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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知  - 語文  表

現  
1. 聆聽：能理解 3-4 元素或步驟的指令，當中包含數概詞彙。

  例：穿起件紅色 長袖衫，帶起白色帽，然後走到我旁邊。

        1       2                3                 ４  

 

2. 聆聽：聆聽故事，能簡單地覆述故事的主要內容。  

3. 說話：說話時，句子豐富。能使用語法正確的複句來描述

過往的生活經驗以及計劃將來的事情，能適當地使

用連接詞，如：首先、跟著、最後、因為、所以等。

 

4. 說話：與熟悉的成人及朋輩維持對話。  

溝通  

5. 說話：自行背誦五首或以上的兒歌或歌曲，發音清晰。  

6. 喜歡聆聽故事。  

7. 能自發地取書閱讀。  

8. 協助下能從書中的圖像、文字，猜想內容，回答提問。  

9. 在本學期指定的 10 本中文故事中，能穩定地讀出___本。  

10. 在每月認讀的___個中文詞彙中，能穩定地讀出 80%或以上。  

11. 在本學期指定的___本英文故事中，能穩定地讀出___本。  

12. 在每月認讀的___個英文詞彙中，能穩定地讀出 80%或以上。  

閱讀  

13. (下學期)能辨認 26 個小楷的英文字母。  

14. 喜歡以簡單的圖畫或符號，表達意思。  

15. 能掌握正確的寫字姿勢和執筆方法。  

16. 能按筆劃的形態，筆劃的方向、長短和上下的關係摹寫中

文生字。 

 

17. 有興趣地書寫中文字和英文字母。  

18. （下學期）正確地摹寫基本字如：口、日、土、人、大等，

阿拉伯數目字 1-10 和中國數目字一至十。 

 

書寫  

19. (下學期)正確地摹寫 26 個英文小楷字母。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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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知  – 早期數學  

表

現  
1. 運用物件屬性（顏色、大小、多少）來分類及執拾。  

2. 運用數字與數量概念來分配生活中的物資及排列次序。  

3. 對周遭環境事物產生好奇，能仔細觀察事物，以顏色、體

積、數量及方位等概念來描述觀察所得。 

 

4. 對事物的次序、因由及後果作出猜測及判斷。  

5. (下學期)運用空間的上下裏外，物件的大小、高矮，來疊

砌積木。砌出能具像的物體，如房屋、桌子等。 

 

6. （下學期）運用上下、前後、中間等方向於體能遊戲中。  

 
概念  
應用  
及  
邏輯  
思考  
 

7. （下學期）在月曆的輔助下，說出日期的月、日和星期。  

8. 說出 8 種不同的顏色。  

9. 以兩個或以上的屬性來形容事物，如：「又大又重」。  

10. 比較四件或以上的物件之大小、長短、高矮、多少。  

11. 比較兩件或以上的物件的快慢、輕重、闊窄、遠近。  

 
比較及  
分類  

12. 按物件的不同屬性、特徵或功能進行分類。  

13. (上學期 )數出指定數目，數字數量配對，排列及認讀 1-30 / 
(下學期 )數出指定數目，數字數量配對，排列及認讀 1-50。

 

14. (上學期) 倒數 1-10 / (下學期) 倒數 1-20。  

15. (上學期) 以 2、 3、 4、 5 個一組將物件集合起來。 

  (下學期 ) 以 2、3、4、5、6、8、9、10 個一組將物件集合

起來。 

 

 
數量與  
數字  

16. (上學期) 懂得 5 以內的物件組合。 

   (下學期) 懂得 10 以內的物件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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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知  – 早期數學  

表

現  
17. (上學期)配對、挑選 5 個形狀並說出其名稱/ 

  (下學期)配對、挑選 8 個形狀並說出其名稱。 

 

18. (上學期)沒有提示或練習下，自行砌出拼圖 10 塊或以上。

   (下學期)沒有提示或練習下，自行砌出拼圖 20 塊或以上。

 

圖形及  
空間  

19. 按圖示，砌出簡單平面圖形或把積木砌成階梯、塔城。 

   例如: 

 

 

 

 

排列及  
圖案  

20. 以 1-2 種屬性（如體積、顏色和形狀）來排列指定的圖案。

   例: 

   

 

因果、  
次序及  
時間  

21. 排列、描述及創作 3-4 幅或以上的程序圖畫。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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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知  – 科學與科技  表

現  
1. 在主題活動中，說出自己身體的結構、不同肢體、器官的

功能，並了解人類和動物共同的生理的需要和生存的要素。

 

2. 在日常生活中，按觀察描述天氣和自然現象，留意自然現

象的變化。 

 

3. 在探究活動中，描述人造物品（如：玩具、交通工具、電

器用品）的外型、特徵、結構和操作原理。 

 

4. 在探究活動中，描述物品（如：食物）的外型、顏色、氣

味、質感及在不同處理過程中其形態的變化。 

 

5. （下學期）在探究活動中，描述植物的外型、特徵、結構、

生長變化，及成長要素。 

 

內容  

6. （下學期）在探究活動中，描述動物的外型、特徵、動態

和生活習慣。 

 

7. 對環境及事物產生好奇，喜歡觀察和動手研究。  

8. 對有興趣的事物，喜歡發問和表達意見。  

9. 留意事物的因果關係，從而作出判斷。  

10. 比較事物的異同，從而明白事物的關係、原理和自然的規

律。 

 

 

技巧

與  

態度  11. 愛護動植物:日常生活中，以合宜的態度對待寵物，和室內

外的植物。 

 

備註：   

 

 



東華三院幼兒服務  - 發展及學習報告表 (四歲班 )  

9.4.2009 修訂-試行版 5

 
 藝術與文化  表

現  
1. 喜歡聆聽音樂，能用肢體或說話表達從樂曲引發的喜悅。  

2. 唱出歌曲的旋律，自行唱出五首不同旋律的歌曲，並能控

制聲量。 

 

3. 按樂曲的速度、音量大小、音階高低，和節奏（平均拍、

強弱拍），擺玩樂器或做出相應的身體動作。 

 

 

音樂  

律動  

舞蹈  
4. 能利用肢體模仿事物的形態或動態。  

5. 欣賞生活中事物的色彩、線條、圖形、圖案和形態，指導

下，以說話或藝術創作表達。 

 

6. 運用不同顏料、物料、畫具、工具，以平面和立體的創作

來表達經歷、感受和想像。 

 

7. 畫圖畫時，能畫出簡單形狀 □ ，畫出事物的輪廓，並

為圖畫著色。 

 

8. 用泥膠或陶泥創作時，用手搓、搥、擠、壓和拉，並使用

工具如刀、麵棍、印模，造出不同形狀的作品。 

 

9. 掌握使用工具（鉛筆、水彩筆、剪刀、膠水、漿糊）的能

力。 

 

 

視覺  

藝術  

10. 掌握簡單摺紙的技巧，自行連續對摺和對角摺 2-3 次。  

11. 喜歡參與節日慶祝的活動，認識有關習俗和傳統故事。  

12. 透過參與，認識香港和中國的獨特文化，如飲食、服飾、

手工藝、音樂、戲劇和建築。 

 

13. 播放國歌和升旗時，能保持安靜和肅立。  

文化  

認 識 與

欣賞  
14. 對於與自己膚色、外貌、能力和習慣不同的朋輩，表現友

善的態度。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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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能與健康  表

現  
1. 喜歡大肌肉活動，在其中表現活力、自信和合作精神。  
2. 移動技能：自行一步一級落 4 級樓梯。  
3. 移動技能：能跟著圓圈跑步。  
4. 移動技能：馬躍步向前 10 呎。  
5. 平衡能力：在 8 厘米闊的平衡木上向前行 2 米。  
6. 平衡能力：腳跟對腳尖向前行 5 步。  
7. 平衡能力：(上學期)單腳站立 8 秒。 

            (下學期 ) 單腳站立 10 秒。 

 

8. 跳躍技能：雙腳向前跳 10 步。  

9. 跳躍技能：雙腳跳過 20 厘米高的繩子。  

10. 跳躍技能：單腳原地跳躍 5 次。  
11. 跳躍技能：雙腳向後連續跳 3 次。  
12. 跳躍技能：雙腳分別向左和向右連續跳 3 次。  
13. 跳躍技能：雙腳連續跳前跳後 5 次。  
14. 踏三輪車：踏三輪車時，能操控轉 8 字彎。  

15. 操控工具：雙手接由 1.5 米遠拋來的豆袋。  

16. 操控工具：雙手接由 1 米遠彈來的球。  

大肌肉  

15. 操控工具：把皮球踢前 2 米射向龍門。  

16. 喜歡小肌肉活動，表現專注，完成活動後表現成功感。  

17. 雙手運用：把線繞在線軸上。  

18. 手眼協調：能迅速地穿 0.8 厘米的小珠造成頸鍊。  

19. 手眼協調：能完成簡單點線圖。  

20. 工具：用剪刀沿線剪出簡單形狀如□ 。(邊長/直徑 5

厘米) 

 

21. 工具：正確地使用萬字夾、橡皮擦。  

22. 工具：把漿糊塗在細小形狀上，然後把它貼在指定的位置

上。 

 

23. 工具：正確地使用刀，搽食物，和把食物切成條狀。  

24. 工具：用膠針及線將兩塊有孔的布縫上。  

小肌肉  

25. 工具：(下學期)用筷子挾起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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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能與健康  表

現  
26. 進食：進食時，能慢慢咀嚼，減少發出聲音，保持桌面和

衣服整潔。 

 

27. 進食：(下學期)將飲品從水壺倒進杯內而不弄瀉。  

28. 如廁：如廁後，自行洗手、沖廁及整理衣服。  

29. 如廁：女孩子小便後，自行用廁紙清潔。  

30. 梳洗：能用毛巾或紙巾抹臉上各部位。   

31. 梳洗：粗略地完成刷牙漱口過程。  

32. 梳洗：有需要時能取廁紙抹鼻涕。  

33. 梳洗：（下學期）扭乾毛巾抹面。  

34. 穿衣：正確地穿上左右鞋子。  

35. 穿衣：能解開及扣上上衣 1 厘米的小鈕扣。  

36. 穿衣：能扣合及拉上分開兩半的拉鍊。  

37. 穿衣：（下學期）能穿上長短袖 T 恤，並分辨前後及裏外。  

38. 家居技能：(下學期)協助簡單的收拾和清潔，如：正確地

掃去桌上的紙屑和抹桌子。 

 

39. 衛生習慣：注意個人及環境衛生，如洗手、打噴嚏時掩著

口鼻，保持環境整潔等。  

 

40. 飲食習慣：均衡飲食，不偏食。  

衛生  

習 慣 與

自理  

41. 安全意識：主動遵守遊戲和活動規則，如分享、輪候等。  

備註：   

 

 
 



東華三院幼兒服務  - 發展及學習報告表 (四歲班 )  

9.4.2009 修訂-試行版 8

 
 個人及群體  表

現  
1. 樂於介紹自己的物品，分享個人經驗和喜惡。  

2. 說出自己的個人資料：名字、歲數、性別、家庭成員、就

讀學校名稱、居住區域(或屋苑名稱)等。 

 

3. 喜歡參與各項活動，表現認真和專注。  

4. 主動完成能力範圍內的事情。  

5. 能單獨進行 20 分鐘的遊戲活動。  

6. 懂得表達自己不同的感受，說出喜惡、高興、不高興、傷

心、憤怒、失望、擔心、疲倦、痛楚等感受。 

 

7. 遇到困難和負面情緒時，願意接受別人的意見及指導。  

8. 懂得聆聽別人的需要，並作出適當的回應。  

 

情意  

發展  

9. 提示下，接納他人有別於自己的行為、意見和感受。  

10. 喜歡群體性遊戲及活動。  

11. 向熟悉的親友表達友善、禮貌，懂得分享物資，關心別人，

以建立良好人際關係。 

 

12. 主動與朋輩交流，協作地參與幻想性和合作性遊戲。  

13. 提示下，說出讚賞別人的說話。  

14. 生活中，樂於幫助老師及朋輩。  

15. 提示下，遵守幼兒園規則，表現守紀律的行為。  

 

群性  

發展  

16. 愛護公物：懂得保持公共環境（幼兒園、社區）整潔。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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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準則  
 

 不用指導及提示，主動完成 ;  或  
連續 3 次完成   
 

表現優良  
(100%) 

 少許提示下完成 ;  或  
4 次中 3 次完成   
 

穩固掌握  
(>75%) 

 重覆練習後便能完成 ;  或  
4 次中 2 次完成   
 

發展中  
(>50%) 

 重覆練習後未能完成  尚未發展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