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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彰化聲暉協進會～～～重要訊息 
日期：105 年 3月 25 日 

訊息一、端午節聯歡活動訂於 105 年 5 月 29 日在和美實驗學校辦

理，有意參加的朋友請盡速報名喔! 

1.活動時間：105 年 5 月 29 日(星期日)上午 9時 30 分至下午 3時。 

2.活動地點：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3.活動內容：摸彩、趣味競賽、舞台表演、宣導活動、粽子發放、義剪等

周邊服務。 

4.報名截止日期：105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五)截止。 

訊息二、2016 年身心障礙家庭親子樂樂足球體驗賽~邀請您共同來

動一動~ 

1.活動時間：105 年 4 月 16 日(星期六)上午 8時 30 分至下午 4時 30 分。 

2.活動地點：彰化縣立靜修國民小學。 

3.活動內容：親子足球闖關體驗、5 對 5足球 PK 賽。(請詳看後附 DM 及報

名簡章) 

4.報名截止日期：105 年 4 月 8日(星期五)截止。 

訊息三、105 年度特殊教育新課綱與升學座談會~歡迎家長踴躍參

加! 

1.南彰場：4 月 17 日上午 9 時 30 分至 11 時 30 分於溪湖國中中正堂辦理。 

2.北彰場：5月 1日上午 9時 30分至 11時 30分於泰和國小特教中心辦理。 

3.報名方式：請填寫後附報名表後傳真至 04-7202399。 

訊息四、為增加身心障礙者就業機會及減輕其經濟負擔，彰化縣

政府補助身心障礙者參加國家公職考試補習及職業汽車

駕駛訓練費用，請詳見後附補助要點喔! 
 

 

若有任何疑問，歡迎各位與本會聯繫  聯絡人：會務心慈/社工千瑜/專案人員曉臻 

因會館為社區型建築，親洽本會會館會員，請按電鈴 0006 

聯絡電話：04-8361223‧傳真電話：04-8361224 

電子信箱：chdeaf@yahoo.com.tw 

本會網站：http://www.chsound.artcom.tw 

本會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changhuadeaf?fref=ts 



一、時間：105年4月16日(星期六)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

二、地點：彰化縣立靜修國民小學。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彰化縣政府。

四、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彰化縣聲暉協進會。

五、協辦單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運動學系、彰化縣立靜修國民小學、

                     彰化爾麥斯足球推廣工作室。

六、參與對象：幼稚園大班至國小階段聽語障者、智能障礙、上肢障礙

                     者暨其家屬。

七、費用：免費。(備有午餐、茶水、交通接駁)

八、報名辦法：請至本會網站http://www.chsound.artcom.tw/ 

                     下載報名簡章。或電洽04-8361223報名。

九、活動內容：(詳細內容請至本會網站查詢)

    首先為大家帶來精彩的花式傳球表演，讓大家開開眼界，再跟著我們熱

熱身，與家人組隊準備進行精彩刺激的親子足球闖關活動囉~共有六個關卡

等著大家挑戰，只要挑戰成功，就能獲得精美禮品喔!

    中午稍作休息，運用早上挑戰關卡的技巧，開始進行5對5的足球PK賽

，到底誰會勝出?讓我們拭目以待!在孩子進行挑戰時，我們邀請爸媽們共

同聆聽繪本共讀策略講座，充實教養知識，最後讓我們共享孩子們的光榮

時刻及心情，並互道再見~期待下次的相聚!

想學貝克漢帥氣的踢球姿勢?還是想體驗閃電十一人GO!的比賽片段?

就在4月16日~親子足球闖關活動、5對5足球PK賽~

彰化縣政府與彰化聲暉共同邀請您~

帶著家人共同來參與~2016年身心障礙家庭親子樂樂足球體驗賽

趕快跟著我們一起動動動動動起來~

教育部體育署廣告-運動i台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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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身心障礙家庭親子樂樂足球體驗賽報名簡章 

許多身障孩子在身體上受到限制，多種體能活動很難獨自完成，因此需

要家長的協助，本活動希望促進家庭親子互動，讓父母成為孩子的運動良

伴，並提高身障孩子學習基本動作能力及建立正確運動觀念，以團隊合作精

神，提升向心力、凝聚力，並藉此促進人際關係，發展良好社會行為。 

另外，為增進親子共讀教養知能，於下午時間，在孩子享受樂樂足球體

驗賽的同時，另與靜修國小輔導室為家長準備一場帶領孩子悠遊文字世界~~

談繪本共讀策略，與家長們一同探討如何運用繪本增加孩子閱讀、寫讀、識

字等技巧。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彰化縣政府。 

二、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彰化縣聲暉協進會。 

三、協辦單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運動學系、彰化縣立靜修國民小學、彰化爾麥斯足

球推廣工作室。 

四、活動地點：彰化縣員林市靜修國小操場。 

五、參與對象：幼稚園大班至國小階段聽語障者、智能障礙、上肢障礙者暨其家屬；

共計 100 人。 

六、活動時間： 

時間 項目 備註 

08:30-09:00 報到  

09:00-09:05 開幕典禮  

09:05-09:10 開幕表演 花式傳球表演 

09:10-09:20 來賓致詞  

09:20-09:30 全民熱身  

09:30-12:00 親子足球闖關體驗營  

12:00-13:00 闖關兌換/中餐/休息 本會提供中餐 

13:00-16:00 悠遊文字世界~~談繪本共讀策略講座 家長參與時間 

13:30-15:30 樂樂足球體驗賽 孩童體驗賽 

15:30-16:00 頒獎  

16:00-16:30 閉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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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內容: 

1、親子足球闖關體驗營:請親子一同完成 6 道關卡(每關卡 2 小組進行)，完成後可兌

換精美獎品 1 份。 

序 活動名稱 進行方式 通關方式 

1 滿貫大亨(法國) 
於 2.5-3 公尺處踢球，擊倒保齡球

瓶。 
4 支以上即可過關。 

2 命中註定(日本) 

1、擲骰子決定指定號碼。 

2、站立於投擲線(1-1.5M)後，將足球

踢至指定號碼上。 

每人 3次機會；將足球踢

中指定號碼即可過關。 

3 
貝克漢算什麼 

(英格蘭) 
將足球射進球門。 每人踢進三球即可過關。 

4 扭扭彎彎(西班牙) 盤球經過折返點折返。 30 秒內完成即可過關。 

5 夾夾樂(德國) 將足球夾緊經過折返點折返。 60 秒內完成即可過關。 

6 有模有樣(巴西) 抽籤足球動作，完成指定動作。 
完成 2-3 種動作即可過

關。 

2、樂樂足球體驗賽: 

以五人制足球無守門員簡易規則進行實地比賽，體驗賽分組依據報名障別進

行，若人數不足採混合障別方式。 

(1)比賽用球:採用樂樂專用低彈跳足球。 

(2)比賽時間:每場比賽十分鐘不分上下半場（以裁判計時為準）。 

(3)比賽方式:採分組單敗淘汰制，勝隊晉級分組冠亞軍再進行一場。 

(4)獎勵:取前三組頒發獎勵。並發給獎狀、獎品以資獎勵。 

3、悠遊文字世界~~談繪本共讀策略講座(可與足球活動分開報名，僅參加本講座者，

請填寫彰化縣【帶領孩子悠遊文字世界~談繪本共讀策略】親職講座家長報名表) 

※邀請中山醫學大學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劉秀丹副教授，進行經驗分享，增進學生

家長親職共讀教養知能，落實家庭資源服務。 

八、參加費用:免費。 

九、交通接駁:提供免費交通接駁。 

十、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05年4月8日(星期五)止。 

十一、備註事項： 

1、當日備有手語翻譯人員、同步聽打人員於現場服務。 

2、交通車接駁點為暫定時間及地點，正確發車時間將於行前通知單發放。 

3、若有相關問題，請逕洽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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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彰化縣聲暉協進會 

2016年身心障礙家庭親子樂樂足球體驗賽報名表 

報名組別 

年齡 □幼稚園 □國小      年級 

障別 □聽語障者  □智能障礙  □上肢障礙者 

障礙程度:□輕度 □中度 □重度 

□身障者 

□陪伴者 

孩童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葷    □素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身障者 

□陪伴者 

孩童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葷    □素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身障者 

□陪伴者 

家長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葷    □素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身障者 

□陪伴者 

家長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葷    □素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地址  
手機  

聯絡電話  

交通 

□自行前往 

北彰化接駁: 

□鹿港鎮漁會(6:10) □彰化後火車站7-11(6:50) □彰化師範進德校區(7:20) 

□彰化衛生局(7:40) □花壇火車站前7-11(8:00) □大村歐洲櫻花村(8:20) 

南彰化接駁: 

□社頭火車站前千葉超市(6:10) □田中火車站(6:40) □二水火車站(7:10) 

□北斗國中(7:50)□田尾身障福利中心(8:10) □永靖7-11湳港門市(8:30) 

海線接駁: 

□溪州南州國小(6:20) □二林鎮公所(7:10) □二林萬興國中(7:40) 

□溪湖(楊仔頭旁)廣九物流中心(8:10) □彰化署立醫院7-11對面(8:30) 

備註欄 
(有需注意及協助之處，請填寫) 

◎說明: 
1、社團法人彰化縣聲暉協進會取得您的個人資料，目的用於投保300萬元以上人身保險﹝含死亡、

傷殘及醫療給付﹞。 
2、請於105年4月8日(星期五)前詳填報名表，並以以下方式進行報名: 

傳真:04-8361224（傳真完成後請以電話，04-8361223 確認） 
E-mail: chdeaf@yahoo.com.tw 

3、聯絡人:會務秘書王心慈、專員劉曉臻、社工員顧千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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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帶領孩子悠遊文字世界~談繪本共讀策略】 

親職講座家長報名表 
一、講座目的：藉由專家經驗分享，增進聽覺障礙學生家長親職共讀教養知能，落實家庭支

援服務，裨益聽障生學習。 

二、指導單位：彰化縣政府 

三、主辦單位：彰化縣立靜修國民小學 

四、辦理時間：105 年 4 月 16 日（星期六）下午 1 時至 4時 

五、參加對象及名額：以就讀本縣國民小學或幼兒園之聽覺障礙學生家庭、任教聽覺障礙學

生之班級導師、特教教師或特教助理員優先錄取，共計 60 人，額滿為止。 

六、講座地點：靜修國小書香樓二樓視聽教室（地址：彰化縣員林市靜修路 74 號）聯絡電話：

04-8320341 轉 14 特教組 

七、課程內容： 

時間 課程內容 主講人 

12：50～13：00 人員報到 

13：00～16：00 

1.閱讀與讀寫萌發理論 

2.文體覺察策略 

3.對話式策略 

4.識字策略 

中山醫學大學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劉秀丹 副教授 

16：00～ 人員簽退 

八、報名方式：請參加人員於 105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五）前逕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報名，

聽障生家長也可利用下方報名條，在 4 月 15 日中午前逕自繳交、郵寄靜修國小輔導室或

傳真 04-8335084 特教組，由校方統一協助上網報名。 

九、附則： 

（一）參加人員請由靜修路幼兒園側門進出（人行陸橋旁/台英社書局對面）。 

（二）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 

【帶領孩子悠遊文字世界~談繪本共讀策略】報名條  

出席家長人數 人 隨行孩童人數 人 

聯絡電話 （宅）               （手機） 

聯絡住址 
  市/鄉/鎮        里/村          路/街 

巷     弄    號     樓 

獲知本次講座

訊息來源 

□巡迴輔導老師    □聲暉協進會    □學校人員 

□親友告知        □其他 

手語翻譯需求 □無    □有，需申請手翻員 

@@全程參與研習者，每戶贈送小禮物一份，請家長踴躍出席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