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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活動名稱：校慶系列活動-校慶演唱會-Seventeen our youth。 

 

貳、活動宗旨：  

藉由音樂陶冶同學們的心靈，並藉此激起學生音樂方面的天賦。 

參、活動目的：  

從創校到現在，歷經過 64 年的風風雨雨，面對現今的成就，回頭想起剛起步時青

澀的十七歲，在懵懂中夾帶著的是面對這個社會的熱情與好奇，當時的回憶一幕幕

湧起，無論是在歌詞裡抑或是旋律中所傳出青春的氣息，都令人想起當年的初衷。 

肆、活動地點：操場 

 

伍、活動時間：民國 107 年 10 月 17 日(三) 12:00~22:00 

 

陸、活動對象：校內同學及教職員及高醫附近里民。 

 

柒、活動方式：  

多位藝人接力演唱，期間透過抽獎的方式，讓同學可與表演者有互動，或是獲得具

意義的禮物。 
捌、活動流程： 

 
時間 活動內容 

12:00-16:00 硬體設備場佈 
16:00-17:00 服務台場佈 
17:00-17:30 燈光音響測試 
17:30-18:00 硬體設備最後確認 
19:00-19:30 入場 
19:30-21:00 音樂會 
21:00-22:00 場復 

玖、活動進度表： 
內容\時間 09/02~09/10 09/10~09/30 10/16 10/17 

活動策畫      

籌備會議      

宣傳期      

細流會議      

活動日      

檢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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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成果執行成效表 
 

項目 
活動自評 

改進方式 
優 良 尚可 待改進 

1.活動設點  ˇ   
使用操場恐導致部分學生無

法利用操場運動 

2.活動時間 ˇ     

3.活動參與率  ˇ    

4.宣傳效果 ˇ     

 

拾壹、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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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貳、活動滿意度調查整理數據 
一、基本資料 

 

 

 

 

 

性別

男生 女生

學院

醫學院 藥學院

護理學院 口腔衛生學院

人文社會科學院 健康科學院

生命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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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滿意度調查 

 

拾參、活動主辦人活動後心得 
  第一次舉辦全校型活動又是大型演唱會，為了希望活動的完整及完美，我們早在

還沒開學前就開始聯絡各單位和廠商，為了就是希望能將如此低的預算用到最完美

的狀態，從籌備策劃到活動當天，都一直令人緊張，深怕疏忽哪一個環節就會使得

活動不夠完美甚至是出錯，因此我們每天都提心吊膽的盯著計劃走，且時時設想著

當天有可能會出現的問題或是狀況，希望能在活動當天無論面臨到什麼都能從容的

解決。 

  因為活動規模偏大的關係，在金錢方面上所支出的款項也比較大，對於第一次辦

大型活動的我來說，在決策是否使用該金額之方案時，往往會覺得害怕和擔憂，會

擔心如此經費使否會使用不當，或是所使用的設備及藝人能否滿足所有來參加的人

的口味等等，為了做到最好，我也去參考過別校學生會的做法，甚至連絡別校學生

會的同學們，因為我們學校最常被批評的部分，就是舞台太小、場地不優希望能在

地點滿意度

非常滿意 很滿意 滿意

不滿意 很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時間滿意度

非常滿意 很滿意 滿意

不滿意 很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活動內容滿意度

非常滿意 很滿意 滿意

不滿意 很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整體滿意度

非常滿意 很滿意 滿意

不滿意 很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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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藝人部分不夠大牌等等，而這些部份我能改善的部分真的有限，我在詢問過

別校及找廠商估價完之後，我真的能深深感受到前幾屆學生會的辛苦，要將如此少

的經費運用到最大極限，一方面得面臨被學校砍價後廠商不願出原本價錢所提供的

設備如此而得運用會內費用，另一方面學校的學生們又以為只有幾個人繳那少少的

學生會費加上學校所補助的一點錢，就期待我們所辦的規模就得像小巨蛋演唱會，

因此撇除金錢所帶來的擔憂，我還是希望這次的決定能夠滿足所有學生們，以上種

種擔憂也在活動當天一併消除，當天看到台下觀眾們期待且愉悅的表情，就足以證

明我們所做的努力及付出是值得的，即使過程再累再辛苦，都伴隨著活動當天的緊

張及興奮感一併消除了，而活動結束後，我們也為了進步及下次活動的完美，我們

採納所有同學們給我們有用的回饋，吸收整理完後為下一屆學生會的人做為提醒及

建議，讓學生會能夠越來越好。 

 

 

拾肆、活動結算 

107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十五屆學生會 校慶演唱會結算明細表 

項目 名稱 單價 數量 
預算金

額 
單價 數量 

結算金

額 

餘絀金

額 
備註 

收據編

碼 

宣傳費 海報印刷 270 3 張 810 270 2 張 540 270 A1  

印刷費 

宣傳單 0.5 1000 張 500 0.5 570 張 285 215   

簽到單 0.5 100 張 50 0.5 25 張 13 88   

設備費 

音響 53,000 1 組 53,000 49,000 1 組 49,000 4000 學輔經費  

燈光舞台

布置 
70,000 1 組 70,000 66,000 1 組 66,000 4000 學輔經費  

帆布

+truss 板 
0 0 0 8000 1 組 8000 -8000 學輔經費  

表演費 藝人演出 75,000 1 組 75,000 77,000 1 組 77,000 -2000   

其他 抽獎禮物 1,000 4 份 4,000 0 4 份 0 4,000 公關公司贊助  

餐飲費 

便當 70 40 份 2,800 80 25 份 2,000 800 學輔經費  

飲料 50 40 份 2,000 0 0 0 2000   

VIP 點心 40 150 份 6,000 0 0 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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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214,160  202,838 11,343 

經費來源： 

125,000 元學輔經費 
77,838 元會費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