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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簡訊

　　今年共舉辦8場幼兒發展篩檢活動，造訪了新莊市、

雙溪鄉、淡水鎮、永和市、樹林市、三重市、蘆洲市、

金山鄉等8個鄉鎮市，共篩檢725名幼兒，其發現疑似發

展遲緩幼兒71名，疑似發現率為9%，總參與人次2,625人

次。

　　感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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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們的積極熱情

參與，共同配合活動的宣導，讓民眾更加了解幼兒各階

段發展，以及早期療育的相關概念。除此之外，對於需要進一步協助的孩子，本中心會提供給

當地公衛護士及北縣兒童健康發展中心持續追蹤關懷，以期能讓孩子盡早接受服務。中心自95

年來在臺北縣政府社會局的指導，以及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熱情贊助，中心工作人員與專業治

療師團隊，攜手共同努力，持續深入北縣各地區做早療宣導，幫助許多的孩子與家庭及早發現

及早治療。藉由專業治療師與家長溝通討論下，傳遞正確的觀念及教養諮詢，給予孩子較有

效能的協助，共同建構

孩子順利的成長空間，

明年將是另一個開始，

明新仍會繼續為大家服

務。

　　祝福每位寶貝們快

樂學習、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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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度臺北縣發展遲緩兒童托育

機構巡迴輔導服務
   中心自98年始承接巡迴輔導服務，延續推動融合教育理念，99年

更擴大服務的區域，包含了北縣12個鄉鎮市，共計785家園所及1542

位個案，期望藉此讓遲緩兒或身心障礙兒在一般

幼托園所接受教育的機會能更完善，且提供托育

機構專業諮詢建議，協助建立收托發展遲緩兒童

之照顧模式，落實融合托育制度的功能。另外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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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介福利資源。

99年度臺北縣發展遲緩兒童個案管理服務

　　本中心今年承接北縣政府委託進行台北縣永和市、樹林市、泰山鄉、烏來鄉之早療個管服

務方案，將服務及資源帶入早療家庭及社區。依其方案辦理早療親職教育講座，今年度已完成

辦理6場次，課程足跡遍佈中和、永和、樹林及泰山甚至其他地區的家長也踴躍參加；如此，

盼將相關專業資源帶入與有需求的社區家長、學校老師結合，宣導相關早療概念及親職教育的

重要性。

　　課程以講座式或小團體方式進行，除了提供親職新知外，更重要的

是以實務操作、示範的角色去感受課程，家長可與講師一對一的討論孩

子的狀況…等。整體而言，參與課程的家長或老師皆感到收穫良多，給

予我們許多正向的回饋與改善建議。

　　未來，本中心持續會在早療個管業務努力，這些家庭依然是我們要

盡心、關心的對象，正有如“有苦的走不出來、有福的就走進去”，抱

持著此一服務心態，提供發展遲緩兒童及其家長支持與服務。

活動主題 時間 地區 講師

幼兒醫療保健講座-正確口腔衛生觀念與
保健

99/5/22 中和 雙和醫院 黃慧瑜牙醫師

快樂上學去-如何幫助孩子適應小學生活 99/6/19 泰山 義學國小 詹鳳君老師

在音樂中學習成長-寶貝親子律動團體 99/8/21 中和 林芳蘭 音樂治療師

幼兒醫療保健講座-兒童居家用藥安全 99/9/25 永和 署北醫院 廖玲梅藥劑師

如何提昇孩子學習專注力 99/10/23 樹林 雙和醫院 潘介玉職能治療師

認識兒童敘事能力發展 99/11/27 永和 陳景琪 語言治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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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兒童敘事能力 語言治療師 陳景琪

口語敘事定義

　　是一種使用語言的高層次認知活動，使用口
語敘述過去的經驗或是依時間前後發生的事件(不
管是想像的或是真實的)，以有組織,有連貫性具語
意,語用和語法架構形成的一完整述文。口語敘事
能力是一般發展正常兒童與學習障礙兒童學業成就
最重要的預測因素之ㄧ，也是與同儕發展發展社會
關係的要件。
　　口語敘事是一種故事化敘說的言談形式，並對
某些事件、概念、知識的解釋說明。必須運用語言
的複雜認知活動，需運用很多不同知識，包括人
際、社會互動知識、語用前設的了解、事件如何發
生（前後順序、因果關係）、特定事件記憶及語法
應用知識（動詞、連接詞使用）。說話者除了由記
憶系統中啟動與敘說主題相關的知識，選擇適當的
詞彙編碼或表達概念，將詞彙依照語法規則結合在
一起形成句子，也須考慮敘說內容的組織、架構，
包括：1.有條不紊的安排述說的內容。2.交代清楚
角色。3.事件背景。4.前因後果。述說者必須整合
上述訊息才能將故事或事件適當描述出來。
　　敘事的認知運作處理歷程是一種尋取/使用正
確的詞彙，在沒有足夠情境線索下將概念、想法表
達出來。
　　要應用正確的語法知識將詞彙串連形成句子表
達更廣更完整的概念。使用明顯篇章凝聚運用代名
詞（你、我、他、大家）、關聯詞（和、跟、與、
而、而且、不但、因為、因此、所以、無論、不
管）和指示詞（這、那）來連結句子前後的意義。
以提取/使用腳本表徵（如：日常之經驗概念）作
為敘事之依據。

以故事結構敘事須包含以下要素

• 故事背景：主要介紹口語敘事內容中的人物、地
點、時間。

• 引發事件：故事中人物動作、事件、物理環境變
化或主角對事件所產生內心感受。

• 內在感受/反應：指主角情意上的反應或認知，
是計畫接下來的事情所產生的感情、目標、渴
望、目的或想法。

• 行動：指主角未解決某問題或達目標所採取的行
動。

• 計畫：故事中主角/相關人物為達成動作所擬定
之策略。

• 結果：行動、自然發生的事件或結尾的描述主角
的成就或失敗。

• 回應：是指主角對結果的反應狀況，如：感覺、
想法及行動是如何。

說故事教學策略

1.大聲朗讀法：敎師與兒童共同參予故事的朗讀，
老師可以活潑生動之方法依故事情節大聲朗讀，
並提供與兒童互動機會。

•範讀：老師先將故事唸讀一次
•領讀：老師唸一句學生唸一句

•齊讀：師生一起讀
•輪流讀：老師讀完一句、學生
•讀下一句
•學生讀：教學前、教學後
2.問答命題法：可增進兒童對故事內容的理解，老

師須依學生程度決定問答命題的形式及難度，以
配合兒童認知及語言發展，發揮教學成效。

3.摘要法：語言學習障礙的兒童對於故事之主旨抓
不住重點，老師協助兒童利用結構分析法提示的
重點，再加以陳述一遍，讓兒童學會如何掌握故
事的主旨。

4.重複說故事法：兒童將整個故事用自己的語言再
依故事情節發展說一遍，老師可適時提示重點或
轉接之語詞，訓練兒童語言表達能力。

5.語詞網路法：老師由故事中選取一個核心詞彙寫
在黑板上，讓兒童自由聯想與這個詞彙相關的語
詞，最後再協助兒童將這些詞彙做歸類。

6.角色扮演法：由兒童扮演故事中的角色，並將整
個故事情節按順序一一藉由真實人物表演出來。

7.書寫摘要法：利用故事圖片輔助，以書寫方式摘
要故事中重要的內容。

語言障礙兒童敘說故事策略

語言發展遲緩或語言障礙兒童敘事的目標是依據其
語言知識和語言能力而定。引導步驟如下：
1.先引導聽話指圖敎仿說圖片名稱敎命名繪本中的圖

片，包括：背景、人、事、物、地。
2.再以圖引文方式，先看圖片仿說相關的語詞敎提

示下說出相關的語詞敎以克漏方式引導回答相關
的提問敎自發說出相關的語詞敎帶入故事中所呈現
的故事語句讓兒童能對照圖片。

3.以克漏方式引導接話表達，如：老鼠爬到（櫃
子）要偷吃（餅乾）。

4.看圖重述（仿說）句子敎看圖自述句子敎唸讀（仿
說）故事文本。

5.每本繪本每天重複練習以增加自動化敘事、詞彙
理解和記憶能力。

結語

語言是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溝通工具，包括個人需
求的滿足、意見與感覺的表達、社會互動關係的建
立等，都需要使用語言。
 敘事能力是一種心智能力、語言認知、溝通及社
會互動的整合性活動，依據孩子先備能力而決定敘
事的目標內容，家長或老師要優先以生活事件或喜
愛的故事當做敘事練習的主題或腳本，並經常安排
親子共讀及對話、聽故事活動、傳遞日常訊息或玩
語詞遊戲活動；適時加入孩子已習得的詞彙或新詞
彙以提升孩子已具備的敘說架構再延伸或擴展，進
而增加語句長度、增進語法概念和增加有語意關係
的篇章凝聚能力。
兒童除了口語敘述情境之外，需應用口語敘事能力
回答問題，表達自己的意見與看法。在人際溝通方
面，兒童也需運用敘事能力與同儕互動發展社會關
係。



　　透過這一次的實習讓我對早療領域更加認識外，也

增加了許多有關早期療育的實務經驗，實習的過程中也

學習到許多與案主建立關係與溝通的技巧等，因為這一

次的實習讓我對於早期療育這塊領域更加有興趣，希望

將來有機會能繼續朝向這塊領域發展。

　　實習過程中，我發現在現今的社會裡依然有許多人

不了解早療服務，甚至無法接受有關早期療育的相關服

務，我認為這樣對許多孩子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孩子的

成長只有一次，錯過了難以彌補，我認為政府及學校等

相關單位，都應該共同宣導有關早期療育的相關知識，

讓大眾對於早期療育更加認識，因而支持早療服務，使

有需要的兒童都能順利獲得應有的福利服務。

　　剛開始到明新實習既開心又擔心，很開心自己能順

利的到自己非常有興趣的早療領域實習，但因為自己對

早療領域的認識非常有限，很擔心在明新實習會有很多

東西不懂，可能會跟不上，但中心裡的人都非常好，非

常認真的教導我，包含個案服務的流程、家庭訪視入班

觀察協助…等，參與了許多中心裡的活動，例如：巡迴

篩檢、義剪、學童畢業典禮等，透過中心人員的教導以

及參與相關的活動讓我學習到很多。

　　經由這次實習讓我有機會對早療有更多的

認識，更增添了我的專業知能與實務技能，雖

然做的事情還是太少，但很感謝督導及明新的

每一位人員這段時間的照顧及教導，很謝謝他

們給予我們這麼豐富的實習經驗，也很感謝學

校督導高老師這段時間的照顧及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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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一同攜手迎接幸福100年 

　　99年是中心各項服務成果表現豐碩的

一年，在主任領導以及各位治療師、教師

等團隊合作努力之下，秉持著持續不斷深

耕早療服務的精神理念，一直不斷的提升

服務品質，在接受各項評鑑當中也獲得甲

等成績，為了使早療服務更多元化，中心

除了原本的日托班服務、部份時制服務、

兒童發展社區巡迴篩檢服務、托育機構巡

迴輔導服務，更增加了發展遲緩兒童個案

管理服務，在第一線的實際接觸過程中，

除了提供各項治療資源與福利補助資訊之

外，最重要的還是能夠看到孩子一步步的

成長進步，及期待帶給家長正面的支持力

量與轉變，因為這些才是真正支持我們堅

持下去的動力。

　　佛家有云：「面對生命中的各項考

驗，都要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

它」，而我更相信生命中許許多多的無限

可能，以及孩子們帶來給我生命中無法計

量的深層感動，孩子始終是我最好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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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中

就充滿了無限幸福的能量，和珍惜把握現

在生命的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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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年！

亞洲大學社工系暑期實習生 邱佩璇

社工 湯乃孋

　　這一年來將近100次往返明新發展中心的職能治療服務，對於明新的感觸是深刻體會到早療業

務的忙碌，跟醫院體系之外有那麼多那麼多的小朋友需要支援跟服務，看著明新的早療老師們，辛

苦的處理每一個突發狀況，除了生活自理的協助訓練，還要顧及個別學業的教導和復健目標的執

行，真的是辛苦至極，也讓我有機會思考在機構中職能治療師的角色及任務應該在哪裡，新的一年

又來了，也來了一批新的小朋友，不同的年齡層不同的診斷，老師們又得立刻的掌握每一個新生的

狀況跟適應，一年復一年，無私無悔地付出，真的就是機構的寫照，讓各位家長可以安心的託付，

這就是明新的使命，過去一年謝謝明新給予的機會，讓我可以在這樣的機構中接觸特殊的小朋友，

讓我的見識更廣經驗更豐富，未來也期許明新能繼續在地方給予服務，若有所需，署立台北醫院永

遠是您的後盾。                              

職能治療師  邱維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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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足跡

雙和醫院牙齒保健

親職講座-玩出專注力

親子活動-埔心農場

親子活動-小人國

語言治療師入班指導

跳蚤市場-大同育幼院

聖誕慶祝活動

第27屆畢業典禮

馬術嘉年華會

家長座談會

音樂治療團體怡和醫院治療

身心障礙者日-淡水砂畫擺攤

KPMG志工活動BE劇團表演

雙和醫院-衛教親職講座



各界捐款人(團體) 金額

99年7月份

林秀燕 100

莊文萍 100

張哲瑋 7,140

吳初麗 500

邱盈璋 500

吳悅慈 500

許益銘 1,200

十方菩薩 50

善心人士 100

陳淑芬 100

莊文萍 100

林秀燕 100

林文興 1,200

葉羅阿春 2,000

鍾琳 1,500

鍾豪 1,500

闕河嘉 2,000

陳漢輝 2,000

99年度8月份

江明華　 300

施金蓮 300

陳書虹 6000

許凱評、許哲毓 2000

吳悅慈 500

財團法人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 250000

陳姵彣 650

林秀燕 100

何佩庭 650

王儷珍 5000

周文轉 200

鍾琳 1500

鍾豪 1500

莊文潔 100

99年度9月份

姚霍惠珍 800

游敦傑 200

游茂林 200

周貴良 200

葉羅阿春 2000

陳淑芬 100

湯乃孋 200

陳岱璋 2000

江炳桔 5000

林建志 1000

陳淑芬 100

莊文潔 100

各界捐款人(團體) 金額

林秀燕 100

莊文萍 100

99年度10月份

陳年春 3000

謝東霖 300

何佩茹、何佩庭 400

鄭昱利 200

陳美吟 400

葉羅阿春 2000

私立富雅托兒所 2500

陳淑芬 100

何佩庭 3000

曾宣凱、陳欣平 1000

99年度11月份

吳悅慈 500

王易德 500

陳淑芬 100

劉紹安 600

姚霍惠珍 200

周貴良 200

陳昭華 1400

葉羅阿春 2000

林秀燕 100

莊文潔 100

99年度12月份

吳悅慈 500

林秀燕 100

莊文潔 100

陳漢輝 2,000

財團法人何公天超教育基金會 120,000

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許王秀英
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200,000

林永昌 2,500

許秀卉 1,500

盧佳均 500

呂皆得 250

盧鳳彬 750

黃聖傑 1,200

財團法人王詹樣社會福利慈善
基金會

200,000

財團法人台灣省台北縣中和市
福和宮

30,000

財團法人台灣省台北縣中和市
廣濟宮

50,000

鍾豪 1,500

鍾琳 1,500

王富毅 1,000

陳富甄 200

各界捐款人(團體) 金額

陳淑芬 100

許呂素琴、許翊秀、許寶芸、
許雅婷

2,000

陳化育 2,000

葉羅阿春 2,000

【內容若有錯誤，歡迎來電告知更改】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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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學金指定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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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份：
    何佩珊小姐 500元
    林建輝先生 500元
    羅心妤小姐 1000元
    明新兒童發展中心全體員工2000元
8月份：
    何佩珊小姐 500元
    林建輝先生 500元
    羅心妤小姐 1000元
    明新兒童發展中心全體員工2000元
9月份：
    何佩珊小姐 500元
    林建輝先生 500元
    羅心妤小姐 1000元
    明新兒童發展中心全體員工2000元
10月份：
    何佩珊小姐 500元
    林建輝先生 500元
    羅心妤小姐 1000元
    明新兒童發展中心全體員工2000元
11月份：
    何佩珊小姐 500元
    林建輝先生 500元
    謝承羿君 1000元
    謝宏恩君 1000元
    羅心妤小姐 1000元
    明新兒童發展中心全體員工2000元
12月份：
    何佩珊小姐 500元
    林建輝先生 500元
    謝承羿君 1000元
    謝宏恩君 1000元
    羅心妤小姐 1000元
    明新兒童發展中心全體員工2000元



99年度下半年捐物芳名錄(依日期排列)

各界捐物人(團體) 物品

99年度7月份

陳淑美 玩具.衣服3件

陳吳罔飼 米50斤

王德安 飲品45杯.炸物乙批

柳亭宇 麵條20斤

承天禪寺 米 2 大 包 . 油 2 瓶 . 米
粉.麵各一批.水果一批

99年度8月份

北海宮慈善會 米200斤

陳樹德 米50斤

北海宮慈善會 米100斤、乾糧乙包、
飲料3箱、罐頭5箱、
麵條乙箱、餅乾乙箱

正隆廣場全體住
戶

米2包、飲料乙箱、泡
麵2箱、餅乾3中袋

承天禪寺 米15包、油10罐、
麵、餅乾、糖乙批、
冬粉乙箱

陳德呼、蘇春滿 米100斤

郭佰念 玩具3箱一袋

中和明安太子宮 米300斤

永興居社區住戶 米3.4公斤12包

陳飛琴 米20斤

黏榮隆 米20斤

蘇玟旗 米20斤

陳韋傑 米20斤

李朝宗 米20斤

洪志桐 米20斤

潘榮安 米20斤

鄭朝賜 米20斤

黃清夏 米20斤

王春香 米20斤

黃能娥 米20斤

徐銀郎 麵條乙箱

鄭時雄 鹽乙袋

鍾秀桃 米20斤、冬粉二袋

林穎甄、林浩逸 米40斤

潘黃琴、鄭接黃 米20斤、油乙桶、冬
粉乙包、麵條乙箱

李鎮學 冬粉乙大箱

陳宏斌 米50斤

三聖宮 米100斤、米粉乙箱、
關廟麵乙箱、肉醬乙
箱、蔬菜餅乙箱

慈雲寺 米100斤

張進東 米50斤

台北縣土城承天
禪寺

米580斤、米粉一件、
油2件、麵2件、餅乾2
件、素料2件

各界捐物人(團體) 物品

99年9月份

中和市秀景里辦
公處李蘇秀梅及
全體里民

油一箱、醬油二箱、
玉米粒二箱、素食類
三箱、飲料三箱、豆
皮 一 大 包 、 麥 茶 一
箱、水一箱、米1 4
包、冬粉一箱、米粉
一箱

台北市台灣省城
隍廟

麵筋3包、素鴨肉5
斤、豆捲3包、麵螺5
斤、薏仁綠豆各5斤、
餅乾3箱、泡麵一箱、
水果2箱、鹽10包、油
9瓶、米154.7公斤、
饅頭一袋、芋粿巧3包

普庵宮 米350斤

陳昭宇 米50斤

林燕紅 米100斤

陳居正 跑步機一台、茶杯一
組

鄭先生 米50斤

黃櫟哲 兒童用輪椅一台

99年10月份

劉良美 柚子10箱

陳米宜 米50斤

陳婷婷 米50斤

台北市台灣省城
隍廟

米260斤、鹽5包、水
果2箱、餅乾一箱、饅
頭一袋

99年11月份

許敏輝 麵線7包

玄峰慈惠堂愛心
基金會

米200斤

財團法人全聯慶
祥慈善事業基金
會

滿意寶寶紙尿褲XL-40
包、XXL-40包、得意
衛生紙-40串

陳資培 米50斤

廣濟宮福和宮 餅乾貳箱

99年12月份

張進東 白米50斤

鄭先生 白米50斤

源茂工程有限公
司

白米100斤

林惠作、林奕辰 白米100斤

林雪雲 白米50斤

善心人士 白米6大包、冬粉4
袋、肉醬24小罐、油
兩桶、奶粉8罐、衛生
紙5箱

林惠忠 礦泉水十箱

各界捐物人(團體) 物品

承天禪寺 白米1 5包、糖果、
餅乾各一袋、麵線一
包、麵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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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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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年3月-4月中獎發票

財政部台灣省北區國稅局中和
稽徵所

11,200

中和地區農會超市 7,600

陳昭華 1,600

小北百貨 1,200

財團法人台灣省城隍廟 1,200

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4,600

陳美吟 600

善心人士 400

99年5月-6月中獎發票

許陳昭華 1,800

小北百貨 1,000

陳美吟 400

能仁高級家商業職業學校 1,800

99年7月-8月中獎發票

台北醫學大學署立雙和醫院 4,000

中和地區農會超市 3,600

陳昭華 1,600

小北百貨 1,000

臺灣省北區國稅局中和稽徵所 1,200

99年9月-10月中獎發票

陳昭華 1,600

小北百貨 1,000

中和農會超市 5,600

能仁高級家商業職業學校 2,200

財團法人台灣省城隍廟 1,600

署立雙和醫院 3,200

財政部台灣省北區國稅局中和
稽徵所

2,600

大中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00

99年下半年捐贈發票之
中獎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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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服務項目

※中心日托服務：
＊日間托育服務

＊早療一對一部份時制個別訓練

＊台北醫院-職能/物理治療

＊語言治療、音樂治療

＊居家訪視、示範教學、親職講座、親子活動

＊雙和醫院-牙齒保健

＊補助申請-輔具、交通、教育局津貼、療育補助、托育補助、助學金..

＊轉銜服務-幼稚園融合、國小緩讀/就學/校訪追蹤

＊志工團體活動-學生、企業、慈善組織

我們的需求如下 （皆開立收據以茲證明 ）
※愛心捐款
※日常用品-嬰幼兒成長奶粉、衛生紙、濕紙巾、洗碗精、洗衣粉、
　　　　　  玩具教材…等

1.郵政劃撥：帳號12171959

2.跨行匯款：戶名-財團法人臺北縣私立明新兒童發展中心

            銀行-臺北縣中和地區農會中和錦和分部

           【行庫代號6060732】

            帳號-111221 01276110

3.地址：中和區圓通路296巷31弄1號

  電話：（02）22473769

※承接服務方案：

＊兒童發展社區巡迴篩檢服務

＊發展遲緩兒童巡迴輔導服務

＊發展遲緩兒童個案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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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宣傳
財團法人臺北縣私立明新兒童發展中心（中心官方網站）
http：//www.misin.org.tw

明新兒發　http：//www.facebook.com.tw（臉書）

明新兒童發展中心　http：//www.wretch.cc/blog/misinbaby（無名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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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