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子童心
抗疫小百科



1 幼兒新冠疫苗接種

應對疫情預備篇
給照顧者的小錦囊

新冠疫情仍未完全減退，面對即將復課，各位家長必定忙於為幼兒做好

各樣準備。為了協助家長守護子女的健康，我們整合了以下資訊，供家

長參考。

疫情來勢洶洶，可能不少家長都會考慮為子女接種新冠疫苗。接種新冠疫苗，提提家長要

注意以下事項：

一、接種地點：

科興疫苗可在指定私家醫生診所或經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網站預約，在指定
中心接種疫苗，而復必泰疫苗只可在兒童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接種。

二、接種疫苗時所需文件：

-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妥及簽署的疫苗接種同意書。
-兒童的身份證明文件正本。若兒童身份證明文件上(如出生證明書)沒有任何照片，請攜 
 帶載有學生照片的學校證明文件(如學生手冊)。
-接種當天須由一名成人在場陪同。
-免疫力弱的兒童如接種第三劑或第四劑時，須攜同相關的醫生證明供在場的醫護人員了
 解狀況。

三、接種疫苗前幼兒的心理準備：

-解釋接種疫苗的原因
-簡介接種疫苗的程序和預告接種時可能會出現的感覺
-明白及體諒幼兒會有點緊張或擔心
-留意幼兒在等候期間的情緒及可預備
 玩具陪伴幼兒等待
-完成接種後讚賞幼兒的勇氣

若家長預計幼兒對接

種疫苗有強烈反應，

宜與在場的醫護人員

作事前溝通，互相配

合，幫助幼兒順利完

成接種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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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者：
收到短訊後上載結果相片＋身份證明文件(如出世

紙)，再下載隔離令
確診者家人：收到短訊後上載身份證明，再下載檢疫令

-有長期病患的幼兒或重症病患  　　醫院
-病情穩定但家居環境不容許自我隔離　　 社區
 隔離設施
-病情輕微  　　在家隔離

確診了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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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一不幸確診，家長可以根據以下步驟，獲取進一步的治療和相關物資：

提供資料 ：
1.測試結果         2.個人及同住家人資料 
3.家居環境         4. 病徵

接收檢測結果短訊時，

同時會收到一份電子表格，

需申報同住家人資料

輕微病徵：

到指定社區診所求醫

預約專屬的士：3693 4770

快速抗原測試呈陽性 核酸測試確診
用手機掃一掃以進入網站

可致電1833 019（日常生活用品）
1836 115（醫療求助熱線，朝8晚10）

最新疫情措施更新可到

衛生署網頁查看

照顧確診幼兒篇
給照顧者的小錦囊

快速測試結果呈陽性

需自行於網上申報

 

https://www.chp.gov.hk/ratp/
https://designatedtaxihk.com/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tested-positive.html


3 在家使用遙距診斷服務
因應疫情，不少診所都有提供網上診症服務，有需要的家長可參考以下資料或先

查詢家庭醫生的意見。

中醫服務
博愛中醫

費用全免

查詢預約：2796 8137/
5607 1222

(WHATSAPP)
 

香港註冊中醫師學會

費用全免

 
竹

藥劑師服務

西醫服務

網上診症服務眾多，

未能一一盡錄，家長

可按需要自行尋找網

上診症服務

尚未接種疫苗/只打1針疫苗的確診者：
在快速測試呈陽性後的第14天，快速測試結
果呈陰性，就可以離開家居，如常生活。

已接種最少2針疫苗的確診者： 在快速測試呈陽
性後的第6及7天（連續兩天），快速測試結果均
為陰性，即可以提早結束隔離，如常生活。

何時完成隔離？

照顧確診幼兒篇
給照顧者的小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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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ia.org.hk/pharmacy/
https://sites.google.com/view/rcmptele/%E9%A6%96%E9%A0%81
https://www2.ump.com.hk/server.php?id=54
https://www.primecare.com.hk/telemedicine/


4 照顧確診幼兒 
在家照顧確診幼兒有什麼地方需要注意呢？除了密切留意幼兒的身體狀況，家居

環境及個人衛生都值得家長注意。

• 記錄病徵開始日期和時間。
• 定時觀察體溫、進食量，大、小便次數和排     
   便量，以及不同症狀，如: 咳嗽，流鼻涕、 
   喉嚨痛、嘔吐、面色變蒼白、呼吸急
   促等有沒有惡化跡象。
• 如幼兒發燒，持續每隔二至四小時以耳探式
   溫度計量度體溫，並將體溫記錄下來。
• 保持健康的生活習慣: 進食新鮮蔬菜生果、
   保持適量活動及保持充足的休息和睡眠。

• 病童應盡量在獨立房間進行隔離，除照
   顧者外不應與其他家人接觸。
• 全家人應戴上口罩。
• 教導病童勤洗手、清潔手指罅和手腕位
   置。進食前後、如廁後或接觸不潔物後，
   須立即洗手。 
 • 教導病童咳嗽或打噴嚏時應用紙巾覆蓋
    口鼻，掉棄紙巾到有蓋垃圾桶，再清潔
    雙手。 

• 可安排病童專用洗手間。如未能安排，
   同住家人的毛巾、個人衛生用品應收入 
   櫃內，以免受病毒感染。 
• 教導病童如廁後先蓋上廁板然後再沖廁，
   如廁後亦必須徹底清潔雙手。
• 病童使用完洗手間後，要用 1:49 稀釋家
   用漂白水進行清潔。 
• 確保廁所去水渠 U 型隔氣長期儲水，每日
   倒清水至地渠去水位。

• 保持室內空氣流通。
• 病童不應和其他家人共用個人物品。 
• 每天以 1:49 稀釋家用漂白水清潔病童
   玩具或用過之物品，並須徹底過清水。

幼兒病徵記錄
個人衛生

家居環境
洗手間衛生

照顧確診幼兒篇
給照顧者的小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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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紅十字會 抗疫同行熱線
一站式解答抗疫及最新防疫措施的問題，按需要提供

食物包、防疫物資及快速檢測劑等

       3628 1185
 

星期一至日 早上10時至晚上10時

照顧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

兒童需要注意的事項

 

       2596 2789

賽馬會逆境同行食物援助計劃

HKSWA 
SUPPORT TO ETHNIC MINORITIES

IN COVID-19 5TH WAVE
1.MULTILINGUAL HOTLINE 

2.ETHNIC SPECIFIC RESOURCES KIT  
 

       2151 1361 

其他社區資源

為家居檢疫的人士提供支援和協助

 

       1833019

民政事務總署

「居安抗疫計劃」熱線

政府於網站公佈有關疫情的資訊，

包括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
劃資料、尚待入院人士須知、 強制
檢測/檢測服務、確診個案指定診
所、檢疫酒店、來港易、回港易等

2019冠狀病毒病專題網站-同心抗疫

防疫措施不時有更新，請留意政府宣佈

社會福利署

短期食物援助服務

有關申請手續及資格，

請參社會福利署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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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covid-vaccine.html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pending-admission.html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come2hk-scheme.html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return2hk-scheme.html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202/03/P2022020300537.htm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family/sub_listofserv/id_stfood/id_foodteam/
https://jcfoodprog.hk/
https://www.hkswa.org.hk/support-to-ethnic-minorities-in-covid-19-5th-wave/
https://www.ha.org.hk/haho/ho/covid-19/tips_for_patientsandcarers_tc.pdf


疫情關係，家長會選擇減少帶小朋友外出。不過即使足不出戶，家長和幼兒

也可以一起在家玩遊戲，促進親子關係。以下將介紹一些適合在家中進行的

運動和小遊戲，大家不妨試試。

運動好處多，除了強健體魄，更有研究指出只要運動20分鐘便能提升個人的專注力和記
憶力。我在此分享幾個可以在家進行的親子運動給各位家長參考，既有基本訓練元素，亦

有助幼兒培養對運動的興趣，將運動融入家居及日常生活當中。

    運動的好處:
    身體功能 - 增強免疫力、預防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病等
    體能發展 - 肌力、平衡、協調、姿勢鍛鍊、體適能
    腦部功能 - 增強記憶、專注、IQ、EQ     
    情緒控制 - 提升自我控制、減低抑鬱、焦慮
    自信心 - 提升有能感、運動及學習能力

提升幼兒動機小貼士：
正面鼓勵‧多作嘗試 
表達欣賞‧積極回應

享受過程‧投入參與

成人陪伴
按幼兒能力，調節內容及難度

正反
手+步法

提
升下
肢肌力 

打球
進階 

坐

姿
站姿+學跳繩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心橋融合教育服務(第二隊)
一級物理治療師 楊志偉先生

楊SIR現時專責為接受「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的幼兒提供適切訓練，同時為相關的幼稚園/
幼兒學校提供教師諮詢工作。

提提大家進行運動時要注意安全:

居家運動篇

家居訓練影
片︰

家居訓練影
片︰

物理治療師楊Sir專業推介

移走雜物及尖角/危險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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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fFWsCkNyWXc
https://youtu.be/P9Xd7qNlsnA
https://youtu.be/DjvkB5zaknw
https://youtu.be/mqAxK-ZL3wM


「幼兒喜動操」影片

個人/
親子

衛生署YouTube頻道

低 中

低等強度活動
心跳呼吸正常

例子︰散步、收拾物品、玩玩具

中等強度活動
心跳呼吸稍快

例子︰急步行、踏單車、循環遊戲

強烈活動
心跳呼吸加快

例子︰跑步、跳繩

每日最少2-3小時*不同強度的活動
讓幼兒參與設計作息時間表

每日作息內容平均編配，應包括︰

介紹多款親子體能遊戲

衛生署「幼營喜動校園」

親子

「親子Keep Fit 6分鐘」影片
適合年齡較大的幼兒

賽馬會家校幼兒體適能
學堂YouTube 頻道

親子

中 強 中 強

「嘉芙姐姐」YouTube頻道

個人/
親子

「跟我做運動」律動操影片

低 中

更多親子活動參考︰更多親子活動參考︰

（2歲至6歲）

體能活動體能活動

親子時間親子時間

活動安排小貼士活動安排小貼士

更多
網上
活動分享

更多
網上
活動分享

體能活動分不同強度，可按幼兒能力選擇體能活動分不同強度，可按幼兒能力選擇

*資料參考︰衛生署（2020）
《二至六歲幼兒體能活動指南》

休息時間休息時間 用餐時間用餐時間

學習時間學習時間

靜態活動靜態活動

智樂YouTube 頻道
「在家玩甚麼」系列的影片

以家居物品變化出不同遊戲

本處的學校社工亦設計了不同的親子遊戲，本處的學校社工亦設計了不同的親子遊戲，

家長可陪小朋友一齊玩！家長可陪小朋友一齊玩！

家長與幼兒鬥快用飲管把綿花球

吹過終點線

家長與幼兒合作用毛巾把毛公仔

運送到終點線

限時內把紙球拋向對方的地盤，
紙球較少的一方獲勝

居家運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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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4dYJyQuVV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46hg57FBY8&feature=youtu.be
https://www.startsmart.gov.hk/tc/others.aspx?MenuID=13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NfR_sS1DI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6DqHKFYIjs


把簡單食材變成新主意，

有營養又美味!
 

��蛋�湯

疫情期間，吸收足夠的營養，有助幼兒

增強抵抗力。以下集合了營養及抗疫湯

水的資訊，家長可參考一下。

粟米雪梨黃耳湯
材料：

粟米2根、
雪梨2個、
黃耳2塊、
沙參15克、
海玉竹20克、
脫水羅漢果半個、

無花果3枚

潤肺止咳

居家抗疫飲食貼士
居家抗疫的食材

居家食譜建議參考

 

強肺素湯
9款素湯

抗疫食譜
8款食譜

人人體質不同，

如有疑問，

請向醫生查詢!

��

學家

註冊

中�

註冊

中�

如何增進小朋友的胃口? 
煮食多變化 保持新鮮感

��蛋���蛋��

詳細�譜參考

略炒蕃茄後加水煮，後加雞蛋液及鹽把蕃茄蛋炒飯捏成乒乓球狀即可

與幼兒一起製作，

可提升親子關係及

進食興趣呢!

煎蕃茄片，倒入蛋糊煎即可

簡單食材，亦可加點創意~
以下為例子︰

親子關係

進食興趣

1.5小時

簡單食材，亦可加點創意~
以下為例子︰

飲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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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ohpama.com/505314/
https://www.weekendhk.com/receipe/%e6%8a%97%e7%96%ab%e6%b9%af%e6%b0%b4-omicron-%e6%8a%97%e7%96%ab%e9%a3%9f%e8%ad%9c-ww01-1016614/2/
https://www.hk01.com/%E9%86%AB%E5%B8%ABEasy/741812/%E5%B1%85%E5%AE%B6%E6%8A%97%E7%96%AB%E4%B8%80%E6%97%A5%E4%B8%89%E9%A4%90%E6%87%89%E9%BB%9E%E9%A3%9F-%E7%87%9F%E9%A4%8A%E5%AD%B8%E5%AE%B6-%E5%9B%9B%E5%A4%A7%E9%A3%B2%E9%A3%9F%E5%BB%BA%E8%AD%B0%E5%A2%9E%E7%96%AB%E5%BE%8C%E6%8A%B5%E6%8A%97%E5%8A%9B


1

家人要外出上班和

買物資，會唔會好

容易感染呢？

疫情下出現焦慮的原因

疫情期間，家長有焦慮感是正常的反應；家長照顧幼兒的同時，亦要關注自己的身心

靈健康。要避免過份焦慮，家長應時刻察覺自己的身心變化，嘗試接納情緒，調整心

態，保持積極的態度處理問題，才能有健康的心靈守護家人。

實戰小智慧

家長焦慮睇真D

面對疫情，家長不但會擔心幼兒及家庭各成員的健康狀況，亦要處理幼兒在家

網課、購買防疫物資、面對經濟壓力和隨之而來的各種家庭需要。面對四方八

面的消息和未來的不確定性，家長往往會感到焦慮。

小朋友／家人有

唔舒服，係唔係

感染咗呢？

小朋友放假�屋企，

有咩好做呢？

屋企藥物和消毒用品

就快用晒，唔知買唔

買到，點算呢？

小朋友／家人多咗時間

留�屋企，大家衝突多

咗可以點做呢？

家人在疫情間冇工

開，經濟有困難點

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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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身心健康自我測驗

計分方法﹕

1、2、3、8、11、12、14﹕從不0分、偶爾1分、有時2分、常常3分、總是4分
4、5、6、7、9、10、13﹕從不4分、偶爾3分、有時2分、常常1分、總是0分

                                                                     你的分數是﹕____________

請回想最近一個月來，發生下列各狀況的頻率：從不、偶爾、有時、常常、總是

長期出現焦慮反應會引致生理和心理問題。常見的焦慮情緒包括：緊張、不安、恐

懼、暴躁等。而生理反應則會出現失眠、疲累、胃口不佳、心跳加速、精神不集中

等。以下是一個身心健康自我測驗，幫助家長了解目前的精神壓力指數。

注意：此測驗只作參考，結果並非作診斷用途。

1. 因一些無法預期的事情發生而感到心煩意亂
2. 感覺無法控制自己生活中重要的事情
3. 感到緊張不安和壓力
4. 成功地處理惱人的生活麻煩
5. 感到自己是有效地處理生活中所發生的重要改變
6. 對於有能力處理自己私人問題感到很有信心
7. 感到事情順心如意
8. 發現自己無法處理所有自己必須做的事情
9. 有辦法控制生活中惱人的事情
10. 常覺得自己是駕馭事情的主人
11. 常生氣，因為很多事情的發生是超出自己所能控制的
12. 經常想到有些事情是自己必須完成的
13. 常能掌握時間安排方式
14. 常感到困難的事情堆積如山，而自己無法克服它們

實戰小智慧

家長焦慮睇真D

0-28分﹕壓力屬正常範圍
29-42分﹕壓力偏大，需注意
43-56分﹕壓力太大，需要尋 
                 求資源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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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感到焦慮時，家長應盡量保持均衡飲食、適當運動、充足睡眠、參與放鬆活動，並

控制資訊的接收來調整自己的心情，好讓自己可以放鬆過來。如果焦慮的徵狀持續，

就要向社工、臨床心理學家或醫生求助。

3

家長可以因應個人需要和時間，彈性選擇進行3分鐘、15分鐘或30分鐘的放鬆活動

3分鐘

輕輕鬆鬆踢走焦慮

實戰小智慧

家長焦慮睇真D

15分鐘 30分鐘

腹式呼吸練習

喝水

伸展

吃東西

漸進式肌肉鬆弛練習

意像鬆弛練習

畫畫

與家人／朋友傾訴

唱歌

散步

家長童學會

家長鬆一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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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已令家長疲於奔命，多了在家時間要照顧孩子亦實不容

易，家長在家中有遇到以下管教上的挑戰嗎？

實戰小智慧

「管教易： 2＋2」

孩子長時間使用電子產品 孩子容易產生情緒

孩子們經常發生衝突

孩子不收拾玩具 孩子不願意參與網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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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戰小智慧

「管教易： 2＋2」

設立時間表

接納幼兒的情緒1

2

做手工
做運動

家長全天候二十四小時照顧幼兒，可能會遇到不同的管教問題，難免感到壓

力。家長可以參考「管教易： 2＋2」秘笈，學習處理不同的管教狀況。

幼兒長時間居家，未能

外出，必定感到十分苦

悶。家長可嘗試了解幼

兒的想法和感受。

家長可與孩子一起訂

立時間表，並構思有

興趣的活動，亦可為

復課作準備。

媽媽/爸爸知道你未能外
出，一定會感到很悶，如

果你喜歡，我們可以一起

在家中玩遊戲或者進行其

他活動！

閱讀繪本

家務小
幫手

遊戲時間

正向管教思維：

大人都有抗疫疲勞，

更何況小朋友！

正向管教思維：

難得有親子相處的

機會，要多製造開

心難忘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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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戰小智慧

「管教易： 2＋2」

3

減壓活動4

調整自己的期望

家長可能對幼兒的學習、

情緒和行為有一定的期

望，家長需考慮期望是否

符合幼兒的能力。

幼兒的情緒和行為深受

家長影響，家長亦需要

關顧自己的情緒！

家長可與幼兒作簡單的自理

訓練，例如自己收拾玩具、

自己吃飯。

家長可請家人幫忙照顧幼兒，

利用15分鐘做自己喜歡的
事情，亦可一起嘗試進行

呼吸練習！

正向管教思維：

這是難得訓練孩子

自理的好時機！

正向管教思維：

情緒是雙向的，切勿

讓負面情緒感染小朋

友！Be positive!

P.14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q4UlOxb6gKXuBfpQsiP2HU7AGXV8WU-/view?usp=sharing


生氣

傷心

孤單

開心

沉悶

興奮

討厭

擔心

害怕

實戰小智慧

疏導幼兒情緒

居家抗逆期間，小朋友曾經出現了以下哪些情緒? 

P.15



1 冷靜自己、收起否定與批判

3 表達限制、協助幼兒找情緒的出口

例如﹕

「不過我們在街上沒有地方清潔雙手和放好口罩，不方便吃這塊餅乾。」

「不過時間已經夠，媽媽要回家煮晚飯。我們是時候離開了。」

「不過媽媽不是要嚟打�！我會覺得痛。」

例如﹕

「你很生氣，因為你現在很想吃這塊巧克力餅乾。」

「你很難過，因為你很想繼續在朋友家玩，不想回家。」

2 處理心情﹕描述情境、將情緒感受說出來

實戰小智慧

疏導幼兒情緒

家長需要照顧幼兒的起居飲食和學習，有時可能對幼兒的情緒表現感到束手

無策。要有效處理幼兒的情緒，家長可以嘗試運用以下5個簡單的步驟﹕

「不准喊 ! 」、「收聲 ! 不要再嘈喇 !」、「你又亂發脾
氣!」、「點解你咁曳?」、「你咁小器!」這些說話不能幫助
你平靜小朋友的情緒，有時反而更會令大家變得激動。家長

宜先冷靜自己，才有空間去疏導和承載幼兒的負面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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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給予幼兒其他可行的選擇

實戰小智慧

疏導幼兒情緒

當幼兒情緒起伏，家長可以提供一些安心宣洩情緒的方法：

*幼兒難過時，可以說：「如果難過就先哭一下，媽媽陪著你。」
*幼兒生氣時，可以提供一種安全發洩情緒的建議：「生氣的話可以打這個枕頭。」

例如﹕

「我們可以將餅乾放先入袋內回家後才吃，

或你陪媽媽多買一些下午茶回家再一起

吃。」

「你可以選擇現在媽媽與你一起收拾玩具，

或多玩2分鐘再收拾玩具。」

5 教導孩子恰當表達情緒的方法

4-6歲幼兒理解和表達的能力較為成熟，當情緒平伏過來，家
長可以向他們了解剛才發脾氣的原因，亦教導孩子日後可以用

其他可行的方法去處理事情和表達自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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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靜自己、收起否定與批判

處理心情﹕描述情境、將情緒感受說出來

「你很擔心/害怕/孤單(選擇正確的情緒)，因為你想________。」

表達限制、協助幼兒找情緒的出口

「不過爸爸/媽媽現在要________，要稍後才有時間與你一起玩玩具。」

給予幼兒其他可行的選擇

「我們可以一起多玩5分鐘，或________。」

要爸爸/媽媽陪伴在旁一起玩玩具，不斷大叫大哭

教孩子下一次可以如何表達

我要爸爸! 媽媽!

情境一

實戰小智慧

疏導幼兒情緒

實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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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戰小智慧

疏導幼兒情緒

我要睇!!

冷靜自己、收起否定與批判

處理心情﹕描述情境、將情緒感受說出來

「你很嬲怒/緊張/忟憎(圈出正確的情緒)，因為你想________。」

表達限制、協助幼兒找情緒的出口

「不過爸爸/媽媽要收起電話，因為________。」

給予幼兒其他可行的選擇

「你可以完成這一局遊戲再將電話交給我，或________。」

教孩子下一次可以如何表達

小朋友扭計要睇手機情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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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靜自己、收起否定與批判

處理心情﹕描述情境、將情緒感受說出來

「爸爸/媽媽見到你很不安/沉悶/嫉妒(圈出正確的情緒)，掉走身邊的玩具。」

表達限制、協助幼兒找情緒的出口

「不過掉玩具可能會弄傷自己和玩具會爛」

給予幼兒其他可行的選擇

「如果你好想發洩，你可以向角落掉廢紙球，或________。」

教孩子下一次可以如何表達

實戰小智慧

疏導幼兒情緒

無故掉玩具、大叫情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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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庭衝突紅綠燈

你又扭計唔做功課啦！

「紅燈」：有效地表達自己的情緒 – 使用「我......」作句子的開始

實戰小智慧

疫情下的家庭關係

因為疫情，各人留在家中的時間比以往多，家人之間多了互動的時間，爭執也

許亦因此更頻繁。面對家庭衝突，難免會有各種情緒，以下小貼士可讓大家在

這段時間，維持良好的家庭關係。

你成日都�屋企，

但又唔做家務！

我今日做咗好多家務，我

覺得好累，我想你一齊分

擔下。

我�之前傾好，睇完卡通

片/玩完之後就要做功課，
我希望你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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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燈」：嘗試理解對方的想法

你今日係唔係都有少少累，

想休息一下？

要你做功課，你可

能唔係好願意。

「綠燈」：提供選擇給對方

你可以選擇摺衫、

晾衫或者洗碗。

你可以先做你比較喜歡

的功課，休息15分鐘，
再做另一份功課。

你而家可能有其

他嘢忙緊... ...

你可以忙完你自己的事情

再做家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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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戰小智慧

疫情下的家庭關係



2 表達愛意及欣賞

愛的說話 – 以說話表達愛或感謝

謝謝你今日願意同我

分擔家務/管教～

欣賞你今日執好自己

的玩具/顏色筆!

每日有你陪伴，

我好開心～

愛的抱抱 – 以身體語言表達愛

愛的時間 – 以陪伴表達愛

除了以上的方法，最重要的還是要學習接納每個家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喜好、處事方式

和生活習慣等。因此，各人都要學習尊重彼此的不一樣。有效地表達自己的感受和一起

討論各自的期望，均有助建立家庭相處的模式和訂立共同遵守的家庭規矩。                         

親吻擁抱

一起聽音樂陪伴對方看電視

陪伴孩子玩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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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戰小智慧

疫情下的家庭關係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香港九龍黃大仙竹園南   貴園樓地下111-116室
       2389 4242             2790 4157             ssw@hkcs.email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五  上午9:00 至下午5:45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是一所註冊慈善團體及擔保有限公司

實戰小智慧:
輕輕鬆鬆撩鼻鼻

其他參考資訊

家長童學會:
情緒三部曲

家長童學會:
遊戲時間

家長童學會:
讚美的魔法

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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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53PJdaHt1g_jx4K_1y2QB5mfXLVPoEy/view?usp=drivesd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18OZJq9n80KDINkDbM4DzLCmBcVLhjzA/view?usp=drivesd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xV4320pgt-Rqkn_4OvYUYFORbMxKJml/view?usp=drivesd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8ZlsN8EobKYhlONE-yh-dq1NDpdf-HtM/view?usp=drivesd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