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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力教育中程發展計畫 

第三波創意學子培育計畫 

政大萬興形象商圈更新再造創意經營管理學子培育計畫綱要 

1. 社區嘉年華、英文Menu競賽、創意經營競賽等三項活動之舉行，且社區嘉年

華會成為政大社區每年的例行活動。 

由於社區嘉年華活動舉辦目的之一為新生迎新活動，以期可以讓新生了解

政大週邊的生活資源，因此本計畫於 10 月 4 日舉辦了政大萬興形象商圈社

區嘉年華，原則上這活動皆是是每年舉辦，本次更為配合萬興里週邊道路通

車大典而擴大辦理；而英文 Menu 及創意經營競賽，爲了要順利宣導更多的

學子來參與這項活動，因此此次拉長報名期間至 10 月底，更於比賽過程中

舉辦創意研習營以協助參賽者完成一份兼具創意及可行性的企劃案並讓參

賽學子在參賽過程中更能學到許多知識，在學習中成長與進步。 

 

2. 執行團隊以政大為主。 

本行政團隊籌畫了這次創意學子企劃案的執行綱要，而為了可以使企劃案

順利並確實地落實，因此將招募更多有熱忱的政大同學共同參與，而本行政

團隊也會加入執行團隊，一起落實本企劃案。 

3. 社區嘉年華擴大到校外商家。 

嘉年華活動場地規劃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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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由圖中可知，本嘉年華活動將與政大週邊商家共同舉辦，商家提供

攤位（人行徒步區）。 

4. 本行政團隊之中心理念（與其他團隊不同之處）。 

舉辦社區嘉年華，結合社區一起迎新，為一個創新的活動；而經由舉辦競

賽，募集創意，輔導報名參加的學生團隊，更可以由此激發更多學生們的創

意。 

6.  創意營的舉辦。

在 11 月 1 日舉辦，行程只有一日，內容包括：課程、演講、學生討論，報名的

團隊須參加此創意營，以便了解本次競賽的詳細資訊。 

 

 

 

 

 

 

 

 

 3



壹、 計畫摘要表 

教育部顧問室－創造力教育中程發展計畫 

專案計畫成果摘要表 

1.專案計畫名稱 政大萬興形象商圈更新再造創意經營管理學子培育計畫 

2.計畫執行單位  政大萬興形象商圈創意經營工作團隊 

3.計畫團隊成員與聯繫資料（本表格欄位可自行增添延伸） 

團隊成員名稱 姓名 學校/單位系所 e-mail 電話/手機 

計畫主持人 姜堯民 政大財管系副教授 ymchiang@nccu.edu.tw (02)29393091#81140

兼任助理 彭芳琪 政大地研所碩士班一年級 92257017@nccu.edu.tw 0938290252 

主 要 成 員 毛  瑩 台大商研所碩士班一年級 skydivingtw@yahoo.com.tw 0922258782 

 林宣君 政大財管所碩士班二年級 petepapua@yahoo.com.tw 0920790853 

 張貴欽 政大會計系二年級  0932123216 

 白哲翰 政大經濟系 Pai5@hotmail.com 0932569643 

 戚翔維 政大企管所碩士班一年級  0928895497 
 
4.計畫期程 自 92 年 7 月 1 日  至 92 年 12 月 31 日  止 

5.計畫經費 新台幣  佰 貳 拾肆  萬  元整 

6.計畫網址（沒有的免填） http://comm.creativity.edu.tw/nccu92 

□ 創意校園  □  創意教師  

ν創意學子  

□ 創意學習空間建置 

7.計畫摘要（中文、英文摘要各以 500 字為限） 

中文摘要:  

    為了培育大專院校學生具有多元化、知識性等創新能力，及配合「政大萬興

形象商圈更新再造計畫」的進行，特組成一個經營創意的行政工作團隊，從事協

助社區解決商圈之經營管理、硬體設備之設計、商店之經營管理、與活動的設計

等實務操作，針對所需解決的問題，設計相關的創意競賽，以分組討論、腦力激

盪等方式，使參與學子學習到另類、有創意的經營管理之理念與實務，藉此培養

經營創意之種子工作團隊，並提供社區商家經營管理的新思維，以促進社區之發

展。 

    本計畫期望能藉由社區嘉年華、英文MENU設計競賽及創意經營管理競賽之舉

辦達成以下目標： 

1. 培育大專院校學生具有多元化、知識性等創新能力。 

經由商店、商圈創意經營競賽與英文MENU競賽的舉辦，讓全台各地參與學生

有機會與商家互動，透過全面性思考市場環境、消費者行為。與商圈之優劣

是所在，構思創意解決方案。 

2. 地方經濟的正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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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競賽得獎作品的實際推行，塑造商圈及商店整體形象，可吸引更多商家

至此群聚，經由良性循環帶動地方經濟成長、就業機會的增加，而店家回饋

地方所做的公益行為及自行品質提升更將主動造成形象商圈進步。 

3. 社區關係的凝聚 

透過嘉年華活動可傳承地方文化特色，建立社區民眾對地方的認同感、喚醒

居民對社區的熱情與關心。並可介紹地方長處給外來者，經由口耳相傳散播

更多關於地方的認知。 

Abstract 

In order to develop and improve the creativity of students, this 

project is executed by a group of teachers and college students. This group 

is responsible not only for supporting to give some advices about managing 

business to stores but also for designing some activities for other 

students to use their learning into the real world.  

 This project has three main activities: 1. ”Nccu & Community 

Carnival ” 2. “Competition of managing business and shops ” 

3.”Competition of English menu”. By discussing how to help stores around 

the Nccu to dissolve problems in conducting business, to design 

infrastructures on the shop streets and to integrate school into the 

community, students could learn a lot of experiences in operating business 

and upgrade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at the same time.  

Following are the objectives of this project: 

 Encourage students to use their creativities by participating in 
activities.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represent a new image of local 
community. 

 Improve the identification around residents in the community. 

8.計畫成果（兩頁以內，若有圖片請配合簡短文字說明） 

本計畫舉辦了社區嘉年華、英文 MENU 設計競賽及創意經營管理競賽三項主要活

動 

（1）社區嘉年華： 

宗旨—促使萬興社區居民更加認識自己生活環境，加強彼此對社區之認同感；也

連帶使即將入學之大一新鮮人更快融入此一大家庭中。 

活動內容— 

整個嘉年華會主要會場可區分為：主題館、遊戲休憩區、攤位區、舞台，並

在四維大道上以特色花車遊行來貫穿整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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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館 

主題館最主要目的是讓社區居民及政大能更認識彼此，因此展示內容將以雙

向溝通為目標。在主題館又可分為動態的影片播放區及靜態的展覽區。 

 播放區，除了播放以往社區活動的影片讓政大的師生更瞭解社區居民的生活

外，也將播放政大以往一些活動比賽的內容及學校簡介，除了供社區居民參

觀外，也能幫助在 9月中才入學的大學新鮮人能更認識自己未來將待四年的

生活圈。 

 靜態展示區，擺放一些社區活動照片、社區成果、美術社成品展示等一些社

團成果，另外並將擺設包種茶主題區，讓大家能更認識我們當地的名產。 

攤位區 

為了豐富嘉年華內容，讓攤位區不同於一般的園遊會，因此我們劃分攤位區

為美食區、禮品區、二手義賣區、藝文區，而每一區的店家有校內社團系所及社

區居民籌組參加外，也有另行徵募一些以技巧、手工藝為主的藝文商家進駐。 

＜圖 1.嘉年華攤位區人潮眾多＞ 

遊戲休憩區 

於綜合前草皮招募遊戲攤位，提供社區居民及政大師生一同同樂(如套圈

圈、打陀螺⋯等)，另外我們也將徵昭設計一些免費的活動供大家遊玩，而過關

者將可獲得附近商家的產品折價券。 

下棋比賽─在遊戲區裡將設置一處下棋比賽區，讓政大師生與社區愛下棋的老人

及居民一較高下。 

舞台區 

    邀請社區及校內、校外表演單位，於舞台上進行表演，豐富嘉年華內容。並

邀請台北市市長馬英九市長幫忙二手義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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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馬英九市長蒞臨嘉年華現場，義賣二手物品       ＜圖 3＞社區嘉年華之精彩熱舞表演 

（2）英文 MENU 及創意競賽 

宗旨— 

為使學生創新商圈內各商店之經營管理理念，提供更多元化、知識性、豐富化的創意

性經營管理理念，展現創新式之商店管理，並有鑒於政治大學外籍師生人數逐年上

升，又指南路上餐飲店之菜單單調老舊多無英文列示，特舉辦「英文 MENU 設計競賽 暨 

創意經營管理競賽」 

活動內容— 

比賽分成兩階段，第一階段為初選，由主辦單位評審選出六組入初選隊

伍，並給予評審之改進意見。通過初選之隊伍得將作品修改後再參加複審，

複審將透過全校師生票選及主辦單位評審小組之審核評選出優勝隊伍。 

並於複審結果出爐後，舉辦成果發表會，會中透過各優勝隊伍上台簡報

之方式，促進各參賽隊伍間意見交流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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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英文 MENU 設計競賽初選作品之一＞    ＜圖 5. 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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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內容 

一、計畫背景： 

教育部顧問室為培育大專院校學生多元的創造力，提昇大學生知識創新能

力、生活創新能力與生命創造潛力，根據「創造力教育白皮書」鼓勵大學生透過

系際與校際活動的參與，延伸專業知識的學習為知識的探索行動，期望大學生藉

由課程與活動的多元學習組成「創造力學習團隊」。 

為了推動創造力教育行動方案，希望能達到創意生活化、生活創意化的目

標。本工作團隊有鑑於民國九十一年三月二十日以「政大萬興形象商圈更新再造

計畫」代表台北市政府參與徵選經濟部九十一年度商圈更新再造示範點計畫獲選

下，未來經濟部商業司將輔導、配合地方政府，以進行政大萬興形象商圈之再造

更新。 

本計畫之工作團隊集合了市政府工作團隊之輔導、政大師生，共同參與此創

意工作團隊，希望藉由各方創意激盪成果，提供「政大萬興形象商圈更新再造計

畫」進行時，能更加強呈現出示範點之效果。日後，成為一個創意學子之種子團

隊，針對各校之需求與特色，提出一套學校商圈創意經營管理計畫，以推廣創造

力教育。藉此完成改善商圈景觀與交通環境、提昇商圈經營能力與競爭力、成立

商圈管理經營與合作機制的規劃，但仍以積極推廣由創意學子參與商圈之經營管

理的理念。 

民國 91年 10 月，本工作團隊成員為了因應「政大萬興形象商圈」發展，由

衍生工程顧問公司主辦，本工作團隊成員共同協助辦理的「追求卓越創意經營管

理競賽」，廣邀學生為店家發揮新點子，鼓勵學生發揮創意思考，針對店家的經

營與行銷管理提出創意與建議。讓初步「政大萬興形象商圈」輔導商家能與本工

作團隊產生互動，在活動其中更深深的體驗到商家對此具有創意的資源整合與知

識管理結合深感贊同，並希冀日後仍有機會共同參與創意之活動。 

故本工作團隊特再次結合社區、居民及商家所需，共同組成了具有商業財務

管理、廣告傳播管理、地政事務等相關的科系精英的工作團隊，希冀透過各式各

樣不同形式之創意競賽、分組研討、腦力激盪等方式來解決社區之難題，並藉此

提供最佳培養創意學子們針對商圈與社區內之活動創意與構想新點子所需之標

的物與創意空間。 

二、目的 

培育大專院校學生具有多元化、知識性等創新能力，配合「政大萬興形象商

圈更新再造計畫」之進行，特組成一個經營創意的行政工作團隊，從事協助社區

解決商圈之經營管理、硬體設備之設計、商店之經營管理、與活動的設計等實務

操作，針對所需解決之問題設計相關的創意競賽，以另組活動創意工作團隊的學

子們來執行，使其學習到另類、有創意的經營管理之理念與實務，藉此培養經營

創意之種子工作團隊。 

結合社區、居民及商家所需，共同組成了具有商業財務管理、廣告傳播管理、

地政事務等相關的科系精英的工作團隊，希冀透過各式各樣不同形式之創意競

賽、分組研討、腦力激盪等方式來解決社區之難題，並提供「政大萬興形象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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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之協助。 

1. 培育大專院校學生具有多元化、知識性等創新能力 

2. 配合「政大萬興形象商圈更新再造計畫」之進行，特組成一系列相關創

新與結合社區資源的活動 

3. 結合社區、居民及商家所需，共同舉辦具有商業財務管理、廣告傳播管

理、地政事務等相關的釗意經營的創意經營競賽 

4. 藉由工作團隊活動的設計達到創意社區生活化，社區生活創意化之目標 

三、服務對象 

「政大萬興形象商圈更新再造計畫」內之範圍社區居民、店家與商圈管理暨

服務政治大學師生。 

1. 萬興里民 

2. 政大商圈店家 

3. 政大師生 

四、主要活動內容 

透過下列所列舉之活動設計增加學生參與商圈及商店經營管理的創意經

驗並藉由有特色的活動設計進行社區與學校間良性的互動模式，完成問

題的解決與活化雙方溝通方式。 

（１） 2003年社區嘉年華：(活動計畫書於附件一) 

藉由結合社區內與商圈內之資源，提供政大在校生舉辦各項

具有創意之活動來迎接新生的到來，並可藉此培養學生活動創意

的設計與落實。 

（２） 英文 Menu 設計競賽：(比賽辦法於附件二) 

因應政大國際學生的增加，與世界村理念的推動，將以最實

會與最佳題材的設計理念，協助社區內之商家進行國際化。 

（３） 學生創意經營管理競賽：(比賽辦法於附件三) 

舉辦創意經營競賽提供商圈與商家經營上的創意新主張。並

可配合創意經營管理訓練營的舉辦，使創意學子們能更有效的了

解環境，並進行有效益的經營管理主張。 

 

５.預期活動效益 : 

（１） 永續性的全國學子創意激發與落實 

經由商店、商圈創意經營競賽與英文 menu 競賽的舉辦，讓全

台各地參與的學生有機會與商家互動，透過全面性思考市場環境、

消費者行為、與商圈商店優劣勢所在，進而確認策略方向，構思創

意解決方案。社區嘉年華提供所有表演者創意表達自我的機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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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的學生在團隊組成、協調、權責分工、以至專業能力養成與整

合、抗壓力提昇都將有深刻切身的體驗。 

（２） 建立台灣「創意學生」的形象 

創意將是台灣學生最大的資本，團隊合作將是累積並運用此資

本的最佳方式。面對全球化所帶來競爭程度提高，台灣的學子必須

從母土出發，征服華人世界以至站上全球舞台。本計劃當中不論是

創意經營競賽或者嘉年華活動，均將建立台灣學生活潑、有彈性、

具創意的形象。 

（３） 地方經濟的正增強 

透過競賽得獎作品的實際推行，塑造商圈及商店整體形象，必

將吸引更多商家到此群聚，經由良性循環帶動消費增加、地方經濟

成長、就業機會增加，而店家回饋地方所做的公益行為及自我品質

提昇更將主動造成形象商圈(商店)的進步。 

（４） 社區關係的凝聚 

透過嘉年華活動可傳承地方文化特色，建立社區民眾對地方的

認同感、喚醒居民對社區的熱情與關心。並可介紹地方長處給外來

者，經由口耳相傳散播更多關於地方的認知。 

五、活動時程 

     

社區嘉年華 

                                        10/4 活動執行 

前置作業 

宣傳

決   選 初選 報名宣傳前置作業 

決   選 初選 報名宣傳

前置作業 

 

英文 MENU 

設計競賽 

 

 

創意經營管 

理競賽 

 

            7       8       9      10         11    12             月 

 

社區嘉年華: 

7/1~8/20 前置作業 

9/8～10/1 宣傳 

10/4 活動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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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MENU 設計競賽暨 創意經營管理競賽： 

7/1~8/20 前置作業 

8/20～9/30 宣傳 

9/30～10/22 接受報名 

11/1 創意營 

11/1～12/1 初選期間 

12/8 初選結果公布 

12/8～12/16 複選期間 

12/22 複選結果公布 

1/10 成果發表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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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顧問室   創造力教育中程發展計劃   

第三波創意學子培育計劃預算表 

計劃名稱：政大萬興形象商圈更新再造創意經營管理學子培育計劃 
計劃編號： 
計劃對照碼：                                                                                 製表日期：92 年 9 月 10 日 

名          稱 說明 總價 

評審費 競賽評審費$2,000*5人*2次 20,000 

助理費、工讀費 
兼任助理費$5,000*1*6個月 

活動臨時工讀生費用、網站網頁製作及維護費 
95,000 人事費 

鐘點費 活動邀請來賓鐘點費 6,000 
郵電費 郵寄資料、聯絡電話費 6,000 
印刷費 活動海報製作費、活動宣傳品印製費、影印卡費、影印裝訂費、報告影印費 40,500 
耗材費 影印機及印表機週邊耗材費、底片費、相片沖洗費 25,000 

文具用品費 行政及活動用文具用品費 6,500 
餐費 便當$100*10人*15場、茶水$40*10人*15場 21,000 

業務費 

雜支 校內停車費、活動器材租賃費、活動獎品費等 5,000 
旅運費 國內差旅 參加其他相關會議差旅費用(交通費)  15,000 

總計   240,000
                   計畫主持人：  姜堯民                 製表：彭芳琪          分機：62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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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活動內容 

一、社區嘉年華 

 

 

 

 

 

 

 

 

 

 

活動名稱：2003 政大社區迎新嘉年華 

活動時間：2003/10/4 星期六 

活動地點：指南路與政治大學校園內 

活動對象：政大社區居民及政大師生 

主辦單位：創意學子工作團隊、國立政治大學、衍生工程顧問公司、萬興里里

長辦公處 

協辦單位：政大學生會 

指導單位：國立政治大學、教育部創意學子辦公室、文山區公所、經 

濟部商業司、台北市政府 

（一）內容 

 

會場佈置圖 

 

藍綠方框地區：為園逰會攤販位子、留言版、牆壁塗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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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大樓 1、2樓：靜態展、親子圖書室、嬰幼兒休息區、兒童發展篩檢 

資訊大樓 1樓：表演團體、商家、社團休息區 

遊戲休憩區：提供娛樂遊戲，並擺設露天咖啡座 

服務台+醫護站：提供諮詢服務及書面資料、簡單醫護設備 

舞台：供居民及政大社團表演、義賣、抽獎、畫我社區畫畫比賽頒獎。 

整個嘉年華會主要會場可區分為：主題館、遊戲休憩區、攤位區、舞台，並在四

維大道上以特色花車遊行來貫穿整個活動。 

１.主題館 

主題館最主要目的是讓社區居民及政大能更認識彼此，因此展示內容以雙向

溝通為目標。在主題館又可分為動態的影片播放區及靜態的展覽區。 

 播放區，除了播放以往社區活動的影片讓政大的師生更瞭解社區居民的生活

外，也播放政大以往一些活動比賽的內容及學校簡介，除了供社區居民參觀

外，也能幫助在 9月中才入學的大學新鮮人能更認識自己未來將待四年的生

活圈。 

 展覽方面 

 親子圖書室 

 向萬興圖書館借書，以供親子一起欣賞好書。 

 固定時間提供大哥哥大姊姊生動的說講故事。 

 認識社區的展覽 

 提供相關的社區歷史資料、照片供居民觀看，使其更瞭解自己居住的社

區。 

 提供社區活動影片，供政大更加認識與自己緊鄰而處的鄰居。 

 認識政大 

 提供政大相關資源使用的資訊。 

 展覽校園規劃模型，提供學校開墾等歷史照片及資料。 

 播放政大學生社團活動的影片及紀錄，供居民及新生瞭解政大。 

 撥放歷年校歌比賽經典爆笑系級。 

 鐵觀音茶展示 

 展示鐵觀音包種茶的製作過程、泡的方法。 

 政大包種茶節活動的展示。 

 認識遲緩發展兒童─瞭解遲緩發展兒童並作檢驗。 

 健康檢查 

 提供抽血及相關健康檢查、並提供一些健康資訊供居民索取。 

 健康錄影帶播放。 

 請當地衛生單位來舉辦捐血活動。 

 永義工程公司─展示都市計劃局的相關資料，並使居民未來的理想社區更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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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幫助萬興里成為優質的居家環境。 

 

＜圖 1.服務區--提供健康資訊＞               ＜圖 2.為社區居民免費量血壓＞ 

２.攤位區 

為了豐富嘉年華內容，讓攤位區不同於一般的園遊會，因此我們劃分攤位區

為美食區、禮品區、二手義賣區、藝文區，除了歡迎校內社團系所及社區居民籌

組參加招商外，也另行徵募了一些以技巧、手工藝為主的藝文商家進駐。 

 校內社團及系所 

 校內共有 24 個社團攤位，除了讓新生對於政大校內豐富的社團活動有

所認識之外，也讓社區居民對於政大學生有更進一步的認識，促進彼此

之互動。 

 開放學校的計算機中心供社區民眾上網，並徵募學顧服務人員教導社區

鄉民簡單的電腦知識。 

 參加的社團或系所皆必須穿上自己的社服或系服，以及掛上識別證以方

便中心的管理辨識。 

 校內登記參加的社團不予徵任何地費，但須事前繳交保證金，待園遊會

結束後確認攤位器具等公共用品完好無缺後，即可退還保證金。 

 當天開放風雩樓作為社團攤位的後備中心，除了可提供社團擺放東西

外，還可提供社員休息。 

  

＜圖 3.校內吉他社攤位＞                ＜圖 4.校內社團攤位＞ 

 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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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為社區居民、學校附近的攤位、古早味攤販(如麥芽糖、龍鬚糖⋯等)

及藝文手工攤販(/如捏麵人、陶瓷製作⋯等)。 

 只與商家酌收 500 元場地清潔費，其他營業收入均歸商家所有。 

 倡導商家參與這次活動除了營利外，還有社區參與價值。 

 每個攤位的負責人均需掛上中心所發放的識別證。 

 校外的攤位皆先經過篩選，以避免重複性質過高；富有社區及藝文意義

的攤位優先錄選。 

 不提供電力。 

 當天將資訊大樓供校外的店家與表演團體當天休息室。 

 二手義賣 

 鼓勵民眾以家中閒置物品來參加社區活動。 

 鼓勵同學、住宿生把舊有的書籍等物品捐獻出來。 

 在二手品收集方面，由政大宿服會宣導跟收集。 

當天義賣總金額於現場公佈，並隨即捐贈遲緩兒童發展基金會。 

 

＜圖 5.二手義賣攤＞                          ＜圖 6.二手義賣攤吸引許多人的駐足＞ 

３.遊戲休憩區 

於綜合前草皮擺設遊戲攤位，提供社區居民及政大師生一同同樂(如套圈

圈、打陀螺⋯等)，另外我們也設計了一些免費的活動供大家遊玩，而過關者將

可獲得附近商家的產品折價券。 

下棋比賽─在遊戲區裡設置一處下棋比賽區，讓政大師生與社區愛下棋的老人

及居民一較高下。 

4. 舞台 

 徵募表演團體 

 校內表演單位—邀請表演社團如政大國標社、熱舞社、管絃樂團⋯等。 

 社區表演單位—邀請當地的社團如元極舞、幼稚園⋯等。 

 校外表演單位—邀請景美女中儀隊進行遊街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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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社區媽媽土風舞表演＞                    ＜圖 8.景美儀隊當天之精彩表演＞ 

＜圖 9.萬興國小國術社小朋友的演出＞ 

 邀請台北市市長馬英九市長為遲緩兒二手義賣喊價。 

 
＜圖 10.本次嘉年華，馬英九市長與政大校長鄭瑞城共襄盛舉＞ 

5. 舉辦畫我社區比賽 

本創意工作團隊不僅希望能培育大專院校學子具有多元化、知識性等創新能

力，更希望能從小學孩童起便能培養具體創意與開創性之能力，並對於自己所居

住之社區有更多觀察與瞭解，以凝聚社區向心力，此也與本次嘉年華之活動意旨

符合，故特此舉辦舉辦畫我社區比賽，開放讓各幼稚園、國小兒童參加，以期能

達到寓教於樂之目的（比賽報名表與宣傳見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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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畫我社區比賽小朋友優秀作品於嘉年華當天之展覽＞ 

（二）活動歷程 

此次「政大萬興形象商圈社區嘉年華」是首次集結政治大學（校內）與萬興

里（校外）兩方資源與人力合辦，並與萬興里週邊通往貓空道路新啟用之通車典

禮相結合。嘉年華會範圍涵括政治大學校內與週邊道路，以部份路段封街方式舉

辦，由於規模浩大且涉及許多單位轄屬，因此前置作業十分繁複，而本工作團隊

在此過程中亦遭遇到了許多困境，幸而有賴本工作團隊在秉持相同的信念下，靠

著眾人的向心力與努力、積極的方式，終於成功圓滿的舉辦了本次嘉年華會。 

１.工作人員組織圖與職務分配 

總召(毛瑩)

活動組 宣傳公關組 場地器材組 攤位組 

校內社團 商家與社區團體 

 

各組職務說明： 

 活動組:負責義賣活動的規劃、舞台節目設計 

 攤位組: 

 校內社團:動態、靜態社團攤位之招募 

 商家:校外飲食類、娛樂類攤位、 

 20



 

 社區團體;社區團體表演或擺攤 

 場地器材組:負責帳棚、桌椅、氣球、拱門、等物品的租用與配置 

 宣傳公關組:負責整個嘉年華之海報設計、傳單⋯等宣傳方法的執行 

人力分配: 

 活動組：念庭、燕鈴、奕雯 

 攤位組： 

 校內社團:學生會協辦 

 商家:韋婷 

 社區團體:萬興里里長協助 

 場地器材組：貴欽 

 宣傳公關組：宇珊、翔維 

 其他：盈臻、哲翰、芳琪 

２.前置作業 

由於此次嘉年華規模與範圍之浩大，前置過程必須有許多事務同時進行並同

時與各單位接洽與協商，因此本工作團隊各成員各司其職於每項過程中，積極推

動各項事務以促進嘉年華會舉辦之成功，分述如下： 

 與各單位協商— 

 由於嘉年華當天校園內將劃設為攤位區，而週邊道路亦需封街，因

此負責之成員必須向分局校警請求支援項目為—       

A. 交通管制：指南路二段 51 號(香香自助餐) 

             萬壽路與秀明路口 

             指南路和新通路處 

             萬壽路 12 號(康是美) 

B. 於各路口擺置路口指示牌，提醒往來車輛，以避免造成交通之

混亂。 

C. 放立三角錐、禁停角架。 

D. 機車於 10/3 傍晚淨空，汽車 10/4 早上 9點淨空。 

E. 前一天於停車處設立移車公告。 

F. 政大大門口交通：只進不出(車輛必須由後山駛出政大) 

G. 流動廁所擺設處：政大警備車停車處、派出所前。 

 需里長協助之部分為— 

A. 尋找合適之「畫我社區」比賽評審、並尋求附近店家提供獎品 

B. 與負責附近區域之清潔隊協調，於 10/4 早上 8點搬桌椅、路

上旗子回收、活動區域環境整理(偕同慈濟)。 

C. 由社區愛心社民出任服務團與糾察隊 

D. 提供無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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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準備嘉年華舞台前之椅子 

F. 解決欣欣客運停車問題 

G. 準備流動廁所兩台 

 需政大校方支援部分為— 

A. 嘉年華當天停車問題；政大週邊停車位少、路窄，可否知會警

衛室開放學校停車，一次$50;表演團體車輛憑邀請函可免費進

入校內。早上指南路封街時，車輛可由後山進入。另校內警衛

可協助引導車輛。 

B. 出借研究大樓一樓、二樓教室當靜態展、親子圖書室、嬰幼兒

休息區、兒童發展篩檢區；出借資訊大樓一樓為表演團體休息

區。 

 攤位區之規劃— 

本次嘉年華中，由於攤位約為 60 多個，含括校內社團、社區社團及其他週

邊地區之社團與商家，因此攤位的劃設、安排與協商十分重要，並於 9月

25 日舉辦「攤位說明會」，以避免屆時各攤位各行其事之混亂。 

 

＜圖 12.攤位分布圖＞ 

 邀請校內外表演團隊— 

 校外表演團體計 10 組，分別為「萬興國小國術社、景美

樂儀旗隊、北政國中土風舞、木柵國小醒獅團、明道國小扯鈴隊、社

區國標舞、社區韻律舞、社區太極拳、社區土風舞、奇異果學園」。 

 校內表演團體計 8組，「國樂社、古箏社、口琴社、吉他

社、康輔社、熱舞社、啦啦隊、魔術社」。 

 嘉年華主題館之配置— 

    主題館<研究大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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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我社區作品展 250101 

文化盃影片＜於二字頭教室前空地播放> 

圖書室 250105 

兒童發展篩檢 250106 

景美女中休息區 250205 

其它表演單位休息區 250202 

工作人員休息區 250204 

表演團體準備區 舞台正後方   (音樂收集處)  

總指揮部 女舍側門左邊 

 通關抽獎卡之規劃— 

 

３.宣傳 

 旗幟—為讓附近居民能對社區迎新嘉年華積極參與，本工作團隊特別於

附近道路兩旁設置旗幟以利宣傳，並由各成員花極大的力氣於週圍道路

旁架設旗幟，且由於旗幟易倒，因此每隔幾天，小組成員就必須巡視並

重新架設，可謂十分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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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旗幟放置地點與數量＞ 

＜圖 13.嘉年華旗幟樣圖,此為縮小約 100 倍之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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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傳單—工作團隊成員為能使本次嘉年華圓滿成功，發揮創意製作了許

多適合不同地點、與各項子活動之傳單來宣傳嘉年華會，期能使政大學子

皆能積極參與（見附件五）。 

 

 

 

 

 

 

 

 

 

 

 

 

 

 

 

 

號外！號外！ 

2003政大社區嘉年華 將於 10月 4日登場

各位同學若有用不到的物品 

歡迎於9/17~9/30將物品集中到各宿服會 

您的幫忙將會使活動更成功……

＜圖 14.社區嘉年華義賣宣傳單之一＞ 

４.網站之設置 

本活動中尚有建構網站，以利資訊交流及宣傳嘉年華之作用。 

網址為：http://commweb.creativity.edu.tw/nccu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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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16.以上為創意學子工作團隊為嘉年華設置之網站＞ 

５.T 恤 

由於本次嘉年華工作人員十分眾多，尚有社區義工之參與，為便利作業，並

凝聚工作團隊之向心力及顯示願隨時提供服務之精神而設置了 T-恤，規定所有

工作人員皆需穿上以供識別。 

     
＜圖 17.t 恤設計樣本＞                   ＜圖 18.工作人員著工作之 t恤合影＞ 

（三）結案檢討報告(總召—毛瑩) 

2003 政大社區迎新嘉年華  前一天準備情況 

時間 地點 情況描述 

14:00~17:00 不動產中心 總召接受教育部創造力電子報訪問 

製作並張貼校內女舍前移車公告(過分急迫，應事

先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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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里長處要擴音器(可是它壞了，里長隔天帶新

的) 

18:00~19:30 商館 713 所有人員行前沙推。開始下雨了 

20:00~24:00 攤位區 

不動產中心 

廠商來架棚子(因機車太多，我們約 12 人包括姜

老師和里長只好自己把機車搬靠近牆邊，超累)、

架舞台、架氣球拱門。義賣組討論明日如何進行

舞台競標，雨溪哩嘩啦越下越大，監工 6人組(里

長、韋婷、哲翰、峰谷、貴欽、我)心裡狠澎湃，

祈禱明天雨停。 

2003 政大社區迎新嘉年華  當天 

時間 地點 情況描述 

7:00~8:00 不動產中心 雨勢中等，決定舞台表演無論如何都繼續進行，

除非表演團體不願上台。此時里長打電話來說景

美樂儀隊有點因雨而不想表演，但在我們堅持

下，里長拜託景美校長幫忙，後來景美校長說願

意全力配合，解除危機。景美夜市 7點前已到攤

位區，8點左右就已準備好攤位。 

8:00~8:30 指揮總部 

攤位區 

風雩樓 

雨勢時大時小，工作人員報到，分配處理貼攤位

名稱、發垃圾袋給攤位、將仍停放在攤位區的車

輛搬到對街，請拖吊大隊吊走唯一一輛汽車。貴

欽帶清潔隊員到風雩樓搬桌椅及傘棚，許多攤位

都準時於 8 點多到，但卻未見桌椅，有些許抱怨。

8:30~10:00 攤位區 除了人體彩繪、捷元電腦臨時不來外，所有攤位

均於 10 點前完成擺設。義賣組至活動中心將義賣

品搬到義賣攤位。 

9:30~11:00 主題館 各區負責人員完成區域佈置 

11:00~16:00 新路 

舞台 

攤位 

交通管制開始，新路開通儀式展開，景美樂儀隊

表演吸引大批觀眾圍觀，秩序良好。隨後整天的

表演都很順利，幾乎沒雨，人群到了下午 1點左

右開始變多很多，出太陽，攤位擠滿人，尤其義

賣攤生意興隆，人手顯得不足。競標非常不順利，

因賣品價高、主持人競標經驗不足、大多數民眾

只準備來吃吃喝喝看表演，沒有準備要買高價物。

13:00~16:00 蚊子電影院 該 NB 沒有 DVD 播放程式，又因對該 NB 權限不足

以灌軟體，所以只能播放文化盃 VCD 影片。 

11:00~16:00 主題館 上午畫我社區頒獎前，有很多家長到畫作室看

畫，但頒獎典禮後就很少人進去。圖書室情況類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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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7:30 整個活動區 收攤。所有攤位都在 17:00 前收好(除了夜市於

17:30 才整個收攤)，並至服務台將 coupon 換成現

金(原準備$5,000，共換掉$4,000)。請每個攤位

將桌椅及垃圾搬至女舍側門集中清點無誤才發還

所押證件，另舞台區及蚊子電影院用到的桌椅也

搬至女舍側門，清潔隊陸續將桌椅運回風雩樓。

通知帳棚搭設廠商來拆卸帳棚。將沒賣完的義賣

品搬回不動產中心，之後所有工作人員就地解散。

17:15~17:45 攤位區 指南路交通管制解除，將三角錐放置路側，以利

收帳棚公司作業。 

17:45~18:15 不動產中心 休息、整理物品、拍照、錄 DV 感言、簽名在嘉年

華旗子上、很高興 

18:15~20:00 幸福餐廳 慶功宴(里長、姜老師全家、貴欽、峰谷、一直想

回家餵貓的芳琪、哲翰、我，韋婷和翔維各有 date

去) 

 

檢討&建議: 

1. 舉辦日期可提前至開學第一個週六。因那時候幾乎沒有系要辦迎新宿營，能

來嘉年華的新生會較多。 

2. 舞台可改放在心理諮商中心前 or女舍前阻住指南路，這樣台上廣播整個攤位

區都可聽見，人群會較此次更集中，台上表演會有更多人看，且台下參與競

標的群眾也會增多。其中若放在女舍前阻住指南路有另一個好處，因動線一

定是從欣欣客運走到女舍舞台，這樣可避免此次發生靠近警察局的攤位較少

人走過去的問題。 

3. 取消主題館 : 將畫展室及圖書室搬到攤位區，遊客實在不太會走進建築物一

探究竟，此次原本規劃在逸仙樓前的遊戲區又因愛愛會臨時說不能提供活動

而失去原本募集人氣的功能，這可能也是人群到校內攤位後就停止不再轉進

主題館的原因。 

4. 減少致詞 : 只需安排萬興里里長代表整個活動致詞即可 

5. 找歌手來簽唱 : 一開始籌辦嘉年華就去詢問是否有歌手要發片，需要辦簽

唱，若能低價甚或免費來簽唱，可聚集很多人潮。此次雖也有考慮找歌手，

但聽說請歌手都要上萬元而打退堂鼓，試也沒試，以後籌辦或許可以試試。 

心得: 

1. 以後不要再和強氣卡合作，此次強氣原本答應幫忙找 20 個攤位，到最後縮成

10 個、2個、到最後一天竟然連那兩攤都不來擺攤?!不論以後怎麼找校外商

家攤位，都要規定在期限內給答案到底要不要來，絕不能心軟讓他們一拖再

拖，另外設定保證金制度，如果在嘉年華前兩週以內後悔不來擺攤，則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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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環保證金，這樣可遏止攤位想不來就不來的情況。至於韋婷在攤位部分的

檢討報告中指出此次攤位招募的窗口不一致的問題，其實窗口一直都是韋

婷，只是強氣卡承辦人曾和我及學生會令一位同學接觸過，他將我們的話隨

意改變並引用講給韋婷聽，要求她某些讓步或配合，造成韋婷感到混亂、窗

口不一，這亦是這次和強氣合作中一點非常令人生氣的地方。 

2. 所有人力要在一開始籌辦時就全部找好。這次是第一次辦這麼大型的封街嘉

年華，人員的招募沒有想像中容易，幾乎沒有社團願意出人幫忙，就算打著

學生會社團部所謂的社團服務日也沒用，大學生要看有沒有工讀金才決定要

不要幫忙，另外，bbs 上 po 板召人成效很差，只有一人回信願意來，且過一

兩天這個召人板宣就被蓋掉，更不可能有人回 po 要來幫忙。所以找人手要在

一開始就非常非常積極的進行，這一次人手招募大約從 9 月開學前就陸續打

電話給社團詢問意願，進行了一個月徒勞無功，有可能是因為社團要準備開

學社團聯展表演或者宿營，沒時間再參與這個活動，所以以後找人手動作一

定要快，這還有一個好處，可將任務分派給這些人手，譬如畫展室、圖書室

的佈置或者蚊子電影院如何吸引遊客來看之類的事情，都可以由他們規劃。

這次姜老師找了 15 位財管系同學當工作人員，由老師登高一呼較容易找到人

手。 

3. 這次活動大體上算非常順利，雖然天候不佳，但仍有這麼多遊客前來真的令

我非常開心，里長幫了非常多的忙，問題總是能在我們彼此協調想辦法後獲

得解決。嘉年華讓社區居民、附近學校及政大學生都有參與這次活動的機會，

我們這個主辦團隊當然還有很多可以進步的地方，讓嘉年華的質感越來越

好，經驗是需要累積的，這次我們碰到的困難或許以後還是會碰到，但透過

這幾份檢討建議報告，相信可以讓後來主辦的學弟妹們做好心理準備並擬定

對付措施。籌備期間需要整個團隊全力付出，謝謝貴欽東奔西跑借器材並狂

打電話問帳棚出借及旗子氣球拱門的製作，謝謝韋婷辛苦的詢問全校社團及

夜市擺攤或表演意願，謝謝念婷勤走學校邀請該校學生來表演並發送畫我社

區比賽訊息，謝謝峰谷找各種宣傳及報導門路並搞定 DV、DC 相關事項，謝謝

燕鈴、小白、奕雯在義賣品及拉贊助上的勞心勞力，謝謝翔維讓舞台表演有

條不紊地順暢進行，謝謝芳琪、宣君搞定麻煩的跑公文及經費調配，謝謝克

舟不負眾望做好計畫網站，謝謝姜老師排解校內困難、謝謝謝里長橋定整個

封街及市長邀請的事情，因為我們有堅持、有犧牲、有全心全力的投入，這

個活動才真正成真。希望以後每一年的嘉年華都能越做越好，越來越有規模，

成為政大社區每年最直得期盼的大代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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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英文 MENU 設計競賽 暨 創意經營管理競賽

 

流   程 

7/1~8/20 前置作業 

8/20～9/30 宣傳 

9/30～10/22 接受報名 

11/1 創意營 

11/1～12/1 初選期間 

12/8 初選結果公布 

12/8～12/16 複選期間 

12/22 複選結果公布 

1/10 成果發表酒會 

（一）前置作業與宣傳 

本活動宣傳期間為 7/1 至 8/20 日間，工作團隊成員透過 BBS 版宣、海報

宣傳及發函與各學校之方式，努力將競賽資訊傳播出去，以增加此競賽參

賽隊伍數目，由於此比賽資格並不挶限非本地區不可，而全台大專院校之

外，使得參與的各工作成員皆花費了極多時間與力氣進行 BBS 版宣以及寄

發各學校之海報與宣傳文。 

 

下表為工作團隊各成員所負責 BBS 版宣之工作列表 

姓名 bbs 站 版名 

毛瑩 輔大 管理研究所  企管  餐旅管理 

  ptt 地理  工管 

  世新 經濟  觀光  平面傳播 

  北科大 土木  經營管理  建築 

  屏科大、大葉   

范宇珊 
彰師大、高科

大、南開 
  

  暨南大學 

比較教育系所、中文系所、土木工程系所、通訊工程系所、資訊工程系

所、教育學程中心、公行系所、經濟系所、電機工程系所、教育政策與

行政系所、財金系所、外文系所、輔導與諮詢所、歷史系所、國際企業

系所、資訊管理學系所、東南亞研究所、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楊智婷 樹德   國貿、企管、金融保險、室內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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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崑山 
會計、財金、國貿、產業經營、視訊傳播設計、不動產經營、空間設計、

企業管理研究所 

  大華 國貿、資管、觀光管理、財金 

  銘傳 會計、財金、企管、經濟、風管、國企、觀光 

朱盈臻 中山 校友版：外文、企管、管理、經濟、才管、資管、傳播 

    在校學生：才管、人資、企管、財管、資管 

  中原 企管、國貿、室內設計、商業設計、建築 

  中央 英文、財金、企管 

  朝陽 企管、財金、休閒管理 

白哲翰 淡水學院 企管  餐旅管理 

  銘傳 企管  餐旅管理  建築 

  東海 企管  建築  餐旅管理  景觀學   

  靜宜 企管  觀光(因黎明與樹德無法連上 改換東海與靜宜) 

林欣儀 

成大、東吳、

東華、元智、

台科大 

  

張貴欽 貓空 廣告 企管 地政 財管 新聞  英語 廣電 

  文化 企管 廣告 美術 印刷傳播 景觀 市政暨環境規劃 

  輔英   

  雲科大 企管 營建 休閒所 空間設計 視覺傳播設計 

彭芳琪 蛋捲 企管  國貿 

  師大 大傳所 

  交大 管科   科管  商管 

  台北 地政  企管 

  清大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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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宣傳海報＞ 

（二）報名 

    由於考量大專學子開學返校時間較晚，而接受比賽訊息也將延宕的情況，因

此將報名延至 10/22 日，外加上工作成員契而不捨的宣傳下，報名十分踴躍，報

名隊伍更是挖空心思，從隊名即開始發揮無限的創意，正符合本比賽之意旨。 

 

下表為參賽隊伍之報名表 

2003第三波創意學子培育計畫  政大萬興形象商圈更新再造活動 
創意經營管理競賽報名名單 

隊名 學校 聯絡人 電話 電子郵件 

創意無限 台北大學 王佳于 953005847 chiayu1031@yahoo.com.tw

史克威爾 台北大學 謝育庭 933824498 paradise0933@yahoo.com.tw

鱷魚電蚊香 台北大學 徐宏明 935507335 venjackal@yahoo.com.tw

Show Me the Money  台北大學 宋怡瑱 925360118 yeitain423@hotmail.com

Key To Success 台北大學 洪瑞青 927609691 blue085kimo@yahoo.com.tw

五個男人四把槍中隊 台北大學 汪世樺 968460857 otter265@yahoo.com.tw

KESH 台北大學 賴玫錡 920936392 family.lai@msa.hinet.net

CAT 台北大學 鍾若樺 968742103 qjudy0710@yahoo.com.tw

道南風華再現 台北大學 余宗紋 953142893 claireyu1120@yahoo.com.tw

前進政大隊 台北大學 羅浚杰 916876560 giantlo@hotmail.com

123 木頭人 台北大學 顏志倩 921713344 Kimera0503@yahoo.com.tw

炸彈超人 台北大學 嚴世欣 933500388 anson0421@yahoo.com.tw

夢想羅勒 世新大學 游睿蘋 952659623 pen2pen82@yahoo.com.tw

I.C.R.T 政治大學 邱乙哲 928811858 esmooth1007@pchom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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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缺 政治大學 黃偉倫 921129298 hallucination_in_serendity@hotmail.com 

新潮流 台北大學 許玉函 931955575 lillian0108@yahoo.com.tw

 

2003第三波創意學子培育計畫  政大萬興形象商圈更新再造活動 
英文MENU設計競賽報名名單 

隊名 學校 聯絡人 電話 電子郵件 

南台資傳 南台資傳 黃盟翔 910504369 kyo3210@ms52.hinet.net

WooHa! 政治大學 劉又瑄 933582421 ezan.kg@msa.hinet.net

C To C 政治大學 陳秋燕 910844420 asrain0818@yahoo.com.tw

設計種子隊 南台視傳 陳銀華 932057962 moon02503@yahoo.com.tw

我的菜英文 政治大學 黃偉倫 921129298 hallucination_in_serendipity@hotmail.com

Taipei Taster 政治大學 高佩玲 920909294 u9305096@m1.cc.nccu.edu.tw

CPA 政治大學 黃惠貞 936806000 connity@yahoo.com.tw

V&E 輔仁大學 陳雅倫 910067568 yalun_chen2000@yahoo.com

美食客 政治大學 潘津佑 911101123 piy35@yahoo.com.tw

RPP 政治大學 潘鴻銘 935913970 rppno1@yahoo.com.tw

金好呷 政治大學 王麒傑 27468027 rex.tw@yahoo.com.tw

吳俊瑋 政治大學 吳俊瑋 922819860 u9402003@m1.cc.nccu.edu.tw

I.C.R.T 政治大學 邱乙哲 928811858 esmooth1007@pchome.com.tw

720度思想領域 南台科大 陳柏欽 921650206 art19840409@yahoo.com.tw

好好好 政治大學 林昕蓉 953268836 shinronglin@hotmail.com

 

（三）創意營 

本次舉辦競賽之目的不僅是要培植大專院校學生具有多元化、知識性

等創新能力，更希望能藉著競賽讓參賽學子能學習到與此次活動主旨相關

性之知識與經驗，因此特別由工作團隊籌畫為期一上午之「創意營」活動，

邀請參賽學子免費參與，會中特別邀請中國生產力中心顧問—李南芳小姐

進行「商圈案例分析」之演說，以及顧問—曾當證先生進行「商店經營輔

導經驗分享」之演說，透過演說者與參賽者之雙向互動關係，從中學習相

關之經驗分享與交流；此外，更邀請到去年創意經營管理競賽優勝隊伍進

行去年參賽經驗之交流，不僅提供自身參賽經驗更對與參賽學子創新能力

之啟發有一定之影響，然由於不久後本工作團隊之數位相機遭竊，因此本

次活動所保留之珍貴畫面皆遺失（議程及當天所發之文件見附件六）。 

（四） 初選 

英文 MENU 設計競賽及創意經營管理競賽初選將各自選出六組隊伍入圍複

賽，評審會給予改進之意見以供第二階段參賽之改進之參考。由於各組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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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盡心力製作，創意十足，使工作團隊在評選過程中一度無法輕易的分出

高下，透過內部商討甚久之後才定案。 

下表為初選結果，採E-Mail通知，並於本活動網站中同步公布結果

（http://comm.creativity.edu.tw/nccu92/） 

英文MENU第一階段初賽結果 

隊名 

主題表

現 30%
創意

30% 
內容完整

性 30%
色彩運

用 10%
總分 備註 

WooHa! 28 25 20 8 81 第五名 

C To C 28 29 28 7 92 第一名 

設計種子隊 25 15 20 5 65   

我的菜英文 27 22 20 6 75   

Taipei Taster 28 28 20 8 84 第三名 

CPA 25 28 25 9 87 第二名 

V&E 25 18 20 9 72   

美食客 27 20 28 5 80 第六名 

金好呷 25 20 20 8 73   

I.C.R.T 23 25 20 7 75   

720度思想領域 25 28 20 9 82 第四名 

好好好 20 25 20 8 73   

 

經營競賽第一階段初賽結果 

隊名 

主題表現

30% 

創意

30% 

內容完整

性 30% 

可行性

10% 
總分 備註 

創意無限 25 20 26 5 76 第三名 

史克威爾 24 20 20 5 69   

鱷魚電蚊香 20 22 18 8 68   

Show Me the Money  22 18 18 6 64   

Key To Success 22 15 20 7 64   

五個男人四把槍中隊 28 25 24 8 85 第一名 

KESH 25 22 20 8 75 第四名 

CAT 20 20 20 5 65   

道南風華再現 28 20 28 8 84 第二名 

前進政大隊 20 20 20 5 65   

123 木頭人 20 20 20 4 64   

炸彈超人 20 15 25 5 65   

I.C.R.T 20 25 20 8 73 第五名 

從缺 20 20 20 5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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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流 24 20 24 5 73 第五名 

 

   
＜圖 20.英文 menu 競賽 Taipei Taster          ＜圖 21. 英文 menu 競賽好好好隊 

隊初選之作品＞                                初選之作品＞ 

（五） 複選 

各入圍第一階段隊伍在經過兩週的改善與再創新後，成品較第一階段

時作品更是同時具備無限創意與可行性，使得複選之評審們於評選時，耗

費了不少心力才勉強定出高低，最後甚至創意經營競賽最高分出現同分的

情況，而只好以創意性分數為定出優勝順序之關鍵，可想見競爭之激烈！ 

此外，由於英文 MENU 設計競賽開放讓外界公開上網投票，票數將採比

重納入第二階段評分中，更是可見戰況之激烈，短短一週內投票時間，網

站湧進了近千人，票數統計結果更是各隊皆不相上下，可知創意實難分出

高下！ 

 

   
＜圖 22.英文 MENU 競賽 第三名 720  ＜圖 23. 英文 MENU 競賽 第二名 C To C 隊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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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思想領域隊之作品＞ 

  

＜圖 24. 英文 MENU 競賽 第一名 WooHa!隊之作品＞ 

 

＜圖 25.英文 MENU 設計及創意經營管理競賽第二階段評審過程＞ 

（六） 成果發表 

由於創造力的激發，有時尚需要透過眾人間互相提出具備創意之點子及交

流可激出創造力火花。因此本工作團隊於複選結果出爐後，為了提供各參賽隊

伍一個互相切磋及汲取經驗的一個交流管道，特舉辦「英文 MENU 設計競賽 暨 

創意經營管理競賽 成果發表會」，邀請所有參賽隊伍共襄勝舉，透過優勝隊伍

上台簡報等方式，達成此成果發表會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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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計畫主持人 姜堯民教授致詞＞ ＜圖 27.創意經營管理競賽 KESH 隊 上台簡報＞ 

  

＜圖 28.英文 MENU 設計競賽 720度思想 ＜圖 29.英文 MENU 設計競賽之頒獎，主持人與得獎者

領域隊 上台簡報＞                      之合影＞ 

  

＜圖 30.創意經營管理競賽頒獎，主持人      ＜圖 31.全體與會者合影留念＞ 

與得獎者之合影＞ 

（七） 檢討報告（執行兼任助理—芳琪） 

    此次英文 MENU 設計競賽及創意經營管理競賽終於落幕了，這次的活動是我

第一次擔任如此大型比賽的執行助理，因此在活動的過程中，我皆是一邊摸索

一邊學習。一開始由於當初規劃時並未考慮到大專學子由於正身處暑假時期，

對於我們希望主要透過在各學校張貼海報及經由學校老師宣傳競賽訊息的作法

在獲得訊息方面有時間上之延遲，因此坦言之一開始報名情況並不踴躍，使工

作團隊曾一度十分沮喪。然之後在接獲許多欲參賽者希望能將報名期間延長之

要求後，工作團隊決定彈性將整個競賽流程皆往後延期，終於提升了報名隊伍

數，但卻使某些原已參賽隊伍對於活動流程時間大幅更動有小小的不滿，幸而

在團隊各成員透過 E-mail、電話通知等方式，才彌補了此項缺憾。 

    在活動舉辦的過程中，工作團隊之成員不僅要擔負起各參賽隊伍各項疑難

雜症之解決，更需借場地、聯繫所有參賽隊伍以及會場控制等各細節皆需一手

包辦，雖然以規模來說並不是一項十分盛大之活動，但我們卻從中學習到了不

少與人溝通的技巧及興辦活動的寶貴經驗。此外，在過程中，從各參賽隊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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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與發表的各項巧思裡，不僅讓我們時常處於驚嘆與佩服外，更從中激發了不

少創意點子，我想這是工作團隊舉辦此次比賽的最大收獲！ 

肆、總檢討報告 

    在這為期半年說長不長，說短不短的計畫當中，主要舉辦了三個大型的活動

及競賽，過程中有歡笑，也有許多辛苦與努力的汗水。在社區嘉年華中，我們學

習到了如何聚集眾人微薄之力而完成如此艱鉅的任務，縱然其中遭遇到了許多阻

礙，如事前場地規畫問題、封街問題、交通問題、與市府接洽問題、當天由於天

候不佳，造成表演團隊拒演問題、以及事後處理問題等等等，雖然每一步的前進

都付出了相當的心力，然當 10/4 那天社區嘉年華完美的落幕後，我們心中的成

就感真是難以言喻。而在創意競賽中，一開始的規畫期程失當是我們最大的缺

失，使得參賽隊伍對於整個比賽的節奏無法掌握良好，而產生不信任感，縱使之

後已作許多補強，仍無法完全彌補這部份造成的錯誤！雖然我們在此次的計畫中

有許多細節與規劃是我們這些新手所疏忽的缺失，當然未來仍有許多進步的空

間，然瑕不掩瑜，在大家辛苦的奔走與策劃下，我們相信我們已經付出了最大的

努力讓這個夢想成真，希望未來這個屬於萬興商圈的嘉年華會能年年都舉辦，融

入成當地文化一部份！也希望如此具開創性與創造力的創意競賽能透過我們兩

年來舉辦成功的經驗，推廣到其他地區，讓其他地區也能在激發大專學子開創力

與提供商家改善空間的意旨下也推動類似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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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政治大學，位於文風鼎盛的文山區，雖然政大貴為本地最高學府之一，但是

政大與周邊社區的往來卻是十分的少，不僅當地的社區居民不瞭解政大，政大的

學生也相同的不認識這些與他們緊鄰而處、共同生活了四年的社區鄰居。因此為

了促進政大與周邊社區的良好互動，並使學生更瞭解社區、社區也能更加認識政

大─這個在他們居家附近的一所優質大學、一個休閒場所、一處好所在，我們將

於 2003年 10 月 4 日在政大校園內舉辦“政大與萬興里社區嘉年華＂。我們也期

望能藉由此次的活動使學校與社區間互動更加密切，加強彼此對這地區的認同

感、一起創造出獨特的社區文化。  

社區嘉年華是個政大與社區的大型活動，期待這個生活圈的每個你都能參

與，讓你我多一點溝通，少一點阻力；多一點瞭解，少一分陌生，2003 社區嘉

年華需要你我的熱情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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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介紹 

 

活動名稱：2003 政大社區迎新嘉年華 

活動宗旨：促使政大社區居民更加認識自己生活的環境，並促進居民

與政大的良好互動，加強彼此對這地區的認同感；也連帶

的使 9月剛入學的大一新鮮人更快的認識自己未來即將

生活的環境。 

活動時間：2003/10/4 星期六 

活動地點：指南路與政治大學校園內 

活動對象：政大社區居民及政大師生 

活動內容：見下頁 

主辦單位：國立政治大學、衍生工程顧問公司、萬興里里長辦公處 

協辦單位：政大學生會 

指導單位：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報創意學子辦公室、文山區公所、經 

濟部商業司、台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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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佈置圖 

 

藍綠方框地區：為園逰會攤販位子、留言版、牆壁塗鴉區 

研究大樓 1、2 樓：靜態展、親子圖書室、嬰幼兒休息區、兒童發展篩檢 

資訊大樓 1 樓：表演團體、商家、社團休息區 

遊戲休憩區：提供娛樂遊戲，並擺設露天咖啡座 

服務台+醫護站：提供諮詢服務及書面資料、簡單醫護設備 

舞台：供居民及政大社團表演、義賣、抽獎、畫我社區畫畫比賽頒獎

 43



 

 

11:00-11:15 開幕-景美女中樂儀隊 

11:15-11:30 長官來賓致詞---馬英九  

11:30-11:40 通車典禮剪採 

11:40-12:00 長官義賣 

12:00-12:10 萬興國小國術社 

12:10-12:15 萬興國小直笛隊 

12:20-12:25 口琴社表演 

12:25-12:30 熱舞社 

12:30-12:40 畫我社區頒獎 

12:40-12:50 義賣 

12:50-13:00 抽獎---抽出三個幸運兒 

 

----------------------------------------------------------- 

13:30-13:35 社區媽媽第一組(國際標準舞) 

13:35-13:45 大誠高中跆拳道 

13:45-13:50 國樂社表演 

13:50-14:00 吉他表演 

14:00-14:05 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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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14:10 抽獎---抽三位 

14:10-14:20 社區媽媽第二組(韻律舞) 

14:20-14:25 明道國中扯鈴 

14:25-14:35 康輔社表演 

14:35-14:45 社區媽媽第三組(土風舞) 

14:45-14:50 口琴社表演 

14:50-15:00 基友會民俗技藝 

15:00-15:10 社區媽媽第四組 

15:10-15:20 古箏社表演 

15:20-15:30 義賣 

15:30-15:35 抽獎---抽三位 

15:35-15:45 社區媽媽第五組 

15:45-15:55 社區媽媽第六組 

15:55-16:05 北政國中表演 

16:05-16:15 力行國小街舞 

16:15—16:25 義賣 

16:25-16:30  抽獎---抽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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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此次的活動可以說是社區與政大難得一見的盛大活動，因此為了豐富活動內

容並吸引社區居民的參加，在活動內容上將呈現多采多姿、既有社區文化又不失

文藝氣息的活動。 

整個嘉年華會主要會場可區分為：主題館、遊戲休憩區、攤位區、舞台，並

在四維大道上以特色花車遊行來貫穿整個活動。 

 

主題館 

主題館最主要目的是讓社區居民及政大能更認識彼此，因此展示內容將以雙

向溝通為目標。在主題館又可分為動態的影片播放區及靜態的展覽區。 

 播放區，除了播放以往社區活動的影片讓政大的師生更瞭解社區居民的生活

外，也將播放政大以往一些活動比賽的內容及學校簡介，除了供社區居民參

觀外，也能幫助在 9月中才入學的大學新鮮人能更認識自己未來將待四年的

生活圈。 

 靜態展示區，則計劃擺放一些社區活動照片、社區成果、美術社成品展示等

一些社團成果，另外並將擺設包種茶主題區，讓大家能更認識我們當地的名

產。除此之外，我們也將公開招募展覽品，歡迎社區及學校展示一些富有意

義的主題。 

 

攤位區 

為了豐富嘉年華內容，讓攤位區不同於一般的園遊會，因此我們將劃分攤位

區為美食區、禮品區、二手義賣區、藝文區，而每一區的店家將公開招募，除了

歡迎校內社團系所及社區居民籌組參加招商外，也將另行徵募一些以技巧、手工

藝為主的藝文商家進駐。 

 

遊戲休憩區 

將於綜合前草皮招募遊戲攤位，提供社區居民及政大師生一同同樂(如套圈

圈、打陀螺⋯等)，另外我們也將徵昭設計一些免費的活動供大家遊玩，而過關

者將可獲得附近商家的產品折價券。 

下棋比賽─在遊戲區裡將設置一處下棋比賽區，讓政大師生與社區愛下棋的

老人及居民一較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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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方面 

 親子圖書室 

 向萬興圖書館借書，以供親子一起欣賞好書。 

 固定時間提供大哥哥大姊姊生動的說講故事。 

 

 認識社區的展覽 

 提供相關的社區歷史資料、照片供居民觀看，使其更瞭解自己居住的社

區。 

 提供社區活動影片，供政大更加認識與自己緊鄰而處的鄰居。 

 

 認識政大 

 提供政大相關資源使用的資訊。 

 展覽校園規劃模型，提供學校開墾等歷史照片及資料。 

 播放政大學生社團活動的影片及紀錄，供居民及新生瞭解政大。 

 撥放歷年校歌比賽經典爆笑系級。 

 

 鐵觀音茶展示 

 展示鐵觀音包種茶的製作過程、泡的方法。 

 政大包種茶節活動的展示。 

 

 認識遲緩發展兒童─瞭解遲緩發展兒童並作檢驗。 

 

 健康檢查 

 提供抽血及相關健康檢查、並提供一些健康資訊供居民索取。 

 健康錄影帶播放。 

 請當地衛生單位來舉辦捐血活動。 

 

 永義工程公司─展示都市計劃局的相關資料，並使居民未來的理想社區更趨

完善，幫助萬興里成為優質的居家環境。 

 

 其他與社區學校相關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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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 

 徵募表演團體 

 校內表演單位 

 邀請表演社團如政大國標社、熱舞社、管絃樂團⋯等。 

 參與社區活動提供表演者將獲頒發證書及相關鼓勵。 

 社區表演單位 

 邀請當地的社團如元極舞、幼稚園⋯等。 

 參與社區活動提供表演者將獲掰發證書及相關鼓勵。 

 校外表演單位 

 邀請知名藝人如阿亮或團體參與社區活動，作為表演的壓軸 

 邀請遲緩發展兒童大使來簽唱宣導。 

 

 事先確認活動表演內容，並注意不要有重複性質的表演。 

 活動表演團體時間的安排規劃。 

 活動的預演及流程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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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方面 

 校內社團及系所 

 為鼓勵社團(如中友會、蘭友會、嘉雲地區校友會⋯等)參與社區園遊會

擺攤，期望能與學務處合作，讓參與的社團能於社團護照登記或是能有

其他的鼓勵措施，而在中心方面，參與服務的成員將能獲頒服務證書。

而在系所方面，可請如法律系擺攤設置法律諮詢站，為鄉民提供法律常

識及諮詢服務。 

 開放學校的計算機中心供社區民眾上網，並徵募學顧服務人員教導社區

鄉民簡單的電腦知識。 

 參加的社團或系所都必須穿上自己的社服或系服，以及掛上識別證以方

便中心的管理辨識。 

 校內登記參加的社團將不予徵任何地費，但須事前繳交保證金，待園遊

會結束後確認攤位器具等公共用品完好無缺後，即可退還保證金。 

 當天將開放風雩樓作為社團攤位的後備中心，除了可提供社團擺放東西

外，還可提供社員休息。 

 

 校外 

 分為社區居民、學校附近的攤位、古早味攤販(如麥芽糖、龍鬚糖⋯等)

及藝文手工攤販(/如捏麵人、陶瓷製作⋯等)。 

 只與商家酌收 500 元場地清潔費，其他營業收入均歸商家所有。 

 倡導商家參與這次活動除了營利外，還有社區參與價值。 

 每個攤位的負責人均需掛上中心所發放的識別證。 

 校外的攤位需先經過篩選，以避免重複性質過高。 

 富有社區及藝文意義的攤位優先錄選。 

 不提供電力 

 當天將資訊大樓供校外的店家與表演團體當天休息室。 

 

 二手義賣 

 鼓勵民眾以家中閒置物品來參加社區活動。 

 在活動前一個月即貼宣傳單，讓大家知道嘉年華有義賣活動。 

 鼓勵同學、住宿生把舊有的書籍等物品捐獻出來。 

 在二手品收集方面 

 政大宿舍─由宿服會宣導跟收集。 

 在協助中心收集的單位，我們將打上協辦單位或於大會上的開幕時

由主持人發表感謝他們。 

 當天義賣總金額於現場公佈，並隨即捐贈遲緩兒童發展基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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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menu 設計競賽辦法 

 

 

一、目的： 

有鑒於政治大學外籍師生人數逐年上升，又指南路上餐飲店之菜單單調

老舊多無英文列示，特舉辦「英文 menu 設計競賽」，鼓勵學生發揮創意為

商家製作特色菜單，加深外籍師生及遊客對指南路上店家國際化的印象。 

二、參賽資格： 

凡大專院校在校學生，各系所之學生均可自行組隊（一至三人）報名參

加。包括專科、大學、研究所等，不限科系，可跨校，以團體 (小組)報名

參賽均可，歡迎各校老師推薦團隊參加競賽。 

三、商店標的： 

本活動之商店標的以指南路二段，西至道南橋以下，東至台北市警察局文

山區指南派出所，北至台北市市立圖書館萬興分館。經主協辦單位溝通後

之店家或團隊挑戰之店家。 

四、主辦單位：政治大學商學院信義不動產研究發展中心 

五、格式：不拘。以電腦繪製為主，手繪作品亦可(但需將其轉換成電子檔型式)。 

六、評審標準： 

創意（60%）、可行性（25%）、完整性(15%)。 

七、評選辦法： 

1. 初選將由主辦單位評審小組選出 20 組參賽隊伍 
2. 初選通過者將張貼在政大中正圖書館一樓及公布在中心網頁上供政大

師生或來往人群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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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獎勵： 

1. 通過初選隊伍每隊可獲得精美獎品。 
2. 經由複審將選出以下獲勝隊伍： 

A. 優等獎：取一隊，獲精美獎品及每人獎狀乙紙。 

B. 創意獎：取兩隊，每隊各獲精美獎品及每人獎狀乙紙。 

九、報名表暨作品收件截止時間: 

參賽隊伍必派代表參加九十二年十一月一日創意營以了解競賽規則 

2. 報名表應於九十二年十月二十二日前，以傳真或 e-mail 方式傳送至政大商學 

院信義不動產研究發展中心。 

3. 各參賽團隊自報名日起至九十二年十二月一日止，將作品傳送中心 e-mail :    

(ncscre@nccu.edu.tw)。 

4. 初賽結果於九十二年十二月八日於中心網站公佈，入選團隊將會個別通知，  

並依評審建議將作品作第二次的修正，並在九十二年十二月十五日起至九十 

二年十二月十七日止，將複審作品電子檔傳送至中心 e-mail 信箱:  

(ncscre@nccu.edu.tw)。 

5. 決選結果於九十二年十二月二十二日於中心網站公佈，得獎團隊將會個別通 

知，並將受邀參加九十三年一月十日的成果展示暨頒獎酒會 

十、報名表暨作品收件： 

1. 報名表採傳真或 e-mail 送件方式；作品收件採 e-mail。  
2. 報名保證金每組＄300 元整(活動全程參與者比賽結束後全數退還)。 
3. 收件人：政治大學商學院信義不動產研究發展中心。  
4. 地址：116 台北市文山區指南路二段 64 號(財管系)。  
5. 電子信箱：ncscre@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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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心網址：http://www.ncscre.nccu.edu.tw/。 
7. 洽詢電話：(02)2939-3091 轉 62445(彭助理) 。 
8. 傳真電話：(02)8661-9243。 

十一、競賽注意事項： 

1. 未入選之作品，不予退件。  
2. 每位參賽者不限一件作品參與比賽。 
3. 得獎作品經查有抄襲者，取消其獲獎資格。  
4. 得獎作品主辦單位保有修改應用之權。 
5. 其他未盡事宜，本活動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之。  

十二、活動成果： 

經複審入選之作品，可全部或部分採行者，送請商圈內商家執行。績優之

競賽作品將安排展示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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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創意經營管理競賽辦法 

 

 

一、目的： 

為使學生創新商圈內各商店之經營管理理念，提供更多元化、知識性、

豐富化的創意性經營管理理念，展現創新式之商店管理，特舉辦「追求卓

越創意經營管理競賽」，鼓勵學生透過創意思考、另類的思考模式，主動

對商店經營與行銷管理革新提出改進建議。競賽主題訂為「創新價值，追

求卓越」。  

二、參賽資格： 

凡大專院校在校學生，各系所之學生均可自行組成經營團隊報名參加，三

至五人自由組隊參加。包括專科、大學、研究所等，不限科系，可跨校，

以團體 (小組)報名參賽均可，歡迎各校老師推薦團隊參加競賽。  

三、活動內容： 

凡是能有助於產品行銷與商店經營管理之創新點子，皆可將它具體以企劃

書形式參賽。創意內容不論從經營內容到商店環境的改善，任何有助於提

昇商店的創意計畫，均可提案： 
A. 佈置與陳設的改善 
B. 商品的創新與包裝 
C. 服務及經營品質的提昇 
D. 改善現有產品行銷之通路 

提出全新之商店經營管理構想，尤其鼓勵對於創意經營管理、提供多元化

行銷服務、強化商店經營效能與提高管理品質等主題之創意作品均可參與

競賽。 

四、商店標的： 

本活動之商店標的以指南路二段，西至道南橋以下，東至台北市警察局文

山區指南派出所，北至台北市市立圖書館萬興分館。經主協辦單位溝通後

之店家或團隊挑戰之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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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方式： 

1. 商店經營內容以商店標的為基礎，延續或創新均可，唯商品內容不可屬

於違法及侵害智慧財產權性質，如盜版軟體、MP3、各類禁藥或違禁

品等。 
2. 各參賽團隊可利用各項通路提供店家參考，並設定銷售對象，在活動期

間內協助商店進行促銷之經營。 
3. 參賽團隊應著重方案可行性，並與店家充分溝通，加強改善意願，完成

商店經營的成效。 
4. 活動截止後先由評審委員會依其經營成效篩選團隊，再經由參賽隊伍公

開說明理念及策略，由與會的教授學生共同評分，選出獲勝隊伍，給

予獎勵。 

六、創意企劃書內容： 

報名參加競賽者，應依規定之格式(如附件)，提送創意企劃書參與評比，

企劃書內容應包括： 
1. 創意名稱 
2. 開店目標及與本商圈意旨相配合之處 
3. 市場環境分析 
4. 政策及要求 
5. 經營策略 
6. 財務報表預估 
7. 現金流量分析 
8. 財務可行性分析 

必要時得以圖、相片與實作輔助說明。  

七、報名表暨作品收件截止時間： 

參賽隊伍必派代表參加九十二年十一月一日創意營以了解競賽規則 

2. 報名表應於九十二年十月二十二日前，以傳真或 e-mail 方式傳送至政大商學 

院信義不動產研究發展中心。 

3. 各參賽團隊自報名日起至九十二年十二月一日止，將作品傳送中心 e-mail :    

(ncscre@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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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初賽結果於九十二年十二月八日於中心網站公佈，入選團隊將會個別通知，  

並依評審建議將作品作第二次的修正，並在九十二年十二月十五日起至九十 

二年十二月十七日止，將複審作品電子檔傳送至中心 e-mail 信箱:  

(ncscre@nccu.edu.tw)。 

5. 決選結果於九十二年十二月二十二日於中心網站公佈，得獎團隊將會個別通 

知，並將受邀參加九十三年一月十日的成果展示暨頒獎酒會 

八、競賽注意事項： 

6. 未入選之作品，不予退件。  
7. 得獎作品經查有抄襲者，取消其獲獎資格。  
8. 得獎作品主辦單位保有修改應用之權。 

九、評審標準： 

創意（35%）、可行性（35%）、完整性(30%)。 

十、評選辦法： 

3. 初選將由主辦單位評審小組選出六組參賽隊伍 
4. 通過初選隊伍須準備三十分鐘口頭報告以進入複審 
5. 獲勝隊伍將在公開說明會由與會師生共同評選 

十一、獎勵： 

3. 通過初選隊伍每隊可獲得精美獎品。 
4. 經由複審將選出以下獲勝隊伍： 

A. 優等獎：取一隊，獲獎精美獎品及每人獎狀乙紙。 

B. 行動獎：取一隊，獲精美獎品及每人獎狀乙紙。 

C. 創意獎︰取一隊，獲精美獎品及每人獎狀乙紙。 

十二、報名表暨作品收件： 

9. 報名表採傳真或 e-mail 送件方式；作品收件採郵寄或親送方式。 
10. 報名保證金每組＄500 元整(活動全程參與者比賽結束後全數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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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11. 收件人：政治大學商學院信義不動產研究發展中心。  
12. 地址：116 台北市文山區指南路二段 64 號(財管系)。  
13. 電子信箱：ncscre@nccu.edu.tw。 
14. 中心網址：http://comm.creativity.edu.tw/nccu92。 
15. 洽詢電話：(02)2939-3091 轉 62445。 
16. 傳真電話：(02)8661-9243。  

十三、活動成果： 

經複審入選之作品，可全部或部分採行者，送請商圈內商家執行。績優之

競賽作品將安排展示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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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眼中，這陪著你好久好久的木柵社區，究竟是什麼樣子呢？ 

現在，你可以用神奇的畫筆將他改造一番喔！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一起來動動筆，發揮你的創意， 

畫出你心中夢想的 吧！ 

比賽辦法 

畫作格式：紙張大小：四開 

          繪畫方式：水彩、蠟筆、彩色筆⋯等等都可以喔 

截稿日期：9月 22 日 (星期一) 

交稿請將報名表連同作品寄至：政治大學不動產研究中心 

                            台北市文山區指南路二段 64 號 

評選辦法：分 幼稚園組、國小組 

每一組將選出一名特優獎，二名優等獎，二名創意獎以及五名佳作。 

得獎這均可獲得社區頒發之獎狀及精美禮品一份。 

得獎名單公佈時間：9/29(可上網查詢http://www.ncscre.nccu.edu.tw,另亦將各別通知

得獎者) 

頒獎典禮：將在 10/4 舉行之＂2003 政大社區迎新嘉年華＂進行頒獎典禮 

 

報    名    表 

姓名： 生日：   年    月    日 

組別：  幼稚園組     國小組  

學校/班級: 

地址： 

聯絡電話：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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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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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使政大社區居民更加認識自己生活環境，並促進居

民與政大的良好互動，加強彼此對這地區的認同感；也連帶

的使 9月剛入學的大一新鮮人更快的認識自己未來即將生活

四年的環境。國立政治大學商學院信義不動產研究中心將於

10月 4日舉辦社區嘉年華會，其中義賣活動的部分希望各位

里民共襄盛舉，捐出自己一些平日用不到的物品，共同為這

個活動盡一份心出一份力。 
 

義賣物品收集時間：9/1~9/30  

義賣物品集中地：萬興里里長辦公處(北市文山區指南路二段 25

號) 

               服務電話：2939-7206 

義賣所得將捐給：中華民國遲緩兒童基金會 

活動日期：92 年 10月 4日 星期六 

活動時間：11：00 am ~ 5：00 pm  

活動地點：指南路及政大女舍側門 

 主辦單位：政大萬興形象商圈創意經營工作團隊、 

萬興里辦公處、衍生工程顧問公司 

 協辦單位：國立政治大學學生會 

 指導單位：國立政治大學、教育部創意學子辦公室、 

文山區公所、經濟部商業司、台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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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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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03 年 11月 1日 

地點：國立政治大學商學院 205教室 

議程如下— 

8:30~9:00 報到 

9:15~9:20 開幕致詞  

9:20~10:35 專題演講(一):商圈案例分析 

            主講人:中國生產力中心 顧問 李南芳 小姐  

10:35~10:45 休息 

10:45~12:00 專題演講(二):商店經營輔導經驗分享 

             主講人:中國生產力中心 顧問 曾當証 先生  

12:00~12:20 經驗分享(由去年創意商圈設計競賽冠軍隊伍上台簡報) 

12:20~12:30 閉幕致詞 

 12:30~12:40 商家抽籤 

 
 
 
 
 
 
 
 
 
 
 
 
 
 

學生創意經營管理及英文創意設計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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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及作品收件截止時間 

1. 參賽隊伍必派代表參加九十二年十一月一日創意營以了解競賽規則 

2. 報名表應於九十二年十月二十二日前，以傳真或 e-mail 方式傳送至政大商學 

院信義不動產研究發展中心。 

3. 各參賽團隊自報名日起至九十二年十二月一日止，將作品傳送中心 e-mail :    

(ncscre@nccu.edu.tw)。 

4. 初賽結果於九十二年十二月八日於中心網站公佈，入選團隊將會個別通知，  

並依評審建議將作品作第二次的修正，並在九十二年十二月十五日起至九十 

二年十二月十七日止，將複審作品電子檔傳送至中心 e-mail 信箱:  

(ncscre@nccu.edu.tw)。 

5. 決選結果於九十二年十二月二十二日於中心網站公佈，得獎團隊將會個別通 

知，並將受邀參加九十二年十二月二十六日的成果展示暨頒獎酒會 

 

 

 

 

 

附件： 

競賽商家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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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經營競賽 ： 

1. 私房麵 

台北市木柵文山區指南路二段 18 號 

(02)22348970  

2. 幸福餐廳 

台北市木柵文山區指南路二段 53 號 

(02)29395727 

3. 捷元電腦 

台北市木柵文山區指南路二段 119 巷 2 號 

(02)29383934 

4. ECCO 義大利餐廳 

台北市木柵文山區指南路二段 133 號 

(02)86618772 

5. 快樂快炒 

台北市木柵文山區指南路二段 153 號 

(02)29390967 

6. 天一打字行 

台北市木柵文山區指南路二段 119 巷 2 號 

(02)29396193 

 

英文 MENU 競賽  ：  

1.  私房麵 

台北市木柵文山區指南路二段 18 號 

(02)22348970  

2.  幸福餐廳 

台北市木柵文山區指南路二段 53 號 

(02)29395727 

3.  ECCO 義大利餐廳 

台北市木柵文山區指南路二段 133 號 

(02)86618772 

4. 快樂快炒 

台北市木柵文山區指南路二段 153 號 

(02)29390967 
 

 

 

創意學子活動計劃團隊行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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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紀錄 
開會日期：民國 92 年  7 月 12 日 
開會時間：  10:00   ～  13:00            

會議事紀： 
第一次會議(7/11)共識: 
1.嘉年華與學生會合辦(若不可行,改問指南社) 
2.本次競賽在英文 menu的落實的合理範圍內會補助 
3.創意經營競賽的落實與否由商家自行決定 
4.9/5的創意營麻煩芳琪你們三人負責規劃與執行囉 
(創意營必包括:演講  比賽規則說明 商家說明會)  
5.這幾天我會決定需要 bbs宣傳的學校有哪些,並分配給每個人 
 
下週一(7/14)助教會將競賽辦法的網頁上線 
下週二 bbs版宣開始張貼及海報送印 
------------------------------------------------------ 
下次開會:7/17(四)10:00 不動產中心 
議題: 
1.9/5創意營規劃(請芳琪你們提出初步規劃) 
2.分配訪談商家(共 46家) 
3.社區嘉年華人員及籌備時程確定 
  (若學生會可幫忙,請韋婷提出初步規劃) 
 
------------------------------------------------------- 
第三次會議(初訂 7/23): 
1.助教送公文及海報至各大專院校 
2.下午展開商家協調 
 
 
 
 
 
 
 

創意學子活動計劃團隊行政會議 
開會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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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日期：民國 92 年 7 月 18 日 
開會時間：  10:00   ～  13:00            

會議事紀： 
*由於 9/14(日)當天因搬宿舍而不適合阻街舉辦嘉年華 
所以老師與里長橋好 10/5舉辦 
已通知慧筠,若社團聯展不能延至 10/6 7 一起舉辦的話 
仍希望學生會能協辦 10/4嘉年華社團招募的工作 
 
*麻煩小白在 7/25前將海報印刷完成 
 
*我會在 ptt寄版宣給大家,請在各自負責的 bbs註冊或找朋友幫忙 po版 
 
*嘉年華活動新成員:活動組(奕雯  燕鈴 念庭) 
~下封信會將嘉年華的企劃書寄給你們, 
~請在 7/29開會時提出義賣 花車 舞台節目這三部分的構想 
 
*下次開會 7/23(三)10:00 不動產中心 
議題: 
1.創意營文件與議程表完成(盈臻 芳琪 貴欽) 
2.招攤位企劃(信豪&慧筠) 
3.姜老師也會出席 
 
預告:4th開會時間~7/29(二)10:00 
~因活動組三位每週 1 3 5 早上都要補習 
 
 
 
 
 
 
 
 

創意學子活動計劃團隊行政會議 
開會紀錄 

開會日期：民國 92 年 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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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時間：  10:00   ～  13:00            

會議事紀： 
今天開會結果~ 
1.bbs版宣張貼完成 
2.智婷寄給我海報 jpg,我做 email範本 
3.念婷 奕雯 燕鈴:舞台 義賣 花車活動規劃 
4.智婷 宇珊:嘉年華海報製作 網頁一張 貓空 bbs公佈 
5.韋婷:攤位策劃 
6.學生會 8月中將企劃書做好,可討論本計畫提供哪部分經費 
  另,社團聯展宣傳嘉年華活動 
     沿用學生會社團聯展場佈  
     部分活動可延燒到嘉年華繼續 
7.提供參與社團服務證書 
8.助教幫忙詢問信義是否願意贊助社團聯展帳棚 
9.嘉年華時間請老師跟里長橋..確定是 10/4 or 5 
 
下次開會:7/29(二)10:00 不動產中心 
請負責規劃者打好書面 email給大家並帶來 
 
 
 
 
 
 
 
 
 
 
 
 
 

創意學子活動計劃團隊行政會議 
開會紀錄 

開會日期：民國 92 年 7 月 29 日 
開會時間：  10:00   ～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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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事紀： 
開會結果： 

      社區嘉年華部分： 

         1.舞台及路線：舞台在機車平和公車站排中間的位置，也就是小貓  

                               咪早餐店前。攤位主要是在正們到女舍側門之間的 

                               紅磚道。服務台在郵局。 

         2.舞台上的活動：a.在八月底之前要確定。 

                                   b.活動之間會穿插抽獎活動。 

         3.義賣：a.義賣主持人由甄選以及接洽政大師長、里長或馬市長 

                      b.義賣品的收集：廣告張貼於宿舍門口、投遞到附近的 

                         住家。在 bbs 上，海報上，親子表演報名表上都會有      

                         廣告宣傳。        

                      c.義賣品義賣的方式：舞台上的活動之中會穿插重點商品 

                         的義賣。在舞台下方會有 2-3 攤位賣義賣品。 

         4.社團的參與：a.當天定為社團服務日 

                               b.社團同學的工作有  場務、帶活動、擺攤、義賣 

                               c.下次請確定每個工作需要多少工作人員 

         5.衍生顧問公司可以出經費並幫忙邀請明星到現場 

         6.嘉年華的宣傳方式有：bbs、網頁、新聞稿、寄邀請函到附近的高 

                                            中、國中、小。當天有電視記者到場。 

                                            *下次必須確定宣傳工作的分配。 

         7.下下禮拜必須確定園遊卡的樣式。 

  

  

      下次開會時間  8/5 星期二上午十點 不動產中心 

 
 
 
 

創意學子活動計劃團隊行政會議 
開會紀錄 

開會日期：民國 92 年  8 月 6 日 
開會時間：  10:00   ～  13:00            

會議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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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開會時間是~8/19(二), 
1.請各組回報 9/3負責事項的進度 
2.商家協調(for 商圈設計競賽部分) 
 
*宣傳組--1.8/27之前將嘉年華海報送印+活動組的抽獎卡送印 
           9/3當天開會要拿到 
         2.8/19作好一張'嘉年華義賣品收集處'的標語 
         3.8/19回報找媒體宣傳的情況 
         4.麻煩盈臻協助宣傳組的工作 
 
*總召--1.畫我社區比賽辦法 
       2.找媒體宣傳方式 
       3.向里長確定舞台音響 社區表演單位  
               義賣品收集地 里廣播系統 
       4.呈學校公文(提出所需幫助 10/4停車問題) 
       5.9/25 10點向校長 院長 里長報告執行情況 
 
*第七次開會:9/3(三),將驗收各組成果: 
活動組--1.舞台細流確定 
        2.製作完成給校方的義賣宣傳單 親子歌唱報名表 
        3.向企業募集抽獎品 義賣品的情況 
        4.招募主持人的版宣內容(or直接找康輔社當主持人) 
提醒:舞台節目排入畫我社區比賽頒獎 
     9/22那個禮拜要黑板宣傳 
 
攤位組--1.攤位確定 
        2.學校廣播設備(9/26 10/3 兩天廣播) 
提醒:規劃兩單位的牆壁做塗鴉區及心情留言區 
     攤位中別忘了要包括衍生工程顧問公司 信義不動產   
         遲緩兒發展基金會  及兩個義賣攤   
     外來攤位要繳清潔費$500 且無法提供電力 
 
場務組--1.九月初向商院院辦借 10/4國際會議廳(for創意營) 
        確定該場地是否有講台假花飾 
        2.9/13前送做嘉年華旗子 
        2.向學校借給攤位用的椅子及二字頭 
        3.開學製作創意營海報 紅色布幕上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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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組--1.買活動保險 
        2.8/19買 30張郵票 
 
 
 
 
 
 
 
 
 
 
 
 
 
 
 
 
 
 
 
 
 
 
 
 
 
 
 

創意學子活動計劃團隊行政會議 
開會紀錄 

開會日期：民國 92 年 8 月 19 日 
開會時間：  10:00   ～  13:00            

會議事紀： 
活動組目前進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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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舞台表演:已拜訪 10所學校(情況詳見附件) 
  
a.需斟酌是否刪除親子歌唱(請念庭在9/2開會前決定,若要舉辦,則請9/2將報名表
做好) 
  b.請念庭將畫我社區比賽的頒獎排入流程中 
2.義賣品收集:開學前由里鄰長負責收集,開學後每天晚上 6-8點到里長辦公處幫

忙分類,週六再和里長橋時間 
  
a.請燕鈴思考要向哪些"特定人物 or企業"邀較具價值的義賣品,另外,照現況來看,
我們不需向政大以外的學校募集義賣品了 
  b.奕雯將向可口可樂 青箭 文教基金會拉贊助或義賣品 
 
 攤位組進度~ 
1.已有 20組外面商家攤位,10組左右校內社團攤位 
2.校內社團舞台表演已有 7組 
  
 場務組進度~ 
1.決議借研究大樓 1 
2 樓一般教室,另請借資訊一樓當表演團體休息區(放樂器) 
2.10/4國際會議廳將由姜老師出面借用 
3.請貴欽詢問指南社校內服務隊是否可幫忙(義賣品輪班分類及活動當天義工) 
  另請詢問自強報及大學報 報導嘉年華活動意願 
4.舞台大小請與衍生公司涂先生確定 
5.租借民俗遊戲器材(ex 扯鈴 滾鐵圈 各種棋類) 
 
 宣傳組進度~ 
請宇珊在 8/27前將嘉年華海報及抽獎卡送印(9/5前要拿到) 
 
 網站進度~ 
克舟已將網站功能做完,僅剩美工,內容將由我提供 
另外,當網站可以使用時,請克舟通知大家 
 
*麻煩芳琪盡快將公文上呈課外活動組,其中需校方支援部份有修改,請下載附件
更新 
另外政大實小需要公文以申請該校當天表演活動,所以麻煩芳琪與念庭聯絡 
*今晚我將把嘉年華企劃書修改後寄給活動組以利你們進行表演邀請及拉贊助 
 
下次開會時間:9/2 10點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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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需完成負責的進度: 
1.活動組:確定舞台表演 義賣品收集情況 coupon製作 
2.攤位組:確定校內外攤位個數 
3.盈臻:畫我社區報名表(9/5將發至各校) 
4.宇珊:T-shirt圖案設計(簡單就可以了 
雙色,9/2需交給里長) 
 
 
 
 
 
 
 
 
 
 
 
 
 
 
 
 
 
 
 
 
 
 

創意學子活動計劃團隊行政會議 
開會紀錄 

開會日期：民國 92 年  9 月 2  日 
開會時間：  10:00   ～  13:00            

會議事紀： 
總召: 
競賽海報均貼至指南路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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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hirt設計完成，已交里長 
30張嘉年華海報已交給里長張貼里鄰 
 
活動組: 
貴重義賣品目前募到:淨水機、空氣清靜機、不沾鍋、Reebok背包 
抽獎品目前募到:馨園 100元影印券、美久耐眼鏡行折價券 
麻煩老師仍須向 EMBA募 2個義賣品、8個抽獎品 
 
明道國中扯鈴、力行國小街舞、政大實小表演 ok 
 
宣傳組: 
嘉年華海報印好拿到 
競賽海報與公文均寄發各校 
 
財務組 
公文跑完、場地借好 
與警衛隊長協調好停車問題:凡持邀請卡者可免費入校停車、 

10/3將車輛駛離勸導單交由隊長夾至莊敬一社前車輛雨刷上 
 
9/15(一)10:00中心開會，大家必須完成以下分工: 
韋婷:攤位、主題館、休息區分配場佈圖 
請和強氣卡協調 10個攤位另夜市 10個攤位 
(位置由我們決定，不可自行選擇，並沒有電線或網路線可牽) 
詢問雀巢咖啡車是否有意願來 

貴欽:人力配置(找到”頭”) 
做好旗子(經費請向芳琪確認) 
萬興圖書室 

遊戲區器具借用 

桌(120 張)椅(180 張) 

棚子(信義已確定 30 頂，另須向永慶、可口可樂、或汽車公司詢問是否有可

借用的) 

念婷:9/5 將嘉年華海報、畫我社區報名表發至各校 

    確定政大實小表演項目(公文可向中心助理芳琪 or 宣君要) 

奕雯:再募 2項貴重義賣品及 2項抽獎品(問青箭及可口可樂是否可當抽獎品) 

燕鈴:9/6 做好政大義賣收集A4 傳單和廁所小單樣張 

    9/6 並提供 bbs 版宣文字內容 

克舟:9/8 網站上線 

     9/8 開始 bbs 版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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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谷:協調大學報、計中發電子報時提及嘉年華、文化盃影片 

芳琪:9/20 做好邀請卡、謝卡、社團與個人服務證書 

毛瑩:捷運站張貼海報、與里長及校方協調 

 
 
 
 
 
 
 
 
 
 
 
 
 
 
 
 
 
 
 
 
 
 
 

創意學子活動計劃團隊行政會議 
開會紀錄 

開會日期：民國 92 年 9 月 15  日 
開會時間：  10:00   ～  13:00            

會議事紀： 
*下次開會 9/22(一) 10點 不動產中心 
1.請韋婷明天寄給我攤位場佈圖(下面註明誰不需要桌椅) 
                  主題館與休息區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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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夢溪能否擺咖啡攤 
 10/1做好海報版舞台流程 
2.請念庭週三寄給我確定版舞台流程 
 (請排入校長及商院院長致詞時間,亦請確定主持群) 
  9/29驗收主持人表現 10/1做好海報版舞台流程 
  
請規劃整個舞台表演細部可能發生情形應變措施及細節,於 9/22交給我 
  找一個透明的抽獎箱 
3.9/2510點 
商管 713商家說明會:韋婷通知所有非學生商家攤位 
      12點        社團說明會:信豪通知所有政大社團 
                             念庭通知所有舞台表演 
4.奕雯:詢問立委及區公所能否贊助經費或礦泉水  
       繼續找抽獎品 義賣品 
       23號開始黑板宣  
       貼女社海報  
       找發面紙的 
5.燕鈴:廁宣張貼  
       A4宿舍義賣品張貼 
       確定男舍宿服會可幫忙  
       將里長辦公處每日輪班表寄給大家 
6.貴欽:9/23"確定"找到足夠人手(因 9/25就是說明會) 
       貼男舍海報(A4義賣品宣傳單請向燕鈴要) 
       借對講機(課外活動組) 垃圾桶垃圾袋(營繕組) 
7.芳琪:9/22做好邀請卡(本週我會盡快將確定版舞台流程給你) 
       9/30做好工作人員名牌(9/23可確定工作人姓名) 
       盯緊捷運海報申請進度,9/27一定要張貼出去 
8.峰谷:問藝中有無黑色布幔 請他們評估是否須音響 
       10/3至院辦借白色布幕及單槍 
       9/29剪輯好 30分鐘影片 
9.克舟:網站繼續加油 
       bbs版宣 
10.小白:9/29前拿到抽獎卡 與 coupon 
11.翔維:指標製作(要做哪些 我再通知你) 
12.總召:問里長何時可插旗子 流動廁所 拖吊汽機車 
攤位區淨空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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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學子活動計劃團隊行政會議 
開會紀錄 

開會日期：民國 92 年 9 月 22  日 
開會時間：  10:00   ～  13:00            

會議事紀： 
親愛的大家:) 
我們的嘉年華已經到了準備的最後關頭 
真的非常感謝大家這陣子的大力幫忙與配合 
我真的非常的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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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開會之後,最主要還需做的有以下: 
1.貴欽:明天(9/23)交出人力分配: 
       攝影 dv 舞台組數名 攤位組數名 圖書室 畫作室  
       (姜老師已找到 4位女生負責服務台 
4位男生機動任你分配) 
       訂拱門 借 4維堂  
       確定對講機到底有沒被人借走(里長那裡有 6隻) 
       確定 10/4風雩樓值班人 8點要開門 
       告知永慶一定要 10/4 7點來搭棚或 10/3 6點以後來 
       10/4 8點一定要搭好 下午 5:30之後來收棚 
       借萬興書 200本 
       旗子上路 
       暫緩製作創意營海報(9/29會再決定) 
 
2.翔維:舞台細流規劃(有什麼要我這禮拜四佈達給表演團體的請於週二寄 word
給我) 
       和主持群承佑保持聯絡 需加派人手請告知貴欽 
3.感謝小白將海報貼到木柵線捷運站 和火車站 
4.芳琪:週三(9/24)完成邀請卡印製 
       下週三(10/1)完成名牌 服務證書製作 
       (9/29先製作一份範本出來看看) 
       和姜老師橋一下$$的事情(表演費 餐盒費) 
5.峰谷:找人來講學校的廣播系統宣傳嘉年華 
 
(本週五 9/26及下週五 10/3中午及放學都要宣傳,講告請你寫,週三前寄給我
check!! 
謝謝!!) 
       做一抽獎箱   幫貴欽綁旗子 
       問香香 或 
頂好自助餐可否用便宜的價格提供餐盒(約 200個) 
       9/29請交出剪輯好的影片 
6.韋婷:9/29交出海報版攤位配置圖 主題館配置圖 
7克舟:網站大有進展!! 請記得將檔案放出來  
       和計中協調政大首頁超連結情況請立即回報 
       和奕雯要義賣品 抽獎品清單 (放上網頁) 
       bbs版宣 請本週三 下週三 各 po一次 
       9/29將公佈畫我社區比賽得獎名單,請公佈於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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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奕雯+燕鈴:請回報是否有拉到贊助 
              義賣品 抽獎品募集情況 
              男女舍收集情況 
              是否找到發面紙的 
910/1~10/3晚上 6點都要去里長那裡幫忙編號義賣品, 
請各位都先空出這些時間,因平日都不需去里長那裡輪班,這件事也請燕鈴多費心,
到時要怎麼分類,須先想好!! 
10.請老師和信義確定會出拱門$5000  
   EMBA義賣品收集請盡快告知結果 
   發出媒體宣傳稿 
11.下次開會 9/29 10點中心 並驗收主持人(懇請各位必定出席!!) 
 
 
 
 
 
 
 
 
 
 
 
 
 
 

創意學子活動計劃團隊行政會議 
開會紀錄 

開會日期：民國 92 年 9 月 22  日 
開會時間：  10:00   ～  13:00            

會議事紀： 
親愛的大家:) 
我們的嘉年華已經到了準備的最後關頭 
真的非常感謝大家這陣子的大力幫忙與配合 
我真的非常的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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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開會之後,最主要還需做的有以下: 
1.貴欽:明天(9/23)交出人力分配: 
       攝影 dv 舞台組數名 攤位組數名 圖書室 畫作室  
       (姜老師已找到 4位女生負責服務台 
4位男生機動任你分配) 
       訂拱門 借 4維堂  
       確定對講機到底有沒被人借走(里長那裡有 6隻) 
       確定 10/4風雩樓值班人 8點要開門 
       告知永慶一定要 10/4 7點來搭棚或 10/3 6點以後來 
       10/4 8點一定要搭好 下午 5:30之後來收棚 
       借萬興書 200本 
       旗子上路 
       暫緩製作創意營海報(9/29會再決定) 
 
2.翔維:舞台細流規劃(有什麼要我這禮拜四佈達給表演團體的請於週二寄 word
給我) 
       和主持群承佑保持聯絡 需加派人手請告知貴欽 
3.感謝小白將海報貼到木柵線捷運站 和火車站 
4.芳琪:週三(9/24)完成邀請卡印製 
       下週三(10/1)完成名牌 服務證書製作 
       (9/29先製作一份範本出來看看) 
       和姜老師橋一下$$的事情(表演費 餐盒費) 
5.峰谷:找人來講學校的廣播系統宣傳嘉年華 
 
(本週五 9/26及下週五 10/3中午及放學都要宣傳,講告請你寫,週三前寄給我
check!! 
謝謝!!) 
       做一抽獎箱   幫貴欽綁旗子 
       問香香 或 
頂好自助餐可否用便宜的價格提供餐盒(約 200個) 
       9/29請交出剪輯好的影片 
6.韋婷:9/29交出海報版攤位配置圖 主題館配置圖 
7克舟:網站大有進展!! 請記得將檔案放出來  
       和計中協調政大首頁超連結情況請立即回報 
       和奕雯要義賣品 抽獎品清單 (放上網頁) 
       bbs版宣 請本週三 下週三 各 po一次 
       9/29將公佈畫我社區比賽得獎名單,請公佈於網頁 
8奕雯+燕鈴:請回報是否有拉到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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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賣品 抽獎品募集情況 
              男女舍收集情況 
              是否找到發面紙的 
910/1~10/3晚上 6點都要去里長那裡幫忙編號義賣品, 
請各位都先空出這些時間,因平日都不需去里長那裡輪班,這件事也請燕鈴多費心,
到時要怎麼分類,須先想好!! 
10.請老師和信義確定會出拱門$5000  
   EMBA義賣品收集請盡快告知結果 
   發出媒體宣傳稿 
11.下次開會 9/29 10點中心 並驗收主持人(懇請各位必定出席!!) 
 
 
 
 
 
 
 
 
 
 
 
 
 
 

創意學子活動計劃團隊行政會議 
開會紀錄 

開會日期：民國 92 年 10 月 3 日 
開會時間：  10:00   ～  13:00            

會議事紀： 

10/4工作人員職責說明: 

糾察組 
1. 通車典禮時之秩序維持 
2. 景美樂儀旗隊遊街時之秩序維持 
3. 制止亂發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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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滅火(請消防隊支援滅火器) 
5. 有人鬧場時之秩序維持 
6. 棚子倒掉，有人受傷 
7. 旗子倒時扶起 
8. 注意扒手 
 
服務台+醫護站組(財管系 4位同學) 
1. 尋人廣播登記處 
2. 尋找失物 
3. 新生$50折價券兌換 
4. 抽獎聯發放/回收 
5. 簡易包紮 
 
攝影+拍攝 DV組 
1. 舞台表演 
2. 攤位情況 
3. 主題館 
4. 蚊子電影院及遊戲區 
 
緊急應變小組(組長:毛瑩) 
1. 所有其他小組無法解決事項之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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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組 (組長:翔維) 
1. 保持舞台流程順暢，必要時遞補節目 
2. 處理表演團體報到 
3. 協助表演團體試其錄音帶/CD，確保播放沒問題 
 
義賣品組 (組長:奕雯) 
1. 搬運並保管義賣品、抽獎品至舞台準備區 
2. 盯緊得標者，並帶領他進行交易 
 
主持群 (組長:承佑) 
1. 炒熱氣氛 
2. 確實掌控時間 
 
攤位組 (組長:韋婷) 
1. 處理攤位報到 
2. 催促攤位開始/收攤 準時完成 
3. 指引各攤搬桌椅 
 
器材組 (組長:貴欽) 
1. 聯絡廠商架棚收棚 
2. 指揮桌椅的搬運與借還 
3. 確保所有借用來的器材不失竊 
 
蚊子電影院 (組長:自強社) 
1. 招集人群觀賞影片 
2. 準時播放影片 
3. 所有器材保管(NB、單槍、白色投影布幕、黑色塑膠布幕、喇叭、麥克風、

大聲公) 
 
主題館 
1. 圖書室: 
a. 場內佈置 
b. 圖書保管與借閱，僅允許圖書室內閱讀 
 
2. 畫作室: 
a. 場內佈置 
b. 畫作保管 
c. 比賽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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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學子活動計劃團隊行政會議 
開會紀錄 

開會日期：民國 92 年 10 月 19 日 
開會時間：  10:00   ～  13:00            

會議事紀： 
嘉年華後總檢討 
負責人： 
總召：毛瑩 
 翔維：:舞台表演 
 貴欽：:器材 圖書室 畫展室 
 燕鈴、芳琪、白哲翰：:義賣 
 韋婷、宣君：:攤位 
 峰谷：:攝影 dv 蚊子電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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