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社團活動成果報告表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Student Club Activity Implementation Report 

社團輔導老師簽名 
(Signature of Club Guidance Teacher) 

社團負責人簽名 
(Signature of Club President) 

活動總召簽名 
(Signature of Activity Coordinator)  

   

社團名稱 
(Club Name) 

跆拳道社 填寫日期 
(Filling Date) 

107.11.22 

活動負責人 
(Activity Host) 

林楚茵 
系  級 

(Department/ 

Grade) 
醫學二 

學號 
(Student ID 

No.) 
106001088 

聯絡電話 
(Telephone) 

0956905811 E-mail:redlittlegril@gmail.com 

活動名稱 
(Activity Name) 

2018 第八屆全國大學跆拳道武鬥祭 

活動時間 
(Activity Date) 

107 年  

11 月 17 日 
Year  Month  Day 

舉辦地點 
(Location) 

弘光科技大學 
參加人數 
(Number of 

Participant) 

8 

實際經費總收入：＄     萬     仟    佰    拾    元整（大寫） 

Actual Total Funding: NT$     7000          

課外活動組學輔

及獎補經費
(Financial Aid from 

Division of Student 

Activities) 

7000 自籌(含社

費、報名費) 
(Self-raised Fund 

including Club 

and Registration 

Fee) 

2824 

其他單位補助款
(Funding from Other 

Unit) 

0 社團募款基金
(Club 

Fundraising) 

0 

實際經費總支出：＄  萬    仟    佰    拾     元整（大寫）詳述於「活動經費收支明細表」 
Actual Total Expenditure: NT$ 9824  (Details shall be provided in the “Statement of Activity Funding and Expenditure” ) 

活動報告（請詳列以下各項若無則免，如篇幅不夠，請另 A4 紙繕寫） 

Activity Report (Please provide detailed description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headings if applicable. You may 

write on another A4 papers when lack of space.) 

●活動內容（課程內容、刊物編輯大綱）Activity Content (Course content and editorial outline 

of publication)       

●活動檢討與建議（優、缺點）Review and Suggestion (Merits and Defects) 

●活動心得或成果 Reflection on Activity or Achievements 

●活動照片剪影二份 Two Activity Photos 



活動內容： 

  為了增強社員對打能力，跆拳道社參加第八屆武鬥祭，藉由參與比賽，不僅考驗社員的對

練技巧，並增加實戰的經驗，可作為自我能力的提升；對於黑帶的選手，能為明年的全國大學

運動會提早做準備，對於色帶組的選手，能增進自信心，更加喜愛這項運動，進而使全體社員

體育能力、品德方面，更進一步的提升。 

 

活動檢討與建議： 

  在這次弘光盃中，本社選手多為初次參與比賽，初次參與比賽人數有四人，有比賽經驗的

社員也多多帶領其他社員，使比賽進行更加順利，獲得更多獎項，使社員們關係更加緊密，進

而使社團成長茁壯。 

 

  雖許多人為初次參賽，每位選手都積極準備，以正面的態度面臨人生中第一場比賽，做好

體重管理，使在比賽時能發揮自己的水準。 
 

活動心得與成果： 

  在這次比賽前，為了彌補自己的不足，社員提出加練的要求，於每個星期天下午為期一個

月的訓練，雖然準備時間還是稍嫌不足，但因武鬥祭的賽制，能有效在短時間得分為要點，賽

制縮短，很適合做為新手第一次參賽的比賽。雖幾乎都為第一次打對打比賽，每一位選手都毫

不畏懼、積極迎戰，其運動家風度令人敬佩。 

 

備註 / Note： 

1. 本表應於活動結束後 15 個工作天內，連同『社團活動動照片黏貼表』二張、『經費收支結

算表』送交課外活動組辦理核銷。如超出核銷期限者則視同自動放棄本補助案。 

This report along with two “Student Club Activity Photos” and a “Statement of Activity Funding 

and Expenditure” must be submitted to Division of Student Activities within 15 working days after 

the activity to audit and write off the funding. Overdue submission shall be deemed as waiver of 

funding. 

 

保存期限：三年 / Valid for 3 years. CS502-A603-010610 (1/2)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社團活動經費收支結算表 
社團名稱：跆拳道社 

參加人數：8 

活動名稱：2018 第八屆全國大學跆拳道武鬥祭 

辦理時間地點：107.11.17弘光科技大學 

 

摘    要        數量 單位 單價 預算金額 實支金額 餘絀金額 備  註     

交通費(客運) 6 人 300 1800 1800 0  

交通費(客運) 6 人 300 1800 1800 0  

報名費(對打) 6 人 500 3000 3000 0  

報名費(品勢) 1 人 400 400 400 0  

保險(中國信託) 8 人 38 304 304 0  

住宿費 1 晚 2520 2520 2520 0  

        

        

        

        

        

        

        

合      計     9824   

        

    本表格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連同支出發票或收據，送回課指組彙整，以作為申請補助之依據。 

      製表人： 

      保存期限：3年                                                     QP-07-35-06-10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社團活動剪影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Student Club Activity Photos 
社團名稱(Club Name)：跆拳道社 

活動名稱(Activity Name)： 

參加 2018第八屆全國大專院校 跆拳道武鬥季                   

活動日期(Date)： 107年(Year) 11月(Month) 16日(Day)至(to)     

107年(Year) 11月(Month) 17日(Day) 

活動地點(Location)：弘光科技大學毓麟館 

 

 

 

 

保存期限：三年 / Valid for 3 years. CS502-A603-010610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