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附關係一段連結

是幼兒與主要照顧者之間形成的一種相互「情感連結」

主要照顧者通常是父母，但有些家庭父母是缺席或疏於照顧的，

依附關係的對象就可能是其他角色。身為臨床心理師同時也是媽媽，

從心理學研究、兒童臨床心理實務工作到自身育兒過程的覺察，

體認到親子間的「依附關係」深刻影響親子互動及社會情緒發展。

什麼是依附關係呢？

從出生的那一刻，觀察孩子的氣質及喜歡事物的反應，用聲音或肢體互

動回應他每一次有意或無意地注視與發出的聲音，嘗試和他對話。面對孩子

的哭泣，即使是沒來由的，也盡可能找出原因，也給予擁抱、輕拍及任何他

喜歡的安撫方式，安全的依附關係將會隨著這樣的互動一點點的累積。

隨著孩子年紀的增長，會發現孩子在遊戲時，總能自己嘗試不同的玩

法。偶爾跑來大人身邊分享一下成果及發現，不需要一直黏著大人。因

為有媽媽做為安全堡壘，孩子就可以放心且積極地探索著他的小小世界。

依附關係不是與生俱來，而是在親子互動過程中逐漸建立。就新生

兒來說，會與照顧者建立「同步互動」，寶寶注視著媽媽，媽媽發現寶

寶看著自己，開心地對寶寶微笑，此時寶寶也立即回應一個開心的笑容，

並且期待媽媽還能多些不同的反應，如：溫柔的聲音說「你很開心嗎？」。

有時寶寶有不舒服的感受，表現出負面情緒，如：異常地哭鬧，此時照顧

者若能觀察並了解孩子的需求，嘗試安撫，彼此間依附關係就會更為緊密。

依附關係受到孩子天生氣質與後天照顧品質交互作用所影響，重點在

於照顧者是否能隨著孩子的氣質去做照顧上的調整。有些孩子天生氣質屬

「磨娘精型」，生活規律性低、情緒起伏大。若有個對孩子情緒較於敏感

的媽媽，能即時且適當地回應其發出來的信號，也能建立安全的依附關

係。但若媽媽態度不一致，忽冷忽熱、時而關心時而忽略於孩子的感受，

則可能建立不安全的依附。

通常我們將幼兒時期的依附關係分為四類：安全型依附、抗拒型依

附、逃避型依附及紊亂型依附，後三者均為不安全依附類型。安全型依附

的孩子為「當媽媽在身邊時能自在地探索環境，但媽媽離開時會感到有

些不安，而媽媽回來時，會開心地迎向媽媽」。不安全依附的幼兒，則

表現相對不同或是不一致。依附類型之間並非絕對的獨立，而是一種「傾

向」，看你的依附風格較偏向哪一型。

專家學者認為幼兒和主要照顧者互動時，會自然地發展出「內在運

作模式」，也就是形成對自己與他人的認知，並以此為依據，發展其社

會互動風格。安全依附型的孩子，因為照顧者總能敏感到他的需求並給

予回應，因而建立對照顧者的信任與安全感，也產生正向的自我認知。如：

我是被愛的。而安全依附的孩子，往後也較能展現自信、在社會情緒的

表現上也更為正向及穩定，且影響日後與他人建立親密情感。

雖然出生後的依附關係影響深遠，但也不是永遠無法改變，依附關係

是個動態的過程，可能隨著生命中與其他重要他人的互動關係，而產生

變化。如：嬰幼兒時期受到嚴重忽略的孩子，到了寄養家庭，因寄養父

母投入大量的關注，敏感於孩子的情緒及想法，給予同理、傾聽與陪伴，

也能逐漸淡化不安全依附的影響。

與其給予孩子豐富的物資，不如投入更多關注、互動及情感支持，
孩子能更自在地自我探索、學習，在人際間展現自信與好人緣。

增加共感時刻：與孩子一同互動、感受

愉悅。如多數孩子都喜歡洗澡，幫孩子

洗澡時，洗到哪就跟孩子說到哪，「媽

媽幫你洗頭髮喔，好舒服喔⋯⋯」

協助孩子穩定情緒：當孩子顯得煩躁、

哭泣時，照顧者自身應保持冷靜，用孩

子喜歡的安撫方式，協助穩定情緒，如

輕拍、輕撫背部。每個孩子喜歡的方式

不同，需要照顧者日常的發現與多方嘗

試才能有所收穫。

要與孩子建立          ，照顧者可以這樣做安全依附

臨床心理師　楊晞

生命最初 最重要

觀察並敏感於孩子的表現，適當地回應孩子

發出的訊息：如注意到孩子躺著時手腳動得

特別厲害，似乎不想躺著玩。可以輕聲的說 :
「你不想自己躺躺嗎？想要媽媽抱著玩嗎？」

將他抱起來，並感覺是否情緒有所不同。

1 4

5
表達出對孩子的關注：如描述出你看到孩子

正在做的事，像是「你在看熊熊喔」，並試

著加入他的探索中。2
3 正向的態度及情感表現：如互動時多用溫柔

的語氣及音調來說話。

孩子呱呱落地後，大腦便開始接受不同的感覺刺激，第

一次的擁抱、呼喊、哭泣，精密地主掌每一個行為及動

作。藉由多樣化的訊息輸入，刺激大腦的神經細胞，使

其脈絡豐富化，孩子的行為、反應及學習能力便可提升。

解開 0～3 歲寶寶的成長密碼，
新手父母不可不知的育嬰常識。

何謂感覺統合？
是指神經系統將來自身體和環境中
的感覺訊息做適當的組織和詮釋，
好讓孩子能有效地和環境互動。如
果孩子跟環境互動的狀況良好，孩
子的行為表現自然就會好。若孩子
的行為不符合發展年齡，則代表孩
子的感覺統合需要修復及處理。

如何自行檢測寶貝發展狀況？
可從5種感覺判斷，分別是眼睛「視覺」是否看得到；耳朵「聽
覺」是否聽得到；嘴巴及手「觸覺」接受不同材質的食物跟物
品；身體「前庭覺」及「本體覺」不會怕高、願意接受挑戰。
結合觀察配合檢核表，了解孩子整體發展，降低因環境刺激不
足導致的發展遲緩。一旦發現緩慢現象，可以到「兒童發展啟
蒙資源中心」諮詢專業人員，「兒童發展通報中心」也都會舉
辦「兒童發展篩檢活動」，家長們可向專業單位尋求協助。

家是最自然的學習場所
「家」是孩子自然學習的環境，在家的簡單小動作，如：穿
脫衣物、拿丟尿布、拖地、掃地，都是很好的訓練因子。
Warren 於 1978 年提出「自然情境教學法」，以學習者為
中心在日常社會溝通互動情境中，運用制約教學的一種學習
方法。家長可以設計簡單家務讓孩子嘗試，促進感覺統合，
也能增強與社會的連結，社會化過程更順利。一起訓練孩子
當一個貼心的小幫手吧！

職能治療師　陳怡文

0～3歲嬰幼兒學習活動設計

睡覺為主，清醒時可讓寶寶趴地板或床上。

0～2個月 

 不要在孩子想睡覺或是剛喝完奶執行。
 確保孩子口鼻可順利呼吸。
 發現孩子哭泣至嘴唇變色，馬上抱起安撫。

小

叮嚀

四肢可隨意晃動，可以把鈴鐺綁在寶

寶的手腳上。

2～4個月 

 新生兒皮膚較薄，建議綁繩選擇柔軟材質。
 若孩子出現驚慌的表情，則不宜再進行。

小

叮嚀

6～8個月 
能夠坐著玩玩具，先讓孩子練習坐在餐椅

上，嘗試吃軟爛的麵條學習坐姿。

 注意餐椅的穩定性、安全性。
 餐具應選擇有合格證明的安全餐具。

小

叮嚀

開始喜歡翻滾，可在軟墊上放置有

聲玩具，讓孩子探索周圍環境。

4～6個月 

 地板上不可以有小圖釘等危險物品。
 選擇的有聲玩具，聲音宜適中。

小

叮嚀

非常愛爬來爬去，可將寶寶放在地

板或軟墊上，自由探索環境。

8～12個月 

 注意爬行路線是否有小物品，以免吞食。
 桌腳或是牆角貼上防撞條。

小

叮嚀

表達能力大提升。主動關心孩子，引

導說出需求及情緒表達，協助說出需

求、接納並擁抱。

 1歲半～2歲 

 父母要控制自己情緒不要跟隨孩子起伏。
 可以在家設置一個「冷靜角落」。

小

叮嚀

整體能力趨於成熟，為進入幼兒園準

備，多安排多樣化的課程。讓孩子開

始接觸團體聽老師說話，建立對於團

體規範的認識。

3歲以上 

1歲～1歲半

此時應增加探索環境，可帶至戶外或是

親子館增加對新環境的接受度。這時可

以開始當媽媽的小幫手，請孩子幫忙拿

尿布囉！

 拿取的物品不可太大件，以輕、小、不會破裂為
原則。

 家具邊邊角角貼上防撞條，降低碰撞危險。

小

叮嚀

2歲半

進入「不要不要」時期，非常堅持己見，

很難溝通。需要耐心面對，可用繪本的介

入來軟化孩子的堅持度。

 繪本文字不宜過多，以簡單邏輯為主。
小

叮嚀

零到三歲是感覺統合發育的關鍵時期，寶寶得到外界的

刺激越多，大腦的發育越活躍。陪伴寶寶時多做一點事，

多放手一點，就可以幫助孩子發展更好的感覺統合唷！

S T A R T !

G O A L !

日常觀察
搭配兒童
發展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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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早療季報

臺中市早期療育服務

臺中市兒童發展通報中心 
（家扶基金會台中發展學園辦理）

地 址
臺中市北區民權路 400號 
（英才婦幼館 1樓）

電 話 (04)2208 -3688

傳 真 (04)2208 -3677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六  08：00～17：0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第一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

服務區域 中區、西區、北區、西屯區

地 址 臺中市西區東興路三段 11巷 13號
電 話 (04)2471 -5220

傳 真 (04)2471 -5218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第二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服務區域 北屯區、潭子區、大雅區

地 址 臺中市潭子區大豐路二段 1號
電 話 (04)2533-5276分機 21-27

傳 真 (04)2533-0955

服務時間
週二至週六  08：30～17：3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第三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服務區域
東區、南區、南屯區、烏日區、 
大肚區

地 址
臺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一段 450號
（臺中市愛心家園）

電 話 (04)2471-3535轉 1507-1511

傳 真 (04)2471-4959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第四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服務區域 太平區、大里區、霧峰區

地 址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路 102號
電 話 (04)2407-0195

傳 真 (04)2406-7370

服務時間
週二至週六  08：30～17：3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第五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弘毓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服務區域
豐原區、后里區、石岡區、東勢區
和平區、新社區、神岡區

地 址
臺中市豐原區豐榮里 12鄰新生北路
155號 ( 豐原國小 105教室 )

電 話 (04)2524-9769

傳 真 (04)2524-9712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30～17：3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第六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弘毓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服務區域
沙鹿區、龍井區、梧棲區、清水區
大甲區、外埔區、大安區

地 址
臺中市沙鹿區福幼街 8號 4樓 
（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電 話 (04)2636-5175

傳 真 (04)2636-4676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兒童發展啟蒙資源中心 
（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地 址
臺中市北區民權路 400號
（英才婦幼館 1樓）

電 話 (04)2202-2226

傳 真 (04)2206-0523

服務時間
週二至週六  10：00～16：00
中午照常服務；國定假日休息

臺中市山海地區兒童發展資源車
( 弘毓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

服務區域

后里區、豐原區、大雅區、潭子區 
神岡區、東勢區、石岡區、新社區 
和平區、大甲區、清水區、梧棲區 
大安區、沙鹿區、龍井區、外埔區 
大安區

洽詢專線
(04)2636-9313
(04)2524-9319

發行單位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發 行 人 彭懷真  局長

總 編 輯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編   輯
臺中市兒童發展通報中心 
（家扶基金會台中發展學園承辦）

編   輯
臺中市兒童發展啟蒙資源中心

臺中市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發行日期 108年 09月 30日（第六十二刊）

印製數量 4,000份

印
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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馥康復健科診所 太平區樹孝路 267號 04-2393-3756 職能治療 ■平日  ■晚間  

如毅診所 豐原區中興路 112號 04-2526-3806 語言治療、職能治療
■平日 （周一∼周四 18 :00 -20 :30）

■晚間  

健保給付新增單位
資訊

更新

語言治療

職能治療

活動名稱 日期 �間 �點

臺中市第 2 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04-2533-5276

「伊�上學去」�學�
力預�活動 -�幼講座

10 /19 10 :00-11 :30 �二�兒童發展社��源中心

10 /27 09 :00-12 :00 台灣民俗文物� -閒間�室

「伊寶貝」社�兒童�
書室 -�故事活動 8 /3�11 /2�12 /7 10 :00-11 :30 �二�兒童發展社��源中心

「�在伊�」社�宣�
活動 10 /27 14 :00-16 :30 民俗��

臺中市第 3 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04-2471-3535#1507 /1510

社�宣� 10 /19 10 :00-11 :30
7-11南��典門市 
南�三民西路377�

融合��講座 -和�融
融 -開心交朋友 -「�
天學校�玩嗎?」爸�
�詞�了嗎 ? (5-6歲 )

10 /19 14 :00-16 :00
�心家� 
南屯�東興路一段450�

臺中市第 4 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04-2407-0195#103

「手勾手伊同上學�」
�幼準�座�會 暫訂 10 /19 08 :50 -12 :30

暫訂本中心 4�會議室
大里�永隆路 102�「手勾手伊同上學�」

�小準�座�會 10 /26 08 :50 -15 :00

臺中市第 5 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04-2524-9769

�子 FUN PLAY 10 /8 09 :30-11 :30
�寶工作坊 -東��點
東��東�路五段 405�

WIKI�師�故事 10 /18 09 :50-11 :00
五�兒�中心 -�書��室
豐原��生�路 155�

手拉手 ~小�士��寶
的冒險之旅 10 /27 09 :00-12 :00

五里�合活動中心
豐原��生�路 155-1�

活動名稱 日期 �間 �點

臺中市第 6 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04-2636-5175

幸福�子��開放 每�四 &�一�六上午 09:00-11:30 本中心��室、�書室
幸福�活�
�子一�來~��DIY 10 /5�11 /2 10:00-11:30 本中心��室、�書室

心�天使家長�誼會 10 /6�11 /24�12 /8 09 :00-12:00 臺中市��福利服�中心
��天使家長�誼會
�手足���

10 /19�11 /16�
12 /14

09 :00-12:00 臺中市��福利服�中心（大甲）

�崗兒童�子同�屋 10/6�10/27�11/10
12/8�12/22

09:00-11:00
�井��崗里民活動中心
�井�竹師路二段 62�

臺中市兒童發展啟蒙資源中心 04-2202-2226

�子會��詢 採預約制 採預約制

臺中市兒童發展���源中心

繪本�子團�
(0-1歲 )

10 /2�10 /4�10 /9 10 :00-11 :30

繪本�子團�
(2-3歲 )

10/16�10/18�10/19
10/23�10/25�10/30

10 :00-11 :30

居家活動 -生活�� 10 /16 14 :30-16 :30
居家活動 -�作�� 11 /2 10 :00-12 :00

臺中市兒童發展山海區資源車服務 04-2636-9313 /04-2524-9313

東��源站 10 /8�11 /5 09 :30-11 :00 東���東里�東街�城 2巷 9�

�社�源站 10 /15�11 /19 09 :30-11 :00 �社�中和街四段 207�

大��源站 11 /14 09 :30-11 :00 大��忠義里仁�路 80�

后里�源站 11 /7 10 :00-11 :30 后里�三光路 42�

神岡�源站 11 /28 10 :00-11 :30 神岡�福成路 76�

�埔�源站 10 /9�11 /13 10 :00-11 :30 �埔�大東里大馬路 373�

�水�源站 10 /25�12 /27 09 :30-11 :00 �水�海�里海�二街 326巷 26� 

大��源站 10 /18 10 :00-11 :30 大��大�港路 1156�

大��源站 10 /4�12 /13 09 :30-11 :00 大��永和里永和街 11-1�

108年 10～ 12月最新活動資訊

每個孩子況狀雖有不同，但「陪伴」是最重要的，

因為陪伴過程中，才能發現孩子不同的面向。

慢飛天使的療育分享

 將手掌攤開，從大拇指開始逐一列出孩子強項到弱

項，由強項延伸，把需要加強的部分分類出來，如：

孩子愛音樂，但不太會說話，可在生活中穿插相關事

物的歌曲，或是把孩子熟悉的童謠改編，將生活關詞

彙納入歌詞中。而弱的部分，我會找同儕或買相關教

具在家增加互動，強化刺激。

 與老師討論上課情形，從中了解孩子喜歡與排斥的教

學模式。喜歡的我不再加強。而是購買孩子排斥的教

具，慢慢自己在家教，雖然孩子會發脾氣，但只要多

練習，讓孩子知道自己可以做到，就比較不會排斥。

 假日帶孩子到戶外活動、探索，如：展覽、親子館課

程、公園、音樂會。我會先評估孩子的能力及興趣，

如：他怕黑，就暫時不帶他去看電影，先讓他去科

博館看星空劇場，讓他體驗一下類似的情境。另外，

親子館課程或音樂會的部分，我會先篩選並與孩子事

前溝通，若孩子願意，再安排。

了解孩子的優勢
列出長項弱項．與老師討論．戶外活動01

Tips

 適時的讓自己紓壓，如參與各中心所辦的活動，

讓自己學習相關的知識，才有能力去應對。而我

會幫孩子拍攝影片、照片紀錄，並寫成日記，當

碰到教養瓶頸時，回顧以往的回憶，讓自己相信

孩子的能力是無限的，來鼓勵自己。若教養目標

真的無法達到，再與老師討論修正，或是延長目

標學習時間，讓自己也比較不會有挫敗感。

 不要自己預設立場，覺得孩子能力沒有這麼強，

一旦這麼想，動力相對會下降許多，哪怕試了會

失敗，至少孩子也多一個經歷！

自我情緒調適
適時紓壓．不預設立場03

Tips療育生活化
探索與發展興趣．面對恐懼．日常與節日學習02

Tips

 鼓勵孩子自由探索、嘗試，哪怕在錯誤中學習成長。只有身

歷其境，他才會有印象，在第二次發生錯誤前，口頭提醒，

讓他回想因果關係，學習到應對方式。

 別因為孩子害怕而不接觸，假如害怕恐龍，可透過恐龍繪本

陪讀，起初會有情緒，但要耐心伴讀，讓他明白沒想像中恐

怖。再去科博館，行前告知：媽媽會陪你冒險，害怕也沒關

係，媽媽保護妳（要說到做到）！讓他願意面對恐懼的事！

 「日常」學習，如上下課途中，陪他認識交通規則、天氣狀

況、商店的運作、車種等等。

 「節日」引導，如聖誕節去有聖誕樹的地方晃晃，藉由繪本

介紹應景的人事物，或挑選聖誕禮物。若不排斥教會，推薦

教會的聖誕節活動，讓孩子體驗聖誕氣氛。

 興趣探索，如孩子愛音樂，選擇適合他的課程，並約定不隨

意中斷課程，否則不再安排。如孩子愛唱歌跳舞，可以幫他

準備合適的親子音樂繪本，可提升專注力。面對教養瓶頸

時，與治療師或老師討論，或找相關教材自學。

居家物理治療引導方式

0~3歲 物理治療師　呂亦凡

俯臥 (趴姿 ) 仰臥 坐 站

出生
∙	頭偏向一側，臀部高，膝彎於腹部下。
∙	水平懸空時頭無法維持與身體同一平面之
高度。

∙	不對稱姿勢。
∙	四肢自發性動作。

∙	仰臥拉至坐時頭後仰。
∙	抱著時頭部前彎，軀幹彎曲。

∙	扶著腋下時雙腳不承重。
∙	反射性跨步。

3～6月
∙	抬頭並維持於 90度。
∙	前臂可支撐體重，使胸部離地。

∙	頭保持在中間，成對稱姿勢。
∙	下肢有交替踢腿動作、兩手可在胸前互碰。

∙	仰臥時從拉至坐，頭與身體保持一直線。 ∙	扶著腋下時雙腳可稍微承受體重。

6～9月

∙	雙手可承重。
∙	可一手承重，另一手伸出去拿東西。
∙	翻身。
∙	肚子貼地原地轉。
∙	肚子貼地向前爬。

∙	頭能抬離地面。
∙	用手抓自己的腳玩。

∙	支持性坐，軀幹直立。
∙	用手撐可獨坐。
∙	仰臥拉至坐，頭可彎曲超過軀幹。

∙	雙腳可完全承重。
∙	扶著腋下，可自行走走。

9～ 12月

∙	維持在四足爬姿勢。
∙	兔躍方式爬。
∙	用雙手雙膝交替爬。

∙	能自行從躺到坐。
∙	獨坐且兩手進行活動十分鐘不跌倒。
∙	坐著可向前取物再恢復坐姿而不跌倒。

∙	可手扶物體站立。
∙	可牽雙手步行。
∙	可扶著傢俱側行。
∙	可由坐姿扶物品站起。

站立、平衡 走、跑、上下樓 跳 丟接物

12～ 15月

∙	獨站。 ∙	牽單手向前走。
∙	獨走。
∙	用爬的上樓梯。
∙	扶物上樓梯。
∙	扶物走下樓梯。

∙	在坐姿接住或推出滾球。
∙	坐著往下丟球。
∙	站著往前丟球。

18～20月

∙	單腳站，一手由大人扶著。
∙	腳根併攏站立。
∙	踢球。
∙	站時能彎腰撿東西不跌倒。
∙	蹲著玩並能不扶物體站起來。

∙	自己開始走、停、轉彎不跌倒。
∙	拉著玩具（如汽車）向前向後走。

∙	原地跳躍。
∙	立定雙腳向前跳。

∙	過肩向前丟小球。

24月
∙	能睜開眼、手插腰單腳站 1秒。 ∙	用腳尖走 3～4步。

∙	不扶物上樓梯，兩腳一階。
∙	跑步。

∙	從樓梯最低一階雙腳跳下。
∙	立定雙腳向後跳。

30月
∙	單腳站 1～2秒。
∙	腳跟腳趾相接向前走直線。
∙	用腳後跟走 3～4步。

∙	用腳後跟走 3～4步。
∙	不扶物下樓梯，兩腳一階。
∙	不扶物上樓梯一腳一階。

∙	單腳往前連續跳。 ∙	可站著接球。

36月
∙	用腳尖走 10呎。
∙	以腳跟、腳趾相接向後走直線。

∙	走路時雙手自如擺動。
∙	避開障礙物跑，轉彎自如。

∙	跳高：2～ 10吋高。 ∙	用手掌及胸部接球。

42月 ∙	閉眼單腳站 1秒。 ∙	用腳尖走在 1吋的直線 10呎。 ∙	立定跳遠 14～35吋遠跑步跳遠。 ∙	用對側手腳動作，腳先後伸再前彎踢球。

48～ 72月

∙	腳跟腳尖相接向前即向後走，可各走 1吋直
線 10呎。

∙	睜眼單腳站 10秒
∙	閉眼單腳站 10秒。
∙	走 4公分高 2吋寬的平衡木。

∙	可在戶外不平地面、斜坡等行走。
∙	拿易碎物行走。
∙	跑步時可自由控制速度和方向。
∙	15秒內跑 45公尺。
∙	在 4～8步內折返跑步。
∙	兩手拿東西走上樓梯。
∙	有滑步的動作。
∙	可跑跳步、交換跳。

∙	原地單腳跳 10次。
∙	單腳往前跳 2公尺。
∙	從 32吋高地方跳下。

∙	單手過肩丟球 10呎遠。
∙	用手接反彈球。
∙	拍接彈跳網球。

嬰兒於各種姿勢下之粗大動作發展次序0~12 個月

1 歲以上

在醫院任職 23個年頭，早療這條路也走 21年了！

期間面對無數的慢飛天使，在與他們相處的時間裡，

身為兒童物理治療師，我的責任是給予適當評估及擬定治療策略。

建議爸爸媽媽，掌握孩子發展的好時機唷！

了解基本發展歷程後，就要開始引導孩子動作訓練囉！

1 伸伸懶腰，被動關節
運動，讓肌肉柔軟。
皆可

2 練習翻身，左右輪流
練習。 3-7個月

4 仰臥起坐，增強腹
肌。 3個月以上

1 伸雙手拿毛巾擦臉，
認識五官並擦乾淨。

10個月以上

2 自行拿牙刷刷牙，
口腔按摩。 12個月以上

3 自行站立或蹲站執
行活動。 12個月以上

1 自己手握餐具將食物
送入口內。 10個月以上

2 坐椅擺位良好，坐姿
正確。 7個月以上

3 食材多樣化，練習咀
嚼。 6個月以上

1 認識身體各個部位名稱。
12個月以上

2 深層按摩，減低敏感。皆可

3 用水上玩具進行遊戲，訓
練吹氣、打水等。 7個月以上

4 泡溫水降低肌肉張力，舒
緩情緒。皆可

1 認嬰兒按摩或局部按
摩，舒緩情緒。皆可

2 仰臥起坐，增加腹肌
肌力。 3個月以上

3 被動關節運動。皆可

寓教於樂，融入生活才是物理治療真正的意義及延續的關鍵。

起床 洗臉刷牙 進食 洗澡 睡覺
1 聲光玩具，加強刺激視聽覺。皆可

2 蹲 /跪姿進行遊戲。 10個月以上

3 操作性遊戲，加強手眼協調，如 :樂高
積木。 10個月以上

4 投接 /踢球，加強左右協調。 12個月以上

5 跳躍遊戲，增加本體感覺。 18個月以上

6 扮家家酒 /情境設計，加強認知邏輯概
念。2歲以上

遊戲活動

孩子的成長只有一次，錯過將機會不再！

如何發現自己的孩子有沒有發展遲緩呢？發展遲緩又是

甚麼呢？造成發展遲緩的原因是什麼？什麼是正常孩子

的發展里程碑？以下簡單說明：

❶ 發展遲緩：是指未滿六歲的小孩在認知、動作、語

言溝通、心理社會發展或生活自理等方面，與絕大

部分的同齡孩子相較之下，有落後或不同的現象。

❷ 什麼是正常孩子的發展里程碑？以下兩張表格整理

了一歲以下及一歲以上在各種姿勢及各項能力的粗

大動作發展，讓我們一起來瞧瞧吧！

家扶基金會台中發展學園家長　虎媽

大家一起

 加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