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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家庭的更多資源（第 2 部分） 

 

各位學生家長： 

我們知道，在危機關頭，許多家長都肩負迅速調整日常作息的艱鉅工作，成

爲親人的強大支援後盾。我們想讓各位知道，你們做得非常好，也做得非常

充分。在這段時間裏，當您繼續管理各種首要事務和兼顧日常生活的每一刻

之際，請不要忘了好好表揚一下自己為子女和家庭維持正常生活而做的傑出

工作。 

各位媽媽、爸爸、阿姨、叔叔、養父母、祖父母和看護者，這一段時間過

來，大家都已經擁有了幫助孩子茁壯成長所需的一切，而我們的工作就是為

你們提供支援。 

我們想與您分享一些活動機會，您可以決定是否要與孩子一起嘗試。這些活

動的目的是寓教於樂，並幫助大家找到最靠近自己的服務。 

請挑選適合您家庭和孩子的活動和平台，並記住別心急。這也許意味著做一

件以下的活動，或者就只是一起共度時光。隨著時間的過去，您也許就能讓

自己和孩子開始著手新的活動和體驗。 

註：這些網站和應用程序未經教育局或紐約市審查是否符合隱私或數據安全

協議。 

  

紐約市計劃和服務 

● 在自己的社區接受檢測：紐約市正努力迅速在五大行政區擴展對新冠病

毒（COVID-19）的檢測。由於不斷有檢測點開放，請經常回來查看更

多地點。 

https://www1.nyc.gov/site/coronavirus/resources/covid-testing.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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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附近的支援文化和語言多元化家庭的機構：探索這一互動地圖，上面列

出致力於為紐約市語言和文化多元化家庭服務的社區機構。您可以按行

政區或郵政編碼搜尋，了解您社區内的機構、維權群體及青少年組織。  

● 獲得本市提供的成年人和家庭心理健康資源：健康資訊賦權工具

（Health Information Tool for Empowerment，簡稱 HITE）提供

一份綜合名單，包括為身體和心理健康提供的免費或低費支援。 

○ 紐約市健康以多種語言開設 24 小時熱線，提供心理健康、應對方法和

身心健全的支援。 

○ 家庭資源中心提供州範圍内的家庭資源，包括諮詢和小組支援。 

○ 雖然上述很多資源都是免費提供的，但是對於需要付費的資源，紐約州已經頒佈

一則緊急條例，要求保險公司免除網絡内遠程看診的免賠額

（deductible）、自付額(copayment, copay）或者共同保險

（coinsurance），包括心理健康服務。「紐約市關懷」（NYC 
Care）成員也有確保能獲得高品質、低收費或免收費的心理健康服

務。不符合健保資格或負擔不起健保的紐約人可以點擊此處，在

NYCCare.nyc 加入，也可致電 646-NYC-Care（646-692-
2273）。 

● 所有紐約市公立學校學生膳食福利：疫情福利卡 疫情電子福利轉賬卡

（Pandemic EBT）是爲家庭在學生在家學習期間購買食物而設的計

劃。該計劃所提供的資源，在紐約市公立學校的每一個年齡在 3 歲至 21
歲的學生都符合資格，而不論其收入或移民身份如何。有關福利自動發

出；毋需申請，也不需要提供文件證明。 

● 紐約市成長：「Growing Up NYC」（紐約市成長）是一個適用於移動

設備的網站（英文和西班牙文），讓各家庭可以便捷地了解並使用紐約

市政府的各項計劃，以及政府機構和社區夥伴提供的各種服務和活動。

幼教處（DECE ）所提供的新冠病毒（COVID-19）内容和家庭資源現

在登載於該網站的這一頁。 

https://sites.google.com/schools.nyc.gov/dmlcbos/home
https://sites.google.com/schools.nyc.gov/dmlcbos/home
http://hitesite.org/
https://nycwell.cityofnewyork.us/en/
https://ocfs.ny.gov/main/publications/Pub5071.pdf
https://www.dfs.ny.gov/reports_and_publications/press_releases/pr20203171
https://www.nyccare.nyc/
https://www.communityfoodadvocatesnyc.org/p-ebt
https://www.communityfoodadvocatesnyc.org/p-ebt
https://growingupnyc.cityofnewyork.us/resources-for-families-with-young-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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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和實際操作的學生活動 

● Khan Academy Kids：免費趣味教育應用軟件，擁有適合 2 歲至 7
歲兒童的成千上萬種活動及圖書。 

● Vooks：爲孩子提供串流服務，讓故事書變得生動起來。第一個月免

費。「我們的使命是讓屏幕時間變得更好。與傳統卡通片和電影不同，

Vooks 讓兒童的想像力參與進來；鼓勵閲讀；促進注意和專注。Vooks
賦予故事書以生命，重新詮釋屏幕時間能夠做到怎樣。」  

● 芝麻街：Lupita Nyong'o 愛自己的皮膚：Elmo 與好朋友 Lupita 聊

到皮膚的事。皮膚有各種質地和不同顔色。Elmo 的皮膚很怕癢。

Lupita 的皮膚是美麗的棕色。最主要的，他們討論要喜愛您自己具有的

肌膚。 

● Dr. Gupta 給 Elmo 示範怎樣做口罩：短視頻展示芝麻街的 Elmo 和

Dr. Sanjay Gupta，Elmo 在這個短片中學做自製口罩。 

● 3 歲至 6 歲兒童的免費每日美術課程：查看正好適合 3 歲至 6 歲兒童的免費

網上美術教學課。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10 點，Wendy MacNaughton
在 Instagram 上直播。 

● Noggin: 這個學年看上去與其他有一點不同，Noggin 營地歡迎各個家

庭來參加免費網上活動，孩子們將與自己喜愛的人物一起學到很多。上

網到 Noggin Cares 免費登記一個 Noggin 帳戶。 

 

親子資訊/支援子女的學習 

● 關於如何與孩子談論種族的視頻： 這是一則《大西洋》（The 
Atlantic）出品的 3 分鐘視頻，提供關於與孩子展開種族對話的各種方

法的指引，並指導如何將這些對話結合到日常生活中。作者 Jemar 
Tisby 說：「關於種族，大人與孩子能展開的最糟糕對話就是完全沒有

對話。」「與孩子談論種族需要及早、經常並誠實地進行。」 

https://learn.khanacademy.org/khan-academy-kids/
https://watch.vooks.c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IC2hHECZ6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IC2hHECZ6Y
https://www.cnn.com/videos/health/2020/04/25/elmo-sesame-street-people-wearing-masks-gupta-sot-town-hall-vpx.cnn
https://insideschools.org/news-&-views/free-daily-online-art-classes-for-3-6-year-olds
https://insideschools.org/news-&-views/free-daily-online-art-classes-for-3-6-year-olds
https://insideschools.org/news-&-views/free-daily-online-art-classes-for-3-6-year-olds
https://www.noggin.com/noggin-cares-nyc-doe/?step=sign-up
https://www.noggin.com/noggin-cares-nyc-do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NEKbVq_ou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NEKbVq_ou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NEKbVq_ou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NEKbVq_ou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NEKbVq_ou4


T&I-31687 Additional Resources for Families During Summer (Chinese) 

● 全國公共電臺（NPR）片段：與年幼的孩子談論種族：這是一則 20 分

鐘的音頻短片，説明年幼的孩子（出生至 5 歲）如何理解種族及其對其

生活的影響。該短片提供如何與年幼的孩子談論當前事件及日常時光的

翔實策略。 

● 健康局（DOH）關於新生兒/嬰兒的新冠病毒（Covid-19）指引：為

懷孕、母乳餵養及照顧新生兒的人群提供的 COVID-19 指引。 

● 西語裔資訊和電訊網絡（HITN）：文章、可印出的遊戲計劃表、手工藝

製作、活動及系列見於臉書或 Instagram 的直播論壇，幫助家長和照顧

者與年幼的孩子一起度過這段艱難時光。 

● 一起學習，紐約市﹗ 這個系列資源適合 3 歲至 8 歲兒童，輔助公共電視

臺系列《一起學習，紐約市﹗》（Let's Learn NYC!）。這個系列是

WNET 集團和紐約市教育局的合作項目。本系列旨在補充遠程學習，並

含有基礎閲讀技能、讀寫、科學和社會知識。 

● 關於這一時刻的 SEL 小提示：六個社交技能和情緒學習（SEL）練習，

從深呼吸到自我對話，能夠幫助家長與孩子應對壓力和焦慮。  

● 當孩子的情緒爆發時，家長怎樣以最好的自己來面對這樣的情況？家長

可以用於幫助孩子增强其情緒因應能力的步驟，這些步驟採用「管制」

（RULER，對下面這些步驟的簡稱）方式：認識（Recognize）、理解

（Understand）、分類（Label）、表達（Express）、調節

（Regulate）。 

● 幼兒的在家 SEL 策略：多種促進社交情緒健全的策略。可以按照年級和

持續長度篩選。 

● 情緒叠叠樂：「情緒叠叠樂」（Fun with Feelings）卡片作爲一種好玩

的方式，讓您幫助孩子一起學習和管理情緒。這一資源現在可供家庭下

載在家裏使用！ 

https://www.npr.org/2019/04/24/716700866/talking-race-with-young-children
https://www.npr.org/2019/04/24/716700866/talking-race-with-young-children
https://www.npr.org/2019/04/24/716700866/talking-race-with-young-children
https://www1.nyc.gov/assets/doh/downloads/pdf/imm/covid-19-guidance-for-pregnant-people.pdf
https://hitnlearning.org/parents-corner/advice-from-hitn-learning-experts/
https://ny.pbslearningmedia.org/collection/lets-learn-nyc/
https://www.morningsidecenter.org/teachable-moment/lessons/sel-tips-moment
https://www.kqed.org/mindshift/55708/when-a-childs-emotions-spike-how-can-a-parent-find-their-best-self
https://ggie.berkeley.edu/practices/?level=11
https://infohub.nyced.org/working-with-the-doe/early-childhood/early-childhood-educators/building-family-community-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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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年齡相關的對一件慘痛事件的反應：這一資源幫助家庭理解兒童如何

經受導致精神創傷的事件、表達繼續縈繞的悲傷，以及如何重振兒童和

家庭的生活中的平衡。 

● 談論就是教導：這是由克林頓基金會的 Too Small To Fail 計劃帶給

您。關於與年幼的孩子在日常時光中談論、閲讀和唱歌的簡單小提示和

做法等資源。  

● 走向幼稚園和以後：適用於出生至 5 歲兒童的活動海報，列有易做的年

齡相應小提示和活動，幫助孩子為學習和學校做準備。  

● 有重要意義的對話： 跟孩子談論重大的世界問題：全國幼兒教育協會

（NAEYC）關於與孩子討論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件爲何重要的聲明。關

於如何展開這些對話而讓孩子理解並擁有更堅强的安全感的指引。   

● ReadyRosie: 在家保持健康 在新冠病毒（COVID-19）產生越來越嚴

重的影響的同時，ReadyRosie 制訂了這一套免費工具，用有關資訊和

資源幫助家庭爲他們照顧的兒童提供支援。 

● 給家長：為雙向式雙語學習生的西班牙語資源 Habladll.org 為在家裏和

學校學習一種以上語言的 5 歲以下兒童的家庭提供基於研究的西班牙語

資源。  

● COVID-19 事實單（35 種語言版本）：哈佛的健康知識和 COVID-
19 計劃以大量不同語言制訂了年齡相應的 COVID-19 提示清單。 

● Sparkler: 親子遊戲：現在免費提供給紐約市教育局家庭！Sparkler：
「親子遊戲」（Play for Parenting）是一個應用程序，提供一些您和

孩子一起可以做的以遊戲為基礎的學習活動。從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這個應用程序。您第一次使用 Sparkler 應用程序的時候，請

創建一個新的帳戶。下次使用時，請使用之前選擇的方法登錄。請使用

代碼 2-1-2-1 登記，這將讓您可以免費使用 Sparkler。從下拉式菜

單選擇「Family」（家庭）。造訪「Play」（遊戲），看看可以開展哪

些不用電腦的遊戲，幫助子女的身心發展，以及增進他們的詞彙能力。 

https://www.nctsn.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age_related_reactions_to_traumatic_events.pdf
https://talkingisteaching.org/resources
http://cmom.org/all-the-way-to-k-and-beyond-posters/
https://www.naeyc.org/resources/blog/conversations-that-matter
https://www.naeyc.org/resources/blog/conversations-that-matter
https://www.naeyc.org/resources/blog/conversations-that-matter
https://healthyathome.readyrosie.com/
https://healthyathome.readyrosie.com/
https://healthyathome.readyrosie.com/
https://www.habladll.org/para-padres
https://www.habladll.org/para-padres
https://covid19healthliteracyproject.com/#languages
https://nam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www.playsparkler.org/&data=02|01|RCohen46@schools.nyc.gov|a834e1858f804da1278908d8067c0947|18492cb7ef45456185710c42e5f7ac07|0|0|637266477532621349&sdata=UkGUlR0AL4OmDOA9aiYYrZzAim7odans8m+oXFqw5XM=&reserved=0
https://nam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www.playsparkler.org/&data=02|01|RCohen46@schools.nyc.gov|a834e1858f804da1278908d8067c0947|18492cb7ef45456185710c42e5f7ac07|0|0|637266477532621349&sdata=UkGUlR0AL4OmDOA9aiYYrZzAim7odans8m+oXFqw5XM=&reserved=0
https://nam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apps.apple.com/us/app/sparkler-play-for-parenting/id1236766824&data=02|01|RCohen46@schools.nyc.gov|a834e1858f804da1278908d8067c0947|18492cb7ef45456185710c42e5f7ac07|0|0|637266477532631337&sdata=thaXK9OR7RGGK1OulKJk2x0r9drSLus5MUY7gs8oQzA=&reserved=0
https://nam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mindful_inc.sparkler&hl=en_US&data=02|01|RCohen46@schools.nyc.gov|a834e1858f804da1278908d8067c0947|18492cb7ef45456185710c42e5f7ac07|0|0|637266477532631337&sdata=no66ELPxul8oVL3xNVrrplUsPqLVOjTdSF3NDan1eI8=&reserved=0
https://nam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mindful_inc.sparkler&hl=en_US&data=02|01|RCohen46@schools.nyc.gov|a834e1858f804da1278908d8067c0947|18492cb7ef45456185710c42e5f7ac07|0|0|637266477532631337&sdata=no66ELPxul8oVL3xNVrrplUsPqLVOjTdSF3NDan1eI8=&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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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y4K：免費繼續延期！Ready4K 是一個以證據為基礎的家庭參與

課程，以短信發送。每個星期，您都會收到簡短的短信。短信所提供的

有趣事實和簡易小提示是關於如何利用家庭現有各種日常作息習慣來促

進子女的成長，例如，在洗澡時指着洗髮水瓶子上的字母，然後讀出字

母的發音。登記參加，請發短信「NYC」至 70138。登記雖然是完全

免費的，但是您每星期收到的大約 3 條短信可能需要按您平日數據和短

信費率付費。您可以隨時取消接收短信，方法是發短信「STOP」給

70138。 

● 我們為什麽還要留在家裏面？這一資源提供的趣味活動，在幫助家庭回

答關於冠狀病毒的棘手問題的同時，也將讓年幼的兒童動起來，製作、

實驗並甚至於清理。這一資源旨在作爲您家庭的創造力的一個彈跳起

點，所以要根據孩子的個性和您手頭現有的材料進行調整。 

● 全國幼兒教育協會（NAEYC）家庭資源：基於研究的關於兒童發展、閲

讀、寫作、音樂、數學等的資源！  需要建議嗎？閲讀 10 個道具盒做

法：家庭微型學習中心。 

● 書包裏的訊息 來自「教導小孩子」（ Teaching Young Children）的

文章：關於幫助學齡前兒童在家裏學習的提示和做法。 

 

 
 

 

https://ready4k.parentpowered.com/
https://www.whyareweallstuckinside.com/
https://nam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www.naeyc.org/our-work/for-families&data=02|01|RCohen46@schools.nyc.gov|a8273a3102a1494eac6108d807f07e7f|18492cb7ef45456185710c42e5f7ac07|0|0|637268076823422475&sdata=Up203tGALykJc4ZN3bBXdBP5VpP5BpgaJ+gfl3vfeOc=&reserved=0
https://nam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www.naeyc.org/our-work/families/10-prop-box-ideas-mini-learning-centers-home&data=02|01|RCohen46@schools.nyc.gov|a8273a3102a1494eac6108d807f07e7f|18492cb7ef45456185710c42e5f7ac07|0|0|637268076823432465&sdata=6y5PEyFclNpTNKzElfabc2Br+rousUZuBy/bCyLbQyw=&reserved=0
https://nam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www.naeyc.org/our-work/families/10-prop-box-ideas-mini-learning-centers-home&data=02|01|RCohen46@schools.nyc.gov|a8273a3102a1494eac6108d807f07e7f|18492cb7ef45456185710c42e5f7ac07|0|0|637268076823432465&sdata=6y5PEyFclNpTNKzElfabc2Br+rousUZuBy/bCyLbQyw=&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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