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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目的: 

1.對外:  

    贈送all pass糖是學生會對同學們學業上的美好祝願，有

別於以往的傳統，系上學長姐在考試前夕給予學弟妹祝福，藉

此活動發放糖果，讓更多同學能收到這份溫暖。此外學生會作

為主辦單位，藉由活動的推廣進而增加知名度和認同感。  

2.對內:  

    學生會作為萬聖活動的主辦單位，學生會的同學可以從不

一樣的角度來認識這個活動。對於活動部的新成員來說，萬聖

是他們參與的第一個活動，藉由此可以讓他們了解整個活動的

籌備過程，累計活動經驗；對於活動部整體而言，舉辦大型萬

聖活動是一個創新，由此可以鍛煉他們的能力；對工人來說，

參與萬聖活動可以提高臨場應變能力。 

二、 活動內容: 

1.校內:  

(1)遊戲背景:  

    萬聖節就要到啦，小紅帽也踏上了回森林探望奶奶

的路程。可是……聽聞大野狼就在森林裡蟄伏，想要把

奶奶吃掉！聰明的你能夠找出 誰就是潛伏在人群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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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野狼呢？  

(2)分組方式:  

    每六位同學一組，以摸彩聯誼的方式兩兩合併，一

位隊輔帶兩個小組，帶領他們闖關解題。預計每場次120

人  

(3)遊戲目的:  

    整場遊戲的目的是找出大灰狼（由一個工人扮演），

比賽方式是計算all pass糖的數量，all pass糖多的隊

伍獲勝。  

(4)遊戲內容: 

    從克難廣場出發，尋找散落在校園各個角落的信封，

裡面會有QR code(內容是大野狼的身份提示 比如照片

拼圖、地點……) 或all pass糖 （數量可能是1或2或3

顆）。 

    路途中有工人扮的鬼，隊伍可以和鬼玩trick or 

treat遊戲。與鬼賭all pass糖玩遊戲 （比如擲骰子、

猜拳、抽獎、轉盤）可能贏得5顆也可能輸掉3顆all pass

糖。 

    隊伍收集到至少3條線索後，可以回大本營告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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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帽誰是大野狼，猜對獎勵10 顆all pass糖，猜錯則

扣 5 顆all pass糖。  

(5)工人分配: 

 工作 

總協 指揮與監督各組。 

副協 協助總協。 

主持人 負責開場、遊戲規則解說、串場、結語。 

接待組 負責參加者報到、工人簽到與緊急醫療。 

活動組 擔任隊輔。 

機動組  器材搬運、協助各組。 

攝影組  拍照。 

 

2.校外:  

(1)遊戲背景：  

    終於找到了大野狼，聽說只有在中原夜市吃到指定

的食物，才有力氣消滅大野狼哦！  

(2)遊戲內容： 

A  B  C  

D  E  F  

G  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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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宮格中 A-I 是九個不同的夜市廠商，其位置

在美食地圖中會有呈現。 活動當日每個隊輔會領到 

3 張 200 元的美食消費券。每張消費券可以兌 換其

中一間廠商的美食。 率先購買九宮格中三個能連成

一條線的食物的隊伍獲勝。請隊輔帶組員 會克難廣

場以後再享用美食 (三)、根據時間先後分發不同數

量的 all pass 糖。前五名回來且購買食物正 確的

隊伍分別獲得 10、8、6、4、2 顆 all pass 糖。 

 

三、 活動目標: 

1.參與人數達 240人： 

本次參與人數為 176人，未達到活動目標。 

2.回饋問卷滿意度達 80%： 

本次回饋問卷滿意度為 81.4%，達到目標。 

3.粉專 po文觸及人數達到 2000人： 

本次粉專總共 po文 6篇，觸及人數約在 4500-9000左右，

最高觸及人數為 9035，最低為 4523，達到目標。 

4.至少與一個社團進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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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與魔術社進行合作，達到目標。 

 

四、 問卷分析結果 

1.問卷統計： 

總共有效問卷 163份 

2.問卷內容： 

 

分析：參加第二場次的人數較多，原因應該是部分同學有

晚課，下課時間較晚，所以選擇第二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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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大部分同學都對遊戲內容感到滿意，今後也可以多

舉辦這些偏動態的活動。 

 

分析：大部分同學對活動時間安排感到滿意，但是仍然有  

小部分同學不滿意時間安排，推測原因是因為遊戲安排太

緊湊，導致時間比較趕。今後會注意遊戲的時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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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大部分同學對活動場地安排感到滿意，但是仍然有

小部分同學不滿意場地安排，推測原因是因為校園加夜市

的活動範圍太大，跑的部分太多，使同學感到疲勞。 

 

分析:學生會工作人員的服務態度是滿意度最高的一項，

說明學生會同學的服務態度得到了絕大多數同學的認可，

希望可以繼續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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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大部分同學對校內解謎活動感到滿意，說明今後可

以繼續舉辦相關活動。 

 

分析：大部分同學對校外夜市美食活動感到滿意。校內與

校外數據相比較，校外部分非常滿意的人數略多，但整體

滿意度略低於校內部分。說明兩個部分旗鼓相當，都值得

肯定。 



9 
 

 

分析：大部分同學對整體活動感到滿意，說明今後可以繼

續舉辦類似活動。 

 

五、 活動目標達成: 

1.與活動目標差距： 

    目標為參與人數達 240人，但本次參與人數為 176人，

未達到活動目標。主要是因為宣傳清晰度不夠，沒有及時有

效地傳達給同學活動信息。加上當天有通識活動分散了人

潮。 

2.未來改進方向： 

(1).在宣傳上要提高清晰度，讓同學能夠及時有效地了解活    

    動資訊。 

(2).遊戲設計的時間控制要加強，活動不要安排的太緊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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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檢討會議紀錄: 

中原大學學生會  活動會議記錄表 

會議名稱：中原大學萬聖節活動檢討會議 

會議日期：105.10.24 會議地點：活動中心 310 

會議時間：21：30 – 22：30 主席：林庭荃 紀錄：方薏涵 

報告案 

一、依據時間、組別檢討： 

(一)、16：00到 17：10： 

1.全體人員： 

(1).用具未重複檢查齊全。 

(2).推車用途分配不明，導致用品難以尋找。希望未來標

明或是增加推車。 

(3).機動組人手不足，造成沒有在時間內完成放置線索及

糖果的信封。 

(4).有些工人未依報名內容到達，或是臨時請假造成困

擾。 

(5).有問題應立即告知或詢問總副協。 

(二)、17：10到 17：30： 

1.主持人： 

(1).麥克風沒電，使聲音太小，隊輔需重複講解規則。 

(2).舞台情況服務台完全無法知情，希望未來在舞台旁增

加機動組或是秘書。 

2.鬼： 

(1).為保持神祕感，希望有另一地點專門化妝。 

(2).化妝換裝流程不明，用具缺少，協助人員短缺，動線

不明。 

3.隊輔： 

(1).隊員對活動內容部分理解失誤。 

(2).隊輔的旗子有點暗，隊員人數有點超出隊輔可以體力

負荷的程度。 

(3).簽到完的隊員沒有人指引，導致有些混亂。 

(4).隊輔和服務台發生資訊不對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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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7：30到 18：05： 

1.鬼：  

(1).樣子沒有標誌性，導致隊員不清楚鬼的功能和用途，

希望由主持人強調。 

(2).能給的糖果太少，沒有吸引隊員和鬼玩遊戲的動力。 

(3).遊戲贏的 QRcode因失誤沒有完成。 

2.隊輔： 

(1).提示信封內的 QRcode混亂或遺失，信封被風吹走，

建議可把 QRcode貼在 

牆上。 

(2).希望未來在隊輔身上有備用的路線圖，可防範臨時的

狀況。 

(3).問題沒在對講機得到回覆，對講機無聲或距離太遠。 

(四)、18：05到 18：10： 

1.主持人： 

(1).聲音更大聲造成回音，小聲又導致後面隊員聽不到。 

(2).說話時大家過於吵鬧，建議以糖果吸引安靜。 

2.隊輔： 

(1).隊員失蹤混亂。 

(2).建議錢可統一發放，或是製作消費劵，避免製造錢的

混亂。 

(3).沒參加行前會的參與人員對規則細節不明朗。 

(4).希望未來訂購食物以指定時間訂購，可避免不公平的

事情發生。 

(5).建議之後場地單一，可免除複雜的情況。 

(五)、18：10到 18：50： 

1.主持人： 

(1).頒獎場次延誤，遊戲無間隔，形成混亂。 

(2).有些不熱鬧，未來可以播放音樂，或是其他改善方

式，例如以糖果吸引尖 

叫聲。 

(3).未通知服務台音量問題。 

(4).建議總副協工作分配更清楚，方便隨時得到幫助。 

2.隊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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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組別計算糖果時間不夠，QRcode 有些粗糙，計算方

式不透明，未來可使 

用計分板或得分表。 

(六)、第二場夜市活動： 

1.食物品質無保證，雲鬆餅和 3Q有問題，小豬很忙表現出

色。 

(七)、頒獎和合照： 

1.位置分配不確定，拍照地點混亂。 

二、總檢討： 

(一)、行前會提早進行，然後彩排，並提早準備、檢查所有物品。 

(二)、機動組和一切人員需配合好，增加對工人的訓練。 

(三)、對任何突發狀況請隨機應變，有任何問題請通知總副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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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活動心得: 

1.總副協： 

(1).林庭荃： 

萬聖活動圓滿落幕~作為活動的總協，從暑假開始籌備到

十月底順利完成，真的要謝謝每一個人的付出！當然，也

祝願每個人都像童話故事裡的小紅帽一樣，找到你的大野

狼，找到屬於自己的幸福。 

(2).盧辰豪： 

身為副協的我覺得我有好多事情沒有做好，還有就是我聽

信我自己的感覺，將活動時間拉長，還有就是我沒有把夜

市部分想的完整一點，我該好好檢討自己啦！但當天我覺

得整體還算蠻順利，雖然發生很多很多事情，但都靠著大

家的幫忙，或許真的太趕或是如何，我想這都會帶給大家

不一樣的體驗，不管是工人或是參加者，當然，我也有不

一樣的體驗！ 

2.主持人： 

(1).陳姿伃： 

便當和茶水真的很讚！累的時候吃喝一下，很快就能補充

活力！遇到的參加者都很熱情，心裡覺得非常欣慰。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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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幫忙的時候，工人們都很願意幫忙，因此活動過程中，

我也感到非常安心。活動的設計非常有創意。海報很漂亮，

故事包裝很新穎。第一次當主持，讓我既緊張又興奮。也

很高興活動負責人願意給我這個機會，使我得到一個很寶

貴的經驗。也很感謝我的好夥伴願意一職包容我的急躁跟

神經質。面對我的問題都會耐心的陪我一一解答。人超好

的~~啾咪。 

(2).王建程： 

第一次接主持人的工作，因為第一次的關西，雖然很緊張

但是很開心，因為挑戰了自己不會想去的事，寫稿時還一

直想要怎麼讓觀眾喜歡我們的活動，都是前所未有的，透

過這次的活動又增加了自己的能力。 

2.服務台： 

(1).曹恩慈：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萬聖活動，覺得是個很新鮮的經驗，因

為之前都沒有在學校參加過有關萬聖活動，也不太特別過

這個節日，所以這次很開心，除了當工人，還可以順便感

受一下萬聖節的氣息，辛苦總副協了~我們又為自己創造

了活動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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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陳昱璇： 

很開心能參與到萬聖節小紅帽這個活動，雖然因為有晚課

無法參加到全程，但看到大家為了這個活動盡心盡力，讓

我下次想當參加的那一方，好好享受活動帶來的意義與氣

氛。 

(3).顏毓秀： 

這次的活動辦得很有特色，兼具萬聖以及交友，甚至可以

多認識這附近的店家！雖然中間都有些小插曲，但是看每

一個參與人都玩得很開心，就表示活動很成功！ 

(4).郭家岑： 

這次的活動雖然有點手忙腳亂，而且時間有點太短，有些

人還沒搞清楚狀況，不過看第二關去夜市拿回好多東西，

大部分參加者回來都蠻開心的，差點後悔沒去當隊輔。 

(5).陳宥如： 

這次的萬聖活動是第一次以這種形式舉辦，覺得蠻新鮮的，

而且參加的人也很多～覺得很棒！不過隊輔真的是辛苦

了～還有總副協也是，希望大家都能越來越好！ 

(6).林佳瀅： 

這是第一次來幫忙，真的覺得這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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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現場有點混亂，各指標也有點不明顯，希望可以做得更

好。 

(7).黃翊珉： 

第一次舉辦活動感覺很新鮮，雖然是在服務台，沒辦法當

隊輔，但是當記錄的工作也很好玩。 

3.機動組: 

(1).陳培倪： 

覺得萬聖節這個活動很棒，但是還是有些地方不足的。因

為當其他組別拿了提示過後就沒有放回好他。所以有些組

就找不到提示。總副協辛苦了。 

(2).張致遠： 

萬聖是本學期第一個活動部的活動，期望透過這個活動的

籌備，讓二級幹部了解如何帶領部員們完成一個活動，也

讓大家從這個活動中學期經驗、檢討錯誤，並在下一個活

動中進行蛻變^^。 

(3).施蘊娟：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萬聖活動，雖然一開始有點混亂，但每

位隊輔都很盡心盡力，是這次活動的一大亮點，每位工人

都超棒的！辛苦總副協了，棒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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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游明傑： 

這次的萬聖活動和以往不一樣，主要是結合夜市實境探險，

不但可以讓同學享受萬聖的氣息還可以藉此讓他們認識

中原夜市，我覺得是很另類的體驗，非常創新的想法，但

還是有些美中不足的地方，希望明年可以改善，繼續加

油！ 

(5).謝煥永： 

这次活动进行虽然有许多小问题，但是总体还是顺利的。

我觉得活动思路以及活动设计非常好，但是在工人排班和

工作细节方面还是有些问题的，比如说我觉得机动组整体

较闲而且回收信封方面问题巨大。 

(6).吳承錞： 

請原諒我無法當全程的工人，很辛苦也很高興，因為我有

聽到同學說遊戲很好玩，當機動的隨機應變要很好，一接

到通知就要馬上行動，否則會讓活動延遲，覺得唯一的缺

點就是有些小隊員會不聽從隊輔的話，一次就把所有的

QR code拿光沒有恢復原狀，整體就是棒，大家辛苦了。 

(7).陳冠瑋： 

我覺得整體活動還不錯，只是當天活動的場佈有點來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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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有參賽者還有看到我們再貼他們在找的東西，希望下

次活動會更好。 

(8).呂翎華： 

第一次挑戰校園結合夜市的活動，雖然在一片忙亂中結束

了，但看大家玩的很開心，覺得努力是有成果的，過程發

生了很多突發狀況，相信經過這次活動大家都成長許多，

從無到有的遊戲一切都是靠大家辛苦累積的成果，總副協

也辛苦了。 

(9).羅郁翔： 

這次萬聖活動還真是夠累的，但是身為工人的我們，卻有

一種很累卻很值得的感覺，雖然當中有一些參與者不太遵

守遊戲規則讓我們忙得一團亂，但是我們也和他們一樣，

樂在其中。 

(10).馮意庭： 

第一次當工人，分配到機動組，雖然活動進行中可能有些

混亂，但還是很開心能和大家辦起一個活動，希望下次辦

活動可以更加地順利。 

2.鬼： 

(1).盧宏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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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動舉辦的還不錯，不過在時間掌控上我認為需要有

彈性一點，例如在第一場的簽到到整理好隊伍開始進行遊

戲其實就 delay到不少時間，不過第二場就好了很多。在

來就是有些遊戲中的規範應該要請隊輔要遵守 像是能不

能邊走邊吃這些，因為也有隊員提出異議。由於這也會影

響遊戲公平性，因此往後舉辦類似活動應列入考量。 

(2).邱馨儀： 

這次的活動我玩的很開心，一開始還排斥當鬼後來覺得其

實還不錯😅不過在我這邊的時候會有一個問題是他們找

不到信封，不然就是信封都是空的，所以他們什麼都沒拿

就走了。謝謝總協辛苦總協😘。 

(3).林尚平： 

這活動是活動部第一個從未規劃到執行的活動，也從不同

角度看到一個活動，因此更加了解到活動。 

(4).戴亦瑄： 

今天很棒，但鬼常常沒事做，希望下次可以有獎勵機制，

不然很難跟隊員有交代，有些組表現很好卻跟其他組獲得

相同東西。 

(5).楊紫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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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聖節活動是我加入學生會以來，第一次參與如此大型的

活動，從一開始的擺攤宣傳，到 10/24的正式活動，幾乎

是動員了全部的成員，很開心能夠和大家一起努力，把這

個超級大型的活動辦成功，更讓我見識到：辦好一個活動，

不止要有全面的規劃，更要一再的去檢視每個流程，才能

順利的完成。 

6.隊輔與其他: 

(1).陳姿涵： 

一開始覺得有可能跟隊員很尷尬，但是後來其實大家都很

開心，引導闖關也很順利，跑關跑得很累，但帶領隊員得

到第一很開心也很值得。 

(2).詹佳瑜： 

這次的活動有點太趕，我們第一場的第一個點是電學，不

過信件還沒放好，所以我們在那邊待了五分鐘他們才來放，

有些軌沒有遇到，有些小信封裡面沒有 QR code，有些小

信封裡面有兩三張，第一場玩遊戲就這樣，第二場的食物

有點太久，時間也是有點趕。 

第一次當隊輔，覺得自己可以再更好，有點小緊張，覺得

可以再多跟小隊員聊聊天，遊戲規則可以再講清楚，我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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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這次的活動還不錯。 

(3).陳威溢： 

今天跑了很多步，有運動到，然後有看到大家玩得很開心，

很有成就感，也從本次活動認識很多人，聊了不少的東西，

感謝所有為本次活動付出的大家。 

(4).余品嫻： 

第一次當隊輔，體驗帶隊的感覺。闖關就有點趕，一跑跑

跑的。不過整體來說，就是一個很棒的體驗，希望以後的

闖關和整體的時間可以再多些。 

(5).羅雅琪： 

我覺得這次活動時間安排得有點太緊湊，每站跑站的時間

太少，尤其當找不到 QR code的時候，大家就會有點不耐

煩的不想找，所以應該放置顯眼的地方，有時也會發現信

封裡有少的 QR code，大致上就這樣。剛開始的時候見到

隊員時還不太熟，所以有點無聊，但是大家後來比較熟了

後就開始 High了起來。第一次當隊輔才發現原來組員的

潛力無窮，大家一開始看起來都靜靜的，但當跑的時候才

發現大家超快 High的，和大家一起玩很開心，這次的活

動還蠻好玩的，只是有點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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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姚宇軒： 

副協還不錯，感覺很罩，然後很累，我終於能有個好的睡

眠，因為太累了，然後有點不想檢討，想回去在網路上討

論。 

(7).邱俊翔： 

活動規劃是不錯，但實施起來卻有一點不是那麼好，有點

腳忙手亂，後來遊戲時間很趕，有些人說這一點都不好玩，

不過整體有點可以在調整一下會更好玩。當隊輔是不錯

啦。 

(8).童冠豪： 

總協並不正。行前會開的時間有點晚，最好有 re過所有

的行程。時間過短。 

(9).張筑鈞： 

一開始也是擔心和小隊員之間會沒甚麼話講很尷尬，但其

實跟小隊員聊得很開心，連在跑關的時候，都跟小隊員打

鬧玩得很愉快，這次當隊輔是個很有趣新奇的體驗，如果

下次有機會還能夠再次當任隊輔。 

(10).沈科帆： 

我覺得萬聖這個活動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在過程中我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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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著帶動小隊的氣氛，雖然沒有做的很好，希望下次可以

做的更好。 

(11).徐子涵： 

雖然一開始還不是很能理解遊戲規則，但是後來玩過一次

之後就懂了，遊戲中有些線索的信封袋都被別人拿走卻沒

有放回來，導致在該地點耗上很多時間，然後其實小組員

在夜市狂奔很危險....車子很多，隊輔也跟著跑的很累.. 

最後總協辛苦了！！ 

(12).巫岳峰： 

覺得活動的時間太短也沒有 re過 造成很多人不知道自

己在什麼時間要做什麼希望下次至少可以到現場然後讓

至少大家知道什麼時候該幹嘛。 

(13).朱庭儀： 

開學後加入學生會，萬聖節活動是我第一個當工人的活動

喔~從發傳單到當隊輔，都是我第一次體驗的事！發傳單

時，我體驗到了人心的冷暖，讓我知道以後有人發傳單，

我都要拿，不然那些人好可憐喔！我要懂得將心比心~還

有後來當隊輔時，雖然一直搞小烏龍，但我也交到好多好

朋友喔！謝謝學生會給我這個機會，讓我體驗跟學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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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事，期待下一次的活動，我還要當工人（喜歡紅

色背心~）。 

(14).蔣宜庭： 

隊輔等等工作人員需要再對遊戲規則和流程更熟悉，才能

隨時掌握活動進度和動線，參與的同學也才能因此玩得更

盡興。 

(15).黃郁珊： 

這次的萬聖節活動非常特別，很多有設計都看得出巧思及

創新，包裝故事方面也讓我印象深刻。不過我想有時候時

間方面要再測過，也多抓點時間，才能比較容易應付突發

狀況。此外其實一個活動能不能讓參與者也感染到故事情

緒，活動跟隊輔佔了很大的因素。因此建議明年要在辦此

類型的活動，可以進行簡單的先前訓練，至少要熟悉活動

環境及遊戲規則，並特別強調隊輔不能帶頭作弊。希望明

年可以更好，加油。 

(16).陳鈺琪： 

我覺得萬聖活動真的超好玩的，尤其是我帶領了兩個優秀

的團隊，跟著她們跑跳碰的過程，讓我覺得超開心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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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活動記錄: 

  

(圖一)參加的同學在簽到。 (圖二)小隊和隊輔集合。 

 
 

(圖三)小隊和隊輔在玩遊戲。 (圖四)活動開始前。 

  

(圖五)主持人：小紅帽和大紅帽。 (圖六)出發去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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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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17日 

 

 結算編號 : 1-2-3-1(款-項-目-節) 

活動名稱:   萬聖節系列活動 

活動日期:   105 年 10 月  17 日  至  105 年  10  月 24 日 

活動總協:   林庭荃、盧辰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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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份 45  $    4,050  45  $    4,040  學生會費  $   41,900  

2 

 

活動餐費 人 240  $   12,000  168  $    8,400  報名費  $   15,650  

3 文書費 細 流 頁 450  $      225  400  $      210      

4   擺攤資料 頁 100  $       50  32  $       16      

5   感謝狀 頁 3  $       30  1  $       18      

6   企劃書 頁 100  $       50  100  $       50      

7 美宣費 海 報 張 20  $    3,000  0  $      -        

8   DM 張 500  $    2,500  2000  $      736      

9   門 票 張 250  $    1,250  61  $      400      

10   QR code 個 50  $      250  47  $      237      

11   工人裝扮 份 20  $    2,000  12  $      742      

12   道具費 份 20  $    4,000  3  $      439      

13 

 

氣球宣傳材

料費 

份 3  $      600  3  $      600      

14 獎品費 獎 品 份 25  $    5,000  25  $    5,000      

15   all pass 糖 份 250  $    5,000  179  $    3,580      

16 其他費用 雨 衣 件 35  $      350  0  $      -        

17   雜 費      $    1,545     $      100      

增減金額(2)-(1) 

 $          

32,982  

合計支出(1)  $        24,568  合計收入(2)  $   57,5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