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個月檢查
日期：_______________
   
體重：_______________
  
身高：_______________ 
 

「我女兒只願意接受
母奶哺乳而不願意 
吃食物，因此我開 
始和她一起用餐。 
當她看見我吃時， 
她也想吃。現在， 
她既喝母乳也願意 
吃健康食物了。」

—Kaiser Permanente會員

您的寶寶可能 
已經會……
• 轉向聲音來源

• 開始說「達達」或「巴巴」

• 可在有支撐的情況下坐定

• 可將玩具從一隻手轉到  
另一隻手

• 開始自己進食

餵食
• 繼續哺乳，直到寶寶至少12個

月大為止。喝母乳的寶寶罹患
感冒及耳道感染的機率較低。

• 每天給寶寶餵食兩或三餐原味
固體食物。

• 如果您不是以母奶哺乳，則請
給寶寶嬰兒配方奶粉。

• 用湯匙（而不是奶瓶）餵寶寶
吃穀片。

• 每五至七天給寶寶吃一種新的
食物。如果出現皮疹、腹瀉、
呼吸問題或脹氣，即可能表示
對該食物或牛奶過敏。

• 讓寶寶自己決定吃多少。

• 請勿餵未滿一歲的寶寶蜂蜜。
蜂蜜可能會讓寶寶生病。

• 在這個年齡層不建議喝果汁。
如果您給寶寶喝果汁，應限於
4-6盎司以下的100%純果汁，而
且要裝在杯子而不是瓶子裡。

健康的生活習慣
• 確定您和其他家人及看護者最近

接受過Tdap補強注射，以保護
寶寶免於罹患百日咳。百日咳 
是一種傳染病，很容易透過咳嗽
人際傳播，對於嬰兒是一種非常
嚴重的疾病。百日咳可導致他們
停止呼吸或咳到無法呼吸。

• 為保護寶寶不受日曬，設法留在
遮蔭處，特別是上午10點至下午
4點。使用SPF至少15的廣譜防
曬油（防護UVA和UVB）。給寶
寶戴寬簷帽，穿長袖長褲，並且
戴上防紫外線的太陽眼鏡。

• 不要讓寶寶抱著奶瓶上床睡
覺。這樣會造成蛀牙。

• 讓寶寶趴在地板上玩耍。「俯
臥時間」有助於寶寶強壯身
體，為爬行做好準備。

• 每天用水和柔軟的牙刷或濕毛巾
清潔寶寶的牙齒。在孩子滿2歲
之前，不要用牙膏。

• 帶著寶寶散步。

• 兩歲以下的孩子不應該看電視或
錄影。看太多的電視可能對大腦
的早期發育造成不利影響。

• 不要吸煙！若您想要戒煙， 
請與您的醫生討論或洽詢 
Kaiser Permanente健康教育部。

安全
• 每次乘車均須使用兒童汽車安全
座椅。您的寶寶一定要坐在適當
安裝於後座上，面朝後方的安全座
椅中。如果寶寶長大了，不適合坐
嬰兒座椅（體重接近20磅，或頭部
距離座椅頂端不到一英吋），應改
用面朝後方的可轉換安全座椅。 
如果您有問題或在安裝兒童汽車 
安全座椅方面需要協助，請撥打

 1-866-732-8243或瀏覽seatcheck.org。

• 避免鉛中毒。如果寶寶待在1978
年以前建造的房屋中時間很長，
請告訴您的醫生。

• 請將毒性物質控制中心 (Poison 
Control Center) 的電話號碼  
(1-800-876-4766) 加入您的電話機。 

• 請勿讓寶寶使用學步車。學步車
容易翻倒，造成嚴重傷害。 

• 保持嬰兒床安全。移除圍欄墊。
當您的寶寶能夠用手和膝蓋支撐
著起來時，請取下所有能夠活動
的附件。

• 避免灼傷。在將寶寶放入浴盆之
前，一定要檢查水的溫度。不要
在寶寶的附近喝熱飲。

• 一歲前含奶嘴睡覺的寶寶發生嬰
兒猝死症（夭亡）的概率較低。
可以在午睡和晚上睡覺時讓寶寶
繼續含著奶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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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勿讓寶寶單獨與任何動物相
處，即使是家庭寵物。學會辨識
寵物顯露攻擊性的跡象。

育兒
• 每天為寶寶朗讀。

• 讓寶寶在地板上安全的地方或圍
欄內玩耍。

• 切勿讓寶寶單獨待在家中、汽車
內或浴缸中。

• 如果寶寶正在長牙，嘗試使用磨
牙環或輕揉寶寶的牙齦。

兒童安全檢查清單

槍支安全
• 將所有槍支都子彈退膛並且加鎖

存放。

• 將彈藥與槍支分開保存並上鎖。

避免墜落
• 一樓以上的所有窗戶要安裝兒童

安全鎖或護攔。

• 在樓梯頂部和底部安裝安全柵門。

防止異物梗塞和勒頸
• 不要給寶寶有帶子、繩子、項鍊

或氣球的玩具。此外，避免讓寶
寶玩有可拆卸小零件的玩具，以
免造成窒息。

• 不要讓電線或電話線懸吊在寶寶
可觸及的範圍內。

• 將窗簾或百葉窗的拉繩掛在寶寶
可觸及的範圍之外。如需更多資
訊，請諮詢窗簾安全委員會
(Window Covering Safety Council)
(1-800-506-4636)。

電氣和消防安全
• 電器不用時，請拔下插頭。

• 所有插座不用時，要插入塑膠安
全蓋。

• 在廚房中準備一台滅火器。制訂
火災逃生／地震計劃。

• 遮擋壁爐和其他熱源。

• 安裝煙霧探測器和一氧化碳探測
器，並且經常測試。

浴室安全
• 在浴室和廚房櫥櫃、抽屜和馬桶

蓋上裝上安全閂。

• 隨手關上浴室門。

• 將熱水器溫度調低至低或溫（低
於華氏120度）。

防止溺水
• 請勿將裝有水或其他液體的水桶

或容器留在地板上。

• 將熱水浴缸和按摩浴缸加蓋上鎖。

• 游泳池四周應用帶自鎖門的柵欄
圍住。

廚房安全
• 烹飪時，將鍋子把手轉向爐子

後方。

• 烹飪時，使用爐面後排的爐火。

避免中毒
• 藥物。將藥物、酒精、清潔用品

和所有其他毒性物質放在兒童
無法觸及和看到的上鎖櫃子內。
將藥物放在原來的兒童安全包裝
內。不要將藥物或其他藥品放在
手提包中。請訪客將手提包放在
孩子無法觸及的地方。

• 鉛中毒。如果您的房屋建於1978
年之前，請避免改造、鑽孔、磨
平或修刮牆壁。油漆可能含鉛。

• 其他潛在毒性物質。避免使用家
庭偏方、像Azarcon (Alarcon、
Liga、Maria Luisa、Coral、Rueda)、
Greta、Pay-loo-ah、Bokhoor
(galena)、Al kohl、Bint al zahab、
Farouk、Kushtas、Ghasard、Bala
goli、Kandu或Surma。

• 一氧化碳中毒。在臥室附近以及房
子的每層樓安裝一氧化碳警報器。

• 有毒植物。移除一切有毒植物。
如果您認為孩子吃下了某種植物
的任何部分，請諮詢毒性物質控
制中心 (1-800-876-4766)。
下面是部分常見有毒植物：
秋水仙、秋海棠、洋槐、金鳳
花、菊花、兜狀荷包牡丹、英國
常青藤、鳶尾屬植物、冬珊瑚、

常見蝙蝠葛、和平百合、石柑
屬、鬱金香（球莖）、紫杉（紅
豆杉）、紫藤

致命植物：
蓖麻子、曼陀羅、茄屬植物、夾
竹桃、美洲商陸

安全植物：
非洲紫羅蘭、波士頓蕨、蟹爪仙人
掌、錦紫蘇、熱帶榕屬植物、火
棘、石蓮花、芙蓉花、青鎖龍、
諾福克松、橡膠樹、吊蘭、絲蘭

其他資源
網站
Kaiser Permanente 
     kp.org（英文版） 
美國兒科醫師學會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healthychildren.org 
國際母乳協會 (La Leche League 
International)
     lalecheleague.org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gov/safeusa/poison
Preventive Ounce
     preventiveoz.org

參考書籍

Baby Proofing Basics – Vicky Lansky
The Everything Baby’s First Foods Book: 
Nutritious Meals and Snacks –Tarlov, 
等人著

Caring for Your Baby and Young Child: 
Birth to Age 5 –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Dr. Mom: A Guide to Baby and Child 
Care – Egeland, MD, Neifert, 等人著 。  
聯絡您當地的健康教育部門或 
中心。

請分享 
請與所有看護您孩子的人 

分享本傳單

下次檢查是您的寶寶12個月
大時。

下次就診時建議免疫接種。您
的寶寶也可能進行血液檢驗。

本資訊無意用做健康問題診斷，亦不能取代您子女的醫生或其他保健專業人員提供的醫學意見或醫
療護理。如果您的孩子有久治不癒的健康問題或您有其他疑問，請洽詢孩子的醫生。若您對於孩子
的用藥有任何問題，或需詳細資訊，請與您的藥劑師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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