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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仁光森林｣ 

 魏淑貞老師 

 

新的一學期熱熱鬧鬧的開學了，適應了一段時間剛入園的小寶貝們也漸漸

的認識了新朋友和老師，漸漸的脫離了分離焦慮，情緒逐漸穩定了歡聲笑語也

就多了起來。早上常常看到家長和寶貝們會在聖經學院的大樹下悠閒的用早

餐，趁著秋天的涼風享受著親子親蜜時光｡ 

東北季風來了，風城新竹有名的風大了起來，涼爽的天候裡，律動廣場與

遊樂場裡每天都有孩子練習跑步。大班的孩子也開始積極的練習跳繩，最常聽

到的還是孩子們的嘻笑聲，在草地上開心地玩遊戲，最開心的仍是佈滿白沙的

沙坑！這個季節在校園裡也有好多可以探索的角落，去撿拾松果、落葉、採百

香果…，在校園裡享受秋冬的景致與氛圍｡ 

    在校園裡比較靜態的區域是親子共讀區，在這裡我們提供給父母與孩子一

個可以看看書翻翻書的區域，在課後保育時間最受孩子們期待的就是老師說故

事時間，大部分的孩子都享受在ㄧ本ㄧ本的故事情境裡。我們一直非常鼓勵孩

子與爸爸媽媽能常常有共讀時間，在大班有整年度的親子共讀活動，在校園也

有親子共讀花園區域，我們鼓勵爸爸媽媽可以常常跟孩子一起讀書，在說故事

的同時，可以更多的認識這個世界。幼兒最大的財產是健康、親情和語言，如

果有人經常緊緊擁抱他，用溫柔的聲音對他說話，孩子的心靈就會一點一點地

充實起來，成為一個內在豐盈的人。 

   每年秋天第一個登場的全園活動就是秋季旅遊，謝謝家長們的耐心、鼓

勵與支持，讓今年的旅行很順利很平安的完成，孩子們最喜歡的據說是看草原區

的動物斑馬、長頸鹿…等，如今一提到木柵動物園之旅孩子們還是津津樂道的聊

個沒完。 

    每年到了歲末，孩子們最期待的就是專屬於孩子們的感恩節午餐，感恩節

活動與午餐將於 11/22(三)舉辦，在當天的小禮拜堂時間中，會和孩子們分享感

恩節的故事，希望幫助孩子從小學習對幫助過自己的人表達謝意，成為懂得感

恩之人；當天中午我們也會邀請全校師生一起分享感恩節餐點，當天中午菜單

為烤火雞﹅馬鈴薯﹅番薯﹅花椰菜﹅玉米﹅麵包﹅南瓜派﹅南瓜濃湯﹅蘋果

派、新鮮蘋果…等。當天有意願擔任志工的家長可以跟辦

公室報名喔！ 

     

 

願 上帝祝福您全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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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創意，別怕『餿主意』! 
 

大綠班/王媽咪、子瑄老師 

    鼓勵創意，別怕「餿主意」！現在的爸爸媽媽，都希望孩子頭腦聰明、

思想靈活，可是您知道嗎？要孩子有創意，除了從日常生活中啟發以外，也

必須有適當的教養態度來配合唷！您的一些想法或態度，或許正不知不覺地

在壓抑孩子的創造力發展呢！「別人都是……，你怎麼會……？」首先，爸

媽必須尊重孩子的個別差異，了解每個孩子都是不一樣的，也都有各自的長

處。有的孩子擅長語文，從小就能滔滔不絕、口才便捷，有的孩子長於藝

術， 一拿起畫筆就有模有樣、揮灑自如。每個孩子各有其不同的天份和能

力，爸媽也應該依據孩子的特質提供不同的機會和環境，幫助孩子充份發揮

所長。千萬避免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陷入「哥哥那麼會……，弟弟也應

該要…」或是「男生應該…」、「女生應該…」的迷思中。老是以同樣的標

準來要求不同的孩子， 可能會「揠苗助長」，也可能會「埋沒人才」呢！

「怎麼老想些奇怪點子？」當孩子提出一個新想法，您是不是會馬上說：

「別亂說話！」「這樣不行啦！」「不要亂出點子！」這樣的反應，很可能

就把孩子剛萌芽的創造力給扼殺了。 

    站在大人的角度，孩子的想法或許「另類」到讓您根本不曾考慮過其可

行性，不過，試著給自己一段緩衝的時間，想想孩子為什麼會這麼想，說不

定您會發現孩子真是個天才。對於孩子不時的「突發奇想」，爸媽不妨放寬

心， 給孩子「認真幻想」的機會，多給予正面的回應，甚至提供孩子進一步

的思考方向。別擔心這樣的放縱會讓孩子腦袋「秀逗」，隨著年紀漸長，孩

子會知道「真的」與「假的」。只要在不脫離現實的基礎上，想法獨特一點

又有何妨？鬼靈精，傷腦筋？您是否認為孩子乖巧最重要？可是您知道嗎？

創造力高的孩子，因為腦袋點子多，通常也比較好奇、好動、愛嘗試、愛冒

險，也因此較容易闖禍。如果您只看到孩子「異想天開」後的結果，而不去

深究孩子這樣做的原因，只是一味認為孩子「與眾不同」就是不好、「一肚

子餿主意」就是不乖，而大加責罰，久而久之，孩子也會視自己的創意想法

為爸媽不喜歡的「怪點子」，而刻意去壓抑，這樣一來，孩子的創造力也就

愈來愈發揮不出來了。或許，收拾孩子闖禍的殘局，的確是需要很多容忍的

工夫，不過換個角度想，您的孩子比別人更聰明呢！別急著發火，問問孩子

的想法是什麼，然後告訴他可以怎麼做，但是最好不要怎麼做，將孩子的創

意引導到適當的發揮空間，這樣不但可以落實孩子的想法，也兼顧了現實

面，不是很好嗎？點子多、想法獨特的孩子，更需要爸媽的體諒與支持。 

    創造力高的孩子或許不如別人文靜乖巧，但是如果引導得宜，卻會是個

潛力無限的孩子。放開心胸，去欣賞孩子的創意，未來您就會在孩子慧黠的

雙眸中，看到一個個閃亮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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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20小班快樂迎新會 

小紅班/芸芸老師、宜蒨老師 

   

小班新鮮人上學兩個月了，這兩
個月間，老師看到了小寶貝們與家長
們從一開始的不安、緊張、焦慮，到
現在小寶貝能開開心心上學，並且認
識其他的好朋友，而家長也逐漸放心
將孩子交託在老師的手中，這一切的
一切，都非常感謝家長們的支持與配
合。 
  我們在孩子上學第八週之際，舉
辦了一場「小班快樂迎新會」，由小
班老師規劃，設計了五個關卡：「神釣手」、「摺被高手」、「彈珠超人」、
「超級變變變」以及「跳跳樂」，主要為邀請爸爸媽媽一同參與孩子在學
校的活動，一同看見孩子的成長。 
  孩子剛上學初，我們的活動都是先從穩定孩子上學的情緒、認識學
校的人事物以及自理能力的養成為主，因此，這五個關卡可是跟這些活
動息息相關呢！ 

「神釣手」：利用磁鐵吸迴紋針，找自己認識的老師照片吸起來，看
看孩子認不認識自己的老師或其他老師。 
    「摺被高手」：每天午休起來都需要摺棉被，所以這也是我們的必備
技能之一。摺棉被需要注意角對角、邊對邊的練習，如果不熟練在家也
可以多多練習。 

「彈珠超人」：這關主要看孩子能不能使用湯匙舀彈珠以及平衡能
力，孩子都表現得超棒的。 

「超級變變變」：教室娃娃家有很多漂亮的裝扮服裝，也邀請爸爸媽
媽幫孩子裝扮，拍照留念。 

「跳跳樂」：童年記憶的跳格子，現在的孩子當然也要來跳一下，一
邊數數一邊跳，除了練習數序的認知能力，跳格子也是培養孩子的全身
協調能力。 
  五大關都開心地完成後，就可以
帶著闖關卡來拍一張紀念照，看著全
家人幸福的模樣，也讓老師感受到家
長對孩子滿滿的愛。 
  相信各位家長看著孩子參與這次
的活動，也感受到孩子對於學校的適
應與成長，每位孩子的適應力與個性
不盡相同，我們也會繼續抱持著包
容、尊重、愛的心情來照顧每一位孩
子的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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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玩美術 

大紅班/雲婷爸媽 
畢卡索：我在十四歲就可以畫得和拉斐爾一樣好，但我一生都在努力學習像孩子那樣畫畫 

 

在雲婷及騰逸出生之前，我是兒童美術教師，多年來和孩子相處一起畫畫

創作，我發現每個孩子的作品都是獨一無二，作品原創性往往令人驚艷不已。

但家長經常會提出疑問，為什麼孩子在家都不畫畫?為什麼孩子畫得不像?這幾

年我在家與孩子們進行美術教育，有些經驗可以分享: 

 

    一、藝術角布置，給予空間創作 

    家裡客廳的一角布置成一個簡單的藝術角，小木桌上擺放紙張、美術用

品、黏土…等，家中有些廢棄或二手的物品，也會放在藝術角裡，孩子三不五

時會自己到角落裡拿紙塗鴉或拿些物品裁剪黏貼。像姊姊就在廢棄的衛生杯外

圍貼上許多小色紙，然後宣告她設計了一個小花瓶。 

  

    幼兒喜歡揮動手部大肌肉塗鴉，

我會將全開海報紙鋪在地板或貼在牆

壁，讓他們盡情畫畫(用紙膠帶黏貼在

牆上，殘膠比較不傷牆壁)。此外，畫

畫不只侷限於紙張，炎炎夏日，浴室

的磁磚牆即成為他們揮灑水彩的空

間，最後再用蓮蓬頭將牆面沖洗乾

淨，並順道將兩隻全身沾滿顏料的孩

子清洗潔淨。家裡有大片的落地窗，

我會給他們擦擦筆在玻璃上自由創

作，他們非常喜愛，留下來的圖像就變成窗戶的裝飾設計。 

 

    二、家長陪伴引導，給予多元媒材運用，生活即藝術  

    家中放置了畫紙畫筆，家長以為孩子可以安靜的在角落塗鴉，但通常不到

幾分鐘時間，孩子就跑來找你。那是因為

孩子不知如何使用媒材，所以在初期，家

長必須耐心陪伴教導孩子媒材工具的用

法，如水彩筆必須清洗，這樣顏色才不會

越畫愈髒；蠟筆不只可以單色塗色，不同

顏色的蠟筆可以重疊混出美麗的色彩。 

 

    在家與孩子玩美術，父母可利用家中

隨手可得的物品材料，與孩子嘗試各種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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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的可能性，像是烤肉刷、牙刷及海棉都可以是畫畫的工具；烹飪時切剩不用

的蔬菜蒂頭，可以讓孩子沾取顏料玩拓印蓋章，藉此觀察不同蔬菜剖面的紋路

變化。 

 

    日常生活中隨處可進行美學教育，上菜市場時引導孩子觀察，有的青菜是

亮亮的綠、有的是暗暗的綠，不同綠色在一起就是協調色的組合。提醒孩子多

觀察事物的細節並討論，透過觀察與對話拓展他的視野，有助於孩子的創作發

想。 

    為兒童引介美學，繪本是一個不錯的媒介，幼兒喜歡聽繪本故事，除了講

述故事內容，引導他觀察繪本的圖案、線條、色彩。繪本內容可延伸成創作主

題，像共讀《好餓的毛毛蟲》後，姐弟倆用黏土加紅豆創作出一隻可愛毛毛

蟲，一邊創作，一邊相互聊著因為毛毛蟲吃了許多食物肚子變很大，所以要把

肚子捏大一點。 

 

    三、家長尊重聆聽孩子創作，不加以干涉批評，讓家成為孩子的藝廊 

    成人常用寫實角度看兒童畫，但兒童畫的是想

像和感受，透過線條圖案把對周圍事物的認知表現

出來。簡單豪邁的筆觸，概括粗略的輪廓，包含許

多創意的發想，想像力是藝術的靈魂，這就是兒童

畫總是蘊藏令人驚艷的元素，所以看兒童畫時，並

非『看』畫得像不像，而要『聽』他畫中所表達的

東西，問問孩子:他畫了些什麼?為什麼這樣畫?不干

涉批評，尊重孩子自由創作。 

 

    選擇家裡的一面牆壁，將孩子的作品黏貼展

示，表示你的重視，孩子會很高興畫作被張貼起來，

而更有自信創作更多作品。弟弟現在是命名塗鴉期，經常會指著牆上他的畫

作，興高采烈的說明圖像意義或故事，同一張畫作，不同時間會有不同說法，

充分展現此期繪畫的特色。 

     

    父母提供多元的創作媒材，以輕鬆的態度陪伴孩子一起玩美術，用欣賞的

角度看待家裡的每一位小小藝術家，家就是最好的美感培育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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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苦樂交雜的育兒生活中重建母親的自我價值— 

讀《以我為器》心得分享 

中橙班/璿璿媽媽 

 

這是一位母親以自身為書寫中心的散文集，不談教養，深刻探索一個女孩

成為妻子和母親的心理歷程。 

 

作者李欣倫用讀書、寫作療癒她的產後憂鬱、初為人母的惶恐不安，而她

的文字同時也撫慰了在「母親」這一條路上的眾多女人。暫時放下理性的教

養，相較那些傾力告訴讀者教養孩子多簡單的育兒書籍，我在李欣倫的這本書

裡，獲得了真正的能量，正視自己在母親這個角色裡的脆弱後，才能重新整

裝，返回戰場。 

 

在大部份的女人成為母親之前，都曾有過恣意揮灑青春的歲月，追尋愛

情、用旅行探索生命的意義，關注的重點就是自己而已。然而，在成為母親之

後，「自己」常常是奢侈的。當我讀到博客來網站對作者和此書的訪談文章，

突然我怔住了，默默地流下了眼淚，看見自己未認真感知的疲態和狼狽被如此

細緻地刻畫，以文字娓娓道出，猶如壓力鍋的洩壓閥被旋開，長久積累在心中

的苦悶、育兒路上的種種挫折、對自己是否是個好母親的懷疑…，瞬間都被釋

放了。此刻，我需要的正是母親對母親的同理。 

 

訪談中，李欣倫提到：「我一直覺得那些強調教養、充滿愛心與耐心、不

斷陪伴孩子溝通的文字背後，都有個狼狽、接近崩潰、身上充滿食物氣味、腳

底黏著飯粒的母親，但沒人看到這個女人的心、她的需求與她的掙扎。」

(http://okapi.books.com.tw/article/10170) 

 

孩子，讓生命和生活全然不同；然而，如何不同，

不實際體驗難知箇中滋味。作者從結婚的那一日揭開女

人另一段人生的序曲寫起，懷孕的歷程還有浪漫的成

份，尤其是婦產科候診間裡，盡是母親慈愛地抱著嬰兒

順利吮乳或睡著的海報，李欣倫稱此為「美麗的催

眠」。直至進入待產室、上了產台、哺餵母乳，才發現

一切都是夢，「真相多半是：兩眼無神、蓬頭垢面的母

親與不知為何一直哭鬧的嬰孩…」（《以我為器》，

P.51）。 

 

我以為有孩子的生活大抵是甜的，即使身心幾近被掏空，大部份的母親仍

是快樂的，看著孩子（當然是在他們順服的時刻）會不自覺地微笑、撫摸、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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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這種母親與孩子日常相處又痛苦又快樂的矛盾感受，作者巧妙地引用法國

文學家羅蘭巴特對糖的形容，認為糖是一種暴力，「毫不掩飾地以天真的、未

加雕琢的形式脅迫感官臣服於她壓倒性的甜，舌頭和意志被無法探得深度的甜

所凌暴，讓你沒有喘息的餘地，只能心甘情願地迎合暈眩和迷亂。」（P.118）

時而平舖直述育兒的日常、時而援引作者自身的閱讀經驗，亦是此書有趣又令

讀者必須耐心尋味之處。 

 

成為母親之後，最脆弱的就是擔憂孩子的健康安

危，光是孩子一般的感冒、腸胃炎，就足以令我終日

緊繃、寢食難安，直到他們康復為止。作者在書中記

載了女兒意外燙傷的歷程，烙印在母親中心永遠的傷

疤。曾經她遊走世界、學習瑜珈和禪修，「我幾乎認

定自己強壯極了，已能抵禦種種傷心與冷漠，幾乎刀

槍不入。現在才知道，那是因為沒有孩子而自己仍是

個孩子的緣故。」（P.202）成為母親，孩子的健康平

安成為我每年生日不變的願望、每日最衷心的期盼。 

 

在此書末尾，作者用為人母的身份審視自己與母親的關係。童年對母愛熱

烈渴望卻不可得、母親無心的話語造成的創傷，過往的記憶不時地穿插在育兒

的日常裡。時過境遷，曾經以為的傷痛，也許是不理解彼此心意的誤會；也許

母女間的相處模式已定形，難以將愛掛在嘴邊或如朋友般袒誠交流。但媽媽總

是在她最需要的時候出現，伴隨叨唸，端出最對味的菜餚、把家收整得明亮整

潔，重新享受如孩子般被寵愛的特權。 

 

李欣倫用容器比喻女性的身體，具象地如一個容器盛裝新生命、以乳汁哺

育幼兒；抽象地如佛學中所說的「器」，是具有「再教育的可能」，用包容的

態度面對孩子帶來生活的失序、自我空間和時間的剝奪。她用熟悉的讀和寫積

極地重建自我的價值與和諧感，同時也鼓勵了同在母親這條路上的媽媽們，找

一個讓自己在忙碌生活中，身心能夠沈澱、獲得歡愉的事物，點滴累積，逐漸

在身兼不同角色的生活中找到平衡點。 

作家簡介： 

 

《以我為器》李欣倫著，木馬文化出版，2017年 8月。 

李欣倫，1978年生，現任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成長於中醫背景家庭，

寫作及關懷主題多以藥、醫病、女性身體為主，已出版《藥

罐子》、《有病》、《重來》、《此身》等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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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牙的重要性及預防保健 

                                                    小綠班/聿軒爸爸、 

明湖牙醫 林 語醫師 

(作者目前任職新竹明湖牙醫) 
 

    在門診中常常接到進來看診的小孩，極大部分家長都是說「醫生，我小孩

牙齒痛，不能吃東西」，或是「我小孩牙齒崩掉一塊」或是「牙肉上面起了一個

包包」，比較少人說「醫生，半年了幫我小孩檢查看有沒有蛀牙」。我想大家可

能存在一種觀念「乳牙不是會換嗎？蛀掉給他自然掉就好或是痛就拔掉就好」，

其實一開始以為只有阿公、阿嬤會問這個問題，但越來越發現其實年輕家長也

很多普遍存在這種觀念，不乏一些高科技工程師的家長，乳牙難道如此不重要

嗎？ 

    要更正這個觀念，首先我們要了解乳牙的功能，乳牙有發音、咀嚼、幫成

人牙留住發育空間並引導恆牙萌出的功能。 

    首先是發音的問題，當您的孩子乳門牙缺失或是蛀掉剩下殘根時，您會發

現您的孩子在發門齒音(例如一、斯)的音發不正確，常常發現普遍存在於還有

夜奶習慣的小朋友或是吃飯時喜歡含飯的小朋友，為什麼呢？因為睡覺前喝奶

習慣甚至喝完奶含著奶瓶睡覺的小朋友，其家長很少或幾乎沒有再幫小朋友刷

牙，因為刷牙一定會吵醒小朋友，所以大家都沒做，沒做的後果就是跟奶嘴接

觸的地方存在大多數的乳糖附著，剛剛喝夜奶前刷的牙等於是白刷，經過許多

夜的細菌培養侵蝕，就變成所謂的奶瓶性齲齒，或是現在小朋友常存在一種壞

習慣，吃飯看電視，吃一頓飯好像在吃法國餐，吃了 1-2 個小時，通常都在含

飯，含著飯有什麼壞處呢？唾液也是種消化液，飯含久了就變成糖，PH 值就降

低造成牙齒脫鈣、細菌孳生，這兩大原因常常是乳門牙缺失的大原因。 

    第二是咀嚼的問題，咀嚼一般都靠乳臼齒佔大部分，很多乳臼齒都蛀在牙

齒和牙齒的中間，最後洞夠大時，牙齒就崩掉了，當再不理它時，最後就腫起

來甚至變成爛牙根，因此小孩沒有後牙可以吃飯，咀嚼功能變差，更不喜歡吃

飯。 

    第三是恆牙生長空間損失的問題，很多人不知道乳牙其實有幫恆牙佔據生

長空間甚至當恆牙萌發的帶路者功能，當蛀牙夠大或是因為牙根爛了需要拔除

時，此牙後面的牙齒會往前傾倒，上面的牙齒會往下掉，之後恆牙要長出時就

會因此受阻礙，長歪掉或是失去帶路者根本長不出來，要解決此種蛀牙的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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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是用牙線。 

 

    現代人有時候會排斥用牙線，第一個原因是牙線不好使用，第二個原因我

常常會聽到「醫生，我覺得我用牙線後牙縫會變大，所以我不用」，真的是這樣

嗎？其實牙線的功能除了清除牙縫裡的食物殘渣外，其另外的功能是清除牙齒

和牙齒中間接觸面的牙菌斑。什麼是牙菌斑？打個比方來說，不知道大家有沒

有看過家裡排水孔或排水管很久沒清時黏在管壁的黏黏的一層薄膜，這就是菌

斑，也就是細菌孳生的聚落，在牙齒上就叫做牙菌斑，當您吃完東西雖然沒在

牙縫裡卡食物殘渣，但是在牙齒表面都會有一層細菌的薄膜，牙刷不能清除牙

齒和牙齒中間接觸面的髒東西，因為刷毛無法深入，由此來看牙線就很重要

了，它有很多細的纖維像抹布一樣能破壞牙齒鄰接面的牙菌斑的聚落，所以當

你每天都使用牙線時，造成蛀牙的細菌濃度不夠，這樣後面臼齒相對就不易蛀

牙。 

    可是有人就會說「醫生，我感覺用牙線牙縫會變大」，其實是這樣說的，牙

齒和牙齒間本來就存在縫，有人縫大有人縫小，一般成人久未使用牙線時，牙

菌斑及食物殘渣會堆滿牙縫，會造成其下牙肉腫脹或齒槽骨的萎縮，這就是所

謂牙周病的形成，所以縫就越來越大，東西就越塞越多，所以當你用牙線清乾

淨時，原來佔據牙縫的東西被移除了，其空間就跑出來了，牙肉腫脹也消失

了。因為一般人已經習慣牙縫被塞滿的情形以及肉腫脹的情形，所以當其恢復

正常時，反而不習慣牙齒和牙齒間有縫的情形，認為是牙線讓牙縫變大，其實

是不正確的，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用牙線幫小孩牙齒清乾淨，藉以預防牙肉腫

脹或齒槽骨的萎縮呢？ 

    一般在幼兒園時期的小朋友，其刷牙幾乎都在學習階段，玩心也很重，並

不能做到確實的刷牙，所以家長在睡

前刷完牙的檢查以及指導甚至用牙線

後再刷一次就相形重要，就像功課做

完要檢查一樣，當您能改變上述飲食

的壞習慣，並確實能注意小孩子的口

腔清潔，定期帶至附近牙醫檢查，相

信能減低蛀牙的發生率，祝大家都有

一口美麗無蛀的好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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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式薯球厚切豬排佐蘑菇醬食譜 
小藍班/心妮媽咪和爸爸 

 
這是在德國很常見的一道菜，做法有些複雜，但是好吃到不會嫌過程囉
唆！ 
菜名：Jäger Schnitzel mit Kroketten(德式薯球厚切豬排佐蘑
菇醬) 
＊蘑菇醬： 
需要大量的蘑菇，切片，馬鈴薯切薄片泡水，洋蔥切條狀。 
首先用小火加熱奶油融化，開中火，洋蔥先下炒軟後，分別加入馬鈴薯
及全部蘑菇，攪拌後加入水約 200ml，蓋鍋燜煮轉小火約 15 分鐘，再
加 200ml 的鮮奶，再小火滾約三分鐘(鮮奶油也可以，適量)，取出部分
蘑菇增加口感備用。 
用調理棒或果汁機整鍋打成泥狀，倒入備用的蘑菇，加上鹽、黑胡椒調
味，大功告成！ 
＊炸豬排： 
豬排切片約 1-1.5cm。 
雙面撒上少許鹽、黑胡椒、紅椒粉。 
等約 10 分鐘入味，再裹麵粉/蛋液/麵包粉用奶油半煎炸。 
＊炸薯球： 
削皮好、切塊煮加鹽，煮完放冷，水倒掉，然後搗泥+鹽+胡椒+肉荳蔻
+蛋黃=混合後揉成小條塊狀，裹麵粉/蛋液/麵包粉用葡萄籽油去炸。 
備註：可另外再川燙花椰菜、紅蘿蔔，擺盤上色彩繽紛，營養也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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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咪’s Talk 

大藍班/子睿媽媽 

 

    新的學期開始，Ray 升大班，變成大哥哥了，時間真的過得好快，

看著 Ray 一直像氣球般的長大，都快被他給追老了。現在的他越來越有

自己的想法和主見，不再只是說一做一，說二做二的小傢伙呢！ 

     

對 Ray 而言，今年真是充實的一年，五月份一家三口去了一趟日本

自由行、暑假期間學游泳、去台南旅行、台中姨婆家避暑…。在旅行當

中我觀察到 Ray 真的長大了，學會有耐性的等待及理性的溝通與配合，

像是排隊吃美食、日夜趕路搭車、陪媽媽逛街，漸漸變成一個小大人，

配合度極高的哩！學游泳也展現出他高度的熱忱，不再只是三分鐘熱

度。 

     

每晚的洗澡及睡前都是我們的親子聊天時間，Ray 都會跟我們聊今

天在學校發生的事，開心的或不開心的都會說，不過開心的事佔大部

份，例如今天玩了他最愛的積木角落、陶土課做了「我的爸爸」，還幫他

加了兩撇鬍子、中午喝湯有吃到排骨喔、體能課做了打擊及跑壘活動，

聽他滔滔不絕的敘述，讓我也享受在其中。 

     

去年剛送 Ray 上學時，深深地體會父

母要學會放手不是那麼容易，但其實放手

後發現孩子會飛得更高、更遠，因為外面

的世界有太多的

事物等著他們去

學習。Ray 上幼

兒園這件事，完

全沒讓我們為他有過一絲擔心，每天都很放心

的送他去學校，他的獨立加上仁光的教育、老

師的教學方式，讓身為父母的我們覺得很驕傲

及感謝。 

    加油了寶貝！快樂的幼兒園生活要好好珍惜與把握！媽媽對你有信

心，相信你會做得很好而且樂在其中，明年就要上小學的你，請好好珍

惜這倒數的學齡前時光，準備好進入人生另一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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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上學~上學去-快樂上學 

小粉班/定謙爸爸媽媽 
 

    定謙在還沒上學前就已經每天陪著媽媽到學校接哥哥(品

亦)上下學。因為我當時是個全職媽媽，所以我都會在下午四

點半左右就來到學校接哥哥了，在這一個小時的時間內是定謙

最快樂的時刻。他最喜歡學校的沙坑了，每次一到學校他就會

很自動的往沙坑跑，而且用他最快的速度脫去鞋襪就玩起來

了。讓我印象最深的感受到他期待上學的一幕是；有一次早上

送哥哥上學的時間比較晚，所以到了之後就看到哥哥的班級開

始在律動廣場上開始跳律動操，當時他很專心期待的神情讓我

印象深刻；偶而嘴裡還會不時地跟我說：媽媽我也要上課。看

到他如此愛上學的心，當下就跟丈夫討論準備讓他上學的時機，也剛好在今年

的八月接受了朋友的推薦開始工作，所以就毅然決定讓定謙開始就讀小班。 

    上學的第一天，他很開心的背著我們一起去挑選的小書包，快樂上學去。

他是個開心熱情的孩子，且經過陪媽媽接送哥哥上下學一年時間認識熟習學校

環境，大部分老師們也都熟識，所以定謙在上學的第一天大部分小班的孩子都

會哭著找爸媽的時候，而他是少數沒哭的孩子，而且還可以安慰同學說：不要

哭，爸媽下班就來接你了。但是這樣的好景不過幾天，原來想說很好的第一天

沒有跟媽咪產生所謂的分離焦慮，在第三天的早上出門的時候還是出現了，他

出門前哭著堅持要媽媽送上課，因為我們家一般的上下課接送是爸爸送上課，

媽媽接下課。當時我也跟爸爸討論說就順著他安撫後讓媽媽送去學校，但是爸

爸堅持還是用原本的接送模式，因為爸爸知道到了學校更難割捨，謝謝爸爸的

決定。離開家門等電梯的時候，弟弟仍舊含著淚頻頻

跟爸爸和哥哥說要等媽咪，進了電梯一整個臉淚眼汪

汪的啜泣著，哥哥也只能低聲的說沒關係，媽咪下課

就來接我們了，短短的從一樓到地下室的時間，當電

梯門再次打開之際，弟弟自己擦了擦臉上的淚水大步

的向前邁出，說「嗯～ 我會等媽咪來接我們」接著就

跟上哥哥的腳步一起上車去學校了。感謝上帝，這個分離焦慮症在短短的兩週

左右就結束了。 

   想到爸爸在當天送他去學校後，語重心長地在 FB上留了一段話。 

「看著這一幕想起哥哥當年第一次去幼兒園的時候，因為哭著不想進去，爸爸

在學園外的花圃，靜靜的陪著哥哥，相較之下弟弟的堅強，讓爸爸

著實的感動和無限的感謝。謙謙！ 你真的長大了！」 

    現在的定謙很喜歡上學，回來我們也偶爾會無意間的聽到他在

唸洗手口訣和飯前禱告，也不時地唱著學校教的詩歌。某一天的下

午謙謙很興奮的跟我說，「我的好朋友是 4號彤恩喔！」，感謝上帝

很高興能看到孩子在快樂中開心上學的樣子，也非常感謝       

仁光幼兒園的魏主任及學校的每位老師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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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教會我的事－陪伴、觀察、分享 

中黃班/翓宸媽媽 
 

翓宸在年滿三歲後，才搬來新竹與我們

同住，在這之前我與先生是假日爸媽，

孩子的教養與相處，對我們來說是很大

的考驗。在就讀小粉班時，我們發現除

了睡眠及飲食困擾著我們外，在學校裡

老師也與我提到，孩子對於靜態的活動

比較沒有耐心。我試想著與其看書教孩

子，不如帶孩子與專科醫師對談，冀望

醫師可以給們一個正向的方法來與孩子互動。 

  門診當日醫師與諮商師分別根據與孩子的對談及給家長與老師的問卷中，

醫師進行交叉分析，針對專注力的評比與同齡孩子並無明顯差異，並在教養上

也給了我們方法去執行，另外關於我們在意的過度沈迷於蜘蛛，請爸媽不用擔

心，孩子這時期容易著迷於某種事物，大多為期約半年；在這期間爸媽可以試

著籍由蜘蛛相關的類別的昆蟲來引導孩子，假若這些方法在一年後無明顯進

步，請我們再帶孩子過來診間。 

  當孩子與諮商師面對面的聊天，讓我發現到孩子不一樣的面向。他活潑大

方與諮商師侃侃而談，內容從喜歡的恐龍到蜘蛛、學校的生活、家庭的生活及

喜歡的休閒活動，過程輕鬆有趣。會後諮商師與我們分享了幾個重點 

1. 孩子在短短的一個月間，改變了生活環境與主要照顧者，他需要適應全新的

家庭與學校生活，若換成是大人，也不一定能在短時間適應。 

2. 他才３歲就懂好多字彙及知識在喜愛的事物上，愛說話其實是天生的才能，

雖然目前他現在只能單向式的分享自己有興趣的事物，無法雙向互動，但因

為年齡還小，所以這還須要時間再觀察。爸媽應該欣賞他的優點，而不是只

專注在他愛說話或與其他孩子不一樣的部份。希望孩子要和別人一樣，這對

孩子不是件好事。 

3. 也許將來他在學習成長的過程，會有不少人對於他這樣的孩子，無法理解而

對你們說希望他和別人一樣，請爸媽不要因此而責備他，而是要理解他。 

聽完諮商師的說明，我如釋重擔，原來不一樣也很好。 

  翓宸非常喜歡蜘蛛，每當外出去每個地方，他總是習慣尋找蜘蛛踪跡，只

要一發現牠們，孩子一定要拉著我們的手，開心的分享牠長有多可愛；儘管媽

媽覺得牠很可怕，但只要一看著他開心的笑臉，也會笑著對他說，爸媽也覺得

牠真的很可愛。之後孩子好奇的尋問我，這隻蜘蛛叫什麼名字？媽媽內心大喊

著～天啊！我對這可怕生物的知識幾近於零，我只知道可怕大蜘蛛、小蜘蛛和

腳很長的旯犽。於是我上網查看有關蜘蛛的書籍，才發現蜘蛛是個非常泠門的

類別；除了漫畫、蜘蛛人的週邊商品就是絕版圖鑑。為了滿足他的好奇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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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轉往圖書館翻遍所有的圖書，找到的讀本寥寥可數，但看著孩子每天睡

前都很開心的翻閱著裡面各種色彩鮮豔及奇形怪狀的蜘蛛圖片，覺得孩子能喜

歡一件事物，進而去觀察瞭解，真的是件幸福的事。看完睡前故事，我們會接

著玩蜘蛛大戰昆蟲的遊戲，他總是扮演人面蜘蛛(台灣體型最大的蜘蛛)，爸媽

就會扮演昆蟲或是蜘蛛的天敵，我也會將書本介紹的內容融入劇情中，其至故

意演錯，讓他來糾正我。而最後劇情的結局一定是蜘蛛大勝蛛蜂或捕蜂鳥（蜘

蛛的天敵之一）、蜘蛛注入毒液在邪惡的昆蟲（螳螂、蝗蟲）身上，又或是從網

中解救善良的昆蟲（瓢蟲、蝴蝶）。 

  只看讀本無法滿足孩子的好奇心，所以我們每到假日，陪著孩子去戶外尋

找他最喜歡的蜘蛛是他最期待的休閒活動，而原本怕蜘蛛的我，也因為陪著孩

子看書，懂得不少常見的蜘蛛類別，除了一起尋找他最愛的人面蜘蛛外，我們

也喜歡觀察躲在花蕊附近的蟹蛛或是樹葉上的綠貓蛛，向牠們打招呼，要找到

牠們可是不容易的事，因為牠們可是偽裝高手。在某個睡前的夜晚，孩子用興

奮的神情對我述說著，他決定長大後要種一顆很大很大的櫻花樹，要把森林裡

的所有人面蜘蛛都邀請來櫻花樹上結網，這樣我每天就可以看見牠們，這真的

是太棒了。 

  從去年夏天開始至今，轉眼孩子愛上蜘蛛已超過一年，猶然記得一年前醫

師說孩子沈迷一件事物，大約為期約半年，爸媽可以試著經由蜘蛛相關的類別

的昆蟲來引導孩子慢慢的喜歡別的事物。終於在今年暑期班時，翓宸有天和我

們說，虎頭蜂真的好帥好厲害，他很喜歡虎頭蜂，而且我們仁光幼兒園內常常

看到小蜜蜂，牠們真的太可愛了。 

  終於…他喜歡另一種生物了，但虎頭蜂也是媽媽害怕的昆蟲之一，對蜜蜂

薄弱的認知是小隻的蜂叫蜜蜂，大隻的蜂叫虎頭蜂；為了讓他認識喜愛的虎頭

蜂，我們又去圖書館尋找虎頭蜂的專書，而虎頭蜂依然和蜘蛛一樣非常泠門，

我們借了３本有關蜜蜂及虎頭蜂的書回家一起共

讀。我才知道蜂的類別竟如此多樣，而大多數的

野蜂不會對人類造成傷害，只要不要誤闖虎頭蜂

的防禦範圍，就可以避免被蜜蜂螫傷。 

現在我們的睡前故事由蜘蛛改成虎頭蜂，而角色

扮演遊戲也改成黑腹虎頭蜂攻擊蜜蜂和人類。蜂

鷹（虎頭蜂的天敵之一）攻擊虎頭蜂窩，大口吃

著虎頭蜂寶寶的劇情。前幾天他又對我說，將來

他種的大櫻花樹上，他除了會邀請人面蜘蛛來

住，也會邀請溫馴的黃腰虎頭蜂來樹上築巢。 

  小男孩喜愛的事物和媽媽小時候是截然不同，但這一年來和他一起觀察蜘

蛛與各種昆蟲，才發現原本因誤解而害怕的蜘蛛原來這麼多樣有趣，野蜂族群

的繁衍與各司其職。從心出發，喜歡生活週遭的小事物，原來一點都不難，這

是孩子教會我的事，我也因為孩子而再次擁有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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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有一顆「勁量電池」~渾身是勁~ 

中粉班/承陽媽媽 

   

   陽陽從小體力就比其他小孩好，從 1 歲 2 個月會走

路開始，出門他都不愛坐推車，喜愛自己走路到處去探

索，1 歲半後為了消耗他異於常人的精力，陽陽的阿嬤

幾乎每天早上都會帶他到十八尖山爬山，他可以自己走

完全程，完全不用大人抱抱，下午再安排到公園溜滑

梯、騎車車，假日時更誇張可以從早上 8 點起床一路玩

到晚上 12:00 (中午不用睡午覺)都還不想睡，他最常說

的話是：「媽咪-我還不想睡」「媽咪-我明天想出去玩一

整天」，我常想他應該是拿破崙投胎吧!(聽說拿破崙一天

只睡 4 小時)，明明睡得比一般小孩少，體力怎麼這麼

好。 

 

  隨著年齡增長，他的續航力有增無減，照這樣下去大人體力哪能應付這顆

「勁量電池」呀 ! 恩~必須找個地方讓他去抒發滿滿活力才行，而這時剛好去

年因美麗的意外懷了二寶，為了日後不讓婆婆白天辛苦的一打二，於是積極上

網和同事討論尋找評價好的幼稚園，鎖定了幾家幼稚園後，一一帶著陽陽去參

觀讓他自己去感受，他喜歡哪一家，最後我們母子倆討論結果「仁光」雀屏中

選啦 ! 很好 ~ 我們果真是母子，心靈相通，我們都喜歡這裡 ! 喜歡這裡到處

都充滿大自然的氛圍，喜歡這裡寬廣校地可以自由的跑跑跑，於是今年二月這

個「勁量小子」插班進入了「小藍班」，展開了幼稚園上學之旅啦！ 

 

  2017/2/6 開學第一天，我特地請了 2 小時的假陪他上學，因為聽說阿嬤帶

大的小孩都比較會有分離焦慮症，所以我期待著當我離開時他會表現出像連續

劇般灑狗血劇情，一把鼻涕一把眼淚拉住我的手說：「媽咪～不要走，妳不要

走！我要妳留下來陪我！」結果劇情急轉直下， 

我說：「陽~媽咪要去上班囉！」 

陽說：「好~媽咪 bye bye！記得下班要來接我喔！」語氣超愉快，說完就跑回

教室。 

我說：「陽~我真的去上班囉！」不死心的媽咪二次詢問。 

陽說：「好~ bye bye！」這次頭都不抬起，手裡繼續玩玩具，直接坐在玩具堆

裡回話。 

   

  天啊！我腦海中應該要有的高潮迭起小劇場當場破滅！嘖~這小傢伙前晚睡

前還在我耳邊說：「媽咪~我好愛你，我不要跟妳分開，我要永遠跟妳在一起」

今天竟然分得這麼乾脆，當媽的我內心是有那麼一點點失落。不過，轉個念往

好處去想他至少不會怕陌生的人、事、物，他的適應力還不錯。當天下班到幼

稚園去接他，他高興衝出門口抱著我說：「媽咪~我好想你喔！可是我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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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我只有睡午覺時偷偷躲在棉被裡流眼淚沒有發出聲音，我沒有讓別人發現

喔！我很勇敢對不對？」我當下聽了紅了眼眶抱了他說：「你好勇敢喔！葛格真

棒，那明天還要上學嗎？」他咧開大嘴先笑了一下，然後大聲爽朗的回我說：

「要」。這時媽咪內心小劇場又出現了「我的老天爺呀！你怎麼一夜長大了，變

得如此堅強，媽咪好佩服你呦！」 

 

 日子過得好快，上學至今已快９個多月升上了「中粉班」，上了學之後，陽陽

的作息漸漸地比之前規律許多，也變得沒那麼挑食，連最討厭青椒也都會吃

喔，個性也變得沒那麼急躁，也會學著慢慢表達自己不滿情緒，甚至我下班後

還會主動詢問我、關心我、問我累嗎？媽咪我可以幫你按摩喔 ! 哎呀~這小子

竟然懂得主動付出，不再是我單方面的付出了 ! 這種種轉變看在媽咪眼裡簡直

太美好了吧！讓我不禁讚歎老師您好厲害呀！這小子是也太受教了吧！早知道

就早點把你送去上學啦！ 

 

  自從生了二寶後，我常常在無形中都會

把重心都放在小的身上，而忽略了陽陽的

感受，他時時都會皺著眉頭抗議說：「媽咪

~我不喜歡妳抱弟弟沒有抱我」、「我不喜

歡妳都陪弟弟玩沒有陪我玩」、「我不喜歡

弟弟…」，等等負面話語。再加上爸爸平日

又無法陪伴他，更讓他覺得我的關懷好像

都給了弟弟，這時我才明白其實大小孩心

思更加的敏感，更需要我的關心與陪伴。因此為了撫平他內心的不平衡感，我

跟他約定好，以後每天晚上 9 點之後的時間，就是我們母子倆的專屬時間(弟弟

晚上就由阿嬤照顧)。在這段期間裡，我專屬陪著他做他喜歡做的事情，陪他畫

畫、陪他練習寫字、陪他玩積木、陪他唱歌、陪他跳舞…最後陪他睡覺。或

許，在陽陽心中仍覺得我的陪伴不夠多吧 ! 所以我發現他真的真的好愛去上

學，常常晚上睡前都會跟我說：「媽咪～我好想要趕快去上學喔！我超級想去學

校的」，我說：「好呀～你趕快早點睡覺，明天就可以早點去學校啦！」我也常

問他：「你為什麼那麼愛上學啊?」陽眼睛閃著亮光說：「因為我喜歡學校有好多

同學陪我玩玩具、我好喜歡吃學校的餐點，我每天都吃光光呦、我好喜歡老師

說的故事，好有趣喔！老師今天有說我很乖，我好高興喔！我喜歡運動課可以

跟同學跑跑跳跳、我喜歡英文課…然後就巴拉巴拉滔滔不絕講不停」。每每看著

他手舞足蹈、興高采烈分享著學校的點點滴滴都讓我內心也覺得好欣慰、好快

樂，我好慶幸自己選擇了一間這麼適合他的學校，也好感恩有這麼棒的一所學

校能讓我選擇呀！ 

 

  後記：真心感謝學校裡的老師那麼熱心又有耐心教導他生活上的紀律，也感

謝老師每天安排多采多姿的課程讓他能去探索、體驗許許多多有趣的事物，相

信在未來幾年裡，陽陽一定能在這個充滿陽光、出滿愛的地方快快樂樂的成

長，從一個溫暖、熱情「勁量小子」幻化成一個體貼、懂事的「陽光小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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