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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北市政府，於市民廣場舉辦盛大的兒童月慶祝活

動，包含各式遊戲關卡及攤位，中心也有這份榮幸，受邀

於當天進行開場表演節目，孩子們特意換上閃亮耀眼的裝

扮，興高采烈、手舞足蹈的熱情歌曲表演大獲好評，另外

中心也結合「新北市職能治療師公會」，設置早療簡易篩

檢及福利宣導的攤位，專業治療師和社工提供民眾諮詢，

而在此特別感謝「正隆關懷兒童慈善基金會」陳階陽執行

長，蒞臨現場共襄盛舉，替我們加油打氣，更顯熱鬧非

凡，陽光普照的天氣，讓大家充滿溫暖，呼應大家一同關

懷孩子的健康與安全維護。

大家一起做朋友社區融合活動
中心陸續以來長期都和附近的幼兒園合作，藉由各種活動的帶

領引導，讓中心的孩子和其他幼兒園的小朋友一同合作遊戲、

互相幫忙學習，你剪我貼、你唱我跳，希望透過這樣的交流，

讓彼此都能有成長進步的機會，促進模仿學習刺激，與培養多

一份同理關懷。

大大

錦和幼兒園

新北市長朱立倫--特頒發感謝狀
於中心及其他參與單位

：mi.sin@msa.hinet.netE - m a i l

新北市政府，於市民廣場舉辦盛大的兒童月慶祝活

2016.4.162016.4.16『兒童安全日活動』中心學童受邀表演『兒童安全日活動』中心學童受邀表演

寶貝們與新北安全宣導人偶開心合影
寶貝們充滿活力與熱情的開心表演

正隆關懷兒童慈善基金會.新北市職能治療
師公會--蒞臨現場與中心共同宣導早期療育

崇儒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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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年中心的親職活動辦理的模式是首度嘗試「親子烘培團體」，

透過5次的連續課程，設計不同的主題手作點心，包含甜甜圈、

餅乾、地瓜球、比薩、蜜糖土司..等，讓孩子與家長藉

由製作的過程中學習各種如：壓、揉、搓、拍..的操

作方法，以及食材的原貌與形成變化認識，促進認

知、感官及精細動作的體驗學習，並且提供親子共

處的時間、空間，增進親密關係，孩子們也學習輪

流等待、分享的合作機會，另一方面，大人也能夠

與其他家長互相分享資訊，交流支持打氣，團體進行

到尾聲時，每位成員的回饋中，也表示能夠利用假日的

閒暇時光，家長與孩子能一同前來參與這樣特別的團體活動，是一次非

常棒與難忘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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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藉

操

行

日的

團體活動 是 次非

中心邀請專業烘焙老師先來進行團體培訓

帶領者透過故事角色扮演
說明增進孩子專注力

團體成員互相分享與回饋

團體開始說明與成員認識

團體圓滿結束開心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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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謝 「 雙 和
醫 院 」 特 殊 牙
科，固定替中心
孩子們進行牙齒
保健維護

感謝「耕莘醫院」，固定替
中心孩子們進行健康檢查維護

感謝「晶耀眼科診所」，替中心
孩子們提供免費視力檢查

感謝「三峽春暉啟能中心」，提供中心親子活動場地，並
進行詳細介紹，讓家長們對將來轉銜規劃有更多了解與準備

感 謝 東 吳 大 學 幼 幼 社 志 工 活
動，同學們於美好的假日，帶小
朋友前往大安森林公園進行一日
遊

中心「親子活動」來到鶯歌「，小朋友和家長、老師們透過
彼此分享討論，互相鼓勵學習，獲得更多實際支持都一起度過
了美好的一天

感謝「愛奇堡樂園」提供免費
場地讓孩子開心遊玩

感謝「三峽春暉啟能中心」，提供中心親子活動場地，並

感謝「耕莘醫院」，固定替

感謝「晶耀眼科診所」，替中心

感謝「廣濟宮」長期對中心進行愛心
關懷贊助

感謝「江氏宗親會」活動，
邀請中心於現場設攤，募集愛
心公益捐贈金，江永昌立委蒞
臨現場表示對中心的支持

感謝「中興福德宮」蒞臨參訪並捐
贈愛心物資

感謝「江氏宗親會」活動，

感謝「廣濟宮」長期對中心進行愛心

感謝「中興福德宮 蒞臨參訪並捐

感謝家庭醫學會、輝瑞大藥廠致贈公益金

致贈感謝狀予輝瑞大藥廠



感覺調適是一種很重要的能力，因為在生

活中有許多的感覺刺激，我們必須過濾、選

擇該注意的訊息，這讓我們能維持適當的警醒

度，並持續專注在任務中。

若感覺調適的能力不佳，就會讓警醒度過

低或過高，而呈現出分心、恍神或是焦躁、不

安，不管是前述哪種狀態，我們都無法好好的

專注在任務中。

什麼是感覺調適呢？

感覺調適指的是孩子可以因應環境要求來

適度的接收、調節來自不同感覺系統輸入的訊

息，過濾掉不重要的感覺刺激輸入，並專注於

重要的感覺刺激，以完成有意義的活動，例如

自我照顧活動、遊戲等，因此，感覺調適對小

朋友參與日常生活活動來說非常重要，不然的

話，孩子將會花費過多的精力去注意所

有的感覺刺激，而變的不專心、效率不

佳。

而警醒程度指的是孩子可以察覺到

內在及外在的環境，並做出適當的回

應。

警醒程度的高低則是受到不同系統

的感覺刺激輸入所影響。

新奇的刺激→增加警醒程度

重複的刺激或無刺激→警醒程度降低

警醒程度過低時無法集中注意力，但過

高的警醒程度反而會出現混亂的行為，這時

也無法專注在任務中。

因此，我們可以透過給予孩子適當的感

覺刺激來調節他們的警醒程度，以維持專注

力，那我們如何透過調整感覺刺激輸入來增

加孩子的注意力呢？

如果孩子呈現無精打采、分心、恍神等警

醒呈度過低的情形，則可以給予以下的感覺刺

激輸入

1. 前庭：快速度的直線或旋轉刺激，如盪鞦

韆、轉圈等。

2. 本體覺：快速的動作，如折返跑

3. 觸覺：輕觸覺，例如搔癢

如果孩子是呈現焦躁不安、躁動、靜不下

來等警醒呈度過高的情況，則可以給予以下的

感覺刺激輸入，安撫孩子的反應

1. 前庭：規律的慢慢搖晃

2. 本體覺：出力的活動，如搬重物、小牛耕田

3. 觸覺：深壓覺，如按摩、抱住孩子

感覺調適如何影響孩子的注意力感覺調適如何影響孩子的注意力

資訊交流 www.misin.org.tw4

實和診所職能治療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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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感謝有您⋯⋯

小辰是我們第三個小寶貝，他直到兩歲時都不願意開口說話，無論我們在他面前如何引導、引誘，

他都不為所動，從那時候我們就很積極跑醫院評估，確定是發展遲緩，透過資訊平台的了解，認識了明

新兒童發展中心，也進而讓我們在明新兒童發展中心開始了早療課程。

帶孩子去明新的第一天，老師與社工很熱心地跟我們訪談，了解孩子的情況，在老師與社工身上看

到熱情、堅定及正面的能量。老師除了會教導孩子認知、動作、常規及感覺統合，還會幫助我們父母用

正確的教育方式帶孩子。例如要多接觸戶外、海邊、遊樂園、爬山等，讓孩子摸一摸沙子、玩一玩遊樂

設施，剌激他們的學習，最重要的是父母要給孩子很多的愛包容與及「陪伴」。

以前我們和小辰很難溝通，他脾氣既暴躁又固執，任何事情都是用哭鬧的，這種方式讓我們精疲力

盡，現在改變許多也進步許多，小辰會用言語表達自己的喜怒哀樂，也會撒嬌和媽媽抱抱說我愛你，我

們的關係從以前緊張、不安、憂心、憤怒，到現在開心、放手、喜樂、幸福。

在明新可以感受到氣氛很觀樂也很溫馨，老師與社工也很用心幫我們父母安排一些親子活動，讓我

們體會到家人陪伴的重要，感受到家人之間滿滿的愛，最開心的是孩子改變了，建立生活常規、自己大

小便、自己吃飯、喝水，主動收拾東西與丟垃圾，還有能面對新的人事物不畏縮……這樣每天一小步的

前進，就是我們值得開心的事。

一轉眼，他在明新快兩年了，經過醫院和老師們的評估，小辰的整體能力提升很快，今年暑假畢業

後可就讀一般幼兒園，真的非常感謝明新發展中心的幫助，有熱心又專業的老師與社工們教導孩子，謝

謝你們！

小辰媽媽

實習過程中督導的好壞象徵實習生能否學到東

西，很幸運地我遇到一位好督導。給予我們很

大的空間和彈性去嘗試不同的事物，亦不設

限於社工的行政工作；藉由入班觀察、治療紀

錄、親子團體等實際參與，多面向的體驗，讓

我認識瞭解早期療育機構的定位；家訪、資料

整理、外督列席、實習督導等，則讓我更清楚

了解社工員的工作性質與內容。

在明新短時間內就能感受到自己被當作明新的

一份子，機構中的每位同仁，都不吝給予支

持、鼓勵和建議，以實習生的角度來說感受很

溫暖，也是一股正向的力量，且面對我們的疑

惑問題，都是不辭辛勞的回覆，也會傾聽實習

生的意見，不把我們當作外人，感覺很親切且

真誠，對我來說這是很好的收穫，期望自己能

保持這個溫暖的心，在社會上與明新一起向前

邁進。

    在明新實習時參與了家訪、外督、音樂治

療、融合活動、烘焙活動，以及實習生帶領的

母親節活動，在這些過程中除了社工專業的增

進外，也從其他工作者了解不同專業的觀點與

做法，在這裡感受到工作者的溫暖，教保員善

用技巧教學、督導和個管員耐心解惑、治療師

們專業並富趣味的教學等，在充滿自由與彈性

的工作環境下讓我在其中非常愉快，看到大家

為了共同目標努力也讓我非常感動，謝謝大家

的友善、包容與指導。不管日後是否做社工，

我希望我能帶著社工系以及實習所建構出的思

考模式，繼續當一個溫暖富有彈性的人。

    有時候覺得在服務慢飛天使的過程中，我

自己也成長許多以及被療癒，希望每一位慢飛

天使都能平安快樂地長大，從零到有很困難，

但是有很多人願意陪著你們，等你們展翅。

◎台北大學社工系  林佳容 ◎台北大學社工系 洪慎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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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社會局替代役男組成「雁行役工隊」，來到中和明新兒童發展中心透過音

樂及遊戲與寶貝們搏感情，生動豐富又有趣的唱唱跳跳，雙方打成一片，役男大

哥哥們要離開時，我們的寶貝還依依不捨的說:「大哥哥我愛你，要再來陪我們玩

喔！」

　　「雁行役工隊」由社會局的替代役男所組成，每位役男學有專精，有學運動

防護或職能治療，也有學餐飲、烘焙，基於「服務社會、弱勢修先」的理念，從

事公益服務，希望在服役期間奉獻所學。

　　活動一開始，小朋友因為陌生，還不太願意配合，大哥哥們只好使出渾身解

數，又是彈吉他，又是自製的養樂多沙鈴，後來就玩在一起，笑聲不斷。

　　中心很感恩社會局這次的安排美意，讓更多人能夠一同投入公益服務，並認

識發展遲緩與早期療育，期待下一次更多不同領域的志工，來為孩子們增添多元

的刺激與不同體驗。

志 活動

由社會局替代役男組成「雁行役工隊」，來到中和明新兒童發展中心透過音

雁行役工隊   打開慢飛天使的心雁行役工隊   打開慢飛天使的心



黎高興 1-6月 12,000

張寶珠 1月 10,000

謝東欽 1-5月 10,000

段家如 1-5月 10,000

謝宏恩 1-5月 10,000

呂翠琴 1、2月 6,000

黃郁真 1-6月 6,000

徐晨原 1月 6,000

黃金炭 1、3-6月 5,000

陳景美 1月 2,000

許雅婷 4月 1,000

許麗珠 1-6月 1,800

徐廣峰1-6月 1,200

江賀足1-6月 1,200

陳景琪1-6月 1,200

許舒涵1-6月 800

湯乃孋1-6月 600

楊佩純1-6月 600

羅  婷1-6月 600

曾育紋1-6月 600

張麗玲1-6月 600

楊翠芬1-4月 400

吳孟蓮1-6月 600

鄭人豪1-6月 1,200

許雅婷1-6月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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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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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學金
指定捐款

各界捐款人/團體 金額

105年1月份105年1月份
張晨暘 200

張家瑋 400

陳瀅真 200

陳仁青 200

張忠仁 200

簡晨凱 200

劉瀚鈞 200

徐源廷 200

陳日勝 200

李純貞 1,500

彭憶雯 1,500

黃郁真       1,000

蔣文峻        600 

蔣宥勝        600 

張秋文        600 

蔣春壽        600 

彭鳳嬌        600 

梁冬英        600 

江明華      1,200 

陳炳樺        600 

黃春輝        600 

張仁傑        600 

張志明        600 

李稟鈞      3,000 

志光商工二信全體師
生

     1,200 

林寶鳳      1,000 

黃茹      2,000 

陳漢輝 2,000

陳聖達郎 1,000

105年2月份105年2月份
中和福祥宮 5,000

潘淑美 5,000

廣濟宮 20,000

江炳桔 5,000

吳志燦、吳鴻材 2,000

尹冬蘭 2,000

許秀佩 1,000

鄭昱利 600

鄭人豪 600

秀朗社區血壓站 4,000

黃郁真 1,000

吳宏文 2,000

林典常 2,000

孫百弘 2,000

曹以桂 2,000

陳彥斌 2,000

曾金崙 2,000

黃竹順 2,000

黃宗錦 2,000

黃俊學 2,000

各界捐款人/團體 金額
黃聖普 2,000

105年3月份105年3月份
林淑如 15,000

游美玲（花盆義賣） 600

許銘玲（花盆義賣） 700

蔡麗樺（花盆義賣） 100

黃順明（花盆義賣） 250

陳淑貞（花盆義賣） 600

周斌男（花盆義賣） 1,000

游汝足（花盆義賣） 1,000

賴俊宏（花盆義賣） 1,490

葉惠美（花盆義賣） 4,600

鄭靜湘（花盆義賣） 1,200

鄭秋榆（花盆義賣） 690

陳麗娟（花盆義賣） 4,730

黃玉如（花盆義賣） 1,350

楊紀為（花盆義賣） 1,000

張永泰（花盆義賣） 2,550

宋國瑜（花盆義賣） 2,350

蔡興源（花盆義賣） 950

邱彩蘋（花盆義賣） 600

陳月雲（花盆義賣） 450

吳秋蓉（花盆義賣） 200

廖美月（花盆義賣） 600

廖鴻誠（花盆義賣） 1,800

張福源（花盆義賣） 2,000

吳小姐（花盆義賣） 650

李儒宗（花盆義賣） 500

王星（花盆義賣） 900

葉小姐（花盆義賣） 1,000

逸群科技(花盆義賣) 1,450

王老師（花盆義賣） 500

宥 勳 實 業 （ 花 盆 義
賣）

2,500

馬先生（花盆義賣） 900

陳秀玉（花盆義賣） 1,250

張宏崇（花盆義賣） 1,300

譚怡汝（花盆義賣） 650

姜孝國（花盆義賣） 500

史依倫（花盆義賣） 700

黃美華（花盆義賣） 100

謝先生（花盆義賣） 3,500

劉秀玲（花盆義賣） 200

李京衡（花盆義賣） 600

游明傑（花盆義賣） 600

趙國良（花盆義賣） 1,400

許麗娟（花盆義賣） 200

余里子（花盆義賣） 310

連瓊珠（花盆義賣） 380

陳素卿（花盆義賣） 100

陳錫財（花盆義賣） 380

林淑貞（花盆義賣） 380

各界捐款人/團體 金額
張金寶（花盆義賣） 100

陳先生（花盆義賣） 200

莊芮炘 350

黃郁真 1,000

105年4月份105年4月份
黃郁真 1,000

許瑋珣 3,000

周弘慶 800

105年5月份105年5月份
許北生        500 

林淑如     15,000 

徐居培     20,000 

黃郁真      1,000 

邱河免        500 

江善心人士      1,000 

張煌東        100 

張升、江承璋、江承
憲 、 張 又 介 、 江 佩
霖、江東穎

     1,000 

游瑞燕        200 

綠竹圍        200 

江榮長      1,000 

江松吉        200 

張振銘      1,000 

善心人士        200 

江明和      1,000 

黃秋香（林回有機農
場）

       500 

江建德        500 

江潻旺        500 

江清華        200 

江富助        300 

江景航        500 

呂應昇      3,000 

葉小姐        200 

善心人士      1,100 

張麗青        300 

蔡蕙而        300 

鄭宇真  100

李佩珊  2,200

105年6月份105年6月份
簡懋彥      6,000 

財團法人中國信託慈
善基金會

  
1,000,000 

何昇陽      4,000 

烘爐地南山福德宮    100,000 

江炳桔 5,000

陳漢輝      2,000 

黃郁真       1,000 

輝瑞大藥廠股份有限
公司

    
500,000 

徐嘉宏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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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若有錯誤歡迎來電告知更改】

105年度上半年捐物芳名錄105年度上半年捐物芳名錄(依日期排列)(依日期排列)

105年上半年捐贈發票105年上半年捐贈發票
之中獎金額之中獎金額

7、8月中獎發票7、8月中獎發票
善心人士（中和稽徵所轉贈） 49,800

9、10月中獎發票9、10月中獎發票
善心人士（台灣省城隍廟轉贈） 2,200

善心人士（慈濟醫院轉贈） 7,200

善心人士（小巨蛋停車場轉贈） 3,600

陳美吟捐贈中獎發票 800

善心人士（竹林中學轉贈） 3,600

善心人士（民樂停車場轉贈） 2,200

善心人士（中和農會超市轉贈） 3,000

善心人士（雙和醫院停車場轉贈） 11,600

善心人士捐贈中獎發票 2,000

善心人士（小北百貨轉贈） 1,200

善心人士（正隆股份有限公司轉贈） 2,200

11、12月中獎發票11、12月中獎發票
善心人士（慈濟停車場轉贈） 4,200

善心人士（正隆股公司轉贈） 2,000

善心人士（民樂停車場轉贈） 1,400

善心人士（台灣省城隍廟轉贈） 400

善心人士（中和農會超市轉贈轉贈） 6,600

善心人士（雙和醫院停車場轉贈） 5,800

陳 美 吟 400

善心人士（國稅局轉贈） 5,000

善心人士（中和稽徵所轉贈） 400

善心人士（小北百貨轉贈） 1,000

善心人士（竹林中學轉贈） 4,000

善心人士（小巨蛋轉贈） 1,600

善心人士 5,000

善心人士 800

電子中獎發票電子中獎發票
善心人士 1,200

善心人士 2,000

捐物證明(含二手捐物)捐物證明(含二手捐物)
正隆股份有限公司 104年11、12月發票500張

正隆股份有限公司 105年01、02月發票500張

正隆股份有限公司 105年03、04月發票1,000張

正隆股份有限公司 105年05、06月發票1,000張

岳洋股份有限公司 105年01、02月發票1,648張

岳洋股份有限公司 105年03、04月發票1,562張

各界捐物人（團體） 物    品

游上鋒 白米50斤

彭杰 芋頭餅24份、美國脆薯24份

健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熱水器壹台

楊中明 白米50斤

財團法人台灣省私立景仁
殘障教養院

麵條20箱

陳昭宏 物資一批

芮暘有限公司 物資一批

財團法人台灣省城隍廟 白米216斤、金針2斤、味素2包、米
粉1箱、醬油1箱、沙拉油2箱、玉米
醬1箱、玉米粒1箱、素碎肉1包、鳳
梨1個

全家便利商店 物資乙批

芮暘有限公司 物資乙批

陳昭宏 物資乙批

阿囉哈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鞋子貳拾壹雙

林秀枝 沙拉油壹桶

財團法人台灣省城隍廟 調和油1公升10罐、2公升8罐、醬油
4罐、菜埔1箱、玉米醬1箱、玉米粒
16罐、餅乾10箱

財團法人台北市禾伸堂社
會福利慈善基金會

LED燈50支

林秀枝 白米50斤

各界捐物人（團體） 物    品

李 碧 惠 、 李 振 嘉 、 李 妍
樂、李禹萱

白米100台斤

湯守正 白米50斤

澎富企業有限公司 XO醬2箱

鄉田農產行 鳳梨陸顆

許雅婷 垃圾袋一袋

財團法人台灣省城隍廟 白米200斤、麵輪2斤、麵筋1包、
木耳2斤、金針2斤、綠豆仁5斤、花
豆5斤、薏仁5斤、綠豆5斤、黑豆5
斤、甜辣醬1大桶、烏醋1大桶、脆
瓜5斤、筍絲5斤、蘿蔔糕半床

澎富企業有限公司 XO醬2箱

汐止妙慧禪寺-釋大嚴法師 白米102公斤、炊粉2箱

楊中明 油一桶

善心人士 關廟麵1箱

柳亭宇 養生麵條20斤

陳昭宏 物資一批

李 碧 惠 、 李 振 嘉 、 李 妍
樂、李禹萱

白米80斤、麵一箱

李采蘋 衛生紙二串、餅乾、油一袋

財團法人台灣省城隍廟 白米300斤、冬粉1包、素碎肉3包、
豆捲3包、素排骨2包、麵筋1包、水
果2包、米粉1箱

陳昭宏 物資一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