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點心學校 9  紅白大對抗
學習單設計／葉惠貞老師（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小學）

 

 

 「用點心學校」第 9 個學期

他長得白白淨淨，外表軟軟，

這位有理想、有抱負、人稱「

如何傳授衛生的做法、健康的知識

鮮的技巧呢？ 

  白米飯人想要提升自己的

麵粉班的課程，但因為師資有限

過測驗才能取得旁聽資格，米食家族親友團紛紛來助

陣，大家齊心合力，是否能如願獲得最後的勝利

  

 

「用點心學校」這個學年度照樣鬧熱滾滾

教學參觀，一起來看看校園裡的大小事

 

一一一一、、、、校園新聞看透透校園新聞看透透校園新聞看透透校園新聞看透透    

以下的問題是「用點心學校

參加麵粉班體驗課程。 

〈 〉1.哪一位不是白手套老師的得意門生

苦瓜雞〈4〉甕窯雞

〈 〉2.紅火龍果原本因為容易將衣服染色而滯銷

鹹魚翻身是因為被發現具有哪種營養價值

鐵質〈2〉鈣質〈3〉

〈 〉3.用點心學校的手足搭檔

〈1〉麵食班的米苔目

菜班的蘿蔔〈4〉花茶班的玫瑰

1 

紅白大對抗  
學習單設計／葉惠貞老師（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小學）   

個學期，來了一位實習老師，

，中間空空，只有一層皮！

「白手套」的實習老師將

健康的知識、抗菌的能耐和保

白米飯人想要提升自己的「美食力」，決定報名

但因為師資有限、座位不足，必須通

米食家族親友團紛紛來助

是否能如願獲得最後的勝利？ 

這個學年度照樣鬧熱滾滾，笑聲不斷，話題連連。趁著校慶開放

一起來看看校園裡的大小事！ 

用點心學校」發生的事，請你回答問題，全數答對的人將可

哪一位不是白手套老師的得意門生？〈1〉手扒雞〈2〉筒仔雞〈

甕窯雞 

容易將衣服染色而滯銷，後來他

鹹魚翻身是因為被發現具有哪種營養價值？〈1〉

〉礦物質〈4〉膠質 

用點心學校的手足搭檔中，哪一組不是紅白兩色配？

麵食班的米苔目〈2〉水果班的葡萄〈3〉青

花茶班的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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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著校慶開放

全數答對的人將可免費

〈3〉鳳梨



 
     gkids.cwgv.com.tw 

2 

 

〈 〉4.白手套老師在美食街做示範教學，組合食材、收錢找

錢都一手抓，這和哪一條法規相牴觸？〈1〉兒童及青

少年福利法〈2〉校園正向管教辦法〈3〉食品安全衛

生管理法〈4〉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 〉5.刀子老師和鋸子老師兩夫妻希望退休後變成哪一種角

色，好留在學校當志工？〈1〉牛排刀老師〈2〉奶油

刀老師〈3〉水果刀老師〈4〉西瓜刀老師 

〈 〉6.小小布丁人也喜歡到泡湯大樓享受一番，但他不愛的是哪一種湯池？〈1〉

紅豆湯〈2〉綠豆湯〈3〉薏仁湯〈4〉酸辣湯 

〈 〉7.最有可能讓愛吵架的火龍果兄弟攜手合作、共創和平的是哪一位老師？〈1〉

調理棒女士〈2〉擀麵棍主任〈3〉果汁機老師〈4〉烤箱教授 

〈 〉8.白手套老師的媽媽為了讓兒子記住乾淨衛生的道理，在白手套老師的背上

刺了哪些字以提醒他？〈1〉不要賺錢〈2〉不要花錢〈3〉不要碰錢〈4〉

不要省錢 

〈 〉9.柚子弟弟被刀子老師修理責備時，結果被剝了皮，這是因為他想搶誰的帽

子來戴？〈1〉鳳梨姊姊〈2〉西瓜兄弟〈3〉蕃茄少女〈4〉哈密瓜人 

〈 〉10.點心人都希望自己 Q 一點，但絕對避免哪一種 Q 法？〈1〉香 Q〈2〉阿 Q

〈3〉軟 Q〈4〉彈 Q 

〈 〉11.在用點心學校裡，踢毽子和踢足球比賽的常勝軍是誰？〈1〉榴槤小子〈2〉

巧克力球同學〈3〉花枝學姊〈4〉湯圓小妹 

〈 〉12.最崇拜鐵板老師，對他設計的課程永遠歡喜接受的是哪一位點心人？〈1〉

花枝學姊〈2〉抓餅小子〈3〉小小布丁人〈4〉湯圓小妹 

〈 〉13.鐵板老師不希望哪一位點心人在他的課程上「打下硬底子基礎、練成鋼

鐵般體魄」？〈1〉蛤蜊姊姊〈2〉烏龍麵人〈3〉蛋餃女孩〈4〉牛排小子 

    

    

☆☆☆☆打蛋器校長的隱藏版答案打蛋器校長的隱藏版答案打蛋器校長的隱藏版答案打蛋器校長的隱藏版答案    

1.〈3〉 2.〈1〉 3.〈1〉 4.〈3〉 5.〈2〉  

6.〈4〉 7.〈3〉8.〈3〉 9.〈1〉 10.〈2〉  

11.〈3〉 12.〈2〉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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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白米家族和小麥家族的擂台賽白米家族和小麥家族的擂台賽白米家族和小麥家族的擂台賽白米家族和小麥家族的擂台賽    

白米飯人想參加麵粉班課程，在資格測驗時，麵粉班成員嚴

陣以待，米飯家族的成員也來聲援，篩子老師將比賽過程及

結果製成表格，請你協助完成海報上★之處的填寫。 

 

 

 

 

 

 

 

 評比項目 米飯家族 麵粉家族 評比結果 

1 基本條狀 ★ 麵條全員 平手 

2 

寬度測驗 ★1. 

★2. 

★3. 

★4. 

1.寬麵同學 

2.皮帶麵同學 

平手 

3 圓柱狀 ★ 烏龍麵人 平手 

4. 包餡 ★ 大包子哥哥 平手 

5 零嘴 ★ 餅乾人 平手 

6 嬰兒食品 ★  X 米飯家族勝出 

☆結果：白米飯人順利參加麵粉班的課程。 

        ☆☆☆☆打蛋器校長的隱藏版答案打蛋器校長的隱藏版答案打蛋器校長的隱藏版答案打蛋器校長的隱藏版答案    

    1.米粉妹妹 2.粄條小子、粿仔條人、河粉哥哥、腸粉弟弟  

    3.米苔目姊姊 4.紅龜粿人 5.仙貝人 6.嬰兒米餅人  

  寬麵同學  腸粉弟弟  米粉妹妹  米苔目姊姊  粄條小子    

  粿仔條人  紅龜粿人  皮帶麵同學  餅乾人  仙貝人    

  河粉哥哥  大包子哥哥  烏龍麵人  嬰兒米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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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用點心學校的語文教室用點心學校的語文教室用點心學校的語文教室用點心學校的語文教室    

用點心學校師生不僅致力製作好吃的點心，對於平日說話的用字遣詞也很講究，

請你進到語文教室一邊學習點心技巧，一邊學習俗諺語。 

1. 鐵板老師希望花枝學姊放棄請假、暫停選美，留在學校好好學習。他採取什麼

方法？ 

□ a.讓花枝學姊踢不動身體硬朗的他，嘗嘗踢到鐵板的滋味。 

□ b.冷冷拒絕花枝學姊，讓花枝學姊無法熱騰騰。 

2.大熱天裡，餃子班同學不想到鐵板教室受煎熬，只想去泡湯樓泡湯。結果如何？ 

  □ a.餃子班同學泡到甜湯池裡，所有的點心全泡湯了。 

  □ b.餃子班同學泡湯，鐵板老師想讓他們當煎餃的想法也泡湯了。 

3.鋸子老師對刀子老師有誤會，認為她太凶，鐵板老師請豆腐同學來作證。 

  □ a.豆腐同學引用「刀切豆腐兩面光」這句話，說明刀子老師是豆腐心。 

  □ b.豆腐同學引用「吃肉不如吃豆腐」這句話，說明豆腐很有營養，豆腐要用

刀子來切才漂亮。 

4.鐵板老師對鋸子老師說哪一句話，以掛保證刀子老師內心溫柔？ 

  □ a.刀子嘴，豆腐心。 

  □ b.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 

5.鋸子老師和刀子老師有情人終成眷屬，鋸子老師說了什麼話，表示他會好好疼

愛老婆？ 

  □ a.以後他會好好練習寶刀未老的功夫。 

  □ b.以後他都會把錢花在刀口上。 

6.鐵板老師訓練抓餅小子抓舉又抓藥，但不能抓什麼？ 

  □ a.不能亂抓女生小辮子，也不能隨便亂抓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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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不能玩鬼抓人，也不能用手機抓寶。 

7.當歸鴨同學想在叉匙喜宴上表演無人機飛行送餐特技，但是被否決了，是因為

怕賓客聯想到哪一句諺語？ 

  □ a.趕鴨子上架 

  □ b.煮熟的鴨子飛了 

 

☆☆☆☆打蛋器校長的隱藏版答案打蛋器校長的隱藏版答案打蛋器校長的隱藏版答案打蛋器校長的隱藏版答案    

  1.〈a〉 2.〈b〉 3.〈a〉 4.〈a〉 5.〈b〉 

 6.〈a〉 7.〈b〉 

 

 

 

 

 

 

【用點心小辭典】 

1.踢到鐵板：比喻沒有達到目的，反而遭到拒絕或斥責。 

2.泡湯：本意是泡了水。引申為落空、報廢或沒有用。 

3.刀切豆腐兩面光：比喻為人圓滑，兩面討好。 

4.刀子嘴，豆腐心：比喻人雖然說話強硬刻薄，但心地十分善良。 

5.把錢花在刀口上：比喻錢用在合適的地方。 

6.抓小辮子：比喻被人抓住把柄。 

7.抓狂：閩南語方言，指一時失去控制，做出失常的行為。 

8.煮熟的鴨子飛了：諺語，比喻原本已到手的東西又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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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鐵板燒鐵板燒鐵板燒鐵板燒菜單大賞菜單大賞菜單大賞菜單大賞    

鐵板老師相當受師生的敬重，用點心學校想要開發一套精緻

的「鐵板燒套餐」，這需要動員用點心學校各具專長的老師，

以及五花八門的點心學生。請你動動腦，協助設計菜單。 

 

★基本教師教學群：鐵板老師、鍋鏟教練、醬油老師、奶油助教 

★鐵板老師班級基本學員：牛排小子、松阪豬人、抓餅小子、鱈魚妹妹、

花枝學姊、豆芽弟弟、空心菜哥哥、高麗菜小妹 

★餃子班同學：鮮蝦水餃、牛肉水餃、高麗菜水餃、韮菜水餃、魚肉水餃 

★火鍋料班同學：魚餃、燕餃、蛋餃、花枝餃 

★小小布丁人和用點心學校全體師生待命中 

 

�麵  包：                                                    

�開胃菜〈沙拉類〉：                                           

�湯  品：                                                    

�主菜一〈海鮮類〉：                                           

�主菜二〈肉類〉：                                             

�甜  品：                                                    

�飲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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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喜宴花童喜宴花童喜宴花童喜宴花童隊伍隊伍隊伍隊伍大集合大集合大集合大集合    

叉子老師和湯匙老師的喜宴大成功，用點心學校接到許多婚宴訂單，更加緊鑼密

鼓訓練點心人，好成為一支最受歡迎的吉祥話隊伍。現在請你幫忙配對點心人。 

  ★配對原則：利用同音或相近音的諧音方式，用他字来代替本字。 

        點心人參考名單點心人參考名單點心人參考名單點心人參考名單    

 蜂蜜少女  月見冰人  百頁豆腐人  苦瓜小子  生蠔小子 

 松子哥哥  桂圓姊姊  年糕少女  熊掌包人  筒仔米糕人 

 人蔘哥哥  意麵姊妹  花生弟弟  紅棗妹妹  青芒果妹妹 

 貢糖弟弟  甘蔗哥哥  韮菜盒子  吊鐘燒小子  梨子妹妹 

 珍珠丸子妹妹  甜甜圈學長  小小布丁人 

 

 祝 賀 語 點心人一 點心人二 點心人三 點心人四 

1. 百年好合 百頁豆腐人 年糕少女 生蠔小子 韮菜盒子 

2 同甘共苦     

3 早生貴子     

4 甜蜜人生     

5 一見鍾情     

6 掌上明珠     

 

 【用點心結婚誌喜賀詞小辭典】 

  1.百年好合：祝人夫妻感情長久不變。 

  2.同甘共苦：同歡樂，共患難。 

  3.早生貴子：祝人夫婦早生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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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甜蜜人生：祝人生活幸福美滿。 

  5.一見鍾情：男女初次相見就彼此愛悅。 

  6.掌上明珠：捧在手掌上的一顆珍貴明珠。比喻極

受寵愛珍視的人，大部分指女兒。 

 

六六六六、、、、頒獎典禮頒獎典禮頒獎典禮頒獎典禮    

學生們努力用功，學習做點心人；老師認真教學，春風化雨，學校照例要大大表

揚，好好獎勵，以下獎狀請你協助填寫得獎的師生。 

 

 

 

 

 

 

 

 

 

 

 

 

 

 

 

 

 

獎狀獎狀獎狀獎狀 1    

從漢堡得到靈感 

保留自己的特色 

向綠豆糕借模具 

健康創新吃得飽 

 ★得獎學生：                

 ★創意點心：                

 

獎狀獎狀獎狀獎狀 2    

 扒全雞分烤鴨 

 拆蟹螯脫蝦殼 

 衛生抗菌保鮮 

 避免病從口入 

 ★得獎教師：                 

 

獎狀獎狀獎狀獎狀 3    

 有果肉吃甜滋滋 

 有帽子戴真可愛 

 皮晒成乾用處多 

 燒香薰蚊最天然 

 ★得獎學生：                

獎狀獎狀獎狀獎狀 4    

 夾錢技巧高超 

 找錢技術精準 

 保持點心衛生 

 維護食品安全 

 ★得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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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蛋器校長的隱藏版答案打蛋器校長的隱藏版答案打蛋器校長的隱藏版答案打蛋器校長的隱藏版答案    

1.白米飯人（米漢堡）   2.白手套老師   3.柚子同學  

4.筷子老師   5.鳳梨學姊   6.鐵板老師 

獎狀獎狀獎狀獎狀 5    

 卡通人物出現 

 世界名畫亮眼 

 帽子色彩百變 

 田園風景增豔 

 ★得獎學生：                

 

獎狀獎狀獎狀獎狀 6    

 打下硬底子基礎 

 鍛鍊鋼鐵般體魄 

 青出於藍勝於藍 

 煎於板要 Q於他 

 ★得獎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