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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作品紀錄 

姓名:          亨             
 
組別:         N3 班           
 
日期: 2007  年  10  月  16  日 

領域 

(一)智能(常識□ 概念  解決疑難□) 

(二)語言(理解□ 表達□) 

(三)體健(大肌肉□ 小肌肉□ 個人衛生□ 生活習慣□) 

(四)創作(音樂□ 圖工 ) 

(五)情緒□ 

(六)社交(人際關係□ 自我概念□) 

地    點 : (大肌肉室□  洗手間□  課室   走廊□  音樂室□   天井□)  

活動/行為:  
老師請亨以圖畫記錄自己想要的生日禮物。 

 

 

作品：我要相片 

老師的話: 

亨畫了相機，只要小朋友站在相機前，便可以拍照了。相機上的按鈕一按下，相片便出來了。

作品中，可以看到亨運用「上下」、「大小」、「裏外」等位置的空間概念來繪圖。在繪畫人像時，

他能清楚畫出面孔，但在繪畫身體和四肢方面，有待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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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作品紀錄 

姓名:          亨              
 
組別:         N3 班            
 
日期: 2007 年   10  月   30  日 

領域 

(一)智能(常識□ 概念  解決疑難□) 

(二)語言(理解□ 表達□) 

(三)體健(大肌肉□ 小肌肉□ 個人衛生□ 生活習慣□) 

(四)創作(音樂□ 圖工□) 

(五)情緒□ 

(六)社交(人際關係□ 自我概念□) 

地    點 : (大肌肉室□  洗手間□  課室   走廊□  音樂室□   天井□)  

活動/行為:  
排列數目字 1-30(順序)。 

 

老師的話: 
亨一邊唱數 1-30，一邊連線。他能夠從找出正確的數字，依 1-30 順序點連線，在排列過程

中，他一氣呵成，中途沒有間斷地完成，可見亨對認讀數字，以及數字的排列已能初步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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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作品紀錄 

姓名:           亨            
 
組別:         N3 班           
 
日期: 2007 年  11  月  8  日 

領域 

(一)智能(常識□ 概念  解決疑難□) 

(二)語言(理解□ 表達□) 

(三)體健(大肌肉□ 小肌肉□ 個人衛生□ 生活習慣□) 

(四)創作(音樂□ 圖工 ) 

(五)情緒□ 

(六)社交(人際關係□ 自我概念 ) 

地    點 : (大肌肉室□  洗手間□  課室   走廊□  音樂室□   天井□)  

活動/行為:  
亨利用形狀板畫出形狀，然後用剪刀剪出，貼在畫紙上製作「我的家人」。 

 

 
 

作品名稱：一家人 
 

老師的話: 
亨利用形狀板畫出形狀，用剪刀把形狀剪出，拼貼起來，加上五官、手腳，這是他的家人。

他能夠說出形狀的名稱。從作品所見，他能夠沿形狀的邊線把形狀剪下，具備辨別線條裏外的概

念。亨能以不太彎曲的線剪出長方形、正方形和圓形，反映出他操作剪刀的技巧良好。繪畫人像

方面，較十月份細緻，多畫了一些身體部份，如：頭髮、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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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作品紀錄 

姓名:           亨            
 
組別:         N3 班           
 
日期:  2007 年  11 月  20 日 

領域 

(一)智能(常識□ 概念  解決疑難□) 

(二)語言(理解□ 表達□) 

(三)體健(大肌肉□ 小肌肉□ 個人衛生□ 生活習慣□) 

(四)創作(音樂□ 圖工 ) 

(五)情緒□ 

(六)社交(人際關係□ 自我概念□) 

地    點 : (大肌肉室□  洗手間□  課室   走廊□  音樂室□   天井□)  

活動/行為:  
畫不同大小的形狀互相套合起來。 

 

老師示範畫大圖形包著小圓形來套合作畫，之後，請亨於分組時到角落畫畫。 
 
 

 

老師的話: 
亨先畫出裏面的圖形，然後再一層一層畫向外面，他具有多層次的大小概念，能夠畫出不同

大小的圓形和方形，他能夠說出形狀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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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作品紀錄 

姓名:           亨             
 
組別:        N3 班             
 
日期:  2008 年  1  月  14   日 

領域 

(一)智能(常識□ 概念  解決疑難□) 

(二)語言(理解□ 表達□) 

(三)體健(大肌肉□ 小肌肉□ 個人衛生□ 生活習慣□) 

(四)創作(音樂□ 圖工□) 

(五)情緒□ 

(六)社交(人際關係□ 自我概念□) 

地    點 : (大肌肉室□  洗手間□  課室   走廊□  音樂室□   天井□)  

活動/行為:  
以實物數算 5 以內的組合。 

老師先在盒子內放 5 顆雙面顏色的棋子，請兒童搖盒子，留意棋子的色面，然後依照顏 
色出現的情況，完成工作紙。 

 
老師的話: 

當亨完成活動後，老師請他描述棋子的組合情況。亨能清楚地表示：「2 個黃色加 3 個橙色，

總共有 5 個。」可見亨能夠利用實物數算出 5 以內的組合，他能夠運用「加」的字彙，來表示組

合，反映出他具有加數的概念。亨能夠自行默寫出 0 及 1-5 的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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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作品紀錄 

姓名:           亨             
 
組別:         N3 班            
 
日期: 2007 年 12 月至 2008 年 1 月 

領域 

(一)智能(常識□ 概念  解決疑難□) 

(二)語言(理解□ 表達□) 

(三)體健(大肌肉□ 小肌肉  個人衛生□ 生活習慣□) 

(四)創作(音樂□ 圖工□) 

(五)情緒□ 

(六)社交(人際關係□ 自我概念□) 

地    點 : (大肌肉室□  洗手間□  課室   走廊□  音樂室□   天井□)  

活動/行為:  
穿珠：把珠子以一種屬性（如顏色、形狀）排列圖案。 

 

 
 (3-12-2007)                             (25-1-2008) 

老師的話: 
老師給予亨一條已穿了三粒珠子的繩子，請他依珠子的顏色或形狀延續圖案穿手鍊，當亨取

了繩子後，自己說出了珠子的排列，便拿起珠子穿起來。25/1 老師問他為什麼會有兩粒不同的珠

子，他向老師解釋：「呢粒都係藍色，呢粒都係橙色。」可見他既能配合要求，又能靈活使用現

有的材料。他對顏色的認知亦穩固。從手鍊可見，亨已掌握了排列圖案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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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作品紀錄 

姓名： 亨 

組別： N3 班 

日期： 4-3-2008 
  

領域 

(一)智能(常識□ 概念  解決疑難□) 

(二)語言(理解□ 表達□) 

(三)體健(大肌肉□ 小肌肉□ 個人衛生□ 生活習慣□) 

(四)創作(音樂□ 圖工□) 

(五)情緒□ 

(六)社交(人際關係□ 自我概念□) 

地  點： 大肌肉室□  洗手間□  課室   走廊□  音樂室□   天井□ 

行為出現： □ 幼兒自動自發         □ 老師從旁鼓勵        經示範後模仿 

 新的行為             □ 熟練或典型行為 

行為／活動目標： 老師示範如何把圓形分柝成半圓形和扇形後，請亨製作一幅圓形組合的

圖畫。 
目標：將平面圖形拼砌或分拆成另一些圖形。                       

 

老師的話： 

亨利把圓形對摺，剪開分柝成半圓形，做成兔子和小熊的耳朵、尾巴或嘴巴。從小熊

和兔子的頭和身體、耳朵、手和腳均是對等的大小圓形，可見亨已具有對稱的概念，又能

靈活使用半圓形來代表不同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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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作品紀錄 

姓名： 亨 

組別： N3 班 

日期： 6-3-2008 
  

領域 

(一)智能(常識□ 概念  解決疑難□) 

(二)語言(理解□ 表達□) 

(三)體健(大肌肉□ 小肌肉  個人衛生□ 生活習慣□) 

(四)創作(音樂□ 圖工 ) 

(五)情緒□ 

(六)社交(人際關係□ 自我概念□) 

地  點： 大肌肉室□  洗手間□  課室   走廊□  音樂室□   天井□ 

行為出現： □ 幼兒自動自發         □ 老師從旁鼓勵        經示範後模仿 

□ 新的行為             □ 熟練或典型行為 

行為／活動目標： 老師示範剪圓形製作毛毛蟲。之後，亨在圖工角內製作毛毛蟲，並為毛

毛蟲設計圖案。 
目標：利用重覆的圖形、點子、線條製作花紋。 

 

老師的話： 

亨從畫紙上剪出圓形，貼在畫紙上，砌成毛毛蟲，然後在每個圓形上設計不同的花紋，

有格仔圖案、圓點圖案、花花圖案，每個圓案各具特色。他能夠用較為圓滑的線條剪出圓

形，具備線條裏外的概念，反映出他操作剪刀的技巧良好。亨剪圓形時，會把畫紙依著線

條和剪刀的方向旋轉，讓自己較容易地剪紙，可見他具有解難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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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作品紀錄 

姓名： 亨 

組別： N3 班 

日期： 23-4-2008 
  

領域 

(一)智能(常識□ 概念  解決疑難□) 

(二)語言(理解□ 表達□) 

(三)體健(大肌肉□ 小肌肉  個人衛生□ 生活習慣□) 

(四)創作(音樂□ 圖工□) 

(五)情緒□ 

(六)社交(人際關係□ 自我概念□) 

地  點：  大肌肉室□  洗手間□  課室   走廊□  音樂室□   天井□ 

行為出現：  幼兒自動自發         □ 老師從旁鼓勵       □ 經示範後模仿 

 新的行為             □ 熟練或典型行為 

行為／活動目標： 利用積木砌出平衡、具像或有目的創作。                         

 

老師的話： 

亨用積木砌了一座城堡。他先用最長的積木砌出底部，然後用較短的砌中間，最後用

最短的砌頂部。亨運用了對稱、平衡而上的方法，把積木縱橫交錯地建構起來。從作品中，

可以看到他的長短概念成熟，並掌握建構穩固結構的原理。他能夠依照自己的計劃和目的，

來進行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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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作品紀錄 

姓名： 亨 

組別： N3 班 

日期： 24-4-2008 
  

領域 

(一)智能(常識□ 概念  解決疑難□) 

(二)語言(理解□ 表達□) 

(三)體健(大肌肉□ 小肌肉□ 個人衛生□ 生活習慣□) 

(四)創作(音樂□ 圖工□) 

(五)情緒□ 

(六)社交(人際關係□ 自我概念□) 

地  點： 大肌肉室□  洗手間□  課室   走廊□  音樂室□   天井□ 

行為出現：  幼兒自動自發         □ 老師從旁鼓勵       □ 經示範後模仿 

□ 新的行為              熟練或典型行為 

行為／活動目標： 砌好一幅分成二十四塊的砌圖。                 

 

老師的話： 

亨砌砌圖時，會依循自己的方式，整齊地完成一排後，再砌第二排。過程中，他會把

砌圖塊展開在檯上，然後按自己的需要取砌圖塊。大部份時間，他是運用視覺，從砌圖塊

的顏色、圖案的吻合，來判斷砌圖塊是否正確，而無需套入決定，表現出他對於圖畫的部

份和整體關係的觀念良好。亨能有計劃、準碓地完成一幅分成二十四塊的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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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作品紀錄 

姓名： 亨 

組別： N3 班 

日期： 23-5-2008 
  

領域 

(一)智能(常識□ 概念  解決疑難□) 

(二)語言(理解□ 表達 ) 

(三)體健(大肌肉□ 小肌肉□ 個人衛生□ 生活習慣□) 

(四)創作(音樂□ 圖工 ) 

(五)情緒□ 

(六)社交(人際關係□ 自我概念□) 

地  點： 大肌肉室□  洗手間□  課室   走廊□  音樂室□   天井□ 

行為出現：  幼兒自動自發         □ 老師從旁鼓勵       □ 經示範後模仿 

□ 新的行為             □ 熟練或典型行為 

行為／活動目標： 以上下、裏外、前後、中間等概念來畫圖畫。                

 

老師的話： 

亨在床上睡著了，床的側邊有衣櫃，可以放衣服。亨把圖畫分成三個不同的部份，有

櫃、有床和地面，櫃是用長方形和正方形做成，地面則是三角形、兩旁則用圓形來裝飾，

每個部份都是經過細心的安排，可見亨設計上的心思和組織力。亨運用了上下、裏外、中

間等的概念來畫圖畫。從畫面的佈局上，可以看出他表現了對稱和圖案排列的概念。他繪

畫人像的結構亦較以往進步，表現出手（和腳）是由 3 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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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作品紀錄 

姓名： 亨 

組別： N3 班 

日期： 5-6-2008 
  

領域 

(一)智能(常識□ 概念  解決疑難□) 

(二)語言(理解□ 表達□) 

(三)體健(大肌肉□ 小肌肉  個人衛生□ 生活習慣□) 

(四)創作(音樂□ 圖工 ) 

(五)情緒□ 

(六)社交(人際關係□ 自我概念□) 

地  點： 大肌肉室□  洗手間□  課室   走廊□  音樂室□   天井□ 

行為出現： □ 幼兒自動自發         □ 老師從旁鼓勵        經示範後模仿 

 新的行為             □ 熟練或典型行為 

行為／活動目標： 老師向亨介紹不同的摺紙符號的意思，然後請他看摺紙程序圖，描述各

步驟，請亨自行摺紙。 
目標：(1) 描述三幅或以上的摺紙步驟； 
    (2) 將正方形手工紙對角、對邊摺成三角形或長方形。 

 
 

亨：「首先要將紙對摺變成三角形，然後對摺，打開，再摺隻耳仔，畫眼、鼻和口。」 

老師的話： 

亨能夠描述摺紙的步驟，並且運用含有時間意義的連接詞「首先」、「然後」、「再」。亨

把手工紙對角、對邊摺時，很小心地把邊對邊摺齊，可見他掌握了對角的方向，手眼協調

能力甚佳，有耐性，並能專注完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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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作品紀錄 

姓名： 亨 

組別： N3 班 

日期： 27-6-2008 
  

領域 

(一)智能(常識□ 概念  解決疑難□) 

(二)語言(理解□ 表達□) 

(三)體健(大肌肉□ 小肌肉□ 個人衛生□ 生活習慣□) 

(四)創作(音樂□ 圖工 ) 

(五)情緒□ 

(六)社交(人際關係□ 自我概念□) 

地  點： 大肌肉室□  洗手間□  課室   走廊□  音樂室□   天井□ 

行為出現： □ 幼兒自動自發          老師從旁鼓勵       □ 經示範後模仿 

□ 新的行為             □ 熟練或典型行為 

行為／活動目標： 亨在不完整的汽車圖畫上創作。 
目標：能夠分別物件的整體和部份。 

 

老師的話： 

亨畫了一輪的士。從作品中，可以看到亨仔細地描繪出汽車的部份：車頂、車輪、司

機和車頭燈。他還把司機在右前排駕車，後座放風箏，將車內的空間繪畫出來，反映出他

對日常事物的觀察力。圖畫顯示，他開始建立了左右的方向，有良好的對稱、平衡和部分

與整體概念。亨還為汽車設計了獨特品牌「A」，增添了整件作品的天真獨特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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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作品紀錄 

姓名： 亨 

組別： N3 班 

日期： 10-7-2008 
  

領域 

(一)智能(常識□ 概念  解決疑難□) 

(二)語言(理解□ 表達□) 

(三)體健(大肌肉□ 小肌肉□ 個人衛生□ 生活習慣□) 

(四)創作(音樂□ 圖工 ) 

(五)情緒□ 

(六)社交(人際關係□ 自我概念□) 

地  點： 大肌肉室□  洗手間□  課室   走廊□  音樂室□   天井□ 

行為出現： □ 幼兒自動自發         □ 老師從旁鼓勵        經示範後模仿 

□ 新的行為             □ 熟練或典型行為 

行為／活動目標： 老師示範如何畫「方格畫」，請亨於角落時間，先選取八種或以上的顏

色筆，然後把把方格上填色。 
目標：說出八種或以上的顏色 

 

老師的話： 

亨選了十種顏色來畫「方格畫」。他除了能告訴老師顏色名稱外，還能用深淺來形容同

色系顏色「深藍色、淺藍色」。分享作品時，亨描述自己的作品，有些線是彎彎曲曲的，有

些線是直的，他最喜歡自己畫了彎彎曲曲的線，以及沒有把顏色塗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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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 

 

  亨主動參與不同的活動，特別對圖工活動感興趣，常常自發地進入圖工角，樂

於使用不同的工具和物料進行創作，如：繪畫、剪紙、摺紙等，在其中反映他的觀

察和對事物的認知。在這個學期，老師透過觀察亨在學習活動、操弄教具及生活流

程中的表現及作品，重點記錄亨的早期數學概念的發展。 

 

  亨能夠準確的辨別物件的顏色、形狀，比較物件之間的大小、長短、高矮等。

他能夠運用空間的詞彙，如：上下、前後、裏外等，指出物件的位置。在數量與數

字的運用上，他能自行寫出數目字，並正在學習組合概念。亨能把早期數學概念運

用於日常生活中：在建構積木中，他能表達對稱和平衡概念；在繪畫中，他能使用

圖形、圖案和空間位置表達意思；他做事有計劃，有步驟，顯示有穩固的次序概念。

整體而言，亨的發展與年齡相若，並持續進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