭貝琳同學、楊敏同學、巫珊

娜同學、康蘿拉同學、謝婷婷同學 
108-2 博士班：宋寶寧同學 

 恭喜本系大學部學生黃昱豪同學及許涴筑同學獲科技部 109 年度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

補助，兩位同學也同時獲本校 109 年度鼓勵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 系友動態 
 恭賀本系 83 級系友李維鈞學長榮獲本校 109 學年度「文化藝術類」傑出校友！ 

◆ 大英劇動態 
 大英劇已於 5 月 22、23 及 24 日（五～日）於高雄市大東藝術文化中心圓滿落幕，萬

分感謝鍾敬堂老師這一年的辛勞與付出，也非常感謝所有大英劇的成員，包含外文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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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系（音樂系、機電系、政經系、劇藝系、財管系、社會系、海資系、海科系）同學們

近整學年對英劇的付出，感謝名單及照片如下： 

 

幕後 

組別 姓名 組別 姓名 組別 姓名 
導演/歌曲指導/語言指導 蔣孟庭 服裝組長 楊佳璇 音效組長 林綠洋 
副導演 陳晶婕 服裝組長/舞蹈指導 陳宥羲 音效組員 張芝維 
歌唱指導 徐誠甫 美宣組長 程子瑄 音效組員 熊懷哲 
舞蹈指導/小副導 耿舒眉 化妝組長 蔡承芳 音效組員 李至傑 
舞蹈指導/小副導 郭韋辰 攝影 陳宜彣 動畫組長 郭瀞霙 
舞蹈指導 洪涵茵 攝影 李侑芸 動畫組員 邱怡憓 
舞蹈指導 王景瓏 網宣 邱以慈 動畫組員 廖芳愉 
舞蹈指導 潘妍儒 網宣 黃楷耀 招待組長 陳于捷 
舞蹈指導 黃于瑄 劇務 譚如彣 招待組長 張晏齊 
舞台監督 劉昱昕 劇務 許嘉紘 招待組長 蔡易霖 
舞台監督 許雅筑 大道具組長 陳亭羽 招待組員 張乃云 
舞監助理 陳妍如 小道具組長 陳美惟 招待組員 施東成 
舞監助理 陳禹睿 燈光組長 黃若暄 招待組員 林俊穎 
舞監助理 康寧漢 燈光組員 吳旻家 招待組員 宋珮瑄 
舞監助理 黃良樺 燈光組員 魏  禕 招待組員 黃歆愉 
舞監助理/小副導 陳家綺 燈光組員 李  彤 招待組員 陳雪華 
舞監助理 邱明慧 燈光組員 蔡昕庭 招待組員 張嘉玫 
音樂總監 顏荻峻 燈光組員 盧采柔 招待組員 Jennyfer 
舞台經理 劉心平 燈光組員 林昕霈 招待組員 賴怡安 
舞台經理 洪岑安 燈光組員 林現潁 招待組員 侃妮雅 

演員 

姓名 角色 姓名 角色 
耿舒眉 Ringmaster, Nikita 蕭澤洋 Amos Hart 

郭韋辰 Fred Casely 林庭妤 Katalin Hunyak/ The Judge 

陳亭羽 Liz "Lizzy"/ Aaron Beckerman/ Foreman of the Jury 劉億萍 Anastacia "The Princess" 

陳美惟 "Good Time" May/ Bailiff 陳琮翰 Yonick/ The Doctor/ Court Clerk 

洪涵茵 Velma Kelly 陳可軒 Jojo 

王景瓏 Matron "Mama" Morton 越宇農 "Popular"June 

潘妍儒 Annie/ Sergeant Fogarty 林紹熙 Mary Sunshine 

黃于瑄 Danille/ The Tailor 陳晶婕 Roxie Hart 

林婉琳 Mona/ Martin Harrison 陳宥羲 "Go-to-Hell" Kitty Katz 

蘇敬昕 Billy Flynn   

樂手 

鋼  琴 顏荻峻 長  號 賴譽平 中提琴 黃珂雲 
小  號 林振銘 長  笛 沈鈺婷 大提琴 李  柔 
小  號 洪子勛 長  笛 彭芊芸 吉  他 吳柏沅 
單簧管 陳奕均 小提琴 李維仁 貝  斯 詹維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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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克斯 陳柏霖 小提琴 周  琪 爵士鼓 葉庭均 
長  號 楊鈞鈞 小提琴 鄭宇均   

 

大英劇精彩劇照 

 

  

  

  

 

三、學會公告 

◆ 系學會 

 小型畢業典禮暨送舊活動（系學會主辦，外文系協辦） 
時間：109 年 06 月 19 日 15:00 
地點：文學院階梯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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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程公告 
歡迎同學們選修加入以下學程，只需至教務處整合學程網頁上填單後印出申請表（網址：

http://www.stuapp.nsysu.edu.tw/stuapprep/studentApplication.asp?selform=g3），並將紙本送至外

文系陳美菁助教（分機：3132），即可成為學程的家族成員。 
「西洋經典文學與文化學程」，網頁：http://wcc.strikingly.com/（負責人李祁芳老師，業務助

理林柏豪，email: wcc.nsysu@gmail.com）。 

「法國語言、文化與社會學程」，網頁：http://www2.nsysu.edu.tw/FSC/ （負責人盧莉茹老

師）。 

「日本研究學程」，網頁：http://rpb9.nsysu.edu.tw/（負責人歐淑珍老師）。 

「翻譯學程」，網頁：http://www.zephyr.nsysu.edu.tw/course/super_pages.php?ID=course5（業

務承辦人孫翔惠助理，Shiang_hui@mail.nsysu.edu.tw，分機 3133）。 

「語言學學程」，網頁：http://www.zephyr.nsysu.edu.tw/course/super_pages.php?ID=course4
（業務承辦人孫翔惠助理，Shiang_hui@mail.nsysu.edu.tw，分機 3133）。 

五、逕讀公告 

 
◆ 五學年學碩士 

本校大學部學生申請五學年學碩士之時程約在每年寒假，有興趣申請的同學可於三年級

下學期留意學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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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逕讀博士班 

 

 

 
本系碩士生修業一學期以上且成績優異，可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申請時間於每年寒暑

假期間公告。惟每年開放名額不固定，故有興趣逕讀的同學，可洽詢系辨美菁助教，或

留意本系公告。 

六、留學資訊 
若碩士班同學們有意出國研讀博士學位，可踴躍申請該項獎助，網址如下：

https://educationusa.state.gov/scholarships/fulbright-graduate-study-grants 
http://www.fulbright.org.tw/dispPageBox/CtEn.aspx?ddsPageID=FOSEENGBBD 
http://www.fulbright.org.tw/dispPageBox/CtCh.aspx?ddsPageID=FOSECHIABAD& 

七、英語教學中心 
◆ 重要公告 

 109 年 8 月 24 日起，開放申辦「英語文課程學分抵免」，敬請申請人於截止日 9 月 11
日（五）前至英語文教學中心（文學院 LA3009 室）辦理。如有相關疑問，敬請參照英

語文教學中心官網（https://pse.is/TWJR3）或來電洽詢：(07) 5252000 轉 3157。 
「2020 全國大專院校英文演講暨高中生英文詩歌朗誦競賽」將於 11 月 20 日（五）於本

校文學院舉辦，歡迎各位同學踴躍報名參加。本屆大專組英文演講主題為「U.S and 
Taiwan: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詳情請上官網查詢：

http://zephyr.nsysu.edu.tw:8082/，海報請見下頁。 

《中山外文通訊》歡迎大家提供活動消息！ Contact us: forzaa@mail.nsy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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