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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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設定捐贈碼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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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搖捐贈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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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 執行長 蔡美芬

上回提到從借玩具這件事為例，父母可以協助

孩子建立「責任」的SOP可分為：

一、確定孩子真正目的

父母經常要幫孩子收拾他的玩具，還要幫他找

不知道丟到哪裡的配件、還要好好的整組送還。

這些父母的「額外服務」已經很煩，孩子還不知感

謝、總是推卸責任說：「是爸媽沒有替他處理好」

使得父母「好心被雷親」，忍不住情緒火冒三丈。

所以孩子的行為目的是爭取自己的權力。

二、整理大人的情緒

火上澆油，我想大人小孩都不想要，況且孩子

未察覺和認知自己行為的對錯，父母若總是帶著怒

氣「教導」孩子，只會刺激孩子自我變得強大，使

得孩子的行為及態度更加故意而已。因此，在面對

孩子許多經常性的問題，像收拾玩具，父母更要冷

靜處理，用正向的反應，慢慢去改變孩子已經逐漸

習慣的行為。可以想想自己，有位愛翻舊帳的老闆

或隊友，自己會如何面對，所以整理大人的情緒，

最好辦法是「已讀不回」。

三、釐清問題

我們的孩子大多不懂自理個人的工作，因此個

人的物品像玩具不是「不見了」就是「找不到」，

這些忘東忘西的行為，其實在爸媽的立場，這些問

題「責任」是屬於孩子。不過問題雖然屬於孩子

的，但孩子卻總把責任推給爸媽、或是覺得爸媽是

萬能的，有必要幫他，這個行為就實質影響到爸

媽。這狀況下，父母就可以「我」的訊息來表明立

場，也可一併糾正孩子錯誤的態度和觀念，並釐清

問題的責任歸屬：以玩具配件不見為例。

爸媽：「你自己不把玩具放回原處，一次只拿

一組玩具，現在卻吵著要我幫你找，找不到還要我

買新的給你，但這些都不是我造成的卻要我負責，

這太不合理了吧 !」「這是你自己應該做的事，不是

應該自己負責嗎？怎麼反而要我負責。」

當父母堅持將孩子的責任交回給他，孩子必須

迫使自己面對處理問題，當然會有負面情緒產生。

所以，爸媽這時候，可運用正向語句，重述情緒，

反映傾聽以協助孩子紓解情緒：

爸媽：「找不到玩具配件真的很急人，難怪你

會希望我幫你找或買一個新的給你，就能立刻解

決問題了。」「我知道你一定很生氣，覺得我不幫

你，才害你找不到玩具配件。」讓孩子在日常生活

中重複去感受和理解，責任的建立，絕對是親子雙

方都有責任。

但觀察親子間的互動，許多父母往往一邊責罵

孩子、一邊又幫他解決問題。

協助孩子建立責任，讓孩子面對自己的事，父

母只能傾聽他的情緒與問題，絕不應該插手幫他處

理，但多數的爸媽，很多時候和孩子都有共通的問

題，為了自身總總原因，去幫孩子善後，這樣做只

會造成孩子永遠學不會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這也不

能說孩子的行為是無理，因為大人總是會「理」，

之後又有自己的解釋。

四、選擇最佳應對策略

爸媽應該用正向語句，重述情緒，反映傾聽去

逐漸撫平孩子的情緒後，便可利用腦力激盪，去協

助孩子「自覺覺醒」，讓孩子面對責任的問題：

爸媽：「你可以想一下，最後看到這個東西是

什麼時候？在哪裡用的？拿到哪兒或是放到哪裡

了？」 (孩子可因此根據線索，找到東西)

爸媽：「找不到怎麼辦?現在也沒有時間再去

找了，那可以怎麼解決？向別人借？還是買一個新

的？你決定如何做？(讓孩子決定，決定的內容，真

正要由孩子付出代價，有時候孩子會想，由爸媽買

單，孩子會依然我行我素)。

爸媽：「下次如何避免這樣的事再發生？你覺

得可以怎麼做？」(孩子決定將自己的玩具重新分類

整理、一次只玩一種玩具，使用後要及時提醒自己

放回原位)這時候爸媽可以在旁提醒，但要逐次減少

提醒。否則孩子會再次依賴爸媽，重複同樣劇本。

有的時候，爸媽可以選擇使用緘默權或對孩子

行為已讀不回。特別是，當爸媽對孩子問題「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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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因自己這方面不足所導致的負面結果，而不是

清算責任歸屬或是在明知錯誤，卻又幫孩子去承擔

或解釋責任。而當孩子主動修正自己行為而有所進

步時，父母也要立即讚賞肯定孩子。

爸媽：「我發現你現在玩玩具後，都會把玩具

整理好，真的好棒啊 !」，「自從你上次整理玩具

後，一直到現在都保持的不錯，好棒喔!」

協助孩子掃除原本負面不負責任的自我感覺，

並重新建立起正面、良好的自我形象。

但是正向行為的建立，有時候某些人過度強調

「增強物」的使用，但是「棒子和胡蘿蔔」吃多或

少，都會遺留副作用，有機會持續再談。

旁觀」，而引發孩子怒氣時，讓孩子自行去面對，

自己行為結果 (當然是不愉快的經驗 )例如：借用玩

具丟了配件，按照規則可能會停止借用一個月、忘

記帶作業，自己需去面對老師的處理原則。

提醒家長的是學習需要經驗的累積，家長要沉

住氣，不要自廢武功，不要沉不住氣，又開始去叨

唸幫忙。也許我們的孩子要經驗過無數次的經驗累

積，才會產生擺脫不適感的本能覺醒，促使他主動

修正自己的行為。

五、隨時鼓勵孩子正面的行為

孩子主動修正行為而有所進步時，立即讚賞肯

定孩子→重塑孩子正面的自我形象。對於責任的建

立，應該從生活開始，爸媽應該放手讓孩子多去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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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4、5日，由都江堰市錦康唐氏綜合

症殘疾兒童助殘服務中心（簡稱錦康服務中心）邀請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簡稱本會）

至都江堰進行『台灣及都江堰早期療育及康復服務交

流會議』，此次會議於都江堰奎光國小舉辦，主要以

家長及協助康復（大陸用語）的老師為主，大約共45
位參與。

本會一直以來除了關注台灣發展遲緩兒童服務

外，也關心華人地區發展遲緩兒童服務狀況，過去幾

年陸續至大陸相關單位參訪，並籌措與在地團體合作

將台灣經驗推展到當地，期待能協助華人地區發展遲

緩兒童及其家庭，此次受邀參與交流會議，著實與本

會期待相同，因此由本會雷游董事長親自帶著早療經

驗多年的蔡美芬早療老師同時也是本會執行長一起前

往。

此次交流會由基金會董事長針對台灣早期療育發

展狀況及經驗進行分享，由本會蔡美芬執行長（同時

是早療老師）用台灣的兒童發展篩檢量表說明各年齡

層孩子應有的發展指標，讓兒童能早期被發現，並針

對教學計劃的執行及操作進行說明，另外，主辦單位

也邀請到都江堰市教育局小教科吳家維科長、都江堰

市鄭萍特殊學校主任、都江堰市殘聯康復科尹義東主

任及都江堰市婦幼保健院徐帥醫生參與。

兩日的交流會基金會除了分享服務經驗外，藉都

江堰市教育局王局長宴請時，本會向王局長建議該市

目前除應作早期篩檢外，應建立發展遲緩兒童之通報

轉介、評估及療育一系列之服務系統，更重要的是如

何培育早期療育專業人力，除培育相關科系學程外，

應規劃設計至少約600小時之初階、進階及實務演練

培訓課程，讓目前有接觸發展遲緩兒童之師資（類似

錦康服務中心、幼兒園老師、特教老師及醫院康復治

療師等）在職進修，並籲請都江堰市殘疾人聯合會共

同協助推動。

台灣及都江堰早期療育及康復服務交流會報導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

基金會活動全記錄

本會雷游秀華董事長分享台灣早期療育實施特點 實境

交流會議大合照

本會蔡美芬執行長藉由統計報導說明大陸急需早期篩查之重要  實境

基金會與都江堰市教育局王局長（左邊第三位）餐敘



遲緩兒會訊5

遊戲在兒童時期佔有很重要地位，如同工作對成人

之重要性。根據渥特曼(Woltmann 1964)所提出：兒童

自發自導的活動，可以讓他們把重要的經驗及感受概念

化，重新建構，且帶到可探觸的層面上。由此可知遊戲

可引發學習動機讓孩子自發的探索及學習，且遊戲有助

於身心發展，不止能宣洩情緒、強健身體更能提升認知

等各方面能力。

世界遊戲日是由金博士(Dr Freda Kim, Founder)
於1996所發起，落實兒童遊戲平權。臺灣已經在七年

前與世界同步，由夢想遊園地主辦，結合許多公益團隊

一同為遊戲平權努力，今年很高興早資中心再次受邀參

與遊戲日一同與其他單位共襄盛舉，認識各國不同的遊

戲:飛機棋、蛇梯棋、越南毽子藤球、韓國尤茨、日本劍

玉、國際板羽球……等。發現許多童玩都有異曲同工之

妙，現場也引發家長的童年回憶，和孩子們一起同樂，

且較大的孩子更能創造出不同玩法，可見得遊戲不管任

何年齡都適合且讓人回到純真的童心。

本次攤位以島區分，共有10個島，我們被分配到多

元文化遊戲島，顧名思義就是有許多不同國家的遊戲，

為了可以好好帶領這個島，我們可是上網看影片、詢問

有玩過的朋友，且在活動前先找夢想遊園地創辦人-林君

英老師快速示範，否則許多遊戲我們也是第一次看到，

例如上面有提到的韓國尤茨跟蛇梯棋。其實每個國家的

遊戲都很有特色，雖然是第一次接觸，但也容易因為好

奇而慢慢感到有興趣，對整個攤位最大威脅就是日本劍

玉，許多家長跟寶貝們都是卡關在這，要讓劍玉乖乖地

停在指定位子真是有難度。

在活動進行中也碰到我們在親子館進行兒童發展

駐點的家長跟寶貝，媽媽跟我們分享，透過我們駐點時

給予的建議跟方向，有感覺到寶貝的進步，雖然還是比

同年齡慢，但跟自己比已經有進步，看到媽媽臉上的笑

容，更讓我們覺得，雖然只是每個月到親子館進行3個小

時的諮詢，但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家庭，也是我們工作

上的成就，現在已慢慢開始期待明年的世界遊戲日，希

望能有更多新奇好玩的遊戲，屆時也會在我們粉絲專頁

上公告喔！

中正、萬華區早資中心活動專區

2018世界遊戲日活動：當我們「融」在一起
臺北市中正、萬華區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 督導 詹筱筑／教保員 陳群蓁

「嬰幼兒副食品」&「入國小前準備守則」親職講座
臺北市中正、萬華區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 社工員 陳怡穎

本中心於上半年舉辦了兩場親職講座，第一場主

題為「如何做出營養健康的嬰幼兒副食品」，我們邀

請了萬華親子館廖惠君館長說明嬰幼兒副食品的一些

概念，先帶領大家瞭解到副食品的使用時間、副食品

的功能、以及對於部分可能會引起過敏的食物，該如

何讓寶寶進行安全的測試。最後是簡單的副食品製作

體驗課，講師帶學員製作起司馬鈴薯餅，利用簡單的

材料，在短時間內做出營養又好吃的副食品，透過動

手體驗，也更加深讓學員瞭解到動手製作副食品的重

要性。

第二場為「入國小前準備守則」，有鑑於過去社

工在服務過程中，感受到父母對於孩子邁入新階段的

焦慮，故特地舉辦此講座，讓父母能瞭解該如何與孩

子一同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挑戰，減緩父母著急的

心情。

講師在講座中與家長分享，如何讓幼小銜接的大

階梯變成緩斜坡的八項撇步，讓家長瞭解到除了培養

孩子入小學前能力之外，身為家長也需要給予關懷陪

伴，並以同理心與平常心看待孩子的學習。

另外老師用自身的教學經驗，列出幾項在入小學

時，孩子會出現的一些適應以及心理上的問題，像是

有些孩子不會使用學校的蹲式馬桶、以及無法習慣教

室不一定都會有冷氣，或是不敢和老師表達自己的需

求…等。許多家長在上完課後，表示因老師豐富的分

享，讓家長可提前先做好預防和心理建設，減緩了一

些焦慮的心情，也更有信心與孩子一同面對日後的挑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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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萬華區早資中心活動專區

一年一度的大節日也是全家團圓的端午佳節，中

正區永昌里里長在永昌公園舉辦回饋鄉里慶端午活

動，當天有舞台表演、攤位以及包粽比賽相當豐富，

此次早資中心很開心再度跟好夥伴中正親子館一起受

邀參與中正區永昌里其中一個攤位篩檢遊戲及闖關遊

戲。

活動才一剛開始就聽到有氣質又舒服的音樂聲，

原來是用心的里長特地為永昌里的社區民眾，邀請國

家音樂廳的管弦樂團來演奏，讓整個社區充滿著藝

術氣息，且或許是因為美妙的音樂也讓人潮漸多了起

來，彷彿為整個活動揭開序幕，後面更有螢橋國小跆

拳道社精采表演，銀髮族的阿公、阿嬤們看到孩子

們活力精湛的演出更是開心笑得合不攏嘴呢!!高潮精

彩的表演活動也帶動起人潮前來諮詢及玩遊戲，剛開

始較多來參與的是可愛的阿公、阿嬤好奇我們的攤

位，但礙於年紀較長也有較重聽的長者，我們只好比

手畫腳加上視覺提示給予中心DM，儘量讓社區民眾

知道早資中心服務，進而有樓上揪樓下好康道相報的

概念 ;稍晚陸續有家長帶孩子一起參與活動，並進行

遊戲及了解中心服務，還有可愛又熱情的媽媽諮詢完

後，還特地去拿其他攤位切的水果給工作人員，真的

揪感心(台語)以及氣質溫柔有禮貌的日本媽媽一直跟

我們道謝，實在是很療癒的工作日。

活動最後由里長親自發粽子給里民，真的感受到

里長的親切及用心，也特地留些時間聽我們介紹中心

服務並熱情地說一定會將中心DM及訊息轉知有需要

的家庭，並贈送我們早資中心工作人員一人一串粽子

回家慶端午，再次感謝里長如此的親民並期待之後合

作的機會！！

中正區永昌里外展紀錄
臺北市中正、萬華區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 教保員 陳群蓁

家長團體-療育羊毛氈創作
臺北市中正、萬華區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 社工員 陳飛萍

許多媽媽期盼在育兒之餘的休閒時間，就是能學

習第二專長或興趣課程，特別是關於手工創作；中心

特別開辦家長團體，讓忙碌之餘的家長能藉此紓壓，

分享育兒資訊；今年度邀請岳羚羚心理師來教導家長

創作既簡易又療育的羊毛氈，老師表示羊毛氈手作

就非常適合忙碌的家長們，在閒暇時間自己也能採買

材料自己DIY，屬於容易自行創作的活動，能將自己

的作品做好，擺設在家中美化；此次創作的作品從圓

柱形、圓形、多邊柱型以及裝飾，似乎都難不倒家長

們，家長們表示每一次完成一個新作品，都是自己親

自花時間用針戳一針針雕塑形狀完成，家長表示看到

成品，覺得真的很有成就感。

詢問參加家長課程的收穫，有一位家長分享自己

多年前也曾做羊毛氈，自從帶孩子後都沒機會再繼續

創作，心中一直有遺憾沒能繼續，這一次報名參加就

是希望能找回初衷，期待恢復對創作的興趣，找回生

活中屬於自己的創作天地；另一名家長分享當自己創

作時，好像回到兒時單純玩勞作的心情，感覺特別輕

鬆。   

本次羊毛氈手作課程的主題有巧克力、房子與

家、盆栽心造型等，課程主要引導家長們在創作之餘

也能思考自身與作品創作的意義，講師鼓勵家長們能

透過羊毛氈創作讓自己的心沉澱下來，將生活的忙碌

透過創作分散自己的注意力，這些投注在創作的巧思

與收穫，和孩子一起分享完成作品的點點滴滴，若能

同樣發揮在育兒、整理家務上，就能讓自身的狀態都

能恢復到良好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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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遊是一項看似簡單但其實是含括很多學習的遊

戲，今年是我們第一次辦理，從報名狀況就可知道桌遊

是一個流行的趨勢，許多家長都願意報名陪寶貝們一同

來看看什麼是桌遊，一開始我詢問15對親子是否玩過

桌遊，僅3-4對舉手，顯然許多家庭是第一次來嘗鮮，

其實訪間也有許多桌遊活動，但較少是為我們服務的特

殊兒童辦理的，所以許多家長是抱持著先讓寶貝參加活

動，從中去觀察寶貝的配合度，若是不錯再報名訪間辦

理的桌遊活動。

今年共辦理3場次，分別是4、6、9月份，在4月
14日時由許泰榕心理師帶領「語破天驚」，地點在我

們中心，活動一開始老師先帶小遊戲讓家長及寶貝們熱

熱身，遊戲內容為猜猜對方的水果，也順道延伸桌遊-
「語破天驚」的遊戲，活動共分為兩組，每組有一名老

師帶領，透過觀察，讓我了解桌遊真的可讓寶貝們學習

社交技巧，同時也學習輪流、等待，這對許多寶貝來說

正是需要學習的地方，且用桌遊方式帶入，更能讓寶貝

們從中學習。

而6月30日場次是由林之珮心理師帶領「妙語說書

人」，地點在萬華親子館，此親子館與本中心合作多

次，是許多家庭很喜歡的場地，主要是活動結束後便可

直接登記留在親子館內遊玩，「妙語說書人」的桌遊是

我第一次接觸，這次活動之珮老師出動了一家大小一起

來帶家庭們玩桌遊，活動一開始先透過大風吹遊戲讓寶

貝們在下午1點半正想睡午覺時刻打起精神，本次分為

三組，每一組都由有經驗的老師帶領，在活動中可看出

家長們陪著孩子玩的笑容，真的是相當珍貴，透過遊戲

不僅可增進親子互動，也能讓家長們看出寶貝們對於遊

戲規則的遵守情形，進而反映出在學校的狀況。

桌遊最後一場預訂在9月15日，我已開始期待老師

會帶我們玩哪一款桌遊，老實說在活動中邊觀察邊可看

出，寶貝們在桌遊中可獲得自信，尤其是猜到正確答案

時臉上的笑容，就像小太陽一般，難怪現在桌遊已不分

年齡，每個年齡層都喜歡，目前我們中心已開始計畫，

在平日舉辦桌遊活動，讓家長帶孩子來中心玩，不知道

寶貝們是否開始期待了呢？

親子桌遊活動
臺北市中正、萬華區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 督導 詹筱筑

親子黏土課-大手小手一起做
臺北市中正、萬華區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 社工員 陳飛萍

每一季中心開辦親子活動課程，都是超級熱門，

可見父母都愈來愈重視在假日要安排與經營親子活

動；中心今年每一季都舉辦一次親子黏土活動，此

次邀請親子同樂匯-周怡蕙老師，帶領大家做黏土雕

塑，本次的作品是拉拉熊黏土雕塑。

今日來參加的家長多半是爸媽帶小朋友來，其中

也有手足一起來分享，小朋友都很期待能玩黏土手

作，都很興奮的催促老師趕快發黏土。

一開始進行活動，老師首先安排一段情境故事分

享，幫助現場小朋友能先專注在情境故事的角色當

中，之後才引導小朋友一個步驟，一個步驟地完成捏

黏土的動作，看起來簡單的動作，對於特殊孩子需要

更多口頭的提示和動作協助；有很多家長認為孩子的

精細動作能力較弱，黏土課真是很好的訓練活動，加

上小孩普遍都喜歡動手做的黏土課程，可以透過觸覺

觸摸與捏塑的體驗，增加孩子感官刺激，達到療育的

功能；老師透過分段的講解，讓孩子一一跟上速度，

一邊捏塑身體的圓、四肢、五官、最後是長條的裝

飾品和小花；老師鼓勵現場讓孩子自己動手體驗自己

完成作品的過程，父母親扮演小幫手的角色，提醒與

鼓勵孩子還未完成的部分，大部分孩子也能和手足分

開做自己的作品，能享受捏成完整圖案的樂趣；其中

印象深刻的是看到有祖孫同玩黏土的畫面，因為祖母

特別一早就帶孫子、孫女來上黏土課，阿嬤表示為了

讓孫子們能培養更多的興趣，她其實非常願意投注心

力、與時間，社工肯定阿嬤對孫子用心的照顧，孫子

女們最後向阿嬤表達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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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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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79人次療育/ 2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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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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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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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已於07月09日辦

理，當天共有4名孩童接受評估，3名為首次評估，1名為第二次評估，3名孩童確診為發展遲緩兒童，其3名將協

助媒合療育資源。

107年度在北海岸地區第二場次將預計於10月15日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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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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記】107年4至6月工作紀要

107/04/03 萬里定點療育

 萬里/石門篩檢

 中興醫院駐點-兒童發展諮詢

107/04/9 南京定點療育

107/04/10 萬里定點療育

 萬里/石門篩檢

107/04/11 玩具車

 金山定點療育

 通報中心在職訓練-動態助人工作坊

 萬華協力聯盟會議

 拜訪乖乖幼兒園

107/04/12 南京定點療育

 聯合勸募期初審查

 早資會議

 萬華親子館-兒童發展諮詢

107/04/13 南京定點療育

107/04/14 南京定點療育

 親子黏土課、親子桌遊課

107/04/16 ImPACT研習會

 通報中心在職訓練-家庭中心作息本位服務

107/04/17 ImPACT研習會

 八里愛心教養院院生權益委員會

107/04/18 RIT工作坊

 早資聯繫會報

107/04/19 RIT工作坊

107/04/20 中正親子館-兒童發展諮詢

107/04/21 南京定點療育

 聯合勸募協會會員大會

107/04/23 南京定點療育

107/04/24 萬里定點療育

107/04/25 玩具車

 通報中心在職訓練-家庭中心作息本位服務

107/04/26 南京定點療育

 萬華協力聯盟會議

107/04/27 南京定點療育

 早資中心開會

 臺北市立大學特教系來訪

 拜訪萬華幼兒園

107/04/30 早資行政會議+團督

107/05/02 金山定點療育

 通報中心在職訓練-動態助人工作坊

107/05/03 捐助企業-米塔來訪

 南京定點療育

 131親子館-兒童發展諮詢

107/05/04 南京定點療育

107/05/05 南京定點療育

107/05/07 南京定點療育

107/05/08 萬里定點療育

 中興醫院駐點-兒童發展諮詢

107/05/09 金山定點療育

 金門早推會

 通報中心在職訓練-家庭中心作息本位服務

107/05/10 南京定點療育

 萬華親子館-兒童發展諮詢

107/05/11 南京定點療育

 衛生福利部健康推展委員會

 參加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及未來施 
 政重點會議

107/05/12 南京定點療育

107/05/14 南京定點療育

 新北通報中心訪視

 台北市社會局來早資為民考核

107/05/15 萬里定點療育

 金山篩檢

 萬華幼兒園-兒童發展諮詢、幼兒園專業輔導方案-現代婦女基金 
 會來訪

107/05/16 玩具車

 金山定點療育

107/05/17 全體工作會議

 南京定點療育

107/05/18 南京定點療育

 早資專業諮詢

 萬華幼兒園-兒童發展諮詢

107/05/19 南京定點療育

 家長手作團體

107/05/21 第九屆兩岸四地啟智服務研討會

107/05/22 萬里定點療育

 第九屆兩岸四地啟智服務研討會

 萬里/石門篩檢

107/05/23 金山定點療育

 南京定點療育

 長沙市及鹽城市單位來訪

 拜訪愛心幼兒園

107/05/24 南京定點療育

 早資會議

107/05/25 107年新北市早療評估鑑定醫院聯繫會議

 『深耕‧創新‧永續-社會工作者實務研究與創新服務』

107/05/26 南京定點療育

 家長手作團體

 世界遊戲日設攤

107/05/28 南京定點療育

 通報中心表單、結案會議

107/05/29 萬里定點療育

 金山篩檢

107/05/30 玩具車-瑞芳

 自閉症篩檢課程籌備會議

107/05/31 苗栗通報轉介中心訪視

 北大實幼專業諮詢

107/06/01 南京定點療育

107/06/04 南京定點療育

 通報中心社工團集會

107/06/05 萬里定點療育

 金山、萬里篩檢

 中興醫院駐點-兒童發展諮詢

107/06/06 通報中心在職訓練-動態助人工作坊

107/06/07 131親子館-兒童發展諮詢

107/06/09 家長手作團體

 中正區永功里外展諮詢

107/06/12 金山、萬里篩檢

107/06/13 馬偕護校來訪

107/06/14 馬偕醫學院學生參訪

 萬華親子館-兒童發展諮詢

107/06/15 金門通報中心訪視

 萬華幼兒園-兒童發展諮詢

 中正親子館-兒童發展諮詢

107/06/19 萬里定點療育

 通報中心表單、結案會議

107/06/20 玩具車

 自閉兒基金會參訪

107/06/21 南京定點療育

 報中心在職訓練-與家庭工作深化技巧

107/06/22 南京定點療育

 通報中心在職訓練-與家庭工作深化技巧

 中正區資源網絡會議

107/06/23 南京定點療育

 家長園藝紓壓團體、親職講座

107/06/24 家長手作團體

107/06/25 南京定點療育

 工作會議

107/06/27 萬里定點療育

 社會安全網會議

107/06/28 南京定點療育

107/06/29 南京定點療育

 通報中心系統會議

107/06/30 南京定點療育

 親子黏土課、親子桌遊課、家長園藝紓壓團體

 玩具車



王張阿雪

3,250元： 黃煒家

3,600元： 吳中平

4,000元： 潘玟如

5,000元： 玉置貞子

5,200元： 胡淑芳

6,000元： 蔣孝則、董淑清

9,000元： 貿昌公司

10,000元： 林宜樺

16,500元： 無名氏

18,300元： 怡業公司

20,000元： 陳正煌

30,000元： 呷尚寶興業、今日傳媒、劉茂亮

50,000元： 陳葉招、王元貞

捐物芳名錄（107年4-6月） 
玩具捐贈一批(市值25000)：米塔食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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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遲緩兒會訊 10

捐款芳名錄（107年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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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0 元：  黃婉菽、吳泓穎、黃鑫哲、陳彥宇、張碧珍、 
 楊志彬、黃寶華

1 5 0 元：  張淇銨

2 0 0 元：   廖晨翔、張素蓁、郭昱伶、黃彥禎、陳玉滿、 
曾若涵、黃薰仟、林靜如、黃豊進

3 0 0 元：    林翊榮、戴彣如、余煥至、勵戴重、陳冠叡、 
吳麗雯、永仁裝潢、徐秀芬、張甯貽、黃雅彥、 
郭怡君、王富信

4 0 0 元：  郭家菱

4 5 0 元：  連惠真

5 0 0 元：   鍾玄容、邱孟季、林士勛、梁恩碩、林芳辰、 
王貴珠、李雨庭、林佳穎、林湘庭

6 0 0 元：   李昕語、楊子儀、吳怡珊、方紹聿、丁筠恬、 
李佳珍、陳伯文、陳俐安、朱林韻、蔡婉淇、 
黃召環、林洧竹、許淑華、陳詩源、陳呈豪

7 0 0 元：   陳聖融、游宗融、吳孟樺、李昌宏、莊宜涵、 
王榮榮、黃子洋、鍾冠琳、鍾清榮、林妤蕎、 
劉承濬、曾滿足

7 5 0 元：  陳春梅

8 0 0 元：   彭逢坤、宋杰豐、彭鈺庭、吳思青、曹珈誠、 
彭宥恩、徐翌恩、黃美珍、熊錦英、陳譹仁、 
李麗貞、李秀龍、林淑姝、范潔鈴、吳淑娟

9 0 0 元：   陳雅雲、王肇偉、葉明珠、謝愷艾、蘇宏洋、 
  郭銘賜、伍義實業、黃文慶、曾金鳳、林俐伶、 
   林坤綸

9 9 0 元：廖柔誠

1,000元：  黃子庭、江雨芯、孫品菲、林寶珠、劉庭秀、 
李維泰、許禮璿、綦宸瑀、周芳如、林雪卿、 
呂柏諺

1,020元： 郭元揚

1,200元： 詹千惠、林珊如

1,400元： 王齡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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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元： 陳永昇

2,000元： 牟顯玫、陳筱玲、洪葉文化、牟秀鳳、王進寶、 
 王兆年、潘岩、賴國欽、王智豊、黃薇庭

2,200元： 胡軒毓

2,400元： 林宥熹

2,500元： 陳碧楓、林長亨、林勝國

3,000元：  曾畇凡、泰捷科技、陳怡萍、李嘉文、蘇俞蔚、 
揭宜穎、王秀如、謝帛祐、李梅麘、陳吟足、 
陳玉書、洪佳進、蔡泳波、林佑貞、郭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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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