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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新早療團隊服務今年即

將邁入第3 5年了，除提供日

間照顧及時段療育服務外，另

承接新北市政府委託早療個案

管理服務、社區療育服務（到

宅、定點、啟蒙）方案，服務

區域觸角延伸至烏來、林口、

汐止、新莊、樹林、泰山、永

和、鶯歌等地區，期望將溫暖

送至有需要早療服務的家庭，更

希望建構以家庭服務及社區融

合為中心的理念，一步一腳印的不斷努

力，營造一個溫暖的學習園地，培養活

每一個「每一個「明明」天都是全「」天都是全「新新」的開始」的開始

明新兒童發展中心全體員工敬祝新年快樂

潑健康快樂的孩子。

    長期以來也一直持續獲得各界的善

心人士關懷和協助，同時也得到長官及

家長們的肯定，感謝中心專業團隊及同

仁的共同努力，未來我們仍會秉持著熱

情，提昇更多元化的服務，減輕

家長負擔，並開發更多的社會

資源挹注，創造更美好的未

來。
感謝中國信託慈善基金會捐贈學童交通車

讓我們中心的寶貝們能夠每天上下學都快樂出門，平安回家
我們也將開著這部車乘載著我們的使命在早療的路上繼續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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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辦理早療社區巡迴篩檢活動已經走過10個年頭，造訪了新北市

29區，而為了更有效掌握在地化、社區化及提升專業度，與各地醫院、

診所、公共托育中心、保母系統、幼兒園、里長…等不同資源單位共同

合作辦理，期望「早期發現、早期介入」的理念能夠

更加落實。

    感謝多年來中國信託慈善基金會的支持與熱情贊

助推動，讓中心能夠持續不斷的宣導早療訊息給社會

大眾和幫助更多有需要的孩子和家庭，共同認識關心

孩子的發展重要性。

新北市早期療育社區巡迴闖關篩檢服務

新北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個案管理服務
      --家長親職教育方案

　　故事不只是故事，更是開啟不可思議世界的鑰匙，與孩子一

同進入生動有趣的故事國度，聽著孩子驚呼嘻笑，小巧的臉上盡

是滿足的笑臉，在歡笑聲中一起學習、成長，和孩子來場美麗的

約會。

　　此次透過舉辦故事繪本親子團體，帶領親子透過故事激

發想像能力，培養專注力、觀察力與語言表達能力，家長

學習親子共讀的引導技巧，增加親子間親密感，引導孩子

探索真實的自我，增加孩子的自信心與自我肯定，帶給親

子們超級特別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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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每年復興小學的溫暖參訪

和孩子互動留下美好回憶

感謝「晶耀眼科診所」，替中心
孩子們提供免費視力檢查

我們中心老師和孩子們參加新北特殊需求者潔牙比賽

新北市玩聚窩豐富多元的玩具

讓孩子們流連忘返啊

105年第33屆畢業典禮感謝各界蒞臨共襄盛舉

我們中心老師和孩子們參加新北特殊需求者潔牙比賽

感謝每年復興小學的溫暖參訪

感謝「晶耀眼科診所」，替中心
孩子們提供免費視力檢查

感謝東吳大學志工帶我們去北投公園

地熱谷初體驗喔

我們的寶貝到警察局進行社區

聖誕節報佳音

感謝三重穀保家商同學的熱情令

孩子依依不捨啊

我們的寶貝到警察局進行社區

感

孩

感謝東吳大學志工帶我們去北投公園

感謝三重穀保家商同學的熱情令感

感謝每年文官學院志工熱情參訪

感謝每年安侯建業會計師事
務所一日志工日帶我們去動物

園玩喔

感謝能仁家商志工幫忙中心募集愛

心發票
感謝新北市政府熱情活潑的

雁行役工隊替代役志工
來帶領團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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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每一份善心，感動每一分關懷感恩每一份善心，感動每一分關懷

感謝新北青工會和議員邱峰堯來中心進行聖誕節志工活動

感謝新北中和行善會捐贈愛心電扇讓我們的中

心的寶貝和員工能夠在涼爽舒適的環境學習及快樂
成長

感謝新北中和國稅局長期捐贈愛心發票

感謝智光商工辦理歲末二手物資園遊會捐贈義賣所得給中

心
感謝國紹泌尿科基金會捐贈愛心毛毯讓我們有

需求的早療家庭都能度過一個溫暖的冬天

感謝全家便利商店長期捐贈愛心物資



　　當過父母的都知道，要教養一個孩子真的

不容易，隨著時代的變遷，世代交替，過去傳

統的教養觀是否該適時的去調整改變。

過去你我可能都是在傳統威權的教育下

長大，父母的一言一行都是子女們依循的標

準，進入學校的學習也都是被動式的等待老師

給予，「聽爸爸媽媽的話，聽老師的話才乖

喔」…過去的教養模式幾乎每個孩子都會被用

「乖和聽話」為標準來看待，然而大家是否曾

經想過在過去那樣威權式教育下成長的自己

「是你心目中的自己嗎？」，亦或是父母心中

塑造出來的自己，而這樣的你和父母親密嗎？

孩子從出生的那一刻起即是一個完整的個

體，他們用完全真實的自己積極的來與大人們

互動，不論是生理或心理需求(餓了，尿布濕

了，想媽媽，想抱抱…)他們會用哭泣表達，

隨著年齡的增長會有更多的肢體語言甚至開始

會用說話表達他們的想法，因此請練習「傾聽

和尊重」這個心愛的寶貝，雖然我們賦予他生

命，但此時他已經是個獨立的個體，也要相信

小小的心靈其實已經開始有他自己的想法。

你餓了嗎？你哭的好傷心是不是想找媽媽

呢？公園裡的溜滑梯很好玩，你不想離開是因

為你想多玩一會兒嗎？你看起來有一點生氣怎

麼了嗎？

花一點時間了解孩子每一個情緒背後的原

因，帶有恐嚇威脅的言詞，會讓孩子對大人產

生不信任，也讓孩子有機會不斷挑戰父母的底

線，這樣的溝通教養模式也讓很多家庭經常上

演失控怒吼生氣打罵孩子的戲碼，很多大人把

情緒視為必須避免的行為，當孩子出現這類的

情緒時，大人很容易用「騙」的方式來分散

其注意力，但這樣的方式其實是在示範「逃

避」，把孩子的真實情緒放在一邊，忽略了溝

通方式，而導致情緒錯誤認知，也阻礙孩子的

情緒正常發展。

我們知道要拋開過去傳統威權式的教養不

容易，但只要有心並且透過一再的練習是可以

做到的，讓你和孩子更貼近，就從現在開始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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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與感謝

畢業生家長　翔翔媽媽

家長會長　小筠媽媽
 溫柔的教養

翔翔自1歲2個月就開始在發展中心上課，

從根本坐不穩、不會自己放手走路、佩戴助聽

器也沒有任何反應，對當時的我跟家人來說真

的不知道該怎麼辦，剛好有緣份來到中心尋求

諮詢，透過與湯社工的溝通及協助，還有孟蓮

老師的細心耐心指導，她幾乎是將翔翔當自己

的小孩在對待，以及後來一直念到大班，加上

其他老師們的關心照顧教導，現在的翔翔已經

順利進入國小就讀，活潑好動及開朗的個性，

讓他的人際社交互動方面也很好，生活常規也

訓練的很棒，讓我們放心許多，真的是萬分感

謝，明新的大家都是翔翔的貴人，我們心中真

的是非常感動與感謝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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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精神疾病診斷統計手冊第四版（DSM-

IV）：

第一項或第二項各出現至少六項，且持續六

個月以上。

第一項：注意力不足

1.不注意細節，常粗心大意犯錯。

2.無法專注於工作或遊戲。

3.有二沒到。

4.無法聽完指令，因而無法完成工作。

5.組織能力差，規劃工作或活動有困難。

6.逃避、討厭或拒絕須持續用心去完成的工作。

7.易弄丟工作或活動所需物品。

  （作業、筆、書、工具）

8.易被外來刺激分心。

9.在日常活動中有健忘的表現。

第二項：過動及衝動

過動

1.手腳常扭動不停，在座位上動來動去。

2.無故離開座位。

3.不合宜的場所下，過度的跑跳攀爬。

4.無法安靜的玩。

5.動個不停。

6.太多話。

衝動

7.經常在問題還未被說完，就把答案衝口而出。

8.經常無法排隊等候，或在一項活動、遊戲時，

和別人輪流等自己的機會。

9.經常干擾或打斷別人。

※在七歲之前開始出現症狀。

※症狀必須出現在兩個或兩個以上的情境（在學

校、工作或家庭）。

※以上症狀需已造成適應力不良或與應有的發展

程度不相符合。

※需排除分遍性發展障礙、精神分裂、或其他精

神疾病、情緒性疾病、焦慮性疾病、分離性疾

病、或人格疾病。

※若只出現第一項注意力不足症狀則可能為單純

注意力不足症（ADD）。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
實和診所職能治療團隊

準則A-至少六項節合下列行為及標準，且至

少兩項符合A1、一項符合A2、一項符合A3。

準則B-此障礙必須在三歲以前於社會互動、

使用語言為社交溝通工具或象徵及想像遊戲各領

域中至少一種表現功能延遲或異常。

準則C-此障礙必須無法以Rett氏疾患或兒童

崩解性疾患作更佳解釋。

A1相互社會性互動障礙

•使用多種非語言（如對眼凝視、面部表情、身

體姿勢及手勢）來協助社會互動及溝通有障

礙。

•無法建立與其發展水準相稱的同儕關係。

•不會自發性尋求與他人分享快樂、興趣或成

就。

•缺少社交或情緒相互作用（不積極參與簡單社

交娛樂或遊戲，寧願選擇孤單的活動）。

A2溝通障礙

•語言能力足夠，但在引發和維持與他人談話的

能力有明顯障礙。

•口說語言發展遲緩或完全缺乏。

•刻板及重複使用語句或使用特異的字句。

•缺乏與其發展水準相稱的多樣而自發性假扮遊

戲或社會模仿遊戲。

A3行為、興趣及活動模式相當侷限重複而刻板

•明顯無彈性地固定於特定而不具功能性的常規

或儀式行為。

•刻板而重複的運動性作態身體動作。

•專注圍繞在一或多種刻板而侷限的興趣模式，

興趣強度或對象二者至少有一項為異常。

•持續或專注於物體一部份。

自閉症自閉症（Autism）（Autism）診斷標準及相關行為診斷標準及相關行為



1、2月中獎發票1、2月中獎發票
善心人士(雙和醫院停車場轉贈) 3,800
善心人士(小巨蛋停車場轉贈) 3,400
善心人士(慈濟醫院轉贈) 2,800
善心人士(民樂停車場轉贈) 2,400
善心人士(中和農會超市轉贈) 1,400
善心人士(101大樓停車場轉贈) 1,200
善心人士 1,000
善心人士(竹林中學轉贈) 800
善心人士(台灣省城隍廟轉贈) 600
善心人士 600
善心人士(正隆股份有限公司轉贈) 400
善心人士(能仁家商轉贈) 400
善心人士(小北百貨轉贈) 400
善心人士(國稅局中和稽徵所轉贈) 200
陳美吟 200

3、4月中獎發票3、4月中獎發票
善心人士(小巨蛋停車場轉贈) 4,400 
善心人士(雙和醫院停車場轉贈) 3,400
善心人士(竹林中學轉贈) 2,600 
善心人士(慈濟醫院停車場轉贈) 1,600
善心人士轉贈 1,200
善心人士(中和農會超市轉贈) 1,000
善心人士(民樂停車場轉贈) 800
善心人士(小北百貨轉贈) 800
善心人士(101停車場轉贈) 800
善心人士(能仁家商轉贈) 600 
善心人士(正隆股份有限公司轉贈) 400
善心人士(中和稽徵所轉贈) 400

5、6月中獎發票5、6月中獎發票
善心人士 5,000
善心人士(民樂停車場轉贈) 3,800
善心人士(雙和醫院停車場轉贈) 3,800
善心人士(慈濟醫院停車場轉贈) 2,400
善心人士(101大樓停車場轉贈) 1,400
善心人士(小巨蛋停車場轉贈) 1,400
善心人士(浣花草堂轉贈) 1,400
善心人士(小北百貨轉贈) 800
善心人士(能仁家商轉贈) 600
善心人士(正隆股份有限公司轉贈) 600
善心人士(竹林中學轉贈) 400
善心人士(國稅局中和稽徵所轉贈) 200

7、8月中獎發票7、8月中獎發票
善心人士(雙和醫院停車場轉贈) 5,600
善心人士 4,000
善心人士(慈濟醫院停車場轉贈) 3,400
善心人士(小巨蛋停車場轉贈) 3,200

善心人士(台北101停車場轉贈) 1,400
善心人士(小北百貨轉贈) 1,600
善心人士(民樂停車場轉贈) 800
善心人士(臺灣省城隍廟轉贈) 800
善心人士(中和農會超市轉贈) 600
善心人士(正隆股份有限公司轉贈) 400
善心人士(國稅局轉贈) 400
善心人士(竹林高中轉贈) 400
善心人士 (中和稽徵所轉贈) 200
陳美吟 200

9、10月中獎發票9、10月中獎發票
善心人士 3,200
鄭人豪 200

電子中獎發票電子中獎發票
善心人士 4,800
善心人士 600
善心人士 800

各界捐款人/團體 金額

105年1月份
謙禧英文短期補習班 6,000 

105年7月份105年7月份
江美玲 2,000 

鄭喬云 115 

黃郁真 1,000 

105年8月份105年8月份
江明華 1,200 

楊翠芬 600 

蔣春壽 600 

蔣梁冬英 600 

蔣文峻 600 

蔣宥勝 600 

張秋文 600 

彭鳳嬌 600 

張志明 600 

黃春暉 600 

張仁傑 600 

張福源 16,800 

廖彩卿 1,000 

黃郁真 1,000 

陳傑民 200 

各界捐款人/團體 金額
MIT國際科學園區管
理委員會

10,000 

許麗淑 500 

趙長瑩 500 

趙俐雯 500 

105年9月份105年9月份
簡春鴻 3,000 

陳傑民 200 

邱晟晉 1,000 

江炳桔 5,000 

烘爐地南山福德宮 100,000 

黃郁真 1,000 

財團法人新北市生命
小鬥士愛心協會

10,000 

江秀鳳、陳金龍、陳
郭秦

3,000 

陳寶珠、林寶仁 1,000 

曹清潭 500 

古氏國際有限公司 2,000 

趙新福 5,000 

張晨恩 1,000 

105年10月份105年10月份

各界捐款人/團體 金額
徐居培 10,000 

雙和國際同濟會 2,000 

鄭昱利 10,000 

黃郁真 1,000 

曹清潭 500 

105年11月份105年11月份
財團法人王詹樣社會
福利慈善基金會

404,065 

張家豪 200 

張智淵 200 

貴賓旅行有限公司 4,000 

黃郁真 1,000 

曹清潭 500 

財團法人中華陽光社
會福利服務協會

15,000 

王秀雄 5,000 

陳達麟 3,000 

簡懋彥 6,000 

財團法人何公天超教
育基金會

100,000 

105年12月份105年12月份
趙俐雯 1,000 

各界捐款人/團體 金額
許麗淑 1,000 

台北市私立復興實驗
高級中學

50,000 

曹舜評 500 

鶯歌玉聖宮柯余金玉 360 

張家豪、張智淵 400 

傅國澄、陳玉香 200 

黃郁真 1,000 

呂思嫻 2,500 

徐錦堂 30,000 

黃玟寧 5,000 

吳鴻材 2,000 

新北市小貨車裝運職
業工會

2,000 

鄭萬益 2,000 

財團法人台北市私立許王
秀英社會福利慈善基金會

430,000 

陳淑芬 1,000 

林埔生 20,000 

智光學校財團法人新
北市智光高級商工職
業學校

17,600 

江淑雲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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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捐款人/團體 金額 各界捐款人/團體 金額 各界捐款人/團體 金額 各界捐款人/團體 金額

105年度下半年捐款芳名錄(依日期排列)105年度下半年捐款芳名錄(依日期排列)

105年下半年捐贈發票105年下半年捐贈發票
之中獎金額之中獎金額

捐物證明(含二手捐物)捐物證明(含二手捐物)
中和區公所 105年05、06月發票1,043張

岳洋股份有限公司 105年05、06月發票1,603張

正隆股份有限公司 105年07、08月發票1,000張

岳洋股份有限公司 105年07、08月發票1,328張

新北市政府稅捐處中和分處 105年11-12月發票2,000張

新北市政府稅捐處中和分處 105年09、10月發票5,000張

多樂芝日式烘培坊 麵包一批

財政部北區國稅局中和稽徵所 105年1-3月無實體電子發票174張

財政部北區國稅局中和稽徵所 105年4-8月無實體電子發票2,003張

財政部北區國稅局中和稽徵所 105年9-11月無實體電子發票288張

財政部北區國稅局中和稽徵所 105年11-12月無實體電子發票288張

岳洋股份有限公司 105年09、10月發票1,633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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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若有錯誤歡迎來電告知更改】

105年度下半年捐物芳名錄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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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聖宮 白米300斤、關廟麵3
箱、米粉3箱、餅乾2箱

楊中明、林秀枝 白米50斤

承天禪寺 豆子1中袋. 餅乾2中袋. 
米50斤1包. 米15斤1包. 
米小包7包. 油9罐. 麵6
中袋. 米粉1中袋

詠吉彩藝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餅乾2大箱

吳洪玉霞合家 冬瓜2條、米粉1袋

葉有祥合家 白米40斤、餅乾1袋

迎華企業有限公司 韓式海苔5箱

台灣省城隍廟 白米200斤

善心人士 沙拉油1桶

五聖靈濟修緣會 白米500斤

正隆廣場全體住戶 雜糧水果1箱. 麵6箱. 油
3罐. 麵包2大條. 米小包
28包. 米50斤3包. 餅乾
2大袋. 飲料4大箱4大罐

凱柏食品有限公司 海苔素米果3箱

太和庭管理委員會
暨全體住戶

物資一批

鳳天宮 餅 乾 1 8 盒 、 白 米 1 5 0
斤、麵3箱、飲料5箱

安和里辦公處 白米150斤. 普渡禮盒7
盒

承天禪寺 白米12包(600斤)、米
粉5件、油15罐、麵8
箱、雜糧2箱、素料2件

劉品宏 白米20斤

劉如玲 白米20斤

張木綿 白米30斤

劉期銘 白米30斤

鄭清波、柯麗雲 白米3大包

台灣省城隍廟 白 米 4 0 0 斤 、 綠 豆 1 0
斤、冬粉1袋、米粉1
箱、麵5箱、雞蛋麵5
箱、白木耳2斤、醬油2
箱、饅頭1批、飲料1批

台灣省城隍廟 麵輪1包. 素肉5斤. 紅棗
3包. 黑棗3包. 砂糖3包. 
沙拉油4箱. 花生油1箱

彭婕恩 佳博乳粉3瓶、沐浴乳4
瓶、牙膏1支

中和福祥宮 沙拉油1箱、餅乾3箱

楊先生 白米50斤、炊粉半箱

富爸爸手工水餃 水餃一批

無極玄員宮 新東陽禮盒36盒

承天禪寺 白米100斤. 米粉1箱. 油
12罐. 麵10箱. 雜糧1箱. 
餅乾2件. 素料1件

周關保 月餅2盒

振展玻璃企業有限
公司

月餅1盒

超香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9袋筍包子. 9袋全麥饅
頭

鼎汎國際食品有限
公司

冷凍雞肉36公斤

各界捐物人(團體) 物    品

三聖宮 餅乾3包、玩具2箱、衣
服1袋

善心人士 物資一批

全家便利商店-中
和國華店

物資壹批

陳昭宏 物資壹批

林秀枝 白米50斤

善心人士 白米100斤

社團法人新北市生
命小鬥士愛心協會

克寧奶粉2.3公斤6罐、
衛生紙1箱、濕紙巾2
袋、餅乾1袋

超香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地瓜捲148個、筍包36
個

富爸爸手工水餃 水餃壹批

台灣省城隍廟 水果2箱. 麵條40包. 麵
筋1包. 豆捲3包. 金針2
斤. 米粉1箱. 紅麵線10
斤. 燕麥片5斤. 麵輪5斤

楊子惠 沙拉油1桶

超香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割包20個、壽桃12個、
桂竹香筍包16個、芋頭
捲42個

中和行善會 物資壹批

善心人士 關廟麵1箱

板橋紫玉宮觀音佛
祖慈善功德會

荷頓嬰兒奶粉6罐、白
蘭洗衣粉6包、毛寶洗
碗精6瓶、寶寶濕紙巾6
串、衛生紙6串

張淳嘉 物資壹批

蘇恆毅 年菜壹批

馮詠評 物資壹批

施再融 物資壹批

社會人士 物資壹批

全家便利商店中和
國華店

物資壹批

陳昭宏 物資壹批

許雅筑 餅乾5盒

許坤金 中秋禮盒10盒

超香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紫米雜糧饅頭10顆. 黑
金剛100個. 紅糖堅果葡
萄20個. 桂竹香筍包10
個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
暨家庭扶助基金會
附設大同育幼院

修正帶8盒

中和皇瑤宮 白米100斤

信鍠有限公司 利百代蠟筆240盒

全家便利商店-中
和圓峰店

關東煮35包

全家便利商店-中
和凌雲店

水餃1袋

全家便利商店-中
和巴黎店

關東煮10包

全家便利商店-中
和和光店

關東煮10包、飲料一箱

財團法人國紹泌尿
科學教育基金會

冬季毛毯35床

各界捐物人(團體) 物    品

楊子英 白米50斤

林秀枝 油2桶

中和中興福德宮 平安龜10斤

中和中興福德宮 平安龜7斤

超香食品有限公司 芋頭捲50個. 堅果葡萄
50個. 桂竹香筍包50個

羅秉鈺 關東煮18包

李先生 關東煮10包

戴國芳 物資壹批

鄭學軒 物資壹批

楊雅玲 物資壹批

吳明璋 新生兒尿布10包. 尿布
XXL10包

陳昭宏 物資壹批

超香食品有限公司 香芋起司巧棒230個. 紅
藜麥饅頭114個

鄭尚軒 物資壹批

上倫工程有限公司 即熱式省電熱水器1台

中和廣濟宮 白米150斤

富爸爸手工水餃 水餃400粒

超香食品有限公司 紅藜麥饅頭120個

孫寶蓮 白米100斤

楊子英 白米50斤

黎高興 7-12月 12,000
謝東欽 6-12月 14,000
段家如 6-12月 14,000
謝宏恩 6-12月 14,000
陳聰明 8月 10,000
楊瀅潔 8月 10,000
黃郁真 7-12月 6,000
徐晨原 12月 6,000
呂翠琴 12月 4,800
許雅婷 7、9、11月 3,000
鄭人豪 7-12月 1,200
劉玉貞 12月 1,000
黃金炭 7月 1,000
許麗珠 7-12月 1,800
徐廣峰 7-12月 1,200
江賀足 7-11月 1,000
陳景琪 7-12月 1,200
許舒涵 7-12月 1,150
湯乃孋 7-12月 600
楊佩純 7-12月 600
羅  婷 7-12月 600
曾育紋 7-12月 600
張麗玲 7-12月 600
吳孟蓮 7-12月 600
許雅婷 7-12月 600
黃詩涵 7-12月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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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學金指定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