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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 谢谢您来参加培训。

• 请介绍下您自己并告诉我们您来此的原因。

• 您今天所学内容将帮您做好以下准备：

• 阐明汽车儿童座椅和安全带如何挽救生命，让人们
更安全。

• 探讨所有乘客都应扣好安全带且儿童应当坐在后座
的原因。

• 谈谈几种基础类型的汽车儿童座椅。

• 告诉他人扣好安全带的重要性。

2

讨论：自我介绍。稍微说说您宣讲这一课程的原因。提醒大家盥洗室和消防通道
所在位置。要求大家将手机调成静音。准备好进行简短的课前和课后测试，看看
大家学到哪些内容。

此课程将让您做好准备，以便与儿童照顾者谈谈为什么扣好安全带那么重要。这
并非一项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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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当天的目标

•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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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讨论：提醒参训者，此课程并非是要让他们准备好帮人安装汽车儿童座椅。
这是一个概述介绍，阐明每个人都应当扣好安全带并让儿童坐在后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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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祸与安全

• 车祸影响每个国家的儿童及其家人。

• 若在汽车内引入安全机制，伤害就会
减轻。

• 对于需要额外的安全防护的幼儿来说，
车祸是不同的。

• 儿童应当坐在后座内。

• 汽车儿童座椅和垫高座椅可保护儿童，直
到他们适合成人座椅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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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相关伤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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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您所拥有的有关车祸的任何（国家、地区或当地）数据或是车祸中受伤或致
死的人数数据。您也许要分享一些从报纸上了解到的故事。若您尚未与卫生及交
通方面的专业人士合作过，请与医生、医院工作人员、卫生或交通部门、一线急
救员（救护车、警察）以及大学工作人员交流一下。如有可能，请突出显示与儿
童具体相关的数字。

促进法律通过和构建各种计划的数据。若您没有相关数据，请谈谈你们可以如何
携手合作着手开展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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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 我们有保护车内成人或儿童的任何
法律吗？

• 谁能对我们的法律发挥影响或加以
巩固？

• 我们的法律在保护车内儿童安全方
面有哪些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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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请获取任何可得的现行法律副本，这样您就能告诉课程学员有关儿童的详
细情况。若无相关法律，
您能如何与人们合作收集相关伤害信息以便制定一项法律？该法应当包含哪些内
容？

若存在相关法律：该法是否要求儿童坐在后座内，是否必须使用汽车儿童座椅？
在什么年龄时能够使用座椅安
全带？是否有罚款？是否有其他的处罚？是否强制执行？他们怎么看这部法律？
在此课程之前，是否有人
知道这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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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祸影响我们所有人

• 您或您认识的人是否有过车祸？

• 您能跟我们谈谈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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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其实，道路上的任何人（行人、骑车者、骑摩托的人、汽车内的司机和乘
客）在车祸发生时都有危险。保持安全（使用安全带和汽车安全座椅、骑自行车
和摩托车时带头盔、行走时留意周边情况）可降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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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警示：此演示材料含有带假人的车辆碰撞测试视频。

讨论：即便您的汽车内有安全气囊，您也需要扣好您的安全带。气囊可保护成人
。它们并非设计用来保护小孩和婴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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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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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扣好安全带。 我有时候扣好安全带。 我从不扣好安全带。

讨论：询问本组人员他们自己是否会扣好安全带。他们从其他扣好和不扣安全带
的人那里听到过哪些理由？他们会向其车内不想扣安全带的人说些什么？是否有
人在他人车内受到惊吓并且想要用安全带的？他们是否扣上安全带或保持担心害
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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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关于不扣安全带的说法

• 我宁愿被抛出车外。

• 我会被困在车内。

• 我能够在车祸时让自己留在座位上。

• 我怕车子着火。

• 我是个好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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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 座椅安全带和汽车座椅能在车祸发生时让司机和乘客留在车内，保护他们
不受道路上和其他汽车造成的危害。若要被抛出车外，他们就必须穿过车窗、天
窗或挡风玻璃。

若他们保持警觉，他们有更好的机会活着离开汽车。没有座椅安全带的话，他们
在车祸时就没有足够强的力量来保持原位（将在后面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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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儿童在车内更安全

11

使用后排座位

年龄在

13 岁以下

使用安

全带。

使用汽车儿

童座椅。

讨论：开始谈谈如何让他们的孩子更接近更安全的状态。

即便在没有汽车儿童座椅或仅有少量汽车儿童座椅的国家，将儿童换到后排座位
也会让他们更安全。更安全的做法是使用安全带。让儿童更安全的最佳方式是在
后座使用汽车儿童座椅。若没有安全带，在后座也会更安全。

11



让儿童在车内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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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排

座位

汽车

儿童座椅

垫高

座椅
安全带

讨论：继续谈谈如何让他们的孩子更接近更安全的状态。

到哪里能买到汽车儿童座椅？它们价格贵吗？它们是否易于找到？汽车儿童座椅
是否受到推销？
您是否认识使用汽车儿童座椅的人？您是否认识始终扣好安全带的人？您在与他
们一同驾车时是否扣好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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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排座位更安全

• 没有气囊

• 远离车辆前方的碰撞，
这是最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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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如果没有后排座位，比如卡车，最好的方式是使用适合成人的安全带，若
小孩乘坐于卡车内的汽车儿童座椅内，则关闭气囊。卡车或面包车后部的装货区
域对儿童来说并不安全。

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座椅安全带。不要乘坐于没有安全带的地方，不要共享安
全带，不要坐在别人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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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需要成人来保持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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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成人的座椅安全带，虽然聊胜于无，但它们并非设计用来保护小孩和婴儿
的。汽车儿童座椅经过设计，可让儿童更安全。请使用适合儿童的汽车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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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仿效成人所为

• 若成人扣好安全带，儿童就更有可能扣
好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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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成人在许多方面都是儿童的行为楷模。孩子希望和他们的家长一样。是否
有小孩曾做过您做过的事，因为他们看见您先那样做了？您是否曾经因为有孩子
正看着您而改变了您的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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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祸中的 3 种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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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此视频材料表明，车祸中有三种碰撞。在碰撞的过程中，哪些事情会发生
到您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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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讨论：气囊为成人提供保护。对于儿童来说并不安全。这些孩子会遭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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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哪个孩子更安全：扣上安全带的还是不扣安全带的？

坐在汽车儿童座椅内或扣在安全带内的孩子留在原位。无汽车儿童座椅的孩子向
前飞出，直到他撞上仪表盘。汽车儿童座椅是安全的最佳选择，安全带的安全性
居于次位。儿童坐在后座总是要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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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儿童座椅为什么有用

• 汽车儿童座椅能让儿童留在车内。

• 它们保护头部、脊椎和颈部。

• 它们将撞击力量扩散到身体大部。

• 它们固定住儿童的肩部和胯部——这是
躯体最结实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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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在车祸撞击时和之后，您在车内更安全。汽车儿童座椅可保护儿童的头部
、颈部和脊椎。定住宝宝胯部和肩部的安全带可将撞击能量扩散到身体大部。当
汽车急停的时候，安全带可让宝宝的身体缓慢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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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讨论：您看到了什么？

20



21

讨论：与此前的视频不同，爸爸扣上了安全带，而在撞击时他仍然不能紧紧抓住
他的宝宝。在此前的视频中，妈妈不能帮助她自己或她的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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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看到了什么？

• 您要多么强壮才能在车祸撞击时抱住
孩子？

• 汽车儿童座椅或安全带比您更强有力。

• 您要多么强壮才能抱住孩子？

• 重量乘以速度

• 示例：50 公里/小时 X 20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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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告诉学员，确定您需要多么强壮才能在车祸撞击时留在原位的方法很简单
。将人的体重乘以汽车行驶速度。安全带的制成方法可让非常重的人即便在高速
下也能留在原位。

示例：儿童体重 10 公斤，汽车时速为 50 公里/小时。在车祸撞击时，此儿童的
实际重量是多少呢？
（答案：10 千克 X 50 公里/小时 = 500 千克）

您在时速 100 公里/小时的撞击中会有多重呢？将您的体重乘以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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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 一位朋友告诉您，他们在您车上
时，不想扣上安全带，因为他们
宁愿在车祸撞击时被抛出车外。

• 您会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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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现在是让学员实践练习告诉对方如何向其朋友和家人解说的时候。有时候
，他们是最难说服的让其在车内保持更安全状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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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 一个小孩坐在奶奶的腿上，而爷爷在
开车。

• 对于这个孩子来说，更安全的选择是
什么？

24

讨论：打破旧习惯是很难的。也许这对祖父母一直就是这样带他们的孩子和孙子
的。您将如何跟她谈谈您现在知道的有关儿童乘客安全的知识？

答案：
后排座位
扣上安全带或坐在汽车儿童座椅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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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儿童座椅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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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0/0+（欧洲）/面朝后方（美国）

• 适用于刚出生直到孩子的
体重和身高的上限超过了
安全座椅生产商规定的最
大限度。
• 舒适
• 面朝后方可最佳保护头部、
颈部和脊椎

• 斜躺姿势可保持头部后仰，
这样宝宝就能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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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非常小的宝宝头部很重，他们脆弱的颈部不能撑住头部。他们需要额外的
安全，额外的保护。他们始终按照面朝汽车后方的方式乘车。所有组别 0/0+ 的
汽车座椅都是为按照这种方式使用而制作的。

讨论：作为成年人，我们也要保护我们的头部和颈部。您或您认识的人是否曾在
车祸撞击中伤到颈部？您（或他们）是否仍有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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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讨论：家长有时会担心面朝汽车后方的宝宝，因为他们看不到宝宝。还有其他一
些时候，他们也看不到他们的孩子，比如当他们睡觉的时候，而宝宝同样是安全
的。有这种担忧的家长仍然应当让宝宝保持面朝后方，但是他们可以时常停车并
查看宝宝，直到他们感觉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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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1（欧洲）/可转换（美国）

• 能够根据儿童的情况
面朝后方或前方使用

• 建议尽可能长时间按
面朝后方使用

28

讨论：有许多不同类型的汽车儿童座椅，有些能够让孩子使用许多年。随着孩子
的成长，汽车儿童座椅需要加以改变，以便保持正确方向，让安全带贴合孩子，
确定是斜躺式或直立式。家长不应当担心宝宝的双脚触及汽车背部。它们在车祸
中会好好的。

28



29

讨论：坐在汽车儿童座椅内面朝后方的儿童（不仅仅是婴幼儿）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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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面朝后方还是面朝前方？

讨论：坐在汽车儿童座椅内，儿童的头部和躯体会受到保护。面朝前方时，儿童
的头部向前移动更多。
您能发现为什么面朝后方更安全么？

30



儿童什么时候能够面朝前方？

• 您刚刚看过的视频表明，面朝汽车后部更
安全。

• 宝宝应当面朝后方的方式乘车，直到他们
至少有 1 岁且体重 20 磅，但如果他们能
够保持使用面朝后方的安全座椅一直到体
重和身高的上限超过了安全座椅生产商标
示的最大限度的规定。这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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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这是一个常见问题。家长希望尽可能快地让他们的宝宝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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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1, 2/3（欧洲）/组合型（美国）

• 儿童首先佩戴安全带面朝前方乘车。

• 当安全带不再贴合儿童时，可以拿掉。

• 儿童将其用作带有安全带的垫高座椅。

32

讨论：随着儿童的成长，他们需要更大的汽车儿童座椅。当儿童逐渐年长、体型
更大，他们可能不想要使用汽车儿童座椅。让孩子尽可能保持安全，这不是孩子
决定的事。安全带可提供更多保护，应当尽可能长时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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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我们在早些时候谈到了成人的座椅安全带如何不适合幼儿使用。大一些的儿童可
能仍然能够使用带安全带的汽车儿童座椅，以便在车内获得最佳防护。即便没有
汽车儿童座椅，大些的儿童仍应当换到后排座位并使用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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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 您的朋友有一个组别 1,2-3 或可转换的汽车
儿童座椅，并且让她的 8 个月大的宝宝面朝
汽车前方。

• 对于这个宝宝来说，最安全的选择是什么？
面朝后方还是面朝前方乘车？为什么？

34

讨论：您如何告诉您的朋友您今天在此学到的有关让她的宝宝面朝汽车后方乘车
的安全性以及全程使用汽车儿童
座椅的内容？答案：请记住，宝宝面朝汽车后方更安全，直到他们的体重和身高
的上限超过了安全座椅生产商的规定，在他们至少 1 岁大且体重 20 磅
以前，他们不能面朝前方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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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2-3（欧洲）
/安全带定位的垫高座椅（美国）

• 组别 2-3：15-36千克(4-12 岁)

• 安全带定位的垫高座椅 ：40-100磅

35

讨论：垫高座椅可向上托举儿童，使其视野更好，并且能让成人安全带紧贴着跨
过其肩部和胯部，远离颈部和胃部，后者会在车祸中造成严重内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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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讨论：看看座椅安全带何等漂亮地贴合这些儿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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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很重要

37

讨论：标签含有汽车儿童座椅上承载的重量限额。标签还告诉您，它是否符合联
邦标准，这个汽车儿童座椅有多少年头了，如何正确加以使用。请遵循相关标签
和说明。您看到了什么类型的信息？
答案：示例：基础说明、重量限额、联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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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 2-3 人一组利用汽车儿童座椅上的标签来找出
：

• 该儿童座椅适合哪种大小的儿童？

• 它是哪种类型的儿童座椅
（欧洲或美国的类型）？

• 它是否可朝向多个方向？

• 您看到了其他什么标签或贴纸了吗？

• 是谁制造了这个汽车儿童座椅？是否有
电话号码？

38

讨论：如有可能，请提供多种儿童座椅供使用。指出各种标签，让他们看看标签
上有多少信息。让学员分享他们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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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填充物

• 请仅使用连同汽车儿童座椅一并提供的填
充物和插入物件。

• 添加额外的填充物可能会有危险。

• 这会让安全带在车祸时变松。

39

讨论：额外的填充物和插入物件是宝宝的常见礼物。它们可能看起来很可爱，但
是，当您将填充物添加到汽车儿童座椅时，您可能会改变其在车祸中的作用方式
。当您在宝宝背后添加填充物时，汽车座椅将不会按照其假定方式正常工作。

请查看相关标签，看看何时必须取出插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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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儿童扣在汽车儿童
座椅内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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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儿童扣在汽车儿童座椅内

• 选择：选择恰当的儿童座椅

• 朝向：安全座椅面向恰当的方向

• 位置：选择汽车后排座位（有安全带的座位）

• 约束带：调节约束带

41

讨论：一旦您有了汽车儿童座椅，您就要做一些事情来让它适合您的孩子和您的
汽车。汽车儿童座椅上的标签能够帮您明确如何正确使用汽车儿童座椅。
选择，朝向，位置和约束
请选择适合儿童年龄和体重或身高的恰当座椅。
调整座椅面朝后方或前方（斜躺式或直立式）
选择并调整恰当的安全带。（备注：将在稍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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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不到 2 岁的儿童

• 面朝后方的汽车儿童座椅

• 查看汽车儿童座椅上的标签
，了解安全带的位置。

• 让婴儿的身体始终背靠在汽
车儿童座椅内。

• 若有安全带固定夹，请将其
放在与腋下水平的位置。

• 紧固安全带，形成紧密贴合
。

42

讨论：应当按照儿童座椅上的标签调整安全带，这样，如果有车祸，他们就能保
持紧贴在座椅上。您可以让安全带更紧或更松。我们将在下一页的幻灯片上显示
安全带应当达到何种松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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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掐检测

讨论：请查看汽车儿童座椅的标签，了解有关安全带的正确使用方法的信息。
手掐检测：扣上并紧固安全带。
在儿童肩部上下掐束带。您的手指应当滑落。
若您能将束带掐到一起，就是太松了。请系紧并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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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是连同汽车儿童座椅一并提供的？

是 否

44

讨论：若您不确定该填充物是否是连同汽车儿童座椅一并提供的，请电洽制造商
或访问他们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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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 面朝后方座椅基础知识

• 使用恰当的安全带路径

• 检查斜躺角度

• 牢固安装汽车儿童座椅

• 使用安全带

或者

• 使用下方锚定装置（固定装置 ISOFIX
或闭锁装置 LATCH）

45
本课程不会让您做好安装汽车座椅的准备。请鼓励儿童照顾者仅购买符合政府标
准的汽车座椅。请遵循所有说明。

讨论：请按照指示安装汽车儿童座椅。查看标签。您可能有多个位置来放置安全
带或下方锚定装置的系带。若您使用的是带载具的汽车儿童座椅，请首先扣好底
座，然后夹在载具内。
面朝后方的座椅是斜躺式的，能让宝宝感觉舒适，这样他们就能够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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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倾斜指示器

讨论：面朝后方的汽车儿童座椅有一个水平仪。它在不同汽车儿童座椅上的样子
也不同。您在这间教室内看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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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面朝后方的座椅扣在汽车内

• 请阅读相关标签，找到相应的安全带
路径。

• 请使用安全带或下方锚定装置系带固定
好汽车儿童座椅

• 任何一种都是安全的

• 选择安全带或下方锚定装置 - 不要同时使用
两种

• 请按照指示将其牢固扣好。

47
本课程不会让您做好安装汽车座椅的准备。请鼓励儿童照顾者仅购买符合政府标
准的汽车座椅。请遵循所有说明。

讨论：您可以使用安全带或下方锚定装置系带来扣好汽车儿童座椅。若有车主手
册或汽车儿童座椅用户手册，其中会提供一步步的说明。若没有，请阅读相关标
签了解基本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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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超过了后向安全座椅使用限制

48

• 面朝前方

• 查看汽车儿童座椅上的标
签，了解安全带的位置。

• 若有安全带固定夹，请将
其放在与腋下水平的位置
。

• 紧固安全带。

• 尽可能长时间使用。

讨论：当面朝后方的座椅在身高或体重方面显得太小了的时候，请将儿童换到面
朝前方的汽车儿童座椅。

询问学员，看他们是否记得他们今天早些时候看过的撞击检测视频。让他们讨论
一下为什么面朝后方更安全，还有为什么儿童应当尽可能长时间面朝后方乘车。
内约束带用来长时间，最大可适用于体重 90磅/41 公斤的儿童。请查看汽车儿童
座椅上的标签上的解详情。

有时候，经过撞击检测的背心会像面朝前方的汽车儿童座椅一样发挥作用。请查
看标签，确认其是否经过撞击检测并符合联邦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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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本课程不会让您做好安装汽车座椅的准备。请鼓励儿童照顾者仅购买符合政府标
准的汽车座椅。请遵循所有说明。

讨论：此视频展示了如何使用安全带或下方锚定装置来扣好汽车儿童座椅。您应
当使用其中一种，而不是两者皆用，以便扣好汽车儿童座椅。

请始终将儿童扣在后排座位。

本课程不会让您做好安装汽车儿童座椅的准备。请鼓励儿童照顾者仅购买符合政
府标准的汽车儿童座椅。请遵循所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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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讨论：有许多选择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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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 您如何紧固安全带？

• 您如何让安全带松一些？

• 您如何将肩部安全带从一个槽口换到另一
个槽口？

• 您如何让汽车儿童座椅变成斜躺式？

• 请找到座椅上的水平仪。

51

讨论与活动：2-3 人一组，拿出一些汽车儿童座椅，看看如何让安全带变得更松
和更紧。看看如何扣好安全带。让课程学员相互告诉对方他们发现的东西。是否
所有座椅都以相同方式工作？是否所有汽车儿童座椅都有一个斜躺姿势和水平仪
？提醒学员注意，大多数仅可面朝前方的座椅可能无法调成斜躺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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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面朝前方的座椅扣在汽车内

52

• 请阅读相关标签，找到相应的安全带
路径。

• 请使用安全带或下方锚定装置系带固定
好汽车儿童座椅

• 任何一种都是安全的

• 选择安全带或下方锚定装置 - 不要同时使用
两种

• 请按照指示将其牢固扣好。

本课程不会让您做好安装汽车座椅的准备。请鼓励儿童照顾者仅购买符合政府标
准的汽车座椅。请遵循所有说明。

讨论：和面朝后方的座椅一样，您可以使用安全带或下方锚定装置系带来扣好汽
车儿童座椅。若还有顶部系绳在顶部附着汽车儿童座椅，请加以使用。

本课程不会让您做好安装汽车儿童座椅的准备。请鼓励儿童照顾者仅购买符合政
府标准的汽车儿童座椅。请遵循所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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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系绳 = 更多安全

• 系绳有助于让儿童的头部在车祸撞击时保
持后仰。

• 它将汽车儿童座椅顶部连接到汽车上。

53

讨论：系绳有助于让汽车儿童座椅的顶部在车祸撞击时保持后仰。下一页幻灯片
将展示撞击检测中的一则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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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有系绳与无系绳

讨论：系绳可保持儿童头部位置，不使其向前移动。您可以使用不带系绳的汽车
儿童座椅。它也是非常安全的。系绳可增加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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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本课程不会让您做好安装汽车座椅的准备。请鼓励儿童照顾者仅购买符合政府标
准的汽车座椅。请遵循所有说明。

讨论：此视频展示了如何使用安全带和下方锚定装置来扣好汽车儿童座椅。
请始终将儿童扣在后排座位。
本课程不会让您做好安装汽车儿童座椅的准备。请鼓励儿童照顾者仅购买符合政
府标准的汽车儿童座椅。
请遵循所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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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年长、更大的儿童使用垫高座椅

因为没有垫高座椅，安全带
适配不当

有垫高座椅，安全带恰当适配

56

讨论：垫高座椅在汽车儿童座椅和安全带之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过渡。
垫高座椅适合使用汽车儿童座椅时身体过大但使用成人安全带时又身体过小的儿
童。
垫高座椅可向上托举儿童，这样就能让成人安全带紧贴着跨过其肩部和胯部，远
离颈部和胃部，后者会在车祸中造成严重内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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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讨论：请遵循垫高座椅上的所有标签，了解家长应当在何处放置安全腰带和安全
肩带。垫高座椅需要有安全腰带和安全肩带。若车内只有安全腰带，请使用带有
安全带或经过撞击检测背心的汽车儿童座椅，直到儿童长得更高。一如既往，在
后座使用安全带的儿童比不使用安全带的儿童更安全。

57



58
本课程不会让您做好安装汽车座椅的准备。请鼓励儿童照顾者仅购买符合政府标
准的汽车座椅。请遵循所有说明。

请始终将儿童扣在后排座位。
本课程不会让您做好安装汽车儿童座椅的准备。
请鼓励儿童照顾者仅购买符合政府标准的汽车儿童座椅。
请遵循所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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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高座椅的益处

59

讨论：上图中的儿童使用了安全腰带和安全肩带。与下图中坐在垫高座椅内的儿
童相比，他的头部向前移动要远得多。我们希望儿童头部的移动尽可能小。那样
会让儿童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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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腰带和安全肩带的益处

60

讨论：此视频展示了上图中使用安全腰带和安全肩带以及下图中仅使用安全腰带
的区别。就像我们在此前的幻灯片里谈到的那样，我们希望儿童头部的移动尽可
能小。我们尽力为头部和颈部提供最佳防护，因为那些伤害通常会持续非常长的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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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高座椅之后→使用安全带

• 安全带是为成人使用而制作的。

• 为了能对儿童提供最佳保护，必须要恰当适配

61

讨论：安全带需要紧贴一侧肩部和两侧胯部。安全带绝对不能落在儿童背后或手
臂下方。那样会让安全带跨在非常小的骨骼和肋骨上。我们希望安全带落在结实
的肩部和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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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请始终将儿童扣在后排座位。
本课程不会让您做好安装汽车儿童座椅的准备。
请鼓励儿童照顾者仅购买符合政府标准的汽车儿童座椅。请遵循所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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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 您看到您的 3 岁大的侄子躺下来并在后座
上睡觉。

• 您会跟您的妹妹说些什么来让他更安全？

63

可选：这些是可选的。您可以包含全部内容、部分内容或不包含这部分内容。

请向课程学员提供实践其学到的有关让儿童在车内更安全的知识的诸多机会。询
问他们，看他们是否有其他机会发现儿童处于不那么安全的状况，以及他们是否
感觉可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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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 您的孩子的朋友不使用汽车儿童座椅或
垫高座椅，甚至不使用车内的安全带。

• 当他们乘坐在您的车内时，您会对他们
说些什么？

• 哪些会让他们在车内更安全？

64

讨论：家长在制订拼车计划时需要相互交流，以便让每位家长都知道预期情况如
何以及怎样做对其孩子更安
全。举例来说，如果有家长一贯给其孩子使用垫高座椅，他们应当向将要带他们
的孩子乘车的人提供垫高座
椅。另一方面，若您一贯希望儿童在您车内扣好安全带，他们的家长需要知道您
将会确保他们的孩子在您车
内扣好安全带。这是家长应当做出的决策，不应当由孩子们在被接送时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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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 您的朋友告诉您，他们一贯将孩子抱在
腿上。他们确信能够在车祸撞击时保持
孩子的安全。

• 您会如何说明孩子在撞击时会有多重？

65

讨论：这是让学员讨论如何算出“体重乘以速度”的好时机。这个公式反映出儿童
在撞击时会有多重。哪些家长能够在任何常规情况下抱住或托举那么大的重量，
更不用说是在车祸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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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样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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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一个问题

• 您会如何利用您今天学到的内容？
您会如何交谈？

• 与您自己

• 与您的家人

• 与您的教会成员

• 与您的邻居

• 与您的学校

• 与您的同事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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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资源

• 法律

•视频

• 网站

• 零售店

68

讨论：请在课前填好这张幻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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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来参加培训。

• 若您希望多谈谈如何让儿童在您的家
里或社区内更安全，请与我联系，联
络方式为：

• 姓名

• 电话

• 电子邮件

69

讨论：请提供一份班级名录，这样这个班的人就能在课程之后联系您并相互联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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