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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快報
遲緩兒基金會官方網站改版囉！

基金會官方網站大更新！

新網站已蒐集許多家長對於兒童發展及發展遲緩兒童、早期

療育相關問題外，為了讓家長有便利且專業的諮詢管道，本

會新增48HR快問快答服務，歡迎社會大眾踴躍提問！！

此外，107年度3月開始，本會首度開辦『小豆苗玩具圖書

館』，提供發展遲緩兒之家庭適齡玩具借用服務，歡迎各位

遲緩兒親子，上網借用！

遲緩兒基金會
官方網站

如有芳名錄錯誤、收件者姓名或地址錯誤、地址變更、重覆收到

或不需寄送本會訊

請電02-2753-0855告知 張小姐

如無法投遞，請退回

10597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156號7樓之1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

財政部自2011年起推動全國「發票電子化」，截至目前已有587個公益

團體申請為受贈的單位。本會設定愛心碼為「0855」，邀請大家一起

捐發票，共同幫助發展遲緩兒童及家庭！使用方法：

1.您可以攜帶此條碼於結帳時出示給店員掃描，即可將發票捐給本會。

2. 以智慧型手機下載「 搖搖愛心碼 」APP，搜尋本會名稱即可找到此 
愛心條碼，將條碼存在您捐贈名單內，於購物結帳時出示給店員掃描

即可將發票直接捐給本會。

3. 於結帳時，直接向店員表示要將發票捐款給基金會，代號為

「0855」即可。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2244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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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媽正向行為第四招「責任之前，人人平等」上篇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 執行長 蔡美芬

親子間最常見的紛爭是父母和孩子誰真的有理？

這特別是在ADHD或能力較好的ASD和父母的互動

上，親子雙方都是在守著自己的想法，都不願意改

變，一直在抗辯中進行。

因為今年基金會在辦理玩具借用的服務，因此孩

子來上課時，看到玩具就想借回家，就會看見親子答

辯戰上場。

爸媽：「不可以，你一定會把玩具配件弄丟」、「你

上次不是把車子的軌道弄不見了，害整組玩具都不能

玩。」

孩子：「我弄不見都是媽媽不幫我找」、「我又不是

故意讓它不見。」

爸媽：「我不是告訴你自己的玩具，要自己保護

好。」

孩子：「我有保護好啊」、「但它就是不見了。」往

往孩子和父母的火氣瞬間就上來。

站在孩子的立場，不能借用玩具已經是種挫折，

但是又要聽到爸媽翻舊帳，就是火上加油。因此就會

看到孩子語帶哭鬧，甚至就回答「你不要再說了」、

「我又不是故意的」很多爸媽誤以為孩子已經有悔

意，或是意識到前次行為的不對「我不是告訴你要好

好保護自己的東西」其實這些語言上的你來我往，絕

對不會讓孩子的行為有所改變，反而讓親子間的互動

僵化。

孩子的小劇場:「爸媽一定會說不可以。」

爸媽的小劇場:「絕對不能帶回家，亂丟搞破壞。」

老師的小劇場 :「沒有一個孩子，不會把玩具亂丟。

重要的是如何教孩子，做有規則性的整理。」(但千

萬不要馬上說教上演)

爸媽在和孩子講話，特別是有利害關係的時候，

這樣的對話，很容易就出口，「弄丟」、「不能玩」

其實這樣日常生活的腳本，真的有把孩子的情緒處理

掉了嗎?或是有達到管教的目的嗎?

大人很容易藉口舌之便，但我們ADHD或固著性

高的ASD也不是省油燈，辯論會會一直開下去。所

以給親愛的大人，我們要想想，自己講的話是不是真

的「有理」，孩子的好辯、頂嘴、做不好到底是誰在

「順水推舟」。大人小孩心中的那些「自我」就通通

出現。

就像在家不收玩具，家長真的以後就不給玩具

嗎?這一定是我們大人做不到的。就像有天我在某社

群看到媽媽在聯絡簿上，請孩子「自己去找個新媽

媽」其實這種情緒用語或說「反話」，只有讓孩子愈

來愈迷惑。甚至其實孩子是在複製大人的行為或講話

的語氣，因此我常提「爸媽的要求和做法不見得全

對」、「孩子的想法也不見得無理」。

況且不要小看我們孩子的能力，因為孩子對爸媽

的處理技巧，早就掌握了戰略，心裡也有制定的策

略，如果大人存疑，想想在親子答辯千百回中，自己

真的有佔上風嗎?不是教養技巧無效，而是自己沒有

個別化的SOP。

用借玩具這件事為例。因為爸媽擔心玩具帶回家

是大人的責任，總覺得孩子負不起玩具缺損的責任。

因此不要害怕雙方需要負的「責任」，因為總要有人

犧牲，「責任」的建立才會成功。下篇將會講述家長

如何帶孩子建立個別化的SOP，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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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力軍介紹

大家好，我是中正萬華區早資中心的新任社工競

展，還記得就讀大學時，在一個因緣際會下，我到了

某社福單位的早療日托中心擔任志工，那是我第一次

接觸到早療的孩子，中心內許多的孩子因為先天的障

礙導致生活不便，但透過每天不斷的訓練，我看見他

們的能力表現持續進步，也讓我相信生命擁有無限的

潛力，同時建立我在早療領域服務的動力。

今年是我在早療領域服務邁入第三年，過去我曾

在新北市早療個案管理單位服務，其中最大的收穫是

學習團隊合作的模式，因為在服務過程中接觸到許多

弱勢家庭，這些家庭因為眾多因素導致孩子無法接受

教育或療育，故常需要連結各領域的社福單位共同協

助這些家庭，若能與其他單位透過溝通擬定出共同服

務的計畫，亦能更快協助早療家庭解決面臨之困境，

然而在服務過程中並不會完全順利，每個家庭對於孩

子的發展狀況都有不同的見解，如何協助家長看見孩

子的問題與需求，或統整各單位服務資訊，仍是我持

續在學習的部分。

感謝基金會給予我服務的機會，然而台北市的早

資系統與新北市的個管系統有許多的不同，我將持續

熟悉台北市早療、相關社福單位資訊，並保持謙虛學

習的態度，盼與部門主管、同仁一同努力，陪同早療

家庭共同面對所面臨之困境，期許一切平安順利。

莫忘初衷
臺北市中正、萬華區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 社工員 張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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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一次與中正親子館合作搭配親子闖關活

動，就在水源里揭開了序幕，因元宵將至，所以搭配

鄰里的元宵聯歡活動在水源市場的活動中心進行駐點

檢核活動；因逢假日所以活動當天參與人潮眾多，現

場更有表演活動及抽獎活動，也讓我們感受到里民們

滿滿的熱情。

活動當天活動參與人數雖多，但大多以中老年人

為主，現場僅有少數的孩子是隨著阿公阿嬤或是爸爸

媽媽前來參加的，也讓我們更把握機會，讓這幾位

寶貝來跟我們進行發展檢核的遊戲，在活動前我們也

與中正親子館達到合作默契，若是有學齡前的孩子，

會先與家長在親子館攤位進行紅包燈籠手作活動，結

束後再來我們攤位進行發展諮詢，當天我們也準備

了宣導品當做獎勵，寶貝們相當捧場我們的貼紙，當

天也很為寶貝們開心，因為參與活動的寶貝皆順利通

過檢核，雖然當天現場6歲以下孩童人數較少且活動

表演、抽獎活動空間吵雜進行篩檢活動稍有難度，但

還是有社區民眾好奇中心提供服務，除了說明介紹

之外，活動結束後更向里長介紹中心並提供中心簡章

宣導，請里長張貼里辦公里及提供給有需要的社區民

眾。

本次是我們中心第一次與水源里合作，該里位於

臺北市南區重要的交通樞紐，交通運輸便利，又有夏

日消暑的自來水園區，當天活動也感受到里長的親和

力，看來之後若想與水源里合作活動應是不難，且若

活動辦理此處，萬華區的家庭可搭乘捷運至公館站，

期待未來我們能與水源社區有更多的連結。

水源里外展活動報導
臺北市中正、萬華區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 教保員 陳群蓁／督導 詹筱筑

龍興里外展紀錄
臺北市中正、萬華區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 社工員 陳飛萍

此次中正萬華早療資源中心與南台北家扶中心合

作搭配親子闖關活動，在龍興里辦公室進行駐點檢核

活動；歡迎北市的家長帶小孩來參加。

活動現況報導，由於活動現場在里辦公室內，場

地空間較有限，適合臨近此區域的家庭，家長有些是

提早在網路報名，有的是直接來到現場遊玩，現場提

供多樣小獎品當做獎勵給小朋友嘗試；今天前來的小

朋友都順利通過檢核，也對現場的闖關遊戲有興趣，

認真參與的模樣讓他們能領到獎品都很愉快!!

家長更認識兩個位於北市的社會福利單位，社工

也津津樂道向家長說明，可以多介紹給身旁的親朋好

友。

這兩個單位服務很相像，該如何選擇服務單位

呢？

有關於育嬰方法或尋找保母相關的資訊，可以詢

問南台北家扶中心-鵝媽媽育兒服務；另外有關於0-6
歲的身心發展、療育、入幼相關資訊就可以找中正萬

華早療資源中心。

中正、萬華區早資中心活動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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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今年度一同參與萬華協力聯盟的大盛會-
艋舺踩街活動「萬華協力聯盟」是由萬華區的眾多資

源、社福單位一起組成，每月都會定期開聯繫會議

以互相交流，為的是能夠讓萬華區的弱勢民眾受到更

多元、更多面向的服務，本次踩街主題為「呷飯佮頭

路」，除了期待打造萬華區愛心用餐網絡外，也希望

藉由踩街，宣導社區民眾共同協助弱勢族群就業。

這次我們邀請了10組家庭一同共襄盛舉，為了

符合就業的主題，中心特地協助孩子們進行「角色扮

演」，一同穿上各行各業的衣服，有小機長、空姐、

男警察、女警察、廚師，除了讓孩子們過過乾癮，一

圓對於職業的憧憬外，也代表著期許孩子們未來在各

行各業，都能有著出類拔萃的表現。偷偷爆料一下，

那天有一位小朋友穿上小警長的衣服後，相當開心，

不斷抬起頭和腰到處走動，並表示自己從以前就一直

想當機長，活動期間甚至已經流汗了，也堅持不願意

將機長帽拿下來，只因為小朋友認為戴帽子才是完整

的機長，讓爸媽感到又好氣又好笑。

活動開始後，孩子們跟著財神爺一起沿途踩街、

拜訪友善店家，以及向路上民眾打招呼，無奈天公不

作美，從原先的綿綿細雨轉為傾盆大雨，家長與孩子

們依舊排除萬難，與隊伍一同走到目的地，有始有終

的完成的踩街，雖活動過程中不盡人意，但留下的體

驗與回憶仍無可取代。

中正、萬華區早資中心活動專區

2018年艋舺踩街
臺北市中正、萬華區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 社工員 陳怡穎 

親子體適能課程
臺北市中正、萬華區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 教保員 陳群蓁

本中心今年第一場親子活動體適能課程開始囉！

當天我們邀請謝佳銘(蝦子)老師，帶領14對家長與小

朋友透過體能遊戲、音樂讓孩童克服自我障礙，紓解

情緒，強化身心健康以及發展身體協調性，對於自信

心有大幅提升以及良好的發展再加上經由家長陪同參

與，讓家長可習得如何在自己居住環境中，利用生活

中隨手可得物品做運動並遊戲，也藉由運動拉近家長

與小朋友之間情感並養成良好的運動習慣。

活動當天，蝦子老師以居家最方便取得的曬衣夾

帶入遊戲活動，遊戲由易到難先從創意排列夾子再加

入圓盤，最後甚至排列在家長或手足的衣服上，讓孩

子及家長腦力激盪、動作協調以及增進親子間情感交

流。活動進行中更看到家長及小朋友們在互夾衣服

時，增進了親子間的活動樂趣。接著老師帶領大家玩

平衡遊戲，並利用三角錐進行活動，難度從易到難，

從雙腳並行踩、前後及手腳一起放三角錐，讓家長和

孩子挑戰體能極限，孩子們透過不同家庭的創意發揮

也激發了無限的潛能。

最後蝦子老師運用簡單的音樂節奏，帶領大家運

用身體進行互動遊戲，並且向家長詳細說明居家互動

遊戲及如有需要相關音樂也可以向老師索取，家長

及孩子們對於蝦子老師活潑又有趣的教學精神更加

振奮，High到結束後有好幾對家庭繼續留在校園玩

樂。期待此次參與活動的家庭能將課程活動融入於日

常生活中，與孩子們激盪出更多創意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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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去年家長滿意度調查表較有興趣的課程，親

子瑜珈屬於高票也是本中心尚未嘗試過的活動，討論

後預計今年辦理三場親子瑜珈，原先苦惱親子瑜珈

該如何找講師，就在因緣際會下得知了「李韋姍」心

理諮商師，擁有美國瑜珈聯盟200小時瑜珈師資課程

(RYT200)及阿南達瑪迦兒童瑜珈師資，讓我們更期

待今年度的合作了！

活動一開始老師先向家長說明瑜珈對兒童情緒及

身體的好處，並示範在家即可進行親子的瑜珈動作，

並請家長給予孩子時間伸展，勿太心急。接著透過繪

本的方式，融入瑜珈動作，老師說的故事內容是講述

許多動物，例如：大象、獅子、猴子等，該如何透過

肢體動作表演出各種動物，例如：身體彎曲、拱背、

拉長脖子等，由老師先行示範，再請家長協助孩子做

出動作，經過觀察，孩子是可透過學習模仿出來的，

而老師又搭配了動物的叫聲，讓孩子更感到興趣，也

讓活動進行得更有活力。

下半段活動老師請家長與孩子圍成一個大圓圈，

第一輪先張開眼睛用紙杯接綠豆，第二輪則是閉眼睛

用紙杯接綠豆，此活動是讓家長學習不心急並相信孩

子做得到，這個機會可讓家長與孩子體驗慢慢做，就

像瑜珈一樣，慢慢學會伸展，但需練習幾堂課才能慢

慢發現身體的成長，因瑜珈並不是一個快速獲得成效

的活動。

這次是我們第一次與螢橋附幼合作活動，當天使

用知動教室，這空間讓講師及大部分的家長都感到滿

意，因這教室由特幼班使用居多，所以地墊跟防撞設

備讓家長感到安全，相當適合孩子活動，本次也是我

們與韋姍老師第一次合作，老師在活動節奏的掌握上

還不錯，活動也在預定時間內結束，其實原本活動前

還讓我們小小擔心了一下，因為當天天氣陰晴不定，

中午過後一度陰天，原本擔心下雨會影響出席率，所

幸轉為大太陽，所以當天全員到齊，看到服務的家庭

踴躍出席，就讓我們感到很大的成就感，讓我們期待

下一次親子瑜珈課會擦出什麼火花吧！

親子瑜珈課活動
臺北市中正、萬華區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 督導 詹筱筑

中正、萬華區早資中心活動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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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自成立以來，著重於宣傳及推動早期療育觀念，漸漸察覺其城鄉差距、資源不足才是造成問題的最根

本，為了將服務擴大、推送到每位有需求的個案身上，自民國97年起展開了「外展服務」，即指將服務移至有

需求的外地，透過專業人員主動接觸、聯繫的方式，提供有需求的個案立即且長期、持續性的服務。而「定點療

育」、「發展篩檢」及「聯合評估」，則是本會一直以來首要提供的服務內容之一。

【社區定點療育】

為了提升資源不足地區之發展遲緩兒童家長接受療育之意願，本會每年配合政府或民間單位計畫補助，將療

育課程開設在有需求的地區，為此區(疑似)發展遲緩兒童及其家長提供一對一綜合認知性療育課程及家長親職技

巧、專業諮詢或社工家庭支持等服務。

統整107年1-3月份累計服務數據：

◆石門區-療育2人/5人次療育/48人次社工服務。

◆金山區-療育2人/23人次療育/17人次社工服務。

◆萬里區-療育6人/39人次療育/ 153人次社工服務。

【嬰幼兒發展篩檢】

為提升發展遲緩兒童發現、通報率及發掘更多潛在有需求之兒童及其家庭，本會長期以來皆固定時間，分派

專業人員至服務據點的當地衛生所，提供專業諮詢及兒童發展篩檢服務，若經篩檢有疑似遲緩之兒童，將會由本

會社工或偕同護士一同持續追蹤孩童發展並提供後續服務。本會於3-4月嬰幼童預防針注射密集期間，至北海岸石

門、金山、萬里區偕同公衛護士共同提供31人次兒童發展篩檢及專業諮詢服務，其中發現疑似之兒童共2人皆已經

由社工協助連結相關療育服務。

【外展式聯合評估(院外評估)】
「外展式聯合評估」簡稱「院外評估」，即指將專業團隊鑑定評估服務從醫院內移至偏遠外地，提供當地有

需求的兒童(疑似/確診之發展遲緩幼童)進行專業發展評估。 

近幾年來本會之院外評估皆與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兒童發展評估療育中心(簡稱早評中心)共同合作，主

要針對北海岸地區(三芝、石門、金山、萬里)的兒童，其先經由各區幼托園所老師、衛生所護士或本會社工初篩後

有疑似發展異常者，再由本會早療教師二次篩檢，確認為高度疑似遲緩後進行聯合評估。

107年度在北海岸地區預計辦理二場院外評估服務，期盼偏遠地區之遲緩兒童在進入小學階段前，能接受正式

之特殊教育及更多社會福利資源的挹注。

「外展服務」現況報導
社工員 張芳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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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豆苗玩具圖書館來囉~ 

 

小豆苗玩具圖書選了適合孩童的玩具要與大家來分享，希望透過玩具借用能與大

家有更深度的交流，基金會於 105年度開始舉行玩具車的服務，我們將玩具帶給

偏鄉的孩子們，對於學齡前的孩童，"玩"是一樣不可或缺的權利。 

在經過基金會兩年的努力，我們決定成立小豆苗玩具圖書館! 

玩具與孩童的關係就像是小豆苗一樣，他是孩童成長的好幫手，因此小豆苗玩具

圖書館針對不同年齡孩童的需求去區分玩具，讓家長可以透過孩童不同年齡的需

求借用，另外玩具圖書館增設了外文圖書區，讓新住民的家庭能夠借閱原鄉的圖

書讓孩子認識當地的語言及文化，豐富孩子多元化的學習，歡迎各位家長能夠多

加使用小豆苗圖書館的這項服務。 

另外在使用之前，請各位詳加閱讀使用規章及愛護玩具，讓這項資源可以永續經

營，基金會謝謝各位家長的支持。 

小豆苗圖書館借用規則: 

一、服務對象： 

0-6歲發展遲緩兒童（含身心障礙兒童）家長能親自至本會借取玩具書籍者 

二、借用原則： 

免費借用，以孩子為會員申請人，每人每次可借用 2件，每次借期 14日。 

三、玩具領取時間（採預約制，請於借用時於表單內預先選取好領取時間，並來

電確認玩具借用登記是否完成，電話 02-2753-0855）： 

每週二、四 上午 9:30-12:00/下午 14:00-17:00 

每週六 上午 9:30-12:00(每月開放兩個周六時段可領取，請借閱時勾選領取日

期) 

*如您居住區域為金山、萬里、石門，請於登記玩具後聯絡基金會，並於玩具車

出車日期當日內索取。 

四、逾期或毀損： 

逾期處置：若會員逾期歸還，依每件物資逾期天數之兩倍為停權天數（借用數*

逾期天數*2=停權天數，例:1件玩具逾期 5天，則停權天數為 1件*5天*2=10天)。

請愛護玩具及圖書，借用時請當面點清數量及配件，歸還時請保持清潔及完整。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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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遵守並珍惜玩具使用方法，若有損壞、遺失、破損…等，經勸導後仍不予配合

者，本中心得立即停止物資之借用並撤銷會員資格。 

 

 小豆苗圖書館位置: 

1.進入基金會官網(http://www.fcdd.org.tw)點選"認識我們"->"服務內容"->"

綜合服務"->"小豆苗圖書館"，進入服務頁面 

 

如有活動上的疑問，可至官網 48HR小時快問快答服務並留下您的聯絡方式，或

致電 02-27530855林社工，已方便我們後續為您服務，謝謝您~ 

---------------------------------------------------------------------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 

 連絡電話:02-27530855  E-MAIL:fcdd0855@gmail.com 

 官網：www.fcdd.org.tw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 156號 7樓之 1 

小豆苗圖書館 QR CODE 

 

基金會 LINE  QR CODE

 

基金會官網 48HR快問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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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車志工服務活動

基金會長年服務北海岸等地區的偏鄉兒童，致力於早療服務，歡迎有志一同的你一起加入玩具車分享愛的服
務行列喔！

【志工服務內容】

A. 玩具出車志工

服務內容： 陪同本會工作人員將玩具帶入石門、金山及萬里區，協助玩具借用登記及確保參與兒童的安全等工
作。

服務地點： 新北市石門區、金山區及萬里區（依據當週出車地點而定）

服務時間： 6/21 上午8點-下午6點。（於南京東路辦公室集合，有專車接送）  
6/5、6/19上午8點至13點

集合地點： 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156號7樓之1(6/5、6/19另行通知)
志工人數： 每次至多2人，三次活動共6人。報名成功本會由專人致電。

工作內容：陪伴兒童、協助兒童使用教具安全、消毒及搬運玩具、發展遲緩兒童服務介紹

*因維偏鄉社區服務，活動時間可能會由於氣候等不可抗力之因素做調整(例如颱風等)

B. 玩具整理志工

服務時間：106年03月07日至12月1日
平日週一至週五14:00~17:00(共計3小時)，依實際服務提供服務志工時數。

服務內容：基金會玩具分類，包含拍照、分類、歸檔。

志工人數：每日服務至多2人，報名成功本會由專人致電，確認服務日期。

【服務時間】

A. 玩具出車志工

8：00  至基金會辦公室（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156號7樓之1）集合

9：30-12：00 協助孩童玩具借用及確認孩童安全。

12：00 午餐

13：00-16：00 協助孩童玩具借用及確認孩童安全

16：00 回程

B. 玩具整理志工

14:00~17:00 整理玩具

【聯絡方式】

連絡電話：(02)2753-0855 林社工

EMAIL：fcdd0855@gmail.com
機構名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156號7樓之1

目前志工需求如下

日期 星期 時間 前往目的地 需求人力 日期 星期 時間 前往目的地 需求人力

4/11 (三) 8:30-17:00 北海岸偏鄉社區及幼兒園 2名 7/29 (日) 11:00-18:00 北海岸偏鄉社區 2名

4/25 (三) 8:00-14:00 瑞芳地區偏鄉幼兒園 2名 8/12 (日) 11:00-18:00 北海岸偏鄉社區 2名

5/16 (三) 8:30-17:00 北海岸偏鄉社區及幼兒園 2名 8/26 (日) 11:00-18:00 北海岸偏鄉社區 2名

5/30 (三) 8:00-14:00 瑞芳地區偏鄉幼兒園 2名 9/26 (三) 8:30-17:00 北海岸偏鄉社區及幼兒園 2名

6/13 (三) 8:30-17:00 北海岸偏鄉社區及幼兒園 2名 10/17 (三) 8:30-17:00 北海岸偏鄉社區及幼兒園 2名

6/20 (三) 8:00-14:00 瑞芳地區偏鄉幼兒園 2名 11/7 (三) 8:30-17:00 北海岸偏鄉社區及幼兒園 2名

7/15 (日) 11:00-18:00 北海岸偏鄉社區 2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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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借用服務規則
• 本活動為0-6歲學齡前玩具借用服務，請親子一
同至玩具車，填寫家長基本資料，告知家長借用
規則，借用玩具以2樣為限，挑選適齡教玩具，
並詳讀操作玩具規則使用並主動詢問玩具車人員
如何操做教玩具。

• 借用後提醒家長下次玩具車時間，於每次玩具車
至據點時(見表格)，確認歸還。

• 借用期間，若玩具有毀損、遺失，請務必主動告
知本會人員請珍惜玩具，玩具借用服務維護需基
金會與您一起努力。

• 借閱表格簽名後視同您(家長)同意遵守玩具租借
服務使用規則，感謝您!

主辦單位:                                
連絡電話:(02)2753-0855林社工 (↑LINE QR CORD)

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將舉辦免費
社區玩具借用活動!
這次我們帶著一卡車的玩具來找
北海岸的小朋友囉!只要於玩具
車巡社區的時間，可以免費租借
玩具回家陪孩子一起玩，小朋友
的成長需要玩具一 起長大，基
金會也為孩童挑選適齡及充滿寓
教於樂的玩具，讓孩子在遊戲中
快樂的成長學習!

社區玩具借用車場次時間(★為開放借用場次)

日期 時間 地點

4/25(三) 9:30-11:30 瑞芳國小附幼

5/16(三)
10:00-11:30 大坪國小

14:00-15:30 ★金山麥當勞

5/30(三) 9:30-11:30 瑞芳國小附幼

6/13(三)

10:00-11:30 中角國小附幼

14:00-15:00 石門國小附幼

12:00-13:00 ★金山麥當勞(還玩具時間)

6/20(三) 9:30-11:30 瑞芳國小附幼

以上活動如有任何疑問，可詢問致電詢問。電話:02-2753-0855(林社工)/LINE ID:27530855
*如有活動變更，歡迎追蹤臉書消息:https://www.facebook.com/fcdd0855 
*官網:http://www.fcdd.org.tw/

社區玩具借用服務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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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記】107年1至3月工作紀要

107/1/02　萬里定點療育

 　中興醫院駐點-兒童發展諮詢

107/1/03　石門定點療育

 　南京定點療育

107/1/04 　南京定點療育

 　金山定點療育

 　新北市社區療育社政系統課程

 　拜訪都江堰錦康唐氏症助殘服務中心

107/1/06 　南京定點療育

107/1/09 　萬里定點療育

107/1/10 　石門定點療育

 　金山定點療育

 　南京定點療育

107/1/11 　金山到宅療育

 　早資中心家長權益委員處理細則討論

107/1/12 　南京定點療育

 　新北市社區療育服務聯繫會議

 　艋舺踩街說明會

107/1/13 　南京定點療育

107/1/15 　工作會議

107/1/16 　萬里定點療育

107/1/17 　石門定點療育

 　金山定點療育

 　南京定點療育

 　107年第1次早資中心聯繫會報

107/1/18 　南京定點療育

 　金山到宅療育

 　早資會議

107/1/20 　南京定點療育

107/1/23 萬里定點療育

107/1/24 石門定點療育

 金山定點療育

107/1/25 南京定點療育

 早資工作會議

 金山到宅療育

107/1/26 南京定點療育

107/1/27  學前自閉兒社會溝通中特定目標的介入：回

顧與省思講座

107/1/30 萬里定點療育

107/1/31 南京定點療育

107/2/1 南京定點療育

107/2/2 南京定點療育

107/2/3 南京定點療育

107/2/5 新北市社區療育個案研討

107/2/6 萬里定點療育

107/2/7 南京定點療育

107/2/8 金山到宅療育

 南京定點療育

107/2/9 南京定點療育

107/2/10 南京定點療育

107/2/13 萬里定點療育

  早期療育通報轉介暨個管中心訪視輔導成效

檢視計畫會議

107/2/14 石門定點療育

 南京定點療育

107/2/21 石門定點療育

 金山定點療育

 南京定點療育

107/2/22 金山到宅療育

 全體工作會議

 南京定點療育

107/2/23 南京定點療育

107/2/24 南京定點療育

107/2/27 萬里定點療育

107/2/28 萬華踩街活動

107/3/1 南京定點療育

 金山到宅療育

107/3/2 南京定點療育

107/3/3 南京定點療育

107/3/6 萬里定點療育

 新北市個案交接

107/3/7 石門定點療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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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3/21 石門定點療育

 玩具車

107/3/22 南京定點療育

 金山到宅療育

107/3/23 南京定點療育

107/3/26 工作會議

107/3/27 萬里定點療育

 萬里/金山篩檢

107/3/28 石門定點療育

 南京定點療育

107/3/29 南京定點療育

 金山到宅療育

107/3/30 南京定點療育

 玩具車

107/3/8 早資團督

 南京定點療育

 金山到宅療育

107/3/9 南京定點療育

107/3/10 南京定點療育

107/3/12  兒童發展通報轉介中心暨個案管理中心執行

成效訪視輔導計畫會議

107/3/13 萬里定點療育

 萬里/金山篩檢

 董監事會議暨春酒

107/3/14 石門定點療育

 南京定點療育

107/3/15 南京定點療育

 金山到宅療育

107/3/16 南京定點療育

107/3/17 南京定點療育

107/3/20 萬里定點療育

 石門篩檢



2,400元： 林宥熹

2,520元： 黎惠芳

3,000元：  曾畇凡、泰捷科技、謝宗鳳、彰師大國文系、

 陳怡萍、牟秀鳳、李嘉文、蘇俞蔚、揭宜穎、

 王秀如、謝帛祐、李梅�、陳吟足、潘岩

3,500元： 李若安

3,600元： 吳中平

4,000元： 董淑清

5,000元： 林品妍 /林若婕、李昊哲、天道幼兒園、

 綠地美工程

5,800元： 胡淑芳、馮美琴

6,000元： 董彩雪、立發電器

9,000元： 貿易公司

10,000元： 李健源、玉置貞子、李聰明、吳東駿、王志高

12,645元： 蔡易庭

30,000元： 呷尚寶興業

100,000元：周邦偉

500,000元：林福興

※ 感謝社會大眾的熱心捐款，由於有許多捐款人是由銀行轉帳至

本會，所以請不要忘記將您匯款單影本附上姓名及地址傳真至

(02)2753-0856或郵寄至105臺北市南京東路五段156號7樓

之一，以利寄送捐款收據給您喔！

徵稿啟示

親愛的老師、家長及各位讀者，您好：

本基金會為宣傳及報導早期療育相關訊息，自成立以來每三月

皆定期出版會訊季刊，若各位在教學或與孩子互動當中，發現

有值得與讀者及社會大眾共同探討或分享的議題，都歡迎不定

期踴躍投稿喔！

若您並非專業人員或家長，也都期待您將寶貴的早療經驗或感

受分享給大家，讓我們藉由這份會訊把愛串聯在一起！

感謝各位的熱心支持，讓我們一起為許多需要接受關懷的遲緩

兒童家庭可以得到更多寶貴的經驗及協助，陪伴他們健康、快

樂地成長！！ 
投稿信箱：fcdd27530855@gmail.com 董小姐

(請記得要在信中註明您的服務單位、職稱、姓名及連絡方式，我們會

主動與您聯絡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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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芳名錄（107年1-3月） 
感謝所有捐款人及捐物人的熱心與歡喜，您的付出將是我們繼續努力的泉源。因為有捐款以及捐物人的熱心捐助，讓我們得

以運用善款及物資幫助更多遲緩兒童及其家庭。相信有大家參與，早期療育將更美好！

5 0 元 ：張碧珍、黃芝穎

1 0 0 元：  邱意文、周建新、林蕙萍、余煥至、湯秀秋、 
 吳銀澤、陳彥錚

11 5 元：  李慧秋

1 5 0 元：  莊振明、張淇銨

2 0 0 元：   林翊榮、陳彥瑾

3 0 0 元：    陳緣瑋、曾若涵、薛昭智、黃洪銀足、

 潘彥廷/陳稚琇、黃宗興、葉承翰、黃雅彥、

 郭怡君、王富信、伍義實業

3 1 5 元：王竣緯

4 0 0 元：  楊子儀、徐再米、陳培修、黃仁宜

4 5 0 元：  連惠真

5 0 0 元：   廖凱堅、李雨庭、陳慧真、陳淑華、鄧美菊、

 葉綺紅、陳聖意、蕭桂湘

5 4 6 元：  黃元杰

6 0 0 元：   梁怡如、朱林韻、吳怡珊、陳奕瑄、戴郁文、 
王唯聿、張宜靖、陳建榮、方紹聿、丁筠恬、 
李佳珍、陳伯文、林靜如、黃豊進

7 0 0 元：   楊國源、傅紫熒、張素蓁/陳緣珅、黃容、蔡閎洋、 
黎盛發、李信憲、馮品蓁、徐若祤

8 0 0 元：   董欣戩、林恩綺、呂宣儀、施桃、何氏明方、 
屈氏蘭、游璟蕓、譚詠綺、陳永昇、王肇偉、 
善心人士

9 0 0 元：  郭家菱、黎倩榕、徐秀芬、董懿嬅、葉明珠、

 蘇宏洋、謝愷芠、郭銘賜

1,000元：  楊琇茹、徐明光、劉漢畿/鄭舒婷、劉貴正、

 陳虹君、范雪麗、王兆年、林佳穎/林湘庭、

 楊沁潔、方盛秦/孫麗卿、鐘玄容、胡軒菀、

 呂柏諺

1,075元： 陳雅雲

1,200元： 許耕睿、陳詩源/陳呈豪

1,500元：  孫品蓁、天隆旅行社、王一誠、大器設計、

 何啓睿、劉建祥、林麗玉、黃楷庭、張成明、

 周正堂、林宸如、林良晏

1,600元： 西園136

1,780元： 無名氏

2,000元：  江雨芯、王智豊、黃秀治、張衍智/張庭毓、

 綦宸瑀、衣美服裝、楊劉三惠、鄭楷澄/廖蘭香、

 粘嘉芳、羅珮華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
信用卡捐款授權書

敬愛的基金會支持者：

感謝您長久以來的支持與關心，使本會業務蒸蒸日上，讓我們在爭取遲緩兒福利的過程中倍感溫

馨。即日起，為了讓您的捐款方式更為簡便，我們與聯合信用卡中心合辦信用卡捐款服務。若您

同意以此方式為本會捐款，請於下列授權書中填妥您的資料，用郵寄或傳真的方式寄回本會，我

們將儘速為您辦理，本會傳真專線：(02)2753-0856，若有任何疑問請洽本會(02)2753-0855。

授權交易日期：

《劃撥報名費》

捐 款 人 姓 名
( 捐 款 收 據 抬 頭 )

捐款電腦編號

收據寄發地址

信   用   卡   別 □VISA CARD            □聯合信用卡
□MASTER CARD     □JCB卡

銀    行    別

信  用  卡  卡  號

持卡人身 份 證 字 號 持卡人聯絡電話

信用卡有效期限          年          月 持 卡 人 簽 名
( 需與信用卡簽名相同 )

信 用 卡
簽名處末三碼

持卡人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單筆□每月
捐贈扣繳金額

新台幣                                                                                                         元整(請用國字大寫)

 捐款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若為每月捐款請務必填寫)

審 核 ： 經 辦 人 ：

附註：捐款收據寄送方式 - □年度彙總 □按月寄送        本會會訊 - □請寄發 □請勿寄發



本書是依據小朋友的年齡設計了語言溝通、社會情緒與行為、認知、生活自理與動作方面的發

展指標及評量活動，讓您在家長記錄區為孩子的成長作記錄見證。這是坊間出版的紀錄手冊所

沒有的，也是本書的最大特色。

這本紀錄手冊是您協助家長記錄寶寶

成長軌跡最好的禮物，讓父母能隨時

留意寶寶的發展狀況，在記錄的同時

也能共享生命的喜悅，更可增進親子

的互動關係。

親朋好友傳來懷孕的消息時，在為她高興之餘，身為親友的您是否在煩惱送什麼禮物好呢？

身為父母的您，想為孩子保留他（她）的成長記錄嗎？

『生命的奇蹟—寶寶成長記錄手冊』將是您最佳的選擇！

訂購方式： 寶寶成長記錄手冊，精裝每本120頁，定價600元，大量訂購另有優惠！

郵局劃撥： 請在通訊欄註明購買成長記錄手冊，收到款項後我們將為您郵寄，本會劃撥帳號：19418958，戶名：

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

本人親購： 您可至本會購買（近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民路，一樓為一之軒）

訂購專線： （02）2753-0855，傳真：（02）2753-0856

郵政劃撥存款收據

注意事項

一、 本收據請詳加核對並妥為保 
 管，以便日後查考。

二、  如 欲 查 詢 存 款 入 帳 詳 情 
時，請檢附本收據及已填妥

之查詢函向各連線郵局辦

理。

三、 本收據各項金額、數字係機 
 器印製，如非機器列印或經 
 塗改或無收款郵局收訖章者 
 無效。

請寄款人注意

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通訊處各欄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抵付票 
 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天存入。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15元以上，且限填至元位為止。

三、倘金額塗改時請更換存款單重新填寫。

四、本存款單不得黏貼或附寄任何文件。

五、本存款金額業經電腦登帳後，不得申請撤回。

六、本存款單備供電腦影像處理，請以正楷工整書寫並請勿折疊。帳號如 
 需自印存款單，各欄文字及規格必須與本單完全相符。如有不符，各 
 局應婉請寄款人更換郵局印製之存款單填寫，以利處理。

七、本存款單帳號與金額欄請以阿拉伯數字填寫。

八、帳戶本人在「付款局」所在直轄市或縣（市)以外之行政區域存款， 
 須由帳戶內扣手續費

交易代號：0501、0502現金存款  0503票據存款　2212劃撥票據託收

本聯由儲匯處存查  210x110mm(80g/m模)保管五年

送禮、自用兩相宜，歡迎您來選購！

數量有限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