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

室內安全

兒童很多意外都是在家居發
生，所以要經常檢查家居的
環境及要從兒童的角度去觀
察他們可能會發生的危險。

兒童約在六個月大時開始
在家中活動。小心檢視家
居周圍環境，把所有有危
險性的物品移除。兒童日
漸長大，危險性也會隨他
們活動能力擴大而改變。

確保兒童在安全的環境
下探索

家居

• 在樓梯上下安裝圍欄。

把窗簾繩子剪短或打
結，除去兒童衣服上所
有束帶。因這些繩索會
卡著孩子令他窒息。

 • 把藥物、維他命、家居
清潔劑和其他有危險化
學成分的物品鎖起或放
在高處。把打火機、火
柴、尖鋭物品和電動家
庭用品放在兒童不能觸
及的地方。

 • 書櫃、重型家電和
其它重型的傢俱要
牢貼牆壁。

 • 把電源插頭蓋上和
將電線捆起來。

進餐時間

 • 盡量使用爐頭最裏面的
火爐位煮食，鍋柄要向
內。

 • 不要把熱的食物放在桌
子或櫃枱邊，以防兒童
觸及。

 • 選購有安全帶的高椅。
當孩子坐在高椅時一定
要扣上安全帶。

確保兒童安全
最重要的是預防

The MAKE YOUR HOME SAFE FOR YOUR CHILD tip sheet can be downloaded at: 
www.nobodysperfect.ca.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owned by: Nobody’s Perfect Community Parents (Chinese Community)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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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時間

 • 小玩具和小物件要遠離
嬰孩以防哽咽。

 • 檢查玩具的大小。若玩
具或玩具配件能放入廁
紙筒內就不適合三歲以
下的兒童。選擇適合你
孩子年齡的玩具。

清潔時間

 • 當孩子在洗澡或接近水
的時候，確保他在你伸
出一隻手的範圍内。如
需要離開洗澡間，請帶
他一起離開。

切莫讓他單獨留在浴
缸，就算是幾秒鐘也
不可。

 • 在換尿布枱上替孩子換
尿布或衣服時，確保有
一隻手是按著孩子。

睡眠時間

 • 保持嬰兒仰臥，不論是
小睡或晚上睡眠。

嬰兒床一定要符合現行的
加拿大安全檢定標準。床
褥應緊緊 貼合嬰兒床内
圍。只使用床罩 (fitted 
sheet)。把玩具和用不著
的床上用品拿走以防受傷
或窒息。

 • 嬰兒在六個月之内可與
你同房，但一定要分床
睡，因同睡一床會容易
導致嬰兒窒息
(suffocation)和嬰兒猝死
綜合症 (SIDS = Sudden 
Infant Death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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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選擇安全的兒童用品

嬰兒家具和兒童用品必須
符合加拿大安全標準。

產品需要回收是因製造商
發覺該產品有危險。有關
已回收的兒童產品資料請
向加拿大衛生處 - 消費者
產品安全部 (Health 
Canada ‒ Consumer 
Product Safety）查詢。

高椅 (high chairs)

 • 選用有安全帶的高椅。
每次使用時必須扣上安
全帶。

 • 食物盤一定要牢固地附
在高椅上及沒有任何部
位會夾痛/傷幼兒的手
指。

嬰兒床 (cribs)

 • 不要使用1986 年前製造
的產品。

 • 嬰兒床的結構要良好，
沒有任何鬆脫，零件缺
失或損壞。

 • 床褥應貼合嬰兒床内
圍。床褥與床欄之間應
只有一根手指位的距
離。

幼兒圈欄 (playpens)

 • 圈欄網孔應細小。

 • 不要在圈欄內另加床褥
及放大件玩具或毛毯。
也不要把圈欄當嬰兒
床。

嬰兒護欄 (baby gate)

 • 安裝在樓梯頂部的嬰
兒護欄應用螺絲扭
緊，使它固定，樓梯
底部或門口可用壓力
護欄。所有嬰兒護欄
要全時間鎖上。

 • 嬰兒護欄的縫隙要窄
小，避免幼兒的頭或
身體被卡著。

若你對產品有
懷疑請聯絡該
產品的製造商
或瀏覽他們的
網址。

The CHOOSING SAFE CHILDREN'S PRODUCTS tip sheet can be downloaded at: www.nobodysperfect.ca.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owned by: Nobodyʼs Perfect Community Parents (Chines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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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手推車 (strollers)

 • 選用堅固的嬰兒車。遵
照説明書內有關兒童的
身高和體重的規則。

 • 選用有安全帶的嬰兒
車。每次使用時必須扣
上安全帶。

 • 嬰兒車的制動器
(brakes）要運作正常。
當你每次將孩子抱出或
放進嬰兒車時都必需使
用制動器來固定手推車。

嬰兒背帶 (baby slings and 
soft carriers)
 • 常檢查背帶的帶子有否

扯破，扣子有否損壞。

 • 使用背帶時要常留意孩
子，調整他的姿勢避免
妨礙他正常呼吸。

嬰兒學行車 (baby walkers)

 • 千萬不可使用學行車因
會令嬰兒摔下樓梯。任
何人在加拿大銷售嬰兒
學行車是違反法例。

汽車安全座椅 (car seats)

 • 選購配合兒童高度、重
量及可以正確地安裝在
你車子裏的安全座椅。

• 小心選用二手汽車座
椅。除注意它的安全性
外更要留意它的使用期
限，發生過交通意外的
汽車座椅不能再用。

二手兒童用品

 • 購買二手用品是可以節
省金錢但要非常小心。
購買前要小心留意物品
是否
 • 損壞或有裂縫

 • 部分零件缺失或鬆脫

 • 沒有説明書

 • 曾有個案因不符合加
拿大安全標準而被禁
或回收。



安全

為何兒童需要成人確保
他們的安全？

 • 兒童需要活動：兒童的
成長和學習是透過探索
和活動。

可惜兒童卻生活在一個
並不安全的世界裏。一
般商品在製作過程中並
沒有考慮孩子的安全，
所以大部分物品只適合
成人使用，對兒童並不
安全。

 • 兒童迅速成長和改變：
兒童不斷學習新事物，
在練習新技巧時他們
需要我們額外保護。

密切注意兒童的成長發
展：兒童成長的速度很
快。清楚知道他們每個成
長階段的能力及技巧可以
預防不必要的意外/受傷。

 • 兒童分不清“什麼是有
趣”，“什麼是危險”：兒
童的思想和行動跟成人
不一樣，所以對危險的
反應也與成人不同。

只需一秒的時間便可令你
的孩子受傷。孩子需要我
們確保他們的安全。

 The WHY DO CHILDREN NEED ADULTS TO KEEP THEM SAFE tip sheet can be downloaded at: 
www.nobodysperfec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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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好準備：預先想一
想。在家居和出外有沒
有潛在的危險。盡量把
這些危險刪除。

 • 保護你的孩子：給孩子
一個安全的活動環境。
在家居，我們可移除所
有危險物品，但在戶
外，兒童就需要我們的
幫助去確保他們的安
全，例如：我們不可能
叫街道上所有的汽車停
下來，但可拖著孩子的
手過馬路。

 • 留意孩子新能力：經常
留意孩子是否已經可以
伸手拿到他以前不能觸
及的危險物品。

緊跟你的孩子：很多意
外都是在家長或照顧者
不在場而發生。緊緊伴
隨幼小的孩子可防止這
些意外。特別是一歲以
下的小孩。如果你必須
離開一會兒，把他放在
一個安全的地方，如合
規格的嬰兒床或圈欄
裏。

預早教導孩子安全知
識：教導孩子辨別安全
和不安全。注意存在的
危險性。

 • 做個好榜樣：自己做好
安全習慣讓孩子學習，
如你在騎自行車時戴頭
盔，你的孩子也會戴頭
盔。

 •

為預防孩子受傷作好準
備：家中備有急救藥
箱。參加最新的急救/心
肺復甦術訓練。把緊急
求救電話名單（包括中
毒控制中心）擺放在電
話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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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戶外安全

 The EVERYDAY SAFETY OUTDOORS tip sheet can be downloaded at: www.nobodysperfect.ca. 

遊樂場

 • 遊樂場的遊玩設備是給
不同年齡的兒童。五歲
以下的兒童應玩矮小的
設備。留心尖銳物品或
設備結構的空隙會否卡
著幼兒的頭。

• 檢查鞦韆、滑梯和攀登
架下的地面。它應該是
深和柔軟而不是污泥和
草。

 • 陪在孩子左右，小心看
管特別是從滑梯滑下時
或在盪鞦韆。

 • 使用遊樂場的遊玩設備
時，孩子要脫去頭盔、
圍巾或有束帶的衣物。

自行車（腳踏車）

 • 騎自行車時要戴上合規
格的頭盔。脫去頭盔才
可以玩遊樂場的遊玩設
備。

 • 以身作則。成人騎自行
車時亦要戴上頭盔，作
孩子的榜樣。

道路上

 • 孩子應在遊樂場或有籬
笆的院子裏玩耍，不該
在馬路邊或車庫前。玩
耍時要確保全時間有人
看顧。

 • 孩子三至四歲時，你可
以開始教導他過馬路的
規則，但一定要拉著他
的手過馬路。

 • 以身作則，自己也要遵
守安全規則。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owned by: Nobodyʼs Perfect Community Parents (Chinese Community) 
Program Team ‒ ASSIST Community Services Centre, Edmonton, AB.

In case of any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English version and the Chinese version, the English version shall prev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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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安全規則的遊戲
安全規則童謠

把交通安全規則編進熟悉的歌曲裏使孩
覺得有趣及容易記得。例如以下兩首歌
可以用 “Frère Jacques”（Where is 
thumbkin?）或 (Are you sleeping?) 的
調子來唱

Yellow light means wait.
Yellow light means wait.
Red means stop.
Red means stop.
When the light is green.
Then we can cross,
Holding hands, holding hands.

At the corner.
At the corner.
We look left.
Then we look right.
We look left again,
Then we can cross.
Holding hands, holding hands.

凍結或解凍

有時兒童很難服從「停」這個字，但透過
「凍結和解凍（Freeze and Unfreeze）」
遊戲孩子會比較容易遵守規則。與孩子在
家裏練習，當你說“凍結”大家便「停」
下，假裝凍結。當你說“解凍”，大家便可
「移動」。

孩子從遊戲中會學到快速反應。當你和他
外出時你便可用“凍結”這個詞來叫他停下
來。

活動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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