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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八年度中心新增服務項目
　　本中心接受台北縣政府委託辦理「學前啟蒙服務」及「幼托園所巡迴

輔導服務」，期望能經由學前啟蒙服務的及早介入，協助外籍配偶及弱勢

家庭，強化學齡前兒童早期的認知、語文等能力及增進文化適應，為入

學前做準備，進一步降低學習障礙的發生，並有效提升親職教育功能。此

外，我們希望藉由巡迴輔導服務的介入，協助教保人員建立早期療育專業

知能，推行融合式教保服務，開啟特殊需求兒童一道希望的門鎖，讓更多

園所打開接納的大門。減輕身心障礙兒童家人之困擾，使身心障礙幼兒得

到整體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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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恭賀!!

明新兒童發展中心

        董   事    長    何雲坊先生

        家長會會長    楊惠卿女士       敬賀



北縣走透透 www.misin.org.tw

景文科技大學志工姐姐

　　我們是景文科技大學的學生因為課程的關係有機會
到中和的明新兒童發展中心做志工服務。我們的服務內
容以行政工作為主要項目，例如：宣傳單的摺疊、對發
票、分類圖卡、清潔等。以及在早療巡迴服務活動前需
要準備的物品。我們有時候也有帶領小朋友從下娃娃車
的地方走到各自樓層的教室，有些小朋友會怕生，會不
給陌生人牽手，有些就很調皮，但其實他們都很可愛，
只是有時候會做一些料想不到的舉動，這時就要特別注
意他們的安全。從中我們獲得許多經驗，並且也訓練我
們處理事務要迅速確實、對小孩需要耐心等，能夠幫助
有需要的人是件幸福的事。而參與早療巡迴服務的部
分，我們一大早就跟中心人員搭乘小巴士到三峽，大家
有條有理的把會場佈置、每一區域分隔完成，也許因為
之前辦過許多場經驗所以大家相當熟練、迅速，也讓我

們驚嘆他們對會場準備的完善。在早療篩檢開始之後，
每一位帶來參與篩檢的家長都會讓我們覺得佩服，他們
能把握這些資訊並參與早療，這些小孩子一定都很幸
福，因為他們的爸爸媽媽是多麼為他們設想周到。活動
中我們也會跟一些等待篩檢的小朋友玩、與家長聊天、
或幫忙其他義工們宣導，不但了解一些篩檢遲緩兒的方
法，還感受到小朋友的無限活力，也讓這一天變的十分
充實。
　　服務學習的所呈現的成果讓我們十分開心。中心很
感感謝我們能來這裡幫忙，不僅減少老師們的負擔，甚
至去社區宣導活動幫忙照顧小朋友讓家長有時間可以休
息，讓小朋友藉由篩檢來了解他們的身心發展，幫助他
們就醫以及照顧，而對我們來說，走出學校一樣可以學
習到更多的東西，所以，大家決定私底下只要有空閒還
是會去參與他們的志工活動，我們也很開心有這個機會
能對社會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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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發展社區巡迴服務開跑啦!
　　延續95、96、97年度三年的北縣走透透計畫，今年98年度我們再度造訪

北縣十個鄉鎮市區，也因應今年臺北縣政府於三峽鎮成立「臺北縣政府兒童

健康發展中心」，活動將於三峽辦理四場，讓0至6歲幼兒之家長及一般民眾

對健康發展中心有更多的瞭解與認識，其他場次預計於汐止、瑞芳、新店、

中和、土城、永和辦理，活動時間與地點會不定期於中心網站公告，歡迎家

長踴躍帶孩子來參加。

　　第一場活動於4/25三峽拉開了序幕，非常感謝當地衛生所、鎮公所、各

里里長、醫院診所、公私立幼托園所、家和有線電視、八里愛心教養院附設

三峽日托中心、安溪國小、景文科技大學服務學習志工、三峽社區志工、台

北署立醫院新莊分院、校園巡迴輔導老師等，因有您們的協助，使我們的活

動能更順利進行。

　　感謝臺北縣政府的補助、

中國信託慈善基金會及台灣彩

券的贊助，透過政府機關、企

業部門、醫療院所、早期療育

機構之間的合作，使我們的服

務更加完善及專業。

有獎徵答

動作篩檢

明新許麗珠主任致詞

語言篩檢.
報名踴躍

98年度下半年兒童發展社區巡迴服務各場次一覽表

場次 地區 日期 時間 活動地點

1 三峽鎮 8月29日(星期六)

上午9：30
至

12：30

三峽國小體育館(臺北縣三峽鎮中山路16號)

2 中和市 9月12日(星期六) 漳和國中禮堂(臺北縣中和市廣福路39號)

3 新店市 9月26日(星期六) 中央市場禮堂(臺北縣新店市中央五街60號2樓)

4 土城市 10月18日(星期日) 青雲/柑林里活動中心(臺北縣土城市清水路141巷18號B1)

5 永和市 10月31日(星期六) 永和市民眾活動中心(臺北縣永和市安樂路431號永安市場內) 

6 三峽鎮 11月21日(星期六) 三峽鎮立圖書館一樓(臺北縣三峽鎮永安街9巷5號1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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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國立台北教育大學特教系  張庭綱

　　我是國立台北教育大學特教系的

學生，來明新擔任志工。在這段期

間，老師熱心跟我分享對她孩子的教

學方式還有教學理念真的是讓我受益

良多。

　　某次，老師請我幫小朋友進行生活自理的訓

練，及吩咐注意事項。老師一開始有示範如何幫助

小朋友，不過因為小朋友的手比較脆弱，我不太能

夠拉動小朋友的手的時候，不敢太用力施加力氣，

怕會傷到小朋友。後來看到老師正確且安全的抓著

特定部位，也一個一個步驟來，很細心的指導小朋

友。這次經驗讓我覺得，我要更加努力的學習一些

幫助幼兒的技巧，還有像老師一樣了解身體肌肉等

的身體構造知識，才能對日後的專業教學上有所助

益。

　　還有一次午餐，我為某位小朋友吃粥，小朋友

吃得有點太慢。後來老師看到，針對這位小朋友

渴望獲得成就感的心理，提出競賽的方式。對大

家說：「我們來比賽誰吃得快喔！」我正在幫忙的

小朋友聽到後吃的速度更快了，吃完的時候，出乎

意外地大聲說出：「我贏了！」而且開心的笑著。

我非常的意外，因為平常這位小朋友跟我說話的語

音，感覺並不是那麼清楚，聽不太懂，當她清楚大

聲興奮的說出：「我贏了！」讓我感到十分訝異。

我深感要多向老師將教學融入生活的方式學習。

　　身為一名老師除了基本的人格特質外，專業的

知識與實務都是不可或缺的。看了老師們的教學之

後我自覺需要更加的充實自我，日後才能夠成為一

名專業的特教老師。很謝謝明新發展中心還有老師

們帶給我的啟發！

東吳大學幼幼社   張育瑄

　　從我大一進入幼幼社時，一開

始接觸的小朋友就是明新裡的小寶

貝們。剛開始，其實我是很害怕

的，因為那是我從沒有過的經驗。

當小朋友張著眼睛地看著我，我很

無助，不懂得如何跟特殊孩童相處。而且，總會有種

既定印象－他們很可憐，講明白一點，就是他們是社

會的負擔，我總是抱著這樣的心態去課輔。直到課輔

一陣子之後，我才發現我錯了，而且錯得很離譜。

　　小朋友們真的很努力。我們在他們這個年齡時，

都在看著卡通，跟兄弟姊妹或者鄰居在玩遊戲，而明

新的小朋友卻正在跟自己的張力作搏鬥，用盡全力才

能踏出那一小步，或者不斷的練習做著同一件事，為

了在以後可以懂得照顧自己。但在我的印象中，小朋

友們總是不怕辛苦，他們很少哭。看著他們的努力，

心裡總是會有種酸酸的感覺，覺得他們好辛苦，好希

望可以為他們做點什麼。當看見小朋友從不會說話到

會說故事，從不會走路到會走路，看到我們從害怕變

成開心時，那就是我們最大的成就感。也許在別人眼

中的一小步，但明新小朋友而言，那是他們用盡全力

才踏出去的一步。從大一到現在要大四了，明新小朋

友們給我的開心跟感動沒有減少，反而增加了很多很

多。每個禮拜的課輔，都是我最期待最開心的時刻。

我期待著小朋友們的笑臉，期待著一次又一次把我的

關心給小朋友們。在小朋友們的身上，我學到了他們

的努力，學到了不放棄，也找回了我們都遺忘好久好

久的那份天真。

　　一開始，我認為我們為小朋友付出了很多，但後

來，我才發現小朋友帶給我們的歡笑與感動更多。

志工心得

分享天地

文◎國立台北教育大學特教系  洪瑜柔與天使共處的四個月與天使共處的四個月

　　明新兒童發展中心是我第一個做志工的機構，有人說你到的第一個機構會改變你一生對機構的看法，因

此我對能夠到明新做志工感到非常的幸運。班上的孩子都小小，每個孩子都非常的可愛，有像公主的，像王

子的，像洋娃娃的，他們我心中就像一群小天使一樣。

　　因為是每星期去一天，在第二個星期我去明新的時候，本來是抱著小朋友不記得我的心情去的，但，沒

想到班上每個孩子都記得我，甚至會主動來找我，這讓我非常的開心。在這短短的四個月中，我看到每個孩

子都不斷的在進步，我也陪著他們一起成長，從完全不知道怎麼與孩子應對，一直到熟悉每個孩子的特性，

在明新的時光真是讓人開心。

　　我覺得機構的氣氛會連帶的影響整個班級的氣氛，而每次中午及放學後老師們聚在一起討論著剛剛哪位

同學學會了什麼，做了什麼可愛的事情，每當我聽到他們說：「誰誰誰，好可愛唷！」的話，我也覺得心情

變的很好。

　　謝謝明新的主任與所有老師，給我這這麼寶貴的經驗，及特教相關的資訊。我想在我往特教的路途邁進

時，會一直記得我第一個做志工的機構-明新兒童發展中心。



署立台北醫院與中心合作提供學童醫療復健治療

主治醫師:廖維華醫師

職能治療師:褚侯達職能治療師

院址:臺北縣新莊市思源路127號    電話:2276/5566

怡和醫院與中心合作提供學童醫療復健治療

主治醫師:林詩文醫師

物理治療:賴苗欣物理治療師

職能治療:賴昱竹職能治療師

院址:台北縣中和市連城路49號     電話:2245-0009

畢業祝福  www.misin.org.tw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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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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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幼幼社每星期協助學童社區適應課程及戶外攜幼活動事宜

竹林中學幼保科不定期至中心協助陪伴學童及行政事宜

亞東技術學院仁愛慈幼社每學期協助學童戶外攜幼活動

智光商職展帆社不定期協助陪伴學童及協助行政事宜

能仁家商慈幼社定期至中心協助陪伴學童及行政事宜

慈濟功德會中和區志工定期至中心協助陪伴學童及行政事宜

中和志願服務團定期至中心進行學童義剪服務

國泰人壽企業志工不定期至中心協助陪伴學童及行政事宜

景文技術學院學生不定期至中心協助行政事宜及早療社區巡迴服務

署立雙和醫院特殊口腔照護中心為中心院童進

行醫療保健服務

主任受邀參與雙和醫院成立週年慶與院長合影

明新師長給

  畢業生的

明新師長給我們的畢業生深深祝福

給親愛的威威 萱萱 柔柔 翔翔：

願幸福伴你走過每一天；願快樂隨你度過每一時

願幸運同你走過每一分；願平安與你度過每一秒

                             ------麗珠主任

畢業-表示長大了，在成長的路途上更向前邁進ㄧ步了！

迎接嶄新的生活，接受新的考驗，要勇敢迎接挑戰喔！

祝福你們有個美好的未來

---惠敏老師

     

最親愛的寶貝們：

　　雖然和你們相處才短短2年，但

是在這期間，已經看到了你們明顯的

成長與進步。父母的感動溢於言表，

而我也深深感到欣慰，能夠有幸參與

你們人生的道路，並扮演扶助陪伴的

角色，是我的福報與責任，祝福你們

能夠展翅飛翔，前往屬於你們的康莊

大道。

----乃孋老師

親愛的孩子們：

　恭喜你們畢業了，要變成小學生了

喔！

  願上帝祝福你們，在未來的日子平

安、快樂！

--亭延老師

人生沒有學期、也沒有寒暑假，它是不斷邁進的過程；

而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快樂」

而快樂的鑰匙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祝福大家！

---育紋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