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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为人母是令人兴奋的时刻，同时还意味着会发
生巨大变化、会迎来一段有挑战性的过渡时期。

随着你和你的宝宝逐渐了解对方，安德鲁工党政
府很高兴为你提供一个婴儿必需品礼盒，在为人父母的旅途中
为你提供支持。 

所有产品都符合澳大利亚安全标准，由一组睡眠及哄孩子、语
言开发、育儿、儿童安全和早期教育方面的专家挑选和批准。

这本手册放在你的婴儿礼盒里，包含有关婴儿头几周及几月里
的发展、儿童安全、和婴儿一起念书以及紧急联系方式的重要
信息。

手册内容由育儿网编制，我鼓励你上网了解详情： 
raisingchildren.net.au。 

恭喜你喜得贵子，我祝愿你和你的家人在今后的旅途中一切顺
利。

Jenny Mikakos议员 
卫生部长 
救护车服务部长

欢迎你开始你的育儿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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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旨在帮助你探索婴儿世界、理解婴儿的信号
并在头几个月里建立牢固的契合和依附关系。

除了这本指南之外，请参考你的《我的健康学习和发展》
绿皮书，这是孩子出生时你在医院接到的书。

1.	 新生儿的第一周
2.	 宝宝的身体语言
3.	 与宝宝磨合
4.	 哺乳及用奶瓶喂奶
5.	 新生儿的睡眠
6.	 哭闹
7.	 安全
8.	 长牙
9.	 天热注意健康
10.	 育儿及家庭关系
11.	 家庭趣味游戏
12.	 紧急服务及有用的联系方式

欢迎你开始你的育儿
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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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生儿的第一周

会怎么样
你的新生儿头几周都在喂奶、睡觉、和你黏在一起。

你可以通过搂抱、讲话和微笑来与宝宝进行磨合。

尽管你的新生儿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但可能要过段时间
你才能发现宝宝吃奶和睡觉的规律。

你的新生儿头一周需要适应新的环境。外面的世界和肚子里
很不一样，里面是暗暗的、恒温的、噪音是闷的。给宝宝温
暖、爱、安全感、关注，多抱宝宝、多对宝宝笑，这样能帮
助宝宝习惯外面的环境。

如果你担心宝宝，咨询母婴健康服务处（MCH）护士、家庭医
生、儿科医生或拨打七天24小时的MCH热线电话13 22 29。

你还要照顾好自己
就是说要吃好、睡好，在宝宝睡觉时要注意休息，这样才
不会觉得太累。当自己觉得行的时候慢慢恢复身体运动。
需要的话可以请家人和朋友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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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几周 

喂奶和睡觉
你的新生儿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只是每隔几个小时醒来
吃奶。新生儿无法睡一整夜的觉。他们的肚子很小，所以
需要经常醒来吃奶。大多数宝宝每隔2-4小时就需要吃奶 
（每24小时要喂8-12次）。

磨合和沟通
你的新生儿能认出你的声音 – 毕竟在你肚子里呆了9个月，
一直在听你和你家人的声音。你可以用你的声音、抚摸、
模样和气味来与新生儿沟通。宝宝会有自己的沟通方法 – 

即使他们现在还不会笑。

哭闹
新生儿哭闹是正常的，如果你不明白宝宝
在试图告诉你些什么，这种哭闹会让人感
到压力很大。如果新生儿哭闹，你可以试
着喂奶、换尿布、抱宝宝或轻轻地摇宝
宝、讲话或唱歌、或给宝宝洗一个舒服的
热水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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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你们每天在一起时宝宝会学很多东西。 
随着他们看、听、闻、摸周围的世界，他们的大脑在逐渐
发展。你的宝宝会不由自主地握紧手做反射动作，突然听
到大的声响会吓一跳。

常见健康问题
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包括体重减轻、眼睛发粘、身上起疹
子（比如乳痂、尿布疹、痱子、湿疹）、皮肤干燥。如果
什么地方感觉不对劲而且你担心你的宝宝，去寻求医务人
员的帮助。联系你的MCH护士、拨打MCH热线电话 
13 22 29或去找你的家庭医生。 

宝宝的身体检查
你的MCH护士通常会在你宝宝出生后一、两周内上门看你
和你宝宝。离你最近的MCH中心为你和你的宝宝做免费的
身体检查。你去中心做检查时正好可以问问题，去之前把
问题都写下来，这样到时候就不会漏掉你想问的问题。你
还可以通过七天24小时的MCH热线电话13 22 29以及MCH 

App获得母婴健康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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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宝宝的身体语言

宝宝在告诉你什么？
如果你观察宝宝在做什么，你会慢慢理解宝宝的身
体语言和其它信号。

理解宝宝的身体语言并做出回应。

宝宝恐怕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他们要什么，不过他们自己有
办法告诉你正在发生的事。

宝宝用身体语言告诉你他们是否完全醒了，准备要玩，是
否不舒服、不耐烦，感到饿，或正处于睡眠的不同阶段。

你的宝宝还可能会用身体语言向你表示他们想要与你亲
近、加强与你的契合。 

目光接触是宝宝告诉你他们需要你关注的一种方式。

把头和眼睛转向你表示他们想
要你的关注。

伸出手是他们想要你关注的另
一种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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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的信号
访问raisingchildren.net.au，里面有一系列视频帮助你
识别宝宝的信号以及了解如何做出回应。

视频包括：

•	 宝宝说“我累了”的信号  

•	 宝宝说“我饿了”的信号	

•	 宝宝说“我要玩”的信号	

•	 宝宝说“我需要休息”的信号 
 

上网搜索raisingchildren.net.au

宝宝的信号：视频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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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宝宝磨合

磨合和依附关系
你和你新生儿之间的磨合是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他们的心理健康打下基础。
这里有一些建议：

• 经常抚摸和抱宝宝。试着轻轻地摇或搂抱他们，肌肤对
肌肤。

• 对哭闹做出回应。你也许不能总是知道你新生儿为什么
在哭，但做出回应能帮助你宝宝感到安全。

• 让你新生儿感到身体上的安全。抱宝宝时要注意托住他/

她的头部和颈部；包紧宝宝能让他/她重新感受在妈妈肚
子里的安全感。 

如果你没有马上就有一种亲密熟悉的感觉，这没关系而且
是正常的。有时可能要花
几周或几个月才能与你宝
宝建立起契合和依附关
系，才能认识和了解你的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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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宝宝磨合的方法

你可以通过让新生儿看、听和感觉到一些东西来与他们进
行磨合。这能激发宝宝大脑的运转，促进大脑的发展。试
一下这些方法：

• 尽可能经常用轻柔舒缓的语气对宝宝讲话，谈论你正在
做的事或讲故事。 

• 唱歌。你的新生儿很可能喜欢上下起伏的歌声、乐声和节
奏感。

• 你说话和唱歌的时候看着新生儿的眼睛，并做各种表
情。 

• 刺激你的新生儿的触觉。从一出生宝宝就能感受到最轻
柔的触摸。在换尿布时试着用柔软的织布轻轻地抚摸宝
宝的脚。

磨合和依附关系意味着总是用爱、温暖和呵护来回应新生
儿的需要。你在这么做时，你就成为你宝宝生活中一个特
殊的、可以信赖的人。磨合和依附关系有助于宝宝在心理
和身体上的成长。

上网搜索raisingchildren.net.au

成为一名父亲会有一段很陡的
学习曲线。向其他父亲取经可
能会有帮助。

父亲：视频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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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图书和交流
开始和宝宝进行交流永远不会太早。和宝宝一起念书、 
讲故事、说话和唱歌有助于他们了解声音、文字和语言，
这刺激宝宝的想象力，帮助他们了解周围的世界。 这是你
和宝宝进行磨合并共度快乐时光的好机会。

分享故事并不只是和宝宝一起看书，宝宝再年幼也能从与
你一起分享图书的经历中学到东西。你的婴儿礼盒包括四
本书，随着宝宝慢慢变大，你们可以一起分享和阅读。在
分享图书时：

• 一起看图画 – 指着宝宝能看到的熟悉的、新的东西， 
并说出它们的名称。孩子听到的词越多，他们学会的词
也越多。

• 慢慢地念，每一页都花些时间，这能让宝宝把注意力集
中在图画上。

• 边念边变换你的语调，这让宝宝了解不同的语音 – 帮助
他们学习自己发出声音。

请访问raisingchildren.net.au并搜索”语言”，你可以看到
更多有关孩子语言开发的信息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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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哺乳及用奶瓶喂奶

给新生儿喂奶
新生儿每隔2-3小时就需要吃奶。对宝宝来说，
母乳的营养价值最高。你可以自己喂奶，或把母
乳挤出来后用奶瓶喂。

哺乳

母乳本来就是专门为宝宝准备的，它包含宝宝成长和发
展所需要的营养，并保护宝宝不会被感染和染上疾病。
哺乳既免费又方便，还能促进你和宝宝之间的磨合。 

用奶瓶喂奶

如果宝宝无法总是让你直接喂母乳，你可以把奶挤出来
后用奶瓶喂，这能维持你的产奶量并确保宝宝能得到母
乳的好处。或者，你也可能选择用配方奶喂宝宝，这是
唯一能替代母乳的安全选择。在用配方奶时，在喂宝宝
之前一定要对所有奶瓶奶嘴进行消毒。联系你的MCH护
士或拨打MCH热线电话13 22 29，咨询关于用奶瓶喂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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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搜索raisingchildren.net.au

哺乳视频

访问raisingchildren.net.au，上面有一系列视频提供
详细的哺乳信息。

视频包括：

•	 如何哺乳： 
 正确附着

•	 如何哺乳： 
 哺乳姿势

•	 常见哺乳问题： 
 吐奶及特殊饮食

•	 常见哺乳问题： 
 挑战及获得帮助

你的MCH护士以及澳大利亚哺乳协会能
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哺乳的有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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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生儿的睡眠

每日呵护
新生儿的睡眠规律与你的不同。你需要知道以下几
点。
• 新生儿通常在每24小时内要睡16个小时左右，晚上要醒

2-3次吃奶。
• 新生儿不知道人们在晚上睡觉。你的新生儿白天黑夜都

在睡短觉，每一觉最多4个小时。
• 新生儿醒的时候一般都要吃奶。吃完后很可能想要继续

睡觉，就是说在这个年纪他们的”玩耍时间”很短。
• 到宝宝3个月大时，他们可能已经养成了每晚睡4-5小时

的习惯。记住，一直到6个月大，很多宝宝晚上仍需要喂
奶和哄他们。

如果你宝宝是早产儿或出生时体重较轻，你的MCH护士、
家庭医生或儿科医生可能会建议晚上只让宝宝睡一段时间
就要唤醒他们吃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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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哭闹

每日呵护 

哭闹是你宝宝进行沟通的主要方式。
重要的是要记住所有宝宝都哭，通常在6-8周时哭得最厉
害，然后情况开始好转。

如果你担心宝宝哭的问题，请告诉你的MCH护士、家庭医
生、儿科医生，或拨打七天24小时的MCH热线电话 
13 22 29。

如果你宝宝在哭，请试着进行以下排查：

• 宝宝饿了吗？新生儿每隔2-3小时就要吃奶。

• 宝宝需要安慰吗？试着把宝宝抱在怀里、轻轻地摇、 
走路、轻声说话或唱歌。

• 宝宝累了吗？试着安全地把宝宝包起来，动作要轻， 
但要包牢，然后把宝宝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睡觉。

• 宝宝需要换尿布吗？换尿布，如果宝宝起疹子，用清水
冲洗他们的屁股，轻轻地蘸干，并涂上尿布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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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需要打饱嗝吗？试着把宝宝直起来，轻轻地拍他们
的背。

• 宝宝生病了吗？量他们的体温。平均体温是37˚C。你担
心的话去看家庭医生。

有时宝宝哭闹没有明显的理由，去寻找帮助总归没错。如
果你觉得自己应付不了，就把孩子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比如婴儿床里），让自己喘口气平静下来。你可以请别
人抱一会宝宝，或拨打MCH热线电话13 22 29。

上网搜索raisingchildren.net.au

哭闹的宝宝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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哄宝宝的方法
如果宝宝在哭，可以试试以下一些有
用的方法：

• 把宝宝放在婴儿车里，出去散
步。

• 试着给宝宝洗个舒服的热水
澡。白天当宝宝哭得最厉害
的时候请朋友或亲戚帮忙。

• 如果你不是太累，你可以开
车出去兜一圈。即便宝宝不
停地哭，有时在路上你反而
更容易应付些。

• 如果你觉得被压垮了，把宝宝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自
己休息5分钟。让宝宝哭个几分钟，这不会伤害他们，而
且休息一会能帮助你重新控制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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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全

睡眠安全
让宝宝面朝上睡，这是健康宝宝最安全的睡觉姿
势，可以避开婴儿猝死症（SUDI）的风险。
一旦你的宝宝会翻身了（大约4-6周左右），坚持让宝宝面
朝上睡，但也要让他们摸索自己的睡觉姿势。

• 要保证宝宝睡觉时头部或脸部不会被东西盖住。
• 把宝宝放在床尾处，脚要靠近床尾端。
• 床单要掖紧。 

• 你可以用婴儿礼盒中提供的那种安全婴儿睡袋替代毯
子，在脖子和胳膊处开孔、但没有帽子的睡袋是最安全
的。

• 使用符合澳大利亚安全标准的婴儿床和大小合适的床
垫。

• 婴儿床里不要放软的玩具、枕头、被子、羊皮和软垫。
• 可以的话，头6-12个月让宝宝睡在你房间里的婴儿床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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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地把宝宝包起来

有些宝宝喜欢被包着的感觉。

宝宝一出生就包紧他们，直到他们能翻过来趴在肚子上
（4-6个月）。如果你的宝宝不喜欢被包起来，试着用安全
婴儿睡袋。一旦宝宝能翻滚了，你就不应该把他们包起来
睡觉。

使用质地轻柔的棉布或纱布包宝宝，要包严实，但不要太
紧，要能让宝宝完全伸开腿。

如果天热，包宝宝时里面只需要有一件小背心和尿布就足
以。”过热”一直被认为与SUDI有关，所以宝宝睡觉时要尽
量保证凉爽和舒服。如果天冷，包宝宝时里面有一件质地
轻柔的连体衣即可。

不要包到宝宝的头部、耳朵或下巴，包的位置太高会堵住
宝宝的呼吸并导致他们过热。

给宝宝穿得暖和便可，但不要热。在室内，宝宝的头上不
要盖任何东西，保持凉爽，不要过热。如果宝宝的手脚感
觉凉，不要担心 – 那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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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Nose（红鼻子）安全睡眠室内温度计指南

14C 16C 18C 20C 22C 24C 26C+

16C< >18C 20C 22C 24C 26C

安全睡眠室内温度计

凉/冷* 热/很热*

*天气和室内

温/暖*

只穿尿布

小背心

短袖上衣（不带腿）

连体衣（棉质）

睡衣（法兰绒）

Red Nose（红鼻子）向你推荐六条基于证据的
建议，保证宝宝睡眠安全并降低风险：

1.  让宝宝面朝上睡 

2.  不要盖住头部和脸部

3.  在宝宝出生前后，不要让宝宝接触到香烟烟雾 

4.  白天黑夜都要保证睡眠环境的安全 

5.  把宝宝放在父母房间里的安全婴儿床里睡

6.  为宝宝哺乳 

什么是TOG保暖系数？ 
 TOG代表总体保暖级
别，这是根据婴儿睡
袋的保暖效果给出的
一种评分机制。保暖
系数低的睡袋在较暖
和的天气使用，保暖系
数高的睡袋在较冷的天
气使用。

免责声明：这个温度计仅作为一种指
南使用。

www.rednose.org.au

0.2/0.3 TOG 
保暖系数 

1.0 TOG 
保暖系数 

2.5 TOG 
保暖系数 

3.5 TOG 
保暖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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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长牙

保护牙齿
在乳牙长出来之前就应该注意保护牙齿。

大多数宝宝在6-10个月之间开始长牙，每颗乳牙长到牙龈

表面的时候，牙龈就会张开露出牙齿。

你可以早在乳牙出现之前就开始清洁和保护宝宝的牙龈，

每天用干净、湿的面巾或纱布轻轻地擦洗他们的牙龈两遍

即可。

要协助安慰正在长牙的宝宝，你可以试着：

• 用干净的手指轻轻地按摩宝宝的牙龈 – 一定要先洗手。

• 给宝宝可以咬的东西，比如冷藏过的（不是冷冻过的）
牙刷、奶嘴，或者像婴儿礼盒中所提供的牙环。

• 让孩子吸吮硬的东西，比如不含糖的饼干。

如果宝宝仍看上去不高兴或不舒服，也许应该去见你的

MCH护士或家庭医生，长牙也许不是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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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乳牙

一旦乳牙出现，你可以一天清洁两次（早上和睡觉前）。

在手指上缠一块干净、湿的面巾或纱布，擦洗每颗牙齿的

正面和背面。

如果宝宝不介意，你可以开

始用像婴儿礼盒中所提供的

专门为不到两岁的儿童设计

的软牙刷。在宝宝18个月大

之前用牙刷蘸水就行；之后

可以在牙刷上挤豌豆大小的

氟化物含量低的牙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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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天热注意健康

防晒
宝宝不到六个月大时最好的防晒方法是找遮荫处、
穿上衣服并戴上帽子，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建议不要
用防晒霜。
帽子：帽子要能保护孩子的脸部、颈部和耳朵不被太阳紫
外线照射。桶式、宽边、兵团帽的保护效果最好，比如婴
儿礼盒中所提供的太阳帽。  

找质地柔软的帽子，这样宝宝戴着帽子也能舒服地躺下
来。记住你自己也应该保护好自己 – 如果你戴帽子，宝宝
会学你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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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晒霜：超过六个月大的孩子可以用防晒系数30或以上的
宽频、防水型防晒霜，涂在孩子的脸上、手上以及其它衣
服遮不到的地方。防晒霜过滤紫外线辐射，但不会完全阻
挡紫外线。你仍需要找遮荫的地方并给孩子穿防紫外线的
衣服。

在热天，要增加宝宝进食的次数，并多给他们补充水， 
防止孩子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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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育儿及家庭关系

家庭生活
育儿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所有父母都是边
做边学。所有父母都会犯错，都会从实践中获得教
训。 

育儿需要观察、理解、坚持、想象、耐心、诚实和能量！

家庭关系
家庭关系对孩子发展的影响最大；好的家庭关系帮助孩子
觉得安全、感受到爱。矛盾是伴侣关系中的一部分，制定
控制压力和矛盾的策略对你、你的家庭关系和你的孩子都
好。要了解控制矛盾的贴士，请访问： 
raisingchildren.net.au

宝宝出生后头6-8周，不要对你或你们的关系期望太高。这
是一个过渡时期，最重要的事情是想办法了解你的宝宝并”

熬过”睡眠严重不足这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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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家庭趣味活动 
• 维州公共图书馆 – 你本地的公共图书馆为0-6岁儿童免费

安排故事会，提供机会结识其他家庭、分享心得、建立
友谊并在社区享受愉快的时光。图书馆可以免费加入，
借书可以培养对阅读的热爱。你的婴儿礼盒里放了一张
仿制的借书证。访问 publiclibrariesvictoria.net.au 

寻找离你最近的图书馆，把它换成一张真的借书证开始
借书。

• 玩具馆 – 提供优质教育性玩具，适合宝宝成长、发
展和想象力的各个阶段，仅向家庭收取
少许费用。在这里寻找你本地的玩具
馆：toylibraries.org.au/find-a-toy-
library

• 维州游戏组 – 游戏组把幼童、家长和家
庭聚到一起，帮助宝宝通过游戏学习和发
展。游戏组免费加入。要了解如何加入游戏组，请访问
playgroup.org.au

• 访问本地的公园和游乐场，那里有很多宝宝可以看、 
可以做、可以探索的东西。

• 访问你的地方政府网站，了解本地区的家庭活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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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紧急服务及有用的联系方式 
救护车/警察/消防	 000

中毒信息中心	 13 11 26

儿童保护危机热线	 13 12 78

生命热线	 13 11 14

有用的联系方式
母婴健康服务热线（24小时）	 13 22 29

澳大利亚哺乳协会	 1800 686 268

PANDA（围产期焦虑及抑郁协会） 
 1300 726 306

Beyond Blue（跨越忧郁）	 1300 224 686

Red Nose（红鼻子）	 1300 998 698

电话翻译服务	 13 14 50

Parentline（育儿热线）	 13 22 89

Nurse-on-Call（24小时值班护士）	 1300 60 6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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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机构提供你可能需要的有用信息和资源：

• 皇家儿童医院儿童健康信息
• Kidsafe （儿童安全网）
• 皇家儿童医院社区信息组
• Red Nose（红鼻子）
• 澳大利亚哺乳协会
• PANDA（围产期焦虑及抑郁协会）
• 维州游戏组

请访问 
betterhealth.vic.gov.au/babybundle进一步了解以上
机构的信息。

本指南亦翻译成社区语言：

访问betterhealth.vic.gov.au/babybundle，下载用你的语
言编制的本指南的PDF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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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2 29
www.betterhealth.vic.gov.au/mchline

www.betterhealth.vic.gov.au/mchapp

家庭可以找MCH护士咨询从怀孕到孩子上学的任何事情，一
天24小时、一周七天。

母婴健
康热线

维州母婴健康服务处提供的免费app。

THE MCH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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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完整的、信得
过的在线育儿资源

raisingchildren.net.au提供免费的、可靠的、最新的独
立资讯，帮助你的家庭一起茁壮成长。我们由澳大利亚政
府资助，接受专家们的评议，深受家长的信赖。

raisingchildren.net.au专门为繁忙的家庭设计，提供很
多贴士和技巧供你尝试。该网站上的内容易于查询、易于
消化，回答了几百个育儿方面的问题，随时随地供你参
考。

raisingchildren.net.au上的文章、视频和互动资源专门
为不同年龄和不同阶段定制，带你从呵护你的小宝宝到培
养一个自信、坚强的青少年 – 而且还帮助你照顾好你身为
父母的本人。

预订我们的新闻简报并在Facebook和YouTube 

上关注我们。

13 22 29
www.betterhealth.vic.gov.au/mchline

www.betterhealth.vic.gov.au/mchapp



告诉我们你觉得你的婴儿礼
盒怎么样！

访问 
www.betterhealth.vic.gov.au/babybundle 

并按链接填写一份简短的调查问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