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

选择安全的儿童用品

婴儿家具和儿童用品必
须符合加拿大安全标
准。

产品需要回收是因制造商
发觉该产品有危险。有关
已回收的儿童产品资料请
向加拿大卫生处 - 消费
者产品安全部 (Health 
Canada – Consumer 
Product Safety）查询。

高椅 (high chairs)

 • 选用有安全带的高椅。
每次使用时必须扣上安
全带。

 • 食物盘一定要牢固地
附在高椅上及没有任
何部位会夹痛/伤幼儿
的手指。

婴儿床 (cribs)

 • 不要使用1986年前制造
的产品。

 • 婴儿床的结构要良好，
没有任何松脱，零件缺
失或损坏。

 • 床褥应贴合婴儿床内
围。床褥与床栏之间应
只有一根手指位的距
离。

幼儿圈栏 (playpens)

 • 圈栏网孔应细小。

 • 不要在圈栏内另加床褥
及放大件玩具或毛毯。
也不要把圈栏当婴儿
床。

婴儿护栏 (baby gate)

 • 安装在楼梯顶部的婴儿
护栏应用螺丝扭紧，使
它固定，楼梯底部或门
口可用压力护栏。所有
婴儿护栏要全时间锁
上。

 • 婴儿护栏的缝隙要窄
小，避免幼儿的头或身
体被卡着。

若你对产品有怀疑
请联络该产品的制造
商或浏览他们的网
址。

The CHOOSING SAFE CHILDRENʼS PRODUCTS tip sheet can be downloaded at: www.nobodysperfec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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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手推车 (strollers)

 • 选用坚固的婴儿车。
遵照说明书内有关儿
童的身高和体重的规
则。

 • 选用有安全带的婴儿
车。每次使用时必须扣
上安全带。

 • 婴儿车的制动器
（brakes）要运作正
常。当你每次将孩子抱
出或放进婴儿车时都必
需使用制动器来固定手
推车。

婴儿背带 (baby slings 
and soft carriers)

 • 常检查背带的带子有否
扯破，扣子有否损坏。

 • 使用背带时要常留意孩
子，调整他的姿势避免
妨碍他正常呼吸。

婴儿学行车 (baby walkers)

 • 千万不可使用学行车因
会令婴儿摔下楼梯。任
何人在加拿大销售婴儿
学行车是违反法例。

汽车安全座椅 (car seats)

 • 选购配合儿童高度、重
量及可以正确地安装在
你车子里的安全座椅。

 • 小心选用二手汽车座
椅。除注意它的安全性
外更要留意它的使用期
限，发生过交通意外的
汽车座椅不能再用。

二手儿童用品

 • 购买二手用品是可以节
省金钱但要非常小心。
购买前要小心留意物品
是否

 • 损坏或有裂缝

 • 部分零件缺失或松
脱

 • 没有说明书

 • 曾有个案因不符合加
拿大安全标准而被禁
或回收。



安全

为何儿童需要成人确保
他们的安全？

 • 儿童需要活动：儿童的
成长和学习是透过探索
和活动。

 • 可惜儿童却生活在一个
并不安全的世界里。一
般商品在制作过程中并
没有考虑孩子的安全，
所以大部分物品只适合
成人使用，对儿童并不
安全

 • 儿童迅速成长和改变：
儿童不断学习新事物，
在练习新技巧时他们需
要我们额外保护。

 • 密切注意儿童的成长发
展：儿童成长的速度很
快。清楚知道他们每个
成长阶段的能力及技巧
可以预防不必要的意外
/受伤。

 • 儿童分不清“什么是有
趣”，“什么是危险”：
儿童的思想和行动跟成人
不一样，所以对危险的反
应也与成人不同。

只需一秒的时间便可
令你的孩子受伤。孩
子需要我们确保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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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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好准备：预先想一
想。在家居和出外有没
有潜在的危险。尽量把
这些危险删除。

 • 保护你的孩子：给孩子
一个安全的活动环境。
在家居，我们可移除所
有危险物品，但在户
外，儿童就需要我们的
帮助去确保他们的安
全，例如：我们不可能
叫街道上所有的汽车停
下来，但可拖着孩子的
手过马路。

• 留意孩子新能力：经常
留意孩子是否已经可以
伸手拿到他以前不能触
及的危险物品。

 • 紧跟你的孩子：很多意
外都是在家长或照顾者
不在场而发生。紧紧伴
随幼小的孩子可防止这
些意外。特别是一岁以
下的小孩。如果你必须
离开一会儿，把他放在
一个安全的地方，如合
规格的婴儿床或圈栏
里。

 • 预早教导孩子安全知
识：教导孩子辨别安全
和不安全。注意存在的
危险性。

 • 做个好榜样：自己做好
安全习惯让孩子学习，
如你在骑自行车时戴头
盔，你的孩子也会戴头
盔。

 • 为预防孩子受伤作好准
备：家中备有急救药
箱。参加最新的急救/心
肺复苏术训练。把紧急
求救电话名单（包括中
毒控制中心）摆放在电
话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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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安全

儿童很多意外都是在家居发
生，所以要经常检查家居的
环境及要从儿童的角度去观
察他们可能会发生的危险。

儿童约在六个月大时开始
在家中活动。小心检视家
居周围环境，把所有有危
险性的物品移除。儿童日
渐长大，危险性也会随他
们活动能力扩大而改变。

确保儿童在安全的环境
下探索

家居
• 在楼梯上下安装围栏。

• 把窗帘绳子剪短或打

结，除去儿童衣服上所有
束带。因这些绳索会卡着
孩子令他窒息。

 • 把药物、维他命、家居
清洁剂和其他有危险化
学成分的物品锁起或放
在高处。把打火机、火
柴、尖鋭物品和电动家
庭用品放在儿童不能触
及的地方。

 • 书柜、重型家电和
其它重型的家具要
牢贴墙壁。

 • 把电源插头盖上和
将电线捆起来。

进餐时间

 • 尽量使用炉头最里面的
火炉位煮食，锅柄要向
内。

 • 不要把热的食物放在桌
子或柜枱边，以防儿童
触及。

 • 选购有安全带的高椅。
当孩子坐在高椅时一定
要扣上安全带。

确保儿童安全
最重要的是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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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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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玩具和小物件要远离
婴孩以防哽咽。

 • 检查玩具的大小。若玩
具或玩具配件能放入厕
纸筒内就不适合三岁以
下的儿童。选择适合你
孩子年龄的玩具。

清洁时间

 • 当孩子在洗澡或接近水
的时候，确保他在你伸
出一只手的范围内。如
需要离开洗澡间，请带
他一起离开。

 • 切莫让他单独留在浴
缸，就算是几秒钟也不
可。

 • 在换尿布枱上替孩子换
尿布或衣服时，确保有
一只手是按着孩子。

睡眠时间

 • 保持婴儿仰卧，不论是
小睡或晚上睡眠。

 • 婴儿床一定要符合现行
的加拿大安全检定标
准。床褥应紧紧贴合婴
儿床内围。只使用床罩 
(fitted sheet)。把
玩具和用不着的床上用
品拿走以防受伤或窒
息。

• 婴儿在六个月之内可与
你同房，但一定要分床
睡，因同睡一床会容易
导致婴儿窒息
(suffocation)和婴儿猝
死综合症(SIDS =
Sudden Infant Death
Syndrome)。

Copyright 2017, Her Majesty the Queen in Right of Canada, as represented by the Minister of Health (Public Health Agency of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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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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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乐场

 • 游乐场的游玩设备是给
不同年龄的儿童。五岁
以下的儿童应玩矮小的
设备。留心尖锐物品或
设备结构的空隙会否卡
着幼儿的头。

 • 检查秋千、滑梯和攀登
架下的地面。它应该是
深和柔软而不是污泥和
草。

 • 陪在孩子左右，小心看
管特别是从滑梯滑下时
或在荡秋千。

 • 使用游乐场的游玩设备
时，孩子要脱去头盔、
围巾或有束带的衣物。

自行车（脚踏车）

 • 骑自行车时要戴上合规
格的头盔。脱去头盔才
可以玩游乐场的游玩设
备。

 • 以身作则。成人骑自行
车时亦要戴上头盔，作
孩子的榜样。

道路上

 • 孩子应在游乐场或有篱
笆的院子里玩耍，不该
在马路边或车库前。玩
耍时要确保全时间有人
看顾。

 • 孩子三至四岁时，你可
以开始教导他过马路的
规则，但一定要拉着他
的手过马路。

 • 以身作则，自己也要遵

守安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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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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安全规则的游戏

安全规则童谣

把交通安全规则编进熟悉的歌曲里使孩
子觉得有趣及容易记得。例如以下两首
歌可以用 “Frère Jacques”（Where 
is thumbkin?）或 (Are you 
sleeping?) 的调子来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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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结或解冻

有时儿童很难服从「停」这个字，但透过
「冻结和解冻（Freeze and Unfreeze）」
游戏孩子会比较容易遵守规则。与孩子在
家里练习，当你说“冻结”大家便「停」
下，假装冻结。当你说“解冻”，大家便
可「移动」。

孩子从游戏中会学到快速反应。当你
和他外出时你便可用“冻结”这个词
来叫他停下来。

活动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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