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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 

跨領域美感課程模組 2.0 創課方案 

   109學年度 第   2   學期                    □計畫  ■成果 

學校全銜 屏東縣佳冬鄉昌隆國民小學 

課程方案名稱 湯圓調色盤 

團隊成員／ 

跨領域科別 

（得複選） 

藝術科目： 

■ 視覺藝術/美術：(吳月玲) 

□ 音樂：（教師姓名） 

□ 表演藝術：（教師姓名） 

□ 其他： 例：視覺藝術/美術+音樂（教師姓名） 

非藝術科目：國語、數學（陳震蔚、歐怡佩）、自然(鄭雅文)、資訊(趙恩陸)   

其他：_張文忠__ 

*若為多領域、多科目請詳實填寫，填寫方式：科別（教師姓名） 

總人數：6 

實施對象 

（得複選） 

■普通班 

□ 藝才班：（例：美術班） 

□ 資優班：（例：數理資優） 

□ 體育班 

□ 資源班：（例：學習障礙等特殊需求） 

□ 特殊教育學校：（例：聽覺障礙） 

□ 其他：          

實施年級別：  三年級  

參與班級數：   1    

參與總人數：   7    

課程屬性： 

■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 □其他：           

學生先備能力 

1. 基本色彩學，認識各種顏色。 

2. 認識湯圓及食用經驗。 

3. 知道公克、公斤的重量概念。 

4. 具備搓揉麵團能力。 

5. 基本客語聽說能力。 

教學節數 
課程總節數： 16  節 

（藝術課程  6  節／非藝術課程   6  節／跨域美感課程   4   節） 

教師專業社群 

（得複選） 

成員人數：   6      

組成類型：□同校同領域 ■同校跨領域 □跨校同領域 □跨校跨領域 □其他：     

互動頻率：□定期會議 ■不定期/任務導向式會議 □隨時/網路群組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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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課內容：■研習、工作坊增能 □實地考察 ■課程建構 □資源分享 □提問與互助

□其他：          

觀課內容：□課後觀看錄影紀錄 ■課中共  2  位教師協作，請說明模式：教學時由

一位教師為主要授課者，另一位教師在旁協助與紀錄。 □其他：          

議課內容：■課後檢視、討論與修正 □資源分享 □提問與互助 □其他：          

跨領域美感 

課程架構圖 

（可使用心智圖、各式概念架構圖說明課程，內容可涵蓋活化學科教學、融會藝術知

能、培育美感素養、拓展學習經驗、落實全民美育等規劃） 

 

 

 

 

 

 

 

 

 

課程發展理念 

從三年級客家湯圓校訂課程為起點，將藝術領域的色彩學加入課程中，讓學生認識色

彩三元素、色彩的溫度、大自然中的色彩與天然色素，進而發現原來湯圓也可以有不

同的顏色。引導學生使用蔬果製作天然染劑，讓湯圓呈現多彩樣貌，在傳統元素中體

驗創新做法。課程設計結合湯圓多元文化的認識、電子秤與估算概念的運用，並將學

校的客語教學融入於教學活動之中。 

跨領域 

課程類型 

（得複選） 

■應用藝術知能、策略、資源與活動等，輔助、活化其他學科之教學。 

□ 聚斂其他學科與藝術領域交集的知識結構或美感共通性等，發展融整性課程。 

□ 檢視藝術領域與社會文化、環境生態等的關係，發展包含不同學科的多元文化等議

題課程。 

■以學校本位為課程主軸，發展包含不同學科之校本課程、特色課程、彈性課程、主

題課程、社區課程等。 

□ 以其他非學校課程之形式，如跨領域美感走讀等，進行以在地藝文活動、環境生態、

媒材特色等為主軸之表現、鑑賞、實踐等活動式課程。 

□ 其他：              

跨領域內涵 

（得複選） 

■體現藝術領域知識（能） 

■體現非藝術領域知識（能） 

■有機連結生活經驗 

□ 遷移至新情境的探究與理解 

□ 重新思考過往所學的新觀點 

□ 克服領域間障礙挑戰的新進路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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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元素 

與美感形式 

（得複選） 

美感元素構件 

 ■視覺藝術：□點   □線   □面   □空間 ■構圖 □質感 ■色彩 □明暗 

 □音    樂：□節奏 □曲調 □音色 □力度 □織度 □曲式 

 □表演藝術：□聲音 □身體 □情感 □時間 □空間 □勁力 □即興 □動作 □主題 

美感原則構件 

 □均衡 ■和諧 ■對比 □漸層 □比例 □韻律 □節奏 □反覆 □秩序 □統一     

 □單純 □虛實 □特異 

跨領域 

美感素養 

（得複選） 

□ 美學思辨與覺察省思：透過美學知識底蘊反身自省以發現自我之定位和認同 

□ 設計思考與創意發想：培養具創造力且以具體計劃來解決問題的習慣 

■藝術探究與生活實踐：培養對藝術活動的探查習慣並應用相關知能於日常生活中 

□ 符號識讀與脈絡應用：辨識與理解符號樣式及意涵並能適當運用 

□ 數位媒體與網絡掌握：駕馭數位科技媒體並能理解與評價網路訊息 

□ 藝術參與及社會行動：規劃藝術活動並以之表達對社會的參與 

■跨域文化與多元詮釋：理解文化多樣性並能嘗試詮釋議題內涵 

12 年國教 

課程綱要 

（連結） 

（得複選） 

藝術領域核心素養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非藝術領域核心素養（請依跨領域科目自行增列） 

■對應之  數學   領域核心素養：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數-E-B1 

■對應之  社會   領域核心素養：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社-E-C3 

■對應之  語文   領域核心素養：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客-E-B1 

跨領域美感課程構組（皆得複選） 

課程目標 

■展現跨領域美感素養與跨領域/科目學習內容的連結 

■展現跨領域/科目學習重點與跨領域美感素養之間的應用 

□ 展現跨領域美感素養對跨領域/科目學習效能的助益 

□ 展現對跨領域美感素養的探索動機、培養與應用 

□ 展現跨領域美感素養對創造、批判、思辨等能力的引發 

□ 其他：            

教材內容 

■教材連結學生先備知識、藝術學科與非藝術學科 

■教材於生活中開展出學生創造、批判、思辨、應用等能力 

□ 教材之組成符合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模組及編選原則 

□ 教材邀請外部人員參與協作 

□ 教材幫助學生建置其學習歷程檔案 

□ 其他：            

https://www.naer.edu.tw/files/15-1000-14113,c63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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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 呈現所發展跨領域美感課程類型之特質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教學策略引導教學活動 

■設計符應跨領域/科目特質之跨領域美感課程教學活動 

□ 規劃啟發學生思辨藝術概念與美感經驗之教學活動 

□ 規劃激發跨領域美感經驗之延伸學習活動 

□ 其他：             

教學策略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問題導向教學 

□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虛擬實境情境教學 

□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網路資源體驗教學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探究式教學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合作學習式教學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專題討論式教學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創意思考教學 

■應用融入跨領域美感素養之協同教學 

□ 其他：             

教學資源 

■使用校內外人力資源、在地文化、硬體設備、空間或博物館、公園等場所 

■連結至國際，具備國際視野之資源  

 ■使用各種形式的儀器、電子設備或程式軟體 

■以視覺、音樂、表演藝術作品輔助體現學科學習重點及其核心精神 

□ 過往實驗課程方案具延展及永續性，或校本課程經驗再應用 

□ 其他：             

學習評量 

■應用融入表現藝術活動之形成性評量 

■應用融入表現藝術活動之總結性評量 

■應用融入鑑賞藝術活動之形成性評量 

■應用融入鑑賞藝術活動之總結性評量 

□ 應用融入實踐藝術活動之形成性評量 

□ 應用融入實踐藝術活動之總結性評量 

□ 應用跨領域美感素養建置學習歷程檔案 

□ 發展跨領域美感課程之多元化評量策略 

□ 其他：              

卓越亮點 

□校內外連結： 

■連接兩位以上不同專業背景的教師進入教育現場 

■與各校本課程、校園特色產生關連 

■與社區、地方特色或文化資源產生連結 

□ 運用當地歷史文化、人文特色融入跨領域之課程方案 

□ 連結不同時間、地域，並進行跨領域美感之鑑賞與詮釋、思考與批判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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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視野： 

■透過課程資源、課程教材為媒介達到增進國際視野效果 

□ 透過國際師資共備、共教，或交換生合作學習達到增進國際視野效果 

■增加國家文化認同 

□ 增加國際競合力 

□ 國際在地化，融整國際情勢與全球新興議題 

□ 在地國際化，連結多元文化、跨域觀摩與交流 

□ 實際執行國際參訪 

□ 其他：              

主題／單元規劃與教學流程說明（以文字描述，依實際課程內容增加列數） 

課程目標 

1. 認識美的元素：色彩 

2. 了解客家湯圓特色 

3. 了解天然色素的使用方式 

4. 認識鄰近國家湯圓習俗與文化 

5. 能將重量概念運用於估重 

第 1、2 節  主題／單元名稱：  神秘的色彩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一、 導入活動： 

1. 用客語討論生活中最令你驚豔的「色彩」在哪裡?請學

生就依自己對「色彩」的感覺用客語做分享。 

2. 生活中充滿了各種色彩，但我們卻經常對色彩視而不

見，原因是太普遍而讓我們幾乎忘了它的存在。老師

藉由提問與引導方式讓學生從記憶中翻出日常生活

中的形形色色。 

二、 開展活動：  

1. 感受「色彩」的溫度，例如：紅色讓人聯想到溫暖的

爐火、藍色讓人聯想到游泳池裡沁涼的水等等。 

2. 老師利用 PPT 介紹三原色、色相環與色彩心理學。顏

色是有符號，而這符號來自於我們的感覺。 

3. 色彩除了「冷色系」與「暖色系」外，還有更多的祕

密等著老師帶領大家共同來探索， 

4. 認識「色彩心理學」分析出自己或同儕的個性。 

三、 綜合活動：  

1.「色彩變變變」，如何利用紅、黃、藍等顏料變出其他

色彩呢? 

2.用 8 開畫紙潤濕後滴上廣告顏料，欣賞色彩在畫紙上暈

開的姿態。 

3.接著再滴上其他顏色，觀察其色彩互融產生的變化，同

時老師也在旁觀察學生臉上表情的變化。 

自編 PPT 教

材介紹「色

彩三元素」

與「色彩心

理學」。 

問題導向教

學 

專題討論式

教學 

使用電腦設

備與程式軟

體、8 開圖

畫紙、廣告

顏料。 

態度檢核 

課堂問答 

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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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節  主題／單元名稱：  色彩魔術師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一、 導入活動 

1. 用客語討論大自然中何物擁有何種顏色。 

2. 大自然就像一個大型調色盤，四季與日夜都擁有自己

專屬的顏色。老師帶領學生走向校園，在大樹、綠草、

花圃旁討論這些大自然的色彩變化。 

二、 開展活動 

1. 分組討論，在日常生活中會讓你衣物染色且很難清

洗掉的蔬果有哪些。 

2. 分組做研究。就眼前的花草植物試著摘下來用棉巾

包覆搓揉，觀察釋出的汁液顏色與棉布被沾染的程

度，記錄成學習單。 

三、 綜合活動 

1. 討論出一樣色彩最強烈的校園植物，將各組討論結果

統整，選出較可行的蔬果，待下週做植物熱染用。 

帶領學生探

索校園花草

植物汁液色

彩 

探究式教學

合作學習 

校園內多樣

植物的花、

葉與果實。 

態度檢核 

課堂問答

完成學習

單 

第  5、6  節  主題／單元名稱：  非常好色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一、 導入活動 

經由討論，選出校園內所種植的鹽酸仔(桑葚)作為最好

色的植物代表進行熱染。 

二、 開展活動 

摘桑去。老師帶領學生到桑葚樹下，介紹桑葚果實顏色

與成熟度之間的關係以及如何採摘適用的果實，同時體

驗採桑的樂趣。 

三、 綜合活動 

1. 煮桑葚同時棉布綁染。利用校園內的石頭、枯樹枝、

乾草等大自然的素材烹煮桑葚。 

2. 自行發揮創意，利用橡皮圈、玻璃珠、小石子與冰

棒棍進行棉布綑綁，唯一重點是要綁緊。 

3. 觀察被橡皮筋綁住的部分，因吸收不到染液而呈現

棉布的原色(白色)，其餘部分則是桑葚因熱煮而釋

出的紫紅色。 

1.桑葚果實

顏色與成熟

度之間的關

係以及如何

採摘果實 

2.綁染技巧

說明 

合作學習 

創意思考教

學。 

使用校內空

間與校園植

物。 

態度檢核 

課堂問答 

分享製作心

得感想 

第 7、8 節  主題／單元名稱：  圓來就是你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一、 導入活動 線上影片 

南一:冬至慶 探究式教學 網路影片 

態度檢核 

口語表達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Oo5ipfJ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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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師先播放冬至與湯圓的影片(南一:冬至慶團圓) 

2. 請同學想想看除了冬至之外，什麼時候也會看到湯

圓? 

3. 請同學想想看，為什麼湯圓是圓的，而不是其他形狀，

有什麼特別的意涵嗎? 

4. 老師結合大家的說法總結，俗話說:吃好圓‧結好

緣，圓圓的湯圓代表圓滿團圓的意思，依各地風俗

民情不同，只要是團圓節日就有可能會吃湯圓，基

本上中國人會在元宵節和冬至時吃湯圓慶祝團圓，

元宵吃湯圓代表春節圓滿結束，冬至吃湯圓代表一

年圓滿，來年開始多長一歲，而結婚、訂婚時也會

吃湯圓，象徵圓滿。小孩滿月也會吃湯圓，希望這

個孩子一生圓滿。 

二、 開展活動 

1. 老師說明中國人吃湯圓的習俗由來。 

2. 除了上述吃小湯圓、包餡湯圓、門上、牛角黏湯

圓之外，老師請同學說說看家裡還有沒有特殊吃

湯圓的習俗。 

3. 老師教唱冬至歌曲：過冬節（四縣腔）(康軒客語)

加深學生對湯圓的印象。 

三、 綜合活動 

1. 點名請學生說出湯圓的故事由來與對中國人的意

義和他的感想。 

2. 老師總結今天的內容，湯圓在中國人節慶活動中是

很常見的食材，希望透過介紹，對自己的文化能有

更深的了解。 

團圓 

康軒客語：

過冬節 

教學簡報 

第 9、10 節  主題／單元名稱：  圓來是一家人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一、 導入活動 

1. 老師先播放元宵節的故事由來 

2. 介紹其實元宵跟湯圓作法不太相同，湯圓是「搓」

出來的，元宵是用米篩「搖」出來的，因為元宵作

法費工，故市面上幾乎是以湯圓居多。 

二、 開展活動 

請學生先說說看，自己家裡的湯圓吃法，老師再介紹各

地湯圓煮法。 

1. 中國人湯圓煮法: 

(1) 一般湯圓 (2)炸湯圓 (3)酒釀湯圓 

2. 韓國跟日本受到中國影響都是在紅豆甜湯裡放湯

教學簡報 探究式教學 網路影片 
態度檢核 

口說評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Oo5ipfJvhk
https://tw.video.search.yahoo.com/search/video;_ylt=AwrtFiN2OdtgCXkAeRaW1gt.;_ylu=c2VjA3NlYXJjaAR2dGlkAw--;_ylc=X1MDMjExNDcwNTA0NgRfcgMyBGFjdG4DY2xrBGNzcmNwdmlkAzl1S1p0VEV3TGpKOXBEVVlZTnBtckFDWE1USXpMZ0FBQUFBWmxHS0MEZnIDbWNhZmVlBGZyMgNzYS1ncARncHJpZANWeU5XS01zY1R4Mks3b2R2eGVIcG9BBG5fcnNsdAM2MARuX3N1Z2cDMwRvcmlnaW4DdHcudmlkZW8uc2VhcmNoLnlhaG9vLmNvbQRwb3MDMARwcXN0cgMEcHFzdHJsAwRxc3RybAMxOARxdWVyeQMlRTUlODYlQUMlRTglODclQjMEdF9zdG1wAzE2MjQ5ODA5OTI-?p=%E5%86%AC%E8%87%B3&ei=UTF-8&fr2=p%3As%2Cv%3Av%2Cm%3Asa&fr=mcafee#action=view&id=23&vid=56f18cecb9ab6e3aeadb65fca66934cb
https://tw.video.search.yahoo.com/search/video;_ylt=AwrtFiN2OdtgCXkAeRaW1gt.;_ylu=c2VjA3NlYXJjaAR2dGlkAw--;_ylc=X1MDMjExNDcwNTA0NgRfcgMyBGFjdG4DY2xrBGNzcmNwdmlkAzl1S1p0VEV3TGpKOXBEVVlZTnBtckFDWE1USXpMZ0FBQUFBWmxHS0MEZnIDbWNhZmVlBGZyMgNzYS1ncARncHJpZANWeU5XS01zY1R4Mks3b2R2eGVIcG9BBG5fcnNsdAM2MARuX3N1Z2cDMwRvcmlnaW4DdHcudmlkZW8uc2VhcmNoLnlhaG9vLmNvbQRwb3MDMARwcXN0cgMEcHFzdHJsAwRxc3RybAMxOARxdWVyeQMlRTUlODYlQUMlRTglODclQjMEdF9zdG1wAzE2MjQ5ODA5OTI-?p=%E5%86%AC%E8%87%B3&ei=UTF-8&fr2=p%3As%2Cv%3Av%2Cm%3Asa&fr=mcafee#action=view&id=23&vid=56f18cecb9ab6e3aeadb65fca66934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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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一般也是在冬至食用。 

3. 越南人是在農曆三月三日寒食節這天才有吃湯圓的

習俗。 

4. 泰國、緬甸的新年在 4 月，也就是台灣俗稱的「潑

水節」，最具代表性的年節食物則是灑了椰子粉的

水煮湯圓。 

5. 印尼三色小湯圓、印度湯圓介紹 

三、 綜合活動 

1. 請學生說說看對各地湯圓的感想，並分享最想試試看

哪個地方的湯圓。 

2. 教師總結。緬甸湯圓放花生粉、印尼湯圓放椰肉椰奶、

柬埔寨放綠豆仁、中國大陸放甜酒釀、台灣則是放豬

肉香菇蝦仁，各有各的特色。學生學習尊重各地不同

風俗民情與文化。 

第 11、12 節  主題／單元名稱：     秤秤看! 有多重?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一、 導入活動 

(一) 老師準備兩件物品(罐裝飲料...)，請同學用手秤秤看，

比較看看誰比較重? 導入誰重誰輕，不能靠感覺，需

借重一種工具來測量，才能公平、正確。 

(二) 認識秤重工具 

  

桿秤                 天平秤 

  

磅秤                  電子秤 

(三) 請小朋友說出生活中你較常見的秤重工具是哪一

種? 你在什麼情況下會使用到秤? 

二、 開展活動 

(一) 認識秤:1.秤面上的指針 2.數字、刻度所代表的意思 

1.翰林版三

下數學:公斤

與公克 

2.實物 

3.網路照片 

4.教學影片

https://www

.youtube.co

m/watch?v=F

YJqa8o9Q7 

探究式教學 

合作學習 

電子秤 

磅秤 

電腦 

65 吋電視 

體重計 

口語表達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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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同的重量，適合用不同的秤去秤重。 

(二) 認識重量單位:1.公克(g)  2. 公斤(kg)  . 

                  3.1000 公克=1 公斤 

(三)秤秤看!有多種 

   請同學準備數學課本、鉛筆盒、便當盒...，實際利用磅

秤和電子秤，秤秤看有多重? 

  1.請每位學生說出每一件秤出來的重量有多重? 

  2.請同學再比較看看電子秤秤出來的重量，有無差異? 

三、 綜合活動 

1.請同學將測量的物品，由重至輕排列出來!說說看哪一

個物品較重?哪一個較輕? 

2.請同學比比看?誰的便當盒較重? 

3.帶同學至保健室測量自己的體重有多重? 

第 13、14 節  主題／單元名稱：  湯圓一樣重嗎 ?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一、 導入活動： 

1. 老師準備市售花生湯圓，請同學自選一顆，並請同學

秤秤有多重? 

2. 請同學比較看看，每一顆湯圓的重量有沒有差異?差

很多嗎?還是很少呢? 

3. 請同學思考看看為什麼湯圓大小、重量要做的差不

多? 

二、 開展活動： 

1. 估估看:老師先給 300 公克重的物品，請同學用手秤

量 300 克重的重量感覺，再利用此感覺，拿出等重

的黏土。 

2. 秤秤看:實際用秤，秤秤看誰的估算最接近 300 克重 

3. 請同學將黏土平分成 20 等分，再利用電子秤，秤

秤看每一顆的重量，是否接近 15 公克 

4. 太重或太輕的部分再請同學做調整。 

三、 綜合活動：  

1. 利用不同重量，訓練學生的量感。 

2. 烹煮花生湯圓。 

1.翰林版三

下數學:公斤

與公克 

2.湯圓 

3.黏土 

探究式教學 

合作學習 

電子秤 

磅秤 

電腦 

65 吋電視 

 

口語表達 

實作評量 

第 15、16 節  主題／單元名稱：  多彩多滋   

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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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導入活動：  

1. 用客語介紹蔬果名稱跟顏色語詞。 

2. 綠色(青色)以菠菜汁液(角菜汁)為天然食用色素、

黃色以梔子(黃梔仔水)為天然食用色素、紅色以紅

龍果汁液為天然食用色素、藍色以蝶豆花湯汁為天

然食用色素、褐色(豬肝色)以咖啡為天然食用色素。 

二、 開展活動： 

1. 學生分組製作染液。 

2. 用果菜機將蔬、果榨成汁液或熱煮湯汁，揉入糯米

粉中製成彩色麵團(粄滯)。 

三、 綜合活動：  

1. 搓湯圓嘍!湯圓不一定要圓，老師帶學生搓出心型、

水滴型以及學生自行創意。 

2. 將搓出彩色湯圓投入肉末青菜高湯中，煮出一鍋

色、香、味兼具的客家鹹湯圓，認識客家文化與品

嘗傳統美味。 

1.從蔬果中

取用天然食

用色素的說

明 

2.揉製麵團

技巧 

合作學習 

創意思考教

學。 

天然色素食

材 

糯米粉 

卡式爐 

鍋子 

態度檢核 

課堂問答 

分享製作

心得感想 

教師教學 

省思與建議 

吳月玲老師： 

「有趣」是學習的一大動力!授課的班級為三年級，對色彩的敏感度可能還不是那麼強

烈，但在校園中活動玩耍的慾望卻是熱度十足，藉由這次的跨領域美感教學帶學生實

地走訪校園，以「色彩」為出發點來認識校園內植物的外型、名稱、種植地點及其相

對應的知識。學生不但了解學校園的環境與植物的特性，培養一雙發現美的眼睛的同

時還培養了愛護及保護校園植物的情操。 

把「食用」帶進來又更加有趣了!吃得漂亮也要吃得健康，在大自然的環境中尋找天然

色素，讓飲食變得更多「彩」多「滋」。 

這個單元更重要的是我們讓小三的學生關心「食安問題」，了解到不是每一種植物都

能吃的。 

陳震蔚老師： 

  其實在每天的生活情境中都充滿數學的概念，數學生活化，生活數學化。透過生活

化的教學設計，讓學生從食物製作、測量重量的過程，發現生活中的數學，降低學生

對數學的恐懼與枯燥感，提升學生學習數學的樂趣。透過生活化的搓湯圓活動，讓學

生學會如何利用工具測量物體重量。再透過估測，讓學生體會重量感，用手的感覺去

預測估計物體的重量。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次每位學生都有自己的磅秤，在實作上就更方便了，

學生平時也少有這樣的體驗，所以都展現出高昂的興趣，參與討論也相當熱烈。只是

量感的感覺，就比較無法去感受了。 

學生／家長 

意見與回饋 

1. 我學到了怎麼做湯圓，我加了南瓜和水、糯米粉一直揉，揉到最後再揉出你想要

的形狀，到最後放進滾水裡煮，等它浮上來就好了。我做完的感想是很有趣也很

新鮮，因為我第一次利用天然食材，自己做湯圓。 

2. 我的湯圓顏色是紫色的，是用紫薯做的，看起來很漂亮好吃，這是我第一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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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湯圓，我覺得很好玩，也讓我知道湯圓是用什麼材料做出來的，希望以後還可

以做。 

3. 老師一開始讓我們選顏色，因為我愛的顏色都被搶走了，所以只好選黃色了。我

們全部做完之後，分成五塊分給別人，我搓了很多造型。最後老師有煮很甜的紅

豆湯，我們把湯圓加進去，吃了一口就覺得很滿足了。 

4. 我學到了應用天然的材料做湯圓，讓我知道天然的東西可以做這麼多的顏色。我

的感想是我希望以後還可以有這麼有趣的課程做更多好吃的東西。 

5. 滴顏料不要把三原色混在一起，會直接變成黑色超髒的。作彩色湯圓不要做太

大，作小會比較快熟，也不要吃太快會拉肚子。 

推廣與 

宣傳效益 

1. 分享教學設計內容，提供相關教師參考，作為跨領域主題學習校訂課程編寫的架

構內涵。 

2. 藝術教師執行課程時，把色彩學的概念帶給學生，讓學生在日常生活中，能發

覺、感受到色彩的樂趣。 

3. 除了熟悉客家湯圓，也讓學生認識鄰近各國的湯圓文化與習俗。 

課程實施 

影像紀錄 

（照片至少 10 張加說明，每張 1920*1080 像素以上，並另提供原始 jpg 檔） 

 

 

引導學生認識色彩三元素 

 

色彩變變變，觀察色彩的變化 

 

在校園採桑葚作為植物染材料 

 

烹煮桑葚染液 

 

完成自己的棉布綁染 

 

完成染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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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圓習俗與文化教學 

 

融入數學使用電子秤 

 

學習使用電子秤及估重 

 

教師介紹彩色湯圓染色食材 

 

揉製彩色麵團與搓湯圓 

 

搓出創意造型彩色湯圓 

 

 

其他對於 

計畫之建議 

跨領域美感教育的實施，能幫助學生在領域課程的學習中，進一步感受到美感，產生不同的體

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