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廚師 阿諾 

參與者：雅雅、愷悌老師及20位小松鼠們 
主題活動日期：103年10月13日~12月5日 
活動地點：真善美幼兒園 



＊〜＊〜主題動機〜＊〜＊ 

    主題活動一開始先介紹自選繪本”小廚師阿諾”，每
個人自小都會有屬於自己的夢想，從繪本中將會去探討阿
諾是如何付出努力完成自己的夢想；從「蘋果」進行一些
活動切入主題，利用不同的延伸活動讓小朋友將繪本和蘋
果料理做個連結，蘋果是大家熟知的水果，藉由食物金字
塔的活動，除了可以了解各種食物的營養價值之外，更可
以認識均衡飲食的重要性；活動進行時也會搭配其它的繪
本讓活動有更多的延展性，同時從進行的活動中去了解當
一位廚師應該具備的才能以及對於料理的熱愛和抱持的態
度，這個主題將讓小朋友體驗如何利用蘋果做出很多美味
的點心，學習當一位小廚師以及透過同儕的互助合作開一
場美味的美食饗宴，將自己料理過的蘋果美食分享給大家
品嚐。 

 



＊〜＊〜活動目標〜＊〜＊ 

一.能分享自己長大的志願。 

二.認識食物金字塔以及食物的營養。 

三.透過戶外教學到超級市場挑選新鮮的食材。 

四.認識廚師的工作內容。 

五.學習當個小廚師進行不同的蘋果料理,藉由製
作的過程實現做中學的精神:預測-失敗-修正-
驗證。 

六.能進行餐會的籌備工作以及美食響宴。 

七.學習服務他人與團隊合作的精神。 

 

 

 



繪本分享-小廚師阿諾 

    主題一開始我們藉由繪本-小廚師阿諾出發，從封面來看老師請問大家猜
猜看這本故事將會是怎樣子的內容呢？玟瑾說：「應該是老鼠賣蘋果的故事
」承漢說：「他應該是種蘋果的農夫吧！」直到老師故事說到阿諾分享他的
夢想是廚師，孩子才知道這將會是一個有關廚師夢想的故事。 
 



 

 

 

各行各業 
爸爸、媽媽的職業分享 

        孩子們看到繪本中阿諾的老師問大家的志願，就好奇地問：「甚麼是志
願？」老師：「就是你以後想當甚麼？想做甚麼工作？」孩子們天馬行空的
想像著，尉寧：「我要當超人。」媺毓：「我要當公主。」對於”職業”的概念
不太清楚，因此老師讓大家藉由學習單去訪問並了解父母的職業，雖然有些
爸爸、媽媽的工作跟興趣並不相符，但他們身上總有優點是適合這份工作。 



優點大轟炸 
以遊戲的方式介紹自己與自己的興趣或優點 

        團體遊戲-優點大轟炸，過程中孩子介紹自己的優點及興趣，再想想這
些優點適合做甚麼工作。承漢：「我喜歡畫畫，我以後可以當畫家。」佳
妤：「我喜歡照顧人，以後可以當護士，讓生病的人快點好。」透過這些
活動讓孩子想一想如果社會上沒有這些人，我們的生活會變得如何？也希
望孩子藉由分享更能夠對父母的辛苦付出有多一份的體會及感謝。 
 



團討:長大後我想做的工作是甚麼？ 
‧羿均：長大以後我想當警察，因為可以保護人。 

‧媺毓：如果世界上沒有醫生的話，生病的人就不會好，我以後想當醫生幫助 

              生病的人。 

‧彥銘：長大以後我想去打棒球，因為打棒球很好玩。 

‧柔懿：長大以後我想當媽媽，因為我覺得當媽媽就可以照顧小Baby。 

‧尉寧：長大以後我想當消防員，因為消防員很勇敢，他們都要拿水管噴水 

        救火。 

‧惠云：我喜歡和姐姐打羽毛球，我已經很會打了，所以我以後想當羽毛球 

               選手。 

‧玟瑾: 我以後想當護士，因為醫生跟護士可以讓受傷或是生病的人好起來。 

‧佑澤：我爸爸每天都會跟我們玩，放假還會帶我們去玩，我很喜歡我爸爸 

        所以我以後也要當爸爸。  

‧尹曦：當醫生可以幫助很多生病的人，我以後也想幫助別人，讓他的病 

               快點好起來。  

‧塏鈞：我爸爸以前就很喜歡車子，他現在就在當洗車的人，我也喜歡車子， 

        想要把壞掉的車子修理好，所以我以後想和庭雅的爸爸一樣修車子。  



團討:長大後我想做的工作是甚麼？ 

‧承漢：我很喜歡畫畫，所以以後想當畫家。 

‧承霈：我跟小虎一樣喜歡畫畫，而且我很會畫畫，所以我也要當畫家。 

‧承恩：我以後要當警察喔!因為這樣我就可以開警車了，很帥! 

        而且警察可以抓壞人，讓世界上的壞人變少。   

‧可芹：我想當護士，因為我覺得護士的衣服很漂亮，有的護士可以穿粉紅色的， 

        而且如果有人生病了，護士還可以去救他，給他吃藥，讓他的病快點好。  

‧佳妤：如果有人生病了，護士阿姨會幫他打針，讓他的病快點好，我覺得這樣 

        很棒!所以想當護士。 

‧名竣：我以後想要當消防隊員，因為可以去救人，把火撲滅這樣人就不會被燒 

        死了。  
‧薏安：我以後想當護士，因為如果有人生病了我就可以幫他打針，讓他的病快點 

               好起來。  
‧庭雅：如果有人生病了，護士阿姨會幫他打針，讓他的病快點好，我覺得這樣 
        很棒!所以我想當護士。  
‧妍欣：我以後想變成一個醫生，因為如果有人受傷或是生病了，醫生就可以幫他開 
        刀，然後給他吃藥，讓他的病快點好起來！  
‧丞軒：我喜歡捏黏土，所以我以後想當捏黏土的老師。 
 
  



藝術創作-我的志願 

  經過學習單、遊戲活動等分享，孩子們了解了志願與職業的意義，紛紛
說出自己的志願並且將這些職業用繪畫的方式記錄下來。 



家長分享 
   因為很多孩子喜歡車子，從先前學習單的分享中得知塏鈞的爸爸是洗車
師傅，所以對塏鈞爸爸的工作-開洗車場很有興趣，於是我們請塏鈞爸爸來
與我們分享洗車的工作。雖然洗車看似簡單，但也需要專業的技術及配備才
能將車子整理的亮晶晶，分享過後孩子還一起動手幫愷悌老師洗車喔! 



洗車師傅的工作Q&A 

‧ 孩子問：洗車要用布比較好還是海綿好？ 
‧ 塏鈞爸爸回答:其實哪一種都可以，但是洗車不能太用力不然會刮傷車子。 
‧ 孩子問：洗車用水沖就好了為什麼還要用泡沫洗車？ 
‧ 塏鈞爸爸回答:就像我們洗澡一樣，除了沖水以外還要用泡泡把髒的東西包起來

沖掉才會乾淨。 
‧ 孩子問：為什麼洗完車要用蠟？ 
‧ 塏鈞爸爸回答:這樣車子才會亮晶晶呀！而且蠟可以保護車子。 
‧ 孩子問：為什麼你會想當師傅？ 
‧ 塏鈞爸爸回答:因為我從小就很喜歡玩車子，所以長大以後也會想做有關車的工

作。 
‧ 孩子問：怎樣才可以開洗車廠？ 
‧ 塏鈞爸爸回答:我在年輕的時候就去洗車場當學徒，每天都要學怎麼洗車、洗車

時要注意的事項，等到都會了，我就自己出來開洗車廠了。 
‧ 孩子問：洗車為什麼要拆雨刷？ 
‧ 塏鈞爸爸回答:其實洗車不一定要拆雨刷，只是拆下來洗會比較乾淨。 
‧ 孩子問：上班的時間是幾點到幾點？ 
‧ 塏鈞爸爸回答:上班的時間就跟你們上學的時間一樣，星期一到星期六都有上班

，但是星期日就休息，因為要陪卓塏鈞跟塏鈞的妹妹。你們來洗車我會給你們一
些折扣喔！ 
 



我們也來試試看！ 
看我來把車子洗的亮晶晶 



阿卿媽咪分享廚師的工作 

＊阿卿媽咪分享當廚師的歷程 ＊分享廚師的裝備與工具 

      有了家長的分享後，我們再討論在學校為我們工作的人有哪些，大家想
起阿卿媽咪的工作和阿諾一樣是廚師，決定訪問阿卿媽咪。從中孩子們了解
了要如何才能成為廚師、廚師的裝備有哪些？及當廚師需要注意哪些事。 



廚師工作Q&A 
‧ 孩子問：為什麼想當廚師？ 
‧ 阿卿媽咪回答:因為以前我就很喜歡煮菜，看到大家吃我煮的菜很

開  心的樣子就覺得高興。 
 

‧ 孩子問：妳怎麼成為廚師的？ 
‧ 阿卿媽咪回答:我先去救國團上課學做很多菜跟很多知識，平常要

一直練習最後在去考廚師證照，通過以後就是廚師了。 
 

‧ 孩子問：為什麼廚師要戴白色的帽子跟穿白色圍裙？ 
‧ 阿卿媽咪回答:因為白色代表乾淨、衛生，衣服髒了 
  才知道哪裡要洗乾淨，戴廚師帽是為了不要讓頭髮 
  掉進菜裡面，穿圍裙是為了不讓衣服弄髒，衣服上 
  的東西也不會掉進去菜裡面。煮菜時手上也不能戴 
  戒指、手環喔！這樣才不會有細菌掉進菜裡面吃起 
  來才衛生。 
 
‧ 孩子問：為什麼每天都看到妳在洗廚房跟鍋子？ 
‧ 阿卿媽咪回答:因為廚房裡會有很多食物，如果沒有整理乾淨，鍋

子沒有洗乾淨就容易有蟑螂、螞蟻、老鼠，牠們可能會來吃食物
，如果牠們在食物上大便，我們又把這些食物吃進肚子裡就會生
病。 

 



廚師工作Q&A 
‧ 孩子問：煮飯要用到哪些器具？ 

‧ 阿卿媽咪回答:煮飯的器具有很多種，看妳要做的是甚麼料理，如果要煮
飯就要用到電鍋、煮湯就要用比較深的湯鍋，炒菜就要用底圓圓的炒菜過
或平底鍋，然後還有各種不同的刀子，如果要烤東西就要用道烤箱喔！ 

 

‧ 孩子問：在廚房要注意哪些事情？ 

‧ 阿卿媽咪回答:當然要注意刀子跟火呀！因為常常會切東西，所以要注意
刀子不能亂放，切東西也要小心。煮東西時也要注意不要燙傷了在廚房裡
面再怎麼忙都不可以用跑的，因為很容易撞到燙的東西。所以小朋友也不
可以進廚房喔！ 

 

‧ 孩子問：用甚麼方法才可以煮出這麼好吃的飯？ 

‧ 阿卿媽咪回答:對煮東西要有興趣呀！ 

  還有一份愛的心我煮東西的時候都會想著妳們吃到 

  好吃的飯的表情，希望妳們吃得開心就會煮得用心。 

 

 

 



謝謝阿卿媽咪的分享，我們會珍惜
，把食物吃光光。 

(大家送了自己做的感謝卡，開心合照喔！) 



藝術創作-繽紛廚師帽 
訪問阿卿媽咪後，關於廚師的工作孩子們有多一層的概念與瞭解了，對”當
廚師”這件事更是躍躍欲試，當廚師前要先有裝備，所以孩子們用圖畫紙做
了一頂屬於自己的廚師帽。 



蘋果營養多 

＊聞一聞蘋果的味道，甜甜香香的 

＊觀察蘋果的剖面 

＊摸一摸蘋果，硬硬的、有點黏黏的， 

原來是蠟呀! 

＊哇！兩邊都長一樣耶！ 

   蘋果的營養很多也是孩子們最容易接受的水果，但平常吃蘋果時都是已經
削好的，所以老師決定帶孩子運用感官認識蘋果原樣。 



蘋果營養多 
    經由感官認識蘋果後，老師介紹了削蘋果會用到的削刀及小刀，除了教
導孩子如何削蘋果及用刀安全外，也讓孩子們自己試試看喔！大家雖然都有
點擔心會切到，但只要專心、小心切就沒問題了。 

我會削與切蘋果 



 

科學實驗 
蘋果變黑了，怎麼辦？ 

 
‧ 尉寧：拿去洗一洗就好了。 

‧ 尹曦：那個洗不掉啦！把黑黑
的切掉就好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老師講了
一句”我曾經在廚房看阿卿媽
咪切完蘋果以後放到水裡面去
。” 

   有孩子聽了問要放到甚麼水裡
面去呢？ 

   這時老師準備了“鹽”與“糖
”讓孩子試試看，是要放在鹽
水裡還是糖水裡比較不容易變
黑呢？ 



科學實驗 
蘋果變黑了，怎麼辦？ 

 

結論：泡鹽水的蘋果比較不容易氧化 

‧泡鹽水 ‧泡糖水 



蘋果營養多 

好喝的蘋果汁 
做法： 
1.將蘋果切丁 
2.放入果汁機 
3.加適量的水後啟動 
4.好喝的蘋果汁完成了 

＊嗯~真的好好喝喔！ 



藝術創作-蔬果印花包 

＊把不要的蔬菜蒂頭、水果收集
起來。 

＊在蔬菜、水果上圖上漂亮的水彩
，蓋印在圓紙盤上 

   每一種蔬果的切面都有不同的風貌、形狀。看似不要的蔬果蒂頭塗上顏
料後就成為蔬果印章囉！ 



藝術創作-蔬果印花包 

將圓紙盤切半，沿邊線黏緊，串上繩子就完成美麗的印花包囉！ 



大家來做蘋果炒飯 

    有了打蘋果汁的經驗後孩子還想做更多有關蘋果的料理，然後想請辛苦
的阿卿媽咪以及老師們吃，大家七嘴八舌說著想做的蘋果料理，彥銘說：「
我喜歡吃炒飯可以作蘋果炒飯。」薏安：「做蘋果餅乾也可以。」經由大家
投票，孩子們決定先製作蘋果炒飯。但是，炒飯要怎麼做呀？老師請孩子回
家問家人，週一大家再來討論。 



大家來做蘋果炒飯 

討論炒飯的過程--- 

•庭雅提出她的結果：「要先切蘋果
、蘋果記得要泡鹽水才不會氧化，然
後把飯、蛋跟蘋果在鍋子裡炒一炒就
完成了。」 

•丞軒則說：「蘋果先泡鹽水再切，
然後再炒飯跟蛋，炒好以後再放蘋果
炒一炒。」 

•妍欣說：「先炒飯，飯要加醬油，
再放蘋果。」 

•藉由圖表，孩子們找出一樣與不一
樣的步驟，歸納出一個炒飯的大概流
程。再將流程與市面上的食譜書對照
，大家看到食譜也是類似的作法時就
開心地叫著：「真的耶!食譜也是這
樣寫。好想趕快做喔！」 

 



大家來做蘋果炒飯 
確定好食譜後，大家開始分工合作製作好吃的炒飯囉！ 

＊要先將蘋果洗乾淨 
才能開始削哦！ 

＊拿削刀削蘋果時要小心 

＊接著要把紅蘿蔔及蘋果切丁 ＊然後打蛋 



大家來做蘋果炒飯 
    老師教導孩子炒飯的技巧後讓孩子輪流自己炒炒看，大家吃著自己炒出
來的炒飯都吃得津津有味的哦！這一天有客人來到學校參觀，我們還分享給
客人品嚐，得到客人的讚賞大家都好開心。可惜因為太好吃了大家一下就吃
光，忘記要給阿卿媽咪品嚐我們的手藝了啦！ 



文本對照 

和阿諾一樣，努力不懈
的大灰熊 

和阿諾相反，驕傲不再
努力的小木匠 

為了達成夢想，即使失
敗仍然努力不氣餒的阿諾 

      經過做了蘋果汁及炒飯的經驗，也炒熱了孩子們對做料理的熱情，紛紛
說著還要做其他的料理。在做其他料理前我們回歸到繪本本身，老師天天與
孩子共讀這本故事書，孩子們從書中情節了解到阿諾為了實現夢想即使把點
心烤失敗了，也不放棄的繼續學習，最終成為獨當一面的廚師。另外，老師
也與孩子分享不同的繪本”大灰熊的夢想”及”小木匠學手藝” 



文本對照 
     孩子將這三本書做了一些對照，找出不同及相同的地方，老師也將孩子的
討論用圖表的方式呈現出來，讓大家更清楚這三本書的最終精神-不放棄，多
練習就可以成功。 



食物金字塔 
       藉由繪本“我愛吃零食”與孩子討論如果營養不均衡會造成怎樣的後
果，孩子說會變瘦或是變很胖、吃很多零食牙齒會掉光，接著讓孩子分享
平常飲食需要吃哪幾大類食物才均衡、哪些東西要多吃、哪些東西要少吃
，發現班上的孩子概念都很清楚喔！ 



親子創作-獨一無二的圍裙 

‧ 起源- 

     做完炒飯的那個下午與孩子們
回顧第一次做料理的感覺並討論
要做蘋果派給阿卿媽咪吃，老師
說:可是翻了“環遊世界做蘋果派
”的故事書他上面說要揉派皮耶! 

   惠云說:那要用麵粉可能會用髒
衣服喔! 因為我在家常跟媽媽一
起做點心 

   薏安表示:那就穿圍裙呀!這樣就
不會髒了。 此時，玟瑾提出了一
個問題:煮菜一定要穿圍裙嗎？我
阿嬤沒有穿呀!庭雅:可是阿卿媽
咪有穿呀!所以應該要穿吧! 

   於是我們進行了到底要不要做圍
裙來穿的投票。 

要穿圍裙 不穿圍裙 

佑澤:比較乾淨 
羿均:不會弄髒衣
服 
可芹:比較像廚師 
柔懿:煮給外面的
人吃還是穿圍裙比
較衛生 

玟瑾:我阿嬤沒有
穿圍裙 
承漢:行動不方便 
丞軒:會很熱 
 

票數 票數 

17 3 

結論：煮給家裡面的人吃的話不穿圍裙
沒有關係，但是如果是煮給外面的人吃
，還試穿圍裙比較衛生，衣服也不會髒
掉。 



親子創作-獨一無二的圍裙 

   這是我和爸爸、媽媽一起完成的圍裙喔！美麗、漂亮嗎？
有了廚師帽及圍裙，我們更像廚師囉！ 



好吃的蘋果派Part 1-食材大尋寶 

＊這麼多罐，到底是哪一罐呀? ＊我們要的是糖粉喔! ＊找到中筋麵粉了  

＊對一下，是不是和圖片一樣 
＊我們要的是無鹽奶油
，要小心不要拿錯了喔! 

＊嗯~蘋果好香喔!要拿哪一顆呢？ 

       孩子們也從小廚師阿諾的故事中決定要做有關蘋果的點心-蘋果派，於是大家一
起翻閱了食譜書及繪本”環遊世界做蘋果派”整理出做蘋果派所需的材料。然後老師將
這些材料的圖片印出來帶著孩子前進學校附近的全聯超市進行”食材尋寶遊戲”，老師
不給任何提示，讓孩子們拿著”食材圖卡”去尋找要買的材料，有些孩子仔細的拿著商
品與圖片對照，有些孩子則直接拿著圖片找店員詢問。各有各的方法，最後成功買到
做蘋果派的材料 



好吃的蘋果派Part 1-學習揉派皮 

＊若要善其事欲先利其器，先認識做點心時常用到的工具 

＊老師先示範派皮如何製作 

回到學校後，我們開始照著食譜學習如何煮蘋果內餡、揉派皮。 



好吃的蘋果派Part 1-第一次揉派皮 
    知道派皮怎麼揉以後，我們開始動手自己做有些孩子在這方面是初體驗，
所以當摸到麵粉及奶油時的反應相當興奮，羿均說:「麵粉軟軟滑滑的，好舒服
喔!」尹曦則說：「奶油冰冰油油的，好噁心喔!可是很香耶!」過程中孩子自己
控制加入麵糰的水量，此時名竣向老師求救:「我的手都是麵糰，黏黏的。」原
來，是加的水量過多，讓麵糰更濕潤黏手，大家看到也得到經驗，玟瑾說:「水
要慢慢加，不要一次加太多，加太多就太濕了，就不能揉成一糰。」 

＊麵粉白白軟軟的好舒服喔！ 

＊看！我們做得還不錯吧！ 



好吃的蘋果派Part 1-第一次煮蘋果內餡 

＊切蘋果時要小心不要切到手 

＊煮內餡的時候要注意不要燙傷，要一直炒蘋果才不會焦掉喔! 

    熬煮蘋果內餡時孩子們也是互相合作，有的人學會如何切丁後就教不
會切丁的人；一個人炒餡另一個人就放餡。沒有人是互相爭搶或偷懶的，
很棒喔! 



好吃的蘋果派Part 1-烤蘋果派囉! 

＊孩子聞到香味忍不住問:好香喔!什麼時候才
可以吃呢? 

等基本材料都備完後，我們開始進行蘋果派的製作。 

＊大家都認真地把派皮鋪進模型中 ＊要小心放進蘋果餡喔！ 

＊將成形的蘋果派
送入烤箱囉！ 



試吃回饋單 

試吃者 試吃回饋與意見 

佑澤 我不喜歡肉桂粉的味道，所
以我覺得不好吃。 

柔懿爸爸 太硬了，還好假牙夠牢固 

丞軒媽媽 派皮稍硬但內餡QQ的，很好
吃。 

可芹媽媽 派皮硬硬、酥酥的。餡料甜
而不膩但是不夠多 

承恩阿公 酸酸、甜甜的。很好吃，派
皮軟軟的適合老人家吃 

佳妤哥哥 很好吃，下次可以做其他口
味的。 

彥銘媽媽 餡料太甜了 

   送入烤箱後孩子們聞著甜甜的
蘋果味及奶香味都迫不及待地問
著：「甚麼時候會烤好呀?」「我
可以帶回家給我媽媽吃看看嗎？
」大家都想帶回家與家人分享。
因此，老師讓孩子回家蒐集家人
試吃的意見 



團討-如何讓蘋果派更好吃 

問題 解決方式 

不喜歡肉桂粉的味
道 

煮餡的時候不要加肉桂粉 

派皮太硬 1.揉派皮的時候再多加一些奶油或是冰水 

2.不要烤太久 

3.不要揉太久 

4.麵粉少一點 

餡料太少 下次煮餡的時候要煮多一點 

蘋果餡太甜 糖放少一點 

   孩子們透過回收的試吃回饋單討論如何改進，大部分家庭的迴響都不錯，
孩子邊討論邊笑著說：「我們真的好像阿諾一樣，他是做了又黑又硬的蛋糕
，我們是做了硬硬的蘋果派」可芹：「所以我們可以再做一次呀!跟阿諾一樣
再練習。」在此我們除了呼應了繪本的情節外，也決定開一場餐會請大家品
場我們的手藝。 



好吃的蘋果派Part 2-小小廚師檢定(第2次作蘋果派) 

＊我們準備好了喔! 
＊我們要經過很多
關才能成為廚師 ＊主考官是Uki老師 

＊手要洗乾淨才
可以考試喔！ 

＊檢定活動的過程中大家都很專注、認真呢! ＊拿到証照了，
好高興喔! 

      在開餐會之前大家想到阿卿媽咪在成為廚師前會經過一場廚藝檢定，等拿到
檢定證明才是真正的廚師。於是，我們也辦了一場小小廚師檢定喔!邀請Uki主任

來鑑定，大家都相當認真地進行廚藝檢定。 



宣傳松鼠班餐會 
       通過檢定拿到證明後，大家都好高興。終於可以當廚師開餐會邀請大家
來品嚐好吃的蘋果派囉！ 

我們要邀請可愛的蜜蜂班弟弟妹妹還
有教過我們的水蜜桃和小芳老師來吃 

也不能忘記邀請辦公室的老師們哦！ 



松鼠班開餐會囉! 
餐會舉行前孩子們已分配好工作，過程中大家各司其職，分工合作。 

＊有些人烤派 
＊有些人打蘋果汁 

＊有些人負責服務客人 ＊有些人則唱歌跳舞炒熱氣氛 



松鼠班開餐會囉! 
       我們做了好多蘋果派請全校的老師、小朋友吃，請大家為我們投票，有了
好多好多的肯定，孩子們不僅看到好的結果，重要的是他們在這些活動中學習
到互助、不放棄的精神與經驗。 

哥哥、姐姐打的
蘋果汁好好喝。 



＊〜＊〜省思〜＊〜＊ 
            因為是帶新班的關係，孩子與我之間都還處於在磨合階段，所以在決定

自選繪本主題時，我選擇了“小廚師，阿諾”。我曾經帶孩子進行過這樣類
似的主題，因此我會認為不僅會比較得心應手而且在食安意識抬頭的這個時
候我覺得給孩子看到他們平時吃的食物原貌、了解這些食物都是由哪些成分
組成的很重要，也讓孩子動動手親自做做看增加活動的參與感與趣味性。因
為平常空閒時就會打果汁、做一些簡單小點心，但是沒有想到孩子的興趣跟
討論加上劉老師給予的建議影響了我原先預想的計畫。變成有很多部份是我
沒有嘗試過的，例如：在教室內開火炒菜，製作蘋果派等。這些對我及孩子
來說都是初體驗，也是一種衝擊。要教孩子但是又不會做蘋果派，怎麼辦呢
?所以每週、每天晚上都必須自我研習，找食譜、試做、請教他人，使得忙
碌的生活更加的忙碌，只為了有萬全的準備。 

       但是仍然會有意外，大人與孩子做的方式不一定會一樣，我們知道派皮
的奶油要是冰的不能讓它完全融化，所以要快速的將派皮揉好。但孩子則會
像是玩沙一般開心的玩麵粉，他們並不在意奶油是否融化了。只是單純地享
受在玩麵糰的過程中，所以不論我們如何做，總是無法像市售般的一樣酥脆
。但是因為這是自己第一次做出來的食物，孩子各個都相當捧場。也從家人
試吃後給予的肯定或建議去做討論、改變測試到驗證，調整到大家都能接受
的口味，得到大家的讚賞，孩子們不僅又更有信心也更深刻了。這就是做中
學的意義，在這一次我與孩子都一同享受了這一段歷程，很棒！ 



謝謝您的欣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