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日期 109 年 8 月 3、4、5 日 (週一至週三，三天兩夜) 

活動地點 請參閱次頁行程表 

集合 

109/08/03(一)上午 8：00 台北車站東 3 門集合點名，搭乘遊覽車。 

或 109/08/03(一)上午 11:00 台一生態休閒農場，自行前往。(全體集合) 

◆請務必準時！為維護他人權益，逾時不候◆(桃園地區視報名人數增設上車地點) 

參加對象 

1.因考量行程移動安全及照顧人力，故參加者須 情緒穩定 可口語與他人

溝通 能完全自理生活，包含自行吃飯、洗澡、如廁清潔(大小便)、穿脫衣

物、刷牙洗臉、睡覺。 

2.請審慎評估參與，若參加者出現無法適應團體生活、無法自理、身體不適或

嚴重影響團體進行之情形，將中斷行程並請家長先行接回。 

3.招收年滿 18 歲～30 歲(生日區間為 78.1.1~90.12.31)之唐氏症者或身心障

礙者，共 40 個名額。(北區、中區各 20 位，額滿為止) 

活動費用 

僅限會員之唐寶寶及身心障礙者本人參加。 

北區、中區-每人 3,500 元(北區、中區均住宿，無法完全配合住宿者恕不受理

報名)(上述優惠價僅終身會員及 107 年、108 年、109 年皆有繳會費之會員適用) 

繳費方式 

方式一: 郵政劃撥 

1.郵政劃撥帳號：15837296/ 戶名：中華民國唐氏症關愛者協會 

2.劃撥單通訊處，請務必註明「2020 夏令營」及「唐寶寶姓名」，以利核對。 

3.報名繳費後，因故不克參與者，請於 109/07/15 (三)前提出，退還活動費用

50%，逾期則不退費。 

方式二:線上轉帳 

1.轉帳資訊： 

� 戶名：中華民國唐氏症關愛者協會(上海銀行/龍山分行)  

帳號：21102001035625 

� 報名表上請務必註明匯款者銀行、戶名、後 5 碼，以利核對資料。 

2020 年唐寶寶 

來趣庄腳夏令營 



 

 

 

 

 

報名方式 

◆受理報名時間： 

7/01(三)09:00～7/03(五)17:00 或額滿為止。 

◆北區報名方式如下，中區報名請洽: (04)2378-6166。 

◆北區報名 請按下列步驟進行報名，並於 3 天內繳費才算完成： 

步驟 1-請點選以下連結或 QR-Code 報名 (以網路報名時間為主) 

 https://reurl.cc/g7baRz 

步驟 2- 

*繳費方式一: 郵政劃撥 

於 3 天內將【報名表 2 張(請下載列印後回傳)+劃撥收據】回傳。 

*繳費方式二:線上轉帳 

於 3 天內將【報名表 2 張(請下載列印後回傳)+轉帳後 5 碼】回傳。 

請留意：回傳方式: 

傳真 02-2278-9855 或電子信箱 rocdslove@gmail.com (照片須清晰)。 

回傳完成後，請來電確認本會是否已收件，以確保您的權益。 

資料不全者，恕無法受理報名！回傳電子信箱者，照片務必清晰！ 

◆洽詢專線：(02)2278-9866 分機 22 黃小姐 

1. 因考量行程移動安全及照顧人力，故參加者須情緒穩定可口語與他人溝通 能完全自理生

活，包含自行吃飯、洗澡、如廁清潔(大小便)、穿脫衣物、刷牙洗臉、睡覺。請審慎評估參與，

若參加者出現無法適應團體生活、無法自理、身體不適或嚴重影響團體進行之情形，將中斷行

程並請家長先行接回。 

2. 本會將依參加者能力狀況做適當分組，故恕不接受要求指定組別或組員。 

3. 請備妥身障手冊/證明正本+健保卡、水壺、雨具、個人藥品，請穿運動包鞋及長褲。 

4. 請將衣物以一天一包的方式分裝，並衡量行李大小須為參加者可自行提取的能力範圍。 

5. 本活動將拍照或錄影並發表於平面或網路媒體等，如有特殊考量，請於報名時提出。 

6. 個人資料僅提供活動聯繫及保險使用。 

7. 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活動無法進行時，本會將於活動前一～三天通知，請留意手機。 

8. 主辦單位保留活動最後修改之權利。 

★報名成功者，即視同同意並遵守活動參與注意事項★ 

活動參與注意事項 

https://reurl.cc/g7baRz
mailto:電子信箱%20rocdslove@gmail.com


 

 

 

 

 

 

 

 

8/3(一)第一天 8/4(二)第二天 8/5(三)第三天 

08:00 北區台北車站東三門集合 

09:00 中區台中特教學校集合 

11:00 台一生態休閒農場     

北區中區全體集合、相見歡 

11:00-12:00 生態導覽 

12:00-13:30 

美味午餐 

補給能量~再出發!! 

13:30-15:00 

葉拓零錢包&搓愛玉 

動動手~享受手作樂趣!! 

15:00-15:30 

沙坑遊樂時間 

動動身體!活絡筋骨囉~ 

15:30-16:00 

享用愛玉並準備離園 

18:00-19:30 

晚餐—霖記甕缸雞 

豐盛佳餚為明天的活力作儲備 

10:00-12:00 

華陶窯、生態植物園導

覽 

古早風情，暢遊台式人文庭園~ 

12:00-12:30 

捏陶前導教學 

12:30-13:30 

午餐-享用農村割稻飯 

古早味割稻飯，補充滿滿體力~ 

13:30-15:00 

捏陶自由 DIY 創作 

動動手~發揮創意~ 

15:30-17:00 

藺草文化館導覽&DIY 

體驗藺草編織樂趣 

17:30-19:00 

美味食堂 

豐盛佳餚為明天的活力作儲備 

09:30-11:50 

阿聰師芋頭文化館+ 

芋頭酥 DIY 

認識芋頭文化， 

自己的伴手禮自己做 

12:00-14:00 

午餐-品嘗大甲風味餐 

14:00~ 

回到溫暖的家~ 

19:40~ 

住宿地點~赫絲珀高鐵行旅 

  (41457 台中市烏日區新興路 255 號) 
 

活動行程表 

￭主辦單位：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關愛者協會 

￭協辦單位：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 

           台北市唐氏症家長協會 

           新北市唐氏症家長協會 



 

 

 

聯絡人資料 

緊 急 

聯 絡 人 
 

關

係 
 

聯絡 

電話 

(家)                   (手機)                  

聯 絡 

地 址 

郵遞區號(      ) 

參加者資料 

成員 姓名 性別 年齡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葷/素 

唐寶寶/ 

身心障礙者 
      

上述參加者，是否有受監護宣告：□是 □否   飲食部分如非必要，請讓孩子配合團體用餐(葷)，謝謝! 

應繳費用 
(請勾選並填寫) 

1.會員 3,500 元/人: □北區  1  人 □中區  1  人 

□2.補繳會費          元  

(會費：600 元/年，終身會員或已繳 107～109 之三年會費之會員免填寫第 2 項) 

承上，應繳費用總計          元。 

接送地點 
(請勾選) 

08/03 去程集合：□08:00 台北車站東 3 門     

□自行前往 11:00 台一生態休閒農場(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一段 176 號)<全體集合> 

08/05 回程解散：□16:00 台北車站東 3 門    

□自行接回 14:00 菘庭餐廳(台中市大甲區中山路一段 633 號) 

勾選後，請勿擅自更動接送地點，若有變更需求請主動來電告知！！ 

以利工作人員掌握孩子接送安全，敬請配合～謝謝～ 

【繳款方式】□線上轉帳:___________銀行/戶名:___________/後 5 碼___________ 

                □郵政劃撥 

【劃撥收據黏貼處】 

--- 請 橫 貼 --- 

收據上請註明「2020 夏令營」、「唐寶寶姓名」 

以利資料核對，確認後即完成報名程序。 

2020 年唐寶寶來趣庄腳夏令營報名表 1 



 

 

學員基本資料 

姓名  
障礙 

類別 
 

障礙

程度 
□輕度 □中度 □重度 □極重度 

★ 為考量學員的參與安全，請確實描述報名者身心狀況，若報名者出現無法適應團體生活、無法自

理、身體不適或嚴重影響團體進行之情形，將中斷行程並請家長先行接回 ★ 

特殊疾病 □無  □有：                

服用藥物 □無  □有，名稱：                ，服用方法：                           

過敏史 (例如藥物、食物) 

自理能力 

可自行： □吃飯 □穿脫衣物 □刷牙洗臉 □睡覺 

洗澡：□可自己沖洗乾淨  □可自己沖洗但需要協助檢查是否乾淨 

如廁(大小便)：□可自己擦乾淨 □可自己擦但需要協助檢查是否乾淨 

情緒狀況 
(例如情緒平穩、易怒、挫折退縮或其他個性特質) 

認知能力 
(例如認知年齡、接收指令能力、遵守規範能力、建議工作人員可以如何與孩子相處) 

口語能力 
(例如表達時是用單詞或句子、能否表達自己的需求、建議工作人員可以如何與孩子溝通) 

活動力情形 
(例如步行速度、注意力、主動或被動、活力充足或易感疲憊等) 

特殊作息習慣 
(例如睡眠過程中會坐起、睡眠淺或其他輔導員需留意的狀況) 

其他照顧 

注意事項 

(例如需要輔導員協助提醒孩子或其他上述欄位未提及的事項) 

請黏貼身障手冊/證明正面 

(請務必黏貼清晰影本) 

請黏貼身障手冊/證明反面 

(請務必黏貼清晰影本) 

2020 年唐寶寶來趣庄腳夏令營報名表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