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维

The ATTACHMENT AND YOUR CHILDʼS FEELINGS tip sheet can be downloaded at: 
www.nobodysperfect.ca.

依附关系和孩子的感觉

 • 与孩子联系：依附关系
是指孩子由初生开始与
照顾者所建立的深厚感
情。透过这种关系孩子
会有爱、信任、感受和
学习的能力。

• 回应你孩子的需要：在
孩子需要时作出回应有
助发展依附关系。他需
要你对他亲切、关爱和
信任。当孩子不开心、
惊恐、生病或受伤时
要安慰他。经常搂抱你
孩子。柔声跟他说话和
唱歌。

 • 教导孩子感觉：婴孩用
哭声来表达他需要你的
照顾。所以当听到婴孩
哭声时便要立刻回应。
当孩子大一点时与他倾
谈他的感受，用正确的
词语来描述如开心、难
过、生气、紧张不安。

 • 依附关系影响孩子：婴
儿与父母的依附关系可
直接影响他的大脑发
展。当孩子感到安全时
便会有兴趣去学习。

 • 关注你的婴孩：留意你
婴孩的言行，喜恶。按
照他的意向回应他。他
向你笑时你亦向他笑。
他发出牙牙语声时你便
和他说话。

牢固的依附关系
令孩子一生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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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提议

躲猫猫与捉迷藏：

 • 幼儿害怕父母离开他们。你可以利用这
个游戏来教导孩子，虽然你离开，但你
是会回来的。

 • 当婴孩有四至五个月大时，可跟他玩躲
猫猫。近距离面对面对着他，当他望着
你时，用一块布遮挡着你的脸说“我在
哪？”。等他手脚开始动时便移开布柔
声说“躲躲猫”。
对着他笑直至他对你笑时才再遮挡。动
作要慢。孩子开始不感兴趣时便停止。

 • 孩子稍大时可让他把布遮挡着他自己的
脸来玩这个游戏。年龄大的孩子可以和
你轮流玩捉迷藏游戏。有时候孩子会躲
在你看得见他的地方。你要假装看不见
和问“你在哪？”，孩子会觉得很兴奋。 
你要找一找几个地方后才说“找到你
了！”。然后你躲起来让他来找你。

显示情感的图片：

 • 自制一本有关情感的图书。从杂志报张
剪下儿童不同情感的表情或邀请你孩子
做主角。请他扮演不同的表情如：不开
心、快乐、沮丧、生气、无聊等，用相
机拍下，收集成一本书。孩子喜欢看自
己的照片，当他翻阅这书时，你让他告
诉你图片中是什么表情。



思维

The PLAY IS THE WAY YOUR CHILD LEARNS tip sheet can be downloaded at: www.nobodysperfect.ca.

游戏是孩子学习的途径

 • 从游戏中学习：孩子从
游戏中认识身边事物及
世界。除了学会新东西
和如何与别人相处外，
更可帮助他自我肯定和
懂得表达情绪。

 • 孩子需要探索：只要在
安全环境下，给予时
间，让孩子自我探索和
发掘，亲身尝试，这样
会比只听你解说学多更
多东西。

 • 限制屏幕时间：孩子是
从互动和实物中学习。
孩子坐在屏幕前是不会
有很多机会学习。屏幕
活动包括看电视、使用
电脑、玩电子游戏机和
手机。特别是两岁前的
孩子，不建议给他们接
触以屏幕为基础的活
动。

 • 从体验中学习：新体验
能激发儿童的学习能
力，所以家长要让孩子
多接触新环境和人物。
每天都应有室内和室外
游戏时间。带他们去公
园和游乐场。

孩子是从游戏中学
习。游戏亦会随着
年龄增长而改变。
孩子打从出生你便
要和他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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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提议

寻寳游戏：

到户外散步前，先列出一张沿途可找到
的东西的清单。年幼的孩子三、四种物
品便可以，如树叶、白色的花、树枝和
灰色的石头。

年龄大些的孩子可列出多种及明确点的
东西。散步前先和他说说清单上是什
么。确实清单上的物品是季节性和可以
找得到的。

用袋沿途收集，找到一样就在清单上划
掉。回家后拿出来与孩子一同忆述这些
物品是在那里寻到和散步时看见其它什
么东西。年龄大些的孩子还会告诉你在
邻居附近寻寳的故事。

猜猜看：

把家中随手可找到的一些物品(花、海
绵、毛巾等)放进布袋中。游戏方法是孩
子闭上或用丝巾蒙着眼，然后请他用他
的耳朵、鼻子或手去猜袋里的物品。可
与孩子轮流猜。

 • 听：放进可发声的东西在布袋里，如
可叮当响的钥匙，可揉皱的纸张或可
咔嗒响的原子笔。每次抽出一样东
西，然后弄出声响，让他猜。

 • 嗅：收集一些小瓶，如药瓶。每个小
瓶放入一种味浓的食物，如花生酱、
醋、洋葱、玉桂等（液体食物可用棉
花球先吸味，然后把吸了味的棉花球
放进瓶内）。孩子蒙着眼从袋中拿出
一个小瓶，打开瓶盖嗅一嗅，告诉你
是什么味道。

 • 摸：将不同质感的物件如锅涮、海绵
或卫生纸等放进袋里。你说出物件名
称让孩子从袋中抽出，然后问他该物
件的质感是粗糙、柔软、坚硬或是凹
凸不平的？你也可以先说质感。你的
孩子可以在袋中找出平滑的物品吗？



思维

The SURROUND YOUR CHILD WITH CHANCES TO LEARN tip sheet can be downloaded at: 
www.nobodysperfect.ca.

环绕孩子学习机会

 • 语言帮助孩子脑部发
展：婴儿时期就可以开
始与他说话。告诉他现
在你正在做什么和他在
做什么。描述一些他听
到或看到的东西。孩子
懂得说时，聆听他。鼓
励他告诉你他遇到的
事。轮流说话及聆听。

 • 阅读及讲故事：与你的
婴孩一同看故事书时，
告诉他你看见的图画。 
透过图书孩子可以学到
一些日常生活较少接触
的事物。你亦可以告诉
你的幼儿你日常生活的
故事。

 • 故事、歌曲和儿歌分
享：与孩子分享有关你
自己的文化背景、信
念、传统和价值观。

 • 提供多样化的材料给孩
子玩：儿童玩具不一定
要很昂贵，在家里有很
多不同的物料对儿童来
说已是有趣的玩具，例
如:空容器/塑料瓶、塑
料量杯/碗、纸筒和空
盒。

 • 你可自制不同颜色的面
粉团给孩子玩。冬天可
以用锅把雪拿进屋里。
所有给孩子玩的东西都
要预先检查清楚，确保
清洁和安全。

 • 户外活动：无论任何天
气，孩子都喜爱户外活
动：在游乐场沙池玩
沙、玩雪、下雨天时在
水坑溅水。带你的孩子
到浅水池或沙滩玩耍。

与孩子说话、一起玩
和朗读可帮助孩子
脑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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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提议

面粉团：

面粉团能鼓励儿童创作。
他们能创做出他们想要的
形状。他们会用不同的工
具压在面粉团上来做出不
同的图案和纹理。玩面粉
团亦可帮助孩子控制手指
和手部肌肉。当孩子年长
一点，他可以做出不同的
人和动物来自娱。对某些
孩子来说，玩面粉团可以
帮助他们安静情绪。

当孩子不再胡乱把东西放
进口时便可以让他玩面粉
团。有些孩子在一岁左右
便可以，一些则要到大概
两岁半。孩子玩面粉团的
兴趣可以持续几年。

 把以上材料混合在大锅
中，加入：
水      1杯 (250ml)
食用色素 数滴
（food coloring）
油  1汤匙 (15ml) 

面粉团制法：
面粉      1杯 (250ml)
盐      ¼杯 (60ml)
他他粉 2汤匙 (30ml)
(cream of tartar）

行人道画画：

行人道粉笔价钱廉宜并可
以带给孩子无穷的乐趣。
有些孩子一岁便可拿着粉
笔涂鸦。购买无毒的粉
笔，可避免孩子将粉笔放
进口里发生意外。

两岁大的孩子大部分都
能用粉笔在行人道上画
画。在行人道上，孩子
会有无尽的空间画画。

*他他粉和食用色素可在
超市烘焙/香料用品货架
找到

混合一切材料后用中火
煮数分钟，边煮边搅
拌，直至成团，离火。
从锅刮出面团放在撒上
面粉的桌面，搓揉至平
滑。用塑料容器保存在
冰箱里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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