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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 

願耶和華使祂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 

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聖經-民數記 6章 24-26節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聖經書院附設 

新竹市私立仁光幼兒園  第 55屆畢業留念 



給畢業生的祝福／園主任，畢業班老師  ‧‧‧1 

小紅班：情緒教育－我會好好說／小紅班老師 ‧‧‧2 

中橙班：快樂小農夫－蛹的變化／中橙班老師 ‧‧‧5 

 

紓壓鐵馬親子行／小粉班 羽宸媽咪  ‧‧‧7 

我是快樂志工媽媽!!!／大紅班 炳勛媽咪 ‧‧‧8 

上海遊記／大藍班 莘瀅媽咪 ‧‧‧10 

遇見手作的美麗～烘焙的愛／大黃班 冠馨媽咪 ‧‧‧11 

 

媽媽，妳要溫柔地講話！／中綠班 昕彥媽咪 ‧‧‧13 

今天學校好玩嗎？／小藍班 沛琪爸比媽咪 ‧‧‧15 

快樂的園地／中粉班 岑峻媽咪 ‧‧‧17 

又是一年畢業季／大綠班 帛霖媽咪 ‧‧‧18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善良、信實、

溫柔、節制。』                                加拉太書五章二十二節 

園主任 魏淑貞老師 

 

『應當一無罣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

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腓立比書四章六~七節 

大紅班：劉姊姊、容容老師 

 

給要畢業的孩子們，在面臨嶄新的生活，必有許多驚奇的發現與對未知的

擔憂，詩篇二十八篇七節紀載：『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

裡倚靠祂，就得幫助。所以我心中歡樂，我必用詩歌頌讚他祂。』祝福你

們心中滿有上帝而來的喜樂與平安。 

大綠班：芸芸老師、宜蒨老師 

 

親愛的孩子們，你們即將畢業了，將要進入國小的新生活，會有很多的學

習和挑戰，箴言三章 3節紀載：『不可使慈愛、誠實離開你，要繫在你頸

項上，刻在你心版上。』老師祝福你們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寵，有聰明。 

                                      大藍班：周老師、小星老師 

 

 

畢業不是結束，而是新的開始。 

腓立比書四章十三節上說： 

『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裏面，凡事都能作。』 

相信你在人生新的旅程中，因著主耶穌的陪伴， 

讓你更有力量面對挑戰。 

                   大黃班：美芳老師、郭老師 

 

 

 

  

 

 



小紅班的情緒教育－我會好好說 
小紅班/小君、黃老師 

  情緒，是多種感覺、思想和行為綜合產生的心理和生理狀態。常和心

情、性格、脾氣、目的等因素互相作用。無論正面還是負面的情緒，都會

引發人們行動的動機。儘管一些情緒引發的行為看上去沒有經過思考，但

實際上意識是產生情緒重要的一環。複雜情緒必須經過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才能學習到。 

 

  老師觀察孩子們有需求或遇到困難時，時常會使用哭鬧的方式，尋求

成人的協助，或是藉此達到目的地。例如: 在角落活動時，遇到爭執需要

協調時，多數孩子會用哭鬧或是攻擊的方式達到目的；需要物品時，不肯

自己去尋找，用哭鬧的方式，使得成人必須去幫忙孩子尋找等等。部份家

長也和老師分享，孩子在家中遇到不順心的狀況時，也會長時間的哭鬧，

或是做出一些攻擊性的行為。 

  因此，老師藉由《我變成一

隻噴火龍了》、《生氣王子》這兩

本繪本，讓孩子可以從有趣故事

中，可以去辨明自己的情緒，以

及在什麼樣的狀況下，會有什麼

樣的情緒？當這些情緒來時，自

己會是什麼樣的表情？會做出

什麼樣的舉動？我們又應該如何去處理面對這些情緒？ 

（作者：賴馬。繪者：賴馬。出版社：親子天下） 

 

  我們先看了《生氣王子》，看完後老師和孩子討論。 

 老師：「什麼時候王子會生氣？」寬謙：「沒睡飽。」 

 詠晴：「果汁被喝掉的時候。」  祐嘉：「沒辦法進到遊樂園的時候。」 

 映安：「太晚到遊樂園。」      禹蕎：「皇后睡不飽時也有生氣。」 

 羿璇：「王子不想吃早餐，想吃巧克力棉花糖的時候，國王也因為王子          

        不認真吃早餐生氣。」 

 育丞：「王子挑喜歡的衣服穿，國王不讓因為覺得太冷了，所以不給王  

         子穿，王子、國王都生氣。」 

  

 

 



智傑：「整理東西的時候，王子和國王為了要不要帶腳踏車而生氣。」 

  老師：「王子、國王、皇后生氣時，身體和臉會產生什麼變化？」 

 雨彤：「臉會變紅。」      昱承：「耳朵會蓋住眼睛。」 

 沛淇：「鼻子會打結。」     映安：「嘴巴會噴火。」 

 昱承：「會大吼大叫。」     沛淇：「會踢來踢去。」 

  藉由故事讓孩子知道什麼樣的狀況下會有生氣、開心的情緒？生氣、

開心時臉上的表情會有什麼樣的變化？孩子了解後，老師發給孩子圖畫紙，

讓孩子畫下自己生氣和開心的樣子，並且簡單的說明什麼狀況會出現生氣

或開心的表情。 

 

 

 

 

 

 

 

 

 

 

 

 

 

 

孩子去照鏡子看看自己的情緒表情，再畫下來～ 

   有孩子說吃糖果很開心會笑嘻嘻；有孩子說事情做不好事情時，會生

氣想要哭等等，孩子認識自己的情緒，並知道自己在什麼樣的狀況下，

會產生何種情緒後，老師接著帶著孩子讀了《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 

 

老師：「故事裡的卡鼓力，他發生什麼事了？」 

雨彤：「他變噴火龍了。」   奕承：「因為他大吼大叫而且生氣。」 

羿璇：「他生氣的噴火，被他生氣的火噴到的東西，都被燒光了。」 

禹蕎：「池塘的水都被他燒滾了。」 

兆恩：「所有的地方和東西都被他燒光了。」 

 

 

 



奕承：「最後他傷心的哭了。」禹蕎：「他哭完之後有開心地笑了。」 

沛淇：「他的好朋友就又都敢靠近他了。」 

  從故事中孩子知道了，生氣的情緒像一把火，會傷害自己也會傷害別

人，讓大家都不敢靠近自己，就像故事中的阿鼓力一樣，最後阿鼓力傷心

的哭了，才把火熄了，然後阿鼓力開心的的笑出來，他的朋友們才敢靠近，

開心的阿鼓力才能開心的和大家一起玩。 

 

  最後老師和小朋友們討論，生活中我們會遇到很多生氣或是傷心的時

候，這時候我們可以哭嗎？孩子說：「不行。」老師告訴孩子，傷心難過

會想哭，真的很生氣的時候，可能會氣哭，這都是正常的，老師、爸爸、

媽媽所有的人，傷心難過的時候都會想要哭，所以傷心難過的哭是可以，

但如果你是有目的性的哭，那就不行了。比如說挑食，我不要吃菜，可是

媽媽叫我吃，我大大聲地哭，媽媽就不會叫我吃了。比如說我做錯事了，

我不想被爸爸生氣，所以我先大哭，爸爸就不會生氣我了，這就是有目的

性的哭，這樣的哭就是不好的，可是發生這些狀況時，小朋友可能會緊張、

生氣，我們可以用什麼樣的方法來處理呢？ 

 

 祐嘉：「可以用說的，請老師給我少一點。」（不喜愛的食物少一些） 

 映安：「做錯事要先說對不起，不能哭。」 

 沛淇：「想哭的時候，可以去帳篷哭。」（角落的帳篷） 

 又煊：「生氣的時候，可以去剪紙。」 

 語忻：「生氣的時候，可以去帳棚撕紙。」 

 喩芹：「生氣的時候，可以去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 

 禹蕎：「傷心或生氣時，可以去小椅子的座位，趴著休息一下。」 

 羿璇：「傷心或生氣時，可以去門口，看看外面。」 

 

  孩子認識自己的情緒，可以自己想出處理調解的方法，並且真的去執

行，課程結束後，小紅班孩子哭鬧的狀況大幅的減少，孩子有能力可以控

制自己想哭的感覺，當遇挫折出現負面情緒時，孩子會先告知老師，或是

自己走進帳篷，讓自己安靜一下、哭一下，發洩完並整理好自己的情緒後，

告訴老師發生了什麼事，孩子們認識是情緒，並可以自己處理、調節、排

解後，孩子們的情緒變得相對穩定，在人際互動上也對孩子有很大的幫助，

家長們遇到孩子情緒時，可以適時的給予孩子一個離獨立的空間或是角落，

帶孩子發洩完畢，也整理自己的感受後，一起討論發生的什麼狀況，可以 

 

 

 



幫助孩子穩定情緒，在親子的互動上也會也所增進。 

      

  

 

 

 

 

 

 

 

 

 

 

 

 

中橙班：快樂小農夫－蛹的變化 

中橙班/雅珍老師、曾曾老師 

  在中橙教室的觀察區內，有寶貝們從仁光小菜園帶回來的菜蟲，我們第一次

抓回了五隻回到教室做飼養，但…很可惜，只存活下來兩隻。當第二次想再去抓

菜蟲時，卻發現只剩下一隻蟲可以抓，小朋友顯得有些落寞，直說：『菜蟲怎麼

都不來了？』於是我們決定短暫停留在菜園，想找出菜蟲不來的原因。 

    首先，我們回到找出菜蟲出現的地方，看了看後發現，原本菜蟲常出現在高

麗菜的地方，卻因高麗菜所剩下不多(大多被吃掉了)，才會沒有菜蟲。停留在菜

園觀察期間，小朋友發現其他班級所種植的蔬果，菜葉有被蟲咬的跡象，經過該

班級老師的允許，我們將發現的菜蟲移到較遠的草地，避免它們再回來吃菜。 

    接著，我們回到教室看看已化成蛹的菜蟲，讓小朋友觀察三個蛹的差異性～ 

睿睿：看到蛹是咖啡色的。        翰翰：看到蛹上面有絲。 

泳妍：大的飼養箱裡，化的蛹上面有尖尖的。 品亦：蛹的上面有翅膀。 

壕壕：蛹的上面有露出小尾巴。    迦蜜：蛹的上面有小小的眼睛。 

子閱：一個是咖啡色、一個是綠色，在大的飼養箱裡，我有看到觸角。 

 

 

 

 

平時是娃娃角的小城堡，想

整理一下心情時，是發洩情

緒的最佳堡壘。 



珊珊：大飼養箱裡的蛹，黑黑的。  彤彤：化蛹的位置不一樣。 

禹妡：小的飼養盒內，化蛹胖胖的。 奕煊：我看到化蛹的腳在動。 

昀臻：看到翅膀。                宥宥：看見上面一點一點的。 

妞妞：看見有黑色的。 

 

  在觀察蛹的時候，小朋友會想將飼養箱拿起來觀察，有的小朋友甚至想動手

摸看看蛹，老師擔心蛹會受傷，就提醒小朋友摸的時候要輕一點。結果小朋友摸

了後，蛹一直動，所以就沒人敢再碰了。 

  此外，小朋友也發現到顏色的差異性，在老師介紹過紋白蝶『蛹期』的資訊

後，小朋友決定要再多觀察一個星期，再來觀察咖啡偏黑色的蛹是否已死亡；而

綠色的蛹我們則是靜觀其變，也希望紋白蝶能真的破蛹而出。  

 

 

 

 

 

 

 

 

 

 

 

 

 

 
 

 

(協助澆水、拔雜草、將發現的昆蟲移走、採收蔬果…等) 

紋白蝶『蛹期』小檔案： 

紋白蝶的蛹是頭部朝上，尾端固定在絲團上，蛹背

還有一條粗絲帶支撐，這種形式的蛹稱為「帶蛹」。當

幼蟲在枝葉上成蛹時，蛹體的色彩便是綠色；位於枯

枝、雜物上的蛹，蛹體的色彩則是呈現出褐色外觀；另

外還有一種淡褐色的蛹；蛹體週遭環境的色彩，會影響

蛹體顏色的深淺。蛹期約 13 天。 



紓 壓 鐵 馬 親 子 行 
小粉班/羽宸媽咪 

  我是羽宸的媽媽,在羽宸出生前我是舞蹈及瑜

珈教師,羽宸出生後我便專心在家照顧孩子當全職

媽咪,日子一天一天過去,我期盼小孩快快長大生

活步上軌道,但是手忙腳亂的新手媽咪生活加上工

作環境重心跟以前大不同,獨自帶著這未知小生命

的孤獨感和一種隱約的自覺責任重大，都給了自己

很大壓力,漸漸我開始容易疲倦,不管是心理上或

體力上的. 

    所幸羽宸慢慢長大了,我也才漸漸找到自己與

時間的平衡點,重拾瑜珈的自主練習,使體能一點

一點訓練回來。接著為了讓自己和小孩能吸收陽光

這項大自然所最直接給予的能量,也保持繼續運動

這項對身體最直接的回饋,所以我開始選擇騎上腳

踏車,裝上兒童座椅,帶上羽宸向戶外出發。一開始我們只是騎到家附近的

公園,慢慢地我們穿越市區,或開車到定點後在風景優美的景點騎乘。 

 

  在市區中騎乘腳踏車很有趣,平常為了趕時間

呼嘯而過的風景變慢了起來,許多常常經過的路段

居然冒出很多不曾發現的小店。騎車的步調很緩慢

很適合孩子,羽宸坐在我前方雖然沒在出力幫忙,但

是兩隻眼睛可沒閒著:路上的號誌變化、汽車行駛的

方向、店家的擺設招牌、形形色色的路人,他都很好

奇認真的觀察著。我也跟他說明號誌怎麼看；方向

燈是用來轉換方向提醒其他人的；可以猜猜經過的

店舖是什麼店；告訴他我們居住的城市有些什麼設

施…,出遊次數多次下來,她甚至能大略記住道路的

方向位置,而且許多地點在過了很久後她依然記憶

猶新。 

    現在我們家中還多增加了一名成員:羽宸的妹妹。我和鮮少運動,也沒

運動習慣的老公一人一台車,載上兩只小孩,尋找適合騎乘的路段出遊, 

 

 

 



不是刺激的遊樂場也不是熱鬧的百貨公司,但是小孩們很喜歡這份安靜,

騎乘中很靠近的前後位置讓我們可以放鬆專心的好好聊天,沒有涼涼的冷

氣但是有自然的微風吹在我們臉上。我們在上個月的某個周末還選擇從新

竹 86快速道路出發,往西方方向一路騎到南寮漁港,整條自行車道路況很

好,非常安靜且沿路皆是稻田,映入眼中的全是大自然恩賜的綠,偶爾有飛

機飛過,或沒看過的植物花朵與小蟲,我們便停下來觀察討論。 

    騎自行車戴小孩出遊,就算只是離家不遠的地方,小孩也覺得交通工

具不同而有趣很多,騎乘中父母給小孩全然的專屬時光,媽咪和不愛運動

的老公也能藉機運動一下,孩子還能接觸到戶外大自然,一舉三得。接下來

的目標是想騎遍各城市：南投、台南、京都、北海道,希望能和孩子們繼

續累積我們的鐵馬快樂回憶。    

 

 

我是快樂志工媽媽 !!!  
大紅班/炳勛媽咪 

  身為“專職媽媽”，隨著家中的老大

及老二，進入小學就讀後，我也開始忙碌

的穿梭在小學校園內參與志工活動。2個

哥哥就讀的學校，是利用每週二的晨光時

間，邀請志工家長進班陪伴孩子，不同年

級進行不同的活動。 

 

 

一,二年級是晨光故事時間---在學期中大約有 12 次，與班上其他家長輪流進

班，說故事給孩子們聽，陪伴他們約 40 分鐘 (這時間老師們開週會，不會在班

上)。我記得在老大 1年級時，我當仁不讓的認領了 6次，一方面是小學生新手

媽媽，很好奇孩子在班上的狀況，另一個原因也是希望留給孩子的班導師好印

象…呵呵。這 2年的晨光媽媽很開心，因為這年紀的孩子，仍是天真可愛，每次

到班上，都會受到熱烈歡迎呢。 

 

 

 

 



三,四年級是彩虹生命教育課程---也是每週二的晨光時間進行的，要入班的

志工家長，需參加基礎培訓課程，大約 2個全天時間。每週進班，透過志工們共

同備課的教案範本和創意遊戲，陪伴孩子們探索正向的生命品格與行為，這個年

紀的孩子，開始有許多自己的想法，有時會在課程中有很多辯論──呵呵，很具

有挑戰性喔！ 

五,六年級是 EQ/情緒管理課程---這是親職教育專家楊俐容老師，結合心理學

研究成果，專為孩子們設計的，一系列共 4冊的 EQ教育課程。要入班的志工家

長，必須完成 4冊培訓課程，每冊的培訓時間是 10 週，每週 3 小時。很開心，

我已經在 1年內，陸續完成所有課程了。孩子們 1學期上 1冊，小學畢業前會上

完 4冊。 

    

  透過設計好的 PPT教案搭配互動遊戲，把淺顯易懂的 EQ概念傳達給孩子們。

我還記得有一個 EQ好觀念，讓我受用無窮，“情緒沒有對錯，但表達方式有恰

當與否”,原來當孩子鬧情緒時 ，不能總是說他是在“生氣”，負面情緒感受有

很多種，例如，難過、擔心、委屈、緊張、厭煩…等等，我學會教孩子，用貼切

的情緒語詞來表達，而且要用對的方式表現，現在家中，就不會有情緒失控的戲

碼上演了。高年級的孩子，正經歷重要的青春期起點，所以愛心陪伴和耐心引導，

非常重要。每週二入班，前 3天，我會開始很緊張的備課，因為這年紀的孩子喜

愛新奇刺激，上課節奏太慢或太繁瑣，小孩就會在座位上放空或做自己的事。所

以我常常要準備很多笑話，來引回孩子們的專注力。 

 

  雖然參與學校志工活動會佔去許多時間 ，也帶來些許壓力，但深深覺得，

透過這樣的付出，反而自己收穫更多。Happy!!!  

 

 

 

 

http://www.happinessvillage.org/publication/119
http://www.happinessvillage.org/publication/118
http://www.happinessvillage.org/publication/117
http://www.happinessvillage.org/publication/116


上 海 遊 記  
大藍班／莘瀅媽咪 

    莘瀅在仁光的日子轉眼就要說再見了,

我們也正為他計畫到上海就讀小學做準備。

然而, 上海幼升小報名時間拉鋸很長，所以

我們決定向學校請假二個月，正好也藉此

機會讓妞妞和安妮認識一下這個未來要生

活的城市。       

  去上海前媽媽就早早計畫好了所有行

程，第一站上海西郊動物園這算是媽媽童

年記憶游，妞妞和安妮都很喜歡，媽媽也

暗自高興。第二站是媽媽以前上班附近回

憶遊，這次問題來了顯然孩子們不買帳，對於這種走馬觀花和看上海老建

築的行程完全沒有興趣。於是接下來的行程媽媽決定和妞妞一起討論決定，

後來也證明一起制定行程的優點還是很多的，首先我們可以討論使用什麼

交通工具會經過幾站，車子的種類和可替代的方式，這些比課本學習更生

活化，當然妞的最愛的還是地鐵。再就是行程的內容，這方面我會用電腦

給她看幾個選項和行程大概的內容，看妞妞對哪個比較有興趣。 

 

    經過討論第三站選了上海自然博物館。搭乘孩子們最愛的地鐵可以直

達，這個展館收藏品超過 28 萬件，其中最吸引我們的應該是當初自然館

官網的那隻梁龍，從泥盆紀一路下來到侏羅紀白堊紀，漫步其中有種時光

穿梭的感覺，看展時妞妞還會很興奮的給安妮介紹：『這是翼龍！』、『那 

 

 

 

多棘沱江龍（模型） 

年代：中生代侏儸紀，距今約 1.6億年 

發現地：中國四川沱江流域 

我們通常不太可能找得到沒長尾巴的恐龍，這是因

為多數恐龍的尾巴有兩個任務：平衡與保護自己。

大型恐龍如霸王龍與梁龍等，他們的大頭或長頸使

身體頭重腳輕，需要又長又重的尾巴來平衡，跑步

的時候更是如此。 



是霸王龍！』，通過這次行程讓媽媽學習到──達成共識玩得更開心。 

    同時邊玩邊學的機會媽媽也沒有放過，一

來是對展覽的尊重，二來孩子也比較能找到興

趣點，除了自己查了很多資料，也給妞妞找了

她可以看得懂的相關繪本，讓孩子有粗淺的概

念，後來的看展中妞也明顯非常投入，回家的

路上問了一箱的問題，把媽媽也問倒了。看來

在教育的路上媽媽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對了，

再補充一點這個展館面積 44，517 平方米，所

以視小孩的精神狀況專注的時間和體力來設定

逛展的時間，但門票真的很超值才 30人民幣

（約 150 台幣）。 

 

 

 

 

遇見手作的美麗~烘焙的愛 
大黃班/冠馨媽咪            

  手作因著尋找--想著自己要怎樣的衣服,

找不到,不是要華麗,不是別人設計的不好,只覺

得少了點什麼,角度、顏色、材質,多一塊,少一

個線條~知道現成的衣服不可能全合我意的,穿

著接近自己想像中的裙子心情會很好,但心裡

感到還是缺~學為自己做屬於自己的裙子,一筆

一筆劃,一針一線縫,一刀一刀剪,心情好雀躍,

小心翼翼,但也傷痕累累,我完成了~每天都想

穿著它,雖然它沒有細緻的工,處處可見“錯”位的,但它是我, 最愛、最美、最想

念的一件裙子,這件裙子它好合適我啊!穿著它的我──好幸福。 

    在老二冠馨還是我肚子裡 7 個月大的胎兒,老大冠維已經 11 個月大時,我開始

學做 Pizza,認識麵粉,知道『環境』的改變──溫度、濕度都影響了我的 Pizza 好

不好吃!  

 

 



  冠馨陪著我在柴窯前烤一個一個好吃的 Pizza,因為擔心肚子裡的她受不住熱,

問了可信的醫生, 安慰我說：我受得住的 ,孩子就受得住。37 週大我生了冠馨,

朋友笑說冠馨是被我烤”熟”的孩子,出生至今 ,長得令人期待,心思細膩且溫暖。

哥哥和妹妹的點心是媽媽把原味餅皮切成長長,沒牙的她放入口裡用口水泡軟,吃

得比哥哥多,冠馨有個小名叫『阿兔妹』,哥哥叫『阿虎哥』很草根性吧!愛吃 Pizza

的小小孩真實範例。  

   小小孩也學著拿桿麵棍,拿麵團滾來滾去,滾成,扁扁平平,媽媽放進窯裡,烤成

『小內褲』型狀,冠馨笑得好開心,也吃得好滿足。因為是她自己做的，小內褲薄

餅。 

    冠馨和冠維從娃娃時候開始，一直都看著媽媽用麵粉做麵團，再變成 Pizza、

麵包、餅乾、蛋糕……等等,像個好客人般,一口一口品嚐, 再告訴媽媽好不好吃,

沒有言語時,用哭要吃,不喜歡就直接吐出來。疊字期,說：「要要」,當會用形容詞

時會像評論家一樣告訴媽媽說：「剛剛好」、「太甜」、「有點酸」、「不夠脆」、「有

點硬」、「香香的」、「苦苦的」、「很漂亮」、「醜醜的」、「臭臭的」、「捨不得吃」…。

冠馨和冠維是非常認真的期待和享受媽媽會做出什麼,眼睛、鼻子、嘴巴、手手,

都很忙的,~幸福吧! 

 

  其實很多時候,當我迷惘時(大人的味覺複雜了),孩子喜歡就對了。因為孩子

味覺單純敏銳,吃得出最乾淨的味道,任何味道是不會被忽略的，真實呈現了. 

   媽媽煮菜,在餐桌上冠馨和冠維做餅乾囉!從餅乾書上選擇喜歡的,二人同意決

定,哥哥唸著需要的材料、工具,妹妹和媽媽幫著找到東西全放桌上,哥哥繼續唸著

製作步驟,二人就七手八腳、七嘴八舌忙了起來,媽媽切著菜,順便回答他們無法理

解的狀況,哥哥喜歡處理秤子、設定烤箱,妹妹聽著哥哥指

示,哥哥秤好材料,妹妹就一樣一樣→麵粉要過篩→奶油要

拌軟→要放糖等食材→放在一起攪拌均勻→楺成一個大

麵糰→分成小糰→成型→放烤盤→進烤箱→25 分→好

了！ 

 

    先照書做成標準樣子,但第三個就變成他們想要的樣

子,連十字架、天上的星星、地上的香菇都出現了. 

    沒有漂亮到捨不得吃,只有吃到連屑屑都要分享放進

小嘴巴裡,真的有這般美味嗎!冠馨知道、冠維知道、媽媽

知道,連爸爸也知道,是燈光美、氣氛佳,成就了這平凡的小

餅乾,強大非凡──愛的感染力. 
 

 

 

 

 



《 分享：黑 糖 奶 油 酥 餅 》 

分量:15g*9個  器具:打蛋器、長刮刀、鋼盆 

材料（簡單）:奶油 45g、黑糖 20g、低筋麵粉 65g、奶粉 5g 

烤箱設定:160度、20~25分鐘 

步驟:（很簡單喔~） 

奶油先軟化打軟→加入黑糖均勻攪拌(不要太久)→麵粉、

奶粉過篩再加入拌勻至看不見粉粒→麵糰楺成糰→分成

15公克小糰滾圓、成形→將小糰滾滾沾上黑糖放於烤盤,

再捏出造形→預熱烤箱,以 160度烤 20~25分鐘 

小贈品:冠馨的手繪製作步驟 (用孩子的眼睛看烘焙很

容易, 一起享受烘焙的愛吧!) 美麗吧～ 

 

 

媽媽，妳要溫柔地講話！ 

中綠班/昕彥媽咪 

  即使自己也在幼教產業工作，每天

與許多 0-5歲的幼兒相處，但有好一陣

子我對於『媽媽』這個角色感到十分挫

敗。彥彥在三歲被醫師評估為疑似亞斯

伯格，在他三歲以前，自己常常找不到

方式帶他。彥彥因為社交的能力較弱，

常常看不懂他人的臉色，導致我們在管

教他的時候，常常要假裝發一頓脾氣讓

他知道某些行為會讓他人不悅，自己也 

 

 

 



不知不覺成了孩子眼中的『虎媽』。 

 

  在他的小小腦袋瓜裡，這個世界非黑即白，當大人和顏悅色地，委婉地勸說

他的行為時，常常換來的是他的變本加厲；只有當我們用誇張的臉部表情以及嚴

厲的口氣說話，必要時還得搭配一些威脅，才會讓他立刻停止不當的行為。然而

這樣的方式，除了讓整個家庭的氣氛烏煙瘴氣，也讓我開始擔心，如果他都要等

到對方生氣的強度達到這種程度，他才知道自己的行為不當，那麼他未來的求學

生涯會相當辛苦。 

  幸好在療育課老師的引導下，我理解到：若用過於嚴厲的方式糾正他，在當

下他看似是變聽話了，但其實只是因為嚇到而停止搗蛋，同時他的思考也都被迫

暫停。老師讓彥彥開始理解到自己『頭腦裡的衝動因子』是讓他闖禍的原因，至

於造成衝動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他無法好好面對自己的負面情緒。例如：當

他陪媽媽參加大人的聚會，因為現場有其他陌生人的關係而讓他感到不自在，所

以他透過搗蛋來惹媽媽生氣，當媽媽因為他的行為而責罵他或是懲罰他的時候，

他便可以藉著被懲罰或被責罵而將自己的情緒發洩出來，如尖叫或大哭，甚至是

打人。 我承認，當我第一次聽到職能老師分析這樣的理論時，真的感到十分不

可思議，怎麼可能有孩子會因為有負面情緒不知道怎麼發洩，就故意惹大人生氣，

甚至是期待大人生氣罰他？ 

 

  雖然如此，我還是聽從職能老師的建議，要孩子練習“深呼吸”。每當我察

覺孩子有搗蛋的行為出現時，我會先就目前的情境與他聊聊，是否因為某件事讓

他產生了負面情緒，如焦慮、不安、無聊、生氣、傷心、難過等等。先同理他的

感受之後，再請彥彥做 5-10次深呼吸。很神奇的是，我藉由這個過程才知道彥

彥的心思比自己想像的還細膩及敏感，常常大人不以為意的點，卻是讓他情緒卡

住的原因。而在同理他並帶著他做深呼吸之後，往往可以控制他後續想搗蛋的心

情。 

  現在彥彥比以前進步一些了，當媽媽不在身邊的時候，已經可以自己調適部

分情緒了；以前那個因為看不懂別人的臉色，而常常把大人氣得跳腳的彥彥，現

在在媽媽講話稍微提高聲調時，可以馬上察覺媽媽不悅而主動要求：「媽媽，妳

要溫柔地說話。」，接著我可以用和顏悅色的方式讓他知道他的行為在當下需要 

 

 

 

 



修正，而不需要像以前一樣用過於嚴厲的方式糾正他，甚至影響親子關係。雖然

我們離理想值還有一大段路要走，但這段日子真的讓我學習到到讓孩子好好認識

自己的情緒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大人自己的情緒也深深地影響孩子。彥彥目

前在家裡的狀況愈來愈穩定，我發現我們談天說笑的時間變多了，孩子的溝通能

力變好了，媽媽我也好久沒有大聲罵人了呢！ 

 

  而彥彥在仁光的這段日子以來，我相信每一天對班導師來說都是挑戰。能夠

遇到理解他、耐心引導他以及包容他的王媽咪和子暄老師，彥彥是很幸運的！也

許因為受到老師的身教及言教影響，我常常看到班上的同學對彥彥的照顧，謝謝

辛苦的王媽咪以及子暄老師一直以來的協助，讓彥彥能在這麼有愛的環境成長並

且更加茁壯。 

 

 

今 天 學 校 好 玩 嗎 ？ 
小藍班/沛琪爸比媽咪 

  我永遠記得 2016 年的夏天，我們家小沛琪初進教室不

安的樣子，每天都重覆上演著哭哭啼啼的戲碼，那段時間對

我而言就像是度日如年一般，看到沛琪依依不捨的模樣，她

爸比整顆心都揪在一起了，雖每到放學時刻總是很開心，但

我還是無時無刻想著：明天該怎麼辦…? 她會不會適應不良? 

她喜歡學校嗎? 老師應該覺得沛琪很難帶吧? 還是中班再

入學好了? 每天都會重覆地問自己各式各樣的問題。時間一

天天的過去，我看到老師們對小朋友的耐心與信任，我才恍

然發現是我的信心真是太小了。直到讓我很有印象的畫面是，

教室前晾著滿滿一整排褲子，那就是老師們愛心與耐心的表

現，而沛琪也從這當中得到愛、了解與信任。 

 

    到目前為止沛琪是我們唯一的小孩，也許是我們的縱容，還沒上學前的沛琪

超級挑食，對許多食物都很有主見，暑期班的前幾天，中餐每每吃到午休時間還 

 

 

 



沒吃完，有一天點心是薏仁牛奶，老師很訝異沛琪很快就喝完了! 結果是牛奶喝

完，薏仁還好好地待在碗底 XD，而老師也都會用各種方式來讓沛琪對食物感興

趣，例如：把食物切小塊，一次不裝太多食物…，後來發現也許就是這些不同的

嘗試，讓沛琪在吃食物的方面萌芽。 9月開學後，沛琪開始喜歡嘗試不同的食

物，到學期中已經都能把三個碗都吃光光囉! 而且到最近她都能自己把洗好烘乾

的碗裝回餐袋，起初我還覺得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真的是實實在在地感受到老

師們的用心與堅持! 

  沛琪很有自己的想法，但常常讓我和媽咪很不知所措，

也可說是尷尬地想鑽洞躲起來。像是去安靜的餐廳吃飯，若

是遇到不喜歡的食物會大聲說: 這個好難吃喔! ! ! 或是團

體活動中會第一個大聲說: 我不要! 就算只是陪伴在附近，

但閉著眼也可以猜到是沛琪。後來想想其實小寶貝天真率性

的想法，是跳脫一般人的思考方式，能有這些舉動還真是他

們現在這個階段專屬的呢! 而這反而顯現出身為爸比媽咪的

我們多麼需要包容與學習呀! 

  關於分享，讓我想起下學期我光想都覺得很夢幻的活動：

小森林野餐! 為了這天，她媽咪特地做了動物造型水果切片

餐盒! 看得我都好生羨慕。但是想起上學期挑食，琪沒吃完

的野餐盒－這次如果又吃不完，那分享給同學應該更好，雖然我知道這也許反而

更不容易，但我還是試著與沛琪玩模擬情境的遊戲。隔天野餐完，沛琪跟我講她

的分享故事，我才意識到小朋友的可塑性真的超乎想像! 

 

  到了復活節活動，沛琪一路上從學校的關卡->走到植物園->植物園關卡->

榮耀之路關卡(爬植物園後山一圈)，都自己獨立完成，直到走回學校的路程中才

體力不支地要抱抱. 但在爸比眼中，其實很驚訝，回想起半年前的六福村秋季旅

遊，從那個全班就她一個要坐推車還很得意的沛琪，到現在這個靠著意志力想要

過關的沛琪，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感謝主在她心中種下了忍耐的種子，在

小班的這段期間，不管是身心靈各方面真的都有很顯著的成長呢!  

   學期大部分時間，沛琪爸比心裡其實充滿了虧欠，由於我跟媽咪都要工作的

關係，通常最快都要延保時間才能接到她，以至於放學後有很多同學都能玩的戶

外遊戲時間，對於沛琪都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雖然沛琪總是說保育班有哥哥

姊姊比較好玩，但是哪有小朋友不喜歡溜滑梯呢? 也因此通常是請假那天才能早

早接到她，至少讓她有機會在戶外遊戲場玩到盡興再回家。 

 

 



   『沛琪，今天學校好玩嗎?』，我常常透過跟孩子對話來了解她的感受，雖然

有時候與事實會有一段落差，但不管是好笑的、生氣的、還

是太尷尬不跟我說的都好，透過對話、透過讓她親口說出與

陳述事情始末，來培養表達能力，經常問她問題來看她有何

反應，甚至講個相關的故事去啟發她。因為我相信有家庭的

陪伴與信任是影響孩子人格發展的關鍵，並且在這個階段其

實不管對於我們還是小朋友，雙方都很容易得到正向回饋。

回想起這一年的時光，因為沛琪在幼兒園的成長，也帶著身

為爸比媽咪的我們一同成長，感謝仁光的每一位老師無私的

愛，讓我們在幼兒園接到沛琪時，總是能看到她臉上有燦爛

的笑容。 

 

 

快 樂 的 園 地 

中粉班／岑峻媽咪 

親愛的老師們！我們感謝孩子都能從仁光出發～～ 

從哥哥旻恩畢業,接連著弟弟岑峻入學,孩子開心的成長與變化,讓我們做

父母的很放心孩子走進社會的第一步是在仁光開啟的。 

         

    媽媽我最喜歡詩歌的教唱了，這是我看見和

其它幼兒園很不同的地方，平時我也會放著這些

耳熟能詳的歌曲，讓這些美麗的音符融入我們的

生活，他們開心而且平靜的跟著唱～我真的很喜

歡看著他們這樣愉快的唱誦詩歌！！！ 

 

    獻詩這個活動，讓我們有機會看見寶貝在學

校裡、在團體中的表現，所以爸爸媽媽絕不會遺

漏掉這種時刻，從第一次獻詩的害羞、第二次的

進步、下一次站上這個小舞台岑峻會有什麼表現

呢？哈哈⋯讓我們期待有一天能看見寶貝岑峻在舞台上展現出落落大方的

自己唷！     

 

 

 



  這學期中班的活動主題是春天來了與種植，岑峻在家裡、在車上、無

時無刻的分享著老師教導的點點滴滴，這一切說明著他可是非常喜愛這個

主題喔～下課後，在小菜園裡看他一邊仔細的澆水灌溉樹苗、一邊跟哥哥

解說絲瓜葉會如何如何的往上攀爬，兩兄弟好認真的看待生命的衍生呀！ 

    美好的日子當然少不了復活節的活動！撿彩蛋

的時候，看出得出孩子的喜悅與歡笑是多麼的天真、

自然！即使滿身汗⋯也不願放棄闖完學校用心準備的

每一個關卡！這些是記憶、這些更是回憶，不只孩子

⋯我們父母更是共同擁有了這些寶貴的親子時光。 

       

    我的孩子喜歡老師、熟

悉學校的每個角落，喜歡植

物、喜歡小動物、喜歡大自

然的點點滴滴，這都要謝謝

仁光的每位師長教導孩子知

道生活的美好源自於滿足與

感謝，謝謝學校開啟了孩子這樣的童年，相信這

樣成長的孩子，會快樂、會陽光、更會帶給身邊

的人歡笑與希望！ 

 

 

 

又是一年 畢．業．季 

大綠班／帛霖媽咪 

  時間過得好快轉眼間兩年了，雖然帛霖還要再讀一年仁光，但也沒辦法沖淡

孩子面對與夥伴們離別的憂傷。從進入六月的第一個星期起，帛霖嘴巴裡念的最

多的就是：「媽媽，為什麼六月過得這麼快？」、「媽媽為什麼，六月比其它月份

過得都快…」，寶貝，媽媽知道這是你不忍分離的焦慮…。 

  我還清楚地記得孩子剛入園的那個月不間斷的哭聲，我還清楚地記得孩子在

當時"陌生"環境裡忐忑不安的神情，我也還清楚地記得老師們微笑著從我手中接

過孩子、 蹲下身來、 給他一個溫柔的擁抱。雖然當時孩子依舊在抽泣，但我很 

 

 

 



欣慰，擁抱對於帛霖來說就是溫暖，就是歸屬。孩子的信心和膽量，就在老師精

心的照料和耐心的鼓勵下慢慢地建立起來了。開始坦然處之，跟他像往常一樣沒

大沒小地玩耍遊戲像自然界中的花草；開始了他豐富多彩的集體生活；開始回來

炫耀他衣服上的小貼花、墻壁上的印章；開始得意地哼唱校園教的詩歌；開始一

口氣報出班上所有小朋友的名字、跟我們分享太多

太多仁光賦予他的神奇。它可以表現為擁抱，可以

表現為鼓勵，可以表現為小小的責備...，無論何種

方式，讓孩子覺得舒坦與自在，讓孩子慢慢長大、

學會感恩、學會回報，讓他懂得愛是相互的。對於

這個被愛潤澤的樂園，我有太多的感激和感動。想

起冰心的一句話:愛在左，情在右，在生命的兩旁，

隨時撒種，隨時開花，將這一徑長途點綴得花香彌

漫... ...。 

 

 

 

 

 

 

 

 

 

 

 

 

 

 

 

 

 

 

 

 



 

 

 

 

 

 

 

 

 

 

 

 

 

 

 

 
 
 

 
 
 
 
 
 
 

 
 

 

 

    
 

我們班討論『仁愛』的品格時，老師請孩子分享〝愛是什麼樣子〞，孩子們說：愛就像 

愛心超人，笑咪咪的公主，一個愛心，一棵笑咪咪的樹，熱熱的火鍋，還有藍天中的彩虹。 

+作品名稱：春天的感覺  

+作品名稱：蔬果拓印  
+作品名稱：服務生的圍裙  

+作品名稱：美麗的蝴蝶  

+作品名稱：昆蟲拼貼畫  

+作品名稱：好吃的高麗菜  

 ║中橙班 小農夫的收藏 
  

 
║大紅班 仁愛的品格 

+作品名稱：昆蟲拼貼畫  

我們班這學期主題從春天的草莓園，接著種稻再到小菜園，感謝豐富的小園地，給小農夫們多

采多姿的自然體驗與收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