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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將以位於高雄市和屏東市的三個南遷北客家庭的飲食敘事為分析文

本，從他們的家庭飲食活動，包括製作、食用醃漬品，以及與其相關的「醃漬技

藝」、「飲食口味」和「勞動記憶」，探究南遷北客的飲食文化傳承。透過這些南

遷北客的家庭飲食記憶牽引出認同界限，試圖找尋臺灣南遷北客家庭飲食文化的

主體性與特殊性，進而分析飲食生活如何被建構成族群邊界、形塑家庭成員對於

「北客」身分的認同。 

本研究透過三個報導家庭的敘事，以及筆者參與南遷北客家庭飲食活動現場

的觀察，得出南、北客家食的口味差異主要建構在多項身體感知造成的異己感之

上。這些身體感知並非全然的主觀意識，而是透過文化教養、飲食實踐、身體展

演和集體記憶等多項條件而習得的。由此，「口味差異」成了難以名說，卻又真

實客觀存在的族群邊界。 

 

 

 

 

 

關鍵字：南遷北客、家庭飲食口味、醃漬品、集體記憶、族群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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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is a case study to investigate the inheritance of the dietary culture 

from  three northern Hakkanese migration families living in Kaohsiung and Pingtung 

city. To use their narrative context as study texts, analyzing how they pass down the 

taste of their most identifiable cuisine, curing food, in Hakka meals to show their 

ethnic identity through the producing techniques, the taste habits and their physical 

labor memory. The subject and distinctiveness of the dietary culture can thus be 

discovered and ethnic boundary is formed by their unique taste culture.  

  By the textual analysis and the field observation, it shows that the eating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orthern Hakkanese migration families and southern Hakka 

community are mainly resulting from the feeling of alienation caused by numerous 

body perceptions, which are not entirely subjective, but can be acquired from diverse 

criterions, such as cultural education, the taste of food, practical body experiences and 

collective memory. Therefore, the difference of taste has become indescribable but an 

objective ethnic boundary between the northern Hakkanese migration families and 

southern Hakka community.  

 

 

Keywords：Northern Hakka Southern Migration；Family Diet；Curing；Collective 

Memory；Ethnic Bou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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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過年欸時節把該豬肉、鴨肉、雞肉浸浸落去，雞鴨愛剖半，灑一息

仔鹽正放落去，滷滷阿，有分鹽食落去，該使會恁樣鹹香鹹香。……糟嫲

做好使知愛過年咧，毋食到使像毋過到年。1 

 

第一節 研究源起 

  飲食，像刻劃在身體裡的默會記憶一般，藉由味覺、嗅覺和視覺承載著記憶

情感，將從前的生活故事傳遞到我們的手上。身為南遷北客子弟，我在高雄市出

生、成長，小時候對於客家的記憶除了家人不時會說出幾句無法轉譯的語言，和

有片大空地、ㄇ字型的外婆家之外，對於客家文化的理解與聯繫相當的淡薄。爾

後，雖逐漸瞭解並且認同自身的族群文化，卻因社會變遷、長者逐漸凋零，舊時

村落裡的故事也逐漸消逝，但味覺上的記憶卻依舊清晰可見：阿婆 2醃在寬口瓶

裡的菜脯 3、米酒瓶裡的鹹菜 4、自己打的艾粄、菜頭粄、發粄 5，還有那一盆豔

紅的糟嫲 6。這些日常餐桌上的飲食記憶，絲絲縷縷交織成一張對於客家文化認

同的網，在身體裡的某個角落，總是不經意的浮現。從日常餐桌上不時出現的醃

蘿蔔乾、霉乾扣肉，到簡單卻可搭配多樣食材的桔醬，還有每逢年節時分餐桌上

總會出現的鹹菜排骨湯（或搭配肥腸、下水）、糟嫲醃豬肉、雞、鴨、鵝肉等……，

每當回想起這些料理，彷彿就回到了當時的廚房、餐桌旁——醃製料理的霉香、

酸甘鹹香和酒香等，搭配著肉品的油香，透過這些熟悉的味覺及嗅覺記憶，勾勒

出對家庭和族群文化的認同。 
                                                 
1 客語海陸腔：「過年的時候把那個豬肉、鴨肉、雞肉醃進去，雞鴨要剖半，灑一些鹽再放下去

（醃），醃一醃，有讓鹽巴吃進去了，就會這樣鹹香鹹香的。......糟嫲做好就知道要過年了，你

舅舅就說，沒吃到（糟嫲）就像沒過到年一樣。」，引自筆者訪談資料（傅阿婆，20130212）。 
2 客語：「祖母」。 
3 客語：「蘿蔔乾」。 
4 客語：「鹹菜」。坊間以國語稱呼時大多稱為「酸菜」，但以客語直譯應為「鹹菜」。 
5 客語：「艾草粄、蘿蔔糕、發粄」。粄為客語對米製糕點類的稱呼。 
6 客語：「糟嫲」。以糯米、紅麴菌發酵製成的酒釀，再以此紅麴酒釀醃製肉品而成的一道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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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影響了家庭飲食口味的特殊性，食物作為媒介，透過節慶飲食、日常家

庭用餐，串連起家庭成員之間的情感交流與認同凝聚。這種食物與人之間相互影

響、建構而生的飲食文化，不單是相同文化體系下的人們賦予食物的象徵意涵，

或食物造就人們的感知與選擇習慣，食物與人之間的記憶、認同、感知是相輔相

成的。如林淑蓉在關於中國侗族的飲食研究中提到，對侗人而言「酸／甜」已從

實際的味覺經驗，轉化為兩種相對應的象徵與身體感記憶。那是一種由品嘗到的

味覺經驗，到食物屬性建構的象徵性建構，或可說是一種由飲食口味到飲食文化

記憶的建構。7不同文化的族群對飲食習性有不同的選擇、造就了不同的飲食文

化。而家庭，作為最小的人群單位，依循著所屬族群的飲食文化，形塑了家庭成

員的口味偏好和飲食記憶。 

  在田野調查和口述訪談的過程中，我發現雖同為臺灣客家族群，但「我們」

似乎和同在臺灣南部地區的其他客家社群的味覺記憶不太相同，因而引發了我的

好奇。在一次又一次的聽到受訪者說出「恩俚上背人摎佢等下南人毋同樣」8後，

我意識到臺灣的客家社群認同除了語言（四縣、海陸、大浦、饒平、詔安）上的

分類之外，還有著不同於語言、源自地域的方類方式。而人們透過日常的飲食活

動凝聚家庭，並藉由強調飲食口味記憶來傳遞我群認同，家庭飲食口味記憶不僅

維繫了北客的集體想像，更隱含著北客的認同界限。因此，本文將企圖從人們的

敘事中，找尋臺灣的北客家庭日常飲食記憶脈絡的類同，希冀能從人們的飲食記

憶中解析出北客家庭的集體記憶，並試圖透過北客家庭的集體記憶瞭解族群邊界

的流變。 

  本研究探討重點將聚焦於下： 

一、通過爬梳臺灣客家族群歷史及族群邊界的變遷，探究南遷北客認同界限的形

成。 

二、彙整北客家庭在飲食生活中的「醃漬技藝」、「飲食口味」和「勞動記憶」，

                                                 
7 林淑蓉，〈食物、味覺與身體感：感知中國侗人的社會世界〉。收入余舜德編，《體物入微：物

與身體感的研究》（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頁 275-319。 
8 客語海陸腔：「我們北部（客家）人和他們南部（客家）人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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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瞭解家庭飲食活動的傳承對當代南遷北客家庭的影響。 

三、由北客在家庭飲食活動中呈現出的集體記憶樣貌，解析出南遷北客家庭成員

如何藉由飲食圈畫出他們的認同界限。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對象 

一、客家人：臺灣的客家認同標準 

  客家人的界定標準，從原生（根基）論（primordialism）、結構論（structuralism）、

建構（工具）論（constructilism）等學者的理論觀點 9各有不同的認定主張，基

於上述理論與一般庶民觀點，《客家基本法》明確定義指出「具有客家血緣或客

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為客家人。10本研究以《客家基本法》客家身

分認定標準中的第一、二大類——「自我族群認定」與「血緣認定」共九項定義 11，

作為界定客家人的標準。也就是說，在「自我族群認定」類別的兩項定義，與「血

緣認定」類別的七項定義中至少各符合一項即為客家人。如報導人彭先生於「自

我族群認定」類別符合定義 2（自我多重主觀認定為客家人者，即算為客家人。）、

於「血緣認定」類別符合定義 3（父母親皆為客家人者，即算為客家人。），即

為符合本研究定義之客家人。使用這樣的界定方式，希望單純化報導人的身分，

讓分析順利進行。 

 

                                                 
9 引自行政院客家委員會，〈99 年至 100 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行政院客家委員

會編印，2011），頁 23-25。 
10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出版之〈99 年至 100 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中探討客家族群

身分認定及標準，定義出 12 種客家身分認定標準。12 種身分認定標準又以五大類（自我族群

認定、血緣認定、廣義認定、語言認定、客家基本法認定）劃分。 
11 一. 自我族群認定——定義 1：自我單一主觀認定為客家人者，即算為客家人。定義 2：自我

多重主觀認定為客家人者，即算為客家人。二. 血緣認定－定義 3：父母親皆為客家人者，即

算為客家人。定義 4：父親為客家人者，即算為客家人。定義 5：母親為客家人者，即算為客

家人。定義 6：父母親有一方為客家人者，即算為客家人。定義 7：父母中有一方為客家人，

或父親為客家人者。但不包含父親為大陸客家人者。定義 8：外祖父母中有一方為客家人，或

母親為客家人者。但不包含母親為大陸客家人者。定義 9：歷代祖先中有人為客家人，或祖父

母中有一方為客家人，或外祖父母中有一方為客家人，或父母中有一方為客家人。但不包含父

母親皆為大陸客家人，或父親為大陸客家人且母親為其他族群，或母親為大陸客家人且父親為

其他族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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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客 

（一）臺灣客家族群認同的形成 

  客家族群認同論述大致以血緣、歷史源流、文化共享，以及不同族群之間的

互動等層面，進行歷史回溯與定義。從當代客家源流研究中所探討的主題和論述

面向的轉變，可以發現客家族群記憶逐漸的改變與被改變。根據史料紀載，閩粵

地區的客家人往臺灣遷移，最早始於明代中後葉。這些客家人以嘉應州屬佔最多

數，其次依序為惠州府屬、潮州府屬、福建汀州府屬、和人數最少的漳州府屬。12

此視角預設客家族群為「現存實有」的群體，而後進行其源流爬梳，但「客家族

群」其實是一個很新的概念，楊長鎮在《臺灣客家研究概論》的〈族群關係篇〉13

中就指出，我們其實並沒有充分的資料能確定，當今所謂的客家人群，其祖先在

清治時期來到臺灣時，是否自認或被認為是客家人？甚至，我們也難以肯定今日

學者所謂大陸原鄉的「客家地區」或「客家大本營」，在陸續移民臺灣的時期，

當地人群是否已經普遍共享有「客家人」的認同或自覺？相對地，我們同時也難

以確定，來自福建、漳、泉地區，今日被稱為「福佬」的人群，彼此間在當時是

否有屬於同一個族群的認知。 

  不同於大陸原鄉，臺灣對於這些乍來甫到的移民而言是一個新的「移墾社會」。

在移墾社會中由於人口是外來的，且原先往往不是一個擁有共有意識的群體，彼

此之間欠缺既定的關係和秩序，甚至為了要獲得新的生存空間和資源，而有許多

競爭與合作，也因此產生人群的集結和分立。清治時期的臺灣基本上就是屬於移

墾社會的性質，到乾隆末期才慢慢步入秩序較穩定的在地化社會。由於社會秩序

逐漸形成，移民社群也因此產生了較多地在地連帶和認同，逐漸淡化移墾社會的

色彩。臺灣移墾社會人群衝突主要的現象就是分類械鬥，但墾殖初期因入墾者尚

少，資源和空間較充足，因此跨籍貫的合作是常見的現象，如新竹山區的金廣福

                                                 
12 陳運棟，〈源流篇〉，收入徐正光編，《臺灣客家研究概論》（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2007 會），

頁 24-25。 
13 楊長鎮，〈族群關係篇〉，收入徐正光編，《臺灣客家研究概論》（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2007
會），頁 389-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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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隘即為閩粵移民合作的投資。但是在新移民持續移入或在地繁衍而人口增加之

後，導致資源不足，這時人群衝突現象就會加劇。隨著人群相互衝突、緩和、排

擠、迴避，形成空間上的重新組合，使得臺灣的族群空間秩序漸次形成，在地社

會也逐漸趨向穩定、成熟。在地化社會的成熟，讓臺灣本地的宗族意識漸漸超越

原有的大陸祖籍意識，成為人群認同的因素之一。14 

  日本治理臺灣時期，雖然分類械鬥因法令限制不再發生，但族群之間的隔閡

與敵意仍然很深；另因清朝時期經常發生不同祖籍群體間的分類械鬥和械鬥後的

清鄉，同籍人往往採取聚居的型態以維護己身。因此日本殖民政府在重新劃分臺

灣行政區域時，刻意將閩客二者分開，反而有利於族群語言文化的保存、及閩客

分類意識的維持。15除了不同籍貫之間的對立，在日本殖民現代化的統治下，具

有近代民族主義色彩的「臺灣認同」因此產生。人群在殖民統治下被分類為在臺

日人「內地人」，和一般臺灣人「本島人」。臺灣人群內部的分類意義由此開始降

低，這個混合著漢人意識的本島人意識，提供了臺灣各個人群之間一個基本的共

同認同基礎。16 

  二次大戰之後，國民政府進入臺灣，在日治時期形成的本島臺灣人意識很快

的緣依漢人意識而將自己納入原鄉的「祖國」民族主義之下，臺灣的閩客區分也

因為被新的人群分類取代，而漸趨淡化。但是新政府卻顯示了和日本殖民政府並

無本質差異的殖民統治性格，由於原居於臺灣的「本省人」和新移入的「外省人」17

之間不對等的接觸，省籍差異很快就成為一般人注意的新分類。福佬、客家的語

言、音樂等文化，在「省籍」差異下均受到新政府的貶抑。再者，臺灣在 1960

年代以後開始經歷都市化與工業化變遷，大量的客家人離開原先集中居住的村庄，

進入都市就學與就業。這些進入都市後的客家人，由於人口比例較低、又較缺乏

                                                 
14 楊長鎮，〈族群關係篇〉，收入徐正光編，《臺灣客家研究概論》（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2007
會），頁 392-395。 

15 王甫昌，《當代臺灣社會的族群想像》（臺北：群學出版，2003），頁 126。 
16 楊長鎮，〈族群關係篇〉，收入徐正光編，《臺灣客家研究概論》（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2007
會），頁 397-400。 

17 其中亦有部份來自客家原鄉的客籍外省人，被稱為外省客。詳見邱彥貴、吳中杰《臺灣客家

地圖》（臺北：貓頭鷹出版，2001），頁 87。 



 

6 
 

經濟競爭力，多半選擇隱藏自己的客家身分，而學習使用具有文化優勢的國語、

和佔人數優勢的福佬話。對於後代子女也強調強勢語言和新式教育的重要性，而

較少刻意保存客家語言及文化。18 

  然而看似漸趨融合、同化而有消失危機的客家族群意識，在 1980 年代臺灣

民主抗爭運動強調「去殖民化」並鼓吹「本土化」的刺激下，許多臺灣客家人開

始正視客家語言與文化流失的危機，以臺灣全部客家人為範圍的「客家想像」興

起。過去臺灣客家人在居住地理位置、祭祀圈範圍、語言等層面皆有一定程度的

差異，這種分布型態和人群關係對於「泛臺灣客家認同」的興起，實為不利。不

過在本土文化復甦的熱潮下，各種本土性宗教團體也跟著興盛起來。原先散布於

臺灣各地，幾乎沒有互動關係的義民廟，藉由祭祀活動而串連起來，臺灣各地的

客家人也因此意識到彼此的存在，對泛臺灣客家認同的想像有極大的助益。19而

後，各種客家運動的洗禮如「新義民精神」、「新个客家人」，更是形塑了臺灣客

家人的族群認同。 

（二）臺灣北部地區客家人 

  在清代，臺灣北部客家人最早入墾的應該是臺北盆地四周相鄰地區，而後經

過閩客分類械鬥，往內陸退居、與原住民爭地。這些客家先民除了少數來自汀洲

府的客家移民停留於臺北，其餘大多由臺北盆地轉往現今桃園、新竹和苗栗縣地

區的丘陵地居住，之後又有更多來自大陸的客家移民進入這些地區謀生，形成客

家聚落。根據日治時期的普查，客家族群的分佈以新竹州（今桃園、新竹、苗栗

等縣市）居第一位；臺中州（今臺中南投、彰化等縣市）居次；高雄州（今高雄

縣市、屏東等）居第三；臺南州（今臺南縣市、嘉義縣市、雲林縣等）居第四。20

然而臺灣北部客家移民人數雖多，其所據地區卻非良好的居住點，新竹州客家庄

所在區域的構成以山地、丘陵為主，俗諺「八山一水一分田」便清楚的點出了這

                                                 
18 王甫昌，《當代臺灣社會的族群想像》（臺北：群學出版，2003），頁 129-131。 
19 王甫昌，《當代臺灣社會的族群想像》（臺北：群學出版，2003），頁 133-145。 
20 吳學明，〈移墾開發篇〉，收入徐正光編，《臺灣客家研究概論》（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2007
會），頁 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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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平原面積狹小、可耕地有限的困境。再加上此地區地力貧脊、氣候條件又不佳，

以致農業收成有限，很快的便無法容納過剩的農村人口，導致北部客家人於臺灣

島內的再遷徙活動。21 

  除了北部地區「推力」的驅使，另一方臺灣南部地區也有「拉力」22的吸引。

林秀昭於《臺灣北客南遷研究》中彙整出促使北客南遷至高雄的三大因素為：1. 

南隆農場的設立、2. 甲仙地區樟腦的開採與煉油行業、3. 高雄市尚有寬闊的處

女地待開發。23以日治時期南隆農場的開拓為例——耕作農戶來自臺灣各地，以

來自新竹州的客家人佔多數，其餘除美濃附近的佃戶，還有少數來自岡山、田寮、

旗山一帶的福佬人和屏東高樹、內埔、竹田等地區的六堆客家人和平埔族人等。

北部的客家移民在語言、文化上皆與南部客家社群有著相當顯著的差異，因此這

群來自新竹州的客家移民被美濃地區的客家人稱為「臺北人」，其所講的語言為

「臺北客」，而北部移民則反稱南部客家人為「下南人」，稱其語言為「下南話」，

並自稱為「上背人」。24值得注意的是，至此無論是自稱或他稱，「北客」一詞皆

尚未出現。依南隆農場例，「臺北」指稱的是一個大範圍地區，並非專指某個行

政畫分的地域單位，且這些外來的移民，以相對方位而言是來自於美濃的北方，

因此美濃地區的客家人稱呼來自北部的移民為臺北人，有著「從臺灣北方來的人」

的意涵；反之亦然，來自新竹州的北部移民因相對方位概念自稱上背人，「上背」

就表面字義而言有上方之意 25，但在此專指「北部」。同樣的，相對指稱北部的

「上背」，「下南」則是用以指稱南部。 

  至二次戰後，國民政府進行全臺行政區域重劃，臺灣被劃分為「北、中、南、

                                                 
21 劉還月，《臺灣客家族群史．移墾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 219-220。 
22 關於現有臺灣北客南遷研究，大多以「人口推拉理論（push-pull theory）」進行論述，但因本

研究討論重點並非人口遷移，就不在此多加贅述。 
23 林秀昭，《臺灣北客南遷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9），頁 23-26。 
24 劉還月，《臺灣客家族群史．移墾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230。吳學明，

〈移墾開發篇〉，收入徐正光編，《臺灣客家研究概論》（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2007），頁 57。
林惠珊，〈北客南遷南隆的分布發展和語言變遷〉，發表於臺中教育大學主辦，「臺灣的語言方

言分布與族群遷徙工作坊」研討會（臺中：臺中教育大學，2009 年 2 月 19 日）。 
25 一般談話中，指稱上方時是使用「頂背」一詞，「上背」雖有上方之意，於北客言談中專指稱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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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四大板塊。大臺北都會區雖殘存少數的汀洲客，但在語言、文化上皆與桃、

竹、苗地區的客家人有較大的差異，且其後代大多已隱藏、消逝於都市社會之中。

而隨著國民政府來臺的外省客，除語言、文化與臺灣客家族群有些不同，更因本

省、外省之分類而不被納於臺灣客家人的分類範疇內。因此當代指稱「臺灣北客」，

大都是指來自桃、竹、苗三縣市的客家人，並未含括大臺北地區和蘭陽平原上的

客家人。26現今桃、竹、苗地區的客庄大致分佈為：桃園縣偏南的龍潭、平鎮、

楊梅、觀音、新屋、八德以及半個中壢市；新竹縣除了五峰鄉之外，幾乎全境都

見得到客家人的蹤跡；苗栗縣則有靠山區的頭份、苗栗市、卓蘭、公館、銅鑼、

大湖、三義、造橋、頭屋、西湖、三灣、獅潭等地區。27 

  綜前文所述，「北客」一詞為當代臺灣客家研究對居於現今桃、竹、苗地區

的「臺灣北部客家人」這個社群的歸類。但依據筆者蒐集文獻和自身田調訪談經

驗，臺灣北部客家人大多稱呼自己為「上背人」、「北部的客家人」或「從北部下

來的 28」，而甚少以「北客」作為自稱。可見「北客」一詞是學術研究所建構出

的分類詞彙，因此本研究使用「北客」一詞僅是為了釐清書寫、分析的指涉對象，

並讓讀者容易理解而使用此學術語言。 

 

三、南遷北客 

  北客南遷的影響因素很多，除前述原北部居住地耕作條件不佳和人口壓力以

外，尚有其他如政治、經濟、文化、天災等影響移民的重要因素。近代北客於臺

灣島內較大規模的再遷徙活動可約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為日治大正初年

（1912），三五公司在彰化二林地區設立源成農場、和在高雄美濃設立南隆農場，

招募具有拓墾技術和經驗的桃、竹、苗客家人進行開墾。第二期日治昭和年間

                                                 
26 邱彥貴、吳中杰，《台灣客家地圖》（台北：貓頭鷹出版，2001），頁 34-49、87。書中將臺灣

客家的分布分類為「北部臺灣」（北海岸、臺北縣市、蘭陽平原）和「桃竹苗地區」（桃竹苗台

地、河谷桃竹苗內山區）。 
27 林慶宏 等，〈高雄市客家族群史研究〉（高雄：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印，2000），
頁 12。 

28 有時會直接以原籍地做區分，例如：「我們是從頭份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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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1945）造成移民的主要因素有新竹州發生的大地震，又中日戰爭、大東

亞戰爭爆發後民生困苦，更迫使人們南遷高雄、屏東或東遷花蓮、臺東討生活。

第三期民國 48 年（1959）的八七水災，新竹、苗栗地區許多人的家園被沖毀淹

沒，人民生命財產損失、家鄉又無工作機會，使得人們必須為生計遷離家鄉。29 

  本研究訪談對象分別為現居於高雄市及屏東市的南遷北客家庭，其中高雄市

因南遷北客人數眾多，不少文獻在探究高雄市的客家族群時皆將焦點置於北客移

民。高雄市早期發展仍以農業經濟為基礎，整體而言南遷北客以農業移民為主。

這些北客移民離鄉背井遠至高雄發展充滿風險，勇於遷移的北客大抵有其門路，

一是已經有親戚朋友在高雄安居耕田，人脈資源穩定，可協助找尋贌田耕地，另

一類就是大家族一齊南下，人多勢眾。比起北部家鄉土地貧脊、天候條件不佳，

到高雄耕地至少平地寬闊、又有水圳可潤田。但相較條件好的水田，大部分北客

移民贌到的田都是高雄當地佃農不要耕作的「半田半野」次等土地，如寶珠溝、

本館等三民區的田地；或是位於水圳末端，圳水較不足的「水尾田」，如愛河西

北岸到左營區凹子底新莊、菜公等地。 

  日治初期遷移至高雄市的南遷北客，大部分贌田而耕，僅求三餐溫飽，而後

因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公地放領等土地重分配政策的施行，才由佃農轉變

為自耕農。二次戰後高雄市三民區變更為商業區，土地增值、高樓林立，人們逐

漸轉行從商。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南遷北客由「農業——工業——商業」轉換，

生活遂走向都市化型態，隱身於街巷鄰里中。30 

  關於屏東地區的南遷北客移民，較少具有系統性的研究成果，屏東市的南遷

北客文獻更是稀少。鍾肇文《客家人移民臺灣中南部史》、曾純純、黎鴻彥〈客

                                                 
29 劉還月，《臺灣客家族群史．移墾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219-225。林秀

昭，《臺灣北客南遷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9），頁：13-23。謝惠如，〈日據時期北客

再次移民之發展歷程研究：以雲林縣林內鄉、莿桐鄉為例〉（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

究所碩士論文，2012），頁：56-61。 
30 林慶宏 等，〈高雄市客家族群史研究〉（高雄：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印，2000），
頁 64-67。葉茂榮，《高雄市客家族群開拓史（二）：心懷家園與慎終追遠》（臺北：行政院客家

委員會／高雄：高雄市客家事務委員會，2008），頁：97-100。林秀昭，《臺灣北客南遷研究》

（臺北：文津出版社，2009），頁：56-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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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於市：屏東市的客家移民與社會〉、徐孝晴，〈臺灣南遷北客社群的客家認同：

以屏東市頭份埔地區的信仰活動為中心之探討〉等文中指出，北客移民大多於日

治時期遷移至屏東市，其聚集地主要以「田寮」、「頭份埔」、「北勢頭」為主。三

個聚落除了北勢頭以外，其地理位置都處於屏東市的邊緣地帶，緊鄰著九如鄉、

長治鄉，包含了六堆客家人和閩南人為優勢的聚落，大多沿著「殺蛇溪」和「萬

年溪」沿岸發展。其中徐孝晴更以「頭份埔」為例，指出南遷北客傾向選擇與北

部原鄉條件類似的地點作為新居地。31 

  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筆者發現許多現居臺灣南部的南遷北客，即使完全不

具有在北部地區生活的經驗，也會強調自己是來自北部的客家人（上背人）、飲

食口味是北客口味，跟南部客家人的口味「不一樣」。反而訪談現居臺灣北部地

區的客家人時，他們於言談中透露出自己的日常飲食並不特別、大家（指左鄰右

舍）都這麼吃，僅於筆者刻意提問是否覺得自己家中的飲食與南部客家飲食有不

同處時，才回憶起至南部遊玩時感受到的口味差異。依據邊緣理論，比起族群核

心，在族群的邊緣更容易觀察到一個族群的認同界限。相較居於臺灣北部客家核

心區的北客，遷移至南部的南遷北客因位居臺灣北客板塊邊緣，會大量的接觸到

「他者」——南部六堆客家人，進而產生異己意識，從言談中更能展現出他們的

認同界限，因此我選擇南遷北客家庭作為訪談對象。 

  本研究的主要報導家庭成員是北客大多為南遷北客家庭、家戶，但因部分報

導人及報導敘事仍涉及北客家庭生活。因此全文將以「南遷北客家戶／家庭」指

涉已遷至臺灣南部的北客家戶／家庭，如高雄彭家家戶、高雄洪家家庭、屏東徐

家家庭；「北客家戶／家庭」則泛指自我認同為北客的家戶／家庭。以本研究的

北埔彭家為例，北埔彭家為「北客家庭」，其主要報導人彭先生遷至高雄後另成

高雄彭家家戶，但依舊含括於北埔彭家家庭內，因此高雄彭家家戶既是「北客家

                                                 
31 曾純純、黎鴻彥，〈客隱於市：屏東市的客家移民與社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研究計畫，

2007），頁 26-40。鍾肇文，《臺灣的客家人移民中南部史》（屏東：六堆風雲雜誌社，2009），
頁 47-51。徐孝晴，〈臺灣南遷北客社群的客家認同：以屏東市頭份埔地區的信仰活動為中心之

探討〉（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頁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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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也是「南遷北客家戶」。 

 

四、客家女性 

  在傳統漢人社會的性別分工裡，與廚房相關的勞動大多由女性負責，依循著

漢人宗族文化的客家族群也不例外，「女性」是飲食勞動的掌控者、也是受制者。

關於客家女性的文獻，1990 年以前書寫客家婦女的多為男性，泰半沿襲羅香林 32

的觀點，強調客家婦女的「勞動」形象，並將勞動本質化成客家婦女的特性，進

一步從男性觀點讚揚此勞動形象的道德內涵。直到 1980 年代，學者開始從民俗

和文化的角度探討客家婦女的美德，如房學嘉在《客家源流探奧》33中討論了客

家婦女的美德及其在家族裡的地位。而後有謝重光《客家文化與婦女生活》34，

他將客家婦女的人文性格和生活樣貌置於民族融合和文化涵化的背景下分析，強

調社會變遷和客家婦女生活間的動態發展。這些對客家婦女的論述大體而言皆為

建立在父系觀點上的「歷史書寫」，切斷了客家族群史和女性家務勞動為中心的

「日常生活」的關聯性。 

  1990 年到 2000 年，「客家婦女研究」開始出現，多採取與閩南婦女進行比

較研究，如莊英章《家族與婚姻——臺灣北部兩個閩客村落之研究》35。此時期

的研究發現客家婦女的勞動參與率與家庭地位並沒有對等的關係，她們的勞動與

節儉，和經濟條件的限制、宗法制度的保守有較大的關聯性。362000 年以後，受

到女性主義和新史學研究的影響，學者開始重視「女性觀點」的日常生活史，從

微觀的日常生活中架構以女性為中心的客家族群歷史和認同。此時期的研究也開

始強調跨族群婚姻對文化界限的影響，如王雯君〈閩客族群邊界的流動：通婚對

                                                 
32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臺北：南天出版，1992），頁 242。 
33 房學嘉，《客家源流探奧》（臺北：南天出版，1996）。 
34 謝重光，《客家文化與婦女生活︰12-20 世紀客家婦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5 莊英章，《家族與婚姻——台灣北部兩個閩客村落之研究》（臺北：南天出版，1994）。 
36 張翰璧，〈客家婦女篇〉。收入徐正光編，《臺灣客家研究概論》（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07）， 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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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性族群記憶與認同的影響〉37、張翰璧《東南亞女性移民與臺灣客家社會》38。

此時研究方法更趨多元，多以深度訪談和口述歷史的方式，讓婦女為自己發聲。 

  本研究的焦點雖非客家女性研究，但藉由爬梳相關論述及文獻，可以瞭解在

傳統父系社會中客家女性被認為「應有」的樣貌為何，進而得以解析本研究的北

客家庭在飲食勞動現場的性別分工樣貌。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研究資料蒐集方式 

（一）文獻分析 

  本研究將收集有關客家飲食、家庭記憶與認同的論文、書籍、期刊、報章雜

誌等資料，從這些資料及文獻中了解當代臺灣社會如何看待「客家飲食」，如何

定義「客家飲食口味」，以及客家飲食在「家庭記憶與族群認同」的範疇又是如

何被論述。藉由回顧相關文獻資料的理論與觀點，來界定自己研究的內容及範圍，

並與之對話。 

（二）口述史法、深度訪談 

口述歷史就是問問題。這就是做口述歷史理由：問一些從來沒人問過的問

題，蒐集一些如果再不進行採訪便會消失了的記憶。39 

  2001 年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於 2012 年改為客家委員會）成立以來，客家文

化在族群認同、語言、民俗生活與居住空間場域等各個文化範疇，皆有許多學者

提出論述與文獻資料的累積 40。其中作為人類生活之首的飲食活動也不乏討論，

但大多仍停留在對原鄉艱辛的遷徙族群意象上的投射，不免缺失了其在臺灣落腳、

在地化後的飲食特色與生活取向。要瞭解在地文化最直接的途徑，則是讓在此文

                                                 
37 王雯君，〈閩客族群邊界的流動：通婚對女性族群記憶與認同的影響〉（桃園：中央大學客家

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論文，2005）。 
38 張翰璧，《東南亞女性移民與台灣客家社會》（臺北：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2007）。 
39 Donald, A. R. 著，王芝芝 譯，《大家來做口述歷史》（臺北：遠流出版社，1997）。 
40 徐正光編，《臺灣客家研究概論》（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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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脈絡下生活的人們表達自我對於飲食味覺的感官與認同。因食物與記憶之間的

情感關連，非一夕之間所能構成，它必須在人與物與空間、時間的反覆操作及相

互建構之下而生成。於此，「人的敘事」則成為了極其重要的資料來源。而敘事，

也就是說出個人經驗過的事，透過敘事者（報導人）對其生活經驗所進行的口語

描述和故事述說，是瞭解他內在世界最為清晰的管道。個人在敘事的過程中，會

呈現出他記憶中的生命經驗和行動，並建構出和自己擁有共同文化記憶的人們之

間的認同。也就是說，敘事讓我們得以了解個人對於自己的身分認定（the story is 

one's identity）與人格。41且敘事於日常中無所不在——在人們在日常的談話、經

驗分享等活動中，它是一種既私密又公開的資訊。透過人的自我述說，我們可以

窺看到他所存在的生活世界，它打破了過往由文字書寫所主導的歷史詮釋權，透

過生活經驗者的敘事，在地常民生活的歷史詮釋權回歸予這些身處在地文化脈絡

下的人們。每一個人在口述的過程中，她／他都是事件的參與者與解釋者。 

  要蒐集人們的敘事，深度訪談則是最佳的研究方法。訪談方式將採用半結構

式訪談，且為求後續便於進行報導人之間的敘事內容比較與分析，將事先研擬訪

談題綱，以取得脈絡近似的訪談資料。訪談過程並非完全依照題綱編列之順序，

而會視訪談現場的談論情境進行彈性調整、變動，讓報導人有機會暢所欲言，分

享更多生活經驗。訪談內容將於訪談完畢後整理成逐字稿，分類整理報導人提及

之概念，並進行資料分析。 

  經由訪問、紀錄老一輩的家庭飲食經驗，並參與他們的生活世界，觀看他們

是如何詮釋族群、家庭與自己。這些飲食記憶不再只是停留在個人的層次，而是

到達了集體的、社會的層次。藉由這些個人的經驗，我們可以試圖理解：飲食味

覺如何成為家庭記憶，家庭記憶又如何構成族群認同，環環相扣的文化認同如何

透過這些人在生活中的反覆操演，建構而成。 

 

                                                 
41 Amia Lieblich,Rivka Tuval-Mashiach,Tamar Zilber 著，吳芝儀 譯，《敘事研究——閱讀、分析

與詮釋》。（嘉義：濤石文化，2008），頁 9-10。 



 

14 
 

（三）參與觀察 

  除了以深入訪談法訪談家庭成員外，適度地融入報導人家庭，參與、觀察他

們的飲食實踐，更是必要的。Kottak在《文化人類學》中彙整出 9 項田野研究技

術（field techniques）42，除了前述半結構式的訪談之外，其中還包含了參與觀察

（participant observation），而余光弘則將「參與觀察」又細分為三個階段，分別

為「事件的參與」、「生活的參與」及「生命的參與」。他認為經由一般生計事件

的參與，研究者可實際體驗到受訪者的生產技藝；透過參與受訪者的日常生活，

則可以更進一步瞭解到受訪者的生活模式和其認知理念；至於生命的參與則需經

由長期的進入被研究者的各個生活場域，才可能達成。43但這樣的區分並非截然

的，這三個階段僅是用來代表參與介入程度的由淺入深。 

  由於家庭飲食行為涵蓋了前端的食材準備、購置，乃至後端的烹調、食用，

因此若只透過訪談，並不足以瞭解家庭飲食的全貌。又口述訪談較大的局限為：

當家庭成員（報導人）提供的敘事較為曖昧、籠統時，僅透過敘事資料難以進行

後續研究分析。例如提問製作鹹菜時應加多少鹽？報導人回答「就大概大概」；

提問家中醃漬的鹹菜口味如何？報導人回答「好吃」。因此除了多次的深入訪談，

我還會選擇適當的時機參與受訪家庭的日常飲食活動，如參與受訪家庭的家庭聚

餐、進入受訪家庭製作醃漬品的現場，通過「生活的參與」觀察南遷北客家庭和

醃製相關的日常飲食活動。並且除了從旁進行觀察之外，我也會親身投入製作醃

漬品的過程，透過自身的身體經驗從而更加理解報導人所敘述的身體經驗。進一

步瞭解北客家庭隨著不同時令，進行不同醃漬品的製作和食用，藉由定期、反覆

不斷於生活中進行飲食活動展演，讓北客飲食記憶得以在遷移後的新居地仍獲得

維繫。 

二、訪談對象 

                                                 
42 Conrad Phillip Kottak 著、徐雨村譯《文化人類學》（臺北：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1），
頁 70-76。 

43 余光弘，〈參與觀察與參加觀察：以蘭嶼經驗為例略論參與觀察的階段與深度〉，《國立臺灣大

學考古人類學集刊》51（1996）： 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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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主要為「具有北客家庭飲食經驗的南遷北客家庭成員」，

因研究主題為家庭飲食記憶，探訪對象需對北客家庭飲食具有豐富、深厚的身體

經驗，且需對於相關飲食生活經驗的陳述具有一定的表達能力，綜合前述因素，

若要取得研究所需的訪談敘事，必有其執行上的困難與限制。因此我先以家庭為

單位，進而聚焦於個人，在與訪談家庭接觸的過程中，選擇每家各一位言談最豐

富、敘事清晰，且相較其他家庭成員最為熟悉北客家庭飲食經驗者為主要報導人，

進行深度訪談。考量訪談內容涉及家庭記憶與社群認同等較為細膩與私密的話題，

故將以我的親屬為首要訪談對象，再請他們作為引路人，以滾雪球 44的方式延伸

其他可能的訪談對象，以利後續訪談順利進行。此外因報導敘事涉及家庭生活，

為保全個人隱私，所有報導人皆以代稱方式匿名呈現。 

  因應本研究兩大焦點——「南遷北客家庭日常飲食經驗」和「南遷北客的認

同邊界」，我將以位於社群邊緣的南遷北客家庭作為主要訪談對象。由於研究的

核心是家庭飲食實踐、記憶與社群認同的關聯，因此家庭背景必須包含持續進行

醃漬品製作、或其成員為長期擁有北客家庭飲食經驗者。本研究共探訪三個北客

家庭：北埔彭家、高雄洪家與屏東徐家；此三個家庭的成員皆與筆者具有親友關

係，較不排斥提供細微的飲食記憶敘事，且樂於讓筆者參與他們的家庭日常飲食

活動現場，因而選定之。此外，被選定的三個家庭報導敘事中皆含括三代以上的

家庭成員，一則成員眾多，二則並非每位家庭成員皆對北客醃漬品的飲食經驗熟

稔，有其訪談上的限制。因此每個家庭將以一位主要報導人為報導核心，再輔以

其他敘事較為豐富、或其敘事較具參考價值的家庭成員。如北埔彭家的報導人有：

主要報導人彭先生，次要報導人彭太太、小如、彭先生二哥、阿軒、阿軒太太共

六人；高雄洪家則有：主要報導人傅阿婆，次要報導人洪阿強、小慧、小文、小

庭、小儒、洪阿枝、洪阿琴、小婷共九人；屏東徐家有：主要報導人邱阿婆，次

                                                 
44 江文瑜，〈口述史法〉。收入胡幼慧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臺北：

巨流圖書公司，1996），頁 13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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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報導人徐阿扶、阿誠、徐三姊、徐四姊共五人。45 

  三個報導家庭中，北埔彭家僅主要報導人彭先生之家戶為現居高雄市的南遷

北客家戶，其餘家庭成員大多仍居於新竹縣市。雖多數家庭成員非南遷北客，且

主要報導人彭先生的敘事大多為回憶過往居於北部時的經驗，但此家庭的報導敘

事恰巧能與另外兩個南遷北客家庭相互參照、比對，進而瞭解「北客」與「南遷

北客」的日常飲食記憶是否有其相同或相異性。北埔彭家的報導內容包含了四代

的家庭成員，46主要報導人彭先生於 1953 年出生自新竹縣北埔鄉，約於 1975 年

因工作遷居於高雄市。高雄洪家則是由新竹州竹東郡峨嵋庄遷至高雄的北客家庭，

於 1935 年的竹苗大地震後遷至現高雄市三民區從事佃作，為日治時期的第二期

北客移民。高雄洪家的報導內容包含了四代的家庭成員，47家庭成員現今大多仍

居於高雄市。屏東徐家約於 1932 年由新竹州竹南郡頭份庄遷至今屏東市華山里

（舊名頭份埔），以農耕、傭工為生，雖遷移時間稍早於第二期北客移民潮，但

依據報導敘事，徐家的遷移動機仍不脫生計壓力之因素。屏東徐家的報導內容包

含了四代的家庭成員，48家庭成員多數仍居於屏東市，部分因婚嫁而遷離屏東市。 

 

 

 

 

 

 

 

 

 

                                                 
45 各家庭與報導人關係請參照表 2。 
46 詳細系譜圖請參照圖 1 北埔彭家系譜圖。 
47 詳細系譜圖請參照圖 2 高雄洪家系譜圖。 
48 詳細系譜圖請參照圖 3 屏東徐家系譜圖。 



 

17 
 

圖 1 北埔（高雄）彭家系譜圖 

 

 

 

 

 

 

 

 

 

 

 

 

圖 2 高雄洪家系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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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屏東徐家系譜圖 

 

 

 

 

 

 

 

 

 

 

 

 

表 1 訪談家庭／對象一覽表 49 

家

庭 
報導人代稱 

出生年

（西元） 

職業 

類別 

原 生 家

庭 族 群

類別 50 

原 生 家

庭 籍

貫 51 

現居地 
與主要報導 

人之關係 

北

埔 

 

 

彭

家 

彭先生 1953 
退休公

務人員 
客家 

新竹縣 

北埔鄉 
高雄市  

彭太太 1957 教 客家 高雄市 高雄市 妻子 

小如 1988 無 客家 高雄市 高雄市 女兒 

彭先生二哥 1951 商 客家 
新竹縣 

北埔鄉 

新竹縣 

竹北市 
二哥 

                                                 
49 報導人代稱為粗體、並前有「」號者為此家戶的主要報導人。 
50 以報導人之父系族群為分類依據。 
51 以報導人出生時其原生家庭所在地為依據。 

徐
阿
琦 

 
徐
阿
扶 

徐
阿
芬 

阿
誠 

邱
阿
婆 

主要報導人 

次要報導人 

其他家庭成員 

（
高 

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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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軒 1977 
電腦工

程師 
客家 臺北市 新竹市 姪子 

阿軒太太 1977 醫護 閩南 臺北市 新竹市 
姪媳 

（阿軒妻子） 

高

雄

洪

家 

傅阿婆 1933 無 客家 
新竹州 

中壢郡 
高雄市  

洪阿枝 1957 教 客家 高雄市 高雄市 大女兒 

洪阿琴 1960 服務 客家 高雄市 高雄市 二女兒 

洪阿強 1965 醫 客家 高雄市 高雄市 三兒子 

小惠 1965 服務 閩南 臺北市 高雄市 
三兒媳 

（阿強妻子） 

小文 1992 學生 客家 高雄市 高雄市 
外孫 

（阿強女兒） 

小庭 1994 學生 客家 高雄市 高雄市 
外孫 

（阿強女兒） 

屏

東

徐

家 

邱阿婆 1934 無 客家 
新竹州

苗栗郡 
屏東市  

徐阿琦 1957 無 客家 屏東市 屏東市 三女兒 

徐阿芬 1959 商 客家 屏東市 新北市 四女兒 

徐阿扶 1960 商 客家 屏東市 屏東市 大兒子 

阿誠 1988 自由業 客家 屏東市 屏東市 
孫子 

（阿扶兒子） 

 

除了三個北客家庭的敘事、參與觀察資料，我將以 2013 年至 2015 年間於六堆客

家地區拜訪友人過程中的部分訪談、觀察資料作為與北客家庭敘事的比較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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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架構與訪談大綱 

  綜觀前述理論、文獻資料的蒐集與回顧，本研究將以「家庭生產食物的技藝」

和「家庭日常飲食記憶」兩大類別作為訪談主軸，再由此兩大類別延伸出的子題，

帶出較細微的提問。另考量訪談對象在家庭中的角色（性別差異或是否為家中主

要料理者）的不同，於實際訪談時會再進行提問調整，並且會依訪談當下的討論

內容不同而挪動題綱順序，讓報導人能更完整的分享個人敘事。訪談大綱的基本

背景，包含：姓名、性別、年齡、戶籍、現居地、簡要的家庭背景、自我族群認

同，另將深度訪談重點安排如下： 

 

表 2 訪談大綱 

（一） 家庭生產食物的工序：請描述您對客家醃漬類食品的記憶 

1. 請問一年之中，家裡總共會製作那些醃漬食品？ 

2. 請問您家中製作這些醃漬食品的時節，分別是何時？ 

3. 請問您會使用到哪些食材？為什麼會選用這些食材？ 

4. 請問您家中有哪些人會參與製作過程？ 

5. 請問在您家中的日常飲食中，會如何烹調這些醃漬食品？例如會搭配哪些食

材？烹調方式為何？ 

6. 請問在您記憶中，家中的醃製方式和其他人（其他社群）有什麼不同嗎？ 

 

（二） 家庭日常飲食記憶：請描述您對食用客家醃漬類料理的記憶 

1. 請問您家中何時會食用這些料理？  

2. 請問您家在什麼場合會食用這些料理？   

3. 請問您會和那些人一起吃這些料理？ 

4. 請您敘述這些料理的口味（味覺 ：酸、甜、苦、辣、鹹；嗅覺）。 

5. 請問您對食用這些醃漬料理有什麼想法？喜歡、排斥？或請敘述食用料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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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產生的聯想。 

6. 延續問題 5，請您敘述食用這些醃漬料理時，產生喜好、聯想的緣由。例如

為什麼會喜歡這個口味；為什麼會排斥這個口味；為什麼吃到這麼口味會想

到某個事件？ 

 

  以人們如何生產食物為始，以人們記憶中的家庭飲食口味為終，從他們選擇

和操作飲食的過程之中，觀看家庭飲食記憶如何被呈現、如何被帶入北客認同，

這些再現的飲食生活記憶，即是他們對己群的詮釋與認同。研究結果希望能藉由

南遷北客對飲食記憶的敘事，讓他們自己說出自己熟悉且認同的客家家庭飲食口

味，回答出較為貼近北客與南遷北客家庭飲食生活的在地面貌，呈現出臺灣北客

飲食文化的主體性與特殊性。最後再透過南遷北客家庭的飲食經驗，分析飲食生

活如何被建構成族群邊界，形塑南遷北客家庭成員的族群認同邊界。 

 

四、寫作佈局 

  本研究以南遷北客的家庭飲食經驗作為起點，透過製作醃漬品的技藝、飲食

口味記憶等家庭日常飲食經驗，找尋北客家庭飲食文化的主體性與特殊性，進而

分析飲食生活如何被建構成族群邊界，牽引出南遷北客的認同界限。因此，在後

續章節安排上，我將於第三章以家庭為單位，依序呈現報導人提供關於醃漬飲食

「技藝」和「記憶」的敘事內容。第四章將以報導人敘事為分析文本，從「醃漬

技藝」、「飲食口味」、「勞動記憶」三個面向進行分析。企圖從三個相異家庭的敘

事歸納他們有何相似？為何相似？進而釐清飲食經驗是否能牽引出南遷北客的

認同界限。 

  本文書寫體例以下七點說明之。第一：本文主要分析文本為報導人的口述敘

事，三位主要報導人多使用客語、或客語與國語混用。而人在回憶、思考過往生

活經驗與表達自我感受時，往往與其慣用語言緊緊相扣。為求貼近報導人話語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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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全文將使用國、客語混合書寫。第二：文中報導人敘事皆以「標楷體」書寫

之。第三：因全文使用國、客語混合書寫，為求閱讀順暢，不另於正文中以括號

附註國語翻譯。但考量閱讀者為非客語使用者（或不熟悉客語文字書寫者），將

於客語詞彙、或語句末當句以註腳註解翻譯（原敘事為國語部分則不再重複於翻

譯註解中），並於註解中附註客語腔調。例一，全客語語句：「恩俚過年使愛食糟

嫲，毋食到使像毋過到年。」52；例二，國、客語混合語句：「高麗菜乾也是這個

時間做，收成後曝三、四日，半燥半燥欸使做得揤盎仔咧。」53。第四：全文中

提及的客家醃漬品皆以客語文字書寫。如：鹹菜、覆菜、霉乾菜、糟嫲……。並

於文中第一次出現時以腳註註明，後文即不再次加註。第五：全文客語文字以「客

語字典查詢檢索條列：中華民國客家委員會全球資訊網」54、《客語能力認證基本

詞彙——中級、中高級暨語料選粹》（海陸腔）55、《客語能力認證基本詞彙——

中級、中高級暨語料選粹（四縣腔）》56為主，《客語詞庫：客語音標版》57為輔，

做為客語文字書寫之憑依。第六：客家研究之學術語彙普遍使用「福佬」指稱臺

灣閩南族群，但客家委員會公布之客語書寫 58則是以「學老（福老）」59指稱之，

為避免混淆，本文於正文書寫時將統一採用「福佬人」指稱閩南人。另外學術語

彙指稱臺灣閩南族群使用之語言為「閩南語」而非福佬話（福佬一詞多出現於客

家研究之視角），因此於報導人訪談中以閩南語敘事的內容，將以「閩南語」指

稱註解，並以「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辭典」60為憑依，使用閩南語書寫。例，

                                                 
52 客語海陸腔：「我們過年就要吃糟嫲，沒吃到就像沒過到年似的。」 
53 客語海陸腔：「……曬三、四天，半乾半乾的就可以塞進瓶子裡了。……」。 
54 客 語 字 典 查 詢 檢 索 條 列 ： 中 華 民 國 客 家 委 員 會 全 球 資 訊 網 。

http://www.hakka.gov.tw/lp.asp?ctNode=189&CtUnit=565&BaseDSD=15&mp=1&ps=（下載日期：

2015.04.30）。 
55 鍾萬梅 主編，《客語能力認證基本詞彙：中級、中高級暨語料選粹（海陸腔）》（新北：客家

委員會，2014）。 
56 鍾萬梅 主編，《客語能力認證基本詞彙：中級、中高級暨語料選粹（四縣腔）》（臺北：行政

院客家委員會，2009）。 
57 劉醇鑫 編，《客語詞庫：客語音標版》（臺北：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2007）。 
58 相關參考資料詳見本書寫體例說明第四點。 
59 以客語海陸腔為例：學老（福老）人［hokˋ loˊ ngin］、學老（福老）話［hokˋ loˊ faˇ］。 
60 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辭典，http://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index.html（下載日期：

2015.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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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閩南語混合語句：「有時候媽媽回程就會去𥴊仔店，61去買一些牛奶糖給我

們當零食」。第七：本文內所有圖片皆由筆者個人拍攝，文中不再另行加註。 

 

 

                                                 
61 閩南語：「雜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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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研究以三個南遷北客家庭的敘事為分析文本，從他們敘述關於製作、食用

醃漬品的「醃漬技藝」、「飲食口味」和「勞動記憶」，探究北客家庭如何通過日

常飲食文化的傳承，形塑家庭成員的集體記憶，並藉由飲食經驗的差異劃出異己

界限。因此本章第一節將先爬梳當代客家飲食特色相關論述，指出為何本研究會

選擇以「醃漬品」作為分析客家家庭日常飲食的切入點。第二節再以集體記憶和

身體感等理論作為家庭飲食記憶的理論基礎，並透過族群邊界理論探究認同界限

的形成。同時，飲食文化的傳承和家庭裡的性別分工相扣合，這種性別分工典範

源自於族群文化中的權威對性別行為的規範，因此將藉 M. Foucault 之論述與規

訓理論淺談客家女性在過往至當代飲食勞動中的轉變；最後採借現有相關議題之

研究案例，作為本研究的研究基礎。 

 

第一節 客家飲食 

  民以食為天，傳統關於飲食的論述多從食品營養或生物學取向進行分析討論，

但「食物不僅是用來吃的，更適合用來思考」1飲食並不單純只是為了填飽肚子、

維持生命，更重要的是那些伴隨著飲食過程而產生的社會意義。食物本身就是意

義的載體，飲食隨著人類的出生到死亡，作為構成生命體的必須條件，和人類文

化的發展緊密相扣。因此我們吃什麼（what we eat）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表徵，

飲食就像我們的身份符號般，顯現出個人的文化背景與其生活環境。食物作為象

徵符碼（Food as symbolic code）2、作為客體，與主體——人之間相互辯證，而

飲食文化即為其相互辯證的過程。食物、人與飲食文化三者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

                                                 
1 “Food are good to eat, and good to think.” 引自 Goody Jack 著；王榮欣、沈南山 譯，《烹飪、菜

餚與階級》（臺北：廣場，2012）。 
2 M. Sahlins, "Food as Symbolic Code."  in Culture and Society : Contemporary Debates, ed J. 

A.Alexander and S. Seidma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pp9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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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產生即為在客體系統之中再生產文化（production is thus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culture in a system of objects.）3，這也反映出社會中不同文化群體在族群認同

上的差異。 

  食物系統之中的生食／熟食、可食／不可食、潔淨／汙染等相對的結構關係，

也提供了分類與秩序的象徵意義 4。食物作為物質不僅提供人類生理營養需求及

溫飽，透過食物這一象徵符碼，亦可解構出其身體意念與空間領域如何配合。

Lévi-Strauss提出的「烹飪三角型」（Culinary triangle）5便說明了食物在天然資源

和文化商品之間的複雜關係，而後因應不同的社會對食物的烹調方法，再提出了

食譜三角。如同每一個人類社會使用不同語言，每個社會也使用了不同的烹調方

式來處理食物。 

  再者，人類飲食的場合是一種「社會場合」，因此各種食物的關係以及各種

社會場合的關係也必定是相「對稱」的。如同Mary Douglas所言：「每一餐飯都

是激起回想食物結構中其他餐飯的線索」6，食物不僅是作為物自身，也被視為

一種傳達社會秩序和意義的文化形式。我們選擇吃什麼、何時吃、怎麼吃、和誰

一起吃，不僅僅是生理過程和供需關係而已，而是更深層的社會關係、文化偏好

和物質資源價值判斷與選擇的反映。當你認同某個群體時，你會遵守該群體對食

物的規範。可以吃、喜歡吃或好吃的食物建立了我群認同，不能吃或討厭吃的食

物則劃定了差異的界線。7 

  前述理論將食物視為一個可思考的範疇，以符號、象徵、分類系統與結構秩

序來討論食物，其討論重點並不在味覺記憶或身體經驗。但通過這些理論，提供

了我們思考、詮釋飲食象徵意涵的方法，進而得以爬梳客家飲食文化的脈絡。 

                                                 
3 M. Sahlins, "Food as Symbolic Code."  in Culture and Society : Contemporary Debates, ed J. 

A.Alexander and S. Seidma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pp94-103. 
4 Lévi-Strauss 1986；Douglas 1984, 2004. 
5 Claude Lévi-Strauss, 1969. 
6 Mary Douglas, “Deciphering A Meal. In Material Culture : Critical Concepts. ” in The Social     

Sciences, ed Victor Buchli.（London and New York : Routledge, 2004）pp243-264. 
7 曾亞雯，〈媽媽的味道？食物口味、飲食實踐與家庭關係〉（臺北：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9），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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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田野調查和口述訪談的過程中，我發現人們透過日常的飲食活動凝

聚家庭，並藉由強調飲食口味記憶來傳遞族群認同。家庭飲食口味記憶不僅維繫

了南遷北客家庭成員對於己群的集體想像，更隱含著他們企圖強化其族群邊界的

意涵。因此本節將先回顧當代客家飲食論述，再以集體記憶作為理論基礎，討論

家庭與集體記憶的關係，說明家庭飲食口味記憶為何能成為集體記憶。其次透過

族群邊界理論探討認同的流變，以解釋集體記憶建構與族群邊界流動間的關聯。

最後採借現有相關議題之研究案例，作為本研究的研究基礎。 

 

一、臺灣客家飲食口味——鹹、香、肥？ 

  在臺灣提及客家族群，皆會連結至其於原鄉長期山居、刻苦耐勞、遷徙不定

的生活模式，並形塑了客家人的族群性。而飲食受到自然地理生態、人文社會環

境的影響，這些「刻苦耐勞」、「勤勞節儉」、「簡樸實在」的族群性印象也反映在

飲食文化上。如Zhou, Da-sheng（周達生）8、王增能 9、楊彥杰 10、楊昭景 11等人

對客家飲食的分析，大體皆提到客家人善於適應環境、長期近山而居，飲食只求

吃飽而非吃巧，口味上因生活、工作環境及食材取得等因素而有「鹹、香、肥」

之特色，飲食結構的特點為「吃素、吃野、吃粗、吃雜」，菜餚方面則具有「重

山珍、輕海味」、「重內容、輕形式」、「重原味、輕渾濁」、「重蒸煮、輕煎炸」等

特色。雖然這樣的論述架構，提供了以族群性為根基的理解脈絡，卻缺乏進一步

詮釋的深度。對於客家族群性的理解，多從現在去記憶、理解、建構客家人的「過

去」來展現其傳統文化，並賦予客家族群意象與內涵，由此再帶入客家飲食文化

的脈絡。因此無論坊間或官方 12，在相關論述及文宣上，常以「遷徙、艱苦、儉

                                                 
8 Zhou, Da-sheng.（周達生）,〈客家食的文化〉，《客家學研究》2（1990）：85-95。 
9 王增能，《客家飲食文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10 楊彥杰，〈客家菜與客家飲食文化〉。收入林慶弧、陳慧俐編，《第四屆中國飲食文化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臺北：中國飲食文化基會，1996），頁 363-380。 
11 楊昭景，〈擺盪於傳統與創新之中：談客家飲食特色及發展方向〉，《中華文化飲食基金會會訊》

11.3（2005）：25-32。 
12 彭 庭 芸 ，〈 客 家 飲 食 文 化 的 成 因 與 特 色 〉（ 客 家 委 員 會 ： 美 食 風 味 館    

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29274&ctNode=1708&mp=1699&ps=，2007）。下載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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樸」等意象來形塑臺灣客家飲食文化。 

  但客家族群經歷了長期遷徙，甚至在臺灣島內多次遷移、與其他族群互動，

受到移居地的自然生態與人文社會環境等影響，人們因試圖定居於新居地而出現

文化特質「土著化」的現象，此現象自然也會反映在飲食文化上。例如，原鄉客

家族群聚居的閩、粵、贛三省交界處，其飲食文化與當地土著（畬族、瑤族等）

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反而與移居到臺灣、東南亞一帶的客家社群有著明顯的差

異。13如同楊昭景、邱文彬在論述客家飲食內涵與發展的專文中指出： 

  飲食是一個族群獨特的展現標誌，有對祖先記憶的痕跡，亦是該族群

長期實踐而成的生活內涵，這其中或許尚存有族群原始的生活飲食習性，

但更多數的表現應該是族群在生存的過程中與所處的土地、環境、不同族

群互動中產生的改變與沉澱的文化。14 

因此，在探討飲食文化與族群之關係時，我們需正視飲食的在地化問題，釐清研

究區域內各族群在飲食文化上的共同性與差異性，才能更進一步的理解臺灣客家

族群的飲食文化特色。 

 

二、客家醃漬品 

  飲食生活的範疇相當廣大，從物質、功能結構、權力政治、到人類心靈情感

的依託等層面，族繁不及備載，客家家庭日常飲食亦然。飲食受到人類當下的社

會生活背景影響最巨，如人們在選擇食材時首先會受到其生活地理、生態環境影

響，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若以經濟背景而論，從農業社會至今，在臺灣島嶼上

的生活經驗也並非客家族群所獨有。在相同的社會背景下，客家飲食要如何與臺

灣其他族群的飲食作出區隔是本研究首要思辨的問題。因緣際會，筆者有幸於初

踏入客家飲食研究範疇時參與林淑鈴教授主持的〈臺灣客家飲食記憶與文化消費：

                                                                                                                                            
2014.1.5。 

13 林淑蓉，〈飲食文化篇〉。收入徐正光編，《臺灣客家研究概論》（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07），頁 154-158。 
14 楊昭景、邱文彬，〈生存、覺知與存在：客家飲食內涵與發展〉，《餐旅暨家政學刊》2.1（2005）：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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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米、豬與菜等食材之安置談起〉之研究計畫。此研究透過月例家常菜菜單，進

行客家、閩南、閩客通婚家戶日常飲食之「食材安置」與「飲食結構」分析，發

現客家家戶較常食用鹹菜、桔醬等醃漬品，非客家家戶則較少觸及前述食材或食

物。 15並且筆者於協助蒐集田野訪談資料的過程中，也發現較具有識別特色的客

家飲食為「醃製類」的客家料理，因此本研究將以製作、食用醃漬品的相關敘事

作為分析客家家庭日常飲食的切入點。 

  醃漬（curing）——泛指農產品採收後的熟成過程 16，又此熟成過程通常都

伴隨著發酵作用。這裡說的「發酵」，指的是各種細菌、真菌以及這些微生物所

產生的酵素將食物加以轉化的過程。人們利用這些轉化的能力來釀酒、保存食物、

使食物更容易消化、降低毒性、或增添美味。世界各地的文化中，只要是在豐收

期過後會迅速面臨季節性食物短缺的地區，幾乎都會發展出特定方式來保存重要

的食物來源，以幫助自己度過糧食較匱乏的時期。人類若想要有餘糧可食，就必

須在有微生物的狀態下，找出像發酵這樣能夠保存食物的方法。不同發酵方式所

使用的酵種（細菌）及各種製作發酵食品的方法具體而微地展現出了文化，並透

過濡化（enculturation）過程 17，將飲食文化內化或整合進文化傳統，深植於人

的慾望及渴求之中，無法輕易捨棄。當然，食物未必都得經由發酵才得以保存，

保存新鮮食物的最佳條件是要讓食物保持乾燥又不會太乾、保持陰涼又不至於過

冷，但要在有限的科技中創造出理想的儲存條件並不容易，因此醃漬與發酵也可

說是最「低科技」的「高級保存技術」。 

  客家醃漬品的變化及種類繁多，依據其製作過程及方式，大體而言可分為乾、

泡、醃、醬四大類 18：「乾」是利用曝曬陽光、風乾方式將食材脫水乾燥以保存

                                                 
15 林淑鈴，〈「臺灣客家飲食記憶與文化消費：由米、豬與菜等食材之安置談起〉。《科技整合下的

創新客家研究之研究──子計畫二》（客家委員會 102 年度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

畫成果報告書，2013），頁 16-25。 
16 Sandor Ellix Katz 著；王秉慧譯，《發酵聖經：蔬果、穀類、根莖、豆類》（新北：大家出版社，

2014），頁 283。 
17 Conrad Phillip Kottak 著、徐雨村譯，《文化人類學》（臺北：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1），
頁 38-39。 

18 苗栗縣文化產業網。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http://feature.mlc.gov.tw/food/food01.asp（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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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泡（漬）」是以多量的水分和作料，醃泡食材使其產生鹹、酸等味道；「醃」

是用鹽或其他作料揉或壓，使食材產生鹹味或酸味為主的醃漬方式；「醬」是將

處理過的食材，醃進豆醬、醬油、豆鼓、甜麵醬、酒糟等，以產生濃厚的味覺。

大部分的醃漬品皆包含一種以上的製作方法，並且無論哪種方式，在製作過程中

幾乎都會伴隨著發酵。如霉乾菜 19的製作需經過鹽醃（醃）、並留置於芥菜自身

釋出的湯水中浸泡（漬），最後將漬好的鹹菜放置於太陽底下曝曬至乾燥才算完

成。 

  近代以前並沒有冰箱或冷凍櫃，保存食物的技術發展一直相當有限。有些地

方的人會用冰塊來保持食材新鮮，但絕大多數的地區並沒有冰塊可用；有些地方

的人會把食物儲存在地窖等涼爽的地方，但很多地區終日炎熱，即使是地底倉儲

也不適宜於保存鮮食。在此之前，食物僅能儘量放置於乾燥涼爽處，或以日光、

微溫、煙燻或鹽醃等方法替食材脫水、乾燥，藉以降緩微生物在鮮食上的活動。

或者，可以反其道而行，利用微生物的活動——發酵來達成保存食物的效果。雖

然近年來因為罐頭、冷凍、化學防腐劑等食物保存技術興起，導致發酵技藝逐漸

式微，不過這種保存食物的古老智慧至今仍然管用。細菌在人體許多生理機能上

都扮演著要角，發酵食物則可以支持、補充人體微生物的生態系統，使之更加多

元，而這樣的生態系統也可能是支持人體得以適應不斷改變的環境條件的關鍵。

此外，發酵能消化某些需要長時間烹煮的營養物質，並且能夠讓食物在室溫下不

變質，因此有助於節省能源。除了保存、保健、節能等優點，發酵還能提供鮮明、

富有層次的風味。20 

  對於早期初墾臺灣的人們而言，因自然生態條件的限制，對食物的選擇其實

                                                                                                                                            
載日期：2013.7.30） 

19 客語：「霉乾菜」，因發霉（長菌、發酵）後再曬乾，故稱之。因為「霉」觀感不佳，遂以「梅」

代霉，一般文獻多寫作「梅乾菜」或「梅干菜」。為貼近客語原意，本文通篇以「霉乾菜」指

稱之。另焦桐也提到：「梅乾菜正確的名稱應該是『霉乾菜』，乃是製作完成幾乎已全乾，又發

了霉，因為霉不是一個好字，大家遂以梅代霉。坊間又多寫為『梅干菜』，『干』字毫無意義」。

引自焦桐，《臺灣肚皮》（臺北：二魚文化，2012），頁：33。 
20 Sandor Ellix Katz 著；王秉慧譯，《發酵聖經：蔬果、穀類、根莖、豆類》（新北：大家出版社，

2014），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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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的有限。雖然現有文獻多半強調客家人傍山而居，刻苦的生存環境與經濟條

件形塑出臺灣客家飲食的特色等等。但無論客家抑或福佬族群，普遍在早期初墾

社會的生活條件皆不算豐饒，也皆有醃漬飲食文化。但不同族群在對於食材選用、

製作工序等製作醃漬品的過程中有著細微的差異，這些差別在人們經過長時間的

飲食生活傳承後，終究導致了口味上的異己界限。 

  臺灣客家族群稱醃漬品為「滷鹹淡」，從文獻和人們的口述敘事中可知，製

作、食用醃漬品的目的大多為保存食材、補充因大量勞動所需的鹽分和微量元素

等營養，並作為新鮮食材匱乏時的救火隊。因臺灣客家族群製作的醃漬品種類、

品項繁多，依用來製作醃漬品的食材進行分類，大抵可分為蔬果類、穀類、豆類、

魚肉類，詳列於下表 21： 

表 3 臺灣客家醃漬品一覽 22 

類別 醃漬品種類 使用原料與附註 

蔬 

果 

類 

鹹菜、覆菜、霉乾

菜、老霉乾菜 23 

原料為芥菜，中部、北部客家人多使用「姑腰菜」，

又名包心芥菜，大芥菜的一種。株形大，葉柄肥短

扁闊，葉身較短，多肉但不結球。報導人大多以客

語「大菜」稱之。 

滷菜頭、菜脯乾、

菜脯絲、蘿蔔錢、

老菜脯、菜頭湰 24 

原料為白蘿蔔，各地區習慣使用的品種皆不同。菜

脯絲、菜脯錢皆為菜脯乾的一種，但製作過程中是

先削成細絲條狀、先切成圓片狀再進行曝曬。 

                                                 
21 表 1-1 資料引自筆者田調資料、和劉還月，《臺灣客家族群史．民俗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

員會，2001），頁：227-267。田麗卿、蔡麗真 主編，《食飽吂：22 位客家名人飲食記憶地圖》

（臺北：野人文化，2006）。林淑蓉，〈飲食文化篇〉。收入徐正光編，《臺灣客家研究概論》（臺

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7），頁：152-178。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桃園客家海脣人：新屋

漁村展風貌-悅讀客庄 3》（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11）。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東勢寮下

滷鹹淡：豐存客家好風味-悅讀客庄 5》（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11）。客家委員會數位臺

灣客家庄，http://archives.hakka.gov.tw/等文獻。 
22 本表格由筆者彙整繪製。表中醃漬品皆以客語書寫之，後文中若再次出現則不再次加註。 
23 客語：「鹹菜、覆菜、霉乾菜、老霉乾菜」。鹹菜坊間又稱酸菜、覆菜又稱福菜、霉乾菜多寫

作梅乾菜、老霉乾菜則是放置長達 10-15 年以上的霉乾菜 
24 客語：「醃蘿蔔、蘿蔔乾、蘿蔔（乾）絲、蘿蔔（乾）錢、老蘿蔔乾、米糠（豆豉）醬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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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麗菜乾（菠麗菜

乾）25 

原料為高麗菜，大多如覆菜一樣僅曬製半乾即入

罐，但也有曬至全乾者，皆稱為高麗菜乾。 

滷菜心 26 
原料可用大心芥菜、高麗菜、大白菜、花椰菜、油

菜、莪菜等蔬菜的粗莖（菜梗）進行醃製。 

花菜乾 27 原料為花椰菜。 

滷薑嫲 28 
原料為嫩薑，依各家口味常添加不同香料共同醃

漬，如豆豉、米醋、梅汁、紫蘇、八角……等。 

滷蕎（仔）29 原料為蕗蕎的鱗莖（又名薤白）。 

滷蒜頭、滷糖蒜 30 
原料為蒜頭鱗莖。前者以米酒、醬油鹽漬，偏鹹味；

後者以糖醃漬，成品帶有酸甘味。 

酸豆（仔）、長豆

乾 31 
原料為豇豆。也有人稱長豆乾為菜豆乾或曬豆乾。 

筍乾、脆筍、滷

筍、醬筍 32 

原料有麻竹筍、桂竹筍、綠竹筍。綠竹筍因鮮食口

味佳，較少用以醃漬，筍類醃漬品多選用鮮食纖維、

苦味較重的麻竹筍或桂竹筍，其中又以麻竹筍為多。 

瓠乾、蔭瓜、滷大

黃瓜、醬冬瓜 33 

原料依順序分別為：瓠瓜（扁蒲）、越瓜、大黃瓜、

冬瓜。除瓠乾製成乾之外，其餘瓜類醃漬品多以醃、

泡、醬方式製作。 

爛布子（潑波子）34 原料為破布子，因生食澀味過重，多醃漬後食用。 

                                                 
25 客語：「高麗菜乾」。部分客語四縣腔、大埔腔稱其為「菠麗菜乾」 
26 客語：「醃菜心」。 
27 客語：「花椰菜乾」。 
28 客語：「醃薑母」。「薑嫲」通常在客語中指稱薑或老薑，若特別指稱嫩薑為以「嫩薑」稱呼，

但此處「滷薑嫲」使用的原料為嫩薑。 
29 客語：「醃蕗蕎」，東勢客語因無「仔」尾，稱滷蕎仔為「滷蕎」。 
30 客語：「醃蒜頭、醃糖蒜」。 
31 客語：「酸豆子、長豆乾」，東勢客語因無「仔」尾，稱酸豆仔為「酸豆」。 
32 客語：「筍乾、脆筍、醃筍、米糠（豆豉）醬筍」。 
33 客語：「瓠瓜乾、醃蔭瓜、醃大黃瓜、米糠（豆豉）醬冬瓜」。 
34 客語：「破布子」，東勢客語稱其為「潑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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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醬 35 
原料為酸桔或圓金柑（扁圓形金桔）。視各家口味會

加入辣椒。 

滷梅子 36 原料為梅子，常與紫蘇一起醃漬。 

陳皮 37 原料為橘皮。多選用椪柑等橘皮厚實者進行製作。 

酸柑茶 38 
原料為虎頭柑與普洱茶。將茶葉混和柑橘果肉，再

填入去除果肉的空心橘皮中製成。 

柿餅 39 原料多為筆柿。 

滷梅 40 原料為青梅。 

黃梨豆醬 41 原料為鳳梨及豆豉醬。 

穀 

類 

紅糟、白酒糟 
原料為糯米及酒麴。可釀酒、可作為調味料直接食

用，也可做為醬菜、醃漬肉品的基底。 

米糠醬 
原料為米糠。炒過、加入糖後可製成米糠醬，同長

作為醃漬其他醬菜的基底，不單獨食用。 

豆 

類 
豆豉、豆腐乳 42 

原料多為黃豆，也可用黑豆製作。豆豉也可作為其

他多種醬菜醃漬品的基底。 

魚 

肉 

類 

滷蜆（仔）、滷毛

蟹 43 

原料為蜆貝、河蟹等。以鹽、醬油、米酒、香料等

進行醃漬，大多醃漬 3-4 天內即食用完畢。 

（豬）肉醢、魚

醢、蝦醢、蟹醢、

鹹醢 44 

東勢、卓蘭地區以豬肉、溪魚、溪蝦蟹等，經添加

豆麴（綠菇）、鹽、酒醃漬發酵，此種經醃漬後的河

魚、河蝦、豬肉等肉類滷鹹淡，在東勢客庄地區通

                                                 
35 客語：「桔子醬」。 
36 客語：「醃梅子」。 
37 客語：「陳皮」。 
38 客語：「酸柑茶」。 
39 客語：「柿子餅」。 
40 客語：「醃梅子」。 
41 客語：「豆豉醬鳳梨」。 
42 客語：「豆豉、豆腐乳」。 
43 客語：「醃蜆貝、醃河蟹」。東勢客語因無「仔」尾，稱滷蜆仔為「滷蜆」。 
44 客語：「豬肉醢、魚醢、蝦醢、蟹醢、鹹醢」。康熙字典：「『醢』肉醬也。……凡作醢者，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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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醢」；桃園沿海客庄如新屋永興、永安及笨港

村等地區則是以特定海魚製作，稱其為「鹹醢」。 

鹹豬肉 45 
原料為帶皮三層豬肉。以鹽和米酒醃漬而成，視各

家口味會加入蒜頭等佐料。 

糟嫲 46 
基底為紅糟（紅麴酒糟粕），並將豬、雞、鴨、鵝等

肉品醬入其中。 

豬膽肝 47 

原料為豬肝。豬內臟因含水量高，易腐壞，但以鹽、

酒、香料等醃漬並脫水（有些家戶會輔以煙燻）後

的豬膽肝可長久保存。 

 

  因應食材取得難易、醃漬工法和工序的變換，臺灣客家醃漬品種類族繁不及

備載，表 1 僅能概略的將之彙整出。其中有不少為地區限定的醃漬品，如桔醬、

糟嫲大多僅於中北部客家地區製作及食用；酼則出現如桃園新屋、中部東勢卓蘭

等地。從製作醃漬品的食材選用、製作工序等差異隱約可辨識出不同地區的客家

社群的口味偏好。因此我以此作為識別，以醃製料理的生產過程作為訪談的切入

口，從報導人何時製作、如何製作、何時食用、為什麼會大量的選用特定食材等

面向，進一步瞭解南遷北客對家庭飲食口味的選擇。也就是說，從報導人於「醃

漬技藝」的操作，觀看他們在「飲食口味」的選擇結果，並透過報導人製作醃漬

品的「勞動記憶」，觀察北客家庭飲食文化的傳承景況，進而釐清家庭日常飲食

經驗是否能夠形塑家庭成員對於「北客」身分的認同。 

 

                                                                                                                                            
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甁中，百日則成。鄭司農曰：無骨曰

醢」。國語念作［ㄏㄞˇ］、客語海陸腔讀作［goi］、大埔腔讀作［gieˇ］。另澎湖地區有以珠螺製

作的醢，稱之「酉奎」，閩南語讀作［gueˊ］。 
45 客語：「（鹽漬）鹹豬肉」。 
46 客語：「紅糟醃肉」。「糟嫲」專指稱包含糟粕的紅糟漬肉，並不會用以指稱其餘白麴、黃麴製

成的酒糟。 
47 客語：「（鹽漬）豬膽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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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集體記憶與族群認同 

一、家庭記憶與認同建構 

  前述客家飲食文獻提及之「鹹、香、肥」飲食特色尚屬泛論，缺乏當代臺灣

客家飲食在地經驗與理論基礎。而近年雖飲食研究逐漸蔚為顯學，不少學者加入

客家飲食研究的行列，但相較於客家研究其他領域，客家飲食研究的面向仍舊較

為不足。目前臺灣客家飲食研究多以食材烹調分類、文化消費、文本分析等文獻

為主，較少由「飲食記憶」的層面切入。1990 年代臺灣學界便已開始進行集體

記憶的相關論述，但集體記憶的概念主要置於建構國家、民族或族群，以集體記

憶來探究飲食及族群認同者仍不多見。 

  記憶是個人的、主觀又隱晦，那又何來「集體」記憶呢？Maurice Halbwachs

指出，一向被我們認爲是相當「個人的」記憶，事實上是一種集體的社會行爲。

一個社會組織或群體，如家庭、家族、國家、民族等等，都有其對應的集體記憶

以凝聚此人群。48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獲得記憶，也正是在社會中，人們才能進行

回憶、識別和對記憶加以定位，生活群體提供了個人重建記憶的方法。在這個關

係中，所謂的集體記憶和記憶的社會框架因此存在。個體將自身置於框架中，通

過把自己置於群體的位置來進行回憶，群體的記憶則通過個體記憶體現自身。49換

言之，記憶必須與社會脈絡產生連結，才能達成記憶之功能。當這個概念扣回到

飲食文化脈絡，我們所熟悉的家庭飲食口味不僅是飲食記憶的核心，也是記憶的

框架。 

家庭作為集體記憶的載體，個人依附在群體（家庭）內，對此群體產生集體

記憶，如Halbwachs 所指：「群體自身也具有記憶的能力，比如說家庭以及其他

任何集體群體，都是有記憶的。」50，這些群體的集體記憶，均須透過某些儀式

                                                 
48 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歷史研究》5（2001）：137。 
49 Maurice Halbwachs 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頁

67-72。 
50 Maurice Halbwachs 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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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演或文化實作來達成，Paul Connerton在《社會如何記憶》中提到集體記憶的

傳遞特別著重於紀念儀式與身體實作上，他認為紀念儀式被群體創造，具有反覆

操演與形式化的儀式語言。透過儀式的反覆操演，群體成員在固定的空間場域中，

以他們熟悉的語言行為來決定共同體的感受。而身體實踐也藉由體化實作

（incorporating practice）與刻寫實作（inscribing practice）的沉澱與累積，而產

生一種習慣（habit），藉由生活世界的身體反覆訓練與實踐來獲得知識，以提供

一個有效的記憶系統。記憶不僅會被具體化在日常生活的身體實踐中，社會記憶

也會透過身體實踐來傳遞，就像姿勢、手勢、習慣、吃的方式和穿著打扮與記念

儀式，這些都可以被視為具有文化意義的儀式重演或是「展演的記憶」

（performative memory）。51也就是說，社會記憶可透過日常實踐的體現，經由個

人與群體實際行動賦予記憶(remembering)深刻的內涵。 

  Connerton提出記憶機制是一種結合外在的刺激與內化的實踐機制，記憶不

再只是一個共享的意象的留存，而是一個過去與現在的互動，並且必須透過個人

的「身體實踐」 (bodily practices)所養成的「習慣」來傳遞文化傳統。而論及記

憶與身體實踐之間的關係，「身體感」則成為一個相當有關的並且必須納入考量

的議題。身體感的定義為：「身體作為經驗的主體來感知內在與外在世界的項目

（categories）」，任一身體感項目由單一或多項不同的感官知覺形成，這些項目於

人們的生長過程中，於身體長期與文化環境的互動中養成。52因而即使「體物」

經驗是個人的、難以名說的，但在身體與物直接互動的過程中，文化成員因其從

小生活於具文化特色的環境中，或經歷一些文化教養的課程，而培養出具文化特

色的感知方式，提示成員體物時應關注的焦點、方式或主題，更將這些關注的焦

點經由身體實踐「加諸」於物本身，使物有其特定的功能與歷史文化特性，形塑

人們使用的方式與生活習慣。也因此即使人們對同一物（或物質環境）有不同的

                                                 
51 Connerton, Paul 著；納日碧力戈 譯，《社會如何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

46-132。 
52 余舜德，〈從田野經驗到身體感的研究〉，收入余舜德編，《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新

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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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或價值判斷，因為相同文化成員在類似的體物過程之基礎上談論體物的經驗，

所以成員之間依然能夠溝通、理解各自的主觀經驗與價值認定。53 

  也可以說，在集體層次上，體物的方式是「文化的」，個人身處的家庭文化

記憶框架使得外界的刺激成為具有文化特色的經驗，且由此過程習得身體感的家

庭成員，因為對物、對感知的關注焦點類同，其透過身體感而產生的認知又再現

為家庭記憶。以家庭日常飲食活動而言，成員經由選擇食材、烹調料理、食用菜

餚等活動進行體化實作的反覆操演，而雖然不具有實體的文本或影音記錄，但人

們在進行飲食活動的過程中傳遞言說，以口傳的形式記錄飲食技藝與記憶，累積

刻寫實作；同時，也就是在經歷這些身體實踐的過程之中，人們習得身體感。 

於此，家庭成員透過身體的日常實踐和多重的身體感項目，產生記憶家庭飲食口

味的習慣，達成家庭飲食口味記憶能被存續與傳遞。家庭成員個體與群體之間的

聯繫焉然而生，建構出家庭集體記憶。 

  集體記憶除了經由群體成員以身體實踐等方式來維持之外，集體記憶的背後

還需要一群建立、塑造集體記憶的主導者，群體的集體記憶方能被有效地維繫下

來。群體如何「形成」，則是另一個需要思辯的主題。在人類的認同與區分概念

中，許多民族（nation）或族群（ethnic group）的認同與分類體系，多以「血緣」

來凝聚我群、排斥異己，此血緣關係可能為真實，也可能是人們的想像或虛構。

但無論如何，重要的是在這樣的群體中，人們「相信」彼此有如此的親近關係，

藉此，他們共同享有、保護與爭取生存資源；同時也藉此忘卻，或合理化，人群

內部的性別、世代、地域與階級區分所造成的不平等。54以本研究為例，家庭成

員之間因為血緣關係而凝聚，但素昧平生、來自不同家庭的北客彼此之間並沒有

實際的血緣關係，他們卻依舊「相信」並認同彼此的家庭飲食口味記憶近似於自

己的飲食口味記憶。簡言之，他們「想像」他們擁有共同的、屬於北客家庭的飲

食口味記憶，並且這份想像是群體經過認知過程（cognitive process）產生的社會

                                                 
53 余舜德，〈從田野經驗到身體感的研究〉，收入余舜德編，《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新

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頁 9-10。 
54 王明珂，《羌在漢藏之間》（臺北：聯經出版，2003），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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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le fait social），而非捏造的虛假意識。55就像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

共同體》一書中指出「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他是被想像為本

質上是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56，而指涉較小範圍的「族群」（ethnic 

groups）也是如此，群體「認為」自己擁有共同來源，便足以構成族群想像。57這

些北客家庭成員個體在這樣的想像之下，相信彼此擁有共通的飲食記憶而成為一

個想像共同體。 

  然而記憶的另一面則是「失憶」，每個人都會擁有許多共同的事物，同時每

個人也都遺忘了許多事情。58族群認同藉由其成員對「群體起源」（歷史記憶與述

事）的共同信念（the common belief of origins）來凝聚，認同變遷則藉由「歷史

失憶」來達成。59當一個群體欲維持內部的集體記憶，群體內部便經常會產生行

動者建構、塑造該群體的集體記憶，而此種建立集體記憶的過程，除了維繫群體

的集體記憶外，其實也牽涉到群體內部的權力關係與鬥爭。當某些行動者取得建

構集體記憶的權力時，他們也可藉由集體記憶的重建，來重整群體內部的認同範

圍，調整族群邊界（ethnic boundary）。60  

  Connerton的身體實踐強調個人具有主動整合記憶的能力，在此觀點下，記

憶乃成為一個辯證的過程，是個人或群體經由記得與遺忘、吸納與拋棄這一個無

止境的、反覆行動的過程，來賦予集體記憶更為動態與主動的面向。61因此，執

行身體實踐的「個人」即為建構與傳承記憶的主宰者，而在客家文化的性別分工

之下，負責大部分飲食勞動的「女性」即為飲食生活記憶的主要掌控者。這種性

                                                 
55 Anderson, Benedict 著；吳叡人 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出

版，2010），頁 13。 
56 Anderson, Benedict 著；吳叡人 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出

版，2010），頁 41。 
57 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臺北：群學出版，2003），頁 10-11。 
58 Anderson, Benedict 著；吳叡人 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出

版，2010），頁 41。 
59 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歷史研究》5（2001）：138。 
60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1997），頁 373-374。 
61 林淑蓉，〈食物、記憶與社會生活:再探客家文化遺產〉。《口傳與非物質性文化遺產:客家族群

記憶研究──子計畫二》（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95 年度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2007），

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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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分工源於漢民族父系觀點對於女性的論述與規訓，在此文化體系中，女性只能

擔任家庭勞動等初級、非技術性的勞動角色。62 而要解析「論述」與「規訓」如

何造就女性在飲食生活中的身體展演，就必須先理解論述是什麼、以及論述如何

規訓行動者（女性）。 

  論述（discourse）是描述、定義、分類，以及思考人群、知識與抽象的思想

體系的方式。它隱含在、並且從群體之間的權力／知識關係產生；這些群體也是

由論述建構，並受論述所限制。Foucault提到：「我們必須把知識的主體、做為知

識對象的客體，以及知識的型態，都視為是權力／知識，與其歷史變遷所產生的

種種主要結果」。也就是說，論述是構成知識的方式，在論述之外，身體、思想、

情感都無意義。Foucault研究知識的運作，探討知識如何將不同的群體置入權力

之網。他檢視了專家、專業人士的權威，發現這些（權威）論述，強化了凡事必

須訴諸專業的情況，並且還「建構」、或者說「發明」了偏差行為群體，將其視

為可供研究、必須遏止、改造的客體，並由專家行控制之責。Foucault強調這些

分類方式的產生，與其數個世紀以來的變遷情形，都缺乏固定的法則。因此他認

為，我們必須質疑在專業論述裡常見的所謂發現「真理」與「理性」之宣稱。這

些論述並沒有掌握到客觀現實，相反地，它們創造、再生產，以及掩飾了權力與

控制的關係。63 再者，Foucault以全景敞視（panopticon）探討規訓(discipline)權

力，他認為這種持續的自我監視與自我控制，使得受規訓政權控制的偏差者內化

了規訓權力，造成齊常化（normalization）的效果。Foucault也討論了時間表、軍

隊操練課表這些技術，他認為這些技術透過控制與規訓身體，企圖重新建構自我，

並且將自我齊常化。這個過程的目的便是創造一個屈從權威，並且服從會控制的

柔順身體（docile body）。64 

                                                 
62 邱彥貴、吳中杰，《臺灣客家地圖》（臺北：貓頭鷹出版，2001），頁 104-107。 
63 Michel Foucault 著；謝強、馬月 譯，《知識考古學》（北京：三聯書店，2003），頁 84-147。

Smith, Philip，林宗德 譯，〈後結構轉向〉《文化理論的面貌》（臺北：韋伯文化，2004），頁 160-161。 
64 Michel Foucault 著；劉北成、楊遠嬰 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臺北：桂冠，1992），
頁 135-227。Smith, Philip，林宗德 譯，〈後結構轉向〉《文化理論的面貌》（臺北：韋伯文化，

2004），頁 16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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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家庭飲食記憶的脈絡，記憶需透過個人於生活的身體實踐方才得以延續，

而透過論述，女性被規訓為飲食勞動中的主要行動者，也因此成為家庭飲食記憶

的主要建構者與傳遞者。反言之，若生產家庭日常飲食的主要行動者——女性不

再被舊有論述箝制於廚房勞動之中，家庭的飲食記憶也將隨之改變。家庭飲食記

憶經由日常的飲食活動形成集體記憶，集體記憶也因這些儀式般反覆操演的身體

實踐而獲得鞏固與維持，甚至透過特定群體的建構，飲食口味記憶得以強化並維

繫家庭成員對於「身為北客」的集體記憶。但同時，當身體實踐逐漸不再於日常

中展演，原有的家庭記憶即必須面臨無法延續的危機。 

 

二、流動的族群邊界 

  族群是指一群因為擁有共同的來源，或者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或

語言，而自認為、或者是被其他的人認為，構成一個獨特社群的一群人。65 

  「族群」（ethnic groups）作為一種分類人群的方式，相對於其他團體的認同，

最獨特之處在於它是以強調成員的「共同來源」或「共同祖先」（common descent），

做為區分「我群」與「他群」的標準。66人們對於對於族群或民族的觀察與分類，

經常脫離不了體質、語言、文化等「客觀」特徵，但文化特徵在人群中的分布，

大多是呈現連續的過度變化，以客觀文化特徵來界定一個族群，有其實際上的難

處。因此族群研究發展至今，研究取向逐漸由追尋族群內涵的文化特質，轉變至

族群邊緣、外圍研究。Barth在《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導論中便指出，

族群是由它本身組成分子所認定的範疇，造成族群的是它的「邊界」，而不是包

含語言、文化、血統等的「內涵」；一個族群的邊界，不一定指的是地理的邊界，

而主要是「社會邊界」。67於此，客觀文化特徵僅能表現一個族群可被觀察的一般

性內涵，而無法解釋族群邊界的問題；既然無法解釋族群邊界，就也無法進一步

                                                 
65 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臺北：群學出版，2003），頁 10。 
66 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臺北：群學出版，2003），頁 10。 
67  Barth, Federik(ed.),“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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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族群認同變遷的問題。 

  為了探究族群認同，近年來民族、族群研究學者們紛紛提出「民族史邊緣研

究」或「族群想像研究」，68其中王明珂在《華夏邊緣》一書中提出：造成一個族

群的，並不是文化或血緣關係等「歷史事實」，而是對某一真實或虛構起源的「集

體記憶」。69客家族群認同的形塑便是經由強調「共同來源」或「共同祖先」而形

成。客家研究先驅羅香林在《客家研究導論》起始處便破題：「『客家』，是漢族

裏頭一個系統分明的支派」。70他通過梳理北方漢族群體的五次大規模遷徙，佐以

史料、譜碟辨析客家的淵源流變，得出客家為漢民族內部一個具有獨特文化個性

的民系。關於客家源流的探究在羅香林之後也陸續有學者提出不同看法，如房學

嘉《客家源流探奧》、謝重光《客家源流新探》、陳支平《客家源流新論》、王東

《客家學導論》等。71前述學者雖對於客家源流各有主張，卻共同圍繞著一個主

題——族群的來源。然而族群所認定的共同祖先與共同來源究竟是真是假，已非

重要議題。重要的是，一個群體若認為自己擁有共同的來源或祖先，便足以構成

他們的族群想像。因此，族群不僅是受客觀文化特徵限定的人群範疇，也是個人

意志選擇的主觀認同。 

  族群認同的主觀自我認定的又可分為「根基論」（primordialism）以及「工

具論」（circumstantialism）。72根基論者認為族群認同來自根基性的基本情感聯繫

（primordial attachment），生活於群體中的成員藉由共享獨特的語言、文化、風

俗習慣等而凝聚彼此。如臺灣客家族群即便彼此未有真實的血緣聯繫，因共有語

言（客語，但其中有含有不同的方言群）、祭儀（義民祭）、飲食（多樣的醃漬料

理）等異於它群的文化特徵，便產生認同凝聚，主觀認定自己屬於客家族群。工

                                                 
68 如 Barth, Anderson, 王明珂、王甫昌等人。 
69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1997），頁 90。 
70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臺北：南天出版，1992），頁 1。 
71 房學嘉，《客家源流探奧》（梅州：廣東高等教育，1994）。謝重光，《客家源流新探》（臺北：

武陵出版，1995）。陳支平，《客家源流新論——誰是客家人》（臺北：臺原出版社，1997）。 
72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1997），頁 36-40。primordialism：

原生論／根基論；circumstantialism：工具論／情境論，因在不同文獻中出現不同翻譯，本文統

一採用王明珂之譯文——primordialism：根基論；circumstantialism：工具論。 



 

41 
 

具論者則認為族群的界線是可變動、可被利用的，是族群成員為了適應新的社會

情境之需要而產生的。如臺灣北部客家移民遷往南部後，為了在新的社會中爭取

政治或經濟競爭優勢，而重新強化舊有的、甚或先前不存在的族群認同，例如強

調語言、風俗、飲食與南部客家社群的差異性，依此建構出相對於南部六堆客的

「北客」認同，藉以強化自身社群。 

  無論是族群認同的客觀論、主觀論，或族群意識的根基論、工具論，都不是

對立不相容的。客觀論指出族群被觀察的內涵，主觀論描繪族群邊界；根基論說

明族群內部分子間的聯繫與傳承，工具論強調族群認同的維持與變遷，73這些論

點所強調的重點各有缺失，也各有所長。依前述理論，人們的族群認同不再侷限

於單一認同，而是隨著情境結構變化。這種族群建構論的主張，強調族群邊界的

流動性，Benedict Anderson從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探究社群的想像問題，指

出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而區分不同的共同體的基礎，是他們被想像的

方式。74王甫昌則認為族群的身份是多元的，族群並不是「團體」，它是一套關於

「如何分類人類的意識型態」。75王明珂從集體記憶理論出發探討族群建構的議題，

指出過去的經驗常常在我們的意識掌握之外，而回憶是將部分的「過去」擇回，

用來為現實的需要服務，在許多的社會活動中，強固了與其他成員間的集體記憶，

並延續群體的凝聚。76 

  群體能形成一個族群，是經由共同歷史記憶的形塑而成。族群內部成員不見

得都親身經歷過「共同歷史」，但這種族群集體記憶經過不斷的論述而形成族群

歷史記憶，這種族群歷史記憶對於族群邊界的維持與流動均有極重要的影響。因

為共同的過去可以被選擇、重組、或遺忘，人們宣稱一個共同的起源，等於是宣

稱一種族群認同。為了適應現實環境的變遷，「起源」經常性地遺忘、修正或重

新詮釋，便足以改變個人或一個群體的認同，或重新界定當前的族群關係。族群

                                                 
73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1997），頁 40。 
74 Anderson, Benedict 著；吳叡人 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出

版，2010），頁 37-46。 
75 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臺北：群學出版，2003），頁 61。 
76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1997），頁 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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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緣內的人群，以共同祖源記憶來凝聚；群體一但宣稱新的祖源，即表示他們與

原族群間的結構性失憶（structural amnesia）產生，新的集體起源記憶將他們與

一些共有這些記憶的人群聯繫起來。族群的結合與分裂，即在不斷的凝結新集體

記憶與結構性失憶中產生。77因此，個人或人群都經常藉著改變原有的祖源記憶，

來加入、接納或脫離一個族群，造成族群邊界的變遷，也就是族群認同變遷（ethnic 

change）。78 

  王明珂以畫圓為例，畫出圓的「邊緣」線條後，無論在圓圈內如何塗改，皆

不會改變那是一個「圓圈」的事實。同樣地，一但以某種範圍界定了族群邊緣，

在族群內部的人不需太強調自己的文化內涵，而是這些界定族群的特徵在族群邊

緣被強調出來。79邊緣研究對於族群研究的重要性即在此，它提供我們一種理解

族群認同的方法——由「真實」（reality）轉移到「情境」（context），由識別、描

述「他們是誰」轉移為詮釋、理解「他們為何要宣稱自己是誰」。80因為在族群邊

緣，人們強烈的堅持一種認同，強烈的遺忘一種認同，這都是在族群核心所不易

見到的。這也使得「邊緣」成為觀察、了解族群的最佳位置。81 

 

三、客家飲食、記憶與認同 

  前文提及當今臺灣客家飲食特色尚陷於「鹹、香、肥」等 82泛論，對於臺灣

在地客家飲食特色缺乏較細緻地討論。然而因應近年飲食研究興起、政府政策推

動等多方外力影響，已有越來越多學者投入臺灣客家飲食的研究；究竟「客家飲

食是什麼？」、抑或「什麼是客家飲食？」成為當代臺灣客家飲食研究學者必須

思辯的問題。 

                                                 
77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1997），頁 90。 
78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1997），頁 12。 
79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1997），頁 77-78。 
80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1997），頁 22。 
81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1997），頁 12-13。 
82 當前大多文獻提及的客家飲食結構的特點為「吃素、吃野、吃粗、吃雜」，菜餚方面則具有「重

山珍、輕海味」、「重內容、輕形式」、「重原味、輕渾濁」、「重蒸煮、輕煎炸」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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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飲食」的樣貌為何？近年來有賴守誠（2007）83、黃鉯玲（2012）84、

林淑鈴（2013）（2015）85等人為文討論，他們試圖將客家飲食分別置入私領域及

公領域進行比較研究，探討客家飲食在不同主體下的樣貌。 

  賴守誠以客家族群之「家庭餐飲」與「餐廳外食」的個案深入探索為例，說

明臺灣客家族群的飲食在現代消費文化脈絡中如何展開重構。黃鉯玲則從人們如

何習得與傳承客家菜，到政府政策兩大方面，來探究客家飲食對族群認同所產生

的影響。林淑鈴透過食材、食物以及烹調方式的分析，指出當今臺灣客家飲食與

傳統客家飲食內涵有關，飲食文化在時序上有關連，但通過記錄客家家戶之日常

飲食、客家美食認證以及散佈於臺灣各地的客家餐廳業者與消費者的記憶，發現

當代的客家飲食與傳統客家飲食已經有所不同。林淑鈴採藉詮釋與批判觀點分析

臺灣「客家美食」如何被建構，發現客家飲食特色、飲食結構、烹調方式、食材、

與食物，是在特定時空脈絡下，因應不同行動者，經由相對主觀選取與排除的過

程，建構出不同於往昔客家飲食文化之面貌。此研究成果對身為「局內人」（insider）

的我而言，實為一重要借鏡。 

  再者，食材取之於自然，其與在地生態習習相關，若不同的族群皆使用同一

食材，即無法輕易依此進行族群飲食分類。因此在同一個生態區，藉烹飪、調味

達成的「口味」的差異即是辨別不同飲食文化的捷徑。而相異的味覺記憶，也成

了一種人群分類彼此的方式。關於味覺的描寫，現有大量各類相關文獻、資料，

如《食飽吂：22 位客家名人飲食記憶地圖》86、焦桐《臺灣肚皮》87、《臺灣舌頭》88；

阿部直美、阿部了《幸福便當時間》89；安倍夜郎《深夜食堂》90、公共電視《台

                                                 
83 賴守誠，〈現代飲食品味變遷下的臺灣「客家飲食」：以家庭餐飲與餐廳外食為例〉（行政院客

家委員會 96 年度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2007）。 
84 黃鉯玲，〈客家飲食傳承與族群認同〉（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2）。 
85 林淑鈴，〈子計畫二：「臺灣客家飲食記憶與文化消費：由米、豬與菜等食材之安置談起〉（客

家委員會 102 年度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成果報告書，2013）。林淑鈴，〈建構「客

家美食」與消費客家文化〉，《中國飲食文化期刊》11.1（2015）：67-121。 
86 田麗卿、蔡麗真 主編，《食飽吂：22 位客家名人飲食記憶地圖》（臺北：野人文化，2006）。 
87 焦桐，《臺灣肚皮》（臺北：二魚文化，2012）。 
88 焦桐，《臺灣肚皮》（臺北：二魚文化，2013）。 
89 阿部直美、阿部了（王俞惠譯），《幸福便當時間》（臺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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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食堂》91等，大多以敘事的方式呈現烹調食物的過程和飲食味覺的記憶，進而

提到相關感知食物的身體經驗，描述在體驗和回憶食物的過程中，那些被牽引出

的細微卻又深厚的情感與鄉愁。前述文獻大多停留在對料理口味的描述，並未進

一步的深化飲食經驗與其文化特殊性的討論，比如回憶飲食時間、場合和情感

等。 

  以族群文化認同為研究重點的論述有廖經庭（2007）92和王雯君（2005）93。

廖經庭的研究從「家族記憶」與「族群邊界」兩個概念出發，由臺灣彭姓族人的

祭祖儀式探討家族成員如何透過祭祖儀式產生凝聚力量、產生何種的族群邊界。

雖然此篇研究重點與飲食文化毫無瓜葛，廖經庭的研究取徑卻可供本研究參考。

王雯君的研究聚焦於閩客通婚對女性族群記憶和認同的影響，並從女性的記憶觀

點，來看待族群邊界流動的過程。 

  論及客家飲食記憶與認同連結的文獻，則有林淑蓉（2007）94、曾亞雯（2009）95

和劉澤玲（2010）96。林淑蓉將身體看成一個經驗的主體(an experiencing subject)，

探討客家人的飲食文化與體現的實踐之關係：一方面，她試圖理解客家人經由食物

的感官知覺所建構的社會記憶與其社會生活史之關係；另一方面，她討論食物與族

群認同建構之間的關係，並將其放在當代消費文化脈絡之下，來理解食物如何被包

裝與建構成為客家傳統的「文化意象」。林淑蓉於指出，透過飲食慣習的養成和族群

意識的認同建構，飲食經驗成為了客家族群建構族群認同的物質性表徵，並且透過

個人與特定社群對於食物的喜好，或習以為常的感官知覺的熟悉感，食物成為區辨

                                                                                                                                            
90 安倍夜郎，《深夜食堂》：1-11 集（臺北：新經典文化，2011-2013）。 
91 陳建鄂等 導演，《台灣食堂》（公共電視（沙鷗國際），2013）。 
92 廖經庭，〈家族記憶與族群邊界：以台灣彭姓祭祖儀式為例〉（桃園：國立中央大學客家社會

文化研究所，2007）。 
93 王雯君，〈閩客族群邊界的流動：通婚對女性族群記憶與認同的影響〉（桃園：中央大學客家

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論文，2005） 
94 林淑蓉，〈食物、記憶與社會生活：再探客家文化遺產〉。《口傳與非物質性文化遺產:客家族群

記憶研究──子計畫二》（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95 年度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2007）。 
95 曾亞雯，〈媽媽的味道？食物口味、飲食實踐與家庭關係〉（臺北：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碩士論文，2009）。 
96 劉澤玲，〈客家米食文化在銅鑼傳統飲食中的傳承〉（高雄餐旅學院臺灣飲食產業文化研究所

碩士論文，2010）。 



 

45 
 

我群與他群之間差異化的物質性基礎。97曾亞雯以「家庭菜餚口味」作為研究核心，

試圖瞭解在家庭中，食物口味及飲食實踐如何成為組構家庭關係的媒介。並提出

家庭口味的維繫與傳遞，透露了家庭關係的未來發展與權力態勢，不論是傳承或

創新，都彰顯了權力關係的變化。新體制的飲食規範如飲食工業化和集體供食（學

校營養午餐等），也將飲食規訓權力從私領域轉移到了公領域，造成了家庭飲食

傳承的轉變。最後藉由多元「家庭口味」的可能性，思考飲食記憶、飲食慣習，

以及家人關係及自我定位之間的複雜關聯，來反思、探索何謂家庭，以及何謂家

人的新可能。98文中以家庭飲食口味記憶為主軸，探究了家庭飲食口味與個人認

同之間的可能性，但其論述主題及重點並不在飲食記憶與族群認同間的關係。劉

澤玲則是以臺灣苗栗銅鑼地區客家米食為主軸，進而探究客家米食在私領域（家

庭）的記憶以及在公領域（商品販賣）的集體記憶。她從銅鑼地區的客家米食製

作，牽引出當地人們對於米食料理的製作及飲食記憶，進一步形塑出當地人們所

認同的客家米食口味——根植於當地居民的集體記憶的口味；並藉由文化與商業

兩端點，檢視並回憶客家全體的米食記憶，試圖呈現寫實的生活內容，以描繪出

族群認同的內容。劉澤玲聚焦於苗栗銅鑼地區的客家米食文化集體記憶，以當地

的飲食口味，帶出在地社群對自身族群文化的認同。但此研究以族群核心意識為

中心進行論述，較未觸及族群邊界的流變。 

  上述理論及文獻提出了許多探究「飲食」與「族群認同」兩者之間的方法和

面向，讓身為「局內人」的我再次思考客家飲食意涵的可能性，試圖從「口味偏

好」作為切入，探究南遷北客家庭如何以飲食口味差異作為族群邊界。然而任何

一道菜餚最終的口味，皆取決於食材選擇、烹調方式和工序等因素，甚至食用菜

餚時的情境也會影響個人對於口味的回憶。因此我將從人們製作、食用醃漬品的

「技藝」（technique）和「記憶」（memory）敘事，爬梳北客家庭日常飲食口味

                                                 
97 林淑蓉，〈食物、記憶與社會生活：再探客家文化遺產〉。《口傳與非物質性文化遺產:客家族群

記憶研究──子計畫二》（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95 年度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2007）。 
98 曾亞雯，〈媽媽的味道？食物口味、飲食實踐與家庭關係〉（臺北：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碩士論文，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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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再藉由家庭成員的集體記憶樣貌，解析南遷北客家庭成員如何通過飲食

口味圈畫他們的認同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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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南遷北客家庭的日常飲食敘事：由醃漬談起 

 

  在日常飲食生活經驗裡，經由製作、食用等活動所觸發的身體感官經驗，都

會形成獨特的飲食記憶，並在往後的生活中促成「特定敘事」，而個人選擇說出

的敘事，恰巧反映出他再呈現（representations）的記憶。然而從本研究的三個南

遷北客家庭現今的日常飲食紀錄看來，除了「醃漬品」，其餘飲食已較不具有客

家族群飲食之特色。因此本研究將以「醃漬」作為訪談切入，循著報導人的敘事

軌跡，從人們製作醃漬食品和烹調料理的工序切入，觀看他們如何在飲食口味上

再現他們的家庭記憶。本章內容分為三小節，以家庭為單位，依序為北埔彭家、

高雄洪家、屏東徐家。各小節之下再分別呈現報導人提供關於醃漬飲食「技藝」

和「記憶」的敘事內容。 

 

第一節  北埔彭家的醃漬飲食敘事 

  北埔彭家的主要報導人彭先生出生於 1953 年，生於新竹縣北埔鄉、而後隨

著父親遷於新竹縣竹東鎮。因北埔彭家自彭先生的祖父輩開始經營製茶工廠，彭

先生自幼即在人丁眾多的大家庭中成長。青少年時期因求學至南部，與同為南遷

北客、出生於高雄的妻子結婚後，定居於高雄市。近年除重大節慶之外，已鮮少

返回北部。次要報導人彭先生的二哥出生於 1951 年，具有經營中藥鋪的相關經

驗，現居於新竹竹北市；彭先生的侄兒阿軒、和姪媳阿軒太太，倆人皆於 1977

年出生自臺北市，現居於新竹市。 

  現今彭先生居於高雄市，與其他非客家家戶的日常飲食內容相比，彭先生家

戶的日常飲食已無特別顯著之差異。另外彭先生二哥現居於新竹縣竹北市，雖位

於客家家戶聚集之聚落，但觀其家戶的日常飲食紀錄，也難以辨識出顯著的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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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特色，惟兩家戶的日常飲食紀錄中皆有出現客家醃漬品。1 

 

表 4 高雄彭先生家戶日常飲食紀錄表
2 

日期 早餐 中餐 晚餐 

2015/8/1（六） 蘋果 
蔬食餐廳 

（外食、家庭聚餐） 

芋頭酥、蓮子湯、

荷包蛋、麻油麵

線、生菜包肉鬆、

炒蘆筍 

2015/8/2（日） 麥片、牛奶 
日式料理 

（外食、家庭聚餐） 

五穀飯、地瓜、炒

絲瓜、三杯菇、炒

甘藍菜、滷菜頭、

味噌魚湯 

2015/8/3（一） 麵包 味噌豆腐魚湯 

五穀飯、白飯、荷

包蛋、糟嫲、炒絲

瓜、炒青江菜、蓮

子腰果湯 

2015/8/4（二） 無 
五穀飯、花生、蓮

子湯 

五穀飯、白飯、炒

絲瓜、炒甘藍菜、

羊肉炒洋蔥、竹筍

湯 

2015/8/5（三） 牛奶、水果 
日式料理 

（外食、友人聚餐） 

五穀飯、白飯、菜

脯蛋、炒青江菜、

薑絲炒木耳、竹筍

湯 

                                                 
1 彭先生、彭先生二哥家戶之日常飲食紀錄詳見表 4、表 5。 
2 本表格由筆者彙整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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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8/6（四） 紅棗、櫻桃、麥片 

牛肉餡餅、捲餅、

粥、水餃、涼拌小

黃瓜、滷豆干 

（外食） 

五穀飯、白飯、牛

肉炒洋蔥、絲瓜、

蒸三色蛋、炒高麗

菜苗 

2015/8/7（五） 水果、麵包 
五穀飯、洋蔥炒牛

肉、紅棗 

五穀飯、鹹豬肉、

炒空心菜、青菜湯 

 

表 5 新竹竹北彭先生二哥家戶日常飲食紀錄表
3 

日期 早餐 中餐 晚餐 

2015/8/1（六） 麥片 
白飯、煎魚、炒青

花菜、排骨湯 

白飯、白斬雞沾桔

醬、炒青江菜、排

骨湯 

2015/8/2（日） 麥片 

白飯、煎香腸、小

卷炒荷蘭豆、筍干

燜腿肉、炒沙茶牛

肉、炒甘藍菜、滷

花枝、魚丸湯 

（家族聚餐） 

五穀飯、滷肉、炒

青菜、炒豆腐皮、

竹筍湯 

2015/8/3（一） 麥片 炒粄條（外食） 沙茶火鍋 

2015/8/4（二） 麥片 大滷麵、炒地瓜葉 

五穀飯、煎雞肉、

燙青菜、香菇玉米

湯 

2015/8/5（三） 麥片 米粉羹（外食） 

白飯、炒小白菜、

豬肉鬆、滷肉、貢

丸湯 

2015/8/6（四） 麥片 煮泡麵 五穀飯、炒青花

                                                 
3 本表格由筆者彙整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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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煎魚、餛飩湯 

2015/8/7（五） 麥片 湯粄條 

五穀飯、白切豬

肉、炒花菜、滷菜

頭 

 

  過往北埔彭家因經營製茶生意，雖稱不上富裕，但相較當時其他農家，日常

能夠花用的現金較為靈活，因此在彭先生的敘事中可見其家庭飲食的食材取用較

多為自市場購買，而非完全自家農耕生產。由於大家庭人口眾多，製茶工廠又有

雇請長工或臨時工，因此家中負責煮食的婦女們便需要在有限的預算和食材中，

變換菜色、餵飽眾多之口。彭先生因在家中排行較小，幼年時期時常跟在阿婆、

嬸嬸、姑姑們的身邊，也因此雖身為男性，卻對家庭飲食的製作、烹調過程十分

瞭解，並有著深刻的回憶，對於北客家庭醃漬品的製作細節、烹調口味的細微等，

皆能娓娓道來。彭先生成年後雖因工作及婚姻遷居於高雄，逢年過節、家庭聚餐

時總會收到來自岳家的飲食餽贈。對彭先生而言，相似卻又不盡相同的家庭飲食

口味，總是勾起自己對自家飲食的深沉回憶。以下彭先生的敘事以國語、客語（海

陸腔）混合敘述為主。 

 

一、彭家屋下个滷鹹淡 4 

  彭先生提到，隨著季節，家中總是會製作各種醃漬品，冬季天氣寒涼時會做

以下醃漬品： 

  看到糟嫲會想到過年囉，簡單講糟嫲就是過年到元宵這段時間一個代

表性的食物。因為過年拜拜會有很多肉，一下子吃不完就只好醃起來。……

肉類醃漬品也會做鹹豬肉，不過比較少，通常是㓾大豬 5時做......鹹菜使入

                                                 
4 客語：「彭家家中的醃漬品。」 
5 客語海陸腔：「殺大豬公」。通常指稱宰殺祭義民後的神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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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假時節好做 6，基本上那段時間就邊收邊做啊，中午前割下來的，就晾在

禾埕，沒太陽也沒關係，就放著不管，讓它吹風。至少半天才會縮水，然

後之後醃大概一到兩個禮拜，使好食咧 7。家裡人多，通常都會故意多做，

才夠吃，有時候還會刻意留一些要繼續做覆菜和霉乾菜的。該覆菜和霉乾

菜就整年都可以吃，尤其工廠人多，有這些醃漬類的，婦人家就很好備

菜。……高麗菜乾也是這個時間做，收成後曝三、四日，半燥半燥欸使做

得揤盎仔咧。8……滷菜頭也是這個時間，我們都是用金勾仔做，沒有人在

用那種傻瓜大蘿蔔 9的，……整條菜頭下去，不削皮，通常都叫小孩子用腳

踩，力量才夠，我就有踩過。等到菜頭欸皮，有點恁樣半透半透欸，正拿

去曬。10曬了晚上收回來用石頭壓（出水），隔天再曬、再壓、再曬、再壓，

等到蘿蔔變黃褐色，有點半透明狀，就可以塞陶甕或玻璃瓶了。……放到

發黑的，就是老菜脯，老人家講該老菜脯使最好啦，拿來煮水，（各種生理

小病痛）喝一喝使好咧。11……菜心也是，年下欸時節做。菜心有當多種，

看有哪種使做哪種，有時候也會一瓶裡面醃了很多種。像高麗菜阿、莪仔 12

阿、花菜阿，這攏做得拿來做滷菜心，授鹽之後，放三日使做得食咧。13（彭

先生訪談紀錄） 

夏季則有以蔭瓜製成的瓜類醃漬品： 

  端午再過一個月，市場上開始出現暗瓜，使做得買來滷。14暗瓜在新竹

種不活，所以都是南部收成了載上來在市場賣，所以不一定會做，除非價

                                                 
6 客語海陸腔：「開始進入年節假期時可以開始製作鹹菜」。 
7 客語海陸腔：「……，就可以吃了」。 
8 客語海陸腔：「……曬三、四天，半乾半乾的就可以塞進瓶子裡了。……」。 
9 「金勾仔」指體型較細小、類似今日白玉蘿蔔的品種；「傻瓜大蘿蔔」指一般市面上可見的大

蘿蔔，體型寬大厚實。 
10 客語海陸腔：「……等到蘿蔔的皮，有點呈現半透明的狀態，再拿去曬」。 
11 客語海陸腔：「……老人家說那個老菜脯是最好的，用它來煮湯水，（各種小病痛）喝了就會

好轉了」。 
12 指莪菜，俗稱 A 菜。 
13 客語海陸腔：「……年末的時候製作。醃菜心有很多種，看有哪一種就製作哪一種的醃菜心，

有時候也會一瓶裡面醃了很多種。像高麗菜阿、莪菜阿、花菜阿，這些都可以拿來做醃漬菜心，

抓鹽之後，放個三天就可以吃了」。 
14 客語海陸腔：「……市場上開始出現蔭瓜，就可以買來醃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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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好才會買來做，阿有時候會買半成品來做。滷好欸瓜仔摎豬肉共下煮，

該湯使當好食，15很鮮甜。（彭先生訪談紀錄） 

春末夏初之際也有不少種類的醃菜： 

  端午前後，就有新鮮的薑，曬軟了以後放在瓶子裡，蓋上豆豉，兩到

三個月就可以吃了。……筍干也是差不多這個時候，看什麼筍，通常綠竹

好吃，不會拿來醃，剩下的按季節大概是箭竹、桂竹、刺竹、麻竹。……

梅子大概就在農曆五月了，曬到梅子扁了之後就可以和紫蘇一起塞進瓶子

裡，放到隔年再吃。（彭先生訪談紀錄） 

另外彭先生的敘事中還有提及豆豉和豆腐乳的製作： 

  黃豆便宜阿，一年四季使做得做。大部分係去買該黃豆脯 16轉來再過曬，

曬到變豆菰 17使做得收起來，等下擺做豆豉欸時節用。18……豆腐乳就比較

特殊，因為有一個姑爺，在賣豆腐，所以可以用很便宜的價格跟豆腐姑爺 19

拿已經曬到半乾的豆腐塊，再做成豆腐乳，如果自家從頭 20曬，很容易長青

黴菌失敗。（彭先生訪談紀錄） 

  從彭先生的敘事中可知道，隨著季節變換，北埔彭家製作的醃漬品十分多樣。

而其中又以鹹菜、覆菜、霉乾菜和糟嫲製作過程的敘事內容最為詳細。 

 

（一）糟嫲 

1. 關於製作糟嫲 

  會選擇冬至前後，特別寒冷的天開始製作，通常於第一波寒流來襲時。低溫

可讓紅麴以較慢的速度發酵，不至於因快速發酵、發酸而製作失敗。因北埔彭家

人數眾多，故每次約以 60 至 100 斤米製作糟嫲。 
                                                 
15 客語海陸腔：「……醃好的瓜和豬肉一起煮（湯），那個湯就很好喝，……」。 
16 仍保持黃豆外型，但已種有菌，目視看不出已發酵。通常指稱尚在養菌階段的黃豆。 
17 已看不太出黃豆原型，發酵至可看見霉菌，呈灰白、灰清色澤。 
18 客語海陸腔：「……大部分是去買黃豆脯回來再繼續曬，曬到變成豆菰就可以收起來，等下次

要再做豆豉的時候用。……」。 
19 彭先生的敘事提到，家中私下以「豆腐姑爺」稱呼這位製作豆腐販賣的姑爺。 
20 意指從剛做好，含水量高的新鮮豆腐就開始曬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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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是冬至前後，選冷天的時候，就是第一波寒流來的時候做啦。……  

因為家裡人很多阿，30 幾個人要吃，該大醃缸 21，有半個人那麼高的（比

劃地面至腰部），一做就做一大甕，才夠吃。……大醃缸噢，每次做都將近

六十到一百斤米歐。（彭先生訪談紀錄） 

北埔彭家製作糟嫲以圓糯米為基底，將洗淨且泡水泡透的糯米蒸熟，並靜置到溫

度完全變涼之後再拌入乾燥的紅麴米進行養麴： 

  糯米一定要放涼阿，不然熱度會把紅麴菌的菌殺死，菌都死了怎麼做

得成功。（彭先生訪談紀錄） 

糯米蒸煮的生熟程度也會影響到後續培麴過程： 

  我們 22每次自己做的時候水都放太多，煮出來的米都太黏了。……頭擺

二嬸係用該炊床 23，上面鋪一層紗布後把洗好、泡透的米直接放在上面蒸，

根本沒加任何水，就是直接用蒸的。……（做糟嫲）基本上就是二嬸負責

處理，但她會嘴巴很甜的問阿婆：「阿姆，該米炊到恁樣好毋？」那通常阿

婆使會講：「哎，該你自家看恁樣好使好，生點較好。」說是說隨做的人，

但其實阿婆還是喜歡摎米炊到較生一息仔 24，因為較生後面發酵的時候就比

較好觀察。糟嫲快做好的時候他們都會捏一點起來判斷，如果菌絲長透了

米就會變軟爛。像我們 25每次一開始米就煮太黏就沒辦法這樣判斷。（彭先

生訪談紀錄） 

  會記得他們把米蒸得很生，是因為小時候有蒸米，有機會小孩子就會

想辦法偷一點剛蒸好的糯米沾著黑糖吃。那時候的小孩子哪有什麼零食，

像這樣吃就覺得像人間美味了……可是每次愛做糟嫲欸米 26，要偷的時候都

發現太生，沒辦法直接吃，也不是沒辦法直接吃啦，就是那米沒煮透，吃

                                                 
21 客語海陸腔：「那個大醬缸」 
22 指彭先生夫婦。 
23 客語海陸腔：「……以前二嬸是用（方形）蒸籠……」。 
24 客語海陸腔：「『媽媽，那個米蒸成這樣好嗎？』通常祖母就會說：『哎，那個你自己決定怎樣

適合就好，（蒸得）生一點比較好。』」。 
25 指彭先生夫婦。 
26 客語海陸腔：「要做糟嫲的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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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硬硬的口感不好。（彭先生訪談紀錄） 

除了從米的軟硬程度來判斷糟嫲是否已製作成功，還可以從顏色的變化來判斷糟

嫲的發酵程度： 

  另外也可以從顏色判斷，從一開始米是白的到粉紅到最後變成很鮮豔

的大紅色，就表示差不多可以了。（彭先生訪談紀錄） 

  受到天候溫度等影響，天冷即發酵得慢、天熱反之，製作者需每二至三天察

看、確認糟嫲的發酵情形。通常從製作當日起算約兩個禮拜後即發酵熟成，熟成

後可立即食用。 

  看天氣狀況阿，通常她們 27會每兩、三天就檢查一下發酵的怎麼樣了，

那通常兩個禮拜之後就都會發得差不多了。發透了以後，阿公就會上市場

去採買（豬肉），放進去（糟嫲）醃……再來就是過年的時候拜拜殺的那些

雞鴨，還有一定都會備有肥豬肉阿，就都會丟進去醃。（彭先生訪談紀錄） 

2. 關於製作糟嫲者 

  在北埔彭家，通常執行釀製糟嫲的人為家中釀製技術純熟的女性為主，而非

由在家中輩分高的女性負責： 

  誰技術好就誰負責做，通常就是二嬸啦，也有幾擺係三嬸 28，不過還是

二嬸（負責）做的次數最多。（筆者提問：所以是看誰技術好就誰負責做，

不是說誰當家 29就誰做?）不是，誰技術好就誰做。不過也只是有一個主要

帶頭的人，並不是說從頭到尾就一個人包攬所有做糟嫲的工作，不是這樣。

基本上大家有經過（醃製糟嫲的甕）也都會幫忙看一下發的狀況怎麼樣，

會相互提醒之類的。（彭先生訪談紀錄） 

 

（二）鹹菜、覆菜、霉乾菜 

1. 關於製作鹹菜、覆菜、霉乾菜 
                                                 
27 指製作糟嫲的人。 
28 客語海陸腔：「通常就是二嬸啦，也有幾次是三嬸……」。 
29 當時女性當家者為彭先生的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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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先生提到，北埔家中原先是使用自家種植的大芥菜製作醃漬品，但因為製

茶工廠漸漸步上軌道後工作繁忙、家中人力吃緊，較無餘力進行大面積蔬菜耕作，

又東勢、苗栗地區生產的大芥菜品質相較北埔地區為佳，因此家中用來製作鹹菜

的大芥菜不再自行種植，而改為大量採買： 

  後期工廠很忙，自己家裡沒種（大菜），就直接跟人家叫一車，小中卡，

就是大概介在小發財跟大卡車中間那種卡車，大概有一噸那麼多吧。送來

了阿婆就會吆喝大家幫忙一邊把菜從車上卸下來、一邊鋪在禾埕邊邊走道

的地方，因為中間已經曬有茶葉了，所以只能放在邊邊，反正就是隨便放

著諒，讓它盡量水分可以減少一點，大家走來走去被踩到也無所謂。……

看（菜）什麼時候送來，來得早就曬得久一點、來得晚就幾乎沒怎麼曬到，

反正就放著不管。可是不管怎樣到傍晚的時候都會一邊收一邊開始搓鹽、

叫小孩來踩了。阿婆就會說：「哎，去洗身間摎腳搓搓淨好來添手（踩鹹菜）」30，

但是洗完濕淋淋地走出來的路上還是踩了滿腳泥啊哈哈哈哈……通常這個

（踩鹹菜）就不會叫外人 31做，都只讓自己人 32做，不知道為什麼。……因

為做的量很大，都是用腳踩。婦人家會把鹽抹在菜梗上，放在大面盆裡肚 33，

再叫小孩站進去踩。小時候都光腳（到處跑）啊，難免都會有小傷口，就

會邊踩邊哇哇叫。（彭先生訪談紀錄） 

  有時候第一天踩好放它醃一個晚上，第二天又會再（把菜從甕裡）拿

出來晾曬，讓它再乾燥一點。看天氣，太陽大或風強的話，就大概曬個半

天，天氣不好就晾一天，晾曬完再放回甕裡繼續醃。這麼做應該是為了再

減少菜的水分吧，阿婆說這樣拿出來曬過，最後醃好鹹菜才不會容易變得

甸甸 34。（彭先生訪談紀錄） 

                                                 
30 客語海陸腔：「去浴室把腳洗乾淨好來幫忙（做鹹菜）」。 
31 北埔彭家因經營製茶廠，有僱請長工及附近鄰居。此處的「外人」即指這些受僱者。 
32 指北埔彭家家人。 
33 客語海陸腔：「放在大臉盆裡面」。 
34 客語海陸腔：「甸甸［demˇ demˇ］，沉重的」，此處形容因水分過多，導致醃漬鹹菜變得疲軟不

清脆，但又不至於軟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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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彭先生的敘事內容，北埔彭家製作霉乾菜、鹹菜、覆菜的比例大約是 3：2：

1。這個製作比例則是與醃漬品的保存期限、食用期限和製作過程演進有關： 

  （大菜）踩好放到大盎裡肚、要分佢全有浸到水，使做得放佢滷 35。滷

差毋多半個月、要看天氣怎樣啦，毋一定，不過大概至少都要半個月左右，

就差不多可以吃了。啊愛做霉乾菜的，會先撈起來曬，不會醃到透才拿，

就大概是看到霉乾菜掛出來曬了、又過了4、5天後餐桌上才會出現鹹菜湯。

那個霉乾菜，已經曬到有點捲了，看起來都還滿白的，所以其實它在乾的

過程中還繼續有在發酵。啊覆菜就是鹹菜食到尾，眼看著鹹菜會忒過咧，

正會摎佢曬到半燥揤罐仔做覆菜 36。婦人家都會說，「哎，再過放會有米汁

味咧，好拿拿起來做覆菜咧」37。啊覆菜因為是把已經醃到透的鹹菜拿來曬，

看起來顏色就很深。（彭先生訪談紀錄） 

  霉乾菜、覆菜因為整年都可以吃，就做得多。像霉乾菜大概一次做鹹

菜的總量，會拿一半起來做成霉乾菜，剩下就繼續做鹹菜，吃不完再做覆

菜，通常會剩下大概鹹菜三分之一的量要做成覆菜。（彭先生訪談紀錄） 

至於這些醃漬蔬菜如何才算「發酵完成」，並無絕對的標準。製作者決定是否醃

漬完成，大多依靠過往經驗為判斷憑依： 

  鹹菜要醃多久才算好，其實算時間不太準，因為會受天氣、氣溫啊這

些因素影響，所以老人家在做的時候主要還是看色澤、聞味道，看轉黃沒、

香味有沒有出來了……甚至會撕一小片嚐味道，來判斷還需不需要再繼續

醃、可不可以吃了。怎樣算好並不是憑時間概念，而是從各種外貌、氣味

等觀察來決定。（彭先生訪談紀錄） 

2. 關於鹹菜、覆菜、霉乾菜的保存 

  鹹菜發酵完成後大約可放置數周，若在期限內無法食用完畢，則必須將之曬

                                                 
35 客語海陸腔：「踩好再放在大甕裡，要讓它（芥菜）都有被青菜本身擠出的汁水浸泡到，就可

以讓它醃漬（讓芥菜在甕裡發酵）」。 
36 客語海陸腔：「吃到最後，眼看著鹹菜會繼續發酵而酸敗了，才會把鹹菜曬至半乾、塞進罐子

做成覆菜」。 
37 客語海陸腔：「哎，（鹹菜）再放下去會有餿掉的味道了，可以拿起來作成覆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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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半乾，做成覆菜。覆菜的保存期限就稍久一些： 

  北部大概 4 年一輪，會特別冷或特別熱這樣交替，所以看天氣。比較

冷的時候鹹菜大概可以撐到 1 個月，比較熱的時候只能撐大概半個月就不

行了，不過通常平均都可以超過半個月，來不及吃完的就要曬起來做覆菜。

做成覆菜大概可以放個 3 到 5 年不會有問題，再過放使會綿忒 38。不過北埔

家的覆菜通常都在週年、就是再次做鹹菜之前就食淨淨咧 39，了不起會剩個

一小瓶，是因為吃到最後怕沒得吃、捨不得吃才留著慢慢吃的。因為有聽

鄰居講說『哎，恩俚這隻係放 3 年欸』40之類的，所以知道覆菜可以放個 3、

5 年。（彭先生訪談紀錄） 

  不同於湯湯水水的鹹菜，覆菜、霉乾菜若保存得當，覆菜可於室溫下存放 3

至 5 年，霉乾菜則可存放長達至數十年。相較之下，躺在滷汁存活幾周的鹹菜似

乎變得有些無用武之地。但若是沒有製成鹹菜，新鮮的芥菜就連幾周的時限內都

無法留存，只能眼見著菜葉枯黃凋萎、腐爛。但即使是製成了醃漬品，能夠長久

留存的先決條件依舊是「良好的保存方式」： 

  容器用長頸酒瓶或小甕都有，塞酒瓶就可以放比較久。塞覆菜的時候

會拿一根細竹竿把覆菜塞實，靠近瓶口的地方再撒一層鹽封口。小甕或小

罐子的甕口大小大概就覆人家一個拳頭大或小於一個拳頭，也是一樣把覆

菜塞進去壓緊。可是因為口徑大，如果用撒鹽的方式封口會太鹹，所以會

摘幾片（覆菜）葉子的部分，把葉子抹鹽，用那個抹鹽的葉子鋪在最上層

來做封口，這樣要吃的覆菜就不會太鹹。之後也是每次拿最近要吃的量出

來，拿完就再把抹鹽的葉子蓋回去，罐子裡的就可以保存很久。小甕因為

開口比較大，放不了那麼久，所以都會先吃甕裡的，甕的都吃完才再吃酒

瓶的。（彭先生訪談紀錄） 

  霉乾菜就久囉，保存得好，放個 30 到 50 年都可以。曬乾以後也是一

                                                 
38 客語海陸腔：「（覆菜）再放下去就會（因發酵過度）綿爛掉」。 
39 客語海陸腔：「全部吃完」。 
40 客語海陸腔：「哎，我們這個（覆菜）是放了 3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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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要塞罐子，除非做得少，做得少就用蠟紙包好懸掛在屋樑或倉儲。老霉

乾菜的標準基本上就是那個霉乾菜要有點碳化了、顏色發黑，剛曬好的霉

乾菜係酥酥脆脆的、像禾桿樣，比較有彈性，放久使會轉潤，摸起來較軟、

韌韌 41……所以時間上也是不一定，也不會刻意去記擺幾年了，不過通常大

概都要 15 年以上我們才會說那是老霉乾菜。但也不是所有霉乾菜都那麼能

放，天氣啊、保存條件啊都會影響，像有些霉乾菜因為一開始做的時候條

件比較差，就特別不能放。所以阿婆會看，如果今年的霉乾菜做的好，就

會特意交代南港姑媽她們要留著做老霉乾菜，會說『這兜愛留等做老霉乾

菜，毋好先食忒咧』42。（彭先生訪談紀錄） 

  覆菜啊、霉乾菜啊這些要久放的醃菜都一樣，要放在陰涼、乾燥的地

方。霉乾菜要保存也係愛揤罐仔 43，通常會用口徑大概一個拳頭寬的罐子，

把霉乾菜疊疊好 44，如果沒有塞到滿，最上面會擺一張蠟紙，有塞滿就直接

封口。封口通常也是用蠟紙封，用自己搓的麻繩綁，大概就這樣。可是如

果是要放很久的，就會比較花心思封罐，除了剛剛講的那樣，還會再包一

層布、布外面再包一層蠟紙綁好，最後再用黏土從罐子頸口到蠟紙裙的地

方整個封起來，這樣就可以放很久。如果有打開來吃，開完之後會再照這

個步驟封回去，才可以繼續擺。（彭先生訪談紀錄） 

3. 關於製作鹹菜、覆菜、霉乾菜者 

  提及製作鹹菜、覆菜、霉乾菜時的工作分配，彭先生說道： 

  小孩子會跟著一起做啊，我就有被叫去踩過鹹菜，可是大概初中以後

那些婦人們就會叫我們不要去了，因為體重變重不小心會把菜踩壞。……

                                                 
41 客語海陸腔：「剛曬好的霉乾菜質感酥脆，像稻草稈一樣，比較有彈性；放久了會變得比較潮

溼，摸起來比較軟，比較韌」。 
42 客語海陸腔：「這些（曬好的霉乾菜）要留著做老霉乾菜，不要先吃掉了」。 
43 客語海陸腔：「也是要塞進罐子裡」。 
44 客語海陸腔：「把霉乾菜塞進罐子裡」。疊疊［tiapˋ tiapˋ］，此處形容將霉乾菜邊塞進罐子裡，

邊用拳頭將霉乾菜壓緊實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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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噢……只有囝囤仔 45會去一起做。……男人都在忙茶工廠的工作啊，冬

下時節 46通常都是場內大整修的時候，所以都很忙。……女性也會幫忙工廠

的工作啊，但只是幫忙，並不用負責，男人就必須負責了（萬一工廠內有

什麼狀況）。女性主要就是忙家裡的事，就有得忙了。家裡上上下下加上來

工作的，三十幾個人要吃飯，這些婦人家光張羅三餐就忙整天囉。……收

茶的時節，萬一真的很忙的話，阿公使會說：「你等婦人家今晡日做不得睡

當晝囉，愛趕緊摎鹹菜滷起來。」47……因為茶工廠是經濟來源阿，什麼東

西都是以茶工廠為主。（彭先生訪談紀錄） 

  若是（工廠）人手足，就會去幫婦人家（製作醃漬品）……基本上不

會主動去插手，因為觀念上認為那是廚房的一部份，不屬於男性的工作，

男性不會想到要去幫忙，女性也不會開口要求幫忙……連女性都會歐，會

覺得（去幫忙的男性）「食飽暗閒，去摎婦人家添手」 48，雖然嘴巴上不會

說出來，但不管男性女性都會這麼想，因為男性有男性的工作，既然有空

去幫婦人家忙，表示自己沒工作可以做才會去幫忙。（彭先生訪談紀錄） 

  如果男人自己手邊沒工作，應該還是會去幫忙。不然像有些人家婦人

家人數不多，只有一、兩個人的，男人不伸手幫忙，婦人家哪有辦法做這

麼多事……所以我覺得（男人）不是不會幫忙（醃漬工作）啦，是看主要

（經濟）需求。（彭先生訪談紀錄） 

 

二、彭家飯桌上个鹹淡 49 

（一）關於食用醃漬品的回憶 

1. 糟嫲 

未醃製過生肉的糟嫲可直接生食，因其為含有酒精的發酵食品，生食糟嫲可

                                                 
45 客語海陸腔：「小孩」。根據彭先生說法，在北埔彭家中「囝囤仔」指約 14-15 歲前的孩童。 
46 客語海陸腔：「深冬時節」。 
47 客語海陸腔：「爺爺就會說：『你們婦女今天不能午休囉，要趕快把鹹菜醃起來』」。 
48 客語海陸腔：「吃飽太閒，（才會）跑去幫婦女忙」。 
49 客語海陸腔：「北埔彭家飯桌上的醃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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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取到大量維生素及補充大量勞力工作所需的體力。而考量衛生因素，無論是要

單獨吃糟嫲或肉，醃製過生肉的糟嫲則會在食用前再次蒸熟。 

  剛做好還沒醃肉的時候，會直接拿生的糟嫲拌飯，就有點像喝生啤酒

的效果，因為家裡那些長工工作很耗體力，吃了有一點酒份也比較有體

力。……（筆者提問：醃過生肉後的糟嫲會蒸過後再吃，是考慮到衛生觀

念，還是口感問題？）老人家會講說，醃過生肉後就不要再生吃，使講『毋

好食該生欸肉，該生欸肉弄到，食了會發痧 50。』51那應該就是衛生觀念，

事實上小孩子偷吃了也沒怎樣。小時候什麼都缺，小孩子缺肉什麼都碼 52偷

吃，我都吃過阿，吃了被南港姑媽逮到，她就說，『喔，你（做毋得）拿該

來食，該滷過生肉咧欸。』53其實酒精本身會殺菌，你看那些煙燻的（肉品）

其實也沒有完全殺菌阿，老人家會這樣交代應該就是一種衛生觀念。（彭先

生訪談紀錄） 

若提到「糟嫲」會回想起些什麼？彭先生說： 

  說到糟嫲就會想到肥豬肉，很好吃阿。嘖，它整個就像臘肉一樣，吃

起來不油膩，很棒。……恩俚用該糟嫲去滷齁 54，大概十五天，就兩個禮拜，

就可以達到那個效果，雖然肉很肥，但吃起來一點也不油膩，那個肥油的

部分已經被醇類轉化了，所以吃起來就是恁樣QQ彈彈的，你不會覺得它油

膩。……一般肥肉都煮得很軟爛，像焢肉，那很肥的肉如果沒有煮到爛，

就會拿來滷糟嫲 55。糟嫲拿來處理肥肉是最棒的、保存肉類的一個好方法。

以前年節一下子雞鴨殺得多，一下子有那麼多肉量，又沒有冰箱，就是用

這種方式保存。（彭先生訪談紀錄） 

  通常豬會直接醃生的，就是阿公會去買一大條三層肉回來醃，噢，但

                                                 
50 客語海陸腔：「發痧［bod saˋ］，音同海陸客語『中暑』」。但報導人與筆者皆認為在此處並非

指中暑之意，報導人認為此詞應為形容會長疹子或過敏之意。 
51 客語海陸腔：「不要吃生的糟嫲肉，那個生的糟嫲肉，吃了會長疹子（生病）」。 
52 取其音，應是客語「也［meˇ］」的音。 
53 客語海陸腔：「喔，你（不可以）拿那個（生糟嫲）來吃，那（已經）醃過生肉了耶」。 
54 客語海陸腔：「……我們用那個糟嫲去醃漬齁……」。 
55 客語海陸腔：「醃糟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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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愛敬伯公欸使會先煠過 56，所以也是會醃熟的啦，不過通常敬伯公的豬肉

就會拿去做鹹豬肉了。那雞鴨就會先燙熟才醃，因為拜拜都會先燙熟，那

拜完的東西才拿去醃……（雞鴨）通常會剖半，噢，不過阿姆田寮坑 57那就

會醃全雞歐，我就看過好幾次，他（從糟嫲裡）拎出來的時候是一整隻全

雞，而且一看就是那皮特別油黃油黃，全熟的雞，他們那邊就是有這種偏

好，雞都會養得很肥，會拌那個米糠飯阿，搓成小圓球，雞吃飽了還硬塞

幾個給雞吃，故意把雞鴨養得很肥。去做客，上來的雞鴨那個皮上面都貼

著一層好厚的肥油，他們就會說『毋要緊啦，你毋食使把佢撕下來，人毋

食，豬媽也會食』58。（彭先生訪談紀錄） 

另外訪談過程中彭先生還提到，釀製成功的糟嫲的「副產品」——紅麴酒，

芳醇甘甜、風味極佳，但因紅麴酒的產量不多（大部分是紅麴酒糟粕），量少珍

貴，因此僅有家中最長輩——阿公和阿婆可以享用： 

  剛做好的糟嫲，拿木勺壓壓弄弄可以擠出酒，這些酒收集起來，只有

阿公能吃，其他人都沒份（笑），人家說這種米酒是最補最好的。……因為

量不多，所以大家裝了也只敢拿去給阿公，不過這種時候阿公就會藉機疼

老婆，分好阿婆食 59。（笑）」（彭先生訪談紀錄） 

  除了過往食用糟嫲的記憶，現在彭先生的岳母每年也會製作糟嫲，並分送給

自己的子女家庭。因此彭先生也有提及岳母和原生家庭製作的糟嫲的口味差異： 

  北埔家裡做得比較沒那麼甜， 丈人哀 60做的糟嫲就比較甜，可能跟做

糟嫲的紅麴菌種、和一次醃製的量有關。不過有得吃就好，你在外面想買

也不知道要去哪裡找。（彭先生訪談紀錄） 

彭先生的侄兒和姪媳阿軒夫妻倆每年過年皆會至高雄拜訪彭先生，某次到訪，在

彭先生家的餐桌上吃到了彭先生岳母製作的糟嫲，阿軒有些驚嘆地說道： 
                                                 
56 客語海陸腔：「……但是要拜伯公的（豬肉）要先汆燙過……」。 
57 指新竹縣橫山鄉田寮坑，為彭先生母親娘家之地理位置。 
58 客語海陸腔：「沒關係啦，你不想吃（皮）的話就把它撕下來，人不吃，豬也會吃」。 
59 客語海陸腔：「分給祖母吃」。 
60 客語海陸腔：「岳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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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恁久無看到、乜毋食到這咧！61自從阿婆 62過世之後，就幾乎沒吃

過糟嫲了，覺得好懷念。……以前過年回竹東都會吃到（糟嫲），現在想吃

還不知道要去哪裡找。……外面賣的口味好像跟自己家裡做得都不太一樣。

（阿軒訪談紀錄） 

阿軒提到，雖然知道北部很多地區的傳統市場，如新竹竹東、竹北市場都有不少

攤販販賣糟嫲，「但就是不會想去買來吃」。而同席阿軒的妻子看著彭先生一家人 63

和阿軒吃著糟嫲，雖被鼓勵嘗試看看，卻遲遲無法對糟嫲動筷，並有些為難的表

示： 

  那個（糟嫲）這樣紅紅的（感覺像加了大量的食用色素），有點不太敢

吃……。（阿軒太太訪談紀錄） 

2. 鹹菜、覆菜、霉乾菜 

  彭先生提到，北埔家後期製作醃漬品的大菜是向菜農購買，非使用自家耕種

的大菜，但其實自家還是有種植少量的大菜，只是不會用於製作醃漬品： 

  做鹹菜欸大菜係用買欸，64自己家裡是有個小菜園，每次大概會種個 10

到 20 顆大菜，可是自己種的不會拿來做鹹菜，使直接鮮欸拿來煮，大部分

使係春節用來煮長年菜，65跟鹹菜那些一樣，就是煮湯。（彭先生訪談紀錄） 

至於鹹菜、覆菜、霉乾菜的吃法則有： 

  該霉乾菜喔 66，通常會選（擺）三年以上、已經黑的，才好吃。婦人家

通常會在罐子上做記號，例如今年這批封口是這樣封、明年就換別種打繩

結的方式封口，用這樣的方式來分辨哪些是同一批做得（霉乾菜）。像鹹菜、

覆菜啊、霉乾菜啊就很好用，隨便肥肉瘦肉，都很好配，要炒可以、要煮

湯也可以。因為要吃飯的人很多，像茶工廠的工作都很耗體力、又熱，你

                                                 
61 客語海陸腔：「噢！好久沒看到、也沒吃到這個（糟嫲）了！」。 
62 指彭先生的母親。 
63 當次同席吃飯者有彭先生、彭先生的太太、彭先生的女兒、阿軒、阿軒太太、阿軒的兒子及

女兒。 
64 客語海陸腔：「做鹹菜的姑腰菜是用買的」。 
65 客語海陸腔：「……就直接新鮮的（姑腰菜）拿來煮，通常就是春節的時候用來煮長年菜」。 
66 客語海陸腔：「那個霉乾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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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鹹鹹香香的菜就很好下飯。（彭先生訪談紀錄） 

  像鹹菜、覆菜、霉乾菜、菜脯、筍乾啊這些醃漬品都差不多，煮湯就

會配比較油的肉，像三層肉啊、肥腸啊之類的，三層肉還是比較多，因為

腸子處理起來麻煩。這樣搭配就不會覺得東西很素，可是因為這些滷欸東

西當食油 67，所以又不會因為湯太油而覺得膩。反正使煮肥湯啦，使會當香

當好食 68。（彭先生訪談紀錄） 

提到鹹菜、覆菜、霉乾菜料理的口味，彭先生和侄兒阿軒說道： 

  真的有發酵到的（醃漬品），一吃就知道，它會有一股霉香味和甘甜味，

使恁樣甘甘 69。像外面餐廳吃到的鹹菜湯，就假假的，可能它只是泡醋還是

怎樣，就沒有那種酸甘味 70，然後有些會有很強烈的酸，可是酸得不舒服。

像自己做得，真的是造傳統方式去發酵的鹹菜，煮出來的湯顏色會比較深，

可是外面很多煮出來的湯顏色就很黃，不知道是加了什麼東西。……霉乾

菜更是，有些不但沒有發酵的霉香味，還有一股有點化學藥劑的藥味，煮

的湯喝起來也不甘，就這樣淡淡的，沒味道。（彭先生訪談紀錄） 

  噢！鹹菜湯也好久沒喝到這種 71的了！好好喝！……外面餐廳都只能

喝到那種很酸、顏色很黃的酸菜湯。72但還是覺得這種（有發酵）的鹹菜湯

比較好喝！（阿軒訪談紀錄） 

  另外彭先生還提到了老一輩認為老霉乾菜、老菜脯具有的食療效用，普遍皆

認為越陳年的霉乾菜、菜脯，越是具有醫療價值及效用： 

  （老霉乾菜、老菜脯）可以治偏頭痛、中暑、噁心想吐、臭頭啊，反

正就什麼都可以治，像小時候癩痢頭 73很厲害，阿婆摎阿姆使會用該老菜脯、

                                                 
67 客語海陸腔：「……這些醃漬的東西很會吃油……」。 
68 客語海陸腔：「……反正就是跟高湯一起煮，就會很香很好吃」。 
69 客語海陸腔：「……就像這樣甘甜甘甜的……」。 
70 客語海陸腔：「……（有發酵透的）酸甘香味……」。 
71 當天料理使用的鹹菜為彭先生岳母醃漬的鹹菜。 
72 「酸菜湯」即為「鹹菜湯」，因一般坊間多以酸菜稱呼鹹菜，故此處以「鹹菜湯」書寫之。 
73 臭頭、癩痢頭皆指應營養不良、衛生條件不加等因素造成的頭皮皮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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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霉乾菜煎水分𠊎洗頭 74。通常只要有人說身體不舒服，阿婆就會吩咐南港

姑媽或二叔姆去拿老霉乾菜出來煮湯水喝。……那最好的是跟布穀仔 75一起

煮、第二是跟老母雞一起煮、再次等是和比較嫩的雞一起煮、最差就是跟

豬三層肉一起煮。可是如果不舒服的狀況是噁心想吐，就會用切碎的豬肝

和老霉乾菜一起煮、或單純（只用老霉乾菜）煎水，比較不油膩。其實應

該就是一個補充的概念，老人家甚至會說「哎毋效啦！看醫生拿藥仔哪有

效，無效啦！食老菜脯、老霉乾菜煎欸水比麼介攏有效！」 76。（彭先生訪

談紀錄） 

彭先生二哥，在替母親整理遺物時，發現母親床下留存了一罐菜脯乾。他提到： 

  該老菜脯，放恁久咧，至少有超過 20 年咧……𠊎現下若無舒爽，使拿

出來食一細垤來食，噢，綿使綿忒咧，毋過味道當好、當甘……食了使有

較舒爽咧。77（彭先生二哥訪談紀錄） 

 

（二）關於共同分享食物的人們 

1. 與誰共同分享糟嫲 

  除了彭家家庭成員，北埔彭家經營的茶工廠另外雇傭了不少工人，這些工人

們也會一起食用彭家製作的糟嫲： 

  家裡上市場採買都是阿公負責，早上一早他就會騎著後面裝著一個大

菜籃的腳踏車去市場採買，噢那個菜藍很大喔！因為家裡人很多阿，不買

那麼多根本不夠吃。……家裡那些來幫忙的人也要吃阿，所以都是買一些

大肥肉。北埔家吃的比較油也比較鹹，你不要看，那些鍋爐旁的工作很辛

苦吶，又熱、又悶，然後勞動量又很大。你（正餐）油份不夠，剛吃過一

                                                 
74 客語海陸腔：「祖母和媽媽就會用老菜脯、老霉乾菜煮的湯水讓我用來洗頭」。 
75 客語海陸腔：「野鴿子（斑鳩）」。 
76 客語海陸腔：「哎，沒有效啦！去看醫生領的藥哪有效用，沒有效啦！吃老菜脯、老霉乾菜煮

的湯水比什麼（藥）都還更有療效」。 
77 客語海陸腔：「那個老菜脯，放那麼久了，至少超過 20 年了……我現在如果身體有不舒服，

就拿一小塊出來吃，噢，雖然已經（發酵至口感）綿爛，可是味道很好、很甘甜……吃了之後

就有比較舒服一點了」。 



 

65 
 

小時大家就會開始催說『該點心麼个時節正來』 78（笑），所以吃的油一點

鹹一點，才好在工作時能夠挺得住那麼多個鐘頭。（彭先生訪談紀錄） 

按照規矩 79是會吃到元宵，因為元宵過後天起也開始變暖了，還沒吃完的就

很容易酸敗掉，所以會儘量控制在元宵的時候吃完。有時候也會不小心在

春節期間或元宵之前就吃完，那如果那年特別冷的話也是會吃到掃墓 80的時

候……那如果有多的也會分給家裡的那些長工讓他們帶回去。因為家裡人

有那麼多所以會做比較多，那些來工作的人家裡也是會做阿，可是沒做那

麼多就沒辦法吃那麼久。（彭先生訪談紀錄） 

彭先生也提到，早期沒有冷藏設備，製作糟嫲時若單次製作量體不足，很容易以

失敗告終。因此人口較少的家庭就衍伸出變通的方法——由三、四戶人家共同合

作釀造、醃漬糟嫲肉： 

  這個東西你沒那麼多人要做就很難，量沒那麼大它根本不容易做起來，

兩三下就壞了。小時候鄰居家就有幾家人合起來醃一缸的，就大家會講好，

誰家是在（醃缸的）哪個角落，就三、四戶人家一起合醃一缸。……北埔

家對面那邊就是其他戶，有姓何的有姓徐姓黃的，都是比較小戶的，不像

我們這麼大，基本上水磯村 81（是）小村落，整個村可以說半邊就是我們家，

對面就是其他戶。那他們主要也就是來我們這邊做長工。因為近阿，白天

來，晚上再回去。……印象中是有兩組人，那兩組人也占了那半邊的一大

半了，會大家共醃一缸（糟嫲）。會知道這個也是來幫忙挑茶的都是那些婦

女阿，她們一邊挑茶的時候就會講。……小孩子一起玩的時候也是，阿，

那其實是不被大人允許的，不過大家就會說，『欸，可以去偷挖一點（糟嫲）

來吃』。可是小孩子還是會謹守分際，只能吃我們家個角落的，不能吃到別

人的（笑）。（彭先生訪談紀錄） 

                                                 
78 客語海陸腔：「那個點心什麼時候才會送來」。 
79 指北埔彭家的用食糟嫲的期程安排的習慣。 
80 指國曆三月二十九日，為自家訂定，非一般清明節的時間。 
81 指新竹縣北埔鎮水磯村，報導人彭家這半邊通稱「麻布樹牌」（非正式郵政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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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將食物分享給親近的家人、鄰近的友人，糟嫲也會用於表達對遠方親友

的關懷： 

  看到（糟嫲）會想到過年囉，（糟嫲）就是要吃到元宵，萬一還沒到元

宵就吃完了，老人家就會訓示，『哎，該來年愛做加多點』 82，或一開始不

要吃太多，恁樣正有罅 83，總之就是會檢討。簡單講糟嫲就是過年到元宵這

段時間一個代表性的食物。……長大以後，像小孩外出或又各自組家庭，

那當長輩的就會把吃剩的（糟嫲）包給這些小孩帶著走，疼小孩嘛，那畢

竟這也是一個比較好保存的東西。（彭先生訪談紀錄） 

2. 與誰共同分享鹹菜、覆菜、霉乾菜 

談到共食的記憶，彭先生總是會回想起大家庭同工共食的回憶： 

  因為以前家裡人很多啊，還要算上那些來工廠工作的工人。自己家裡

雖然有種一些東西，可是根本不夠吃，主要還是要上菜場買。可是農產品

就是這樣，有時候颱風天或天候不佳，就可能買不到新鮮蔬菜，要不就是

賣很貴又品質很差。但又不能因為買不到就不給人家 84吃，總不好吃頓飯連

個菜都沒有，會被人家講話。這種時候這些醃菜類的覆菜啊、霉乾菜啊、

菜脯啊……就是很好用的利器了。雖然一樣是買，你買新鮮的大菜跟買人

家現成做好的鹹菜、霉乾菜……那根本不能比，因為要吃的量太大了，買

現成的不划算，所以不管工廠再怎麼忙，每年一定都固定會做這些醃菜。（彭

先生訪談紀錄） 

 

第二節  高雄洪家的醃漬飲食敘事 

  高雄洪家的主要報導人為出生於 1933 年的傅阿婆，傅阿婆是臺灣南遷北客

第二代，原籍於日治時期的新竹州中壢郡（今桃園縣平鎮鄉）。傅阿婆的二伯父

                                                 
82 客語海陸腔：「哎，明年要多做一點」。 
83 客語海陸腔：「……這樣才夠」。 
84 北埔彭家因經營製茶廠，有僱請長工及附近鄰居。此處的「人家」即指這些受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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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父親為了生活離開北部家鄉，往南遷移，但最初他們並未同時至高雄，而是二

伯父先至高雄，傅阿婆的父親則先遷移至彰化二林，並在彰化結識了傅阿婆的母

親，共結連理。無奈傅阿婆尚年幼時母親即逝世，轉由阿婆和兄嫂照養。直至傅

阿婆約六、七歲時，與父親隨著二伯轉至高雄贌地耕田並自此定居於高雄市，後

於 21 歲嫁入了同為南遷北客的高雄洪家。傅阿婆因於原生家庭中最為年幼，與

兄姊年齡差距懸殊，因此在原生家庭裡較無參與家中飲食烹調活動，婚後於高雄

洪家大家庭生活才開始跟著夫家兄嫂學習各式飲食烹調、製作方式。 

  傅阿婆夫家——高雄洪家是由新竹州竹東郡峨嵋庄遷至高雄的北客家庭，除

了耕田之外，也與他人合資經營磚窯，並兼養豬當副業。但所有田糧、豢養牲畜

收入或磚窯廠收入一律歸公，由洪家的大哥（傅阿婆稱其為大伯）85掌管，因此

無論家用或子女的學費、零用皆須找大伯領取。洪家家中人丁眾多，現金難免拮

据，但因自家有耕作，在飲食方面尚稱寬裕。 

傅阿婆育有七名子女，三兒子洪阿強生於 1965 年，婚後和妻子小惠另組家

庭，並育有女兒小文、小庭，但因居住地點緊鄰著原生家庭，因此洪阿強一家近

乎與和傅阿婆同居共食無異。傅阿婆的大女兒洪阿枝生於 1957 年、二女兒洪阿

琴生於 1960 年，兩人因婚後仍定居於高雄市，居住地點距離原生家庭相當近，

因此也時常回洪家探望傅阿婆，並常於歲時節令須製作相關節慶料理時，返回娘

家協助傅阿婆。近年傅阿婆年事已高，較不便於自行料理日常三餐，又其子女平

日各有工作無法隨伺在側，家中請了一位臺灣閩南籍的看護代為料理三餐，也因

此相較本研究的另外兩家家庭，洪家的日常飲食紀錄更難以辨識出客家飲食特色。

但即使年事已長、行動較為不便，逢年過節傅阿婆仍會召集子女製作醃漬品，並

將成品分享予其子女家庭或親朋好友。86 

 

                                                 
85 傅阿婆先生的大哥，傅阿婆敘事中以自己子女輩之輩分稱呼其為「大伯」。 
86 高雄洪家之日常飲食紀錄詳見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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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高雄洪家家庭日常飲食紀錄表
87 

日期 早餐 中餐 晚餐 

2015/8/1（六） 
牛奶、大燕麥片、

綜合果汁 

蔬食餐廳 

（外食、家庭聚餐） 

白飯、五花肉、煎

魚、  高麗菜、韮

菜、炒杏鮑菇、素

食藥膳湯 

2015/8/2（日） 
牛奶、大燕麥片、

木瓜果汁 

白飯、 前晚剩菜、

亞培安素 

白飯、葱爆牛肉、

高麗菜、水蓮菜、

什錦炒蝦仁 

2015/8/3（一） 
白飯、破布子、木

瓜 

白飯、紅燒肉筍

絲、紅燒魚、素肉、

竹筍湯、亞培安素 

白飯、高麗菜、花

枝丸、四季豆炒肉

絲、虱目魚、枸杞

葉、酦菜白肉湯 

2015/8/4（二） 牛奶、大燕麥片 
白飯、高麗菜、魚

湯 

白飯、高麗菜芽、

青椒、滷豬脚、蚵

仔炒蛋、煎吳郭

魚、竹筍湯 

2015/8/5（三） 

牛奶、大燕麥片、

綜合果汁、亞培安

素 

白飯、蔭鼓蚵、馬

鈴薯湯、煎魚、青

椒 

白飯、煎魚、豬肉、

絲瓜炒蛋、高麗

菜、四季豆、醃蜆

仔、大黃瓜湯 

2015/8/6（四） 
牛奶、大燕麥片、

黑芝蔴 

亞培安素、大黃瓜

湯、煎魚、高麗菜、

豬肉 

白飯、煎秋刀魚、

豬腸、豆干肉絲炒

毛豆、竹筍湯 

                                                 
87 本表格由筆者彙整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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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8/7（五） 
牛奶、大燕麥片、

黑芝蔴、綜合果汁 

白飯、清蒸魚、高

麗菜、豬肉、亞培

安素 

白飯、鴨肉、洋葱

炒蛋、清蒸魚、高

麗菜、豬絞肉炒四

季豆、竹筍大骨湯 

 

傅阿婆的敘事以客語（海陸腔）為主；其兒女洪阿強、洪阿枝、洪阿琴的敘

事則以國語、客語（海陸腔）混和交談；阿強的妻子小惠和其兒女小文、小庭的

敘事則是以國語為主。 

 

一、洪家屋下个滷鹹淡 

 傅阿婆提到，她會製作的醃漬品有鹹菜、覆菜、霉乾菜、糟嫲、鹹豬肉、滷蜆

仔，並且幾乎近年皆尚有製作： 

 

（一）糟嫲 

1. 關於製作糟嫲 

  傅阿婆以長糯米製作糟嫲基底酒糟，因其學習製作糟嫲時即是以一斤為單位

進行學習，因此傅阿婆並沒有製作大量體糟嫲的經驗。此外，傅阿婆特別提到過

往因為沒有冰箱等現代保鮮設備，製作糟嫲時必須加入較多量的鹽才能達到保存

食物的效用；現今可依靠冷藏設備保鮮，因此傅阿婆在製作糟嫲時做了些許的口

味調整，減少了鹽量： 

  用再來糯米，長糯米啦，你使糴一斤齁，（一斤米）差毋多五合 88有啦，

四合水，一斤糯米四合水。阿……買十來銀（的）みそ 89，米醬啦，一包十

來銀。紅麴兩湯匙 90，阿米酒……噢這𠊎先講，該飯炊好愛裝到鑊（裡）放

                                                 
88 公合，計算容量的單位，相當於十分之一升。此處五合（米）指「五個米杯容量的米」，另「合」

客語海陸腔發音應為［kap］，但傅阿婆及其家人在指稱米杯容量時皆發音為［kog］。 
89 日語：「味噌」。 
90 湯匙為常見金屬製中小型的個人用湯匙，詳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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佢涼，燒燒攪會臭酸。再過摎這みそ、紅麴，阿酒，米酒阿，倒半罐，來

攪濕濕 91。攪濕濕齁，使拿該手帕 92好蓋起來。阿每日愛攪一道阿，攪到該

米阿、みそ阿分佢散，連等攪三日……攪到第四日你等打開來齁，有酒現、

有酒出咧，恁樣甜甜的齁，使做得摎鹽。摎鹽一擺一湯匙啦，毋好摎忒鹹，

摎太鹹（糟嫲）使毋會發咧啦，滷死忒使毋會發咧。阿摎了第二日再過看，

毋罅鹹再添多（鹽）仔啦，齁，毋好一下忒鹹啦，忒鹹會縮死 93，縮死了使

毋會發。……みそ使去柑仔店 94買該一包一包十來銀欸，愛做一斤使買一包，

愛做兩斤使買兩包。95（傅阿婆訪談紀錄） 

  ……使分兩擺摎（鹽）啦，摎有堵好鹹咧，使差毋多一禮拜阿……有

兩禮拜過，就做得食咧。到發透，食得使好冰欸啦、冰冰箱冰起來，毋怕

壞忒。……（醃糟嫲的容器封口）愛用該布來包，毋好用該塑膠，該毋會

過風，用紗布蒙好再用該索仔摎佢糴糴好。……𠊎一擺齁，尋毋，𠊎使用

該塑膠，第二天（糟嫲）使臭酸忒咧。…… (天氣)較暖做會較容易臭酸，

像這下冷天好來做，冷天做較毋會壞。到過了（正）月半 96，該天氣較燒暖

使毋好做咧，做到會臭酸。97（傅阿婆訪談紀錄） 

                                                 
91 「攪濕濕」，意指攪拌至整體均勻濕潤。 
92 「手帕」，指乾淨的紗布、棉布等。 
93 「縮死」，意指紅麴菌會被過量的鹽抑制生長，甚至死亡。 
94 閩南語：「雜貨店」。 
95 客語海陸腔：「用再來糯米，長糯米啦，你就買一斤齁，（一斤米）差不多有五杯米的量，四

杯水，一斤米四杯水。阿......買十塊錢的みそ，味噌啦，一包十塊錢（的那種）。紅麴米兩湯匙，

阿米酒......阿這我先講，那個飯蒸好要先裝到鍋子裡放涼，熱熱的攪（指後續攪拌材料）會臭

酸掉。再來把みそ、紅麴米、米酒，倒半罐（一起）攪拌均勻。攪拌均勻齁，就拿那個手帕來

蓋起來，阿每天要攪拌一次阿，攪拌到那個米阿、みそ阿均勻分散，（要）連著三天攪......攪到

第四天你們（把裝糟嫲的盆子）打開來齁，有酒出現、有酒釋出了，（嘗起來）這樣甜甜的齁，

就可以加鹽了。加鹽一次加一湯匙（就好）啦，不要加太鹹，加太鹹糟嫲就不會發酵了，（紅

麴菌）被鹽醃死就不會發酵了。阿加了鹽第二天再看情況，不夠鹹再加一點鹽啦，齁，不要一

下（加）太鹹，太鹹（菌）會縮死、縮死就不會發酵了。......みそ就去雜貨店買那個一包一包

十塊錢的，要做一斤（糟嫲）就買一包，要做兩斤就買兩包」。 
96 指元宵節。 
97 客語海陸腔：「......就分兩次加（鹽）啦，鹹度剛好了，也差不多（過）一個禮拜了......過了兩

個禮拜，就可以吃了。等到（糟嫲）有發酵透了，可以吃了就可以冰起來了、冰進冰箱冰起來，

不然怕會壞掉。...... （醃糟嫲的容器封口）要用布包起來，不能用塑膠材質的材料，那沒辦法

通風，用紗布蓋好（容器口）再用繩子把它綁好。......我有一次齁，找不到（布），我就用那個

塑膠袋（來封口），第二天（糟嫲）就臭酸掉了。......（天氣）比較熱製作就比較容易臭酸，像

現在冷天就比較適合做，天氣涼製作就不容易做壞。到過了元宵，天氣比較熱了就不要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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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分家後才學習如何製作，傅阿婆製作糟嫲時不似傳統大量的製作方式，而是以

少量多次進行操作： 

  老底喔……（一次）做一斗米。……𠊎學做時使係一斤一斤緊做。……

現下一年差毋多愛做六斤，一斤食掉正再過做，一擺做兩斤啦，大自家攏

愛食啦，食會忒了使再過做阿。98（傅阿婆訪談紀錄） 

 

圖 4 傅阿婆製作糟嫲基底酒糟的量匙與材料（米酒、糯米、味噌、紅麴米） 

2. 關於製作糟嫲者 

  傅阿婆幼時雖曾吃過其表嬸製作的糟嫲，但自己的原生家庭並無製作和食用

糟嫲的習慣，直至嫁進洪家並且在分家後才開始學習製作糟嫲。早年洪家製作糟

嫲皆由傅阿婆的婆婆主導，而後傳承給傅阿婆的大嫂 99，再由阿婆的大嫂傳授給

傅氏阿婆與她的三嫂： 

  細欸時節自家屋家毋食，識食過叔伯欸阿嫂做欸定定，毋會做。……

                                                                                                                                            
做了容易臭酸」。 

98 客語海陸腔：「以前喔（指分家前）......（一次）做一斗米。......我學習製作糟嫲時就是以一斤

米的量學習怎麼做。......現在每年差不多總共要製作六斤米的量，一斤吃完了才又再做，一次

做個兩斤啦，大家都愛吃啊，吃完了就再繼續做。」 
99 因傅阿婆的先生與其大哥年紀相差較多，實際分家前的後期持家者為其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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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人時節使係阿婆 100做，阿婆再過傳分阿伯姆 101啦。……分家以後使各

人做各人欸，𠊎使學做阿，分（家）忒自家正學做阿，哪有講阿伯姆做欸

恩俚分佢拿，自家做。……大家人時節使阿婆摎阿伯姆兩儕做定定阿，做

好大家食阿。分家後大自家正學做阿。102（傅阿婆訪談紀錄） 

雖然長年持續製作糟嫲，但傅阿婆表示因擔憂自己年事已高，近年逐漸將製作技

藝傳承給媳婦、晚輩： 

  今年分佢兩儕 103做啦，𠊎今年毋愛做咧。飯炊好齁，喊佢等一儕端一

个鑊仔轉去攪，攪到好正端下來……到久了𠊎驚𠊎會毋記得啦，現下使教

分佢兜做。104（傅阿婆訪談紀錄） 

除了將製作糟嫲的工法傳承給家人，傅阿婆也不吝於將此飲食技藝分享給街坊鄰

居、友人： 

  𠊎教幾儕做，該歐巴桑 105，70 零歲，喊𠊎教佢做，佢炒雞肉，大家食

到使講當好食……看到𠊎喊𠊎去坐，（喊𠊎）老菩薩來啊啦老菩薩，講「做

有成功啦」106。……有一儕做大路、做公園 107的後生人，也像你等恁樣後生，

阿教佢做，佢也講當好食，有做成功。阿貴香仔 108𠊎乜教佢，現下佢也會

做……我教佢一擺做一斤啦，做壞掉咧該使毋愛佢欸，一擺毋成功第二擺

定會成功啦。109（傅阿婆訪談紀錄） 

                                                 
100 此處「阿婆」指傅阿婆的婆婆，因傳統婦女稱呼親屬稱謂時，會同自己小孩輩稱呼長輩，因

此稱呼自己大嫂為大伯母。 
101 此處「阿伯姆」指傅阿婆的夫家大嫂，因傳統婦女稱呼親屬稱謂時，會同自己小孩輩稱呼長

輩，因此稱呼自己大嫂為大伯母。 
102 客語海陸腔：「小時候自己家裡沒有吃（糟嫲），只吃過表嬸做的。……大家庭（尚未分家時）

的時候就是祖母負責做，祖母再交給大伯母啦。......分家以後就是各家做各家的了，我就學著

做啊，分（家）了才學怎麼做，哪有說伯母做的我們還跟她拿，要自己做。......大家庭的時候

就祖母跟大伯母兩個人做啊，做好大家一起吃。分家之後大家才各自學怎麼做啊」。 
103 指傅阿婆的三媳婦（小惠）與四媳婦，兩人皆為福佬人。 
104 客語海陸腔：「今年讓她們兩個做啦，我今年就不做了。飯蒸好以後，我就叫她們一人端一個

鍋子回去攪拌，攪到好了再端過來（指端回傅阿婆居住處）......久了我怕我會不記得（怎麼做），

現在就（把製作方法）教給他們做」。 
105 「歐巴桑」，源自日語，老婦人之意。 
106 「做有成功啦」此句以閩南語講述。 
107 此處「做大路、做公園」指做公園工程或養護工作的人。 
108 傅阿婆的姪女。 
109 客語海陸腔：「我教她們幾個人做，那個歐巴桑，70 幾歲了，叫我教她做，她（用糟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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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鹹豬肉、滷蜆仔 

1. 關於製作鹹豬肉 

  傅阿婆提到不同以往，現在因為有冰箱輔助，只要備有食材隨時都能夠製作

鹹豬肉： 

  還有滷鹹豬肉和蜆仔……鹹豬肉使全年攏做得做啦，毋一定愛哪時正

做得做，有肉使做得做。110（傅阿婆訪談紀錄） 

滷鹹豬肉齁，當簡單。你去買一料較靚欸三層肉，滷鹽，該皮愛授鹽、兩

面攏愛授、底背 111也愛授鹽，正做得分佢滷透，沒透使會臭風忒。……授

鹽授好使做得放冰箱，冷天還做得，熱天齁，放毋歇，𠊎上擺使毋放到冰

箱，先放外背，結果滷好欸豬肉有一隻羴。112……第一天滷較鹹兜，放兩、

三日等佢出水。血水出，摎水倒忒，再過授鹽，第二遍授鹽使毋好滷忒鹹，

有水使再過倒忒。……看啦，放分佢縮，肉愛縮、皮愛縮，有縮使做得咧。……

滷好一下食毋忒，愛冰到冷凍哦，恁樣使做得食當久。113（傅阿婆訪談紀錄） 

筆者進一步詢問，過往沒有冰箱時要如何製作並保存鹹豬肉，傅阿婆則回應必須

將鹹豬肉以較多的鹽醃漬： 

  頭擺毋冰箱喔……使愛滷當鹹，阿放到大醃缸裡肚分佢滷，愛放當鹹

                                                                                                                                            
炒雞肉，大家吃了都說很好吃......看到我就會叫我過去坐，（說我是）老菩薩來啊老菩薩來啊，

都說「做有成功啦」。……有一個做公園養護工作的年輕人，也像你們一樣年輕，阿教他做，

他也說很好吃，有做成功。阿貴香我也有教他，現在她也會做......我教她一次做一斤啦，做壞

了就不要它了，一次做不成功第二次一定會成功啦」。 
110 客語海陸腔：「還有醃鹹豬肉和蜆貝......鹹豬肉全年都可以做啦，不一定要什麼時節才能製作，

有豬肉就可以做」。 
111 客語海陸腔：「裡面。」此處指肉的縫隙處。 
112 客語海陸腔：「醃鹹豬肉齁，很簡單！你去買一條肥瘦肉均勻的豬三層肉，用鹽醃漬，皮的部

分要抹鹽、兩面都要抹、肉的縫隙也要仔細抹到鹽，才醃的透，沒醃透的話就會餿掉。……（豬

肉）抹好鹽就可以放進冰箱，天氣涼還好，天氣熱的話，（肉沒冰進冰箱）放不住，我上次就

是沒（把豬肉）放進冰箱，先放外面，結果最後醃好的鹹豬肉有一股（不好聞、疑似酸敗的）

味道」。 
113 客語海陸腔：「第一天醃鹹一點，放兩、三天等豬肉出水。等血水滲出來了，把血水倒掉，再

抹一次鹽，第二遍就不要抹太鹹（否則成品會太鹹），（如果）有出水再倒掉。……看（肉縮水

的）狀況，肉和皮都要縮，有縮水就可以了。……醃好的鹹豬肉若一時之間吃不完，要冰進冷

凍庫，這樣就可以吃（放）很久（不會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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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114（傅阿婆訪談紀錄） 

傅阿婆的子女們也回應道，過去除了以大量的鹽醃漬豬肉外，還需讓醃漬完成的

鹹豬肉保持乾燥，才得以保存之： 

  （用鹽醃漬之後）曬乾，曬乾、放在陰涼的地方就可以放很久，以前

七月半 115阿、拜義民的時候都會㓾大豬 116，就會有很多肉，一下子吃不完

就會做成鹹豬肉。……就掛著都可以吃很久，不太會發霉阿、長東西，保

存得好可以吃半年以上。（洪阿強訪談紀錄） 

  會把肉像掛粽子一樣用長竹竿晾在涼亭下 117，或室內的閒間，該閒間 118

就是用來放閒置的廚具阿，或打粄的時候會放長板凳、再把大蒸籠放在椅

子上晾……總之就是會把鹹豬肉晾在比較涼的地方。（洪阿枝訪談紀錄） 

2. 關於製作滷蜆仔 

  與鹹豬肉類同，傅阿婆現今無論在製作工序上、或後續保存滷蜆仔皆有利用

冷藏科技的協助。並且強調只要手邊有食材就可以進行製作： 

  該滷蜆仔齁，乜同樣，全年使做得做，有蜆仔使做得做。使買一斤，

放水緊洗、洗分佢，洗淨淨再過放清水，放到暗，撈起來放冷凍冰兩日，

也沒限幾多日啦，使兩日使做得咧。拿小碗公齁，放半碗豆油、蒜頭一兜、

米酒、歸皮甘草、辣椒，仁愛去掉、鹽一滴仔，攪攪好，攪到嘴開，正冰

起來，韶早使滷好咧。119（傅阿婆訪談紀錄） 

  頭擺較麻煩，該蜆仔愛用刀嫲一隻一隻剁開來，毋該嘴毋開會無法度

滷透，當麻煩，現下使較簡單。120（傅阿婆訪談紀錄） 

                                                 
114 客語海陸腔：「以前沒冰箱喔……（鹹豬肉）就要醃得很鹹，再放到醬缸裡讓它醃漬」。 
115 客語海陸腔：「中元節」。 
116 客語海陸腔：「殺大豬」，此處大豬指客家人用來祭祀義民的神豬。 
117 客語海陸腔：「涼亭下方」，此處指屋外緣廊。 
118 客語海陸腔：「……閒置的房間，那個閒置的房間……」，此處指用來當倉儲的室內空房。 
119 客語海陸腔：「那醃蜆貝齁，也一樣，全年都可以醃製，有蜆貝就可以做。就買一斤，放在水

裡洗乾淨，洗乾淨後再放在清水裡，放到晚上再撈起來放進冰箱冷凍庫冰兩天，也沒有限定要

冰幾天啦，（不過通常）兩天就可以了。拿一個小碗公，放半碗醬油、一些蒜頭、米酒、一片

甘草、辣椒，籽要去掉、一些些鹽，全部攪勻，攪到蜆貝開嘴，再冰起來（冷藏），隔天就醃

好了」。 
120 客語海陸腔：「以前比較麻煩，那個蜆貝要一個一個用刀剁開，不然蜆貝沒開嘴會醃不透，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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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媽媽都是用刀一個一個把蜆仔剁開，不然那些醬汁進不去，沒辦

法入味。後來小惠就教媽媽可以先把蜆仔丟冷凍庫冰，冰過之後那個蜆仔

的嘴就會開了，就不用辛苦一個一個切，就輕鬆很多。（洪阿強訪談紀錄） 

 

 

圖 5 傅阿婆製作的滷蜆仔 

 

3. 關於鹹豬肉、滷蜆仔的製作者 

  傅阿婆表示滷蜆仔是在原生家庭即跟著長輩學習製作，鹹豬肉則是婚後與夫

家兄嫂學習。並提到自己婚前甚少學習、製作醃漬品，婚後才開始學習各類醃漬

品的製作： 

  （滷蜆仔）頭擺大家人使有做，𠊎看舅姆 121做使跈等做……（鹹豬肉）

使跈等大自家做啊，大家庭做使跈等共下做……使摎大伯姆學啊……哎，

頭擺做人家娘當好命，心臼來使不使做飯咧，（所以）𠊎（嫁）來欸時節係

大伯姆（在負責廚房工作）咧。122（傅阿婆訪談紀錄） 

                                                                                                                                            
麻煩，現在（用冷凍的方式處理）就比較簡單」。 

121 此處「舅媽」指傅阿婆的娘家嫂嫂，因傳統婦女稱呼親屬稱謂時，會同自己小孩輩稱呼長輩，

因此稱呼自己兄嫂為舅媽。 
122 客語海陸腔：「（滷蜆仔）以前大家庭（指娘家）就有做，我看舅媽在做就跟著做……（鹹豬

肉）就跟著大家一起做（醃漬品）啊，大家庭大家在做就跟著一起做......就跟大伯母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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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婚以前毋做（醃漬品）啦，乜毋會做……頭擺到妹家喔，攏係舅姆

在滷（醃漬品），來到這才壞命，齁！人講愛嫁分耕田欸正毋會夭死，嫁分

食頭路欸會夭死……（但是嫁給農家）會做死，逐日三點零䟘來煮飯分佢

兄弟食，煮了再過睡一下，天光了又愛䟘來做……講嫁耕種人毋會夭死，

毋會夭到係毋差，真實做到會死！123（傅阿婆訪談紀錄） 

 

（三）鹹菜、覆菜、霉乾菜 

1. 關於製作鹹菜、覆菜、霉乾菜 

  傅阿婆提到，醃漬品皆為其原料食材當令產量龐大時進行製作。過去因自

家 124有耕作，大芥菜盛產季時收成量多，為延長食材的食用期限，醃漬是當時最

適宜的保存食材方式： 

  冷天使有做，舊曆 10 月、11 月欸時節……現下使（大菜）大出，有菜

使做得做鹹菜。糟嫲嘛同樣，高麗菜乾也係，全係大出欸時節做。……頭

擺毋冰箱阿，使大出欸時節來做。做好來使做得食當久。125（傅阿婆訪談紀

錄） 

現今高雄洪家已不再耕作，因此每當傅阿婆要製作鹹菜時，她就會交代女兒洪阿

琴去市場買回 20-30 顆大芥菜。購回後將新鮮大芥菜曝曬、風乾於禾埕，直至原

本青翠的菜葉有些枯萎。此步驟可讓芥菜葉梗軟化，下一步搓鹽的時候才不會因

為菜葉太清脆，而容易破損： 

  頭擺大菜係自家種欸，收欸時節使直接放到田裡肚，分日頭曬。曬曬

                                                                                                                                            
哎，以前當人家婆婆很好命，（娶）媳婦來了就不用負責做飯了，（所以）我嫁來的的時候已經

是大伯母在負責廚房的工作了」。 
123 客語海陸腔：「結婚以前沒有做（醃漬品）啦，也不會做......以前在娘家喔，都是舅媽在醃（醃

漬品），嫁來這才苦命，齁！人家說要嫁給農家才不會餓死，嫁給受人雇傭者會餓死......（但是

嫁給農家）會做到死，每天凌晨三點多起來煮飯給他（丈夫）兄弟吃，煮了之後再休息一下，

天亮了又要起來做事......說嫁給農家不會餓死，不會挨餓是真的，但是真的是事情多到忙不完。」 
124 此處「自家」指婚後夫家（高雄洪家）。 
125 客語海陸腔：「冷天就會做（鹹菜），農曆 10 月、11 月的時候，像現在就是姑腰菜盛產季，

就可以做鹹菜。像糟嫲、高麗菜乾也是，都是（食材）盛產的時候製作。以前沒有冰箱阿，就

盛產時製作（醃漬品），做好之後就可以吃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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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咧才做得滷鹽，毋軟齁……該菜你緊搓僅裂掉。該菜齁……使恁樣搓使

好咧，毋好緊搓，有搓分佢透使做得咧。126（傅阿婆訪談紀錄） 

用手將大芥菜菜梗搓至半透明狀時，便可將搓好的大芥菜排放進桶中，再取重

物 127壓在最上面以助其排出水分： 

  放好使用石牯壓，壓分佢出水，第二日 會再過落一滴仔鹽，放到恁

樣水清清使好。出水後，石頭使毋好再過壓著咧，（壓著）水會出忒多，你

分佢水有浸過鹹菜使好咧。……該水齁，恁樣清清欸使睹好，毋好生白 128，

會忒鹹。129……差毋多放一禮拜，該鹹菜葉有黃咧齁，使做得拿一垤來試食，

毋罅使再過放。愛放分佢透哦！該心愛黃透，正毋會辣……心青青還吂黃

透，使會有該大菜羴 130，毋好食。有黃透欸鹹菜，直接食使當好食咧。131（傅

阿婆訪談紀錄） 

                                                 
126 客語海陸腔：「以前姑腰菜是自己種的，收成後就直接放在田裡曬。曬軟了才能用鹽醃漬，若

沒曬軟，在（用鹽）揉菜的時候葉梗就會（因為青脆）裂開。在揉鹽巴時，這樣揉就好（指注

意手勁），不要死命揉，有揉透就好。」 
127 通常是石塊，或可用等重替代物進行此步驟，但替代物須耐鹽水浸泡且不含水氣，才不會影

響醬缸（桶）。 
128 指姑腰菜排出的菜汁顏色，若混濁至乳白色，表示鹽放過量，製成後的鹹菜鹹度會太高。 
129 客語海陸腔：「（把揉好的鹹菜）放進桶裡後，用石頭壓，讓菜釋放出水分。第二天我會再放

一點點鹽，讓水保持清透狀態就好。出水（滷汁）之後，石頭就不要在壓著了，（繼續壓著）

菜會出太多水，讓滷汁有淹過鹹菜就好了。......那個滷汁，這樣清透的狀態就好了，不要到乳

白色的狀態，不然（做出來的鹹菜）會太鹹。……第二天」 
130 客語海陸腔：「羴［hienˇ］，味道」，此處指新鮮青菜的味道。 
131 客語海陸腔：「差不多放一個禮拜，鹹菜葉梗有變黃了，就可以拿一小塊來試吃，還（發酵得）

不夠就再繼續放。要放透哦！那個菜心要（發酵）透才不會辣，菜心青青的沒發酵透的話，就

會有一股新鮮青菜的嗆辣味，不好吃。有發酵透的鹹菜，直接吃（未經火烹調）就很好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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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曝曬風乾使新鮮大菜刁萎    圖 7 加鹽搓揉至菜梗呈半透明狀 

 

圖 8 將搓揉完的大菜排入醃桶中   圖 9 放上塑膠紙（隔絕灰塵）和醬石 

 

2.  關於製作鹹菜、覆菜、霉乾菜者 

  當筆者問及製作鹹菜、覆菜、霉乾菜的分工時，傅阿婆的大女兒洪阿枝提到

家中成員雖會協助製作，但大部分的製作工作還是由女性負責： 

  大家庭時妯娌 132互相輪流，一個人負責煮三天飯，菜都自己種，吃不

                                                 
132 指傅阿婆與其妯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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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的就會拿來賣……鹹菜也是阿，醃好了自己吃了有多才會拿去賣。……

做鹹菜的時候噢……男生也會幫忙阿，弟弟他們都會幫忙踩，小孩子用腳

踩比較快……哥哥那時候在臺北念書不在家（所以沒參與)。（洪阿枝訪談

紀錄） 

  爸爸那時候在磚窯上班，比較沒有在管這種事，不過鹹菜曬完要裝罐

（做成覆菜或霉乾菜）的時候，爸爸就會來幫忙，因為小孩子和婦人家力

氣比較小，沒辦法塞那麼緊，就會把塞好的瓶子遞給爸爸，讓他塞緊以後

再繼續（把菜放進瓶子裡）塞，所以爸爸從頭到尾的動作就是這樣（模擬

拿著棍子上下杵的動作）。……三伯比較會幫忙……但是是三伯母弄（做醃

漬品）的時候會去幫，別人弄就不會（去幫忙）。……基本上，大家庭的時

候，婦人的人力就已經夠了，所以那些男生也不太會來幫忙，也輪不到他

們來幫忙。（洪阿枝訪談紀錄） 

在傅阿婆兒子洪阿強的敘事中更凸顯了性別上的分工： 

  因為菜都是自己種，種植和採收是男生的工作……採收之後的曬乾阿、

後續加工這些的，就是女生在做……男生的角色，大概都在田地裡阿，或

去工廠上班。（洪阿強訪談記錄） 

另外，傅阿婆的女兒洪阿琴和洪阿強表示，過往因製作鹹菜的數量龐大，有時傅

阿婆甚至還會販售醃漬完成的鹹菜、覆菜、霉乾菜等，以貼補家用： 

  以前自己家裡還有種田，冬天稻子休耕的時候就會種一些冬天的

菜……會種很多這種菜（大菜）。常常一做就是做一百多顆菜，哪像現在才

做個二十顆……（以前）有多的（醃好的鹹菜）媽媽賣菜的時候就會一起

挑出去賣，賣菜的錢就可以貼補家用。（洪阿琴訪談紀錄） 

  以前家裡有種菜，有多的（菜）媽媽就會用扁擔挑出去賣，……就沿

路 133走，最遠會走到現在民族路橋下那邊，或者會去市場外面賣，賣菜的

錢就是零用，或存起來繳小孩的學費……這些（挑菜出去賣）也都是女生

                                                 
133 今高雄市民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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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有時候媽媽（賣完菜）回程就會去𥴊仔店 134，去買一些牛奶糖

給我們當零食（笑）。……偶爾會用賣菜錢買豬肉，以前比較少吃豬肉，雞、

鴨自己家裡有養，不用花錢買，（但是）自己家裡養的豬都養大了整隻賣，

賣了的錢拿來繳小孩學費。（洪阿強訪談記錄） 

 

二、洪家飯桌上个鹹淡  

（一）關於食用醃漬品的回憶 

1. 糟嫲 

  以往沒有保鮮設備時，因為臺灣南部較為溫暖，就算製作糟嫲的量較多也不

像現在那麼容易保存，為避免糟嫲酸敗，釀造完成後會加入大量的鹽抑制麴菌繼

續發酵進而發酸，也因此早期的糟嫲口味偏死鹹： 

  恩俚這下做毋麼个鹹，頭擺做到當鹹啦，毋冰（沒冰箱），使放當鹹，

用蔭缸裝著，裝歸大蔭缸。135（傅阿婆訪談紀錄） 

將肉品醬入糟嫲（糟粕） 136時，會先將肉品汆燙過才醬入，若直接以生肉醬入，

易導致整甕糟嫲酸敗。另外若要醬入雞、鴨則需先剖半，用少許的鹽醃漬後再醬

入糟嫲，但傅阿婆也提到不可醃太鹹，不然整甕糟嫲的鹹度會過度： 

  過年欸時節把該豬肉、鴨肉、雞肉浸浸落去，做毋得（浸）生欸歐，

愛浸欸攏愛熟欸，愛有煠熟欸，你用生欸肉浸落去會臭風忒喔。……雞鴨

愛剖半，灑一息仔鹽正放落去，該淡淡放落去齁，會毋罅鹹，會酸忒。滷

滷阿，毋滷恁鹹，滷差不多有分鹽食落去，再過放落去。做毋得滷忒鹹歐，

（整缸糟嫲）會鹹忒，滷一點該使會恁樣鹹香鹹香。 137（傅阿婆訪談紀錄） 

                                                 
134 閩南語：「雜貨店」。 
135 客語海陸腔：「我們現在（糟嫲）沒有（做得）很鹹，以前做得很鹹啦，（以前）沒有冰箱，

就放得很鹹，再用大甕裝著，裝滿整個大甕」。 
136 糟嫲通常指稱醬入肉的紅麴糟粕（連肉帶酒糟），但視前後語句，有時也會指稱發酵完成的紅

麴糟粕（不含肉）。 
137 客語海陸腔：「過年的時候把豬肉、鴨肉、雞肉醃進去（糟嫲裡），不能醃生的歐，要醃的都

要熟的，要燙熟的，你用生的肉醃進去會臭酸喔。……雞鴨要剖半，灑一點鹽再放進去醃，如

果淡淡的（沒放鹽）就放下去，會不夠鹹，（糟嫲）會酸掉。（用鹽）醃一醃阿，不要醃太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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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阿婆表示，過往會將肉品醬入做好的糟嫲（糟粕）裡，要食用時才取出糟嫲（肉

與糟粕）一起蒸，並強調不可以直火煮，易導致糟嫲燒焦。另外因為現在每次僅

製作一斤米的量，不足以將大量的肉品醬入，而將步驟改為要吃之前才將未醃漬

的小塊肉品和糟嫲（糟粕）一同放在碗裡蒸煮，利用熱的方式讓肉品入味： 

  頭擺齁……該豬肉雞肉剁剁好丟到該糟嫲裡肚，愛食正舀出來共下拿

去炊，愛用炊欸，毋愛用火頭，用火頭使會臭火焦 138，毋好食。……現下

係愛吃正炊，愛吃欸時節把煠過欸豬肉切較薄一息，放到碗公裡肚，再過

舀兩三湯匙欸糟嫲共下炊，恁樣使會當好食咧。因為現下使做一息仔，毋

做恁多，毋好浸，浸毋到，愛食正再過炊。139（傅阿婆訪談紀錄） 

 

 

圖 10 蒸熟後的糟嫲 

 

雖然阿婆指出製作及食用糟嫲並非必要，但言談間依然可看出阿婆對於糟嫲在情

感上的連繫： 
                                                                                                                                            
醃到鹽巴有吃進去，再放進糟嫲裡。不能醃太鹹歐，（整缸糟嫲）會鹹掉，（加一點鹽）醃就會

這樣鹹香鹹香的」。 
138 此處「臭火焦」為閩南語：「燒焦」。 
139 客語海陸腔：「以前齁……那個豬肉雞肉切好之後丟進糟嫲裡，要吃才舀出來一起拿去蒸，要

用蒸的，不要直接煮，直接煮會燒焦，不好吃。……現在是要吃的時候才蒸，要吃的時候把燙

過的豬肉切薄一點，放在碗裡，再舀兩三匙糟嫲一起蒸，這要就很好吃了。因為現在都做一點

點，沒做那麼多（糟嫲），（肉）不容易醃（進糟嫲裡），醃不到，要吃的時候再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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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天使做阿，毋做也做得阿，使想愛食啦，呵呵。歸年使這冷天好

做。……做平常欸菜乜做得阿，做好像平常拿來食飯也做得阿。恩俚過年

較有該肉品好加啦。頭擺初一十六正有該肉好食阿，做該糟嫲沒肉使毋好

吃啦，過年正有該兜肉好食，平常毋肉使毋好吃，單淨恁樣炊毋好吃。140（傅

阿婆訪談紀錄） 

2. 鹹豬肉 

  關於鹹豬肉的吃法，傅阿婆及其家人皆提到將漬好的肉切薄片再燙過即可食

用，沾醬則是蒜末加米酒或蒜末加醋： 

  該鹹豬肉齁，使切薄博，毋好切忒賁。……毋好燙忒過，煠一下使好

咧。食欸時節做得搵酸醋摎蒜頭。141（傅阿婆訪談紀錄） 

就切薄片，水煮滾了以後丟下去燙一下，撈起來以後就沾米酒加蒜頭這樣

吃，要吃酸的人可以沾醋啦，不過以前大部分都是沾酒蒜。……除了做鹹

豬肉，也會把（豬三層肉）整料肉烰到恁樣燥燥欸來放 142，不過因為量很

多，有時候吃到最後還是會有臭風味 143，不過反正大家庭人很多，還是會

把它吃完（笑）。（洪阿枝訪談紀錄） 

  要儘量切薄，因為醃過的肉質會改變，切太厚煮起來會很柴，然後皮

我是會切掉，因為覺得煮起來硬硬的口感不好，爸媽現在也比較不適合吃

太硬的東西。……水開了之後過水燙一下就好，不要煮太久，沾醬就蒜頭

加一點醋，就很好吃了。（小惠訪談紀錄） 

                                                 
140 客語海陸腔：「天氣涼的時候做阿，不做也可以阿，（但是）就是想吃啦，呵呵。整年就現在

冷天時適合做。......做平常的菜也可以阿，做好（糟嫲）像平常用來配飯也可以阿。我們過年

的時候比較有肉類可以加（進糟嫲）啦。以前初一十六才有肉可以吃阿，做糟嫲沒有肉就不好

吃啦，過年才有那些肉可以吃，平常沒肉能吃，直接這樣蒸（沒加肉的糟嫲）不好吃」。 
141 客語海陸腔：「那個鹹豬肉齁，就切得薄薄的，不要切太厚。……不要燙太過，汆一下就好了，

吃的時候可以沾醋加蒜頭」。 
142 客語海陸腔：「……，也會把整條肉炸到乾乾的來放（保存），……」。 
143 客語海陸腔：「……臭味」，此處「臭風」通常指肉類、蛋白質品敗壞的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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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將醃漬好的鹹豬肉切薄片    圖 12 汆燙後搭配醋加蒜頭 

 

傅阿婆的兒子洪阿強和女兒洪阿枝還提到了過往因家中養的豬隻為經濟來源，不

會任意宰殺食用，平日難得有機會吃到豬肉： 

  以前家裡有養雞、鴨這些禽類，所以肉幾乎就是吃雞肉鴨肉為主，其

它肉類要吃就要花錢買，很貴……豬雖然自己家裡也有養，可是是養整隻

養大後整隻賣的，那個賣豬、還有媽媽賣菜的錢，是要繳小孩子學費的，

自己家裡面不會殺來吃，所以平常也很難得吃到豬肉。（洪阿強訪談紀錄） 

  以前殺雞宰羊 144的時候才有肉吃，可是像雞肉阿，都切成一塊一塊的，

就會用配給的，你（拿到）一點肉也要分一點骨頭比較多的……才不會有

的小孩有得吃、有的小孩搶不到這樣。可是像鹹豬肉，因為一次都會做很

多，就比較不怕小孩吃，可以隨便小孩吃。（洪阿枝訪談紀錄） 

3. 鹹菜、覆菜、霉乾菜 

  提到鹹菜的料理，傅阿婆家人立刻想到的就是鹹菜湯，並且幾乎都提及鹹菜

適合搭配較肥的肉品。除了煮湯之外，也可用炒的方式烹調： 

  這鹹菜有黃咧，使做得食咧。摎三層肉阿、較肥欸肉阿共下煮，使當

好食，也做得用炒欸，酸甘酸甘當好傍飯。145（傅阿婆訪談紀錄） 

                                                 
144 經筆者詢問，報導人家中並未飼養羊，因此此處「殺雞宰羊」僅是指家中有殺牲畜，並非真

的有殺羊。 
145 客語海陸腔：「這鹹菜有變黃了，就可以吃了。跟豬三層肉、比較肥的肉品一起煮，就很好吃，

也可以用炒的，（吃起來）酸甘酸甘的很下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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鹹菜酸酸的可以解膩，跟比較肥的三層肉、排骨、肥腸阿這些比較油的一

起煮，剛好解膩、油又不會讓那個鹹菜吃起來澀澀的。因為我們會整顆連

葉子都一起吃，不像人家外面賣的只用梗，你有葉子的部分如果太素就不

好吃。（洪阿琴訪談紀錄） 

  用炒的可以單純跟蒜頭一起炒，也可以加一點肉末或帶點肥肉的肉條，

反正用炒的比較鹹，要配飯配麵或夾麵包饅頭都可以。（洪阿枝訪談紀錄） 

 

 

圖 13 鹹菜排骨湯 

 

提到鹹菜的口味，家庭成員則強調傅阿婆製作的鹹菜與外食餐廳販賣的口味有所

不同： 

  外面賣的可能都是用醋和很鹹的鹽水泡出來的，沒怎麼發酵到，所以

都酸的不太自然，沒有鹹菜應該要有的香味。（洪阿琴訪談紀錄） 

  在外面喝到不好喝的酸菜湯，就會很想念阿婆做得好吃的酸菜 146。（小

文訪談紀錄） 

洪家經濟轉型後，傅阿婆鮮少製作覆菜，因為鹹菜製作量減少，做好的鹹菜在時

限內即被分食完畢，並無留存可繼續製成覆菜部分。為了製作覆菜食用，傅阿婆

                                                 
146 此處「酸菜」指鹹菜，敘事原文以酸菜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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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還刻意製作一些後續要加工成覆菜的鹹菜。至於覆菜的吃法則多為煮湯或與

豬肉一起蒸煮： 

  現下當少做覆菜咧啦，一擺使做不多，大自家分分使毋咧，萋欸 147攏

毋罅食欸，哪還有剩欸做得揤罐仔做乾，當少啦……（指著廚房地上的罐

子）這係𠊎上擺加做欸，使做來愛揤罐欸。這使做得放較久，想食使做得

拿來食，毋驚放。……這覆菜齁，做得摎肉共下炊，乜做得煮湯，恁樣甘

甘欸，當好食。148（傅阿婆訪談紀錄） 

  以前做比較多（鹹菜），沒吃完的就會曬起來揤盎仔 149做覆菜，幾乎都

是做覆菜，很少做霉乾菜。冬天做好放著，到隔年七、八月颱風季節沒什

麼青菜的時候就可以拿出來吃掉它阿，吃到冬天也差不多吃完了，就重新

又再做新的了。……覆菜就可以煮湯阿，跟鹹菜一樣，也可以剁豬肉共下

炊 150，就像霉乾扣肉那樣。（洪阿枝訪談紀錄） 

 

（二）關於共同分享食物的人們 

1. 與誰共同分享糟嫲 

  傅阿婆每年於第一批糟嫲完成時，即會將成品陸續分送給七名子女。傅阿婆

子女的婚配對象多為福佬人，原先並沒有食用糟嫲的經驗或習慣，但通過每年年

節時的分享，傅阿婆的媳婦、女婿與孫子女也沿襲了食用糟嫲的飲食習慣： 

  有兜人曉食，有兜人毋曉食，曉食的人佢使喊𠊎教佢做阿。……毋識

食過使毋知好食阿，識食過正知。像小惠也係福佬人，佢兜食到好吃佢也

                                                 
147 客語海陸腔：「新鮮的」，通常形容新鮮、未烹調的食材，但此處用以指稱相對覆菜、霉乾菜，

「比較新鮮」的鹹菜。 
148 客語海陸腔：「現在很少做覆菜了啦，一次（做鹹菜）就做的不多，大家分一分就沒了，新鮮

的都不夠吃了，哪還有剩的可以塞罐子做乾，很少啦......（指著廚房地上的罐子）這是我上次

多做的，就是要用來塞罐子（做覆菜）的。這就可以放比較久，想吃就可以拿來吃，不怕放。……
這覆菜齁，可以跟豬肉一起蒸，也可以煮湯，（吃起來）這樣甘甜甘甜的，很好吃」。 

149 客語海陸腔：「……塞進罐子裡……」。 
150 客語海陸腔：「……剁豬肉（末）一起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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跈著食，呵，阿毋吃過欸人使毋曉食。還有淑蕙、阿良 151他們也係。……

三伯姆 152也會做，佢也係摎大伯婆學著做 153。（傅阿婆訪談紀錄） 

  分給一個人一點點，分享著吃，𠊎打擺也毋做當多，分著吃。（筆者：

會不會分給家人以外的人？）毋啦，𠊎做毋多阿，使分自家人拿轉去定阿，

（洪阿強：你頭擺毋係有分好二伯他們？）係阿。（洪阿強：阿那也算自家

人，係家人。）係啦，阿做好使知愛過年咧，𠊎賴仔使講，毋食到使像毋

過到年，呵呵呵。154（傅阿婆訪談紀錄） 

洪家成員的敘事中也反覆提及，接近年節時傅阿婆即會製作糟嫲，因此提到糟嫲

大家總會想起年節： 

  這已經是我們家裡的一種習慣，有吃才有過年的味道。像一種客家文

化的傳承……今年大哥主動說年夜飯他來準備，我二哥就說，只要有媽媽

做的糟嫲他就可以配飯吃了，大哥準備得不好吃也 OK（笑）。……它就像

一種過年的文化，小惠現在也在學怎麼做。（洪阿強訪談紀錄） 

  我們北部客家人的過年就會吃這個，這是我們家一定會出現的一道菜！

（洪阿琴訪談紀錄） 

  媽每年要過年的時候都會做，做好再分給大家吃，我們最近也開始學

怎麼做，不然以後她沒辦法做了大家就吃不到了……。（小惠訪談紀錄） 

每年過年最期待就是這個，平常想吃也吃不到……我只要有白飯跟糟嫲就

好了。（小婷訪談紀錄） 

2. 與誰共同分享鹹菜 

                                                 
151 本段紀錄提及的小惠、淑蕙為傅阿婆的媳婦，阿良為傅阿婆女婿，三人皆為福佬人。 
152 此處「三伯姆」指傅阿婆三嫂，為閩南人。 
153 客語海陸腔：「有些人吃，有些人不會（不知道這麼）吃，會（知道這麼）吃的人就會叫我教

他做阿。......沒吃過就不知道這麼吃阿，吃過的才知道。像小惠是福佬人，她們吃了覺得好吃

也會跟著吃，呵，阿沒吃過的人就不知道要（可以這樣）吃。還有淑蕙、阿良他們也是這樣。……
三伯母也會做，她也是跟大伯母學著做。」。 

154 客語海陸腔：「......我每次也沒有做的很多，（大家）分著吃。（筆者：會不會分給家人以外的

人？）不會啦，我沒有做很多阿，就自己家人拿回去而已阿，（洪阿強：你以前不是有分給二

伯他們？）是阿。（洪阿強：阿那也算自己人，是家人。）是啦，阿做好糟嫲就知道要過年了，

我兒子就說，沒吃到（糟嫲）就像沒有過到年，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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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阿婆提到，現今鹹菜製作完成後，她就會分送給子女們，雖然量不多，但

是大家都有分享到： 

  做好使打電話喊大自家來拿，一儕分一兜分分，毋幾多，毋過大自家

攏有食到，使好咧。……食忒想愛食使再過做。155（傅阿婆訪談紀錄） 

 

第三節  屏東徐家的醃漬飲食敘事 

  屏東徐家的主要報導人是出生於 1934 年的邱阿婆，邱阿婆出生於日治時期

的新竹州苗栗郡公館庄（今苗栗縣公館鄉）。邱家於日治昭和年間遷現屏東市華

山里（舊名頭份埔），但當時僅邱阿婆的叔叔攜眷南遷，邱阿婆的父親仍居留於

苗栗公館。邱家因較早南下耕墾、經營有成，在地方上蔚為興盛。邱阿婆的夫

家——徐家是由新竹州竹南郡頭份街南遷的北客家庭，同樣落籍於頭份埔，入墾

時間稍晚於邱家，這些遷移至屏東市的南遷北客多以農耕、傭工為生。 

邱阿婆 20 歲時由苗栗公館嫁至屏東徐家，當時丈夫為林務局公務員，但徐

家家中仍有維持部分農地耕作。徐家的次要報導人──邱阿婆的兒子徐阿扶生於

1960 年，婚後仍居於屏東市，其子阿誠於 1988 年出生，現與邱阿婆同住；三女

兒徐阿琦生於 1957 年，嫁給同為南遷北客的屏東劉家，婚後也定居於屏東市，

因地緣便利與原生家庭關係十分密切。四女兒徐阿芬生於 1959 年，婚後定居於

新北市，每年年節時分常返回屏東協助邱阿婆製作醃漬品。 

因都會型生活，屏東徐家現今的日常飲食紀錄結果乍看之下也與高雄彭先生

家戶近似，客家飲食特色並不明顯，但細看可發現客家醃漬品偶爾仍會出現於徐

家的日常飲食紀錄中。156 

 

                                                 
155 客語海陸腔：「做好（鹹菜）就打電話叫大家來拿，每個人分一點分一分，沒多少（鹹菜），

不過大家都有吃到，就好了。……都吃完了還想再吃就再做」。 
156 屏東徐家家庭之日常飲食紀錄詳見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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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屏東徐家家庭日常飲食紀錄表
157 

日期 早餐 中餐 晚餐 

2015/8/1（六） 韭菜盒子、豆漿 
肉圓、四神湯 

（外食） 

五穀飯、油飯、滷

肉、滷豆干、滷蛋、

石斑魚湯 

2015/8/2（日） 無 
日式料理 

（外食、家庭聚餐） 

五穀飯、霉乾肉

燥、煎魚排、炒地

瓜葉、肉燥炒菜

豆、香菇玉米排骨

湯 

2015/8/3（一） 饅頭、豆漿 五穀飯、霉乾肉燥 菜豆粥 

2015/8/4（二） 刈包、豆漿 排骨便當（外食） 
小火鍋 

（外食、家庭聚餐） 

2015/8/5（三） 漢堡、紅茶 麵、滷味、燙青菜 
火鍋 

（外食、家庭聚餐） 

2015/8/6（四） 水果、麥片 雜糧餅乾、牛奶 

粥、地瓜葉、煎鴨

蛋、霉乾肉燥、控

肉、滷蛋、魚鬆 

2015/8/7（五） 水果三明治、咖啡 無 

粥、空心菜、麵筋、

控肉、肉鬆、茄汁

鯖魚、鹹蛋 

邱阿婆的敘事以客語（四縣腔）為主；其兒女徐阿琦、徐阿芬、徐阿扶、孫

子阿誠則以國語、客語（四縣腔）混和敘事。 

 

                                                 
157 本表格由筆者彙整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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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徐家屋下个滷鹹淡 

  邱阿婆提到，她會製作的醃漬品有鹹菜、覆菜、霉乾菜、菜脯、高麗菜乾、

花菜乾、筍乾、蔭瓜、豬膽肝、桔醬、鳳梨豆醬、醃梅子等： 

  會做儘多喔，鹹菜、覆菜、霉乾菜、菜脯、高麗菜乾、花菜乾、筍乾、

蔭瓜、豬膽肝、桔醬、鳳梨豆醬、滷梅仔……唉，儘多啦，𠊎等客家人欸

鹹淡有儘多。158（邱阿婆訪談紀錄） 

並強調醃漬品的製作時機應選擇食材盛產時進行製作。過往是因為盛產季新鮮蔬

果易有多餘需保存的食材，現在則是因當季蔬果產量大，價格較低廉，購買食材

製作醃漬品較符合成本： 

  使愛大出欸時節做，毋該菜忒貴，買不起。愛便宜下來正買，毋打爽

忒咧。......頭擺也同樣，有剩正來做鹹淡，現在係想愛食故所來做。……像

現下大黃瓜使忒貴咧，買不起，無法度做，愛等佢較便宜正買欸得。159（邱

阿婆訪談紀錄） 

邱阿婆提到，大部分醃漬品的製作方法，是在嫁至屏東前，從原生家庭的長輩那

習得，婚後則是與婆婆學習米製品，如粄類的製作： 

  細欸時節使跈等做（滷鹹淡），結婚後使摎家娘學做粄，像艾粄啊、粢

粑啊……160（邱阿婆訪談紀錄） 

桔醬則是到屏東生活後才與庄內鄰里學習如何製作： 

該桔醬使聽庄肚人講愛仰辦做，使跈等做使會做咧。 161（邱阿婆訪談紀錄） 

  另外筆者也刻意詢問邱阿婆是否會製作、食用糟嫲，邱阿婆提到嫁至屏東後

                                                 
158 客語四縣腔：「會做很多喔，鹹菜、覆菜、霉乾菜、菜脯、高麗菜乾、花菜乾、筍乾、蔭瓜、

豬膽肝、桔醬、鳳梨豆醬、醃梅子……唉，很多啦，我們客家人的醃漬品（種類）有很多」。 
159 客語四縣腔：「就是要盛產的時候做（醃漬品），不然菜太貴，買不起（不值得買）。要便宜下

來才買，不然浪費了。......以前也是阿，有剩（吃不完的鮮蔬）的才用來做醃漬品，現在是想

吃所以製作。......像現在大黃瓜就賣太貴了，買不起，沒辦法做（醃黃瓜），要等它比較便宜了

才買。」。 
160 客語四縣腔：「我婆婆每年都會做（糟嫲），我就傻傻的，不想學（怎麼做）......婆婆還會做豆

豉，（但是）我同樣不想學。那個糟嫲喔…..哎，很麻煩，要先煮米，然後要曬還是什麼的我也

不清楚，反正（製作起來）很麻煩啦。…...不過那個糟嫲齁，醃豬肉，就這樣鹹甜鹹甜的，很

好吃」。 
161 客語四縣腔：「桔醬是聽庄內的人講說要怎麼做，就跟著學做就會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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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見過、吃過婆婆製作的糟嫲，但並未學習如何製作。她還說道，當時很多庄內

鄰里家戶會製作、食用，然而具有製作糟嫲技術的長輩多數已凋零，以致製作、

食用糟嫲的文化在現今屏東市南遷北客聚落已消失： 

  𠊎家娘使逐年攏會做（糟嫲），𠊎使憨憨，毋想愛學……佢還會做豆豉，

𠊎同樣毋想學。該糟嫲喔……哎，儘麻煩，愛先煮米、愛曬還係麼介𠊎乜

無知，使當麻煩啦。……毋過該糟嫲齁，浸豬肉，使鹹甜鹹甜欸，儘好食。162

（邱阿婆訪談紀錄） 

  而關於邱阿婆本身會製作的醃漬品項目中，又以鹹菜、覆菜、霉乾菜、菜脯、

筍乾、桔醬製作過程的敘事內容最為詳細。 

（一）關於製作鹹菜、覆菜、霉乾菜 

  邱阿婆表示過往鹹菜、覆菜、霉乾菜皆有製作，但近年僅製作霉乾菜。她提

到只做霉乾菜是因為霉乾菜較耐久放，不必擔心短時間內無法吃畢： 

  霉乾菜使授鹽授一授，搓分佢出水，使做得放日頭下曬。曬一日後，

臨暗收轉來，再過授鹽，毋放忒鹹，天光日使做得拿出去曬。曬分佢燥使

做得揤罐子放咧。……啊還有一種作法，使先做鹹菜，正摎佢曬燥，曬到

恁樣酥酥，正放罐仔。163（邱阿婆訪談紀錄） 

  覆菜使半燥欸時節，放到酒罐裡肚封好，愛揤好喔，正會香、正會好

食。……使鹹菜做好後，愛拿出來洗，洗淨後再過落一息鹽，正曬。曬到

半燥使做得進罐子咧。164（邱阿婆訪談紀錄） 

  阿嬤 165後來都只做霉乾菜是因為霉乾菜比較能久放，這樣就算一下子

                                                 
162 客語四縣腔：「小時候就跟著（母親）學做（醃漬品），結婚後就跟婆婆學做粄，像艾粄啊、

粢粑啊…..」。 
163 客語四縣腔：「霉乾菜就是（把新鮮的菜）抹鹽抹一抹，搓揉到出水，就能放在太陽底下曬。

曬一天之後，傍晚把菜收回來，再抹一次鹽，但不要放太鹹，隔天再拿出去曬。完全曬乾就可

以塞進罐子裡存放了。……啊還有一種作法，就是先做醃製鹹菜，再把鹹菜曬乾（成霉乾菜），

曬到乾乾酥酥的，才能放進罐子保存」。 
164 客語四縣腔：「覆菜就是（鹹菜曬到）半乾的時候，放進酒瓶裡封好，要塞好喔，才會香、才

會好吃。……就是鹹菜做好之後，要拿出來洗，洗完之後再放一點鹽，才拿去曬。曬到半乾就

可以放進罐子裡了」。 
165 邱阿婆娘家為饒平客，因此她的孫子皆以饒平客語，祖母：「阿嬤［aˇ ma］」稱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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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不完也不怕會壞掉。（阿誠訪談紀錄） 

 

 

圖 14 邱阿婆製作霉乾菜（直接以新鮮大菜製作） 

 

邱阿婆也提到，近年製作量較少，皆是以手搓揉大芥菜製作鹹菜、覆菜、霉乾菜，

過往則因製作量體大，需用腳踩踏製作： 

  頭擺攏係用腳踏，踏到（大菜 166）有出水，用手搓忒慢，毋效率。……

授鹽授好，踏分佢出水，該水愛浸到菜喔，毋浸到欸會生菇，有浸到正會

發。167（邱阿婆訪談紀錄） 

另外邱阿婆還特別提及製作鹹菜、覆菜、霉乾菜的芥菜品種，會造成醃漬品的口

感差異： 

  鹹菜愛用較有肉的菜去滷，較好食，恩俚自家種欸 168恁樣細細條、毋

肉，毋好食。……有一擺𠊎轉北部，到苗栗火車站外背看到有人在賣該大

菜，喔！生到盡靚，𠊎使買了十來條轉來曬，喔，該擺滷欸鹹菜使當好食。169

                                                 
166 邱阿婆的敘事中皆以「大菜」來指稱用來製作鹹菜的芥菜。 
167 客語四縣腔：「以前都是用腳踩，踩踏到（大菜）出水，用手搓揉太慢了，沒效率……抹鹽抹

好，踏至水分釋出，釋出的汁水要能浸泡到大菜喔，沒有浸泡到會發霉，有完整浸泡到才發酵

得好。」。 
168 指邱阿婆兒子在屏東自己種的芥菜，據筆者詢問種植品種為包心芥菜。 
169 客語四縣腔：「鹹菜要用（葉梗）比較厚的去醃漬，（才會）比較好吃，我們自己家裡種的這

樣小小顆的，（做出來的鹹菜）不好吃。…….有一次我回北部，在苗栗火車站外面看到有人在

賣大菜，喔！（大菜）長的很漂亮，我就買了十幾顆回來曬，喔，那次醃的鹹菜就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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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阿婆訪談紀錄） 

（二）關於製作菜脯、蘿蔔錢、菜脯絲、老菜脯 

在徐家的醃製勞動現場，家庭成員們一邊醃製蘿蔔，一邊解釋菜脯、蘿蔔錢、

菜脯絲、老菜脯的醃漬步驟和注意事項： 

  蘿蔔洗乾淨以後，再切成小塊、用鹽醃漬。因為量很多，就分批醃，

醃到它比較不會出水了再拿去曬。不能放太淡，不然蘿蔔水分很多，會很

不好曬。阿也不要放太鹹啦，不然完成的成品會很死鹹。（徐阿芬訪談紀錄） 

  菜脯絲使愛先摎菜頭挫絲，再過滷鹽，毋滷忒鹹喔，有縮水使好咧。

出水後再過攤開來曬，曬燥使好咧。暗晡頭愛收起來，毋會打露，使毋會

燥。天光日使再過拿出來曬，愛曬幾久毋一定，好天愛差毋多一禮拜正會

好喔。170（邱阿婆訪談紀錄） 

  要曬乾才能裝罐，不然湯湯水水的蘿蔔很容易壞掉。蘿蔔錢使摎佢切

到恁樣一片一片像銀錢樣 171，就叫做蘿蔔錢，其實作法跟蘿蔔乾一樣，老

菜脯就是把菜脯放個 15 年以上，有變黑了就差不多了。（徐阿琦訪談紀錄） 

圖 15 菜脯：蘿蔔切塊以鹽醃漬、再裝入麻布袋瀝除水分 

                                                 
170 客語四縣腔：「菜脯絲要先把蘿蔔挫成細絲狀，再用鹽醃漬，不要醃太鹹喔，（讓蘿蔔絲）有

縮水就好了。（蘿蔔絲）釋出水分後再攤開來曬，曬開就完成了。……晚上要先（把蘿蔔）收

起來，不然會被露水沾濕，就乾燥不了。隔天（天亮）再拿出來曬，要曬多久不一定，天氣晴

朗的話差不多一個禮拜才會好喔。」。 
171 客語四縣腔：「蘿蔔錢就把它切成這樣一片一片像錢幣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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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菜脯絲：將蘿蔔刷成絲、鹽漬、瀝水後，再置於竹蓆上曝曬、風乾 

 

圖 17 曝曬一日後的菜脯、蘿蔔錢、菜脯絲 

 

（三）關於製作筍乾 

  邱阿婆製作的筍乾作法、口感較似滷筍（綿軟不脆口），但邱阿婆稱之為筍

乾。製作起因為附近竹田為另做他途進行整地，挖出了大量的竹筍，這批竹筍輾

轉到了秋阿婆手中。但這些竹筍數量龐大，短時間無法食畢，邱阿婆因而決定將

這些竹筍製成筍乾，製作工序如下： 

  這竹筍愛先摎硬忒欸部分削淨，毋食到會硬絲硬絲欸，毋好食。……

削好欸竹筍愛先煠過，正毋會苦丟丟仔……煠好咧使做得放鹽，毋使放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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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攪攪勻使做得放落布袋仔裡肚，摎袋子索好，尋一隻重欸石頭，毋石

頭乜做得用大面盆裝水，放到（裝著竹筍的袋子）頂背疊，放一日，等佢

出水。一日過後再過拿出來滷鹽，滷滷好再過放一日出水，好咧使做得入

罐仔咧。放差毋多一、兩隻月使做得食咧 172（邱阿婆訪談紀錄） 

 

圖 18 將削除硬纖維的竹筍汆燙去苦澀味，再切片以利後續醃漬 

 

圖 19 以鹽醃漬竹筍後，將竹筍裝入麻布袋，並於上方放置重物協助瀝水 

                                                 
172 客語四縣腔：「竹筍要先把老掉的部分削乾淨，不然吃起來會有硬纖維，口感不好。......削好

的竹筍要先燙過，才不會有苦澀味......燙好了就可以放鹽了，不用放太多鹽，攪伴均勻之後就

可以（把竹筍）放進布袋裡，把袋子綁好，找一個重的醬石，沒有石頭也可以用裝滿水的大臉

盆代替，放在布袋上方，放置一天，讓布袋裡的竹筍釋放水份。一天後再（把竹筍）拿出來加

鹽，醃好了之後再放（回布袋、用重物壓）一天釋放水份，完成後就可以（將竹筍）放進罐子

裡了。大約一、兩個月就可以吃了」。 



 

95 
 

邱阿婆提到此批竹筍為綠竹筍，而相較麻竹、桂竹筍，綠竹筍口感較佳，適合鮮

食，因此邱阿婆覺得使用綠竹製作筍乾其實有些可惜食材了： 

  這竹筍係綠竹筍，唉！做筍乾係打爽咧，毋過這竹筍忒慢割咧，硬忒

咧，早加幾日割使做得直接食，儘打爽痾。173（邱阿婆訪談紀錄） 

 

（四）關於製作桔醬 

  邱阿婆說道，製作桔醬的步驟其實很簡單，只是部分工序較麻煩，需要花時

間處理食材： 

  使桔仔先切開來，愛摎裡背欸囊摎籽去忒，毋愛啦，還有蒂頭乜愛去

忒，做出來欸桔醬正毋會苦。……摎該桔仔皮放鑊仔肚炊，炊好再過用果

汁機打分佢綿綿，打綿後再煮滾，使放一兜糖、一息仔鹽使好咧。……乜

做得放一息番薯粉，放咧該桔醬使會變較濃。做好使做得食咧，毋使等。174

（邱阿婆訪談紀錄） 

邱阿婆的三女兒徐阿琦則補充說明了過往沒有果汁機的輔助，只能以大湯匙或鍋

鏟將果皮慢慢壓成泥狀： 

  以前沒有果汁機就要用大湯匙或鍋鏟慢慢壓，把桔仔的果皮壓細碎。

（徐阿琦訪談紀錄） 

 

二、徐家飯桌上个鹹淡 

（一）關於食用醃漬品的回憶 

1. 鹹菜、覆菜、霉乾菜、筍乾 

  提到鹹菜、覆菜、霉乾菜，邱阿婆立即答道這些醃漬品最適合煮湯，並表示

                                                 
173 客語四縣腔：「這個竹筍是綠竹，唉！（用來）做筍乾可惜了，不過這竹筍太慢才收割了，硬

掉了（已經開始纖維化），早個幾天收割就可以直接吃，好浪費痾」。 
174 客語四縣腔：「先把桔仔切開來，要把裡面的果囊和種籽去除掉不要，還有蒂頭也要去掉，做

好的桔醬才不會苦。......把桔仔皮放在鍋子裡蒸，蒸好以後再用果汁機打成泥，然後再煮滾，

放一點糖和一點鹽就完成了。……也可以放一點地瓜粉，放了做出來的桔醬就會變比較濃稠。

做好就能吃了，不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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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麗菜乾、筍乾也同樣適合與三層豬肉一起煮： 

  鹹菜、覆菜、霉乾菜煮湯攏好食，覆菜味道較好啦，高麗菜乾、筍乾

也做得，花菜乾使較毋味。使摎三層肉共下煮，味道使儘好。該三層肉也

做得拿來搵桔醬摎豆油……也做得同碎肉共下煮，使霉乾扣肉，傍飯也好

食。175（邱阿婆訪談紀錄） 

關於筍乾，邱阿婆提到醃漬的筍與新鮮的筍一起煮湯，湯會更加甘甜，口味更佳： 

  筍乾煮湯齁，做得放一息萋欸竹筍共下煮，較好食。176（邱阿婆訪談紀

錄） 

2. 菜脯、蘿蔔錢、菜脯絲、老菜脯 

  邱阿婆提到菜脯、蘿蔔錢適合用以煮湯，菜脯絲則較不適合。除了煮湯之外，

菜脯、菜脯絲還可做為方便的調味品與其他菜做搭配；邱阿婆的三女兒徐阿琦則

提及蘿蔔醃漬品和較油的肉品一起煮，有去油解膩的效果： 

  這菜脯、菜脯絲攏做得傍菜、做得用來爆香、也做得做菜脯卵，攏做

得啦，使當好用。177（邱阿婆訪談紀錄） 

  蘿蔔錢煮湯跟覆菜煮湯一樣，適合和比較肥的肉一起煮，可以解油膩，

煮起來又很甜，很好喝。（徐阿琦訪談紀錄） 

邱阿婆還提到，老菜脯具有食療的效用： 

  唉，老菜脯幾好喔，熱天熱到、頭腦痛、肚屎痛，攏做得飲老菜脯湯，

飲了使會較舒爽。平常食也做得，毋舒爽食儘好。178（邱阿婆訪談紀錄） 

3. 桔醬 

  提到桔醬，家庭成員一致認為它是「百搭醬」，配肉、配菜、配蘿蔔糕……

                                                 
175 客語四縣腔：「鹹菜、覆菜、霉乾菜煮湯都好吃，覆菜味道比較好啦，高麗菜乾和筍乾也可以

（拿來煮湯），花菜乾就比較不夠味。（前述醃漬品）就跟三層肉一起煮，味道就很好了。那個

三層肉也可以沾桔醬加醬油……也可以跟絞肉一起煮，就是霉乾扣肉，也很下飯」。 
176 客語四縣腔：「筍乾煮湯齁，可以放一些新鮮的竹筍一起煮，比較好吃」。 
177 客語四縣腔：「這菜脯、菜脯絲都可以配菜、可以用來爆香、也可以做菜脯蛋，都可以啦，就

是很好用（的一種配料）」。 
178 客語四縣腔：「唉，老菜脯真的很好喔，熱天中暑、頭痛、肚子痛，都可以喝老菜脯湯，喝了

身體就會比較舒服。平常吃也可以，身體不舒服吃很（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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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什麼都可以沾： 

  桔醬傍飯、傍麼介攏好，食欸時節乜做得傍豆油，搵豬肉、搵雞肉攏

做得，使儘好食。179（邱阿婆訪談紀錄） 

  之前在外面念書住宿，帶了一瓶阿嬤做的桔醬，有時候自己燙一點青

菜或肉，沾桔醬吃，不需要另外調味就很好吃了。……有一次自己做涼麵，

也是用桔醬自己去調涼麵醬，清爽又好吃。（阿誠訪談紀錄） 

邱阿婆的兒子徐阿扶則提到，桔醬是北部客家人喜好食用的沾醬： 

  恩俚上背人剁雞仔使愛傍桔醬。180（徐阿扶訪談紀錄） 

 

（二）關於共同分享食物的人們 

  邱阿婆表示，過往因為大家庭人數多，製作的醃漬品數量也多，家庭成員皆

會一同分享做好的醃漬品。現在則因為製作的量較少，食用醃漬品的人數也減少

了，所以若家中有多餘的醃漬品，邱阿婆也會將醃漬品分送給想吃的親朋好友： 

  頭擺係大自家共下食阿，原旦一做攏也做儘多，做咧分大自家食歸年

阿。181（邱阿婆訪談紀錄） 

  現下使有做，毋過食欸人也較少咧，看麼儕愛，有多欸、有人愛，使

分佢阿。182（邱阿婆訪談紀錄） 

  在荷蘭的姑姑每次看到我們在臉書上po阿媽做醃漬品的照片就會嚷嚷

她也想吃，有一次我就幫阿媽把桔醬寄去。（阿誠訪談紀錄） 

 

 

 

                                                 
179 客語四縣腔：「桔醬配飯、配什麼都好，也可以加醬油，沾豬肉、沾雞肉都可以，這樣就很好

吃了」。 
180 客語四縣腔：「我們上背人（北部客家人）有斬雞就是要配桔醬（一起吃）」。 
181 客語四縣腔：「以前就大家一起吃阿，以前一做都做很多，做好了要讓大家吃整年」。 
182 客語四縣腔：「現在是有做，不過吃的人也比較少了，看有誰要，有多的、又有人想要，就分

給他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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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章以家庭為單位，循著報導人的敘事軌跡，依序將北埔彭家、高雄洪家、

屏東徐家關於醃漬飲食的敘事內容，大致以製作醃漬品技藝的「屋下个滷鹹淡」

和關於飲食記憶的「飯桌上个鹹淡」進行敘事分類。乍看北埔彭家的兩個家戶、

高雄洪家一家戶、屏東徐家一家戶於 2015 年 8 月 1 日至 7 日一周區間的日常三

餐紀錄可知，生活於都會裡的南遷北客家戶日常飲食已無顯著的客家飲食特色。

但仔細觀察後，尚可發現部分客家醃漬品存在於菜單紀錄中，初步可證實食用「醃

漬品」為較具有客家識別性的飲食特色，並可回應林淑鈴的研究發現 183。且由醃

漬品依舊留存於現今日常菜單之現象，比照三個報導家庭的醃漬敘事，可隱約地

瞭解到即使時過境遷，過往的飲食生活經驗仍然會呈現於現今的飲食生活中。 

  北埔彭家的敘事主要為回憶過往大家庭的飲食生活樣貌，報導敘事中充滿著

人丁眾多的旺盛活力，無論製作醃漬品的數量、醃漬過程中的勞動樣貌，彷彿都

可以透過敘事見到家中婦女吆喝孩童協助製作醃漬品的景況。此外從敘事中，也

可看到過往大家庭因日常飲食需求量大，因此相當依賴醃漬品。 

  高雄洪家的報導敘事則由過往的大家庭生活和現今的都市生活交織而成，尤

其伴隨著醃漬勞動，洪家家庭成員們一邊勞動一邊回憶過往的大家庭飲食生活。

透過這些相互穿插出現的飲食記憶，可以看到高雄洪家在食材準備、醃漬方式和

烹調方式等面向都隨著時間、隨著科技發展而改變。例如利用冰箱來延長不能久

放的醃漬品的食用期限、且因為可仰賴冷藏設備，鹽的用量也減少了，以符合當

代的健康飲食觀念。 

  屏東徐家的報導敘事相較彭家、洪家雖豐富度較低一些，但因徐家現今依然

有不少家庭成員會參與醃漬勞動，恰可與彭家、洪家對過往大家庭的醃漬勞動回

憶作參照比較。且筆者通過自身參與醃漬勞動現場的經驗，更能理解一些單從報

                                                 
183 林淑鈴，〈「臺灣客家飲食記憶與文化消費：由米、豬與菜等食材之安置談起〉。《科技整合下

的創新客家研究之研究──子計畫二》（客家委員會 102 年度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

計畫成果報告書，2013），頁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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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敘事中無法體會的幽微。前述由報導敘事、勞動現場延伸出的醃漬記憶、飲食

口味、勞動記憶等面向，將於第四章進行更進一步的探究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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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在飲食敘事中的文化意涵 

 

在第三章的敘事文本中，透過三個北客家庭的記憶敘說，可窺見報導家庭日

常飲食生活的粗貌，敘事不僅呈現了個人記憶，更再現了個體認知世界的方式，

但個人記憶一個模糊的概念，難以被量化統計，僅能從個人的敘事中紀錄並分析

他們的個人感知，探究他所承襲的家庭記憶框架。 

本章以報導人敘事為分析文本，從「醃漬技藝」、「飲食口味」、「勞動記憶」 

三個面向進行分析。第一節將爬梳三個家庭的醃漬技藝，釐清北客家庭間在烹調

技術上是否有共通語言；第二節藉由製作工序解析醃漬品口味的形成，釐清北客

家庭成員如何區辨「北部客家飲食口味」；第三節將從製作醃漬品的勞動記憶中

觀看飲食記憶如何被延續，又何以被改變。 

 

第一節 醃漬技藝 

  從三個家庭報導人的敘事中，可以瞭解到普遍出現的醃漬品有鹹菜、覆菜、

霉乾菜、老霉乾菜、高麗菜乾、花菜乾、豆乾、菜脯干、滷菜頭、老菜脯、菜心、

糟嫲、滷薑、筍乾、梅子、蔭瓜、大黃瓜、豆豉、豆腐乳、鹹豬肉、滷蜆仔、桔

醬，其詳細資料如下： 

表 8 報導人提及的醃漬品 1 

 醃漬品         報導人 北埔彭家 高雄洪家 屏東邱家 

鹹菜    
覆菜    
霉乾菜    
老霉乾菜    
高麗菜乾    

                                                 
1 本表格由筆者彙整繪製。部分醃漬品礙於篇幅未出現於第三章之敘事資料中，但於訪談紀錄裡

有提及，將一同彙整至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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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菜乾    
豆乾    
菜脯干    
滷菜頭    
老菜脯    
菜心    
糟嫲    
滷薑    
筍乾    
梅子    
蔭瓜    
大黃瓜    
豆豉    
豆腐乳    
鹹豬肉    
滷蜆仔    
桔醬    

 

在現代科技冷藏設備出現之前，人們會使用挖坑深埋、儲放地窖、浸置於深井等

方法達到冷藏效果。除了依靠低溫減緩食物腐敗，人們也發展出一些方法得以停

止、減緩或是限制食物內部的酵素作用以及細菌腐敗的速度，這些方法有乾燥、

煙燻、醃製、發酵等，人們會綜合運用這些方法，依據氣候、可取得的資源以及

傳統，去衡量使用何種方法保存食物最為適宜。2而從三位主要報導人的敘事中，

可看出取得食材的節令、方式，還有製作過程的條件（如食材水分含量、溫度）

等因素，是影響人們何時製作醃漬品的至要關鍵。提及醃漬品的生產過程，以下

我將從食材取得、製作過程到食用時機這三個面向來進行爬梳。 

 

一、食材取得 

  從幾位報導人的敘事中可知，過往的社會以農耕經濟為主，尤其在現代保鮮

                                                 
2 Sandor Ellix Katz 著；王秉慧譯，《發酵聖經：奶、蛋、肉、魚、飲料》（新北：大家出版社，

2014），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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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尚未普及時，人們的飲食生活步調依憑著農作收成時令，就算家中有兼做商

業生意，還是與農耕之間有很深的羈絆。「趁食材當季盛產的時候製作醃漬品」、

「什麼時節就吃什麼東西」是幾位報導人共同提及的話題，尤其蔬果類的醃漬品，

也依循著這個概念在敘事中大致被劃分成「冷天欸時節做欸『冬季醃漬品」』」和

「熱天欸時節做欸『夏季醃漬品』」，這種季節上的劃分主要源由於臺灣農作收成

的時期。桃、竹、苗三縣的主要農作生產時期如下： 

 

表 9 桃園縣農特產產季一覽表 3 

農產品＼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主要產地 

蔬

菜 

香菇             復興鄉 

韭菜             大溪鎮 

地瓜             大園鄉 

桂竹筍             復興鄉 

綠竹筍             大溪鎮、復興鄉、龍潭鄉 

山苦瓜             新屋鄉 

栗南瓜             新屋鄉 

葫蘆             大園鄉 

高麗菜             觀音鄉 

山藥             大溪鎮 

 

表 10 新竹縣農特產產季一覽表 4 

農產品＼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主要產地 

蔬

菜 

香菇             關西鎮、新埔鄉、五峰鄉 

韭菜             橫山鄉 

蔥             竹北市、五峰鄉 

蒜             新竹 

山苦瓜             尖石、五峰、峨嵋 

桂竹筍             北埔鎮、尖石鄉、芎林鄉 

綠竹筍             寶山鄉 

芋頭             湖口鄉 

                                                 
3  本 表 格 資 料 引 自 桃 園 縣 觀 光 導 覽 網 桃 園 縣 政 府 觀 光 旅 遊 局 ：

http://travel-taoyuan.tycg.gov.tw/2008 （下載日期：2013.7.30），由筆者彙整繪製。 
4  本 表 格 資 料 引 自 新 竹 縣 旅 遊 網 。 新 竹 縣 政 府 交 通 旅 遊 處 ：

http://travel.hsinchu.gov.tw/page.aspx?wtp=1&wnd=70（下載日期：2013.7.30），由筆者彙整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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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藥             湖口鄉、芎林鄉 

油菜             關西鎮、橫山鄉、峨嵋鄉、竹東市、北埔鄉 

其

他 

米食             竹東市 

仙草             關西鎮 

桔醬             竹東市 

福菜             竹東市 

酸菜             竹東市 

樹豆             尖石鄉 

 

表 11 苗栗縣農特產產季一覽表
5 

農產品＼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主要產地 

蔬

菜 

檳榔心芋頭             公館鄉 

桂竹筍             大湖鄉、三義鄉、獅潭鄉、南庄鄉、銅鑼鄉 

甘藷             通霄鎮、西湖鄉、後龍鎮 

高冷蔬菜             大湖鄉、南庄鄉 

玉米             大湖鄉、通霄鎮 

苦瓜             大湖鄉、苑裡鎮、卓蘭鎮 

小黃瓜             大湖鄉 

大芥菜             公館鄉 

蘿蔔             公館鄉、大湖鄉、卓蘭鎮 

芋頭             銅鑼鄉、公館鄉 

 

本研究中的三個家庭分別為來自新竹縣北埔鄉的北埔彭家，主要報導人彭先生現

居於高雄市苓雅區；原籍新竹州竹東郡峨嵋莊（現新竹縣峨眉鄉）的高雄洪家，

現居於高雄市三民區；原籍新竹州竹南郡頭份街（現苗栗縣頭份鎮）的屏東徐家，

現居於屏東縣屏東市。高雄市、屏東縣的主要農作生產時期如下： 

 

表 12 高雄市農特產產季一覽表 6 

農產品＼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主要產地 

                                                 
5  本 表 格 資 料 引 自 苗 栗 文 化 觀 光 旅 遊 網 。 苗 栗 縣 政 府 國 際 文 化 觀 光 局 ：

http://miaolitravel.net/MainWeb/article.aspx?Lang=1&Sno=03004407（下載日期：2013.7.30），由

筆者彙整繪製。 
6 本表格資料引自高雄市政府農業局全球資訊網。高雄市政府農業局：http://agri.kcg.gov.tw/t（下

載日期：2015.7.10），由筆者彙整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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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果 

番石榴             燕巢區、大社區、阿蓮區、內門區、岡山區 

木瓜             美濃區、旗山區、杉林區、六龜區 

香蕉             旗山區、美濃區、甲仙區、杉林區、六龜區 

鳳梨             大樹區、鳥松區、內門區 

梅子             桃源區、六龜區、那瑪夏區、甲仙區 

水蜜桃             那瑪夏區、桃源區 

紅肉李             桃源區 

荔枝             大樹區、旗山區、杉林區、內門區、燕巢區 

金煌芒果             六龜區、杉林區、阿蓮區、田寮區、桃源區 

紅龍果             橋頭區、梓官區、六龜區、旗山區 

龍眼             內門區、杉林區、田寮區、甲仙區、旗山區 

蓮霧             六龜區、旗山區 

橙蜜香番茄             美濃區、杉林區 

蜜棗             燕巢區、阿蓮區、六龜區、大社區、田寮區 

蔬

菜 

野蓮             美濃區 

白玉蘿蔔             美濃區 

洋蔥             林園區 

毛豆             美濃區、旗山區 

芋頭             甲仙區 

其

他 

山茶             六龜區、那瑪夏區、桃源區 

蜂蜜             岡山區、阿蓮區、田寮區、橋頭區、大樹區、內門區 

愛玉             桃源區、那瑪夏區 

稻米             美濃區、大寮區 

紅豆             大寮區、美濃區 

 

表 13 屏東縣農特產產季一覽表 7 

農產品＼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主要產地 

 

木瓜             高樹鄉、新埤鄉、長治鄉、內埔鄉 

香蕉             高樹鄉、鹽埔鄉、里港鄉、潮州鎮、萬巒鄉 

土芒果             三地門鄉、萬巒鄉 

鳳梨             高樹鄉、內埔鄉、萬巒鄉 

椰子             長治鄉、麟洛鄉、恆春鎮、鹽埔鄉 

荔枝             高樹鄉、內埔鄉、恆春鎮 

檸檬             高樹鄉、九如鄉、里港鄉、鹽埔鄉 

                                                 
7  本 表 格 資 料 引 自 屏 東 縣 政 府 農 業 處 全 球 資 訊 網 ， 2015 。 屏 東 縣 政 府 ：

http://www.pthg.gov.tw/plancib/Default.aspx（下載日期：2015.7.10），由筆者彙整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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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文芒果             枋寮鄉、獅子鄉、泰武鄉、枋山鄉、來義鄉 

楊桃             高樹鄉、里港鄉、鹽埔鄉 

蓮霧             枋寮鄉、林邊鄉、南州鄉 

蜜棗             高樹鄉、里港鄉 

西瓜             潮州鎮、恆春鎮、鹽埔鄉、車城鄉 

蔬

菜 

牛蒡             歸來鄉 

洋蔥             恆春鎮、車城鄉 

芋頭             高樹鄉 

其

他 

檳榔             高樹鄉、萬巒鄉、內埔鄉、竹田鄉 

米             高樹鄉 

紅豆             萬丹鄉、屏東市 

 

另外三位主要報導人提及醃漬品的製作時節則如下表所示： 

 

表 14 報導人家中的醃漬品製作時節
8 

醃漬品＼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主要報導人 

豆豉             彭先生、傅阿婆 

豆腐乳             彭先生 

鹹菜             彭先生、傅阿婆、邱阿婆 

覆菜             彭先生、傅阿婆、邱阿婆 

霉乾菜             彭先生、傅阿婆、邱阿婆 

老霉乾菜             彭先生 

高麗菜乾             彭先生、傅阿婆、邱阿婆 

菜脯干             彭先生、邱阿婆 

滷菜頭             彭先生、邱阿婆 

老菜脯             彭先生、邱阿婆 

滷菜心             彭先生、傅阿婆、邱阿婆 

筍乾             彭先生、邱阿婆 

滷薑             彭先生、邱阿婆 

滷梅子             彭先生、邱阿婆 

蔭瓜             彭先生、邱阿婆 

滷大黃瓜             邱阿婆 

滷蜆仔             彭先生、傅阿婆 

鹹豬肉             彭先生、傅阿婆 

                                                 
8 本表格由筆者彙整繪製。本表月份為農曆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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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嫲             彭先生、傅阿婆、 

製作以上醃漬品需使用的食材分別為：黃豆（豆豉、豆腐乳）、大菜（鹹菜、覆

菜、霉乾菜、老霉乾菜）、高麗菜（高麗菜乾）、蘿蔔（菜脯干、滷菜頭、老菜脯）、

大心芥菜、高麗菜、大白菜、花椰菜、油菜、莪菜等的粗莖（滷菜心）、麻竹筍、

桂竹筍、綠竹筍（筍乾）、薑（滷薑）、梅子（滷梅子）、越瓜（蔭瓜）、大黃瓜（滷

大黃瓜）、糯米、紅麴米、豬肉（糟嫲、鹹豬肉）、蜆貝（滷蜆仔）。對照表 8、

表 9 可知，北客家庭製作醃漬品的食材大多非高、屏兩縣市的主要農產，這些食

材多產自臺灣北部。根據報導人敘事，過往蔬果類醃漬品的食材來源大多為自家

的耕作。北埔彭家在經營製茶廠後降低了耕作的種類及數量，因此製作醃漬品的

食材多購自竹東市場，或直接與熟悉的菜販大量採購；高雄洪家現今的食材大多

購自高雄市果菜批發市場，若製作量較少則會直接於住家附近的市場購買；屏東

徐家則多與家中較熟悉的菜販大量採買。肉類醃漬品的食材過往大多取自自家豢

養的牲畜，現今則多於自家附近的市場購買。 

  從桃、竹、苗三縣的蔬菜產季 9，比照報導人敘事中的醃漬品製作時節 10，

可瞭解到醃漬品的製作時節受制於食材來源，受農作產季所影響。其中高雄洪家、

屏東徐家遷至南部後有在南部耕作的經驗，雖南部下種蔬菜的時間大多較北部晚

二至三週 11，但基本上還是在相近的節令收成、製作醃漬品。並且多數報導人皆

提到： 

  （菜）大出欸時節，使會做。12 

  要用買的，很貴，就不會買來做。 

顯示製作成本也是他們選擇製作醃漬品的主要因素。而因應成本考量，葷食類的

醃漬品在節慶以外的時間較少出現： 

  萋欸食使毋罅咧，還分你滷。13 

                                                 
9 詳見表 5 至表 7。 
10 詳見表 10。 
11 劉還月，《臺灣客家族群史．移墾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 265。 
12 客語海陸腔、四縣腔：「（蔬果）盛產的時候，就會做（醃漬品）」。 
13 客語海陸腔、四縣腔：「生鮮的都不夠吃了，（哪還有能夠）還讓你醃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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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幾位報導人的共同說法，肉品在過往因價格昂貴，百姓家庭平日並無獲得大

量肉類食材的機會，故鮮少製作相關的醃漬品。但逢節慶如年節、北客祭義民等

祭祀活動時，因需準備大量的牲禮，會產生短時間之內無法食畢的肉類食材，就

需要以醃漬的方式來保存食材。高雄洪家傅阿婆的敘事中雖提及日常即會做鹹豬

肉，也是因為現今食材取得容易，「有食材」便可製作醃漬品，但從其他家庭成

員的敘事中可看出，肉類的醃漬品仍與節慶和食材取得時機、數量相關聯。簡言

之，以食材取得的面向來看，無論是蔬果類的醃漬品，抑或肉類醃漬品的製作契

機，皆與食材取得時機、取得數量多寡、食材保存需求等因素相關；蔬果類醃漬

品受制於與農作收成節令，肉類醃漬品則與節慶祭祀活動緊扣。 

 

二、製作過程 

  再來看到製作醃漬品的過程，敘事中醃漬品的種類繁多，依據其製作過程及

方法，大體可分為乾、泡（漬）、醃、醬四大類。詳見於下表： 

 

表 15 醃漬品製作方法 14 

分類 製作方法 成品 

乾 
透過陽光曝曬、風吹等方法降低食

材水分，藉以保存食物。 

覆菜、（老）霉乾菜、（老）菜脯、

高麗菜乾、筍乾、豆豉 

泡（漬） 
以多量的水分和作料，醃泡蔬菜使

其產生鹹、酸等味道。 
鹹菜 

醃 

用鹽或其他作料揉或壓，使蔬菜

（肉）產生鹹味或酸味為主的醃菜

（肉）。大多是一層鹽、一層食物，

鹹豬肉、醃梅子、滷筍 

                                                 
14  本 表 資 料 引 自 苗 栗 縣 文 化 產 業 網 。 苗 栗 縣 政 府 國 際 文 化 觀 光 局 ：

http://feature.mlc.gov.tw/food/food01.asp（下 載日期：2013.7.30）。劉還月，《臺灣客家族群史．

民俗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 232-233。由筆者彙整繪製。 



 

108 
 

讓鹽完全進入食材後，因高鹹度而

達到防腐的效用。 

醬 

借用豆醬、醬油、豆豉、米糠、酒

糟粕等醬料作為基質，將不宜久藏

的生鮮蔬菜（如瓜類、筍類等清洗

並去餘瓜囊或筍殼後，再經過曝

曬、鹽醃漬等脫水工序）或肉類，

醬入醬料內封藏，並會產生濃厚的

味覺。 

滷菜頭、菜頭湰、菜心、滷薑、蔭

瓜、滷大黃瓜、滷筍、豆腐乳、糟

嫲、滷蜆仔 

 

但從報導人敘事中可瞭解，多數醃漬品在製作過程中皆涵蓋了一種以上的作法，

先以蔬果類醃漬品為例——彭先生、傅阿婆敘事中的覆菜、霉乾菜需先經過鹹菜

的「醃」和「泡」的階段，再進一步曝曬「乾」，甚至覆菜在半乾濕的狀態下重

回「醃」的階段，被置於瓶中封存；邱阿婆敘事中的筍乾（實際為滷筍）先經過

鹽「醃」、曝曬「乾」脫水，再裝入瓶中「醃」製。但無論需經過哪幾種製作方

式，幾乎所有蔬果類醃漬品皆須經歷用「鹽」 15醃漬的過程。鹽在醃漬品製作工

序中佔有極重要的一席，以傅阿婆提及製作鹹菜的敘事為例： 

    鹽愛放有罅，該菜正會出水，出水正做得發欸好。16（傅阿婆訪談紀錄） 

可見透過鹽造成的滲透作用，能夠讓蔬菜釋出水分，使蔬菜能浸泡在自身的汁液

裡進行後續發酵。此外鹽創造出的擇態環境還能抑制某些細菌，讓耐鹽的益菌（如

乳酸菌等）享有競爭優勢，同時因為抑菌效用，鹽又可以延緩發酵作用、並抑制

黴菌生長，進而加長食物的保存期限，17如三位主要報導人於敘事中皆有提及的

覆菜： 

                                                 
15 部分醃漬品是以「糖」取代鹽的功用，但品項不多，如醃梅子、鳳梨豆醬、滷蕎。 
16 客語海陸腔：「鹽要放得夠，菜才會釋出水分，釋出（足夠的）水分才會發酵得好……」 
17 Sandor Ellix Katz 著；王秉慧譯，《發酵聖經：蔬果、穀類、根莖、豆類》（新北：大家出版社，

2014），頁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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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滷好使做得放當（儘）久。18 

  關於肉類醃漬品的製作方式，主要有「醃」和「醬」兩種方式，其中「醃」

通常還伴隨著「乾」的作法。與蔬果類的醃漬類同，大多使用「鹽」作為醃漬的

媒介，透過鹽漬時的滲透作用能讓肉品內部的水分排出，甚至能在未經日曬、加

熱或是煙燻的處理之下，減少肉品中的水分，讓微生物難以生長。除了控制肉品

中的水分，鹽還會抑制特定的微生物和酵素，因此鹽分的多寡也成為了決定微生

物生長的重要因素之一。有些鹽漬肉品需耗費長時間醃製，利用鹽巴滲透進肉裡

降低水分，使肉的品質能維持穩定不致腐敗，之後再吊掛起來進行長時間的熟成。

此外為了避免微生物和酵素的作用造成肉品變質，「乾燥」也是最為普遍的一種

加工方法，乾燥可以剝奪這些微生物生存以及行使功能所需要的水分。當然新鮮

的肉類並不會瞬間乾燥，在乾燥的過程中也總會伴隨著微生物活動，但通常在這

個過程中生長的微生物及酵素活動，反而是有利於最後成品的風味和質地的。19高

雄洪家敘事中的鹹豬肉即是以鹽「醃」製的肉類醃漬品，從敘事中可知，將豬三

層肉均勻抹上足量的鹽醃漬之後，肉品可有效的延長保存期限。在製作方法比較

不同的是，過往沒有現代保鮮科技的輔助，用鹽醃漬後的鹹豬肉還需輔以乾燥保

存，因此可見報導人提及「將鹹豬肉晾掛在乾燥陰涼處」等敘事；現今則因有冰

箱的輔助，過往以「乾醃」為主製作方法的鹹豬肉，如今則較接近「鹵水醃漬」20

的製作方式。因存放於冰箱內，鹽和肉品釋出的液體混和成液體型態的鹽水，以

固定的濃度與食物的表面完全接觸，而達成醃漬效果（但隨著肉品因滲透作用持

續釋出水分，還是需要重複兩次將鹵水倒掉、重新替肉品抹鹽的工序）。 

  製作鹹豬肉的工序，除了鹽漬的「醃」、風乾的「乾」，在北埔彭家的主要報

導人彭先生的敘事中還兼併了「煙燻」這種食物處理方法。不同於高雄洪家將鹹

豬肉晾掛於「閒間」，彭先生提到北埔彭家會將鹽漬完成的鹹豬肉晾掛於「灶下」。

                                                 
18 客語海陸腔、四縣腔：「醃好就可以放很久」。 
19 Sandor Ellix Katz 著；王秉慧譯，《發酵聖經：奶、蛋、肉、魚、飲料》（新北：大家出版社，

2014），頁 43-46。 
20 Sandor Ellix Katz 著；王秉慧譯，《發酵聖經：奶、蛋、肉、魚、飲料》（新北：大家出版社，

2014），頁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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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生火煮飯時產生的燃煙除了能燻乾食材，也會改變食材，燃燒木材所產生的

煙含有許多化學物質，其散發出的特殊香氣不僅會讓煙燻過的食材風味更加豐富，

還具有可以抑制細菌和真菌生長的抗微生物、抗氧化物等特性，進而減緩肉品脂

肪的氧化速度，延緩酸敗。 21如此除了增添肉品風味之外，在鹽漬階段即可減少

鹽的使用量，製作完成的鹹豬肉也不會因過鹹而導致口味不佳。據彭先生敘事，

以煙燻法製作鹹豬肉尤其在田寮坑（今新竹縣航山鄉田寮村）一帶相當普遍，北

埔地區雖也有不少家戶會兼用煙燻法製作鹹豬肉，但普遍程度尚不及田寮坑地區。

關於鹹豬肉的作法，各家皆略有不同，如《臺灣客家族群史．民俗篇》中紀錄的

鹹豬肉作法，是將切成條狀的三層肉洗淨陰乾後，以一層鹽一層肉的方式，放入

密封的甕中醃半個月即成 22；高雄洪家則強調肉不可過水，否則易有腐臭味；北

埔彭家則視製作者喜好，除了鹽之外，有時還會添加五香粉或八角等香料。雖因

本研究所蒐集到的敘事資料尚不足以佐證北埔彭家、高雄洪家兩家關於鹹豬肉的

報導敘事是否為普遍通例，或僅為報導家庭個案，但從一北一南的兩家敘事，約

略可端倪出人們在類同的醃漬技藝上，可能會因應地區條件而發展出不同的在地

適應策略，因而造成製作技術的差異。但無論製作細節為何，其製作目的皆不脫

離「為了保存短時間內無法消耗的大量食物」。 

  前述藉由「醃（鹽漬）」和「乾（風乾、煙燻）」來保存肉品的方式，較無涉

及「發酵」保存。然而透過發酵來保存鮮肉的限制是，發酵作用所產生的生物性

防腐劑（酸和酒精）需要碳水化合物的滋養，但在富含蛋白質和脂肪的肉類、魚

類裡，並無法提供足夠的碳水化合物。在許多亞洲的傳統醃製方法中，會將魚類

與煮熟的穀物（通常是米）一起進行發酵，如日本的熟壽司 23，穀物提供碳水化

合物基質以利乳酸發酵，乳酸則會創造出擇汰（selection）環境以抑制肉品腐敗。24

                                                 
21 Sandor Ellix Katz 著；王秉慧譯，《發酵聖經：奶、蛋、肉、魚、飲料》（新北：大家出版社，

2014），頁 43-44。 
22 劉還月，《臺灣客家族群史．民俗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 253-254。 
23 原田信男，《和食與日本文化——日本料理的社會史》（香港：三聯書店，2011），頁 105-107。 
24 Sandor Ellix Katz 著；王秉慧譯，《發酵聖經：奶、蛋、肉、魚、飲料》（新北：大家出版社，

2014），頁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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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飲食中，後魏賈思勰撰寫的《齊民要術卷八》作魚鮓第七十四，詳細記錄

了魚鮓和豬肉鮓的製作過程。書中提到： 

  漉著盤中，以白鹽散之。盛著籠中，平板石上迮去水。……炊秔米飯

為糝，飯欲剛，不宜弱；弱則爛鮓。……布魚於瓮子中，一行魚，一行糝……

魚上多與糝。以竹篛交橫帖上……白漿出，味酸，便熟。25 

意思是先將肉以鹽來去除水分，並放在硬質表面把水分逼出；以煮熟的米為基質，

但米飯不可煮太軟爛，以免做鮓失敗；將米和魚鋪排在甕裡，最後覆上幾層竹葉

和葉梗；待甕裡出現淡色液體，且味道變酸時，成品就完成了。豬肉鮓的作法為： 

  用豬肥豵肉。淨爓治訖，剔去骨，作條，廣五寸。三易水煮之，令熟

為佳，勿令太爛。熟，出，待乾，切如鮓臠：片之皆令帶皮。炊粳米飯為

糝，以茱萸子、白鹽調和。布置一如魚鮓法。〈糝欲倍多，令早熟。〉泥封，

置日中，一月熟。蒜、齏、薑、鮓，任意所便。𦙫之尤美，炙之珍好。26 

對照報導人敘事，糟嫲也是利用穀類產生的酸和酒精來保存肉品，也就是說，是

以「醬」的方式製成的醃漬肉品。在客語中「糟嫲」特指「以紅麴酒糟醃漬的肉

品」，從《石窟一徵》卷五．日用篇： 

  村莊所製紅糟甚佳，按糟或作酒，《說文》：酒滓也。〈篇海〉云酒母，

蓋釀酒取汁而以其粕為之也故，又謂之糟粕。今村莊釀酒所剩糟；皆煮食

汁或以飼豬，若紅糟則一如釀酒之法，不𨢜其汁以麯封之味甚釅。27 

〈臺灣北部客家農村「食」的習俗（上）〉： 

  過年時還做紅麴釀成的『粥姆』（姆讀如麻），裝在『缽頭』（陶缽）裡

醃製各種肉類，這道料理恐怕是外地難得一見的了。28 

《食飽吂：22 位客家名人飲食記憶地圖》： 

                                                 
25 賈思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30 冊（子部 齊民要術 卷八）》，（臺北：臺灣商務，

1983），頁 107。 
26 賈思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30 冊（子部 齊民要術 卷八）》（臺北：臺灣商務，1983），
頁 108。 

27 黃釗，《石窟一徵》（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0），頁 256。 
28 胡紅波，〈臺灣北部客家農村「食」的習俗（上）〉，《客家雜誌》107（19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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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捨不得讓那些讓那些拜拜的食物壞掉，所以每年過年一定要做紅糟，

把吃剩的肉趕快醃起來。因為把肉醃在紅糟裡之後，一個月、兩個月後都

還能吃，不但不需要冰箱冰，味道還更香噴噴。29 

等文獻中可知，客家有以紅麴釀酒的習俗，並且在臺灣北部客家地區會將肉品醬

入紅麴酒糟中。祭神祀祖所用的牲禮祭品，包含雞、鴨、鵝以及豬肉等，都可醬

入紅糟， 且紅糟裡含有酒精，又加入鹽維持鹹度，可以有效延長肉品保存期限。30

但不同於以鹽漬、乾燥製成的鹹豬肉，依靠發酵製成的糟嫲，在夏日炎熱的臺灣，

僅適宜於冬日製作，如《齊民要術卷八》作魚鮓第七十四卷頭提到： 

  凡作鮓，春秋為時，冬夏不佳。寒時難熟。熱則非鹹不成，鹹復無味，

兼生蛆。31 

文獻中提到「寒時難熟」因此冬天不宜作鮓，但臺灣多數地區冬天平均溫度鮮少

低於攝氏 10 度，較無因為過於寒冷而導致麴菌無法順利生長的困擾，反而是春

夏、秋三季因為天候較為炎熱，並不適宜製作糟嫲。製作穀類醬肉的時機取決於

氣溫，因此即便中元普渡、祭義民等祭祀活動過後需要保存肉品，在炎炎夏日中

人們並不會製作糟嫲來保存肉品。 

  關於上述醃漬品製作方法，各家在相似的工序中又略有不同，但其製作目的

皆為企圖降低新鮮食材的水分，並經過人為的選擇培養可助益滋味的微生物，例

如利用鹽控制發酵、培養紅麴菌製作糟嫲，以延長食材的保存期限。 

 

三、食用時機 

  最後從食用醃漬品的時機來看——從各家庭報導人反覆提及「做好就可以吃

一整年」，得知人們製作醃漬品的動機是為了延長食材保存期限，能在收成到食

用這段期間保存食物，進而降低飲食生活的成本。當然，將食材製成醃漬品並非

                                                 
29 田麗卿、蔡麗真 主編，《食飽吂：22 位客家名人飲食記憶地圖》（臺北：野人文化，2006），
頁 29。 

30 劉還月，《臺灣客家族群史．民俗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 254-255。 
31 賈思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30 冊（子部 齊民要術 卷八）》（臺北：臺灣商務，1983），
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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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保存食物之道，現代人對於食物保存期限的概念受到罐頭、防腐劑、包裝（如

真空包裝）、超高溫或冷藏、冷凍處理等技術發展影響，在這些技術的輔助之下，

食物往往可以保存數十年之久，但大多數的醃漬品並無法存放這麼久。依據不同

的製作方法，醃漬品的保存期限也不盡相同。如芥菜變化三階段——鹹菜、覆菜、

霉乾菜，若無冷藏設備相助，即使是留存於鹵水中的鹹菜，在室溫下至多僅能存

放一、二週左右，臺灣北部因氣溫較低，期限可稍加延長，但至多不超過一個月，

過久則可能因軟爛口感不佳，甚至腐敗。但霉乾菜因為已經由風吹、日曬保持乾

燥，只要存放得當、不放置於高溫潮濕處，可以保存長達 30 至 50 年左右，甚至

風味更佳。醃漬品儲放的期限會隨著食材種類、酸鹼值、含水量（水的活性）、

鹽度、儲放環境的溫度、濕度、儲存方式、甚至人的耐性等諸多因素而定。因為

醃漬食品是活性的、不斷變動的，達到保存效用的微生物和酵素轉化作用，最終

會隨著儲存條件不同，而被其他微生物和酵素取代。如前面提到的鹹菜，即使留

存於鹵水中，原先鹵水中的微生物和酵素也會漸漸因生存環境已達極限而被其他

微生物取代，進而導致鹹菜腐敗。老菜脯、老霉乾菜則是除了必須保存得當，至

少還得等上 10 至 15 年尚能製成。 

  也就是說，食用醃漬品的時機除了依循著農作收成節令和節慶祭祀活動，製

作的方式也影響了食用醃漬品的順序和時機。大致上含水量越多的醃漬品越不易

保存，食用期限較短，製作時機同時也就是食用時機；含水量越少的醃漬品越能

延長保存時限，食用期限長，製作完成後無論何時皆可食用。以芥菜醃漬品系列

為例——鹹菜含水量多、保存時限較短，能食用的時限為芥菜收成、製作成鹹菜

後一至二週，因此僅能於冬日年節期間食用。相較之下覆菜、霉乾菜則可長久保

存，製作完成後無論何時皆可食用，較不會受到食材保存期限限制，其中完全乾

燥的霉乾菜又比半乾濕的覆菜更耐久放。 

  從前述「食材取得」、「製作過程」和「食用時機」三面向來看，這些北客家

庭製作和食用醃漬品的時機似乎僅因節令時序，是依循著自然生態所給予的條件

而進行，但從報導人的敘事中，可以看到一些不僅僅是自然條件的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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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天就做阿，毋做也做得阿，使想愛食啦，呵呵。……做好使知

愛過年咧，𠊎賴仔使講，毋食到使像毋過到年。32（傅阿婆訪談紀錄） 

即使是保存食材便利的現代，高雄洪家的傅阿婆每逢年節依然會製作糟嫲；彭先

生也提到雖然後期北埔彭家因製茶工作忙碌，自家種的大芥菜不足以製作整年所

需的醃菜，並未因此停止製作，反而購買大芥菜來製作醃菜。彭先生提到，因家

中人口眾多，製茶工作粗重，飲食需求量大，這些自家製作的醃漬品搭配有限的

當季農作，才足夠供給所有家庭成員食用。另外屏東徐家也提到現今雖家中已無

從事農耕，邱阿婆依然會在不同的時節委託家人購買食材，製作當季的醃漬品，

如報導人徐阿扶提到： 

    大家想吃啊，她就會做給大家吃！ （徐阿扶訪談紀錄） 

製作與食用醃漬品不再單純順從著自然節令、或為了保存食材，透過日復一日、

年復一年的家庭飲食活動，製作和食用醃漬品逐漸由「自然」內化為具有心理需

求的「文化」。這些飲食上的文化意涵難以以語言明說，但從報導人的敘事和回

憶時的神采，可瞭解到這些透過醃漬技藝傳遞的文化，對他們獨具意義。 

 

第二節 飲食口味 

  本文以三個北客家庭為訪談對象，各個家庭、家庭成員的成長背景皆不相同，

記憶的內容與方式也可能大異其趣。Halbwachs 曾指出個體記憶仍是群體記憶的

某部分：對於某個事實或現象而言，或許某個體只接觸了某一特定部份，但這接

觸讓個體留下難以抹滅的記憶，此記憶將會與個體得自社會環境的思考脈絡產生

聯繫。本文於第三章以敘事的方式呈現報導人的記憶，藉由彙整報導人製作醃漬

品的敘事，從「食材取得」、「製作過程」和「食用時機」三個面向觀看，歸納出

三個北客家庭在醃漬技藝上近似相同，得以回應 Halbwachs 提出集體記憶形成的

理論框架。本節重點在於南遷北客的飲食記憶，基於食材取得、製作工序、食用

                                                 
32 客語海陸腔：「......冷天就做（糟嫲）啊，不做也可以啊，就想要吃啦，呵呵。......就好就知道

要過年了，我兒子就說，沒吃到（糟嫲）就像沒過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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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機等差異，後則發展出不同於周邊他人的飲食口味，因此南遷北客不同於周邊

的他人。 

 

一、我們的口味和他們不一樣 

筆者於南、北客家村落田野調查時最常聽見的一句話就是「我們（的口味）

跟他們不一樣」，研究過程中報導人也不時透露出「北部客家口味」和「南部客

家口味」有所不同。「口味」其實是一種相當主觀的認知，即便同一道菜餚，經

由不同的人品嘗後，也會生成不盡相同的味覺記憶，而這個記憶往往建立於個人

所處的社會所造成的記憶框架上。「家庭」即是人出生之後最早接觸到的社會組

織，家庭飲食記憶則是家庭群體的生活縮影之一，當記憶圍繞著飲食口味偏好展

開時，「口味」成為了劃分家庭認同界限的指標。 

個人對於「口味」的認定除了相當主觀之外，大部分未受過廚藝評論專業訓

練者，對於口味的敘述僅能以曖昧模糊的字句描述（例如「比較鹹」、「比較甜」、

「酸得不太一樣」），較難精確的敘述出自己的味覺記憶。我將比較三家庭製作醃

漬品的技藝，解析報導人敘事中的味覺記憶，說明「我們」與「他們」的口味有

何不同。 

  三個家庭皆提到製作鹹菜、覆菜、霉乾菜的食材為「大菜」，其中彭先生指

稱大菜品種為「姑腰菜」。經筆者查證農委會資料後，報導人口中的大菜、菇腰

菜為同一品種之芥菜，又名包心芥菜。雖同為芥菜，品種差異即會造成醃漬品成

品的口感、口味差異，如彭先生提到，他曾吃過同為南遷北客家戶醃漬的鹹菜，

但因對方使用的芥菜個頭較小，似乎不是使用大菜，成品嘗起來帶有一種像雪裡

紅的辣味，不像使用大菜醃漬的鹹菜帶有酸甘味。另外邱阿婆也有提到： 

  鹹菜愛用較有肉的菜去滷，較好食，恩俚自家種欸恁樣細細條、毋肉，

毋好食。……33（邱阿婆訪談紀錄） 

                                                 
33 客語四縣腔：「鹹菜要用（葉梗）比較厚的去醃漬，（才會）比較好吃，我們自己家裡種的這

樣小小顆的，（做出來的鹹菜）不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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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經筆者詢問，邱阿婆提及「自家種」的芥菜品種也是包心芥菜（大菜），但

或許是因為在南部種植、或其他諸多種植變因致使芥菜個體較小，最後醃漬成的

鹹菜口味並不討邱阿婆喜歡。邱阿婆憶起過往使用從苗栗購回株形大的大菜製作

醃菜的口味，才是她認為「好吃」的口味。 

 

 

圖 20 大菜（包心芥菜），圖中手機（約 13 x 7 x 9 cm）為參考比例尺 

 

  在筆者於美濃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得知部分美濃的客家家戶 34僅使用芥菜 35

製成鹹菜，並不製作覆菜；霉乾菜則是以蘿蔔苗製成，而不是使用芥菜進行製作。 

 

                                                 
34 主要報導人為美濃 H 餐廳經營人，黃老闆；在地文史工作者，劉老師。 
35 依據報導人黃老闆敘事，美濃地區指稱製作鹹菜的芥菜為「芥菜［gie coi］」。且「福菜［fugˋcoi］」
是指稱新鮮蔬菜「鴨舌草」，而非北客指稱的「覆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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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芥菜製成的霉乾菜      圖 22 蘿蔔苗製成的霉乾菜 

 

然而根據曾彩金《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藝文篇》36和劉瑞琴〈美

濃客家菜餚文化之研究──以美濃三合院餐廳為例〉37等文獻，雖六堆地區會以蘿

蔔苗製作「乾鹹菜」，但也會以芥菜製作覆菜及霉乾菜。文中敘述，六堆地區的

鹹菜也是選用包心芥菜製作醃菜，依作法分為水鹹菜、乾鹹菜、覆菜。水鹹菜是

將在太陽底下曬了大約一天已經變軟的芥菜，灑鹽揉搓使菜出水，揉好的菜放入

缸內，上面放石頭鎮壓，約放一週待其發酵即成，又名酸菜；而將揉搓好的芥菜

醃漬一夜，第二天曝曬一日或壓乾水分，然後裝瓶，將瓶子倒放，讓其中汁液流

出，即成覆菜；霉乾菜則是將水鹹菜曬至黑黑乾乾的即完成。若依文獻描述，其

作法也與前文指稱三個北客家庭類同，按照取用食材和製作工序、製作時的天候

等邏輯，醃漬成品的口味應該會與南遷北客製作的醃菜近似；依劉瑞琴指稱水鹹

菜、覆菜、乾鹹菜的名詞 38與北客並無相異。對照本研究中的三個北客家庭，報

導人強調「我們北部做的跟他們南部不一樣」，可知除了食材和製作工序，還有

其他原因致使北客家庭認為南、北客家飲食口味有差異。 

                                                 
36 曾彩金 編，《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藝文篇（下）》（屏東：六堆文教基金會，

2001），頁 540-541。 
37 劉瑞琴，〈美濃客家菜餚文化之研究──以美濃三合院餐廳為例〉（屏東：國立屏東教育大學客

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 113-118。 
38 文中敘事以「鹹菜、覆菜、梅乾菜（霉乾菜）」指稱之。引自劉瑞琴，〈美濃客家菜餚文化之

研究──以美濃三合院餐廳為例〉（屏東：國立屏東教育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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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本章第一節提及製作醃漬品的方式可知，無論何種方法，在製作醃漬品的

過程中大多伴隨著發酵，而控制發酵最為關鍵的因素之一則是「鹽」。在臺灣，

提及客家飲食皆脫離不了「鹹、香、肥」之特色論述，其中關於「鹹」的味覺，

在三個家庭報導人的敘事中皆提到：早期農業社會日常工作繁重、物質匱乏，因

大量的工作會流很多汗，需補充鹽分才能維持體力，而偏鹹的料理易下飯，也就

達到了以較少量食物即可果腹的目的。如陳運棟於《客家人》一書中提到客家飲

食： 

  客家菜的口味是講究『鹹、香、肥』的。尤其『鹹』可說是客家菜的

標準口味。……客家菜之所以注重『鹹』，一方面是因為容易保藏；……另

一方面也是因為客家人做勞力的工作多，要流很多汗，所以才特別需要吃

鹹的食物。……39。 

用「鹹」來保存食材，更是每個報導人加以強調的重點： 

頭擺毋冰箱，使愛滷當（儘）鹹正做得。40 

然而「很鹹」和「沒那麼鹹」的差別究竟為何？製作醃漬品時究竟要加多少鹽？

鹽具有延緩發酵作用和降低酵素活動的特性，另外溫度也會影響發酵速度，低溫

時發酵速度慢，反之，高溫時發酵速度快。因此若天氣炎熱，可添加較多的鹽來

減緩發酵速度，以免食材快速酸化；寒涼時節則可用較少量的鹽進行醃製。若希

望保存時間長久些，也可多用一點鹽；需立即食用而希望食材快速發酵，就少放

一點鹽。以報導人敘事為例，鹹菜雖為冬季醃漬品，但臺灣（尤其南部）的冬日

有時也會出現較為暖和的天氣，幾位主要報導人都提到：「天氣熱就多放一點鹽，

鹹菜才不會酸掉；天氣冷就少放一點鹽，鹹菜才會發（發酵）得好」。 

  當然，若以當代視角考慮，鹽量多寡的變因可能又更複雜了些。早期冷藏設

備尚未普及時，為了延長醃漬品的保存期，在食材發酵完成後會添加大量的鹽。

例如彭先生、傅阿婆都提到過往製作糟嫲，當紅麴酒糟基底發酵完成後，就要開

                                                 
39 陳運棟，《客家人》（臺北：聯亞出版社，1978），頁 336-337。 
40 客語海陸腔、四縣腔：「以前沒有冰箱，就要醃得很鹹才可以（保存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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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視情況增添鹽量，以免紅麴酒糟發酵過度酸化。但到了當代，人們可以依賴科

技低溫保存醃漬品，並且隨著醫學進步，飲食營養觀點改變，逐漸崇尚低鹽飲食，

這些因素都左右了發酵醃漬品的使用鹽量。例如傅阿婆過往製作鹹豬肉時，因為

夏季肉品易腐敗，會以較多的鹽量醃製鹹豬肉，但現在因有冰箱輔助，傅阿婆會

將抹過鹽的鹹豬肉置於冰箱中減緩肉品腐敗，以低溫取代部份鹽漬的效用，並強

調製作鹹豬肉不可抹太多鹽，「不然會吃太鹹」；邱阿婆也提到現今鹹菜若吃不完，

就先冰冰箱，不要一開始就放太鹹。甚至傅阿婆還提到： 

毋好放忒鹹，現下人毋吃恁鹹，你放忒鹹齁，毋結煞。41（傅阿婆訪談紀錄） 

顯然現在大家的口味已經偏向低鹽、清淡，傅阿婆在製作醃漬品時也將鹹度調整

成符合大家可接受的口味。 

  至於製作醃漬品時的鹽量多寡，則沒有一個「量化」的標準答案。從各個家

庭的飲食敘事、加上筆者於製作醃漬品的現場參與，我觀察到關於製作、食用醃

漬品的技藝和記憶，大多和「身體感」相聯結。以醃製鹹菜為例，報導人在製作

醃漬品時會以視覺、手感（觸覺）評估抓取的鹽量；醃漬過程中再以視覺查看大

菜釋出的水分是否白濁、以嗅覺確認是否有酸敗味而非成功發酵產生的香味，若

浸泡液體白濁或有酸味就需再添加鹽；最後以嗅覺、味覺確認香氣、口味是否到

達食用標準，若不足則再等候至鹹菜發酵完成。以上無論視覺、觸覺（手感）、

嗅覺、味覺皆需透過身體感的培訓，才能擁有製作、評判醃漬品的能力。而這種

感覺往往難以化約成綱目分明的表徵系統（無論是心理概念或是語言符號），經

常只能用一些模糊的字眼，如「這個」、「那個」，或乾脆說：「說不出來的感覺」。

有些感覺在還來不及認知之前就發生了，事後也難以言傳，辭窮並非表達能力不

足，而是反映了個人心理運作的基本原則。42   

  以筆者自身經驗為例，第一次隨著傅阿婆、邱阿婆製作鹹菜、霉乾菜時，詢

                                                 
41 客語海陸腔：「不要放得太鹹，現在的人沒有吃那麼鹹，（如果）你放太鹹齁，會不知道怎麼

辦才好」。 
42 鍾蔚文，〈體物入微、漸窺堂奧：從感覺到行動〉，收入余舜德編，《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

研究》（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頁 43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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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她們究竟適當的鹽量為何，她們一邊回答「使恁樣」 43、一邊配合著灑鹽的示

範動作，但這個「就這麼多」究竟應該是多少？實在是讓我這個初學者感到「毋

結毋煞」44。我只好暫且以目視仿效她們抓取鹽的份量與動作，雖看似大致相同，

過程中卻屢屢被糾正「好咧，毋好再過放，會忒鹹咧」 45，但當我減少鹽量卻又

被提醒「恁樣放毋罅，該心會滷毋透」46，究竟怎樣才是「恰當的」鹽量，更加

深我的疑惑。後來隨著製作次數的增加，我逐漸發覺，每次製作過程皆會有不同

的差異，如每顆大菜的含水量、株形大小皆不相同，因此放置鹽量必須隨著食材

的水分、個體大小等差異進行增減微調控制。 

圖 23 傅阿婆、邱阿婆以自身製作醃漬品的經驗施放鹽巴 

 

而所謂「發酵完成」的標準也和身體感緊扣，當筆者詢問報導人鹹菜從開始醃漬

到完成需耗時多久？得到的回應都是「毋一定，愛看」 47進一步追問才獲得「約

一個星期」的時間量度。 

  差毋多放一禮拜，該鹹菜葉有黃咧齁，使做得拿一垤來試食，毋罅使

再過放。愛放分佢透哦！該心愛黃透，正毋會辣……心青青還吂黃透，使

                                                 
43 客語海陸、四縣腔：「就這樣（就這麼多）」。 
44 客語海陸腔：「不知如何是好、不知所措」。 
45 客語海陸、四縣腔：「好了，不要再放（鹽），會變得太鹹了」。 
46 客語海陸、四縣腔：「這樣（鹽）放得不夠，（大菜）心會醃不透」。 
47 客語海陸、四縣腔：「不一定，要看（視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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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該大菜羴，毋好食。48（傅阿婆訪談紀錄） 

 

 

 

 

 

 

圖 24 搓完鹽、尚未醃漬的大菜      圖 25 醃漬完成的鹹菜 

 

圖 26 傅阿婆查看後覺得鹹菜已醃好，繼續醃會太過，因此將鹹菜收起 

 

以報導人的語言來說，判別鹹菜是否已經「做好咧」除了時間量度之外，還可以

從聞（嗅覺）、看（視覺）、吃（味覺）三方面著手——開始聞到明顯的酸香味（但

不嗆鼻），表示發酵良好，可以開始注意鹹菜的外觀，有沒有由青綠轉變為黃褐

色，甚至可以撕一小片鹹菜試嚐，發酵「有透」的鹹菜吃起來酸甘爽脆，若吃起

                                                 
48 客語海陸腔：「差不多放一個禮拜，鹹菜葉梗有變黃了，就可以拿一小塊來試吃，還（發酵得）

不夠就再繼續放。要放透哦！那個菜心要（發酵）透才不會辣，菜心青青的沒發酵透的話，就

會有一股新鮮青菜的嗆辣味，不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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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還辣辣的則需要再多醃漬幾天，反之若口感綿軟則已經發酵過度了。對於這種

從身體知覺的經驗來評斷怎樣才是「好吃」的鹹菜，彭先生提供了更詳細的敘事： 

  還醃得不夠透的，食起來使生生。那醃過頭的，不但不會更酸，反而

酸味會慢慢退掉，毋甘，較無味道，食起來恁樣甸甸欸。用炒得還好，如

果煮湯就會很明顯。49(彭先生訪談紀錄) 

判別鹹菜（物）是否「有透又不會太過」牽涉到人的「能力」，也就是說，「物如

何具有意涵」不僅涉及族群的文化、歷史建構的過程，更和個人及群體「體物」

的身體技能（body techniques）有關，體物的技能提供（同時亦限制）個人及群

體如何感受、理解這個世界的可能。50  

  體物能力也與個人學習的特殊性有關，因此能力較精進者能比常人更細緻的

分辨身體感的項目而成為專家，如本研究中的三位主要報導人。反之，沒有經歷

身體學習過程的人，如初學製作醃漬品的筆者就難以擁有感知、分辨這些項目的

身體技能，或說，難以理解某些物的意涵與價值，一開始筆者無法理解報導人指

導的鹽量該如何拿捏。也就是說，物如何擁有文化意涵和成員體物的能力有密切

關係，具有製作、食用醃漬品經驗的文化成員，往往能夠在接觸醃漬品的瞬間就

開始辦別它被做成菜餚後的口味，或是能夠在食用醃漬品時藉由口味理解它的製

作工序： 

  自己家裡做的，吃起來就比較好吃，真的有發酵到的，一吃就知道

了。……就是會有一種酸甘酸甘的味道，不是自然發酵的就沒辦法煮出這

種味道。（徐阿琦訪談紀錄） 

  在外面餐廳吃飯，湯一端上來看了就知道，……恩，就是看起來很黃，

可能是用染色的還是怎麼處理，自然發酵的不會那麼黃。（洪阿枝訪談紀錄） 

  吃起來很酸，但是那種很像醋還是什麼的酸，就怪怪的，沒有甘味。（洪

                                                 
49 客語海陸腔：「……，吃起來生生的（還有生菜味）。……，不甜，比較沒味道，吃起來疲軟

不脆口」。 
50 余舜德，〈從田野經驗到身體感的研究〉，收入余舜德編，《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新

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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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琴訪談紀錄） 

從這些關於「體鹹菜」的敘事，可以了解到報導人藉由文化教養和個人的感知經

驗構築出身體感——「要黃」才是發酵透了、好吃的鹹菜，但是「很黃」可能是

染色的、不是自然發酵的鹹菜，同樣是「黃」，不同程度的黃色卻直接影響了報

導人對菜餚口味的想像；報導人洪阿枝表示外面餐廳賣的鹹菜大多只吃梗、不吃

葉子的部分，因此一看到就覺得「吃起來不會是自己熟悉的口味」；報導人洪阿

琴則提到，曾看過市場大量販賣的鹹菜，是將新鮮的大菜用鹽水燙煮過後，浸泡

在醋水裡一夜，即成為她印象中那種「很酸，可是很不自然的鹹菜」……簡言之，

飲食生活經驗讓北客家庭成員們可以透過身體感，憑藉著視覺（看起來的顏色）、

嗅覺（聞起來的味道）、味覺（吃起來的口味）即牽引出他們認知「好吃／不好

吃」、「我們／他們」的口味。 

 

 

圖 27 高雄洪家烹調的鹹菜排骨湯 

 

體物經驗是似乎獨特的、個人的，但即使如此，同一文化成員因為生活中的文化

教養（如學習製作、食用醃漬品），而會以近似的關注焦點去體物，並以此焦點

設計物，使物具有特定物性。在此一過程中，文化扮演一居間斡旋（mediation）

的角色，將外界的刺激經由感官接收後，傳達給身體，並培養身體的經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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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身體感是具有文化特色的經驗、價值內化於身體後的具體呈現，它並

非只發生在個人經驗的層次，而是與歷史及社會過程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也可

以說，在集體層次上，體物的方式是「文化的」，個人身處的家庭文化記憶框架

使得外界的刺激成為具有文化特色的經驗。透過敘事和飲食生活的實作展演，報

導人個人的記憶和身體感再現了他所屬家庭的集體記憶。51 

  不過即使同屬北客文化群體，以客觀現實而言各個家庭的飲食口味也不可能

會「一樣」，但大多數的報導人在敘事過程中依舊反覆提到「我們北部客家人的

口味就是這樣」、「他們的口味和我們不一樣」，這種藉由口味的同／異明確劃分

出的他者界限其實來自於南遷北客家庭成員對於自身飲食文化的想像。以本研究

中三個北客家庭為例，報導人提到「北部客家人是怎麼製作醃漬品」、「北部客家

人的醃漬品口味是怎樣」、「跟南部客家人做的、吃的不一樣」，但當筆者詢問報

導人南北客家飲食差異為何？多數報導人卻僅能說出「就是覺得口味不太一

樣」： 

  恩……也不太清楚他們是怎麼做的，反正吃起來就是不太一樣。 

甚至主要報導人傅阿婆、邱阿婆在製作醃漬品的現場都提到，南北客之間因為製

作方式的不同，導致口味也不同，但進一步請教她們南部客家醃漬品的製作方式

和北客的差別時，她們卻表示並不瞭解南部客家醃漬品的製作方式： 

  這係恩哩上背人正會恁樣做，愛恁樣做正會好食，佢等下南人使毋曉

得愛恁樣做……。52 

  𠊎也毋知佢等下南人係仰般做欸，毋過食等使知毋同樣咧。53 

於此，可以看出報導人普遍以醃漬品的「口味」而非實際製作工序，作為劃分社

群異己之分界。但如同前述，「口味」是由多項身體感項目構成的知覺，姑且不

                                                 
51 余舜德，〈從田野經驗到身體感的研究〉，收入余舜德編，《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新

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頁 9-10。 
52 客語海陸、四縣腔：「這是我們北部人才會這樣做（醃漬品），要這樣做才好吃，他們南部人

就不知道要這麼做」。 
53 客語海陸、四縣腔：「我也不知道他們南部人是怎麼做（醃漬品）的，不過吃到就知道不一樣

了」 



 

125 
 

論南北客的口味差別，事實上若論及極其細微的口味差異，「每個家庭的口味都

不一樣」。 

  於此，暫且再次以客觀事實來釐清南、北客家飲食是否真的具有差異。從各

個論及南、北客家飲食的文獻中可知原居於桃竹苗的北部客家人，跟高屏平原六

堆的南部客家人，因風土條件不同，隨之飲食文化也有所差別，如洪震宇《風土

餐桌小旅行》提及北部山多田少，竹筍多，會醃漬醬筍、食用筍乾，北部產酸桔，

會製作桔醬當沾料；南部則較少見醬筍。54而進一步比對曾彩金 55、劉瑞琴 56、洪

震宇 57、林淑蓉 58、張祖基 59、劉還月 60、黃菊枝 61、田麗卿 62等文獻中所提及的醃

漬品，得出南部客家人沒有、而北部客家人有製作食用的品項大致是糟嫲、桔醬

和柿餅，其他醃漬品則無論南、北客皆有製作，且以食材選擇、製作方式而論皆

無太大的差異（如前述的芥菜醃漬品）。由此可知，雖然南北客家社群確實存在

著飲食差異，但此差異難以單純的從「物」的差異進行比較，而必須回到身體感

的養成來爬梳。 

  從前述身體感的例論中可知，即使不同報導人對同一物（醃漬品）有細微不

同的感受或價值判斷，同一文化的成員常從類似的角度，或相同的關注焦點，來

體驗同一件事物。北客家庭報導人們的敘事之所以能產生共鳴，就是因為他們在

類似體物過程的基礎上談論體物的體驗。此外，在學習體物的過程中，人將原本

只能從概念及知識性的層次上瞭解的「外物」，轉而成為自己有能力品嘗／經驗、

                                                 
54 洪震宇，《風土餐桌小旅行：12 個小地方的飲食人類學筆記》（臺北：遠流出版，2014），頁

139。 
55 曾彩金 編，《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藝文篇（下）》（屏東：六堆文教基金會，

2001），頁 538-543。 
56 劉瑞琴，〈美濃客家菜餚文化之研究──以美濃三合院餐廳為例〉（屏東：國立屏東教育大學客

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 109-127。 
57 洪震宇，《風土餐桌小旅行：12 個小地方的飲食人類學筆記》（臺北：遠流出版，2014），頁

134-153。 
58 林淑蓉，〈食物、記憶與社會生活：再探客家文化遺產〉。《口傳與非物質性文化遺產:客家族群

記憶研究──子計畫二》（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95 年度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2007）。 
59 張祖基，《客家舊禮俗》（臺北：眾文，1986），頁 363-367。 
60 劉還月，《臺灣客家族群史．民俗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 245-260。 
61 黃菊枝，《山城客家味》（臺北：臺視文化，2002），頁 62-91。 
62 田麗卿、蔡麗真 主編，2006，《食飽吂：22 位客家名人飲食記憶地圖》。臺北：野人文化。 



 

126 
 

判斷價值，並將之納入日常生活的「己物」。也就是在此過程中，人們逐漸培養

出體物的能力，並且在面對新的物時，可以用個人所具有的體物能力來經驗新的

物，但也因此常產生某些「非客觀事實」或帶有「文化偏見」的解讀，63例如本

研究的北客家庭報導人強調「南部的口味就是跟我們不一樣」。這種強烈地藉由

飲食口味來區分我群與他群的行為背後，可能還涉及了報導人家庭的過往「遷徙

經驗」的歷史事實。如前述，本研究中訪談的家庭成員大多為南遷的北客與其後

代，而不同於北客核心區（桃竹苗地區），來到南部的南遷北客位於北客社群的

邊緣、與當地主流的六堆客家社群有著不同的文化經驗與感受。從文獻和老一輩

的報導人敘事中可知，北客多半是為了尋求更佳的生活資源而在臺灣島內進行再

次遷移，但遷移後往往還是需要面對與主流社群之間的資源競爭和各式衝突。而

位於族群邊緣而有認同危機的人，常以強調我群特徵用以宣稱族群認同、以強調

他者差異來劃分人群邊界。 64也因此，位於北客社群邊緣的南遷北客家庭成員，

會以強調他者與己相「異」來鞏固「我群」之邊界。 

  在這種我群認同的建構過程中，北客家庭成員藉由不斷的區辨與南部客家人

在飲食上的「異」，例如製作烹調方式不同、飲食口味不同，並以強化這些差異

性來形塑家庭成員對於北客認同的記憶。雖然因為南北風土條件造成的飲食文化

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但人們選擇、強調以哪些差異來建立我群與他群的「邊界」

卻是相當主觀的。如王明珂所說：「即使在體質、文化上毫無差別的人群間，「族

群差異」也可以被創造與想像出來，以強調人群間的區分。」65以本研究中的南

遷北客家庭成員為例，在我群認同想像，以及我群與他群的區分想像下，通過人

們於飲食生活的身體實踐，主觀想像成為了客觀事實。 

  也就是說，透過飲食生活養成的身體感，三個北客家庭的成員們可以輕易地

經由語言或任何身體感知牽引出自身經歷過的飲食口味記憶，這份記憶因建立在

                                                 
63 余舜德，〈從田野經驗到身體感的研究〉，收入余舜德編，《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新

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頁 26。 
64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1997），頁 84。 
65 王明珂，〈食物、身體與族群邊界〉，收入楊秀萍等編，《第六屆中國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臺北：中國飲食文化基金會，2000），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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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族群文化的框架之上，而形成集體記憶，最後藉由家庭集體記憶，形成了

一個共同想像──「我們（北客）的口味跟你們（南客）不一樣」。 

 

二、滷鹹淡的藥用價值 

  從三戶報導人的敘事中可知，醃漬技藝能夠提供保存食材、減省新鮮食品消

耗、增添菜餚風味等益處，但除了前述三項普遍被提及的優點，醃漬品還具有「食

療」的保健功效： 

  反正就什麼都可以治……，老人家甚至會說「哎毋效啦！看醫生拿藥

仔哪有效，無效啦！食老菜脯、老霉乾菜煎欸水比麼介攏有效！」 66。（彭

先生訪談紀錄） 

  唉，老菜脯幾好喔，熱天熱到、頭腦痛、肚屎痛，攏做得飲老菜脯湯，

飲了使會較舒爽。平常食也做得，毋舒爽食儘好。67（邱阿婆訪談紀錄） 

  以前老人家會說阿，冬天冷吃糟嫲很好，較燒暖 68，可是夏天就不適合

吃，會忒熱 69。（彭先生訪談紀錄） 

過往醫學知識較不普及，一般民眾的食療概念基本也是憑依於身體感，而非實際

具有相關醫學知識，如報導人敘事中提及的「吃了感覺身體會比較舒服」。這種

身體感知經由飲食經驗和家庭記憶的傳承，讓老一輩的報導人一提到特定的醃漬

品就會聯想起它「以食補身」的保健效用。 

  客觀事實而言，大部分的醃漬品都會歷經「發酵」的過程，發酵可以說是微

生物對食物進行預消化，透過發酵作用轉化，食物的養分更利於生物利用，所以

整體而論，發酵食物是富含營養、易消化的。且引起發酵的微生物，例如乳酸菌，

在發酵作用的過程中會大量產生，這些活菌對於人類的消化、免疫系統及整體健

                                                 
66 客語海陸腔：「哎，沒有效啦！去看醫生領的藥哪有效用，沒有效啦！吃老菜脯、老霉乾菜煮

的湯水比什麼（藥）都還更有療效」。 
67 客語四縣腔：「唉，老菜脯真的很好喔，熱天中暑、頭痛、肚子痛，都可以喝老菜脯湯，喝了

身體就會比較舒服。平常吃也可以，身體不舒服吃很（更）好」。 
68 客語海陸腔：「比較暖和」。 
69 客語海陸腔：「會太燥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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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相當有助益。在《本草綱目》中，李時珍引劉熙《釋名》：「醬者，將也。能制

食物之毒，如將之平暴惡也。」 70以當代醫學的觀點，當然發酵食品的醫療功效

並沒有如此的強大，但從文獻中我們可管窺，發酵食品的保健能力在人類的飲食

發展史上確實佔了相當重要的位置。 

  以當代醫療觀點而言，關於發酵食品的保健價值，Sandor主張有以下四點 71： 

1. 發酵作用可將新鮮食材的營養物質預消化成較容易吸收、且利於生物利用

的形式。 

2. 發酵可強化營養、創造出獨特的微量元素。 

3. 去除抗營養物質的毒性，並將其轉化為營養物質。 

4. 食用發酵品可獲得活菌，但是僅止於活菌發酵食品，而非每種發酵食品都

有。 

報導人洪阿強為中醫師，在訪談過程中也時不時的會以當代醫學知識描述食用醃

漬品的好處。例如黃豆的蛋白質在變成豆豉後會被轉化為更容易吸收的胺基酸；

維生素B群、和許多生鮮食材裡沒有的特殊微量營養素也會在發酵過程中累積，

如糟嫲裡的紅麴酒糟 72，紅麴菌在發酵過程中產生的二次代謝物具有防腐抗菌、

抑制膽固醇、降血壓、抗氧化等多項有益於人體的生理活性 73等益處。 

  另外，就「鹹」的味覺而言，過往因為大量勞動比較容易流失體內鹽份，所

以吃「鹹」在老一輩報導人的飲食生活經驗裡，有補充體力的好處，就像彭先生

提到家中老人家食用醃漬品治小病小痛「就是一個補充的概念」。但年輕一輩的

報導人，多半會提到因為醃漬品含鹽量高，平常並不會刻意食用。這種以當代醫

學常識而認為「吃太鹹對身體不好」的觀念，甚至影響了飲食製作者在口味上的

                                                 
70 引自《本草綱目》卷二五，穀之四，造釀類二十九種。許紹龍 編，《本草綱目（下）》（臺北：

培琳出版社，2000），頁 889。 
71 轉引自 Sandor Ellix Katz 著；王秉慧譯，《發酵聖經：蔬果、穀類、根莖、豆類》（新北：大家

出版社，2014），頁 31。 
72 糟嫲是將豬、家禽肉等以紅麴酒糟醃製的料理，因此通常「糟嫲」是指稱包含紅麴酒糟和肉

整體，而非單指紅麴酒糟。 
73 陳怡孜 等，〈現代藥理與傳統功效看中藥紅麴〉。收入林富莉編，《藥學雜誌電子報》，101 期。

（ 臺 北 ： 中 華 民 國 藥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 1999 ） 。

http://www.taiwan-pharma.org.tw/JTP/101/132-136.html（下載日期：2015.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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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如報導人傅阿婆近年製作醃漬品時，會強調「現在的人沒有吃那麼鹹，所

以不要放太鹹」。 

  受到個人生活的社會背景和教育的影響，不同社會背景下的個人所經歷的飲

食生活經驗截然不同，產生了相異的身體感和飲食記憶，因此老一輩報導人認為

食用醃漬品具有食療的效果，但年輕一輩的報導人普遍認為食用醃漬品會增添身

體負擔。這種認知區別，或許也間接導致後生 74降低傳承醃漬飲食技藝、記憶的

意願。  

第三節 勞動記憶 

  家庭是延續族群飲食記憶的場域，飲食生活記憶又藉由身體實踐展演，再現

日常生活中。但身體實踐不僅僅是烹調食品過程的身體勞動，透過家庭成員在飲

食生活中的展演，這些勞動記憶的背後連結了家庭成員的權力、人際關係和族群

文化意涵。從敘事可以得知「女性在灶下的勞動」和「大家庭的共食共作」是報

導人回憶過往飲食生活時最顯著的記憶，因此本節將從這兩個面向著手，重回南

遷北客飲食生活現場，管窺家庭記憶在此的流變。 

 

一、女性在灶下的勞動 

  在參與、學習醃漬品製作的勞動現場，我觀察到參與製作的勞動者大多為「女

性」，雖說論及客家女性，總會聯想到傳統客家禮俗對女性的要求，好似「四頭

四尾」75就是客家女性靈魂一般，這些勞動女性是以什麼角度來看待自己的勞動，

引發了我的好奇，客家女性是否任勞任怨？抑或在勞動過程中充滿不甘願？ 

  提及客家女性，普遍論述皆為她們勤儉持家、刻苦勤勞這種根基於客家族群

性的「婦女美德」。張典婉便指出這種「透過生活所衍生出的族群建構，形成強

大的內在制約力量，以一套明確的道德標準形塑著客家族群，藉以強化族群意識

                                                 
74 客語海陸、四縣腔：「年輕人」。 
75 「四頭四尾」：家頭家尾、田頭地尾、灶頭鑊尾、針頭線尾。引自房學嘉，《客家源流探奧》 

（臺北：南天出版，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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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認同」。在這之中，客家女性的傳統形象箝制了女性在家庭中發聲、自主的可

能，經由族群意識、家族價值等規訓，發展成文化價值觀，成為了客家女性「美

德」的符碼烙印。 76這些女性如何自我理解她們與家庭勞動之間的關係，並非父

權書寫下的族群論述可解釋。因此本研究將藉由人們的敘事、和筆者在參與勞動

現場的過程中所觀察到的紀錄資料相互對照，試圖透過勞動者的觀點，解析「論

述規訓下的客家女性」。 

  首先以屏東徐家邱阿婆醃漬蘿蔔的勞動現場為例，參與勞動的人為家族中五

名女性及兩名男性，一位是邱阿婆的女婿，另一位則是邱阿婆的兒子。當天因家

族祭祀活動有較多家庭成員返鄉，大家便一同參與醃製工作。過程中，邱阿婆的

兒子雖協助載送搓完鹽、裝袋的蘿蔔塊至田園空地晾曬，但到達田地後，將蘿蔔

鋪開晾曬、和後續收回繼續搓鹽等勞動幾乎都是女性在執行。儘管邱阿婆的兒子

同在田地裡、偶有協助鋪排蘿蔔，但他主要忙碌於翻土、耕種、整地等田地工作。

參與成員除了接受最長者、也是醃製技術持有者──邱阿婆的指揮調度，其餘成

員之間雖然看似沒有很明確的權力劃分，但從當天的工作情景，已經可看到一些

家庭勞動分工的端倪。 

 

圖 28 屏東徐家醃製蘿蔔醃漬品的情景 

 

                                                 
76 張典婉，《台灣客家女性》（臺北：玉山社，2004），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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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看到高雄洪家傅阿婆醃製鹹菜時勞動經驗，現今因洪家家中已無耕作，

每逢需要醃製鹹菜，傅阿婆大多請託女兒洪阿琴將大菜由市場購回，每次約購買

30 斤、大約 20 顆大菜。因單次的鹹菜製作量不多，子女離家後傅阿婆幾乎都自

己獨力完成醃漬工作，但近年因阿婆逐漸年邁，每逢需醃漬鹹菜時便會請住在附

近的女兒洪阿琴、洪阿枝協助。傅阿婆提到過往因自家有耕作，大菜盛產時會利

用醃漬來保存食材，甚至會販售醃漬完成的鹹菜，以貼補家用。一旁她的二女兒、

三兒子也提到： 

  （以前）有多的（醃好的鹹菜）媽媽賣菜的時候就會一起挑出去賣，

賣菜的錢就可以貼補家用。（洪阿琴訪談紀錄） 

  賣菜的錢就是零用，或存起來繳小孩的學費……這些（挑菜出去賣）

也都是女生在做。……有時候媽媽（賣完菜）回程就會去𥴊仔店 77，去買一

些牛奶糖給我們當零食（笑）。（洪阿強訪談記錄） 

過往高雄洪家的主要經濟收入來自農耕和家族經營的磚窯廠，收入皆由傅阿婆先

生的大哥掌管分配，平常較沒有寬裕的現金可供家庭雜支使用。傅阿婆的子女們

皆提到，除了賣菜所得，過往家中還兼有養豬販賣，積存下的現金就可用於支付

子女的教育費。從上述敘事可以發現，即使家中主要的經濟權力掌握於男性手中，

但透過飲食勞動，女性還是可以獲得部分的家庭消費管控。當筆者問及過往製作

鹹菜的分工時，洪阿枝提到家中成員雖會協助製作，但大部分的製作工作還是由

女性負責，男性雖然也會參與醃製勞動，但並非全程參與： 

  男生也會幫忙阿，弟弟他們都會幫忙踩，小孩子用腳踩比較快……哥

哥那時候在臺北念書不在家（所以沒參與)。（洪阿枝訪談紀錄） 

  爸爸那時候在磚窯上班，比較沒有在管這種事，不過鹹菜曬完要裝罐

的時候，爸爸就會來幫忙，因為小孩子和婦人家力氣比較小，沒辦法塞那

麼緊，……三伯比較會幫忙，但是是三伯母弄（做醃漬品）的時候會去幫，

別人弄就不會。……基本上，大家庭的時候，婦人的人力就已經夠了，所

                                                 
77 閩南語：「雜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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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那些男生也不太會來幫忙，也輪不到他們來幫忙。（洪阿枝訪談紀錄） 

在傅阿婆兒子洪阿強的敘事中更突顯了性別上的分工： 

  因為菜都是自己種，種植和採收是男生的工作……採收之後的曬乾阿、

後續加工這些的，就是女生在做……男生的角色，大概都在田地裡阿，或

去工廠上班。（洪阿強訪談記錄） 

這種「女性負責食物處理、男性負責田地勞作或出外工作」的性別分工造

成了群體對其成員性別氣質的規範，反之，個體受到性別氣質期待的影響，

會選擇從事符合性別氣質規範的工作。 

圖 29 高雄洪家醃製鹹菜的情景 

 

  接下來我試圖再透過北埔彭家的家庭勞動景況，瞭解兩性在醃漬活動中的分

工情形是否具有普同性。報導人彭先生回憶起幼時與家族成員一同製作醃漬品的

過程，他說道： 

  小孩子會跟著一起做啊，我就有被叫去踩過鹹菜，可是大概初中以後

那些婦人們就會叫我們不要去了，因為體重變重不小心會把菜踩壞。……

男生噢……只有囝囤仔 78會去一起做。……男人都在忙茶工廠的工作啊，冬

                                                 
78 客語海陸腔：「小孩」。根據彭先生說法，在北埔彭家中「囝囤仔」指約 14-15 歲前的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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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時節 79通常都是場內大整修的時候，所以都很忙。……女性也會幫忙工廠

的工作啊，但只是幫忙，並不用負責，男人就必須負責了。……女性主要

就是忙家裡的事，三十幾個人要吃飯，這些婦人家光張羅三餐就忙整天

囉。……收茶的時節，萬一真的很忙的話，阿公使會說：「你等婦人家今晡

日做不得睡當晝囉，愛趕緊摎鹹菜滷起來。」80……因為茶工廠是經濟來源

阿，什麼東西都是以茶工廠為主。（彭先生訪談紀錄） 

  若是（工廠）人手足，（男性）就會去幫婦人家（製作醃漬品）……基

本上不會主動去插手，因為觀念上認為那是廚房的一部份，不屬於男性的

工作，男性不會想到要去幫忙，女性也不會開口要求幫忙……連女性都會

歐，會覺得（去幫忙的男性）「食飽暗閒，去摎婦人家添手」 81，雖然嘴巴

上不會說出來，但不管男性女性都會這麼想，因為男性有男性的工作，既

然有空去幫婦人家忙，表示自己沒工作可以做才會去幫忙。（彭先生訪談紀

錄） 

  如果男人自己手邊沒工作，應該還是會去幫忙。不然像有些人家婦人

家人數不多，只有一、兩個人的，男人不伸手幫忙，婦人家哪有辦法做這

麼多事……所以我覺得（男人）不是不會幫忙（醃漬工作）啦，是看主要

（經濟）需求。（彭先生訪談紀錄） 

  依據前述敘事及筆者在勞動現場的觀察，發現女性將製作醃漬品的勞動過程

視為一項日常生活中的工作，這份工作就如同男性在田裡耕作、在工廠、公司上

班一樣，牽涉到家中日常飲食的烹調活動，是她們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如傅

阿婆一開始誤會筆者的提問 82，以近年的生活情形回答「哪有人添手喏，自家做

啊，自家做使好咧」83，顯現出這項勞動就是「自己的工作」，但稍後又說道：「大

                                                 
79 客語海陸腔：「深冬時節」。 
80 客語海陸腔：「爺爺就會說：『你們婦女今天不能午休囉，要趕快把鹹菜醃起來』」。 
81 客語海陸腔：「吃飽太閒，（才會）跑去幫婦女忙」。 
82 提問為：以前醃製鹹菜時，會有那些人一同製作？ 
83 客語海陸腔：「哪有人（能）幫忙阿，自己做就好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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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家攏愛上班阿，哪有人有閒轉來摎𠊎添手」84，似有似無的透露出是因應情勢，

自己能夠完成的事情就不要麻煩他人了。 

  另一方面從男性觀看醃製勞動的敘事，可以瞭解到兩性在醃漬勞動中的分工

差別，醃漬勞動被視為廚房勞動的延伸，在族群文化脈絡裡被劃分為女性的工作。

在此「性別分工」清楚劃分工作和家庭、公領域及私領域，一般社會所定義的「工

作」85被界定成是男性的場域，「家庭」則是女性的表徵。對於家庭而言，在公領

域的勞動者是「養家活口者」，在家裡從事的照護勞動卻「不是工作」，而是女性

天生該付出的無償勞動。86以本研究為例，醃製勞動往往不比農耕或商業經營輕

鬆，除此之外，客家女性們還需負擔家中各式各樣的瑣事，也就是我們定義的「家

事」。但家事往往不被認為是「有產出效益」的工作，因而這些婦女們被要求負

擔比想像中要來得多的工作，來平衡父權社會價值所認為的「效益」。 

  任何社會都有基於性別的勞動分工，有些工作被當成是男人的工作，有些則

被視為女人的工作。然而，男人和女人所做的工作的性質，在各個社會之間並不

相同，並且也會因時代的不同而有所改變。換句話說，男女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

色並非由天生的生理構造所註定，勞動的性別分工是社會論述所建構的。在族群

文化與社會的建構過程中，某些工作漸漸成為男性的工作，某些工作則成為了女

人的工作。生理性別差異雖宥因於既定的生理構造，但重點在於人們如何看待這

些差異，男性和女性的差別源於他們如何被社會化——哪些行為是被制約，哪些

是行為是被讚許的，經由這些文化對性別身體的規訓，從而產出人們在性別個體

呈現的差異，造就了社會性別。 

  因此，我們可以在典籍或規章中看到許多角色範本——客家婦女的「美德」

即是如此。客家婦女（主體）受到婦德（論述）的規範力量「支配」，將婦德論

                                                 
84 客語海陸腔：「大家都要上班阿，哪有人有空回來幫我忙」。 
85 一般漢文化社會定義「工作」為公領域、有實質貨幣交換價值的勞動。 
86 馬克思主義的女性主義提出了「家務勞動」的概念，認為女人之所以被壓迫，主要是因為女

人被排除在公共生產之外。社會主義的女性主義者認為女人所受的壓迫是來自資本主義與父權

關係，女性必須負責私領域的工作，擔負所有的家務勞動，照顧一家老小，而在公領域職業又

採性別分工，導致女性的休閒活動及公共生活參與相當狹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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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內化於已身，主體成為了自己與其他主體的被支配者。87在醃製勞動中我觀察

到，勞動過程有如Foucault提及的「規訓的技術」（disciplinary technologies），透

過年長女性帶著年輕女性的世代勞動過程，形成了Foucault所謂的「柔順身體」

（docile body），可供「支配、使用、轉化、和改良」88。如邱阿婆領著她的女兒

們進行大量勞動的情形，雖然她們在勞動過程中不時抱怨勞動繁重、辛苦，但一

回頭卻又對更年輕的我諄諄教誨：「好好學，我們客家女生就是要學會做（這些

醃菜）」。 

  而不服從角色範本的男性或女性，因「異於常人」，則容易遭受文化脈絡中

的人們的責難與排擠，就像前文敘事所提到的「食飽暗閒，去跟婦人家添手」，

以汙名的方式排除男性參與「女性的工作」，進而確立性別分工不被挑戰或跨越。

當個人於論述之內所假定的主體位置，完全被個人認同為她的利益之時，這種主

體性會最有效率的為已建置的階層組織（權力關係）運作。 89這種從上而下、再

由下而擴展至全面的社會建構，經由政治、經濟、民俗文化等各種人為的社會制

度形塑而成，並且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再次強化對性別認同及性別角色的期待，形

成了「訓育式的社會」（disciplinary society）90。年長的客家女性在製作醃漬品的

過程中，以包浩斯（Bauhaus）91式的經驗傳承技藝，要求學徒「在做中學」（learn 

by doing），數年後學徒就會漸漸承襲師傅的知識能力。這些客家女性們通過勞動

的身體經驗，學習、傳承的不僅是她們的飲食文化技藝，還透過勞動經驗將這項

工作內化為族群女性應有的特質 92。 

  然而，隨著教育和性別平權觀念的普及、社會經濟背景的轉變，新的論述打

                                                 
87 Baker, Chris，羅世宏等 譯，《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臺北：五南，2004），頁 100-101。 
88 Baker, Chris，羅世宏等 譯，《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臺北：五南，2004），頁 99。 
89 Weedon, Chris，白曉虹 譯，〈話語、權力與抵抗〉《女性主義實踐與後結構主義理論》（臺北：

桂冠，1994），頁 133。 
90 黃道琳，〈知識與權力的毀解：米修․傅柯及其思想〉，《當代雜誌》1 .1（1986）：30。 
91 國立包浩斯學校（Staatliches Bauhaus），德國的藝術和建築學校，1919 年時創立於德國威瑪，

在建築、藝術、設計等領域有諸多貢獻。因其風格流派鮮明且對後人有諸多影響，現今包浩斯

一詞已不單是指學校，而泛指其倡導的建築流派或風格的統稱。文中於此借用其提倡的工作坊

（Werkstätten）形式的教學方式。 
92 寫至此處我不禁思考，假若我身為男性，是否還會如此的執著於飲食口味技藝／記憶的傳承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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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了舊有論述，讓女性得以從過往的家庭勞動中釋放。過往束縛客家女性的「婦

德」論述失去規範力量，讓女性能夠逐漸脫離規訓的醃漬勞動現場，進而重新獲

得自主的權力。以高雄洪家為例，傅阿婆的女兒們雖然也擁有製作醃漬品的技術，

但因身為職業婦女，在公領域有正職工作、在私領域又需負擔家務勞動，幾乎沒

有多餘的心力能再投入耗時耗力的醃製勞動中，若非傅阿婆要求她們協助，基本

上她們並不會主動製作醃漬品。 

  對女性而言，飲食活動展現了衝突性的認同，它是女性培力的工具，也是將

女性陷於繁瑣勞動中的手段；它能提供女性在飲食活動中的自主能動性，也能讓

女性被客體化；它會帶來權力掌握的歡愉，也會將勞動壓力的痛苦施加於女性身

上。但無法否認的，準備與提供食物，向來都能賦予女性力量。93 

 

二、大家庭的共作共食 

  透過家庭飲食活動，不僅可以重新確認、強化家庭關係的紐帶，也可讓家庭

成員之間的記憶彼此交融。這些家庭共食的記憶，不只是一系列過去的個體意象

組合，它們也是用來說教的模式、範例和要素，其所表達的是這個群體的一般態

度，除了再現家庭的歷史之外，還確定了飲食記憶的特點和偏好 94。隨著社會、

經濟背景和家庭模式的變遷，家庭飲食活動的相關記憶從大家庭同桌共食逐漸轉

變為小家庭少數人口共餐、甚至不共餐的模式。而共食人數的多寡，在烹飪階段

往往會影響到食材準備、貯存、烹調等方式和工序上的選擇；在食用階段則會造

成飲食場域、食用習慣、氛圍等的改變。 

  從三個家庭報導敘事中可知，過往在大家庭中因為人口多、人力豐沛，製作

醃漬品時有較多人力能夠投入飲食勞動中，也因此能夠一次便製作較多量的醃漬

品。而藉由群體的勞作，長輩也會將醃製技術傳承給後輩，如報導人敘事： 

                                                 
93 Warren Belasco 著；曾亞雯 等譯，《食物：認同、便利與責任》（臺北：群學出版，2014），頁

73。 
94 Maurice Halbwachs 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頁

10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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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大家人共下做啊 95 

因此後輩也自然地隨著這種規訓習得如何製作醃漬品。此外，因為家中人口多，

大部分的人又大量的進行勞動工作（如耕田、大量的家事），需要消耗很多糧食，

這時醃漬品就是很便利的食材，既可提供豐富的味覺還可降底飲食消費成本： 

  以前家裡人很多啊，還要算上那些來工廠工作的工人。自己家裡雖然

有種一些東西，可是根本不夠吃，主要還是要上菜場買。可是農產品就是

這樣，有時候颱風天或天候不佳，就可能買不到新鮮蔬菜，要不就是賣很

貴又品質很差。但又不能因為買不到就不給人家 96吃，總不好吃頓飯連個菜

都沒有，會被人家講話。這種時候這些醃菜類的覆菜啊、霉乾菜啊、菜脯

啊……就是很好用的利器了。……因為要吃的量太大了，買現成的不划算，

所以不管工廠再怎麼忙，每年一定都固定會做這些醃菜。（彭先生訪談紀錄） 

  以前做比較多（鹹菜），沒吃完的就會曬起來揤盎仔 97做覆菜，……冬天做

好放著，到隔年七、八月颱風季節沒什麼青菜的時候就可以拿出來吃掉它阿，吃

到冬天也差不多吃完了，就重新再做新的了。（洪阿枝訪談紀錄） 

然而隨著社會背景的改變，生於大家庭中的後輩逐漸又各自組成小家庭。相較原

先的大家庭，小家庭人數少，能夠支援飲食烹調勞動的人不多，並且若製作過多

的醃漬品反而會造成家中儲存食品的困擾。又如前述，因主要負責製作醃漬品的

女性投入新的工作場域，在有保鮮科技進步、新鮮食材選擇多樣化的當代，需耗

費大量心力製作才得以食用的醃漬品已非餐桌上的首選，甚至可有可無。 

  家庭飲食記憶的內容與形式，需在日常飲食生活（儀式）中透過身體的操演

來獲得再現，反之，若要延續記憶，就必須經由儀式來說服家庭成員。因此家庭

成員光是在認知上有能力完成這些操演是不夠的，還必須習慣這樣的操演。98也

就是說，飲食記憶的再現、重建，或強化，必須透過烹飪勞動實作才能起作用。

                                                 
95 客語海陸、四縣腔：「就跟著大家一起做啊」。 
96 北埔彭家因經營製茶廠，有僱請長工及附近鄰居。此處的「人家」即指這些受僱者。 
97 客語海陸腔：「……塞進罐子裡……」。 
98 Paul Connerton 著；納日碧力戈 譯，《社會如何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

12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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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家庭結構的改變，導致製作醃漬品的「技藝」斷層，失去身體反覆的操演實作，

「北客的醃漬品口味」將難以在家庭日常飲食生活中持續地被傳遞與維持下去。 

 

第四節 小結 

  從食材取得、製作過程到食用時機這三個面向解析報導人敘事中的「醃漬技

藝」，發現北客製作和食用醃漬品的契機，與食材取得時機、數量、保存需求等

因素相扣合──製作蔬果類醃漬品是為了保存農作盛產時大量剩餘的食材，而節

慶祭祀活動時產生的多餘肉品則會被製作成肉類醃漬品保存。透過比較三個家庭

的敘事，歸納出各家製作醃漬品的工序大致相似，製作目的皆為利用降低新鮮食

材的水分，延長食材的保存期限，得以回應 Halbwachs 提出集體記憶形成的理論

框架。並且從敘事中，還發現了現今這些南遷北客家庭製作與食用醃漬品的目的

不再是順從自然節令、或為了保存食材，經由反覆於日常飲食生活中的身體實踐，

製作和食用醃漬品逐漸由順應自然生態的生活需求，轉化為具有心理需求的「飲

食文化」。 

  而基於食材取得、製作工序、食用時機等日常飲食生活養成的身體感，南遷

北客家庭成員能夠感知自家的口味與周邊他人的飲食口味有所差異。藉由不斷的

區辨、記憶北客與南部客家人在飲食口味上的「異」，口味差異成為了北客劃分

我／他的客觀事實，並且以口味上的異己感作為強化我群的媒介。 

  家庭飲食記憶必須在日常生活中反覆透過身體實踐，如烹飪勞動實作、食用

醃漬品，才能得以延續。從北客家庭製作醃漬品時的勞動記憶，可以得知「女性

在灶下的勞動」和「大家庭的共食共作」與飲食記憶的傳承息息相關。但當醃漬

技藝的主要傳承者──「女性」不再被箝制於廚房勞動中，又社會、家庭結構的

變遷導致製作醃漬品的目的不復存在，失去製作與食用醃漬品的動能，飲食口味

也將面臨消逝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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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語：飲食作為被建構的族群邊界 

 

  本研究以三個南遷北客家庭的日常家庭飲食經驗為起點，圍繞著人們製作、

食用醃漬品的「技藝」和「記憶」敘事，並以家庭敘事為分析文本，從「醃漬技

藝」、「飲食口味」、「勞動記憶」三個面向進行分析。首先，透過解析三個家庭的

醃漬技藝和飲食口味，探討家庭成員如何透過日常飲食活動產生「北部客家飲食

口味」的集體記憶，以及在「北客／南客」的社群劃分概念下，南遷北客家庭成

員以飲食口味作為標示，圈畫出他們的認同界限。最後通過製作醃漬品的勞動記

憶，觀看家庭的飲食記憶如何被延續，又何以被改變。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一、我們的飲食口味 

  人們透過生存處境、社會經濟等背景，積累飲食生活經驗，而這些生活經驗

通過族群意識、價值觀念、習俗制度等，逐漸成為這個群體的共有記憶。在家庭

飲食生活的脈絡中，這份集體記憶通過各種身體感知反覆於日常生活中操演，形

成南遷北客家庭成員認知的「我們（北客）的口味」。 

  本研究將報導敘事文本依醃漬技藝、飲食口味與勞動記憶三個面向進行分析，

首先在「醃漬技藝」的部分，發現過往製作醃漬品的主要目的為保存食材、補充

營養和節省食材損耗，但現今食品保存科技不可同日而語，且因社會經濟轉型，

普遍民生飲食需求相較過往農業社會已相當富足。雖然往昔製作與食用醃漬品的

「目的」不復存在，但本研究中的三個南遷北客家庭卻依舊持續食用和製作醃漬

品。這些因應自然農作收穫、祭典節令等時序而製作的醃漬品，隨著南遷北客家

庭的飲食生活經驗，漸漸內化為因為「想要吃」而製作的飲食，即使家家戶戶都

有冰箱可以保存食材、大多數的食材可以從市場購買而毋須擔心食材匱乏，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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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家庭每年依舊隨著時序，竹筍便宜就趁機製作醬筍或曬筍乾、大菜盛產了就

可以來做鹹菜、蘿蔔盛產時就應該曬一些菜脯起來、快過年了就得做糟嫲、吃白

斬肉就是要沾桔醬。他們製作、食用醃漬品的目的，不再是解決實際飲食生活層

面，為了保存食物、節省食材消耗、補充體力等的需求，透過日常的身體實踐，

製作、食用醃漬品變成具有心理需求的「文化」意涵，他們食用醃漬品的目的變

成為了滿足集體慰藉的心理需求。  

  過往的生命敘事，就是個人、或群體回憶經歷過生活的記憶，透過被述說、

或被具體呈現於飲食生活，飲食記憶得以不停地再現。綜觀文中北客家庭成員的

飲食生活敘事，他們回憶的不僅是自己親身的飲食經驗，也是他們敘事裡「我們

北部客家人」的飲食文化。這些飲食經驗經由世代的承襲，內化為群體的飲食文

化，成為家庭飲食記憶；當家庭飲食記憶再現為家庭口味時，其所呈現的不只是

過往的家庭記憶，還含括了家庭成員對我群文化的認同意涵。也就是說，南遷北

客家庭成員生產食品，如選擇醃漬食材、製法、工序等，就是依循著家庭的記憶

框架在進行；而對飲食口味的偏好，即為實踐家庭飲食記憶的再現。本研究通過

比較三個南遷北客家庭關於醃漬技藝的敘事，發現三個家庭製作醃漬品的技藝確

實有其相似的共通點，得以回覆 Halbwachs 所提出的集體記憶理論。 

  反之，若將北埔彭家過往於北部製作醃漬品的敘事內容，與高雄洪家、屏東

徐家已遷往南部後的醃漬技藝敘事相互對照，可發現雖然基本上南遷北客仍保有

北客的製作技藝與飲食口味偏好，但遷往臺灣南部的北客家庭因地制宜在製作醃

漬品的過程中作了部分調整。以北埔彭家、高雄洪家製作糟嫲的過程為例──北

部天氣較冷，紅麴菌生長、發酵速率較慢，因此將糯米煮至半生熟狀態，以免紅

麴菌還沒成功將米轉化為酒糟時，米飯就已經軟爛酸敗。南遷後的高雄洪家仍保

留製作糟嫲的技術、食用習慣、與口味偏好，但因南部天候較為炎熱，紅麴菌生

長發酵速率較快，因此將糯米飯煮得較熟一點，以免紅麴菌發酵完成時，米心依

然硬硬的，致使完成的酒糟口感不佳。而這種製作策略卻也導致了細微的口味差

異，北埔彭家製作的糟嫲因發酵慢、麴菌較完整的將糯米澱粉轉為酒精，因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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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較烈」；高雄洪家製作的糟嫲因發酵得快、澱粉很快地被轉化為醣，口味「較

甜」。至於屏東徐家則是因為操作醃漬技術的主要掌握人──邱阿婆自身並不會

製作糟嫲，因此徐家根本沒有製作、食用糟嫲的家庭飲食記憶。以糟嫲為例，通

過比照三個南遷北客家庭的相異的飲食記憶，可得出除了相同的「北客」集體記

憶，各個家庭有僅屬於自家成員共有的「家庭記憶」（family memory）。 

  這些「相同的」北客飲食記憶框架牽引出的飲食身體經驗，在日常反覆實作、

展演的過程中，以一種「無意識的有意識」內化於個人心靈，建構個人的身體感，

形成了對家庭文化的默會認同，並構築出家庭飲食集體記憶的樣貌。如同

Halbwachs所指：「通過它們，就像是通過一種連續的關係，我們的認同感得以終

生長存」1 再者，人們常藉由對「身體」的體察，強調自身與他人的社會存在與

特質，以及我群與他群間的區分。所謂「身體」實包括兩大部分：一是「外在身

體」如膚色、髮色等自然的體質外觀、刺青、拔牙等修飾的身體外觀與服飾、文

化性肢體語言等延伸的身體特質；另一則是「內在的身體」，這便是由「食物」

及其他因素造成的身體特質。在人類的族群認同與區分中，無論是外在或內在身

體特質，都不只是客觀與實質的，它們更常是被人們主觀選擇、想像與建構的特

質。2這些選擇、想像與建構往往源於某種群體的心靈需求，以本研究的三個南

遷北客家庭而言，遷徙經驗的歷史事實讓這些來自臺灣北部的客家人強烈的感受

到自己位於群體邊緣，為了強化「我群」邊界，「飲食口味差異」成為自己與「他

者」區分的象徵。也就是說，飲食口味差異作為一種「被建構的族群邊界」，劃

分了「南遷北客」與「南部六堆客家」。同樣地，三個家庭間「相異的」家庭飲

食口味記憶則構築了家庭成員對「我們家／別人家」的辨別邊界。再次以食用糟

嫲為例，高雄洪家的傅阿婆提到其三嫂做的糟嫲「較毋甜、較烈……摎恩俚做欸

                                                 
1 Maurice Halbwachs 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頁

82。 
2 王明珂，〈食物、身體與族群邊界〉，收入楊秀萍等編，《第六屆中國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臺北：中國飲食文化基金會，2000），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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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同樣」3，北埔彭家的彭先生提到「哎，雖然一樣是北客，還是自己家裡的（糟

嫲）最像阿」，兩案例都是藉由口味的差異用以區分自己家和別人家。 

  除了北、南地區飲食文化的差異，和家庭間的口味差異之外，隨著時代演進，

社會經濟背景轉變、冷藏設備的普及，南遷北客過往與現今的口味偏好也有差異。

過往沒有科技的輔助，人們以醃漬的方式保存食材，使用大量鹽巴保存食材，口

味偏鹹；現今有冰箱等冷藏設備，在製作醃漬品時減少鹽的使用量，相對的口味

就不會那麼死鹹。關於糟嫲的敘事，在彭家、洪家的敘事中皆有提到過往為了儘

量延長糟嫲的保存期限，因此都會「放得很鹹」，但現在可將發酵好的紅麴酒糟

先儲存至冰箱，利用低溫減緩麴菌活力、延長紅麴酒糟的最佳賞味期，所以製作

者如彭先生、傅阿婆都有提到現今製作糟嫲「沒必要放那麼鹹」。簡而言之，「放

得很鹹」，是多數南遷北客家庭成員對過往醃漬品口味的集體記憶，鹽（鹹）與

冰箱則成為劃分「過往」與「現今」南遷北客家庭醃漬品口味差異的標的。 

  另外，「沒必要放那麼鹹」正反映出醫療觀點的改變，促使不同世代與生長

環境產生不同的口味偏好。過往農耕社會大多為粗重勞動，人們大量耗費體力、

需補充大量的食物或鹽分，醃漬品因應上述飲食需求，經常出現在北客家庭的日

常飲食中。甚至在幾位主要報導人的敘事中皆有提到過往特定醃漬品被視為具有

食療效果的食材，食用醃漬品帶有「補充」的概念，如服用老霉乾菜、老菜脯煎

的湯水，可讓身體感覺較「舒爽」。現今社會經濟主力為工商業，且食物保存科

技普及、各式食材取得便利、食物選擇豐富多樣，經過繁複加工才能取得的醃漬

品不再是飲食首選；又西方醫療觀念引進，高鹽量的醃漬品逐漸成為身體的負擔。

對不同世代的北客家庭成員來說，醃漬品似乎也成了區分不同世代食療觀點的邊

界。 

 

二、技藝、記憶的固著與變動 

  最後，在「勞動記憶」的部分，本研究發現飲食文化需透過家庭成員反覆於

                                                 
3 客語海陸腔：「比較不甜、比較烈……和我們做的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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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飲食生活中的身體展演，才能得以延續。透過勞動記憶的敘事，我們得以瞭

解在這個過程中，飲食文化能否維持的至要關鍵，往往掌握在最主要的烹調技藝

執行者──「女性」的手上。過往客家女性依循著父權宗族體系下的性別論述，

將論述內化於己，如全景敞視般，用符合論述的方式規訓自己，以符合社會期待，

進而實現對自我的認同。經由文化和身體的規訓，製作醃漬品的勞動被客家女性

內化為自己「本分內、應該負責」的工作，形成一種隱形的制約。在此，醃製勞

動已不僅是一件家事或一個平凡的烹調活動，而是一件她們必須付出心力的「工

作」，雖非怡然自得，但女性們就算為此疲憊也依舊盡心盡力，專注於工作之中。 

  再者家庭是文化再生產的重要場域，而女性是家庭事務與親子教養的主要執

行者，女性所承載的社會價值觀就會成為文化再生產的重要資源。透過傳承醃製

技藝的勞動過程，客家女性將「身為女性，應當嫻熟、勤奮於製作醃漬品」的勞

動價值觀傳承給相同生理性別的後輩，而接受到這份文化規訓的女性晚輩，又再

將這份規訓傳遞下去，而形成了客家女性共有的自我規訓、形成了集體的勞動記

憶。 

  但隨著社會背景的變動、舊有性別論述的崩解，女性逐漸能夠自主選擇是否

參與飲食勞動現場。並且家庭結構也隨著時代變遷，過往大家庭共作共食的景象

不復存在，飲食生活記憶也隨之變動。在飲食活動中，家庭口味必須藉由儀式性

的操演、給予強化，透過日復一日的同餐共食，飲食口味才能體現於家庭成員之

中的記憶之中。當醃漬技藝不再被展演於家庭飲食生活之中，相關的飲食生活記

憶會逐漸被淡化甚至完全喪失。對北客家庭成員而言，「我們（北客）的」醃漬

品口味難以在集體飲食記憶中持續留存，也就是說，「飲食口味」將無法再作為

區辨我／他的族群邊界。 

   雖然本研究指出「飲食口味」能夠作為族群邊界，劃分南遷北客與北客以及

南部六堆客家的認同界限。如同本研究所指出的口味傳承危機，醃漬飲食文化做

為「物」，與「人」之間必須持續不斷地相互建構、感知，「物」才能夠維持其意

涵，「人」也才能夠通過身體實踐延續記憶。本研究除以文本和影像紀錄北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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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醃漬飲食生活之外，筆者親身投入了飲食勞動，學習製作醃漬品的技藝。冀

望透過身體感的細微感知學習，能夠協助傳承北客家庭的飲食文化。 

 

第二節 「建構」族群邊界的反思 

  人們利用食物來「說話」、建立行為規則，透過食物來標示「我／他是誰」。

通過本研究三個報導家庭敘事和各個與飲食記憶有關的文獻中可知，許多故事都

涉及明顯的族群或區域標記，在回憶的濾鏡背後，這些飲食記憶之所以令人印象

深刻，是因為這些記憶成了保存認同的載具，而回憶者或許認定這些認同正遭受

遷徙、變動和大眾文化的危害。4 

  於此，若極其單純的以保存族群文化為最終目的而論，藉由維持「飲食口味」

來建構族群邊界，似乎充滿正面效益，且有其必要。為了讓「邊界」──飲食口

味具有效的區辨性，文化成員必須持續於日常生活中實踐飲食文化，同時飲食文

化也因此得以於日常生活中維繫。反之，若族群飲食文化不再於日常生活中展演，

人們除了喪失自己族群的飲食文化之外，也失去了某些能夠作為族群邊界的媒介。

而當媒介一件一件地逝去，原有的族群邊界恐怕也將難以保存。 

  但前述這種觀點其實相當地偏頗，如Halbwachs指出，我們對於「過去」的

概念，是受我們用來解決「現在」問題的心智意象所影響，因此集體記憶在本質

上是立足現在而對過去的一種社會重構。5記憶並非固定不變的，並且隨著不同

的目的，「人」往往會產生出多種面貌的記憶。如林淑鈴於〈建構「客家美食」

與消費客家文化〉指出：客家飲食特色、飲食結構、烹調方式、食材、與食物，

是在特定時空脈絡下，因應不同行動者，經由相對主觀選取與排除的過程，建構

出不同於往昔客家飲食文化之面貌。不同的「行動者」對於「客家飲食文化」的

敘事有所不一，客家飲食文化被行動者選擇性地記憶與遺忘，並且以異樣的方式

                                                 
4 Warren Belasco 著；曾亞雯 等譯，《食物：認同、便利與責任》（臺北：群學出版，2014），頁

47-48。 
5 Maurice Halbwachs 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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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建構，使客家飲食不再是恆常不變的集體記憶。6在這樣的情況裡，客觀

事實真相為何已不再是重點，為了要配合敘述的目的，這些「被建構的集體記憶」

必須被記憶／遺忘成「我們自己的」。7前述論點聚焦於集體記憶的多重面貌，提

醒我們集體記憶並非「唯一的」，研究集體記憶的重點在於觀看建構記憶的行動

者為何、建構目的又為何？ 

  另外，若說食物可以用以標示「我／他是誰」，在此有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

就是：「或許人們不是隨時都想吃表示自己身分的食物」。如果「我們吃什麼像什

麼」，那到底「我們」是誰？需要多少人才能組成「我們」？在什麼脈絡下？身

為烹調者？身為消費者？還是由具有移民經歷的家族選擇性記憶，來定義一個群

體的認同？8此處借用《食物：認同、便利與責任》中的案例來說明： 

  在有關韓裔美籍被領養者的研究中，社會工作者發現，人們深陷於不

同標誌之間——不是真正的亞洲人，也不是百分之百的美國人。當立意良

善的白人雙親試圖用代表性食物，像泡菜、煎餅和石鍋牛肉，來培養孩子

的韓國認同時，被領養的孩子可能會逃離、感覺到更加疏離。食物就像是

一個入口，令被領養者察覺到他們身處於疏離位置，體認到他們文化記憶

的不完整。食物沒能餵飽飢餓者（的認同），反而揭開了一處空洞。9 

在本研究的家庭敘事紀錄裡，高雄洪家的年輕後輩多半表示雖然知道家庭的族群

劃分為來自臺灣北部的客家人，但提及自我認同時，認為自己「就是臺灣人」。

這些年輕後輩對於自我族群認同的反應，讓我不禁反思，人群有分類彼此需求，

也有不想被分類的需求。 

  本研究最主要的研究發現為南遷北客家庭／家戶以飲食口味差異作為族群

邊界，劃分南遷北客和南部六堆客家，恰可回應前文第一點反思──三個報導家

                                                 
6 林淑鈴，〈建構「客家美食」與消費客家文化？〉，《中國飲食文化期刊》11.1（2015）：111-112。 
7 Anderson, Benedict 著；吳叡人 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出

版，2010），頁 278。 
8 Warren Belasco 著；曾亞雯 等譯，《食物：認同、便利與責任》（臺北：群學出版，2014），頁

56。 
9 Warren Belasco 著；曾亞雯 等譯，《食物：認同、便利與責任》（臺北：群學出版，2014），頁

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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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成員透過日常飲食生活，建構家庭飲食口味的集體記憶，並藉此鞏固己群邊界。

而第二點反思所提及的分類需求，則與集體記憶的建構目的相關。有分類必要的

人，如老一輩的南遷北客家庭成員選擇「記憶」；沒有分類必要的人，如年輕一

輩的家庭成員則選擇「遺忘」。於此，分類與記憶的意義在於提醒「自己」是「誰」。 

  族群認同的形成不僅是情境的、妥協的，也是建構的，其可以被視為一連串

邊界的移動，將人們在不同的時機，藉由不同的人劃分到不同的領域。尤其在快

速變遷的都市生活中，因為飲食選擇多樣化，對於南遷北客家庭的年輕後代而言，

雖然對「傳統」北客家庭飲食口味仍有偏好，但似乎並不執著於飲食口味的傳承

與否。記憶可以透過建構被喚起，但同時，記憶也可以輕易的被遺忘或錯置。而

文本、影像紀錄雖然可鉅細靡遺的紀錄飲食活動細節，可透過視覺勾引出人們醞

藏於身心、豐富的飲食感知記憶，但如果熟悉「飲食口味」的身體感，無法經由

在日常家庭飲食生活中的實踐來維持、延續，人們將逐漸失去感知「口味」的能

力，而「口味」也將因此而消逝。 

 

第三節 研究限制 

  關於本研究之限制，以下提出幾項缺失與可供進一步研究的課題。首先，研

究案例不足：本研究以現今居住於高雄市、屏東市都會區的南遷北客家庭作為訪

對象。因應研究主題，訪談對象須具有豐富、深厚的北客家庭飲食經驗，對於相

關飲食生活經驗的陳述具有基本的表達能力。然而，在都會中維持醃漬飲食實踐

的家庭並不多，隨著族群通婚、社會結構改變、長者逐漸凋零等因素，北客飲食

口味記憶漸漸被繁忙的都會生活沖淡，要找到能夠提供足夠研究資料的家戶並不

容易。再者，缺乏南部六堆客家家庭為比較參考案例：本研究因缺乏南部客家的

家庭飲食敘事資料，難以進行深入的比較或佐證分析，因此不免有陷入僅有北客

家庭一方說詞的偏頗之中。 

  最後，敘事內容尚有許多值得深入探究的範疇：本研究僅以醃漬技藝、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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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味、勞動記憶三個面向論述北客家庭如何以飲食文化作為族群邊界，但若細探

報導人敘事，家庭飲食生活尚有許多值得深入探究的範疇。例如報導敘事中提及

老菜脯可治各種小病痛，而「熱到、頭腦痛、肚屎痛、身體較舒爽、身體較燒暖」

等身體感知實與過往客家勞動社會的生活息息相關，由此將可另闢主題予以探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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