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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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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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早療個案管理與臺北市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
之比較 臺北市中正、萬華區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 社工員 張競展

早療服務在台灣已發展數年，而每個縣市所提供

之早療服務略有差異，故本次以新北市早療個案管理

中心與臺北市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之服務內容以列

點方式進行分析，並分享於這兩方單位服務之心得。

一、開案標準

1. 新北市：以下簡稱個管中心，早療個管中心以A、

B級進行個案區分，A級個案主要以家庭有多重需

求(不僅只早療、較多家庭另有經濟需求)，且未就

學、未療育，或抗拒早療資源為主；B級個案為多

已連結教育，或療育資源，但整體資源使用狀況尚

不穩定；個管中心社工服務個案數約30~40個家

庭。

2. 台北市：以下簡稱早資中心，早資中心個案區分為

密集案及一般案，密集案之開案標準與新北市早療

個管服務類似，而一般案以家庭需求已滿足，僅需

追蹤資源使用狀況為主，早資中心社工服務之案量

較大，約為100個家庭。

二、個案服務

1.  新北市：新北市區域分散，城鄉資源差距大，每

一間個管中心皆會分配到偏鄉地區，又因案家資源

連結能力較弱，故社工常需陪同進行資源連結(社
福、醫療)，若案家居住於偏鄉，往往服務便需要

大量通勤時間，造成服務不易、社工人力不足等狀

況。

2. 臺北市：臺北市內彼此區域緊密，每一區皆有充足

的醫療與教育資源，而早資中心服務對象以一般案

為多數，故有較多時間可服務密集案，由於臺北市

交通往返十分方便，故服務很快便能輸送至案家，

減少社工負擔之壓力

三、社區活動

1. 新北市：個管中心辦理之活動以親職講座、家長團

體為主，其中親職講座偏重於宣導概念，主要希望

社區民眾前來參與，以利了解早療資訊，而家長團

體主要開放中心服務之個案家長為主，惟多數服務

之家長尚無法接受早療資源，往往導致辦理家長團

體較為困難(較少家長願意報名)。

2. 臺北市：早資中心除了親職講座、家長團體外，亦

辦理許多親子活動，整體報名狀況踴躍，也定期與

鄰里一同辦理活動，除了加強社區民眾對早資中心

的服務外，另也可透過初篩找出疑似遲緩的兒童，

以利家長儘早協助孩子連結早療資源。

四、總結

臺北市與新北市的早療資源有較大的差距，新北

市因偏鄉較多，且偏鄉缺乏提供聯合評估、療育之醫

療院所，若偏鄉家庭本身交通能力不佳(無法至其他

區域評估或療育)，更使孩子更難即早接受早療資源

協助，另也缺乏專業諮詢服務，因此個管社工較難

與抗拒早療資源之家庭合作(若透過治療師諮詢與協

助，能使家長更有機會接受孩子疑似發展遲緩的狀

況)。

整體來說，新北市早療個管服務不易的主要原因

為醫療資源不均衡、人力不足，故難以與臺北市早資

中心服務相比，且服務性質本就有所差異，這都有待

地方政府正視早療資源之重要性，透過完善的資源佈

點與人力配置，才能使早療服務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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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去探訪從未拜訪過的園所，天氣陰雨綿

綿，但我們還是不畏風雨出發，蜿蜒的山路，無止盡

的圍繞山壁而上，沿途與不少遊覽車併行，他們的目

的地是繁華熱鬧的九份金瓜石，我們則是深幽寧靜的

瓜山國小附幼。一抵達瓜山國小附幼，看到一個斜坡

延伸至校園內，與山壁結合，在陰雨綿綿的雨霧壟罩

下，瀰漫一種神祕的面紗，享負瑞芳山景之美的瓜山

國小，真面目在我們面前即將被揭開!

走入瓜山國小校園，充斥著以金瓜石為主題的造

景，其中有著仿礦坑軌道的走廊，礦車造型的佈告

欄，還有礦坑的壁畫，仿佛走入童趣礦坑世界般，我

們推車上滿載的玩具就化身成從礦坑中滿載而歸的礦

產，走廊的盡頭，就是我們的目的地。這群就讀瓜山

國小附幼的小小礦工，人數用十根手指頭就可以數

完，人少嘈雜聲卻不小，聽到我們推車的隆隆聲，看

著一箱箱的玩具，好似發現鑽石一般，雙眼發光，一

時半刻間小礦工們便紛紛湧上前來，對著我們帶來玩

具，拋出一連串的話語:「這個我家有!這個我有看過!
這是什麼東西?」看似毫無相關的詞句，但其實背後

都連著同一個源頭「不想再等待了 !我們可以開始玩

玩具了嗎? 」正在煩惱該怎麼讓孩子靜下來時，身後

就響起老師溫柔又不失威嚴的聲音:「玩具車來了!你
們的禮貌呢?乖巧有禮貌的孩子，才可以玩玩具喔!」
彷彿收到指令般，讓這群眼神精光閃閃的小礦工們迅

速歸隊列席坐下，深怕慢一步，就不能玩到近在眼前

的玩具。

不管是墜入人間的長髮公主、或是勇猛無比的變

形機器人、甚至是凶狠咆哮的暴龍怪獸，都是孩子們

的最愛，平日嚴肅的課堂，充斥著孩子們的笑聲，誰

說愛玩的孩子沒出息?從玩中自然發展、快樂學習，

就是最大的啟發。從TOMICA的汽車軌道中，孩子

學習到禮讓的美德，雖然偶爾有孩子插隊，想搶占第

一的跑道，但在老師的提醒下，也會學著去尊重禮讓

先使用車道的孩子；在梳妝鏡前，每個小女孩都是

氣質出眾的小公主，當然偶爾也有小男生想嘗試做個

美男子，一起在梳妝鏡前學著大人打扮、梳頭、擦口

紅，日常生活自理的體驗，幫助他們與現實生活連

結；每一樣玩具車的玩具，孩子們三五成群，圍繞在

旁邊，互相交流與分享，同儕間感情也更加的緊密，

但孩子的成長還是需要大人的協助，前一句問著「老

師這個怎麼玩?」經過示範後，下一句接著便是「我

知道了!謝謝老師」，

看著孩子已經可以自行組裝，甚至教導身旁的小

夥伴怎麼玩，你會訝異孩子的進步比你我想像的都要

迅速，但在玩具車的活動中這些都是司空見慣的日

常。

雖然我們翻山越嶺來到這裡，僅能提供1個半小

時的服務，但看到孩子開心的笑臉，再怎麼疲憊也會

忘記，玩具車帶給他們開心的回憶，留下成長的印

記，雖然他們可能隨著歲月遺忘我們，但伴隨著的是

他們成長的痕跡，卻已被我記錄在每個鏡頭裡，最後

感謝參與過玩具車服務的每個孩子，新的一年也希望

能繼續伴隨你們成長而出發。

玩具車初訪瓜山之美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 社工員 張芳瑜

基金會活動全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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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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於107年10月20日及11月10日舉辦2場親職

講座，主題分別為「自閉兒教養策略」以及「家長如

何教導特殊需求幼兒人際互動能力」。

「自閉兒教養策略」講座主題的開設，因社工服

務過程中，有感家長對於家中自閉兒的教養知能有增

進之需求，故特邀請職能治療師與家長提供一些教養

知識，除了分享知能之外，另請家長上前，示範一些

能穩定情緒、增加專注力、提升肌耐力之運動，加深

家長的印象，並可融入生活情境中進行練習，加深家

長印象。

「家長如何教導特殊需求幼兒人際互動能力」講

座部分，請到資深巡輔教師帶領家長分享。本次以團

體方式進行，將座位圍繞成一圈，講師先請每位家長

提出在教養上所遇到的問題，並建議家長們要在日常

生活中把握互動的機會，例如打招呼、買東西、與人

互動、打電話問候等，在當下引導互動，在孩子做出

好的回應時，可給與正向回饋或是正增強物。

在孩子鬧情緒時，正增強物品可協助轉移孩子情

緒，很棒的是多數家長其實瞭解此技巧，但大部分使

用時機為孩子開始已經哭鬧時，對此講師建議適當的

時機應為，孩子開始產生情緒之前，否則將會養成孩

子習慣以此來交換條件，家長們這時才恍然大悟，原

來正增強也是需要抓準時機的，並表示回去會再持續

嘗試。另外在學校發生的事情，協助孩子釐清事情，

並一起討論解決方法，且需與班級老師保持聯繫，維

持一致的教養策略，才能事半功倍。

2018親子聖誕狂歡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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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正、萬華區早資中心活動專區

每年最讓孩子期待的節日莫過於聖誕節了，因為

是等待禮物的美好時刻，在這特別的月份，我們與中

正親子館合作一場環繞聖誕氣氛的外展活動，本次選

在大人小孩都很多的中正運動中心，說到活動，現場

一早還在場佈，就看到爸爸媽媽帶著孩子在外面等

待，感覺時間一到就會蜂擁而上的感覺，不禁讓人感

嘆，生長在這資訊豐富又便利的世代，孩子們真的很

幸福。

當天中正親子館也邀請許多單位設攤，有親子體

適能唱跳、有獎徵答、親子二手市集及彈跳氣墊溜滑

梯…等，我們中心是其中一個攤位「兒童發展闖關遊

戲」，主要透過遊戲的方式，讓家長了解孩子發展的

現況，攤位除了中心工作人員之外，還特別邀請職能

治療師到場免費提供專業諮詢，原本家長不太知道有

這項好康，直到我們上台進行有獎徵答時提到，家長

們瞬間湧到攤位進行發展闖關，並排隊等待詢問治療

師，可見家長都知道治療師在外面的「行情」喔～

今天也可以看到，北市親子館推行多年，許多家

長更是鐵粉，不管哪家親子館辦活動總是可以看到他

們的身影，今天更有來自日本及香港的家庭，可以觀

察到不管哪個國家，家長對孩子的陪伴及教養愈來愈

重視，同時也可以發現，其實孩子要的禮物往往不一

定是玩具，而是一句讚美或一張小小的貼紙，今天我

們攤位靠著過關就可自己選一張喜歡的貼紙，雖然是

小小的貼紙，但孩子還是願意排隊等待遊戲，活動結

束還可以拿到親子館提供的造型汽球，在歡樂中結束

了今天的活動，期待明年活動再相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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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於中正萬華區服務已有數年，且每年透過

與地方鄰里合作一同辦理親子活動，讓社區裡更多的

家庭認識早資中心的服務，而在活動中，我們發現多

數來參與活動的家庭成員大多為兒童的家長為主，較

少有祖父、母等長輩參與，為使長輩有機會參與活

動，故本次我們邀請萬華區各鄰里的長輩一同至本中

心手作黑糖杯子蛋糕、紅豆麻糬等，一同歡度元宵佳

節。

本次活動我們邀請莊敏玲老師擔任講師，首先老

師開始說明本次課程所需使用之材料，並先行製作黑

糖杯子蛋糕，老師請長輩們一同從麵糊開始製作，將

麵粉、水、黑糖、雞蛋攪拌均勻，長輩們輪流進行攪

拌，互相研究如何可以讓攪拌更加均勻，並彼此分享

平時是如何製作簡單的蛋糕，過程中十分歡樂，整體

攪拌均勻後便倒入紙杯內，接著送入烤箱烘烤二十分

鐘即完成。

紅豆麻糬的製作方式與杯子蛋糕類似，也需先將

基本原料均勻攪拌，攪拌過後由長輩流輪搗麵糰(麻
糬)，使麻糬更加有彈性，搗完後老師請長輩們彼此

發揮創意，自行斟酌添加花生粉與紅豆餡，每位呈現

之成品各有特色，透過品嘗後，亦稱讚黑糖杯子蛋糕

與紅豆麻糬之風味。

從本次活動中，可觀察到長輩們整體參與狀況

佳，其也反映期盼下次能夠再次參加相關烘焙手作活

動，此外，也透過本中心社工宣導早資中心服務，使

長輩們更加了解早療之重要性，本中心後續也將持續

舉辦不同活動，以利讓更多不同家庭、長輩參與活

動，及認識早資中心之服務。

中正、萬華區早資中心活動專區

社區長輩烘焙活動
臺北市中正、萬華區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 社工員 張競展

永功里社區駐點
臺北市中正、萬華區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 社工員 陳飛萍

在聖誕節的前夕，中心社工參加中正區位於永

功里社區舉辦聖誕活動駐點擺攤；雖然下著低溫的

細雨綿綿不斷，仍然不減當地居民的熱情；現場熱

鬧的氣氛也溫暖不少民眾的心，聖誕晚會邀請社區

裡國小社團出席表演、演唱經典歌曲、現場舉辦抽

獎性的活動；並提供熱騰騰的美食供民眾現場享

用；社工感受到這個社區與里民關係密切，在初期

與永功里長聯絡時，發現這是一個友善鄰里，便抽

空訪問當地里民服務處，熱心服務的鄭小姐表示已

在當地服務居民許久，對社區大小事非常瞭解，社

區也充分運用活化閒置的空間，此次舉辦的戶外場

地，以前堆放許多雜物，造成社區安全顧慮，後來

改善下成為社區綠地；鄭小姐表示永功里社區是一

個有凝聚力的社區，雖然人口有漸趨老化，但是在

里民齊心的共同努力下，有許多人開始關心社區當

中需要的資源，彼此會分享資源、一起合作，對於

區域中的社福單位也歡迎一起來合作。

本中心也特地前往社區擺攤，一方面推廣早期

療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社工也另外邀請手作的老

師到現場進行小型的DIY教學，教小朋友如何做應

景的摺紙藝術，有聖誕老人、聖誕樹、紙飛機等等

摺紙造型；大小朋友們在現場都很有耐心，跟著老

師慢慢一步步地完成摺紙的作品；雖然摺紙過程

中，也遇到難度較高的摺紙，小朋友也都願意多多

嘗試，愈摺也愈加熟練，大家都表示完成自己的作

品特別的開心，且有成就感，父母也很肯定自己的

孩子熱衷體驗新技能的好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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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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評估」，是本會一直以來首要提供的服務內容之一，且至105年始開始至偏鄉區域推行「玩具車借用

服務」，透過玩具為媒介，促進兒童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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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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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人次療育/ 294人次社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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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診為遲緩，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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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具車借用服務】

基金會長期致力於石門、金山及萬里區域之早期療育服務，在服務過程中發現三區的家庭可能因經濟、資源

取得不便、觀念不同而導致對於『玩具』的不重視，但玩具卻是兒童健康發展的重要媒介，有鑑於本會長期推動

兒童健康發展之目標，因此於105年在三區推動玩具車借用服務，延至107年更擴展至瑞芳地區，基金會藉由向社

會大眾募集愛心玩具投注四個區域，透過外展工作模式，將玩具借用服務帶入偏鄉社區，讓家長認識適齡玩具對

孩子的影響，提升家長親職教育並增加家庭育兒資源。107年度玩具車共計辦理21場次，借出528組玩具，總服務

人數分別為大人274人及小孩489人。

6

「外展服務」現況報導
社工員 張芳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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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記】107年10至12月工作紀要

107/10/01 　 南京定點

 　澳門筷子工聯家庭服務中心來訪

107/10/02 　萬里定點療育

 　衛生福利部早期療育推動委員會

 　中正區資源網絡會議、中興醫院駐點-兒童發展諮詢

107/10/03 　南京定點

 　幼兒園輔導方案會議

107/10/04 　131親子館-兒童發展諮詢

107/10/05 　南京定點

107/10/06 　南京定點

107/10/08 　南京定點

107/10/09 　萬里定點療育

 　入小轉銜說明會(專業人員場)

107/10/11 　萬華親子館-兒童發展諮詢

107/10/12 　南京定點

107/10/13 　南京定點

 　支援入小轉銜家長說明會(信義國小)

107/10/15 　院外評估

 　南京定點

 　通報中心在職訓練-家庭中心作息本位服務

107/10/16 　萬里定點療育

 　福民平宅微電影

107/10/17 　玩具車

 　南京定點

107/10/19 　南京定點

 　萬華幼兒園、中正親子館-兒童發展諮詢

107/10/20 　南京定點

 　 支援入小轉銜家長說明會(萬芳醫院)、131親子館外展活
動、親職講座

107/10/22 　全體工作會議

 　南京定點

 　早資全體會議、行政會議、團督

107/10/23 　萬里定點療育

 　林之珮心理師業務指導、參觀忠義國小

107/10/24 　玩具車

 　南京定點

107/10/26 　南京定點

107/10/27 　南京定點

107/10/29 　南京定點

 　督考後續座談會

107/10/30 　萬里定點療育

107/10/31 　南京定點

 　基隆早期療育推動委員會

 　參觀北市大附小、東門國小

107/11/1 　南京定點

 　參觀西門國小、131親子館-兒童發展諮詢

107/11/2 　南京定點

 　參觀光仁國小

107/11/3 　南京定點

107/11/5 　金門早推會

 　南京定點

 　早資中心內部會議

107/11/6 　衛生福利部兒童健康推展會年第2次會議

 　萬里定點療育

 　南京定點

 　參觀老松國小、中興醫院駐點-兒童發展諮詢

107/11/7 　玩具車

 　南京定點

 　拜訪萬華區柳鄉里

107/11/8 　南京定點

 　萬華親子館-兒童發展諮詢

107/11/9 　南京定點

 　參觀忠孝國小

107/11/10 　南京定點

 　親職講座

107/11/12 　南京定點

107/11/13 　萬里定點療育

 　南京定點

 　參觀龍山國小

107/11/14 　玩具車

 　南京定點

107/11/15 　南京定點

107/11/16 　南京定點

 　萬華幼兒園、中正親子館-兒童發展諮詢

107/11/17 　南京定點

 　篩檢志工培訓

107/11/19 　南京定點

 　早資會議、個案研討

107/11/21 　玩具車

 　參觀萬大國小、社會安全網會議、早資聯繫會報

107/11/22 　南京定點

 　參觀新和國小

107/11/23 　南京定點

 　參觀大理國小

107/11/24 　南京定點

107/11/26 　南京定點

 　工作會議

 　通報中心-社工團集會

107/11/27 　萬里定點療育

 　聯勸107年方案成果審查

 　南京定點

107/11/28 　玩具車

 　南京定點

 　中心團督、督導團督

107/11/29 　南京定點

 　參觀雙園國小、劉�廷職能治療師業務指導

107/11/30 　南京定點

 　早療工作會報、參觀東園國小

107/12/1 　南京定點

 　中正親子館外展活動

107/12/3 　南京定點

107/12/4 　萬里定點療育

 　南京定點

 　中興醫院駐點-兒童發展諮詢

107/12/6 　南京定點

 　131親子館-兒童發展諮詢

107/12/7 　南京定點

107/12/8 　南京定點

107/12/10 　南京定點

107/12/11 　南京定點

 　就業個管資源站宣導、何淑賢醫師業務指導

107/12/12 　南京定點

107/12/13 　南京定點

 　萬華親子館-兒童發展諮詢

107/12/14 　早資工作會議

 　【 何處尋他?安頓何處?】特殊需求兒少權益座談會

 　南京定點

 　中正區資源網絡會議、特殊需求兒少座談會

107/12/15 　南京定點

107/12/17 　南京定點

 　呂淂馨芳療師業務指導

107/12/18 　萬里定點療育

 　南京定點

107/12/19 　公彩回饋金補助作業教育訓練

 　南京定點

 　社會安全網會議

107/12/20 　南京定點

 　福建計生協會來訪

 　宴請福建計生協會

107/12/21 　南京定點

 　銀髮族社區烘焙活動、中正親子館-兒童發展諮詢

107/12/23 　中正區永功里聖誕活動

107/12/24 　早資工作會議

 　南京定點

107/12/25 　八里愛心教養院委員會議

 　南京定點

107/12/26 　萬里定點療育

107/12/27 　南京定點

107/12/28 　工作會議

 　南京定點

107/12/29 　南京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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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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石門、金山、萬里及瑞芳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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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里區、瑞芳區（依據當週出車地點而定）

服務時間： 整天場上午8點-下午6點、半天場上午8點-中午12點。（於南京東路辦公室集合，有專車接送喔!!）
集合地點： 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156號7樓之1
志工人數： 考量租車座位，每場次以3人為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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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服務認識

*因偏鄉社區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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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02月21日至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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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程約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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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社工

EMAIL：fcddfon03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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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三) 8:00-17:00 北海岸偏鄉社區及幼兒園 3名 4/24 (三) 8:30-12:00 瑞芳地區偏鄉幼兒園 3名

3/13 (三) 8:00-17:00 北海岸偏鄉社區及幼兒園 3名 5/8 (三) 8:00-17:00 北海岸偏鄉社區及幼兒園 3名

3/20 (三) 8:30-12:00 瑞芳地區偏鄉幼兒園 3名 5/22 (三) 8:00-17:00 北海岸偏鄉社區及幼兒園 3名

3/27 (三) 8:30-12:00 瑞芳地區偏鄉幼兒園 3名 6/5 (三) 8:00-17:00 北海岸偏鄉社區及幼兒園 3名

4/10 (三) 8:00-17:00 北海岸偏鄉社區及幼兒園 3名 6/19 (三) 8:30-12:00 瑞芳地區偏鄉幼兒園 3名

4/17 (三) 8:30-12:00 瑞芳地區偏鄉幼兒園 3名 6/26 (三) 8:30-12:00 瑞芳地區偏鄉幼兒園 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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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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元：王日新、蘇嫦娥、張世寶、胡軒毓、何天賜、

 玉置貞子、鈦工房公司、大盈公司 

7,000元： 胡淑芳

9,000元： 陳玉書、貿昌公司

10,000元： 王志高、陳麗因、高涌誠

13,300元： 曾馨君

15,000元： 洪俊卿

20,000元： 李瑞文/徐瑞璘、品三公司

30,000元： 呷尚寶興業

40,000元： 廖銘墩

100,000元：福華慈善、天尊企業

150,000元：林佩瑾

460,000元：姚蔣文䇦

捐物芳名錄（107年10-12月） 
玩具一批：安泰銀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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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ddfon0324@gmail.com 張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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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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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巧嵐、薛博文、陳安茹、林勁佑、葉譯璟/

 王鵬輔

2 0 0 元：   曾若涵、商淯棋、詹佳霓、勵載重、楊子儀、

 陳世昌

3 0 0 元：    黃雅彥、郭怡君、王富信、林翊榮、鄭佳芸

4 0 0 元：吳怡珊

4 5 0 元：  連惠真

5 0 0 元：   方春蔚/方盛恒、張衍智、楊琇茹、陳冠叡、

 吳麗雯

5 5 0 元：   郭家菱

6 0 0 元：   方紹聿、丁筠恬、李佳珍、陳俐安、林玥妍、

 楊子儀、林芳辰、郭俊雄 /郭沈妙 /蘇琬清 /

 蘇琬晴/王耀邦/王晟安

7 0 0 元：   陳梅雅

7 5 0 元：  陳春梅

8 0 0 元：   劉化中

9 0 0 元：   葉明珠、謝愷芠、郭銘賜、蘇宏洋、伍義實業、

 朱林韻、徐秀芬

1,000元：  張林阿粉、黃子丞、李映璇、郭丞鑫、蔡佳蓉、

 賴香君、徐明光、謝翠環、王肇偉、賴惠珠

1,050元： 陳雅雲

1,200元： 吳中平、薛丹尼/薛汝婷/薛喬蔓

1,220元： 沈紹熙

1,500元：  天隆旅行社、王一誠、何啓睿、劉建祥、

 林麗玉、黃楷庭、張成明、周正堂、林宸如、

 呂家維、呂柏諺、孫品蓁

1,600元： 吳美儀

1,800元：魏彩玲、陳詩源/陳呈豪

2,000元： 潘岩、江雨芯、王智豊、施菊蓮、黃薇庭/

 鍾語臻/鍾語陽、賴穎暄

2,100元： 王齡萱

2,400元： 林宥熹、洪英博

3,000元：  陳怡萍、牟秀鳳、李嘉文、蘇俞蔚、揭宜穎、

 王秀如、李梅麘、陳吟足、王進寶、張書榕、

 張書綺、陳永昇、葉晉榮、王兆年、洪佳進、

 曾畇凡、泰捷科技、江宗元

4,000元： 董淑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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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