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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X音樂系 

【108 級兩系聯合迎新宿營】 

 

企劃書 

           宿營名稱:舞動機音 

           宿營主題:偵探類別 

時間 2016/9/23(星期五)-2016/9/25(星期日) 

       地點:台糖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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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活動名稱： 

109 級聯合迎新宿營:舞動機音- 

 

二、活動宗旨： 

為了歡迎新進學弟妹來到大學生活，所以舉辦聯合迎新，一方面是希望學弟

妹能更快融入並且適應大學中獨立自主的生活，另一方面是讓學弟妹在進入

一個陌生的新環境時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認識到新的朋友及學長姐，以培養日

後學習的衝勁以及熱情，更重要的是，希望藉由此次的聯合迎新建立新生們

對彼此之間的信任以及團結，當中以三天兩夜的活動為主軸，讓學弟妹在活

動中彼此互助，學習包容與接納不一樣的人事物，為了是增進系上的向心力，

作為一個傳承傳統的角色。 

 

 

三、主辦單位 

嘉大機械系、音樂系 108 級 

 

四、協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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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大機械系、音樂系 107 級 

 

五、場地資訊 

1.場地: 台糖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2.地址: 台南市柳營區旭山里 60 號 

3.聯絡電話: Tel:06-623-3888    

4.傳真:Fax:06-623-3666 

5.場地配置圖 

 

 

六、場地承包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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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稱:總輪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2.聯絡資料  

總公司：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 135-1 號 7 樓  

客服: 02-7703-3870 傳真: 02-2256-0032 

嘉義分公司：嘉義市東區吳鳳北路 112 號 2 樓  

客服: 05-320-9777 傳真: 05-227-5235 

 

 

七、遊覽車公司資訊 

1.公司名稱:皇族通運股份有限公司（請參照附件一） 

2.聯絡電話:06-2795034 

3.遊覽車出廠年限: 2011.03 

 

 

八、參加對象 

嘉大機械系、音樂系 109 級。 

 

九、指導教授 

丁慶華主任教授、張俊賢主任教授。 

林肇民教授、陳虹苓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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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榮洪教授、丁心茹教授 

十、職務分配、聯絡方式 

 

 

 

幹部 機械系 連絡電話(機械系) 音樂系 連絡電話(音樂系) 

總召 林詩翰 0931353959 高思秦 0919733685 

副召 李權洲 0988527539 黃薏倫 0975190969 

活動長 陳思翰 0989167608 洪子惠 0937030143 

隊輔長 馮柏展 0972857639 饒妤瀅 0979776678 

機動長 黃紹魁 0956705696 周茹謙 0988616415 

生輔長 陳岳陽 0983431152 蕭如芳 0987292876 

美宣長 黃景筠 0923521967 陳易葶 0920390766 

總務長 黃奕瑋 0979030532 林巧珮 0952312393 

器材長 林維祥 0918592815 陳萱宇 0965235268 

攝影長 王智彥 0918602093 周炫均 0937904300 

公關 吳尚諭 0963465391 陳又綾 0988169099 

值星 蔡旻格 0983577611 張語喬 0928830704 

晚會長 蔡茲涵 0975272964 陳宇範 0921496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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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活動流程 

第一天 

時間 地點 活動內容 負責人 備註 

7:30 

 

學校 

蘭潭集合地點:

瑞穗館 

民雄集合地點:

行政大樓前 

集合 高思秦(總召)  

李權洲(副召)  

8:00 

 

各校區 出發+唱營歌 機械 1 號車:馮柏展(學弟妹) 

機械 2 號車:李權洲(工人車) 

音樂 3 號車:高思秦(學弟妹) 

音樂 4 號車:陳萱宇(工人車) 

 

9:10-10:10  西碼頭大草皮 開幕式(30 分)+抽小吊牌

配件(5)0 
總副召 

 

10:10~11:30  西碼頭 小隊時間破冰遊戲 

 

各隊隊輔 
 

11:30~12:40 

 

西碼頭 吃便當+休息 

 

生輔組 
 

12:40~16:30 西碼頭 獵人 活動長 
 

16:30-17:00 西碼頭 集合帶回內廣場+搭帳

棚 
總副召 

 

17:00~19:30 烤野棚 野炊 生輔長 
 

19:30~20:00 內廣場 小隊時間(休息時間) 各隊隊輔 
 

20:00~23:30 西碼頭 夜教(包含影片宣傳和宣

導) 

活動組夜教長 
 

24:30 西碼頭 完成就寢 各幹部 
 

 

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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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地點 活動內容 負責人 備註 

7:00 內廣場 起床(早操歌營歌) 各幹部  

7:40~8:30 內廣場 吃早餐 生輔組、活動長  

8:15~8:30 內廣場 休息 總副召  

8:30 ~12:00 內廣場 RPG 活動長  

12:00~13:20 內廣場 吃便當+休息 生輔長  

13:20~17:00 內廣場 不 NG 活動長  

17:00~18:00 內廣場 吃便當+討論隊劇 小隊輔、生輔組  

18:30~23:00 內廣場 晚會 活動組晚會長  

24:00 內廣場 完成就寢 各幹部  

 

第三天 

時間 地點 活動內容 負責人 備註 

7:30 內廣場 起床 各幹部  

7:30~8:05 內廣場 盥洗 小隊輔  

8:15~9:00 內廣場 早餐 生輔組  

9:00~12:00 東碼頭 大地遊戲 活動長  

12:00~14:30 內廣場 野炊 or 烤肉) 

 

生輔組  

14:30~17:10 內廣場 水大地 活動長  

17:10-17:40 東碼頭 換衣服 隊輔組  

17:40~18:55 風雨棚 閉幕式 

 

各幹部  

18:55-19:10 內廣場 

 

收拾 

 

總副朝  

19:10 車上 回家 車長  

十二、參加對象人數：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與音樂系學士班一年級生約 70 人、二年級生 89 人，共

計約 16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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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預估經費 

 
名目 單價 預計數量 金額 

生輔 第一天午餐(便當) 75 元/人 
160 份 12000 元 

 
第一天晚餐(烤肉) 150 元/人 

160 份 24000 元 

 
第一天宵夜 35 元/人 

160 份 5600 元 

 
第二天早餐(中式) 70 元/人 

160 份 11200 元 

 
第二天午餐(便當) 75 元/人 

160 份 12000 元 

 
第二天晚餐(便當) 75 元/人 

160 份 12000 元 

 第二天宵夜 
25 元/人 

160 份 4000 元 

 第三天早餐(西式) 
45 元/人 

160 份 7200 元 

 第三天午餐(野炊) 
150 元/人 

160 份 24000 元 

 車子 
6000 元/趟 

4 輛 54000 元 

 營位 
300 元/人 

160 位 48000 元 

 帳篷睡袋 
300 元/人 

160 個 48000 元 

 門票清潔 
300 元/人 

160 人 48000 元 

 保險雜資 
90 元/人 

160 人 14400 元 

值星 值星背帶 50/個  50 元 

美宣 
營服 

220 元/件 
160 件 35200 元 

 
小書 30 元/本 160 份 4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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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具   1000 元 

活動 
大地   600 元 

 
水大地   2000 元 

 
RPG   4500 元 

 
不 NG   1500 元 

 
獵人   600 元 

 
夜教   4500 元 

 
晚會   機械: 元 

螢光棒:1080 元 

氣球:510 元 

音樂:2000 元 

 
晚會場地   5000 元 

 
晚會音響器材   20000 元 

場勘+

場佈 

   1640+4660+(15000) 

元 

 
總計   427040 元 

平均每

人 

   2670 元 

十四、關於保險 

全體員工含新生小隊員投保: 

1.三天旅遊契約責任意外險 200萬含 20萬醫療及公司行政雜支費 

2.蘇黎世保險公司旅行平安險 

3.保險費用每人: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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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急救 SOP 

輕傷:跌倒、擦傷、中暑 

通知隊輔﹦﹥通知機動 or生輔﹦﹥評估傷勢 ﹦﹥通知總副

召﹦﹥ 

情況一、停止遊戲並機動派人帶回總部休息。 

情況二、沒有大礙，做傷口包紮，並詢問意見且同意之下繼

續進行遊戲。 

重傷:休克、骨折、心臟病 

隊輔打電話叫救護車﹦﹥通知機動派人送擔架﹦﹥通知總副

召﹦﹥通知家長﹦﹥總副召 4人其中之 1跟救護車去醫院。 

 

 

 

 

 

 

 

 

十六、贊助廠商 

一、木酢達人－防蚊液 

公司理念： 

木酢達人陳偉誠經過九年的歷練，堅守初衷和永續經營的理念，部

和市場做惡性競爭，提出更棒更天然的解決方案，期盼改變並領導

台灣天然居家護理與清潔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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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誠 安全 不傷害人參與環境 

莫忘初衷 製作最好的清潔用品 

木酢達人 做您最好的居家清潔幫手 

宿營用途： 

派送 10組防蚊液給隊輔隨身攜帶，讓小隊員免於蚊蟲叮咬。 

另外派送 10組防蚊液給機動組使用，並於每 1-2小時巡場一次讓工

作人員免於蚊蟲叮咬。 

總共數量２０組 

回饋： 

在宿營小書中加入「贊助廠商－木酢達人」，並於宿營後製作感謝狀，

特別感謝廠商之用心！ 

 

二、民雄學生會 

民雄學生會體恤學生經費不足之狀況近年增加以學生會費之比例提

供學生額外之經費。本校區音樂系學生申請金額 6000元整。 

回饋： 

在宿營小書中加入「贊助廠商－民雄學生會」，並於宿營後製作感謝

狀，特別感謝廠商之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