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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主的羊 

魏淑貞老師 

    溫暖的春天又來了！這個季節也是一年一度仁光的師生家庭一起慶祝復活

節的季節。為了迎接今年的復活節慶典，仁光的音樂老師早早就預備籌劃特別

的音樂會。在音樂會中音樂老師以「在祢殿中｣這首優美的殿樂合奏揭開我們的

音樂會，在音樂會上孩子們不僅有機會上臺參與演出，也謝謝家長們蒞臨，盛

裝打扮熱情參與，參加孩子們的第一場音樂盛會。 
 
    今年的這場音樂會是仁光的音樂老師與小班組長吳宛容老師所聯合籌劃，

由音樂老師與幼兒園的小朋友們共同演出。在音樂會中讓家長認識了孩子的音

樂老師，仁光的音樂老師都是音樂系畢業的音樂老師，每一位音樂老師都是很

資深且愛孩子的音樂人，在音樂老師的帶領下我們一起享受這場音樂盛宴。 
 
    在這場音樂會裡藉著音樂與詩歌，我們將上帝的美好創造、人類的犯罪、

上帝的憐憫—差遣祂的愛子耶穌的降生與救贖，一直到最後耶穌的復活，我們

藉著音樂將天父上帝在聖經中的相關記載傳達給與會的每一個家庭。 
 
    在聖經約翰福音中記載，耶穌復活後，祂說:「願你們平安！｣ 耶穌在十字

架上受難接著被釘死，而且死後三天祂戰勝死亡，從死裡復活，祂所做的這一

切為的就是將真正的平安帶給我們。 
 
    很多大朋友小朋友心裡都有莫名的恐懼，對生活、對未來有很多不安，但

耶穌說祂給我們的是真平安。 
 
    耶穌說：「我就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人，絕不會在黑暗裡行走，卻要得到

生命的光。」 有了耶穌進入我們的生命，面對生活不再懼怕，因為有耶穌的同

在！ 
  
    在聖經裡主耶穌曾用牧羊人與羊的關係來比喻祂跟我們的關係，今年的音

樂會就是以「我是主的羊｣為音樂會的主題，因為耶穌說祂是好牧人，好牧人為

羊捨命，就如同耶穌為了我們的罪被釘在十字架上。 
 
    在耶穌生活的時代常常可以看到牧羊的人與小羊，耶穌用牧羊人與小羊的

關係來告訴我們，祂愛我們就像牧羊人愛他所看顧的小羊，所以耶穌願意為了

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穌雖然為我們的罪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但三天後

耶穌從死裡復活，戰勝死亡，耶穌復活後告訴我們：「願你們平安」。在耶穌裡

有平安，這個平安只有在耶穌裡。 
 
    所以，復活節，是慶賀耶穌為我們復活，而且現在仍然活著。當我們接受

耶穌成為我們生命的救主，耶穌就會天天與我們在一起！願耶穌所賜的平安天

天與您與您全家同在！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 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約翰福音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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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橙寶貝－我閱讀，因為我喜歡 

中橙班/小君老師、黃老師 
從小班開始，老師就帶給孩子大量的繪本，每週至少會講兩本繪本，並且

開放孩子攜帶相關主題的故事繪本來校。故事繪本本身對孩子就很有吸引力，

再加上孩子攜帶自己的故事書，孩子對於老師可以分享自己帶的故事書，更是

充滿著期待。 
 

  每當老師分享完一本故事繪本，孩子們就會感到滿足，隨著時光的飛逝，

孩子逐漸成長，孩子開始會在圖書角，模仿老師說故事。會有一位孩子當老

師，三至四位孩子會自然的圍成一個圈，開始聽孩子模仿老師說故事，在這個

模仿的過程，孩子發現文字的秘密，也就是一字一音。 
 

  孩子模仿老師說故事，故事的開頭，老師都會手指著

書本名稱，一個字一個字的告訴孩子繪本名稱，接著照著

孩子唸故事名稱的速度，一樣用手指著文字，讓孩子去對

應文字，漸漸的孩子知道中文字，一個中文字代表一個發

音。 
 

  孩子們從對繪本圖案的喜愛，漸漸發展到對於文字感到興趣，因為在說故

事的過程，孩子可以翻閱書本，看圖說故事。但開頭要介紹繪本名稱，孩子就

必須要認識文字，才能當老師說故事。所以在小班下學期開

始，孩子開始會從圖書角，取喜愛的故事書，來詢問老師故

事繪本的名稱該怎麼唸，得到答案後，孩子會驕傲地去和其

他人分享故事。在孩子詢問故事名稱的過程，老師不論有多

麼的忙碌，對於孩子有興趣想知道、認識文字這件事，老師

從來不會說：「不！」或是「等一下！」絕對會立即的告訴孩子。 
 

  到中班，孩子在老師沒有特別要求的狀況下，依然維持著帶故事繪本來分

享的習慣，也經常會詢問故事繪本名稱要怎麼唸，在圖書角會持續模仿老師說

故事。老師觀察到這些，決定要給孩子時間，讓孩子可以在課堂上，繼續當老

師說故事的遊戲。 
 

  時間來到了中班下學期，孩子們依然非常樂愛閱讀。老師在無意間發現，

孩子在閱讀的過程，和詢問老師書籍名稱的過程中，認識

了許多的文字。孩子們從喜愛閱讀書籍圖案，慢慢發展培

養到喜愛閱讀文字的興趣。現在中橙班的孩子，除了閱讀

故事繪本之外，孩子從繪本中尋找和故事名稱相同的文

字，並正確讀出文字的發音，和老師、同學分享，從中獲

得快樂、滿足與成就。 
 

  只是簡單的一個圖書角，沒有要求、沒有強迫孩子去讀懂或是認識文字，

孩子只是因為喜歡，而去做這件事。輕鬆、快樂的故事分享，讓孩子從中培養

興趣，找到閱讀的樂趣，獲得認知的成就。中橙寶貝我閱讀，因為我喜歡，在

這個過程中獲得意想不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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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嚼能力對幼兒發展的影響 
小藍班/聖潔老師、劉姐姐 

口腔的神經連結到大腦，當我們咀嚼食物時，將會刺激大腦反射與血液循環。幼
兒花在吃的時間上遠比成人久，學齡前的幼兒加上餐與餐之間的點心，有時一天更可
吃到五餐之多。我們可以想像，當幼兒咀嚼食物時，牽動著上下顎的骨頭與肌肉，咀
嚼能力的優劣，也將影響幼兒的其他發展。 

 
因此，我們更想了解咀嚼如何影響幼兒發育，以及「到底要怎麼吃才能讓幼兒的

發展更完善呢」？ 
專家認為咀嚼時牙齒的咬、磨、斷、撕影響肌肉發展，更甚者，咀嚼時牽動的腦

神經運作，影響了記憶力和理解能力。日本顎咬合學會在《0～100歲都需要的咀嚼

力》一書中提到咀嚼咬合對記憶的幫助，並認為「健康的咬合」是對抗失智症的一大
利器。 

依據專家的研究，我們可知咀嚼對幼兒發展有下列幾點影響： 
1. 口腔肌肉的控制能力： 

多次咀嚼能強化幼兒的肌肉咬合能力，幫助幼兒掌握與練習口腔肌肉的使用。 
2. 增進記憶力： 

咀嚼動作透過牙齒神經刺激腦神經發展，能增進幼兒的記憶與理解能力。 
3. 發音與溝通： 

咀嚼肌肉的發展影響幼兒的構音(發音)，間接影響幼兒的語言發展。當幼兒發音
無法讓他人聽懂時，也將影響幼兒的人際發展。 
 

彙整以上觀點，我們可以透過下列方法幫助幼兒發展應有的咀嚼能力： 
1. 以身作則： 

孩子善於模仿與學習，我們可以在進食時，坐在孩子的身邊，邀請孩子一起舀一
口飯，然後細嚼慢嚥 20至 30下後一起吞嚥。久而久之，孩子也會掌握到吃飯的
速度，並學習細嚼慢嚥。 

2. 陪伴與鼓勵： 
孩子在進食時，我們可以營造溫馨的情境與
愉悅的用餐心情，讓孩子享受用餐的時光。
建議家長可以在孩子做出適當的用餐行為
時，表達您具體的觀察和鼓勵，例如「爸爸
看見你很專心的用後面的牙齒咬青菜，把青

菜磨得碎碎的，這樣你的身體一定可以吸收
到青菜好多的營養，變得很強壯。」 

3. 食材的選擇與處理： 
在食材的選擇上，我們應儘可能避免過度加
工的食品，一來加工食品多半添加化學與人
工成分，二來加工食品常常過度精緻，降低幼兒咀嚼的機會。建議家長多選擇原
型食物，並盡量不要把食物切得過度細碎，讓孩子能有練習用牙齒撕、咬的機
會。 
 
孩子的咀嚼與用餐習慣關乎著營養攝取與神經發展，讓我們陪伴孩子一同培養優
良的咀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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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高升“發糕” 

小綠班/容容老師 

    分享除夕圍爐常見的食物時，提到了年年有餘的魚、好運旺旺來的鳳梨、

大吉大利的橘子、招財進寶的水餃、甜甜蜜蜜的糖果、與步步高升的發糕，為

了幫助孩子們體驗準備春節食物的經驗，老師預備了製作發糕的材料，教小綠

班的孩子們製作發糕的方法。 

    老師準備的材料與工具有發糕預拌粉、量杯、大碗、攪拌器和小杯。老師

先打開發糕預拌粉倒出來給孩子們觀察，裡面有麵粉、蓬萊粉、在來粉、樹薯

粉、紅糖、泡打粉和酵母粉，再裝 380.cc的水在量杯裡，請孩子們幫忙倒水進

發糕預拌粉裡，然後每位孩子都幫忙攪拌，等大碗裡的水和發糕預拌粉都攪拌

均勻了，老師就將碗裡的麵糊倒進小杯裡，然後請廚房媽媽幫忙放進蒸籠，等

蒸熟了就請孩子們試吃。 

    做發糕有個特別的規定，就是做的人要有好心情，說好聽的話，發糕就會

開口笑。當天老師在做發糕時有提醒孩子們，要注意自己的說話，注意自己的

心情，控制自己的音量，孩子們也盡量努力保持心情愉悅，果真下午大家蒸出

來的發糕都開口笑，表示今天的發糕做得很成功喔！ 

    隔天老師帶著孩子們與小紅班小藍班一起做發糕，材料都準備好之後，也

是請孩子們幫忙倒水進發糕預拌粉裡，然後請孩子們幫忙攪拌。等大碗裡的水

和發糕預拌粉都攪勻了，老師就請每位孩子將碗裡的麵糊倒進小杯裡，老師再

調整一下麵糊在每個小杯裡的量，然後將裝好麵糊的小杯放進大大的蒸籠裡，

請廚房媽媽幫忙蒸熟。這次孩子們也努力配合做發糕的好心情，所以下午大家

看見我們做的發糕都開口笑，表示發糕做得很成功，之後老師就將發糕裝袋，

請每位孩子都帶回家和家人分享，孩子們回家後吃了自己製作的發糕，都覺得

真是一次美味又特別的快樂經驗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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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豐鐵馬道親子行 

大藍班/柏瑋爸比 

騎腳踏車是柏瑋很喜愛的戶外運動之一！他在還未唸幼稚園的時候，
就已經可以拆掉腳踏車後方的二個輔助輪自行騎車了，也因此我們常常帶
他到戶外騎車。在騎了很多次新竹十七公里海岸線的部分路段之後，這次
我們選擇了中部地區也很著名的后豐鐵馬道來體驗一下！ 

 
后豐鐵馬道，它是台灣舊山線鐵路改建而成的自

行車步道，有別於新竹的海岸風光，這邊有的是山景

和沿途鐵路的美景，真的是完全不一樣的體驗！后豐
鐵馬道有著另一個令我感到值得推薦的原因就是它的
總長度不是那麼的長，全長只有 4.5公里，所以就非
常適合親子同遊。加上沿途可休息的地方很多，風景
也很美，只要天氣不要太差的情況下，真的是一年四
季都可以來走走的地方。說到沿途有名景點，「花樑
鋼橋」、「九號隧道」都是此途推薦必要拍照的景點。
也因為車道從前的路段是鐵路（軌），所以不論是騎
在鋼橋上或是隧道內，路面寬度就剛好是一輛火車能
通過的距離，和在一般道路上騎車相比真的有很不一

樣的感覺。 
 
柏瑋和我很喜歡騎在花樑鋼橋上，除了能有著火車視野的感受外，往下看

還可看到大甲溪湍急的溪水和沿岸風光；而鋼橋一旁的九
號隧道，全長就有 1.2公里，它也是台鐵舊山線中最長的
一座隧道，隧道內燈光明亮而且非常涼爽，光站在隧道
口，就能感受到陣陣涼風吹過來，夏天來騎車的話，會是
非常享受的一段路程呢！沿途路程多半都是平坦好騎的路
段，騎累了就停下來休息片刻，喝點水、拍個照！沿路也
有許多店家販售小吃，要來填飽一下肚子，吃點東西也是
很方便的唷！ 

 
此外，與后豐鐵馬道相交會的有另一條「東豐自行車綠廊」，這也是一條風

光明媚、景色宜人的鐵道改建自行車專用道。這次柏瑋和我
也有體驗這邊的部份路段，不過這條路線的長度就比較長
（全長 11.8公里），就需要依照體力來分配一下騎乘的路途
長短囉！ 

 
這次我們是都帶上了自己的腳踏車來騎乘，若是臨時選

擇前往遊玩，或是沒有帶上腳踏車的話，也不需要擔心，這
邊也有很多店家在租借腳踏車，若是想要省力一點，還可以
租借電動車。所以找個天氣好的週休二日或放假的時候，全
家大小一同來這邊遊玩，除了可以到戶外走走、運動一下之
外，也可以陪同孩子們一起接觸大自然，真是一舉數得呢！

真心推薦給大家這個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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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遊記 
大綠班/子芹媽媽 

這學期因子芹哥哥參加了社區的棒球隊，偶爾會有與外地球隊進行友誼賽

的活動。上週因為與新社地區球隊進行交流，我們一早就驅車前往新社高中。 

 早上七點的新竹氣溫還有些涼涼的，越往台中去，越來越暖和。雖然新社

花季已經結束，但前些日子網路上傳了很多台中處處櫻花盛開的照片，心裡還

是期待能夠有機會能看到美麗的花景。 

 

 果不其然，當車子漸往新社山上走時，沿途盛開的各式花朵吸引了小孩的

注意。有時是粉嫰的櫻花，有時是色彩繽紛的整遍花叢。溫暖陽光照著，徐徐

微風吹送著，呼吸著山上新鮮的空氣，沒有城市的喧囂，身心靈接受大自然的

洗滌，覺得平常累積的種種壓力頓時得到釋放。 

 

 車子漸漸駛入新社市區，又是另一番風貎。雖然街道上仍可看到平時常見

的商店，但不同於大城市的車水馬龍，路上的行人悠閒的走著，經過的車子也

都緩緩行進，有種淳樸的小鎮風情。相較於上次適逢新社花季時來訪，賞花人

潮車潮絡繹不絕，街道塞滿了車，在還沒看到花海前在車流中漫長等待時的焦

慮，與這次造訪的心情截然不同。想想或許是自己心情的投射，才會覺得此處

的人們也同我一樣，一整個輕鬆。 

 

 當新社高中的校門映入眼前，一種世外桃花的感覺油然而生。兩旁的路樹

鬱鬱菁菁，一點也沒有嚴肅的隔閡，反而像是敞開胸懷迎接訪客的園林，殷殷

期盼著人們來從中汲取生活的精華。 

 

門口的警衛先生不待我們開口，就將柵欄開放給我們駛入。校舍前綠意盎

然，各種植物搶著綻放，光是在門口的生態教學區就讓我們駐足許久。子芹和

妹妹子蕎搶著跟各種美麗的景緻拍照，讓我們幾乎忘了是來參加友誼賽，反倒

像是觀光客一樣忙著將眼前的美景一一留下。 

 

新社高中的校舍並沒有建密得密集高聳，而是在建物之間留下綠地，並以

走廊連結，不像常見的校園總是密集的讓人喘不過氣。信步走過幾段迴廊，目

的地的運動場才展現在眼前，提醒著我們今天的目的。 

 

孩子們的比賽總是最純粹的享受著樂趣，一點沒有廝殺的嚴肅氣氛。上場

以後認真的比賽，沒有上場的孩子也在一旁玩著傳接球，伴以溫暖的陽光及徐

徐的涼風，樹蔭下的父母個個都顯得十分的享受。 

 

隨著太陽漸漸的走向頭頂，孩子們也汗如雨下，雖然不情願，也還是開始

收拾心情及裝備，準備回家。回程的路上，經過一陣興奮的喧鬧之後，孩子們

還是禁不住疲累的睡著了，於是我們就載著一車的滿足跟愉悅，踏上回家的路

途。 

 



7 

 

親子互動小撇步 

中粉班/御恩爸爸 

 

很多爸爸、媽媽在家裡一定都會常常遇到小朋友嚷嚷著要你買玩具給他們玩，

不過外面商場賣的玩具往往都不便宜，便宜的玩具家長又怕買到黑心商品，在

此分享幾個可以自己動手做，製程簡單又可以增進親子互動的摺紙小物，建議

可以和小朋友一起動手做，比起外面花錢買到的玩具還更有意義哦! 

一、紙跳蛙 

 

 

 

▲ 完成後，輕壓青蛙背部即可使青蛙往前跳動。 

▲ 可用不同色紙各作幾隻，擺在一起當裝飾也很可愛。 

 

 

 

二、紙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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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更大張的紙，摺出來的紙球會更大哦!! 

 

三、東南西北 

 

▲ 將手指套進四個角，「東南西北，要那個？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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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親子 Pizza 

小粉班/祈恩媽咪 
    新竹雖然是生育率甚高的城市，但能遛小孩的室內去處卻寥寥可數，每逢

天候不佳或不方便外出的週末假日，總不能老是待在家大眼瞪小眼，小眼鬧翻

天吧(大笑)。今天要向大家分享一項只要家裡有烤箱，就可以和孩子們一同消

磨大半天的活動！這項活動既可讓孩子感受「鋤禾日當午」、刺激孩子的五感，

又可增進親子關係，大家不妨和孩子一起試試看唷！ 

【麵糰材料】_超市可取得 

高筋麵粉 400g〈或是高筋麵粉 200g+中筋麵粉 200g〉 

酵母粉 4g+溫水 20cc〈靜置 5分鐘〉 

糖 1大匙 

鹽 1/4小匙 

水 200cc 

    輕揉麵糰，有助於訓練孩子的大肌肉發展與觸覺，更可讓孩子發現從無到

有的樂趣。 

    若覺得麻煩，亦可以買市售的冷凍披薩餅皮或是用白吐司代替，但這樣就

少了做披薩的部分樂趣了。 

【其他材料】_超市可取得 

番茄醬或番茄配司(paste)：適量 

起士絲〈超市賣的披薩專用乳酪絲就蠻好用的了〉、起士片〈可省略〉：適量 

洋菇片、玉米筍、青花菜、鳳梨片、花枝圈等不易出水的食材〈真心推薦鹹豬

肉片，味道很讚！〉 

    塗抹番茄醬以及擺放食材，可以展現孩子的美術創作，也可以藉機讓孩子

嘗試新食材。 

【做法】 

先將麵糰的乾性材料放進大盆子裡，混合均勻後再倒入濕性材料。 

把盆中所有材料都攪拌均勻後，搓揉成無粉粒又不黏手的光滑麵糰。 

把麵糰放入容器裡，蓋上濕布，等待麵糰鬆弛發酵約 40分鐘。 

麵糰分成 2-3等份，並在麵糰灑上少許的麵粉〈避免沾黏〉，將麵糰擀成圓平，

厚度依自己喜好。 

烤盤鋪上烘焙紙〈或灑上少許麵粉亦可，用意在防沾黏〉，再放上擀好的餅皮。

若是介意烤的時候餅皮會凹凸不平，可在此步驟用叉子在餅皮上均勻插洞。 

餅皮塗上薄薄的番茄醬或番茄配司後，均勻的平鋪喜歡的食材。 

最後均勻的鋪上起士絲、起士片。 

若要再增添樂趣，鋪上起士絲後可讓孩子用番茄醬在披薩上繪製簡單圖案或寫

字。〈此步驟可省略〉 

烤箱 200度預熱 8分鐘，把烤盤放進烤箱，200度烤至披薩上色約 15分鐘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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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請務必依餅皮、餡料不同，視披薩狀況調整烤的時間！ 

準備享用熱騰騰、香噴噴的現烤披薩啦！ 

    自祈恩兩歲開始，便開始協助家事處理；拿小海綿

刷刷自己的餐碗、用著自己專屬的小拖把拖地、丟棄自

己替換下來的尿布……甚至偶爾媽媽備餐時在旁幫忙剝

蒜頭、洗〈ㄨㄢˊ〉菜〈ㄕㄨㄟˇ〉；雖然小手小腳必

定越幫越忙，成效之差，幾乎都需要媽媽出面善後，但

參與家事的過程，讓她非常樂在其中，覺得自己是很棒

的小幫手，自理方面有著十足的自信呢！如今她快四歲

了，對她而言，家事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對於做家事依

然興致勃勃，擦擦桌子、遞洗衣袋已經滿足不了她了，

常嚷嚷想學做新的家事，加上學校老師的細心教導，回

家後也會開心示範新學的自理項目哩！看來等她上中班

後，媽媽可以將她的家事領域逐漸深入廚房了，再經幾

年養成，媽媽就可以翹腳捻嘴鬚啦！ 

    透過任何方式，讓孩子們參與生活的大小事，絕對是超值的投資唷！ 

 

 

 

 

跟大自然手牽手 之〝 幹嘛一定要露營 ？〞 

小紅班/懷恩媽媽 

    最近在我們家掀起了一股露營風，說到媽媽年輕時，如果有人問我要不要
來去露營啊?!恐怕我想也不想就直接說 NO 了，因為無法想像怕蟲的我可以走進
野外睡一覺，或待在戶外有可愛昆蟲跟我近距離作伴。 
     

    但人生的特別在於經歷改變的可能性！而這個神奇的改變就醞釀發生在我
幫「不來恩」選幼稚園的時候！其實，不來恩的媽幫小孩挑選幼稚園真的超簡
單：1.不要寫超齡作業 2.開心適性學習 3.一定要有樹有草地，每天一定要能
跑跳，夠簡單了吧！但殊不知我以為的簡單選擇早已因為社會環境的改變讓這
樣的決定不似過往容易了。 
 
    回想起我跟先生的小時候，我們的夏天常會看到滿天飛舞的蜻蜓，蟬鳴震
耳欲聾，樹木上常見到鍬形蟲跟獨角仙，而可愛的小瓢蟲與蝴蝶在隨意的路邊
野草上總會發現蹤影；這些在我們小時候司空見慣的自然，在台灣科技進展的
30年間迅速消失中，我們逐漸跟我們習慣的大自然脫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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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起「不來恩」一開始玩沙時，他臉上震驚的神情，不小心跌倒不是哭
身上的傷而是哭泣碰到泥土時的髒，從那時起，我心
中常不自覺擔心起逐漸與自然失去連結的我們與「不
來恩」。 
 
    我想，突破與自然的隱形疆界，並非我把孩子放
在一個親近自然的幼兒園就可以做到，若非從己身做
起就實在太沒說服力了。只是坐著不會有改變，於是
我們選擇跟孩子一起學習突破自己，而怕飛蛾昆蟲的
我為母則強起來，我們一路從〝野餐〞開始，進展成
為露營菜鳥一族。 

 
    在我們開始露營後，常有人問我：露營好玩
嗎?!是不是很放鬆?!這樣就可以把小孩野放戶外
了吧?!…等等問題。 
    但說真的，我不會說露營的一開始會有多有
趣、多放鬆或多自在。其實，很難想像的是我們
家在露營一開始格外辛苦，不只是適應外在環境
變化、克服走進自然的心理減敏過程。我們同時
也學習體諒家人間彼此相處的分際與體力疲憊的
極限。畢竟戶外不像家裡便利自在，但抬頭滿天
的星斗跟腳前的小花小草已給了我們更美好的回

饋與低語。 
    在露營的經驗裡，我們一家體驗了因勞碌共

得的美好回憶，明白家庭分工的責任與重要，放手相信四歲孩子一定可以成為
彼此的小幫手，也努力學習我們可以有能力選擇在疲乏時仍對彼此說出鼓勵、
造就的話語，取代過往權威式父母框架的命令口氣。 
 

     我們很幸運地在第三次露營後，
有倒吃甘蔗的漸入佳境。我們逐漸習
慣徜徉在自然裡的放鬆，觀察、享受
天父爸爸創造萬物的奇妙可畏，我們
的五感在小花小草與滿天的星斗與彼

此陪伴的愛裡甦醒，重新學習拉回家
人情感建立中彼此愛的焦點。 

 
    而意外的開始也總有意外的收
穫，過去我們擔心不擅人際的懷恩，
現在卻是我們家中最快與其他露友展
開人際交流的開始，而「不來恩」的
由來 ─ 就是因為現在去別人家的帳
篷太開心就從此叫不回來了的「不來
恩」！ 
 

 與大自然重新開始的手牽手，也是我們一家在露營裡體驗學習生活中彼此
的大手牽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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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貝小廚師  幸福好滋味 

                                                   中黃班/士昂&小綠/畇潔媽媽 

 

   每位父母看到寶貝開心吃著自己用心準備的餐點時，內心總是欣慰和喜悅；

但有時讓孩子體驗做料理，吃著他們認真得來的成果時，相信內心則會是滿滿

的幸福。 

   兄妹倆從小就喜歡學我煮飯，除了是廚房洗菜、打蛋的小幫手之外，也喜歡

邀我當他們辦家家酒的顧客。所以，一直思索讓孩子體驗下廚的念頭，最後

「吐司披薩」這種最方便，也是最容易的餐點便成為兄妹倆料理入門的首選。 

   兄妹倆最喜歡「夏威夷口味」披薩，所以除了固定班底的食材之外，他們倆

還會認真地翻閱各賣場的DM，看看是否能新加入其他特別的食材。而媽媽我

常躲起來偷聽兩人的討論內容，有時還會被兩人童言童語的料理觀點逗得捧腹

大笑呢！ 

   因為食材要確定、無爭議後才能一同採買，所以兩兄妹也從中學會妥協，更

因為出發前的約定和目標，所以在賣場也比較不會有突發狀況。每當看著他們

臉紅氣喘地一起提著食材，但臉上卻露出燦爛和期待的笑靨時，媽媽心中可有

種莫名的感動！ 

   因為餐點簡單、安全，媽媽也就可以放心放手；也因時間快速，所以孩子們

一下子就可以享用自己的成品。兄妹們都很開心，也期待媽媽准許他們做披薩

的時刻，因為這不只代表他們累積了好表現，更因為他們可以擁有真正當廚師

的小確幸。 

   孩子喜歡的是自己動手做的真實感；而媽媽最感動的則是每次完成小披薩

後，餐前禱告時兩個小寶貝總會彼此道謝，這才是媽媽覺得最幸福的餐桌好滋

味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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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四寶媽 
大紅班/永成&小藍班/彩婕媽媽 

    我是一個四寶媽媽，大女兒晴晴七歲，

二兒子成成六歲，三女兒彩婕三歲，小女兒

甯寧七個多月，看到我帶著四個小朋友的人

幾乎都會問我，你怎麼生這麼多個，不會很

辛苦嗎？我通常都會說當然辛苦，不過多一

個人全心全意的愛我，我很幸福。 
 
    這句話一點都不假唷！他們在家裡簡直

把我當女王一樣崇拜，愛慕渴望的眼神，為

了我的一個擁抱爭執，搶著要幫我一點小忙，就好像以前張小燕的一個電視節

目，百萬小學堂裡的小選手，選我選我選我，就算只是丟個尿布，老二和老三

都會爭個面紅耳赤，當然孩子和我感情這麼要好，我也是費了一番心力，現在

就和大家分享我的秘訣。 
 
    他們從小嬰兒時期，我都親餵母乳，就算剛開始聽不懂，我也抱著陪他們

玩和他們唱兒歌，給寶寶很大很大的安全感，看著他小小又明亮的眼睛，做眼

神交流灌輸你是最乖最棒的寶寶，媽媽好愛你，我有一個特別的習慣，喜歡在

孩子睡覺之前和他們討論我今天觀察到他們做了什麼事情，把他們特別好的地

方或行為挑出來講，像是睡前的表揚大會，我發現孩子就會更努力往我讚美的

方向前進，也讓他們知道，我很重視他們的一舉一動，他們再細微的事情，媽

媽都在注意，因為你們是我的寶貝。 
 
    我常和寶貝們說，因為愛你才要教你，告訴你什麼是對的，出門才能做人

見人愛的寶貝，你喜不喜歡大家見了你都愛你呢？所以我寵孩子但是不溺愛，

該堅持的我很堅持，像是要為自己負責任，基本上自己的事要自己做，帶他們

回家在車上就開始溫習，其實是像有獎徵答活動訓練一下獨立思考，不要太像

是說教，我會說考考你回家第一件事情是做什麼，後面的寶貝就開始搶答了，

哥哥會說脫鞋子脫襪子放餐袋，妹妹說外套掛椅子上，乖乖洗手，我就會講，

你們太棒了還有嗎？妹妹說乖乖下車，不能跑，乖乖吃飯飯不要別人餵，哥哥

就搶答，自己拿衣服洗澡，這時候我就已經得到我要的答案了，我就會和她們

開玩笑，還有嗎？還有嗎？他們被我問到吐不出話來，連關車門都講完了，我

就會說怎麼沒有人說，要幫媽媽拿拖鞋、還有梳頭髮、捶肩膀呢？我今天也很

辛苦耶！。回到家就有小幫手搶著幫我拿拖鞋了。寫這一段主要是想說，孩子

固然要教導，可是教導有很多種方法，不一定要死板板的告訴他，你現在要做

什麼事，或命令他該做些什麼？孩子在當下不快樂，他就不會想要做了，相處

就很容易有衝突。 
 
    再來和孩子聊天的時候，我不會否定他的想法，讓他自由發揮，成成弟弟

溫柔又善解人意，他嘴巴甜的不像話，他會問我說；『媽媽考考你，你知道我全

世界最喜歡哪裡嗎？』我說：『海裡嗎？你不是愛海洋世界？』成成說：『不是

唷。是媽媽愛的懷抱裡』。成成講話很喜歡天馬行空，又創意十足，他說：『媽

媽以後我想住在雲裡面，我要在天空蓋房子，蓋城堡』我說：『好呀，我也很想

耶！可是弟弟我們要怎麼到雲裡面，我不會飛』成成說：『那我發明一種彈跳

鞋，可以一用力踩一下，就可以飛上天空』我問：『那飛太遠到外太空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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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那我也在外太空蓋房子，哪裡都是我們的家』。通常他再離譜，我都會

鼓勵他，你可以做任何的想像，知識是有限的，創意是無限。創意是孩子多大

的天賦，而且我從來都不會和孩子說：「不可能」，我都是說，你試試看，只要

你努力就一定做的到，不要讓任何人阻礙你想要做的事情，只要有信心，有毅

力，愛迪生在發明燈泡前至少失敗超過上萬次，萊特兄弟在發明飛機前受了多

少冷嘲熱諷，也沒有放棄，只要你想做，媽媽都會在背後支持你。 

他們姊弟倆喜歡的截然不同，不能比較，我鼓勵他們往自己喜歡長處前進，姐

姐喜歡練舞練琴，埋頭苦幹的性格，我笑他是拼命十三妹，弟弟就完全不行，

他不喜歡的多做幾分鐘他會自己跳起來，不過積木，桌遊，體操，他都很熱

愛，所以我也積極培養他，欣賞他們的優點，適時的稱讚和驕傲的眼神，他們

很有自信在媽媽眼中，他們都是最棒的。 
 
    孩子媽媽認同你的感受，前兩天我正在洗澡聽到成成聲嘶力竭的放聲大

哭，等我包著毛巾走出來，成成已經收拾好情緒，可是一臉委屈，他和我講：

『媽媽，彩婕偷拿我的象棋，還推倒，我有和她說不可以，她還抓起來用力的

丟』。我先肯定了成成，我說我知道你委屈了對不對，她破壞了你的玩具，你非

常的生氣和傷心，你怎麼沒有想要打她呢？』。成成說：『媽媽教過不可以打

人』。我趕快抱抱他，和他說你做得非常好，你學會控制自己，真的長大了耶，

很棒，而且我有聽到你有大聲的制止她，有說請

不要這樣，只是她不聽，你處理的很完美了，現

在交給媽媽去和彩婕談談，彩婕一臉氣呼呼的往

房間外面衝，我拉住彩婕問：『妳可以陪我去吹頭

髮穿衣服嗎？我很想要你陪我去耶』妹妹一臉不

情願，她心裡其實知道她做錯了，只是愛面子不

願意承認，我抱著她，和她玩玩剪刀石頭布，等

她心情好了，再問她妳剛剛也很生氣對不對，她

不肯說，只是倔強的小臉又揚起來，我講：『媽媽

沒有怪你的意思，我知道妳是好孩子，只是一時

生氣沒有想太多，就丟了哥哥的玩具，他哭的時

候你是不是也很難過』。彩婕點點頭，我說沒關係拉！大家都會做錯事呀！！我

也常常生氣不是嗎？以後想和哥哥玩要說出來，我們一起去說對不起，媽媽陪

你去。彩婕去承認了錯誤，成成早就忘掉不愉快了，爭執的時候，一定都有情

緒，我讓小朋友知道，我懂你在想什麼，我們是一國的，好的行為肯定，不好

的行為我們一起面對，孩子凡事都會和我分享，感情自然就一級棒。 
 
    帶著四個孩子故事實在是太多太多了，三天三夜都講不完，總之我就是一

直陪伴他們，學校有活動風雨無阻的參加，每天陪他們做喜歡的事情，說故

事、玩捉迷藏、桌遊、吹氣球、玩泡泡，只要是他們喜歡做的，我都奉陪，每

個人都有單獨和媽媽約會的時間，享受兩人世界，注重他們的感受，再細微的

小事，我也不停讚美，我們的關係不只是親子，更像是朋友，我和她們講，我

們以前在天堂做小天使的時候，就是一群好朋友，我們剪刀石頭布，我第一名

所以先下來做媽媽，姐姐第二，成成第三，彩婕運氣不好第四名，最後小妹和

我們約會遲到了，所以只好當最後一個。我們是彼此的天使，創造一個喜樂多

多的家庭。 



  

  

士昂：看到種田要用的紅紅
的線，還有很大片的秧苗跟
插秧的機器。  

昊承：我有種田，種田很好
玩，踩下去土軟軟的。  

紫柔：伯伯示範教我們種
田，橘色的桶子會裝秧苗，
秧苗就不會掉到田裡。  

  

 

晞臻：我們走在稻田旁邊有
看到香蕉樹和芭樂樹。  

祐暘：我和很多同學種田插
秧苗，田裡面有泥巴水。  

  

 

柄融：機器可以把秧苗種下
去，我們是把秧苗用手插下
去。  

 

春天的時候，我們去參觀黃阿伯的稻田，學習如何插秧，中黃班
的小朋友將過程中最有印象的部分用繪畫的方式呈現。   

 

大綠班的寶貝們討論了長大以後的夢想，於是從最貼近孩子生活的

職業以描繪呈現。 

警察 空中救難員 

芭雷舞者 軍人 護理師 

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