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体

The CARING FOR A SICK CHILD tip sheet can be downloaded at: www.nobodysperfect.ca.

照顾生病的孩子

怎样知道孩子病了？：孩
子生病时，表现会与日常
有异。他可能会说肚子痛
或不舒服、皮肤发热和出
汗或苍白和冷、比平常渴
睡、不想吃或喝、不开心
或发脾气。这些迹象都是
告诉你他不舒服。

怎样照顾生病的孩子？：
让孩子留在家中休息，不
要送他上学或托儿所。

 • 鼓励他休息

 • 量体温

 • 假若他的皮肤发热，不
要加盖额外毛毯

 • 鼓励他多喝液体

何时才带孩子看医生？：
通常你只需让孩子多休息
和多喝液体。如孩子没有
好转迹象或出现其它病征
而你又不知如何处理时，
便要带他看医生。

看医生前的准备：约见医
生前，先记录清楚孩子的
病情，你曾用过的处理方
法及你想查询的问题。孩
子的状况描述得越详细，
将会越快得到适当的治
疗。

明白医生指示：医生或会
给你一些在家里要做的指
示。若果你不明白便要再
问。覆述一次医生给你的
指示以确定你清楚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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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需给孩子服药？：不
要在没有医生/药剂师的指
示下随便给婴儿或幼童服
药。服用错误的药物或不
适当的份量会危害儿童。

若医生开配方药给你的孩
子时，你要留意以下资
料：

 • 药名

 • 药的作用

 • 服食份量

 • 服药的相距时间

 • 是否需要服完所有的药

 • 餐前(空腹)或餐后服用

 • 服药期间是否需要避
免进食某些食物，以
防影响药性

 • 配方药与孩子现时服用
的药有没有抵触

 • 晚上是否需唤醒孩子服
药

停止给孩子继续服药若他
服后有不良反应：孩子服
药后如出现红疹或呕吐，
便要立即打电话给医护人
员。

只给你的孩子服用医生开
给他的配方药：不要把你
孩子的药给他人服用，也
不要把他人的药给自己的
孩子服用。配方药是特别
为某一个人的病症而配
制。孩子痊愈后剩下的药
物可拿回配方药房给他们
处理。

所有药物应锁在孩子
拿不到的地方

服用药物



身体

The HELP YOUR CHILD EAT WELL tip sheet can be downloaded at: www.nobodysperfect.ca.

帮助孩子吃得健康

 • 提供健康的膳食和小点：
孩子的胃很小，所以每餐
只可进食少量食物，他需
要小吃多餐。除三餐外，
餐与餐之间要提供营养小
吃。有关帮助孩子成长的
营养食物建议，请参考加
拿大食物指南
（Canada’s Food
Guide）。

 • 限制儿童进食没有营养
的食品：尽量限制其
他“食物”如曲奇、汽
水和薯片。这些食物除
了不能提供儿童成长需
要的营养外还会妨碍孩
子进食健康正餐。

 • 儿童吃多少才足够? ：
你会很惊奇学前小孩原
来只需吃很少的食物便
能保持身体健康。很多
家长都不清楚孩子应吃
多少才足够。记得你只
是提供足够份量和健康
食物的人，吃多少是由
孩子自己决定。帮助孩
子学会饿时要吃东西，
饱时要停止。

假如你对你孩子
进食份量有疑问，
可请教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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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提议

制作有趣的食物 

趣致的食物可提升孩子进食的兴趣。你
可把食物排列成不同形状/模样，改一个
有趣的菜名或请孩子想出一个名字来。
四至五岁的孩子可帮忙准备以下有趣的
食谱：

 • 圆木上的蚂蚁 把芹菜条切成6厘米长。
在菜面涂上花生酱、豆泥 (hummus）或
奶酪（芝士），然后加上葡萄干。这样
像不像蚂蚁坐在圆木上呢？

 • 趣致脸谱比萨饼 请年长的孩子在小比
萨饼皮(pizza crust)或皮塔饼(pita 
bread)上涂上蕃茄（西红柿）酱，磨些
芝士碎(grated cheese)在上面。跟着
做脸谱。例如，可用两片蕃茄做眼睛，
青椒条做嘴巴，樱桃蕃茄做鼻子。最后
将比萨饼放入烤箱，烘至芝士软化即
成。

食物游戏

教导孩子认识健康食物。从广告单张上剪
下不同食物种类的图片: 如蔬菜、水果、
面包、麦片、米、肉、豆、芝士、奶等。
把图片排放在桌子上让孩子找出那些是他
早餐吃的食物。

跟着把所有图片叠起来，问一问孩子哪些
食物可以做健康午餐，并请他找出叠在一
起。然后告诉他这些食物如何能帮助身体
成长。

再加入曲奇、汽水、薯片等图片。这些食
物对身体成长没有帮助。告诉孩子为何你
不常提供给他们吃的原因。

构思营养食物时可参考加拿大食物指
南。孩子很快便会与你一同计划健康的
餐单和小吃。



身体

The KEEPING YOUR CHILD HEALTHY tip sheet can be downloaded at: www.nobodysperfect.ca.

保持孩子健康

 • 天天活动：孩子需要
跑、玩耍、及活动才能
健康成长。有足够运动
的孩子会比较健康及快
乐。和孩子一起互动
时，要让他知道你也乐
在其中。

 • 限制屏幕时间：当孩子
在看电视或玩电脑时，
他是不用活动的。所以
絶不鼓励两岁以下孩子
接触屏幕活动，如电
视、电脑、电子游戏机
等。两岁以上则要限制
他们使用时间。

• 帮助孩子有充足的睡眠：
大多数儿童每天需要
10-14小时睡眠，幼儿需
要更长的睡眠时间。有
足够睡眠才可让身体正
常生长。所以要把定时
睡眠成为孩子生活常规
的一部分。若孩子在午
间不睡，安排一段安
静时间让他小休。

 • 保持清洁：保持身体清
洁是健康的重要因素。
教导孩子要常洗手。告
诉他清洁可使细菌远
离。婴儿只需每星期洗
澡2至3次，但每天都要
清洁脸、手和下体。

 • 清洁孩子的口腔：保持
牙齿健康，婴儿虽然没
有牙齿但也要每天清洁
牙床。往后，帮他们早
上及临睡前刷牙。

 • 定期检查：定期带孩子到
医生处检查身体和牙齿，
确保孩子按时接种疫苗。

保护儿童
远离二手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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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提议

家居障碍游戏

运动有助儿童保持健康的
体重及活力。障碍游戏可
以鼓励孩子做身体不同部
位的运动。你可以在你的
后院或厨房又或在公园设
立一个简单的障碍道给你
的宝宝玩。所有物料都可
以在家里找到。

例: 当你的婴儿开始爬行
时，将一个大的空纸箱的
底面盖子打开，就可以变
成一条隧道。宝宝放在一
边，另一边则放玩具，鼓
励宝宝经纸箱内爬过来取
玩具。

当他们长大些时，可以增
加多些挑战和加长障碍道
来发展他们的技巧。以下
是一些提议：

 • 将椅子侧放，让孩子爬
过椅脚。

• 用绳子在地上围成一个
圈，让孩子跳进跳出三
次。

• 放一双鞋在地上，要求
孩子绕着它朝一个方向
跑三圈，然后朝反方向
跑三圈。

• 绳子放在地上拉成一直
线，让孩子踏着绳子由
一边走向另一边。

• 把小米袋放在孩子的头
上保持平衡，然后站着
不动数十下。

跟孩子一同玩障碍游戏除
了可以令孩子玩得更开心
外，还可以身作则。孩子
会从你身上学到活动的乐
趣。

清洁乐趣

利用有趣的活动来吸引儿童养
成洗手、洗澡、刷牙的习惯。

和孩子洗手时一同唱“ABC” 
歌会让他知道需用多少时间
才能把手洗干净。确保他们
双手搽满洗手液及互相磨
擦，然后在水喉下冲洗干
净。

帮孩子洗澡时，给他们玩塑
料杯、空瓶、海棉等使清洁
变得有趣。

若要增加难度，可把小
米袋放在头上单脚站立
不动或往后走十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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