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蘭縣安安慢飛天使家庭關懷協會

112 年上半年

週末藝能療育親子活動 <免費> 招生簡章

“天下的孩子都需要被疼愛、疲憊的爸媽要互相打氣”
藉著週末親子活動，慢飛天使家庭互相支持、陪伴成長!

一、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宜蘭縣安安慢飛天使家庭關懷協會
二、共同主辦單位：1.元氣太鼓:羅東國中
2.歡樂天使打擊樂團:羅東高中
3.活力直排輪:五結國小
三、活動項目/內容：若報名後，無法參加 請於 2/18 前主動告知協會
活動項目

活動日期/活動地點

參加對象/課程內容

112 上

費用/保證金
免學費 保證金 600 元

＊3-9 歲遲緩、身心障礙兒童
3/4~4/29 每週週六
缺席一堂課扣 100 元
歡樂天使
及其 3-9 歲手足
10:20~11:30 共 7 次
＊缺席 3 堂(含)以上不退保證金
打擊樂團 羅東高中輔導中心 3 樓 名額:15 組
(出席率低於 70%)

親子
捏捏樂

5/6~6/10 每週週六
10:20~11:30 共 6 次
協會會址

免學費 保證金 500 元
＊4-9 歲遲緩、身心障礙兒童
缺席一堂課扣 100 元
及其 4-9 歲手足
＊缺席 3 堂(含)以上不退保證金
名額:12 組
(出席率低於 70%)

＊小一至國三(6-15 歲)特教
班或資源班學童與大班以上

元氣
太鼓隊

3/4~6/10 每週週六
手足及家長 15 組
8:50~10:00 共 13 次
每家庭 2~3 名上場共約 30 人
羅東國中表演藝術教室
＊家長/孩子均須穿著安安團
服與球鞋、自備水

直排輪
活力營

3/4~6/10 每週週六
13:50~15:30 共 13 次
五結國小五育館

＊輪鞋由教練提供，護具請
自備或跟教練購買 1200 元!
＊小一至國三(6-15 歲)特教
或資源班學童與 6 歲以上手
足 20 組
＊穿安安團服與球鞋、自備水

免學費 保證金 1200 元
缺席一堂課扣 100 元
＊缺席 4 堂(含)以上不退保證金
(出席率低於 70%)

新生需購買安安團服 200 元及鼓
棒 250 元
免學費 保證金 1200 元
缺席一堂課扣 100 元
＊缺席 4 堂(含)以上不退保證金
(出席率低於 70%)

新生需購買安安團服 200 元

＊基於珍惜資源原則，若出席率低於 70％，該課程保證金當作學費不予退還。上表中缺
席堂數之計算以出席率 70%為基準。敬請體諒配合!!
五、參加對象說明：超過活動限制之年齡年級者，將列為候補，如有名額，遞補錄取。
太鼓與直排輪限小一至國三(6~15 歲)身心障礙或資源班學童及其 6 歲以上手足參加；打擊樂為
3-9 歲發展遲緩兒童及其 3-9 歲手足參加；捏捏樂為 4-9 歲發展遲緩兒童及其 4-9 歲手足參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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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鼓因場地與鼓數有限,除慢飛天使外，每家庭需有一位家長及至多一名手足陪同打鼓。
週末親子活動：所有活動皆須有家長ㄧ人陪同。

六、活動費用：免費參加! 爲了珍惜活動資源，採保證金制度：上課出席在規定次數
以上全額退還，出席次數少於規定次數，缺席(不論缺席原因)一堂課扣 100 元。
若出席率低於 70％，該課程保證金不予退還。若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未至栛會
領取，同意捐予協會，作公益用途。
七、報名注意事項：
1. 報名新生需繳交：教育處鑑定安置結果報告書(幼兒園及小學資源班) / 聯評報告
書，且繳交報名表後，需經預約面談後完成報名。
2. 保證金請於第一次上課繳納，將依上課次數於最後一次上課退還。第一次上課請務
必參加，否則視同自動放棄，由候補家庭遞補。
3. 以報名日期作為報名優先順序依據，報名表上請務必填寫報名日期。
4. 報名直排輪/太鼓，需購買護具/鼓棒及安安團服。上課時請穿安安團服及運動鞋。
5. 第一次上課請依下列時間抵達上課地點: 太鼓 8:20/打擊樂、捏捏樂 10:00/直排輪 13:20
八、報名方式：
1. 採通訊或網路報名 we.share98@gmail.com，不接受電話報名。請將報名文件填
妥，《文件需齊備才列入報名排序：1.活動報名表 2. 鑑定安置結果報告書(小學
資源班)/聯評報告書(幼兒園)3.個資同意書(為保障您的權益 請填寫報名表背
頁)，若為網路報名，請傳送簽名掃描檔》，郵寄或送交協會會址:宜蘭縣羅東鎮康
莊路 33 巷 3 號 1 樓

2. 可至協會官網(http://www.ananangel.org.tw/)親子活動報名下載報名表件。
3. 報名日期：即日起~112.2.14 或額滿為止，112.2.15 公告錄取名單於協會官網。可
上官網查詢，或來電詢問，確認您是否報名成功。
4. 詢問電話：(03)9568546，週二至週五 9:00~12:00，14:00~17:00
112 上半年親子活動時間表

宜蘭縣安安慢飛天使家庭關懷協會
時間

時間

8:50~10:00 10:20-11:30

13:50~15:30

3/04

8:20 太鼓

10:00 打擊樂

13:20 直排輪

3/11

太鼓

打擊樂

3/18

太鼓

打擊樂

日期

3/25
4/01

補班補課

8:50~10:00

10:20-11:30

13:50~15:30

5/06

太鼓

10:00 捏捏樂

直排輪

直排輪

5/13

太鼓

捏捏樂

直排輪

直排輪

5/20

太鼓

捏捏樂

直排輪

5/27

太鼓

捏捏樂

直排輪

6/03

太鼓

捏捏樂

直排輪

太鼓

捏捏樂

直排輪

暫停乙次

兒童節及清明連假，暫停乙次。

日期

4/08

太鼓

打擊樂

直排輪

6/10

4/15

太鼓

打擊樂

直排輪

6/17

補班補課 活動結束

4/22

太鼓

打擊樂

直排輪

6/24

端午節連假，活動結束。

4/29

太鼓

打擊樂

直排輪

太鼓 13 堂

打 7 ，捏 6

直 13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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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安安 慢飛天使家庭關懷協會

審核結果

兒童姓名

出生年月日

家長姓名

關係：

目前就學狀況
聯絡方式

112 上

週末親子活動 報名表

年
□ 新生

月
□舊生

□身分符合

日 年齡
報名日期
(必填)

□身分不符合

歲

個月

(以開課日計 必填)
年

月

日

□學齡前，就讀______________幼兒園 大.中.小 班；巡迴輔導 □有

□無

□學齡，就讀________________國小/中____年級□普通班+資源服務
手機：
LINE ID:

□特教班

地址(若近半年有變更，請填寫)：
遲緩、
□一般發展遲緩
類 □疑似發展遲緩 □自閉症 □聽障 □視障
身心狀況 □腦性麻痺 □智能障礙 □學習障礙 □情緒障礙 □其他______
□效期內之「鑑定安置結果報告書」影本(新生/舊生均需提供) (請跟資源班老師請領)
上半年報名需
如無前者，請附□效期內之聯評報告書 1~3 頁影本 ，經協會資格審查，符合本會服務對
檢附特殊證明
象才會列入報名成功名單。 (可拍照傳到協會手機，並請註記孩子姓名) □需補件

□歡樂天使
打擊樂團

*陪同參加手足: __________出生日期:________ 保證金
關係：_____就讀學校/年級：_______________ 600 元/戶

3-9 歲/15 組

報名項目
請於參加項目
前打勾

□親子捏捏樂
4-9 歲/12 組

請詳填參加者
□元氣太鼓
資料
6-15 歲/15 組

直排輪:手足

*陪同參加家長:_____人 因場地限制最多 2 人
*陪同參加手足: __________出生日期:________
關係：_____就讀學校/年級：_______________

□第一次參加
直排輪

500 元/戶

*陪同打鼓家長:_________(必要 每家庭限 1 人) 保證金
*陪同參加手足: __________出生日期:________
關係：_____就讀學校/年級：_______________

須滿六歲才能 □直排輪活力營 *慢飛天使 身高：________體重：_______
參加(新生)
6-15 歲/20 組

保證金

1200 元/戶
團服 200 元/件
鼓棒 250 元

保證金

*陪同參加手足: __________出生日期_________ 1200 元/戶
關係：_____就讀學校/年級：_______________

護具 1200 元

身高：________體重：________(借輪鞋必填)

團服 200 元/件

注意事項：1.請務必填寫報名日期。2.填背頁個資同意書。
超過活動限制之年齡年級者，將先列為候補，如有名額，遞補錄取，班別由協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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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安安慢飛天使家庭關懷協會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與活動保証金同意書
感謝您參加社團法人安安慢飛天使家庭關懷協會辦理的『親子暨家長活動』！
為了歡迎您未來能繼續參與本協會舉辦的各項活動，並且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保障您的權
利，謹依法告知下列事項：
１.機關名稱：社團法人安安慢飛天使家庭關懷協會(下稱本協會)
２.蒐集之特定目的：為本協會日後舉辦各項活動或發行會刊(訊)、部落格、網頁、臉書等網路宣
導目的。
３.個人資料之類別：姓名、性別、服務單位、職稱、聯絡地址、電子郵件信箱、電話號碼或行動
電話、 未成年兒女姓名與其醫療資訊、身障證明、綜合報告書、綜合研判建議書、活動影像資
料（含照片,錄影）。
４.個人資料利用之方式：
(1)使用對象：僅供本協會自行使用。
(2)範圍：本協會日後舉辦各項活動（包括：親子暨家長活動）或發行會刊（訊）網路宣導、聯
繫等個人資料處理與利用。
５.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３條規定，當事人可行使以下權利：
(1)查詢或請求閱覽。
(2)請求製給複製本。
(3)請求補充或更正。
(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5)請求刪除。
若有上述需求，請與本協會聯繫，於填妥本協會當事人權利行使申請書後，本協會將依法進行
回覆。
６.若未提供正確個人資料，本協會將無法提供您特定目的範圍內之相關服務。
７.此次蒐集的個人資料僅限於上述目的處理及利用，除非經過您本人的同意或法律規定外，不得
揭露於第三者或散佈。
８.當您親自簽名完成後，即視為您已詳閱並瞭解本同意書的內容，一旦簽署後即立刻生效。
★９.活動保証金，若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未來栛會領取，同意捐予協會，作公益用途。
說明:出缺席的記錄，依照”慢飛天使個案”有否出席來決定。即如果慢飛天使個案沒有出席而手
足有出席，班長點名的登記會記為“缺席”。
您已充分知悉本協會上述告知事項，並同意本協會蒐集、處理、利用上述個人資料，敬請簽名：

(所有參與活動)未成年兒女姓名：

立同意書人(請簽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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