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屏東大學嘻哈街舞社 

Hip-Hop Streetdance Club 

 
期初社大暨 party 

活動企劃書 
主辦單位：國立屏東大學嘻哈街舞社 

指導單位：國立屏東大學課指組 

活動日期：中華民國 一百一十一年 九月十三日 
1、 活動目的 

   活動目的：為了讓大一新鮮人了解街舞社，舉辦了期初社大讓新生們體驗街

舞社的熱情與文化，也初步了解社團運作，認識幹部，以及讓新生對各舞風有

初步認識。即便是沒有要入社的新生，也希望能透過此活動讓大家了解街舞的

文化及樂趣。 

2、 預計目標(預期效益) 

        透過教學長 solo 讓新生初步了解各舞風，還有簡單介紹社師及各行政幹

部，讓新生能對社團有一定的了解。 



 

    根據以往的經驗，期初社大活動人數平均都超過 100 人次以上。其中，也超

過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新鮮人，能因此成為街舞社社員，所以期初社大對於我們

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招生活動；即便是未能預期成為社員的人，也能認識

街舞社，對於未來街舞社所舉辦的活動，也能產生一定程度的好感，進而前來

欣賞、參與活動。 

 
 

3、 指導單位 

國立屏東大學課外活動指導組 

4、 主辦單位 

    國立屏東大學嘻哈街舞社 

5、 協辦單位 

    國立屏東大學課外活動指導組 

國立屏東大學學生會 

6、 活動對象 

    屏東大學之全體師生 

7、 活動時間 

    民國 111 學年度上學期 9 月 13 日星期二晚間七點到九點 

8、 活動地點 

    國立屏東大學民生校區 203 教室 

 



 

9、 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 舞台 場外 

17:40-18:30 場地佈置 張貼宣傳海報及舞台背板 

各器材擺放位置，並且測試 

PA、電腦控制測試所有音樂與

影片。 

18:30-19:00 開放入場 
活動人員各就定位 

撥放暖場音樂、影片 

主持人準備就緒。 

電腦控制、PA 播放影片。 

19:00-19:10 
主持人開場及

社團介紹 

主持人宣導注意事項、帶

氣氛，並介紹社團 

攝影、照相開始。 

關大燈，開地燈、架燈。 

FREESTYLE 表演人員後台準備。 

19:10-19:30 
排舞表演 

+串場 
排舞表演 表演人員後台準備 

19:30-20:00 幹部時間 
主持人介紹幹部+致詞 

(教學長+solo) 
（教學長 solo） 

20:00-20:15 中場休息 中場+party time  

20:15-20:30 
排舞表演 

+串場 
串場表演+舞風簡介 表演人員後台準備 

20:30-20:40 師資介紹 播放師資影片及介紹老師 
電腦控制播放影片、音樂 

、表演人員至後台準備 

20:40-20:45 學長姐分享 請畢業學長姐上台分享  

20:45-21:00 團體活動 分組教各個舞風排舞 表演人員後台準備 

21:00-21:15 大合照 
主持人請大家留影紀念+自

由拍照 
（google 表單） 

21:10-21:30 場地復原  收器材，整理場地 

 
10、 活動器材 

 
器材 數量 備註 

地燈 5  

腳架 1  

投影布幕 1  

延長線 1  

攝影機 1  

 
 
 
 



 

11、 活動計畫人 

職位 系級 姓名 電話 電子信箱 

活動長 應英三甲 危紹亨 0979516561 aethur40163@gmail.com 

 
 
 
 
 
 
 
 

12、 活動人力 

I. 活動前 

職務 負責事項 人數 

器材組 
負責器材借用與歸還及器材架

設與保管。 
涵瑀、子祐、炤宏 

食物組 負責活動食物、飲品等採買。 佳樺、亭葳 

場佈組 
負責活動前後場地清潔及桌椅

擺放、場地布置。 

佈置: 沛儀、文玉 

場地清潔：欣渮、怡瑄 

搬東西：敬成、紹亨 

機動組 負責臨時事務。 

絜伊（接待）、涵瑀（燈控）、 

軒堯（門）、怡瑄（音控） 

 

 
 
 
 
 
 
 
 
 
 
 
 
 

II. 活動中(包含活動入場) 

職務 負責事項 人數 



 

主持人 負責活動流程、串場 軒堯、佳樺/2 人 

接待組 負責活動開場簽到、指引         絜伊、沛儀、敬成、紹亨/4 位 

器材組 負責活動時設備使用 

攝影：文玉/1 位 (暫定) 

音控(PPT)：怡瑄/1 位(暫定) 

燈控：涵瑀/1 位 (暫定) 

機動組 負責活動臨時事務支援 
場地服務人員： 

炤宏、子祐、欣渮/3 位 

表演組 負責活動各項表演 所有出席活動社員 

 
III. 活動後 

職務 負責事項 人數 

掃地組 清掃髒亂 所有出席活動社員 

拖地組 拖整個場地 所有出席活動社員 

場復組 將佈置物品拆除 沛儀、文玉、軒堯 

食物組 將剩餘食物作處理 紹亨、怡瑄 

器材組 器材清點及歸還 涵瑀、子祐、炤宏 

機動組 負責支援其他組 絜伊、佳樺、亭葳、敬成、欣渮 

 
13、 活動經費預算(上述如有不足，依實際情況補充之) 

類別 項目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印刷費 宣傳單 5 100 張 500 社博宣傳用。 

活動費 

雷射膠帶 40 2 捲 80 
觀眾區與舞台區之間分隔

線。 

水杯 10 2 條 20 供當天觀眾使用。 

餐飲費 

餅乾 200 8 包 1,600 活動當天茶點。 

飲料 200 2 桶 400 活動當天茶點。 

雜支 0 



 

總支出 2,600 

 
14、 網路宣傳 

 

 
Facebook、Instagram 是現在相當活躍的社群網站，我們街舞社在 Facebook、 

Instagram 上也創辦了屬於自己的粉絲團專頁，會在粉專上發倒數文，並搭配社 

團幹部的照片，讓新生們認識幹部們也能得知活動時間。 

 
 
 
 
 



 

15、 活動宣傳 

        開學後，我們會藉由學生會舉辦的社團博覽會來宣傳此活動，使社團足以

宣傳。街舞社會積極參與這兩天的活動，並且藉由表演吸引大一新鮮人的

注目。在表演後，也會以口頭與發傳單宣傳期初社大的活動內容。 

疫情備案:若因疫情的影響而停辦活動，會在當天會在 IG 粉絲專業以及社群平台上以

影片的方式呈現 

 1.社團活動介紹 

  →社團簡介:社辦的位置以及社費計算方式 

  →社團社師介紹:有五個舞風的學長姐擔任 

  →教學長，行政幹部介紹 

 2.幹部 SOLO 影片 

  →各個幹部將會拍攝影片在 9/13 號當天晚上 6 點發佈在 IG 粉專上 

 3.Q&A 

  →如何選團加團? 

   ANS:在 9/22 社員大會開放社員選團與繳交社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