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學年度輔仁⼤學織品服裝學系 

 

第五屆織品營活動企劃書 

指導單位：織品學院 

主辦單位：織品服裝系學會 

協辦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指導⽼師：楊濱燦⽼師 

 



  



⼀、 活動簡介 

1. 活動名稱：織品營-傳說中的織否知否 

2. 主辦單位：輔仁⼤學織品服裝學系系學會 

3. 指導單位：輔仁⼤學課外活動指導組 

4. 活動負責⼈：總召 饒詠雯 0905689218 

副召 陳品璇 0912915620 

5. 活動對象及⼈數：⾼⼀⾄⾼三學⽣預計 60 ⼈ 

⼯作⼈員 45 ⼈ 共計約 105 ⼈ 

6. 活動⽇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 1 ⽇(⼀)∼2 ⽉ 3 ⽇

(三)，共計三天兩夜 

7. 活動地點：輔仁⼤學校區(附件⼀) 

8. 宣傳⽅式： 

(1)寄送海報⾄各⾼中職校，請各⾼中職校輔導室⽼師

幫忙宣導，並張貼海報於公佈欄 

(2)Facebook：在臉書上設⽴粉絲專⾴，將活動內容與

相關報名辦法放⼊貼⽂置頂，並以按讚與分享的⽅式

推廣讓更多⼈知道，定期更新⽂章以觸及更多⽤⼾。 

(3)E-MAIL：寄送海報圖檔及公函給⾼中職校的⽼師幫

忙宣傳，請⽼師轉寄給學⽣與⼝頭宣傳。 



(4)學校網⾴宣傳：提供資訊給學務處課指組及織品系

網站，在課指組及織品系網站網⾴上宣傳。 

(5)各系網⾴宣傳：提供資料給全校各系的系學會及學

⽣會，請對⽅協助在系網上宣傳。 

9. 經費來源：學⽣報名費 

⼆、 活動緣起與宗旨 

織品學院可以說是輔仁⼤學內最特別的學院，也最與⽣活息
息相關，相較於其他有關飲⾷、家庭等等，織品系對服裝的堅

持不僅僅是滿⾜⽣活上的基本需求，⽽是抱持著「好，還要更
好」的態度。在⽇常⽣活中，每天接觸到的服裝都處處有著學
問，看似簡單⽽理所當然的⼀切，經過了學習與瞭解後全部都

變得不⼀樣了，⽽這些⽣活中的⼤學問往往是被⼤眾所忽略
的，織品系的我們希望藉此機會，能夠喚起⼤家的注意，對這
些平凡的⼤事有更深⼊的瞭解，並且重新拾起對這些重要的⼩

事的重視。 
我們提供資源讓⾼中職的學⽣們了解織品系各個學系的特⾊

與未來發展，在參加完營隊後，期許學員們在未來⾯臨選擇學

校與系所的問題時，不同於以往⽿熟能詳的⽂、理、醫學院，
還能夠多了⼀些選項，對⾃⼰的未來發展也能有更不⼀樣的選
擇⽅向，也希望在體驗我們豐富的課程與感受我們的活潑熱情

後，有興趣的⾼中職學弟妹們能夠加⼊織品這個⼤家庭。 
此外，為了提⾼系的層級與拉近師⽣彼此的關係，透過寒假

營隊的⽅式將系上的學習資源整合、相互聯結；織品系的⼤家

在經過⼀個學期的合作後，藉由這次機會，把所學發揮將活動
順利完成。 

此次的營隊，不僅可以讓教師們先發現新⼀代學⽣所⾯臨的

問題，提前做準備與改變；更希望藉由舉辦織品營，讓織品系
的特⾊可以推廣，並提⾼新⽣⼊學的意願。 

 
 



三、 活動⽬的 

1. 增進師⽣彼此間的感情 

2. 擴⼤並提⾼系上活動的層級 

3. 增加各系上之間的交流與學習 

4. 推廣織品系的特⾊ 

5. 提⾼新⽣⼊學意願 

四、 ⼯作進度 

1. 總進度⽢特圖 

 

 

2. 籌會進度 

 

 

 

 

 

 

 

 

日期	 內容	

第一次	

籌備會	

11/18	

各項表演負責人	

各項活動構想	

重要事項宣布	

第二次	

籌備會	

12/9	

各項表演完整演出	

各活動組報告各活動細節	

重要事項宣布	

第三次	

籌備會	

12/29	

各項表演總驗收	

確認各項活動以及人數	

10/26 11/5 11/15 11/25 12/5 12/15 12/25 1/4 1/14 1/24 2/3

規劃初步活動流程

工人隊輔招募

人員分組&各組企劃擬定

宿舍場地確認

海報網路宣傳

傳單&跑校宣傳

開放報名（早鳥）

開放報名（非早鳥）

各組活動籌備＆驗收

各組活動確認＆驗收

行前工作細項檢查

活動上營



五、 報名相關資訊 
1. 報名流程 

2. 報名資訊 
報名時間：2020/12/10 ⾄ 2021/1/20 (早⿃優惠⾄ 1/5) 

報名費⽤：$4000 元（早⿃優惠$3500 元） 
(1)包含住宿、伙⾷、教學活動費、材料費、營服及報名費。 
※退費注意事項： 
學員⾃報名繳費後⾄ 2021 年 1 ⽉ 5 ⽇前退費者，扣除報名費
200 元後，退還已繳費⽤之九成；2021 年 1 ⽉ 13 ⽇起⾄營隊舉
辦⽇前 7 天退費者，扣除報名費 200 元後，退還已繳費⽤之七

成；營隊舉辦⽇前 7 天恕不接受退費。 
(2)費⽤請先扣除優惠⾦額 
電匯⾄『輔仁⼤學郵局』 

⼾名『輔⼤織品學會（蔡思涵）』 
銀⾏代號 700、帳號『2441376-0442742』，並寫妥姓名 
3. 公布名單：2021/1/22，於 FB 活動粉絲專⾴上公布 

4. 郵寄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 
輔仁⼤學 織品學院 2021 織品營收 

5. 報名連絡⼈：饒詠雯 0905689218/陳品璇 0912915620 

6. 報名篩選⽅式：依匯款順序決定，⼈數上限為 60 ⼈，若超
出將於網⾴發佈消息不再接受報名 。 

 

 

 

 

 

階段⼀ (1)由上述宣傳⽅式得到營隊資訊 
(2)上網⾄活動粉絲專⾴或學校相關網站下載報名表及

家⾧同意書，並印出填妥 
(3)完成匯款⼿續 

階段⼆ 收到資料後將以 E-mail 通知報名成功 

(如果超過名額上限，將以匯款順序決定是否錄取) 



六、 活動流程 
 

DAY1 DAY2 DAY3 

8:30-9:00 
 

早操 早操 

9:00-9:30 報到 早餐 早餐 

9:30-10:00 開幕式 

⼤地遊戲 
做⾐服 

10:00-10:30 ⼩隊時間 

10:30-12:00 趣味遊戲 ⼯作坊 

12:00-13:00 午餐 

13:00-13:30 

⼯作坊 

⼩隊時間 
TCFS 

13:30:15:30 

⼯作坊 15:30-16:00 頒獎 

16:00-16:30 

⼯作坊 
感性時間＋作品集 

16:30-17:00 ⼩隊時間 

17:00-18:00 晚餐 檢討會 

18:00-18:30 
晚餐 

⼩隊時間 

 

18:30-19:00 
晚會 

19:00-21:00 

RPG 21:00-21:30 宵夜 

21:30-22:00 盥洗就寢 

22:00-22:30 宵夜 
 

22:30-23:00 盥洗就寢 
 

第⼀天2/1(⼀) 

時間 流程 活動內容 

9:00-9:30 報到 同學報到，⾃我介紹彼此認識 

9:30-10:00 開幕式 邀請師⾧致詞的開幕儀式 

10:00-10:30 ⼩隊時間 由各⼩隊輔帶領⼩隊員互相熟悉認識 

10:30-12:00 趣味遊戲 由活動組設計團康遊戲 

12:00-13:00 午餐 中餐由⽣輔組提供 

13:00-16:00 ⼯作坊 授課內容：⾏銷企劃 



授課⽼師：楊濱燦⽼師 

16:00-18:00 ⼯作坊 授課內容：印染實作 

授課⽼師：林佳穎⽼師 

18:00-19:00 晚餐 晚餐由⽣輔組提供 

19:00-22:00 RPG 由活動組設計的⾓⾊破解＋連環任務闖關遊戲 

22:00-23:00 宵夜時間 

盥洗+就寢 

宵夜由⽣輔組提供。 

同時根據 RPG 積分，派組員選布料。 

輪流盥洗、準備就寢，⼯⼈檢討會 

第⼆天2/2(⼆) 

時間 流程 活動內容 

8:30-9:00 早操 同學集合以及做早操暖⾝ 

9:00-9:30 早餐 早餐由⽣輔組提供 

9:30-12:00 ⼤地遊戲 由活動組設計的⼤型團康活動 

12:00-13:00 午餐 中餐由⽣輔組提供 

13:00-13:30 ⼩隊時間 由各⼩隊輔帶領⼩隊員休息以及準備 

13:30-16:30 ⼯作坊 授課內容：⼿縫筆袋 

授課⽼師：胡秀玲⽼師 

16:30-17:00 ⼩隊時間 討論晚會⼩隊成果 

17:00-18:00 晚餐 晚餐由⽣輔組提供 

18:00-18:30 ⼩隊時間 由各⼩隊輔帶領⼩隊員休息以及準備 

18:30-21:00 晚會 晚會包含隊輔表演、⼯作⼈員表演以及團康舞
蹈活動並模擬商業酒會，學員需⾃⾏攜帶晚宴
服裝，飲料絕對不含酒精 

21:00-22:00 宵夜時間 

盥洗+就寢 

宵夜由⽣輔組提供。 

同時根據 RPG 積分，派組員選布料。 

輪流盥洗、準備就寢，⼯⼈檢討會 

第三天2/3(三) 

時間 流程 活動內容 

8:30-9:00 早操 同學集合以及做早操暖⾝ 

9:00-9:30 早餐 早餐由⽣輔組提供 



9:30-10:30 做⾐服 各組根據拿到的布料或⼆⼿⾐，再製成符合主題
⾵格的服裝並拍攝型錄 

10:30-12:00 ⼯作坊 授課內容：實⽤攝影 

授課教師：楊琇如⽼師 

12:00-13:00 午餐 中餐由⽣輔組提供 

13:00-15:30 TCFS 由活動組設計的活動。計畫以舊⾐設計出不同⾵
格的⾐服並且⾛秀。 

15:30-16:00 頒獎 頒發結業獎狀及三天活動的獎項 

16:00-17:00 感性時間＋作
品集 

製作三天累積成果之作品集，⼤合照，學員賦歸 

17:00-18:00 檢討會 活動總檢討 

七、 教學師資與課程 

1. 課程名稱：⾏銷企劃 

指導⽼師：楊濱燦 

專⾧領域：⾏銷管理、消費者⾏為、商店管理、銷售服務⼈員管理 

2. 課程名稱：⼿縫筆袋 

指導⽼師：胡秀玲 

專⾧領域：Gerber系統電腦打版應⽤、運動休閒服飾版型與彈性布料彈
性解析、服裝構成與製作 

3. 課程名稱：實⽤攝影 

指導⽼師：楊琇如 

專⾧領域：展⽰藝術、西洋藝術賞析、數位媒體商業經營 

⼋、 晚間活動資訊 

復古時光晚會 

(1)活動時間：2/2 18:30~21:00 

(2)活動內容： 

各⼩隊⽅互相熟識：讓成員利⽤晚宴時間，除了增進同⼩隊隊員感情以
外，也與別⼩隊隊員交流，也能夠在此過程後有⼀個團隊合作的成果。 

演出節⽬：隊輔和⼯作⼈員共同演出⼤約三個表演節⽬，例如舞蹈、⼤型
團康活動、樂團演出，帶動整體氣氛，促進全體互動。 



九、 ⼯作分配 
組別 負責項⽬ 組⾧ 組員 

總副召 1.活動申請及進度排程 

2.⼯作分配並監督執⾏狀況 

3.活動流程設計 

4.營期間指揮及場控 

5.籌備開幕式及閉幕式 

6.處理報名事宜 

7.邀請師⾧ 

8.寄發宣傳海報、公函、Email 

9.粉絲專業經營 

10.總決策 

織品三 饒詠雯 

織品三 陳品璇 

監督 1.擔任活動顧問 

2.監督活動籌備進度 

織品四 林欣兒 

織品四 陳⼜瑄 

總務 1.處理⾦額事宜 

2.負責活動預算 

3.處理保險事宜 

織品三 饒詠雯 

織品三 陳品璇 

課程 1.課程企劃及事前教材準備 

2.邀請授課教師 

織品⼀ 蔡翌瑋 

織品三 饒詠雯 

織品三 陳品璇 

美宣 1.海報、傳單設計 

2.活動道具製作 

3.活動場地佈置 

織品⼀ 吳裘律 織品⼀ 王邦⽻ 

織品⼀ 鍾詩偉 

攝影 

器材 

1.營期間拍照攝影 

2.器材租借、管理 

3.醫藥箱攜帶 

4.回顧影⽚製作 

織品⼆ 王歆雅 織品⼀ 林泊彤 

織品⼀ 許庭毓 

織品⼀ 蔡采宸 

 

⽣輔 1.安排宿舍相關事宜 

2.準備所有餐點 

織品⼆ 蔡依⾠ 織品⼆ 陳語琪 

織品⼆ 李昱靜 

織品⼆ ⿈睦淇 

活動 1.籌備⼤地、團康遊戲 

2.籌備晚會 

3.活動主持⼈ 

4.場地佈置 

織品⼆ 王訢 

織品⼆ 許君川 

織品⼆： 

⿈品嘉 羅浩天 

林承杰 鄭芮⽵ 

彭晴 



5.機動 織品⼀： 

林佑欣 曾筠珺 

王紹⾔ 廖囿瑾 

傅郁雯 顧佳蓁 

陳俐穎 鍾以柔 

郭⼦寧 羅萱紜 

莊懿帆 張宸瑜 

劉明俋 

隊輔 1.營期全程照顧學員相關事宜 

2.準備晚會表演 

織品⼀ 吳秉雅 

織品⼀ 吳呈峻 

織品⼀： 

古佳璇 盧宜汶 

李承諺 ⾼安宜 

許珂華 楊⼦暄 

⿈韻珈 許涓涓 

蔡云絜 彭邦瑜 

薛⽻倢 吳柔頤 

陳逸柔 鍾昀佑 

 

 

 

 

 

 

 

 

 

 

 

 

 



⼗、 附件 
(附件一)	

輔仁⼤學校址：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 

輔⼤位於新莊區中正路（⼀省道），後⾨緊臨泰⼭區中⼭路（⼆省道），中
正路為新莊區交通要道，向西可⾄桃園，交通便利，除聯營公⾞外，還有
三重客運、指南客運、台北客運、台汽客運可達。 

1.聯營公⾞： 

235（正線/新莊民安－國⽗紀念館） 

235（⿓安線/新莊民安－國⽗紀念
館） 

299（永春⾼中－輔⼤） 

615（丹鳳－台北⾞站） 

618（新莊站－⼠林陽明戲院） 

2.三重客運： 

513(台北⾞站－輔⼤) 

635(台北－中興橋－迴⿓) 

636(迴⿓－圓環) 

637(台北－中興橋－泰⼭) 

638(泰⼭－圓環) 

 

 

3.指南客運： 

指１(指南宮－泰⼭) 

指３(⽊柵－泰⼭)  

指１０(樹林－淡海) 

4.台北客運： 

９９(新莊民安站－板橋南雅站 

5.台汽客運： 中崙－中壢中崙
－新⽵板橋－楊梅基隆－中壢 

6.台北⼤眾捷運： 

站名:輔仁⼤學站 1 號出⼝，
可由民權西路站或忠孝新⽣站
轉乘，出站後⼀直往前直⾛就
會看到校⾨⼝



	

 

(附件⼆) 

 

輔仁⼤學第五屆織品營報名表 

 

 我同意以上資料供於織品營使⽤ 
※ 由於個資法實施，以上資料僅供本次活動使⽤，如同意個資授權予本單位此次活動使

⽤，請勾選同意。 

※ 本資料均受到「個⼈資料保護法」保護，任何⼈未經當事⼈同意，不得隨意揭露與

使⽤。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護照拼音)	

 	
	

兩吋照片兩張
( 一張貼此表
單，另一張備
註學員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手機號碼	  
連絡電話	 (家)	

緊急連絡人	 姓名：	 關係：	 電話：	

電子郵件	 (通知是否報名成功)	
	

通訊地址	
	
	

Ex.	242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	

飲食習慣	 �葷	�	素	 � 其他飲食習慣：     
特殊疾病	 � 無	 �有：   
營服尺寸	 �XS	�S	�M	�L	�2L	

	

訊息管道	

（可複選）	

本人由以下管道得知此活動訊息：	
�活動海報	 �活動書面傳單	 �活動	DM	
�師長告知	 �輔導室推薦		 �親朋好友告
知	�課外活動組推薦	 �活動協辦單位推
薦	�Facebook	 �網路搜尋	 其它：   

填表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附件三) 

 

校外活動家⾧同意書 

 

 

茲同意⼦弟  於寒假期間，⾃民國 109 年 1 ⽉ 20 ⽇起⾄ 109 

年 1 ⽉ 22 ⽇⽌，參加輔仁⼤學織品學院舉辦之織品營活動此致 

輔 仁 ⼤ 學 學 ⽣ 事 務 處 

 

   學⽣家⾧：            （簽名） 

   家⾧聯絡電話： 

   學⽣姓名：            （簽名） 

學⽣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