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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相較於化約個人功利與經濟效益的行銷管理領域，本研究乃藉由文化經濟取

徑釐清地方特色食物的形成因素與發展過程，並辨認其中所蘊含的社會網絡和行

動策略。本研究以「關西仙草」為研究個案，並以質性研究方法系統性探索地方

特色食物的演變歷程。研究發現在仙草的傳統特質時期（1990 年以前），消費社

會將仙草定位為普遍性的藥草，多以冷品的形式受到大眾歡迎，關西地區亦在 1980

年代開始出現規模種植的情形。在仙草的積極改造創新時期（1991 至 2000 年），

透過公私營單位對仙草的投入，使仙草不僅從傳統家庭藥草，變成可標準化大量

生產的冷品材料；也從過往只適合在夏季享用的食物，變成冬季也受消費者歡迎

的熱飲品項。而在仙草的地方特色食物成形時期（2001 年之後），關西地區的農

會與業者同時採取供應鏈與延展地域策略，除了積極投入仙草產品的研究、賦予

其客家文化價值，亦利用地方食物節慶「關西仙草節」來改變在地消費者的身體

習性並博得其認同。總體而言，地方特色食物的發展塑造與意義賦予並不是固定

不變的過程，而是隨著行動者涉入時間與採取策略之不同而有所改變，其中積極

生產與創造消費更是維繫地方特色食物的基石。 

 

關鍵詞：農特產、地方食物、品質化、地方行動者、節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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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ontrast to the reduction of personal utility and economic benefits in the field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this study clarified the factors that underlie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ypical local foods, as well as identified the social network and 

action strategy involved.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Guanxi Mesona,” this study use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ypical 

local foods. As the study discovered, the consumer society had characterized Mesona as 

a common herb during the period of Mesona’s traditional property (before 1990). It was 

usually served as a cold food, which was well-received by the general public. Since the 

1980s, large-scale plantation has begun in the Guanxi area. During the period of 

Mesona’s ac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1991 to 2000), not only did the 

traditional family herb become an ingredient for cold food that can be standardized for 

mass production, but what used to be consumers’ favorite summer treat also became a 

popular hot drink in the winter. During the formation period of Mesona as a typical 

local food (after 2001), Guanxi farmers’ association and merchants simultaneously 

adopted the supply chain strategy and extended territory strategy. In addition to active 

commitments to the research of Mesona product which has been given Hakka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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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local food festivals like “Guanxi Mesona Festival” were also utilized to change 

local consumers’ health habits while obtaining their recognition. Overall, the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 of typical local foods do not follow a constant process. 

Instead, they are altered by differences in the actor’s time of involvement and adopted 

strategy. Among these factors, activ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creation are 

especially the cornerstones that maintain typical local foods. 

 

Key words：typical local Food, local food, qualification, local actors,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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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自古至今，食物不僅是日常生活之所需，也是社會、文化與美學之表徵。人

們不但能藉由食物獲取營養，也能從生產製造與消費品嘗的過程中，建構出自我

與群體之間的關係聯結。隨著歷史脈絡、地理環境和生產技術的演變，食物的功

能與價值也會隨之轉變。即使是同一種食物，不同時期也會有不同的經濟價值與

發展路徑。 

以歐美國家的食物歷程來看，為反抗全球工業對食物系統的侵蝕，1980 年代

中晚期由義大利發起的慢食運動便主張地方食物與傳統烹調技術的重要性。同時，

學者們也開始注意到食物品質所著重的層面，已不完全是食物工業所強調的標準

口味與以量制價，其已逐漸與地域、文化及象徵性等面向相關（Brunori, 2007）。

其中地方特色食物（typical local food）便意涵著在國家政治及地方商業活動的範

疇下，提供生產者一個以地方為基礎，來特色化其農產品的機會（Tregear, 2001）。 

對照臺灣的食物歷程，自 1980 年代起陸續發生食物安全的相關問題；1990 年

代農業兼顧生產、生活與生態的政策調整；2001 年起農業又面臨加入世界貿易組

織的全球化壓力（梁炳琨，2008）。臺灣也不斷面臨食物安全、農村再發展、全

球化挑戰的問題。其中農村地區在傳統產業沒落與人力逐漸流失的情況下，更是

必須積極找尋具有特色的地方食物，以復興地方經濟與保存地方文化。直到今日，

臺灣亦有許多極具特色的地方產業，其中一半以上都與食物有關，如關西仙草、

大湖草莓、公館紅棗等。不同於大眾化與標準化的食物型態，這些帶有濃烈地方

意味的特色食物，在後現代的生產與消費模式中大放異彩。然而，在地方與食物

的結合過程中，除了食物必須經過商品性的轉換，譬如從一級農產變成二級加工

品，各地區也必須經過商品化的過程，包括價值觀與地方組織的轉變（譚鴻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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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因此，食物與地方的聯結是相當繁複的過程，但也因為如此，食物才能

作為地方文化的展現元素，以及促進地方經濟的要素。為確切瞭解地方特色食物

的形塑過程，本文認為相較於化約個人功利與經濟效益的行銷及管理領域，以地

方脈絡、生產與消費運作為主的文化經濟取徑來探討更為適當。藉由文化經濟的

研究取徑，不僅能發掘地方特色食物經歷何種品質面向的轉變，包括如何從食用

功能性的著重，逐漸轉為美學、社會文化或經濟價值上的關注。同時也能透過對

個案的深入觀察，來說明地方如何藉由眾多的行動者來運作食物系統，包含個人

與群體是如何合作或競爭，而其中的地方特色食物又蘊含何種商業利益、篩選機

制與權力關係。 

以仙草為例，國內大量種植仙草的地區有新竹縣關西鎮、桃園市新屋區、苗

栗縣獅潭鄉及嘉義縣水上鄉，但目前只有關西以仙草作為主要的地方特色食物，

並開發許多相關產品及販售通路。這讓人不禁好奇為何在仙草種植的四個主要地

區中，「關西仙草」的名氣最為響亮？而關西又是透過何種方式，才使得該地與

仙草的意象產生聯結？ 

蔡佩宜（2010）提到關西的仙草種植面積與產量占全國比例的六成以上，而

所擁有的仙草加工廠也是全國農會的唯一，因而被稱之為「仙草的故鄉」。但關

西其實是由於傳統茶葉與柑橘產業的沒落，且農會配合推動一鄉鎮一特產之政策

後，才開始大量種植仙草與製造多種產品，並從 2001 年舉辦仙草節與加強媒體宣

傳後，關西和仙草的結合才逐漸廣為人知。藉此，本文認為關西仙草的發展歷程

可大致劃分成三個時期，其分別為仙草的傳統特質時期（1990 年以前）、仙草的

積極改造創新時期（1991 至 2000 年）、仙草的地方特產成形時期（2001 年之後）。 

首先，從 1990 年以前的新聞中，可得知仙草對一般民眾而言，是一種戶外隨

處可見的藥草，其經濟價值並不高。因而報導內容也是偏向中藥材方面的功能描

述，儘管味道或外觀不佳，但作為冰品或半固體仍具有消暑的功能。其報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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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草是採自野地的「免費」自然物…臺灣各地的郊野都有它的芳蹤，它好

像生來就是為人類服務的。【1979-06-15/聯合報/09 版】 

仙草的色與味固然形成特殊的風味，卻也是個限制，因為一般人對很多東

西不喜歡是墨色，或者不希望有仙草味道。【1968-05-26/聯合報/03 版】 

從此時期的報導來看，仙草無論對生產者或消費者而言，都不具特別的吸引力，

故報導對仙草的描述會出現「免費」、「不喜歡是墨色」等內容。而就關西地區

來說，《關西鄉誌》曾提到「關西四周環繞是非常肥沃的盆地…好像瓷硼而且盛

產鹹菜，顧名思義，乃取名為鹹菜硼，在日治時代明治末年所建的鹹菜硼橋名尚

在自可為證…此名直到一九二○年修改臺灣地方制度，才改為關西庄」，也可得知

關西地區於日治時期是以鹹菜聞名，而非當今的仙草。 

然而，自 1990 年代開始，關西地區鑒於農政單位投入仙草相關研究與產品研

發， 而逐漸開啟其與仙草的連結。同時，不僅國內大廠於此時期推出仙草相關的

機能飲料，小吃業者也開始嘗試販售熱的仙草。透過公私營單位對仙草的投入，

使仙草不僅從傳統家庭藥草，變成可標準化大量生產的冷飲材料；也從過往只適

合在夏季享用的食物，變成冬季也受消費者歡迎的品項。這種生產與食用方式的

轉變，是仙草的市場需求量逐漸擴增的重要原因。如以下報導： 

為適應國內飲料市場的多變性，泰山企業在數年前即陸續推出仙草蜜、八

寶粥…不僅在業界掀起一股復古風，為傳統飲料開拓發展空間，也為傳統

飲料現代化做了一個最佳的註解。【1990-02-09/經濟日報/27 版】 

從以上報導可知，此時期的仙草不同於過往的負面印象，如免費、顏色不討喜、

味道不佳等。對生產者來說，仙草已成為市場上的明日之星，不僅便於量產，其

經濟利益也不可小覷。另一方面，對消費者來說，仙草的印象也已不是只有年長

者才會喜愛的傳統藥材，而是一種歷經現代化過程的冷飲素材，或是一種新穎的、

可提供味覺刺激的熱飲原料。然而，儘管仙草逐漸受到市場喜愛，但此時期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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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地區仍在積極種植與研發加工設備的階段，尚未讓消費者意識到「關西仙草」

的存在。 

「關西仙草」的品牌推廣乃自 2001 年開始，由農會以仙草節作為主軸，每年

定期在十一月初舉辦仙草產品與地方文化的系列活動。此時期的報導內容，除了

有關於仙草的安全、衛生等基本品質面向，也有行動者對自我、仙草、客家文化

與地方的認同描述。儘管近年來，仙草的供銷狀態已達致平衡，但仙草節仍扮演

著提醒消費者前來購買仙草，以及促進地方觀光的角色。如同 Hall 與 Sharples（2008）

所說，飲食節慶不但對地區之外的消費者進行推廣，對內也有潛在的驅力，可使

特定地方的食物消費與生產有所運作，並得以維持地方的生命力。仙草節只是一

個起點，除了希望在兩天的時間內吸引大量外地消費者，提高關西地區和仙草的

知名度；更希望能間接帶動地方整體的文化與經濟表現，使消費者在非仙草節的

時間，也能繼續支持關西的地方旅遊與特色食物。而藉由仙草節的人潮吸引與熱

鬧氛圍，不但讓關西地區重拾活力，同時也能讓主辦單位和在地參與者建立自信

與認同。 

總體而言，儘管新聞報導無法呈現過去人們對仙草的所有看法，但透過報導

內容的闡述，可發現以往社會對仙草的想法與應用之大致趨勢。例如：仙草是如

何從野生的藥草變成大規模種植的作物，而仙草的氣味又是如何從不受消費者喜

愛轉變成店家所強調的自然與古早味。此外，在過去的發展歷程中，儘管關西地

區早期即有種植仙草，但對於當時的農民而言，仙草只是一種副經濟農產品或季

節性產品，無法作為主要的經濟來源。因而要把經濟價值一直被忽視的仙草轉變

成地方象徵意象與支持地方經濟的特色食物，其實需要農業改良場、地方農民、

農會、業者、消費者等眾多行動者付出無數的時間與心力，並配合中央政府與新

聞媒體的助力。 

在農業改良場與地方農民的部分，他們致力於仙草品種的改良，以及種植技

術與規模的穩定性，進而造就 Callon 等人（2002）所提到關於穩定產品特性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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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質化過程。而在農會與地方業者的部分，則是藉由中央政府的經費補助與技

術協助，來開展特殊的仙草加工方式，並從不同的利益角度出發，以節慶與體驗

活動，來教導消費者辨識仙草品質的好壞。例如：關西農會使用香氣冷凝技術來

提升仙草茶的香氣，並藉由在仙草節提供大量免費仙草熱茶，來告訴遊客好的仙

草茶必須具備香味（即使在過去的報導中，這種香味可能是一般消費者所厭惡的

味道），並使遊客能有只在關西才喝得到道地的仙草茶之感受。換言之，關西仙

草能有今日的名聲與發展規模絕非一蹴可幾，它需要地方行動者重新形塑市場的

能力及構築社會潮流的過程，好讓消費者能共同投入並積極建構，因而媒體與節

慶扮演在此部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否則仙草便無法從一項不被人們注意的邊

緣性農產品，變成當今炙手可熱的地方農產代表。 

儘管對部分消費者而言，地方特色食物只是觀光旅遊活動下的產品，顯示自

身曾實際去過某地，並且有東西可供證明與紀念。然而，這對出產與販售特色食

物的地方來說，消費者的期待及特色食物的存在卻是攸關於該地的維繫、發展與

認同，尤其在國家發展過程中容易被邊緣化的農村地區更是如此。為探討地方特

色食物的構築與維繫，首先必須釐清地方特色食物的品質意義與轉換過程，並藉

此引導出涉入其中的行動者有哪些。在此部分，針對報紙媒體進行不同時期的內

容分析與論述分析，可幫助闡明地方特色食物如何藉由地域意象與食物品質的聯

繫，而在當代社會展開重構。至於行動者是如何藉由各式行動、理念闡述來形塑

地方特色食物，則必須仰賴對行動者與相關事件的瞭解，故深度訪談與實際觀察

是必要的工作。 

鑒於關西仙草的發展脈絡相當鮮明有趣，本研究將以其作為地方特色食物的

個案說明，並藉由相關文獻探討、次級資料分析、質性內容分析、半結構式深度

訪談、實際觀察與問卷調查等方式，來探討地方特色食物的構成。期望此等研究

能藉由發掘地方特色食物的構築過程，來瞭解其中蘊含的社會網絡與關係演變。

具體來說，本研究目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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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探討地方特色食物之品質論述與推展歷程，包括不同階段行動者所採取之策略

與觀點。 

2. 討論地方特色食物之相關節慶如何維繫食物、地方與行動者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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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食物是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同時在學術上也是極為寬廣且多元的研

究內容。在科學與營養學的領域，食物的生產、原料成分與營養價值皆由量性的

方式呈現；而在行銷與管理領域，食物的分配、包裝與行銷大多是以量性模型來

表現，抑或是以經濟效益的角度來思考。但在人類與社會學的領域，食物所隱含

的文化、社會互動、象徵符號與敘事論述等，卻可藉由特定的觀察與調查方式，

用質性或質量性混合的型態顯現。 

以歐美國家的食物發展脈絡來看，由於 1980 年代農業傾向機械化與大規模的

生產樣貌，使食物工業得到一個絕佳的發展機會，而其中在各地快速擴張並成為

全球最大的連鎖餐廳─麥當勞，更是充分展現科技與工業對於食物系統與飲食習慣

的重大影響。為反抗全球化與工業化對食物系統的侵蝕，1980 年代中晚期相關學

者與義大利慢食運動便開始主張地方食物與傳統飲食文化的重要性。 

而臺灣的農村地區為了因應政策、活化經濟，抑或是提升地方認同，至今也

已發展出許多極具特色的地方特色食物，如關西仙草與新埔柿餅。儘管這些食物

現今為地方帶來諸多效益，但在過去時期，它們卻可能不在人們所關注的範圍內。

因此，對於地方特色食物所必須注意的，是這些食物與地方意象融合的過程，並

不完全自然真實，人為的塑造才是關鍵因素。 

為探討地方特色食物的興起脈絡，在文獻回顧的第一節中，將介紹全球食物

工業對地方食物的影響，以及目前國內關於地方特色食物的研究概況。而在第二

節的內容中，將說明地方特色食物的文化經濟研究取徑，及該取徑下的食物品質

形塑與特色食物建構要素。最後，在第三節的部分，將談到地方行動者如何藉由

發展策略來構築特色食物，而其中又以節慶活動作為策略要角之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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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地方特色食物的興起 

一、全球食物工業的挑戰 

自古以來，食物一直都是人們生活當中的必需品，也是塑造政治、經濟與文

化的重要元素。在 Mintz 所撰寫的《甜與權力》中（引自王超、朱健剛譯，2010），

消費蔗糖原先是貴族身份與權力的一種象徵，而許多中低階層的人們自然也期望

能透過蔗糖的消費來提升自我地位。但隨著殖民地的擴張、栽培技術的提升、交

通成本的降低等眾多因素，蔗糖變得愈來愈容易取得與廉價，進而失去其在社會

上的象徵地位。儘管蔗糖失去權力象徵的特質，但因生產、加工和稅收所帶來的

鉅額利潤，卻為蔗糖帶來跨國經濟與國家權勢爭鬥的另一種層面。 

從蔗糖的例子中，可看到食物與社會文化的密切關係，以及全球經濟與工業

製程對食物系統的諸多影響。針對食物系統的全球化與工業化傾向，目前已有許

多學者投入相關研究（Schaeffer, 1997; Nestle, 2002; Mintz, 2006; Bestor, 2008）。其

中 Schaeffer（1997）以美國農業的發展為例，說明由於美國致力於農機具、化學

肥料與基因轉植作物的開發，造成土地與農場債務激增，進而導致原先資本額不

大的農家小戶面臨收入減少或倒閉的困境，並間接助長企業或大型農家的擴張。

而 Nestle（2002）也認為正是由於美國農業傾向機械化與大規模生產，所以提供食

物工業一個絕佳的發展機會。食物工業囊括與食物相關的所有層面，如生產、加

工、販售及其中所有的過程。在企業能以低成本取得大量原物料的同時，便能在

食物產品的包裝與行銷層面投入高成本，進而影響消費者的飲食偏好與購買習慣。

舉例來說，企業大多只會關注食物產品所帶來的利潤，而不會將消費者的健康納

入製作產品的考量中。這樣的營運思維與模式，也造成企業專門生產方便食用、

高熱量但營養價值低的食物產品，並且用重量不重質的方式行銷，如家庭號包裝。 

以 Ritzer 所撰寫的《社會的麥當勞化》為例（引自林祐聖、葉欣怡譯，2002），

由於 1980 年麥當勞在各地快速擴張並成為全球最大的連鎖餐廳，故其對食物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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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們的飲食習慣造成莫大的影響。基本上，麥當勞的擴展是建立在效率、可計

算性、可預測性及非人科技的控制等層面。然而，Ritzer 也提到麥當勞並不總是如

表面般成功，其中「理性中的非理性」便意味著麥當勞隱含的無效率、非預期性、

低計算性和失去控制。舉例來說，收銀臺前的大排長龍便是無效率的情況，而人

們在家作菜其實比上麥當勞所耗費的成本更少，也吃得更加健康。此外，麥當勞

所硬性規定的步驟與規格統一的產品，都象徵著美國文化對各地的入侵，如 Watson

（2008）提到麥當勞勢力對香港飲食文化的影響。而我國學者亦提到麥當勞霸權

的意義，蘊含著對不同飲食文化與生活價值的摧毀（何春蕤，1994；胡光夏，2002；

王俐容、賴守誠、馮敏惠，2012）。 

麥當勞是食物系統全球化的顯著案例，而這也代表著現代科技與工業對於傳

統飲食的改變。Mintz（2006）提到傳統飲食的特徵為料理人必須親自處理生鮮食

材，且需要特定的烹飪技巧與地方文化知識，而同一個社會群體或社區的成員對

於地方菜餚也會有特殊的認知，如不同時節會享用特定的食物。然而，由於現代

科技的眾多發明與食物系統的工業化發展，使得人們選擇與料理食物的方式，如

機械般呈現一系列標準化與重複操作的過程，無論是食物來源、烹調方式與工具、

蔬果與肉品種類的選擇等，都與高效率、可長期保存、方便處理等層面相關。 

但鑒於 1985 年以來歐洲爆發狂牛症、口蹄疫等食物問題，以及部分研究提出

對基因改造食物的疑慮，消費者逐漸對工業食物產生不信任，並反思強調標準化

與方便快速的工業食物之合理性，進而要求縮短長而不透明的工業食物供應鏈模

式（Goodman, 2004）。為反抗全球化與工業化對於食物系統的侵蝕，及保存傳統

飲食文化，義大利自 1980 年代中晚期發起慢食運動（Slow Food Movement）並獲

得廣大的迴響。慢食運動是針對麥當勞的速食（Fast Food）概念而生的新飲食運

動，其強調由生產者與消費者相互支持而成的地方與社會網絡，並致力於地方食

物和傳統烹調的保存（賴守誠，2008）。如慢食會1之宗旨為「享用食物、宴饗、品

                                                      
1
 資料來源：臺北慢食會（2010）：http://slowfood-taiwan.myweb.hinet.net/chapter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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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之樂趣的宇宙觀，旨在喚回消費者對生態美食的認知，去保育可覺察到所見、

所感覺、或所聞的那些旅遊的友善環境，推動高質美食生產，保護具技藝性的製

造方法、及那些快要消失的各種肉類、蔬果類的栽種、烹調、與料理，並辦理品

味教育期提高飲食文化標準」。 

從慢食運動的發起，可注意到歐美國家的人們已逐漸關注食物與環境的關係，

並開始懷疑麥當勞與食物工業只著重標準化與高效率的生產模式是否合宜，以及

思考現代化食物工業導致地方食物的消失是否合理。而回顧臺灣的食物歷程，自

1980 年代起陸續發生食物品質與安全的相關問題，如全臺口蹄疫、南部海域的綠

牡蠣事件。1990 年代兼顧農業生產、農民生活、農村生態均衡發展的「三生」農

業政策及「一鄉鎮一特產」2政策調整。2001 年起農業面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全

球化壓力（梁炳琨，2008）。直至 2010 年以後，臺灣又面臨瘦肉精、混米、黑心

油等重大食安事件。儘管不同於歐美國家的農業脈絡與食物事件，但臺灣的食物

系統也同樣不斷面臨食物安全、農村發展及全球化挑戰的問題。 

臺灣各地為了解決食物系統的相關問題，而產生許多因應策略，如農民市集、

社區支持型農業、產地標章證明等。這些因應策略所關注的核心大多為地方食物

網絡的構築，以及強調消費者對於食物品質的注重應從食物工業的高效率與低成

本，轉向安全、營養，甚至是美學、環境正義與地方認同等多種層次。而本文所

著重的地方特色食物在此層面，也是起源於此種對於食物品質的注重，以及在地

化策略的實施。舉例來說，藉由關西農會曾於 2008 年推動的仙草生產履歷制度，

便可反映出關西農會對於食物品質層面中的安全性與原料可追蹤性的關注。以下，

本研究將接著說明地方特色食物的國內研究概況。 

 

 

                                                      
2
 「一鄉鎮一特產」（簡稱 OTOP，One Town One Product）輔導計畫乃希望地方能融合其農業、物

產、歷史、文化等元素，來發展具高附加價值的群聚式特色產業（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OTOP 特色

網，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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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研究概況 

地方特色食物因為有著可被辨認的地理起源，同時也被描述為具有良好的食

物品質，所以能從標準化的產品中被分化開來，而消費者也是以這樣的方式來認

知（Ilbery & Kneafsey, 1999）。國內目前關於地方特色食物的研究多以博碩士論文

與期刊為主，這或許是國家政策的影響，也可能是國內旅遊風氣盛行、新聞媒體

傳播方式改變或消費者意識提升的緣故。然而，多數研究仍將生產與消費層面分

開討論，或是把地方特色食物的製造與銷售視為自由市場的一環。例如：強調組

織運作並把特色食物納入一般產業的思維中（吳君玲，2009；鄧美貞、倪嵐萱，

2009），以及把特色食物當作觀光與行銷策略的一部分（陳盈蓉，2008；陳靜歆，

2008）。稍有與文化相關的討論，則是把文化作為特色食物的包裝符號或故事來源，

以提升消費者的購買動機並增加特色食物所能帶來的經濟利益（張益銘，2002；

石靜雯，2014）。以上思維不僅把特色食物視為自然而然且理所當然的存在，也忽

略特色食物的形成除了仰賴地方群體的付出，也與消費者的認同密切相關。 

另一方面，目前也有部分研究是將特色食物與地方密切結合，如郭晉相（2010）

提到三星地區原本沒有大量種植青蔥，而只是農民作為家用調味的補充食材，但

因為稻米需求下降的緣故，使得三星地區農會不得不尋找新的高經濟價值作物，

最後青蔥便成為三星地區的明星商品。故特色食物不只是單純的技術或行銷策略

層面問題，而是在相應的特定時空條件之下，使得技術得以順利運作，並在人們

心中逐漸累積意義。而本文所研究的關西仙草之背景起源類似於三星蔥，但不同

於青蔥作為臺灣傳統飲食中的調味要角，仙草並非是飲食上的必需品。因此，儘

管發展背景類似，關西仙草所需要的種植技術、推廣策略、商品象徵意義等絕對

不同於三星蔥，這當中的歷程也相當值得探究。而對於地方特色食物行動者的部

分，陳彥羽（2010）曾以新埔柿餅業者的社會網絡來觀察柿餅產業的發展與形塑，

但因為著重在論述生產者的親屬關係與投入背景，所以較無法解釋柿餅的意象為

何，及業者採取的策略為何會成功。故若要探討關西仙草的形成，除了必須將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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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行動者納入討論，也必須將影響社會潮流與品味的新聞媒體納入考量。 

至今關於關西仙草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三種面向，第一為農業改良場所發佈的

仙草品種研究與加工技術研發，如史宏財、許明仁（1998）發表的〈濃縮仙草汁

加工之研究〉及姜金龍、龔財立（2002）撰寫的〈仙草新品種桃園 1 號之栽培管

理與利用〉。第二為從生產者的角度分析關西地區的農產品行銷與觀光發展，如徐

淑貞（2011）在〈客家地區農產品感性行銷策略之研究：以新竹縣關西鎮為例〉

裡以故事、關聯、體驗、價值、創意等層面思考關西地區如何能夠發展具有特色

的農產品，包括仙草、草莓與水梨。還有范淑琴（2013）在〈從體驗設計的觀點

看客庄休閒農業的創新：以臺三線關西地區為例〉探討關西仙草博物館與仙草加

工廠如何展現觀光面向與相關體驗活動。第三為結合生產端與消費端來介紹仙草

的生產方式與消費者基本資料，如蔡佩宜（2010）所撰寫的〈客家文化產業發展

環境分析之研究：以關西仙草產業為例〉。 

大致而言，除了農業改良場有較多關於關西仙草的種植與加工探討，其他針

對關西仙草的文化與社會研究仍為少數。儘管部分研究者逐漸將觀點轉向關西仙

草的行銷策略與觀光活動，但他們無法解釋為何消費者願意接受這樣的行銷方式。

即使有研究者已注意到消費端的層面，但因為是採用封閉式問卷填答，所以消費

者無法表達問卷選項以外的想法。因此，為解釋關西仙草這項地方特色食物如何

能夠在生產與消費鏈中，藉由眾多的行動者來形塑其品質特性並加以接納與推廣，

本研究將採取文化經濟的研究取徑，先闡述地方特色食物的構成及其與地方農村

發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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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化經濟下的地方特色食物 

一、文化經濟取徑 

    地方特色食物在食物研究中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因為地方特色食物可被轉化

成一種展示文化的要素。換句話說，特色食物可將地方的傳統與文化進行當代的

商品化，而透過商品化的過程，地方也可達成其經濟目標（Tellstrom, Gustafsson, 

Inga-Britt & Mossberg, 2005）。因此，所謂的文化經濟取徑並非僅是將文化元素附

加於具有經濟意涵的商品上，而是把群體與個體的價值、關心、認同與地域特質，

連同生產、分配與行銷等實際行動，一同納入研究架構中（賴守誠，2008）。Tregear

（2003）也談到地方特色食物經常與許多的社會經濟利益有關，如農村地區相較

於都市是較為邊緣化的區域，而位於此邊緣區域的農民可透過特色食物與當地經

濟網絡的結合，來提高經濟收益與技術性就業機會、增進社會活力及改善環境的

永續性；對消費者而言，也可獲得更安全健康的產品。一般而言，相對於資本主

義下的全球化與產業化趨力，農村地區是較為弱勢且邊緣化的部分，但近年來地

方特色食物的出現卻被認為是農村地區的復甦與反抗。 

 

 

 

社會文化                      行銷/經濟 

 

 

 

 

地方永續性 

 

圖 2-1 地方特色食物之影響面向 

                                           資料來源：Tregear, 2001 

                                            

圖 2-1 表示 Tregear（2001）認為在特色食物如何與地方有所聯繫的討論中，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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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文化、行銷/經濟、地方永續性等三個面向去瞭解其定義與影響。首先，「社會

文化」代表特色食物通常會帶有地方居民的生活特性或既有的傳統記憶、共同故

事等。因此特色食物對當地居民而言，具有高度的地方象徵性與代表性。舉例來

說，歐盟近年所訂定的法定產區產品保護制度（PDO）及法定地理區域產品保護

制度（PGI），便是保障地方特色食物的運作，例如：來自法國的酒都是根據地方

來源作詳細的標註，如香檳這個地方與香檳酒。然而，對比於國外傾向直接以地

名作為食物產品的名稱，臺灣的地方特色食物卻大多是地名與產品名組合而成的

複合名詞，如關西仙草、金門高粱、宜蘭金棗…等。在如此的複合關係中，特色

食物彷彿是藉由地方來定義自身，但與此同時進行的還有以特色食物來定義地方，

也就是成功獲得知名度的特色食物亦可成為人們認識地方的索引。換言之，地方

作為特色食物獨特性意義的來源，而特色食物亦可成為地方的象徵，兩者呈現交

互定義的共生狀態（郭晉相，2010）。 

再者，「行銷/經濟」是指位於偏僻或較為弱勢的農村地區，急於發展出一套活

絡地方經濟的策略。此套策略運作的可能性一直受到高度討論，因為透過地方特

色食物來幫助地方經濟，無論是行銷地方或行銷地方產品，只要能讓地方經濟活

絡，都會是特色食物相關討論下的重要層面。而作為聯繫地方新經濟來源的要素，

特色食物自然會成為許多地方全心投入的重點項目。 

最後，「地方永續性」則是透過人們每天生活的必需品─食物，來形成地方生

產、消費或維繫運作的網絡。假設地方特色食物能有效發展，幫助地方經濟體有

效運作的可能性也會提高。而透過經濟體的有效運作，又可在地方形成一種社會

網絡，使地方的社會架構能有效運作。因此，特色食物不僅是在一個地理區域內

被生產、交易與消費的品項，也是地方從經濟社會到文化永續發展的良好基礎。 

社會文化、行銷/經濟、地方永續性是相互影響的概念，代表地方特色食物不

僅是一個地理區域內可被生產、交易與消費的品項，同時也是一個使地方交換網

絡可持續存在的基石。因此，對地方特色食物採取文化經濟典範的意涵，便是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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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與群體的價值、關注層面、地方認同與地域特性等抽象特質，與生產活動、

分配行為、價格與行銷策略等較為實體的層面同步思考，以突顯特定食物、地方

與行動者之間的緊密關係（Tregear, 2003；賴守誠，2008）。 

 

二、地方食物品質的形塑 

在文化經濟的脈絡下，地方特色食物所呈現的是特殊的食物品質。儘管食物

品質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概念，且不同領域的研究會有不同層面的解讀與呈現方式，

但大多研究仍能以純粹客觀的（objective）與純粹主觀的（subjective）作為食物品

質光譜的兩側。換言之，多數研究對於食物品質的決定方式可從一套客觀且可測

量的特質至消費者的主觀態度與行為（Brunori, 2007）。英國農食研究的學者 Morris

與 Young（2000）也指出儘管食物品質沒有普遍認可的標準，但卻有一定範圍的品

質面向可供辨識。如表 2-1 所呈現的內容，表的上半部偏向客觀品質，而表的下半

部偏向主觀品質。 

表 2-1 常被討論的食物品質面向 

食物品質面向 描述 

生產地點 區域或地方特色產品。 

可追蹤性 食物有清楚標示起源與出處。 

生物 食物所支持的自然生命，如活性乳酸菌。 

原料/內容物 可能關係到食物的道地性與自然性感受。 

安全性 消費者對食物生產、加工、包裝、標籤、流通、儲藏等方面

安全的信心。 

營養 食物提供良好的營養來源且符合飲食的關注。 

感官屬性 食物吸引感官的方式，如外觀、新鮮、質地及味道、口感、

觸感等。 

功能 食物達成原先被消費者設定的目標。 

                           資料來源：Morris & Young, 2000 

以表 2-1 的中心為基準，可看到安全性介於客觀與主觀品質之中，往上是生產者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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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角度所著重的客觀品質層面，如關西農會所處理的仙草生產履歷制度；往

下則是消費者以安全性為基礎所在意的主觀品質層面，如仙草的顏色與香氣等關

於食物本身的樣貌與味道。然而，此種對於食物品質的面向討論，只能助於區分

食物品質的客觀與主觀層面，並無法解釋生產者與消費者是如何相互影響及建構

特定食物所擁有的品質概念。因此，為評估建構品質概念的過程，便需要針對食

物系統中的行動者論述加以分析，以突顯行動者所抱持的態度與價值，以及他們

之間所潛藏的各種權力關係（Morris & Young, 2000）。 

Brunori（2007）提到傳統的行銷取徑將消費者決策過程納入考量，進而提出

「感知的」品質概念。與「主觀的」品質不同，其與食物的物理性刺激無關，而

是一種對於特定食物的意象或消費者先入為主的想法，如公司品牌可影響消費者

對食物的信任程度與購買選擇。然而，後現代行銷取徑認為食物品質的建構過程，

並非如同傳統行銷所說，是透過明確分析或誘導消費者需求後，再進行食物產品

的構思或改善。相反地，後現代行銷取徑認為食物品質的建構，是生產世界和消

費世界對話的結果，其強調當今有愈來愈多消費者是透過其所歸屬的網絡，來定

義個人認同。儘管認同內容有持續變化的可能，但不可否認的是網絡具有提供消

費者象徵性資源，以及將消費者重組的能力。故食物消費不僅是滿足生理需求，

也逐漸轉變為滿足與社會、政治關係相關的需求。舉例來說，食物一向具有強烈

的連繫價值，可作為人們團聚慶祝或宴飲交際的媒介。而在 2014 年關西仙草節的

「千人飲茶乾杯」3活動中，也可看到該節慶期望藉由乾杯這項社交動作，來產生

籌辦人員、外地遊客與本地居民之間的情感聯結，進而提升所有參與人員對於關

西仙草的認同。因此，倘若要探討食物品質的建構，就必須將食物重新鑲嵌於社

會網絡之中，並綜合社會、文化與經濟的思考脈絡。 

在文化經濟的典範下，食物品質的建構基礎是行動者必須有共識地遵循產品

                                                      
3
 此活動原名為「阿哥飲茶千人乾杯」，乃關西仙草節開幕式活動之一。所有節慶參與者會拿到一

杯仙草茶，並在主持人一聲令下，大家一同舉杯歡慶。資料來源：2014 關西鎮農會仙草節導覽手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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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些特性並將其穩定化，以確保產品的品質在行動者預期的方向被形塑。換言

之，過去以生產者觀點為主的食物系統應轉為生產階段、分配與交換階段、消費

階段三大部分，並藉由強調各階段行動者的觀點、產品的社會歷程及文化變遷，

來揭開形塑食物品質與食物系統中的權力轉移（Dixon, 1999）。 

據此，Callon、Meadel, 與 Rabeharisoa（2002）以商品（Goods）與產品（Products）

之間的區別作為基礎，更進一步建立了「品質化（Qualification）」理論（參見圖

2-2）。Callon 等人認為即使食物生產於工業製程，也不會有任兩項商品是完全一模

一樣的情況（就算它們有著相同的名稱，並且被消費者視為同樣的產品）。例如：

消費者在品嚐從不同輪切下來的帕馬森起司商品時，便可能會發現其色澤、香氣、

口味和質地的不同，但消費者卻還是會將它們視為相同的帕馬森起司產品。因此，

為了讓產品的特性穩定化，生產者必須協調具有共同目標的相關經營者、工程師、

工人、原物料、機械分析工具及資料，以降低商品之間的差異性。更進一步地說，

產品是一套用來定義不同商品種類的規則（rules），並且可讓同一種名稱的商品藉

由特定的技術系統與操作方式，被以幾乎無差異或差異較小的情況下生產出來

（Brunori, 2007）。 

 

 

           商品 

 

社會生活   

   

           品質化 

 

 

 

            產品 

  

圖 2-2 品質化的過程 

                              資料來源：Brunori (2007): http://aof.revues.org/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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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Callon 等人對於商品與產品的差別描述，可讓人瞭解生產過程如何能被

審慎地微調，直到符應此產品的品質（亦即，一套特性），以配合消費者需求（或

是清楚的經濟目標、衛生或環境的標準）的改變。在此，需要特別注意的是 Callon

等人所提出品質化的過程，對工業食物的生產來說是較為容易的，但對傳統農作

的生產而言卻相當不容易。其原因在於影響農作生產的因素眾多，如品種、氣候、

土壤養分的不穩定性等，都可能造成農作品質的不一致。這對於地方要以農產品

作為特色食物的情況而言，也是一項需要地方行動者共同克服的挑戰。以關西地

區來說，仙草品種的改良與種植技術的發展，便需要集結桃園農業改良場、關西

農會及地方農民的智慧與長時間的努力。 

如同 Ilbery 與 Kneafsey（1999）談到食物品質因為是相當複雜的概念，並蘊含

許多矛盾與不同意義，所以必須以社會建構的方式來理解。從起始的生產者至末

端的消費者都可成為食物品質鏈的一部分，而這些行動者對於食物品質是什麼及

如何測量也會採取不同的觀點，其中較具權力或優勢的關鍵行動者對於食物品質

的論述，更是決定食物品質的呈現模態。例如：過去關於仙草的報導多以清涼降

火的中藥材功能性描述為主，並認為仙草本身的味道會令消費者反感。但現今的

報導卻轉向著重仙草熱飲自然的香氣與地方農民如何辛苦培育與栽種的敘述，這

其中的轉折便隱含著關鍵行動者對仙草品質的形塑變化。如同表 2-2 對於地方食物

品質的描述包含眾多特性，此種食物的意涵建構已不同於過去常被討論的面向。 

表 2-2 地方食物的品質面向 

品質面向 描述 

功能性 健康、品味。 

生態性 食物里程、生物多樣性和地景。 

美學性 差異性、多樣性或標準化。 

道德性 真實性、認同與一致性。 

政治性 改變食物鏈中的權力平衡、標定生產與消費的模式方向。 

資料來源：Brunori (2007): http://aof.revues.org/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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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儘管在食物系統中「品質」是重要的概念，但品質的定義與意義

至今仍相當混雜。但若以文化經濟的典範來思考食物品質的建構過程，則會發現

（1）品質的生產與維持必須囊括一定數量的行動者，從生產端至消費端，任何對

於食物產品的品質定義，都是經由各式行動者的思量與交錯所決定。（2）品質是

一種社會建構，並依存於生產和消費關係中的各式情境，如社會文化、政治與經

濟。品質的概念不能在沒有詞彙，如安全、衛生、美味等社會意義下被考量，而

這些詞彙同時也牽涉到品質本身的定義。（3）由於品質具有不斷協商的可能性，

因此對具有權力的行動者來說，可以把利於自身的品質詞彙付諸於食物產品上。（4）

符應社會潮流與各種食物事件，當今食物品質的建構已逐漸與特定區域、地方生

產的原料或地方特殊的生產方式等層面聯結，並藉此發展出具有特定品質的地方

食物，也就是地方特色食物（Ilbery & Kneafsey, 1999; Tregear, Arfini, Belletti & 

Marescotti, 2007; 賴守誠，2008）。 

 

三、地方特色食物的建構 

鑒於地方特色食物的構成並非偶然，而是歷經一系列的事件及行動者交互影

響下的產物。故對地方特色食物的看法不應只是從製造到販賣的產銷鏈角度，而

更應該注意媒體報導對再現地方特色食物的象徵意義形塑、政府政策對地方特色

食物的影響，及任何關於特色食物生產與推廣、展示、行銷等層面。 

英國學者 Tregear（2001）認為形塑地方特色食物（typical local food）的內部

層面為自然地理與人類環境，而其他外部層面為遷移、貿易、工業化、農業政策

及消費者感知（參見圖 2-3）。首先，「自然地理」意指各式自然條件，如氣候、土

壤類型、動植物品種等，各種可影響食物產品原料類型與狀況的因素。舉例來說，

起司產品的好壞與乳牛的生長環境及飼養方式有關、蜂蜜的產出與該地的平均降

雨量有關；而本文所著重的仙草是和作物品種及土壤類型密切相關。至於「人類

環境」則是指生產、加工與保存食物的方法，且這些方法對特定區域的人們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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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特殊或獨特的。換言之，食物的製造與貯存方式可鑲嵌於社會脈絡中，如康瓦

耳地區的餡餅對於該地的人而言，因為原料有蔬菜、肉類與麵糊，所以是一種可

打包或隨身攜帶的營養品。而關西仙草之所以能發展在田邊曝曬風乾而後貯藏的

方式，可能也與新竹地區農民習慣將農作風乾貯存的客家傳統有關。 

 

 

遷移     貿易    工業化    農業政策 

 

 

自然地理 ── 地方特色食物 ── 人類環境 

 

 

                              消費者感知 

 

          

圖 2-3 塑造地方特色食物之各式層面 

                                           資料來源：Tregear, 2001 

 

    儘管自然地理和人類環境都會隨時間而有所改變，所以無法用物理科學或數

學統計來計算其對地方特色食物的影響。但這不表示地方特色食物沒有脈絡可循，

相反地，人為遷移、政策及消費者的品味等因素，仍可作為地方特色食物的思考

面向。第一，人們的「遷移」可為地方特色食物帶來跨地理區域的衝擊，如不同

的烹飪技術與食物製作方式，可與原有地區的飲食習慣產生競爭或融合。第二，「貿

易」可帶來新的食物原料與調味料，並結合原有的地方食物、改變當地人既定的

口味。第三，「工業化」的影響。在許多研究中，地方特色食物大多被視為是一種

被限定於某個地理區域、小規模、以手工為主的農食系統。然而，在一些國家的

農村地區中，例如英國，則因為工業革命的影響，所以面臨嚴重的人口外移與快

速都市化問題，並且連帶打破農村地區和獨特食物之間的聯繫。第四，「農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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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以英國為例，由於食物生產與效率最大化已被人們廣泛地接受，但為了

確保地區的均衡發展，尤其是先前被邊緣化的農村地區，故政府藉由產業促進政

策，如增加生產設備、提高機械化、集中加工設施等方式，來鼓勵農村地區發展

其特色食物（Tregear, 2001）。同樣地，臺灣的中央政府也曾補助部分地方農會，

如苗栗大湖與新竹關西，關於生產方面的大型機器和加工設備，以協助該地發展

特色農業。 

    以上皆為探討地方特色食物時，所普遍談到的塑造層面。但如圖 2-3 顯示，地

方特色食物之所以能夠形成，其實還需要考量到消費層面，故「消費者感知」極

為重要。舉例來說，根據消費者類型與階級品味的不同，不同消費者對於同一種

產品的感受可能是老派、傳統、自然、手工製作、異國情調...等不同面向。然而，

地方特色食物透過價值之間的交流，包括物理性的原料與技術，以及可吸引消費

者並使其辨別某一產品與他種產品為何有所不同的食物品質概念，便可作為生產

者與消費者所交換的商品項目（Ilbery & Kneafsey, 1999）。更進一步的說，地方特

色食物的食物品質建構與市場認證，是根據特定區域、原料與生產方式而來，並

且會受到社會與政治群體活動的影響。而不同群體也會根據自身的角度與利益，

試圖改變消費者對地方特色食物的認識，並提醒消費者地方特色食物作為社會、

文化與環境的重要意涵。換言之，地方特色食物的食物品質其實是個充滿鬥爭的

場域，各群體為了取得主導性，都會盡力發展較具權力或優勢的論述結構（Murdoch 

& Miele, 2004）。 

  如果沒有食物品質在實質（如生產來源、食物原料）與非實質（如安全性、

環境友善）層面的呈現差異，消費者便很可能無法感受到不同產品之間的差異，

也無法認同或知覺到地方特色食物。因此，塑造地方特色食物的因素不只是自然

地理與人類環境，其中還包括由不同消費者與生產者所共同賦予的食物品質，以

及由此所反映出來的經濟價值。換言之，因為地方特色食物是在市場交易的商品

脈絡中，所以無法完全不考慮其經濟價值，但經濟價值的塑造卻也不是依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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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般單純，這其中還包括食物生產所隱含的自然地理與人文歷史因素（郭晉相，

2010）。例如：當今消費者因為受到媒體論述的影響，所以對食物價值的衡量方式

已不完全是價格，其中還包括有機、無毒、健康或友善農民與環境等訴求。 

    綜合言之，地方特色食物本身是被概念化為在生產面向與消費面向的交接處，

其不僅被物理性的技術所塑造，如原料成分、生產方式，也被抽象的知覺或象徵

意義所形塑，如認同與品味。因此，透過社會學的文化經濟取徑，不但能包含生

產與消費兩端，亦可從中探討食物是如何與地方產生關聯，而地方又將藉由何種

方式來推廣食物的特殊性。例如在生產方面，特色食物是作為維持地方農業的方

法，其中牽涉到行銷、勞工、技術、貿易等生產與供給層面的行動者；而消費則

意味著市場的形塑與大小、消費者的生活方式、品味與行為，並隱含著食物與地

方存在著不斷轉變的關係（Tregear, 2003；賴守誠，2009）。在此脈絡下，若要談

關西仙草這項地方特色食物的形成，就必須囊括參與其中的各式行動者之想法與

觀點，包括生產者（例如農民、農業改良場）、消費者（包含在地與非在地的消費

者）及涉入關西仙草的象徵符號與文化論述的關鍵行動者（如農會推廣股與供銷

部人員、行銷公關人員、媒體報導）。 

 

第三節 建構地方特色食物之策略 

一、發展策略概述 

為因應全球化與地方發展之壓力，每個農村均有不同或些微差異的發展模式。

對大多的農村來說，食物不僅可滿足生理需求，食物的生產與銷售亦可作為地方

的特色商品，進而改變地方內部的產業結構，並與都市或其他地區有所聯繫。如

Marsden（1998）及譚鴻仁（2007）指出以農產食物作為地方商品的過程中，有兩

點需要被理解與納入系統性的考量：第一，地方治理與調節機制可促使地方轉變

商品的生產，而商品也可轉換地方內部的關係。第二，地方內部的居民或產業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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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可改變農鄉的文化、經濟、社會與環境永續層面，亦可與都市或其他地區產

生連結。因此，至今與地方特色食物相關的研究大多是肯定或預計特色食物能為

地方開創新的發展策略，其中位於國家發展邊緣地帶的農村地區更是需要此種能

活絡經濟與社會文化的辦法。Lowe、Murdoch 與 Ward（1995）提到農村地區的發

展模式主要分為內生（endogenous development）與外生（exogenous development），

但這兩種發展模式不是對立的關係，而是強調地方的發展會有內在資源及外在力

量之間的調和過程。Vermeire、Gellynck、Steur 與 Viaene（2008）亦認為內生與外

生的發展模式無法分開檢視，以特色食物為主的發展策略只能說是偏由內部或外

部力量所驅使。 

 

 

森林開發  多功能農業  研究  其他工業部門 

  內生驅力         傳統農業   地區產品  食物工業    服務            外生驅力 

環境保護  農村旅遊   再生能源   休閒設施 

 

 

圖 2-4 位於內生與外生驅力之間的農村發展活動 

  資料來源：Vermeire et al. (2008): http://purl.umn.edu/49846 

圖 2-4 顯示在內生驅力（endogenous-driven）與外生驅力（exogenous-driven）之間

的發展活動，其中靠近內生驅力的部分仰賴於自然資源，如森林開發、傳統農業

和環境保護。而中間地帶則是農業與自然資源有較強的聯結，但同時又需要較為

有力的外生驅力，如農村旅遊和食物工業需要外部消費者或資本的投入。至於靠

近外生驅力的部分，如公園、休閒設施等仰賴地方所提供之環境服務和娛樂，則

較無法展現地方的文化特質。而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地方特色食物，由於是以農業

資源為基礎，並側重於地方資源的利用與重置，以及地方參與和推動。故地方特

色食物是坐落於以內生驅力為主，外生驅力為輔的部分，如以仙草為主的地區產

品、以仙草博物館與加工廠為主的農村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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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地方特色食物的驅力模式是以內生為主、外生為輔，但不同地方的資產

與資源如何被發掘或增值成地方特色食物，卻可能會隨著涉入行動者的類型和其

所選擇的策略不同而有所差異。以苗栗大湖的草莓產業為例，建構其發展的外生

驅力主要是 1958 年大型農場與食物加工廠與地方農民契作草莓園，及 2001 年大

湖農會因應「一鄉一休閒」4政策，而先後得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九二一震災災

後重建委員會、苗栗縣政府等輔導成立大湖草莓休閒酒莊（洪承鈞，2013）。從這

個案例看來，外生驅力對於地方固然重要，但地方特色食物是否能成功推行，仍

取決於地方行動者是否接受及如何接受外生驅力。假使大湖地區的農民不接受農

場與加工廠的契作條件，抑或是大湖農會不願參與一鄉一休閒的政策，則大湖草

莓這項地方特色食物便不可能出現。同樣地，本文所研究的關西仙草也是鑒於一

鄉鎮一特產之政策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的資金挹入，使農會得以成立臺灣第一座

具有香氣冷凝及高壓萃取技術的仙草工廠，並以此開展多種樣貌的仙草產品。儘

管內生驅力對地方特色食物的形成較外生驅力重要，但如果沒有外部資源和資金

等外生驅力的投入，則地方特色食物也無法順利發展。 

對於以內生驅力為主的發展策略，Tregear 等人（2007）認為行動者可能會採

取兩種主要途徑：第一為「供應鏈策略」（supply chain strategy），意指由地方特色

食物生產與加工過程中的行動者所建構出的網絡。此網絡以行動者自身對於食物

生產所關心的利益層面為中心，並將精力聚焦於管理生產的各個層次、提升食物

產品的品質，以及實行各種食物行銷策略。因此，供應鏈策略不但能增進管理與

行銷收益，也能增加地方就業機會，對地方社會經濟福祉有所貢獻。 

第二為「延展地域策略」（extended territory strategy），意指行動者將地方視為

一項綜合性的資源，將地方的實質環境資源（如特色建築、地景與動植物品種）、

文化資源（地方技術、習俗、故事等）、經濟資源（主要產業與富有技巧的從業者）

                                                      
4
 此為農委會為提振國內農業產業活力，創造就業機會及協助農業轉型，所推動的「一鄉一休閒農

漁園區計畫」。此計畫以結合農民力量、活用社區總體營造的原則，將具地方特色的自然景觀、農

產品及農村人力等各項資源結合並動員起來，產生資源的加乘效果，以加速創造在地的就業機會，

活絡地方經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官網，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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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廣泛聯結與運用。因此，延展地域策略不但能促進地方產業的蓬勃發展，也能

激勵多樣不同的活動及增加不同行動者創新互動的機會，如旅遊、市集、節慶、

教育、探索、體驗等，以帶動地方文化與產業的塑造。換句話說，延展地域策略

是將所有與地方特色食物相關的地域性概念，放入地方特色食物的食物品質建構

過程中，使得特色食物的地域認同和相關元素是價值產生的基礎（Marescotti, 2003）。

而在這樣的基礎上，地方特色食物就不只是一項能帶來經濟效益的商品，它同時

也可當成活化其他資源的來源，以帶動其他對地方有幫助的活動型態及資源型態

的創造。 

  Marescotti（2003）認為策略當中的行動者皆擁有建構食物品質的機會，並且

伴隨著私人利益（尤其是在供應鏈策略中的經濟團體）及公民意識。然而，在構

築食物品質的實際過程中，行動者的建構機會並非平等，其大多是由一組行動者

所掌握，並因此改變供應鏈中的利益分配，進而導致其他參與者或利益相關者的

質疑與衝突。Tregear 等人藉由不同案例也談到鑒於地方脈絡與食物品項的不同，

不同地方所發展的特色食物策略與涉入其中的行動者對象、動機也會有所差異。 

對照Tregear等人對於行動者採取途徑的分類，本文所著重之農民（生產層面）

與農會供銷部（開創產品與行銷層面）屬於供應鏈策略中的關鍵行動者，而農會

推廣股（負責生產與舉辦節慶）、產業協會與地方業者（著重產品加工與包裝，以

及整合環境與文化資源）則同時屬於供應鏈策略以及延展地域策略中的行動者。

首先，就地方農民來說，儘管關西地區的自然地理環境因素，如地形、水質、九

降風等，有利於仙草的栽培，但若沒有農民的努力種植，仙草絕不可能有全國面

積與產量第一的成果。再者，以關西農會的供銷部而言，由於農會率先成立仙草

加工廠，使得仙草從一級農產品轉變為二級加工品，如仙草粄條、仙草面膜等，

逐漸提高仙草的經濟價值。此外，關西農會的推廣股也藉由舉辦一系列的仙草節

慶文化活動，致力將仙草產業發展成第三級的觀光休閒產業，並將仙草的象徵意

涵與其所囊括的地方文化表現在各種具體的活動上。最後，就地方業者與產業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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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來說，其除了開發許多具有創意的仙草加工產品，也結合地方各種實質環境與

文化資源，如仙草生態導覽、仙草與客家族群的歷史淵源介紹等，進而促進仙草

與地方資源的整合，但同時也與關西農會產生競爭的關係。 

總體而言，由於受到社會與政治群集的高度影響，地方特色食物的發展塑造

與意義賦予並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過程，而是會隨著行動者涉入的時間與發展策

略採取方向之不同而有所改變，因此造就不同地方會擁有不同特色食物的風貌，

甚至同一地方於不同時期也會有不同的特色食物發展過程。如同 Marsden（1998）

提出不同地方形成集體行動的過程中，由於集體行動乃透過知識、資源、物質、

技術的共享而成，因此個別地方會因為種種關係的形成、網絡的聯結而發生改變。

以及 Tregear 等人提出在供應鏈策略與延展地域策略之下，特色食物地域性的認同

及關連性都是地方價值產生的基礎，並且由一群行動者所建構與聯繫，因而在不

同階段，行動者將策略應用於食物產品和服務的成效與經濟利益之分配也會有所

差異。 

 

二、發展策略中的食物節慶 

就「供應鏈策略」中的銷售模式而言，Marsden、Banks 與 Bristow（2000）及

梁炳琨（2008）將食物的供應與消費方式依照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距離，由近至遠

為面對面（如傳統市場和農民市集）、近鄰（如消費者合作社與社區支持型農業）、

延長（如認證商標和地理標示）等模式。而目前關西仙草生產與消費方式，除了

有農民親自向消費者介紹與販售仙草乾的傳統市場及農夫市集模式，也有關西農

會將即溶仙草粉交由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代售的情形，另外還有農會與地方業者

將各式仙草產品特別標註產地來源為關西鎮，並附上產品檢驗報告的認證模式。 

供應鏈策略的模式大多用於平日的產品製造與銷售，但「延展地域策略」卻

可應用至特殊時節或場合，以激發多樣的活動與增加不同行動者互動的機會，如

節慶、旅遊、教育等。其中節慶對於地方特色食物的推廣別具意義，如同 Qu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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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認為節慶作為社會文化的關鍵和政治經濟的媒介，其重要性不但日漸增

長，所扮演的角色也愈加廣泛。節慶的性質從過去只屬於居住在某地區的人們，

為因應自然時節或大型事件所舉辦的歡慶活動，轉變成現今為外地遊客所特別規

劃的旅遊體驗。這種節慶性質的根本轉換，顯示了節慶不再只是單純的人群聚集

與活動展演，而是地方面對社會結構快速變遷，以及全球化壓力的對應策略。針

對節慶與觀光旅遊的關係，Urry（2002）亦提出觀光凝視或休閒旅遊的行為，預設

了一個由具有社會意義的活動與符號所組成的系統，而這個系統隱含著與之對比

的、非觀光的社會實踐，尤其是家務勞動或換取薪資的工作。因此，對比於日常

的工作，指涉非日常的休閒之節慶，便成為觀光旅遊的一部分。同時，由於在現

代生活中，工作與休閒之間的分界點，較以往農業社會來得更多，所以對帶有休

閒意涵的節慶之觀光需求急速增加，各種新興節慶也由此而生。 

對比於其他類型的節慶， Hall 與 Sharples（2008）指出由於食物在消費與經

濟系統中作為產品和日常生活要素，所以食物節慶（food festival）不只是關於食

物的零售、行銷與促銷，還同時聯繫著社會關注，以及其他的政治與經濟因素，

如農村地景的保存、農村生活風格與社區的維繫、對食物品質的注重。因此，食

物節慶不但對主辦地區之外的遊客或消費者進行推廣，對內也有實質的驅力，可

促使特定地方或社區的食物消費與生產，並使地方或社區繼續運作。舉例來說，

關西仙草節自 2001 年舉辦至今已超過十個年頭，儼然成為新竹關西地區最重要的

節慶活動。仙草節以地方的特色食物作為主軸，除了將仙草與關西地區的歷史文

化、產業經濟、社會群體密切聯繫外，更突顯了當代臺灣特色食物與地方認同聯

結其塑造與延展的關鍵機制。 

    臺灣的食物節慶豐富多元，如新埔柿餅節、臺南西瓜節、美濃蘿蔔季等都是

以地方特色食物作為主軸的新興食物節慶。符應現代節慶與觀光旅遊之關係，這

些新興食物節慶蘊含著地方延續農業發展，以及農村地區藉由主題化的過程向外

推廣的意涵。「主題化」意指某空間劃分所根據的是象徵的特定主題，並透過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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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氛圍塑造與活動實踐來強化該主題，如購物商場和遊樂園（Urry, 2002）。而此種

食物與地理空間的密切聯結，在某種程度上可作為一種象徵的存在，進而改變或

促進人們原先對地方的認知。如關西地區以「仙草的故鄉」當作特色主題，但關

西其實是由於傳統茶產業沒落，並透過農會的引導，才開始大量種植仙草與製造

多種相關產品，並且從 2001 年舉辦仙草節與加強媒體宣傳後，關西和仙草的結合

才廣為人知（蔡佩宜，2010）。否則關西地區原先和新竹其他鄉鎮在地理（丘陵地

形）、族群（客家人）、主要農作（柑橘、茶葉和稻米）等層面相差不大。 

儘管關西地區現今仍有許多農民種植柑橘和稻米，但農會藉由仙草節的各式活

動，使得關西的地方意象逐漸和仙草產生聯結，如仙草相關的文化展演與闖關競

賽。再加上農會利用現場烹煮大量仙草，使會場充滿仙草的香氣，並藉此提供仙

草茶熱飲的免費品嘗活動，進而讓遊客以嗅覺與味覺感官來強化只有在關西地區

才能接觸到真正仙草的概念。即便仙草節的初始辦理目標僅是刺激仙草產品的銷

售，而非展現關西地區既有的地方文化。但經過十多年的時間，藉由此種生產方

與消費方的彼此共構過程，除了可提供遊客前往關西地區的理由與動力，亦可形

塑新型的消費市場與穩定仙草產品的特質，進一步使得節慶參與者（包含在地與

非在地）認為仙草節是關西最具代表性的節慶。 

綜合以上之文獻探討，本研究藉此發展的研究問題如下： 

1. 探討近幾十年來，食物與地方的連結趨勢為何？對比於一般消費市場中的食物

（仙草），地方特色食物（關西仙草）的品質論述有何不同與主要轉變？ 

2. 以關西仙草為例，闡述地方行動者（地方農民、農業改良場、關西農會、地方

業者、在地消費者）於不同階段如何藉由互動與交涉，來建構地方特色食物？

不同行動者對於地方特色食物的看法與意義賦予又是如何？ 

3. 以關西仙草節為例，論述節慶如何藉由特定的氛圍塑造與活動實踐，來維繫食

物與地方的聯結？而各型態之參與者又是如何瞭解並接受關西仙草的特質與

意涵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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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個案簡介 

關西鎮位於新竹縣內東北方，其中心方位為東經 121.10 度與北緯 24.48 度，

東鄰尖石鄉，西連新埔鎮，南為橫山鄉，北為桃園縣龍潭鄉。關西鎮是新竹地區

進出臺北都會區的交通要道，而其中由桃園市龍潭區連接至新竹縣橫山鄉的臺三

線，亦是貫通臺灣北部山地的重要路線（陳乃華、江清松，2010）。故在地理位置

上，關西鎮可說是新竹地區重要的交通節點。 

 

 

 

 

 

 

 

 

 

 

 

圖 3-1 關西鎮行政區域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10）：http://theme.otop.tw/kuanhsi/1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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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顯示關西鎮共有 21 里，而根據關西戶政事務所提供之資料5，關西鎮目前

（2015年5月）共有297鄰，9520戶，人口數為30309，約占新竹縣總人口數（538712）

之 5.62%，屬於小規模的鄉鎮。其中男性人口數為 16173，女性人口數為 14136，

男女比例相近。族群則以客家人為主，閩南和原住民為少數。在 65 歲以上老年人

口的部分，關西鎮共有 5726 位老年人口，占全鎮之 18.89%，顯示關西鎮已逐漸邁

向超高齡社會6。 

關西鎮的地形除東部和東南部為高山，其餘皆為 500 公尺以下的丘陵和平地。

土壤多為風化後的酸性土，但透水性佳，適合種植茶樹與柑橘。在地勢高度的部

分，乃東部高山逐漸向西部平地延伸，其中鳳山溪河谷平原較低，適合種植稻米

與仙草。在河川的部分，關西鎮的主要河流有鳳山溪、牛欄河與馬武督溪。鳳山

溪對於農田引水灌溉有重要功能，而牛欄河則是關西鎮近年發展親水與休閒公園

的主要景點（陳乃華、江清松，2010）。 

關西鎮的氣候屬於副熱帶季風氣候，夏季多西南風，冬季多東北風。其中東

北風於每年十月至翌年三月盛行，亦俗稱「九降風」，在此時期的關西地區經常出

現農民曝曬與風乾仙草的景象。至於溫度和雨量的部分，關西鎮全年平均溫度約

在攝氏 22.5 度，而平均雨量約為 2300 公釐，相當利於仙草的栽植7。 

由於關西地區的地形與氣候適合種植各類作物，故在作物種植與產業發展歷

史上，關西地區曾經歷幾次轉折。在 1950 年代以前的日據時期，關西鎮曾極力發

展煤礦、樟樹、茶葉產業。但隨著經濟重心的改變，煤礦與樟樹因不符時宜與過

度開採而沒落，而茶葉也因種植成本增加、經營管理不善等緣故逐漸衰退（楊美

峰，2008）。1950 至 1970 年代，由於政府推行獎勵種植及稻米保價收購政策8，所

                                                      
5
 資料來源：關西戶政事務所（2015）http://w3.hsinchu.gov.tw/HouseWeb/Guansi/WebPage/PeoCount 

6
 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六十五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達百分之七時，稱為「高

齡化社會（ageing society）」，達到百分之十四時稱為「高齡社會（aged society）」，倘若老年人口比

例達到百分之二十時，則稱為「超高齡社會（super-aged society）」（衛生福利部官網，2010）。 
7
 資料來源：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10）：http://theme.otop.tw/kuanhsi/1_1.htm       

8
 政府於 1970 年代推行的農業政策主要有：(1) 1972 年的加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以改革農產運銷

制度、提倡農業生產專業區、加強農業試驗所為目標。(2) 1973 年的農業發展條例：以放寬自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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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關西鎮的農民開始大量種植水稻，以求養家糊口。1980 年代以後，因政府鼓勵

稻田轉作其他作物或休耕種植綠肥，以及市場開始對經濟作物有所需求，關西鎮

逐漸出現柑橘、香菇、草莓、高粱、仙草等大量栽培的情況。尤其仙草在農會於

1990 年代介入生產與行銷後，更成為名聲遠播的經濟作物。 

直至今日，關西鎮目前仍以農業為主，耕地面積約占總土地面積之五成，從

農人口約占總人口數之一成，鎮內作物以稻米、柑橘、仙草、草莓為發展重心。

其中稻米主要分布於鎮內北區（東平里、石光里、北山里），柑橘分佈於鎮內西南

區（南和里、新力里、上林里、新富里、金山里、錦山里），仙草分佈於鎮內西北

區（石光里、南和里、新力里、上林里），草莓則分佈於縣道旁9（參見圖 3-1）。 

 

第二節 研究架構與方法 

質性研究大致可分為三種典範，包括實證主義、建構主義及批判主義。首先，

實證主義偏向量性研究的典範，以追求主體之外的資料及驗證為主，並強調客觀

性。在實證主義的典範下，研究者進行研究的流程大多為先明確定義研究問題，

接著文獻探討並形成假設，待研究設計及資料收集完成，便可進行資料分析與修

正假設。再者，建構主義屬於詮釋與理解的典範，以相互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

為要，主張客體資料的收集和研究者主觀的詮釋同等重要。其研究流程和實證主

義不同，研究起點並無明確的假設，而是研究者的觀察經驗，如日常生活之瑣事

或過去研究曾提及的社會或個體現象。待研究設計及資料收集完成，便可進行資

料分析和詮釋，最後為現象提供解釋或提出相關理論。最後，批判主義的典範強

調將研究和人（或社會）的解放潛能產生關聯，例如：以社會實踐為主的行動研

究便屬於此典範。批判主義的研究流程為先根據研究者的經驗進行文獻探討，並

從中發掘被研究者的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接著形成假設、設計研究方

                                                                                                                                                            
義、獎勵開墾公地、擴大農場經營為要。(3) 1974 年的耕者有其田之保護自耕農辦法、稻米保價制

度：以改善自耕農之負擔、增進農業技術、保證稻米收購價格為政策主要內容（江瑞拱，2008）。 
9
 資料來源：關西鎮公所（2010）：http://www.guanxi.gov.tw/content.aspx?mid=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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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及資料收集。待資料分析完成並提出結論時，研究者便可突破虛假意識，進而

發覺真意識（true consciousness）（Neuman, 2011；胡幼慧，2008）。 

早期以建構主義典範為主的國外學者 Geertz，便是對個案採取解釋的做法，對

個案所牽涉的意義進行深入描繪與各式探討，而非收集多種例證與證據以歸納現

象法則（丁雪茵、鄭伯壎、任金剛，1996；胡幼慧，2008）。鑒於本研究設計研

究方法之理念與 Geertz 關注研究對象在其文化脈絡中的行為意涵、理解方式與思

維角度相似，故本研究之典範屬於建構主義，在研究初期並無明確的研究假設，

而是藉由對個案的深入觀察與資料收集，對個案進行理解與提出解釋。以下，將

詳細介紹本研究所採用之研究架構與方法： 

 

一、研究架構 

依據地方特色食物與關西仙草產業之相關文獻（Tregear, 2001；Marescotti, 2003；

Tregear et al., 2007；蔡佩宜，2010），關西仙草的構築與維繫在同時考量生產面和

消費面的情況下，主要有三個面向需要被系統性地探討。第一，「品質論述」乃

透過具有論述優勢、可對消費社會造成一定影響的新聞媒體，來發掘仙草品質面

向有何轉變，並從中辨識涉入品質建構的主要行動者。第二，「地方行動者」乃

藉由闡述各式的地方行動者於不同時期所實行的供應鏈與延展地域策略，來討論

仙草如何演變為關西地區的特色食物。而在演變的過程中，地方行動者又有何互

動交涉及關係變化。第三，「重要活動」以關西仙草節為主軸，探討地方的主要

行動者如何藉由節慶活動的辦理，來獲得在地消費者對於仙草的瞭解與認同，並

提升外地消費者對於仙草的關注，進而穩定與維繫關西仙草的地方特色食物意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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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研究架構圖 

 

二、資料收集與分析方法 

（一）次級資料分析 

為深入瞭解關西鎮的仙草發展脈絡與品質轉變過程，本研究將對官方與非官

方之次級資料作系統性的分析和回顧。Neuman（2011）認為次級資料分析可將過

往的文獻資料依據特定的研究目的或議題，來重新進行分析。其中新聞報導、歷

史典籍、統計數據與研究調查資料等，都可成為次級資料的來源。此外，由於研

究者本身所注重的層面，通常與原先研究者或作者所撰寫之目的不同，所以可提

供一定程度的信度與效度。而 Babbie（2009）也談到次級資料分析意謂研究者將

另一位研究者蒐集並整理過的資料重新分析的一種形式，透過這種形式，研究者

不僅可針對自身所關注的議題來蒐集資料，同時也可免去執行一項調查所需耗費

的龐大經費與時間。 

本研究所欲採取的次級資料有：（1）屬於官方或由官方委託執行的學術研究

單位、農政技術單位（以著重仙草種植的桃園農業改良場及新埔工作站為主）之

相關文獻，以及由新竹縣政府所編撰的《新竹縣誌續修》及關西鎮公所出版的《關

地方行動者 

地方農民、農業改良場、關西農會、地方業者、在地消費者 

於不同階段所採取之策略對於關西仙草之建構 

重要活動 

仙草節對於關西  

仙草之意象維繫 

品質論述 

媒體報導對於關西

仙草之品質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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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鎮誌》。（2）非官方資料，如仙草節活動手冊，或由新聞工作者、專欄作家、

文史工作者等所撰寫之報導內容、網路資料與書籍專刊。 

透過以上所及之次級資料內容，將有助於建構本研究所欲闡述的仙草發起歷

程，如地理環境條件、投入單位與相關行動。然而，這些資料並不足以提供較為

完整且具體的消費脈絡，故藉由質性內容分析與論述分析，來呈現消費市場對仙

草這項農產的想法演變，將可對個案有更深入的瞭解。 

 

（三）質性內容分析與論述分析 

為探索仙草如何在不同時期的人類生活呈現不同的樣貌與功能，本研究將針

對媒體所陳述的內容作深入的討論。首先，就研究資料的選取而言，大眾媒體可

被視為社會事物意義競逐與顯現的公共領域，且相較於書籍、電影、電視等媒體，

報紙還具有提供多種議題描述與歷時性文字敘述的優點。此外，由於報紙是閱聽

人所容易接觸，並因此接收訊息的重要媒介，故報紙可藉由該時代的撰寫者或撰

寫對象所隱含的思維與利益，來扮演合理化消費社會的角色（馬岳琳，2000）。

本研究認為採用報紙媒體，來呈現仙草在消費社會中的呈現面貌與論述角度，將

有助於瞭解消費社會對仙草品質意涵的歷史性轉變。 

而就研究資料的分析方式來說，本研究為囊括量性分析的客觀與系統性優點，

並補足量性分析所缺乏的文本意義探討，將採取質性內容分析法。在內容分析的

歷史上，質性內容分析來自量性方法的角度，並起源於媒體擴增及大量關於媒體

影響之研究目的，如二次大戰中，美國政府分析德國納粹的宣傳廣告。因此在初

始時期，內容分析被定義成一項針對大眾傳播文本的客觀性、系統性及量性研究

技巧。然而，也有學者指出內容分析不應受限於文本內容的次數計算，而應注意

文本所隱含的社會意涵（Schreier, 2012）。 

大致而言，質性內容分析的程序想法是保留傳播學發展進程中量性內容分析

的優點，並將這些優點轉化，以進一步發展至質性詮釋取向的分析步驟中。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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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分析的優點主要有三項：第一是可化約資料（reduces data），意即研究者可

專注於跟整體研究問題相關的意義面向，在選取與濃縮資料後，仔細觀察資料內

容的不同部分如何相互競爭或產生關聯。第二是具高度系統性（systematic），意

即研究者在選取與濃縮資料前，必須詳細檢視資料中的每一個部分，以避免遺漏

任何有關研究問題的內容。另外，為確保分析架構是非常清楚且不含糊的，研究

者必須遵循一定的步驟，甚至為了使分析架構更加清晰完整，研究者有不斷重複

部分步驟的必要。第三是具有彈性（flexibility），相較於量性內容分析，質性內

容分析在建立分析架構時，可依照資料處理的狀況來隨時更動分析架構，使分析

架構能更符合研究者所關注的研究問題（Schreier, 2012）。 

為探究的仙草發展歷程，本研究選定當今報紙資料庫在內容保存與時間序列

最為完善的「聯合知識庫」作為資料來源，並選取其中的四家報紙作為分析文本，

依照創刊時間分別為聯合報、經濟日報、民生報與聯合晚報10。儘管所選取的報紙

均屬於聯合報系，但因為所關注的範圍為民生消費領域，所以較不受政治黨派或

報社立場之影響。而鑒於聯合知識庫只收錄 1951 年迄今的全文報導，故本研究先

將報紙資料的蒐集範圍定為 1951/01/01 至 2014/12/31，並以「仙草」作為關鍵字搜

尋，初步共得 2924 篇報導。其次，為將報導內容聚焦於仙草這項作物，並以國內

的發展狀況為主，研究不僅排除與仙草種植或食用無關的文學小說內容，如紅樓

夢所提之絳珠仙草與神瑛侍者；同時也去除內容完全無關國內仙草的報導，如介

紹中國某省的農業概況。在排除與研究無關的資料後，第二階段將留下約 2486 篇

報導。 

接著，本研究將採用 Morris 與 Young（2000）、Brunori（2007）、賴守誠（2008）

對於食物及地方特色食物的品質表現方式，建立報導內容的分析架構。分析架構

                                                      
10

 聯合知識庫收錄 1951 年迄今的報紙全文資料，包括聯合報、經濟日報、民生報、聯合晚報、星

報、Upaper 等，是我國目前最完整的電子報紙資料庫。其中民生報已於 2006 年 11 月底停刊，但

因為其對於民生消費面向多有著墨，故本研究仍將其納入分析範圍。而星報由於是以影視娛樂圈為

主的新聞，與本研究問題無關，所以不予採納。至於 Upaper 因為是臺北捷運各節點所免費發送的

簡易報紙，閱聽人範圍僅限於臺北地區，故不適合納入本研究之分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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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類目有十項，包括加工技術、種植概況、冰品食用、熱飲食用、衛生安全、

功用療效、傳統意象、地方發展、客家文化及旅遊消費。在主類目之下，依據報

導內容的不同，將可能囊括多項次類目，例如：「種植概況」包含描述仙草種植

面積與種植技術。為了確保分析架構能有效描述與歸類報導內容（Schreier, 2012），

無論是主類目或次類目，類目彼此之間會具有排斥性，不會有模糊不清或意涵重

複的情況。待類目建立完成，本研究將依報導的意涵進行編碼與分類，以統計不

同時期各類目的次數和比率，進而說明各類目的數據差異，以及不同時期各類目

的分布趨勢。 

最後，為避免質性內容分析只呈現量性方法下的數字與趨勢，本研究將藉由

論述分析法來輔助說明不同歷史階段的報導，如何呈現仙草的社會意義與消費概

況。論述分析是一個跨學科領域的研究取徑，其理論預設及方法可對媒體訊息的

結構進行更加明顯的、系統性的瞭解作用，並且與不同的認知、社會、文化等脈

絡屬性相互連接（游美惠，2000）。因此，論述分析的關注點在於言談或文字段

落如何建構，並且承認不同的社會情境會有相異的論述與解讀方式（Kvale, 2007）。

換言之，以論述分析的角度來說，報導是否真的完整陳述當時的社會實況並非研

究者考量的重點，相反地，報導所隱含的社會意涵與建構才是研究者所關注的層

面。舉例來說，過去報導曾說仙草好比一種雜草，但本研究之目的不在於證明仙

草在當時社會是否真的如雜草般隨處可見，而是探討為何雜草與仙草是建立在同

一論述空間，其中又隱含何種對仙草的價值賦予。 

透過質性內容分析與論述分析法，將可對仙草的品質建構歷程及消費意涵轉

變，有更清楚的瞭解。然而，此種研究方法終究只能著重於次級資料與文本內容

上的分析，而無法進一步說明地方特色食物的運作實況。因此，藉由與行動者面

對面接觸的深度訪談，可呈現實際的運作機制，以補足文本資料上的缺乏或檢驗

資料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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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深度訪談法 

Patton（2002）提到深度訪談的假定為受訪對象的視角是有意義且可知，並能

使之明顯的。訪談目的在於允許研究者進入到受訪對象的視角中蒐集故事，並且

瞭解受訪對象是如何思考。而為避免訪談議題過於空泛或無法切合研究主題，

Neuman（2011）認為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具有事先含括議題與話題的優點，可使

研究者對於每一位受訪對象所做的資料收集較具系統性，但又維持一定的會話與

情境性，使研究者可依據訪談情境的不同，在訪談順序或問題內容上有適度的調

整彈性。因此，為探討建構與推展地方特色食物的行動者理念與關係，本研究將

以一對一、面對面接觸的方式進行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期望藉由與行動者對話

與互動，來瞭解行動者是如何參與地方特色食物的構築，以及如何看待特色食物

對地方的影響。 

透過 Tregear 等人（2007）所提出之發展策略行動者，本研究的受訪對象有負

責種植仙草的地方農民、致力於仙草品種的農業改良場、開創仙草產品與舉辦節

慶活動的關西農會及公關公司、整合各式資源的地方業者、購買仙草產品與參與

節慶活動的消費者。總體而言，本研究共訪問 17 位受訪者，訪談大綱請參見附錄

一，而訪談對象與時地如下：  

表 3-1 深度訪談對象與訪談時地 

受訪單位 受訪對象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仙草產銷班 
農民 A 2014/03/15 

仙草田 
農民 A-E 2014/08/27 

桃園農業改良場 新埔工作站負責人 2015/01/29 改良場辦公室 

關西農會 

推廣股負責人 2013/12/20 

農會辦公室 
推廣股負責人 2014/04/17 

供銷部負責人 2013/12/01 

農會總負責人 2015/01/29 

公關公司 公司負責人 2014/03/05 公司辦公室 

地方業者 仙草博物館負責人 2014/04/18 仙草博物館 

關西產業協會 產業協會負責人 2014/05/16 仙草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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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單位 地方里長 2014/05/27 里民中心 

仙草節參與者 

參與者 A 2014/11/01 

仙草節會場 參與者 B 

參與者 C 

2014/11/02 

2014/11/02 

 

（五）實地觀察與問卷調查 

藉由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法，不僅可助於發掘行動者是如何透過複雜的互動

過程來建構地方特色食物，也可瞭解不同行動者對地方特色食物的想法。然而，

若要探討延展地域策略中的飲食節慶，是如何藉由氛圍塑造與活動實踐來強化特

色食物與地方的聯結，就必須仰賴實地觀察與問卷調查法。實地觀察的基本定義

為透過「觀察」這項行為來注意某個現象，並運用紙、筆、錄音設備或其他可協

助研究者紀錄的工具，來作為科學之用。一般而言，研究者在實地觀察所扮演的

角色有四種（Angrosino, 2007），包括完全的觀察者（不與觀察對象接觸）、扮演

參與者的觀察者（以研究者的身分與觀察對象建立關係）、扮演觀察者的參與者

（研究者兼具觀察對象的朋友與中立的研究身分）、完全參與者（研究者徹底投

入觀察對象之中）。以本研究所著重的仙草節來說，由於研究者僅是進行兩天的

活動觀察，且目的是為了進行帶有質性訪談性質的問卷調查，以及實際感受節慶

會場的空間與活動氛圍塑造，所以屬於「扮演參與者的觀察者」這項角色。Babbie

（2009）談到實地觀察的優點在於研究者可親自察覺地方的文化，如語言、穿著、

特殊的俚語、手勢或行為等，但缺點是可能有研究倫理的問題。針對 Babbie 提出

的問題，本研究在進行觀察前，已獲得主辦單位的同意，且在觀察的時候，研究

者會配戴可供觀察對象識別其身分的證件，故較無研究倫理問題。 

實地觀察能幫助研究者感受當下的情境，但若要在短短兩天的活動時間內，

快速掌握節慶參與者的想法，就需要問卷調查法的協助。問卷調查法的優點在於

可廣泛地蒐集人們對於某現象或事件的態度與看法，並節省研究所需耗費的時間。

問卷的設計可分為開放式與封閉式，開放式問題能讓受訪對象直接提供自己的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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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以突顯受訪對象的直接感受；封閉式問題則可由研究者事先提供答項清單，

好讓受訪對象擇一回答（Neuman, 2011）。而為顯現節慶參與者的直接感受與對節

慶的大致想法，本研究所採取的問卷為綜合形式，也就是結合開放式與封閉式問

題（問卷題目請參見附錄二）。此外，為避免研究倫理之問題，本研究均採匿名

回答的方式，但若受訪對象同意且有興趣進行更深入的訪談，則可留下聯絡方式。

總體而言，本研究進行問卷調查的時間為 2014/11/01 至 2014/11/02，地點為第十四

屆仙草節的活動會場─關西農會仙草加工廠，調查對象為參與仙草節的民眾，且不

受年齡、性別、居住地或職業等限制，而最終獲得的有效問卷為 198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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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關西仙草的呈現歷程 

 

此章之目的在於以關西仙草為例，探討食物與地方於近幾十年來的連結趨勢，

以及對比於一般消費市場中的食物，地方特色食物的品質論述有何不同與主要轉

變。鑒於 Murdoch & Miele（2004）提到地方特色食物的品質論述是個充滿鬥爭的

場域，各群體為取得主導性，均盡力發展較具權力或優勢的論述結構。而馬岳琳

（2000）認為大眾媒體可被視為事物意義競逐的公共領域，且相較於其他媒體，

報紙還具有提供多種議題與歷時性文字描述的優點。本研究認為藉由報紙來呈現

仙草在消費社會中的面貌與論述，有助於瞭解仙草品質意涵的轉變。此章的第一

部分將呈現仙草與關西地區的報導論述趨勢與類別；第二部分則闡述關西仙草與

一般市場所關注的仙草品質面向有何差異，並進而發掘關西仙草的形塑過程。 

首先，在仙草的傳統特質時期（1990 年以前），報導描述偏向「功用療效」及

「冰品食用」的類型，強調仙草具有消暑解渴的功能。而此時期的關西仙草較不

具名氣，報導內容至多提及關西地區是仙草的量產地之一。再者，在仙草的積極

改造創新時期（1991 至 2000 年），由於國內大廠開始投入仙草相關的產品研發與

販售，以及小吃業者推出仙草熱食的緣故，導致「加工技術」和「熱飲食用」的

報導內容激增。此時期的仙草已從隨處可見的廉價藥草，變成炙手可熱的飲品原

料。同時，關西仙草也因地方農會與農業改良場的技術合作，而衍生出許多仙草

加工產品。在相關論述和品質著重層面上，國內大廠著重衛生安全、小吃業者主

打四季皆宜的冰熱飲食用方式，關西仙草則是以熱飲產品為主，並特別強調產地

來源。 

最後，在仙草的地方特色食物成形時期（2001 年之後），由於國內大廠外移、

食品安全問題爆發等因素，報導較少提及仙草的加工技術層面，反倒著重仙草的

「衛生安全」和「功用療效」，並強調歷經傳統手工製程的仙草才具有好品質。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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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由於農會開始舉辦仙草節活動，故報導開始描述仙草為關西地區的特色

食物。而對比於一般消費市場中的仙草報導內容，關西仙草在「地方發展」、「種

植概況」、「客家文化」、「旅遊消費」等層面占有較多的比例，顯示地方特色食物

的品質描述多與地域意象、種植生產、族群文化、地區旅遊等地域性或政治性的

食物品質面向相關。 

 

第一節 食物與地方的聯繫─仙草與關西 

一、論述趨勢 

據《本草綱目》、《中藥大辭典》等古代中藥文獻記載，仙草味澀、甘、寒，

具有清熱、解渴、涼血之功效，可治中暑、感冒、高血壓、關節炎、腎炎等臟腑

熱毒。因此，臺灣民眾自古以來多把仙草視為具有生理性機能，並且容易取得的

中草藥（羅淑卿、洪千雅，2004）。對許多臺灣民眾而言，仙草冰、仙草凍和燒仙

草都是常見且不昂貴的食物。當仙草具有此種普遍的性質時，要將其轉變成一個

地方最具代表性的食物，確實是一件相當不容易且需要長時間努力的事。 

為說明仙草和關西地區的連結脈絡，本研究首先以「仙草」為關鍵字進行搜

尋，初得 3404 篇報導。接著，利用「臺南仙草埔」、「仙草里」、「仙草國小」等地

名或單位名稱，以及「紅樓夢」、「盜仙草」等提及仙草的文學作品或戲曲名稱之

關鍵字排除後，共得 2924 篇報導。仔細審查實質內容後，再扣除與本研究無關的

報導，例如：只介紹中國地區的仙草種植情況、將靈芝代稱為仙草，而非本研究

所關注之內容等情況，最後共得 2486 篇報導。此外，本研究也同時以「關西」作

為關鍵字搜尋，初得 18120 篇報導，接著利用關鍵字「日本關西」作無關內容之

排除後，共得 11930 篇報導。詳細報導數量與數量趨勢，請參見表 4-1 與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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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仙草」與「關西」之新聞報導數量表 

年代 
1951 

│ 
1960 

1961 
│ 

1970 

1971 
│ 

1980 

1981 
│ 

1990 

1991 
│ 

2000 

2001 
│ 

2010 

2011 
│ 

2014 
總計 

仙草 9 15 65 169 532 1230 466 2846 

關西 1001 782 572 1170 2739 4404 1262 11930 

  

 

圖 4-1 「仙草」與「關西」之相關報導數量趨勢圖     

 

從報紙相關資料的總體趨勢來看，自 1970 年代開始，「仙草」與「關西」的

報導數量便逐年增加。而 1990 年代晚期是一個擴張的轉折點，這個時期的「仙草」

報導除了添增國內仙草種植的情形，也增加許多關於仙草加工技術與廠房設備的

內容；而「關西」的報導則是多加描述因應政府所推動的農鄉發展政策或相關地

方新聞。接著，自 2001 年開始，報紙出現「仙草」與「關西」的數量便成長兩倍，

對比於 1990 年代以前的報導數量更是成長數倍，顯示報紙媒體對於相關議題的關

注已提升不少。 

若進一步以「關西」+「仙草」為關鍵字搜尋，發現關西與仙草的初始報導出

現在 1980 年，但當時的內容並非描述仙草是關西的地方特色食物。直至 1990 年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仙草 

關西 



44 
 

代開始，關西仙草的報導數量才些微增加，並出現關西農會將仙草作為「一鄉鎮

一特產」推廣要點的相關內容。但到 2001 年，關西仙草的報導篇數卻快速上升。

若以「關西」+「仙草節」同時作關鍵字搜尋，會發現關西仙草節在關西仙草的相

關報導中占有四分之一的篇數，顯現關西仙草節對於關西仙草具有一定程度上的

媒體宣傳作用。以上的報導數量與數量趨勢，請參見表 4-2 與圖 4-2。 

 

表 4-2「關西+仙草」及「關西+仙草節」之新聞報導數量表 

年代 
1951 

│ 
1960 

1961 
│ 

1970 

1971 
│ 

1980 

1981 
│ 

1990 

1991 
│ 

2000 

2001 
│ 

2010 

2011 
│ 

2014 
總計 

關西+仙草 0 0 1 9 24 222 71 327 

關西+仙草節 0 0 0 0 0 55 7 62 

 

 

 

圖 4-2 「關西+仙草」及「關西+仙草節」之相關報導數量趨勢圖 

 

另一方面，由於桃園市新屋區、苗栗縣獅潭鄉、嘉義縣水上鄉亦為國內仙草

的主要產地（姜金龍、龔財立，2002、蔡佩宜，2010）。因此，本研究也將三個地

區的仙草相關報導與關西仙草作簡易比較，排除提及仙草的文學作品或戲曲名稱

等無關新聞後，其報導數量如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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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各地區之仙草報導數量比較表 

年代 
1951 

│ 
1960 

1961 
│ 

1970 

1971 
│ 

1980 

1981 
│ 

1990 

1991 
│ 

2000 

2001 
│ 

2010 

2011 
│ 

2014 
總計 

新竹關西 0 0 1 9 24 222 71 327 

桃園新屋 0 0 0 1 3 20 5 29 

苗栗獅潭 0 0 0 0 2 45 13 60 

嘉義水上 0 0 0 0 0 7 1 8 

 

從表 4-3 可看出 1990 年以前除了關西地區，報導提及仙草的地區只有新屋區，並

且僅有一篇。1991 至 2000 年，關西地區與仙草相關的報導除了描述種植面積，也

開始出現農會加工技術的研發，而新屋區與獅潭鄉僅有少數報導提及該區的仙草

種植概況。2001 年至 2010 年，關西地區順應仙草節的報導，而延伸眾多新產品介

紹、地方業者與餐廳、地方旅遊等仙草相關報導。同時，獅潭鄉也因為地方業者

（仙山仙草）及地方政府執行新店老街再造計畫11的緣故，而出現許多地方旅遊與

美食品嘗的仙草系列報導。但新屋區與首次出現在報紙媒體上的水上鄉，則仍偏

向種植概況或仙草品種研發的描述。2011 年至 2014 年，關西仙草的報導數量有下

降的趨勢，但與其他地區相比，關西仙草的數量仍較多，並且著重在新產品介紹

與地方旅遊層面。而獅潭鄉因為地方政府執行的新店老街再造計畫邁入第二階段

的經費申請，故報導僅剩少數地方業者極力推廣仙草的新聞。至於新屋區與水上

鄉，則依然偏重種植層面的描述。 

總體而言，若比較新屋區、獅潭鄉與水上鄉等地區的仙草報導，會發現新屋

區因為有桃園農業改良場之協助，故報導偏向種植技術層面。而獅潭鄉由於推動

者主要為地方業者，所以報導傾向仙草店家介紹及旅遊消費層面。水上鄉則只有

描述該地有種植仙草的情況，並順道提及當年度的仙草收購價格。因此，從各地

                                                      
11

 相關報導內容如「獅潭鄉新店老街再造計畫喊了多年，上周規畫案發包...規畫案由工務旅遊局

城鄉發展課主辦，目的是在透過街面的改造，一面找回新店老街的傳統風華，一面提升當地居民的

生活品質，同時以豆腐及仙草兩種特產，做為觀光營造的對象」【2006-03-07/聯合報/C2 版/苗栗縣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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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之仙草報導數量來看，關西地區與仙草相關的報導出現較早、篇幅與數量較多、

內容較廣，顯示關西地區以仙草作為地方特色食物的論述較具優勢。 

 

二、論述類別 

為說明地方特色食物所著重的品質層面，相對於消費市場中所關注的食物品

質面向有何不同，本研究將報導內容分成數種類別，並依「仙草」、「關西+仙草」

及年代的不同來闡述。首先，在仙草及關西仙草的報導部分，根據報導內文所呈

現與描述之不同面向進行分類後，可初步整理爲十種類目。其分別為加工技術、

種植概況、冷品食用、熱飲食用、衛生安全、功用療效、傳統意象、地方發展、

客家文化及旅遊消費。前六項類目傾向一般常被討論的食物品質面向，如生產技

術、產地來源及食用方式（Morris & Young, 2000），而後四項類目則偏向地方食物

被關注的品質面向，如政治與美學性（Brunori, 2007）。各類目之詳細定義如表 4-4： 

 

表 4-4 仙草相關報導之類目分類定義 

報導類目 定義 報導範例 

(1) 加工技術 報導提及或介紹加工

產品的品項，抑或是說

明加工技術的研發、加

工產品的製造過程。 

即溶飲品，均取自天然植物，經濃縮、

萃取、乾燥、造粒而成，不添加任何

化學藥物或安定劑…產品口味有何首

烏、菊花、洛神、仙草等種類。

【1989-12-29/經濟日報/27 版/專輯】 

(2) 種植概況 關於品種改良、種植技

術、產量或面積等種植

情況之說明。 

桃園農改場轄內仙草栽培面積達三百

餘公頃。為選育更優良的品種供農民

栽培，已蒐集各地野生仙草進行試

驗，並選出品系試驗中。【1994-11-02/ 

經濟日報/14 版/商業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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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冷品食用 報導提及食用方式或

調理方法，特別是以冰

品、清涼飲料、冷凝凍

為主的內容。 

仙草可在市場買仙草凍回家切碎，加

蜜水或糖水冰涼享用，也可以買原料

仙草熬煮，最後去渣加人澱粉煮沸，

冷了即成仙草凍。【1993-09-26/聯合晚

報/05 版/經濟生活】 

(4) 熱飲食用 報導內容提及食用方

式或烹飪方法，尤其是

以熱茶、熱湯或其他以

熱食為主的內容。 

製作「仙草雞」需要時間，先把植物

藥材仙草拿來熬成仙草湯，這個過程

需要 2～3 小時，然後把雞肉放進仙草

湯用大火蒸，就成了黑黑的仙草雞。 

【1991-08-20/聯合晚報/14 版/大觀】 

(5) 衛生安全 包括生產履歷之實

施、產品安全檢驗、店

家環境衛生檢查…等

各式關於種植、生產製

造、產品販賣過程之衛

生與安全層面。 

近年來，且有廠商投入仙草等涼品產

品，取代以往的家庭式、小量生產的

業者。雖然在傳統市場也可買到這些

食品，但超市以冷藏櫃保存，且有包

裝及印有生產廠商名字，比較衛生，

也對消費者較有保障。【1997-07-07/

聯合報/15 版/生活資訊】 

(6) 功用療效 闡述產品在食用或藥

用上對人體的功能性

與益處，抑或是描述產

品本身所具有的營養

成分。 

仙草冰具有降火氣的功能，燒仙草測

有潤喉、止咳、安胎、療內傷功效，

多食有益健康。【1993-03-25/經濟日報

/19 版/地方經濟】 

(7) 傳統意象 報導提及傳統、古早

味、臺灣本土、道地、

人情味…等產品意象

與意涵之描述或說明。 

在南部的小鎮、鄉村，還看見有愛玉

冰、仙草冰，這兩種東西，可說是臺

灣最「古老」、最具鄉土風味的冰凍食

品！【1978-07-16/民生報/07 版/醫藥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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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地方發展 報紙內容出現地方特

色食物的活動、任何與

地方社經活化或地方

意象提升的聯繫內

容，例如：報導對於地

方有進一步的環境、人

文介紹，或說明產品的

生產改良、節慶、特賣

等延伸活動可促進地

方活絡。 

關西仙草遠近馳名，相關產品種類繁

多，去年起陸續榮登縣府十大伴手

禮、縣農會十大農特產，獲中小企業

處補助款令公所士氣大振，主秘吳祥

光說，目前仙草僅靠農會加工廠做對

外行銷，鎮內仙草業者反而少有，計

畫透過顧問公司，輔導產銷班包裝產

品，盼能刺激業者加盟。【2011-10-29/

聯合報/B2 版/竹苗綜合新聞】 

(9) 客家文化 報導出現將地方或特

色食物與客家文化或

族群相結合的內容。 

仙草素有客家人的咖啡飲料美稱，新

竹縣長鄭永金昨天向消費大眾推薦色

香味俱全的仙草。【2002-10-04/聯合報

/19 版/桃竹苗生活圈】 

(10) 旅遊消費 任何與特色食物有關

的旅遊或觀光性質活

動，抑或是提供消費資

訊，如交通、住宿、餐

廳聯絡方式、價格參

考、活動資訊。 

仙草節期間還有琳瑯滿目的趣味活動

與童心童趣 DIY 體驗，如仙草大胃

王、仙草麻糬競速大胃王、仙草大聲

公、仙草凍抓秤兩，以及仙草凍 DIY、

親子捏陶 DIY 、彩繪陶瓷等。

【2003-10-10/民生報 /B7 版 /戶外旅

遊】 

 

將仙草與關西仙草之報導內容，進行內容分析之編碼後，便可歸入上述相關

類目，並計算各年代不同類目出現之次數，以及各類目占整體之比率分布。在此，

需注意的是一篇報導中，與仙草或關西仙草相關之內容可能包含一種以上的呈現

面向，故類目之計算總數不同於各年報導篇數。舉例來說，若有一篇關西仙草節

的報導提及仙草新產品介紹、仙草種植面積和節慶表演節目，則可分別歸入加工

技術、種植概況與旅遊消費等三項類目，故類目之計算總數不等同報導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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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顯示「仙草」與「關西+仙草」的報導類目分布與趨勢，其中方框標記

的部分為每一年代區間「仙草」報導各類目占該年代區間類目總數的比例中，比

例較高的前三項類目。例如：1951 至 1990 年的報導共計有 459 個類目，其中主類

目「冷品食用」便有 186 個，約占類目總數之 41%。而在十項主類目中，冷品食

用（41%）、加工技術（24%）、衛生安全（14%）為比例較高的前三項，顯示該年

代的報導側重仙草的冷品食用方式、加工技術與衛生安全層面。至於圓框標記的

部分，則是「關西+仙草」各類目數量占「仙草」各類目數量之百分比中，占有五

成左右或五成以上之類目。例如：1951 至 1990 年「仙草」報導中的主類目「地方

發展」共計有 14 個，而「關西+仙草」的地方發展類目便占其中的 8 個，因此所

占比例為 57%，顯示「關西+仙草」較一般消費市場或其他地區所談及的「仙草」

更側重地方發展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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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仙草」與「關西+仙草」報導類目分布與趨勢 
 

年代 

報 

導 

類 

別 

報 

導 

篇 

數 

類 

目 

總 

數 

加

工

技

術 

種

植

概

況 

冷

品

食

用 

熱

飲

食

用 

衛

生

安

全 

功

用

療

效 

傳

統

意

象 

地

方

發

展 

客

家

文

化 

旅

遊

消

費 

1951-1990 仙草 258 459 110 7 186 2 63 42 32 14 1 2 

   
100% 24 2 41 0 14 9 7 3 0 0 

 
關西+

仙草 

10 
 

8 5 3 2 2 6 2 8 0 0 

  
（%） 7 71 2 100 3 14 6 57 0 0 

1991-2000 仙草 532 1054 223 15 358 128 38 118 108 41 9 16 

   
100% 21 1 34 12 4 11 10 4 1 2 

 
關西+

仙草 

24 
 

17 8 11 18 4 12 9 24 4 2 

  
（%） 8 53 3 14 11 10 8 59 44 13 

2001-2010 仙草 1230 2731 255 68 943 341 82 199 209 269 108 257 

   
100% 9 2 35 12 3 7 8 10 4 9 

 
關西+

仙草 

222 
 

148 47 104 196 14 73 33 111 77 228 

  
（%） 58 69 11 57 17 37 16 41 71 89 

2011-2014 仙草 466 915 98 17 278 154 53 82 78 75 34 46 

   
100% 11 2 30 17 6 9 9 8 4 5 

 
關西+

仙草 

71 
 

27 8 33 57 5 14 10 59 10 27 

  
（%） 28 47 12 37 9 17 13 79 29 59 

總計 仙草 2486 5159 686 107 1765 625 236 441 427 399 152 321 

   
100% 13 2 34 12 5 9 8 8 3 6 

 
關西+

仙草 

327 
 

200 68 151 273 25 105 54 288 91 257 

  
（%） 29 64 9 44 11 24 13 72 60 80 

*12 方框標記為每一年代區間「仙草」各主類目占該年代區間類目總數的比例中，比例較高的前三項 

**○圓框標記為「關西+仙草」各主類目占「仙草」各主類目數量的比例中，占有五成左右或以上之比例 

 

表 4-5 呈現 1951 至 1990 年，「仙草」的報導著重在冷品食用方式、加工技術及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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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安全層面，如描述仙草冰的作法或闡述衛生單位抽查仙草冰的含菌量。而「關

西+仙草」的報導則是在種植概況及地方發展層面占有較高的比例。1991 至 2000

年，「仙草」的報導除了強調冷品食用方式及加工技術，還增添許多熱飲產品，顯

示仙草的熱飲食用方式在此時期逐漸受到消費者的青睞。而「關西+仙草」的報導

除了在種植概況及地方發展多有著墨，還增加客家文化的面向，將仙草產品的意

象聯繫至客家族群。2001 年以後，「仙草」的報導重點為加工技術、冷熱飲食用及

地方發展層面，顯示地方與仙草的連結於此時期較為緊密（對照表 4-3 亦可發現關

西鎮、新屋區、獅潭鄉等地的仙草報導數量於此時期較多）。而「關西+仙草」的

報導除了和往年一樣在種植概況、熱飲食用及客家文化著墨許多，還因為仙草節

的舉辦而添增旅遊消費的報導面向。 

 

 

圖 4-3 「仙草」報導類目分布比率 

 

總體來看「仙草」的報導內容，如表 4-5（年代總計的部分）與圖 4-3 顯示，

所占比率最高的前三項類目分別是：冷品食用、加工技術與熱飲食用，三項共占

59%，已超過類目計算總額之一半，顯示關於仙草的報導是以食用方式、加工品或

加工過程為主，其中又以冷品的食用方式為大宗。至於功用療效（9%）、傳統意象

冷品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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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與地方發展（8%）則各占類目總額的一成左右，表示報導較關注仙草的食

用功能、傳統象徵意涵及在地性。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旅遊消費、客家文化、種

植概況等類目在「仙草」報導類目中占極少比例（依序分別為 6%、3%、2%），但

若以「關西+仙草」之報導類目占「仙草」各報導類目的情況來看，卻有極高比例

（依序分別為 80%、60%、64%）。此外，在地方發展與熱飲食用的部分，「關西+

仙草」之報導類目占「仙草」各報導類目的比例也有 72%與 44%。 

若進一步以圖 4-4 來看，即使「關西+仙草」的報導數量約只有「仙草」報導

數量的八分之一，但在旅遊消費（80%）、地方發展（72%）、種植概況（64%）、

客家文化（60%）和熱飲食用（44%）等層面卻占有極高比例，顯示報導在關西仙

草所呈現的品質面向與論述方式，確實與一般消費市場所談論的仙草有所差異。 

 

 

圖 4-4 「關西+仙草」占「仙草」之報導類目分布比率 

 

大致而言，關西仙草和一般消費市場的仙草在報導中被呈現的差異，主要是

旅遊消費、地方發展、種植概況、客家文化及熱飲食用層面。然而，這並非是關

西仙草在發展初期便有的產品論述，而是經過不同歷史階段的轉變。如表4-6顯示，

1951至1990年的關西仙草報導著重於產品的加工技術、功用療效及地方發展層面，

尚未以熱飲產品的作為論述核心。但到了 1991 至 2000 年，關西仙草由於農業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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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場研發即溶粉技術及農會設置加工廠，逐漸將論述主軸轉向熱飲產品的介紹與

推廣。2001 年以後，關西仙草除了有熱飲食用、加工技術、地方發展等層面的論

述，還增添了仙草節及地方旅遊的相關消費新聞。 

 

表 4-6 「關西+仙草」報導類目分布與趨勢 

年代 

報

導

篇

數 

特 

色 

數 

量 

加

工

技

術 

種

植

概

況 

冷

品

食

用 

熱

飲

食

用 

衛

生

安

全 

功

用

療

效 

傳

統

意

象 

地

方

發

展 

客

家

文

化 

旅

遊

消

費 

1951-1990 10 36 8 5 3 2 2 6 2 8 0 0 

  
100% 22 14 8 6 6 17 6 22 0 0 

1991-2000 24 109 17 8 11 18 4 12 9 24 4 2 

  
100% 16 7 10 17 4 11 8 22 4 2 

2001-2010 222 1031 148 47 104 196 14 73 33 111 77 228 

  
100% 14 5 10 19 1 7 3 11 7 22 

2011-2014 71 250 27 8 33 57 5 14 10 59 10 27 

  
100% 11 3 13 23 2 6 4 24 4 11 

總計 327 1512 200 68 151 273 25 105 54 288 91 257 

  
100% 13 4 10 18 2 7 4 19 6 17 

*12 方框標記為每一年代區間各類目占該年代區間類目總數的比例中，比例較高的前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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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關西+仙草」報導類目分布比率 

 

若將分析角度著重在「關西+仙草」之總體報導，會發現在 327 篇的報導內容

中，地方發展（19%）、熱飲食用（18%）、旅遊消費（17%）的比率較高，三項共

占 54%，已超過類目總數的一半（參見圖 4-5）。顯示關西仙草的報導內容較關注

關西地區的發展情況與意象塑造，以及仙草產品的推廣方式是以熱飲或熱食的形

式為主。其次，從加工技術和冷品食用約占一成的比例來看，可推估加工設備與

技術對仙草的生產製造和商品化有重要影響，而冷品的產品形式雖比熱飲來得少，

但仍是不可缺乏的要素。另外，在仙草產品的推廣上，關西仙草也會以功用療效

（7%）、客家文化（6%）作為產品的品質描述內容。最後，儘管客家文化、種植

概況在「關西仙草」的編碼類目中占較少比例（依序為 6%、4%），但以「仙草」

的類目總數來看，兩者卻可占單一類目的 60%與 64%（參見圖 4-4），突顯關西仙

草在客家文化與種植概況的論述內容上，對一般消費市場的仙草論述具有影響。 

 

第二節 從食物至地方特色食物的品質論述轉變 

根據報導內容之編碼與分析結果，仙草與關西地區的發展歷程可大致劃分成

三個時期，其分別為仙草的傳統特質時期（1990 年以前）、仙草的積極改造創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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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1991 至 2000 年）、仙草的地方特色食物成形時期（2001 年之後）。本研究認

為仙草並非關西地區固有的特色食物，而是近二十年才逐漸被人們所刻劃出的產

物。從以下的報導內容，亦可推測仙草市場對於關西仙草的興起具有相當程度的

影響力，而關西仙草對於近代仙草市場也有地方意涵上的轉變與賦予。 

 

一、仙草的傳統特質時期（1990 年以前） 

在 1950 年代，臺灣是以農業為發展根基，藉由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等土

地改革政策，使農產品在滿足國內市場需求的同時，也逐步開始外銷（吳聰敏，

2004）。而當時關於仙草的報導，儘管較少提及國內的種植情況，但已有仙草乾隨

著冬筍、生薑、桔皮...等乾貨出口至香港與泰國的新聞。至於關西地區，則是以茶

葉、稻米為栽種重點，並無任何關於仙草的報導。 

大致而言，早期的報紙通常將仙草描述成一種隨處可見的藥草，作為冰品或

半固體仍具有消暑、解渴的功能。若進一步以報導內容和區域來看，可發現仙草

早期大多是以冰品、涼茶、凍狀的冷凝半固體為主，並且較流行於嘉義、臺南、

高雄等南部區域。其中涼茶與凍狀半固體推估與傳統農村慣於以藥草熬煮的飲品

與食品消暑有關，而冰品則與日據時期日本人帶來的剉冰食用方式相關。這部份

透過飲食書籍與相關論文，可發現冰品的食用方式大多源自日本人所發明的老式

清冰，意即將白砂糖與香蕉油放置於剉冰上。而受日式冰品的影響，清冰漸漸有

紅豆冰與花豆冰的樣貌，後來還有較為本土的仙草冰、愛玉冰等（張玉欣、楊秀

萍，2004；陳冠丞，2014）。另外，此時期的報導除了將仙草形容為隨處可得、經

濟價值較低的藥草（如「雜草」一詞的描述），也認為仙草固有的顏色和味道，並

不受消費者的喜愛，如： 

仙草凍是國人傳統的消暑食品，它由一堆雜草經過蒸煮後變成既軟又 Q

的半固體，可見仙草本身具有膠質…可是，仙草的色與味固然形成特殊

的風味，卻也是個限制，因為一般人對很多東西不喜歡是墨色，或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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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有仙草味道。【1968-05-26/聯合報/03 版】 

換言之，早期關於仙草的報導描述偏向「功用療效」及「冷品食用」的類型，

也有少數以傳統、本土等「傳統意象」相關的詞彙形容。到了 1960 至 1970 年代，

由於農產品出口至國外的市場已漸漸飽和，臺灣政府開始鼓勵以農產加工食品、

輕工業產品為主要的出口物（吳君玲，2009）。此時的新聞除了繼續描寫仙草的出

口情形，也開始出現政府將仙草列為中藥材的外銷項目，並且致力研發農產加工

的內容： 

去年外銷的中藥計有一百五十種，其中陳皮、姜黃、仙草等廿餘種可繼

續發展。冷凍蔬果、胡蘿蔔罐頭、蜜錢水果等新產品外銷，均須研究促

進。【1964-12-25/聯合報/02 版/第二版】 

儘管當時的政府只預計將仙草列為可發展的農產項目，未有明確的政策來鼓勵農

民大量種植。但在一般的消費市場層面，已有少數民營公司於 1970 年代早期開始

以國內仙草為原料，發展出仙草汁、仙草粉等加工食品，但因公司規模較小，所

以需要資金的挹注或經銷商的協助，例如： 

產銷專利品仙草布丁粉、洛神花瓣粉及天然檸檬露的友三食品化工有限

公司徵求臺北縣、市經銷商…「仙草布丁粉」係採用本省特種仙草為原

料，在減壓下提煉，經超速分離後，再調配維他命 E 等成份，用最新的

科學方法煉製乾燥粉碎而成。【1971-05-09/經濟日報/11 版】 

藉此，可推估加工技術的發明、對仙草原料的需求，均有助於刺激國內仙草的種

植。但由於政府單位尚未積極介入，故報導較無關於仙草栽培技術或品種改良的

內容。而在此時的報導中，關西地區的新聞內容也多以地方建設（如公路整修和

水電配置）、農業概況（包括農會改革與作物種植）、地方盛事（如廟宇慶祝與體

育活動）、公司廣告（如六福村主題樂園）為主，並無提及與仙草相關的面向。 

到了 1980 年代，報紙突然開始出現關西地區是國內仙草種植的三大產地之一，

如 1982 年 8 月 24 日《民生報》所刊登的仙草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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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省仙草的三大產地，在新竹關西、苗栗三義、嘉義三界埔一帶。

三界埔方面的仙草因地屬熱帶，生長速度之快遠超過關西、三義，不過

也吃虧在這點上，動輒四、五尺，批發價卻只關西、三義的一半。 

【1982-08-24/民生報/12 版/副刊】 

這篇報導是早期與關西仙草最為相關的新聞。而從過往的新聞來看，可知國內外

對於仙草已有市場需求，儘管政府未投入資源協助，但關西地區的農民卻早已投

入種植仙草的行列。接著，1984 年的報導指出： 

農林廳最近積極輔導新竹縣關西及新埔兩地區種植仙草，預計以綜合生

產技術可使每公頃種植地平均收穫在八千臺斤左右。【1984-12-18/民生報

/10 版/地方新聞版】 

從這篇報導可判斷關西地區大量種植仙草的原因，除了受到市場需求的鼓舞，也

受到中央政府的技術協助12。緊接著，1985 年 8 月 25 日《經濟日報》便首次指出

泰山公司研發出眾多加工食品，包括仙草蜜。待仙草蜜在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後，

報導也開始出現較多關於仙草加工產品的內容，並且將生產過程或產品本身描述

成「衛生安全」。但在仙草加工產品的介紹裡，報導卻極少提及仙草原料的「種植

概況」。在 1951 至 1990 年的 459 篇報導中，僅有 7 篇談論地方種植仙草的情形，

顯現當時的消費社會尚未廣泛意識到地方和仙草的連結。 

因此，在 1986 年的報導中，關西地區所欲推廣的「一鄉鎮一特產」作物，並

非是國內種植面積占有一定比例的仙草，而是當時比仙草更具有經濟價值的柑橘

與香菇： 

新竹縣政府農務課課長徐朝聰表示，「一鄉鎮一特產」計劃目前正在執行

中的項目有：柑橘（湖口、橫山、關西、芎林）、香菇（新埔、關西）、

綠竹筍（寶山）、柿子（北埔）、茶葉（北埔）等。 

【1986-12-30/經濟日報/12 版/經濟副刊】 

                                                      
12

 為鼓勵稻田轉作其他作物或休耕種植綠肥，中央政府在 1984 年推動「稻米生產及稻米轉作」政

策（江瑞拱，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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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報導顯示儘管當時關西地區在仙草的種植條件上極具優勢，如地理氣候、仙

草品種、中央政府（農林廳）大力協助等，地方政府單位（新竹縣政府農務課）

仍不對仙草抱持信心，認為仙草的市場價值較柑橘和香菇低。另一方面，本研究

透過深度訪談，發現關西農會除了曾推廣柑橘與香菇，還曾推廣過高粱，但後來

因未仔細衡量市場情況而作罷： 

政府推行一鄉一特產，當時關西是分配到高粱，農民種到四五十公頃，結

果國家不收購，農會貯藏空間不夠，貯藏久了也有蟲害。當時想說關西這

邊仙草也蠻多的，因為客家人是零零落落種在山區，而且仙草以中藥材來

講，也是蠻好的東西。（關西農會推廣股負責人，2014/04/17） 

在經濟部推行一鄉鎮一特產之政策時，關西農會原先選擇的重點農作為高粱，但

鑒於市場需求不高且政府未設置健全的收購機制，以及農會的糧倉空間有限，所

以便放棄推行高粱的計畫。之後農會觀察到關西地區的農民有在山區和田間種植

仙草的習慣，且部分農民因應市場需求而有規模種植仙草的情況，故農會認為仙

草具有食用與經濟價值之潛力，便把仙草列為新的重點推廣作物。 

在此，可發現新聞媒體不僅是傳播消息的管道，也是具有權勢的個人或組織

所仰賴的宣傳媒介。在關西仙草尚未發展成現今著名的狀態時，關西農會在資本

有限且高粱作物失衡的情況下，並無機會吸引媒體的關注，反倒由新竹縣政府代

替其對外宣傳他種經濟作物。不過到了 1989 年，關西農會卻因一項加工技術的發

明，而出現重要的轉折： 

省農林廳桃園農改場和新竹關西農會昨日聯合發表研究成功的仙草茶茶

粉和茶精，將取代昔日的仙草販售，為仙草茶的銷售外貌增添一襲新衣。

關西農會人員表示，過去該鎮稻田轉作物中，仙草高居第一位，去年栽

種面積達八十點三公頃，今年更成長至一百五十六點六公頃。 

【1989-10-13/經濟日報/18 版/地方商業】 

由於桃園農業改良場和關西農會的技術合作，使得關西農會可將仙草加工成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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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產品，進而作為供應鏈策略的發展基石。另一方面，對地方農民而言，由於

關西農會有保價收購的模式，農民較不用擔心通路商的價格剝削，而可致力於大

規模的仙草栽培。如此關鍵的轉變，讓關西農會在「一鄉鎮一特產」的正式提案

中，不再以柑橘和香菇為主，而是以可能更具市場潛力的仙草作為推廣主角。 

總體而言，藉由報導及訪談資料的呈現，可發現 1990 年以前，仙草的品質論

述面向並不具有地方食物的特性描述。即便有談論仙草與地方的關係，也僅限於

種植概況的內容。而處在一般消費社會中的閱聽人，透過接收新聞媒體的內容，

大多會認知到與仙草相關的行動者是私人食品大廠（如泰山公司）、中央政府單位

（包含經濟部與農林廳）及地方政府單位（新竹縣政府），並且在 1980 年代晚期

因一鄉鎮一特產的新聞而察覺地方農民及農會的涉入。換句話說，從媒體報導的

時間先後順序與新聞訊息所隱含的權力關係來看，閱聽人對於關西仙草的起源印

象或許較多是關於中央政府的推廣協助，以及國內大廠所推出的加工產品。這些

行動者的投入固然重要，但本研究認為關西仙草發展初期（1980 年代早期）較少

受到媒體關注的地方農民、農會與農業改良場等行動者，他們為關西仙草打下厚

實基礎的貢獻亦不可被忽略。 

 

二、仙草的積極改造創新時期（1991 至 2000 年） 

自 1991 年開始，由於泰山、愛之味等國內食品大廠開始投入仙草相關的機能

食品與飲料，以及小吃業者開始推出熱的仙草食用方式，致使「加工技術」和「熱

飲食用」的報導類目激增，例如： 

以低價位為主的傳統性飲料如菊花茶、仙草蜜等飲料，由於具備清涼退火

及消費者懷舊的心態，在其他飲料不斷推陳出新的衝擊下，仍不被淘汰，

而有穩定成長。【1991-06-22/經濟日報/21 版/專輯】 

近年來新竹大街小巷常可看到賣燒仙草的攤子，成長速度僅次於檳榔攤，

有的生意非常好，好到老闆從開店到歇業都找不到時間休息。【1993-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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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日報/19 版】 

「加工技術」和「熱飲食用」等類目數量的快速增加，象徵著仙草不僅從隨

處可見、價格低廉的家庭藥草，變成可標準化大量生產的冷飲原料；也從以往適

合南部地區在夏季享用的食物，變成冬季也受北部消費者歡迎的商品。換言之，

對生產者而言，仙草產品不僅便於量產，其消費市場也相當龐大，囊括一年四季

與臺灣各區域。而對消費者來說，仙草本身所帶有的食用功能（如清涼退火），以

及仙草所蘊含的普遍性（適合各年齡層的消費者、消費者的飲食接受度較高），都

是使仙草得以快速商品化與工業化的要素。然而，就一般消費市場所提到的仙草

來看，國內大廠大多強調仙草產品的製造是經過檢驗且「衛生安全」。而小吃業者

因不時有衛生單位考察結果不佳的情況，故不像大廠會強調其產品為衛生安全，

反倒會著重材料來源和古法製作，將產品連結至生產地域、傳統意象和冰熱飲的

調理方式。 

而在小型民營公司的部分，最早提到其產品是以關西仙草作為原料的，是位

於關西隔壁鄉鎮（新埔鎮）的鄉津食品公司，而非更早投入仙草飲料市場的泰山。

在 1994 年的報導中，初次看到「關西仙草」這項關鍵字的出現，並非只是談到關

西地區是國內仙草的量產地之一，抑或是政府單位的投入推廣，而是認可關西仙

草具有好的食用品質，以及最佳的地域意象，如「農家種植的仙草氣味芳香」「道

地」、「臺灣鄉土」等描述： 

新竹關西地區的氣候四季宜人，農家種植的仙草氣味芳香，煎煮後的仙

草茶更是甘甜潤喉。位於新竹新埔的鄉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採取關西

仙草製成呷涼仙草茶，為今年炎熱夏季提供一帖透心涼的清涼劑，也是

道地臺灣鄉土風味的低糖飲料！【1994-09-02/經濟日報/30 版/食品工業】 

相對於民營公司在仙草產品上的行銷話語，此階段的關西農會尚未注意到仙草產

品可結合地方文化與環境資源，反倒是著重在當時消費市場對於食物快速、便利

的需求。換言之，此時的關西農會仍關注在種植、生產、加工等供應鏈策略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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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發展出結合各項地方資源的延展地域策略，例如： 

我國即將邁入已開發國家，民眾生活步調快速緊湊，飲食烹調也求快速，

許多參展廠商就以速食為參展重點。舉例來說，關西農會將仙草濃縮成

顆粒，一經沖泡，就能做成仙草茶。【1997-06-13/聯合報/38 版/消費】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 1990 年代以前的「關西仙草」只有兩篇報導提及熱

飲產品和食用方式，但到 1990 年代，卻增加到十八篇報導提及熱飲。至於冷品產

品和食用方式，則是從三篇增加到十一篇。如此的篇數變化，顯示出「關西仙草」

在仙草產品的研發和介紹上，較著重在熱飲層面，如即溶仙草、仙草雞、仙草排

骨等，參見以下報導： 

平均每一百斤的乾仙草加上一千兩百斤的水，經高溫高壓等萃取濃縮過

程，製成八十公斤的濃縮汁，再冷凍乾燥成八公斤的即溶仙草，因產量

有限，目前僅在新竹各農會超市、農特產中心有售。以即溶仙草及仙草

包製成的仙草雞、仙草排骨，近年也一躍而為關西特色菜。  【1998-12-18/

聯合報/47 版/深度旅遊周報】 

在此可發現「關西仙草」的論述和一般消費市場下的仙草介紹有兩項差異：第一，

關西仙草較少提及製造過程中的衛生安全，反倒著重絕不偷工減料的流程，並刻

意將產品的販售地點限定在新竹地區，顯示仙草原料的供不應求。相反地，食品

大廠只著重衛生安全的製造過程，而極少提到仙草原料來源。第二，關西仙草在

相關產品和料理的推廣上，較推薦由即溶仙草粉或仙草包製成的仙草雞、仙草排

骨，並且將其視為關西地區的特色菜餚。對照一般的小吃業者，業者大多只推出

仙草冰和燒仙草等產品，且彼此之間差異較小，無法像關西地區突顯仙草雞和仙

草排骨的料理特殊性。 

總體而言，仙草在 1991 至 2000 年這段積極改造的創新時期，不僅關西農會

和農業改良場等農政單位開始投入仙草相關研究與產品研發，國內大廠和小吃業

者也開始推出仙草的機能飲料和熱飲產品。但在相關論述和品質著重層面上，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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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主導的關西仙草是以熱飲產品為主，並且強調產地來源；國內大廠著重衛生

安全層面、小吃業者則是同時以冷品和熱飲兩項產品為主。眾多的生產者使仙草

逐漸活耀於消費市場，而從報導所描述的市場反應中，似乎也可看到消費者對於

仙草的熱愛。但此趨勢並不足以讓關西仙草的名聲穩固，也無法讓地方政府或多

數的在地消費者認同。如以下這篇 1999 年的地方報導，顯示出關西鎮公所推動的

地方特色食物並非仙草，而是草莓： 

關西鎮代王玉蓮說，關西的特產包括仙草、草莓、茶葉等農產品，鎮公

所提出的鄉鎮特產僅「草莓」而已，鎮公所應以草莓為主，其他農產品

為輔，舉辦活動打響名號。【1999-11-18/聯合報/20 版/桃竹苗生活圈】 

由此可知，仙草要成為關西地區的食物特色食物，僅靠農民大量種植及農會設置

加工廠是不夠的，它需要進一步的推廣運作，好讓地方政府與在地消費者接受，

並逐漸拓展至外地市場。而延展地域策略的實施對於關西農會來說，是在資本有

限及供應鏈穩定發展的情況下，可積極集結眾多地方資源的新發展方向。 

 

三、仙草的地方特色食物成形時期（2001 年之後） 

在仙草的創新時期，報導的論述內容傾向「加工技術」、「冷品食用」及「熱

飲食用」，顯現生產加工技術及食用方式的重要。然而，在 2001 至 2010 年，報導

內容的類目卻是以「冷品食用」、「熱飲食用」及「地方發展」為比率較高者，顯

示仙草在此時期已逐漸具有地方特色食物的特性。此外，就「關西+仙草」各類目

數量占「仙草」各類目數量之百分比來看，由高至低依序為旅遊消費（89%）、客

家文化（71%）、種植概況（69%）、加工技術（58%）及熱飲食用（57%），呈現關

西仙草在此時期已漸漸穩固其在消費市場上的定位。 

在一般消費市場的部分，2008 年 1 月 29 日《經濟日報》便首次指出泰山公司

因飲料事業在中國華南地區已奠定基礎，往後將逐步往其他省分拓展。因此，自

泰山公司將重心轉移至中國市場，關於仙草加工技術層面的報導便減少許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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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吃業者的部分，因為報導開始出現重組牛肉、毒鴨蛋、瘦肉精等食安新聞，

所以消費者逐漸對工業食品感到疑慮，而部分強調手工製程的店家卻也因此崛起，

其中鮮芋仙便是著名的仙草連鎖店之一。 

而在關西仙草的部分，鑒於臺灣於 1997 年開始實施周休二日，隨之帶來的是

旅遊風氣的盛行及旅遊市場的蓬勃發展（林明，2009）。又中央政府於 2001 年推

動「一鄉一休閒」政策，期望透過發展休閒農漁業，來作為國內旅遊發展方案的

重點工作，以協助農鄉提振經濟及創造在地就業機會（張家淵，2002）。農會開始

發想系列旅遊活動，而關西仙草節也油然而生： 

第一屆關西鎮仙草節文化系列活動17日起在關西仙草加工廠熱情登場，

屆時將提供仙草特製餐點免費品嘗，以及仙草新產品發表展售會，歡迎

鄉親踴躍參與。【2001-11-15/民生報/B10 版/戶外旅遊】 

這篇新聞精簡地呈現關西仙草節所隱含的權力關係與意圖：第一，從節慶會場地

點選在農會的仙草加工廠來看，可發現農會對於仙草的推廣活動有較多的決定權。

若是由鎮公所舉辦，仙草節或許會選擇在市區中心，而非和市區有些許距離的加

工廠。第二，第一屆仙草節的免費品嘗和新產品發表，幾乎為往後的仙草節確立

了活動基模。免費品嘗不只是一種吸引人潮的手法，同時也蘊含著遊客至特定地

區體驗特定食物的一種渴望（Hall & Sharples, 2008）。而新產品發表意味著農會對

於消費趨勢的關注，如仙草節在初始時期是以即溶仙草、袋裝仙草茶包為主，但

近年來卻逐漸以仙草面膜、手工香皂等美妝用品為主。第三，在第一屆仙草節的

報導中，農會藉由媒體所訴求的對象是在地消費者（由「歡迎鄉親」一詞可看出）。

換言之，仙草節之目的在於使消費者認可仙草的新興特質，尤其先以進入在地消

費者的日常生活，進而穩固其對仙草的飲食需求或認同，是農會所希望達成的初

始目標。 

對比於一般的消費市場，關西仙草的論述內容較著重在客家文化、種植概況

和熱飲食用等層面，顯示地域族群文化的特殊性，及仙草原料可藉由熱飲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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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突顯其優良的品質，例如： 

為了推廣地方特色產業，新竹縣政府將於 11 月 2、3 日舉辦「關西仙草養

生觀光節」，新竹縣長鄭永金表示國內的仙草百分之八十產自關西，因此

仙草可以說是關西最具特色的農產品之一…關西人為了展現客家人好客

的傳統，舉凡熱呼呼的仙草茶、客家麻糬、仙草雞、炒米粉等，都可以在

現場免費品嚐。【2002-10-08/民生報/B7 版/戶外旅遊】 

從報導提及的免費品嘗項目中，可發現仙草茶和仙草雞都是以熱食的方式呈現，

突顯出熱飲產品在關西仙草節裡扮演的重要角色。而隨著歷年仙草節的舉辦，報

導內容不僅開始出現關於仙草的安全、衛生、產地來源等基本品質面向，同時也

有生產者對自我、仙草與地方的認同描述，如以下內容： 

關西農會推廣股長說，仙草生長不需灑農藥，最大賣點在於百分之百純天

然作物…農會對仙草禮盒熱賣十分驕傲，很多長輩不敢相信，醜醜的仙草

也能成為禮品…總幹事認為，仙草若能結合生技，未來更具潛力，「我們

要靠仙草闖天下！」。【2008-03-01/聯合報/C2 版】 

由於每年在仙草節舉辦的前後時間，和關西仙草有關的報導數量都明顯地多，

故對農會和地方業者而言，仙草節所吸引的媒體關注及實際遊客數量，大致上具

有效果，對仙草產品的銷售也有所助益。而透過仙草節的報導內容，如交通資訊

以國道交流道的方向為主、詞彙從「歡迎鄉親」轉變成「歡迎各地遊客」等，也

可發現仙草節所訴求的對象逐漸從在地消費者，而擴張至外縣市的遊客。此外，

從關西地區於 2004 年開始舉辦的新興節慶─鹹菜甕節，也可看出仙草節對於地方

觀光具有一定程度的效益，使得地方業者想以鹹菜效仿： 

關西鹹菜甕嘉年華連兩天，今天還有魔術表演、農特產展售和踩鹹菜體

驗，並提供鹹菜料理，和仙草、蔬果、茶葉「關西三寶」美食供品嘗。 

【2012-11-25/聯合報/B2 版/新竹生活】 

從這篇報導可看出由關西鎮公所和地方業者所舉辦的鹹菜甕節中，已把仙草視為



65 

 

「關西三寶」之一，顯示仙草節對於重新塑造在地居民對仙草的印象具有成效，

甚至對鹹菜甕節具有領航作用。對比關西鎮公所在 1999 年提出地方特色食物應以

草莓為主，當今卻視仙草為地方特色食物之一，可顯現節慶活動的舉辦不僅讓關

西農會有宣傳仙草秀異品質的機會（如突顯仙草茶熱飲與香氣的重要），也讓在地

消費者、地方政府單位與團體有瞭解或認同仙草的契機。總體來說，仙草大致是

在 2001 年之後，以農會為主要的行動者及新興節慶為重要的推廣活動，並搭配各

式的地方業者及政府單位，如小吃業者、地方餐廳、關西鎮公所及新竹縣政府，

才逐漸穩定其在關西地區的推展。 

 

第三節 小結 

本研究為呈現關西仙草的構築與維繫歷程，主要採用的資料來源為新聞報紙

與深度訪談。新聞報紙除了具有歷時性描述消費社會的優點，亦可反映具有權勢

的個體或群體如何發展對其有利的論述。透過新聞報紙的闡述可補充深度訪談在

時間歷程上的轉變，而深度訪談也可補足新聞報紙所缺乏的弱勢訊息，以增進本

研究之信度。本研究藉由聯合知識庫的新聞資料，發現關西仙草的發展歷程是由

大量種植、生產加工，最後演變至地方特色的塑造與認同。 

鑒於聯合知識庫僅收納 1950 年代至今的報導，故本研究只能盡所可能地辨別

與指出 1950 年代以後的仙草發展脈絡。至於 1950 年代以前的樣貌，從飲食專書

與相關論文可知臺灣在日據時期便已出現冰品的食用方式，並且大多源自日本人

所發明的老式清冰，意即將糖水、配料放置於剉冰上（張玉欣、楊秀萍，2004；

陳冠丞，2014）。換言之，早期報導的仙草著重在冰品的食用方式，與日據時期留

下的冰品吃法密切相關。大致來說，仙草的食用方式與品質面向轉折可分為幾個

部分，包括日據時期的冰品食用、食品大廠的加工製造、關西農會的熱飲食用與

地域意象。 

若透過具有影響消費風氣的能力與論述優勢的新聞媒體，而將焦點著重於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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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仙草的發展歷程上，可發現仙草在 1980 年代以前並非關西地區的特色食物，唯

一相關的報導只有關西在地的製茶廠曾把仙草作為花草茶包的原料之一13。自 1980

年代開始，報導提及國內仙草的三大產地為新竹關西、苗栗三義、嘉義三界埔，

其中農林廳（現今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4）鑒於仙草屬於高經濟性農作，故

積極輔導新竹關西及新埔兩地種植。但即使如此，在當時的「一鄉鎮一特產」提

案計劃中，關西地區所提出的特色食物項目並非仙草，而是柑橘和香菇。 

直至 1980 年代晚期與 1990 年代早期，報導指出桃園農業改良場和關西農會

聯合發表仙草茶粉的加工技術，關西農會才將仙草作為「一鄉鎮一特產」計畫的

正式推廣項目，並積極找尋仙草的銷售管道。待 1990 年代晚期，仙草加工廠設置

完成後，關西農會已能大量製造仙草茶粉。而此時期的報導也開始將關西地區和

仙草連結，如將關西地區描述成國內仙草的重要產地，抑或是將仙草當作關西的

代表食物。 

換句話說，2001 年以前的關西仙草報導偏重描述仙草產品的種植生產與加工

製造過程，同時談及仙草產品的感官屬性描述，如外觀、味道。另外，此時期的

報導也提及政府單位對於關西仙草的鼓勵政策或活動推廣。但儘管報導內容已將

關西地區與仙草連結，此時的報導數量仍然不多。直到 2001 年農會舉辦關西仙草

節的活動，報導才逐漸著重關西仙草的旅遊消費層面，如交通方式、節慶活動、

住宿資訊等。同時，報導也談到仙草的衛生安全和功用療效，將原本著重感官屬

性的食物品質面向，漸漸添增安全性和營養層面。而對比於一般消費市場中的仙

草報導描述，關西仙草在地方發展、客家文化、旅遊消費等層面占有較多的比例，

顯示地方特色食物的品質描述多與地域意象、官方支持、族群文化、地區旅遊等

地域性或政治性的食物品質面向相關。 

                                                      
13

 相關報導內容為「高平製茶工廠為提高國人對飲茶的興趣，特斥鉅資，引進國外鋁箔防潮包裝

設備，大量產製新口味的「滋麗」、「恬恬」茶袋。「滋麗」係採用菊花、仙草、洛神花、茶等材料

研製，能提神降火。高平製茶廠在新竹縣關西鎮北斗里三五號」【1980-02-09/民生報/08版/第八版】。 
14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2008）：http://www.a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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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就歷史脈絡來看，關西仙草經歷了農業政策的轉變、加工技術的

變革、消費市場及媒體關注的變化。各式的挑戰與轉折，使得關西地區和仙草逐

漸產生連結，無論是生產環境，抑或是地域意象的層面。從古早的茶產業、經濟

價值較高的柑橘與香菇、適合發展觀光旅遊的草莓、以關西地名淵源為主體的鹹

菜，可發現仙草對於關西地區而言，並非一開始就是穩固的、受到眾多消費者接

受的地方特色食物。然而，透過農業改良場、農民、農會、在地業者和消費者的

共同參與，關西地區與仙草的共構也得以逐漸累積和醞釀。關西仙草節不只是一

種每年只占兩天時間又耗費成本的活動，它隱含著地方單位在資本有限的情況下，

試圖結合各項地方資源，好讓在地與非在地的消費者能藉由節慶活動的參與，來

重新塑造與定義仙草的意涵。而媒體報導對於關西仙草的建構，不僅潛在影響消

費市場與閱聽人對於關西仙草的意象認知，也為關西仙草及參與其中的行動者提

供歷史發展和權力關係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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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關西仙草的構築 

 

繼前章說明仙草的品質轉換歷程，以及辨別關西仙草於不同階段的主要行動

者，本章將透過深度訪談與次級資料的輔助，闡述行動者如何藉由複雜的互動與

交涉來建構關西仙草，並試圖描述不同行動者對關西仙草的意義賦予為何。 

根據 Tregear 等人（2007）所提出之發展策略行動者及報紙媒體所隱含之關鍵

行動者，本研究認為涉入關西仙草的主要行動者有地方農民、農業改良場、關西

農會、地方業者及在地消費者。1990 年以前，儘管關西仙草的名聲尚未遠播，但

地方農民與農業改良場因應消費市場的需求，已有規模種植與品種研發的趨勢。

關西農會在中央政策推動的壓力下，亦順應地方農民與農業改良場的仙草種植趨

勢，而投入推廣仙草的行列。1991 至 2000 年，地方農民為擴大仙草產量，而衍生

出水田與仙草輪作的種植方式。同時，關西農會借助農業改良場的技術研發成果，

也得以向中央政府申請設置仙草加工廠的經費，進而發展供應鏈策略。然而，此

時的在地消費者對於仙草並無太多認同，僅把仙草作為客家族群中常見的飲食。 

2001 年以後，農會藉由生產與加工層面的供應鏈策略，及結合地方各式資源

的延展地域策略，而逐漸獲得在地消費者的注意。其中，農會於平日提供的仙草

茶試喝、仙草凍 DIY 及特定時間舉辦的仙草節活動，都是使在地消費者得以共構

關西仙草的重要環節。隨著關西仙草的名聲遠播，產業協會與部分在地居民也希

望關西農會能促進地方整體的觀光、經濟與文化層面。但由於農會的初衷為協助

地方農民，再加上農會在仙草加工廠投入的資金相當龐大，故農會所考量的是自

身仙草產業的發展，而非地方整體經濟。除了農會與產業協會的矛盾關係，農會

與地方農民的關係亦有所改變。地方農民過去相當仰賴農會給予的協助，但當今

卻因農民人口老化及仙草盤商的增加，而變成農會極度仰賴地方農民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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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仙草的傳統特質時期 

在仙草的傳統特質時期（1990 年以前），關西地區與仙草最為相關的行動者有

地方農民及農業改良場，其次有關西農會和地方業者。至於在地消費者，則是處

於將仙草視為一般藥草或作物的階段（參見圖 5-1）。 

 

 

                                關 西 仙 草 

 

                   地       農       關       地       在 

                   方       業       西       方       地 

                   農       改       農       業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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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1 關西仙草相關行動者（1990 年以前） 

 

一、地方農民 

姜金龍與龔財立（2002）指出國內仙草的種植方式是由零散而逐漸集約。在

1950 至 1960 年代，仙草乃以零星的方式生產，大多農民會將仙草種於山坡地果園

下或平地菜園邊，以副產物的模式運作。直至 1970 年代，臺南縣白河鎮、嘉義縣

水上鄉等南部地區才開始有較為集約的栽培方式。1980 年代以後，仙草的集約種

植愈加成熟，但卻是以北部地區為主，如新竹縣關西鎮、苗栗縣銅鑼鄉。大致來

說，仙草的種植規模是由零星栽植的農作副產物，逐漸轉變成集約耕種的經濟作

物。根據本研究之訪談資料，受訪農民亦指出早期關西地區的仙草是種植在田邊，

待秋季作物收成後，便會順道把仙草收割曝曬，以作為自家食用或拿至市場兜售： 

我們很早就有種仙草，只是以前的規模不像現在這麼大，大部分是種在

田邊。水稻收割之後，就可以把仙草和其他作物一起收割，然後自己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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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喝或拿去市場賣。後來慢慢地有販子（中盤商）說要買仙草，我們就

多種一些。（地方農民Ａ，2014/03/15） 

1980 年代以後，由於消費市場對於仙草的需求量逐漸擴張15，再加上關西地區的農

民早期即有種植仙草的習慣，於是便發展出大規模種植仙草的情況。同時，和農

民種植技術及作物品種改良密切相關的農業改良場，鑒於關西地區的農民有種植

仙草的需求，故也投入仙草品種研究與栽培的協助工作。 

 

二、農業改良場 

農業改良場為協助農民栽植仙草，而依農民種植方式與規模的不同，盡力研

發出不同品系的仙草。一般來說，農民早期種植的仙草品種，皆為山麓地帶的原

生種，但經多年研究與改良，目前各地區已發展出不同的特色品種（黃貴豪、胡

敏夫，2000）。舉例而言，位於北部地區的關西鎮乃利用無性繁殖育苗法（扦插法），

主要種植匍匐性品種（73-K-4），其最適種植時期為三月中旬至四月中旬，儘管採

收費工，但較適合北部溫和的氣候。若將此匍匐性品種移至南部地區種植，則仙

草會因氣候炎熱而生長不佳。因此，位於南部地區的水上鄉乃盛行栽培直立種

（83-S-7），並採用種子播種與移植（胡敏夫、林義恭、劉新裕，2002）。 

改良場這邊有各個國家的仙草，中國、印尼、越南等通通都有。仙草的

培育不是一兩年就能完成，除了培育出各式各樣的品種，還必須研究品

種的穩定性和適合的生長環境。（農業改良場新埔工作站負責人，

2015/01/29） 

暫且不論國產仙草與進口仙草的優劣，即使是國產仙草本身，不同地區所種植的

仙草品質（包含種質變異、葉凝膠強度、香氣等）也有相當大的差異。一旦消費

市場與農民有栽植仙草的需求，農業改良場勢必要花費眾多心血投入。因此，在

                                                      
15

 1982 年 8 月 24 日的《民生報》及 1985 年 8 月 25 日的《經濟日報》分別指出關西地區是國內仙

草種植的三大產地之一，而國內食品大廠（泰山公司）亦開始投入仙草加工產品的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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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代以前，關西地區與仙草密切相關的行動者實屬地方農民與農業改良場。 

 

三、關西農會 

關西農會早期在關西地區所扮演的角色和一般地方農會的定位相差不遠，主 

要執行的內容為提供農民及其家屬在耕種技術、設備租賃、信用貸款、生活品質

等層面的協助和改善（張文賢，2002）。就作物耕種而言，對照農糧署曾在 1974

年實施稻米保價制度，農會協助農民種植作物的工作內容較為單一；1984 年農會

卻因稻米轉作政策，而逐漸面臨輔助農民轉型的複雜工作（張家淵，2002）。此外，

由於經濟部於 1986 年開始擬定「一鄉鎮一特產」之政策，以及農糧署於 1989 推

行第二期稻米轉作計畫，關西農會開始積極找尋可替代稻米的新經濟作物。 

受到稻米轉作政策對於綠肥、玉米、高粱及大豆等作物的獎勵，關西農會在

初始階段鼓勵農民大量種植高粱，但卻因為市場對高粱本身需求不大、高粱加工

設備不足及農會存放空間不夠等問題，而放棄推廣高粱。 

高粱失敗後，農會還是有推行特產的壓力，但關西和新竹其他鄉鎮一樣，

大部分是種茶葉和橘子，沒什麼特別的。我們想了很久，後來想到農民

很早就有在種仙草，所以就打算找農業改良場幫忙研究加工。（關西農會

推廣股負責人，2013/12/20） 

在思索新作物的推廣時，關西農會察覺地方農民早已投入仙草的種植，於是便開

始規劃尋求農業改良場的技術協助，希望仙草能藉由加工層面的改造，來避免面

臨和高粱一樣的困境。 

 

四、地方業者（攤商） 

在關西農會尚未積極介入仙草的收購與銷售之前，地方農民大多將仙草販售

給中藥行、盤商或自行至市場兜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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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還沒開始收購的時候，我們就已經有在種仙草，雖然量沒有現在這

麼多，但賣給中藥行和盤商的量還是有的…有些農民也會把仙草乾和其

他菜一起拿去市場賣。（地方農民 B，2014/08/27） 

以前關西沒有專門賣仙草的店，大部分就是市場在賣的仙草乾、仙草凍

和仙草冰之類的東西。（地方業者仙草博物館負責人，2014/04/18） 

類似於一般農村的仙草銷售模式，關西地區的仙草在名氣尚未提升前，常以藥材

或消暑產品的方式被販售，或是和其他農作一同被當作農民補貼家用的副產物。 

 

五、在地消費者 

對部分在地消費者來說，仙草早期是一種廉價且具備消暑功能的食物，難以

將仙草視為地方的特色代表： 

關西早期沒什麼特產，本來有茶葉，但後來就慢慢沒落。現在的仙草和

鹹菜對當時的人來說是很一般的食物，不只關西，附近的客家庄（竹東、

新埔等鄉鎮）也常常會看到。（地方里長，2014/05/27） 

隨著稻米轉作政策的實施，關西地區的特色食物歷經了茶葉、柑橘、香菇等不同

作物的競爭16。相對於這些在市場上具備高經濟價值的精緻作物，仙草對在地的消

費者而言，可說是相當普遍且便宜的食物，難以將仙草與關西地區作特定的意象

連結，至多只能把仙草與客家族群既有的飲食文化產生聯繫。 

 

第二節 仙草的積極改造創新時期 

在仙草的積極改造創新時期（1991 至 2000 年），關西地區和仙草密切相關的

行動者為地方農民、農業改良場及關西農會，其次為地方業者。至於在地消費者，

則是逐漸意識到農會與業者對於仙草產品的推廣（參見圖 5-2）。 

                                                      
16

 1986 年 12 月 30 日的《經濟日報》便指出關西地區的「一鄉鎮一特產」計畫提案作物為柑橘和

香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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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2 關西仙草相關行動者（1991 至 2000 年） 

 

一、地方農民 

自關西農會於 1990 年正式將仙草列為「一鄉鎮一特產」之推廣作物後，便積

極鼓勵地方農民投入仙草種植或擴大仙草栽培面積。而地方農民憑藉過去種植水

稻或其他農作的經驗，並配合農業改良場對於仙草栽種之研究，也迅速地發展出

合適的種植模式。以仙草產銷班的農民為例，由於仙草有連作障礙，故多數農民

是採取仙草與水稻的輪作方式： 

仙草有連作的障礙，所以種仙草的農民可說是遊牧民族，今年在那邊，

明年在這邊，一直在換田地。或是說，農民可租一公頃的地，其中仙草

種五分地，而剩下的五分地種水稻。我們農民有試過不輪作，但和一般

仙草的長度相比（180 至 200 公分），不輪作的仙草可能只有 15 或 20 公

分。（關西農會推廣股負責人，2013/12/20） 

胡敏夫、林義恭及劉新裕（2002）亦指出仙草不宜於同一塊田地連續種植，

且田地宜選擇水稻後作地，或曾浸六個月以上之土壤為佳。若長年於旱作地種植，

則仙草易發生萎凋病或生長不良。而根據訪談農民與實際觀察之結果，若農民選

擇種植一期水稻，則會於二月進行整地育苗的工作，並於三月插秧。四至六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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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水稻不同成長階段之需求施放肥料，以及灌溉與排水。最後，農民會於七月

進行水稻的放水與收割、曝曬之工作。同時，在仙草的種植方面，農民會於每年

三月開始整地育苗，並於四月進行插植種苗的工作。至於五月到七月，則是進行

施肥、鋤草、灌溉與排水之工作，八月開始選取和培育次年的仙草種苗。隨著東

北季風的來臨，農民會於九降風吹起的時刻，也就是九至十月，開始收割和曝曬

仙草。接著，農民在十一至十二月會貯存仙草乾，並等待關西農會與地方業者的

收購（對象主要是以農會為主，業者為輔）。 

自關西農會對仙草有收購保證且價格較稻米高時，仙草與水稻的輪作對於農

民來說，仙草才是農民所關注的重點作物，而水稻僅是協助仙草成長的輔助品。

對比於農民早期符應政府的獎勵政策，將水稻視為重要的生計來源，當今的農民

卻轉以思考如何利用水稻的特性，來輔助種植另一項作物。因此，若農民本身即

擁有土地，則每年仔細規劃仙草與水稻的輪作範圍是常見的種植方式。但若農民

本身無土地、主要採租用的方式，則積極找尋水田後作地便是該農民在種植仙草

前的重要準備工作。 

 

二、農業改良場 

在關西農會決定推廣仙草的同時，以臺灣北區農業為主的桃園農業改良場也

著手進行新品種的培育。為配合即溶仙草粉的加工技術，農業改良場將本土的野

生仙草分別與中國、印尼與越南的仙草混種，以膠質含量高與香氣濃的仙草品種

為目標。歷經十年的品系比較試驗、栽培技術改良等研究進程，農業改良場最終

在 2000 年育種出「桃園一號」。 

我們要猜測之後的市場會需要什麼樣的品種、不同地區因為地理氣候的

不同，又適合種植什麼品種。這有時很看機緣，不是每個品種都有機會

被種植。（農業改良場新埔工作站負責人，2015/01/29） 

從農業改良場的訪談資料可發現農產品的品質化過程，不同於工業產品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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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標準化的規格、固定的生產環境、穩定的生產原料。甚至，Callon 等人（2002）

在「品質化」的理論提到，即使食物生產於工業製程，也不會有任兩項商品是完

全一模一樣的情況。換句話說，以關西地區目前所種植的仙草品種為例，「桃園一

號」的育種過程本身就是仙草品質化的歷程之一。透過研究人員多年的努力，桃

園一號才得以藉由扦插種植法、定期施肥流程，並配合關西地區之地理氣候，來

穩定種植面積與產量。 

然而，即使桃園一號可在研究場域具備穩定性，實際的栽植情況仍會因農民

種植習性的不同、自然災害、氣候條件變化等原因而有所差異。而這些種植上的

差異，便可能會導致仙草產品無法穩定其品質，好比今年的仙草茶可能比去年的

仙草茶多一分苦味。為此，在加工研發和行銷販售層面的行動者，便會從自身利

益發展出合適的品質論述方式，例如：農會供銷部可能會說今年的仙草茶較去年

來得更濃郁和真材實料；地方業者或許會說今年因應健康養生的觀念而減少糖分，

故仙草茶較去年苦。儘管消費端的仙草品質論述，並非農業改良場所能干涉的層

面，但其在仙草品質化的過程所扮演的角色，卻是無可置疑地重要。品種研發與

改良是農產品的起始點，也是農產品進行市場區隔的判斷要素之一。舉例來說，

關西地區是以仙草乾製成的沖泡粉為主，故膠質高的桃園一號為首選品種；而桃

園地區是以新鮮仙草葉製成的茶葉為主，故膠質低、香氣濃的桃園二號才是首選17。

因此，農業改良場人員不單只是扮演技術協助的角色，他們同時也需要關於消費

市場的敏銳度及觀察力。 

 

三、關西農會 

關西農會自計畫推廣仙草後，便開始實施「供應鏈策略」（supply chain strategy）。

供應鏈策略乃指由地方特色食物之生產與加工過程中的行動者所建構出的網絡。

                                                      
17

 桃園一號因植莖匍匐而採摘費工，其汁液凝膠力強，可加工成茶凍或製成茶粉。桃園二號為半

直立株，可用機器輔以人工採摘，汁液凝膠力較差，可熬煮成茶（上下游新聞，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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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網絡以行動者自身對於食物生產所關心的利益層面為中心，聚焦於生產的各個

層次及各種食物行銷策略（Tregear et al., 2007）。就生產層面而言，農會推廣股是

積極地與地方農民、農業改良場合作；就加工層面來說，農會供銷部是盡力地與

研發單位合作拓展仙草加工產品。 

（一）推廣股與地方農民 

鑒於中央政府所推出的稻米保價制度，關西農會推廣股自 1970 年代便開始收

購地方農民所栽種的稻米，故就收購模式而言，推廣股早期便與稻農培養出一定

的默契。在此基礎上，推廣股藉由鼓勵稻農種植仙草、提升仙草的收購價格等方

式，便可在 1990 年代迅速地擴張關西地區的仙草種植面積。 

（二）推廣股與農業改良場 

Vermeire 等人（2008）提到農村發展的過程中，行動者大多會以農業資源為

基礎，並側重於地方資源的利用與重置，以及各類行動者的參與和推動。儘管地

方特色食物的驅力模式是以內生為主、外生為輔，但不同地方的資源如何被發掘

或增值，卻可能會隨著涉入行動者的類型，及其所選擇的策略不同而有所差異。

人力與環境資源等內生驅力是地方特色食物的核心力量，但外部資源和資金等外

生驅力的投入，也同樣是地方特色食物的重要元素。如同關西仙草至今能開展多

種樣貌的仙草產品，要歸功於農業改良場授權的加工技術及農業委員會的資金挹

入，使農會得以成立仙草加工廠。 

關西農會自 1989 年因應政策而正式推廣仙草種植的同時，桃園農業改良場也

研發出將仙草製成仙草袋茶及仙草茶粉的技術，但因缺乏廠房，所以無法大量生

產。直至 1992 年，農業委員會決定給予關西農會一千六百萬的資金開設仙草加工

廠，且農業改良場也決定將仙草茶粉的技術獨家授權予關西農會，仙草加工廠才

得以在 1994 年正式運作，並於 1998 年進行擴廠（蔡佩宜，2010）。仙草加工廠的

設置對關西農會來說，是一項重大的轉折，其不僅保障農會擁有全臺唯一的仙草

香氣回填及高壓萃取技術，也使農會能夠大量消耗仙草原料，並製作多元的仙草



78 
 

產品。 

圖 5-3 顯示仙草的加工流程中有三項重點：第一，「高壓萃取技術」使仙草乾

的萃取時間控制在四十分鐘，相較於以往仙草乾必須烹煮三小時以上，可說是節

省不少時間與能源。而「濃縮汁超過濾加工技術」也使得仙草殘渣的過濾時間減

少許多，使仙草加工的產能提升不少（史宏財，1998；葉小慧，2001）。第二，「香

氣冷凝技術」可將仙草乾的香味以類似精油萃取的方式保存，並且回填至仙草濃

縮液中，使其保有國內仙草特有的香氣（李靜潔，2002）。第三，「研磨技術」能

讓仙草濃縮塊變為仙草粉，其不僅可像即溶咖啡般，方便沖泡與飲用；也可延長

仙草的保存時間，並作為各類加工產品的基礎，如仙草粄條、仙草手工拉麵等（蘇

怡妃，2000）。 

 

 

     仙草乾      洗淨      萃取      初濾      貯存 

                                                     

                                                       香氣冷凝液 

                                               濃縮 

                                                       香氣分離濃縮  

 

      磨粉      仙草濃縮塊      冷凍乾燥     成品貯藏 

 

 

圖 5-3 關西仙草加工流程 

資料來源：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13）：http://theme.otop.tw/kuanhsi/1_1.htm 

 

在所有的加工技術中，「香氣冷凝技術」是關西仙草得以和一般市場有所區隔

的關鍵技術。從前章關於報導新聞的探討，可發現國內大廠著重冰品或冷飲形式

的仙草產品，但關西仙草的產品論述重心卻是熱飲產品。大致來說，熱飲產品有

兩項要點，一為產品不易保存與運送，二為消費者在食用熱飲產品時，較易體察

產品本身的香氣與口味。而植物茶中的香氣成分是藉由酵素催化及複雜的化學作

用形成，因而香氣的濃淡是由植物本身和加工條件所決定（朱光裕，2006）。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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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廠為降低成本，大多不會選擇投入熱飲產品的市場。相反地，關西農會因原料

來源為在地仙草，且具備香氣回填的技術，故在原料本身與加工技術的投入是遠

高於國內大廠，進而可發展出不同於一般市場的產品論述。 

（三）供銷部與其他單位 

由於香氣冷凝技術之研發，及 1998 年仙草加工廠完成擴廠之緣故，關西農會

可自主生產大量的即溶仙草粉，不再受限於小型加工設備。而除了即溶仙草粉，

供銷部在 2000 年所推出的「三合一燒仙草」也是重要的產品項目。此種燒仙草即

溶包不僅是關西農會首次結合官方機構（農業改良場）和學術機構（臺大園藝所）

的研發智慧，也是關西農會投入仙草熱飲市場的代表作。此外，在販售通路的部

分，供銷部大致是以在地逐漸擴展至外地的方式進行。 

農會一直都在盡力拓展通路，早期是跟附近的餐廳建議飲料可以進最有

在地風味的仙草茶。（關西農會供銷部負責人，2013/12/01） 

供銷部早期是以關西鎮內的餐廳為仙草茶的推廣對象，期望用餐客人除了啤

酒與果汁，還可選擇仙草茶這項飲品。若參照部分在地居民的訪談資料（即仙草

和客家飲食文化相關），可發現供銷部採取此種銷售模式的原因，便是希望吸引居

住在關西地區的廣泛客家族群，並加深其對仙草之印象、轉換其除了仙草之外的

飲品習性。 

 

四、地方業者（攤商、小型食品工廠） 

從關西農會介入仙草的收購、加工與銷售後，地方農民自行將仙草拿至市場

販售的情況便減少許多，大多交售給關西農會或地方業者： 

農會開始收購仙草之後，我們就專心種仙草。之後慢慢地也開始有大的

盤商說要買關西仙草，所以我們就不用擔心種出來的仙草沒人要。    

（地方農民 D，2014/08/27） 

鄉津食品推出「呷涼」仙草茶、不僅有益健康，更有濃濃的地方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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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新竹新埔的鄉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採取關西仙草製成「呷涼」仙草

茶，為今年夏季提供一帖清涼劑。【1995-08-04/經濟日報/34 版/食品餐飲】 

市場需求與收購價格的提升是地方農民決定大量種植仙草的主要因素。1990 年代

除了關西農會的投入，位於關西隔壁鄉鎮的小型食品公司（新埔鎮的鄉津食品）

對關西仙草的宣傳，也使仙草得以與地域性的食物品質聯繫。 

 

五、在地消費者 

自關西農會開始投入仙草的推廣與行銷後，部分在地消費者逐漸意識到關西

地區將可能發展出新的特色食品。然而，多數在地消費者卻認為仙草不像其他經

濟作物在外觀、食用療效或文化意義上具有吸引力。 

農會剛開始推仙草的時候，很多人，尤其是老一輩的，都覺得仙草沒什

麼特別。因為仙草就是黑黑醜醜的，平常頂多用來降火氣，不會有人說

年節送禮要送仙草。（關西農會供銷部負責人，2013/12/01） 

儘管關西農會在 1990 年代已漸漸發展出規模較大且具系統性的供應鏈策略，如仙

草加工廠的設置與擴廠、即溶仙草粉的研發等，但大多在地消費者對農會所推出

的仙草產品是抱持姑且一試或觀望的態度。 

 

第三節 仙草的地方特色食物成形時期 

在仙草的地方特色食物成形時期（2001 年以後），關西地區和仙草密切相關的

行動者囊括多種類型（參見圖 5-4）。地方農民、農業改良場專注於仙草的種植層

面；關西農會同時實施供應鏈與延展地域策略；地方業者分別採取供應鏈及延展

地域策略；在地消費者則藉由農會平日提供的仙草茶試喝及特定時日舉辦的仙草

節，而逐漸接納與認同關西仙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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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4 關西仙草相關行動者（2001 年之後） 

 

一、地方農民 

關於仙草的種植與收穫面積，在 2008 年以前，關西仙草均占全國仙草種植與

收穫面積之八成。但自農會於 2008 年推行生產履歷制度後，仙草面積卻驟減，其

中關西仙草的面積只剩原有的三分之一或以下，而全國仙草的面積也只剩原有的

二分之一（參見表 5-1）。根據本研究訪談關西農會人員與農民之結果，仙草種植

面積在 2008 年突然驟減的原因為農民難以配合生產履歷制度18，故官方統計資料

缺乏部分農民的種植情況。更確切地說，由於生產履歷的關鍵步驟為種植資料的

電腦化、資訊化，所以對年紀稍長或不慣使用電腦的農民來說，生產履歷的操作

實在過於繁複，進而導致部分農民不願將種植資料呈報至政府單位。因此，就關

西地區實際的種植情況而言，2008 年以後的仙草種植面積因農民老化之關係19，大

                                                      
18

 「生產履歷」源自歐盟使用的「食品可追溯性系統」一詞，意指各類農漁畜產品與其加工品，

在生產、加工、流通、銷售各階段所經的歷程，都有紀錄可供購買的消費者查詢。一般而言，農民

執行生產履歷的步驟為：(1)根據 TGAP 進行生產栽培。(2)將產銷資料資訊化，輸入電腦。(3)向驗

證機構申請產銷履歷驗證。(4)列印標籤，逐批張貼於產品包裝出貨。（古源光、廖遠東、劉展冏，

2009） 
19

 據關西農會推廣股負責人所提供之資料，關西農會仙草產銷班共 2 班，內含 63 位農民，其中 50

歲以上之農民占七成，60 歲以上農民占四成比例，顯示農民年齡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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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是由 100 公頃歷年逐漸下滑至 40 公頃左右。 

表 5-1 近十年仙草種植面積與收量 

 

關西種植面積/全

國種植面積 

關西收穫面積/全

國收穫面積 

關西每公頃收量/

全國每公頃收量 

關西收量/ 

全國收量 

年份 公頃 公頃 公噸 公噸 

2005 151.90 / 215.97 151.90 / 215.97 5.80 / 5.46 881.02 / 1180.02 

2006 150.55 / 210.89 150.55 / 210.89 5.60 / 5.54 843.08 / 1168.29 

2007 141.00 / 180.01 141.00 / 180.01 5.50 / 5.37 775.50 / 966.62 

2008 53.75 / 105.25 53.75 / 105.25 5.70 / 5.34 306.38 / 562.28 

2009 26.50 / 74.04 26.50 / 74.04 5.70 / 5.05 151.05 / 373.83 

2010 45.44 / 140.59 45.44 / 140.59 5.70 / 5.06 259.01 / 710.92 

2011 38.74 / 109.16 38.74 / 109.16 5.50 / 4.95 213.07 / 539.50 

2012 35.47 / 100.50 35.47 / 100.50 5.50 / 4.84 195.09 / 485.24 

2013 35.01 / 86.23 35.01 / 86.23 5.50 / 4.99 192.56 / 430.22 

2014 24.54 / 103.20 24.54 / 103.20 5.50 / 5.03 134.97 / 519.3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農糧署農情報告（2015）：http://agr.afa.gov.tw/afa/afa_frame.jsp 

 

圖 5-5 為全國與關西地區的仙草收量，其大致呈現下滑的趨勢。2007 年以前，關

西仙草的收量約占全國仙草收量之八成。但自 2008 年開始，因生產履歷制度與農

民老化的緣故，關西仙草的收量約占全國仙草收量之四至五成。此外，由於農委

會自 2014 年開始，將仙草列為休耕地活化政策中的補助作物20，故全國仙草收量

在 2014 年稍有提升的趨勢，但關西地區卻仍呈現下滑，顯示補助政策對於關西地

區的影響不大。 

                                                      
20

 農委會為活化休耕地，於 2014 年新增五項作物列入補貼，包括胡麻、薏苡、蕎麥、仙草、油茶。

若農民選擇在休耕地轉作仙草，則每公頃最多可獲得四萬五千元之補助（環境資訊中心新聞，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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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5 近十年仙草收量 

 

根據地方農民與農會之相關訪談資料，亦可發現關西仙草現已面臨農民第二代不

願承傳及無法吸引外地青年人口的困境： 

仙草種跟收成就是半年，跨兩期作的。那年輕人去工廠上班一個月兩萬，

仙草這一年扣掉工本費剩十二萬，年輕人怎麼待下去？（地方農民 E，

2014/08/27） 

仙草面積一直在少，農民也一直在老化，這是蠻嚴重的問題。未來農會

可能考慮租田請人耕種或員工自己下去種。（關西農會推廣股負責人，

2013/12/20） 

關西農會初期是以輔導與協助農民的角色進行仙草推廣，直到仙草成為農會的主

力產品時，農會卻變成是仰賴農民的組織，故農民老化的問題亦是對農會的挑戰。 

 

二、農業改良場 

自農業改良場於 2002 年正式發表「桃園一號」之仙草品系後，關西地區的仙

草栽植愈趨穩定。為了擴張仙草在桃園地區的種植面積，以及研發可與關西仙草

在市場上有所區隔的品系，農業改良場便接著投入另一波的仙草品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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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二號是我們最近（2015 年）正式發表的新品種，它跟關西現在種的一號

差很多，一號的膠質多，二號的膠質少，葉子可以烘乾做成仙草茶葉。研發

二號的時候，我們也常常跟關西的農民合作，看適合什麼土壤和肥料。（農業

改良場新埔工作站負責人，2015/01/29） 

因為我們桃園一號種得很成功，所以改良場會找我們幫忙做二號的研究，

可以幫的話，我們也會盡量幫。（地方農民 A，2014/08/27） 

關西地區的農民以往是處於接受農業改良場協助的關係，但從農業改良場決定研

發仙草新品種時，農民卻是變成協助農業改良場進行研究的關係。而此種接受者

與賦予者的關係轉變，也提升了農民在種植經驗和知識上的自信。 

 

三、關西農會 

關西農會自 1990 年代開始便採取供應鏈策略，囊括仙草的生產、加工與銷售

層面。2001 年以後，關西農會亦採取了延展地域策略，藉由平日提供仙草茶試喝

和仙草凍 DIY，以及特定時節舉辦的仙草節活動，來加深其與在地消費者的關係

並吸引外地消費者的注意。 

（一）供應鏈策略 

1. 推廣股與地方農民 

為因應中國、印尼等低價仙草的競爭，以及響應中央政府之政策，關西農會

自 2008 年便開始推廣生產履歷。生產履歷就像農產品的身分證，從生產、加工到

流通過程皆有詳細的紀錄和檢驗，能供消費者查詢與追溯（古源光、廖遠東、劉

展冏，2009）。然而，在實際推行的過程中，關西農會卻遭遇困難： 

 

從民國九十七年開始推生產履歷，前三年全額補助、後三年補助三分之二、

接著二分之一，最後農民就要自費。雖然剛開始推行的時候，農民只要負

擔幾百塊錢，但記錄很麻煩，施肥、播種、插苗等都要記錄。除非家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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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可以幫忙，不然老農都不會想做。最後變成農會來做，就是農民寫

紙稿出來，然後再幫他們 key-in。（關西農會推廣股負責人，2014/04/17） 

從關西農會所遇到的困境，可發現中央政府鼓勵農民執行生產履歷是基於良善的

立意，但除了經費補助，實際執行方式卻未仔細審查與規劃。就農會的角度而言，

由於中國、印尼等地的進口仙草價格較農會的保障收購價格低，使農會無法在市

場中採取低價競爭策略，故生產履歷制度有助於農會將仙草的品質論述轉為在地

生產的、安全的層面，進而吸引消費者購買。然而，在推行過程中，因為種植資

料必須電腦化的緣故，所以較年長或不擅長使用電腦的農民，便極度仰賴農會人

員的協助，加重農會人員的工作負擔。但即使如此，關西農會仍大力協助農民進

行生產履歷，充分顯現農會對於仙草產業的重視，以及大量資金投入仙草加工廠

後，農會必需積極推行仙草的壓力。 

此外，從收購方式及關西農會與農民對於彼此的想法來看，可發現早期農會

的角色為照顧農民，而農民也相當依賴農會的協助，但現今的狀況卻已改變： 

現在有很多人要買關西仙草，可是我們還是會留一半的量給農會。一方面

是說仙草能發展成現在這樣，要感謝農會的幫忙。二方面是說萬一外面的

商人掌控整個仙草的收購，仙草的價格就會被調低，農民收入沒保障。  

（仙草產銷班農民Ａ，2014/03/15） 

隨著關西仙草的名聲擴張，農民可選擇以較高的價錢販售於商人，故讓農會收購

反倒變成一種回饋與分散風險的方式。在農會與農民於照顧者角色互換的情況下，

關西地區的生產者網絡將可能發生改變，例如：農民可予以販售的對象增加、農

民與農會產生另一種情感。 

 

2. 供銷部與其他單位 

在即溶仙草與燒仙草成功銷售的鼓舞下，關西農會於 2002 年陸續推出「罐裝

仙草茶」、2003 年生產「仙草粄條」和「仙草手工拉麵」、2005 年推行「仙草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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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與「仙草牛軋糖」，並於 2006 年由客家委員會輔導設計即溶仙草、燒仙草、

仙草凍粉三項產品合一的桐花禮盒。接著，2007 年推出「藥膳仙草雞」與「寒天

仙草」、2014 年和新竹元培科技大學合作生產「仙草面膜」、2015 年推行「仙草手

工皂」21。總體而言，關西農會早期著重於即溶仙草、燒仙草及相關粉類製品，中

期則開始注意包裝設計和仙草產品的養生功能，近期則是轉向仙草的美妝保養功

能，每一階段都可看到農會積極創新的能力與因應消費市場求新求變的壓力。然

而，無論仙草產品如何變化，消費者仍舊偏好熱飲系列的產品： 

即溶仙草、燒仙草、仙草雞和罐裝仙草茶占營業額的六成以上。夏天是即

溶仙草比較好賣，因為家庭主婦可以買即溶仙草回家泡或煮湯；冬天是燒

仙草和仙草雞比較好賣，因為燒仙草很普遍又方便，仙草雞也很適合當補

品或年節菜餚。（關西農會供銷部負責人，2013/12/01） 

而在銷售管道的部分，根據 Marsden 等人（2000）及梁炳琨（2008）針對生

產者與消費者的距離，所提出之農產食物銷售型態，由近至遠可分為面對面、近

鄰、延長等模式。首先，「面對面模式」意指消費者透過市集直接向生產者購買商

品。生產者藉由與消費者面對面互動，可獲得消費者對食物品質的信任。而關西

仙草在此部分，可看到地方農民在傳統市場或農夫市集裡，親自向消費者介紹與

販售仙草乾的情況；也可看到農會供銷部的員工當面向消費者強調其產品是以關

西地區的仙草為原料。再者，「近鄰模式」乃指生產者與消費者因無法面對面交易

互動，故販賣的中間者是生產者的代表，且擔任確保食物品質的角色，如消費者

合作社和社區支持型農業。而關西仙草在此模式，可看到農會供銷部將即溶仙草

交由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代售的情況。最後，「延長模式」意指食物銷售到生產地

之外的消費者，且消費者可能沒有親自去過生產地的個人經驗。此類型的銷售運

作是透過制度化的協定、標準和商標，使消費者與生產地產生關聯。而關西仙草

在此部分，可發現農會供銷部與地方業者將各式仙草產品特別標註產地來源為關

                                                      
21

 資料來源：關西農會（2015）：http://www.kuanhsi.org.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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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鎮，並附上產品檢驗報告。 

早期是跟附近的餐廳建議飲料可以進農會的仙草茶，後來還跟主婦聯盟、

里仁談。之後因為工廠的生產量夠大、關西仙草的名聲慢慢有了，所以拓

展到高速公路的休息站、大潤發、機場。不論顧客來自哪裡，都會看到我

們的產品上標註著關西農會。（關西農會供銷部負責人，2013/12/01） 

從銷售管道的擴張方式來看，可發現關西農會初期愈吸引的對象是在地居民，

待在地客源及仙草產量穩定後，才逐漸擴張至外地的消費者。 

（二）延展地域策略 

「延展地域策略」乃強調行動者將地方視為綜合性之資源，將地方的環境、

文化與經濟資源作整體性的聯結與運用（Tregear et al., 2007）。此段內容將著重在

農會供銷部如何藉由平日的體驗和導覽活動，來開展以仙草為主的發展策略。至

於特定時期舉辦的關西仙草節，則將在第六章的內容中仔細闡述。 

首先，關西農會在非仙草節的時期，會在新農民市場（販售農會商品的超市）

提供仙草茶免費試飲的活動，冬季以熱飲為主，夏季以冷飲為要。儘管平日試飲

的人潮不比仙草節時期多，但對於來購物或來關西踏青休息的消費者而言，都是

個可直接用嗅覺與味覺感官體驗仙草的絕佳機會。當農會供銷部人員在消費者試

飲仙草茶的同時，適時搭配仙草解說與產品介紹，消費者購買仙草產品的誘因便

會提升不少。 

再者，關西農會也會定期舉辦仙草凍 DIY 的體驗活動。儘管活動的初始目標

為向消費者介紹即溶仙草的食用方式與便利性，以拓展即溶仙草的客群，但近年

來卻逐漸變成具有觀光性質的旅遊活動，不時接受學校及各類團體機關的預約。 

當初 DIY 的發想是希望大家能夠瞭解仙草粉要怎麼使用，因為大家對仙

草的印象是一塊一塊黑黑的，對仙草粉很陌生。我們（農會）透過這樣

的方式教導遊客認識仙草，這樣才能刺激購買率，現在一些學校或觀光

團也會跟我們預約。（關西農會供銷部負責人，2013/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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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紹仙草粉使用方法的同時，農會人員會向消費者概略介紹關西的地理環

境與種植仙草的歷史。但更重要的是，農會人員也會藉此宣稱關西仙草的品質較

一般市場來得好，無論是安全、衛生，抑或是道地、在地支持、照顧農民等層面。

此外，在 DIY 的教室裡，也可看到牆上掛著介紹關西仙草的海報，及歷年仙草節

的活動海報，突顯了農會察覺到現代觀光客對於文化與知識的追求。倘若農會要

發展別於一般市場的產品論述，結合地方的歷史文化和環境脈絡是可行的策略。 

會慢慢地做休閒旅遊，將來你進來的時候不只是看到關西農會，而是一

個遊樂園的感覺。遊客可以吃東西，也可以到文化區看看仙草的文化和

在地的文化。如果可以的話，遊客還能結合關西有名的古蹟、茶廠、農

場，變成系列的一日遊或兩日遊。（關西農會總負責人，2015/01/29） 

鑒於仙草凍 DIY 體驗及關西仙草節的市集模式上大致是成功的，農會逐漸體

悟到觀光旅遊市場的重要性，進而認為自身所擁有的仙草加工廠、農民市場及閒

置的穀倉，是有機會發展成觀光工廠並結合周遭業者。 

 

四、地方業者（私人仙草工廠、仙草專賣店、產業協會） 

在地方業者的部分，除了私人仙草工廠有生產罐裝仙草茶和研發真空包裝的

仙草雞外，關西地區較著名的仙草專賣店也在 2008 年發展出各式的仙草熟食。 

我們的產品有仙草膠質丁、仙草養生飯糰、燒仙草、仙草麵和仙草雞湯。

其中仙草膠質丁類似仙草凍，但是完全不加澱粉，材料改用寒天跟蒟蒻

取代，比較符合現代人對熱量低的需求。（地方業者仙草博物館負責人，

2014/04/18） 

仙草專賣店和關西農會相近之處在於兩者皆是以熱飲產品為主，其中仙草專賣店

為強調產品的特殊性與在地性，更添加各式可當主餐的熟食。有趣的是，關西農

會的訪談資料曾提到其所生產的仙草凍是用成本較高、檢驗報告合格的馬鈴薯粉

做為原料，故仙草凍的品質較一般業者好。但在仙草專賣店的訪談資料中，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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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不強調澱粉的重要性，反倒著重熱量較低的原料。就消費者的角度而言，兩者

的說法或許皆有道理，故消費者會相信或購買何者的產品，將會依消費者所關注

的面向而定。因此，就仙草產品的品質化過程來看，販售者對於產品的論述內容

是從自身的利益出發，並包裝成消費者可能願意接受的方式，進而取得消費者認

同。甚至，關西農會和仙草專賣店對於仙草產品的論述，也會深深影響到關西仙

草的品牌構築。 

除了採取與仙草熟食產品相關的供應鏈策略，仙草專賣店也分別在鎮內中心

地帶及郊區開設不同類型的店面，以擴展延展地域策略。中心地帶的店面以販賣

仙草熟食、冷熱飲為主，並利用地區和仙草介紹海報來裝飾；而郊區的店面是以

博物館的形式結合植物生態園、遊客體驗區及仙草美食品嘗區。和農會所採取的

策略相比，業者除了可藉由導覽和仙草 DIY 的過程，來向消費者宣稱自家產品的

品質，也可提供消費者詳細的植物介紹及休憩環境。 

會開仙草博物館是因為有些客人吃一吃就算了，但有些人會想多瞭解仙

草，像是種植的方式、製作的過程。剛好原先房東有在這邊種一些果樹

和蘭花，我就順便加上仙草、稻米和其他植物，開發成生態步道…當我

們直接向客人介紹關西仙草時，客人也會覺得它是健康自然的好東西。

（地方業者仙草博物館負責人，2014/04/18） 

就消費者人數及反應來看，地方業者所採取的策略大致是成功的。但這樣的

成功絕非偶然，而是地方業者經過長期付出、消費者的逐漸認同，並配合關西農

會在仙草推廣上的趨勢而成。透過地方業者的訪談資料，可發現地方業者投入仙

草產業的重要轉折是產業協會輔助其參加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的專案「長壽關西‧

養生仙草」。 

為了推廣關西鎮的觀光，關西鎮農會特別設計了嚐仙‧樂活‧遊關西活

動，11/7~11/8 仙草節活動當天在關西仙草加工廠提供免費接駁班車…另

外還提供「長壽關西‧養生仙草」體驗券，民眾於 12 月底之前可持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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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至關西由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之中國生產力中心所輔導之景點及商家和

餐廳參訪，就可享有特別優惠，機會難得，希望大家踴躍參加。

【2009-11-05/臺灣地方新聞網/新竹報導】 

藉由新聞報導的內容，可證實此專案曾為關西農會、產業協會與地方業者重點合

作項目。其中關西農會所舉辦的仙草節不僅為自身帶來眾多經濟利益，也為地方

周遭的商家與餐廳業者帶來人潮。而地方業者自獲得專案補助與技術協助後，無

論是添加客家文化元素的產品包裝，抑或是結合地區遊憩資源的行銷策略，地方

業者也都有所涉入與改良。 

然而，關西農會和地方業者的合作情況並非固定，如 2013 年的仙草節便有觀

光巴士將遊客帶至鎮中心的茶葉工廠或郊區的農場，但 2014 年卻只將活動集中於

仙草加工廠。 

農會對仙草貢獻很多，讓住在關西的人有機會對外說我們的特產是仙

草。但時間久了，有些業者會覺得農會得到的利益不會到自己身上。 

（產業協會負責人，2014/05/16） 

產業協會一方面認為關西農會對仙草產業有所貢獻，但另一方面也希望關西農會

能回饋地區、造福地區其他的農產業。但由於農會考量的是自身仙草產業的發展，

而產業協會所期待的是地方的整體經濟，因此兩者在溝通與活動策畫上，會有不

同的觀點。以當今的關西農會而言，其不僅只是協助農民種植仙草，還成為了半

民營模式的仙草業者，所有仙草產品的利潤與虧損皆須由農會自行負擔，進而導

致部分地方業者和產業協會所認為的農會獨大狀態。 

很早以前是想說把鹹菜甕跟仙草節一起辦，但因為在考量的過程中，

雖然仙草跟鹹菜是關西的兩大特產，但還是以農會為主嘛！如果兩個

辦在一起，主導權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產業協會負責人，2014/05/16） 

為與農會爭奪仙草產業的主控權，產業協會曾提出新的地方特色農產「鹹菜」，

來做為與農會抗衡的手段，但無奈人力與經費上的限制，所以成效不佳。因此，



91 

 

產業協會於近年除了協助地方業者進行產品包裝與行銷的相關事宜，也開始投資

私人仙草工廠的設備，期望藉由收購方式、原料萃取和產品生產的加工技術，來

給予農會壓力，間接帶動良性的產業競爭。此外，農會對於地方團體或組織的想

法相當矛盾，一方面希望仙草節的舉辦不要排除在地人；另一方面又希望地方團

體不要和農會爭奪主權。 

其他活動盡量不要和農會撞期，因為這邊先動員那麼多人了，那邊搞

不好也沒人去，等農會辦完的第二個禮拜再辦…有人反應說仙草節只

有農會自己在做，沒有帶動地方產業，農會也是收集這個意見，去年

（2013 年）有跟產業結合嘛！譬如有免費的觀光巴士，盡量把遊客帶

進市區和其他景點。（關西農會推廣股負責人，2014/04/17） 

 

五、在地消費者 

自關西農會同時採取供應鏈策略（如推出多種仙草產品、改善包裝），及延展

地域策略（如平日的仙草凍 DIY、特定的仙草節活動），在地消費者便逐漸能接受

仙草產品。對照農會於 1991 至 2000 年只發展供應鏈策略，而在地消費者大多抱

持觀望的態度。2001 年以後的仙草茶試飲及仙草產業文化介紹等延展地域策略層

面，確實是使在地消費者對農會及仙草有所改觀的重要轉折。 

我幾乎每年都來仙草節！以前關西哪有什麼特產，現在連小朋友都知道

關西有名的是仙草…如果有親朋好友是住外縣市、需要送禮，我會買仙

草的產品來送。（地方居民─關西仙草節參與者 A，2014/11/01） 

在農會的大力推動下，關西仙草漸漸受到在地消費者的認同，但農會也因此

背負在地消費者及部分居民對於地方觀光、經濟及文化層面的期待。 

農會是關西仙草的領頭羊，但只讓外地遊客知道仙草是不夠的。如果讓

我們（地方居民）和農會合作，那麼就可以結合這邊有名的廟和古蹟，

還可以搭配簡單的導覽。（地方里長，2014/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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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可以做一本觀光護照，除了仙草工廠，農會還可以讓遊客到附近的

農場、茶廠去遊玩。這樣的規劃比較有趣、比較有深度，也比較可以讓

遊客瞭解整個關西。（地方居民─關西仙草節參與者 B，2014/11/02） 

本研究認為在地消費者和部分居民因農會推行仙草產業的正面效果，而將帶動地

方觀光與文化的期待加諸於農會身上，是淺而易見的情況。但農會畢竟是以地方

農民為服務對象，倘若要涉及地方整體的觀光與文化層面，農會或許無多餘人力

執行，也可能背離農會組織的初衷。因此，若要涉及地方整體層面，除了農會對

於仙草產業及其他農產的協助，地方政府（如新竹縣政府、關西鎮公所）的統合

與挹注也相當重要。 

 

第四節 小結 

關西地區過去因為地形和氣候適合種植各類作物，曾發展出茶葉、稻米、柑

橘、草莓等眾多產業。但自農會於 1990 年推行仙草種植與設置工廠後，仙草卻逐

漸取代其他作物與關西地區的意象連結，並且佔據全國仙草種植面積的三至五成

（全盛時期為八成）。在「關西仙草」的打造過程中，除了農會推廣股與供銷部的

付出，農業改良場、農民、地方業者與在地消費者的投入，也是關西仙草不可或

缺的要素。 

1980 年代末期，農會基於中央政府的政策推行壓力，而積極找尋具有市場潛

力的經濟作物。直到農會面臨高粱市場預估錯誤及存放空間不足的問題後，農會

轉而觀察到地方農民其實早已受到一般消費市場的鼓舞（第四章的新聞報導曾提

到關西地區在 1980 年代便已是大量種植仙草的產區），於是趁勢將經濟作物的推

廣改為仙草。另一方面，農業改良場因長期與農民合作，故對於仙草、柑橘與草

莓等農民所關注的作物栽種，也早已有所準備。待農會和農業改良場合作後，適

合在關西地區種植與加工的仙草品種便立即進入正式的研究階段。此外，由於農

業改良場同時研發出新式的濃縮粉加工技術，關西農會也得以向中央政府申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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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仙草加工廠的經費，並於 1992 年正式運作。 

在仙草加工廠的設備儀器中，「香氣冷凝技術」是關西仙草得以和一般市場有

所區隔的關鍵。從第四章關於報導新聞的探討，可發現國內大廠著重冰品或冷飲

形式的仙草產品，但關西仙草的產品論述重心卻是熱飲產品。其原因就在於關西

農會具備此項由農業改良場獨家授權的香氣冷凝技術，因此可發展出不同於一般

市場的產品論述。基於熱飲的技術基礎，關西農會在 2000 年推出了「三合一燒仙

草」，此項產品不僅結合官方機構和學術機構的研發智慧，也是關西農會投入仙草

熱飲市場的代表作。繼三合一燒仙草成功打入消費市場，並且受到許多消費者歡

迎後，關西農會又開始注意產品包裝設計和仙草的養生功能，近期則轉向仙草的

美妝保養效能，每一階段都可看到農會積極創新的能力與因應消費市場求新求變

的壓力。 

此外，在行銷販售的部分，農會大致是以在地逐漸擴展至外地為主，例如：

農會初期是以鎮內餐廳與在地居民為推廣對象，之後才逐漸擴張到消費合作社、

公路休息站及量販店，近期甚至以連接國際的機場商店為目標。由此可知，由內

而外的產品行銷模式是農會推行關西仙草的基礎，而透過下一章節關於仙草節的

論述，將更有助於瞭解關西農會是如何藉由每年一次的大型活動，來轉化在地居

民的飲食需求並將仙草視為關西地區的代表農作。 

若綜合各類行動者來看，可發現各行動者在「關西仙草」的打造過程中均擔

任重要角色，但基於自身利益與關注角度的不同，會發展出不同的行動或看法。

對農民來說，維持生計是進行農業活動的基本目的，相對於以往種植水稻可作為

生計來源，現今的水稻卻因收購價格低廉，而改作為輔佐仙草生長的輪作物。換

言之，仙草對當今的農民而言，是較具經濟價值的作物，故農民會基於既有的耕

種知識，而發展出新的種植技巧。就農業改良場的角度來說，由於其必需培育品

種與研發加工技術，所以對消費市場要保持高度的敏銳與觀察能力。而農業改良

場與關西農民的關係，因為仙草品種「桃園一號」的成功及「桃園二號」的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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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使雙方擔任協助者與被助者的角色有所改變。就農會而言，由於一般農會的加

工設備極少能和關西農會一樣由中央政府投入千萬元的資金，故關西農會除了有

足夠的發展技術，也有莫大的壓力於仙草產品的推廣。而在如此的壓力與使命之

下，關西農會推廣股必需努力協助農民種植、執行生產履歷與辦理仙草節活動；

供銷部則必需盡其可能地研發新產品、構思包裝設計及舉辦仙草粉的使用與推廣

教學。至於地方業者的部分，早期關西地區僅有農民至市場兜售仙草乾及攤商販

售仙草冷品的情況；中期有大型盤商及小型食品公司開始收購仙草；後期則出現

仙草專賣店及大型民營仙草工廠。而關於在地消費者，在地消費者初期對仙草並

無太多特殊情感，但在農會執行延展地域策略後，卻逐漸願意嘗試並認同仙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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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關西仙草的維繫 

 

Tregear 等人（2007）提到地方行動者所採取的延展地域策略，如節慶、市集、

探索、體驗等活動均可促進地方文化與產業。Hall & Sharples（2008）提到地方活

動中的食物節慶不僅攸關地方農產的生產與銷售，更與地方意象的建構與推展相

關。其中節慶活動對地方所產生的公開宣傳，不但對作為觀光目的地之地點有累

積性的影響，還能嵌入地方意象，進而創造出穩固的地方認同感。因此，作為地

方與廣大文化及經濟連結的結果，食物節慶已逐漸成為重要的商品化產品，除了

吸引觀光客或刺激特定食物產品的消費，也能促進地方食物的生產與資源維繫。 

鑒於仙草節對於關西地區具有一定的關鍵作用，此章將針對關西農會所採取

的延展地域策略，詳細說明農會與公關公司如何透過節慶活動的設計來吸引參與

者，並讓參與者改變或加強其對地方特色食物的印象。此外，本研究也將以實際

觀察的方式，來描述關西仙草節的會場空間與氛圍塑造。再加上對節慶參與者的

問卷調查及深度訪談，來瞭解關西仙草節對參與者有何影響，而參與者又是如何

看待關西仙草節的特質與意義建構。 

研究的初步發現為關西仙草節利用市集的型態來吸引參與者消費，並藉由現

場烹煮仙草茶與免費品嘗的方式，滿足參與者的嗅覺與味覺感官，帶給參與者愉

悅的感受。而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參與者約有六成來自新竹縣市，而關西

鎮的在地居民約占其中五成，反映在地消費者的重要性。此外，研究也發現有七

至八成的受訪者認為仙草節在社會文化、經濟與環境等層面對關西地區具正面影

響。總體而言，關西仙草節是能讓各種型態的參與者知道並接受關西仙草的關鍵

活動，其不僅包含參與者對關西仙草的特質與意涵轉型之瞭解，也包括特定的飲

食需求對參與者身體習性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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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關西仙草節的籌劃辦理 

一、節慶歷程 

關西鎮自 1989 年開始，由農會配合政府推廣的「一鄉鎮一特產」政策，開始

鼓勵農民大量種植仙草，直至 2000 年，關西鎮的仙草種植面積與收量已達至全國

第一（蔡佩宜，2010）。然而，礙於仙草相關產品的行銷通路只著重在各地農會門

市，所以仙草產品逐漸出現產銷失衡，供大於需的市場狀況已漸漸浮現。因此，

農會農幹事自 2001 年開始便積極拓展仙草產品的行銷通路，除了擴張農會以外的

代販地點，也開始規劃農會的網路行銷策略。而關西仙草節也是在此背景下，由

總幹事與推廣股股長所推動的大型產業文化活動，期望將仙草這項農產品推廣給

更多的消費者知道，以擴大國內市場需求。 

農會辦仙草產業活動，是因為仙草田的面積和量有那麼大了，勢必要把

行銷通路做得更廣。那時候國家剛好有補助我們做產業文化活動，各鄉

鎮差不多也是九十年代開始做，九十年這樣子走，一路走過來，仙草節

今年邁入第十四年了。（關西農會推廣股負責人，2014/04/17） 

關西農會自 2001 年開始辦理仙草節，至今已有十四年。從仙草節每年的舉辦

時間為冬季十一月的第一個週末來看（除了 2001 年的試辦與 2011 年因與其他地

方活動撞期，而延至第二個周末外），其充分展現了農會對於地方仙草栽種與收成

時序的瞭解，以及符應現代觀光的行為。首先，國曆十一月初適逢農曆的「立冬」

22時節，此時農民已收割完仙草，並利用新竹地區特有的九降風，讓仙草在自家農

田邊或住宅庭院前進行日曬風乾的程序，屬於較為農閒的時間。此外，由於仙草

節的重要活動為仙草熱飲免費品嘗活動，故辦在冬季有助於宣傳與吸引遊客參與。

再者，為配合國人週休二日出外遊玩的時間，農會也特別選在週末舉辦仙草節，

呼應 Urry（2002）所說，觀光凝視或休閒旅遊的行為，隱含著與之對比的、非觀

                                                      
22

 冬季開始以立冬為準，民間習俗以此時進補，意指一年辛勞，歷經寒暑，體力衰弱，進補以恢

復元氣，此時農作也大多收割結束（農業委員會網站，2010）。 



97 

 

光的勞動與工作。最後，仙草節的既定時間，除了方便外地遊客熟記仙草節的日

期，也使得節慶的本真性產生變化，從新興節慶逐漸轉變成居民所熟悉與接納的

地方節慶。 

每年固定都在十一月的第一個禮拜六和禮拜天在辦，所以很多南部人（臺

中以南的地區）知道，就會包遊覽車來參加。我們這邊的人（關西當地

居民）也是，以前大家會問什麼時候辦仙草節，現在就不會問，時間到

了，就會看到這些人出現在會場。（關西農會推廣股負責人，2014/04/17） 

另一方面，從仙草節的舉辦地點來談，每年的節慶地點都選在關西農會的仙

草加工廠，除了鄰近國道三號及方便遊客停車的交通優勢外，更突顯關西農會相

對於其他單位，對仙草節具有一定的掌控權，可進一步發展對其有利的仙草產品

論述。至於在主題訂定的部分（參見表 6-1），早期仙草節強調關西地區為客家聚

落，而藉由仙草產業文化節慶的辦理，不僅可展現客家族群濃厚人情味的客家元

素，更可宣傳仙草的在品質上的功能療效。而中期的主題規劃則偏向仙草相關公

仔與卡通代言人物的設計，希望將仙草節包裝成充滿童趣、適合闔家歡樂的意象。

此外，由於地方整體旅遊規劃的迫切性，仙草節也漸漸結合地方資源、融合地區

著名景點的行程，希望觀光客能到仙草加工廠以外的地方遊玩。至於晚期的內容，

因為適逢節慶辦理十週年、建國百年、關西農會成立百年等紀念，所以仙草節的

主題以歷史年份的展現為主，加深在地新興節慶的本真性。同時，也綜合以往節

慶強調的客家文化元素，及結合周遭資源的低碳旅遊。 

儘管仙草節的辦理初衷為提升關西仙草的能見度與知名度，以帶動國內市場

對於仙草產品的需求。但從仙草節歷年的主題訂定與活動內容來看，仙草節的訴

求已擴張到提升地方整體規劃的層面。如同 Hall 與 Sharples（2008）所指，飲食節

慶所開創的活動氛圍和所凝聚的社會能量，是教育遊客的機會之窗。遊客造訪活

動，除了可創造對特定飲食的知名度，也可提升整體地區的吸引力。此外，從仙

草節歷年變換主題的過程中，也可看到農會和公關公司辦理節慶的壓力。更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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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地說，主辦單位變換節慶主題的原因在於希望吸引各類遊客（特別是曾參與過

多次仙草節的遊客），以期望加深遊客對於關西仙草的認同，並刺激購買慾望。 

 

表 6-1 關西仙草節歷年辦理時間、地點與主題說明 

時間 地點 主題 

2001/11/17-18 仙草加工廠 「濃濃仙草關西情」 

希望結合仙草與客家意象，展現濃濃的客家人情味。 

2002/11/2-3 仙草加工廠 「仙草養生觀光節」強調仙草的養生食效。 

2003/11/1-2 仙草加工廠 「濃濃仙草情」展現關西地區的客家人情與仙草風味。 

2004/11/6-7 仙草加工廠 「仙草奇緣」 

以節慶為媒介，讓遊客更加認識仙草植物與相關產品。 

2005/11/5-6 仙草加工廠 「仙草嘉年華─仙草寶寶的誕生」 

表演節目多元、攤販種類繁多，如嘉年華會般熱鬧。 

2006/11/4-5 仙草加工廠 「2006 關西仙草節─仙草公主可愛登場」 

呼應去年的仙草寶寶圖像與公仔，今年著重仙草公主。 

2007/11/3-4 仙草加工廠 「啟動幸福 ING」 

以帶動觀光、展現農業科技、提升家庭幸福為要旨。 

2008/11/1-2 仙草加工廠 「仙草鐵馬行，健康好心情」 

遊客可藉由騎單車遊玩關西地區，而不限於加工廠。 

2009/11/7-8 仙草加工廠 「仙草童樂王國」 

活動內容以教育兒童為導向，適合闔家參與。 

2010/11/6-7 仙草加工廠 「十破天驚─慶週年」仙草節辦理已滿十屆。 

2011/11/12-13 仙草加工廠 「百年仙饌─黑珍珠」 

適逢建國百年，農會致力推廣色澤如黑珍珠般的仙草。 

2012/11/3-4 仙草加工廠 「樂活農會，歡慶百歲」 

適逢關西農會成立一百週年，邀請百歲人瑞一同參與。 

2013/11/2-3 仙草加工廠 「細妹奉茶甜蜜蜜，低碳漫遊 FUN 關西」 

遊客可免費品嘗客家姑娘奉上的仙草茶，並搭乘免費

巴士遊玩著名景點。 

2014/11/1-2 仙草加工廠 「in 景關西共下來聊，跟著細阿哥飲茶趣」 

配合去年細妹奉茶，今年以阿哥奉茶為主題，同時還

有闖關遊戲與寫生繪畫比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關西仙草節歷年主題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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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參與 

以第十四屆的仙草節為例，籌辦節慶的主要行動者包括：政府機構（農業委

員會、農糧署、桃園區農業改良場、新竹縣政府/議會/文化局、關西鎮公所）、籌

辦者（關西鎮農會）、地方產業與相關利益社群、節慶表演團體與工作團隊、地方

媒體、遊客（包含在地與非在地居民）等。就此行動者網絡中的籌辦者、節慶表

演團體與工作團隊而言，每年的仙草節至少必須動員一百人。不同於都會地區的

展覽或產業文化活動對於人力採用徵聘的形式，仙草節的人力來源主要為農會員

工、公關公司和地方居民，顯示地方人力資源的重要。 

首先，以農會與公關公司的關係來說，農會所仰賴的是公關公司所提供的傳

播管道與技巧。自第四屆仙草節開辦以來，關西農會所找尋的公關公司負責人皆

為在地人，這不僅是因為農會認為在地人更能體察地方風俗習慣，也是因為同鄉

情誼可使得溝通背景、語言與態度更加融洽。再者，以農會和地方居民的關係而

言，地方居民相當熱愛農會在仙草節所提供的舞臺，以對外展示各種才藝。但因

為節目數量有限，及公關公司認為節目應符合都市品味的緣故，地方居民彼此在

爭取表演機會方面，乃呈現高度緊張的關係，需要農會籌辦人員在其中扮演協調

的角色。最後，以農會內部的員工來說，農會內部的員工至少有七成的人數設籍

在關西，而許多義消、義警、清潔與機動人員也都是關西地區的在地居民。因此，

就仙草節的籌辦來說，地方居民仍為最主要的人力來源。而此種地方人力的投入

也間接影響部分在地遊客的參與，如農會員工的親友會特地前往仙草節捧場。 

 

三、空間與節目規劃 

仙草節的辦理對於關西農會而言，是向消費者推廣仙草的絕佳機會，無論是

向消費者介紹仙草的種植過程與所需的地理環境，抑或是宣傳仙草新產品的推出

及宣傳仙草產品的食效或美容功效，甚至是藉由重要來賓、表演節目、媒體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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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來強化「關西仙草」的地方農產品牌。因此，仙草節會場的空間規劃與氣氛

塑造對於關西農會而言，是將關西地區主題化為「仙草的故鄉」之重點要素。 

在會場空間規劃和攤位設置的部分，農會人員需要關於文化、傳播、環境藝

術與心理學層面的知識。舉例而言，在第十四屆仙草節的攤位配置中，全場攤位

約有九十個，並分為奉茶區（提供免費仙草茶熱飲）、客家麻糬免費品嘗區（仙草

麻糬）、攤販展售（包括農特產品、一般美食及客家美食）、熟食用餐區、舞臺區、

闖關活動及親子 DIY 區、仙草文化展覽區、農民市場（關西農會展售中心）、仙草

加工場內部等九個主題區域。突顯了地方特色飲食節慶在地方農業文化與經濟層

面上的重視，與以往傳統節慶所著重的祭祀、緬懷、酬謝神明或其他傳統習俗等

文化層面有所不同。此種以地方特色農產為主的新型節慶，或多或少都必須依賴

其他產品或服務的支持，以吸引在節慶會場穿梭流動的觀光客或消費者目光，及

營造節慶本身的熱鬧氣氛。 

遊客來必定是像夜市一樣嘛！吃吃喝喝、人擠人、熱鬧一下是很重要的

事…仙草節人那麼多，每個攤販都要擠破頭進來，所以農會把規則訂好，

環境不整潔就拍照存證，然後三年不給那個攤販進來。（關西農會推廣股

負責人，2014/04/17） 

就節慶會場的位置與攤位設置情況而言，仙草節呈現兩項要點：第一，儘管

近年仙草節推行免費接駁巴士以結合周遭景點，但多數的遊客仍是以節慶會場，

即關西農會的仙草加工廠作為主要的參觀地點。在遊客進入會場後，便會感受到

大量人潮與各式美食攤販所營造出的熱鬧氛圍，再加上舞臺區的燈光音響與表演，

整個節慶會場無一不瀰漫著歡騰愉悅的氣氛。如同 Urry（2002）所舉例的購物商

場、遊樂園等「主題化」的空間劃分，農會藉由仙草節的活動辦理，將負責生產

仙草原料與販售相關產品的仙草加工廠，轉變成特殊的娛樂空間。農會除了利用

現場烹煮仙草的氣味、提供仙草麻糬與仙草茶熱飲等活動，來塑造視覺之外的感

官體驗，也加深遊客對於關西地區與仙草的印象連結，使遊客有「只有在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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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感受和品嘗到最道地的仙草」的感覺，進而建構「關西仙草」的地方意象。

第二，雖然參與節慶意味著脫離日常、打破平日的社會規則，但在辦理節慶的過

程中，仍會產生新的秩序與規則，以確保節慶能夠順利運作（Sassatelli, 2011），如

同農會推廣人員會採用累積記點的方式，來管理攤販的衛生清潔與垃圾處理。 

另一方面，在節慶活動的部分，農會則仰賴公關公司對於在地文化的涉入與

農業知識的瞭解程度。 

我本身就是土生土長的關西人，也多少知道仙草怎麼種、怎麼長…可是要

完全只辦仙草的舊東西、表演也是社區媽媽唱歌跳舞，外地人會想看嗎？

除了仙草新產品的介紹，告訴大家現在仙草也可以高科技，多少還要有流

行有趣或真的有特色的表演。（公關公司負責人，2014/03/05） 

從公關公司負責人的陳述中，可發現地方和農產知識對於節慶宣傳的重要性，

但矛盾的是，如果節慶活動只仰賴在地的文化和人力資源是不足的，它還必須符

合外地觀光客對於節慶的期待。如同 Urry（2002）所說，現代觀光客所追求的是

一種新鮮感和刺激，而非一成不變的內容。因此，公關公司在推展農產的策略行

銷上，會以新產品為主，並且強調新產品是如何運用現代科技來製造，對人體又

是如何有益，以給予觀光客或消費者一種符合潮流的、健康的印象。而在節慶活

動節目上，公關公司也會盡可能以能向外地人展現地方特色的表演為主，以作為

地方對外展演的內容，或者會以符應都市潮流的歌唱、樂團、魔術表演為要。此

種表演節目的安排方式蘊含著農鄉地區舉辦節慶的首要考量為吸引地區以外的人

們，特別是居住在都市的大量人口。對比於第一、二屆仙草節在媒體中以「歡迎

鄉親」一詞來訴求在地居民的參與，現今的仙草節卻是以外地遊客為目標，突顯

關西仙草的拓展策略是由內而外的方式。 

 

第二節 2014 關西仙草節實況 

2014 關西仙草節的會場地點「仙草加工廠」位在關西交流道附近的大馬路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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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關西鎮中心約兩公里。若遊客從外縣市到關西，開車下交流道後約兩分鐘便

可抵達會場；若是從鎮中心前往，開車或騎摩托車需要的時間也不多，約五分鐘

即可。然而，對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的遊客而言，距離仙草加工場最近的公車或客

運下車點，以慢走的速度來估算，則與會場距離約十分鐘的路途。 

上午九點半開始，仙草節的開場節目是地方年長和年幼居民所集合而成的太

鼓表演。而十點開始，陸續有許多穿著西裝或襯衫的政府官員、議員、立法委員、

農會總幹事上臺發言，其中除了農會總幹事大力推銷今年研發出的新產品─仙草面

膜，以及邀請民眾試喝仙草茶外，其他官員和議員大多以宏亮的、斷句明顯的話

語述說因為關西鎮有好山好水，所以可生產出品質良好的仙草。藉由地方重要人

士的致詞，或許可提升地方居民與外地遊客對於關西仙草的認同感。但更重要的

是，官員對於仙草節的涉入也反映出地方節慶的政治勢力角逐。 

在開幕儀式的尾端，農會人員向臺下遊客發放一杯杯的仙草茶，並由農會總

幹事與政府官員帶領遊客進行乾杯，以完成「阿哥飲茶千人乾杯」的開幕活動。

這項活動除了再次強調仙草茶免費品嘗的重要性，也讓遊客藉由杯底貼紙來判別

自己是否中獎（中獎者可兌換仙草相關之產品），來達到吸引遊客之目的。此外，

從這項活動中也可看到關西農會期望藉由共飲的社交動作，來產生其與本地居民、

外地遊客的情感聯結，進而提升所有節慶參與者對關西仙草的認同。 

表 6-2 顯示在二十四個活動項目中，由地方居民或在地舞蹈工作室所表演的項

目約占三成，遊客參與互動約占兩成，顯現關西仙草節的活動資本有限，無法聘

請較有名氣的表演團體或歌手。然而，根據實際觀察與問卷調查的結果，部分遊

客對於卡拉 OK 及舞臺互動遊戲是感到相當滿意及有趣。此外，也有在地居民表

示金曲哈客團的表演帶有客家風情，可突顯地方的客家特色。而在所有的活動項

目中，最受遊客歡迎的是迷思魔幻劇團所帶來的魔術表演和變臉秀。每當魔術師

或變臉者搭配動感音樂進行精采的表演時，舞臺區總是擠滿人潮，現場約有四百

至五百人觀看。藉由此種表演節目的氣氛炒作，現場遊客各個興致高昂，不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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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會場的娛樂效果，亦刺激遊客停留在會場消費的慾望。此外，透過寫生比賽頒

獎及展示得獎繪畫的方式，不但可激勵在地居民參與仙草節活動，也可讓外地遊

客感受關西地區的農田、河岸及古蹟風情，進而帶動農村地景的保存意識及美學

體悟。 

 

表 6-2 2014 關西仙草節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 

2014/11/01（六）09:30-17:00 

09:30~10:00  迎賓  太鼓迎賓─北山社區 

10:00~11:00  開幕式  

1. 細阿哥熱舞開場 

2. 長官貴賓致詞 

3. 阿哥飲茶千人乾杯 

11:00~12:00  活力大會  上林、錦山、石光社區 

12:00~13:00  卡拉 OK 同歡唱  遊客可自由報名上臺歌唱 

13:00~13:20  社區動員 SHOW TIME 舒活工作室 

13:20~13:30  歡樂一下  互動遊戲 

13:30~14:00  魔術表演  迷思魔幻劇團 kk 魔幻秀 

14:00~15:00  樂團演唱  羅莉控樂團 

15:00~15:20  社區動員 SHOW TIME 舒活工作室 

15:20~15:30  歡樂一下  互動遊戲 

15:30~16:30  樂團演唱  羅莉控樂團 

16:30~17:00  寫生比賽頒獎典禮  關西地區寫生比賽頒獎  

2014/11/02（日）10:00-17:00 

10:00~11:00  金曲哈客團  唐野樂團 

11:00~11:20  社區動員 SHOW TIME 晴天舞蹈工作室 

11:20~11:30  歡樂一下  互動遊戲 

11:30~12:00  金曲哈客團  唐野樂團 

12:00~13:00  卡拉 OK 同歡唱  遊客可自由報名上臺歌唱 

13:00~14:00  美妙樂章  竹排笛─唐子麒 

14:00~14:30  神奇幻術  迷思魔幻劇團 木偶變臉 

14:30~14:50  社區動員 SHOW TIME 晴天舞蹈工作室 

14:50~15:00  歡樂一下  互動遊戲 

15:00~16:00  美妙樂章  梁陳吉日樂團 

16:00~16:20  社區動員 SHOW TIME 晴天舞蹈工作室 

16:20~17:00  美妙樂章  梁陳吉日樂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2014 關西仙草節導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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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1 節慶會場大門                    圖 6-2 觀眾席與舞臺區 

 

 

 

 

 

 

 

 

 

 

  圖 6-3  2014 關西仙草節會場示意圖 

 

不同於許多大型活動採用充氣式、帶有主題字樣的半圓型拱門作為會場入口，

關西仙草節的會場入口是採用金屬板與鐵條搭建而成的大門（參見圖 6-1）。顯現

仙草節對於關西農會相當重要，使關西農會願意選擇成本更高的大門材質，以便

長年舉辦。在會場空間的部分，只有觀眾席與舞臺區是沿著入口採用直線延伸的

設計，對上層官員來說，從正門進入便可馬上看到觀眾及舞臺，在視覺上具有主

導力量（參見圖 6-2）。但對參加節慶的遊客而言，除了舞臺區，尚有許多隱藏在

走廊和其他區域的攤販與展覽可前往，故帶有刺激冒險的趣味，增添參與節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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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奮感（參見圖 6-3）。而農會人員耗費心思所安排的攤販位置，也使遊客有較為

舒適的消費環境，例如：油煙較大的攤販會設置在露天區域。此外，由於販賣同

種類商品的攤位被安排在不同區域，或至少兩者之間有其他性質的攤位區隔，故

遊客較易覺得會場攤販眾多且類型多樣，有遊樂園般的趣味與新奇感。 

會場的動線有點複雜，不過走一兩圈就會習慣了，反正走到哪都可以通。

我覺得農會能把空間有善利用成這樣，也蠻厲害的。（外地居民─關西仙

草節參與者Ｃ，2014/11/02） 

來仙草節就像在逛夜市或園遊會，很熱鬧、不會讓人覺得無聊。不過更

好的是這邊可以免費喝仙草茶跟吃麻糬，還可以坐下來看表演。      

（地方居民─關西仙草節參與者Ｂ，2014/11/02） 

 

 

 

 

 

 

 

 

                                            

     圖 6-4 奉茶區                      圖 6-5 客家麻糬免費品嘗區 

 

除了舞臺區和攤販區，關西仙草節不分時段人潮最多的地方，就是大門入口

處的「奉茶區」及舞臺後方的「客家麻糬免費品嘗區」。如圖 6-4 顯示，奉茶區在

節慶會場的正門入口處，同時也是仙草加工廠的大門旁。農會人員在兩個簡易帳

篷底下，擺設兩張大桌與四個供應仙草茶的鐵桶。當遊客進入會場，映入眼簾的

便是這個占地兩坪，由鐵架、紅白相間的塑膠遮布搭建而成的帳篷，並輔以顏色

顯眼（黃底綠字）的仙草節宣傳旗幟。據實際觀察的結果，大多遊客依過去是否

曾參與仙草節的經驗，可分為兩種情形。第一種情形是曾參與過仙草節的遊客，

其眼神較為堅定，一旦進入會場，便會將目光往右移並鎖定在奉茶區，之後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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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桌邊的仙草茶鐵桶或湧入鐵桶旁的人群中。接著，遊客會直接拿取桌上放置

的紙杯或在排隊過程中快速找尋背包與提袋裡的保溫瓶。最後，當遊客順利裝取

時，便會趕緊到一旁的空地啜飲幾口熱呼呼的仙草茶。拿紙杯的遊客通常在排隊

人潮不多的情況下，還會選擇再裝一次。而原先便使用保溫瓶裝取仙草茶的遊客，

會接著到一旁的攤位逛逛，抑或是拿出第二個保溫瓶，再繼續裝取。有時甚至可

以看到一開始拿保溫瓶的遊客在離開會場前，也會再裝一次仙草茶。以上，皆顯

示奉茶區受到遊客的熱烈歡迎，更加突顯仙草茶免費暢飲在仙草節的重要性。 

仙草節不錯啊！你很少看到有活動會隨便人吃吃喝喝的，大部分的活動

都是限量，不像這邊讓你喝到飽、吃到飽。我看很多人都有帶瓶子來裝

仙草茶，那應該都是之前就參加過的人，像我就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話，

我也會帶瓶子來裝。（外地居民─關西仙草節參與者Ｃ，2014/11/02） 

第二種是遊客以往未參與過仙草節的情形，其進入會場的眼神不像第一種情

形的遊客般堅定，反倒會左顧右盼地先觀察整個會場的狀況。大多的遊客會先詢

問農會人員或其他節慶參與者奉茶區為何人群聚集，以及仙草茶是否需要花錢購

買。從此點來看，可發現遊客在不瞭解或懷疑「奉茶」意義，以及現場未有任何

免費試飲的告示之情況下，人群聚集和奉茶區的顯眼位置都是吸引第一次參與仙

草節的遊客之要素。此種關西農會特意將奉茶區設置在會場入口的做法，也突顯

了仙草茶試飲在節慶活動的重要意涵。一般而言，在遊客確認暢飲仙草茶不需額

外付費的狀況下，便會馬上加入奉茶區人群。和第一種情形的遊客一樣，第二種

遊客裝完仙草茶後，也會立即品嘗，並且有極大的機率會再排一次。儘管奉茶區

呈現較為混亂的局面、晚到的遊客可能比早來的遊客，更早領取到仙草茶，但因

為農會是現場烹煮仙草茶，並且無限量供應，故現場並沒有發生任何口角。然而，

有趣的是在領取麻糬時，由於麻糬為限時供應且份量較少，所以即使在沒有農會

人員管制的狀況下，民眾反而會自動排成一直線（參見圖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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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關西仙草節的意涵建構 

鑒於關西仙草節對於塑造或加深消費者對於關西仙草的印象與認同，具有關

鍵的轉化作用。在此節的內容中，本研究將藉由 2014 關西仙草節的問卷調查與訪

談結果，分別探討在地參與者及外地參與者在族群、年齡組成、參與經驗與原因、

認為節慶對地方可能造成之影響等層面有何差異，以進一步區分不同參與者對仙

草節有何種感受與意義賦予。此次問卷調查的時間為 2014/11/01 至 2014/11/02，地

點為關西農會仙草加工廠，調查對象為參與仙草節的民眾，且不受性別、年齡、

居住地等限制，最終獲得的有效問卷為 198 份。此外，研究估算仙草節參與人數

至多可達關西鎮總人口數一半的 15197 人（估算方法請見附錄三之表 6-3）。若假

設每位參與者的消費額為 100 元、飲用一杯 100 毫升的仙草茶來估算，短短兩日

的仙草節至少可帶來 150 萬元的商機及耗費 1500 公升的仙草茶，足以顯示仙草節

所帶來的龐大商機，及關西農會即使耗費眾多成本，也要盡力舉辦仙草節的決心。 

 

一、參與者概述 

（一）參與者居住地 

參與者以新竹縣的居民為主，其次為鄰近新竹地區的桃園市，以及距離關西

國道約一小時車程的臺北市與新北市（詳細結果請參見附錄三之表 6-4）。由居住

在臺灣中部以北的居民是仙草節參與者主要來源這點，可推估交通距離是民眾參

與地方節慶的考量因素之一。若進一步以新竹縣內的參與者來看，發現參與仙草

節的民眾仍以關西鎮的居民為主，其人數約占新竹縣參與者的五成，顯示在地居

民參與仙草節的比例不少。 

（二）族群與年齡組成 

據調查（詳細結果請參見附錄三之表 6-5），參與者為客家人的比例約有六成，

顯示客家族群對於參與仙草節有較多的興趣。至於在參與者年齡的部分，關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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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是以 16-25 歲的青壯年參與者占最高比例，而外地則是以 46-55 歲的中年參與者

為主，表示在地參與者有年輕化的趨勢。然而，就實際觀察與歲數區間合併比例

的整體結果來看，中年與中老年的參與者仍為仙草節的主要人潮來源。 

（三）參與經驗與時間 

首先，在「參與次數」的部分，在地參與者中有五成參加過五次或以上次數

的仙草節，顯示在地參與者有長期支持仙草節的現象。相反地，外地參與者則有

五至六成是第一次參加仙草節。再者，在「抵達會場時間」的部分，在地參與者

大多在下午三點以前抵達會場，並且以上午九點至十一點為較多人抵達的時刻，

其次為下午一點至三點，顯示在地參與者於中午用餐時段較不會前往仙草節。而

外地參與者同樣以上午九點至十一點為抵達會場的尖峰時刻，但其次為上午十一

點至下午一點的中午時刻，顯示外地參與者較易停留在會場用餐。最後，在「預

計停留時間」的部分，在地參與者有三成預計停留五小時以上（其大多為社區表

演人員、農會員工及親友、退休年長者），外地參與者則有五成預計停留三小時以

內（詳細結果請參見附錄三之表 6-6）。 

（四）偕同對象 

在地參與者有兩成是自己一人前往仙草節（推估與部分在地居民把仙草節當

作一般市集或市場來購買蔬果有關），其餘則以朋友與父母為主要的偕同對象。然

而，外地參與者卻有近五成的比例是與配偶或伴侶一同參加，其次則為父母和子

女。若配合基本資料中的參與者年齡調查，會發在地參與者因為以 16-25 歲占最高

比例，故偕同對象中的朋友與同學比例較外地參與者高。而外地參與者因大多為

小家庭的出遊模式，故會以父母、子女、兄弟姊妹、配偶或伴侶為協同參與之主

要對象（詳細結果請參見附錄三之表 6-7）。 

 

二、參與者期待與感受 

（一）參與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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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民眾參與仙草節之主要原因，約有六成的在地參與者表示為自己是來仙

草節放鬆心情或感受熱鬧氣氛，其次則是想參觀農產品展售、遊逛市集、體驗客

家及仙草文化。大致而言，以上原因也是外地參與者參加仙草節的主要原因，但

與在地參與者不同的，是外地參與者較偏好參觀農產品展售與遊逛市集，顯示市

集展售乃地方節慶極為重要的內容，其不僅有促進地方經濟的潛力，也有帶動會

場氣氛之功能。而從參與者期待自身能體驗客家及仙草文化的部分來看，也可顯

示出參與者對於關西的地方族群及仙草產業，有文化意涵及知識層面上的渴求。

此外，相較於外地參與者，在地參與者前往仙草節的原因還有支持地方產業人員

（如農會員工或攤商的親友），以及觀賞與支持親朋好友的表演活動（詳細結果請

參見附錄三之表 6-8）。顯現地方居民除了是仙草節主要的人力資源，也是仙草節

重要的參與者來源。無論籌備面或消費面，都無法缺少在地居民的投入。 

（二）節目活動偏好 

如同本章第二節的實際觀察結果，在仙草節的活動當中，最受參與者歡迎的

是仙草產品的免費品嘗活動，包括仙草熱飲試喝與仙草麻糬試吃（詳細結果請參

見附錄三之表 6-9）。在此項目中，高達七成的在地參與者及八成的外地參與者備

感興趣，顯現仙草茶免費暢飲的重要性，及消費者對於地方節慶的關注點為美食

品嘗，其次才是表演節目或體驗活動： 

每年仙草節其實都差不多，頂多表演節目換一下。但反正在家閒著也是

閒著，還不如來仙草節逛一逛、喝杯仙草茶、排個麻糬，就算沒買東西，

一輪下來也蠻飽的。（地方居民─關西仙草節參與者Ｂ，2014/11/02） 

對在地參與者而言，儘管每年的仙草節大同小異，但由於免費品嘗的活動，加上

現場熱鬧歡愉的氣氛，大多的在地參與者仍會選擇前往會場。這部分也回應了前

述談到五成左右的在地參與者曾參加過五次以上的仙草節。 

扣除免費品嘗活動，在其他的節目活動中，較受參與者喜愛的是魔術表演、

樂團演奏、DIY 體驗與開幕式（詳細結果請參見附錄三之表 6-10）。大致來說，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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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者喜愛這些節目活動的原因在於魔術表演和樂團演奏具有視覺與聽覺之刺激與

娛樂性，且 DIY 體驗做的勞作童玩具有親子紀念價值。而開幕式中，主持人、農

會總幹事、政府官員對於關西地區與仙草產品的介紹，及結合免費暢飲仙草茶與

抽獎兌換仙草產品的千人乾杯活動，都讓參與者覺得可初步瞭解仙草產業文化。

更進一步地說，農會在仙草節所採取的免費暢飲策略，及地方行動者對於仙草的

品質論述，皆為 Tregear（2001）與 Callon 等人（2002）所談到的地方特色食物「品

質化」過程。換言之，地方特色食物的品質呈現是社會建構下的產物，其不僅依

存於生產和消費關係中的各式情境（如農會藉由仙草茶試飲來和消費者產生密切

連結），也反映出具有權力的地方行動者可把利於自身的品質詞彙付諸於特色食物

的產品上（如可在仙草節開幕式發言的行動者大多為農會總負責人及政府官員，

而非農民）。 

（三）會場空間與氣氛感受  

Urry（2002）提到「主題化」意指某空間劃分所根據的是特定主題，並透過氛

圍塑造與活動實踐來強化該主題。在仙草節中，農會特地將活動辦在仙草加工廠，

並利用各式旗幟、海報與宣傳手冊強調關西是「仙草的故鄉」。同時，農會也利用

仙草產品免費品嘗、豐富多樣的節目內容及攤商佈置，來塑造熱鬧有趣的氣氛。

透過問卷調查，本研究亦發現多數的參與者覺得會場氣氛為熱鬧歡騰、充滿娛樂

與趣味，外地參與者甚至有更高的比例認為會場具有冒險刺激感。若對照在地參

與者有三成覺得動線簡單，外地參與者卻有兩成覺得複雜的調查結果，可顯現會

場動線對外地參與者而言，是冒險刺激感的來源之一（參見附錄三之表 6-11）。 

 

三、參與者認同與反思 

（一）節慶認同 

透過在地參與者大多認為其他遊客來自外地，外地參與者則多數認為其他遊

客來自關西鎮內的調查結果，可顯現在地參與者傾向認為關西仙草節可吸引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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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尤其是都會地區的人們），而外地參與者則傾向認為關西仙草節是地方節慶，

故較吸引在地人（詳細結果請參見附錄三之表 6-12）。 

應該很多人是外地來的吧！因為我在會場看到的熟人不多，而且仙草節

是很特別的活動，我想從台北、桃園之類的地方來的人都會覺得很新奇。

（地方居民─關西仙草節參與者Ｂ，2014/11/02） 

我覺得在地人比較多，畢竟這是很大型的地方活動，應該很多在地人會

來參加。（外地居民─關西仙草節參與者Ｃ，2014/11/02） 

本研究認為參與者對於仙草節的認同，可反映在判斷其他遊客來自何處的問題上。

對多數的在地參與者而言，由於其對於仙草節是抱持支持的態度，且認為仙草節

可對外展示地方的客家及農村文化，故會回答其他參與者可能來自外地居多。但

對外地參與者來說，由於其認定仙草節是關西地區的特有節慶，故覺得在地居民

會因地利之便及活動的熱鬧氛圍，而有多加參與的情況。若進一步分析參與者對

於仙草節是否能吸引遊客的答覆，在地與外地參與者均有近九成的比例認為仙草

節活動可吸引遊客，並覺得吸引原因為活動熱鬧有趣、仙草節是可展現地方文化

的盛大活動、有仙草產品免費品嘗及仙草本身名聲遠播。其中較大的差異是，在

地參與者有更高的比例認為農產品展售可吸引遊客，而外地參與者則有較高的比

例認為地鄰關係和客家文化是吸引遊客之處。 

（二）節慶反思 

關於節慶辦理可能對地方的影響層面，約有七至八成的參與者覺得有正面影

響，只有不到一成認為節慶會為地方帶來負面影響。首先，在「經濟層面」中，

在地參與者有七成左右的比例認為仙草節能帶動地方觀光與消費，外地參與者則

有八成是如此認為。至於在地方農業、收益與就業的部分，在地與外地參與者皆

有六成的比例覺得仙草節可活絡地方農業，並促進地方收益與就業。而在公部門

資源挹注及資源分配的部分，在地較外地參與者有稍高一點的比例認為仙草節可

使公部門資源挹注地方，但因為只集中在農會和攤販，所以有分配不均的情況（詳



112 
 

細結果請參見附錄三之表 6-13）。 

再者，在「社會文化層面」中，在地參與者有八成的比例認為仙草節可提升

關西鎮的知名度，而外地參與者則有七成是如此認為，顯示在地居民對於地方節

慶可提升地方知名度的議題上，是抱持高度肯定的態度。至於在地特色認同及客

家文化的部分，在地參與者有較高的比例認為仙草節可促進地方特色認同，而外

地參與者則是有稍多的比例認為仙草節可展現客家文化。 

最後，在「環境生態層面」中，在地與外地皆有七成的參與者覺得透過仙草

節，可維持地方農業的發展與延續，但也有兩成左右的參與者認為仙草節會在短

時間內因人群聚集，而製造大量垃圾與噪音。另一方面，在仙草節是否能促進地

方產業重視環境永續的生產方式之議題上，在地參與者有三成認為可行，而外地

參與者則有五成的比例認為可以。 

綜合經濟、社會文化與環境生態的正面影響，可發現關西農會在由內而外的

通路擴張模式中，其所舉辦的仙草節具有極為重要的驅力，可使在地居民在潛移

默化下，逐漸接受與認同仙草，進而成為潛在的消費者，並促使仙草產品能持續

有生產與消費層面的運作。 

關西這邊沒什麼活動，除了過年和迎神，最熱鬧的時候就是仙草節舉辦

的這兩天。雖然每年的形式都差不多，但來這裡（仙草節）逛一下，聞

一下仙草的香氣、喝免費的仙草茶也蠻不錯的…我們這裡的特產就是仙

草，如果有需要送禮給外縣市的親戚朋友，我就會買仙草禮盒來送。   

（地方居民─關西仙草節參與者 A，2014/11/01） 

如同 Hall 與 Sharples（2008）指出食物節慶不但對主辦地區之外的遊客進行推

廣，對地區之內也有實質的趨力，可促使特定地方的食物持續消費與生產，並使

地方繼續運作。對關西地區來說，仙草節並非只是短短兩日的經濟促進活動，而

是一個能持續帶動仙草生產與消費的關鍵。 

農會自己有仙草產業，要自己打出知名度。像你們現在 80 年生又進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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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輕人有很多要宣傳啊！農會當然是要源源不斷地去做，只要農會有能

力做、農會有賺錢，就勢必每年都要做，不管國家給不給補助，農會都要

挑下來做！（關西農會推廣股負責人，2014/04/17） 

如同第五章提到相對於一般農會將農特產視為輔導與推廣的項目，關西農會

繼設立全臺第一家仙草加工廠後，便將仙草視為自身的產業，囊括了生產（與農

民契作）、加工（擁有萃取仙草濃縮液的技術）、行銷（由供銷部拓展全臺休息

站與機場通路），而非僅止於協助農民種植仙草或幫忙販售仙草產品（蔡佩宜，

2010）。因此，對關西農會而言，仙草節所帶來的效果不僅是經濟效益，也是宣

傳與維繫「關西仙草」這項地方特色食物意象的絕佳機會。因此，無論是否有政

府資源或外部資金的挹注，關西農會都有盡力舉辦仙草節的決心。 

 

第四節 小結 

此章的第一部分談到關西仙草節的籌劃辦理，是如何從仙草產品的促銷活動，

逐漸變成以外地遊客為導向，並希望在地居民也多加參與的觀光活動。從關西農

會將仙草節辦在冬季及固定在仙草加工廠舉行來看，可發現關西農會有意將仙草

熱飲品嘗列為主要活動，且期望藉由加工廠現場烹煮仙草的方式，來獲得節慶參

與者對於仙草產品的認識、認同及品質肯定。再者，鑒於關西仙草節每年的主題

皆有所不同，並愈趨地方整體旅遊之觀光取向，可突顯關西農會對於仙草節的定

位是由內而外的方式。舉例來說，第一至四屆的仙草節主題是以仙草產品的食用

功效，及地方主要族群─客家人作為節慶的宣傳主軸，但從第五屆仙草節開始，節

慶卻逐漸添增公仔故事與闔家出遊的主題。顯示仙草節最初是以在地居民為主要

的訴求對象，並希望從宣稱仙草是客家族群既有的飲食內容，同時具備養生功效，

來拉近在地居民與仙草的距離，進而促使在地居民認為仙草是關西的特色食物。 

此外，由於鄉鎮型態的地方單位在資本與人力等層面往往具有侷限性，而關

西仙草節也不例外，所以在籌備人力上，每年的仙草節至少需要百位在地居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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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包括農會員工、表演團體、義消、義警、清潔與機動人員。而透過地方人

力資源的注入，也可為仙草節帶來更多的人潮，例如：許多仙草節參與者是因為

支持表演或工作的親友而來。至於在空間規劃和攤位設置的部分，由於仙草節會

場被劃分成九個區域，每一區皆有不同特色和活動目的，所以身在其中的參與者

較易感受到愉悅與熱鬧的氣氛。而農會利用現場烹煮仙草的氣味及仙草熱飲免費

品嘗活動，也塑造出視覺之外的感官刺激，使參與者有「只有在關西，才能感受

和品嘗到最道地的仙草」的感覺，進而加深參與者對於「關西仙草」的印象連結。 

此章的第二部分大致描繪 2014 關西仙草節的實況。根據實際觀察的結果，由

於會場有許多隱藏在走廊或倉庫的攤販與展覽，故對於參與者而言，帶有刺激冒

險的趣味，可增添參與節慶的興奮感。除了舞臺區和攤販區，關西仙草節不分時

段人潮最多的地方，就是仙草熱飲及麻糬免費品嘗區，此區的參與者可分為兩種

類型，一為過去曾參與過仙草節的遊客（自備保溫瓶的情況較多），二為第一次參

與仙草節的遊客（詢問仙草茶可否試喝的情形較多）。但無論是哪一種類型的遊客，

其進入節慶會場的第一項活動皆為領取仙草茶，在試飲過後，甚至還會再領取一

次，顯現出仙草免費暢飲受到遊客熱烈歡迎的程度及其在節慶活動中的重要性。 

為進一步辨別在地與外地參與者對於仙草節的感受與認同是否有所差異，此

章的第三部分呈現 2014 關西仙草節的問卷調查結果，其有效問卷為 198 份，其中

關西在地居民占 60 份。在參與者年齡的部分，關西在地是以 16-25 歲的青壯年參

與者占最高比例，而外地則是以 46-55 歲的中年參與者為主，表示在地參與者有年

輕化的趨勢。而在參與次數的部分，在地參與者中有五成參加過五次或以上次數

的仙草節，顯示在地參與者有長期支持仙草節的現象。而關於仙草節之主要參與

原因，多數的參與者是基於閒暇休憩、參觀地方特產展售、體驗客家、鄉村及仙

草產業文化等緣故。但相較於外地參與者，在地參與者有更高的比例是因為支持

節慶人員和觀賞親友表演，顯現地方居民除了是仙草節主要的人力資源，也是仙

草節重要的參與者來源。至於仙草節參與者感興趣之節目活動，最受參與者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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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仙草產品的免費品嘗，其次才是表演節目和體驗活動。在免費品嘗的問題中，

高達七成的在地參與者及八成的外地參與者表示興趣，表示消費者對於地方飲食

節慶的關注點為美食品嘗。最後，關於節慶辦理的影響層面，約七至八成的參與

者覺得有正面影響。尤其在「社會文化層面」的問題中，高達八成的在地參與者

認為仙草節可提升關西鎮的知名度，表示在地居民對於節慶可提升地方知名度的

議題上，是抱持高度肯定的態度。以上，皆突顯仙草節活動與仙草茶免費熱飲對

在地參與者的飲食需求、地方及特色認同具有顯著影響，並對「關西仙草」的地

方特色食物意象具有重要的維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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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臺灣目前關於地方特色食物的研究大多將生產面與消費面分開討論，把特色

食物納入一般產業的思維或當作觀光行銷策略的一部分。不僅忽視特色食物的形

成仰賴地方群體的付出，也忽略消費面的創造與消費者的認同是地方特色食物不

可或缺的要素。地方特色食物不只是單純的技術或行銷策略，而是在相應的時空

條件下，在人們心中逐漸累積意義。本研究除了系統性地說明關西仙草不同階段

的行動者涉入與關係變化，亦提出相關節慶活動對於在地與外地消費者的影響。

同時，為探討社會脈絡下的食物品質形塑過程，本研究也整理近六十年來的報導

資料，盡可能地闡述消費者習以為常的仙草，如何透過不同行動者的發展策略與

關注角度，逐漸變成代表關西地區的特色食物。 

 

第一節 研究成果  

地方特色食物的品質建構囊括各階段行動者的觀點與權力轉移、產品的社會

歷程與文化變遷（Dixon, 1999; Callon et al., 2002; Brunori, 2007）。其中「品質化」

便意味著地方食物如何經由各行動者的投入及消費社會的薰陶，而在食物系統中

突顯其特色。在關西仙草的塑造過程中，本研究發現關西地區的農民早在 1980 年

代便有大量種植仙草的情況，但當時僅是為了符應一般消費市場的需求，故農業

改良場與農民合作的方向是以方便種植、增進產量為目標。直到 1990 年代，關西

農會鑒於中央政策施行的壓力，而將經濟作物的推廣內容著重於仙草。在關西農

會苦於仙草無從大量消耗與販售的同時，農業改良場恰好研發出即溶仙草的加工

技術。這項技術不僅對於關西農會在仙草產品推行與品質論述上扮演相當重要的

角色（如香氣冷凝技術可使農會著重仙草熱飲，進而走向與國內大廠截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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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方向），其龐大資本的投入也使關西農會背負必須極力拓展仙草產品的壓力。

另一方面，從報紙媒體的分析結果來看，亦可發現仙草與關西地區的連結約莫是

在近二十年才大量出現。1980 年代的仙草相關報導極少談及關西或其他地區，大

多以攤商販售的冰品或食品公司銷售的加工產品為主。但 1990 年代開始，鑒於國

內旅遊風氣盛行、媒體傳播方式改變或消費者意識提升等緣故，報導逐漸開始出

現關西仙草的詞彙，談及的內容也漸漸擴大到觀光旅遊與地方發展。 

為維繫「關西仙草」的名聲與擴大消費族群，關西農會自 2001 年採取延展地

域發展策略，平日由供銷部藉由仙草凍 DIY 的方式，教導遊客如何食用即溶仙草，

並藉此向遊客發表關西仙草的品質論述（如利用關於種植方式、產品外觀和氣味

的述說，來使遊客相信關西仙草具有良好品質）；特定節日則由推廣股和公關公司

負責仙草節的籌辦，以吸引大量的人潮與新聞媒體的注意。如同 Hall & Sharples

（2008）提到作為地方與文化及經濟連結的結果，地方食物節慶已逐漸成為重要

的產品，其不僅能吸引遊客或刺激食物的消費，也能促進地方食物的生產與相關

資源的維繫。對關西地區而言，仙草節這項食物節慶是極為重要的活動，其不僅

可提升仙草產品的銷售，亦可拉近仙草與在地居民的關係，並吸引外地遊客前來。

呼應 Urry（2002）提到「主題化」意指某空間劃分所根據的是象徵的特定主題，

並透過特定的氛圍塑造與活動實踐來強化該主題。農會與公關公司在佈置會場與

設計活動時，基礎考量都是如何吸引大量遊客及延長遊客停留會場的時間，以營

造熱鬧歡騰的氣氛與增進遊客的消費額。從實際觀察的結果來看，可證明許多遊

客對於會場的動線設計與攤位設置感到冒險刺激和新奇，並且極度熱衷仙草茶的

熱飲品嘗活動。而從問卷調查的結果來看，亦發現在地參與者至少有五成的人曾

參加過五次或以上次數的仙草節，顯示在地居民有長期支持仙草節的現象。 

在農會執行各項供應鏈與延展地域策略的同時，關西地區的餐廳與業者也以

關西仙草為主要品牌，發展出異於農會的產品論述方式及觀光活動，進而活化關

西地區的經濟與文化層面。此時的媒體報導鑒於國內大廠外移、食安問題等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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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亦開始著重仙草的衛生安全和功用療效，其中地方業者所推出的仙草料理

及關西農會所舉辦的仙草節，都是促進報導描述仙草為關西特色食物並具備良好

品質的原因。對在地消費者來說，關西農會、地方業者及新聞媒體對仙草產品的

論述都是漫長的薰陶過程，無論是身體飲食需求上的習性改造（從以往茶產業之

下的喝茶習慣到現今仙草產業之下的仙草茶），抑或是對於地方特色食物的瞭解與

認同。 

總體而言，關西仙草在歷史上經歷許多農業政策、加工技術、消費市場及媒

體關注的轉折與挑戰。仙草對關西地區來說，並非一開始就是受到眾多消費者認

同的地方特色食物，但透過各式行動者的共同參與，關西地區與仙草也得以逐漸

連結和共構。仙草節的意義便在於地方單位在資本有限的情況下，嘗試結合各項

地方資源，讓消費者能藉由節慶活動的參與，來重新認識與認同關西仙草。而報

紙媒體對於關西仙草及仙草節的報導，不但潛在影響消費市場及閱聽人對關西仙

草的瞭解與品質定義，也為關西仙草的發展提供歷史軌跡的證明。對比一般行銷

策略著重生產層面的銷售，並將消費層面視為可預估或控制的運作過程。本研究

認為從不同時期的食物品質側重面向及不同階段的行動者涉入與策略，可發現地

方特色食物的構築並非一開始就是穩定且受到消費者認同，而是經過一系列生產

與消費的對話、互動與干預，才使地方特色食物得以維繫。更進一步地說，當今

關西仙草的利益成效與品牌意象，並非來自農會或地方業者一昧地投入生產與研

發，而是農會與地方業者透過各式活動，才逐漸取得在地消費者的瞭解與認同，

並提高外地消費者的興趣。若非如此，農會於 1990 年代推廣關西仙草時，便應該

有令人為之一亮的佳績，不需仰賴仙草節來與消費者建立連結。因此，在關西仙

草的構築與維繫過程中，生產面的積極生產及消費面的吸引創造，都是促成關西

仙草的重要元素。建議未來欲投入地方特色食物的行動者，如各政府單位、地方

單位及相關從事者，應以地方的發展脈絡為主，多加思量地方文化與資源、在地

消費者和食物本身的特質，並增進探訪調查及評估分析的能力，將地方與食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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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特性與消費社會的外在評斷結合，以開展真正屬於地方且具備地方特質的特

色食物。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首先，為探討仙草在臺灣的歷史脈絡及仙草作為地方特色食物的發展過程，

本研究之資料蒐集範圍為 1950 年代以後的國內新聞報導與學術文獻內容，因而無

法觸及時代更為久遠的滿清與日治時期，抑或是國外地區的仙草發展狀況。倘若

未來研究欲以仙草為核心內容，則可多加探討 1950 年代以前的相關資料，或比較

中國、印尼、越南等仙草重要產區。 

再者，儘管本研究試圖藉由報導來描繪消費社會對於仙草的價值賦予與品質

轉變，但由於消費者的數量與分布範圍過於龐大，故無法完全呈現消費者對於仙

草的真正看法。未來研究應可就消費者的部分，大範圍地發放紙本或線上問卷，

以進行消費者族群、年齡、性別、購買動機等層面之分析。 

另外，受限於研究經費與時間成本之壓力，本研究找尋的深度訪談與問卷調

查對象，只能盡可能以符合研究目的與問題之對象為主，無法顧及所有的地方行

動者與節慶參與者。若有相關研究者對此有興趣，建議可多加訪問在地居民，以

補充在地消費者的看法，及探討認同地方特色食物與否的相關層面。 

最後，本研究以關西仙草為例，著重地方特色食物的構築與維繫。在探討的

過程中，雖試圖闡述關西仙草的發展脈絡，但由於本研究是以單一個案的分析與

見解為主，所以無法完整說明國內地方特色食物的所有情況，只能竭盡可能地描

繪關西仙草此一個案。未來研究若有相關興趣，可多加比較不同地區的特色食物

發展狀況，抑或是持續關注關西地區未來的發展情形，以對臺灣的地方特色食物

有更深入的瞭解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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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大綱 
 

一、供應鏈策略行動者 

（一）農會供銷部 

仙草產品的研發 

1. 農會是從何時開始推廣仙草？ 

2. 仙草的加工產品是從何時開始研發？有農會以外的合作對象嗎？ 

3. 目前已有哪些仙草產品？為何會以這些產品為主？ 

仙草產品的訂價與通路 

1. 仙草產品的訂價方式為何？有哪些考量？ 

2. 仙草產品目前的通路有哪些？各占營業額多少比例？ 

仙草產品的主要客群 

1. 仙草產品的客群年齡層分布為何？居住地區的分佈為何？ 

2. 主要客群的特性（包括年齡、職業、居住地、口味偏好…等）為何？ 

仙草產品的市場競爭狀態 

1. 生產履歷對仙草產品造成那些影響？ 

2. 仙草產品的包裝設計有何特點？ 

3. 農會所推出的仙草產品如何與市面同種類的產品區隔？ 

4. 農會目前所面臨的競爭對手有哪些？ 

未來願景 

1. 未來仙草產品的開發方向為何？通路方向為何？ 

（二）地方農民 

仙草的種植 

1. 當初為何想以仙草作為主要的經濟作物/農會是從何時鼓勵種植仙草？ 

2. 關西適合種植仙草的自然環境原因為？ 

3. 由誰指導仙草的栽培技術？ 

4. 仙草履歷對農民的影響為？ 

仙草的收購與販售 

1. 目前收購仙草的對象有哪些？ 

2. 平均收購價格為何？近年的收購價格有何變化？ 

目前困境與未來發展 

1. 您認為仙草產業對關西有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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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仙草產業目前面臨到哪些挑戰？未來應如何發展？  

3. 打算何時退休？有無接班人？ 

（三）農業改良場 

仙草的種植 

1. 改良場是從何時協助農會與農民種植仙草？原因為？ 

2. 當初如何鼓勵農民大規模種植仙草？ 

3. 有無其他單位提供技術協助或共同研究？ 

4. 目前仙草的種植面積與產量大約為何？ 

5. 為何鼓勵農會與農民推行生產履歷？ 

6. 如何決定仙草品種的研發方向？ 

7. 如何與農民合作仙草品種的開發？ 

目前困境與未來發展 

1. 您認為仙草產業對關西有何影響？ 

2. 仙草產業目前面臨到哪些挑戰？未來應如何發展？  

 

二、供應鏈策略與延展地域策略行動者 

（一）農會推廣股 

仙草的種植 

1. 農會是從何時開始推廣仙草？原因為？ 

2. 當初如何鼓勵農民大規模種植仙草？ 

3. 有無其他單位提供技術協助？若有，主要是哪些技術？ 

4. 目前仙草的種植面積與產量大約為何？ 

5. 目前以仙草為主要栽種作物的農民數量為何？ 

6. 為何在 2008 年開始執行生產履歷？ 

仙草的收購與加工 

1. 仙草的收購價格如何訂定？收購時間與方式為何？ 

2. 由誰指導仙草的加工技術？ 

仙草的推廣 

1. 農會曾舉辦哪些推廣仙草的活動？ 

2. 關西仙草節歷年的遊客人數與營業額為？ 

目前困境與未來發展 

1. 您認為仙草產業對關西有何影響？ 

2. 仙草產業目前面臨到哪些挑戰？未來應如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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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業者 

仙草博物館的起源 

1. 當初為何想經營仙草博物館？ 

2. 仙草博物館為何想結合仙草生態導覽？ 

3. 仙草博物館為何想結合關西地區的歷史解說？ 

仙草博物館的營運狀況 

1. 仙草博物館的營業項目有哪些？原因為？ 

2. 店內販售的仙草產品有哪些？其開發者為？ 

3. 平日與假日的遊客人數大約為？其從事的消費活動主要有？ 

4. 遊客的年齡層分布為何？主要特性（包括年齡、職業、居住地、口味偏好… 

  等）為何？ 

未來願景 

1. 未來經營方式是否會有所改變？若有，想朝哪方面發展？ 

2. 未來仙草產品的開發方向為何？ 

3. 您認為仙草產業對關西有何影響？ 

4. 仙草產業目前面臨到哪些挑戰？未來應如何發展？ 

（三）產業協會 

產業協會概況 

1. 產業協會的成立時間為？成員數為？成員背景組成為何？ 

2. 產業協會的重點工作與目標為何？ 

產業協會與仙草之關係 

1. 協會目前有多少成員從事仙草相關的工作？ 

2. 協會與農會的關係為何？如何競爭或合作？ 

3. 協會與仙草農民的關係為何？ 

4. 協會與地方組織的關係為何？ 

5. 協會與政府機構的關係為何？ 

未來願景 

1. 協會認為仙草產業對關西有何影響？ 

2. 協會認為仙草產業目前面臨到哪些挑戰？未來應如何發展？ 

3. 未來協會目標是否會有所改變？若有，想朝哪方面發展？ 

（四）公關公司 

仙草節的投入 

1. 請問當初為何想協助辦理仙草節？ 

2. 每年的仙草節具有哪些共同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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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辦理單位是如何接洽？合作項目為何？ 

4. 仙草節的主題如何訂定？ 

5. 仙草節的會場佈置、活動文宣是如何設計？ 

6. 仙草節的活動如何設計？目標為何？ 

7. 每年仙草節的遊客人數是否有所變化？其原因可能為何？ 

8. 為何之前想結合觀光巴士做低碳旅遊？ 

未來發展 

1. 未來仙草節想如何發展？ 

2. 您認為仙草產業對關西有何影響？ 

（五）地方單位與消費者 

對仙草的看法 

1. 您覺得仙草是關西的特產嗎？原因？ 

2. 平常您會購買仙草相關產品嗎？ 

3. 若必須送禮物給親友，您會選擇仙草產品嗎？ 

4. 您認為仙草產業對於地方有哪些影響？ 

仙草節的參與 

1. 仙草節的舉辦對於地方有哪些具體影響？  

2. 您或其他業者（居民）曾參與或協助仙草節哪些活動？ 

3. 對仙草節的主題有何看法？ 

4. 對仙草節的活動內容有何看法？ 

5. 您認為之前仙草節結合觀光巴士做低碳旅遊，對地方有何影響？ 

未來發展 

1. 您認為仙草產業對關西有何影響？ 

2. 未來的仙草節與鹹菜甕節應如何發展？ 

 

  



133 

 

 

附錄二 問卷題目 

 

1. 請問您是第一次參加關西仙草節嗎？  

 是                                                                                  

 否，目前至少已參加仙草節 ______ 次；上次參加的時間為民國 ______ 年 

1-a. 今日到達會場的時間爲 ____：____，預計停留到 ____：____。 

2. 請問此次您與誰一同前來參與仙草節？(可複選)   

 自己一人  兄弟姊妹  父母  子女  同學  朋友  配偶/伴侶  親戚     

 同事   鄰居  其他 _______________；含自己在內共有____________人。 

3. 請問您目前的居住地是在？ 

    外縣市 __________＿＿縣/市 __________＿＿市/區/鄉/鎮。                          

 新竹縣/市 內 __________＿＿市/區/鄉/鎮。 

4. 請問您今日參加仙草節的主要原因是？(為什麼會來仙草節？)(可複選) 

       閒暇休憩，走看漫遊（出外走走逛逛）  安排週末參加鄰近地區之重要盛會活動   

       體驗客家/鄉村文化  體驗仙草產業文化  會場景觀顯眼，人群聚集吸引注意 

       參觀地方特產展售與市集遊逛         地方產業相關人員參與節慶活動，如攤販  

       觀賞與支持親朋好友的表演活動        支持地方產業人員，如本身為攤販的親友 

       自己本身有參加節慶的活動內容，活動項目是 _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 

5.  從今日節目安排或身在現場的感覺，讓您特別有興趣的活動有哪些？(可複選)                            

 仙草產品免費品嘗活動  闖關競賽   繪畫寫生比賽   DIY 體驗   太鼓迎

賓(北山社區)   開幕式(熱舞開場.來賓致詞.飲茶千人乾杯)   活力大會(上林.錦山.

石光社區)   卡拉 OK 同歡唱  社區動員 SHOW TIME(工作室.舞蹈教室)   互動

遊戲(舞臺中場休息)  美妙樂章(竹排笛)      魔術表演(kk 魔幻秀.木偶變臉)   

樂團表演(羅莉控.唐野.梁陳吉日樂團)   其他 _____________ 

      5-a. 為什麼這些節目活動讓您特別感興趣？(可複選) 

       自己或認識的人有參與 (表演 闖關競賽 寫生比賽  DIY 體驗 其他 ____ )  

       節目活動提供有關仙草產業文化的新知識、內容與認識  對客家表演活動有興趣   

       可品嚐仙草相關烹飪料理  節目或活動提供趣味性與娛樂性  

       能與朋友或家庭成員等一起參與，留下特別生活紀念  其他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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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相較於平常所接觸，請問您如何描述與形容此次節慶會場的空間安排所帶給您的感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相較於平常所接觸，請問您如何描述與形容此次節慶會場的整體氣氛所帶給您的感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請問就您的感覺，參與節慶活動的其他遊客與活動參與者，他們大多來自哪裡？ 

 本地居民或新竹一帶的居住者  外地遊客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a.請問您認為，此次仙草節的活動設計能否吸引這些主要參與者？為什麼？ 

 是，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您覺得仙草節的辦理對地方的經濟、社會文化與環境生態可能帶來哪些影響？(可複選) 

經濟面向： 造成地方資源的浪費，無助地方發展 節慶推廣過度集中少數產業，         資

源分配不均 帶動地方觀光與消費 活絡地方農業 增加地方收益與就業              

公部門資源可挹注地方 其他_________                                       

社會文化面向：各地節慶都很像，無法展現地方特色 節慶只呈現特定層面，無法反

映地方實況  地方群體飽受壓力，無法滿足遊客期待 提升地方知名度 促進在地

特色認同 展現客家文化  提供地方休閒與活動的場所 節慶活動讓地方群體有對

外表演的舞臺 其他_________ 

環境生態面向： 短時間內的人群聚集會製造大量垃圾與噪音 節慶活動破壞地方發展

的平衡 過度消費而造成浪費，影響環境與生態 維持地方農業的發展與延續 使地

方產業重視環境永續的生產方式(如有機、無毒、使用環保素材等) 其他 _      _ 

10. 對於此次的關西仙草節活動，您有什麼想法、心得或建議想提供與研究計畫團隊參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個人基本資料： 

(a)性別：男 女；(b)今年 _________歲。(民國 ＿＿＿年生) 

(c)是否爲客家人：是 部份 否  

(d)學科領域背景：國小 國中 高中 專科/大學 研究所以上  

(e)職業：請問您現在是否在職與從業？ 

 是，從業中 

 否；( 已從職場退休  轉業中  原爲專職家管   學生  其他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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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2014 關西仙草節調查結果 

 

本研究估算參與人數的方式為預先劃分節慶會場區域，接著與多位研究者於

相同的時間點，分別計算不同會場區域的參與者人數後，再進行加總。而若以仙

草節的活動時間估算，10:00 至 17:00 共計為七小時，以參與者停留在會場的時間

大多為一至兩小時來看，參與人數多可達關西鎮總人口數一半的 15197 人

（1050×7+1121×7 = 15197），少則有 7599 人（15197÷2 ≈ 7599）。 

 

表 6-3 仙草節參與人數估算 

日期 估算時間 估算人數 

定時會場參與人數 

2014/11/01 

10:00 751 

平均值 

1050 

11:00 1068 

14:00 1289 

16:00 1089 

2014/11/02 

10:00 953 

平均值 

1121 

11:00 1328 

14:00 1059 

16:00 1141 

全程會場參與人數 

2014/11/01-2014/11/02 10:00-17:00 15197（一小時停留計算） 

2014/11/01-2014/11/02 10:00-17:00 7599 （兩小時停留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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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參與者之居住地 

參與者居住地之縣市 新竹縣參與者居住地之鄉鎮 

 
填答人數 人數比例  填答人數 人數比例 

新竹縣 107 55% 關西鎮 60 56% 

桃園市 33 17% 竹北市 16 15% 

臺北市 20 10% 湖口鄉 10 9% 

新竹市 16 8% 竹東鎮 8 7% 

新北市 14 7% 新埔鎮 5 5% 

苗栗縣 6 3% 新豐鄉 3 3% 

臺中縣/市 1 1% 芎林鄉 2 2% 

彰化縣/市 1 1% 橫山鄉 2 2% 

總  計 198 100% 北埔鄉 1 1% 

   總  計 107 100% 

 

表 6-5 參與者基本資料 

選  項 
在地填答人數 

占總人數比例 

外地填答人數 

占總人數比例 

填答總人數 

（比例） 

是否為客家人 

是 26% 35%   121（61%） 

部分 2% 6%    16（8%） 

否 1% 27%    56（28%） 

未填答 1% 2%     5（3%） 

參與者年齡比例 

15 歲(含)以下 3% 1%     7（4%） 

16-25 歲 7% 10%    33（17%） 

26-35 歲 4% 8%    23（12%） 

36-45 歲 5% 14%    38（19%） 

46-55 歲 5% 18%    45（23%） 

56-65 歲 5% 14%    38（19%） 

66 歲(含)以上 

未填答 

1% 5%    12（6%） 

1% 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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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參與者經驗與參與時間 

選  項 
在地填答 

人數比例（60 人） 

外地填答 

人數比例（138 人） 

參與次數  

第一次 8% 55% 

第二次 10% 16% 

第三次 23% 14% 

第四次 3% 2% 

第五次（含）以上 55% 12% 

未填答 0% 1% 

參與者抵達會場之時間  

9:00 之前 22% 9% 

9:00-11:00 30% 49% 

11:00-13:00 17% 22% 

13:00-15:00 25% 15% 

15:00-17:00 3% 2% 

未填答 3% 2% 

參與者預計停留之時間 

一小時以內 15% 6% 

一至二小時 23% 26% 

二至三小時 12% 28% 

三至四小時 12% 14% 

四至五小時 5% 7% 

五小時以上 30% 17% 

未填答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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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 參與者偕同參與之對象 

選  項 
在地填答 

人數比例（60 人） 

外地填答 

人數比例（138 人） 

自己一人 23% 9% 

父母 22% 20% 

朋友 20% 14% 

配偶/伴侶 20% 46% 

子女 17% 20% 

同學 12% 5% 

兄弟姊妹 5% 13% 

親戚 5% 7% 

同事 5% 6% 

鄰居 2% 1% 

其他 2% 4% 

*複選題         

表 6-8 參與仙草節之主要原因 

選  項 
在地填答 

人數比例（60 人） 

外地填答 

人數比例（138 人） 

閒暇休憩，走看漫遊  63% 69% 

參觀地方特產展售與市集遊逛 32% 50% 

體驗客家或鄉村文化 23% 21% 

體驗仙草產業文化 20% 22% 

支持地方產業人員 ex.攤販的親友 18% 4% 

地方產業人員參與節慶 ex.攤販 12% 10% 

觀賞與支持親朋好友的表演活動 12% 4% 

其他原因 12% 7% 

安排週末參加鄰近地區之重要活動 10% 9% 

會場景觀顯眼，人群聚集吸引注意 10% 9% 

自己本身有參加節慶的活動內容 2% 4% 

*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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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9 參與者感興趣之節目活動 

選  項 
在地填答 

人數比例（60 人） 

外地填答 

人數比例（138 人） 

仙草產品免費品嘗活動 67% 78% 

魔術表演(kk 魔幻秀/木偶變臉) 22% 20% 

樂團表演(羅莉控/唐野/梁陳吉日樂團) 20% 14% 

DIY 體驗 17% 18% 

開幕式(熱舞開場/來賓致詞/飲茶千人乾杯) 13% 15% 

闖關競賽 13% 9% 

其他(微電影/農產品展示) 13% 13% 

社區動員 SHOW TIME(工作室/舞蹈教室) 12% 7% 

互動遊戲(舞臺中場休息) 7% 8% 

美妙樂章(竹排笛) 7% 4% 

活力大會(上林/錦山/石光社區) 5% 3% 

卡拉 OK 同歡唱 5% 6% 

繪畫寫生比賽 5% 1% 

太鼓迎賓(北山社區) 0% 3% 

*複選題 

表 6-10 參與者對於節目活動感興趣之原因 

選  項 
在地填答 

人數比例（60 人） 

外地填答 

人數比例（138 人） 

可品嚐仙草相關烹飪料理 61% 72% 

對客家地區表演活動有興趣 35% 31% 

節目活動提供有關仙草產業文化的新知識 23% 37% 

自己或認識的人有參與節目活動 22% 14% 

節目或活動提供趣味性與娛樂性 22% 32% 

與朋友或家人一起參與，留下特別生活紀念 20% 11% 

其他，例如：體驗不同生活 12% 18% 

*複選題 



140 
 

 

表 6-11 參與者對於節慶會場之空間安排與整體氣氛感受 

選  項 
在地填答 

人數比例（60 人） 

外地填答 

人數比例（138 人） 

參與者如何描述與形容節慶會場的空間安排 

人群聚集 50% 54% 

攤位眾多 38% 38% 

場地寬敞 37% 35% 

動線規劃簡單 32% 28% 

活動一目瞭然 20% 17% 

場地擁擠 15% 18% 

舞臺單調 8% 8% 

舞臺壯觀 7% 17% 

人群零散 3% 4% 

動線規劃複雜 2% 21% 

攤位稀少 0% 4% 

未填答 0% 1% 

參與者如何描述與形容節慶會場的整體氣氛 

熱鬧歡騰 57% 67% 

音樂響亮 27% 30% 

人聲吵雜 25% 22% 

悠閒自在 22% 21% 

娛樂與趣味 22% 26% 

興奮愉悅 17% 17% 

集體價值共享 3% 4% 

冒險與刺激 0% 9% 

未填答 0% 1% 

        *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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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2 參與者推測其他遊客之來源與偏好 

選  項 
在地填答 

人數比例（60 人） 

外地填答 

人數比例（138 人） 

推測其他遊客來自何處 
  

本地居民或鄰近周邊地區居住者 39% 46% 

外地遊客 43% 36% 

本地與外地遊客皆有 15% 17% 

無法判斷 3% 1% 

活動設計是否能吸引其他遊客 
  

是 88% 88% 

否 6% 7% 

未填答 6% 5% 

可吸引遊客之原因   

活動熱鬧有趣 23% 24% 

可展現地方文化的盛大活動 15% 14% 

仙草產品免費品嘗 12% 11% 

仙草名聲遠播 12% 13% 

農產品展售 8% 1% 

地緣關係 7% 10% 

客家文化 3% 24% 

無法吸引遊客之原因 

每年活動相差不大 5% 2% 

人潮不多 0% 1% 

無詳細介紹仙草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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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3 節慶辦理對地方之影響層面 

選  項 
在地填答 

人數比例（60 人） 

外地填答 

人數比例（138 人） 

經濟層面 

帶動地方觀光與消費 68% 86% 

活絡地方農業 60% 60% 

增加地方收益與就業 58% 59% 

公部門資源可以挹注與地方 8% 5% 

節慶推廣集中少數產業，資源分配不均 7% 4% 

造成地方資源的浪費，無助地方發展 2% 3% 

未填答 1% 2% 

社會文化層面 

提升地方知名度 80% 72% 

促進在地特色認同 58% 52% 

展現客家文化 47% 51% 

提供地方休閒與活動的場所 35% 39% 

節慶讓地方群體有對外表演的舞臺 22% 29% 

節慶呈現特定層面，無法反映地方實況 12% 7% 

各地節慶都很像，無法展現地方特色 7% 7% 

地方群體飽受壓力，無法滿足遊客期待 3% 1% 

未填答 1% 2% 

環境生態層面 

維持地方農業的發展與延續 70% 73% 

使地方產業重視環境永續的生產方式 33% 51% 

短時間人群聚集製造大量垃圾與噪音 22% 25% 

節慶活動破壞地方發展的平衡 3% 4% 

過度消費而造成浪費，影響環境與生態 0% 1% 

未填答 1% 2% 

      *複選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