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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家長： 

  歡迎您加入和我們一起關心孩子成長的行列。 

  對父母而言，教養子女是一件既興奮又具挑戰性的任務。由

於您是孩子一生中最主要的照顧者，也是孩子生命中的第一位老

師，及最早的玩伴和朋友，您的聲音、眼神及與孩子的互動，都

將深深地影響孩子對外面世界的看法與瞭解。所以，身為父母的

您，扮演著決定孩子未來的重要角色。請您不要忽略了您對孩子

的影響力，在孩子最早也是最重要的零到六歲成長階段，關心注

意孩子的發展狀況，充分掌握每一個孩子成長茁壯的機會，及早

為孩子奠定最穩固的成長基礎。 

  為幫助您充分掌握孩子成長發育的各個階段，這本手冊提供

了每位父母需要瞭解的資訊，希望藉此傳達我們對每個孩子的愛

與關心。 

  最後，祝福您的孩子健康、快樂、聰明的長大！      

 

 

花蓮師範學院特教中心 梁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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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觀察孩子成長狀況 

    嬰幼兒階段的孩子，每一個新的肢體動作、笑聲，看在父母

親的眼裡，都是一個新奇的發現。隨著孩子的成長，如何適時地

給予協助及留意是否有異常發展的問題，都是身為孩子的父母親

們應該注意的事情。 

    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父母可以觀察並紀錄孩子心智、語言

及動作發展的情形，這也是父母瞭解孩子成長的一個最簡單、重

要的方法。如果父母在平日觀察中發現孩子的生長發展有異樣

時，可以藉由下列工具進一步檢視孩子的狀況是否正常。 

  1、參考兒童健康手冊的觀察紀錄。 

  2、參考零至二歲與三至六歲兒童發展量表(如附件資料 5～11

頁) 

  3、參考嬰幼兒發展里程碑(如附件資料 12～13 頁) 

    由於每個嬰幼兒的發展可能不盡相同，對照量表後若時間差

距一兩個月，未必表示有發育上的問題；然而，如果與同月份年

齡孩子發展差距很大，則可以請教專業小兒科醫師協助判斷是否

有發育或發展上的遲緩現象。 

    身為父母的您，請隨時提醒自己幫孩子的成長做觀察、紀錄

與比較，相信透過您的用心，可以找出孩子的潛力，給予適時適

當的輔助。 

    假如您發現孩子疑似有發展遲緩現象或相關問題時，請您與

各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社會局與早期療育通報轉介中心(請參考

資料 39～42 頁)聯絡，他們將有專人提供服務，與您一起攜手協

助孩子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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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指標 

體重：6個月時增加至出生體重的 2倍，周歲時增加至 3倍。 

身高：第一年至少增加 10-18 公分。 

頭圍：第一年至少增加 10 公分。大約每月增加 2公分，若超過

2公分即要小心有問題，如水腦症的發生。 

後囪門閉合：6個月 

前囪門閉合：1歲半 

發展指標 

身體動作 手部動作 

頭部控制：3-5 個月 

翻    身：4-6 個月 

坐      ：7個月 

爬(伏地)：8個月 

站    起：9個月 

四肢撐爬：12 個月(腹部離地) 

步    行：11-13 個月 

跑    步：2歲 

手 捉 握：3個月 

手 放 開：4個月 

兩手互握：4-6 個月 

向前捉物：6個月 

拉開臉上手帕：6個月 

拿東西吃：8-9 個月 

應用拇指與食指：1歲 

握筆塗鴉：2-3 歲 
 

語言溝通 環境理解 

對聲音有反應：新生兒開始 

發出“呀”等音：3-4 個月 

會歡呼，笑出聲：4個月 

會分辨語氣：6-7個月 

會模仿“打打”：7-8 個月 

瞭解常用稱呼：1歲 

會用有意義單字：1-1 歲半 

會應用名詞、動詞：2歲 

社會性微笑：1個月 

聽人聲找聲源：2個月 

注意人的表情：3個月 

怕陌生人：6個月 

不要吃會閉嘴：7-8 個月 

會搖手“再見”：10 個月 

會按指令配合：1歲  

會表達要“尿尿”：1歲半 

會在旁邊各玩各的：2歲 

會和別人一起玩：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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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指標 年齡 粗動作 精細動作 語言及認知 身邊處理及社會性 滿二歲至未滿三歲 
1.能手朝下丟東西 2.會雙腳跳 1.能模仿畫直線“1” 2.會一頁一頁翻書 3.會模仿摺紙動作 

1.能指認身體六個部位 2.能懂其半數話語 3.會口語表達上廁所 4.會問“這是什麼” 
1.會穿脫沒有鞋帶的鞋子 2.會自己用湯匙吃東西 3.會自己洗手並嘗試擦乾 

滿三歲至未滿四歲 
1.不扶物可自行上下樓梯 2.會單腳跳一次 1.能看圖樣畫圓圈“O” 2.會用三指握筆 1.會說出自己的姓和名 2.能說出兩種常見物品之用途 3.能正確說出你的我的 

1.會自行穿T-恤 2.能一起玩多人遊戲，如扮家家酒 3.不會尿濕褲子 
滿四歲至未滿五歲 

1.能以腳跟與腳趾相接向前走 2.能單腳連續跳五次以上 1.能看圖畫十字“+” 2.能以大拇指依序與其他四指掌互碰 
1.能說出性別 2.能指認並說出紅、綠、黃三種 3.能正確依指示拿三個以內的物品，如糖果 

1.會自己穿上短襪 2.會自己用牙刷刷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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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五歲至未滿六歲 
1.能不扶物單腳站立十秒 2.能雙腳立定跳遠 45 公分以上 

1.能看圖樣畫三角形“△” 2.畫人(至少有可辨識的六個部位，如頭、眼、耳、鼻、嘴、身體、手、腳等) 
1.會正確依序排列1至10的數字卡 2.能複誦 5 個數字，如 52978 3. 能正確回答“ 嘴 巴 ” 或“耳朵”部位的功能 

1.會自己解開或套上拉鍊頭 2.能玩有簡單規則之遊戲，如一 二 三 木 頭人、紅綠燈、青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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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幼兒發展里程碑        年齡 項目 一個月 二個月 三個月 四個月 粗 動 作 ‧俯臥時頭可稍微抬起 ‧俯臥時頭抬起 45 度 ‧俯臥時頭抬 起 90 度 ‧協助坐起時頭可以固定 ‧側躺  精 細 動 作 ‧會反射性抓住放入手中之物 ‧眼睛隨物可轉動 90 度以上 ‧雙手可移在胸前接觸 ‧可將手抓住的物品送入嘴巴 語 言 ‧聽到聲音會轉頭 ‧發出各種無意義聲音 ‧會發出ㄚ、 ㄨ等牙牙學語聲 ‧笑出聲音 ‧偶而模仿大人的聲調 
人際社會關係 ‧注意別人的臉 ‧逗他會微笑 ‧會自動對人笑 ‧會注意其它孩子的存在 
 

 16 

       年齡 項目 五個月 六個月 七個月 八個月 粗 動 作 ‧拉小孩坐起，他會稍用力配合，頭不會後仰 ‧完全會翻身。 ‧坐著用雙手可支撐 30秒 
‧肚子觸地式爬行 ‧抱起會在大人腿上亂跳 ‧坐得很好 ‧雙膝爬行 

精 細 動 作 ‧兩手各可抓緊小物品 ‧手會去玩弄繫在玩具上的線 ‧會敲打玩具 ‧坐著時手會各拿一塊積木 ‧將積木從一手移到另一手 
‧手像耙子一樣抓東西 

語 言 ‧會因高興而尖叫 ‧開始出現母音ㄚ，一，ㄨ ‧正確轉向聲源 ‧發出  ”巴”  ”媽”  ”啦”  的聲音 ‧注意聽熟悉聲 人際社會關係  ‧會自己拿餅乾吃  ‧會設法取較遠處的玩具 ‧會玩躲貓貓 
 



 17 

       年齡 項目 九個月 十個月 十一個月 十二個月 粗 動 作 ‧扶著東西可維 持 站 的姿勢 ‧可前進後退爬行 
‧扶東西邊緣會移步 ‧站著時會想辦法坐下 ‧獨立站 10秒 ‧拉著一手可以走 ‧單獨走幾步 ‧蹲著可以站起來 

精 細 動 作 ‧以拇指合併四指鉗物 ‧以食指觸碰或推東西 ‧拍手 ‧雙手各拿一塊 積 木 相互敲打 ‧會把小東西放 進 杯 子或容器中 ‧以拇指和食指 尖 拿 東西 
語 言 ‧會隨著大人的 手 或 眼神 注 視 某樣東西 ‧模仿大人說話聲  ‧對叫自己名字有反應 ‧會揮手表示拜拜 ‧知道別人的名字 ‧有意義地叫爸爸、媽媽 ‧以點頭、搖頭 表 示 要或不要 人際社會關係 ‧看到陌生人會哭 ‧會抓住湯匙 ‧可拉下頭上的帽子  ‧以手指出要去 的 地 方或東西 ‧不流口水 ‧會和其他小孩一起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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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齡(月) 項目 12－14 個月 14－16個月 16－19 個月 19－21 個月 
粗 動 作 ‧可維持跪姿 ‧會側行數步 ‧走的很穩，會轉身 ‧可獨自由趴著而手扶地站起 ‧隨音樂而作簡單跳舞動作 ‧扶欄杆可上下三層樓梯 

‧自己坐上嬰兒椅 ‧扶著可單腳站立 ‧一腳站立，另一腳踢大球 
‧能彎腰撿東西而不跌倒 ‧手心朝上拋物 ‧由蹲姿不扶物站起 

精 細 動 作 ‧一隻手同時揀起兩個小東西 ‧可重疊兩塊積木 ‧可將瓶中物倒出 
‧會打開盒蓋 ‧自動拿筆亂塗 ‧已固定較喜歡用哪邊 

‧可疊 3 塊積木 ‧模仿畫直線 ‧可認出圖形，並放入模型板上 
‧模仿摺紙動作 ‧會上玩具發條  

語 言 表 達 ‧模仿未聽過的音  ‧會用一些單字 ‧會說十個單字 ‧會說一些兩個字的名詞 ‧會哼哼唱唱 ‧至少會用 10個單字 ‧會說謝謝 ‧會用語言要求作什麼 
語 言 理 解 ‧知道大部分物品名稱 ‧熟悉且位置固定的東西不見了會找 

‧在要求下，會指出熟悉的東西 ‧會遵從簡單的指示 
‧了解一般動作 如 “ 親親 ” “ 抱抱” ‧回答一般問題 ‧了解動詞加名詞的句子 社 會 性 ‧堅持要自己吃東西 ‧模仿成人簡‧睡覺時要抱心愛的玩具或衣物 ‧被欺侮時會設法抵抗或還手 ‧對其他孩子表示同情或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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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動 作 如打人，抱哄洋娃娃… ‧出去散步時，能注意路上各種東西 ‧有能力主動拒絕別人的命令 
身 邊 處 理 ‧會脫襪子 ‧嘗試自己穿鞋(不一定能穿好) ‧自己拿杯子喝水  ‧自己用湯匙進食 (會灑出) 

‧會表示尿片濕了或大便了 ‧午睡不尿床 ‧會區分東西可不可以吃 ‧會打開糖果罐 
 

 20 

    年齡(月) 項目 21－24 個月 24－27個月 28－31 個月 31－36個月 
粗 動 作 ‧自己單獨上、下椅子 ‧原地雙腳離地跳躍 ‧腳著地方式帶動小三輪車 

‧用整個腳掌跑步並可避開障礙物 ‧可倒退走 10公尺 ‧不扶物、單腳站 1 秒以上 
‧雙腳較遠距離跳躍，向前翻觔斗 ‧單腳可跳躍2次以上 

‧一腳一階上下樓梯 ‧單腳可平衡站立  ‧會騎小三輪車 ‧會過肩投球 
精 細 動 作 ‧丟球給他，他會去捕捉 ‧可一頁一頁翻厚書 ‧疊高 6－7個積木 

‧模仿畫橫線 ‧可依樣用三塊積木排直線 ‧可一頁一頁翻薄書 
‧疊高八塊積木 ‧會用打蛋器 ‧玩黏土時，會給自己成品命名 

‧模仿畫圓形 ‧用小剪刀，不一定剪得好 
語 言 表 達 

‧會重覆字句的最後一兩個字 ‧會講 50 個字彙  
‧懂得簡單數量(多、少  )，所有權(誰的)，地點(裡面、上面)的觀念 ‧稍微有一點“過去”的觀念  

‧會問“誰” “ 哪 裡 ” “ 做 什麼 ” 簡 單句子 ‧會用 “這個”，“那個 ” 等 冠詞 
‧會正確使用  “我們”  “你們”  “他們”  會用“什  麼”“怎  麼 會 ”  “如果”  “因為”  “但是” 語 言 理 解 ‧知道玩伴的名字  ‧認得出電視‧了解“上、下、裡面、旁邊”…位‧知道“明天  ”意味著不 是 “ 現‧會回答有關位置，所有權及數量的



 21 

上 常 見 之物 置觀念 ‧知道在什麼場合都作什麼事 在” ‧會回答 “  誰在做什麼”的問句 問話 ‧會接熟悉的語句或故事 
社 會 性 ‧幫忙做一些簡單家事 ‧會咒罵玩伴，玩具… ‧會去幫助別人 ‧會和其他孩子合作，做一件事或造一個東西 

‧對幼小的孩子會保護 ‧會告狀 ‧會找藉口以逃避責罰 ‧自己能去鄰居小朋友家玩 
身 邊 處 理 ‧脫下未扣釦子的外套 ‧會用語言或姿勢表示要尿尿或大便 

‧在幫忙下，會用肥皂洗手，並擦乾 ‧白天可控制大、小便 ‧會拉下褲子 ， 準 備大、小便 
‧自行大小便 ‧能解開一個或一個以上之鈕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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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齡 項目 3歲─3歲 6個月 3歲 6個月─4歲 4歲─4歲 6個月 
粗 動 作 

‧走路時兩手交互擺動  ‧可繞障礙物跑過去 ‧丟球可丟 10 呎遠 ‧想辦法用手臂接球 ‧單腳站立 5秒 
‧可以接住反彈球 ‧以腳趾接腳跟向前走直線 ‧原地單腳跳 ‧以單腳向前跳 ‧向上攀、爬垂直的階梯  ‧過肩丟球 12呎 ‧單腳站立 10 秒 

精 細 動 作 ‧會開、蓋小罐子 ‧可完成◇菱形圖的連連看 ‧模仿畫十字 ‧自己畫十字形 ‧模仿畫 ×形 ‧照樣寫自己名字 ‧25 秒中可將 10個小珠子放入瓶中 ‧用剪刀剪直線 ‧跟著摺紙 
語 言 表 達 ‧會用否定命令句如，不要做 ‧會用“這是…”來表達 ‧會用“什麼時候”…的問句 

‧可解釋簡單圖畫 ‧圖畫字彙至少可說出 14 種或以上 ‧正確使用“為什麼”  ‧為引起別人注意會用誇張語調及簡單語句 ‧至少能唱一首完整的兒歌 語 言 理 解 ‧ 暸 解 “ 大 ”“小” “上”“下” “前”“後” “裡”“外”  
‧能回答“有多少” “多久”的問題 ‧瞭解昨天、今天 ‧瞭解“多遠”  ‧會區分相同或不同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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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回答“這是誰的？”“為什麼”…等問題 
社 會 性 ‧會道歉，當做錯事會說“對不起” ‧已有一個要好的同伴  ‧會給小朋友一些暗示  

‧會與其他小孩在遊戲中比賽 ‧能自己過斑馬線或過街 ‧在沒人照管下會在住家附近蹓韃 ‧會在遊戲中稱讚或批評其他小朋友的行為 
身 邊 處 理 ‧從小壺倒水喝，不會潑得到處都是 ‧自己脫衣服 ‧晚上不會尿床 

‧會穿長統鞋子 ‧自己洗臉，刷牙( 但洗得還不好) ‧穿鞋不會弄錯腳 ‧自己上廁所(包括清潔、穿好褲子) ‧自己洗臉洗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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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齡 項目 4歲 6個月─5歲 5歲─5歲 6個月 5歲 6個月─6歲 
粗 動 作 ‧單腳連續向前跳2－3碼 ‧騎三輪車繞過障礙物  ‧雙腳跳在 5秒內可跳 7－8次 

‧腳尖平衡站立 10秒  ‧用雙手接住反彈的乒乓球 ‧主動且有技巧的攀爬、滑、溜、搖擺 
‧有韻律地兩腳交換跳躍如跳繩 ‧跑得很好 ‧可以接住丟來的球(5 吋大)(用手接住) ‧以腳趾接腳跟倒退走直線 

精 細 動 作 
‧會寫自己的名字 ‧會畫口但還不太好 ‧用剪刀剪曲線 ‧會用繩索打結，繫鞋帶  ‧會扣及解釦子 ‧能畫出身體三個部分 

‧自己會寫一些字 ‧20 秒中可將 10個珠子放入瓶中 ‧會寫 1－5 的數字 ‧會畫Δ 
‧以拇指有順序觸碰其他四指 ‧將鞋子、鞋帶穿好 ‧能畫身體六個部分 

語 言 表 達 ‧會說出相反詞三種中對兩種 ‧會由 1 數到 10或以上 ‧可說出物體的用途，如“帽子是 戴在頭上” ‧會說出六個單字的意思 ‧會說出三種物體的成分 
‧能很流利地表達 ‧可經由點數而區分兩堆東西是不是一樣多 

語 言 理 解 ‧懂得“多加一點”及 “減少一點” ‧會區分“最接近 ” ， “ 最遠 ” ， “ 整‧瞭解“以前”，“以後” ‧區分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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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要求下指出一系列東西中第幾個是哪一個 個”，“一半” ‧依要求能正確找出 1－10所要的數字 ‧能認得一些注音符號及國字 
社 會 性 ‧會同情，安慰同伴(用語言) ‧和同伴計畫將要玩什麼 ‧在遊戲中有些性別區分 ‧選擇要好的朋友 ‧遊戲中會遵守公平及規則 

‧會玩簡單桌上遊戲和撲克牌 ‧和同伴分享秘密(不告訴大人) 
身 邊 處 理 ‧會穿襪子 ‧和襯衫、褲子，或外套的釦子 ‧晚上睡醒會自己上廁所 

‧自己換上睡衣或脫下衣服 ‧能將食物組合在一起如三明治 ‧會用刀子切東西 ‧自己會梳或刷頭髮 ‧自己繫鞋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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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發展遲緩 

    幼兒在成長發育的過程中(如前述資料)，身體的生理發展，

如身高、體重、頭圍及器官體積等的增長，稱之為「生長」；身體

器官功能的變化、增進、成熟等，則稱為「發展」。所謂發展遲緩

是介於一般兒童與身心障礙兒童之間，發展遲緩兒(零到六歲)和

一般幼童相較在認知、語言、動作等能力方面發展較為緩慢，但

尚未達到身心功能失常之範圍，如果能夠及早發現，及早施以教

育和適當之社會文化刺激與訓練，大部份的遲緩兒都能逐漸趕上

成長發展的里程碑，和其他一般正常兒童一樣地生活與學習。 

 

什麼是早期療育 

    所謂早期療育服務是指由社會福利、醫療復健及特殊教育等

專業人員以團隊合作方式，依發展遲緩兒(零到六歲)及其家庭之

個別需求，所提供必要的服務與支持。藉由此多專業整合性的療

育服務，希望能協助解決發展遲緩兒的各種醫療、教育、家庭及

社會相關的問題，以便一方面早期治療，一方面開發孩子的潛能，

讓孩子有機會在適當的環境提供下正常地成長。 

 

為何需要早期療育 

    由於兒童早期的各項發展是日後身心健康、智能發展及各項

學習的重要基礎，故定期做發展評估就如同定期做身體健康檢查

一樣的重要，若能及早發現問題，及早進行療育，可以降低孩子

日後成為障礙者的可能性，或減輕其障礙的程度，並將潛能發揮

出來，讓孩子適時地融入社會團體中，以有效減輕家庭負擔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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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成本。 

    零歲至三歲是早期療育最關鍵的時刻，因為此時是語言及相

關認知能力發展最快速的時期。而零至三歲之幼兒如果能夠及早

進行早期療育，其一年的療效等於三歲以後十年的療效。 因此，

早期療育具有補救、治療、預防和啟發的效益，研究中發現對於

遲緩兒與其家庭，早期療育可以發揮以下幾項功能： 

  1、增進遲緩兒的智力、語言、社會技巧、生活自理等能力，

並進而培養其自尊和自信心。 

  2、減低在學齡階段接受特殊教育服務與安置的可能性。 

  3、遲緩兒的兄弟姐妹也可以獲得父母較多的注意和照顧，並

且在較良好的家庭環境中成長，間接可以提高他們的自我

價值感。 

  4、遲緩兒的父母除了心理可以得到適當調適外，並且可學習

到符合孩子需要的教養技能，能更有信心地安排自己及孩

子的生活。 

  5、對於整個家庭而言，早期療育的服務可以減少家庭所承受

的壓力，進而發展出一種比較健康的家庭互動關係，使家

庭發揮其正常應有的功能。 

    由以上所述不難發現早期療育對於發展遲緩兒及其家庭的重

要性，不僅能發揮遲緩兒最大的潛能，同時也可以相對地幫助遲

緩兒的家庭減輕負擔，更可以減低未來的社會成本，因此早期療

育確實有其實施的必要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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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療育的服務對象 

大致上早期療育服務之對象可以分為以下四大類零到六歲的幼

兒： 

  1、發展遲緩兒：發展遲緩兒可能有以下的情形：如幼兒在運

動發展、肌肉張力、動作平衡、感官知覺、語言溝通、認

知、社會適應性、心理、情緒發展方面有全面或部分的成

熟速度延緩、順序異常或特殊的人格發展異常；經診斷其

生理或心智狀況有極大可能會導致發展遲緩；若未接受早

期療育，可能導致日後的發展障礙。 

  2、障礙幼兒：各類障礙兒童，如唐氏症、腦性麻痺、脊柱裂、

新陳代謝異常等。 

  3、生理狀況危險群幼兒：如早產、週產期窒息、新生兒呼吸

窘迫症候群、黃疸、癲癇、視聽覺異常、持續性餵食困難

等。 

  4、環境危險群幼兒：幼兒生長環境具有下列危險因素而導致

孩子生理或心理發展問題，如貧窮、營養不良、受虐待、

未成年父母、嚴重家庭問題等。 

    早期療育的服務對象，除針對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未滿六歲

的特殊兒童進行服務外，因有鑑於兒童與家庭的密切關係，許多

早期療育方案亦擴及家庭。其次，早期療育推行的兩大前提為跨

專業與多專業的整合性方案，及以身心障礙兒童本人與其家庭為

主要的服務介入對象，而不單單只是幼兒而已。因此，早期療育

的服務對象應針對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未滿六歲之特殊幼兒及其

父母、養父母或監護人及家庭相關成員，提供完整而適當的協助

與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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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尋求早期療育資源 

早期療育的服務流程 

    早期療育服務流程是一種制度化且連續性的服務，包含發

現、初篩、通報、轉介、評估、療育安置及家庭支持等，若幼兒

經初篩被發現有疑似發展遲緩，即由早期療育相關專業人員，如

醫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語言治療師、臨床心理師、幼

稚園與托兒所老師、以及社會工作人員等將前述服務予以整合，

使發展遲緩兒能得到完善的服務。 

  以下將依早期療育服務流程的各個階段內容做詳細說明： 

  ‧通報→篩檢→進入個案管理→評估鑑定→轉介療育資源→

追蹤→結案 第一階段：個案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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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現： 

  早期療育的契機在於及早發現及早介入，因此，如何及早發

現疑似發展遲緩兒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可透過下列各種管道來達

到及早發現的目的： 

  (1)產前的例行檢查 

  (2)新生兒的篩檢與追蹤 

  (3)嬰幼兒的健康檢查與發展追蹤 

  (4)家長親職教育的提供 

因此，個案發現的來源有醫院、診所、托兒所、幼稚園、衛

生所、家長、保母、社會福利機構等。 

二、通報： 

  當家長或是主要照顧者、親友、醫師等發現孩子在發展上有

遲緩的現象時，通常會面臨不知何處尋求支援以幫助孩子及其家

庭的問題。因此，在早期療育服務範疇內的首要項目便是接受通

報，通報中心不僅可以建立檔案主動提供協助服務，並能建議相

關療育服務單位，作為療育計畫的參考，家長因而能有效地掌握

及運用資源。 

三、轉介： 

  在發現個案有發展遲緩的現象需要協助之後，除了通報之

外，更重要的是轉介到適當的服務單位，使個案能夠儘快的得到

包括醫療、教育及訓練等的協助，以便能夠儘早趕上發展里程碑，

或是拉近遲緩的距離。許多家庭在發現孩子有發展上的問題時，

通常花費了許多時間在搜尋相關服務、機構或醫院，但仍無法了

解孩子最需要解決的問題為何，因而耽誤了療育的重要時機。因

此，在早期療育服務中，轉介服務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4、評鑑：無論是確定孩子是否有發展遲緩的現象或是想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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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發展是否已達到一般兒童發展的水準，都需要仰賴評鑑工

作的進行，因此在發展遲緩兒的早期療育中，評鑑服務的提供是

一大重點。透過評鑑除了可以瞭解孩子的發展狀況之外，亦可瞭

解未來處遇的重點。因此為求周延，評鑑的進行應是整合各種不

同專業及依據孩子的個別需求作評估。一般而言，評估的重點包

括神經生理方面、心理方面、智能方面、動作方面、語言溝通方

面、學習方面、家庭功能方面等的評鑑。 

五、療育服務： 

  經過了相關評估與鑑定後，接下來便是療育服務項目選定與

施行，療育服務包括了三大部分： 

  (1)醫療服務的提供－包括一般治療、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

言治療、行為治療等醫療服務。 

  (2)教育服務的提供－包括認知訓練、動作、溝通表達、社會能

力、遊戲、親職教育等服務。 

  (3)家庭服務提供－包括經濟支持、家庭功能重建、社會支持網

絡建構等服務。 

六、追蹤與結案： 

  個案管理中心與療育服務提供單位及通報轉介中心維持常態

持續性的連繫，並定期追蹤療育服務提供情形及家庭使用資源的

狀況，同時瞭解發展遲緩兒與其家庭需求的改變，若需求已經改

變即可向早療轉介中心提出申請重新修訂個別化家庭服務計畫，

並依據修正計畫繼續接受相關服務。最後依轉介中心的要求進行

追蹤工作，隨時透過電話及家庭訪視、講座、團體、親職圖書室

等方式，以增強家庭面對發展遲緩兒成長上所面臨的各項問題的

解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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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定 

法案名稱 條  文  規  定 

第十三條第二款 

    縣(市)出現對發展遲緩之特殊兒童應建

立早期通報系統並提供早期療育服務。 

說明： 

1.有關發展遲緩兒童的通報系統及療育服務

的提供，是由縣市政府來負責的。 

2.早期療育服務正式成為兒童福利服務的一

個重要部份。 

第廿三條第五款 

    省(市)及縣(市)政府為收容不適於家庭

養護或寄養之無依兒童，及身心有重大缺陷不

適宜於家庭撫養之兒童，應自行創辦或獎勵民

間辦理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中心。 

兒童福利法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

六月二十六日華總

一義字第０九一０

０一二五一七０號 

令修正 第四十二條 

    政府對發展遲緩及身心不健全之特殊兒

童，應按其需要，給予早期療育、醫療、就學

方面之特殊照顧。 

說明： 

1.明訂政府責任。 

2.強調按發展遲緩及身心不健全之特殊兒童

之需要，提供各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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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本法第十三條第二款及第四十二條所稱

發展遲緩之特殊兒童，係指認知發展、生理發

展、語言及溝通發展、心理社會發展或生活自

理技能等方面有異常或可預期會有發展異常

之情形，而需要接受早期療育服務之未滿六歲

之特殊兒童。 

說明： 

1.明訂發展遲緩的定義。 

2.年齡界定為未滿六歲者。 

第十二條 

    本法第十三條第二款及第四十二條所稱

早期療育服務，係指由社會福利、衛生、教育

等專業人員以團隊合作方式，依發展遲緩之特

殊兒童之個別需求，提供必要之服務。 

說明： 

1.明訂早期療育服務內涵。 

2.明訂早期療育服務提供方式。 

3.明訂早期療育服務提供的原則。 

兒童福利法 

施行細則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

五月十一日內政部

台(83)內社字第八

三七五一三七號令

修正 

第十三條第二項 

    直轄市、縣（市）政府對於發展遲緩之特

殊兒童、其父母、養父母或監護人，應予適當

之諮詢及協助。該特殊兒童需要早期療育服務

者，福利、衛生、教育機關（單位）應相互配

合辦理。經早期療育服務後仍不能改善者，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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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福利法 

施行細則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

五月十一日內政部

台(83)內社字第八

三七五一三七號令

修正 

導長依殘障福利法相關規定申請殘障鑑定。 

說明： 

1.明訂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提供發展遲緩兒

童及其父母監護人等適當的諮詢和協助。 

2.明訂福利、教育、衛生單位應相互配合提供

早期療育服務。 

3.明訂經早期療育服務仍不能改善者銜接殘

障福利服務之管道。 

第二條二款 

各級衛生主管身心障礙者之鑑定、醫療復

健、早期醫療、健康保險與醫療復健輔助器具

之研究發展等相關事宜之規劃及辦理。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

一月二十一日總統

華總（一）義字 

第九○○○二二四

六八○號令修正 

第十四條第一款 

    為適當提供為適時提供療育與服務，中央

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建立彙報及下列通

報系統： 

    一、衛生主管機關應建立疑似身心障礙六

歲以下嬰幼兒早期發現通報系統。 

    二、教育主管機關應建立疑似身心障礙學

生通報系統。 

    三、勞工主管機關應建立職業傷害通報系

統。 

    四、警政主管機關應建立交通事故通報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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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消防主管機關應建立緊急醫療救護通

報系統。 

    六、戶政主管機關應建立身心障礙人口異

動通報系統。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前項通報系統，發

現有疑似本法所稱身心障礙者時，應即時通知

當地主管機關主動協助。 

說明： 

明訂建立早期發現通報系統。 

第十七條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應整合全國醫療資

源，辦理嬰幼兒健康檢查，提供身心障礙者適

當之醫療復健及早期醫療等相關服務。 

各級衛生主管機關對於安置於學前療育機

構、相關服務機構及學校之身心障礙者，應配

合提供其所需要之醫療復健服務。 

說明： 

明訂早期療育之相關醫療復健服務。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

一月二十一日總統

華總（一）義字 

第九○○○二二四

六八○號令修正 

第廿四條 

   各級政府應設立及獎勵民間設立學前療育

機構，並獎勵幼稚園、托兒所及其他學前療育

機構，辦理身心障礙幼兒學前教育、托育服務

及特殊訓練。 

說明： 

明訂設立早期療育相關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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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第一款 

    特殊教育之實施，學前教育階段，在醫

院、家庭、幼稚園、托兒所，特殊幼稚園(班)、

特殊教育學校幼稚部或其他適當場所實施。 

說明： 

明訂特殊教育學前階段的實施所址。 

第八條第一項 

    學前教育及國民教育階段之特殊教育，由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為原

則。 

說明： 

明訂直轄市、縣(市)等地方政府為辦理學前教

育階段特殊教育之主責者。 

第九條第一項 

    各階段特殊教育之學生入學年齡及修業

年限，對身心障礙國民，依義務教育之年限規

定辦理外，並應向下延伸至三歲，於本法公布

六年內逐步完成。 

說明： 

明訂入學年齡向下延伸。 

特殊教育法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九○○○二五四一

一○號令修正公布 

 

第十七條第一項 

    為普及身心障礙兒童及青少年之學前教

育、早期療育及職業教育，各級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應妥當規劃加強推動師資培育及在職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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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應及早儲備早期療育工作之師資。 

2.明訂各級政府對師資培訓及在職訓練的權

責。 

特殊教育法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九○○○二五四一

一○號令修正公布 

第廿五條 

    為提供身心障礙兒童及早接受療育之機

會，各級政府應由醫療主管機關召集，結合醫

療、教育、社政主管機關，共同規劃及辦理早

期療育工作。 

    對於就讀幼兒教育機構者，得發給教育補

助費。 

說明： 

1.明訂由地方政府衛生主管機關召集相關局

處，規劃早期療育服務。 

2.免費學前(幼兒)教育之提供。 

特殊教育法 

「身心障礙及資賦 

優異學生鑑定標 

準」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

五月九日教育部台

（九一）參字第九

一０六三四四四號 

令 

第十三條 

  本法第三條第二項第十一款所稱發展遲

緩，指未滿六歲之兒童，因生理、心理或社會

環境因素，在知覺、認知、動作、溝通、社會

情緒或自理能力等方面之發展較同年齡顯著

遲緩，且其障礙類別無法確定者；其鑑定依兒

童發展及養育環境評估等資料，綜合研判之。 

說明： 

明訂發展遲緩的定義與鑑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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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療育相關服務資源 政府機關單位 名    稱 電        話 網               址 內政部兒童局 (04)2252850 http://www.cbi.gov.tw/ 行政院衛生署 (02)23210151 http://www.doh.gov.tw/ 基隆市衛生局 (02)24230181 http://www.klchb.gov.tw/ 台北市衛生局 (02)27287070 http://www.health.gov.tw/ 台北縣衛生局 (02)22577155 http://www.tpshb.gov.tw/ 桃園縣衛生局 (03)3340935   轉 280 http://www.tychb.doh.gov.tw/ 新竹市衛生局 (03)5226133 http://www.hcchb.gov.tw/ 新竹縣衛生局 (03)5518160 http://www1.hchg.gov.tw/hcshb/health/main/index.asp 苗栗縣衛生局 (037)322150 http://www.miaoli.gov.tw/ depart00/index.asp 台中市衛生局 (04)23801180 http://203.65.81.215/ 台中縣衛生局 (04)25265394 http://www.hbtc.gov.tw/news/whpmas.nsf 南投縣衛生局 (049)2222473 http://www.ntshb.gov.tw/ 彰化縣衛生局 (04)7225141 http://www.chshb.gov.tw/ 雲林縣衛生局 (05)5325405 http://www.ylshb.gov.tw/ 連江縣衛生局 (0836)22095 http://www.matsuhb.gov.tw/ 嘉義市衛生局 (05)2338066 http://www.cichb.gov.tw/ 嘉義縣衛生局 (05)3620123   轉 700 http://www.cyhg.gov.tw/ 台南市衛生局 (06)2679751 http://www.tnchb.gov.tw/ defaul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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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縣衛生局 (06)6357716 http://www.tnshb.gov.tw/main1.htm 高雄市衛生局 (07)3373000 http://www.kcg.gov.tw/~khd/ 高雄縣衛生局 (07)7334872   http://www.khshb.gov.tw/ 屏東縣衛生局 (08)7370002~4  http://www.ptshb.gov.tw/ 花蓮縣衛生局 (03)8234584 http://www.hlshb.gov.tw/ 台東縣衛生局 (089)331174 http://www.ttshb.gov.tw/ 澎湖縣衛生局 (06)9272162  http://www.phshb.gov.tw/ 金門縣衛生局 (082)330697 http://www.kmhb.gov.tw/ 高雄縣政府社會局福利課 (07)7422971 http://www.sw.kscg.gov.tw/b/ index.htm 臺北市早期療育綜合服務中心 (02)2756-8852 http://www.tpscfddc.gov.tw  基隆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02)24662355 http://eden.org.tw/Services/ 22/ 臺北縣發展遲緩 兒童通報轉介中心 (02)29668111 http://www.cbi.gov.tw/old/serv/tel/new_doctor_03.htm 桃園縣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通報中心 (03)3352354 http://www.cbi.gov.tw/main_c6_1.asp?cent_sno=8 新竹市政府社會局發展遲緩兒童通報轉介中心 (03)5262531 http://www.cbi.gov.tw/main_c6_1.asp?cent_sno=9 新竹市發展遲緩 兒童個案管理中心 (03)5245559 (03)5262531 http://www.cbi.gov.tw/old/serv/tel/new_doctor_21.htm 苗栗縣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通報及轉介中心 (037)261473 (037)261493 http://www.cbi.gov.tw/old/serv/tel/new_doctor_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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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發展遲緩兒童 通報轉介暨個管中心 (04)2328222 (04)2330021 http://www.cbi.gov.tw/old/serv/tel/new_doctor_22.htm 台中縣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通報及轉介中心 (04)5260639 http://www.cmch.org.tw/HTML/ dept/1ab2/a6/ 南投縣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通報暨轉介中心 (049)200256 (049)201278 http://www.cbi.gov.tw/old/serv/tel/new_doctor_10.htm 彰化縣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通報轉介中心 (04)7569336 (04)7263650 http://www.cbi.gov.tw/old/serv/tel/new_doctor_09.htm 雲林縣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通報轉介中心暨個案管理療育中心 (05)5348585 (05)6323200 http://www.cbi.gov.tw/old/serv/tel/new_doctor_11.htm 嘉義市發展遲緩 早期療育中心 (05)2765041   轉 2056 http://www.cbi.gov.tw/old/serv/tel/new_doctor_23.htm 台南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轉介中心 (06)3901609 (06)3908125 http://www.cbi.gov.tw/old/serv/tel/new_doctor_24.htm 台南縣發展遲緩 兒童通報轉介中心 (06)6332665 http://www.cbi.gov.tw/old/serv/tel/new_doctor_13.htm 高雄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通報及轉介中心 (07)3850535   轉 120 http://www.cbi.gov.tw/old/serv/tel/new_doctor_02.htm 高雄縣旗山區兒童 早期療育發展中心 (07)6618106 http://www.cbi.gov.tw/old/serv/tel/new_doctor_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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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07)6226730 http://www.sw.kscg.gov.tw/e/ center/index.html 屏東縣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通報轉介中心 (08)7382592 http://www.cbi.gov.tw/old/serv/tel/new_doctor_17.htm 台東縣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通報轉介中心 (089)326141   轉 515 (089)310150   轉 382 http://www.cbi.gov.tw/old/serv/tel/new_doctor_18.htm 宜蘭縣發展遲緩 兒童早期療育通報 系統及轉介中心 (03)9321515 (03)9351515 http://www.cbi.gov.tw/old/serv/tel/new_doctor_04.htm 花蓮縣發展遲緩 兒童通報轉介中心 (03)8237756 http://www.cbi.gov.tw/old/serv/tel/new_doctor_19.htm 連江縣發展遲緩 兒童通報轉介中心 (0836)22381 http://www.cbi.gov.tw/old/serv/tel/new_doctor_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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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復健 名    稱 電        話 網               址 台北榮民總醫院 發展遲緩兒童評估中心 (02)28712121   轉 2932 (02)28757318 http://www.vghtpe.gov.tw/ %7Eeip/index.htm 台北市立婦幼綜合醫院早療評估中心 (02)27680802 (02)27680244 http://www.twch.gov.tw/tcdac/ 財團法人振興復健醫學中心 (02)28264400   轉 3812 http://www.chgh.org.tw/index. htm 台北市立關渡醫院 (02)28587140 http://www.gandau.gov.tw/ 臺北市立陽明醫院 (02)28383841 http://www.ymh.tcg.gov.tw/ 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02)25433535   轉 3051 http://www.mmh.org.tw/home/ index.html 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02)28332211 http://www.skh.org.tw/temp/ _private/index01.htm 財團法人私立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 (04)22052121 http://www.cmch.org.tw/htdocs/index.php 省立台北醫院 (02)22765566 http://www.ptph.gov.tw/Local/ 耕莘醫院 (02)22193391 http://www.cth.org.tw/ 恩主公醫院 (02) 26723456 http://www.eck.org.tw/ 林口長庚醫院 (03)3281200 轉 8355 或 8540 http://www.cgmh.org.tw/index. htm 長庚兒童醫院 (03)3281200 http://www.cgmh.com.tw/chldhos/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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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美醫學中心 (06)2812811 http://www.chimei.org.tw/index/index.htm 新樓醫院兒童身心發展中心 (06)2748316   轉 7201 http://www.sinlau.org.tw/ offices/uu.htm 童合醫院 (0800)461046 http://www.sltung.com.tw/ 高雄市立婦幼綜合醫院 (07)5546561  http://www.kmwcgh.gov.tw/2/ 051h210f.htm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07)7513171 http://www.kcg.gov.tw/~ksph/ 私立高雄醫院附設中和醫院 (07)3121101   轉 6813 http://www.genes.at-taiwan.com/Gao_Yi/homepage.htm 國軍左營醫院 (07)5817121 (07)5875938 http://www.tacocity.com.tw/ yoku/navyhopt/12.htm 國軍高雄總醫院 (07)7490782  (07)7498951 http://802.org.tw/ 阮綜合醫院 (07)3351121 http://www.yuanhosp.com.tw/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07)24739595   轉 2206 http://www.csh.org.tw/health/ health.htm 花蓮市基督教門諾會附設花蓮黎明啟智中心 (03) 8321220 http://www.lifeline.org.tw/ 07resource/disabled/ newpage1139.htm 慈濟醫院兒童發展復健中心 (03)8561825   轉 2311 http://www.tzuchi.com.tw/ TZUCHI/test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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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及相關團體 名    稱 電        話 網               址 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 (02)25046629 http://home.kimo.com.tw/fcdd. tw/ 中華民國自閉症基金會 (02)28323020 http://www.faxt.org.tw/ 中華民國早產兒基金會 (02)25111608 http://www.pbf.org.tw/htm/ welcome-1.htm 中華民國婦聯聽障文教基金會 (02)23812811 http://www.nwlihif.org.tw/ 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 (02)89233375 http://www.down-syndrome.org. tw/fou.htm 天主教光仁文教基金會 (02)23114765 http://www.lib.pu.edu.tw/ catholicism.una/una/htm 中華民國兒童福利 聯盟文教基金會 (02)27486006 http://www.children.org.tw/ 永春文教基金會 (02)23123283 http://www.dudu.com.tw/~ssjung/index.htm 中華唇顎裂兒童基金會 (02)28344198 http://www.lifeline.org.tw/ 07resource/medicine/newpage618.htm 黃俊生電子耳基金會 (02)27199921 http://www.cif.org.tw/ 羅慧夫顱顏基金會 (02)27190408 http://www.ncf.org.tw/ 科技輔具文教基金會 (02)27047620 http://www.unlimiter.com.tw/ 伊甸基金會基隆服務中心 (02)24662355 http://www.eden.org.tw/ Services/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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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基金會桃園服務中心 (03)4947341 http://www.eden.org.tw/ Services/14/ 伊甸基金會新竹服務中心 (03)5341078 http://www.eden.org.tw/ Services/15/ 台灣省關懷地中海型貧血協會 (04)4710919 http://www.tta.org.tw/ 喜憨兒文教基金會 (07)7266096 http://www.pingtung.com.tw/ CHILD/ 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 (02)25929778  http://www.syinlu.org.tw/ N_NEWS/index.asp 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 (02)27224136 http://www.diyi.org.tw/ 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 (02)27062686 http://www.ycswf.org.tw/ foreverming.htm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02)87925072 http://eden.24cc.com/ 台北縣私立真光教養院 (02)29409488 http://www.peacecorps.org.tw/ newspaper/november/1101b.htm 台北市育仁啟智中心 (02)23082863  http://www.lib.pu.edu.tw/ catholicism/una/una.htm 台北縣八里愛心教養院 (02)26737840  http://www.sw.tpc.gov.tw/ convenient/3_fusu_02.htm 新竹市華光智能發展中心 (03)5874690 http://www.huakuang.org.tw/hk/index.htm 新竹市仁愛啟智中心 (03)5711833  (03)5722382  http://www.st-joseph.org.tw/ 新竹市世光教養院 (03)5962342  http://www.lib.pu.edu.tw/ catholicism/lux/lu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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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聖家啟智中心 (037)475534  http://www.lib.pu.edu.tw/ catholicism/ja/ 苗栗市幼安教養院 附設早期療育中心 (037)268995  (037)262610 http://sco.miaoli.gov.tw/1032.htm 台中市瑪莉亞啟智學園早療中心 (04)3716701  http://www.maria.org.tw/3-1-3-1-1.htm 台中市瑪莉亞啟智學園幼兒中心 (04)3750436  http://www.maria.org.tw/3-1-3-2-1.htm 台中市十方啟能中心 (04)2393008  http://www.sfang.org.tw/ 台中縣私立信望愛智能發展中心 (04)25356240 http://www.fhl.org.tw/ 台中縣信望愛智能 發展中心豐原學園 (04)5252324  http://www.fhl.org.tw/rservice.html#p2 台中縣信望愛智能 發展中心潭子學園 (04)5332174  http://www.fhl.org.tw/rservice.html#p3 台中縣信望愛智能 發展中心沙鹿學園 (04)6352569  http://www.fhl.org.tw/rservice.html#p5 南投縣憫惠教養院 (049)209091  http://www.minhui.org.tw/ 南投縣復活啟智中心 (049)925520  http://www.catholic.org.tw/ taichung/bish_ccs.htm#soc_43 彰化市慈生仁愛院 (04)7222735  http://www.dale.nhctc.edu.tw/ new/w4-changhung.htm 彰化市慈愛殘障教養院 (04)7224891  http://tszai.tacocity.com.tw/ 彰化縣家扶啟智學園 (04)7569336  (04)7569063  http://home.pchome.com.tw/soho/tawu/menu-profe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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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聖家啟智中心 (04)8525594  http://www.catholic.org.tw/ taichung/bish_ccs.htm#soc_41 彰化縣聖智啟智中心 (04)8893730  http://www.catholic.org.tw/ taichung/bish_ccs.htm#soc_42 台南市私立天主教瑞復益智中心 (06)3911531 http://www.stra.tn.edu.tw/ 台南縣私立慶美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06)6594180  http://home.kimo.com.tw/ cmorg99/ 台南縣德蘭啟智中心 (06)5742219 http://www.lib.pu.edu.tw/ catholicism/tola/tola.htm 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 (07)2860626 http://www.chfn.org.tw/ 高雄市紅十字育幼中心 (07)5512101 (07)7019476 http://www.lifeline.org.tw/ 07resource/child/newpage130. htm 鳳山早期療育發展中心 (07)7413024 http://www.eden.org.tw/ Services/20/ 旗山早期療育發展中心 (07)6618106 http://www.eden.org.tw/ Services/21/ 屏東基督教勝利之家 (08)7366294 http://www.vhome.org.tw/ 伊甸宜蘭服務中心 (03)9575254 http://www.eden.org.tw/ Services/16/ 宜蘭縣聖嘉民啟智中心 (03)9582312 http://www.lib.pu.edu.tw/ catholicism/jami/jami.htm 花蓮市美崙啟能發展中心 (03)8237756 http://www.youth-volunteer.org.tw/UnitList/17.asp 花蓮市畢士大教養院 (03)8223908 http://www.bethesda.org.tw/ bethes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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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私立玉里安德啟智中心 (03)8886218 http://98.to/安德/ 台東市救星教養院 (089)359284 (089)359060 http://www.lib.pu.edu.tw/ catholicism/life_saver/ life_saver.htm 澎湖縣私立惠民啟智中心 (06)9261790 http://www.catholic.org.tw/ tainan/f60/b-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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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單位 名    稱 電        話 網               址 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02) 23564666 http://www.ntnu.edu.tw/spc/ 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07) 7132391 http://www.nknu.edu.tw/~sec/ 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04) 7255802 http://www.ncue.edu.tw/~special/ aa.htm 臺北市立師範學院特教中心 (02) 23896215 http://spec.tmtc.edu.tw/~speccen/ 國立台北師範學院特教中心 (02) 27366755 http://r2.ntptc.edu.tw/ 台中師範學院特殊教育中心 (04) 22294765 http://ws3.ntctc.edu.tw/spc/ 新竹師範學院特殊教育中心 (03) 5257055 http://www.nhctc.edu.tw/~spec/ 嘉義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05) 2263645 http://140.130.42.78/center/login.htm 台南師範學院特殊教育中心 (06) 2136191 http://www.ntntc.edu.tw/~gac646/ index.html 屏東師範學院特殊教育中心 (08) 7224345 http://www.npttc.edu.tw/center/ spec/index.html 花蓮師範學院特殊教育中心 (03) 8227647 http://spe.nhltc.edu.tw/center/ 台東師範學院特殊教育中心 (089) 327338 http://www.ntttc.edu.tw/secenter/asp/index.asp 中原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03) 4666304 http://www.cycu.edu.tw/~special/ sec/ 
 51 

寶寶成長大事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重要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