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東華大學學生會	111	學年度企劃書	

壹、活動名稱：第一屆東華大路跑	

貳、活動目的：	

東華地大物博、處處可見美麗的自然景觀，身處這樣校園的我們卻太過習以為常，忘記這

些自然之美、缺少讓自己「靜心」的專注時刻。上課用 3C 產品、吃飯配劇配電視的日

常，唯有運動的時候我們能真的放下手機、平板、筆電，專注在邁出的每一個步伐上。因

此，「東華大路跑」運用我們自己得天獨厚的校園條件來舉行，打破過往只有學生同樂的活

動，教師與教職員皆能共襄盛舉，讓平常匆忙趕上課的老師、學生，都能在路跑活動中訓

練身體素質、靜心看看校園環境，放大同學對環境及校園安全的感知。同時在籌備與舉辦

的過程中，還能檢視校內道路設計是否妥善、能如何修改來提供平時就在路跑、健走的師

生有更安全的運動場域。	

參、活動日期、時間：	

111/11/12(六)	13:00—17:00	

註：11/11(五)校慶、11/16(三)運動會	

肆、活動地點：	

集合地點：東華大學體育中心正門	

路跑場域：國立東華大學內環道路	

伍、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	

主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學生會	

協辦單位：體育中心	

陸、參加對象：	

全校師生、校友、校外人士	

柒、預計參與人數：	

500	人	

捌、實施方式:	

一、說明	

以活動部及學權部兩部門跨界合作，由兩部門各司其職，利用兩部門的專業來執行、發

想，於各站及行經各處要道實施道路宣導及相關指示，放大對於道路的感知，例如：路面

不平、斜坡等等。	

二、活動實施說明	

此活動將於東華校內進行非限時之路跑活動，每位選手僅需於寬裕的時間內完成路跑，方

可獲得象徵性參賽小物。	

三、工作人員	

擬與課活組、體育中心合作調配人力資源，並開立服務學習時數給參與的工作人員，當天

工作人員將擬經費提供中餐或餐盒。	

四、參賽紀念品	

報名並繳費完成的跑者，將獲得紀念排汗衫乙件、紀念針織毛巾乙條、獎牌乙份、專屬跑

者名牌號碼紙。	



五、報名費	

	 有繳納學生會費	 未繳納學生會費	

學生	 200	 300	

教職員	 	 400	

校友及校外人士	 	 400	

六、路線規劃	

起跑/終點站：體育中心大門（附圖紅色圓圈處）	

預定跑程：15:00—16:30，一個半小時	

路線距離：總長約	 5	公里；由體育館作為起點及終點，沿線經過志學道、金翠橋（花師仰

山陸橋）、天月橋（人社舊K陸橋）、素心邨、居南邨、東華附幼、藝術學院、圖書館後側

綠廊、湖畔、景觀橋、原住民族學院、環境學院、藝術工坊、理工二館，最後繞回體育中

心。	

附圖如下：	

	

七、路線管制	

封路人員：東華大學學生會、駐警隊	

封路時間：11/12	上午 12:00至下午 18:00止	

*12:00—14:30	會留腳踏車道供校內同學通行	

*14:30—15:00	進行封路作業（還是可讓腳踏車經過，僅汽車無法通行）	

*15:00—16:30	路跑時間	

*學生會將會盡快復原場地，當日也有工作人員及駐警隊進行交通指揮，讓路線可以盡快恢

復通行，本會也將以減少師生不便為原則，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收費 
⾝份 



本會擬與東華大學駐警隊合作進行當天活動之交通管制，封閉路段請見附圖。	

汽車停車：活動當日將開放車輛進出不收費，汽車停車請停於主辦單位規劃之停車區域，

避免影響當日活動。	

封路路段：體育館前方路段（Ａ）、環境學院前方路段（Ｂ）、芳華道（Ｃ）、吳全道

（Ｄ）、圖書館後方綠廊（Ｅ）	

交通管制路段：理工二館夜停進出口（I）、理工二館後側連接宿舍區道路（II）、花師教育

學院前方路段（III）、人社院連接舊K路段（IV）、東華附幼及教師宿舍路段（V）、藝術學

院前方路段（VI）	

詳情請見附圖	

活動當天以行人路權優先，敬請配合當天交通管制，若有不便請見諒。	

	
紅色實線：封閉路段；藍色虛線：道路管制路段；綠色虛線：可供停車路段	

八、路權觀念傳達	

理工二館及理工一館十字路口處：主幹道及支幹道的行使權。花師至仰山路橋：行經減速

丘時，減速後仍應再減速查看十字路口行人與來車。	

玖、活動宣傳方式與時間：	

Facebook：經東華學生會之粉絲專頁發布貼文吸引學生關注，預估觸及七千人。	

Instagram：經東華學生會之	 IG	帳號發布貼文吸引學生關注，預估觸及五千人。	

文宣：製作海報，於校內人潮聚集地張貼。		
拾、活動人力編組及工作職掌：	

職稱	 職位	 姓名	 工作內容	

前期總籌	 副會長	 黃子明	 擬定初版企劃	

居中協調	

總召	 活動部部長	 李姵萱	 前置期籌備	

當天總場控	



	

副召	 活動部次長	 邱琪琇	

陳彥博	

贊助事宜	

協助總召	

美術	 活動部次長	 邱琪琇	 主視覺設計	

周邊商品設計	

主持人	 副會長	 黃子明	 當天主持	

暖身操	 校外邀請	 待定	 當天暖身操帶領	

領跑嘉賓	 第 9屆、第 10

屆學生會會長	

許冠澤	

陳人平	

領跑	

致詞嘉賓	 校內邀請	 徐輝明副校長	

馬遠榮副校長	

致詞	

拾壹、活動籌備流程：	

	
	

時間	 活動內容	

6/13~6/26	 前期籌備、企劃書撰寫	

6/27~9/13	 投遞贊助企畫書、廠商洽談、活動雛形建構	

9/13~9/25	 部門招募新血、第一次開會討論	

9/26~10/2	 場刊路線擬定、各點及補給站確認	

10/3~10/9	 贊助廠商確認、活動廠商確認、學務處經費	

10/10~10/16	 跨部門會議、詳細工作分配、人力資源安排	

10/17~10/23	 事務組支援器材清單、欲借用品清單	

10/24~10/30	 跨部門會議、細流	

10/31~11/6	 段考前一週，會議停開一次	

11/7~11/12	 活動當週、總籌	

拾貳、活動流程：	

日	 	 	 	 	 	期	 時	 	 	 	 	 	間	 流	 	 	 	 	 	程	

11/12（六）	

13:00~14:15	 檢錄	

14:15~14:25	 主持人開場	

14:25~14:40	 有氧暖身操	

14:40~14:55	 嘉賓致詞	

14:55~15:00	 領跑及跑者就定位	

15:00~16:30	 嘉賓領跑、路跑時間	

16:30~16:45	 抽獎	

16:45~17:00	 主持人結尾	

17:00~18:00	 散場	



防疫措施:	

1.	活動當天，進場之所有人(含工作人員)皆須確實噴灑酒精、量測體溫並配戴口罩。	

2.	體溫檢測及手部消毒後將蓋手章，方便辨識。	

3.	於運動過程中可不須配戴口罩，但仍需維持社交距離。	

拾參、設備需求：	

體育中心支援：長桌(窄)*19	張、椅子*	40張	

總務處事務組（駐警隊）支援：三角錐*30	個、交通指揮棒*	12支	

拾肆、經費預算：	

項目	 數量	 單價

（元）	

金額

（元）	

說明	 備註	

3m*3m	結構

帳篷	

11	 700	 7700	 詳情見估價單	 白頂	

舞台	 １	 1400	 2800	 詳情見估價單	 2坪	

帆布	 1	 5150	 5150	 詳情見估價單	 舞台用	

TRUSS	結構

背版	

1	 7790	 7790	 詳情見估價單	 	

TRUSS	結構

拱門	

1	 30400	 30400	 詳情見估價單	 起跑點	

拱門帆布	 3	 6800	 6800	 詳情見估價單	 	

手提式陣列音

響	

1	 3680	 0	 詳情見估價單	 贊助	

路標合成版	 20	 180	 3600	 詳情見估價單	 	

紀念排汗衫	 500	 120	 60000	 詳情見估價單	 	

紀念毛巾	 500	 100	 50000	 詳情見估價單	 	

紋身貼紙	 1000	 6.88	 6880	 詳情見估價單	 	

跑者名牌號碼

紙	

500	 13	 6500	 詳情見估價單	 	

稅額	 1	 9381	 9381	 詳情見估價單	 	

紀念獎牌	 500	 60	 35175	 詳情見估價單	 含稅	

箱水	 20	 0	 0	 體育中心提供	 	

瓶裝水（箱）	 6	 0	 0	 會辦提供	 	

補給物資	 500	 0	 0	 贊助	 	

工作人員便當

費	

40	 100	 4000	 	 	

工作人員時數

表	

40	 0	 0	 體育中心提供	 	



	

保險	 500	 50	 25000	 詳情見估價單	 	

雜費	 1	 5500	 5500	 嘉賓車資、消

耗品	

	

油資	 1	 1000	 1000	 	 	

緊急預備金	 1	 10000	 10000	 	 	

總額	 	 	 277676	 	 	

拾伍、活動聯絡人及聯絡方式：	

前期總籌：經濟四/410842013/黃子明/手機:0931676144/信箱:410842013@gms.ndhu.edu.tw	

總召：國企五/410787012/李姵萱/手機:0952226127/信箱:410787012@gms.ndhu.edu.tw	

	

 	



附件一：活動主視覺	

	

附件二：排汗衫示意圖	

	

附件三：毛巾示意圖	

	

附件四：紋身貼紙示意圖	



	
附件五：締智報價明細	



	

	

附件六：程時獎牌報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