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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活動名稱：第九屆高雄聯合大學學生組織研習會。 
 

貳、活動宗旨：自我形象為 21 世紀最具競爭力指標，利用此活動提升自我形象

理念，並藉學生自治組織的影響力，進一步影響到各校的學

生，希望能促使更多學生兼顧內外形象。 
 

參、活動目的：利用自發性研習會的方式增進對自我形象的認識，並藉由齊聚

一堂的機會進行經驗分享、交流討論，並將此次研習會所學之精神和實務面帶回各

自學校，強化學生對形象的重要性之理解，用實際的作為影響各校內大學生。 

 

肆、活動地點：IR201。 
 

伍、活動時間：民國 107 年 12 月 09 日 (日) 09:00~18:00 
 

陸、活動對象：大專院校學生自治組織夥伴。 

 

柒、活動方式：藉由破冰活動，讓各校間更加認識，促進同屬性不同學校間夥

伴的情感強化。並由講師帶領學生組織思考自我形象上的問

題，讓其了解學生會賦予的責任及其所能做為，反思其身為學

生組織賦予的責任。而後的議題討論及分享，與進一步的各校

交流，藉此增進不同校之間的想法交流以及經驗分享。 

 

捌、活動流程： 
 

 時間 活動內容 
12
月

09
日

(日) 

09:00-09:20 各校報到 
09:20-09:30 開場：介紹各校 
09:30-10:30 破冰，相見歡 
10:30-12:30 講座 
12:30-13:30 用餐、休息 
13:30-15:30 講座 
15:30-16:50 學生自治組織議題討論及分享 
16:50-17:50 各校交流 
17:50-18:00 結業式、頒發研習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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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活動預計效益： 
1. 自我形象提升的概念落實至各學生自治組織。 

2. 增進學生自治組織之間互助互信的情感連結。 

3. 培養大學生具備 21 世紀最具競爭力指標。 

 

拾、活動實際效益： 

1. 透過老師的課程引導以及實作，落實自我形象的提升。 

2. 與其他高雄地區學校學生會交流後有了更近一步認識。 

3. 帶動大家思考自我形象在現代與未來即意味著競爭力指標。 

4. 課程效益： 

老師 課程內容 實際效益 

張正熙 1. 自我定位 

2. 成功學 

3. 畫出夢想藍圖 

4. 內在潛能激發 

張正熙老師的主要課程內容：成功學「成功的

人都在想什麼？」帶領學員拓展視野，放大自

己格局，將自己的潛能發揮到極致，並且相信

自己有無限可能去追求最初的理想，因為「自

信」即是完美內在形象的泉源。 

蔡素滿 1. 色彩學 

2. 二八穿搭法則 

3. 案例分享 

4. 學員實際操作 

蔡素滿老師帶來的色彩學、穿搭學、眾多穿搭

實例比對以及課堂實作，使本次的外在形象學

不再只是照本宣科，活動過程更加活躍，也讓

學員找到打造最適宜形象的不二法門。 

   

5. 各校議題交流之討論結果： 

議題一：「活動辦理與參與率」 

如何吸引同學參與活動？活動的宣傳

方式？活動發想？ 

1. 請一些較能引起共鳴的人。 

2. 善用網路社交軟體。 

3. 拉贊助吸引學生參與。 

議題二：「權益爭取流程與管道」 

針對學校有關影響學生權益的問題，

如何解決？如何與學校溝通？ 

1. 定期追蹤學校辦理進度。 

2. 開放學生意見流通。 

3. 提出有建設性的訴求。 

議題三：「學生會如何傳承？」 

如何培養儲備幹部？如何提升向心

力？ 

1. 擴大宣傳吸引新生參與茶會。 

2. 領導者試著將人力放在對的位置

上，使其產生最大價值。 

議題四：「經費來源？」 

如何提高會費收取率呢？ 

1. 學生會費納入學雜費繳交。 

2. 用好的活動證明學生會之價值以

及交會費之實質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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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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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活動時間 ˇ     

3.活動參與率 ˇ     

4.宣傳效果 ˇ     

 

拾貳、各校參與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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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貳、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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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參、活動滿意度調查整理數據 
一、 基本資料 

性別比 

   

學校 

二、滿意度調查 

1.本次活動的講師授課內容滿意度為
何？ 

2.本次活動的餐點滿意度為何？ 

 

3.本次活動的議題討論滿意度為何？ 4.本次活動的時間安排滿意度為何？ 

 

5.本次活動的內容安排滿意度為何？ 

 

6.本次活動的場地安排滿意度為何？ 

3.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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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次活動的⼯作⼈員態度滿意度為
何？ 

8.整體⽽⾔您對本次活動的滿意度為
何？ 

拾肆、活動主辦人活動後心得 
這是我第一次主辦這類大型的活動，從一開始的主題策劃、活動內容、人力分

配以及聯絡講師等，深深體會到當一位活動主辦人真的很不簡單，但很感恩的是，

夥伴們以及兩位講師都齊心想要把這個活動辦到完美。 

主辦此活動讓我學到很多東西，無論是日程安排、人力分配、甚至結束後的檢

討等，都是我在課堂上所學不到的。很感謝學生會的夥伴們齊心協力與我一起完成

這次的活動，沒有各位工作人員的幫忙，不會有這麼亮眼的活動成果。 

其中令我印象深刻的是活動中午的小插曲，便當數量的計算錯誤讓我有點驚慌

失措，但很感恩部分工作人員主動讓出自己的便當，先讓學員們吃飽，更感恩部長

品雅跟次長俊毅兩位趕快補訂工作人員的便當，以不要拖到活動時間為主，多虧有

工作人員的體諒得以化險為夷。 

最後，看到學員們的參與過程與回饋單也讓我更加確信這次的 KUSO 營著實地

帶給高雄地區學生會的成員很好的參加經驗，不論是講師講課的時間還是分部討

論，都讓我感受到他們的熱情參與。 

整個活動下來我最認真看待的是最後的檢討會議，雖然夥伴們在一天的操勞後

疲憊不堪，卻還是在檢討會議中提出了許多有建設性的改進方案，讓我覺得獲益良

多，也為下一屆的夥伴打造完美活動的基石。果然努力後的果實是甜美的，於此同

時，我相信之後的 KUSO 營會越來越棒！ 

 

拾伍、活動預結算明細表 

 

107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十五屆學生會 第九屆高雄聯合大學學生組織研習會 活動預結算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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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師鐘點

費 
講師鐘點費 1600 4 小時 6400 1600 4 小時 6400 0   

健保費 健保補助費 122 1 筆 122 122 1 筆 122 0   

交通費 講師交通費 1330 2 趟 2660 1330 2 趟 2660 0 

高鐵 

(高雄-桃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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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費 

海報印刷 270 2 張 540 270 3 張 810 0   

邀請卡 16  36 張 576 16 36 張 576 0   

郵寄費 8 18 份 144 8 18 份 144 0   

印刷費 
地貼、簽到單、

回饋單、細流等

文件資料 

0.5 400 張 200 0.5 400 張 200 0   

餐費 

工作人員便當 70 20 份 1400 70 20 份 1400 0   

茶桶 250 2 桶 500 250 2 桶 500 0   

雜支 文具 188 1 筆 188 188 1 筆 188 0   

總計 13000  13000 0 
經費來源： 

學輔經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