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TAKE CARE OF YOURSELF tip sheet can be downloaded at: www.nobodysperfect.ca.  

 • 運動：能保持你身體
健康，減輕壓力。與
孩子一同享受體能活
動。

 • 吃得健康：孩子以你作
榜樣。若你吃有營養的
食物，如蔬果，他也會
多吃這些食物。那你和
孩子的身體都會保持健
康。

 • 充足的休息：每天給自
己一些獨處的時間，即
使幾分鐘也好。當孩子
午睡時你也應該休息。
若你午夜需要起來照顧
嬰孩，你更加需要早點
睡。晚上盡量爭取足夠
的睡眠。

 • 增進感情：所有父母都
要滿足雙方的愛和性需
要，健康的夫妻關係是
需要時間、精力、關懷
和愛去建立。你和孩子
都會因良好的夫妻關係
而受益。 

 • 保持社交：父母需要有
一個與其他成人交流的
機會，帶孩子到一些可
結識其他家長的地方。
你和孩子可藉此學到新
事物和交到新朋友。

 • 玩樂：玩樂也是自我照
顧的方法。與你的孩子
一起玩樂，笑作一團。
與你的伴侶和朋友亦可
一樣。 

父母若能好好照顧自己， 
便會把孩子照顧得更好。

父母

自我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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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你的孩子一起運動 
你無需是運動中心的會員，用手推車
或背帶與孩子外出散步也是一種運
動。如有伴同行更增樂趣，所以你可
固定約一些與你孩子同齡的家庭一起
散步。 

孩子稍長，你可與他玩假裝儀仗隊遊
戲。由一個房間步操到另一個房間，
同時假裝吹奏一種樂器，發出相關聲
響。孩子會模仿你。當他覺得仿鼓聲
厭倦時，可轉吹喇叭聲。

你也可在圖書館借一些影碟或在電視
上找一些運動項目與你學齡前的孩子
一起做些伸展運動，大家一起樂在其
中。 

歡笑時間 
笑會令你感覺舒適。列一張可令你
發笑的清單並計劃每天都有一段 “發
笑時間”。
 
以下是一些建議，你可嘗試與你的孩
子、朋友或自己去做 
• 唱配合不同動作的兒歌
 • 扮鬼臉，模仿不同動物的聲音
 • 與孩子創作古怪有趣兒歌並一起唱
 • 與朋友一齊玩樂
 • 看一部有趣的電影或電視節目

• 閲讀漫畫或有趣的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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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EELING GOOD ABOUT YOURSELF tip sheet can be downloaded at: www.nobodysperfect.ca

 • 建立自尊：自尊是你內
心告訴你自己是一個好
人。作為孩子的照顧
者，你有一部分的責任
是幫你的孩子建立自
尊，讓他感到安全、受
保護、被愛及被了解。

 • 你自己呢？你該如何令
自己也感到安全、受保
護、被愛及被了解？

 • 善待自己：當你照顧自
己的需要時，孩子便知
道你應受到尊重。這樣
他也學會尊重自己。每
天嘗試做一些自己喜歡
的事。這是你應得的。

 • 保留你的文化傳統：告
訴孩子一些你認為重要
的文化傳統，如價值
觀、信念、傳統與習
俗。

 • 你不應因身處周圍與自
己不同的人而放棄本身
的文化。你的孩子也應
知道自己是從那裏來和
現在身在何處。

 • 相信自己的判斷：生活
中總會有人認為你為人
父母的方式是錯誤的。
但最重要是你怎樣想？
可請教你喜歡和信任的
人。不需理會別人的想
法。

 • 期望別人尊重你：孩子
從觀察父母的行為上學
習。若父母之間互相尊
重，孩子便學會尊重別
人。

不要為追求完美而煩
惱。盡力而為已經是最
好。

父母 

自我感覺良好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owned by: Nobody’s Perfect Community Parents (Chinese Community)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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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提議

製作傳統食物 
你還記得成長時吃過的特
別食物嗎？有沒有一些在
特別日子中才有的傳統食
物呢？可與你的孩子分享
回憶和製作那些食物。

與孩子一起製作，年幼的
孩子可幫你把已量好份量
的材料倒入碗中。年長的
孩子有能力幫你攪拌。在
製作過程中與孩子談談童
年往事，然後一起進食。 

煮食時要注意孩子安全。
他可安全地坐在高椅上，
與你同一高度，但要遠離
尖銳的用具和熱的爐頭。 

給自己讚賞 
當孩子睡了，可用一些時間來回想一下今天你與孩子做
過的開心事。
記錄你認為成功的事情在小簿上。當你想感受自己是一個
好父母時，翻閱這些記錄會喚起你所有你曾做過的好事
情。 

美好回憶 
在孩子睡前，問他今天最開心的三件事。鼓勵他想起一
些小事情。如你喜歡今天的午餐嗎？你與朋友玩得開心
嗎？你與媽媽一起堆雪人好玩嗎？你也可分享一些開心
的事情。 
把開心時刻簡單地寫在紙上，將紙摺成小块放入一個盒
內。然後與孩 子一同用花紙、絲帶把盒裝飾。當 孩子
說“從來沒有好事發生在我身 上”時，你便從盒中取出美
好時刻字條與孩子一起朗讀。
 沒多久，正面思想會成為你和孩子的一個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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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ANDLING STRESS tip sheet can be downloaded at: www.nobodysperfect.ca.  

父母

處理壓力
父母有時會感到壓力：日常生活上若有任
何改變都可構成壓力。你現在的處境可能
已在壓力中。當你有太多事情要處理時，
壓力便會令你出現問題。或許你會覺得生
活已經不受控制。
當你身體、精神或情緒上出現壓力徵象
時：你要留意及處理它，找人傾訴，尋
求朋友或專業人士幫助。 

憤怒是一般人對壓力的反應：任何人都會
有憤怒的時刻，緊記憤怒是一種情緒。你
不能控制情緒，但你可以控制行為，憤怒
永遠不是傷害別人的藉口。 

如你難以控制自己的情緒，經常憤怒或
害怕會傷害自己的孩子時，便要立即尋
求幫助。 

對抗情緒-正面處理方法 
 • 與好友或家人傾談

•
 •

與專業輔導員傾談
• 有充足的休息
• 

• 

尋求適當的幫助
注意飲食營養，吃得健康
常做運動

對抗情緒-負面處理方法 

• 
吸煙

 •
酗酒 •
吸毒

 • 賭博
沉迷上網或電子遊戲

•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owned by: Nobody’s Perfect Community Parents (Chines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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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活在太多壓力下的
人，大部分都會感到憂
傷：在日常生活中當有
不愉快的事情發生在你
身上時，便會產生壓
力。你可跟朋友傾訴或
做些自己喜歡的事情來
排解憂傷，避免惡化。

 • 如獲得家人和朋友的支
持和鼓勵，大部分的人
都可走出低落的情緒，
令情況轉好。 

 • 很多加拿大人都會在生
命中經歷過抑鬱：有時
無論你做什麼事情也揮
不掉那些傷感，你仍然
感到無助與絕望，對什
麼事都漠不關心。如果
你不採取任何行動，抑
鬱情況便會惡化。 

 • 輔導和藥物可以幫助
抑鬱症。請尋求專業
治療。 

 • 得到你所需的幫助，
對你和你的孩子都是
非常重要。 

作孩子的好榜樣，選
擇 正面的方法去處理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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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什麼是最重要的：人比
事重要。與孩子依偎在
一起、玩和談話比其他
事情更重要。

 • 整齊比清潔重要：沒有人
會留意你櫃上的灰塵，但
孩子的玩具散落地上容易
令人跘倒。把玩具收拾在
箱子內，放在家中一角。
只需數分鐘時間地方便整
齊了，你也覺得舒服。

 • 計劃每天要做的事：每
天列出一張清單，包括
每餐食物的安排、清
潔、差事、約會或當天
必定要完成的事情。

 • 使用快速簡易的方法：
有很多方法可以助你省
時省力，如把餸菜煮多
一點，把部份冷凍起來
留待下次吃，利用網上
或電話辦理事務。 

 • 分擔工作：與配偶一起
分擔家務。或請求朋友/
鄰居替你看顧孩子一、
兩個小時，讓你可作休
息，然後你可替他們看
顧小孩或幫忙做其他事
情作為回報。

• 防患未然：若能在事情
還未發生前已作好準
備，那麽問題便會不
大。倘若孩子發燒或褓
母請病假時，你會怎麼
辦呢？

父母

使自己生活變得輕鬆

欣賞自己所完成的事情， 
但不要為還未完成 
的而耿耿於懷。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owned by: Nobodyʼs Perfect Community Parents (Chines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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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先後次序：
那些事情是「必做」
或是「該做」？

當有很多事情需要處理
時，把它們寫下來，按著
「先急後緩」的次序完成
「必做」的才處理「該
做」的。 

例如： 
「必做」的：

 • 餵孩子

 •

照顧病童 •
小休和做運動 •
支付各項賬單 •
帶孩子上學或托兒所

「該做」的：

 • 清潔地板
 • 洗衣服
 • 清潔洗手間

• 除草

這些「該做」的事，不是
叫你不處理。若你已經沒
有乾淨的衣服替換時，那
麽洗衣服變成「必做」的
事。問一問自己若不做這
事時會不會有什麼壞的影
響？若有，那便是「必
做」的事。

尋找幫助途徑：
鄰居、朋友、親人和社區
等都是當你遇到問題或困
難時的支援。所以與親人
和朋友保持聯係是很重要
的。 
 • 小組共同購物和烹調，

或參加社區廚房項目
(community kitchen
program)

 • 輪流併車接載
 • 輪流看顧彼此的孩子

交換二手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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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的新手媽媽都會患
上「產後抑鬱症」：產後
抑鬱是正常的。原因是生
產後，身體、情緒及賀爾
蒙都有轉變，你會感到焦
躁不安、緊張、悲傷、易
哭及不知所措。這些情況
在產後數星期便會自動消
失。最重要是在你照顧嬰
孩時同時也要照顧自己的
需要，吃得健康，盡量爭
取睡眠時間，不要把自己
迫得太緊，及有需要時要
尋求幫

產後抑鬱：有些人的產
後抑鬱症會持續或變得
更嚴重。父親在嬰兒出
生後也有可能患上抑鬱
症。 

若你有以下症狀請告訴
醫護人員：
 • 生產數星期後症狀依

然持續
 • 過去有抑鬱病歷
 • 症狀在懷孕期間已出現

患有產後抑鬱症的父母最
重要是好好照顧自己。向
你的伴侶、朋友和家人求
助，尋求專業輔導。跟從
醫護人員指示服用適當的
藥物。 

產後抑鬱是真實的。
但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令你好轉。 

父母

產後情緒

助。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owned by: Nobodyʼs Perfect Community Parents (Chines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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