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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磨課師通識課程 教學綱要
(中文)

飲食文化-先起鍋蓋到台灣

(英文)

Food Culture

科目名稱：
開課學期：

107

學年度

授課對象：

大學日間部

總 學 分：

_1_ 學分

授課教師：

王寶惜

第 2 學期
□大學進修部

□進修校院
每週上課時數： _2_ 小時

一、教學目標：
1.學習者具說明從古至今飲食文化的演變。
2.學習者具解釋台灣族群間飲食文化的特色。
3.學習者具描述台灣地形氣候與特有產物之關係。
4.學習者具備描述台灣美食小吃特色。
5.學習者具備說明台灣特殊飲食文化的意義。
6.學習者具說明離島特有飲食及風俗習慣。
7.學習者具歸納各地飲食的風俗民情及禁忌。
8.學習者具歸納飲食與健康間之關係。
二、課程內容
週次

單元名稱及主題

第一週

飲食的演變―從古自今談飲食
 說明飲食對人們的重要性
 介紹台灣飲食文化的歷史
 講解台灣飲食文化的演進
 講解台灣飲食文化的現況
 說明台灣飲食文化的未來
 學習內容討論互動
學習評量線上測驗

第二週

台灣四大族群與飲食習慣
 介紹原住民族群特有飲食習慣(上)
 介紹原住民族群特有飲食習慣(下)
 介紹客家族群特有飲食習慣(上)
 介紹客家族群特有飲食習慣(下)
 介紹閩南族群特有飲食習慣(上)
 介紹閩南族群特有飲食習慣(下)
 介紹外省人特有飲食習慣(上)
 介紹外省人特有飲食習慣(下)



名人教學―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潘江東副校長
教學內容：各族群飲食文化小故事
 學習內容討論互動
學習評量線上測驗
第三週

台灣北部飲食文化含義與美食介紹
 台灣北部地形氣候與特有物產概述
 介紹基隆地形氣候、特有物產與美食小吃之間的關係(上)
 介紹基隆地形氣候、特有物產與美食小吃之間的關係(下)
 介紹台北地形氣候、特有物產與美食小吃之間的關係(上)
 介紹台北地形氣候、特有物產與美食小吃之間的關係(下)
 介紹桃園地形氣候、特有物產與美食小吃之間的關係(上)
 介紹桃園地形氣候、特有物產與美食小吃之間的關係(下)
 介紹新竹地形氣候、特有物產與美食小吃之間的關係(上)
 介紹新竹地形氣候、特有物產與美食小吃之間的關係(下)
 介紹苗栗地形氣候、特有物產與美食小吃之間的關係(上)
 介紹苗栗地形氣候、特有物產與美食小吃之間的關係(下)
 介紹宜蘭地形氣候、特有物產與美食小吃之間的關係(上)
 介紹宜蘭地形氣候、特有物產與美食小吃之間的關係(下)
名人教學―宜蘭渡小月台式創意料理餐廳主廚 陳兆麟師傅
(台灣國寶名廚) 教學內容：北部美食小吃示範教學

第四週

台灣中部飲食文化涵義與美食介紹
 台灣中部地形氣候與特有物產概述
 介紹台中地形氣候、特有物產與美食小吃之間的關係
 介紹彰化地形氣候、特有物產與美食小吃之間的關係
 介紹南投地形氣候、特有物產與美食小吃之間的關係
 介紹雲林地形氣候、特有物產與美食小吃之間的關係
 名人教學―弘光大學餐旅管理系特聘教授 廖清池師傅
教學內容：中部美食小吃示範教學
 單元內容小組討論
學習評量線上測驗

第五週

台灣南部飲食文化涵義與美食介紹
 台灣南部地形氣候與特有物產
 介紹嘉義地形氣候、特有物產與美食小吃之間的關係
 介紹台南地形氣候、特有物產與美食小吃之間的關係
 介紹高雄地形氣候、特有物產與美食小吃之間的關係
 介紹屏東地形氣候、特有物產與美食小吃之間的關係
 名人教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 陳文東副教授
教學內容：南部美食小吃教學
 單元內容小組討論
學習評量線上測驗

第六週

台灣東部飲食文化涵義與美食介紹






台灣東部地形氣候與特有物產
花蓮地形氣候、特有物產與美食小吃之間的關係
台東地形氣候、特有物產與美食小吃之間的關係
名人教學―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西餐廚藝系 周建華師傅
教學內容：原住民特有小吃教學
 單元內容小組討論
學習評量線上測驗
第七週

台灣離島飲食文化涵義與美食介紹
 馬祖列島地形氣候、特有物產與美食小吃之間的關係
 金門地形氣候、特有物產與美食小吃之間的關係
 澎湖地形氣候、特有物產與美食小吃之間的關係
 蘭嶼地形氣候、特有物產與美食小吃之間的關係
 名人教學―
教學內容：澎湖美食小吃教學
 單元內容小組討論
學習評量線上測驗

第八週

台灣婚喪喜慶之飲食文化
 婚宴文化與飲食之關係
 喪禮文化與飲食之關係
 喜事文化與飲食之關係
 節慶文化與飲食之關係
 名人教學―阿勇家餐飲事業董事長 汪義勇先生
教學內容：1.台灣辦桌文化 2.宴會菜料理教學
 單元內容小組討論
學習評量線上測驗

第九週

台灣飲食文化禁忌
 台灣風俗民情與飲食習慣
 談談台灣飲食相關俚語
 台灣飲食禁忌與科學
1.吃的禁忌
2.喝的禁忌
 單元內容小組討論
學習評量線上測驗

三、上課方式：
本課程分為九個主要單元，每個單元將由數個影片所組成，每個影片大約 5-8 分鐘。
每週配合課程內容提供隨堂測驗，以幫助學習者快速確認是否瞭解上課內容，另安排期中
考、期末考、專題報告用以考核學習成果，考核標準請參見「評分標準說明」。

四、教學評量：
課程及格標準:






60 分

滿分： 100 分

平時測驗：
各單元（第一至九週）線上測驗成績(5%*9 = 45%)
作業報告：
作業(15%)
平時表現：
線上討論區互動表現 (15%)
期中考：
期中線上測驗成績(10%)
期末考：
期末線上測驗成績(15%)

五、指定教科及參考書
每周課程裡面都有大補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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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MOOCs 通識課程 課程說明
1. 此為全線上課程，結業分數即為通識課程分數，課程為_9__週，但分數實際公布日期於學期
末公布。請多注意學校信箱與 eclass 的公告與通知。
2. 本課程無法自行於 Ewant 平台上註冊，請至正修科大選課系統進行選課，會於加退選結束後
一週，由課程教師將學生名單匯入平台。


課程基本資料

課程名稱

飲食文化―掀起鍋蓋到台灣

課程開課時間

2019 年

課程更新時間

每週二早上八點

課程平臺

ewant 育網平台 http://www.ewant.org/

上課方式

為全線上課程，本課程無法自行於 Ewant 平台上註冊，請至正修科大選
課系統進行選課，會於加退選結束後一週，由課程教師將學生名單匯入
平台。學生帳號會統一申請，帳號為學校信箱。

3

月

5

日~ 2019 年

5 月

31

日

本課程分為九個主要單元，每個單元將由數個影片所組成，每個影片大
約 5-8 分鐘。每週配合課程內容提供隨堂測驗，以幫助學習者快速確認
是否瞭解上課內容，另安排期中考、期末考、專題報告用以考核學習成
果，考核標準請參見「評分標準說明」。
聯絡窗口

王寶惜、陳慧靜、許嘉容、蔡毓珊

課程摘要

本課程飲食文化的發展乃是依照教育部摩課師課程發展標準而以
系 統 化 、 組 織 化 教 學 設 計 ISD(Instructional System Design ) 中 的
ADDIE( Analysis、Design、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Evaluation )
為架構與流程，協助學習者有效學習，提昇學習成效，同時教授者可以
確認教學目標的達成。
此外，課程設計也融合了 BOPPPS 的教學設計模式，在課程的一開
始即有課前暖身，引發學習動機，同時也有快問快答的前測，來吸引學
習者學習。
在課程內容的設計上，知識、態度、技能三種都平均運用於課程中
的每一單元。有知識部分所需的記憶與背誦內容，同時也有態度與技能
部分烹飪技巧的教學製作。除此之外，邀請了產、官、學三方面的相關
專業人士來協助教學，以增加課程內容的豐富性。
課程內容安排，由北、中、南、東至外島，由最基本的地形氣候到
衍生出各地物產所產 的美食小吃，讓學習者更加明瞭這之間的相關聯
性，進而可以實際運用到生活上的所需。
在本課程的設計上，有前測與後測兩部份，因此，授課者可以更貼
切的了解學習者，學習前、後之間學習的改變，不僅可以真正評量學習

的成效，更可以做未來教學課程內容修正之依據。

計分標準

本課程的設計豐富多元，因此可以吸引更多不同的學習者，以提高
學習者之間的多元性，及更多的刺激。故此門課不僅適用於學校、團體、
一般民眾，同時也可以適用於國外的課程。
課程及格標準: 60 分 滿分： 100 分

評分方式



平時測驗：



各單元（第一至九週）線上測驗成績(5%*9 = 45%)
作業報告：



作業(15%)
平時表現：



線上討論區互動表現 (15%)
期中考：



期中線上測驗成績(10%)
期末考：
期末線上測驗成績(15%)

先修科目/先備能
力

此門課為輔助型的專業知識，不需特別的具備專業知識、技能，只需具
備基礎中文聽、說、讀、寫的能力即可，也無須相關專業經驗。

常見問答集

 我修習此課程需要據要具備哪些飲食文化先備知識嗎？
答案：沒有一定需要，若在學習上有任何問題，學員皆可以在討論區發
問，課程助教會答覆問題協助學員。
 修習完此課程是否將獲得相關證書？
答案：有的，完課且獲得合格的學員將可取得完課證書。



每週課程進度
週次

單元主題

學習時數

第一週

飲食的演變―從古自今談飲食

2 小時

第二週

台灣四大族群與飲食習慣

2 小時

第三週

台灣北部飲食文化含義與美食介紹

2 小時

第四週

台灣中部飲食文化涵義與美食介紹

2 小時

第五週

台灣南部飲食文化涵義與美食介紹

2 小時

第六週

台灣東部飲食文化涵義與美食介紹

2 小時

第七週

台灣離島飲食文化涵義與美食介紹

2 小時

第八週

台灣婚喪喜慶之飲食文化

2 小時

第九週

台灣飲食文化禁忌

2 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