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帮助全家‘爆发劲力’促进健康的建议。

适合年龄：5 – 12 岁 

游戏人数：2 人或以上

游戏场地：室内或室外

Aim: 如在室内，藏起例如曲别

针一类的物件；如在室外，可

以用网球。

Background: 这是一个以名为 

Koabangan 的游戏为基础的活

动，Koabangan 是北昆士兰原

住民 Kokominni 族的男孩子在 

1900 年代初期玩的游戏。

合家欢活动

玩法：

•	 参加者坐在游戏区的中心，垂下头，手盖着脸，不可偷看。

•	藏物人’把物件藏在房间里/室外的一个地方。

•		如果在室内，可以用一个小物件，例如曲别针；如在室外，可
  以用较大的物件，例如网球。

•		准备好之后，‘藏物人’ 大叫‘开始！’，其他人立刻跳起来
  找寻藏好的物件。

•	 参加者要是靠近藏好的物件，‘藏物人’会告诉是否他们越
  来越‘热’(越来越接近)，或越来越‘冷’(离开物件越来越
  远)。

•	 参加者需要在限定的时间内找到物件，比如两分钟。

•	 找到物件的参加者可以主持下一轮的游戏。如果在时限内没
  有找到物件，‘藏物人’可以继续主持下一轮游戏。

Australian Sports Commission (2008) 
www.ausport.gov.au/isp

Koabangan

每天最少活动
一小时

为什么必须要保持活跃？(Why is being active important?)
保持活跃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健康。活动可以帮助孩子生长强健的骨骼和肌肉，让

孩子心情愉快，并保持健康的体重。

活动可以安排在一天内少量多次完成，这样就可以成为孩子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每天都寻找一些全家都喜爱的活动，可以为家人带来欢乐，也让家人身体强壮健

康。

•	给孩子买一些活力玩具，例如球棒、球类、呼啦圈。

•	让孩子挑他们喜欢的活动。

•	为孩子树立榜样，自己每一天都保持活跃。

•	走路代替开车。

•	限制看屏幕时间 - 每天不超过两小时。

让孩子更活跃的贴士: (Tips to be more active:)

要孩子活跃健康可以做些什么
(Ideas for active, healthy kids:)

走路去公园、学校或商店。

遛狗。

让孩子帮忙打理花园。

室内：

玩一些活力游戏，例如捉迷藏。

跳舞。

让孩子帮忙做家务。

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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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Active for at Least One Hour a Day)

(Fun Family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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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限制看屏幕时间到最多一天两小时，可以先看看你的孩子目前在这些活动

上花费多少时间 - 包括看电视、 玩电脑、上网、 玩电子游戏机 (例如任天

堂，Xbox，Playstation)、听 iPod、发短信、打手机/电话。

让孩子少花时间做这些活动，多花点时间保持活跃是重要的。下面的图表可以由

你或你的孩子填写，查看他们一周内在这些活动上所花费的时间。你可以把记录

变成游戏，看谁能保持总计少于一天两个小时。

看屏幕时间表

电视 电脑 游戏机 iPod 手机 其他 每天总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天

一周总计

将看屏幕时间限
制为每天两小时 

看屏幕时间是什么？(What is screen time?)
看屏幕时间就是花在看电视、电脑、玩电子游戏上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孩子并

不活跃，更有可能吃不健康的小吃。这会导致体重增加和损害健康，所以务必要将

孩子看屏幕的时间限制在两个小时以内。

•	让孩子计划怎么使用他们的看屏幕时

  间，例如一小时看电视，一小时上网。 
•	使用煮蛋计时器计算孩子看电视、电

  脑，玩电子游戏的时间。

•	吃饭时关掉电视。

•	在家里设立无屏幕时间，利用这段时间

  让孩子活动，例如在天还没黑的时候。

•	搬走孩子房间里的电视机。

•	为孩子树立榜样 - 自己每一天都保持

  活跃。

减少看屏幕时间的贴士:
(Tips to reduce screen time:)

适合全家的活动:
(Active ideas for the whole family:)

走路前往商店、公园或学校。

去区内的游泳池游泳玩水。

丛林漫步。

玩一些活力游戏，例如踢足球。

放风筝。

洗车。

帮助全家‘爆发劲力’促进健康的建议。

(Limit Screen Time to Two Hours a Day)

(Screen Time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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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奶昔
(Fruit Smoothie)
准备时间：5 分钟  份量：1
材料：
•	½	杯低脂牛奶
•	¼	杯水果 (例如香蕉或草莓)
•	2	汤匙低脂酸奶 (原味或香草味)

制法：
•	将牛奶、水果、酸奶放进搅拌器拌匀。 
温馨提示！
•	可以选用鲜奶、长效奶、罐装奶、奶粉或豆奶。
•	新鲜水果、罐头水果或冷冻水果都可以。
•	如果没有搅拌器，可以用叉子捣烂材料。

健康早餐食谱

可口土司
(Tasty Toastie)
准备时间：5 分钟

烹制时间： 2-3 分钟

份量：1
材料：
•	½	杯焗豆 (或一罐 130g 罐头)  
•	¼	杯磨碎低脂乳酪
•	2	片多谷物面包
•	橄榄油或芥花籽油喷雾

改编自 Healthy Food Fast cookbook,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Ageing (2008)

温馨提示！
• 如果没有橄榄油/芥花籽油喷雾，
  可以用小量芥花籽油人造黄油。

•		可以尝试不同种类的健康面包，
  例如全麦面包或黑面包。

•		如果没有三明治机，可以先烘烤面
  包，在每一片面包上放焗豆和乳酪，
  再烤 2-3 分钟，直至乳酪融化。

每天三餐，包括
一顿健康的早餐 

早餐为什么重要？(Why is breakfast important?)
一日三餐中最重要的是健康的早餐，这带给孩子所需的能量，以展开一天的

活动。吃早餐的孩子更容易集中精神，在学校表现更好。

•	让孩子早点起床。

•	关掉电视。

•	尽量在前一天晚上准备好早餐。

如何安排充足的时间吃早餐
(To allow enough time for breakfast:)

如果家人有过敏，可以改良这些食谱。

制法：
•	三明治机轻轻喷一层油

•	放下一片面包

•	面包上放馅料

•	上面再放一片面包，烤 2-3 
 分钟直至金黄色

帮助全家‘爆发劲力’促进健康的建议。

(Include a Healthy Breakfast in Your Three Main Meals a Day)

(Healthy Breakfast Reci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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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fast ideas for healthy kids:)
Weetbix®, Vitabrits® 或 Shredded Wheat® 等谷物早餐。

用 QuickOats® 煮燕麦粥。

米粥。

全麦/多谷物土司配焗豆、鸡蛋或乳酪。 

低脂酸奶配鲜果。

低脂牛奶水果奶昔。

土耳其面包配烤低脂乳酪蘑菇。 

软面粉烙饼配炒鸡蛋、番茄。

健康早餐建议:



可口玉米棒
(Tasty Corn on the Cob)
准备时间：5 分钟

烹制时间：6 分钟              份量：1

材料：  
•	½	条玉米棒 (去掉外皮)

•	酱汁:	¼	汤匙蜂蜜，¼	汤匙全粒芥末，

 ½	茶匙芥花籽油人造黄油

制法：

•	将酱汁和材料同放碗中，用微波炉以 HIGH (高) 

 度数加热 15-20 秒
•	玉米涂上酱汁，放在微波炉可用盘子

•	保鲜膜盖着盘子，用微波炉以 HIGH (高) 度数加

 热 5 分钟 – 加热 3 分钟后翻动，使受热均衡

温馨提示！用玉米叉子叉着吃更加方便。

美味松饼
(Yummy Muffins)
准备时间：15 分钟

烹制时间：20 分钟

材料： (可做 12 个松饼)
•	½	杯 (125g) 人造黄油
•	½	杯红糖
•	2	杯自发粉
•	一罐 375ml 低脂淡奶 
•	1	个鸡蛋 
•	½	杯燕麦 
•	¼	杯葡萄干
•	2	茶匙肉桂

改编自 Healthy Ideas for Young Hearts, Heart Foundation (2008)

制法：

•	烤箱预热至 180°C
•	大松饼盘涂上油脂

•	搅拌人造黄油和糖，直至松软呈乳脂状。
 预留 1/3 杯用作面层奶油霜

•	加入面粉和肉桂

•	搅拌淡奶和鸡蛋，倒进面粉团，混和，
 用匙羹捞到松饼盘

•	预留的奶油霜加入燕麦和肉桂，拌匀，
 均匀撒上松饼

•	放进烤箱烤 15-20 分钟，直至松饼发起，
 变成金黄色

减少‘额外食
品’的数量

‘额外食品’ 是什么？
  (What are ‘Extra Foods’?)
‘额外食品’就是那些孩子健康成长和发
展所不需要的食品。这些食品往往是高脂
肪、高糖、高盐，例子包括汽水、薯片、馅
饼、香肠卷、糖果、巧克力等。

额外食品’如外卖和不健康的零食只能够偶
尔吃一次，而且份量要小。每天两至三次健
康小吃可帮助孩子保持体力。

•	水果

•	蔬菜

•	低脂奶制品，例如牛奶、 

 乳酪、蛋奶、酸奶

•	全麦的面包、饼干、谷物

(Easy, healthy snack ideas for healthy kids:)

选择健康小吃以这些
食物为主
(Choose healthy snacks 
based on:)

像主餐一样，小吃也应该根据五大健康食品组别来挑选，这点很重要。例子包括：

一片全麦土司涂上一小罐焗豆。  
薄脆饼干配低脂乳酪和番茄。  
低脂蛋奶配香蕉。

黎巴嫩面包配豆泥。

小份寿司。

Healthy Breakfast Recipes
帮助全家‘爆发劲力’促进健康的建议。

(Reduce the Number of ‘Extra’ Foods)

(Healthy Breakfast Recipes)

Translated by WS LHD  Translation Service 2013

Simplified Chinese
2013年6月

免责声明：
本资讯单张只作教育用途。虽然在从英文翻入的过程中已力求准确，但翻译是一项
极其复杂的工作，因此可能难免会在个别的译文中发现错误。请咨询您的医生或其
他医疗卫生专业人员，以确保本资讯适合你的子女。

简单、健康的儿童小吃:



填色活动
以清水作
主要饮料

为什么选择清水？
(Why choose water?)
水是口渴的孩子最好的饮料。安

全自来水是健康的饮料，并可帮

助孩子生长强有力的牙齿。
•	给你的孩子一个水瓶，让他们在
 口渴时打水。 
•	冰箱里常放置冷水。

•	在孩子的午餐盒放一瓶水。

帮助孩子喝水的方法:
(Help your kids drink water by:)

限制含糖饮料
(Limit sugary drinks)

要限制果汁、汽水、 运动饮料、浓缩
果汁，因为这些饮料添加了很多的糖和
色素。而且含糖饮料很昂贵。你可以用
这些方法减少这些饮料：

 以水冲淡，直到你可以给孩子清水。

 给他们喝小杯的。

 限制孩子每天喝的杯数。

 以牛奶作为一个更健康的选择 
  (2 岁以上的儿童可以喝低脂牛奶)。

饮用自来水有益我们的牙齿和健康。在下面的图画中的着色，可以提醒孩子以水
作为每天的主要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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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 Water the Main Drink)

(Water Colouring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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