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維州實驗中文學校 - 秋季聯歡注意事項 V_09.20.2018 
10/28/2018 

 
● 活動期間表: 

 

1:00pm ~ 2:00pm 塲地佈置人員報到 
佈置場地 徵1位Coordinator (A)*+3位義工 

2:00pm ~ 3:00pm 美食報到及帶位 請參考: 美食義賣事項 

2:00pm ~ 3:00pm 遊戲區服務人員報
到 

徵1位Coordinator (B)*+ 4-8位義工  
由活動組協辦 

請參考: 遊戲區事項 

2:45pm ~ 3:00pm 老師預定 請參考: 老師預定事項 

3:30pm 代幣和彩卷開賣 請參考: 代幣和彩卷事項 

4:00pm 秋季聯歡活動開始  

5:00pm ~ 5:30pm 摸彩活動 抽獎  

5:30pm 秋季聯歡活動結束  

5:30pm ~ 5:50pm 塲地清理 徵3-6位義工 
*Coordinator A & B 需要幫忙5:30-5:50pm 清理場地, 將有2點服務點數 

 

A. 美食義賣事項: 
● 謝謝家長們踴躍捐贈美食.  
● 捐贈美食, 請先向各班, 班爸班媽登記您的資料及美食名稱, 或電郵募 款組. 以

便活動結束後, 學校可以完成, 您的服務點數的登錄. 
● 請班爸/班媽, 於今10月14日之前, 將填好的美食菜單, 繳回辦公室或電郵至

Fundraising@nvaecs.org. 
● 捐贈美食, 可得服務點數 1 ~ 2 點. 請參考: 秋季聯歡菜單樣本. 
● 為避免菜色大量重複, 如有菜色重複, 學校為以率先繳交的前三班爸班媽登記為

優先. 如需要變更, 學校於10/20前會通知電郵班爸班媽及家長 
● 請捐贈美食的大廚, 留在攤位上服務. 其服務將另得服務點數 1 點. 如果您不能

留在攤位上服務, 請務必告知班爸/班媽, 並且尋找可以在攤位上服務的家長. 捐
贈的美食, 如果沒有義工/家長在攤位服務, 我們將無法登錄您的點數. 

● 各位大廚請在 "美食報到" 時間, 帶著您的美食, 到學校餐廳 check in. 您的點數
會由現場的義工登記下來. 如果您無法於規定時間內報到, 請務必提早告知募款
組. 

● 為了讓大家都有機會享用到美食, 請於 4:00pm 後, 方可開始進行美食交易. 
● 請小心注意攤位的擺設, 並維持攤位的整潔 (請勿使用瓦斯爐). 
● 需要插頭, 延長線的家長, 或是特殊需求的家長, 請在繳交菜單食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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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會準備適量的, 標準規格的, 紙碗(10oz), 紙盤(7”, 10”), 紙杯(12oz), 及足量
的刀, 叉, 筷子和餐巾紙, 供現場使用. 我們也非常歡迎各位大廚,自行準備提供
美食所需的餐具.  

● 請各位大廚, 自備放票盒. 活動期間, 票務人員會到你的攤位收票. 
 

 
B. 老師預訂事項: 

● 為了體恤辛苦的老師們, 請各位親愛的班爸/班媽們, 在當天 2:45pm 至 3:00pm 
到教室替老師管理秩序, 以便讓老師預訂美食, 謝謝！ 

 
 

C. 代幣和彩卷事項: 
● 每張代幣爲 $1.00. 請向票務人員購買. 請勿以現金進行美食交易. 
● 單筆購買代幣, 每十元, 即可獲得摸彩券一張. 
● 秋季聯歡義工, 各得摸彩券一張. 
● 在實驗辛苦教學的老師們, 也各得摸彩券一張. 
● 彩券單買一張 $0.50. 買得愈多, 中獎機率愈大. 
● 每張摸彩券上有兩聯, 一聯請投入摸彩箱, 另一存根聯請妥善保管. 
● 摸彩箱沒有限制摸彩券投入的張數, 投得愈多, 中獎機率愈大. 
● 中獎者需在場, 獎品憑存根領取. 
● 抽獎時間: 5:00pm 開始抽出和公布幸運得獎者 
● 請在獎項公佈的十分鐘內來領取. 超過時間即會重新抽出新的得主. 
● 如果獎品在 5:45pm 前沒被領取, 獎品將會捐回實驗中文學校. 

 
 

D. 遊戲區事項: 
● 有興趣加入遊戲區義工行列, 在遊戲攤位上服務的家長, 請和募款組聯絡. 當日

遊戲攤位服務, 得服務點數 1 點. 
● 非常歡迎家長提供遊戲點子, 如有願意更進一步捐贈遊戲, 請與募款組聯絡. 

 
 

E. 班級友誼賽: 
● 出力最多的班級競賽: 為鼓勵更多家長投入活動服務行列, 在活動結束後, 最積

極參與的三個班級, 將可得到特別的獎勵. 比賽得分計算的方式, 將以班上家長
所得的服務點數 (美食點數+美食攤位服務點數+遊戲攤位服務點數), 除以班級
學生人數.  

● 票選最佳美食遊戲的班級競賽: 為獎勵更多美味美食及熱門遊戲, 現場將進行票
選活動, 得票最多的三個班級, 將可得到特別的獎勵. 比賽得分計算的方式, 將以
班級所得的投票數, 除以班級學生人數.  

● 獎品籌備中, 請試目以待. 
 

 
F. 其它: 

● 任何中學學校的學生想要得到社區服務時數, 可以在活動 擔任幫手, 有意者請
洽詢募款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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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捐獻在報名截止日後提出的, 將無法提供實驗學校的服務點數, 但是可以提
供孩子學校的服務點數 

 
G. 重要日期: 

 
9/30/2018 班爸班媽領單子 
10/14/2018 最後一天繳交單子 (電郵也可以) 
10/16/2018 班爸班媽最後一天要求變更 
10/20/2018 學校最後一天要求班爸班媽變更 (學校也會以電郵方式聯繫) 
10/22/2018 班級比賽最後一天登記 
10/25/2018 學校電郵捐獻及場地地圖 
11/8/2018 服務點數開放確認並申請變更 
11/16/2018 服務點數總結 

 

**有了大家的熱情參與,  
我們一定可以一起享受一個好吃又好玩的秋季聯歡** 

 
 
如果您有任何的疑問和建議, 請聯絡募款組Ann 

或 Rachel 
或 email: fundraising@nvaecs.org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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