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文化底蕴的在地創生與傳播--府城 vs 月津」 

活動成果表單 
活動名稱/主題 睦鄰親子教室預備環境演練三 

活動主要性質 □學生研習□教師研習□社區互動  □社區共學 

□其他，請說明 

活動日期/時間 108 年    06  月  28  日    09 時    45   分起至 

108  年     06 月  28   日   11   時   00分止 

活動地點 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 

合作機構 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台南市愛鄰關懷協會 

活動負責人 呂春鶯 

參與人員 33 人次/請附簽到單 

活動方式  

活動內容及目的 目的─透過親子共學，讓孩子們可以互相觀摩學習，

家長彼此間經驗交流，在此也可以成為一個提供家長

短暫喘息空間，讓照顧孩子的過程中成為生命中一個

恩典祝福的禮物。 

 

內容─大人、小孩一起培養聆聽力、專注力、明辨力

及語文力。 

執行情況    9:50 家長與孩子陸續進來教室，先簽到選樂器，

流覽上週的活動照，環繞教室欣賞今天的教室佈置，

還有牆上侯媽媽貼的圖片，每一張圖片都有她想與大

家分享的重要教育觀念。 

   10:00 開始活動，每一個人手中都有樂器和歌譜，

一起唱詩歌、禱告「全然盼望的主」、「神早安…引領

我們今天的日子」 

侯媽分享:  

a/今天是最後一堂課做這學期的回顧與總複習，同時

也預告下學期的課程，讓家長有預備心。當中有些孩

子從第一學期參加到現在準備邁入第 4 學期，孩子成

長了，我們的空間也需要跟著他們的成長做變化，下

學期課室的空間分成了兩區，一歲以下，和一歲以上。

另外還規劃了爬行區走道讓 6 個月以下的孩子爬，旁

邊還貼了黑白對比圖片、，配合這個年齡層的孩子視

力發展，看黑白圖可以練習眼球肌肉的發展。 

b/依年齡分享蒙特梭利教室小影片 1、infant(嬰兒) 

2、toddler(幼兒) 

c/介紹蒙特梭利的操作墊功能及使用方法，每次使用

教具，都必須先鋪上操作墊不論是在桌上或在地上操

作，使用完後教具收好，操作墊也要捲起來收起來。(收



的口訣，爸媽結婚時，像爸爸掀媽媽的新娘頭紗。) 

d/侯媽帶大家看音樂牆上的圖片，說明圖片裡邊的教

育義意。(大腦內部的構造圖，不同的區塊有不同領域

的學習功能) 

   實際體驗操作教具:以往都是侯媽告訴大家等一下

做什麼活動，但這一次讓孩子由家長陪同，開始學習

自己去教具櫃選取自己感興趣的教具。家長按著在影

片上所學到的，在一旁觀察孩子，扮演協導員的角色，

按侯媽所教的來操作一遍，從操作墊開始，一次只能

拿一樣操作教具，一樣玩完收好了才可以拿另一個，

最後不玩的時候，要將操作墊捲好拿回原處放好。 

    點心時間，吃小美冰淇淋。一邊吃一邊分享，家

長同工輪流到前面來分享，參加睦鄰教室的心得與學

習。 

活動成果 今天是這學期的最後一堂課，領導者留了一段時

間讓家長孩子們還有同工一起吃冰淇淋，讓每一位家

長和同工有機會分享他們這一學期來睦鄰親子教室的

心得及收穫。 

 

家長們的分享: 

1、 表達感謝: 
家長擁抱侯媽媽(帶領者)落淚表示感謝，對

於睦鄰親子教室所有同工所做的表示肯

定，很感動睦鄰親子教室的每一位同工都是

帶著使命感和愛心在服事這個世代的家庭。 

 

2、 家長的成長: 

 

一、 靈性上的成長: 
剛生產完的媽媽在生理上和心裡上都

產生很大的變化，有些人在這個時期

會感到憂慮情緒低落沮喪，還要照顧

一個新生兒真的會不知所措。有一位

媽媽就是在這個樣的情況下來到睦鄰

親子教室，她分享她來到這裡，第一

個收穫就是她的靈命得到了建造。透

過親子兒少週報上的聖經經文、侯媽

(帶領者)的分享，及體驗活動，每一

個活動都是在帶領媽媽和孩子去體會

天父的愛。 



二、 知識上的成長: 
1、如何從幼兒時期開始建造好品格:
侯媽(帶領者)無私的向家長傳授她過

去在校園、社區做了 20 年的品格教育

的經驗，不藏私的告訴大家參考資料

出處來自「培基文教基金會品格資源」 

2、如何提升幼兒的智能發展: 
透過影片分享蒙特梭利教育的理念，

也實際的在睦鄰親子教室運作蒙特梭

利教育的五大核心領域(感官領域、人

文藝術、語文領域、數學領域、日常

生活訓練)。操作教具訓練小手肌肉與

腦部的發展，並結合日常生活規範的

訓練。 

3、提供家長資源培植孩子的靈性: 
在課堂上我們會一起唱詩歌，一起唸

禱告文，幫助孩子很自然的認識這一

位神我們在天上的父，並且學會向天

父禱告，這是孩子與天父建立關係的

第一個階段。回家後家長還可以繼續

用課堂發的親子兒少週報做跟進，可

以跟孩子一起畫畫，說聖經故事給他

聽。 

 

三、 把好的教養觀念帶回家: 
1、天國文化: 
睦鄰親子教室的理念不跟著時代教育

潮流的方向走，我們希望給孩子的教

育是天國文化，教導孩子品格、從小

學習聖經知識，認識神，知道神的法

則，一生受益。 

2、養孩子不一定要花很多錢: 
不提倡花錢買玩具，在睦鄰親子教室

所有的操作教具都是同工們用資源回

收物做成的。鼓勵家長利用家中現有

的物品，依孩子的學習需要自己設計

教具。 

不鼓勵補習，教育是父母透過陪伴孩

子，引發他們學習的興趣，幫助他們

培養出自動學習的能力。 

不鼓勵上太多才藝班，不要花太多的

時間在才藝班，把時間投資在親子關

係、建立品格、及培植孩子的靈命，



也就是他們與天父的關係。 

 

四、育兒的妙方: 
透過簡單的小口訣引導孩子聽你的話， 

再經過幾次重覆的練習成為習慣。 

 

例 1: Give me five 培養專注 

我要 1「看著和我說話的人」 

我要 2「在不懂的時候問問題」 

我要 3「端正的做好或站好」 

我要 4「不引起別人注意我」 

我要 5「避免讓我的眼、耳、手、腳、

口做分心的事」。 

 

例 2: 建立次序(在操作教具時) 

  家長給孩子的指令要清楚簡單，家長

要有耐心一個一個步驟慢慢來。 

  1「你要做什麼？」 

  2「請坐好。」 

  3「家長看展示圖引導操作教具」 

4「玩完要收捨『教具要回家了！』」 

 

五、睦鄰親子教室提供媽媽們一個彼此扶

持建造的地方，在這裡媽媽可以提出問題

互相討論交流。 

 

3、 孩子們的成長: 

 

一、 混齡教室同儕一起學習: 
家長很驚訝來參加睦鄰親子教室的孩

子成長的很快，每一次來上課回家都

進步很多。原因在於在家裡可能只有

一個孩子，一個學的慢，大家一起學

得快，特別又是混齡教室，小的看到

大的會激發他們的學習動能。 

 

例 1: 芯 0 小朋友原本走路都要媽媽

牽著，但來教室看到其它的孩子可以

自己走路，就勇敢的放開媽媽的手，

也要自己走。 

例 2: 一個 14個月大的小朋友已經會

自己走路了，因為她來教室看到比她

大的孩子已經會走路了，回家就很努



力的要嘗試走路，很快的她也會自己

走路了。 

二、操作教具: 
1 媽媽們分享孩子們很喜歡這些利用資 

源回收物做成的教具，他們可以很專注

的玩這些教具玩很久，反倒是家中那些

人家送的或花錢買的，他們反而是玩一

下就沒興趣了。這一點對同工來說是意

外的收穫，沒有一個大人想得到孩子會

這麼喜歡自己做的教具。 

           2 操作教具可以訓練孩子的專注力，睦鄰

親子教室的孩子已經培養出專注力。有

位媽媽分享，她在家可以做自己的事，

孩子會自己在一旁操作教具，不會一直

吵媽媽。 

 3 媽媽們也開始為自己的孩子製做教具， 

             依孩子的年齡和想要引導孩子們學習

的領域來設計，自己小孩的玩具。 

 

         三 日常生活規範: 
1 在課堂上經過幾次重覆的練習操作完教具，要讓教

具回家，把東西收好。回家家長跟進引

導，孩子們已經養成習慣了，用完的東

西會收好，不會丟得亂七八糟。 

            2 1-2 歲的孩子已經可以自己坐好吃飯

了，不會到處跑讓大人追。 

 

四、 信仰: 
孩子透過每堂課唱詩歌，及一起打拍

子唸禱告文，孩子已經會禱告了。 

 

五、 音樂: 
喜歡音樂，認識 Do Re Me。 

 
    同工的分享:  

 

1、 同工也很感謝侯媽(帶領者)，同工表示剛

進來睦鄰親子教室的時候時很害怕，因為

什麼都不會。但就是跟著帶領者一起做，

一邊做一邊學，自己也成長了，看到孩子

們一天一天長大，及孩子的進步也感到很

欣慰開心。 

 



2、 服事也有辛苦的一面，不論是事先的備

課，好多的聚集會議，同工分配工作帶回

家執行。但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些事呢？我

們有一個共同的心願，我們想傳揚天國文

化的教育，願屬神的教育興旺。 

 

參與對象及人數 學生 13 名；教師 7 名；社區居民 13 名；其他 0 名。 

男女參與比例 男性 6 名，女性 27 名，共計 33 名。 

填表人 彭婉婷 

其他補充說明   

活動成果照片 

 
 

家長對帶領者表示感謝感動流淚 幼兒爬行區，走道旁邊貼黑白圖片 

  

 帶領者分享牆上的圖片及教育理念  睦鄰親子教室可愛的同工 

  

孩子專注的操作教具媽媽旁邊觀察 孩子專注的操作教具祖母旁邊觀察 

 

註：舉凡工作坊、研討會、讀書會、專題演講等活動，皆請於活動後 2週內填報本表。並繳

交下列佐證資料：如活動海報、簽到表、活動照片（至少 6張）、活動手冊、演講完整講稿或

PPT 等。繳交之檔案以原始檔為主(如 word、excel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