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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名稱： 

通識活動 2016聖誕空英音樂會。 

 

二、活動目的： 

(一)、對中原大學學生會： 

使中原大學學生會能學習如何協辦活動，增加成員之間的團

隊合作，另外還能累積舉辦活動的經驗，以及培養在活動當

天遇到突發狀況的臨場反應能力，進而使會內的成員對於活

動規劃有基本概念，藉由舉辦此活動讓成員一起成長，也使

彼此更有默契和共識，讓整體學生會的更向前邁進一步。 

(二)、對中原大學學生： 

讓中原大學的學生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到音樂，提高對音樂興

趣。藉由音樂的陶冶，提昇學生的藝文素養，帶動學生能有

多方面的發展，達到全人教育的理念落實，同時同學也能夠

在閒暇時間得到休息，得以抒解身心，使中原大學的同學們

更有動力去迎接課業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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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目標： 

(一) 參與人數達到 1800人以上： 

活動當日中正樓二樓及三樓皆客滿，現場人數約為 2000人，

目標達成。 

(二) 當日參與者整體滿意度達八成以上： 

依據問卷最後一題的分析之結果，參加者參與整體活動的滿意

程度約為 87%，目標達成。 

四、 問卷結果分析： 

此次回收份數: 共 435 份 

  (一) 身分別統計： 

 學生 教職員 校外人士 其他 

身分別 403 0 21 9 

 

 人
育
學
院 

設
計
學
院 

電
資
學
院 

商
學
院 

理
學
院 

工
學
院 

法
學
院 

其
他 

學院別 13% 4% 10% 41% 12% 16%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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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問卷分析結果： 

 

 

分析: 普遍滿意程度約為 77%，仍有近三成的同學認為活動宣傳可以

再做加強，建議下次往後在此部分可以多做宣傳，除了在 itouch上

公告，也可以在粉專或其他資訊平台加強 po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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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演出後，我能了解活動中所要傳達的意涵?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透過表演，讓我有所啟發與幫助?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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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第二至第五題部分，整體滿意度平均為 85%，但由於活動內容由通識

中心安排，此部分我們不作檢討。 

 

4.本活動可帶領我認識音樂與劇融合之美?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5.本活動拓廣我對藝文活動的視野?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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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有意願參與通識活動的同學約有 85%，有近一成五的同學參與意願較

低，建議透過持續改善同學們反映的問題，增加往後同學再次參加通

識動的意願。 

 

分析: 對此次活動滿意度約占 87%，能說明大部分同學都對此次的活

動感到滿意，但仍有一成二的同學感到不大滿意，建議針對同學在問

6.我願意再次參加通識活動?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7.整體而言，我對本次活動感到滿意?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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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上反映的意見去尋找更好的方式能夠完善解決，提高同學對於整體

活動的滿意度。 

五、活動目標達成： 

(一)活動目標差距: 

此次活動含兩項目標，兩項皆達成活動目標。 

(二)未來改進方向: 

依據問卷分析之結果，顯示出部分同學認為此次活動的宣

傳部分應要加強，所以在宣傳上多加在幾個平台上宣導並

且提高清晰度，讓同學能更有容易能取到活動的舉辦詳情

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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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檢討會紀錄： 

中原大學學生會  會議記錄表 

會議名稱：中原大學聖誕空英音樂會檢討會議 

會議日期：105.12.15 會議地點：中正樓 

會議時間：21：45 – 22：45 主席：陳姿涵 記錄：邱馨儀 

內容 

一、依據時間、組別檢討： 

(一)、17：10到 18：40： 

1.動線組： 

(1).放置在隊伍排頭排尾的椅子缺少一張，建議下次搬運

器材前須再次清點。 

(2).開放進場時間多次更改，建議下次與通識中心更仔細

確認時間。 

(3).回饋問卷未發放完畢，且有同學因嫌麻煩而不拿取問

卷，建議下次交由場內組負責發放問卷。 

(4).蓋章時有同學身上並沒有票，要等朋友拿票來，使工

作人員要回頭再去蓋章，建議下次須規定有票才能排

隊和蓋章，且沒有票或等朋友來只是幫忙排隊此種狀

況都不接受。 

(5).觀眾中有出現老人家，建議下次若有老人家請他直接

進入活動場地。 

(6).觀眾人少時可以詢問是否在等待朋友，若是請他們在

旁邊等待。 

(7).貴賓不知道該從一樓服務學習中心進入就跟著他人

一起排隊，建議下次須仔細告知。 

2.場內組： 

(1).廢海報不夠和無痕膠帶不能使用，建議下次須仔細確

認器材數量及有無毀損。 

3.接待組： 

(1).愛鄰社人員問題及無法預測人員太多，建議下次須安

排工人輪流顧門。 



9 
 

(二)、18：20到 18：40： 

1.場內組： 

(1).工人到達時被通知愛鄰社人員可直接進入，但其後來

又出示票，且無法明確過濾身份，建議下次須提前與

通識中心確認有無可直接進場人員。 

(三)、18：40到 19：30： 

1.機動組： 

(1).臨時調動機動組人員去做場內組的工作，且因未配有

對講機，不清楚整體活動流程，建議下次不是原先分

配工作的人若被調動須事先告知，且守樓梯的工人一

定要配有對講機。 

2.接待組： 

(1).入場的最後無論票上有章沒章都允許進場，建議下次

須統一規定，只要有票沒章還是需要重新排隊再進場。 

(2).雜誌社突然給票，且可以現場給票並未告知，建議下

次須等待有票的人都進場後再開始發放現場票。 

(3).規定 19：45後禁止入場，但空英代表反應為何不開

放讓人進場，建議下次須與通識中心仔細協調。 

(4).進場後不久有觀眾欲離場但沒工作人員守門，建議下

次須派人定時守門。 

(四)、21：00到 21：30： 

1.接待組： 

(1).愛鄰社人員自行開上鎖的門，使欲離場的觀眾跟著離

場，建議下次須多派人員加強守門。 

(2).表演尚未結束後門就已開放，建議下次須與通識中心

協調清楚。 

2.場內組： 

(1).器材放置位置導致原先開放讓觀眾散場的門無法使

用，通識中心臨時更改供散場的門，但並未通知場內

組組長，建議下次須先告知組長。 

(2).原先一樓及二樓各一簽名處，後來撤掉一樓簽名處因

椅子不妥，建議下次照舊用椅子。 

(3).在樓梯口處聚集過多工作人員，建議下次須將工作人

員分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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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1：30到 22：00： 

1.機動組： 

(1).拍完團體照後工作人員未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希

望下次須注意。 

二、總檢討： 

(一)、工作人員間資訊不對稱。 

(二)、對講機使用很重要。 

備註 
下次開會時間： 

 

 

主席簽名： 指導老師簽章： 

記錄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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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心得： 

(一)總副協: 

1.陳姿涵: 

首次擔綱這個大責任的位子，我想我學習到了很多，一方面從寫企劃

書開始逐步去建構整個活動的流程，當活動結束後很欣慰，即便活動

中有許多狀況，但也領悟到活動當天遇到突發狀況的臨場反應能力真

的很重要!另外則幸好當初沒有放棄選擇這個活動，這真的是個很棒

的經驗! 

2.詹佳瑜:  

這是我第一次當副協，之前都是當工作人員，感覺很新鮮，感謝有一

位很棒的總協，讓我能很快的了解這個活動，學習到很多平常不能學

到的東西，感謝有這次的機會，也很感謝我們的工作人員。😊😊😊 

 

(二)動線組: 

1.盧辰豪: 

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到，其實事前分配好的話，組長沒甚麼事情做，剛

好上一個活動我也是在場外組，兩次的我有不一樣的狀況，很高興我

這次給罩了 

2.林政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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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次的活動大家都辛苦了，在這種冷天裡面到動線組的各位還努力

的在草地上服務各位來參加的同學真的很棒也希望下一次的活動可

以在跟大家一起辦好弄好，也謝謝其他組的同學，大家一起讓這次的

空音聖誕晚會圓滿結束，謝謝大家。 

3.巫岳峰: 

這次的活動進行有好有壞，雖然有點小飄雨，但是學生在排隊的時候

並沒有出現很嚴重的混亂，但是在最後的離場有點混亂，可能需要在

活動前跟通識中心確認好，然後這次的活動大家都辛苦了～ 

4.黃郁珊: 

這次的活動我擔任動線組，真的是超冷的。不過再幫忙蓋章的時候有

時會有同學對我們說辛苦了，或者謝謝我們，都讓我覺得是值得的。

這次也成功減少了解壓縮的現象，相信是有所進步。 

5.盧宏瑜: 

這次擔任場外組的組員，基本上沒什麼太大的問題，不過就是開場後，

最後面的一批可能拿不到問卷還有蓋章，也許之後可以改成在門口發

問卷，一個人撕票一個人拿問卷這樣，大家都辛苦了。 

6.黃翊珉: 

這次還是當上場外組的人員，有鑑於上次的活動，這次的秩序比上次

好很多，而且工作分工也很明確，讓沒人能確實做到事情，雖然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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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有冷，但是還是很有趣，辛苦大家了！ 

7.朱庭儀: 

我這次是動線組的！喔耶～又體驗到一件新鮮事了，這次在外面吹風

淋雨的動線組最 carry了，除了一些聽不懂人話的觀眾跟一部分傻傻

的來賓，其他都很好！最喜歡參與學生會的活動了，每次都跟大家玩

得好開心喔～下次工人什麼時候呀？我好期待好期待喔～下次通識

活動我想要在機動或者場內組，多多嘗試不一樣的事情。最後謝謝辛

苦的總副協喔😘 

8.吳承錞: 

依然動線組哈哈哈，但這次天氣比較冷，也有飄點小雨，但完全不會

影響工作哦，不知道為甚麼一開始排隊人潮較少，之後才漸漸變多，

這次解壓縮的問題有比較好了，偶也有些貴賓會跑來問說要不要排隊，

只可惜這次愛鄰的人不知道在幹嘛，影響了整個退場的情況，辛苦總

副協了，你們很棒~ 

9.邱俊翔: 

雖然那一天天氣有點不好，萬年場外組的我，這一次在場外跟以往的

場外很不一樣，跟之前錯誤比起來這次都有改，謝謝總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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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動組: 

1郭家岑: 

這次的活動有許多變動的部分，一開始還有一點飄雨，還好最後雨沒

繼續下，雖然還是很冷，然後很抱歉因為要上課的關係造成一點困擾，

謝謝總副協很辛苦。 

2.林庭荃: 

作為機動組的小組員，進場之前其實還蠻空閒的。開放入場後被接待

組借去撕票，覺得一切順利，幾乎沒有沒蓋到章就進來的情況。天氣

很冷，大家都辛苦了! 

3.沈科帆: 

這次活動雖然因為和通識中心沒有溝通好導致有點混亂，不過沒有出

現太大的問題，覺得很開心，還有外面好冷工作人員辛苦了。 

 

(四)接待組: 

1.陳鈺琪: 

我第一次當接待組的組長，學生進場大部份都進行的很順利，雖然遇

到了一些問題 ，但大部份都順利解決，我想我們能順利解決大概是

因為總協就徘徊在我們附近，所以許多問題都是由她協助解決的，辛

苦大家了，也謝謝接待組的大家一起合作。 



15 
 

2.李羿璇: 

這次的活動我擔任的是接待組，而因為這次的活動有其他社團的參與，

所以一開始還不能進場的時候，會有點小混亂，不知道要不要放這個

人進場，後來再進場時就十分順利了，也沒什麼問題，很高興這次能

參加這個活動，大家辛苦了！！ 

3.羅雅琪: 

這次是第一次擔任接待組覺得滿有趣，雖然在入場時人很多動作要很

快，但是這個讓我體會到之前沒有的經驗，也讓我知道之後面對相同

問題時有什抹樣的解決方法。 

4.方薏涵： 

謝謝總協副協的細流，覺得做的很讚，這次空英我是接待組，撕票好

像有點兇，我會努力微笑的....然後下次工人我會更加油，對不起這

次有點造成不便。 

5.邱馨儀: 

這次活動我依舊是接待組，整場活動進行得還算順利，只是有些突發

狀況比較不好處理而已，撕票的時候也蠻順的，除了我把宣導事項不

小心講錯外～最後感謝總協沒讓我喝白開水，也辛苦總協辛苦大家了，

我會盡快把會議記錄交給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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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曾珮瑜: 

繼續當嗶通識認證的接待，這次沒有再把票根撕爛了，因為根本就沒

有那種東西。這次比較多需要隨機應變的狀況，比如說看到不知道軍

校還是某個外校的團體整群在排隊隊伍外帶上來的時候到底該不該

叫他們去排隊。總副協大家這麼冷的天氣跑來跑去都辛苦了！ 

 

 (五)場內組: 

1.陳姿伃： 

雖然這次活動有很多小插曲，但幸運的是沒發生甚麼大事，安全落幕。

再來，很高興可以被選上當小組長，也很高興跟我的小組員們一起共

事。最後我要說，為什麼我被換了三次職位？而且第三次是我看到細

流的時候才知道我又被換掉了。幸好有總副協們的幫忙，跟組員們的

分工，才讓我可以快速的掌握工作。這裡我要說一下，總副協們讓我

太佩服了。他們在忙的時候，我一直纏著他們問問題，但是他們完全

都沒有表現的慌亂，或是不耐煩，反而是仔細地聽我的問題，快速的

回應，我真的是要給他們掌聲鼓勵一下啦！拍手～～ 

2.馮意庭: 

這次擔任場內組，也是第一次。在場內維持秩序引導同學就座真的需

要一直喊不然他們都卡在走道中間。我覺得整場活動都還算順利，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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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可以擔任這次空英工人~ 

3..張筑鈞: 

我終於進到場內了😭都要感動得快哭了！站在場內就是一直喊一直

喊，可是還是不會有人理你那種😭可是在場內很開心，辛苦外面吹風

淋雨的同學了，還有辛苦的總副協，這次活動雖然有點小插曲，但是

我們還是把活動成功結束了❤️大家辛苦了💪我愛總協😘 

4.戴亦瑄: 

看總協辛苦了很久，空英終於結束了，整場真的很盛大，來得人也很

多，所以有許多突發狀況，場內組也要一直喊，雖然有點累但跟組員

分工合作還是很開心😍總協辛苦了可以早點休息了。 

5.徐子涵: 

這是我第一次當場內組的組員，其實早就有心理準備知道可能會很煩，

因為同學根本不會理會你在宣導或講什麼，但該宣導的事情還是要宣

導，只是當聽到同學說：噢我朋友幫我佔好了我要過去，這時候白眼

翻了無限多圈，然後通識中心的問題跟愛鄰舍問題一樣多，希望通識

中心能改善這些！動線組的辛苦受寒了，總副協辛苦了！ 

6.楊紫函: 

這次我一樣是擔任場內組的組員，不過這一次的活動由於人數較多，

也有校外人士，所以比較不好控制，但還是順利結束了，辛苦總副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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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辛苦大家了，大家都很棒！ 

28.余品嫺:第一次當有這麼多人參加活動的工作人員，第一次按到計

數器，這是個很棒的經驗。也讓我明白了，要所有的工作人員一起努

力，活動才能順利的進行！ 

 

五、 活動紀錄： 

 
 

(圖一)同學草皮排隊等待入場 (圖二)同學依序帶隊入場中 

  

(圖三)工人撕票讓同學入場 (圖四)同學進場後入座情況 

  

(圖五)空英創辦人彭蒙惠簽名會 (圖六)工人與彭蒙惠的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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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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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19日 
 

結算編號 : (1-2-3-4) 

活動名

稱: 
 通識活動-空中英語 

活動日

期: 
 105 年 12月 15日  至  105 年 12月 15日 

活動總

協: 
   陳姿涵、詹佳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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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書費 細流 張 210  $   105  336 $  168  學生會費  $  950  

2 其他費用 雨衣 件 35  $   350  10 $  100      

增減金額(2)-(1)  $       682  合計支出(1)  $        268  
合計收入

(2) 

 $   

950  

 備 註: 

 1.雜費不得超過總金額之百分之五。 

  

  

  

 
  

     
  

財務部部長 會長 
  

議長 
 

  指導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