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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到客家，你/妳會想到什麼？」在現今的社會氛圍下，「客家桐花」、「客

家花布」等客家意象充溢在大眾的認知，然而客家意象所傳達的概念似乎與研究者

自身的生活經驗迸裂出一種文化斷層，研究者是一位年輕的都市客家人，當客家意

象與生活之間的連結以不連續的狀態存在，對於客家認同的種種矛盾與疑問也就油

然而生。因此本研究試圖從探究當代客家文化所呈現的面向，反思其它客家文化敘

說的可能，並探討身為都市客家人，我們該如何描述客家？ 

「家常」即家中日常，食材雖會隨著環境改變而有異動，但廚藝卻能隨著異動

調味，創造一個融入家鄉的新滋味。本研究選擇以飲食入題，以關係美學的實踐方

式，透過客家小炒的食譜交換，紀錄臺北都市客家人如何以飲食書寫生活，並舉辦

展覽再現實踐歷程。承接上述問題意識，研究者試圖運用飲食與關係美學追尋人、

文化、認同三者之間的關係，而身為藝術教育工作者，研究者更重視的是這三者之

間的關係，除了知識的傳遞，「學習」又如何在創作的場域發生？ 

研究者從自身的生活經驗出發，以關係美學的觀點討論食物、人、文化、認

同、學習之間的關聯。研究發現，透過飲食與人際關係的交換，同樣的菜色在不同

的家庭中，也各自擁有自己的味道與故事；研究者從一道菜看見不同的文化述說，

如同「客家」這一概念存在於每位獨特的生命經驗中，每一位客家人都以自己的實

踐方式體現著文化，而學習則是在與他者建構關係的過程裡創造意義，為我們開啟

不同的文化想像。關係美學作為一種藝術教育實踐，它提供一個不同於往的教-學經

驗，它讓我們在每一段彼此互為教-學主體的關係交換中，學習為自己的文化入味。 

關鍵字：客家小炒、客家認同、關係美學、教育性創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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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at comes up in your mind when it comes to Hakka? Hakka Tung Blossom？ 

Hakka printed cloth？However, these Hakka images are only the tip of the iceberg, and 

there is a huge gap between these Hakka images and researcher’s real life. As a young 

generation of Hakka lives in urban, these Hakka images having nothing to do with our 

daily lives confused me. Therefore, this study is intended to investigate the modern 

mainstream Hakka culture images in Taiwan, seek for the other Hakka images from daily 

life of urban Hakka, and figure out the way we describe Hakka as an urban Hakka. 

    Home-cooked meal is a symbol of our daily life. Although the ingredients are 

different from hometown, we can still make a home-cooked meal through seasoning 

appropriately. The study is a record how Taipei urban Hakka live with their food through 

interviewing and exchanging the recipes of “Fried Shredded Pork with Cuttlefish” from 

different family, figuring out the nuances of each taste and flavor, and exhibiting it through 

the relational aesthetics. Based on the consciousness mentioned above, this study is 

intended to figure out the relevance of people, culture and self identity by the relational 

aesthetics and their food. Besides imparting knowledge, how does “learning” take place 

while exhibition and interview.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levance of food, people, culture, self identity and 

learning in the subject of relational aesthetics from life experience.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re're different taste and story even they cooked the same dish from different families. 

Researcher found a different cultural narrative from the “Fried Shredded Pork with 

Cuttlefish”, as if the concept of "Hakka" exists in each Hakka people's unique life 

experience. They put their own different culture into practice in their life. We create the 

meaning of learning by building a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 and the learning process also 

open a different cultural imagination for us. As a practice of art education, relational 

aesthetics offers a whole new education experience and an opportunity to examine the 

Hakka culture images from teaching and learning. 

 

Key Words: Fried Shredded Pork with Cuttlefish, Hakka Identification, Relational 

Aesthetics, Pedagogic and Art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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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在我看來⽬前我們⽂化所⾯臨的⼀個最關鍵的問題是，是否它有著重新界定⾃我

的勇氣和毅⼒，以便再次的成⾧。 

⿆克艾弗利｜Thomas McEvilley 

 「客家」一詞之於研究者，一直是個充滿矛盾、有魅力的存在，它是血緣上的歸

屬，同時也是社會的框架，跟我相同的客家人們都在這個框架下試著成為一位符合社

會想像的客家人。然而，生活隨著都市步調的轉動，客家的痕跡逐漸隱藏在日日事事

裡，當過去不再顯影於社會，身為一位年輕的都市客家，該如何學習面對客家？ 

    基於上述的問題意識，本章主要以四個小節構成，第一節為研究動機，以研究者

1身為客家人的成長經驗為始，描述求學歷程中，研究者從客家身份遇到的各種刻板

印象、對文化認同的疑惑，到決心尋找文化、重新述說客家的轉念；第二節是研究問

題與研究目的，這部分是研究者對社會營造出客家意象的反思與疑問，試圖從社會形

塑出的客家意象中，深究其歷史脈絡，並透過客家飲食，重啟客家文化想像。第三節

是研究方法與設計，當中包含研究工具、場域、對象、限制、資料分析處理等內容，

第四節則是名詞釋義，針對研究中出現的特定語詞加以說明與詮釋，以方便讀者在閱

讀本論文時，能夠更貼近研究者想傳達的意涵。 

第一節、研究動機	

    當一位都市客家回到原鄉，看見老一輩的生活方式、聽見完全不會說的母語，內

心其實充滿了尷尬。我是一位不會講客家話的都市客家，當我向他/她人介紹自己是

                                                
1	 本人書寫研究動機時，若以「研究者」為主詞，表示此段話本人以研究的角度說明事件；若以「我」

為主詞，則是本人以說故事的角色敘述自身的生活經驗	



	

2	
	

客家人時，「客家人節儉」、「客家人團結」、「會說客家話」、「客家花布很漂亮」、

「客家桐花很美」等，這些社會對於「客家」的刻板印象，便會變成標籤迅速地在我

身上貼上，可是這就是我嗎？難道身為客家人必須有這些特質或是使用這些物品嗎？

這些自我認同的質疑一直懸浮在我心中，隨著接觸和學習的領域越來越廣，也更讓我

下定決心要好好處理自己心中的疑惑與矛盾。就讀小學時，因教育部的九年一貫政策，

學校將社會領域中的「鄉土教育」納入正式課程，我恰巧是九年一貫新制的第二屆學

生，於是因為學校課程的改變，我在小學二年級第一次知道自己是客家人；第一次知

道原來平常家裡講的語言是中文參雜著客語。 

    客家族群在台灣是相對閩南較少的族群，基於覺得「客家人很特別」的緣故，我

在每一個求學階段，都會向班上的同學們說我是客家人，但是我從來沒有想過這樣的

自白，會讓同儕、師長、朋友們為我帶來許多困擾。高中時，學校每學年都會舉辦一

次國語文競賽，每一班在每一個項目之下，都必須派一位同學代表參加，我的班導讓

我和班上另一名客家同學參加客語朗讀，雖然我表態說明我不會講客家話，也沒參加

過朗讀比賽，但是老師說：「總比不是客家人去比客語朗讀順口。」一時之間，我不

知如何反駁而語塞，讓老師認爲我默許了這件事，但我卻沒將這件事放在心上，甚至

打算無論如何，比賽當天就是不到場。直到比賽前一個禮拜，從跟我的對談中老師發

現我的意圖，於是對我說：「不到場的學生會被記警告，妳還是去吧！」也因如此，

我開始回家找爸爸練習說客語，但是距離比賽只剩不到一個禮拜，還有三十篇題目要

練習，完全來不及準備，我就硬著頭皮上場比賽。 

    到比賽會場，發現其實來參加客語朗讀的名單含我只有四個人，除了一位常常比

賽客語朗讀的同學之外，剩下的同學也都不太會說客語，只因為是客家人就被指派來

比賽。頓時之間讓我放心不少，我趕緊向會說客語的同學請教如何說朗讀比賽的開場

白「各位評審老師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吳檍璿2。今天我要演講的題目是⋯⋯」甚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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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抽到的朗讀題目都不會說，就上台朗讀了。也許我的台風還算穩健，在四位參賽同

學中，拿到第二名，獎狀上面寫著：「二年一班吳檍璿參加本校九十六年度鄉土語文

客語朗讀競賽業經評定成績列為第二名，特頒獎狀以茲鼓勵。」我明明不會說客語，

卻被評定為優異，對我而言真是一張弔詭的獎狀。 

    高中畢業後，我進入臺北藝術大學就讀美術系，也許因進入不同的學習環境，同

學們來自臺灣各地，每個人的家庭背景迥異，對於不同族群與背景的學生有較大的包

容性，因此客家人的身份並沒有造成人際與學業上的困難。大學時期，研究者一直在

尋找創作與自身的關係，且學習與創作相處，當時教授色彩學的李蕭錕老師曾問班上

的同學們：「你/妳們的創作要怎麼樣體現自己的文化？當你/妳們站上國際，要怎麼

介紹自己？」聽見老師的一席話，讓我倍感焦慮，我們不斷地學習西方的素描、技法、

畫派，卻不知道自己在哪裡，雖然當時的我無法找到答案與出口，但是一直將這句話

放在心中，想著我的創作總有一天要有自己的味道。 

    大學畢業後，曾跟著阿婆3回娘家到苗栗頭份濫坑里，參加表哥的婚禮，十幾年

沒見到我的舅公已經不認得長大後的我，雖然舅公聽不懂太多的國語，但是舅公還是

很樂於和我們聊天，而阿婆則是我的翻譯，言談之際，舅公問我有沒有吃過客家麻糬，

我說有啊，我很喜歡吃，舅公說：「結婚都要吃麻糬的」，當下我很訝異，我從來不

知道結婚需要吃麻糬，如同閩南人結婚吃紅白湯圓製成的「花好月圓」，客家人吃麻

糬象徵同心相黏、圓滿福氣，在那之前，麻糬對我而言只是家中會出現的客家甜點，

我吃麻糬純粹因為想吃、好吃，從來沒想過麻糬背後的意義與飲食文化意涵。 

    舅公會問一位從台北回鄉的都市客家有沒有吃過客家麻糬，但他不會問原本就住

在故鄉的年輕人有沒有吃過客家麻糬，於是我開始思索食物與文化之間的關係，「吃」

是每個人每天都會進行的例行公事，我們卻很少思考食物存在於某種族群文化的理由。

飲食直接反映一個族群的生活習慣、環境以及特性，現在我們提到客家菜，人人能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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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反應的是「客家小炒」、「薑絲炒大腸」、「擂茶」、「鹹湯圓」等等，可是我們

不知道為什麼這樣吃以及為何而吃，食物作為日常生活的 基本需要，我們該如何有

意識地將食物對位到文化習慣？又該如何有意識地思考食物與文化之間的關係？ 

    明明我也是客家人，血緣上我們是如此親近，在生活上卻如此遙遠，到底什麼是

客家文化？有傳統的客家文化，那什麼是當代的客家文化呢？曾經我認為身為客家人，

必須符應眾人口中種種身為「客家人的條件」，也因此落入對自身文化不了解的慌張

與愧疚，但是，難道成為眾人口中的「客家人」，就是客家人嗎？即使做到了，那麼

「我」的自身主體性又在哪裡？ 

    研究所初次接觸到社群本位藝術教育(Community-Based Art Education，簡稱

CBAE)，這堂課中，我看見藝術家 Suzanne Lacy 的火燒屋頂(The Roof Is On Fire)如何

處理青少年議題；在吳瑪俐老師「玩布姐妹」，學習到女人如何從受到社會角色的壓

迫中，在藝術創作裡得到解放；深入瞭解葉蕾蕾「盧安達大屠殺–藝術療癒計畫」藝

術帶來的療癒力量；第一次接觸到 Paulo Freire 的《受壓迫者教育學》、第一次閱讀

Joan Wink 的《批判教育學–來自真實世界的紀錄》等，每一本書與作品，不斷地說

明藝術如何進入社群、藝術與教育如何透過同理與愛越界到人們心中，這份情感讓我

覺得自己似乎也能藉著創作的力量找尋自我-作為都市人，如何身為客家人？ 

    美國藝術教育學者 Charles Garoian 在一篇“Constructing a Performance Art 

Pedagogy”的文章中，強調讓學生以自身的文化背景為文本，創造出新的文化敘說方

式。人在大的社會發展脈絡下，生活的樣貌與型態差異日漸縮小，若想從持續變動的

社會中，找到一個不變的立足點，這個立足點就是屬於自己的本質與存在意義。也因

此我以自身的客家身份為起點，希望藉由文獻、實踐中，尋回自己的在地味道，再以

這個味道為基準，嘗試創發出不同的客家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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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一）研究問題	

    隨著都市發展，越來越多客家人開始往城市搬遷，面對不同於原鄉的生活方式，

都市生活中追求高效率、高經濟成長的步調，讓生存成為需要立即解決的現實問題。

過去，對遷移至都市的客家人而言，「客家」是無法被明說的身份，面對人口佔多數

的閩南人、佔據政治優勢的外省人，隻身離鄉、散居臺北各地的客家人相對感受到人

口、文化、語言的弱勢。為了適應劇烈改變的環境，客家人開始學習新的生活方式，

如：學習閩南語與漢語標準語、發展新的社交、融入當地生活圈等，在適應與同化的

過程中，客家人也漸漸地越來越都市，生活型態帶來的差異，逐漸形成一種可以稱「都

市客家」的客家人類型。 

    時代更迭，現在對年輕一輩的都市客家人而言，「客家」不再是一個難以啟齒的

身份，它反而是一種自家而生的原生提醒，面對客家人隱身於都市的生活，我們仍舊

是客家人，但是卻很難尋出「都市人」與「客家人」之間的關係，都市生活讓我們對

自身的文化認知呈現不連續的狀態，也因在文化上的失語，對客家的認同逐漸淡薄，

都市客家人從物理空間的環境壓迫到心理層面的文化失落，接踵而來的種種挑戰，不

禁令研究者開始思考，身為都市客家人，我們該如何找回認同，又該如何描述客家？ 

    承接上述問題意識，本研究從歷史脈絡出發，爬梳客家意識在 1980 年代後，隨

著臺灣本土意識興起，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也於 2001 年在臺

北成立，開始發展一系列與客家文化有關的活動。時至今日，當我們提及「客家文化」，

直覺反應通常指向「客家花布」、「客家油桐花」、「客家板條」等形象，但是文化

的問題不該只是簡單的直述句，它必須有更多種可能的答案，客委會選擇特定的客家

元素作為文化推廣，無庸置疑地讓客家文化很快被大眾看見與記住，但是對於自幼即

生長於臺北的都市客家而言，這些客家意象傳達出的文化連結似乎有限，它在都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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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生活中，存在著一段情感落差，客家意象本應給我們文化的歸屬感，可是對於在

都市中成長的我們，卻始終對此感到疏離，當客家文化被以一種特定的形式復興，都

市客家人又該如何找回屬於自己的文化味道？ 

    即使面對外在環境的有形改變，能夠從家鄉帶走、隨著都市生活改變卻不失其本

質意義的即是飲食，飲食即便會隨著環境不同而在食材選擇上有所差異，但是烹飪者

的情感、理念卻能透過廚藝烹煮出屬於自身背景與生命經驗的口味，食物不僅是生理

需求，也是誘發情感的觸媒，飲食是紀念、緬懷記憶中那份特殊味道的延伸，身為客

家人我們如何透過客家飲食將文化擴充，生產新的客家故事？飲食作為文化的媒介，

我們可不可能透過客家飲食重啟客家文化想像？ 

後，隨著後現代藝術思潮的變化，藝術的學習也擴充至生活中，然而，關係美

學作為藝術教育實踐的方式，並非提供一套完整的教學課程，而是在於創造一個空間、

一起事件，邀請計畫的參與者、觀眾，一起經驗飲食如何承載客家文化的重量，而飲

食作為文化的媒介，乃至藝術實踐的素材，我們如何透過藝術學習客家，而我們又如

何在藝術教育實踐的歷程中，看見「學習」的發生？ 

綜合上述，研究者將本研究的核心意識與研究問題歸納整理如下： 

1. 問題意識： 

身為都市客家人，我們該如何找回認同，又該如何描述客家？	

2. 研究問題： 

(1) 當客家文化被以一種特定的形式復興，都市客家人又該如何找回屬於自己的文化

味道？ 

(2) 身為客家人我們如何透過客家飲食將文化擴充，生產新的客家故事，飲食作為文

化的媒介，我們可不可能透過客家飲食重啟客家文化想像？ 



	

7	
	

(3) 如何在藝術教育實踐的歷程中，看見「學習」的發生？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主要分為兩項大目標，其一，試圖走出被窄化的客家文化，除

了官方提供給大眾的客家意象之外，本研究從民眾出發，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找尋客家

文化，且將重點聚焦在客家飲食文化，期望以探究家常菜的烹煮方式，透過飲食回溯

都市客家人心中的客家味，初步勾勒都市客家人的文化印象；同時蒐集隱身料理之後

的故事文本，嘗試釐清研究者、第一現場參與者、第二現場觀眾三者之間對客家飲食

的文化想像，描述當代客家的立足點。 

    其二，本研究將以關係美學的觀點切入，探討食物與人、人與人、人與記憶、記

憶與群眾之間的關聯，藉由探討關係建立個體對客家文化的主體性描述，再從個人敘

事中，整理出共同的脈絡與文化意象，研究者思考的是如何透過日常生活的實踐，開

展大眾對於都市客家的想像，透過藝術教育實踐醞釀客家人自己的文化味道。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節由「研究方法」、「研究場域與研究對象」、「研究範圍與限制」、「資料

分析與處理」、「研究流程」五個段落組成，首先說明研究者使用藝術本位研究法作

為本研究的立論基礎，並以參與觀察法作為研究資料搜集的方式， 後以文本分析法

分析「客家味緒」計畫的實踐成果；在研究對象與研究場域的部分，研究者將針對研

究對象與場域進行闡述，說明研究者的選擇考量；研究範圍與限制則是從地理因素與

研究對象的考量上說明本研究的限制；在資料分析與處理的段落，研究者將進行訪談

對象、研究資料歸類、編碼的說明，以利後續研究的撰寫與分析， 後則是本研究的

研究流程與架構，以下將對五個段落分別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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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	

1. 藝術本位研究法	

    「藝術本位」（art-based）意即「將研究回歸於藝術創作之上」，美國萊斯理大

學教授 Shaun McNiff 在《藝術本位研究：從研究的觀點看創造性藝術治療》中提到

我們比較容易遵照一連串的標準程序來設計研究方案，但為了與創造性經驗的本質保

持一致，藝術本位研究鼓勵去沈浸於創作經驗的不確定性，來「找尋」一種滿足自我

的探究途徑，以及透過一個通常無法預測的探索過程來理解事物。（吳明富譯，2013）

換句話說，研究者很容易被研究的框架設限，專注於研究是否符合研究架構、研究方

法等標準，進而以這些標準看待一件藝術創作是否達成所有預設的目標與結果，而這

樣的方式，往往會讓研究者的位置退居於第二順位的觀察者，而非第一順位的創作者

/參與者，實務與學術研究的分離，受傳統科學分層分科的研究方式所影響，然而藝

術創作不僅涵蓋的是文史脈絡、技巧、媒材，它觸及更多的人、關係、生活、社會等

面向，當研究觸及「人」，這之中許多的生命表現，無法用既定的審核標準概括而定。 

    學者 Paracelsus 於 1526 年對研究目的提出看法，他認為研究的目的在於「對事

物本身有 深層的認知」，而藝術創作則是透過一連串的藝術實踐與持續地思考，更

加釐清研究問題的本質，乃至於更具體的呈現創作過程中核心意識。於此，McNiff

認為，藝術的過程提供了一種清晰的架構和可靠的研究方法，它證明藝術家在工作室

中所作的研究，與化學家在實驗室裡所作的研究是一樣的。我們如果要讓藝術成為研

究的主要模式， 主要的關鍵在於，確保藝術研究要關注在對藝術媒材的實驗上，就

像化學家的工作是在研究自然物質一樣。（吳明富譯，2013） 

    若將此概念延伸應用至藝術教育，當我們把「教學視為一種創作」，正是把藝術

教育的觀念回歸至藝術家的角色上，藝術教育不只是教學，它是一個人的改變過程，

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抱持著如藝術家敏銳的心態去思考個體的意義與社會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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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化。於此，本研究即是以藝術本位研究的觀點出發，研究者將客家小炒作為一種

藝術媒材與文化象徵，透過與個體之間的飲食交換，初探彼此的生活，並再一次又一

次的對話中建立關係，在「客家味緒」計畫實踐的過程中，重新學習文化、認識客家。 

2. 參與觀察法 

    研究者以「藝術本位研究法」作為本研究的理論背景與實踐依據，而藝術本位研

究法的實踐多以質性研究方法進入田野現場。根據國家教育研究院對「參與觀察研究」

一詞的釋義，參與觀察研究其主要特徵為觀察者成為被觀察團體中的一員，參與活動

或生活，一方面扮演參與者的角色，另一方面扮演觀察者的角色。因此，觀察者不被

視為局外人，可以維持觀察時的自然情境，而且被觀察者較不會防衛自己，其所表現

出來的行為也就較具真實性。於是，研究者選擇以「參與觀察法」進入訪談、展覽現

場，研究者和研究對象一起製作料理、與參展觀眾面對面談話，不僅實際參與整個實

踐，並在參與的過程中，同時以觀察者的角度提問、思考本研究之問題意識，研究者

認為以參與觀察法所獲得的第一手資料，是構成本研究內容的重要元素。 

    研究者以「尋找客家認同的年輕都市客家」身份進入研究場域，在參與者和觀察

者的角色轉換之間，時而進一步全心感受參與者的生活，時而退一步反思研究的問題

與著眼點，而這種讓研究者以某種角色參與其中的研究方式，讓研究者不再只是一位

旁觀者，而是一位具有雙重身分的參與者，不僅能與研究對象共同經歷一段故事，也

能以理性的角度記錄田野資料。研究者除以觀察筆記作為研究依據，也使用影片、攝

影等記錄方式，為「客家味緒」藝術教育實踐建檔，而研究者多方搜集的第一手資料，

將成為本研究文本，進行後續的分析探究。 

3. 文本分析法	

    文本分析就本質而言，是將一文學作品拆解，觀察其部份之間是如何拼湊相合在

一起(seeing how the parts fit together) ，若將其搭配社會價值的詮釋，則是將文本與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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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理論相連結，如心理分析思想、符號學理論、馬克思思想、社會學和人類學理論或

女性主義思想等，將這些理論運用至文本中，亦即從不同的理論背景探討文本的意義，

並由多方的思考向中，獲得不一樣的詮釋，提出不同的解讀結果。（Berger，1995：

18-19）Fairclough 更將文本分析分為語言學分析（linguistic analysis）與互為正文分析

(intertextual analysis)，二者相輔相成；除了就文本內部的語言符號作解析之外，更需

注意文本之間的內在指涉關係，也就是說，應將文本視為不斷進行各種文化意識型態

互動的場域，互為正文的分析即是掌握社會的因素及其與文本的互動、是連結社會結

構與文本的結構；更具體的說，社會條件架構著文本的消費，甚至將文本詮釋限制於

某些特定的歷史定位(Jensen & Jankowski 原著，唐維敏譯，1998)  

    由上述可得知，文本存在於情境與脈絡中，文本不能被孤立看待，文本自有其生

產與消費的歷史條件。文本的意義必須放置在特定的環境考察，然後想一想，它接觸

了哪些其他論述，並再評量，這個接觸又會如何重新結構該文本的意義，以及哪些論

述的意義（Morley 原著，馮建三譯，1995：94）。於此，研究者以「藝術本位研究」

為策略，使參與者透過「敘集客家」藝術創作計畫實踐所產生的視覺資料為文本，並

取用文本分析中社會價值詮釋的特質，以及互為正文的特性，輔以社會學、符號學、

人類學等理論，加以分析、詮釋研究者所蒐集的田調資料，並從文本所呈現的意義中，

整理出其文化脈絡，進而以「客家味緒：廚房裏的客家人」展覽回應臺北都市客家的

社會意涵。 

（二）研究對象與研究場域	 	

1.研究對象	

（1） 定居於臺北地區	

    定居的意涵為在某個地方固定居住下來，並以此地為主要生活區域深耕、發展。

本研究以研究者「臺北都市客家人」的身份為始，因此，本研究以臺北地區（含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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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新北市）4的都市客家人為主要研究對象，期望透過「客家味緒」藝術教育計畫，

尋找共同生活於臺北的都市客家人。 

（2） 有客家血統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5 	

    客家人的定義除了家族大部份為客家人之外，在血統上含有客家血脈之對象，或

認為自身是客家人者也納入研究範圍。在年齡的部分，本研究並無特定限制研究對象

的年齡範圍，以期能廣納更多面向之客家的生活型態。 

（3） 善於烹煮客家小炒	

    「客家味緒藝術教育實踐計畫」使用客家小炒做為文化的象徵符號，故參與本研

究之研究對象需善於6炒客家小炒，以利研究者透過訪談蒐集研究所需文本7。 

2.研究場域	

    本研究主要分為兩大場域，一是臺北都市客家人的家中廚房；二是展覽現場。由

於本研究以客家小炒為文化符號，從每個家庭烹炒出的客家小炒中，探索隱藏在客家

小炒裡深厚的生活痕跡與故事，也因此本研究的第一個研究場域為每一戶實際走訪臺

北都市客家人的廚房；第二研究場域則是展覽現場，研究者在展覽現場進行導覽與訪

談，記錄參與者、觀眾對於展覽的看法與反思，並從中探討展覽場裡的學與思。  

  

                                                
4
 依行政院主計處對行政區域、鄉鎮都市化的定義，新北市除坪林區外，其餘皆符合都市化標準	

5	 參考客委會客家基本法第二條的客家人定義：「指具有客家血緣、客家淵源者，或熟悉客語、客家文

化，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	
6	 研究者於此使用「善於」而非使用「擅長」一詞，其考量為研究對象並非要精通於烹煮客家小炒，

而是「會」炒客家小炒。	
7	 研究者在進行研究訪談時，參與者 P4 向研究者表明自己是第一次烹煮客家小炒，在那當下，研究者

雖不認為參與者 P4 符合研究標準，但是隨著後續研究的進行，參與者 P4 也逐漸和家人發展出屬於自

家客家小炒的樣貌，研究者認為這一段從「不會」到「會」的過程，正是學習透過藝術教育實踐而發

生的精華所在，因此研究者仍將參與者 P4 的訪談內容納入研究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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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範圍與限制	 	

1.研究範圍	

    由於客家人的居住範圍分布廣泛，在亞洲地區至少有中國客家人、香港客家人、

馬來西亞客家人、印尼客家人、臺灣客家人等，本研究主要以研究者自身成長背景為

出發，透過藝術教育實踐尋找屬於大臺北地區都市客家人的共通記憶與當代生活方式，

也因此本研究因地理因素的關係只限定於生活於大臺北地區都市的客家人。 

2.研究限制	

    研究者將研究對象設定為「臺北都市客家人」，因地緣關係，臺北地區較多北部

（桃園、新竹、苗栗）客家人遷入，因此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多以北部客家人為主，在

訪談資料的搜集上，鮮少有南部客家人在臺北地區的生活紀錄。 

    另外，本研究以關係美學為論述與實踐依據，關係美學著重於一次性的偶然相遇，

在不背離關係美學的概念下，或許在訪談的部分較少後續更深入地探究，因此研究者

在訪談結束後，以訪談內容為展品舉辦「客家味緒：廚房裏的客家人」展覽，不僅持

續與研究對象保持聯絡，也透過舉辦展覽的方式，補足後續研究的不足。 

（四）資料分析及處理	 	

    本關係美學藝術教育實踐計劃歷時約兩年（2015 年 9 月-2017 年 7 月），且輔以

展覽呈現研究結果，研究者在計畫進行的過程中，需輔以錄影、攝影、食譜紀錄、故

事撰寫等資料蒐集工作，以期能呈現更完整、嚴謹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研究的資料蒐

集可分為三大類型，第一類為研究者執行「客家味緒」計畫的資料，包含創作計畫前

的準備、實踐後的紀錄等等；第二類則主要為記錄「敘集客家」藝術創作計畫的資料，

研究者將參與者們個別的資料加以整理、編碼、歸類，以利後續研究之分析、詮釋與

書寫；第三類型則為研究者在展覽場中與觀眾的談話紀錄，以下分別敘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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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類型：「客家味緒」計畫資料編碼 

    此類型的資料主要為「客家味緒」計畫的紀錄，包含計畫執行前的規劃準備，以

及計畫執行後的回顧整理，研究者將此類型的資料分為三種紀錄，分別為觀察紀錄（取

觀察的英文單字 Observe 之英文開頭 O 為代碼，輔以日期作為流水號）、照片紀錄（取

照片的英文單字 Picture 之英文開頭 P 為代碼，輔以日期作為流水號）、影像紀錄（取

照片的英文單字 Film 之英文開頭 F 為代碼，輔以日期作為流水號），詳細研究編碼

說明如下： 

資料類型 日期 研究編碼 說明 

觀察紀錄 1050818 O-1050818 表示 105 年 8 月 18 日的觀察紀錄 

照片記錄 1050906 P-1050906 表示 105 年 9 月 6 日的照片紀錄 

影像紀錄 1060107 F-1050805 表示 106 年 1 月 7 日的影像紀錄 

表 1-1 研究資料編碼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 

 

2. 第二類型資料：子計畫「敘集客家」計畫資料編碼 

    第二類型資料主要為「客家味緒」之子計畫「敘集客家」的紀錄，其資料類型與

編碼方式可參照第一類型資料的編碼原則，唯一差別為研究者將計畫參與者以 P 

（Participants）表示，本研究總共訪談 7 戶家庭，在訪談資料的蒐集上，是以該戶家

庭的主要參與者為紀錄對象，因此，本研究依據訪談順序以阿拉伯數字 1-7 區隔，如

P1 意義為第一戶家庭的主要計畫參與者，P2 為第二戶家庭的主要計畫參與者，依此

類推，以下將對計畫參與者的研究資料分別敘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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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類型 研究編碼 說明 

觀察紀錄 O-P1-1050818 表示第一位參與者在 105 年 8 月 18 日研究者的觀察紀錄 

照片記錄 P-P2-1050906 表示第二位參與者 105 年 9 月 6 日研究者的照片紀錄 

影像紀錄 F-P3-1050805 表示第三位參與者 106 年 1 月 7 日研究者的影像紀錄 

表 1-2 參與者資料編碼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 

 

3. 第三類型資料：《客家味緒：廚房裏的客家人》資料編碼 

    研究者將參觀的觀眾以 A（Audience）表示，並以資料整理順序以阿拉伯數字區

隔，如 A1 即為研究者與觀眾談話紀錄的第一筆資料。 

研究編碼 說明 

A1-1060108 研究者與觀眾在 106 年 1 月 8 日談話紀錄的第一筆資料 

表 1-3 展覽觀眾資料編碼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 

（五）研究流程	 	

    本研究期程總共可分為六階段，以下分別究研究程序說明： 

1.第一階段：研究初始，時間為 2015 年 9 月–2015 年 12 月 

     建立研究架構與確定研究方向，閱讀並分析相關文獻後，開始設計 為體現研

究者所需之研究方法、研究計畫，且不斷修正，使研究方法更為接近本研究目標。 

2.第二階段：前置工作，時間為 2016 年 1 月–201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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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夢想實驗室」計劃之經費，籌備訪談所需物品，並在網

路上發起「客家味緒」尋找都市客家人計畫，與符合條件對象的進行計畫溝通、安排

訪談時間等等。 

3.第三階段：藝術教育實踐，時間為 2016 年 7 月–2016 年 9 月 

    研究者開始正式進入台北都市客家家庭進行研究，以參與、訪談、觀察、分析等

多元方式搜集本研究所需資料。 

4.第四階段：資料分析與檢核，時間為 2016 年 9 月–2016 年 10 月 

    實踐階段結束後，研究者將彙整資料與分析，並進一步歸納資料與詮釋，在獲得

初步研究結果之後，開始籌備藝術教育實踐成果展。 

5.第五階段：藝術教育實踐成果展，時間為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1 月 

    此階段主要工作為申請展覽所需經費與場地，以及準備展覽內容、安排開幕活動、

撰寫策展論述等等，並在展覽進行中，蒐集觀眾回饋與反思。 

6.第六階段：撰寫研究結果與結論，時間為 2017 年 1 月–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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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流程圖（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客家味緒：關係美學作為藝術教育實踐 

第一階段：研究初始（2015 年 9-12 月） 

研究方向與目

的 
相關文獻蒐集 

與探討 
研究動機 研究範疇與內容擬定 

第二階段：前置工作（2016 年 1-6 月） 

擬定研究計畫與修正 

第三階段：藝術教育實踐（2016 年 7-9 月） 

實際訪談臺北都市客家人 

藝術教育實踐成果展（2017 年 1 月） 

第六階段：撰寫研究結果與結論（2017 年 1-7 月） 

第四階段：訪談資料分析與檢核（2016 年 10 月） 

申請研究計畫實踐經費 籌備研究計畫實施相關事宜 

第五階段：籌備藝術教育實踐成果展（2016 年 11-12 月） 

申請計畫與場地經費舉辦展覽 整理展示物件與論述 籌備展覽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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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名詞釋義	

（一）關係美學	

    「客家味緒」研究計畫藉由客家菜餚的食譜交換，紀錄都市客家人的臺北生活，

進一步從生活中，嘗試描述都市客家的客家認同。關係美學是由全球城市化發展出的

社會學，主要探討建立在資本主義架構上的社會關係，關係美學的作品主要著眼於當

下偶然的一次性相遇，並在這次的相遇中，追求日常和藝術表現之間的關係。 

    研究者認為，都市客家人生活在由資本主義形塑出的社會景觀中，研究者期望透

過「客家味緒」藝術教育實踐，創造一個替代空間，交換一段生活故事、討論都市客

家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進而從都市客家人的主體性中描述客家。然而關係美學恰巧

為這樣的議題提供一個實踐方式，基於研究需要，研究者 終選擇以關係美學作為本

論文的論述依據，執行「客家味緒」藝術教育實踐計畫。 

（二）客家小炒 

    客家小炒起源於祭祀。早期因生活環境困苦，客家人只有在年節祭拜祖先、神明

才會宰殺牲畜，早期客家人祭祀所需的三牲，多為煮熟的雞肉、豬肉、乾魷魚（或魚），

若是以五牲祭祀，則是會加上豆干、鴨肉。為了表達對祖先、神明的敬意，準備的牲

禮便不能寒酸。而祭祀剩下的供品，客家婦女們便將豬肉、魷魚、豆干切絲，佐上青

蔥、辣椒、醬油等調味，快火炒成一道因應生活而創發的傳統客家菜。 

    然而，隨著時代變遷，不僅經濟條件改善，食材取得也變得容易許多，客家小炒

不僅隨著地域不同，發展出更多樣的調理方式，也從年節菜逐漸轉為家常菜，甚至被

後人推崇為客家菜餚中經典的四煴四炒之一。研究者認為客家小炒隨著客家人的生活

而有所轉換，它是一道很草根的、由生活中真真切切生長出的飲食文化，它反應著客

家人的飲食習慣、年節習俗，更是生活態度的展現，因此，研究者以客家小炒作為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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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象徵符號，透過臺北都市客家人對客家小炒的詮釋，紀錄一段參與者從原鄉到臺北

的生命故事。 

（三）教育性創作計畫 

    研究者使用「教育性的創作計畫」為參考《人造地獄》中的「教育性計畫」一詞，

藝術計畫與教育性計畫 大的差異為其教育性，藝術計畫著眼於第一層觀眾（參與者）

的藝術體驗，而教育性計畫則更重視向第二層觀眾（後來的觀看者）傳遞一個教育經

驗，也因如此，每個人才有可能從這些計畫中得到學習的可能。 

    研究者於本論文使用「教育性的創作計畫」一詞，主要為在當今的關係美學作品

中，較少有人以教育的角度探討關係美學創作計畫之後的學習與發展，研究者遂以此

為題，嘗試在關係美學的脈絡下，描述「敘集客家」藝術創作計畫之後，以此為文本

而生的展覽中，當研究者向第二層觀眾傳遞一個創作經驗時，學習如何發生，而學與

思又是如何並行，研究者認為，正因透過與第一層、第二層觀眾的對談，才讓創作計

畫富有其教育性，進而以此為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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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文獻回顧	

    本章總共由四小節構成，第一節是被復興的客家文化，此節旨在描述客家意象發

展的時空背景與歷史脈絡，闡述客家意象的產生原因並舉實際案例說明，並引述霍布

斯邦(Eric Hobsbawm)與其他學者合著之《被發明的傳統》一書論述客家意象的社會

意涵。第二節是飲食在文化與藝術之中，此節由三個子題敘述食物、文化與藝術之間

的關聯，以及說明研究者為何以客家飲食入題，詮釋客家飲食在文化與藝術中的意義。

第三節則是關係美學與教育性的創作計畫，此節先從關係美學的角度處理飲食與文化

的議題，再舉藝術家 Rirkrit Tiravanija、李明維「晚餐計畫」和 Gabriele Galimberti「世

界各地婆婆的 50 道私房愛心料理」作品為例，說明藝術如何透過飲食與它者建立關係，

進而交換彼此的生活與文化； 後介紹何謂教育性的創作計畫，並以教育性的創作計

畫做引言，為研究者的「客家味緒」計畫提供實施的參考方向。 

第一節	被復興的客家文化	

    本節由三個段落組成，在「客家文化與客家意象的興起」部分，研究者以歷史的

角度出發，描述客家文化在臺灣所遇到的困境與轉機，接著在「以客之名：桐花、花

布」的篇幅，研究者則是描述當客家文化興起之後，客家意象是在怎樣的時局下產生，

它的意義又是什麼？ 後，研究者引述《被發明的傳統》一書，試圖重新詮釋傳統與

客家意象之間的關係，再一次回扣本研究的研究問題「我們該如何描述客家？」。 

（一）客家文化與客家意象的興起	

    在臺灣，族群認同一直是不斷被辯證的問題，從明鄭到清領、清領到日治、日治

到中華民國，這中間政權不斷地交替，人們的民族與國家認同也接連地受到挑戰。1949

年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實施戒嚴，強調國族主義以及宣揚「中國中心」的祖國情懷，

並強制實行「國語」政策，打壓臺灣各地方言，包括閩南語、客語等，也限制這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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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在電影與電視節目中出現。但是隨著知識的開放，有志之士持續地抗爭與行動，讓

「中國中心」的思想也逐漸被鬆動，也因民間社會力量的興起，臺灣本土意識也不斷

抬頭，1980 年代開始，客家文化也搭上這樣的風潮開始被大量研究，不管是學術研

討會或是坊間機構，都出版許多與客家文化相關的書籍與文獻資料。西元 1988 年，

林光華、邱榮舉等人於臺北市舉行大規模「還我客家話」的示威遊行，目的是希望讓

客家話可以在公開媒體中使用。他們同時抗議《廣播電視法》對方言節目處處限制，

要求電視台製播客語節目，重建多元化、開放的新語言政策。在「還我客家話」運動

之後，坊間更大量出版與客家文化相關的書籍，而 1991 至今，台灣每年出版的各種

客家研究出版品都不斷成長，1997 年更有超過兩百本的新書，成長幅度驚人。（王

甫昌，2003：142-145） 

    1990 年代初期台灣經濟起飛，都市發展快速造成城鄉差距日漸擴大，許多早期

活躍的經濟產業開始沒落，當時台灣受日本傳統手工產業振興的經驗影響，吸收許多

日本千葉大學宮崎清教授的成功案例，希望能改善台灣的發展處境。1994 年行政院

文化建設委員會（今文化部前身）融合宮崎清教授的想法，提出「社區總體營造」和

「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的口號，透過藝文活動落實文化核心的施政主軸；在這

樣的思潮之下，2001 年 6 月成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客委會），希望透過

客委會的建立，復興與發揚逐漸失落的客家文化，至此許多地方政府開始配合中央政

策發展地發文化特色，其中以 2002 年客委會連續舉辦五年的「客家桐花祭」 為盛

大。同年，客委會也舉辦「花布靚靚」的造街活動，出版《花布靚靚-客家女性生活

美學展紀實》的小冊子作為宣傳。一年之後，「客家電視台」於 2003 年成立，更是

規劃全方位的客家電視節目，致力於讓所有客家或非客家觀眾了客家文化。 

    客委會於 2004 年核定「臺灣南北客家文化園區設置計畫」，客家文化園區提升

為國家級，名稱為「臺灣客家文化中心」，南客家六堆文化園區地址選定為屏東縣內

埔鄉，北客家苗栗文化園區則位於苗栗縣銅鑼鄉。時任客委會主委葉菊蘭認為，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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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部與南部客家文化園區之歷史文化保存工作，以承載客家文化、藝術、語言、

知識發展。葉主委同時表示，為開拓客家學術研究風氣，臺灣客家文化中心強調大學

院校跨資源的整合及發展，將結合各大學院校發展「客家學」8。 

    2005 年，客委會舉辦「客家語言能力認證初級考試」，時任李永得主委希望透

過認證考試，建立說客語的榮譽感，帶動客語學習的風潮。李主委認為，客語必須是

活的語言，才能永續發展，建構客語的生活環境，讓客語在日常生活中能夠用得到、

聽得到。2006 年客委會舉辦「第一屆客家新聞獎」，其近程目標是鼓勵第一線新聞

工作者，同時讓客家事務的新聞報導獲得大眾媒體重視，並取得合宜的報導份量。長

程目標則是，透過大眾媒體的報導介紹，讓臺灣看見客家，真正呈現臺灣多元文化的

面貌。2007 年客委會於高學舉辦「2007 台灣客家博覽會」，博覽會邀請各大店家參

展，內容涵括客家歌曲、樂舞、飲食、文物、手工藝等，也鼓勵民眾到場參與各項活

動。2008 年行政院客委會與青睞公司共同投資拍攝第一部以客語發音的史詩電影

「1895 乙未」，導演陳坤厚表示，「1895 乙未」的核心在於拍出男人對土地、對家

庭的真摯情義和女人的堅毅，希望能為台灣史實留下影像紀錄。 

    2009 年客委會舉辦「2009 好客商品創意設計比賽」，基於當年的理念主軸與活

動目的，用客家人以客為尊的理念，邀請民眾一起和用時尚、創意與客家文化對話，

期待激發不一樣的「好客意象」。這次的比賽主要分為四個項目進行評比，分別是「好

客花布組」、「桐花迎客組」、「好客 T-shirt 組」和「好客禮品組」，每組分別評

選出金、銀、銅獎與佳作。2010 年行政院客委員再度舉辦「2010『好客』特色商品

設計比賽」，目的在於邀請民眾一起將傳統客家元素注入新的設計思維，並且與現代

生活用品結合，讓時尚與客家相遇的創造出新的生活美學意象。2010 年的評分組別

分別是「好客等路組」、「好客公仔組」和「好客 T-shirt 組」，從兩屆的評選項目

中，可以從中窺探出客委會文化推廣的大方向與目標。 

                                                
8 2004-2008、2011 年之客家文化相關活動，為研究者參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新聞稿所做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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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委會於 2011 年 2 月 22 日，也就是農曆正月二十的「天穿日」，將此日首次訂

為「全國客家日」。天穿日，源於女媧補天傳說，為客家人感念女媧補天相助的特殊

節慶。每逢「天穿日」，客家人便會放下工作，讓大地休養生息。客委會認為「天穿

日」不但具有濃厚的客家文化意涵及相當的號召力，爭議性也相對較低，更能藉此喚

起式微的客家文化，發揚傳統客家。 

    時至今日9，政府仍舊不遺餘力的推廣客家文化，除了保存傳統的語言、文化、

節日，也致力於將抽象的文化轉換為具體的實踐，如：客家桐花、客家花布、客家電

視台、客家文化園區、客家博覽會、電影等，在這些實踐過程中，客委會使用大量象

徵客家的符號，讓客家文化開始有管道發聲、醞釀、作用、推廣，也為客家文化奠定

發展的基礎。從上述資料中能夠發現，客委會舉辦多元、多類型的客家文化活動，然

而我們也可以從這些活動中，觀察出許多客家文化意象不斷重複地被使用，如：客家

桐花祭從 2002 年起持續舉辦至今；客家花布成為各項與客家相關之大型活動中（客

家文化園區、客家博覽會等）不可或缺的裝飾與陪襯品，當這些意象密切的與各大客

家活動結合，以高度頻率密集呈現於民眾面前，隨著時間累積，耳濡目染之下，也逐

漸為民眾型塑出特定的「客家意象」。 

    奈及利亞小說家 Chimamanda Adichie 有一段名為《單一故事的危險性》的演講，

她提到：「刻板印象的問題在於它不是不正確，而是它不完整，讓簡化的故事成為單

一、刻板的僵化描述。」Adichie 認為若人們看待一個人、一個事件、一個族群、一

個文化，若不從歷史脈絡敘說從頭，只從經過切割、截取的片段談論故事，那我們看

待世界的眼光將會變的主觀且狹隘，同時忽略了造就這個族群的其他因素。由上述的

發展歷程，研究者發現客家族群於 1980 年代開始發起社會運動的意識醒覺，影響並

帶領了後續 30 多年的客家文化發展，研究者更感受到客委會從草創時期劈荊斬棘的

耕耘，到今日對客家文化蓬勃發展的用心維護，每位委員都在其背後付出相當多的時

                                                
9
 研究者在此只截取 2002-2011 年之客委會活動資料，乃是研究者閱讀 1100 筆客委會歷年所收錄之資

料後，認為 2012-2015 年客委會在政策上多為延續之前的政策走向，因此並無收錄此階段的活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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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與心力；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客家意象越來越明確，我們也逐漸地把客家文化聚焦

在某些特定的文化意象上，然而，這樣的聚焦是否會成為框架，將客家文化推向某種

危險的狀態？又，在這樣的氛圍之下所談論的客家文化，它代表的是部分客家人的生

活經驗還是全體客家的共有文化？若文化體現的是人們持續的生活型態，相較於以往，

客家文化有沒有不同的敘說方式？ 

（二）以「客」之名：桐花、花布	

    「桐花」、「花布」這兩個客家意象為現今大部份民眾對客家文化的直覺印象，

「花布」更是成為各個與客家有關的活動中，必定會出現的裝飾與擺設，這不僅顯現

出客委會在早期形塑客家意象時的成功，也反應出客家意象是以何種姿態深植於民。

於此，研究者將於本段落說明「客家桐花季」和「客家花布」的起源，除了描述客家

意象的建立與發展，也以「桐花」的主流狀態對位到本研究的研究問題，更以「客家

花布」所面臨的狀況，隱喻身份認同的狀態， 後以兩屆客委會所舉辦的「好客商品

創意設計比賽」為例，當官方持續地以「桐花」和「客家花布」作為比賽項目，無形

中邀請民眾一起增強這兩者的形象，然而在官方的話語權之後，民眾能以什麼樣的方

式敘說自己的故事？以下研究者將針對這三部份分別敘述之。 

1.客家桐花祭	

    國內專於客家研究學者的學者俞龍通於 2008 年撰寫《文化創意 客家魅力》，書

中詳細陳述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的案例，客委會於 2002 年策辦第一屆「客家桐花祭」，

啟蒙於日本櫻花祭，希望透過油桐花祭典，吸引國內外遊客，分享和感受客家之美，

引領各族群認識客家。（俞龍通：2008：116）桐花祭緣起苗栗縣公館鄉北河村一處

桐花林蔭下之百年伯公石龕設壇，客委會以客家族群過去在山林間賴以為生的香茅油、

樟腦、木炭、蕃薯、玉米、生薑、茶等向土地、山神、天神祝禱祭告，一方面是對山

林大地的感激與崇敬，一方面也提醒依偎山林的客家子弟再造鄉土與人文的榮景，因



	

24	
	

此每年桐花祭的舉行，除了邀請大眾賞花、遊客庄之外，另於開幕活動期間以簡單祭

儀精誠致意，以蘊含客家文化傳統、肅穆、潔淨、虔誠、祈福的精神，故以「祭」字

為用，策劃「客家桐花祭」這個活動。（俞龍通，2008：116） 

    客家桐花祭的主要核心概念為「老族群、新感動」，而桐花祭的發展主要可分為

三大進程，第一階段是將活動目標定位在文化保存、社區再造和產業提升的三合一節

慶活動；第二階段是連結產業行銷，透過設計包裝強化客家特色產品與品牌識別，延

伸文化創意產業的創意產品開發、品牌建構和授權，以及強調文化輸出的國際行銷策

略；第三階段則是扮演觸媒和平台的角色與功能，發揮公共財的力量，超越族群的文

化創意產業，讓不論是哪一族群或是許多參與其中的公司團體都能從中得到發展與成

長（俞龍通，2008：114） 

    由上述文獻資料可發現，桐花祭並非原本就存在於客家文化中的祭典，而是官方

深入民眾生活後取得的素材，並加以策劃、行銷，期待透過文化推廣的方式，讓客家

文化被大眾看見，也因此如，客家桐花的意象也成功打進大眾的認知；但是當我們從

不同的面向思考，也能從這樣的方式中發現，桐花是從客家文化中被擷取出的片段，

我們看見的是由官方框出且被擴大討論現象，並使之成為主流，那麼除了桐花，那些

不被看見、在方框之外的客家文化與生活溫度，是否就消逝在主流之外呢？又或者我

們能透過行動、實踐給予其什麼樣的能見度，讓它被傳承下來？ 

2.客家花布	

    臺灣花布名稱創始人吳清桂於《台灣花布》一書中描述：「2002 年，客委會為

了宣傳客家文化，搜尋各種不同題材，希望能為透過客家傳統文化找回客家人精神，

認同客家價值。在一次偶然的機會客委會的委員們到了南庄，看到小鎮上兩家老布莊

擺放不同花色的大紅花布，讓委員們聯想到生活記憶中，阿嬤眠床邊的紅花布被單。

花布擺在老布莊，美豔中帶有樸拙，還有一股濃濃的客家味，讓委員們驚豔於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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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學涵養，於是客委會運用花布的素材，自創品牌，舉辦了「花布靚靚」的造街活

動，街道上充滿著花布的創作作品、燈籠、布飾、裝製品等，客委會也特地編一本各

式各樣花布作品的書籍《花布靚靚––客家女性生活美學展紀實》作為宣傳。」 

    近年有諸多以大紅花布為元素製作的傳統文化商品，尤其提到「花布」就令人聯

想到「客家」，花布其實存在於許多台灣家庭，它是台灣早期生活的共通意象，但是

從 2002 年開始，客委會將花布作為客家意象並舉辦一系列的活動，無形之中，也為

客家與花布兩個原本不太有關連的詞彙搭起橋樑，形塑出「客家花布」的文化意象。 

    研究者認為生活會讓日常用品彼此交流、影響、相容，於是我們可以從閩南社會

中發現花布、也可以從客家人社會中看見花布的蹤影，或者更明確地說，花布廣泛存

在於台灣早期社會。客委會的委員們在苗栗南庄的客家聚落中進行田野踏查，老布莊

是一種傳統的象徵，其本身即具有生活的痕跡，且饒富歷史趣味，在這樣的場域之下，

花布自然地與當地生活結合，並擁有著在地的生活記憶與故事，花布也就散發出濃濃

的客家味；不過當花布脫離當下的場域與氛圍時，花布所具有的客家意涵也隨之減少，

以至於有些閩南人對「花布＝客家」存有質疑，在研究者的生活經驗中，甚至有人認

為「客家人就該使用花布」，面對「客家花布是否客家」的質疑，以及被「客家花布」

強勢貼上刻板印象的客家人，都讓「花布」處在一種身份認同的尷尬情境，到底是「閩

南」花布還是「客家花布」，或是更準確的說「臺灣花布」？而這之間面臨的種種身

份認同，又該如何詮釋？ 

3.	以「桐花」、「花布」入題的好客比賽 

    客委會分別於 2006、2009 和 2010 年舉辦三屆好客商品創意設計比賽，在 2006

年的「桐花衍生創意產品設計大賽」競賽主題為「風采」，單以桐花為題進行評比，

期待參賽者能將風采融入桐花的元素，進而創發出符合客家精神之創意商品，而 2009

與 2010 年的「好客商品創意設計比賽」則是以桐花、花布作為命題，在考慮參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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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多元性之後，本研究選擇 2009 與 2010 兩屆比賽之題目、甄選要點加以整理、描

述，以下分述之： 

（1）2009 年「好客商品創意設計比賽」	

    2009 年所舉辦之「好客商品創意設計比賽」主要分四組進行評比，分別是「桐

花迎客組」、「好客花布組」、「好客禮品組」和「好客 T 恤組」，以下從行政院客

委會的甄選要點，列出比賽組別的內容敘述： 

Ø 桐花迎客組：以客家桐花祭為主題，設計可供打樣、量產並兼具商品化之生活用

品或工藝品。	

Ø 好客花布組：可自行設計具客家特色創意概念花布圖案為基本素材，由參賽者延

伸可設計之創意商品，並可加入其他素材設計製作，創造出活潑、實用的服飾配

件或生活用品；使用技巧不限，惟需可供打樣、量產並兼具商品化之設計作品。	

Ø 好客禮品組：以熱情有勁的好客精神為主題，設計可供打樣、量產並兼具商品化

之伴手禮。	

Ø 好客Ｔ恤組：以設計創意 T 恤，注入「好客」元素創意，讓常民穿著表現客家生

活美學新概念。	

圖 2-1   桐花迎客組金獎                  圖 2-2  好客花布組金獎 
（資料來源：Blogger 台盛學習部落格）      （資料來源：Blogger 台盛學習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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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0『ㄏㄠˋ客˙ㄏㄠˇ客』特色商品設計比賽 

    2010 年的第二屆好客商品創意設計比賽主要以「客家桐花」、「2010 年客庄 12

大節慶」或其他客家元素為創意發想主題，分為「好客等路組」、「好客公仔組」和

「好客 T 恤組」三組，以下從行政院客委會的甄選要點，列出比賽組別的內容： 

Ø 好客等路組：利用代表客家特色之生活用品、食品、服飾、工藝、陶瓷等產品，

創新設計可供打樣、量產並兼具商品化之禮品。	

Ø 好客公仔組：設計符合主題之創意公仔(至少 1 個)，須可供量產並兼具商品化。	

Ø 客 T 恤組：注入「好客」元素，設計創意 T 恤，供日常穿著，展現客家生活美學。	

 

 

 

 

圖 2-3   好客 T 恤組銀獎                          圖 2-4  好客公仔組金獎 

（資料來源：2010 客委會好客特色商品設計比賽得獎名單）	

    由兩屆創意商品比賽的競賽組別中，可以發現桐花與客家花布已經逐漸成為客家

意象的代名詞，於此研究者推測桐花、客家花布這兩項元素相較於其他客家文化，它

們較有具體形象，且花卉也較符合普羅大眾的審美角度，因此容易運用在各項視覺設

計，成為主視覺被一般大眾記住。兩屆客家創意商品的比賽中，皆以客家相關的生活

文化為設計題材，從官方的比賽項目的制定，可以推測客委會推廣客家文化的方向仍

舊是以桐花、客家花布為主流。官方不斷地以桐花、客家花布、好客等脈絡形塑客家

文化，詮釋的同時也強化一般大眾對客家族群的集體想像，非客家族群的大眾也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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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官方的立場接受主流的客家意象。研究者在整理相關文獻時，發現歷年大型的客家

文化活動幾乎都是客委會代表執政政府辦理，從民間發起、由人民對客家意象的延伸

詮釋則是相對少見。於此，從官方的詮釋到民間的闡述，我們如何將官方的話語權釋

放到民間，讓民眾擁有對自身生活發聲的權利？除了官方的敘說方式，我們還能怎樣

說出屬於自己的故事？ 

（三）被發明的傳統10	 	

    從上列敘述中可以發現，近年來大眾所熟知的客家意象大多都是透過客委會舉辦

祭典、節慶與比賽活動而被大家所認知，然而桐花主要分布於北部客家群落地帶，在

南部的蹤跡較少；花布則是較屬於全台灣早期社會的共同生活記憶，再看到兩屆客委

會舉辦的好客商品設計比賽也都以桐花、花布為主打意象，這些看似從生活提取之後

再創新的「傳統」，經過政治操作成為客家文化的當紅意象，但是事實上這樣的傳統

與過往歷史關聯很大部分是被「人工」接合的。研究者於上一段落整理客家研究學者

俞龍通對客家桐花祭的案例分析，以及吳清桂在《台灣花布》中對客家花布的描述，

換句話說，桐花與花布是客委會的委員們所挑選出、代表客家文化的客家元素，且不

斷透過舉辦活動傳播「客家」桐花、「客家」花布的形象，這些代表著客家意象的符

號順應客委會的成立而產生，而這些被製造出的符號，真的「傳統」嗎？ 

    英國知名經濟社會學學者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於《被發明的傳統》一書中

描述：「被創造的傳統是對新時局的反應，卻以與舊情境相關的形式出現，或是以類

似義務性質、不斷重複的方式建立自己的過去；一邊是現代世界的經常性變動與創新，

另一邊是在社會生活中儘可能維持現狀的企圖。」（霍布斯邦，2002：12）以桐花與

花布為例，在有志之士為客家發聲的 21 世紀初，與客家有關的書籍、機構、電台、

園區以「延續客家文化」為號召，如雨後春筍般的成立，然而，抽象的文化如何透過

有形的物體再生是文化復興的首要課題，因此桐花與花布即順應這樣的時局誕生，它

                                                
10	 被發明的傳統：研究者受霍布斯邦所著之《被發明的傳統》影響而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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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存在反應著當時的需要，它們從舊有的生活中挺身而出，並以舊生活為依歸，在

當代社會中，不斷宣示著自己的過去。「創發的傳統」 (Invented Tradition)是一系列

的實踐，通常是被公開或心照不宣的規定控制，具有儀式性或象徵性的本質。它透過

不斷地重複，試圖灌輸大眾特定的價值觀與行為規範，以便自然而然地暗示：這項傳

統與過去的事物有關（霍布斯邦，2002：11-12）。由這個觀點延伸，從桐花祭、花

布、創意商品設計到其它客委會推廣的客家文化，其口號不外乎以客家好客、勤儉、

硬頸等詞語表達、強化傳統客家精神，這些祭典、商品、活動、口號事實上就是客委

會的一連串實踐，藉由不斷地重複宣導，搭配具體的物件，發揚客家文化，並且讓人

相信這就是客家人的過去、特色與精神。 	

    「傳統」與「習俗」之間的區別，即是「習俗」支配著所謂「傳統的」社會；而

「傳統」的目的和特性是恆久不變的。（霍布斯邦，2002：12）在這樣的意涵之下，

我們可以發現桐花、花布是被創造出的傳統，它的目的是接繫過去的客家生活，而桐

花祭則是一種新習俗的延伸，隨著花季的時間，規律地被民眾記住，而它的作用在於

無論社會面臨決定變或不變，都能承繼先例、保持社會的連續性，以及符合歷史演進

的自然律。（霍布斯邦，2002：12） 

    各種「創制的傳統」似乎分屬三個互有部分重疊的類型：第一類型是建立或象徵

化的社會凝聚力、成員對團體的認同，無論真實或刻意人為的社群；第二類型是建立

或合法化權威的機構、地位或關係；第三類其主要目的是社會化，以及對信仰、價值

體系和行為舉止的諄諄教誨。（霍布斯邦，2002：19-20）研究者認為，客委會所形

塑出的客家意象較偏於第一類型，藉由具象化的客家意象支撐著無形的客家文化，進

而凝聚觀者的意識， 終達到族群認同的目標。對於所有「創發的傳統」而言，就可

能的程度來講，是用歷史來對自己的所作所為自圓其說，以及凝聚團體共識（霍布斯

邦，2002：23）客委會透過有形的物件和活動參與為 1980 年代到 2000 年前後的客家

文化填補了在地意識的空缺，有效的凝聚眾人對客家的認同，也成功地將客家意象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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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一般大眾的心裡；歷史是族群在意識形態或知識上的基礎，時至今日，客家人的生

活隨著時代的更迭也有了不同的形態，15 年前所形塑出的「客家桐花」、「客家花

布」意象，對於年輕一輩的客家人而言，它的存在與生活之間的關係鏈結逐漸淡薄，

曾經的創新是否也成為過去？「傳統」透過人類活動得以傳承，「創新」因為人類實

踐而有可能，於此，研究者以自己的生活經驗為起點，尋找另一個客家意象，並從這

個意象中探究當代客家人的生活本質，試圖讓「客家」在當代有不同的詮釋空間。 

第二節	飲食在文化與藝術之中	

    承接上一節，在眾多的客家意象中，桐花、客家花布、客家藍衫等，皆是以生活

用品居多，不過生活會隨著時代轉變而有不同，過去曾適用於客家生活的物件，或許

會因生活環境的改變而有使用的差異、甚至式微，因此研究者在考慮尋找其他客家意

象作為本研究的象徵符號時，希望這項符號具有不因時空不同而隨生活消逝的特質。

幾經考量後，研究者 後選擇以「飲食」入題，研究者認為，飲食的食材與味道雖會

隨著習慣不同而有差異，但是「吃」是人類的日常行為，縱使物換星移，進食的行為

仍舊會留存。於此，研究者將於本節針對飲食進行論述，說明飲食如何與文化有關，

而飲食之於人類，除了生理機能的需要，又有什麼樣的情感變化？ 

（一）飲食作為文化的符號11  

    英國歷史學家費德南茲．阿梅斯托（Felipe Fernández-Armesto）在《食物的歷史》

一書寫道：「生的食物一旦被煮熟，文化就從這裡開始。」烹調不只是調理食物的方

法，社會從而以聚餐和確定的用餐時間為中心開始串連、組織，烹調為社會帶來新的

特殊功能，它比單單只是聚在一起吃東西更具有創造力，更能促進社會關係的建立。

                                                
11	 符號=符徵(signifier)	+	 符旨(signified)，符徵是一種透過實物、聲音的文化性宣示，符旨則是符徵背

後所承載的概念。本研究使用符號一詞，乃因研究者認為食物作為文化的載具，它承載著人類生活與

意義，而符號的概念在於賦予符徵實質內容上的意義，基於此原由，研究者以「食物作為文化的符號」

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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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良憶譯，2012：43）食物從它的生成到料理結果，牽連著人們的關係與分工合作，

再從食物的分享演變成用餐的群聚；如同人類祖先於漁獵時代變逐水草而居，有水、

有食物的地方就有聚落。因此，飲食作為凝聚人類社會的起源，它蘊含著創造一個文

化的能量，當進食包含複雜的社會行為，其意義與便渾然而生。 

    美國人類學教授 Sidney W. Mintz 在《（吃）漫遊飲食行為、文化與歷史的黃金

三角地帶》一書中提到：「人類的飲食行為絕對不是「純粹生物性」的行為，入口的

食物，都包含了吃下它的人的種種過去；而用來取得、處理、烹調、上桌、消耗食物

的技術，也因文化而異，背後各有一段歷史。」由 Sidney W. Mintz 的論述中，可以

讀到「吃」不僅僅是維持生命需求的進食，同時也反映人類的生活文化、飲食意義，

以及透過意義所延伸出的思想範疇。而這樣的飲食共通性，存在於所有的人類活動中，

包含風格獨樹一幟的客家菜。 

    舉客家米食為例說明，早期臺灣農村社會以耕種為主，對種米維生的客家人而言，

稻米的豐收除了仰賴人為耕作，更需要祈求上蒼保佑一整年的無災無害，稻米的豐收

象徵著生活的安定和希望，因此客家人對一整年豐收的成果抱持著感恩的心態，這樣

的心態造就傳統客家人對稻米濃厚的情感寄託，為了將感恩之情回報上天，客家人開

始將珍貴的米食透過祭祀的具體行為來敬天地、祭鬼神和拜祖先，希望獲得下一年的

庇祐。祭祀除了奉獻心意，同時也是和家人分享滿足與喜悅，於是客家人開始以以米

食製作各式各樣、形形色色的米食料理，如：粄圓、粢粑、板條、發粄等等，而這些

米食的烹調經驗，在代代相傳之下，逐漸成為屬於客家人的文化滋味。 

    早期客家人居住的地方以靠山的區域居多，通常離海較遠，吃的食材以山內土產

為主，由於居住地種植不易、食物來源不穩定，食物的保存變得相對重要。舉客家豆

乾為例，客家豆乾原本是長豆，其做法是將長豆切為約手指的長度，用加入鹽巴的沸

水汆燙長豆，將爐火轉為中小火滾約 3 分鐘後，撈起長豆瀝乾，一一攤開曬太陽，約

曬兩至三日，待豆子完全曬乾呈現乾硬、黑褐色狀態，即可收起保存，保存二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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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豆乾煮起來的湯頭較香、較入味。不只豆乾，許多客家菜也有相同的保存方式，如：

福菜、菜脯乾、柿餅等。對客家人來說，因食物的取得受地理環境限制，相應之下，

食物的處理與烹調方式也跟著因地制宜，飲食不再是追求當下的進食與飽足感，它擁

有為往後生活儲糧的長遠考量。客家人以珍貴的米食祭拜上蒼，表達自己對天地的敬

愛；以日曬的方式讓食材脫水，延長食物的品嚐期限，當吃不再是生理行為，我們得

以從飲食本身閱讀到其涵蓋的生活，也因此我們吃下去的每一口，都是文化。 

    飲食作為食用之外，也有其約定俗成的意義。從某個觀點來看，象徵性地賦予食

物意義的行為，跟食物本身並有什麼關係。然而食物本身、取得管道、烹調方法、產

量多寡、可獲得的清況–以上這些條件及許多其他的條件，都一起構成食物的意義。

（Sidney W. Mintz，2001：24）食物的呈現方式除了受人文、環境的影響，其存在意

義也透過儀式性活動而有不同的詮釋空間。 

    以客家麻糬為例，前述的章節中，研究者提到家鄉的舅公說：「結婚要吃麻糬。」

在客家人的結婚習俗中，男方迎娶媳婦吃麻糬；女方嫁女兒則吃甜/鹹湯圓，麻糬與

湯圓都象徵著新婚夫妻能彼此依偎、互相扶持。事實上，客家人的婚喪喜慶，都一定

會伴隨著麻糬，研究者回想在國中時期，參加阿太12的喪禮，由於研究者家庭是屬於

直系血親的喪家主人，必須招待參加喪禮的人們，印象中大人們會對剛到的客人說：

「食粢粑13」，意思是請參與的人們吃麻糬。在物資貧窮的年代，白米飯對一般家庭

而言是奢侈的享受，用米飯加工混上花生粉與糖粉製成的麻糬招待客人，除了慰勞客

人的遠道而來和舟車勞頓，也表現出主人對客人的感謝與喜愛。 

    食物的社會用途和交通訊號中顏色範圍的社會用途是對應的。不誇張地說，當我

們吃食物的時候，我們會把自己（文化）和食物（自然）直接認同，因此食物是一種

特別適當的媒介。也因此，在所有的人類社會裡烹飪是把「自然」轉成「文化」的一

                                                
12	 阿太：客家語，曾祖父、阿祖的意思。	
13	 粢粑：客家話，為國語中麻糬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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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手段，而烹飪的範疇則常被用於作為社會性區分的符號來使用。（Edmund Leacg，

1998：32-42）換句話說，意義賦予食物作為文化傳遞媒介的角色，食物原本屬於自

然界的存在，當人類的覓食行為開始出現調味，烹飪則是一種創造文化的手段，人類

透過尋找、儲存食物得以生存、適應生活、發展文化，食物也因其作為社會符號的特

性，承載著人類的文化歸屬、味蕾記憶與情感聯繫，人類賦予食物意義，為食物打開

一個擺脫它物質層面、滿足生物功能的間隙，藉由這個間隙人類得以創造食物的故事，

將飲食昇華至精神層次的交流與存在。 

（二）從食物到創造與書寫	

    食材到食物之間的質變與形變，並非無中生有的自然轉換，而是透過人為的烹煮

對食材進行改造，讓食材用另一種面貌呈現在享用它的人面前。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符號帝國》一書中，將廚師形容為創作者，他在書中提到：「廚師在我

們面前做菜，動作千變萬化，這裡弄弄、那裡弄弄，把鰻魚從池塘抓來放到白紙上，

最後，滿身是孔，這不是為了讓我們見識他烹飪手藝之精湛和料理的純淨無瑕；而是

因為他的動作根本就是在書寫：他把食材刻寫在原料之上；他的調理檯陳列擺設，就

像書法家的桌子一樣。他把玩各種材料，就像畫家手邊驅遣著一個個工具：小碗、畫

筆、硯台、水、畫紙。」（江灝譯，2015：94-95）廚師，不僅是專業廚師，爸爸、

媽媽、爺爺、奶奶、手足、朋友、另一半等，踏進廚房那一剎那，他/她們即開始創

造。廚師之於食材、廚具，如同畫家之於顏料、畫具，他/她們處理的是食材/材料、

是口味/品味；他/她們同樣地悉心準備、開始創造，然後，完成一件作品，供人觀看

與享用。食物的意義除了是文化的載具，它的製作過程也是創造者的意義書寫。 

    書寫是人際交往的媒介，代表著一種透過文字、符號紀錄或象徵的語言和情感。

在大多數語言中，書寫是一種語音或口語的補充，寫作不只是一種語言，也是一種發

展人類社會的工具和技術形式。研究者以書寫作為一種身體描述，詮釋生活中的情感

經驗，在研究者的家庭中，每一位成員對於食物都有著不同的書寫，媽媽燒一桌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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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家人回家吃飯，她在乎的是低鹽、少油、清淡，媽媽對食物書寫的是「健康」；

偶爾下廚的爸爸，忙裡忙外、呈現在孩子面前的「作品」，總會熱切地問：「好不好

吃？」爸爸對食物書寫的是「廚藝」；阿婆的料理總是料多實在，「吃得夠不夠？」

是她關心的問題，阿婆對食物的書寫是「飽」；甚少進廚房的哥哥，煮泡麵是為了充

飢，哥哥對食物的書寫是「不餓就好」；研究者進廚房是為了幫忙媽媽準備三餐，我

對食物的書寫是「陪伴」。廚房是每個人家中的工作室，它沒有進入的門檻，只要踏

進去，就開始勞動、建立關係。每個人對於食物都秉持著不同的態度，食物從生產到

完成，其實很容易與他者搭起關聯，煮的人、吃的人、幫忙的人，各個角色的存在，

完整創造出食物的關係。 

    除了煮的人，吃的人在餐桌上也用身體創造著用餐過程，羅蘭．巴特認為：「餐

盤就像一幅精緻的圖畫，用法蘭西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的話來說：『（圖畫）

只是平面和主體的一種展現，總是依其成分放大或縮小。』然而，這種排列方式雖讓

食物看起來美味可口，卻遲早要破壞，並依造用餐的節奏重組。」（江灝譯，2015：

77）每一次用餐，都是一場身體經驗，有人吃得快，有人細嚼慢嚥；有人餐前吃水果、

有人喜歡飯後甜點；有人先吃肉、有人後喝湯，我們依著習慣、喜好操弄著碗裡、盤

內的食物，即使每天都重複著吃的動作，但是每一次用餐的次序與節奏卻鮮少重複，

飲食是生活中 頻繁的創造活動，它是需求、是習慣、是偏好、是風格。飲食不只是

社會符號，它更包含著「人」的縮影，人類無論是在廚房中備餐亦或者是在餐桌上用

膳，我們都不經意地讓自己的身體經驗與習慣從飲食中流露出來，而這之中牽涉更多

的是這份餐點和與它有關係的人，能夠從它獲得什麼樣的生理與心理滿足，人與飲食、

飲食與文化、文化與藝術，四者之間不斷地對話、互動並產生新的詮釋，我們談的是

飲食、是文化，也是藝術，而我們的共通點在於我們一起創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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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物的靈光流動 

    人類透過身體的勞動獲取食物，在勞動的過程中生產生活，從生活中書寫意義，

如同臺北市立美術館在 2015 年 2 月的展覽《食物箴言：思想與食物》的相關文章中，

提到「行為藝術家湯皇珍及劇場導演謝東寧以 4個文本演繹 4場演出，用「『生成

(DEVENIR)』概念，不斷解構、重組食物隱藏在思想底下的疆域。『生成』就像做一

道千層麵，從捏麵、擀麵到成型，食物就是思想本身，在不斷流動、質變之間充滿了

自覺的靈光。」班雅明（Benjamin）在《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中提到：「即使是最

完美的複製品也少了一樣東西：那就是藝術品的『此時此地』，–獨一無二地現身它

所在之地，––這就是獨一的存在。」藝術品的靈光講求本真（authenticity），在原

作中，我們可以透過作品的顏料堆疊、氣韻筆觸想像藝術家的姿態、讀出作品中的意

念，從物理層面的實體作品到觀者與作品的意識流動，造成這之間抽象轉變的，即是

作品此時此地存在的靈光。飲食也保有靈光的特性，我們可以從菜餚的食材選擇、烹

飪方式讀出食物承載的文化活動，品嚐菜餚時，對於吃的人來說，那就是屬於兩者當

下的此時此地。與藝術品不同的是，藝術品的靈光只能用視覺、聽覺、觸覺感受，食

物除了視、聽、觸覺之外，還能用嗅覺與味覺被記憶，透過記憶懷念某道菜、某個味

道，回想過去曾經存在的某個靈光、某個片刻，透過記憶，讓食物擁有在時間與空間

中流動的能力。 

    我們把藝術品放進理論脈絡，藝術品就成為需要被探討的文本；當食物進入藝術

的範疇，它的製作過程以及其背後持續變動的文化內涵與意識形態，也變成文本供人

發掘與討論。飲食作為文化符號的象徵，研究者探討的不只是飲食與文化的關係，而

是透過飲食我們能夠看見什麼樣的生活型態與人際關係，再從人的集體意識中，回溯

出飲食所夾帶的身份認同。當飲食成為一個客家意象的假設，研究者試圖從一個大的

客家意象中，尋找每一位臺北都市客家人對客家意象的靈光，食物是 真實的記憶，

吃是 切身的體驗，因此研究者希望藉由客家飲食，展開一場關於「食物」的藝術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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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在與其它臺北都市客家人創造、享用食物的過程中，紀錄這道菜餚與人之間的關

係，再以菜餚中蘊含的故事與生活經驗為文本，從中找出屬於臺北都市客家人自己的

文化味道。 

第三節	關係美學與教育性的創作計畫	

    在第一節研究者提到客家文化與客家意象的興起，1980 年代，客家人們不斷地

透過有意識的抗爭、遊行爭取屬於客家的權益，但是當社會運動的激情褪去，「客家」

的概念被留存下來，我們又該如何詮釋、述說客家？從都市客家的觀點出發，我們習

慣於生活在被資本主義形塑出的都市社會景觀中，於此，研究者想藉由關係美學探討

都市客家如何能從資本主義社會奪回生活的主動權。 

（一）關係美學與社會的間隙	

    隨著工業化、機械化的現代社會來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逐漸被導向一種物化的

結構關係，人類的身體在勞動的過程中，自身的主體意識逐漸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

客體化後的勞動身體，這種身體作為勞動工具，它的勞動成果與報酬被視為一種商品

化的交易，以利衡量整個勞動過程的產值。在資本主義盛行的當代，生活不再只是為

了生存而勞動，它是為了勞動而生存，人類被規訓為一個個盡守本分附屬於社會的勞

力單位，生活在如此異化的世代，人類如何反抗或改造生活？ 

    關係美學是由全球城市化發展出的社會學，主要探討建立在資本主義架構上的社

會關係。Nicolas Bourriaud 為 早提出「關係美學」（Relational Aesthetics）的藝術

評論家，1998 年 Bourriaud 出版《關係美學》一書，文章中提到：「藝術創造不同於

一般日常生活的自由空間和時間節奏，並且支持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而這種交往不同

於平時我們被強迫參與的『溝通空間』。」（Nicolas Bourriaud，1998）換句話說，

藝術不再只是私人的創作空間，它創建一個交流平台，讓人們得以在平台塑造出的空

間中對話、產生關係。在關係美學中，Bourriaud 認為藝術是一種相遇的狀態，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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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產生特定社交的場域，關係美學的作品主要操作著社會交流、與觀者美學經驗的

互動，以及連結個體、團體間具體的交流過程，關係藝術是對當下社會的觀察，並且

聚焦在協商、關聯和共存的關係上，藝術不再追求描繪烏托邦，而在於建造具體、可

參與的空間（Nicolas Bourriaud，1998）。也因此，關係美學的作品作為反應社會現

實的媒介，觀眾能夠在營造出的場域中參與對話，藝術家把作品作為一種社會間隙，

從中建立藝術家與社會、藝術家與觀眾、觀眾與作品、觀眾與社會的流動關係，藝術

作品不再只是供人觀賞藝品，更扮演著處理人與社會之間關係的社會角色。 

 

 

 

 

圖 2-5 關係美學關係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日本藝術評論家穆澤岡巳14在《當代藝術關鍵詞 100》一書中描述：「關係藝術

成立的重要條件之一，應該是稱為『集合性相遇』的體驗。這是意味著作品和觀眾之

間，從來不是一對一的關係，而是在追求關係性的過程， 後所成立的集合性經驗。」

本研究在此談論關係藝術，即因本研究是由研究者個人的生活經驗出發，透過處理日

常飲食的問題，把不同關係的人與空間拉近，進而將不同背景的人匯聚在展覽場合，

在展覽中談飲食生活、討論都市客家；此研究由研究者一人發起的藝術教育計畫為始，

逐漸建立出一對多的互聯關係，從集合相遇的體驗中找到交會的集合經驗。事實上，

在關係藝術的作品與場域中，並無法分清楚誰是觀眾、誰是創作者，主要將著眼點擺

                                                
14	 現為東京工科大學設計學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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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從社會文化的脈絡，追求日常性和藝術表現之間的關係。（蔡青雯譯，2015：73）

因此，研究者雖為計畫的創發者，但是計畫的發展走向、以及展覽內容的可能性，皆

需仰賴計畫參與者的投入與付出，而研究者只是在都市生活的框架下，創造了一個場

域，讓都市客家人能以自身為主體，描述自己的飲食與日常。 

    Bourriaud 標榜關係藝術的立場，認為當代藝術作品的評價，取決於作品表現出

人和人之間的相互關係性，以及作品所具有的社會性脈絡，並運用「為使用者著想」

（user friendly）、「互動」（interactive）等各種概念來闡述這項理論。（蔡青雯譯，

2015：72）由此觀點切入，研究者除了藉關係美學之力，探討都市客家人的飲食與文

化脈絡，更期望從「為使用者著想」、「互動」的概念延伸出藝術教育的可能性。關

係藝術讓觀眾重新經驗藝術，Bourriaud 想像的藝術是旁觀者與操作者共同參與藝術

實踐交融之後的效果與狀態，而這個狀態讓作品不再是一種閱歷的空間，而是一種體

驗的時間；從藝術教育的角度思考，相較於閱讀傳統的藝術文本，當參與者在場域中

進行一系列的身體實踐與互動時，我們如何透過藝術學習藝術？而學習又是如何在過

程中發生？ 

    Bourriaud 認為藝術品是一種社會間隙，社會結構對人的穿透力，也是藝術能穿

透的間隙，藝術品作為觸媒的作用，它讓我們意識到問題的存在，進而對其產生相應

的處理方法，這個間隙讓關係美學不再只是將被侷限的藝術加以擴充，而是測試藝術

作為一個整體，它對社會的抵抗能力(Bourriaud，1998：163)。研究者認為 Bourriaud

指涉之抵抗能力是藝術作為一種回應社會的方法，它對社會提出質疑並實際與之交流、

抵抗，而質疑之後的學習，更是身為藝術教育工作者關切的後續發展，因此研究者選

擇以關係美學作為藝術教育實踐的方法，嘗試重啟都市客家的社會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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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常飲食與關係美學創作計畫	

    上一個段落描述了關係美學的社會間隙與關聯，於此研究者將進一步舉例闡述藝

術家透過飲食討論文化、家鄉的作品，藉此讓藝術、飲食、文化三者之間的輪廓能夠

更加明朗。 

1.Contemporary Galleries: 1980–Now / Rirkrit Tiravanija / 2011 

    Rirkrit Tiravanija是一位泰國藝術家，1963年出生於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

自小隨著父母待過許多成長環境，如：阿根廷、曼谷、衣索比亞和加拿大，在美國的

紐約和芝加哥學習藝術之後，便開始不斷地旅行，實踐「全球藝術家」的角色。在藝

術上，尋求文化的認同一直是他的創作主要核心，他透過製作泰式料理，連接不同的

文化。 “Contemporary Galleries: 1980–Now”的前身是“ Untitled (Free)”，早在

1992 年即在紐約現代美術館（Museum of Modern Art，簡稱為 MoMA）實際操作過，

當時 Tiravanija 把 MoMA 的 303 長廊整頓乾淨，把廚房搬進美術館，在 MoMA 烹煮

泰式咖哩、泰國湯，並將泰式料理分送給每一位到美術館參觀的觀眾。 

    對 Tiravanija 而言，藝術就是你/妳所吃的，他帶給觀眾一個烹調的藝術經驗

（Cooking Up an Art Experience），這件作品著重在當場的討論與對話，對話比作品

本身更為重要。美國藝術評論家 Hal Foster 在 2004 年發表的“Chat Rooms”文章中

提到：「Tiravanija組織了一個稱之為『土地』的泰國鄉村在『龐大規模的藝術家經

營空間』裡，且將這個空間設計成一個集體的『社會參與』。」這件作品不僅是一種

集合性相遇的集合性參與，它更具有社會層面上的意義，觀眾在藝術家所營造出的「泰

國空間」裡，分享著泰式料理、食譜與經驗，透過作品，Tiravanija 不僅混合東方與

西方的文化視野，也促使二方在藝術作品中相遇、面對、分享、討論。 

    時至 2011 年，Tiravanija 再次與 MoMA 合作，籌辦“Contemporary Galleries: 

1980–Now”，研究者推測這件作品的命名中使用“1980–Now”，除了是與上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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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Untitled (Free)”的概念延續，“Now”更有著「持續」的意味，飲食與關係

不斷地流動與變化，藝術存在於當下食物與觀眾交換經驗的過程。藝術家讓觀眾用社

交的方式進入當代藝術，觀眾不再只是看到一種行為藝術的表演行為，觀眾的角色轉

換為藝術品的一部分參與在其中，觀眾不再觀看作品，是在產生與藝術家、作品、其

他觀眾之間的相互關係，而泰式咖哩作為一種媒介，牽起了觀眾的現場經驗與關聯。 

 

圖 2-6  Untitled (Free)  / 1992（資料來源：MoMA 官方 YouTube 影片）(左圖) 

圖 2-7  “Contemporary  Galleries: 1980–Now” / 2011（右圖） 

(資料來源：An online exhibition of contemporary "Eat Art" 【and recipe blog】) 

2. 晚餐計畫（The Dining Project）/ 李明維  

    李明維是 1964 年出生於臺灣的藝術家，畢業於耶魯大學藝術研究所。耶魯大學

位於美國康乃狄克州的紐哈芬市（New Haven），1995 年李明維剛搬至紐哈芬市，面

對新的環境，一切既陌生又孤獨，因為孤獨使然，於是李明維便開始在耶魯校園張貼

廣告，邀請樂於分享食物、並有興趣於內省式對話的人們一同共進晚膳。所以「晚餐

計畫」其實是藝術家初到一個新城市時，為自己與當地打開新介面的方法；後來在因

緣際會之下，「晚餐計畫」開始在世界各地的美術館展出，其計畫執行方式也有了微

調。在展覽場中，藝術家或館方人員會輪流擔任「晚餐計畫」的主人準備晚餐，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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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籤挑選有意願參與計畫的觀眾，所有參與者和主人在用餐時的互動、對話，會以錄

影的方式紀錄，而影像紀錄則會作為下一位參與者的參考。 

    李明維在公共電視台「以藝術之名」的訪談紀錄片中提到：「我的作品都是從人

周遭生活的活動出發，譬如說『晚餐計畫』或是『睡寢計畫』，睡覺跟吃飯是大家都

會的事情，可是當它在特定的時空、特定設定的場域有兩張床，它本身的儀式性就出

來了，尤其這個作品是在藝術的場域展出的話。當儀式性出來的時候，就有一個能量

把它變成另外一個東西，那個東西就是所謂的藝術性。」當晚餐被挪移至展覽場，日

復一日的瑣事，也得以藉由一場儀式性的用膳重新檢視日常慣性與生活經驗，透過飲

食，讓兩個素昧平生的陌生人相遇、開始有了交集，若我們談論「晚餐計畫」的藝術

價值只從其背後深厚的學理來看，便會忽略了穿梭於這些相遇中，無法預測、真實建

構出故事的生命價值，飲食作為媒介，它串起的是人與生活之間的對話，在這場餐會

中，沒有藝術家，只有用膳者互為主體的交流關係與信任，而整個過程即是藝術作品

本身的意義與價值。 

      

圖 2-8  晚餐計畫, 1997/2015（資料來源：臺北市立美術館官方網頁）(左圖) 

圖 2-9  晚餐計畫, 1997/2015（資料來源：臺北市立美術館官方網頁）(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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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世界各地婆婆的 50 道私房愛心料理（In Her Kitchen: Stories and Recipes from Grandmas 

Around the World）/  Gabriele Galimberti / 2010 

    藝術家 Gabriele Galimberti 於 1977 年義大利在義大利出生，畢業於攝影學校，曾在 2002

年參加義大利 Giovane Fotografia in Italia 攝影比賽獲獎。「世界各地婆婆的 50 道私房愛心料

理」是 Gabriele 對世界各地婆婆致上敬意的一件作品，而這件作品起始於 Gabriele 的奶奶。

在 22 歲那年，Gabriele 向某間知名義大利雜誌提議要到世界各地體驗兩年沙發客的生活，並

為雜誌讀者製作每週特刊與記錄個人經驗。與雜誌社簽訂合約後，除了備妥相關工作事宜和

做足出國準備，Gabriele 便開始一一向家人道別，在探視所有家人後，Gabriele 後來到奶奶

家。奶奶在 Gabriel 的求學階段，總以滿滿的關愛為他備上午餐，因此為了避免奶奶擔心，

Gabriel 向奶奶鉅細靡遺地說明自己的工作內容、將會去哪些國家以及這些國家都很安全等等，

當奶奶問第一個問題：「可是，班哥尼，你要吃什麼？」時，Gabriel 才發現原來奶奶擔心的

並不是工作為不危險，而是他要吃什麼，於是 Gabriel 立即回應：「別擔心，阿嬤，這個世

界上有很多阿嬤，她們跟妳一樣很會煮飯，總是用愛心做菜給孫子吃。我答應妳我會到她們

家吃飯，再向妳證明她們是怎麼盛情款待我的，我會帶她們做給我的料理照片還有食譜給妳

看。」於是，這件作品就如此誕生。（張家綺譯，2014：03-05） 

    奶奶對於孫子飲食的關愛，讓藝術家 Gabriel 開啟一場以飲食作為建立關係媒介

的世界壯遊，Gabriel 透過與奶奶們的交談，構築每一道拿手菜背後的故事，飲食不僅反

應著奶奶們的人生歷練，更重要的是那份為孫子而煮的單純與疼愛，奶奶們用自己的身體，

在廚房的日日事事中，獨特了每一道菜餚。飲食揉和著情感，對藝術家而言，他吃的是飲食

體驗；對兒孫而言，他/她吃的是專屬奶奶的味道；對觀者而言，我們讀到的是喜悅的關係交

換。情感在飲食間透過食物傳遞出來，藝術家 Gabriel 認為事實上，每位奶奶都有自己一套

拿手料理，一套簡單好上手的料理方式，好看又好吃到口水直流的終極料理，而這份料理存

在於生活中，更存在於每個人的生活經驗中，是無可取代的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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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世界各地婆婆的 50 道私房愛心料理 

    （資料來源：Gabriele Galimberti 個人藝術家網站） 

（三）關係美學與教育性的創作計畫	

    法國著名心理治療師與哲學家 Félix Guattari 有一句名言“How can you bring a 

classroom to life as though it were an artwork?”中文意思是「你/妳如何將教室搬到生活

裡，彷彿它是一件藝術品？」研究者認為這句話奠基於「生命本身即是一種親身的藝

術品」15的概念之上，關係美學讓我們從關係中討論問題、意識主體性，而關係美學

與藝術教育的嫁接可回溯到 Foster 在“Chat Rooms”文章中的一段話：「每一次當代

藝術的展覽都必須召喚觀眾欣賞展覽，這項舉動也讓當代藝術展像是一個社會化的補

救工作：邀請觀眾參與、玩耍、說話以及跟著展覽學習。」當代藝術展覽的型態可能

是一場活動、一個計畫、一起行動，藝術家透過一次又一次的事件與觀眾建立關係，

藝術與觀眾發生關係的過程中，承載著各方的敘事與觀點，而彼此的思想藉由事件的

迸發，互相激盪、交融，乃至進一步地分享與學習。 

                                                
·15	 註：參考 Dennis Atkinson 於 2009 年撰寫之“Pedagogy of the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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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和策展的教育轉向或許可以溯回 1960 年代，Claire Bishop 在其著作《人造

地獄》（Artificial Hells）中提到藝術家加姆尼則（Luis Camnitzer），在研究拉丁美

洲的概念藝術歷史時說，藝術以及其替代性教育都有相同的計畫，也就是反對 1960

年代國家權力的濫用。加姆尼則所概述的歷史結構為 Claire Bishop 一直探索的，因為

藝術裡的體制性批判，正是開始於教育的自我檢視，其中 著名的是保羅．弗雷勒的

《受壓迫者教育學》，藝術和教育對國家權力的決裂不約而同地肇因於知識傳遞的威

權模式，並且旨在利用集體的（階級）覺醒達到賦權的目的。（林宏濤譯，2015：407）

面對 1960 年代國際間不管是政治、社會局勢的動蕩，都在在直接、間接促使當時的

學者、藝術家等，創發出一連串的計畫行動，嘗試挑戰政治、教育、藝術體制，進而

實驗出不同於以往的觀看方式。 

    藝術界與教育界基於對威權體制的抵抗而形成的某種相似性，讓許多藝術家開始

檢視藝術與教育之間的關係，如《人造地獄》中提到古巴藝術家布魯格拉（生於 1968

年）創辦《行為藝術學校》 （Cátedra Arte de Conducta, 2002-09），作為一所被理解

為藝術作品的藝術學校，著眼於和現實世界關係密的藝術，而整個藝術學校的課程、

學生產出、從成立到停辦的過程，提供我們另一種對藝術和教育的想像；陳佩之（生

於 1973 年）的《在紐奧良等待果陀》，以美國卡崔娜風災為題，在紐奧良實施三部

曲（分別為：舞台劇演出、研習營和教學 DIY 駐點計畫、露天表演與勸募）的計畫，

運用戲劇的觀念，將該計畫以一種實驗的方式，利用藝術規劃一個風災兩年後的城市

生活新意象。（林宏濤譯，2015） 

    數十年來，當代藝術家與藝術教育工作者不斷地致力於為藝術與教育之間開啟新

的介面，期望在藝術與教育上激發出不同訴說的可能性，Claire Bishop 更進一步認為

現在，我們不只承認語言是個藝術媒介，教學本身也可以是。（林宏濤譯，2015：410）

教育性的創作計畫，讓參與者能夠創作一個動態的經驗，從中實現一個個人目標或社

會願景，而這與研究者先前提到關係美學「為使用者著想」、「互動」的特性恰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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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疊，透過參與者於計畫中自我實踐的冒險，我們能從觀察主體與社會規範的關係中，

看見自我（self）作為人的過程（human process），而這個過程被視為是一種創造的

行為。學習的本質存在於經驗之中，精神性的東西仍然可以是客觀的，客觀不是一個

人的主觀意識，而是存在許多人心中的感受，於此，從藝術教育的觀點出發，當教育

性的創作計畫落幕，展覽作為教學的延續，我們如何再現計畫，讓學習繼續發生？ 

    現在所有教育導向的計畫，也都面對著現實的或理想的教育、一般觀眾或特定學

生的相同問題。這些計畫很少會想辦法克服「第一層觀眾」（學生和參與者）以及「第

二層觀眾」（後來的觀看者）之間的鴻溝。近來在藝術上 成功的「教學即藝術」計

畫，都會設法對第二層觀眾傳遞一個教育經驗，第二層觀眾既是不可抹滅的，也是必

要的，因為如此每個人才有可能從這些計畫裡學到一點東西。（林宏濤譯，2015：444）

Claire Bishop 認為第一層觀眾和第二層觀眾之間的鴻溝，是出於教育本身並無旁觀者

的概念之上，教育是一個社會交流的封閉性歷程，基於長期的互相奉獻，而不是讓他

人觀看的行動演出。因此，教育性的創作計畫需要一個藝術家不厭其煩地解說細節，

為如此不拘形式且不受重視的交流賦予一個引人入勝的結構。（林宏濤譯，2015：428） 

    教育是被教育者的學習過程，只有當自己真正進入教學中，學習才會發生，除了

實際參與藝術計畫，否則旁人很難理解計畫脈絡、教育意義與目的。身為藝術教育工

作者，如何在藝術計畫中傳遞一個教育經驗，即是教育性的創作計畫要考量的突破口，

而研究者試圖將關係美學中互動的特性融入教育的理念，學習不僅僅存在於第一層觀

眾，展覽作為教學內容，讓第二層觀眾也能透過展覽的互動與策劃，獲得不同的學習

經驗。在當代，藝術和教育不斷地與社會對話，希望能突顯某些議題乃至於回應社會

問題，而這兩者的表現形式都逐漸轉向去材質化、過程導向的創作/學習計畫，不同

於由藝術家觀點出發的藝術計畫，教育性的創作計畫更將重點聚焦在如何透過藝術，

將計畫的長期目標達到學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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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此，研究者由自身都市客家人的身份為起點出發，與臺北都市客家人一起透過

身體力行的實踐，以客家小炒交換生活，藉由食物在常民生活中的改變，閱讀每個家

庭的日常。作品必須從它存在的地方創造意義；如同客家小炒誕生於廚房，而家庭的

情感流動與身份認同皆附著於它的味道中，每個人的生命故事都是在各種不同關係中

從「我」（me）到「我們」（we）的學習歷程，藝術教育工作者身為一名轉譯者，

我們不僅致力於讓生命敘事透過藝術實踐留下來，更著眼於探討整起實踐中那些隨機

發生、不在預料之類的各種學習面向。 

 

 

 

 

 

 

圖 2-11 教育性的創作計畫概念（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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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客家味緒」：以關係美學出發之藝術教育實踐	

    從 Rirkrit Tiravanija “Contemporary Galleries: 1980–Now”和李明維「晚餐計畫」看

到在當代藝術中，關係美學不僅有反映社會現實、創造集體參與的可能性，其本身的

特點，更讓研究者開始思考如何將關係美學中為使用者著想的創作概念轉化成以參與

者為主體的學習互動，所以研究者希望能承接這個可能性，除了自己執行、實踐創作

外，也從這個創作延伸，討論整起藝術教育實踐計畫可能導致的學習面向。 

    本研究以藝術實踐作為研究方式，探討都市客家人如何以飲食在生活中體現文化，

進而從關係美學的角度探究藝術實踐過程中所觸發的學習經驗。本章將說明「客家味

緒：關係美學作為藝術教育實踐」的創作理念、藝術教育實踐計畫的規劃與實施、及

計劃期程。 

第一節 「客家味緒」藝術教育實踐計劃概念	

我們很可能是在「⾷物」的味道裡，找到了最強烈、最不可抹滅的嬰兒學習印記，

那是原始時代遠離或消失後，存留最久的學習成果，也是對那個時代歷久彌新的

舊⼼情。（Sidney W.Mintz，1996；林為正譯，2001，15） 

（一）臺北，都市客家	

    1950、1960 年代，臺灣經濟成長快速，國內產業也從農業順利轉型為工業導向

為主，在農業逐漸沒落的年代，農村生活越趨困苦，再加上 1960、70 年代政府「農

業培養工業」的政策，鼓勵農村人口往都市發展，讓原本的鄉村人口興起移居都市的

念頭，進而掀起一波遷移潮。研究者為出生於臺北的客家人，是定居於臺北的第三代

客家人。研究者的阿公、阿婆在 1960 年代為了生活與小孩的就學，從苗栗頭份移居

至臺北，希望能有較好的就業機會與生活品質。為了適應新的都市環境與生活，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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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臺北的客家人們必須重新學習語言、建立新的生活圈、適應不同的文化習慣等，為

了融入新環境，客家人們開始學習中文和台語與當地人溝通，甚至策略性的將自己的

客家身份隱藏起來，認為客家身份會為自己帶來不必要的麻煩，除非遇到客家人，否

則都是輕描淡寫的交代自己，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許多居住於都市的客家人也漸漸

地淡化與客家的關係。 

    身為都市客家人，自幼成長於都市，研究者的外表與口音與他者並無差異，再加

上時代變遷的轉化，社會氛圍越趨自由與開闊，研究者雖不需像上一代的長輩們刻意

隱藏身份、偽裝為都市人，卻也因都市生活的單一與追求效率，漸漸失去與客家的關

聯，除了遇到同樣身為客家人的同學，能夠被提醒自己客家身份的時機，就是家中的

生活習俗。即使住在臺北，但是研究者家中的飲食總會出現客家麻糬、客家長豆湯、

福菜、客家小炒等菜餚，相對於一年一次的掃墓返鄉，「吃」是 頻繁也是 真實地

提醒自己身份的日常，吃讓我們的味蕾一再複習記憶中的味道，除了家中的烹調，傳

統菜色更是藉由大眾的集體口味不斷地被呈現於社會，於此，研究者以都市客家的身

份出發，以都市客家的家常飲食為線索，從生活中探究「客家」如何透過柴米油鹽被

調味，以及藉由形變中的文化味道，紀錄都市中的客家痕跡。 

（二）客家⼩炒作為象徵符號的⽣活關係	

    在上一個章節，研究者提到泰國藝術家 Rirkrit Tiravanija 以自身的飲食經驗為誘

發，在美術館供應泰式料理，並與觀眾彼此討論不同飲食經驗，從中延伸出文化認同

的議題，創造出一場不同於以往的藝術對話；臺灣藝術家李明維則是透過晚餐開啟了

和新城市溝通的視窗，與用膳者共享一段生活經驗，而後更將晚餐挪移至展覽場，場

域的轉換，把日常轉換成儀式性的飲食經驗，這當中藝術能量的轉換，也造就成不同

的關係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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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這兩位藝術家的影響，研究者也嘗試著將研究計畫與自身生活經驗串連。年幼

時，研究者喜愛媽媽炒的客家小炒，特別是其中的魷魚，研究者的媽媽總會禁不起研

究者的要求而煮這道菜，於此，研究者從生活中感性的選擇，訂定客家小炒作為研究

計畫的主要題材；而從理性上的考量，這道菜餚是確確實實中生活中長出來的食物，

焦桐（2015）在其著作《味道福爾摩沙》中提到：「這菜餚關係著祭祀。」客家小炒

的食材，大多是祭祀剩下的供品（豬肉、乾魷魚等），基於不宜浪費的生活現實，客

家婦女們遂將豬肉、魷魚切絲，加上青蔥、調味料，一道佳餚便孕育而生。客家小炒

的原始樣貌即創發於生活之中，它反應著年節習俗和生活，再循著生活需要進而創作

出的料理，也因此多了一份生活的溫度與親切。 

    客家小炒的主要食材為豬肉、魷魚、芹菜、豆干等，客家小炒看似被社會賦予一

個固定的烹煮模板，但是根據時代與烹飪者的不同，客家小炒的組成結構也充滿差異。

客家小炒的「形式」被人們自由的變化，創造出更多充滿不同意涵的味道，而這些即

興的料理結合，不僅包含客家小炒原始之初的精神，它的料理本質更蘊藏著烹飪者釋

放出的某種特定訊息與生活需要。以下將針對研究者選擇客家小炒作為本次藝術教育

計畫符號說明，其考量的原因如下：	

1. 四熅四炒  

    客家小炒是經典的客家菜餚四熅四炒，在早期經濟條件還不是這麼寬裕的年

代，只有逢年過節才以三牲祭祀天、地、神、祖先，為了將供品做 有效的使用，

早期客家人將三層肉、乾魷魚加大蒜、芹菜烹煮，把剩餘的食材變為一道佳餚。 

    時過境遷，客家小炒也從早期過節菜色、待客菜，轉化成現今想吃即炒的家

常菜，客家小炒的飲食習慣隨著大環境變遷的變化，恰巧符應本次藝術教育計畫

的理念與目標，因此研究者選擇客家小炒作為本次研究計劃的符號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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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食材多樣  

客家小炒需要的食材有五花肉、大蒜、乾魷魚、芹菜等多達 10 項的食材，再加

上每個家庭飲食習慣的不同，它的料理方式也會隨之改變，而這些細微的差異，

正是文化活於日常之中的體現，因此研究者選用客家小炒作為田調訪談，記錄都

市客家人獨特的生活方式。 

3. 家喻戶曉  

不管是不是客家人，幾乎都吃過或知道什麼是客家小炒，且許多人提到客家菜的

直覺聯想就是客家小炒，因此研究者認為，以客家小炒為主體進行田調，它對於

普羅大眾的認知易達性較高。 

    羅蘭巴特在《符號學要義》談到食物的「言語」，言語是相對於社會習慣的個人

規則，它是選擇性和現實化的結合、是說話者用來表達個人思想的語言代碼結合，而

這種結合反應著人們所選擇的心理與生理機能。羅蘭巴特將這個概念放進食物系統，

他認為食物的言語包括所有調製和結合的個人（或家庭）變化（一個人必須遵守其所

在家庭的烹調術，這種烹調術受到許多習慣的支配）（洪顯勝譯，1988）。客家小炒

於本研究而言，它是一種隱喻的身份認同，吃是具體的味道不一樣，受每個家庭習慣

不同使然，客家小炒也體現出不同的家庭關係與生活滋味，研究者從客家小炒的烹煮

差異中，除了寫下人與食物的關係，同時也記錄著受訪者在每一段生命的歷程中，如

何創造不一樣的生活。 

（三）把⽣活作為⼀件藝術品來活	

	 	 	 	趙惠玲（2005）在《視覺文化藝術教育》一書中提到後現代藝術家在創作時著重

的不再是外在形式，而是內在意義與概念的傳達，尤其是對社會文化的關懷與批判。

（趙惠玲，2005：162）後現代以降，藝術教育擴展至對生活環境、社會背景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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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藝術學習的經驗接近日常生活，然而，完全消融到生活裡的藝術有「永遠被遮翳的

可能性」，費利克斯•瓜達里（Pierre-Félix Guattari）曾針對參與式藝術計劃提出建

議說，所有藝術作品都必須有「雙重結局」，就像所有長期的參與式計畫一樣，這類

藝術必須踩在雙重視域的細繩上，既面對社會領域，也要面對自身，對他的直接參與

者以及後續的觀眾說話。（林宏濤譯，2015：445）於此，當我們宣稱創作計畫具有

教育性時，我們除了處理計畫本身所面臨的社會議題，也必須從教育的角度考慮其可

能誘發的學習面向與意涵。 

    巴西著名教育工作者 Paulo Freire 在《受壓迫者教育學》中寫道，真正的教育不

是由 A 為著 B(“A” for “B”)來實行的，也不是 A 與 B 有關(“A” about “B”)的情形下來

實行的，而是應該由 A 與 B 共同(“A” with “B”)來實行，其中的中介是世界––世界

在兩造之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且向他們挑戰，使他們因而產生關於世界的觀點

與意見。（方永泉譯，2013：134）由此觀點來看，「客家味緒」藝術教育實踐計畫

是一場透過飲食（客家小炒）向世界發起疑問的行動，透過對話、互動、展覽，生產

出不同於官方意象的客家敘說，並從一個更為貼近現實的生活關係中，發展出更保有

人文的文化味道，當我們知道、理解這些生命故事後，實踐才有其意義，才得以藉由

教育性的創作計畫回應社會問題，進而從中得到學習。 

    教育性的創作計畫擁有雙重的存有學地位：它既是世界裡的一個事件，同時也脫

離世界。如是，它可以在兩個層次上（對著參與者以及觀看者）傳達在日常生活裡被

壓抑的種種弔詭，並且誘發出變態的、讓人不安的、愉悅的經驗，讓我們得以重新想

像世界以及我們的各種關係。（林宏濤譯，2015：467）回顧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客

家味緒》藝術教育實踐計畫並非在探討計畫中的教學過程，更不是在描述客家飲食的

歷史與重要性，而是在討論透過教育性的創作計畫，如何能尋找都市客家的身份認同，

以及因為計畫的擾動，藝術到底在生活中留下哪些痕跡、它又延伸出哪些生活中新的

關係想像？學習又是如何存在於生活？回應瓜達里所提的雙重結局，藝術與教育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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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於光譜兩端的立場，身為藝術教育工作者，我們試圖把創作計畫放在偏向教育的

位置，隨著計畫中許多不可控因素游移， 後停在一個 適宜地方。 

第二節 「客家味緒」規劃與實施	

    本研究的研究主旨為藉由探究家庭日常飲食，踏訪臺北都市客家人的飲食習慣。

基於研究者藝術教育背景與關係美學的概念，本研究計劃的實施分為兩階段，第一階

段為客家味緒的實踐創作，第二階段為舉辦展覽再現創作過程，以下分別敘述兩階段

的實踐內容與規劃。 

	

圖 3-1 「客家味緒」論文研究計畫架構圖（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一）「敘集客家」創作計畫實踐規劃	

1. 尋找都市客家 

    基於研究需要，研究者必須尋找隱身在臺北的客家人。雖然有許多客家人生活在

都市中，但是客家人散居在臺北各地，除了沒有特定的集會據點之外，客家人的外觀

與他者並無非常大的差異，於是，這個階段研究者遇到第一個困難：不知從何找起。

這就好像你/妳知道自己要的目標是什麼，卻找不到起點的感覺。研究者想過許多方

案，如：舉辦一起事件，從事件參與者當中尋找都市客家人，後來因這個做法觸發的

範圍不夠廣，也有時間性的限制，研究者便作罷。在幾經嘗試與考量後，若要符合宣

傳範圍廣、持續時間長、可用人力資源少的限制，「網路」是 適宜的管道。 

客家味緒

2015.09-2017.01月

敘集客家

2016.07-10月

客家味緒：

廚房裏的客家人

2016.11-2017.0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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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研究者對於使用社群軟體（facebook）作為宣傳抱持著懷疑的態度，認為

僅是透過朋友之間的分享並無太大的突破與期待，實際執行之後，收到的回饋超乎預

期的想像，透過網路串聯的方式，研究者的文章被分享 77 次，甚至有客家電視台、

客家廣播電台等粉絲專頁也協助分享「客家味緒」的藝術教育實踐計畫，研究者也收

到許多素未蒙面網友們的支持，不過因為藝術教育計畫必須實際登門拜訪都市客家人

的家庭，從網路的虛擬性到真實的接觸，願意接受訪談的家庭屈指可數，即使「客家

味緒」藝術教育計畫的曝光率提高，透過網路報名參與計畫的家庭只有 5 戶，參與的

家庭不多，卻也因她們的參與，為研究者的藝術教育計畫創建踏出第一步的起點。 

    「客家味緒」總共邀請 7 戶家庭參與計畫，除了透過網路找到的 5 組家庭之外，

另外 2 組家庭是研究者在計畫執行期間遇見的客家人。其中一組是研究者的母親主動

詢問身旁客家人好友而牽起的機緣；另一組則是在準備客家小炒食材時，在傳統市場

中遇見的客家人，這位計畫參與者在市場開設裁縫店，研究者的母親拿家中需修改的

衣服到店內修改，在看見研究者母親手上提著客家小炒的食材後，便隨口詢問是否要

煮客家小炒，研究者的母親便興致高昂地介紹「客家味緒」的理念，一問之下這位裁

縫店老闆表示自己也是客家人，便興然接受訪談。這家裁縫店是研究者家中光顧許多

年的老店面，卻從來不知老闆是客家人，透過客家小炒的引介，也讓彼此的單純的買

賣關係中，有了不一樣的可能。 

 

 

 

圖 3-2 透過社群軟體尋找研究對象 

（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2016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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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受到客家傳播媒體關注（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20160712） 

 

圖 3-4 網友們幫忙找尋都市客家人（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20160712） 

2. 食譜 x 交換 

    美國視覺藝術家 Pablo Helguera 在“Education for Socially Engaged Art”一書中提

到 Socially Engaged Art（簡稱 SEA）所涵蓋的情境不單只是人與物的互動，而是它觸

發的社會交換情境，尤其是人際關係。社會交換一詞在 1950 年由社會學家所提出，

美國社會學家彼得．布勞（Peter Michael Blau）認為社會交換是個體與群體之間的關

係、權力分化與伙伴群體關係、對抗力量之間的衝突與合作、社區成員之間間接的聯

繫與親密依戀關係等的基礎，而個體之所以相互交往，是因為他們都從他們的相互交

往中通過交換得到了某些需要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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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此，本研究計畫以關係美學的角度出發，著重於探究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與生活

經驗，而「交換」是一場你/妳我自願的互換儀式，與交易不同的是，交換更帶著與

人接觸、交流的親切感。於此，研究者以自家客家小炒食譜作為乘載生活經驗的介質，

藉由食譜的交換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整個過程除了交換食譜，同時也交換思想、交

換一段關係、交換一段人生味道；交換必須要兩個人或以上才能完成，所以交換所得

到的故事也意味著這個故事必須兩個人以上才能敘說，而在說故事的過程中，你/妳

我都會在故事中看到片刻的自己，或許經過交換，也得到重構自己的可能。 

    基於交換的意涵，研究者不僅自製一份自家的客家小炒食譜，也以絹印的方式印

製自行設計的 Hakka Cuisine 帆布袋，在拜訪每一個都市客家人家庭前，研究者會在

帆布袋中放入食譜以及食譜所需食材，食材象徵著現在生活的這個當下，它從本質上

即不同於過去食材所呈現的樣貌，但我們卻都在用當下呈現過去的味道，而這當中的

時空差異如何透過生活被延續，則是研究者 感興趣的存在。 

   

圖 3-5 研究者自製客家小炒食譜          圖 3-6 印製 Hakka Cuisine 帆布袋 

（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20170224）     （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20160607） 

3. 一道菜餚的分享時間 

    這次計畫總共拜訪七戶家庭，遍及臺北市士林區、大安區，新北市板橋區、三峽

區、中和區，與參與計畫的參與者協調後，研究者便依約定時間到臺北都市客家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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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拜訪。訪談之初，研究者會先自我介紹與近一步詳細說明計畫理念，並詢問參與對

象是否能拍照、錄影，作為日後展覽與研究用途，雙方溝通後，才開始計畫的進行。 

    「客家味緒」藝術教育計畫對研究者而言，是一場又一場新鮮、充滿人情的相遇，

家是很私密的生活空間，與住屋不同的是，家包含了我們賦予空間的心理、社會與文

化意義。（畢恆達，2000：55-56） 每當按下門鈴，受訪者為研究者打開家門的剎那，

研究者似乎便被賦予一種認可的情感，基於這份情感，研究者得以在有限的時間內，

與參與者共享這個家的故事，不管是關於父母、另一半、小孩等等，都在洗菜、切菜、

備料中慢慢被整理出來，而每個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羈絆、人生態度，也在烹炒的

過程中，一點一點慢慢地隨香氣溢散出來。飲食的日常性在於透過身體力行的實際勞

動，觸發生活情境的景觀，家的味道也逐漸從吃的行為中累積起來，而研究者也得以

在一道菜餚的時間內，看見家的樣貌、參與家的生活片段。 

（二）「客家味緒：廚房裏的客家人」	

1. 田野資料 

    所有拜訪結束後，便進行計畫資料的歸類與整理。在資料歸類上，研究者將資料

分為影像資料（含影片、照片）、文字紀錄、食譜紀錄，每項類別再依時間先後順序

做整理。基於研究需要，研究者舉辦「客家味緒：廚房裏的客家人」展覽，展覽內容

以研究者走訪七個家庭的飲食故事為主線，再由主線拉出整個藝術教育計畫探討的問

題意識：身為都市客家人，我們該如何描述客家？ 

    於此，田野資料不僅僅只是研究者親身踏查的結果，從藝術與人文教育的觀點思

考，田野資料更似於學習教材，透過展覽的論述，表達研究者的意念，也從展覽中蒐

集觀眾的回饋與想法；因此，田野資料除了歸類分析之外，作為展覽的學習內容，研

究者必須斟酌如何將第一手資料適切地再現於展覽，並且使其易於閱讀、理解，進一

步能開啟與第一層觀眾與第二層觀眾之間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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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展覽場地 

    承上述，展覽內容是以訪談者的飲食故事為主線，展覽內容是從生活場域中生長

出的生命片段，因此研究者一開始希望避免將展覽物件放進去脈絡化的白立方空間16，

擔心會讓故事失去生活的溫度；所以在場地考量上，研究者以餐廳內的空間為方向尋

找，期望能在同時結合生活與飲食的空間中展覽。經過兩個月的查訪，研究者屬意的

空間有的因為檔期不適無法配合、有的因空間出租價錢無法負荷而打退堂鼓；在現實

的金錢與時間的考量下，研究者回歸到自身思考，學校作為研究的發想與濫觴，讓研

究成果回到起點展示，也不失其意義與內涵，因此研究者轉以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的校

內場地作考量。 

    後，研究者選擇隸屬於北藝風創新育成中心的貨櫃屋作為展覽場地。貨櫃屋為

學校搭建出的實踐性質空間，提供學校師生、校友一個場域舉辦討論性質工作坊、正

式發表、小型論壇等活動，為年輕藝術家打造一個創意創業的實驗基地。貨櫃屋位於

鷺鷥草原旁的停車場後方，是校內第一個對外景點，校方將其設定成開放性的社區工

作站，增加與社區居民接觸的介面17。無論研究、行動、計畫都包含著實驗性，從一

場又一場的實驗中獲得某些結果、學習知識、找到生活，「客家味緒」藝術教育實踐

計畫除了在不斷地嘗試中找出研究方向，更在廣大、開放的都市中，遇見願意分享生

活的臺北都市客家人，雖然貨櫃屋本身並無飲食的痕跡，但是基於上述三項原因，研

究者認為貨櫃屋作為連結人群、體現藝術的實踐空間，它能夠滿足研究者對展覽的需

求與表現。 

 

 

                                                
16	 天花板、牆壁都是純白色，除了出入口以外，沒有任何開口，也沒有樑柱等遮蔽物和裝飾物的室內

空間。這樣的空間被認為是展示藝術作品 標準的空間，廣泛使用於全球的美術館和畫廊。（蔡青雯

譯，2015：198）	
17	 摘錄自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關渡共生共好行動計畫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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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展覽內容 

（1）展品規劃 

    「客家味緒」是歷程性的藝術教育計畫，它的藝術性與學習皆在拜訪都市客家的

當下發生，因此展覽首重於再現整起藝術教育計畫的精神與過程，出於此考量，研究

者想透過展覽，邀請觀眾一起從頭開始參與「客家味緒」計畫。 

    研究者將觀眾設定為對「客家」粗略知道的群眾，如同執行客家味緒藝術教育計

畫前的研究者一樣，對「客家」這個文化概念充滿著刻板印象的想像，為了能讓參觀

展覽的觀眾能更近一步理解「客家味緒」的中心思想，展覽佈置是依照研究架構的脈

絡一層一層往下深耘，從一開始的動機、飲食作為符號，到實際訪談與結果，觀眾隨

著展覽參觀動線的行進下，也能透過照片、故事、文字，慢慢了解客家人在都市的生

活姿態，以及身為年輕一代的都市客家，我們生於都市、長於都市，又該如何拾起那

段不曾參與的過去，卻又緊緊繫於血脈中的傳統？ 

（2）關係美學的教育策展 

以往關係美學的作品或展覽都比較側重於呈現作品、展覽的藝術性，對於展覽中

教育、學習的面向則較少描述，因此「客家味緒：廚房裏的客家人」展覽的重心擺放

在學習的向度上，期望透過創作者的在場與說明，讓第一層觀眾與第二層觀眾之間能

更實際的交流，使得每個人都能從創作的場域中獲得學習經驗。基於此信念，研究者

將在展覽中對每一位觀眾進行導覽與解說，希望在與觀眾的個別談話中，互相分享展

覽的理念、自己的生活經驗，以及對客家的看法。研究者認為教育並不是單向的傳遞

知識，而是從一來一往的言談中，在彼此的身上找尋更多的敘說可能；除了思想交換，

研究者也在展覽中增加蒐集學習的區塊，希望透過人與作品的互動，讓以關係美學作

為內容的展覽能更趨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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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執行期程	

 

 

 

（四）	

 

 

 

 

 

 

 

 

 

 

圖 3-7 客家味緒藝術教育實踐計畫執行期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  

準備期：2016 年 1-6 月 

客家味緒：關係美學作為藝術教育實踐 

擬定研究計畫與修正 申請研究計畫實踐經費 籌備研究計畫實施相關事宜 

第一階段 計畫執行（2016 年 7-9 月） 

實際訪談臺北都市客家人 

藝術教育實踐成果展（2017 年 1 月） 

訪談資料分析與檢核（2016 年 10 月） 

第二階段 籌備藝術教育實踐成果展（2016 年 11-12 月） 

申請計畫與場地經費舉辦展覽 整理展示物件與論述 籌備展覽相關事宜 

計劃資料分析與檢核（2017 年 2-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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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客家味緒」實踐歷程與成果	

    本章根據第參章第二節「客家味緒規劃與實施」所提及之客家味緒兩塊子計畫，

進行實踐歷程紀錄，且分別敘述。第肆章第一節將說明「客家味緒」計畫執行前，研

究者對計畫內容所做的嘗試與準備，第二節對應「敘集客家」創作計畫實踐規劃，主

要描述計畫參與者的背景、綜合訪談內容並分析，第三節則是對應「客家味緒：廚房

裏的客家人」，研究者將針對展覽內容、觀眾回饋進行論述，試圖描繪創作計畫的教

育轉向實踐歷程。 

第一節 在社會交換之前	

    「客家味緒」計畫是以研究者生活經驗為起點的關係美學藝術教育實踐，在任何

過程導向的藝術計畫正式執行之前，都必須有縝密的規劃。因此本節將以「從家開始」、

「交換食譜 x 交換關係」兩個段落說明「客家味緒」計畫開始之前，研究者自己的學

習，以及籌備藝術創作計畫的相關工作。	

（⼀） 從家開始 

    「敘集客家」計畫是一個實際走訪臺北都市客家家庭、並記錄客家小炒食譜與故

事的實踐，研究者認為論文研究並非紙上談兵的空談，除了對客家小炒的文化脈絡需

具有相當程度的知識之外，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必須「學會」炒客家小炒，當自己走進

廚房，才能更加地觸動計畫的核心與問題意識。在先前的章節，研究者曾提到特別喜

愛媽媽炒的客家小炒，因此在計畫執行之前，研究者向媽媽提出要求，請媽媽教研究

者如何製作客家小炒。 

    若要談研究者媽媽的成長背景，必須先從研究者的外公談起，研究者的外公在血

緣上是客家人，不過在生活上是不折不扣的閩南人。民國 20 年代，臺灣鄉村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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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並不好，研究者的外公雖為出生於桃園中壢的客家人，卻因家中經濟條件太差，

養不起太多的孩子，因此研究者的外公被家中的長輩帶到臺北萬華火車站賣給當時住

在板橋的大戶人家（閩南人），至此生活在臺北，直到研究者外公長大後，才開始與

住在中壢的原生家庭聯繫，研究者的媽媽即是在閩南的生活環境中夾帶些許對客家親

戚的認知中長大。研究者的媽媽進入職場後，在工作的因緣際會之下，認識研究者的

爸爸，而後嫁入客家人的大家庭，即是研究者現在的家。 

    研究者的媽媽看過研究者的阿婆炒客家小炒招待客人，便從旁跟著學習客家小炒

的烹煮方法，爾後若有家人想吃或是客人來訪，媽媽即會為大家準備這道菜。在客家

小炒的食材中，研究者特別喜歡魷魚，都會要求媽媽魷魚放多一點，但是研究者的媽

媽非常排斥海鮮的味道，因此煸好豬肉、魷魚、豆干後，都會加入米酒把魷魚的腥味

嗆掉，如此一來，不僅能符合女兒的口味，自己也不會對這道菜食不下嚥。 

  

圖 4-1 乾鍋煸黑豬五花肉                圖 4-2 研究者的媽媽示範炒客家小炒 

（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1050605）      （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1050605） 

    在向媽媽學習炒客家小炒以前，研究者只單純地喜歡這道菜，並不知道媽媽在廚

房中為她的喜好與我的要求做了調適與融合，理所當然地也不知道媽媽學習這道料理

的過程。飲食作為符號象徵，它呈現出的不只是味道，更是生活的百態，因此研究者

以家為起始點，紀錄家中的客家小炒作法，並用自己的美術專長將它製成食譜，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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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食譜，能透過「客家味緒」計畫的發酵，以自己的故事與它者交織出更多不同的

生活樣貌，進而醞釀出屬於臺北與都市客家的味道。 

  

圖 4-3 研究者設計的食譜               圖 4-4 食譜圖案原型：媽媽的客家小炒 

（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1050619）     （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1050605） 

（⼆） Hakka Cuisine 袋 

    「交換」是人類所特有的行為，無論是實質的物體交換抑或是無形的情感交流，

我們都在交換的過程中，互相取得彼此的所需。而「客家味緒」的子計畫「敘集客家」

是必須與臺北都市客家人面對面交流的實踐計畫，除了食譜的交換，食材的交換或許

是更為真實的差異比較與交流，研究者遂以此為發想，構思出「料理袋」的概念，計

畫將食譜、食材放進袋子中，希望藉由一個具體的象徵，交換一個無形的故事。 

    研究者於第參章第二節中提到「交換」是一場你/妳我自願的互換儀式，與交易

不同的是，交換更帶著與人接觸、交流的親切感，為了讓交換的過程更有手感與溫度，

研究者以媽媽的客家小炒為原型，自行設計料理袋的圖樣，希望透過手繪再現媽媽的

料理。由於整個計畫所需的「Hakka Cuisine 袋」約為 25 個，數量雖不多，若要一一

手繪卻也耗時，而研究者在大學時期曾修習絹印版畫，因此 後選擇手繪一張原稿，

再以此原稿製作絹版，並請就讀北藝大美創所版畫組的同學協助，從製版、曝版、印

刷到完成作品，總共歷經 8 小時，雖然絹印版畫讓每一件作品看似相同，但是細看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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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處細節，仍舊能發現許多手作留下的痕跡，這些大同中的小異，如同每位客家人們

創發出不同口味的客家小炒一樣，看似沒有差異，卻又與眾不同。當生活被濃縮進一

個提袋，它包含的是研究者對臺北都市客家人們的期待與感謝，雖然並不知道會與什

麼樣的人相遇、交換什麼樣的故事、產生什麼樣的歧見，但是在巨大的未知前，實踐

是突破的唯一道路，研究者對料理袋抱持著以日常交換日常的概念，期待藉由交換的

互動過程，找尋人與人之間 原初的關係連結，進而達到社會交換的計畫藍圖。 

  

圖 4-5 Hakka Cuisine 袋圖案手稿           圖 4-6 Hakka Cuisine 英文字體篩選 

（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1050606）       （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1050607） 

  

圖 4-7 研究者印製的 Hakka Cuisine 袋     圖 4-8 Hakka Cuisine 袋印製中 

（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1050607）      （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105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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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敘集客家」的在場與製作	

    「敘集客家」是藉由研究者逐一拜訪七戶臺北都市客家的家庭，進而描繪每戶家

庭的日常與味道，以達成研究者以飲食紀錄文化轉變的目的。本節將以「廚藝與學習」、

「味道與文化」兩大段落，回答研究問題所提之如何找回屬於自己的文化味道以及如

何重啟客家文化想像。以下將對「敘集客家」的實踐歷程與成果進行描述。	

（⼀） 廚藝與學習 

    烹飪者用身體勞動在廚房創造出的每一道料理，反應著烹飪者自身的文化背景與

生活經驗，不過在下廚之前的學習是烹飪者不可忽略的過程，為了更近一步了解每個

家庭所烹炒的客家小炒，研究者都會詢問計畫參與者這道料理師承於哪裡？以及在每

一天的日常煮食中，廚藝與生活之間又產生哪些關聯？在實際執行「敘集客家」創作

計畫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訪談的七組客家人，學習客家小炒的途徑可分為兩種，第

一種是向家人學習，第二種則是自學學成，前者體現了味道在家中的傳遞與習慣，而

後者的結果令研究者感到好奇，自學學成的傳統菜色它的正當性為何？這之中是否存

在著文化轉變？於此研究者將分別針對兩種學習方式做描述。 

    為了避免研究資料的扁平化，且利於本研究後續的撰寫與閱讀，研究者將依照拜

訪順序介紹計畫參與者的生活背景、廚藝學習過程，試圖描繪出參與者的具體樣貌；

並以此為基礎，深論參與者在「敘集客家」創作計畫中的互動、想法與情感表現。 

1. 屬於家裡的味道 

    研究者將計畫參與者學習客家小炒的途徑分為向家人學習與自學學成，於此段落

研究者將依訪談順序介紹在家向家人學習客家小炒的臺北都市客家人，接著討論從學

習的過程到自己實際下廚，這之間的口味轉換是體現誰的味道，生活又是如何進入菜

餚之中，以下將分別以「計畫參與者背景整理」、「誰的味道被體現？」兩段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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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參與者背景整理 

① 新北市三峽區 / 計畫參與者 P1  

 

 

 

 

圖 4-9 參與者 P1（左 2）及其姐妹     圖 4-10 和參與者 P1 一起準備午餐 

（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P1-1050805） 

    計畫參與者 P1 是來自桃園觀音的客家人，參與者 P1 在 4 歲時隨阿公來臺北，阿

公廚藝很好，從小跟在阿公旁邊幫忙洗菜、切菜、備料，真正掌廚則是跟著媽媽學習。

因為從小生長在農家，參與者 P1 在 12 歲的時候便可煮一桌菜（約 10 人份）給來家

裡幫忙割稻的工人吃飯。 

    在下鍋炒客家小炒的過程中，計畫參與者 P1 對研究者說：「鄉下的廚房鍋⼦⽐

較好炒，以前廚房總是很多⼈⼀起忙進忙出，很熱鬧，可是⼤家都搬到都市以後，鄉

下的廚房也跟都市的廚房⼀樣冷冷清清。」（觀察紀錄 O-P1-1050805）這讓研究者

反思本研究的初衷，廚房的冷清如同都市客家的文化失落，都在逐漸淡薄的人與人關

係中逐漸消佚。我們從洗菜、備料、下鍋到用餐、收拾，總共花了 4 小時，從原本預

計的一道客家小炒變成一桌菜，這次客家小炒食譜的交換過程中，參與者 P1 的家人

問研究者喜歡客家小炒中的哪一項食材，有人喜歡豆干、有人喜歡蔥蒜、有人喜歡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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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參與者家的炒法是軟絲加魷魚）、有人喜歡五花肉，不同的喜好融合在一道菜裡，

反映著同一個家裡也有著不同的關係與相處方式。 

② 臺北市 大安區 / 計畫參與者 P2 

 

 

 

 

圖 4-11 與計畫參與者 P2（左）合照    圖 4-12 參與者 P2 招待研究者的午餐 

（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P2-1050811） 

    參與者 P2 是擁有乙級、丙級廚師證照的專業達人，父親是來自中國江西隴西的

客家人，在民國 37 年隨著國民政府軍隊來臺。參與者 P2 在 8 歲時，父親因病失明，

從此家裡的生活變成母親主外，父親主內，於是她開始跟著父親學煮菜，通常父親會

把所有食材洗好、切好，才由參與者 P2 開火，完成整道料理。 

    參與者 P2 在處理豬肉時，問研究者：「妳知道為什麼她用的豬肉要先汆燙過嗎？」

研究者答：「為了去豬肉的腥味嗎？」參與者 P2 說：「除了去腥味，早期客家⼈拜

拜都會⽤燙過的五花⾁，客家⼩炒是因為拜拜的五花⾁剩下來很浪費，所以才發展出

這種⽐較偏重⼝味的料理⽅式，家裡剩什麼就拿來全部炒在⼀起，不浪費⾷材⼜好下

飯。為了跟以前⼀樣，所以我也都會先把豬⾁燙六、七分熟再下鍋煸。」（觀察紀錄

O-P2-1050811）參與者 P2 提到客家小炒是因祭祀創發出的菜餚，如同在前一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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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引用焦桐所說：「這道菜餚關係著祭祀。」18它完全是由生活中長出來的飲食，承

接過去、順應當代。參與者 P2 的客家小炒吃起來味道跟研究者家相似，雖說類似，

但因使用豬肉的部位不同，這當中仍舊有些細微的差異。 

③ 新北市 中和區 / 計畫參與者 P4 

 

 

 

 

      圖 4-13 參與者 P4 獨照      圖 4-14 參與者 P4 的客家小炒 

     （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P4-1050818） 

    參與者 P4 是新竹竹東客家人，因婚姻關係在民國 77 年定居台北。參與者 P4：

「哈哈，其實這是我第⼀次做客家⼩炒！」（觀察紀錄 O-P4-1050818）參與者 P4 從

客家電台的粉絲專頁看到計畫的相關消息，初看訊息時覺得很少人參與計畫，又基於

自已喜愛嘗試新事情，所以向研究者報名參與計畫。直到研究者登門拜訪時，參與者

P4 才向研究者坦言其實沒炒過客家小炒，只有在過年時看過姊姊炒，因此全憑著印

象炒出人生第一道客家小炒，她給自己 65 分，覺得下次會更好。雖然這是參與者 P4

第一次炒客家小炒，不過這道菜餚並沒有隨著創作計畫結束而停止，反而因為第一次

的嘗試開啟參與者 P4 與家人彼此切磋、交流廚藝的契機。 

  

                                                
18	 研究者於第參章第一家第二段「客家小炒作為象徵符號的生活關係」中提到：「客家小炒的食材，

大多是祭祀剩下的供品（豬肉、乾魷魚等），基於不宜浪費的生活現實，客家婦女們遂將豬肉、魷魚

切絲，加上青蔥、調味料，一道佳餚便孕育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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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臺北市 士林區 / 計畫參與者 P5  

  

 

 

 

圖 4-15 計畫參與者 P5（右）及其女兒   圖 4-16 計畫參與者 P5 的客家小炒 

（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P5-1050820） 

   參與者 P5 是桃園金湖客家人，自幼即是阿婆帶大，高中就讀復興美工，因此跟著

姑姑搬來台北，參與者 P5 的阿婆曾跟她說過，雖然家裡是客家人，但是從小住在閩

南村，大家都跟左鄰右舍講閩南話，直到與者 P5 的媽媽嫁進來，媽媽不會講閩南話，

家裡才開始常講客家話。參與者 P5 向媽媽學炒客家小炒，但其實不太喜歡媽媽的煮

法，也因此將客家小炒改良成適合自己口味的樣態。研究者問到：「覺得都市和家鄉

的客家小炒 大的差別在哪裡？」參與者 P5 認為：「鄉下和都市的差別是⾁攤買⾁

的時候，都市豬⾁的部位分⽐較細，還會把油挑掉，鄉下都是⼤致分豬⾁的部位，沒

有在挑油的。」（觀察紀錄 O-P5-1050820）隨著時代改變，健康意識抬頭，過往對

客家人吃粗、吃鹹的刻板印象也逐漸改觀，而客家小炒的樣態也在細微的生活差異中

變得更貼近都市潮流。參與者 P5 因為時常煮菜，發現冬天是芹菜的季節，所以冬天

的芹菜比較好吃，夏天的芹菜比較硬、不嫩；雖然客家小炒的調味受健康意識影響變

得少油、少鹽，但是食材仍有季節上的差異，也因此讓研究者學到原來在不同季節炒

客家小炒也有不同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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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編號 P1 P2 P4 P5 

家鄉 桃園觀音 中國江西隴西 新竹竹東 桃園金湖 

現居 新北市三峽區 臺北市大安區 新北市中和區 台北市士林區 

至臺北時間 約民國 40 年 民國 37 年 民國 77 年 約民國 71 年 

至臺北原因 隨家人搬遷 隨家人搬遷 婚姻 求學 

客家小炒 

師承於 
媽媽 爸爸 姊姊 媽媽 

表 4-1 計畫參與者背景統整一覽表（資料來源：研究者製） 

（2） 誰的味道被體現？  

    每一次研究者協助參與者完成客家小炒時，她/他們都會邀請研究者共享這份菜

餚，當研究者實際吃到每位參與者的客家小炒時，便產生疑問：「現在我吃到的味道

跟參與者的爸爸/媽媽/姊姊當時炒的味道是一樣的嗎？」為了得到解答，研究者便向

計畫參與者們求證。本以為參與者們使用的食材、調味都和爸爸/媽媽/姊姊差不多，

若要符應某種傳承的正當性，應該會得到「一樣」的答案，沒想到卻得到相反的結果，

除了本來就改良媽媽做法的計畫參與者 P5，剩下的計畫參與者都回答：「不太一樣」。 

    計畫參與者 P1 說：「每個⼈⼼中都有媽媽的味道，我會朝著印象中的味道去調

味，雖然我的客家⼩炒⾷材和媽媽⼀樣，但是不同⼈煮，味道也跟著改變，我炒出來

的客家⼩炒對我的⼥兒來說也是媽媽的味道。」（觀察紀錄 O-P1-1050805）計畫參

與者 P1 的這一席話提醒研究者，若飲食能夠反應烹飪者的文化背景與生活習慣，那

麼不同的人就會有不同的做菜手法與風格，我們也許能透過模仿，學習某一道料理，

但是卻能藉由自己的習慣、偏好創造出新的味道，而非一味的複製傳統、並宣稱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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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從小即開始下廚、與父親合力準備三餐的計畫參與者 P2 則向研究者分享一段

故事： 

有⼀次計畫參與者 P2 問爸爸：「為什麼別⼈煮的菜都⽐較好吃？我的就沒這麼好吃。」 

爸爸回答：「那是因為妳沒加愛。」 

計畫參與者 P2 說：「我每天都煮給你們吃，我怎麼會沒加愛？」 

爸爸說：「那妳愛加的不夠多」                        （觀察紀錄 O-P2-1050811） 

    參與者P2當時不明白什麼是愛加的不夠多，直到她自己生了小孩為人母親之後，

因為年幼的女兒不敢吃辣，所以在辣椒下鍋前，她都會先把辣椒籽挑掉，她才體會到

爸爸所說的什麼是愛加的不夠。每個人的飲食偏好都不一樣，為了煮出適合家人的口

味、滿足家人對菜餚的期待，當飲食開始涉及他者，烹飪者所製做出的料理不僅是從

再現過去中體現自己，更需要設法將他者的需求融入料理中， 後呈現、創造出一道

符合現在所有家人口味的作品。 

    綜觀以上參與者，即使每位參與者都向某位家人學習烹煮客家小炒，她們在嘗試

還原的同時也創造不同於以往的味道，雖然每一位參與者所炒出的料理在名義上仍舊

為客家小炒，不過實質上卻變得不再一樣，舊口味也得以在生活中為了新的目的而產

生出新的形態。 

2. 客家小炒從「我」開始 

    相對於上一段落，此段落研究者將依訪談順序著重描寫於自學學會客家小炒的臺

北都市客家人，並從自學客家小炒這樣的傳統菜色中，衍生討論「自學是否道地」的

問題， 後，藉由飲食探討道地與認同之間的關係，嘗試找回自己的文化味道。以下

將分別以「計畫參與者背景整理」、「自學≠道地？」兩段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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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參與者背景整理 

① 新北市 板橋區 / 計畫參與者 P3  

 

 

 

 

圖 4-17 參與者 P3（左）與研究者合照      圖 4-18 參與者 P3 的客家小炒 

（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P3-1050813） 

    參與者 P3 和研究者一樣，皆為來自苗栗頭份的客家人，參與者 P3 因為婚姻關係

在民國 76 年到台北生活。由於家庭因素使然，從小即必須學會打理家務，她認為並

沒有所謂喜不喜歡煮菜這回事，人為了生活必須煮飯，所以要吃。參與者 P3 說她並

沒有向他人學習如何炒客家小炒，她的客家小炒是自己想一想就炒出來的，研究者從

旁觀察發現，參與者 P3 從切菜到調味都是大刀闊斧、豪氣的烹煮，相較其它組的臺

北都市客家人，她的生活態度與料理風格反而更保留了一些客家口味的粗，以及為了

生活而煮的質樸。 

    在訪談參與者 P3 的當下，研究者感到一股挫折感。參與者 P3 是因為女兒在網路

上看到朋友分享的訊息後，幫自己的媽媽報名，或許是研究者在溝通上表達不夠清楚，

當研究者登門拜訪時，參與者 P3 一見研究者即說：「欸，妳要來訪談，也沒說要準

備哪些⾷材，所以我早上⼜很趕的去市場買菜，妳這樣做事不⾏啦！」（觀察紀錄

O-P3-1050813）參與者 P3 原本以為研究者會備齊所有客家小炒食材，而她則是要用

這些食材炒給研究者紀錄，在研究者道歉和重新說明整起訪談的內容之後，訪談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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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繼續進行。在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參與者 P3 直來直往的個性，與她豪邁、

迅速到位的下廚風格相似，當參與者 P3 踏進廚房，她便創造一個以她為主的生活空

間，從洗菜、備料、開火、起鍋，一切行為如行雲流水般，研究者的幫忙顯得礙手礙

腳。雖然當下的訪談過程可能不盡然順利，但是訪談結束後，當研究者與參與者拉開

一段距離、重新檢視這段關係後，研究者認為這次的拜訪經驗，反而更真實的呈現參

與者的個性與生活的樣貌。 

②新北市 板橋 / 計畫參與者 P6 

 

 

 

 

     圖 4-19 參與者 P6 獨照            圖 4-20 參與者 P6 的客家小炒 

       （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P6-1050906） 

    參與者 P6 是新竹竹東客家人，民國 59 年到臺北當西裝學徒，住在老闆提供的宿

舍裡，當時臺灣景氣好，很多人買西裝，參與者 P6 便隻身上臺北打拼。參與者 P6

初到臺北時，因為語言問題很想放棄回家，不過還是咬著牙熬過來。研究者問：「除

了語⾔問題，在吃的⽅⾯會不習慣嗎？」參與者 P6 答：「不會啊，在鄉下吃的更不

好！」（觀察紀錄 O-P6-1050906）相較於家鄉的粗茶淡飯，參與者 P6 到臺北後並沒

有吃不習慣的問題，這也是參與者 P6 年幼沒有看過媽媽炒客家小炒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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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者 P6 是所有受訪者中，唯一的男性，參與者 P6 說：「我從⼩就喜歡煮菜，

所以媽媽煮的時候，我就跟在旁邊看。」（觀察紀錄 O-P6-1050906）參與者 P6 雖然

會跟在媽媽旁邊學做菜，但是開始頻繁地下廚則是在結婚之後。參與者 P6 喜歡做菜

給太太、孩子吃，喜歡和家人一起吃飯的滿足以及菜色被家人肯定的成就感，也因此

他經常出去看別人怎麼煮，然後買菜回家嘗試新菜色給家人吃，包括客家小炒也是如

此。在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參與者 P6 對於言語的表達較為木訥，但是當他

進入廚房，一個他熟悉的場域，所有的木訥都轉為俐落的溫柔，這份溫柔則是繼續支

持著孩子、這個家的力量。 

③ 新北市 板橋 / 計畫參與者 P7 

 

 

 

 

 

     圖 4-21 參與者 P7 獨照          圖 4-22 參與者 P7 的客家小炒 

     （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P7-1050908） 

    參與者 P7 是新竹竹東客家人，約民國 65 年至臺北板橋遠東紡織上班，住在遠東

紡織的宿舍。參與者 P7 因小時候家庭經濟狀況不太優渥，媽媽很少煮像客家小炒這

類逢年過節才有的菜色，後來在外面看到別人炒，才嘗試著自己炒來吃。參與者 P7

婚後也跟著公公學做菜，平常很喜歡做菜，會做菜分送鄰居吃，鄰居也因喜歡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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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P7 炒的客家小炒，甚至自己買魷魚乾放在參與者 P7 的家，想吃就會請參與者 P7

炒給他吃。 

    參與者 P7 的客家小炒，她的魷魚先炸過後才下鍋炒，研究者問：「魷⿂還要先

炸過，這麼⿇煩，您都不會想偷省略幾個步驟嗎？ 」參與者 P7 說：「不會⿇煩啊，

⽽且我這個⼈做事都是照步來，所以不會省略（任何步驟）。」（觀察紀錄 O-P7-1050908）

為了追求方便、快速，我們常因怕麻煩而省略許多流程，不過參與者 P7 卻因不怕麻

煩呈現出美味的料理，對參與者 P7 來說，美味是堅持而來，如同生命因耐磨而精彩。 

受訪者編號 P3 P6 P7 

家鄉 苗栗頭份 新竹竹東 新竹竹東 

現居 新北市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 

至臺北時間 民國 76 年 民國 59 年 約民國 65 年 

至臺北原因 婚姻 工作 工作 

客家小炒 

師承於 
自學 自學 自學 

表 4-2 參與者背景統整一覽表（資料來源：研究者製） 

（2） 自學≠道地？ 

    從上述三位參與者的訪談中發現，這三位參與者皆有特意提及年幼時家境不甚良

好，因此並沒有看過家中出現客家小炒這道料理。細看客家小炒的食材，豬肉、乾魷

魚在過去農村生活中是較少吃到的奢侈品，通常只有在年節因祭祀神明、祖先，才有

機會享用，或是家中有客人來訪才會端出的待客菜；但是隨著時間、環境、經濟條件

的轉變，客家小炒也逐漸從年節菜、待客菜轉為出現在一般日常生活中的家常菜，在

當今社會，客家小炒食材的取得方式多元且便利，也因此讓參與者們能夠開始獨自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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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烹煮這道料理，參與者 P7 說：「現在不像以前了啦，想吃就可以炒來吃，有時候

鄰居想吃，我有空的話，我也會炒給他們（家）吃。」（觀察紀錄 O-P7-1050908）

飲食不只隨著烹飪者的偏好不同而有差異，飲食的條件也會隨著社會變遷有所改變，

而這些差異與變動皆歸因於人們持續不斷的生活。  

    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有些許疑問，既然客家小炒是自學而來，那麼參與者們是

否會質疑自己炒的客家小炒不正統、不像客家小炒？參與者 P3：「沒有像不像的問

題啊，⾃⼰煮的就是（客家⼩炒），⽽且我朋友都覺得我炒得⽐餐廳好吃哩！」（觀

察紀錄 O-P3-1050813）參與者 P3 的直接反應，讓研究者意識到客家小炒無關乎像不

像、道不道地的問題，這就有如客家認同，並不需要外在的認可來保證自己的身份。

客家小炒隨著人、時空改變，它的內容也跟著轉換，在如此變動不定的生活狀態中，

唯一不變的是「客家小炒」之名，在這個名義下，能有許多自由發生、無限可能的故

事。我們都在「客家」的認同底下，各自親身實踐著關於客家的事，透過外在的實踐，

找到內化的認同，即使它包羅萬象、廣納各種形形色色的人與事， 終的盡頭仍指向

自己– 一切皆因參與者的在場與製作而有意義。 

（⼆） 味道與⽂化 

    在「敘集客家」創作計畫中，研究者總共蒐集 7 份食譜（詳見附件二），每一份

食譜除了來自參與者對家庭所付出的時間與愛，也是對於「客家」這個身份認同的親

身實踐。在「廚藝與學習」的段落中，研究者逐一描述每位參與者的生活背景與料理

學習方式，接下來研究者將在「味道與文化」中，嘗試分析、論述食譜的不同，進而

探討道地與當代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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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斷轉變的口味 

    在研究者蒐集的 7 份食譜中，其中 4 份相對於他者有較明顯不一樣，分別為參與

者 P1、P2、P3、P5 的食譜，於此，研究者將以此 4 組參與者的食譜為主，其餘為輔，

試圖藉由描繪食譜的差異，論述其意涵。 

（1） 參與者 P1 

 

 

 

 

圖 4-23 參與者 P1 的客家小炒食材 

（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P1-1050805） 

    參與者 P1 是透過其妹妹的牽線才參與計畫，也因此研究者是受到參與者 P1 的妹

妹邀請，至參與者 P1 的妹妹家拜訪。在煸豆干時，因炒鍋並非參與者 P1 熟悉的炒鍋，

所以她用的並不順手，讓豆干煸的不夠乾，參與者 P1 邊炒邊念著：「這個⾖⼲不及

格，炒得好醜，可以不要錄進去嗎？」直至大家一起享用客家小炒、一邊話家常時，

參與者 P1 說：「是不是我⽼了？怎麼覺得⾖⼲這樣濕濕軟軟的好像也不錯，下次也

可以這樣煮煮看。」（觀察紀錄 O-P1-1050805）廚具的不同，讓客家小炒的味道也

隨之改變，而參與者 P1 並不排斥這樣的轉變，她認為意外的新煮法，可能更適合現

在的自己，下廚如同一場冒險，在不同的條件與方法下，它的結果總是能帶給人無法

預測的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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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畫參與者 P2 

 

 

 

圖 4-24 參與者 P2 的客家小炒食材  

（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P2-1050811） 

    在前一段落，研究者提及參與者 P2 因父親疾病的關係，自小即開始打理家務。

參與者 P2 說：「我們家的⾁跟別⼈⽤的不⼀樣，我們⽤的是⼆緣⾁，因為我爸⽣病

的關係，我必須控制他的飲⾷習慣，我很在意我爸的健康，這種⾁⽐較沒有油，吃起

來⾝體負擔也⽐較少。」（觀察紀錄 O-P2-1050811）透過參與者 P2 的說明，研究者

才明白二緣肉是位於大小里肌肉附近較無油花的區塊（圖中右上方即為二緣肉），身

體健康是迫切改變飲食習慣的現實考量，飲食在生活中的調整，除了偏好使然，有時

候更是為了「活著」而改變。 

（3） 參與者 P3 

 

 

 

圖 4-25 參與者 P3 的客家小炒食材 

（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P3-105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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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者 P3：「欸，妳那個芹菜葉怎麼丟掉啊！」研究者：「蛤？芹菜葉不都是

丟掉嗎？」參與者 P3：「沒有啊，我們家會加，把它撿回來洗⼀洗！」（觀察紀錄

O -P3-1050813）基於前幾家訪談的經驗，研究者這次的訪談很順手地將芹菜葉挑掉，

反而卻引來起計畫參與者 P3 的制止，這也提醒研究者要尊重、謹慎的面對每一位受

訪者的主體性。參與者 P3 說其實他們家以前也沒有加芹菜葉，是後來和朋友聊天，

朋友說芹菜葉對身體很好，於是她才開始把芹菜葉加入客家小炒。研究者的媽媽平常

在家即會單炒芹菜與芹菜葉，因此研究者在品嚐參與者 P3 的客家小炒時，芹菜與芹

菜葉的結合，是一股令研究者感到熟悉的味道。 

    參與者 P3 是位身手非常俐落、快速的媽媽，眼看參與者 P3 準備開火下鍋煸魷魚

時，研究者詢問能否在所有食材備妥，待研究者拍照之後再下廚，參與者 P3 說：「哪

有那個美國時間，這樣會來不及。」（觀察紀錄 O-P3-1050813）於是研究者便拍下

這雙下廚中的手。研究者發現，計畫參與者 P3 的直覺反應，反而更貼近客家女性的

家庭生活，下廚是生活的一部分，有效的利用時間才能處理更多日常瑣事，這次的訪

談讓研究者體驗參與者生活中更真實的狀態。 

（4） 參與者 P5 

 

 

 

圖 4-26 參與者 P5 的客家小炒食材 

（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P5-105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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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者 P5 一開始改良媽媽的煮法是覺得媽媽炒得太鹹，而且因為她的爸爸喜歡

吃硬魷魚，媽媽都把魷魚炒得很硬，她不喜歡這樣的煮法，所以希望炒出適合自己的

口味；結婚後，則是配合先生與小孩的喜好而調整口味，因女兒喜歡芹菜，會放比較

多的菜，甚至有時候不特別想吃魷魚就不會加。 

    搬到臺北後，計畫參與者 P5 說都市人都比較喜歡吃少油、少鹽，所以她在食材

選擇上也會選瘦一點的五花肉，令研究者印象深刻的是，為了不讓客家小炒太死鹹，

計畫參與者 P5 會加入醬汁調味，醬汁是由水、醬油膏、醬油、紅糖調製而成，也因

此計畫參與者 P5 的客家小炒吃起來鹹中帶甜，味道不同於一般的客家小炒。 

表 4-3 參與者 P5 與其母親在「客家小炒」烹飪方式上的差異（資料來源：研究者製） 

2. 道地與當代 

    在拜訪計畫參與者 P2 時，計畫參與者 P2 對研究者說明客家小炒所用的五花肉在

過去是祭祀後的產物，因此她用的豬肉都會先汆燙過才炒，於是研究者便問：「是因

為這樣的做法比較『道地』嗎？」聽到研究者的詢問，計畫參與者 P2 便娓娓道來她

對『道地』的看法。 

    自從鑽研廚藝之後，計畫參與者 P2 一直很困惑於「道地」兩字，總覺得自己煮

不出爸媽的味道。計畫參與者 P2：「…我花了三⼗幾年終於找到答案，根本沒有所

謂道不道地的問題，道地是⼀個很主觀的說法，妳知道為什麼嗎？…每個⼈都有⾃⼰

烹調者 豆干 豬肉 味道 糖 魷魚 芹菜 

參與者 P5

的母親	
切較厚 較肥 鹹 不加 炒得較硬 正常 

參與者 P5 切較薄 較瘦 較不鹹 加糖 炒得較軟  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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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獨特性和喜好，所以每個家庭的⼝味都不⼀樣，⽽且現在科技那麼發達，調味料有

很多種選擇，妳怎麼能確定現在的鹽跟以前是⼀樣的鹽？我們很難再煮出以前的味

道。」（觀察紀錄 O-P2-1050811）計畫參與者 P2 認為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個體與存在，

口味也就會千奇百萬種變化，如果我們只談論某一樣菜該符合什麼味道才叫道地，稍

微過於簡單化每一道菜所呈現出來的樣貌，計畫參與者 P7 也曾說：「每個⼈炒得⼿

路19不⼀樣，吃得習慣也都不⼀樣，這些都是要調整的啊。」（觀察紀錄 O-P7-1050908）

除了持續改變的時空背景之外，我們不斷地為自己愛的人在改變調理方式，口味依附

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交互影響、變動著，而愛就這樣在一鹹一淡中被煮了出來。受

計畫參與者 P2 的影響，研究者理解道地不是一種標準煮法或是樣本，如同計畫參與

者 P3 雖然自學客家小炒，卻從來不懷疑自己炒的不是道地口味；計畫參與者 P5 改良

了媽媽的做法，但它仍是客家小炒而不是一道新的菜色；道地不是為了符合外在規範

而成的味道，或許我們能將道地試著解釋為它是每個人心中能勾起一段與味道有關的

特別回憶。 

    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周樑楷為《被發明的傳統》寫的審定序中提到「傳統」依賴

「創造」而再生，另方面「創造」卻又需要「傳統」的啟發。「傳統」與「創造」之

間的關係是互動的，這是「歷史意識」與「現實意識」呈現辯證關係的明證（2002：

7），當「道地」不再是一種「純正」的束縛，我們將它視為「歷史」與「現實」共

存的交融狀態，它可以為飲食帶來更多的文化敘說與可能。本研究以客家小炒作為符

號象徵，能明顯地看出它在臺北都市客家生活中的蛻變，它不斷地形變成更適合每一

個家庭的狀態；如同都市客家人面對新的社會結構，為了生存，開始將過去的生活加

以改變，學習語言、拓展新的社交，並且創造一個更適合都市的新生活方式；若將這

個想法放到文化的概念上，客家文化必須存在於生活，在生活的刺激中因創造而再生，

                                                
19	 閩南話，手法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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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才能免於成為一個僵硬的文化樣板，進而成為一個刻板印象烙印在大眾對客家文化

的想像之中。都市客家人一路從過去走到當代，在離鄉的搬遷中尋求生存之道，舊傳

統在新時代有了新時代的做法，生活也在每一次的變動中調整的越來越當代，而讓我

們如道地般兼容歷史與現實的是–隱藏於垂直血脈中，提醒自己身為客家人的存在。 

第三節 客家味緒：從家中到展覽場	

    本段落主要為描述展覽「客家味緒：廚房裏的客家人」的策展概念，並說明展覽

除了再現「敘集客家」創作計畫，它如何透過互動使其更具有教育性，本段落將以「客

家味緒：廚房裏的客家人」、「關係美學的體現」、「展覽的教育轉向」三個方向撰

寫，試圖以藝術與人文教育的角度撰寫一個以關係美學實踐為作品內容的展覽。 

 

 

 

 

 

 

圖 4-27/4-28 「客家味緒：廚房裏的客家人」展覽海報（左）/ 邀請卡（右）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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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味緒：廚房裏的客家⼈」：從再現的過去到持續發⽣的現在 

    研究者在策劃展覽「客家味緒：廚房裏的客家人」時，首要的考量點即是如何再

現「敘集客家」的創作計畫現場，希望能縮短論述與實際作為之間的差距，讓展覽不

再是難懂、與觀眾疏遠的空間，而是一個易於學習、交流、互動的場域。 

1. 攝影、影片與物件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吳岱融老師在視覺藝術與人文專題的課程綱要提到：「1970

後，當代藝術家不再固著於傳統美學形式的追求，以概念、專案計畫、改變或議題等

做為藝術創作的動機，換言之，當代藝術不致力於提出理想美的形式，而更致力於提

出「看不見」的想法，因此藝術家在創作實踐上，逐漸從作品導向的藝術創作，轉為

過程導向的藝術創作實踐，整個創作過程才是作品的精神所在，展出的文件、紀錄片

只是作品的副產品，它輔佐著以歷程、時間為主的創作。」研究者的「敘集客家」創

作計畫即是屬於過程導向的藝術創作實踐，透過實際進入生活場域的食譜交換，以客

家小炒為象徵符號，紀錄飲食的轉變與追尋身份認同的痕跡，而過程導向的藝術創作

實踐，其展覽難處也在於該如何呈現過去、連接現在，當作品無法被裱框展示，它的

藝術性該從何傳達？於此如何在展覽中以視覺影像、物件再現「敘集客家」的創作計

畫現場，是研究者策劃「客家味緒：廚房裏的客家人」展覽的首要課題。 

    所謂的「再現」（representation）就是使用語言和影像為周遭世界製造意義。我

們用文字來了解、描述和定義眼見的這個世界，我們也用影像做同樣的事情。（Marita 

Sturken、Lisa Cartwright，2000：陳品秀譯，2012：32）研究者借助視覺影像與物件

的再現，為過去發生的事件製造在場證明，除了為展覽製造意義，也期望透過觀看引

發觀眾回想自己的生活經驗，進而觸及更多不同面向的記憶與影像。羅蘭˙巴特在《明

室 攝影札記》中寫到「攝影的所思便叫做：『此曾在』，在拉丁文中無疑的是 interfuit：

此刻我所看見的曾在那兒，伸展在那介於無限與主體之間的地方；它曾在那兒，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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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分離；它曾經在場，絕對不容置疑，卻又延遲異化。」（許綺玲譯：1997：94）攝

影、影像不僅是如實地記錄下訪談的過程與樣態，它更深層的指涉這件事「曾經發生」、

「曾經存在」，它告知觀者的事實是建立於無須懷疑的「真」之上，而研究者希望由

這個「真」衍生出其再現背後，展覽欲探討的的觀點與議題。 

    於此，研究者選擇以訪談攝影、紀錄影像、自製 Hakka Cuisine 袋子與文字，呈

現「敘集客家」創作計畫，用視覺影像和物件的真實為文本，再現過去訪談七組家庭

的片刻與故事，並以文字敘說串起整個展覽的脈絡走向，將展覽區分為「緣起」、「飲

食交換」、「認同附著」、「互動回饋」四大區塊，前三區塊的展覽安排，主要為研

究者試圖描繪臺北都市客家人的生活樣貌與自我認同，探討本研究的研究問題：身為

臺北都市客家人，如何找回屬於自己的文化味道，我們又該如何描述客家？而 後一

區塊「互動回饋」則是研究者嘗試為展覽留下與觀者的互動、交流，希望觀眾能透過

展覽獲取意義，讓研究者想探討的研究問題與意識被看見。 

   

圖 4-29 展覽的攝影、物件與文字呈現     圖 4-30「敘集客家」紀錄影片播放 

（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1060111）     （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106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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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以臺北居住地圖作為身份標記   圖 4-32 觀眾分享一段與味道有關的記憶 

（資料來源：參與者 P5 的女兒拍攝）    （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1060111） 

2. 味道的再現 

    研究者認為在「敘集客家」創作計畫的階段中，「飲食」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透過飲食，研究者發掘了每一個家庭的故事與生活態度。對每一個人而言，飲食行為

是人類透過行為，把事物的世界與思想的世界連結起來的基礎，因此也是個人與世界

建立關係的基礎。（Sidney W.Mintz，1996；林為正譯，2001，93）於此，「客家味

緒：廚房裏的客家人」展覽除了視覺影像的再現，「飲食」更是一個實際體驗的過程，

研究者想藉由「飲食」傳遞一個探尋文化的經驗，透過一道菜餚如何能表達情感，參

與者如何為這道菜餚賦予內在意義，進而與外在世界建立起關聯，以致於找尋認同。 

    由於飲食在本研究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出於此一考量，研究者便一一邀請參與「敘

集客家」創作計畫的參與者們帶著自己的客家小炒，在開幕當天一起參展。有些參與

者們因家庭、工作的因素無法參加， 終研究者邀請到研究者的媽媽和參與者 P4、

P5 共同參與開幕活動。研究者發現彼此素未謀面的計畫參與者們和研究者的媽媽，

在展覽中因彼此的客家小炒開始談論起來，研究者媽媽：「妳吃吃看會不會很辣？我

這次⽤我⼥兒從沖繩帶回來的辣椒醬油炒。」參與者 P4：「你這個有辣，你吃吃看

我的會不會太鹹？」計畫參與 P5 ⼥兒：「我媽媽想說有很多⼈要吃，這次是炒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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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版的，沒有很辣。」（觀察紀錄 O-1060107）她們的對話從客家小炒開始，隨即發

散至家鄉、兒女、生活背景等等，然而她們的談話是非常開放性的，在其他觀眾參觀

結束後，也會一同加入這個在展覽中的飲食聚會，參與者們熱心的的介紹自己的客家

小炒，並邀請大家一起享用，而受邀的觀眾們有些則會表明自己的客家身份，相互寒

暄一番，有食物的地方，遂成一個不分年齡、國籍、性別的交流場域。 

    研究者本以為在展覽場中吃到的客家小炒味道會和訪談時雷同，結果吃到的口味

卻又和訪談時不太一樣，參與者 P5 的客家小炒比較沒有這麼甜，研究者出於好奇便

向參與者 P5 的女兒詢問，她說：「媽媽怕⼤家吃不習慣家裡的味道，所以這次⽐較

沒什麼放糖，煮得⽐較⼤眾⼝味。」（觀察紀錄 O-P5-1060107）在邀請之時，研究

者有向參與者們說明如實呈現家裡的味道即可，然而再現並非完整的複製過去，當飲

食涉及群眾時，它是一種從家中到展覽場、個人到群眾的妥協，口味也漸漸地轉為「大

家都能接受」的樣子，參與者 P5 從家中到展覽場中做得調適，如同客家人初至都市

在生活上所做的調適，原本在家中奔放洋溢的料理們在展場中也跟著中規中矩起來，

當個體與他者產生關係，為了達到某種社會和諧，這之間的協調與溝通，是面對一個

新的社會氛圍所做的種種調整，以及試圖融入臺北的努力。 

 

 

 

 

圖 4-33 來自三個家庭的客家小炒           圖 4-34 觀眾們一同享用客家小炒 

（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1060107）       （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106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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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5 到臺灣渡假的國外觀眾            圖 4-36 看展觀眾們以客家話彼此交流 

（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1060107）      （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1060107） 

（⼆） 「客家味緒：廚房裏的客家⼈」：以關係美學為內容的展覽教育轉向 

    研究者在第貳章文獻探討提到教育性的創作計畫，學習不僅僅存在於第一層觀眾

（計畫參與者），展覽作為教學內容，讓第二層觀眾（後來的觀看者）也能透過展覽

的互動獲得不同的學習經驗。本段落研究者將以教育性創作計畫的概念分別說明展覽

「客家味緒：廚房裏的客家人」中如何具有教育性，在「透過創作計畫習」的部分，

研究者著重於描寫第一觀眾的參與、反思與改變，「展場中的學與思」則是記錄研究

者如何致力於縮短第一層與第二層觀眾之間的鴻溝，讓第二層觀眾能透過研究者設計

的展場互動和導覽，更理解展覽的目標與目的，獲得不同於以往的看展經驗。 

1. 透過創作計畫的學習 

    上一節研究者提到參與「敘集客家」創作計畫的參與者 P4 在訪談時是第一次炒

客家小炒，研究者在籌備展覽期間，邀請參與者 P4 參與展覽開幕，並詢問參與者 P4

能否帶上自己製作的客家小炒與現場的所有參與者分享。參與者 P4 爽快地答應參加

開幕，但更出乎研究者意料的是，參與者 P4 說：「我跟妳說，那天妳留下來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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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兒⼦炒，亂炒⼀通，他⽕⽐較猛，竟然炒得⽐我好吃！」（觀察紀錄 O-P4-1051216）

參與者 P4 雖然不喜歡一成不變的下廚，卻很喜歡嘗試新事物，也因這次的試驗，和

兒子一起研發客家小炒的炒法；甚至在展覽當天的凌晨一點多透過 facebook 傳了兩

張照片給研究者，參與者 P4：「為了明天不要漏氣，我先⽣和我現在還在試炒客⼩

炒！」（觀察紀錄 O-P4-1060107）研究者收到訊息的當下，除了趕緊紀錄參與者因

參與「敘集客家」創作計畫而發酵出的學習外，還有更多的情緒是感動，以及謝謝參

與者們如此重視這次的展覽，透過這次的計畫，客家小炒的味道也開始在參與者 P4

的家飄香，傳統就這麼在生活中巧妙地被移轉傳承到當代。 

    參與者 P4 透過身體力行的勞動，用身體去記憶經驗，體驗感受，在嘗試烹煮客

家小炒的過程中，用舊傳統學習新的調味與關係，研究者認為參與者自己創造出的體

驗，才是真正的學習、真正的改變。在當代藝術的範疇之下，創作題材俯拾皆是，看

似尋常的每日生活卻蘊含著不容小覷的創作能量，當代藝術越來越接近生活，雖然這

意味著藝術離民眾更近，但是如何讓它與民眾產生關係、進入常民與生活，是研究者

更想探討的部分。 

「敘集客家」作為一場走入人群的藝術創作計畫，研究者藉由發起一個藝術計畫、

創造一個討論空間，和參與者們一起從食材的創作中體現家的關係與樣態、從味道的

傳遞中思考自身的身份與認同；以藝術與人文教育的觀點來看，藝術創作實踐過後，

當研究者離開這個場域，參與者如何能持續保留這些擾動，促成生活中不一樣的改變，

是整起藝術創作計畫中， 具教育性的所在。我們在 貼近日常的廚房中向大眾學習

生活，透過藝術使「學習」自然發生，並且產生現實與生活的連結，我們無法預測大

眾或者社會教導我們什麼，但是透過思考什麼是真實、什麼是生活，我們可以在一連

串的冒險、由人構築出的關係中學習真實，並且重新經驗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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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7 參與者 P4 與研究者合照         圖 4-38 參與者 P4 於展覽當天的客家小炒  

（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1060107）      （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1060107） 

2. 展場中的學與思 

    「客家味緒：廚房裏的客家人」是一個再現過程導向藝術計畫的展覽，主要的展

品為視覺影像、文字與物件，研究者認為若是對「敘集客家」藝術計畫沒有先備知識，

將會無法理解展覽以及研究者想傳達的理念，為了縮短展品與觀者之間的落差，除了

開幕導覽之外，研究者對每一位進場參觀的觀眾都會進行導覽解說，若是對展覽有興

趣的觀眾，則會開始和研究者分享他/她的觀點與疑問。 

    經研究者統計，「客家味緒：廚房裏的客家人」的參觀總人次為 103 人，大部分

觀眾的反應認為展覽內容很有趣，把飲食與客家的題材發揮得淋漓盡致，在為期一個

禮拜的展期中，因觀眾都是二至三人結伴參觀，有時甚至是一人看展，雖然研究者單

次接觸的觀眾少，但是卻可以與觀眾進行更深入、更個人的談話（如：觀眾主動談自

己的客家背景、自己吃過 好吃的客家小炒在哪裡等等），觀眾對展覽的疑問（如：

為什麼是廚房裡、為什麼吃是題材、妳是台北人嗎、這是藝術嗎？等等）也可以更直

接地詢問創作者/研究者本人。同是客家人的觀眾 A1 在研究者導覽完之後說：「真的

每⼀家都不⼀樣，⽽且南北的客家⼩炒也有差，我是來⾃屏東的客家⼈，現在就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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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渡，我們家的客家⼩炒是炒⾖⼲絲，跟他們（指參與者）全都不⼀樣。」（觀察紀

錄 A1-1060108）觀眾 A1 的分享，讓研究者發現因為鎖定的研究對象是臺北都市客家

人，所以或許因地域關係，計畫涉及的對象多以桃竹苗為主，幾乎沒有中、南部的客

家人參與者，也因此觀眾 A1 的分享也為研究者提供一個不同的新文本。 

    教學不該是以一種已知者的心態對未知者說教，「教學」能更準確地寫成「教-

學」，它是教與學之間平等交融的存在，當研究者在闡釋展覽論述時，觀眾是聆聽吸

收的一方，當觀眾發表意見時，研究者則扮演學習的角色，向普羅大眾學習更貼近生

活的經驗，我們在彼此的談話關係中相互學習，在不斷地教與學之間轉換角色、交換

彼此的想法與信念，研究者並無法預期會在展覽場中遇到哪些人、哪些事，不過正也

因這些無法預測的變數，讓研究者在每天開展時，都會期待今天將會遇到什麼樣的人、

產生什麼樣的對話，而這些互動，往往帶給研究者更多的驚喜與回應。 

圖 4-39 研究者的開幕導覽                  圖 4-40 研究者為觀眾解說 

（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1060107）      （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106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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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 研究者為觀眾解說                圖 4-42 研究者為觀眾解說 

（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1060111）       （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1060112） 

    除了導覽外，研究者在展場中規劃一個空間，讓觀眾可以提筆分享關於自己的故

事，在這個空間中，觀眾可以拿起互動小卡，寫下自己印象 深刻/ 喜歡的料理，

以及這道料理帶給自己的感受是什麼，研究者挑選幾名觀眾的分享如下： 

Ø 化名：Candra，來自臺北，現居臺北，是一位閩南人。 

她寫道「最喜歡的料理是蔭豉蚵仔，這道料理總讓她想到靠海的台中⽼家，奶奶

常做的⼀道菜，奶奶過世後想念奶奶的味道，是思念的味道。」 

Ø 化名：小樹媽，來自新莊，現居板橋，是一位台中人。 

她寫道「最喜歡的料理是炸春捲，這道料理總讓她想到炸春捲代表著過年的回憶，

料多的春捲，包著對新年的期待。」 

Ø 化名：小草，來自台北，現居台北，是一位閩南人。 

她寫道「最喜歡的料理是燙地⽠葉，很簡單的⼀道菜，但每次吃到都會想到外婆

滿滿的愛，因為⼩時候的⼀句話，現在只要回外婆家都可以吃到！」 



	

92	
	

Ø 化名：LuLu，來自苗栗，現居台北，是一位閩南人。 

她寫道「最喜歡的料理是滷⽩菜，很常吃到的菜，但每次吃，都還是會再次覺得

好好吃∼有時候相隔太久沒有吃到，還會拜託媽媽特地煮！」 

Ø 化名：彥仔，來自苗栗，現居台北，是一位客家人。 

她寫道「最喜歡的料理是鹹湯圓、福菜湯，鹹湯圓的滋味好棒！只有回家吃得到

呢！福菜湯超讚呀！味道好⾹∼阿婆的味道」 

    從回饋小卡可以發現，在觀眾的心中都有份屬於自己、特別的味道，研究者認為

只要心中惦記著某樣味道，當我們在不斷回味的同時，就不會忘記家、忘記自己從哪

裡來，也因此研究者在展覽中希望觀眾和大眾分享屬於自己生活經驗中的味道，讓附

著於這份味道上的生命，更有重量。 

    展場中另一個能讓觀眾留下足跡的則是臺北居住地圖，研究者認為大臺北地區是

移居城市，來看展的觀眾可能是臺北人，或許剛好住在臺北，而研究者身為臺北都市

客家人，便想了解觀眾的居住背景，於是畫了一張新北市與臺北市的行政區域圖，邀

請看展觀眾留下自己的居住足跡。原本只是出於好奇的想了解看展觀眾有多少是臺北

人，卻沒想到意外勾起身份認同的辯證： 

正準備簽名留念的參與者 P4 問：「我住臺北 29 年，那我是臺北⼈還是⽵東⼈？」 

研究者回：「妳覺得你是哪裡⼈，就寫哪裡⼈呀」 

參與者 P4：「那我是⽵東⼈。」                     （觀察紀錄 O- P4-106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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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僅參與者 P4，參與者 P5 也認為自己非台北人，因參與者 P4 的提問，研究者

突然意識到對出生於臺北、住在臺北的都市客家人來說，臺北就是家，但是對於第一

代從原鄉移居臺北的都市客家人們，居住地即使住得再久卻不盡然代表家鄉，反而出

生地才是永遠的故鄉。透過「互動小卡」、「臺北居住地圖」，以及研究者每一場導

覽與觀眾的對話互動，觀眾除了在展覽中留下自己的生命痕跡，研究者更藉由眾多的

他者經驗，回顧與形塑自己的生命歷程，我們都在彼此的觀看關係中拾起一些不曾擁

有的生命片段，故事在彼此的談話中越來越清晰，而生活透過人與人之間的鏈結和文

化交織在一起。 

圖 4-43 觀眾看展回饋                      圖 4-44 觀眾的居住地圖 

（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1060113）       （資料來源：照片紀錄 P-1060113） 

    「客家味緒」研究計畫歷時一年半，在 2017 年 1 月告一段落，透過「敘集客家」

創作計畫，研究者和參與者以一道菜餚交換彼此的故事，「客家味緒：廚房裏的客家

人」展覽則是讓研究者在展場中遇見更多的不同的關係與無法預期的人與事，以上為

「客家味緒」關係美學作為藝術教育實踐整體歷程對研究者、參與者、觀眾三者之間

的相互影響與學習面向，關於研究結果與建議將在第伍章進一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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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結論	

    本研究以關係美學為手法，藉由客家小炒的食譜交換，找尋身為臺北都市客家的

客家認同，並進一步將藝術實踐的過程，以展覽呈現，期望將藝術創作過程作為教學

內容，與參與者、觀眾互相討論、學習其中的文化流轉。本章依據研究者的實踐過程、

反思與發現，加以整理歸納，以回應研究問題之問題意識：「身為都市客家，我們該

如何找回認同，描述客家？」，並以「研究發現」、「研究建議」兩小節總結「客家

味緒」所歷經之藝術教育實踐成果，進而提出後續研究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客家味緒」計畫從一開始的理論爬梳，到走訪臺北都市客家的家庭，研究者體

會到理論與生活之間近在呎尺卻又若即若離的連結狀態，然而飲食是 真實的文化實

踐，研究者藉由與臺北都市客家人交換食譜，接著進一步交換彼此的生活， 後以展

覽再現整起計畫歷程，研究者發現當我們不斷地向外尋找文化、身份認同時，在這之

中所產生的關係與學習，其實就存在於每一天的日常裡。 

    研究者將於此節以「飲食作為一種文化的集體記憶」、「在生活的日日事事中，

體現文化想像」、「客家味緒中的學習」分別回應本研究的三個研究問題：「如何找

尋自己的文化味道」、「身為都市客家，該如何描述客家，重啟客家文化想像」、以

及「如何在藝術教育實踐的歷程中，看見學習發生？」以下將分別敘述。 

（一） 飲食作為一種文化的集體記憶	

    本研究以都市客家人為主體出發，透過實際進入都市客家人的家庭，與臺北都市

客家人交換客家小炒食譜，從客家小炒的鹹、甜、濃、淡中，落實關係美學中的「互

動」的價值。研究者發現雖然受訪者們使用的客家小炒食材看似大同小異，但是隨著

每個人的習慣與偏好不同，客家小炒吃起來的口感卻完全不一樣，這些差異來自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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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之間相處、調整過後的和諧，於是每當客家小炒端上餐桌，它總能符合每位家人

的偏好，成為一部分的家庭記憶，再往更深的層面挖掘，研究者觀察到的是，一道菜

不僅承載著烹飪者對家庭奉獻數十年的珍惜與疼愛，它更蘊含著對於「客家」這個身

份認同的親身實踐。 

    英國歷史學家費德南茲．阿梅斯托在《食物的歷史》中提到食物至少和語言與宗

教一樣（甚或程度更大），是文化的石蕊試紙。透過食物可以認同某個文化，因而無

可避免地區分出文化。同一文化社群的成員經由食物而辨識出同夥，並透過審視菜單

而查出圈外人。（韓良憶譯，2014：249）客家小炒作為文化象徵的符號，其用意並

非探討如何烹煮出道地的客家小炒，而是藉由這道客家意象鮮明的料理，找尋臺北都

市客家自己的文化認同。研究者發現這七戶參與計畫的家庭，無論是向家人學會客家

小炒、或是自學學成，每一位參與者都在廚房中，以飲食展現出自己的生活態度與哲

學，更以一鍋一鏟書寫自己對於「客家」的想法與身份歸屬，我們不斷地讓味蕾瀰漫

著記憶中的味道，事實上，家的味道是一段與家人共食的記憶，即使你/妳的味道不

同於我的滋味，但是我們都在用生活實踐、認同著自己心中的文化味道。 

    客家小炒於研究者而言，它原本只是一道自己喜愛的菜餚、以及餐廳菜單上會出

現的名詞，而且這個名詞，讓身為客家人的研究者非常不以為然，認為它只是為了讓

客家人更像「客家」的存在。然而隨著「客家味緒」計畫的啟動與結束，客家小炒也

跟著參與者們火候，從一個扁平的刻板印象，逐漸轉為一道道冒著熱煙、具有生命厚

度的食譜，客家小炒雖為客家菜餚中經典的四熅四炒，但是卻因著各個地方認真生活

的人們而有了再詮釋的可能。研究者認為「客家味緒」計畫是一場道地的再詮釋、是

日常生活中吃的文化實踐，食材、食譜是有形世界的物質載體，它讓無形、抽象的文

化靈魂得以藉由實體還魂，讓研究者不僅從中發現文化的鄉愁，更實際品嚐到參與者

身體與記憶的味道，而這份味道的真正意義是繼續在不斷調味的過程中重生，因此它

的創新才得以被保留，文化才能持續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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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生活的日日事事中，體現文化想像	

    研究者透過舉辦展覽向大眾傳達飲食的客家認同，我們吃的是客家小炒，同時吃

的也是一個在社會中持續有新樣貌的作品，計畫參與者 P5 女兒在展覽結束後，給研

究者的回饋：「我覺得滿不錯的啊，很少有機會遇到這樣的展覽，⽽且後來我媽那裡

的親戚知道這件事有討論⼀下⼦，覺得在臺北有個年輕⼈想做這樣的東西很感⼈，他

們覺得⾃⼰的⽂化都漸漸在消失，在⾃⼰的⼩孩⾝上好像都看到美國⽂化跟韓國⽂化，

好幾個⼈都說很感動。」計畫參與者 P5 則是認為：「覺得很榮幸可以參與在這個紀

錄⽂化轉變的活動，我們常常只是看到表象，但是很少看到⽂化在這過程中是如何轉

變的，滿喜歡的啦！」（觀察紀錄 O-P5-1060330）從參與者的回饋可以發現參與者

對「客家味緒」研究計畫的肯定，但是研究者看見的是肯定背後，客家人們對社會與

文化變遷的憂慮，也因為這份對於客家文化感到不安的共同感受，才讓研究者開始一

系列的找尋認同行動。 

    「客家」原本對研究者而言，是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輕，它好像只是血緣上鏈結，

輕輕的存在，卻是一種感受得到的重量與壓力，經過這次的實踐，研究者感受到「都

市客家」四個字的重量與踏實感。研究者原本對於「客家意象」、「客家文化」只看

見籠統的表徵與刻板印象，在實際執行「客家味緒」研究計畫後，研究者看見的是更

真實的「人」；人們往往容易對生活中過於頻繁出現的事物感到麻痺，進而認為這就

是常態，如同我們經常接收官方塑造的客家藍染、客家花布、桐花等等，甚至認為客

家文化就是如此，但是當研究者開始以客家小炒為媒介，親身接觸存在於生活中的臺

北都市客家人，研究者感受到的不是一般大眾認知中的客家小炒該有的形象，而是客

家小炒在生活中原本的樣貌，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飲食習慣與方式，正因如此，每

戶家庭的客家小炒才會如此不一樣。透過這次的實踐，研究者從一道客家小炒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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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更多元的煮法與詮釋；若把這樣的概念對位到文化上，「客家」也不再只是某些單

一的意象或刻板印象，它是屬於每一位客家人的多元身份體現與實踐，客家是文化的

本質，而如何秉持著這份對客家的情感認同，透過不同的思考，於日常中兼容、創發

新的生活態度，讓客家文化被保存，才是客家人們於日日事事中實踐的文化想像。 

    「客家味緒」研究計畫出於研究者對客家意象的質疑，進而開始一連串的實踐，

直到研究結束，研究者反思整起研究歷程，研究者認為其實「客家味緒」計畫並非反

對客家意象的出現，而是透過質疑、批判的思考方式，更加了解客家意象的存在意義，

研究者透過一場親身力行的實踐，讓這份質疑轉為一種更確定自己的客家身份的安定

感。美國視覺文化與傳達學者 Marita Sturken、Lisa Cartwright 在《觀看的實踐》中提

到：「文化是一種過程，而非一組固定的實踐或詮釋。」（陳品秀、吳莉君譯，2013：

12）「客家」其實是一種流動的概念，「客家味緒」記錄著研究者、參與者、觀眾對

文化的實踐與詮釋，它是一個共同對客家文化發展想像的歷程，文化並非一人可及，

而是靠眾人之力而成，它是一連串協商的過程與結果，正因為每一個體是如此的獨特，

文化才如此富有創造性與意義。臺灣資深兒童文學作家陳玉金老師曾在演講中說：「了

解自己的土地，看見從這個土地長出來的作品，才會去愛它。」回應到研究者於研究

動機提到：「你/妳們的創作要怎麼樣體現自己的文化？」「客家味緒」同時作為一

場藝術創作與藝術教育實踐，它記錄著一位創作者對於自身客家認同的不安與和解，

也紀錄著一位藝術教育工作者對於客家文化的教-學再省思。  

（三） 「客家味緒」中的學習	

    美國視覺文化與傳達學者 Marita Sturken、Lisa Cartwright 在其著作《觀看的實踐》

中寫到：「是文化中的參與者賦予人、事、物意義……我們是透過人、事、物的應用，

以及對它們所發出的言論、想法或感覺–也就是如何再現它們–而賦予他們意義。」

（陳品秀、吳莉君譯，2013：12）研究者於第肆章提到與關係美學有關的計畫中，藝

術之所以成立，皆須仰賴參與者的在場與製作才有意義。在「客家味緒」研究計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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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皆以關係美學的觀點出發，強調和參與者、觀眾之間的互動關係，而身為藝術

與人文教育研究者，研究者更關注的是，人與人互動的過程中，關係美學的創作計畫

如何讓其具有教育性，並有學習發生的可能。 

    在「客家味緒」的兩塊子計畫，研究者從「敘集客家」創作計畫的參與者們身上

習得許多扎實存在於生活中的文化：參與者 P1、P5 讓研究者了解到味道是一種變動

的傳承；參與者 P2 給了研究者另一種道地的想像；參與者 P3、P6、P7 藉由自學實

踐著客家認同；參與者 P4 在計畫之前從未炒過客家小炒，卻在計畫結束後，因研究

者不經意留下的食材，開啟她與兒子一起下廚學習的新頁，「敘集客家」讓研究者在

大臺北地區與其他都市客家人相遇，藉由一道料理的時間，在一切一炒中習得一個家

庭的故事，在一筷一箸間吃出生活的滋味。 

    第二塊子計畫「客家味緒：廚房裏的客家人」，是以過程導向的關係美學創作為

展品的展覽，展覽為期七天，累積參觀人次為 103 人，雖然人次不多，卻也因此讓研

究者能為每一位看展的觀眾解說。研究者為了縮短第一層觀眾（參與者）與第二層觀

眾（後來的觀看者）之間對展品的鴻溝，主動對每一位前來參觀的觀眾作展覽解說，

在導覽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相對於人數龐大的定時導覽，小群眾的導覽，反而更像

是一種談話的狀態，觀眾可以更直接的對展覽、故事、論述發表自己的看法與疑問，

創作者/研究者對觀眾的質疑、分享的概念也可以立即地給予回饋，逐一導覽的方式

讓研究者可以直接面對群眾，在每一次與觀眾的相遇中，獲取觀眾對展覽、生活、客

家的看法，進而在「無法預期」的對談內容中，開展學習的另一種樣貌；人、飲食、

文化三者之間的關係，透過談話的一問一答，促成有別於往的教與學樣貌，我們在三

者的動態互動中賦予學習意義，它不僅止於研究者與觀眾雙方的雙向的敘說，它更是

一場人與人的信念價值交換，我們在言談中描繪自己的生活輪廓，並相互分享、學習。 

    研究者認為逐一導覽的做法，或許是一種關係美學教育轉向的初步試探，藉由這

樣的方式，創作者能試圖對觀眾傳達自己的概念，而觀眾也能與創作者更直接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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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倘若觀眾數量再繼續擴增，頻繁地導覽、討論，對創作者不僅是體能更是思緒

的挑戰，也有可能讓討論的質量下降。因此作為後續可被實踐的研究，研究者認為此

次展覽的實施方式，即使達到研究者的目的，但是仍有它待改善的地方，或許之後可

以在特定時段開放觀眾與創作者互動、對談，如何在展覽中與觀眾保有互動、同時能

讓學習發生，是關係美學的教育轉向需再仔細思考的課題。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此節研究者將針對過程導向創作計畫實施可能遇到的狀況提出建議，以及過程導

向創作計畫如何再現、創作計畫如何讓它具有教育性，研究者將根據執行經驗，提出

面臨的限制與可能的改善方針，以期為日後其他研究者的實踐或相關研究提供參考。 

（一） 過程導向的藝術實踐	

    本研究第一個子計畫「敘集客家」為過程導向的藝術實踐，除了靜態的文字、照

片，動態的錄影、錄音更是協助日後研究不可或缺的文本，因此在計畫執行之前，必

須預先確認所有器材的能用度、安排人手從旁協助記錄訪談過程。研究者於此次實踐

中，雖準備相機、腳架等器材紀錄訪談經過，但是在計畫執行時，並沒有發現相機錄

下的影片音軌損壞，因此訪談影像只有斷斷續續的聲音片段，所幸研究者每結束一次

訪談，便會立即整理當天訪談的文字與食譜紀錄，以致後續研究能順利完成。 

    過程導向的藝術實踐不僅需留意紀錄的過程，更要考量如何在日後的展覽呈現其

藝術性。當作品無法被展示，我們只能運用其周邊的附加品盡量再現出創作計畫的當

下，研究者認為籌備過程導向藝術創作的展覽，必須擁有縝密、細膩的心，才能在每

一處展覽的安排中，都有意義的投射與轉換。此次「客家味緒：廚房裏的客家人」展

覽，研究者除了以文字、照片、影像、物件作為內容呈現，更於開幕當日邀請參與「敘

集客家」的參與者們準備自家的客家小炒至展覽場，希望以 貼近生活的味道、真實

存在的人們，為展覽的再現提供一個同時具有力量與藝術性的證明。再現有很多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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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與策略，研究者這次採用的方法或許適合本次展覽與場地，卻不代表它是唯一的形

式，倘若日後有其它展覽機會，研究者認為可以將再現手法設計得更具趣味、以及有

更多與觀眾的互動與空間安排，讓展覽能以更精緻、完整地姿態呈現。 

（二） 後續建議	

    本研究以客家小炒做為文化符號象徵，探討「身為都市客家人，我們該如何描述

客家？」研究者認為飲食是人類的日常行為，即使世代改變，進食的行為仍會繼續留

存，而這之間飲食習慣的差異正是文化傳承的間隙與精華所在，因此研究者選擇以飲

食入題，透過飲食的文化味道，找尋臺北都市客家的認同。然而，文化實踐可以有許

多種方式，研究者認為除了飲食能夠作為探討都市客家認同議題的媒介，在生活中仍

有其它元素能夠作為研究/創作媒材，例如臺北都市客家人逢年過節的祭拜儀式與原

鄉的差異、臺北都市客家人居住空間的安排規劃能否反應客家的痕跡等等，臺北都市

客家的文化細節隱匿於生活之中，而我們如何發現、研究、實踐，則必須仰賴研究者

們敏銳纖細的察覺與行動，讓「客家」能延續下去。 

    另外，研究者選擇關係美學、符號學作為實踐方式，雖然獲得良好的研究結果，

但是研究者認為，關係美學著重於和參與者在一次性相遇中，相互交換日常的樣貌；

符號學則是透過符號的表徵，看見文化表層的狀態，關係美學和符號學作為臺北都市

客家的飲食與文化認同研究首探，它是適宜的研究起手方式；若是要進一步深入探究，

或許關係美學與符號學的論述基礎較無法提供更深入的文化考察，因此，研究者建議，

若日後有其他研究者想投入類似的研究方向，可以朝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等社會

學的理論著手，或許能獲得富含厚實文化底蘊的田野資料，讓研究成果更為豐碩。 

    研究者過去的藝術學習歷程以創作為主，比較習慣純粹創作的藝術人思考模式，

「客家味緒」研究計畫是研究者試著走向藝術教育的第一步，所以在展場蒐集資料的

部分難免有疏漏，日後有機會再執行的話，會針對參與者訪談與展場的觀眾回饋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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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紀錄。「客家味緒：關係美學作為藝術教育實踐」論文傾向為記錄一個藝術創

作人走向藝術教育人的蛻變歷程，因此本研究對於創作歷程的書寫、創作歷程的田調

著墨較多，但是這份研究對於研究者、創作者、和對於一個想要認識臺北都市客家的

我而言，不僅是很重要的自我實踐，也是與臺北客家人們在當代生活中共同創作出的

學習紀錄。巴西著名成人教育學者及教育工作者保羅．弗雷勒（Paul Freire）在《受

壓迫者教育學》中提到：「人們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他們存在於一個處境中。當人們不

僅是批判地反省自己的存在，而且能夠以批判的行動對其產生影響時，他們的存在將

會更豐富。」（方永泉譯，2013：152）研究者處於一個充滿客家意象的處境之中，

透過批判、反思客家意象的意義與自己客家認同之間的連結，研究者規劃一系列的行

動實踐，讓研究者與更多臺北都市客家人相遇，豐富彼此的存在。弗雷勒認為能夠深

化歷史覺察的課題探究都是教育性的，所有真正的教育都會對思考予以進一步地探究。

（方永泉譯，2013：153）當研究者與參與者、展覽觀眾共同思考客家飲食、認同之

間的關係時，我們都在這樣的過程中，更深入地認識客家，一起學習、發現文化在生

活中的痕跡。研究者認為這個世界上仍有許多「處境」待我們突破，「客家味緒」計

畫只是呈現出某一部份「客家」的樣貌，研究者期待日後能有更多研究發掘「客家」

在這個世界中所面臨的其他「處境」，並一起觸發更多的「覺察」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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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自 http://www.we-find-wildness.com/2011/03/rirkrit-tiravani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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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敘集客家」參與者資料卡	

參與者編號：  

時間： 地點： 

參與者： 連絡方式： 

訪談題目 

1. 哪裡的客家人？ 
2. 什麼時候來臺北，為什麼？ 
3. 跟誰學客家小炒？ 

向家人學：覺得自己跟他/她的差異？ 

自    學：會覺得自己炒得不像客家小炒嗎？ 

4. 客家小炒的食譜是什麼？ 
5. 鄉下生活和臺北生活的差異？ 
6. 認同自己的客家身份嗎？ 
7. 談到客家文化，會想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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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家食譜	

計畫參與者 P1食譜	

	

家鄉	 桃園觀音 現居	 三峽 

至臺北時間	 約民國 40 年 至臺北原因	 隨家人搬遷 

食材	 魷魚、軟絲、綠蔥、綠蒜、芹菜、辣椒、豆乾、黑豬五花肉  

調味	 鹽巴、醬油、醬油膏、米酒、黑胡椒、豬油 

備料	

Ø 魷魚和軟絲前一晚先泡米酒加鹽巴，去腥味 

Ø 將芹菜、綠蔥、綠蒜切段，豆乾切薄片，所有食材的長度需切一

樣長，方便入口 

Ø 辣椒切段 

Ø 魷魚和軟絲捲起來斜切（下鍋炒時比較入味） 

Ø 起一鍋熱水加黑胡椒和鹽巴，將黑豬五花肉汆燙約 5分鐘，撈起

放涼後切絲 

作法	

Ø 小火煸豬五花肉，煸出一些油後，加入些許黑胡椒與豬油拌炒至

淡棕色起鍋 

Ø 用剛才煸豬五花的油直接加入豆乾煸，稍微將豆乾的水分逼出之

後，依序加入辣椒、蔥、綠蒜、豬五花肉、芹菜 

Ø 所有食材下鍋後，再依序加入鹽巴、醬油、醬油膏、米酒、黑胡

椒調味，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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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參與者 P2食譜	

	

家鄉	 中國江西隴西 現居	 大安 

至臺北時間	 民國 37 年 至臺北原因	 隨家人搬遷 

食材	 魷魚、綠蔥、綠蒜、薑、芹菜、辣椒、豆乾、二緣肉    

調味	 鹽巴、醬油、米酒、油、水 

備料	

Ø 將所有的食材切段 

Ø 起一鍋熱水，將二緣肉汆燙約 5分鐘，撈起放涼後切絲 

作法	

Ø 在炒鍋內倒入沙拉油，小火煸豬二緣肉，煸到稍微乾一些後，

直接加入豆干，炒至金黃色，再把魷魚下鍋炒香 

Ø 所有食材下鍋後，加入鹽巴、薑與辣椒拌炒 

Ø 加入些許開水，把鹽巴沖散，也比較容易入味 

Ø 先下蔥白，再加入芹菜 

Ø 倒入米酒與醬油把魷魚的腥味嗆掉，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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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參與者 P3食譜	

	

家鄉	 苗栗頭份 現居	 板橋 

至臺北時間	 民國 76 年 至臺北原因	 婚姻 

食材	 魷魚、瘦肉、豆干、蔥、芹菜、辣椒 

調味	   鹽巴、雞粉、米酒、油、水   

備料	
Ø 將所有的食材切段 

Ø 芹菜不需拔葉，芹菜連同菜葉一起炒（芹菜葉比較健康） 

作法	

Ø 起油鍋，煸魷魚，把魷魚煸入味 

Ø 下豬肉，煸出焦黃色 

Ø 加入豆干，炒出焦黃色後加鹽巴 

Ø 下蔥白後加水，讓魷魚吸飽香氣 

Ø 下芹菜與芹菜葉拌炒後，加入蔥葉與辣椒 

Ø 最後加雞粉調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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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參與者 P4食譜	

	

家鄉	 新竹竹東 現居	 中和 

至臺北時間	 民國 77 年 至臺北原因	 婚姻 

食材	 魷魚、綠蔥、蒜苗、芹菜、辣椒、豆干、豬五花肉   

調味	   醬油、米酒、白胡椒   

備料	
Ø 所有食材切段 

Ø 魷魚要逆紋切，才不會捲曲 

作法	

Ø 小火煸豬五花肉，煸出一些油後，加入豆干煸至微黃 

Ø 加入蒜頭爆香後，下辣椒拌炒 

Ø 加入魷魚，把魷魚炒香 

Ø 放入蒜苗和芹菜 

Ø 加入些許醬油調味 

Ø 下蔥，最後加白胡椒提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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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參與者 P5食譜	

	

家鄉	 桃園金湖	 現居	 士林	

至臺北時間	 民國 71 年	 至臺北原因	 求學	

食材	
魷魚、五花肉（有時候挑梅花肉）、 

蒜頭、蒜苗、蔥、芹菜、辣椒、五香豆干、	

調味	 醬油、醬油膏、紅砂糖（或柴魚粉）、米酒、沙拉油、水	

備料	
Ø 將所有的食材切段 

Ø 乾魷魚會加入小蘇打泡水，半小時至 1小時左右 

作法	

Ø 熱油後，魷魚大火過油後起鍋（不要炒太久，會過硬） 

Ø 用剛才的油繼續炒豆干，也是過油後起鍋 

Ø 五花肉快炒，煸乾一點後，加入蒜頭爆香，接著加入豆乾

和魷魚 

Ø 調味：把醬油和醬油膏加在一起，加入紅砂糖和水。 

Ø 把調味的醬料倒入炒鍋中快炒入味 

Ø 下芹菜後加入蒜苗根與蔥白 

Ø 米酒去腥味 

Ø 加入蒜葉和蔥 

Ø 加入白胡椒和五香粉調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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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參與者 P6食譜	

	

家鄉	 新竹竹東 現居	 板橋 

至臺北時間	 民國 59 年 至臺北原因	 工作 

食材	
魷魚、五花肉（不要太肥的肉） 

蒜頭、蒜苗、蔥、芹菜、辣椒、豆干 

調味	   沙拉油、鹽巴、味精、白胡椒 

備料	
Ø 將所有的食材切段（蒜頭、辣椒不切） 

Ø 乾魷魚泡水，半小時至 1小時左右 

作法	

Ø 熱油後，煸瘦肉和豆干，稍微金黃色之後，加入魷魚煸香 

Ø 下蒜頭和不切的辣椒增加香氣 

Ø 再加入些許沙拉油，鹽巴、味精調味 

Ø 同時加入芹菜、蔥、蒜苗拌炒 

Ø 最後加入白胡椒提味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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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參與者 P7食譜	

	

家鄉	 新竹竹東 現居	 板橋 

至臺北時間	 民國 65 年 至臺北原因	 工作 

食材	 魷魚、蒜頭、蔥、芹菜、辣椒、豆干、五花肉   

調味	   沙拉油、鹽巴、香菇素蠔油、烹大師調味料 

備料	

Ø 將所有的食材切段 

Ø 乾魷魚泡水，半小時至 1小時左右 

Ø 五花肉切得比較小塊，會將肉片再對半切 

作法	

Ø 起兩鍋，一鍋乾鍋小火煸五花肉，另一鍋起油鍋，炸豆干 

Ø 乾鍋：小火煸五花肉，煸至稍微有點上色後，下蒜頭、鹽巴、辣

椒炒香。 

Ø 油鍋：炸豆干後撈起（不要炸太久），接著炸魷魚（同樣不要炸

太久，會讓魷魚乾掉），魷魚起鍋後，連同豆干一起丟到煸五花

肉那一鍋拌炒 

Ø 加入香菇素蠔油、鹽巴調味 

Ø 下芹菜與蔥 

Ø 最後用烹大師調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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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訪談同意書	

訪談同意書 

親愛的研究受訪者您好： 

    研究者吳採瑄是國⽴臺北藝術⼤學藝術與⼈⽂教育研究所研究⽣，⽬前正進⾏

《客家味緒》：關係美學作為藝術教育實踐的碩⼠論⽂研究，此研究是以客家⼩炒作

為⽂化象徵，探討臺北都市客家⼈的⽣活樣貌與⾝份認同。由於您久居於⼤臺北地區

且擅於烹炒客家⼩炒，因此想就您的專業經驗，請教您關於本研究的相關問題。 

    訪談時間⼤約為 90 分鐘，基於研究需要，訪談內容僅限於學術研究，⽽使⽤於

論⽂中的訪談內容將以特定編碼呈現，不會公開您的個⼈資訊，影⾳紀錄也僅有研究

者個⼈留存，以確保您的個⼈隱私，懇請安⼼回答。 

以下為訪談進⾏期間的幾點提醒： 

1. 為強化資料的完整性，經受訪者（您）同意後，訪談過程將全程錄影、錄⾳。 

2. 若訪談過程中有任何涉及個⼈隱私或違反訪談倫理，受訪者（您）有隨時提問和

退出研究的權利。 

3. 本訪談內容僅供於學術研究，個⼈資訊絕不外流。 

若受訪者（您）願意接受訪問，請於下⽅簽名欄中簽名，⾮常感謝您的參與與幫助，

讓本研究增添研究價值。 

本同意書⼀式兩份，⼀份由受訪者（您）留存，⼀份由研究者留存，若有任何疑問、

建議，敬請不吝向研究者聯繫。 

電⼦信箱：nbm9713@gmail.com 

 

敬祝 

順⼼、平安。 

 

受訪者簽名：                 

 

訪談⽇期：        年        ⽉        ⽇ 

 

國⽴臺北藝術⼤學 藝術與⼈⽂教育研究所 

研究⽣   吳採瑄    敬上 

（指導教授  吳岱融⽼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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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展覽肖像權使用同意書	

肖像權使⽤同意書 

 

本⼈            （以下簡稱為甲⽅）同意並授權            （以下簡稱⼄⽅），

對於甲⽅提供 國⽴臺北藝術⼤學 藝術與⼈⽂教育研究所 研究⽣吳採瑄之碩⼠論⽂

研究計畫：《客家味緒》關係美學作為藝術教育實踐 肖像權使⽤權利。簽署本同意

書，即表⽰雙⽅願意接受下列所有條款與規範。 

 

同意書內容如下： 

一、甲⽅同意並授權本次研究計畫拍攝中所拍攝有關甲⽅圖、影像，經⼄⽅拷⾙、轉

檔、剪輯、美編設計和增刪之處理後，於展覽《客家味緒：廚房裏的客家⼈》媒

體播放、照⽚展⽰使⽤，但不得違反公共秩序及善良⾵俗，也不得使⽤於其他⾮

本次甲⽅所授權與承諾之使⽤範圍。 

二、授權影像使⽤除本次展覽《客家味緒：廚房裏的客家⼈》外，其他商業性使⽤均

須事先徵得甲⽅同意，且⼄⽅應告知及透過校稿⽅式讓甲⽅明確了解授權影像的

使⽤⽅式、範圍、⽤意及結果。 

三、⼄⽅如有違以上原則使⽤甲⽅肖像，需為甲⽅的基本肖像權、使⽤權與名譽承擔

法律責任。 

四、本授權書⼀式⼆份，甲、⼄⽅各執⼄份。 

 

 

⽴書⼈ 

甲⽅簽章： 

電話： 

 

 

⼄⽅簽章：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