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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活動名稱：《維修接力，照顧永續》公益募款園遊會 

貳、 緣起： 

民國 80年，社會普遍對特殊兒童排斥與不理解，家有特殊兒童家長在教養

上一籌莫展，不知道該如何照顧孩子。一對愛主的基督徒夫婦在台北板橋的住家

開始為特殊兒童提供教育與生活自理的認知教學，之後在桃園八德找到穩定的服

務住所，給桃園地區特殊兒童穩定的教學環境與生活空間，並在民國 84年立案

更名為「路得啟智學園」。 

民國 98年，身心障礙服務的人數不斷成長，從原本學齡前服務到學齡中的

服務，孩子日益成長原教學空間漸漸不敷使用，故開始募款籌設新家園。 

民國 101年 10月 15日新的園區完成，所有服務移至中壢，新園區不僅幅員

廣大，室內空間寬敞，並設有供身心障礙者活動的戶外空間、園藝治療區、可愛

動物區和希望農場，另有烘培坊提供成人身心障礙者學習烘培技能，服務人數從

30位提高至 76位，讓路得的專業服務照顧更多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 

路得新園區從搬入至今邁入第八年，許多生活家電開始出現故障狀況， 

冷氣不冷耗電量大、飲水機維修頻繁、洗衣機脫水不乾，汽車零件因接送學生時

常需要維修汰換，早期搭建給農藝班活動的工作休息區因年久出現坍塌，修繕需

求接踵而來，需要經費維修才能解決園內孩子的基本需求。 

 

 

 

 

 

 

 

 

 

參、 目的與預期效果： 

一、 目的： 

1. 藉由園遊會傳遞路得學園服務精神，給他魚吃不如教他釣魚，讓更

多人認識路得，並透過園遊會活動銷售身心障礙者製作的商品，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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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以行動鼓勵身心障礙者自立。  

2. 透過園遊會募得學園設施設備修繕所需之經費 65萬元。 

3. 透過公益園遊會公開感謝長期支持「路得學園」的機關團體、民意

代表、企業主及各界賢達，發揚公益服務之精神。 

二、 預期效果： 

1. 預計邀請 2000位民眾參加園遊會，購買愛心園遊券支持身心障礙

團體籌募一年所需維修經費 65萬。 

2. 藉由公益愛心園遊會匯集社會各界的愛，將愛串連起來，讓路得學

園的身心障礙者得到更多的關愛與支持。 

肆、 主辦單位與贊助/協辦單位邀約： 

一、 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 

二、 主辦單位：邀請企業團體參與 

三、 贊助/協辦單位：邀請企業、機關團體及廠商贊助活動經費或捐助產品

義賣。 

四、 受贈單位:路得啟智學園 

伍、 活動日期、時間及地點： 

一、 日期：109年 06月 13日〈星期六〉 

二、 時間：預計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整 

三、 地點：桃園區陽明公園(桃園市桃園區介壽路 199號) 

陸、 園遊會活動內容： 

一、 節目表演：邀請地方團體、藝人、學校社團、樂團及路得學園園生表演

參與活動表演。 

二、 二手尋寶趣 ： 

        設置 10個二手尋寶站：凡到二手尋寶任一攤位購買超過 200元物品， 

        可獲得一點，集滿 3點，可憑點數到服務台換取精美小禮物，倡導環保  

        愛地球，資源重覆再利用。 

三、 設攤愛心義賣攤位：設置 40個愛心攤位〈含美食攤位、路得攤位、服

務攤位醫療服務站…等 〉。 

柒、 園遊會注意事項： 

一、 攤位〈參閱附件一〉： 

1. 園遊會攤位場地設在《陽明公園草皮廣場》。 

2. 園遊會活動場地佈置由於活動前一日〈6月 12日〉架設完畢，每

一攤位皆設有帳篷一個、長桌一張、椅子兩張。〈含音控區、休息

區帳篷〉。 

3. 活動攤位之擺設位置及順序，由主辦單位統一規劃排列。 

4. 當日義賣所得全數捐贈路得，實際用於園區內電器、汽車維修與更

新費用。 

二、 舞台及節目流程： 

1. 現場架設舞台 truss架及背景大圖，於活動前一日〈6月 12日〉

架設完畢。 

2. 節目流程〈參閱附件二〉 

3. 搭設音控區的帳篷及表演單位休息區的帳篷，提供表演單位集合及

換裝的區域，表演後繼下一個單位使用。 

三、 消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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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園遊會之消費方式均以園遊券之交易方式進行。 

2. 園遊券之面額單位分為五十元、二十元、十元，每張園遊券金額總

計 100元。 

3. 園遊券銷售採取預售及現場銷售兩種方式，預售部分由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協助銷售，園遊會當日則在服務台銷售園遊券。 

捌、 經費需求概算表：(活動經費預估二十五萬零五佰元整) 

序號 項目 單價 數量 預算 備註 

1 園遊會攤位 700 50 35,000 含帳棚及桌椅 

2 舞台音響 20,000 1 20,000   

3 發電機 15,000 1 15,000 含接電 

4 集點禮物 50 250 12,500   

5 感謝狀 100 50 5,000 感謝狀 

6 車馬費 5,000 5 25,000 表演團體、主持人 

7 園遊券印刷 2 6000 12,000 面額 100元 

8 宣傳 DM 1 10,000 10,000   

9 宣傳海報 30 200 6,000   

10 邀請卡 30 200 6,000   

11 舞台 truss架 6,000 1 6,000 尺寸：3*5(米) 

12 背景大圖 3,000 1 3,000 尺寸：3*5(米) 

13 志工午餐 100 200 20,000 工作人員、志工 

14 場地費用 0 0 0 桃園區市公所商借 

15 活動保險 5,000 1 5,000   

16 雜   支 20,000 1 20,000   

17 記者會 50,000 1 50,000   

  合計     25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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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活動場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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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活動流程 

園遊會活動流程 

7:00-9:00 各攤位準備 

9:30-10:00 暖場時間 

10:00-10:40 

活動開幕式 

開場表演 

主辦單位/長官/貴賓致詞 (約 20分鐘) 

頒發感謝狀 

10:40-14:00 

活動表演：地方社團、學校社團、樂團及社區媽媽表演 

宣傳時間：愛心攤位工商時間 

14:00-15:00 各攤位賣完結帳、收攤 

15:00 活動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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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記者會流程(暫定) 

一、日期：109年 6月 1日週一(上午 10:30-11:30) 

二、地點：桃園市福林里集會所(暫定) 

【記者會流程表】 

時間 內容 

10:00-10:10 貴賓及媒體簽到 

10:10-10:20 主持人開場 

10:20-10:30 暖場表演 

10:30-10:40 主辦單位致詞、長官、來賓致詞 

10:40-10:50 路得學園學生表演 

10:50-11:00 主辦單位、受贈單位呼籲認購愛心園遊券 

11:00-11:10 維修接力、照顧永續活動預告 

11:10-11:20 媒體聯訪拍照及茶敘時間 

11:20-11:30 自由採訪 

11:30 記者會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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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攤位報名表 
邀請您共同參與「《維修接力，照顧永續》公益園遊會」活動，幫助路得身

心障礙者獲得各項設備維修費用。參與活動設攤或贊助活動費用，請您填表回傳

至 mood3322@yahoo.com.tw 或傳真 03-4983683，謝謝您。 

                                  

單位名稱  

攤位名稱  

攤位需求  □需用電  □不需用電 

聯絡人 
 聯絡電話 (H): 

(M): 

活動支持方式 

(可複選) 

□攤位贊助______攤:□(1)免設攤費，義賣所得全捐  

                  □(2)認購一攤 5000 元  

□贊助活動經費_____________元 

□園遊劵推廣___________元 

□海報張貼與宣傳 

□活動表演(表演者每人一張園遊劵 100 元) 

□其他： 

義賣內容 

□物品類:_________________       

□冰飲類:_____________ 

□遊戲類(玩樂、獎勵)            □熱食類:_____________ 

□服務類(諮詢、人體素描、拍照)  □冷食類:_____________ 

□二手物品(以二手物資為主) 

□其他_____________ 

報名頇知 

(一) 活動時間：109 年 06 月 13 日(六) 09：00 至 15：00 

(二) 活動地點：桃園區陽明公園(桃園市桃園區介壽路 199號) 

(三) 攤位報到時間：109 年 06 月 13 日上午 7:30 辦理攤位報到。(若有變更在另

行通知) 

(四) 就位時間：9:00 前請各攤位之工作人員於攤位所在處就位。 

(五) 活動基本設備提供： 

1. 3 公尺 x 3 公尺帳棚。 

2. 一座桌子一張、椅子 2 張。 

3. 活動結束時請確保桌椅清潔無損壞，並放回指定位置。 

(六) 其他事項 

1. 如遇人力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活動終止，將擇期辦理活動。 

2.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繫：(03)4980096 轉 116 廖小姐或來

信 mood3322@yahoo.com.tw  詢問，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