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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孩子学习好
祝贺您! 您和您的孩子开始了一段激动人心的新旅程。
同任何重大转变一样, 上小学也会有一套新规矩, 新挑战和新收获。
让这个转变成为愉快健康的过程, 就可以在日后的生活中得到切实的益处。积极的开学
体验, 会让孩子做好学习准备, 并对生活中的其他重大转变树立信心。
而且, 更重要的是, 健康孩子学习好。
这也是您与孩子所在学校的一段重要合作关系的起点。从现在以至他们整个上学生涯,支
持您孩子在身体、社交和情感方面健康发展。
本手册的目的:
• 为一年级儿童的父母和照顾者提供及时的有关健康方面的信息
• 为您概述一下学校在您孩子健康上所起的作用
• 为您指明哪里去查找您和家人特别想了解的内容, 更为具体的信息或联系方式。
我们鼓励您使用目录和索引来查找您所需的重要信息, 并将这本手册留在身边，便于今
后参考——谁都说不准学习旅程中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祝您健康，祝学年愉快。
Charles Guest教授

Bruce Bolam博士

Claire Tobin博士

健康主管专员

预防健康主管专员

首席医学顾问

卫生及人力服务部

卫生及人力服务部

教育及培训部

保持健康
‘我发现, 如果让Jane一起来准备她自己的午餐时, 她就会吃光午餐, 带回家的是空空的
饭盒! ’

Jane的妈妈Catherine

健康饮食
您孩子在学校里吃什么食物, 会对他们饮食习惯偏好、生长发育、能量精力、注意力水
平以致学习能力有极大的影响。 只要学校和家庭共同努力, 养成健康饮食习惯, 会对儿
童的生长发育和健康带来终身的积极影响。

学校的做法
《学校食品服务政策》（The School Food Services Policy）及其配套材料, 指导学校提
供健康的校内食品服务, 并制定健康饮食全校性措施。
“成就方案” （Achievement Program）支持并认可健康饮食全校性措施。
“健康饮食咨询服务”(The Healthy Eating Advisory Service)提供培训、咨询、支持和菜单
评估服务，协助学校按照《学校食品服务政策》供应食品饮料。

家长可以做什么
早餐很重要
早晨吃营养丰富的食物可以让孩子在学校保持活跃和注意力集中。树立正面榜样, 让孩
子看到您也是吃营养丰富的早餐。一碗低糖高纤维麦片加牛奶以及新鲜或炖煮的水果,
就是全家优质第一餐。
带校午餐 – 该包括的食物和饮料
从家里给孩子包午餐是让他们学习健康食品和饮料的好方法。坚持尽可能地选用新鲜、
未加工食物, 带饮水或小盒牛奶（暖和的月份里需要冷冻）。健康的午餐盒内应该包括
五个食品组的每个组别, 外加饮水。
请抽出本手册中页的 “挑选组合1–6”散页,放在冰箱上, 就是快速简便的参考。
带校午餐 – 该限用的食物和饮料
深加工, 含糖, 高脂肪, 过咸的食物或饮料, 只能是孩子饮食构成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带校
午餐中应避免甜食(包括巧克力), 薯片和甜饮料。
许多超市的商品看上去包装得宜, 也是作为健康带校午餐来推广。但甜饮料, 饼干, 零食棒,
水果条, 薯片和其他商品很可能是高糖, 高盐和高脂的产品。请注意比较产品包装上营养
信息框内的 “每100克” 数据, 选用糖盐脂含量最低的商品。

有关庆生的特别说明
许多家庭都乐意在校内为孩子庆生, 带些东西到班级分享。 这可就意味着经常
的食用果糖和小蛋糕! 不要有一定得带东西款待大家的想法, 因为老师常常已
经安排好了既有趣又有新意的方式来处理学生的生日, 比如, 来一段班级合唱，
佩戴特别的徽章等。

更多信息
• 上www.betterhealth.vic.gov.au网页搜索school lunches
• 上www.betterhealth.vic.gov.au网页搜索School Food Service Policy
• 上www.achievementprogram.healthytogether.vic.gov.au网页阅读有关Achievement
Program内容
• 上heas.healthytogether.vic.gov.au网页阅读Healthy Eating Advisory Service内容

‘在Caleb上学前的圣诞节，他和弟弟都得到了自己的滑板车。这个礼物成为让他到户外
去的最好的东西。 留下的问题是我如何跟上他的步伐, 因此我太太在我三月份生日时也
给我搞了辆滑板车。现在, 这已成了我们大家一起做的活动!’

Caleb’s 的爸爸Darren

肢体活动和积极玩乐
一年级儿童有大量精力, 需要时间在户外消耗掉。 肢体活动是帮助您孩子思考, 集中注
意力, 解决问题的好方法。而积极玩乐, 无论在家在校, 则是儿童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专家的看法
对于小学生, 建议每天有60分钟的肢体活动, 而看电视, 打电游等“在屏时间” ,不要
超过2小时, 并尽可能地将长时间的久坐分散成小段。

学校的做法
从一年级到10年级, 每个学生都要上体育课。通过体育课和校内体育活动, 儿童学会肢体
动作的技能信心, 并领会进行练习、设定目标、迎接挑战、团队协作和公平待人的价值。
除了上述组织的活动, 课间休息也是进行积极玩乐的时间。孩子在校的一天里，玩乐的
时间相当重要, 这是因为它开发儿童的:
• 想象力创造力
• 解决问题能力

• 社交能力, 包括学习如何与人相处和解决分歧
• 肢体技能, 包括协调, 平衡和灵活性
• 交谈、倾听的技巧和自信心
• 理解他人、接受差异的能力
• 认识自己以及自己在世上的定位。

家长可以做什么
鼓励孩子对于积极玩乐的兴趣。喜欢体育和肢体活动的孩子, 往往一生都保持活跃。而
保持活跃, 有助于提高自尊, 维持健康体重, 降低日后患上严重疾病的风险。做到这一点
的方法包括：
• 全家一起保持活跃; 这样就会让每个人都动起来, 儿童就喜欢与家长一起玩乐。
• 尝试将肢体活动结合到您的日常生活中, 例如步行、骑车或骑滑板车上学, 每天放学
或晚饭后与孩子一起遛狗。
• 为积极玩乐留出足够的时间。当儿童无拘无束时, 他们就会消耗精力, 改进自己的协
调性, 并且常常是充满欢乐。他们一般会自己积极地玩乐而无需您过多干预。.
• 利用当地的游乐场地、运动场或学校操场做游戏或肢体活动, 特别是家里空间不够大
时要这样做。
• 在孩子玩滑板, 或骑车踏滑板滑板车上学时, 要确保他们佩戴合身的头盔并扣上。
• 当然，保证您孩子所处环境安全无虞很重要。 但这并不意味着孩子每次玩乐时您必
须在身边。 与孩子一起玩虽然有趣重要, 但鼓励他们的独立性同样十分要紧。

关于在校受伤的特别说明
您大概已经了解活跃的孩子会出事故。如果您孩子在校内受了伤，学校有急救设施
和经过培训的员工，对情况进行评估并采取措施，如有必要也会很快和您联系。

更多信息
• 上www.betterhealth.vic.gov.au网站搜索children – keeping them active
• 上www.education.vic.gov.au网站搜索 first aid needs policy
• 上www.kidsafevic.com.au网站获取更多有关儿童安全的信息
• 上www.walktoschool.vic.gov.au或www.bycyclenetwork.com.au网站获取更多有关步

行或骑车上学的信息
‘我们有时注意到Barnaby经常揉眼睛，有几次他好像看不清远处的东西。但孩子的事说
大不准。不过我还是填写在了健康问卷上。 幸好我填了，因为小学护士给他做了一次视
力测试，原来是他需要带眼镜。我很高兴，我们很早，而不是太晚才发现问题。’

Barnaby的妈妈Hazel

成长和身体发育
童年是建立饮食、活动和睡眠模式、支持健康成长和身体发育的重要时期。

学校的做法
《小学护理规程》（Primary School Nursing Program）会鉴定出由于潜在健康问题而学
习困难的儿童, 并且回应您对孩子健康和安康的关注。 一年级学生来校的第一年里, 小
学护士会来学校探访, 进行健康评估并且提供有关健康行为的信息和建议。
孩子的学校会给您一份《学校入校健康问卷》
（SEHQ），这要在第一年里填写完成。 要
会求您提供您孩子病史, 以及您是否对孩子的健康发育有任何担忧的信息。

家长可以做什么
• 填妥《学校入校健康问卷》并交回学校。
• 如果您对孩子健康和安康方面有任何疑问, 可在问卷（SEHQ）中提出, 或者随时与孩
子的老师或您家庭医生讨论。

更多信息
• 上www.education.vic.gov.au网站搜索Primary School Nursing Program
• 上www.betterhealth.vic.gov.au网页搜索Growth and development –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即使上课时间比以前日托的时间要短, 可在刚上学时, 杰克逊还是累的够呛。 我想, 他
一边要管好自己, 还要学新规矩, 在刚开始的时候, 确实累的够呛。
’

Jackson的爸爸David

睡眠
孩子放学后通常很疲劳, 学年开始的时候更是如此。 他们每天晚上从7:30左右, 需要大
约10～11小时的睡眠。晚上睡个好觉, 可以帮助您的孩子第二天正常上学, 并增强他们
的免疫系统, 保持健康。

家长可以做什么
定时就寝非常重要。它让孩子在一天后放松下来, 安定下来准备睡觉。试试这样做：
• 让他们每天定时上床起床。确定性会让孩子有安全感。
• 在睡前一小时帮孩子安定下来。关掉电视和其他电子设备, 提倡安静的活动。给他们
读些书或和他们一起阅读, 都很有作用。
• 静静地聊一聊白天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 也能让孩子在睡觉前说出他们的心事忧虑。
• 如果他们还是睡不稳, 那就看一看他们锻炼的时间是否充足。
• 如果不充足, 想个办法让他们精疲力尽！

更多信息
• 上www.education.vic.gov.au网站搜索 healthy sleep patterns

‘Khrista的第一颗牙齿是在学校里掉的。 老师把它放在信封里让她带了回家, 还附了张便
条, 说是这事让全班一起讨论了牙医的问题。’

Khrista的爸爸Pradheep

牙齿和口腔卫生
刚上学的头几年, 学生满嘴都是松动的牙齿! 大多数儿童大约从6岁开始乳牙脱落。 一般
到了12岁, 除了智齿之外的恒牙应该都长齐了。

学校的做法
学校可以为您提供孩子如何才能获得维多利亚州公共口腔卫生服务的信息。

家长可以做什么
到了这个年龄，您的孩子应该已经是自己刷牙了, 虽然他们还可能需要些帮助。帮助孩
子刷牙, 一直到帮到确信他们可以自己完成。这通常是七岁到八岁的年龄。
当您孩子开始长恒牙时，您应该:
•

让松动的乳牙自行脱落。如果试图在脱落之前拉拔乳牙可能会断掉, 可能造成感染。

• 保持孩子的刷牙习惯。他们每天早晚都要用软毛牙刷和含氟量适当的牙膏刷牙, 在松
动乳牙的周围用力要轻。刷牙后把牙膏吐出, 不要咽下或用水漱口。
牙科检查
每个孩子口腔健康方面的需要是不同的。请和您的牙医商量, 看孩子应该多久查一次牙。
所有12岁以下的孩子都有资格享受维多利亚州公共口腔卫生服务, 以社区牙科诊所为基
础提供检查、咨询和治疗。
更多信息
• 上www.dhsv.org.au网站寻找附近的社区牙科诊所，点击‘ find a clinic’ ，或致电
1300 360 054查询.
• 上www.ada.org.au网站寻找附近的私人牙医，点击‘ find a dentist'.

‘我们家离学校很近, 所以我走着送Lilah和Charlie去学校。 我通常还带上我们邻居家俩
孩子。 他们已经把“停一停、听一听、看一看、想一想”变成了真正的游戏——每当我们
拐上街角时, 他们就会轮流的喊出来。他们喊得很响的！’

Lilah和Charlie的妈妈Karen

安全去学校
一直要到10岁11岁的年龄, 孩子才会具备安全使用道路所需的技能和体能。儿童最好的
学习方法就是让他们在现实路况中, 在往返学校等日常环境中, 在成人的引导下学习。

学校的做法
同父母和照顾者一起, 学校也有责任, 帮助儿童成长为自觉的乘客、行人、骑车人, 以及
日后成为司机。交通安全教育已纳入学校课程。

家长可以做什么
教会他们

‘停一停、看一看、听一听、想一想’ 。

和孩子一起步行（或骑车, 或滑板车）去学校, 是开始新的一天的好方法， 这样还能强
化孩子的道路安全意识。 12岁以下的儿童是允许在人行道上骑行的, 连陪同的成人也允
许。到了过马路的地方, 重复学校教的内容, 让您的孩子做到：
• 停一停, 停在离路边一步的地方。
• 看一看, 看所有方向的来车。
• 听一听, 听任何方向来车的声音。
• 想一想, 过马路是否安全——要等道路上没车或车辆都停下后才安全。 走直线过马
路。过马路时, 还要注意看看听听交通的情况。

接送时要小心谨慎
在学校繁忙时段为了让所有人都安全, 要做到:
• 遵守学校周围限速和停车标志
• 记住, 儿童的行为不可预测——他们可能根本没有看到您, 因此您必须要注意他们。
• 如果您接孩子要晚到几分钟, 就要告诉他们应该留在学校操场上或办公室里, 留在老
师身边等您。

更多信息
• 上www.vicroads.vic.gov.au网站搜索 safe to school
• 上www.education.vic.gov.au网站搜索 traffic safety eduction
• 上www.kidsafevic.com.au网站搜索获取更多儿童安全的信息

‘我们记不住每天上学都要收拾些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在Emily房间的墙上贴了张大清单,
每天的头一样都是“帽子”!’

Emily的妈妈Karin

防晒
过多的太阳紫外线(UV)照射会导致皮肤癌, 而日晒不足又可能引起维生素D缺乏症, 而
维生素D对形成健壮的肌肉和骨骼至关重要。这就需要找到健康的平衡点。紫外线与太
阳发出的光和热不同,

光和热我们都能看到感到。 但是即便是在阴凉的日子, 紫外线水

平也可以很高并伤及皮肤。

学校的做法
•

防日晒防紫外线政策规定，当紫外线水平达到或高于3时（在维多利亚州，一般指9月

到4月底）
，发布日间防嗮时间, 学校应采取综合防晒措施。
• 学校在极端高温（或暴雨）的日子里并不关闭。 不过, 极端的天气条件下(比如在热
浪期间)，午休和放学时间可能调整。

家长可以做什么
• 您所在地区的日间防嗮时间提醒何时要防护皮肤。请登录气象局网站查询日间防嗮时
间（www.bom.gov.au/uv/）
。 每天都应查询, 了解防嗮的需要。也可以下载
“SunSmart” 软件,

在紫外线超标时就会收到通知。

• 以身作则, 强化防晒安全习惯。在应防嗮的时间, 穿上防日晒衣服, 抹上标号SPF30
或以上的广谱防水防晒霜, 带上宽边遮阳帽, 找背荫处, 带墨镜。

更多信息
• 上www.sunsmart.com.au网站免费下载SunSmart软件
• 上www.education.vic.gov.au网站搜索Sun and UV Protection policy 或 school
hours policy
• 上www.betterhealth.vic.gov.au网站搜索skin cancer – children

极端高温
极端高温会影响到每个人。不过风险最大的是65岁或以上(特别是独处)的老人、婴幼儿、
低龄儿童以及病患。 极端高温期间, 很容易造成脱水或体温过高。 这种情况下, 还可能
出现热痉挛、热衰竭和中暑。中暑是急诊, 它可以对重要器官造成永久性伤害甚至死亡。
极端热浪还可能加重现有病情。

家长可以做什么
• 以身作则, 强化良好的习惯。涂用防晒霜, 穿宽松衣裤, 戴大小合适的太阳帽
• 确保孩子在炎热气候时有足够的饮水
• 避免饮用过多的含糖饮料, 清水就好
• 鼓励孩子尽可能避开日晒, 并减低他们的活动量--也就是避免或限定室外体育等活动
• 如有可能, 少吃多餐, 食用沙拉等食品来维持能量
• 呆在背阴处, 尽量多休息
• 食品安全也十分重要, 因此要考虑带沙拉或沙拉三明治等耐热的午餐。 在炎热的日子
里也可以考虑放些冰块来为午餐盒降温。
更多信息
• 上www.betterhealth.vic.au/heat网站查询
• 上www.health.vic.gov.au/subscribe网站登记并收取炎热天气健康警告

FOR A HEALTHY LUNCHBOX

FRUIT

1

FRESH FRUIT
• Apple
• Banana
• Mandarin
• Orange quarters
• Passionfruit halves (with spoon)
• Watermelon, honeydew,
rockmelon chunks
• Pineapple chunks
• Grapes
• Plums
• Nectarines, peaches,
Apricots
• Strawberries
• Cherries
• Kiwifruit halves (with spoon)
• Pear
MIXED FRUIT
• Fruit salad
• Fruit kebabs
DRIED FRUIT
• Dried fruit, nut, popcorn
mixes*
TINNED FRUIT/SNACK
PACKS/CUPS
• In natural juice (not syrup)

VEGETABLES

SOMETHING FROM EACH GROUP

2

FRESH CRUNCHY VEGIES
• Corn cobs
• Carrot sticks
• Capsicum sticks
• Green beans
• Cucumber sticks
• Celery sticks
• Snow peas
• Tomatoes (e.g. cherry and
Roma tomatoes)
• Mushroom pieces
Can serve with either:
• Hommus
• Tomato salsa
• Tatziki
• Beetroot dip
• Natural yoghurt
SALADS
• Coleslaw and potato salad
(reduced fat dressing)
• Mexican bean, tomato,
lettuce and cheese salad
• Pesto pasta salad*
BAKED ITEMS
• Grilled or roasted vegetables
• Wholemeal vegetable
muffins or scones
• Vegetable slice (with grated
zucchini and carrot)
• Popcorn
SOUP (In small thermos)
• Pumpkin soup
• Potato and leak soup
• Chicken and corn soup

MILK, YOGHURT 3
AND CHEESE

MEAT OR MEAT 4
ALTERNATIVE

GRAIN AND
CEREAL FOOD

• Milk
• Calcium-enriched soy and
other plant-based milks
• Yoghurt (frozen overnight)
• Custard

• Tinned tuna or salmon in
springwater
• Lean roast or grilled meats
(e.g. beef, chicken, kangaroo)
• Falafel balls
• Lean meat or chicken patties
• Tinned tuna or salmon
patties
• Lentil patties
• Lean deli meats
(e.g. ham, silverside, chicken)
• Boiled eggs
• Baked beans (canned)
• Tofu cubes
• Hommus dip
• Lean meat or chicken
kebab sticks
• Peanut butter*

MAINS
• Wraps
• Sandwiches
• Rolls
• Toasted sandwiches

Tip:
• Freeze the night before to
keep cool during the day

• Cheese cubes, sticks or
slices
• Cottage or ricotta cheese
• Cream cheese
• Tatziki dip

Can serve with either:
• Fruit
• Wholegrain cereal,
low in sugar
• Vegetable sticks
• Rice and corn cakes
• Wholegrain wheat crackers

Can serve with:
• Wholegrain sandwich, roll,
pita or wrap bread with salad
• Rice and corn cakes
• Wholegrain wheat crackers
• Side salad
• Vegetable frittata
• Skinless chicken drumsticks
• Savoury muffins or scones
(e.g. lean ham, cheese and
shallots)
• Homemade pizzas with lean
roast or deli meats and
vegetables
Can serve with:
• Side salad
• Steamed or roasted
vegetables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healthy eating and for many tasty recipes, visit the the Healthy Eating Advisory Service:
heas.health.vic.gov.au

5

Tip: Use breads such as
wholemeal, multigrain, rye,
sourdough, pita, flat, corn,
mountain, lavash, white
fibre-enriched, soy and
linseed, herb, naan, bagels,
foccacias, fruit bread and
English muffins.
•
•
•
•

Pasta dishes
Rice, quinoa or cous cous dishes
Noodle dishes
Sushi

SAVORY BAKED ITEMS
- Homemade pizzas
- Wholemeal savoury muffins
or scones (e.g. ham, cheese
and corn muffins)
- Vegetable based muffins
- Pasta or noodle bake

1-6!
6

• Take a water bottle (for
refilling throughout the day)
Tip:
• Freeze overnight to keep
foods cool in lunchboxes

Sweet and savoury snack
foods (e.g. muesli/fruit/nut
bars, biscuits, crisps, cakes,
muffins, slices) should be
limited in lunchboxes. They
can lead to excess energy
intake if consumed in large
amounts.
Sugar sweetened drinks and
confectionery should not be
provided in lunchboxes. They
can lead to excess energy
intake and tooth decay.

SWEET BAKED ITEMS
• Fruit loaf
• Wholemeal fruit based muffins
SNACKS
• High fibre, low sugar
cereal (e.g. muesli)
• English muffins
• Crackers
• Crispreads
• Rice cakes
• Corn thins
• Wholemeal scones
• Pikelets
• Crumpets
• Hot cross buns (no icing)

*Check your school’s policy

regarding the use of nuts and
products containing nuts.

FOR A HEALTHY LUNCHBOX
SOMETHING FROM EACH GROUP 1-6!
1

FRUIT

2
5

VEGETABLES

GRAIN AND
CEREAL FOOD

6
3

MILK, YOGHURT
AND CHEESE

WATER

MEAT OR MEAT
ALTERNATIVE

4

社交及情感发展
‘Zahid刚上学的时候, 只认识一个和他一块上幼儿园的女孩。老师让他们坐在一起, 这样
他们在刚开始的时候不觉得孤单, 后来又他结识了不少新朋友。’

Zahid的爸爸Aman

应变能力
“应变能力”一词用来形容一个人面对变化、挑战和逆境时, 应付、适应、从中学习并茁壮
成长的能力。 虽然说, 有些孩子会比别人适应起来更难一些, 但是, 所有孩子能够找到
积极的应对方法, 让自己一生受用。

学校的做法
您的学校会帮助您孩子学习宝贵的生活技能, 比如说建立关系, 寻求帮助, 作出决定等
等技能。学校里的环境为儿童提供很多学习成长的机会。在小学阶段, 他们可以学会理
解和表现自己, 与人相处, 应对挑战, 广交朋友, 处理冲突 —— 所有那些青少年和成人
阶段用得着的人际技巧。

家长可以做什么
家长和照顾者可以这样来帮助孩子增强应变能力:
• 把家庭建设成一个安全快乐的场所
• 赞扬孩子的良好表现
• 制定并坚持明确的规则
• 与朋友和家人的相处关系中, 以身作则来教孩子行为举止
• 安排专门时间来倾听并和孩子交谈, 让他们了解自己受到重视, 是重要的人。
更多信息
• 上www.education.vic.gov.au网站搜索buildig resilience

交朋友
新的规则、新的老师和许多不认识的孩子: 开学对孩子或许是令人焦虑的一段时间。有
些孩子很容易交上朋友, 而另一些孩子则需要一段时间才熟悉。这两种类型都是正常的。

学校的做法
在帮助孩子交朋友上, 孩子的老师起着重要作用。教师看得出哪些孩子健谈、自信、与
其他孩子互动良好, 哪些孩子却胆小一些。他们会在安排座位和组建小组时, 充分发挥每
人的长处。

家长可以做什么
• 让孩子了解, 即便有个把孩子不想和他们玩, 还有其他朋友和关心他们的人。
• 鼓励孩子的开发兴趣, 让他们参加有着相近兴趣的小组或俱乐部。
• 只要孩子生活的快乐满意, 无论是只有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还是许多朋友, 都一样好。
• 孩子间的友情常常起起落落, 对此不必太过在意。
• 帮助孩子理解分歧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他们是能够应付的。
• 帮助他们在校外也保持友谊, 这样他们就会理解世界要比学校操场大得多。

• 和孩子谈谈宽恕。 体谅、原谅别人的错误和冒失, 是保持友情的好方法。
• 孩子上学, 也是您和其他父母交朋友的好机会——家长互助网络可能是无价之宝。

更多信息
• 上www.raisingchildren.net.au网站搜索school age friendships

欺凌
欺凌, 对学校的每个成员而言, 都是个严肃问题。 作为家长的您, 希望孩子在校感到安
心并确实安全。对付欺凌(包括网络欺凌)最佳的方法是学校、家长和学生一起努力。

学校如何处理欺凌
您的学校倡导安全、互相支持和尊重的学习气氛, 提倡积极的人际关系, 绝不容忍欺凌。
鼓励所有维多利亚州的公立学校投身“停止欺凌”活动, 该活动为学生、家长、教师和校长
提供方法, 共同努力, 预防和应对欺凌。

家长可以做什么
如果您担心孩子受到欺凌、骚扰或身体伤害, 就要告诉学校。报告孩子受到欺凌可能令
人苦恼, 学校员工对此是清楚的, 对于有关欺凌的报告, 他们会采取行动调查。
他们将尽力支持您和您孩子, 在将采取何种策略的讨论中, 也会让您参加。
更多信息
• 上www.education.vic.gov.au/bullystoppers网页，点开"Bully Stoppers” 进入"I am a
parent” 部分

战胜细菌
‘我教Ethan, 如果要咳嗽时没有纸巾, 就用手臂把嘴遮起来。也就是说, 他不会用沾有唾
沫的手去触碰东西而传播细菌了。’

Ethan的妈妈Liz

学龄儿童常见健康问题
自己孩子上过幼儿园、日托、甚至去过生日聚会的每位家长都知道, 只要儿童成群, 就有
感染传播的可能!
您和您一年级的孩子可能会遇到的健康问题包括:
• 肚子出问题, 例如说, 诺如病毒感染, 这是胃肠炎或称“胃病”的常见病因, 并很容易在
同班孩子中传染。
不过, 在去看医生之前, 不妨先问问孩子自己有什么忧心事。孩子有事感到紧张或焦
虑时, 常常会说肚子痛或不舒服。

• 皮疹, 例如脓疱病, 也叫“学校疮”, 是葡萄球菌或链球菌引起的、 高传染性的皮肤感
染。虽然脓疱疮看上去很刺眼, 但本身并没危险, 也不会对皮肤造成的永久性损伤。
手足口病是另一种常见的病毒, 其症状包括体温升高和口腔内、手脚心发小水泡。
• 流鼻涕, 打喷嚏咳嗽, 常见于较冷的月份, 但通常并不严重。不过, 与普通感冒不同,
患上流行性感冒(也叫流感)就会有些麻烦。但流感往往会有其它症状, 比如发烧, 肌肉
酸痛和疼痛, 普通感冒一般就不会有这些症状。
儿童一般需要一周多时间呆在家里, 才
能从流感中恢复。
• 头虱, 有时也叫“虱子”, 是一种昆虫。 头虱问题, 一直让我们家长、老师和儿童既担
心又讨厌。 主要症状就是头皮发痒。头虱不会传播疾病, 和'脏'头发也没什么关系。
他们是通过头发和头发的直接接触来传染的; 也就是说, 儿童玩在一起, 抱成一团或
靠坐在一起时就会发生。
重要的是要了解头虱主要是令人讨厌, 并非有什么危害。

更多信息
• 上www.betterhealth.vic.gov.au网站，查询 “ impetigo - school sores and treatment”
• 上www.betterhealth.vic.gov.au网站搜索 “head lice – preventive and treatment”
• 上www.betterhealth.vic.gov.au网站查询您感兴趣的病症
• 上www.education.vic.gov.au网站搜索 “infectious diseases policy”

‘我让Deshi当个'肥皂王'(Soapy Hero), 洗手时完整的唱上两遍“生日快乐”。 这样, 他就
可以确确实实把细菌洗掉, 而不仅仅是把手伸到水喉下湿一湿。’

Deshi的妈妈Meiying

预防
在学校里阻断一切细菌传播是不现实的。 不过很多疾病只要采纳良好卫生习惯即可预
防。 注意双手卫生, 用肥皂和水清洗, 就是减低传染性疾病扩散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儿童时期培养健康习惯及手部卫生, 是确保他们终生作出有利健康的决定和行动的好方
法。

家长可以做什么
防止传染病蔓延的四种主要途径是:
1. 让您孩子参加’肥皂王’活动的训练, 来保持同学, 朋友和全家的健康
• 确保您孩子经常用肥皂和水清洗双手并彻底擦干, 如果没有水和肥皂, 就用乙醇干洗
液擦手
2. 提醒孩子有效的卫生措施, 它们包括
• 打喷嚏或咳嗽时, 遮住嘴巴和鼻子, 随后处理掉纸巾, 清洗双手
3. 孩子不舒服时, 把孩子留在家里。
4. 确保孩子注射所有的免疫针

学校的做法
学校将与您一起协同努力, 推广良好卫生习惯, 采取一系列预防措施, 防止传染病传播。
学校也可使用 “干净双手”（Clean Hands）课程内容来让孩子学习手部卫生。
更多信息
• 上www.betterhealth.vic.gov.au网站搜索 “ Soapy Hero”
• 上www.education.vic.gov.au网站, 了解双手卫生的课程内容并搜索 clean hands
• 上www.education.vic.gov.au网站, 搜索 “personal hygiene policy”

什么时候要留在家里
‘那次Astrid患结膜炎, 医生说一直要等到她眼睛不再泪汪汪时才能返校, 因为结膜炎太容
易传染了。 医生还说, 相比成人而言, 儿童之间更容易身体接触, 因此更容易互相传染。’

Astrid的爸爸Lars

隔离
不让生病的孩子来校(称为“隔离”), 是控制传染病传播的最有效方法。
根据维多利亚州的法律, 对某些传染病, 会要求孩子在一定时间内不得来校。 至于哪类
病症留家多久, 则取决于它们的严重程度以及是否容易扩散。

家长可以做什么
医生会告诉您, 孩子是否患上了“需要隔离”的病症。 您需要尽快通知学校, 并按医生吩
咐的时间把孩子留在家里。

学校的做法
对某些“需要隔离”的病症, 维多利亚州法律还有进一步的规定, 即学校有义务向卫生及人
力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报告。 如果某位儿童经诊断患
有百日咳(也称“博德特氏咳”)、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脑膜炎球菌病或小儿麻痹症,
学校必须报告卫生及人力服务部。学校要遵循部里的指示保护学生。

‘我们搬来澳大利亚时, Jai再有两个月就要上学了。 我们去看了医生, 他为Jai接种了到当
时为止所需的所有疫苗, 还给了我们接种证书, 去学校报名。’

Jai的妈妈Lin

免疫状况证书
免疫状况证书是一份证明, 列明孩子已接种了那些疫苗。最常见的证书是由澳大利亚儿
童免疫接种注册处(the Australian Childhood Immunisation Register)签发的《接种证明》
(Immunisation History Statement)。

家长可以做什么
根据法律, 去小学报名时, 您必须提供孩子的免疫状况证书。 即便您孩子从未接种过任
何疫苗, 也必须提供向学校提供相关证书。致电澳大利亚儿童免疫接种注册处获取您孩
子的《接种证明》, 联系电话是1800 653 809，也可登录澳大利亚儿童免疫接种注册处
的网站查询更多信息与资料。

学校的做法
学校会将该证书复印件留档, 以便在有疾病爆发时, 能立即找到未免疫儿童并予以离校
隔离, 直至感染的危险消失。
免疫状况未定的儿童（比如说证书没有提供给学校）也可以隔离。
更多信息
• 上www.health.vic.gov.au网站，搜索“ immunisation schedule Victoria” ，获取儿童
免疫疫苗的清单
• 上www.health.vic.gov.au网站，搜索“ school exclusion table”
• 上www.education.vic.gov.au网站搜索“ immunisation policy”

患慢性病的儿童
‘Chandra重感冒后得了哮喘, 不过她只有在寒冷天气在外面跑来跑去才会发作。她不停
的咳嗽。我们把“哮喘护理计划”给了学校, 我们也和Chandra的老师Jeanette谈过。
Jeanette老师知道, 听到怎样的咳嗽声就要给她用喷雾器。每个人都知道怎样来帮助
Chandra。
’

Chandra的妈妈Dayton
患有慢性病的孩子需要额外的支持, 才能在学校里发挥到最好。学校、家长、照顾者和
医生各有作用, 也需了解各自要做和该做的事情, 来帮助孩子。

学校的做法
有特定的支持政策指导学校, 处理某些病症, 其中包括:
• 哮喘

•

糖尿病

• 囊性纤维化病

•

后天性脑损伤

• 过敏

•

癫痫

• 癌症

•

血友病

大多数情况下, 学校会与您和您医生一起制定帮助孩子在校控制病情的计划。

家长可以做什么
您和学校要共同努力, 建立并维持良好的沟通合作。切记，您应该:
• 分享信息：在报名时, 在需要发生变化时, 提供孩子实情。
• 协助老师学校制定一份《学生健康支持计划》
• 保持良好沟通, 有问题就和学校交谈
• 每年度, 或有必要时(比如病情发作后), 对原计划进行审核并作出修改。
如果您的孩子需要在上学时间服药, 那就要向老师交代服药时间和剂量。可能会要求您
提供有关药物储存和服用的书面指示。郊游或野营时, 也要提供这些信息。

有关食品过敏或不耐受的特别说明
食品过敏和食品不耐常被混淆, 因为症状可能很相似。 不过, 食品不耐受与免疫系
统无关, 也不会造成过敏。一般来讲, 学校并不提倡儿童分享食物。 而有食品不耐
受的儿童也应有家长指导, 避免接触某些食物。

更多信息
• 上www.education.vic.gov.au网站搜索 “specific condition support”
• 上www.betterhealth.vic.gov.au网站搜索 “chronic illness – coping at school”
• 上www.betterhealth.vic.gov.au网站搜索您所关心的病症

‘ Sally有花生过敏反应。 虽然事情发现的过程痛苦难忘, 但还好我们在她很小的时候就了
解了此事, 也正因如此, 即使她还只有六岁, 就已经有了许多经验, 比如在吃东西之前会问
个清楚。她知道, 她需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Sally的妈妈Jodi

过敏和过敏症
过敏症是当一个人接触到过敏原时突发剧烈的过敏性反应, 这可能会致命。一些常见的
过敏原包括鸡蛋、花生、坚果(如腰果)、牛奶、鱼类贝类、受到某些昆虫叮咬, 以及药物。

学校的做法
当确诊具有过敏风险的学生注册就学时, 学校需要制定专用的“校内过敏管控政策”
(School Anaphylaxis Management Policy)，您可向学校要一份。教育及培训部(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并不提倡禁绝特定食品, 因为这样会带来松懈情
绪, 也难以监控和执行。
当有确诊具有过敏风险的儿童在学时, 必须备妥如何预防和管控的措施。这包括对员工
进行定期的培训和实况更新, 制定“个人过敏管控计划”, 这样员工就知道当某个学生出现
过敏反应时, 他们该怎么做。

家长可以做什么
如果您孩子确有过敏反应的风险, 您应该已经与孩子的医生一起制定了“ASCIA行动计划
书”（ASCIA Action Plan）
。这份计划书必须提供给学校。学校会与您合作, 并为您孩子
制定“个人过敏管控计划”。 该计划应该包括尽量减少您孩子接触过敏原, 还包括如何存
储和使用必备药物等内容, 比如EpiPen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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