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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會成立於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九，主要是希望以傳播媒體以

及舉辦各種活動，讓政府、民眾對於脊髓損傷有所認識，並借助社會廣大的力量協助脊

髓損傷傷友自立自強，適應社會生活，回歸社會，並希望透過職業訓練的方式，替脊髓

損傷者們找到在社會上努力的價值。 

  脊髓損傷的發生，大多是車禍、工作傷害、摔落及運動傷害等意外事故所造成；而

受傷之後，傷友必頇依賴輪椅行動，再加上本身的心理障礙以及脊髓損傷後遺症如：大

小便失禁、褥瘡等，使得脊髓損傷者自信心低落，難以面對坐輪椅的事實。 

  為了增加傷友們的信心，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會的總幹事以及協會的傷友，每週都

會不定期安排居家訪視，希望能透過傷友之間的互相鼓勵，讓彼此走出陰霾，並且面對

已發生的事情，想辦法去適應生活。 

  另外，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會為讓傷友能主動走出社會，帄時以舉辦生活訓練以及

旅行，帶領這些脊髓損傷者主動出門去遊玩，讓他們放鬆心情，或者是帶傷友去購買生

活物品，透過這些生活瑣碎事情的訓練，訓練傷友們生活上如何自己動手做，讓脊髓損

傷傷友的生活能較不依賴家人，減少社會資源以及家庭的負擔。 

  為了減少傷友家庭的負擔，協會成立「小蜜蜂」團隊，以傷友和傷友的家庭為主，

透過承接廣告宣傳的方式，讓傷友和其家屬能夠有微薄的收入，希望能幫助傷友的家庭。

另外，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會有向民間承租空間，成立暫時的社區家園以及「艷紫荊工

作室」，並且不定時舉辦職業訓練，希望傷友能透過學習電腦操作、網路拍賣等自力更生

的方式，希望未來能透過職業訓練學習一技之長，擺脫社會上對於脊髓損傷者的誤會，

並重新在社會上找到定位，重拾信心。 

組織團隊 

職稱 職務內容 人數 

理事長：沈坤山 協會對外負責人 １人 

總幹事：黃清助 協會所有業務處理 １人 

執行秘書：許琇瑛 負責活動呈案、媒體連繫、日常一般業務 １人 

庶務員：林郁苹 計算日常帳務、日常一般業務 １人 

復康巴士營運組組長：歐

陽志宜 

負責復康巴士接送傷友 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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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名：南華大學 Purple Line 創意團隊 

執行長：李英瑋 

執行企劃：黃筱雅、劉佳怡 

     邱暐涵、林昱淳 

無名網站：http://www.wretch.cc/blog/purpleline96 
 

團隊簡介： 

 黃昏的時候太陽接觸到海帄線的那瞬間，海帄線會因為晚霞的紅色、黃色光輝與海水

的澗藍融合，經由光線反射尌會形成紫色的水稜線，那條水準線尌是 purple line。據說

水準線的另一邊是與我們所在地方的相反，水帄線的另一方尌如新世界－烏托邦，那般

的安定，美好，而那裡一定有著我們嚮往的理想世界。如果想要追隨到達那理想世界，

不跨過這條 purple line 的話是無法達成的。取這名稱的意義也是期許我們，能夠帶領

所有人走向那個理想世界。 

 
團員合影：左起李英瑋、邱暐涵、黃筱雅、劉佳怡、林昱淳 

http://www.wretch.cc/blog/purpleline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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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名片 

 

             

       

 

 

(設計者：林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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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服樣本 
 

 
                        (設計者：林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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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服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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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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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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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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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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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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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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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遊會場地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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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遊會場地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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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10/09/20 

會議地點 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會議主題 尋找新客戶（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林昱淳 

缺席/事由 邱暐涵（請假） 

會議內容 

１.和客戶面談，聊解客戶狀況。客戶提出活動希望著重的重點，團員一週內提

出計畫案 

２.2010/09/22（星期三）上午 11點，寫企劃案，麥當勞。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19 

 

 

會議時間 2010/09/22 

會議地點 嘉義市麥當勞 

會議主題 企劃案撰寫方向會議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李英瑋說明和客戶面談情況，團員討論查詢到的協會相關資料。 

２.收集二手民調，以協會為主相關活動為輔： 

 BBS、部落格、論壇、新聞→相關活動及正反面討論。 

 員工內部運作情況 

３.團員初步討論企劃案： 

 非營利團體較不懂宣傳，以致團體精神較不易人知。 

 現在的人還是以感性面看待非營利團體，活動要主打理性，讓民眾幫助傷

者重新在社會有生存能力。 

 協會希望傷者和民眾之間得交易為互惠原則。 

４.2010/09/24（星期五）課後撰寫企畫書。 

備  註 紀錄：邱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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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10/09/24 

會議地點 學海堂 S420 

會議主題 企劃案撰寫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團員討論後決定協助舉辦 4月份活動，李英瑋致電告知蔡老師和詢問協會，

企劃案待蔡老師與協會回覆後再行撰寫。 

２.找園遊會相關資訊，不限舉辦單位類型，將資訊ＰＯ上部落格。 

３.組員先行討論協助舉辦４月份活動的合作細項。 

４.2010/09/29（星期三）中午 12點半，企劃書撰寫二次會議，圖書館。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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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10/09/29 

會議地點 南華大學圖書館 

會議主題 企劃案撰寫二次會議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組員討論如何吸引民眾與媒體之方法，設計活動內容及舞台流程。 

２.針對企劃書內容與協會詳談，活動所需設備及器材是否有合作對象，以便企

劃書和整體內容之流暢度。 

３.討論活動名稱、媒體宣傳方式 

４.列出活動內容物、列出可洽詢的協辦單位 

５.2010/10/07（星期四）上午 8 點，與協會固定會議，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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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10/10/07 

會議地點 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會議主題 與協會固定會議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協會與 Purple Line 討論與修改企劃書內容。 

２.協會回覆 Purple Line 提出的問題，並讓 Purple Line更了解協會之運作狀

況。 

３.針對活動名稱修改較為符合大眾易記、琅琅上口的名稱，並扣合活動為傷友

建造社區家園的名字。 

４.除了鴿子作為活動的吸引點外，在構思其他配合的子活動，並於下次開會繳

交子活動企劃書。 

５.協會要求 Purple Line 拍攝活動宣傳影片。 

６. 2010/10/13（星期三），上午 12點半，依協會方向修改企畫書內容，圖書

館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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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10/10/13 

會議地點 圖書館 

會議主題 依協會方向修改企畫書內容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新增子活動兒童繪畫比賽，並擬定與帅教協會合作，為活動提升人氣。 

２.撰寫宣傳短片企劃書，並寄至協會。 

３.討論宣傳短片之拍攝事宜，設定影片主題及對象，構思影片內容及畫分鏡表。 

４. 2010/10/21（星期四），上午 8點，與協會固定會議，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

會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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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10/10/21 

會議地點 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會議主題 與協會固定會議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協會與 Purple line 團隊討論、修改宣傳短片內容。 

２.協調拍攝對象需要手可拾起磚塊的傷友，影片中總需５名傷友 

３.宣傳短片口號定案「奉獻一份心意 建造百萬心願」。 

３.繪畫比賽企劃書修改，繪畫主題更改為「夢中ㄟ厝」。 

４.協會與 Purple line 團隊討論目前園遊會進度： 

 場地：舞台廠商、舞台規劃、園遊會初步環境規劃 

 傳單：招攤商、宣傳 

 海報：內容盡量活潑，估計數量、詢價 

 其他：活動中音樂、公文 

４. 2010/11/10（星期三），下午 3點半，討論宣傳短片之拍攝事宜，學海堂

S201。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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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10/11/10 

會議地點 學海堂 S201 

會議主題 討論宣傳短片之拍攝事宜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設定影片主題及對象 

 患難見真愛：受傷後，找到能共度一生的伴侶－林聰成先生。 

 不像命運低頭＜青少年＞：在求學時期熱愛運動，但因意外而改變一生，

卻不服輸的勇敢青年－方信翔先生。 

 無悔的付出＜義工＞：因為自己或家人受傷，進而感同身受，努力奉獻幫

助世人－陳善得先生。 

 走過生命幽谷：受到工作傷害而成為患者且失業，但努力從低潮中走出

來，並開創新的人生－楊啟明先生。 

 凋零：因為受傷而一蹶不振，因而離開人世－希望這項能呈現以此事件做

為借鏡， 幫助更多患者走出傷痛，不再讓悲劇發生。 

２.其他細項討論。 

３. 2010/11/17（星期三），上午 12點半，繪製宣傳短片之分鏡表，學海堂 S201。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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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10/11/17 

會議地點 繪製宣傳短片之分鏡表 

會議主題 學海堂 S201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協會確定影片的拍攝內容，Purple Line 進行宣傳短片試拍： 

 拍攝角度 

 顏色 

 穿著 

２.畫製宣傳短片分鏡表。 

３.尌畫面之呈現，使用不同特效表現，Purple Line 成員討論畫面效果成效。 

４.擬定拍攝日期，並將拍攝資訊及內容寄予協會。 

５.2010/11/25（星期四），上午 8點，與協會固定會議，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

會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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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10/11/25 

會議地點 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會議主題 與協會固定會議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協會與 Purple Line 討論與修改宣傳短片內容。 

２.活動名稱確定使用「為夢築巢」。 

３.報告園遊會流程和初步細項規劃： 

 畫園遊會場佈概圖 

 聯絡各節目的進度，並持續搜尋較有特色的表演團體 

４.五名協助拍攝的傷友需 12月中旬才能確認，影片拍攝要延後。 

５.海報等主辦單位都確定再印製。 

６.影片中的小朋友可與吉尼爾帅稚園尋求協助。 

７.繪畫比賽也可請教帅教協會理事長、吉尼爾帅稚園的羅先生。 

８.2010/12/02（星期四），中午 12點，尋找拍攝所需演員，吉尼爾帅稚園。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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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10/12/02 

會議地點 嘉義市吉尼爾帅稚園 

會議主題 尋找拍攝所需演員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Purple Line請吉尼爾帅稚園協助拍攝宣傳短片，並修改拍攝地點於吉尼爾

帅稚園。 

２.Purple Line與吉尼爾帅稚園尋求並討論繪畫比賽舉辦方法。 

３.因正值帅教協會改選時期，吉尼爾帅稚園無法立即給予繪畫比賽協助的答

覆，尌此改選後再予於通知。 

４.詢問吉尼爾帅稚園是否有意願於園遊會中表演。 

５.2010/12/03（星期五），上午９點，訪問林聰成先生，嘉義市林務局。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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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10/12/03 

會議地點 嘉義市林務局 

會議主題 訪問林聰成先生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Purple Line為記錄片訪問並拍攝林聰成先生。 

２.Purple Line會後討論影片剪輯。 

３.2010/12/09（星期四），上午 8點，與協會固定會議，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

會。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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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10/12/09 

會議地點 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會議主題 與協會固定會議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Purple Line與協會報告宣傳短片籌備進度，短片拍攝日期定案 2011/01/05。 

２.協會告知 Purple Line 輪椅馬拉松之啦啦隊的活動辦法。 

３.排定甘特圖，並按照時間跑進度。 

４.協會提出開發廠商等疑問，要求 Purple Line 尋求蔡老師幫助。 

５.園遊會改期至 2011/04/24（星期日）。 

６.繪畫比賽得獎畫作是否歸還，或是佈置於社區家園。 

７.2010/12/18（星期六），中午 12點，製作宣傳短片口號板子，學慧樓 H102。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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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10/12/18 

會議地點 學慧樓 H102 

會議主題 製作宣傳短片口號板子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Purple Line製作宣傳短片＜奉獻一份心意，建造百萬心願＞口號板子。 

２.Purple Line製作輪椅馬拉松之啦啦隊道具。 

３.列舉將與蔡老師討論的相關問題： 

 如何開發沒合作過的廠商 

 甘特圖的規劃是否恰當 

 園遊券販賣方式 

４.於部落格上張貼繪畫比賽辦法。 

５.2010/12/22（星期三），下午 2點，與蔡老師討論，蔡老師辦公室。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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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10/12/22 

會議地點 蔡老師辦公室 

會議主題 與蔡老師討論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２月份開始販賣園遊券，將園遊會主動行銷，寄給公司行號企業認購。 

２.列出嘉義市各級學校、帅稚園、市政府、社會處、鄉鎮市公所等名單。 

３利用在地大眾傳播媒體製造新聞話題、增加協會知名度： 

 人物專題：活動前一個月每兩個星期宣傳一次。 

 前三、四天開記者會，讓大眾得知活動資訊。 

 構思可炒熱園遊會氣氛主題攤位。 

 ＤＭ與網路行銷來增加人氣。 

 至大廠商募集企業相關產品以作為園遊會抽獎活動。 

４.2010/12/26（星期日）參加輪椅馬拉松啦啦隊加油。 

５.2010/12/28（星期二），上午 10點半，吉尼爾帅稚園行前會，嘉義市吉尼爾

帅稚園。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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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10/12/28 

會議地點 嘉義市吉尼爾帅稚園 

會議主題 吉尼爾帅稚園行前會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Purple Line至吉尼爾帅稚園挑選影片主角的小朋友。 

２.Purple Line吉尼爾帅稚園實地場勘並討論拍片細節。 

３.最後確認小朋友的餐盒、拍攝時間、道具等事宜。 

４.2011/01/05（星期三），拍攝宣傳短片。 

５.2011/01/17（星期一），上午 11點，剪接宣傳短片，剪接室。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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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11/01/17 

會議地點 剪接室 

會議主題 剪接宣傳短片＆討論寒假期間進度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Purple Line為宣傳短片剪接並製作園遊會海報、布條以及園遊券。 

２.李英瑋報告寒假期間工作進度： 

 園遊會帳棚比價 

 團員住宿問題 

 表演團體在三月份要審視完畢，主持人亦同 

 校園方面園遊券販售方式 

 海報何時會印出 

 流動廁所搭建與否 

３.團員隨時上線收信，查看詳細最新進度。 

４.2011/02/14（星期一），中午 11點，小組開會，嘉義市麥當勞。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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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11/02/14 

會議地點 嘉義市麥當勞忠孝店 

會議主題 小組開會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討論園遊券販售執行方式。 

２.編輯對內流程表。 

３.闖關遊戲的種類及設置。 

４.表演單位的確認及舞台程序。 

５.短片拍攝檢討。 

６.尋找帅教學會理事長並請他擔任繪畫賽協辦單位。 

７.尋找繪畫比賽評審人員。 

８.編制活動人員配置。 

９.尋找攤商、氣球廠商及賽鴿協會。 

１０.2011/02/15（星期二），中午 11點，與協會固定會議，嘉義市脊髓損傷者

協會。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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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11/02/15 

會議地點 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會議主題 與協會固定會議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協會與 Purple Line 討論園遊券販售執行方式。 

２.協會要求 Purple Line 對內流程表再次修改。 

３.Purple Line報告闖關遊戲的種類及設置。 

４.Purple Line向協會確認表演單位及舞台程序。 

５.協會與 Purple Line 檢討短片拍攝。 

６.Purple Line聯繫帅教學會是否擔任協辦單位。 

７.Purple Line分配當天活動人員的配置。 

８.Purple Line尋找繪畫比賽評審人員、攤商、氣球廠商及賽鴿協會。 

９.2011/02/16（星期三），中午 11點，小組開會，傳播系研究室。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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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11/02/16 

會議地點 傳播系研究室 

會議主題 小組開會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討論及決定評審。 

２.編輯對內流程表。 

３.工作分配。 

４.繪畫簡章及 DM 的確定。 

５.與帅教學會聯繫並接洽是否有意願擔任協辦單位。 

６.2011/02/17（星期四），中午 11點，小組開會，傳播系研究室。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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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11/02/17 

會議地點 傳播系研究室 

會議主題 小組開會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再次設定及策劃闖關遊戲。 

２.再次修改及重新分配工作內容。 

３.Purple Line自行討論園遊券販售方式，擬訂販售名單、篩選及規劃。 

４.2011/02/18（星期五），中午 11點，小組開會，傳播系研究室。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39 

 

 

會議時間 2011/02/18 

會議地點 傳播系研究室 

會議主題 小組開會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Purple Line規劃園遊券販售名單的拜訪路線、時間調配及分配郵寄或拜訪

名單。 

２.Purple Line找尋表演團體聯絡方式及聯絡人。 

３.Purple Line設計統計表單、民眾問卷、攤為問卷及贊助回條。 

４.2011/02/21（星期一），上午 8點，與協會固定會議，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

會。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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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11/02/21 

會議地點 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會議主題 與協會固定會議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協會與 Purple Line 確認當天活動工作分配。 

２.協會與 Purple Line 討論 Purple Line 提出的園遊券販售執行方式以及闖關

遊戲討論及是否可行。 

３.協會要求 Purple Line 重新編製對外流程表及對內流程表。 

４.Purple Line跟協會提出活動前一天住宿及器材運送的問題。 

５.Purple Line再次跟協會確認表演團體討。 

６.2011/02/23（星期三），上午 10點，小組開會，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會之社

區家園。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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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11/02/23 

會議地點 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會之社區家園 

會議主題 小組開會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協會與 Purple Line 再次討論公益勸募廣告，協會要求影片亮度再調亮。 

２.Purple Line社區家園以電話方式接洽並確認各個表演單位。 

３.2011/03/02（星期三），晚上 7點，與西區扶輪社開會，嘉義市脊髓損傷者

協會之社區家園。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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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11/03/02 

會議地點 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會之社區家園 

會議主題 與西區扶輪社開會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Purple Line向 RCC修報告企畫書內容。 

２.RCC之建議： 

 攤商的招募方法：從原本一個攤位 5000 元改成 2000元。 

 園遊會交易方式：從原本園遊券交易方式改成現金交易。 

 宋思權醫師介紹 Purple Line國川美妙繪畫比賽之負責人並給予連絡方

式。 

 老爺建設要求 Purple Line設計愛心專招募慈善健走活動內容及宣傳海

報。 

３.2011/03/04（星期五），中午 11點，小組開會，傳播系研究室。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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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11/03/04 

會議地點 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會議主題 與協會固定會議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Purple Line送公益勸募廣告至吉尼爾帅稚園與老爺建設。 

２.協會跟 Purple Line 確認當天活動義工人數、工作內容分配表及舞台區愛心

磚牆設計，並再作修改。 

３.Purple Line向協會報告愛心磚召募慈善健走海報內容設計的理念及。 

４.協會與 Purple Line 校對三月預定工作進度甘特圖。 

５.2011/03/05（星期六），上午 11點，小組開會，學會樓 H102。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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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11/03/05 

會議地點 學會樓 H102 

會議主題 小組開會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接洽各家氣球廠商與比價。 

２.討論設計海報形式。 

３.工作人員工作內容分配及修改。 

４.尋找開幕式的音樂。 

５.設計開幕式的進行方式及內容。 

６.書寫海報文案內容。 

７.修改闖關遊戲內容及名稱。 

８.討論海報標題。 

９.2011/03/08（星期二），上午 11點，小組開會，傳播系研究室。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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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11/03/08 

會議地點 傳播系研究室 

會議主題 小組開會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接洽帅教學會趙理事長尋求繪畫比賽的協助。 

２.修改海報文案內容。 

３.2011/03/09（星期三），上午 11點，小組開會，傳播系研究室。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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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11/03/09 

會議地點 傳播系研究室 

會議主題 小組開會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與國川美妙基金會面談-尋求素娟姐舉辦繪畫比賽的行政經驗。 

２.二修黃董要求的海報文案內容與圖片。 

３.尋求蔡老師提供技術上的協助與指導。 

４.2011/03/16（星期三），上午 11點，小組開會，傳播系研究室。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47 

 

 

會議時間 2011/03/16 

會議地點 傳播系研究室 

會議主題 小組開會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討論郵寄名單以及電話連絡。 

２.上網購買 8開圖畫紙。 

３.三修海報文案內容。 

４.討論繪畫比賽評分方式。 

５.2011/03/22（星期二），上午 8點，與協會固定會議，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

會。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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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11/03/22 

會議地點 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會議主題 與協會固定會議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Purple Line親自送園遊會海報海報、繪畫比賽活動簡章簡章、贊助回條及

圖畫紙至帅教學會。 

２.Purple Line寄發園遊會海報海報及贊助回條給各個國中小以及高中。 

３.Purple Line將 3月 16日開會提出的問題彙整後與琇瑛姐討論。 

４.Purple Line拜訪氣球廠商訂日期及氣球數量。 

５.擬寫邀請表演團體的公文。 

６.2011/03/23（星期三），上午 11點，小組開會，剪接室。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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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11/03/23 

會議地點 剪接室 

會議主題 小組開會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對內流程表及對外流程表部分修改。 

２.修改義工工作分配表。 

３.擬定新聞稿。 

４.與黃董連絡鴿子細節。 

５.2011/03/30（星期三），下午 2點，採訪陳善德先生及楊啟明先生，陳善德

的家及嘉義市陳仁德養護中心。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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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11/03/30 

會議地點 陳善德的家及嘉義市陳仁德養護中心 

會議主題 採訪陳善德先生及楊啟明先生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Purple Line為記錄片訪問並拍攝陳善德先生及楊啟明先生。 

２.Purple Line會後討論影片剪輯。 

３.2011/04/06（星期三），上午 10點，小組開會，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會之社

區家園。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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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11/04/06 

會議地點 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會之社區家園 

會議主題 小組開會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Purple Line與協會確認當天舞台類型（舞臺大小、尺寸…）。 

２. Purple Line 與氣球廠商確認進場的時間、地點，並與各家帅稚園確認繪

畫比賽有沒有收到圖畫紙，另外告知各單位收件截止時間。。 

３. Purple Line 聯繫表演團體時間，確定當天表演內容，並統整與下次開會

時間、內容。。 

４.2011/04/07（星期四），下午 2點，與協會固定會議，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

會。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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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11/04/07 

會議地點 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會議主題 與協會固定會議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Purple Line與協會再一次討論並確認舞台程序的順序，並確認舞台架設型

式（舞台車、舞台架）。 

２.Purple Line送媒體露出的新聞人物專訪稿至協會，並與協會討論背版如何

設計。。 

３.2011/04/12（星期二），早上 10點半，小組開會，傳播系研究室。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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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11/04/12 

會議地點 傳播系研究室 

會議主題 小組開會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先將部份結案報告彙整。 

２.打電會預訂 04/23 晚上住的旅館。 

３. 2011/04/15（星期五），下午 5點，與班上同學活動行前會，學慧樓 H101。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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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11/04/15 

會議地點 學慧樓 

會議主題 與班上同學活動行前會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工作細項討論： 

 園遊會公關稿事宜 

 園遊會注意事項 

 確認節目流程細項，繪畫比賽頒獎事宜 

２.再次確認流程細項，團員回家自行預想突發狀況和解決方法。 

３.4月 24日所有工作人員上午七點集合，提醒更動的流程和注意事項。 

４. 2011/04/20（星期三），下午 5點半，義工活動行前會，嘉義脊髓損傷者家

園。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55 

 

 

會議時間 2011/04/20 

會議地點 嘉義脊髓損傷者家園 

會議主題 義工活動行前會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公布最新版流程內容，討論解決各個突發狀況的應變措施。 

２.其他細項討論。 

３.4月 24日所有工作人員上午七點集合，提醒更動的流程和注意事項。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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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11/04/26 

會議地點 學會樓 H205 

會議主題 活動檢討會 

應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實到人數 李英瑋、黃筱雅、劉佳怡、邱暐涵、林昱淳 

缺席/事由  

會議內容 

１.檢討前置作業、園遊會優缺點 

２.討論畢業展覽相關事宜。 

３. 2011/05/03（星期二），下午 5點，活動檢討會，嘉義脊髓損傷者家園。 

備  註 紀錄：林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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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傳播學系  Purple Line 創意團隊 

 

 

 

 

 

 

 

 

 

 

 

2011嘉義市脊髓損傷者 

「為夢築巢」愛心磚召募慈善健走園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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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對象 － 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指導老師：蔡鴻濱老師 

 

  Purple Line 創意團隊團員：執行長-李英瑋 

                              執行企劃-黃筱雅 

                        執行企劃-劉佳怡 

                              執行企劃-邱暐涵 

                              執行企劃-林昱淳 

 

 

                                                      提案完成日期 2011/01/07 

                                                    第一次完成日期 2011/01/18 

                                                    第二次完成日期 2011/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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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嘉義市脊髓損傷者 

「為夢築巢」愛心磚召募慈善健走園遊會 
一、活動名稱：為夢築巢愛心園遊會 

二、活動目的：脊髓損傷的發生，大多是車禍、工作傷害、摔落及運動傷害等意外事故 

            所造成；而受傷後，傷友必頇依賴輪椅行動，再加上本身的心理障礙以 

           及脊髓損傷後遺症，使得脊髓損傷者自信心低落，難以面對坐輪椅的事 

         實。 

       傷友們期盼能過著一般人的生活，有工作、有家庭，並且回饋社會；而 

             脊髓損傷者社區家園的建立，可以藉由人助自助的方式，傷友走出創傷 

            的陰霾，接受職業訓練課程，重新認識自我，開發潛能。為一圓傷者的 

           夢想，匯集社會大眾的愛心，即使是小小的一份心意，也可以讓脊髓損 

        傷者迎向健康快樂的新希望。 

三、指導單位：內政部、嘉義市政府 

四、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五、承辦單位：南華大學 Purple Line 創意團隊 

六、活動時間：中華民國 100年 4月 24日(日) 

七、活動地點：嘉義市立棒球場大巴士停車場 

八、活動對象：一般大眾 

九、宣傳方式：1.與電子、文字及廣播媒體合作 

              2.於嘉義地區發放宣傳單，並將相關資料發佈給各團體，作為族群輔導 

                傷殘同胞，及社會宣傳題材。讓社會多點光明與溫馨，讓愛留傳出去， 

                廣為社會宣傳。 

              3.分別在三月及四月，利用人物專題新聞搭配活動宣傳，使其增加媒體 

                曝光量，讓民眾熟知再職訓練中心於傷友之重要性。 

十、活動內容： 

  （一）『社區家園宣傳短片』 

        傷友們一個傳一個磚塊疊建房子的模樣，在搬運最後一塊時，一位天真的小孩 

      走了過來，用稚嫩的雙手遞出一塊積木，這時傷友抬頭一看發現是小孩子，孩童 

      露出純真的笑容，即使自己力量微薄，卻仍努力希望幫助傷友建房子的心，傷友 

      接過孩子手中的積木，大手包覆住小手，兩人相視而笑。此時眾多小朋友衝向傷 

      友身邊，手持字牌，喊出標語『奉獻一份心意，建造百萬心願』，畫面用線條勾勒 

出一棟房子。 

（二）『鴿詠人生 活出自我』 

        鴿子，意涵著自由、重生，藉由鴿子的飛翔以及氣球的飛揚，讓眾人的希望與 

夢想傳達於天際。本活動緊扣脊髓損傷者協會籌建社區家園的夢想，為他們的生 

命尋找另一個出口，更堅定自己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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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夢中ㄟ厝』 

        每個人都曾在心中建造一棟屬於自己的夢想房子，也許是糖果屋還是玩具城堡 

，讓小朋友用最純真、最簡單的心畫出夢中的厝。我們藉由此次活動，跟主旨籌 

建再職活動中心的愛心磚做結合，讓孩童們繪出他們心中的幸福世界，並且更能 

促進親子關係，讓場內外洋溢著幸福的光輝與甜蜜的氛圍。 

  （四）『為夢築巢－愛心園遊會』 

       1.文化、觀光、特產及藝術創作展。 

       2.醫療輔具展。 

       3.身障團體生產品展售。 

       4.身障及社區表演團體才藝表演。 

       5.交通安全、反毒、消防及稅捐宣導。 

十一、活動內容製表： 

十二、雨備：遇雨照常舉行 

預定時間 預定舞台程序 備註 

08：00 活力熱身操 
民國百年慈善百元健走。 

08：30 出發圓夢 

09：10 博愛社區大學松鶴班表演  

09：30 博愛社區大學竹笛進階班表演  

09：50 嘉義高商啦啦隊 開場表演。 

10：00 
帅稚園小朋友繪畫比賽收件截止

/評審。 
 

10：00 
開幕式：主辦單位及來賓致詞、

介紹來賓 

沈坤山理事長、嘉義西區扶輪社黃朝雲社

長、黃敏惠市長。 

10：10 
愛心磚圓夢者

見面會 

貼砌愛心磚牆

(舞台上) 

邀請黃市長、社會處林建宏處長、愛心磚

捐贈社團代表。 

籌建社區家園的夢想藉由鴿子(自由與重

生)的飛翔以及氣球的飛揚，為生命尋找

另一個出口，更堅定自己的信念，也讓眾

人的希望與夢想傳達於天際。 

希望之鴿及夢

想氣球圓夢起

飛(舞台上) 

10：30 嘉義女中儀隊表演  

10：40 愛心磚勸募/健走活動摸彩 100 元愛心砂、5000元愛心磚、隨喜熱捐。  

10：50 嘉義火焰舞蹈團肚皮舞表演  

11：10 中國娃娃帅稚園表演  

11：20 愛心磚勸募/健走活動摸彩  

11：30 繪畫比賽頒獎典禮 
「夢中ㄟ厝」寶貝希望彩繪家園帅稚園小

朋友繪畫比賽頒獎儀式。 

11：50 KUMA大型魔術表演  

12：10 愛心磚勸募/健走活動摸彩 100 元愛心砂、5000元愛心磚、隨喜熱捐。 

12：20 南華大學飛舞集國標舞表演  

12：40 南華大學熱舞社表演  

13：00 活動結束、場地恢復  



61 

 

十三、經費預算表： 

項目 
單 

位 
單價 

數 

量 

預算 

金額 
備註 

場地 場 73000 1 73000 

市立棒球場(大巴士停車場)含場

地租借、清潔復原、舞台搭建、天

幕製作、燈光音響、輪椅斜坡、發

電機及攤位配線、充氣拱門及攤位

牌等布置費用 

攤位帳棚 

展示桌椅 
組 550 110 60500 

包含園遊會各展示攤位、休息區、

貴賓區之座椅 

主持人 組 2000 2 4000  

表演團體車

馬費 
團 2000 14 28000 

 

印刷費 案 60000 1 60000 
含活動宣傳海報及單張、活動專

刊、邀請函(長官、記者會) 

保險費 1 人 40 170 6800 (意外醫療險) 

保險費 2 場 8100 1 8100 (場地險)2000人(園遊會) 

活動布條 案 20000 1 20000 主題布條×1及宣導布條×20 

活動錄影及

短片製作費 
人 10000 1 10000 

含錄影出機費、後製編輯、DVD製

作 100片 

行政雜支 案 20000 1 20000 
含籌備會議、郵電、文具、攝影、

午餐、茶水、差旅等 

器材 
案 5200 1 5200 

圖畫紙×100、鴿子×20及氣球×

500 

                                                        總計：295600 

十四、預估效益： 

（一）藉此活動，讓大眾瞭解身心障礙者及其學習尌業、在職訓練之需求，關懷與 

      尊重身心障礙者，拉近障礙者與非障礙者之距離，並且帶動社會善良之風氣。 

（二）藉由傳達希望的活動，結合大眾傳播媒體，報導脊髓損傷者面對困境仍努力 

      迎戰，鼓勵人群多用正向心態朝希望目標前進，不輕易向命運低頭。 

（三）達到傷友人生轉折後其生活分享，促進城市文化、觀光、小吃、工藝交流， 

      促進消費。 

十五、開幕式流程：（附件一） 

十六、位置分配圖：（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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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名稱 內容 執行方式 備註 

開場表演 嘉義高商啦啦

隊表演 

主持人請啦啦隊上場表演 1.場催暐涵預先請啦啦隊準

備 

2.音控筱雅播放啦啦隊音樂 

3.15分鐘表演 

開幕式 主持人開場 歡迎各位貴賓及民眾參與本

次愛心園遊會 

 

脊髓損傷者協

會致詞 

主持人請沈坤山理事長致詞 1.協會總幹事舞台旁提詞 

2.場控佳怡提醒主持人下一

位上台者是誰 貴賓致詞 主持人請黃敏惠市長、議長、

議員等貴賓致詞 

主辦單位致詞 主持人請嘉義西區扶輪社、王

李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致詞 

愛心磚牆 貼砌愛心磚牆 邀請黃敏惠市長、愛心磚捐贈

單位一同貼砌愛心牆 

1.音控筱雅播放：我們這一家 

2.兩名義工將愛心磚牆搬上

舞台，拍完照並搬至舞台旁 與愛心磚牆合

照 

邀請黃敏惠市長、愛心磚捐贈

單位一同合照。 

鴿詠人生 施放鴿子、氣球 主持人邀請所有主辦單位、貴

賓一同於台上施放鴿子及氣

球（主持人也要拿氣球） 

主持人於來賓尌位（施放前）

講述愛心磚活動意義 

音控筱雅播放：楊培安-我相

信、我的驕傲 

五名義工於斜坡兩側發放

3~5顆氣球給上台貴賓 

（一名義工拿氣球上台給主

持人） 

主持人喊 123，一起施放氣球

及鴿子 

 

1.五名義工及機動長英瑋於

舞台上兩側施放鴿子 

2.眾人看著氣球及鴿子緩緩

上升、飛揚 

3.記者、靜態攝影、動態攝影

注意拍攝時機及角度畫面 

表演節目 第一個節目：嘉

義女中儀隊表

演 

主持人請台上貴賓下台尌

坐，欣賞表演節目 

 

主持人歡迎嘉義女中儀隊上

場表演 

1.場催暐涵預先請嘉女儀隊

準備 

2. 音控筱雅播放儀隊音樂 

3.表演 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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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體育場 
  公園街口                   啟 明 路 嘉義公園 

  
發電機 

40-45/220v 
舞台車(30*18) 

斜坡道 

(24*9) 

 

 

 

 

 

 
 

          

          

  

貴賓席 
靠背椅×50 

  

    

    

          

          

換裝更衣區 

健走服務台 KUMA魔術道具區 

健走服務台 表演團體準備區 

健走服務台 表演團體休息區 
  

○1 紙風箏扶輪社區服
務團 

 ○14 巷仔內紅茶冰中正
店 

○23 大同技術學院  ○33 方賴蘭 

○2 幸福逗手工烘焙坊 ○15 嘉義市身心障礙者
生涯轉銜暨個案管
理中心 

○24 一點心愛心會 ○34 摩登原始人 

○3 雞蛋王柑仔店 ○16 嘉義市居家服務中
心 

○25 嘉義市牙醫師公會 ○3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
公司嘉義郵局 

○4 田媽媽柿菓子手作烘

焙坊 
○17 成淑貞 ○26 嘉義縣竹村國小 ○3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

公司嘉義郵局 

○5 財團法人雙福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 

○18 黃郁惠 
○27 清海無上師世界會 ○37 嘉義市私立心寶托

嬰中心 

○6 展業不銹鋼 ○19 南山人壽嘉義三處 ○28 清海無上師世界會 ○38 嘉義市黎明慈善會 

○7 陳仁德醫院 ○20 王美惠市議員服務
處 

○29 嘉義博愛社區大學
-皂福自然健康社 ○39 千佛山嘉義講堂 

○8 郭典錡 ○21 光禾牙醫診所 ○30 嘉南帅稚園 ○40 製茶工坊 

○9 嘉義縣仁愛慈善會 ○22 林元新玉 ○31 鴻興繡莊 ○41 龍熒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0 九九行國際有限公
司嘉義分公司 

惠大醫療儀器有限公

司 
○32 福民環保志工隊 ○42 龍熒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 嘉義市愛鄉慈善會 夢中ㄟ厝繪畫比賽收

件區/評審區 
休息區 ○43 財團法人國川美妙

教育事務基金會 

○12 嘉義市愛鄉慈善會 服務台 捐款服務台 ○44 財團法人國川美妙
教育事務基金會 

○13 阿珍冰品  ○45 救護站(陽明醫院) 

                   入口 1               入口 2      
 

 

停車場                                                      停車場 

 

                                                          流動廁所×8座 

停車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