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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快報
遲緩兒基金會會訊電子化改版通知！

為響應環保，本會自2019年開始將改採部分電子報供民眾

閱覽，歡迎掃描QR code填寫您的E-mail進行電子報訂

閱，後續將自動取消紙本寄送。

基金會電子報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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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2244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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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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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孩子可能有語言發展遲緩的問題嗎?
資深語言治療師 李淑娥

台灣政府和民間非常積極的推行早期療育已30多
年了，所有專業人員都ㄧ致贊同，家長是孩子在療育

路上最好的夥伴。美國教育學家 Buscaglia 曾說： 
「不論有多少專業人員來教特殊兒童，其影響之深仍

遠不及父母對他的影響。」事實上，最關心孩子的本

來就是父母，所以孩子有些方面跟不上同齡幼兒，父

母就會過度擔心；但是也有些父母因為工作太忙碌，

或者少子化無從比較，所以不能及早發現孩子各領域

發展的問題，語言發展就是其中之一。下面我會就孩

子各年齡層語言理解、口語表達和與人溝通技巧的發

展簡要敘述，讓家長參考。

ㄧ、正常兒童的語言發展

★ 滿一個月～聽到聲音會有反應，如安靜、踢腳。

肚子餓或不舒服時會哭；嘴唇周圍接收到奶嘴的刺

激，會有正確的張口和閉口反應。

★ 滿兩個月～開始會用眼睛探索環境，高興時偶而會

發出愉快的聲音。

★ 滿三個月～對他說話時，會注視說話的人並專心聆

聽。舒服輕鬆時有時會出現雙唇吸吮的聲音；會有

不同的哭聲，如肚子餓與疼痛的哭聲不一樣；能分

辨媽媽的乳頭與奶瓶嘴的不同。

★ 滿四個月～突然聽到聲音會驚嚇、變安靜或睜大眼

睛。會注視說話者，並發出「咕咕、類似ㄧㄨ」的

喉音。

★ 滿六個月～聽到聲音會開始去尋找來源，藉此知道

周圍環境的變化，對語言理解的初步發展很重要。

能在協助下和熟悉的人揮手表示再見；自己獨自

玩，或面對面逗他說話時，會發出一連串重覆的簡

單疊音，如「ㄇㄚㄇㄚㄇㄚ、ㄉㄚㄉㄚㄉㄚ」，但

不具有意義，稱為牙牙發聲。

★ 滿九個月～會轉頭尋找左後方和右後方的聲源。

陪他玩玩具時，會發出類似ㄅㄚ、ㄉㄧ、ㄉㄨ等含

ㄚ、ㄧ、ㄨ韻母的一連串具有語調的聲音來回應，

稱為社交性發聲，是具有意義的表達。

★ 滿十二個月～能聽懂情境中簡單常用的詞彙。會發

出許多聽不懂的聲音，並能說出他人聽得懂且有意

義的詞彙至少一個，通常是稱呼最親近的照顧者，

如「媽媽」。 

★ 滿十八個月～能聽懂日常生活中半數的指令；理解

的詞彙約有150個。有需求時或看到有興趣的事物

時，會主動說出的詞彙至少10個，如車車、要、玩

等。

★ 滿兩歲～能聽懂常用的簡單句子；理解的詞彙約有

500個。會主動說出的詞彙至少50個；會使用兩個

常用詞彙組成短句表達意思，如「爸爸-車車、媽

媽-看」。

★ 滿三歲～能聽懂簡單問句。能和人一問一答的簡

單對話；會用完整句型表達意思，如「我要去公園

玩」； 不會常常重複別人的話尾。

★ 滿四歲～能聽懂含子句的複雜句；理解的詞彙約有

3000個。會主動說出的詞彙至少1500個；日常生

活情境的對話沒有困難；會使用常出現的形容詞、

疑問詞等抽象語彙；且發音清晰，音韻發展已大致

完成。

★ 滿五歲～能聽懂含關連詞的複合句，如「因為…所

以、既…又」；理解連貫性故事。會使用複雜句表

達意思；發展性口吃現象大都已消失。

★ 滿六歲～能聽懂較複雜或抽象的說話內容，如笑

話、幽默、假設語氣等敘述。能使用複雜句子依順

序描述事情、會自編故事、會表達內在思考的評論

性語言，如在團體討論中發表自己的看法。

二、語言發展遲緩的指標

若幼兒有以下語言問題，一定要及早就醫，讓語

言治療師先做評估，以確定是否發展遲緩，以及學習

輔導的策略。目前國內語言治療師服務的單位以復健

科為主，其次是耳鼻喉科、心智科、整型外科。有的

醫院設立在早療中心、兒童發展中心，復健診所或語

言治療所也越來越多，家長可上衛生局或衛生處網站

搜尋相關資訊，

★ 一歲以前～太過安靜，對外界大的聲響缺乏反應。

吸奶和吞嚥有困難，口腔構造有異常。

★ 滿兩歲～還不會講任何有意義的詞彙，如『媽

媽』、『奶奶』

★ 滿三歲～還不會講任何簡單句子，如『我要坐車

車』

★ 三歲以後～說話仍難以理解，包括發音含糊、用語

不當、答非所問。

★ 四歲以後～構音 /音韻仍有明顯錯誤，很多音發不

出來，說話很不清楚。

★ 五歲以後～句子結構仍有明顯錯誤、句法簡單；或

是說話還有不流暢，結結巴巴的情形。

★愈長大愈少說話～可能是聽障或兒童精神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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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力軍介紹

今年暑假，一個難得的機會，我在發展遲緩兒童

基金會做了兩個月的小小工讀生。起初會選擇來這裡

工讀的動機是本身對兒童發展議題有很大的興趣，尤

其在進入基金會之前，因為自己在高中、大學期間參

加了校內服務性社團及系上的偏鄉營隊，接觸過不少

的孩子，甚至也培養出一套屬於自己與孩子特有的互

動模式，所以一直以來，在和孩子互動的過程中，或

是當我觀察每個孩子的性格、行為舉止時，都能激發

出我對兒童發展的好奇心，進而促使我想要更深入的

去了解。

但反覆思考在我讀了兩年的東吳社工生涯中，我

發現其實在課程裡鮮少談論「早療」這一專有名詞，

頂多在人類行為發展這門課程裡，老師有稍微的提

過，因此當時的我，還不是很清楚「早療」是什麼?

不過在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兩個月工作中，對於「早

療」，才開始有了很大的認識。還記得有一天上班，

我跟著基金會的社工及聯合中興醫院的醫師、治療師

們，一起搭車至三芝衛生所進行兒童發展院外評估，

有了那一次的經驗，我才知道完整的兒童發展評估流

程，大概會是怎樣進行。因為在工作中，時不時會接

觸到大量「早療」的相關資訊，甚至在每一次與執行

長、社工對談的過程中，也都能聽到很多實務上的經

驗分享，收穫滿滿。

真的很謝謝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給我這一次機

會，雖然只有短短兩個月的時間，但卻是充實且愉快

的學習生活，也期待未來的自己，能夠繼續在「早

療」這一塊有更多的深耕與學習。

萌芽的早療種子之基金會工讀心得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 工讀生 唐詩晴

自閉症篩檢工具（STAT）工作坊報導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

自閉症篩檢工具（Screening Tool for Autism in 
Two-Year-Olds, STAT）為目前國際上少數針對三

歲前自閉症嬰幼兒的互動式篩檢工具，今年（2018
年）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簡稱本會）有幸邀請到姜

忠信教授，也是亞洲唯一可以教授認證的講師，假臺

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兒童發展評估療育中心，

分別於8月16及17日開辦兩場次工作坊，由於機會難

得，開放報名沒多久就爆滿，但為了維護課程品質，

兩日工作坊僅招收45名學員參與，參與完課程後約有

26位專業人員進行後續認證。

目前S TAT累積的實徵研究，陸續證實在篩檢

14-36個月之間的自閉症嬰幼兒有良好的敏感度及精

確度，而台灣的T-STAT也已經累積了不少實證研究

的發現，認為甚至可以延伸到4歲。STAT包含12題的

遊戲互動式量表，經過訓練的施測者透過遊戲互動的

方式，可在短時間內評估幼兒在遊戲、要求、共享式

注意力、及模仿能力等四項社會溝通能力的表現，評

估結果可提供診斷及後續早期介入的思考方向。

兩日工作坊皆由姜教授進行講授，上午為理論與

發展的說明並結合影片計分練習，下午則進行實務操

作演練，課程最後的時間讓學員分享、討論，學員們

將自身實務經驗融合課程於此時段彼此分享、討論激

出許多火花。

課後學員回饋表示此篩檢工具的特色為簡單、清

楚、施測時間短，講師授課時有演練與實作討論，從

上午的影片計分練習，可以有清楚知道工具使用的困

難及因應方式，下午提供許多實際操作的觀摩機會，

在學習此篩檢工具時能夠較有印象，真正能夠知道在

操作上會遇到的困難。姜講師授課用心，願意不斷地

與大家討論計分的各種細節，雖然課程中對於自閉症

的理論及其相關提及的不多，但學習一套有別與傳統

量表的工具，以更實際的評量方式來操作，並且能直

接快速地與家長做討論，是一套很棒的工具，期望未

來能運用在臨床工作的場域之中。

本會將會把已通過自閉症篩檢工具（STAT）之

專業人員名單公佈於官方網站上，若家長們有其需

求，歡迎本會上官網參考。

基金會活動全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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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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工員 張競展

中正、萬華區早資中心活動專區

本中心於今年三月份時舉辦第一場親子瑜珈，也

是我們首次與「李韋姍」心理諮商師合作，該次活動

內容豐富，家長亦十分踴躍參與，且透過活動使我們

與老師更加認識，後續我們持續與老師合作，並於本

年七月與九月各舉辦一場親子瑜珈，讓更多家庭能一

起同樂。

關於7/21的親子瑜珈課，在萬華育仁兒童發展中

心進行。活動上半場時，老師請家長帶領孩子一同操

作簡易瑜珈動作，另提醒家長可在家陪伴孩子一同練

習，另請孩子們一同模仿動物的動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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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促進孩子確實進行肢體伸展。

活動下半場時，老師將各種生活用品放入不透光

之袋子中，並請孩子們觸摸，並透過口頭描述來讓家

長猜測生活用品為何。老師另利用音磚進行打擊，並

讓孩子們一起體驗打擊的樂趣；最後老師請家長與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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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閉眼睛進

行傳遞的方式，讓家長與孩子學習彼此信任。

9/1舉辦本年最後一次親子瑜珈課程，本次我們

與萬華婦女中心合作，使用該中心之團體室，老師於

本次活動搭配活潑之音樂，請家長與孩子們一同模仿

動物的動作，並示範雙手抬舉、單腳擺盪等動作，若

無法獨力完成動作的孩子，則請家長在旁協助支撐，

以利完成動作。

活動下半場時，老師示範各式延展動作(如：側

身抬腳、屈膝伸展)，並請家長一同陪伴孩子進行動

作，另邀請每一組親子為參與之家庭進行示範，也讓

每一組家庭都能夠充分參與活動；活動尾聲時，老師

播放輕柔的音樂，請家長與孩子躺下及進行冥想，並

搭配規律的呼吸動作，讓身體能夠獲得舒緩，也為最

後一次親子瑜珈課畫下完美的句點。

親子體適能課程（一）
臺北市中正、萬華區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 教保員 陳群蓁

本中心持續今年第二場親子活動體適能課程！此

場次與育仁發展中心合作辦理，感謝育仁發展中心提

供優質場地並有社區民眾共同參與，謝佳銘（蝦子老

師）帶領13對家長與小朋友透過墊上體能遊戲、音樂

讓孩童克服自我障礙，通過層層關卡，加上經由家長

陪同一起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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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體能互動遊戲。

蝦子老師利用不同造型的墊子帶入遊戲活動，遊

戲由易到難挑戰身體極限，除了挑戰身體平衡外再加

上挑戰速度，從走平衡、跨走有高度的大積木甚至連

續跳過3-4個大積木，家長和小朋友也協力挑戰，活

動進行中由挑戰意願高的孩子示範，讓原本害怕的孩

子也增加勇氣，勇於嘗試及挑戰。

此次也有肢體動作較弱的孩子參與，蝦子老師採

直接示範，讓家長再引導孩子進行一次，更讓家長驚

艷，原來孩子的潛能可以在引導下發揮出來，在少許

協助下，走完平衡融入團體遊戲，並告知家長在家或

在公園可進行之活動。

最後蝦子老師運用簡單的音樂節奏帶領大家進行

緩和運動，並有帶動唱，結束後看到家長開心的幫孩

子們擦汗，及看見滿意度調查就知道家長們收穫滿

滿，也從調查中看出此活動也是大人及小孩皆喜愛的

活動之一，期待今年9月最後一場親子體適能，還沒

參與到的家長敬請把握今年最後一次機會，錯過就等

明年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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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今年第三場親子活動體適能課程！此場次

與萬華新移民會館提供優質場地空間較大可容納一百

多人，謝佳銘（蝦子老師）帶領14對家長與小朋友透

過各種球類、沙包體能遊戲、音樂讓孩童及家長挑戰

手眼及身體協調，加上經由家長一同參與活動，讓家

長也可感受如何與孩子培養默契並增加多樣性親子體

能互動遊戲。蝦子老師先由暖身操開始在與小朋友們

說明遊戲規則，遊戲由易到難挑戰身體極限，除了挑

戰身體平衡外再加上挑戰肌耐力，由家長協助孩子用

沙包玩身體運動練習肌耐力，家長和小朋友協力挑戰

使用乒乓球拍拍沙包，再進階讓家長與孩子們玩丟接

沙包，活動過程中除了孩子玩得很認真，家長們也因

為較少玩此類遊戲也開始挑戰，並與孩子玩得不亦樂

乎，連懷孕中的媽咪也high起來，讓主責活動人員需

要提醒媽咪要稍作休息，媽咪才突然想起自己不能太

激烈運動。

老師帶領全體家長及小朋友們進行團體遊戲使用

大塊布讓大家甩各種顏色小球讓親子訓練反應速度遊

戲，除了在時間內分辨指定顏色球還要記得自己是哪

一隊，當小朋友忘記就需要大人提醒及引導，大家玩

得不亦樂乎、汗流浹背。蝦子老師與家長及小朋友們

進行課程回顧並且針對不同孩子狀況給予相關建議，

讓參與活動家庭收穫滿滿。

今年最後一場次活動圓滿結束，在滿意度調查，

家長皆勾選滿意及非常滿意且未來希望辦理那些課程

的調查，家長還是希望辦理親子體適能相關課程且此

場地有鏡子，讓小朋友看到自己的動作，似乎也讓孩

子們做得更好、更有動機！！家長們也開始期待明年

的活動囉！！

中正、萬華區早資中心活動專區

親子體適能課程（二）
臺北市中正、萬華區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 教保員 陳群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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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度最後一場親子桌遊仍由林之珮心理師偕全

家來帶領，依據前兩場的經驗，參加的家庭很多都是

第一次參加，帶著一顆嘗鮮及學習的心態來參加，我

們辦理此活動，最主要是希望透過遊戲方式增進親子

互動，在活動過程中，家長可以觀察到孩子的發展

及興趣，更能透過團體活動的方式，提升孩子社交技

巧。藉由桌遊可讓孩子聽從指令並執行，接著再輪流

進行活動，桌遊活動可讓孩子多方面的學習。另外，

有些家長會帶手足一同參與，讓我們的孩子可藉由手

足互動增進情感，也使孩子更有自信心完成活動。

本次桌遊我們準備了三款，每一款桌遊皆有人帶

領，尤其是老師就讀國小的寶貝們也到場一起協助，

所以容易與中心孩童互動，在活動開始，老師先帶來

團康遊戲，讓家庭們熱絡起來後，才開始正式進入桌

遊，活動過程中可觀察到，大人小孩都認真聽桌遊的

說明，且大人跟小孩玩的一樣開心，當天馬上就有家

長詢問桌遊要到哪裡購買或是租借，感覺家庭們第一

次桌遊體驗就留有很好的印象，尤其桌遊也是提升家

庭互動不錯的活動。

較美中不足的是，因山竹颱風來襲，雖未停班停

課，但家長擔憂下午雨勢會變大，加上帶孩子外出不

便，所以有多對家庭請假，因此原定12對親子，當天

到場僅7對親子，對此未參加的家長皆表達可惜，中

心將會討論明年度是否再辦理親子桌遊，讓今年無法

參加或是未報到的家庭都能參加，一起來發掘桌遊好

玩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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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萬華區早資中心活動專區

中心看見長期承擔照顧重責的家庭照顧者，不論

是在體能上的付出，或是心理上的負荷，皆承受了極

大的壓力。為了讓家庭照顧者有一個適切的抒發管

道，身心壓力獲得紓解和平衡，促進身心健康，提升

生活與照顧品質。中心首次舉辦「園藝紓壓課程」，

邀請了園藝治療師林豪漢老師，帶領大家透過親近土

壤、種植、採收、烹調、觀察園藝活動，達到自我靜

心的效果，體驗大自然的奧妙，進而從中獲得自我療

癒的效果。

本次參與四堂園藝課共12位，其中共10位家長

全程參與四堂課，活動分享如下：

第一堂課「以艾為名」，治療師利用葉子拼圖作

植物名牌，讓家長彼此認識、啟發自我認知作為相見

歡。同時也因應端午節，縫製粽子香包，看見大家認

真拿起針線、專注地一針一線努力地縫、塞入棉花來

完成作品。最後品嘗艾草茶與艾草蚊香，開啟五感刺

激—嗅覺、視覺、味覺、觸覺、聽覺達到靜心。

第二堂課「療癒花草茶」，治療老師透過五感植

物，包括茉莉、檸檬、玫瑰、桂花、薰衣草並認識花

草的五行五色及與身體相關，同時也利用花草做花草

茶，並另做二包送友人。另外製做紅蔥頭沙拉料理，

將紅蔥頭沙拉塗抹在土司品嚐再喝一杯五色花草茶，

大部分家長都是第一次吃到味道辣辣又甜甜。最後重

頭戲種植紅蔥頭與豌豆，治療師給予每人一套盆器及

土壤介質，內有煉石(保水、通氣)、培養土(提供植

物養分)、蛭石(提供微量元素)、珍珠石(白色、輕、

反光、保水排水)，用手將這些材料混合均勻裝入盆

器，一起祝福所種的紅蔥頭與豌豆們要好好長大，大

家回去要好好地澆水、照顧他們。

第三堂課「花葉曼陀羅」，治療師透過花葉曼陀

羅了解自己、自我探尋，體驗生命的瞬間、繁花落

盡。手作洗 /搓愛玉，家長對這堂課感覺新奇也覺得

有趣，做完後不約而同都說回家一定要找時間和孩子

同樂。接下來進入插花活動，許多家長表示自己沒插

花經驗，帶著不安與新奇的態度完成作品。治療師給

予插花的主題「家」，部分家長表示花材太多、或花

材太少不夠用，大家對取捨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但對

於自己的作品都感到滿意。

第四堂課「豐收&感恩」，採收豌豆苗，家長都

能主動分工合作，一起製作、並享受自己的收成很有

成就感。治療師也介紹多肉植物種植，幫助家長更了

解如何照顧植物、如何澆水，不同植物需要的光線、

照顧也不同。家長也主動分享之前帶回去的艾草生長

狀況，看得出大家與植物建立了新關係，藉植物體驗

到大自然的奧妙，也看到植物旺盛的生命力

四堂課程參與下來，家長們皆有高度的評價，園

藝課程讓家長與植物、自己、周圍的人、環境有更深

的聯結。課程能夠達到實際放鬆的效果，並且也能

夠學習到不同的園藝技巧，最後家長們都覺得收穫很

多，謝謝老師，也捨不得課程要結束，期待往後有機

會能夠辦理進階課程。

園藝紓壓課程
臺北市中正、萬華區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 教保員&社工員 賴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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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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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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113人次療育/ 2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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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月嬰幼童預防針注射期間，社工員至北海岸

石門、金山、萬里區偕同公衛護士共同提供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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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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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在北海岸地區第二場次於10月15日辦理，當天共有3名孩童接受評估，3名皆為首次評估，評估結果

預計在11月中旬出來，後續將協助媒合相關醫療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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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外展服務」現況報導
社工員 張芳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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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記】107年7至9月工作紀要

107/07/02 　早資中心工作會議

 　南京定點

107/07/03 　萬里定點療育

 　至石門宣傳活動

 　早療史採訪-鄒國蘇

 　中興醫院駐點-兒童發展諮詢

107/07/04 　通報中心在職訓練-與家庭工作深化技巧

107/07/05 　都江堰交流會

 　131親子館-兒童發展諮詢

107/07/06 　都江堰交流會

 　童遊剝皮寮�田園遊戲展

107/07/07 　家長園藝紓壓團體

107/07/09 　南京定點

 　院外評估

 　通報中心在職訓練-家庭中心作息本位服務

107/07/10 　萬里定點療育

107/07/12 　萬華親子館-兒童發展諮詢

107/07/13 　新移民資源整合聯繫會議

107/07/14 　南京定點

 　家長園藝紓壓團體

107/07/15 　玩具藝術車活動+玩具車

107/07/16 　南京定點

 　通報中心系統會議

107/07/17 　萬里定點療育

107/07/18 　早資中心聯繫會報

107/07/19 　早資會議、個案研討

107/07/20 　中正親子館-兒童發展諮詢

107/07/21 　南京定點

 　親子體適能、親子瑜珈活動

107/07/23 　南京定點

107/07/24 　萬里定點療育

 　通報中心表格會議

107/07/27 　工作會議

107/07/28 　南京定點

107/07/29 　玩具藝術車活動+玩具車

107/07/30 　南京定點

107/07/31 　萬里定點療育

107/08/01 　通報中心在職訓練-動態助人工作坊

107/08/02 　早資會議、131親子館-兒童發展諮詢

107/08/03 　南京定點

107/08/04 　南京定點

107/08/06 　南京定點

107/08/07 　萬里定點療育

 　早療史採訪李淑娥老師

 　中興醫院駐點-兒童發展諮詢

107/08/09 　萬華親子館-兒童發展諮詢

107/08/10 　南京定點

107/08/11 　南京定點

107/08/12 　玩具藝術車活動+玩具車

107/08/13 　南京定點

107/08/15 　萬華親子館活動

107/08/16 　STAT自閉症篩檢工具工作坊

107/08/17 　STAT自閉症篩檢工具工作坊

 　中正親子館-兒童發展諮詢

107/08/18 　南京定點

107/08/20 　工作會議

107/08/21 　萬里定點療育

107/08/22 　南京定點

107/08/24 　聯合勸募協會108年提案說明會

 　早療史採訪鄭玲宜老師

107/08/25 　南京定點

107/08/26 　玩具藝術車活動+玩具車

107/08/28 　萬里定點療育

107/08/29 　南京定點

107/08/31 　早資中心107年督考

107/09/01 　親子體適能、親子瑜珈活動

107/09/04 　萬里定點療育

 　中興醫院駐點-兒童發展諮詢

107/09/05 　南京定點

 　通報中心在職訓練-動態助人工作坊

107/09/06 　陳質采醫師業務指導

107/09/07 　南京定點

 　個案管理成效焦點團體

107/09/08 　南京定點

 　萬華親子館外展活動

107/09/10 　南京定點

 　海棠-洗錢防治及資恐宣導

 　通報中心在職訓練-家庭中心作息本位服務

107/09/11 　萬里定點療育

 　林之珮心理師業務指導

107/09/12 　南京定點

107/09/13 　早資開會

 　萬華親子館-兒童發展諮詢

107/09/14 　南京定點

 　南京定點

107/09/15 　南京定點

 　親子黏土課、親子桌遊課

107/09/17 　工作會議

 　南京定點

107/09/18 　萬里定點療育

107/09/19 　南京定點

107/09/20 　台北市緣兒童慈善基金會來訪

1070/9/21 　南京定點

 　中正親子館-兒童發展諮詢

107/09/22 　南京定點

107/09/24 　南京定點

107/09/25 　萬里定點療育

 　社會安全網會議

107/09/26 　南京定點

 　玩具車

 　行政會議、團督

107/09/27 　早資開會

 　早資會議、個案研討

107/09/28 　南京定點

107/09/29 　南京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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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豆苗玩具圖書館來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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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各位家長能夠多加使用小豆苗圖書館的這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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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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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社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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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ddfon03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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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3,250元： 政大聯合宿營

3,600元： 吳中平

4,000元： 劉欣潔

4,200元： 胡淑芳

5,000元：吳爾森、吳進標 

6,000元： 蔣孝則

9,000元： 貿昌公司、陳玉書

10,000元： 無名氏、玉置貞子

20,000元： 陳正煌

30,000元： 呷尚寶興業

50,000元： 陳葉招

100,000元：焦O麒

捐物芳名錄（107年7-9月） 
書包24組：好市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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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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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威樵/松漢/姝言、鄭富尹/陳坤佑、楊淑汝、

 楊金鳳、楊志彬、無名氏、陳湘文、陳淇銨、

 陳郁晴、吳泓穎、江錫幸

2 0 0 元：   勵載重、廖卉榛、陳伯文、無名氏

3 0 0 元：    黃雅彥、曾若涵、郭怡君、徐秀芳、林翊榮、

 王富信

4 0 0 元：吳怡珊

4 5 0 元：  連惠真

5 0 0 元：   劉恩廷、黃智謙、陳淑華、郭家菱、徐聖博、

 林湘庭、林佳穎、呂家維、吳麗雯

6 0 0 元：   楊子儀、陳詩源/呈豪、陳信廷、徐秀芬、

 李佳珍、方紹聿、丁筠恬

7 0 0 元：   蕭映雪、劉惠心、彭欣月

7 5 0 元：  陳春梅

8 0 0 元：   羅千芮、魏群緯、魏均璋、禇逸祥、陳瑢、

 陳文雍、吳明龍、王晨嘉

9 0 0 元：   蘇宏洋、謝愷艾、葉明珠、陳俐安、郭銘賜、

 張富財、吳東穎、朱林韻、伍義實業、王肇偉

9 9 0 元：廖柔誠

1,000元：  賴惠珠、潘岩、郭丞鑫、胡軒毓、胡軒菀、

 姚珊珊、李紀瓊花、李映璇、李雨庭、王兆年、

 王人禾、柳淑芳

1,030元： 黃蓮玉

1,150元： 陳雅雲

1,200元： 陳永昇、吳律實

1,500元：  劉建祥、黃楷庭、張庭毓、張成明、孫品蓁、

 林麗玉、林宸如、周正堂、呂柏諺、何啓睿、

 王一誠、天隆旅行社

1,800元： 無名氏、陳詩源/呈豪、陳冠樺

2,000元： 謝帛祐、劉貴正、董淑清、黃葳庭、黃秀治

2,100元： 王齡萱

2,400元： 林宥熹

3,000元：  蘇俞蔚、蔡泳波、黃暐翔、曾畇凡、揭宜穎、

 陳怡萍、陳吟足、泰捷科技、李嘉文、李梅麘、

 李明、牟秀鳳、王進寶、王秀如、王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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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