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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提供家長、照顧者和老師幫助3-8歲的小孩，新型冠狀
病毒肺炎大流行的方法。  
 
對孩子來說，不瞭解他們為什麼要留在家，不能出去玩；不
知道世界上到底發生什麼事，會讓他們很害怕。  
 
照顧者可以透過和孩子分享適合他們年齡的資訊、確保他們
的安全，同時讓他們知道全世界有很多人都很努力地對抗病
毒，來説明孩子處理害怕的情緒。 

創作目的  



我住的城市發生很奇怪的事。 
  
我不能去學校、公園或朋友家玩。  
爸爸媽媽不能去上班。  
奶奶不能去逛街。  
街道上沒有人，也沒有車子。  
 
我很好奇，大家都去哪兒了？ 



我看到電視上, 
每個人都戴著口罩。  
 
醫生和護士還穿著 
從頭包到腳的奇怪連身衣。 



媽媽，我們的城市發燒了， 
還是生病了嗎？  
 
為什麼每個人看起來都好傷心？  
 
為什麼有些人看起來很生氣， 
有些人很失望呢？   
 
為什麼我看不到笑臉呢？ 	



小寶貝，沒錯！ 
我們的城市生病了。  
 
因為有一種新的疾病，叫COVID-19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讓好多人生病。 
而且很快就傳到全世界了！  
 
很不幸地， 
住在我們城市的人也被感染了。 



媽媽， 
為什麼大家不去看醫生， 
打針和吃藥呢？ 



 
因為現在生病的人實在太多了。 
 
雖然醫生和護士每天日夜加班工作， 
還是沒辦法幫助所有生病的人。  
 
科學家們正在努力研發 
用來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的疫苗。 
但是需要一些時間。 



媽媽， 
那這個病毒 
也會讓我生病嗎？ 
 
 
 



每個人都有可能生病。 
但是，我有一個可以保護你的好方法。  
 
哇！快告訴我，快告訴我！  
 
 	



 
我們開始試著和別人保持「社交距離」。  
 
那是什麼意思？  
 
就像你生病的時候不能去學校， 
所以只好留在家裡一樣。 
 
我們留在家裡，儘量不要出門， 
我們就不會接觸到病毒。 
 
我們暫時不要跟朋友見面， 
我們就不會散播病毒給其他人了！ 
 
 
 



如果我們需要出門， 
一定要跟別人保持安全距離。  
 
我們的手在外面碰過一些東西之後， 
千萬不要再用手去摸臉、 
嘴巴、眼睛和耳朵。  
 
你還要用清水和肥皂洗手。 
記得，至少要洗20秒以上， 
才能把手上的病毒通通清洗掉！



沒問題！我可以做到。 
這樣我就安全了嗎？  
 
小寶貝，不要擔心！ 
如果我們儘量和別人保持安全距離， 
病毒就不能透過人類來傳播了。 
!
而且，媽媽、爸爸、爺爺和奶奶 
都會盡全力保護你， 
讓病毒不能傷害你！ 
!

!
 
 



 
而且，你知道嗎？  
科學家還發現， 
小孩的免疫力系統在對抗病毒上， 
比大人還厲害呢！ 
  
哇！這樣我就能打敗病毒， 
不用害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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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寶貝，不用擔心！  
 
你還是可以用電話、信件、郵件、 
和視訊跟好朋友聊天。  
 
你還可以和他們一起在網路上 
觀看電影和節目。 



媽媽，那我要等到什麼時候， 
才能出去和我朋友玩？  
 
病毒什麼時候才會消失？  
 
會有很多人死掉嗎？ 	



小寶貝，媽媽也不知道。  
 
但是， 
所有醫生和護士都超級認真。 
他們絕對不會放棄任何一個病人。  
 
他們已經很多天沒有回家， 
也見不到自己的小孩。 



醫生的小孩看不到他們的 
爸爸媽媽，會很傷心嗎？  
 



他們一定很傷心。 
因為他們不能像你一樣， 
天天都可以見到爸爸媽媽。 
 
但是，他們也會覺得 
自己的爸爸媽媽很偉大。 
 
因為他們勇敢地對抗病毒， 
拯救好多人的生命！ 



哇！！ 
他們好偉大啊！  

他們都是我的英雄！ 



除了醫生之外， 
全世界還有很多人 
正在幫助我們對抗病毒。  
 
科學家努力研發對抗病毒的
疫苗。  
 
快遞叔叔和阿姨們， 
幫忙送食物給那些 
在家裡不能出門的人。  



新聞記者在電視、報紙和網路上 
分享關於病毒的正確資訊。  
 
你看，有這麼多人都在努力工作， 
保護我們的安全！  



哇！他們好厲害喔！！ 



現在，還有許多人捐錢買口罩、 
手套和醫療用品給醫生和護士。 
讓他們在醫治病人時， 
也能保護自己，避免生病。 
 
許多人幫他們不方便出門的鄰居 
購買食物和生活必需品。 
 
爸爸和媽媽也正在做很多 
能夠幫助更多人的事。 



我可以幫忙做什麼呢？  
 
你覺得呢？  



我可以畫畫和寫信 
給那些辛苦幫忙的大人。  
 
我也可以把我的玩具和故事書 
分享給那些有需要的小孩。 



這些主意真好！ 
小寶貝，你真善良！  
 
讓我們一起幫助那些 
有需要的小孩吧！ 



現在全世界的人需要團結起來， 
一起對抗病毒！  
 
讓你自己保持健康， 
不要傳播病毒， 
就是阻止病毒大流行 
最好的方法！ 



好！ 
我會勤洗手，乖乖留在家裡， 
透過網路和朋友聊天和學習。  
 
因為這樣， 
我們就不需要去醫院。 
醫生和護士 
就可以照顧生病的人了！ 



沒錯！ 
讓我們透過和別人保持「社交距離」， 
一起來對抗病毒！  
 
沒問題！ 
媽媽，那我們等一下也可以在 
視頻上聊天哦！  



給父母的小叮嚀  
自從2019年底，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開始散播開來之後，全世界的孩
子都有可能會因為肺炎，或是從新聞媒體上看到可怕的病毒照片，因
而面臨各種不同的創傷。他們更難理解為什麼要被禁閉在家，為什麼
不能和朋友一起玩，還要和所有人保持安全的「社交距離」。 

1.再三保證，讓孩子消除疑慮，提升安全感。 
  
2.引導孩子將注意力放在醫生和其他人提供幫助的正面訊息上。 
  
3.鼓勵孩子，讓他們做一些幫助別人的事。  
 
4.讓孩子瞭解「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 ）的重要性。 

這本書的目的



當孩子面臨恐懼的事情時，他們需要他們愛的人的再三保證，才會有安全感。

在這個艱難的時刻，父母必須對孩子展現更多的關愛。  

 

當孩子因為疫情，必須和別人保持「社交距離」時，我們要利用社群媒體幫助

他們和朋友或學校保持聯繫。  

 

同時，我們要讓孩子以那些抗疫英雄為榜樣，讓他們有機會在這場對抗病毒大

流行的戰役中，貢獻自己的心力。此外，也讓孩子知道好好照顧自己，讓自己

保持健康，不要傳播病毒，也是一種很重要的英勇行為。  

給父母的小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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