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
幫助孩子吃得健康
•• 提供健康的膳食和小點： •• 限制兒童進食沒有營養的 •
孩子的胃很小，所以每餐
只可進食少量食物，他需
要小吃多餐。除三餐外，
餐與餐之間要提供營養小
吃。有關幫助孩子成長的
營養食物建議，請參考加
拿大食物指南（Canada’s
Food Guide）。

食品：盡量限制其他“食
物”如曲奇、汽水和薯片。
這些食物除了不能提供兒
童成長需要的營養外還會
妨礙孩子進食健康正餐。

兒童吃多少才足夠? ：
你會很驚奇學前小孩原
來只需吃很少的食物便
能保持身體健康。很多
家長都不清楚孩子應吃
多少才足夠。記得你只
是提供足夠份量和健康
食物的人，吃多少是由
孩子自己決定。幫助孩
子學會餓時要吃東西，
飽時要停止。

假如你對你孩子進食份
量有疑問，可請教醫護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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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提議
製作有趣的食物

食物遊戲

趣緻的食物可提升孩子進食的興趣。你
可把食物排列成不同形狀/模樣，改一個
有趣的菜名或請孩子想出一個名字來。
四至五歲的孩子可幫忙準備以下有趣的
食譜：

教導孩子認識健康食物。從廣告單張上剪
下不同食物種類的圖片: 如蔬菜、水果、
麵包、麥片、米、肉、豆、芝士、奶等。
把圖片排放在桌子上讓孩子找出那些是他
早餐吃的食物。

•• 圓木上的螞蟻

把芹菜條切成 6釐米長。在菜面塗上花
生醬、豆泥 (hummus）或奶酪（芝
士），然後加上葡萄乾。這樣像不像
螞蟻坐在圓木上呢？

• 趣緻臉譜比薩餅

請年長的孩子在小比薩餅皮 (pizza crust)
或皮塔餅(pita bread)上塗上蕃茄（西紅
柿）醬，磨些芝士碎(grated cheese)在上
面。跟著做臉譜。例如，可用兩片蕃茄
做眼睛，青椒條做嘴巴，櫻桃蕃茄做鼻
子。最後將比薩餅放入烤箱，烘至芝士
軟

跟著把所有圖片曡起來，問一問孩子哪
些食物可以做健康午餐，並請他找出曡
在一起。然後告訴他這些食物如何能幫
助身體成長。
再加入曲奇、汽水、薯片等圖片。這些食
物對身體成長沒有幫助。告訴孩子為何你
不常提供給他們吃的原因。
構思營養食物時可參考加拿大食物指
南。孩子很快便會與你一同計劃健康的
餐單和小吃。

Program providers: Please use this space to input your
organization's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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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
保持孩子健康
•• 天天活動：孩子需要

跑、玩耍、及活動才能
健康成長。有足夠運動
的孩子會比較健康及快
樂。和孩子一起互動
時，要讓他知道你也樂
在其中。

•• 限制屏幕時間：當孩子
在看電視或玩電腦時，
他是不用活動的。所以
絶不鼓勵兩歲以下孩子
接觸屏幕活動，如電
視、電腦、電子遊戲機
等。兩歲以上則要限制
他們使用時間。

•• 保持清潔：保持身體清

潔是健康的重要因素。
教導孩子要常洗手。告
訴他清潔可使細菌遠
離。嬰兒只需每星期洗
澡 2 至 3 次，但每天都
要清潔臉、手和下體。

保護兒 童
遠離二手煙

•• 清潔孩子的口腔：保持
牙齒健康，嬰兒雖然沒
有牙齒但也要每天清潔
牙床。往後，幫他們早
上及臨睡前刷牙。

•• 定期檢查：定期帶孩子到
醫生處檢查身體和牙齒，
確保孩子按時接種疫苗。

•• 幫助孩子有充足的睡眠：

大多數兒童每天需要
10-14 小時睡眠，幼兒需
要更長的睡眠時間。有足
夠睡眠才可讓身體正常生
長。所以要把定時睡眠成
為孩子生活常規的一部
分。若孩子在午間不睡，
安排一段安靜時間讓他小
休。
The KEEPING YOUR CHILD HEALTHY tip sheet can be downloaded at: www.nobodysperfec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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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提議
家居障礙遊戲
運動有助兒童保持健康的
體重及活力。障礙遊戲可
以鼓勵孩子做身體不同部
位的運動。你可以在你的
後院或廚房又或在公園設
立一個簡單的障礙道給你
的寶寶玩。所有物料都可
以在家裏找到。
例: 當你的嬰兒開始爬行
時，將一個大的空紙箱的
底面蓋子打開，就可以變
成一條隧道。寶寶放在一
邊，另一邊則放玩具，鼓
勵寶寶經紙箱內爬過來取
玩具。
當他們長大些時，可以增
加多些挑戰和加長障礙道
來發展他們的技巧。以下
是一些提議：

•• 將椅子側放，讓孩子爬
過椅腳。

•• 用繩子在地上圍成一個
圈，讓孩子跳進跳出三
次。

• 放一雙鞋在地上，要求
孩子繞著它朝一個方向
跑三圈，然後朝反方向
跑三圈。

•• 繩子放在地上拉成一直
線，讓孩子踏著繩子由
一邊走向另一邊。

• 把小米袋放在孩子的頭
上保持平衡，然後站著
不動數十下。

•• 若要增加難度，可把小
米袋放在頭上單腳站立
不動或往後走十步。

跟孩子一同玩障礙遊戲除
了可以令孩子玩得更開心
外，還可以身作則。孩子
會從你身上學到活動的樂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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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樂趣
利用有趣的活動來吸引兒童
養成洗手、洗澡、刷牙的習
慣。
和孩子洗手時一同唱“ABC”歌
會讓他知道需用多少時間才
能把手洗乾淨。確保他們雙
手搽滿洗手液及互相磨擦，
然後在水喉下沖洗乾淨。
幫孩子洗澡時，給他們玩塑
料杯、空瓶、海棉等使清潔
變得有趣。

身體
照顧生病的孩子
怎樣知道孩子病了？：孩
子生病時 ，表現會與日常
有異。他可能會說肚子痛
或不舒服 、皮膚發熱和出
汗或蒼白和冷、比平常渴
睡、不想吃或喝、不開心
或發脾氣。這些跡象都是
告訴你他不舒服。

怎樣照顧生病的孩子？：
讓孩子留在家中休息，不
要送他上學或托兒所。

•• 鼓勵他休息
•• 量體温
•• 假若他的皮膚發熱 ，
不要加蓋額外毛毯

•• 鼓勵他多喝液體
何時才帶孩子看醫生？：
通常你只需讓孩子多休息
和多喝液體。如孩子没有
好轉跡象或出現其它病徵
而你又不知如何處理時，
便要帶他看醫生。

看醫生前的準備：約見醫
生前 ，先記錄清楚孩子
的病情 ，你曾用過的處
理方法及你想查詢的問
題。孩子的狀況描述得越
詳細 ，將會越快得到適
當的治療。
明白醫生指示：醫生或會
給你一些在家裏要做的指
示。若果你不明白便要再
問。覆述一次醫生給你的
指示以確定你清楚明白。

The CARING FOR A SICK CHILD tip sheet can be downloaded at: www.nobodysperfect.ca.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owned by: Nobodyʼs Perfect Community Parents (Chines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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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ase of any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English version and the Chinese version, the English version shall prevail.

服用藥物
何時需給孩子服藥？：不
要在没有醫生/藥劑師的指
示下隨便給嬰兒或幼童服
葯。服用錯誤的葯物或不
適當的份量會危害兒童。

所有藥物應鎖在
孩拿不到的地方

若醫生開配方藥給你的孩
子時，你要留意以下資
料：

•• 藥名
•• 藥的作用
•• 服食份量
•• 服藥的相距時間
•• 是否需要服完所有的藥
•• 餐前(空腹)或餐後服用
• 服藥期間是否需要避免
進食某些食物，以防影
響藥性

•• 配方藥與孩子現時服用
的藥有沒有抵觸

••

晚上是否需喚醒孩子服
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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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s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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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給孩子繼續服藥若他
服後有不良反應：孩子服
藥後如出現紅疹或嘔吐，
便要立即打電話給醫護人
員。
只給你的孩子服用醫生開
給他的配方藥：不要把你
孩子的藥給他人服用，也
不要把他人的藥給自己的
孩子服用。配方藥是特別
為某一個人的病症而配
製。孩子痊愈後剩下的藥
物可拿回配方藥房給他們
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