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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兒童書刊僅以娛樂為目的，
無意提供醫療建議。

前言

新冠病毒流行疫情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一段令人害怕又感到迷惑的時期，而要對兒童說
明這一個情況更可能是一項挑戰。現在 Children’s Hospital Los Angeles 要協助兒童以
他們可以理解的說法來面對這一個議題，這讓我感到很興奮。請將這本書用作一件工具

去跟您的孩子們解釋、使感有能力，並開始對話。也請記得，我們彼此同舟共濟。  

Natalie Portman



冠可尼有好多不同的名字：

雖然看不見冠狀病毒，但他卻可以跑到任何一個人的身上，不論富或貧， 

大人或小孩。今天冠可尼在路上探訪了一個小朋友。

冠可尼新冠病毒一直不斷在世界各國旅行。大家都待在家裡，而且想

避開他。嗯，幾乎是每一個人。有些人需要去工作，像在醫院工作的

人、清潔人員、警察、消防隊員、製造還有銷售食物的人，還有支援

我們，讓我們可以待在家中的人。所有的這些人都竭盡所能保護他們

家人的安全。

COVID-19

新型冠狀病毒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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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你是誰啊？

你在做什麼呢？
我真是太沒有禮貌了！ 

我是綠角冠可尼 19 世。
但我的朋友都簡稱叫我冠可尼。



怎麼了？不就是一些病菌嘛。
大家看不到那些東西， 
可是我就藏在裡面喔。

我差點忘
了。登入
課程的時 
間到了！

嘖嘖嘖。

噗！上課！



- 待在家中。

- 咳嗽和打喷嚏肘 
用胳膊肘捂住。

- 跟沒有住在一起的人 
保持 6 尺的距離。

- 清潔那些你常接觸的東西。

- 在有需要的時候戴上口罩。

- 不要摸你的臉。

- 洗手的時候要洗 20 秒。

各位同學早安。今天我想告訴大家一些我們可以做的事， 
讓我們可以對抗新冠病毒，不論你是小朋友還是大人。

噓—— 專心。

我知道現在這可能有點嚇人， 
但你可以做一些事情來幫你自己。

我想她剛剛提
到我的名字。



記得喔，雖然我們在不同的地方，
但我們的心都在一起。

永遠都不要在一起！

永遠都要
在一起！

還有不要忘記保持雙手清潔！



… 18、19、20！
         OK！洗好了！

咦，我有這
樣做嗎？ 

擊掌！



哇哦！哇哦！嘿，後退 6 尺。

你的腳還是
我的呢？

啊啊啊…

嗯—— 要怎麼量這 6 尺呢？

1-2-3-
  4-5-6

啊…
啊啊…

啊啊啊啊啊…



哈啾啾啾啾啾啾啾哈啾啾啾啾啾啾啾



你打噴嚏
時應該要
用手肘遮
住的。還
好我已經

有了一個 6 
尺長的黏
泥盾牌。

這可不是在開玩笑

是好玩的
鼻涕啦。



不。 

還有冰淇淋在哪裡？我怎能
被困在屋裏而沒有冰淇淋

呢？冰淇淋太重要了。但我
們「不能去商店」。

走開走開！

我一整天都在打掃，我好累啊。

誰會喜歡那些濕巾的味道？

不會是我！

我好想念我的朋友。

我不能出去外面。

 我厭倦我的玩具。 

我想回去學校。我已經不斷在洗手了，但真的好難啊。

他們說：「不要摸臉」， 
但我就是想要摸。

所有事都讓人感到不愉快，而且我真的好想念奶奶。

我想要去操場玩。
我有鼻屎在鼻子裡，我

想去挖，但是我知道我不應該做。



我聽到好多事。
我好擔心。 

您生病了嗎？ 大多數的人待在
家裡後會變得比
較好，但幸運
地, 如果他們需
要去醫院，那裡
有醫生和護士隨
時可以幫忙的。
而且我也準備好
了。我為自己製
做了口罩，萬一
要出外時就可以

用上。

乖，寶貝，你怎麼了？

沒有，寶貝。我和你一
樣一直都待在家裡。

這樣啊。那如果我們還是生病了，怎麼辦呢？

噢，等一下！我
也有一個。



有比你那個猩猩的面
具看起來更奇怪嗎？

我想我們有很多人都感到害怕。但你真的很勇敢，
而且情況不會一直都這樣的。奶奶向你承諾。

現在什麼事看起來
都好奇怪，而且也

很令人害怕。

不，傻瓜！應是這樣的。
          那樣看起來很奇怪。



真希望現在可以抱一下你和
讓情況變得更好。

我也想抱您。

我也想要。

噢，不！ 
我很好奇那個按鍵
是做什麼用的？

不要碰！



CORNY: Ha!

呼！ 
抓到了！



你又在洗手了？！ 不要忘記你的箱子喔。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對，我在
洗手。



現在去洗洗你的手吧。

擊掌！

我還得想想明天要展示和演講的內容。你知道我

還可以說另一種語言嗎？Hello！Hamster 和我

一直都在練習。Hamster 是我的天竺鼠⋯⋯

好耶！
成功了！ 真的有用耶！

現在他走了，我有時間做我

想做的事了！

我希望我們有足夠的巧克
力碎片。那些是重要的！
我等不及和家人一起分

享，和告訴我的  同學我
如何和告訴我的同學我如

何做出來的。

噢！我要打電話給

奶奶向她要巧克力  

碎片曲奇的食譜！

噢，上學！

對了，我應該來做些黏泥！我相信一定可以在哪裡找到做法。

結束。



您可能還未和您的孩子談到有關新冠病毒的事，但是他們可能已經有所耳聞，或是
注意到家中的變化。下面是您可以與他們討論的方式： 

• 提出開放式問題，例如：「告訴我你有什麼感受」或「你對新冠病毒知道的事有
哪些？」 

• 讓您的孩子知道有不一樣的感覺是沒關係的。他們可能感到很迷惑、害怕、心
煩、生氣、不知所措、焦慮、無趣等。 

• 给予他們安心感和肯定，每一個人（兒童和成人）在理解狀況時,都會經歷一段
艱難的時刻；但他們不需要獨自面對。 

• 協助孩子確認誰是值得他們信賴，當他們感到難受時可以交談的大人或同儕。為
孩子找出可以聯絡那個人的方式（電話、視訊電話或寫信）。 

• 因為從孩子的手上或玩具上看不到細菌，可能會難以讓他們了解為什麼一天必須
洗幾次手。催促和提醒他們要把冠可尼冲下排水管。 

親愛的家長：  

我們肯定您在之前已聴過這事；當我們述說時請聆聽，不論您感受如何，都完全是真
的。現在是一個非常時期，不論您手上有多少資訊、您都可能不知道如何回答您的孩子
向您詢問的問題，。對於一名照顧者來說，這會讓您感到不知所措。想要保護年幼的孩
子是件很自然的事。然而，即使是好意，仍可能會變成一個問題。兒童往往會把事件想
像得比實際很可怕。以清楚、誠實和堅定的語氣來和孩子溝通是很重要的。我們知道要
將新冠病毒如此一道大議題解釋清楚是很困難的。我們希望這本書可以協助您，讓您和
孩子的對話變得容易些。我們願它能加強讓您的孩子在如何為自己和其他人保持安全健
康時、感到在有能力可以控制。 

請記住，「我們有很多人都感到害怕。但你真的很勇敢，而且情況不會一直都這樣的。 
奶奶的承諾。」

作者：Kyle Horne、Erin Shields（CCLS）、Nicole F. Albers（LMFT, ATR-BC）

作者的話 即使是小小朋友都感到巨大的害怕。 



• 孩子對他人的顧慮可能會大於對自己的。他們可能會
擔憂其他從事健康照護的人、較年長的親戚或鄰居，
或正在接受治療的手足或朋友。向他們確認這種擔憂
沒有錯，然後發展出一個可關聯的計畫。 

• 多數的患病者可以在家休息、補充水份然後康復。 但
如果有人需要到醫院看診，醫生和護士會採取多種預
防措施來保護他們的安全並照顧好他們。 

• 如果有人患病，這並不代表那一個人是「壞人」或做
錯了什麼事。 再次強調，小孩子的想法和成人的想法
不一樣，因此可能會責怪自己。向他們澄清患病並非
是他們自己（或他人）所造成的，這一點很重要。 

• 告訴孩子開始感到生病時不要隱瞞，這一點很重要。 
孩子常會隱瞞資訊不說，因為擔心會帶給他們麻煩。
平靜地和孩子談論他們的感受，並提醒他們說，當他
們感到自己生病時讓你知道是非常重要的。 

• 我們始終保持學習。孩子詢問很多問題。但說到新冠
病毒時，我們並非知道所有的答案。對他們坦誠相告
您並沒有所有的答案，並找出一個適合孩子年齡的方
式來與他們溝通。最重要的一點是，向他們確保他們
是安全的，而且你們會一起去了解問題。 

• 您的孩子可能不懂告訴你他們感到壓力，但他們的行
為會說話。當孩子在表達壓力時，可能會變得比較跋
扈、要求很多、暴躁不安、無禮或態度藐視。即使是
一個完全獨立的孩子現在似乎都變得比較黏人而且比
較怕黑。了解這些行為改變並不是因為孩子故意變
壞，對成人來說是很重要的。因為孩子心中有很大的
感受，而且不知道如何處理。為他們樹立榜樣並協助
他們辨別出他們可能正產生的情緒。 

奶奶的忠言 隔離訣竅和招數 

「奶奶」可以讓孩子感到安心並為他們釐清狀況。下列是幾段「奶奶的忠言」，您和您的孩子可以一起探索。 保持常態感、及由照護者訂出的界線，可為孩子在混亂時期提供安全感。 

• 設定時間表並按表行事。 如此孩子便知道可以在一天中期待發生什麼事。記得保
持一致的起床、午睡和晚上睡覺時間。 

• 為孩子在這段多出來的時間裡找些有創意和樂趣的事去做，例如：烤糕點、寫信、
舞蹈、藝術創作、編故事、閱讀書籍、唱歌、尋寶遊戲、布偶秀。

• 思考花多少時間在螢幕上是適合您孩子的年齡，然後設定界限。您可能需要幫他們
倒數剩餘的時間。 

• 可提高遊戲的時間或是在附近地區安全地步行（由大人陪同）。

• 年幼兒童可能不知道如何在洗手的時候計時。可以利用兒歌或是押韻詩來幫他們在
洗手時計算 20 秒鐘。 



「當大人在和小朋友討論他們度過難關的經驗時，這書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冠可尼的來訪有助於辨識孩子
可能會產生的不同感受，在家隔離時和外界保持聯絡的方式，以及如何面對這些情況，和了解甚麼是新冠
病毒，如何保持安全。《粗心的冠可尼》一書不僅提供病毒的相關資訊，也提醒小朋友和大人：他們有情

緒是正常的，以及做哪些事將有助於讓心情變好。」

—Karen C. Rogers（PhD,
Children’s Hospital Los Angeles 臨床心理學家）

 

「作為一名健康護理行政人員和護士，我以醫學和健康護理的觀点經歷到這場疫情。我的兒子最近問我
說：「媽媽，疫情何時會結束呢？」我以母親的身份告訴他說我不知道。我說：「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
」我們的孩子從他們的角度來聽聞、看見和經歷這場疫情。此書有助和孩子溝通、從以知道他們所了解
的，和是甚麽讓他們擔憂或害怕。此書提供一個大好機會，用安慰的話語、解釋和愛使孩子更自信。

—Rhonda Foster（EdD, RN
護理長暨病患照護服務副總，

Children’s Hospital Los Ange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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