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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食是生活所需，而文化卻是生活中經驗與智慧的累積。美食與文化間存在

一對一與多對一的映成關係，客家美食即傳遞著這樣的意涵。有趣的是，在台灣，

客家美食已成為國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值得反思的是，客家美食每一道菜背後的

故事，不只是食材與烹調的淺層問題，深層的是它與客家飲食文化、客家文化的

聯結。當我們在品嚐客家美食的當下，每一道美食究竟如何映成到客家飲食文化？

而客家飲食文化又如何形塑出客家文化？甚至，客家文化又如何影響國人的核心

價值呢？這一連串的提問，乃本研究亟欲探究的動因。為了找尋答案，本研究擬

一方面大量搜尋與客家美食、客家飲食文化及客家文化有關的歷史文獻，了解它

們根源；另一方面擬積極進行田野調查並輔以深度訪談，俾利找出它們之間的映

成關係。本研究認為這樣的研究是相當具有深遠的文化意涵。 

關鍵詞：客家美食、客家飲食文化、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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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 

台灣因涵括閩南、客家、外省及原住民等不同的族群，所以構築了多元的人

文色彩與豐富多樣的美食 (陳貞吟、孫妤鑫，2008)。其中，客家美食不只是客

家文化的一項符號，更是客家先民勤儉耐勞生活的具體表徵 (李喬，2005)。追

溯客家人長期遷徙的歷史背景與群居山中，大多數的客家人均自行生產，以維持

生活。因體力消耗較多，為補充身體所需之鹽份，菜色均具備「鹹、香、肥」的

特性。同時，食物的製作方式也以能夠保存較久的曬乾與醃製為主。對客家人來

說，獨特的食材與特定規範的烹調方式所作出的菜餚，才是典型的客家菜。 

就傳統客家美食來說，在地取材的食材與樸素節儉的烹調方式，象徵客家人

特有的飲食習慣與生活面貌，更傳達了客家飲食文化在客家獨特文化系統中的重

要位置。比如說，以鹽醃製食品來保存食物的獨特文化，它告訴我們：客家先民

靠自己雙手拓荒墾殖，自力更生的勞動精神。本質上，每一道客家菜背後的故事，

不只是食材與烹調的淺層問題，深層的是它與客家文化的聯結。 

有趣的是，隨著時代變遷，客家已由過去「逢山必有客，無客不住山」轉變

為「處處都有客家人」。客家美食亦不專屬於客家人獨享。在台灣，處處有客家

美食，時時有客家料理。或許日常生活中，客家美食已成為你我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基於此，本研究發想：客家美食造就了客家人的飲食文化，而客家

人的飲食文化則形塑出獨特性的客家文化。問題是：當我們在品嚐客家美食的當

下，每一道美食究竟映成到什麼樣的客家精神？每一項的客家精神又如何與客家

文化做聯結呢？這則是刺激本研究亟欲探究的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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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問題 

美食是一門探討文化與食物之間關係的學問。它是間接呈現地區特色的「圖

像」之一，也是深入認識一地區域特性最佳的媒介，特別是一個地區的傳統料理，

更是所有食物中將地方性色彩表現最豐富的象徵。而做為一個客家人，除客語外，

與客家文化最直接、最密切相關者，就是客家美食 (張美鳳，2010)。 

客家的美食內涵，若從歲時美食觀之，與漢族習俗實大同小異，此亦驗證了

在遙遠的年代裡它與漢民族密不可分的關係。若從其烹調技法及調味上作探究，

則可發現客家族群為因應環境變遷及克服生活上的困境，客家人刻苦勤儉的鮮明

特性，充分表現在菜餚特色中 (行政院客委會，2007)。 

在品嚐美食之餘，也反映了當地的文化和族群間的自我認同。自從客家運動

的崛起後，隨著族群意識的抬頭與鄉土文化的推廣，客家的飲食也隨之起舞，也

間接帶動客家文化的推廣與行銷，由於文化意識是在人類社會發展歷史過程中，

形成一種觀念型態，是生活實踐中經驗與智慧的累積 (林俊昇，2008)。 

從客家美食的做法當中，可以發現客家人勤勞樸實的個性，透露在客家人的

飲食習慣進而帶起客家文化的基本本質，後代客家子弟也大受影響，因此，本研

究想探討的問題：客家美食如何影響客家飲食文化，而客家飲食文化如何形塑客

家文化？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3%9F%E7%89%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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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流程 

本研究為探討上一節所提出的研究問題，研究流程如圖 1.1所示。 

 

 

 

 

 

 

 

 

 

 

 

 

 

 

 

 

 

 

 

 

 

 

 

 

 

 

 

 

圖 1.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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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客家美食 

一、客家食物的特色 

1. 鹹、香、肥的由來 

早期的客家人多分布山地丘陵地區，土地貧瘠、物產缺乏，所以將菜餚煮得

很鹹才好下飯，再利用爆香增添香味，吃起來也不會覺得那麼困苦寒酸。在這麼

艱困環境下形成的客家菜文化，於是就有「鹹、香、肥」的飲食特色，「鹹」是

為了易於保存，比較不會壞掉，也可以補充農夫們辛苦工作後流汗後所需要的鹽

份；「肥」 是因為客家人粗重的工作，需要補充大量的體力；「香」是能增加食

慾並耐飽，而且客家菜多為乾材，像魷魚乾之類的，所以在料理時特別重視香味

的處理 (黃子玲，2011)。 

2. 重山珍、輕海味的由來 

由於客家人在台灣多居住於山區、離海較遠，「米、醬、蔬、茶、涼、柿」

自然而然成為客家的六大經典食材，多山珍、肉品所以形成「重山珍、輕海味」

的現象。 

3. 重內容、輕形式的由來 

客家菜量多、實在，不求盤飾，這就是客家人實際的性格表現，不喜花俏，

但求紮實。 

4. 重原味的由來 

講求菜餚的本味，而少多變的調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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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研究者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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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子玲，2011)。 

二、客家代表料理 

1. 客家養生代表：擂茶 

擂茶，又名（三生湯），相傳三國時張飛帶兵進攻武陵之際，因故眾將士無

力前進，當時有一位老草醫有感軍紀律嚴明，便獻上家傳的擂茶珍貴配方，以生

茶、生薑、生米共同磨成糊狀烹煮後食用，從此擂茶名稱便因而流傳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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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的客籍移民及大陸湖南、廣東、福建等

地區仍有飲食擂茶的習慣。原味擂茶大多是鹹的，早期花東地區的客家移民，除

了直接飲用外，也有以擂茶泡飯來吃或是加入已炒熟的青菜，蘿蔔乾等一起飲

用。 

 

圖 2.1 擂茶 

2. 苦盡甘來的感覺：覆菜 

大芥菜的品種多達十餘種，而在南部福菜更名為「掛菜」，在客家村中也以

「長年菜」來稱福菜，四十多年前當時還是大地主制，貧苦的佃農們辛勤工作到

歲末，僅分得數十斤的穀子作為薪資，在年關將近之時，吃到長年菜也就表示回

家放年假的日子即將來臨，因此現在很多客家人在年夜的團園飯總是少不了長年

菜。 

 

圖 2.2 覆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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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客家人好客精神：客家小炒、客家麻糬 

「客家小炒」因為本身是出自於客家人所煮，理所當然故稱之，就如同大家

所知道的客家人非常勤儉，在菜色當作通常有二到三樣是曬乾的食材或是可以長

久食用的，像是魷魚(乾魷魚)、蝦米等，而且客家人通常只會在過年、大節日或

有重要客人來才會準備這麼的豐富，平常的時候就只吃粗茶淡飯。 

以前客家人比較窮沒有錢招待訪客，於是將剩飯搗勻加入花生粉、糖粉變成

麻糬，目前在台灣麻糬可以說是以客家人做的麻糬最好吃，也最講究傳統的口感。

一般的台式麻糬口感上較軟，比不上客家麻糬的 Q 度和香味，另外用老薑汁熬

紅糖煮成的湯汁麻糬 ，客家人俗稱「牛汶水」更是別有一番風味 。 

 

圖 2.3 客家小炒 

 

圖 2.4 客家麻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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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客家人勤儉的指標：粄 

在過去，客家先民飽受戰亂和飢荒之苦而被迫遷徙，每遷居一地，又得在艱

難的環境條件下重建家園，生活必須要節儉和勤勞。由於生鮮食品不容易取得和

長久保存，於是加工食品在客家人的日常生活飲食中就佔有重要的地位。對於客

家人來說，除了日常生活食用的米飯、粥品以外，客家人也和其他中國南方的居

民一樣，藉用米的物質特點製作出較耐久藏的「粄」，而「粄」類食品在客家飲

食當中，十分的受到重視。 

所謂「粄」也就是福佬人所說的「粿」，也可叫做「粄粢」，而用米粉製作成

的各種糕點食品稱為「粄」。在客家的米粉製品裡除了「米茲粑」最具有代表性

又廣受歡迎之外，還有各式粄類食品，像是紅粄、鹹粄、甜粄、發粄、艾粄、蘿

蔔粄、新丁粄、菜包、米篩目、粄條等，花式非常的繁多。 

 

圖 2.5 客家粄條 

 

5. 客家經典中的經典：四炆四炒 

「四炆四炒」可說是客家菜的典型，它的起源是來自於過去客家人在婚喪喜

慶及酬神宴客時的八道標準菜色，客家人勤儉刻苦，平時省吃儉用，只在年節宰

殺豬、雞、鴨祭拜神明，或於農曆初一、十五準備三牲（豬、雞、魷魚）拜土地

公，為了在不浪費食材的考量下，並創造出口感美味的料理，將妥善運用全豬、

全雞之所有食材變成各式桌上佳餚，因而有四炆四炒的產生。 

「炆」與「炒」，可說是客家菜的兩大特色之一，“炆”是指大鍋烹煮、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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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溫。所謂「四炆」係指：酸菜炆豬肚、炆爌肉、排骨炆菜頭、肥湯炆筍乾；「四

炒」則為：客家炒肉、豬腸炒薑絲、鴨血炒韭菜、豬肺黃梨炒木耳(俗稱鹹酸甜)，

這八道菜色，無論菜質與菜量、烹調與煮法，絕不鋪張奢華，不僅色、味、香一

應俱全，菜色也多具有易保存及方便多次食用的特性，而且食材多保有客家人的

節儉美德，堅持不浪費的精神。 

 

  

  

  

  

圖 2.6四炆四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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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客家飲食文化 

一、飲食與文化的關連性 

本質上，每個種族和文化都有傳統食物代表該族群的文化認同。在處理個人

與文化之間的關係，文化透過個人或人群的習慣實踐，傳遞、延續、並在衍生文

化。 

要瞭解一個民族的文化，「婚姻」與「飲食」是最直接的途徑 (高成鳶，1999) , 

「飲食」是人類經濟生活的具體呈現，文化人類學家道格拉斯認為，食物與菜單

的組織，構成解讀社會資訊的工具。食物是日常生活一部份，從日常飲食種類、

烹調特色、進食習性到飲食餐具使用等，均可反映民族的文化特色，亦可作為理

解該族群的社會生活或建構族群認同的基本文化要素 (林淑蓉，2006)。飲食文

化在文化系統中佔有最基本、最重要的位置，且很難改變，當一個人老的時候，

吃東西會越來越回歸到過去小時候吃的食物，並懷念年輕時的食物味道，而對於

客家人來說，這種味道就是客家味 (李喬，1999) 。 

二、客家飲食文化 

再查詢關於客家的飲食文化後，發現其鹹、香、肥及重山珍、輕海味以及充

分利用動物內臟得來烹煮。本組發現造成其中的特色有下列幾點： 

1. 醃製文化 

塑成客家人這種醃製文化源自於當年居住在中原的客家人，避免受到高壓及

異族的統治，開始遷徙到南方。在遷徙過程中需要可以保存很久的食材，因此東

西要抹上大量的鹽巴以利保存，也具有殺菌的功能，那也就是客家菜為何又鹹又

香的特性。醃製食物是客家飲食中重要的精髓所在，客家的醃製大體來說可分成

曬乾、醃漬和醬漬三種製作方式： 

(一). 曬乾類：蘿蔔乾、梅乾菜、豆子乾 

(二). 醃製類：如酸菜、福菜 

(三). 醬漬類：豆腐乳、桔醬 

醃製食物在客家飲食中隨處可見，也是十分重要的，也因為醃製食品形成豐

富的客家飲食文化，醃製文化不只是客家人獨有的文化，世界上很多民族都因應

氣候、環境產生醃製食物的保存方式，不過客家人算是較擅於醃製技術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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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可以將視為對生態相對不穩定的一種適應策略。以及節約的表現 (莊英章，

2003)。 

2. 粄之米食文化 

客家人好吃粄，也就是閩南人所說的粿、糕。粄為糯米加工而成的食物，不

管是婚喪喜慶或是農忙時節，粄食可以說是客家人具有代表性的主食，當然粄的

分類也有季節性的分別。在過年期間是”打粄”的高峰期，舉凡甜粄、鹹粄、蘿蔔

粄；而元宵節前後就是打菜包，狀似豬籠。客家人戲稱豬籠粄，是農人出門耕作

隨身攜帶的最佳點心；元宵過後，開始準備掃墓祭祖，此時客家婦女忙著打「發

粄」了，發粄的粄面必須隆起分裂，像是發笑的樣子，客家人相信「粄笑」是發

財致富的好吉兆，清明時節打「青粄」做法是拌入艾草或其他植物的纖維，作用

在於補健身體、去污除穢；端午節包粽子不打粄，冬至開始打「粄圓」，淋上熱

呼呼的紅糖薑汁，於是一年又即將圓滿的過去 (林嬿禎，1993)。 

3. 重山珍、輕海味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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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

中國黃河以南之客家族群有做「無山不客，無客不山」、「逢山必有客、無客不

住山」的形容 (王東林，1996)，客家飲食的食材只好受限於山產食物，又因靠

山吃山及就地取材的特性，例如：芋頭的梗，豬大腸，食物都能拿來醃製或是燉

煮，雖然內臟有腥味，但由於燉煮得宜往往可以製成許多美味的菜餚 (王曾能，

1995)，例如：豬肺鳳梨炒木耳、梅干扣肉，薑絲炒大腸等，都是代表菜色，而

客家人大多定居於山中，海產部分自然較難以取得，所以以溪中的水產來代替海

中的食材，海產常常是以另外一種型式出現─乾貨，以客家小炒為例，魷魚乾就

是一種客家海產的代表。因為靠山取材不易，在加上需要長期保存，所以乾貨也

是一種保存食物的方式，也只有逢年過節才會出現的食物。 

三、小結 

透過上述幾個發現，可以發現到客家美食的背後其實是客家人歲月的長流中，

不斷的適應其所面臨的環境。而透過不斷的轉化慢慢的把這些元素化為其本身的

特色。所以塑成這樣的特色有三點： 

1. 承傳中原飲食文化 

2. 南遷過後產生和發展新的飲食原料和飲食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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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受當地民族飲食文化的影響。 

如果說飲食文化是探討一個民族的鑰匙，那接下來就很容易可以從中發現其

民族的文化面貌了，如同鹹、香、肥的特色亦就如同客家人熱情待人，絕不冷淡。 

2.3 客家文化 

一、文化的定義 

文化的定義包羅萬象，概括來說是指人類活動的模式以及給予這些模式重要

性的符號化結構，包括文字、語言、地域、音樂、文學、繪畫、雕塑、戲劇、電

影等，以下表格是幾個學者的說法： 

表2.1 文化的定義 

學者 年代 定義 

Edward Burnett Tylor 1871年《原始文化》 

文化或是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講，是一

個複合整體，它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

律、習俗，作為一個社會成員的人所習得的其他一

切能力和習慣 

 Ralph Linton 1940年《涵化》 
某特定社會的成員所共用並互相傳遞的知識、態度

與習慣性行為模式等的總和 

 Raymond Williams 
1983年在《關鍵字- 

社會和文化的詞彙》 

1.一般文化首先是指人類理智、精神和美學發展的

一般過程 

2.文化是指一個民族、一個時代、或一個群體的特

殊生活方式 

3.理智、特別是藝術活動的成品與實踐 

 

综合以上學者的觀點，總結出文化是生活方式的總集合，人類會慢慢發展文

化的三個層面：1.人類的思想 2.特定的生活型態 3.理智的成品與實踐，而這些

都是每個社會成員經由學習與創造獲得其中的傳統與特性，且這些文化會跨越世

代，而被學習與傳承。 

二、客家 

「客家」是一個文化的概念，而不是一個種族的概念。因為種族的因素，即

自北向南遷移的大量漢人固然是形成客家的一個因素，但單有南移的漢人還不能

形成「客家」還有其他向南移的漢人，而他們以其人數的優勢和經濟、文化的優

勢，同化當地原住居民，又吸收了原住居民固有文化中的精華成份，而形成了一

種新的文化，這種新型文化的載體，一個新的族群(即客家族群)才得以誕生 (謝

重光，1995)。 

客家的族源很複雜，客家先民有自北方南遷的漢人，有贛閩粵邊土著的百越

後裔，還有其它南方少數民族等多種成份，但是多種族源整合後，都自以為是中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F%B3%E4%B9%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B%98%E7%94%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95%E5%A1%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8%8F%E5%89%A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B5%E5%BD%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B5%E5%BD%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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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移民後裔，有很濃厚的中原情結，然而在明末清初時期，客家族群開始向海外

移民，成為分散至世界各角落之族群，因各地之不同而有其本土性和特殊性，客

家人東遷台灣，始於明鄭時期，清康熙二十年代逐漸增多，而大盛於雍正、乾隆

年間 (劉煥雲，1993)。 

而那時候來台的清朝官方眼中的大陸移民，除了以原居住地區之久而久之因

為渡台禁令的關係，客家來台開墾的先民有了想要本土化、落地生根的長久打

算。 

其中，劉日燕就有其先祖劉廣傳訓十四子詩為例： 

駿馬騎行各出疆 任從隨地立綱常  

年深外境猶吾境 日久他鄉即故鄉  

早晚莫忘親命語 晨昏須顧祖爐香  

蒼天佑我卯釗氏 二七男兒共熾昌 

說明客家人遷居來台灣各地，應「任從隨地立綱常」，傳承客家文化，謀求

客家精神與文化之永續發展。因為「年深外境猶吾境」、「日久他鄉即故鄉」，這

就是落地生根、在地化與本土化之精神 (劉日燕，1986）。 

三、客家精神 

什麼是客家精神呢？客家精神是指人的意識、思维活動和自覺的心理狀態，

包括情绪、意志、內心等，而客家人歷經多次的遷徙，長期在外漂泊的生活也促

使了客家人團結自保，性格傾向於內聚、保守，一直到今天仍然保存著自己的傳

統精神、文化禮俗和語言。 

艱困的生活使得客家人養成了所謂的「硬頸精神」，而這種精神包含了以下

幾種特質： 

1. 刻苦耐勞：客家的先民，長期處於戰亂，手無寸鐵，若不是有壯碩的身

軀及刻苦的精神，在那時候很難生存，因此造就客家人不論是男女貧富，

都很勤勞。 

2. 勤奮創業：因為客家族群長期遷徙，每到一個點都要開墾，而客家婦女

沒有纏小腳，獨立主持家計，使男子在外奮鬥開拓土地也無後顧之憂。 

3. 團結奮鬥：客家是一個族群，經由長期的經歷，彼此互相建立情感，大

家合群奮鬥，克服各種難關，相互扶持，團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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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硬頸」的精神是革命的精神，也是一種激勵人向上的精神，更是和

睦親鄰、繁榮社會的精神，發揚客家精神，於社會進步、於民族發展、於家庭和

睦、於個人上進都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2.4 相關研究 

一. 客家美食 

我們收集了國內近十年有關客家飲食的相關研究，其中我們選出 10 篇與客

家美食相關的研究，有些取自於碩博士論文、有幾取自雜誌，並探討其內容，是

否與我們的主題有相關性，從中比對出與我們的研究之差異性，如表 2.2 所示： 

表 2.2 客家美食相關研究統整 

學者 篇名 研究重點 

江伯源、 

黃志強

(1992) 

亮麗黑美人-仙草 探討仙草的來源、黑美人的由來，因為仙草由許多的好處像是夏天

可以消暑、婦人喝了可以安胎等，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為什麼會稱仙

草為仙藥。 

李麗(1997) 關西半日閒，賞油菜花田，品客

家小菜 

本刊來到客家庄─關西，所發表的內容是藉由其在餐館中，發現客

家婦女手邊一有多餘的蔬菜，就會隨手拈來醃製起來，並且介紹其

所吃到的客家傳統美食與製作方法，像是覆菜湯、煙燻鹹豬肉、薑

絲大腸等。 

林詩音

(2003) 

箭竹窩裡客家米食村-秀風農場 新竹縣新埔鄉農會結合當地觀光產業聯手打造幸福，藉由客家媽媽

製作的健康傳統客家米食，品嚐到真正手工美味。 

陳菊園
(2010) 

客家美食認知與消費行為之研

究-以臺北縣三峽鎮客家餐廳為

例 

其研究所要探討的是喜愛到客家餐廳用餐的消費者對於客家美食的

飲食文化特色認知，所以我們可以藉由此篇來了解到，客家人的精

神及客家美食所要傳遞的特色與意義。 

陳添來

(2002) 

客家豆干 有此篇可知豆干的名稱、別名及豆干要如何種植？還有豆干的種植

期。最重要的是在此篇中我們可以得知豆干湯是一道很道地的客家

菜，它的價格不斐，而且製作過程必須要用小火熬煮，具有降火保

肝的療效。 

黃鉯玲

(2012) 

客家飲食傳承與族群認同 在此文可看到：客家飲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傳承，它隨著權力的

崩解、性別的角色的轉變而出現危機，但是透過客委會跟飲食消費

的結果，客家菜卻變成一個新的符號意義，活躍在台灣社會，也使

客家脫離一個日常生活的脈絡，變成一個新的消費商品。 

何保國 

(2003) 

即將失傳的客家米食 2 何保國先生具有客家子弟勤奮踏實的特質，藉由何保國先生，讓我

們了解到客家麻糬原本的意義以及其作法。此外，以芋粿來說，客

家芋粿是把芋籤混合米漿，上面鋪以炒豆干典主菜，芋粿自成香的

滋味，就與台南傳統的台式芋粿，大同小異，同樣都是年節供桌上

的美食。 

林讌禎 

(2003) 

即將失傳的客家米食 1 有此我們可知傳承客家米食文化命脈，三義一直是個指標性的所

在。在三義街上有家「九鼎軒」專門在製作客家甜品艾萃粄、紅豆

粄、黑糖米糕、黑糖發粄、麻糬、小月餅等，在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不同的客家甜品用在不同的節慶，以及其製作的方法。 

陳玫如
(2000) 

美濃地區不同世代的客家族及

對客家飲食文化的認知及飲食

行為之相關研究 

從此篇我們可以了解透過調查客家人的飲食習性，可從中客家族群

在遷徙與移居過程中的社會經濟生活，日常飲食並非固定不變，從

釐清及比較客家人的飲食習性在不同時代的差異，也可作為理解客

家族群的社會經濟生活轉變過程，飲食並反映出一種社會情境，不

同場合中所使用或進食的食物種類、共食的人群以及餐桌的禮儀都

可能不同。 

曾文田

(2001) 

美濃客家擂茶 美濃是台灣早期移墾的客家聚落，在那裏可以看到許多客家的傳統

建築、手工藝以及美食，尤其是致力客家文物保存的美籍客家人林

希舜，發現一只失傳已久的客家擂林與擂棒，並與蕭富華合作，以

現代技術重製擂茶，重新製茶，在美濃鎮內開設一家美濃客家擂茶

行，讓地方鄉親與外來遊客，也能親自體驗傳統擂茶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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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這 10篇文獻後，我們發現客家的美食與他們的生活作息有很大的關連

性，他們的生活環境影響到他們的飲食習慣，並從這些文獻中可知：客家傳統料

理的製作過程與它被賦予的意義，但我們卻無法從中知道這些客家美食的起源與

美食之間彼此的關連性。 

二. 客家飲食文化 

從客家美食中，本組從中再更進一步探討：客家美食如何塑造客家飲食文化，

進而與我們所熟知的客家文化是否有緊密的關連性？本組蒐集十三篇關於客家

飲食文化的文獻來做更進一步的分析及討論，如表 2.3所示： 

表 2.3 客家飲食文化相關研究統整 

學者 篇名 研究重點 

邱盛琪 (2000) 六堆客家粄仔文化之研究 研究六堆地區客家社會所做的粄的種類以及傳承製

作方式，在探討其粄在婚喪喜慶當中出現的文化意

義。 

廖純瑜(2012) 台灣客家飲食的文學研究 從文學作品的角度去切入客家飲食文學的一種變

遷，從唐山過台灣至現代這一連的演變對客家飲食

文化產生了什麼的變化，以及透過飲食文學的方式

來歸納出客家人飲食的特色。 

張亭婷、張翰壁 

(2001) 

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與客家文化傳承:

越南與印尼籍女性的飲食烹調策略 

在世界文化的衝擊下，客家族群也得與其他族群相

互融合，本文旨在探討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對於其

伴侶為客家族群飲食文化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焦桐(2011) 淺談飲食文化 由中國古老的文獻裡，說明中國大體飲食文化的一

個變化，在把鏡頭轉到漢人開墾下的台灣，廟口的

小吃文化等等，最後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台灣飲食

圈的型態。 

黃子玲(2011) 現代客家飲食之特色與推廣 以文獻和客家飲食文化的推廣者來說：以餐廳業者

來歸納客家飲食文化的特色，最後再說明在全球化

的環境下，要如何行銷客家飲食，進而達到傳承的

目的。 

羅雯(2012) 食物、日常經驗與族群互動：東河的

客家與賽夏 

由客家粢粑及賽夏族的糯米糕的分析，了解客家族

群與賽夏族間的族群關係，由飲食出發探討兩者如

何和平共存。 

羅永正(2008) 從台灣客家飲食文化資產初探簡易創

造思考技法之研究 

使用創意式的發想，來看客家飲食的文化面如何傳

承，並且透過不同的管道行銷推廣達到飲食文化保

存、傳承的目的。 

傅夣嬌 從「坐月子」看閩、客族群文化的異

同 

由閩、客兩個族群去分析，兩者在中國人「做月子」

時中的飲食或是文化面的差異及相同的部分。 

劉澤玲(2010) 客家米食文化在銅鑼傳統飲食中的傳

承 

自本身的客家家庭裡常吃的米食製作演變，從手工

到商業購買，歷經客家文化意識的抬頭，再從手工

的方式來傳承客家人的記憶。 

邱玫瑩(2012) 客家飲食文化之建立與延續─以公館

福菜為例 

以公館福菜的飲食文化為主，從中探討福菜的製作

或是烹法來展現出客家人的文化以及精神象徵。 

 

以飲食文化的觀點去切入整體的文化面，應該是屢試不爽的方式，因為飲食

的特殊性跟民族性是密不可分的，其中不少篇相關研究就是由美食去塑成飲食文

化在畫成一個完整的文化面。以〈客家飲食文化之建立與延續─以公館福菜為例〉，

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以及本組從多篇論文中發現由於客家人主食為粄，因此有

不少篇的主題是以粄為研究的品項之一，其中〈客家米食文化在銅鑼傳統飲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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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承〉中更以米食文化之延續做更盡一步的探討與前一篇有共同之處，所以不

難發現大多與文化上有關連性的文章，會更進一步探討文化的傳承、保存、與延

續，其中有幾篇探討客家美食會不會因為商品化而喪失其意義，但是最後都會發

現其餐廳店家本身就從是一種文化的傳承。而本組是以美食為主去探討與客家文

化的關連性，本組相信只要美食存在，客家人的文化精神就會繼續流傳。 

三. 客家文化 

在透過客家美食及飲食文化研究後，可以進而了解客家文化是一個歷史攸久

的民族，但隨著時代的變遷，客家文化的發展歷史又有怎麼樣的高低起伏呢?所

以本組找了 10 篇有關客家文化發展的文章來探討及分析其文化發展，如表 2.4

所示： 

表 2.4 客家文化相關研究統整 

學 者 篇名 研究重點 

王保鍵 

(2012)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的發展

途徑 

本文先探討臺灣客家族群發展的主要問題為客家族群定義趨於寬鬆致客

家人口數未臻精確、都會區客家族群的「隱形化」及「族群認同改變化」、

其他族群不易接受客家族群爭取制度保障訴求等三項 

劉煥雲 

(2003) 

台灣客家學初探 客家文化是由客家人締造而成的，有悠久的歷史。在歷史的長流中，客

家人曾經迫於現實，為了尋找安身立命的處所而到處遷移，而有「東方

猶太族」之稱 

林果潔 

(2013) 

客家文化形象之敘事分析 :

以「客家委員會官網」為例 

近年來政府不斷致力於客家文化，經過十幾年的努力，客家文化趨於穩

定又網路普及化後更推廣客家委員會的網站，而此論文就是藉由此網站

而去研究客家文化的形象。 

許哲源 

(2006)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以六堆

地區為例 

客家文化原本就存在在我們的生活之中，加上客家委員會的推動許多客

家的產業日益興起。  

賴珆縝 

(2005) 

淺談客家文化 藉由對「客」字的字義探討導入「客家」來源與定義，其次， 談論到客

家族群數次大規模遷移的歷史脈絡。 

謝淑芳 

(2011) 

跨文化溝通與客家文化之再

生產：以苗栗客家地區新住

民女性配偶為例 

其研究引用 Bourdieu的理論，藉由習性、場域與資本概念，探討新住民

女性如何挾帶原生文化資本及習性，並結合所習得與獲取之客家資本以

融入客家庄的家庭與社會。 

劉惠玲 

(2002) 

台灣客家文化運動與群族建

構之研究 

探討從台灣客家文化運動與族群建構之社會環境、文化運動過程及所產

生影響各因素間的關聯性 

鍾春枝 

(2012) 

現階段客家文化資產傳承之

研究--以桃園縣觀音鄉為例 

全文主要探討客家人佔多數的觀音鄉社區發展中，客家人如何主導社區

發展？客家人扮演的角色？客家文化對社區發展的影響及客家文化的消

長情形。 

鍾秀金 

(2012) 

臺灣客家與原住民民間故事

之動物變形比較研究 

客家人與原住民居住環境相類似，民間故事經常流傳互動而容易產生借

用或影響，本研究以臺灣客家與原住民民間故事之動物變形為對象，試

圖以文本分析、比較文學的方式，將蘊藏於兩族的文化特色及民族特性

抽絲剝繭，分析其異同，同時依地區、種族之不同做內部差異的比較。 

卓瑞蘭 

(2013) 

台灣擂茶產業及其客家文化

意涵：以北埔為例 

本研究透過「飲食與文化關係」、「符號與消費理論」、「地方與族群性」

三個部分，作為探討台灣北埔擂茶產業及其客家文化意涵的切入角度。 

 

經由上述文獻分析後，可以得知客家文化真的是一個淵源悠久的文化，它在

不斷的遷徙，定居，再遷徙，如此反覆的居無定所的生活，歷經了大風大浪，可

以發現客家人擁有很堅忍不拔、刻苦耐勞的精神，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客家

文化卻也漸漸沒落，所幸有部分的客家人致力挽回這些沒落的客家文化，發展其

觀光產業、產品，行銷客家文化，讓客家文化更加發揚光大。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9gORgi/search?q=auc=%22%E9%8D%BE%E6%98%A5%E6%9E%9D%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9gORgi/search?q=auc=%22%E9%8D%BE%E7%A7%80%E9%87%91%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TGHRG/search?q=auc=%22%E5%8D%93%E7%91%9E%E8%98%AD%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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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客家美食如何形塑客家文化進而影響新世代子弟，由廣泛

閱覽資料，以了解客家美食與文化目前的現況，並以其當前所面臨的問題，作為

分析的架構，將資料歸納與整理進行分析，最後分析結果，從客家美食推展到客

家飲食的文化，進而發現客家的文化與其中的連結。依據第二章的文獻探討與整

理後，本研究提出以下的研究框架如圖 3.1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經過文獻探討的資料收集後，將以客家美食為主要研究的軸點，由客

家美食中歸納出客家的飲食文化，進而透過這樣的方式，來說明客家文化與其關

連性，此三大部分有先後順序，本組由美食方面去探討這樣的一個關連性，單純

使用美食的概念去推導，用這樣的脈絡來探索其文化與美食之間的不可分割的特

性。 

 

3.2 資料收集 

資料蒐集之際，首先找了許多期刊以及書籍有提到客家美食與文化的部份，

對於客家的現況有了初步的了解，但能佐證我們研究動機的相關資料並不齊全，

本組又至國家圖書館中找尋相關的碩博士論文，另外也在網站中，找到一些關鍵

人士的資料簡介，為研究者提供不少的參考文獻。 

一、初級資料 

以深度訪談來進行訪問，訪談對象如表 3.1所示： 

客家美食 

 肥、香、鹹 

 重山珍、輕海味 

 重內容、輕形式 

客家飲食文化 

 醃製文化 

 粄之米食文化 

 山產文化 

客家文化 

 簡樸 

 硬頸 

 勤勞奮鬥 

 好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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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受訪對象 

受訪者 服務單位 職稱 代號 重  要  經  歷 

焦桐 
二魚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編輯 A 出版：《臺灣飲食文選，2005》 

李喬 已退休 作家 B 出版：《寒夜，1980》 

詹淑英 已退休 家庭主婦 C 以客家料理著名，典型客家主婦 

吳學明 中央大學 客語系所教授 D 研究客家完話的 

黃玉振 客家委員會 主任 E 擔任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 

李顯鎮 中湖國小 校長 F 前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的園長 

 

受訪者概述： 

A焦桐：年輕時曾因為「完全無法接受教科書」而拒絕大學聯考，但經聯考

分發至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接著取得藝術研究所碩士學位。進入社會工作及結

婚後又想繼續深造，考取輔仁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班。從一個拒絕聯考的人搖身一

變成大學教授，奇特的人生經歷創造出焦桐不願隨波逐流的文筆，企圖在詩境中

破除俗套，尋求顛覆傳統的路徑。1980 年他以《懷孕的阿順仔嫂》這首詩獲得

第三屆時報文學獎敘事詩優等獎，這首現代詩描述新北市瑞芳區的永安煤礦順興

分坑發生災變，透過主角阿順仔嫂的聲音表達焦桐對社會的關懷。不久後，焦桐

開始在飲食文學下工夫，專注於文學的飲食研究，希望將飲食文學與文化發展成

自己的一項專業。 

B李喬：台灣苗栗縣客家人，雖然先祖不是客家人，但因為從小住在客家庄，

養祖母是客家人(銅鑼李家)，非常疼愛、視如己出，也非常熟稔客家話。雖自認

為是「客福佬」，但廣獲客家人普遍認同。李喬是國家文藝獎第十屆文學類得主，

並曾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其文學著作《寒夜》三部曲其中的第一部曲，是首部被

拍成客家語連續劇的作品，由台灣公共電視台監製的「公視文學大戲」之一。 

C 詹淑英：由於大多受訪者為客家文化的研究者。為了平衡我們也尋找本組

為客家人的親戚，透過日常的經驗來驗證文獻上的說法。為一典型客家婦人，幼

年時期生活困苦，因而得學會許多客式料理。國小為照顧阿婆讀自前往卓蘭老家

照顧長者。原本不諧客家話但自那個時期開始有顯著的改善。後來嫁自苗栗大湖

的客家人。生了一對姐弟。由於其夫是砂石業者，平日素不在家。她於是扛家中

一切大小事。儘管如此依舊謹守其義務與責任。現在一雙兒女已陸續成家立業，

詹淑英女士便開始嘗試客家菜色。重拾童年的味道。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6%94%BF%E9%99%A2%E5%AE%A2%E5%AE%B6%E5%A7%94%E5%93%A1%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6%96%87%E5%8C%96%E5%A4%A7%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2%A9%E5%A3%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8%BB%E6%95%99%E8%BC%94%E4%BB%81%E5%A4%A7%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8%BB%E6%95%99%E8%BC%94%E4%BB%81%E5%A4%A7%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A%E5%A3%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8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B0%E4%BB%A3%E8%AF%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1%9E%E8%8A%B3%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A2%E5%AE%B6%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A2%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A2%E5%AE%B6%E8%A9%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A2%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5%AE%B6%E6%96%87%E8%97%9D%E7%8D%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7%B8%BD%E7%B5%B1%E5%BA%9C%E5%9C%8B%E7%AD%96%E9%A1%A7%E5%95%8F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F%92%E5%A4%9C&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A2%E5%AE%B6%E8%AA%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A2%E5%AE%B6%E8%AA%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5%85%B1%E9%9B%BB%E8%A6%96%E5%8F%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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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吳學明：吳所長原任教於中央大學歷史所，同時為歷史所的合聘教授。吳

所長的專長領域為台灣史，二十多年前就從事新竹地區客家歷史、社會與宗教的

研究。為了研究新竹地區的客家歷史，他運用歷史學研究法結合田野工作，在新

竹地區從事田野調查工作，獲得相當的成果，其中尤以在新竹北埔姜家發現大批

的古文書，受台灣史學界重視。陸續出版三本與新竹客家地區開發史相關的論著，

<<金廣福墾隘與新竹東南山區的開發>>一書，至今仍為研究客家開墾史的重要

著作之一。吳所長接任所長後，和研究所全體同學個別談過話，除了對全所同學

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外，也向同學說明本所原訂的三大發展目標，即社會、文化與

歷史，因此往後本所無論在課程規畫與師資的安排，均會朝此一方向努力。相信

本所在吳所長及全體師生共同的努力之下，能發展成研究台灣客家社會與文化的

重要據點之一。 

E黃玉振：苗栗縣三灣鄉客家人，曾擔任《聯合報》政治線記者、三立衛星

電視台新聞部副總監、中天電視副總經理、環球電視新聞部總編輯等職。之後離

開媒體界，成為時任中國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的重要幕僚。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

員會文化傳播委員會主任委員。2008 年進入劉兆玄內閣，擔任行政院客家委員

會主任委員。 

F 李顯鎮：過去是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的園長，5 年前離開園區重返教職，

而在 2012 年升上校長後，來到新北市鶯歌區，僅有 233 位學生的中湖國小擔任

校長，即使學校客家人不多，但這個學校已經推動客語生活有 10 年時間，而李

顯鎮也將自己曾在園區舉辦相關活動的經驗帶入校園，吸引小朋友對客家的興趣，

傳承客家文化。 

二、次級資料 

(一)台灣客家文經發展協會 

不論《客家電子報》、客家美食、客家文化…等。凡有關客家發展動態或來

自各界有相關的看法，均將蒐集、整理，以一窺究竟，並隨時掌握現今客家發展

的動態。 

(二)國內外碩博士論文 

國內客家美食與文化研究者對於客家美食與文化研究的相關論文，無論是定

義或理論上的佐證，以及文獻回顧，均有助益。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97%E6%A0%97%E7%B8%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97%E6%A0%97%E7%B8%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A2%E5%AE%B6%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1%AF%E5%90%88%E5%A0%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7%AB%8B%E8%A1%9B%E6%98%9F%E9%9B%BB%E8%A6%96%E5%8F%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7%AB%8B%E8%A1%9B%E6%98%9F%E9%9B%BB%E8%A6%96%E5%8F%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9%E9%9B%BB%E8%A6%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2%B0%E7%90%83%E9%9B%BB%E8%A6%96_(%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5%9C%8B%E6%B0%91%E9%BB%A8%E4%B8%BB%E5%B8%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5%9C%8B%E6%B0%91%E9%BB%A8%E4%B8%BB%E5%B8%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5%9C%8B%E6%B0%91%E9%BB%A8%E4%B8%AD%E5%A4%AE%E5%A7%94%E5%93%A1%E6%9C%83%E6%96%87%E5%8C%96%E5%82%B3%E6%92%AD%E5%A7%94%E5%93%A1%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5%9C%8B%E6%B0%91%E9%BB%A8%E4%B8%AD%E5%A4%AE%E5%A7%94%E5%93%A1%E6%9C%83%E6%96%87%E5%8C%96%E5%82%B3%E6%92%AD%E5%A7%94%E5%93%A1%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89%E5%85%86%E7%8E%84%E5%85%A7%E9%96%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6%94%BF%E9%99%A2%E5%AE%A2%E5%AE%B6%E5%A7%94%E5%93%A1%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6%94%BF%E9%99%A2%E5%AE%A2%E5%AE%B6%E5%A7%94%E5%93%A1%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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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或業界 

地方政府客家事務處客家族群傳承客家文化扶植計畫。 

(四)其他 

敘事設計資訊中心網頁、客家文化協會、相關書籍…等收集。 

表 3.2 次級資料統整 

次級資料 版次 

中興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論文 1991-2012年 

鄉間小路雜誌 1994-2013年 

文化大學生活科技應用研究所碩士論文 1963-2012年 

國立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3-2012年 

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4-2012年 

國立台中技術學院通識教育學報 2008-2013年 

長庚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9-2012年 

台南科技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0-2012年 

國立高雄餐旅學院台灣飲食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0-2012年 

國立中正大學行銷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1-2012年 

台灣省各姓淵源研究學會 1997年 

我的田園經驗 1997年 

農村臉譜 1999年 

唐代 1999年 

教育與多元文化研究期刊第三期 2000年 

漢學論壇 2003年 

飲食文化綜論 2004年 

農村與文化 2007年 

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電子報第七十四期 2008年 

遠足文化 2009年 

二魚文化 2011 年 

嘉南學報 2011 年 

楊桃文化 2012年 

城市學學刊 2012年 

南華大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3年 

 

3.3 深度訪談 

一、田野調查 

一般研究有質化與量化的研究，這兩種研究方法都各有優缺點，不同的領域

各有適合的研究。針對本研究的特性將採質化研究，其使用質化分析，可以大幅

增進對問題瞭解的深度，實務性較高，但亦有其缺點，如分析較為困難、研究者

主觀介入、涵蓋面小、通用性低，常需要整理數十個個案之後，才能歸納出一些

涵蓋面較大而通用性較高的原則。在質化研究中，深度訪談為應用最廣，且最重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dondye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jog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twofish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starfr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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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研究方法之一，深度訪談基本上希望透過訪問，以獲知非由表面觀察及普通

訪問可得之發現。 

因此研究者首先查詢文獻，相互討論，發現有幾位專業人士於文獻中曝光率

較高，於是列出一受訪者名單，並電話詢問各專業人士有無意願接受訪問，在詢

問過多位專業人士後，研究者篩選出六位受訪者，與受訪者約定時間，實地走訪

新竹關西或受訪者所在地做深度訪談。在訪談前，為希望受訪者能口述自身較有

故事性之內容與目前致力發展客家美食與文化的方向，題目經過多次修改與討論，

圍繞著美食、飲食文化與文化面三個面向作設計。 

獲得更多人經驗與看法後，可強化文獻探討的可信度，希望能夠因此探討客

家美食與其文化間的的關連性。  

 

二、訪談問題 

本研究所挑選的對象，都是目前致力於客家美食對客家文化的映成，發表過

數篇客家相關文章的關鍵人士，想藉由深度訪談來了解客家美食是如何影響客家

文化，如何在不斷改變與創新的新世代下保存此項傳統文化，藉由訪談中以電腦

打字與手寫記錄，並且取得受訪者同意下全程錄音與錄影，方便日後製作紀錄片

時使用。 

 

1. 探討客家人的生活習慣與飲食是否有關連性？ 

2. 探討客家美食在製作的過程當中其內含的意義？ 

3. 客家美食如何在時代的變遷中求新求變？ 

 

3.4 資料整理 

本研究之資料蒐集方式主要是經由訪談致力於客家美食與文化的相關人士，

所取得之初級資料。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以可以得到更重要的資訊，並加以研究

分析，其目的在於瞭解事實並能夠深入描述客家美食與文化事物的本質，做為研

究分析的依據。本研究個案包括：客家局、客委會、客家人與在地人…等個案作

為本研究初級資料來源。 

於訪談結束後，將個案訪談所得之資訊，以詳細與重點摘要之方式加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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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透過電腦將訪談內容資料逐字建檔。記錄完成後，便開始進入訪談資料的整理

與訪談資料的分析二階段。分析資料後開始撰寫訪談報告，運用有系統地方式呈

現訪談內容，並利用訪談內容加以分析推導出研究之結論。 

深度訪談整體結構與整理訪談內容之步驟如下: 

 

 

 

 

 

 

 

 

 

 

 

 

擬定訪談大綱 

挑選受訪者 

擬定訪談日程 

備齊訪談使用
工具 

訪談前準備 

進行訪談/方式 

訪談中探測性處理 

結束訪談 

整理訪談內容 輸出文字建檔 

分析與討論 

圖 3.2 訪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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