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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心一-五星主廚快餐店         教師：蘇冠臻 

課程說明： 

你有觀察過，進入餐廳，聽到的第一句話是什麼嗎？你心目中最棒的餐廳是哪一間？它有什麼特色？ 

一個熱狗麵包搭配餅乾，這樣要收多少錢？為什麼廚師都要戴高高的帽子？每次料理前都要洗手嗎？ 

加入這堂課，讓我們一起完成你的開店計畫！這個學期，點心課會以整個餐廳開始，從櫃檯人員、廚師、

到服務生完整認識，最後依照小朋友的志願序面試徵選角色配合，五星主廚快餐店開業啦！ 

上課時數:每週二小時。 

課程對象:一年級，喜歡廚房的小朋友。因為廚房空間有限，課程能夠容納的人數上限是 16人。 

教    材:蘇蘇準備的食譜、學習單和教材，需要另外收取食材費一學期 300元。 

上課方式:分為櫃台人員、服務生與廚房人員三塊教學，期末小驗收，邀請老師和家長來餐廳光臨。 

課程內容: 

主題 學習內容 

櫃台人員  門面招呼、設計餐點、接待禮儀、帶位禮儀、結帳算錢、行銷設計(如打卡送香蕉) 

服務生  點餐禮儀、端送餐(平衡感與記憶力)、紀錄餐點(文字書寫工整)、服務問候禮儀 

廚師  認識與處理食材、熟悉廚房、擺盤、廚房衛生 

 造型吐司、飯糰、莓果起司夾心餅、雲朵巧克力吐司、涼拌小黃瓜、杯子蛋糕、黑糖粉桂、

水果串、檸檬愛玉等 

面試徵選 三塊教學認識後，依照學習歷程，最後小朋友挑選自己喜歡的志願序，進行應徵面試與挑戰測試，

過關者錄取。 

挑戰測試 

櫃台人員：帳單數字計算，招呼語音量與創意設計 

服務生：盤子裝彈珠走指定路線，平衡感考驗 

廚師︰時間內處理好食材，並擺盤跟照片相同 

期末開店 前置：餐廳裝潢與佈置、菜單設計、邀請函設計與發送、菜色定價、行銷活動討論 

開始與結束：各自按志願序結果分工，老師協助。結束後計算是否收支平衡(使用代幣付款) 

課程目標： 

1. 了解餐廳運作與辛苦，並培養至餐廳的禮貌與態度 

2. 培養基本的廚房操作能力，認識食材，珍惜食物 

作    業:日常餐廳觀察 

評    量: 

1. 課堂參與學習態度，能夠完成團體合作活動。 

2. 廚房操作能力與技術 

 



61 
 

烹飪（中） 
授課教師：以潔 

 課程說明 

 在中年級的烹飪課，我們會以「我們這一家的餐桌」為主題，來培養在家中要做出一餐飯所需要的

各種知識和技巧。平常看著爸媽端上美味的晚餐，好像是很輕鬆容易的事情，其實要做出大家都愛吃又

營養均衡的食物，不是一件簡單的任務。 

 在中年級的烹飪課來說，我們會分成三個部分來學習。第一，是要學會是設計出一份家庭菜單所需

的知識，能知道食物的營養、價格、產季、產地、保存方法....第二，則是掌握料理實作的技巧，知道

如何準備和烹調各種食材，並確實清潔廚房。第三，是在過程中跟人合作的能力。在學校的烹飪課不是

「一人一組」，而是必須跟全組、全班的一起協調，你可能要跟自己想法不同、個性不同的人合作完成一

道道菜，這也要磨練你溝通、表達、與人互補互助的能力。 

 授課對象：三、四年級，喜歡做好菜、吃美食的學生，沒有烹飪基礎也沒關係。 

因廚房空間有限，所以修課人數上限 16人。若是超過上限，會依照試課週小孩的狀況進行協調，以沒有

上過烹飪課、能與人團體合作烹飪、準時並認真參與課堂的小孩優先。 

 上課時數：每週兩堂課 

 課程內容 

主題 內容 

一家人的 

菜單設計 

1. 認識基礎的營養學：人需要吃什麼？一餐中該吃到什麼？ 

2. 認識食物的價格、產季，還有購買時要注意的學問，例如：「有機」到

底是什麼意思？哪裡可以買到肉、蔬菜、米？食物可以放多久？ 

料理實作 在平日一餐的飲食中，可能會有主食、肉類、蔬菜水果（當然也有許多人

心愛的甜點）以每一個種類的料理我們都要學，像是： 

1. 百變剩菜花招：肉卷飯糰、蛋炒飯、蔬菜烘蛋 

2. 認識蔬菜：學習不同蔬菜料理方式 

3. 家常肉類：迷迭香烤雞、瑞典肉起司丸 

4. 下課後點心：超蓬鬆起司蛋糕、巧克力布朗尼、玫瑰花蘋果派 

歡迎大家提議，你愛吃的菜或是你們家的招牌料理，可能就是我們大家要

一起學的菜喔！ 

 

 課程目標 

1. 若你剛剛開始下廚，希望這堂課能幫助你成為廚房裡的好幫手，協助大人完成平日的美食 

2. 若你已經有不少料理經驗，希望這堂課能幫助你成為獨立的廚師，能夠獨力料理自己的一餐，甚至

能為家人做出一餐。 

3. 讓小孩學會廚師的基本素養：尊重自己料理的食物，確實清潔廚房和廚具，維持廚房和工具的整潔。 

4. 學習合作，能在製作過程中能和同組夥伴互助、幫忙。 

 

 教材： 

1. 老師自編學習單與食譜，需另外收取食材費一學期 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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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小孩自備一把自己合用和習慣的刀具（中型水果刀）：因廚房刀具不是迷你小刀就是大菜

刀，數量有限，小孩在操作上較不方便順手。建議小孩在學期初自己帶一把合用的刀子，平時

放在學校由老師保管，烹飪課時再發還小孩使用。 

 

 評量方式 

1. 上課參與與投入的狀況           

2. 食譜或學習單的書寫 

3. 期末的料理測驗：期末時，我們會選擇一道大家喜愛、課堂上曾經做過的料理，請孩子們獨立完成，

觀察孩子在廚房的操作能力，還有後續的廚房清潔工作是否確實。 



63 
 

遊戲體適能 
 

授課教師：夏天 
課程說明： 

運動可以增加腦力，提升學習力，更重要的是能穩定情緒，達到心理健康。「體適能」指的是身

體適應外界環境的能力，例如：溫度、氣候變化、病毒等因素。在兒童體適能課程中，會以遊戲

教學法來做設計，在遊戲中重視身體活動、肢體發展及團隊精神的培養。 

 

課程目標：鍛鍊肌耐力、敏捷性、協調力、速度、平衡性和柔軟性。 

 

課程規劃： 

遊戲體適能(ㄧ) 

每週 1堂(40分鐘)，15分鐘體能鍛鍊，包含暖身、兒童瑜伽、核心運動等；25分鐘體適能遊戲，

包含球類遊戲、趣味競賽、音樂律動等。 

 

 

遊戲體適能(二) 

每週 1堂(40分鐘)，20分鐘體能鍛鍊，包含暖身、兒童瑜伽、核心運動等；20分鐘體適能遊戲，

包含球類遊戲、趣味競賽、音樂律動等。 

 

 

遊戲體適能(中) 

每週 2堂(80分鐘)，第一堂課以體能鍛鍊為主，包含核心運動、有氧訓練、進階瑜伽等；第二

堂課設計體能遊戲來挑戰自我能力，以團隊遊戲來練習與隊友的合作、溝通、一起解決問題的能

力。 

 

 

課程對象：低、中年級 

上課場地：小劇場為主，視活動內容會使用楓香天臺、廣場 

課程準備：請準備瑜珈墊、水壺、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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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低                       教師:衛政男 

課程說明: 足球是求團隊合作的運動，常常需要與隊友溝通協調，可以學習到團隊精神與分工合作，更

是接觸領導統馭，拓展人際關係的機會。 

課程目標: 1.養成正確的運動習慣。  

          2.學習團隊精神與分工合作。 

          3.訓練良好的全身協調性。  

          4.從中獲得樂趣與成就感。 

上課時數: 每週二堂。 

課程對象: 1、2年級 

教    材: 4號足球/訓練盤/球門. 

上課方式: 10分鐘熱身操. 

          15分鐘熱身遊戲. 

          25分鐘主題活動. (本周主題技術) 

          20分對抗賽活動 

課程內容: 1.基本熱身操 

         2.熱身遊戲 

           說明:捕魚/警察抓小偷/1.2.3木頭人/護球大賽 

         3. 主題技術—傳/停/帶/射 

           說明:足球 4大基本技術練習. 

4.對抗賽 

 說明:1 VS 1 / 2 VS 2  / 3 VS 3 / 4 VS 4 

      五人制對抗賽/四球門對抗賽.  

作    業: 無 

評    量: 1.足球規則常識. 

          2.對抗賽評量. 

其    它: 

      1.上課內容視天候狀況更動,最好攜帶一套乾衣服,若遇雨天則上室內課 

      2.請自行攜帶飲用水. 

      3.請穿著球鞋,不要穿涼鞋及不適合球場運動的鞋子. 



65 
 

足球中高                 教師:衛政男 

課程說明: 足球是求團隊合作的運動，常常需要與隊友溝通協調，可以學習到團隊精神與分工合作，更

是接觸領導統馭，拓展人際關係的機會。在中高年級可以訓練其思考的爆發力及承受挫折的能力並在

對抗賽中具備分析場面之能力。 

課程目標: 1.養成正確的運動習慣。  

          2.學習團隊精神與分工合作。 

          3.訓練良好的全身協調性及思考爆發力。  

          4.從中獲得樂趣與成就感。 

上課時數: 每週二堂. 

課程對象: 3-6年級. 

教    材: 4號足球/訓練盤/球門. 

上課方式: 10分鐘熱身操. 

          15分鐘熱身遊戲. 

          25分鐘主題活動. (本周主題技術) 

          20分對抗賽活動 

課程內容: 1.基本熱身操 

         2.熱身遊戲 

           說明:捕魚/警察抓小偷/1.2.3木頭人/護球大賽 

         3. 主題技術—傳/停/帶/射 

           說明:足球 4大基本技術練習. 

4.對抗賽 

 說明:1 VS 1 / 2 VS 2  / 3 VS 3 / 4 VS 4 

      五人制對抗賽/四球門對抗賽.  

作    業: 無 

評    量: 1.足球規則常識. 

          2.對抗賽評量. 

其    它: 1.上課內容視天候狀況更動,最好攜帶一套乾衣服,若遇雨天則上室內課, 

          2.請自行攜帶飲用水. 

          3.請穿著球鞋,不要穿涼鞋及不適合球場運動的鞋子. 

                             

主題技術 

 

週次 課程進度 課程內容說明 備註 

1 足底控球(一) 以足底停球/點球  

2 足底控球(二) 以足底停球/點球/左右移動 2/28(二)放假 

3 足內/外側控球(一) 以足內/外側控停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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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足內/外側控球(二) 以足內/外側控球前後移動  

5 足內/外側控球(三) 以足內/外側控球左右移動  

6 足背挑球(一) 以足背挑球以訓練觸球之感覺  

7 足背挑球(二) 以足背挑球以訓練觸球之感覺  

8 停高空球(一) 訓練控制高空及彈跳球  

9 停高空球(二) 訓練控制高空及彈跳球  

10 S型盤球(一) 訓練控球及觸球之感覺  

11 
S型盤球(二) 

訓練控球及觸球之感覺  

12 
快速盤球(一) 

加強帶球之能力及速度  

13 
快速盤球(二) 

加強帶球之能力及速度  

14 
4球門射門遊戲 

訓練傳球能力及空間感  

15 
4球門射門遊戲 

訓練傳球能力及空間感  

16 
期末分組比賽 

期末分組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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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一動（中高）      教師:舒涵 
 

跟你所想的「體育課」有點不同，這堂課，就是單純的動動身體。 

如果你/妳跟我一樣，  

                      喜歡跑跑跳跳，放鬆身體、放空腦袋 

                      想要單純玩球，不想要競爭比較 

                      不是一個專業運動員，但有一顆想玩耍的心 

                      擅長或不擅長，都願意放開心胸試試 

                                     那麼，這堂課歡迎妳/你來。 

 

課程對象: 以前沒有、或很少有機會接觸過球類運動，這學期想一起玩玩看的小孩 
             

想找一群能開心享受過程，而不是互相叫囂對罵的夥伴，所以這堂課我們學習用鼓勵正向的方式去溝通

合作，不嘲笑、不使用粗魯、不友善的言語(和行為)逗弄他人。 

* 如果無法做到上述狀態,將視情況暫停上課的權利。 

 

上課時數: 中高每週各 2堂 

想跟你們一起玩玩這些活動： 羽球、排球、棒球、躲避球、足壘、接力跑、馬拉松 

雨天的活動：雨天會以一些合作遊戲、體適能運動來進行。 

如：跳繩疊杯、傳接球賓果、人體接龍、隱形迷宮、貓捉老鼠（呼拉圈）、橫渡亞馬遜 

課程評量: 期末我們會將所有玩過的運動，變成一個大闖關，讓孩子看看自己的成長。 

注意事項：1.上課內容視天候狀況更動，若遇到雨天，則到小劇場或大樹屋上課 

           2.請穿著球鞋，不要穿涼鞋及不適合球場運動的鞋子 

           3.課堂人數最多為 20位，若是超過，將以能友善合作、認真參與的小孩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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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  球(低)                                                     

教師:潘明松 

課程說明：一起玩球，享受籃球的樂趣。 

課程目標：1.能遵守遊戲規則，體會運動家精神。 

          2.開心玩球。 

上課時數：每週一堂 

課程對象：一、二年級 

教    材：籃球 

上課方式：課程中的練習比賽，參考美國學校的特殊規則，讓學生能更注重團隊合作，而

不僅是個人能力的展現。 

1.防守者不可以超過三分線 

2.不可以抄球或斷球線 

3.不可以包夾防守  

4.同一個球員不能連續得分 

課程內容：1.暖身 

          2.規則講解與基本動作練習 

          3.「玩」籃球 

評    量：玩球時是否能投入，能否與隊友配合。 

其    它：請務必穿著運動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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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  球(中高) 

教師:潘明松 

課程說明：一起打球，享受籃球的樂趣。 

課程目標：1.能遵守籃球規則，體會運動家精神。 

          2.加強個人動作，並理解隊友之間該如何配合。 

          3.開心打球。 

上課時數：每週二堂 

課程對象：三~六年級。 

教    材：籃球 

上課方式：風雨無阻，一律在室外上課，下雨時可依個人狀況請假。 

課程中的練習比賽，參考美國學校的特殊規則，讓學生能更注重團隊合作，而

不僅是個人能力的展現。 

1.防守不可以前場壓迫  

2.不可以下手抄球，但可以斷球線 

3.不可以包夾防守  

4.同一個球員不能連續得分超過兩次 

 

課程內容：1.暖身 

          2.戰術講解與基本動作練習 

          3.全場練習 

評    量：打球時是否能投入，個人動作以及與隊友配合的能力。 

其    它：請務必穿著運動鞋，下雨時準備換洗衣物，會先在大樹屋集合。 

 

 



70 
 

武術中 

教師:李潔欣 

課程說明與課程目標：武術透過拳腿伸展與體能開發，進而挖掘身體潛能。在學習武術的過程，武術不

僅只是訓練身體，武術重視崇德尚禮的武德精神與態度。從課程中的身體感知出發，在訓練中學習自制

與專注，尊重與合群。 

上課時數：每週二堂  

課程對象：三、四年級，願意嚴格遵守安全規則的孩子。 

教 材：教師自選教材  

上課內容與方式：從靜坐開始，讓心靜下來，而後依序進行暖身活動：樁功，基本功，核心體能，再到

拳術與棍法的鍛鍊。在武術中的課程裡，一次又一次鍛鍊到磨練，進而自我要求，培養孩子心性穩定，

專注力，持續力，耐力和自主性。 

1.靜坐：讓心沉穩落定，能夠專注在自身，進而能分注環境變化。 

2.暖身：壓腿延展，體能訓練 

3.基本功：站樁，拳掌腿功練習，跳躍翻滾，初階對打。 

4.基本拳法套路   

5.基礎棍法與套路   6.兵器練習  (5、6 項須經認證後才能上課。) 

作 業：期中期末測驗 

評 量： 

1. 課堂觀察：課堂裡的學習態度與表現，群體活動中的互動與協調。 

2. 呈現觀察：個人表現，團隊合作與負責態度。  

注意事項：請穿著適合運動的衣著與鞋子。嚴禁涼鞋、拖鞋與赤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