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全台最大公益洗車派對」
行前說明會



崇友文教基金會

1996年由GFC崇友電梯贊助成立，

以兒童及青少年為主要服務對象，

藉由「科學教育」、「美感教育」、

「服務學習」及「弱勢關懷」陪伴孩子們築夢

http://www.gfc.com.tw/


青少年公益圓夢計畫

少年來洗車‧好事來發聲



青少年公益圓夢計畫



公益圓夢計畫歷年成果

屏東縣原住民文教協會

─孩童學用品、部落教室整修計畫、

好茶部落災區學童營養午餐

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

天主教會私立慈愛殘障教養院

技嘉教育基金會─「屏東來義鄉受災學童助學金計畫」

嘉義夢想之鄒夢想團隊-

學童課輔計畫

台北青年志工中心─環保星勢力志工隊、

武陵高級弱勢兒童志工隊、東山中學社區關懷

志工隊、高雄立志高級中學那馬夏鄉志工隊

松山高中服務學習團-社團經費

台灣世界志工協會-課輔計畫

高雄前鎮高中- 課輔計畫

中正高中志願服務團隊

台北-福安國中、台中-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

高雄-臺灣全人服務照護協會

台北芒草心慈善協會
台中撒瑪黎雅關懷協會
高雄街友關懷協會

良顯堂社會福利基金會

─「陳綢少年家園興建計畫」

台北-松山高中流浪狗服務學習團

台中-弘文中學 班聯會

高雄-高雄高工



公益圓夢計畫歷年成果

年份 清洗車輛 志工人數 募款金額

93 300 200 183,660

95 230 248 65,150

96 311 150 289,055

97 392 532 206,600

98 936 668 387,433

99 1,251 678 604,854

100 871 816 340,940

101 1057 936 489,856

102 735 735 484,448

103 967 762 406,763

104 750 852 309,816

105 750 844 309,816

106 557 755 242,406

合計 9,107 8,176 4,320,797



這次要來幫助/認識 誰？



安得烈食物銀行

社團法人中華安得烈慈善協會自 2011 年底成立

，藉由推動「安得烈食物銀行」計劃，將最方

便食用與長期保存的食物組合成「膳糧食物包

」，每月援助5,000位在成長階段（0-15 歲）的

貧困學童。



安得烈食物銀行

「膳糧食物包」經費需求

1,000元 X 5,000份

= 5,000,000元



現場概況



洗車活動回顧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7WYNuDeTbc&t=1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7WYNuDeTbc&t=1s




各司其職‧各有所用
組別/區域 工作內容

大會組 籌畫與掌理活動、媒體公關、現場攝影、貴賓接待

區長幹部 由大專志工擔任
車道長A.B 兩車道的任務訓練與秩序維持

總務組 器材與資源的分配、管理

財務組 募款款項統計、收入管理

接待區 跟車主說明洗車動線、注意事項與統計車輛數量

沖水一區 沖洗車身灰塵

泡沫區 泡沫刷洗車輛

沖水二區 沖洗車身泡沫

去水檢視區 擦乾車子

歡送區 感謝車主、收取款項並開立收據

毛巾管理組 曝曬與更換每區所需毛巾

泡沫機動組 運送與更換洗車泡沫

周邊宣傳組 手持看板、發送宣傳單

交通引導組 指引出入動線、協調車輛運行



現場照片集錦



開場前的志工說明



說明重點

1.  區內點名與簽退工作

2.  分配區內任務、管控區內人員配置

- 洗車動線上設有：舉牌指揮員、檢查員、清潔員

3.  動令口號確認

-歡迎光臨、向前、清洗完畢、後退、謝謝光臨

4.  分配休息時間（含午餐）

5. 問題回報工作人員：器材不足與更換、成員狀況

• 區長需休息時，請區內志工協助



各區任務簡介



車體工作區

四大區塊

後
玻
璃

前
玻
璃 駕駛座

後座

玻璃 玻璃

玻璃 玻璃

右前區 右後區

左前區 左後區



指揮動令說明

1.指揮者站在副駕駛座旁

2.右手戴白手套，指揮車輛往前。

3.在車輛停妥後，由區長下口令進行洗車動作。

4.清洗完畢，由區長檢視後進行結束動令，指揮者才指引

車主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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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水一區

◆負責沖濕車身，以利上泡沫。
◆沖濕原則：由上往下沖。



◆負責擦撞條及保險桿以上之車身(含車頂)
◆擦撞條及保險桿以下之車身及輪胎鋼圈

◆清洗車身與輪胎之泡沫水不混合使用

泡沫區



◆負責沖淨車身泡沫。
◆沖水原則：由上往下沖。

沖水二區



◆負責以毛巾擦乾車體。
◆檢查車體是否仍有未清洗乾淨之處。

去水檢視區



捐款 / 歡送區

◆鼓勵捐款，並提供贈品。
◆開立捐贈收據。



交通引導組

◆負責指揮洗車車輛入場及出場。



接待區

◆迎接車主，提醒洗車注意事項。
◆登記車號及統計車輛數。
◆打卡服務



財務組

◆統計、管理當日捐款金額及禮品。

◆隨時更新捐款總額。

◆接受現場捐款。



泡沫機動組

◆負責泡沫區之泡沫水調製及運送。



毛巾管理組

◆負責管理毛巾數量及分配。

◆回收濕毛巾、並協助脫水及曝曬。



周邊宣傳組

◆於周邊路口，以海報、宣傳單張、喊口號
等方式邀請車主、民眾參與。



報到/醫護組

◆負責志工報到 / 隨身行李管理。

◆機動護理、傷口包紮。



活動時程

時間 活動項目

07:20～07:30 區長報到

08:20～08:30 志工報到

08:30～09:00 會場佈置

09:00～10:00 各區會議與洗車服務訓練

10:00～10:30 開洗儀式/媒體通告

10:00～12:00 上半場洗車活動

12:00～13:00 志工輪流午餐

13:00～17:30 下半場洗車活動

17:30～18:00 整理會場/大合照

18:00 解散



區長注意事項

活動結束

1.各區區長完成點名後，將簽到表繳回
報到組。

2.帶領志工一起清洗工作區域。

3.大合照後，才拿取個人物品解散。

志工服務時數與證書

領取時間：12月初將送至校方窗口。



參與證明

服務學習證書時數

行前訓練1小時、洗車服務10小時、
反思討論1小時，全程參加者可獲頒

12小時的服務學習證書。

※ 如有缺席、遲到或早退，則由合作校方自行認定與核發時數，
本會將不頒發證書以表公平。



該留意什麼



特殊車種

• 摩托車、腳踏車、滑步車、跑車……
- 由區長確認車主可清洗範圍、清洗方式或

特殊注意事項後，再進行清洗。



1. 統一穿著單位制服，建議穿防水鞋或涼鞋；另可攜帶換洗
衣物一套，於會後換裝。

2. 自備水壺、防曬用具、雨衣；請勿攜帶貴重物品。

衣著及攜帶物品





千萬要注意

1. 公眾場域，請注重形象：勿嬉鬧、玩水、玩泡泡

2. 離開工作崗位需向各組長或區長報備

3. 基於安全考量，清洗前、後務必與車身保持距離

4. 不開放外訂飲料或便當，如有特殊飲食需求者，請先告知



該做的事



準時集合

★ 時間/地點：

10/28 (六) 台中老虎城

（台中市河南路三段120號）

★報到時間：(請務必準時)

集合：07：20～07：30

集合：08：20～08：30



關懷社會 . 公益圓夢

10 . 28 洗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