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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義守大學學生會 
指導單位：教育部、義守大學課外活動指導組、學生會 

活動總召：姓名  系級 
聯絡電話：09**-***-*** 

指導老師簽名： 

已註解 [M帳1]: 要寫年度，不是學年度 

已註解 [M帳2]: 需與活動申請單活動名稱完全相同 

已註解 [M帳3]: 由大至小排序 

已註解 [M帳4]: 封面只寫活動負責人即可，需與活動申請

單上之活動負責人資料相同 

已註解 [M帳5]: 1.必須加上，若未加上企劃書將被退回

且要求加上 

2.找與活動申請單相同之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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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註解 [M帳6]: 1.排列模式為以下之樣式，切勿自行更改! 

2.其排序項目及頁碼需與該項之所在頁相同 

已註解 [M帳7]: 若有協辦單位就需要加上，若沒有可直接

刪掉不寫 

已註解 [M帳8]: 1.企劃書內文字體不限，但須整齊 

2.目錄為第一頁 

3.目錄不可超過一頁 

http://www.wretch.cc/album/album.php?id=lxwrfish&book=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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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名稱   

和封面所寫的活動名稱/活動申請單一樣 

二、 活動目的 

 

三、 活動內容及方式 

 

四、 主辦單位   

該系會/社團名稱 

五、 協辦單位  

  

六、 指導單位 

教育部 

     義守大學 課外活動指導組 

      義守大學 學生會 

七、 負責人聯絡資料 

總召：系級  姓名  09**-***-*** 

副召: 系級  姓名  09**-***-*** 

八、 活動日期與時間 

110年**月**日(*) 00：00-00：00 (場佈時間) 

110年**月**日(*) 00：00-00：00 (活動時間) 

九、 活動地點 

 

十、 參加對象及人數 

參與人員約**人，工作人員**人，共約**人。 

十一、 活動備案 

      如遇颱風、地震與豪大雨等，則活動擇期舉行。 

十二、 效益評估 

（一）  

（二）  

（三） 預期本活動滿意度達百分之八十。 

 

已註解 [M帳9]: 1.內容須含有以下四個要素 

 

一、辦理課外及社團活動應該掌握四個核心價值的培

養： 

1、德：品德的培養。 

2、智：創新、美學的融入。 

3、體：身心健康的養成。 

4、群：團隊合作(Teamwork)，與其他單位的合作、協

調、協商能力 

請各社團、系會於往後申請活動企劃書中，將活動目的

結合並融入四大核心價值方向撰寫。 

 

二、要點出參與了哪一項 

已註解 [M帳10]: 需要和活動申請單所寫的一樣 

已註解 [M帳11]: 若有就添加此項，沒有就不必放入企劃

書 

已註解 [M帳12]: 這三個一定要有，且順序格式不變，若

中間有放其他單位須照大小排序 

已註解 [M帳13]: 對照活動申請表和封面之活動負責人 

已註解 [M帳14]: 1.需與活動申請單上之填寫時間完全一

樣 

2.開始時間與結尾時間要和活動流程所寫時間相同 

3.若有場佈時間就要加上場佈時間 

4.格式為***年**月**日(星期)00:00-00:00 

已註解 [M帳15]: 1.校內場地須註明位置且提前確認是否

可使用 

2.校外地點寫上名稱後，需附上完整地址 

3.活動中心五樓和特殊場地皆須附上證明 

已註解 [M帳16]: 1.要和活動申請表上所寫人數完全相同 

2.工作人員人數須與工作指掌所寫之總人數相符合 

3.共約幾人，最後一定要加上 

已註解 [M帳17]: 必須有活動備案，若有雨備要加在這裡 

已註解 [M帳18]: 1.最少要兩項 

2.前項須用文字表達活動所帶來的實質效益 

3.最後一項用百分比表示活動所帶來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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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工作職掌 

職稱 負責人 人數 職務內容 

總召 *** 

09**-***-*** 
 

1、 規劃活動流程撰寫企劃書。 

2、  

副召 *** 

09**-***-*** 
  

行政組 *** 

09**-***-*** 
  

活動組 *** 

09**-***-*** 
  

機動組 *** 

09**-***-*** 
  

財政組 *** 

09**-***-*** 
  

器材組 *** 

09**-***-*** 
  

美宣組 *** 

09**-***-*** 
  

攝影組 *** 

09**-***-*** 
  

醫療組 *** 

09**-***-*** 
  

膳食組 *** 

09**-***-*** 
  

公關組 *** 

09**-***-*** 
  

宣傳組 *** 

09**-***-*** 
  

 

 

 

已註解 [M帳19]: 總召、醫療、財政這三項為必須要寫，

其餘組別依各活動需求填寫 

已註解 [M帳20]: 名稱不限，但職務內容一定要提到核銷 

已註解 [M帳21]: 可以兼任其他職務，但職務內容一定要

提到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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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時間進度表 

時間 負責單位 工作內容 

110年**月**日() 總召 1、 擬定並討論企劃書。 

110年**月**日() 總召 1、 開始編寫企劃書。 

110年**月**日() 
總召 

公關組 
1、 送企劃書。 

110年**月**日() 總召 1、 進行一籌會議。 

110年**月**日() 總召 1、 進行二籌會議。 

110年**月**日() 總召 1、 進行三籌會議。 

110年**月**日() 總召 1、 行前會。 

110年**月**日() 總召 
1、 活動日。 

2、 檢討會。 

110年**月**日() 
財務組 

總召 

1、 完成成果報告書。 

2、 完成活動核銷。 

 

十五、 活動流程 

110年**月**日(*) 17:10-21:40 

時間 事項 負責組別 

17：10-18：00   

18：00-18：10   

18：10-18：30   

18：30-21：30   

21：30-21：40   

 

 

已註解 [M帳22]: 送企劃書、活動日、完成成果報告書，

這三項一定要有 

已註解 [M帳23]: 1.所寫時間需與繳交活動申請表時間一

樣 

2.若是申請款項需要活動日前 14 工作天送 

3.若是沒申請款項則需於活動日前 7 工作天送 

已註解 [M帳24]: 需在活動日結束後 21 天(含假日)完成 

已註解 [M帳25]: 若是有跟學校/學生會申請經費，企劃書

一定要寫上核銷 

已註解 [M帳26]: 1.需與企劃書之活動日期與時間、活動

申請表之活動時間所寫時間一致 

2.時間格式要如範例所寫一樣 

已註解 [M帳27]: 1.時間為 24 小時制 

2.中間符號要用｢-｣，禁止使用｢~｣ 

3.前一格終止時間為下一格之起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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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經費預算 

 

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元） 金額（元） 備註 

膳食費    0,000 
一餐多少共

幾餐幾人 

文宣費    0,000 邀請函…等 

材料費    0,000 電池…等 

美宣費    0,000 如明細一 

講師費    0,000 
一小時多少

共幾小時 

講師補充保費    0 講師費 2.11% 

印刷費    0,000  

交通費    0,000 
一趟多少來

回共幾趟 

保險費    0,000  

雜費    0,000 

雜費金額為

雜費以外總

金額 6%以內 

合               計 00,000元 

 

數量*單價（元）=金額（元） 

 

(一) 美宣費明細 

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元) 金額(元) 備註 

海報紙    0,000  

剪刀    0  

膠帶    0  

雙面膠    0  

麥克筆    0  

泡棉膠    0  

美工刀    0  

合              計 0,000元 

已註解 [M帳28]: 1.以大項目為標註，若可以並一起就並一

起 

2.表格不要隨意做更動 

已註解 [M帳29]: 格式需一樣，單價金額以元為單位 

已註解 [M帳30]: 若金額達到千以上，每三個數需加上 

｢，｣ 

已註解 [M帳31]: 材料/文宣/美宣若是超過$2000，就得

付上明細 

已註解 [M帳32]: 1.學校最多補助 3 小時 

2.一個小時 $1600 

3.二個小時 $3200 = 1600*2 

4.三個小時 $5200 = 1400*3 

 

已註解 [M帳33]: 1.有申請講師費，就需申請補充保費，

金額為講師費 2.11% 

2.補充保費=講師費總金額*2.11% 

已註解 [M帳34]: 離校皆需要保險費 

已註解 [M帳35]: 1.雜費金額為雜費以外總金額 6%以內 

2.雜費=其他項目總合*0.06 

已註解 [M帳36]: 表格不要隨意做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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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經費來源 

編號 補助單位 補助金額（元） 

1 擬向教育部學輔相關經費申請補助 00,000 

2 擬向學生會申請補助 0 

3 社團自籌 0 

活 動 總 金 額 00,000元 

 

十八、 防疫措施 

(一)身體接觸會增加群聚感染風險，練習時如有肢體碰觸情形，即違反防疫規

定；因此體能性社團授課方式，以個人化訓練為主，禁止肢體碰觸。 

(二)活動辦理時禁止飲食，可於會後發予餐點。 

(三)校外人士入校前 1天務必完成線上關懷系統填報。 

(四)活動應全程配戴口罩，若活動內容無法戴口罩，則不符合防疫規定，請以

線上課程因應，以符合防疫規定。(例如管樂社要吹樂器則無法戴口罩) 

(五)團隊遊戲請規劃不可脫口罩及無肢體碰觸等遊戲，以符合防疫規定。 

以上為各系會社團須加在企劃書之相關內容﹐書寫條件依各系會/社團所承辦之

活動做調整。若未填寫此項企劃書將會被退回修改! 

 

 

十九、備註 

     無 

 

若申請講師需附上 

講師經歷(照片、學經歷、電話、姓名) 

 

競賽賽程表(任何競賽企劃書都須有競賽賽程表) 

 活動具結書(過夜需有家長同意書格式) 

活動中心五樓場地申請表(若有使用須附上借用場地申請表) 

 

已註解 [M帳37]: 申請之金額需與活動申請表之申請金額

一致 

已註解 [M帳38]: 第 1、2 項名稱為固定格式，切勿自行更

改 

已註解 [M帳39]: 需與預算金額總合一致 

已註解 [M帳40]: 若沒有就寫無，不能空白或刪除。 

已註解 [M帳41]: 1.以下為備註之內容﹐若承辦活動無以

上之需求﹐可忽略不寫﹐但備註需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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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具結書 

 

 

 

 

 

 

 

 

 

已註解 [M帳42]: 2.過夜活動皆需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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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中心五樓場地申請表 

 

 

(最後記得確認頁碼) 

已註解 [M帳43]: 須將表單填寫完整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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