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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舊迎新-總鋪師與辦桌文化融入桌遊設計 

摘要 

「總舖師」與「辦桌」是宴飲密不可分的代名詞，常見其穿梭在婚喪喜慶

的生命禮俗中。本研究先以表單式問卷調查國中生的「辦桌飲食經驗與認知」 

，發現國中生仍有吃辦桌的飲食經驗--多是婚禮與尾牙場次，對於辦桌有著氣

氛熱鬧與喜事的宴席印象。然而有六成七的施測者感受到辦桌形式逐漸遞減的

趨勢，因此，本研究先以辦桌場的工作「人」(總鋪師與其團隊人力)來探究其

既分工又合作的職涯生態，再進入辦桌的「事」(節慶禮俗)與「語言」(菜餚名

稱與食材寓意)，開展辦桌文化的探究面向。 

     總舖師與辦桌文化的實地訪查、人物訪談提煉出建構「桌遊」的元素：將

「總鋪師的職業與突發狀況」注入桌遊任務卡題目，以及將「生命禮俗下所對

應的菜餚」注入桌遊菜餚卡、食材卡的設計，嘗試把傳統辦桌文化融入在新時

代的桌遊闖關遊戲中，應用科技、資訊、藝術之跨域能力:雷切出桌遊盒與遊戲

拼板、3D 列印玩家跳棋、電腦繪圖出桌遊卡牌圖案，也嘗試建構出簡易桌遊的

初步玩法，讓台灣的傳統宴飲文化不因時代而被遺忘，發揮廚舊迎新的創意記

錄方式與文化傳承的概念。 

壹、 研究動機及目的 

一、研究動機 

民以食為天，設宴飲食不會消失，但宴飲模式會隨時代而改變。小時候父

母長輩帶我們去吃設宴在馬路街道或活動中心的辦桌經驗，隨著年紀增長而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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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深感傳統的辦桌形式逐漸式微。有著總舖師戶外辦桌的飲食文化別具台灣

的人情味與生命力，叫人懷念與眷戀，取而代之的是在餐廳或飯店的宴飲場所，

驚覺古早傳統辦桌那種搭棚宴飲烹調的模式，就快被現代化的中央廚房取代

了，這算是時代的眼淚嗎？筆者觀察近五年的台南美食節，「呷辦桌」總是台南

推廣觀光的特色主題之一，可知傳統辦桌的飲食文化是台灣人不可抹滅且想保

存的生命味蕾記憶。 

    筆者轉換以往端坐在宴席裡等待出菜的祝福者食客角度，持以「習以不為

常、理所不當然」的探究精神，深入瞭解辦桌總鋪師的人力安排、進而追尋辦

桌的文化特色，最後嘗試將辦桌主題融入文化創意的傳承方式—結合桌遊發

想，期能讓更多新生代學子了解台灣過往特殊的辦桌文化。 

二、研究目的 

    (一)透過總鋪師職業任務演變到現今產業分工化的趨勢，瞭解辦桌行業。 

    (二)透過生命禮俗的文獻探討與總鋪師人物訪談，瞭解台灣飲食文化記錄 

        著人的生命時間軸之意涵。 

    (三)透過國中生的辦桌問卷調查，了解新生代學子的辦桌舊經驗與認知，           

        加以融入桌遊設計。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實地辦桌踏查與總鋪師人物訪談為同一位中生代總鋪師，因此無 

法採集到較古早的辦桌風俗與經驗談，如:文獻中的食材禁忌記載，無法從總鋪

師口中得到相關聽聞的轉述。期許能再另文比較老中青三代總鋪師的辦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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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相關研究之文獻探究 

    本研究之文獻探討相關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

統的碩博士電子全文論文、辦桌主題書籍以及網路相關專題報導等。 

    〈文化資產保護法〉第三條「無形文化資產」的第四點「民俗」，定義：「指

與國民生活有關之傳統並有特殊文化意義之風俗、儀式、祭典及節慶」。又前文

建會主委陳郁秀曾說過：「台灣的辦桌文化結合生命禮俗，可以說是源自民間最

具臺灣文化特色的飲食成就。」(何冠瑋，2017)。若從網路搜尋引擎爬梳2015-2019

年台南美食節重頭戲「呷辦桌」的主題：總鋪師手路菜、總鋪師展功夫、古早味

的呷辦桌、總鋪師古早味辦桌、總舖師的人生史。可推論出：「辦桌文化」是

台南重要的觀光美食推展，更透過總鋪師見證許多台灣生命禮俗的精采。 

    何冠緯〈台灣辦桌飲食文化融入桌遊設計〉提及：「Dignan《加入遊戲因子，

解決各種問題》一書中提到：『遊戲也能教我們理解真實世界以及我們在其中扮

演的角色。每當我們在遊戲中學到新東西，也同時學會我們自身的新東西。』」 

小組成員在分工合作下期許能將爬梳總鋪師與辦桌文化的元素導入桌遊設計的

卡牌中，讓台灣的傳統宴飲文化不因時代浪潮而沖刷，發揮廚舊迎新的概念。 

二、名詞解釋 

(一)辦桌   

1.傳統農業社會的辦桌 

台灣農業社會時期的辦桌並不是一個講究專門技術的職業，辦桌最早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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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物質條件不佳，鄉里街坊彼此互助幫忙的一種筵席形式。(朱亭佳，2004)     

總鋪師只代工不代料，大量的人力、物力都必須靠主人家自己準備，辦桌不只

是一個人的事，常也是一村甚至一鄉的大事，對於參與筵席的客人而言，更不

單是品嚐佳餚的時刻，也是能表達互助充滿人情味的機會。」(蔡振瑋，2015) 

 

    右圖宴客圖是畫家劉

興欽童年最美的回憶之

一。鄉下人沒有燈，宴客都

在中午。客人來時都會帶自家種的青菜、蘿蔔共襄盛舉，也會帶鍋子桶子來。

因大鍋菜宴客，一定會有剩菜，就可用鍋桶裝回去。來時是生菜，回去時卻有

一鍋鍋油水，不亦樂乎﹗而桌椅則是鄰居把自己家的桌椅板凳搬來湊，大人在

八仙桌與長板凳用餐（圖左上方），主人家會搬大竹箕放地上給小孩當桌面，小孩

坐柴木上（圖中間）。(劉興欽《台灣舊俗圖集》頁 14-15，2007） 

    農民生活條件不佳，若說要宴客也無法煮的像富裕人家或菜館般的精緻，

乾脆就以「辦一桌澎湃的好料」來宴請客人，久而久之就簡化成了「辦桌」，客

人赴宴也就稱為「呷辦桌」。 (林湘釔，2013) 

2.黑松飯店 

    六十五歲經營雜貨店的阿嬤說：「黑松飯店」就是在「路邊搭棚或圍隔馬路

設宴辦桌」之意。因早期辦喜宴主家會跟雜貨店訂酒水，雜貨店就會把印有「黑

松汽水」(也有一間「大涼汽水」也會贊助客戶辦桌)的超大塑膠布帆借給喜宴家在馬



5 
 

路圍隔，區隔用餐區與馬路區；較盛重的主家會在宴席旁的空地搭起四竹竿，

塑膠布帆成了大棚子，棚下可讓出工師傅料理食材，也可防空降髒物。久之，

黑松飯店約定俗成了「戶外辦桌」的意思，與真正的大飯店是不同的。 

  

3.分工化的辦桌 

    進入工商業社會的台灣，民國六十年代(1970s)經濟結構從農業轉型為工商

業的社會，影響了臺灣辦桌的原生型態。農村人口在當時向都市流動尋找更多

的工作機會，由於人口外移的原因使得傳統農業社會常見的互助式辦桌，在人

力部分大量減少，加速了辦桌專業化的速度。(林湘釔，2013)。 

    辦桌由廚師(總舖師/掌鼎師傅)、助手(水腳)以及食材供應商、桌椅碗盤器

皿之租賃商，前往宴席會場協同支援。辦桌具有三種變動的特性:時間、地點、

人員。 

 (二)總鋪師 

維基百科:閩南語稱廚師為總舖、掌庖，又稱屠煮、刀煮。在專業工匠名稱

後，會加上師（sai），作為一種尊稱。總舖師，是對具備烹飪技能的廚師的敬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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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農業社會時期—「出工」，代客料理的刀煮 

    朱亭佳〈辦桌產業策略發展之研究〉：「農業時期的總舖師僅是「出工」掌

火侯、嚐鹹淡，即出人工之意，舉凡菜料、桌椅，都得由東家自己張羅。」 

    民國五十年代(1960s)之後，一些代工烹煮的鄉民開始感受到兼差辦桌的利

潤比本業還要好的情況，辦桌也就逐漸邁向專業化的進程(林湘釔，2013)。煮

出手藝與口碑後，代煮料理邀約變多之時，便需要有幫手負責處理掌砧切菜、

洗菜及端菜的工作；而本來由主家負責採買的菜料，從這時開始也有部分主家

會直接要求總舖師代為準備，農業社會後期的辦桌已有專業化發展的微型(蔡昇

德，2006)。 

2.工商社會時期—「分工」，有助理的團隊 

     總舖師有自己的工作團隊，負責統籌規劃宴席菜色的是總舖師本人，工作

助理北部稱大工、小工，南部則稱掌鼎師傅、水腳。負責掌鼎的是大工或師傅，

負責切菜與配菜的是水腳，負責清洗碗盤、洗菜、打雜的小工或水腳，技術先

決的原則下，辦桌團隊彼此間的界線沒有這麼的明顯，常有一人身兼多職的現

象。(蔡振瑋，2015)南部總舖師還有區分出專門打桌、端菜的人力組。 

                    

 

 

     

 



7 
 

參、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研究架構  

 

 

 

 

   

二、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分為五個階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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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 

一、國中生辦桌飲食經驗與認知之問卷統計及其分析 

運用Google表單設計問卷，施測對象分別為國一171位、國二138位，共309位。 

 

 「吃過的宴席經驗」最多的經驗為「婚宴」，其次為尾牙宴，再者為闔家宴。 

 

 

「吃辦桌的印象」以「氣氛熱鬧」、「喜事」為近三成施測者的辦桌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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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生「最期待吃到的辦桌菜餚」分別為末道的「冰品」、「甜點」，以及「水果」。 

*小結以上 1-4 題之問卷結果: 

    309 位國中生以婚宴、尾牙宴為主要吃辦桌的經驗，多在馬路街道、活動中 

 的地點，最期待吃冰品、甜點。以「氣氛熱鬧」、「喜事」為主要的辦桌印象。 

 

「吃辦桌的地點」最多的在「馬路街道」，其次為「活動中心」，再者為「家宅」。 

「其他」的空白欄問卷選項，有填寫飯店酒店的答案，並不在本研究範圍中。 



10 
 

 
國中生對「辦桌菜餚名稱與食材寓意」的了解，有七成以上的施測者並不了解。 

 

 
「總舖師辦桌的人力支配」，有近八成的施測者並不了解總鋪師人力團隊運作。 

 

「辦桌菜餚擺盤與器皿設計」，五成七的施測者並不因擺盤或器皿而影響食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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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桌文化能否代表台灣的文化資產」，87%的施測者認同辦桌文化是文化資產。 

 

 
「辦桌文化融入桌遊是否為文化傳承方式」，83%的施測者認同融入桌遊是文化

傳承的方式。 

 

309 位國中生「近年吃辦桌的次數」，有六成七的施測者(204 位)感受到逐漸遞

減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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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以上 5-10 題之問卷結果: 

    309 位國中生有七成以上不了解「辦桌菜餚寓意」、「總鋪師團隊人力支配」；

有超過八成認同「辦桌文化能成為台灣的文化資產」、「辦桌文化融入桌遊是文

化傳承方式」。而有六成七的施測者感受到「吃辦桌的次數逐漸遞減」。 

二、總鋪師(辦桌實況採集、走訪廠商、人物訪談) 

    總舖師有自己的工作團隊，規劃宴席菜色與流程的負責人是總鋪師，其餘

會有人力團隊來相互支應：水腳與端菜人員、食材供應商、桌椅碗盤供應商。 

(一) 團隊人力與供應鏈廠商之分工--團隊人力之水腳與端菜人員 

                (以總舖師的一場老人會舉辦的歡慶父親節之晚宴餐會，席開三十桌為例。) 

1. 總舖師、掌鼎、掌砧、水腳以及專職料理師傅之工作空間示意圖 

除了總鋪師與專職料理師傅有固定的烹煮流程外，其餘的水腳阿姨們都能 

在讀過菜單後各自有默契地洗、切、削、刨、拌、配料……，一人身兼多職務，

相互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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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圖中有位 40 年資的師傅是掌鼎的大工，但她也是洗海鮮、削芋頭、調味油

飯；另一位 15 年資的師傅也是掌鼎大工，她也洗蔥、配冷盤烏魚子、烹煮魚翅

羹。除了可看出水腳任務是互相支援之外，也認識到總鋪師對掌鼎者的資格抉

擇，不僅以年資考量，更以考照能力、交通能力及積極工作態度為任職之考量。 

2.端菜人力組之工作流程 

    端菜人力組是獨立於水腳，需專職於宴客前的桌椅碗筷擺放、宴客時的端

收菜餚器皿，以及宴客後的婚宴場地清潔、桌椅碗盤器具回收。 

(1)宴席前三小時—事前準備擺桌椅碗盤 

  

 

 

 

圖 a.先放鐵腳架在預定位 

再滾動圓桌到腳架地點 

(鐵架對桌軌後一蹬即立桌) 

圖 b.鋪上桌巾 

(再次測量空間動線距離) 

 圖 c.放碗匙杯盤、桌上物 

 圖 d.最後才擺椅子在圓桌旁 

             （2）宴席三小時—端菜服務  （3）宴席後-事後收拾 

 

 

 

 

 

 

 

 

圖 e.出菜 

(運用推車承載所負責的桌數料理

到會場中) 

 圖 f.最後一道冰品 

(主家要求:重要貴賓到場致詞

後，才能出最末道冰品) 

圖 g.桌椅碗盤分類歸位 

 待廠商收回 

以該場老人會舉辦的晚宴(六點半至九點)，總舖師與水腳需工作十四小時（早上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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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前到崗位），而端菜組人員則須工作六小時(下午三點

後到會場布置，九點後收拾會場)。 

(二)團隊人力與供應鏈廠商之分工--桌椅碗盤商 

    民國六十年初期，專門的碗筷提供業者已大量

出現，其主要業務不僅於出租餐具或烹調所需的爐

子、鍋鼎等，還要負起清洗的工作。(何金城，2005) 

至今，總舖師除了自己的專業人力團隊外，更與辦桌的食材、器皿廠商長期合

作，形成一種辦桌產業供應鏈。以下同為老人會舉辦的晚宴之桌椅廠商實境採集： 

1.辦桌實景之桌椅碗盤商的運作流程 

 

a.早上送抵宴席料理區(已封膜)    b.水腳再次清洗後，再封膜    c.烹煮器具皆為租賃商所供應的 

 

d.晚間 7 點時,便會有專門清洗人員(圖 e)到料理的水源區旁清洗烹煮器皿後再裝回收納籃 

f.晚間 9 點時,會再有載貨人員負責將辦桌料理的方桌與器皿全數載回 

總鋪師說專業分工下，將桌椅碗盤的掌控分畫出去，提高辦桌效率以展現專業。 

 



15 
 

2.桌椅碗盤廠商倉庫走訪 與 碗盤實體販售門市參觀  

 

(1)碗盤倉庫區:經總舖師引見，碗盤租賃老闆娘親自接待我們參觀總舖師會來租借與交流的倉

庫區。圖 b:倉庫有張圓桌供總舖師模擬擺放。圖 c:老闆娘說明美耐皿與瓷的差別。 

 
(2)烹煮器皿倉庫區: 圖 d:總舖師為我們介紹蒸籠之熱對流原理。 

                   圖 f:這竹刷有什麼功能? 答案揭曉:洗鍋神器—竹鍋刷。 

 

(3)桌椅桌巾倉庫區: 圖 g：擺放桌椅、鐵架的大倉庫。 圖 h、i：桌巾風乾與收摺之大倉庫。 

 
(4)碗盤實體販售門市參觀:總鋪師會不定期去碗盤門市參觀後，再與租賃商交流是否買進出租。 

圖 k：精緻化的個人份量冷盤商品展示。圖 l：門市現場解說椅子、椅套的材質與價位等級差異。 

總鋪師說不定期與租賃供應商交流，才能接收到與時俱進的辦桌周邊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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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桌突發狀況與克服方式  (訪談內容參見附件之任務卡牌設計題) 

    小組訪談總鋪師22年的職涯中，有哪些狀況是無法在辦桌前就能預先掌控

的？總舖師答：天氣、當天辦桌現場。風雨無阻的宗旨 

也有一個變因—颱風，即便有天氣預報，也無法精準報出辦桌 

當地的風勢雨量，是否取消是由主家來決定的，辦桌角色是聽 

命行事（曾有主家在工業區辦一百桌，但賓客被困在外圍，因辦桌場地所在處積水，主人家

沒說取消，也要按時出菜。最後，便以打包方式來回禮給賓客。）若是神明壽宴，就要由

爐主擲筊請示，若要繼續辦，也要克服環境與工作人員安全的前提，查借附近

的活動中心或有遮風避雨處來烹調。(上圖為總鋪師提供，颱風把搭棚吹走) 

    若遇霸王級寒流，仍照辦桌，只是要準備暖暖包給水腳師傅們，他們是碰

水的第一線工作者。另外，水腳工作人員需長時間在辦桌料理區進行烹煮前中

後的任務外，午休方式也是精彩，如圖所示， 

或以大水桶與斜板成躺椅樣貌，或以小水桶 

成枕，鋪紙箱於地平躺。她們既是克難式午休，也是在看守食材安然在場中。 

    另外，曾遇碗盤、食材份數送來後，水腳清點發現短缺，立即通知廠商補

件，清點與驗收工作極其重要。但若事發突然，碗盤則以出菜回收的清洗來應

急，食材則請水腳至鄰近市場採購補缺，人力調度與即時溝通，是克服的法則。 

(四)總鋪師辦桌職場經營三階段 

1.辦桌前：瞭解客戶後才開菜單與備料，因地制宜、入境隨俗。 

總鋪師在開菜單前必須先與主家討論當地的風俗、主家的忌諱，甚而受邀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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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之地方性飲食文化也要一併了解，例如：中部的賓客來南部吃婚禮的辦桌，吃

完第二道總鋪師引以為豪的手路菜—魚翅羹時，跟主人家說第二道是甜湯嗎？

（代表中部賓客不適應南部的甜度）；又如北部的男方親家來南部參加女方歸寧

宴，會要求總鋪師把魚類菜餚盡量安排在倒數第二道再出菜，因為男方家人的

婚宴習俗是不把對方的魚類菜餚吃完，且會全桌離席，讓對方「有餘」的祝福

寓意。 

    若順主人意，大家都歡喜，是總鋪師的辦桌理念。 

2.辦桌中：用團隊與分工開展效能 

     訪談的總舖師有固定的配合助理師傅與水腳，年資都在 15-40 年之間，甚

可以同時接三場宴席，讓旗下兩位掌鼎的大工各自獨當一面，總舖師會依宴席

精緻度而分派對應人力駐區，自己則掌控菜色最為複雜的婚禮場次，因席桌價

位最高，更需親自關注主人家的現場需求。 

     為求更專注於料理，總舖師現多以分工給相關供應鏈來支援周邊的食材採

買、桌椅碗盤的配置與運送，不求全場包工，只求承辦圓滿，讓主人家有面子。 

3.辦桌後：交流檢討、評估現況 

    「十日前，八日後」，概要說明總舖師的業務流程：辦桌事前的準備功夫(如:

菜單、桌數與其他的產業分工項目都要再確定)及辦桌後的收尾功夫(如:與主家

交流滿意度與收款)，都是累積辦桌口碑與回流度的關鍵處。 

     總鋪師指今辦桌宴席場次與桌數都有遞減，辦桌道路場地須事前申請，增

加宴席難度。而宗教界如廟宇慶典、教會、老人會舉辦的辦桌相較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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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命禮俗與菜餚意涵 

    林湘釔〈台灣的辦桌文化〉：「若從文化的角度來看辦桌這件事，發現原來

辦桌與人的生活與信仰息息相關。人們用辦桌共食來見證生命中的重要時刻，

從出生到死亡，都有宴飲行為的伴隨。」 

    辦桌宴飲，要了解用餐人的喜好，才能賓主盡歡。總鋪師在辦桌開菜單前

必須先與主家討論當地的風俗、主家的忌諱，甚而受邀賓客之地方性飲食口味

也要一併了解(如北部偏鹹、南部偏甜的口味習慣與食材接受度)，才能在深具祝福意涵的

菜單與食材上與主人設宴的目的相應和。 

    辦桌常見食材的諧音與寓意，改編黃德誠〈臺灣食單-辦桌系列 黃得誠版

畫創作論述〉(頁28.29)整理如下： 

1. 辦桌食物-動物類                    2. 辦桌食物-植物類 

 
 
 
 
 
 
 
 
 
 
 

  
 

辦桌一開宴，賓客就能馬上吃出設宴意涵，以彰顯宴席意義。辦桌菜餚，以雙

數道象徵好事成雙。冷盤之後，主題菜就會陸續出場，總鋪師的手路菜會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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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題菜之後。而冷盤大多為第一道菜，涼拌拼盤的組合象徵「五福臨門」，以

及相「伴」的諧音，高檔海鮮食材也會在冷盤出現，一來是趁新鮮儘快給賓客

食用，二來是少量的口感給賓客開胃。 

3.下表以表格圖式統整出不同生命禮俗的主題菜與祝福象徵意涵： 

                                            (資料來源:總鋪師之訪談口述) 

 
                                             

    筆者將2012高雄內門宋江陣總舖師文化展介紹總鋪師菜單的展覽看板文字

整理出理解後的文字邏輯詮釋：「菜單靜靜說著結婚、入厝、滿月人生三階段

的喜樂與感恩。通常第一道菜是清楚點明筵席主題的關鍵：『婚宴』會有冷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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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胃並取吉祥名稱祝賀新人，且會有雞類

菜餚來呼應俗語『食雞即會起家』，雞連

結閩語『家』的發音，祝賀家運昌隆；『喪

宴』仍會有雞類菜餚來祝福喪家『起家』，

讓失親的家庭能快速重建。『壽宴』的豬腳麵線有『豬腳強壯，麵線壽長』的

寓意，祝福過壽者身體健康、長命百歲。『入厝宴』仍有雞的菜餚，『鳳梨雞』

取旺起家的諧音寓意。『尾牙宴』的魚類菜餚有『年年有餘』的寓意，祝福業

者與公司營運順利，年年有盈餘。」 

    透過整理出「總鋪師口述資料」之表格與理解網路照片「2012 高雄宋江陣

內門總舖師文化展」之看板文字，深深了解到：辦桌的菜餚寓意訴說著人在生

命時間軸的滾動下，蘊含著不同人生階段之成長期許。 

     

4.下圖表訪談總鋪師之十道菜色為例，了解其菜色安排之味蕾概念(起承轉合)： 

                                        (一般性的宴別(如:協會聚會)為流程圖之例) 

 

 

    出菜安排有著味蕾上的起承轉合，烹調手法也會影響著出菜順序。總鋪師

分享其菜單安排的邏輯是：乾後有湯，湯有層次先後，炸類不超過兩道，新鮮

口碑最重要。又，「食有節」，食飲有節令，烹調手法有節制。 

冷盤-魚翅羹-油飯-湯類-雙拼(乾)-水果-雙拼(乾)-乾餚-湯類-甜湯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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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總鋪師的口述與照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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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桌遊設計準備過程(目前研發進度報告) 

(一)遊戲規則轉化與設計來源 

本研究之靈感來源 參考來源之精華內容 本研究取材之說明 

桌遊:辦公室達人 
簡易遊戲規則的建立 

取其遊戲規則之邏輯 

桌遊:作伙來辦桌 
料理牌卡劃分精緻 

醬料卡、食材卡、工具卡 
學習食材卡的取材 

論文: 台灣辦桌飲食

文化融入桌遊設計 

題目設計深入複雜 

配件設計精緻多元 
簡化玩家配件設計 

(二)動手做，素材區 

1.桌遊盒與桌遊拼板 

所需工具: AUTOCAD 製圖軟體與雷切機器 

(1) 桌遊盒桌  

功能設計: ○1 收納成盒、○2 攤開如書本、○3 立成桌面 

    a.卡榫計算:榫孔高度 3mm(與板子厚度一致才能接在一起) 

      間距距離: 長 20mm、短 10mm、寬 3mm 

    b.長寬高:長 43cm、寬 29cm、高 5cm 

(2)桌遊板 

功能設計:需拼板， 內有牌卡區、宴席支持度區、跳格區 

雕刻(字體): 速度 400mm/s，功率 30% 

畫線(紅線): 速度 200mm/s，功率 20%、10%(轉彎處) 

切割(藍線): 速度 32mm/s，功率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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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件物--玩家跳棋、名聲度小板 

配 

件 

作 

品 

 

 

 

 

 

名稱 廚師帽玩家跳棋 名聲度小板(婚、喪、喜、慶) 

技術 3D 列印/顏料上色 雷切 4.5*14.3CM，雷射字體 

 

3.電腦繪圖--牌卡區 (實際規格為:4.5 * 8 CM) 

 卡牌背面-統一格式 卡牌正面—翻面後的題目或指示 

食

材

卡 

  

 
功能:玩家會在蓋牌的情況下抽出指定數的食材牌卡，再依玩家翻出的菜餚

卡牌之所需食材而提供手上的食材卡，提供愈多愈快完成菜餚卡的為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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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

餚

卡 

  

 功能:藉著卡牌內的菜餚清單與所需食材指引，玩家須提供手邊所有的食材 

任

務

卡 

 

 

 

 功能:牌卡題目都是總舖師職業任務之相關經驗，有問題，也有提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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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件

卡 

  

 功能:等同於機會與命運的加分牌卡 

 

(2) 食材卡與菜餚卡 

a.菜餚圖(預計設計 20道，目前尚在學習多層次電腦繪圖，已繪出:佛跳牆、紅蟳米糕、封肉、魚) 

b.食材圖(預計 15 種食材料，已決定五大類食材別：肉類、海鮮類、蔬菜類、菇類、辛香料。） 

電

繪

作

品 

 

 

 

 

名

稱 佛跳牆  紅蟳米糕  封肉 海鮮類  肉類  蔬菜類  菇類  辛香料  麵粉 

4.遊戲規則(已建構出遊戲流程，需不斷地「玩中修正」)參見附件一 

5.任務卡文字題目(取材自已完成的「總舖師人物訪談」36 題庫挑選 20題) 參見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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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結論 

針對研究目的，並綜合各項研究歷程與結果，本研究得到以下結論： 

ㄧ、309 位國中生的辦桌經驗、認知之問卷 

    以婚宴、尾牙宴為現今國中生吃過最多場的辦桌記憶，而辦桌多在馬路街 

道、活動中心的地點，也符合本研究設定在戶外辦桌(非餐廳飯店的宴飲場地)

的主題範圍。而有六成七的施測者感受到「吃辦桌的次數逐漸遞減」，又多以「氣

氛熱鬧」、「喜事」為辦桌的印象。 

    有七成以上的施測者不了解「辦桌菜餚寓意」與「總鋪師團隊人力支配」；

有超過八成認同「辦桌文化能成為台灣的文化資產」、「辦桌文化融入桌遊是文

化傳承方式」。問卷數據給予筆者探究辦桌宴飲文化的動力，因了解而傳承。。 

二、關於辦桌文化的「人」--總鋪師職業任務演變到現今產業分工化的趨勢 

    總舖師與辦桌形式隨著台灣的經濟結構而轉變，從農業社會的代工烹煮的

師傅，到工商業社會時演進成包工的辦桌總舖師；而現今講求專業分工的時代，

辦桌的周邊有專門承包的趨勢，有的總舖師也跟著時代而調整經營模式，除了

自家經營的場地附近，會就近以倉庫庫存桌椅碗盤支應宴席，其餘離倉庫遠的

宴席，龐大器皿物:碗盤杯匙、桌椅巾、烹煮鍋籠筒、瓦斯爐鼎……，轉以人力

分工式的產業鏈各專其職，總鋪師更專於辦桌的味蕾。 

    農業社會的人情互助筵席形式(出借自家物件) ，而今的掌鼎、掌砧師傅、

水腳團隊，讓總鋪師辦桌更加精緻與專業化，呷辦桌，不變的是「人情味」所

撐架起的辦桌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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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辦桌文化的「事」與「語言」--生命禮俗與菜餚寓意 

    台灣飲食文化記錄著人的出生到死亡的生命時間軸。探究中發現：雞料理

在婚喪喜慶都是必出現的菜餚，食材易取，料理方式各具巧思，更包裹著「成

家、全家或機會」的美寓。 

    婚喪喜慶的生命禮俗下宴飲有其餐桌上的祝福語言：菜單上的吉祥命名、

食材諧音寓意，就連菜餚擺盤的外觀也能傳遞訊息，主家宴客目的就在眾人共

食的圓形餐桌上，共同見證與祝福。 

四、「廚」舊迎新--辦桌桌遊手創之半成品 

    從「探究」總鋪師到「理解」辦桌文化之事與

語言，從「理解」台灣的辦桌飲食文化到「設計」

簡易桌遊規則，從「設計」桌遊配件到「手作」雷

切列印與電繪，這三大研究階段確實耗費時力，且

辦桌主題的桌遊目前尚未開發完畢，尚有菜餚、食材的卡牌內頁尚未電繪完，

仍在後製的階段，因而未能在報告裡實際操作出一套完整的桌遊流程。但辦桌

文化傳承的聖火不滅，期盼能有桌遊同好能在本研究中找尋繼續開發的延伸性。 

    不為桌遊而桌遊，是因傳承而設計的使命，是嘗

試將所學的科技資訊與美學能力集結，融於探究台灣

的總舖師行業與辦桌的飲食文化裡，在傳統與創新中

串起實際生活經驗與遊戲趣味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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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最強總舖師遊戲規則 

遊戲說明 

遊戲核心：學習力、專注力、記憶力、思考力、投資力  

遊戲類別：團隊合作、投資 

 

遊戲背景：上菜囉﹗每位賓客都迫不及待的參與這場豐盛的味覺饗宴。 

           辦桌的菜色五花八門，所有的總舖師都使出了拿手絕活，勢必將一

道道珍品佳餚送進賓客的味蕾。但在緊要關頭時，製作佳餚的材料卻不翼而飛

失蹤了所有的總鋪師只能同心協力將僅存的材料加以利用，他們是否能度過這

次的難關？ 

 

遊戲配件：遊戲盒 1       遊戲板 2 拼板      廚師跳棋 6 個    名聲度 4 牌 

          菜餚卡 20 張    食材卡 20 張      任務卡 20 張     事件卡 20 張         

遊戲進行 

遊戲每回合會按照以下的順序進行。 

1.每個人從袋子裡抽取食材卡，抽取的數量依人數決定。 

三人遊戲每人抽 6 卡；四人遊戲每人抽 5 卡；五~六人遊戲，每人抽 4 卡。 

※食材卡要藏在手上不要被人看見了﹗ 

2.打開遊戲盤上的一張菜餚卡。 

3.從起始玩家開始，必須打出一個菜餚卡上需要的食材。 

4.支付需要的食材後，指定一位其他玩家接著出其他食材。 

5.重複第 3 點和第 4 點直到菜餚製作完成，如有玩家無法接力供應出所需食材，

則菜餚製作失敗。 

※玩家可以重複被指定。 

 

遊戲配件 

1.將遊戲盤放在桌子中間，並將三張宴會卡放在遊戲盤上對應位置。 

2.將宴會代表物依：婚宴 4 分，喜宴 3 分，喪宴 2 分，放在遊戲盤上宴席支持

度的位置。 

3.將菜餚卡洗牌，並依遊戲人數，三~四人抽 1 張，五~六人抽 8 張，然後文字

面向下放在遊戲盤上指定的位置。 

其他菜餚卡放回盒子之中，這回合的遊戲不會用到。 

4.將事件卡洗牌，文字面向下放在遊戲盤上對應位置。 

5. 將食材卡放到袋子中，放在一旁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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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餚製作獎懲 

*菜餚製作成功： 

如果菜餚中所有食材都被滿足了，視為菜餚製作成功,最後完成的玩家抽一張事

件卡並執行事件卡上標示的問題，而菜餚上標註的喜宴在遊戲圖版上的宴席支

持度上升一格。 

 

*菜餚製作專案失敗: 

如玩家無法接力打出所需食材，視為菜餚製作失敗，最後一位「有」付出食材

的玩家抽一張事件卡並執行，無法接力的玩家扣五分。菜餚上標註的代表宴席

支持度降到最低。 

※宴席支持度每格只能有一個上司，所以有宴席往上爬時，會把其他宴席擠下

到低分的格子。而有宴席降到最低時，也同樣會把其他宴席推上去。 

 

計算分數 

*依專案成功或失敗進行獎懲，然後所有玩家將貢獻的食材換取分數。 

(依目前遊戲盤上宴席的宴席支持度換取分數) 

※你可以選擇將食材留在面前，它可繼續成為你下一回合的食材。 

 

放在面前的食材最多五個，不能換分；只能當下回合的食材貢獻後才可以當下

回合換分。 

回合結束後，由目前得分最高的玩家獲得起始玩家代表物，開始下一回合。 

如果得分一樣高就猜拳，贏的人獲得起始玩家代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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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桌遊 任務卡牌之題庫 

總舖師人物訪談後 轉化成問與答的記錄形式 

職業業務題  

1.▓請形容辦桌給你的第一印象。（開放題） 

答：俗又大碗／真材實料／物美價廉／有吃又有拿／可以打包／氣氛熱鬧／人情味十足 

 

2.▓宴席舉辦在中午１２：３０，請問總鋪師團隊需幾點開始工作？ 

答：凌晨３－４點（仍需視宴席菜單而調整上工時間） 

3.▓宴席舉辦在晚上１８：３０，請問總鋪師團隊需幾點開始工作？ 

答：早上７－８點（仍需視宴席菜單而調整上工時間） 

4.▓婚喪喜慶宴席，哪一種宴席的所需調理方式最為繁複？ 

答：婚禮（主人家最在意婚禮的風光度，菜餚最精緻，食材高檔） 

5.▓婚喪喜慶宴席，哪一種宴席的所需調理方式最不求精緻？ 

答：喪禮（菜色簡單） 

 

6.▓何以喜事的菜餚數都是雙數？有何意涵？ 

答：好事成雙，圓圓滿滿 

7.▓何以喪事的菜餚數都是有單／有雙？有何意涵？ 

答：依各地風俗習慣而異。以前多單數來區別喜事，而現在時代不同，雙數，代表養生送死後一家人仍要團圓，

讓事件圓滿。 

 

8.▓喜宴菜單（婚禮、新居入宅）為何一定要有「全雞」的菜色，有何祝福語？ 

答：取雞的諧音「家」，有著「全家」的完整性、「起家」的人生祝福。 

9.▓喜宴菜單（婚禮）為何一定要有「白紅湯圓」的菜色，有何祝福語？ 

答：取圓的諧義「圓滿」，取兩種顏色的諧義「好事成雙」、「雙雙對對」。 

10.▓喜宴菜單（壽宴、老人會）為何一定要有「豬腳麵線」的菜色，有何祝福語？ 

答：取麵線的長度義「長壽」，且豬腳蹄膀是豬最強健的施力處，有著「勇健」的祝福。 

 

11.▓菜單出菜序有其吉祥的隱喻在菜色裡，何以古早時期的最後一道菜餚是「丸子

湯」，有何餐桌上的語言訊息？ 

答：告訴客人宴席即將結束，活動「圓滿」、結束「完」。 

12.▓菜單出菜序依其食材屬性而安排先後，為何冷盤類會安排在第一道出菜？ 

答：好的（昂貴的）食材先帶路出菜，讓主人家有面子，預告今日的宴席菜餚道道精彩。 

答：拼盤方式較容易事前準備好，先出菜，讓客人食量從吃小、吃精緻開始暖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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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菜單出菜序的安排，龍蝦、海鮮類多在前面就出菜，總鋪師的考量是？ 

答：食鮮。趁新鮮。 

14.▓菜單出菜序的安排裡，為何炸物或乾的料理會安排在較後面的序位？ 

答：依客人的食量考量，後面出乾的料理方便客人打包。 

15.▓依循味蕾原則，菜單中「湯類」的料理大多會有兩道：會先出如雞湯／佛跳牆，

後出如豬肚湯／清淡湯。有何口感上的考量？ 

答：食材層次較多的（較油膩感）的先出菜，後續才出清淡的解膩。 

16.▓依市場供需法則，總鋪師要買食材，為何「烏魚子」的價位居高不下呢？ 

答：市場（吃的人）接受度大，宴席的需求度也會多，價錢居高不下。 

17.▓依市場供需法則，總鋪師要買食材，為何「豬腳筋」在農業時期是稀疏平常的食

材，而今卻價錢大漲？ 

答：量少，一豬隻只有兩隻腳。且市場接受度沒降，料理必然仍要加入豬腳筋這項食材。 

18.▓總鋪師的「手拿菜」該如何定義？ 

答：好吃。（客人稱讚的／會再下一場宴會中特別指定的菜色）／（具有自己烹調的獨門祕訣／不外流的技法） 

19.▓總鋪師的菜單規畫仍要以何者為最上位的主要考量？ 

答：主人家。 

20.▓何以總鋪師接訂單的時間都以農曆日期來論？ 

答：台灣務農時期都以農民曆為作息依據。且看好日子主要仍依據農民曆上的紅字。 

  當神明宴時，都是以農曆記神明的生日日期。 

21.▓辦桌有淡旺季之別。淡季多會在農曆何時？為何？ 

答：七月。好兄弟為主的日子，人的活動僅以普渡宴為主。 

 

突發狀況題 

22.▓辦桌行業風雨無阻，若在戶外烹調時遇大雨，你會如何緊急處理？ 

答：搬遷到有屋簷處，或借用附近的活動中心，或臨時加搭布棚。 

23.▓辦桌日若遇颱風，總鋪師要以何人的指示為最終依據？ 

答：主人家。（若是神明宴 則要擲筊 神明決定） 

24.▓辦桌日若遇霸王級寒流來襲，要如何因應？ 

答：總鋪師要貼心準備暖暖包給水腳團隊或出菜團隊，因他們是碰水洗的第一線工作者。 

25.▓辦桌前置作業若遇到食材有缺項時，該如何緊急因應？ 

答：立即致電給食材供應商，要求補件。或請水腳人力至鄰近市場採購同品項的食材。 

26.▓辦桌前置作業若遇到碗盤有缺項時，該如何緊急因應？ 

答：立即致電給碗盤供應商，要求補件。水腳需先清洗送來的租賃碗盤，並清點數量，發現不足，立即稟報總

鋪師。 

27.▓辦桌時若遇到碗盤缺損弄破時，該如何緊急因應？ 

答：立即調度客人享用後的收回碗盤數量，清洗擦乾後補足所需碗盤數量。 

28.▓辦桌，水腳團隊一日都需駐紮在料理準備區（布棚下的開放空間）之用意？請舉例 

答：水腳團隊最先的任務是清洗削切分配食材後，再者要看顧菜餚的總數量與安全性，避免食材遺失與兼顧食

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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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出菜時要隨時候在蒸爐旁，一份份取出擺盤後，交由端菜組。最後也要清潔收拾料理區載回帶來的物品。 

29.▓端菜組人力團隊，除了端菜任務外，還有哪些工作任務？請舉例說明 
答：宴席前：前置要排放宴客桌、立桌鐵架、椅（台語：打桌）、再鋪上桌巾椅套，而後再放置碗杯盤筷匙。 

  宴席中：主要負責任務桌區的出菜與收盤，宴席後段發放打包塑膠袋給客人運用。 

  宴席後：清收桌面，碗盤、桌巾椅套回歸供應商的回收籃，最後再把桌椅收納擺放場地旁，供應商會來載 

 

辦桌相關用語 諺語 

30.▓醫生驚治嗽，土水驚抓漏，總鋪驚吃晝 

答：職業項目的複雜程度。辦桌吃中午，代表總鋪師要提前至凌晨開始烹煮作業才趕得上中午開桌。 

31.▓十日前，八日後 

答：辦桌事前的準備功夫(如:菜單、桌數與其他的產業分工項目都要再確定)及事後的收拾功夫(如:與主家的交

流滿意度調查與收款)。 

32.▓順著主人意，就是好功夫 

答：主人的地方風俗民情與主人家的禁忌都需要了解，才能賓主盡歡。 

33.▓有吃又有掠 

答：辦桌物美價廉，菜餚以多、大為特色，打包在辦桌文化十分普遍。 

34.▓江湖一點訣，說破不值錢 

答：事情要訣眉角多，需要用心人體會與改造成自己的風格，如總鋪師的拿手菜各顯身手。 

35.▓辦桌菜／手路菜／酒家菜 之差異 

答：辦桌菜，為大型宴客模式，強調「穩定且大量」、「具有飽足感」以及「含祝福意味」的三大元素。 

酒家菜，固定且精心設計，格外注重擺盤的品質；手路菜，獨家且難以複製，為各總鋪師的代表作。 

36.▓辦桌／流水席 有何區別 

答：辦桌是主人邀約客人，依時入席聚會宴飲，有固定的上菜模式菜色較精緻。流水席是時間沒有固定，隨時

可入席，沒人員限制，主人家資金豐富要大肆慶祝一番。(臉書:黃婉玲的烹飪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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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桌遊 事件卡牌的加減分設計 

等同於機會、命運的情境設計與加減分數 

1.好運旺來➡+4 分 

2.好事成雙➡+3 分 

3.免死金牌➡除了你，其他玩家失去 3 分 

4.你人真好➡下回合開始你從得分最高的玩家手上抽走 2 個食材卡放在前面 

5.受眾矚目➡獲得賞賜+2 分 

6.隨機艾特➡玩家往右數第二位可+3 分 

7.同袍情誼➡選擇一位其他玩家，你們一起+4 分 

8.民間謠言➡選擇一位玩家，他將失去 5 分 

9.同樂樂分➡選擇一位玩家一起+5 分 

10.三人成虎➡玩家往右數第二位失去 3 分 

11.颱風掃過➡掃了賓館興致還淋了一身雨 失去 3 分 

12.碎碎不安➡碗盤碎了卻來不及供應 失去 2 分 

13.蟲蟲危機➡多了些自然的調味，賓客反感 失去 3 分 

14.病毒一波➡疫情影響辦桌次數，無用武之地 失去 4 分 

15.鬼月冷潮➡因鬼月而無辦桌活動，有些落魄 失去 1 分 

16.新人祝福➡傳統味道喚醒新人的童年+4 分 

17.造化弄人➡主人家臨時取消訂單 失去 3 分 

18.天降橫禍➡無法克服場地限制 無法外燴 失去 2 分 

19.如虎添翼➡新加入一位勤快肯學的年輕一代水腳 +5 分 

20.喜上加喜➡左手邊的玩家分潤你的訂單潮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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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桌遊 四種卡牌正反面的格式與設計—食材卡與菜餚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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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遊 四種卡牌的格式與設計—任務卡與事件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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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紙本問卷內容 (施測方式以Google表單) 

受訪者資料: 

教育階段: □國一□國二 

 

吃辦桌經驗之問卷調查: 

1.您曾經吃過哪種類別的辦桌宴席? (可複選) 

□婚禮 □壽宴 □新居 □滿月 □廟會 □尾牙 □喪禮 

□特定族群集會(社團、協會、社區) □闔家宴(家族聚會) 

 

2.吃辦桌給您何種印象: (可複選)  

□真材實料  □物美價廉 □有食閣有掠(有吃又有拿) □喜事 

□氣氛熱鬧  □無聊     □其他_______________ 

 

3.吃辦桌的地點在? (可複選)  

□馬路街道  □活動中心  □廟前空地  □停車場  □家宅裡   □其他

__________ 

 

4.吃辦桌期待吃到的菜餚/食材是? (可複選) 

□冷盤 (雞肉&海鮮類如:烏魚子、貝類、鮑) □油飯 □羹湯(如:魚翅羹、海鮮羹) 

□海鮮(如:鮮魚、龍蝦、明蝦、草蝦)  □佛跳牆   □雞湯(如:烏骨雞、布袋雞、鳳梨雞)  

□筍乾封肉   □白菜滷  □肉類(如:豬肋排、羊肋排) 

□炸物(如:八寶丸、蝦棗丸、捲子、三明治)  □烤物(如:魚、蝦) 

□甜點  □水果  □冰品         □其他__________□其他____________ 

 

5.您瞭解辦桌菜餚名稱與食材的相關意義與禁忌嗎?  □瞭解 □不瞭解 

6.菜餚擺盤與器皿設計會影響您吃辦桌的食慾嗎?  □是  □否 

7.您瞭解總舖師辦桌的人力支配嗎?  □瞭解 □不瞭解 

8.您近年吃辦桌的次數有逐漸遞減的趨勢嗎?  □有  □無 

9.您認為辦桌文化是否能成為台灣無形的文化資產?  □是  □否 

10.您認同將辦桌文化融入桌遊文創設計也是一種文化傳承嗎? □認同  □不認同 

 

                          ~~感謝您寶貴的經驗分享~~ 

敬受訪者:  

     本研究為總舖師與辦桌文化的研究，欲調查國中生對辦桌文化的飲食經驗與認知，請撥

空為我們勾選問卷選項。您的經驗與意見是我們重要的探究資訊，感激您的支持。 

                                          台南市〇〇國民中學獨立研究社組員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