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攤位強力募集中
需要您來相挺！

各位有愛心、熱情的朋友們:
苗栗家扶每年舉辦寒冬送暖愛心園遊會，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和關
心，非常感謝各位的支持，讓我們受扶助家庭可以度過一個熱鬧、難忘、
溫馨的假日！今年我們將繼續為所扶助的家庭籌募愛心，以購買民生物
資、生活用品，並持續辦理寒冬送暖愛心園遊會。誠摯邀請您送愛到家扶，
共造孩子未來的希望。
今年寒冬送暖園遊會將於 2018 年 11 月 18 日舉辦，期待您響應設攤支
持！苗栗家扶有信心成功促銷園遊券與您共創雙贏，當天場面一定熱鬧非
凡，更讓所扶助的弱勢家庭感受社會大眾的愛心與關懷！
(★設攤報名表填寫說明，詳見背面)

活動時間：2018 年 11 月 18 日(星期日)
09：30-13：30
活動地點：苗栗縣政府第一辦公大樓前廣場
活動內容：攤位義賣、才藝表演、親子遊戲、
感恩大會、摸彩活動、敲愛心鑼、
發放扶助家庭慰問品及民生物資。

家扶基金會 苗栗家扶中心
主任 湯鳳琴 暨全體同仁 敬邀

2018 年「傳遞分享愛，共築兒少夢」
寒冬送暖園遊會-設攤報名表 (每一個都要填寫喔，請參閱範例)
單位名稱
感謝狀抬頭
收據抬頭
攤位名稱
通訊地址

例：苗栗家扶中心溫媽媽愛家服務隊
(公司行號、機關團體依單位全銜填寫，若為個人設攤請寫「無」)

例：溫媽媽愛家服務隊
(當天會致贈感謝狀給您，請填寫您希望感謝狀上的抬頭名稱)

例：溫媽媽愛家服務隊
(依攤位捐款開立正式收據給您，請填寫您希望的收據抬頭)

例：溫媽媽愛家服務隊
(將為您製作攤位牌掛於帳篷上，請填寫您希望的攤位名稱)

例：苗栗市府前路 185 號
(活動前將寄發通知單及車輛通行證，請填寫負責人可收件的地址)

例：李○妹
聯絡人姓名

(事前家扶工作人員會與您聯繫相關資訊，請填寫攤位負責 職稱
人或主要聯絡窗口)

例：隊長

(公司) 例：037-322400
(住家) 例：037-333222
(傳真) 例：037-329497
(手機) 例：0912-345678
設攤數量
設攤攤位數：2
(每 1 攤位請準備至少 1 萬 2 仟元以上收入的產品)
設攤內容
例：炒米粉、貢丸湯、烤香腸、紅茶、冰棒、撈金魚、戳戳樂、套圈圈
1. 設攤 2 攤以上，是，請續填問題(2) □否，請接續填寫「用電需求」
2. 設攤 2 攤以上之攤商，請勾選期待攤位擺放位置，我們將盡力協調，
攤位設置位置
如因場地安全考量，未能順利依您的期待擺設，請您見諒。
□兩左右(如灰底所示) □兩前後(如灰底)
都可以
及說明
連絡電話

用電(電壓 110V)，請續填下列(因需計算當日用電總量，請務必詳填)
1.電器名稱：電磁爐
、數量： 1 。3.電器名稱：果汁機
、數量： 1 。
用電需求
2.電器名稱：大同電鍋 、數量： 1 。4.電器名稱：電烤爐
、數量： 1 。
□不用電
當日是否用火？ 是(請小心用火)
□否
用火狀況
(本欄位僅供場地用火安全規畫，當日不提供火源及相關設施設備)
其他需求說明 無
設攤方式
全部回捐 (免攤位費，所得全部回捐)
1. 設攤內容：吃、喝、玩、樂皆不拘，請盡量以飲食攤為主。
2. 提供物品：每 1 個攤位提供 1 帳篷、1 桌 2 椅、3 瓶礦泉水、3 個餐盒。
備註
3. 桌子尺寸：長 180 公分 x 寬 60 公分 x 高 74 公分。
4. 行前通知及通行證：將於活動前 10 天寄出，如未收到請來電告知。
1. 聯絡人：苗栗扶中陳平純、蕭名吟社工
2. 電話：037-461234 傳真：037-461235
3. 地址：350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 518 號
4. e-mail：ml@ccf.org.tw
報名方式
5. 線上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n26BjR7b7HaPEAYr2
※ 請詳填本表並於 2018 年 9 月 15 日前傳真、郵寄、親送到苗栗家扶，或
線上報名，謝謝！報名表送出後，煩請來電確認。

2018 年「傳遞分享愛，共築兒少夢」
寒冬送暖園遊會-設攤報名表
※ 請用正楷清楚書寫，每個欄位都需要填寫喔！
單位名稱
感謝狀抬頭
收據抬頭
攤位名稱
通訊地址
聯絡人姓名
連絡電話
設攤數量
設攤內容

攤位設置位置
及說明

用電需求

用火狀況
其他需求說明
設攤方式
備註

報名方式

其他贊助方式
(可選填)

職稱
(公司)
(傳真)
設攤攤位數：

(住家)
(手機)
(每 1 攤位請準備至少 1 萬 2 仟元以上收入的產品)

1. 設攤 2 攤以上，□是，請續填問題(2) □否，請接續填寫「用電需求」
2. 設攤 2 攤以上之攤商，請勾選期待攤位擺放位置，我們將盡力協調，如
因場地安全考量，未能順利依您的期待擺設，請您見諒。
□兩左右(如灰底所示) □兩前後(如灰底)
都可以
□用電(電壓 110V)，請續填下列(因需計算當日用電總量，請務必詳填)
1.電器名稱：
、數量： 。3.電器名稱：
、數量：
2.電器名稱：
、數量： 。4.電器名稱：
、數量：
□不用電
當日是否用火？ □是(請小心用火)
□否
(本欄位僅供場地用火安全規畫，當日不提供火源及相關設施設備)

。
。

全部回捐 (免攤位費，所得全部回捐)
1. 設攤內容：吃、喝、玩、樂皆不拘，請盡量以飲食攤為主。
2. 提供物品：每 1 個攤位提供 1 帳篷、1 桌 2 椅、3 瓶礦泉水、3 個餐盒。
3. 桌子尺寸：長 180 公分 x 寬 60 公分 x 高 74 公分。
4. 行前通知及通行證：將於活動前 10 天寄出，如未收到請來電告知。
1. 聯絡人：苗栗家扶中心陳平純、蕭名吟社工
2. 電話：037-461234 傳真：037-461235
3. 地址：350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 518 號
4. e-mail：ml@ccf.org.tw
5. 線上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n26BjR7b7HaPEAYr2
※ 請詳填本表並於 2018 年 9 月 15 日前傳真、郵寄、親送到苗栗家扶，或
線上報名，謝謝！報名表送出後，煩請來電確認。
□園遊券認購
張 (面額 1 張 100 元)
□捐贈義賣物資
□經費贊助
元(用途為扶助家庭慰問品)
※請使用郵政劃撥方式或於臨櫃捐款，感謝您~
(帳號：00271376 戶名：苗栗家扶 請註明 2018 年寒冬送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