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FEELING GOOD ABOUT YOURSELF tip sheet can be downloaded at: www.nobodysperfect.ca.

 • 建立自尊：自尊是你内
心告诉你自己是一个好
人。作为孩子的照顾
者，你有一部分的责任
是帮你的孩子建立自
尊，让他感到安全、受
保护、被爱及被了解。

 • 你自己呢？你该如何令
自己也感到安全、受保
护、被爱及被了解？

 • 善待自己：当你照顾自
己的需要时，孩子便知
道你应受到尊重。这样
他也学会尊重自己。每
天尝试做一些自己喜欢
的事。这是你应得的。

 • 保留你的文化传统：告
诉孩子一些你认为重要
的文化传统，如价值
观、信念、传统与习
俗。

 • 你不应因身处周围与自
己不同的人而放弃本身
的文化。你的孩子也应
知道自己是从那里来和
现在身在何处。

 • 相信自己的判断：生活
中总会有人认为你为人
父母的方式是错误的。
但最重要是你怎样想？
可请教你喜欢和信任的
人。不需理会别人的想
法。

 • 期望别人尊重你：孩子
从观察父母的行为上学
习。若父母之间互相尊
重，孩子便学会尊重别
人。

不要为追求完美而烦
恼。尽力而为已经是
最好。 

父母

自我感觉良好

Simpl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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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提议

制作传统食物

你还记得成长时吃过的特
别食物吗？有没有一些在
特别日子中才有的传统食
物呢？可与你的孩子分享
回忆和制作那些食物。

与孩子一起制作，年幼的
孩子可帮你把已量好份量
的材料倒入碗中。年长的
孩子有能力帮你搅拌。在
制作过程中与孩子谈谈童
年往事，然后一起进食。

煮食时要注意孩子安全。
他可安全地坐在高椅上，
与你同一高度，但要远离
尖锐的用具和热的炉头。

给自己赞赏

当孩子睡了，可用一些时间来回想一下今天你与孩子做
过的开心事。记录你认为成功的事情在小簿上。当你想
感受自己是一个好父母时，翻阅这些记录会唤起你所有
你曾做过的好事情。 

美好回忆

在孩子睡前，问他今天最开心的三件事。鼓励他想起一
些小事情。如你喜欢今天的午餐吗？你与朋友玩得开心
吗？你与妈妈一起堆雪人好玩吗？你也可分享一些开心
的事情。

把开心时刻简单地写在纸上，将纸折成小块放入一个盒
内。然后与孩子一同用花纸、丝带把盒装饰。当孩子
说“从来没有好事发生在我身上”时，你便从盒中取出美
好时刻字条与孩子一起朗读。

没多久，正面思想会成为你和孩子的一个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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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ANDLING STRESS tip sheet can be downloaded at: www.nobodysperfect.ca

父母

处理压力

父母有时会感到压力：日常生活上若有任
何改变都可构成压力。你现在的处境可能
已在压力中。当你有太多事情要处理时，
压力便会令你出现问题。或许你会觉得生
活已经不受控制。

当你身体、精神或情绪上出现压力征象
时：你要留意及处理它，找人倾诉，寻
求朋友或专业人士帮助。

愤怒是一般人对压力的反应：任何人都会
有愤怒的时刻，紧记愤怒是一种情绪。你
不能控制情绪，但你可以控制行为，愤怒
永远不是伤害别人的借口。

如你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经常愤怒或
害怕会伤害自己的孩子时，便要立即寻
求帮助。

对抗情绪-正面处理方法

 • 与好友或家人倾
谈

•

 • 常做运动

• 
• 

对抗情绪-负面处理方法

• 
• 
 • 吸毒

• 赌博

• 

Simpl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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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烟

酗酒

沉迷上网或电
子游戏

有充足的休息
寻求适当的帮助

帮注意饮食营养，
吃得健康

•
与专业辅导员倾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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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活在太多压力下的
人，大部分都会感到忧
伤：在日常生活中当有
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在你
身上时，便会产生压
力。你可跟朋友倾诉或
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来
排解忧伤，避免恶化。

 • 如获得家人和朋友的支
持和鼓励，大部分的人
都可走出低落的情绪，
令情况转好。

 • 很多加拿大人都会在生
命中经历过抑郁：有时
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也挥
不掉那些伤感，你仍然
感到无助与绝望，对什
么事都漠不关心。如果
你不采取任何行动，抑
郁情况便会恶化。

 • 辅导和药物可以帮助
抑郁症。请寻求专业
治疗。

 • 得到你所需的帮助，
对你和你的孩子都是
非常重要。

作孩子的好榜样，选
择正面的方法去处理
压力。



The MAKE LIFE EASIER FOR YOURSELF tip sheet can be downloaded at: www.nobodysperfect.ca.

 • 什么是最重要的：人比
事重要。与孩子依偎在
一起、玩和谈话比其他
事情更重要。

 • 整齐比清洁重要：没有人
会留意你柜上的灰尘，但
孩子的玩具散落地上容易
令人跘倒。把玩具收拾在
箱子内，放在家中一角。
只需数分钟时间地方便整
齐了，你也觉得舒服。

 • 计划每天要做的事：每
天列出一张清单，包括
每餐食物的安排、清
洁、差事、约会或当天
必定要完成的事情。

 • 使用快速简易的方法：
有很多方法可以助你省
时省力，如把餸菜煮多
一点，把部份冷冻起来
留待下次吃，利用网上
或电话办理事务。

 • 分担工作：与配偶一起
分担家务。或请求朋友/
邻居替你看顾孩子一、
两个小时，让你可作休
息，然后你可替他们看
顾小孩或帮忙做其他事
情作为回报。

 • 防患未然：若能在事情
还未发生前已作好准
备，那么问题便会不
大。倘若孩子发烧或褓
母请病假时，你会怎么
办呢？

欣赏自己所完成的
事情，但不要为还
未完成的而耿耿于
怀。

父母

使自己生活变得轻松

Simpl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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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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先后次序：

那些事情是「必做」或
是「该做」？

当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
时，把它们写下来，按着
「先急后缓」的次序完成
「必做」的才处理「该
做」的。

例如：
「必做」的：

• 喂孩子

• 照顾病童

• 小休和做运动

• 支付各项账单

 • 带孩子上学或托儿所

「该做」的：

 • 清洁地板

 • 洗衣服

 • 清洁洗手间

• 除草

这些「该做」的事，不是

叫你不处理。若你已经没

有干净的衣服替换时，那

么洗衣服变成「必做」的

事。问一问自己若不做这

事时会不会有什么坏的影

响？若有，那便是「必

做」的事。

寻找帮助途径：

邻居、朋友、亲人和社区
等都是当你遇到问题或困
难时的支持。所以与亲人
和朋友保持联系是很重要
的

• 小组共同购物和烹调，
或参加社区厨房项目
(community kitchen
program)

• 轮流看顾彼此的孩子

 • 轮流并车接载

交换二手物品•



The YOUR FEELINGS AFTER YOUR BABY IS BORN tip sheet can be downloaded at: www.nobodysperfect.ca.

大部分的新手妈妈都会患
上「产后抑郁症」：产后
抑郁是正常的。原因是生
产后，身体、情绪及贺尔
蒙都有转变，你会感到焦
躁不安、紧张、悲伤、易
哭及不知所措。这些情况
在产后数星期便会自动消
失。最重要是在你照顾婴
孩时同时也要照顾自己的
需要，吃得健康，尽量争
取睡眠时间，不要把自己
迫得太紧，及有需要时要
寻求帮助。

产后抑郁：有些人的产
后抑郁症会持续或变得
更严重。父亲在婴儿出
生后也有可能患上抑郁
症。

若你有以下症状请告诉
医护人员：

 • 生产数星期后症状依
然持续

 • 过去有抑郁病历

 • 症状在怀孕期间已出
现

患有产后抑郁症的父母最
重要是好好照顾自己。向
你的伴侣、朋友和家人求
助，寻求专业辅导。跟从
医护人员指示服用适当的
药物。

产后抑郁是真实的。
但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令你好转。 

父母

产后情绪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owned by: Nobod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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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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AKE CARE OF YOURSELF tip sheet can be downloaded at: www.nobodysperfect.ca.

 • 运动：能保持你身体
健康，减轻压力。与
孩子一同享受体能活
动。

 • 吃得健康：孩子以你作
榜样。若你吃有营养的
食物，如蔬果，他也会
多吃这些食物。那你和
孩子的身体都会保持健
康。

 • 充足的休息：每天给自
己一些独处的时间，即
使几分钟也好。当孩子
午睡时你也应该休息。
若你午夜需要起来照顾
婴孩，你更加需要早点
睡。晚上尽量争取足够
的睡眠。

 • 增进感情：所有父母都
要满足双方的爱和性需
要，健康的夫妻关系是
需要时间、精力、关怀
和爱去建立。你和孩子
都会因良好的夫妻关系
而受益。

 • 保持社交：父母需要有
一个与其他成人交流的
机会，带孩子到一些可
结识其他家长的地方。
你和孩子可藉此学到新
事物和交到新朋友。

 • 玩乐：玩乐也是自我照
顾的方法。与你的孩子
一起玩乐，笑作一团。
与你的伴侣和朋友亦可
一样。

父母若能好好照顾
自己，便会把孩子
照顾得更好。

父母

自我照顾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owned by: Nobod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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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提议

与你的孩子一起运动

你无需是运动中心的会员，用手推车或背
带与孩子外出散步也是一种运动。如有伴
同行更增乐趣，所以你可固定约一些与你
孩子同龄的家庭一起散步。

孩子稍长，你可与他玩假装仪仗队游
戏。由一个房间步操到另一个房间，
同时假装吹奏一种乐器，发出相关声
响。孩子会模仿你。当他觉得仿鼓声
厌倦时，可转吹喇叭声。

你也可在图书馆借一些影碟或在电视上
找一些运动项目与你学龄前的孩子一起
做些伸展运动，大家一起乐在其中。

欢笑时间

笑会令你感觉舒适。列一张可令你发
笑的清单并计划每天都有一段“发笑
时间”。

以下是一些建议，你可尝试与你的孩
子、朋友或自己去做

 • 唱配合不同动作的儿歌

 • 扮鬼脸，模仿不同动物的声音

 • 与孩子创作古怪有趣儿歌并一起唱

 • 与朋友一齐玩乐

 • 看一部有趣的电影或电视节目

 • 阅读漫画或有趣的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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