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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 106學年度慈善義賣園遊會實施計劃 

壹、 活動目標 

一、 鼓勵同學發揮仁愛服務精神，以實際具體的義賣行動，來幫助社會之慈善公

益團體，落實文藻敬天愛人之校訓。 

二、 透過園遊會設攤及社團展演，呈現本校學生社團、自治組織和學生之活潑及

活力，鼓勵本校學生以專業學識及課外活動能力為基礎，以多采多姿的活動

方式，累積學習的豐沛能量與成果。 

三、 強化學生與教職員之互動及合作，建立教職員及學生彼此連結。藉由園遊會

活動將周圍社區居民帶入校園內，進而讓本校教職員、學生與周圍社區產生

連結。 

貳、 活動時間 

106年 12月 10日(星期日) 09時 00分至 15時 30分 

參、 活動地點(詳如附件 1-位置規劃圖) 

一、 操場 

二、 紅磚道 

三、 薪傳廣場及圓形廣場 

四、 正氣樓及明園教室 

五、 文園一樓廣場 

肆、 活動對象 

一、 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 

二、 國內外校友 

三、 校園附近社區民眾 

伍、 舉辦單位 

一、 主辦單位︰學生事務處 

二、 承辦單位︰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三、 協辦單位︰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公關室、資訊與教學科技中心、進修

部、各學院、各學系、學務處生輔組、學務處軍訓室、總務處事務組、學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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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活動內容 

一、 活動流程 

106學年度慈善義賣園遊會活動流程 

時間 程序 活動內容 負責單位 

09:00-09:35 開幕式 
1. 開幕表演活動 

2. 校長致詞 
課指組 

09:00-15:30 園遊會開始 各攤位義賣 
1.各班級 

2.課指組 

15:30-17:00 環境整理及場地布置 
各攤位打掃及環境復

原、燃燈禮布置 

1.課指組 

2.生輔組 

3.吳甦樂教育中心 

17:00-18:30 燃燈禮 操場舉行燃燈禮儀式 吳甦樂教育中心 

二、 設攤對象 

(一) 專科部二年級、三年級每班均須設攤。 

(二) 四技部二年級、三年級每班均須設攤。 

(三) 教學及行政單位、學生社團、學生自治組織可自由報名設攤。 

三、 攤位相關規範 

(一) 設攤之班級或單位需填妥「附件 2-設攤申請書」並於 11月 3日（五） 1300

時前向課指組提出申請，並依繳交順序選定攤位位置，並確認攤位資格、攤

位編號。 

(二) 本活動每攤位收取新台幣 1,000元整(含保證金 500元)，活動結束後檢查帳

篷及桌椅(或教室)等無損且數量正確、確實清理環境，包含攤位掛牌一併拆

下，且無違反『申請攤位相關規範』規定者，於 12月 20日(三)17:00前，

填妥「附件 3-收支結算單」、「附件 4-公關劵黏貼單」並經班級導師或單位

主管審查簽署後，繳至課指組同時領回保證金。 

(三) 帳篷、桌椅等若有損壞則照價賠償。 

(四) 本次活動主辦單位不提供一般帳篷用電，需使用電的攤位請自行準備電力設

備，各攤位請勿私自接電，違者沒收保證金，屢勸不聽者立即撤消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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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禁止由校外廠商、攤販代替設攤，違者立即撤消攤位，並沒收保證金。 

(六) 攤位不得販售含酒精性飲品及進行賭博性遊戲，違者立即撤消攤位，並沒收

保證金。 

(七) 沒收之保證金除賠償相關損毀物件外，將捐入本校供學生社團活動使用。 

(八) 禁止提供消費者購物用「塑膠袋」，以及塑膠類或保麗龍類免洗餐具，自備

餐具之消費者，請各單位酌減賣價或加量，以力行垃圾減量，加強環保觀念

宣導。 

(九) 各單位處理垃圾時，請配合垃圾減量及分類；布置攤位時，切勿破壞週邊環

境及校內布置。 

四、 各攤位資料繳交及作業期程 

106學年度慈善義賣園遊會各攤位資料繳交及作業期程一覽表 

項次 作業事項 資料繳交日期 備考 

01 
繳交 
「附件 2-設攤申請書」 

106年 11月 03日(五)13:00前 繳交至課指組 

02 
設攤單位額外申請擺攤

所需桌椅 

106年 12月 06日(三) 08:00-17:00 
106年 12月 07日(四) 08:00-17:00 
106年 12月 08日(五) 08:00-17:00 

請於左列日期

至總務處事務

組登記 

03 各攤位進行布置 
106年 12月 09日(六) 08:00-17:00 
*借用教室之攤位須 17︰00後始可進行布置 

各攤位 

04 園遊會當日活動 106年 12月 10日(日) 09:00至 15:30 各攤位 

05 園遊會場地復原 106年 12月 10日(日) 15:30至 17:00 各攤位 

06 
繳交 
「附件 3-收支結算單」 

「附件 4-公關劵黏貼單」 

106年 12月 20日(三)17:00前 
繳交至課指組

並退還保證金 

五、 為鼓勵設攤班級或單位踴躍善用攤位盈餘從事社會公益，各攤位捐贈社會公

益團體(可參考附件 5-捐贈單位一覽表)金額最高前五名，將頒發獎狀乙幀以

為嘉勉。 

六、 本活動如有更動將以課外活動指導組網站公告為主，承辦單位保留任何修改、

暫停、終止活動細節之權利，任何異動，修改後將不另行通知。園遊會公告

資料網址(http://d006.wzu.edu.tw/article/451214) 

柒、 聯絡窗口︰課外活動指導組/賴柏宏(分機 2222)，99910@mail.w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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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06 學年度慈善義賣園遊會」攤位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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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06 學年度慈善義賣園遊會」設攤申請書 

(11月03日(五)13:00前繳至課指組，並依繳交順序選填攤位位置) 

攤位編號（由課指組填寫）: 

班級/單位  負責人  

聯絡電話  E-Mail  

攤位名稱  攤位類別 
 A：文創市集 

 B：特色美食 

 C：歡樂遊戲 

說明 

一、攤位販售內容及方式簡述(50-100字說明) 

 

 

 

 

 

二、預計攤位盈餘捐贈比例(至少 50%)： 

     □ 50%  □60%  □70%  □80%  □90%  □100%   

場地需求 

(租金) 

□教室  間(每間租金500元，桌椅自備，可接用電器)           

□帳篷  組(每組租金500元，內含帳棚1頂、長桌2張、椅子3張) 

備  註 

1.攤位不得販售含酒精性飲品及進行賭博性遊戲。 

2.一般帳棚如需用電請自備電力設備，不得私自接用校內電源。 

3.於教室設攤之班級，為確保用電安全及容量控管，教室內電器使用總容量

不得超過20安培。 

4.本表繳交時一併繳交場地需求租金及保證金500元。 

班級導師／單位主管簽名：              

收件日期(由課指組填寫)：106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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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106學年度慈善義賣園遊會」收支結算單 

(園遊會結束後，於12月20日(三)17:00前繳至課指組，並退還保證金500元) 

攤位編號: 

班級/單位  負責人  

聯絡電話  E-Mail  

攤位名稱  攤位類別 
 A：文創市集 

 B：特色美食 

 C：歡樂遊戲 

設攤盈餘 

捐贈比例 

□ 50%  □60%  □70%  □80%  □90%  □100% 

□ 其他     %(至少 50%) 

A設攤收入 

(A=B+C+D+E)                     元 

D捐贈金額 

捐贈金額︰               元 

 

 

受贈單位︰                 B設攤成本 
1.攤位租金    500   元 

2.商品成本          元 

C設攤盈餘 

(A-B=C)                     元 

E班費留用 

(C-D=E)                      元 

捐款單據或證明單黏貼處 

 

 

 

 

 

 

 

 

*郵局匯款單、受贈單位開立之收據、便利商店收款或捐款證明等，可顯示受贈單位名稱及

捐贈金額之單據均可。 

班 級 代 表 

簽 名 
 

班 級 導 師 

簽 名 
 

收件日期(由課指組填寫)：106 年  月   日 

保證金退還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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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06 學年度慈善義賣園遊會」公關券黏貼單 

(攤位若未收到公關劵，無需繳交本表) 

公關劵黏貼處 公關劵黏貼處 

公關劵黏貼處 公關劵黏貼處 

公關劵黏貼處 公關劵黏貼處 

公關劵黏貼處 公關劵黏貼處 

公關劵黏貼處 公關劵黏貼處 

公關劵總金額︰           元 

班級代表簽名︰                   班級導師簽名︰                  

收件日期(由課指組填寫)：106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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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106 學年度慈善義賣園遊會」建議捐贈單位一覽表 

1 原住民部落之清寒與獨居老人(財團法人台灣省天主教會新竹教區) 

2 天主教星沙基金會(財團法人台灣省天主教會新竹教區) 

3 高雄市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協會 

4 高雄市鳳凰藝術發展協會 

5 高雄市調色板協會 

6 高雄市私立樂仁啟智中心 

7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附設身心障礙關懷中心 

8 星星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9 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高雄分會 

10 中華民國肌萎縮症病友協會 

11 社團法人高雄市愛心手足慈善會 

12 財團法人日月之光慈善事業基金會 

13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慈聯社會福利基金會 

14 社團法人高雄市鳳林觀音慈愛會 

15 財團法人聖功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16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功醫院附設護理之家(失智老人養護機構) 

17 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18 華遠兒童服務中心 

19 高雄市天主教加大博愛協會 

20 高雄市私立聖安娜之家 

21 屏東天主教少年城 

22 天主教道明傳教修女會附設屏東縣私立少女城 

23 屏東孝愛仁愛之家 

24 屏東縣愛加倍暨家庭婦幼關懷協會 

25 台南天主教德蘭啟智中心 

26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天主教瑞復益智中心 

27 天主教仁愛修女會附設台南市私立老吾老養護中心 

28 台南仁愛傳教修女會德蘭園 

29 社團法人台南縣酵母關懷協進會 

30 財團法人天主教臺南市私立蘆葦啟智中心 

31 台南伯利恆文教基金會 

32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嘉義教區附設嘉義縣私立聖心教養院 

33 天主教會嘉義教區附設嘉義縣私立敏道家園 

34 嘉義縣私立安仁家園 

35 社團法人中華安得烈慈善協會 

 

http://agape947.pixnet.net/blog/post/128973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