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意活動文案-校園Google】 

國際企業學系 張璽佩、楊雅筑、許家慈 

 

 

 

 

凍所以動 
 
 
 
 
 

活動時間：2015/01/08 

活動地點：靜宜大學校園內 

主辦單位：張璽佩、楊雅筑、許家慈 
  



一、 活動名稱：凍所以動 

二、 活動緣由：由於人文素養校園 google 的活動，我們設計這個活動希望大一 

          學弟妹可以愉快、有趣地完成校園 google。 

三、 活動目的：設計一系列的闖關遊戲，希望藉著闖關遊戲讓學弟妹認識校園 

          每個角落，也增進同學間的默契和彼此間的活動。 

四、 活動目標：學弟妹每個都認真完成遊戲，熟悉校園。 

五、 活動對象：國企一 A 

六、 活動時間：2014/01/08 

七、 活動地點：靜宜大學校園內 

八、 指導單位：靜宜大學住宿服務組 

九、 主辦單位：國企 1A 領頭羊 

十、 贊助單位：國企 3B /日 2B /財金 3A /化科 2B /資工 2A  

十一、 工作職掌和工作分配： 

組別 姓名 工作事項 

器材組  借大聲公、無線電對講機，關主，時間控制 

器材組  借教室、相機，關主，場控 

器材組  採買物品，關主，場控 

攝影組  活動攝影 

攝影組  活動攝影 

攝影組  活動攝影 

機動組  關主，鎖門 

機動組  關主，鎖門 

機動組  關主 

機動組  關主 

機動組  關主 

機動組  關主 
 

  



十二、 活動內容： 
1. 場地 :任垣樓 405 教室 

內容 : 放置私人物品，放置完到小羅馬集合 
2. 場地 : 小羅馬 

內容 : 開場(遊戲規則說明)、分組、大合照 
       開始遊戲 NO.1”神射腳就是我”(每個隊員輪流將自己的鞋子踢進特  
                                    定的區塊，踢進 5 隻鞋子即成功) 

3. 場地 : 伯鐸樓 123 教室 
內容 : 遊戲 NO.2”我們有默契”(每個人一根吸管，輪流接力橡皮筋，接力 
                             20 條即成功) 

4. 場地 : 文興樓 1F 會議廳 
內容 : 遊戲 NO.3”比手畫腳”(小組排成一列，接力比出答案，由最後一位 
                           猜，猜對 3 個即成功 ) 

5. 場地 : 思源樓、靜安樓 
內容 : 遊戲 NO.4” 腳腦並用”(記住一組關主唸出來的物品，之後限時 5 分 
      鐘由思源或靜安門口進入再由二研或靜安後門走出，後門也有一個關  

         主，後門關主會問大門關主所念的那串物品相關問題，失敗再重走一 
         次，對即成功，並抽下一個場所) 
6. 場地 : 主顧樓、方濟樓 

內容 : 遊戲 NO.5”找點無設限”(找到關主所說的處室然後整組和處室的門 
                                牌一起合照，並上傳班級社團即成功) 

7. 場地 : 任垣樓 405 教室 
內容 : 完成全部關卡後，到這裡簽到、繳回人文素養本和拿回自己的物品 

 
十三、 活動流程： 

日期 時間 子活動名稱 地點 負責人 

1/8 3:10~3:15 放物品 任垣 405  

 3:15~3:45 神射腳就是我 任垣小羅馬  

 3:45~4:00 我們有默契 伯鐸 123  

 4:00~4:20 比手畫腳 文興樓  

 4:20~4:40 腳腦並用 靜安樓、 

思源樓 

 

 4:40~5:00 找點無設限 主顧樓、 

方濟樓 

 

 5:00~ 恭喜過關 任垣 405  



十四、 經費來源與預算： 

項目 數量 單價 合計 計算方式 備註 

海報紙 

(全開) 

6 24 144 6*24=144  

橡皮筋 1 包 68 68 1*68=68  

吸管 2 包 11 22 2*11=22  

透明寬膠 2 捲 28 28 2*28=56  

有色膠帶 1 捲 32 32 1*32=32  

細繩 1 捆 144 144 1*144=144  

飲料 3 箱 156 468 3*156=468  

      

      

總金額                                      934       元 
 

十五、 器材清單： 

器材名稱 數量 單位 用途 器材來源 

大聲公 1 個 開場用 向學生會借 

無線電對講機 9 組 各關關主聯絡 向學生會借 

相機 3 台 活動攝影 向住宿組借 

美工刀 3 把 場佈時割膠帶 向同學借 

簽到表 1 份 簽到 影印 

工作人員名牌 12 個 辨別身分 自製 

分組表 1 份 分組 影印 

垃圾袋 2 個 將垃圾集中 蒐集 

自拍桿 6 隻 關卡用 向同學借 
 

  



十六、 活動文宣：臉書宣傳、班級宣傳 
 

十七、 活動場佈圖： 
任垣 405 (放置私人物品){大家都放好後，鎖門}  
小羅馬  (神射腳就是我){貼鞋子踢進的區塊，還有起始點} 
伯鐸 123  (我們有默契){將教室桌椅排一排，有走道讓學弟妹完成任務} 
文興 1F 會議廳   (比手畫腳){利用會議廳的台階，使學弟妹排出順序，接 
                           力比手畫腳}  
思源樓           靜安樓     
主顧樓           方濟樓    
任垣 405 (簽到、繳回人文素養本)     

 
十八、 預期效益：學弟妹彼此間距離縮短，認真完成任務，樂在其中。 
 
十九、 雨天備案：只有小羅馬是室外，會移至國際會議廳外的空地。跑關時，  
                  會請學弟妹自備雨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