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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提供家长、照顾者和老师帮助3-8岁的小孩，了解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大流行的方法。  
 
对孩子来说，不了解他们为什么要留在家，不能出去玩；不
知道世界上到底发生什么事，会让他们很害怕。  
 
照顾者可以透过和孩子分享适合他们年龄的信息、确保他们
的安全，同时让他们知道全世界有很多人都很努力地对抗病
毒，来帮助孩子处理害怕的情绪。 

创作目的  



我住的城市发生很奇怪的事。 
  
我不能去学校、公园或朋友家玩。  
爸爸妈妈不能去上班。  
奶奶不能去逛街。  
街道上没有人，也没有车子。  
 
我很好奇，大家都去哪儿了？ 



我看到电视上, 
每个人都戴着口罩。  
 
医生和护士还穿着 
从头包到脚的奇怪连身衣。 



妈妈，我们的城市发烧了， 
还是生病了吗？  
 
为什么每个人看起来都好伤心？  
 
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很生气， 
有些人很失望呢？   
 
为什么我看不到笑脸呢？  



小宝贝，没错！ 
我们的城市生病了。  
 
因为有一种新的疾病，叫COVID-19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让好多人生病。 
而且很快就传到全世界了！  
 
很不幸地， 
住在我们城市的人也被感染了。 



妈妈， 
为什么大家不去看医生， 
打针和吃药呢？ 



 
因为现在生病的人实在太多了。 
 
虽然医生和护士每天日夜加班工作， 
还是没办法帮助所有生病的人。  
 
科学家们正在努力研发 
用来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 
但是需要一些时间。 



妈妈， 
那这个病毒 
也会让我生病吗？ 
 
 
 



每个人都有可能生病。 
但是，我有一个可以保护你的好方法。  
 
哇！快告诉我，快告诉我！  
 
  



 
我们开始试着和别人保持「社交距离」。  
 
那是什么意思？  
 
就像你生病的时候不能去学校， 
所以只好留在家里一样。 
 
我们留在家里，尽量不要出门， 
我们就不会接触到病毒。 
 
我们暂时不要跟朋友见面， 
我们就不会散播病毒给其他人了！ 
 
 
 



如果我们需要出门， 
一定要跟别人保持安全距离。  
 
我们的手在外面碰过一些东西之后， 
千万不要再用手去摸脸、 
嘴巴、眼睛和耳朵。  
 
你还要用清水和肥皂洗手。 
记得，至少要洗20秒以上， 
才能把手上的病毒通通清洗掉！



没问题！我可以做到。 
这样我就安全了吗？  
 
小宝贝，不要担心！ 
如果我们尽量和别人保持安全距离， 
病毒就不能透过人类来传播了。 
 
而且，妈妈、爸爸、爷爷和奶奶 
都会尽全力保护你， 
让病毒不能伤害你！ 
 

 
 
 



 
而且，你知道吗？  
科学家还发现， 
小孩的免疫力系统在对抗病毒上， 
比大人还厉害呢！ 
  
哇！这样我就能打败病毒， 
不用害怕了！  



但是，如果和别人保持「社交距离」， 
那我是不是就不能和朋友一起玩了？  
 



小宝贝，不用担心！  
 
你还是可以用电话、信件、邮件、 
和视讯跟好朋友聊天。  
 
你还可以和他们一起在网络上 
观看电影和节目。 



妈妈，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才能出去和我朋友玩？  
 
病毒什么时候才会消失？  
 
会有很多人死掉吗？  



小宝贝，妈妈也不知道。  
 
但是， 
所有医生和护士都超级认真。 
他们绝对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病人。  
 
他们已经很多天没有回家， 
也见不到自己的小孩。 



医生的小孩看不到他们的 
爸爸妈妈，会很伤心吗？  
 



他们一定很伤心。 
因为他们不能像你一样， 
天天都可以见到爸爸妈妈。 
 
但是，他们也会觉得 
自己的爸爸妈妈很伟大。 
 
因为他们勇敢地对抗病毒， 
拯救好多人的生命！ 



哇！！ 
他们好伟大啊！  

他们都是我的英雄！ 



除了医生之外， 
全世界还有很多人 
正在帮助我们对抗病毒。  
 
科学家努力研发对抗病毒的
疫苗。  
 
快递叔叔和阿姨们， 
帮忙送食物给那些 
在家里不能出门的人。  



新闻记者在电视、报纸和网络上 
分享关于病毒的正确信息。  
 
你看，有这么多人都在努力工作， 
保护我们的安全！  



哇！他们好厉害喔！！ 



现在，还有许多人捐钱买口罩、 
手套和医疗用品给医生和护士。 
让他们在医治病人时， 
也能保护自己，避免生病。 
 
许多人帮他们不方便出门的邻居 
购买食物和生活必需品。 
 
爸爸和妈妈也正在做很多 
能够帮助更多人的事。 



我可以帮忙做什么呢？  
 
你觉得呢？  



我可以画画和写信 
给那些辛苦帮忙的大人。  
 
我也可以把我的玩具和故事书 
分享给那些有需要的小孩。 



这些主意真好！ 
小宝贝，你真善良！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 
有需要的小孩吧！ 



现在全世界的人需要团结起来， 
一起对抗病毒！  
 
让你自己保持健康， 
不要传播病毒， 
就是阻止病毒大流行 
最好的方法！ 



好！ 
我会勤洗手，乖乖留在家里， 
透过网络和朋友聊天和学习。  
 
因为这样， 
我们就不需要去医院。 
医生和护士 
就可以照顾生病的人了！ 



没错！ 
让我们透过和别人保持「社交距离」， 
一起来对抗病毒！  
 
没问题！ 
妈妈，那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在 
视频上聊天哦！  



给父母的小叮咛  
自从2019年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开始散播开来之后，全世界的孩
子都有可能会因为肺炎，或是从新闻媒体上看到可怕的病毒照片，因
而面临各种不同的创伤。他们更难理解为什么要被禁闭在家，为什么
不能和朋友一起玩，还要和所有人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 

1.再三保证，让孩子消除疑虑，提升安全感。 
  
2.引导孩子将注意力放在医生和其他人提供帮助的正面讯息上。 
  
3.鼓励孩子，让他们做一些帮助别人的事。  
 
4.让孩子了解「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 ）的重要性。 

这本书的目的



当孩子面临恐惧的事情时，他们需要他们爱的人的再三保证，才会有安全感。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父母必须对孩子展现更多的关爱。  

 

当孩子因为疫情，必须和别人保持「社交距离」时，我们要利用社群媒体帮助

他们和朋友或学校保持联系。  

 

同时，我们要让孩子以那些抗疫英雄为榜样，让他们有机会在这场对抗病毒大

流行的战役中，贡献自己的心力。此外，也让孩子知道好好照顾自己，让自己

保持健康，不要传播病毒，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英勇行为。  

给父母的小叮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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