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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目的： 

 1.對 105學年新生與轉學生: 

  大學的自由風氣讓學生藉由興趣探索，找到適合自 

  己的社團活動，再加上闖關活動的趣味性，提高新生對   

    社團的瀏覽率，針對自己有興趣的社團去做詢問，親自 

    探索與體驗，提供多樣選擇的平台。 

 2.對學校社團:  

    對於剛上任的社團幹部，莫過於要大力推廣社團特色，進

而招募新生參與，並且找到志同道合的夥伴，共同築起心中的

夢想城堡，再者社團博覽會提供大家表演的舞台，如同成果發

表會一般，不僅有闖關活動的宣傳，再加上舞台表演更能吸引

大家的目光，進而提高社團招生率。 

    3.對學生會: 

      新血招募，代表著注入嶄新的成員，將為學生會帶 

       來新的開始，藉由社團博覽會的宣傳，讓新生清楚了解  

       各部門業務，燃起同學們為全校師生服務的熱情，也藉 

       著團隊合作提高會內幹部的向心力。  

 

二、 活動內容： 

1. 活動流程: 

                  9月 5日       9月 6日        9月 7日 

8:00-9:00   簽到/擺攤 

9:00-10:00 表演彩排  擺攤 

10:00-11:00 表演彩排  擺攤 

11:00-12:00 簽到/擺攤 表演彩排 擺攤 

12:00-13:00 擺攤 表演彩排 擺攤 

13:00-14:00 擺攤 表演彩排 擺攤 

14:00-15:00 擺攤 表演彩排 擺攤 

15:00-16:00 擺攤 表演彩排 擺攤/表演 

16:00-17:00 開幕典禮/表演 簽到/擺攤 擺攤/表演 

17:00-18:00 擺攤 擺攤 擺攤 

18:00-19:00 擺攤/表演 擺攤/表演 擺攤/表演 

19:00-20:00 擺攤/表演 擺攤/表演 擺攤/表演 

20:00-21:00 擺攤 擺攤 擺攤 

21:00-22:00 場復、簽退 場復、簽退 場復、簽退 

22:00- 檢討會   檢討會   檢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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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力分配: 

職位 負責人 人數 職務內容 

總協 呂翎華 1 場控。 

副協 曹恩慈 1 場控。 

舞台組 洪銘燦 4 協助舞台表演、彩排。 

處理表演突發狀況。 

主持人 游明傑、江知芸 2 活動主持、表演串場。 

招募組 宋欣庭 6 介紹各部門業務、協助闖關活動。 

服務台 陳宥如 7 兌換公關品、臨時醫療站做簡易的處

理、社博活動服務台。 

財務組 陳蓁 1 協助同學繳交會費、及查詢是否繳交。 

換票組 施蘊娟 2 兌換新生演唱會的門票。 

機動組 莊馥謙 4 協助活動的突發狀況。 

 

三、活動目標： 

1.社博整體滿意度達80%以上。 

2.社團招生率達目標70%以上。 

3.活動參與人數達2000人。 

4.報名表演的社團達20個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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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問卷分析結果： 

新生回饋單分析結果: 

 

說明: 

95%的新生對於學長姊的解說皆覺得有更進一步的瞭解，代

表此活動能有實質上的成效，讓社團人能面對面向新生解

說，達到良好宣傳的效果。 

 

 

說明: 

91%的同學認為參觀社博後，能提高加入社團的意願，雖仍

有 9%的人表示普通甚至不認同，但仍高達九成的新生受益，

也達到了為社團招生的最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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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89%的同學對此表示認同，代表一不同性質的社團分類闖關，

能讓同學了解社團的多元化，不在是只專注於單一類型的

社團。 

 

 

說明: 

94%人表示對學生會有更深入的了解，藉由闖關活動的訂製，

讓每位新生皆有聽取部門介紹的機會，並且傳達我們的服

務理念，也讓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加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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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97%的同學表示滿意我們的服務態度，代表著會內成員皆保

持著良好的服務精神，是我們值得保持的優點。 

 

 

說明: 

96%的同學對社博活動表示滿意，對於整體的規畫皆有一定

的認可，期待下次的社博能更正缺失，達到更好的效果。 



6 

 

說明: 

79%的學生表示新生演唱會的門票為參加社博的吸引力，但

仍有 21%的人並不完全認同，代表演唱會門票雖占有極大的

誘因，但也有部分同學是被活動所吸引參加。 

說明: 

大部分同學選擇為學長姐及朋友告知，代表系上的宣傳戰

及大的重要性，往後可以由此方面加重宣傳，部分同學則

是以網站上得知訊息，包含學生會粉專、原夢粉專、i-

touch，表示網路上的公告與宣傳仍然能觸及許多新生，是

個良好的宣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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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請問此次社團博覽會中，你覺得哪些社團攤位或表演令你印

象深刻，為什麼？ 

 

說明: 

康樂、學藝、體育為大多數同學印象深刻的社團類型，其中又

以嘻研社、熱舞社、競技拉拉、軍研社，最受同學們喜愛。 

 

10.你對於此次社團博覽會有什麼相關建議或是認為需要改進

的地方？ 

(一)場地太過濕滑:雨備方案仍需改進。 

(二)希望表演數量增加:鼓勵各社團參與表演，讓舞台對大家

都能受用。 

(三)音響音量應降低:調整擺放位置，做更詳盡的安排。 

 

 

社團回饋單分析結果: 

 

說明: 

85%的社團認為在社博籌備期間資訊的接收仍算滿意，但仍有

少部分同學不太滿意，下屆應確認未來參加籌會的社團是否

接收完整的開會內容，確保各社團皆了解目前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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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77%同學滿意社博場地規劃，由於此次分開性質相同的社團避

免同性競爭，讓攤位的內容更加多元豐富，但活動碰上大雨，

雨備措施仍須加強，造成許多安全上的疑慮。 

 

說明: 

82%的同學對此次動線規劃滿意，此次擺放的設計將攤位集中，

讓活動更能聚集人潮，特殊性社團皆放在角落區塊，一方面

因為安全考量，要考慮到社團需要較大的空間，整體而言場

體規劃受到社團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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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83%的社團對宣傳工作感到滿意，未來可以繼續努力此部分，

讓更多新生參與社團盛會，快速找的心中想參與的社團。 

 

說明: 

78%同學對硬體設備感到滿意，但有接近四分之一的同學不太

滿意此部分，例如音響音量的問題，常影響到社團招生的說

明，下次多考量擺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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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93%的社團滿意我們工作人員的態度，之後活動也應繼續保持，

也能與社團保持良好的關係，促進以後更多的合作互助機會。 

 

說明: 

87%對社博的整體活動皆滿意，少部分社團表示需再改進，期

許下屆活動記取此次缺點，讓未來的活動更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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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提高社團知名度及發揚社團特色佔極大的比率，表示與我們

舉辦社團博覽會的活動宗旨一致，讓社團能在新生之中介紹

社團的樂趣與吸引人之處，讓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加入，

創造美好回憶。 

 

 

 

 說明: 

大部分加入的人數為 15-50人，依照各社團招生需求數量的

不同，仍有 22%的社團達到 50-100人的招生人數代表社博

有達到預期的宣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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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貴社認為此次社團博覽會還有哪些可以改進的地方?且如何

更好? 

 

    (1)雨備問題應改善: 

           由於活動第二天的大雨讓人措手不及，往後的雨備     

       規畫應事前設想完善，並且及時通知社團簽退收拾，讓   

       大家有充足的時間做準備，也可以多準備一些帆布，緊 

       急處理草皮中的泥濘，讓同學能較好通行。 

    (2)硬體設備欠缺規劃 

       關於音響擺放的位置干擾到許多社團的招生，建議

在沒有表演活動的時候，音響的聲音盡量減低，還有表演

前須確實確認好硬體設備，彩排演出應更加確實，避免其

他突發狀況發生。 

 

五、活動目標達成： 

1.社博整體滿意度達80%以上。 

    新生的滿意度為96%，社團的滿意度為87%，皆在我們的

目標之上。 

2.社團招生率達目標70%以上。 

     此次規畫只詢問招生人數，未調查招生目標，下次可列   

  入問卷之中分析。 

3.活動參與人數達2000人。 

     此次問卷回收約1300多份，未達此目標。 

4.報名表演的社團達20個以上。 

          報名表演的社團為 21個，達成目標。 

 

 

 

 

 

 

 

 

 

 

 

 

 



13 

六、 檢討會紀錄：  

1.社團博覽會第一天檢討會: 

   中原大學學生會  會議記錄表 

會議名稱：社團博覽會第一天檢討會 
會議日期：105.09.05 會 議 地 點 ： 活 動 中 心 二 樓

youthhub 會議時間：22：00 – 23：45 
 – 

主席：呂翎華 紀錄：江知芸 

內容 

一、主席報告： 

(一)、早上八點二十分至八點四十分 集合： 

1.請工作人員自行簽到及簽退。 

(二)、早上九點至十點 表演彩排： 

1.國標社彩排遲到。 

(三)、早上十點至十點十五分 集合： 

1.機動組有人員遲到情形，下次應注意。 

(四)、早上十點十五分至十一點十五分 場佈： 

1.應準備釘書機和衛生紙及礦泉水。 

2.建議設立一個時間點加訂便當。 

(五)、早上十一點十五分至中午十二點 簽到： 

1.有些社團無方章。 

(六)、中午十二點至下午三點五十分 闖關： 

1.服務台： 

(1).有些系沒發到闖關卡，導致新生一直來服務台領取。 

(2).新生會集中在某一處的位置造成擁擠，建議張貼海報做指標

或派一人指引路線。 

2.招募組： 

(1).新生手機沒網路會不想按粉專讚，建議能派一個人開啟網路

熱點。 

(七)、下午三點五十分至五點 開幕典禮： 

1.嘻研社表演應擺在最後，以防避免人潮散去。 

2.便當統一給財務部發放，以防有人員沒簽到便當簽到單。 

(八)、下午五點五十分至晚上八點 表演： 

1.跆拳道社表演時，木板會飛到界線外，建議主持人要稍微提醒一

下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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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嘻研社、卡拉 ok社、愛潮關懷社音量太大。 

 

2.社團博覽會第三天檢討會 

   中原大學學生會  會議記錄表 

會議名稱：社團博覽會第三天檢討會 

會議日期：105.09.07 會 議 地 點 ： 活 動 中 心 二 樓

youthhub 會議時間：22：25 – 23：00 

 – 

主席：呂翎華 紀錄：江知芸 

內容 

一、主席報告： 

(一)、早上九點至晚上六點 換票時間： 

1.換票截止後就不會有新生想來闖關，下次建議把換票時間延長。 

(二)、早上九點至晚上九點 服務台： 

1.晚上新生闖關人數太多，服務台人手不足。 

(三)、晚上六點至八點 表演： 

1.表演中間串場時人潮會散去，下次建議不要有串場。 

(四)、其他問題： 

1.因有外籍生詢問換票內容，建議下次對外籍生的限制能公布在粉

絲專頁上。 

2.將於明日社團聯合檢討會議，發放社團回饋問卷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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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團博覽會全體檢討會: 

   中原大學學生會  會議記錄表 

會議名稱：社團博覽會全體檢討會 
會議日期：105.09.07 會 議 地 點 ： 活 動 中 心 二 樓

youthhub 會議時間：23：10 – 24：30 
 – 

主席：呂翎華 紀錄：江知芸 

內容 

一、主席報告： 

(一)、場地問題： 

1.因為不會有太多新生補繳會費，建議下次會員服務處攤位擺在旁

邊一點。 

2.因新生不太懂闖關流程及順序且服務台業務太多，建議招募攤位

玩闖關遊戲，服務台攤位就作為簽到簽退及新生想詢問的地方。 

3.舞台正前方的架設器材太多，建議下次與廠商協調好，留大一點

的走道讓新生通行。 

4.請學校電算中心架設的網路訊號效果不強，收訊不好，下次可斟

酌使用。 

5.下次建議可與緊急醫療救護社合作，一同設立醫護站。 

(二)、舞台問題： 

1.社團表演彩排時間太長，應在時間內完成。 

2.社團表演驗收檔收件複雜，下次可斟酌是否要驗收社團表演。 

3.下次建議先讓長官致詞，再拍大合照，最後在社團表演，以避免

人潮散去。 

4.這次表演時間抓得太仔細，下次可建議直接取整數分鐘就好。 

5.熱音社收器材會耗掉很多時間，下次建議把這個時間考慮進去主

持表演內容裡。 

6.跆拳道社表演時建議把周圍圍起來，以防木板亂飛打傷觀眾。 

7.建議主持人須先與社團幹部對稿訪問內容。 

8.服務台業務太多，人手不足，下次建議把服務台就當作簽到簽退

及新生想詢問的攤位。 

下次建議可與緊急醫療救護社合作，一同設立醫護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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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團聯合社博檢討會: 

中原大學學生會  社聯會議記錄表 

會議名稱：中原大學第二十五屆學生會第四次社團聯合會議–社博

檢討會 會議日期：105.09.08 會議地點：懷恩 201 

會議時間：14：00 – 16：00 主席：呂翎華 記錄：江知芸 

報告案 

一、動線問題： 

(一)、因舞台表演時人潮聚集，造成攤位前方擁擠，建議下次在舞台前方

圍一條線，或者在表演時派一人疏散攤位前方走道，避免擁擠。 

二、音響及燈光問題： 

(一)、中間後面兩側音響太大聲，造成社團必須用大一倍的音量說話，建

議下次可以請音響關小聲一點。 

(二)、攤位架設的燈光太少，吉他社晚上表演時看不清楚，建議可架設地

燈或自行與課指組借用器材。 

(三)、因下大雨而導致在攤位旁的發電機味道重，建議提早與廠商確認發

電機位置。 

三、表演問題： 

(一)、古箏社及合唱團表演時收音效果不佳。 

(二)、在表演時噴射乾冰，導致社團表演時視線不佳。 

(三)、建議：在表演彩排時提早與廠商溝通協調。 

四、走道問題： 

(一)、建議於入口處鋪設木板或帆布，各社團使用推車時較好行走。 

五、闖關卡問題： 

(一)、第一天時新生不理解闖關卡內容且各系發放時間不同，造成新生不

會使用闖關卡，建議下次可請新生直接來學生會攤位詢問。 

(二)、因第二天下大雨，造成攤位漏水且闖關無法進行，建議下次可有雨

天備案，再開放一天社博，讓新生能順利闖關蓋章，也能讓社團多

做宣傳。 

(三)、有社團建議下次可分不同性質的社團分天蓋章，可使新生三天都能

來社博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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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活動心得： 

1.總副協: 

呂翎華: 

    從無到有一直到活動結束，心裏充滿了感動。最大的收穫

莫過於認識了一群社團人，還有跟我一起努力的夥伴們。一開

始，不知道該從哪裡下手，即使心裡有再多的想法卻沒有實踐

它，直到我參加完營隊回來，場商接洽、社團籌備、宣傳設計

才真正開始運作，因為過程很辛苦，所以獲得的成就感更大。 

    從活動過程中學習到最多的就是靈機應變的處理，還記得

活動第二天的大雨，完全出乎我們的預期，全部的社團都被困

在大雨之中，所有的插頭也都泡在泥水裡，當下只想著這麼久

的努力就被大雨給搞砸了，還好有伙伴們的協助，做的任何決

定沒有太多時間去猶豫，看著大家在雨中忙碌也沒有喊累，真

的感受到大家為這個活動的付出。 

    如果沒有接下這場活動，我不會有那麼多的成長，雖然花

費了我整整兩個月的時間，從一開始不太知道如何跟廠商應對，

一直到後來許多贊助商的接洽，我似乎也越來越上軌道。沒有

實際去嘗試就了解其中的困難，像是社博所有的文宣品設計，

對於一個完全沒有美術天分的我來說，完全不會使用繪圖軟體，

但活動會促使自己成長，我學到了很多也體會了很多，沒有夥

伴們的協助，活動不會這麼圓滿的結束，沒有對於活動的熱忱，

我不可能這麼快樂的面對這場挑戰。 

 

曹恩慈: 

    這是我第一次當社博負責人，很感謝有這次的機會可以參

與到一個活動從零到有的過程，也很謝謝翎華很有耐心的帶著

我了解和去學習一個活動的籌辦、規劃以及危機處理，慢慢從

一個甚麼都不了解到會設計表單、製作籌會簡報、與社團聯繫

及租借場地，雖然這些能力真的不夠於作為一個副協，但我會

繼續努力學習，希望在這個活動所得到的收穫以及經歷可以為

日後的能量，讓我可以在活動上更能得心應手些，謝謝翎華和

這次一同協助我們的夥伴，我會深刻記得在大雨天熱血和不畏

危機的我們！！ 

 

2.舞台組: 

洪銘燦: 

    這是我第二次以工作人員的角色參與工作人員，從之前的

招募組，到這次的舞台組，給了我從不同角度看社博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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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組的工作雖然繁忙，但是能看到不少社團都卯足全力的表

演，覺得我們的辛苦也是很值得ㄉ。 

 

徐子涵: 

    舞台組雖然沒有我想像中的累，但是要掌握表演時間不讓

整個表演延遲或提早，也是滿難的一件事，我覺得我沒有做的

很好，但能夠學到跟大家分工合作，我覺得很值得。第二天下

大雨，因為大一新生們還是堅持要排隊換票，雖然冒著大雨，

但還是很願意去需要幫忙的地方幫忙。總協辛苦了！！ 

 

郭家岑: 

    三天社博感覺超漫長，中間雖然遇到下雨，遇到很多問題，

每天都弄得很累，不過很開心最後還是圓滿結束了 

 

3.主持人: 

江知芸: 

    這次社博我擔任的是主持人，第一次站在舞台上主持 ，

讓我覺得很緊張 ，想到要面對那麼多社團和新生 ，就會緊張

到發抖，不過還好我們主持人有在一個月前就準備好主持稿 ，

持續不斷練習 ，讓我們能在社博 3天發揮我們的實力 ，這次

社博對我來說是個很特別的經驗，也謝謝所有幫忙我們的人，

還有辛苦的總副協，學生會加油！ 

 

游明傑: 

    今年是我第二次參加社團博覽會，跟前年不同的是今年我

接下了主持人，這也是新的嘗試，不同的挑戰，雖然天氣不如

預期，但工作人員依然保持熱情，我覺得非常棒，希望明年會

更好！ 

 

4.財務組: 

陳蓁: 

    第二天突如其來的暴雨，真的把大家都嚇壞了。但是在總

協的指揮下，所有工作都順利完成。總協真的是辛苦了！雖然

每天忙到很晚才能回家，不過那幾天的夜晚，都有屬於我們彼

此的回憶。讓部門之間更熟悉彼此，也讓整個學生會大家庭的

感情更緊密。 

 

4.招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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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欣庭: 

    第一次在學生會活動擔任組長有些緊張，在招募、場佈、

確認人員報到等工作上都不夠周全、全面，隨機應變的能力也

不足，希望以後能夠當得更稱職，組長的工作能做得更流暢、

從容。不過在這次的經驗裡，我也從組員身上學到很多，他們

的應變能力很好也很支持我，很感謝有我的組員們才能讓我們

的招募工作更加順利。 

 

盧辰豪: 

    我覺得社團博覽會不僅是讓新生可以找到自己的社團外，

在我看到那麼多新生中，我仿佛也找到自己剛進來的影子，算

是給自己打個強心針一樣，再次把自己的衝勁、動力、信念重

新找回。 

 

陳姿涵: 

    一開始行前會知道了自己在招募組，所以前一天晚上緊張

到非常恐慌，因為總覺得部門介紹超級困難。 

很喜歡也很謝謝最貼近我們的超 Q組長，帶領我們度過那聲嘶

力竭的三天，一路從尷尬緊張卡詞到最後順暢的部門介紹，短

短三天但感覺一起經歷了很多很多，然後總是說招募組很

carry，但其實她是最 Carry的那一個。 

    然後覺得女神總協和社博的幹部們真的很猛，看你們犧牲

睡眠在爆肝狀態還要讓活動進行的順利，而且社博的傾盆大雨

來得突然，但在雨中拔插頭的你們真的很帥氣哈哈哈哈哈哈。 

 

黃郁珊: 

    這次的社博擔任招募組，跟許多學弟妹介紹了學生會的運

作，覺得在介紹的同時，自己也更加了解學生會了。我想，這

是把自己這一年做的事介紹給學弟妹吧，感覺特別不一樣。希

望之後新來的人，也能為學生會帶來不一樣的色彩。 

 

黃婉禎: 

    這學期是我第四次參加社博，比起之前我發現社博中的社

團對於學生會的印象越來越好，而且場地規劃改善也越來越好。

這次還有活動包裝讓整個活動變得更完整更整體。 

    雖然中間有一段時間下了暴雨不過我看到總協跟各個工作

人員都努力去解決。辛苦大家了！我想這一定可以幫助到新生

而且是有意義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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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亦瑄: 

    社博在招募組中從一開始支支吾吾不知道說什麼到後來了

解學生會各部門在做什麼，覺得我的組長真的很棒，總協也是!

然後真的看到很多可愛的學弟妹一直拐騙他們進來，雖然很累

又遇到下雨但也學到和遇到很多事，覺得這三天很精采。 

 

林庭荃: 

    社博待在招募台，負責向新生介紹學生會的各個部門。這

次彈珠台的創意滿滿～新生也很樂意聽呦～通過闖關遊戲也認

識了好多新鮮人。總之謝謝總副協和各位啦 大家辛苦了! 

 

 

 

4.服務台: 

陳宥如: 

    今年是我第二次擔任社博工人，這次的職務也是服務台組

長，但我覺得比起去年，自己能夠應付更多突發狀況，不過也

因為今年服務台人手比起去年好些，也謝謝服務台的組員們都

很盡力完成工作，經過這次，又學到很多東西，職務越大，所

要負的責任更多。雖然今年第二天行程被大雨給打亂了，沒有

達到預期的人數來訪，但我覺得至少我們都有盡力，大家都付

出了很多，尤其是總副協，花了很多心思，工人們都辛苦了！ 

 

林尚平: 

    社博中看到大家都辛苦為同一個目標努力,我也在這個群

體中感到很開心而且滿足。看當初跑活動的票從手中發出,滿

滿的回憶湧上心頭,同時也開心自己完成了當初站上這位子幫

大家的期望。 

 

許筱婕: 

    今年的社博雖遇到滂沱大雨，但也展現了總協的緊急應變

能力，和整個學生會團結合作的精神，各社團也因為我們幫忙

拔插頭對學生會形象大加分，雖然遇到下雨但還是辦的很成功！

大家辛苦了～ 

 

林政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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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社博辦雖然中途下大雨但還是圓滿落幕，大家辛苦了，

不過下次我們或許可以考慮一下地面泥濘的問題，還有下雨天

的疏散措施。 

 

楊惟元: 

    這學期的社博是我在這屆學生會參加的第二個活動，在這

四天裡我對學校的社團有更深的瞭解，也對服務台的工作漸漸

的上手。雖然社博期間因大雨而受到影響，但我覺得這學期的

社博辦的成功，未來也會跟大家繼續努力。 

 

陳鈺琪: 

    在社博期間擔任了三天的服務台姐姐，認識了很多新生，

指導他們寫了數回的問卷，學習到了很多親切待人和表達的能

了，三天的時間也足以讓我們好好琢磨這項能力，經過了這三

天雖然很累但也很開心，因為認識了很多可愛的學弟妹，更讓

自己熟悉服務台的業務。 

 

陳冠瑋: 

    我覺得這次社博整體活動安排跟流程都很不錯，除了第二

天的大雨有點措手不及外，然而我這三天都在服務台，都負責

在摸彩這個工作安排，我覺得玩得小遊戲的要找的圖像可能貼

在負責摸彩的工作人員身上會比較好，因為有時候貼著圖像的

人不在會導致那時候無法玩遊戲，就會直接給他，有時候可能

會造成不公平之類的。 

 

邱馨儀: 

    我覺得經由這次社團博覽會的活動，我學到了好多，原本

很緊張不知道該怎麼跟學弟妹溝通對話，可是一上工精神就來

了，也很喜歡服務台的工作。雖然三天下來很忙很累，但總算

也讓我知道原來一個社博是這樣進行的，跟我們在闖關的感覺

不一樣很奇特。 

 

5.機動組: 

莊馥謙: 

    首先很榮幸能夠參與社博的籌備，辛苦總協在今年社博的

籌備如此繁忙，有太多的小細節是需要特別注意或是改善的，

而每年都有更好的成長。天氣是活動最大的挑戰，而行銷更是

重要的課題，期許 25屆學生會能夠成就更好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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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致遠: 

    兩個月的籌備，換來這三天的社博，雖然有許多的遺憾，

但更獲得了許多寶貴的經驗，今年的我們從原先的基底下創新、

改變了許多的地方，從整體攤位的規劃，到表演的轉播與錄影，

每一項突破都是籌備團隊用暑假兩個月換得而成的，期許大家

未來能繼續保持這股衝勁，傳承，創新，呈現，讓我們繼續創

造不凡、獨特的 25屆中原大學學生會，【童心原】，我們正

在創造屬於我們的童話！ 

 

沈科帆: 

    社團博覽會是一個很大的活動，雖然途中遇到下雨導致地

上都是泥濘，在這麼惡劣的環境下，我們都走過來了，相信之

後沒有突破不了的困難，社博中我最感謝的人是宜儒，因為在

我講解講到喉嚨快沙啞時，他拿了一顆喉糖給我，讓我覺得好

感動~ 

 

張筑鈞: 

    這是進學生會第一個參與的活動，也是第一次當工人，三

天下來，除了疲累之外，其實還有滿滿的成就感，可能自己只

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小工人，可是總覺得自己再多幫忙分擔一

點，其他人就可以不用那麼辛苦，看到總副協跟各個組長那麼

忙碌，就會希望說可以再多幫一點忙，這三天很充實，雖然最

後一天結束再開總檢討會的時候，都覺得有點心不在焉心神不

寧的感覺，但是睡一覺起來卻覺得忙得很有意義，很喜歡這三

天的社博，更喜歡大家忙在一起的樣子，心裡最真實的感受就

是，累歸累，但是很享受也很開心能夠參與這次的活動。 

 

李宜儒: 

    相同的場景，人事已非，相同的熱情，不同感動，參加了

三四次社博，但每年不同的形式是一個有趣也刺激的地方面對

不同的人，則是吸引我參加的原因無論是懵懂無知的可愛新生，

熱情洋溢的社團人員還有一起合作的學生會團隊。這也許是我

最後一次參加社團博覽會了，身邊的夥伴常說離開了才懷念，

要我珍惜當下我明白，自己沒辦法做到完美，能做的只有不留

遺憾只希望現在的自己是以後的經驗，有一天再回中原看到完

美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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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換票組: 

施蘊娟: 

    這次的社團博覽會超棒的 雖然遇到了大雨 在大雨中跟大

家一起避難超特別的 辛苦總協和副協啦 對了還有白馬王子主

持超強的。 

 

陳昱璇: 

參加社博當工作人員後，才知道原來學校的社團比我原本

知道的社團多很多，很開心有這個機會能幫忙社博，學生會就

像一個大家庭一樣，不管是活動前的準備，大家互相幫忙，活

動後的檢討，大家也都不吝嗇的提出自己意見和想法，雖然還

是菜鳥有很多東西還需要熟悉跟學習，但也從這次社博學習到

很多，謝謝大家也辛苦大家了! 

 

八、 活動紀錄： 

 

 

活動期間同學帶著闖關卡，至各性質社團蓋章。 

 

 

藉由彈珠檯的遊戲，讓同學選擇聽不同部門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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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在為活動表演前暖場。 

 

 

招募組工作人員與同學們介紹各部門特色。 

 

 

同學們一同觀賞社團的精采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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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結算表： 

中原大學第二十五屆學生會 105-1學年度活動經費結算表 

  收件日期: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8  日    結算編號 : 1-2-0-6(款-項-目-節) 

活動名稱:  105社團博覽會-繽雪原夢 

活動日期:  105 年  9  月  5  日  至  105 年  9  月  7  日 

活動總協:  呂翎華、曹恩慈 

                    

序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單位 

支 出 收 入 

數量 預算金額 數量 結算金額 科目名稱 金 額 

1 餐飲費 便 當 個 150  NT$ 10,500  145  NT$  7,900  學生會費  NT$410,000  

2   早餐 個 40       1,600  30       1,200      

3   飲料 個 150       3,000  150       2,623      

4 文書費 合約書 張 360         180  350         175      

5   籌會資料 張 500         250  500         250      

6   回饋問卷 張 4000       2,000  2094       1,047      

7 美宣費 工人名牌 張 8          80  8          80      

8   闖關道具 份 10       1,000  4         646      

9 其他費用 外包廠商 式 1     380,000  1     380,000      

10   音響工程 式             

11   樂團設備 式             

12   燈光工程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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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舞台工程 式             

14   投影工程 式             

15   帳篷工程 塊             

16   特效工程 台             

17   發電機 式             

18   
A2海報-銅版紙 150p 單面

彩印上霧 
張             

19   
棉布束口袋 W15*H15cm-單

面單色印製 
個             

20   
A4闖關卡-道林 147p 雙面

彩印 
張             

21   
邀請卡 W18*H10cm-雙面霧

雙面彩印 
張             

22   攤位排珍珠板 W60*H30cm 塊             

23 雜費            11,390          1,059      

增減金額(2)-(1)  NT$                15,020  合計支出(1)  NT$     394,980  合計收入(2)  NT$410,000  

 備 註:                 

 1.雜費不得超過總金額之百分之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