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仁光園訊 
 

 

 

 

 

 

 

 

 

 

 

 

 

 

   

 

 

 

 

 

 

 

 

 

 

 

 

 

 

 

 

仁光幼兒園 發行         

地 址：新竹市高峰路 56 號 

電 話：(03)5217125 *281 *292 

出版日：2017. 1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

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

一的心。』  
以弗所書四章二～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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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超級好朋友 
                                                     魏淑貞老師 

    聖誕節是一個值得慶賀的日子，每年的這一天我們會慶祝耶穌降生，主耶穌

是因著愛為我們降生，為了慶賀這個特別的日子與感謝祂給我們的愛，我們一直

期待在這個節日跟全園的小朋友與家庭分享耶穌的愛，讓我們一起享受上帝的愛

與祝福。 

    今年的聖誕季節，仁光大班小朋友受市政府的邀請，到東門城參加市政府的

聖誕點燈活動，也到伯大尼老人院去跟爺爺奶奶報佳音，平安夜的下午在晶品城

廣場同樣也有報佳音活動，中小班的孩子年紀較小，我們就到聖經學院各處室去

報佳音，我們藉著詩歌舞蹈在 12 月一路的歡唱，歡慶主耶穌的降生。 

 

    當然，在仁光聖誕節慶祝會也熱鬧的在冬日溫暖的陽光下舉行，今年我們有

好看的兒童劇，還有好玩的闖關活動，您最喜歡的活動是哪一個呢？詩歌歡唱？

薑餅屋？還是好吃的美食？好玩的遊戲？ 

    好多人告訴魏姐姐，今年的『超級好朋友』聖誕劇超級好看，都很好奇魏姐

姐是從哪裡邀請來的劇團?  細心的家長與小朋友有發現喔! 我們兒童劇團的所

有演員是由我們仁光的老師們出演，這次由新竹彩虹愛家劇團的團長黃怡萍老師

指導，中綠班的導師王媽咪擔任導演，並由仁光的老師們擔任演員，在聖誕節為

孩子預備了這部『超級好朋友』的兒童劇!     

  在兒童劇的故事裡，玩具王國中有一個玩具創作家 Super Master，他很愛每

一個玩具，就在聖誕節當日玩具們決定要舉辦一場超級玩具大賽，參賽者共有四

位，他們都是很好的朋友，每一個玩具都有各自不同的個性，他們一同參加了這

次的比賽。 

  但是玩具大盜突然出現了！搗

亂了這場比賽，把所有參賽的玩具都

帶走，收藏在他自己的玩具儲藏室裡，

Super Master 來拯救時，所有參賽的

玩具彼此傷害、互相比較、爭吵。不

過，Super Master 卻有他的方法來幫

助並鼓勵每一個玩具，使他們彼此接

納、相互扶持｡ 

 



  正當大家齊心合力準備逃離困境時，玩具大盜又突然出現在他們的面前，所

有的玩具躲在一旁，親眼看見 Super Master 獨自與玩具大盜對抗，雖然所有的玩

具們害怕會輸給玩具大盜，但願意團結他們的力量來抵擋玩具大盜的攻擊，對抗

過程中一度信心愈來愈弱，所幸一直都有 Super Master 的鼓勵，最終在玩具們和

Super Master 超級大合體之下，一同打敗了玩具大盜！ 

  聖經創世紀一章有記載「起初神創造諸天與地……」，創造人的是上帝，為

了人，上帝也造了萬物，為了要使人得享受，但因著仇敵撒旦的破壞，罪進到人

的裡面，為這緣故上帝親自成為一個人，名叫主耶穌（人稱祂為以馬內利，意神

與人同住）祂離開寶座來到地上與人同住，從天上來到地上這麼遙遠的距離只為

了人，也藉著道成肉身為人的罪釘在十字架上，流出祂的血並將自己的生命給人，

所以祂知道人一切的需要，並且能滿足人！這樣捨己的愛，是神所願意給人白白

得著的！親愛的朋友，我們只要簡單的呼求主耶穌的名，祂就來充滿我們裡面深

處的需要，來接受耶穌成為我們生命的救主，祂就與我們同在，住在我們心裡面，

成為我們一生最好的朋友，最美的祝福｡ 

 

    藉著這部兒童劇，我們一

起學習耶穌的教導，因著我們

都是上帝創造的，所以一起學

習欣賞別人的優點也一起學習

彼此包容相互鼓勵，再加上有

耶穌與我們同在，任何困難都

可以迎刃而解！ 

    您與您的小寶貝喜愛今年

的兒童劇嗎? 我們相信當我們

有合一的心，就有超能力喔！ 

 

 

 

 



我是耶穌的小羊 

小藍班/欣欣老師、依伶老師 

     

 

 

 

 

 

 

 

 

 

  在仁光的園地裡，我們學唱許多詩歌，最近讓孩子琅琅上口的詩歌是-「耶

穌是好牧人，我是祂小羊」，簡單的兩句話，卻告訴我們，我們就是耶穌的小羊，

而那位保護羊群的牧羊人，就是耶穌。為了讓孩子更認識這位好牧人，老師分享

了「阿善與小雪球」的故事：調皮搗蛋的小雪球，不聽阿善主人的話，為了

追逐美麗的花蝴蝶，闖進了黑森林。風雨夜裡，雪球跌進了山溝，兇猛的

大野狼四處咆哮，身受重傷的小雪球怎麼辦啊？有誰肯來救牠呢？ 

     孩子很喜歡這個故事，我們也連著聽了好幾遍，阿善有一百隻羊，他保護

帶領這群羊，每天上山吃草、喝水，他認識每一隻羊的名字、個性，就算最調皮

的小雪球迷失了，阿善也不放棄牠，繼續找尋，直到找到為止。 

                                 

    聽完小雪球的故事，老師問孩子們：「小朋友,你們有沒有遺失過心愛的東西

呢?書、玩具、 錢、或其他東西?當時,你們心裏有什麼感覺?是不是想盡辦法找

回失去的東西?當你們找到時是不是很高興呢?」雖然阿善有 100隻羊，但是有一

隻不見了，他還是要把牠找回來喔!而且他認得一百隻羊的名字和聲音呢!我們來

當牧羊人，試試看你認不認得每隻小羊的聲音喔！？ 

 

 



選一位小朋友當牧羊人，眼睛閉起來;再選一位迷失的

小羊躲在棉被裡，小羊咩咩叫，牧羊人猜一猜是哪一隻

小羊躲起來了？另一個玩法為，牧羊人戴上眼罩，小羊

在教室一角落搖鈴鼓，牧羊人要憑著聲音來源找到小羊

的位置，找到了小羊，就要抱一抱

喔! 

 

    小藍班有 22隻小羊，我們做了一隻可

以站立的小羊，可以跟好牧人一起去吃青

草、喝溪水的小羊，利用保麗龍球當作綿

羊的身體，讓孩子拿著棉花球黏貼在保麗

龍球上，貼滿後，變成一隻毛茸茸的小羊！ 

再貼上孩子照片當羊頭，哇!一隻隻可愛的小羊出爐了，為了讓羊可以站起來，

我們利用四支冰棒棍塗上黑色顏料，插入身體底部就完成囉。 

    我們從阿善與小雪球這本故事中認識主耶穌是看顧牧養羊群的好牧人，而我

們是祂所看顧的小羊！12月 28日是小藍班第一次的獻詩！獻詩時小藍班唱了不

少關於牧羊人與小羊的詩歌！相信當天前來聆聽的人也感受到孩子向主耶穌歌

唱的聲音，令人感到人與主耶穌何親何近！ 

     

 

 

 

 

 

 

 

 

 

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

不要禁止他們，因為諸天之國正

是這等人的。  -馬太福音 19:14 



『小藍和小黃』的故事創作開始囉！ 

                                     大紅班／劉姊姊、容容老師 

    介紹李歐李奧尼這位作者時，老師也向孩子們介

紹他的成名作品《小藍和小黃》，故事中小藍和小黃

是好朋友，有一天一起出去玩，二人抱在一起就變成

了綠色，要回家時，小藍爸爸、小藍媽媽不認識綠色，

小黃爸爸、小黃媽媽也不認識綠色，綠色就掉下藍色

和黃色的眼淚，結果又變回了原來的小藍和小黃，爸

爸媽媽終於明白二人變色的原因。 

 

    這個故事的主角，是作者利用色紙撕貼成型的，老師相信班上的孩子

能力都可做到，於是想讓孩子們也試試用色紙撕貼故事主角，練習故事創

作。因為是全班都要做的活動，所以老師準備了三原色：紅色、藍色、黃

色，請孩子們從中選二種顏色做主角，結果選擇黃色與藍色的孩子較多，

所以我們決定主角用黃色和藍色。 

    確定了主角顏色，接著要確定主角的形狀，故事中小藍和小黃的主角

是圓形，但老師希望孩子們能有不一樣的主角形狀，於是請孩子們說說看

喜歡甚麼形狀的主角？炳勛說正方形，筱筑說長方形，禹蓁說菱形，哲豪

說圓形，我們就用這四種形狀請孩子們選擇。之後選擇圓形與正方形的孩

子較多，所以我們決定主角用圓形和正方形。 

    但藍色、黃色、正方形和圓形要如何分配呢？老師先請孩子們為圓形

選顏色，選好圓形的顏色另一種顏色就是正方形的顏色了。經過孩子們的

討論，選擇藍色圓形的較多，所以正方形就決定用黃色，我們主角的顏色

形狀就這樣確定了。 

 

    有了故事主角，接著老師請孩子們想一想為自己的主角安排故事內容，

設計好故事內容後，就要開始我們的故事創作囉！老師發下藍色和黃色的

色紙，先請孩子們練習用鉛筆畫下藍色正方形和黃色圓形，再請孩子們用

手撕紙撕成想要的形狀也就是我們的主角。大家的主角都完成後，我們就

開始請孩子們選色紙，自己撕出主角要發生的事，也教孩子們可以和身旁

的人交換色紙，不要浪費紙張，孩子們完成作品後，我們一起分享大家的

作品。 

 

 

 



    以勒的是他們去公園玩溜滑梯；涵涵的是小藍和小黃去外國玩雪；翔

翔的是小藍和小黃去球池玩；喆喆的是小藍和小黃去爬山，風從上面吹下

來；大衛的是小藍和小黃一起去游泳；筱筑的是小藍和小黃昨天約好今天

要去騎腳踏車；哲豪的是小藍和小黃一起和同學上課；棊棊的是小藍和小

黃去森林跑步；小恩的是小黃迷路了，小藍在附近找他；嘉嘉的是小藍和

小黃約好要去六福村，玩漂漂船、摩天輪、火車，天上有雲跟太陽；年年

的是小藍和小黃約好去遊樂園在前門見面；禹蓁的是小藍和小黃去玩躲貓

貓；晏睿的是小藍和小黃約好去公園玩單槓，看到公園剛好有二個單槓就

一起玩；品璇的是小藍和小黃一起畫圖；宣穎的是小藍與小黃去公園盪鞦

韆；舒謹的是小藍、小黃和小橘一起去學校；旻蓁的是小藍和小黃一起過

聖誕節；頡菲的是小藍和小黃開車去兜風；以理的是小藍和小黃去市場買

水果，已經秋天了他們去買鳳梨給爸爸媽媽吃；堯謙的是小藍和小黃作消

防雲梯車去救火；大倫的是小藍和小黃去上課；哲寬的是小黃和小藍爬欄

杆，有太陽和十字架，旁邊有車子、船和草地；桐語的是小藍和小黃玩恐

龍遊戲；炳勛的是小藍和小黃在學校圍圈圈。 

 

    練習過自己的個人故事創作，老師繼續請孩子們四~五人自由分組，

然後拿著自己的撕貼畫和同組的人討論，將大家的圖畫編成一個故事，還

要為故事取名字。孩子們討論出的成果如下~ 

❤故事名稱：小藍和小黃去學校發生的一件好事 

作者：以理、頡菲、舒謹、以勒 

故事內容：有一天，小黃和小藍從家裡出門，司機開車載同學去學校，上完課

他們去公園玩溜滑梯，玩得很開心。 

❤故事名稱：小藍小黃上學去 

作者：翔翔、炳勛、棊棊、大衛 

故事內容：有一天早上，小藍和小黃在家裡玩球池，媽媽說要去上學了，小藍

和小黃就說：好，我們要去上學了。去學校他們圍圈圈玩積木，然後他們就問老

師可以去森林玩嗎？接著就去森林，看到搖搖馬坐一下，之後他們很想去玩水，

就跟學校好朋友一起去尖石玩水。 

❤故事名稱：小藍和小黃一起去親子旅遊 

作者：大倫、年年、嘉嘉、旻蓁 

故事內容：老師說今天是聖誕節的前一天，我們要去六福村親子旅遊，他們到

後門走不進去，就走到前門。他們坐了摩天輪、漂漂船、火車，去看太陽跟雲，

然後他們回來就一起過聖誕節。 

 

 

 



❤故事名稱：小黃和小藍的星期六 

作者：品璇、涵涵、小恩、天臨 

故事內容：有一天，小黃和小藍在家裡畫畫，然後他們遠遠的看到窗外好像下

起雪，他們往前看，真的下雪了，就出去玩雪。他們要回家時，小黃迷路了，小

藍就去找他，後來找到了，他們就一起回家，結果那天是小黃的生日，他們就一

起開 PARTY。 

❤故事名稱：最好的朋友 

作者：哲寬、晏睿、宣穎、堯謙 

故事內容：有一天太陽很熱，小黃和小藍去爬欄杆，遇到公車和船，因為他們

看到公園的單槓，他們就一起去吊單槓，他們還在公園玩盪鞦韆，玩到一半突然

失火了，他們就打電話，消防隊員就帶他們去救火。 

❤故事名稱：小黃跟小藍的星期六跟星期天 

作者：哲豪、禹蓁、喆喆、桐語、筱筑 

故事內容：有一個禮拜五，小黃和小藍要去上學，他們就想等一下下課要去哪

裡玩，他們去樹林玩躲貓貓，小黃是鬼，小藍去躲起來。隔天他們去爬山，爬到

山頂就累了，然後小黃從背包拿出一個恐龍玩，因為他們很累就走到一間賣腳踏

車的店，有租腳踏車，所以他們就租腳踏車騎回家。 

 

 

 

 

 

 

 

 

 

    我們完成了小藍和小黃的故事，接著繼續要做出它的封面和封底，就

像真正的書一樣。老師請孩子們先分組討論要做的封面封底圖案，再想好

需要的材料，來找老師領取就可以開始工作了，而封面有作者和書名的部

分，因為字較多老師會負責協助完成。 

    經過了這次的故事創作活動，孩子們對創作故事的作者的創作工作有

了清楚的體驗與認識。老師也看見孩子們在這次的小組活動裡彼此練習分

工，協商與調整，學習與他人合作完成工作或解決問題，這真是一次特別

的故事創作經驗喔！ 

 

 



文山農場露營趣 2016.11.19~2016.11.20 

中粉班 /明倩媽咪 

  秋末冬初的氣候很適合出外踏青，一直對茶園有

憧憬的我，決定周末帶小孩到文山農場露營。 

    文山農場不只有一個露營區，在路口會有員工協

助引導至正確的營位，也會給車證方便出入。當車子

停好，下好所有行李，倩和弟弟迫不及待開始在草地

嬉戲，相當泰然自在。用完餐後，小朋友安分的拿出

玩具，不吵不鬧，等待我們搭好帳篷，開始體驗園區

彩繪陀螺活動，彩繪好陀螺後會有轉陀螺比賽，而倩

又一如往常因為太緊張而大哭，但很快的就冷靜下來。

結束彩繪陀螺便開始園區散步，體驗了製造大泡泡，

接著在大草皮奔馳或坐在盪鞦韆上看風景。最後，我

們經過舊的製茶場，看完池裡的鯉魚後，爬上茶園眺望遠山的風景，不時會有陣

陣茶花香撲鼻而來。 

    晚上用完餐，小倩說要去認識鄰帳的朋友，爸爸帶著小倩去邀請別的小朋友

到我們帳篷內玩，不知不覺客廳帳裡塞了四五個小孩，嘻笑聲不斷。小孩聚在一

起玩樂，大人們也聚在一起聊天，彷彿回到農村時期三合院聚落的型態，充滿濃

濃的人情味。 

 

    文山農場位於前往烏來老街的半山腰，離新店市

區很近。三百公尺海拔的文山農場氣溫和平地相近，

腹地非常的大，是個全方位的露營地，由森林步道走

到終點的展望台可以眺望翡翠水庫，茶園步道可以認

識茶和觀賞山景，有寬敞的大草皮供孩童奔跑，還有

孩子們的最愛: 石造溜滑梯遊戲區，盪鞦韆，大泡泡

體驗，彩繪陀螺和茶凍 DIY等等，可以體驗的內容琳

瑯滿目。肚子餓時還可以購買一旁販賣的肉粽和飲品，

另外也有販賣部賣著茶相關的產品和零食，很適合首

次露營的家庭。從營地驅車前往烏來泡湯約莫二十分

鐘，有不少人會選擇晚餐到烏來用餐順便泡溫泉，或

者回程時到烏來享用溪蝦溪魚也是不錯的選擇。 

 

 

 



    曾經，小倩脫口說出她喜歡住飯店後，我開始思考著，要用另外一種旅遊方

式取代百貨公司購物慾望和飯店設施等立即性的刺激。今年開始嘗試帶著兩個小

孩去露營，希望在假日時可以讓小孩多接觸大自然，讓陪伴著孩子童年的，是映

入眼簾的好山好水，以及俯拾即是的花草樹木。 

 

    露營，最吸引人的莫過於清晨散步在芬多精中，

以及夜晚寶貝們沉睡後，大人可以獨處的片刻。不

論是仰頭觀星或是泡茶看書，都比在家裡上網或看

電視更愜意。四次露營下來，發現小倩漸漸獨立勇

敢，出門會幫自己準備玩具，遇到隔壁帳篷的小朋

友都會主動打招呼，會帶著弟弟去串門子和分享玩

具。此外，以前看到蟋蟀蚱蜢會尖叫的小倩，慢慢

懂得欣賞和觀察昆蟲，也開始熱愛夜晚的星星和天

空的老鷹，對大自然的熱愛在露營經驗中被逐漸潛

移默化。 

    露營時若敞開心胸去認識身邊的露友，常有置

身桃花源的錯覺。有時約三五好友一起露營，會想

起孟浩然的詩《過故人莊》：「故人具雞黍，邀我至

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軒面場圃，把

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六福村の美好時光 

中綠班/彥呈爸比 

  打從仁光規劃六福村一日旅遊開始，我們家彥呈就開始跟爸比、媽咪說：「要

記得把時間空下來，不要再打報告了，也不要再看 F1 賽車轉播了！」，這種疲

勞式的耳提面命，終於在 10/29 出發前一日，我下班回家踏進家門後來到最高

潮：「爸比，你要趕快吃飯睡覺喔～我已經準備好我的包包了，裡面放好我要與 

 

 

 

 



中綠班同學分享的餅乾，我要去睡覺了喔～晚安！」，天啊，還不到晚上八點半，

就能自動上床，可見旅遊的魅力對小朋友而言，就是狂啊！ 

 

    「爸比你看，今天的遊覽車跟我玩具一樣，都是 MITSUBISHI還是橘色的。」，

第一次坐遊覽車的彥呈，用極亢奮的心情在我車子還沒轉進學校時就指給我看，

就連集合場台上宜蒨老師賣力在帶動唱時，硬拖著我都要到 MITSUBISHI FUSO遊

覽車面前瞧一瞧，更不用說他是中綠班第一個上車的寶貝。至於王媽咪及子暄老

師抽到他在車上分享表演「三隻小豬」時，則以史上最簡短的：從前有三隻小豬，

然後都被大野狼吃掉了。這種極簡潔的一句話結束，真是輸他了。 

 

    終於到了六福村，在子暄老師有做功課

下直奔非洲草原小火車。上樓梯時突然聽到

所有中綠班寶貝驚呼：「好可愛喔！這是什

麼動物啊？」，一看才知是狐獴家族，牠們

實在有作為六福村公關的能力，趁機與彥呈

分享在《獅子王》看到的「丁滿」就是這個

動物，但他從眼神告訴我：爸比，你確定這

真的是丁滿嗎？我只告訴他：「回家我們可

以再跟《獅子王》內的卡通人物做比較喔。」

而在花點時間排隊後，坐上了我認為園區內最適合幼兒園小朋友的活動──以搭

乘小火車的方式來認識非洲大草原動物，不管是滿身盔甲的白犀牛、黑白保護色

的斑馬、到處逛街的野豬、高人一等的長頸鹿、威武雄壯的美洲野牛、睫毛很長

的單峰駱駝等等，都是極富教學意義的學習方式；更不用說以搭乘遊覽車進入猛

獸區觀看睡懶覺的大棕熊、美麗花紋的老虎、團體

生活的獅群及完全不受控的狒狒群。 

  看著大部分仁光小寶貝及家長的呼叫聲此起彼

落，我相信此趟旅行大家應該都玩得開心，於是也

藉此更與彥呈分享，觀察動物可先從牠們的眼神開

始。像是獅群中，居高臨下且保護著脖子上最漂亮

的鬃毛的，就是獅王，有沒有發現牠的眼神就是不

同呢？想當然，彥呈的回答就是：「牠們都一樣啊。」，

但在心中想跟彥呈寶貝分享的是：在未來的道路上，

由眼神可透露出你對每件事的態度、堅持甚至是目

標。但這都要透過你自個兒的摸索才會好玩、也才

是別人搶不走的競爭力。 

 

 



    後續玩了園區相關遊樂設施後結束此趟六福村一日遊，彥呈寶貝在回校的路

上早已呼呼大睡，我想他今天是開心的、收穫滿行囊的，更感謝子暄老師、王媽

咪及仁光每位老師的熱情招待，你們辛苦了，仁光的寶貝是幸福的，有你們真好。 

 

 

 

 

育兒生活 
大藍班/敏芝媽咪 

  有了二寶之後的生活非常忙碌，總覺得

在公司想著家裡未完成的事，回到家又總是

分心想著明天的會議。兩邊都覺得沒顧好，

但媽媽的身心卻已經非常疲憊。一直拖到妹

妹已經兩歲多，考量到她需要的刺激和陪伴

越來越大量，加上娘家媽媽已無法負荷照顧

她需要的體力，決定請育嬰假自己照顧她。

還沒請育嬰假之前，對於能夠四點準時接寶

貝的媽媽們感到很羨慕。下午四點，天還亮

著，寶貝們對在學校發生的事情仍記憶猶新

──好希望被孩子的小手緊緊牽著，享受著

小小臉蛋仰望著媽媽的一臉滿足的笑意。 

    在還沒有決定請育嬰假前，我的思緒也是百轉千迴：除了經濟

需要考量，還有媽媽自己的生涯規劃如何斷了再續，更甚，若育嬰

期間讓我覺得整個家運作得不錯，是否就暫時離開職場也可能是考

量…。參考了無數媽媽們的意見，再好好的剖析自己的個性狀況。

我是喜歡待在家裡的，待在家裡的時間長，跟兩姊妹相處的時間久，

在這過程中放慢腳步，其實得到的比失去的多。像我老公會說，先

不論孩子們是否需要我的陪伴，但若我在孩子仍小的階段沒有全心

陪伴，對我而言會是非常難過且遺憾的事。 

 



   對於以後的規劃，且停且走慢慢整理思

緒。但在這當下，白天照顧兩歲半的妹妹，

下午四點接姐姐，這樣忙碌平凡的生活中，

我感到珍惜且滿足，畢竟是我取捨後的結果，

即使當中有摩擦、挫折、反思，但每天晚上

都在兩個孩子左右擠著的懷抱中，感受到莫

忘初衷的幸福感。當然，也是不少過來人提

醒我，孩子在國小高年級後就會有自己的世

界，媽媽不再是全部了，但我想，到時候已

經儲存足夠的能量可以祝福她們，並且很慶

幸──在她們年幼最愛媽媽的時候，我決定

先緩緩腳步，在他們身旁一起笑，好好聽他

們說話，這已經是可以一直珍藏的媽媽回憶了。 

  在陪伴的當下，也許就已經得到了圓滿。 

 

 

溜 滑 梯 
大黃班/光辰媽咪  

  「溜滑梯」，應該算是很多小朋友心中排名前三的遊樂器材吧！「哇，是滑

梯耶！」，這是光辰每每看到滑梯時的高興反應，連只會咿咿呀呀不會說話的一

歲妹妹，看到滑梯也是興奮的雙腳直蹬，身體俯前想往滑梯那衝。 

 

回想剛搬來新竹時，第一個找的不是菜市場，不是小兒診所，不是一些生活

必須場所，而就是可以溜滑梯的地方，可以溜小孩的公園！畢竟，公園、滑梯是

很好讓小小孩活動消耗體力的地方。真是大人、小孩都開心的好地方。 

光辰從小就愛溜滑梯，個性謹慎小心的他，面對滑梯倒是大膽的躍躍欲試。

所以我們出遊時，也常常設定尋找可溜滑梯的景點。一些大型住宿飯店會有兒童

遊戲區，多半都有或大或小的滑梯；而親子民宿旅店的滑梯風，也盛行了很多年，

許多都在房間裡設有溜滑梯，而且這種房型還常常搶手得訂不到呢！ 

 

 

 

 



   最近，也常見挑高好幾層樓「高」的滑梯，或是號稱最「長」的滑梯，這

些是另一種刺激。新竹市政府在香山區青青草原，建造了北台灣最長的磨石子滑

梯，大大小小總共四道滑梯，順著山坡地形而設計，最長的一道長 54公尺。像

有著繽紛顏色的四座彩虹溜滑梯。說到磨石子溜滑梯，離仁光幼兒園不遠的陽光

國小也有著七道二層樓高的溜滑梯，也是網路上人氣討論很盛的景點。 

 

而在台中，則有首座設在百貨公司內的不銹鋼空中螺旋溜滑梯，最高一座是

從 3樓高（約 16公尺高）滑下，另一座則建於 2樓（約 12尺高）。體驗空中螺

旋溜滑梯需要配戴規定的護套跟安全帽。光辰和爸爸各體驗了從 2樓和 3樓溜下，

爸爸溜完的感想是：『好暈，好想吐…』。不知空中螺旋溜滑梯真的很刺激，亦或

是爸爸身心狀況已不堪負荷這種刺激了，大家應要慎選及考量自己身心狀況是否

合適呀！另外，在台中還有間室內餐廳裡，也有空中螺旋溜滑梯，也很酷！ 

 

 

 

 

 

 

 

 

 

 

 

 

有特色又好玩的溜滑梯其實很多，充氣式滑梯也是好玩又有趣，常在公園、

百貨公司及夜市可見。在蘭城晶英酒店裡的這座充氣式滑梯外型可愛，玩起來也

非常刺激！但為了安全理由，這座充氣式溜滑梯是有年齡限制的。 

 

不論光辰是否敢一個人溜滑梯，其實爸爸媽媽也都非常地想陪他一起溜，也

想感受童年時溜滑梯的快樂，所以每次也都興致勃勃的跟光辰說：「我們一起溜

滑梯吧！！」。妹妹也快到了會走會跑的階段，我想，設定尋找溜滑梯的活動，

暫時還不會停歇！ 

 

 

 

 



我心愛的慢飛天使 

小粉班/彥翔媽咪 

  我的孩子彥翔，是個快滿四歲的小男孩，我和爸爸都覺得他超級可愛，

小眼睛長睫毛、圓圓稚氣的臉。在陌生環境下，他會表現得非常安靜乖巧；

在熟悉有安全感的環境，他就變成吱吱喳喳的小麻雀，說個沒完，常常在

爸媽面前耍賴頂嘴，弄得我們又好氣又好笑。如果不說，大部分的人都不

會知道他是被診斷發展遲緩的孩子。 

    受老師的邀請，我整理出心路歷程和大家分享。彥翔從嬰兒時期開始，

肌肉張力都比較低，換句話說就是很沒有力氣，不管是學翻身、坐、爬、

走，都比一般小孩慢，我一直很不安，可是大家都說他沒問題。每次去健

兒門診，醫師也只是說他比較慢，再觀察就好，一直到他一歲一個月還無

法四肢撐地爬行，像小小阿兵哥在匍匐前進，醫師才安排早療評估，評估

結果是疑似遲緩。 

 

    孩子會走路後，我鬆了一口氣，好像通過了一場考試，心態輕鬆很多。

但到了兩歲多，彥翔的辭彙越來越多，我們越來越聽不懂他的臭拎呆，加

上他還不會跑跳，就覺得回醫院再評估一次是必要的。這一次因為粗動作

遲緩，就被轉介到早療中心，開始在復健診所

上早療課。 

    剛開始，早療中心和醫院的社工們都會小

心翼翼的問一句：「請問其他家人和長輩對於

小孩要早療的想法?」。在我們家，我先生和

公婆都給予支持，可是娘家爸爸卻很不以為然，

如果我先生不在場，我爸就會念我：「小孩好

好的，幹嘛去上早療課，你應該趕快去上班，

他長大就會好。」，光是這樣的父女衝突，就

讓我很煩很無奈，我氣到認為我爸都不關心外

孫的需求，只在乎我有沒有賺錢。可是轉念一

想，他大概也是擔心自己的孩子離開職場太久

會無法回去。上課時間久了以後，我爸也慢慢

接受，如果是在反對聲浪高的家庭，要帶孩子

上課的父或母方，壓力一定非常大。 

 

 

 



    彥翔上早療課以來，進步都看得到，讓我很感謝早療的老師；進入仁

光的團體生活後，也開始懂得和其他孩子相處。我非常感謝小粉班的彤彤

老師和潘潘老師、暑期企鵝班的曾曾老師和依伶老師。有時候爸爸媽媽講

不聽、教不會的事，老師教就迎刃而解，讓我真的覺得老師們太太太厲害

了，都是頭上有光環的天使啊! 

 

 

 

 

走過分離焦慮 
小紅班/昱恩媽咪 

    其實不過幾個月，回想起

來已恍若隔世，有些細節已漸

漸模糊。藉著園訊留下紀錄，

不然也許終究會忘記當下的感

覺。 

    105年初，舉家搬至新竹，

尋尋覓覓，幫兩個寶貝找到仁

光：有高高的樹、小小的田、

有大草地可以跑、沒有太多回

家作業的幼兒園。彼時剛滿三歲的小恩，也開始了他的幼兒園大冒險。不

過，嚴重的分離焦慮，倒是爸媽始料未及。恩的個性相較於內斂的哥哥，

一直都是活潑而外放（至少在爸媽眼中）。哥哥初次上幼稚園大概糾結了

3 天之後一切 OK，然而恩的掙扎，約莫持續了快要兩個月......。也許是

因為搬家，加上上幼兒園兩件事加在一起，一下要適應的事太多；也許是

自覺跟不上班上的同學；也許是哥哥上學的經歷尚稱順利，讓爸媽忽略了

恩的焦慮，每天上學變成慘烈的拉鋸戰。恩會在車上掙扎，哭著要下車（"

我不要去我的學校!!"）、不肯往教室的方向走、不肯進教室，時不時在 

 

 

 



教室哭……。適應的過程中，哥哥班上的老師介紹了奧黛莉．潘恩的繪本：

《魔法親親》，描述皖熊奇奇想黏著馬麻不想上學的故事。每晚睡前，隨

著奇奇能夠帶著媽媽印在手心上的魔法親親勇敢地說出再見，恩慢慢也有

了勇氣。還有，當時小粉班的老師、哥哥姊姊們都很照顧小恩，恩也漸漸

獨立，融入學園生活，也會在班上開心唱歌。 

    開心的暑期班結束，幾經考量，決定讓恩繼

續念小班，沒想到分離焦慮會捲土重來。這次和

初始有些不同，焦慮的點從害怕和父母分開，變

成想念小粉班的老師與同學們。恩的情緒會在班

上有其他小朋友哭哭時被挑起來；在家裡，晚上

或假日時會跳針，表示他要去上學(爸媽推測，是

擔心老師同學又不見了。)，或是說：我要回虎尾

(搬來新竹前住的地方)。馬麻不禁想到腦筋急轉

彎（Insideout；2015 皮克斯的動畫電影），此

時的恩就像電影中的小女孩一樣，面對新環境，

一面想念以前的同學，突如其來的壓力讓大腦控制台裡的樂樂不見了，搞

笑島也停電了，一心只想回到熟悉的明尼蘇達（對恩來說就是虎尾）。所

幸，隨著時間過去和老師們的引導，恩和班上的小朋友們一起漸上軌道，

交到了新的好朋友們，也喜歡上律動和體能課。 

    看著開心上學的恩，好難想像之前的那一段!  現在寫起來雲淡風輕，

當下其實是很 suffer 的，也有忍不住發火的時候。我們真的在某個星期

六帶恩造訪幼兒園，也在某個周末回到虎尾(也與恩和哥哥在虎尾的保母

敘敘舊)。不斷 reassure 現在的老師和同學不會在短時間內改變，也有和

前輩長輩求救，覺得有個建議非常有幫助: 同理-->幫助小朋友釐清自己

的情緒--> 陪伴 ("我知道你現在很擔心/害怕/...etc，因為你會想馬麻/

怕同學老師不見/...etc")。當然，也需要不斷重複的耐心。和恩一起走

過分離焦慮，在過程中學習如何同理小小腦袋的小心思，學習陪伴他走過

這一段，實際體認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獨特的氣質和生命軌跡，這也是作為

父母獨特而難得的經驗。 

 

 



歡喜期待上學去 
中橙班 /子睿媽咪                                                                     

終於到了這一天，是該讓 Ray踏入團體生活了，

期待已久的上學日，對於這個害羞又靦腆的小孩，

有點擔心他會不適應這個環境，不知道如何與同學

互動，所以我也很緊張。第一天送他進教室後，老

師要他將書包及要使用到的東西擺放好，然後跟媽

媽說再見。此時，我很好奇他的反應會不會很害怕，

或者如同事所說，孩子會哭著撒嬌不願放手。結果

一切出乎我意料之外，他很乖的跟我說了再見，離開學校後，心想其實是自己捨

不得，我想父母親應該都是這樣的，原來不僅孩子要適應，父母更是需要調整心

情。 

從開始上課到現在，Ray 每天都有新鮮的事物可以跟我分享：今天有哪個同

學請假沒來上課、班上的 15號跟 27號是沒有人的、今天看了些什麼影片、十月

份的六福村校外教學、十一月份的感恩詩歌表演、洗澡的時候總是哼著學來的詩

歌、每週最期待禮拜四要上陶土課(就連身體不舒服都還是堅持要去學校)…，聽

他這麼細心且認真的跟我敘述這些點滴時，我的心中充

滿了無限感激，我的孩子長大了。其實想想，童年的生

活不就是應該這樣嗎？每天都充滿一顆期待上學的心，

與同學快樂的互動，與家人分享的喜悅。 

Ray，你長得好快，你的世界開始有段時間是父母

無法參與到的精彩，我想在這段時間的刺激下，你可以

有不同的面向認識這世界，有著全新的視野，全新的人

際關係，適應著群體生活，不再是順著自己的意思做著

自己想做的事。 

 

最後感謝貴校提供寬闊的校園及開放式的教育，讓

我的孩子在第一次受教育時學到如何與人相處、學習的

快樂，這些遠比很早就會背唐詩、九九乘法都來得更重

要，相信他往後在接受每個階段的教育時，都會充滿信

心，努力學習，找到讓自己快樂的方式。 

 



心靈藝術 
大綠班／宇芯媽咪 

  妹妹最近非常的喜歡畫畫，只要有機會就會拿起筆和紙開始畫畫。我想，她

找到了抒發心靈的管道。這是以往，與哥哥這個小男生相處時，滿腦子的火車、

飛機與昆蟲的繪畫模式是很不一樣的經驗。 

  最近她心血來潮，想畫張圖送給她喜歡的 coco 老師，於是跟媽媽要了張卡

片紙便徑自畫了起來。過了不知多久後，只見她拿來給我欣賞： 

看到她描繪的能力當時感到挺驚訝的，不只

是人、琴、琴椅、老師坐的木椅，連琴上的

枱燈都畫出來了！雖然有些部份是重疊，卻

有畢卡索的感覺（也許是媽媽的假想）。通

常，她畫畫媽媽是不太管的，其實也是沒時

間，唯獨這次要送給老師，因此建議她可以

加上音符，好像有音樂傳出來的感覺。按她

自己說的：音符都出來跳舞了！(底下照片

是事後依樣補拍以便紀錄)。 

  妹妹向來都是個很細膩的孩子，做任何

事情都非常的認真。學校老師常視她為小助

手，請她幫忙其它的同學，她自己也非常地

樂意，有時媽媽還會覺得她會不會太雞婆。

話說回來，對於習琴這檔事，她自然也是挺

認真，不太需要媽媽催促就會自己去練，老

師對於她的進步也誇讚有加。 

  不過，看到她似乎對畫畫是有一點天份（嗯，這點跟媽媽很像，哈哈）忍不

住想說是不是要再去學畫？雖然心裡想著：又學畫又學琴，好像太多了吧！還

是稍微研究了附近的美術老師。本來屬意的老師說她們沒空了，只好再重新找

起，搜尋之餘，自然看到了一些有關美術班的討論，特別是升學美術的部份，

有位似乎是＂專業＂人士提到：「不要太早進美術班。」 

  



 我不知道她說的對不對，但就個人的觀察是：美術班出來的，的確很厲害，每

個作品技巧都令人讚嘆與羡慕不已，但不知為什麼，大部份看起來就是有一種

生硬的感覺。 

  在我看來，美術應該是一種個人內在的發揮，透過不斷的觀察，對各種題材

與作品的觀察，對文化社會的觀察，甚至對人際交流的啟發。同樣的事，會因

個人感受不同而有不同的創作。當然，也許對這麼小的孩子來說，那有點深奧

了，但透過藝術抒發自我的想法與情感，應是不分年齡的。 

  想著想著，媽媽問了問妹妹，妳想不想學畫畫，「好啊！」 

「那畫畫和鋼琴，只能選一個，妳要選哪個？」媽媽想再次確認。 

「我要學小提琴。」她手中仍握筆揮灑著她的畫作，頭也不抬地回答。 

  於是媽媽我想著，學齡前的孩子，對於繪畫這事，還是給她充份的空間自由

地創造發揮吧！藝術，不也就是一種探索的過程，沒有這一層自我的發掘，又

怎麼會有創造力這回事呢？至於音樂嘛，她既然學得開心，又很堅定地想朝學

小提琴的目標走（目前，呵），當然還是繼續學嘍！畢竟，音樂與美術，都是

心靈藝術的溝通與傳遞啊！ 

 

 

 

 

 

 

 

 

 

 

 

 

 

 

 

 

 

 



 

 

 

 

 

 

 

 

 

 

 

 

 

 

 
 
 

 
 
 
 
 
 
 
 
 

 

    
 

 

 

 

在上帝創造的美麗世界中，動物總是最吸引孩子們的目光；孩子們將圓形剪

下,貼在信封上,創作出不同的動物,可愛的動物信封偶就完成了!～『你是兔

子,我是熊,小小動物劇場開演了喔!』 

看過動物們的腳印後，我們人的腳印是長什麼樣子呢？就直接來蓋印出來吧！小朋

友坐在地板上抬起一隻腳，老師協助將腳壓印在水彩印台上，然後請小朋友腳踩在

紙張上蓋印出腳印。想一想腳印還能有什麼變化呢？ 加上各種顏色的形狀貼紙後，

可以變成可愛的小動物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