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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點心學校 12  不打不相識 
學習單設計╱葉惠貞老師（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小學教師） 

 

  十二年國教上路，新課綱精神強調學生要有自

主學習的精神，也要多跟別人互動，一起達成共

好，變成受歡迎的點心人。「用點心學校」老師

秉持著這樣的辦學方針，繼續為了培養學生成為

受歡迎的點心人而努力。 

 

 

 

 

 

 

 

一、「用點心學校」大小事 

  每年都有許多點心人從「用點心學校」畢業，也有許多新生加入這個大家庭，

校園裡總是熱鬧滾滾。一起來看看這學期發生了哪些新鮮事！ 

 

（ ）1. 新冠肺炎的疫情相當嚴峻，除了口罩老師為防疫貢獻心力，還有哪一位

老師也即將升級為消毒酒精？（1）米酒老師（2）啤酒老師（3）雞尾酒

助教（4）葡萄酒教授 

（ ）2. 疫情期間，店家鼓勵消費者儘量打包外帶，火鍋店裡的紙火鍋是用哪一

句廣告詞吸引顧客上門？（1）紙老虎（2）紙醉金迷（3）紙短情長（4）

紙包得住火 

（ ）3. 「甜度不比果汁，涼感輸給汽水，價錢還有點貴。」這是哪一位點心人

的特質？（1）紅茶女孩（2）礦泉水弟弟（3）可樂弟弟（4）白開水人 

（ ）4. 「皮包骨」這道料理，是由排骨小子和哪位點心人合作的成品？（1）

壽司皮（2）皮蛋（3）豆皮（4）春捲皮 

（ ）5. 哪位點心人掰成兩半，向上一跳，就能和神明溝通？（1）核桃姊姊（2）

夏威夷豆人（3）腰果小子（4）葵瓜子人 



 

圖選自小天下《用點心學校 12：不打不相識》 圖／BO2 

 

2 
 

（ ）6. 誰最擅長打圓場、替人調解紛爭或撮合事情？（1）肉圓小子（2）貢丸

小子（3）湯圓家族（4）菜包人 

（ ）7. 哪位點心人可以加入幫冰淇淋家族外帶的行列？（1）甜筒（2）膨餅（3）

可麗餅（4）以上皆可 

（ ）8. 在氣泡機老師的指導下，礦泉水弟弟進化成了氣泡礦泉水，消費者喝下

肚以後，會發生什麼事？（1）打嗝放屁（2）口吐泡沫（3）美得冒泡（4）

一團和氣 

（ ）9. 東山鴨頭和東山咖啡就算輸了比賽，還是願意繼續努力，再試一次，因

為他們代表什麼精神？（1）日出東方（2）東山再起（3）東方不敗（4）

東昇西落 

（ ）10. 夏威夷豆同學最喜歡跳什麼舞？（1）草裙舞（2）土風舞（3）佛朗明

哥舞（4）街舞 

（ ）11. 聽說吃核桃會變得更聰明，所以消費者喜歡堅果班的核桃姊姊。請問

這是老祖宗相傳的什麼說法？（1）以量取勝（2）以形補形（3）以寡

擊眾（4）以價制量 

（ ）12. 哪位點心人賣空氣給消費者，因此被控訴是作假欺騙？（1）桶裝洋芋

片（2）盒裝洋芋片（3）袋裝洋芋片（4）罐裝洋芋片 

 

★小小布丁人的隱藏版答案 

1.（1）  2.（4）  3.（2）  4.（4）  5.（3）  6.（3） 

7.（4）  8.（1）  9.（2）  10.（1）  11.（2）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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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食對打擂臺賽  

  「用點心學校」慶祝打蛋器校長就職十二週年，推出美食對打擂臺賽。請幫忙

配上正確的搭檔點心人，以及將點心人組合的跨領域涵義填入正確代號。 

 

★跨領域語文涵義 

A. 人與人相處，生活親近，感情融洽，不分彼此。 

B. 經過爭執後，彼此反而更相知、更要好 

C. 比喻人精打細算，吝於錢財。 

D. 比喻沒有回收、歸還的時候。 

E. 比喻全部否定。 

F. 形容毆打激烈或遭痛擊後的慘狀。 

             

            ★搭檔點心人 

1 熱狗小子；狗不理包子 

2 汽水人；水餃小子 

3 披薩小子；水煎包弟弟 

4 百頁結同學；小琉球麻花捲 

5 鐵鍋老師；調理棒女士 

6 香蕉船；荷葉舟 

 

 

1. 肉包子哥哥＋（          ）= 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跨領域語文涵義：【   】 

2. 擀麵棍主任＋花生花捲男孩＋流沙包人＋（          ）= 打了個落花流水 

  ※跨領域語文涵義：【   】 

3. 蔥油餅人＋（          ）= 打成一片 

  ※跨領域語文涵義：【   】 

4. 府城銅錢餅＋（          ）= 一個銅錢打二十四個結 

  ※跨領域語文涵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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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打蛋器校長＋（          ）= 不打不相識 

  ※跨領域語文涵義：【   】 

6. 壽司船＋（          ）= 一竿子打翻一條船   

  ※跨領域語文涵義：【   】 

  

 

 

 

 

 

 

三、可以阿 Q，不要硬ㄠ 

  雪 Q餅女孩口感 Q，外號「阿 Q」，但她矯枉過正，誤解「阿 Q哲學」的精神，

變成固執的人。 

  積極的阿 Q精神，指的是凡事採取正面思考，但不能硬ㄠ，不然會變成強詞

奪理。 

   以下的事件，請你評論或開導雪 Q餅女孩。 

 

（1）事件 1：競選西點學院的學生代表 

     說明：雪 Q餅女孩和對手杏仁巧克力人相遇、握手時，雪 Q餅女孩沾上了

被高溫融化的巧克力，她氣得控告對手抹黑。 

     ★我的評論及建議：                                                                             

 

 ★小小布丁人的隱藏版答案 

1. 熱狗小子；D 

2. 水餃小子；F 

3. 披薩小子；A 

4. 小琉球麻花捲；C 

5. 調理棒女士；B 

6. 香蕉船；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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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件 2：學生法庭的庭長是花枝學姊，她認為杏仁巧克力人抹黑雪 Q餅女

孩的事不值得討論。 

     說明：雪 Q餅女孩認為法庭沒判她輸，就表示她沒輸，也表示杏仁巧克力

人沒贏；既然杏仁巧克力人沒贏，就表示他輸了。 

     ★我的評論及建議：                                                                             

 

（3）事件 3：競選西點學院的學生代表落選 

     說明：雪 Q餅女孩認為，如果開放其他學院的點心人來投票，她一定可以

當選。 

     ★我的評論及建議：                                                                             

   

（4）事件 4：競選「用點心學校」學生會會長落選 

     說明：雪 Q餅女孩認為，沒有投票的人數加上投她的票數，比當選的票數

多，如果沒投票的同學來投票，一定會投給她，所以她還是贏了。 

     ★我的評論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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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文布告欄 

  小小布丁人最關心學校裡的大小事，他為好朋友豬耳朵小子寫了一篇報導。 

  為了讓大家更有參與感，他邀請所有的人一起參加填詞遊戲，讓這篇報導變得

更加完整、通順。 

        

    豬耳朵小子雖然聽力好，但他跟白木耳和黑木耳兄弟不一樣，木耳兄

弟對老師的話總是（洗耳恭聽），豬耳朵小子總是左耳進右耳出，把老師的

話當做（馬耳東風），因為他自認為對老師的諄諄教誨已經（耳熟能詳）、

滾瓜爛熟了。 

    「用點心學校」裡名氣（如雷貫耳）的鐵板燒老師和大豆沙拉油老師

總是不放心，時時把豬耳朵小子叫到跟前，提起豬耳朵小子的大耳朵，對

他（耳提面命），希望他將老師的話好好記住。就算老師們的鼓勵讚美聲和

責備指導聲（不絕於耳），豬耳朵小子還是我行我素，完全（充耳不聞）。  

    我也對豬耳朵小子苦口婆心的好言相勸，但他還是只顧著和豬頭皮人

（交頭接耳）的說著悄悄話，同學、老師們的關心，對他真是（忠言逆耳）。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豬耳朵小子曾經在一場「和消費者交心」的美食

比賽中得獎，因為消費者最喜歡和他咬耳朵，說是非、聊八卦。豬耳朵小

子對自己的興趣和志向了然於心，他喜歡在大滷鍋裡（耳濡目染），把自己

悶成香氣十足的滷味，他對於鐵板燒老師和大豆沙拉油老師的「滋滋作響

課」，一點興趣也沒有。所以，只要我們不做（掩耳盜鈴）的壞事，好滋味

仍然可以被大家口耳相傳，變成受歡迎的點心人。 

 

    ★「用點心學校」語文教室 

       1. 如雷貫耳：比喻人名氣很大，眾所共聞。 

       2. 耳熟能詳：常常聽到，非常熟悉，所以能詳盡的說出。 

       3. 耳提面命：對人懇切教誨、叮嚀。 

       4. 交頭接耳：彼此低聲私語。 

       5. 馬耳東風：比喻對事情漠不關心。 

       6. 耳濡目染：形容見得多、聽得多而慢慢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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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充耳不聞：故意不理會或不願聽取別人的意見。 

       8. 不絕於耳：聲響在耳中持續不斷。 

       9. 掩耳盜鈴：比喻自欺欺人 

       10.忠言逆耳：誠懇正直的規勸往往刺耳，而不易被人接受。 

       11.洗耳恭聽：專心、恭敬的聆聽。 

      

★小小布丁人的隱藏版答案 

    豬耳朵小子雖然聽力好，但他跟白木耳和黑木耳兄弟不一樣，木耳兄弟對老師的話總是（洗耳恭

聽），豬耳朵小子總是左耳進右耳出，把老師的話當做（馬耳東風），因為他自認為對老師的諄諄教誨已

經（耳熟能詳）、滾瓜爛熟了。 

    「用點心學校」裡名氣（如雷貫耳）的鐵板燒老師和大豆沙拉油老師總是不放心，時時把豬耳朵小

子叫到跟前，提起豬耳朵小子的大耳朵，對他（耳提面命），希望他將老師的話好好記住。就算老師們

的鼓勵讚美聲和責備指導聲（不絕於耳），豬耳朵小子還是我行我素，完全（充耳不聞）。  

    我也對豬耳朵小子苦口婆心的好言相勸，但他還是只顧著和豬頭皮人（交頭接耳）的說著悄悄話，

同學、老師們的關心，對他真是（忠言逆耳）。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豬耳朵小子曾經在一場「和消費者交心」的美食比賽中得獎，因為消費者最喜

歡和他咬耳朵，說是非、聊八卦。豬耳朵小子對自己的興趣和志向了然於心，他喜歡在大滷鍋裡（耳濡

目染），把自己悶成香氣十足的滷味，他對於鐵板燒老師和大豆沙拉油老師的「滋滋作響課」，一點興趣

也沒有。所以，只要我們不做（掩耳盜鈴）的壞事，好滋味仍然可以被大家口耳相傳，變成受歡迎的點

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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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美食 DIY 

  「用點心學校」師生致力開發美味的點心，也希望消費者在家裡能常常「洗手

作羹湯」，讓家家戶戶吃得更健康，也增進家人間的情感。 

 

（1）元氣堅果飲 

★出場點心人：堅果班同學（杏仁、腰果、開心果、榛果或各式各樣堅果人） 

★做法： 

1.抓一把堅果浸泡在 1杯熱水中，大約 30 分鐘後，堅果會稍微軟化。 

2.把水和堅果一同倒入食物調理機，再加入 3杯冷水，攪打到看起來又細又滑、

出現泡沫。 

3.在鍋子上放一塊紗布過濾，就完成一杯健康美味的堅果奶。 

4.把堅果奶煮沸，熱熱的喝也很美味喔。 

5.濾出來的堅果渣可以放進烤箱烘乾，再混合麵粉，做成堅果餅乾。 

★我的料理筆記：                                                                                    

 

（2）雪 Q餅 

★出場點心人：棉花糖女孩 150g、薄片餅乾小子 120g、無鹽奶油女孩 20g、葡

萄乾小子 50g 

  *葡萄乾小子可以用堅果班的其他同學代替 

  *薄片餅乾小子也可以用穀物班的同學（例如：麥片）代替 

★做法： 

1.先將餅乾折成小塊，棉花糖也剪成小塊。 

2.在盆子裡放進棉花糖和奶油，用隔水加熱的方式攪拌，讓奶油和棉花糖溶化。 

3.把餅乾塊、葡萄乾倒進盆子裡，用湯匙將所有的材料攪拌均勻（動作要快）。 

4.在盤子裡鋪上保鮮膜或烘焙紙，把攪拌好的材料倒在盤子上。 

5.戴上手套，並抹上一些油(防止沾黏)，將材料壓平成 3公分的高度。 

6.在材料上覆蓋保鮮膜，放進冰箱冷藏 20 分鐘。 

7.取出盤子上的餅，撕掉保鮮膜，放在砧板上切成小塊，雪 Q餅就完成嘍！ 

★我的料理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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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義大利麵三兄弟超級比一比 

  請你動手做義大利麵，親自評比出誰是義大利麵比賽第一名。 

 

 

 

 

 

 

 

 

 

  寫出文字說明及圈選得分。   

   青醬義大利麵 紅醬義大利麵 白醬義大利麵 

1. 色 

（視覺） 

★文字說明： 

 

★得分：5-4-3-2-1 

★文字說明： 

 

★得分：5-4-3-2-1 

★文字說明： 

 

★得分：5-4-3-2-1 

2. 香 

（嗅覺） 

★文字說明： 

 

★得分：5-4-3-2-1 

★文字說明： 

 

★得分：5-4-3-2-1 

★文字說明： 

 

★得分：5-4-3-2-1 

3. 味 

（味覺） 

★文字說明： 

 

★得分：5-4-3-2-1 

★文字說明： 

 

★得分：5-4-3-2-1 

★文字說明： 

 

★得分：5-4-3-2-1 

4.色彩代表的

意義 

★文字說明： 

 

★得分：5-4-3-2-1 

★文字說明： 

 

★得分：5-4-3-2-1 

★文字說明： 

 

★得分：5-4-3-2-1 

5.製作難易度 ★文字說明： 

 

★得分：5-4-3-2-1 

★文字說明： 

 

★得分：5-4-3-2-1 

★文字說明： 

 

★得分：5-4-3-2-1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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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醬義大利麵】 

★出場的點心人：番茄女孩、豬肉弟弟、洋蔥小子、香菇女孩、帕馬森起司女孩 

★做法： 

1.在鍋子裡倒入油，鍋子熱了以後放入奶油，將蒜頭爆香，再加入洋蔥丁炒香。 

2.放入絞肉和香菇炒熟，再放入番茄丁炒軟，一直拌炒到出水，然後用小火煮

滾所有的食材。 

3.加入番茄醬，攪拌成糊狀。 

4.加入高湯，大火滾了以後轉小火，放入月桂葉，再熬煮一小時。 

5.用黑胡椒粉、鹽調味，再加入煮好的義大利麵，攪拌均勻，就可以上菜嘍！ 

 

【青醬義大利麵】 

★出場的點心人：羅勒老師、九層塔人、橄欖油老師，松子哥哥、蒜頭小子、起

司小子 

★做法： 

1.在果汁機裡加入九層塔、羅勒、橄欖油、蒜頭、起司粉、烤過的松子 

2.將所有材料打勻。 

3.在平底鍋裡倒入橄欖油，加入煮好的義大利麵，加 2-3瓢煮麵水，放入打好

的青醬。 

4.將食材煮開，加黑胡椒、鹽調味，盛盤後撒上起司粉。 

 

【白醬義大利麵】 

★出場的點心人：鮮奶少女、培根小子、洋蔥小子、蒜頭小子、起司小子 

★做法： 

1.在平底鍋裡加倒入少許油，將洋蔥丁、蒜末和培根爆香。 

2.可以加入菇類、玉米粒煮熟。 

3.倒入牛奶煮滾。 

4.加入起司片，等起司片融化後，加上鹽、義式香料和黑胡椒調味，再放入煮

好的義大利麵，煮一下就完成嘍！ 

 



 

圖選自小天下《用點心學校 12：不打不相識》 圖／BO2 

 

11 
 

【煮義大利麵】 

1. 煮義大利麵時，在水中加鹽、橄欖油；鹽可以讓麵條的口感更 Q，橄欖油可

以防止麵條沾黏 

2. 依包裝上建議的時間烹煮。 

 

★我的料理筆記及評比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