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醫學大學  職能治療系學生會 

北中南分區迎新 成果報告書 

一.活動名稱: 

  北中南分區迎新 

二.活動宗旨: 

  透過聚集了學長姐和新進學弟妹的迎新茶會活動，不僅能從中讓學弟妹對於高

醫、對於職能治療、對於系會有初步的認識，更能對於未來的大學生活有多一點

的了解和期代，還能藉由這次的聚集，讓學長姐和學弟妹的感情加溫，有助於學

弟妹們快速地融入這個大家庭。 

三.主辦單位: 

  高雄醫學大學職能治療系學生會 

四.負責人聯絡資料: 

 姓名 學號 連絡電話 信箱 

總負責人 賴育詩 103018030 0962020432 emma1234800@yahoo.com.tw 

北區負責人 朱家樺 103018005 0936047610 dragon1023_@hotmail.com 

 

  

 

中區負責人 洪子淇 103018034 0931285017 lucky101184@gmail.com 



 

南區負責人 謝孟璇 103018008 0988676364 mongmi19961025@gmail.com 

五.活動時間: 

  北區:104 年 8 月 22(六)12:00~15:30 

  中區:104 年 8 月 21(五)11:30~14:40 

  南區:104 年 8 月 19(三)11:30~14:00  

六.參加對象及人數: 

地區 學長姐 學弟妹 

北區 5 人 9 人 

中區 8 人 7 人 

南區 11 人 22 人 

七.活動流程: 

北區: 

時間 活動 

11:40-11:50 學長姊在台北火車站集合完畢 

11:50-12:00 一起前往餐廳 

12:00-12:15 發迎新本本、點餐 

12:15-12:25 等餐點、學長姐學弟妹自我介紹 

12:25-13:20 用餐、講解選課須知 

13:20-2:00 講解本本內容、電腦示範選課及其他內容 

2:00-3:00 遊戲及提問時間 



 

3:10-3:30 收尾及拍合照 

 

中區: 

時間 活動 

11:20-11:30 學長姊在台中火車站集合完畢 

11:30-11:40 迎接學弟妹 

11:40-11:50 出發到餐廳 

12:00-12:30 入座、上菜、自介 

12:30-13:00 吃飯、聊天 

13:00-13:30 發本本、講解本本內容 

13:30-13:40 玩遊戲 1 

13:40-14:10 選課講解、Q & A 

14:10-14:30 玩遊戲 2 

14:30-14:40 揭穿假大一、加 FB&電話&LINE、大合照 

14:40 帶大一回到台中火車站 

 

南區: 

時間 活動 

1030-1130 於捷運高雄車站前方集合 

1130-1200 帶學弟妹到目的地餐廳 

1200-1230 上菜、自我介紹、用餐 

1230-1330 吃、講解選課、幹部介紹、發迎新本本、Q&A、大小交流

秘笈傳授 



 

1330-1400 遊戲時間、假大一揭曉 

14:00 賦歸、合照 

十.工作職掌: 

1.活動前: 

組別 姓名 負責項目 

總召組 曾子宣、賴育詩 接洽各區負責人、寫企劃書、督促各區進度、

取得新生資料 

負責人組 (北)朱家樺 

(中)洪子淇 

(南)謝孟璇 

與總召接洽、分派工作、督促各組進度、規

劃活動流程 

美宣組 (北)徐郁齊、蔡詠軒 

(中)許碩恩 

(南)林于琦、陳芝吟 

製作名牌、舉牌 

餐廳組 (北)廖廷庭、黃翊婷 

(中)林世昕 

(南)黃珮晴 

負責餐廳訂位、接洽 

聯絡組 (北)游舒閔 

(中)洪子淇、賴育詩  

(南)賴茗蓁、李婧華  

負責聯絡學弟妹 

迎新手冊組 朱家樺、黃翊婷 編寫迎新手冊並送印刷 



 

邀請卡組 高鈺姍、陳玟馨 設計迎新茶會邀請卡 

宣傳組 王映平 臉書及各社團張貼活動資訊 

 

2.活動中: 

組別 姓名 負責項目 

負責人組 (北)朱家樺 

(中)洪子淇 

(南)謝孟璇 

集合時，掌握學弟妹狀況 

遊戲組 (北)劉伃庭、陳玟馨 

(中)洪子淇、高鈺姍 

(南)王柏琛 

帶領遊戲進行 

照相組 (北) 

(中)王柏琛 

(南)蔡承育 

拍攝照片及錄影 

假大一 (北)徐郁齊 

(中)吳原丞 

(南)王柏琛、黃珮晴  

扮演假大一學生，混入學弟妹中 

 
 
3.活動後: 

組別 姓名 負責項目 

各區負責人 (北)朱家樺 檢討會 



 

(中)洪子淇 

(南)謝孟璇 

總務組 高珮瑄、李婧華 蒐集收據、核銷經費 

 

十一.經費預算: 

項目 單價 個數 總價 備註 

餐費 250 元 30 人 7500 元 只補助學弟妹，每人約

250 元 

美宣材料費 60 元 3 區 180 元 
 

迎新手冊製作費 40 元 40 本 1600 元 
 

總額 9280 元 
 

 

十二.效益評估: 

  透過新生和學長姐的聚會，不僅能讓學弟妹們及早認識入學後的生活資訊，

還能認識系會將來所安排的活動，更能實際讓新生與學長姐們面對面提問及回

饋；最重要的是，藉由這次的迎新茶會，能讓學弟妹們感受一下學長姐的熱情與

活力，進而拉近大家的距離，也從而增大學弟妹對於未來的大學生活的期待感。 

 



 

十四.檢討 

 北區迎新檢討 
 參加者 

A. 大二：朱家樺、高珮瑄、葉淨維、徐郁齊、陳玟馨、蔡詠軒 
B. 大一：黃柏鈞、林晏丞、周民宗、林娟儀、張智傑、陳怡靜、邱星翰、

陳品蓉、黃正宇 
 
 檢討會 

A. 餐廳位置太擠，應該找有小包廂的餐廳較好，還可以在現場玩小遊戲 
B. 遊戲地點和餐廳位置有點遠，解決方法同上 
C. 遊戲懲罰可以再大膽一些，比較容易帶開氣氛 

 
 回饋表小整理 

A. 大家覺得集合時間合理，地點也很好找，只是學長姐有點不好找（原本

有舉牌，但被保全阻止說不行舉牌）。 
B. 關於地點，餐廳可以換包廂行得，另外有人覺得冷氣不夠強，但多半覺

得遊戲團康的地方不錯。 
C. 關於位置，大家覺得餐廳位置太擠，但很溫馨。有人希望可以學長姐學

弟妹和男女都打散坐～ 
D. 關於學長姐解說（含電腦示範），大家覺得有電腦示範很不錯，但其他

的解說評價不一～ 
E. 關於遊戲內容，很多人都把名字記起來了，但懲罰可以玩大一點 

 
中區迎新檢討 
時間 1. 剛好在選課當週，很方便講解選課重點 

2. 集合時間好像有點早，讓準時到的學妹們乾等很久 
地點 1. 離火車站頗遠 

2. 有包廂還不錯 
3. 長桌可以再改進 

點餐 1. 負責的人忘了點餐 
2. 拿到的菜單是舊版的 

流程 1. 一開始氣氛很尷尬 
2. 讓學弟妹自己選課其他人不知道要幹嘛 
3. 離負責人較遠的學弟妹很無聊 
4. 學弟妹沒有問題的時候要想辦法炒熱氣氛 
5. 玩遊戲很嗨還不錯 
6. 注意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