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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湯圓

臺東縣生活課程輔導團

卑南國小林銀芬教師

壹、背景資料

   一、配合課程：康軒版102學年度二下第四單元「彩色世界」

   二、教學對象：二年級（21人）

   三、教學時間：28節

貳、設計想法 

「色彩」，睜開眼就離不開它，它與生活息息相關。看似容易上手的主題，卻一

點都不簡單。顏色的來源、深淺與光有關；顏色的感覺、喜好每個人不同；顏色搭配

的美感更是因人而異。到底，「色彩」與孩子生活間的那座橋該怎麼搭？

一開始，很直覺的將色彩教學關注在色彩的認識、混色、配色、感覺與象徵等

認知、技能學習，完全從自我角度看待「色彩」。在正文學長的提醒下：「色彩」不

能從「色彩」著手，要從生活主題開始。這句話我思索了很久，索性回過頭來問孩

子，關於色彩，他們有哪些問題和想法。孩子的想法很直接，多半都想知道為什麼有

顏色？某樣東西的顏色可不可以改變？其中一個孩子提到：「湯圓可以有別的顏色

嗎？」這個問題成了「彩色湯圓」的發想契機。

「彩色湯圓實驗室」從改變湯圓顏色的方法出發，討論出利用食物改變顏色，接

著再動手做彩色湯圓。從活動與討論中，孩子不但探索了食物的顏色，以及顏色和白

色的混色，也解決了他們的疑惑。「彩色湯圓食譜」目的是想了解孩子們在單元一的

學習，透過討論、繪製，孩子反覆的提取記憶，更加確立製作流程與所學。還能藉由

食譜海報引起更多人的好奇與學習，孩子們也更覺得驕傲。「彩色湯圓上桌囉！」其

中「擺盤」只是個包裝，它包著顏色的深淺及搭配的概念。上桌前的設計、討論、建

議、修正，可以知道孩子在這歷程中對色彩、深淺搭配的思考過程。最後的分享會為

這次主題劃下終點。

從對顏色的探索、體驗製作湯圓、理解顏色變化、表現運用在海報上、擺盤上，

透過小組合作，串起每一次的活動。最後，能肯定自我表現、完成事情的態度。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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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教師只是捉住主題方向與生活核心能力，整個的發展脈絡是依著孩子遇到

的問題順勢發展下去。看似吃吃喝喝，實際上孩子進行了一場繽紛有趣的彩色之旅。

這次教學利用「湯圓」搭起色彩與孩子生活間的那座橋。

參、課程架構

彩色湯圓

彩色湯圓實驗室

彩色湯圓食譜

彩色湯圓上桌囉

食物顏色大搜尋

⬇

彩色湯圓製作 
⬇

檢討與分享

製作決定版

步驟分解圖
⬇

⬇

食譜海報

湯圓化妝會ⅠⅡⅢ

分享會

肆、教學活動與省思

一、彩色湯圓實驗室-食物顏色大搜尋

教學目標
1. 說出改變湯圓顏色的方式。
2. 說出果汁和蔬菜汁的顏色。

能力指標 1-1 以五官知覺探索生活，察覺事物及環境的特性與變化。
問　　題 孩子問題：湯圓可以變成彩色的嗎？

流　　程
1. 討論可以改變湯圓顏色的方法。
2. 留下適合的方法。
3. 依顏色分紅、黃、綠、紫、其他色，找出不同顏色的蔬果汁。

評　　量 1. 口頭發表（形成性）
問　　題 從討論中知道，有些孩子對於果皮顏色及果汁顏色會混在一起。

孩子們對於「吃」這件事非常有興趣，特別又是他們自己提出的要求，每個人

眼睛都亮了。討論改變湯圓顏色的方法，他們的想法天馬行空，有使用色素、用糖果

粉、甚至顏料，每個孩子都熱烈的討論著。接下來就是刪除不能吃、不健康的方法，

孩子們很快命中不適合的食材。最後，孩子們，將剩餘的食物分類為水果和蔬菜兩

類。

討論過程需要不斷界定我們要的食材，雖然偶爾有狀況外的孩子，但多數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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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很快就能在特定的線索內找尋合適的食材。不過，當有孩子將蘋果汁歸到紅色時，

立刻引起其他人不同意見。有人提出：「蘋果是果皮

紅色，但裡面的果肉是米黃色，所以果汁應該是米黃

色的。」有四分之一的孩子認為蘋果汁是紅色的，其

餘的人認為是米黃色。類似情形不少，孩子們會因為

外皮顏色而認為它的果汁顏色應該和外表的顏色一

樣，孩子們彼此間發表自我意見，可以看出每個孩子

經驗的不同。我請孩子之後打汁再觀察看看。

依據孩子的口頭發表，可以知道有些孩子認為：所有水果的果皮顏色等同於果汁

顏色。很高興能發現這迷思，這便是我們下一節課要解決的問題點。

二、彩色湯圓實驗室-彩色湯圓製作

教學目標
1. 能認真與他人合作製作湯圓。
2. 透過打果汁，知道果皮、果肉、果汁及混入糯米粉後的顏色。
3. 透過湯圓製作，學會做湯圓。

能力指標
1-1 以五官知覺探索生活，察覺事物及環境的特性與變化。
4-3 能聽取團體成員的意見、遵守規則、一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問　　題 果皮顏色不等於果汁顏色。

解　　決 實際打果汁，觀看顏色。

流　　程

1. 分小組認領想負責的顏色。
2. 討論要帶符合顏色的食材、用具與分工。
3. 工作流程說明。
4. 製作20種不同口味的湯圓。
5. 完成顏色記錄表。
6. 試吃後，各組決定一種口味的湯圓。

評　　量
1. 小組觀察顏色記錄表（總結性）
2. 工作單（形成性）
3. 觀察評量（形成性）

問　　題 過程中，出現小組合作狀況，部份湯圓製作失敗。

活動開始前，我先寫下今天活動流程，解釋如何進行，

並提醒孩子量果汁的正確方式。發下記錄單，分配著每個人

的工作。有量果汁、量糯米粉、揉麵團和記錄等工作。有的

小組能依能力分配合適的工作，有的小組分得不恰當，和該

小組討論後，有的小組重新分配，有的小組仍維持原先安

排。依據工作單，我能大略掌握小組分工情形。

請孩子先記錄食材的外皮、果肉顏色，接著再打果汁。打

完果汁，開始量果汁，剩餘的每人要試試味道如何，記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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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再來量所需糯米粉量，回到小組後，將果汁與糯米粉揉合。充分混合後便搓成長

條、分段，再搓成湯圓。依著這模式，每組完成四種不同食材的湯圓。最後，將湯圓

煮熟，請小組內每個人試吃並記錄。孩子們必須在其中決定顏色最美、味道最好的口

味，可以在之後邀請其他年級孩子試吃。從記錄單中，可以知道孩子是否觀察到果

皮、果肉、果汁及混色後的顏色變化。

孩子們看到打出來的汁很興奮，分別印證他們原先的想

法。特別是蘋果汁，他們發現蘋果汁的皮、果肉和果汁有不同

的顏色。紅茶和糯米粉混合後幾乎沒有顏色了，很深紫的葡萄

汁混了糯米粉後，變成了美麗的淡紫色湯圓，孩子們臉上充滿

了驚奇。

這次的實驗失敗了三種。有一個孩子開心的量完蘋果汁

後，不顧其他組員，便一口喝光剩餘的。不料，不小心打翻量

好的果汁，而無法實驗。因為他是特殊孩子，常我行我素，

同組同學也習以為常，完全沒有責備他，彷彿這是自然就會發生的事。甚至在他遊離

時，同組孩子會叫他回來一起參與。孩子們的包容讓我佩服。另一位特殊孩子，他常

在課堂上發呆、無法參與，竟能在這活動中完全投入合作，沒有遊離、大叫，很主動

的量好糯米粉讓組員們使用。還有一位特殊孩子專注的揉著麵團，並主動、默默的為

許多人整理環境。看著這些孩子專注盯著電子秤，默默為別人付出，完全變成教室的

天使，讓我好感動。這活動讓我看見特殊孩子天真、專注的另一面。

另外失敗的二種則是果汁加太多，無法揉成麵團而失敗。其實狀況出現能考驗孩

子處理事情的能力，我看見有的小組會包容犯錯的組員，有的會一起想解決辦法，例

如再加些水或糯米粉等。看見孩子們相互教導、提醒與幫助，真的很開心。當然也有

互相指責、各自為政的小組，這些都有待後續討論處理。

這次活動太關注流程是否順利，較少慢下來傾聽、觀察孩子的對談與動作，只能

透過錄影事後觀看孩子的表現，很可惜。或許可以將課程分為多次，每次實驗一種，

可以仔細觀看，也能讓孩子在一次次實驗中獲得經驗與能力。

紫色湯圓 填記錄單 搓湯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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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彩色湯圓實驗室-檢討與分享

教學目標

1. 寫出各種顏色的果汁。
2. 發現果皮顏色不等於果汁顏色。
3. 說出小組成功與失敗經驗。
4. 發現失敗原因。

能力指標
2-2 觀察生活中人、事、物的變化，覺知變化的可能因素。
4-1 使用合適的語彙或方式，表達對人、事、物的觀察與意見。
5-3 喜歡探討事情演變的原因，並養成對周邊訊息做適切反應的態度。

問　　題 小組合作不佳、湯圓失敗的原因。

解　　決 透過團體討論，找出失敗的原因，給予小組合作建議。

流　　程

1. 討論哪些果汁顏色和本來預期的不同。
2. 哪些汁液混進糯米粉後顏色不同。
3. 分享及討論小組成功與失敗經驗。
4. 分享小組合作經驗。

評　　量
1. 小組互評表（形成性）
2. 口頭發表（形成性）
3. 寫出符合顏色的果汁（總結性）

問　　題 如何讓第二次湯圓製作更順暢。

全班一起討論昨天活動中哪些果汁顏色和預期的不同。他們紛紛發表自己的發

現。口頭發表能知道孩子是否清楚知道果皮、果汁及混色後顏色的不同。

請小組分享失敗經驗，有的孩子提到麵團太溼。我請孩子們想想原因是什麼，

他們很直覺的認為水太多，可是水量是固定的，為什麼有的小組會太溼呢？他們開始

思考細節，有人提到是容器有水沒擦乾、洗完手沒擦乾等原因，才會造成麵團太軟。

相反的，有一組是水量一直不夠。有孩子指出，是因為每次搓完湯圓剩下的粉積在邊

邊，沒有清乾淨，所以粉才會愈積愈多。這些失敗經驗很重要，透過討論，它能讓孩

子思考發生的原因，也能找到避免下次失敗的方法。透過經驗、思考討論到想辦法解

決，孩子真正內化成屬於自己的經驗，而不是知道的常識。

討論最後，請各組分享合作狀況。其中第四組很特別，組長反應組員A對他很兇，

還不讓他幫忙。我請其他孩子提出自己的建議，幾個孩子認為他們說話口氣都很兇，

所以才常常吵架。在大家一面倒的向組員A提出建議時，終於有孩子認為二人都有錯，

他認為組員A不想要幫忙，組長卻硬要幫也不對。我很開心，有孩子能從不同角度看事

情，而不是只有一種看法。結束時，每人一張互評表，為自己和同組的人打分數及給

建議。作為這次小組合作表現的觀察。在第二次做湯圓時，可以作為對照，看看是否

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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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彩色湯圓食譜-步驟分解圖

教學目標
1. 寫出製作湯圖順序。
2. 小組完成順序分解圖。

能力指標
3-1 嘗試運用各種生活素材，表現自己的感受與想法。
4-3 能聽取團體成員的意見、遵守規則、一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問　　題 讓第二次湯圓製作更順暢。

解　　決 畫出製作步驟分解圖，清楚製作順序。

流　　程

1. 分享製作湯圓時，印象最深的步驟。
2. 每個人將10個步驟排序。
3. 小組討論步驟順序發表。
4. 分配畫下步驟分解圖。

評　　量
1. 個人順序單（形成性）
2. 小組湯圓順序分解圖（總結性）

問　　題 如何呈現讓別的孩子知道？分解圖可以怎麼用？

先請孩子好好回想那天的活動，並說出印象最深刻的步驟

及原因。接著請每個孩子自己思考，將黑板上的十個步驟用編

號排序。目的是想了解孩子們是否投入搓湯圓的活動？他們能

不能在那天的體驗裡知道彩色湯圓的製作流程。十個項目要排

序並不容易，但多數的孩子都能排對，這讓我很訝異。透過體

驗，即使過了五天，孩子依然能憑經驗完成十個步驟排序。寫

錯的幾個孩子，剛好和互評單中被勾選較不專心的孩子相符。

再來請各小組討論步驟排序，每組都沒有太多爭論，很快

就排出正確順序。這活動除了希望幫助孩子對流程更確立，更希望下次搓湯圓的流程

可以更流暢。

發下十張紙，請小組分配工作將十個步驟畫下。第四

組這次很和諧的分配完工作，因為畫圖是組長的強項，所

以組員A完全沒有意見，聽憑分配。同組孩子不會畫時，

會詢問組長意見，一整個合作有禮貌的。不知道是上次大

家的建議奏效？還是因為錄影機架在他們旁邊的關係？其

他原本不容易合作的孩子，在這次的小組工作也都配合。

看來活動後的討論對孩子是有幫助的。

孩子在繪製的過程中，更加深了對搓湯圓的印象。請各小組上台分享並排序，台

下的孩子也會發現問題，給予建議。從圖片裡，可以看到許多孩子能將細微的部份畫

出來，這是透過體驗、觀察，孩子已形成自我經驗，才有辦法自然的繪出。

小組合作繪製彩色湯圓的製作步驟，在反覆建立流程順序，加深印象。它既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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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也是湯圓製作評量依據。再來思考這些步驟圖之後可以如何再發揮用處？如何透

過它讓其他人知道湯圓的製作過程呢？

五、彩色湯圓食譜-食譜海報

教學目標
1. 發現食譜的格式。
2. 知道湯圓材料與順序。
3. 小組合作完成海報。

能力指標
1-2 透過各種媒材進行探索活動，喚起豐富的想像力，並體驗學習的樂趣。
3-1 嘗試運用各種生活素材，表現自己的感受與想法。
4-1 使用合適的語彙或方式，表達對人、事、物的觀察與意見。

問　　題 如何呈現讓別的孩子知道？分解圖可以怎麼用？

解　　決 將分解圖加上其他資訊，做成海報方式張貼在走廊。

流　　程
1. 討論食譜的書寫格式。
2. 討論各組湯圓名稱。
3. 製作食譜海報。

評　　量
1. 口頭發表（形成性）
2. 海報製作（總結性）
3. 觀察評量（形成性）

問　　題 海報書寫不熟。

以為丟食譜書下去，請孩子找找看，食譜上有什麼資訊，能夠告訴我們料理一道

菜，孩子應該可以發現到食譜內必寫到的「材料」、「作

法」、「圖」。但他們的重點都在找裡頭出現的食材。花

了一番功夫的提醒，才有孩子留意到每道食譜都寫到了用

哪些食物。透過口頭發表，我知道他們對食譜格式並不熟

悉，於是我放慢教學速度，花多些時間討論。

接著，我們規畫海報上要呈現的項目。製作海報時，第四組組長迅速分配工作，

每個人都有事做。第三組的特殊孩子因為沒分到工作，便跟其他人搶。我只好介入，

請那位孩子畫圖，也告訴同組人應該要讓每個人有事做。過一會兒去，特殊孩子很專

注的畫著插圖，其他人也各司其職。透過觀察，我能了解每個孩子合作繪製的情形。

孩子們能在海報上詳細呈現「材料」、「作法」等，

透過畫海報，可以評量他們所學，也能貼在走廊向其他人

宣傳。因為沒太多時間教海報的寫法，只有大概列出海報

內的項目。有的組能配置好版面，有的組會擠在一起。如

果可以，應該再教海報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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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彩色湯圓實驗室-製作決定版

教學目標
1. 小組能友善合作。
2. 各組製作出一種顏色與口味的湯圓。

能力指標
3-3 養成動手探究事物的習慣，並能正確、安全且有效地行動。
4-3 能聽取團體成員的意見、遵守規則、一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問　　題 要準備請客。

解　　決 各組依決定版，製作大量湯圓。

流　　程
1. 交待工作流程。
2. 請孩子提出要注意事項。
3. 製作湯圓。

評　　量
1. 互評表（總結性）
2. 教師觀察（形成性）

問　　題 如何讓端出的湯圓看起來更好看。

本來擔心這討論已隔一個多禮拜，孩子應忘得差不

多了。沒想到，他們能說出先前討論的注意事項及流程，

這些已烙印他們腦海中。孩子自行操作電子秤與量果汁，

因容器不夠大，必須分次裝，孩子順便練習了百位數的加

減。

有的小組就一股腦的將果汁全部倒進粉堆裡；有的小組會將粉集中，再將果汁

分次的往中間倒入。二種方式都能和麵團，但一種會讓手一開始黏呼呼，另一種則不

會。從中就能觀察到那些孩子是有經驗，或是會先思考再進行。

雖然之前已經搓過湯圓，孩子們看到各種顏色的湯圓仍然很興奮，特別是看到自

己染色的手。這次嚐試將果肉加入麵團中，增加湯圓顏色的層次。在搓揉過程中，孩

子體驗了麵團的黏、軟、硬，使出渾身解數將麵團揉均勻。在來回揉搓中，探尋最適

合的軟硬度。看他們這麼賣力與投入，實在很有趣。

有一組來不及做完，其他組的同學很熱心的協助與幫

忙。雖然一開始幫忙的人搓出的湯圓大小差異太大，只能

重新來過。在有一致認知後，孩子們很快便將湯圓搓完。

另有一組的麵團一直過硬，不停的揉也無濟於事，進度遠

落後其他組。加水後，他們仍只是將麵團表面和水，捨不

得拆散重來。揉搓一陣子後，發現問題仍存在，於是才整

個剝開重新來過。整組意識到進度問題，很齊心不說話的搓著湯圓，他們搓的湯圓比

其他組來得大顆點，也因這方法，使得他們的進度後來居上。

有鑑於上次節奏過快，這次決定放慢活動速度。我在小組間巡視，聽見更多孩子

的對話，發現孩子們在面對問題上用的策略。也能直接觀看孩子投入程度與小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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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這次活動，大部份孩子在專心度、持續度和小組合作、助人態度上都有進步。但

在清潔善後的事上，部份孩子仍只擦拭自己的座位，不主動幫忙沒空的組員整理。孩

子們在對話上也需要多些尊重才是。

最後一節，請孩子討論兩次搓湯圓活動有什麼不同。

孩子提到搓的量不同、同學較有禮貌。比較兩次湯圓是否

有差別？孩子說這次有加果肉，也認為加果肉的湯圓比較

漂亮。有的組長反應組員這此表現比較進步。最後，我提

出看到的現象，稱讚第四組進步很多，沒有爭執，語氣上

也較之前溫和。也讚許每組好的表現、熱心的同學，並給

予建議。希望能肯定孩子的進步，及發現需要改進的地方。活動結束，讓孩子寫第二

次互評表，發現大部份的孩子在同儕眼中都進步了，真是太棒了！

七、彩色湯圓上桌囉！-湯圓化妝會Ⅰ

教學目標
1. 透過活動，搭配深色與淺色。
2. 選出讓顏色更明顯的搭配食材。
3. 能欣賞別組在裝盤上的優點及給建議。

能力指標

2-2 觀察生活中人、事、物的變化，覺知變化的可能因素。
3-2  練習並運用探究人、事、物的方法，解決生活的問題、美化生活的環境、
增加生活的趣味。

4-1 使用合適的語彙或方式，表達對人、事、物的觀察與意見。
問　　題 如何讓端出的湯圓看起來更好看。

解　　決 讓孩子練習裝盤設計。

流　　程

1. 孩子分享看過裝盤的經驗。
2. 從美食圖片中找顏色。
3. 小組畫湯圓裝盤設計草稿。
4. 小組間給想法和建議。

評　　量 1. 畫出裝盤草稿（形成性）
問　　題 深淺搭配概念並不清楚、對搭配食材經驗太少。

請客的湯圓預備好了，再來要準備請客囉！要如何

使食物看起來更誘人呢？裝盤是關鍵。從舊經驗發展，帶

著孩子觀看一些美食圖片，請孩子說說圖片中出現的顏色

與該色食材。我們整理了裝盤常用的顏色是黃、紅、白、

綠。我請孩子設計小組湯圓的裝盤，還要求再多加二種

不同顏色的食材，希望從這活動裡，孩子能逐漸有配色概念。第一次討論沒有討論太

多食材，只就食物圖片找尋顏色，以致孩子在裝盤上運用的食材大同小異，有的還出

現青椒等不適當材料。所以必須中斷小組討論，告訴孩子我們是甜湯圓，要注意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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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合適。製作咖啡色湯圓的小組，有一個孩子說要放彩色粉，組員頭上冒出許多問

號，還好從他的描述裡，其他人猜到是巧克力米。不料，另一位孩子說：「巧克力米

都是巧克力，放進去都是咖啡色的。」其他孩子似乎認同，便放棄了這個選擇。雖然

他們有配色概念，但對食材的不了解是一大問題。

我忽略了孩子缺乏舊經驗，不太了解哪些食材適合作裝飾使用。以致大家建議

時，討論氣氛不如以往。只有幾隻小貓在發言，其他孩子不知從何建議。討論內容則

多是「數量多少」、「大小」、「食物不適合」等，不易直接點出配色上的問題。

八、彩色湯圓上桌囉！-湯圓化妝會Ⅱ

教學目標
1. 小組能察覺問題、接受建議，反覆修正畫出湯圓裝盤圖。
2. 透過活動，搭配深色與淺色。
3. 選出讓顏色更明顯的搭配食材。

能力指標
1-2 透過各種媒材進行探索活動，喚起豐富的想像力，並體驗學習的樂趣。
4-1 使用合適的語彙或方式，表達對人、事、物的觀察與意見。
5-2 察覺自己對許多事務的想法與作法，有時也很管用。

問　　題 深淺搭配概念並不清楚、對搭配食材經驗太少。

解　　決 拓展搭配食材的認識與選擇，體驗運用深淺色搭配，讓顏色明顯。

流　　程

1. 以顏色為主找食物。
2. 利用TinEye Labs網站，體驗顏色搭配的感覺。
3. 小組再畫湯圓裝盤設計草稿。
4. 小組間給想法和建議。

評　　量
1. 深淺色搭配學習單（總結性）
2. 裝盤設計修改歷程海報（總結性）

問　　題 設計圖和實際會差多少呢？

孩子在色彩搭配上不熟悉，我利用TinEye Labs將各

小組的湯圓配色呈現出來，讓孩子透過電腦顏色看見裝盤

呈現的感覺。每一次搭配出來的效果都令他們驚訝。我們

也請孩子自由選色，透過幾次電腦練習與討論，孩子們知

道深淺色的搭配；透過比對教師與同學的服裝，讓孩子了

解選擇不同國的顏色，能讓自己看起來較明顯。追加這活動，讓孩子對顏色的搭配有

更多的了解。

接著，重新以顏色為主，全班一起討論找可以搭配的

食材。孩子這次討論較熱烈，這讓第二次修改裝盤的食材

種類更多元，加上對配色較有概念，孩子在食材的色彩搭

配上進步許多。從圖畫中能知道孩子漸能掌握深色搭配淺

色，食材顏色不能相近，才能讓湯圓清楚。將二次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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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建議一併呈現，貼在教室旁，能很清楚看見孩子的思考歷程，並在這兩次經驗中，

了解孩子對色彩搭配概念是否更為清楚。

孩子們討論裝盤食物時，討論情形較以往融洽。平時較沈默的孩子慢慢加入討

論，當然幾個比較有狀況的孩子仍然會作怪，但頻率與強度已降低許多。

九、彩色湯圓上桌囉！-湯圓化妝會Ⅲ

教學目標 小組能察覺問題、接受建議，反覆修正。

能力指標
3-3 養成動手探究事物的習慣，並能正確、安全且有效地行動。
4-1 使用合適的語彙或方式，表達對人、事、物的觀察與意見。
5-3 喜歡探討事情演變的原因，並養成對周邊訊息做適切反應的態度。

問　　題 設計圖和實際會差多少呢？

解　　決 實際湯圓裝盤。

流　　程

1. 煮湯圓。
2. 動手裝盤。
3. 小組間彼此給裝盤建議。
4. 試吃味道與口感。

評　　量
1. 口頭發表（形成性）
2. 修改歷程（形成性）

問　　題 萬事俱備，只欠客人？

將想法付諸實際裝盤，更接近真實顏色。大家都覺得自己的湯圓擺起來很美。小

意外是第五組的湯圓因為是剛煮好的，奶油一下去就融化了，無法有疊層的感覺。第

三組的鳳梨沒有想像的黃，大家建議可以改成較鮮黃的柳丁、芒果等。第四組的拐杖

糖買不到，改成棒棒糖，但感覺不搭。孩子們建議他們的草莓要放中間些，才會明

顯。大家給第五組建議可以多些顏色，於是他們要加冰淇淋，讓層次豐富些。

接著試吃，一開始每個人興奮的拿起碗裝湯圓，過沒

多久，便聽到：「好難吃啊！」應該是湯圓多半沒有果汁

味，糖沒有太甜，只剩糯米粉的味道，咬久了有點怪味。

第二次唉得最大聲，他們說桂花和薄荷的味道好噁心。忍

不住好奇的吃一口，我倒覺得不錯丫！薄荷的味道很清新

耶！不過，習慣吃重甜的孩子，對於天然的食材並不接

受。真是可惜了，桂花和薄荷都是學校現採的植物，也得是很棒的香草植物，竟不受

歡迎啊！孩子們後來再修正小部份，寫了一份決定版的材料單。

孩子們從紙上談兵到付諸實行，在來來回回的修改中，成品

其實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在來回的碰撞裡產生的思考與激盪，那

才是珍貴又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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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彩色湯圓上桌囉！-湯圓分享會

教學目標
1. 製作吸睛的彩色湯圓。
2. 佈置招待環境與介紹。
3. 寫出在這單元裡學會的事與表現。

能力指標
4-3 能聽取團體成員的意見、遵守規則、一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5-4 養成參與、欣賞展示及演出時的基本禮儀與態度。

問　　題 萬事俱備，只欠客人。

解　　決 到六年級教室宣傳。

流　　程

1. 邀請六年級。
2. 佈置桌面，營造環境。
3. 裝盤上菜。
4. 六年級試吃。
5. 活動回饋與回顧。

評　　量
1. 回饋單（形成性）
2. 自評表（總結性）
3. 口頭發表（形成性）

孩子前一天到六年級教室宣傳，這需要許多勇氣，他

們的鎮定讓我佩服。我們還想到要佈置桌面環境，孩子們

利用教室物品或家中帶來的花朵佈置。

這次孩子很迅速的裝盤完成，因為上次的經驗，我們

將糖水改為冰的，可以改善奶油溶化的問題。桂花薄荷改

成奇異果，搭配效果很亮眼，但似乎單調了些，沒有第一次裝盤來得好看。拐杖糖變

成脆迪酥的命運就不太好，最後脆迪酥攤軟在湯汁裡了。

整體而言，孩子們的裝盤都很成功的表現他們原先的設

計，食物色彩的搭配很吸晴，成功吸引六年級孩子的目

光。

六年級孩子觀看小組擺盤，選出最喜歡的擺盤後，迫不及待動手試吃。吃第一口

時，他們沈默不語，有些怪怪表情。不料，過一會兒後，他們開始大口大口吃，吃到

連湯汁都不剩。孩子們看著被吃光的盤子，哀號了起來，因為他們都吃不到。所幸還

有一盤留下點殘渣，大家吃了一小口，天啊！和之前比起

來實在太好吃了，難怪六年級孩子吃得一乾二淨。經歷一

個月，不斷地嚐試與實驗，孩子們終於成功了。哥哥姊姊

也留下很棒的回饋與讚美，增添了孩子們信心的羽翼。

最後留下一些時間，和孩子們回顧這一個月的課程，

以及他們學到了什麼。除了認識很多水果蔬菜顏色外，還有學會製作彩色湯圓、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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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招待客人等。其中特別的是，有孩子提到他會配色了，這是課程隱藏的目標，孩

子竟然能察覺並說出，這顆埋起來的種子冒出了土壤，讓我又驚訝又興奮。

伍、多元評量

 一、評量方式

單元名稱 形成性評量 總結性評量 總結性評量說明

彩
色
湯
圓
實
驗
室

1. 口頭發表
2. 工作單
3. 觀察評量
4. 小組互評表①
5. 教師觀察

1. 小組觀察顏色記錄表
2. 小組互評表②
3. 寫出符合顏色的果汁

1.  依據記錄，符合實際狀
況為3分，部份錯誤為
2分，錯一半以上為1
分。

2.  往下一格減一分，整合
全組的互評表。少5分
以內為3分，6到10分者
為2分，少10分以上為
1。

3.  顏色符合全對3分，錯2
個內2分，3個以上為1
分。

  
顏色記錄表               互評表                 寫出符合顏色的果汁

彩
色
湯
圓
食
譜

1. 個人順序單
2. 口頭發表
3. 觀察評量

1. 小組湯圓順序分解圖
2. 海報製作

1.  排錯2個以內3分，錯3
個到4個為2分，錯5個
以上為1分。

2.  觀察孩子製作海報的參
與狀況，及海報完整
度。

 
湯圓順序分解圖                        海報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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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畫出裝盤草稿
2. 口頭發表
3. 修改歷程
4. 回饋單
5. 口頭發表

1. 深淺色搭配學習單
2. 裝盤設計修改歷程海報
3. 自評表
4. 觀察評量

1.  掌握深淺配色原則，全
對為3分，一個不恰當
為2分，2個為1分。

2.  觀察孩子設計的參與
度，及前後圖的修改、
討論。遇到問題積極想
辦法修正為3分，被動
修正2分，沒有改變1
分。

3.  依孩子寫出學到的部
份，以及對自己的評
分。積極參與3分、被
動參與2分、不參與1
分。

  
深淺色搭配單                             歷程海報            自評表

二、評量整理分數計算（部份）
座號

評量目標
1 2 3 4 5 6 7

透過打果汁，知道果皮、果肉、果汁及混入糯米粉後的顏色 3 3 3 3 3 3 3
透過活動，會搭配深色與淺色 2 3 3 3 3 3 3
透過湯圓製作，學會量果汁、量糯米粉、揉麵團、搓湯圓 3 3 2 2 3 3 3
寫出各種顏色的果汁 3 2 3 2 3 2
寫出製作湯圖順序 3 3 2 3 3
能欣賞別組在裝盤上的優點及給建議 1 3 2 1 3 2 3
能認真與他人合作製作湯圓 3 2 1 1 3 3 3
小組能友善合作完成海報 2 3 1 2 3 3
海報製作 1 3 3 1 3 3 3
裝盤設計修改歷程圖 2 3 2 2 3 3 3
佈置招待環境與介紹 2 3 2 2 3 3 3
寫出在這單元裡學會的事與表現 3 2 2 2 3 3 3
合計 25 33 27 23 36 34 27
分數 92 97 91 87 100 98 100
評量規準分成精熟（3分）、達到（2分）、發展中（1分），分數的計算為100－（3*12項）＋
合計分數＝在這主題的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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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量單套印
生活第四單元　　彩色世界~~彩色湯圓　　　　能力評量表　　　　　　　　姓名﹕潘O璋
核心能力 學習目標 學習表現

探索與體驗

透過打果汁，知道果皮、果肉、果汁及混入糯米粉後的顏
色。

3

透過活動，會搭配深色與淺色。 3
透過湯圓製作，學會量果汁、量糯米粉、揉麵團、搓湯圓。 3

理解與欣賞

寫出各種顏色的果汁。 2
寫出製作湯圖順序。 3
能欣賞別組在裝盤上的優點及給建議。 3

溝通與合作
能認真與他人合作製作湯圓。 2
小組能友善合作完成海報 3

表現與運用

海報製作 3
裝盤設計修改歷程圖 3
佈置招待環境與介紹 3

態度與情操 寫出在這單元裡學會的事與表現 2
說明：精熟→3　達到→ 2　發展中→1

教師的觀察：

建璋很有創意，在顏色的搭配及食材的選擇上都會發表自己獨特的意見。會主動協助教
師，觀察環境能力非常強。一開始較不接納同學意見，容易和小組成員爭執。經過全班討論，
在往後幾次的活動，漸漸和小組成員能好好溝通、協調，也學著帶領組員完成，很棒唷！

四、多元評量省思與想法

我在課堂上利用口頭發表、觀察孩子反應，作為評量這堂課的教學成效，是否能

繼續下去？還是要停留加強？有些概念或學習單進行二次，第一次為形成性評量，能

了解孩子狀況。第二次為總結性評量，作為孩子是否習得教學目標的參考。即便是六

年級的回饋單，我認為也是形成性評量的一環，因為那包含太多個人喜好因素，不能

因六年級的喜好而決定孩子努力的分數。總結性評量多放在孩子的思考歷程及省思，

除了學習單外，還加上觀察評量。評量重點不在區別孩子的能力，而是期待透過多次

的形成性評量，讓孩子在最後的表現上都能達到目標。所以，除了特殊狀況外，多數

孩子的分數都很不錯。評量單加上簡單的質性描述，家長能看見孩子在各目標學習狀

況，取代對分數的重視。

儘量簡化評量方式與計算，用簡單的提問和選項，評量孩子習得狀況，亦或活動

本身就是評量。重點在確認孩子是否達成目標，教師有時間和心力了解孩子的學習。

多元評量不僅看見孩子表現能力，其他隱藏能力也是能被看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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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評述 

「彩色湯圓」是一份新奇有趣的案例，其中的「吃」更是學生最愛的課

題。但此份彩色湯圓案例不是只有吃吃喝喝就結束課程，而是從一開始就發揮

體驗探索的精神，且在過程中不斷與學生對話與修正，所以也是一份有效的教

學案例。以下是我對彩色湯圓的發現：

一、 新鮮的發想：色彩不再是紙面上的顏色辨識或是顏料的塗抹，而能從

生活上去找尋。孩子給的意見促成此次的教學活動，但這份主題教學

卻是一份冒險的活動，很佩服教師的包容度和支持度，讓這個發想繼

續發揚下去成為一段美好的經驗和回憶。

二、 實驗的精神：在這個教學過程，看見孩子體驗了很多次不同的挫敗，

如果汁顏色未如預期的顏色，糯米糰因水分的問題無法成為湯圓，擺

盤裝飾品的顏色氣味不對等等……。孩子沒有放棄，教師也沒有作

罷，反倒是激起他們探究實驗的精神來解決問題。透過記錄分析找尋

失敗的原因，給予補救更正，成為一顆顆色澤繽紛的湯圓。在解決問

題的過程中，看見教師認真引導學生思索問題的癥結，仔細探究每個

製作湯圓的細節，學生透過追蹤、思考，可以自己發現問題後修正，

這尋找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是這份教學案例最美最真的地方，也因

為有了這些寶貴的經驗，才能在學生身上深植生活的真正能力。

三、 多元的能力：除了前項提及的探究思索能力外，學生也因整組的合作

產生共同的情感，有包容互助的能力。為了使湯圓成為一頓美的饗

宴，主動搜尋資料、製作海報、到各班宣傳，這些支持湯圓饗宴的活

動已超出只是製作湯圓的範圍了，需要更多勇氣和智慧以及團隊的合

作，才能達成，所以在製作「彩色湯圓」時，無形中培養學生多元的

能力和全面性的思考能力。

四、 多元評量：教師在評量部分考量到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量，並對每個孩

子做質性描述。但銀芬教師提出盡量簡化評量方式和成績計算，或是

學習活動本身就是評量，對現場教師而言是一個不加重負擔且很好的

想法，值得再次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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