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學年度創意活動文案-態度決勝負】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戴佳玲 

 

 

跑跑知識王 

 

活動時間： 106年4月8日(六) 

活動地點： 任垣樓+小羅馬+國際會議廳+任垣平台 

主辦單位：財務與計算數學系榮譽學長姐 



一、 活動名稱：態度決勝負之跑跑知識王 

二、 活動緣由：幫助大一完成人文素養的活動。 

三、 活動目的：透過活動增進大一生之間的感情。 

四、 活動目標：在過程中，讓大一們彼此學會團結合作，並齊心完成任務。 

五、 活動對象：財數計算一 

六、 活動時間：106年 4月 8日(六) 

七、 活動地點：任垣樓+國際會議廳+任垣平台 

八、 指導單位：財務與計算數學系 

九、 主辦單位：財務與計算數學系榮譽學長姐 

十、 贊助單位：靜宜大學住宿服務組 

十一、 工作職掌和工作分配： 

組別 姓名 工作事項 

計算 戴佳玲 場控/簽到(退) 

計算 伍婕琳 場控/簽到(退) 

計算 林宜萱 場控/簽到(退) 

計算 吳昕頻 領頭 

計算 陳奎言 領頭 

計算 陳大偉 關主 

計算 黃靖雅 關主 

計算 朱宥霖 領頭 

計算 劉彥佑 領頭 

計算 蔡沛姍 領頭 

計算 李東昇 領頭 

計算 洪子晉 主持人 

計算 王乃弘 關主 

計算 陳柏丞 關主 

計算 吳珈禎 黑衣人 

計算 葉伊珊 關主 



計算 葉怡欣 小護士 

計算 高詩涵 攝影手 

計算 楊妍芳 小護士 

計算 楊傑文 關主 

計算 張舒喬 黑衣人 

計算 江采霏 黑衣人 

計算 黃凱華 主持人 

計算 黃映萱 關主 

工作人員: 

總計:25 位 

 

十二、 活動內容： 

關卡內容： 

第一關(PARTY TIME)： 

遊戲內容： 

  在跑跑知識王開始之前，我們會讓小羊闖 7關遊戲，最先完成

三關遊戲隊伍，可以優先抽跑跑知識王的題目紙。 

  闖關遊戲開始前，每隊派出一人猜拳，決定每隊的第一關。 

每關限時五分鐘，五分鐘之內未完成,即失敗。 

闖關內容： 

 湯匙杯杯樂： 

托盤上會黏上三個空杯子，並排上三根湯匙，須利用往上拋的方式

將湯匙丟到杯子中，即可獲勝。 



 丟入桶內中： 

  挑戰者須站在指定的線上，將 3根竹筷子丟入桶內中，即可獲勝。 

 巧拼大考驗： 

  全組隊員須利用指定數量之巧拼(EX組員 5人使用 5塊巧拼)，從

A點到 B點，遊戲過程中，每塊巧拼上都必須要有腳或是手，也不能

有人的雙腳落地，成功抵達即獲勝。 

 人體爆氣球： 

  一人充氣球，一人放氣球，一人做在椅子上，由另一個人用屁

股將氣球爆破，爆破五顆即可獲勝。 

 杯水傳歌： 

  一人嘴巴含水唱出關主指定的歌曲，由剩下的人猜出歌名，猜

出三首即可獲勝。 

 瞎掰 ABC： 

  一人用英文說出關主指定的題目，由剩下的人猜題，猜對三題

即可獲勝。 

 綁手綁腳： 

  由關主指定地上必須要有幾隻手跟幾隻腳，完成關主 2個指定

任務並維持動作 3秒加拍照，即可獲勝。 

第二關(PARTY TIME)： 

跑跑知識王： 



  遊戲開始前，將六小隊帶到不同的地點，由小隊長幫隊員將題目

紙貼上背後，小隊員告知總召題目紙貼好，聽哨聲後遊戲開始，敵隊

必須用任何方式看到對方背後的題目，如果知道題目答案就可以將題

目紙撕下，那個人就淘汰,被帶入監獄，反之撕下來卻不知道答案，

撕的人就淘汰。 

  小羊身上不能配戴手機,所以我們會設置六個工作人員身上有手

機(就是一開始的小隊長)，小羊如果想要知道答案，就必須找到一開

始帶他們的小隊長，找工作人員查答案之前必須先跟他們猜拳，猜贏

了才可以查答案。 

被帶入監獄的小羊，他們有權力可以去偷看敵對背後的答案，並告訴

自己的組員，但是只能看不能撕，如果犯規就失去此權力。 

此關遊戲將進行一個小時半，時間一到，每隊組員背後還有題目紙的

決定前三名。 

十三、 活動流程： 

日期 時間 子活動名稱 地點 負責人 

4/8(六) 13:30-13:40 簽到 任垣 
總召: 

1.工作人員簽到(佳玲) 

2.清點器材 

( 宜萱、婕琳 ) 

 13:40-15:00 前置 任垣 
總召: 

1.分配道具給每個關主 

簽到手(昕晏、妍芳): 

2.準備簽到桌、簽到單 

 

關主: 



1.清點自身所需道具是否齊全 

2.確認各關地點 

2.到定點布置關卡 

 

總召&全體工作人員: 

(除了小護士、攝影手) 

1.確定第二關活動範圍 

以及每個黑衣人、領頭的位置 

 15:00-15:10 大一簽到 國際會議

廳 

簽到手:(昕晏、妍芳): 

1. 進行簽到 

主持人:(凱華、子晉) 

1. 準備開場 

領頭: 

(沛珊、奎言、昕頻、小朱、阿佑，東

昇) 

1. 就預備位置集合小隊 

工作人員: 

1. 關主各定點就位 

2. 攝影手拍照 

(滴滴、怡欣) 

3.剩下的工作人員當機動 

 15:10-15:30 第一關說明 國際會議

廳 

主持人: 

1.遊戲說明後，每組派出一位組員猜拳

決定先後順序，並抽籤決定第一關。 

 15:30-16:00 第一關

(partytime) 

 
總召: 

1. 場控 

攝影手(滴滴、怡欣): 

1. 拍照  

◎關主注意: 

1.每關遊戲限時五分鐘，五分鐘內未完

成即失敗。 

 

◎關主、領頭注意: 

1.小隊完成一個關卡，關主要在領頭的

狗牌背後簽名，最快集三個關主簽名的

隊伍，可優先抽第二階段遊戲的題目

紙。 

 16:00-16:20 第二關說明 國際會議
關主: 

1.在說明第二關遊戲內容的同時，場復



廳 
各關的道具至任垣教室 305。 

主持人: 

1.根據第一關的第一名到第六名，優先

順序抽題目紙。 

 

 16:20-17:50 第二關(party 

time) 

 
總召: 

1. 吹哨聲遊戲開始。 

2. 場控 

◎哨聲一聲:遊戲開始 

◎哨聲兩聲:遊戲結束 

領頭: 

1.將小隊帶至定點後，貼好題目紙，並

通知總召。 

攝影手:拍照 

◎黑衣人注意: 

1.幫淘汰者頭戴白布條。 

2.並告知淘汰者可以去看敵對的題目

並隊員但不能撕也不能去幫忙查答案。 

 17:50-18:00 大合照 任垣平台 
領頭: 

遊戲結束後，確認組員背後剩餘的題目

紙，並告知主持人。 

 

◎發下回饋問卷 

(__宜萱__) 

 18:00-18:20 場復  
簽退:(昕晏、妍芳) 

拍完大合照後進行簽退 

 18:20-18:30 檢討會 任垣教室  

十四、 經費來源與預算： 

項目 數量 單價 合計 計算方式 備註 

雙面膠 2 個 17(元) 34(元) 17(元)*2個=34  

哨子 3 個 20(元) 60(元) 20(元)*3個=60  

水 6 個 10(元) 60(元) 10(元)*6個=60  

湯匙 3 個 39(元) 117(元) 39(元)*3個=117  

水杯 3 個 39(元) 117(元) 39(元)*3個=117  

托盤 1 個 60(元) 60(元) 60(元)*1個=60  

氣球 1 包 139(元) 139(元) 139(元)*1包(34  



入)=139 

書套 1 包 79(元) 79(元) 79(元)*1包(100

入)=79 

 

餅乾(獎

品) 

2 包 92(元) 92(元) 92(元)*2包=184  

飲料(獎

品) 

2 箱 189(元) 189(元) 189(元)*2 箱=378  

總金額                 $952元 

十五、 器材清單： 

器材名稱 數量 單位 用途 器材來源 

簽到桌 1 張 簽到(退) 任垣教室 

簽到(退)單 3 份 簽到(退) 自備 

相機 2 台 拍照 財數系系辦 

對講機 6 台 總召攜帶 軍訓室/系辦 

急救箱 1 組 小護士攜帶 財數系系辦 

音響(大黑) 1 台 第一關卡 財數系會 

回饋問卷 60 張 活動人員填寫 系電印 

哨子 3 個 總召攜帶 買 

名牌 25 張 工作人員攜帶 自備 

水 6 瓶 關卡道具 買 

空白紙 30 張 關卡道具 自備 

雙面膠 2 個 關卡道具 買 

湯匙 3 隻 關卡道具 買 

水杯 3 個 關卡道具 買 

巧拼 10 個 關卡道具 自備 

餐盤 1 個 關卡道具 買 

氣球 1 包 關卡道具 買 

椅子 1 張 關卡道具 財數系會 

手機 6 台 關卡道具 自備 

奇異筆 7 隻 關卡道具 自備 

筷子 1 包 關卡道具 自備 

透明資料夾 1 包 關卡道具 買 



 

十六、 活動文宣：

 

十七、 活動場佈圖： 

 

十八、 預期效益： 

  在過程中，讓小羊們彼此分工合作，發揮團隊精神，並齊心完成

每一階段任務。 

十九、 雨天備案： 

延期至 106/4/22 

二十、 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