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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點心學校 11  美食大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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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堂邁入第 11 個學年，新學期

新希望，師生再相逢！小小布丁人依然積極進取，到

各個班級修習學分，努力讓自己美味更升級。 

  為了幫助忠實粉絲老饕王國的老實王子破解難題，

贏得美味王國的美麗公主芳心，小小布丁人使出渾身

解數，解開神祕事件、維護美食傳統，讓王子與公主

從此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 

  ㇐心㇐意增添「用點心學校」社團的多樣性，小

小布丁人四處發掘明日之星，找來特色點心同學組成

色香味俱全的大樂團。他刺激同學們的才能與天賦，敦促大家勤習與突破，最後

獲得全體師生的協助，舉辦了㇐場世紀首演，造成全場轟動，引爆整個校園！ 

  

「用點心學校」裡每天都有新鮮事發生，這一學期也不例外，

趕快來看看又有哪些校園大小事。 

 

一、校園新聞挖挖挖 

以下是「用點心學校」裡近期發生的大小事，請你圈選正確選項。

全數答對的人，可以獲得塑膠吸管老師的「蚱蜢編」。 

〈 〉1.下列哪一位不是削皮器老師班上的學生？〈1〉梨子妹妹〈2〉香蕉弟弟       

〈3〉蘋果姊姊〈4〉甜柿少女  

〈 〉2.有個王子拿出某種水果對公主說：「就算你臉上的皺紋跟它一樣，我還是

一樣喜歡你。」但公主一聽就討厭。這位王子拿的是哪一種水果？〈1〉

番茄〈2〉芭樂〈3〉哈密瓜〈4〉櫻桃 

〈 〉3.能自誇閱果無數、切盤萬千的是哪一位老師？〈1〉水果刀老師 〈2〉白       

手套教授〈3〉平底鍋老師〈4〉鋼絲球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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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老實王子解答出公主最喜歡吃的水果，那是什麼？〈1〉最珍貴的水果〈2〉      

最稀有的水果〈3〉不用削皮的水果〈4〉切好的水果  

〈 〉5.會在章魚燒攤位跳舞的是哪一位點心人？〈1〉生魚片小子〈2〉柴魚片       

女孩〈3〉麥片哥哥〈4〉洋芋片小子 

〈 〉6.會被一眼就認定很有管樂天分的是哪一位點心人？〈1〉枇杷女孩〈2〉       

雞絲麵姊姊〈3〉脆笛酥人〈4〉爆米香妹妹 

〈 〉7.唐朝詩人白居易某一首流傳千古的詩中有兩句是這樣的：「千呼萬喚始出       

來，猶抱□□半遮面。」可以跳入空格的是哪一位水果班同學？〈1〉西

瓜小子〈2〉枇杷女孩〈3〉釋迦哥哥〈4〉蓮霧姊姊 

〈 〉8.當蘿蔔學長與豬耳朵學姊合演愛情話劇，女主角哭不出來時，派誰上場        

能讓女主角淚眼汪汪？〈1〉小籠包人〈2〉洋蔥小子〈3〉小小布丁人〈4〉

蒜頭小子 

〈 〉9.園遊會時洋蔥小子請油炸鍋老師幫忙，他自告奮勇把自己變成一圈一圈       

的點心，在哪個攤位幫忙？〈1〉射氣球〈2〉撈金魚〈3〉套圈圈〈4〉彈

珠檯 

〈 〉10.蒜頭小子和洋蔥小子在「口氣誰最差」第二階段比賽中贏過榴槤小子和        

臭豆腐學長，致勝關鍵是什麼？〈1〉造型小巧〈2〉粉絲團龐大〈3〉        

持續發酵的氣味〈4〉能做出更多菜色 

〈 〉11.衛生筷老師提早退休的原因是什麼？〈1〉被外校挖角〈2〉課程不實         

用〈3〉價格上漲因素〈4〉環保與衛生因素 

〈 〉12.寶特瓶老師也在這一波退休潮中，他退休後預計往哪個領域發展事業第        

二春？〈1〉服飾業〈2〉玩具業〈3〉手工藝領域〈4〉音樂領域 

 

   ☆打蛋器校長的隱藏版答案 

1.〈2〉  2.〈3〉  3.〈1〉  4.〈4〉  5.〈2〉 

6.〈3〉  7.〈2〉  8.〈2〉  9.〈3〉 10.〈3〉 

11.〈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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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點心學校語文教室 

蒜頭小子在「口氣誰最差」的比賽中奪冠，獲邀擔任這次語文教室的貴賓。 

蒜頭小子除了努力做點心，還能創造出好多歇後語、俗諺和成語。請你將下列語

詞意思做正確的配對。 

 

 

 

 

 

 

 

 

 

〈 〉1. 比喻地位輕微，不受重視。 

〈 〉2. 磕頭快得如搗蒜一樣，比喻求饒或態度很恭謹。 

〈 〉3. 罵人假裝糊塗。 

〈 〉4. 瞎扯皮，專講一些沒有內容的話。 

〈 〉5. 薑，將的諧音，激將的意思。比喻不輕易受到別人的激將。 

〈 〉6. 好大的口氣。 

〈 〉7. 一層管一層。 

〈 〉8. 比喻沒價值的東西或不重要的小事。 

 

 

☆口罩老師的隱藏版答案 

1.〈F〉 2.〈D〉 3.〈A〉 4.〈B〉  

5.〈G〉 6.〈H〉 7.〈E〉 8.〈C〉  

 

 

 

A. 裝蒜 

B. 盲人剝蒜 

C. 雞毛蒜皮 

D. 磕頭如搗蒜 

E. 花生殼，大蒜皮 

F. 哪根蔥哪根蒜 

G. 吃蔥吃蒜不吃薑 

H. 吃過三斤老蒜頭 

蒜頭小子真是

多才多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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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洋蔥小子的滿漢全席 

洋蔥小子多才多藝，不論中西，不管冷熱，不挑生食熟食，

不計速食慢燉，他都可以參一腳，做個最稱職的點心人。 

請你參與洋蔥小子的滿漢全席，幫忙洋蔥小子解惑與宣傳。 

（1） 洋蔥小子最怕看見別人的眼淚。你知道有哪些好方法

能在切洋蔥時不會眼淚一行行、淚珠一串串嗎？ 

                                                                  

                                                                 

（2） 洋蔥小子在生菜沙拉群組、漢堡配料區、涼拌菜類這三個點心區都以生食

居多，用什麼方法可以去除洋蔥的辛辣味，讓生食的洋蔥清脆爽口？ 

                                                                   

                                                                  

（3）洋蔥小子的家庭料理 

     你們家最常做的洋蔥料理是什麼？請分享兩道洋蔥家庭料理，讓洋蔥小子錦

上添花。 

料理名稱 (一) (二) 

出場點心人 
 

 

 

協力教師群 
 

 

 

作法 

 

 

 

 

色香味 
 

 

 

補充說明／ 

圖片插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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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點心學校」的 RAP 舞臺 

「用點心學校」除了教導學生成為美味的點心之外，師生必須訓練口才，才能在

叫買時表現得口齒伶俐，讓自己更暢銷。請你來練練口技，也更認識學校裡的風

雲師生和傳說故事。說得好，說得溜，送你雞爪女孩特色餐點「蜜汁鳳爪」一份。 

 

 

☆ 削皮器老師的真情告白 

 

 

 

 

☆ Mr.顧的經典傳說 

 服務生  飢腸轆轆 

       我送上烤肉  讓他墊墊肚 

 

       我沒有  嫌貧愛富 

       我最有  體貼態度 

       我就是  Mr.顧 

       消費者稱作主顧 

       謝謝客人說銘謝惠顧 

       Mr.顧  我最酷 

 

 

你的皮  繃緊一點 

再吵我就剝了你的皮 

厚臉皮  雙眼皮  調皮  頑皮或嬉皮 

到了我手裡   

保證你  皮開又肉綻 

不死你也剝層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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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用點心學校」校歌填詞譜曲大賽 

打蛋器校長編寫了一首「用點心學校」的校歌，為了讓全校

師生都有參與感，校長寫了一部分歌詞，其餘的要廣邀師生

和支持點心人的消費者集思廣益，寫成一首完整的校歌，並

且配樂譜曲，請你一起共襄盛舉。 

（1）填詞 

                 「用點心學校」校歌 

   點心界  我們最用心   我們是用點心學校 

   師長諄諄教誨 春風化雨 

   學生努力學習 色香味並進 

                                                      

                                                      

                                                      

                                                      

（2）配樂譜曲 

     請你推薦合適的點心人，並編寫適當的配樂。 

    ☆出場樂：旗鼓餅人（咚咚） 

   ☆弦樂：                                                       

   ☆打擊樂：                                                     

   ☆其它樂器：                                                   

☆特殊音效 

 【吸麵的咻咻聲】                                    

 【鍋物強強滾的咕嚕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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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料切菜的剁剁聲】                                         

      【聽眾歡呼的口哨嗶嗶聲】                                     

      【安可曲的熱情歡呼聲】                                       

      【其它:             】                                     

 

六、「用點心學校」的田野調查課 

菜單老師上課嚴謹，不僅要學生努力成為美味點心，也會做調查研究解決問題。

從「吃雞爪抓破書」到「小朋友不可以吃粽子的尖角」，他都要求學生做訪談報告，

再分析出結論。 

這一堂菜單老師的田野調查課要請你訪問長輩，彙整長輩對這些流傳的飲食禁忌

的看法。造成這些說法的可能原因是什麼，又會產生哪些影響？ 

可能的原因 流傳俗諺 產生的影響 

 ☆西瓜子吃進肚子裡會  

長西瓜 

（主角：西瓜小子） 

 

 ☆口香糖吞到肚子裡會  

把腸子黏起來。 

（主角：口香糖人） 

 

 ☆吃飯不吃乾淨，以後會  

嫁(娶)一個麻子臉的人 

（主角：米飯班同學） 

 

 
☆吃飯時不能敲碗，也不  

能將筷子插在飯碗上。 

（主角：米飯班同學、       

筷子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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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水果刀老師的切雕擺盤課 

水果刀老師和水果班同學在老實王子與美麗公主的婚宴上大顯身手，負責餐後水

果，大獲好評，也常被邀請進宮教王子和公主切水果。這次，水果刀老師要傳授

幾個簡易的技巧，請你也來大顯身手，做出好看又好吃的水果切雕擺盤。 

擺盤名稱 

（由菜單老師贊助） 
出場師生 操作步驟 

☆芒果翻花 

 

芒果家族 1. 將芒果外皮清洗乾淨，把芒果直立在

砧板上，讓果核與砧板垂直。 

2. 以果核為中心，在果核右邊及左邊各

切一刀，將芒果分成三份。 

3. 取左右兩邊的果肉，在果肉上畫格

子，但不要切到皮，再將芒果皮往上

頂，翻出一朵花的形狀。 

☆火龍果划小船 

 

火龍果家族 1. 將火龍果清洗乾淨，縱向切成四等

分。 

2. 取四分之一瓣的火龍果，用水果刀沿

著果皮，小心將果肉與果皮分離。 

3. 將果肉切成等距離的片狀。 

4. 用牙籤推出，將果肉交錯擺成一左一

右的樣子，就變成一艘小船了。 

☆螃蟹爪八個 蘋果姊姊 

芭樂小子 

串場：小小黑豆人 

1. 把蘋果或芭樂縱切成三等分，左右兩

個弧形，一個做身體，一個做蟹腳，

中間有果核的部分做蟹螯。 

2. 要做蟹腳的弧形，先對切，再從較小

的那一側切成四份，這樣會變成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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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3. 將要做螯的弧形切除果核，將剩餘兩

邊的小弧形的一端削去一小片，選較

大邊用小刀切出小 V形。 

4. 排好蟹腳，放上身體，再用插著牙籤

的黑豆當眼睛。 

☆你也可以分享其他的水果切雕技巧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