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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新北市幼兒發展早期療育社區巡迴服務 開跑囉∼
　　今年度本中心適逢成立30週年，除繼續承接新北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理之社區巡迴篩檢服務，並

將於中和地區辦理大型早療篩檢宣導活動，回顧100年執行成果，共舉辦8場幼兒發展篩檢，造訪了土

城、瑞芳、中和、板橋、新店、新莊、蘆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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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00年篩檢參與人次達16629人，初篩總人數5048人，篩出疑似個案達573人，

總計篩出疑似個案比率為11％，有效突顯出幼兒篩檢宣導服務的重要性。

　　感謝新北市政府社會局經費補助、中國信託慈善基金會、台灣彩券及大都會人壽的熱情支持贊

助，今年規劃更多元化的篩檢活動模式：設置闖關篩檢站-聘請專業特教老師，依各發展領域設計

適切的闖關遊戲，若未通過闖關篩檢則轉介專業治療師進行更完整的篩檢；早療宣導活動（有獎徵

答）-現場陳列早療相關文宣或海報，並透過宣導影片進

行有獎徵答，宣導早療觀念；設置諮詢通報站-由專業特

教老師及社工，提供專業諮詢，並建立疑似遲緩兒童之

通報作業；結合其他資源服務-擬依各別場次結合衛生所

之醫療資源，提供聽力篩檢、口腔保健..等活動，或社

區保母系統宣導育兒知能等托育服務。

　　今年第一場闖關篩檢活動已於5/17的烏來開跑囉！

第二場也將於8/11的鶯歌地區接續舉行，歡迎有需求之

0-6歲兒童及其家長、民眾多多參加。若需洽詢場次時

間及地點，請來電（02）2247-3769、8245-7309。

場次 時間 地點

烏來 5/17 烏來附幼/公立托兒所

鶯歌 8/11 西鶯里活動中心

中和 9/8
錦和運動公園（大型
闖關篩檢）

三重 9/29 永福永清活動中心

樹林 10/27 育英活動中心

林口 11/17 麗林活動中心

101年度早療親職講座-明新兒童發展中心

暫訂時間 主題 活動地點 講師

8/25(六) 9:00-12:00
愛與規範的平衡：ADHD的認識
與協助技巧

明新兒童發展中心 張丁生心理師

8/26(日) 9:30-12:30
幼兒專注力系列課程Ⅰ∼孩子好
動還是過動？寶貝情緒管理與教
養方式

網溪國小大會議室 王宏哲治療師

9/2(日)  9:30-12:30
幼兒專注力系列課程Ⅱ∼感覺統
合與幼兒專注力居家訓練

泰山區楓樹福泰活動
中心

王宏哲治療師

9/16(六) 13:30-16:30 幼兒情緒問題與處理策略 明新兒童發展中心 王意中心理師

10/27(六)9:30-12:30
語言溝通系列課程Ⅱ∼
認識孩子的氣質、情緒與衝突反
應

樹林區彭厝地區活動
中心

陳景琪語言治
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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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現代醫療的進步，多數的小baby都是安全的降落在人世間，從這一刻開始，爸媽們關心的除了

寶寶的身體健康與生長狀況之外，寶寶的動作發展有沒有跟上進度，也是近年來爸媽們越來越關心的

話題。而這樣的過程就像是進行一場長期的馬拉松賽跑，隨時檢測孩子的知覺發展與動作發展是否達到

適齡的發展里程碑。在此競賽中，有些幸運的小朋友跑得比別人快，半數小朋友的速度是可以接受的，

而有些小朋友在一開始，或是在跑的過程中遇到一些阻礙，導致跑的速度比別人慢。對於速度較慢的孩

子，我們可以提供適當的活動或管道協助他們跑得更快、具備更多的學習技能。但除了追上動作的發展

里程碑之外容易被家長們忽略的是，孩子於不同階段尚有更重要的發展任務需要完成。  

    追趕動作的發展里程碑固然重要，但孩子各階段的發展任務對日後的學習及人際互動，甚至於之後

的社會適應有更深遠的影響。有鑑於此，以下將介紹各階段發展任務與建議：

一、嬰兒時期(出生到1歲)

1. 提供充分的營養與身體保護，滿足對營養的需求，做為後續發育的基礎。

2. 建立親子親密的感情聯繫。

3. 與周遭親人溝通與互動的能力。

4. 感官功能與動作發展，提供大量、豐富且適合的感覺刺激，強調感官功能與動作類的活動，特

別是手部的基本操作技巧與身體移動的技巧。

5. 建立良好的行為基礎，剛出生第一年的行為特徵會變成以後發展的基礎，以後的行為表現、心

理特徵或個性都建立在這個基礎上，因此家長必須適當的引導寶寶的行為到正確的方向。

二、幼兒期（1到3歲）

1. 基本知覺動作技巧的發展，尤其是移動能力的發展，必須提供足夠的活動空間與遊戲。

2. 語言發展，此階段為孩子口語能力發展的關鍵期，多與孩子溝通，鼓勵孩子說話，可藉由聽、

說故事培養表達能力。

3. 培養自我控制能力，孩子在1歲半到兩歲時可遵守指令，過了兩歲之後會開始有自主性，有時會

反抗家長的要求，在此階段可開始進行＂條件交換＂，若孩子有達到要求，就可以得到合理的

獎勵。

4. 遊戲，藉由遊戲的過程學習人際互動與遊戲技巧。

5. 建立良好生活習慣，培養規律的作息有助於孩子情緒與行為的穩定。

三、學齡前（3到6歲）

1. 性別角色認同，了解自己的性別並表現出不同性別角色的行

為，而爸媽與同儕的行為會影響孩子對性別角色的認同。

2. 建立正確道德觀，如是非對錯。

3. 自尊，是孩子對自己的評價，若爸媽給予溫暖且支持的教養方

式會促進孩子有較高的自尊。

4. 團體遊戲，可幫助社會性發展。

5. 逐漸擺脫自我中心，不再認為自己是太陽，其他人須繞著他

轉，會以較多的面向觀察事物。

淺談兒童發展任務 怡和醫院
職能治療師　賴昱竹



家長園地 www.misin.org.tw4

　　「媽咪，為什麼我跟別人不一樣？」小瑾用著純真的表情曾經這樣的跟我說，這樣的話從小瑾的口

中說出來讓我特別的鼻酸，我從不知道原來她也會察看，原來她也會受傷有挫折感，這些都來自於去年

她在正常的幼稚園唸書的時候。

　　剛開始我以為小瑾很喜歡唸書，看她在正常的幼稚園裡跟老師的互動也很頻繁，對著同學也是有禮

貌的，其實我清楚的知道我們小瑾很想接觸人群很想有一群朋友陪著她一起玩，但是我卻忽略了原來我

們欣瑾也是會難過的，對於學習跟成長遲緩的她表達能力學習能力都不及正常的小朋友，當他想要跟其

他小朋友一起玩的時候她卻不擅於表達，往往會嚇到一般正常的小朋友，直到有一天她放學回來忽然的

這樣問著我「媽咪，為什麼我跟別人不一樣？」當下的我的心情是難過的是鼻酸的，所以我決定讓欣瑾

接受更完善的教育，因為正常小朋友的教育模式不適合用在對於學習及成長遲緩的小朋友身上。

　　當我帶著小瑾做復健及療育時有很多的不捨，有時想著放棄好了有時又覺得這樣放棄對她不公平，

拖著沉重與不忍的心情硬著頭皮陪伴著她走下去，當然小瑾在學習上也會有停滯不前的情形，我也會覺

得困惑挫折，為什麼明明就教了這麼多次了小瑾還是沒有長進為什麼同樣的事情重覆的做著小瑾還是一

樣不為所動，於是我想起了幾句話「管教的責備是生命之道」「杖打和責備使人有智慧，放縱的孩子使

母親蒙羞」「孩子是上天的恩賜，是父母的產業」「我們該憑著愛在個方面不斷的成長」，原因是因為

小瑾她太懂得看我的臉色又吃定我一定不會對她責備處罰她，所以我決定對小瑾教導上開始改變態度，

並且告知你可以做好的事你要敷衍那我就可能對你做出適當的處罰，當然剛開始小瑾還不適應為什麼我

會有這樣的轉變，時間久了小瑾就知道原來她的任性跟耍賴對我不再有效我不再放任她，自然而然她的

學習意願就提高了很多，而且也願意開始學習聆聽。

　　看著小瑾在醫院及早療中心的學習成長有著顯著的進步我真的很高興，現在的小瑾會哼著歌拿起故

事本說著故事不時還會模仿學校及醫院的上課情形，我真的很感謝，感謝著教導小瑾的老師及復健的醫

生還有不時關懷著小\瑾學習的社工等等，因為小瑾的努力和不放棄讓我明白只要小朋友有願意學習我

們就沒有權利去剝奪他學習的意願……在這也由衷的希望每一個媽咪能夠憑著愛跟小朋友一起學習在各

方面都能不斷的成長，共勉之。

　　從懷孕到孩子出生前，當爸爸媽媽滿懷欣喜，迎接新生兒到來的同時，莫不希望孩子是健健康康，

順利長大。

　　小佑是個足月產的孩子，所有產程及報告一切都正常。直到九個月大時，在小兒科醫生的建議下轉

診看復建科，至此開始了孩子的復健之路，這一路走來其實只維持了兩個月，我便自動停課，一方面不

願承認孩子有這方面的問題，另一方面是聽信老一輩的人說，男孩子發展慢本是正常的，五歲後所有的

發展都會跟上的！因此擔誤了孩子早期治療的重要時期。

　　別的孩子七坐八爬，我的孩子一歲多連趴在地上匍匐前進都不會，與其他孩子相比我才警覺應要帶

孩子至醫院做進一步的檢查及療育。積極復健了幾個月後，終於在一歲四個月學會四點跪爬，一歲八個

月跌跌撞撞的學會放手走幾步路。還記得看著孩子走（爬）出人生中的第一步時，我歡喜感恩的喜極而

泣，更打電話跟所有的家人們報告這個好消息。兩歲開始牽著走，牽到兩歲半才會自己放手走，這些正

常發展的孩子時間到了自然而然地進步，對我們來說，每一個都是值得好好慶祝的重大突破，因為這些

成長都是許許多多的努力，一點一滴累積而成的，因此我們比其他人更容易滿足。

　　過去一直以為是我帶著孩子成長，現在孩子將屆滿五歲，回過頭來才發現是孩子帶著我一步步成

長，讓我學習相愛、學習付出、互相支持，並珍惜現在所擁有的。

　　教會的姐妹如此告訴我：「上帝就是知道妳有能力照顧好這樣的小天使，才會把這樣的使命交給

妳。」聖經中也有這麼一段話如此記載：「在我們的各種患難中，祂安慰我們，使我們能夠用祂所賜給

我們的安慰去安慰遭遇各種患難的人。」看到中心每個孩子的媽媽都很用心，媽媽們就是孩子們的大天

使，因我們有深刻的感受，也更能同理遭遇此事的家長們的心境，而我們便成為別人的安慰及祝福。

■小瑾媽咪

■小佑媽媽

不 樣？ 小瑾用著純真的表情曾經這樣的跟我

我們家的慢飛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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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大學社工系實習生　張茜雲 

　　能夠進入到明新實習真的很開心！由於中心所有人都很和

藹可親，孩子們也很活潑可愛，將我原本因為到新環境而忐忑

的心，瞬間解除武裝。每次看到孩子天真無邪的笑容、愉悅的

笑聲，我的嘴角會不自覺的跟著上揚，內心會感到很高興、很

輕鬆的，相信孩子的爸媽一定也和我有一樣的感受！

　　實習到現在已經三個多月了，在這其中所學習到的經驗都

非常寶貴，很多的第一次，都在這裡碰到，第一次實地家訪、

實際寫個案記錄、實際看到治療師與孩童的互動、和志工們一

起帶孩童出遊等等。這些對我來說也是非常重要的回憶，我會

好珍惜這一切的！

　　在實習中難免會遇到一些疑惑、挫折，甚至是失落，很感

謝社工督導的鼓勵及適時的正增強，讓我生出更多的力量繼續

學習。同時也要感謝孩子們，因為看到他們天真的笑容、可愛

的舉動、努力學習的樣子，使我將不如意的事暫時拋到腦後，

不將自己侷限在不開心的氛圍裏，而改以正向的思考去面對。

　　最後，非常謝謝明新的所有人，給了我這個機會來到中心

實習，在中心的每一個日子對我來說都意義非凡！最棒的

事，不僅包含了學習知識、培養能力、遇到所有人，還特

別包含了與這些可愛的天使們的相遇！

■台北大學社工系實習生　劉力瑄

　　六月天，又是個離別的季節，回首過去

四個多月，開心的、難過的、興奮的、挫折

的、感動的，都出現在這說常不常說短不短

的四個月中。實習的這段日子，從一開始的

擔心害怕到後來的期待實習，謝謝督導的細

心指導，謝謝機構內所有人的協助，謝謝阿

姨超好吃的午飯！每個禮拜三，看著孩子的

身影，總覺得開心，當孩子對我說加油，

當孩子對我撒嬌，當孩子熱情的向我打了招

呼，每個舉動都讓我覺得好窩心，好感動，

疲憊似乎也都消散了，真心的謝謝孩子們，

你們讓我學到了好多而一次次的家訪，聽著

不同家庭的許多故事，家長們真的辛苦了，

孩子成長的路上有您們，真的好幸福四個月

裡，我學到了許多社工專業知能，我也學到

了如何與人溝通、與人相處，更學到了每個

生命都是上天的禮物，都是特別且須用愛灌

溉的，也讓我知道了何謂生命的價值，謝謝

您們，在這幾個月當中給予無限包容與指導

的每個人。

接納與安頓-遲緩兒家長的需求與參予
　　這次中心邀請到早療協會的秘書長林美瑗老師來為我們分享---主題是「接納與安頓-遲緩兒家長的需求

與參予」，一開始本來以為課程很難懂，但是因為秘書長本身也是早療家長的角色，聽起來格外親切、自

然、觸動人心，講座內容分為「從生命發展觀點談變異、遲緩兒家長生命發展觀、家長的身心需求、如何讓

遲緩兒家長參予早期介入」四大面向。

　　第一部分生命發展觀點，由生命的起源講起。生命的起源本是十億分之一的機率才有辦法孕育出一生

命，而發展遲緩兒又是這十億分之一中6-8%，經由這麼一點醒才發現這些每天我們見到的天使是多麼的難得

與寶貝。所以更應該要好好的愛護與接納。

   第二部分遲緩兒家長的生命發展觀，延續上述的生命觀點，照顧這些天使的家長們除了有一般家長會遇到

的問題外，還有另一段艱辛的歷程要走過。有的家長很快就能努力克服並陪著這些寶貝成長，有的家長卻也

會遇到家中其他成員的不支持的情形，或一般大眾因不了解所投注的不友善眼光，產生很大的壓力，造成家

長的生心理上的負擔，所以我們是站在第一線與他們有接觸的服務人員，除了照顧這些寶貝外，給予家長的

各方面支持，也是我們所能做也必須做的，但這我們卻可能往往更容易疏忽。

　　第三部分談家長的需求總共有4點，第1點為對於小孩疾病的認識，很多家長對於小朋友的疾病的病徵、

病因、預後、平時該注意的事項並無透徹的了解，反而產生不當期待，所以有的時候可能跟家長清楚解釋讓

家長了解這是非常重要的，否則雙方面溝通即會大打折扣。第2部分為心理恐慌與焦慮的「情緒支持穩定」，

如同上段所述，許多因素都會造成家長的壓力，而家長的情緒對於小朋友的各方面皆有很大且直接的影響，

了解父母的情緒、適時的給予支持並幫助解決問題或給予相關的資訊、經驗等，這是非常重要的動作。第3點

為對家人親友解釋孩子狀況的表達需求，因這些寶貝的進步可能較緩慢，導致親友們覺得停滯不前或與一般

小朋友比較的狀況，這時候協助家長找到小朋友的優點與進步的地方、解釋特殊症狀的可能原因並尋找解決

辦法，我想將會對家長有著莫大的幫助。最後為對家庭財務造成的衝擊之經濟需求，雖然這方面我們可能沒

有辦法直接給予協助，但幫忙跟相關單位反映是我們舉手之勞可做到的。

　　總結來說，因為這次講座有不同的專業人員，也有家長參與，可馬上知道原本自己立場所沒想到的事

情。而經由老師的提點，讓我們更加了解家長的需求與我們需要改進的地方，受益良多。

■教保員  羅  婷



各界捐款人（團體） 金  額

100年12月份100年12月份

林怡伶 1,000 

林永昌 1,200 

林豐稘 2,500 

鍾豪 1,500 

鐘琳 1,500 

101年1月份101年1月份

蔡劭瑜 1,600

鍾豪、鍾林 3,000

陳淑芬 100

黃聖傑 1,200

財團法人永齡社會
福利慈善事業基金
會

5,000

中和國際同濟會 20,000

陳室娥 1,000

姚惠珍 200

台北縣永和市秀朗
社區血壓站

2,660

江明華 600

施金蓮 600

黃春暉 600

林讌妅 200

賴新源 2,000

林秀燕 100

莊文萍 100

莊文潔 100

南山福德宮 100,000

李月鳳、陳慶銘、
陳雅玲

900

林陳陸妹 1,500

101年2月份101年2月份

鄭昱利 200

何佩庭 200

江炳桔 5,000

吳悅慈 500

鍾豪、鍾林 3,000

張炳文 200

游慧玲 200

林秀燕 100

莊文萍 100

莊文潔 100

詹季梓 2,400

王仲怡 300

蘇詩琇 7,950

蘇子麒 17,000

李怡慧 10,000

陳子芸 50,000

各界捐款人（團體） 金  額

廖王秀花 50,000

余怡蓉 20,000

文婕萱 8,000

王仲怡 750

楊巧聆 10,000

101年3月份101年3月份

吳悅慈 100

陳淑芬 100

鍾豪 1,500

鍾琳 1,500

曾宣凱、陳欣平 1,000

洪欣佩 3,000

向喬如 3,240

林翠瑩 11,200

陳懿 3,000

洪欣佩 1,200

廖英夙 5,500

陳盈君 450

王仲怡 2,200

張曉玲 20,000

鄭連燦 9,000

周貴良 200

姚惠珍 200

許韶茹 200

陳璽仁 5,000

張偉欽 20,000

黃秋惠 4,000

陳怡蓉 950

郭雅芳 3,000

廖英夙 1,000

向喬如 3,500

莊永新 1,000

陳淑芬 100

姚惠珍 200

101年4月份101年4月份

鶯歌玉聖宮 500

十方菩薩 50

莊文萍 100

林秀燕 100

莊文潔 100

鍾豪 1,500

鍾琳 1,500

蘇子麒 4,400

洪欣佩 7,250

王仲怡 4,400

陳盈君 1,660

向喬如 1,450

各界捐款人（團體） 金  額

林翠瑩 1,400

詹季梓 350

李榮文 2,000

新北市中和區健康
韻律舞協會

10,000

林秀燕 100

莊文萍 100

莊文潔 100

許超澤 10,000

莊永新 3,420

蘇子麒 5,877

王蕙 3,000

王仲怡 8,099

蘇詩琇 405

詹季梓 1,065

廖英夙 1,800

向喬如 3,555

洪欣佩 5,040

王虹霽 3,060

林翠瑩 2,340

陳盈君 1,215

陳漢輝 2,000

陳信州 2,000

陳淑芬 100

楊淑華 100

101年5月份101年5月份

吳悅慈 400

王建雄 100

楊林秀琴 100

楊益 100

王怡欣 100

王浩宇 100

陳璽仁 2,300

蘇子麒 2,520

炬和實業有限公司 3,390

鍾琳 1,500

鍾豪 1,500

蘇子麒 1,865

善心人士 200

瀚思股份有限公司 54,000

林秀燕 100

莊文萍 100

莊文潔 100

恆楊有限公司 10,000

東歐有限公司 10,000

姚霍惠珍 200

林政緯、林政亞、
林政良

300

各界捐款人（團體） 金  額

陳昭華 1,200

台灣省城隍廟 1,000

101年6月份101年6月份

吳悅慈 530

陳淑芬 100

鍾豪 1,500

鍾琳 1,500

許麗珠 1,290

徐家菁 5,000

林美媛 2000

林秀燕 100

莊文萍 100

莊文潔 100

江炳桔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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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年度上半年捐款芳名錄(依日期排列)101年度上半年捐款芳名錄(依日期排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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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0年1月出刊

101年上半年捐贈發票101年上半年捐贈發票
之中獎金額之中獎金額

【內容若有錯誤，歡迎來電
告知更改】

9、10月中獎發票9、10月中獎發票

許陳昭華 2,000

中和地區農會 4,200

臺北醫學大學署立雙
和醫院

3,800

善心人士 200

11、12月中獎發票11、12月中獎發票

中和地區農會 3,000

財政部台灣省北區國
稅局中和稽徵所

2,200

陳昭華 800

陳美吟 200

臺北醫學大學署立雙
和醫院

1,800

何佩庭 200

何佩茹 200

何昇陽 400

鄭人豪 200

鄭昱利 200

陳文律、陳書虹 400

財政部台灣省北區國
稅局中和稽徵所

2,800

1、2月中獎發票1、2月中獎發票

中和地區農會 2,200

臺北醫學大學署立雙
和醫院

2,400



各界捐物人（團體） 物  品

三聖宮 白米300斤、麵輪2箱、豆皮2大袋、關廟麵2箱、餅乾2箱、筍絲2罐、黑木耳1大袋

承天禪寺 糖果一包、白米100斤、柳丁3袋、棗子2袋、橘子1袋

游喆凱 暖暖包66片

劉介帆 暖暖包114片

善心人士 關廟麵1箱

福安宮 餅乾1箱

歐語卉 衛生紙12包*20袋

善心人士 白米50斤

台灣省城隍廟 白米300斤、餅乾5箱、水果1箱、米粉1大包、綠豆5斤、素蠔油1桶、香油1桶

鄭先生 白米50斤

台灣省城隍廟 白米300斤、醬油1箱、沙拉油1箱、麵條1箱

鴻瑋商行 國寶牛乳3箱

新北市華江同濟會 桌上型電腦及螢幕各1台

林照雄 妙而舒尿布L*4、XL*6

鄭先生 白米50斤

林溪泉 白米50斤

張進東 白米50斤

福和宮 白米300斤

台灣省城隍廟
麵條12包、水果2箱、餅乾2箱、麵筋1包、豆捲2包、木耳2斤、素肉片3包、米粉1箱、
沙拉油2箱、醬油1箱、饅頭31個

陳資培 白米50斤

郭世崙 白米50斤

團體） 物 品

101年度上半年捐物芳名錄101年度上半年捐物芳名錄(依日期排列)(依日期排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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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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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蓉嫣 1,000
謝丞羿 1,000
謝宏庠 1,000
謝宏恩 1,000
林詩涵 1,000
何佩珊 500
林建輝 500
2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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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蓉嫣 1,000
謝丞羿 1,000
謝宏庠 1,000
謝宏恩 1,000
林詩涵 1,000
林建輝 500
何佩珊 500

3月份
鎵興國際有限公司 3,000
明新兒童發展中心教師基金 2,000
謝丞羿 1,000
謝宏恩 1,000
謝宏庠 1,000
林詩涵 1,000
段家如 1,000
謝蓉嫣 1,000
何佩珊 500
林建輝 500
4月份
鎵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5,000
明新兒童發展中心教師基金 2,000
謝蓉嫣 1,000
謝宏庠 1,000
謝宏恩 1,000
段家如 1,000
謝丞羿 1,000
林詩涵 1,000
林建輝 500
何佩珊 500

5月份
鎵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5,000
明新兒童發展中心教師基金 2,000
段家如 1,000
謝蓉嫣 1,000
謝丞羿 1,000
謝宏庠 1,000
謝宏恩 1,000
林詩涵 1,000
林建輝 500
何佩珊 500
6月份
鎵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5,000
明新兒童發展中心教師基金 2,000
林詩涵 1,000
段家如 1,000
謝蓉嫣 1,000
謝丞羿 1,000
謝宏庠 1,000
謝宏恩 1,000

【內容若有錯誤歡迎來電告知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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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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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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幼兒成長奶粉、衛生紙、濕紙巾、洗碗

精、洗衣粉、食物乾糧、白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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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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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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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le.php?id=1673512425

＊無名部落格：http：//www.wretch.cc/blog/

misinbab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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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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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