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号： U3004

教 案

题 目

捏塑哆啦 A 梦的制作

日期 2020 年 1 月 5 日



— 2 —

参 赛 教 案
课程名称 翻糖蛋糕 参赛作品题目 捏塑哆啦 A梦的制作

课 时 3课时（120 分钟） 教学对象
19 级中技烘焙 1班

（西式面点方向）

一、选题价值

1. 选题来源

“翻糖蛋糕”一体化课程是烹饪（中西式面点）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是在实践专家访

谈会提炼典型工作任务的基础上，经教学化处理而来，本课程运用的是校本教材。通过该课

程的学习，学生将具备翻糖膏的制作、基础翻糖蛋糕设计及制作等职业能力，能完成杯子蛋

糕装饰、糖霜饼干及蛋糕、捏塑蛋糕等 6类基础翻糖蛋糕 和翻糖类甜品台的制作。

“翻糖蛋糕”课程按照装饰种类分为饼干类、杯子蛋糕类、捏塑类、花卉类等 6大类，

任务难度具有递增性。其中，哆啦 A梦单层蛋糕的制作是“捏塑类蛋糕”的第 1个学习活动，

本次所选任务“捏塑哆啦 A 梦的制作”是该学习活动的第 3个微任务，如图 1所示。

图 1 微任务的来源

2. 情境描述

学校门店接到一个订单，某私立幼儿园为庆祝六一，特为 6 月 1 日出生的小朋友举办生

日派对，需要 1 款哆啦 A梦主题的大型多层翻糖蛋糕，特别要求上面装饰有哆啦 A 梦翻糖公

仔，以浅色系为主，但要活泼可爱，装饰丰富（详见表 1）。学校为给学生提供更多实践机

会，计划从学生中挑选出 3名来参与此订单的制作，由学生民主投票并综合任课老师的专业

评分得出结果。选拔上来的学生将在专业教师指导下完成订单，学习真胚翻糖蛋糕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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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捏塑哆啦 A梦的制作任务单

目标人群 幼儿园小朋友 用途 生日

公仔规格 ≤10cm

出品要求

1. 形态多样不重复

2. 形象生动，活泼可爱

3. 制作精细，作品完整

4. 仿真立体

图 2 哆啦 A梦参考图片

3. 选题价值

（1）任务真实，学习过程完整，能触类旁通，结果开放

选题来源于门店真实的工作任务，学生在接受任务后，将经历明确任务、制定计划、计

时测试、拼图游戏、教师演示、学生练习、评价总结、清洁整理 8个环节，学习过程完整。

学生最终制作的动态不一、表情各异，学习结果开放，任务有较高的学习价值。

（2）任务富有挑战性，关键能力和职业素养渗透贯穿始终

捏塑公仔是西点翻糖师必备的专业能力之一，涉及塑形、装饰等知识与技能，捏塑哆啦

A 梦的制作任务对学生有一定的难度与挑战。通过指导学生运用揉、搓、捏、压、擀、切等

技术手法制作出符合要求的卡通公仔，能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和创新意识。

在学习任务中，贯彻《GB14881-20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及

《GB2760-2014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能帮助培养学生安全卫生意识。因此，学习任务的

实施过程，能将关键能力的培养和职业素养的形成贯穿始终。

（3）学生民主投票数作为选拔依据之一，有利于学生了解未来工作需求

一般任务都由任课教师做结果性的评价，此次任务将学生投票与教师评价综合，提升了

学生对产品是否符合市场需求的认知，也促进了学生及时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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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习任务所涉及的专业术语释义

（1）翻糖

翻糖由多种材料做成，是用于制作翻糖蛋糕(Fondant Cakes)时使用的主要装饰材料。它

源自于英国的艺术蛋糕，现在是美国人极喜爱的蛋糕装饰。延展性极佳的翻糖可以塑造出各

式各样的造型，被视为体现蛋糕艺术性的衡量标准。翻糖工艺较为多样，在充分利用翻糖具

有延展特性的基础上，逐渐发展了捏塑造型、英式糖花及皇室糖霜等较深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2）捏塑

捏塑是一种山东省的传统民间艺术，亦称面塑。是以糯米粉为主料，加小麦粉、水，着

色，蒸成熟面团后，用刀、剪、簪、花纹模等简易工具，手工捏塑成民间小件玩赏工艺品。

其色彩对比鲜明，手法细腻，应用手指的捻、搓、揉，再配以刀、篦、针的搓、切、点，制

成的人物形象逼真，栩栩如生。

（3）“四净”、“三关”、“二还”、“一洗”

“四净”是指桌面净、地面净、工具净、手净；“三关”是指关水、关电、关门；“二

还”是指还工具、还退料；“一洗”是指洗工服。

二、学情分析

19 级中技烘焙 1 班是初中起点三年制中级技工班，处于一年级下学期。全班 20 人，其

中男生 9名，女生 11 名。

1.专业能力

学生正在学习《捏塑基础》、《美术》等专业课程，知道捏塑工具的功能，会简单的翻

糖揉圆、搓水滴等基本功，知道从绘画的角度观察事物的方法。通过前期《翻糖蛋糕》课程

的学习，学生已经会擀制各种厚度的糖皮，但是在制作的熟练度、精细度以及卡通逼真度的

表现方面还有待提升。

2.学习能力

在前期各项学习中，该班学生基本能独立完成任务解读，会使用网络搜集和筛选学习素

材，能按具体评价表进行自评和互评。

3.社会能力

初步具备进行组内自主讨论、发表见解，善于听取别人意见和建议的能力，通过前期课

程的学习，各组组长能合理安排分工，小组协作融洽。

4.学习特点

学生年龄普遍较小，学习气氛活跃，相互间交流较好，喜欢动手操作，对完成真实工作

任务的热情和积极性较高，但是做事不够细心，对形的掌控能力一般。通过对本课程前 4个

学习任务的完成情况分析，该班学生对图片、视频等信息的兴趣较高，也初步形成了在“烘

焙研修平台”上独立学习的习惯。因翻糖课程需要一天完成一款整合蛋糕，根据任务量，更

https://baike.so.com/doc/5403619-5641315.html
https://baike.so.com/doc/3764882-3955016.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32999-5568367.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99213-563669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634489-5847114.html
https://baike.so.com/doc/5703453-59161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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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分组教学。全班共分 5大组，各组男女比例比较均衡，通过前阶段的学习，已形成关系

融洽的学习伙伴。

图 3 学生能力基础

综上分析，学生们具备完成本次任务的基本条件，为学习目标、策略等的确定提供了依据。

三、学习目标

1.课前目标

通过自主学习，能根据学习资料总结哆啦 A梦的特征，并根据作业书的要求确定制作方

案。

2.课中目标

（1）能以集体讨论和纠错的形式确定哆啦 A梦的制作方案。

（2）能以竞赛的形式巩固并提升揉圆技法。

（3）能通过拼图的形式准确判断哆啦 A梦的五官分布，并能按照产品标准，在教师指导

下，合理使用工具，用正确的手法独立完成捏塑哆啦 A梦的制作。

（4）能对照“捏塑哆啦 A梦”的产品标准和要求，正确评价自己和同学的作品，并说出

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5）能根据国标要求，规范操作，树立安全卫生意识，并按照学校要求，规范放置工器

具，整理工作现场。

3.课后目标

逐步形成良好的职业素养，并能在教师引导下养成正确的学习方法，培养举一反三的学

习能力和小组协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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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习内容及重难点分析

1.内容分析

运用鱼骨图对“捏塑哆啦 A梦制作”工作过程和工作要求的分析，梳理出完成本工作需

要的理论知识和时间技能，如图 4所示。

图 4 学习任务分析鱼骨图

2.具体内容

通过对捏塑哆啦 A梦制作过程的分析，结合学生已有的能力基础，为确保学习目标的达

成，确定如下学习内容：

（1）特征的归纳及比例的判断；

（2）揉圆技法；【重点内容】

（3）头部的制作及神态的表现；【难点内容】

（4）捏塑哆啦 A梦的制作方法；

（5）揉、搓、捏、压、擀、切等基本功的训练；

（6）产品评价方法；

（7）《GB14881-20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中安全和卫生的操作

要求。

3.重难点分析

依据“捏塑哆啦 A梦制作”的学习目标，通过对学习内容和学生已有能力基础的分析，

确定学习的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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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学习重难点分析表

学
习
重
点

重点 揉圆技法

确定

理由

圆形是哆啦 A梦身体各部位的基本形，能揉出表面光滑且无裂纹的

圆形是决定制作成功与否的关键，也是保证任务顺利实施的前提和基

础，是学生学习哆啦 A梦制作的核心技能点。

突出

方法

1.课前自学：课前在工作页的引导下，观看学习平台揉圆微课，总

结快速揉圆的技巧。

2.课中竞赛：课中采用“角色轮换”进行计时计量测试，检验练习

成果，评出最优（操作员：搓圆；监督员：观察操作规范）；引导学生

完善分析，形成总结；通过最优学生直观展现揉圆技巧，引导学生反思

自身；教师演示揉圆，巩固揉圆技法；教师巡回指导，纠正错误；评价

总结正视问题。

学
习
难
点

难点 头部的制作

确定

理由

头部制作是捏塑是否生动的关键，具有规范操作的内在需求。由学

情分析可知，学生对卡通逼真度的表现还有待提升，因此，准确表现五

官位置对学生来说有一定的难度。

化解

方法

1.前置学习：根据工作页的引导观察图片、观看微视频，总结比例

关系及形状特征。

2.课中学习：

小组讨论确定制作方法，制定“一拼图、二分析、三演示、四完成”

的工作计划：

（1）“一拼图”。进行平面拼图游戏，检查预习情况。

（2）“二分析”。分析面部特征，让学生在操作前对整体比例有

正确的认识。

（3）“三演示”。教师演示哆啦 A 梦的制作，重点讲解五官的制

作方法；

（4）“四完成”。学生完成哆啦 A梦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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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习资源

表 3 学习资源汇总表

类型 资源名称 图例 运用环节 功能

线
上
学
习
资
源

“烘焙研修平

台”资源包（视

频 3个）
前置学习

帮助学生巩固揉圆技法，

观察哆啦 A 梦特征，做课

前安全教育。

微信推文

如《不知道这 10

个细节，你还敢

说自己喜欢<哆

啦 A梦>》等 2

篇

前置学习

推文内容全面，生动易懂，

有相关拓展知识，利于学

生独立学习。

《 GB14881-201

3 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生产

通用卫生规范》、

《 GB2760-2014

食品添加剂使

用标准》

前置学习

引导学生关注职业工作标

准，逐步形成查阅行业规

范的习惯。

线下

学习

资源

教材书籍 前置学习
围绕课程目标，学习内容

开展教学

工作页
前置学习

课中学习

帮助学生有效完成学习任

务

工
具
材
料

捏塑工具 课中学习 制作捏塑哆啦 A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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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资源名称 图例 运用环节 功能

原辅材料 课中学习 制作捏塑哆啦 A梦

设备

设施

实训场地 课中学习

教师组织学生实训的区

域，工作台面只放与本次

课程有关的工具、材料。

移动白板 课中学习
任务实施过程中展示评

分。

多媒体设备 课中学习
播放课件、展示作品等，

辅助教学。

白板小磁扣 课中学习
小组加分和得分展示，实

现评价可视化

各类

用表
教学评价表 课中学习 过程性评价、结果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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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实施过程

根据“捏塑哆啦 A梦制作”的工作过程，设计本次课的教学实施流程，如图 5 所示。为

了把传统学习方式的优势和网络化学习的优势结合起来，发挥教师引导、启发、监控教学过

程的主导作用，体现学生作为学习过程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采取了线上和线下

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图 5 教学实施过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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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前学习

教学环节 学习内容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教学手段 教学方法

前置学习

1.“捏塑类”翻糖蛋糕代表作品

“哆啦 A 梦”的身体、面部及动态

特征。

2.归纳揉圆注意事项并练习。

3.通过网络学习各种捏塑哆啦 A

梦的制作方法。

1.根据工作页引导，通过互联网，

搜索哆啦 A 梦图片，并归纳其身体比

例、面部及动态特征，概括出各部分

基本形。

2.在烘焙研修平台观看揉圆技法的

微课，总结注意事项并练习，填写工

作页，并记录单个圆的最短用时。

3.利用各种网络资源搜索捏塑哆啦

A 梦的制作方法，小组讨论出最简捷易

操作的一种方案，在讨论区发表，并

给其他组的同学点赞。

4.就疑难问题在平台内与教师交

流。

1.利用烘焙研修平台发布预习通

知，上传揉圆技法、哆啦 A 梦动画

及安全操作的微课视频。

2.查阅学生的学习成果，关注回

答问题有误的学生。

3.在线回答学生提问，整理学生

反馈的共同问题。

1.工作页（用问

题引导学生自主

学习）

2.微课（直观展

示揉圆技巧）

3.网络学习视频

（帮助制定方

案）

4.微信文章推送

自主学习法

（培养学生

查阅资料、

分析问题的

能力，培养

学生自律、

自学能力）

练习法

设计意图：通过揉圆练习视频，引导学生巩固揉圆要领，从而提升课中学习的效率与针对性；搜索网络视频教程，让学生知道自主学习的方法

和途径，通过观看不同类型的视频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小组讨论制作方案，培养学生团队协作能力和自主探究能力；互相点赞，培养学生的

沟通、交流能力；教师在线答疑和查阅可及时了解学生学习情况，为课中教学实施做好准备；拓宽学生学习时间与空间，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意识，

实现个性化、差异化学习。

保证学生参与度的措施：自查网络学习视频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比较符合学生的年龄特征及专业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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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中学习

教学环节 学习内容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教学手段 教学方法

（一）

课前准备

（10 分钟）

1.课堂卫生、纪律要求：按照学

校规定穿戴整齐，桌面工具材料按专

业课要求摆放，不可在实训室打闹。

2.上课材料、工具、设备准备情

况，遇到情况及时向老师反馈。

3.实训课安全要求：严格按照教

师培训的工具使用规则来操作，不得

自行改变。

4.分成 4 人一大组。

1.整理着装及个人卫生。

2.协助教师检查本组教学原辅材

料、工具设备是否齐全。

3.学生听教师提出的安全要求。

4.按照教师安排分成 2 人一小

组，4 人一大组。

1.组织各组组长检查人员出

勤、工服穿戴、个人卫生以及桌面

摆放情况。

2.检查教学原辅材料、工具设

备是否齐全。

3.教师按照企业晨会形式进行

安全、卫生、纪律教育。

4.对班级人员进行分组，以强

带弱。

1.评分表

2.情境模拟：企

业实际例会形

式

情境教学法

检查法

设计意图：通过企业晨会的形式，让学生体验门店的工作模式、管理办法、制度要求，达到适应门店工作的目的。通过安全教育，加强学生的

自律意识，规范课堂秩序。（实现课中目标 4：能根据国标要求，规范操作，树立安全卫生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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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节 学习内容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教学手段 教学方法

（二）

明确任务

（5 分钟）

1.学习任务描述（见任务书）。

2.哆啦 A 梦的特征：

身体颜色 深蓝色

身体形状 圆形

体型 矮胖

手部形状 圆形

脚部形状 椭圆形

装饰物 铃铛

眼睛形状 椭圆形

眼睛大小 头部高度 1/4

四肢特征 短胳膊短腿

1.接收学习任务。

2.精读任务单，分析任务，做好标

注。

3.在教师引导下总结其特征。

1.解释学习任务单的项目。

2.引导学生分析学习任务要求。

3.关注个别对任务理解上有疑问

的学生，个别说明。

4.播放哆啦A梦各种形象的快闪视

频，并提问：“哆啦 A梦有什么特征？

它的常用装备有什么？比如最爱吃、

最爱玩的东西……各小组讨论后写

在白纸上”，引导学生总结。

5.总结最全的小组加分。

1.工作页

2.PPT 课件

3.白板

4.磁扣

精读法

讲授法

讨论法

设计意图：下达门店订单项目，创设真实工作情境；明确任务要求，为任务实施做准备；分析特征，有效快速抓住重点。

保证学生参与度的措施：播放快闪视频，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与课前总结的特征对比，补充不足。

（三）

制定计划

（10 分钟）

统一操作流程：身体→四肢→

头部→铃铛。

各组讨论后派代表阐述哆啦 A 梦的

制作流程及使用工具，听教师统一操

作流程。

1.组织各组讨论哆啦 A 梦的制作流

程及使用工具，并阐述制作方案。

2.回答困惑点，公布正确流程。
1.工作页

2.PPT 课件

讨论法

讲授法

设计意图：讨论流程，培养工作前了解材料特性的习惯。（实现课中目标 1：能以集体讨论和纠错的形式确定哆啦 A 梦的制作方案）

保证学生参与度的措施：集体讨论并阐述，培养反思及判断能力，增强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合作意识和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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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节 学习内容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教学手段 教学方法

（四）

计时测试

（8分钟）

1.揉圆要领：【重点】

（1）糖膏揉均匀，将接口收至一处。

（2）手掌绷直，以揉压的方式消除

糖体表面接口。

（3）手掌弓起，将糖体揉圆。

（4）手掌绷直轻揉，调整不圆滑处。

2.揉圆品质要求：

（1）表面光滑、无裂纹

（2）表面无脏污

（3）呈圆形

3.评价要点：1分钟内制作出符合品

质要求的圆最多的获胜。

1.每人准备 5个 20g 糖膏，并揉软。

2.以“角色分工和互换”的形式进行 1

分钟计时测试。

3.对自己监督的同学进行纠错。

4.将出现的问题记录在工作页上。

5.听教师点评测试结果及揉圆要领。

【解决思路】

①操作前将糖膏揉匀、揉软，并密封；

②用一小部分糖膏清理手部及桌面，

操作过程中不触碰带深色毛絮的物

品；

③将糖膏完全揉至无裂纹后再揉圆。

1.组织各组以角色分工和互换的形

式进行 1 分钟计时揉圆测试，每组抽

两人去其他组监督，一人操作一人拍

摄视频，测试结束后互相纠错。

2.对测试结果进行评价，总结。

3.对测试成绩最优的以及发现他组

同学揉圆手法问题的小组进行加分。

【预估问题】

若出表面有裂纹、有脏污、不圆润，

可能由以下原因产生：

①未完全将糖膏揉匀；

②操作前未清理桌面及手部；

③手法不正确。

1.工作页

2.白板

3.磁扣

角色扮演法

测试法

评价法

设计意图：通过测试的形式检验学生课前学习情况，并巩固揉圆要领；角色分工与互换能起到督查作用，培养独立思考和自我反思的能力以及表达

能力，引导学生思考问题出现的原因，并带着这些问题认真观看后面教师的演示。（实现课中目标 2：能以竞赛的形式巩固并提升揉圆技法）

保证学生参与度的措施：竞赛能激发学生的挑战欲，促进他们不断突破现有水平；纠错比较符合该年龄段学生的心理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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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节 学习内容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教学手段 教学方法

（五）

拼图游戏

（7分钟）

1.各组派代表，分别在软件上将

哆啦 A 梦的头部及五官重新组合，

评出最佳小组。

2.面部比例特征：

（1）眼睛大小为头部高度的 1/4；

（2）面部白色区域占整体的 3/4；

（3）眼睛高度的一半位于头部蓝

白交界处；

（4）鼻头紧贴下眼眶；

（5）第二根胡子位于头部 1/2 处。

1.小组派代表进行拼图游戏。

2.对拼图进行自评和互评。

3.听教师总结特征。

【解决思路】

根据教师总结的特征仔细观察。

1.各组选一个代表进行拼图练习。

2.组织学生评价拼图，指出问题，

评出最佳小组加分。

3.总结哆啦 A梦面部比例特征。

【预估问题】

①面部白色区域定位不准确；

②眼睛位置不准确，两眼分开；

③鼻头位置离眼睛太远

④胡子分布无规律，与人中的相对位

置不准确。

1.工作页

2.PPT 课件

3.评价表

4.拼图软件

讨论法

练习法

评价法

设计意图：以游戏的形式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发现规律和问题，并带着这些问题认真观看后面教师的演示。（实现课中目标 3：能通过拼

图的形式准确判断哆啦 A 梦的五官分布）

保证学生参与度的措施：让学生在游戏中总结五官比例特征，增强学习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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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节 学习内容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教学手段 教学方法

（六）

教师演示

（15 分钟）

1.制作顺序：身体→四肢→头部

→眼睛→鼻子→嘴巴→胡子→铃铛。

【重点】2.揉：按照揉圆要领揉

出表面光滑无裂纹的圆球，并在此

基础上搓出一头略尖的水滴形。

3.搓、捏：两腿、双臂的粗细、

长短应一致，斜切一刀粘双脚。

【难点】4.定位：参照平面图制

作身体、五官定位，解决比例不协调、

形状不准确等问题。

5.擀：擀出 1mm 厚度白色糖皮做出

面部及肚皮。

6.压：以绕圈压的方式压出眼眶，

填入眼睛部分。

1.认真观察教师演示并在工作页做

好记录，观察五官的定位。

2.确定正确的制作顺序，观察工具

的正确使用。

3.回答教师提问。

1.教师按照工作标准流程规范对

哆啦 A 梦整体进行演示操作，组织学

生前排坐后排站。

①用 25g 蓝色糖膏搓出高为 6±

1cm 的水滴形,用针形棒在圆头压出

凹槽，捏出两条垂直于身体的腿。

②擀白色糖皮压出圆形作为肚皮，

用揉圆的手法做出椭圆形的脚。

③用 25g 深蓝色翻糖揉出圆形作

为头部，贴上白色圆形糖皮，用豆形

棒在蓝白交界处压出眼眶。

④填入眼珠，用刀形棒压出人中和

胡子的位置。

1.实操演示

2.工作页

讲授法

演示法

提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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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节 学习内容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教学手段 教学方法

（六）

教师演示

（15 分钟）

7.切：切出人中以及胡子的位

置，并粘上胡子。

8.可根据场景变化动作和装

饰。

4.记录操作要点。

⑤贴上黑眼珠、胡子、红鼻头和嘴

巴后与身体拼接。

⑥用搓条的方式做出手臂，再用揉

圆的手法做出圆形手。最后用红色和

黄色做出铃铛和绳子，挡住接口。

2.在操作中针对学生工作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的技术问题重点讲解。

3.帮助学生解决面部比例确定问

题，完成突破。

4.学生可发挥创造力，改变动作、

眼神及表情。

设计意图：教师按照标准工作流程操作，强调重点及突破难点的方法；观察教师在操作上的小技巧，培养独立思考和分析总结的能力。

保证学生参与度的措施：平面图能有效帮助学生解决比例不准确的问题，降低操作难度，提升参与度；教师演示更直观，激发兴趣；留出一部

分自由发挥的空间，更容易调动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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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节 学习内容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教学手段 教学方法

（七）

学生练习

（50 分钟）

学生结合教师演示流程、关键点

和实际产品标准进行整体实践操作，

并融入竞赛机制，争取高分。

①学生练习

②教师巡场辅导

③记录数据，组内自评、互评

1.按照教师演示标准结合工作计

划，以竞赛形式，每人在 50 分钟内独

立完成 1 个完整的捏塑“哆啦 A 梦”

的制作。

2.比对教师操作与自己的不同，避

免相同错误的发生，最终达到成品要

求。

3.以组为单位拍照上传烘焙研修平

台。

4.完成工作页的填写。

5.完成组内自评、互评。

【解决思路】

①比例问题：参考数据记录和平面

图；

②脏污问题：操作前洗手，整理工

作台；

③眼神问题：调整黑眼珠位置。

1.指导学生以竞赛形式按照工作

计划完成“哆啦 A 梦”捏塑成品的制

作。

2.巡回指导，对学生出现的问题进

行观察和记录，随时纠偏，关注安全

卫生情况。

3.要求学生边制作边记录操作时

间，并将作品拍照上传。

4.计时。

5.组织提前完成的学生填写自评

表。

【预估问题】

①比例不准确；

②表面脏污；

③眼神不灵活。

1.情境模拟

2.实际操作

3.工作页

4.评价表

任务驱动法

评价法

设计意图：教学活动以解决问题为中心，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通过自己的活动找到答案。（实现课中目标 3：能按照产品

标准，在教师指导下，合理使用工具，用正确的手法独立完成捏塑哆啦 A 梦的制作。）

保证学生参与度的措施：巡回指导，关注“边缘化”学生；通过计时，树立时间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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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节 学习内容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教学手段 教学方法

（八）

评价总结

（15 分钟）

捏塑“哆啦 A梦”的评价要素：

比例、眼部、表情、动态、接口、

细节处理。

1.按要求将成品摆放在一张桌子上。

2.小组互评：给做得最好的组投票，记

录其优缺点，总结归纳，用于优化自己

的操作手法。

3.投票：从成品的外观、比例、表情、

装饰等方面进行判断，投票给觉得做得

最好的 3位同学。

3.优秀组发表感言，分享组内合作学习

经验。

1.教师评价：从成品的造型、外观、

比例、表情以及操作过程中的手法、

卫生、安全、纪律、时间等方面进行

评价。

2.组织学生投票。

3.教师总结操作过程中的问题，提

出要求，选出最佳表现组，确定 3

名学生参与订单的制作。

4.以 ORID 法引导学生分析学习收

获。

评价表

评价法

归纳法

设计意图：总结成败，明确改进方向，培养正确评价和反思能力。（实现课中目标 4：能对照产品标准和要求，正确评价作品，并说出问题产

生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保证学生参与度的措施：在“发现不足”和“听取意见”中提升自己；学生投票作为选拔的参考依据之一，提升了参与度，让学生在比较中学

会自我反思，提高对自己的标准和要求。

（九）

清洁整理

归整退料及工具，实训室工位

物品摆放要求，清洁标准（退料在

课中，清洁卫生在课后）。

1.清扫场地，物品恢复。

2.工具清洗干净，剩余材料称取重量

一并退还仓库。

重申物料退还要求，指导学生按

照学校“四净”、“三关”、“二

还”、“一齐”的要求完成收尾工

作。

检查法

设计意图：结合“7S”要求，做到“四净”、“三关”、“二还”、“一洗”的标准，可以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实现课中目标 4：

能按照学校要求，规范放置工器具，整理工作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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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后拓展

教学环节 学习内容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教学手段 教学方法

课后拓展

1.在本节课所学手法的基础上

做一个不同表情、不同动态或不同

外形特征的哆啦 A 梦主题场景。

2.尝试表现张嘴的表情。

1.能按照当天所学内容尝试不同

做法，独立挑战制作不同表情、动态及

外形，并上传至烘焙研修平台。

2.将产品拍照上传，并在平台上互

相评价。

1.上传不同特征的哆啦 A 梦

图片至资源库，要求学生看完图片

后运用所学，开发新的制作方式，

设计并制作一款新的哆啦 A 梦主

题场景。

2.查阅作业，记录存在的问题

并在线点评。

3.在线回答学生提问，并指导

学生完成拓展任务。

烘焙研修平

台

练习法

自 主 学 习 法

（培养学生举

一 反 三 的 能

力）

设计意图：协助学生掌握多种制作手法，为今后的独立制作打下基础；眼部及面部拼贴手法与张嘴表情的做法有相似之处，培养学生活学活

用的能力。（实现课后目标：逐步形成良好的职业素养，养成正确的学习方法，培养举一反三的学习能力和小组协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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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业评价

1.各小组代表作品

表情创新 表情创新 动作创新 装饰、动作创新 装饰、动作创新

图 6 各组代表作品

2.评价表的设计

评价方式以学习目标为导向，围绕学习过程设计评价要点，依据多元评价理论，

从不同角度关注学生综合职业能力额职业素质的养成。据此设计了“学生自我评价

表”“学生相互评价表”和“教师评价表”，对全部学习目标和学习环节进行监控

和考核，充分发挥评价的诊断、导向和促进作用。总分 100 分，自评占比 25%，互

评占比 25%，教师评价占比 50%。

（1）学生自我评价表

本着让自评成为学生学习过程中一种自觉意识，使学生通过自我评价发现自

己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而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设计了“学生自我评价表”。

表 4 学生自我评价表

评价 1- “捏塑哆啦 A 梦的制作”自我评价表（学生自评）

小组： 学生姓名： 日期：

评价项目 评价要求 配分 得分

课前学习 1.能自主学习，查阅资料，按时完成任务 4分

课中学习

2.能积极参与小组讨论 4分

3.小组分工明确，人人有任务，能为组员提供帮助 4分

4.指出同学操作中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 4分

5.能遵守课堂秩序和实训课上课规范 4分

总体评价 能基本完成课程目标 5分

总结：

总 分 25 分

注：如发生安全事故或故意毁坏工具等情况，本次任务记为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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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相互评价表

让学生在评价别人和接受别人评价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通过组内考核，促

进学生按规范认真完成工作任务，也使评价者在互评中完成知识学习和素质养成。

表 5 学生相互评价表

评价 2- “捏塑哆啦 A 梦的制作”相互评价表（学生互评）

小组： 学生姓名： 评价人：

评价项目 评价要求 配分 得分

职业素养

1.能准时到岗，不迟到早退 3 分

2.仪容仪表符合要求 3 分

3.能依据国标规范操作，能随时做到“7S”标准 3 分

学习态度

4.能积极参加讨论、实践以及评价 3 分

5.能主动参与小组学习，为组员提供帮助 3 分

6.能积极、有效、按时完成学习任务 3 分

安全操作 7.能正确使用工具，没有受伤 3 分

规章制度 8.能遵守课堂秩序和实训课上课规范 4 分

总 分 25 分

注：如发生安全事故或故意毁坏工具等情况，本次任务记为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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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师评价表

单纯地对产品结果进行评价不能精准地揭示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及其

原因，不利于教学实施的改进和学习效果的提高，对此，教师评价主要是对产品及

学习过程和综合素质的评价，体现对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要求。

表 6 教师评价表

评价 3- “捏塑哆啦 A 梦的制作”综合评价表（教师评价）

小组： 学生姓名： 评价人：

评价项目 评价要求 配分 得分

职业素质

（9分）

1.无迟到、早退 1 分

2.穿戴整齐、整洁；不佩戴饰品；不留长指甲 1 分

3.能依据国标规范操作，能随时做到“7S”标准 2 分

4.遵守实训课安全操作规章制度 1 分

5.操作过程中无影响自身或他人安全的行为 2 分

6.能遵守纪律，积极参与学习活动 2 分

社会能力

（7分）

7.能积极参与小组讨论，且与他人良好合作 2 分

8.在角色分工中认真负责履行角色职责，指出同学操作中

的不规范
2 分

9.主动帮扶能力较弱的学生，完成产品制作 1 分

10.能用准确的语言阐述操作流程、制作方案等 2 分

知识素质

（工作页）

（6分）

11.能写出使用工具及材料 2 分

12.能写出产品规格及标准 2 分

13.能制定相对合理的制作方案 2 分

专业能力

（8分）

14.能通过观看微课，掌握揉圆基本功 2 分

15.能按照产品标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哆啦 A 梦的制作 2 分

16.能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及不足并及时改正 2 分

17.能准确评价他人产品 2 分

产品制作

（20 分）

18.比例准确，符合形象特征 4 分

19.结构表现准确，表情自然 3 分

20.产品表面光滑、无裂纹 3 分

21.产品外观整洁无脏污、水渍 3 分

22.接口处理细致，可见处无明显接口 3 分

23.形象生动，动态自然，有创新点，呈现效果良好 4 分

总 分 50 分

注：如发生安全事故或故意毁坏工具等情况，本次任务记为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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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学反思

（一）教学效果

本次以真实工作任务为载体，借助丰富的教学资源，通过线上线下混合的学习方

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能够按照教师布置的工作任务，在工作页的引导下

进行课前预习和课后拓展，并能就疑难问题在线和教师交流，提升了学生自主学习的

能力。课中学习环节，按照“工作过程教学化处理后的教学过程”组织教学，小组成

员配合良好，讨论积极，课堂气氛活跃。眼部制作过程中，各小组都能做好角色分工，

互相讨论找问题。在哆啦 A梦制作过程中，学生都能在教师指导下，依据工作页的引

导完成制作。“学生自我评价表”“学生相互评价表”更注重过程及职业素养的评价

“教师评价表”侧重产品品质及课堂的综合表现，体现对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要求，

提升学生自我认知。

本次课较好地实现了学习目标，但是在职业素养方面还有待加强。

（二）教学特色

1.学习内容有序充实，学习难度层层递进

学习内容源于真实的工作情境，通过工作过程对教学过程进行分析，梳理出完成

本任务需要的知识点、技能点，保证学习内容的有序充实。通过逐个分析突破的方式，

达成学习目标，避免重难点不突出的“无效学习”。

2.教学手段多样

编制了“捏塑哆啦 A梦的制作工作页”，录制并截取相关的学习视频和微课，利

用网络学习平台和微信群等信息化手段把课中学习延伸到课外，实现了混合式学习，

提高了课中学习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增强了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培养自主学习、研

究的方法，拓宽了学生学习时间和空间。

3.教学方法有创新

本次课采用“角色分工、角色轮换”的互助学习法，针对重点，先在有方法有计

划的前提下，以一人操作一人监督、提示方式共同参与学习，保证“操作员”操作的

规范性，也促进了“监督员”对操作注意事项的认识和体验，给学生独立完成任务以

及跟同学沟通交流的空间，发挥了学习能力强者的示范和引领作用，突出了学习重点，

实现了知识、技能、职业素养和自主评价的有机结合。

难点部分采用了“拼图”的形式，结合了绘画的观察方法，在游戏的同时实现了

对面部比例特征这一难点的突破，起到触类旁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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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阐述方案和计划采用小组计分的形式，一人参与小组得分，提升团队意识和组

内通力合作的能力，自主学习意识得到充分体现。

4.评价方式多元化

（1）评价主体多维度

本次评价改变了单一评价主体，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注重学生在评价过程中

的参与度，使学生更容易认同评价结果，更明确工作过程中的要求。另外由学生投票

作为选取的参考标准之一，让学生带着竞争意识完成课业，更明确工作要求。

（2）评价内容全面

学生自评和互评侧重职业素养和学习态度，教师评价体现综合能力，世赛教练评

价侧重对技术技能的掌握，为了体现个体差异，运用 ORID 总结分析学习收获，并加

入了表述能力的评价标准，体现社会能力的发展。

（三）不足与改进

1.学生在阐述制作方案时，思路不够开阔，只局限于学习过的方法。今后增加

“小文章”式的短文推送，拓宽学生知识面。

2.表述用词口语化严重，缺少专业术语。课上需及时纠正，要求学生编写“学

习心得”，通过批阅帮助学生从书面上规范专业用语。定期选取学生分享学习感悟，

锻炼学生专业术语的规范表达。

3.部分学生操作不娴熟，对产品精细度把握意识薄弱。增加课上及课后的实践

时间，加强练习，提高技能熟练度。搜集关于匠人精神传承、宣传及演讲的视频和

故事文章，培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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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捏塑哆啦 A 梦的制作》工作页

工

作

页

课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组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课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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捏塑哆啦 A 梦的制作

学习目标

1.能独立查阅资料，写出捏塑哆啦 A梦的制作方案，并能通过小组讨论，确

定出方案。

2.能够用专业语言表述“捏塑哆啦 A梦”的特征。

3.通过竞赛的形式掌握揉圆技巧，能揉出表面光滑、无裂纹的圆球。

4.能准确判断五官分布，并按照产品标准，准确运用工具，在教师指导下完

成捏塑哆啦 A梦的制作，并做好相应记录。

5.能对照的产品标准和要求，正确评价自己和同学的作品。

6.能依据国标要求，规范操作，树立安全卫生意识，按照“四净”、“三关”、

“二还”、“一洗”的标准整理工作现场。

7.能运用所学技法完成其他表情及动态的制作。

建议完成本学习活动 3学时。

任务描述

学校门店接到一个订单，某私立幼儿园为庆祝六一，特为 6月 1日出生的小

朋友举办生日派对，需要 1款哆啦 A梦主题的大型多层翻糖蛋糕，特别要求上面

装饰有哆啦 A梦翻糖公仔，以浅色系为主，但要活泼可爱，装饰丰富（详见表 1）。

学校为给学生提供更多实践机会，计划从学生中挑选出 3 名来参与此订单的制

作，由学生民主投票并综合任课老师的专业评分得出结果。选拔上来的学生将在

专业教师指导下完成订单，学习真胚翻糖蛋糕的制作。

表 1 捏塑哆啦 A梦的制作任务单

目标人群 幼儿园小朋友 用途 生日

公仔规格 ≤10cm

出品要求

1.形态多样不重复

2.形象生动，活泼可爱

3.制作精细，作品完整

4.仿真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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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地点

烘焙实训室

图 1 工作区分布

学习过程

一、学习准备

（1）学生准备学习用品；

（2）教学区域设施准备（教师准备）；

（3）检查实训室卫生，学生仪容仪表。

表 1 班前例会检查内容

工作内容 学习内容 学习标准

上班打卡 签到 采用烘焙研修平台签到

仪容仪表整理 仪容仪表规范

1.长发盘起放入帽子；

2.服饰整洁整齐；

3.佩带白毛巾、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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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手部及指甲干净卫生；

5.手部无佩戴首饰，勿喷香水；

6.穿防滑胶鞋。

工作准备

工具及原辅材

料准备

1. 检查工具是否齐全；

2. 检查原辅材料是否缺失；

3. 清洁工具。

实训室整理

1. 桌椅摆放整齐，距离恰当，便于活动和操作；

2. 地面干净无水迹；

3. 多媒体、白板等教学设备检查。

【前置任务】

前置学习

1.请同学们打开“烘焙研修”平台，扫一扫微信群中的邀请码，加入“捏塑

哆啦 A梦的制作”课程。打开“资料”选项，根据平台学习资料及微信推文，分

析并归纳哆啦 A梦的特征，填入下表。

部位 特征

身体颜色

身体形状

体型

手部形状

脚部形状

装饰物

眼睛形状

眼睛大小

四肢特征

2.利用各种网络资源（如哔哩哔哩、微博、堆糖、西瓜视频等）搜索捏塑哆

啦 A梦的制作方法，填入“操作流程表”。小组讨论出最简捷易操作的一种方案，

在讨论区发表，并给其他组的同学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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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操作流程 工具 疑惑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3.根据学习平台资源包中的微课视频进行揉圆练习，总结操作要点并填入下

表：

序号 要点 单个用时（秒）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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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中学习】

学习活动一 明确任务，制定计划

1.播放哆啦 A梦动画短片以及官方图片，请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汇总哆啦

A梦的特征，寻找工作页中未提示出的，再上台阐述各组的讨论结果。

其他特征：

2.各组讨论后派代表阐述哆啦 A梦的制作流程及使用工具，并更正“操作流

程表”。

学习活动二 计时测试

1.两人一组进行小组之间互换，分别在他组担当“操作员”和“监督员”,

操作员揉圆时，监督员拍摄其制作过程，观察其操作手法、规范及桌面卫生等情

况，对出现的问题做好记录，填入下表，结束后角色互换。

姓名 数量

出现问题：

2.根据计时，将合格数量最多的同学的操作视频以及各组问题点最多的图片

发至平台，根据上传的图片讨论找出问题点，并做好记录。

序号 问题点 原因

1

2

3

4

5

3.揉圆要领为：

4.品质要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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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活动三 拼图游戏

1. 总结面部比例特征为：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习活动四 教师演示，产品制作

1. 看教师演示哆啦 A梦的制作，记录操作要点，归纳产品标准。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参照平面图，制作哆啦 A梦，确定各部分比例和定位，记录数据。

部位名称 形状
尺寸

或重量
颜色 数量 使用工具

用时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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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成自评和组内互评，成品拍照上传学习平台。

4.优点与不足：

学习活动五 评价小结

1. 以组为单位，将产品统一摆放至展评区，互相观察其他组作品，进行小

组之间的互评，记录易错点。

2. 选出制作较好的 3名同学参与订单制作。

3. 通过互评及教师点评，发现自身的优点与不足有：



— 34 —

【课后拓展】

1. 在烘焙研修平台资源库查看哆啦 A梦其他动态、表情，运用所学方法，

尝试表现张嘴的表情的小场景，写下操作步骤，并拍照上传至烘焙研修平台。

图 2 创意作品参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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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平面参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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