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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成果報告書 

壹、前言〆 

「台三線時尚茶鄉」為本中心預期經營發展的客家知識體系計畫之一面向。本計

畫擬透過客家現代時尚、地方產業、美學敘事、市場定位、品牌規畫等研究面向，

將每年以專題方式提出台三線與其觀光腹地上的客家原鄉個案，透過文獻探討、

案例分析、市場定位、品牌規劃等研究探討，展開設計試作，並規劃系列商業設

計建議。本計畫預期以龍潭為研究設計個案，希望能夠從地方資源盤點、茶葉地

方產業、客鄉生活角度分析龍潭茶鄉可能潛在的形象定位，再透過旅遊產業、茶

品產業、文創產業的案例分析，研發龍潭茶鄉可能潛在的市場定位，並規畫龍潭

時尚茶鄉的品牌形象，最後針對視覺設計、文宣設計、包裝設計展開系列設計試

作，提出建議。本計畫認為在目前已逐漸發展豐厚的客家地方知識中，客家現代

思維與現代形象的開發，仍需要大量設計專業的進入，並持續思考以客家時尚原

鄉作為一種方法的各種可能性，才能致力開發台三線上、結合客家資源所發展出

多元族群文化為基礎的現代時尚茶鄉的美學建構藍圖。 

貳、執行情形〆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時間 工作項目 預期成果 

2-4月 文獻探討〆 

龍潭茶鄉、茶業產業、客鄉

生活 

龍潭茶產業與自然人文資

源盤點 

5月 案例分析〆 

旅遊產業、茶品產業、文創

產業 

日本成功地方品牌與運作

模式分析 

6月 市場定位〆 

消費型態、主軸產品、 

休旅配套 

龍潭時尚茶鄉的市場定位與效

應分析 



7月 品牌規畫〆 

視覺形象、色彩計畫、 

包裝計畫 

龍潭時尚茶鄉的美學典範 

8月 設計試作〆 

視覺設計、文宣設計、 

包裝設計 

龍潭時尚茶鄉的形象設計 

9月 系列展開〆 

視覺系列、文宣系列、 

包裝系列 

龍潭時尚茶鄉的整體形象設計 

10-11月 彙總調整〆 

設計調整、專案結論、 

專案建議 

結案報告 

二、預算支用情形〆 

計畫〆台三線時尚原鄉系列之龍潭茶鄉設計研究計畫 

經 費 單  價 數 量 總 價 計算方式及說明 

人事費       小計36,000元  

主持人 3,600 10 36,000 每月3,600元，從2月到11月， 

共10個月 

業務費:              小計149,600 元  

專案設計

費 

72,000 1 72,000  

資料處理

費 

72,000 1 72,000  

     

耗材物品 1 1   5,600 消耗性器材、雜支 

     

  

學校行政管理費  小計:14,400元    依客委會規定編列上限10% 

管理費  1 14,400    

總計                    200,000元  

 



參、檢討與建議〆 

一、成果效益〆 

1.論文〈客家美學敘事與文創地方開發—以桃園龍潭的龍泉茶鄉品牌建構為案例〉 

2.〈龍潭客家茶旅品牌規劃與設計〉企劃報告書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〆無 

三、建議事項〆 

（１）龍泉茶鄉品牌的建構 

（２）龍潭客家茶旅品牌規劃與設計 

四、結論〆 

龍潭茶業發展至今，雖盛況不再，但龍潭在天然地理條件上，擁有獨特的富含鐵

質的紅土地質，加上氣候溫和多霧，雨量充沛，為全桃園植栽面積最大的茶區產

地々1927年協益茶廠的老茶師徐水在日本人舉辦的全國製茶比賽獲得「壹等賞」

殊榮，1982年獲全省機採優良包種茶冠軍，榮獲省主席李登輝先生命名龍泉茶而

聲名極盛一時，足證龍潭茶產有其與台灣其他地區茶產競爭的潛力。在人文歷史

方面，龍潭從清嘉慶起始，經歷日治時期的現代化轉型，戰後回歸中華民國之後

的外銷盛況，直到1970年代因東南亞低價茶崛起而逐漸沒落，1982因廢止「台灣

省製茶管理辦法」而轉為家庭式小型精緻茶廠經營模式，從茶菁道精緻一貫化作

業，提供優質龍泉茶，2000年推廣台灣特有茶種的椪風茶……。龍潭的茶產歷史

可以看到龍潭地方不同於台灣其他產區的多元製茶與茶種的產經履歷，堪稱是台

茶產銷發展史的地方縮影。因此，茶園契作、茶栽植作、產業經銷的發展，皆深

深影響龍潭在地的生活與產業。因此，本計畫擬從盤點自然地理與人文歷史的角

度，評估、說明龍潭發展「茶旅」的觀光經濟價值與意義，並在此基礎上，以龍

潭為桃園發展茶旅生活觀光的地方品牌，並重新開發以「龍泉茶」為設計核心的

現代桃源的美學形象，除期以「龍泉茶旅」吸引更多觀光人潮，並與之鏈結外，

也期從地方品牌所建構的生活美學為核心理念，將龍潭打造為台三線上代表桃園

地方特色的深度茶旅的示範型重鎮。 

 

 

 

 

 

 



肆、研究成果全文〆 

 

【客家美學敘事與文創地方開發—以桃園〄龍潭的龍泉茶鄉品牌建構為案例】 

 

摘要 

桃園龍潭位於台三線北區觀光腹地，擁有豐富茶產業的自然、人文資源 

，有其最適提出客家時尚茶鄉典範形象的優勢條件。本論文擬從區域經濟產 

業的設計分析與美學敘事實踐的角度，提出以龍泉茶鄉品牌—而非龍泉茶商 

品—為核心概念所開發的龍潭時尚茶鄉的地方實踐可能性。 

本論文認為地方作為一種觀看、認識與理解世界的方式，可以透過文化 

創意與美學敘事的品牌設計與空間實踐，將龍潭的茶園空間打造成具有時尚 

概念的茶鄉地方，並以「龍泉茶鄉」的品牌作為地方與文化想像的核心，將 

自然地景與人文歷史的地方知識同步轉化為地方行銷與經濟運作的資本。本 

論文認為地方品牌的建立，不只關乎商品經濟的行銷與運作，而是必須從融 

滲地方知識的設計角度，以美學思維建構系統化的文化符碼，進而不僅形塑 

龍潭的時尚茶鄉的印象。除此之外，還必須從在地認同者—而非只是觀光— 

的角度，提供流動者對地方的真實認識與感受連結，才有可能成功打造「地 

方品牌」。 

 

關鍵字 

台三線、地方美學、文創觀光、創意經濟 

 

 

 

 

 

 

 

 

 

 

 

 

 

 

 

 

 



一、前言 

台三線浪漫大道作為台灣現階段國家政策，除了促使中央與地方政府的總體合作，

也啟動跨地方行政與各方資源的整合。台三線浪漫大道的政策推動，使得沿台三

線的地方腹地，重新被納入「浪漫大道」的想像空間中。桃園龍潭位於台三線北

區觀光腹地，桃園龍潭位於台三線北區觀光腹地，擁有豐富茶產業的自然、人文

資源，有其最適提出客家時尚茶鄉典範形象的優勢條件。 

從龍潭茶的自然地理條件與歷史發展來說，龍潭茶業發展至今，雖盛況不再，但

龍潭在天然地理條件上，擁有獨特的富含鐵質的紅土地質，加上氣候溫和多霧，

雨量充沛，為全桃園植栽面積最大的茶區產地。再來，龍潭茶在 1927年日本時

期，協益茶廠的老茶師徐水在日本人舉辦的全國製茶比賽獲得「壹等賞」殊榮々

戰後中華民國時期，在 1982年時期獲得全省機採優良包種茶冠軍，榮獲省主席

李登輝先生命名龍泉茶而聲名極盛一時。這些事蹟證明龍潭茶產有其與台灣其他

地區茶產競爭的潛力。 

在人文歷史方面，龍潭從清嘉慶起始，經歷日治時期的現代化轉型，戰後回歸中

華民國之後的外銷盛況，直到 1970 年代因東南亞低價茶崛起而逐漸沒落，1982

年因廢止「台灣省製茶管理辦法」而轉為家庭式小型精緻茶廠經營模式，從茶菁

道精緻一貫化作業，提供優質龍泉茶，2000年推廣台灣特有茶種的椪風茶……。

龍潭的茶產歷史可以看到龍潭地方不同於台灣其他產區的多元製茶與茶種的產

經履歷，堪稱是台茶產銷發展史的區域縮影。 

龍潭茶產的多元化與產銷的興衰歷程，雖然反應台茶銷產的區域縮影，但也是龍

潭區域在時間中真實存在的「實質內容」。然而，從空間的觀點來看，不管是龍

潭本地人或外來者，所觀看的都只有龍潭的茶丘地景。如何使得茶丘的地景鍊結

過去的茶產銷歷史，並產生意義，則涉及到空間中的時間敘事與地方建構。Tim 

Cresswell在《地方》中指出，地方不只是地景的呈現、或是地理的空間概念、

或是生活事實的基本座標，而是可以將意義投注其間，以某種方式依附其上，因

此，地方是一種將空間地景轉化成置身其中的一種觀看、認識和理解世界的方式
1。對於龍潭的茶丘地景與茶產銷歷史而言，「茶鄉」不僅僅是作為觀看、認識與

理解龍潭的方式，也是一種透過描繪龍潭空間地景事實與其相關的歷史記憶、進

而可以積極定義龍潭區域的建構與實踐方式。 

從上述觀點來看，「茶鄉」的概念描述既可綜括龍潭茶丘地景與茶產業歷史共存

的事實，也可是一種想像與體驗龍潭的地方實踐途徑(approach)。這兩個面向分

別點出了地方之於人的外部經驗與內部感受。本論文認為美學敘事與文創地方的

同構開發，可以針對龍潭地方的「茶」人文地理特色，搭配四季節令，設計「龍

泉茶旅」的五感體驗內容，重新開發以「龍泉茶」為設計核心的現代桃源的美學

形象，除期以「龍泉茶旅」邀請觀光的移動者進入龍潭地方，也期從地方品牌所

建構的生活美學為核心理念，將龍潭打造為台三線上代表桃園地方特色的深度茶

旅的示範型重鎮。 

                                                      
1
 Tim Cressell：《地方》(台北：群學出版社，2006 年)，頁 16-22 



二、發現地方〆龍潭的茶園地景與茶鄉生態認同 

西方人文主義地理學者瑞爾夫(Ralph)指出，「內在於一個地方，尌是歸屬並認同

於它，你越深入內在地方感尌越強烈」々 相對於此，也存在著無法與地方建立真

實關係的「無地方性」々 瑞爾夫認為導致這種情況主要可以究責於觀光業々觀光

業的移動性，促使現代的旅行越來越重視離去的行動與風格，而不是某個人是去

了哪裡々然而々瑞爾夫又指出，現代交通如鐵路、高速公路……等各種形式的運

輸功能，更是「從每個地方出發，卻不通往任何地方」々 再加上大眾傳播與大眾

文化的價值連結，再度稀釋人與地方的真實關係，將地方變成「他人導向的」

(other directed) 々地方的存在感變成非理性與膚淺的地景2。 

這意味著，現代觀光中不斷短暫停留的移動性，讓造訪地方變成是到此一遊的地

景觀看經驗，造成觀光者對地方都停留在一種淺碟式的印象中，而不能將地方的

真實性涵化在旅者的生命經驗之中。為避免地方感的淺碟化與漸次消失，如何邀

請旅者進入地方的歷史脈絡，感受自己在地方的真實存在，認同是非常重要的理

解概念，也是將空間轉化為地方的關鍵行動。 

尌龍潭地區來說，居留在此的人來說，龍潭是可能是家鄉，也可能只是居留之處，

家鄉或居留之處反應了不同的意義脈絡，也決定了他們對龍潭不同程度的地方認

同程度與性質。尌茶園地景來說，除目前從事茶農作生產與經銷的人口而言，茶

園地景並不見得能夠形成地方的條件，主要的原因在於龍潭茶產業的沒落，以致

從事茶農作生產與經銷的人口漸次減少，茶園的區域面積也隨著茶產業的沒落而

逐年縮減。但是，目前剩存的茶園地景仍是龍潭的重要地景印象，見證龍潭曾為

台灣第三大茶產區的地方記憶。龍潭茶園地景的改變說明地方經濟產業具有決定

地方形式的關鍵性。然而，隨著 21 世紀全球化的快速發展，城市與鄉鎮之間的

扁帄化競爭，相當不利於鄉鎮地方的生存發展，地方政府也普遍積極尋求開發地

方經濟的機會與可能性々地方作為一種資本的概念與實踐，促使區域觀光成為地

方在全球快速移動生態下的經濟鏈空間。行銷地方、發展地方觀光經濟，也為沒

落鄉鎮找到一個解決之道，而桐花季、客庄十二大節慶的成功，也為客庄文化打

造可茲代表或聯想的意象。 

雖然，事件傳播是推廣地方意象與強化觀光吸引力最快的方式，但是，事件本身

的建構性如果能結合地景，則是在地方的真實性基礎創造具有意義的脈絡連結，

如桐花季案例—桐花季不只為地方帶來觀光人潮，桐花本身也成為代表客家的新

意象。因此，地景的脈絡意義聯繫，也是建構認同的主要方法之一 

。從這個觀點來說，茶園作為龍潭地區的真實地景，在空間上具有地方性，在時

間脈絡上也鏈結了過去相當豐碩的產經發展歷史，較之打造地標性質或意義再創

的建築物，地景反而更能呈現自然空間—而非人為空間—的恆常性3。地景的恆

                                                      
2
 Tim Cressell：《地方》，頁 74-771 

3
台灣過去在地方經營的思維上，缺乏整體評估的健全機制，加上政府工程與地方營造之間盤根

錯雜的各種問題，以致常常出現以都市建設角度與人為新空間的創造強化當地生活機能，如社區

館、故事館的興建風潮，並未能為在地居民帶來實際或實惠的質化生活改變，也未能創造觀光遊

客對在地的真實認識，反而硬生生切割在地居民原本自然形成的生活空間連結，以及將原本屬於



常性本身即具備容納在地居民的生活空間的功能，以及承載歷史時間演變的過程，

可以說是非都市型態發展區域本身的一種重要資本。這意味著每一個地方的地景

都有其屬於在地思維的獨特性。龍潭作為台三線腹地的一個重要客庄聚落，應該

如何避免地方發展朝向都市同一化與全球扁帄化的陷阱，而能保持地方本身在過

去歷史時間所累積的獨特性，值得思考。這個思考涉及現代化作為開發地方觀光

資源的一種方法，以及在這個過程對過去事物的自然恆常性的破壞。 

龍潭之所以成為台三線大道觀光腹地上的重要景區，主要的原因在於戰後台灣發

展現代化過程未被規劃為工業發展區，因而得以保存不少依存農產經濟形態下的

小鎮風情與茶園地景，進而成為龍潭發展現代觀光的重要資本。然而 

，當小鎮風情與茶園地景導入現代觀光經濟的發展脈絡，該如何「再現」地方 

則有現代化與在地化兩種思維。前者思維會傾向於從現代空間所打造的時間壓縮

的恆常性為建設前提，而在地景之上建置一個「代表性地標」或「指涉/展演地

方歷史的具體空間」々 後者則會朝向連結自然地景與生活思維的關係，從自然地

景理解此地景在時間歷程的實質內容與蘊含意義。 

人文地理學者哈維曾指出全球化資本主義的資本流動所形塑的現代空間對自然

地景本身的改變，以及全球都市地景趨同性現象〆 

 

地方無論外觀如何，都與時間、空間一樣，是社會建構的產物。… 

因此，我們能賦予地方一種雙重意義，地方(a)只是時空地圖上的一個 

區位位置，在某些社會過程裡構作而成，(b)發生於時空建構之內，並 

且能夠轉化時空建構的實體或「恆常」……95 

然而，當特定發展階段(資本主義或資本主義的)塑造出來的地景，變 

成進一步積累的障礙時，繫於地方的固定性和資本的空間移動性之間 

的緊張關係，尌會併發成為普遍危機。於是，地方的地理構造必須重 

新塑造，圍繞著新的運輸與通訊系統和物質基礎設施、新的生產與消 

費中心及風格、新的勞動力聚集，以及修改過的社會基礎建設……創 

造新地方之際，老地方必須貶值、毀壞、重新開發。 

 

哈維的觀點指出地方建構的政治性，也指出地方本身的固著性與資本的移動性。

這兩者之間存在一種緊張關係。也尌是說，全球化所帶來的資本的全球流動，會

以一種固定的形式或模式投資在地方，特別是以興建具有代表性的地標建築來創

造新地方，成為地方的「恆常」。這樣的投資地方思維方式往往會以進步之名，

興建大型建物與相關配合的各種現代工程，除了改變老地方的原本地景，還會迫

使老地方本身不符合進步的舊有生活型態，消滅殆盡。因此，避免資本主義邏輯

投資地方的模式，以還歸地方的「真實性」為開發地方的中心思維，才能創造出

具有地方感、又能連結在地認同的龍潭意象。 

龍潭茶園作為龍潭地方歷史經濟發展的真實地景，本身即承載著過去真實地景開

                                                                                                                                                        
在地生活真實存在的歷史與樣態，以「博物館化」的方式介紹給觀光遊客。 



發地方的連結意義，雖然龍潭的茶產業已經沒落多年，茶園地景也逐漸縮減，但

是，目前仍尚存的茶園地景，仍深具足以代表龍潭的地方印象潛力。因此，在盡

量不破壞茶園的自然地景過程，如何將茶園地景賦予現代形式詮釋，又能夠承載

真實的龍潭的客庄人文自然與生活美學精神，而不是取代以各種類型的新式現代

或模仿在地歷史的建物，或者以商圈模式投資於消費或推銷地方意象的地方經濟

模式，作為經營地方的思維。事實上，地方的經營思維應該漸漸打破經濟與消費

中心的行銷方式與觀光迷思，而是要從回歸在地生活者的實質生活形次與內容的

基礎中，找出核心價值，才能創造出具有認同連結的「地方」品牌與精神角度。

生態旅遊即是一種從在地思維開展、非強調單一經濟價值的體驗型旅遊，並從鏈

結地方地景的恆常性發展觀光價值。 

2002年為國際生態旅遊年，並開始嘗試在許多國家推廣。生態旅遊強調當地生

態原景、以當地居民為中心的活動生態的體驗型旅遊，也陸續進入台灣旅遊市場。

這種強調不破壞自然原景、深入居民生活與文化的旅遊方式，不僅能讓旅客享有

高品質的休憩感受，也能同時透過各種導覽設計，讓遊客更能了解當地自然生態

與生活，進而產生認同感。尌龍潭地區來說，茶園地景之外，還有豐富的埤塘、

水圳等自然生態與樸實的客家人文生活風情。如果將這些旅遊資源都能整合在茶

園地景的深度體驗脈絡中，不儘可以建立遊者對地方的印象，還可以激勵遊者經

由體驗而接續自己與地方的真實體驗與繫連。因此，地景與生態結合的體驗型旅

遊，如何鏈結地方的人文歷史，並發展出屬於龍潭在地獨特的地方美學，才是茶

鄉的建構基礎，而不是只是從現代商品的消費鏈結打造茶品牌。 

 

三、龍泉傳統茶鄉的時尚轉型與地方美學的建構 

「龍泉」一詞來自當時還是省主席的李登輝先生對龍潭茶產的讚譽與命名 

，而「龍泉」本身也含有不同的想像脈絡，包括從地理空間所指涉龍潭之水所孕

育的各種焙茶、或是從文學詞境所暗喻的尊榮、難得一見的讚譽、或是單純從龍

之泉字面而來的龍飛泉湧意象、或是從風水而來的地靈人傑、大器豪邁等印象，

龍泉二字的都可以迅速反應出龍潭的地方風情，具有很好的聚焦效果。因此，龍

泉作為一個建構龍潭地區的地方品牌概念，如何將龍泉再現為龍潭的原鄉意象〇

要如何打造建構，才能真實呈現地方的生活質感〇除了從再現地方生態與在地生

活為核心發展思維的理解基礎之外，龍泉地方文化的內涵可以是甚麼〇應該是甚

麼〇這不只是地方意象的建立，還涉及到地方的概念轉型。龍泉茶鄉的美學內涵

應該如何呈現〇如何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找到帄衡點〇再再都涉及到龍泉的地方

品牌建構的思維與創造。 

張基義在〈城市學的關鍵報告〉一文曾指出城市品牌建立的七個向度〆創新、生

態、農業、宜居、品味、藝術、新興，也是社會未來發展的主要動力々創新經濟

(innovation driven)與知識經濟將取代投資型(investment driven)經濟，城市

中產階級的富有消費者注重品質勝於價值的觀點，延伸至千禧年後的城市升級與



品牌競爭。4。龍潭的茶園地景與小鎮風情雖然不適用新興都市的公共空間設計

與管理經營，但新興城市建立永續品牌的概念，仍然有值得借鏡的理論思維。這

個思維向度的導入，可以在保持龍潭小鎮風情與茶園地景的同時，從創新、生態、

農業、宜居、品味、藝術、新興等七個向度來思考值得龍潭茶鄉脈絡的龍泉地方

美學與品質發展等後續公共空間營造的問題。 

從創新層面來說，龍潭地景所反應出的龍泉茶鄉，除了茶園地景與日本時代小鎮

風情的懷舊風格之外，是否可以融滲現代的時尚形象與概念，而以一種時尚茶鄉

的文化風格與生活方式，建立在地認同與體驗基調〇這個觀點應該如何從龍潭茶

園地景的地方知識建立起足以對應的現代美學的形式詮釋〇從生態層面來說，茶

園地景的價值已非來自茶葉產量與行銷的經濟效應，而是地方硬體設備與人文軟

體建設所呈現一致性的地方茶美學與藝術文化內涵。從農業層面來說，有機茶作

的施行更加可以維護自然環境的保育，也更符合人體健康的要求々從宜居層面來

說，小鎮的緩慢悠閒生活步調、在地人情味、生活機能的健全與友善管理，可以

緩衝現代節奏的壓縮緊張々從品味層面來說，懷舊小鎮風情與現代時尚的設計美

學，如何營造一種慢食、漫遊的空間移動與具有質感的生活時間意識，更勝於消

費經濟々從藝術層面來說，地方人文知識與空間形式彼此交錯的藝術空間設計遠

遠優質與公共藝術建置々從新興層面來說，龍泉地方美學所帶動的生活意識與在

地認同，如何幫助懷舊小鎮建議時尚的風格與表述想像能力，打造地方品牌，永

續發展。因此，從創新、生態、農業、宜居、品味、藝術、新興等七個向度思維

來建構地方的整體性與資源整合，可以更清楚看到龍潭地方的自然與人文的美學

發展範式。 

首先，龍潭茶鄉作為地方生態的發展資源，從茶作的區域經濟發展來看，龍潭區

域本身的多元製茶與茶種的產經履歷，堪稱是台茶產銷發展史的區域縮影。龍潭

地區的茶產業歷史發展過程大致有三個階段〆第一階段以紅茶、綠茶的外銷為主々

第二階段以生產包種茶為主，由外銷轉向內銷々第三階段則轉向製作椪風茶，其

生產結構以小農自產自銷為主。這三個階段反應了龍潭茶鄉所經歷的茶產業興

衰。 

回顧台灣在茶葉外銷最旺盛的 1960 至 1970年代，全台灣擁有最多大型製茶工廠

的地區，總共有 379家茶廠，而龍潭區的茶廠尌占了幾十家。隨著台灣茶葉「外

銷寵兒」的地位不再，龍潭茶產業也在台灣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面臨工商業的競

爭，土地利用型態也漸次改為科技園區、工商廠辦、店面、住宅區等……，嚴重

縮減茶園面積。再加上內銷市場對茶品質的要求提高，屬於低海拔、粗放式管理

的茶園所產之茶葉品質不敷需求，龍潭區茶產業更是告別榮景步入式微。茶葉經

營者紛紛轉行、歇業、廢耕，或是接受政府休耕輔導……。目前只剩下福源茶廠，

是台灣少數目前還繼續經營的百年老茶廠，亦是台灣唯一具有製作松煙紅茶技術

的茶廠5。但是，福源茶廠所具有的多元製茶技術，仍是其重要優勢。也因為茶

                                                      
4
張基義：〈城市學的關鍵報告〉，收錄於《品牌‧城市》(台北：商周出版，2016)，頁 5 

5
茶葉經營者稱松煙紅茶為「茶母」，它是用作加進其他紅茶拚配以提供味道（松脂味）。後來 



廠本身可以製作紅茶、綠茶、包種茶和椪風茶等各種茶類，產量亦比台灣其他茶

工廠大，吸引了統一企業與福源茶廠合作，由茶廠提供「茶裏王」生活茶飲的原

料。但是，福源茶廠仍只是作為現代化生活飲料的茶青原料提供者，而未能將其

百年歷史的多元製茶資源轉換成在地人文資產。百年茶廠如何詮釋在地茶文化的

差異化與特殊性，成為時尚茶鄉的樞紐代表與象徵，仍需要有更多時尚文創的專

業與設計美學概念入駐，提供百年茶廠轉型成為時尚茶鄉的地方意象品牌。 

從茶區分布來說，龍潭茶鄉的範圍包括龍潭台地、店仔湖台地、銅鑼圈台地、三

水村、三和村、三林村一帶，在桃園市政府的主導下，共規劃四處觀光茶園，開

放參觀、品茗及採購，除了享受茶園的優美風光外，並了解龍潭的茶香風情，且

為本鄉茶農帶來可觀收益。 近年來，在精研的茶葉產品多樣化及宣傳茶葉的保

健功效上，多次舉辦茶葉促銷活動，並朝多元化方式經營，讓民眾有機會學習採

茶、製茶、泡茶、賞茶，以提昇龍潭茶的知名度，延續百年地方特產。 

    上述事實可以看到龍潭茶鄉的現階段發展與經營實況，還停留在地性的傳統

茶園的地景觀光一遊層次，也未能在全球化思維中找到一個既可以與世界同步、

也可以詮釋地方獨特性的文化定位。因此，龍泉茶鄉的地方美學建構是否有可能

在傳統地景觀光與全球化的現代思維中，找到彼此對話的可能〇「時尚」作為地

方與世界溝通的國際形式風格語言，龍泉茶如何跳脫過去龍泉包種茶的印象與限

制，轉向發展「龍泉地方」的時尚品牌詮釋，將區域茶產經濟轉型為區域創意經

濟的發展模式〇從文創設計與文創地方的概念開發龍潭茶鄉的時尚生活型態與

美學詮釋，而非停留在茶農、茶廠、地景生態的傳統觀光茶園思維，以及由此延

伸內銷手作製茶的茶產商品行銷設計層次。因此，認同地方的生活地景、體驗其

中獨特的時尚美學經驗，讓茶鄉走到時尚的風格中，建立差異化的詮釋，或許是

最適主導「龍泉」地方品牌發展思維與方向。 

 

四、龍泉茶鄉之旅的文創經濟與文化多樣性敘事建構 

台灣將文化創意產業列為國家重點發展計畫，較歐美國家慢，直至 2002年才被

提出，直至 2010 年《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公布施行，文化多樣性(culture 

diversity)的延續與創新價值，漸漸被重新檢視與肯定。文化多樣性的思維有助

於在地的獨特性開發，以及地方本身的多元表述風格。以龍泉茶鄉案例中，茶園

作為當地具有意象開發潛能的地景，如何將文化多樣性納入茶園，並以時尚風格

展現出來，茶旅的創意設計與敘事，以自身創意優勢與文化資源吸引更多外資與

旅客，值得嘗試開發。 

陳育帄在《原鄉時尚》中提出「創意容器—360度城鄉」的概念，指出 360度的

城鄉是一種以安然自在、根植於歷史與美學的生活型態展現城鄉自我的認知與表

達，透過環保、風格、品味、創意、歷史、情感、構築生活現場的層層景深，再

透過文字、圖像、紙本、影音、看板、網路，訊息統整地、清晰地，一次又一次，

                                                                                                                                                        

因為製作松煙紅茶所需的高山松木不易取得而停產。福源茶廠歷經三代而保留有拚配的專門 

技術和配方，是台灣少有的。 



不斷向世界發送、蔓延、感染，並且可以將累積的生活、文化、創意能量轉換為

可傳達的知識，共構可以落實的軟硬體，將生活現場的潛力轉化為體驗與認同6。

陳育帄的 360度城鄉概念，提供龍泉茶鄉之旅一個很好的思維與建構提問—龍泉

茶鄉的文化多樣性體驗生活是甚麼〇龍泉茶鄉之旅要如何串連地方的茶產業與

茶生活，並以茶生活型態繫聯旅客與地方認同〇運用消費力與傳播力進行地方產

業的品牌建構，促進產地的人流與金流，進而創造山梨的品酒文化、以山梨紅酒

為核心的產業帄台，以及與山梨連結並得以永續經營的架構。 

以日本推動有成的「一村一品」(OVOP)的山梨縣葡萄產業為例7。 

山梨縣是日本葡萄酒生產產地，為了將地域傳承給下一代，當地政府提出葡萄酒

莊巡禮企劃，以「山梨的葡萄酒之旅」為活動主軸，進行周遊產地的相關活動。

透過葡萄酒，將地方上的人、服務與商品串聯起來，運用消費力與傳播力進行地

方產業的品牌建構，促進產地的人流與金流，進而創造山梨的品酒文化、以山梨

紅酒為核心的產業帄台，以及與山梨連結並得以永續經營的架構。而「山梨的葡

萄酒之旅」本身即具有試圖透過體驗之旅的觀光和宣傳活動行銷地方產業的意圖

構想，並在酒旅體驗過程，建立區內引用葡萄酒的文化，以此重新架構新產業的

優良形象。在山梨縣的葡萄酒之旅構想中，是將一次產業與二次產業所釀造的葡

萄酒以設計的方法將這項地方產業的產品進行形象傳播，推廣並促使這些扎根於

地方文化的產品成為三次產業，進而與山梨縣的土地與人群組成共同體。 

借鏡山梨縣葡萄酒之旅的「一村一品」操作模式，相較於臺灣實施有年的「一城

鄉一特色」（OTOP），會發現「一城鄉一特色」仍停留從決策端推向基層的地方印

象打造層次，既不是由地方自我表述啟動認同，也缺乏地方資源整合再創造的整

體政策與計畫推動，致使推展動能較不易持續，發展方向也較不易掌握。因此，

如何跳脫社區總體營造概念所停留的傳統、鄉村型初級產業限制，從文創經濟的

策略思維統整過去的社造共同體發展，將文創的知識經濟與文化多樣性的生活理

念價值，成為地方認識自我、建構自我、表述自我的敘述形式，以作為鏈結反思

資本經濟全球化霸權的回應帄台或窗口，有其維護地方獨特性的實質價值與意

義。 

    這個反思脈絡可以追溯 2001年 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世界文化多

樣性宣言〉(UNESCO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與緊接而

來執行宣言的《行動計畫》，希望能透過文化多樣性的豐富與帄等價值，促進世

界和帄 2々005年 10月更通過《保護與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簡稱《文

化多樣性公約》，UNESCO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至 2007年 3月正式生效，成為當今世

界最為前瞻的國際文化憲章。文化多樣性原則的價值思維對於開發經濟型態，也

                                                      
6
陳育平：〈創意容器—360 度城鄉〉，收錄於《原鄉時尚》(台北：天下雜誌，2007 年)，頁 25 

7
「一村一品」（OVOP）為 1980 年代原發起自大分縣的地方產業振興運動，後因完備的支援制度

與適切的發展策略，使其拓展為全國性的產業政策，甚至將成功的經驗輸出海外，實為「溯上型」

（由下而上）發展的典範；相較於臺灣實施有年的「一城鄉一特色」（OTOP），整體從決策端推

向基層的計畫結構，致使推展動能較不易持續，發展方向也較不易掌握。 



有利於消費經濟轉化為開創文化價值的創意經濟。公約第四條定義「文化多樣性」

與「文化政策和措施」，指出〆 

 

「文化多樣性」指個群體和社會，藉以表現其文化的多種不同形式， 

    這些表現形式在它們內部及期間傳承。文化多樣性不僅體現人類文化 

    遺產，透過豐富多彩的文化表現形式來表達、弘揚和傳承的多種模式 

    ，也藉助各種模式和技術進行的藝術創造、生產、傳播、銷售和消費 

    的多種模式呈現。 

    「文化政策和措施」指地方、國家、區域或國際層面上，針對文化本 

    身或為了對個人、群體或社會的文化表現形式，產生直接影響的各項 

    政策和措施，包括創作、生產、傳播、銷售和享有文化活動、產品與 

    服務相關的政策和措施8。(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2005) 

 

    以文化多樣性為指導原則的價值觀點，強調的文化豐富性與彼此之間的帄等

互惠尊重關係，以及多元文化作為一種資本概念，藉由不同的創意，將之自由轉

換到不同的模式中。而以多元文化為實踐中心的文化政策與措施，也會促使知識

經濟的發展漸次轉向以文化價值優先於獲利創造的經濟思維中。這對地方產業經

濟的轉型來說，可以將地方傳統產業導向於文化價值的再創造與增值傳播的發展

模式，而開始優先將保存在地自然與人文資源的價值認同，視為永續經營地方品

牌的核心理念，並更進一步塑造地方本身的自我認同敘述，以及龍潭之所以能以

龍泉茶鄉作為地方品牌的自身豐沛的條件，如〆綠意綿延與恬靜悠然的茶園地景、

濃縮台灣製茶產銷發展的在地茶產歷史、仍在運作的百年老茶廠，還有老茶廠傳

承的多元製茶技術、客庄民間傳統特色茶飲「酸柑茶」等客庄茶文化資源。 

再來，以龍泉茶想像為中心的地方品牌建構，會促進地方發展朝向文創經濟思維

的角度重新整合地方既有資源，並作策略的布局與推進，包括〆如何將地方的傳

統延續轉化為產業職人與生活達人的展演體驗、如何將傳統的活化具化為文創敘

事與品牌策略思維、如何將在地物產特色打造地方品牌的文創商品、如何透過現

代與傳統的對話演繹在地藝術或文化活動、如何將在地觀光透過文化與創意設計

展現地方風華……等等。 

    而從文創設計的角度來看龍泉茶鄉的地方品牌建立，也會發現以「龍泉茶」

為核心所衍生的茶生活文化與美學，可以結合龍潭客庄的四季節慶，重新架構龍

潭茶區的茶產業資源，設計不同時序的體驗動線，適時納入在地茶產的自然與人

文資源，如〆百年茶廠的多元製茶歷史與製茶技術、茶園風光與採茶風情體驗、

多元族群的茶餐創意料理、龍泉茶創意伴手禮製作、龍泉茶生活日用文創商品開

發、以及茶產職人與茶生活達人思維所設計的龍泉茶五感體驗……。 

                                                      
8
轉引自蘇明如：《文創與城市：論台灣文化創意產業與城市文創觀光》(台北：五南圖書，2016

年)，頁 57-58 



龍泉茶旅在此的構想中，以龍泉茶、龍泉茶生活品味、龍泉茶產業文化為想像核

心，標榜的不只是茶旅的文化生態旅遊形式，而是環繞在「龍泉」地方品牌體驗

認同的詮釋地方自我敘述。茶旅敘述尌像是龍潭地景與在地茶文化生活的創意容

器，可以提供文化與經濟自由轉換的表現舞台。因此，龍泉茶旅不只是鏈結龍潭

地方的茶產經濟與其建構的茶文化生活氛圍，更可以積極連結桃園市其他文化地

景或產業資源，如〆帄鎮褒忠祠十三庄輪祀、客家文物館、石門活魚街、百年石

板古道等，讓更多地方自然與人文資源可以互動，共同組織不同創意體驗的文化

多樣性文化旅遊。 

 

五、結論 

    龍潭過去茶產業經濟發展由盛而衰，但隨著地方價值的自我認同與創意經濟

的崛起，以地景空間的恆常性啟動的地方思維，跳脫資本全球化脈絡的現代建物

改變自然地景的扁帄化發展模式，重新回歸到地方產經與地方文化結合的可能創

造發展的轉型，因而提出以龍泉茶為中心所發展的龍泉茶鄉想像與系統整合實踐。

從知識經濟繼續延伸發展出的創造經濟的概念，使得前述的提案獲得可能的實踐

機會，也可以看到化劣勢為優勢的產業資源再造可能。龍潭作為台三線北部腹地

的重要客庄族聚地區，以龍泉茶與龍泉茶鄉整合地方產業與文化行銷的地方品牌

形象塑造，即是從地方的自然地景與人文歷史的認知開始，以此作為地方特色資

源，進而打破過去經濟作物行銷與具體物質品牌的思維侷限，開始轉向地方產業

與創意經濟結合的地方品牌建構，重新以文化價值的多元形式與敘述思維，鏈結

地方的傳統產業結構的各種可能動員，進而發展出不易被複製的真正在地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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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費支出明細表 

機構名稱〆中原大學全球客家與多元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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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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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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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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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5 05 2-5月主持人費   1 4 4 0 0 

 5 12 2-5月資料處理費   1 4 4 0 0 

 5 17 雜支    5 6 0 0 

 6 02 6-7月主持人費    7 2 0 0 

   6  02 2-7月專案設計費      2  1  6  0  0 

   6  02 6月資料處理費        3  6  0  0 

 6 02 2-6月資料處理費   1 8 0 0 0 

 6 05 2-6月專案設計費   1 8 0 0 0 

   6  29 7月資料處理費        3  6  0  0 

   6  29 7月專案處理費        3  6  0  0 

   8  11 8月資料收集費、專案設計費        7  2  0  0 

 8 11 8月資料收集費    3 6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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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主持費、專案設計費、資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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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8 0 0 

   9  14 9月資料收集費        7  2  0  0 

   9  14 9月主持人費、專案設計費      1  0  8  0  0 

   10  30 學校管理費      1  4  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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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月主持人費、專案設計費、資料

處理費 
  3 6 0 0 0 

           

                

           

           

          
 

          

                     

  合計    2  0  0  0  0  0 

承辦人承辦單位主管會計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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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核准日期及文號〆客會綜字第1060005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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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同意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著作為授權機構受「客家委員會年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

家學術機構計畫」補助之計畫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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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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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授權之著作仍擁有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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