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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歲兒童

16 17

0-1歲 
社交新手

0-1歲這個階段，是兒童語言發展的預備期。嬰兒透過「哭」來學習如

何協調呼吸與發聲，為將來開腔說話作好準備；嬰兒又透過「吃、嚼、

嚥、吐」來發展其口腔和咽喉肌肉，以致將來能「字正腔圓」地說話；

透過「看、聽、摸、嗅、嚐」，嬰兒得以探索這世界，成為將來認知的

基石；又藉着與父母或照顧者的互動，從而建立合適的溝通行為。這些

能力的建立，看似輕而易舉，卻是這階段嬰兒最重要的學習，是將來語

言發展的進門階。

雖然這階段的嬰兒尚未能真正說話，但他們會利用動作、面部表情或聲

音來表達自己的意思，以達到溝通的目的，我們稱這些為非口語溝通行

為。這些溝通行為並不需要成人刻意教授，反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地

提供適當的語言刺激，兒童便能慢慢掌握如何與人互動溝通；因此成人

只需經常與兒童互動及保持交往，以適時及適當的回應來支援兒童的溝

通便可。

發展性的表現

•�初生嬰兒會發出與生理需要有關的聲音（例如：咳嗽、哭），及後會

無意中發出一些語音，然後逐漸懂得參與有音調變化的發聲遊戲；接

近一歲時，嬰兒開始能模仿別人的動作或聲音。

•�當眼球控制逐漸成熟，嬰兒開始會注視及追視眼前的人物及物件，並

漸漸能與人保持眼神接觸，然後建立與人共同專注事物的能力。

•�當頭部控制逐漸成熟，嬰兒會尋找聲音的來源；接近一歲時，兒童

開始明白日常生活簡單的說話及人物稱謂，例如：「爸爸」、「媽

媽」。

•�兒童身處不同的環境中，逐漸對所看見、所聽見、所感覺到的事物表

現注意及作出適當的反應。

學習重點

•�運用較多感官刺激（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味覺、前庭平衡覺和

本體感覺）的遊戲來誘發兒童對環境的注意。

•�鼓勵兒童主動探索環境，讓他接觸及運用日常的物件來增強物件的概

念。

•�跟兒童溝通時，多利用身體語言、面部表情、手勢及動作來配合說

話，使兒童明白說話的內容。

•�留意兒童非口語的表達方式，包括動作、手勢、視線、面部表情、指

示、發聲等，並給予適當的回應。

•�與兒童說話時，宜運用簡單的語句及輕鬆的語調，並與他保持適當的

視線水平，以吸引兒童的注意力。

•�這階段的學習目標並非只單單建立某些語言技巧，更重要的是培養兒

童對他人的興趣和信任，建立美好的人際關係，作為他日後學習新事

物的基礎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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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歲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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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法

活動1  眼仔look look

活動目標：

‧ 對不同的感知（視覺、觸覺）刺激作出反應

‧ 追視眼前的物件

物資：

不同顏色的玩具或布娃娃

1.  在兒童面前約一呎的距離，拿着玩具來吸引兒童的注意。當取得兒童

的注意後，慢慢把玩具左右或上下移動（保持一個兒童能追視的速

度），吸引兒童追視。

2.  若兒童伸手抓玩具，間中讓他成功抓住，間中跟他搶着玩，以延續他

的興趣。

遊戲中給予的語言刺激：

用有趣、變化多端的語調或唱兒歌來吸引兒童的注意；也可向兒童說出

玩具、身體部位的名稱。

□ 有關語言發展的要點    

□ 遊戲變化    

□ 訓練小錦囊

•除不同顏色的玩具外，亦可讓兒童追視發光或轉動的玩具。

•讓兒童用自己的方法來探索玩具，例如：搖晃、拍打或放進口中，但

必須確保兒童的安全。

•用玩具搔癢兒童的手、腳、肚子、頸項或臉來逗引兒童，以增加遊戲

的趣味性。

學習
小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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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1-2歲  詞彙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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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歲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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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歲
詞彙寶寶

大部分兒童約一歲時便開始說出第一個有意義的詞彙，並正式進入口語

發展期了。初期，兒童用有限的詞彙摻雜身體語言來溝通，但當詞彙的

數量逐漸增多，非口語的溝通方式漸漸會被口語所取代。兒童開始會使

用詞彙指稱物件或動作，而後期更會組合不同的詞彙成為簡單的雙詞短

句／短語，例如：「爸爸坐」、「食糖」等。在語言理解方面，兒童開

始能明白常見物品的名稱，如當聽到食物名稱後能從冰箱拿出來，或當

聽到身體部位的名稱後能指出該身體部位等。此外，兒童又能明白簡

單的指示或問題，例如：「收拾玩具」、「車呢？」，並作出適當的反

應。

發展性的表現

•�兒童的理解能力通常由明白環境性的指示開始，如給兒童遞上杯，他

便能遵從「喝水」的指示。此外，兒童能理解日常的詞彙，如常見的

食物、動物名稱等。隨後，兒童逐漸能明白簡單句式的口頭指令，例

如：「拍手」、「收拾杯子」等。

•�當兒童開始能模仿一些語音時，他仍會繼續使用身體動作及非字詞的

發聲來溝通，然後逐漸會利用近似音來表達特定的意思。當口肌協

調及發聲能力更純熟時，兒童開始會運用單詞，例如：「水」、「電

話」；或短語，例如：「開門」、「梳頭」來指稱事物及活動。指稱

物件似乎是兒童本能性的表達，以達到不同的溝通意願，如要求、拒

絕、分享等。

•�在語言發展之始，兒童可能會出現以下三個情況：（一）延伸不足

── 延伸不足是指兒童將詞彙的意思只侷限在某些特徵或功能上，

只用該詞彙指稱某一個特定物件，例如：只會指稱自己用來飲水的食

具為「杯」，但對其他人使用的杯，卻不會指稱為「杯」；（二）過

度延伸 ── 過度延伸是指兒童所使用的詞彙涵蓋的意義比真正的意

義為廣，例如：兒童用「狗」這個詞彙指稱所有四條腿、有毛的動

物，連貓、牛、馬也將其說成為「狗」；（三）電報句 ── 兒童用

簡短的語句來代表不同的意思，例如：「媽媽鞋」可以代表「媽媽的

鞋」、「媽媽幫我穿鞋」等。

學習重點

•�用簡單的說話描述兒童的所見所聞，並多重複兒童未掌握的詞彙，以

加強對兒童的語言刺激。

•�鼓勵兒童完成簡單的指令，這既可以訓練他的聆聽能力，亦可培養他

的獨立性。

•�跟兒童一起唱遊、玩玩具、玩遊戲，事事都邊做邊說，增加與兒童的

互動溝通機會。

•�不妨重複兒童喜歡的遊戲及活動，讓他從既定的步驟中學習新技巧。

•�擴闊兒童的生活經驗，鼓勵他接觸不同的事物，用不同的感官系統探

索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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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歲兒童

52 53

玩法

活動1  親親寶寶

活動目標：

‧互動溝通

‧明白身體語言

‧明白簡單的指示

物資：

不適用

1.  在距離兒童前面約2米的位置，張開雙臂向兒童說：「抱抱」，示意兒

童走過來。當兒童跑過來時馬上把他抱起，甚至把他高高的舉起來。

2.  成人指着自己的面頰並向兒童說：「親親媽媽」，鼓勵兒童親吻成

人。

3.  拍手讚賞兒童，鼓勵兒童一同拍手。

4.  當兒童熟悉了以上三步曲（抱抱→親吻→拍手）時，嘗試只說出口語

指示來進行遊戲。

句式 語句組織  例句

動詞指令 動詞 「抱一抱」、「跑過來」

雙詞短句／短語 動詞+名詞 「親一親媽媽」、「拍手」

遊戲中給予的語言刺激：

□ 有關語言發展的要點

□ 遊戲變化

□ 訓練小錦囊

•重複遊戲步驟及指令有助兒童記憶及理解。

•當兒童還未開始說話時，成人可教兒童先學習用手勢或身體語言來表

達意思，如用手指指向想要的物品（指示式的手勢）、打開雙手表示

「無」（象徵式的手勢）。

學習
小貼士

P048-081_CH2 Age1-2b.indd   52-53 14/12/2016   12:35:58



第三篇

2-3歲 句子小先鋒

P082-115_CH3 Age2-3b.indd   82-83 14/12/2016   12:38:53



3-4歲兒童

84 85

2-3歲兒童

84 85

3-4歲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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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歲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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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歲
句子小先鋒

兩歲至三歲之間，兒童的語言發展非常迅速，他們日漸掌握不同的詞

彙，並憑藉模仿開始運用由三個詞彙組成的句子，例如：「哥哥推

車」、「媽媽買蘋果」、「妹妹喝果汁」。雖然這個階段的兒童喜歡模

仿別人的說話，但自發的語言亦與日俱增，逐漸也會發問問題，「每事

問」成為這個階段的特色。理解方面，兒童開始明白一些簡單的概念及

日常的問題，又能跟從一些簡短的指令，因此他們通常都勝任小助手的

角色，為家人完成一些小差使。遊戲技巧方面，兒童懂得玩假想遊戲，

而且能夠運用不同的物品來扮演日常的生活情景。踏入三歲，兒童開始

入讀幼稚園，語言能力將會進步不少，並漸漸能運用不同的詞類來造

句，包括連接詞、形容詞、數量詞等。

發展性的表現

•�兒童的詞彙量快速增長，能指稱一般常見的事物、日常物品或動作。

•�兒童能遵從包含兩至三個重要詞彙（重要詞彙是指在特定的溝通環境

中有需要區分的詞彙）的指令，例如：「拿杯給姐姐」、「拿毛巾給

弟弟」、「將爸爸的書放在桌子上」、「將弟弟的筆放進書包」。

•��兒童開始運用三詞句子，例如：「爸爸看電視」、「沒有吃早餐」、

「坐下等媽媽」；亦能運用連接詞（如︰「和」、「然後」）、形

容詞（如︰「快」、「痛」、「紅色」）、數量詞（如︰「一次」、

「兩隻」）等不同的詞類來修飾語句。

•�兒童能回答及提問簡單的問題，例如：「哪裏？」、「誰？」

•�兒童喜歡翻看圖畫書、唸兒歌。

•�兒童開始表現出對其他朋輩的喜愛，或間中有簡單的社交互動表現，例

如：語言溝通、給予／接受玩具、對人微笑、作出身體上的接觸等。

•兒童�能按成人所指示的簡單規則來玩玩具／遊戲。

•�兒童開始能玩具象徵性的遊戲，能以相似的物品代替真實的物品來進

行遊戲；亦會玩人偶及相關的道具，令它們做動作及說話；繼而發展

玩假想遊戲，由自己來扮演其他人物，例如：扮媽媽照顧嬰兒。‧                

學習重點

•�成人多營造溝通環境，鼓勵兒童先表達自己的需要及想法（無論是用

口語或非口語方式），然後才滿足他的要求。

•�成人多向兒童表達感受及分享經驗（尤其是與兒童一起經歷的生活經

驗），以培養兒童分享自己事情的習慣。

•�成人與兒童一起閱讀圖書，可挑選多圖畫少文字的圖書，鼓勵兒童描

述圖像，增強語言表達能力。

•�當兒童說話時，成人要有耐性地等兒童把話說完，了解過他的意思

後，可適當地擴展或延展他所說的話。擴展是將語句加長，添加一、

兩個詞彙令內容更豐富，如兒童說：「去公園玩」，成人可擴展成

「走路去公園玩滑梯」；延展是延續兒童說話的內容來維持對話，如

兒童說：「我吃了蘋果」，成人可延展話題說：「蘋果很香甜，有紅

色的，有綠色的。」

•�兒童進行任何活動時，成人也可在旁描述，以提供適當的語言刺激及

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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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歲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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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1  親子演奏「聽」

活動目標：

‧提升聽覺專注力

‧說出動詞：「搖」、「敲」、「打」

‧明白存在／消失的概念：「有」、「沒有」

物資：

不同種類的樂器

1.  播放音樂約30秒，與兒

童一邊欣賞音樂，一邊

奏樂器，成人可說明玩

樂器時的動作，例如：

「搖」、「敲」。

2.  突然終止播放音樂，成人放下樂器，並說：「沒有音樂了！」看看兒

童會否模仿放下樂器。

3.  重複步驟1和2，讓兒童明白音樂響起及終止時要作出甚麼反應；若兒

童對音樂還沒有作出適當的反應，可協助兒童一起做，直至兒童明白

遊戲的玩法。

玩法

 
句式 語句組織  例句

雙詞短句／短語 動詞+形容詞 「搖得好快」、「彈得很好聽」

動詞+名詞 「搖手搖鈴」、「敲鼓」

三詞句 名詞+動詞+名詞 「爸爸搖沙鎚」、「媽媽吹口琴」

遊戲中給予的語言刺激：

□ 有關語言發展的要點

□ 遊戲變化

□ 訓練小錦囊

•此活動能訓練兒童的聽覺專注力，亦有助啟發語言理解的發展。

•利用兒童喜歡模仿別人的特性，彈奏樂器時可加入一些變化，例如：

舉起搖鼓來拍、左一下右一下地拍，以加強訓練專注力及模仿能力。

•兒童建立了物件恆存的概念後，當事物消失時，他會感到好奇，逐

漸更能以肯定／否定詞來描述存在、消失的狀態，例如：「沒有

了！」、「沒有音樂了！」、「又有！」

•當兒童能掌握遊戲的規則時，可縮短播音樂的時間，加快遊戲的節奏

來挑戰一下兒童的反應。

學習
小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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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3-4歲 句子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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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歲兒童
句子建築師

三至四歲的兒童已有基本的語言能力，能夠明白成人大部分的說話，於

日常生活中能溝通自如，對於較複雜的指令也能理解。這階段，兒童的

詞彙庫已有不少的詞彙，語句亦較以往增長，並開始出現不同的語法結

構；因此他們對事情能作簡單的描述、比較或評論。兒童初期的表達會

較為平鋪直述，但說話的內容會隨語言及智能的發展而變得愈來愈豐富

和複雜。當兒童開始串連簡單的句子來描述較複雜的意念，例如：有時

序、因果、相反概念的事情，並以合適的連接詞來連繫上下文的意思，

這表示兒童已發展出語言組織能力。

發展性的表現

•�兒童能遵從多個步驟的口頭指令，例如：「拍拍手，然後跑到陳老師背後」。

•�兒童能回答有關常識的問題，例如：「有甚麼動物能飛？」、「到公園可

以玩甚麼？」

•�兒童喜歡聽故事，亦能記述故事內容。

•�兒童能正確地運用代名詞及屬有代名詞，例如：「你」、「我」、「我的」。

•�兒童能提問不同種類的問題，例如：「怎樣？」、「為甚麼？」

•�兒童能運用不同的詞類及語法結構來表達較複雜的意念，例如：「我跳高

按鐘」（連動詞組）、「哥哥一邊看電視，一邊做功課」（並列複句）、

「要先洗手，然後吃茶點」（連貫複句）、「因為爸爸生病了，所以他沒

有去上班」（因果複句）。

•�兒童懂得更多元化的溝通功能，例如：陳述、商議、指示、評價事物。

學習重點

•�成人與兒童環繞同一個話題交談時，可嘗試延展兒童的說話，有需要

時補充適量的內容來擴充其句式。

•�成人可透過日常生活來強調分類、先後次序、因果、對比等概念。

•�鼓勵兒童複述自己的經歷及說簡單的故事。

•�兒童對事物表現好奇並經常提問時，成人可引導兒童多觀察及探索事

物，並給予合乎他們理解能力的答案，以滿足他們好問的特性。

•�兒童到了三、四歲的時候，其語言發展最為活躍，但尚未發展成熟，

說話時構音動作還未完全協調；所以當兒童需要表達豐富的意思時，

他們未能快而準確地把思想組織起來，說話便會斷斷續續，出現口吃

的現象（林麗英，2010）。說話不流暢的情況有時會持續幾個月，然

後才漸漸消失。然而，當這種情況持續出現，並有惡化的跡象，則表

示兒童可能有口吃的問題了，那時便需要諮詢言語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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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法

活動1  小偵探

活動目標：

‧ 理解及說出方位詞

‧ 說出完整句子

‧ 發問「哪裏？」的問句

物資：

兒童喜歡的物品數件、手電筒兩支

1.  此遊戲需要在昏暗的環境中進行，成人可選擇在晚上，並調暗室內的

光線。

2.  拿起一件兒童喜歡的物品，然後把它藏起來，再問兒童：「小熊在哪

裏？」

3.  兒童拿着手電筒去找尋；若找不到，可以教兒童問：「小熊在哪

裏？」藉此鼓勵他運用問句。

4.  成人告訴兒童物品的位置，例如：「小熊在枕頭下面。」鼓勵兒童用

手電筒照着那物品，然後把它拿出來。

遊戲中給予的語言刺激：

句式 語句組織  例句

簡單問句 包含「哪裏？」的問句 「積木在哪裏？」

三詞句子 名詞+動詞+名詞 「爸爸藏起了洋娃娃」

名詞+名詞+方位詞 「皮球在櫃上面」

□ 有關語言發展的要點

□ 遊戲變化

□ 訓練小錦囊

•�兒童踏入三歲，對抽象的概念會有迅速的發展，包括開始懂得運用簡

單的方位詞，例如：上面、下面、外面、裏面、旁邊。

•�兒童的活動能力增加，驅使他們發展出獨立性及自主性。加上語言及

認知能力的提升，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他們運用問句的能力亦不斷提

升。 

學習
小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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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歲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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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歲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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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歲或以上
兒童

152 153

4歲或以上
邏輯達人

此時期，兒童的語言及智能是分割不開的，語言成為兒童表達複雜意念

的最佳工具。透過語言，兒童學習及思考新的知識。到了五至六歲時，

兒童的語言理解及表達已十分接近成人的模式，語言系統大致發展完

成，他們明白被動句式及推論性的問題，例如：「哥哥被一個小妹妹踢

了一腳」、「小明比小輝高，而小英又比小明高，誰是最高呢？」兒童

也能聯繫事情與本身的經驗，以致能闡述自己的見解。社交方面，兒童

喜歡結交朋友和參與集體遊戲，他們能對答如流，呼朋引伴。當兒童即

將入讀小學，他們已有足夠的詞彙、正確的語法、清晰和流暢的說話。

但是若要成為一位有效的溝通者，兒童還需要懂得聆聽別人說話的內容

及意圖，不時解讀對方的表情和肢體動作，以決定是否需要轉換話題或

結束談話，這些能力都是不可或缺的。

發展性的表現

• 兒童語言的完整性及複雜度有所提升，敍述事件時能使用不同的詞彙

和語法，令表達更清晰生動，所述的事情有開始、有結尾、有合邏輯

的情節，不再只是平舖直述。

• 兒童能有效地溝通 ── 在適當的時候說適當的話，說的話能符合聆聽

者的需要，並會隨當時的情境調整溝通的內容。有效的溝通包括以下

的表現：

（1） 引發話題；

（2） 維持主題，不會離題；

（3） 流暢地轉換話題；

（4） 結束談話；

（5） 澄清意思不明確的訊息；

（6）  瞭解非口語的溝通線索，例如：對方的面部表情、身體動作等

所表達的意思。

• 兒童能複述故事或自創簡單的故事。

• 兒童能憑想像推論假設性的問題。

• 兒童能發出正確的語音，說話的清晰度良好。

學習重點

• 引導兒童觀察週遭的事物，並解釋箇中的邏輯關係，讓他們吸收世界

知識（World Knowledge）。

• 向兒童解釋一些較艱深的字詞，以豐富他的詞彙知識。成人說出較兒

童艱深一點的說話，以提升兒童語言的複雜度。

• 鼓勵兒童與人分享個人的經驗和感受、說出自創的故事。

• 當兒童遇到困難，鼓勵他們想出解決方法及讓他們自行解決問題。

• 製造與朋輩的社交機會，藉此提升兒童的合作精神、協商技巧、處理

衝突的技巧等，以培養兒童的社交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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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法

活動1  小小科學家

活動目標：

‧ 理解及說出概念詞彙

物資：

實驗一：軟木（水松木）、海綿、浮水玩具、硬幣、小石頭、鐵匙羹、一盆水

實驗二：手電筒、毛巾、紙板、絲巾、紙巾、保鮮紙、襪子

實驗三：吸管、果汁

實驗一 輕與重

逐一把物品放進水中，

描 述 每 件 物 品 是 輕 或

重，並說明重量與浮沉的關係，例如：

「硬幣比較重，它會沉於水底；海綿比較

輕，它會浮於水面上」；當兒童放不同的

物品在水中時，引導他觀察並作出比較。

實驗二 光與暗

讓兒童以不同的物料遮蓋手電筒的光源，

引導他比較不同物料遮蓋光源時的變化，

並以光或暗來描述各情況。

實驗三 長與短

把數支吸管接駁起來，要求兒童用「長」的

吸管來吸吮果汁，然後嘗試用「短」的吸管

（只用一支吸管）來吸吮果汁，引導兒童比

較使用哪一支吸管較容易喝果汁，鼓勵他討

論並作出結論。

□ 有關語言發展的要點

□ 遊戲變化

□ 訓練小錦囊

  兒童明白及運用愈來愈抽象的概念詞彙，例如：厚、薄、軟、硬、粗、

幼、曲、直、甜、苦；成人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多說明，鼓勵兒童以不同

的感官經驗 ── 視、聽、觸、味、嗅覺來了解不同的概念，令他們更全

面地掌握這些知識。

遊戲中給予的語言刺激：

句式 例句

包含形容詞的完整句子 「用短的吸管來喝果汁」

因果複句 「海綿很輕，所以它會浮於水面」

學習
小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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