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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概述 

一、實驗課程實施對象 

申請學校 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授課教師 羅安琍  

實施年級 高一 

班級數 4 班 

班級類型 █普通班 □美術班 □其他           

學生人數 約 150 名學生 

二、課程綱要與教學進度 

課程名稱：食器的質感對話-這一餐，我只用你！ 

課程設定 

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本期計畫以初階單一

構面學習為主） 

每週堂數 
□單堂 

█連堂 
教學對象 

□國民中學    年級 

█高級中學  一年級 

□職業學校    年級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先修科目： 

□曾修美感教育實驗課程：（50~100 字概述內容即可）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1.學生對棉麻絲毛基本布料質感具備認知能力，並能透過視覺觸覺說出材質的特性。 

  2.能藉由圖片觀察大自然與建築物，並指出不同質感給人的視覺印象。 

  3.本校雖無藝術相關專班，但學生普遍喜好藝能科，尤其擅長於創意發想與多媒材設計。 

    也願意透過教師引導及分組合作，進行分享發表。 

一、課程活動簡介： 

「把質感融入生活裡，我的餐桌只用你！｣ 

外食越來越多，學生習慣拿起塑膠碗或美耐皿吃飯，再配上手搖飲紙杯。食器應有的質感，以及

美食應呼應的香氣，沒有串連成生活的一部分，五感變得駑鈍而無感。如果美是一種生活的感受，讓

我們從身邊的一皿一物開始累積。 

本課程計畫將以「質感｣為構面學習，預計進行三週，共計 6小時的主題課程。從質感【探索】、

食器【對話】到生活【連結】，透過觀察觸摸各種不同質感的器皿，繼而引導學生運用多媒材混和，

進行材質創作，並讓質感發揮效用，串聯食物的美味，成為每日飲食的一部份，逐步累積出自己所期

待，有意識的未來餐具櫃。 

當我們用手拿著，感受質感在手中傳遞溫度，美感就實踐在日常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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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目標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 

1.學生對棉麻絲毛基本布料質感具備認知能力，並能透過視覺觸覺說出材質的特性。 

2.能藉由圖片觀察大自然與建築物，並指出不同質感給人的視覺印象。  

學生將會：  

1.藉由視覺觸覺的基本觀察，引發學生對日常食器質感的敏銳感知。 

2.透過複合媒材的拼貼、重組、整合與改造，加強學生視覺的層次感、手的敏銳度及

美的感動力，累積出對質感的豐富素養。 

3.從居家常用的食器出發，開啟自己與器物的對話窗，找出願意一起生活的器皿。 

4.將食器連結情感與生活，透過實際盛裝，讓美感實踐在每日生活飲食中，感動自己

也影響別人。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質感構面的美感課程 

1.用五官認識質感 

2.體驗豐富的質感變化 

3.喚起質感的記憶與情感連動 

4.結合使用需求發揮質感優點 

任務中的構面子題的階段設定 

1-1 各種質材的軟硬、粗細、溫度等特質 

1-2 找出食器紋理變化的差異 

2-2 混搭質感形塑不同的樣貌 

2-3 透過體驗產生質感的好惡感受 

3-1 從生活食器累積質感經驗庫 

3-2 找出可以一起生活的器物 

4-1 解決需求問題加強五感飲食習慣 

4-2 發揮質感本質，串聯質感與香氣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理解的知識） 

1.感知日常生活的質感訊息 

2.不同質感下的面貌與意象 

3.合目的性的器物與質感間的情感連動 

（理解的技能） 

1.能透過視覺觸覺連動經驗，建構豐富質感

資料庫，提升對質感的有效運用。 

2.動手重組與創作，直接感受質感的各種形

貌與意象變化，建立質感的好惡記憶。 

3.找出有意義的生活食器，發揮質感優點，

實際使用於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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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  

【課程緣起】 

拋棄式的消費讓全球變成垃圾場，太多塑膠包裝袋、美耐皿、紙盤紙碗，還有一杯又一杯

的飲料…即使這些東西透過包裝給人不一樣的質感，終究難逃用過就丟的宿命。低碳減塑

的環保時代，除了隨身攜帶環保筷外，是否也為自己準備一套，一起生活的食器？不鏽鋼？

木質？陶瓷？耐熱玻璃呢？哪一種器物讓我們用得順手？時時拿來就口？ 

(一)【探索】跟我一起生活的器皿 
美感從身邊的小事情開始，一點一滴累積而來。觀察生活中常見的食器，感受質感的生命！  

1.不就是一個碗？ 

先看看？再摸摸看？可以聞聞看？也可以敲看看？質感就是綜合的感受。經常把器皿拿在手

上，體驗究竟什麼東西會讓自己心情愉悅？ 
☆分析比較這些食器給你的感受，連結到生活的味覺、嗅覺與感覺？有哪些跟你的生活有  

關？適合哪一種用途？盛裝什麼東西？例如，一碗熱騰騰滷肉飯配上哪一種碗，最對味？ 

2.日常使用的食器 

想看看？居家常用的食器：包含碗、筷、湯匙、盤子或杯子。寫下這些器具的質感個性、被

使用的時間、有無特殊意義、最常盛裝那些食物等。 

(二)【對話】質感在呼吸 
每一種質感，都有著豐富的表情，值得我們好好對待與觸摸，開啟這扇對話窗，讓不起眼的

食器重新被看見。 

1.複製質感印象 

陶土的碗？木頭的碗？不銹鋼的碗？骨瓷的碗？玻璃的碗？各有特色。引導學生從現場提 

供的多媒材、紙張、雜誌、布料、各種顆粒、金屬材料、顏料，透過撕貼、塑造、重疊、 

 重組等，創造出一個自己喜歡的器皿質感。 
☆質感的混和體驗過程中，需將質感給你的感受、適合的形狀、期待的用途考慮進去。 

2.開啟質感對話窗 

 比較自己與別人所創作出來的質感差異，分享與賞析彼此的器皿。 

(三)【連結】與食器之間的約定 
質感越用越有韻味，感受質感在手中傳遞溫度，美感就實踐在日常裡。 

1.器皿就是飯菜衣裝 

質感是重要的連結，對味的好質感讓飯菜滋味提升。為了讓不同質感發揮效用，試著為自己

創作的器皿，搭配一份適合的食物來盛裝。讓質感不只是手的觸摸，還能連結心的感動，串

聯食物的美味，成為每日生活的一部份。 

2.建構有質感的餐具櫃 

引導學生從自己最喜歡的質感著手，慢慢蒐集，累積自己未來所期待的餐具櫃。 

~嗯！把質感融入生活裡，我的餐桌只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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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1.期望學生能透過課程引導，主動觀察各種生活用具的質感變化。 

2.引導學生建立更豐富的質感經驗資料庫，讓質感的特質成為記憶與情感的連結。 

3.選擇自己喜歡的質感，找到可以跟自己一起生活的器皿，實際運用於日常生活。 

參考書籍：(請註明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資訊) 

日野明子(2015)。器之手帖。台北市：大鴻藝術。 

三古龍二(2012)。木之匙。台北市：典藏。 

祥見知生(2015)。想要一起生活的器物。台北市：大鴻藝術。 

松浦彌太郎 (2016)。松浦彌太郎的 100 個基本。台北市：精誠資訊。 

日經設計編(2015)。無印良品的設計。台北市：遠見天下。 

青木由香(2017)。台灣好貨色：你從沒想過，這些生活用品打動了日本人。台北市：尖端。 

教學資源： 

1.自編部分：｢食器的質感對話-這一餐，我只用你｣學習單及關於質感與生活器物之簡報檔。 

2.影像部分：網路影片、圖片等蒐集。 

3.書籍部分：參考書目、相關雜誌、網站及文章剪輯等。 

4.硬體設備：單槍投影、電腦、螢幕、攝影機、印表機、實務投影及攝影設備等。 

5.實作工具：各式不同材質餐具、餐桌裝飾、餐墊等材料。 

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4/9-13 

每週上課 2小時為單位，預計進行 3週 6小時課程 

1.【探索】跟我一起生活的器皿 

(1)不就是一個碗？觀察與接觸各種不同材質器皿。 

(2)日常使用的食器：找出居家常用的飲食道具，進行分析比較。 

2 4/16-20 

2.【對話】質感在呼吸 

(1)複製質感印象：運用多媒材，創作自己喜歡的器皿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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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課程執行內容 

一、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透過食器連結質感的探索，很能引起學生的興趣與共鳴，並從學生所攜帶的食器進行情感的對

話，讓質感與情感有更深入的串聯。不過，進行到複製質感印象時，因時間與提供的素材有限，

最後以組為單元進行創作練習，無法實際創作出個人真正喜歡的器皿質感，是較為可惜的部份。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課堂 1 【探索】跟我一起生活的器皿｜不就是一個碗？  

A 課程實施照片： 

    

(2)開啟質感對話窗：賞析自己與他人的質感創作。 

3 4/23-27 

3.【連結】與食器之間的約定 

(1)器皿就是飯菜衣裝：讓不同質感發揮效用。 

(2)建構有質感的餐具櫃：從最喜歡的材質開始蒐集，逐步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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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陳列各種不同質感的碗，讓學生感受到材質變化的趣味，引起學習動機。也透過主題陳

列區，讓學生感受到質感與食器的串聯。 

(2)分組上來近距離接觸、觀察、思考與討論，主題區上的各種不同食器的特色。 

(3)發下｢食器的質感對話-這一餐，我只用你｣學習單，讓學生進行高層次觀察紀錄。 

C 課程關鍵思考： 

美感從身邊的小事情開始，一點一滴累積而來。觀察生活中常見的食器，感受質感的生命！ 

分析比較這些食器給你的感受，連結到生活的味覺、嗅覺與感覺？ 

課堂 2 【探索】跟我一起生活的器皿｜日常使用的食器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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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每位學生將所攜帶的居家日常食器，放在小組桌上，提供組員相互觀察比較。 

(2)分享這個居家用飲食道具，使用多久？外觀有何特色？摸起來的觸感？最常拿來裝什

麼？對自己的意義何在？ 

C 課程關鍵思考： 

想看看？在家用餐時，最常用到哪些食器：如碗、筷、湯匙、盤子或杯子。 

寫下這些器具的質感個性、被使用的時間、有無特殊意義、最常盛裝那些食物等。 

有哪些跟你的每日生活息息相關？適合哪一種用途？盛裝什麼東西？ 

例如，一碗熱騰騰滷肉飯，就是要配上這個碗才最對味？ 

課堂 3 【對話】質感在呼吸｜開啟質感對話窗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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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每一組挑選六種不同質感的碗，進行分析比較。 

(2)需關注視覺、嗅覺、聽覺、觸覺、感覺及味覺的聯想。 

(3)依序將這五感感受，以畫的或寫的方式記錄在學習單上。 

C 課程關鍵思考： 

陶土的碗？木頭的碗？不銹鋼的碗？骨瓷的碗？玻璃的碗？各有特色。 

每一種質感，都有豐富的表情值得我們好好對待與觸摸，開始質感的窗，讓不起眼的食器

增添更多感覺。 

課堂 4 【對話】質感在呼吸｜複製質感印象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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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從現場提供的多媒材、紙張、雜誌、布料、各種顆粒、金屬材料、顏料等，挑選喜歡的

質感進行創作。 

(2)可運用的技巧：撕貼、塑造、重疊、 重組等，創造出可以盛裝的器皿。 

(3)賞析自己與他人的質感食器。 

C 課程關鍵思考： 

一個碗不一定只有一種質感？ 

從質感的混和體驗過程中，將質感的感受、適合的形狀、期待的用途考慮進去。 

比較自己與別人所創作出來的質感差異，分享與賞析彼此的器皿。 

課堂 5【連結】與食器之間的約定｜器皿就是飯菜衣裝 

A 課程實施照片： 

  
圖片攝影/羅安琍 教學觀摩地點/小器食堂 

B 學生操作流程： 

(1)運用午餐便當來練習排盤，選擇適合的器皿進行盛裝。 

(2)從碗筷盤子到桌巾擺設，都要符合美感原則。 

C 課程關鍵思考： 

器皿就是飯菜衣裝，不同質感的碗，搭配不同食物，飄散出不同風味。 

試著用同一組食物，搭配不同質感的器皿，進行盛裝練習，從中感受食器香氣的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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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6【連結】與食器之間的約定｜建構有質感的餐具櫃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與食器之間的約定，寫下自己對食器的許願單。 

(2)建構有質感的餐具櫃，從最喜歡的材質開始蒐集，逐步累積。 

(3)完成學習單。 

C 課程關鍵思考： 

質感是食器香氣的連結，對味的好質感讓飯菜滋味提升。讓質感不只是手的接觸，還能連

結心的感動，串聯食物的美味，成為每日生活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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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1.以食器為主題的質感體驗，頗能引起學生共鳴，搭配日常常用碗，連結學生生活與家人情感，讓

質感多了故事與想像。 

2.但在複製質感與創作質感的過程，因提供的素材有限，容易限制學生的創作力，若能提供更多元

的素材，並克服各種素材的創作限制，較能達成預期效應。 

3.未來可以搭配學校附近適合的主題餐廳，將美感課程延伸到社區美感，讓學生真正感受食器香氣

的連結。 

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如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