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中心榮獲新北市第1次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評鑑甲等

　　相信生命中許許多多的無限可能，以及孩子們帶來給我們生命中無法計量的深層感動，孩子始終是

最好的良藥，當碰到沮喪或不開心時，只要

看到孩子天真的笑臉和擁抱一下他們，心中

就充滿了無限的能量，和珍惜把握現在生命

的擁有。

　　希望我們的社會不僅僅以包容力來面對

我們的孩子，更希望的是在他們需要時間的

時候給予時間等候；在無法控制的時候不作

批判；對於他們的能力也不忘期待。

　　感謝所有支持中心陪伴孩子成長的夥伴

朋友，讓我們一同攜手迎接幸福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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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志工日 東吳幼幼社志工活動

信誼基金會活動

國際身障日活動中心受邀參與砂
畫體驗擺攤

恩主公醫院早療中心開幕主任受
邀參與

復興小學蒞臨關懷

聖誕節慶祝活動

同濟會蒞臨關懷

第28屆畢業典禮我們小小的可愛畢業生帶者家人師長滿滿的祝福和期
待邁向未來 希望大家都平安長大喔

家長會的參與討論讓中心服務更
完善多元喔

雙和醫院牙齒保健 音樂治療活動



100年度新北市早期療育社區巡迴闖關篩檢服務
　　顧今年度執行成果，共舉辦8場幼兒發展篩檢活動，造訪了中和、板橋、瑞

芳、蘆洲、新莊、新店、土城及八里等區，共篩檢456名幼兒，發現疑似發展遲緩

兒64名，發現率為14％，總宣導人次3,423人次。

　　感謝新北市政府社會局、聯合勸募協會中國信託慈善基金會及台灣彩券的贊

助，而今年因規劃更多元化的篩檢活動模式，受到熱烈的迴響，包含依各發展領

域及年齡設計闖關篩檢遊戲站、專業治療師完整發展篩檢諮詢、透過宣導影片進

行早療宣導活動（有獎徵答）、由資深特教老師及社工提供專業通報諮詢，另結

合各地社區中關心幼兒發展的公所、衛生所、醫療診所、里長、老師、家長、保

母、企業志工們的資源，共同攜手努力配合早療宣導。

明年中心將延續另一個開始為大家服務，祝福每位寶貝

們快樂學習、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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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100年度發展遲緩兒童托育機構巡迴輔導服務
　　近幾年來學前融合教育的實施已逐漸普及化，發展遲緩兒在公私

立幼稚園或托兒所接受托育的人數不斷增加，也讓遲緩兒獲得一般教

育的機會、能夠與同齡兒童在同一個環境中學習和互動，以及接受一

般教育和特殊教育措施並陳的服務。因此，中心也於98年度開始加入

此行列，盼能藉由早療專業機構的協助，讓新北市融合托育品質確實

符合所有兒童的需求。

　　今年服務的區域包含了永和、中和、土城、新店、坪林、樹林、

鶯歌、泰山、林口、三峽、烏來、深坑、石碇等13個（鄉鎮市）區，共計142所，304名幼生，除了依據

個案需求，輔導托育機構研擬個別化教育計畫並落實執行，更進一步的協助機構或教保人員對疑似個案

之初篩及通報工作，並提供家長在巡迴輔導服務過程的參與機會及促進兒童發展能力之策略，轉介相關

福利資源。



   本中心自99年3月開始承接個案管理服務，服務區域包含了樹林、泰山、永和、烏來

等，至今累計共63個服務家庭，總服務人次達到2000 人次，每一個家庭都經由個管員實

地家訪並評估問題與需求，提供資源連結及溝通橋樑，協助家庭建立與發展其資源網絡，

並辦理了12場相關親職教育活動，期以增進家長親職照顧能力。服務過程中，大多數的家

長面對孩子的特殊性，都會歷經掙扎與許多心情轉折，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慢慢走出心中陰

霾與困難，重新檢視孩子的發展情形，與

我們共同工作，發現家中最迫切需要及最

能先處理的事件進行改善，可愛親切的家

長與孩子們總是我們工作的動力與泉源，

適時的不經意表達他們的關懷，即使是簡

單一句話，就又讓我們充滿溫暖，又有

勇往直前的服務熱誠。期許我們可以在助

人工作上更加精

進、學習成長，

並與服務的家庭

一同共勉之。

100年度外籍配偶弱勢家庭兒童學前啟蒙服務
    為協助外籍配偶、單親、原住民、中低收入戶及發展遲緩或持有身心障礙等弱勢家庭兒

童，提供有關語文及學習發展能力所需之有利環境，充實學前準備以強化社會適應，減緩其

日後學習之障礙，中心於98年開始，期待透過提供「啟蒙方案」的及早介入，輔導其建立正

確的教育觀念，提供孩子豐富多元的居家教育環境，有效提升親職教育功能。今年服務區域

包含中和、永和、新店、烏來等區總計服務個案24人，454人次，由輔導員親自到家中教導

孩童學習,家長無須再花時間在孩童外

出，學習的過程家長可以看的到，一

方面比較放心，一方面家長也可以學

習到如何與孩童互動技巧，執行成效

受家長正面支持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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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個案管理服務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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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善孩子的負面情緒？ 文／王宏哲 職能治療師

　　很多爸媽總為了孩子的情緒管理傷透了腦

筋，要怎樣養出好性情，懂事有同理心，較多正

向情緒的高EQ寶寶呢？兒童心理及發展專家認

為，如果父母能更進一步的了解孩子情緒發展的

關鍵期，以及情緒行為背後發生的原因，將有助

於孩子發展情緒管理及調整的能力。 

兒童情緒的發展里程碑

年齡 發展任務 愛哭排行榜

0～6 mon 社交情緒增加期 3

6mon～1歲 意圖行為發展期 2

1歲左右 分享快樂期 4

1歲～3歲 負向情緒調節期 1

3～4歲 學習控制情緒期 5

4～5歲 感同身受期 6

6歲~ 混合情緒經驗期 7

 兒童情緒大解密
0∼6個月：

　　新生兒的哭泣不是刻意計畫的，也不帶有特

定的訊息，出生後的第二、三個星期，嬰兒對於

人的聲音興趣多於對玩具的聲音。 

　　出生後一個月左右，緊張不安的嬰兒會因為

有人注視或者對他們說話而平靜下來；當周遭的

人離開被獨自留下時，嬰兒也會因此而哭泣，這

表示了社交性的增加。六個月左右會對人的面孔

和聲音表現出微笑，對照顧者的反應和平常的不

同，都可以感覺的出來。

6個月∼1歲：

　　到嬰兒九個月時，他們就已經知道，可以利

用不舒服的訊息去獲得安撫，尤其是對父母，這

種哭鬧是一種意圖性行為的發展。九個月大小孩

的抑制不去觸碰的能力，可預測兩歲時的情緒控

制。

1歲：

　　孩子在1歲左右，認知與動作能力的增加，

讓他們對環境事物更加的清楚，喜歡人家用新奇

的動作或東西逗他們，並且會哈哈大笑去分享快

樂的情緒。這個階段的小朋友情緒，受到照顧者

情緒的影響很大，愛哭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就是來

自大人喜怒哀樂的反應，並有沒有適當引導的影

響。

1~3歲：

　　隨著認知與需求的增加，小孩生氣及哭鬧等

負面的情緒到了2、3歲時比例大幅增加，常常也

是父母親最受不了的發展時期。這個時期的小朋

友最會使用哭鬧方式來引起照顧者的注意力，而

對他人的回應敏感度增加，除了正向的情緒外，

負面的情緒反應程度也會增加。因此，愛哭成為

小孩與環境互動與增加學習最好的工具，但兩歲

之後仍然太愛哭，將嚴重影響日後的親密感。

3~4歲：

　　3到4歲的孩子開始能夠控制自己，也開始了

解別人期待他們怎麼做，這個年齡層負面愛哭的

情緒應該大幅降低，不過還在學習階段，迅速的

累積越來越多的不允許的事，可能是造成氣質不

佳兒童愛哭的原因。

4∼5歲：

　　這是需要嚴格建立兒童行為規範的時候，也

是同理心培養好時機。教師或家長的教育方式，

會影響愛哭行為的發生率。

 6歲：

　　這個年齡層的小孩漸漸可以同時感受到照顧

者是會關心與憤怒的，隨著學齡的到來，他們了

解社會的期待更大，將被比較的事情越來越多，

並逐漸培養挫折的忍受度才能控制自我負面情緒

的發生。

 學齡兒童：

　　如果到了學齡還很愛哭，那表示兒童的挫折

忍受度很不好，將嚴重影響日後團體的關係。

改善孩子愛哭的具體方法

1.觸覺影響情緒，利用觸覺刺激活動對情緒做調

整。

2.父母多對小小孩作開心的微笑與傳達肯定的聲

音與音調。

3.照顧者的心情要開朗，因為小孩有感染情緒的

能力。

4.適當的操作幽默感並增加親子關係。

5.增加孩子與孩子間的情緒分享。

6.對較大小孩做雙向的情緒溝通。

(資料來源：天才領袖全腦健康體適能培育中心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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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年12月31日 PM1：59分，聽著電視中跨年倒數喊著「5、4、3、2、1」，101
大樓頓時火樹銀花，像跳躍的精靈般變化著各種顏色，客廳裡也響起一大一小的歡
呼聲：「放煙火，新年快樂」！他們是我的老公與小兒子『恩恩』，這看似再也平
常不過的場景，卻讓我差點又紅了眼眶，心中百感交集，思緒又飄回2009年12月31

日，那是恩恩出生後第一個跨年，相同的101大樓光茫流洩，夾雜著電視中眾人互道新年快樂的聲音，
我和先生看著恩恩，心中卻無一絲雀躍，因為才在11月時，恩恩被醫生宣布為「重度癲癇、癒後智能不
足」的小孩，看著懷裡熟睡的他，眼淚就不聽使喚掉了下來，茫茫然不知未來的路該如何走下去。
　　慶幸的是悲傷的情緒並沒有擊敗我們，聽從了醫生、護士的建議，我們積極的進行了早療課程，配
合治療老師並回家不斷反覆練習，終於讓恩恩的成長之路出現一絲曙光，也感謝老天爺垂憐和神明庇
佑，雖然進度緩慢，但也在1歲半時學會了爬行，後來在恩恩2歲時來到「明新」這個大家庭，在這裡恩
恩每天的進展都給我們無比的驚喜與信心，終於他會吃飯了、與人互動有反應了、慢慢會走路了、說話
的辭彙也多了、現在還會唱歌呢！每一樣的進步都帶給我們無限的鼓舞和開心，現在恩恩3歲半了，好
似上天又還給我ㄧ個全新的小孩，每一天我都忍不住感謝再感謝，感謝周圍的家人、朋友，感謝明新的
老師，讓恩恩獲得重生的機會，內心的悸動是筆墨難以形容的，更證明了早療的意義：「孩子的潛力無
窮，不要放棄未來才有無限發展的可能。」小小的生命都在為他的未來努力，而做為父母的我們，又豈
能輕言放棄呢？所有的慢飛天使都是父母的心頭肉，親愛的孩子，為了未來的路更寬更廣，讓我牽著你
的手勇敢向前行，更祈願每一位親愛的小孩健康平安……一位媽媽的誠心祈禱！

　　簡單來說，感覺統合即是大腦對於各種感覺
訊息組織和整理的過程，如果孩子的大腦在處理
這些訊息的過程中出現問題，即稱之為感覺統合
障礙。
近年來，很多學者一致認為缺少環境的刺激是造
成孩子感覺統合障礙的主要原因之一，由於環境
及生活形態的改變，造成家長會對自己的小孩過
度保護，加上孩子的活動空間有限，小孩尋求刺
激來調整大腦的機會變得很少。一些發展上的問
題，如不專心、過動、情緒差、協調平衡差、體
能差、語言及自閉等現象越來越多，這些都有可
能是大腦功能不佳造成，而感覺統合的訓練，就
是在調整大腦功能，讓孩子的行為及發展能更好
的一種方法，換句話說，感覺統合的介入，就是
讓孩子身體動起來、大腦動起來的課程訓練。
　　孩子對於周圍環境的認識，是由大腦集合各
種感官得來的消息，經過組織整理，最後得到一
個完整的概念，才能產生適當的行為反應。感
覺統合功能的發展有一定的順序，大多數兒童能
在相同的發展軌道上前進，但部份兒童因偏離軌
道，或發展過於遲緩，以致在情緒上、行為上學
習上或人際關係上遭到困擾，例如有些小孩因觸
覺有障礙，無法正確地解釋觸覺訊息，以致當他
被別人輕碰時，會誤解別人正在攻擊他們，久了
便影響其人際互動，形成孤僻的個性；也有些孩
子因感覺統合問題，導致注意力不能集中、學習
表現差，而使小朋友在學校中的整體表現不好。 

　　在臨床上感覺統合所關心的主要範圍，包括
了孩子的觸覺能力發展、運動覺能力發展、覺察
身體部位的發展、視覺學習、聽覺學習、身體
知覺等。真正的兒童感覺統合訓練及評估，應該
由了解兒童大腦、發展、生理學的專業治療師進
行，才能有效促進孩子的全腦功能與學習效能。
 
哪些孩子需要感覺統合的幫忙：
．容易分心
．活動量太大或太少／衝動性過高
．情緒問題及人際互動問題
．動作笨拙或漫不經心
．語言（表達及理解）或動作發展慢
．不喜歡被人觸摸，或去碰觸某些粗糙衣物（感

覺敏感）
．玩耍意外碰傷流血而不自覺（感覺遲鈍）
．對聲音過度敏感或鈍感／嚴重的挑食行為
．怕搭電梯、玩鞦鞦、騎木馬
．怕高、跨越水溝
．數字、字句顛倒寫／讀寫文字問題
．個性孤僻、不合群
．個性頑固、易衝動，與人爭吵等 
　　以上這些徵狀如果在小朋友身
上發現，請家長不必太過緊張，
早期介入都可以有不錯的成效，
可以請專業治療師進行評估與
諮詢。

影響幼兒發展的感覺統合關鍵 文／王宏哲 職能治療師

◎恩恩媽媽



各界捐款人(團體) 金額

1 0 0 年 6 月 份1 0 0 年 6 月 份

陳淑芬 100

莊文萍 100

莊文潔 100

林秀燕 100

1 0 0 年 7 月 份1 0 0 年 7 月 份

林秀燕 100

莊文萍 100

莊文潔 100

鄭昱利 400 

許益銘 1,000 

財團法人中國信託慈善基金會 334,400 

曾文琳 5,000 

周貴良 200 

吳書利 1,000 

瑞芳區衛生所 1,000 

1 0 0 年 8 月 份1 0 0 年 8 月 份

陳淑芬 100 

江明華 600 

施金蓮 600 

吳悅慈 300 

簡義璋全家福 500 

莊文潔 100 

莊文萍 100 

林秀燕 100 

陳子龍、陳子鳳 6,000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和分
公司

100,000 

永和扶輪社 5,000 

中和扶輪社 5,000 

中和東區扶輪社 5,000 

雙和扶輪社 5,000 

中和福美扶輪社 5,000 

圓通扶輪社 5,000 

永和東區扶輪社 5,000 

新北市扶輪社 5,000 

百華扶輪社 5,000 

林宥辰 3,000 

陳文律、陳書虹 200 

游慧玲 300 

陳冠廷 500 

沈佳惠 500 

善心人士 900 

鄭連燦 4,000 

陳漢輝 2,000 

1 0 0 年 9 月 份1 0 0 年 9 月 份

陳淑芬 100 

吳悅慈 500 

談美廣告行銷有限公司 5,000 

全國不動產(仲介)經紀股份有
限公司

5,000 

各界捐款人(團體) 金額

龔金龍 10,000 

新北市不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
業公會

30,000 

中華民國不動產代銷經紀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

30,000 

江建和 3,000 

財團法人甲桂林文教基金會 20,000 

沈柏佑 500 

台灣省城隍廟 200 

善心人士 600 

何佩庭 3,000 

鍾豪 3,500 

鍾琳 3,500 

林秀燕 100 

莊文萍 100 

莊文潔 100 

許雅婷 4,800 

吳黃清娥 2,000 

華芳同濟會 10,000 

陳路妹 500 

陳淑芬 100 

善心人士 200 

1 0 0 年 1 0 月 份1 0 0 年 1 0 月 份

新北市扶輪社 3,000 

吳悅慈 400 

杭雲河 500 

周亮平 1,500 

姚惠珍 200 

陳淑芬 100 

1 0 0 年 1 1 月 份1 0 0 年 1 1 月 份

梁杏珍 1,000 

徐廣峰、許雅婷、許舒涵、徐
靖涵、許捷涵

2,500 

徐嘉鎂、邱俞諠、徐翊琇 1,500 

吳悅慈 400 

趙俐雯 1,000 

趙長瑩 2,000 

鍾豪 1,500 

鐘琳 1,500 

湯乃孋 800 

馬里沙有限公司 1,300 

李純真 1,500 

彭憶雯 1,500 

林秀燕 100 

莊文傑 100 

黃聖傑 1,200 

陳淑芬 100 

1 0 0 年 1 2 月 份1 0 0 年 1 2 月 份

財團法人何公天超教育基金會 100,000 

財團法人王詹樣社會福利慈善
基金會

450,000 

各界捐款人(團體) 金額

吳悅慈 600 

張淑惠 3,200 

財團法人台北市私立許王秀英
社會福利慈善基金會

200,000 

御翔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6,000 

永和國際同濟會 15,000 

竹林中學愛心社 5,895 

陳昭華 930 

林儀緒 540 

陳淑芬 100 

葉蕓、葉姐姐 20,000 

台北市私立復興實驗高級中學 60,000 

鍾豪 1,500 

鍾琳 1,500

呂思嫻 2,000

財團法人中和廣濟宮 50,000 

鄭連燦 50,000 

陳漢輝 2,000 

林秀燕 100 

莊文潔 100 

100年度下半年捐款芳名錄(依日期排列)100年度下半年捐款芳名錄(依日期排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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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0年1月出刊

100年下半年捐贈發票100年下半年捐贈發票
之中獎金額之中獎金額

【內容若有錯誤，歡迎來電告知更改】

公司行號及機關團體、個人 金額

3 . 4 月 份 中 獎 發 票3 . 4 月 份 中 獎 發 票

中和地區農會 5,600

台北醫學大學署立雙和醫院 3,600

陳昭華 1,600

小北百貨 200

鄭人豪 200

何佩庭 600

5 . 6 月 份 中 獎 發 票5 . 6 月 份 中 獎 發 票

中和地區農會 3,600

台北醫學大學署立雙和醫院 2,000

陳昭華 1,200

陳美吟 200

7 . 8 月 份 中 獎 發 票7 . 8 月 份 中 獎 發 票

陳美吟 200

許陳昭華 1,600

中和地區農會超市 3,200

台北醫學大學署立雙和醫院 1,600

財政部台灣省北區國稅局中和
稽徵所

2,200



100年度下半年捐物芳名錄100年度下半年捐物芳名錄(依日期排列)(依日期排列)

各界捐物人(團體) 物         品

柳亭宇 養生麵條33斤

李石增 水果禮盒3盒

承天禪寺 白米、油、麵、餅乾、
雜糧各一批、
蜂蜜一瓶

台灣省城隍廟 白 米 2 9 7 斤 、 水 果 二
箱、鹽9包、餅乾一箱

陳園富 餅乾一袋

鄭時雄 五木麵條2箱

蘇玟旗 白米20斤

李朝宗 白米20斤

洪志桐 白米20斤

黃清夏 白米20斤、醬油一桶

王裕元、王念慈 白米20斤、醬油一桶

王美雪 五木麵2箱、玉米粒一
罐

阮 淑 貞 、 陳 炳
坤、陳培鎧、李
宥潁

沙 拉 油 一 桶 、 麥 片 二
包、桂格奶粉1.6公斤

陳林鸞 白米20斤

王俐菁、王禹傑 白米20斤

黃阿蓮 白米20斤

蔡仲信 沙拉油一桶

中和皇瑤宮 水果一箱

財團法人全聯慶
祥慈善事業基金
會

特級好理調和油2L(45
罐)

陳宏斌 白米24台斤

永興居社區 白米30公斤

承天禪寺 白 米 5 0 0 斤 、 米 粉 2
件、油1件、麵3件、素
料2件、餅乾1件、冬瓜
3條

東坡燒有限公司 冷凍肉品3箱

台北三聖宮 白米300斤、新竹米粉
2箱、玉米粒1箱、大茂
金瓜…一箱  

孫郡遙 關廟麵一箱、魚罐頭一
箱、沙拉油一箱、豆皮
一包、飲料4箱、泡麵5
箱、餅乾一箱、麵輪一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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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若有錯誤歡迎來電告知更改】

7月份
何佩珊 500
林建輝 500
鎵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000
曾育紋 1,000
何昇陽 1,000
謝宏恩 1,000
林詩涵 1,000
段家如、謝丞羿 2,000
謝宏庠 1,000
謝蓉嫣 1,000
明新兒童發展中心教師基金 2,000
闕正芳 3,000
8月份
林建輝 500
何佩珊 500
鎵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000
謝宏庠、謝宏恩、謝蓉嫣 3,000
林詩涵 1,000
謝丞羿、段家如 2,000
明新兒童發展中心教師基金 2,000
9月份
何佩珊 500
林建輝 500
鎵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000
明新兒童發展中心教師基金 2,000
段家如 1,000
林詩涵 1,000
謝丞羿、謝蓉嫣、謝宏庠、
 謝宏恩 4,000
10月份
陳代育 1,500
陳徐明嬌 1,500
謝丞羿、謝宏恩、謝宏庠 3,000
段家如、謝蓉嫣 2,000
林詩涵 1,000
鎵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000
林建輝 500
何佩珊 500
明新兒童發展中心教師基金 2,000
闕正芳 3,000
11月份
何佩珊 500
林建輝 500
鎵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000
謝丞羿、謝宏恩、謝宏庠 3,000
段家如、謝蓉嫣 2,000
林詩涵 1,000
明新兒童發展中心教師基金 2,000
12月份
何佩珊 500
林建輝 500
明新兒童發展中心教師基金 2,000
林詩涵 1,000
段家如、謝蓉嫣 2,000
謝宏庠、謝宏恩、謝丞羿 3,000
鎵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000

感謝社會善心人士長期贊助中心家境
清寒學童，贊助人如下：各界捐物人(團體) 物         品

許敏輝 米粉2包、醬油3瓶、鉛
筆3打、鹽3包、餅乾2
包、麥片1包

秀景里辦公室與
秀福宮土地公廟

白米36公斤、麵8包、
冬粉16包、米粉15包

普庵宮 白米350斤

財團法人台灣省
城隍廟

白 米 3 0 0 斤 、 饅 頭 一
箱、水果2箱、木耳2
包、金針2包、餅乾3袋

慈雲寺 白米100斤

鄭順源 柚子一箱

財團法人台灣省
城隍廟

白 米 3 1 5 斤 、 餅 乾 一
箱、沙拉油一箱、米粉
一箱、醬油一箱

張進東 白米50斤

中和區公所 白米300斤

財團法人台北市
覺修宮

白米200斤

中和國際同濟會 圖書禮券肆仟元正

澤芳國際同濟會 圖書禮券肆仟元正

華芳國際同濟會 圖書禮券肆仟元正

雙和國際同濟會 圖書禮券肆仟元正

雲合國際同濟會 圖書禮券肆仟元正

鄭先生 柚子一箱

台灣省城隍廟 白米200斤、沙拉油4
箱、水果1箱

源茂工程有限公
司

白米100斤

財團法人全聯慶
祥慈善事業基金
會

得 意 抽 取 衛 生 紙 6 0
袋、活潑寶寶紙 尿褲
XXL30包、XL50包、
白米60包

謝建正 口罩一箱

葉 宜 政 、 葉 瑀
玲、何彩華…等
16人

白米100斤

鄭先生 白米50斤

財團法人台灣省
城隍廟

白 米 2 0 0 斤 、 豆 捲 2
包、沙拉油3箱、水果1 
箱、麵筋1包、麵輪5斤 

善心人士 關廟麵一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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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服務項目

我們的需求如下（皆開立收據以茲證明）
◎ 愛心捐款：定期或不定期捐款
◎ 愛心物資：
1. 生活用品：嬰幼兒學步車、嬰幼兒成長奶粉、衛生紙、濕紙

巾、洗碗精、洗衣粉、食物乾糧、白米、大賣場禮券、親子活

動門票募集⋯等。

2. 教學設備：教具教材圖書、玩具、電腦週邊設備。

3. 捐發票或認養發票箱：捐出您的發票或提供發票箱的放置地

點，小小一張發票，集結滿滿的愛心與希望。

4. 志工服務：週一至週五上午9:00-12:00、14:00-15:00，入班參訪

或社區適應服務。

∼我們需要您的愛∼
因為有您  溫暖無限延伸

因為有愛   世界更加美麗

◎　郵政劃撥：帳號12171959

◎　跨行匯款：戶名-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明新兒童發展中心

    　　　　　銀行-新北市中和地區農會中和錦和分部　

             【行庫代號】6060732、【帳號】111221 01276110

◎　聯絡電話：（02）2247-3769、8245-7309　　◎　聯絡地址：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296巷31弄1號
藉著網站不僅可以瞭解明新兒童發展中心，更可以隨時先知道中心第一手的活動訊息，藉著留言
也能彼此交流，有任何的建言歡迎告知喔！

一、日間托育服務：0-6歲身心障礙兒童或發展遲緩兒

童，小班制，每週上課5天，上午9點至下午15：30。

    可依規定協助申請政府托育養護補助

二、時段療育服務：

 0-6歲身心障礙兒童或發展遲緩兒童，採一對一教

學，每月安排4次或8次療程/每次上課80分鐘。

 低收入戶：可協助申請政府補助5000元/月

 一 般 戶：可協助申請政府補助3000元/月

三、個案管理服務：

 接受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或本中心自行辦理，提

供家庭個別化服務與提昇家庭使用資源能力。

1.建構服務網絡，提供全面性的服務。

2.連結療育服務各項資源，發展服務網絡。

3.協助家庭從教育、復健治療、社會福利的整體概念

規劃兒童的療育任務。

4.透過個案管理方式，建立單一窗口媒介。

5.增強家庭使用資源能力。

四、專業諮詢與服務：

(一)巡迴輔導：專業人員依需求定期輔導收托發展遲

緩或身心障礙兒童之幼托園所，提供專業技術支

援，提昇融合式幼托品質。

(二)學前啟蒙服務：專業人員進行到家輔導與閱讀引

導及語言表達示範，提供父母及主要照顧者親職

教育訓練。

(三)社會福利諮詢：設置諮詢專線及中心專屬網

站，提供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兒童家長諮詢

服務。  

五、社區服務：

(一)幼兒發展篩檢：結合社區衛生與醫療資源，提

供社區巡迴篩檢使疑似發展遲緩兒童個案及

早通報，以期早期發現早期服務。

(二)兒童牙齒保健：結合社區衛生與醫療資源，與

雙和醫院合作，提供兒童牙齒保健服務。

六、親職教育服務：

 本中心不定期辦理以下親職相關活動，期使增進

家長對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兒童有正確的教養知

能與技巧，並提供親子良性互動的機會。

(一)親職講座

(二)家長成長團體

(三)親子活動

交流園地：
＊中心官方網站：http：//www.misin.org.tw

＊明新兒發（Facebook）：http://www.facebook.

com / 請搜尋明新

＊無名部落格：http：//www.wretch.cc/blog/

misin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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