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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幼兒園作息活動觀察記錄手冊使用說明 
 

[編制目的] 

    融合教育是目前特殊需求幼兒入學安置的主流，幼兒園中普遍皆有著能力與需求各異的幼兒，

隨著幼教現場對於教學多元化的重視，察覺幼兒是否達到該年齡的發展里程碑，掌握幼兒當前的發

展現況，提供適切的協助以及學習內容，即是現場教師應具備的基礎能力。所以教師的首要任務即

是「觀察」幼兒的表現，藉此「發現」幼兒的能力，進而發展出「支持」幼兒的學習策略，用以

「提升」幼兒的能力。 

    幼兒從一早進入幼兒園至離園的整日作息活動中，「行為觀察」的機會無所不在，在不同作息活

動安排下的吃、喝、玩、樂、舉手投足表現皆有發展上的意義，教師可以在陪伴引導孩子的同時觀

察到他們的學習與發展。於是幫助現場教師掌握活動課程中觀察的重點，發展一套符合幼兒園作息

活動的觀察記錄表，讓教師能在每日作息活動中，用簡易又有系統的方式觀察孩子的行為表現，讓

這些重要的資訊成為後續安排適當課程與調整支持策略的依據，即為手冊編制的目的。 

[編製歷程] 

    編製歷程共四年四階段： 

    第一階段(104年)-調查基隆市幼兒園作息安排的概況。從這些作息活動中找出普遍性、共同的

活動，以調查歸納統整後的作息活動類型與內容發展出觀察要項，做為後續觀察指標建構發展的研

究基礎。 

   第二階段(105年)-完成例行性作息活動觀察指標建構：入園、餐點、午休、團體靜態與團體動

態、放學等活動 218項觀察指標。請本市資深幼教師進行兩次指標試閱並與學者專家進行討論提出

修正建議。 

   第三階段(106年)-完成作息本位觀察指標建構。共有入園、餐點、午休、團體靜態與團體動

態、放學、美勞區、語文區、益智區、扮演區、積木區等 10大類型作息活動，31個作息分項活

動，577個觀察指標細項。並以全市 95所公私立幼兒園隨機抽樣 378位 2-6歲幼兒，由班級導師進

行試評，統計結果作為接續編制為作息活動觀察記錄手冊的修正依據。 

   第四階段(107年)-將觀察評量指標改為觀察要項紀錄參考。增加自然科學學習區觀察內容，改

變整體呈現方式，讓使用者容易閱讀以及使用，並精簡觀察內容為 340項。概況如下： 

 

作息活動 觀察要項 要項數 內容小計 

1. 入園活動 

1-1生活禮儀 4 

 

1-2分離焦慮 2 

1-3簽到 3 

1-4穿脫衣物品歸位 8 

1-5如廁 11 

1-6洗手 3 31 

2.餐點活動 

2-1飲水 3 

 

2-2用餐前準備 12 

2-3用餐中 7 

2-4餐後收拾 7 

2-5潔牙 4 33 



3.團體靜態活動— 
分享、報告、討論 

3-1集合點名 3 

 

3-2指令理解執行 5 

3-3注意力維持 4 

3-4規則遵守 4 

3-5口語表達 12 28 

4.團體動態活動— 
大肌肉活動 

4-1站 6 

 

4-2走 6 

4-3跑 3 

4-4跳 8 

4-5跨越 1 

4-6推拉滾 6 

4-7協調平衡 3 

4-8騎乘 5 

4-9球類活動 8 

4-10律動 6 

4-11團體遊戲 7 59 

5.午休 
5-1自理 8 11 

5-2規則遵守 3  

6.放學 

6-1收拾 3 

 6-2規則執行 6 

6-3生活禮儀 2 11 

7.美勞區 

7-1平面繪圖 10 

 7-2立體造型 18 

7-3工藝 9 37 

8.語文區 

8-1聽 3 

 

8-2說 8 

8-3讀 11 

8-4寫 3 25 

9.益智區 

9-1基本概念 16 

 

9-2簡易數學概念 24 

9-3推理思考 3 

9-4人際互動 5 48 

10.扮演區 
10-1想像模仿與應用 5 13 

10-2人際互動 8  

11.積木區 

11-1視覺空間 6 

 11-2動作操控 4 

11-3人際互動 5 15 

12.自然科學區 

12-1觀察 10 

 

12-2實驗與操作 11 

12-3記錄與說明 4 

12-4問題解決 4 29 

 
觀察要項總數 

 
340 



 [應用範圍] 

1.成長檔案記錄參考資料：可提供幼兒園在建立ㄧ般幼兒個人學習成長檔案記錄的參考資料。 

2.提供教師觀察疑似發展遲緩幼兒的參考：能利用此表之發展里程碑為參考，記錄現況能力，可以

做為進ㄧ步與家長進行晤談說明的資料。 

3.轉介資料：疑似落後幼兒需要進一步尋求醫療評估時，可以提供一份在教室中完整的能力概況記

錄，以供專業醫療人員在綜合評估判斷時的參考。 

4.學前特教心評人員參考資料：可做為學前特教心評人員在入班觀察個案時可以參考的工具，以便

收集個案在整日作息活動中的發展表現，以及最容易出現的行為問題時段。 

5.專業團隊溝通資料：當特殊教育專業人力資源介入班級時，班級導師能夠依據有系統的觀察記

錄，快速幫助專業團隊人員了解幼兒在教室作息中的發展表現，讓特教專業人員能依據教室中實際

活動的內容給予調整策略之建議。 

6.個別化教育教育計畫(IEP)擬定參考資料：充分了解特殊需求幼兒的能力現況與優弱勢後，本表的

項目內容可提供擬訂 IEP目標融入作息活動中的參考資料。 

7.轉銜資料：可做為特殊生在轉學或轉銜時移交的資料之ㄧ，幫助新學校或不同階段的教師了解該

幼兒發展學習歷程時的參考。 

 

[手冊內容以及使用說明] 

1.本手冊內容分為三大部分： 

(1)例行性作息活動-幼兒園中固定且規律性的作息活動，有入園、餐點、團體靜態活動、團體動態

活動、午休、放學等六大項。建議在每學年上學期 9-10月進行觀察記錄。 

(2)學習區活動-本研究對基隆市幼兒園教室學習區內容進行調查，最具普遍性且最具共通性的五大

學習區為美勞區、語文區、益智區、扮演區、積木區，與「教育部幼兒園課程與教學品質評估表」，

建議教室中可優先設置相符合，另增加多數幼兒園常設的自然科學區，共有六個學習區。建議可在

每學年下學期 2-3月進行觀察記錄，若在上學期課程中已經開始實施學習區課程，可視實際狀況需

求彈性使用。 

(3)發展領域檢索表-此部分以六大發展領域-粗大動作、精細動作、語言、認知、社會、生活自理等

為主軸，並以幼兒園作息活動為架構的內容檢索，提供班級導師與專業團隊人員快速溝通的平台，

讓專業團隊人員在入班觀察時，能快速掌握個案在能力表現上的優弱勢，以期能提供作息活動中適

當的調整策略與學習訓練之建議。 

2.作息活動整合發展領域標示 

  每一項作息活動安排皆有跨發展領域的特性與功能，在每一項作息活動前皆有標示以供參考。 

例如：(粗)粗大動作發展領域、(細)精細動作發展領域、(語)語言發展領域、(認)認知發展領域、

(社)社會適應與情緒發展領域、(生)生活自理發展領域。 

[記錄方式建議] 

  會(總是能表現出此種行為)   

△ 有時會(學習中，有時能做到，有時無法做到，表現尚不穩定) 

  還不會(尚未學會或不曾表現此種行為) 

/  本項不適用(園內尚未安排此課程活動/無此類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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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例行性作息活動 



[幼兒園作息活動觀察記錄手冊] 
一、入園活動

觀察日期記錄

作

息

活

動

觀

察

要

項

發展 

年齡

參考

*每位幼兒發展表現速度不一，本表依照幼兒園作息內容列舉
觀察要項，要項內容由上至下是依據幼兒發展里程從簡單至

複雜而呈現，年齡發展區間從 2歲起至 6歲(幼幼班至大班)，
可以幫助班級老師在觀察幼兒能力現況記錄時的參考。

1. 
入

園

1-1
生

活

禮

儀

2-3 (社)(認) 會用眼神/姿勢/動作回應周圍的人、事、物。 
2-3 (認)(語) 聽到自己的名字會轉向聲源，並有所回應(如：微笑、

揮手或說：「早」)。 
2-3 (社)(語) 在提示下，會和熟悉的老師打招呼。 
3-4 (社)(語) 不需提示，會和熟悉的老師和同學打招呼。 

備註：

1-2
分

離

焦

慮

2-6 (社) 未出現分離焦慮，能和家人說再見。 
2-6 (社) 在開學約( 4 )週之後，不再出現分離焦慮。 

備註：

*若分離焦慮的時間超過 4週，請依目前班別記錄週數。
幼幼班(  )週；小班(  )週；中班(  )週；大班(  )週

1-3
簽

到

2-3 (認)(細) 能辨識出自己的照片或自己的代表圖案。 

3-5 (認)(細) 能辨識出有自己的姓名或代號的欄位，並完成簽到的
動作(畫記/蓋章)。 

5-6 (認)(細) 能依日期在自己姓名或代號的欄位上，用正確姿勢
(前三指握筆)繪圖或書寫。 
備註：

1-4
穿

脫

衣

及

物

品

歸

位

2-3 (認)(生) 會將自己的物品放入貼有照片的置物櫃。 

2-3 (生)(細) 會自己脫掉沒有鞋帶的鞋。 

2-3 (生)(細) 會自己穿好不須繫鞋帶的鞋。 
2-3 (生)(細) 會拉開衣服或書包的拉鍊。 
2-3 (認)(生) 在提示下，能將書包中不同種類物品取出，依指定

位置分類放置。

3-4 (生)(細) 會脫掉有拉鍊外套。 
3-4 (認)(生) 會自己主動將個人物品放在指定位置上。 

4-5 (認)(生) 穿鞋子時會區辨左右腳。 
備註：

1-5
如

2-3 (生)(語) 會用動作、表情、聲音表示尿意或便意。 

2-3 (生)(認) 能知道要在小便池或小馬桶上如廁。 

1



廁 2-3 (生)(細) 如廁前後能在成人協助下穿脫褲子。 

2-3 (生)(認)(細) 大小便後會自己沖水 

3-4 (生)(語) 會用口語表示尿意或便意。 

3-4 (生)(社) 如廁前會先敲門或觀察是否有人。 

3-4 (生)(細) 如廁前後能自行穿脫褲子。 
3-4 (生)(社)(語) 能在如廁後，尋求成人協助擦拭。 

4-5 (生)(細) 能在大便後使用衛生紙擦拭，但有時會擦不乾淨。 

5-6 (生)(細) 能在大便後，使用衛生紙擦拭乾淨。 

5-6 (生)(細) 如廁後，能在提示下把服裝整理好(塞上衣入裙/褲
內，可以稍微露出一部分)。 
備註：

1-6
洗

手

2-3 (生)(細) 會自行開關水龍頭並伸出雙手沖水。 
3-4 (生)(細)(認) 能在提醒下完成洗手步驟(濕、搓、沖、捧、擦)。 
4-5 (生)(細)(認) 能自行依照步驟(濕、搓、沖、捧、擦)執行洗手

動作。

備註：

2



[幼兒園作息活動觀察記錄手冊] 
二、餐點活動 觀察日期記錄

作

息

活

動

觀

察

要

項

發展 

年齡

參考

*每位幼兒發展表現速度不一，本表依照幼兒園作息內容列
舉觀察要項，要項內容由上至下是依據幼兒發展里程從簡

單至複雜而呈現，年齡發展區間從 2歲起至 6歲(幼幼班至
大班)，可以幫助班級老師在觀察幼兒能力現況記錄時的參
考。

2. 
餐

點

活

動

2-1
飲

水

2-3 (生) 能用吸管式水壺喝水。 

2-3 (生)(細) 能手握杯子喝水，水不會從嘴角流出來。 

2-3 (生)(細) 能打開有瓶蓋的杯子/水壺喝水。 
備註：

2-2
用

餐

前

準

備

2-3 (生)(細) 在提示下，用餐前會洗手。 

2-3 (生)(細)(認) 在成人提示下，用餐前會拿取自己的餐具(以顏
色或符號辨識)。 

2-3 (生)(社) 能夠安靜在座位上等待餐點。 

2-3 (生)(社)(語) 領取食物時，在提示後會用口語表達感謝。 
3-4 (生)(細)(認) 在用餐前會主動拿取自己的餐具(以顏色或符號

辨識)。 
3-4 (生)(社)(認) 能夠依照指示排隊前往取餐。 

3-4 (生)(社)(語)(認) 在詢問下能告知老師對食物的需求量(多/
少)。 

3-4 (生)(細) 會剝除食物的外皮或包裝紙，如：香蕉皮、餅乾/
糖果包裝紙袋。

3-4 (生)(細)(粗) 取餐後能自行端碗回座位。 

4-5 (生)(社)(語) 領取食物時，會主動用口語表達感謝。 
4-5 (生)(社)(語)(認) 能主動告知老師對食物的需求量(多/少)。 
4-5 (生)(細) 會剝除食物外殼，如：剝除茶葉蛋殼。 

備註：

2-3
用

餐

中

2-3 (生) 用餐時，只取用屬於自己的餐具和食物。 

2-3 (生)(細) 會用湯匙舀食物進食，灑落少許。 
2-3 (生) 會撕咬、咀嚼及吞嚥較硬(如：芭樂)或纖維較粗的食物。 
3-4 (生)(粗) 用餐時，會在椅子上保持適當的坐姿。 
3-4 (生)(細) 會用湯匙舀食物進食及喝湯，很少灑落。 
2-6 (生) 能在一小時內用完餐點。 

2-6 (生) 對食物有特殊偏好或挑食。 
幼幼班-喜歡：___________不喜歡：____________ 
小班-喜歡：___________不喜歡：____________ 
中班-喜歡：___________不喜歡：____________   
大班-喜歡：___________不喜歡：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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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2-4
餐

後

收

拾

2-3 (生)(細) 能在成人示範提示下，擦拭嘴巴。 

2-3 (生)(細)(認) 能依照教師指示處理剩餘食物。 
2-3 (生)(細)(認) 能在成人示範提示下，擦拭並收拾自己的餐

具。

2-3 (生)(細) 能用手指撿拾桌面或地面灑落的食物。 
3-4 (生)(細)(認) 能在協助下使用抹布擦拭桌面並收拾餐具。 
4-5 (生)(細)(認) 能自行擦拭桌面並收拾自己的餐具。 

5-6 (生)(細) 能夠自行擰乾抹布。 
備註：

2-5
潔

牙

2-3 (生) 會用開水漱口。 

3-4 (生)(細) 會拿牙刷用清水粗略的刷牙。 
4-5 (生)(細) 會用牙刷上下左右刷牙。 
5-6 (生)(細)(認) 會依據刷牙的步驟刷牙。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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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作息活動觀察記錄手冊] 
三、團體靜態活動-分享、報告、討論 觀察日期記錄

作

息

活

動

觀

察

要

項

發展 

年齡

參考

*每位幼兒發展表現速度不一，本表依照幼兒園作息內容列
舉觀察要項，要項內容由上至下是依據幼兒發展里程從簡

單至複雜而呈現，年齡發展區間從 2歲起至 6歲(幼幼班至
大班)，可以幫助班級老師在觀察幼兒能力現況記錄時的參
考。

3. 
團

體

靜

態

活

動

| 
分

享

報

告

討

論

3-1
集

合

點

名

2-3 (社) 能夠在聽到集合的提示聲(如：音樂、鈴聲、…)後，開
始動作準備集合。

2-3 (社) 點名時間，能夠在聽到自己的名字或看到自己的名牌
時，舉手回應。

4-5 (認)(語) 能回答關於今天是星期幾的問題。 
備註：

3-2
指

令

理

解

執

行

2-3 (認) 轉換活動時，會理解執行 1件指令。 

2-3 (認) 能夠遵守老師指令，做出模仿動作(如：定點集合、複
誦兒歌、手指謠)。 

3-4 (認) 轉換活動時，會理解執行 2件指令。 

4-5 (認) 轉換活動時，會理解執行 3件事的常用指令。 
5-6 (認) 轉換活動時，會理解執行 3件事以上的常用指令。 

備註：

3-3
注

意

力

維

持

2-3 (認) 能維持注意力約五分鐘。 
3-4 (認) 能維持注意力約十分鐘。 

4-5 (認) 能維持注意力約十五分鐘。 

5-6 (認) 能維持注意力約二十分鐘。 
備註：

3-4
規

則

遵

守

2-3 (社) 活動進行時，在帶領示範下能參與活動。 

2-3 (社) 活動進行時，已能理解不隨意離座的規則。 

3-4 (社) 想要發表時，在提示下，能舉手等待老師點名。 

4-5 (社) 想要發表時，能主動舉手等待老師點名。 
備註：

3-5
口

語

2-3 (認)(語)(社) 能說出自己的名字。 
2-3 (認)(語) 能指出或說出常用的五官及身體部位名稱。 

3-4 (認)(語) 會描述當日或剛才發生事情的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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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達

3-4 (認)(語) 聽完故事或他人分享後，能用簡單句回答相關的
問題，如：故事名稱與主要人物。

4-5 (認)(語)(社) 能自我介紹，說出與自己相關的資訊(如：家
人、年齡)。 

4-5 (認)(語) 聽完故事，能說出故事名稱、主要人物、情節與
結果。

4-5 (認)(語) 會描述最近發生的事情或經驗，但順序可能會混
淆。

4-5 (認)(語)(社) 能說出在活動/學習區操作上所遇到的困難。 
5-6 (認)(語)(社) 會適當的讚美別人或給予意見。 

5-6 (認)(語) 聽完故事，能說出主要的情節因果關係及主要人
物的情緒。

5-6 (認)(語)(社) 能說出在活動/學習區操作上所遇到的困難，
嘗試提出解決方法。

5-6 (認)(語) 能歸納或分析與主題討論相關的內容(如：能將生
活經驗做比較、提出活動的簡單計畫或想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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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作息活動觀察記錄手冊] 
四、團體動態活動-各項身體技能活動 觀察日期記錄

作

息

活

動

觀

察

要

項

發展 

年齡

參考

*每位幼兒發展表現速度不一，本表依照幼兒園作息內
容列舉觀察要項，要項內容由上至下是依據幼兒發展里

程從簡單至複雜而呈現，年齡發展區間從 2歲起至 6歲
(幼幼班至大班)，可以幫助班級老師在觀察幼兒能力現
況記錄時的參考。

4. 
團

體

動

態

活

動

|
大

肌

肉

活

動

4-1
站

2 (粗) 能自行在改變姿勢後站立不需扶物。 

2-3 (粗) 能單腳站 1秒。 

3-4 (粗) 不扶任何東西，會單腳站 2秒以上。 
4-5 (粗) 會自己單腳站立 5秒。 

5-6 (粗) 會自己單腳站立 8秒以上。 

5-6 (粗) 能閉眼手插腰單腳站立。 
備註：

4-2
走

2 (粗) 能自己平穩地走，停止或轉彎不會跌倒。 

2-3 (粗) 會單手扶物兩腳一階上樓梯。 
2-3 (粗) 會單手扶物兩腳一階下樓梯。 

3-4 (粗) 不須扶持，會一腳一階上樓梯。 

3-4 (粗) 不須扶持，會一腳一階下樓梯。 

4-5 (粗) 能以腳跟接腳尖的方式走直線 5步以上。 
備註：

4-3
跑

2-3 (粗) 會跑步但不會閃躲障礙物。 

3-4 (粗) 跑步時可以控制轉彎或折返，會閃躲障礙物。 

5-6 (粗) 會順暢的跑步連續繞過障礙物。 
備註：

4-4
跳

2-3 (粗) 雙腳會原地跳。 

2-3 (粗) 雙腳會連續向前跳。 

3-4 (粗) 雙腳會原地開合跳(合併-打開-合併)。 

3-4 (粗) 雙腳會向前跳(30公分左右)。 

4-5 (粗) 雙腳會連續向左/右兩側跳 3次以上。 
4-5 (粗) 雙腳會連續向前開合跳(如：跳房子)。 
4-5 (粗) 單腳會向前跳(15公分左右)至少 5下。 

5-6 (粗) 單腳會連續跳 8下以上。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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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跨

越

4-5 (粗) 能抬腳跨過 30公分的高度。 
備註：

4-6
推

拉

滾

2-3 (粗) 會推動靜止的大球往前約 3公尺遠。 
2-3 (粗) 會拉住物品往前進或向後退一段距離。 

2-3 (粗) 會連續側滾翻。 
3-4 (粗) 會有技巧的推拉物品繞過障礙物。 

3-4 (粗) 能不鬆手的拉住氣球傘。 

4-5 (粗) 會雙手一前一後推滾大球前進/後退。 
備註：

4-7
協

調

平

衡

2-3 (粗) 會自己爬上溜滑梯並溜下。 
2-3 (粗) 不需輔助，能在 20公分寬的板子(無架高)上向前

走。

3-4 (粗) 能走過 20公分寬及離地 10公分高之平衡木。 
備註：

4-8
騎

乘

2-3 (粗) 會坐腳動車，並用雙腳滑動一段距離。 

3-4 (粗) 會踩踏三輪車，需協助左右轉彎。 

4-5 (粗) 能雙腳交換踩踏板車前進。 
4-5 (粗) 能以雙手控制扭扭車前進。 
4-5 (粗) 會熟練的騎三輪車，並能控制方向。 

備註：

4-9
球

類

活

動

2-3 (粗) 會將靜止的球向前踢。 
2-3 (粗) 會單手過肩丟小球。 

3-4 (粗) 會以抱球方式接住近距離丟來的球。 

3-4 (粗) 會用球瞄準距離 1公尺遠的目標物投擲。 

4-5 (粗) 會將滾動的球以單腳踩停。 

4-5 (粗) 會跑向並踢動靜止的球。 
5-6 (粗) 會伸手接住不同方向丟來的球(距離約 3公尺遠)。 
5-6 (粗) 會原地單手連續拍球 3下。 

備註：

4-10
律

2-3 (粗)(認) 在唱遊活動中能模仿簡單動作。 

3-4 (粗)(認) 在唱遊活動中，能跟上動作(八拍一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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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3-4 (認) 在律動表演時，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4-5 (粗)(認) 在唱遊活動中，能跟上動作(四拍一個動作)。 

4-5 (認) 在律動表演時，變換隊形後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5-6 (粗)(認) 在唱遊活動中，能跟上動作(兩拍一個動作)。 
備註：

4-11
團

體

遊

戲

2-3 (社)(認) 能夠跟隨老師指令或示範，完成動作(如：排
隊)。 

2-3 (社)(認) 會在指示下的使用遊樂設施。 

3-4 (社)(認) 參與團體活動時，會適當的輪流等待。 

4-5 (社)(認) 能夠瞭解活動或競賽的輸贏規則。 

4-5 (社)(認) 參與團體活動或其他活動會服從規則。 

4-5 (社)(認) 願意接受活動或競賽的結果，不論輸贏或是否
得到讚美(即使有情緒，也可以在 30分鐘內平復)。 

5-6 (社)(認) 不論大人是否在場都能遵守遊戲規則。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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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作息活動觀察記錄手冊] 
五、午休 觀察日期記錄

作

息

活

動

觀

察

要

項

發展 

年齡

參考

*每位幼兒發展表現速度不一，本表依照幼兒園作息內容
列舉觀察要項，要項內容由上至下是依據幼兒發展里程

從簡單至複雜而呈現，年齡發展區間從 2歲起至 6歲(幼
幼班至大班)，可以幫助班級老師在觀察幼兒能力現況記
錄時的參考。

5. 
午

休

5-1
自

理

2-3 (生)(認) 能夠辨識自己的寢具。 

3-4 (生)(粗)(認) 能夠拿取自己的寢具。 

3-4 (生)(粗) 能在成人協助下，完成鋪床動作。 
3-4 (生)(粗)(認) 在協助下能摺疊寢具並將寢具放入櫃子內。 

3-4 (生)(細) 可以自行脫衣服、褲子和襪子。 

4-5 (生)(粗) 能自行完成鋪床動作。 

4-5 (生)(粗)(認) 能自行摺疊寢具，並將寢具放入櫃子內。 

4-5 (生)(細) 可以自行穿脫衣服、褲子和襪子。 
備註：

5-2
規

則

遵

守

2-3 (生)(認)(社) 能夠依據教師指示安靜午休，不干擾他人。 

3-4 (生)(認)(社) 能夠自行安靜午休，不干擾他人。 
3-4 (生)(語) 能覺察尿意，並告知老師如廁需求。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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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作息活動觀察記錄手冊] 
六、放學 觀察日期記錄

作

息

活

動

觀

察

要

項

發展 

年齡

參考

*每位幼兒發展表現速度不一，本表依照幼兒園作息內容
列舉觀察要項，要項內容由上至下是依據幼兒發展里程

從簡單至複雜而呈現，年齡發展區間從 2歲起至 6歲(幼
幼班至大班)，可以幫助班級老師在觀察幼兒能力現況記
錄時的參考。

6. 
放

學

6-1
收

拾

2-3 (生)(細) 在老師協助下，將物品放到書包內。 

3-4 (生)(認)(細) 能辨識自己的物品，並放進自己的書包內。 

5-6 (生)(認)(細) 能夠清點個人物品，放進自己的書包。 
備註：

6-2
規

則

2-3 (社)(粗) 能在聽到老師叫喚後，會背起書包，走向門口。 

2-3 (社)(粗) 能夠在老師的引導下，上/下交通車。 

3-4 (社)(認) 能夠在老師的提示或引導下，在指定的位置上排
隊準備上車。

3-4 (社)(認) 搭交通車時會遵守規則(如：依序上車、不能站
立、頭手不能伸出車外...)。 

4-5 (社)(認) 放學時會自行排隊行進且不脫隊(如：跟隨放學
路隊或行進至搭車處)。 

5-6 (生)(認)(社) 能知道自己搭車的梯次，並依指示行動。 
備註：

6-3
生

活

禮

儀

2-3 (社)(語) 會在引導下和熟悉的人說：「再見」。 

3-4 (社)(語) 會主動和熟悉的人道別說：「再見」。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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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習區活動 



[幼兒園作息活動觀察記錄手冊] 
七、美勞區 觀察日期記錄

作

息

活

動

觀

察

要

項

發展 

年齡

參考 

*每位幼兒發展表現速度不一，本表依照幼兒園作息內容
列舉觀察要項，要項內容由上至下是依據幼兒發展里程從

簡單至複雜而呈現，年齡發展區間從 2歲起至 6歲(幼幼
班至大班)，可以幫助班級老師在觀察幼兒能力現況記錄
時的參考。

7. 
美

勞

區

7-1
平

面

繪

圖

2-3 (細) 可以使用拳頭握筆隨意塗鴉。 

3-4 (細) 可以使用前三指握筆，將簡單的圖案著色。 

3-4 (細)(認) 可以仿畫直線『｜、—』。 
4-5 (細) 可以使用前三指握筆在範圍內著色，控制不超出邊界

1公分左右。 

4-5 (細)(認) 可以依照圖形卡仿畫『十、○』。 

4-5 (細)(認) 可以畫出可辨識物件的特徵(如：人、房子、交通
工具)。 

5-6 (細)(認) 可以依照圖形卡仿畫『△、□、◇』。 

5-6 (細) 可進行複雜、小範圍的圖案著色而不出界。 
5-6 (細)(認) 可以畫出較為複雜的圖案/仿畫文字。 
5-6 (細)(認) 能雙手協調使用工具輔助繪圖(如：描圖板、尺和

橡皮擦)。 
備註：

7-2
立

體

造

型

2-3 (細) 能用手指擠壓黏土。 

3-4 (細) 能用兩指前端將紙撕成大塊。 

3-4 (細) 能沿著粗直線剪斷約 3公分長的寬紙條。 
3-4 (細) 能用手掌心將黏土搓成長條。 
3-4 (細) 能擠壓膠水瓶塗在圖形上。 

3-4 (細) 能將貼紙撕下，對準目標黏貼。 

4-5 (細) 能沿線將紙對摺。 

4-5 (細) 能使用膠帶黏貼物品。 

4-5 (細) 能用兩指前端將紙撕成紙條。 
4-5 (細) 能用手掌心將黏土搓成球狀。 
4-5 (細) 能沿著線剪出有角度的形狀。 

4-5 (細) 能使用手掌按壓較小圖形打洞器。 

5-6 (細)(認) 能沿線剪出不規則形狀的圖形。 

5-6 (細) 能用兩指前端沿線撕紙。 

5-6 (細)(認) 能使用搓揉擠壓等技巧，運用黏土創作出具體可
辨識的作品。

5-6 (細) 能使用膠帶/雙面膠黏貼物品。 
5-6 (細)(認) 可依照簡單的步驟摺疊紙張，並完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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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細) 能使用手掌按壓較大圖形打洞器。 
備註：

7-3
工

藝

2-3 (細) 能用軟線串大珠子。 

3-4 (細) 能用軟線串小珠子。 

3-4 (細) 能將自己的作品用曬衣夾夾在展示區。 
4-5 (細)(認) 能用線做出上下穿洞的動作(不一定熟練)。 

4-5 (細)(認) 能用小鑷子夾燙豆/豆子完成作品。 

4-5 (細)(認) 能利用牙籤/大頭針沿提示刺出圖形。 

5-6 (細)(認) 能用線依序、將兩片布上下縫合。 

5-6 (細)(認) 能利用長條紙完成上下穿梭的編織工。 

5-6 (細)(認) 能打單結。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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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作息活動觀察記錄手冊] 
八、語文區 觀察日期記錄

作

息

活

動

觀

察

要

項

發展 

年齡

參考

*每位幼兒發展表現速度不一，本表依照幼兒園作息內容
列舉觀察要項，要項內容由上至下是依據幼兒發展里程從

簡單至複雜而呈現，年齡發展區間從 2歲起至 6歲(幼幼
班至大班)，可以幫助班級老師在觀察幼兒能力現況記錄
時的參考。

8. 
語

文

區

8-1
聽

2-3 (認) 能在聆聽兒歌、童謠時，維持注意力。 

3-4 (認) 能在聆聽短篇故事時，維持注意力。 

4-5 (認) 能專心聆聽透過多媒體器材(光碟、錄音帶)所撥放的
完整故事。

備註：

8-2
說

2-3 (語)(認) 能用詞彙命名大多數的圖片。 

2-3 (語)(認) 能用簡單短句描述圖片中的人/物/動作。 

3-4 (語)(認) 能夠在閱讀後回答出故事簡單因果關係。 

3-4 (語)(認) 能描述出書中畫面的細節。 
4-5 (語)(認) 能敘說一組圖片(4張左右)的部分連貫情節。 
4-5 (語)(認) 能完整的唱誦一整首兒歌。 

4-5 (語)(認) 能夠在重複閱讀後，獨自描述簡單的故事情節。 
5-6 (語)(認) 能夠在重複閱讀後，獨自描述完整故事情節及因

果關係。

備註：

8-3
讀

2-3 (社)(認) 閱讀後，能將圖畫書放回原位。 
2-3 (認) 能知道翻閱圖畫書的方向。 
2-3 (細) 能夠逐頁翻閱硬頁書、厚紙板書(如：《好餓好餓的

毛毛蟲》)。 

3-4 (細) 能夠逐頁翻閱各種紙類材質的繪本。 

3-4 (認) 能辨別圖像與文字的不同。 

4-5 (認) 能知道書名的位置與閱讀方向。 

4-5 (認) 能知道一字一音的對應關係。 
4-5 (認) 能知道不同文本的功能(訊息類及敘事類文本)。 
5-6 (認) 能知道書中文字的閱讀方向。 

5-6 (認)(語) 能在環境中認出常見的文字。 

5-6 (認)(語) 能利用訊息類文本解決問題。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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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寫

4-5 (認)(細) 運用簡單圖像畫出閱讀記錄。 

5-6 (認)(細) 能運用文字/圖像/符號畫出閱讀記錄，如：仿寫
書名或書籍編號、畫出喜歡的情境或人物等。

5-6 (語)(認)(細) 能自行以繪圖的方式創作有情節的圖畫書。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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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作息活動觀察記錄手冊] 
九、益智區 觀察日期記錄

作

息

活

動

觀

察

要

項

發展 

年齡

參考

*每位幼兒發展表現速度不一，本表依照幼兒園作息內容
列舉觀察要項，要項內容由上至下是依據幼兒發展里程從

簡單至複雜而呈現，年齡發展區間從 2歲起至 6歲(幼幼
班至大班)，可以幫助班級老師在觀察幼兒能力現況記錄
時的參考。

9. 
益

智

區

9-1
基

本

概

念

2-3 (認) 指認或配對基本顏色(如：紅、黃、藍、綠色)。 

2-3 (認) 會分類或指認基本形狀(如：圓形、三角形、正方
形)。 

2-3 (認) 會完成 4-6片式的拼圖。 
2-3 (認)(語) 能聽懂上、下、裡、外的指令。 

2-3 (認) 能依物件外在特徵配對與分類相同物件(如：顏色、
形狀、大小)。 

3-4 (認) 會完成 12片式的拼圖。 

3-4 (認)(語) 能聽懂前、後的指令。 

3-4 (認)(語) 會說出基本形狀的名稱(圓形、三角形、正方形)。 
3-4 (認) 能依物件的關聯性進行配對與分類(如：鞋子－襪

子、牙刷－牙膏)。 
4-5 (認)(語) 會說出、辨認形狀名稱(基本形狀及星形、心形、

長方形、菱形…)至少 6種。 

4-5 (認)(語) 會指出或說出顏色名稱(如： 紅、黃、藍、綠、
黑、白、橘、咖啡、紫色、粉紅色…)至少 6種。 

4-5 (認)(語) 能聽懂中間、旁邊的指令。 

4-5 (認) 會完成 25片式的拼圖。 

4-5 (認) 能依物件單一條件進行配對與分類(如：水果類－香
蕉、蘋果、鳳梨…等)。 

5-6 (認)(語) 能區別左、右方向。 
5-6 (認) 能按照物件兩種以上的條件進行配對與分類(如：紅

色的水果－蘋果、草莓、櫻桃…等)。 
備註：

9-2
簡

易

數

學

概

念

2-3 (認)(語) 會依序唱數 1至 5。 

3-4 (認)(語) 會依序唱數 1至 10。 

3-4 (認)(語) 會指認或說出數字 1至 10。 
3-4 (認) 能數出 5以內的數量。 
3-4 (認) 能進行 5以內的數量配對。 

3-4 (認) 會比較兩堆物品的多寡。 

3-4 (認) 能辨認大小、長短、高矮。 

4-5 (認)(語) 會依序唱數 1至 30。 

4-5 (認)(語) 會指認並說出數字 0至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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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認) 能點數 10以內的數量。 

4-5 (認) 能進行 10以內的數量配對。 

4-5 (認)(語) 會指出或說出三堆物品中「最多」和「最少」。 

4-5 (認) 能照尺寸(大小、長短、高矮、粗細)依序排列三個以
上的物品和圖案。

4-5 (認)(語) 能辨識兩件物品的輕、重，指出/說出「輕」或
「重」。

4-5 (認) 能比較相同容器中，溶液的多寡。 

4-5 (認) 能依照兩種形式依序排列物品或圖案(如：紅黃－紅
黃－紅黃)。 

4-5 (認) 能操作 5以內的數合成與分解。 

5-6 (認)(語) 會依序唱數 1至 50(可能有漏數)。 

5-6 (認)(語) 會 10個一數，數到 100。 

5-6 (認)(語) 會指出並說出數字 0至 100(可能會有錯誤)。 
5-6 (認) 能進行 20以內的數量配對。 
5-6 (認) 會依序排列三堆物品「最少」至「最多」。 

5-6 (認) 能運用 10以內的數合成與分解。 

5-6 (認)(語) 能辨識並說出 1元、5元、10元、50元、100
元。

備註：

9-3
推

理

思

考

4-5 (認)(社) 能進行規則性的遊戲(如：走迷宮、疊疊樂、圈叉
棋、五子棋、記憶翻翻盤)。 

4-5 (認) 能找出圖中不符合常理處。 

5-6 (認) 能依照三種形式依序排列物品或圖案(如：紅黃藍－
紅黃藍－紅黃藍)。 
備註：

9-4
人

際

互

動

3-4 (社)(語) 遇到困難會忍受挫折，願意繼續嘗試或尋求協
助。

4-5 (認)(社)(語) 能用簡單策略解決問題(如：有衝突時會要求
對方、離開或報告老師)。 

4-5 (認)(社) 會與同儕玩合作性的遊戲(如：疊疊樂、撲克牌遊
戲)。 

5-6 (認)(社)(語) 會商量、妥協以解決衝突(如：「我們可以猜
拳輪流玩嗎？」)。 

5-6 (認)(社) 能夠依遊戲規則參與競賽，並接受勝負結果。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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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作息活動觀察記錄手冊] 
十、扮演區 觀察日期記錄

作

息

活

動

觀

察

要

項

發展 

年齡

參考

*每位幼兒發展表現速度不一，本表依照幼兒園作息內容
列舉觀察要項，要項內容由上至下是依據幼兒發展里程從

簡單至複雜而呈現，年齡發展區間從 2歲起至 6歲(幼幼
班至大班)，可以幫助班級老師在觀察幼兒能力現況記錄
時的參考。

10.
扮

演

區

10-1
想

像

模

仿

與

應

用

2-3 (社)(語)(認) 玩一些簡單的象徵性遊戲(如：把椅子當作汽
車或把串珠當作項鍊)。 

3-4 (社)(語)(認) 會簡單扮演生活中常接觸到的人物特徵(如：
父母、醫生、老師、店員)。 

3-4 (社)(語)(認) 在遊戲中能說出生活中常見物品的功能。 
4-5 (社)(語)(認) 會扮演生活中常接觸到的人物其活動及情境

(如：媽媽煮飯、照顧小孩、做家事等)。 
5-6 (社)(語)(認) 能以不同的詞彙、語氣和聲調扮演故事角色。 

備註：

10-2
人

際

互

動

2-3 (社) 會主動接近同儕，在一旁玩，但各自玩不同的東西。 

3-4 (社)(語) 會主動參與他人一起玩(如：問「我可以玩嗎」)。 
3-4 (社)(語)(認) 必要時會尋求成人的協助。 
4-5 (社)(認) 同伴有困難時會主動幫忙。 

4-5 (社)(語)(認) 會理解並參與扮演情境中的角色與內容。 
4-5 (社)(語) 能參與 2-3人的聊天。 

5-6 (社)(語)(認) 會和同儕商量或妥協扮演角色與內容。 

5-6 (社)(語)(認) 能夠在 2-3人的互動中，循著話題維持雙向溝
通。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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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作息活動觀察記錄手冊] 
十一、積木區 觀察日期記錄

作

息

活

動

觀

察

要

項

發展 

年齡

參考

*每位幼兒發展表現速度不一，本表依照幼兒園作息內容
列舉觀察要項，要項內容由上至下是依據幼兒發展里程從

簡單至複雜而呈現，年齡發展區間從 2歲起至 6歲(幼幼
班至大班)，可以幫助班級老師在觀察幼兒能力現況記錄
時的參考。

11. 
積

木

區

11-1
視

覺

空

間

2-3 (細)(認) 能用積木進行平穩的堆疊(如：排長條/堆高)。 

3-4 (細)(認) 能依照圖示模仿做出簡單的造型(如：火車、搭
橋...)。 

4-5 (細)(認) 能利用積木完成複雜結構的作品(如：對稱、重複
形式的結構)。 

4-5 (細)(認) 能依照圖示模仿做出複雜的造型(如：動物、建築
物…)。 

4-5 (細)(認) 能夠運用各類型組合積木自行做出可辨識特徵的
立體作品。

5-6 (細)(認) 能夠依照指引步驟圖或說明書，組裝出完整作品
(約 8-10個步驟)。 
備註：

11-2 
動

作

操

控

2-3 (粗) 能夠分次搬動 4個以上大型積木，進行堆疊(如：柔
麗磚、原木積木)。 

2-3 (細)(認) 能疊高 5個大小相同的方形小積木(約 2立方公
分)。 

3-4 (細)(認) 能疊高 8個大小相同的方形小積木(約 2立方公
分)。 

4-5 (細)(認) 能操作不同特性的積木，進行組合和拆解。 
備註：

11-3 
人

際

互

動

3-4 (認)(語)(社) 能與他人簡單說明自己創作的積木作品。 

4-5 (認)(社) 能與一位同伴共同合作完成積木作品。 
5-6 (認)(語)(社) 能向他人詳細說明自己創作的積木作品。 
5-6 (認)(社) 能與小組同伴共同合作完成積木作品。 

5-6 (認)(語)(社) 在意見相左時，選擇有效的策略與同伴進行
協商。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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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作息活動觀察記錄手冊] 
十二、自然科學區 觀察日期記錄

作

息

活

動

觀

察

要

項

發展 

年齡

參考

*每位幼兒發展表現速度不一，本表依照幼兒園作息內容
列舉觀察要項，要項內容由上至下是依據幼兒發展里程從

簡單至複雜而呈現，年齡發展區間從 2歲起至 6歲(幼幼
班至大班)，可以幫助班級老師在觀察幼兒能力現況記錄
時的參考。

12.
自

然

科

學

區

12-1
觀

察

3-4 (認) 能區辨不同動物或昆蟲的外觀特徵(如：貓和狗的不
同)。 

3-4 (認) 能區辨植物的特徵(如：長短、高矮、大小、味道)。 

3-4 (認) 能區辨食物的特徵(如：顏色、氣味)。 
3-4 (認) 能區辨動物或昆蟲的生命徵象(如：兔子、魚、蠶)。 

4-5 (語)(認) 能說出不同動物或昆蟲的成長變化(如：蝌蚪長大
變青蛙、毛毛蟲長大變蝴蝶)。 

4-5 (認) 能觀察食物的特徵(如：生熟、可食用與不可食用)。 

4-5 (細)(認) 能使用身邊物件為單位進行觀察或測量(如：手
掌、腳、積木)。 

4-5 (細)(認) 能使用簡單工具進行觀察(如：放大鏡、鏡子)。 
4-5 (認) 能辨識各類器材的功能(如：鍋鏟-烹飪用具、釘耙-種

植工具、量杯-實驗器材)。 
5-6 (細)(認) 能使用標準單位工具進行觀察和測量(如：尺、磅

秤、溫度計)。 
備註：

12-2
實

驗

與

操

作

3-4 (社)(細) 能協助照顧種植區的植物(如：澆水)。 

3-4 (生)(認)(細) 能在老師協助下做出簡單的餐點(如：抹吐
司、搓湯圓)。 

3-4 (生)(認)(細) 能收拾使用過的器材(如：材料工具的歸位)。 
4-5 (社)(細) 能照料飼養區的動物(如：更換飼料)。 
4-5 (社)(細) 能照顧種植區的植物(如：拔草、挖土)。 

4-5 (生)(認)(細) 能做出簡單的餐點(如：包水餃、捲壽司)。 

4-5 (認)(細) 能操作簡單的測量工具(如：磅秤、量杯、量匙、
計時器、溫度計)。 

4-5 (語)(認)(細) 能閱讀並依據步驟操作(如：工具說明書、食
譜或教師自製的步驟圖)。 

4-5 (生)(社)(認) 能正確使用相關器材並注意安全(如：穿圍
裙、戴耐熱手套、清潔用品的使用、用電安全、危險器具

的使用)。 
4-5 (生)(認)(細) 能收拾使用過的器材(如：材料工具的清洗、

擦拭)。 
5-6 (社)(細) 能在老師協助下清洗整理飼養區(如：籠子、飼養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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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2-3
記

錄

與

說

明

3-4 (語)(認)(細) 能以圖像或符號記錄簡單的觀察內容。 

3-4 (語)(認) 能說出教師記錄的觀察內容(如：說出照片記錄內
容)。 

4-5 (語)(認)(細) 能以圖像或符號記錄多項的觀察內容。 

4-5 (語)(認) 能解說自己以圖像或符號表徵的觀察記錄。 
備註：

12-4
問

題

解

決

3-4 (社)(認) 能完成被分配的任務(如：輪流當值日生)。 

4-5 (認) 能依據實驗操作的經驗進行調整(如：調整食物的味
道、調整照養動植物的方式)。 

4-5 (社)(語) 能與他人協商合作完成任務(如：一人打蛋、一人
煎蛋)。 

5-6 (語)(認) 遇到問題時，能查詢相關資料(如：植物、動物圖
鑑或食譜)。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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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發展領域檢索表 



[幼兒園作息活動觀察記錄手冊]-發展領域檢索 
一、粗大動作領域 觀察日期記錄

發

展

領

域

作

息

活

動

發展 

年齡

參考

觀察要項內容

粗

大

動

作

領

域

2.
餐

點

活

動

3-4 (粗) 取餐後能自行端碗回座位。 

3-4 (粗) 用餐時，會在椅子上保持適當的坐姿。 
備註：

4. 
團

體

動

態

活

動

｜

大

肌

肉

活

動

2 (粗) 能自行在改變姿勢後站立不需扶物。 

2 (粗) 能自己平穩地走，停止或轉彎不會跌倒。 

2-3 (粗) 能單腳站 1秒。 

2-3 (粗) 會單手扶物兩腳一階上樓梯。 

2-3 (粗) 會單手扶物兩腳一階下樓梯。 

2-3 (粗) 會跑步但不會閃躲障礙物。 
2-3 (粗) 雙腳會原地跳。 

2-3 (粗) 雙腳會連續向前跳。 
2-3 (粗) 會推動靜止的大球往前約 3公尺遠。 

2-3 (粗) 會拉住物品往前進或向後退一段距離。 

2-3 (粗) 會連續側滾翻。 
2-3 (粗) 會自己爬上溜滑梯並溜下。 
2-3 (粗) 不需輔助，能在 20公分寬的板子(無架高)上向前走。 

2-3 (粗) 會坐腳動車，並用雙腳滑動一段距離。 
2-3 (粗) 會將靜止的球向前踢。 

2-3 (粗) 會單手過肩丟小球。 

2-3 (粗) 在唱遊活動中能模仿簡單動作。 
3-4 (粗) 不扶任何東西，會單腳站 2秒以上。 
3-4 (粗) 不須扶持，會一腳一階上樓梯。 

3-4 (粗) 不須扶持，會一腳一階下樓梯。 

3-4 (粗) 跑步時可以控制轉彎或折返，會閃躲障礙物。 

3-4 (粗) 雙腳會原地開合跳(合併-打開-合併)。 

3-4 (粗) 雙腳會向前跳(30公分左右)。 
3-4 (粗) 會有技巧的推拉物品繞過障礙物。 
3-4 (粗) 能不鬆手的拉住氣球傘。 

3-4 (粗) 能走過 20公分寬及離地 10公分高之平衡木。 

3-4 (粗) 會踩踏三輪車，需協助左右轉彎。 

3-4 (粗) 會以抱球方式接住近距離丟來的球。 

3-4 (粗) 會用球瞄準距離 1公尺遠的目標物投擲。 
3-4 (粗) 在唱遊活動中，能跟上動作(八拍一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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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粗) 會自己單腳站立 5秒。 

4-5 (粗) 能以腳跟接腳尖的方式走直線 5步以上。 

4-5 (粗) 雙腳會連續向左/右兩側跳 3次以上。 

4-5 (粗) 雙腳會連續向前開合跳(如：跳房子)。 

4-5 (粗) 單腳會向前跳(15公分左右)至少 5下。 
4-5 (粗) 能抬腳跨過 30公分的高度。 

4-5 (粗) 會雙手一前一後推滾大球前進/後退。 

4-5 (粗) 能雙腳交換踩踏板車前進。 

4-5 (粗) 能以雙手控制扭扭車前進。 

4-5 (粗) 會熟練的騎三輪車，並能控制方向。 

4-5 (粗) 會將滾動的球以單腳踩停。 
4-5 (粗) 會跑向並踢動靜止的球。 

4-5 (粗) 在唱遊活動中，能跟上動作(四拍一個動作)。 

5-6 (粗) 會自己單腳站立 8秒以上。 

5-6 (粗) 能閉眼手插腰單腳站立。 

5-6 (粗) 會順暢的跑步連續繞過障礙物。 

5-6 (粗) 單腳會連續跳 8下以上。 
5-6 (粗) 會伸手接住不同方向丟來的球(距離約 3公尺遠)。 

5-6 (粗) 會原地單手連續拍球 3下。 
5-6 (粗) 在唱遊活動中，能跟上動作(兩拍一個動作)。 
備註：

5. 
午

休

3-4 (粗) 能夠拿取自己的寢具。 
3-4 (粗) 能在成人協助下，完成鋪床動作。 
3-4 (粗) 在協助下能摺疊寢具並將寢具放入櫃子內。 

4-5 (粗) 能自行完成鋪床動作。 

4-5 (粗) 能自行摺疊寢具，並將寢具放入櫃子內。 
備註：

6. 
放

學

2-3 (粗) 能在聽到老師叫喚後，會背起書包，走向門口。 
2-3 (粗) 能夠在老師的引導下，上/下交通車。 
備註：

11. 
積

木

區

2-3 (粗) 能夠分次搬動 4個以上大型積木，進行堆疊(如：柔麗
磚、原木積木)。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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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作息活動觀察記錄手冊]-發展領域檢索 
二、精細動作領域 觀察日期記錄

發

展

領

域

作

息

活

動

發展 

年齡

參考

觀察要項內容

精

細

動

作

領

域

1.
入

園

活

動

2-3 (細) 能辨識出自己的照片或自己的代表圖案。 

2-3 (細) 會自己脫掉沒有鞋帶的鞋。 

2-3 (細) 會自己穿好不須繫鞋帶的鞋。 
2-3 (細) 會拉開衣服或書包的拉鍊。 

2-3 (細) 如廁前後能在成人協助下穿脫褲子。 

2-3 (細) 大小便後會自己沖水 

2-3 (細) 會自行開關水龍頭並伸出雙手沖水。 

3-4 (細) 會脫掉有拉鍊外套。 

3-4 (細) 如廁前後能自行穿脫褲子。 
3-4 (細) 能在提醒下完成洗手步驟(濕、搓、沖、捧、擦)。 
3-5 (細) 能辨識出有自己的姓名或代號的欄位，並完成簽到的動

作(畫記/蓋章)。 
4-5 (細) 能在大便後使用衛生紙擦拭，但有時會擦不乾淨。 

4-5 (細) 能自行依照步驟(濕、搓、沖、捧、擦)執行洗手動作。 

5-6 (細) 能依日期在自己姓名或代號的欄位上，用正確姿勢(前
三指握筆)繪圖或書寫。 

5-6 (細) 能在大便後，使用衛生紙擦拭乾淨。 
5-6 (細) 如廁後，能在提示下把服裝整理好(塞上衣入裙/褲內，

可以稍微露出一部分)。 
備註：

2.
餐

點

活

動

2-3 (細) 能手握杯子喝水，水不會從嘴角流出來。 

2-3 (細) 能打開有瓶蓋的杯子/水壺喝水。 

2-3 (細) 在提示下，用餐前會洗手。 
2-3 (細) 在成人提示下，用餐前會拿取自己的餐具(以顏色或符

號辨識)。 
2-3 (細) 會用湯匙舀食物進食，灑落少許。 

2-3 (細) 能在成人示範提示下，擦拭嘴巴。 

2-3 (細) 能依照教師指示處理剩餘食物。 

2-3 (細) 能在成人示範提示下，擦拭並收拾自己的餐具。 

2-3 (細) 能用手指撿拾桌面或地面灑落的食物。 
3-4 (細) 在用餐前會主動拿取自己的餐具(以顏色或符號辨識)。 
3-4 (細) 會剝除食物的外皮或包裝紙，如：香蕉皮、餅乾/糖果

包裝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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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細) 取餐後能自行端碗回座位。 

3-4 (細) 會用湯匙舀食物進食及喝湯，很少灑落。 

3-4 (細) 能在協助下使用抹布擦拭桌面並收拾餐具。 

3-4 (細) 會拿牙刷用清水粗略的刷牙。 

4-5 (細) 會剝除食物外殼，如：剝除茶葉蛋殼。 
4-5 (細) 能自行擦拭桌面並收拾自己的餐具。 

4-5 (細) 會用牙刷上下左右刷牙。 

5-6 (細) 能夠自行擰乾抹布。 

5-6 (細) 會依據刷牙的步驟刷牙。 
備註：

5. 
午

休

3-4 (細) 可以自行脫衣服、褲子和襪子。 
4-5 (細) 可以自行穿脫衣服、褲子和襪子。 
備註：

6. 
放

學

2-3 (細) 在老師協助下，將物品放到書包內。 

3-4 (細) 能辨識自己的物品，並放進自己的書包內。 

5-6 (細) 能夠清點個人物品，放進自己的書包。 
備註：

7.
美

勞

區

2-3 (細) 可以使用拳頭握筆隨意塗鴉。 

2-3 (細) 能用手指擠壓黏土。 
2-3 (細) 能用軟線串大珠子。 

3-4 (細) 可以使用前三指握筆，將簡單的圖案著色。 

3-4 (細) 可以仿畫直線『｜、—』。 
3-4 (細) 能用兩指前端將紙撕成大塊。 
3-4 (細) 能沿著粗直線剪斷約 3公分長的寬紙條。 

3-4 (細) 能用手掌心將黏土搓成長條。 

3-4 (細) 能擠壓膠水瓶塗在圖形上。 

3-4 (細) 能將貼紙撕下，對準目標黏貼。 

3-4 (細) 能用軟線串小珠子。 
3-4 (細) 能將自己的作品用曬衣夾夾在展示區。 
4-5 (細) 可以使用前三指握筆在範圍內著色，控制不超出邊界 1

公分左右。

4-5 (細) 可以依照圖形卡仿畫『十、○』。 

4-5 (細) 可以畫出可辨識物件的特徵(如：人、房子、交通工
具)。 

4-5 (細) 能沿線將紙對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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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細) 能使用膠帶黏貼物品。 

4-5 (細) 能用兩指前端將紙撕成紙條。 

4-5 (細) 能用手掌心將黏土搓成球狀。 

4-5 (細) 能沿著線剪出有角度的形狀。 

4-5 (細) 能使用手掌按壓較小圖形打洞器。 
4-5 (細) 能用線做出上下穿洞的動作(不一定熟練)。 

4-5 (細) 能用小鑷子夾燙豆/豆子完成作品。 

4-5 (細) 能利用牙籤/大頭針沿提示刺出圖形。 

5-6 (細) 可以依照圖形卡仿畫『△、□、◇』。 

5-6 (細) 可進行複雜、小範圍的圖案著色而不出界。 

5-6 (細) 可以畫出較為複雜的圖案/仿畫文字。 
5-6 (細) 能雙手協調使用工具輔助繪圖(如：描圖板、尺和橡皮

擦)。 

5-6 (細) 能沿線剪出不規則形狀的圖形。 

5-6 (細) 能用兩指前端沿線撕紙。 

5-6 (細) 能使用搓揉擠壓等技巧，運用黏土創作出具體可辨識的
作品。

5-6 (細) 能使用膠帶/雙面膠黏貼物品。 
5-6 (細) 可依照簡單的步驟摺疊紙張，並完成作品。 
5-6 (細) 能使用手掌按壓較大圖形打洞器。 

5-6 (細) 能用線依序、將兩片布上下縫合。 
5-6 (細) 能利用長條紙完成上下穿梭的編織工。 

5-6 (細) 能打單結。 
備註：

8. 
語

文

區

2-3 (細) 能夠逐頁翻閱硬頁書、厚紙板書(如：《好餓好餓的毛
毛蟲》)。 

3-4 (細) 能夠逐頁翻閱各種紙類材質的繪本。 

4-5 (細) 運用簡單圖像畫出閱讀記錄。 

5-6 (細) 能運用文字/圖像/符號畫出閱讀記錄，如：仿寫書名或
書籍編號、畫出喜歡的情境或人物等。

5-6 (細) 能自行以繪圖的方式創作有情節的圖畫書。 
備註：

11. 
積

木

區

2-3 (細) 能用積木進行平穩的堆疊(如：排長條/堆高)。 
2-3 (細) 能疊高 5個大小相同的方形小積木(約 2立方公分)。 

3-4 (細) 能依照圖示模仿做出簡單的造型(如：火車、搭橋...)。 

3-4 (細) 能疊高 8個大小相同的方形小積木(約 2立方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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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細) 能利用積木完成複雜結構的作品(如：對稱、重複形式
的結構)。 

4-5 (細) 能依照圖示模仿做出複雜的造型(如：動物、建築
物…)。 

4-5 (細) 能夠運用各類型組合積木自行做出可辨識特徵的立體作
品。

4-5 (細) 能操作不同特性的積木，進行組合和拆解。 

5-6 (細) 能夠依照指引步驟圖或說明書，組裝出完整作品(約 8-
10個步驟)。 

備註：

12.
自

然

科

學

區

3-4 (細) 能協助照顧種植區的植物(如：澆水)。 

3-4 (細) 能在老師協助下做出簡單的餐點(如：抹吐司、搓湯
圓)。 

3-4 (細) 能收拾使用過的器材(如：材料工具的歸位)。 

3-4 (細) 能以圖像或符號記錄簡單的觀察內容。 
4-5 (細) 能使用身邊物件為單位進行觀察或測量(如：手掌、

腳、積木)。 
4-5 (細) 能使用簡單工具進行觀察(如：放大鏡、鏡子)。 

4-5 (細) 能照料飼養區的動物(如：更換飼料)。 
4-5 (細) 能照顧種植區的植物(如：拔草、挖土)。 

4-5 (細) 能做出簡單的餐點(如：包水餃、捲壽司)。 

4-5 (細) 能操作簡單的測量工具(如：磅秤、量杯、量匙、計時
器、溫度計)。 

4-5 (細) 能閱讀並依據步驟操作(如：工具說明書、食譜或教師
自製的步驟圖)。 

4-5 (細) 能收拾使用過的器材(如：材料工具的清洗、擦拭)。 

4-5 (細) 能以圖像或符號記錄多項的觀察內容。 

5-6 (細) 能使用標準單位工具進行觀察和測量(如：尺、磅秤、
溫度計)。 

5-6 (細) 能在老師協助下清洗整理飼養區(如：籠子、飼養箱)。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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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作息活動觀察記錄手冊]-發展領域檢索 
三、認知領域 觀察日期記錄

發

展

領

域

作

息

活

動

發展 

年齡

參考

觀察要項內容

認

知

領

域

1.
入

園

活

動

2-3 (認) 會用眼神/姿勢/動作回應周圍的人、事、物。 
2-3 (認) 聽到自己的名字會轉向聲源，並有所回應(如：微笑、揮

手或說：「早」)。 
2-3 (認) 能辨識出自己的照片或自己的代表圖案。 

2-3 (認) 會將自己的物品放入貼有照片的置物櫃。 

2-3 (認) 在提示下，能將書包中不同種類物品取出，依指定位置
分類放置。

2-3 (認) 能知道要在小便池或小馬桶上如廁。 
2-3 (認) 大小便後會自己沖水 

3-4 (認) 會自己主動將個人物品放在指定位置上。 

3-4 (認) 能在提醒下完成洗手步驟(濕、搓、沖、捧、擦)。 

3-5 (認) 能辨識出有自己的姓名或代號的欄位，並完成簽到的動
作(畫記/蓋章)。 

4-5 (認) 穿鞋子時會區辨左右腳。 
4-5 (認) 能自行依照步驟(濕、搓、沖、捧、擦)執行洗手動作。 

5-6 (認) 能依日期在自己姓名或代號的欄位上，用正確姿勢(前
三指握筆)繪圖或書寫。 

備註：

2.
餐

點

活

動

2-3 (認) 在成人提示下，用餐前會拿取自己的餐具(以顏色或符
號辨識)。 

2-3 (認) 能依照教師指示處理剩餘食物。 
2-3 (認) 能在成人示範提示下，擦拭並收拾自己的餐具。 
3-4 (認) 在用餐前會主動拿取自己的餐具(以顏色或符號辨識)。 

3-4 (認) 能夠依照指示排隊前往取餐。 

3-4 (認) 在詢問下能告知老師對食物的需求量(多/少)。 

3-4 (認) 能在協助下使用抹布擦拭桌面並收拾餐具。 

4-5 (認) 能主動告知老師對食物的需求量(多/少)。 
4-5 (認) 能自行擦拭桌面並收拾自己的餐具。 
5-6 (認) 會依據刷牙的步驟刷牙。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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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團

體

靜

態

活

動

｜

分

享

、

報

告

、

討

論

2-3 (認) 轉換活動時，會理解執行 1件指令。 

2-3 (認) 能夠遵守老師指令，做出模仿動作(如：定點集合、複
誦兒歌、手指謠)。 

2-3 (認) 能維持注意力約五分鐘。 

2-3 (認) 能說出自己的名字。 

2-3 (認) 能指出或說出常用的五官及身體部位名稱。 
3-4 (認) 轉換活動時，會理解執行 2件指令。 

3-4 (認) 能維持注意力約十分鐘。 

3-4 (認) 會描述當日或剛才發生事情的部分內容。 

3-4 (認) 聽完故事或他人分享後，能用簡單句回答相關的問題，
如：故事名稱與主要人物。

4-5 (認) 能回答關於今天是星期幾的問題。 

4-5 (認) 轉換活動時，會理解執行 3件事的常用指令。 
4-5 (認) 能維持注意力約十五分鐘。 
4-5 (認) 能自我介紹，說出與自己相關的資訊(如：家人、年齡)。 

4-5 (認) 聽完故事，能說出故事名稱、主要人物、情節與結果。 

4-5 (認) 會描述最近發生的事情或經驗，但順序可能會混淆。 

4-5 (認) 能說出在活動/學習區操作上所遇到的困難。 
5-6 (認) 轉換活動時，會理解執行 3件事以上的常用指令。 
5-6 (認) 能維持注意力約二十分鐘。 

5-6 (認) 會適當的讚美別人或給予意見。 
5-6 (認) 聽完故事，能說出主要的情節因果關係及主要人物的情

緒。

5-6 (認) 能說出在活動/學習區操作上所遇到的困難，嘗試提出
解決方法。

5-6 (認) 能歸納或分析與主題討論相關的內容(如：能將生活經
驗做比較、提出活動的簡單計畫或想法)。 

備註：

4 
團

體

動

態

活

動

｜

大

肌

2-3 (認) 在唱遊活動中能模仿簡單動作。 

2-3 (認) 能夠跟隨老師指令或示範，完成動作(如：排隊)。 

2-3 (認) 會在指示下的使用遊樂設施。 

3-4 (認) 在唱遊活動中，能跟上動作(八拍一個動作)。 

3-4 (認) 在律動表演時，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3-4 (認) 參與團體活動時，會適當的輪流等待。 
4-5 (認) 在唱遊活動中，能跟上動作(四拍一個動作)。 

4-5 (認) 在律動表演時，變換隊形後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4-5 (認) 能夠瞭解活動或競賽的輸贏規則。 

4-5 (認) 參與團體活動或其他活動會服從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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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

活

動

4-5 (認) 願意接受活動或競賽的結果，不論輸贏或是否得到讚美
(即使有情緒，也可以在 30分鐘內平復)。 

5-6 (認) 在唱遊活動中，能跟上動作(兩拍一個動作)。 

5-6 (認) 不論大人是否在場都能遵守遊戲規則。 
備註：

5. 
午

休

2-3 (認) 能夠辨識自己的寢具。 
2-3 (認) 能夠依據教師指示安靜午休，不干擾他人。 

3-4 (認) 能夠拿取自己的寢具。 

3-4 (認) 在協助下能摺疊寢具並將寢具放入櫃子內。 

3-4 (認) 能夠自行安靜午休，不干擾他人。 

4-5 (認) 能自行摺疊寢具，並將寢具放入櫃子內。 
備註：

6. 
放

學

3-4 (認) 能辨識自己的物品，並放進自己的書包內。 

3-4 (認) 能夠在老師的提示或引導下，在指定的位置上排隊準備
上車。

3-4 (認) 搭交通車時會遵守規則(如：依序上車、不能站立、頭
手不能伸出車外...)。 

4-5 (認) 放學時會自行排隊行進且不脫隊(如：跟隨放學路隊或
行進至搭車處)。 

5-6 (認) 能夠清點個人物品，放進自己的書包。 
5-6 (認) 能知道自己搭車的梯次，並依指示行動。 
備註：

7.
美

勞

區

3-4 (認) 可以仿畫直線『｜、—』。 

4-5 (認) 可以依照圖形卡仿畫『十、○』。 

4-5 (認) 可以畫出可辨識物件的特徵(如：人、房子、交通工
具)。 

4-5 (認) 能用線做出上下穿洞的動作(不一定熟練)。 
4-5 (認) 能用小鑷子夾燙豆/豆子完成作品。 
4-5 (認) 能利用牙籤/大頭針沿提示刺出圖形。 

5-6 (認) 可以依照圖形卡仿畫『△、□、◇』。 

5-6 (認) 可以畫出較為複雜的圖案/仿畫文字。 

5-6 (認) 能雙手協調使用工具輔助繪圖(如：描圖板、尺和橡皮
擦)。 

5-6 (認) 能沿線剪出不規則形狀的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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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認) 能使用搓揉擠壓等技巧，運用黏土創作出具體可辨識的
作品。

5-6 (認) 可依照簡單的步驟摺疊紙張，並完成作品。 

5-6 (認) 能用線依序、將兩片布上下縫合。 

5-6 (認) 能利用長條紙完成上下穿梭的編織工。 

5-6 (認) 能打單結。 
備註：

8. 
語

文

區

2-3 (認) 能在聆聽兒歌、童謠時，維持注意力。 

2-3 (認) 能用詞彙命名大多數的圖片。 

2-3 (認) 能用簡單短句描述圖片中的人/物/動作。 

2-3 (認) 閱讀後，能將圖畫書放回原位。 

2-3 (認) 能知道翻閱圖畫書的方向。 
3-4 (認) 能在聆聽短篇故事時，維持注意力。 
3-4 (認) 能夠在閱讀後回答出故事簡單因果關係。 

3-4 (認) 能描述出書中畫面的細節。 

3-4 (認) 能辨別圖像與文字的不同。 

4-5 (認) 能專心聆聽透過多媒體器材(光碟、錄音帶)所撥放的完
整故事。

4-5 (認) 能敘說一組圖片(4張左右)的部分連貫情節。 
4-5 (認) 能完整的唱誦一整首兒歌。 

4-5 (認) 能夠在重複閱讀後，獨自描述簡單的故事情節。 
4-5 (認) 能知道書名的位置與閱讀方向。 

4-5 (認) 能知道一字一音的對應關係。 

4-5 (認) 能知道不同文本的功能(訊息類及敘事類文本)。 
4-5 (認) 運用簡單圖像畫出閱讀記錄。 
5-6 (認) 能夠在重複閱讀後，獨自描述完整故事情節及因果關係。  
5-6 (認) 能知道書中文字的閱讀方向。 

5-6 (認) 能在環境中認出常見的文字。 

5-6 (認) 能利用訊息類文本解決問題。 

5-6 (認) 能運用文字/圖像/符號畫出閱讀記錄，如：仿寫書名或
書籍編號、畫出喜歡的情境或人物等。

5-6 (認) 能自行以繪圖的方式創作有情節的圖畫書。 
備註：

9. 
益

智

區

2-3 (認) 指認或配對基本顏色(如：紅、黃、藍、綠色)。 

2-3 (認) 會分類或指認基本形狀(如：圓形、三角形、正方形)。 

2-3 (認) 會完成 4-6片式的拼圖。 

2-3 (認) 能聽懂上、下、裡、外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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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認) 能依物件外在特徵配對與分類相同物件(如：顏色、形
狀、大小)。 

2-3 (認) 會依序唱數 1至 5。 

3-4 (認) 會完成 12片式的拼圖。 

3-4 (認) 能聽懂前、後的指令。 

3-4 (認) 會說出基本形狀的名稱(圓形、三角形、正方形)。 
3-4 (認) 能依物件的關聯性進行配對與分類(如：鞋子－襪子、

牙刷－牙膏)。 

3-4 (認) 會依序唱數 1至 10。 

3-4 (認) 會指認或說出數字 1至 10。 

3-4 (認) 能數出 5以內的數量。 

3-4 (認) 能進行 5以內的數量配對。 

3-4 (認) 會比較兩堆物品的多寡。 
3-4 (認) 能辨認大小、長短、高矮。 
4-5 (認) 會說出、辨認形狀名稱(基本形狀及星形、心形、長方

形、菱形…)至少 6種。 

4-5 (認) 會指出或說出顏色名稱(如： 紅、黃、藍、綠、黑、
白、橘、咖啡、紫色、粉紅色…)至少 6種。 

4-5 (認) 能聽懂中間、旁邊的指令。 

4-5 (認) 會完成 25片式的拼圖。 
4-5 (認) 能依物件單一條件進行配對與分類(如：水果類－香

蕉、蘋果、鳳梨…等)。 
4-5 (認) 會依序唱數 1至 30。 

4-5 (認) 會指認並說出數字 0至 20。 
4-5 (認) 能點數 10以內的數量。 

4-5 (認) 能進行 10以內的數量配對。 

4-5 (認) 會指出或說出三堆物品中「最多」和「最少」。 
4-5 (認) 能照尺寸(大小、長短、高矮、粗細)依序排列三個以上

的物品和圖案。

4-5 (認) 能辨識兩件物品的輕、重，指出/說出「輕」或
「重」。

4-5 (認) 能比較相同容器中，溶液的多寡。 

4-5 (認) 能依照兩種形式依序排列物品或圖案(如：紅黃－紅黃
－紅黃)。 

4-5 (認) 能操作 5以內的數合成與分解。 

4-5 (認) 能進行規則性的遊戲(如：走迷宮、疊疊樂、圈叉棋、
五子棋、記憶翻翻盤)。 

4-5 (認) 能找出圖中不符合常理處。 
4-5 (認) 能用簡單策略解決問題(如：有衝突時會要求對方、離

開或報告老師)。 

4-5 (認) 會與同儕玩合作性的遊戲(如：疊疊樂、撲克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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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認) 能區別左、右方向。 

5-6 (認) 能按照物件兩種以上的條件進行配對與分類(如：紅色
的水果－蘋果、草莓、櫻桃…等)。 

5-6 (認) 會依序唱數 1至 50(可能有漏數)。 

5-6 (認) 會 10個一數，數到 100。 

5-6 (認) 會指出並說出數字 0至 100(可能會有錯誤)。 
5-6 (認) 能進行 20以內的數量配對。 

5-6 (認) 會依序排列三堆物品「最少」至「最多」。 

5-6 (認) 能運用 10以內的數合成與分解。 

5-6 (認) 能辨識並說出 1元、5元、10元、50元、100元。 

5-6 (認) 能依照三種形式依序排列物品或圖案(如：紅黃藍－紅
黃藍－紅黃藍)。 

5-6 (認) 會商量、妥協以解決衝突(如：「我們可以猜拳輪流玩
嗎？」)。 

5-6 (認) 能夠依遊戲規則參與競賽，並接受勝負結果。 
備註：

10.
扮

演

區

2-3 (認) 玩一些簡單的象徵性遊戲(如：把椅子當作汽車或把串
珠當作項鍊)。 

3-4 (認) 會簡單扮演生活中常接觸到的人物特徵(如：父母、醫
生、老師、店員)。 

3-4 (認) 在遊戲中能說出生活中常見物品的功能。 
3-4 (認) 必要時會尋求成人的協助。 
4-5 (認) 會扮演生活中常接觸到的人物其活動及情境(如：媽媽

煮飯、照顧小孩、做家事等)。 

4-5 (認) 同伴有困難時會主動幫忙。 

4-5 (認) 會理解並參與扮演情境中的角色與內容。 

5-6 (認) 能以不同的詞彙、語氣和聲調扮演故事角色。 

5-6 (認) 會和同儕商量或妥協扮演角色與內容。 
5-6 (認) 能夠在 2-3人的互動中，循著話題維持雙向溝通。 
備註：

11. 
積

木

區

2-3 (認) 能用積木進行平穩的堆疊(如：排長條/堆高)。 

2-3 (認) 能疊高 5個大小相同的方形小積木(約 2立方公分)。 

3-4 (認) 能依照圖示模仿做出簡單的造型(如：火車、搭橋...)。 

3-4 (認) 能疊高 8個大小相同的方形小積木(約 2立方公分)。 
3-4 (認) 能與他人簡單說明自己創作的積木作品。 
4-5 (認) 能利用積木完成複雜結構的作品(如：對稱、重複形式

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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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認) 能依照圖示模仿做出複雜的造型(如：動物、建築
物…)。 

4-5 (認) 能夠運用各類型組合積木自行做出可辨識特徵的立體作
品。

4-5 (認) 能操作不同特性的積木，進行組合和拆解。 

4-5 (認) 能與一位同伴共同合作完成積木作品。 

5-6 (認) 能夠依照指引步驟圖或說明書，組裝出完整作品(約 8-
10個步驟)。 

5-6 (認) 能向他人詳細說明自己創作的積木作品。 

5-6 (認) 能與小組同伴共同合作完成積木作品。 

5-6 (認) 在意見相左時，選擇有效的策略與同伴進行協商。 
備註：

12.
自

然

科

學

區

3-4 (認) 能區辨不同動物或昆蟲的外觀特徵(如：貓和狗的不
同)。 

3-4 (認) 能區辨植物的特徵(如：長短、高矮、大小、味道)。 
3-4 (認) 能區辨食物的特徵(如：顏色、氣味)。 

3-4 (認) 能區辨動物或昆蟲的生命徵象(如：兔子、魚、蠶)。 
3-4 (認) 能在老師協助下做出簡單的餐點(如：抹吐司、搓湯

圓)。 

3-4 (認) 能收拾使用過的器材(如：材料工具的歸位)。 

3-4 (認) 能以圖像或符號記錄簡單的觀察內容。 
3-4 (認) 能說出教師記錄的觀察內容(如：說出照片記錄內容)。 
3-4 (認) 能完成被分配的任務(如：輪流當值日生)。 

4-5 (認) 能說出不同動物或昆蟲的成長變化(如：蝌蚪長大變青
蛙、毛毛蟲長大變蝴蝶)。 

4-5 (認) 能觀察食物的特徵(如：生熟、可食用與不可食用)。 

4-5 (認) 能使用身邊物件為單位進行觀察或測量(如：手掌、
腳、積木)。 

4-5 (認) 能使用簡單工具進行觀察(如：放大鏡、鏡子)。 
4-5 (認) 能辨識各類器材的功能(如：鍋鏟-烹飪用具、釘耙-種植

工具、量杯-實驗器材)。 
4-5 (認) 能做出簡單的餐點(如：包水餃、捲壽司)。 

4-5 (認) 能操作簡單的測量工具(如：磅秤、量杯、量匙、計時
器、溫度計)。 

4-5 (認) 能閱讀並依據步驟操作(如：工具說明書、食譜或教師
自製的步驟圖)。 

4-5 (認) 能正確使用相關器材並注意安全(如：穿圍裙、戴耐熱
手套、清潔用品的使用、用電安全、危險器具的使用)。 

4-5 (認) 能收拾使用過的器材(如：材料工具的清洗、擦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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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認) 能以圖像或符號記錄多項的觀察內容。 

4-5 (認) 能解說自己以圖像或符號表徵的觀察記錄。 

4-5 (認) 能依據實驗操作的經驗進行調整(如：調整食物的味
道、調整照養動植物的方式)。 

5-6 (認) 能使用標準單位工具進行觀察和測量(如：尺、磅秤、
溫度計)。 

5-6 (認) 遇到問題時，能查詢相關資料(如：植物、動物圖鑑或
食譜)。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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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作息活動觀察記錄手冊]-發展領域檢索 
四、語文領域 觀察日期記錄

發

展

領

域

作

息

活

動

發展 

年齡

參考

觀察要項內容

語

文

領

域

1.
入

園

活

動

2-3 (語) 聽到自己的名字會轉向聲源，並有所回應(如：微笑、揮
手或說：「早」)。 

2-3 (語) 在提示下，會和熟悉的老師打招呼。 
2-3 (語) 會用動作、表情、聲音表示尿意或便意。 

3-4 (語) 不需提示，會和熟悉的老師和同學打招呼。 
3-4 (語) 會用口語表示尿意或便意。 
3-4 (語) 能在如廁後，尋求成人協助擦拭。 
備註：

2.
餐

點

活

動

2-3 (語) 領取食物時，在提示後會用口語表達感謝。 

3-4 (語) 在詢問下能告知老師對食物的需求量(多/少)。 

4-5 (語) 領取食物時，會主動用口語表達感謝。 
4-5 (語) 能主動告知老師對食物的需求量(多/少)。 
備註：

3.
團

體

靜

態

活

動

｜

分

享

、

報

告

、

討

論

2-3 (語) 能說出自己的名字。 
2-3 (語) 能指出或說出常用的五官及身體部位名稱。 

3-4 (語) 會描述當日或剛才發生事情的部分內容。 

3-4 (語) 聽完故事或他人分享後，能用簡單句回答相關的問題，
如：故事名稱與主要人物。

4-5 (語) 能回答關於今天是星期幾的問題。 
4-5 (語) 能自我介紹，說出與自己相關的資訊(如：家人、年齡)。 

4-5 (語) 聽完故事，能說出故事名稱、主要人物、情節與結果。 

4-5 (語) 會描述最近發生的事情或經驗，但順序可能會混淆。 

4-5 (語) 能說出在活動/學習區操作上所遇到的困難。 

5-6 (語) 會適當的讚美別人或給予意見。 
5-6 (語) 聽完故事，能說出主要的情節因果關係及主要人物的情

緒。

5-6 (語) 能說出在活動/學習區操作上所遇到的困難，嘗試提出
解決方法。

5-6 (語) 能歸納或分析與主題討論相關的內容(如：能將生活經
驗做比較、提出活動的簡單計畫或想法)。 

備註：

36



5. 
午

休

3-4 (語) 能覺察尿意，並告知老師如廁需求。 
備註：

6. 
放

學

2-3 (語) 會在引導下和熟悉的人說：「再見」。 

3-4 (語) 會主動和熟悉的人道別說：「再見」。 
備註：

8. 
語

文

區

2-3 (語) 能用詞彙命名大多數的圖片。 

2-3 (語) 能用簡單短句描述圖片中的人/物/動作。 

3-4 (語) 能夠在閱讀後回答出故事簡單因果關係。 

3-4 (語) 能描述出書中畫面的細節。 

4-5 (語) 能敘說一組圖片(4張左右)的部分連貫情節。 

4-5 (語) 能完整的唱誦一整首兒歌。 
4-5 (語) 能夠在重複閱讀後，獨自描述簡單的故事情節。 
5-6 (語) 能夠在重複閱讀後，獨自描述完整故事情節及因果關係。  
5-6 (語) 能在環境中認出常見的文字。 

5-6 (語) 能利用訊息類文本解決問題。 

5-6 (語) 能自行以繪圖的方式創作有情節的圖畫書。 
備註：

9. 
益

智

區

2-3 (語) 能聽懂上、下、裡、外的指令。 

2-3 (語) 會依序唱數 1至 5。 
3-4 (語) 能聽懂前、後的指令。 

3-4 (語) 會說出基本形狀的名稱(圓形、三角形、正方形)。 

3-4 (語) 會依序唱數 1至 10。 
3-4 (語) 會指認或說出數字 1至 10。 
3-4 (語) 遇到困難會忍受挫折，願意繼續嘗試或尋求協助。 

4-5 (語) 會說出、辨認形狀名稱(基本形狀及星形、心形、長方
形、菱形…)至少 6種。 

4-5 (語) 會指出或說出顏色名稱(如： 紅、黃、藍、綠、黑、
白、橘、咖啡、紫色、粉紅色…)至少 6種。 

4-5 (語) 能聽懂中間、旁邊的指令。 

4-5 (語) 會依序唱數 1至 30。 
4-5 (語) 會指認並說出數字 0至 20。 
4-5 (語) 會指出或說出三堆物品中「最多」和「最少」。 

4-5 (語) 能辨識兩件物品的輕、重，指出/說出「輕」或
「重」。

4-5 (語) 能用簡單策略解決問題(如：有衝突時會要求對方、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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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或報告老師)。 

5-6 (語) 能區別左、右方向。 

5-6 (語) 會依序唱數 1至 50(可能有漏數)。 

5-6 (語) 會 10個一數，數到 100。 

5-6 (語) 會指出並說出數字 0至 100(可能會有錯誤)。 
5-6 (語) 能辨識並說出 1元、5元、10元、50元、100元。 

5-6 (語) 會商量、妥協以解決衝突(如：「我們可以猜拳輪流玩
嗎？」)。 

備註：

10.
扮

演

區

2-3 (語) 玩一些簡單的象徵性遊戲(如：把椅子當作汽車或把串
珠當作項鍊)。 

3-4 (語) 會簡單扮演生活中常接觸到的人物特徵(如：父母、醫
生、老師、店員)。 

3-4 (語) 在遊戲中能說出生活中常見物品的功能。 
3-4 (語) 會主動參與他人一起玩(如：問「我可以玩嗎」)。 

3-4 (語) 必要時會尋求成人的協助。 
4-5 (語) 會扮演生活中常接觸到的人物其活動及情境(如：媽媽

煮飯、照顧小孩、做家事等)。 

4-5 (語) 會理解並參與扮演情境中的角色與內容。 

4-5 (語) 能參與 2-3人的聊天。 
5-6 (語) 能以不同的詞彙、語氣和聲調扮演故事角色。 
5-6 (語) 會和同儕商量或妥協扮演角色與內容。 

5-6 (語) 能夠在 2-3人的互動中，循著話題維持雙向溝通。 
備註：

11. 
積

木

區

3-4 (語) 能與他人簡單說明自己創作的積木作品。 

5-6 (語) 能向他人詳細說明自己創作的積木作品。 
5-6 (語) 在意見相左時，選擇有效的策略與同伴進行協商。 
備註：

12.
自

然

科

學

區

3-4 (語) 能以圖像或符號記錄簡單的觀察內容。 

3-4 (語) 能說出教師記錄的觀察內容(如：說出照片記錄內容)。 

4-5 (語) 能說出不同動物或昆蟲的成長變化(如：蝌蚪長大變青
蛙、毛毛蟲長大變蝴蝶)。 

4-5 (語) 能閱讀並依據步驟操作(如：工具說明書、食譜或教師
自製的步驟圖)。 

4-5 (語) 能以圖像或符號記錄多項的觀察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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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語) 能解說自己以圖像或符號表徵的觀察記錄。 

4-5 (語) 能與他人協商合作完成任務(如：一人打蛋、一人煎
蛋)。 

5-6 (語) 遇到問題時，能查詢相關資料(如：植物、動物圖鑑或
食譜)。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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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作息活動觀察記錄手冊]-發展領域檢索 
五、社會領域 觀察日期記錄

發

展

領

域

作

息

活

動

發展 

年齡

參考

觀察要項內容

社

會

領

域

1.
入

園

活

動

2-3 (社) 會用眼神/姿勢/動作回應周圍的人、事、物。 
2-3 (社) 在提示下，會和熟悉的老師打招呼。 
3-4 (社) 不需提示，會和熟悉的老師和同學打招呼。 
3-4 (社) 如廁前會先敲門或觀察是否有人。 

3-4 (社) 能在如廁後，尋求成人協助擦拭。 

2-6 (社) 未出現分離焦慮，能和家人說再見。 
2-6 (社) 在開學約( 4 )週之後，不再出現分離焦慮。 
備註：

*若分離焦慮的時間超過 4週，請依目前班別記錄週數。
幼幼班(  )週；小班(  )週；中班(  )週；大班(  )週

2.
餐

點

活

動

2-3 (社) 能夠安靜在座位上等待餐點。 
2-3 (社) 領取食物時，在提示後會用口語表達感謝。 

3-4 (社) 能夠依照指示排隊前往取餐。 

3-4 (社) 在詢問下能告知老師對食物的需求量(多/少)。 
4-5 (社) 領取食物時，會主動用口語表達感謝。 
4-5 (社) 能主動告知老師對食物的需求量(多/少)。 
備註：

3.
團

體

靜

態

活

動

｜

分

享

、

報

告

、

討

論

2-3 (社) 能夠在聽到集合的提示聲(如：音樂、鈴聲、…)後，開
始動作準備集合。

2-3 (社) 點名時間，能夠在聽到自己的名字或看到自己的名牌
時，舉手回應。

2-3 (社) 活動進行時，在帶領示範下能參與活動。 
2-3 (社) 活動進行時，已能理解不隨意離座的規則。 
2-3 (社) 能說出自己的名字。 

3-4 (社) 想要發表時，在提示下，能舉手等待老師點名。 

4-5 (社) 想要發表時，能主動舉手等待老師點名。 

4-5 (社) 能自我介紹，說出與自己相關的資訊(如：家人、年
齡)。 

4-5 (社) 能說出在活動/學習區操作上所遇到的困難。 
5-6 (社) 會適當的讚美別人或給予意見。 
5-6 (社) 能說出在活動/學習區操作上所遇到的困難，嘗試提出

解決方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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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團

體

動

態

活

動

｜

大

肌

肉

活

動

2-3 (社) 能夠跟隨老師指令或示範，完成動作(如：排隊)。 

2-3 (社) 會在指示下的使用遊樂設施。 

3-4 (社) 參與團體活動時，會適當的輪流等待。 

4-5 (社) 能夠瞭解活動或競賽的輸贏規則。 

4-5 (社) 參與團體活動或其他活動會服從規則。 
4-5 (社) 願意接受活動或競賽的結果，不論輸贏或是否得到讚美

(即使有情緒，也可以在 30分鐘內平復)。 

5-6 (社) 不論大人是否在場都能遵守遊戲規則。 
備註：

5. 
午

休

2-3 (社) 能夠依據教師指示安靜午休，不干擾他人。 

3-4 (社) 能夠自行安靜午休，不干擾他人。 
備註：

6. 
放

學

2-3 (社) 能在聽到老師叫喚後，會背起書包，走向門口。 
2-3 (社) 能夠在老師的引導下，上/下交通車。 

2-3 (社) 會在引導下和熟悉的人說：「再見」。 

3-4 (社) 能夠在老師的提示或引導下，在指定的位置上排隊準備
上車。

3-4 (社) 搭交通車時會遵守規則(如：依序上車、不能站立、頭
手不能伸出車外...)。 

3-4 (社) 會主動和熟悉的人道別說：「再見」。 

4-5 (社) 放學時會自行排隊行進且不脫隊(如：跟隨放學路隊或
行進至搭車處)。 

5-6 (社) 能知道自己搭車的梯次，並依指示行動。 
備註：

8. 
語

文

區

2-3 (社) 閱讀後，能將圖畫書放回原位。 
備註：

9. 
益

智

區

3-4 (社) 遇到困難會忍受挫折，願意繼續嘗試或尋求協助。 
4-5 (社) 能進行規則性的遊戲(如：走迷宮、疊疊樂、圈叉棋、

五子棋、記憶翻翻盤)。 

4-5 (社) 能用簡單策略解決問題(如：有衝突時會要求對方、離
開或報告老師)。 

4-5 (社) 會與同儕玩合作性的遊戲(如：疊疊樂、撲克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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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社) 會商量、妥協以解決衝突(如：「我們可以猜拳輪流玩
嗎？」)。 

    

5-6 (社) 能夠依遊戲規則參與競賽，並接受勝負結果。     
備註： 
 
 

    

10.
扮

演

區 

2-3 (社) 玩一些簡單的象徵性遊戲(如：把椅子當作汽車或把串
珠當作項鍊)。 

    

2-3 (社) 會主動接近同儕，在一旁玩，但各自玩不同的東西。     
3-4 (社) 會簡單扮演生活中常接觸到的人物特徵(如：父母、醫

生、老師、店員)。 
    

3-4 (社) 在遊戲中能說出生活中常見物品的功能。      
3-4 (社) 會主動參與他人一起玩(如：問「我可以玩嗎」)。     
3-4 (社) 必要時會尋求成人的協助。     
4-5 (社) 會扮演生活中常接觸到的人物其活動及情境(如：媽媽

煮飯、照顧小孩、做家事等)。 
    

4-5 (社) 同伴有困難時會主動幫忙。     
4-5 (社) 會理解並參與扮演情境中的角色與內容。     
4-5 (社) 能參與 2-3人的聊天。     
5-6 (社) 能以不同的詞彙、語氣和聲調扮演故事角色。     
5-6 (社) 會和同儕商量或妥協扮演角色與內容。     
5-6 (社) 能夠在 2-3人的互動中，循著話題維持雙向溝通。     
備註： 
 

    

11. 
積

木

區 

3-4 (社) 能與他人簡單說明自己創作的積木作品。     
4-5 (社) 能與一位同伴共同合作完成積木作品。     
5-6 (社) 能向他人詳細說明自己創作的積木作品。     
5-6 (社) 能與小組同伴共同合作完成積木作品。     
5-6 (社) 在意見相左時，選擇有效的策略與同伴進行協商。     
備註： 
 

    

12.
自

然

科

學 
區 

3-4 (社) 能協助照顧種植區的植物(如：澆水)。     
3-4 (社) 能完成被分配的任務(如：輪流當值日生)。     
4-5 (社) 能照料飼養區的動物(如：更換飼料)。     
4-5 (社) 能照顧種植區的植物(如：拔草、挖土)。     
4-5 (社) 能正確使用相關器材並注意安全(如：穿圍裙、戴耐熱

手套、清潔用品的使用、用電安全、危險器具的使用)。 
    

4-5 (社) 能與他人協商合作完成任務(如：一人打蛋、一人煎蛋)。     
5-6 (社) 能在老師協助下清洗整理飼養區(如：籠子、飼養箱)。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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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作息活動觀察記錄手冊]-發展領域檢索 
六、生活自理領域 觀察日期記錄

發

展

領

域

作

息

活

動

發展 

年齡

參考

觀察要項內容

生

活

自

理

領

域

1.
入

園

活

動

2-3 (生) 會將自己的物品放入貼有照片的置物櫃。 

2-3 (生) 會自己脫掉沒有鞋帶的鞋。 

2-3 (生) 會自己穿好不須繫鞋帶的鞋。 
2-3 (生) 會拉開衣服或書包的拉鍊。 

2-3 (生) 在提示下，能將書包中不同種類物品取出，依指定位置
分類放置。

2-3 (生) 會用動作、表情、聲音表示尿意或便意。 

2-3 (生) 能知道要在小便池或小馬桶上如廁。 

2-3 (生) 如廁前後能在成人協助下穿脫褲子。 

2-3 (生) 大小便後會自己沖水 
2-3 (生) 會自行開關水龍頭並伸出雙手沖水。 

3-4 (生) 會脫掉有拉鍊外套。 
3-4 (生) 會自己主動將個人物品放在指定位置上。 

3-4 (生) 會用口語表示尿意或便意。 

3-4 (生) 如廁前會先敲門或觀察是否有人。 
3-4 (生) 如廁前後能自行穿脫褲子。 
3-4 (生) 能在如廁後，尋求成人協助擦拭。 

3-4 (生) 能在提醒下完成洗手步驟(濕、搓、沖、捧、擦)。 
4-5 (生) 穿鞋子時會區辨左右腳。 

4-5 (生) 能在大便後使用衛生紙擦拭，但有時會擦不乾淨。 

4-5 (生) 能自行依照步驟(濕、搓、沖、捧、擦)執行洗手動作。 
5-6 (生) 能在大便後，使用衛生紙擦拭乾淨。 
5-6 (生) 如廁後，能在提示下把服裝整理好(塞上衣入裙/褲內，

可以稍微露出一部分)。 
備註：

2.
餐

點

活

動

2-3 (生) 能用吸管式水壺喝水。 

2-3 (生) 能手握杯子喝水，水不會從嘴角流出來。 

2-3 (生) 能打開有瓶蓋的杯子/水壺喝水。 
2-3 (生) 在提示下，用餐前會洗手。 
2-3 (生) 在成人提示下，用餐前會拿取自己的餐具(以顏色或符

號辨識)。 

2-3 (生) 能夠安靜在座位上等待餐點。 

2-3 (生) 領取食物時，在提示後會用口語表達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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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生) 用餐時，只取用屬於自己的餐具和食物。     
2-3 (生) 會用湯匙舀食物進食，灑落少許。     
2-3 (生) 會撕咬、咀嚼及吞嚥較硬(如：芭樂)或纖維較粗的食物。     
2-3 (生) 能在成人示範提示下，擦拭嘴巴。     
2-3 (生) 能依照教師指示處理剩餘食物。     
2-3 (生) 能在成人示範提示下，擦拭並收拾自己的餐具。     
2-3 (生) 能用手指撿拾桌面或地面灑落的食物。     
2-3 (生) 會用開水漱口。     
3-4 (生) 在用餐前會主動拿取自己的餐具(以顏色或符號辨識)。     
3-4 (生) 能夠依照指示排隊前往取餐。     
3-4 (生) 在詢問下能告知老師對食物的需求量(多/少)。     
3-4 (生) 會剝除食物的外皮或包裝紙，如：香蕉皮、餅乾/糖果

包裝紙袋。 
    

3-4 (生) 取餐後能自行端碗回座位。     
3-4 (生) 用餐時，會在椅子上保持適當的坐姿。     
3-4 (生) 會用湯匙舀食物進食及喝湯，很少灑落。     
3-4 (生) 能在協助下使用抹布擦拭桌面並收拾餐具。     
3-4 (生) 會拿牙刷用清水粗略的刷牙。     
4-5 (生) 領取食物時，會主動用口語表達感謝。     
4-5 (生) 能主動告知老師對食物的需求量(多/少)。     
4-5 (生) 會剝除食物外殼，如：剝除茶葉蛋殼。     
4-5 (生) 能自行擦拭桌面並收拾自己的餐具。     
4-5 (生) 會用牙刷上下左右刷牙。     
5-6 (生) 能夠自行擰乾抹布。     
5-6 (生) 會依據刷牙的步驟刷牙。     
2-6 (生) 能在一小時內用完餐點。     
2-6 (生) 對食物有特殊偏好或挑食。 

幼幼班-喜歡：___________不喜歡：____________ 
小班-喜歡：___________不喜歡：____________ 
中班-喜歡：___________不喜歡：____________   
大班-喜歡：___________不喜歡：____________ 

    

備註： 
 
 

    

5. 
午

休 
 

2-3 (生) 能夠辨識自己的寢具。     
2-3 (生) 能夠依據教師指示安靜午休，不干擾他人。     
3-4 (生) 能夠拿取自己的寢具。     
3-4 (生) 能在成人協助下，完成鋪床動作。     
3-4 (生) 在協助下能摺疊寢具並將寢具放入櫃子內。     
3-4 (生) 可以自行脫衣服、褲子和襪子。     
3-4 (生) 能夠自行安靜午休，不干擾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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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生) 能覺察尿意，並告知老師如廁需求。 

4-5 (生) 能自行完成鋪床動作。 

4-5 (生) 能自行摺疊寢具，並將寢具放入櫃子內。 

4-5 (生) 可以自行穿脫衣服、褲子和襪子。 
備註：

6. 
放

學

2-3 (生) 在老師協助下，將物品放到書包內。 

3-4 (生) 能辨識自己的物品，並放進自己的書包內。 

5-6 (生) 能夠清點個人物品，放進自己的書包。 

5-6 (生) 能知道自己搭車的梯次，並依指示行動。 
備註：

12.
自

然

科

學

區

3-4 (生) 能在老師協助下做出簡單的餐點(如：抹吐司、搓湯圓)。 
3-4 (生) 能收拾使用過的器材(如：材料工具的歸位)。 
4-5 (生) 能做出簡單的餐點(如：包水餃、捲壽司)。 
4-5 (生) 能正確使用相關器材並注意安全(如：穿圍裙、戴耐熱

手套、清潔用品的使用、用電安全、危險器具的使用)。 

4-5 (生) 能收拾使用過的器材(如：材料工具的清洗、擦拭)。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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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考資料



[參考文獻資料] 

1. 丹佛兒童發展篩檢測驗第二版 

2. 學前兒童發展檢核表 

3. 嬰幼兒綜合發展測驗 

4. 嬰幼兒早期療育課程綱要-評估手冊 

5. 兒童發展評估表(修訂版) 

6.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 

7. 教育部幼兒園課程與教學品質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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