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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為協會 20 週年希望之樹 

由會員們一同蓋下希望手印曾經埋下的種子如今也慢慢茁壯成大樹 

第五屆小樹築夢計畫報名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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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樹築夢計畫活動辦法 

壹、 緣起 

    「社工哥哥，你昨天有看到嗎？我在舞台上完成了人生第一次 200 下拍球！」。 

    「有，看到你在台上留下淚水時，讓我想起你這幾個月，這麼認真地去實踐自己設定的計

畫，並達成它，我很為你感到開心！」。 

     小樹築夢計畫源自五年前一位學習障礙孩子為了自己最愛的相聲，在家努力練習，卻沒有

『舞台』有機會表現自己，缺少『觀眾』的掌聲讓他不能肯定自己的努力與天賦。孩子在學習

課業上的挫折，影響孩子的自信與懷疑自我價值，更甚者影響至校園的人際關係。若對孩子有

更深入了解，會發現他們其實有自己的特別長才－如運動、手工藝、繪畫、舞蹈等等。只要提

供『舞台』讓這些孩子得以表現，有了外在的肯定後，將對他們的自信心與自我價值有極大的

提升。舉辦四屆的小樹築夢後，我們看見孩子的自我效能有明顯的成長，於是今年協會擬擴大

辦理，凡台中市的學習障礙孩子皆可參加，期望讓更多學障的孩子能被看見與肯定。 

 

壹、 目標 

    為鼓勵學習障礙孩子，勇敢面對自己學習困難，進而設定自己的學習目標，透過努力及練

習達成預定目標，特別設立小樹築夢獎勵計畫，獎勵孩子獨立完成目標，同時提供孩子才藝成

果展現的舞台，提升孩子自信心與自我價值感。 

貳、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中市學習障礙協會 

    有關本計畫如有任何問題，歡迎來電或來信洽詢。聯絡方式如下： 

一、 聯絡人：游社工師。 

二、 地址：403 台中市西區五權路 2-67 號 4F。 

三、 電話：04-23721705。傳真：04-23723491。 

四、 Email： kidslda @ldatc.org.tw。 

參、 參加資格 

一、 設籍台中市之國民教育階段 4 年級-9 年級學生，領有正式(疑似)學習障礙相關證明，

及本會會員之子女，就讀 12 年級以下(含今年升大一生)。 

二、 願意按照本協會規定之辦法確實執行築夢計畫。 

三、 如獲選為優選組或特優組，須出席111年11月06日小樹築夢成果發表會暨頒獎典禮，

方得領獎。 

mailto:kidslda.mail@ldat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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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參加作業流程 

 

 

 

 

 

 

作業流程圖(圖一) 

※掛號郵寄信封上請務必註明「參加者姓名」及「參加第五屆小樹築夢計畫」。 

作業階段 預定時程 備註 

報名階段(含網路報

名及寄送紙本報名準

備資料) 

自即日起至 111 年 7

月 15 日止 

網路報名+親送本協會或掛號郵寄(郵戳為憑，

逾期恕不受理)。 

信封封面請註明: (參加者姓名)-參加第五屆小

樹築夢計畫-社團法人台中市學習障礙協會收

-403 台中市西區五權路 2-67 號 4 樓 

公告報名成功名單 
111 年 6 月 19 日至

07 月 22 日止 

本協會將審核報名資格是否符合、報名資料是

否齊全，報名成功名單於本協會網址公告並以

電子郵件通知。 

郵寄學習歷程紙本 

週誌(格式如附件六) 
審核報名後 

報名成功者將收到學習歷程紙本週誌，如於

111 年 7 月 28 日前尚未收到，請務必來電告

知並補寄。(游社工，04-23721705) 

※靜態展示組將額外收到成果作品表(附件七) 

參加者執行築夢計畫 

111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28 日(至少執行 66

天，9 週，審核完畢

即可開始執行) 

一個習慣養成需要 66 天，請依提交之築夢計畫

書如實執行，每週須詳實撰寫學習歷程紙本週

誌，並拍照或錄影紀錄執行過程。(詳如陸、活

動辦法) 

網路 

報名 

寄送紙本

報名資料 

本會郵寄學

習歷程紙本

週誌 

執行 

計畫 

第一階段 

繳交成果初

審資料及紙

本週誌 

優選及

特優名

單公布 

公告

報名

成功

名單 

評審委員

會審核 

小樹築

夢成果

發表會 

報名階段 

第二階段 

繳交成果作

品及演出需

求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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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收件 

繳交成果初審資料及

學習歷程紙本週誌 

111 年 9 月 5 日至 

9 月 30 日止 

一、請依所屬參加組別(動態展演組/靜態展示

組)呈現方式之規定，於收件截止日(111 年 9 月

30 日止)前繳交所須成果初審資料，及學習歷程

紙本週誌。(請參考陸、活動辦法：第五條、築

夢計畫成果呈現方式及繳交資料說明) 

二、紙本資料請於繳交截止日(111 年 9 月 30

日止)前親送本協會或掛號郵寄(郵戳為憑，逾期

恕不受理)，電子檔(如影音、照片或其他數位呈

現方式的檔案)須 Email 至本協會信箱：kidslda 

@ldatc.org.tw。 

※電子郵件主旨務必依本協會指定格式填寫：

(姓名)-(就讀學校)-(組別/呈現方式)-第一階段

成果初審資料，範例：王大明-開心國小-動態

展演組/影音-第一階段成果初審資料。 

評審委員會審核 111 年 10 月 第一階段初審資料交予評審委員會。 

優選組及特優組名單

公布 
111年 10 月 12日前 

優選組及特優組名單於本協會網址公告並以電

子郵件通知。 

第二階段收件 

繳交成果作品及成果

發表會演出需求清單

(格式如附件八) 

111 年 10 月 18 日

至 10 月 25 日止 

請依所屬參加組別(動態展演組/靜態展示組)呈

現方式之規定，於收件截止日(111 年 10 月 25

日止)前繳交。靜態展示作品親送本協會或掛號

郵寄(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電子檔(如影

片或 PPT 等)請 Email 至本協會信箱：kidslda 

@ldatc.org.tw。(逾期視同放棄領獎資格) 

※靜態展示作品請於外框或作品背面浮貼紙

條，並寫上姓名、作品名稱。 

※電子郵件主旨務必依本協會指定格式填寫：

(姓名)-(就讀學校)-(組別/呈現方式)-第二階段

成果資料，範例：王大明-開心國小-動態展演

組/影音-第二階段成果資料。 

小樹築夢成果發表會

暨頒獎典禮 
111 年 11 月 6 日 

優選組及特優組入選者須出席當天活動方能領

取獎勵，另特優組將於當天進行表演，不得拒

絕演出，以上人員若未能出席視同放棄。 

備註：作業時間如有更動，以主辦單位通知為準，並即時於本協會網站公告。 

mailto:kidslda.mail@ldatc.org.tw
mailto:kidslda.mail@ldatc.org.tw
mailto:kidslda.mail@ldatc.org.tw
mailto:kidslda.mail@ldat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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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活動辦法 

    父母或老師可以協助孩子參與本次活動，讓孩子從自己興趣開始，擬定學習目標，項目不

拘，包含各項動靜態才藝的學習，靜態如畫作、攝影、手工藝品等，動態如歌唱、舞蹈、運動、

樂器、相聲等。 

一、 報名階段： 

(一) 報名方式：本活動採網路報名受理，並須於報名截止日前(111 年 7 月 15 日止)掛號郵寄回

下列紙本報名準備資料 (老師推薦函如無免附)，以郵戳為憑。 

(二) 網路報名網址：https://ldatc.org.tw/the5thyouthdreambuildingproject/ 

(三)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11 年 7 月 15 日截止。 

(四) 紙本報名準備資料： 

1. 報名表(附件一) 

2. 築夢計劃書(附件二) 

3. 正式(疑似)學習障礙證明影本請提供下列其一： 

(1) 特教鑑定為學習障礙者。 

(2) 特教鑑定為疑似學習障礙者。 

(3) 醫院診斷相關之學習障礙證明。 

(4) 身心障礙證明領有書寫閱讀障礙者。 

4. 肖像權使用同意書 (附件三) 

5. 作品著作權授權同意書(附件四) 

6. 老師推薦函(附件五，如無免附)。 

7. 本會會員子女之相關說明(會員若無正式文件時,才需另附相關說明) 

*築夢計劃書請自行留底一份，作為後續執行每週計畫使用。 

二、 審核報名資格 

    由本協會審核報名資格是否符合及報名資料是否齊全，如需補件應於報名截止日前(111 年

07 月 22 日止)繳交完畢，得親送至本協會或以掛號郵寄之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報名成功

名單於 111 年 6 月 19 日至 07 月 22 日陸續於本協會網址公告並以電子郵件通知。 

三、 郵寄學習歷程紙本週誌 

    報名成功者將收到本會郵寄的學習歷程紙本週誌，如於 111 年 7 月 28 日前尚未收到，請

務必來電告知並補寄。(游社工師，04-2372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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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加者執行築夢計畫 

    請依提交之築夢計畫書如實執行，每週須詳實撰寫學習歷程紙本週誌，並拍照或錄影紀錄

執行過程。(詳如第五項築夢計畫成果呈現方式及繳交資料說明) 

五、 築夢計畫成果呈現方式及繳交資料說明 

(一) 第一階段收件：繳交成果初審資料及學習歷程紙本週誌(附件六)，概不退件請自留備份。 

    請依所屬參加組別(動態展演組/靜態展示組)呈現方式之規定，於收件截止日(111年9月 30

日止)前繳交所須成果初審資料，及學習歷程紙本週誌。 

    紙本資料請親送本協會或掛號郵寄(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電子檔(如影音、照片或其

他數位呈現方式的檔案)須 Email 至本協會信箱：kidslda @ldatc.org.tw。 

※電子郵件主旨務必依本協會指定格式填寫：(姓名)-(就讀學校)-(組別/呈現方式)-第一階段成果

初審資料，範例：王大明-開心國小-動態展演組/影音-第一階段成果初審資料。 

1. 動態展演組 

呈現方式 內容說明 繳交資料 

影音 

築夢計畫成果無法以『表演』方

式呈現，例如登山谷關七雄、騎

腳踏車之目標達 100 公里、網球

對牆連續打 50 顆等。 

(1)影音檔 1080P，影像、聲音清晰，若以手機

錄製需橫向拍攝，長度 2 分鐘為限，具體呈現

出尚未執行狀況、執行中期成效、最終執行後

期成果 3 種階段。 

(2)學習歷程紙本週誌，請如實撰寫並附上執行

照片。 

表演 

築夢計畫成果得以現場表演方式

呈現，如相聲、跳繩、音樂、舞

蹈演出等。 

(1)影音檔 1080P，影像、聲音清晰，若以手機

錄製需橫向拍攝，長度 2 分鐘為限，具體呈現

出尚未執行狀況、執行中期成效、最終執行後

期成果 3 種階段。 

(2)學習歷程紙本週誌，請如實撰寫並附上執行

照片。 

 

mailto:kidslda.mail@ldatc.org.tw


社團法人台中市學習障礙協會 

7 

 

2. 靜態展示組 

呈現方式 內容說明 繳交資料 

平面 
包含各類圖畫、海報、插畫、書

籤、明信片、拼貼等。 

(1)靜態展示組成果作品表(附件七)，請填寫作

品名稱、簡述作品理念並貼上成果作品正面彩

色照片至少 1 張。 

(2)學習歷程紙本週誌，請如實撰寫並附上執行

照片。 

立體 
包含科學作品、模型、雕塑、裁

縫、手工藝、書冊等。 

(1)靜態展示組成果作品表(附件七)，請填寫作

品名稱、簡述作品理念並貼上成果作品正面、

背面、側面彩色照片至少各 1 張(共 3 張)。 

(2)學習歷程紙本週誌，請如實撰寫並附上執行

照片。 

數位 
包含數位繪圖、程式設計、網站、

APP 等。 

(1)靜態展示組成果作品表(附件七)，請填寫作

品名稱、簡述作品理念並貼上成果作品彩色照

片至少 1 張。 

(2)成果作品請提供電子檔或網站/程式相關連

結。 

(3)學習歷程紙本週誌，請如實撰寫並附上執行

照片。 

(二) 第二階段收件：優選組(限額 36 名)及特優組繳交成果作品及演出需求清單(附件八)。 

    本協會將第一階段成果初審資料送交評審委員會審核後，遴選出優選組 36 名，入圍優選組

即可於第五屆小樹築夢成果發表會上展出作品。評審委員會將就其優選組中再擇優選出特優組

若干名，特優組應於小樹築夢成果發表會暨頒獎典禮當天到場，始得領取特優獎項。 

    靜態展示作品(平面/立體)建議裝裱完成，請親送本協會或掛號郵寄(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

理)，作品若採郵寄或運輸送件，請自行包裝安全，運送過程所遭致之損失，由作者自行負責。

電子檔(如影片、PPT 及演出需求清單等)請 Email 至本協會信箱：kidslda @ldatc.org.tw。(逾

期視同放棄領獎資格) 

※靜態展示作品請於外框或作品背面浮貼紙條，並寫上姓名、作品名稱。 

※電子郵件主旨務必依本協會指定格式填寫：(姓名)-(就讀學校)-(組別/呈現方式)-第二階段成果

資料，範例：王大明-開心國小-動態展演組/影音-第二階段成果資料。 

mailto:kidslda.mail@ldat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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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動態展演組繳交成果資料 

呈現方式 優選組 特優組 

影音 無須繳交，以第一階段成果影音檔展出。 
築夢計畫成果簡報電子檔(Power Point 檔

15 頁以內)。 

表演 無須繳交，以第一階段成果影音檔展出。 
(1)演出需求器材清單(附件八)。 

(2)表演用音樂檔(如無免附)。 

2. 靜態展示組繳交成果資料 

呈現方式 優選組 特優組 

平面 成果實體作品，建議裝裱完成。 

(1)成果實體作品，建議裝裱完成。 

(2)築夢計畫成果簡報電子檔(Power Point

檔 15 頁以內)。 

立體 成果實體作品，建議裝裱完成。 

(1)成果實體作品，建議裝裱完成。 

(2)築夢計畫成果簡報電子檔(Power Point

檔 15 頁以內)。 

數位 
無須繳交，以第一階段成果電子檔或相

關數位連結展出。 

築夢計畫成果簡報電子檔(Power Point 檔

15 頁以內)。 

備註：築夢計畫成果簡報內容須包含 1.我是誰 2.我的築夢計劃是什麼 3.一開始練習的狀況 4.我

做了什麼努力 5.感想。 

六、 小樹築夢成果發表會暨頒獎典禮 

    本協會擬於 111 年 11 月 06 日舉辦第五屆小樹築夢成果發表會暨頒獎典禮，優選組及特優

組入選者須出席當天活動方能領取獎勵，另特優組將於當天進行表演，不得拒絕演出，以上人

員若未能出席視同放棄，請務必於活動五天前來電告知。 

    第五屆小樹築夢成果發表會暨頒獎典禮活動流程將於 111 年 10 月 18 日前於本協會網站公

告並以電子郵件通知。 

    特優組當天依活動流程安排依序上台表演，各組(呈現方式)的演出形式如下表： 

組別 呈現方式 特優組演出形式 

動態展演組 影音 
以成果影音檔及築夢計畫成果簡報電子檔(Power Point 檔

15 頁以內)進行分享，表演時間長度 3 分鐘為限。 



社團法人台中市學習障礙協會 

9 

 

表演 
請務必事先編排表演內容。 

現場演出，表演時間長度 3 分鐘為限。 

靜態展示組 

平面 
以成果實體作品及築夢計畫成果簡報電子檔(Power Point 檔

15 頁以內)進行分享，表演時間長度 3 分鐘為限。 

立體 
以成果實體作品及築夢計畫成果簡報電子檔(Power Point 檔

15 頁以內)進行分享，表演時間長度 3 分鐘為限。 

數位 

以第一階段成果電子檔或相關數位連結及築夢計畫成果簡報

電子檔(Power Point 檔 15 頁以內)進行分享，表演時間長度

3 分鐘為限。 

陸、 獎勵辦法 

一、 獎勵資格：確實且如期繳交各項成果資料。通過評審委員會審核，獲選為優選組及特優組，

並須出席第五屆小樹築夢成果發表會暨頒獎典禮方能領取獎勵，若未能出席視同放棄，請

務必於活動五天前來電告知。 

二、 獎勵名額： 

(一) 小樹組(參加獎)：不限人數，得領取紀念品乙份、參加證明乙紙。 

(二) 優選組：限額 36 名，得領取獎金 1,000 元、獎狀乙紙。須於當天活動領取並簽收。 

(三) 特優組：若干名，得領取獎金 2,500 元、獎狀乙紙，不得重複領取優選組獎金。須於

當天活動領取並簽收。 

柒、 其他注意事項 

一、凡送件參加者，視為同意並遵循本簡章各項規定及審查結果。 

二、所有優選組及特優組獲選作品應參與第五屆小樹築夢成果發表會展出，並於成果發表會結

束前不得提借或退件。 

三、主辦單位負責整合並協調展覽空間，並得視各場地狀況保留作品布展彈性，獲選者之展出

內容應與參與評審之得獎內容相符。 

四、優選組及特優組展出作品於展覽結束後辦理退件，若無法於退件期間（自公告日起至 111

年 11 月 30 日前）配合主辦單位完成作品退件者，由主辦單位逕行處理。 

五、 簡章及各項附件可至本協會網站：

https://ldatc.org.tw/the5thyouthdreambuildingproject/下載，或至本協會索取紙本資

料。 

六、社團法人台中市學習障礙協會保有活動之修改、變更或暫停此活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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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小樹築夢計畫報名表 

參加者姓名  聯絡電話  

就讀學校  國小/國中(圈選) 年級(現階段)  

身份證字號 

（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E-MAIL  

收件聯絡地址 郵遞區號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如您是學校老師協助報名，請老師留下聯絡資訊** 

老師姓名  學校電話       分機 

E-MAIL  行動電話  

成果展現方式組別 

(請先選組別再勾選

成果呈現方式) 

 □動態展演組： □影音   □表演 

 

 □靜態展示組： □平面   □立體    □數位 

報名資料檢核 

(確認無誤請勾選) 

 □報名表(附件一) 

 □築夢計劃書(附件二) 

 □正式(疑似)學習障礙證明影本 

 □肖像權使用同意書(附件三) 

 □作品著作權授權同意書(附件四) 

 □老師推薦函(附件五，無可免附) 

 □本會會員子女(會員無正式文件時請附相關說明)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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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小樹築夢計劃-築夢計畫書 

參加者姓名  就讀學校  

成果展現方式組別 

(請先選組別再勾選

成果呈現方式) 

 □動態展演組： □影音   □表演 

 □靜態展示組： □平面   □立體    □數位 

築夢動機 

 

築夢(習藝)內容 

 

達成目標的方法 

(含每週計畫、練習

時間安排) 

 

預計達到目標 

 

尚未訓練前的狀況

介紹 

 

欄位若不足填寫請自行新增。  *計劃書請自行留底一份，作為後續執行每週計畫使用。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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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像權使用同意書 

 

本人________ 同意就本人接受社團法人台中市學習障礙協會之錄音、錄影或攝影

內容之所有著作財產權(例如重製權、公開口述權、公開播送權、公開上映權、公

開演出權、公開傳 輸權、公開展示權等等)、表演著作、肖像權，均無償讓與社團

法人台中市學習障礙協會，並同意其公開播送，社團法人台中市學習障礙協會可

逕行將其影片檔、照片檔、文字檔、聲音檔資料，直接或改製使用於公開播送、

編輯、出版、印刷、研究、 推廣、宣傳、佈置、展覽、刊登報章雜誌、數位化、

登載網頁，及一切合理之使用。 

此致 社團法人台中市學習障礙協會 

 

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親簽)        法定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親簽)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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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本人(參展者)________ ，同意無償授權社團法人台中市學習障礙協會使用本人 報

名參加「第五屆小樹築夢計畫」之作品。 

 一、 本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將本人享有著作財產權之參展作品授權社團法人台

中市學習障礙協會典藏、推廣、借閱、公布、發行、重製、複製、公開口述、公

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傳輸、散布、公開展示播放等及其他一切著作財產權利

用行為。 

 二、 授權期間：自民國 1 1 1年 5月 1 0日 起 至 民 國 1 6 1年 5月 1 0日 止。  

三、 本人擔保依法有權限簽署、履行本同意書，並擔保本著作之內容無不法侵害

他人權利或著作權、著作財產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  

此致  社團法人台中市學習障礙協會  

 

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親簽)        法定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親簽)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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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中市學習障礙協會 

403 台中市西區五權路 2-67 號 
聯絡電話：042372-1705 

小樹築夢計畫老師推薦函 

 

 

 

 

 

 

 

 

 

 

 

 

 

 

 

 

 

 

 

 

 

 

 

 

致 社團法人台中市學習障礙協會 

 

 

推薦師長簽名：                                推薦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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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台中市學習障礙協會 

小樹築夢計畫 學習歷程週誌 

 

 

 

 

 

 

 

 

 

 

 

 

 

 

 

 

 

 

 

 

 

 

  

附件六 

參加者姓名： 

就讀學校： 

築夢目標： 

 



社團法人台中市學習障礙協會 

16 

 

社團法人台中市學習障礙協會 

小樹築夢計畫 第   週學習週誌 

參加者姓名：                       幫助我的人： 

日期：111年    月      日～ 111年    月      日 

本週目標：  

紀錄：  

我這週做了什麼  

 

 

 

 

過程中我遇到什麼難處  

 

 

 

 

我想到什麼方法解決  

 

 

 

 

我的心得及我想感謝的事與人  

 

 

 

 

＊ 備註：如果這格沒有可以記錄的, 或是有另外想說的, 可以自行增刪喔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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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 

 

  ---------------------------------------------黏貼線------------------------------------------ 

照片說明： 

 

---------------------------------------------黏貼線------------------------------------------ 

 

＊ 備註：請至少留一張照片或圖片作為你努力的留影; 如果你用錄影的, 這些照片影片也請好

好保存,將來成果展的時候, 可以做成紀錄展出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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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態展示組成果作品表 

參加者姓名  
就讀

學校 
 

作品名稱  

作品介紹 

(含設計理念) 

 

照片 

  ----------------------------浮貼黏貼線------------------------- 

 

 

 

 

 

  ----------------------------浮貼黏貼線------------------------- 

 

 

 

 

 

  ----------------------------浮貼黏貼線------------------------- 

 

 

 

 

 

 

欄位若不足填寫請自行新增。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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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展演組-表演 

演出需求器材清單 

參加者姓名：                                 就讀學校： 

演出當天如需使用本協會現有器材，請於下表填寫數量： 

項目 演出需求數量 本會現有器材 

麥克風  4 支 

麥克風架  4 支 

椅子  10 張 

桌子  2 張 

延長線  2 組 6M 

譜架  2 支 

本會僅提供上方表格內的器材，如需其他器材請自行準備，並攜帶至會場。 

 

附件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