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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感謝您，大家辛苦了！
You Stay at Work for Us,
I Stay at Home for You.

致：幫助我們的各位



引言
由第一代COVID-19病毒株至現在新型病毒變異株Omicron新冠肺炎已經在地球存活了兩年多，最近兩個

月Omicron更在香港極速傳播，引致人心惶惶。每人每天都似乎在與病毒鬥智鬥力，如何讓病毒遠離自己，

不斷的封樓、封區和強檢，令人感覺身心疲累。近日更見有幼兒確診，每位家長都擔憂子女會否染疫，整

個家庭面對沉重壓力。

疫情不斷衝擊大家的日常生活和規律，啟思亦不能倖免，所有聯校活動暫停、停止面授課、全體學生

以網課學習、延長農曆年假、提早放暑假等等的安排，不僅是學校，也令各位家長無所適從。可幸我們有

穩健的辦學團體，有優良的教師團隊，有正向的處事態度，有成熟的家長理事，縱使每天都收到壞消息，

員工、學生、家長的不斷確診個案，均令我們十分憂心。疫情當前，我們不能如常傳遞關懷和心意，但仍

能透過贈送關愛防疫包、發放防疫資訊及校長老師為學生拍攝的打氣短片，為啟思的家庭作出身心靈的鼓

舞和支持。

繼2020年派發的防疫小冊子「幼兒篇及家長篇」，得到家長的廣泛支持，再接再厲，啟思學校管理委

員會本年度出防疫小冊子第二輯，搜羅及挑選合適2-6歲幼兒的防疫資訊，同時更有確診員工及家庭的心路

歷程分享，為家長提供足夠的資訊，形成強大的救生網，在抗疫期間，為每個家庭注入正能量。

謹藉此篇章，感謝社會各界人士及駐校社工提供的各類資訊。啟思願與家長同行，疫情中攜手守護幼

兒，讓大家在逆境中學懂愛人與被愛，共同為幼兒製造成長的契機。衷心希望香港能跨過疫情，讓生活重

回正軌，讓孩子重返校園，為童年留下美好的回憶。

啟思學校管理委員會



第五波疫情來勢洶洶，
啟思大家庭的成員（學生、家長、老師）亦相繼染病。

可幸的是，大家都在疫情中
互相扶持、互相打氣、互相加油！

康復之路上有大家陪伴，
為疫情過後的正常生活做好準備！



啟思與你同行抗疫之路

https://youtu.be/DBdRQd-UL_8

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DBdRQd-UL_8


康復路上，我想說......13號弟弟突然發燒，立刻替他
做快速測試，結果呈陽性，因
此一家也做了測試，發現一家
四口都染疫。兩兄弟及自己發
燒三天，處於高燒狀況，亦伴
隨流鼻水及咳嗽，但一切也像
重感冒，兩兄弟如平日一樣精
神，有活力，不適徵狀維持大
約一星期，但需留家隔離14天，
所以萬一不幸染疫，請保持冷
靜，定時給予藥物，留意小朋
友精神狀態及食慾。
祝各位身體健康，事事平安。

大家好！我的小朋友今年分別是2歲及5歲, 
2月11日的時候陸續出現發燒，精神萎靡的
新冠症狀，當時我與我的家人快測後顯示
初步陽性，心情沉重！立刻上網搜尋醫管
局的熱線電話，但無奈無人接聽。雖然感
到徬徨，但看到兩個小朋友，立刻給予我
勇氣，冷靜下來照顧好她們，幸好得到其
他家人的支持及身邊親友的慰問及鼓勵，
兩個小朋友第三天早上已經退燒!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真是非常驚險，但只要
一家人能在一起，互相支持，相信一定可
以渡過難關！大家加油！



康復路上，我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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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路上，我想說......一條線還是兩條線？二月份的這天早上我正忐忑不安
地等候「快速測試」結果，轉眼間我已康復了。
這數天的天氣特別寒冷又有雨粉，初時喉嚨不適還以
為只是着涼了，後來發現事有蹊蹺，趕快「快速測試」
一下，便知道病毒悄悄向我襲來。幸好，我的症狀比
較輕微，第一、二天只是有點喉嚨痛、有點流鼻水，
之後，喉嚨痛和鼻水好起來，再來的便是輕微咳嗽和
疲倦。
在隨後很多天的時間，我每天也躲進房間自我隔離，
心情未免有少許擔憂無助，幸而我的病徵很快已完全
退去，實在感恩。除了家人的悉心照料外，這數天有
排山倒海的同事、朋友的慰問和支援，感到非常溫暖。
特別記得發病的第一天校長專程把物資送到家門外給
我(當然我們並不能碰面)、也記得一天清早接到學校
副總經理電話慰問我是否需要學校的支援，還有，得
悉我身體不適的家長每天的關心，為我搜集許多有用
的資訊，這些種種的支持也陪同我渡過這個不平常的
一星期。
當你看到分享的這刻，可能香港的疫情更加嚴峻，確
診數字每天幾何級數上升，或許你正徬徨地等候着
「快速測試」結果、或許你今天在檢測中心看着長長
的人龍，心情躊躇，然而，希望你知道我們也在支持
你，你並不會孤單。懷着正面的心態、充足的休息、
均衡飲食、多喝水，這此老生常談正是幫助
我們戰勝「疫」境的「絕招」，共勉之！
最後，祝願我們很快能夠在幼稚園裏見面，
再次聽到校園裏各個角落洋溢着悅耳的笑聲。
祝各位健康、平安！



康復路上，我想說......



啟思大家庭，
與你同心抗疫!



做好保護 留家防疫

媽媽，那我可以回學校嗎?
我很掛念同學和老師~

都不可以啊！因為 ，大家要留
在家中保護自己，保護其他人~

噢...我明白了！我們要留在
家中，保護自己同我所有的好
朋友！

媽媽好欣賞你啊，希望疫情
盡快過去！

但是我很想很想很想出
去玩啊......

不可以呀! 因為 COVID-19傳
染性很高，所以我們要盡量留
在家中，避免受到感染!

爸爸媽媽，今天是星期日，
天氣好好啊! 你們會和我
去野餐、買玩具嗎?



「2019冠狀病毒病」是由一種名為嚴重急性呼吸綜合症冠狀
病毒2的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疾病。

病徵

發燒

肌肉或
關節疼痛

頭痛

喉嚨痛

咳嗽

發熱發冷

鼻塞
流鼻涕

其他病徵
◎喪失味覺或嗅覺
◎腹瀉
◎皮疹
◎噁心或嘔吐
◎發冷或暈眩

部分患者或會有氣促的
徵狀。
或引致肺炎或嚴重呼吸
系統感染，病情會比較
嚴重。

“寶寶，你認識新型冠狀病毒嗎?
好！等我話你知啦！”

防疫小資訊

2019冠狀病毒病

衞生防謢中心

https://www.who.int/zh/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question-and-answers-hub


當脫下口罩時，如有患者
在附近便會有機會吸入或
接觸到病毒。

Dumo.art

認識Covid-19多一點
小朋友，一班醫護小動物要與你分
享新型冠狀病毒資料，令你更認識
及留意如何做好預防措施。

防疫小資訊



做好保護 留家防疫

媽媽，新聞報導有多
人都染病了! 

是呀!病毒傳播得好快， 我們
都要繼續做好不同的防疫措施。

媽媽，我們現在身體很健康! 不如
出發去探望公公、婆婆、爺爺和嫲
嫲，我很掛念他們~不知道他們是
否也很健康呢?

你好乖乖呀，懂得關心親人，但由於有些感染了
COVID-19的情況是沒有病徵的，我們不能掉以輕
心，暫時用視像電話與公公、婆婆、爺爺和嫲嫲
見面，這樣也是在保護他們呀!

婆婆，我好掛念你呀!現在疫情好
嚴重，你同公公身體好嗎?
你都要乖乖留在家中啊~~

乖孫，我和公公身體都很好!每
天都有在家做運動，希望疫情快
點緩和，我們可以一起到公園玩
耍! 

媽媽，原來透過視像與公公、婆婆、爺爺
和嫲嫲見面，都是很開心的，下次我要預
備很多歌曲和小魔術，表演給他們欣賞，
讓他們留在家中時，也覺得有趣!

好主意！那我們也邀請爸爸一
起練習，一起表演吧！



照顧自己的身心：

• 面對疫情可能出現的身心反應
• 面對疫情的建議
• 家長壓力管理

照顧孩子的身心：

• 孩子面對疫情可能出現的身心反應

• 如何協助孩子紓緩壓力及情緒
• 何時需要尋求專業協助
• 給不同特殊需要兒童家長的建議

看看照顧孩子的好方法

看看如何紓緩這緊張的心情

衞生署

衞生署

防疫小資訊



做好保護 留家防疫

爸爸，為什麼我們要一直
戴著口罩?可以脫下嗎？

因為COVID-19主要是經飛沫傳播，
所以在外時要正確戴上口罩，才
能做好保護。

呀！ 我記得了！老師曾提醒我們，
出外時、回家後，都要勤洗手，
即時更換衣服，保持衛生！

對！除了要保持個人衛生，增
強身體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更加
重要！！

知道！！要多喝暖水，飲食
均衡、充分休息和做運動！

無錯啦，只要我們保持乾淨
衛生，做好預防工作，病毒
就會遠離我們了！

知道！我哋一
齊加油啦！



防疫小資訊

抗疫錦囊 - 住篇

醫院管理局

在家運動-生理健康

香港中文大學

生理篇



預防病毒
8大營養素

https://remincare.com

防疫小資訊 生理篇



咳！咳！

為什麼我們要在家裡戴
口罩啊？姊姊又不出來
和我一起玩……

因為姊姊感染到COVID-19，為了大家
的安全，暫時都不可以和你一起玩玩
具，要在房間家居隔離呀！

那怎麼辦？我們
會不會像姊姊一
樣不舒服？

不用擔心，只要我們做好防疫
措施，我們便可以打敗病毒！！

不幸染病唔使驚 啟思幫幫你

小朋友染病的病徵

醫師管理局



不幸染病唔使驚 啟思幫幫你

照顧方法：

如小朋友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父母及照顧者切勿驚慌。留家需
要注意的事項：

1.家長及照顧者請記錄病童病徵開始的日期和時間。

2.觀察病童的體温及症狀有否增加及惡化的情況，例如: 面色變蒼
白、呼吸急促等、注意病童的進食量，和大、小便次數和量。

3.量度及記錄體温-發燒首三日最為關鍵，多補充水份。要留意觀
察小朋友的頭、胸、腹部。

4.保持病童健康的生活習慣:多進食新鮮蔬菜生果，

保持適量活動，要有充足休息和睡眠 。

5.注意兒童個人衛生及家居衛生。在家觀察有法

HKCOVIDTIPS

醫生教你點觀察

醫院管理局



不幸染病唔使驚 啟思幫幫你
醫院未能接收很多初步確診患者的現實

情況下，我們如何自救：

1.小朋友方面可以備用一些塞肛的退燒

藥，當小朋友有不適如沾寒沾凍，打冷

震，頭痛或肌肉疼痛為小童量度體溫，

又或者每4小時量度體溫，並且記錄低

溫度去監測病情。

2.盡可能都備用多點快速測試劑、口罩、

漂白水、火酒等防疫用品。

3.食物及長期藥物存量需存夠兩個禮拜。

4.在家隔離都要有供自己娛樂的方式，
保持輕鬆樂觀心態更有助病情康復。

醫院管理局



不幸染病唔使驚 啟思幫幫你

星島頭條



不幸染病唔使驚 啟思幫幫你

星島頭條



不幸染病唔使驚 啟思幫幫你
幼兒和家長的抗疫心理急救箱

國際獅子總會

COVID-19
兒童心理指南

國際獅子總會

國際獅子總會



精神健康
小貼士 

「疫」境當前，家長在親子關係中
為幼兒提供安全感才是心理健康的
最大防護網。遊戲是幼兒表達情緒
的最佳方法，家長可與孩子進行一
個親子遊戲，來觀察幼兒的心理健
康狀況，從而可以及早處理負面情
緒，同時讓家長檢視和照顧自己的
身心健康。

抗疫心理急救

有辦法 

衞生防謢中心

不幸染病唔使驚 啟思幫幫你

親子防疫攻略

衞生署

社會福利署

家長在照顧小朋友都身心疲累，
睇睇點可以運用好方法，在這
疫情中如何愛孩子又愛自己！



女青昕兒駐校服務
香港耀能協會社工服務

快來看有什麼
 好玩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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