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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風茶的品質治理與制度創新：以北埔膨風茶為例 

摘要 

膨風茶為台灣北部客家族群特有的產業、因為茶葉品種與生產文化的關係，

全球僅有台灣北部桃園、新竹與苗栗生產膨風茶。膨風茶為台灣單價最高的茶

葉，擁有獨特的香氣與滋味，必須由人工生產，無法機械化大量生產。新竹為台

灣主要的膨風茶產區，每年比賽的數量與價格遠高於全國比賽成果。近年北埔鄉

膨風茶生產提出制度創新，在新竹膨風茶比賽之外，另外辦理北埔膨風茶比賽，

希望透過賽制的創新，增加生產面積，提出具地方特色的品質，以強化地方膨風

茶的領先地位。 

本研究以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觀點探討新竹膨風茶的制度發展與變遷。北埔的

膨風茶比賽形成一挑戰既有新竹膨風茶制度的創新行動者網絡，而新竹膨風茶產

業近年的發展即可視為兩個行動者網絡的競合過程。本研究除了藉由行動者網絡

探討新竹膨風茶的制度發展與創新之外，也冀圖藉由不再「高山茶化」的傳統生

產方式與品質，以及產地標章是否可以強化地方與茶葉之間的關聯？而強化地方

之發展。 

關鍵詞: 北埔、膨風茶、行動者網絡理論、品質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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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緣起與問題意識 

膨風茶是台灣最昂貴的茶葉之一，它有獨特的香氣、滋味，主要產於夏季。

2015 年，新竹縣茶賽特等獎一台斤約台幣四十萬元，獲獎者得獎後，不但有大

筆現金所得，茶葉立刻售罄，而且也成為地方名人，為媒體所追逐。膨風茶自

90 年代開始成為桃竹苗客家族群的特有產業，它獨特的香氣與滋味不僅是外來

的中國茶與越南茶無法模仿，也因為青心大冇茶種與獨特的技術，連台灣其他茶

區的優秀茶農亦無法生產，可以說桃竹苗客家人的膨風茶是全球獨一無二的族群

產業。 

膨風茶這些年茶價節節高升，特等獎由前些年不到二十萬元一台斤，到今年

近四十萬元一台斤，不僅是特等獎的銷路好，連未入等的優良茶也在比賽結束一

週內亦告售罄，只剩零星的茶農尚有茶葉可售，膨風茶的發展應當是未可限量。

膨風茶又稱東方美人茶，這個傳說不斷地發展，百餘年前的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命

名的傳言，演進至今亦發展成為當今的伊麗沙白二世（苗栗縣政府，2015）所喜

好。儘管膨風茶的茶價逐年增加，但主要茶產區的桃、竹、苗客家茶莊，並未有

明顯的茶園面積增加的趨勢，反而是農業用地不斷地成為工、商業所需要的土

地，例如銅鑼、龍潭等地。 

膨風茶雖然是全球特有的台灣客家產業，是外地茶種無法比擬，也無法在外

地生產，但在桃竹苗客家地區近年來卻出現了一個特殊的現象：不僅是新竹縣的

比賽參賽者眾，等級價格高於全國比賽，而且新竹縣的主要產區，北埔鄉也在新

竹縣的比賽之外，另外辦理北埔鄉的比賽，希望能夠樹立特有的地方品質與膨風

茶的地方認同。儘管桃竹苗生產膨風茶的各鄉鎮均認同膨風茶的品質，但對於膨

風茶的名稱，歷史與地方等級仍為莫衷一是。各地茶農的共識僅有膨風茶係客家

族群節儉性格的生產成果。 

一般而言，膨風茶非常昂貴，但那多指比賽茶，膨風茶的比賽茶確為全台灣

最高價的茶葉，遠高於包種茶、烏龍茶等。在比賽茶之外的膨風茶品質價格差異

甚大，不如包種茶或烏龍茶有穩定的市場行情、有清楚的價格與對應的品質。 

膨風茶的另一個商品特色是缺乏中間商，少數市面的膨風茶不是品質不佳，

即是其他品種仿製，缺乏應有的香氣與滋味。多數的膨風茶是茶農自產自銷，這



 

 

樣可能符合多數人認知農產品中間商是剝削者的印象。但缺乏中間商，由農民自

產自銷的結果，雖然農民可完全得到賣茶的利潤，但對消費者與市場的流通卻不

是好事，膨風茶的自產自銷現況恰是對農產運銷的一個負面個案。首先，農民自

產自銷，農民家中或店面可供挑選的茶葉缺乏比較的類別，品項單調；其次，農

民自產自銷，各家處理的外觀、形狀、分級、包裝參差不齊，市場的資訊混亂，

同時農民也不太可能與其他茶農交流消費者對產品的喜好態度與需求，進一步引

起產品的改良與進步；第三，農民自產自銷可能導致區位條件優良者易銷售茶

葉，而區位條件不好者，即使降價也不易銷售。桃竹苗沿山丘陵的客家茶農原本

就處於區位上的劣勢，自產自銷將導致茶葉不易銷售，因滯銷而產生存放影響品

質的憾事。而優良茶存放後的劣質化，更會進一步使得農民與消費者的歧見增

加，進一步影響商譽與地方的印象；第四，自產自銷很有可能造成農民與熟客形

成閉鎖的人際網絡，而造成產品資訊的不流通；第五，自產自銷所造成的上述影

響，會造成商品銷售的時間拉長與數量減少，形成農民的資金流通變慢，不利產

業發展。 

就消費者的角度而言，若面對生產者皆自產自銷的情形，選購農產品，因農

產品不易標準化（如手機、筆電），僅少數茶葉的收藏家可以喝遍茶山，評鑑品

質後再行選購。一般的消費者將因缺乏市場資訊而不信任茶農的價格。消費者一

方面無法喝遍茶區的茶葉，一方面也不確定茶農的價格是否合理的匹配茶葉的品

質。在資訊不流通的市場中，常會見到幸運的消費者向同好介紹其幸運買到廉價

的好茶，但這樣的結果卻往往造成了消費者對市場資訊與行情的不信任，更進一

步造成市場的不健全與市場治理的困難。 

膨風茶比賽辦理的目的之一，即在於提供消費者與茶農此一清楚的市場資

訊，以利產業發展。當然，它還是有提高產業知名度、賦予茶農榮譽等其他目的

與功能。膨風茶產業是起源於何處，由何人發明現已不可考証，但膨風茶產業的

復興主要係新竹縣辦理膨風節與膨風茶比賽開始。之後，在新竹縣的比賽之外，

又有全國東方美人茶比賽專供新竹縣之外的桃園與苗栗的茶農參賽。不過就歷史

發展與參賽規模而言，新竹縣的比賽皆勝過全國比賽。而就特等獎得價格而言，

新竹縣的價格也幾乎高於全國價格一倍。 

膨風茶比賽後，主辦單位提供特等、頭等、貳等、參等與優良等不同等級茶

葉價格。膨風茶比賽在鼓勵優良茶農與行銷地方產業之外，也提供了兩項功能：



 

 

首先，主辦單位邀請專家評審，根據本身的專業標準，評鑑茶葉的優劣，判定不

同的等級、名次；其次，更重要的是比賽提供了桃竹苗地區，缺乏中盤商的膨風

茶各項品質定價的參考點。桃竹苗的茶農將各自最好的茶葉拿出參賽，經過評審

的鑑定過後，獲得名次與進入市場銷售，免除前述市場失靈的困境。而茶農所生

產未達品質標準與超過比賽期限而未及參賽的茶葉，則有比賽等級的茶葉作為販

售的參考點。 

膨風茶比賽在桃竹苗茶區適時的補充了市場必需的功能，使得膨風茶在沒有

中間商的連繫、流通、品管、分級的情況下，仍舊得到發展，形成一項高產值的

產業。膨風茶比賽因此形成膨風茶生產鍊下的一個關鍵的角色，同時它也成為膨

風茶品質的製定者，一個不由生產端，亦不由消費端得品質主導者，使得膨風茶

由傳統歷史上因紅茶出口而意外生產出的，接近紅茶的傳統式膨風茶，在近年比

賽琢磨篩選下，形成湯色清亮，製程輕焙火與輕氧化的現代膨風茶。 

2015 年新竹縣膨風茶淘汰了百分之四十的參賽茶。挑選後的茶葉依序區分

等級名次，一週之內大多的膨風茶已售出，被淘汰的膨風茶有部份是參賽者以外

地，不同品質茶葉混充的，也有不合評審要求的茶農認知的好茶。茶農通常對此

類遺珠之憾是拆除包裝與比賽封籤，另行包裝販賣，損失報名費用與相關成本。

農民雖有抱怨，但來年仍舊會參賽，以今年比賽得知的評審口感要求重新製茶參

賽。 

膨風茶已有數十年的歷史，自 90 年初辦理以其為名的膨風節後，聲名鵲起，

近年來更成為台灣最昂貴的茶葉與全球獨一無二的台灣客家特產，即使客家原鄉

亦無此項特色產業，是台灣客家人的光榮。膨風茶的發展未有如同台灣其他茶產

業的精細分工，有不同的專業投入形成不同生產者的產業鍊。然而，膨風茶比賽

適當地填補了某些可能的缺乏，提供分級、品管與定價，供給市場資訊等功能，

同時也轉變了它傳統的風味與特別。新竹縣自辦理膨風茶比賽數十年，在近 10

年增辦了冬季膨風茶比賽，將膨風茶由每年夏季生產，擴充為夏冬兩季生產。在

此之外，2014 年，新竹縣北埔鄉在新竹縣的比賽之外，另行辦理北埔鄉的比賽：

北埔鄉產地証明與分級評鑑。 

自 2014 年後，北埔鄉的比賽與新竹縣的比賽同時辦理，兩者形成相互競爭

之勢。新竹縣的參賽者必須為新竹縣民，但其茶葉可以是外地的原料，由新竹縣

的茶農報名參賽；北埔新設的比賽則恰好相反，參賽的農民不限新竹的茶農，但



 

 

比賽的茶葉，其原料必須由北埔生產，參賽時提出產地証明，方符合參賽資格。

北埔鄉的比賽由鄉公所主辦，評審未邀請改良場的專家，而邀請已由公職退休的

資深茶葉專家張瑞成為評審。評審的成績分級為四級，評審的評鑑標準也與新竹

縣的比賽標準不同：「它滋味較重、比較甘醇，這點是膨風茶特有的這種風味……」

（客家新聞，2013.7.19）。 

 

 

 

右上圖：新竹縣 100 年度膨風茶比賽封籤 

上圖：北埔鄉 103 年度膨風茶比賽地理標

章，附有中國地理標誌 

左圖：一般的茶罐（峨眉東方美人茶） 

 

北埔鄉的膨風茶比賽以不同的評鑑制度，結合上、下游的茶農與消費者形成

與新竹縣膨風茶比賽相互競爭的產銷網路。新竹縣辦理膨風茶比賽多年，建立起

膨風茶獨特的地位與品質聲望，北埔鄉為何在地方的比賽制度已行之多年的情況



 

 

下要另起爐灶，推出北埔的膨風茶比賽？北埔的比賽強調以北埔的原料生產目的

是什麼？是否能夠增進地方的耕地面積？擴大地方收益？北埔膨風茶比賽的參

賽方式與品質標準是否可以改變膨風茶的品質，以及吸引更多的茶葉與消費者的

認同？就新竹縣的角度而言，同一地方的不同比賽是更多元而正面，抑或是相互

競爭而削減地方的發展力量？ 

 

 

 

 

 

 



 

 

貳、 問題問題與研究目的 

由結構與後結構的觀點而言：「茶是茶農做的，但好茶是由社會生產的。」

茶農生產茶葉，但卻按照社會對好茶的認知論述與不同的評鑑要求而生產，這尤

其在現代的資本主義的商品化或再商品化過程下更顯清楚。茶農在不同的生產網

絡之下，與其他的網絡行者動互動，這些相關的行動者相互影響，形成膨風茶的

行動者網絡。 

本研究整理膨風茶的發展歷史，與其近年的變異和創新，提出研究問題。以

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的角度而言，傳統的膨風茶有其產銷

關係形成的行動者網絡，這些行動者中除了人的角色（生產者、消費者）外，茶

的物質性（農作物、飲料）與社會網絡中的制度（比賽、品質製定者）共同形成

了相互作用，緊密互動的行動者網絡（如圖一），透過這個行動者網絡，每個行

動者皆達成各自的目的，形成協調的互動。相較於新竹膨風茶的網絡，北埔因其

地方發展的目的，提出產地標章，希望提出自有的品牌，增加茶園面積以及生產

出具有地方風味的膨風茶。北埔形成另一個膨風茶的行動者網絡（如圖二），而

其主要的差別即在於它建構的新比賽制度，結合了不同的生產、消費與品質治理

的關係。 

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問題有以下幾點：膨風茶的制度發展與制度變遷是什

麼？膨風茶的比賽制度創新對其造成哪些影響？膨風茶的品質治理與轉變過程

是什麼？膨風茶的兩種行動者網絡之間呈現如何的競爭與合作關係？ 

除了前述的膨風茶行動者網絡之外，本研究探討兩項議題。第一是品質如何

被界定？如何生產好茶之前，如同 Appadurai（1986）提出 regimes of value 以及

the politics of value，必須先界定好茶的標準是什麼？這項社會工程超越了傳統的

生產鏈分析中的生產者驅動（Producer-driven）與買家驅動（buyer-driven）的二

元主義，因為驅動者可能不屬任何一方﹔其次是好茶評價的這項社會工程中包含

了哪些品質治理過程與行動者？地方扮演了何種角色？空間如何因應生產關係

的變動而改變？ 

在第一項議題中，膨風茶的發展過程中，社會如何看待膨風茶？如何生產有

別於其他台灣茶的特有品茗方式，評鑑標準與美學文化態度？消費者如何學習與



 

 

回饋到生產的結構中以回應膨風茶的品質與品味？北埔膨風茶如何在目前缺乏

品質共識的狀況下，形成一個新興的行動者網絡？在這個議題之下，新興的膨風

茶有哪些另類的品質特色，而這些品質有如何的改變膨風茶的社會生命史？此外

這些品質包含了哪些健康、生態、美感等特質？ 

第二項議題，北埔膨風茶的社會生產如何與農業生產連結形成一個完整的生

產鏈？北埔膨風茶如何藉由前項議題中的品質因素、建構與轉譯（translate）北

埔膨風茶，而帶動生產者、消費者與評審等不同行動者形成新的行動者網絡？在

第二項議題的討論中，地理學對膨風茶的發問是地方的轉變如何發生？在新興的

行動者網絡概念中，膨風茶產區的傳統生產網絡改變，而由新興膨風茶的轉譯重

新建構地方與生態環境、生產者與消費者對膨風茶的認知，形成一個新興的行動

者網絡，肇致茶產業與地方的新發展。 

 

 

圖一、研究概念圖：新竹縣比賽行動者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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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研究概念圖：北埔分級評鑑行動者網絡 

來源：研究者繪製 

 

       綜合以上的介紹與討論，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有： 

1. 調查探討新竹膨風茶產區的歷史、發展現況與制度變遷。 

2. 探討膨風茶的農業生產與社會生產過程中，品質如何被塑造與治理，包含

哪些要項？品質治理過程的行動者與機制是什麼？ 

3. 探討膨風茶再商品化過程中，地方的回應、轉變以及地方認同的變化。 

4. 由新竹膨風茶的發展經驗中，重新探討行動者網絡與商品鏈等相關理論，

並提出修正討論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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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相關研究概念 

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 Network Theory,ANT, Latour,1983）的基本提問是社

會（網絡）是如何形成的？Latour (ibid.) 以巴斯德對牛隻炭疽病的研究經驗為

例，探討巴斯德實驗室如何與其他行動者形成一個社會。參考巴斯德實驗室的例

子，本研究以行動者網絡理論為理解膨風茶發展的過程，並比較新竹縣及北埔鄉

的比賽制度形成的社會（網絡）。 

膨風茶成功地發展出創新的產品，使得生產者、消費者、評鑑單位與地方都

透過膨風茶滿足了各自的目的而形成網絡。由 ANT 的觀點理解膨風茶發展經驗

及競爭的比賽制度，可將之視為一個成功連結各行動者的膨風茶行動者網絡，以

消費者為例，若不透過強制通行點（比賽評鑑），市場上混亂的資訊與價格，讓

消費者難以適從；比賽評鑑對消費者而言，提供公正的價格與品質資訊。在這個

膨風茶的行動者網絡中，不同的行動者透過對比賽制度的認知而決定參與此網

絡。相較新竹縣與北埔鄉比賽評鑑的行動者網絡，新竹縣的茶菁來源不限，北埔

鄉則規定產地須在本地，明顯要做出市場區隔，保障本地茶農收益。 

另外，膨風茶存在已久，各個行動者必須改變對膨風茶的認識才會受到網絡

的徵召，連結到膨風茶網絡。行動者網絡中以轉譯的概念解釋行動者對烏龍茶的

品質認知與轉變。膨風茶由傳統的蜜香茶轉變的過程中，物的抽象性（abstraction）

不變，但其物質性（materiality）中可轉換的部分（convertibility）在社會環境中

增加了新的意念（Appadurai, 2006）。Appadurai(ibid.)的物的生命史概念一方面呼

應了 ANT 中轉譯的概念，另一方面又對物的轉變與發展提供了時間的概念，記

錄了物的意義如何經歷不同的時間與發展階段。物的生命使概念指出物性的變

動，釐清轉譯所發揮的功效，不過物性中何種品質轉變，如何變化，尚需借助其

他理論。 

Mansfield(2003)與其他地理學者（Sanchez-Hernandez, 2011）均關注農業地

理中品質扮演的角色與品質的面向，提出品質是由社會建構，反應了社會與時代

的需求，反應出地方的轉變與特點。Mansfield(ibid.)指出食品安全不僅是品質的

惟一要素，信任、生態等因素也逐漸形成高品質食物的必要條件。行動者網絡理

論組織與解釋了膨風茶的網絡，不過它並未能處理網絡中的權力關係以及生產網



 

 

絡與地方之間是如何相互影響。因此本研究的理論架構中將參考生產鏈理論去探

究膨風茶產區的投入、產出結構（input-output structure），而本研究的成果也可

補充生產鏈理論未能評察的「社會生產」部分，包含了公、私部門的茶葉評鑑、

賽事、茶藝師的教學與市場行情等。在生產鏈理論之外，本研究認為農產品的生

產除了生產面向外，也是社會鑲嵌的反應以及文化與社會的再生產，當生產過程

歸屬或鑲嵌於特定地方，地方則不易被取代形成防衛性地方（Winter, 2003)。膨

風茶產區在生產膨風茶之外也會帶動地方的種種改變，例如：勞動力供應、人口

移動、地景改變、行銷通路與商品文化。在這個面向上 Marsden(1998)的商品化

概念可以幫助本研究探討商品生產對地方產生的影響。 

 

台灣茶產業發展 

台灣的茶產業由清末開始，旋即進入以世界貿易為主的產銷體系，當時主要

的產區在北部丘陵，透過外籍與平地的商會賣至世界各地。日治時期台茶進入企

業化，三井合名會社開始在台灣投入企業化的經營方式，建立新式紅茶工廠（林

木連等，2009）。早期台灣生產之紅茶均作為出口賺取外匯之現金作物，茶農本

身並無飲用的習慣，也並未有獨特之茶飲文化，特別是紅茶，直到現今仍是以西

方的紅茶文化為主要的茶飲文化，搭配牛奶、糖以及茶點飲用。台灣目前主要本

土的紅茶文化亦以加糖加奶以及粉圓的飲料方式為主。雖然珍珠奶茶近年在西方

世界驚豔西方的消費者，但這樣的紅茶文化是沿襲著加味紅茶的西式喝法。加味

紅茶的文化使得紅茶文化與台灣在過去建立起獨特的茶飲傳統與品質要求大不

相關。傳統的台灣飲茶文化的品質：外型、湯色、香氣、滋味，回甘等獨特品質

標準不適用於紅茶。近年來，膨風茶的價格高漲，特別是比賽入等的茶，普遍而

言，特頭獎可達一台斤十萬以上。高價蜜香茶的出現呈現了Marsden (1998)與Lind 

and Barham (2004)所言之再商品化概念。 

台灣近年興起的高單價蜜香茶再商品化現象（re-commodification）大致可分

為兩大類：第一類是在傳統的茶區，包含包種茶、烏龍茶、綠茶茶區，利用原有

不產茶的夏季，將原本日照過強、苦澀味重之夏茶以蜜香茶中發酵的特有製程，

製造出獨特之風味或品質。茶農增加夏季的生產，可以多一季之收入。第二類則



 

 

是在原有的茶區創造出特有風味的新產品。第一種類型的蜜香茶再商品化現象普

遍發生在全台各個茶產區，茶農的態度是生產蜜香茶可以多增加一季的收入，然

而多增加一季的生產可能會增加茶樹的負擔，不利秋、冬茶生產。另外蜜香茶的

品質標準評鑑方式以及通路尚不穩定，仍有生產投入的風險，而第二類的茶產區

依然有市場秩序與品質標準尚不成熟，不若包種茶或是烏龍茶，市場秩序與消費

者對品質的認定已然成熟，但這些茶產區在台灣已經穩定的市場中，不論是海拔

高度或是茶種，都無法與既有的高山烏龍與文山包種等名茶競爭。茶葉的創新與

再商品化是唯一的出路。 

台灣高單價蜜香茶的出現在全球的產業產區中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現象。全球

的主要茶產區，例如：印度、肯亞、中國甚至日本極少有如此多元的茶葉類型，

生產不發酵的綠茶，到中低度發酵的包種茶，中度發酵的烏龍茶，中高度的椪風

茶，到全發酵的紅茶。印度這麼大的國家，三大茶區：阿薩姆、大吉嶺與尼基里

全部生產紅茶。蜜香茶的出現展現了另類農糧網絡（Alternative Agro-food 

Networks, AAFNs），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的生產特徵，這些蜜香茶的另

類特性是在生產方式上的 AAFNS，也是另類於國際主流的茶文化，建立獨特的

地方性對抗文化的全球化。另外更重要的，因為蜜香茶的條索狀外型，不利壓縮

真空運送，也使得台製蜜香茶較無可能混充低價的越南茶，而有防衛的地方主義

的功效（Defensive Localism） (Winter, 2003)。高價蜜香茶的出現顯示了空間特

性由絕對空間(absolute space) 的傳統區域論，轉向到後結構(post-structural)下去

中心化的關係空間(relational space)，關係空間中產地與市場的分工關係重組，同

時產地的空間與社會、文化、政治等關係也隨之改變 (譚鴻仁，2009) 。關係空

間也顯現在茶葉價值座標的轉變上，例如好茶的價值展現在有機的環境或茶葉消

費，連帶保護環境。這種類似道德消費的意涵會使得好茶的標準由感官價值座

標，轉向到健康或是人文生態座標(譚鴻仁，2013) 。 

Brunso et al. (2002)提出食物的品質有生產、加工、使用者三個層面，而使用

者層面的品質特性係由消費者的主觀認定決定。因此，台灣的高價蜜香茶生產的

關鍵問題是蜜香茶應該具有何種品質？或者蜜香茶的品質界定是由誰治理的？

在目前蜜香茶的市場中，蜜香茶的再商品化過程尚為時不久，蜜香茶僅在少數的

茶區辦理評鑑，但各茶區生產蜜香茶的樹種多元，有清新烏龍、金萱、清新柑種

等，尚未有一致的品質觀點。蜜香茶產業與地方的發展除了關係到農業的生產之



 

 

外，必須考量文化與品質的社會生產。 

行動者網絡理論(ANT, Actor Network Theory)  

行動者網絡理論主要由 Bruno Latour, John Law 與 Michel Callon 等人所提

出，起源於科學與技術社會學 (sociolo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他們反對過

去社會學科以人類為中心的論述。傳統社會學中將自然與社會、人類與非人類畫

一為二，但是這樣的劃分並不適宜思考我們複雜的社會關係，因為在這世界中我

們含有更多的非人類 (non-humans)可以影響其間的變化。行動者網絡分析強調

超越二元觀點的一元論述，即是探討物質本質性，由層層網絡關係將人與非人的

物質建構在社會上，並強調網絡的物質性異質(materially heterogeneity)基礎才是

關鍵。ANT 探索其內部如何被模式化，所產生如結構、組織、不平等與權力的

結果。而網絡的形成可以解構權力關係 (Murdoch, 2000)，因為網絡中可以是多

重的連結關係，而其可以是異質的。 

行動者必須透過轉譯的過程，才能將網絡中的行動者達成集體行動，並成功

的達成網絡的形成。而此處的轉譯是指當科技進入人類社會後，形成不同團體對

於新科技的重新定義。轉譯對不同團體來說會是對於事物重新界定，以蜜香茶為

例，當蜜香茶進入新產地網絡後，對茶農來說此為一新產品的引入，而對於北埔

茶農來說，膨風茶是文化的象徵，同樣的產品對於不同網絡，有其不同定義，但

此轉譯的過程，主要在於背景相同的行動者間形成網絡，是一種達成共識的轉

換，進而形成結盟，所以 ANT 又稱轉譯的社會學。在不同地方不同的組成份子

下，產生不同產業間不同的轉譯。 

轉譯的發生在 ANT 的學者討論中未見太多的討論，不過 Lind and Barham 

(2004)引用 Sidney Mintz 的觀點可對轉譯的社會意義作補充。Mintz(1986)認為社

會多元的符號網絡(webs of signification)一方面是多元存在；另一方面提供我們認

識世界的可能。Mintz 進一步解釋我們對食物的概念是在符號網絡中移動的政治

過程(ibid.)。 由 Mintz 的概念進一步演繹，可以帶動行動者網絡理論的思考，轉

譯的發生是一個在多元的符號網絡中的政治或治理過程，有這個治理過程，才有

轉譯的社會學。這樣的演繹則可以引領我們發問：蜜香茶的行動者網絡有哪些行

動者與機制參與治理？他們之間的權力關係又是如何？如譚鴻仁(2013)發現有



 

 

機茶的出現，它的評價體系即是由感官價值的符號網絡，移動到其他的符號網絡。 

ANT 強調網絡與網絡上的社會或生產關係，成員得以行動都藉由轉譯的成

功，使得不同的行動者可以認識事物或行動的意義。透過轉譯可以將不同網絡特

徵，透過一個中介的介面得以調適形成集體的共識。在不同的社會關係中權力關

係並不是單一與穩定的，只要新的網絡形成，新的權力關係即可能出現，地方與

地方間可以維持一個個別的權力關係，而行動者網絡重視的是網絡如何被模式化

產生，如結構、組織、不平等與權力的結果，而非特定行動者擁有什麼的權力。

必須指出的是，ANT 關注的並非權力的來源，而是為何需要服從支配的他者的

行動解釋，若權力成為一個概括集體行動結果的便利工具，它無法解釋什麼使集

體行動適時適地發生。因異質網絡的結合，形成權力的再結構，但此處表示的權

力即是對新網絡的影響力，以膨風茶來說，具有影響網絡間行動者的行動分配，

建構新的茶產業發展，進而影響其茶葉的品質控制，也影響茶農採茶時的標準，

影響產量多寡。 

ANT 的這種非單一與不穩定的網絡關係，提供地方與產業發展的動態解釋 

(William-Jones and Graham, 2003)。ANT 藉由轉譯的過程形成意義與集體行動的

網絡，處理的不僅是一個傳統人際網絡的理論，例如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中的解釋：網絡中包含規範與信任，它進一步解釋不同網絡如何連結而形成一個

行動者網絡。ANT 認為行動者網絡的形成有 4 個階段 (Davies,2002)： 

界定問題 (problematization)： 

由行動者去界定議題，形成事物的共同意義，而這個過程中，異質的事物主

題中需要有強制通行點 (obligatory passage point)。此即為所有行動者須透過共同

目標的門檻，強制通行點使得網絡出現缺口而形成有意義進入，發生轉譯的入

口 ， 在 強 制 通 行 點 中 交 易 (transactions) ， 再 現 (representations) 與 認 識 

(understandings)可以產生，達成溝通的可能。 

利益賦予(interessement)：  

不同的行動者形成網絡達成協同聯盟(alliances)及共識。 

徵召(enrolment)：  

網絡的鞏固與不同關係鑲嵌在行動者網絡之上。此時主要的行動者指派與安

排角色以達成夥伴關係上的行動。 

動員(mobilization)：  



 

 

是一個不斷演化產生行動者同盟與協調的的過程。當網 絡漸趨成形，主要

行動者賦予其他行動者任務，而動員則是被賦予任務的行動者能接收並達成此任

務。 

ANT 形成網路的過程中最特別的地方是行動者可以是人或非人。Callon (指

出在人際間轉譯的作用是妥協與形成共識，而在人與非人的行動者間(例如政策

或科技)，行動者網絡會協商出一套腳本(script)或是一套指令，形成行為或價值

的運作依據。因此行動者網絡可以指出科技、物質中的行動者網絡關係如何在引

進一項技術或政策時，產生新的制約與集體行動，而形成新的社會關係，因此行

動者網絡理論可以處理發展或變遷的議題。 

在分析行動者網絡前，必須先界定什麼是行動者？行動者強調非二元對立，

自然與人為的一切，均有可能影響其網絡的改變。ANT 認為不應有預設的立場，

不論是人或非人的物質，而行動者必須透過網路與其他的行動者連結互動，才可

以被定義進而行動，行動者有其企圖的利益，並影響其他的行動者達成一致共有

的利益，當過程有所效應，達成行動者網絡。  

ANT 觀點對地理學的影響在於它透過轉譯形成網絡，而網絡展現出空間或

地方。網絡形態已非傳統中須在特定空間中形成實體的連結，而可以透過經濟網

絡刻劃出異質的生產空間連結關係，形成不相鄰的空間在同一網絡之上。所以不

同的空間可以藉由網絡的連結產生集體行動與分工關係。 

 

商品鏈 

Coe, Kelly 與 Yeung（2007: 89）指出資本主義可是唯一商品交換體系，在這

體系中物質或非物質的投入到商品或服務的生產轉換過程。這個轉變的過程包含

了生產、行銷、運輸與服務等主要活動與技術投入。此外，商品鏈也包含財務、

人力資源或過程中的基礎設施所提供等輔助活動（Coe et al., 2007）。商品鏈的概

念除了對生產投入與產出的結構（input-output structure）做解釋外，它對地理上

空間與地方概念的應用，也使得他被更廣泛地應用。商品鏈另外包含了三個概

念：領域性（ territoriality）、治理（governance）與制度架構（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Gereffi, 1994）。 



 

 

商品鏈的投入產出過程是一個生產的過程，然而當這些生產分工與消費發生

在不同的地方時，它的地理意義則是商品鏈在連結生產與消費的同時，也連結了

地方，造成地方的分工連結。Gereffi （1994）提出的全球生產鏈（Global 

Commodity Chain） 的概念，充分地說明生產鏈如何地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連結不

同的地方，而形成一個因生產鏈而出現的跨界治理及關係空間（spatial space）。

不過，地方農特產在應用商品鏈的概念時，可以因為領域性的建立而形成地方認

同，而具有一個對抗全球農糧體系商品鏈的意涵。此時地方農產品形成一種另類

的發展策略。販售在地的農產品成為防衛的地方主義 （defensive localism）。Coe 

et al. （2007）指出全球商品鏈形成了不同的地方網絡時，交通運輸科技扮演了

很重要的角色，使得地方快速的變化。地方面對激烈的地方間競爭會產生快速的

變化，而配合這些改變的部門也不只是生產部門而已，可能包含了其他文化與政

治等部份。這一點引起了許多經濟社會學者提出了社會鑲嵌（ social 

embeddedness） 的概念，生產鏈的形成牽涉到地方文化或是社會的連動性。 

生產鏈上的各部門形成一個分工合作的整體，而其部門有治理的理性。

Gereffi （1994）提出兩種治理形式的生產鏈：生產者主導與買家主導的生產鏈。

Magnan(2011) 即指出西方的大宗食物生產鏈中，消費者透過品質的訴求，直接

地影響大的食品廠商。這兩種生產鏈在尺度上與內容上對於理解茶葉產業的生產

鏈深具啟發性。在茶產業上，生產者或是買家主導可能不盡然解釋生產鏈上的權

力關係，譚鴻仁（2009）也提出有其他的行動者可以主導生產鏈的發展。在 Dicken 

and Miramachi （1998）貿易商的研究中，貿易商是生產鏈的參與者但不是基礎

的生產者，它提供了四項重要的功能，扮演了主要治理的角色，使生產鏈得以順

利運作。這四個功能分別是貿易協調聯繫、財務協調、市場資訊整合與體系整合。

Coe et al. （2007）引述 Gereffi et al. （2005）的概念，提出關係治理（relational 

governance）的概念。關係治理概念的出現是因為地理學者發現市場交易的過程

中，治理的參與者形成一個長期合作的關係，而治理中的分工與合作會隨著長期

合作關係的形成愈加鞏固，進而發展出另外的分工關係。例如 Coe et al. （2007）

就發現英國的超市在與貿易商建立一個長期合作的關係後，貿易商的角色已由一

個單純的貿易商，增加了加工、品管、行銷與評鑑市場等功能。 

商品鏈的運作必須考慮到制度架構。制度架構可分為正式與非正式的制度，

前者如貿易、稅務等政策；後者則為一般較為不見的，例如地方特色的生意法則 



 

 

（ways of doing business）或政治文化等等 （Coe et al., 2007）。制度架構使商品

鏈與地方的接合或鑲嵌有更清楚的解釋。Coe et al. （2007）認為商品鏈牽涉到

不同的地方整合與協同，而每個地方都有其特定的生意法則（ways of doing 

business）。從傳統理論（convention theory）的觀點而言，商品鏈的地方整合鑲

嵌在地方特有的傳統上。 

最後，商品鏈並非只討論生產消費連結的生產面向，消費面向中的道德或其

他文化訴求也會影響到商品鏈的治理，例如公平貿易（fair trade）的概念影響咖

啡的生產鏈價值分配。其他在農產品生產鏈中的例子有反對對基因改造食物，或

動物保護的訴求也都會影響生產鏈的運作，與生產鏈所形成的關係空間。商品鏈

所處理的投入產出過程中，提到了道德或其他文化因素對生產鏈的影響，這與

Scott（1997）所說的文化經濟（cultural economy）或是 Jackson et al, 所稱的道

德經濟（moral economy）類似，都可視為生產鏈中的社會因素對於生產鏈的權

力分配與治理過程的補充。道德經濟的觀點同時也質疑了生產鏈中的投入產出結

構的限制，因為生產鏈所聯結的關係空間必須服膺大社會下文化或道德考量。道

德規範的力量會引導經濟活動而妥協出另類的生產過程（Sayer, 2000）。在空間

的意義上，道德經濟使生產鏈結合另類的生產者與消費者，形成新的產銷與空間

關係。 

商品鏈的概念有助於理解膨風茶的生產投入與產出的過程，不過商品鏈的分

析較著重在產銷過程中商品生產與銷售的分工過程，對於膨風茶而言，尚需其他

的理論去補充茶產業轉型的變遷過程，主要理由有以下兩部份：一，所有的茶葉

嚴格來說都是半成品，需要沖泡才能飲用，而沖泡的方式與文化是茶的後段加

工；這部份的生產過程有其文化與社會認知與價值，以紅茶為例，深邃的色澤反

而是不好的；二，生產鏈理論未強調生產過程中的社會與地方屬性，特別是轉型

與多元化過程中地方的回應與抵抗。因此，本研究的研究架構中另外提出「物的

生命史」概念去理解茶的生產過程中，社會與文化價值如何形成與影響茶的生

產，特別是膨風茶在評價標準未定時是如何生產？以及生產分工過程中個別行動

者扮演何種角色？其次，本研究提出商品化理論的概念已瞭解生產過程中，地方

如何調適與回應生產的變遷？ 



 

 

物的社會生命史與品質 

Appadurai（1986）提出物的價值是一個變動的概念。物的價值，如 Simmel

（1957）所說的是在不同的時、空之中受到不同的價值體制（regimes of value）

所影响。物的價值會有不同階段的定位與變動，物彷彿是有生命的，在不同的階

段變到不同價值體制所定位，形成它的不同價值。Appadurai 因此說物有其社會

生命史（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而我們認識物的價值則必需採取一個後結構

（post-structuralist）的觀點，物的認識與評價必需伴隨著時、空改變和價值體制

（regimes of value）。 

Appadurai（ibid.）提出物的價值的變動特性時並不否認物有物性，但物的價

值是非本質論的（Non-essentialist）。物性的價值是隨著時間、空間、regimes of value

的影響而改變，成為價值的政治（the politic of value）。Appadurai 並未同時處理

物性的變動與物的價值變動這兩項概念。相對於價值體制，他認為物性大致上處

於一個較穩定的結構。如果我們同時宣稱物性與價值都是易變的，那可能我們無

法去認識這兩項概念。Appadurai（2006）認為物性處於一個相對穩定的結構，

而其價值則較為是變動的。他提出三項物特性說明物的穩定結構：第一是物的抽

象性(abstraction)。物的概念的抽象性來自於它的物質特性(materiality)與在社會中

的賦加意義；第二，抽象性雖然處於一個相對穩定的結構，但它具有可轉化性

（convertibility）；第三則是物性本身的穩定結構一直處於資本主義社會下的特有

商品緊張關係，那就是物必須有特性（singularity）才有較高的市場價值；物也

必須有共性才可成為商品。Appadurai（2006）說明商品若要達成交易，必需要

具有商品的共性，例如我們一般人的畫作是無法在社會上產生市場價格。然而

Picasso 的單一畫作卻可以，Appadurai 解釋這是因為 Picasso 本身已是一個類屬，

他的某件具特性的畫作，已先滿足商品共性（Picasso 的作品），才能進入市場。

商品共性是社會建構的，Appadurai（1986）以水為例子說明水在不同社會變到

不同 regimes of value 操弄的結果，而水本身的抽象性也使得水在不同的時、空

狀態下可能有低廉的價格，也可能有昂貴的價格。在這方面，他與布希亞所提的

符號價值（sign value）的概念是近似的。物性雖然變動，但它的轉折有其文化架

構與社會脈絡。物性的變動並不會無緣由的跳躍。Lind and Barham (2004)以墨西



 

 

哥傳統的玉米餅 Tortilla 為例，介紹其由鄉村到都市、由殖民期到現代的轉變過

程，最後成為國族招喚的工具，來說明 Tortilla 的物性生命史。 

Chapman（1980）進一步分析物的價值體制是一個變到權力支配的場域，而

這點也與研究商品鍊的學者觀點一致。Kopytoff（1986）進一步的提出我們應當

如何看待物的抽象性與價格機制之間的變動關係，他提出我們應當注意物與價值

的對應與他們的社會轉化過程。Kopytoff（1986）認為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就是物的文化形塑過程。Kopytoff（1986）提出一個方法學的主張，引導認識物

的價值。他認為我們應當了解：（1），物的生命史；（2），物在社會關係中的認識

可能；（3），物在眾多可能中的最為人所欲的理想可能。Kopytoff（1986）稱這

樣的方法論為物的傳記（the biography of a thing）。透過 Kopytoff 的方法可以認

識物的意義及其變異。Kopytoff 指出我們接納陌生的事物不是我們認識它，而是

我們在既有的文化體系中定義與使用它。物的意義是一個由已知演繹的過程，而

演繹是延伸，並非創造。新事物必須藉既有的文化體系被認識，這間接說明文化

的重要。Kopytoff 這樣的觀點指出經濟活動依賴著文化如何定位商品，如同

Appadurai（2006）指出的共性與特性的觀點。商品必須仰賴文化提出認識的共

性，但為了獲得更多的資本累積，商品本身必須透過論述的建立，達成轉譯

（translation）的效果以取得特性（singularity）。 

Kopytoff 與 Appadurai 的概念可以演繹至商品的交易必須先尋求文化上的轉

譯與定位，或者是交易本身係鑲嵌在傳統（conventions）上，主要是決定行情的

市場傳統之上（譚鴻仁，2009）。 

物的社會生命史中，不同生命階段的物有不同的價值。對於人類學者而言，

主要的關心在於意義的變遷與社會脈絡的關連，但對於社會科學的學者而言，物

的價值如何變遷可能更為重要。品質在本研究中扮演核心的角色首先品質的社會

期待與產品內含是社會建構的(Mansfield, 2003) 例如有機、美味等品質有時間與

空間差異，而品質的概念透過轉譯(translation)串聯不同的行動者形成行動者網

絡，也同時建構經濟關係、社會網絡與地方特色。    Freidberg（2003）指出品

質有兩大類型：制度上的品質與交易上的品質，前者為標示或品牌，而後者為消

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信任或規範。Freidberg（2003）認為前者包含於工業化的傳

統（industrial convention），包含標準化的產品及使用程序，以及異地消費與成熟

的交通設施等等；而後者則形成家戶間的生產-消費傳統（domestic convention），



 

 

通常是人際的信任與產地消費以及非大量生產、非標準化等特色。工業化的傳統

較諸家戶的傳統未必是進步的。例如具有地方特色的農產品在地消費可以創造真

實性與臨場感，同時具有防偽、教育、品質比較與塑造的功能。Murdoch（2000）

補充品質概念另外的面向，他認為除了制度品質（Murdoch稱之為品牌品質（brand 

quality）），也包含有生態品質（ ecological quality）與消費者感知的品質

（consumer-perceived quality）。Gralton 與 Vanclay (2006)更提出技術、環境、社

會文化、生產、地方特質、族群性與營養等食品品質要項。 

福特式的大量標準化生產使農產品在外型、品質上達到一致的標準，看來大

小、口味一致。但基本上農產品的生產是有地方性的，地區生長條件的差異，使

得同一農產品形成明顯的地方差異，因此地理鄰近性(geographical proximity)一直

是多數農業，特別是 AAFN 上的必備品質特質而這也造成品質與地方密不可分

（Sanchez-Hernandez, (2011)；Mansfield, (2003)）。而全球化造成的生產方式取代

傳統生產卻導致地方逐漸消失。農產品品質的治理過程通常較多在討論真實性與

地方連結的問題（Neilson, 2007），台灣的阿里山茶，即為一明顯的例子。 

除此之外，等級的判定也是品質治理中重要的一環。Neilson（2007）指出

國際咖啡的供應商建構等級與地理認同的目的在於維持他們的利益，而這種品

質、等級是社會建構的，除反映物的社會生命史之外，反映出供應商的政治與經

濟利益。同樣的，Renard（2005）也指出品質不是商品的內涵條件，它必須被建

構與行銷以達成集體競爭的優勢。這也驗證論述影響認識的觀點，例如普洱茶原

本的臭曝味經由不同的論述建構，而成為可接受的陳味。分級與標準也因此成為

私部門常用的手段去增加產品差異化與競爭力的工具（Neilson, 2007）。品質的

治理（governance）並不是一個價值中立，而是包含某些意圖的行動。 

商品化 

Appadurai （1986） 與 Kopytoff（1986）在「物的社會生命史」中提到商

品化是物的意義轉化的過程。但是他們並沒有進一步的分析物的意義如何轉化？

另外是地方如何回應、創造或抵抗物的意義生產？Castree（2004）指出商品化為

不可銷售與不可交換的物品轉化為商品的過程。不過 Castree 對消費與商品的討

論也未指向到空間與地方如何因應商品化而改變。相較於前述學者，Marsden 



 

 

（1998）也提出鄉村發展與商品化的概念。他的主張進一步提出物的轉化、商品

化的過程，是經濟活動帶動社會生活的變遷。這個觀點帶有結構主義的觀點。

Marsden （1998）認為商品化不僅討論鄉村的生產，而且也包括生產農業或非農

業產品對地方所產生的社會與政治影響。Marsden （1998）認為商品化的過程中

有兩項重點值得我們思考：（一） 商品生產與其相關的價值如何改變鄉村地區的

社會生活？（二） 在鄉村生產該項商品連動之生產-消費關係重新組合時，商品

生產所需的生產關係與價值觀是如何被介紹到地方？地方係接受或反抗？商品

化的過程不僅討論鄉村轉型的過程中由原有的生產 （例如糧食作物） 到其他的

生產 （如高品質的食品） 有哪些必要的自然或社會要素？同時商品化的過程也

關心原有的鄉村是否發生社會、政治的反抗？那些原來在生產系統內，但之後被

排除在外的社會要素，會產生哪些反抗？例如茶產業生產對於環境用水安全的影

響是什麼？或者是膨風茶的生產對於地方勞動力的需求、生活與工作的時間分配

有哪些影響？反過來說，上述的地方與社會因素又如何形成茶業生產結構，這是

生產鏈理論所欠缺的。 

商品化的生產轉型關注在地的社會，政治與轉型的關連。Ilbery 與 Bowler 

（1998） 認為商品化的過程關注轉型區內社會抗拒的工具與策略，產業發展的

轉型與發生，是地方再商品化與地方抗拒的平衡。鄉村在商品化的過程，會造成

地景的轉變，也造成了許多地方的轉變，例如價值觀、土地所有權與財產關係或

地方社會組織等 （Ilbery and Bowler, 1998）。 

Marsden（1998）的商品化概念，在空間與社會的層面上有微觀與巨觀的兩

項觀點。微觀的觀點正如前文所言，可以補充商品鏈理論對於生產分工與行動者

策略如何回應地方的社會鑲嵌的忽視；而巨觀的觀點上，商品化的概念重新定義

鄉村為一個由商品生產所形塑的空間。在這個意義上，Marsden 所提出的商品化

或許僅具有選擇性的理論適用，對鄉村做主成份分析。然而，在以茶葉為主要產

業的地方，以商品化的概念補充生產鏈的觀點是值得嘗試的。 

 

另類農糧網絡 

傳統的 AAFNs 的觀點是由大宗農糧作物在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之下的觀點



 

 

理解，地方如何回應市場開放的農業發展政策（Renting, Marsden and Banks, 

2003），是以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理解農業與地方的發展。因此，Marsden et al.

（2000）指出 AAFNs 是結合生產者、消費者與其他行動者以另類（alternative）

的方式去回應大宗、標準化的作物生產，而這些討論也觸及到地方、環境所形成

的變動。然而隨著農業地理也開始著重品質轉向（Quality Turn）之後，AAFNs

不盡然由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去處理福特主義下的農業全球化，AAFNs 也可以轉

向到不同消費者對高品質農產品的選擇，因此也包含了文化地理與社會地理對農

業生產的思考。Kirwan（2004）指出 AAFNs 中的另類概念就可能包含了公平貿

易、道德經濟、有機、地方特殊性等概念，這些特殊的品質特色使得消費者的追

逐另類充滿了想像，而造成了多元的農業發展可能，同時也形成了地方發展的策

略，引導了再商品化（re-commoditization）的發生。Higgins et al.（2008）認為

AAFNs 由農業生產追求品質的特色來看，反映了消費者對大量、標準化的農產

品的不滿，進而形成了農業後生產主義（Post-Productivism），也解釋農業多元變

化的現象。Higgins et al.（ibid.）認為 AAFNs 有三種治理關係去處理這個網絡上

的信任，分別是：（1）面對面的交易以建構產品的真實性、品質與特殊性；（2）

地理鄰近性替代產地面對面的交易，例如代理商、農民市集與展售會；（3）延伸

的另類農糧網絡，以制度、品牌或認證標章延伸信任的空間與品質的保證，例如

公平貿易咖啡的認證與國家保證的地方產地標章。這三種方式的 AAFNs 保障對

品質追求的信任，同時也允許小農可以發展出獨特高品質或另類農產品。 

膨風茶使得原有茶區內的許多新興現象，例如品質需要重新認定以及社會接

受，茶葉消費的社會責任、環境保護、消費者需求、口感的改變，以及對於飲茶

口感的另類選擇與創新等等，這些現象都使得農民重新再商品化茶葉而建構出一

個另類農糧網絡。AAFNs 出現的意義除了可以反應出農業全球化造成地方農產

品消失的危機之外，另外也支持小農創新發展出多元品質的農產品，促使農產品

的多元發展的意義外，也有維繫小農生存的社會正義意涵。 

 

小結 

本研究主要以行動者網絡理論、生產鏈、商品化、品質治理與另類農糧網絡



 

 

等概念，探討膨風茶產業的再發展與地方變遷，並比較不同比賽制度的行動者網

絡。首先，本研究主張蜜香茶的生產為一行動者網絡，包含產地的農業生產與價

值或風味的社會生產，而生產鏈的理論也應當將社會生產的部份考量在內，本研

究將這部份補充生產過程的要素分析，同時也希望討論生產鏈如何回應社會的偏

好變化與如何有效地建立回饋機制。特別是比賽茶與非比賽茶有何種權力與治理

機制差異？ 

蜜香茶區新近的變化：生產膨風茶是不同 AAFNs 發展策略。它們有不同的

生產鏈與再商品化策略。相較於原有茶葉成熟商品，膨風茶是否能夠轉換物的意

義而被市場接受，發展出成功的行銷通路？它們是否可以克服地方的限制而重塑

地方自明性？這些問題是再商品化理論與 AAFNs 觀點的檢視要項。 



 

 

肆、 研究方法與研究區概況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進行膨風茶的研究調查，主要研究區在新竹縣北埔鄉。 

本研究計畫以質性研究的方式進行，主要的研究方法包含：（一）次級資料的

搜集；（二）深入訪談與參與觀察。 

在次級資料的收集部分。目的要了解臺灣茶產業的變遷與發展，以及茶產業

的相關數據與統計。其中包括各類的茶葉專書（包括臺灣茶產業發展歷史）、研

究論文與技術報告、期刊等。同時研究收集各地方政府與農會有關茶葉、茶農的

統計公報，以進行茶業面積、產值、就業人口等資料與變化趨勢。 

而在深入訪談。本計畫採用半結構的提綱，進行深入的訪談，訪談對象包括：

地方茶農（製茶師）、茶葉改良場官員、地方公所官員、農會人員、評茶師以及

茶行老闆等。其目的在於了解膨風茶商品鏈的建立過程，以及的對比茶葉比賽的

評價系統，進而了解地區轉型的比賽與其他品質建構制度的多元化發展下，茶葉

價值的社會生產過程。訪談過程將以錄音方式作為紀錄，並轉成逐字稿的的文字

紀錄格式，以利後續的資料編碼、歸納與整合。為了使不同的意見均能呈現，並

依研究倫理的考量，所有在研究中的人名均作匿名處理，以編碼的方式呈現。 

而參與式觀察的部分，為達到較全面了解茶葉的評價系統的目的，本計畫參

觀茶葉生產製造流程以及茶比賽進行過程（請見下圖）。茶比賽進行過程的觀察，

可以比較品茶師與茶農在口味上的認知建構，以及茶農與消費者在資訊交換過程

中，這套地方知識如何表現在對茶葉口味、評價的描述。同時輔以影像與照相的

對比，作為提供相關主題比對時的重要依據。 



 

 

  

上圖：與茶農在品茶；右上圖：參觀製

茶工廠並與茶農討論茶菁；右圖：由茶

農介紹製茶工具。 

 

 



 

 

研究區概況 

 

圖三：北埔鄉地圖（資料來源：內政部台灣行政區域圖） 



 

 

 地理概況 

北埔的地理環境1，以山地及丘陵為主地形由東南之鵝公髻山及五指山往西北

緩降，因其受樹狀分布溪流（樹枝狀水系）之深度切割形成（以）北埔、南埔為

中心之二大盆地，再者由於山地與盆地之間落差極大，水流湍急，因而溪谷陡峭

深狹無法形成寬廣之沖積平原。由於此盆地（盆底）地勢較平坦且土質肥沃，灌

溉水源豐沛，故早在墾隘時期已開發為梯田，此外在盆地周圍之丘陵地形，依地

力之不同分別開發為茶園、果園、稻田等多種型態種植。北埔鄉因山地及丘陵地

形之屏障，未受都會區溫室效應之影響，因此氣溫適中宜人，年平均溫為攝氏

22 度，相對濕度為 79%~80%，降雨量為 1700mm 以上。由於北埔地形成樹（枝）

狀結構發展之溪谷系統為主，造成風廊效應，因此於秋季期間產生由大坪溪谷向

外吹之陸風（俗名九降風）。北埔整體而言由於地理環境之關係較少受颱風侵襲

所帶來之嚴重風害，惟因颱風所帶來之大量雨水往往使溪流水位暴漲，因而造成

大量之水土沖刷，主要的自然災害大抵均在此時期造成。北埔的獨特地理與氣候

因素：夏季多雨高溫以及冬季冷涼多風，全年長期吹東北風（吳育臻，2000）使

得它生產出最具地方特色的兩項農產品：膨風茶與柿餅，前者需要特殊的氣候、

地理條件孕育出膨風茶生產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小葉綠蟬，而透過小葉綠蟬的咬

食，茶葉才可以生產出特有的甜香與蜜味。 

 膨風茶的地方發展史 

膨風茶的歷史大致是隨著臺灣北部形成外銷茶區開始，茶農在傳統福特主義

的生產方式下追求標準化的分工生產方式所自然出現的。膨風茶是偶然發現的，

應當是蟲害過後的茶葉加工生產出來的。但當時並沒有大量飲茶的習慣，加以茶

農主要是大量生產紅茶出口，而生產紅茶的重發酵方式，又使得他們沿用在膨風

茶的製造過程上，形成現在的標準，茶湯紅水的傳統膨風茶。膨風茶在主要的生

產摘採中，受蟲害的茶葉或在揀選茶葉的時候，將不能用作生產的蟲害茶葉，製

成茶業自用或零星的銷售。 

膨風茶的不同名稱，能追溯出歷史意義的應當就是意味「吹牛」的膨風二字。

過去文獻中出現的年生產近千萬公斤的說法，以目前夏季蟲咬過才能製造的程序

                                                 
1 ＜北埔鄉概述，新竹：北埔鄉公所，頁 19-20＞ 



 

 

來看，似乎不可能是現今富涵濃香的膨風茶。當時一台斤特級膨風茶約為一萬一

千斤稻穀的價值，但並未形成一個串聯生產到銷售的生產體系與資本主義的生產

方式。它可能是拍賣競價後的結果，同時也不符合當時市場消費者的消費能力。

很可惜，並未有文獻特別探討這一段過程。由於消費市場未能建立與連結到生產

體系，因此只有農民零星的製作，在生產紅茶時還特別將其原料避除在外，生產

大量、相對廉價的紅茶。 

根據先前的研究調查（譚鴻仁，2009），膨風茶的興起是近幾年的事情，其背

景是臺灣茶葉生產結構與地方結構的改變，北部的外銷產區在 1970 年代開始沒

落，茶葉在 1990 年進口量首度超過進口量，而許多的農村子弟紛紛離開家鄉到

外地工作。同時，臺灣的經濟發展，國人的所得增加，茶產業開始開始由生產面

轉向注重消費的方向。興起的關鍵在於北埔膨風節與比賽制度，形成現在多元的

樣貌與特有的地方茶應當是在 90 年代中後期。 

北埔膨風茶農遭遇的問題是產能不足與平均收益不足。茶園復耕要五年才能

量產，所以多數農民都是採用購買茶菁與包茶的作法，而其來原則以龍潭為大

宗，其情況與峨眉鄉的茶農類似。但這種方式並不能完全解決問題，因為最近膨

風茶知名度提高，所以向外地收購茶菁與包茶成本都增加，再加上龍潭鄉也大力

推廣膨風茶，使得當地繼續平價輸出原料的前景日益堪憂。為了解決產能不足的

問題，並解決春冬、茶收益不足的問題，北埔地區開始推動冬季膨風茶。茶農發

現茶小葉綠蟬的出現雖然整年都有，但在夏季最多。膨風茶並不是在茶小葉綠蟬

最高峰的時期摘採。茶農必須顧及蟲口數與茶葉量的平衡。簡單來說，茶農必須

要控制茶芽在茶小葉綠蟬最高峰時間點的兩側萌芽，而不是最高峰的時期。這種

時間點的掌握方式是在不同季節的修枝動作，對本地環境的長期掌握，以及密集

觀察才做得到。如此一來，在冬初時也可以生產出會產生蜜香的膨風茶，而增加

一季的膨風茶的產能。 

北埔的茶農希望多生產一季的膨風茶，也因此由再商品化帶動到對茶園管理

以及管理以及環境的變動。事實上，這除了北埔地區之外，其他的膨風茶產區也

有同樣的舉動。北埔鄉 2007 年曾經自辦過一次冬季膨風茶比賽，並且以新的賽

制，由地方初評，再邀請非官方的評審複評。然而在 2008 年的冬季膨風茶比賽，

因為擴大為全新竹縣的規模，由峨眉鄉主辦，更改傳統的賽制。 

就平均收益而言，北埔地區的茶農，一直希望能夠改變比賽制度，以提高茶

農收益。過去北埔的平均茶價水準一直沒有改變，僅有極少數的特等獎，因為拍



 

 

賣的關係，出現了極高的價格。這與臺灣的比賽傳統有很大關係。另外的原因是

膨風茶的產銷體制並沒有盤商的空間，多數是農民直接銷售給熟客。每年的茶品

質波動，缺乏清楚的市場資訊，一般消費者並不清楚。每年的自然條件導致茶品

質波動，但市場缺乏清楚的品質資訊。一般消費者要購買膨風茶，不可能一一品

嚐後，再購買，所以只能依賴茶葉比賽的名次作為價值的指標。 

在比賽制度難以更新的情況下，增加比賽的次數似乎成為提高地方收益的辦

法，除了先前看到「冬季」的膨風茶比賽外，2013 年，北埔鄉公所推行產地認

證標章，同時進行膨風茶的評鑑比賽。產地認證標籤限定只有北埔產區可以參加

比賽，而不限定茶農資格與身分，這使得總點數只有 116 點。此次比賽的評審邀

請前省農林廳的技正張瑞成，並採取等級來區分，總共了有特級、高級、中級，

還有一個普通等 4 級。然而，辦理一屆的北埔自辦膨風茶比賽，因鄉公所強制收

購額度問題，而無法持續下去。 

如今辦理東方美人茶比賽的有新竹、苗栗、新北、桃園與全國，其中桃園是

第一年辦理縣賽；新北市則是從 103 年開始辦理。在規定的繳交點數上，新竹縣

的規定為一點繳交十二斤茶葉，桃園、苗栗及全國則是繳交十斤茶葉，新北市則

是繳交十一斤茶葉。就規模與歷史而言，新竹皆為最大的，每次比賽可逾一千點；

最小的則是新北市辦理的比賽，每年比賽不到一百點，關於近幾年的比賽價格可

見表一。 

表一、新竹與全國東方美人茶比賽特等獎價格（一台斤）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新竹 160000 260000 300000 無資料 無資料 480000 

桃園 ─ ─ ─ ─ ─ 240000 

苗栗 無資料 無資料 無資料 無資料 無資料 300000 

新北 ─ ─ ─ 32000 32000 32000 

全國 568000* 280000 220000 300000 無資料 400000 

*拍賣價格 

  

 



 

 

伍、 膨風茶的比賽制度發展 

膨風茶的比賽始創於新竹縣。新竹縣辦理膨風茶優良茶評鑑比賽為膨風茶開

創知名度，而茶價也節節上升，特等獎由早期萬餘元一台斤到 2016 年夏季膨風

茶特等一台斤四十八萬元。隨著新竹縣辦理優良茶競賽到現今，桃園縣、苗栗縣、

全國以及新北市都辦理優良茶競賽。除了夏季競賽之外，新竹縣與苗栗縣也辦理

冬季優良茶競賽。在 2014 年，北埔鎮也以正統產地的身分辦理了北埔鎮的優良

茶競賽。在所有的比賽中，全國比賽以及新北市的比賽未嚴格要求參賽的茶葉必

須由清新大冇品種所生產，其他的比賽均較有歷史，且要求參賽的茶葉必須由清

新大冇品種所生產。事實上，在比賽的成果上，也證明了清新大冇是最適合生產

膨風茶，在比賽的香氣、滋味的表現上，清新大冇生產出的膨風茶具有明顯的優

勢，能夠生產出最具花香、熟果香以及蜜香的膨風茶。除了品種的特色之外，這

些茶主要的產地均為北部沿山丘陵地的客家族群，而膨風茶除了是台灣最珍貴的

地方產品之外，也是現今社會少有的族群產業作物。 

膨風茶的產業特色是量少、質精、價格昂貴，沒有中間商的空間，相較於其

他農產品而言，是一個特殊的例子。因此在新竹縣推動膨風茶產業的發展成功之

後，桃園縣與苗栗縣也相繼的推廣地方的優良茶競賽。 

根據過去的研究（譚鴻仁，2009），膨風茶的比賽除了推廣農產品打開知名

度之外，尚有分級、定價與制定品質規範的功能。膨風茶的季節性的茶品，雖然

近年來有冬季膨風茶的出現，但主要產於夏季，而且品質優異、辨識度高，消費

者若非去產地一家家的品嘗，不易選出喜好的等級以及付出合理的價格去購買。

然而，這種購買方式對消費者、對生產者以及對茶葉推廣與地方發展而言，均為

不利。 

首先，對消費者來說，除了曠日廢時之外，也花費鉅大；對茶農而言，若只

依靠消費者隨機上門挑選，除了難以訂價外，也會造成市場混亂、品質參差不齊，

而且會造成茶農堆積存貨、消耗乃至於品質下降的憾事。而此時若有茶商收購，

或可解決此等憾事。但在膨風茶發展的早期，其知名度尚有不足，茶商本身不易

產生意願，而且膨風茶雖然品質優良，但投入成本極高，因此茶商本身並無能力

再造利潤空間而推廣膨風茶。因此，膨風茶雖然歷史上在日據時期即有生產，但

零星產出的膨風茶的市場潛力一直被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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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參差不齊 

目標 

行動者 

膨風茶的商品化過程如 Appadurai（1986）所言，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生命史

的過程。必須強調的是，膨風茶的生產是客家先民因節儉，偶然生產的結果，但

其發展，市場化、商品化至今成為特等 48 萬元一台斤，成果台灣最高價的茶葉

產品，是一個社會互動、各方投入的發展歷程。而其中主要的推動力是政府的優

良茶競賽。現今的膨風茶雖然有商家預期增值而收購，但這種零星的收購行為仍

屬少數。膨風茶仍屬於另類農糧網絡（Alternative Agro-food Networks）概念的短

生產鏈（Short Commodity Chain），由消費者直接向茶農購買、或藉由網路、或藉

由電話、或是面對面的交易。膨風茶由於製程複雜，必須大量仰賴手工且生產原

料過度依賴天氣因素。盤商在生產過程中尚未能創造價值，透過加工與論述的建

立，主要的利潤來源只有因資金充足而賺取的價差，因此並未能夠形成生產鏈分

工中的不可或缺的位置。相較於其他的茶類，如高山茶或包種茶，凡在生產鏈中

能更為自身贏得地位而扮演分工角色的中間商，都已創造價值、加工、分流，甚

至是說故事創造論述的功能。膨風茶的生產鏈因此未有盤商空間。盤商收購膨風

茶至多如古董商以資金等待買氣賺取價差的利潤基礎。而膨風茶能夠商品化成為

一項具特定價值的商品，主要是比賽提供了定價、制定品質及宣傳等功能。 

膨風茶競賽的辦理於是就成為膨風茶產業發展，以及消費者得知消息、品質

與價格乃至於生產農民資訊的主要管道。以行動者網絡理論檢視膨風茶的發展過

程，比賽這項行動者是必須的角色，而形成理論所謂的強制通行點（OPP）。 

 

同圖一：研究概念圖（新竹縣比賽行動者網絡） 



 

 

 如上圖示表之，膨風茶的產業發展起於比賽的辦理。在過去近百年不可考的

歷史過程中，膨風茶有極高的評價與銷售價格，但它一直不是個市場上穩定流通

與有固定品質特性、行情的商品。膨風茶手採、少量、不穩定以及受天候限制等

因素一直難以克服，所以在比賽制度通行之前，膨風茶一直是處於一個非穩定品

質與價格，無行無市的狀態。就地方與產地而言，它主要產於新竹地區，那也因

為客家人的勤儉特性；而樹種係清新大冇最佳，也因為清新大冇為新竹地區的主

要茶樹品種，並非如現今市場已知的品種適宜性原因。就消費者的認知與偏好而

言，過去在比賽前多數消費者可說對膨風茶是一無所知的。 

 自新竹辦理膨風茶競賽之後，歷史的發展形成了上述的膨風 ANT。ANT 中

四個主要的行動者都必須透過比賽這個行動者形成一個相互協同的 ANT。而比

賽之所以為強制通行點，是因為若排除了它的運作則這個 ANT 必會瓦解。倘若

無膨風茶參與 ANT，則消費者或可買到膨風茶，但消費者一方面不知道自己購

買的膨風茶等級如何，此外，消費者也不知道自己購買膨風茶的行情是否高低適

宜。而市場則未能形成提供適當行情資訊的消費空間。這種情形僅發生於高端農

產品的小眾市場，而膨風茶恰為如此。消費者獨立不易拜訪多數茶農而藉品茗比

較行情或攜帶資訊而形成行情。另一個原因是膨風茶價格高，數萬元一斤的茶

葉，消費者不會試買而茶農亦惜於供人試飲。 

 在另一方面，若未有比賽促使行情定位出現，使交易發生，膨風茶的產地亦

不會有產地的地方發展的可能而形成這種高價茶的茶鄉。由膨風茶本身而言，對

許多消費者與茶農而言，都普遍有膨風茶近年來品質已大異於從前的感概。不論 

這種轉變是否為他們所喜好，這至少證明，比賽有制定品質的能力，比賽的評審

有不可取代的官方茶葉專家身份，這種身分賦予了他們極大的權威與權力關係，

使得他們被要求改變品評標準時，以其無可取代的官方公信力，不涉利益關係的

位置，可以一口回絕地方要求。 

 膨風茶辦理比賽的時空背景是台灣茶葉由外銷轉變內銷，同時交通便利、觀

光業開始發展。這是膨風茶商品化開始的背景，桃竹苗地區是傳統的茶區，但茶

葉相對無競爭力。自從新竹開始推廣膨風茶，桃園、苗栗也可使辦理膨風茶競賽，

所以上述的膨風茶 ANT 關係開始出現於桃園與苗栗地區。這樣的詮釋脈絡也大

致適用於這兩個地區。而唯一與新竹地區不同的地方在於這兩個地區原本並無生

產膨風茶的長遠歷史，因此比賽制度改變固有膨風茶長期品質的異議並未出現，



 

 

但這兩地的茶農亦有反映品評者口感不穩定的意見，這則是另一個面向來展現評

審不容挑戰的權力關係證明。 

 在桃、竹、苗三地均辦理膨風茶競賽之後，中央農政機關希望整合這三地的

比賽能成為一個更多參賽者、更具規模的比賽。然而全國比賽已辦了四屆。辦理

的規定與各地的規定大致相同：相同的時程、同樣的評審、相同的樹種與品質標

準，甚至對新竹縣更有利的是參賽者不必為主辦單位低價強制收購一台斤，但這

項制度設計並未能整合桃竹苗地區各地的茶農。於是，制度的更動使得夏季膨風

茶比賽由三場增加為四場，在全國比賽之外，桃、竹、苗三地仍然繼續辦理當地

的膨風茶競賽。 

 多辦理一場比賽並未造成因參賽者分散的損失。目前新竹縣一地比賽的總參

賽點數大於其他三場比賽的總參賽點數總和。參賽點數的分布大約是新竹 1300

至 1500 點，其餘的點數大約各是 200 至 300 點。新竹地區的特等約是其餘地區

二倍價格，而其他的頭等、貳等、叁等、優良部分則是新竹地區略高於其他三個

比賽。而這樣的制度改變依然如前述 ANT 觀點的描述，生產者、消費者、地方、

膨風茶與比賽五個行動者維持著相同的行動者關係。盤商依舊沒有介入空間，未

能藉由收購創造茶的價值或茶葉論述。近年來有具資本力量的茶商在比賽成績公

布時大量收購膨風茶，但他們依舊只能賺取價差，而無創造茶葉本身的價值，並

未進一步再商品化。這個現象確實造成了短期的膨風茶中的高價得獎茶貨源短

缺，不過暫時尚未看出因貨源變化而造成供需失調引發的價格變化。在茶農方

面，可能反倒是吸收到部分好處，部分茶農會要求收購得獎茶的商人連帶購買未

得獎的茶葉，去化庫存。 

 桃竹苗三地比賽之外新增了全國比賽，並未因新增加一場比賽而分散優良茶

的數量。因為這四場比賽的優良茶是按參賽的比例而決定。例如頭等獎大約是百

分之二的比例，多增加一個比賽的總參賽量雖然分散至四個比賽，但總數不變，

因此茶農得獎的比例未因賽制的改變而改變。影響膨風茶農的主要因素是比賽得

獎與否，賽制的變化影響有限。影響最大的是天候因素，使得茶葉原料的品質好

壞以及評審的穩定性。儘管膨風茶的口感改變，而許多人認為這是評審造成的。

這會造成茶品質偏好與茶文化的改變，例如部份消費者會抱怨現今比賽茶主導的

膨風茶葉底不夠豐盈、香氣消散快、不耐沖泡，進而是存放之後轉變的滋味也較

無變化，部份茶農脫離 ANT，進而發展另外的小眾生產消費網絡。但絕大多數

的茶農接受茶專家的評審以及它們塑造的風格。 



 

 

 增加比賽的一項優點就是增加膨風茶的知名度，吸引年輕世代回流以及創造

茶園復耕的誘因。這一點因素，目前是稍有進展。2014 年北埔鎮辦理北埔鎮本

身的比賽，但不同於前次新增的全國比賽，雖未成功整合，但大致的網絡關係相

同。北埔 2014 年的比賽有鑑於最有特色的膨風茶本真性（Authenticity）逐漸為目

前的比賽所帶哩，同時亦希望創造多元的、具地方風格的膨風茶，地方政府遂辦

理北埔膨風茶比賽。 

同圖二、研究概念圖（北埔分級評鑑行動者網絡） 

 北埔辦理地方比賽目的在尋求自身的本真性與市場的多元選擇，另外也是隊

長久的中央農政單位的品味專斷提出抵抗，所以這次比賽辦理者是地方政府，而

評審則邀請已退休的茶葉專家。這次比賽一方面是刻意按照過去的膨風茶標準如

茶乾、發酵程度與香氣、水色都有別於現行的比賽。而評審的信任來源也有專業

權威與公職官方位階轉移到評茶專業本身，這自然有其風險。因為非現任公職除

了客觀的職務倫理外，也少了因職務帶來的資源分配權力與人際關係。但此次的

比賽順利，給予了地方信心，地方推行本真性及多元茶品的目的被達到了。然而

在接下來的賽事中，地方政府對比賽茶的分配與生產者有極大的分歧，而最終以

不公佈成果作終，再次年則停辦。這個新形成的 ANT 只存在短短的時間就解散

了。它並非失敗，是成功的形成生產評鑑網絡，但短時間內加入其他元素而破局、

網絡解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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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短暫的 ANT 存在期程，新的 ANT 成功創造了一個新的品質與價格行

情。而比較成功的與破局的 ANT 可以發現，主要差異在於行動者中的地方尺度

不同。膨風茶 ANT 在新竹起始，複製到桃園與苗栗乃至全國比賽，都是這五種

行動者互動，但在失敗的案例中，是地方的尺度由區域（全國比賽也是委由縣級

政府辦理）降至鄉鎮地方時，鄉鎮地方的本真性及顯露無遺，包含利益分配方式、

制約的制度與權力結構。因此，北埔在辦理小尺度的比賽時，利益分配因權力結

構不平等以及對資源的需求差異，很快就造成行動者的異議，而這項異議又因為

缺乏有能力的協調機制，導致不均等的權力運作而使得茶葉本真性的 ANT 失敗

於地方權力結構的本真性。 

陸、 結論 

膨風茶是台灣最昂貴的茶葉，也是最具客家色彩，全球唯一的客家族群產

業。膨風茶雖有過去高價臻榮的過去，但一直未能成為進入市場的商品，過去高

價的膨風茶是一個不穩定生產、供貨的稀有茶品。膨風茶的商品化過程源於膨風

茶優良茶比賽，在新竹縣率先辦理膨風茶比賽後，膨風茶才慢慢形成了現今的樣

貌，而膨風茶的這段商品化過程牽動到市場的形成、交易訊息的流通、生產資源

與環境生態的重新配置、品質論述的形成、創新的茶文化乃至於最重要的品質與

價格的連結：品質行情。膨風茶這階段商品化的完成，膨風茶才真正成為商品，

也形成它發展過程中的一段膨風茶的生命史。 

膨風茶的這階段生命史可以用 ANT 來簡化說明，其中最重要的行動者也扮

演著強制通行點的角色。比賽開啟了膨風茶近代的生命史。在新竹辦理比賽之

後，桃園、苗栗以及全國分別複製了膨風茶的 ANT 關係，使得膨風茶呈現現今

賽事多元，但品質單一化的膨風茶市場。 

有鑑於膨風茶的單一化以及傳統價值對膨風茶的重要性，北埔重製了新一個

膨風茶 ANT。這個 ANT 給予北埔短暫的多元發展，卻因為地方政府對地方概念

的尺度下移（Downscaling）而引發權力關係的失衡與利益分配的不均。現今這項

地方膨風茶 ANT 以解構，是地方的本真性限制了茶的本真性發展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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