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資源審查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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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12：15~13：30
(請於12：00前清場)















資本門 V. 物品費



金額不同 結果不同

經費來源不同



品項名稱 金額 經費來源 結    果

物品費  9999元以下 課外組經費
今日會議通過後，

即可購買。

資本門  1萬以上 校級經費

今日會議先排序>>

送研發處審議>>

通過後通知各社團購

買。



審查原則：

● 基本原則：沒參加評鑑，無法申請。

● 通用性：課外組可以借得到的物品，無法申請

● 合理性：符合社團宗旨的物品和資本門，方可申請。
     
     例如： 射箭社申請撞球檯。(X)
            射箭社申請置放弓箭的防潮箱(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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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社團申請資本門：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備註

吉他社

Boss CUBE 
Street 11 

音箱

12,450 1 12,450

吉他社時常會在雲起川堂進行

街頭表演，需要一顆方便攜帶且

效果實在的音箱，日後只需帶一

顆即可，以往都需學生騎摩托車

載大型器材搬運，十分危險!



各社團申請資本門：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備註

吉他社
Fullway
吸音隔屏

20,000 1 20,000 

吉他社本學期設立錄音專區，因空間環境

限制導致有許多回音，以及來自隔壁社團

的聲響，影響我們無法順利進行錄音，故申

請吸音隔屏，供同學更好的學習環境。 

自行車休

閒運動社

GIANT 
AVAIL 3

15,100 1 15,100 

現在社團雖然有幾台自行車，不過因為新

進社員有150公分多的女生，而現在的自行

車都偏大號，所以希望這一次可以購買較

小的自行車，來讓身高不高的社員做使用。

我們跟維展車行有合作的關係，所以我們

會選購維展車行的自行車。 



各社團申請資本門：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備註

佛大嘻哈

文化研究

社

音響

 

51,000

 

1 51,000

 

購買音響是因為大家長期在校內和校外都會

有表演，校內有金蜂獎、小成、大成、和受邀

去其他社團擔任嘉賓演出的部分，校外則有

畢展的展演、和宜蘭街頭文化協會邀請擔任

嘉賓中場表演演出，種種的演出都需要長期

練習才可上台表演，而我們練習的地方都在

社辦，加上我們社團有御用DJ，和我們是一

個以人聲與伴奏音樂做結合的嘻哈音樂社團

，若沒有可使用的音響和品質佳且實用的設

備，無法在日常練習中有好成長，而音響亦

可協助其他社團。



各社團申請資本門：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備註

佛光大學鑫馬社 廣角變焦鏡 39,000 1 39,000
廣角鏡頭將用於進階影像指

導。

佛光大學鑫馬社 穩定器 10,000 1 10,000 將用於動態影像拍攝。
課外組已

購買

佛光大學鑫馬社 數位相機 70,000 1 70,000
選購兩款機型做為初階及進

階影音創作課程指導。



各社團申請資本門：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備註

佛光大學鑫馬社
全片幅標準

變焦鏡頭
45,000 1 45,000 

鏡頭挑選廣角、望遠、全片幅

規格，以利後續授課使用。

佛光大學鑫馬社 望遠變焦鏡 50,300 1 50,300
望遠鏡頭將用於進階影像拍

攝指導。

佛光大學鑫馬社 數位相機 60,000 1 60,000

鑫馬社創社初衷，為推廣校園

鑫馬獎、微電影影像創作，希

望選購單眼器材，為佛光大學

對於影音創作有興趣的同學

影像技術能力提升



各社團申請資本門：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備註

佛光大學鑫馬社 標準變焦鏡頭 30,000 1 30,000
標準鏡將用於初階影

像授課指導。

佛光大學鑫馬社 望遠變焦鏡 81,000 1 81,000
望遠鏡頭將用於進階

影像拍攝指導。



各社團申請資本門：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備註

佛光打擊

樂社

電鐵琴 112,000 1 112,000

許多曲子都會需要用到電鐵琴，但因為

本社沒有電鐵琴，常常要不是用鍾琴代

替，就是直接捨棄掉曲子中電鐵琴的部

分。但我們一直覺得不能把曲子原有的

音色表現出來很可惜，如果可以的話我

們很希望可以完完整整的表演出曲子

原有的樣子。因此本社想要申請一台電

鐵琴，來讓將來需要電鐵琴的曲子都能

被完整的被表演出來。



各社團申請資本門：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備註

佛光打擊

樂社

吊鈸 14,600 1 14,600

我們經常在表演時出現需要兩個

吊鈸的形況，但我們社團只有一

個，導致我們在表演時會出現兩

個人可能要共用一個吊鈸或是其

中一方沒辦法用的情況。雖然這

樣大部分時候能夠表演，但兩人

使用一個鈸的狀況有失風範，而

且有時候就是無法捨棄掉曲子中

吊鈸的部分。因此我們希望可以

再多申請一個吊鈸，來解決會需

要兩個人共用樂器的情況，讓我

們的表演能夠越來越好。



各社團申請資本門：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備註

佛光打擊

樂社
雙鈸 28,000 1 28,000

雖然本社已經有一組雙拔了，但

為了在未來可以表現出更多音色

，我們想要再買一組不同尺寸的

雙拔。而且如果未來有出現一首

曲子中需要兩組雙拔，或是雙拔

壞掉了，就可以事先避免沒有辦

法表演的窘境。



各社團申請資本門：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備註

佛光打擊

樂社
定音鼓 110,000 1 110,000

一般來說定音鼓都會使用4顆，但

我們社團內只有2顆定音鼓，這樣

在表演時會為了補齊原有的音色

要不斷的踩踏板來調整，會讓表

演難度上升，且有失風範。曾經有

過曲子中定音鼓solo的部分因為

鼓不夠而無法呈現原有的音色，

因為根本沒辦法在短時間內調整

出我們要的聲音，導致那段solo原
有的氣勢無法表演出來。為了解

決這個問題，我們希望能夠再添

購一顆定音鼓，來讓我們未來的

表演能夠更加的完美。



各社團申請資本門：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備註

咖啡社 單孔咖啡機 80,000 1 80,000  

國樂社 吊鈸 19,000 1 19,000
由於比賽曲目需要吊鈸，提出

請購樂器之申請需求。

國樂社
低音大提琴

（Bass）
70,000 1 70,000

由於比賽曲目需要低音大提琴

（Bass），提出請購樂器之申請

需求。



各社團申請資本門：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備註

管樂社 短笛 47,000 1 47,000

短笛是專門演奏高音的樂器，許多樂

曲都會使用到它添增樂曲的華麗性，

目前社團人數17人，會吹奏長笛的有

3人，社團只有兩隻長笛，沒有此項樂

器，且長笛無法達到短笛的音域，故

申請之。

管樂社 低音豎笛 80,000 1 80,000

低音豎笛在管樂團之中有不低的地位

，因其音色低沉優美，高音可協助中

音部，低音可協助低音銅管，使用性

相當廣泛，目前社辦17人，會吹奏豎

笛的有三人，樂器卻僅一隻木管豎笛

堪用，實在不堪負荷，故申請之。



各社團申請資本門：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備註

管樂社 雙簧管 74,000 1 74,000

雙簧管不論是在管弦樂團抑或是管樂團

裡都是不可或缺的樂器，它是樂團調音的

基準樂器。目前樂團人數約17人，有1名
社員有相關演奏經歷，但社團並無此項樂

器可演奏，故申請之。



各社團申請資本門：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備註

熱音社 電吉他音箱 57,000 1 57,000

熱音社基本需要兩台電吉他音箱之配

置，原Marshall電吉他音箱已損壞且

達到使用年限並無法正常使用，目前

只有一台可用的吉他音箱，故急需申

請。熱音社希望可以給每位社員上台

表演時能夠達到最佳的舞台效果，也

為了在學校各個重要場合表演時能夠

讓大家聆聽到更悅耳的音樂，故此次

申請為較好的吉他音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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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社團申請物品費：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備註

吉他社
Hercules吉他五

支架
3,400 1 3,400 已有多數吉他沒有架子可以放置，容

易踢到損壞，故申請吉他架

吉他社
IBANEZ 

GRX20電吉他
7,800 1 7,800

吉他社這學期起新增電吉他課程，因
電吉他本身單價高，故申請一把供社
員練習

管樂社 活塞油 220 1 220

活塞油用於銅管樂器按鍵之保養，樂
器需要定期保養才能夠延長其壽命,
且樂器長期不清理會累積許多的汙
垢,進而生鏽、發霉及氧化等，而這些
反應都將導致樂器毀損無法正常使
用。



各社團申請物品費：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備註

管樂社
高音薩克斯風

竹片
750 1 750 2號半的竹片最適合初學者發聲練習使

用，故申請之。

管樂社 通條刷S 520 1 520

S型號的通條刷用於清理小號和法國號。
樂器需要定期保養才能夠延長其壽命,
且樂器長期不清理會累積許多的汙垢,進
而生鏽、發霉及氧化等，而這些反應都
將導致樂器毀損無法正常使用。



各社團申請物品費：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備註

管樂社 豎笛竹片 650 1 650
3號竹片適用於進階的演奏者，音色較
為優美、渾厚且穩定，適合於校內外表
演使用，故申請之。

管樂社
次中音薩克斯風

竹片
590 1 590 2號半的竹片最適合初學者發聲練習使

用，故申請之。

管樂社
上低音薩克斯風

竹片
1,150 1 1,150 2號半的竹片最適合初學者發聲練習使

用，故申請之。



各社團申請物品費：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備註

管樂社
中音薩克斯風

竹片
750 1 750 2號半的竹片最適合初學者發聲練習

使用，故申請之。

管樂社 豎笛竹片 650 1 650
本學期有豎笛新生加入，2號半的竹
片最適合初學者發聲練習使用，故申
請之。

管樂社 法國號吹口 2,150 1 2,150
法國號是中音部的樂器，社團現存兩
把，會吹得社原有2位，卻因沒有吹
嘴而導致無法使用，故申請之。



各社團申請物品費：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備註

管樂社 調音管油 200 1 200

調音管油用於銅管樂器調音管之保
養。樂器需要定期保養才能夠延長其
壽命,且樂器長期不清理會累積許多
的汙垢,進而生鏽、發霉及氧化等，而
這些反應都將導致樂器毀損無法正
常使用。

管樂社
中音薩克斯風

竹片
750 1 750

3號竹片適用於進階的演奏者，音色
較為優美、渾厚且穩定，適合於校內
外表演使用，故申請之。



各社團申請物品費：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備註

管樂社 通條刷L 450 1 450

L型號的通條刷是用來清理長號.上
低音號與低音號。樂器需要定期保養
才能夠延長其壽命,且樂器長期不清
理會累積許多的汙垢,進而生鏽、發
霉及氧化等，而這些反應都將導致樂
器毀損無法正常使用。

撞球社
黛納斯菲球組

(亞洲版白金球) 6,200 1 6,200
因學校及社團現在未有專業比賽用
球，希望可以藉由資本門的申請讓學
生可以使用到專業用的球。



各社團申請物品費：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備註

撞球社 球檯布 5,500 6 33,000

因學校潮濕球檯布平整，如更換球檯

布專業師傅會調整至最佳狀態，讓撞

球社員甚至是全校使用者可以有更好

的撞球體驗。

三對三鬥
牛社

聲寶10.5公升清
淨除濕機

8,990 1 8,990
社團辦公室因為潮濕，容易導致用具
發霉，故申請除濕機，保障其他用具
不因潮濕壞掉。



各社團申請物品費：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備註

熱音社
XLR音訊連接

線
800 2 1,600 音訊連接線屬消耗品，原本那條已損

壞無法正常使用

熱音社 鈸架 2,500 1 2,500 鈸架已老舊損壞 無法正常使用

熱音社 Keyboard 9,000 1 9,000

熱音正常配置需一台KB，但我們沒
KB，導致我們練習也無法提供給社
員們更好的練習環境，故需申購一台
KB



各社團申請物品費：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備註

熱音社 大鼓雙鍊雙踏板 5,500 1 5,500 提升音樂表演品質 需雙踏板增加表
演層次

熱音社 大譜架 700 2 1,400 原大譜架已鬆脫，曾造成社員砸傷，
故需更換

熱音社 樂器導線 1,000 5 5,000
因導線為消耗品，社內導線都已損壞
，且表演時需導線用來連接樂器及音
箱 故須多申請導線



各社團申請物品費：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備註

熱音社 吉他架 1,250 3 3,750 吉他架已損壞無法正常使用

熱音社 麥克風架 750 3 2,250 麥克風架許多已損壞，表演及練習時
需麥克風架作為輔助

熱音社 HI-HAT架 2,100 1 2,100 社辦HI-HAT架已鬆脫 無法正常使用



各社團申請物品費：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備註

自行車休
閒運動社

TORQ STICK 
(扭力板手) 2,880 1 2,880

扭力板手的功用是：自行車有很多特
殊螺絲工具，它可以精準的調整螺絲
旋轉力道，讓螺絲不至於壞掉，如果
是用手動旋轉的話，很常會把腳踏車
鎖壞，那時候又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所以希望藉由這次機會購買專業維
修工具，讓社團能夠學習如何自行維
修，最終讓社員都可以提升自我自行
車知識。



各社團申請物品費：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備註

自行車休
閒運動社

QuadLock 單車
把手座 - PRO款

1,980 1 1,980

單車把手座功用是為了，讓手機可以
固定在腳踏車手把上，可以把手機當
成導航在使用，在以前我們社團都是
由領隊記路，當忘記的話就到路旁做
查看，但是這樣其實挺危險的因為要
走走停停加上路邊來車居多。我們希
望這是購買單車手把做可以讓未來
騎行腳踏車、辦理活動可以更安全。



各社團申請物品費：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備註

自行車休
閒運動社

TETRARACK 
R2(公路車貨架) 2,980 1 2,980

社團有像許多出外騎乘的機會，比如
說約騎以及戶外活動，在活動過程中
我們會攜帶醫療箱以及單車維修裝
備，在過去我們都是以騎摩托車的方
式來做遂行，但是我們的宗旨就是要
推廣自行車，所以我們希望購買貨架
後，所有的參與人員都可以享受在自
行車這件事情上。



各社團申請資本門：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備註

佛大嘻哈文化

研究社
麥克風 3,600 4 14,400

因為我們是一個以人聲與伴奏音樂

做結合的嘻哈音樂社團，所以麥克

風必定也是不可或缺的東西，麥克

風就是我們的靈魂，而歌若有沒有

靈魂，他不會深得人心，受到大眾

喜愛，和讓別人感受到我們所要表

達的情感和感受，所以麥克風絕對

是不可或缺的。



各社團申請物品費：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備註

佛大嘻哈
文化研究

社
吸音棉 2,000 3 6,000

因教室空間寬敞，導致在練習時，回
音過大，此狀況一發生就會使表演者
，聽不到自己本身的vocal，無法及時
的與音樂做一個舒暢的連線，因此會
需要吸音棉來改善此問題，因為空間
寬敞，音樂的聲音會在牆壁間互相敲
打，造成回音，吸音棉的出現，就是
用來吸收這些敲打所造成的回音，使
表演者可以更清楚聽到音樂和自己
vocal的聲音，因此會需要他的存在。



各社團申請物品費：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備註

佛大嘻哈
文化研究

社
吸音棉 2,000 3 6,000

因教室空間寬敞，導致在練習時，回
音過大，此狀況一發生就會使表演者
，聽不到自己本身的vocal，無法及時
的與音樂做一個舒暢的連線，因此會
需要吸音棉來改善此問題，因為空間
寬敞，音樂的聲音會在牆壁間互相敲
打，造成回音，吸音棉的出現，就是
用來吸收這些敲打所造成的回音，使
表演者可以更清楚聽到音樂和自己
vocal的聲音，因此會需要他的存在。



各社團申請物品費：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備註

佛大嘻哈
文化研究

社
吸音棉 1,200 1 1,200

因教室空間寬敞，導致在練習時，回
音過大，此狀況一發生就會使表演者
，聽不到自己本身的vocal，無法及時
的與音樂做一個舒暢的連線，因此會
需要吸音棉來改善此問題，因為空間
寬敞，音樂的聲音會在牆壁間互相敲
打，造成回音，吸音棉的出現，就是
用來吸收這些敲打所造成的回音，使
表演者可以更清楚聽到音樂和自己
vocal的聲音，因此會需要他的存在。



各社團申請物品費：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備註

佛光大
學射箭
社

皮環氧漢
長梢弓

2,800 2 5,600

25磅

目前屬社團的弓就上次購買的
三把，至於以前射箭隊的弓雖然
有3把，但由於以前尚未有除濕
器具導致隊的弓長期潮濕磅數
嚴重下降，準度也有所下降



各社團申請物品費：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備註

佛光大學
射箭社

真羽碳纖箭 1,800 3 5,400

箭羽:2藍1白、橈度:500:1打
箭羽:2綠1白、橈度:600:2打
目前比賽加練習用箭矢為42隻，上次
大專前集中練習一週就消耗了6隻，
而當時用學校箭矢練習只有2人，在
正常使用消耗下，以我為例一年正常
練習下毀損了1打（我自己的箭），所
以打算把目前的竹箭當練習用箭矢，
新購入的當比賽用箭矢



各社團申請物品費：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備註

佛光大學
啦啦隊

LED投光燈 1,956 3 5,868

因為發現學校沒有簡單只需插電的
地燈可以借，而啦啦隊表演有時又會
需要 因此想向學校申請地燈。
https://shopee.tw/product/509303643/
10431979849?smtt=0.28300552-1647
272500.9

https://shopee.tw/product/509303643/10431979849?smtt=0.28300552-1647272500.9
https://shopee.tw/product/509303643/10431979849?smtt=0.28300552-1647272500.9
https://shopee.tw/product/509303643/10431979849?smtt=0.28300552-1647272500.9


各社團申請物品費：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備註

佛光打擊
樂社

Agogobell 2,500 1 2,500

阿哥哥鈴是一種中南美洲發展出來
的樂器，可以發出一些拉丁組曲所必
要的特殊音效。
這個樂器發出的特殊音效能夠讓我
們的表演變得更加多元，因此我們想
申請這個樂器。



各社團申請物品費：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備註

佛光打擊
樂社

小樂器放置
桌

2,400 1 2,400

在我們的表演中常常會需要使用到
很多小樂器，但因為沒有小樂器放置
架桌的關係，我們只能克難的將小樂
器放在譜架上或是自己準備的袋子
裡。
平時在社辦練習時沒什麼，但在台上
表演時要一直蹲下來換小樂器會非
常的沒有專業感。
因此我們希望可以申請一個小樂器
放置桌，來提升我們表演的品質。



各社團申請物品費：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備註

佛光羽球社 羽球桶 470 21 9,870 為將來社團之社課與其他校內外賽事購
買。

未參加

大幹訓

國樂社 大笛 4,500 1 4,500 由於比賽曲目需要大笛，提出請購樂器
之申請需求。



各社團申請物品費：

社團名稱 器材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金額 備註
審查

備註

傳播學系
系學會

無線電配件 6,800 1 6,800
MTS-2R 原廠鋰電池*12 單價298
K頭 耳道式 耳機麥克風*4 單價290
K頭 空氣導管式 耳機麥克風*7 單價290

傳播學系
系學會

行動硬碟套組
（內含1T硬碟

*1)
3,400 1 3,400 加購：ORICO NVMe M.2 SSD USB3.1 

TypeC 10Gbps 硬碟外接盒 (M2PV-C3)



臨時提案



提案一

本次未參加全校社團幹部訓練的社
團，是否如上述規定，不予補助111
年經費？



注意事項:
各社團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申請補助之權利：
  1.未完成社團交接及繳交相關資料者。
  2.社團負責人及幹部無故不參加全校社團幹部訓練、社團基礎
能力工作坊者。
  3.前次活動補助申請，或核銷程序未照規定辦理者。
  4.組織不健全，平時活動表現不佳者。
  5.無故不參加社團評鑑者，或社團評鑑丙等以下之社團。
  6.校隊訓練及體育比賽已獲其他補助者。

 從優補助條件： 
•   榮獲區域性或全國性競賽前三名者。

•    校內社團評鑑表現優異。



注意事項:





提案二

為增加社團人各項技能(藝)，擬提
高各社團辦理社課經費，提請討
論。



111年經費補助額度
10人以下 500元
11-19人   800元
20-29人 1000元
30-39   1200元
40以上 1500元



提案三

社辦環境管理及清潔比賽，提請討
論。



這是我們的社辦嗎??



這是我們的社辦嗎??



提醒

下學期活動預定上傳期限 

經費區間 上傳時間

111.7-12月 即日起~05/20



回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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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 il e 
rit !

Do you know what helps you make your 
point clear? Lists like this one:

● They’re simple
● You can organize your ideas clearly
● You’ll never forget to buy milk!

An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e audience 
won’t miss the point of your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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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ause key words are great for catching your audience’s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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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et to the Sun

M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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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gest planet in the S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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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composed of 
hydrogen and helium

Sat

Mery

Jup



Curlu

Jan Feby Mar

Less Mercury Saturn Mars

Hor 80 hours 50 hours 70 hours

Cont
Mercury is the 

closest plane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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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n is a gas 
giant and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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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s is actually a 

cold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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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

Follow the link in the graph to modify its data and then paste the new one here. For more info, click here

Mercury is the closest 
planet to the Sun

Mery

Mar
Despite being red, Mars 

is actually a cold place

Sat
Saturn is composed of 
hydrogen and helium

https://slidesgo.com/slidesgo-school/presentation-tips/how-to-modify-a-graph-in-our-templates?utm_source=slidesgo_template&utm_medium=referral-link&utm_campaign=how-to-modify-a-graph-in-our-templates&utm_term=slidesgo-school&utm_content=how-to-modify-a-graph-in-our-templates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YVvI5CiCg8EH20J6UZloeoJxx0XphTk5QZJ-ukG-jUk/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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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numbers catch your audience’s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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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S: This presentation template was created by 
Slidesgo, including icons by Flaticon, and infographics & 

images by Freepik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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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620 421 838
yourcompany.com

Please keep this slide for at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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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

● Businesspeople meeting at office working 
● Entrepreneurs meeting at office
● Colleagues working on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 

Vec
● Hand drawn infographic element pack

https://www.freepik.com/free-photo/businesspeople-meeting-office-working_13296748.htm/?utm_source=slidesgo_template&utm_medium=referral-link&utm_campaign=sg_resources&utm_content=freepik
https://www.freepik.com/free-photo/entrepreneurs-meeting-office_13164956.htm/?utm_source=slidesgo_template&utm_medium=referral-link&utm_campaign=sg_resources&utm_content=freepik
https://www.freepik.com/free-photo/colleagues-working-renewable-energy-project_13109321.htm/?utm_source=slidesgo_template&utm_medium=referral-link&utm_campaign=sg_resources&utm_content=freepik
https://www.freepik.com/free-vector/hand-drawn-infographic-element-pack_5913939.htm/?utm_source=slidesgo_template&utm_medium=referral-link&utm_campaign=sg_resources&utm_content=freepik


Reses
Pho

● Team meeting for startups
● People working together in a startup company
● Team meeting for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

 

Vecs
● Marketing conversion hand drawn background
● Hand drawn abstract shape pattern collection
● Hand drawn marketing campaign background

https://www.freepik.com/free-photo/team-meeting-startups_13164966.htm/?utm_source=slidesgo_template&utm_medium=referral-link&utm_campaign=sg_resources&utm_content=freepik
https://www.freepik.com/free-photo/people-working-together-startup-company_18843714.htm#page=1&position=3&from_view=user/?utm_source=slidesgo_template&utm_medium=referral-link&utm_campaign=sg_resources&utm_content=freepik
https://www.freepik.com/free-photo/team-meeting-renewable-energy-project_13109316.htm/?utm_source=slidesgo_template&utm_medium=referral-link&utm_campaign=sg_resources&utm_content=freepik
https://www.freepik.com/free-vector/marketing-conversion-hand-drawn-background_3476417.htm/?utm_source=slidesgo_template&utm_medium=referral-link&utm_campaign=sg_resources&utm_content=freepik
https://www.freepik.com/free-vector/hand-drawn-abstract-shape-pattern-collection_4819085.htm/?utm_source=slidesgo_template&utm_medium=referral-link&utm_campaign=sg_resources&utm_content=freepik
https://www.freepik.com/free-vector/hand-drawn-marketing-campaign-background_3531987.htm/?utm_source=slidesgo_template&utm_medium=referral-link&utm_campaign=sg_resources&utm_content=freepik


In order to use this template, you must credit Slidesgo by keeping the Thanks slide.

You are allowed to:

- Modify this template.
- Use it for both personal and commercial projects.

You are not allowed to:

- Sublicense, sell or rent any of Slidesgo Content (or a modified version of Slidesgo Content).
- Distribute Slidesgo Content unless it has been expressly authorized by Slidesgo.
- Include Slidesgo Content in an online or offline database or file.
- Offer Slidesgo templates (or modified versions of Slidesgo templates) for download.
- Acquire the copyright of Slidesgo Content.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editing slides, please read our FAQs or visit Slidesgo School:
https://slidesgo.com/faqs and https://slidesgo.com/slidesgo-school

Instructions for use

http://bit.ly/2PfT4lq
http://bit.ly/33VAFh3
http://bit.ly/30B07Gq


As a Premium user, you can use this template without attributing Slidesgo or keeping the "Thanks" slide.

You are allowed to:

● Modify this template.
● Use it for both personal and commercial purposes.
● Hide or delete the “Thanks” slide and the mention to Slidesgo in the credits.
● Share this template in an editable format with people who are not part of your team.

You are not allowed to:

● Sublicense, sell or rent this Slidesgo Template (or a modified version of this Slidesgo Template).
● Distribute this Slidesgo Template (or a modified version of this Slidesgo Template) or include it in a database or in 

any other product or service that offers downloadable images, icons or presentations that may be subject to 
distribution or resale.

● Use any of the elements that are part of this Slidesgo Template in an isolated and separated way from this 
Template.

● Register any of the elements that are part of this template as a trademark or logo, or register it as a work in 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gistry or similar.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editing slides, please read our FAQs or visit Slidesgo School:
https://slidesgo.com/faqs and https://slidesgo.com/slidesgo-school

Instructions for use (premium users)

http://bit.ly/2PfT4lq
http://bit.ly/33VAFh3
http://bit.ly/30B07Gq


This presentation has been made using the following fonts:

Caveat Brush
(https://fonts.google.com/specimen/Caveat+Brush)

Nunito
(https://fonts.google.com/specimen/Nunito)

#fe7a15 #f8d90f #d3dd18

#d7f7f9 #35bbca#0191b4

Fonts & colors used

https://fonts.google.com/specimen/Caveat+Brush
https://fonts.google.com/specimen/Nunito


Create your Story with our illustrated concepts. Choose the style you like the most, edit its colors, pick 
the background and layers you want to show and bring them to life with the animator panel! It will boost 

your presentation. Check out How it Works.

Pana Amico Bro Rafiki Cuate

Storyset

https://storyset.com/how-it-works?utm_source=slidesgo_template&utm_medium=referral-link&utm_campaign=slidesgo_final_slides&utm_term=how%20it%20works&utm_content=storyset
https://storyset.com/pana?utm_source=slidesgo_template&utm_medium=referral-link&utm_campaign=slidesgo_final_slides&utm_term=pana&utm_content=story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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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toryset.com/cuate?utm_source=slidesgo_template&utm_medium=referral-link&utm_campaign=slidesgo_final_slides&utm_term=cuate&utm_content=storyset


You can easily resize these resources without losing quality. To change the color, just ungroup the resource 
and click on the object you want to change. Then, click on the paint bucket and select the color you want. 

Group the resource again when you’re done. You can also look for more infographics on Slidesgo.

Use our editable graphic resources...

https://bit.ly/2ZjL1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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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can resize these icons without losing quality.
You can change the stroke and fill color; just select the icon and click on the paint bucket/pen.

In Google Slides, you can also use Flaticon’s extension, allowing you to customize and add even more icons.

...and our sets of editable icons

https://chrome.google.com/webstore/detail/flaticon-for-gsuit-gslide/haekgjfnhhdkgfgmldhfokhmfkgmciba


Educational Icons Medical Icons



Business Icons Teamwork Icons



Help & Support Icons Avatar Icons



Creative Process Icons Performing Arts Icons



Nature Icons



SEO & Marketing Icons



http://bit.ly/2PfT4l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