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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幼兒的發育速度都大致相同。但有時，孩子的發育進度也可能比預期更快或更慢。 

如果您有相關的憂慮，請參見若您對孩子的成長發育有疑慮並且諮詢您的醫護人員。

身體發育

• 無輔助平穩端坐

• 攙扶下穩定站立

• 坐著彈跳和挪動

• 用手撥弄細小物品；用手指拾起較大物品

• 抓取、搖晃物體，將兩個物體碰撞到一起

• 用牙齒或牙床咀嚼細碎的食物

• 可從蹲姿站起

• 扶著家具或您的手時可以行走

• 平穩地爬行，包括爬上樓梯

• 餵自己吃小塊的食物

• 用食指和拇指指尖撿起小型物品

• 將一塊積木放在另一塊上面

• 獨立行走

• 爬上或走上樓梯，手扶著扶手或您的手，	
一次上一級台階。

• 爬上物體（如椅子），爬出物體（如嬰兒車）

• 用杯子喝水

• 書本翻頁

• 壘起3塊或以上的積木

• 用大支蠟筆塗寫

6至9個月 9至12個月 12至18個月

試試這些

花大量的時間爬行，增加肚肚貼

地的時間。給她一些可以抓著搖晃的東西。	

趴到地上向她滾球。

試試這些

當她上樓梯時站在她身後或握住她

的手。示範給她看如何堆積木。讓她使用活動

桌，或其他可以按下按鈕發出聲音的玩具。給

她提供不同口感的食物。

試試這些

讓她玩球。播放音樂與她一同跳

舞。讓她堆疊塑膠碗，匹配蓋子和容器。	

給她提供大支蠟筆和紙。幫助她完成簡單的大

塊拼圖。

不同年紀幼兒的典型發育進度

幼兒成長發育

https://www.healthlinkbc.ca/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TFS_development-concerns-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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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平衡木上可以走幾步

• 爬上滑梯

• 蹬三輪腳踏車

• 學畫圓、點、線和螺旋

• 用小型安全剪刀剪紙

• 扭動門把手

• 踢球

• 蹲下玩耍

• 後退到椅子上坐下

• 騎坐小輪騎行玩具

• 自己脫鞋、帽、襪

• 拿起水杯喝水，然後放下

• 倒著和橫著行走

• 獨自上下樓梯，一次一級台階

• 雙腳抬起向前跳

• 雙腳同時發力推動騎行玩具

• 整隻手握住蠟筆塗寫

18至24個月 24至30個月 30至36個月

重點提要

通過以下方式促進幼兒在每個階段的身體發育：

✔	一起動起來

✔	花大量的時間在室外和遊樂區玩耍

✔	幫助她練習走路

✔	當她嘗試新事物時給予她表揚

✔	限制螢幕時間（參見螢幕時間）

試試這些

給她提供形狀分類遊戲和手指畫塗

料。洗澡時玩塑膠容器。一起跑動和踢球。	

讓她嘗試騎行玩具。鼓勵她自己穿脫衣服。 

試試這些

玩移動遊戲，參與的人時走時停，

時慢時快，並不斷改變方向。讓她自己穿衣

服，僅在需要的時候幫助她扣鈕扣、拉拉鏈。

給她玩水彩筆、蠟筆和拼圖。讓她幫忙做一些

簡單的廚房工作。

試試這些

玩「Tag」和「Follow The Leader」
遊戲。一起從山坡上滾下來。假裝你們是動

物。在您讀書給她聽時讓她來翻頁。讓她自己

穿帶按扣、鈕扣及拉鏈的衣服。

腦力開發

告訴她，她現在正在做甚麼（「你正

在爬樓梯！」「你正在拿蠟筆畫畫！」）

您知道嗎

在2到3歲時，有些幼兒將學會如何上
下樓梯，手扶著欄杆，一次一步。

故事分享

當我們的女兒剛開始四處移動時，我

會拿著玩具躺在她剛好無法搆到地方。她會努

力來到我身邊。這樣可以讓她忙起來並保持活

動，也是我在忙碌了一天後放鬆身心的好方法。 

https://www.healthlinkbc.ca/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TFS_screen-time-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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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發育

• 玩社交遊戲，如「Peekaboo」	
和「Patty Cake」

• 想和其他人一起做事

• 有理由地指向事物

• 嘗試吸引他人的注意

• 觀看他人

• 注意到有人進屋

• 知道您喜歡還是不喜歡他的某個行為

• 給他穿衣時知道伸直手腳配合

• 模仿一些簡單的動作和其他小朋友

• 重複可以逗你笑的聲音或動作

• 在簡單的遊戲中知道與您輪流配合

• 注意到別人在看甚麼

• 看向您指的地方，然後重新看回您	

• 喜歡自己成為焦點

• 開始表現出幽默感

• 樂於獨自一人玩耍，不願分享玩具

• 模仿成年人的行為，如讀書和打電話

• 短暫地與您分開

• 呼喚您

6至9個月 9至12個月 12至18個月

試試這些

玩找人遊戲	(「Where‘s Michael？」)	
以讓孩子明白他不是您的一部分。邀請他人與

你們一起玩，或者加入遊戲小組。讓他以自己

的節奏接觸新人。

試試這些

和孩子討論第二天要做哪些事情。

試試這些

建立一種說再見的儀式（如一個

吻、一些特別的話）。給他提供選擇，例如

先穿外套還是先穿鞋。讓他幫忙做一些簡單	

的家務。

重點提要

通過以下方式促進幼兒在每個階段的社交發育：

✔	在他需要幫助和關心時給予回應

✔	保持穩定的作息慣例

✔	全家一起用餐

✔	使用「請」和「謝謝」來培養禮貌

✔	讓他接觸他人，和其他孩子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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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抱、親吻並表達喜愛

• 使用社交語言如「謝謝」和「再見」

• 與他人一起玩耍，且更容易輪流守序

• 玩假想遊戲並創造虛構人物

• 喜歡短暫地獨自玩耍

• 更善於在其他小朋友一旁玩耍，而不是一起玩

• 經常說「不」和「這是我的」，不願與人分享

• 喜歡在無人幫助的情況下做事

• 不願與人分享

• 知道男生和女生的區別

• 喜歡為自己做更多的事情

• 喜歡在其他小朋友身邊平行玩耍

18至24個月 24至30個月 30至36個月

試試這些

讓他知道在新情境中可能會遇到甚

麼跟他談論家人和朋友指出其他小朋友在做甚

麼，給他介紹玩伴。

試試這些

給他機會與其他小朋友一對一玩

耍。讓他在沒有幫助的情況下完成一些事情。

用他的玩偶作為範例教他分享（「看，多莉將

她的積木分享給了泰迪。」）安靜地花時間

一起閱讀、講故事和摟抱。大力表揚他的正	

面行為。

試試這些

給您的孩子大量的關愛和鼓勵。	

參與他的假想遊戲。介紹鄰居給他認識，讓他

和其他小朋友玩，但是您要待在附近以便監

管，並幫助他解決問題。

您知道嗎

幼兒害怕新人或在陌生人面前表現出

羞澀是很常見的。

您知道嗎

大約在3歲左右，有些幼兒會創造出
一個想象中的朋友。

甚麼是平行玩耍？

在其他小朋友身邊或附近玩耍。

甚麼是協同玩耍？

與其他小朋友一同玩耍。

大多數孩子在 3 0至 3 6個月大前更喜歡平	
行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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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發育

• 表現出強烈的喜惡

• 會笑

• 想要和您或其他信賴的大人待在一起

• 害怕時會表現出來

• 表現出多種情緒

• 如果做錯了事會不開心

• 難過時想要得到安慰

• 需要在看護者的視覺和聽力範圍內

• 通過擁抱、親吻、輕撫和微笑表達喜愛

• 喜歡熟悉的地方

• 若有信賴的大人在場，則願意冒險

• 可以認出鏡中和照片中的自己

• 擁抱親吻您和其他熟悉的人

• 喜歡成為焦點

6至9個月 9至12個月 12至18個月

試試這些

對您的孩子微笑，進行大量眼神交

流，並實踐其他「發球與回球」式互動（參見

大腦發育）。

試試這些

給她提供簡單的選擇，例如用哪個

杯子。經常向她索要擁抱和親吻。

試試這些

讓她獨自玩耍。與她討論任何慣例

中即將發生的改變。找到能夠讓她有成就感	

的方法。

您知道嗎

低齡幼兒可能很容易被吸塵器、	

突然的巨響和其他大聲噪音嚇到。

腦力開發

從您的孩子大約9個月大時開始，	
您需要專注於幫助她理解和應對情緒。與她談

論她的感受（「我看到你很難過」）。告訴

她您的感受（「我很沮喪」），以及您如何

以健康的方式應對自己的情緒（「我現在要	

深呼吸」）。故事分享

每當我們中有人要離家上班、上學

時，我們都會有一種慣例儀式。我們會擁抱在

一起，說「一起親爸爸」，「一起親媽媽」，然後	

是「一起親泰勒」。這很有趣，雖然只是短短的

一分鐘，但是可以讓離別的時刻更容易些。

如何

利用讚揚建立孩子的自尊心。

✔	 將誇獎留給需要努力達成的事，而不是稱

讚每一個小舉動。

✔	 誇獎的表達需要具體，例如「你玩具整理

得真棒」。

✔	 當她為新事物而困擾時，鼓勵她並表現

出同理心：「我看到你在試著拉上外套

的拉鏈，這的確不太容易，不過你只要

繼續努力，我知道你一定可以成功。	

不過如果你想要休息一下，那這次可以我

來幫你拉。」

https://www.healthlinkbc.ca/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TFS_brain-development-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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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慣例發生改變會讓她不悅

• 回應他人的感受

• 與新人互動時更加自在

• 想要為自己做事情，但是可能會害怕新事物

• 渴望贊同，需要誇獎

• 對他人表示關心

• 表現出恐懼，但可以安定下來

• 有時想要獨立做事，有時又想要得到幫助

• 在新面孔的大人周圍會保持警惕

• 想要以自己的方式行事

• 喜歡不變的慣例

• 通過表演展示情緒 —— 如像憤怒的獅子
一樣咆哮

• 有很強的感受，但是不知如何表達

18至24個月 24至30個月 30至36個月

試試這些

與她談談別人的感受以及她的行為

如何影響其他人（「我認為約翰很難過，因為

你拿走了他的玩具。」）並提供選擇來幫助她

應對自己的感受。（「你現在很難過，你需要

我抱抱你嗎？還是你想一個人待著？」）。

試試這些

鼓勵她表現並談論自己的情緒。	

通過讓她知道接下來要發生的事情，減緩	

情緒轉變（「再過五分鐘，就要去學校接	

姐姐了」）。

試試這些

唱有關情緒的兒歌，讀有關情緒

的故事。討論其中角色的感受和這些感受	

的成因。

您知道嗎

幼兒可能會突然害怕起之前發生過且

無礙的情況。

您知道嗎

很多幼兒都有一個可以讓她感到安全

的毯子或玩具。

重點提要

通過以下方式促進幼兒在每個階段的情感發育：

✔	建立大量的行事條理和慣例

✔	擁抱、親撫並安慰她 —— 尤其是當她難過、
生病或受傷時

✔	實踐「發球與回球」式互動（參見大腦發育）

✔	使用正面管教 （參見正面管教）

https://www.healthlinkbc.ca/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TFS_brain-development-zh.pdf
https://www.healthlinkbc.ca/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TFS_positive-discipline-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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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發育

• 注意到物體的大小

• 知道事物的遠近

• 短暫地搜尋被拿走的物品

• 知道如何使用物品 —— 例如搖晃發聲玩具、
按下按鈕等

• 可將動物與其發出的聲音聯繫起來

• 記憶力變好

• 明白您和他自己是各自獨立的，當被問	
到「誰是媽媽？」時會指向媽媽

• 認出自己的名字

• 開始了解因果關係，例如碰掉的物品會	
落到地上

• 匹配形狀，例如將立方體放入方孔中

• 意識到有些事物即使他看不到，也仍然存在

• 在圖片中找到物體

• 通過觸摸和移動物體來學習 —— 例如將物體	
穿過孔

• 認爲事件會遵循慣例發生
• 遵循簡單的指示，例如「給我看看那個球」

6至9個月 9至12個月 12至18個月

試試這些

玩模仿遊戲，例如同時鼓掌或吐舌

頭。把東西短暫地藏起來，然後再亮出來。玩

進出遊戲，例如將積木放入容器中然後取出。 試試這些

輪流做事，如互送飛吻。讓他幫助

您尋找物品。討論因果關係（「你扔掉了泰

迪，所以他現在在地板上」）。

試試這些

一起數數。談論他記得的事件和	

人物。讓他指出書中的圖片。給他簡單的	

指示（「請把卡車和玩偶放到玩具盒中」）。

腦力開發

對幼兒來說，在他嘗試做事時，稍感

受挫是健康的。通過不急於提供幫助，您正在

教他解決問題的技能。

故事分享

每當我的一位老師朋友來家裡時，	

她都會從口袋裡掏出些東西，展示給我們10個
月大的孩子，並仔細地說出它們的名字。我們的

孩子經常會試著模仿她。這是一個很好的範例，

我應該每天都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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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提要

通過以下方式促進幼兒在每個階段的認知發育：

✔	為他提供各種玩具、拼圖和美術用品

✔	與他一起閱讀並討論其中的圖片（參見讀書給

孩子聽）

✔	一起跳舞和唱歌

✔	一起數數

✔	談論物體的形狀與顏色

✔	當他學到新技能時給予他大量的讚揚

• 比較物體的大小，並使用「更大」和「更小」
之類的詞

• 扮演角色，例如假裝自己是恐龍

• 數出三件物品

• 匹配並歸類物品

• 喜歡創意活動

• 以規範的方式使用事物，例如將電話
放到他耳邊

• 了解時間的流逝，明白「現在不行」
之類的詞的含義

• 說出照片中家人的名字

• 記憶力變好

• 和他人玩扮演遊戲

• 匹配並歸類一些形狀和顏色

• 開始了解數字的順序

• 注意力可以持續更久

• 通過反複嘗試逐漸解決問題

18至24個月 24至30個月 30至36個月

試試這些

給他蠟筆、水彩筆和紙讓他塗寫，	

2到 4塊的拼圖讓他試著拼裝。談論時	
間（「我們明天要去奶奶家」）和聽到的聲

音，例如汽車喇叭聲或狗叫聲。挑戰他的能

力，例如，當他可以壘起三塊積木時，給他第

四塊積木。

試試這些

當你們在一起唱歌或閱讀時，留出

空白讓他補充。玩匹配和歸類遊戲。

試試這些

與他談論數字順序（「哪個數字排

在前？」），鼓勵他講故事，詢問他對事情的

看法。讓他嘗試3到6塊的拼圖。給他衣服和道
具來進行裝扮。

參見本指南中的腦力開發文本框，以

了解有關促進幼兒認知發育的方法。

https://www.healthlinkbc.ca/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TFS_reading-zh.pdf
https://www.healthlinkbc.ca/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TFS_reading-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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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發育

• 一口氣發出簡單的語音（「ma mu da di da」）

• 咿咿呀呀，重複發聲（「da da da」）

• 對一些詞有反應，如「媽咪」或「球」

• 轉向去聽熟悉的聲音，如電話鈴聲

• 當您說她的名字時會看向你

• 搖頭以表達「不」

• 咿呀說出更長的音，如「bababa」
或「babagee」

• 對包含熟悉詞彙的簡單指示有所回應

• 和您輪流發出聲音

• 模仿談話的聲音

• 說五個或更多的詞

• 明白的詞比會說的詞多很多 —— 例如，	
當問她肚臍在哪時會指向肚臍

• 正確地使用「不」，經常同時搖頭

• 開始嘗試唱歌

• 模仿動物的叫聲和其他聲響

• 使用拍手、飛吻或擊掌等手勢

• 把手放到嘴前說「噓」

6至9個月 9至12個月 12至18個月

試試這些

用簡單的句子談論你們在做甚	

麼（「我們在看那隻狗」）。

試試這些

每天讀書給孩子聽（參見讀書	

給孩子聽）

試試這些

用不同的聲音和豐富的表情讀書給孩

子聽。給她唱歌。給她一些書看，並鼓勵她指

出圖片中的東西。記錄下她說的話。試試這些

無論何時開始與孩子分享圖書都不

算早。她可能喜歡翻動書頁，談論自己看到

的內容或只是看著文字和圖片（參見讀書給	

孩子聽）。

試試這些

如果您說多種語言，請從一開始就

使用它們。可以一位家長或照顧者使用一種語

言，另一位使用另一種語言。使用兩種語言讀

書給孩子聽。

您知道嗎

您無需嘗試教孩子讀寫。通過給她讀

書、與她交談和唱歌，您將會培養她的語言能

力，為其將來讀書寫字打下基礎。

您知道嗎

許多幼兒在學習說英語時都會忽略

「the」、「in」之類的詞，以及諸如「-ing」
和「-s」之類的詞尾。

https://www.healthlinkbc.ca/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TFS_reading-zh.pdf
https://www.healthlinkbc.ca/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TFS_reading-zh.pdf
https://www.healthlinkbc.ca/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TFS_reading-zh.pdf
https://www.healthlinkbc.ca/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TFS_reading-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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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的話您往往可以理解

• 問很多問題

• 講故事，唱歌

• 可以重複五個詞的句子

• 使用社交語言，如「請」、	
	「謝謝」和「你好」

• 能說出大部分身體部位的名稱

• 使用兩到三個詞的句子

• 理解大約200個詞

•  （清晰或含糊地）說大約50個詞

• 自言自語，或者和玩具說話

• 認出書中的圖片

• 模仿新詞彙或短語

• 使用「甚麼」和「哪裡」的疑問句

• 使用人稱代詞，如「你」和「我」

• 根據她自己聽到別人叫她甚麼而稱呼自己

• 回答簡單的問題，例如「你叫甚麼名字？」

• 喜歡看著書並討論其中的圖片

• 唱出歌曲中的一些部分

• 問很多問題

18至24個月 24至30個月 30至36個月

試試這些

仔細聆聽她，就她所說的話提出簡

單的問題。帶她去圖書館。

試試這些

重複她說的話以示你很感興趣。	

一起看家庭照片，用簡單的語句描述它們。

試試這些

詢問她感興趣的事情。使用開放

式的問題，例如「你在路上看到了甚麼？」	

或「你怎麼想？」唱數字歌，一起編一些有趣

的順口溜。

重點提要

通過以下方式促進幼兒在每個階段的語言發育：

✔	與她說話，從您正在做的事情（「我們來洗

這些杯子」）到她看到的一切（「毛茸茸	

的貓咪！」）

✔	用您自己的話語回應她的咿咿呀呀，彷彿您在

與她交談

✔	指出周圍事物的名字

✔	每日讀書給她聽

✔	以她說的話為基礎展開對話（如果她說「球」，	

您可以說「對，那是一個紅色的球。」）

✔	用兒歌幫助她學習語言範式

✔	在做日常事務（如換尿布）時唱歌給她聽

故事分享

我會跟女兒說我們所做的一切。	

例如，過馬路時我會說：「現在過馬路安全嗎？

讓我們看看有沒有車。現在沒有車，很安全。我

們可以過了。」這樣做可以有效地幫助她學習

詞彙，所以當她很小就開始說話時，我並不感	

到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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