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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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附關係和孩子的感覺

 • 與孩子聯係：依附關係
是指孩子由初生開始與
照顧者所建立的深厚感
情。透過這種關係孩子
會有愛、信任、感受和
學習的能力。

 • 回應你孩子的需要：在
孩子需要時作出回應有
助發展依附關係。他需
要你對他親切、關愛和
信任。當孩子不開心、
驚恐、生病或受傷時 要
安慰他。經常摟抱你孩
子。柔聲跟他説話和唱
歌。

 • 教導孩子感覺：嬰孩用
哭聲來表達他需要你的
照顧。所以當聽到嬰孩
哭聲時便要立刻回應。
當孩子大一點時與他傾
談他的感受，用正確的
詞語來描述如開心、難
過、生氣 、緊張不安。 

 • 依附關係影響孩子：嬰
兒與父母的依附關係可
直接影響他的大腦發
展。當孩子感到安全時
便會有興趣去學習。

 • 關注你的嬰孩：留意你
嬰孩的言行，喜惡。按
照他的意向回應他。他
向你笑時你亦向他笑。
他發出牙牙語聲時你便
和他説話。

牢固的依附關係 令孩
子一生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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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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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提議
躲貓貓與捉迷藏

 • 幼兒害怕父母離開他們。你可以利用這
個遊戲來教導孩子，雖然你離開，但你
是會回來的。

 • 當嬰孩有四至五個月大時，可跟他玩躲
貓貓。近距離面對面對著他，當他望著
你時，用一塊布遮擋著你的臉說“我在
哪？”。等他手腳開始動時便移開布柔
聲説“躲躲貓” 。對著他笑直至他對你笑
時才再遮擋。動作要慢。孩子開始不感
興趣時便停止。

 • 孩子稍大時可讓他把布遮擋著他自己的
臉來玩這個遊戲。年齡大的孩子可以和
你輪流玩捉迷藏遊戲。有時候孩子會躲
在你看得見他的地方。你要假裝看不見
和問 “你在哪？”，孩子會覺得很興奮 。
你要找一找幾個地方後才說“找到你
了！”。然後你躲起來讓他來找你。

顯示情感的圖片
 • 自製一本有關情感的圖書。從雜誌報張

剪下兒童不同情感的表情或邀請你孩子
做主角。請他扮演不同的表情如：不開
心、快樂、沮喪、生氣、無聊等，用相
機拍下，收集成一本書。孩子喜歡看自
己的照片，當他翻閲這書時，你讓他告
訴你圖片中是什麼表情。 



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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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戲是孩子學習的途徑

 • 從遊戲中學習：孩子從
遊戲中認識身邊事物及
世界。除了學會新東西
和如何與別人相處外，
更可幫助他自我肯定和
懂得表達情緒。

 • 孩子需要探索：只要在
安全環境下，給予時
間，讓孩子自我探索和
發掘，親身嘗試，這樣
會比只聽你解說學多更
多東西。

 • 限制屏幕時間：孩子是
從互動和實物中學習。
孩子坐在屏幕前是不會
有很多機會學習。屏幕
活動包括看電視、使用
電腦、玩電子遊戲機和
手機。特別是兩歲前的
孩子，不建議給他們接
觸以屏幕為基礎的活
動。

 • 從體驗中學習：新體驗
能激發兒童的學習能
力，所以家長要讓孩子
多接觸新環境和人物。
每天都應有室内和室外
遊戲時間。帶他們去公
園和遊樂場。

孩子是從遊戲中學習。 
遊戲亦會隨著年齡增長 
而改變。孩子打從出生 
你便要和他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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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提議

尋寳遊戲
到戶外散步前，先列出一張沿途可找到
的東西的清單。年幼的孩子三、四種物
品便可以，如樹葉、白色的花、樹枝和
灰色的石頭。 

年齡大些的孩子可列出多種及明確點的
東西。散步前先和他說說清單上是什
麼。確實清單上的物品是季節性和可以
找得到的。 

用袋沿途收集，找到一樣就在清單上劃
掉。回家後拿出來與孩子一同憶述這些
物品是在那裏尋到和散步時看見其它什
麼東西。年齡大些的孩子還會告訴你在
鄰居附近尋寳的故事。 

猜猜看
把家中隨手可找到的一些物品(花、海
綿、毛巾等)放進布袋中。遊戲方法是孩
子閉上或用絲巾蒙著眼，然後請他用他
的耳朵、鼻子或手去猜袋裏的物品。可
與孩子輪流猜。 

 • 聽：放進可發聲的東西在布袋裏，
如可叮噹响的鑰匙，可揉皺的紙張或
可咔嗒响的原子筆。每次抽出一樣東
西 ，然後弄出聲響，讓他猜。

 • 嗅：收集一些小瓶，如藥瓶 。每個小
瓶放入一種味濃的食物，如花生醬、
醋、洋蔥 、玉桂等（液體食物可用棉
花球先吸味，然後把吸了味的棉花球
放進瓶內）。孩子蒙著眼從袋中拿出
一個小瓶 ，打開瓶蓋嗅一嗅，告訴你
是什麼味道。

• 摸：將不同質感的物件如鍋涮、海綿
或衛生紙等放進袋裏。你說出物件名
稱讓孩子從袋中抽出，然後問他該物
件的質感是粗糙、柔軟、堅硬或是凹
凸不平的？你也可以先說質感。你的
孩子可以在袋中找出平滑的物品嗎？



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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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繞孩子學習機會

 • 語言幫助孩子腦部發
展：嬰兒時期就可以開
始與他說話。告訴他現
在你正在做什麼和他在
做什麼。描述一些他聽
到或看到的東西。孩子
懂得說時，聆聽他。鼓
勵他告訴你他遇到的
事。輪流説話及聆聽。

 • 閱讀及講故事：與你的
嬰孩一同看故事書時，
告訴他你看見的圖畫。
透過圖書孩子可以學到
一些日常生活較少接觸
的事物。你亦可以告訴
你的幼兒你日常生活的
故事。

 • 故事、歌曲和兒歌分
享：與孩子分享有關
你自己的文化背景、信
念、傳統和價值觀。

 • 提供多樣化的材料給孩
子玩：兒童玩具不一定
要很昂貴，在家裏有很
多不同的物料對兒童來
說已是有趣的玩具，例
如: 空容器/塑料樽 、
塑料量杯/碗、紙筒和
空盒。

 • 你可自製不同顏色的麵
粉糰給孩子玩。冬天可
以用鍋把雪拿進屋裏。
所有給孩子玩的東西都
要預先檢查清楚，確保
清潔和安全。

 • 戶外活動：無論任何天
氣，孩子都喜愛戶外活
動：在遊樂場沙池玩
沙、玩雪、下雨天時在
水坑濺水。帶你的孩子
到淺水池或沙灘玩耍。

與孩子說話、一起玩
和朗讀可幫助孩子腦
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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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提議
麵粉糰

麵粉糰能鼓勵兒童創作。
他們能創做出他們想要的
形狀。他們會用不同的工
具壓在麵粉糰上來做出不
同的圖案和紋理。玩麵粉
糰亦可幫助孩子控制手指
和手部肌肉。當孩子年長
一點，他可以做出不同的
人和動物來自娛。對某些
孩子來説，玩麵粉糰可以
幫助他們安靜情緒。

當孩子不再胡亂把東西放
進口時便可以讓他玩麵粉
糰。有些孩子在一歲左右
便可以，一些則要到大概
兩歲半。孩子玩麵粉糰的
興趣可以持續幾年。 

行人道畫畫

行人道粉筆價錢廉宜並可
以帶給孩子無窮的樂趣。
有些孩子一歲便可拿著粉
筆塗鴉。購買無毒的粉
筆，可避免孩子將粉筆放
進口裏發生意外。 

兩歲大的孩子大部分都
能用粉筆在行人道上畫
畫。在行人道上，孩子
會有無盡的空間畫畫。 

麵粉糰製法：
   麵粉                   1杯 (250ml)
   鹽 
   他他粉              

                    ¼杯 (60ml) 
2              湯匙 (30ml)

（cream of tartar）

把以上材料混合在大鍋中，
加入：
   水                                          1杯 (250ml)

           數滴   食用色素 
(food coloring）
   油                                      1湯匙 (15ml) 

*他他粉和食用色素可在超市
烘焙/香料用品貨架找到

混合一切材料後用中火煮數
分鐘，邊煮邊攪拌，直至成
糰，離火。從鍋刮出麵糰放
在撒上麵粉的桌面，搓揉至
平滑。用塑料容器保存在冰
箱裏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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