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兒童歡樂派對 

彰化縣政府106年兒童節慶祝活動 

 

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 
承辦單位：彰化縣基督教青年會(YMCA) 
                 彰化縣兒童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協辦單位：鹿港鎮公所、彰化縣國際工商經營研究社 
                 彰化東北扶輪社、彰化縣各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政府106年兒童節慶祝活動 



派對時間 : 

派對地點 : 

2017/4/1 (六) 9:00-14:00 

彰化縣鹿港鎮鎮立體育場 

攤位請於8:00前抵達會場，8:30完成設攤工作 

服務目的: 

(1)提供兒少參與服務之機會 
(2)提升對兒少福利資源的認識 
(3)提升對兒童權利公約.兒童安全的認識 



活動企劃內容- 
活動簡章 
參閱第4頁 



 



交通與動線規劃 

 攤位請於8:00前抵達會場，

8:30完成設攤工作 

 針對中正路及正興路進行交

通管制 

 各攤位請由中正路路口進入

至運動場內設攤。 

 設攤完畢請各單位將車輛停

置至鄰近的停車場。 

         (鹿草路一段免費停車場) 

鹿基醫院 



派對舞台 

時間 行程 說明 

9:00- 
9:30 

派對開場 
免費贈送限量風車，增進

親子互動送完為止。 

9:30-
13:50 

1.兒童青少年舞台表演 

(預計20個表演團體) 

2.兒童權利公約、兒童安全及

兒少福利資源宣導 

3.歡樂摸彩 

4.體驗區活動開始 

9:30-10:00 

親子體驗及童玩體驗報名 

13:50-
14:00 

閉幕   



派對舞台流程表 

參閱第6頁 



表演團體注意事項 參閱第33頁 

• 如有音樂檔案者須事先繳交，當日亦請自行攜帶音樂檔案。 

• 表演團體需依表演時間提早 30 分鐘報到，表演團體報到處於舞台左
方(攤位位置4.5號處)，台上組別表演時，需有下兩組於準備處候位。 

• 彩排時間:如有彩排需求者，請於3/24(五)前回覆，以利安排彩排時
間。 

 3/31(五)15：00~17：00可進行『定位、走位』當日尚無音
響。 

 4/1(六) 8：15~8：45可進行試音、走位等排練。 

• 活動舞台提供:吉他音箱2組、麥克風7支、麥克風架7支、耳麥6支、
塑膠椅子2個(目前團體回報的數量)，如有其他需求者請自行準備。 

• 每一表演團體表演活動結束後，將安排於舞台進行頒獎。 

• 表演團體於活動當日將提供表演團體費，當日請協助填寫領據。 

• 表演者跟指導老師提供50元園遊券。 



美食宣導攤位 

(用火及用電安全、食品安全宣導簡章P29-P30) 

攤位內容 攤位數量 其中有販售食物 
之攤位數量 

服務台 3 0 

醫護站 1 0 

團體報到處 2 0 

音控台 1 0 

摸彩兌換處 1 0 

冒險王闖關攤位 11 0 

親子體驗區 6 0 

童玩體驗區 1 0 

美食宣導攤位 40 30 

總計 66 30 

參閱第9-13頁 



(一)攤位原則上提供一張長桌及三張椅子，每攤位發放之午餐最多以3份為限。  

(二)請各攤位視攤位需求，自行準備用水。 

(三)活動買賣交易採「現金」及「園遊券」二種方式，以園遊券為主。 

(四)依據攤位服務屬性，當日分別提供活動資料袋，請各攤位提供下列協  助: 

 具有買賣交易之攤位，請各攤位於活動結束後，計算園遊券收入金額， 
填寫領據，並將園遊券依序黏貼於園遊券黏貼紙上，放入資料袋內交回服
務台。園遊券收入如經當日經核對正確無誤，將於106/5/5開立支票。 

 宣導攤位請填寫攤位諮詢表於活動結束後交回服務台。 

(五)因活動場地具有大型的遊樂器材，不利於搬運攤位物品，建議各攤位可自
行攜帶推車，以利物品的搬運。 

(六)活動當日提供單位名稱之攤位看板，如有販賣商品之單位，請自行製作產
品品名及價目表 

美食宣導攤位注意事項 
請參閱第23- 28頁 



冒險王闖關攤位 

※闖關6個攤位即可憑闖關券， 免費體驗歡樂遊戲區 

關卡 闖關名稱 闖關類型 設攤單位 

1  YMCA-水母九宮格 兒童權利公約 彰化縣政府社會處兒童及少年福利科 

2  YMCA-骰子樂 兒童權利公約 彰化縣政府教育處 

3  YMCA-OX選邊站 兒童安全 彰化縣衛生局 

4  YMCA-我是大力士 兒童安全 彰化縣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5  YMCA-一起尋寶趣 兒童福利資源 彰化縣兒童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6  YMCA-有福同享 兒童福利資源 彰化縣兒童發展通報轉介中心 

7 多元弱勢家庭訪視計畫業務宣導 社團法人彰化縣關懷弱勢社會服務協會 

8 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9 家暴及性侵害防治暨兒少保護宣導 彰化縣政府社會處保護服務科 

10 婦幼安全宣導 彰化縣警察局 

11  YMCA-環保從你我做起 鹿港鎮公所清潔隊 

參閱第31頁 9時30分開始進行闖關 



冒險王闖關攤位 
參閱第6頁 

 各單位可自行攜帶單位宣導簡章。 

 為提高服務人次.減少排隊人潮，每關請分為3組同時

進行，每對每關挑戰時間請控制於1分鐘之內完成，工

作人員請協助民眾闖關後蓋章。 

       YMCA關卡則安排每關3名志工支援闖關活動。 

 活動當日將提供：闖關道具(YMCA關卡)、印章。 

 11關卡中，如民眾完成6關闖關後，可引導民眾使用一

次遊樂設施(3擇1)。 





親子體驗區 

童玩體驗區 

歡樂遊戲區 

歡樂體驗派對 

體驗時段:10:00-13:55 

親子舞蹈區      小小說書 
大手小手DIY   寶貝嘟嘟車 

陀螺   調酒瓶   滾鐵圈  
竹馬   彈珠檯   地牛   扯鈴 

奇異果樂園氣墊 
旋轉木馬24人座 
基本款二合一溜滑梯 

憑 
闖關券 

預約 
報名制 

預約 
報名制 



活動方式: 
(1)家長與小朋友一同參加兒童

權利公約著色活動。 

(2)著色完之後，可免費贈送

精美小禮物一份 

親子童樂繪區 



社會處兒少科工作人員 18 

社會處兒少科實習生 2 

YMCA工作人員 26 

YMCA實習生及志工 143 

工作人力 參閱第18-22頁 



宣傳活動 

宣傳日期 宣傳地點 宣傳方式 

3/14(二) 下午3:30 鹿港國小 快閃表演(3分鐘)+ 氣球×50份 

3/21(二) 下午3:30 鹿東國小 快閃表演(3分鐘)+ 氣球×50份 

3/28(二) 下午3:30 文開國小 快閃表演(3分鐘)+ 氣球×50份 

3/24(五) 下午3:30 洛津國小 快閃表演(3分鐘)+ 氣球×50份 

3/24(五) 下午4:30 鹿港國中 快閃表演(3分鐘)+ 傳單×50份 

3/23(四) 晚上7:30 鹿和夜市 快閃表演(3分鐘)+傳單.氣球50份 

3/18(六) 晚上7:30 精誠夜市 快閃表演(3分鐘)+傳單.氣球50份 

3/24(五) 晚上6:00 員林火車站 傳單×50份 

3/31(五) 晚上6:00 員林火車站 快閃表演(3分鐘) + 傳單×50份 

街頭活動 學校宣傳 

夜市宣傳 

定點紅布條 

FACEBOOK宣傳 

彰化縣政府LINE推播訊息 

跑馬燈宣傳 

宣傳車宣傳 



給孩子更好的世界 

懇請協助  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