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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論
前言
社團法人宜蘭縣安安慢飛天使家庭關懷協會，成立宗旨為推展、關懷發展遲緩
與身心障礙等特殊需求兒童及其家庭之福利服務。自 99 年迄今持續辦理直排輪、太
鼓、捏捏樂、打擊樂與桌球長訓營等免費親子活動，以復健式的團體活動，提供特
殊需求兒童及其家庭參與，亦提供展演機會與舞台，鼓勵慢飛天使家庭走出家門，
快樂學習。而協會開始舉辦親子活動的那年，
「年度感恩分享會」就誕生了！因為孩
子們都需要鼓勵、讚美與肯定，也需要學習感恩社會資源的支持。從他們燦爛的笑
容與神情，我們看到了—觀眾們的掌聲是他們的驕傲，也是他們努力的原動力。
協會於 103 年至今持續辦理家長團體，透過團體的分享帶領，家長能交流教養
經驗與資源，建立家庭可近性、即時性之支持網絡；也藉由專家進行專題分享，使
成員獲得心理支持、充足資訊，協助並陪伴其面對生活、教養過程中的各種挑戰，
讓家長能獲得壓力紓解、喘息之機會。同年「全國兒童神經精神科學勵翔獎」開始
辦理，結合年度感恩分享會，讓社會有更多參與，也讓我們的感謝傳達給努力於學
術研究的學者們！
服務對象之診斷類別
協會服務對象包含發展遲緩、智能障礙、自閉/亞斯伯格症、罕見疾病(包含貓
哭症、威廉氏症、小胖威利、羅思西弗症等)、腦性麻痺、視障、聽障、注意力缺失
過動症、情緒行為障礙、學習障礙等 0-15 歲特殊需求兒童。

家庭組成
協會服務的慢飛天使家庭結構以雙親家庭為主，極少數為單親家庭，其中有部
分為新住民家庭及隔代教養家庭。經濟方面，以參與週末親子活動的慢飛天使家庭
為例，單薪約佔 47%。此狀況與慢飛天使經年需療育復健、學校適應，家庭勢必需要
有一人力處理與陪伴有關。而低收及中低收入戶約佔 6%，除療育資源之外，亦須社
會經濟扶助資源挹入協助。家庭服務需求則以增加親子參與活動的機會、慢飛天使
教養資訊交流、家長心理情緒支持、慢飛天使學校適應等與生活及教養相關資訊獲
取與支持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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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家長的分享

《陪著孩子看他所看到的風景》~~親子一日遊心得
文/菱媽
我的孩子是在中班時候，被幼稚園老師發現不太對勁，建議我們要去看醫生，當時
我們因為周遭沒有同齡孩子可以比較，以至於沒有發現，對這個老師說的話也不以
為意。直到連續去試讀的４間幼稚園老師都這麼說，才去醫院評估，疑似自閉，對
全家人來說真的是晴天霹靂，到處找早療課程，陪著菱菱東奔西走的上課，家長累
孩子也累。就這樣過了一年後，來到宜蘭，經由特教中心介紹認識、加入安安協
會，在協會的協助下，假日一起參與親子活動課程，家長們也有經驗可相互交流，
我漸漸學會陪伴慢飛天使，不再那麼急性子，真的是受益良多。
這次舉辦的一日遊，讓我跟孩子一起去其他縣市玩。這次去花蓮雖然坐車的時
間較長，但在車上聽大家做簡單的自我介紹，藉此讓孩子多表達，一路陪著他們看
電視、陪著菱菱拿到海洋公園的導覽圖後認真的研究等下想要玩的地方、想要看什
麼、吃什麼，孩子們都感覺很興奮很期待，反而沒有太多吵鬧。到達後也很有秩序
的排隊、等點名，讓我看到他們長大懂事的一面；拍團體照完解散後，菱菱就迫不
及待的走在最前頭，去找他想玩的，我們也陪伴她讓她嘗試之前不敢玩的雲霄飛
車，嘗試後才發現其實並不可怕；而有的設施比較多人排隊，需要等待，菱菱也會
有耐心、有秩序的排隊；看海豚、海獅表演時不會滿場跑，到水族館內很開心的跟
我分享他們看到了哪些生物、還認識了哪些海洋動物，一邊玩一邊看見他們的成
長，急性子的媽媽我內心充滿感動，不再像以前只要帶菱菱出門，精神一定繃很
緊、隨時怕她怎麼樣，現在學會放慢腳步、陪著菱菱看她所看到的風景。
這幾年參加協會安排的活動，發現孩子的專注力、肢體活動等等都有很大
幅度的進步，而假日菱菱也期待這些團課活動，也感謝協會人員、愛心爸媽的辛勞，
除了辦活動處理瑣碎雜事外，當家長有什麼陪伴慢飛天使的問題也會給予建議、提
供許多資訊，除了小孩，我也一點一點進步，真的非常感激認識安安協會。

《花蓮遠雄海洋公園 親子一日遊》
II

社團法人宜蘭縣安安慢飛天使家庭關懷協會

《比起原地踏步，不如勇敢一步》~~桌球長期訓練營心得
文/傑媽
剛開始帶著懷疑的心態「我們的孩子行嗎?真的能打桌球嗎?」後來聽了漳媽分享
漳學習桌球的經驗及鼓勵下，媽媽們組成了安安桌球營。上了幾堂課後，因逢娘家
親人過世無法帶著傑繼續上課，導致上學期出席率太低無法報名下學期課程，好不
容易新學期開始了，看著傑與其他小朋友的差距，心情難免覺得沮喪，還好在教練
跟漳媽的訓練下，從握拍姿勢、到擊球、到發球，甚至到腳步移動接球，都慢慢地
進步，且教練們跟安安家長皆不吝嗇對孩子的誇獎，讓傑更有興趣學習桌球。
後來在漳媽極力鼓勵下報名參加了桌球個人技術賽，上課時努力幫小朋友訓練
比賽項目，在家也勤奮練習。到了比賽當天，說實話，當觀眾的媽媽比選手還要緊
張，話說我們的孩子對周遭環境原本感知就比較弱，還好傑穩穩表現把平時練習成
果展現出來，也得到不錯的成績。賽後也在漳媽建議下，讓孩子在升旗時接受學校
的表揚，看著頒獎時台上洋溢著滿滿笑容的傑，似乎也感受到了他的喜悅，也得到
老師、同學們的認可，在練球時也更起勁了。
一場比賽，帶給我和傑無限的信心，比起站在原地踏步羨慕著別人，倒不如勇
敢跨出一步，相信前方會有不同的驚起等著我們，原來，我們的孩子是可以的，加
油！

《有付出就會有收穫----天使盃桌球比賽安安的慢飛天使們囊括前三名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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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安安的服務

109 年
肯定與感恩

親子活動
周末活動

安安的服務

寒暑期活動

元氣太鼓

親子縣外一日遊

31場次714人次

1場次82人次

比賽/演出

感恩分享會

家長面談/訪視

新開案面談
太鼓隊表演

勵翔獎論文頒獎

家長陪伴與增能

家庭關懷

25人次

建立家庭

學習/諮商

親子夏令營

14場次257人次

2場次58人次

親子捏捏樂

生活訓練營

5場次128次

1場次20人次

頭城光雕秀
歷年捏捏樂集體創
作展出

家庭
支持群組

教養書籍

安馨小語

推薦借閱

講座團體
12場次141人次

電訪/家訪
193人次
慢飛天使傑出獎
頒獎

農事體驗

29場次1325人次

1場次14人次

桌球長期訓練營

大慢飛親子手工皂

31場次614人次

包裝體驗

家庭聯歡
便餐會
1場次63人次

家庭個別諮商
50場次66人次

自我覺知與情緒管
理支持團體

和孩子一同長大：
談兒少心理情緒發展與
親子間的溝通合作關係

身心障礙孩子的兩性平
等教育~日常生活的自
我保護及生理衛生處理

12場次114人次
資源連結與轉介
(社福、教育、醫療)

活力直排輪

親職講座

支持網絡

3場次54人次
歡樂打擊樂

家長團體

家長教養
互聯網
5場次

家長手作小聚坊

特殊兒童家庭的
財務規劃

7場次46人次

勵翔獎學術論壇

烏克麗麗抒壓班
16場次178人次

1場次20人次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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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特殊孩子
手足的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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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服務與活動統計

【週末、週間及寒暑假親子活動】
活動

桌球

手工皂

長訓營

包裝

29

31

1

56

630

310

116

70

695

304

30

2

太鼓

打擊樂

黏土

直排輪

場次

31

14

5

家長

360

111

兒童

337

志工

17

名稱

安馨

情緒

小語

支持

講座

團體

場次

12

家長

141

名稱

農事

縣外

訓練營

體驗

一日遊

2

1

1

1

3

120

10

21

10

7

36

28

169

10

29

10

7

44

26

11

9

8

太鼓表演

家庭關懷
面談/家訪/電訪

2

【資源連結】
所有活動人次總計

烏克

家長

手作

家庭個

聯歡

家長/

資源

麗麗

互聯網

小聚坊

別諮商

便餐會

志工會議

協助

12

16

5

7

50

1

4

114

178

23

46

62

35

12

54

2,413

4

28

1

8

1,700

36

17

123

兒童
志工

【家庭關懷服務】

生活

夏令營

【家長成長活動、團體】
活動

【公開演出】

2

V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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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慢飛天使之漫漫長路
安安協會成立邁入 10 年以來，從服務的 405 個慢飛家庭我們看到了慢飛天使們
的成長以及慢飛天使父母照顧的辛苦。打從孩子被發現發展異常，家長就恐慌、擔
憂，儘管家長常會否認，但還是不得不面對孩子成長的困難，於是家裡總是充滿悶
悶不樂的氛圍。儘管他們不是經濟弱勢，生活上卻是需要經常陪伴打氣。
慢飛天使們的生命之路，隨著年齡增長會遇到不同的關卡。 依著類似的成長需
求協會設計了許多親子活動與家長團體，陪伴他們，期待「慢飛天使生命樹」充滿
美麗的色彩。
慢飛天使的教育路程從幼兒園到高中職畢業，也是要父母不斷費心，教導生活
獨立，學習基本知識與人際社交技巧，這些能力在不同學習階段會顯現出與一般學
生的落差，父母更需要了解孩子與面對孩子的能力，選擇接受合適的特殊教育班別。
家長們需要了解，有哪些教育轉銜? 協會特別提供「慢飛天使就學與就業生涯進程」
給慢飛家長們一個概略性的參考。

週末藝能療育親子活動黏土捏捏樂集體創作
《 動物運動會 》

VI

社團法人宜蘭縣安安慢飛天使家庭關懷協會

慢飛天使生命樹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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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飛天使就學與就業生涯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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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關懷服務
面談、電訪、家訪、居家復健、社會資源連結與轉介、家庭支持社群
每一位新報到的個案，協會均會安排面談，了解慢飛天使、家長、家庭和學校
等的個別性與特殊需求，以提供個別諮詢與資源連結服務。此外，協會也會建立登
錄個案資料，並定期做關懷訪視。我們亦會持續電訪追蹤個案的發展與就學狀況，
並主動提供相關資源的連結。對於極弱勢或高風險之慢飛家庭，協會也會適時提供
家庭訪視，連結社會資源或物資以協助解決其困境。
1. 面談、電訪、家訪：
109 年 1~12 月，協會共提供 218 人次的家庭關懷面談/電訪/家訪的服務。自 103
年起至 109 年的服務統計如下：
服務人次
(家長與兒童)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23

186

192

281

225

158

218

協會服務個案為宜蘭縣 15 歲以下發展遲緩或特殊教育兒童及其家庭，服務對象
需具有發展遲緩聯合評估報告、身心障礙證明，及特殊教育鑑定安置報告等相關資
料。針對服務個案，協會提供關懷、諮詢、訪視、親子活動、家長講座、成長團體
等多面向服務。
超過 15 歲或已無特殊教育身份的孩子為結案個案，無法參與協會的免費親子活
動，協會亦不再主動提供結案家庭關懷訪視服務，但家長仍可主動向協會尋求服務
並參與家長講座及團體活動。因此，本成果報告中開案、結案及服務中的個案統計
量是以慢飛天使孩子的狀態為主，不代表慢飛天使家長服務量。
109 年度協會新增個案共 25 案，其中男孩 17 人(約 68%)、女孩 8 人(約 32%)，
以男生個案居多(約 77%)。109 年度因慢飛天使孩子年紀屆齡或其他原因而結案者共
35 案，其中男孩 27 人(約 77%)、女孩 8 人(約 23%)。協會 99 年成立以來案迄今，
累積開案個案數為 405 人，扣除至 109 年底結案個案，目前服務中慢飛天使個案為
183 案，其中男孩 134 人(約 73%)、女孩 49 人(約 27%)。
新開案性別

女, 8, 32%

男, 17, 68%

新結案性別

女, 8, 23%

男, 27, 77%

服務中個案性別

女, 49, 27%

男, 134, 73%

109 年度新增個案依年齡分布統計來進行統計，其中學齡前早期療育階段:未就
學 1-3 歲者 7 人(約 28%)、幼兒園階段 4-6 歲者 8 人(約 32%)、學齡階段 7-12 歲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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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人(約 36%)，13 歲以上者 1 人(約 4%)，共 25 案。
109 年度結案者，結案年齡介於 4-6 歲者 3 人(約 9％)、7-12 歲者 13 人(約
37%)、13 歲以上者 19 人(約 54%)。結案原因以孩子已無特教身份為主(24 人，約
68%)，其次為孩子已屆服務年齡(7 人，約 20%)，其餘有 2 人(約 6％)搬遷至外縣市，
故不在提供服務範圍中，有 2 人(6%)因無法聯繫上家長，故結案，共 35 案。
新開案年齡

新結案原因

新結案年齡

13歲以上,
1, 4%
1-3歲, 7,
7-12歲, 9,
28%
36%

4-6歲,
3, 9%
7-12
歲, 13,
37%

13歲以上,
19, 54%

30
25
20
15
10
5
0

24
7

2

2

4-6歲, 8, 32%

新開案慢飛天使障礙類別統計：包含 6 歲以前發展遲緩(8 人，約 31%)、智能障
礙(3 人，11%)、腦性麻痺(3 人，11%)、亞斯伯格症候群(2 人，8%）自閉症(2 人，
8%)、注意力缺失過動症(2 人，約 8%)、唐氏症(1 人，約 4%)、癲癇(1 人，4%)、視
障(1 人，4%)、語言障礙(1 人，4%)及尚未有明確診斷，歸類為疑似身心障礙者(2 人，
約 7%)，共 25 案。
新開案轉介來源：109 年度新開案來源以安安家長轉介告知協會資訊(12 人，
約 46%)及學校轉介(8 人，各約 31%)為主，其他包含社會團體轉介(3 人，約 11%)，
及 協 會 宣 導 、 醫 療 相 關 專 業 人 員 、 網 路 媒 體 ( 各 1 人 ， 各 約 4%)

新開案障礙類別
9
8
7
6
5
4
3
2
1
0

8

3

3
2

2

2

2
1

1

1

1

2. 居家復健示範：
除了面談/電訪/家訪服務，家長也可以與協會約定時間安排至協會，由創會理
事長以職能治療師專業提供居家復健示範與建議。109 年度共 1 家庭申請，協會提
供 1 場次，1 人次家長與 2 人次慢飛幼兒服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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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會資源連結與轉介：
協會視家庭需求，會替個案提供轉介福利資源。109 年有一案借由協會轉介至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通報轉介中心」
，讓個案能進一步接受更多更適當的資源與
服務。
4. 家庭支持社群持續運作：
為建立家長支持網絡，協會成立多個不同屬性的 LINE 社群，提供家長分享支持
的聯繫管道。
(1)安馨小語家長群組：凡是安安的家長均可加入，分享教養資訊與生活支持。
(2)安安罕見家族群組：罕見疾病家長分享支持群組。
(3)安安家長教養努力試群組：自閉兒家長讀書會與實作團體分享支持群組。
(4)安安小聚坊群組：家長手作坊的支持團體。
(5)藝能療育親子活動群組。

【活動照片】

上圖：由協會治療師進行居家復健示範

3

社團法人宜蘭縣安安慢飛天使家庭關懷協會

家長教養互聯網

壹、活動目的：經過多年運作，協會發現部分家長在照顧慢飛兒的歷程中，
常常會遇到困難、挫折和情緒的低潮，而這些共通性的問題，許多資深
家長都曾經走過。為了幫助這些在照顧慢飛兒遇到問題與情緒低潮的家
長，協會開設了「家長教養互聯網」服務，讓在教養上有遭遇困境的家
長可以提出申請，由協會安排或申請者自行指定安安家長進行協談，讓
曾走過雷同處境的資深家長提供遇到問題的家長方向。
貳、活動對象：慢飛天使(特殊需求)兒童家長。
參、活動成果與效益：109 年度家長教養互聯網共辦理 5 個場次，共 14 人次
家長、5 人次社工、4 人次治療師及 2 人次志工參與。協談內容包含孩子
的飲食與用藥、學校的課業與適應、醫療復健資訊、家長情緒的調適、
夫妻間的協調等問題。根據參與家長所給予的回饋，在家長教養互聯網
的面談諮詢後，會跟參與的家長建立群組連結；在遇到生活上的困擾或
需要有人聆聽時，會考慮聯絡參與的家長聊聊；遇到困擾時，會考慮再
申請互聯網尋求協助。
肆、結語：透過辦理家長教養互聯網，協會做為家長之間的橋樑，將原本可
能互不相識的家長們聯繫起來，藉由資深家長和參與社工、志工們的經
驗分享，提供解決孩子教養問題的方向，也讓家長得到情緒上的紓解與
壓力的與釋放。此外，也透過這個機會讓家長們在會後能繼續聯繫，建
立更長遠的支持系統與經驗傳承。

【活動照片】

上圖：家長教養互聯網諮詢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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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末藝能療育親子活動
元氣太鼓隊、歡樂打擊樂、黏土捏捏樂、活力直排輪

壹、前言：
社團法人宜蘭縣安安慢飛天使家庭關懷協會，成立宗旨為推展、關懷發展遲緩
與身心障礙等特殊需求兒童及其家庭之福利服務。自 99 年陸續辦理直排輪、太鼓、
打擊樂、捏捏樂等活動，提供慢飛天使家庭親子走出家門、體驗團體活動、增加社
會適應之機會。
而綜覽國內研究者在休閒活動對於身心障礙者影響之相關研究結果，均可發現
對於其生理、心理、社會適應、人際互動等方面均有所益處，就生理層面，可協助
其發展粗大動作與精細的動作、訓練動作協調性、肌肉力量、耐力、柔軟度及心肺
功能，以促進健康；在心理部分，可促進其認知及語言的能力發展、控制與緩和過
度的情緒緊張與焦慮、學習注意力集中、正確使用空閒時間並協助其對於問題解決
的能力；在社會適應與人際互動方面，幫助其發展社會關係、學習表達情緒、接納
自我與他人、練習處理恐懼與挫折、培養合群與團隊合作等。
協會辦理活動歷程中，確實也發現，透過直排輪、捏捏樂、打擊樂等活動，對
於特殊兒童之律動協調、體能、平衡感、專注力、人際互動等，均有所幫助與提升。
故持續辦理週末才藝親子活動，以提升特殊兒童之身心發展、增加參加活動與社會
適應之機會，亦增進慢飛家庭親子互動關係。
此外，親子活動對親職與家庭亦有正向的影響，家庭中有位特殊兒童對家長是
極大的挑戰與煎熬，父母親需要很多的調適與支持。在照顧與教養上需要更大的耐
心、愛心與能力，6 歲前的早期療育階段，更是父母最需要增能與調適的時候。協會
辦理親子活動除了幫助慢飛天使個人的學習與成長，同時亦照護其家長的陪伴、支
持與增能。
貳、活動目的：
一、 培養特殊需求兒童才藝與團體互動技巧。
二、 增進其家庭成員親子互動關係。
三、 促進慢飛家庭間之聯繫與支持。
參、活動對象：學前發展遲緩及國小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接受資源服務之特殊學童、
手足與家長。
肆、辦理類型：特殊需求兒童家庭才藝暨親子成長活動；活動為免費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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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辦理內容：依照特殊需求兒童年齡，共辦理四種不同才藝課程，包括針對小一
至小六特殊需求兒童開設元氣太鼓隊及活力直排輪，針對三至九歲(幼兒園至國
小中年級)年齡較小特殊需求幼兒與兒童所辦理的歡樂打擊樂及黏土捏捏樂課
程。除了特殊需求兒童本人及家長參與，為使家長能兼顧特殊需求兒童的一般
手足，因此有限制地開放「無特殊需求身分手足」共同參與，惟需特殊需求兒童
有參與該節課程，手足才能共同參與。
課程名稱

歡樂天使
打擊樂團

親子捏捏樂
直

排

輪

活

力

營

元氣太鼓隊

課程時間

課程地點

參加對象

2/22~5/2 每週週六
9/5~11/14 每週週六
10:20~11:30

羅東高中
輔導中心 3 樓

3-9 歲遲緩、身心障礙兒童
及其 3-9 歲手足

11/21~12/26 每週週六
10:20~11:30

協會會址

4-9 歲遲緩、身心障礙兒童及
其 4-9 歲手足

2/22~6/13 每週週六
9/5~12/26 每週週六
13:50~15:30

五結國小
五育館

小一至小六特教或資源班學童
與 6 歲以上手足

2/22~6/13 每週週六
9/5~12/26 每週週六
8:50~10:00

羅東國中
表演藝術教室

小一至小六特教班或資源班學
童與大班以上手足或家長

陸、辦理方式：
一、 活動特色：
(一) 親子共同參與，增進家庭互動關係與親職能力。
(二) 藉由親子活動，對特殊需求兒童、親子、手足均有身心助益。
(三) 營造接納、融合、多元、容許等待的活動環境。
(四) 安排展演機會，強化慢飛天使學習動機及團隊合作的能力。
二、 執行方式：聘請教練/老師進行活動及課程帶領，以團體方式進行，促進特
殊需求兒童之人際互動及社會適應。
柒、活動期間：109 年 2 月至 12 月。
捌、活動成果與效益：以「家庭」為單位進行問卷成果統計， 109 年度共發出 35 份
問卷，回收 34 份問卷，回收率 97%。
一、 活動場次與出席率：109 年度歡樂天使打擊樂團共辦理 14 場次，共 257 人
次共同參與，平均出席率為 83%，每場次約 18 人次參與。黏土捏捏樂共辦
理 5 場次，共 128 人次參與，平均出席率為 77%，每場次約 25 人次參與。
活力直排輪共辦理 29 場次，共 1325 人次共同參與，平均出席率為 8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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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場次約 45 人次參與。元氣太鼓隊共辦理 31 場次，共 714 人次共同參與。
平均出席率為 88%，每場次約 23 人次參與。統計結果顯示，從 104 年至
109 年的各活動平均出席率達 85%。

出席率
100%
80%

91%
78%

84%

88%

83% 87% 85%

87%

71%

79% 83%

89%

90%

83% 86% 87%

83% 86%

88% 87%

88%

83%

87%

77%

60%
40%
20%
0%
104年

105年

106年
太鼓

107年

打擊

捏捏樂

108年

109年

直排輪

二、 活動問卷統計分析：
(一) 是否為第一次參與週末藝能療育親子活
動之新生：
回收問卷中，共有 8 家庭(24%)為第一次
參與安安協會週末藝能療育親子活動，其
餘 26 家庭皆為舊生(76%)，結果顯示持續
參加親子活動的舊生家庭仍佔大多數。

是否第一次與參與安安
協會的活動
是/新生,
8, 24%

否/舊生,
26, 76%

(二) 家長得知本次活動訊息來源(可複選)：
協會發送活動訊息的管道，除了發
活動訊息來源
送活動傳單給服務家庭外，同時亦
20
18
公布於官網、臉書專頁及 Line 群 18
組等社群媒體，此外也會發文至社 16
14
會處及教育處，請其協助轉發至相 12
10
關醫療院所或學校。此次問卷調查 8
5
6
4
4
4
3
3
結果顯示，絕大多數收到活動訊息 4
的管道以協會活動傳單最多(18 20
人次，約 44%)、其餘為網路資訊(5
人次，約 12%)、學校(4 人次，約
10%)、醫院復健認識的家長(4 人
次，約 10%)、醫療院所專業人員介
紹(4 人次，約 10%)、社會處/教育
處資訊(3 人次，約 7%)，另有 3 人次提到其他資訊來源，如書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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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家庭背景資料：
1. 組成：回收問卷中 91%家庭為雙親照顧特殊
家庭組成
需求兒童，另有 9%為隔代教養。
隔代教養，9%
2. 家庭收入：
問卷統計結果有 53%家庭為雙薪收入(雙親
皆有正職收入)，47%家庭為單薪收入。單薪
的部份，通常是因為特殊需求兒童長年需療
育復健，在學校適應方面也常需人陪伴，因
此家庭中需有一位家長放棄全職就業，以照
雙親，91%
顧特殊需求兒童。此外，94%家庭無低收入戶
或中低收入戶資格，另有 6%家庭(2 人)具中低收入戶資格。可見在願
意外出參與特殊需求兒童週末藝能療育親子活動的家庭，大多數收入
是狀況相對穩定的。
中低收入戶資格

經濟收入來源

有，6%
單薪
47%

雙薪
53%
無，94%

家庭服務需求

3. 家庭服務需求(可複選)：

30
25
在希望協會提供的服務需
25
20
求中，以提供親子活動(25
20
14
人次，約 27%)及親職教育、
15
8
教養資訊交流提供(20，約
10
6
6
5
4
2
2
2
5
21%)最多，其次依序為心
0
理情緒支持(14 人次，約
15%)、轉銜、入學協助(8 人
次，約 8%)、學校適應協助
(6 人次，約 6%)、早期療
育資源連結(6 人次，約
6%)、社會資源轉介(5 人
次，約 5%)、就業輔導轉介
(各 4 人次，約 4%)及經濟協助轉介、醫療協助、法律諮詢轉介(各 2
人次，約 2%)。因此，協會除固定辦理週末藝能療育親子活動，同時
也開設家長講座與團體，協助家長了解孩子就學權益、獲得教養特殊
需求兒童相關知識、彼此分享並得到相互交流及情緒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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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活動滿意度調查：
1. 參與活動項目：109 年度回收問卷中，有參與元氣太鼓隊課程家庭為
12 人次(24%)、歡樂打擊樂 8 人次(16%)、黏土捏捏樂 11 人次(22%)、
活力直排輪 19 人次(38%)。其中，僅參與 1 項課程家庭為 20 人次
(59%)、參與 2 項課程家庭為 12 人次(35%)、參與 3 項課程家庭 2 人
次(6%)。由統計分析結果可以看出，有近六成家庭僅參與其中一樣活
動，約有三分之一參與其中兩項活動。
參與活動項目數

參與活動項目
20
15
10
5
0

19

12

8

三項, 2, 6%

11

兩項, 12,
35%

2. 活動時間安排滿意度：109

年度元氣太鼓隊、歡樂打擊
樂及黏土捏捏樂活動時間
為週六上午；活力直排輪時
間則為週六下午。透過回收
問卷可知，家長們對於活動
時間大多為「滿意」以上，
僅元氣太鼓隊及活力直排
輪有少數家長反應「普通」
。
3. 活動場地安排滿意度：109

一項, 20,
59%

活動時間安排滿意度
91%

100%

75%

63%

59%
50%

33%

25%
9%

8%

21%16%

0%

元氣太鼓隊 歡樂打擊樂 黏土捏捏樂 活力直排輪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活動場地安排滿意度

年度元氣太鼓隊活動場地
100%
82%
75%
為羅東國中；歡樂打擊樂活
58%
50%
動場地為羅東高中；黏土捏 50%
37%
33%
25%
18%
17%
捏樂活動場地為協會；活力
5%
0%
直排輪活動場地為五結國
元氣太鼓隊 歡樂打擊樂 黏土捏捏樂 活力直排輪
小。除黏土捏捏樂外，皆借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用學校場地。從回收問卷
中，可看出家長們對於活動
地點大多為「滿意」以上，僅元氣太鼓隊及活力直排輪有少數家長回
饋為「普通」。
4. 老師教學方式滿意度：協會專業人員於活動規劃時，均會與講師溝通

參加學童的特質與能力，活動講師們均能認同，並且提供包容接納及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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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個人學習步調所設計的課程，而老師們也都曾長期接觸慢飛天使，
具有豐富教學經驗、耐心與引導技巧，故對於教學方式，問卷統計大
多在「滿意」程度之上。本年度元氣太鼓與直排輪老師因師資不穩定，
教學與調度略受影響。乃因縣內能持續周末上課的老師難覓，影響教
學滿意度。
老師教學方式滿意度
100%

91%

88%

80%
60%

59%

40%

58%

26%

25%
16%

20%

12%

9%

歡樂打擊樂

黏土捏捏樂

16%

0%
元氣太鼓隊

非常喜歡

喜歡

活力直排輪

普通

5. 慢飛孩子對於活動的喜好程度：家長評估慢飛孩子對於活動的喜好程

度，大多都是「喜歡」或「非常喜歡」
，只有太鼓及直排輪有少部分評
價是「普通」
。可見協會提供的是一個能包容理解、讓慢飛天使開心學
習成長的環境。
慢飛孩子 對於活動的喜好程度
91%

100%

76%

80%
60%
40%

53%
40%

37%

30% 30%
12%

20%

12%

10%

9%

0%
元氣太鼓隊

歡樂打擊樂
非常喜歡

喜歡

黏土捏捏樂
普通

活力直排輪

不喜歡

6. 活動操作過程中，慢飛孩子活動參與的程度：本活動為融合式團體，

而每個孩子的能力不同，因此在上課時也需要不同程度的協助。在元
氣太鼓隊、黏土捏捏樂及活力直排輪的課程中，一半以上的孩子可完
全獨立完成、或極少部分需要協助；而歡樂打擊樂則是 50%的孩子一
半需要協助、25%孩子大部分需要協助，除發展能力影響之外，應是與
參加打擊樂的孩子們平均年齡較低有關。

12

社團法人宜蘭縣安安慢飛天使家庭關懷協會

慢飛孩子 對於活動的參與程度
60%

50%

50%

36%

40%
30%

25%

48%

46%

42%
25%

20%

25%

25%
9%

8%

10%

21%

26%

9%

5%

0%
元氣太鼓隊
可完全獨立完成

歡樂打擊樂

黏土捏捏樂

極少部分需要協助

一半需要協助

活力直排輪
大部分需要協助

7. 參與週末親子活動對孩子有哪些幫助調查(可複選)：

回收問卷中，參與週末親子活動對孩子的幫助以「建立團體常規」最
多(27 人次)，其次為增進體能(20 人次)，增進專注力(19 人次) 、增
進親子互動(19 人次) ，之後依序為幫助維持週末作息(17 人次) 、
增進人際互動技巧(16 人次)、提升耐力(15 人次)、增進節奏感與律
動協調(14 人次)、增進操作技巧(12 人次)、增進手足互動(7 人次)。
可見多數家長認為參與週末親子活動能協助提升團體常規、增進專注
力及親子互動等諸多好處。
參與親子活動對孩子的幫助
30
25
20
15
10
5
0

27
16

19

20

15

19

17
12

14
7

8. 慢飛天使是否有手足及手足是否參與活動調查：

回收問卷中，有 38%慢飛天使為獨生子女，另 62%有手足。在有手足
的慢飛天使中，有 60%是手足共同參與活動，40%沒有一起參與活動。
手足沒有一起參與活動原因通常為年紀較大或太小，另有安排活動，
也有手足表達無興趣。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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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飛天使是否有手足

手足是否一同參加活動

否，獨生子女
38%

沒有
40%
有
60%

有手足
62%

9. 手足一起參加活動對家長或家庭

是否有幫助調查(可複選)：
手足有一同參與活動的家庭中，
大部份家長覺得對「增進家庭凝
聚力與互動」有幫助(11 人次) ，
其次依序為增進手足互動(10 人
次) 、增進手足情感(9 人次)、幫
助手足理解慢飛孩子發展的弱勢
(8 人次)、可減輕父母照顧子女的
負擔(4 人次)。可見週末親子活動
開放一般手足共同參與，對於家
長及家庭都有正向幫助，除增進
家庭凝聚力外，也讓一般手足能
理解慢飛孩子發展弱勢並增加互
動。

手足參與活動對家長或家庭
的幫助
12
10

10

11
9

8

8
6

4

4
2
0

10. 手足在陪伴慢飛孩子參加過程中，曾表達感受：

一般手足在陪伴慢飛天使參與週末親子活動過程中，感到正向評價
的部分，有些孩子覺得活動很有趣，有些孩子會稱讚自家慢飛手足，
也有孩子喜歡與其他人一起玩的感覺：如:
 很喜歡參與妹妹的活動。
 很好玩。
 和大家一起溜直排輪很開心。
 可以互相討論，看誰的作品比較漂亮。
有些手足會表達不能理解慢飛或是家長為何都在協助慢飛或是抱怨
慢飛孩子不遵守規則。如:
 曾經表達哥哥為什麼學事情那麼慢，我們會機會教育說明每個
人都有自己專長的地方，要他學習包容別人。
 弟弟都不聽話。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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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手足年紀較小手足還無法表達意願。如:
 弟弟還太小。
另外，手足未一起參與活動的回饋大多是希望能一起參與，但因為
年齡關係無法參加。如:
 想趕快長大和哥哥一同參與活動。
由此可見，週末親子活動對於多數手足是有吸引力，同時也可讓一
般手足更加認識慢飛天使。
11. 活動開始前及參與活動後，慢飛及手足對於活動的喜歡程度調查：

活動開始前，慢飛天使有 76%表示想參加或非常想參加，而參與活動
後，表示很喜歡或非常喜歡活動者亦達 76%。課程開始前，慢飛天使
對於活動參與意願普通、有一點想參加或一點都不想的佔 24%；而在
課程結束後，表達喜歡程度為普通及有一點喜歡的慢飛天使比例仍
為 24%。活動開始前，慢飛手足有 43%表示想參加或非常想參加；而
參與活動後，有 38%表示很喜歡或非常喜歡活動。原本有 7%手足表
達一點都不想參與活動，但在上完課程後，並無人表達一點都不喜
歡參與活動，可見活動辦理過程中有增加一般手足參與意願。
慢飛上課前的參與意願
一點都不想, 3%
有一點想參加
非常想參加
9%
30%
普通、還好
12%

一點都不想, 7%

非常想參加
29%

想參加
14%

想參加
46%

慢飛上課後的喜愛度

非常喜歡
32%

手足上課前的參與意願

有一點喜歡
12%
普通、
還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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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還好
29%

手足上課後的喜愛度
非常喜歡
23%

很喜歡
15%
很喜歡
44%

有一點
想參加
21%

有一點喜歡
16%

普通、
還好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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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家長參與活動程度調查：
一同參與活動對家長的幫助
1. 家長一起參加週末親子活
21
21
動，對家長的幫助調查(可 25
20
16
複選)：
15
回收問卷中，家長認為一
8
8
10
起參與活動對其幫助最多
5
的為和其他家長一起分享 0
及紓壓(皆為 21 人次)，其
次依序為其他家長可適時
給我建議(16 人次)、我可
以幫助其他家長(8 人次)
我能得到其他家長的支持
(8 人次)。 可見家長在與
孩子一起參與親子活動時，覺得最有幫助的是與其他家長交流，進行
分享互動，並且還能得到壓力的紓解。
2. 家長在參加親子活動中，是否與其他家長交談過，以及與其他家長交

談是否有幫助調查：
問卷結果顯示，100%的家長在上課時會與其他家長交談。其中 6%家長
在課後與其他家長還會經常聯繫、23%家長每次上課都會與其他家長
交談、21%家長覺得自己經常會與其他家長交談、50%家長偶爾會與其
他家長交談。在與其他家長交談中，只有 3%家長覺得與其他家長交談
對其沒有幫助，其餘家長皆表示能從與其他家長的交談中得到助益。
是否與其他家長交談過

和其他家長交談是否有幫助
沒有幫助, 3%

課後還常有連繫, 6%
每次上課都有
23%

有一點幫助
15%

非常有幫助
24%

普通
6%

偶而
50%

經常, 21%

有幫助, 52%

(六) 家長參與活動的收穫與質性的回饋
1. 陪伴孩子共同參與親子活動，家長及孩子最大的收穫？
【看見孩子的進步】
：
 孩子對自己更有自信心，喜歡接觸人群，參與團體活動。
 可以學習打鼓的技巧，可以學習服務。
 小朋友願意嘗試新事物。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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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專注力與體力。
學習守秩序，聽從指令。
增加和他人的人際互動，加強學習遵守在團體的規範。
我看到孩子在團體中能遵守老師的規定，例如排隊、操作方法。
孩子也很喜歡捏黏土和自己的作品。

【親子陪伴與互動】
：
 增近親子間的互動，也能夠參與各項活動，讓日常變得精采多姿。
 孩子和自己都能交到朋友，建立人際關係，孩子能有課外活動來
調劑生活，建立自信。
 和孩子一同學習參與，並引導孩子如何與其他孩子互動，藉由協
會團體拓展來子的交際圈，會幫助別人。
 知道如何跟孩子相處。
 讓家長們更了解我們的孩子，更知道孩子的發展方向。
 增進親子互動，讓小孩更能信任我們，能與我們分享他的感受，
小孩與別人互動能更融洽。
 豐富親子假日活動，孩子有機會跟不同的人接觸認識。
【教養經驗分享】：
 認識更多的家長可以請教的對象增加了，也可以跟新加入的家長
認識幫助他們更快融入。
 自己最大收穫是能和其他家庭討論教養問題。
 藉由活動觀察其他家庭與孩子互動情形，學習到其他家長問題解
決的技巧。
 親子共融、家長互相交流學習。
【快樂友善的學習環境】
：
 藉由參與各項活動讓日常變得精彩多姿，對孩子而言，表演的舞
台那是他最大的成就感！
 孩子可以很自在的學習、開心的學。
 孩子很喜歡捏捏樂的活動，也喜歡每次創作的主題，老師很有耐
心引導。
 孩子快樂開心，有人陪，終於學到直排輪。
 下雨天的好去處，參加活動沒壓力，家長能互相支持、包容。
 讓慢飛孩子能夠像其他孩子一樣參與活動。
 看到孩子認真的神情與開心的笑容。
2. 在孩子參與親子活動時，觀察到孩子的優勢及弱勢能力為何？

在優勢與弱勢的能力部分，家長回覆大略可分為幾個面向，如性格、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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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社會性或學習等。
 孩子在【性格方面的優勢能力】:
如:遵循規矩。配合度高，情緒穩定。活潑、學習力強。活潑、親合、
樂意與人互動、勇於表現。情緒不太容易與其他小朋友起衝突。貼心、
善良、會主動與人打招呼
 孩子在【體能部分的優勢能力】:
如:喜歡運動。體能技巧不錯。運動能力佳。精細動作能力提升了。體
能變好。
 孩子在【社會性方面的優勢能力】:
如: 會帶其他小朋友一起，很會交朋友。他是個喜歡交朋友的孩子，
喜歡跟大家一起玩，團體活動相處是沒有問題。
 孩子在【學習方面的優勢能力】:
如: 越來越獨立可完成。孩子們會觀察身邊的人一起動作。不怕難，
不怕跌倒。聰明。學習能力強。比較懂得學習常規，願意融入活動。
喜歡的活動事務學習的很快。創造力豐富，有自己的想法。有創意；
手作能力佳。直排輪課藉由觀察其他學員的動作與團體練習，有改善
自己的姿勢，進而提升膽量加快速度。
 孩子在【性格方面的弱勢能力】:
如:情緒容易挫折。自信不夠。主動性仍待加強。過動、不聽從指令。
專注力不夠，表達情緒差。愛哭、生氣。自制力不足。
 孩子在【體能部分的弱勢能力】:
如: 耐力。體力差。體能上較不足，容易累。動作比較慢。
 孩子在【社會性方面的弱勢能力】:
如: 團體合作。不喜歡成為大家的焦點，喜歡躲在人群，自主能力不
足，一個人自己表達能力也不足。與他人互動主動性低，語言表達少。
人際互動、表達能力弱。社交較弱。小孩無法讓志工哥哥接接協助。
 孩子在【學習方面的弱勢能力】:
如: 耐性不穩定。除視覺外，溝通表達比較弱。語言及溝通理解。視
力差，不易看清老師的動作提示，有時會不自覺越打越快。容易分心，
要提醒，呈現放空狀態！
3. 覺得親子活動還可以再調整部分為何？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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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家長回覆覺得目前活動沒有需要再調整。部份家長回覆對協會親
子活動的建議則多與時間、地點及課程有關。如:
 太鼓沒有專業的老師。
 有些年齡較大的孩子因為年齡關係不能再參加協會的課程，有點
可惜，如能藉助他們為協會添力更好。
 可以增加不同的活動，例如扯鈴。
 直排輪對於較初階者是否安排(加入)階段式訓練。
 除了直排輪與太鼓，動的方面可以增加一些球類運動。
 小孩們很喜歡親子瑜珈，希望可以瑜珈跟打擊樂交替。
 直排輪活動希望可以六日都舉辦。
 增加更多元的活動項目。
(七) 為協會宣導：
1. 如果受調查家長碰到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兒童的家長，會推薦安安協
會那些活動(可複選)：
回收問卷中，全部的家長都願意在遇到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兒童的家
長時，向家長推薦安安協會。推薦參與活動以週末親子活動為主(32
人次)，其次為家長團體(15 人次)，再者為寒暑期的單次性活動，如
縣外一日遊(12 人次，)、夏令營/生活營(11 人次)。從此題可見家長
認為常態性週末親子活動對其幫助最高，可能因為固定的活動課程可
協助孩子能力、社交人際或維持常規。家長同時也推薦參與家長團體，
因為協會會依慢飛家庭的需求作為主題，協助開設講座及團體，實質
性地協助家長解決問題。寒暑期活動因為是單次活動，能夠提供慢飛
孩子協助有限，因此相對較少家長推薦。
推薦其他家長參與哪些活動

是否願意為協會宣傳
35
30
25
20
15
10
5
0

不願意
0%

32

11

12

15

願意
100%

三、活動效益：
(一)持續的活動參與，有益慢飛天使能力的發展與身心健康：
『療育不應只在醫院發生，更應落實在日常生活中』
，安安協會的
活動設計，正是透過活動參與，強化慢飛天使各項能力的發展，例如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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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打擊過程中，需口、手、眼並用，老師會配合孩子的能力使用不同的
口語指令，慢飛天使藉此學習專注、團隊合作。直排輪活動，穿裝備需
要運用小肌肉、站立滑行需倚賴大肌肉，從過程中訓練慢飛天使下肢的
肌耐力、體耐力、專注力及粗細動作，促進全身協調性、增進平衡能力，
學習跌倒後能爬起的毅力與勇氣，間接增強孩子對自身的自我認同感
及成就感；此外將課程結構化，讓慢飛天使學到輪流、等待及團隊合作
精神。而捏捏樂則是透過揉、搓、捏、壓黏土的操作，讓孩子發揮創造
力，促進靈活運用小肌肉。最歡樂的打擊樂，即使慢飛天使的行動有所
限制或視力不佳，也能藉著體驗各種樂器，感受音樂奇妙的療癒效果。
(二)慢飛天使的友善學習環境與舞台：
雖然慢飛天使學習的速度、能力不一，感謝經驗豐富的老師/教
練用鼓勵與耐心等待，帶領著孩子依造自己的速度前進，目前活動參
與的成員包括發展遲緩、唐氏症、自閉症、過動、罕病、腦性麻痺、
學習障礙及正常手足參與，安安協會提供一個融合、接納、包容的學
習環境。在每年舉辦的勵翔獎頒獎典禮暨感恩分享會中，會讓參與元
氣太鼓隊、歡樂打擊樂及活力直排輪的親子一同上場表演，場中同時
靜態展出黏土捏捏樂共同創作作品，並邀請所有安安協會服務家庭共
同參與，也藉由這個典禮，慢讓飛天使們與社會大眾、國內相關學術
領域的學術領袖與頂尖研究學者分享學習成果。除了讓大家能看到孩
子們一年來的上課成果，協會更希望能藉 此舞台，讓孩子提升勇
氣、增加信心、訓練團隊合作能力，並增廣視野。
(三)親子、手足共同參與模式，增進家庭凝聚：
協會舉辦周末親子活動進入第十個年頭，我們持續接納一般手足
共同參與，自 106 年開始發現有更多爸爸們加入，顯見參與活動的效
益也在家庭間發酵。除了讓家長能兼顧手足的照顧，也能成為家庭共
同的記憶與正向經驗的累積。
(四)家庭支持網絡的建立：
家長在活動中，能有機會與其他家長交談分享，從而擴大生活
圈，亦能建立可 近性的支持資源！在活動中受惠的不只是慢飛天
使，也為家庭帶來友伴的支持力量。
(五)透過志工協助，讓學子體驗生命與學習：
為讓學子更認識慢飛天使以及學習付出的機會，協會提供志工服
務機會，在打擊樂課程，有羅東高中慈幼社學生共同協助慢飛天使融入
活動，使課程順利進行，也讓家長在照顧慢飛天使上有喘息時刻。
(六) 慢飛天使的努力獲得肯定：
★109.01.08 中美矽晶尾牙太鼓演出，獲得來賓滿場的鼓勵與掌聲!
★109.10.31 幼幼基金會公益桌曆簽名會邀請太鼓進行開場表演。
★109.11.28 協會舉辦之感恩分享會與勵翔獎頒獎典禮中演出太鼓
鼓曲及直排輪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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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總結
109 年度元氣太鼓隊、歡樂打擊樂、黏土捏捏樂及活力直排輪共辦理 79 場
次，共 2424 人次參與。自 99 年起至今，安安協會辦理週末親子活動已超過十年，
曾參與的孩子有的已經高中畢業，而協會仍繼續接納新的慢飛天使家庭參與，讓這
股溫暖的力量能在更多家庭間蔓延！ 透過課程結束後的分享過程及問卷分析統計，
可以看見家長、慢飛天使們在參與週末親子活動後的改變與收穫。我們相信這些療
育性藝能親子活動除了幫助慢飛天使身心、人際及社會適應等，更能讓慢飛天使家
長在參與的歷程中，彼此找到陪伴、有信心的心靈力量，正向面對教養慢飛天使的
漫長路程。這些收穫成長與改變，亦是協會持續辦理週末親子活動、陪伴慢飛天使
家庭前行的動力泉源。

【活動照片】
★元氣太鼓隊戶外上課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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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氣太鼓隊室內上課剪影

★歡樂打擊樂上課剪影及羅高慈幼社志工參與協助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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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土捏捏樂上課剪影及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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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直排輪戶外上課剪影

★活力直排輪室內上課剪影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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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夏令營
壹、 活動目的：
一、 增加特殊需求兒童不同生活體驗，學習人際互動技巧，擴大其生活視野。
二、 藉由親子夏令營活動鼓勵特殊需求兒童及家庭走出家門，累積家庭正向愉
悅經驗及喘息舒壓機會。
三、 透過生活技能學習課程，未來能類化至日常生活中，增進其生活獨立性。
四、 特殊需求兒童家庭能藉此建立互助網絡、交流分享教養經驗。
貳、 活動對象：
 溪北場次：幼兒園中班至國小四年級具特教身分(幼兒園-有巡輔服務/國小
-有資源班服務)學童與手足(小班以上)及家長。
 溪南場次：國小一至六年級具特教身分(有資源班服務)學童與手足及家長。
參、 活動地點：
 溪北場：(宜蘭市)光復國小 百齡樓二樓會議室
 溪南場：(羅東鎮)羅東高中 輔導中心三樓
肆、 活動日期：
 溪北場：109 年 7 月 18 日(六)8:45~16:00
 溪南場：109 年 7 月 19 日(日)8:45~16:00
伍、 活動內容：
溪北場次：7/18(六)宜蘭市光復國小
08:45-09:00
早安，報到!
09:00-11:00
黏土捏捏樂
11:00~12:00
音樂律動
12:00~13:30
午餐時間。小憩一下!
13:30~15:00
繪本美勞 DIY
15:00~16:00
親子瑜珈
16:00~
開心返家!

溪南場次：7/19(日)羅東高中
08:45~9:00
早安，報到!
09:00~10:00
親子瑜珈
10:00~12:00
魔法桌遊
12:00~13:00
午餐時間。小憩一下!
13:00~14:30
繪本美勞 DIY
14:30~16:00
音樂夢工坊
16:00~
收穫滿滿回家去!

陸、 活動成果與效益：
成果統計以家庭為單位發問卷，夏令營溪北場共回收 9 份問卷，溪南場共回收 12
份問卷，問卷回收率 100%。
一、 活動參與人次：溪北、溪南兩場夏令營共 21 個家庭參加，總計 58 人次。
二、 活動問卷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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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與活動者資料：
1. 參與慢飛天使性別分析：溪北場共 7 位男孩(約 78%)及 2 位女孩(約
22%)參與，。溪南場共 8 位男孩(約 67%)及 4 位女孩(約 33%)參與。
兩場次均以男孩居多。
慢飛天使性別(溪北)

慢飛天使性別(溪南)

女, 2,
22%

女, 4,
33%

男, 8,
67%

男, 7,
78%

2. 參與慢飛天使年齡(足歲)分析：溪北場活動設計以幼兒園至小學中
年級階段慢飛天使參與，本次參與慢飛天使為 4 歲至 10 歲不等，
其中以 5 歲孩童最多(3 人次，約 40%)，其次為 9 歲孩童(2 人次，
約 22%)，其餘為 4 歲、6 歲、7 歲及 10 歲孩童各 1 人次(約各 11%)。
溪南場活動乃設計給小學階段慢飛天使參與，本次參與慢飛天使為
7 歲至 18 歲，其中 9 歲孩童最多(4 人次，約 34%)，其次為 11 歲孩
童(3 人次，各約 25%)，8 歲孩童(2 人次，約 17%)，其餘為 7 歲、
10 歲、18 歲孩童各 1 人次(約各 8%)。
慢飛天使年齡(溪北)
10歲
11%

慢飛天使年齡(溪南)
18歲
8%

4歲
11%
11歲
25%

9歲
22%

7歲
8%
8歲
17%

5歲
34%
10歲, 8%

7歲, 11%
6歲, 11%

9歲,34%

3. 慢飛天使的手足是否一同參與此活動：溪北場約有一半的家庭其慢
飛天使的手足未共同參與，未參與原因為獨生子女。溪南場約 75%
家庭慢飛天使的手足未共同參與，原因除了為獨生子女外，另有三
組家庭表示因為手足年紀太大，故未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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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共同參與活動(溪北)

手足共同參與活動(溪南)
有，妹,
2, 17%

有，
妹, 4,
44%

沒有, 5,
56%

有，弟,
1, 8%
沒有,
9, 75%

(二) 是否為第一次參與安安協會的親子活動？
新生所占比例，溪北場約有 33%為新生，溪南場約 75%為新生，均較去
年度提升許多。
新舊生(溪北)

新舊生(溪南)

新生,
2, 17%

新生,
3, 33%

舊生,
6, 67%

舊生, 10,
83%

(三) 得知夏令營活動訊息來源：
無論是溪北場或溪南場，得知活動訊息來源皆以「協會宣導」最多(均
為 6 人次) ，其次為網路資訊(協會臉書專頁、LINE 群組、官方網站等)、
學校及社會處/教育處。另有一人次表示是透過早療醫師、親友得知活
動訊息。
得知活動訊息來源(溪北)
7
6
5
4
3
2
1
0

6

1

1
0

0

0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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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活動訊息來源(溪南)
7
6
5
4
3
2
1
0

6

3
2
1

0

0

0

0

0

(四) 活動滿意度調查：
1.時間安排滿意度：溪北場活動安排在週六上午九點至下午四點，溪南場
活動安排在週日上午九點至下午四點，溪北場因參與孩子較小，規劃午
休時間較長。活動安排在週末則是為了讓在工作的父母能陪伴孩子共同
參與活動。
溪北場家長對於時間安排皆為滿意以上，其中非常滿意有 4 人次，約
44%，滿意者有 5 人次，約 56%。溪南場家長對於時間安排同樣皆為為滿
意以上，其中非常滿意有 9 人次，約 75%，滿意者有 3 人次，約 25%。
活動時間安排(溪北)

活動時間安排(溪南)
滿意, 3,
25%

滿意,
5, 56%

非常滿意,
4, 44%
非常滿
意, 9,
75%

2.活動內容安排滿意度：溪北場及溪南場因參與慢飛年齡區間不同，故各
規劃四堂課，依年齡不同，設計不同的教學內容。
(1)溪北場針對幼兒園至小學中年級的慢飛天使設計四堂課程為「黏土
捏捏樂」
、
「音樂律動」
、
「繪本美勞 DIY」
、
「親子瑜珈」
。四堂課程中，
多數家長回饋非常滿意及滿意，僅一位家長在「音樂律動」課程回
饋為普通。其中「黏土捏捏樂」
、
「繪本美勞 DIY」
、
「親子瑜珈」課程，
家長非常滿意佔 6 人次(約 67%)、滿意 3 人次(約 33%)。
「音樂律動」
課程，家長非常滿意佔 6 人次(約 67%)、滿意 2 人次(約 22%)、普通
1 人次(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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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溪南場參與的慢飛天使以小學階段為主，設計的四堂課程為「親子
瑜珈」
、
「魔法桌遊」
、
「繪本美勞 DIY」
、
「音樂夢工坊」
。四堂課程中，
所有家長均回饋「非常滿意」及「滿意」
，其中非常滿意均佔 10 人
次(約 83%)，滿意佔 2 人次(約 17%)。

活動內容滿意度(溪北)

活動內容滿意度(溪南)

10

8

1
2

3

6
4
2

6

3

6

12.5
12
11.5
11
10.5
10
9.5
9

3

6

6

0

非常滿意

滿意

2

2

2

2

10

10

10

10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3.講師教學方式滿意度：夏令營本次活動邀請的講師均與協會合作多次，
對於慢飛天使教學有著豐富的經驗。
(1)溪北場四堂課程中，所有家長回饋均在「滿意」之上。
「黏土捏捏樂」
，
家長非常滿意佔 7 人次(約 78%)、滿意 2 人次(約 22%)。
「音樂律動」
課程，家長非常滿意佔 4 人次(約 44%)、滿 5 人次(約 56%)。
「繪本
美勞 DIY」課程，家長非常滿意佔 6 人次(約 67%)、滿意 3 人次(約
33%)。
「親子瑜珈」課程，家長非常滿意佔 7 人次(約 78%)、滿意 2
人次(約 22%)。
(2)溪南場四堂課程中，所有家長回饋同樣均在「滿意」之上。四堂課程
中家長非常滿意佔 9 人次(約 75%)、滿意 3 人次(約 25%)。
講師教學方式滿意度
(溪北)
10
8
6
4
2
0

講師教學方式滿意度
(溪南)
15

2
7

5

3

2

4

6

7

非常滿意

10

3

3

3

3

5

9

9

9

9

0

滿意

非常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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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有參與活動孩子對於夏令營活動喜歡程度：
(1)溪北場慢飛天使對於夏令營活動喜歡程度大部份為「喜歡」以上，
其中非常喜歡佔 3 人次(約 33%)、喜歡佔 4 人次(約 45%)、普通 1 人
次(約 11%)、不喜歡 1 人次(約 11%)。
手足的部分，有 4 人次其手足未共同參與活動(約 45%)，而共同參
與活動手足對於夏令營活動喜歡程度大多達喜歡以上，其中非常喜
歡 2 人次(約 22%)、喜歡 2 人次(約 22%)，僅 1 名回饋普通(約 11%)。
可見無論是慢飛天使或其手足，都樂於外出參與夏令營活動。
(2)溪南場慢飛天使對於夏令營活動喜歡程度均達「喜歡」以上，其中
非常喜歡佔 8 人次(約 67%)、喜歡佔 4 人次(約 33%)。
手足的部分，此次共有 9 人次其手足未共同參與活動(約 75%)，共
同參與活動手足對於夏令營活動喜歡程度皆為「喜歡」
，佔 3 人次
(約 25%)。可見無論是慢飛天使或其手足，都非常喜愛參加夏令營的
活動課程。
孩子對於活動喜歡程度
(溪北)
10

孩子對於活動喜歡程度
(溪南)
14

1
1

8
6

4

4
2

12

4

10

1
2

8

2

慢飛天使

慢飛手足

非常喜歡

喜歡

普通

非常不喜歡

9

6

3

0

4

4

8

2

3

0
慢飛天使
非常喜歡

無手足共同參與

喜歡

慢飛手足
無手足共同參與參與

5.家長認為活動設計操作內容對孩子難易度：課程內容乃針對特定年齡區
間所設計，惟因為本活動課程採融合式團體，年齡落差較大，每位孩子
能力亦有所差異，同樣的操作對於不同的孩子會感受到不同的難易度。
(1)溪北場課程，家長皆認為對慢飛孩子難易度為普通以上，僅 1 人表
示非常難，原因為「第一次參加；尚未融入」
。其中非常簡單佔 5 人
次(約 56%)、簡單 2 人次(約 22%)、普通 1 人次(11%)、非常難 1 人
次(11%)。
家長認為對於慢飛手足難易度:非常簡單佔 3 人次(約 33%)、簡單 1
人次(11%)、普通 1 人次(約 11％)。
(2)溪南場課程，家長認為對慢飛孩子難易度皆為「普通」以上。其中非
常簡單佔 3 人次(約 25%)、簡單 5 人次(約 42%)、普通 4 人次(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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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認為對於慢飛手足難易度非常簡單佔 1 人次(約 8%)、普通 2 人次
(16%)。

操作內容難易度(溪北)
10
1
1

8
6

14
12
10
8
6
4
2
0

4

2
1
1

4
5

2

3

0
慢飛天使

操作內容難易度(溪南)

慢飛手足

4
9
5
3

2
1

慢飛天使

慢飛手足

無手足共同參與參與

非常簡單

簡單

普通

普通

非常難

簡單
非常簡單

無手足共同參與

6.活動過程中，慢飛天使活動參與程度：溪南場及溪北場兩場次的參與者
及年齡區間皆不相同，因此慢飛天使在活動參與度上也有所不同。溪南
場參與的慢飛天使平均年齡相較溪北場大，故參與率較高，需要協助的
比例較低。
溪北場慢飛天使參與活動無可完全獨力完成者，極少部分需要協助者約
33%(3 人次)、一半需要協助約 56%(5 人次)、大部分需要協助約 11%(1
人次)。
溪南場慢飛天使參與活動可完全獨力完成者約 9%(1 人次)、極少部分需
協助者約 83%(10 人次)、一半需要家長協助者約 1%(8 人次)。
慢飛天使活動參與度(溪北)
完全需要協助,
1, 11%

極少部分
需要協助,
3, 33%

慢飛天使活動參與度(溪南)
一半需要協助,
1, 8%

完全獨力完
成, 1, 9%

極少部分需要
協助, 10, 83%

一半需要協助,
5,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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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家長是否經常有與孩子共同參與活動機會：本次參加活動家庭以舊生居
多，並多曾參與過協會親子活動，有高比例的家長認為陪同孩子參與親
子活動機會較多。
溪北場同意以上約 89%(8 人次)以上，另有約 11% (1 人次)認為普通。
溪南場同意以上約 75%(9 人次)以上，另有約 25% (3 人次)認為普通。
家長經常與孩子參與親子活
動機會(溪北)

家長經常與孩子參與親子活
動機會(溪南)

普通,
1, 11%

普通,
3, 25%

同意,
4, 44%

非常同意,
4, 45%

非常同意,
6, 50%

同意,
3, 25%

8.家長帶孩子參與夏令營活動收穫(可複選)：家長回饋認為參與協會舉辦
夏令營收穫主要在「豐富暑期生活」及「增加親子互動」兩項。
(1)溪北場家長認為參與協會夏令營收穫以增加親子互動(6 人次)為最
多，其次依序為豐富暑期生活最高(5 人次)、學習新知(3 人次)、拓
展生活視野及家長喘息舒壓(各 2 人次)、與家長相互交流(1 人次)
及其他(1 人次)。
(2)溪南場家長認為參與協會夏令營收穫以豐富暑期生活最多(11 人次)，
其次依序為增加親子互動(8 人次)、拓展生活視野(7 人次，約 66%)、
與家長相互交流(5 人次)、學習新知(4 人次)及家長喘息舒壓 (3 人
次)。
參與夏令營收穫(溪北)
7
6

參與夏令營收穫(溪南)
12

6

10

5

8

5

8

4
3
2

11

3
2

7
5

6
4

2

4
1

1

1

2

0

0

32

3

社團法人宜蘭縣安安慢飛天使家庭關懷協會

(五) 家長參與活動的收穫與質性的回饋
1.此次夏令營活動中，孩子與其他參與者(慢飛天使、家長等)互動狀況
如何？孩子需要哪些引導？
(1)溪北場多數家長回饋覺得孩子與其他參與者互動狀況尚可，但仍有
些不足的地方需大人引導：
 坐不住，需在讚美下才服從。
 降低聲音和別人說話，學習包容。
 專注力、理解力(需引導) 。
 動作太大易造成別人受傷，言行不夠禮貌。
 缺少主動性。
 被動需有人扶助。
 欠缺主動參與動機，需要旁人提醒
(2)溪南場家長一部份回饋認為慢飛天使與其他參與者互動佳，另一部
份則認為缺少與人互動；此外孩子也從活動課程中學到團體規範：
 喜歡幫助幼小的小朋友所以玩得較開心。
 容易與人有衝突，可是一下就好，有進步。
 學習面對社會情緒。
 好像要介紹孩子互相認識，但不是每個孩子都能玩在一起。
 等待輪流，專心了解遊戲規則。
 可以了解同儕的進步空間，吸收大家的優點。
 規範建立，團體活動的引導。

2.家長陪伴孩子共同參與夏令營活動感想與心得：家長回饋大多是開心、
喜歡夏令營活動。
(1)溪北場家長認為慢飛天使在夏令營活動中藉著遊戲學習很開心：
 可以紓壓，親子放鬆。
 老師專業，活動內容有趣易學。
 過一個豐富的暑假。
 每次參加都很開心，DIY 的作品都完成保存紀念。比前一年更穩定
更能和同儕互動。
 有團體生活的學習、合作，才能在進小一前更加成熟，藉此觀察孩
子與其他同學的互動及差異，加強協助孩子。
(2)溪南場有許多家長對於夏令營活動回饋是課程有趣、孩子玩得開心，
並且感謝協會的用心。
 帶著開心的心情回去，孩子也玩得非常盡興！
 參加活動，小孩玩得很開心，地點有冷氣，非常舒適，協會非常用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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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很棒，可豐富孩子暑期生活，增加親子互動。
 孩子長大媽媽輕鬆也看見孩子的進步，感謝協會辛苦付出與安排。
 今年很棒，爸爸和媽媽一起參加夏令營活動，增加家庭互動，感謝
安安協會的安排。
 感謝安安舉辦的活動，讓我跟孩子們一起參與，也讓我更知道孩子
喜歡的活動，雖然剛開始害羞不配合但後來仍能一起活動，玩桌遊
會認真聽規則。
 可以訓練與人相處，有遊戲規則須遵守，家長們可以互相交流教養
問題。
 很開心能參加這次活動，她享受這次活動各項安排，也很主動融入
同伴，希望下次還能參加。
 孩子不會在家閒晃，有事情做，而且可以玩很多好玩的遊戲，體驗
之前沒做過的活動，真的很好玩。

3.在夏令營活動中，觀察到慢飛天使的優勢能力：
(1)溪北場家長觀察到慢飛天使優勢能力：
 大動作 OK(律動)
 手作能力
 活動力強，精力旺盛
 情緒穩定
 服從指令
(2)溪南場家長觀察到慢飛天使優勢能力：
 隨和
 勇於嘗試
 可以和其他小朋友互動
 主動，樂在其中。
 說話流利
 聽懂指令，情緒穩定能配合。
 團體活動、排隊、耐心、注意力
 會教導小朋友做動作。
 很主動和他人互動，也知道要耐心等待。

4.在夏令營活動中，觀察到慢飛天使的弱勢能力：
(1)溪北場家長觀察到慢飛天使弱勢能力：
 不專心、躁動、坐不住。
 大聲說話不能專注
 精細動作弱(黏土)
 人際溝通技巧差，易和他人衝突；自主意識強不受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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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主動互動
 學習力弱
 注意力弱，肌力較弱，肢體協調性較差。
(2)溪南場家長觀察到慢飛天使弱勢能力：
 表達自我介紹，不夠大方太害羞。
 太衝動了，未了解活動內容就急著玩
 手部肌肉較沒力
 與同儕互動較少
 會分心，有時不清楚要怎麼跟別人互動
 不認輸
 與人相處容易有衝突
 專注力不足，肢體僵硬
 遇到問題有些被動尋求幫助

5.家長認為針對夏令營活動內容、難易度、指導方式或互動可以再調整部
分：無論是兩場次的家長針對不同課程有不同回饋，回饋多為正面回
應，可見家長對於夏令營所有課程設計是喜歡。
(1)溪北場家長針對課程課程內容的回饋：
「黏土捏捏樂」課程，家長意見：
 他很喜歡可以獨力完成。
 很好有趣，嘉婷老師 NICE。
 駕輕就熟很有成就感
 可以再放大圖形
「繪本美勞 DIY」課程，家長意見：
 DIY 非常好玩小朋友很喜歡。
 故事很吸引人，很貼近生活，DIY 很 easy。
 簡單易學。
「音樂律動」課程，家長意見：
 太躁動走來走去停不下來
 很好很放電 GOOD
 開心律動
「親子瑜珈」課程，家長意見：
 瑜珈老師很親切，做瑜珈超開心。
 So Good，媽媽瘦了，看到孩子新技能 3Q。
 很棒的互動，簡單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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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溪南場家長針對課程內容的回饋：
「魔法桌遊」課程，家長意見：
 非常喜歡魔法桌遊的夾夾樂遊戲
 大家玩得很開心，並可訓練肌肉(手部) 。
 喜歡，因為有跟 107 桌遊有變化。
 可以顯示出自己的特點，表現出自己。
 易入手桌遊，也考驗專注力，育樂兼備。
 有新遊戲，孩子也很認真的學。
 能學習輪流等待，培養耐心。
「繪本美勞 DIY」課程，家長意見：
 雖然不容易，不過大家都很認真完成。
 感恩安安的安排，孩子覺得有挑戰。
 有創意
 小朋友很喜歡自己完成的作品，讓小朋友很有成就感。
 非常用心的設計，孩子完成後很有成就感。
 雖然會怕機器，但還是勇敢的操作。
 有些難度需要協助，但作品完成很小朋友非常有成就感。
「親子瑜珈」課程，家長意見：
 非常好，和孩子更親近許多！
 透過瑜珈可以讓全身肌肉放鬆
 能多舉辦，增強孩子體適能且紓壓。
 我覺得老師有教到重點，親子放鬆。
 可訓練肢體能力，親子可以互動不會很難。
 易入手，有趣，希望有團體課 延續下去的課。
 活動很活潑，小朋友參與度極高。
「音樂夢工坊」課程，家長意見：
 唱跳都很開心
 有動有唱孩子開心樂呼呼
 很有意思帶動唱
 玩得很開心，雖然不會動作，但還是很開心的一直跳

6.其他建議：溪北場有一名家長認為天氣太熱沒有電扇，慢飛孩子坐不住。
溪南場則有一位家長建議活動項目增加電影觀賞、遊樂區遊玩。
柒、 總結
109 年度暑期夏令營溪北、溪南兩場次共 58 人次參與。參與孩童孩童性別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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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居多。此夏令營為融合式團體，故年齡分布廣泛，年齡差在六歲以上。今年新
生參與的比例較去年提升。活動滿意度均達滿意(以上)。參與度依孩子能力不同，
從大部分需協助到可完全獨立操作皆有。
夏令營的舉辦，提供慢飛天使家庭正向、愉快的親子活動體驗，讓孩子們快樂
地參與，而家長從旁協助，陪著孩子成長。透過多元化的活動內容，引發孩子學習
興趣、增強自信並發展人際互動技巧，進而增進家庭親子互動，這也是協會舉辦活
動的最大意義所在。

【活動照片】
★黏土捏捏樂

★音樂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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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美勞 DIY

★親子瑜珈

★開心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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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慢飛生活與職涯體驗訓練營
壹、 活動目的：
一、 增加特殊需求兒童不同生活體驗，學習人際互動技巧，擴大其生活視野。
二、 藉由親子夏令營活動鼓勵特殊需求兒童及家庭走出家門，累積家庭正向愉
悅經驗及喘息舒壓機會。
三、 透過生活技能學習課程，未來能類化至日常生活中，增進其生活獨立性。
四、 特殊需求兒童家庭能藉此建立互助網絡、交流分享教養經驗。
貳、 活動對象：國小三年級至國中身心障礙及資源班學童 12 組親子(不含手足)。
參、 活動地點：羅東國中家政教室。
肆、 活動日期：109 年 1 月 18 日(六)8:20~15:00
伍、 活動內容：

08:20

活動時間：1/18(六)
報到！羅東國中自
10:30
強館集合

08:20~ 說明活動流程、前
08:30
往超市採購

10:30~
12:00

08:30~
09:40

超市採購 練習

12:00~
13:00

09:40~
09:50

超市回程
至羅東國中

13:00~
13:30

09:50~
10:30

大慢飛職涯
體驗教育（一）：
手工皂包裝

13:30~
14:00

活動地點：羅東國中及生活服務的家
大慢飛職涯體驗教育
家政教室集合，就定位
（二）：農事體驗:種菜
慢飛天使的美味廚房
(自製午餐：蕃茄肉醬
生活服務的家
14:00
義大利麵、鮮奶玉米濃
集合
湯)
14:10~
蔬菜講解、
共享美味午餐
14:40
標示牌製作
整理場地(洗、收碗
14:40~
盤、擦桌子、掃地練習
拔草、種菜苗
15:00
等)
啟程往生活服務的家

15:00

賦歸

陸、 活動成果與效益：
一、活動參與人次：辦理一場次，有 10 位慢飛天使及 10 位家長總計 20 人次參與。
二、參與者組成：此次開放小學中年級慢飛天使共同參與，參加者年齡上稍有差距，
分別從 9 歲至 20 歲，其中國小三至六年級有 8 位，高中 1 位，高中畢業 1 位。其
中男生有 7 位，女生有 3 位，以男生居多。
三、活動內容安排及進行方式：
1. 生活營：由家長帶領慢飛天使從採買開始，帶著協會準備的採購清單(見附錄：分
組採購清單)，實際到超市，分工購買午餐需要的食材，並且練習如何找食材、計
算價格、付錢與找錢。買回食材後，繼續學習如何清洗、備料，包含刀具的使用，
最後完成烹煮。
2. 大慢飛職涯體驗教育(一)手工皂包裝：由協會設計手工皂包裝的職業體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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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貼紙、裝袋等，將工作內容結構化，一步步帶領慢飛天使完成。孩子們要學
習辨識貼紙應貼方向，並將貼紙貼於皂塊的正中央，然後再將皂塊以正確方向
放進紗袋並束口，完成包裝。透過分工合作，讓每個孩子皆能發揮自己的潛能
與優勢。
3. 大慢飛職涯體驗教育(二)農事體驗-種菜：協會與「生活服務的家」合作，1 月
18 日先讓慢飛孩子們實際至菜園體驗，從認識蔬菜，到標示牌製作，接著學習
拔草、澆水、將完成厚土發酵的菜田種植菜苗，最後在 3 月 14 日採收栽種的
蔬菜，讓孩子在培養過程中付出努力並感受收穫的喜悅。
四、活動成果：
1. 生活營：為訓練慢飛孩子的生活技能與獨立能力，所以活動設計從訓練基本生
活能力做起，帶著孩子從基本的採買到完成一道簡單的料理，透過生活營中成
功的經驗，讓孩子增加自信心，更有動機與意願繼續學習。而參與活動的家長
亦表示，活動後會繼續生活獨立的持續訓練，在家訓練孩子的生活技能，從做
清潔家事、洗米煮飯、洗菜、倒垃圾、洗碗等做起。家長們也對本次活動可以
帶給孩子的助益抱持正面評價：
(1)到超市購買食材，可以幫助孩子學習到什麼能力：
 認識食材
 計算價格
 練習記帳
 付錢及找錢
(2)烹飪過程中，可以幫助孩子學習到什麼能力：
 如何清洗食材
 注意火、刀及其他工具的用途及危險性
 認識煮飯及烹飪的程序
 烹飪後的清潔及整理工作
2. 大慢飛職涯體驗教育(一)手工皂包裝：藉著手工皂的包裝，體驗工作的重複性，
提升工作耐力。有些孩子們能獨力完成有些仍需要協助，但在指導下大多能耐
心持續完成工作。活動藉著讓孩子貼貼紙、裝袋等，從分工與合作中，發掘孩
子的優勢能力!
3. 大慢飛職涯體驗教育(二)農事體驗-種菜：協會帶著慢飛孩子們實際到農地，
認識平常吃的蔬菜是如何種出來的。活動除了學習農事種植的基本技巧，孩子
們也能藉此體會到農人們的辛勞，更加珍惜食材。在蔬菜長成後，慢飛天使們
親自到農地採收，除了豐碩的收成成果，還有滿滿的成就感！
柒、 總結
大慢飛生活營除了要訓練慢飛天使們生活上的獨立性，家事的熟練度，也同時
提供親子共同參與活動的體驗，藉由讓孩子與家長一同完成料理的過程，增進家庭
親子互動。大慢飛職涯體驗則是希望透過簡單的手工皂包裝及農事體驗，給予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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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家長們一個未來關於職場的初體驗。希望孩子們能透過適當地職前教育訓練，培
養他們就業、自立自主的能力，從被服務者轉變為服務者，對孩子與家庭皆有助益!
《附錄：分組採購清單》
109 暑期生活營 食材分配表
兩人一組採買
1.蕃茄肉醬義大利麵 2.玉米濃湯
訓練與教學內容: 1. 介紹食物分區 分辨食材 2. 學會記帳、結帳、找錢
食材

義大利
細直麵
洋蔥
(500 克/包)

總數量
姓名

1
3

4

5

6

參考
價格
祥
婷
桓
禛
洧
宸
佑
賢
睿

付錢

6包

去皮整顆
絞肉
番茄醬
奶油
蕃茄罐頭
(350 克/盒) (700 克/瓶) (100 克/條)
(400 克/罐)

6顆

6罐

3盒

1瓶

3條

$69/罐

$72/盒

$65/瓶

$50/條

$14
$45/包

/顆

玉米罐頭

鮮奶

(迷你罐)

(1857ml/罐)

6罐

1罐

包

$26/罐

$163/罐

1

1

$65/

2

1

1

1

1

1

1

1

1

2

1

1

1

1

2

1

1

1

總價

三明治
火腿片
(10 片
/包)
2包

1

1

1

1

1

1

找錢

【活動照片】
★生活訓練營：超市採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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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盒
$41/

2

1

雞蛋
(10 顆
/盒)

1

盒

1

1

結帳
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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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訓練營：完成美味的料理

★生活訓練營：開心大合照

★手工皂包裝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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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事體驗：從認識蔬菜到種菜

★農事體驗：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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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外一日遊
壹、 活動目的：
一、 增加特殊需求兒童不同生活體驗，學習人際互動技巧，擴大其生活視野。
二、 藉由活動鼓勵特殊需求兒童及家庭走出家門，累積家庭正向愉悅經驗及喘
息舒壓機會。
三、 特殊需求兒童家庭能藉此建立互助網絡、交流分享教養經驗。
貳、 活動對象：對象以 15 歲以下，曾經過協會面談，且目前有特教身分的學童與其一
陪伴者優先。每戶最多 4 人。
參、 活動地點：花蓮遠雄海洋公園
肆、 活動日期：109 年 7 月 28 日(二)
伍、 活動內容：
時間
6:50~10:00
10:00
10:40~10:45
10:50~11:20

內容
集合！出發！
抵達海洋公園
水晶城堡集合
奇妙海洋慶典

11:40~11:50

午餐

11:50~16:20

自由行動/遊樂設施/水族生
態/逛街購物/美食遊憩/歡
樂表演

16:20~19:30

開心賦歸

地點/說明
相見歡、車程（行程說明）
遠雄海洋公園
水晶城堡
水晶城堡
海洋劇場（若不看海豚表演，可自由
於園區座位區用餐）
自由前往觀賞表演：
11:50 海豚傳說-跳浪奇緣(海洋劇場)
13:15 春日花漾大遊行(歡樂大街)
14:10 海獅小學堂(探險島/海獅劇場)
返回甜蜜的家囉～

捌、 活動成果與效益：成果統計以家庭為單位發問卷，109 年度縣外親子一日遊共 25
家庭一同出遊。
一、 活動問卷統計分析：
(一) 參與活動者資料：25 家庭參與出席。當年度接受協會服務慢飛天使家
庭皆可報名，同時，協會亦保留部分座位予行動不便的慢飛天使家庭。
每家以 4 人為原則，1 名慢飛天使及 1 名照顧家長活動相關開支由協
會支應，手足及第 2 名以上家長需自行負擔遊覽車租賃、餐點、保險、
門票等部分費用。
參與人員共 44 位慢飛天使及其手足(約 52%)及 36 位家長(約 43%)參
與。另外，2 位工作人員(約 3%)同行外，並邀請 2 位志工(約 2%)協助
需坐輪椅或推車慢飛天使上下車及參觀，共計 82 人參與一日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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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人員身份
工作人員,
2, 3%

得知活動訊息來源

志工, 2, 2%
慢飛
天使
家長,
36,
43%

慢飛天
使及其
手足,
44, 52%

其他家長/
好友/學校,
4, 16%

協會宣導,
21, 84%

(二) 家長得知活動訊息來源：約 84%(21 人次)家長得知本次活動訊息來源
為協會宣導，其中包含協會 line 群組、臉書、部落格及主動聯繫等管
道，約 16%(4 人次)透過其他安安家長或好友轉達訊息而得知。
(三) 慢飛天使手足是否一起參與本次活動：109 年度縣外一日遊活動，參與
25 家庭中慢飛天使多數為獨生子女(5 家庭，約 20%)，所以無手足可共
同參與活動。另外有 15 個家庭有慢飛天使之手足共同參與(約 60%)，
另一部份手足則因有其他安排，無法一同參與(5 家庭，約 20%)。
(四) 活動時間安排滿意度：因協會慢飛天使狀況特殊，為避免活動地點人潮
過多，使慢飛天使躁動或無法慢慢摸索參觀，故安排一日遊時間為非假
日(週二)，出遊人數相對較少，能讓協會特殊需求孩子減少受他人影響
也影響他人機率。家長對於協會此時間安排多為非常滿意(19 家庭，約
60%)，其次為滿意(8 家庭，約 32%)，另有 1 家庭回覆普通(4 約%)，1
家庭回覆不滿意但未說明原因(約 4%)。
慢飛天使手足是否有一起參與
活動
沒有，獨生子
女, 5, 20%

有, 15,
60%

有手足，但
沒有一同參
與, 5, 20%

活動時間安排滿意度
普通, 1, 4% 不滿意, 1, 4%

滿意,
8, 32%

非常滿
意, 15,
60%

(五) 參觀地點及整體行程滿意度：
109 年度縣外一日遊地點為花蓮遠雄海洋公園，對此非常滿意者有 17
家庭(約 68%)、滿意者有 7 家庭(約 28%)，僅有一家庭表示普通(約 4%)。
對於整體行程安排非常滿意者有 16 家庭(約 64%)、滿意者 9 家庭(約
36%)，可見對於 109 年度縣外一日遊的參觀地點及活動行程安排，參
與的家庭都非常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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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雄海洋公園滿意度

活動行程滿意度

普通, 1, 4%
滿意,
9, 36%

滿意, 7,
28%

非常滿意,
16, 64%

非常滿意,
17, 68%

(六) 孩子對一日遊活動喜歡程度：家長認為孩子對於縣外一日遊喜歡程度，
慢飛天使部分，21 人次慢飛天使非常喜歡（約 84%）
、3 人次慢飛天使
喜歡(約 12%)，僅 1 人次慢飛天使表示普通(約 4%)。手足部分，有 10
家庭的慢飛天使為獨生子女或手足未參與。有參與手足中，有 11 人次
非常喜歡(約 73%)、4 人次喜歡(約 27%)。可見 109 年度縣外一日遊的
活動安排，慢飛天使及手足都相當喜歡。

孩子對於縣外一日遊活動喜歡程度
30
25

1
3

20

10

15

4

21

10

11

5
0

慢飛天使
非常喜歡

喜歡

手足
普通

獨生子女或手足未一同參與

(七) 家長是否經常有機會與孩子共同參與活動機會：
大多數活動家長同意自己經常有與孩子共同參與活動機會。11 人次非
常同意(約 44%)、10 人次同意(約 40%)、4 人次家長認為普通(約 16%)。
可見願意參與協會辦理親子活動的家長，大多屬於願意花時間陪伴孩
子的家長。
(八) 慢飛天使與手足是否經常有機會共同參與活動：
4 人次(約 16%)慢飛天使為獨生子女，另外一半慢飛天使與手足共同參
與活動機會非常頻繁者有 5 人次(約 20%)、常常 9 人次(約 36%)、偶爾
4 人次(約 16%)、很少有 3 人次(約 12%)。協會希望能透過辦理一日遊
的活動，不只讓親子能共同出遊，也希望能增加慢飛天使與手足之間互
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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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飛天使與手足共同參與活
動機會

家長與孩子共同參與活動機會
普通,
4, 16%

很少有,
3, 12%

非常同意,
11, 44%

獨生子女,
4, 16%

偶爾,
4, 16%
非常頻繁,
5, 20%

同意,
10, 40%
常常, 9, 36%

(九) 家長願意帶孩子參與親子一日遊活動動機：家長帶孩子參與親子一日
遊動機最高為豐富暑期生活(20 人次，約 24%)，其次依序為拓展生活
視野及增加親子互動(各 15 人次，約 18%)，增加孩子與小朋友互動機
會(12 人次，約 14%)、與其他家長交流(8 人次，約 10%)、喘息舒壓(5
人次，約 6%)、學習新知以及讓手足有互動機會(各 4 人次，約 5%)。

參與親子一日遊動機
25
20

20
15

15

15

12
8

10
5

4

5

4

0

(十) 參與縣外一日遊收穫與感想：
家長回饋參與縣外一日遊的收穫及感想中，最多的是覺得參與此活動
可以增加親子及不同家庭間的互動，孩子也學到參與活動要遵循的規
則等：
 讓家長很安心的活動，家長內互相協助，孩子玩得盡興，謝謝協會
安排此活動。
 學習討論行程要妥協，還有團體活動，不要自我為中心。
 跟其他家庭的孩子表決要看表演還是玩遊樂設施，他們一致通過玩
水和遊樂設施，可以看見他和其他小朋友的互動。
 小朋友很開心，而且可以學習排隊、跟手足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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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得好開心，感覺好像玩不夠，一日遊很多活動都讓他自己來，覺
得好像長大很多。
 很少帶孩子到遊樂園的場所玩，從孩子身高去感覺到孩子成長(從
不能玩到家長陪同到能自己玩)，孩子也可以從中學到排隊的禮儀，
也玩得很瘋很開心，非常感謝協會安排的活動，也辛苦工作人員們。
 和其他小朋友互動，發展人際關係，非常棒。
 弟弟與爸爸一起參與活動，增加親子間與兄弟間的互動&感情。
 各自家庭自由活動沒甚麼時間可互動有點可惜，能從表演中了解不
能亂丟垃圾相信孩子們都會懂。
玖、 總結
109 年度縣外一日遊活動共有 25 個家庭參與活動，另有 2 名工作人員及 2 名
志工協助活動進行，總計共 82 人。參與慢飛有兩成為獨生子女，有手足的慢飛天
使中且有一同參與和動的有六成。活動滿意度均達滿意(以上)。離開宜蘭縣的旅遊
對很多慢飛天使家庭是很難得的經驗，因為交通不易，孩子多需要照顧，外出負擔
大，協會安排志工一對一協助乘坐輪椅的孩子，讓家長們得到喘息，安心享受一天
的休閒旅遊。許多家長均反映每年度的縣外一日遊遊是慢飛天使家庭的期待。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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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末家庭聯歡便餐會
壹、 活動目的：
一、 藉由聯歡活動，讓特殊需求兒童家庭能有相互認識，建立互助網絡機會。
二、 提供場域讓慢飛天使孩子及手足能有上台表演機會，無論是唱歌、跳舞或
其他才藝，鼓勵孩子勇於表現並培養其信心。
三、 透過本活動，讓無法參與週末藝能療育、寒暑期親子活動及家長講座與團
體的家庭能有走出家戶的機會，使協會能有機會遇到這些家長與孩子，並
藉由面對面交流，瞭解協會是否能提供其他服務。
貳、 活動對象：經過開案面談所有安安協會服務中或已結案家庭。
參、 活動地點：南豪社區發展協會。
肆、 活動日期：109 年 12 月 8 日(六)16:30~19:30。
伍、 活動內容：
時間
16:30~
16:30~17:30
17:30~18:00
18:00~18:45
18:45~19:00

活動
報到
慢飛 KTV/
才藝表演
便餐會用餐
慢飛 KTV/
才藝表演
慶生會

19:00~19:10 自由舞蹈派對
19:10~19:30 整理環境、返家

備註
感恩分享會照片放映、報到簽名、填寫點歌單
慢飛孩子及手足自由決定是否上台演出，願意上台演出
者可至服務台登記，演出後獲得獎品一份
由各家庭準備一道便餐，全體參與者一同用餐
慢飛孩子及手足自由決定是否上台演出，願意上台演出
者可至服務台登記，演出後獲得獎品一份
由協會準備生日蛋糕，與所有孩子一同慶生，分食蛋糕
播放音樂讓孩子及家長自由跳舞，並頒發跳舞獎項給所
有孩子
請家長一同協助整理環境

陸、 活動成果與效益：
共辦理 1 場次，共 63 人次參與。上台演出的孩子領到禮物都很興奮，下場即立刻
拆禮物。今年度協會有與玩具銀行申請一批玩具，也有家長準備禮品，故小朋友禮物
皆很豐盛。也有孩子因為想要禮物，雖然害羞但仍決定上台演出。便餐部分，請家長
多準備主食與配菜，家長皆表示吃的非常飽足，大部分餐點皆滿滿一大盤來、空盤回
家，家長皆很開心。少部分家長準備大量主食的，也分享給其他家長們帶回家享用。
切蛋糕時孩子都非常期待，但仍能遵守規則排隊，且大部分皆可依要求自行準備環保
餐具，不使用一次性免洗餐具，減少垃圾。
柒、 總結：
每年的聯歡便餐會是小朋友展現自我，唱唱跳跳開心表演的場域。看到孩子開心
的模樣，家長也寬心。聯歡便餐會立意為了慢飛家庭的互相熟識，家人和手足一起融
入參與活動。今年的菜色相當多元，餐後又有蛋糕，大人小孩皆飽餐一頓。現場歡樂
融洽!期待明年再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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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載歌載舞、盡情歡唱

★享受美食、快樂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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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球長期訓練營

壹、 訓練目的：希望協助大慢飛朋友建立終身的運動習慣，培養良好體適能。對於
中重度身心障礙孩子而言，因限於學習能力與情緒行為，不容易建立終身的運
動習慣。桌球運動的特性: 動作可易可難，2~4 人對打，互動簡單，家人易於
陪伴從事，可於室內進行，風雨無阻，是一種適合中重度身障人士從事的運動。
貳、 訓練對象：國小三年級至高中二年級，智能障礙、聽覺障礙、肢體障礙、自閉
症(中度以上)之慢飛天使 10~12 人，不含手足，家長需協助訓練。需備身障證
明。需曾參與安安直排輪兩期，且平均出席率超達 80％。
參、 訓練地點：羅東鎮公正國小桌球教室。
肆、 訓練期間：109 年 2 月至 6 月、9 月至 12 月，每週五 16:45~17:45。
伍、 訓練方式：每月由教練指導 2 次，其餘由家長自行訓練及志工教練協助訓練。
陸、 訓練成果與效益：成果統計以慢飛天使為單位發問卷，由家長填寫。109 年度
共 11 名慢飛天使參與長期訓練，回收問卷共 11 份，問卷回收率 100%。
一、 活動場次與出席率：109 年度共辦 31 場次，共 614 人次參與。
二、 問卷統計分析：
(一) 基礎資料：109 年度參與桌球長期訓練營活動慢飛天使共 11 名，皆為
男性。本活動為混合式團體，年齡從 8 歲至 20 歲不等，以 12 歲以下
國小階段者居多共有 6 人（約 55%)，其餘國中階段及高中階段各有 2
人(各約 18%)，19 歲以上有 1 名（約 9%)。

年齡

性別
女
0%

8
6
6

4
2
男
100%

2

2

1

0
12歲以下

13-15歲

16-18歲

19歲以上

(二) 滿意度調查：
1.訓練時間及場地安排滿意度：109 年桌球長期訓練營活動時間安排於
學期間每週五下午 4 點 45 分至 5 點 45 分於羅東鎮公正國小桌球教室
進行。為避免影響孩子在校學習狀況，故將桌球長期訓練營安排於週
五下課後，也方便家長接送孩子。六成以上的家長大多覺得滿意或非
常滿意此時間安排(7 人，約 64%)，另有 2 位覺得普通(約 18%)，2 位
覺得不滿意(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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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訓練時間感到普通或不滿意的家長回饋：
 易因孩子放學晚而遲到。
 我們家有點趕，看有沒有辦法晚個 5-10 分鐘。
 因 17:30 下班需請假陪訓練，且 1 小時課程還不夠暖身就已經要
準備下課了。
活動場地是國小桌球教室，一則方便家長停車，二則場地原本即為桌
球運動使用場地，相關設施具備，且雖在二樓，但本期無肢體障礙孩
子，因此家長對於場地滿意度皆認為適合或非常適合慢飛孩子。

訓練課程時間滿意度
不滿意,
2, 18%
普通, 2,
18%

非常滿意,
4, 37%

活動場地是否適合

適合, 6,
55%

非常適合,
5, 45%

滿意, 3,
27%

2.慢飛孩子對於桌球長期訓練營喜好變化：在剛開始參與桌球長期訓練
營時，家長普遍認為孩子對於桌球喜好程度落在「普通，不排斥練習」
區間(9 人，約 82%)，有 1 位孩子則是一開始非常不喜歡 (約 9%，家
長反映孩子恰逢低潮期)。經過一年的練習，孩子對桌球的喜好有大
幅成長，落在「喜歡，能配合練習」區間(6 人，約 55%)及「非常喜
歡，會主動要求練習」(2 人，約 18%)，另有 3 人(約 27%)依舊落在
「普通，不排斥練習」區間。家長回饋中可看出孩子在喜好程度的變
化，與信心、成就感的提升及教練和家長的陪伴練習有關：
 熟練之後建立了自信心，願意繼續練習。
 打得到球後覺得很好玩，建立了自信心。
 可以接到球，有了小小的成就感。
 教練的鼓勵和自我技巧的提升讓他越來越有成就感。
 喜歡運動，慢慢對桌球感興趣。
 可以看很多人在打球 自己也身在其中。
 剛開始不太想打球，只想撿球，後來可以打球 但是能去撿球就去
撿球，後來會幫忙掛和收吊在燈架上的自主練習的球。
 回家會和家人談論桌球的技巧及自己進步的地方，看到此運動增
加孩子的自信心，也會期待有機會參加比賽，想要獲勝的預定目
標，提升孩子進步的動力。
 從打不到球到現在可以對打，尤其喜歡跟教練或是其他爸爸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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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因為他們會打技術球且球速快，會打的更高興，也會期待跟
他們對打。
此外，協會推測經過長期訓練後，孩子開始對於桌球運動產
生興趣，或因為外出參與桌球相關比賽獲得佳績，更加有自信，
因此對於桌球訓練興趣大幅提昇。
剛開始參與時，孩子喜歡程度

經訓練後，孩子喜歡程度

喜歡，能配合練習
1, 9%

非常不喜歡
1, 9%

普通，不排斥練習
3, 27%

普通，
不排斥
練習
9, 82%

非常喜歡，會主動
要求練習
2, 18%

喜歡，能配合練習
6, 55%

3.訓練過程中，孩子參與程度：
訓練過程中，孩子的參與程度
家長認為在訓練過程中，孩子
完全獨立完成,
參與程度落在可完全獨力完成 大部分需要協助,
2, 18%
2, 18%
者 2 人(約 18%)，其次依序為
極少部分需要協助有 4 人(約
37%)，一半需要協助的孩子有
一半需要協助,
極少部分需要協助,
3 人(約 27%)，及大部分需要協
3, 27%
4, 37%
助孩子 2 人(約 18%)。因本訓
練為融合式團體活動，所以孩
子的年齡、障礙程度及能力皆
有所差異。
4.參加桌球訓練營的幫助（可複
參加訓練營的幫助
選）
：參加長期訓練營後，家長
11
12 10
9
全數認為對於增進孩子專助力
10
8
8
8
8
6
有所幫助(11 人)，其次依序為
6
建立團體常規(10 人)、增進擊
4
1 1
2
球技巧(9 人)、提升耐力、增進
0
體能和增進親子互動(各 8 人)
及增進家庭凝聚力(6 人)，建
立終身運動的基礎和增進手眼
協調(各 1 人)。可見參與桌球
長期訓練後，家長對於孩子的
專注力、體能及耐力等方面提升相當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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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訓練過程中觀察到慢飛孩子優勢及弱勢能力為何？
(1)家長回饋孩子優勢能力可分為情緒、手眼協調或技巧進步等方面：
 個性純真，易與人和平相處
 能很快的學習新的技巧
 情緒穩定，練習的配合度高
 只要動作標準，打出的球就很好
 接球可雙腳移動，殺球打得很快，對手不易接球
 克苦耐勞能持續打半天
 桌球球感不錯
(2)弱勢能力部分，有肢體協調弱、體力無法配合、耐性及專注力不
足：
 動作協調度及挫折忍受度
 身體動作無法協調，專注力不足，無競賽概念
 沒耐心，常常練到一半就說好累喔
 弱視影響反應速度
 專注力差 理解力不好
 專注力明顯不足，打球時肚子會一直靠在桌子
 基礎、穩定性不足，殺球快也常球亂飛或打網
 基本動作練習不足
 因程度已到對打階段，無法跟新進學員一起訓練，球沒有對打回
來幾次後會落跑
6.經過持續練習，孩子是否有改變與
經過訓練後，孩子進步程度
進步的地方：經過長期訓練，所有
家長皆認為慢飛孩子有進步，有 2
有很大的進
人感到很大的進步(約所 20%)，有
步, 2, 18%
有一點點進
5 人有一部份進步(約 46%)及有 4
步, 4, 36%
人有一點點進步(約 36%)。進步及
有一部分進步,
改變部分，家長回饋有團體互動、
5, 46%
忍受力及桌球程度提升等等面向：
 挫折忍受度有稍微提升一點。
 能聽從教練指示練習。
 對社團活動有責任感，能陪不同程度的孩子練球。
 願意一起互相幫忙且提升耐力及專注力。
 忍受度有提升；在家裡被要求做桌球板上訓練也不像以前會排斥，
會數到 100 下才會自己停下來休息，自主性有進步。
 比較會看球，願意跟其他人對打。
 建立了常規，提升專注力。
 能來回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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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家長陪伴孩子共同參與桌球長期訓練營感想與心得：因協會要求家長
需共同陪伴參與桌球長期訓練營活動，故家長在參與課程時，更能看
到教練、工作人員的付出及孩子的進步。
 非常適合親子的一項運動。
 堅持就會看到成果。
 和孩子一起打桌球增進親子互動， 並增進體能。
 放下急於求成的心，看著孩子在累積了一段時間的能量後，無預
警的突破瓶頸，真的是件很開心的事。
 我覺得媽媽們都很認真教孩子或撿球，妙香老師也很會教打球。
 爸爸主動提出要參與孩子的桌球課，孩子也會覺得爸爸很厲害，
以後要跟爸爸一樣。
 感謝安安協會幫助及各位小朋友們的家長們的協助，讓孩子們在
一個愛及安全的環境下學習與成長，很開心能夠認識你們，讓這
孩子的人生道路多了色彩，謝謝你們。
 看到他慢慢進步受到大家的肯定，很高興會說教練說我打的很棒，
下次還要來，無形中增加孩子的信心，也打破了我之前的疑惑（我
們的孩子可以打桌球嗎？）
8.家長覺得桌球運動特色、能否作為終生或家庭運動原因：參與桌球長
期訓練營家長普遍皆認為桌球可訓練孩子專注力、手眼協調等能力，
且 2 人即可對打，基本技巧亦不難，且為室內運動不受天氣、場地
限制，適合作為終身或家庭運動。據參與家長平時回饋，有長期訓練
的孩子在寒暑假或連假無桌球訓練課程時，主動向家長要求想練習
桌球，可見此訓練已讓慢飛孩子產生興趣，成為慢飛孩子終身運動
可能性高。
 室內活動不受氣候影響，也沒有年齡限制。
 專注力、合作。規則簡單，夠規律。
 是一門增加親子互動的休閒活動，除了增加肌耐力、體力，也讓
我們身心都放鬆，是非常適合終身的家庭運動，在家裡隨時都可
以玩，就算沒有球拍也可以玩。
 增進專注力及手眼協調， 可以作為終身的運動和家庭運動，因
為人人都可上手， 而且不受天氣影響。
 不受天氣限制，技術夠的話，一般餐桌也能打！體力的要求不高，
很適合當成終身的家庭運動。
 是需要互動的運動，增加與人群接觸的機會；可當終身及家庭運
動，不需要多大的體力可以打到老，也會增加家庭的凝聚力，放
假不知道要做什麼時可打桌球，減少使用 3C 的時間。
 訓練反射動作較不易厭倦 下雨無聊也可隨處打球無論是自己
打或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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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家長認為桌球長期訓練營活動還可以再調整部分：家長對於桌球長期
訓練營的建議面向包含教練指導、練習時間及上課方式等等。
 練球的桌位安排順序。
 請專業教練。
 人數上算是滿多的，一直都有在調整上課方式，讓每個小孩都能
打到球。
 可以再增加練習的時間。
10.家長其他建議：
 辦個會內賽，建立成果資料。
 對已可對打的小朋友有進一步的專業教練技術訓練。
柒、 總結：
桌球長期訓練營自 107 年 4 月開始，至今 109 年底已持續近兩年，參加者多為
舊生。每周一次的持續訓練，讓我們看到孩子們的進步。從不會握拍、打不到球到
能接教練的發球，對打幾球，雖然反應和移動步伐對孩子是比較困難的挑戰，但是
能做到基本的注視球並擊球，對慢飛天使已是很大的進步了。這是家長自主練習的
團體，大家有時易子而教，互相幫忙，互相激勵，成為生活上的好朋友，收獲遠超
過桌球技術。

【活動照片】
★家長和教練一起陪孩子們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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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自我之演出
公開對外表演、慢飛天使作品展示

壹、 活動目的：
一、 增加慢飛天使上台公開演出及向外參與比賽機會，增加信心並獲得展示自
己經驗。
二、 透過對外活動，也讓大眾有機會看見慢飛孩子的努力。
貳、 活動對象：參加本協會活動之身心障礙學童與其陪伴者。
參、 活動日期及地點：
1.對外表演：109 年 1 月 8 日，中美矽晶尾牙表演。
109 年 10 月 31 日，淑麗主播公益桌曆簽名會。
109 年 12 月 31 日，礁溪寒沐酒店跨年表演。
2.作品成果展現：109 年 11 月 18 日、11 月 21 日，蘭陽博物館光雕秀。
肆、 活動內容：
1.對外表演：元氣太鼓隊的鼓曲演出
2.作品成果展現：利用光雕投影，將捏捏樂歷年來的十幅集體創作，投射至蘭陽
博物館外牆展示。
伍、 活動成果與效益：
元氣太鼓隊對外表演共參與 3 場次，分別是中美矽晶尾牙表演、淑麗主播公
益桌曆簽名會及礁溪寒沐酒店跨年表演，共 54 人次參與。孩子們在演出前專心
排練，待上場後，表現得開心、享受，而且演出效果甚至優於平時排練，很明顯
地能感受到孩子們公開演出的積極與重視。
作品成果展現：利用光雕投影，讓蘭陽博物館外牆瞬間變為一張大畫布，
以眩麗的方式將捏捏樂的歷年集體創作作品展現在大眾面前，讓社會大眾能欣
賞到慢飛天使們獨具想像力與創造力的另一面。
陸、 總結：
公開演出讓慢飛孩子們能開心地展現自我，增加信心，這是協會期待能帶領家長
跟孩子走出去的機會。在這些活動中，我們看到了孩子們潛力的發揮，和認真努力的
成果。希望藉由這些公開演出的機會，除了展現慢飛天使們練習的成果，也能更進一
步激發他們學習的動力，獲得自信與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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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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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博物館大型光雕秀，展示捏捏樂歷年集體創作作品。

《捏捏樂集體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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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馨小語親職增能講座

壹、 前言：
社團法人宜蘭縣安安慢飛天使家庭關懷協會，成立宗旨為推展、關懷發展遲緩
與身心障礙等特殊需求兒童及其家庭之福利服務。近年持續辦理直排輪、太鼓、打
擊樂、捏捏樂等週末免費親子活動及家長成長活動，提供慢飛天使家庭親子走出家
門、喘息舒壓機會。
父母養育特殊兒童所承受較多的客觀現實壓力，包括孩子托育、就學困難，親
師溝通，就學轉銜，身心適應問題，部分兒童需要運用輔具以及特定的療育資源，
孩子漸長將面臨學校適應，行為情緒管理，人際互動、兩性、職前準備，就業及年
老的安置等需要，孩子成長的不同階段有著不同的需要，這些皆是父母要面對的挑
戰（萬育維、王文娟譯，2002）
。此外孩子各種發展上的限制，都可能使得父母感到
失落與悲傷（張英熙，2002；Taub， 2006）
，引發各樣情緒，造成主觀的心理上壓
力及調適的難題。
有鑒於此，協會於 103 年開始辦理家長團體，至 109 年共辦理 101 場次團體，
約 1197 人次參與。透過團體分享，家長能交流教養經驗與資源，建立家庭可近性、
即時性之支持網絡；也藉由專家專題分享，使成員獲得心理支持、充足資訊，協助
並陪伴其面對生活、教養過程中的各種挑戰，讓家長能獲得壓力紓解、喘息之機會。
由家長的回饋，讓我們更確信親職教育與家長支持團體存在的必要性，協會亦
希望持續為家長注入「社會支持」的元素，陪伴慢飛天使家長走這一段不簡單的路。
貳、 活動目的：
一、 提供解決教養/就學問題的策略及支持。
二、 特殊需求兒童教養/就學經驗分享與交流。
三、 家長情緒支持及壓力紓解。
四、 建立家庭資源網絡。
參、 指導單位：宜蘭縣政府。
肆、 活動對象：慢飛天使(特殊需求)兒童家長。
伍、 活動地點：協會會址。
陸、 活動時間：109 年 3 月至 11 月， 週二或週四 9:30~11:30
柒、 活動內容：
場次

月份

1

3/5(四)

2

3/10(二)

3

3/24(二)

講座主題
愛孩子，新方法~抓住重點輕鬆教養!
和孩子一同長大~談兒少心理情緒發展與親子間的溝
通合作關係
家長如何參與 IEP~哪些資源可以幫助孩子融入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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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
吉靜嫻 老師
陳榮偉 心理師
李昭儀 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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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7(二)

如何不讓孩子被 3C 綁架？！談 3C 時代的親子教養

5

4/21(二)

6

5/5(二)

特殊兒童家庭的財務規劃

王宜忠 主任

7

5/19(二)

特殊生就讀高中職應培養的基礎能力與職涯進路

邱欣慧 老師

8

9/8(二)

我依然需要被關注：聆聽特殊孩子手足的內心

王意中 心理師

9

9/22(二)

嚴選孩子的教育轉銜

李昭儀 治療師

10

10/6(二)

宜蘭縣學齡前至國中階段特殊需求學生的鑑定安置

陳嘉慧 老師

11

10/27(二)

分享孩子在團體中成長學習的經驗~以荒野協會為例

專業人員

12

11/17(二)

如何引導與培養孩子在繪畫、音樂的優勢能力

協會家長分享

身心障礙孩子的兩性平等教育~日常生活的自我保護
及生理衛生處理

王意中 心理師
周春芬 老師

捌、 活動成果與效益：
一、活動場次/參與人次：
自 109 年 3 月至 11 月，共舉辦 12 場次，共 141 人次參與，平均每場次約 12 人
參與。參與者以媽媽為主，為特殊需求兒童的主要照顧者。
二、建立親職教育及支持網絡：
每位特殊需求兒童家庭狀況都不同，特殊兒年齡及需求也不同，但在不同中可
歸納出共通性，因此協會將家長共通性會需要或想要了解的事情，以開設講座方式，
讓家長可以一同學習。如就學相關、親職教養相關、情緒管理相關等等課程，讓家
長可以依照不同的狀況，選擇需要的課程聽講，並在課程中認識其他家長，建立支
持網絡。
三、會前互相認識與會後分享交流:
安排演講前 30 分鐘的孩子介紹，了解家長的共同經歷，彼此能互相支持同理；
會後的分享交流，建立家長聯繫網絡。
四、團體主題與家長學習
(一)愛孩子，新方法~抓住重點輕鬆教養!
做為孩子的父母，你想教出怎樣的孩子？從家長自我覺察開始，談到如何
陪伴孩子一起思考如何解決問題，陪伴孩子學會面對、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與困難。
(二)和孩子一同長大~談兒少心理情緒發展與親子間的溝通合作關係
從家長與孩子不同的角度來審視親子關係的建立，透過適當的教養策略，
讓孩子看見自己的價值，並建立正向的親子關係，陪伴孩子一同長大。
(三)家長如何參與 IEP~哪些資源可以幫助孩子融入與學習
何謂 IEP(個別化教育計畫)？為什麼我們的孩子需要接受 IEP？在 IEP 會
議中，家長、教師分別扮演何種角色？家長可以在 IEP 會議中提出那些要
求來協助孩子適應學校生活？除了講師講解外，也開放曾經歷過 IEP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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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長提出相關經驗讓新手家長了解。
(四)如何不讓孩子被 3C 綁架？！談 3C 時代的親子教養
手機、電腦、平板，在 3C 時代中人們生活中重要數位工具，在 3C 產品爆
炸的時代,我們如何幫助孩子不被 3C 綁架,在和孩子訂定規則時,有幾個需
要掌握的原則,在想要及需要這個界線的拿捏.無論是一般生或是特殊生，
家長無可避免會遇到的問題就是該不該給，如何給，怎麼控制孩子使用網
路及工具時間，是否需瞭解其使用內容等….透過講師的策略方式讓家長
們更了解如何劃定界線。
(五)身心障礙孩子的兩性平等教育~日常生活的自我保護及生理衛生處理
透過老師多年教導特殊學生經驗累積的精彩內容演說及演練，讓家長知道
如何教導孩子自我保護及生理衛生處理。孩子心智成熟度可能不太會辨別
適當身體碰觸及距離，當外出面對不特定多數人，讓孩子學會自我保護，
減少潛藏的危機。而適當的生理衛生處理，符合社會情境、避免社會異樣
眼光，也能為孩子未來外出就業增加競爭力。
(六)特殊兒童家庭的財務規劃
家裡有特殊兒童的家長都會擔心之後孩子長大的生活該如何過,家長的財
產該如何信託或是如何規劃才能讓家長們不擔心身後特殊兒童以後的生
活.透過講師的分享理財觀念，一起探討對於家有特殊兒的家長們，該怎樣
理財才能達到想要的效益。
(七)特殊生就讀高中職應培養的基礎能力與職涯進路
特殊生在進入高中職前,家長們應該在家裡將一些基本的能力先培養起來,
因為家裡是最好的學習及練習的場所,盡一切的可能放手讓孩子學習,機
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不要怕孩子跌倒.進入職場前,學校都會有一連串的
職涯訓練及實習,幫助特殊生能更容易接軌。
(八)我依然需要被關注：聆聽特殊孩子手足的內心
家有特殊兒的家長,常常花了許多的心力在幫助特殊兒,希望他能成長,就
算一點點也十分欣慰,但常常忘了特殊兒的手足,那個一般兒他也是需要
被關懷需要被了解需要被照顧的,透過講師的演講,讓家長了解一般生孩
子的心理想法,他也還是個孩子,他的所有能力都非理所當然的.提醒特殊
兒的家長,一般生的孩子也是需要您的關懷與了解。
(九)嚴選孩子的教育轉銜
這是家長團體每半年就會安排的主題，在孩子就學後，IEP 會議與階段轉
銜是慢飛天使的家長均會面臨的歷程。在 IEP 會議前家長應先瞭解孩子的
需求、做好事前準備才能幫助孩子爭取相關權益。而同樣在幼兒園轉銜小
學、小學轉銜國中，家長需要先了解轉銜流程與時程、認識孩子的能力與
需求，協助孩子找到合適的學校/班級就讀，讓孩子能融入適應、快樂學習。
除了講師講解外,亦開放家長們互相分享,讓剛入學的新手家長能有方向。
(十)宜蘭縣學齡前至國中階段特殊需求學生的鑑定安置
何謂特殊教育鑑定？為什麼要進行特殊教育鑑定？何為特殊教育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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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班別有哪些分類？鑑定之前，家長需要準備哪些資料？鑑定資料的受
理期間為何時？若有教育階段轉銜，鑑定及安置應準備的資料及受理期程
有何特別規定？也提醒家長們,並不是申請就有身份,是否要讓孩子有這
個身份是家長的決定,但有身份就有資源,可以幫助孩子在進入社會前能
提升自己的能力,更適應社會環境.透過講師的解說讓我們更清楚在宜蘭
特殊生鑑定的機制。
(十一)分享孩子在團體中成長學習的經驗~以荒野協會為例
在活動中製造機會讓孩子成長,父母的角色在陪伴和放手.在荒野的團體
中,讓孩子能喜歡自己、欣賞別人、尊重生命、愛護環境,在這樣的學習中,
讓孩子了解在團體裡的合作及溝通.透過騎單車環島的讓孩子更了解自己,
在面對問題時該如何處理,在團體活動中又該如何自制自己的情緒及不耐
都是對孩子很好的成長機會。
(十二)如何引導與培養孩子在繪畫、音樂的優勢能力
透過慢飛天使家長的親身經歷分享，讓大家思考與了解孩子在繪畫與音樂
方面的優勢能力應該如何去引導與培養，激發孩子的興趣，幫助他們克服
練習過程中遇到的困境。
五、滿意度調查
課程內容滿意度：包含課程內容滿意度、講師授課滿意度及相關行政滿意度，
問券調查結果顯示，這三項滿意度在「滿意」及「非常滿意」的比例均達到 97%以
上，僅 3%以下表示普通，可見絕大多數的家長對於協會安排的講座內容均感到喜歡。

課程內容滿意度
滿意
10%

講師授課滿意度
滿意
10%

普通, 3%

普通, 1%

非常滿意
87%

非常滿意
89%

相關行政滿意度
滿意
12%

普通, 1%

非常滿意
87%

玖、結語：
家長透過講座，能學習專業知識，能獲取特殊兒就學相關常識，能與其他家長
交流增廣見識，也能與有相似處境的家長相互交流做為情緒抒發，被理解與支持。
透過講座，更能增進家長教養特殊兒的信心及能力，有勇氣面對未來每一天不同的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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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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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情緒支持團體

壹、前言：
安安慢飛天使關懷協會致力於關懷特殊需求兒童(發展遲緩與身心障礙)及其家
庭。我們的信念：
「天下的孩子都是該被疼愛的、疲憊的爸媽是需要互相打氣
的！」
。在安安長期服務特殊家庭過程中，我們發現特殊孩子要能穩步成長，最重
要的資源就是孩子的家長，而這些家庭照顧者是否維持身心健康、情緒穩定，是特
殊孩子能否被妥善照顧與成長的關鍵因素。
因此，安安希望能結合社會資源共同來協助慢飛天使及其家庭照顧者，提供這
些在身心疲憊與親職教養上有需求的家長親職支持成長團體。
在特殊需求家庭中，常要為特殊孩子的療育奔波，需要花費更高的精力、體能
與時間在照顧與教養上，常使生活失去平衡，而特殊兒的行為與情緒障礙，常衝擊
家庭氣氛、家庭凝聚力、親子互動、親職效能、夫妻關係、手足關係…等，這些關
係的緊張常造成特殊兒家庭照顧者的龐大心理壓力，並感受到孤立無援的心理痛苦，
比一般家庭照顧者有更高比率罹患憂鬱症。
安安服務的慢飛家庭中，有許多家長陷於龐大身心壓力與特殊兒教養的困難中，
情緒顯得易脆、易怒，並進而影響孩子的身心照顧情形。這些家庭照顧者會需要家
長支持性團體，以協助這些家庭照顧者，能夠梳理內在的情緒、釐清卡住親子關係
與夫妻關係中的癥結、獲得心理支持、從團體中感到普同感，降低孤獨無助感。
特殊兒家長常感到社會孤立、不被理解，而特殊兒的家長支持團體即是提供有
類似經驗的家長們，能彼此交流經驗與相互學習的機會，在專業心理師的帶領下，
提升團體成員彼此真誠開放與相互接納的氛圍，協助家長們傾聽、分享與回饋。讓
特殊兒家長們的情緒被同理與支持，從豐富的同質性家長互動中感到歸屬感，減少
社會孤離與身心壓力，並從特殊兒家長們的相互經驗分享中增進教養知能。
貳、活動目的：
一、 提供特殊需求兒童家長自我覺知方法。
二、 提供特殊需求兒童家長情緒管理策略。
三、 家長情緒支持及壓力紓解。
四、 家長經驗分享增進教養知能。
參、活動對象：慢飛天使(特殊需求)兒童家長。
肆、活動地點：協會會址。
伍、活動日期：109 年 3 月 19 日至 4 月 30 日， 10 月 8 日至 11 月 19 日，共 12 週，
週四 9:00~11:00
陸、活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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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日期
1
2020.03.19

課程名稱
父母加油

2
3
4
5
6
場次

2020.03.26
2020.04.09
2020.04.16
2020.04.23
2020.04.30
日期

生命的起落與悲歡
給我秀秀、給我力量
在我身後的那雙手
生命中的珍珠
我的未來不是夢
課程名稱

7

10/8

覺醒父母(一)

8

10/15

覺醒父母(二)

9
10
11
12

10/22
11/05
11/12
11/19

情緒管理(一)
情緒管理(二)
同理心(一)
同理心(二)

課程重點
1.團體目的與進行方式的說明
2.團體規範之訂定(包含保密的約定)
3.自我介紹與認識彼此
4.「角色面面觀」
1.「我的小時候」
2.「身為父母的我」
1.「情緒疊疊樂」
2.「角落讀白」
1.「家，甜蜜的家」
2.「家的地圖」
1.「生命中的珍珠」
2.「優點拍賣會」
1.「十年後的我」
2.「給孩子一封信」
課程重點
1.增進父母自我覺知
2.接納孩子的獨特
3.接納自己的有限
1.用心活在與孩子相處的每個當下
2.為孩子的存在而喜悅，而非成就
1.探索情緒
1.聆聽

2.接納情緒
2.好奇

3.管理情緒
3.同理回應

柒、活動成果與效益：
一、 活動場次/參與人次
自 109 年 3 月至 11 月，舉辦兩期 12 場次，共 111 人次參與，平均每場次約 9
人參與。出席率達 88%，唯其中一位男性家長，因參與的都是女性而覺得不自在，出
席二次後即退出不再參與。
二、 建立保密、不評價、真誠面對自己的支持團體
教養特殊兒過程中，因家長身兼日常照顧、教養、療育之中，常有家庭氣氛、
家庭凝聚力、親子互動、親職效能、夫妻關係或手足關係緊張，因而造成龐大心理
壓力，導致家長情緒無法紓解而動盪。在團體之中，由心理師營造一個真誠、相互
接納及分享的氛圍，因為在團體之中，相互保密彼此的生命故事，不評價，學習傾
聽的環境，讓家長更能相互敞開心胸，真誠支持。
三、 封閉式團體分享交流
本團體採取封閉式團體，許多家長是第一次見面或之前並不熟悉，從第一次上
課彼此認識、了解家中特殊兒個別狀況後，一同參與六次課程，直到最後一次上課，
家長間彼此熱絡。因為每次上課，會以不同的 2 至 3 人小團體讓家長相互分享，且
透過心理師所教導的傾聽、同理等技巧，讓家長彼此更能真誠分享、相互支持，撫
慰彼此的疲憊或創傷。從團體中段課程開始，可以看見家長逐漸有深入交流，或是
一起外出用餐，或是與每次課程開始前、結束後或其他家長團體活動時能一同討論
近期狀況，彼此建立家長聯繫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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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團體主題與家長學習
(一)從自身開始成為覺醒父母，接納自己
從家長自身開始察覺並接納自己與特殊兒，覺察以前不曾覺察的狀態，接
納身為家長自己的有限及特殊兒的獨特。教養一個獨特的孩子，而不是將
孩子變成另一個迷你版的自己。從回到內心面對自己開始，接納自己。
(二)學習情緒管理，避免成為失控的家長
從情緒的探索、接納到管理。自己當下的情緒是什麼，情緒冰山下隱藏的
自己的感受、觀點、擔憂或是期待又是什麼。當探索出自己情緒下真正的
感受或是過往創傷，學習接納並面對，讓情緒能夠內外一致，並接受所有
的情緒。而後則是管理情緒，當情緒開始出現，可能會影響家中氣氛時，
讓家長彼此分享如何化解自己情緒。
(三)善用同理心，讓溝通更順暢
從「聆聽」開始，藉由「好奇」
，發展出「同
理回應」
。如何傾聽對方言語中透露出的情
緒，如何能運用「同理」讓對方感覺受到支
持，若要「建議」或「教導」
，要如何引導。
五、 滿意度調查與回饋
(一)出席率：
家長心理支持團體，共有 111 人次參與，
出席率達 88%，有 57%六次全程參與，24%出席
五次，唯有一位男性家長，因參與的都是女性
而覺得不自在，出席二次後即退出不再參與。
(二)我喜歡這個團體：
在參與者填寫回饋單中，在團體中 80%非
常同意喜歡這個團體，顯示家長對與本團體非
常認同，感覺喜歡，並願意參與。
(三)我能在團體中,自在表達我的看法：
在參與者填寫回饋單中，90%的伙伴們在這
團體中可以自在的表達自己的想法，因團體學
習「正向的讚美」
，讓家長們皆能在團體中可以
自在的表達自己的看法，不用擔心被批評。
(四)我覺得參與團體讓我有充電的感覺：
在參與者填寫回饋單中，92%的伙伴們覺得
在參與團體後可以幫助自己充電成長，顯示家
長對與此團體能有相互支持及充電的感覺。
(五)在團體中,我樂於與其他人分享感受經驗：
在參與者填寫回饋單中，90%的伙伴在這團

68

社團法人宜蘭縣安安慢飛天使家庭關懷協會

體中樂於將自身的經驗及感受和團體中的伙伴
分享，顯示因團體學習「傾聽」及「同理心」
，
讓家長更樂於向其他家長分享。
(六)我喜歡帶領者帶領方式：
在參與者填寫回饋單中，95%的伙伴喜歡心
理師在團體中的帶領方式，顯示因團體帶領者
為專業心理諮商師，且本身學習帶領薩提爾家
庭治療已久，情緒表現穩定，讓參與家長喜
歡。
(七)如果還有家長支持團體,我一定願意參加
在參與者填寫回饋單中，95%的伙伴表示下
次如果協會再有這個支持團體的活動，他們
願意再次參與，顯示此團體讓家長有自我學
習、成長並彼此分享、支持感覺，因此家長
們都有意願再次參與。
六、 執行成效
(一) 教養經驗交流
團體成員家中的特殊兒年齡及狀況皆不同，
因此當家長家中有年齡較小的特殊兒，可以向年齡較大的特殊兒家長請益，讓
資深家長曾走過的經驗，減少摸索與碰撞的時間。而當家有走過較長歷程的特
殊兒家長分享時，也能重新再整理自己的經驗，從中找出的解決方式。
(二) 賦予心理支持能量
藉由團體，讓不同狀態的家長彼此認識，有雷同狀況的家長間能彼此學習及討
論，狀況不同的家長也能彼此借鏡學習。而在團體真誠的分享氛圍中，敞開心
胸的家長們更能彼此接納與支持。
(三) 創造團體歸屬感
在團體中，不被批判與評價、能被接納，讓參與團體的家長更加有歸屬感，建
立了更緊密的支持網絡。
(四) 專業知識的獲取
透過心理師分享，家長能獲得教養的相關知識、技巧，強化教養的信心，提出
的問題心理師能與家長討論或提供解決方法，讓家長獲得改變開始的方式，從
而學習改變。
(五) 成員是受助者亦是助人者
在團體中，每一個經驗分享，都是寶貴的，因為可能讓其他家長減少摸索的辛
苦，並學習嘗試複製成功的模式。而每一個成員均可能是受助人亦能成為助人
者，經驗的傳承與分享，形成一個善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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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結語：
透過心理師帶領家長自我覺知及情緒管理支持團體，讓家長從覺知並關注
自身情緒開始，進而學習情緒管理方法，直到學習運用同理心。在團體中，讓
同質性家長因彼此的真誠分享而相互支持，改變各自家中氛圍，再回到團體中
分享效用，彼此交流學習。同時讓教養特殊兒的家長間能建立網路，交換經驗
並增進教養知能。此外，透過家長支持團體，亦能讓家長於團體中獲得情緒抒
解與策略，達到團體心理治療效果。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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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個別諮商
壹、前言：

許多家庭在照顧慢飛兒的歷程中，常常會遇到困難、挫折，而衍生出許多關
於婚姻、親子、情緒或其他面向等等問題，為了幫助這些慢飛天使的家庭成員，
協會提供了「家庭個別諮商」服務，讓正在遭遇困境的家長可以提出申請，由協
會安排諮商師進行協談，幫助家長走出困境。
貳、活動目的：
一、慢飛家長透過諮商獲得情緒支持及壓力紓解。
二、提供慢飛家庭婚姻、親子、情緒或其他面向諮商與心理治療。
參、活動對象：慢飛天使(特殊需求)兒童家長。
肆、活動地點：協會會址。
伍、活動內容：幫助有特定需求的家庭媒合合適的諮
商師，透過諮商師會談及治療，讓家長及慢飛學
童/幼童能抒解目前困境，調整腳步後，重新出發。
陸、活動成果與效益：
一、活動參與人次：109 年度共服務 50 場次，66
人次參與。
二、活動問卷統計分析：
1. 在諮商過程中，心理師能了解我，以及發生在
我身上的事： 在參與者填寫回饋單中，86%的
個案感受到心理師在諮商過程中能夠理解個
案的感受及發生在個案身上的事，顯示個案和
心理師的互動中可以感受到被了解的感覺。
2. 在諮商過程中，我願意把問題、煩惱傾訴出
來：在參與者填寫回饋單中，86%的個案同意
在諮商的過程中，願意對心理師將自己面對的
問題及煩惱說出來。顯示在諮商的過程中個案
信任心理師，願意傾訴自己心理的問題。
3. 接受諮商後，我覺得得到協助：在參與者填寫
回饋單中，86%的個案同意在經過諮商後，有
得到協助。顯示個案在經過心理諮商後，有感
受到被協助，更有方法去面對問題。
4. 接受諮商後，我覺得我得到支持：在參與者
的回饋單中，86%的個案同意在諮商後感覺自
己得到了支持，更有往前走的力量。顯示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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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在接受諮商後，有被同理及支持的感覺。
5. 接受諮商後,我覺得能減少我的擔心、憂慮：在
參與者填寫回饋單中，86%的個案同意在諮商
後，心理的擔心和憂慮能得到緩減。顯示在經
過諮商後，個案對自己心理的擔心和憂慮有明
顯地緩解。
6. 接受諮商後，我覺得情緒上能獲得抒發：在參
與者填寫回饋單中，86%的個案同意在接受諮商
後情緒能得到抒發及放鬆，顯示個案在諮商後
情緒都得以抒發，讓自己有鬆口氣的感覺。
7. 接受諮商後，我覺得我更能從不同的面向思考
事情：在參與者填寫回饋單中，100%的個案同
意在接受過諮商後，經過心理師的引導更能以
不一樣的面向去思考事情，顯示個案經過和
心理師的諮商後，可以以更多不同的面向去
面對事情也能有更多的方向去思考問題。
8. 接受諮商後,我更有信心面對我所遇到的問
題：在參與者的回饋單中，71%的個案同意在
接受諮商後更有信心可以面對眼前所遇到的
問題，顯示個案在經過和心理師的諮商後，
再面對問題後，能更有信心，更相信自己。
9. 接受諮商後，我對自己有新的了解或領悟：
在參與者填寫回饋單中，86%的個案在接受諮
商後，對自己有新的了解或領悟，顯示個案
在經過心理師的引導後，對自己內在的感受
能更了解，也更能安撫心中的自己。
10. 若我的問題尚未解決，我期待繼續找這位心
理師協助：在參與者填寫回饋單中，57%的
個案如果自身問題還未得到解決時，會願意
找同一位心理師再次協助和諮商，對心理師
有信任感，無需要重新建立信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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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未來當我有需要時，我希望再申請諮商
服務：在參與者的回饋單中，個案們都
同意若有需求時，會再申請諮商服務，
顯示諮商服務對個案們有一定的幫助，
個案們對心理諮商也有一定的信任度。
12. 諮商前，壓力感受：在參與者填寫回饋
單中，1 分為最沒壓力，10 分為壓力最
大，有 86%的個案填寫有 10 分及 9 分的
高壓力感受。

13. 諮商後，壓力感受：在參與者填寫回饋單中，經過 6 次的心理諮商，有
58%的個案填寫 5 分及 4 分的壓力感受，顯示在接受過心理諮商後，有近六
成的個案心理的壓力有明顯的降低。

柒、總結：透過心理諮商師的帶領，讓正在面臨

家庭成員間種種關係問題(如婚姻、親子、
情緒等)的家庭，放心地說出心裡想說的
話，得到安慰與情緒紓解，同時也進一步
了解並幫助家庭成員們面對與解決問題。
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氣氛是否和諧，也會
影響慢飛孩子的成長，因此透過家庭個別
諮商，給予有需要的家庭最直接以及符合
個別需求的協助。(右圖：協會與個案諮詢面談)
73

社團法人宜蘭縣安安慢飛天使家庭關懷協會

手作小聚坊
壹、 前言：
這是慢飛天使媽媽的園地，家長們可以是參與者也可以是分享帶領者，享受
付出與獲得的雙倍快樂!在忙碌照顧慢飛天使的生活裡，也慢下來，看見自己、照
顧自己，擁有一群伙伴，在手作過程與輕旅行中，釋放壓力、一起為生活注入新
力量!
貳、 活動對象：安安協會服務中或已結案慢飛天使家長。
參、 活動地點：協會會址。
肆、 活動日期：108 年 3 月 3 日至 5 月 12 日，隔週二上午 9 點至 11 點 30 分
伍、 活動內容：
場次
1
2
3
4
5
6
7

日期
3/3
3/17
3/31
4/14
4/28
5/5
5/12

時
間 主
題 指導老師
9:00-11:30
乾洗手液(消毒水)
美華
9:00-11:30 教妳 30 分鐘快速上菜，填飽家人的胃
如蘋
9:00~11:30
印章口金包
欣彤
9:00~11:30
胺基酸金箔皂
美華
9:00~11:30
手縫髮飾/胸針
欣彤
1:30~3:30 烏克麗麗樂音中的療癒成長~戎媽的分享
紫青
9:00~11:30
南洋椰奶皂
美華

陸、 活動成果與效益：
一、 出席人次：109 年度共規劃 7 場次手作小聚坊活動，共有 46 人次家長參與。
二、 活動問卷統計分析：109 年度手作小聚坊共發出 12 份，回收問卷 11 份，回
收率 92%。

(一)參與活動者資料：109 年度參與家長手作小聚坊活動者，全部皆為女性，
身份皆為慢飛天使媽媽。
(二)參與課程堂數：回收 11 份問卷中，109
參與課程堂數
年度僅參與過 1 堂小聚坊活動者有 3 人
次(約 28%)、曾參與其中 2 堂活動者 2
五堂,
人次(約 18%)、曾參與其中 3 堂活動者
一堂,
2, 18%
3,
28%
1 人次(約 9%)、曾參與其中 4 堂活動者
四堂,
3 人次(約 27%)、曾參與其中 5 堂活動
兩堂,
3, 27%
三堂 2, 18%
者 2 人次(約 18%)。本活動為家長半自
9%
助團體活動，家長可自由選擇想參與的
活動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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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於活動時段(上午 9 點至 11 點 30 分)家長
滿意度：考量 9 點開始家長可以載孩子上學
後直接至協會準備，且部分家長中午需接送
孩子或為家人煮食，故活動時間訂為 11 點
30 分結束。對於此活動時間，因能配合家長
作息，故家長滿意度為非常滿意有 7 人次(約
64%)、滿意 3 人次(約 27%)，僅一人表示普
通(約 9%)。

活動時間滿意度
普通,
1, 9%
滿意, 3,
27%

非常滿意,
7, 64%

系列主題滿意度

(四)109 年度小聚坊活動系列主題滿意度：109 年
度小聚坊活動系列主題為志工家長與不同手
工藝才能家長經協調做為講師後擬定，報名
參與活動家長皆對主題有一定興趣，因此滿
意度非常滿意者有 6 人次(約 55%)、滿意者
4 人次(約 36%)，僅一人表示普通(約 9%)。

普通,
1, 9%
滿意,
4,
36%

非常滿意,
6, 55%

(五)材料費收費金額滿意度：本活動的特
材料費收費金額
色是志工講師是協會服務的家長，為
回饋協會不收取講師費，僅酌收材料
普通, 非常便宜,
費。依活動不同，材料費約在 90 元至
3, 27%
3, 27%
250 元間，家長手作後可帶回成品。部
便宜, 5, 46%
分活動因不需使用手作材料，僅由講
師傳授經驗，則免費可參與。參與家長
大多對於手作有興趣，部分亦瞭解在
外手作課程講師收費，因此對於此材料收費皆可認同。其中，認為非常
便宜者 3 人次(約 27%)、便宜者 5 人次(約 46%)、普通者 3 人次(約 27%)。
(六)活動參與者與其他家長互動頻率：部份經
常參與協會親子活動及講座的家長們，彼
此熟識，因此互動相對熱絡。對於新加入
家長，互動較少。其中每次活動都有與其
他家長互動者為 6 人次(約 55%)、經常會
與其他家長交流 3 人次(約 27%)、少數會
有交流 1 人次(約 9%)、偶而會有交流 1 人
次(約 9%)。

與其他家長互動頻率
少數會有,
1, 9%

偶而會有, 1, 9%

經常會有, 每次都有,
3, 27%
6, 55%

(七)認識的安安家長數量及未來與這些家長交流、聯繫與分享機會：協會家
長因為彼此在教養特殊兒有相似的歷程與煩惱，因此協會希望家長間能
彼此組成資源網絡，資歷較深的家長用自己的經驗帶領新手家長一起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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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找到屬於自己的方法。而手作小聚坊活動為一個媒介，讓願意走出
來的家長彼此能有一個話題開端，未來再持續深入。除一位為新手家長
外，大多參與活動者都認識一位以上家長，並願意在未來持續與安安家
長保持聯繫。
本活動中認識家長：0 位(皆不認識)者 1 人次(約 9%)、1～2 位者 7 人
次(約 64%)、3～4 位者 2 人次(約 18%)、認識 5 位以上家長者 1 人次(約
9%)。而未來願意保持聯繫者有 10 人次(約 91%)、不確定 1 人次(約 9%)。
本活動中認識的家長

未來與安安家長聯繫的意願
不確定,
1, 9%

0位, 5位以上,
1, 9% 1, 9%
3~4位, 2,
18%

願意, 10, 91%

1~2位, 7, 64%

(八)參與本活動家長收穫(可複選)：回收問
卷中，活動參與者認為參與本活動收穫
以學習技能與其他家長有互動機會最
多(各 9 人次，約 33%)，其次為抒解壓
力(8 人次，約 30%)和。另有 1 人次回
答其他(約 4%)：因為很愛用手工皂。

參與本活動收穫
9

10
9
8
7
6
5
4
3
2
1
0

8

9

1

(九)參與明年度小聚坊活動及擔任講師意
願：回收問卷中有 6 人次認為次參與
明年度意願非常高(約 55%)，3 人次認
為參與意願高(約 27%)，另有 1]2 人
次認為普通(約 18%)。109 年度參與者中有 3 人次(約 27%)願意未來在
小聚坊擔任講師者，可授課內容包含：拼布包，插花、手工皂。
繼續參與小聚坊活動意願
普通,
2, 18%
高, 3, 27%

是否有意願擔任講師

是, 3, 27%
非常高,
6, 55%

否, 8,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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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參與者對於未來開課建議：參與者希望未來有機會開設的課程有許多種，
包含目前已開設過的類型(如手工皂)，或是新的未開設過類型，例如：
蝶古巴特、家庭整理。
柒、 總結
每一堂課參加的家長都很期待，透過手作，讓家長抒解照護特殊兒的壓力並連
結彼此間的情感。安安的家長有的身懷才藝，又有熱忱，於是邀請家長來擔任老師，
為其他家長上課。邊做邊聊孩子和家庭，增進情誼，相互支持。做出香香美美的成
品既療癒又實用。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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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麗麗紓壓班
壹、前言：
「天下的孩子都是該被疼愛的、疲憊的爸媽是需要互相打氣的！」，特殊

孩子能否穩步成長，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孩子的家長，而這些家庭照顧者是否維
持身心健康、情緒穩定，是特殊孩子能否被妥善照顧與成長的關鍵因素。協會
為了這群辛苦的爸爸媽媽設計了烏克麗麗紓壓班，期盼透過音樂的力量，讓家
長們忘卻煩惱，紓解身心的壓力。
貳、活動目的：透過學習烏克麗麗，紓解壓力，增進家長間的情感交流，更進一步
能將音樂帶回家中與家人分享。
參、活動對象：慢飛天使(特殊需求)兒童家長。
肆、活動地點：協會會址。
伍、活動日期：109 年 5 月至 12 月共計 16 堂，週二下 1:30 ~3:30。
陸、活動成果及效益：
一、出席人次：109 年度共計 16 堂烏克麗麗課程，共有 178 人次家長參與，平
均每堂參與人數為 11 人次。
二、活動問卷統計分析：共發出 12 份問卷，回收問卷 9 份，回收率為 75%。
(一)參與活動者資料：109 年度參與烏克麗麗紓壓班者，除了一位爸爸之外，
其餘皆為慢飛天使媽媽。
(二)對於課程時間滿意度：回收問卷中，所有參與者對課程時間的滿意度皆
為「滿意」或「非常滿意」
。
(三)課程之前是否曾接觸過烏克麗麗：參加本課程之前有 6 位(約 27%)從未接
觸過烏克麗麗，有 3 位曾經學過(約 27%)。
課程時間滿意度

是否曾接觸過烏克麗麗：

有，曾
經學過,
3, 33%

滿意,
3, 33%
非常滿意, 6,
67%

否，完全不會,
6, 67%

(四)參與本課程前，對烏克麗麗的喜歡程度：在參與本課程之前，原本就喜歡
或非常喜歡烏克麗麗的有 7 位(約 78%)，感覺普通的有 2 位(約 22%)。
(五)參與本課程後，對烏克麗麗的喜歡程度：課程結束後，對烏克麗麗的喜歡
程度，全部為「喜歡」或「非常喜歡」
。顯見本課程內容讓家長們都喜歡
上烏克麗麗這個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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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本課程後，
對烏克麗麗的喜歡程度

參與本課程前，
對烏克麗麗的喜歡程度
普通,
2, 22%

喜歡,
4, 44%

喜歡, 非常喜歡,
2, 22%
5, 56%

對老師教學方式的
滿意度
滿意, 2,
22%

非常喜
歡, 5,
56%

非常滿意, 7,
78%

(六)對老師教學方式的滿意度：問卷結果顯示所有參與者對老師教學方式的
滿意度皆為「滿意」或「非常滿意」
。
(七)課程中，是否有認識新的家長：所有參與者皆表示有認識新的家長。
(八)課程中，是否有與其他家長交談或互動：所有參與者皆表示會與其他家
長互動，其中有 4 位(約 45%)是每次，有 4 位(約 44%)，僅有 1 位表示普
通(約 11%)。
課程中，是否有認識
新的家長：

課程中，
是否會與其他家長交談或互動

0
普通, 1,
11%
有, 9,
100%

經常, 4,
44%

每次, 4,
45%

(九)課程結束後，是否願意和參與的家長私下聯繫與分享交流嗎：所有參與
者皆表示，在課程結束後，願意與其他家長繼續聯絡交流。
(十)下課回家後，是否會與孩子分享交流烏克麗麗：所有參與者都會在烏克
麗麗紓壓班下課後，回家與孩子一起玩烏克麗麗，其中有 4 位(約 45%)
是經常，有 5 位(約 44%)，是偶而(約 56%)。可見家長不僅在課堂上學
到烏克麗麗，還會將學到的音樂帶回家與孩子一同分享。
課程結束後，是否願意和參與的
家長私下聯繫與分享交流

下課回家後，是否會與孩
子分享交流烏克麗麗：

偶而,
5, 56%

願意, 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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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您認為參與本課程的收穫：問卷結果顯
示，大家覺得參與本課程獲得的最大收穫
是舒壓及與其他家長有互動機會 (各 8
位，約 26%)，其次是學習技巧和藉由烏克
麗麗與家人互動(各 7 位，約 23%)，有一
位表示有其他收穫(約 2%)。

參與本課程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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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語：
在特殊需求家庭中，家長常要為特殊孩子的療育奔
波，要花費比常人更高的精力、體能與時間在照顧與教
養上，常導致生活失去平衡，產生心理壓力。音樂是紓
解壓力的最好工具之一，而烏克麗麗則是具有容易上手
且攜帶方便等優點，是初學者的好選擇。經過這一年的課程，我們發現家長們不但
藉由烏克麗麗抒發了身心壓力，交到更多朋友，並且還將音樂帶回家中與家人一同
分享，增加了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收穫遠超乎我們想像。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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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感恩分享會/勵翔獎頒獎典禮/慢飛天使傑出獎頒獎典禮

壹、 前言：
社團法人宜蘭縣安安慢飛天使家庭關懷協會，成立宗旨為推展、關懷發展
遲緩與身心障礙等特殊需求兒童及其家庭之福利服務。近年持續辦理直排輪、
太鼓、打擊樂、捏捏樂等週末免費親子活動及家長成長活動，提供慢飛天使家
庭親子走出家門、喘息舒壓機會。
協會並於往年於 4~5 月間辦理感恩分享會，今年由於疫情的緣故延至 11 月
舉行，讓慢飛天使家庭透過動態演出、靜態作品展呈現學習的成果。
而勵翔獎獎勵論文研究範疇為發展遲緩、癲癇與腦部腫瘤，目的在期待這
些領域的診斷或治療的突破，能造福病童。勵翔獎並不是研究補助，是協會小
小的心意，感謝年輕研究者和團隊的盡心研究，讓病童朝向幸福的遙遠道路上
又邁了一步，也希望代表天下千萬的病童家長，期望和感謝他們的堅持研究。
藉由感恩分享會的場域，慢飛家庭與研究者將能搭起了愛的橋樑，研究者
走出實驗室，真實體驗到慢飛天使的純真笑靨與家長的辛勤汗水，慢飛家庭也
能知道原來有這麼一群人正默默為孩子們而努力著。
貳、 活動對象：安安協會服務中或已結案慢飛天使、手足、家長及勵翔獎得獎者、入
選者、指導教授、家屬與協會友好單位(學校或協會代表)等。
參、 活動地點：羅東國中自強館。
肆、 活動日期：109 年 11 月 28 月(六)14:20~16:40（學術論壇時間為 17:00~21:30）
伍、 活動內容：
時間
全場
2:20~2:30
2:30~2:40
2:40~2:50
2:50~3:00
3:00~3:10
3:10~3:20
3:20~3:30
3:30~3:45
3:45~4:15
4:15~4:35
4:35~4:40

活動
黏土捏捏樂及慢飛得獎紙藝作品展
迎賓
鼓起韻湧
來賓介紹
感恩與致謝
安安慢飛天使傑出獎頒獎
琴音悠揚小提琴獨奏
動人樂聲
歡樂節奏
神經精神科學勵翔獎頒獎
輪舞旋律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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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表演者
(入口簽到處)
安安 109 回顧影片
安安元氣太鼓隊
貴賓致詞

鄭宇辰
安安嬤嬤烏克麗麗班
安安歡樂打擊樂團
安安活力直排輪
歡樂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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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活動成果與效益：安安感恩分享會暨勵翔獎頒獎典禮活動內容包含慢飛天使表演、
慢飛天使媽媽表演、慢飛天使傑出獎及志工班長頒獎、中華民國兒童神經精神科
學勵翔獎頒獎典禮，會後下午 5 點至晚上 9 點 30 分進行學術論壇，讓不同領域
的學人可以相互探討，促成未來跨領域合作機會。
一、 參加人員：當天除了參與表演慢飛家庭之外，還有勵翔獎審查委員、得獎
及入選者與其家屬、指導教授、貴賓以及其他參與者到場。109 年度頒獎
典禮，宜蘭縣林姿妙縣長、羅東鎮吳秋齡鎮長、宜蘭縣政府社會處老障科
劉麗秋科長、幼幼慈善基金會孫嘉蕊董事長、台大醫學院腦與心智科學研
究所黃憲松副教授、成大醫學院黃朝慶教授、台北醫學大學黃棣棟教授、
陽明大學腦科學研究所蔡金吾副教授、清華大學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張
建文副教授及李亦淇副教授、晶祈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范龍生執行長等人都
親臨頒獎！
二、 慢飛天使展演舞台：安安感恩分享會中，協會安排參與週末藝能療育親子
活動的家庭上台表演，靜態展演為黏土捏捏樂共同創作作品展出，動態展
演有元氣太鼓隊、歡樂打擊樂團及活力直排輪，由課堂講師協助編演出曲
目與表演內容。烏克麗麗紓壓班的媽媽們帶來烏克麗麗合奏，搭配慢飛天
使的演唱，樂聲與歌聲相得益彰。另有一位視障慢飛天使表演小提琴獨奏，
感動人心。孩子在團體中學習團體常規與人際互動，並將最好的表現呈現
給現場所有觀眾與學者。而在舞台表演也讓孩子展現自信及表演勇氣。
三、 感恩與致謝：藉由感恩分享會場域，協會也向長期協助貴賓及志工們表達
感謝。包含提供活動場地學校、長期資助者、親子活動提供協助的志工班
長們等等，感謝這些協助一同陪伴慢飛天使飛翔。
四、 慢飛天使傑出獎：慢飛天使的起步與一般孩子雖然不同，仍持續盡力發光
發熱，在各種競賽中取得亮眼成績。109 年度受協會服務慢飛天使中，共
有 7 位申請傑出獎，詳細獲獎名單可查看下節
「慢飛天使傑出獎頒獎典禮」
表格。
五、 勵翔獎學術論壇：頒獎典禮後，協會邀請參與典禮的審查委員、得獎與入
選者及指導教授一同參與學術論壇與餐敘，藉由在論壇中交流，讓不同領
域學人相互探討，年輕學者與與學界泰斗前輩相聚分享研究心得及研究團
隊資源，激盪出不同角度的思維與新的想法，促成未來跨領域合作機會。

勵翔獎官網：
http://www.ananaward.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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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飛天使傑出獎頒獎典禮
每一位安安慢飛天使，都是一個值得細說的故事。慢飛天使和家長們要面對
比一般人更多的學習與成長的劣勢，即便如此，他們仍不放棄，掙扎學習，甚至
在許多競賽中獲得亮眼的成績。這群安安的慢飛天使們用行動證明了，慢飛天使
也有屬於他們個人的優勢與光芒。109 年安安感恩分享會中，有 7 位安安小哥哥、
小姐姐，將自己的榮耀與其他小朋友分享，並鼓勵其他安安小朋友們，突破自我，
勇於挑戰！
名
洧
戎
倫

就讀學校
(診斷)
竹林國小
(自閉症))
北成國小
(自閉症))
冬山國小
(唐氏症)

宸

公正國小
(自閉症))

傑

成功國小
(自閉症)

漳
禎

宜蘭特殊教育學
校
(聲語障礙)
頭城家商
(自閉症)

參與競賽名稱及得獎名次
第十二屆全國心智障礙者親子運動大會：
桌球個人技術賽(兒童組)第三名
第七屆永傳心正盃硬筆書法比賽
國小二年級組第一名
第十五屆新光全國繪畫比賽：希望天使組優等獎
˙108 宜蘭縣身心障礙國民體能競賽：
男子 50 公尺第 2 名
˙2019 第十二屆全國心智障礙者親子運動大會：
目標傳球銀牌、定點投籃銅牌
˙2019 第 12 屆全國心智障礙者親子運動大會：
桌球兒童組 銀牌/目標傳球 銅牌
˙第五屆中華天使盃桌球賽
甲組接球個人賽 第一名
第十二屆全國心智障礙者親子運動大會：
桌球金牌、籃球銀牌
第十二屆全國心智障礙者親子運動大會：
女子組 100 公尺第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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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兒童神經精神科學 勵翔獎 學術論壇 2020
Young Investigator Award for Pediatric Neuropsychiatric Science 2020

Bioscience Forum

龐浩翰

Welcome banquet

17:00-19:00

Session I Opening Remark : 台北醫學大學 黃棣棟教授

17:30~17:35

An introduction on 勵翔獎 李惟陽

17:35~17:40

Convection-Enhanced Delivery of a Virus-Like Nanotherapeutic Agent with

17:40~17:55

Dual-Modal Imaging for Besiegement and Eradication of Brain Tumors
劉永強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n Artificial Brain on a Micropatterned and Material-

李亦淇

Regulated Biochip by Guiding and Promoting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Neurite

(教授)

Outgrowth of Neural Stem/Progenitor Cells

黃日揚

Magnetic Ternary Nanohybrids for Nonviral Gene Delivery of Stem Cells and

17:55~18:10

18:10~18:25

Applications on Cancer Therapy
許璨庭

Interhemispheric Connectivity Potentiates the Basolateral Amygdalae and

18:25~18:40

Regulates Social Interaction and Memory
Coffee Break

18:40-18:50

Invited Lecture :范龍生教授/晶祈生技公司創辦人: From Bench to Bed

18:50~19:10

Session II
蔡源鍾

Targeted Delivery of Functionalized Upconversion Nanoparticles for Externally

19:10~19:25

Triggered Photothermal/Photodynamic Therapies of Brain Glioblastoma
洪韻棻

Endosomal TLR3, TLR7, and TLR8 Control Neuronal Morphology through

19:25~19:40

Different Transcriptional Programs
陳玉暄

Integration of PEG 400 into a Self-Nanoemulsifying Drug Delivery System

19:40~19:55

Improves Drug Loading Capacity and Nasal Mucosa Permeability and Prolongs
the Survival of Rats with Malignant Brain Tumors.
楊正毅

Conditional Deletion of CC2D1A Reduces Hippocampal

Synaptic Plasticity

19:55~20:10

and Impairs Cognitive Function through Rac1 Hyperactivation
汪佩瑩

Ubiquitination of MBNL1 is Required for its Cytoplasmic Localization and

20:10~20:25

Function in Promoting Neurite Outgrowth.
鄭宇亨

Hydro-Seq enables contamination-free high-throughput single-cell RNA-

20:25~20:40

sequencing for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頒發

梁賡義院長 傑出論文獎

Closing Remark: 國立成功大學 臨床醫學研究所 黃朝慶 教授

Moderator : 勵翔獎 主持人 李惟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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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翔獎遴審流程及得獎者名單
壹、勵翔獎審查時程

每年11月前
拜訪、聘任審
查委員

11月~隔年3月
遴選及審查工
作後公布得獎
名單

於安安年度感
恩分享會中
頒發

貳、審查委員
邀請國內神經精神復健的專家，和基礎醫學的學者，領導會內的三位理事為我
們推薦論文，並審查全部推薦的龐大論文庫。
遴選/審查委員
王子威 教授
蔡金吾 教授
黃棣棟 教授
黃朝慶
黃憲松

教授
副教授

服務單位
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陽明大學腦神經科學研究所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兒童神經外科
台灣小兒神經醫學會 理事長
成功大學醫學院
台灣大學醫學院 腦與心智科學研究所

參、審查標準
我們鼓勵尚未成為研究主持人的年輕研究者。研究領域以發展遲緩、頑固癲癇
和兒童腦部腫瘤為範圍。
審核的標準的優先順序是以(一)基礎醫學研究最優先，(二)實務設計，如儀器、
輔具，其次為(三)臨床方法論研究和最後(四)流行病學統計。

肆、得獎論文
全國兒童神經精神科學 勵翔獎獎勵研究突破，鼓勵在國際綻放光芒的年輕學者。
藉由層層嚴格的學術審查，將發展遲緩、癲癇及兒科腦部腫瘤等三領域之年度最優
秀的研究論文選出，鼓勵他們繼續研究，造福人類。
下表為得獎者以及他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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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學者

著作 (排名, IF)
Journal field

主要研究團隊

研究領域

論文概要
Theranostics 2019 (

龎浩翰 博士

Rank 7.35 %

IF:8.06)

Convection-Enhanced Delivery of a Virus-Like Nanotherapeutic Agent with Dual-Modal Imaging
for Besiegement and Eradication of Brain Tumors

領域:
兒科腦部腫瘤

中山大學醫技所

Medicine, Research &
Experimental

使用一鍋法製備形成正子斷層掃描（PET）-螢光雙成像監測的病毒樣奈米治療劑（68Ga-DOTA
labeled EPI@CPP-gVLPs）成為理想的 CED 輸注液，與 CED 結合用於腦腫瘤治療和影像追踪。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2018 ( Rank 9.22 %
劉永強 博士

IF:8.46)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n Artificial Brain on a Micropatterned and MaterialRegulated Biochip by Guiding and Promoting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Neurite

領域:
發展遲緩

Outgrowth of Neural Stem/Progenitor Cells

長庚大學生化及生醫工程所

Materials science,
multidiscipinary

研究成功在體外晶片上以取自懷孕母鼠的初代神經幹細胞的誘導建立複雜的體外神經網
絡。經生化分析，此系統可調控並誘導分化功能性神經元並成功建立網絡。更重要的是，
此研究首次開發以電阻量測神經突觸連接與斷裂的方法，可應用於所有體外神經疾病的突
觸觀察。
Theranostics 2019 ( Rank 7.35%
黃日揚 博士

IF: 8.06)

Magnetic ternary nanohybrids for nonviral gene delivery of stem cells and
applications on cancer therapy

領域:
兒科腦部腫瘤

清華大學生醫工程及環境科學系

Medicine, Research &
Experimenta

研發一種高效率且安全之非病毒基因傳遞載體(MTN)，可針對人類間質幹細胞進行基因傳
遞，使之表達可選擇性誘發腫瘤凋亡之蛋白(TRAIL)，用於治療神經膠質瘤。MTN 是由生物
可降解高分子、核酸與超順磁氧化鐵奈米粒子所構成之奈米複合體。

Cell reports 2019 ( Rank 15.03 %
許燦庭 博士

IF:7.82)

Interhemispheric Connectivity Potentiates the Basolateral Amygdalae and
Regulates Social Interaction and Memory

中央研究院 分子生物研究所

領域:

Cell Biology

發展遲緩

研究表明，BLA 兩側訊息傳導能增強了 BLA 神經元的突觸能力，同時對於整個杏仁核的激
活和功能具有舉足輕重的角色。論文闡明跨半腦杏仁核神經連結對於杏仁核神經元活性以
及功能的影響，對於社交以及情緒記憶方面的表現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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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統計分析
自 2014 年以來每年有 4 篇得獎論文，領域涵蓋於癲癇、發展遲緩、兒童腦部腫
瘤。若有符合 1.研究範圍為本勵翔獎所紀念之李賦安小朋友所罹患之疾病。2.系統
性研究論文較罕見之領域。3.鼓勵臨床醫師作非醫學之跨科際整合，則頒給特別獎。

得獎之期刊論文等第:得獎論文所發表的期刊都是全球名列前茅的科學期刊，等
第都在 20%之內，特別是這兩年更在 10%或 5%以內。

勵翔獎獎勵的第一作者為國內基礎研究學者 40 歲以下，臨床研究學者 45 歲以
下之年輕學者(含碩、博士生) 目前且日後持續致力於上述三領域之研究者。這些學
者有少數為碩士生，大部分為博士與博士後研究員，也有少數醫師在臨床工作仍致
力於基礎學術研究，為研究投注時間、心力與熱忱，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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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開辦以來，國內名的研究泰斗遴選全國各大學及研究單位優秀的研究學者，
得獎的單位共有中央研究院(9 篇)，陽明榮總團隊(6 篇)，台灣大學團隊(5 篇)，清
華大學團隊(3 篇)，長庚大學團隊(2 篇)，高雄醫學大學團隊、成功大學團隊、及中
山大學（各 1 篇）。

勵翔獎得獎者心得分享
『學習』本身，可以扮演改變認知功能的角色
文/中研院 分子生物所 許燦庭
進入中研院薛一蘋老師實驗室做研究以來，或多或少有聽老師以及實驗室其他
人描述安安慢飛天使家庭關懷協會為發展遲緩以及身心障礙小朋友所舉辦的各種療
育活動，心裡深感佩服。從上半年得知獲獎消息後，就期待頒獎典禮那天能認識協
會的人們，還有參與協會活動的家庭。
我是一個利用小鼠進行基礎神經科學研究的人，從我的觀點來看，神經迴路的
運作與認知功能的關聯性非常複雜，即使現今我們有相當進步的實驗技術，對於小
鼠的腦了解仍然有限，更遑論複雜數倍的人腦，而且人腦的研究無法使用在動物上
面相同的侵入性實驗方法，限制更多。但是我了解，不管是什麼物種的神經系統，
『學習』本身，可以扮演改變認知功能的角色。對於有神經疾病的腦迴路，也許只
需要給予正確與適量的刺激，使得關鍵的神經迴路發生改變，就能對認知功能有所
改善。這個論述，是否適用於所有認知功能，還有很大部分需要去研究證實，就像
在拼圖一樣，期望有一天能了解神經運作與其表現的認知行為全貌。
然而，在此次感恩分享會所體會到，協會為這些小朋友所做的事情，也許就是
當神經科學這塊大拼圖完成後，能夠為發育遲緩，神經功能有障礙的小朋友所能做
的正確行動。我記得典禮當天下午我和實驗室學長提早半小時到達羅東國中，遠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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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聽見小朋友們正在彩排太鼓表演，即使有些小朋友手腳不協調，還是盡自己
的努力來配合前面老師的指揮，那種想要在來賓面前展現自己好的一面，專注練習
的樣子，真的感動到我，和我腦海裡發育遲緩或身心障礙的形象有很大的出入。這
印證了協會所舉辦的活動確實達到很好的效果，各種感官的刺激，以及肢體配合的
動作，讓這些小朋友不斷的『學習』
，進而改善他們相對應的認知功能。更重要的，
這樣團體活動的方式，家長們能有互相的支持，小朋友之間能有許多互動，提供學
習社交與禮儀的機會。
我在參加完此次感恩分享會後，覺得自己在從事神經科學研究這條路的方向更
明確，希望未來能為這種早期療育活動提供更堅實的基礎神經科學證據，或是藉由
基礎神經科學研究的結果，更細緻化相關認知行為治療的內容。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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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幼幼傳愛勸募活動
壹、前言：
社團法人宜蘭縣安安慢飛天使家庭關懷協會，於 99 年成立，宗旨為推展發
展遲緩與身心障礙等特殊需求兒童及其家庭之關懷服務。直至 109 年底，協會
歷年服務累計超過 400 位慢飛天使，在長期服務過程中，我們發現因交通的不
便性，服務較難觸及偏鄉社區個案，有鑑於此，希望透過與學校及醫療院所合
作的方式，接受個案轉介，並主動深入偏鄉與社區發現個案，評估個案家庭需
求，並提供相關多元支持服務。透過埔里基督教醫院趙文崇醫師的推薦，東森
新聞台及東森幼幼基金會得知本會籌募服務經費之需求，熱心提供協會媒體資
源的協助，與協會一同辦理東森幼幼傳愛勸募活動，以籌募所需經費。
貳、活動目的：
為增加慢飛天使(特殊需求兒童青少年)之服務率，協會希望藉由與托育中
心、幼兒園與國小、醫療院所合作與轉介，進一步深入社區與偏鄉服務個案，
並依家庭需求提供家庭關懷訪視、幼兒教育策略及居家復健示範、團體療育親
子活動、家庭照顧者之親職講座、慢飛家庭成員個別諮商等服務。透過前列慢
飛天使家庭支持與增能服務，提升慢飛天使受照顧的品質及家庭照顧能量。故
本會發起「外展社區與偏鄉 慢飛服務宅急便 多元支持服務計畫」
，實施年限為
四年，預定籌募總金額為壹仟零肆拾肆萬柒仟柒佰叁拾叁元整。
參、服務對象： 0 至 15 歲發展遲緩、特殊需求兒童、青少年及其家庭。
肆、計畫預定工作內容：
1.個案服務：
(1)提升服務案量：以外展方式與學校及醫療院所合作，接受轉介，並深入
社區主動發掘並服務慢飛天使個案與其家庭。
(2)由專業人員偕同家長志工進行家庭訪視，了解慢飛天使就學生活狀況，
並評估家庭所需資源及建立家長間的支持網絡。
(3)提供到宅幼兒教育策略及居家復健示範
2.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辦理家長講座、成長團體，增進親職教養策略技
巧，使成員獲得心理支持、充足資訊，提升教養信心與能量。並透過團體
的分享帶領，讓家長能交流教養經驗與資源，建立家庭可近性、即時性之
支持網絡。
3.團體療育活動：以復健式團體活動(打擊樂、黏土課、太鼓、直排輪等)及
社會適應活動，提供友善學習環境，幫助慢飛天使走出家門、快樂學習。
4.慢飛家庭成員個別諮商：透過與心理師合作，協助個案家庭成員，面對生活
中的各種挑戰，找到內外在資源，緩解身心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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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勸募活動的推廣宣傳：
1. 109/8-10 月啟動勸募活動計畫--東森幼幼基金會參訪：
東森新聞王淑麗主播、東森幼幼基金會孫嘉蕊董事長及基金會工作人員，
數次親臨協會，討論勸募活動內容。
2. 109/10 月東森新聞慢飛天使影片製播：
東森新聞王淑麗、張佳如、徐湘華主播及東森幼幼基金會孫嘉蕊董事長
親自拜訪慢飛天使家庭，拍攝宣傳影片，並於東森新聞台播出。影片中可以
看到慢飛天使們展現獨特的才藝，也讓社會大眾看見更多慢飛天使家庭背後
的故事。一系列的宣傳影片獲得廣大的迴響，也讓募款的宣傳力度倍增。
3. 109/10/30-11/6 為期八天電視推廣：
除了在東森新聞撥出安安慢飛天使的宣傳影片外，在 10 月 30 日王淑麗
主播特地帶著協會的一群慢飛天使及家長們，至宜蘭三富農場拍攝淑麗主播
的「公益氣象趴趴 GO」
，節目中除了介紹慢飛天使們的故事，也藉由手作活
動與他(她)們互動，讓觀眾能更近一步熟悉與認識這群慢飛的孩子們。
4. 109/10/31 公益桌曆見面簽名會：
東森新聞王淑麗主播為本次勸募活動，特地在宜蘭新月廣場舉辦一場公
益桌曆見面簽名會，當天吸引眾多淑麗主播的粉絲及愛心社會大眾參加，當
天身為宜蘭子弟的職業籃球好手高國豪也特別來到現場，大力支持本次的愛
心勸募活動。此次活動的開場表演是由安安的元氣太鼓隊所帶來的鼓曲演出，
而這群慢飛天使的出色表現也獲得眾人一致好評。
伍、勸募活動成果：自 109 年 10 月 15 日募款活動開始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為止，
總計募款金額為壹仟零貳拾伍萬伍仟參佰玖拾伍元。

【活動照片】

東森新聞 淑麗主播 參訪

東森幼幼基金會 孫嘉蕊董事長 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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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球、直排輪、太鼓拍攝宣傳影片》

《公益氣象趴趴 GO-宜蘭三富農場》《家長及志工協助公益桌曆包裝寄送》

《公益桌曆見面簽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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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與參訪協會
安安慢飛天使家庭關懷協會自成立以來，接收到許許多多的自社會各界的愛心
資源，讓我們充分感受到這個社會的愛與溫暖。109 年度，眾多的社會愛心單位來到
協會參訪，無論是捐贈善款、物資或是親自為慢飛天使們加油打氣，都再再顯示，
經過多年的努力，安安慢飛天使們的表現已經得到社會大眾的注目。今年來到協會
參訪或是捐贈的單位有：












7月4日
8 月 21 日
9月8日
9 月 11 日
10 月 17 日
11 月 24 日
12 月 4 日
12 月 12 日
12 月 17 日
12 月 19 日
12 月 23 日

台大 EMBA 參訪週末太鼓活動
東森幼幼基金會來訪
宜蘭有線錄影宣傳協會
新光保全慈善基金會副執行長來訪
momo 親子台哥哥姊姊及富邦基金會志工參訪直排輪並進行演出
如意慈善之友協會參訪及捐贈 15 把烏克麗麗
羅東家扶中心來訪
善心人士參訪週末太鼓活動並捐贈聖誕禮物
台灣銀行羅東分行參訪及捐款
普羅佛朗明哥舞集舉行「陪你慢飛公益舞展」
，門票收入捐贈協會。
兩班家(高麗園)韓式料理招待安安家長聚餐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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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謝

~感 謝~
東森幼幼基金會 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台大 EMBA
普羅佛朗明哥舞集
所有愛心捐款人
謝謝有您，伸出雙手，陪伴天使緩緩飛翔
讓愛如暖陽，發光發熱
E-mail：we.share98@gmail.com
協會官網：http://www.ananangel.org.tw
臉書專頁：http://www.facebook.com/YilanAnAn
立案字號：宜蘭縣政府 府社區合字 099018890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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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捐款芳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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