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cco.
Wherever there’s a baby 
讓寶寶與你一同進入夢鄉

你可能不知道的
寶寶睡眠大小事



   

讓寶寶
覺得

自己就
在身旁

 

 
 

讓自己
睡個好覺

寶寶在睡覺的時候會感受到分離與失落感，因為他們想要與爸爸媽媽

待在一起，才能感受到被保護的安全感。當他們睡覺時，他們害怕所

熟悉的一切事物將會消失，包含你，也就是他們的父母。寶寶與大人

一樣都需要充分的休息，但他們常常很難入睡。因此，如何讓寶寶

睡著成為許多父母親的夢想，而且父母親常常在兩個大相逕庭的目

標之間左右為難：

我有一
個

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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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寶寶安穩入睡

在父母的身邊睡覺，但是寶寶睡在自己的床內

 

 

 

 
 

坊間流傳很多讓寶寶入睡的理論和方法，例如餵寶寶吃糖漿、開車帶寶寶兜風、無止

盡的唱搖籃曲給寶寶聽、消耗寶寶的體力或是讓寶寶睡在父母的雙人床中間等等。

部分方法是有效的，但是卻無法提供寶寶最安全的睡眠環境！事實上，建議您讓寶寶

睡在父母的寢室內，但不是睡在父母的大床上，而是睡在床的旁邊（直到孩子1歲，

最大到2歲）。

將寶寶的嬰兒床放在你的床旁邊，對你來說會非常方便！在需要親餵的時候，你

可以不用起身下床，就能夠讓寶寶喝到母乳。寶寶和父母睡在彼此身旁，雙方都

會感到更加安心，尤其是在比較辛苦的夜晚，例如寶寶生病不舒服的時候，你可

以就近照顧孩子。



寶寶睡眠模式會隨著成長而改變

新生兒一天的睡眠時間非常

長。寶寶可以在這個階段開

始建立規律的睡眠週期與作

息狀況，但並非所有寶寶都

能夠成功。

當寶寶6個月大以後，睡眠週期應該會變得比較正常，

通常會在夜晚有較長的睡眠時間，然後白天會有兩次小

睡：一次在早上，一次在下午。

在這個月齡階段，很適合讓寶寶建立規律的就寢時間，

建議家長準備一個適當的睡眠環境，如播放舒緩的搖籃

曲或將房間內營造出一種昏暗柔和的燈光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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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個月

18個月大以後

大約從孩子一歲開始，爸爸媽

媽可以在夜晚的就寢時間，為

孩子讀床邊故事並給予一個安

撫物，陪伴孩子安穩入睡。

隨著孩子長大，他們漸漸地開始不需

要早上的小睡，只需要夜間的睡眠和

午間的小睡，而這個習慣會持續到幼

兒園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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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寶寶怎麼入睡？

     

我把寶寶抱在懷裡搖晃，現在
只有這個方法能讓他睡著！

在寶寶睡著之前，一定要讓他
感受到你在他身旁。

慢慢試著將寶寶抱回嬰兒床

上，站在床旁邊安撫他，並

且溫柔地跟他說話。

     

我讓寶寶在自己的臥室哭，
讓他適應與自己獨處。

請不要讓寶寶覺得他被拋棄
了。如果您已經選擇了這個
做法，請記得時不時去寶寶的
臥室裡看看他並溫柔地對他說
話，讓他感覺你在他身旁。

為了給寶寶更多的安全感，

可以把房間裡的夜燈打開或

在嬰兒床旁邊放小夜燈。

     

當寶寶在嬰兒床上睡著時，
我會待在他的身旁。

非常好，若您的寶寶已經可
以在自己的床上入睡了，接
著就可以試著讓他們建立規
律的就寢時間，讓他們可以
更為獨立。

您可以撥放能夠安撫寶寶的

搖籃曲，或是將室內環境調

整成昏暗的燈光，讓他們更

容易入睡。



.

隨著孩子的成長從旁提供協助
科學研究證實良好的睡眠對孩子來說是必要的，以確保讓孩子有足夠的體力去上學、

運動，並度過一整天。

通常孩子感到疲累或是易怒的原因大多是由於他們沒有睡好，有大多數1-3歲的孩子是

在父母的大床上或是沙發上睡著的，反而很少在自己的床上入睡。

有很多孩子會直接睡在父母的大床上，另外有些孩子會從一張床移動

到另一張床：他們在某一間臥室睡著了，然後再移動到另一間臥室。

在您的寶寶還小的時候，就可以開始幫

助他們建立規律的就寢時間。請繼續讀

下去，您會找到一些可能對您有幫助的

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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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教育學家

您最好避免
給寶寶奶瓶以幫助他們入睡。有研究報告指出，此習慣可能導致

寶寶睡眠時間縮短，並可能導致蛀牙。

在睡前跟寶寶一起玩太熱鬧的遊戲或讓孩子過於興奮。請務必

禁止讓寶寶玩手機、平板、電動或任何其他電子娛樂產品。

太晚讓寶寶上床睡覺，導致讓他們睡得不夠久。

您可以試試

保持冷靜：有時候您可能會

太焦慮於寶寶無法入睡，他

會感受到您傳達出來的焦慮

而更難入睡。

播放柔和音樂：唱搖籃曲或

撥放柔和的音樂，可以幫助

寶寶放鬆。

盡早建立規律的就寢時間：

規律可以讓寶寶有安全感，

重覆且可預測的行為可以讓

寶寶覺得每件事都很順利。

營造昏暗燈光環境：在寶寶

睡覺的臥室使用檯燈、投射

燈或小夜燈，安靜及昏暗的

燈光都是相當重要的。



    

   
  

 
 

 

 
   

 

其他幫助孩子入睡的小技巧

讓孩子放鬆：例如幫孩子按摩、讀床邊故事或唱搖籃曲給他們聽，

即使只有一小段，也會讓他們很期待就寢時刻。

安撫物可以讓孩子找到安全感，在規律的就寢時刻中扮演一個

很重要的角色。

維持同樣的習慣和狀態：例如睡前洗澡、刷牙或換上睡衣等。

設定一個時間，並讓孩子維持有趣的習慣：例如對娃娃說晚安。
舒眠
月光

音樂
吊鈴



粉 色

First Dreams

First Dreams First Dreams

就寢時刻對寶寶

來說是一段非常

重要的時光。

美夢晚安系列玩

具結合舒壓的音

樂、柔和的燈光

和可愛的小玩偶

，為寶寶創造一

個神奇的魔幻世

界！如此一來，

寶寶就能夠安穩

入睡，您也能

夠獲得充分的

休息。

寶寶有魔幻的美夢，
您有充分的睡眠

多功能床頭
古典音樂鈴
可播放20分鐘安撫音樂，

包含三首古典樂曲與白

噪音，並搭配柔和的小

夜燈，營造完美的睡眠

環境，安撫寶寶進入夢

鄉，卡榫最大可撐開

38mm寬度，Next 2 Me

床邊床與一般嬰兒木床

皆可安裝。

彩虹投射甜蜜晚安熊
經典小熊造型，布料舒適柔軟，給寶寶滿滿

的安全感。晚安熊的肚子可以投射出多種不

同顏色的燈光變化及連續撥放30分鐘的安撫

音樂，有效幫助寶寶入睡，讓夜晚變得更加

輕鬆。



Chicco Classic Baby Senses

Baby Senses

舒眠星光音樂晚安羊
Turbo Team

Movimento

Prescolare

Bilingue

Family Games Magic Blocks

Move & Grow Fit & Fun

Bilingual ABC

Turbo Team

Infanzia

Movimento

Prescolare

Bilingue First Dreams

Family Games Magic Blocks

Move & Grow Fit & Fun

Bilingual ABC First Dreams

Next 2 Me 專用星星投射晚安熊
專屬於Next 2 Me床邊床的投射夜燈，有三種投影模式搭配7首音

樂旋律，即使不在家裡，仍然可以營造出放鬆且安心的氛圍。可

拆除的熊玩偶，在夜晚及白天小睡時都可以陪伴寶寶。

粉  藍

舒眠星光音樂晚安羊有錄音功能，可以錄

製媽媽的聲音或寶寶喜歡音樂旋律，當寶

寶開始哭泣時，會自動撥放立即安撫寶

寶，彷彿媽媽就在身旁一樣，安撫寶寶

重新進入夢鄉。



First Love Chicco Classic Baby Senses寶寶觀察中心

若需要更多建議，

請參考我們的網站

http://www.chicco.com.tw

或前往實體專櫃門市，

Chicco員工將會很高

興提供協助。

寶寶觀察中心

結合醫師、專家的建議及長期的研究，並持續與

許多父母溝通，Chicco對於寶寶及家庭的需求有相

當深厚的了解，所以Chicco能夠研發出真正符合父

母及寶寶需求的產品，讓父母和寶寶能夠一同快

樂成長。

結合醫師、專家的建議及長期的研究，並持續與許多父母溝通，Chicco對於寶寶及家庭的需求有相當深

厚的了解，所以Chicco能夠研發出真正符合父母及寶寶需求的產品，讓父母和寶寶能夠一同快樂成長。

寶寶觀察中心特別感謝

DR. ROSANNA CANDON – ANPE 認可教育學家及義大利全

國教育家協會對此刊物的協助。

所有的媽媽和爸爸熱情地表達出他們的焦慮感以及做為父母

的巨大恐懼感，並協助提供良好的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