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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快報
遲緩兒基金會會訊期數異動與電子化改版通知！

為響應環保，本會自2019年8月份開始，原三個月一期，更

改為半年期出版，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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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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力軍介紹

耐心與愛心的大考驗：

當兒童在幼兒園／所、家中等兩個不同的環境

中，行為舉止符合臨床上診斷ADHD的標準，就開始

漫長、有難度的親職教養課題。雖然造成ADHD的可

能原因，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是可以確定的是：

兒童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因為動作反應快於理性思

考、往往不經意間，造成同儕互動時的語言或是肢體

衝突，又因為注意力難以維持適當時間，造成在生活

自理的完成上，品質不佳（例如吃飯、上課時，在椅

子上扭來扭、或是坐不住，而離開坐位，過於專注在

遊戲當下，來不及上廁所，而尿在褲子，喜歡尋求高

度的刺激、性子衝動、有時表現出不合情境行為與言

語表現，造成自己身體容易受傷，家長常常感受教養

上的挫折。

改善ADHD，從好好吃飯開始：

許多ADHD的小朋友，因為天生肌肉張力低，

所以，不愛用力咀嚼質地較硬的肉類或是有梗的蔬果

大家好，我是中正萬華區早療社區資源中心的新

進社工陳沛妤，在大學期間對於服務家庭及兒童領域

有興趣，故兩次實習機會皆選擇以服務「家庭及兒

童」的單位實習，期間更確信家庭對於一個人成長的

重要性，家長的教養方式、成長環境、同儕互動等，

都影響著一位孩童的發展及變化，故期望自己畢業

後，能協助家庭，陪伴家庭一起成長。

從來沒有想過會接觸身障領域的我，因緣際會

下，在大學畢業前夕進入發展中心擔任教保工讀生，

認識身障者及學習服務身障者之技巧，同時感受到成

人身障者的可愛。經由工作轉換之際，進入發展遲緩

兒童基金會承辦中正萬華區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服

務發展遲緩兒童，以家庭為中心，早期發現及早治

類，也為了增加食慾，喜歡吃重口味的糖果，餅乾，

炸雞、薯條，有甜飲料，既充飢也果腹，又因為坐不

住，因此，為求趕快吃完飯，離開座位去玩，習慣吃

不需要咀嚼的白飯，麵食類，湯泡飯、或是囫圇吞

棗、快速把飯塞進嘴巴了事，因此為了釜底抽薪，有

效改善咀嚼能力與坐的住的問題，家長務必要預留充

分的進食時間，培養彼此都專心吃飯的習慣，務必關

掉電視、離開有聲光刺激（如手機，電腦螢幕等），

準備色香味俱全的食物（這是減少食慾不振的不二法

門），然後準備需要細嚼慢嚥的豐盛餐點，簡單的

說，養成健康的進食習慣是無可旁貸的教養責任。

因為長期的偏食、不吃蔬菜與水果的習慣，或是

喜歡吃重口味的漢堡薯條，偏愛喝一大堆飲料。常常

伴隨鼻子過敏、異位性皮膚炎、氣喘或其他種種的過

敏，因此，家長如果能改善以上這些常見的日常生常

飲食習慣問題，減少會引起孩子的過敏問題，小孩子

比較容易定下心來。因此在日常生活中調整健康的飲

食習慣，以及養成健康的生活作息，是相當重要的。

療，更是我以往一直想服務的型態，一直希望能協助

兒童，並與家庭一起努力成長，很感謝發展遲緩兒童

基金會給予我這個機會。

剛進入社工界，服務經歷不多的我，轉換一個領

域，就像是一張白紙進入影印機，需要經過打印才能

成為一份豐富的資料，而我現在就是一張白紙，學

習早療領域的相關知識及技巧。與以往工作性質的不

同，需要與各網絡合作，如：醫院、學校、其他單位

等，參與會議、陪同評估或療育，更能實際接觸到家

庭，適切的服務家庭，與家庭一同帶著孩童一步一步

往前走，即使過程有些緩慢，但最終都會到終點，並

邁向下一段旅程，期許自己帶著同理心及耐心陪伴家

庭及孩童，用心服務每個家庭。

「關於注意力不足與過動症候群的二三事」上篇

陪伴家庭，一同成長

王淑真 職能治療師

臺北市中正、萬華區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 社工員 陳沛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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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活動全記錄

回想起與基金會接觸，從大兒子中班2017至今快

三年，也把玩具車借用服務，這傳播愛的福利，推廣

給兒子同學及弟弟。

每當星期二的時候，哥哥都會主動提醒我:「媽咪!
明天玩具車會不會來?我好想挑玩具也想玩不一樣的玩

具，也可以跟弟弟一起分享一起玩，我可以玩組合式

機器人、樂高、拼圖；弟弟可以玩湯瑪士小火車、小

汽車、娃娃動物家、角色扮演… 」兒子一臉非常的期

待，迫不及待玩具車明天就開過來。

每次借玩具回家，小孩都非常開心，同時也教育

他們能有這樣的玩具可以玩要好好珍惜，這是公物同

時也是一份責任，將心比心，你不破壞玩具、別人也

不破壞，這樣大家都可以玩得到，一起分享玩具的喜

悅，希望建立哥哥及弟弟，愛護玩具的觀念。

身為家長的我們很喜歡讓小孩玩中學，彼此分

享、學習愛護玩具，在偏鄉資源不多，能有這樣的活

動可以一直延續，造福更多偏鄉的小朋友，我們真的

很喜歡也很感恩。

本會近期於聯合報報導中得知甘惠忠神父的病

逝，深感震驚，令人惋惜，也特此發文紀念其偉業。

在台灣早療匱乏的年代，甘神父先後創建「德蘭�

智中心」與「伯利恆文教基金會」，為這些遲緩兒童

提供教育和平等的學習的機會，增加其社會適應能力

與社會融合，晚年更為了台灣融合教育，四處奔波募

款成立「伯利恆早療暨融合教育中心」，不遺餘力。

基金會玩具車真的很貼心，尤其是這幾位年輕貌

美有活力的志工姐姐們，每當要來辦活動的前三天都

會主動提醒我們，時時有玩具、書籍更新，真的讓人

好開心，希望基金會可以永續的經營下去，祝福您們

的理念，可以造福更多的孩童，帶給小朋友美好童年

回憶，感恩您們，謝謝。

甘神父是早療推動的先驅，一生奉獻台灣早療逾

50年，他認為心智障礙兒童是有潛能的，日後無法自

立或融入社會是因為「我們」不知道如何教他們，其

理念值得我們效法與傳承，感謝甘神父無私奉獻的精

神，點亮無數遲緩兒童生命。

玩具車家長借用心得分享

感念甘惠忠神父大愛

玩具車借用家長 晨宇、裕康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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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車服務報導 - 109年度第一次發車

玩具車服務報導 - 落實防疫，守護孩子FUN心玩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 社工員 張芳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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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歡喜迎來新的一年，卻受到新冠肺炎的影
響，全國國、中小學都延後開學，而基金會的玩具車更
為了防堵病菌的侵入，避免危害到幼童們的健康而實施
多項防範措施，不但將玩具室裡的所有玩具使用酒精、
次氯酸水消毒外，更使用紫外線燈照射，徹底殺菌消
毒，讓幼童們能安心使用玩具車的玩具服務。

在疫情的影響下，玩具車首發日期延至三月初，第
一站是新北市貢寮區的和美國小附幼，一路上伴隨著蔚
藍的海岸線，展現出貢寮區浮潛勝地的特色，這所藏身
在龍洞社區中的小學校，全校師生數大約20人以內，人
數稀少卻也展現出當地純樸的風情。

玩具車抵達時，正巧遇上學校進行「小丑魚復育活
動」，看到全校師生為了保育海洋生態，養育海葵，每
日定期澆灌海水，將陷於生態危機的小丑魚進行海葵培
育，盡心守護小丑魚的家，他們的共同努力帶給我滿滿
的感動。

活動中孩子們活力充沛，絲毫不受疫情影響，在
玩具車社工同仁說明玩具使用規則後，大家玩得不亦樂
乎。尤其是桌遊遊戲，師生們更浸潤於桌遊遊戲的樂趣
中，直到活動結束還戀戀不捨。我很感動老師於活動結
束時，教導孩子們要懂得感謝玩具車帶來玩具，所以要
求他們要付出勞力來回報，因此孩子主動協助我們把玩
具搬運至車上，護送到校門口，然後依依不捨的跟我們
揮手說再見。

第二站我們來到貢寮區的福隆國小附幼，一路上窗
外景色不斷變換，從市區的綿綿細雨轉變至臨海的滂沱
大雨，雨雖大但仍撼動不了玩具車的服務熱忱。本次也

隨著疫情的升溫，玩具車也嚴格執行疫情的管
控，從原定的整天兩場次，調整為半天一場次， 玩
具車持續提供服務，穿梭在北海岸鄉野小路跟東北角
的沿岸小徑，因應疫情除了配合校區的量體溫、酒精
消毒外，更要求參與孩童全面配戴口罩，若身體不適
則不參加，降低感染的風險，且在活動過程中，時刻
注意孩子身體狀況，而當天孩童們精神抖擻且充滿元
氣，一掃疫情的陰霾，安撫孩童們的不安。

在玩具車活動中，除了玩玩具外，喜歡的也可以
「借」回家，怎麼借呢?玩具車人員將玩具通通排成一
列，好似攤販擺攤般，讓孩子們隨意挑選，我們成了
老闆，孩童變成客人，老闆推銷著手中的玩具，讓客
人任意挑選，帶走的條件不是金錢貨幣，而是孩童學
會操作與愛護玩具的承諾，並在過程中培養孩子建立
責任感與珍惜玩具的品德。

109年3月份正式發車至7月底，共計服務了10間
偏鄉學校幼兒園與2個社區提供超過400件的玩具，

帶著社會大眾的愛心資助(包含聯合勸募協會與社會大眾
與贊助)的玩具出發，從大台北前往東北角的福隆，路途
較以往遙遠，因為只要再越過雪山隧道，就抵達東部的
宜蘭了。

經過漫漫長路，一下車，首先印入眼簾的是令人驚
豔的沙雕造景，因為學校附近是福隆海水浴場，每年舉
辦沙雕季，襯托出福隆國小附幼的特色。進入校園，孩
子們對於玩具車的首次造訪，紛紛投以好奇眼光，因為
他們可以自己挑選想要的玩具，可以從自己喜愛的玩具
遊戲中學習如何操作並投入於玩具帶來的樂趣，有別於
以往課堂教具遊戲。

活動結束時，主任問孩子們「今天玩了什麼﹖最喜
歡的玩具是什麼﹖」，孩子們不但踴躍舉手發言說出了
遊戲後心得與感想，帶給玩具車非常棒的回饋與欣慰。
最後老師偕同全體孩童對玩具車表示感謝之心，夾雜著
孩童們的不捨與期待，我們相約下次再見。

我們完美的完成了玩具車的任務，讓這些東北角落
的孩童們，都能享有豐富的玩具資源，寓教於樂、健康
發展。

期望藉由玩具來提升偏鄉親子關係、也提升家長的親
職能力，借玩具回家，不僅是孩子玩，家長也能陪同
一起玩，增進親子關係，也彌補家長因工作忙碌，錯
過的親子共玩時光，讓玩具車的玩具陪同孩子一起長
大。

每當玩具車活動到了
尾聲，孩子總會依依不捨
與玩具車道別，雖然是午
餐時間，但孩子不顧飢腸
轆轆的肚子，紛紛跑出教
室來與玩具車做最後的道
別，並大喊著「再見 !下
一次要再來喔 !」伴隨的
孩子們的歡送聲，玩具車
將持續帶著玩具送往下一
個偏鄉孩童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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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今年在5/23持續辦理最熱門的親子律動課

程，透過親子律動、體能強化孩子動作技能及感覺統合

的發展，促進肌肉、骨骼及神經系統的整合，謝佳銘

（蝦子）老師不只活躍於各縣市政府、幼兒園所舉辦親

子活動，更在早療界服務多年，對於幼兒的動作發展皆

有一定程度的瞭解並提供孩子及家長們許多親子互動的

律動遊戲，是非常有趣又能提升身心健康的活動！！

這次律動課程蝦子老師先帶大家跳了2-3首小朋友

們最熟悉的音樂律動，再進行闖關遊戲，闖關遊戲部分

除了老師帶的教具還有利用現場的桌椅、巧拼地墊，玩

平衡走、身體空間、四肢協調爬桌子過山洞（並適時加

深難度爬上桌子、身體轉位爬下桌子）…，過程中剛開

始有些孩子走平衡比較不穩，家長會給較多的協助，但

經過蝦子老師講解說明後，家長較能夠拿捏協助程度的

多寡，使得孩子透過幾次的闖關遊戲中越走越順利，也

越有自信心，老師也針對動作需要多些協助的孩童，也

有進行個別引導及跟家長說明回家如何執行，當天也有

小朋友本來不想動，經過老師的帶領幾次後非常進入狀

況，也會清楚老師的指令並努力完成，使得有家長們回

饋表示收穫良多。

今年為配合防疫措施本中心親子活動皆分成上下

兩場次，每場次各進行一小時，中間空半小時讓工作人

員進行消毒、清潔，每對親子及工作人員皆要量測體溫

及噴灑酒精洗手，而來參與的親子們皆戴上口罩進行活

動，也讓家長們在參加活動之餘也能安心防疫。

中正、萬華區早資中心活動專區

親子律動課程
中正萬華早療社區資源中心 教保員 陳群蓁

親子童玩課程
臺北市中正、萬華區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 教保員 陳群蓁

中心今年在6/20第一次舉辦親子童玩課程，此
活動的發想源自於希望喚起家長兒時童玩回憶，想
藉此讓家長將注意力放回自身，也讓孩子們有機會
體驗父母小時的童趣，或許可以激盪出不一樣的火
花。在萬華區的剝皮寮也有許多古早童玩像是踩高
蹺、玩彈珠、稻穗小迷宮…讓觀光客及附近居民前
來體驗，這次希望先從較常見的捏麵人開始，因此
邀請資深街頭藝人周彥吟老師來帶領中正萬華早資
中心服務之家庭。

此次活動時間剛好是補班補課日，也擔心家長
們會取消當天報名活動，因此在活動當週的週一就
開始跟報名活動之家長進行週六活動確認，出乎意
料之外大多數家長覺得讓孩子們在週六放鬆一下，
體驗不一樣的活動，因此大多都依照原訂計畫前往
參與活動。

當天活動防疫依然不能鬆懈，來參與的親子皆
要量測體溫及進行酒精洗手，老師也帶領大家製
作造型可愛的青蛙捏麵人，老師考量孩子們的能力
先從較大的捏麵人引導大家，活動過程中也學到許
多技巧，比如要使用前，黏土都要先捏一捏、揉一
揉，黏土放上去後，若還是覺得不平順，可以進行
拍打，就會平順一些，就像人的皮膚一樣要醒膚。

家長和小朋友們都覺得揉捏過程中很好玩，給予捏
麵人不同的觸感就有不同的變化，每一隻青蛙都是
最獨一無二的作品，最後每位家長、小朋友跟自己
的作品合照，這次捏麵人初體驗，讓參與家庭親子
都超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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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萬華區早資中心活動專區

家有小霸王、孩子動不動就爆走，時常一哭二鬧

三打滾，玩遊戲時常霸占器材，不讓手足或其他小朋

友一起玩，最常碰到孩子的情緒行為問題，家中有這

樣的小霸王，家長該如何是好呢？

中心在6/14特邀請實戰經驗豐富的語言治療師

張淑玲與我們共同分享討論，主題為「家有情緒小霸

王」，遇到此狀況該如何協助處理才能真正糾正並

提昇孩子的情緒行為，當天治療師由淺至深的說明

什麼是情緒，對於情緒的迷思「是愛哭包；還是一

面照妖鏡?與生俱來；還是後天養成? 」透過文字與

案例分享，了解情緒障礙的定義與診斷標準，讓部分

剛接觸到孩子是情緒障礙家長，能更加清楚明白情緒

背後的問題與原因。後面大部分在討論如何針對協助

孩子收拾情緒，治療師也提出優雅的教養策略，鼓勵

父母以培養正向情緒思考解決問題，別被小孩的情緒

牽著走，在暴風雨來臨之前先做好預防。看見家長似

乎都心有戚戚焉，彼此都回以默默認同的微笑，最後

Q&A時間家長也都踴躍發問，想必與會的家長們都

收獲滿滿，滿載而歸。

本次配合防疫措施參與中心親職講座，針對參與

活動的家長、孩子、及工作人員皆以量測體溫及噴灑

酒精洗手消毒，讓家長們在參加活動提升新知能之餘

也能安心防疫，感謝家長及小孩的配合。

親職講座 - 家有情緒小霸王
臺北市中正、萬華區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 社工員 賴佳音

親職講座 - 寶貝第一次上學去
臺北市中正、萬華區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社工員 游汝卉

寶貝今年要上學了 !家長對於孩子上學進入團體

學習，一則喜一則憂，喜悅的是，可以學習團體參

與，與年齡相仿同儕互動，結識好友，彼此相互模仿

學習，提升各項發展能力，但擔憂的是，表達能力較

弱，遇到問題不會尋求協助；有挑食問題，吃飯仍需

要協助餵食；尚未戒尿布，對於如廁學習還在練習

中；睡眠時間需要媽媽陪伴哄睡；陌生環境不適應，

哭哭鬧鬧不願意與爸爸媽媽分開等，而影響進入團體

生活，造成老師照顧陪伴上困擾。

對於家長擔憂心聲，中心有聽見了，今年在5/30
第一場舉辦入幼準備親職講座，邀請資深巡迴輔導教

師-張雯晴當任講師，講座過程中，氛圍輕鬆且不時

出現歡樂笑聲，而透過討論與經驗分享，提供入幼前

應注意準備事項，另每位家長提出擔憂及問題，可引

發共鳴附和，讓家長們彼此間得到情感支持與慰藉，

而講師給予建議及技巧，減輕家長焦慮不安心情，增

進親職教養知能，用正向情緒與態度陪伴與孩子迎接

下個階段的學習。

講座結束後，家長感謝中心主動邀請，並分享參

與中心此次辦理主題受益良多，反思自己原先教養態

度與技巧對於孩子發展學習影響力，願意重新調整教

養方式，幫助自己與孩子一同學習陪伴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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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萬華區早資中心活動專區

中心今年邀請大稻埕製皂所的蔡幸如(Maggie)
講師來帶領親子手工皂體驗課程；講師一開始先說明
「馬賽克拼貼皂」的材料和工具，並一一說明步驟，
以及肥皂的物理特性，需等待合適的溫度才能把加熱
的肥皂液放進手工模皂盒內；並邀請小朋友先自己動
手撕、切肥皂片，拼出自己想要組合的圖案；另外為
增加手工皂的香氣，也讓小朋友嗅聞不同的精油香
氣，可以將喜歡的精油倒入製作的作品當中。

參加此次活動的家長表示是第一次帶小朋友來初
體驗，尤其受到疫情影響，哪裡都不能出門，所以大
家都很期待趕快外出走動；當家長一得知中心將舉辦
親子手作活動都十分的踴躍，因為DIY創作活動，向
來都是最受歡迎的；此次課程家長與參與的小朋友皆
準時出席，大家都相當專注與認真，也會主動問老師
要怎麼做。

在活動過程中，較具挑戰的部份就是需要小朋友
先組合自己喜歡的拼貼皂的圖案，孩子多半能自行裁
切肥皂片，在組合上較需要家長提供協助，因此小

朋友需要格外專注先聆聽步驟，然後動手將小塊的肥
皂片做組合；活動中家長需引導小朋友思考圖案的創
作、瞭解每一個步驟、還有手眼協調的能力，怎麼把
肥皂片貼到皂基上，對許多精細動作尚未純熟的小朋
友，往往拼貼時稍微有困難，此時老師也會鼓勵爸
媽，暫停一下，增加寶貝練習的機會，減少過度協
助，就會發現自家的寶貝真的可以自己來。最後大家
都完成獨一無二的馬賽克拼貼皂，真的是獨具特色的
洗手皂呢!!

親子手作活動 - 趣味皂型師
臺北市中正、萬華區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 社工員 陳飛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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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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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於108年度推展「玩具銀行服
務」，針對特定偏鄉資源缺乏家庭，運用玩具存摺卡，設置三個成長目標，只要達成目標即贈與玩具，擴充偏鄉
家庭育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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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北海岸推動玩具車借用服務，延至107年更擴展至瑞芳地區，109年度更跨
足貢寮地區，基金會藉由向社會大眾募集愛心玩具投注新北市資源不足區域，透過外展工作模式，將玩具借用服
務帶入偏鄉社區、幼兒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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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度1-6月份玩具車共辦理16場次，借出355組玩具，總服務人次分別為大人136人次及小孩320人次。

【玩具銀行服務】
與偏鄉幼兒園、社區社福團體合作，篩選出育兒資源不足的家庭，藉由設立自我目標模式，達成後可領取玩

具，為每組接受服務家庭，彌補育兒資源不足的困境，孩子可以擁有屬於自己的玩具，陪伴孩子健康成長。成功
達標者贈與玩具，並鼓勵孩子繼續進步，未達標者，將會調降目標難度，鼓勵孩子繼續挑戰。在目標設立方面，
以生活自理為目標的孩童數最多，探究原因是家長普遍工作忙碌，故期望孩子可以自己起床、吃飯，自行完成學
校作業，故擬定目標偏向孩童自立的層面，本會也依參與家庭需要，協助媒合相關社福資源或提供育兒物資。

109年度1-6月份玩具銀行服務共計有68名孩童報名參與，共計62名北海岸偏鄉孩童達標，未達標6名則頒發
安慰獎，下學期繼續執行。

「外展服務」現況報導
社工員 張芳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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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記】109年01至6月工作紀要

109/01/02 南京定點

109/01/04 南京定點

109/01/06 南京定點

109/01/07 南京定點

109/01/08 南京定點

109/01/09 ImPACT 籌備會

 南京定點

109/01/10 南京定點

109/01/11 南京定點

109/01/13 南京定點

109/01/14 南京定點

109/01/15 南京定點

 通報中心-聯繫會報

 主題：109年度各早資中心服務規 
 　　　劃報告

109/01/17 南京定點

109/01/18 南京定點

109/01/20 早資行政會議

 南京定點

109/01/21 衛福部早推會-專案會議2
109/01/22 南京定點

109/01/30 早資行政會議

109/01/31 南京定點

109/02/03 早資行政會議

 南京定點

109/02/04 南京定點

109/02/05 早資行政會議

 南京定點

109/02/07 南京定點

109/02/10 早資行政會議

 南京定點

109/02/11 全體工作會議

 南京定點

109/02/12 南京定點

109/02/13 早資行政會議

109/02/14 南京定點

109/02/15 南京定點

109/02/17 早資行政會議

 南京定點

109/02/18 南京定點

109/02/19 南京定點

 社會安全網會議、團督

109/02/20 早資行政會議

 萬華協力聯盟會議

109/02/21 南京定點

 中正社區資源網絡共識活動

109/02/22 南京定點

109/02/24 早資行政會議

 南京定點

109/02/25 威廉森式症家長團體來訪

 南京定點

109/02/26 基隆市第7屆第4次早療推動小組 
 會議

 社工人力薪資頁籤說明會

 南京定點

109/03/02 早資行政會議

 南京定點

109/03/03 早資行政會議

 南京定點

109/03/04 南京定點

109/03/07 南京定點

109/03/09 早資行政會議

 南京定點

109/03/10 南京定點

109/03/11 早資行政會議

 南京定點

109/03/14 南京定點

109/03/16 早資行政會議

 衛生福利部早推會專案會議

 南京定點

109/03/17 南京定點

109/03/18 玩具車-貢寮

 早資行政會議

 南京定點

 萬華協力聯盟會議

109/03/21 南京定點

109/03/23 南京定點

109/03/24 南京定點

109/03/25 玩具車-貢寮

 早資行政會議

 南京定點

109/03/28 南京定點

109/04/01 聯勸方案初審

109/04/6 早資中心至中興醫院駐點-兒童發 
 展諮詢

109/04/09 玩具車-金山

109/04/11 南京定點

109/04/13 早資行政會議

 南京定點

109/04/14 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專案管理計 
 畫-年後續擴充（視訊）

 南京定點

109/04/15 早資中心參加社會安全網會議

109/04/16 衛福部早推會第10屆第4次會議

109/04/17 早資行政會議

 南京定點

109/04/18 南京定點

 聯合勸募協會會員大會

109/04/20 早資行政會議

 南京定點

109/04/21 南京定點

 中正社區資源網絡共識活動

109/04/22 玩具車-瑞芳

 南京定點

 萬華協力聯盟會議

109/04/25 南京定點

109/04/27 早資行政會議

 南京定點

109/04/28 Stars RADIO星蹤之愛廣播網採訪

 南京定點

109/04/29 玩具車-金山、三芝

 南京定點

109/05/04 早資行政會議

 南京定點

109/05/05 南京定點

109/05/06 玩具車-金山

 南京定點

109/05/09 南京定點

109/05/11 南京定點

109/05/12 南京定點

109/05/13 玩具車-萬里

 南京定點

109/05/15 南京定點

109/05/16 南京定點

109/05/18 南京定點

109/05/19 南京定點

109/05/20 南京定點

 萬華協力聯盟會議

109/05/21 玩具車-金山

109/05/23 南京定點

 親子律動課

109/05/25 南京定點

109/05/26 南京定點

 全體工作會議

109/05/27 南京定點

109/05/29 南京定點

109/05/30 南京定點

 親職講座-寶貝第一次上學

109/06/01 南京定點

109/06/02 南京定點

109/06/03 玩具車-萬里

 南京定點

109/06/05 南京定點

　 106-108早資中心方案總驗收

109/06/06 南京定點

109/06/08 南京定點

109/06/09 南京定點

109/06/10 玩具車-萬里

 南京定點

109/06/12 南京定點

109/06/13 南京定點

 親子手作課程

109/06/14 親職講座-家有小霸王

109/06/15 南京定點

109/06/16 早療宣導影片開會

 南京定點

109/06/17 玩具車-萬里

 南京定點

 社會安全網會議

109/06/19 南京定點

 萬華協力聯盟會議

109/06/20 南京定點

 親子童玩課

109/06/22 南京定點

109/06/23 南京定點

 中正社區資源網絡共識活動

109/06/24 玩具車-猴銅

 南京定點

109/06/29 南京定點

109/06/30 南京定點



遲緩兒會訊9

生命的價值，是自己選擇並賦予的，生活的幸福，也是自己尋求的。

價值和幸福，為我們譜出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生命的共好。

思想、感覺、觀察，無非都是在領悟，切身痛過的領悟，才會改變。

雷游秀華女士身為一位身心障礙者的母親，她曾無助、沮喪，但也因為她是一位母親，所以比任何人勇敢，

並且願意承擔。在兒子療育的階段，無助、找不到資源；在兒子學齡的階段，未曾接到一張入學通知，也從來沒

有為自己發聲……然而，因為一則新聞，她走進身心障礙權益的領域。一九九二年創立了「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

總會」，成為創會會長。她除了為身心障礙者的權利發聲外，更因自己的睿見，不希望看到零～六歲的發展遲緩

兒童和家庭走向與自己相同的路，她與同期共同倡議的家長，想要的不太一樣，三十幾年來，都在為發展遲緩兒

童的家庭奔走，期盼築出一條比較好走的路。也因此，一九九九年成立「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為了

兒童的健康發展努力不懈，走在早期療育的最前端。

這塊土地上，發展遲緩兒童的早期療育並非一路馬不停蹄地飛奔，而是在不同的時段，一群有緣的人共同努

力。就像蒲公英種子的智慧，風起隨風飄揚，落地安靜成長。也如同四季花草、流水交映，有不同的風華。也許

這一場最初的緣起，因著眾多人的努力而留下一點一滴，為了不辜負身邊一點一滴的擁有，讓我們用心地去欣

賞、去感恩……。

柔性的開啟，生命的共好 - 台灣早療紀事

訂購方式：
至『讀冊生活』網站搜尋『台灣早療紀事』即可

購買。

定價：200元。

讀冊生活購書

網址qrcode

出 版 品



7,200元：洪英博、陳振鑾  
10,000元：吳東駿、徐文平、高涌誠、郭美玉、薛存玲

11,050元：無名氏

12,000元：蔣孝則

14,000元：葉庭鳳、發票中獎

15,000元：玉置貞子

16,215元：蔡易庭

18,000元：陳玉書、貿昌公司、無名氏

20,000元：黃林美年、無名氏、台南市府城優兒韻律

21,700元：雷游秀華

47,700元：無名氏

100,000元：陳正煌、周邦偉

500,000元：林福星

捐物芳名錄（109年1-6月） 
圖書一批：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熊出版

尿布十箱：台灣維達衛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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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立以來每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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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0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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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無名氏

30元：趙明鋒

50元：十方菩薩

100元： 王玉鳳、余均睿 /黃雅庭、林知高 /林宋氏衛、

陳思妤、賴威樵/賴王秋蓮/封宜君、潘世峰

115元：林靓婷

130元：吳徐丞

200元： 徐婉庭、徐俊凱、徐貫益、陳筱雯、鄭安芮、

蘇鈺祐/蘇千惠、無名氏

250元：方春蔚、方盛恆、曾若涵  
300元： 陳淇銨、余煥至/余卉姍/余卉妮、余謝銘、鄭淑

曼/鄭宜穎、勵載重、謝妤榛/連繡足

350元：張碧珍

400元：李雅婷

500元： 唐詠晴、王貴珠、江雨芯、江旭洋、林妤宸、孫

麗卿、陳冠叡、陳寶卿、蝶之希花藝坊

600元： 黃雅彥、郭怡君、鄭秝穎、林士勛、洪宥翔、何

昆哲、林翊榮、陳威宇、楊登貴

672元：新竹市光武國中

700元：郭家菱 
800元： 王懷安、池桾瑞、李育儒、周采潔、潘鴻仁

1,000元： 楊凱評、呂柏諺、李映璇、周芳如、林佳穎

/林湘庭、俞林月女、俞秀美、張庭毓、梁恩

碩、賴惠珠、屠靖凱、萬聖英、鄒佳純、劉碧

蓮、蔡佳璋、鄭佳芸、魏辰旂 
1,020元：吳進雄

1,200元： 方紹聿、陳俐安、富收公司、呂美麗/李峻宇、

楊子儀 
1,500元：黃楷庭、楊琇茹、吳宜庭 
1,600元：胡淑芬、陳怡辰

1,800元：葉明珠、謝豐壕、郭銘賜、蘇宏洋、沈芳君

2,000元： 董淑清、林宗憲、許惠娟、張招治、鄭炳樹、

王智豊、胡軒毓、張方瑛、葉文讀、林勝國 
2,020元：張長煥/劉來有

2,100元：朱林韻

2,250元：王肇偉

2,400元：葉奕廷

2,500元：許菀庭、林長亨、孫品蓁

2,700元：陳述灝

3,000元： 天隆旅行社、王一誠、呂家維、周正堂、

蔡翔安、許筱翊、李佳珍、吳柏逸/李宜庭、        
林沁璇、陳祈均、陳碧楓、蔡泳波 

4,000元：林宥熹、王進寶、洪先長、潘岩、蘇律家

4,200元：王齡萱、陳詩源/陳呈豪

5,000元： 王兆年、陳香霓、綠地美有限公司、蕭富友、

飛達幼兒園、無名氏、無名氏

6,000元： 陳怡萍、牟秀鳳、李嘉文、蘇俞蔚、揭宜穎、

王秀如、陳吟足、無名氏、魏彩玲、謝帛祐、

曾畇凡、泰捷科技、陳宥榛

6,800元：許正典

7,000元：陳泓睿、李宥蓁、無名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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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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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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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提供安全的玩具，免費借給發展遲緩兒童的

家庭，玩具是幫助孩童成長的好幫手，藉由玩玩具來刺激孩童的

發展，因此小豆苗玩具圖書館針對不同年齡層孩童的需求，分類

玩具品項，讓家長依據孩童的需求，自行選用適齡的玩具，而且

家長能夠看玩具袋上的玩法說明，陪同孩子遊戲，增加親子互動

及親情讓每個發展遲緩家庭的孩子都能享受多樣化玩具及樂趣，

加速孩子成長進步。
服務辦法:
掃描QR code填寫基本資料，找尋合適的玩具至網站預約
(最多2樣)，待專人聯繫通知後，親至本會領取玩具
連絡電話:02-27530855  張社工
E-MAIL:fcddfon0324@gmail.com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156號7樓之1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
補助單位: 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免費玩具借用！

H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