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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做最開心，讓寶貝學獨立       大綠班-子暄老師 
 

    做爸媽的，總是希望孩子可以快快學會料理自己的事情，可以培養處事的
責任感，可以快快獨立成熟。但對孩子而言，什麼樣叫作獨立呢？所謂獨
立，當然不會是訓練孩子自己一個人留在家裡，就叫做獨立。其實，要訓練
孩子獨立，必須先讓孩子有自信；因為有了足夠的信心，他才會勇於嘗試、
勇於探索。當可以處理的事情越來越多，當見的「世面」越來越廣，可以接
受的狀況就會越多。然後，獨立堅強的性格，就會自然展現。 

    理性的「放牛吃草」－通常我們會覺得放牛吃草是很不負責任的教養態
度，但是，這裡說的是「理性的」放牛吃草喔！說白話一點，其實就是不要
太過保護孩子了。有時，放手讓孩子自己去處理事情，也是相當重要的。過
多的保護，不但讓孩子失去很多嘗試、嘗新的機會，也降低了孩子解決問題
的能力。長久下去，可能使孩子變得膽怯、逃避、依賴、甚至會害怕、或不
願意跟人群接觸。  

    讓孩子學習自理與幫忙－即使是小寶
寶，也會慢慢學著將食物放到自己的嘴巴
裡、想上廁所時會告訴爸媽；更別說年齡
再大一些的小朋友，還可以自己穿衣穿
鞋、刷牙洗臉、收拾玩具呢！其實，除了
自理的工作，也可以分配簡單的家事給孩

子做，例如：排碗筷、收報紙、掃掃地，
對孩子來說，都會是很有趣的遊戲喔！而
且，當孩子發現自己居然可以做這麼多事
情時，不但不會覺得麻煩或疲累，反而會
感到相當自豪，因為，對孩子來說，他可是學會了一項新技能呢！ 
    培養自己的耐心－有些孩子動作快、有些卻好慢，至於成果好不好，當
然也不一定。不過，重要的是，我們要給孩子足夠的時間去嘗試。如果孩子
動作快，卻做得不是很好，我們必須先鼓勵，然後提供建議，說不定還可以
請孩子馬上再試一次呢！讓孩子看到自己的進步，他會很開心的。而如果孩
子動作很慢，我們就更不能催囉！愈催趕他，孩子就會愈緊張，一緊張，什
麼事情都做不好，會造成更大的挫折感。所以，當孩子正在學習一件事情

時，請盡量不要打斷，除了培養耐
心，也可以藉此訓練專心度。另外，
最忌因為爸媽自己沒耐心，乾脆將孩
子手中的事情搶來做；因為這不但會
讓孩子覺得沮喪，也會讓他養成依賴
的習慣。 
    自己來，最開心！－學習放手，
孩子會成長得更快。因為，孩子在面
對、處理事情的過程中，會變得愈來
愈有自信。而有了自信，就會有學習
獨立的能力！當然，千萬別忘了，請

將我們的讚美時時掛嘴邊，不要吝嗇給孩子鼓勵；並且，在孩子幫忙做家事
時，記得跟他說謝謝。讓孩子可以從工作中體驗：自己來，可以很快樂！ 



小粉上學趣 

小粉班/周老師、幸婕老師 

     

上學是孩子從家庭生活邁向團體生活的第一步，新學期的開始，小朋友要

學習適應團體生活還有生活常規，心中的分離焦慮與懼怕一定會有的。第二週

後，小粉的孩子已經知道學校的生活作息，也慢慢和老師建立關係，碰到問題

時也會來找老師協助，小粉班的家長們也願意放手讓孩子們來到學校學習團體

生活、學習獨立，小朋友在學校也認識了新同學，有了好朋友，上學就不再孤

單，因此孩子也能開心來上學了。 

    在學校裡，小朋友最喜歡的活動是角落時間和戶外活動，角落時間是好朋

友一起玩玩具的時刻，小朋友只要趕快喝完水就可以進角落玩了，每天小粉班

的角落都很熱鬧，因為大家都玩得很開心，太晚來的小朋友就玩不到角落了，

只有九點前到校才能進角落，小粉班每週有 3 至 4 次的戶外活動時間，這也是

小朋友的最愛，老師會安排跑步活動、校園散步或玩溜滑梯，戶外活動除了鍛

鍊小朋友的體能外，也給孩子多一點接觸大自然的機會，增加孩子不同的生活

體驗，小朋友在仁光校園散步著，享受神所創造的大自然美景，有果樹、草莓

園供小孩探索，另外，在大樹下乘涼或和同儕玩扮家家酒，也能感受到孩子純

真的笑容，當老師說：「集合要進教室了！」小朋友都說：「老師，怎麼這麼快

要進教室了？」真的！快樂時光總是過得這麼快，一轉眼時間已經過了十幾週

了…。 

    現在小粉班的寶貝們每天都很開心來上學，看到魏媽咪或是看到才育課的



老師都會熱情的打招呼！歡迎大家來小粉班坐一坐、聊一聊，我們小朋友會很

熱情的接待你喔! 

 

 

 

 

 

 

 

 

 

 

 

 

 

 

 

大紅班「玩具設計師」養成班 

大紅班/郭老師、張老師 

 
    大紅班已經準備要開玩具店了，老師希望孩子們先了解玩具店的老闆需要做的事情，

除了陳列玩具、進貨、銷售外，還要會修理玩具。所以我們運用書藉《現在工作中》其中

的「我」是玩具店老闆向孩子們介紹，讓孩子體會玩具店老闆也是很辛苦的哦！分享後，

請孩子們說說怎麼樣才可以開玩具店呢? 

豪豪說：「要會做玩具」、聖祐說：「還有做模型」、昱彤說：「還要會做排球」、泊瑜說： 

「要會放玩具」、允丞說：「要做合金玩具」、首旭說：「要把玩具排好」、永成說：「要

買會算幾塊錢的機器」、岑峻說：「要有耐心做玩具」、聿澄說：「要會做盒子」。 

老師在課程中和孩子們分享「玩具醫生」的影片，讓孩子們也能有一顆愛護玩具的心，

並了解玩具故障是可以修理的，若是修不好，它的零件也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 

老師詢問孩子們有想設計什麼玩具嗎？孩子們因為生活經驗的關係，回答的答案都

是自己最喜歡的玩具。例如：神奇寶貝、芭比娃娃、樂高、戰鬥陀纙、神奇寶貝卡片、

小貓娃娃、獨角獸鋼彈、狗狗玩具、炫風騎士、熊寶寶、機器隊長、Q 比、樂高高、城

堡、娃娃、機器戰警。沒有一個玩具是孩子們自己設計動手製作的，老師想讓孩子自己

設計動手做看看。但因孩子缺乏創作玩具的經驗，故決定先帶著全班孩子用不同的材料

製作一樣的玩具，再漸進式地二人一組、三人一組，等到孩子有新的想法，有創作的能

力，再來設計屬於自己的玩具。 
 



✪大象吹吹樂與橡皮筋動力車 
 
讓孩子們觀賞「台灣玩具博物館」影片與自製玩具照片後，老師提供吸管、紙張、

雙面膠與彩色筆，老師示範作法，請孩子們製作大象吹吹樂；另外也提供養樂多瓶、免

洗筷、橡皮筋和串珠，讓孩子們製作橡皮筋動力車。 
 

✪風螺  

    老師讓小朋友觀察製作的風螺成品，猜猜看有用什麼材料呢?  

明倩：「一支竹筷」、聖祐：「一條繩子」、雲婷：「二張紙」、其磊：「蠟筆』、子

睿：「白膠(黏的東西)」。 

    讓孩子猜想怎麼做呢?  

宇晴：「要先剪紙」、泊瑜：「然

後把紙黏起來」、昱彤：「用繩子

綁起來」、聖諳：「畫畫」。 



✪紙杯空氣炮 

    延續上次風螺的方式，讓不同的孩子猜猜紙杯

空氣炮使用什麼材料呢？ 

芮豪：「一個杯子」、泊瑜：「一顆氣球」、筱

婷：「要用膠帶黏起來」、允丞：「要剪刀」 

    那要怎麼製做成紙杯空氣炮呢？ 

亭嫣：「紙杯要挖洞」、之妍：「氣球要剪一個

洞」、永成：「要將紙杯和氣球黏起來」、彥如：

「氣球要打結」。 

    這一次除了訓練孩子觀察力之外，也讓孩子想一想有什麼物品可以代替我們原

本準備的材料呢？ 

宇晴：「紙杯可以用保特瓶」、芸榕：「還可以用早餐喝的杯子」、小葵：「那氣

球可以用塑膠袋嗎？(可以試看看)」，小朋友都很盡力想，雖然沒有創作的經驗，但

至少這是好的開始哦！ 
     

✪分組設計迷宮 

孩子們最近在餐後的休息時間非常熱衷於迷宮遊戲，並

討論出要在我們的牆面進行迷宮設計。老師先提供一些迷宮

設計的圖案讓孩子們觀察，希望激盪孩子們更多的想法，接著

請每位孩子設計一個迷宮圖案，並請孩子們事先想一想自己

的迷宮想要用什麼材料進行設計?在設計時，老師發現許多孩

子們邏輯思考能力很棒，不僅有主題，也會設下陷阱，還會設

計雙線道。寶貝們對自己設計的迷宮也相當滿意，迫不及待地

和老師和同學們分享呢！ 

孩子從一開始模仿老師製作玩具，到後面分組進行設計迷宮，孩子們慢慢有自己

的想法。過程中，孩子們遇到困難，也會主動與同伴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然後一起

去執行，直到作品完成。 

關於「小組合作學習」，最早起源於 1930 年美

國著名的教育家 Colonel Francis Parker 創造合作

和民主的求變氣氛而聞名，到了杜威又提倡在設計

教學中運用合作學習團體的構想。而在主題教學

中，老師常將「小組合作學習」的模式融入課程

中，讓孩子透過異質性分組，互相影響。可以讓個

性比較活潑的小朋友帶動較害羞的小朋友，或是讓

有自信的孩子帶領沒有自信的孩子，一起互助合

作。雖然在過程中，孩子們遇到許多的溝通問題，例如：「我都沒有畫、有人

都自己畫自己的、或是為了畫什麼而吵架…」等等，不管是哪一種都是讓孩子

們累積經驗，學習如何與人合作、溝通。老師相信這些經驗是能培養孩子如何

與人相處的，對於未來生活之中即將面對的人際關係，也比較容易勝任哦! 

    愛因斯坦曾說過：「想像力遠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是有限的，而想像

力概括著世界上的一切，並推動著進步。想像才是知識進化的泉源。」 

 



四寶媽的幸福生活 

小紅班/重恩媽媽 

 

    我是澎湖長大的高雄人，所以看到仁光幼兒園的環境時超開心，重恩爸爸

是道地新竹長大的孩子，在新竹經營第二代汽車修護保養廠。我的四個寶貝：

大寶國小六年級，二寶重恩 4 歲 2M，三寶 3 歲，四寶 5M。 

    排行二寶的重恩是因為語言遲緩，媽媽才接受醫生的建議讓他在小班就入

學，媽媽不斷禱告可以找到適合的幼兒園，同時也一直盼望重恩在學校能獲得

幫助。自從發現重恩的不同，媽媽開始找資源，報名了好消息電視台「愛+好

醫生」來幫助我們了解重恩。重恩來到學校開始了規律的作息，雖然發展總是

慢了些，媽媽心中卻是很感謝老師願意耐心付出，不斷給予新的任務及活動，

重恩總是充滿期待也很認真的學習執行。 

    原本媽媽的計畫都是與帶老大一樣，到中班下學期才到幼兒園，但看到了

重恩的發展遲緩，媽媽有著很深的感觸，想著弟弟沒有重恩發展遲緩的問題，

弟弟好像較適合去學校學習。因擔心老師與同學無法接納重恩，媽媽也是很努

力的禱告，感謝主，讓重恩能在學校平安的學習發展進步。 

    很多人問我是怎麼發現孩子需要做發展評估，請上網搜尋「愛+好醫生」

（106/11/07 https://youtu.be/DUzu0VcF-88)，裡面的採訪及愛家顧問團都

回答得很仔細。 

    回想這學期與重恩一起在仁光的時光，媽媽覺得好幸福，重恩爸爸一直稱

讚重恩長大了好多！有人常說這個少子化年代，我們真有勇氣生四個，我回

答：這是上帝賜給我們的福氣，產業豐盛滿滿恩典。看著幼兒園的寶貝們玩耍

時，孩子多麼的需要手足陪伴。單寶爸媽們別害怕生養眾多，我的教養方式是

用上帝的愛來澆灌，物質只是短暫的快樂，父母的愛是孩子喜樂的源頭。 

 

 

 

 

 

 

https://youtu.be/DUzu0VcF-88


承承的餵兔兔旅遊景點懶人包 

中橙班/昱承爸爸媽媽 

 
小時候，送給承承一隻白色兔兔玩偶，從此以後，兔兔成了他最好的寶

貝，長大後，承承最喜歡到處去餵兔
兔。以下為承承實際去過、餵過兔兔
的景點懶人包，分享給大家，有空可
以帶小朋友們出去走走，謝謝。 

承承心中排名前三名的餵兔兔旅
遊景點： 
第一名：Go Bear 溝貝親子休閒農
莊 (竹北市聯興三街 451 巷 61 號， 
03-5563468)。可餵可抱兔兔、撈
魚、釣魚、釣青蛙、釣螯蝦、釣泰國
蝦、玩沙坑、滑草等。 
 
第二名：青林農場 (桃園縣觀音鄉大
堀村大湖路二段 131-1 號，03-

4987747)。兔兔超級餓，餵得很有成就感。可餵魚、烤肉、玩童玩、坐小火
車、採向日葵、玩迷宮等。 
 
第三名：獨角仙休閒農場 (嘉義縣中埔鄉石硦村 15 鄰 45 號，05-2030666)。
兔兔超級多，很乖，都慢慢吃。可餵
魚、馬、鴕鳥、駱馬、羊、牛，有昆
蟲生態館、鳥園、沙坑、碰碰車、小
火車、漆彈場、射箭場等。 
 
   承承曾經餵過兔兔的景點: 
1. 向陽農場 (桃園市觀音區藍埔里

11 鄰 52 號，03-4870629)。可
餵兔兔、魚、羊，可烤肉、坐小火
車、玩碰碰船、沙坑、漆彈場、射
箭場、摘向日葵等。 

 
2. 羊世界 (桃園市觀音區藍埔里 11

鄰 52 號，03-4870629)。可餵兔
兔、魚、羊、孔雀，坐小火車、
DIY 等。 

 
3. 棗莊古藝庭園膳坊的可愛動物區

(苗栗縣公館鄉福星村館義路 43-6 號，037-239088)。可餵兔兔、魚、雞、
鴨等。 

 
4. 明德水庫 (頭屋鄉明德村 54 號，037-352961)。可餵兔兔、魚、羊、鳥、

雞、鴨等。 
 
5. 花開了休閒農場 (桃園市大溪區復興路二段 329 號，03-3879195)。可餵兔

兔、魚、羊、鳥、迷你豬、雞、鴨，有小火車、沙坑等。 
 
6. 宜農牧羊場 (宜蘭縣冬山鄉長春路 239 巷 17 號，03-9567724)。可餵兔

兔、魚、羊、迷你豬、雞、鴨，盪鞦韆等。 
 
7. 水鹿咖啡 (宜蘭縣礁溪鄉塭底路 3-15 號，)。可餵兔兔、羊、撈假魚，有溜

滑梯、沙坑等。 
 
8. 今夜星辰農場 (彰化縣彰化市石牌路一段 428 號，0952-658678)。可餵兔

兔、羊駝(超多)、天竺鼠、鳥，適合拍照。 



聖誕小點心 

小綠班/林語桐媽媽 

     
做法很簡單，可親子一起動手做喔！ 
 
材料： 
1. oreo 巧克力餅乾 
2. 糖漿(巧克力或糖霜…可黏的食物材料皆可) 
3. 棉花糖 
4. 進口軟糖條(片狀的) 

5. 杯子蛋糕盒 
  
步驟： 
 
▲糖漿部分(由大人來做→媽媽) 

1. 取 3 份白糖粉各 1 杯(量米杯)分開隔水加熱溶解 
2. 其中兩杯放入 a.食用色素或 b.天然色素 攪拌均勻→→做眼睛與鼻子 

 
▲進口軟糖條(片狀的)部分(由大人協助→爸爸) 

1. 取 1 片軟糖條和 1 顆棉花糖→量圓圍 
2. 1 片軟糖條約可剪 3 條(長約 10cm 、寬約 0.5cm) 

 
▲煮糖漿、軟條糖的部分，請孩子可以開始動動手 

1. 將杯子蛋糕盒擺好 
2. 放入 oreo 巧克力餅乾 
3. 朝上的巧克力餅乾沾上未調色的糖漿 or 巧克力溶解 
4. 放上棉花糖 
5. 將軟糖條圍在棉花糖與巧克力間，以糖漿於交叉處黏起 
6. 最後將眼睛與鼻子點上完成囉！ 

  

以上可以參考看看喔！ 

 
由於桐桐很想參加 23 日的耶誕活動， 

但因其他因素導致無法參加， 

看著桐桐和哥哥天天念著、唱著等待耶誕節的到來， 

當下就在想，活動無法參加，總可做些什麼吧？ 

買的、做的、喜歡程度…好多因素在腦中盤旋， 

想了許久，最後決定手做點心， 

讓孩子提前與老師、同學一起過聖誕， 

而與大家一起分享點心應該也是件幸福的事。 

因此與孩子說明後，孩子皆同意， 

後續就展開手做小點心的活動啦！ 

由於大家都有自己需要看顧的部分， 

所以當下未能即時拍照， 

但是全家一起動手做的幸福是無人可以取代的。 

 
「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羅馬書 12:17) 



孩子帶來的幸福感 

大藍班/子閱媽媽 

 
    有了孩子之後，生活上扣除工作，其他時間都是圍繞著孩子打轉，孩子的
需求回應、情緒的抒發、情感的表達、人與人的互動學習等等，好多需要陪著
孩子一起學習面對的課題。也因此常常讓我省思自己能否確實扮演好一個媽媽
的角色。 
 
    但是，也因為有了孩子，讓我懂得放慢腳步觀賞不一樣的風景。比以前更

勇敢但也更容易感動，面對孩子時，也總是能展露出微笑。也因為他，總是能
有歡樂的氣氛，孩子帶給我的是滿滿的幸福和快樂。因為孩子，我學會用不同
的角度去看世界，才發現原來世界有不同的面貌，我想其實我才是從孩子身上
得到收穫最多的人吧。 
 
    尚未就學前的子閱，是個慢熱、略為膽怯的孩子，身為他的媽媽，心裡打

定主意要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參與和陪伴。因此對於凡事都要牽著媽媽的手才
敢嘗試第一步的子閱，希望能一路陪伴並且減少他害怕不安的心情。 
 
    從中班開始入學的不安到現在的適應良好，很快的，轉眼已是大班哥哥
了，雖然還是依然緊緊的牽著媽媽的手，但是明顯感受到他一點一點的成長轉
變。開始懂得關心家人和同學、知道需要幫助人、能表達自我想法與接受不同

的想法，而最讓媽媽感受到的是，耐心與勇氣。年初開始的兒童畫到暑假開始
的游泳課，畫室及泳池所面臨到的挫折和難題，看著子閱專注且堅持的練習和
面對失敗後的壓力調整，都能感受他已逐漸的成長。 
 
    很感謝雅珍老師和曾曾老師對子閱的教導及用心，讓子閱能放開心胸自在
的上學，並且不時的和家長討論孩子在學的情況，並適時的指正他錯誤的行為
及加強生活技能。每晚睡前是子閱和爸媽的親子時間，總是能聽到他分享今天
學校的趣事，而這也是我每天最享受的時段。 
 
    在即將到來的下一個階段，想告訴子閱，未來，爸爸媽媽仍會陪伴他繼續
往前，希望他能盡情的去探索無限的未來，體驗生活帶來的有趣事物。 

     

  

  



平安健康的成長、快樂開心的學習 

小藍班/杰祐媽媽 

 
在杰祐滿三歲後，我們就規劃讓杰祐進入幼兒園學習。由於家中只有杰祐

一個小孩，較長時間都是我們陪伴他一起讀繪本、玩玩具與玩遊戲，能和其他

小朋友一起玩的時間不多。為了讓他能及早融入群體的生活，我們將他送來仁

光七月的暑期班就讀。剛開始的早上，觀察到小朋友們通常很沉靜，杰祐也不

例外。跟他一起了解教室環境與廁所後，他會尋找教室裡的玩具來玩，但玩了

一陣子，爸爸媽媽即將離開，部份孩子會安靜的繼續玩玩具，部份的就像杰祐

一樣，開始哭著不要爸爸媽媽離開。當下的我其實也有幾分焦慮，很捨不得離

開杰祐，但是知道一定要放手讓孩子學習自己照顧自己，這樣他才能成長。隔

週後，杰祐漸漸習慣學校生活，早上上學時可以跟我們微笑說再見，謝謝當時

的宜蒨老師及雅珍老師的照顧與協助，讓他體會到在學校生活的樂趣。接著過

程中，暑期班稍做變動，更換了老師與教室，謝謝當時的聖潔老師及容容老師

的照顧與協助，讓有些敏感的杰祐能逐漸適應。 

 

八月底開學後，杰祐編進現在的小藍班，

大概是開學前放了一週假，並且同學人數也增

加，多了不少他覺得陌生的面孔，每天早上的

離別哭哭又來了，其實身為家長的我們會很擔

心，是不是杰祐在幼兒園會有生活與適應上的

問題？當下很想請教老師，但是看到老師們忙

進忙出的，實在不好意思打擾，也為老師們能

同時照顧將近二十位的小小孩感到佩服。這時

期很謝謝老師有時能與我們分享杰祐的學習情

況並提供指導方針，逐步地改善杰祐的狀況。

過了一段時間後，杰祐總算較能適應這樣規模

的群體互動，並且能開心的主動講述學校生活

經驗，過程中很謝謝聖潔老師及莉莉老師的體

諒與耐心照顧。 

 

杰祐在仁光上學已三個多月了，在學校老

師的細心教導下，生活習慣越來越好，謝謝學校早先所舉辦的小班迎新會活動

及種草莓活動，讓我們更貼近杰祐在學校的生活，杰祐因為很喜歡昆蟲與戶外

活動，所以當老師帶他們到教室外作環境觀察去認識小生物與植物，以及到遊

戲區遊玩時，他回家都會很開心的跟爸爸媽媽分享。同時，每隔一陣子看到杰

祐秀出他的陶土作品，我想孩子很喜歡老師們所設計的活動，也提升他的專注

力。最近這陣子，杰祐迷上了唱詩歌及跳舞，也常與其他的姊姊、弟弟分享他

的歌舞學習成果，感謝學校與老師們帶給孩子們多采多姿的學校生活，讓孩子

能平安健康地在這環境中快樂學習與成長。 



我的女兒晞臻（嫩嫩） 

中黃班/晞臻爸爸 

 
～初春生的嫩芽～ 

2012 年冬末春初之時，大家都還沈浸在耶誕節歡樂的氛圍，我們這一家正
經歷著漫長的等待。原本預定二月中才報到的小寶貝，急著提前要跟大家跨年
呢！偉大的嫩媽（註 1），只因醫生的一句話「寶寶待在媽媽肚裡，是比較安全
的。讓她在肚子裡再撐一下吧！」，忍著一波波的陣痛，就這樣硬是苦撐了漫
長的一週，直到 2013 年的元旦早晨，這小傢伙終於願意出來跟大家一起過新

年；”嫩”出生的時候，僅有 2190 公克（後面還縮水），依照新生兒規定，出
生不足月均需進院觀察。莫可奈何的只能讓她先入住高級套房了（新生兒病
房）；經過了一陣的折騰，謝謝嫩媽、感謝主的恩典，讓這小傢伙可以健健康康
地一關關通過醫院一系列的安檢，讓這小寶貝可以安然的出院～自此開啟了王
家的嫩嫩時代！ 
 

（註 1）小名「嫩嫩」除了晞臻出生於初
春，如同剛發芽的嫩草。我和嫩媽說：你看
她叫「嫩嫩」，以後人家就會叫我們「嫩
爸」＆「嫩媽」。 

 
～強褓中的嫩枝～ 

因為我們是雙薪家庭的關係，平常日裡嫩
寶貝是由嫩嫩祖母手把手的帶大，在我母親的

呵護下成長學習玩樂，母親自小對我們姐弟的
教養，就是身為人就要懂得好好的吃、好好的
睡、好好的玩，人生其他的就由上天安排吧！
所以，小嫩從小就很勇於嘗試任何的不可能
（註２），而身為工程人員出身的我，只要是可
接受的危險範圍，絕對不阻止她並從旁觀察
她，若見她遇到問題困擾，就試著引導可能的方式面對問題、解決問題。並且
告訴著她，父親不可能知道所有問題的答案，但我可以陪著妳找答案。就這樣
嫩嫩一天天的長大～坐、爬、站、走、跑；聽、看、聞、說、唱，她總給我們
這個家不同的驚喜，而我們學著第一次的放手～ 
 

（註 2）嫩仔小故事：在嫩 1 歲半左右，不知為何？超愛玩五斗櫃木抽屜的
她，總愛拿最上層抽屜的衣物。第一次不夠高，自己去搬來小板凳，還差一
些些就伸手探尋櫃裡的東西，結果身體前傾壓回了抽屜把手夾住，哭了一下
下，安慰完，再試又哭…，不知過了多少次，這小傢伙還是不放棄，最後竟
從抽屜側邊短邊處，探尋完她要的東西。這回聰明了，不再好好關抽屜，因
為會被夾到，索性一把手用力地甩回抽屜。碰～的一聲，看著她臉上驕傲的
表情，像戰勝了抽屜，而我就歡欣鼓舞的慶祝她戰勝了抽屜。 

 
～挺直腰桿的枝芽～ 

2016 年 8 月 29 日（ㄧ），一個晴朗的早晨，嫩嫩穿著奶奶、媽媽精心準
備的行頭蓄勢待發，準備出發去開心的幼兒園上學嘍！小嫩上的是小粉班，所
以我們家都說他是「粉嫩的學生」。頭幾天，這孩子，頭也不回地說著要去跟
同學玩嘍！果然，該來的惡夢還是來了，「我不要上學！」即便心裡已經建立
了好久的信心，遇到她不放手的樣子還是心疼。但此時父母得堅強，因為孩子

哭是因為你捨不得，而不是他捨不得你。當下的我狠心回頭，對著老師說：老
師麻煩您了。老師點頭—一個默契的示意，嫩爸快閃，背後傳來哀號的哭聲。
說真的我以為她會哭很久，還在後窗偷看，唉～真的是三秒，沒騙你真的是三



秒，她已經在跟同學玩了！所以，我們要對自己的孩子有信心，她才能讓你放

心。總這樣告訴著自己：她已經長大了、上學了。這次是暨學步後的第二次放
手。 

 
～強風暴雨輕折腰，雲開見日更堅強～ 

該發生的總難避免，很慶幸的是我們為她，選擇讓基督教幼兒園帶領著嫩
嫩長大；此話怎說呢？就在今年 3 月小嫩，因為感冒引起了輕微的肺炎而住進
了醫院，在急診室裡，護理師準備幫她安裝靜脈留置針，深深的感受她的眼神
透露出她很害怕，可是她並沒有哭出聲來，只落了一滴眼淚，為這滴眼淚她本
人很不愉悅，像考試準備了很久，錯了一題不該錯的就沒達到 100 分的感覺，
飲恨啊！護理師驚訝的說：怎麼有這麼勇敢的小孩？嫩嫩喃喃地說：因為有主
住在我心裡面啊！您能想像有誰可以如天父一樣給她這麼強大的力量嗎？（當

時嫩嫩學著詩歌：主在我心裡我就不怕風浪…!） 
當然，這中間還有許多許多的故事，相信你們看著你們的小寶貝成長時也

有一樣的喜悅，不一樣的故事。從小粉班到現在的中黃班，這之間我們與彤彤
老師、潘潘老師有著許多的交流與請益，當我們遇到與孩子溝通困難該如何處
理？將會討論著如何互相配合，謝謝你們讓孩子得到學習與成長。 

最後，「敬愛主、感謝主，創造這樣的園地，讓孩子學習您的愛與喜樂，

在遇到困難艱辛時，懂得倚靠您、相信您，賜予他們力量。以上虔誠的祝禱，
奉主耶穌基督之名，阿們！」 

 
（後記）分享嫩嫩守則：嫩爸嫩媽，對於嫩的哭與抱是有規定的唷！ 
    這一點從嫩嫩三歲起就開始耳提面命的教，不厭其煩的教。 
嫩有兩個時候可以哭？ 1.痛痛受傷的時候。 2.受委屈的時候。 

嫩有三個狀況可以抱？ 1.累累想睡覺。 2.人很多的時候。3.過馬路有危險的時
候。 
    當然，嫩爸嫩媽還時常需要與嫩溝通，但他現在已經會背了，也自己會選
狀況告訴你她的需求。很棒的經驗，願與您分享。 

 

 
 
 

迦樂入學點滴 
中粉班/迦樂媽媽  

    回想第一次來到仁光幼兒園，就喜歡上這裡的環境：寬敞的教學空間、廣
大的綠地、更重要的是以上帝的話語來教導孩子的
學習。這很符合迦樂爸爸心目中對幼兒園的期待：
讓小孩在快樂中學習成長，並且重視孩子的品格更
勝升學教育的教學。 
    時間過得真快，一轉眼迦樂就讀仁光已經一年
了。還記得迦樂剛進仁光小班前，是迦蜜(姐姐)先
進入仁光中橙班就讀。每天看著姐姐到幼兒園就很
羨慕，年紀小小的他不明白，其實姐姐剛進仁光初
期，有一陣子的分離焦慮。看著姐姐煩惱的樣子，樂樂總會很有精神的告訴姐
姐：「那我們來交換，換妳留在家裡，我幫妳去上學…。」每天樂樂最期待的是

去姐姐的學校，因為可以去玩沙、玩溜滑梯，有一次還參與姐姐中橙班的聖誕
節活動：自己畫卡片和製作薑餅屋。因此樂樂對於幼兒園的印象很好，也很期
待上學的日子。 



    直到樂樂上學那天早上，剛開始還開開心心的出門，但到學校後就開始哭

哭。也許是面對新的教室環境、老師和同學，免不
了要多多陪伴一下…。最後，抱了好久還是無法離
開，雖然有點捨不得，但最後還是只能請老師協
助。下午提早去接樂樂回家時，他一看到姐姐就用
力抱著姐姐，並哭著說：「我好想念你們大
家…。」(可愛的模樣到現在還是忘不了)回家後雖然仍
積極和他聊學校好玩的事，但到第二天早上出門
時，無論用說的或抱著的，都還是差點出不了門。
上課的第一週，幾乎天天需要老師協助，媽媽才能離開教室。因此我有了想讓
樂樂休息一二天的念頭，還好在與老師討論後，老師的鼓勵並分享孩子的狀況
後，也就堅持著每天的精神喊話…。令人意外的，樂樂在第二週的狀況竟有慢

慢的好轉，願意自己進入班上，只是口中仍一直重覆著唸著：「睡覺起來、吃完
點心，媽媽就要來接我囉！」感謝上帝的保守和看顧，樂樂在仁光的表現慢慢
穩定，也讓我們家人都安心了許多。 
    有一天下課樂樂跟媽媽分享：「今天我在教室有哭
哭，因為我想念你，老師就安慰我，還請姐姐來陪我，

然後我就不哭了。但是後來換姐姐哭哭，因為姐姐想回
去她的中橙班，等到姐姐要回去中橙班時，我就又哭哭
了。」可愛的小寶貝要學著長大了，爸爸媽媽不能一直
在身邊陪伴你，只能在心裡為你祈禱。祈求上帝保守你
的心勇敢不害怕、努力踏出的每一步都讓你更成長。你
們都是天父的寶貝，天父爸爸會保護、看顧你喔！  

    樂樂的個性較外顯，一直擔心好動的他會給班上帶來混亂，讓老師們手忙
腳亂的。但慢慢的看著樂樂每次在小禮堂上台獻詩、背謝飯祈禱文、背頌聖經
經節、學習詩歌舞蹈、分享教室的角落活動、聊著班上點滴…，每一個小小成
長，都令我們感動不已。在陪伴孩子成長的過程，其實也是自己重新學習及自
我省察的時刻。懇求上帝賜下智慧，讓我們在父母的身分中不斷學習，與兒女
共同成長。 
    最後，謝謝老師們的付出，用愛心和耐心來陪伴每個小寶貝！在此也由衷
的向老師們獻上感謝，也謝謝園方魏主任及每位老師的用心。特別感謝上帝〜
每一天對我們家人的看顧與保守，並且帶領我們度過每個時刻。 

                           天父的花園 
 

小小花園裡 紅橙黃藍綠  

每一朵小花都美麗 

微風輕飄逸 藍天同歡喜  

在天父的花園裡 

你我同是寶貝 在這花園裡 

園丁細心呵護 不讓你傷心 

刮風或下雨 應許從不離開你 

天父的小花成長在祂手裡 

別擔心你的成長在祂手裡  

 

 

 



 

  

 

 

 

 

 

 

 

 

 

 

 

 

 

 

 

 

 

 

 

 

 

 

 

小藍照顧小草莓，每天工作除雜草，記錄草莓的成長過程，學習感謝幫助我們的人。 

上帝給予我們秋冬的果實是最美的禮物，我們將果實做成蝴蝶與沙鈴，散播神的愛。 

大藍職業大不同 
 

我的日記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