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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體為適應環境刺激，經過自我調節的過程，其認知結構會因順應不斷重組

而達到質的改變，形成認知發展（黃慧眞譯，1994）。心理學家皮亞傑把兒童

認知發展過程劃分為四個階段──感覺動作期（0-2歲）、前運思期（2-7歲）、

具體運思期（7-11歲）、形式運思期（11歲以後）。  嬰兒自出生時認知發展就

已經開始，在感覺動作期時，嬰兒以感覺與動作（東西放嘴巴、用手抓物品等）

接觸周遭環境的方式來認識這個世界（龔如菲等，2005）；2歲的幼兒在認知能

力上已具有「物體恆存性」，且有延遲模仿的能力，這階段會由本能的反射動作

發展到有目的性的活動；2-4歲的孩子已經能使用語言及符號去吸收知識，並從

事思考活動，包括使用語言和象徵性遊戲（孫佳歷，華意蓉譯，1986）。兒童

運思具有「自我中心」和「擬人化思維」的限制，因此總是從他自己的觀點看世

界，相信沒有生命的物體也可以行動，具有將無生命的物體賦予生命的特徵，例

如孩子看見車車停下來，會說車車肚子餓了，所以跑不動（維基百科，2020）

在認知發展的前兩個階段，兒童主要是通過模仿和遊戲來進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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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說幼兒發展會按照一定的階段和順序，但是每個孩子各項能力的發展速度

快慢不一樣，原因可能來自先天生理的限制，或是後天環境資源的缺乏，尊重個

別化的發展差異是很重要的；當孩子的認知能力偏慢時，很多人會開始尋求相關

的訓練課程，但認知課的內容涵蓋什麼？認知只有在教室才能學嗎？回家之後能

延續上課的內容練習？訓練形狀、顏色等抽象概念後，與生活有什麼關聯性？ 

  　 其實，認知的能力是透過孩子在所處的情境與環境中，藉由人、事、物之間

的互動所建構起來的；也就是說，認知能力的發展狀態，不會只存在於治療室中

的療育課，更重要的是在生活作息的情境中去發展，每個生活中的互動經驗，都

能成為建立孩子認知的基礎。因為人類的大腦神經具有可塑性，大腦神經元之間

的連接，會根據我們不斷變化的需求而重組，這過程使我們能夠學習和適應不同

的情境，神經連接通過反覆使用可以變得更牢固，反之則會減弱或消失，因此在

生活中增加練習經驗，能活化我們的大腦。

1.提升親子互動的機會。

2.提供適合年齡與能力發展的活動，由簡單開始再慢慢增加難度。

3.在日常生活中，提供孩子參與的機會，獲得不同的學習經驗。

   　家庭是學齡前幼兒發展主要的場域，父母就是最好的老師，「陪伴」透過實

際的參與互動，提升共享的能力，生活中有品質的親子互動有助發展認知。

        根據孩子的發展年齡給予其需要的經驗，在2歲前的嬰幼兒，提供安全合適

的環境並鼓勵孩子探索很重要的，有的家長過度保護，反而減少了孩子感覺整合

的經驗，限制了發展機會，相對地，如果打開機會大門，孩子就能習得整合性的

經驗歷程，例如，當孩子對蘋果產生好奇，我們可以介紹是紅色的（視覺），咬

下去有脆脆的聲音（聽覺），摸起來硬硬的（觸覺），聞起來香香的（嗅覺），

吃起來酸酸甜甜的（味覺），讓孩子透過實際操作來結合抽象的認知概念，隨著

年齡的發展，增加訊息的複雜度，可以加入類比或聯想的帶領，增加孩子的思考

能力，例如，還有什麼水果也是紅色的？家裡還有什麼東西也是紅色的呢？在孩

子探索的過程中，陪伴者的角色相當重要，如果能適時給予正向的回應，這些語

言、聲音及動作的互動，可以刺激腦部的神經連結發展。

        在動作部分則是需要協助孩子發展自主控制的能力，當孩子能力夠的時候，

培養基礎自理的能力，舉凡自己扶奶瓶，拿湯匙，用手拿餅乾吃等，這包含了一

連串知覺調節的過程。

         2-4歲的幼兒，具備語言符號的學習能力，此時動作發展較成熟，探索環境

的能力也更強，可進行較複雜的活動，如親子共讀、說故事或進行角色的扮演遊

戲，或是動作模仿遊戲「請你跟我這樣做」，更重要的是與生活經驗結合，例如

顏色形狀的認知，可結合孩子常接觸的實際物品來做練習，蘋果紅色，香蕉黃色

的，圓形的糖果，正方形的餅乾等，同時在分配餅乾時，就可以建立多和少、大

和小的相對概念；另外鼓勵孩子參與自理活動，從收拾玩具的過程也可以練習觀

察和分類的能力，在生活中學習面對處理問題，就是最自然的認知練習。

    　促進認知發展的機會有很多，下列遊戲可以讓家長在生活中作為協助孩子認

知能力發展參考的依據  :

1.利用各式的感覺活動當互動的媒介：

與孩子對視，藉由說話或發出吸引注意的聲音，例如唱遊活動，一起做動作，例

如拍拍手，摸摸頭，讓孩子慢慢認識自己的身體，並學習注意外在的環境。

A.聽覺整合遊戲：

家長利用聲光玩具來吸引孩子注意後，在孩子的可視範圍移動玩具練習追視，或

是讓玩具消失在視野範圍，帶孩子找找聲音在哪裡。

B.躲貓貓遊戲：

與孩子面對面時，家長吸引孩子注意後，可以用小毛巾擋住自己的臉，然後從毛

巾後方探出頭，出現後對孩子微笑並互動，如此重複幾次「遮蔽-出現」的過程

中，每次可隨意改變不同方向出現，並觀察孩子的反應；這個遊戲可以幫助建立

物體恆存的概念，透過互動建立發展認知的基礎。

2.玩「扮家家酒」：

小孩扮演老闆，玩具熊當顧客來點餐，家長可以先示範工具的操作，例如用刀子

切菜，鍋剷炒菜等動作，在過程中觀察孩子

是否可模仿操作（視覺動作整合)，再來開

始點菜，觀察孩子對指令的理解，也能練習

記憶及視覺搜尋能力，從玩具箱裡挑出指定

的目標，裝盤給顧客，當孩子完成任務時要

給予讚美和鼓勵，正向的回饋能維持持續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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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孩子在發展上碰到困難或挫折時，會產

生內在的挫敗感，容易對自己感到懷疑也

可能因此產生情緒，有的父母很著急，面

對孩子就有一種恨鐵不成鋼的心情，無形

中容易使孩子更焦慮，甚至想逃避；但有

的父母會試著去理解孩子的處境，透過陪

伴和支持幫助孩子有重新面對的勇氣；試

想當我們碰到了困難，會希望旁人給我們

的是什麼？是責怪還是鼓勵呢?因此，對

發展比較慢的孩子，請用合理的標準和目

標去看待，試著把焦點放在孩子本身的進

展，不要用和別人比較的角度抹煞孩子的

努力，讓孩子知道透過練習和經驗，就能

達成目標，有自信才能產生前進的動力。

        為了引導孩子發展認知能力，以下幾點建議與原則，能提供家長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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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運思期（7-11歲）、形式運思期（11歲以後）。  嬰兒自出生時認知發展就

已經開始，在感覺動作期時，嬰兒以感覺與動作（東西放嘴巴、用手抓物品等）

接觸周遭環境的方式來認識這個世界（龔如菲等，2005）；2歲的幼兒在認知能

力上已具有「物體恆存性」，且有延遲模仿的能力，這階段會由本能的反射動作

發展到有目的性的活動；2-4歲的孩子已經能使用語言及符號去吸收知識，並從

事思考活動，包括使用語言和象徵性遊戲（孫佳歷，華意蓉譯，1986）。兒童

運思具有「自我中心」和「擬人化思維」的限制，因此總是從他自己的觀點看世

界，相信沒有生命的物體也可以行動，具有將無生命的物體賦予生命的特徵，例

如孩子看見車車停下來，會說車車肚子餓了，所以跑不動（維基百科，2020）

在認知發展的前兩個階段，兒童主要是通過模仿和遊戲來進行學習。

　   雖說幼兒發展會按照一定的階段和順序，但是每個孩子各項能力的發展速度

快慢不一樣，原因可能來自先天生理的限制，或是後天環境資源的缺乏，尊重個

別化的發展差異是很重要的；當孩子的認知能力偏慢時，很多人會開始尋求相關

的訓練課程，但認知課的內容涵蓋什麼？認知只有在教室才能學嗎？回家之後能

延續上課的內容練習？訓練形狀、顏色等抽象概念後，與生活有什麼關聯性？ 

  　 其實，認知的能力是透過孩子在所處的情境與環境中，藉由人、事、物之間

的互動所建構起來的；也就是說，認知能力的發展狀態，不會只存在於治療室中

的療育課，更重要的是在生活作息的情境中去發展，每個生活中的互動經驗，都

能成為建立孩子認知的基礎。因為人類的大腦神經具有可塑性，大腦神經元之間

的連接，會根據我們不斷變化的需求而重組，這過程使我們能夠學習和適應不同

的情境，神經連接通過反覆使用可以變得更牢固，反之則會減弱或消失，因此在

生活中增加練習經驗，能活化我們的大腦。

1.提升親子互動的機會。

2.提供適合年齡與能力發展的活動，由簡單開始再慢慢增加難度。

3.在日常生活中，提供孩子參與的機會，獲得不同的學習經驗。

   　家庭是學齡前幼兒發展主要的場域，父母就是最好的老師，「陪伴」透過實

際的參與互動，提升共享的能力，生活中有品質的親子互動有助發展認知。

        根據孩子的發展年齡給予其需要的經驗，在2歲前的嬰幼兒，提供安全合適

的環境並鼓勵孩子探索很重要的，有的家長過度保護，反而減少了孩子感覺整合

的經驗，限制了發展機會，相對地，如果打開機會大門，孩子就能習得整合性的

經驗歷程，例如，當孩子對蘋果產生好奇，我們可以介紹是紅色的（視覺），咬

下去有脆脆的聲音（聽覺），摸起來硬硬的（觸覺），聞起來香香的（嗅覺），

吃起來酸酸甜甜的（味覺），讓孩子透過實際操作來結合抽象的認知概念，隨著

年齡的發展，增加訊息的複雜度，可以加入類比或聯想的帶領，增加孩子的思考

能力，例如，還有什麼水果也是紅色的？家裡還有什麼東西也是紅色的呢？在孩

子探索的過程中，陪伴者的角色相當重要，如果能適時給予正向的回應，這些語

言、聲音及動作的互動，可以刺激腦部的神經連結發展。

        在動作部分則是需要協助孩子發展自主控制的能力，當孩子能力夠的時候，

培養基礎自理的能力，舉凡自己扶奶瓶，拿湯匙，用手拿餅乾吃等，這包含了一

連串知覺調節的過程。

         2-4歲的幼兒，具備語言符號的學習能力，此時動作發展較成熟，探索環境

的能力也更強，可進行較複雜的活動，如親子共讀、說故事或進行角色的扮演遊

戲，或是動作模仿遊戲「請你跟我這樣做」，更重要的是與生活經驗結合，例如

顏色形狀的認知，可結合孩子常接觸的實際物品來做練習，蘋果紅色，香蕉黃色

的，圓形的糖果，正方形的餅乾等，同時在分配餅乾時，就可以建立多和少、大

和小的相對概念；另外鼓勵孩子參與自理活動，從收拾玩具的過程也可以練習觀

察和分類的能力，在生活中學習面對處理問題，就是最自然的認知練習。

    　促進認知發展的機會有很多，下列遊戲可以讓家長在生活中作為協助孩子認

知能力發展參考的依據  :

1.利用各式的感覺活動當互動的媒介：

與孩子對視，藉由說話或發出吸引注意的聲音，例如唱遊活動，一起做動作，例

如拍拍手，摸摸頭，讓孩子慢慢認識自己的身體，並學習注意外在的環境。

A.聽覺整合遊戲：

家長利用聲光玩具來吸引孩子注意後，在孩子的可視範圍移動玩具練習追視，或

是讓玩具消失在視野範圍，帶孩子找找聲音在哪裡。

B.躲貓貓遊戲：

與孩子面對面時，家長吸引孩子注意後，可以用小毛巾擋住自己的臉，然後從毛

巾後方探出頭，出現後對孩子微笑並互動，如此重複幾次「遮蔽-出現」的過程

中，每次可隨意改變不同方向出現，並觀察孩子的反應；這個遊戲可以幫助建立

物體恆存的概念，透過互動建立發展認知的基礎。

2.玩「扮家家酒」：

小孩扮演老闆，玩具熊當顧客來點餐，家長可以先示範工具的操作，例如用刀子

切菜，鍋剷炒菜等動作，在過程中觀察孩子

是否可模仿操作（視覺動作整合)，再來開

始點菜，觀察孩子對指令的理解，也能練習

記憶及視覺搜尋能力，從玩具箱裡挑出指定

的目標，裝盤給顧客，當孩子完成任務時要

給予讚美和鼓勵，正向的回饋能維持持續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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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體為適應環境刺激，經過自我調節的過程，其認知結構會因順應不斷重組

而達到質的改變，形成認知發展（黃慧眞譯，1994）。心理學家皮亞傑把兒童

認知發展過程劃分為四個階段──感覺動作期（0-2歲）、前運思期（2-7歲）、

具體運思期（7-11歲）、形式運思期（11歲以後）。  嬰兒自出生時認知發展就

已經開始，在感覺動作期時，嬰兒以感覺與動作（東西放嘴巴、用手抓物品等）

接觸周遭環境的方式來認識這個世界（龔如菲等，2005）；2歲的幼兒在認知能

力上已具有「物體恆存性」，且有延遲模仿的能力，這階段會由本能的反射動作

發展到有目的性的活動；2-4歲的孩子已經能使用語言及符號去吸收知識，並從

事思考活動，包括使用語言和象徵性遊戲（孫佳歷，華意蓉譯，1986）。兒童

運思具有「自我中心」和「擬人化思維」的限制，因此總是從他自己的觀點看世

界，相信沒有生命的物體也可以行動，具有將無生命的物體賦予生命的特徵，例

如孩子看見車車停下來，會說車車肚子餓了，所以跑不動（維基百科，2020）

在認知發展的前兩個階段，兒童主要是通過模仿和遊戲來進行學習。

　   雖說幼兒發展會按照一定的階段和順序，但是每個孩子各項能力的發展速度

快慢不一樣，原因可能來自先天生理的限制，或是後天環境資源的缺乏，尊重個

別化的發展差異是很重要的；當孩子的認知能力偏慢時，很多人會開始尋求相關

的訓練課程，但認知課的內容涵蓋什麼？認知只有在教室才能學嗎？回家之後能

延續上課的內容練習？訓練形狀、顏色等抽象概念後，與生活有什麼關聯性？ 

  　 其實，認知的能力是透過孩子在所處的情境與環境中，藉由人、事、物之間

的互動所建構起來的；也就是說，認知能力的發展狀態，不會只存在於治療室中

的療育課，更重要的是在生活作息的情境中去發展，每個生活中的互動經驗，都

能成為建立孩子認知的基礎。因為人類的大腦神經具有可塑性，大腦神經元之間

的連接，會根據我們不斷變化的需求而重組，這過程使我們能夠學習和適應不同

的情境，神經連接通過反覆使用可以變得更牢固，反之則會減弱或消失，因此在

生活中增加練習經驗，能活化我們的大腦。

1.提升親子互動的機會。

2.提供適合年齡與能力發展的活動，由簡單開始再慢慢增加難度。

3.在日常生活中，提供孩子參與的機會，獲得不同的學習經驗。

   　家庭是學齡前幼兒發展主要的場域，父母就是最好的老師，「陪伴」透過實

際的參與互動，提升共享的能力，生活中有品質的親子互動有助發展認知。

        根據孩子的發展年齡給予其需要的經驗，在2歲前的嬰幼兒，提供安全合適

的環境並鼓勵孩子探索很重要的，有的家長過度保護，反而減少了孩子感覺整合

的經驗，限制了發展機會，相對地，如果打開機會大門，孩子就能習得整合性的

經驗歷程，例如，當孩子對蘋果產生好奇，我們可以介紹是紅色的（視覺），咬

下去有脆脆的聲音（聽覺），摸起來硬硬的（觸覺），聞起來香香的（嗅覺），

吃起來酸酸甜甜的（味覺），讓孩子透過實際操作來結合抽象的認知概念，隨著

年齡的發展，增加訊息的複雜度，可以加入類比或聯想的帶領，增加孩子的思考

能力，例如，還有什麼水果也是紅色的？家裡還有什麼東西也是紅色的呢？在孩

子探索的過程中，陪伴者的角色相當重要，如果能適時給予正向的回應，這些語

言、聲音及動作的互動，可以刺激腦部的神經連結發展。

        在動作部分則是需要協助孩子發展自主控制的能力，當孩子能力夠的時候，

培養基礎自理的能力，舉凡自己扶奶瓶，拿湯匙，用手拿餅乾吃等，這包含了一

連串知覺調節的過程。

         2-4歲的幼兒，具備語言符號的學習能力，此時動作發展較成熟，探索環境

的能力也更強，可進行較複雜的活動，如親子共讀、說故事或進行角色的扮演遊

戲，或是動作模仿遊戲「請你跟我這樣做」，更重要的是與生活經驗結合，例如

顏色形狀的認知，可結合孩子常接觸的實際物品來做練習，蘋果紅色，香蕉黃色

的，圓形的糖果，正方形的餅乾等，同時在分配餅乾時，就可以建立多和少、大

和小的相對概念；另外鼓勵孩子參與自理活動，從收拾玩具的過程也可以練習觀

察和分類的能力，在生活中學習面對處理問題，就是最自然的認知練習。

    　促進認知發展的機會有很多，下列遊戲可以讓家長在生活中作為協助孩子認

知能力發展參考的依據  :

1.利用各式的感覺活動當互動的媒介：

與孩子對視，藉由說話或發出吸引注意的聲音，例如唱遊活動，一起做動作，例

如拍拍手，摸摸頭，讓孩子慢慢認識自己的身體，並學習注意外在的環境。

A.聽覺整合遊戲：

家長利用聲光玩具來吸引孩子注意後，在孩子的可視範圍移動玩具練習追視，或

是讓玩具消失在視野範圍，帶孩子找找聲音在哪裡。

B.躲貓貓遊戲：

與孩子面對面時，家長吸引孩子注意後，可以用小毛巾擋住自己的臉，然後從毛

巾後方探出頭，出現後對孩子微笑並互動，如此重複幾次「遮蔽-出現」的過程

中，每次可隨意改變不同方向出現，並觀察孩子的反應；這個遊戲可以幫助建立

物體恆存的概念，透過互動建立發展認知的基礎。

2.玩「扮家家酒」：

小孩扮演老闆，玩具熊當顧客來點餐，家長可以先示範工具的操作，例如用刀子

切菜，鍋剷炒菜等動作，在過程中觀察孩子

是否可模仿操作（視覺動作整合)，再來開

始點菜，觀察孩子對指令的理解，也能練習

記憶及視覺搜尋能力，從玩具箱裡挑出指定

的目標，裝盤給顧客，當孩子完成任務時要

給予讚美和鼓勵，正向的回饋能維持持續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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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的動機和注意力，如果孩子無法理解指令，則可以透過示範、直接引導動作或

簡化說明增加完成度；能力較好的孩子可提高指令複雜度，增加點菜項目或操作

步驟（例如漢堡要用兩片麵包，中間夾肉，可以用黃色積木來當麵包和紅色積木

當肉片），看看孩子是否能假想和仿作，這過程也可以同時練習到手眼協調、顏

色區辨、注意力及記憶力。

   　 陪伴孩子成長就是灌溉未來的希望，認知發展需要時間一點一滴累積，相信

這些共同的經驗歷程，會帶來發展上的進步，也會帶來孩子的童年與快樂。



　　　　　　　　　　　　　　　

　　個體為適應環境刺激，經過自我調節的過程，其認知結構會因順應不斷重組

而達到質的改變，形成認知發展（黃慧眞譯，1994）。心理學家皮亞傑把兒童

認知發展過程劃分為四個階段──感覺動作期（0-2歲）、前運思期（2-7歲）、

具體運思期（7-11歲）、形式運思期（11歲以後）。  嬰兒自出生時認知發展就

已經開始，在感覺動作期時，嬰兒以感覺與動作（東西放嘴巴、用手抓物品等）

接觸周遭環境的方式來認識這個世界（龔如菲等，2005）；2歲的幼兒在認知能

力上已具有「物體恆存性」，且有延遲模仿的能力，這階段會由本能的反射動作

發展到有目的性的活動；2-4歲的孩子已經能使用語言及符號去吸收知識，並從

事思考活動，包括使用語言和象徵性遊戲（孫佳歷，華意蓉譯，1986）。兒童

運思具有「自我中心」和「擬人化思維」的限制，因此總是從他自己的觀點看世

界，相信沒有生命的物體也可以行動，具有將無生命的物體賦予生命的特徵，例

如孩子看見車車停下來，會說車車肚子餓了，所以跑不動（維基百科，2020）

在認知發展的前兩個階段，兒童主要是通過模仿和遊戲來進行學習。

　   雖說幼兒發展會按照一定的階段和順序，但是每個孩子各項能力的發展速度

快慢不一樣，原因可能來自先天生理的限制，或是後天環境資源的缺乏，尊重個

別化的發展差異是很重要的；當孩子的認知能力偏慢時，很多人會開始尋求相關

的訓練課程，但認知課的內容涵蓋什麼？認知只有在教室才能學嗎？回家之後能

延續上課的內容練習？訓練形狀、顏色等抽象概念後，與生活有什麼關聯性？ 

  　 其實，認知的能力是透過孩子在所處的情境與環境中，藉由人、事、物之間

的互動所建構起來的；也就是說，認知能力的發展狀態，不會只存在於治療室中

的療育課，更重要的是在生活作息的情境中去發展，每個生活中的互動經驗，都

能成為建立孩子認知的基礎。因為人類的大腦神經具有可塑性，大腦神經元之間

的連接，會根據我們不斷變化的需求而重組，這過程使我們能夠學習和適應不同

的情境，神經連接通過反覆使用可以變得更牢固，反之則會減弱或消失，因此在

生活中增加練習經驗，能活化我們的大腦。

1.提升親子互動的機會。

2.提供適合年齡與能力發展的活動，由簡單開始再慢慢增加難度。

3.在日常生活中，提供孩子參與的機會，獲得不同的學習經驗。

   　家庭是學齡前幼兒發展主要的場域，父母就是最好的老師，「陪伴」透過實

際的參與互動，提升共享的能力，生活中有品質的親子互動有助發展認知。

        根據孩子的發展年齡給予其需要的經驗，在2歲前的嬰幼兒，提供安全合適

的環境並鼓勵孩子探索很重要的，有的家長過度保護，反而減少了孩子感覺整合

的經驗，限制了發展機會，相對地，如果打開機會大門，孩子就能習得整合性的

經驗歷程，例如，當孩子對蘋果產生好奇，我們可以介紹是紅色的（視覺），咬

下去有脆脆的聲音（聽覺），摸起來硬硬的（觸覺），聞起來香香的（嗅覺），

吃起來酸酸甜甜的（味覺），讓孩子透過實際操作來結合抽象的認知概念，隨著

年齡的發展，增加訊息的複雜度，可以加入類比或聯想的帶領，增加孩子的思考

能力，例如，還有什麼水果也是紅色的？家裡還有什麼東西也是紅色的呢？在孩

子探索的過程中，陪伴者的角色相當重要，如果能適時給予正向的回應，這些語

言、聲音及動作的互動，可以刺激腦部的神經連結發展。

        在動作部分則是需要協助孩子發展自主控制的能力，當孩子能力夠的時候，

培養基礎自理的能力，舉凡自己扶奶瓶，拿湯匙，用手拿餅乾吃等，這包含了一

連串知覺調節的過程。

         2-4歲的幼兒，具備語言符號的學習能力，此時動作發展較成熟，探索環境

的能力也更強，可進行較複雜的活動，如親子共讀、說故事或進行角色的扮演遊

戲，或是動作模仿遊戲「請你跟我這樣做」，更重要的是與生活經驗結合，例如

顏色形狀的認知，可結合孩子常接觸的實際物品來做練習，蘋果紅色，香蕉黃色

的，圓形的糖果，正方形的餅乾等，同時在分配餅乾時，就可以建立多和少、大

和小的相對概念；另外鼓勵孩子參與自理活動，從收拾玩具的過程也可以練習觀

察和分類的能力，在生活中學習面對處理問題，就是最自然的認知練習。

    　促進認知發展的機會有很多，下列遊戲可以讓家長在生活中作為協助孩子認

知能力發展參考的依據  :

1.利用各式的感覺活動當互動的媒介：

與孩子對視，藉由說話或發出吸引注意的聲音，例如唱遊活動，一起做動作，例

如拍拍手，摸摸頭，讓孩子慢慢認識自己的身體，並學習注意外在的環境。

A.聽覺整合遊戲：

家長利用聲光玩具來吸引孩子注意後，在孩子的可視範圍移動玩具練習追視，或

是讓玩具消失在視野範圍，帶孩子找找聲音在哪裡。

B.躲貓貓遊戲：

與孩子面對面時，家長吸引孩子注意後，可以用小毛巾擋住自己的臉，然後從毛

巾後方探出頭，出現後對孩子微笑並互動，如此重複幾次「遮蔽-出現」的過程

中，每次可隨意改變不同方向出現，並觀察孩子的反應；這個遊戲可以幫助建立

物體恆存的概念，透過互動建立發展認知的基礎。

2.玩「扮家家酒」：

小孩扮演老闆，玩具熊當顧客來點餐，家長可以先示範工具的操作，例如用刀子

切菜，鍋剷炒菜等動作，在過程中觀察孩子

是否可模仿操作（視覺動作整合)，再來開

始點菜，觀察孩子對指令的理解，也能練習

記憶及視覺搜尋能力，從玩具箱裡挑出指定

的目標，裝盤給顧客，當孩子完成任務時要

給予讚美和鼓勵，正向的回饋能維持持續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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