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愛的家長，本月份親師通訊的主題為「特殊教育」，輔導室

特別介紹「早期療育」讓大家了解，因此，校長文章暫停一

次，請見諒 ! 
 

 
早期療育簡介 

【認識發展遲緩】 
發展遲緩兒童（簡稱遲緩兒童）是指學齡前兒童在認知

學習、語言溝通表達、粗動作、精細動作、人際互動與情緒
發展等方面，與一般同年齡的兒童相比後，有一種或以上數
項發展落後或異常的現象。其常見的狀況有身體病弱、語言
表達及溝通能力較差、藥物依賴、社會與情緒行為發展較為
緩慢、注意力無法集中或持續性較差；幼兒亦常同時伴隨各
種學習障礙、動作發展遲緩等情形。 

根據國內外相關數據指出，每 100 名學齡前兒童就有 6
至 8名可能是遲緩兒童，這些遲緩兒童需要及早發現並接受
早療服務，如評估檢查、醫療復健、特殊教育、家庭支持服
務等，不僅能有效減緩遲緩兒童的症狀，協助他們融入社會
生活，更可減輕家庭、社會及國家照顧的負擔。 

若以台灣每年平均出生 20 至 25 萬(2008 年已降至 19 萬
左右)新生兒計算，其中約有 1萬 5千名左右嬰兒可能會是遲
緩兒童，再擴大到六歲以下的學齡前遲緩兒約近 10 萬人口。
他們可能同時伴隨有多種發展落後的問題，需要更人性化、
主動且專業整合的早期療育服務，如接受認知訓練、職能治
療、物理治療、語言治療、生活自理技能訓練等。 

 
【認識早期療育】  

早期療育是一種人性化、主動且完整性的服務，它是透
過各種專業整合性服務來解決發展遲緩兒童的相關問題，如
醫療復健、特殊教育、福利服務及家庭支持等整合性介入，
以便支持並加強孩子的各項發展，亦對其家庭提供必要之支
持服務，以期能增強發展遲緩兒童融入正常生活的能力與機
會。 

而早期療育是指由政府相關社會、衛生、教育等部門，
結合不同體系之各類專業人員，且以團隊合作的方式，依發
展遲緩兒童之個別發展需求，提供各種必要之服務。 

 
【早期療育的目的】  

發展遲緩是種現象，包括認知發展遲緩、動作發展遲緩、
語言及溝通發展遲緩、心理社會發展遲緩、生活自理技能發
展遲緩以及全面性發展遲緩等類型的兒童，若能及早發現並
接受適當的療育，可減輕發展遲緩的現象或甚至將遲緩的現
象予以消除，不僅能增加孩子融入社會的能力與機會，並可
減輕家庭的負擔及社會成本。 

三歲以前是嬰幼兒腦部細胞發展最快速的時期，若兒童
此時有功能受損或遲緩的現象，應即時給予補救，以確保他
未來的發展。因此 零至三歲可說是早期療育的黃金關鍵期，
而及早發現與早期介入則是不二法門。 

 
【早期療育的對象】  

凡經過各醫院發展遲緩兒童聯合評估中心或評估醫院，
其醫療團隊人員診斷評估確定有發展落後或疑似遲緩之兒童
（包括 6歲以前身心障礙兒童），均是早期療育服務的對象。
一般而言，最佳的療效期為 0-3 歲，但國內兒少法規訂為 6
歲以前。 

此外一些高危險群的兒童，如環境污染、早產、黃疸等，
及低社經地位、文化刺激因素或家長教養態度不當者，均有
可能成為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兒童。 

 
【如何及早發現發展遲緩兒童】 

為確保孩子的正常成長，您必須隨時留意孩子的發展狀
況，而觀察則是最重要的步驟。若您在平日觀察中發現孩子
有異樣時，請先不要緊張或慌亂，您不妨藉由下列方式，進
一步檢視寶寶的發展是否正常。 

利用兒童健康手冊做觀察記錄 
對照衛生署 0至 2歲與 3至 6歲兒童發展量表 
對照新北市學前兒童發展檢核表 
對照幼兒發展里程碑   

資料來源：http://www.fcdd.org.tw/ap/index.aspx 

活動快訊 
新住民多元文化幸福講座，課程 全程免費，因名額有限,

額滿為止，歡迎新住民家長踴躍報名參加。報名請洽輔導室
資料組(02)26812625#851 
※課程內容如下： 
12/10(三) 13：30-16：30 文心樓(行政大樓) 2 樓，校史室 講
題：幸福的味道 
12/17(三) 13：30-16：30 文心樓(行政大樓) 2 樓，校史室 講
題：情緒的主人 
☆來參加的家長，小朋友能獲得榮譽卡 1張及小文具 1 份，
歡迎新住民家長踴躍參加!! 

 

宣導事項 
一、冬天將至，家中使用瓦斯的頻率增多，提醒您在家使用

瓦斯時，要保持空氣流通，避免把熱水器安裝在室內，
也不在空氣不流通的室內使用瓦斯煮火鍋。 

二、學生制服已換季，請家長協助學童縫上名牌，同時別忘
了在帽子、餐袋和水壺上標示孩子姓名，以利失物招領
及師生辨識。 

三、本學期校外教學日期如下： 
二年級12/02(二)，三年級12/09(二)，四年級12/16(二)，
六年級 12/25(四)校外教學當天上學時間，遊覽車將進入
文心樓停車場內，為避免您被遊覽車阻擋，建議您在 12
月 2.9.16.24 日上學時間，改在其他校門口讓孩子下車。 

 
活動公告 
《校內活動》 
一、12 月 11 日(四) 2014 聖誕音樂劇 ~ 和平王子 

以生命教育中「人與人」的饒恕與和好，透過活潑生動
的戲劇表演，讓兒童學習生命教育中人際和諧、接納與
和平的美好品格和和肯定生命的價值。 

二、12 月 20 日(六) 19:00 管樂聖誕音樂會。 
三、12 月 23 日(二) 2014 星光兒童才藝發表會。 

為激發學生潛能提供發表機會，增進學生才藝學習動機，
提供學生發表經驗及培養欣賞的能力與機會。 

 
《校外活動》 
一、12 月 7 日(日) 三鶯區飛盤躲避球錦標賽。 
二、12 月 16-18 日 103 年度桌球對抗賽。 



 

12/27（六）補行上班上課，補 01/02（五）課務，請依

星期五作息課表上課。 

 

為維護校園安全，學生上課期間，門禁管理如下，煩請

配合，謝謝您！ 

一、本校自即日起，在大門口實施人車分道，凡是家長或來

賓訪客，欲進入校園者，請向警衛登記後，行人自小側

門進入；汽機車則由警衛開啟柵欄機後進入校園，謝謝

您的配合。 

二、家長送午餐便當，請於餐盒或提袋上註明班級姓名，置

放於警衛室「便當放置處」（近小側門），再讓孩子到

警衛室領取。 

三、為避免閒雜人士混入校園，請務必遵守本校門禁管制時

間（星期一、三、四、五 8:30--11:45，12:30--15:45；

星期二 8：30--15：30），上課期間校園不開放，洽公人

員、家長及來賓請於大門口換證登記後進入。 

 

一、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衛教宣導：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

管制署發布 103 年「第 44 週定點學校傳染病監視週報」

顯示，新北市類流感及腹瀉之罹病率與前三週之平均值

相比呈上升趨勢，其餘三種疾病包括腸病毒、發燒及紅

眼症之罹病率則呈下降趨勢，現為病毒性腸胃炎及紅眼

症好發季節，應加強學童注意個人及飲食衛生，如有疑

似群聚事件，應立即通知衛生單位，以利採取相關防疫

措施。 

二、 文書組不定期在文林附幼網站公告最新資訊，例如：食

安公告、塗氟事宜、幼兒園親子活動……等，請家長多多

上網瀏覽，隨時掌握幼兒園的新資訊。 

三、 為了校園門禁安全，請家長下午 3:45 起接送幼生。 

四、 12/25(四)上午九點舉辦<歡樂聖誕節>，活動內容有：聖

誕律動、耶誕小天使報佳音、聖誕老人分發禮物拍照、

聖誕星光大道(各班進行走秀活動)等，誠摯的邀請各班

家長參與，歡迎大家一起到文林國小歡度聖誕佳節喔!! 

 

<童言童語> 

白兔班 

永然每到中午用餐時，總會用閩南語問老師說:「是不

是愛ㄊㄟ大碗公?」(他會自備餐具)，老師:「對呀!」(老

師都會給他特大碗飯，原因是永然實在太喜歡學校的餐

點了!) 

有天中午永然對老師說:「老師，爸爸貢我麥賽呷太多，

愛呷咖少ㄟ。」老師莞爾一笑。(因為爸爸希望他減重

啦!) 

綿羊班 

某日看過<皮皮放屁屁>繪本後，小恩分享心得說:「如

果要放屁記得先跟人家說，不然對人家不好意思！」 

花鹿班 

勳勳很喜歡玩扮演遊戲，某日吃到不想吃的東西時跟老

師說: 

「我沒有手吃東西了，因為我是蟑螂。」老師回說:「那

你要把東西吃完，因為蟑螂甚麼都吃。」 

小熊班 

小愷拿一個長長的積木說:這是筷子。 

 
一、 本校407班參加103年度新北市中區英語歌曲演唱比賽，

榮獲中年級組甲等，感謝吳艷霞老師、吳依蓁老師、鄭

堉蘭老師、施麗雪老師指導及導師陳信銘老師的協助。 

二、 新北市 103 學年度三鶯分區國小教師桌球聯誼賽-季軍。 

三、 新北市田徑基層區域對抗賽—606 莊雅如-第四名。 

四、 三鶯區田徑對抗賽-六年級，感謝田徑隊王世清老師辛苦

的指導。 

參加項目 成績 姓名 

女甲跳高 第一名 611 陳思妤 

女甲跳高 第二名 606 莊雅如 

女甲 60 公尺 第一名 606 莊雅如 

女甲 100 公尺 第二名 611 陳思妤 

女甲壘球 第五名 606 黃玲琳 

男甲壘球 第五名 605 張漢忠 

女甲 4X200 公尺 第六名 
608 林苡筑   608 余謹彤 
608 李羿萱   606 黃玲琳 

 
五、103 學年度新北市音樂比賽，本校獲得良好成績，值得全

校師生給予鼓勵，感謝社團老師辛苦的指導。成績如下： 

參加項目 成績 指導老師 

管樂合奏 優等 羅培忠 老師  李宜潔 老師 

打擊樂合奏 優等 羅培忠 老師  李宜潔 老師 

絲竹室內樂 優等 朱芳儀 老師  許凱鈞 老師 

同聲合唱 優等 施麗雪 老師 

直笛合奏 優等 周苡儒 老師  江長毅 老師 
 

六、 南區美展得獎名單如下，感謝各位指導教師辛苦付出！ 

類別 分組 名次 姓名 題目 指導老師 備註 

繪畫類                低年級組 佳作 李沅展 非洲大草原 賴玉枝  

繪畫類 低年級組 佳作 王書瑜 廟會 陳玉娟  

繪畫類 中年級組 佳作 鄧巧蓁 彩繪燈籠 趙欣怡  

繪畫類 高年級組 佳作 王思晴 樂音飄飄 郭琼慧  

繪畫類 高年級組 佳作 林珈亘 農村生活 許維穎  

繪畫類 高年級組 佳作 崔薺 六福村的夜晚 伍天怡  

繪畫類 高年級組 佳作 藍啟揚 戲偶光彩 伍天怡  

水墨畫類 中年級組 第2名 鄧巧蓁 修理腳踏車店 趙欣怡 參加國賽 

平面設計 高年級組 第3名 簡莛方 向霸凌說不 郭琼慧 參加國賽 

平面設計 高年級組 佳作 袁語柔 食安你我他 郭琼慧  

平面設計 高年級組 佳作 崔尹潔 我只是要一個家 郭琼慧  

漫畫類 中年級組 第2名 謝心瑀 美食的背後 郭琼慧 參加國賽 

漫畫類 中年級組 佳作 王甄辰 溜冰 許文潮  

漫畫類 中年級組 佳作 王楚媗 線花 趙欣怡  

漫畫類 高年級組 佳作 陳冠廷 臭到天庭 郭琼慧  

漫畫類 高年級組 佳作 王玉如 其實你錯過的更多 郭琼慧  

版畫類 高年級組 第2名 林品希 森林女孩 許維穎 參加國賽 

版畫類 高年級組 佳作 張嘉佑 蜂狂 伍天佁  

書法類 中年級組 第1名 李先馨 李白杜甫詩各一 莊維德 參加國賽 

書法類 中年級組 佳作 彭紹孺 李白杜甫詩各一 崔金玉  

書法類 高年級組 第2名 陳品伃 錄文徵明詩一首 沈偵詢 參加國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