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二

財團法人台南市富樂夢教育基金會
109 學年度「富樂夢學園」課後免費英語教學專案
招生簡章
壹、「富樂夢學園」課後免費英語教學專案
富樂夢教育基金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協助經濟弱勢家庭學童英語會話學習，提升面對國際化、全球化之競爭
能力，特別開辦學童免費英語會話課後輔導教學專案，期望能協助他們不要輸在起跑線上，提供一個「築夢
圓夢」的機會。
贰、申請條件(須符合下列所有條件)
1.就讀國民小學 109 學年度 1 至 5 年級學生(以低年級優先)，經學校推薦之家庭經濟弱勢並有意願學習(兩者
兼具者為佳)，且無參加其他英語課後班或補習班。(經錄取之學生若學習順利且無違反學園規約，可持續在
本會上課至國小畢業)。
2.家長需完全負責學童上、下課之接送。
3.學生品行良好，且有高度學習意願。
參、報名、甄選與報到
1.報 名 方 式：符合條件學童由家長填寫報名表，於 4 月 20 日(一)前交給校方進行初審再向本會推薦報名。
(由學校彙整報名文件統一寄至本會報名)
2.基金會審查：報名學生經過本會書面審查通過，於 7 月 10 日(五)將名單公布於富樂夢教育基金會官網
http://www.flomo.org.tw，請家長自行查閱，若無網路設備請自行來電詢問。(不另行通知)
3.學生前測時間：為利學生學習，請家長及學生務必依下列暫定時間準時至本會。(請自行攜帶文具用品)
註:因學園空間有限，當天請家長一位代表陪同學生到學園即可。
*** 若前測時間有再調整，請依 7/10(五)官網公告為主，將不另行通知 ***
施測日期
時段

7/20 (一)
晚上 6:00-7:00

晚上 7:00-8:00

(請於晚上 6:00 準時報到) (請於晚上 7:00 準時報到) (請於晚上 8:00 準時報到)
中西區-協進、永福國小

施測學校

南大附小

中西區-成功、忠義國小
(含附幼大班)

(含附幼大班)

施測日期
時段

晚上 6:00-7:00

晚上 7:00-8:00

西門實小

(含附幼大班)

晚上 8:00-9:00

安平區-新南、億載國小

南區-永華、日新國小

(含附幼大班)

(含附幼大班)

施測日期

施測學校

北區-立人、文元、賢北國小

(請於晚上 6:00 準時報到) (請於晚上 7:00 準時報到) (請於晚上 8:00 準時報到)

(含附幼大班)

時段

中西區-進學國小

7/21 (二)

安平區-安平、石門國小
施測學校

晚上 8:00-9:00

7/22 (三)
晚上 6:00-7:00

晚上 7:00-8:00

(請於晚上 6:00 準時報到)

(請於晚上 7:00 準時報到)

南區-新興、省躬、喜樹、龍崗國小及志開實小

東區、永康區各小學

(含附幼大班)

(含附幼大班)

請接續背面詳閱

4.分班錄取公布：於 7 月 31 日(五)公布於基金會官網， http://www.flomo.org.tw，請家長自行查閱，若無
網路設備請自行來電詢問(不再另行電話通知)。
5.學生前測及家長說明會地點：本會「富樂夢學園」 教室 (同上課地點)
臺南市中西區西門路二段 389 號 7 樓(台新銀行大樓 7 樓)
電話：(06)228-9772 (請於平日 13:30 後來電)
肆、上課各項費用(含教材)均由本會專款補助，學童完全免費就讀。
伍、上課方式
1.上課次數：每週上課 2 次，每次 90 分鐘。
2.上課時段：每週「一、四」或「二、五」下午 5：00-8：40(由本會依程度安排時段，不得指定)
3.上課地點：本會「富樂夢學園」教室。(臺南市中西區西門路二段 389 號 7 樓)
陸、開課日期：2020 年 8 月 17 日(星期一)起正式上課

財團法人台南市富樂夢教育基金會
109 學年度「富樂夢學園」課後免費英語教學專案
報 名 表-1 (家長填寫)

附件三

(欄位請勿空白，無相關資料請填＂無＂或打＂X＂)
一、學生基本資料

學生姓名

英文名

性別

出生日期

年

月

日

※家長請注意：若未填英文名字者，學生經錄取後由老師統一命名，並不得異議。

就讀學校

臺南市

區

國小

年

班

/

□幼兒園 大班

聯絡地址
家電：

(必填)

絡 手機：

(必填)

聯

家長姓名
關係

(主要聯絡人)

方 E-mail：
式 LINE ID：
家電：

(必填)

絡 手機：

(必填)

聯

第二聯絡人

關係
方 E-mail：
式 LINE ID：

二、家庭經濟與資源狀況

家庭經濟狀況

(1)來源:□個人或其他成員收入 □親友資助 □政府補助 □民間團體補助 □退休金
(2)居住狀況：□自有住宅 □租屋 □借住親友家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社會福利補助

□無 □重大傷病卡 □中低入戶生活補助 □低收入戶生活補助 □民間補助
□弱勢家庭生活兒童及少年生活扶助 □單親家庭生活補助 □獎學金 □其他政府補助

三、家庭成員(同住之成員)
姓名

關係

年齡

工作單位或就讀學校

請接續背面填寫

職稱或學生

四、孩子身心健康及課後班參加情形

特殊狀況

□無□智能□視覺□聽覺□語言□肢體□學習□情緒行為□自閉症□發展遲緩□注意力不集中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 □校內課後照顧班

□校內課後社團(才藝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

目前是否參加校內或校外課後班 □校外安親班□校外學科補習班(□數學□英語□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校外才藝班 (才藝名稱:__________________)

五、學生肖像權使用及課程配合事項同意書
說

明：感謝您有機會幫孩子報名參加富樂夢教育基金會提供的免費課程，富樂夢學園就像大家庭一
樣，將來孩子在這裡生活和學習的點滴，我們都希望把它記錄下來，需要您們的同意讓我們更
放心拍錄學習影片或活動照片讓教學過程更有意義哦！

簽

署：本人(父母或監護人)
，□同意並授權
□不同意富樂夢教育基金會(富樂夢學
園)及富樂夢集團企業之網站、報章雜誌等公開平台使用敝子弟
之肖像、名字、
聲音等。
財團法人台南巿富樂夢教育基金會

此致

本人(父母或監護人)
同意本人之子女或被監護人
參加財團法人台南市富
樂夢教育基金會(以下簡稱本會)舉辦之「富樂夢學園」課後免費英語教學專案課程，並同意遵守以下所列
事項：
1. 本會僅提供免費教學課程，家長應完全負責學童上、下課之接送及往返路程之安全。
2. 孩子如有以下情形時，本會有權取消學童繼續參加上課之資格。
(1) 本會主要提供資源給弱勢家庭、品行良好且有學習意願及未同時參加其他英語課程之學生學習，
若經查證學生同時參加其他英語課程。
(2) 學童在本會上課期間應遵守學園所訂學生公約(詳如附件四)。若學童違反公約，經告誡 3 次
以上後仍未見改善時。
1 請假及曠課合計達 5 次或○
2 遲到達 5 次)
(3) 經常性缺課或遲到(每學季○
(4) 季考缺席不得要求補考，一律以 0 分計(每一學年共 4 次季考，若缺考達 2 次)
(5) 學習不積極未能通過學習成效考核(若調整學童上課班級不得異議)
1 作業本未交或未完成達 5 次或○
2 聯絡本未帶或未簽名達 5 次
(6) 每一學季○
(7) 學童若有動手推人、打架或導致他人受傷之行為
(8) 本會所提供之課本乃屬基金會財產，蓄意損壞或遺失
3.
4.

學生英文名，將依報名表上填寫為主；若未填寫/未有英文名/未於開課第一次上課簽到時填寫及告知
任課老師，第一堂上課將由任課老師完成命名後，不得異議!
學生上課時應將作業簿當筆記本(不得隨意撕毀)，不得於課本上塗鴉或註記任何文字。

5.

學園於開課時發放之作業本及聯絡本，用畢後請勿回收或丟棄，應以舊本至櫃台更換新本。

6.

課本遺失或損毀，酌收費用新課本每本$100 元或二手課本每本$50 元。
立同意書人
家長簽章：
住

址：

聯絡電話：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財團法人台南市富樂夢教育基金會
109 學年度「富樂夢學園」課後免費英語教學專案
報 名 表-2 (導師填寫)
學生姓名

班級

學生就讀學校 臺南市
導師姓名
推薦原因

家庭特殊狀況

學習狀況
特質

年

區

班 性別

出生日期

國小 /

導師電話 學校:

年

學校課業成績

手機:

□有學習意願 □學習態度良好 □品行良好 □經濟弱勢家庭
□無 □隔代教養 □寄養家庭 □外籍配偶家庭 □原住民
□單親家庭(□母親□父親 為主要照顧者或監護人)
□失依家庭（親友照顧） □身心障礙(主要照顧者)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優勢(興趣)科目：□國文 □英文 □數學 □其他________________ □待觀察
2. 學習態度與問題：□自動自發 □被動需催促 □認真 □敷衍 □專注力佳
□注意力不易集中□到校抄寫 □學習意願低
□活潑 □外向 □文靜 □沉默 □內向 □乖巧 □體貼 □熱心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無 □說謊 □偷竊 □人際關係不良 □師生衝突 □暴力行為
(以最近一次段考之名次或前次學期總成績為原則；幼兒園大班者免填）
全班總人數：______ / 班級名次：_______
學期總成績等第：□優□甲□乙□丙□丁

導師簽名或職章:_______________

校方經辦及基金會審核
學校經辦初審:

□通過

□不符合資格，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經辦人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利爾後招生訊息或貴校就讀學生掌握聯繫用，已於推薦名冊填妥則免填)
經辦核章:

基金會複審:

□通過

2020/____/____

□不符合資格，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基金會核章:

日

幼兒園 大班

與同儕相處情形 □融洽 □孤立 □自我中心□其他:_______________
特殊行為

月

2020/____/____

附件四

財團法人台南市富樂夢教育基金會
109 學年度「富樂夢學園」課後免費英語教學專案
(總部)學生公約
我是富樂夢學園的學生，我願意確實遵守以下訂定之學園公約。
友愛
1. 我會友愛同學、和睦相處，不以言語或肢體行為欺負其他同學。
2. 我會樂意與別人互助合作，學習與他人融洽相處。
3. 我會在與同學相處時，不侵犯他人身體，相互尊重與關懷。
敬師
1. 我會敬愛老師，並聽從老師及教職員之指示。
2. 我會在遇見師長時，向師長行禮問好並注重禮節。
3. 我會虛心受教，不打瞌睡、不說話頂撞老師，有問題舉手徵得老師同意後發言提問。
守規矩
1. 我會遵守上下課一律搭乘電梯，若非家長陪同，不私自走樓梯。
2. 我會遵守上下課期間搭電梯時，不按其他樓層之按鈕，不至其他樓層。
3. 我會遵守在學園內、外不喧嘩、不嬉戲、不追逐。
4. 我會遵守不影響上課進行，如愛講話、打擾同學、擅自離座等。
5. 我會遵守到學園時不攜帶玩具及任何危險物品。
6. 我會遵守準時上課、不遲到。
7. 我會遵守上課專心聽講，不寫學校作業、不製作美勞作品、不玩手機及玩具等。
8. 我會遵守考試規則，不作弊。
9. 我會遵守按時完成老師指定之功課、聯絡本每次確實拿給家長簽名。
10. 我會遵守放學離開前先向老師報告後才離去。
11. 我會遵守教室及學園外，活動時注意安全。
12. 我會遵守下課時聽從老師引導，並維持良好秩序等候家人。
13. 我會遵守未經老師允許，不得隨意取用學園公物。
14. 我會遵守學園其他相關規定。
愛護課本
1. 我會將作業簿當成筆記本，不會在課本上塗鴉或註記任何文字。
2. 我會珍惜與愛惜學園提供的免費教材，不隨意破壞。
作環保
1.
2.
3.
4.

我會愛護學園之公物，不任意破壞。
我會落實資源回收，將垃圾分類與回收。
我會隨時保持座位清潔，下課時將座位的垃圾丟掉、回收。
我會愛惜書本與文具並妥善保管。

附件五

財團法人台南市富樂夢教育基金會
109 學年度「富樂夢學園」課後免費英語教學專案
學園規約

一、富樂夢教育基金會創會精神
富樂夢教育基金會為創辦人沈坤照先生捐資創立。為提升台灣學生英語文能力，以面對未來國
際化、全球化之趨勢。基金會於 2011 年創立富樂夢學園，於 2013 起陸續與高雄市湖內區、台南
市北區及安南區共約 20 所小學合作，增加教學點就近上課。目前含總部合作小學共約 40 餘所，
每年讓千位學生免費學英語，讓孩子們在一個充滿活力又歡樂的環境下學習英文，激發他們的
學習動力。希望未來英語能成為台灣的第二語言。
二、富樂夢學園教學理念
1.美語課程每週二次，每次 90 分鐘，著重英文聽、說、讀、寫能力。
2.董事長特別重視學童之品格養成，每堂課 5 分鐘實施品格教育及每月一次全體學員品格宣導
影片教學，期許學童在生活禮貌方面能耳濡目染成為品格端正的人。
三、富樂夢學園與家長、小朋友的共同約定
1.服裝儀容、禮貌及珍惜資源
(1) 凡到富樂夢學園上課的學員須穿著學園制服並保持整潔乾淨，學園將不再補發!!
(2) 學員應穿著球鞋、布鞋上課，天熱或下雨時可穿著涼鞋(禁穿拖鞋)。
(3) 凡學園有活動舉辦或相關比賽，學生須穿著制服搭深色褲子，鞋子只能穿球鞋、布鞋或
皮鞋(不露腳趾)。
(4) 凡到基金會上課之學員，皆須養成和老師、同學互相打招呼之好習慣，並培養熱心助人
與正向思考的觀念。
(5) 珍惜與愛惜學園提供的免費教材並遵守教材使用方式。
 學生上課時應將作業簿當筆記本(不得隨意撕毀)，不得於課本上塗鴉或註記任何文
字。
 學園於開課時發放之作業本及連絡本，用畢後請勿回收或丟棄，應以舊本至櫃台更
換新本。
 為使課本能延續使用，上課所使用的課本不得遺失或損毀，若毀損學生須自行負責
(酌收費用)或影印線上電子書上課使用，不再提供課本。
 課本於下課前，統一由老師收回，不得任意帶回家。若需回家複習，可至基金會官
網首頁完成申請後便可自行線上瀏覽課本教材。
2.家長接送事宜(*重要*)
(1) 基金會僅提供免費教學課程，家長應負責學童上、下課之接送與往返路程之安全。
(2) 請家長準時於課前課後十分鐘內接送小孩，若您本人無法前來，委託他人代接，請先以
電話通知園方；若當日無他人代接送請務必來電告知請假。
(3) 下課時請家長務必準時親自至七樓並記得『簽名』以確認接回孩子。
(4) 若該生為行動不便之學童，請家長親送孩子至教室座位，下課時亦親自至教室接回。
(5) 家長若未能於 7:30 (第一時段) / 9:30(第二時段)前將學童接回，將直接取消上課資格。
3.學習考核
(1) 每學季末實施定期考核，考核項目包含英語學習成果、上課秩序遵守、上課出席考核。
(2) 若因季考缺席不得要求補考，一律以 0 分計(每一學年共 4 次季考，若缺考達 2 次)
2 學習不積極未能通過學習成效考核(若調整學童上課班級不得異議)○
3 每一學季作業
○
4 每一學季聯絡本未帶或未簽名達 5 次。若孩子有以上情形，本
本未交或未完成達 5 次○
會有權取消學童繼續參加上課之資格。
**【請接續背面詳閱】**

(3) 學童若有動手推人、打架或導致他人受傷之行為，本會有權取消學童繼續參加上課之資
格。
(4) 學童在本會上課期間應遵守學園所訂學生公約(詳如附件四)。若學童違反公約，經告誡
3 次以上後仍未見改善時，本會有權取消學童繼續參加上課之資格。
(5) 學園遇英語活動辦理皆視為正式上課，學童應積極參加，因故未能參加者須來電告知請
假，無故未能參加者，本會有權取消學童繼續參加上課之資格。
4.請假規定
(1) 學園不受理學生自行告知請假事宜。請家長務必親自於課前至臨櫃、電話或事先於連絡
本告知學園辦理請假。上課 30 分鐘後，未到學園且家長亦未請假者，將記曠課 1 次。(學
園 LINE 官方帳號不受理請假事宜)
(2) 到園簽到時，已超過上課時間，將記遲到 1 次。
(3) 每季缺課次數達 5 次（含請假及曠課）或遲到達 5 次者，本會有權取消學童繼續參加上
課之資格。
5.其他
(1) 本會主要提供資源給弱勢家庭、品行良好且有學習意願及未同時參加其他英語課程之學
生學習，若經查證學生同時參加其他英語課程，本會有權取消學童繼續參加上課之資格。
(2) 每學季行事曆於學季初發布於學園 LINE 官方群組及張貼於學園＂重要事項＂處，不再發
放紙本，請家長自行下載並與孩子共同留意停課日期。
(3) 逢國定假日及颱風假(臺南市政府公佈之停課消息)，該日停課一天，學園將不另行通知，
亦不另行補課。
(4) 若遇連續彈性假期時，學園一律不進行補課。
(5) 逢學校段考、學季轉換期間，學園擬安排停課，請家長務必留意行事曆之停課日。
(6) 學生英文名，將依報名表上填寫為主；若未填寫/未有英文名/未於開課第一次上課簽到
時填寫及告知任課老師，第一堂上課將由任課老師完成命名後，不得異議!
四、學園上課訊息
(1)一、四時段於 8 月 17 日(一)起開始上課；二、五時段於 8 月 18 日(二)起開始上課。
(2)上課地點：本學園教室(臺南市中西區西門路二段 389 號 7 樓)
五、聯絡方式
 學園電話:06-2289772 / 0973-225-568 請於平日 13：30 後來電
 基金會網址：www.flomo.org.tw
 Facebook: 富樂夢教育基金會 (請搜尋
並＂按讚＂，學園相關資訊將能即時掌握)
 LINE ID: @fdh6941i (LINE 官方帳號僅作為學
園訊息布達，不受理＂學生請假＂、＂學生相
關問題詢問＂等，若有上述等問題，請來電辦
官網
FB
LINE
理及詢問。)
同意並了解上述內容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就讀國小：___________ 國小 年級：

(請填 9 月份後之年級)姓名：_______________)

備註：相關報名審查公告日程請詳閱附件二招生簡章，將公布於基金會官網，屆時請自行上網查
詢，若無網路設備請自行來電詢問。(不再另行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