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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區合作小學招生簡章
壹、 富樂夢教育基金會(富樂夢學園)課後免費英語教學專案簡介
富樂夢教育基金會為創辦人沈坤照先生捐資創立。為提升臺灣學生英語文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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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北區及安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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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的第二語言。
貳、 富樂夢學園教學理念
一、

英語課程每週二次，每次 90 分鐘，著重英文聽、說、讀、寫能力。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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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許學童在生活禮貌方面能耳
濡目染成為品格端正的人。

參、 申請條件(須符合下列所有條件)
一、

就讀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 1 至 5 年級學生(以低年級優先，舊生不分年級皆可續讀但須重新填寫
報名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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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兩堂課皆須出席，不受理每周僅上一堂課之學生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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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家長需完全負責學童上、下課之接送。

三、

學生品行良好，且有高度學習意願。

肆、 報名、甄選與報到
一、
報名方式：符合條件學童由家長及導師填寫報名表，於 6 月 19 日(五) 前透過學校向本會推薦
報名。(請學校彙整報名文件統一寄至本會報名)
二、
前測分班時間：為利學生學習，109 學年度上學期開課日為 109 年 9 月 21 日(星期一)、
9 月 22 日(星期二)，開課當天請務必準時到班進行前測分班測驗。
(上課時間為週一、四學校即為 9/21 施測；上課時間為週二、四或二、五學校即為 9/22 施測)
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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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 上課方式
一、
上課次數：每週上課 2 次，每次 90 分鐘。
二、
上課時段：每週「一、四」或「二、五」下午 16:00-17:30。(依開課前各校通知時間為主)
三、
上課地點：高雄市湖內區(大湖、文賢、明宗)各校內。
臺南市北區(大光、大港、公園、開元)各校內。
臺南市安南區(土城、安佃、安順、安慶、和順、長安、南興、學東、海東、鎮海、
顯宮)各校內。
柒、開課日期：預計 109 年 9 月 21 日(星期一)、9 月 22 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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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出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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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區

國小

年

班

/

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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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無

請接續背面填寫

職稱或學生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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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同一上課時段參加其他課程。
(2) 學童在本會上課期間應遵守學園所訂上課公約(詳如附件四)。若學童違反公約，經告誡 3 次以上

4.

後仍未見改善時。
(3) 期末考缺席不得要求補考，一律以 0 分計(每一學年共 2 次季考，若缺考達 1 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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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每一學期○
1 請假及曠課合計達 5 次或○
2 遲到達 5 次)
(6) 經常性缺課或遲到(每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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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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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舊本向任課老師更換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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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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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導師姓名
推薦原因

家庭特殊狀況

學習狀況
特質

區

電話

年

班

性別

國小

年

學校電話:

出生日期
班

年

/

□無 □隔代教養 □寄養家庭 □外籍配偶家庭(□父/□母 國籍:_________)□原住民
□單親家庭(□父/□母 為主要照顧者或監護人)
□失依家庭（親友照顧） □身心障礙(□父/□母)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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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真 □專注力佳 □敷衍 □被動需催促
□注意力不易集中□功課到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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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方經辦及基金會審核
□通過

□不符合資格，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經辦核章:

基金會複審:

幼兒園

□有學習意願 □學習態度良好 □品行良好 □經濟弱勢家庭

導師簽名或職章:_______________

學校經辦初審:

日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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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通過

2020/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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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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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公約(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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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遵守在教室內、外不喧嘩、不嬉戲、不追逐。
2. 我會遵守上課專心聽講，維持良好秩序。
3. 我會遵守上課不飲食並維持座位乾淨。
4. 我會遵守準時上課、不遲到。
5. 我會遵守上課時不攜帶玩具及任何危險物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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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我會遵守下課時聽從老師引導，並維持良好秩序等候家人。
8. 我會遵守放學離開前先向老師報告後才離去。
9. 我會遵守教室內、外，活動時注意安全。
10. 我會遵守未經老師允許，不得隨意碰觸他人用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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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落實資源回收，將垃圾分類與回收。
2. 我會隨時保持座位清潔，下課時將座位的垃圾丟掉、回收。
3. 我會在校園內看到垃圾時，撿起來並丟到垃圾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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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

附件五

一、富樂夢學園與家長、小朋友的共同約定
1.禮貌及珍惜資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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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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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園於開課發放之作業本及連絡本，用畢後請勿回收或丟棄，應以舊本向任課老師更換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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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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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家長準時於課後十分鐘內接送小孩，若經常性遲退，本會有權取消學童繼續參加上課之資格。
3.學習考核
(1) 每學期末實施定期考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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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童在本會上課期間應遵守學園所訂上課公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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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學
(3) 若因期末考缺席不得要求補考，一律以 0 分計(每一學年共 2 次期末考，若缺考達 1 次)○
3 每一學期作業本未交或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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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每一學期聯絡本未帶或未簽名達 5 次。若孩子有以上情形，本會有權取消學童繼續參
成達 5 次○
加上課之資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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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規定
(1) 不受理學生自行告知或同學轉告請假。請家長務必於課前告知校方、來電學園總部或事先於連絡
本告知辦理請假。否則將記曠課 1 次。
(2) 進教室時，已超過上課時間，將記遲到 1 次。
(3) 每學期缺課次數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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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學期逢國定假日、學校段考期間即停課(停課日安排為第一天段考的前一天及第一天段考，部
分學校段考不安排停課)。
(2) 若遇連續彈性假期，須提前或之後於週六補課，當天不上課亦不另行補課。
(3) 颱風假(臺南市政府公佈之停課消息)，該日停課一天，將不另行通知，亦不另行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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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於第一堂開課時告知任課老師，
將由任課老師完成命名後，不得異議!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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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網
FB
並”按讚”，學園相關資訊將能即時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