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視覺藝術系系出遊 

活動企劃書 
指導單位：國立屏東大學視覺藝術學系系學會 

主辦單位：國立屏東大學/活動組 

活動負責人：視藝二甲/吳俊潭/電話:0988872336、視藝二甲/陳彥

禎/電話:0972993835 

活動時間：110年12月11日（星期六）上午7時30分至110年12月12日

（星期日）下午19:00時分止 

活動地點: 屏東縣恆春鎮 

 



 

 

         視覺藝術系系出遊活動企畫書  
壹、活動綱要 

一、 活動名稱: 視覺藝術系系出遊漫遊墾丁浪漫 PLAY 

二、 活動日期: 110 年 12 月 11 日〜110 年 12 月 12 日 

三、 活動地點:墾丁 

四、 活動主旨（目的）:主要辦給大一讓班上同學更加認識，並藉由這次活

動促進班上的向心力，也能讓大一認識學長姐們。 

五、 主辦單位: 國立屏東大學/視覺藝術學系活動組 

六、 協辦（指導）單位:視覺藝術系系學會 

七、 參加對象:系上大一~大四同學 

八、 報名方式及相關規定 

九、 報名費用 

十、 宣傳計畫 

  1.海報宣傳：無 

  2.網路宣傳：無 

  3.其他 

十一、 預期效益 

希望藉由這次的系出遊活動，讓我們視藝系大家庭團結在一起，團康能

夠讓我們互相協助隊友，一起闖光或完成關卡，我們大二以上的同學，

因為之前提早放疫情假，我們都快要五個月沒見面了，希望能夠用這次

的系出遊再次讓大家凝聚在一起，也希望系出遊那兩天都能夠像預期的

順利，不要下雨之類的，大家玩歸玩不要受傷，都能平平安安的回來。 

 



貳、活動內容 

一、 活動負責人:張繼文老師。國立屏東大學視藝系學生/吳俊潭/電

話:0988872336/陳彥禎/電話:0972993835 

 

二、活動流程 12/11 負責人:總召:吳俊潭，副召:陳彥禎(活動組)和屏東大學系

學會。 

時間 行程 

7：30 ~ 8：00  林森校區集合 

8：00 出發 

8：00 ~ 8：50 品味軒約 20～30分鐘 

9：20 ~ 10：00 前往鹿境梅花鹿生態園區 

 10：00 ~ 11：30 鹿境梅花鹿生態園區 

11:30 午餐(發餐盒) 

 緩衝 

 緩衝 

13：30 ~ 15：00 墾丁導覽 

15:00 ~ 15：10 出發往南灣 

15：10 ~ 17：00 玩水＋盥洗 

17 : 10 回到青年活動中心 

17：30 ~ 19：00 墾丁大街自由活動 

19：10 青年活動中心集合 

19：15 ~ 21：15 營火晚會活動 

21：15 自由活動+就寢 



23：00 查房 

12/12 

時間 行程 

7：30 吃早餐 

8：30 集合 

9：00 退房＋上車 

9：00 ~ 9：10 前往鵝鸞鼻 

9：10 ~ 11：00 團康 

11：30 吃午餐 

12：30 離開前往雙流 

13：15 到達雙流 

13：15 ~ 15：30 團康 

15：30 離開回學校 

16：30 ~ 17：00 到屏東大學林森校區 

雨備：如果海上風浪太大，無法下水（南灣將改成龍磐公園、出火、海角七號

茂伯之家） 

 

三、工作人員及職務分配圖（含場復負責人） 

分組 職稱 姓名 工作內容 

系學會 系學會長 鄭永沁 督導組員內容工作進度 

系學會 副會長 曹雅婷 督導組員內容工作進度 

活動組 總召 

副總召 

吳俊潭 

陳彥禎 

 

1. 場地勘查 

2. 交通、食宿、導覽活動

安排 

3. 籌備晚會表演及設計團

康遊戲 

4. 協助所有同學分組 



5. 工作人員分配 

6. 保險洽談 

體育組 組長 李佳綺 訂餐盒，想團康遊戲。道

具製作 

體育組 副組長 李虹誼 訂餐盒，想團康遊戲。道

具製作 

總務組 組長 賴欣辰 1.管理活動經費 

2.與總召討論經費運用 

總務組 副組長 孫佩慈 1.管理活動經費 

2.與總召討論經費運用 

機動組 組長 郭峻凱 借用器材，搬運器材，道

具製作 

機動組 副組長 陳思穎 借用器材，搬運器材，道

具製作 

輔導組 組長 陳槿溱 

陳奕安 

謝詩敏 

廖欣怡 

協助團康活動發展合作名

牌。 

攝影組 組長 顏名慧 1. 活動紀錄及拍照 

2. 活動結束後整理照片並

上傳到視藝系 fb社團 

 

美宣組 組長 蔡莎慕 1. 製作迎新宿營相關海報

及吊牌和活動道具 

 

美宣組 副組長 葉于禎 1.製作迎新宿營相關海報

及吊牌和活動道具 

宿營小隊輔 組長 黃田承儒 

邱銘賢 

吳宜珂 

蘇怡婷 

黃詩淇 

 

1. 輔助大一新生進行遊戲 

2. 協助總召進行點名與集

合 

 

醫療組 組長 廖柏尹 1. 隨時攜帶醫療箱以備不



章庭瑄 時之需 

2. 若有緊急事件負責聯絡 

 

三-2團康小隊分配圖 

第一隊 第二隊 第三隊 第四隊 第五隊 

隊長: 

廖柏尹 

隊長: 

葉于禎 

隊長: 

黃詩淇 

隊長: 

黃田承儒 

隊長: 

蔡莎慕 

副隊長: 

章庭瑄 

副隊長: 

陳思穎 

副隊長: 

蘇沂庭 

副隊長: 

吳宜珂 

副隊長: 

郭峻凱 

組員: 

邱銘賢 

歐品萱 

林佳伶 

柯穎慈 

謝宜軒 

組員: 

陳彥禎 

林依潔 

施襲芳 

余秋慧 

李彥樺 

洪詩喬 

李展萱 

組員: 

吳俊潭 

張僑云 

張嵐茵 

楊⼦嬅 

楊筑⽻ 

組員: 

許綜祐 

買鈺宇 

吳⽂硯 

曾柏霖 

組員: 

江宗頤 

徐志澔 

林謙予 

魏友俊 

鄭博芫 

三-3床位分配 

墾丁青年活動中⼼ 

2⼈房 2單床 鐘姿雁 曹雅婷 

2⼈房 2單床 謝宜軒 柯穎慈 

2⼈房 1⼤床 歐品萱 林佳伶 

2⼈房 1⼤床 林依潔 余秋慧 

2⼈房 1⼤床 顏名慧 章庭瑄 

4⼈房 2⼤床 施襲芳 洪詩喬 李彥樺 李展萱 

4⼈房 2⼤床 張僑云 楊筑⽻ 張嵐茵 楊⼦嬅 

4⼈房 +2⼤床 謙謙 澔⼦ 魏友俊 江宗頤 張繼⽂ 鄭博芫 

4⼈房 +2⼤床 買鈺宇 曾柏霖 吳⽂硯 許綜祐 吳俊潭 郭峻凱 

警光⼭莊（四⼈房） 

葉于禎 陳思穎 蔡莎慕 謝詩敏 

吳宜珂 蘇沂庭 黃詩淇 廖柏尹 

邱銘賢 黃⽥承儒 劉宇倫 陳彥禎 

四、活動使用場地及預訂借用日期 

 



使用場地 場地管理單位 預定借用期間 申請借用狀況 

視覺藝術系系

辦.課外活動指

導組 

學生活動發展

組 

110/12/11～

110/12/12 

已登記借用 

墾丁青年活動

中心 

墾丁青年活動

中心 

  

 

五、器材清單及借用單位 

器材名稱 數量 器材管理單位 預定借用期間 
申請借用狀

況 

(1) 手持無

線麥克

風 

 

4 

學務處學生活

動發展組 110/12/11 ～

110/12/12 
 

2  音響 1 
學務處學生活

動發展組 

110/12/11～

110/12/12 

 

3  地燈 8 
學務處學生活

動發展組 

110/12/11～

110/12/12 

 

4 音源線 2 
學務處學生活

動發展組 

110/12/11～

110/12/12 

 

5   手提

擴音器 

 

1 

學務處學生活

動發展組 

110/12/11～

110/12/12 

 

6 延長線 

 
2 

學務處學生活

動發展組 

110/12/11～

110/12/12 

 

六、團康活動玩法解說＆晚會流程˙晚會闖關遊戲 

第一關:007 bang 關主: 

選出一個人開始(什麼方法都可)，然後由他開始依序點名，依序被點到的順序 

是按照 0、0、7、Bang!、當(被點到 7 的人)指出 Bang 是誰的時候，在 Bang 

兩邊的人要立馬舉起雙手。而倖存組員最多組拿下該局。 

第二關:天才衝衝衝 關主: 

依形容詞說出正確的名詞，大家圍出一個大圓，隨地而坐，選出一個人開始(什 

麼方法都可以)，遊戲開始開頭第一人說出一個形容詞(例如:黃色的’香香

的…)緊 

接第二人說出一個形容詞所對應的物品名詞再外加新形容詞，依序完成。 



ex1:紅色的>蘋果•灰灰的>天空•白白的>………. 

ex2:(困難加強版)1 打>汽水•2 支>冰棒•3 顆>彈珠•4 匹>…… 

[需要記住前個人所說的數字到哪，並想出前個所對應的名詞]倖存組員最多 

組拿下該局。 

第三關:你畫我猜 關主: (每組需要一個領導員計分) 

遊戲過程中，組別競賽，根據所抽取的題庫卡內容同時進行作畫。 各組所畫的 

內容都不相同，但各組須由其中一人說畫，另外一人繪畫，(每一輪輪流，每個 

組員都需參與)再由繪畫玩家及其他組員共同進行猜測。 最先猜出正確答案的 

一組，即可獲得 1 分。 遊戲持續進行至當有其中一組獲得 15 分時即告結

束， 

並由該組拿下該局。 

(第一人與第二人與其他組員分開，並離一段距離，第一人描述物品時有 30 秒 

的時間，不可以說到物品名稱的字否則換題，30 秒後，第一人停止說話，第二 

人跑回組員處，拍手後開始計時 30 秒畫出第一人所述物品，組員答不出時可 

pass 趕緊換下一題，下一題開始，原本第一人換成第二人，而第一人需要新的 

組員跑去輪當。) 

第四關:對錯選邊站 關主: 

請學員站一直列，面對帶領人，帶領人在遊戲開始時，會喊出某樣物品，會依 

問題對錯跳右跳左，過程中帶領人會保持一定的節奏持續喊出問題。而採用競 

賽型團康可以變成兩隊面對面的方式，容易因為看著對方造成跳錯的趣味。倖 

存組員最多組拿下該局。 

(ex:題目:不能吃的東西:棺材板>螞蟻上樹>…….) 

第五關:大風吹 關主: 

請學員圍成一個空心圓，並且各自坐在一個椅子上，當帶領人說大風吹，所有 

學員就要說吹什麼。當帶領人說吹戴眼鏡的人，學員中有戴眼鏡的人就要馬上 

移開換一個位子。換位子過程中帶領人就會偷偷進去佔走一個位子，所以就會 

有一個學員沒坐到椅子，而那個人就要當鬼換他喊口號，問大家大風吹吹什 

麼。 

進階玩法：將口號換成:我曾經擁有什麼? 

Ex:鬼：我曾經擁有什麼？ 

學員：你曾經擁有什麼？ 

鬼：我曾經擁有剪頭髮的經驗。 

這個時候有剪頭髮經驗的人就要換位子 

倖存組員最多組拿下該局。 



第六關:轉圈圈 關主: (每兩組需一個領導員計分) 

(小組間競賽)各小組選出 1 個人，兩人中間相隔 5 公尺距離，關主喊開始，

用。 

大象捏鼻子的方式原地轉 10 圈，轉完 10 圈後，兩人跑向彼此，並手指碰手 

指，關主問問題，兩人看誰搶先回答及那組得一份，先得 7 分組拿下該局。 

第七關:翻紅藍 關主: 

在廣場中排出兩面顏色不相同的牌子，屬隨即組合顏色，各組選出一個代表 

色，並各推派一人一起玩，在 60 秒內可以翻牌，而最多代表顏色的牌朝上組

可。 

得 1 分，第二輪再推派其他組員上場，而當組最多分者拿下該局。 

˙晚會流程 

工作人員集合＆場佈＆彩排遊戲 

學弟妹就座 

闖關遊戲 

表演（唱歌） 

感性時間 

拍大合照＆各自拍照 

閉幕＆收拾道具 

 

第二天鵝鑾鼻燈塔的團康行程:在大草皮上玩撕名牌，玩完之後，完採點遊戲，

要走到我們指定的地點，拍照或是…….。 

下午的雙流我們之前場勘有拍照片，可能會讓他們找到相同的景點拍照，然後

大草皮要頒獎（看要不要配合最近的魷魚遊戲，玩個 123木頭人）還有最後一

名要逞罰。 

 

七、經費來源 

向系學會進行申請 和 跟出去玩的學生收錢 。  

                                                    

八、經費預算 

 

類別 預算 

鹿境 "NT$"7,560.00  

餐盒 "NT$"3,360.00  

墾丁導覽 "NT$"5,040.00  



青年活動中心 "NT$"27,008.00  

警光山莊 "NT$"6,400.00  

廣場 "NT$"1,500.00  

鵝鑾鼻 "NT$"2,016.00  

午餐 "NT$"8,000.00  

雙流 "NT$"2,100.00  

保險 "NT$"1,344.00  

警光早餐 "NT$"2,400.00  

遊覽車 "NT$"26,000.00  

停車費   

司機餐費   

總計 "NT$"92,728.00  

         總經額為:92782.00(每人收 2300)老師費用遊戲費支付 

         有腳系上活動費用的每人補助 500元新台幣。 

 

九、有被保險同學的名單 

被保險人姓名 

 

(外國人填英文

姓名) 

被保險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外國人填護照號碼) 

 

被保險人 

出生年月

日 

張僑云 T225657595 20030413 

鄭博芫 P124632721 20010403 

吳文硯 R125024207 20021025 

曾柏霖 R124989370 20010104 

楊筑羽 J223050376 20021207 

買鈺宇 R124995065 20020112 

徐志浩 K123313322 20030513 



林佳玲 L225638628 20030818 

江宗頤 R125148560 20030705 

林謙予 D123263278 20021227 

林依潔 P224439811 20030710 

楊子嬅 F230278461 20001019 

施襲芳 O200562985  20020805 

余秋慧 T225819022 20030101 

許綜祐 P124698701 20030101 

柯穎慈 N226285570 20020904  
張嵐茵 E225810652 20030328  
歐品萱 E225271646 20030908  
李彥樺 E225523476 20021018  
謝宜軒 U222035463 20030125  
洪詩喬 A230283958 20030804  

魏友俊 
C7112530 20030202  

李展萱 
H52358483 20021112  

顏名慧 N226163088 20011125  
葉于禎 T225640938 20020502  
陳思穎 E225574795 20020101  
蔡莎慕 E225576888 20020628  
吳俊潭 K123251621 20020818  
陳彥禎 T125680243 20011002  
吳宜珂 J223023548 20020116  
蘇沂庭 R224733281 20011116  
黃詩淇 J223028150 20011213  
廖柏尹 E225599747 20020830  
邱銘賢 S125216797 20001030  
黃田承儒 V121763690 20011228  
郭俊凱 N126674619 20020423  
劉宇倫 E125941936 20010327  
鐘姿雁 T225618801 20001207  
曹雅婷 F230711729 20010814  
張繼文 T120040874 19580926  
章庭瑄 C221624970 20010912  
謝詩敏 TB30010306 19970501  



十、這是我們發給大家的報名單，順便可以拿來填飽顯耀用的資料。 

十一、大巴的資料，確認是不是五年內的車。 

還有司機。 

 



 

 



安全規劃 
    凡事車上要帶口罩，上下車都要量體溫是否正常。 

    墾丁的醫療中心：8861873 

    我們也有分配一個醫療組分別是（廖柏尹）、（章庭瑄）系上有醫療箱，她

們也會去補醫療用品，若有出了什麼狀況，她們會負責聯絡，醫院，消防局局

等等...... 

    第一站鹿境梅花鹿生態園區有發生事情的話，能叫救護車應該會送往最近

的衛生福利部恆春旅遊醫院路程約 5分鐘。 

    之後下午的南灣我們會防範會比較嚴格，會去有救生人員的地方，老師會

注意學生的安全，而我們大二的工作隊輔也會注意大家安全，要是當天浪太大

我們也不會讓他們下水，行程也會改成龍磐公園，出火，或是海角七號茂伯之

家。要是玩水發生事故，送去最近的醫院是南門醫院路程約 8分鐘。 

    晚上住宿我們 23:00也會去查訪確認大家的身體狀況之類的，萬一有不適

我們會通知救護車，也會告知飯店。 

    第二天早上到鵝鑾鼻，萬一在草皮玩團康有擦傷會請醫療組來服務，嚴重

的話，會到南門醫院就醫路程約 20分鐘。 

    雙流的部分中間會有一小段山路，萬一有很會暈的同學，我們會麻煩他們

吃暈車藥，最近的醫院是南迴醫院，路程約 23分鐘。 

 

   東西有在墾丁遺失或是被搶劫，各種刑事狀況，可以打給屏東縣政府警察局

恆春分局（墾丁派出所） 

地區 屏東縣 恆春鎮 

類別 警察局 

 

電話 08-8861-039 

 

地址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 113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