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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文摘要： 

本文將以詮釋互動觀點探究飲食達人對客家食物製作的經驗分享，並剖析客

家飲食達人從事食物製作的經驗歷程，敘說其生活實踐故事。邀請六位六堆地區

客家飲食達人參與深度訪談，並進行客家飲食文化的重現與再製，將飲食材料配

方及製作程序以影片作為紀錄。本研究欲探究之內容包含客家飲食達人的食物製

作、文化傳承與個人生活實踐等主軸，研究目的具體列述如下： 

1. 分析客家飲食達人在傳統客家食物製作中的意義。 

2. 探究在客家傳統食物製作過程中，客家飲食達人的生活實踐經驗故事。 

3. 動態紀錄客家傳統食物醃蘿蔔與面帕粄製作的重現與再製。 

4. 探究比較六堆地區不同鄉鎮的客家美食口味的差異與意涵。 

經由客家飲食達人對醃蘿蔔與面帕粄的生活經驗敘說，能對從事傳統客家醃

蘿蔔與面帕粄製作有更深一層的文化理解，經由醃蘿蔔與面帕粄的生活實踐故事，

既有客家文化故事的厚實敘說描述，還能豐富客家飲食生活實踐故事，為客家飲

食文化傳承注入活化的重要元素。 

 

關鍵字：生活實踐故事、面帕粄、敘說探究、醃蘿蔔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d Hakka Food Experts experience sharing regarding their food 
making experience from interpretation interactive perspectives. It also 
analyzed the experience of Hakka food experts engaged in Pickled Radish and Rice 
Noodle Making, and told the story of their life practice. Six food experts were 
invited to make an in-depth interview regarding their food production experience. The 
Hakka food culture in terms of Pickled Radish and Rice Noodle Making were 
reappeared and reproduced, and the recipes and production procedures of food 
ingredients were recorded in the film. The content of this study emphasized on 
Hakka food experts’ three main axis in terms of food production, cultural heritage and 
personal life practice. The specific research purposes were described as following. 
1. Analyzed the significance of Hakka food experts in the preparation of traditional 



Hakka food of Pickled Radish and Rice Noodle Making. 
2. Explored the life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stories of Hakka food experts 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pickled radish and rice noodle. 
3. A dynamic record of the reappear and reprod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Hakka food- 
pickled radish and rice noodle. 
4. Explored and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and implications of Hakka cuisine tastes in 
various towns in Liudui area. 
Narrated the life experience of pickled radish and rice noodles by Hakka food experts 
had a deeper cultural understanding of making traditional Hakka Food. Through 
the life and practice stories of pickled radish and rice noodles, there was a thick 
narrative description of the Hakka culture story, which could enrich the Hakka food 
life practice story and inject vital elements into the inheritance of Hakka food culture. 
 
Keywords: Life Practice Story, Rice Noodles, Narrative Inquiry, Pickled Radish 
 

二、訪談過程簡述與探究 

本研究以從事醃蘿蔔與面帕粄製作的客家飲食達人為研究對象，研究其在

食物製作過程中的生活經驗，其探究內容如下:  

 

1.阿志粄條店 

  

 

 

 

 

 

 

 



阿志粄條店的負責人蕭凱嶸大方跟我們分享和介紹了許多自家店裡的種種

情況，像是堅持傳統的方式去種植稻米原物料、製作面帕粄的所有步驟流程、

和許多他自己本身對文化傳承產業的想法和精神主見。這家老店已經經營第三

代了，經營過 60 年以上了，著實很不容易。從與他的談話中，看到蕭凱嶸對面

帕粄這個客家文化產業上，秉持著堅持傳統、堅忍不懈的態度。即使再辛苦也

要努力奮鬥，更要好好盡心盡力的去傳承客家文化美食。無論是從自行耕種與

採收需要的原物料、製作面帕粄、到最後煮麵完成送到客人手上，幾乎都是由

他去負責完成的。阿志粄條店的負責人蕭凱嶸堅持傳統、純手工去把這份客家

飲食文化產業去分享給客人，即使辛苦，但他也覺得自己做的事是對的且應該

繼續把這份用心好好的傳承下去。 

 

2.阿招姊面帕粄店 

 

 



 

 
 

阿招姊粄條負責人王惠美，她負責經營、製作和掌管店裡的各式情況。她

表示自己從高中就開始在幫家裡做了，也因此就這樣製作到現在，做了好幾十

年了。她介紹了面帕粄的製作流程和所有製作面帕粄需要注意的事項，更對客

家飲食方面分享了一些自己的見解想法。 

王惠美針對客家文化傳承說明那些隨著時代推進，那些國人飲食習慣的改變和

疫情影響去衝擊到的傳統產業的現況。包括西式飲食的興起，傳統產業逐漸的

淘汰等等。阿招姊粄條負責人王惠美堅持以傳統且手工的方式去製作粄條，因

為她認為文化產業就應該堅持傳統，更不該加多餘的添加物去影響到原本的原

料。關於客家文化傳承的部分，她希望自己能盡力以她的方式去推廣客家飲

食，更期望環境允許的情況下，她能繼續把這份傳統產業傳承下去讓更多人知

道。 

 

 

 

 

 

 



3.阿英粄條店 

 

 



 
 

阿英粄條店的負責人宋菊英，她是個年紀 86 歲的婦人。從她的話語、認真

工作方式和態度都充分的表達出她對傳統客家美食的堅決傳承。這些都讓我們

敬佩不已！在訪談中，她談到了這間店的源起背景，和在這些年是如何去經營

這店。即使因為這些長年的工作造成的手退化和傷害，但她不曾後悔過，並認

為自己有義務把這份客家文化產業世世代代的傳承下去。即使年紀大了，但宋

菊英仍然堅持挺著身子繼續工作。她認為這家店不只是一個店，更是一份能把

客家統美食傳承下去給更多人知道的家族事業。 

4.美光粄條 

    負責人黃美樺與林鑫達這對夫妻跟我們介紹了不只製作和開店的流程事

項，更提到很多他們正面的想法、價值觀與理念。從 1945 年阿祖時期一直經營

到現在，他們認為抱著好的價值觀去做自己對的事是值得且讓自己學習到許多

道理。兩夫妻從製作到顧店經營的事項也掌控得很好，他們不透過行銷或廣

告，以最自然和傳統的方式去帶動美濃的觀光人潮去傳承這項客家文化產業。 

 

 

 

 

 



5.三叔公老蘿蔔農特產 

 

 
  

 



 

 

三叔公老蘿蔔農特產的負責人劉漢堂先生介紹了這個醃老蘿蔔的種類和製

作場所上的許多事項。劉漢堂從古時候醃老蘿蔔的益處延伸到現在經營這份文

化產業的緣由。他認為老蘿蔔的功效是對人體有益的。因此才開始經營了這份

關於老蘿蔔的事業，並且希望能把這個文化產業傳承下去，讓更多人看見老蘿

蔔這份文化產業，堅持的用心和確切的體會到老蘿蔔所謂的益處。劉漢堂對客

家文化產業有著一份執著，他畢生致力於客家文化的產業、飲食、文化，更期

許自己能為客家文化產業上盡一份心力，好好的把客家文化風俗傳承下去讓更

多人知道。 

 

 

 

 

 

 

 

 

 

 



6.醃蘿蔔店(吳梅芳) 

 

 

 
 

 

負責人吳梅芳是個年紀 80 歲的婦人，她生長於古早時期的社會。吳梅芳認為醃

製食品是一個代表客家人文化的傳統保存食物的美德去保存食物，這個動機才

讓她開始去接觸醃蘿蔔的產業。她介紹製作醃蘿蔔的步驟流程，更分享了很多

順應社會環境所需要具備的特質。從訪談中，我們了解到醃蘿蔔也主要是自己

吃不完，且有多餘的才拿去販售，這些都充分展現了所謂的客家人勤儉美德也



是我們該學習的一份態度和價值觀。 

 

三、探討反思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在訪談者中，都是致力於客家飲食文化產業的客家血統

人。當問到關於一些客家飲食文化傳承的部分，他們都是正面的回應，並希望能

把這份客家文化產業延續下去。但在其中，也發現了一些點，像是問到一些面臨

的困難處境時，訪談者會提到一些像是西式餐點的衝擊、國人飲食習慣的改變、

客家文化產業的落沒之類的去延伸他們經營上面臨的困難處境。訪談者王惠美說

道:「現在年輕人都吃早午餐那種店，吃的餐點也都幾乎都是偏西式的。也因為這

個因素的緣故，所以生意越來越不好，再加上一般人都是吃麵，而不是吃粄條。

而傳承的部分，我當然也希望能傳承下去，但問題是年輕人真的接受傳承下去會

餓死。因為這是手工的，比較貴，一般正常麵店也都不會來這裡買。」為此，因

為種種原因影響，導致了後續客家傳統飲食面臨的威脅與衝擊。即使想把這份客

家文化產業傳承下去，也必須順著環境的影響去決定是該繼續把這份產業傳承下

去。 

  另外在客家飲食傳承的部分，訪談者在堅持客家傳統飲食時，了解一些國人

飲食習慣的改變時，還要面臨一些不為人知的壓力。舉例來說，蕭家阿志板條店

的負責人蕭凱嶸，他堅持傳統古老的面帕粄作法。為此，他從自行耕種和採收原

物料、純手工製作面帕粄、到煮麵給客人吃這一系列的步驟，都是透過自己來完

成。為的就是堅持客家文化傳統、堅持最古老的做法，給客人分享最純正的客家

粄條，但是蕭凱嶸面臨的壓力、體力和賺的金錢部分，其實是不成比例的。訪談

中，蕭凱嶸坦言：「因為要花很多體力和時間去製作傳統且純正的客家粄條給客

人吃，我這些工作堅持自己來，但是現在真的做到快受不了且很厭倦。而且以前

都沒休息，之前一整年只有休除夕初一，做到都快瘋了，壓力很大又無法發洩。」

從蕭凱嶸的言談中，我們能理解到這些客家文化產業堅持傳統上面臨的身心壓力，

也是不為人知且較辛酸的一面。 



 在客家文化飲食部分上，一些訪談者也表現出客家傳統的美德。像是三叔公

老蘿蔔農特產的負責人劉漢堂說道:「我這生致力於自己覺得對社會有益的事，像

是醃老蘿蔔這個產業，我覺得醃蘿蔔是對人體有益，東西就該跟大家分享，這也

是為何我開始入醃老蘿蔔領域的原因。」他認為對社會有益，就該努力去傳承，

著實很不容易。劉漢堂在他的人生中，他致力於自己覺得對社會有益的事。他的

正向理念與價值觀或許就是我們現代人該學習的客家文化傳承美德。 

 在所有訪談者中，阿英粄條店的負責人宋菊英，我覺得最不容易。她是個

86 歲的婦人，從她的話語、認真工作方式和態度都充分的表達出她對傳統客家

美食的堅決傳承。從談話中知道了這家店是家族產業，已經經營超過 60 年以上

了。即使他年紀大了，手因長年工作到都變形了，她仍然繼續在做。宋菊英說

道:「我已經做了 50 幾年了。從 33 歲賣到 86 歲了。做這份客家文化產業我不曾

後悔。」從她的描述中，我們明白了宋菊英把她的青春歲月都奉獻在阿英粄條

店。這 50 年的時間，她盡心盡力、她工作負責、她把她的所有時間和精力全部

賭注在這個家族傳統文化產業上了。宋菊英認為這是家族事業，更是她生命中

重要的一部分，粄條不只是粄條，更是代表了客家血統的一個代表。她認為自

己應該盡自己所能的努力去把這份客家文化產業做到最好，更要把這個客家傳

統美食分享給眾人，繼續一代代的傳承下去。她很努力、很堅持、甚至雙手因

長年切麵條致使都不能動了，卻依然努力地想把店裡所有事物與重責都做到完

美，且努力地去承擔所有與自己有關的家庭事業，我想這就是一個讓人敬佩的

初衷與她有多努力地去傳承文化產業的堅持與熱忱。 

 

四、結論 

    研究使用互動觀點探究飲食達人對客家食物製作的經驗分享，並剖析客家

飲食達人從事食物製作的實踐歷程。邀請六位六堆地區客家飲食達人參與深度

訪談，將進行客家飲食文化的重現與再製。探究客家飲食達人在食物製作、文



化傳承與個人生活實踐等主軸為詮釋意涵。展現各個客家傳統飲食文化與習俗

特色，進而詮釋美濃醃蘿蔔與面帕粄製作的生活實踐故事。我們將傳統飲食文

化故事化，有助於發展文化產業的可能性。從中，我們更理解到客家文化產業

的意涵與意義，更從他們的故事中學到客家文化生活實踐的道理。這些經由醃

蘿蔔與面帕粄製作的生活實踐經驗的故事敘說歷程中，能剖析客家文化傳承的

意涵，讓醃蘿蔔與面帕粄製作可以呈現真實而完整的風貌、完整而動態的紀錄

客家傳統食物醃蘿蔔與面帕粄製作的重現。透過訪談，我們能理解並認知到作

為客家傳統飲食文化代代傳承的重要元素，以俾對客家飲食達人對醃蘿蔔與面

帕粄文化生活實踐歷程的轉變，從中學習並得到更進一步的理解與詮釋。 

 

五、客委會政策建議 

1.舉辦客家粄條品嘗說明會等相關活動：目前年輕世代飲食已經非常西式化，

如此也深深影響著客家粄條等傳統產業的發展，因此，宜由政府機構舉辦不同

地區具有故事性的文化產業品嘗說明會，藉以彰顯客家文化產業的智慧性，尤

其面帕粄與醃蘿蔔均是客家先民生活智慧的重要展現。 

2.深化面帕粄與醃蘿蔔等客家文化產業故事：本研究的六位研究參與者均是六

堆地區頗具代表性的文化產業，如美濃地區的美光板條店、萬巒五溝水地區的

阿英粄條店、內埔地區的阿招姊粄條及佳冬地區的蕭家阿志粄條店，我們將傳

統飲食文化深度故事化，有助於進一步發展文化產業的可能性。 

3.拍攝面帕粄與醃蘿蔔等客家文化產業故事等相關節目，作為客家文化產業行

銷重要活動：本研究的六位參與者均有很強的故事性，因而急需將其故事性拍

攝成影片，於客家電視台製作成一系列的客家文化產業發展故事播出。 

4.描繪客庄生活故事旅遊地圖：目前年輕人非常仰賴 3C 產品及網路平台的資

訊，因此宜將六位研究參與者的故事結合當地著名的旅遊景點資訊，描繪客庄

生活故事旅遊地圖作為一般民眾客庄旅遊的重要參考依據。 



5.補助客庄青年面帕粄與醃蘿蔔等客家文化產業創業：此次 COVID-19 疫情的衝

擊極為廣大，尤其年輕新血輪的加入將為客庄老化人口注入新生命，所以從美

光板條及阿英粄條店等新一代的接班，老一代臉上所綻放出希望之光眼神，也

顯見客家文化產業傳承的重要性。 

6.製作客庄味蕾饗宴故事集：客家飲食文化有非常多的特色，宜由政府補助縱

貫台三線及六堆地區等飲食旅遊故事，以專業角度探索客庄味蕾饗宴故事集，

深化客庄旅遊生活故事，以增加知識性與故事性的相關內容，並活化在地的文

化產業內容。 

7. 拍攝客庄文化產業與生活影集故事：如拍攝我在市場的一天或面帕粄與醃蘿

蔔故事集，就是極為有故事性也深具常民文化的節目，吸引一般民眾了解客家

文化產業的發展歷史脈絡與內涵。 

8.培育客家影視產業專業人才：對於客家文化產業的保存亟需要有專業的影視

製作人，因此建議政府與大學設立相關科系，以培育影視製作的傳播人才，作

為復甦客家文化產業的重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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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飲食是客家族群長期生活實踐的結果，也是族群與環境互動產生的文化。

客家的飲食結構為吃素、吃野、吃粗、吃雜，所謂吃素是指平日均以蔬菜為

主，只有逢年過節才有吃葷的可能；吃野亦指多食野菜、野果與野味；吃粗與

吃雜是指客家飲食的重點—重山珍、輕海味；重實際、輕形式；重原味、不複

雜(楊昭景，2005)。 

    不同於一般對客家美食的報導，本研究將以深度探討醃蘿蔔與面帕粄的味

道故事，並剖析醃蘿蔔與面帕粄兩者在客家常民文化的意義如何，透過醃蘿蔔

與面帕粄的故事，以了解客家飲食在生活中的實踐故事，並探討南部客家常民

文化中醃蘿蔔與面帕粄的意義詮釋，透過追求舌尖上的思念--追尋熟悉的味

道，以建構客家味覺饗宴的實踐機制。品嘗熟悉的味道，每隔一段時間，個人

味蕾上就會想品嘗熟悉的味道-會有想吃面帕粄的意念，那是一種生理的需求與

回憶，對故鄉思念與懷念的回味，亦是一種追尋過去美好時光的回憶，根據佳

冬粄條店顧客的說法：「有許多的小時候的年輕回憶，一旦回家鄉，就又引人回

憶起早年的時光。」。因為「面帕粄口感比較有彈性，不像一般粿條爛爛的。比

較有味道吧！比較 Q！味道不一樣，比較有那個古早味，吃起來不一樣。」  

    本研究將敘說各種客家飲食的故事，如客家小炒是在年節有祭拜神明祖先

的習俗，傳統上用雞、豬肉和乾魷魚等三牲作為祭品，以祈求家人安康、五穀

豐收和六畜興旺，是客家祭祀文化習俗的產物，逢年過節客家人會準備了豐盛

的三牲祭品拜拜，結合了祭拜後的三牲祭品加上符合節令的時蔬所創造出美好

的饗宴。其實客家小炒亦是一種生活智慧，難忘的美味故事--豆干炒肉還未吃

完，就將三牲中的乾魷魚泡軟後和「豆干炒肉」炒香，再加入蔬菜、青蔥和辣

椒一起拌炒，最後用醬油、米酒熗鍋，香氣四溢，因為有些食材反覆熱炒了

兩、三天，肉已肥卻不膩，豆干、魷魚又富嚼勁，蔬菜清脆爽口，口味鹹鮮回

甜，非常的下飯，創造了知名美味-客家小炒。 

    舌尖上的思念代表著追尋小時候的記憶，追尋味覺的記憶，追尋媽媽的味

道，每逢假日回到故鄉，行走於美濃街頭飄逸著熟悉的味道，客家板條的油蔥

味與那熟悉又誘人客家封肉香，本研究將進一步的記錄那緬懷著客家文化的味

蕾饗宴。本研究將訪談六位客家飲食文化達人敘說其製作客家醃蘿蔔與料理客

家面帕粄的美食故事。一直以來，內心滿滿的期望—要把媽媽的客家傳統手藝-

滷醬菜作好好的紀錄，前些日子送了檬果青-情人果給好友，她品嘗後：「真好

吃！這是誰做的？」「當我提及是我媽的好手藝」，好友立即建議：「您們要把這

樣的客家傳統-滷醬菜好好傳承下來！」更激起個人強烈的動機，要為客家傳統

文化、傳統智慧結晶做有意義的傳承紀錄。其實媽媽製作醬菜時，爸爸可是得

力助手(磅秤重量、核算鹽糖比率等)，而我就是小跟班的啦! 

    客家醬菜更是農產品生產過剩的產物，也展現了客家愛物惜物的情懷，為

了不浪費食物也為了保存食物，所以創新發展了保存食物的方法--醃製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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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常見母親創新研發不同的醃製方法，例如曬高麗菜乾是將高麗菜先撥片

曬日約一天後，灑下鹽巴再搓揉軟化並壓制去水，最後裝瓶保存；然花椰菜卻

是撥片後，簡單滾開水的汆燙，立刻撈起後加少許米酒攪和均勻，並曬半日即

可，不同處理方式卻能保持良好的風味，再顯現醃製食物以展現客家人創新研

發的農業智慧，且已達爐火純青的地步，令人不得不讚嘆呀! 今年端午節母親

花了三天在打理包粽子事宜，要買原物料、洗粽葉、準備內餡、洗米、包粽與

蒸粽等，只聽聞她興致沖沖要送多少給至親好友，結束後卻聽聞 80 歲母親：

「好累！又說嬸嬸、嫂嫂都已經沒有包粽子咯！他們都只是買一二串應景的粽

子。」那時個人非常感慨：「媽您真的是典型的客家傳統婦女，又勤勞又節儉！

且努力！還秉持勤儉苦幹持家的傳統客家婦女！」 

本研究目的在探究客家人對傳統飲食文化的發展與實踐故事，以瞭解客家人

對食物製作的覺知對其文化傳承的影響，故以 Denzin 所主張的詮釋歷程進行敘

事分析，關注敘事資料的內容層面。詮釋互動論(Denzin, 1989)認為研究的目的在

捕捉研究參與者的聲音、情緒與行動，以呈現生活體驗所構成的世界。焦點是在

探究個人生活事件及深刻的生命經驗，如此的生命經驗也塑造了個人對自身經驗

所賦予的意義。 

依據詮釋互動論的觀點，研究者透過客家飲食達人對食物製作的實踐故事內

容的理解，將各個現象要素重新排列成脈絡化的敘事文本，進行分析與討論，以

展開新的意義。本研究於資料搜集與分析階段經歷以下六個步驟的處理： 

一、在架構研究問題階段，訪談特定情境中經驗事件的發生，研究者主要詢問客

家飲食達人的問題包括：食物製作的過程、食物製作經驗的「甘苦談」、食

物製作的策略、及家人相處狀況等。 

二、在解構與批判分析階段，研究者試圖從生活實踐的觀點，解構客家人對食物

製作、文化傳承與生活實踐，並進行反思與批判。 

三、在捕捉現象階段，研究者以六位六堆地區的客家飲食達人為訪談對象，透過

初次訪談建立信任關係，再經由多次的敘事探究之訪談，對受訪者的經驗世

界進行深度的探究，以「捕捉」其經驗事件與發展脈絡。 

四、在放入括弧階段，研究者將訪談錄音轉錄為逐字稿文本，進行深度閱讀與理

解，以掌握研究參與者的敘說脈絡，並立足於現象自身的觀點，逐一檢視其

生命歷程中的基本要素與本質。 

五、在建構階段，研究者以「食物製作經驗」、「客家文化意涵與傳承」、及「生

活實踐」為分析單位，初步拆解現象要素，再以客家飲食文化實踐貫穿時空

人物脈絡，將受訪者生命歷程中的基本要素重新組合成一個脈絡相連的整體，

以理解受訪者對其生活實踐歷程的意義詮釋。 

六、在脈絡化階段，研究者以對現象解構的解讀與理解，將六位客家飲食達人的

生活實踐故事加以統整，重新組織成脈絡化的敘事文本，以俾對客家飲食達

人對醃蘿蔔與面帕粄文化生活實踐歷程的轉變，提出統整性的理解與詮釋。 

由於本研究是以敘說客家飲食達人的生活實踐故事為出發點，因此，訪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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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聚焦於客家飲食達人個人的經驗故事，而本文乃將客家飲食達人的生活實踐面

向抽離出來，因此以詮釋互動論的觀點作敘寫。研究者的主要目的是將潛隱的故

事呈現出來，希望捕捉的是六堆地區客家飲食達人生活實踐的個人故事，傾聽他

們敘說自己在食物製作歷程中的勤奮、努力耕耘、辛苦奮鬥、辛酸血淚經驗，並

剖析客家飲食達人在生活實踐歷程中的關鍵事件與轉折歷程，將客家飲食達人在

文化與食物製作歷程中的生命實踐歷程作敘寫，並為客家飲食達人在文化傳承中

注入新的生命原動力。 

本研究欲探究之研究主軸包含客家飲食達人在食物製作、文化傳承與個人生

活實踐等三向度，研究目的具體列述如下： 

一、分析客家飲食達人在傳統客家食物製作中的意義。 

二、探究在客家傳統食物製作過程中，客家飲食達人的生活實踐經驗故事。 

三、動態紀錄客家傳統食物醃蘿蔔與面帕粄製作的重現與再製。 

四、探究比較六堆地區不同鄉鎮的客家美食口味的差異與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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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台灣客家傳統飲食文化  

  客家飲食蘊含了豐富的客家文化，探討客家飲食的發展除了了解客家文化

外，還需剖析背後深層的文化意涵。飲食的特色可以反映客家族群的文化特

色，也可作為理解族群的社會文化，作為建構族群認同的基本要素。 

a.客家飲食的特色 

  客家菜常被描述成三大特點是鹹、肥、香(楊昭景，2005；林淑鈴，2015)，

那是因為客家鄉民長期投入農事生產歷程中，那種辛勤耕作需要體力的耗損與

大量汗水的流失，故而需要鹹肥香等高能量的食物支撐，以維持其體能的運

作，亦是一種生活智慧的顯現。 

  依據范增平(2012)的研究，台灣傳統客家飲食特色：○1 保持食物的原味；○2

特別擅長用香料與沾醬(如黃梨醬、冬瓜醬、金桔醬等)；○3 獨特的醃製食品，

如豆腐乳、高麗菜乾、滷嫩薑等；○4 自製酒、茶飲品種類多。那也是因為客家

民族大部分居住於臨山的丘陵地，起伏的山丘適於耕作種植果樹、茶樹、鳳梨

及雜作等作物，而客家傳統飲食的發展自然而然就與生產的作物做了緊密的結

合。 

 b.傳統客家飲食的形塑 

  客家飲食結構是吃素、吃野、吃粗、吃雜:意旨平日客家人多吃蔬食，逢年

過節才有機會吃肉；吃野意旨多食野菜、野果與野味；吃粗與吃雜指的是重山

珍，輕海味；重內容，輕形式；重原味，輕渾濁；重蒸煮，輕煎炸；重粗食，

輕細膩。在相關於客家文化研究中所談到客家的飲食，就菜餚而言，包含以下

幾個特色，首先，是著「重山珍，輕海味」：因客家族群多居丘陵山區，較多山

珍材料，因而肉品中較少海味、魚鮮。其次「重內容，輕形式」：客家疏食菜量

多、實在，不求盤飾，這正是客家人實際的性格顯現，不喜花俏，但求紮實。

再來是重原味：講求菜餚的本位，減少多變的調味，菜餚搭配也較單純、不複

雜，有人認為這是客家族群強調本味、獨味的思想，這或許是因久居封閉山

區，未受到其他近海菜系的影響所致，反而保留了現在最盛行的自然原味烹調

風格。最後，喜歡吃內臟、雜物，或許因所處環境和生活條件所造成，也可能

是愛物惜物，勤儉持家的習性，也因而促成了客家人善烹內雜的本領(楊昭景，

2005；邱盛琪，2010) 

c.建構客家飲食文化 

  隨著社會的變遷，生活模式的改變，客家飲食已走向精緻化、商業化及產

業化的發展特色 (范增平，2012)。傳統客家菜以主料為本，實在而不雜；講求

營養健康，注重鹹、肥、酥、燒、爛等香濃口味，配上醃製的老蘿蔔雞湯、鳳

梨苦瓜雞、蘿蔔絲煎蛋等風味，還是塑造了六堆地區的典型客家餐飲。客家餐

保持食物原料的原味，且善用香料與沾醬，頗具有獨特的風味。更重要是每個

鄉鎮均可找到具有主廚風味的客家美食，吸引了眾多的觀光人潮(黃靖淑、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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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 陳慧萍，2012)。 

  尤其傳統客家飲食文化都是一代一代傳承下去的家族產業，傳統的醃蘿蔔

與面帕粄製作仍保存了客家人眾多的生活智慧顯現，在目前傳統文化式微的當

下，更顯得保存傳統醃蘿蔔與面帕粄製作的可貴與重要性。 

 

 

二、台灣客家傳統飲食文化相關研究 

    由於醃蘿蔔與面帕粄是最具有家鄉味道的典型代表，因而本研究將聚焦於

醃蘿蔔與面帕粄製作兩類傳統社會的生活實踐故事。 

  a.白玉蘿蔔的生產與食品製作 

    每年 10 月旱季時節美濃地區的農民就會將農地翻鬆，並撒下小蘿蔔的種

子，從種子發芽到泥土長白玉約需兩個月，算是短期性作物，「土中生白玉、

地內出黃金—美濃白玉蘿蔔季」，於小蘿蔔生產期間，美濃鄉間稻田裡到處可

見農民拔蘿蔔的採收狀況，採收後長相精美者就賣入市場當成蔬菜，但長相不

佳或稍有瑕疵者，為了不浪費農產品，就加工做成各種醃製食物，也顯現客家

人愛物惜物與勤儉持家的美德。 

    小蘿蔔並不是這幾年才有的農作物，據說早在日治時便由日本引進，只是

一直以來都被美濃的農民以屋前、屋後或溝圳旁的畸零地做零星栽培，目的不

是為了增加經濟收入。農家自行採收後做加工品（蘿蔔乾、蘿蔔絲、醃蘿蔔、

老蘿蔔）等存放起來，日後想到了就拿一些出來烹調佐餐。小蘿蔔以這樣的模

式在美濃年復一年的出現在農家的屋前、屋後、水圳旁、餐桌上，也不能說不

重視，應該是說已經習以為常了吧！ 

    「白玉蘿蔔」其實並不是這幾年才興起的，而是古早的美濃就存在的記憶

文化（記得我在孩童時代裡，就常常要幫大人曬蘿蔔乾），那個時候農村夥房

裡、住家前後院的空地裡，在秋冬時節裡常常是晒滿了高麗菜、芥菜、蘿蔔

等。孩童時的農村夥房生活一年四季分明，春耕、夏秐、秋收、冬藏，一切依

著自然的歲時節令；這秋冬時節的醃漬蔬菜，就正好印證了這一年來辛苦耕耘

後所帶來的豐收成果。或許這些早年孩童時的生活環境，正是時下生活於科技

文明、工商發達的大多數現代人想追求的，與大地共榮共生回歸自然、回歸純

樸的生活方式，這也是美濃農會推「白玉蘿蔔」產業文化活動，能持續不斷得

到各界團體與人士的認同及參與的重要因素(朱英鳳，2010)。 

    醃製蘿蔔在美濃幾乎是家家戶戶都會做的東西，製作手法各有巧妙之處！

且配合美濃農會積極將白玉蘿蔔結合文化產業的推廣，儼然已經成為美濃地區

最重要的文化產業觀光活動，且目前持續幾年來的產業推廣活動，於2009 年將

蘿蔔季推廣活動時逐年增加活動內容（動態如：田間採蘿蔔、蘿蔔料理烹飪比

賽；靜態如：醃漬文化展、意象傳達、農村田間照片展、影片播放等）與深度

（農村農事體驗營、騎單車遊美濃、農村生活文化體驗營、景點導覽等）一系

列的活動，以文化意涵逐漸加深加廣產業活動之內涵。在產業推廣活動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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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農村田野協會進行田野資源調查與分析、或產品的包裝設計、行銷方案的撰

寫，若是談到產品開發與加工或後續產品的部份，則須由企業團體或農會以成

立加工廠、以農民訂下契約式的生產方式來提供後續產品的問市。 

 

  b.面帕粄的產業發展 

    客家飲食文化深受客家族群數百年來不斷移民之社會歷史背景所影響。唐

代由太宗盛世，至安使、黃巢之亂轉衰後，中原地區頻受異族侵略，而形成混

亂不安的局面，多次從中原及長江流域輾轉南下的漢人，也就不得不在贛南、

閩西等偏安之丘陵山岳地區落腳。早期中國自黃河南來之客家族群，身受畬族

飲食文化之影響，所謂「無山不客，無客不山」、「逢山必有客，無客不住

山。」客家飲食的食材只好受限於山產食物，尤其是賴以為主食的稻米，更是

客家飲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份(邱盛琪，2010 )。 

  1.面帕粄的由來與製作 

    面帕粄是一種客家傳統的美食，因為其成品像洗臉的面帕毛巾，因此稱為

面帕粄，面帕粄是客家人農忙時傳統的特產點心，以往，客家人農忙時期或工

作勞動之時，在三餐之間會吃粄條做為點心，以補充勞動體力。以前有下田做

事勞動的人，才可以享受一碗「粄仔」。 

    面帕粄是由浸泡過的在萊米磨成米漿，再舖平放入器皿中蒸熟成面帕狀，

冷卻後再切成條狀。面帕粄的調理方式是將豬大骨熬成高湯，並將蔥頭爆香成

蔥酥，然後將粄條與青菜燙熟放如碗中，再加入蔥酥、肉燥及高湯，最後並擺

上兩片切薄豬肉片，及成香噴噴的客家面帕粄。 

  2.六堆地區面帕粄製作的達人 

  (1)後堆面帕粄製作的達人 

    面帕粄是客家米食文化的典型範例，它可以被當作主食，亦可當作點心，

也是常民文化中最被推崇的米食代表。依據文史工作者劉孝明的說法：「曾經訪

問過一個老師，他說，為什麼面帕粄對客家人很重要，因為面帕粄很難做，所

以以前面帕粄，就兩種人可以吃，一個是老人家，一個是病人，才吃得到，所

以慢慢的面帕粄變成一個很珍貴的東西，所以人家會說「請你吃面帕粄」喔，

那個表示說是對你一個很好的款待。」 

內埔鄉蕙美姊傳承 3 代擁有 80 多年歷史的「阿招姊粄條」的特色： 

a.不用機器生產，使用具有百年歷史的客家大灶燒著柴火，蒸出一張張晶瑩剔

透潔白有如方形手帕的粄條，客家人俗稱的「面帕粄」。阿招嬤說，製作粄條需

用存放 2 年以上的在萊米，浸泡之後磨成米漿稀釋，放入方形平底盤，再置入

傳統大灶隔水蒸 3 分鐘，此時粄條會膨漲凸起，待涼平整後取出才算完成。 

b.「粄條蒸煮後膨漲凸起，這可是決定 Q 度重要的程序。」阿招嬤的大女兒蕙

美 10 多年前正式承接媽媽的手工粄條；她說，曾嘗試只蒸 2 分鐘，不待粄條膨

漲即取出，結果雖熟但 Q 嫩度差很多，因此傳統做法是馬虎不得的。內埔鄉婉

玲姨說：「她從蕙美姊那裡進貨，說賠本也要賣，因為蕙美姊是用生命去作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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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工的粄與機器作的粄口感就是不同。」 

(2) 左堆面帕粄製作的達人 

    左堆神農宮旁的珍記面帕粄店已傳承了三代面帕粄店，老闆一早四、五點

就在製作，在鍋上隔水蒸熟，因為蒸出來的時候就像毛巾（面帕）一樣，故稱

蒸熟的過程又稱漂面帕板，熟後取出稍放涼，再與鍋子分離後，成為一片一片

的粄，再折三折，切成適當條狀大小。因為工作耕田的人早上要吃的早餐食

物，中午也賣，但晚上就不賣。蒸面帕粄用燒柴火（比較溫和）來煮蒸，有人

形容柴火是軟的，所以需要用柴火來煮。用瓦斯，蒸氣來的太快。因為左堆是

六堆中唯一臨海的，所以在用料的特色是多了其他六堆鄉鎮所沒有的海鮮味，

有虱目魚，鮪魚去做肉醬，或是加上蚵仔--淋上大骨與鮪魚熬煮的濃郁高湯，

再加上幾顆鮮蚵點綴，由於料理配方也使用了好幾代，大家都能接受。 

(3) 右堆面帕粄製作的達人 

    右堆座落於美濃中山路口的美光粄條已傳承了三代，創立於民國 34 年，由

林再來精湛手藝製作，成為當地早期務農人口早晚必吃的正餐或點心。手做粄

條每天製作當日用量，面帕粄的料理，基本上是兩片肉，古時能有肉吃就是非

常的款待意思，傳統至今仍維持著兩片豬肉的規格。加上油蔥酥的佐料。高湯

則利用豬大骨、高麗菜、冬瓜熬成，喝起來自然有甘甜清香，是一個品牌傳承

一甲子的樸實面帕粄店。此外，右堆地區粄條店其主要特色為一些熱門的傳統

客家美食如滷豬腳、高麗菜封、客家小炒、炒豬肚、炒野蓮等。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選取六堆地區醃蘿蔔與面帕粄製作的達人六位，以傳

統客家食物製作為主軸，深入訪談其製作客家美食的經驗，並敘說其製作客家

美食的生活實踐故事。所謂達人級是指在客家飲食方面非常精通的人，亦是指

客家飲食的專家，本研究將分別於聚焦於醃蘿蔔與面帕粄兩個主題，敘說探究

傳統客家飲食達人的食物製作經驗，以重現再製客家飲食文化，並敘說其生活

實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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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敘說探究 

（一）敘說探究理論基礎 

自從 Todorov 在 1969 年創立了「敘說學」(narratology)這個名詞之後，對於科

學界研究人們的生活世界，提供了一個更有意義、更具說服力的方法–「這是一

種關於某種知識的科學」(Riessman, 2003)。Clandinin and Connelly (2000)將建立好

的現象稱為故事(story)，而這種探究方法稱為敘說；因此，一言以蔽之，敘說便

是「說故事」，它有兩個面向，一個是指參與者給予我們的生活實踐經驗素材，

另一方面則是指研究者對此材料之處理(Riessman, 2003)。 

Clandinin and Connelly (2000)把敘說探究視為是瞭解個人經驗的一種方法，個

人是活過的故事之具體化身，因此探究人的故事，便也是從其中瞭解其經驗及其

建構故事的形塑。而由杜威對經驗的三個觀點—情境、連續和互動，發展出所謂

的「三度敘說探究空間」，包括個人與社會（杜威所指之互動）；時間軸是指過去、

現在與未來（杜威所指之連續）；以及地點（杜威所指之情境）。所謂的三度敘說

探究空間就是以時間軸為第一個向度，人與社會為第二個向度，地點則為第三個

向度，任何研究都可由這個三度空間所定義（蔡敏玲、余曉雯，2003）。 

（二）經驗的再呈現 

一般來說，敘說探究被視為是瞭解人們經驗的一種方式，它是參與者與研究

者在一連串的環境、社會互動中一起合作的建構，透過述說、回想、重述的過程，

來明瞭人們在生活經驗中的故事，簡言之，「敘說探究是經驗以及說過的故事」

(Clandinin & Connelly, 2003)。Riessman (2003)也認為人們透過說故事的方式，來重

點式的重述其生活實踐生命，也在其中加以重新解釋；因此研究者應該從文本分

析中看出一個敘說是如何被建構，說者如何修飾、呈現它，而藉此傳達何種特定

想法。 

敘說分析是以故事的本身作為研究的主體，因此焦點放在受訪者如何訴說經

驗，如何把經驗理出次序與條理，也就是哪些生活實踐的事件、行動是有意義的，

而這個故事為什麼又要這樣說？人是有思想、自主性的，因此在敘說中會主觀決

定哪些事情要說，哪些則否，而故事敘說的情節安排及其意義，都可看出個人如

何建構過去的經驗與行動，而其生命形塑的軌跡也在其中隱隱若現(Riessman, 

2003)。事件必須透過過敘說給予意義，而敘說者如何挑選敘說的事件，便已經帶

有某種意義，而「如何說」更是代表著敘說者看待此事件的生命思考，這就是研

究者想要去挖掘、探究的區塊。 

二、研究參與對象 

    《漢書賈誼傳》中曾述「達人大觀，物亡不可」，所指的「達人」是「依

據其豐富的經驗而通達明理，不受局部影響，而能全面檢視整個事件，不做錯

誤判斷」的人。而本研究所指達人是指在醃製蘿蔔與面帕粄製作上非常精通且

能力超強者，本研究以從事醃蘿蔔與面帕粄製作的客家飲食達人為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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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其在食物製作過程中的生活經驗，因此本研究設定的是具有豐富客家傳統

食物製作的飲食達人，並且以其傳統食物製作的實踐經驗為優先考量點。本研

究邀請六堆地區從事客家傳統產業的六位飲食達人參與，參與者的詳盡資料列

述如表 1。 

表 1 研究參與者資料簡介 

個案 年紀 地區 從事此產業之時

間 

子女數 目前狀態 

蘿蔔醃製 

芳姨 

80 歲 美濃區 50 年 5 仍在製作 

劉漢堂 63 歲 美濃區 超過 20 年 5 仍在製作 

 

面帕粄 

阿志 

52 歲 佳冬鄉 60 年(已傳承第三

代) 

3 仍在經營產

業 

阿招姊 52 歲 內埔鄉 超過 80 年 3 仍在經營產

業 

阿英 86 歲 萬巒鄉 50 年 2 仍在經營產

業 

美光板條 34 美濃區 超過 26 年(已傳承

第三代) 

1 仍在經營產

業 

 

1.右堆堂叔醃蘿蔔故事 

    堂叔在美濃中山路廣善堂牌樓旁經營「古老客家菜」，他(製作老蘿蔔已超

過20年)，以自製自產老蘿蔔為招牌，堂叔早年從事水泥加工，中年轉業開餐

廳，以擺設民間古董古玩吸引消費者，傳統的四角桌與長板凳成了店內最大特

色。小蘿蔔加工產品在美濃是家家戶戶都會製做，且各有巧妙自家配方作為家

裡長年的菜餚，也因為家人的喜好而有蘿蔔絲、蘿蔔乾、醃蘿蔔、老蘿蔔等各

項產品；而且堂叔已經有產品問市，目標是希望能登記註冊商標與包裝設計及

定量規格化之產品穩定供應市場需求，至於行銷方面經農會多年來的推廣，早

就已經將小蘿蔔的名號打響了；堂叔現在擔心的不是銷不出去的問題、而是所

存的貨源不夠供應市場之需求。因為不管是根據民間偏方或是中醫醫療記載，

年份越久遠的老蘿蔔是越具有醫療療效的。  

2.左堆蕭家粄條故事 

蕭家粄條的故事要從台灣光復二年後說起，第一代蕭經祥先生開始在村莊

裡賣粄條維生，村子裡的人都稱蕭老先生為「粄經仔」，蕭老先生膝下有四位子

女，除了老四外，其他三位都經營粄條店，老大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蕭家粄

條，現在已傳承到第三代。阿志粄條在民國六十六年開設，到目前為止已經傳

承第三代。雖然是系出同門，隨著每位經營者的理念和想法不同，粄條口味也

或多或少有些差異性，像阿志粄條在第三代年輕人接手後，在做法上改變傳統

https://yo.xuite.net/info/element.php?id=K_elfxHL6MjvdTvNm6sr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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粄條重油重鹹口味，以較清爽口味來區隔其他家。 

佳冬目前純米製粄條有五家，我們曾吃過的昌隆車站粄條、蕭家和阿志粄

條，都是其中之一。阿志粄條所使用的粄條從原物料(在萊米)、磨漿蒸面帕

粄、到煮面帕粄均不假他人之手，完全是使用自家耕種的在萊米所製作，在這

個什麼都想搶快和方便的年頭，實屬不易。不同於美濃粄條的油膩，蕭家粄條

自成一格味道鮮美，再來純手工製的粄條已經很難找到，更顯得可貴! 

    70 年前，屏東望族後代蕭經祥在古厝旁擺攤賣粄條，以鮪魚取代肉燥，加

入油蔥酥；三子蕭秀毓繼承手藝，自耕在萊米製成手工粄條，和妻子經營佳冬

粄條店。蕭秀毓的長子蕭凱嶸曾是浪子，玩陣頭、混賭場、開酒店，直到女兒

出生才回頭，10 年前接手改名佳冬阿志粄條，調整湯頭口味，找回流失客源；

2 年前慈父罹帕金森氏症倒下，插管維生，蕭凱嶸蠟燭兩頭燒，只想聽父親對

他說一句：「以你為榮。」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預擬一份訪談大綱，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學歷、職業、製作

客家飲食的經歷，訪談大綱包括基本資料、製作客家飲食的經驗、客家飲食文

化特性、客家飲食文化傳承與其他客家飲食文化相關議題，深度訪談的重點如

下： 

(一)受訪者個人背景 

   包括性別、年齡、學歷、職業、製作客家飲食的經歷、居住客家庄的歷史及

其他相關經驗。 

(二)製作客家飲食的經驗 

   1. 您醃製蘿蔔(面帕粄)有多久了？從何時開始？為何醃製蘿蔔(製作面帕

粄)？ 

   2. 製作醃蘿蔔(面帕粄)的程序如何？ 

   3. 製作醃蘿蔔(面帕粄)的配方是什麼？ 

   3. 製作醃蘿蔔的種類有哪一些？(蘿蔔絲、蘿蔔乾、滷蘿蔔、整條老蘿蔔…) 

   4. 製作醃蘿蔔(面帕粄)的原因為何？何種因素會影響您製作醃蘿蔔(面帕

粄)？ 

   5. 對於製作醃蘿蔔(面帕粄)有何規劃？您個人製作醃蘿蔔(面帕粄)是在什麼

時候？ 

   6. 個人從哪裡學習製作醃蘿蔔(製作面帕粄)？誰影響您想製作醃蘿蔔(製作

面帕粄)？ 

   7. 談談個人對於製作客家醃蘿蔔(製作面帕粄)印象最深刻的經驗是什麼？有

何失敗經驗？最大的成就是什麼？ 

   8. 每一年您醃製蘿蔔(製作面帕粄)的數量有多少？僱工多少人？原物料(小

蘿蔔)從何而來？ 

   9. 您的客家醃蘿蔔(製作面帕粄)最大的銷路為何？ 

https://yo.xuite.net/info/element.php?id=CeOllHwu_Dlpg8lYDUml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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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客家飲食文化特性 

   1. 您認為客家飲食有什麼特色？ 

   2. 您對於客家飲食有何看法？ 

   3. 您對於六堆地區將客家飲食發展成商業經濟經營有何看法？ 

   4. 以前您認為客家飲食的印象是什麼？現在大眾對於客家飲食的看法又是

什麼？ 

   5. 您認為將客家飲食變成客家產業的可行性如何？ 

(四)客家飲食文化傳承 

   1. 您認為客家飲食傳承的必要性如何？您認為影響客家飲食傳承的最重要

因素為何？ 

   2. 您認為客家醃製食物(製作面帕粄)的特質與客家族群性有關？ 

   3. 您認為客家飲食文化傳承最大困難點為何？ 

   4. 將醃蘿蔔(製作面帕粄)變成一種文化產業，您個人有何看法？ 

   5.「老菜頭」(醃製老蘿蔔)的效用何在？ 

(五)其他客家飲食文化相關議題 

 

四、資料蒐集方法與程序 

本研究以敘說探究的方法來探討白玉蘿蔔醃製與面帕粄製作的生活實踐故

事，採深度訪談法為主要的資料蒐集方式。於訪談之前，根據研究問題與目的設

計訪談大綱，並以開放式問句冀求得到豐富的資料，本研究的題綱以客家飲食製

作、文化傳承與個人生活實踐兩部分為主軸，前者以客家飲食製作的內涵及與客

家文化傳承之關係來連結；後者則以製作白玉蘿蔔醃製與面帕粄製作，在生活實

踐經驗中達到文化傳承的目的。 

本研究於正式訪談前，先逐一拜訪個案，向其表明研究目的與其所扮演的角

色，徵詢其意願後再進行正式訪談。訪談時的提問隨時視實際狀況引導訪談者表

達，不侷限於正式場合或形式，每一次訪談完，再與受訪者約定下一次訪談時間，

原則上以受訪的方便時間為主要考量。本研究的訪談次數依個案時間與訪談內容

的資料收集完整與否來做決定。訪談時間在 2020 年的 11 月到隔年的 5 月之間進

行，中間依個案狀況決定訪談次數與時間，個案之間的訪談有所穿插，也在過程

中不斷修正訪談細節。 

訪談歷程中，為建立一種「吾–汝」關係，以達成對客家飲食達人主體性理

解，訪談者還維持著足夠的距離，容許與談者得以個人的獨立主體性，來投入訪

談敘事的重建與回應，以達成述說經驗與意義的深度訪談目的(Seidman, 2006)。

例如在與飲食達人訪談歷程中，由於其工作非常的忙碌，所以數次的訪談均在其

家裡之工作場所，研究者並分享自己家裡醃製蘿蔔的經驗分享，以做為建立契合

(rapport)關係的基礎。  

    為了捕捉訪談內容的完整性，利用錄音筆或手機將訪談內容錄音下來，在

正式訪談前的拜訪，研究者依研究倫理向受訪者告知錄音之必要性與使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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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並取得其同意後，方開始進行訪談的錄音。除了使用錄音筆記錄訪談的內

容，訪談過程中受訪者的特別表情與動作，研究者也會適時加以記錄；由於本

研究的訪談場所多半都是在受訪者家裡或生意場域進行，因此，可以同時看到

受訪者與顧客或員工的互動、對話，這些現場的資料更是彌足珍貴的「漏網鏡

頭」，因此，研究者也當場速記或摘要，並在訪談回去後寫下訪談日誌；其次，

將隨身攜帶手機，記錄觀察與拍攝醃蘿蔔與面帕粄製作，以作為相關資料檢證

的重要依據。 

 

五、效度與信度檢驗 

一個研究是有否價值，效度是重要關鍵，若研究無效度，則研究結果便失去

其價值，因此研究的效度是任何研究都要追求的目標。就質性研究而言，著重的

是所得資料的真實性(honesty)、豐富度(richness)、深度(depth)及範圍大小(scope)、

所接觸的參與者(participant)、三角檢證(triangulation)的範圍以及研究者的公正性與

客觀性，因此質性資料會受到個人意見、態度、看法的主觀性而有所偏差，因此

效度無法呈現絕對的狀態，只能努力減少其無效之處，並將效度提至最高(Cohen, 

Manion & Marrisonn, 2006)。本研究採用觀察法與訪談不同顧客等方式來 

 

作為資料檢證的依據，例如個案 B、C、D、E 與 F，研究者均實際到營業的場域

觀察營業情形，並剖析其與顧客互動的成功要領；又研究者將訪談店裡顧客，以

談論「為何喜歡吃面帕粄(客家美食)？」、「本店的面帕粄(客家美食)味道有何特

別處？」、「最喜歡本店帕粄店(客家美食)的什麼？」，以多方檢證其所談論資料的

正確性。 

質性研究經常被批評為主觀的、印象的、充滿意識型態、不夠嚴謹、不夠客

觀的研究方式，其所關心的便是對研究測量工具的信度考量與測量結果效度的考

量（潘淑滿，2003）。Lincoln(1995)提出可信任性(trustworthiness)當作質化研究的效

度重點，並以確實性、可轉換性、可靠性與可確認性等四個標準，作為質性研究

中可信任性的參照點。 

 

六、編碼與分類 

    本研究的內容主要是分析客家飲食達人於訪談歷程中，針對客家醃蘿蔔與面

帕粄製作經驗的內容文本，進行資料的編碼，編碼方式是以代號來呈現，例如「C

訪 2020.12.18」即指 C 個案於 2020 年 12 月 18 日之訪談所表達之文本內容。另

外，在資料分析策略方面，是先詳細檢視所有訪談個案的內容文本，然後再據此

發展出假設和分類架構(coding)。再從冗長的轉錄資料中根據分類架構分類之後，

以便選取合適的引用句(quotations)來表達(presentation)內容。然後，依據研究目的

將分析架構分成三個主軸，（一）對食品製作經驗；（二）對客家文化意涵與傳承；

（三）個人生活實踐的歷程等三個主軸層面。再將文字檔案資料依其內涵分類、

歸納、概念化，最後呈現客家飲食達人的生活實踐故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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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敘說之資料分析 

Rogers (1985)提出以同理心作為接近、進入一個人內在的經驗、世界，尋找

其發展的脈絡，發現內在生命意義的態度與方法；因此，研究的歷程就是發現受

訪者獨特、主觀、完整、深層經驗的過程。依據敘說探究的方法，本研究以客家

醃製蘿蔔與製作面帕粄的經驗歷程作分析，以下列三個層次：自己的醃製蘿蔔與

製作面帕粄經驗世界的敘說、研究者對受訪者的理解及對於訪談脈絡（受訪者與

研究者）的敘說，採取來回檢視的方式，仔細而反覆的傾聽，加上有組織的轉錄，

得到其敘說的領悟，以達成圓融完整的客家飲食文化的生活實踐故事。 

敘說的故事裡的元素，往往會因其在敘說的不同位置而有不同的意義，最常

被引用與最被廣為接受的敘說結構為 Labov 在 1972 提出，他認為一個「完整形

式」(fully formed)的敘說包含六個共同元素：(1)摘要(an abstract)（總結敘說的內

容）；(2)狀態(orientation)（時間、地點、情境、參與者）；(3)複雜的行動(complicating 

action)（製作客家美食的次序）；(4)評價(evaluation)（製作客家美食的重要性和意

義、敘說者的態度）；(5)解決方式(resolution)（最後在客家飲食生活實踐發生了什

麼事）；及(6)結局(coda)（回到對客家飲食文化傳承的展望）。有了這些結構，訴

說者可以從基本經驗裡建構出一個故事，並在語句中和評價裏，解釋事件的重要

性（引自 Riessma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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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分析 
一、生活實踐經驗故事 

    本研究結果將分為客家粄條故事與醃蘿蔔故事來敘寫，分別就阿志板條

店、阿招姊面帕粄店、阿英粄條店及美光粄條店等，另外醃蘿蔔故事則包括三

叔公老蘿蔔農特產與吳梅芳醃蘿蔔等，其故事內容敘述如後。 

 

1.阿志粄條店 

     今天我們來到了佳冬蕭家阿志粄條，與負責人蕭凱嶸進行訪問談話。訪談

一開始因為彼此都是客家人，所以我們熱絡的先以客家語和以客家腔調的不同

為出發點開始了談話，與蕭凱嶸首先因為同樣身為客家人。我們先談到了客家

人講話的語音差異，進而發現了各地客家腔調差異的有趣。例如:因為地域關

係，美濃客家人講話的腔調會有些許的不同，像是”溪”跟”斯”兩者語音的

差異。從腔調分享中，我們也進一步且深切的感受到客家文化的趣味。 

 
圖 肆-1 蕭家阿志粄條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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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盡解說製作粄條過程 

     接著蕭凱嶸接續跟我們介紹說明了佳冬阿志粄條製作粄條的過程，他邊做

邊認真的和我們說明製作粄條需要注意的過程與事項。更細心的額外跟我們解

釋:「把粄條撕起來，就不會黏在一起，而用下去的那面會黏，翻過來那面則不

會黏，這全都會因為接觸面的地方而有所不同。」此外，蕭凱嶸也提到了碗稞

和製作的板條比較，他邊做邊說:「碗稞製作比例則會較稀疏，所以比較不會有

彈性。而另外如果改成用蒸籠，用熱水能把它用比較膨脹，蒸的話就會是平

的，要像用蒸麵包一層層疊上去。」他熱情介紹粄條的製作過程時，也坦言食

材會因為製作方法不同，造成了不同的口感差異，所以所有的步驟都得用心的

去完成。舉例來說，像是如果沒有熟會硬硬的，也會造就比較不好吃。但如果

過度蒸太久的話，又會軟掉且造成後續拿起來就掉下來的狀況。因此蕭凱嶸表

示:「烹飪時間長度要注意的拿捏和掌握好，才能做出一碗好吃的粄條。」蕭凱

嶸在說明製作粄條的過程外，也介紹了自己使用的是以天然氣、瓦斯那種刻度

計算方式，也就是說用度數配合粄條在賺錢。這種方式很特殊，也讓我們增廣

了見聞。 

 

 

 

圖 肆-2 蕭凱嶸認真介紹講解製作粄條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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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3 粄條製作完成後，需放冷卻後吹冷風，再涼一涼，這時粄條已經算完

成 

 

 

 
圖 肆-4 製作完成後，需讓粄條吹風冷卻 

 

*勞累的身心、滿滿的無奈、心酸和感慨 

同時在介紹自己製造粄條的過程時，蕭凱嶸也感慨的說道:「小女兒寶茹大學畢

業後應該就不做了，三個女兒都不接手事業。也真的自己本身已經沒那個體力

了，員工也不是那麼好請。」他提到自己之前有雇用一個中年人，接著蕭凱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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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滿無奈地接續說道:「但他都提早下班，導致最後的收攤也是他自己一人去獨

力完成。」對於經營一家店遇到種種問題與自己長年工作累積勞累的身心，蕭

凱嶸也表示了自己滿滿的無奈、心酸和感慨。 

 

 

 

圖 肆-5 蕭凱嶸擔起了佳冬阿志粄條店中所有重要的角色 

 

佳冬蕭家阿志粄條這家老店已經經營第三代了，蕭凱嶸表示自己的阿公光復 38

年就開始做了，也就是說這間店至少有經營過 60 年以上了。他坦言:「以前有

眷村時，很多外省人來吃粄條。我做 20 幾年了，自己是 58 年次，已經 52 歲

了。忙一整天，也因為是純手工的，所以需要時間去累積。」 

 

 
圖 肆-6 粄條製作上，全是純手工，配合專業的流程一步步製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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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講到現在經營蕭家阿志粄條面臨的狀況，蕭凱嶸也搖頭嘆氣的表示現代

的年輕人不願意做這種有技術的工作，也較沒有吃苦耐勞的精神。坦言:「現代

輕人跟以前差很多，想法上也很多差異，導致台灣很多人才流失。」除了跟我

們分享自己對現代社會態度的想法，蕭凱嶸更認為現代社會中的年經人，想法

比較沒有遠見，應該要趁年輕去學習專業性的技能或技術還是比較重要且關鍵

的。從他講話堅定的眼神中，他那堅忍且吃苦耐勞的精神，這或許就是一種客

家文化傳承的關鍵。 

 

 

 

圖 肆-7 蕭凱嶸邊製作邊談到到了自己對現代社會的想法主見 

 

*過程需細心製作以免重來一次 

當然製作粄條時，也要特別去注意一些小細節，才能製作出一碗好吃美味的粄

條。蕭凱嶸提到這些細節都要特別小心注意，像是他說道:「如果漿掉下去的

話，一定要換過水，不然整鍋的水會冒泡然後水從另外邊跑出來，整鍋會壞掉

這會很困擾，需要重新放冷水再開大火。」這程序雖看似沒什麼，但整個過程

沒有注意細節的話，真的會導整個流程會更辛苦且很忙，他坦言:「有時候真的

忙到一天吃一餐，甚至沒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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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8 如果漿掉下去的話，要換過水，不然整鍋的水會壞掉 

 

 

 

此外，在製作粄條和介紹講解的過程中，蕭凱嶸也提到他的家庭狀況並驕傲的

表示:「現在三個女兒都在外面讀書，而老二蕭羽晏幫忙他分擔最多，她比較貼

心和細心，她看我生活工作辛苦，所以都回來幫忙家裡分擔，也不去外縣市讀

書，更沒有在外住宿，還為了減少經濟壓力，去潮州打工，很是貼心。」蕭凱

嶸提到自己二女兒蕭羽晏時充滿著欣慰之情且全溢於言表，他接著更繼續說

道：「我很欣慰，老二蕭羽晏都在想要怎麼幫忙家裡，不要住宿，也寧願早起，

騎車去學校。女兒還因為學校要實習，擔心不在家裡無法幫忙我分擔工作。」

當接著問到未來規劃，詢問女兒是否會接手這間店把客家文化傳承下去時，蕭

凱嶸說；「如果他們走不下去，起碼這家店工作也是個一技之長，三女兒他們都

會做了。但他們要做就不會讓他們做手工的，去做直接買來的，做手工的話很

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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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9 老二蕭羽晏很懂事、成熟，都會主動來幫忙店裡分擔工作 

 

*騎重機休閒紓壓 

當談到壓力時，蕭凱嶸更提到了經營這間蕭家阿志板條店時，真的壓力很大也

很累。他坦言：「做很久做到受不了，很厭倦，以前都沒休息，之前一整年只有

休除夕初一，做到都快瘋了，壓力無法發洩。」也因為工作壓力大時，他也找

到了自己的一套工作上的抒壓方式，買了重機然後參加車隊進而去抒發排解工

作上的壓力。 

 
圖 肆-10 蕭凱嶸工作壓力大時，都用騎重機方式去抒發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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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蕭凱嶸敘述感慨的神情中，我們彷彿看到了他在蕭家阿志粄條店辛苦的忙進

忙樣子的模樣，同時也更深刻的了解到一碗粄條背後付出的多少努力與勞力。

此外，蕭凱嶸也提到了因為工作忙，表示沒朋友可以聊天，朋友找的話也都是

來吃粄條，蕭凱嶸坦言:「我已經倦怠了，但沒辦法還是要做，因為要有錢，才

能去陪伴小孩子讀書。」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蕭凱嶸這個身為父親一面對待女

兒們的疼愛。家中的種種開銷，包括女兒的學費、租房子的租金，這些種種經

濟上的問題，致使他即使辛苦，還是硬著頭皮繼續努力的工作。 

 

 

圖 肆-11 蕭凱嶸與媽媽在店裡努力工作的樣子 

 

*一條龍式的製作與生產—自種在萊米準備粄條原物料 

另外，當提到蕭家阿志粄條經營的生意層次上，蕭凱嶸跟我們坦言:「中午是比

較多人，早上比較少客人。早餐的話來的都是熟客。因為現在西餐多，大部分

人都吃西式早餐店。」他表示現在的小孩子從小吃習慣西式早餐，來的話也都

不吃粄條。只有像四、五年級那年代的人回老家才會回來吃，年輕人回來的話

就不會願意吃，觀光客更不會，來吃的話也是順路。為此，他表示滿滿的無

奈、感嘆與辛酸！從談話中，我們也發現了蕭凱嶸不只自己做粄條，還親自下

田種穀，更要在店家下廚煮粄條給客人吃。這麼多看似費力的工作，蕭凱嶸幾

乎全部都擔起了最重要責任且努力去完成。或許，他堅忍吃苦的態度可謂就是

客家傳承香火最寶貴且珍貴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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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12 蕭家阿志粄條店的粄條雖然好吃，但仍然受到現代西式早餐店的影響 

*分享女兒的種種表現--眼神流露驕傲與欣慰 

此外，蕭凱嶸身為佳冬蕭家阿志粄條的身分時，同時也兼任了一個父親的角

色，因此在談話中，他也不斷地提到了自己的寶貝三女兒，口吻盡是充滿了慈

愛與驕傲！蕭凱嶸還額外分享了她女兒們的學業、學校、感興趣的事情、和未

來志向。語氣中盡是透露了寵溺與驕傲。蕭凱嶸更欣慰的坦言:「小女兒蕭寶茹

很認真的在讀書，她之前裝牙套，她說繳了那麼多錢，所以她自己說她一定要

好好的認真讀書，不要辜負我。」這句雖看似沒什麼，但從中，我們能深切的

感受到一個父親對女兒懂事且成熟想法的欣慰。 

 

圖 肆-13 蕭凱嶸分享了自己寶貝女兒的種種事情，眼神盡露出驕傲與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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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問到最有成就的事情時，我們好奇的問蕭凱嶸會不會想把老店文化產業傳承

下去時，他表示這個不是成就，蕭凱嶸更坦言:「我不希望女兒她們傳承，我男

孩子都用不好了，還女孩子來用。而且這是勞力的工作，女兒都是女孩子，她

們這麼秀氣。」接著，在製作粄條中，當提到粄條使用的食材與口感時，蕭凱

嶸表示自己阿公之前那代製作都用魚，沒有用豬肉。但是後來發現魚腥味太重

了，以前的人可以接受那種口味，但現在人好像不能接受。因此他才改成現在

使用半魚半肉黃金比例讓人不膩的食材。蕭凱嶸提到自己家的板條淋上去的肉

汁是有滿滿肉燥的，還有另外再放上一些肉片，從他種種敘述的食材與口感，

讓人食指大動，也真的想嘗一碗美味好吃的客家粄條。 

 

 
圖 肆-14 蕭家阿志粄條店的招牌客家粄條食材用料真實，黃金比例的料與食

材，讓人食指大動 

 

 

在訪談尾聲，他更遞出了自己家裡種的玉米，來跟我們分享。這段訪談中，他

大方跟我們分享了許多自己佳冬蕭家阿志粄條店裡的種種背景強況，還分享了

許多額外自己的想法精神主見，我想或許這就是客家人的精神所在，堅持傳

統、堅忍不懈，即使再辛苦也要努力奮鬥，更要好好盡心盡力的去傳承客家文

化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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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15 蕭凱嶸認真經營蕭家阿志粄條店，且盡心盡力地去承客家文化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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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阿招姊面帕粄店 

今天來到了阿招姊面帕粄店。從外觀，這間店看似平凡，但裡面的傳統產

業帶有滿滿的客家傳統產業文化氣息，也讓我們增廣了許多見聞。 

 

 

圖 肆-16 阿招姊面帕粄店外觀 

阿招姊粄條負責人王惠美，她負責經營、製作和掌管店裡的各式情況。她表示

自己從高中就開始在幫家裡做了，也因此就這樣製做到現在，做了好幾十年

了。 

 

 

圖 肆-17 阿招姊粄條負責人王惠美，她負責製作和掌管店裡的各式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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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客家粄條製作流程說明 

從中，我們能感受到她的不容易和對傳統文化的堅持與熱忱。首先，王惠美跟

我們介紹了面帕粄的製作流程、使用的食材、器具和需要準備的東西。當提到

食材時，王惠美坦言；「我們的粄條都是自己磨在萊米去製成的，然後再加上

少許的番薯粉。現在吃的粄條大部分都是用在萊米粉直接做的，導致現在有些

店的粄條吃起來像越南河粉，也失去了傳統客家粄條真實的口感和意義。」 

 

 

 

 

圖 肆-18 阿招姊面帕粄店的粄條主要是使用在萊米去製成的 

 

 

語畢，王惠美開始與我們介紹製作粄條的步驟流程。從一個個看似熟練生巧的

刀法或動作，都充分的展現了她對客家傳統產業的永續執著與堅持。阿招姊面

帕粄店的粄條是使用放了 2 年以上的老米，首先是先把在萊米洗乾淨，泡水浸

泡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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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19 把在萊米洗乾淨，泡水浸泡一段時間 

 

 

    接著再用磨碎機器把在萊米磨成米漿液體，這個步驟雖然簡單，但不可輕

忽的是，多餘的米漿液體需要有好的比例能造就粄條好吃的口感。如果水過多

的話，就需要特別注意且去過濾多餘的水。 

 

 

 
圖 肆-20 把米磨成米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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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接著，米漿食材準備好後，就可以開始製作粄條了。王惠美表示要先用

刷子抹葵花油在不銹鋼板子上。 

 

 

圖 肆-21 抹葵花油在不銹鋼板子 

 

那裝米漿的不銹鋼板子部分，她坦言:「我平常大概是四個板子在輪，如果有活

動要快一點，就用五個板子來輪。」 

接著，盛幾匙米漿液體在板子上鋪平。待把米漿液體鋪平後，把裝有米漿的板

子放進傳統的火爐裡面去蒸成固體。 

 

圖 肆-22 放進傳統火爐蒸成固體 

靜待大概 3 分鐘，蒸到蒸氣冒出來後即可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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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23 蒸氣冒出來後即可取出 

*冒出的蒸氣顯見粄條已成熟 

王惠美表示:「因為做很久了，等待時間都是靠經驗累積，如何知道熟了或已經

膨了都取決於蒸氣。蓋鍋子時是無蒸氣的狀態，但熟了的話，蒸氣就會飽滿而

往外溢出來，這時候大概就可以知道它好的時間了。」 

王惠美還跟我們分享道:「我們店的粄條 Q 彈口感主要是用蒸的讓它變膨所產生

出來的。」王惠美邊認真做，邊跟我們耐心解說。句句的熱忱和認真的神情和

言語都滿滿的表達了她對客家傳統文化的執著與堅持。接著，待蒸的步驟完成

且拿出後，王惠美接著介紹:「取出後，自然是很燙的。因此先放置旁邊吹風冷

卻，讓它冷卻降溫，也讓它比較不會黏。熱的話，脫模時它會黏住。」 

 

 

圖 肆-24 取出後，放置旁邊吹風冷卻，讓它冷卻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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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了一系列的步驟後，我們靜待到沒這麼燙的時候，即可把蒸好成形的麵

團脫模取出。這樣面帕粄就算完成九成了。在王惠美把粄條蒸好脫模出來後，

我們能看出粄條即使成固體了。 

 

 
圖 肆-25 脫模取出 

 

面帕粄這時還是有些軟嫩。只要一不小心或太用力，就可能會把它用斷，因此

要非常小心注意。王惠美接著講解道:「脫模後，面帕粄都要小心的去摺疊起

來。在接著最後，用機器切成麵條狀就算製作完成了。」 

 

 

圖 肆-26 蒸好的面帕粄小心的去摺疊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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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手工粄條耗時盛久—從凌晨到中午時分 

這過程雖然看似簡單平凡，但是其實耗時很久，一步步的手工製作和流程也都

需要極大的體力和時間達到做出好吃美味的粄條成果，所有一切都不是這麼輕

鬆容易的。王惠美更提到因為是手工的，所以很耗時。她表示:「為了做粄條，

我都很早起來，像今天我就是從凌晨四點開始做的，一直做到現在。」由此，

我們可以看出她的不容易與辛酸。回到製作過程部分，當製作完成時，王惠美

表示這樣完成蒸的步驟後，就可以直接吃了。我們嘗了幾口，發現真的吃起來

很好吃，粄條散發出濃濃的米香味，每一口都讓人意猶未盡。 

 

 

圖 肆-27 蒸好的粄條散發出濃濃的米香味 

 

她表示:「有米香的口感是因為我們是用在萊米製成的，跟美濃不一樣。美濃很

少自己蒸、自己做、自己賣，如果他們真的有這個自己製作的流程的話，那成

分都不見得是用米磨成做的，而是使用在萊米粉去製作的。」而有些店是使用

蓬萊米製作的，那蓬萊米和在在萊米吃起來的口感 Q 度就不一樣，也就造成了

品嘗味覺下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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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28 原料使用在萊米 

王惠美更提到了，現在美濃已經很少有用在萊米製成的粄條了，都是用粉。她

表示:「傳統產業很辛苦，而且現在其實利潤很少，大部分不是用預訂做出來去

賣，或是讓學生 DIY 來拓展產業。」在我們閒聊時，王惠美也提及了一些事和

我們分享，之前有人想找她學術研究，但是她自己覺得要先突破一個點。粄條

其實夏天容易壞掉，那關於這個問題，她表示:「有人建議我加食用防腐劑，但

我堅決不要。夏天粄條放三天，很容易就壞了。」為此，她也表示滿滿的無奈

與辛酸。 

*堅持純手工、純原料的製作顯現對傳統客家美食的堅持 

提到製作方式時，王惠美表示機器一小時可以做 300 到 400 斤。她自己則是因

為是純手工製作的，一天最多做 20 片，也就是 20 斤。但有時候又拖了一下，

就不會製作到 20 斤。所以這也是為何她賣的價位較高的緣故。從這堅持純手

工、純原料的製作方面，我們也能看出阿招姊面帕粄店的用心與對傳統文化傳

承的堅持。 

 

 
圖 肆-29 製作過程因是純手工的，所以很耗時 

 

* 

王惠美也和我們分享了各地粄條領域有關的議題。她表示有吃過其它家的粄

條。而北部的粄條要用湯匙吃，因為很稀很軟。她表示:「而我是用米混合水製

作的原料，不是用粉直接製作。所以也較不會像北部賣的這樣，較稀較軟。」 

 

當然也因為用料真實的緣故，阿招姊面帕粄店製作上的成本也顯得比較貴。訪

談過程中，我們也順帶的談到現在疫情衝擊所受到的影響。王惠美無奈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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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疫情緣故，導致成本因為是進口的而漲價。以前她都叫很多原料，現在則

買得比較少，因為價格的關係。當提及到切粄條使用的機器放置地點的議題

時，王惠美也帶我們去看機器，順帶跟我們介紹說有把製作粄條跟使用機器的

地方隔開。 

 

 

圖 肆-30 把麵團切成粄條狀的機器 

 

切成形粄條用的機器在隔壁另一邊。因為製作粄條這邊都是木材，可能會較

髒，所以統一都在隔壁用機器切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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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31 用傳統火爐需要木材去做到蒸的步驟 

 

訪談當中，我們觀察到在製作過程時，王惠美對每個過程的步驟都很謹慎，像

是她說道:「有時候水和米的調和比例較稀，太多水了，那像這樣的情況，上面

的水分就要把它倒掉，因為水會沉澱。」王惠美表示自己雖然是做了很多年的

老師傅，但偶爾米和水的調和比例還是會小失誤，那這時候就要去注意進而去

處理，去讓粄條製作上能更完美、口感更好。 

*謙卑平淡低調過生活 

    提到做這個產業時，王惠美分享了很多。她表示自己有想過考丙級，讓自

己製作產業上和其他技術能力更好，所以有透過管道去詢問老師上課的事。由

此，能看出她上進認真對待每件事的態度，這或許就是所謂的「學到老，活到

老。」這樣的精神。為此，我們由衷地對她感到敬佩。當我們詢問到王惠美她

的個人特質時，她坦言:「我自己這個人是屬於較低調的。之前，有老師請我當

講師，我拒絕了。我只想過平淡低調的生活，低調自在多好。所以去爬山時，

有人稱讚她阿招姊面帕粄店上過電視。我都覺得這沒什麼好特別去跟別人說或

炫耀的。」由她的語氣和言語，我們能看出她這樣謙卑的特質真的很不容易，

也更讓我們對她更加佩服。 

 

 

圖 肆-32 王惠美在訪談過程中，個性低調和許多的特質讓人佩服 

 

*慷慨分享製作經驗 

此外，王惠美還提到了之前有人來阿招姊面帕粄店訪談時，她都會介紹講解自

己的製作做法。那很多人對於她願意去介紹說明都覺得很訝異。王惠美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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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時，當我介紹我製程時，很多人都會問我說，你不怕我學嗎?我覺得這沒

有關係，真的有本事就來學，我也很樂意歡迎。」由此能看出，王惠美把客家

人傳統、低調的美德精神發揮的淋漓盡致。 

 

她自己出門在外也都習慣去嘗試別人家各式的食物來讓自己增廣見聞且能使自

己更了解客家飲食的風俗習慣和傳統作法。成分方面，王惠美也一再地強調表

示她很注重粄條成分是否為米的議題部分，她表示:「我覺得成分是否實在是一

個很重要的因素來達到是否能夠做出一碗好吃的客家板條。」 

 

 
圖 肆-33 王惠美很注重是否為純手工製作和成分原料的使用 

 

*爬山紓壓訓練自己肌耐力 

當然除了工作外，王惠美也跟我們分享了一些她平常喜歡的興趣與紓壓的管

道。她表示:「除了工作外，我會去爬山，上上星期一，我還挑戰爬了西大武

山，連續爬了九個半小時。」由她的描述中，我們能知道爬山這項戶外活動真

的很累，她卻很樂意去挑戰這些使她能成長的戶外活動，讓自己身體健康和訓

練自己的肌耐力。我覺得這點挺不容易的!從她堅毅認真的眼神中，我們能看出

她是一個喜歡一件事，就願意堅持到底去做到的女強人。她坦言:「我在登山過

程中，也會順便去探訪其他各式當地的傳統美食，去充實自己，讓自己理解更

多文化層面的飲食文化也讓自己的傳統產業能更加進步。」她的生活型態大部

分都是以充實自己為目標。也很享受嘗試各類的戶外活動。王惠美表示:「在這

些運動的活動中，能讓我感到愉悅並且去抒發壓力，當然也是去挑戰自己!」王

惠美跟我們分享了很多關於他爬山的經驗，也給我們看了很多關於爬山過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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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其中有幾張是 70 度沿著繩子攀爬上去的。從照片中，能看出這項活動真

的是非常的危險、艱辛辛苦。但王惠美說可能這就是一個享受成果的過程、經

驗與機會，挑戰且訓練自己，即使過程再辛苦與艱難也都是值得的。 

*鼓勵自己切粄條享受隨心所欲樂趣 

另外，在訪談過程中，我們也真正的見識到阿招姊面帕粄店的高人氣。有新竹

的外地人特別跟著電視報導的粄條慕名而來，也讓我們真正的見證到了這家店

的粄條有多受歡迎。外地人因為很喜歡阿招姊面帕粄店賣的粄條，所以一次把

王惠美一整天做的全部份量全都買走了，並且表示店裡有做多少，他們就買多

少。那王惠美也順帶分享了粄條可以做的煮法。像是配上牛肉和紅燒牛肉燉

湯，或做成鍋燒意麵都是不錯的選擇。當提到把麵團用機器切粄條狀的部份

時，王惠美也跟我們分享了一些麵條上的建議。她表示:「用機器切的粄條會比

較細，所以我建議用自己喜歡的麵條厚度自己去切，或是衡量自己喜歡吃的厚

度口感會比較好，自己也會比較滿意而且吃的愉快。」 

 

 

圖 肆-34 王惠美建議用自己喜歡的麵條厚度自己去切，會比較好吃 

 

*採預訂方式決定粄條製作量 

談到生產量方面時，王惠美也講到了店裡一天產量其實都是不一定的。她表示:

「像是在連假時，比較多人回來就會來買，而且都要用預定的方式，我才會

做。也因為是用料真實且沒加防腐劑製作的粄條，所以也比較容易壞。」在訪

談過程中，當我們提到工作情況時，王惠美也有些感慨的說到可能自己在做沒

多久，就差不多要退休了，因為這個工作真的非常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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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35 一系列的製作步驟都是王惠美獨立去完成的 

 

 

 

從她疲憊的雙眼，我們才想到她從凌晨四點就開始製作到現在也已經這麼多年

了，所有的辛苦和背後的辛酸也許都只有自己能真正的去體會到。 

 

*注意小細節以免失誤 

詢問到有沒有過失敗的經驗時，王惠美坦言:「失敗的經驗就是像是米和水的比

例混合有時候不平均這種都是經驗，所以就是過程要特別注意。」她表示發現

異狀時要再去慢慢地改善，來讓粄條達到好吃 Q 彈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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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36 米和水製成的米漿比例要均勻 

*傳統客家粄條面臨的困境—西式飲食習慣造成傳產極大衝擊 

王惠美對客家飲食方面也有自己的見解想法。她針對了文化傳承這個方面去說

明自己的觀點。她坦言:「我當然也希望能傳承下去，但問題是年輕人接受傳承

下去會餓死。因為這是手工的，比較貴，一般正常麵店也都不會來這裡買。」

王惠美跟我們分享了很多他營業上背後的辛酸與不為人一面。她表示因為利潤

的問題，營業額扣掉成本，其實一個月真的賺得沒有很多。加上因為疫情的因

素，所以生意變得更差了。傳統客家板條店其實面臨了很多困境。 

 

 
圖 肆-37 傳統粄條店製作上不容易，面臨了許多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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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坦言:「現在年輕人都吃早午餐那種店，吃的餐點也都幾乎都是偏西式的。也

因為這個因素的緣故，所以生意越來越不好，再加上一般人都是吃麵，而不是

吃粄條。」由此，我們能看出她的困難點主要因素就是利潤較低，也因為很少

人在吃造成了傳統產業面臨了種種困境。 

 

 

圖 肆-38 傳統面帕粄店受到西式飲食和一般麵店的影響，逐漸被淘汰 

 

傳承傳統飲食文化上，有時候因為時過境遷，或許不是那麼順利。但是我們還

是對於她願意去堅持這份傳統文化飲食的製作表示敬佩。這或許就是所謂的客

家文化傳承。 

 

 

圖 肆-39 經營 80 年以上的歷史老店，即使時代變遷，仍然努力去傳承客家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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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3. 阿英粄條店 

 

今天我們來到了阿英粄條店。從外觀上看，這棟建築物具有濃厚獨特的傳統產

業的韻味。 

 

 

圖 肆-40 阿英粄條店外觀 

 

阿英粄條店是類似古厝的建築物，裡面有個庭院和中郎。中庭上有一間小小的

祖先宗室祭拜的小地方，所有的相貌都帶有著濃厚的傳統文化產業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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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41 中庭中的宗室 

*萬巒五溝水人的風味記憶 

走進裡面，特殊的室內環境規格不禁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儘管位置雖然不多，

但裡面充滿著滿滿的顧客人群。由此可知，阿英粄條店的粄條真的很受歡迎。

我們找到位置，先點了他們的店裡的粄條、餛飩湯以及一些小菜來品嘗享用。 

 

55 

圖 肆-42 店裡人潮滿滿 

 

當所有的美食送上桌後，香味撲鼻而來。每個食物都很新鮮好吃，讓人讚不絕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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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43 乾和湯的粄條、餛飩湯以及一些小菜都讓人讚不絕口 

 

乾的粄條，它 Q 彈的口感配上一些清甜的豆芽菜、青菜、新鮮的肉片、和順口

的肉燥醬料，讓人不禁食指大動。 

 

 

圖 肆-44 乾粄條 

 

湯的粄條則是放了一樣的食材，再加上了濃郁清甜的大骨湯，讓人每一口吃起

來都是一個享受和滿足感。 

 

圖 肆-45 湯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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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家小菜的部分也很好吃。豆干、海帶、粉腸、豬耳朵、滷蛋這樣滿滿的一盤

小菜再配上些許的肉汁醬料去調味，再接著配上些許的辣醬去提味，讓小菜的

境界提升到了更好吃的層次。 

 

 

圖 肆-46 各式小菜 

 

Q 彈的粄條配上這樣的小菜去品嘗，可謂是舌尖上的一種饗宴，讓人有種一口

接著一口，停不下來的滿足感。餛飩湯也充分的表達了甚麼叫幸福感。清甜濃

郁、不死鹹的新鮮大骨湯配上餡料飽滿的餛飩每一口都讓人讚不絕口。 

店裡的餛飩吃起來也很特別。阿英粄條店的餛飩都是自己包的，裡面不只基本

的絞肉。店家在製作時，還有再額外加上了一些蒜頭進絞肉裡去提味，減少肉

的腥味，也更進一步的提升了口感層次，讓人覺得每一口都是精華和滿足。 

 

 
圖 肆-47 餛飩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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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英粄條店的負責人宋菊英，她是個年紀大概 80 幾歲的婦人。從她的話語、認

真工作方式和態度都充分的表達出她對傳統客家美食的堅決傳承。這些都讓我

們敬佩不已。 

*阿英粄條店的緣起與經營 

    在跟阿英粄條店的負責人宋菊英訪談中，我們也更了解了這間店的故事和

背景。當談到這間店的源起背景時，宋菊英表示：「這家店剛開始是我爸的，爸

爸後來是想要傳給我弟弟和弟媳的，但他們要耕種，還有煮杏仁茶賣，因此比

較忙。所以最後這家店就變成由我來接手經營了。」看著宋菊英因歷經歲月，

臉上的皺紋、因工作經常彎腰，造成駝背站不直的身軀、還有工作過度造成僵

硬的雙手。讓我們不禁更加的敬佩她的精神與不容易。 

 

 

圖 肆-48 阿英粄條店的負責人宋菊英 

 

*店中忙碌人影盡是家人的關愛 

當提到店裡的人事部分時，宋菊英表示:「店裡沒有雇用其他外人。你現在看到

的工作人員都是家人。有我的女兒們、孫子、和孫媳婦。他們都很孝順的過來

幫忙。她指著她孫子並接著說道：「當然我老了，身體也不像以前這樣這麼健

朗，之後會把這家店傳給我的孫子。」我們看向了櫃檯前所有忙碌的人影，也

看到了她所說的孫子站在櫃台前，認真煮麵的樣子。宋菊英說道：「我孫子原本

是在外地賣房子的。他今年過年才回來幫忙做。現在已經學會了一些基本煮麵

的步驟流程。目前還在持續學習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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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49 宋菊英的孫子回來家鄉幫忙經營家裡的傳統產業 

 

語畢，宋菊英接著指了站在工作區的一些婦人們示意：「而他們是我的女兒，也

都會過來幫忙我。像是買菜部分，他們每天都會輪流去潮州去購買店裡需要的

食材，例如: 使用的餡料、青菜或是小菜之類的東西。」從她的神情和語氣

中，我們能感受到宋菊英對自己後輩們願意來幫她分擔工作的孝順美德，而感

到欣慰、驕傲。 

 
圖 肆-50 宋菊英的女兒們也都回來粄條店裡幫忙分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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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開店的行程與實錄 

當詢問到開店時間的部分時，宋菊英表示她每天早上都四點起來開始工作，去

開始做一些前置作業，像是:炸油蔥酥、用餡料、用薑去調製醬料和熬大骨高

湯。她坦言:「我每天早上 4 點過來去做這些前置工作，然後 4 點半後就開始去

準備和調配醬料。」詢問到她做完這些後，是否還有其他工作時。宋菊英接著

說:「我做完這些基本的前置作業和食材時，接著會繼續去滷粉腸、肉、豆干和

小菜那些各式的滷味，然後接著包餛飩。」宋菊英說這句話時，她眼神中閃爍

著些許的疲憊。語畢，她接著說:「這些比較早的前置作業，都是我一個人做

的。我女兒們以及孫子、或孫媳婦，她們年輕人沒有這麼習慣早起。」而早上

六點的早餐時段時，就陸續開始有客人上門來吃了。因此宋菊英說道:「六點時

那時候是我自己一個人去工作服務客人。我女兒們、孫子和孫媳婦大概 8 點或

9 點時，才會過來店裡幫忙。」宋菊英表示雖然這些早上的前置作業大部分都

是自己在用，但還是真的很感謝她的兒女後輩們，都願意過來幫忙她分擔工

作、減輕她的工作負擔。因此，她已經很欣慰也心滿意足了。 

 

 
圖 肆-51 宋菊英早上 4 點來店裡做前置工作 

 

此外，我們發現了不只室內可以用餐，室外也擺滿了移動式桌子去提供客人位

置用餐。宋菊英提到:「假日的時候，室外的可移動式桌子都要排到很一整排，

大概還要再排個 6 桌左右在外面，去供應客人爆滿的尖峰時段。」 

 

*古老伙房享用粄條--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恰巧，我們來訪談的時間剛好是吃飯的尖峰時段，因此看到了店家在室外擺滿

了桌子。且隨著午餐時間到來，客人陸陸續續地進來店裡用餐，人群越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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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也讓我們真正地見識到阿英粄條店的高人氣。 

 

圖 肆-52 不只室內，室外也擺滿了移動式桌子去提供客人位置用餐 

 

*製作的困難點顯見在炸油蔥酥—專注與熟練達到適宜境界 

當提到經營這家店，遇到地較困難的事情方面時，宋菊英也跟我們分享了一些

她製作時遇上較困難的步驟流程。她表示:「在製作流程中，我覺得最困難的點

是炸油蔥酥。因為炸油蔥酥的話，它就是油用冷的去炸，看到有一點煙時，蔥

頭就要下去。做這一項流程步驟時，很容易燒焦，因此要特別注意。」宋菊英

更提到了之前有人來學榨油蔥酥，回家用了三次都燒焦。由此來看，炸油蔥酥

這個步驟不只是炸，它還需要足夠的專注力和熟練度，盡可能地不讓它燒焦，

進而讓美觀和口感層次達到最適宜的境界。 

 

宋菊英更接著補充說明一些炸油蔥酥的技巧：「看到有煙，倒下去。一下子就要

把它撈出來。和油一起撈起來後，底下鍋子一定要用冷的一點點油，這樣才不

會燒焦。」她表示以自己多年的經驗。從一開始的不順失敗到現在的熟能生

巧。這些都是累積的經驗去習得出來的方法和技巧。 

 

宋菊英表示：「油蔥酥部分，一直都是我覺得最困難的點。只要稍微不注意或不

專注就燒焦了。因此專注在製作上，一直都是我堅持的理念和動力。」看著她

認真堅毅的神情，也讓我們不禁佩服她即使上了年紀，也不忘初衷地去對待事

情的思考方式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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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53 宋菊英在經營阿英粄條店時，懷有堅持的理念和動力 

 

當詢問到這樣一天的產量時，阿英表示：「平常日大概賣 30 斤粄條。而假日的

話，大概 50 到 60 斤都有。」這個銷售量真的很多也很驚人。由此，我們也看

出了顧客對這家粄條店的熱愛與支持。 

 

圖 肆-54 假日的吃飯尖峰時段 

 

當吃到阿英姊店裡的餛飩湯時，我們對於使用的餡料很口感很是驚艷。對於這

個餛飩製作的方面，宋菊英表示：「我們餛飩的絞肉有再加需許的蒜頭，都是我

們自己包的。我不喜歡外面賣的那種餛飩。外面賣的餛飩，感覺餡料成分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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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很多來路不明的東西。」對此，她堅持用手工的方式，自己去包擁有獨家口

味特色的餛飩。新鮮的絞肉再配上蒜頭，讓餛飩添增不腥膩與對味的口感，也

讓客人品嘗了之後都讚不絕口。 

 

 
圖 肆-55 新鮮的絞肉再配上蒜頭，讓餛飩添增不腥膩與對味的口感 

*傷痕累累的雙手顯見 50 年的功夫 

當與宋菊英談話中，我們注意到了她的雙手有些僵硬，也因歲月的流逝而布滿

了許多皺紋。阿英坦言：「以前的粄條都要自己手工去切，切到手都不能動了。

所以我手都打類固醇，就這樣切了 30 年。不過還好現在有了機器後，就都全面

改成機器去切割麵條了。」從她的雙手中，我們看到了一個 80 多歲的女人，盡

心盡力地把她的生命和重心，全心全意地投注在阿英粄條店的所有事物中。她

很努力、很堅持、甚至雙手因長年切麵條致使都不能動了，卻依然努力地想把

店裡所有事物與重責都做到完美，且努力地去承擔所有與自己有關的家庭事

業。我想這就是一個讓人敬佩的初衷與她有多努力地去傳承文化產業的堅持與

熱忱。 

 
圖 肆-56 宋菊英雙手因長年切麵條致使都不能動了，需要打類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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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下麵時，我們也觀察到都會有人員負責先把粄條先撥開再下鍋。對此，

宋菊英表示：「那個粄條，它現在就是已經都切好了。但切完放久了，還是要剝

開，不然黏在一起煮，怕會成一坨，就喪失粄條原先的口感與外型的美觀

了。」 

 

 

圖 肆-57 粄條要先撥開再下鍋 

 

當提到自己做過的成就印象部分時，宋菊英表示:「我們過年那段時間，一天平

均都賣 200 斤。這是我覺得最高的成就。」看著她因歲月而布滿眼尾紋的雙

眼，那些因歲月流逝而留下來的痕跡卻絲毫抵擋不住她對自己家族傳統產業滿

腔的熱血與堅持，也讓我們更加敬佩她的精神和對待事情認真負責的態度。 

 

提及到營業時間部分時，宋菊英坦言:「之前都是每天營業，沒有休息。但真的

太累了。現在我們則調整成星期一、一週固定休息一天。也主要是因為家裡還

有種檳榔、香蕉，要照料或是需要割香蕉之類的瑣碎事務也要處理。」語畢，

宋菊英接著感慨說道:「我已經做了 50 幾年了。從 33 歲賣到 86 歲了。」從她的

描述中，我們明白了宋菊英把她的青春歲月都奉獻在阿英粄條店。這 50 年的時

間，她盡心盡力、她工作負責、她把她的所有時間和精力全部賭注在這個家族

傳統文化產業上了。看著宋菊英因工作而僵硬駝背的身軀，我們不禁心疼的拍

了拍她，也真心的希望她還是能以身體還是要引以為重，即使工作佔有很重要

的角色，但真的適當的休息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尤其年紀大了，適當的

去好好的修養也是很必要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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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58 宋菊英從年輕做到現在，已經做了 50 幾年了 

 

當訪談到一半時，隨著尖峰吃飯時段，人潮也越來越多。眼看著站在櫃台前煮

麵的孫子也開始在繁忙中亂了手腳，應付不來突然間大批客人需要的餐點。宋

菊英這時站起身來，快步過去代替孫子幫忙做煮麵的工作。看著她熟練的手法

和快速不馬虎的煮麵方式。也讓我們除了驚艷外，更多的是敬佩。的確薑還是

老的辣。我想這句諺語大概可以充分的表達出負責人宋菊英精明能幹的做事效

率和精湛的做事速度。也讓我們更加的敬佩她對於傳統產業的堅持、用心和文

化傳承。 

 
圖 肆-59 負責人宋菊英精明能幹的做事效率和精湛的做事速度讓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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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光粄條店 

 

今天來到了美光板條店進行訪談。這間店的負責人夫妻蠻年輕的，男老闆林鑫

達 34 歲。他的太太黃美樺則是 30 歲。這家店已經經營第四代了，從阿祖時

期，也就是 1945 年經營到現在，著實很不容易。 

*照著傳統順應自然去經營 

詢問到當時為什麼要開板條的議題時，林鑫達表示:「這家店從我爸爸那以前就

做這個，然後就一直就做到現在。會販售粄條是因為以前務農時期，比較沒有

主食。有點像是務農時期給大家方便，於是在這附近務農的區域開個小店，方

便讓大家能吃飽的主食。」 

 

詢問到粄條的製作方式和經營流程時，黃美樺表示:「我們粄條自己做，而以前

是手工，現在則是用機器生產。我們是前一天晚上先泡米，隔天早上 8 點才開

始製作，一個多小時就做好了。而我公公那個年代則是純手工製作，所以製作

時間比較久。」語畢，林鑫達則爭對製作層面說道:「我們製作粄條的方式是一

貫作業流程，有機器輔助。米粒那部分先自己用，且在萊米越老越好，然後加

地瓜粉，如果想要越軟一點，粉要少一點。而要追求口感的話，粉要多一點。

然後我們沒有比例，用感覺去抓那個量然後去調整粄條的厚度跟薄度。」 

 

提到賣的產量時，女老闆黃美樺表示:「暑假固定一次都賣 15 包或 20 包的米

量。賣最多像是過年這種節慶時，一天可以賣那種一大包的米，大概 500 斤以

上。」這產量很是可觀，也讓我們對這對年輕的夫妻更加的敬佩。黃美樺也接

續說道:「公公快 60 歲時，就不做了，因此就讓後代去接下這家店了。因為他

年輕做時也很辛苦了。」對於黃美樺對公公做法的懂事心態，我為此也感到很

溫馨與敬佩不已。 

 

提到人事部分時，黃美樺表示:「我們有請 2 個員工，而假日就請工讀生。就是

請工讀生洗碗那些。當然店裡主要含還是我們這對夫妻去用技術相關的工作。

然後賣完就結束收攤了。」 

*有人潮才會有生意、有錢潮 

黃美樺也就人潮與店家的利害關係分享了她的一套看法，她坦言:「有人潮才會

有生意，沒有人潮的話，就很難賣出去。對我們這種餐飲業影響最大的就是有

沒有活動，因為在美濃有活動的時候才會有人潮，有人潮才有錢潮。而平常做

生意的大概客群就是上班族或在地人。六日的話就會有一些遊客或觀光客。」

黃美樺還舉例了一些美濃根據季節上特有的活動，她說道:「像是 7-8 月有蝴蝶

的活動，9-12 則陸續有蕃茄或是蘿蔔之類關聯的活動，再來花海節，然後接著

就是過年。近幾年就都會固定有一些活動,帶來一些人潮過來美濃觀光。但最近

因為疫情影響，所以就比較沒有人潮，生意也會顯的比較差。」語畢，黃美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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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跟我們分享了一些關於現在疫情與時事的狀況，並分享了自己的見解與想

法。她的觀點與想法中都透漏著一些自己的正面態度與理念，讓我們更加的佩

服她。 

 

提到經營時間和客群的時間時，林鑫達說道:「在午餐時間，中午 11 點到下午

兩點這種吃飯時間會比較多人。然後因為中午沒有休息，所以到晚上六點就會

收攤了。」而根據負責人的說詞，我們也知道了店裡會有固定時間的客流，但

不會一次容納太多人。林鑫達針對這個觀點說道:「如果沒有位子的話就要等。

因為我們品質還是要顧的。顧好品質才是最重要的。」針對要求品質的部分很

是讓我們意外，這對夫妻負責人們寧願客人少，也要堅持把做到最好的品質去

分享給客人，我覺得實在很難得且不容易。 

*自己做自己賣展現獨一無二的自信 

針對近年來的情況，黃美樺也跟我們分享了他的看法與觀點，更大方述說自己

如何去因應時代的改變。她說道:「現在粄條店越開越多，生意也會受到很多影

響。我們都知道美濃有好幾家關於客家飲食的粄條店。而我認為我們粄條自己

做，自己賣，沒有批發。也因為是自己做的粄條，所以口感跟其它家也是不一

樣的。我認為這些都是我們比別人獨特的地方。」她的言談充分展現了獨一無

二的自信。我認為黃美樺傳達給我一個很好且正面的理念。“如果你願意堅信

自己是獨一無二的，那你就是最特別的。” 願意相信自己的獨一無二，才有機

會變得更有自信進而變得更茁壯; 反之，若沒有自信自己是最好的前提下，你

就先在起跑點輸給別人了。我認為這個道理很有意義，更是我們該套用在生活

中的正面理念和價值觀去順應這個競爭的時代。 

 

林鑫達也接著提到了自己從小的時候開始就都在這邊做粄條了。也因此產生了

許多有利的經驗和培養出許多正面和耐心的態度與價值觀去處理這店所有的事

物。林鑫達認為這些事對他都是正面的，不管事任何困難和危機，這或許都是

一個考驗和機會去讓自己變得更好。這番意義深遠的言談也讓我們對這對夫妻

更加的敬佩。 

*正面態度去守護美濃特有的客家飲食文化 

當提到現在期望做好的事，他們也很有默契地表示道:「我們現在就是希望把這

家店顧好。我們沒有批發，沒有特別的行銷。我認為把品質顧好才是最重要

的。行銷做得很好，批發做得很好，那還有誰會大老遠過來美濃去特有的客家

美食呢？」這回應很是特別，特有的美濃文化，他們認為就該照著傳統順應自

然的去經營，寧願不透過行銷手法去擴張自己的事業，更是一種正面的態度去

守護美濃特有的客家飲食文化。我認為這種精神很寶貴，更是我們都該學習的

一種正面態度與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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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客家飲食文化傳承這個議題時，黃美樺表示:「我認為我們夫妻接了這家店

是一個責任和義務。但是到了小孩那一代，當然後續還是要看他們自己的想法

與決定，取決於他們願不願意去接下這間店。如果他們覺得做的是開心的，那

當然就沒問題，我們就會繼續傳承下去。」這對夫妻的想法很開明，他們認為

傳承的議題主要還是希望小孩能在裡面中獲得快樂且是有收穫的，再決定自己

是否願意接下這家店，而不是說既然是一個家族產業就應該有義務與責任去傳

承下去，我認為他們的想法很正面且開明，更是許多人該學習的正面價值觀。 

 

 

圖 肆-60 負責人林鑫達正在磨米製作粄條 

 

此外，聊到客家飲食特色的議題時，林鑫達表示:「客家飲食文化的特色就是重

鹹、重口味。我認為這是一個我們文化族群的特色和特別之處。」這對負責人

夫妻對自己身為客家人的文化飲食特色很光榮，更期許更多人能打從心底的愛

上客家文化的特別之處。 

*藉由客人的回饋與評價做調整 

提到遇到的改變和困難點時，林鑫達表示:「現在的口味可能跟以前的口味有些

差異，因為我們店的口味有不斷的在做調整。之前是公公在做，但隨著時代改

變，現在人的口味也有變化。此外，現在比較不好做。舉例來說現在單子都是

假日一次 7，8 張一起進廚房，板條是一致性的煮出來的，讓員工去端。而有些

客人會反應口味問題。當然如果有客人有反應口味問題，我們都願意去改或調

整，或是會換新的給他們。但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客人沒給我們機會去調整改

進，而在網絡上罵我們的店。」對於網路罵的評價，黃美樺也接續說道:「我會



55 
 

主動去看網路上的評價去適時地調整或改進板條的口味。」這對夫妻負責人藉

由客人的反饋與評價去做調整與改進，期望能讓自己的店更好，並能給所有客

人好的味覺饗宴與吃完得到的正面回饋與滿足。 

 

當然這家店除了粄條，也有很多其他的料理，像是炒高麗菜或一些客家小炒之

類的美食。林鑫達表示:「除了一般的粄條，我們也有做炒板條，還有許多小菜

用川燙的方式去烹飪給客人更多的選擇。」 

 

提到工作分配與小菜烹飪方式，黃美樺表示:「小菜就是魯一鍋後賣得差不多，

就會在滷下一鍋。我負責滷東西，因為那是婆婆教我的。而煮粄條的部分，則

是輪流。」黃美樺也跟我們分享剛開始與丈夫一起接這家店時的心情，她說道:

「剛開始做的時候很緊張，而現在我們已經一起經營 10 年了，我從嫁過來就開

始做了。」黃美樺從一開始的緊張和不適應到現在的熟能生巧，她為此表示自

己從中學習到很多，但當然很多事情仍然還是需要持續學習和進步，黃美樺期

望自己能變得更好去支撐這家店。 

 

當詢問到製作粄條是否有固定的配方的比例時，林鑫達表示:「其實這都需要經

驗累積，因為看久其實就會習慣這個量了。所以固定的比例是多少，我們也其

實沒有一個確切的數字。」 

*多方嘗試完成傳統手工製作轉型到機器製作的經驗 

這對夫妻也跟我們分享了一些原本從純手工製造變成半機器生產粄條的轉換歷

程，林鑫達表示:「我們當初在做粄條，從蒸到換機器，流程是不太相近的。機

器跟蒸的不一樣，所以所有的比例又要重新拿捏。純手工製作的話，覺得不好

的可以再加，但是機器不行。它是一失敗，全部就壞了。」夫妻表示失敗經驗

都幾乎集中在從純手工轉換成機器製造的那段期間，黃美樺表示:「我剛嫁來

時，機器才剛買不久，跟原本蒸的不一樣。在還在研究機器中時，真的倒掉超

多板條，每天都有失敗品。失敗就只好倒掉，那些不是太厚就是亂七八糟。當

然經過不斷嘗試和學習後，後面就比較知道要領才開始步入正軌，也大概抓到

那個量了。」黃美樺接續說道:「但如果我們在製作時稍微改變、有一個步驟用

的不好或一個閃失的話，口感也會得不一樣了，然後整鍋就又毀掉了。此外，

用機器蒸的話，所需的時間會縮減，實際大概蒸個 10 幾分鐘就差不多了。」簡

而言之，即使機器比純手工製作輕鬆且簡單，但還是要隨時注意每個步驟的比

例與流程，一個不小心或一點閃失，都有可能使整個食材毀掉的，因此這對夫

妻負責人認為細心和用心是製作粄條所需要具備的基本態度，更是是否能製作

成功的一大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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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61 負責人林鑫達正在使用機器製作粄條 

 

   提到製作粄條上的層面和價值觀時，林鑫達表示:「製作上差不多是一個小

時多，這個時間同時包括還要磨米之類的瑣碎事情。」黃美樺也用她的價值觀

答應道:「我認為有什麼能力做什麼事。如果你有那個能力，會越做越好。沒有

能力的話，會越做越辛苦。因此是否有具備這個能力，我認為適用在製作粄條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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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62 美光板條使用機器製作粄條的歷程 

 

 

製作流程上，負責人們也與我們分享了很多事情，林鑫達表示:「從磨米到用

好，是半手工。後續要折板條和切板條時，我們有請一個師傅跟男生幫忙。以

前還沒請人的時候，是老婆跟我負責。有請師傅後，就是我太太先來店裡備

料。」黃美樺也針對先來店裡顧店和滷製方法的觀點接續說道:「提早來店裡，

我都在固定的地方煮粄條，炒菜。一鍋一鍋賣，快賣完就再滷下一鍋。因為方

便性，所以我都會集合一些食材一起滷。魯高麗菜的時候下面會有墊大骨、再

用豬油還有油蔥，醬油、高湯去滷。大概滷快 2 個小時。滷完蓋起來之後，還

會再悶一下。而近年來，客人外帶比較多，我們有額外附上湯汁，那個是可以

冰的。所以滷味賣完之後再加一些其他的料再進去繼續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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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63 美光板條正在進行烹煮高麗菜封 

 

詢問到顧客和銷售量時，林鑫達表示:「店裡的客人很難拿捏多少，沒辦法預

算。平常假日一天賣大概一百多斤，平常則是做 40 多斤，可能還沒有到下午就

賣完了。晚一點來就沒有了。而營業時間，我們是經營從上午九點到晚上六

點，接著就是洗碗還有整理後續的事物。」 

 

提到食材的層面時，黃美樺說道:「滷豬腳的那些肉類，就是去市場買。買的料

不固定，但品質是一樣的。而我們都用台灣的蒜頭，因為台灣的蒜頭比較香。

我們蒜頭都是整顆滷。此外，我們也有請人幫忙剪蔥頭。」 

*親力親為顧好品質 

詢問到他們認為粄條和客家文化產業關聯的觀點時，黃美樺說道:「我覺得做了

沒有維持，那還是沒有用。因為你並沒有去執行。我認為粄條不是文化產業，

而是一個認知。像是大家都會覺得去美濃就應該要吃什麼。所以我覺得這是認

知上的問題。」黃美樺也跟我們也從這個觀點延伸出一些自己的想法主見，她

認為現在年輕人比較不注重過程，而是看結果。所以是否是認知上的一些議題

也漸漸變得複雜和模糊。 

 

這對夫妻負責人也跟我們分享了一些美濃地區與其它區域那些粄條上的差異，

黃美樺說道:「外地的粄條可能比較厚，也比較大片，口感跟美濃的粄條不太一

樣。我認為其他地方可能粉會加的比較多，因為粉就是給它 Q 彈的口感，而反

之，粉少的話，比較不會爛。當然，我們這種用機器製做的一定要有粉，如果

純粹是只有米的話，會沒辦法撕起來，它會很容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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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了製作粄條層次時，林鑫達說道:「我們會把粄條風乾，因為有溫度的話，

它會一坨一坨。做完用電扇吹，冷了之後用機器切。我們切的、做的、磨米都

在家裡做。平常做一桶的量，假日大概做 180 斤。而如果趕時間的話，差不多

米泡 3 到 4 個小時以上。但一般來說，都是前一天晚上就先把米泡水，隔天大

概早上七點到八點就可以用了，這是我們一天固定的日常。」 

 

在訪談中，我們除了了解到這家粄條店店製作的一些事項更學習到了他們很多

正面的價值觀，印象深刻的一句話就是負責人黃美樺說道:「不要把自己當成老

闆或老闆娘。我認為要有認知去把這份事業當作自己每天的工作日常。你既然

來了，就是一個做工的人。如果有把自己當雇主的想法，就不會很想做。我認

為品質要自己顧，把它當成自己的一份工作，才有動力一直去做下去。所以要

有這個認知，才不會做得很辛苦。」我認為這句話蘊含了很多意義與正面道

理。這對夫妻老闆娘從來沒有把自己當成一個身分比員工高的雇主，他們一直

抱著看待自己是一個員工的價值觀去做任何事。他們願意做、願意學習，且始

終抱著謙虛、認真的心態與員工同心協力去把一份工作做完，且完全不顧身分

地位高低的想法。這著實很不容易，更是我認為大家都該學習的一份正面價值

觀與深刻道理。從這對夫妻負責人的談話中，我們理解到這個訪談變的不單只

是一個訪談，它更是人生中能夠學習一些正面意義的機會與歷程。 

5. 三叔公老蘿蔔農特產 

 

今天我們來到了位於高雄美濃的三叔公老蘿蔔農特產。這個建築物走進去很寬

敞，場地很大。結合了餐廳、製作的倉庫，很是特別且充滿滿滿的客家文化氣

息。負責人劉漢堂先生很熱情，他依序介紹了這個老蘿蔔的種類和製作場所上

的許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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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64 三叔公老蘿蔔農特產，負責人劉漢堂認真介紹店裡醃老蘿蔔的種類與

事項 

*創業的起源和緣由--老蘿蔔的功效 

當提到了創業的起源和緣由，劉漢堂表示:「我在 30 年前時，發現這個老蘿蔔

對人體相當好。像有脹氣的人、喉嚨乾咳的人，這個老蘿蔔都是相當好的一個

食材能去舒緩這些症狀。」簡而言之，三叔公農特產店的老蘿蔔種類基本上分

為兩種，一種的功效是舒緩脹氣的，喝這老蘿蔔湯自然而然就會消氣。 

追溯起這個老蘿蔔的功效，劉漢堂說道:「古時候，當牛吃到一些東西，像是竹

節蟲的時候，會脹氣。而如果主人沒有用老蘿蔔湯敖煮湯給它喝的話，這隻牛

會脹死。」也就說，當牛一直在脹氣且沒辦法排氣的時候，就會一直脹到心臟

沒辦法跳動。最終，這隻牛就會死掉。劉漢堂接著說道:「因為牛脹死的事情，

所以主人就會開始熬煮這個老蘿蔔湯去餵給牛喝。而牛吃進去後，當天晚上自

然而然的脹氣就會消了，所以這隻牛就不會脹死了。」這段話不只是單純描述

老蘿蔔的功效，更是劉漢堂開始去創業接觸老蘿蔔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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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65 追溯起源由，醃老蘿蔔從古至今都對人體相當好 

 

劉漢堂接著說道:「人和牛一樣。吃到很多東西就會產生脹氣。而如果脹氣呢，

喝這個老蘿蔔湯，就會產生一個消氣和排氣的效果。另外，我們這邊還有一種

是舒緩改善乾咳的老蘿蔔，這兩者對人體都是相當好的。」劉漢堂表示他覺得

老蘿蔔的功效是對人體有益的。因此才開始經營了這份關於老蘿蔔的事業，並

且希望能把這個文化產業傳承下去，讓更多人看見老蘿蔔這份文化產業堅持的

用心和真正、確切的體會到老蘿蔔所謂的益處。 

 

而舒緩乾咳的老蘿蔔，它跟脹氣上的食材上有些不同，因此造就了對人體功效

的不同。劉漢堂表示:「乾咳的話，喝老蘿蔔湯，它自然而然會晚上就能減緩改

善乾咳，越嚴重越明顯。舉例來說，像當老師的，或那些靠嘴巴吃飯的人，喉

嚨多多少少都會受到損害，就建議可以常喝這個，對喉嚨舒緩有很大的改

善。」兩種止乾咳跟舒緩脹氣功效的老蘿蔔，他們食材不同，味道也不同，很

是特別，更造就了兩種醃老蘿蔔的差異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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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66 醃老蘿蔔分為兩種，止咳與舒緩脹氣都極有助益 

 

*存放倉庫--撲鼻而香的嗅覺體驗 

劉漢堂接著展示存放醃老蘿蔔的倉庫。當打開存放醃蘿蔔的甕時，醃蘿蔔像蜜

餞一樣，撲鼻而香的充滿我們的嗅覺體驗。劉漢堂分別跟我們介紹跟展示乾咳

的跟脹氣的老蘿蔔。那些醃蘿蔔都存放差不多 20 年了，隨著時間的流逝，造就

了醃老蘿蔔無限擴大的撲鼻香氣與特別口感，讓我們不禁也想嘗嘗醃老蘿蔔的

厲害之處。提到味道時，劉漢堂表示:「老蘿蔔放三到五年後，味道就會有差

異。簡而言之，三年前和三年後，那個味道是不一樣的。它味道會有些嗆鼻，

但那個嗆鼻是一種香氣。老蘿蔔的好壞可以看味道香氣的部分，如果說沒有味

道的話，那就是有加防腐劑。」劉漢堂強調自然而然產生的香氣取決於有沒有

加防腐劑。而他們店裡的老蘿蔔主要的特色是絕對沒有添加防腐劑，因此產生

的味覺和口感就會有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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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67 存放醃老蘿蔔的倉庫 

 

當提到什麼時候開始經營老蘿蔔事業時，劉漢堂表示:「我是從 1999 開始研究

用鹽巴的製造方式去醃製老蘿蔔。老蘿蔔本身不像一般產品，不是做出來就馬

上可以賣了。老蘿蔔一般來講，要放三年以上才能拿去賣。」因為老蘿蔔需要

時間去發酵，而發酵程度能讓醃蘿蔔產生的味蕾口感更好。劉漢堂接續說道:

「有存放足夠的時間讓它去發酵，香氣才會出來。當發酵程度達到一定的境

界，不管是作料理還是做成調味料，吃起來味道都會相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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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68 醃老蘿蔔要存放足夠的時間去發酵，香氣才會出來 

 

*神聖的使命感--堅持老蘿蔔對人體好就該去做 

在這個投入老蘿蔔的文化產業方面，劉漢堂持續的研究醃蘿蔔的製作方式超過

20 年。他更表示這個工作是相當耗時且耗體力的加工。劉漢堂坦言:「雖然這份

工作很辛苦，但一直支持我的動力是我認為這些東西對人體那麼好，我覺得這

個好，就應該去做。」他希望透過自已的方式去傳承這個文化產業，讓更多人

發掘醃老蘿蔔的益處和它種種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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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69 劉漢堂認為傳承這個文化產業，能讓更多人發掘醃老蘿蔔的益處和它

種種的好 

*分享醃製老蘿蔔歷程 

提到醃製方式時，劉漢堂拿出醃蘿蔔邊介紹說道:「白色的這個是鹽巴。我用鹽

巴這種乾的方式去醃老蘿蔔。鹽巴跟這些蘿蔔一直持續醃製，大概七天到十天

後，就可以撈起來加工拿去曬了。而曬出來，表面上看到的鹽巴其實就沒有那

麼多了，因為它都被蘿蔔吸收進去了。曬乾之後，醃老蘿蔔自然而然地就會發

酵。」他表示因發酵的因素，致使鹽巴被逼出來，造成外表是偏鹽巴色的。 

 

 

圖 肆-70 使用鹽巴去醃老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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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醃蘿蔔，我們發現從外觀上來看，醃蘿蔔上的這些鹽巴是結晶狀的，很是

特別。劉漢堂接續說道:「也因為我們店在製作時沒有去添加防腐劑，所以鹽巴

會放比較多，不然會壞掉。」簡而言之，鹽就是製作上最天然的防腐劑。語

畢，劉漢堂接著繼續跟我們介紹和展示那些醃老蘿蔔。而在倉庫中，我們看到

了許多甕放置在地上和架上。劉漢堂說道:「加工製好後，會放到甕中，因為場

所不是特製無菌的環境，所以不只鋪上最上層的花布，花布下層還會放鋪上了

一層防護的塑膠保護套東西，防止異物飛入。如果只有花布去蓋上的話，那會

壞掉。看著層櫃上滿滿的裝有醃老蘿蔔的甕，和蓋在上方五顏六色的花布。這

景象不禁讓我們嘆為觀止。所謂的文化傳承更增添了一股藝術和美的氣息與韻

味。 

 

圖 肆-71 花布下層要鋪上一層防護的塑膠保護套，防止異物飛入 

 

在欣賞的同時，我們發現了上面都貼有一些記號和標記，不禁好奇詢問。劉漢

堂答道:「我都有做幾年製作的記號標記去提醒，以免忘記。」他對醃老蘿蔔的

所有重視，溢於言表。那認真的神情，彷彿是一個對文化傳承的堅持和用心的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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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72 甕的外層都貼有一些記號去備註價格與生產年份 

*老蘿蔔需要發酵呼吸 

當提及到甕是否需要完全封死去保存新鮮度時，劉漢堂也認真的去答道:「要

封，但不要封死。因為老蘿蔔也是需要呼吸的。它呼吸，才能發酵。」 

我們也看到了倉庫中放有一些裝有醃老蘿蔔的夾鏈袋而接著詢問。劉漢堂表示:

「這些用拉鍊袋裝放個一至兩年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長年要放的話，就要

用玻璃或是甕的材質規格才可以新鮮的去保存醃老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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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73 玻璃或是甕的材質規格才可以新鮮的去保存醃老蘿蔔 

 

當詢問到蘿蔔部分的專屬品種和是如何擷取部位來做醃製的動作時，劉漢堂認

真地說道:「我們店研發老蘿蔔系列，都是沒有浪費的。而在台灣，醃製蘿蔔都

會用白玉蘿蔔的品種。因為跟一般蘿蔔口感是不一樣的。但其實一般來說，任

何蘿蔔都可以拿來醃的。」劉漢堂表示蘿蔔有很多品種，且任何蘿蔔都可以加

工。如果是辣椒醃漬的那種蘿蔔，就適合用白玉蘿蔔。劉漢堂接著再次強調:

「當然，蘿蔔葉也不能浪費。這些蘿蔔葉加個薑片配合熱水，對輕微的感冒或

咳嗽有舒緩的效果，也有去風寒的效果。」劉漢堂把客家文化的精神投注在醃

老蘿蔔的產業上，他用自己的方式、堅持的理念，用心地去把客家文化產業傳

承下去，這點很不容易，也讓我們對他更加的敬佩。 

 

 

圖 肆-74 劉漢堂堅持、用心地去研發製作醃老蘿蔔 

 

當提到關於醃蘿蔔的重量時，劉漢堂表示:「關於實際的老蘿蔔有沒有這麼重這

個問題，其實醃老蘿蔔曬的時候沒有水分是無法發酵的。曬到 10-15%就可以

了。至於為什麼還有 10%-15%呢，因為裡面還有一些成分，像是有水分和鹽

巴，這些都可以增加醃老蘿蔔的重量。」簡而言之，也就是說如果一般蘿蔔沒

有添加任何東西去曬乾的話，它的重量會較輕。而經過醃製後，因吸收進鹽巴

去增添了水分，才導致醃老蘿蔔的重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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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到醃老蘿蔔可以製作的做料理方面時，劉漢堂表示:「醃老蘿蔔可以當成很

多料理的食材。像是做梅乾扣肉，或是使用豬肉配著老蘿蔔下去繳碎並混合醬

油下去蒸，都是不錯的選擇。」他接著繼續說道:「當然這是純手工的，種類不

用太多，但量一定要多。」 

*老蘿蔔製作與存放工廠 

接著，提及到這邊的工作場所時，劉漢堂表示:「我一年半前搬來這邊的工廠。

這邊場所比較大。機器設備都是很佔空間的，所以需要的場地也較大。除了製

造外，還開設了餐廳，更有存放的倉庫。」我們看著這片廣大的建築物不禁嘆

為觀止。劉漢堂更向我們展示了他的倉庫，這裡存放有一萬多斤的製成品，很

是壯觀，更讓我們對這間文化產業店多了更多的尊敬與佩服。 

 

圖 肆-75 倉庫存放有一萬多斤的製成品，很是壯觀 

 

*雇工製作的經驗分享 

提到人事和理念部分時，劉漢堂表示:「除了我自己做之外，我還有雇用工人。

其實很早就有想做的想法，可是沒有場地放，也沒有足夠的空間。因此無法真

正的去拓展這個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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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劉漢堂的人生也因為一些習慣和生活作息產生了變故。在民國 86 年時，

他經醫院檢測發現有胰臟瘤。這病因起源於常態性的熬夜，喝酒和一些不良習

慣去日積月累的造成。即使已經治療過了，但這個病也讓他經歷痛苦和後悔，

且讓他開始懂得珍惜當下、愛護自己的身體，更讓他產生了一個理念「人生充

滿著不確定和變故，覺得對的事情，就該努力去做。」這也是為何他努力且堅

持的去經營這間店的重要緣故。 

 

 

圖 肆-76 劉漢堂經歷過痛苦和後悔，因此讓他開始懂得珍惜當下並且認為對的

事就該努力的去做 

 

這間醃老蘿蔔店最特別的地方是，絕對沒有添加防腐劑，且放鹽的量是以自己

的肉眼和經驗觀察。劉漢堂表示:「醃老蘿蔔起碼要醃放五天以上，但沒有特定

去限制一個期限。而曬蘿蔔曬太乾會曬死。因為沒有水分了無法發酵。所以曬

的時間要注意，一不注意就會曬到沒有重量。」對於醃老蘿蔔講述的神情，劉

漢堂看似把這份文化產業當成他自己生活重心的全部。那認真，滔滔不絕的口

吻和臉龐，彷彿這份客家文化產業是他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令人敬佩。 

*醃蘿蔔要放置三年才可以開始出貨 

此外，對於產量產能部分，劉漢堂表示:「我們店裡一年做好的成品，大概三到

四千斤。而我就一間店，銷售量還算不錯。」詢問到經營這個文化產業是否有

不如意的的地方時，劉漢堂答道:「這個文化產業很辛苦，投資報酬率沒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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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是用時間換取金錢。舉例來說，假設這醃蘿蔔要放置三年，等於三年後才

可以開始出貨。那等於這個成本要放在這邊三年。」劉漢堂舉例了很多例子去

跟我們詳細描述經營這份文化產業的投資報酬率，更說出了那些不為人知且辛

苦的層面。他提到不只有時間導致的投資報酬率問題，另一個重要的層面就是

客戶源。劉漢堂表示:「我還要去找客戶源，而客戶並沒有那麼好找。需要去花

時間去找到客源。我花了 20 年才有累積到一些固定的客源，這方面真的比較辛

苦一點。」 

 

 

圖 肆-77 製作醃蘿蔔產業的投資報酬率低且較辛苦 

 

除了這些問題，劉漢堂接續說道:「還有因為我們這個製作上都是純手工的，非

常需要人力。而且如果沒有成本的話，就很難繼續做下去。從只製造醃蘿蔔發

展到開餐廳這些過程，都是為了讓資金問題達到改善。才有更多的錢去研發和

製造醃蘿蔔。如果只有製造加工這一鏈的話，會比較辛苦。這一般人都不太敢

做。」對於他從製造業一環到開始拓展各種產業，像朝餐飲業延伸和拓展，我

們也對他的敏惠的巧思和能隨著時代，去適應和轉型感到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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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78 劉漢堂從製造業層面拓展延伸到餐飲業 

 

關於營業場所的部分，劉漢堂說道:「餐廳去年三月份遷過來這邊，但是因為受

到疫情影響，導致經濟變差。我們都還沒有賺回本加上疫情影響，衝擊相當

大。」提到現在因疫情，保護機制升到第三級方面，劉漢堂感慨的說道:「因為

疫情關係，餐廳已經超過二十天沒有營業了。我在想或許過幾年之後，就不做

了。因為沒有工人。」劉漢堂表示這裏的人事部分，工人幾乎都是外籍勞工，

例如:越南。而外籍勞工他們很需要錢，所以都會自願性的額外加班。晚上都會

去拔蘿蔔。劉漢堂表示:「我這邊沒有徵長期的工作，員工幾乎都算是臨時工。

而我覺得越南的外籍勞工比較勤勞，工作也比較有效率。像我之前有雇過原住

民的員工。而原住民的勞工在工作上，表現和態度都讓我很失望。」 

 

關於經營理念，劉漢堂表示:「我很實在的去做這個老蘿蔔產產業，因此客人都

回饋口感跟一般的比起來比較好。」他認為很多醃老蘿蔔這個產業，很多地方

都有在做，只是用不用心的問題就會造就了吃起來的口感差異，因此劉漢堂認

為用心地去專注在好的事情上，是他經營上重要的理念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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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79 劉漢堂在經營醃老蘿蔔產業上抱有正面的理念和態度 

*存放老蘿蔔須注重乾濕度—需要呼吸發酵 

此外，關於場所部分，劉漢堂表示:「我有特別區分，有醃好存放的地方。也很

注重乾濕度。我們的場地都是有相當影響的因素致使老蘿蔔發酵。」劉漢堂接

續認真的說道:「而醃老蘿蔔太乾的話，發酵比較慢。最重要一點，不能隨意打

開存放正在醃老蘿蔔的甕，因為會有菌跑進去，導致壞掉。然後，要封起來，

但不能完全封死，封死會完全停止發酵。」他認真講述介紹醃老蘿蔔的神情生

動，充滿著認真的態度和那種視為生命中重要一部分的儀式感與神態，或許這

就是客家文化傳承產業的用心堅持的態度與理念，實在很不容易。我們認真地

聽著劉漢堂講述介紹，也對醃老蘿蔔方面的知識加深了更近一步的了解。 

 

當提到在做了這麼多年，是否真的了解醃老蘿蔔需要放置的時間層面時，劉漢

堂表示:「我沒辦法很確切的知道固定要放幾年，但是我可以用肉眼去判斷。而

放三年跟五年的味道是不同的，我辨認的出來。此外，沒有發酵的話，就無法

達到那個存放時間效果上的口感。所以我們在訂價錢的時候，也是看發酵程度

去定價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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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80 醃老蘿蔔放入甕中保存時，需要注重乾濕度和發酵程度 

 

提到最有成就的事情層面時，劉漢堂表示:「經營老蘿蔔產業算是我最有成就的

事情。雖然那麼辛苦且利潤只有一點點。但欣慰的是，好東西能夠去推管，去

讓國民可以享受到美食，又兼顧到保養和健康層次，這就是我最大成就。不管

以後有沒有賺到錢，這都是其次。好東西能夠去推廣，去分享就是最好的成

就。」他這句話充滿了熱忱，也深深的觸動了我們的心。關於推廣好的東西去

給大眾，會讓他很欣慰這句話，很難得、很珍貴。也讓我們在這一天，真正的

去意識到什麼是真正的客家文化傳承美德。 

 

提到所從事的客家文化領域方面，劉漢堂表示:「我在 78 年開始從事投入在這

個領域上，而且在美濃地區也一直在努力推廣客家文化產業。從民國 91 年成立

了城鄉導覽協會，導覽解說的。且美濃的花海活動也是我當年提案的。除了這

些，我還有帶團去表演，表演客家歌舞，去傳承客家文化。而最近，就是致力

於推廣老蘿蔔這個客家文化產業。」他表示後來沒有在帶團去參加客家的表

演，主要是因為老蘿蔔事業很忙。這兩三個月沒有時間，餐廳假日的時候也很

需要人手，還要去管理這些瑣碎的事。劉漢堂表示:「在這 30 幾年當中，我一

直在致力於客家文化的推廣。」看著他滿腔的熱血和對文化產業堅持的態度和

心力，不禁讓我們對他產生了一股敬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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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到過往時，劉漢堂表示:「我當兵回來就開始創業了。我開了個工廠，賺了

點錢。我一直覺得活在當下最重要。」劉漢堂抱持的理念就是能做一點就一

點。把握當下，及時行樂，他覺得對的事就應該努力去做到底且要做的好。這

個理念讓我們更進一步的理解了他這個人正面的做事理念、態度和對產業的所

有敬業。  

 

 

圖 肆-81 劉漢堂一生都很努力的在推廣和傳承客家文化產業 

 

*老蘿蔔產業的文化傳承與市場擴充 

當提到自己的家庭和文化傳承時，劉漢堂表示:「我的小孩還小。等到畢業後，

看他有沒有興趣，或是有沒有找到好的工作。我不會強迫小孩一定要去接我的

事業。我會尊重他的選擇，去選擇自己喜歡的行業。」他接續說道:「而且我覺

得如果說傳承這個產業的話，台灣的市場還是有限的。像我的老婆是大陸的，

因此我知道中國大陸也有一些醃漬的東西，因此我覺得兩岸應該要有一些交流

和文化推廣。光只有台灣這個市場會顯得缺乏商機，我認為中國大陸的商機也

是相當大。」簡而言之，劉漢堂認為光只有台灣這個市場是不夠的，因此經營

這個產業若不走出去跟外面推廣相互交流，那傳承產業上就會顯得較困難也較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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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82 劉漢堂認為醃老蘿蔔產業在國內的市場有限 

在訪談過程中，我們發現劉漢堂的個性有趣、活潑大方且很樂觀正向。他跟我

們分享了很多除了醃蘿蔔方面上的知識，更分享了許多自己生活中的趣事，例

如:他表演的過程，去過的活動與導覽經歷。都讓我們聽的津津有味，內容都很

有趣且充實。他也講了許多現在疫情期間的見解與他的想法，這些都讓我們對

於他這個人更加的佩服、且更加深了好感。他對所有事情的態度、價值觀、與

理念都很樂觀且正向。客家文化產業有他的致力奉獻與用心努力的傳承，真的

很難得。劉漢堂在他的人生中，致力於他自己覺得對社會有益的事。他的正向

理念與價值觀或許就是我們現代人該學習的客家文化傳承美德。 

 

 
圖 肆-83 劉漢堂的正向價值觀或許就是我們現代人該學習的客家文化傳承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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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吳梅芳醃蘿蔔 

今天來到吳梅芳家裡進行訪談。追溯起創作的緣由，吳梅芳跟我們分享了很多

在製造醃蘿蔔上的注意事項和她人生中抱著的理念，更談到了她本身對待人事

物的價值觀和美德。 
*製作醃蘿蔔的緣起與原因 
吳梅芳從 40 歲的時候就開始製作。現在 80 歲。簡而言之，她已經做了超過 40
年了。當詢問到開始醃製蘿蔔的契因，吳梅芳表示:「當時那個年代，秋季沒有

當季的蔬果，因此我才開始製作醃蘿蔔，這樣才有蔬果可以吃。」她的描述也

讓我們更了解到古時候較貧乏的環境如何造就了客家人的一些文化習俗。 
 

 
圖 肆-84 因為當時較貧乏的環境，吳梅芳很早就開始學習製作醃蘿蔔 

 
*醃蘿蔔的配方與製作 
提到製作上需要的食材和製作流程時，吳梅芳表示:「蘿蔔重量大概 10 斤，鹽

巴大概 2 兩。分配比例大概是一斤蘿蔔，一兩半的鹽巴。接著大甕裡面，先一

層蘿蔔，再灑鹽，再加糖，再加豆譜。接著再重新一層蘿蔔，這樣一段段的鋪

放直到裝滿為止。」語畢，吳梅芳接續說道:「然後我用米酒瓶裝，大概放四到

六個月才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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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85 大甕裡面，先一層蘿蔔，再灑鹽，再加糖，再加豆譜。接著再重新一

層蘿蔔，這樣一段段的鋪放直到裝滿為止 

 
當然一些注意事項也不馬虎和輕忽，吳梅芳表示:「這個也像蘿蔔乾一樣要切，

且一斤蘿蔔大概要三兩半糖。而如果想要吃辣的，就可以加辣的辣椒。」此

外，提到步驟流程時，吳梅芳也細心地說道:「一層蘿蔔，一定要用炒過的米糠

加糖，一層層用上去用成整個大甕。鹽巴跟一條條蘿蔔浸在大盆子裡，是讓它

出水去把蘿蔔的水去掉。然後用石頭去把水壓著去水，明天再塞，直到那個整

條蘿蔔皺皺的皮之後就可以了。簡而言之，這主要是用鹽巴去用。」從這一系

列的步驟，我們可以瞭解到製作醃蘿蔔過程充滿著趣味和客家傳統文化的深層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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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86 製作完成後，要用石頭壓著達到去水的作用 

 
提到功效和容器的議題時，吳梅芳表示:「醃蘿蔔可以消脹氣，對人體很好。此

外，我都是使用陶甕去製作的。」 
 

 

圖 肆-87 醃蘿蔔可以消脹氣，對人體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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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醃蘿蔔供自家小眾使用 
當問到醃蘿蔔的供應狀況時，吳梅芳表示:「我製作醃蘿蔔是做給自己吃的，沒

有特別拿去賣。主要原因是家裡剛好有自己種一些白玉蘿蔔，整年度都可以

吃。當然老蘿蔔可以放好幾年，所以我不是每一年都會製作。且這製作程序比

較複雜，當製作的時候都會較忙碌。」此外，吳梅芳也額外分享了一些蘿蔔其

他的做法，像是除了做醃蘿蔔外，自己也會去做成蘿蔔乾等等。這些大概可以

放 40 到五十天左右。 
 

 

圖 肆-88 吳梅芳家裡有自己種一些白玉蘿蔔 

*醃製蘿蔔的製作重點 
提到開始接觸醃蘿蔔的議題時，吳梅芳表示:「我從婆婆和媽媽那裡學之後，就

開始做的。接著她說道:「而印象最深刻的經驗就是我認為配方很重要。一定要

秤好，包括糖或鹽那些都要注意，像是如果沒有秤可能就失敗，鹽巴不夠就酸

掉，然後壞掉。所以我一定要拔完蘿蔔回來家裡就要趕緊洗乾淨，去秤多少，

只要配方那些重量都要固定，才不會壞掉。」吳梅芳認為配方與比例很重要。

配方對的話就不會有失敗的經驗。所以所有的細節都必須要做好，絕不能馬

虎。這觀點令她印象深刻，更是每次製作醃蘿蔔的那份用心與專注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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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89 吳梅芳認為配方很重要，包括糖或鹽都要注意，如果沒有秤可能就失

敗 

 
除了配方比例，吳梅芳接續說道:「斤那些單位也都很重要，不能搞錯單位。要

很認真，一點都不能馬虎。當然更不能偷工減料，該用的就用好且一定要有專

注的心態，不然醃蘿蔔就會壞掉。」從她認真的神情，我們看到了一個 80 歲婦

人那份對客家飲食文化堅持的用心理念，更看到了客家傳統的美德。“要做就

要做到最好”這句話是吳梅芳對待客家文化飲食的用心態度，更是一個大家都

該學習的重要理念和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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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90 吳梅芳強調做醃蘿蔔要很認真投入，更不能偷工減料 

 
追溯起製作上的經驗，吳梅芳表示:「我以前只是看著，然後就在旁邊幫忙。後

面開始製作之後，我不斷地再以多年的經驗累積更好的製作方法。像是這次的

經驗不夠鹹、發酵過度就會太酸、糖不夠會酸掉等等。」簡而言之，就是製作

上的比例都要抓得剛好，並不斷的配合所有經驗去摸索和改進，讓醃蘿蔔達到

更好的口感層次。“失敗為成功之母”這句充分的表達吳梅芳對待文化飲食的

方式，更是長久以來她做任何事的價值觀臉念。藉由失敗的經驗，不斷去改

進，讓自己或其他人事物靠著經驗累積而變得更好。這或許就是客家文化產業

令人敬佩的真正態度。 
 
詢問到是否有過經營的議題時，吳梅芳表示:「我曾經有賣過老蘿蔔，大概一斤

1000 元。但賣的時候是五六年前了，而且那些都是吃不完才拿去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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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91 醃蘿蔔主要都是吃不完才拿去販售的 

 
當然除了醃蘿蔔外，豬肉也可以醃製的。吳梅芳坦言:「因為以前沒有冰箱，所

以就要把這些過剩的食物，設法把它醃製起來，也就是儲存食物。」從她的話

語中，我充分地了解到客家人所謂的生活智慧與勤儉的美德。 
 
此外，吳梅芳也分享了很多醃蘿蔔需要注意的事，像是到了冬天的時候，如果

沒有太陽，沒辦法曬的話也會壞掉。吳梅芳坦言:「陽光很重要，陽光不夠的話

會長黴菌，也會壞掉。」從她的種種介紹中，也使我們對醃蘿蔔有著更進一步

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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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92 醃蘿蔔製作完成後，要拿去曬太陽 

 
 
 
*醃製過剩食物是客家的智慧與勤儉美德 
此外，功夫也是一個製作上重要的因素，吳梅芳認真說道:「當然也要講求功

夫，不是說曬的時候就壓住，像是一天要翻兩次。」此外，根據她的說詞，我

們也了解到吳梅芳以前那個年代是沒有什麼技術或真空包裝，更沒有機器。吳

梅芳緩緩說道:「所以我們也不知道什麼變成真空。只好自己想辦法用醃製的方

式去儲存食物。」從她的神情描述中，我們知道了因為環境造就了那個年代醃

製飲食的盛行，更明白了客家飲食其實是一種古人保存食物的智慧與勤儉的美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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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93 因為那年代貧乏的環境造就了製作醃製飲食的盛行 

 
當提到製作的心態，吳梅芳表示:「醃蘿蔔是一個客家文化產業。它主要就是摸

索，用經驗一次一次的進步累積，在進行改正。讓下次的醃製更好。」從她認

真的言語與神情中，那份對客家文化產業的用心與初衷也溢於言表，使我們對

她更加的敬佩。吳梅芳那個年代之前他們儲存食物是一整年度的，一次就兩百

多斤。為了就是保存食物，不要浪費。這種心態與價值觀或許是我們現代人都

該學習且反思的。 
*認真用心去製作客家食物的文化價值觀 
在訪談話中，使我們印象很深刻的是，吳梅芳不斷強調和主張做這個飲食一定

要認真用心地去看待。從她的眼神中，我們看到了不只是一位年紀 80 歲的婦

人，更看到了一個代表客家血統的婦人認真用心去對待每件事的文化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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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提到為何接觸醃蘿蔔領域時，吳梅芳坦言:「我覺得人口多的時候要買來吃就

很貴。買人家現成用好的很貴，又沒有錢去買這麼多，就乾脆買材料自己去

用。」她的這番言語使我們深刻的體會到所謂客家人的勤儉的美德。 
 

 
圖 肆-94 吳梅芳認為買材料自己製作的食物比較實在 

 
 
 

提到醃蘿蔔的口感時，吳梅芳表示:「生蘿蔔會有辣辣的感覺，可以用醋去把它

稀釋中和口感去製作。」 
 
而不只醃蘿蔔單方面，吳梅芳也分享了各個層面的料理方法。吳梅芳表示:「盛

產蘿蔔的時候，除了熬排骨湯外，我也會做蘿蔔的生菜沙拉。主要方法就是使

用鹽巴抓一抓去水，加醋，讓它把辣味用掉，再加糖。然後放入冰箱裡面，就

可以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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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95 除了醃蘿蔔這種調製，蘿蔔還有很多其他有趣的料理方法 

 
當提到現在的情況時，吳梅芳坦言:「我已經七年沒有做蘿蔔絲了。」 
在料理方面的領域，吳梅芳也有一套自己的想法。她表示:「在做蘿蔔絲方面，

我做好之後都放在冰箱裡。蘿蔔絲主要就是拿來做煎蛋。首先蘿蔔絲可以抓一

小撮，去泡泡水軟化以後，再把蛋液打入碗公，接著把蛋液混合蘿蔔絲，加入

鹽巴、醬油，在煮一種就是變成客家菜中很好吃的蘿蔔絲蛋。當然蘿蔔的葉子

也不能浪費，蘿蔔絲的葉子也可以做成梅乾扣肉的。」簡而言之，整條蘿蔔從

苗到頭都是有用處的。從她的想法中，也讓我們對她的客家勤儉的美德更加的

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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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96 蘿蔔絲也有許多料理方法 

 
在訪談後面，吳梅芳也給我們看了她放了三年的老蘿蔔。她表示:「功效有可以

去痰的，止咳的。這味道很香，不同的味道也不太一樣。放越久越多錢。」這

也讓我們增廣見聞，並對老蘿蔔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當然同時更明白了好多

古早年代的環境造就的客家文化的生活智慧。 
 

 
圖 肆-97 止咳功效的醃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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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家飲食文化特性 

(一)粄條的生活實踐故事 

   本客家粄條的生活實踐故事將從事業緣起、製作類型、製作經驗與經營管理

等內容進一步說明。 

1、事業緣起 

   本研究所訪談的四家粄條店都屬於是家族的傳統事業，且已傳承了好幾代，

美光板條目前已傳承至第四代，由年輕的第四代達人-林鑫達先生夫妻兩人合力

經營管理，且已完成了手工製作至機器生產的轉型，減輕許多人力負擔。至於

佳冬的阿志粄條，目前是傳承至第三代，由第三代的蕭凱嶸認真經營管理，由

於阿志仍然秉持傳統一條龍的經營管理模式，從稻米原物料的生產到手工蒸粄

條，一直到煮出古老配方的粄條烹飪，為顧及品質全部親力親為，也因而顯現

疲倦的姿態。至於阿招姊面帕粄店則已傳到第二代，由大女兒(王惠美)負責製

作與經營管理，惠美仍堅持以傳統古法純手工製作粄條，使用簡單不加任何防

腐劑或添加物的方式製作，並採預訂方式決定粄條的製作量，從凌晨到中午可

以完成製作並銷售完的作業。五溝水的阿英粄條是屬家族產業，由父親傳給宋

菊英，世代傳承經營超過 50 幾年了，煮粄條販售，除了賣熟的粄條還有賣其它

的小菜或餛飩之類的小吃，不管是醬料還是餛飩，都堅持用自己獨特認定的配

方方式去製作。目前正在進行第三代傳承的作業，也因疫情而做適度的調整與

經營管理。 

2、製作類型 

    阿志粄條採取從原物料(在萊米)的生產開始，從秧苗的種植、灌溉、除草

除蟲到收割烹乾，並做適當的儲存，一手親力親為，也顯現煮出粄條產品的珍

貴與疼惜!另外阿志也採傳統手工製作，從浸米(五小時以上)、磨成米漿、當然

製作粄條時，也要特別去注意一些小細節，才能製作出一碗好吃美味的粄條。

他說道:「如果漿掉下去的話，一定要換過水，不然整鍋的水會冒泡然後水從另

外邊跑出來，整鍋會壞掉這會很困擾，需要重新放冷水再開大火。」這程序雖

看似沒什麼，但整個過程沒有注意細節的話，真的會導整個流程會更辛苦且很

忙，「烹飪時間長度要注意的拿捏和掌握好，才能做出一碗好吃的粄條。」 

*阿招姊粄條店的文化執著與堅持 

    阿招姊粄條店的板條都是自己磨在萊米去製成的，然後再加上少許的番薯

粉。阿招姊面帕粄店的粄條是使用放了 2 年以上的老米，首先是先把在萊米洗

乾淨，泡水浸泡一段時間，接著再用磨碎機器把在萊米磨成米漿液體，這個步

驟雖然簡單，但不可輕忽的是，多餘的米漿液體需要有好的比例能造就粄條好

吃的口感。如果水過多的話，就需要特別注意且去過濾多餘的水。緊接著，米

漿食材準備好後，就可以開始製作粄條了。王惠美表示要先用刷子抹葵花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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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銹鋼板子上，她坦言:「我平常大概是四個板子在輪，如果有活動要快一點，

就用五個板子來輪。」接著，盛幾匙米漿液體在板子上鋪平；待把米漿液體鋪

平後，把裝有米漿的板子放進傳統的火爐裡面去蒸成固體，靜待大概 3 分鐘，

蒸到蒸氣冒出來後即可取出。 

    王惠美還跟我們分享道:「我們店的粄條 Q 彈口感主要是用蒸的讓它變膨所

產生出來的。」王惠美邊認真做，邊跟我們耐心解說。句句的熱忱和認真的神

情和言語都滿滿的表達了她對客家傳統文化的執著與堅持。接著，待蒸的步驟

完成且拿出後，王惠美接著介紹:「取出後，自然是很燙的。因此先放置旁邊吹

風冷卻，讓它冷卻降溫，也讓它比較不會黏。熱的話，脫模時它會黏住。」面

帕粄這時還是有些軟嫩。只要一不小心或太用力，就可能會把它用斷，因此要

非常小心注意。王惠美接著講解道:「脫模後，面帕粄都要小心的去摺疊起來，

接著最後用機器切成麵條狀就算製作完成了。」 

    阿招姊粄條店堅持用手工製作粄條，因此其製作量採預訂方式決定，也因

為是用料真實且沒加防腐劑製作的粄條，所以也比較容易壞。」目前僅有製作

傳統手工粄條販賣，惠美也透露其女兒與女婿即將要做內埔老街開設粄條店販

賣，也即將完成第三代粄條的製作傳承工作。 

*阿英粄條店的行程與實錄 

    宋菊英表示每天早上都四點起來開始工作，開始做一些前置作業，像是:炸

油蔥酥、用餡料、用薑去調製醬料和熬大骨高湯。她坦言:「我每天早上 4 點過

來去做這些前置工作，然後 4 點半後就開始去準備和調配醬料。」詢問到她做

完這些後，是否還有其他工作時。宋菊英接著說:「做完這些基本的前置作業和

食材時，接著會繼續去滷粉腸、肉、豆干和小菜那些各式的滷味，然後接著包

餛飩。」宋菊英說這句話時，她眼神中閃爍著些許的疲憊！語畢，她接著說:

「這些比較早的前置作業，都是我一個人做的。我女兒們以及孫子、或孫媳

婦，她們年輕人沒有這麼習慣早起。」而早上六點的早餐時段，就陸續開始有

客人上門來吃了。因此宋菊英說道:「六點時是我自己一個人去工作服務客人。

我女兒們、孫子和孫媳婦大概 8 點或 9 點時，才會過來店裡幫忙。」宋菊英表

示雖然這些早上的前置作業大部分都是自己在做，但還是真的很感謝她的兒女

後輩們，都願意過來幫忙她分擔工作、減輕她的工作負擔。因此，她已經很欣

慰也心滿意足了！ 

*店中忙碌人影盡是家人的關愛 

    當提到店裡的人事部分時，宋菊英表示:「店裡沒有雇用其他外人。你現在

看到的工作人員都是家人。有我的女兒們、孫子、和孫媳婦。他們都很孝順的

過來幫忙。她指著孫子並接著說道：「當然我老了，身體也不像以前這樣這麼健

朗，之後會把這家店傳給我的孫子。」我們看向了櫃檯前所有忙碌的人影，也

看到了她所說的孫子站在櫃台前，認真煮麵的樣子。宋菊英說道：「我孫子原本

是在外地賣房子的。他今年過年才回來幫忙做。現在已經學會了一些基本煮麵

的步驟流程。目前還在持續學習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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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光板條--自己做自己賣展現獨一無二的自信 

    針對近年來美濃粄條的發展狀況，黃美樺也跟我們分享了看法與觀點，她

說道:「現在粄條店越開越多，生意也會受到很多影響。我們都知道美濃有好幾

家關於客家飲食的粄條店。而我認為我們粄條自己做，自己賣，沒有批發。也

因為是自己做的粄條，所以口感跟其它家也是不一樣的。我認為這些都是我們

比別人獨特的地方。」她的言談充分展現了獨一無二的自信。黃美樺傳達給我

一個很好且正面的理念。“如果你願意堅信自己是獨一無二的，那你就是最特

別的。” 願意相信自己的獨一無二，才有機會變得更有自信進而變得更茁壯; 

反之，若沒有自信自己是最好的前提下，你就先在起跑點輸給別人了。這個道

理有很深意涵，更是我們該套用在生活中的正面理念和價值觀去順應這個競爭

的時代。 

3、製作經驗 

   阿志粄條的蕭凱嶸，他是採自己生產，自做自銷，甚至著力於原物料在萊米

的生產與傳統粄條的製作，一條龍式的製作與生產—自種在萊米準備粄條原物

料，營照自己的品質與特色，從談話中，我們也發現了蕭凱嶸不只自己做粄

條，還親自下田種穀，更要在店家下廚煮粄條給客人吃。這麼多看似費力的工

作，蕭凱嶸幾乎全部都擔起了最重要責任且努力去完成。或許，他堅忍吃苦的

態度可謂就是客家傳承香火最寶貴的精神！ 

   阿招姊粄條店的板條都是自己磨在萊米去製成的，首先是先把在萊米洗乾

淨，泡水浸泡一段時間，接著再用磨碎機器把在萊米磨成米漿液體，這個步驟

雖然簡單，但不可輕忽的是，多餘的米漿液體需要有好的比例能造就粄條好吃

的口感，如果水過多的話，就需要特別注意且去過濾多餘的水。緊接著，米漿

食材準備好後，就可以開始製作粄條了。王惠美表示要先用刷子抹葵花油在不

銹鋼板子上，接著，盛幾匙米漿液體在板子上鋪平；待把米漿液體鋪平後，把

裝有米漿的板子放進傳統的火爐裡面去蒸成固體，靜待大概 3 分鐘，蒸到蒸氣

冒出來後即可取出。採預約訂作為原則，30 幾年的傳統粄條製作經驗營照出傳

統特色的手工粄條名店。 

    萬巒五溝水的阿英粄條店，她們只做煮粄條販賣的經營，每日由阿英親手

爆油蔥酥、準備各式小菜，豆干、海帶、粉腸、豬耳朵、滷蛋這樣滿滿的一盤

小菜再配上些許的肉汁醬料去調味，再接著配上些許的辣醬去提味，讓小菜的

境界提升到好吃的層次，準備多少賣完為止。從 50 幾年的經驗累績而決定當日

備料與數量，目前由孫三代著力接手，阿英臉上綻放的是疲憊與興奮之情，終

於可以如願交棒出去了！ 

*美光--照著傳統順應自然去經營 

    詢問到當時為什麼要開板條的議題時，林鑫達表示:「這家店從我爸爸那以

前就做這個，然後就一直就做到現在。會販售粄條是因為以前務農時期，比較

沒有主食。有點像是務農時期給大家方便，於是在這附近務農的區域開個小



92 
 

店，方便讓大家能吃飽的主食。」 

    詢問到粄條的製作方式和經營流程時，黃美樺表示:「我們粄條自己做，而

以前是手工，現在則是用機器生產。我們是前一天晚上先泡米，隔天早上 8 點

才開始製作，一個多小時就做好了。而我公公那個年代則是純手工製作，所以

製作時間比較久。」語畢，林鑫達則爭對製作層面說道:「我們製作粄條的方式

是一貫作業流程，有機器輔助。米粒那部分先自己用，且在萊米越老越好，然

後加地瓜粉，如果想要越軟一點，粉要少一點。而要追求口感的話，粉要多一

點。然後我們沒有比例，用感覺去抓那個量然後去調整粄條的厚度跟薄度。」 

    提到賣的產量時，女老闆黃美樺表示:「暑假固定一次都賣 15 包或 20 包的

米量。賣最多像是過年這種節慶時，一天可以賣那種一大包的米，大概 500 斤

以上。」這產量很是可觀，也讓我們對這對年輕的夫妻更加的敬佩。黃美樺也

接續說道:「公公快 60 歲時，就不做了，因此就讓後代去接下這家店了。因為

他年輕做時也很辛苦了。」對於黃美樺對公公做法的懂事心態，我為此也感到

很溫馨與敬佩不已！ 

4、經營管理 

    佳冬蕭家阿志粄條這家老店已經經營第三代了，蕭凱嶸表示自己的阿公光

復 38 年就開始做了，也就是說這間店至少有經營過 60 年以上了。他坦言:「以

前有眷村時，很多外省人來吃粄條。我做 20 幾年了，自己是 58 年次，已經 52

歲了。忙一整天，也因為是純手工的，所以需要時間去累積。」阿志粄條的經

營管理主要是靠阿志一人，偶而媽媽也會協助，其他女兒也會協助，另外白天

粄條營運忙碌時節，也雇用一名婦人萊幫忙。 

*堅持純手工、純原料的製作顯現對傳統客家美食的堅持 

    阿招姊粄條負責人王惠美，她負責經營、製作和掌管店裡的各式情況。她

表示自己從高中就開始在幫家裡做了，也因此就這樣製做到現在，做了好幾十

年了。提到製作方式時，王惠美表示機器一小時可以做 300 到 400 斤。她自己

則是因為是純手工製作的，一天最多做 20 斤。所以這也是為何她賣的價位較高

的緣故。從這堅持純手工、純原料的製作方面，而且也用柴燒蒸粄條，也能看

出阿招姊面帕粄店的用心與對傳統文化傳承的堅持。 

*製作的困難點顯見在炸油蔥酥—專注與熟練達到適宜境界 

    當提到經營這家店，遇到較困難的事情，她表示:「在製作流程中，我覺得

最困難的點是炸油蔥酥。因為炸油蔥酥的話，它就是油用冷的去炸，看到有一

點煙時，蔥頭就要下去。做這一項流程步驟時，很容易燒焦，因此要特別注

意！」宋菊英更提到之前有人來學榨油蔥酥，回家用了三次都燒焦。由此來

看，炸油蔥酥這個步驟不只是炸，它還需要足夠的專注力和熟練度，盡可能地

不讓它燒焦，進而讓美觀和口感層次達到最適宜的境界。 

    宋菊英表示：「油蔥酥部分，一直都是我覺得最困難的點。只要稍微不注意

或不專注就燒焦了。因此專注在製作上，一直都是我堅持的理念和動力。」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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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她認真堅毅的神情，也讓我們不禁佩服她即使上了年紀，也不忘初衷地去對

待事情的思考方式和態度。 

*正面態度去守護美濃特有的客家飲食文化 

    林鑫達也接著提到了自己從小的時候開始就都在這邊做粄條了。也因此產

生了許多有利的經驗，和培養出許多正面和耐心的態度與價值觀去處理店內所

有的事物。林鑫達認為這些事對他都是正面的，不管是任何困難和危機，這或

許都是一個考驗和機會去讓自己變得更好。這番意義深遠的言談也讓我們對這

對夫妻更加的敬佩。 

    當提到現在期望做好的事，他們也很有默契地表示道:「我們現在就是希望

把這家店顧好。我們沒有批發，沒有特別的行銷。我認為把品質顧好才是最重

要的。行銷做得很好，批發做得很好，那還有誰會大老遠過來美濃去享用特有

的客家美食呢？」這回應很是特別--特有的美濃文化，他們認為就該照著傳統

順應自然的去經營，寧願不透過行銷手法去擴張自己的事業，更是一種正面的

態度去守護美濃特有的客家飲食文化。 

(二)醃蘿蔔的生活實踐故事 

A.三叔公老蘿蔔農特產 

    當提到什麼時候開始經營老蘿蔔事業時，劉漢堂表示:「我是從 1999 開始

研究用鹽巴的製造方式去醃製老蘿蔔。老蘿蔔本身不像一般產品，不是做出來

就馬上可以賣了。老蘿蔔一般來講，要放三年以上才能拿去賣。」因為老蘿蔔

需要時間去發酵，而發酵程度能讓醃蘿蔔產生的味蕾口感更好。劉漢堂接續說

道:「有存放足夠的時間讓它去發酵，香氣才會出來。當發酵程度達到一定的境

界，不管是作料理還是做成調味料，吃起來味道都會相當好。」 

*分享醃製老蘿蔔歷程 

    提到醃製方式時，劉漢堂拿出醃蘿蔔邊介紹說道:「白色的這個是鹽巴。我

用鹽巴這種乾的方式去醃老蘿蔔。鹽巴跟這些蘿蔔一直持續醃製，大概七天到

十天後，就可以撈起來加工拿去曬了。而曬出來，表面上看到的鹽巴其實就沒

有那麼多了，因為它都被蘿蔔吸收進去了。曬乾之後，醃老蘿蔔自然而然地就

會發酵。」他表示因發酵的因素，致使鹽巴被逼出來，造成外表是偏鹽巴色

的。 

    看著醃蘿蔔，我們發現從外觀上來看，醃蘿蔔上的這些鹽巴是結晶狀的，

很是特別。劉漢堂接續說道:「也因為我們店在製作時沒有去添加防腐劑，所以

鹽巴會放比較多，不然會壞掉。」簡而言之，鹽就是製作上最天然的防腐劑。

語畢，劉漢堂接著繼續跟我們介紹和展示那些醃老蘿蔔。而在倉庫中，我們看

到了許多甕放置在地上和架上。劉漢堂說道:「加工製好後，會放到甕中，因為

場所不是特製無菌的環境，所以不只鋪上最上層的花布，花布下層還會放鋪上

了一層防護的塑膠保護套東西，防止異物飛入。如果只有花布去蓋上的話，那

會壞掉。看著層櫃上滿滿的裝有醃老蘿蔔的甕，和蓋在上方五顏六色的花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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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景象不禁讓我們嘆為觀止！所謂的文化傳承更增添了一股藝術和美的氣息與

韻味。 

*老蘿蔔需要發酵呼吸 

    當提及到甕是否需要完全封死去保存新鮮度時，劉漢堂也認真的去答道:

「要封，但不要封死。因為老蘿蔔也是需要呼吸的。它呼吸，才能發酵。」 

我們也看到了倉庫中放有一些裝有醃老蘿蔔的夾鏈袋而接著詢問。劉漢堂表示:

「這些用拉鍊袋裝放個一至兩年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長年要放的話，就要

用玻璃或是甕的材質規格才可以新鮮的去保存醃老蘿蔔。」 

B.吳梅芳醃蘿蔔故事 

*製作醃蘿蔔的緣起與原因 
    吳梅芳從 40 歲的時候就開始製作。現在 80 歲。簡而言之，她已經做了超

過 40 年了。當詢問到開始醃製蘿蔔的原因，吳梅芳表示:「當時那個年代，秋

季沒有當季的蔬果，因此我才開始製作醃蘿蔔，這樣才有蔬果可以吃。」她的

描述也讓我們更了解到古時候較貧乏的環境如何造就了客家人的一些文化習

俗。 
*醃蘿蔔供自家小眾使用 
    當問到醃蘿蔔的供應狀況時，吳梅芳表示:「我製作醃蘿蔔是做給自己吃

的，沒有特別拿去賣。主要原因是家裡剛好有自己種一些白玉蘿蔔，整年度都

可以吃。當然老蘿蔔可以放好幾年，所以我不是每一年都會製作。且這製作程

序比較複雜，當製作的時候都會較忙碌。」此外，吳梅芳也額外分享了一些蘿

蔔其他的做法，像是除了做醃蘿蔔外，自己也會去做成蘿蔔乾等等，這些大概

可以放 40 到五十天左右。 
*醃製蘿蔔的製作重點 
    提到開始接觸醃蘿蔔的議題時，吳梅芳表示:「我從婆婆和媽媽那裡學之

後，就開始做的。接著她說道:「而印象最深刻的經驗就是我認為配方很重要。

一定要秤好，包括糖或鹽那些都要注意，像是如果沒有秤可能就失敗，鹽巴不

夠就酸掉，然後壞掉。所以我一定要拔完蘿蔔回來家裡就要趕緊洗乾淨，去秤

多少，只要配方重量都要固定，才不會壞掉。」吳梅芳認為配方與比例很重

要。配方對的話就不會有失敗的經驗。所以所有的細節都必須要做好，絕不能

馬虎，這觀點令她印象深刻，更是每次製作醃蘿蔔的那份用心與專注的價值

觀。 
三、客家飲食文化傳承 

    阿志粄條店堅持傳統的方式去給客人最好吃的粄條。但近年來面臨了西式

餐廳的壓力，因此認為順其自然。女兒願意傳承的話就繼續傳下去。 

阿招姊面帕粄店堅持用純手工方式去製作面帕粄販售，近年來面臨了西式飲食

的壓力和疫情影響，成本關係也受到了影響。因此抱著順其自然的態度，環境

適合且允許就繼續傳承下去。 

*傷痕累累的雙手顯見 50 年的功夫 



95 
 

    阿英粄條店家族產業，世代傳承經營超過 50 幾年了。宋菊英的女兒和孫子

都會過來幫忙，未來確定會繼續代代傳承下去。當與宋菊英談話中，我們注意

到了她的雙手有些僵硬，也因歲月的流逝而布滿了許多皺紋。阿英坦言：「以前

的粄條都要自己手工去切，切到手都不能動了。所以我手都打類固醇，就這樣

切了 30 年。不過還好現在有了機器後，就都全面改成機器去切割麵條了。」從

她的雙手中，我們看到了一個 80 多歲的女人，盡心盡力地把她的生命和重心，

全心全意地投注在阿英粄條店的所有事物中。她很努力、很堅持、甚至雙手因

長年切麵條致使都不能動了，卻依然努力地想把店裡所有事物與重責都做到完

美，且努力地去承擔所有與自己有關的家庭事業。我想這就是一個讓人敬佩的

初衷與她有多努力地去傳承文化產業的堅持與熱忱。 

*親力親為顧好品質 

    美光粄條堅持以原始傳統的方式，不用行銷或廣告方式販售粄條。詢問到

他們認為粄條和客家文化產業關聯的觀點時，黃美樺說道:「我覺得做了沒有維

持，那還是沒有用。因為你並沒有去執行。我認為粄條不是文化產業，而是一

個認知。像是大家都會覺得去美濃就應該要吃什麼。所以我覺得這是認知上的

問題。」黃美樺也跟我們也從這個觀點延伸出一些自己的想法主見，她認為現

在年輕人比較不注重過程，而是看結果，所以是否是認知上的一些議題也漸漸

變得複雜和模糊。 

    在訪談中，學習到了他們很多正面的價值觀，印象深刻的一句話就是負責

人黃美樺說道:「不要把自己當成老闆或老闆娘。我認為要有認知去把這份事業

當作自己每天的工作日常。你既然來了，就是一個做工的人。如果有把自己當

雇主的想法，就不會很想做。我認為品質要自己顧，把它當成自己的一份工

作，才有動力一直去做下去。所以要有這個認知，才不會做得很辛苦。」我認

為這句話蘊含了很多意義與正面道理。這對夫妻老闆從來沒有把自己當成一個

身分比員工高的雇主，他們一直抱著看待自己是一個員工的價值觀去做任何

事。他們願意做、願意學習，且始終抱著謙虛、認真的心態與員工同心協力去

把一份工作做完，且完全不顧身分地位高低的想法。這著實很不容易，更是我

認為大家都該學習的一份正面價值觀與深刻道理。 

三叔公老蘿蔔農特產 

*神聖的使命感--堅持老蘿蔔對人體好就該去做 

在這個投入老蘿蔔的文化產業方面，劉漢堂持續的研究醃蘿蔔的製作方式超過

20 年。他更表示這個工作是相當耗時且耗體力的加工。劉漢堂坦言:「雖然這份

工作很辛苦，但一直支持我的動力是認為這些東西對人體那麼好，我覺得這個

好，就應該去做。」他希望透過自已的方式去傳承這個文化產業，讓更多人發

掘醃老蘿蔔的益處和它種種的好。 

*醃蘿蔔店順其自然，期望能傳承下去讓更多人看見客家文化美食的好 

    以前那個年代是沒有什麼技術或真空包裝，更沒有機器。吳梅芳緩緩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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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也不知道什麼變成真空。只好自己想辦法用醃製的方式去儲存食

物。」從她的神情描述中，我們知道了因為環境造就了那個年代醃製飲食的盛

行，更明白了客家飲食其實是一種古人保存食物的智慧與勤儉的美德。 
    當提到製作的心態，吳梅芳表示:「醃蘿蔔是一個客家文化產業。它主要就

是摸索，用經驗一次一次的進步累積，再進行改正。讓下次的醃製更好。」從

她認真的言語與神情中，那份對客家文化產業的用心與初衷也溢於言表，使我

們對她更加的敬佩。那個年代之前他們儲存食物是一整年度的，一次就兩百多

斤，為了就是保存食物，不要浪費，這種心態與價值觀或許是我們現代人都該

學習且反思的。 
*認真用心去製作客家食物的文化價值觀 
    在訪談話中，使我們印象很深刻的是，吳梅芳不斷強調和主張做這個飲食

一定要認真用心地去看待。從她的眼神中，我們看到了不只是一位年紀 80 歲的

婦人，更看到了一個代表客家血統的婦人認真用心去對待每件事的文化價值

觀。當提到為何接觸醃蘿蔔領域時，吳梅芳坦言:「我覺得人口多的時候要買來

吃就很貴。買人家現成做好的很貴，又沒有錢去買這麼多，就乾脆買材料自己

去用。」她的這番言語使我們深刻的體會到所謂客家人的勤儉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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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總結 
本研究將以詮釋互動觀點探究飲食達人對客家食物製作的經驗分享，並剖析

客家飲食達人從事食物製作的實踐歷程。邀請六位六堆地區客家飲食達人參與深

度訪談，進行客家飲食文化的重現與再製，並將飲食材料配方及製作程序做影片

的紀錄。本研究將包含客家飲食達人在食物製作、文化傳承與個人生活實踐等主

軸為詮釋意涵，具體成果列述如後： 

1.展現客家傳統飲食文化與習俗特色，進而詮釋美濃醃蘿蔔與面帕粄 

製作的生活實踐故事。將傳統飲食文化故事化，有助於發展文化產業的可能 

性。 

2.經由醃蘿蔔與面帕粄製作的生活實踐經驗的故事敘說歷程中，剖析客家文化 

傳承的意涵，讓醃蘿蔔與面帕粄製作可以呈現真實而完整的風貌。 

3.完整而動態的紀錄客家傳統食物醃蘿蔔與面帕粄製作的重現與再製。 

4.豐富而厚實性描述醃蘿蔔與面帕粄製作的生活實踐故事，作為客家傳統飲食文 

  化代代傳承的重要元素。 

 
 

 

 

 



98 
 

陸、參考文獻 
朱英鳳(2010)。地方性組織餐與產業文化推廣活動之研究—以高雄市美濃區白玉 

    蘿蔔季為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企業管理系碩士學位論文，未出版，屏 

    東縣。 

邱盛琪(2010)。六堆客家粄仔文化之研究。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  

    所碩士學位論文，未出版，屏東縣。 

林淑鈴(2015)。建構「客家美食」與消費客家文化？中國飲食文化，11(1)，67- 

    121。 

范增平(2012)。台灣客家飲食變遷的文化離散與融合。南寧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17(6)，1-5。 

黃靖淑、陳文東、陳慧萍(2012)。美濃地區觀光客對客家餐廳精緻化飲食需求之 

    探索性研究。商業現代化學刊，6(4)，23-42。 

楊昭景(2005)。擺盪於傳統與創新之中－談客家飲食特色及發展方向。中華文化  

    飲食基金會會訊，11(3)，25-32。 

鍾鳳嬌、古仁香、趙善如、鍾鳳招。客家婦女在傳統文化產業之敘說探究。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4(4)，1-25。 

Clandinin, D. J., & Connelly, F. M. (2000). Narrative Inquiry: Experience and Stor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Coleman, J. 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Supplement to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95-120. 

Denzin, N. K. (1989). 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 Thousand Oaks, CA: Sage. 

Lincoln, Y. S. (1995). Emerging criteria for quality in qualitative and interpretative research. 

Qualitative Inquiry, 1(3), 275-289. 

Rogers, C. R. (1985). Toward a more human science of the person.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25, 7-24. 

Clandinin, D. J., & Connelly, F. M. (2000/2003). Narrative inquiry: Experience and stor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蔡敏玲、余曉雯（譯）。敘說探究-質性研究中的經驗與故

事。台北市：心理。 

Cohen, L., Manion, L., & Marrison, K. (2000/2006). Research methods in edcation. 徐振

邦、梁文蓁、吳曉青、陳儒晰（譯）。最新教育研究法。台北縣：韋伯。 

Riessman, C. K. (1993/2003). Narrative Analysis. 王勇智、鄧明宇（譯）。敘說分析。

台北市：五南。 

Seidman, L. (2006/2009). Interviewing as qualitative research: A guide for researchers in 

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李政賢（譯）。訪談研究法。台北市：五南。 

 


	壹、 緒論
	貳、 文獻探討
	一、台灣客家傳統飲食文化
	二、台灣客家傳統飲食文化相關研究

	參、 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敘說探究
	二、研究參與對象
	三、研究工具
	四、資料蒐集方法與程序
	五、效度與信度檢驗
	六、編碼與分類
	七、敘說之資料分析

	肆、 研究結果分析
	一、生活實踐經驗故事
	二、客家飲食文化特性
	三、客家飲食文化傳承

	伍、 總結
	陸、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