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奶茶的秘密

一、教學概要表
活動名稱

珍珠奶茶的秘密
幼兒園 □小班 □中班 □大班 □混齡班

教學年級

國小 □低年級 ■中年級 ■高年級
國中 □七年級 □八年級 □九年級
□ 1-1 認識農業生產與食物之關係
□ 1-2 體驗農業生產之辛勞
□ 1-3 認識多樣化生產及季節性作物

教學目標
(可複選)

□ 1-4 培養農業生產初級技能
□ 1-5 了解當地農業生產技藝及文化
□ 1-6 瞭解人類農業生產對大自然環境之衝擊
■ 2-1 認識食物的原味，強化品嚐及感官教育
□ 2-2 瞭解營養均衡及多樣性食物攝取的價值
■2-3 培養飲食調理初級技能
□ 2-4 瞭解「食物里程」及在地食材之觀念
■ 2-5 避免食品過度加工及化學添加物之風險
■ 2-6 培養良好飲食禮儀(珍惜、感恩、共享)
□ 2-7 瞭解人類飲食對大自然環境之衝擊

教學場地
教學時間

年

月

日

至

年

月

日

1. 以戲劇演出方式，由柔柔向媽媽說明珍珠奶茶所隱藏的食品安全風
險，包含含糖量高、使用玉米果糖、添加人工奶精非牛奶、粉圓以
不健康添加物增加 Q 彈口感等，可謂問題重重。
教學內容摘要 2. 戲劇演出之後，教師帶領學生討論劇中呈現之問題，讓學生進一步
瞭解珍珠奶茶可能對健康的危害。
3. 讓學生認識其他市售飲料亦有類似之問題。
4. 讓學生製作健康取向的「創意豆腐飲」，以取代珍珠奶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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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案格式
活動名稱： 珍珠奶茶的秘密

活動時間： 50

分鐘

教學年齡： 國小中高年級

活動人數： 20-30 人

設計者：兒童食農教育團隊 (朝陽科技大學)

教學目標：
■ 2-1 認識食物的原味，強化品嚐及感官教育
■ 2-3 培養飲食調理初級技能
■ 2-5 避免食品過度加工及化學添加物之風險
教學資源：
1.「市售含糖飲料熱量表」（資料來源：衛福部國健署網站）
2. 方糖一盒（至少 28 顆）
3. 安部司奶精製作影片（資料來源：youtube）
4. 創意豆腐飲材料：有機（或非基改）盒裝嫩豆腐（一盒可供應 4 位同學）、紅茶
（自製或選擇低糖產品）、有機（或非基改）豆漿（自製或選擇低糖產
品）、粗的吸管
5. 請同學自備環保杯、塑膠刀或水果刀
6. 戲劇演出之手偶 2 個（需符合角色需求）

活動內容

時間

教學評量

10 分鐘

能專心聆聽戲
劇演出

事前準備：
1. 製作「柔柔」與「媽媽」兩個角色之手偶
2. 邀請兩位同學事先排演「珍珠奶茶的秘密」手偶劇
3. 準備創意豆腐飲的材料
引起動機：
1. 演出「珍珠奶茶的秘密」手偶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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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劇情大要：柔柔與媽媽外出散步，媽媽口渴欲買珍珠奶
茶解渴。柔柔想起學校老師曾說過珍珠奶茶中，有許多
一般人不知道的秘密，是不健康的飲料，因此逐一向媽
媽解釋，說服媽媽不要購買。並且向媽媽推薦自己調配
出的健康飲品。

發展活動：

20 分鐘

1. 引導討論：珍珠奶茶為何不是健康的飲料？
2. 引導討論：珍珠奶茶中的奶精，為什麼不健康？

能理解問題並
發表意見、參
與討論

3. 讓同學觀看安部司的奶精製作影片。
4. 引導討論：一杯甜度正常的珍奶，含有多少糖量？
5. 出示 28 顆方糖，讓同學能瞭解其數量代表的意義。
6. 出示「市售含糖飲料熱量表」，並向同學解釋其意義。
7. 引導討論：半糖或減糖的珍珠奶茶，是不是就可以安心
喝了？
8. 引導討論：玉米果糖是真正的糖嗎？
9. 向同學解釋玉米果糖對人體可能的危害。
10. 引導討論：珍奶當中的粉圓，有什麼安全上的疑慮？
11. 引導討論：如果珍珠奶茶不是健康的飲品，那其他的
市售飲料會有哪些健康上的疑慮？

20 分鐘

綜合活動：
1. 全班同學一起製作「創意豆腐飲」。
2. 作法：
（一）將盒裝豆腐取出，切成四份分給四位同學置於各
自的杯中。
（二）同學用塑膠刀將杯中的豆腐隨意切成細塊，大小
以通得過吸管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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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每位同學的杯中加入紅茶至六分滿，再加入豆漿至
八分滿。
（四）插上吸管，就可以準備享用了。
3. 教師帶領同學討論「創意豆腐飲」的內容成分、營養價
值、與健康風險。此飲料是以豆漿取代牛奶，並添加切
碎的豆腐以增加口感。
4. 教師與同學一起品嚐創意豆腐飲。
5. 教師帶領同學一起分享對創意豆腐飲的品嚐心得。

參考資料來源：
1.衛生福利部 國民健康署網站 市售含糖飲料熱量表
https://obesityap.hpa.gov.tw/DragonBoatFestival/index.aspx
2. 飲料糖漿慢性毒素？林杰樑臉書：嚴重健康傷害
http://m.nownews.com/n/2013/08/30/2980414/
3. 中時健康網站 珍奶添加物多 無奶也無茶
http://health.chinatimes.com/contents.aspx?cid=1,14&id=6841
4. BabyHome 寶貝家庭親子網

愛喝珍奶？虛偽的 Q 彈口感

http://beta.babyhome.com.tw/info/family/experience/article/6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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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奶茶的秘密」手偶劇

劇本

媽咪：柔柔，我們散步走了這麼久，媽媽口很渴，我們去買飲料來喝吧。你看，前
面就有一家手搖飲料店，我們趕快去買，我好想喝一杯冰冰涼涼的珍珠奶茶
哦。
柔柔：珍珠奶茶？媽咪，我們老師說，飲料是不好的東西耶，最好不要喝，尤其是
珍珠奶茶。而且，媽咪，你忘了你常告訴我的，口渴的時候應該喝白開水
呀。
媽咪：對啦，口渴是應該喝開水，但是我們現在在外面，偶爾喝一下飲料，應該還
好啦。但是，為什麼珍珠奶茶是不好的東西呢？
柔柔：因為我們老師說，珍珠奶茶有好多我們不知道的秘密。
媽咪：哦，是什麼秘密呢？
柔柔：首先啊，奶茶裡面根本沒有牛奶，那是用奶精做出來的。
媽咪：對噢，我也有聽說，奶精是用一些加工品的原料調出來的，根本不是天然的
東西，而且是會危害健康的。。
柔柔：嗯。而且啊，珍珠奶茶裡面的糖很多呦，我們老師說，一杯珍奶裡面的糖等
於 28 顆方糖那麼多耶，好可怕。媽咪，你不是一直說要減肥，怎麼可以喝
這麼甜的東西？
媽咪：好吧好吧，那我喝半糖或少糖的，而且請老闆不要加奶精，這樣應該 OK
吧，柔柔？
柔柔：嗯…，其實還是有問題耶…
媽咪：還會有什麼問題呢？
柔柔：因為啊，我們老師說，很多店家在珍奶裡面加的都不是真正的糖，而是玉米
果糖，因為玉米果糖比真正的糖便宜很多。但是，我們老師說，玉米果糖吃
多了會上癮，而且對健康很不好。而且，就算是半糖，也還有 14 顆方糖這
麼多耶，熱量還是很高啊，媽咪，你忘了你每天都說要減肥的。
媽咪：那…那…，那我喝無糖的珍珠紅茶，沒有糖也沒有奶精，這樣總該可以了
吧？
柔柔：也不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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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咪：什麼？也不行？你這個小管家婆，也未免管太多了吧，你倒是說說看，為什
麼還是不行？
柔柔：媽咪，珍珠奶茶的秘密太多了，不是只在奶茶裡面，連裡面的粉圓也有秘密
呢。
媽咪：哦，粉圓也有秘密？也是你們老師說的？
柔柔：對啊。
媽咪：說來聽聽吧。
柔柔：我們老師說，有些店家為了讓粉圓吃起來更 Q 更有彈性，在製作的時候，會
添加一些不好的化學物質。有的還會添加防腐劑之類的東西，讓粉圓不容易
腐敗。
媽咪：哇，問題這麼大。
柔柔：對啊，你不知道，我們老師在說的時候，大家都嚇一大跳，原來珍珠奶茶不
為人知的秘密有這麼多。
媽咪：嗯，聽你這麼一說，還真是不應該去買。可是，柔柔，我好懷念用粗粗的吸
管喝著珍奶的滋味。
柔柔：媽咪，你知道嗎，上個週末你不在家的時候，我跟爸比兩個人在廚房比創
意，結果我調出了一種很健康的飲料哦，爸比說很好喝，而且我們也是用粗
的吸管來喝的，有喝珍奶的 fu 哦。你要不要試試看，等一下回家，我調給
你喝。
媽咪：真的嗎？健康的飲料，卻有珍奶的 fu？我還真的很好奇，當然要試試看
囉。
柔柔：好，那等一下回家後，看我的。希望你會喜歡。
媽咪：又健康又好喝的飲料，我一定會喜歡的。
柔柔：好，那我們用跑的，看誰先到家。
媽咪：喂，柔柔，別跑那麼快，等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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