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疫熱話



給家長的話

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全球，面對著

無法預計的疫情、經濟的壓力、長時

間照顧子女的忙碌等等，大家可能會

感到焦慮、恐懼、不安、無助和憤

怒 . . . . . .

作為大家的同行者，我們希望藉

此機會與大家打打氣，分享如何回答

孩子的問題、如何減輕自己的壓力以

及關心身邊的人！



YOT 仁姑娘

要小朋友理解目前嘅疫情的確唔容易。

仁姑娘，阿仔成日問點解唔
可以出去，點解要戴口罩同
洗手，可以點同佢講好…

抗疫熱話

首先，同小朋友講部分資訊有助佢
哋明白點解需要長時間留在家中，
減低佢哋嘅焦慮。

對幼兒來講，提高對衛生措施嘅認
知已經足夠。

我哋可以嘗試配合繪本／圖卡 ，
用簡單的語言，讓佢哋明白。



YOT 仁姑娘

我哋可以回答：
「因為出現咗新型冠狀病毒，要減
少去人多聚集既地方，避免互相傳
染，所以我們要盡量留在屋企!」

當阿仔問 「點解我哋唔可以出
街／返學？」呢？

當阿仔問「點解我哋要戴口罩」呢？

我哋可以回答：
「當有人病咗，其他人唔小心接觸
到佢嘅口水或者鼻涕，咁其他人都
會病。所以戴口罩是為咗保護自己
同保護人哋！你睇，爸爸媽媽叔叔
姨姨都有戴口罩㗎！」
仲可以善用以下嘅視覺提示教佢正
確戴口罩嘅方法！



YOT 仁姑娘

圖片分享



YOT 仁姑娘

我哋可以將洗手變成「泡泡鬥士」
遊戲：「我哋比賽，將生日歌連續
唱兩次，唱嘅時間鬥快捽出最多泡
泡呀！」將生活細節化身成小遊戲，
小朋友就會有動力想參與啦。

咁如果阿仔 唔鐘意洗手，點算？

我都諗下d小遊戲，等阿仔喺屋企
無咁悶先~

我哋仲可以邀請小朋友成為 「屋企
小幫手」，學習及訓練自理、鍛鍊
專注力、訓練大小肌肉，呢d小活動
對小朋友腦部發展好重要架~



YOT 仁姑娘

「屋企小幫手」 : 做簡單家務可
以訓練小朋友自理能力、專注力
及大小肌肉。達至訓練及發展身
體協調能力，幫助腦部發展。

仁姑娘，唔該曬妳呀！

 夾衣夾、摺衣服
 抹檯、分派餐具
 收拾玩具 、摺紙等

坊間唔少機構都有唔同相關繪本
及遊戲書，家長可以同小朋友講
故事同一齊玩㗎！



我哋近排受疫情影響，加上忙於照顧
小朋友，都已經用左唔少心力。我哋
大人都要好好關顧自己呀! 

姑娘…無錯..呢排一來接收到好
多資訊，另外為小朋友、為家
庭都有好多野擔心…

YOT 仁姑娘

減少外出，幾
日先出街一次…

我要買咩? 每日長時間對住
小朋友，點算? 

我好驚屋企人
會病…好擔心



YOT 仁姑娘

家長都要照顧自己既情緒。



YOT 仁姑娘

<< 情緒感覺 >>

每個人可以有唔同既情緒反應。我
哋要接納自己可能會擔心﹑不安﹑
緊張等等既情緒。

• 可能因為十分擔心自己或家人病倒…

• 可能成日覺得物資唔足夠…

• 可能會失眠，情緒起伏很大， 專注力
下降，辦事能力下降…

• 身體可能會感覺到 焦慮﹑不安﹑

恐懼 ﹑憤怒﹑無力感…

如果有以上類似感覺，或者有其他情
緒反應，唔需要過份擔心。可以搵人
傾下，同調節一下生活節奏。



YOT 仁姑娘

仲可以散步﹑閱讀資料不多的書籍/
雜誌﹑欣賞電影﹑聽喜歡的音樂﹑
寫作﹑繪畫﹑園藝等等

大人小朋友都可以一齊做!



YOT 仁姑娘

可以嘗試 「呼吸練習」，可以幫助
自己穩定情緒，幫助身體肌肉放鬆。

停一停，給自己一個呼吸空間

1. 停下來，在一個舒適的地方坐下/躺下
2. 由一數到十
3. 告訴自己: “冷靜，平靜”

4. 通過你的鼻子深深吸氣，維持四秒，然
後通過你的嘴慢慢地呼出

5. 將注意力放到呼吸上，留意每一下呼吸
的一起一伏

6. 重複呼吸練習 ，直至感覺身體肌肉放鬆

社區資源共享: 
在YouTube搜尋「newlife.330 」
選擇聲音導航練習。



YOT 仁姑娘

為了口罩、米、消毒用品或「為何
回家後不立刻洗澡」等問題，可能
曾與家人爭吵不已嗎 ？

有發生過…



YOT 仁姑娘



YOT 仁姑娘

疫情當下，大家多一份關懷，多一
份體諒，就可以一家人共渡時艱。

主動搵人傾 計之後，自己
舒服左。多謝仁姑娘! 



【家長可以選擇合適的繪本，讓孩子了解疫情
及如何對抗疫情】

相關資源分享

• 繪本：《為什麼不能出門》
原創公益電子繪本 文字: A卡苏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iaw4GR2XYspdqxi_wgyQMKY

2p-27b1C/view

• 漫畫：《抗疫小夥伴》 文/圖: 李揚立醫生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3mAE8cz29-

lTplusigycejb9zi_3NRv/view?fbclid=IwAR1TrpRgIBhn0gWGS6

bC6bDz6d2DHp8eFGKO_w6XJXbAikgA_YF3kWe3LWc

• 繪本：《我不害怕》
• 繪本：《給孩子的防疫繪本》編寫:Marima/Brainstorm

• 繪本：《我不害怕》文:611故事小組 圖: tinyanillustration

• 繪本：《不一樣的2020口罩下的微笑》

• 繪本：《農曆新年在家過 ? 》香港繪本館 閱讀易

• 繪本：《新冠狀病毒抗疫遊戲書》HKCIDC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wbEJWywaIZHDeePUxC

Zr8SRJK2fw2we

文:HelloBonnie國際親子台 圖: U Made This ?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iaw4GR2XYspdqxi_wgyQMKY2p-27b1C/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3mAE8cz29-lTplusigycejb9zi_3NRv/view?fbclid=IwAR1TrpRgIBhn0gWGS6bC6bDz6d2DHp8eFGKO_w6XJXbAikgA_YF3kWe3LWc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wbEJWywaIZHDeePUxCZr8SRJK2fw2we


相關資源分享
【教導孩子戴口罩】

• 童Sen同戲－《我的社交故事：口罩篇》
https://www.facebook.com/473140069731206/posts/1030596
943985513/?d=n
https://bit.ly/2UIEy6I

• 兒歌：「不得了喇！」
麥兜Mcdull 原曲：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編曲：伍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14E6HBbr1w&feature=youtu.be&fbclid=IwAR0Q0mXCNNJd_-
3LAKP8Jp2ORXBoMrDyf_wCOFbvlcr0H02jnWImD0QFPzc

• 兒歌：「口罩超人 」 志安哥哥 (Zeon)& G. Jar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b_BDx9Ne-
A&d=n&app=desktop

• 繪本：《口罩小衛兵》MIIIA*Mia / Facebook

https://www.ilovemama.com/mask-book/

• 發音兒歌集：「潔淨一雙手」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866815413773045

• EXA教室－「洗手也能說故事」 樸思藝術成長中心

https://www.facebook.com/381700925669195/posts/822121
868293763/?vh=e&d=n

【教導孩子洗手】

https://www.facebook.com/473140069731206/posts/1030596943985513/?d=n
https://bit.ly/2UIEy6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4E6HBbr1w&feature=youtu.be&fbclid=IwAR0Q0mXCNNJd_-3LAKP8Jp2ORXBoMrDyf_wCOFbvlcr0H02jnWImD0QFPz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4E6HBbr1w&feature=youtu.be&fbclid=IwAR0Q0mXCNNJd_-3LAKP8Jp2ORXBoMrDyf_wCOFbvlcr0H02jnWImD0QFPz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4E6HBbr1w&feature=youtu.be&fbclid=IwAR0Q0mXCNNJd_-3LAKP8Jp2ORXBoMrDyf_wCOFbvlcr0H02jnWImD0QFPz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4E6HBbr1w&feature=youtu.be&fbclid=IwAR0Q0mXCNNJd_-3LAKP8Jp2ORXBoMrDyf_wCOFbvlcr0H02jnWImD0QFPz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b_BDx9Ne-A&d=n&app=deskto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b_BDx9Ne-A&d=n&app=desktop
https://www.ilovemama.com/mask-book/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866815413773045
https://www.facebook.com/381700925669195/posts/822121868293763/?vh=e&d=n


熱線名稱／服務機構 熱線/ 網址

社會福利署 2343 2255

醫院管理局
精神健康專線

2466 7350

香港紅十字會
“Shall We Talk” 心理支援

5164 5040 
hkrcshallwetalk

明愛向晴熱線 18288

東華關懷熱線 2548 0010

相關資源分享



聯絡我們

仁愛堂幼稚園社工服務

服務時間：
08:30-17:30（逢星期一、二、四、五）
09:30-17:30（逢星期三）

聯絡電話：2654 6399

電 郵：kss@yot.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