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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典型的中介⾓⾊與中介作為，如何為餐⾷產業價值鏈上，從⾷材⽣產、⾷

物的製作，乃⾄⾷物消費的場域，及其國際形象等各環節，帶來更⾼效率的的價值流轉，經

由研究個案寫作去探討不同樣貌的創新性中介可能性，也探究其作為如何為其所關注的物件

帶來新的價值主張，並引起市場的追逐熱潮，提供有意投⼊餐⾷產業差異化的品牌、或是組

織⼀項可進⾏調整與操作之參考範例。 

本論⽂以臺灣在地的餐⾷產業相關從業⼈員為代表，進⾏探索性研究，先由⽂獻、次級資料

與報章雜誌中，歸納這些個案所處的產業環境與特性，分析該研究個案於餐⾷產業之實務作

為。選擇之代表研究對象為近年於臺灣不僅受到當地媒體關注的，更在經營上、或是事業版

圖的拓展上，已經屢屢取得實績以及國際能⾒度的案例，包括糧商號掌⽣穀粒、廚師江振誠，

與網路部落客⾼琹雯。 

本研究將「餐⾷產業之創新中介」的具體內涵定義為「透過多重⾓⾊與組織作為，將原本僅

存乎於⽣產者的知識、匠⼈的技藝與經驗等內隱知識，外顯化成為市場可以接受與認同之訊

息，使消費者提⾼願負價格，或使市場開始引發追逐之流⾏。」建構的過程，使⽤的是野中

郁次郎教授所提出之「知識螺旋」理論，進⼀步去分析對應「創新中介者」於供給端與需求

端所創造之價值，並提供給餐⾷產業界的從業⼈員，無論是⾷材的⽣產者、餐廳經營者或廚

師，或是美⾷評論家等，⼀項複合中介的多元化思維，在既有僵固屢屢被突破之際，找到新

的定位與價值。 

關鍵字：中介者；內隱知識外顯化；價值創造 



Summary 
This work aims at the innovative intermediaries of the food and dining industry. From the grow and 

producer out of the farmland, designed and processed, to how food is consumed and how could the 

food identity could be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all these phases are critical to propose the value to 

the items, from the raw material, to the production of food, so as to the promotion of out our 

culinary identity.  

The explorations of such cross-over intermediaries start with the background studies, supplemented 

by second-hand audio and video sources plus the in-person interview with each of my targeted 

cases. They are “Green in Hand“, star Chef Andre Chiang, and the food critique and commenter 

Elizabeth Kao.  They promote Taiwan’s authentic food identity, image as well as the indigenousnes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uilding up the market awareness and reputation like no other 

intermediaries before, who mainly focus upon the transition of the Material, the Right, but not the 

value. 

The research defines ”innovative intermediaries” as the organization/ the personnel who deploy 

diverse practices to deliver the tacit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from individual producers/ artisan to 

the general public. As the tacit knowledge/ skills become a message or knowledge basis that every 

one with general knowledge could receive and recognize, then the community will get more 

connected, the the market will get more interested to the food and dining wishes with their rising 

willingness to pay.  Analytic frame is adopted from the Knowledge Spiral Theory of the Prof. 

Ikujiro Nonaka and Hirotaka Takeuchi published in 1995, which adapts and still relevant throughout 

the time.  

Wish the work could provide some inspiration and practical managerial suggestions for 

professionals dedicating to the food and the dining industry.  

Keyword: Intermediaries, Externalization of Tacit Knowledge/ Skill, Value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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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緒論 

第⼀節、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研究背景

「中介將死！」 （簡維萱，2015），因為越來越少⼈依賴中介⾓⾊（Intermediaries），去取1

得我們⽣活中的⼀切，也越來越多⼈，開始⾝兼多項服務及產品項⽬的提供者；⼜或者⾺雲

⽼⾼喊著「不做電⼦商務，將來便無商可務！」誓⾔讓無數的草根創業階級，為僵固的既有

市場帶來創新流通與新經濟 （劉鷹，項松林，⽅若乃，2014）。這些主張各有擁護，也各2

⾃蔚為主流，但關於中介化是否將全部消失，或將全部為電⼦商務等平台機制所取代，尚未

有個定論，但這些主張共同點出的⼀個趨勢是：⼀個⾵起雲湧、⼈⼈瞄準既往中介發動攻擊

的去中介化時代，已經來到。⽽農業，⾃從2013年，曾於索羅斯共同創⽴量⼦基⾦

（Quantum Fund）的美國投資者吉姆・羅傑斯（Jim Rogers）⾯對英國〈⾦融時報

（Financial Times）〉訪談時提出：「買⿈⾦不如投資農業」的觀點、並視農業為未來20年

最具獲利前景的產業後，市場興趣快速流向農業，⼤量的技術創新也轉向農業創新，是本研

究選擇以農業作為切⼊產業的⼀⼤背景因素。 

古典農產業中介者的存在價值，在於橋接供給與需求資訊不對稱的落差，讓⽣產者與顧客之

間的傳遞成本降低，即透過⾏銷中介商（Marketing Intermediaries）如批發商跟零售商，來

降低⽣產者與顧客的接觸次數（Louis E. Boone, David L. Kurtz，1997)；然⽽，這同時也代表

著，有⼼⼈仍得以從中獲取許多因資訊不對等的情況的套利機會。⽽隨著網路與資通訊科技

的發展，從初始的電⼦郵件、網站，到後續出現的社群媒體，⼀連串的科技創新與擴散採納，

攜⼿造就了撼動既有中介者職能所在的「三低⾵潮」：「資訊流通成本」⼤為降低，「溝通 

 簡維萱，2015，〈中介將死：迎接Uberization的時代〉http://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6073/1098191-中1

介將死：迎接Uberization的時代

  劉鷹，項松林，⽅若乃，2014，〈阿⾥巴巴模式：改變遊戲規則，在釋放草根創新⼒中成⾧〉，啟動⽂化出2

版社

1



成本」⼤為降低，「創新擴散成本」⼤為降低，解放了資訊傳達的途徑，讓顧客與⽣產者間

的距離迅速拉近，甚⾄能夠⾃⾏媒合需求，跳過中間商、不⽤給抽傭⼀樣能找到好產品，像

現在市場上許多農產品，搭配越臻完備的現代物流系統，甚⾄不⽤在去實體店⾯了，商品⽣

鮮直送你家，中介者和他們的職能，就這麼被科技給去掉了（Disintermediation)。 

以產業變化觀點來看，這「三低⾵潮」帶動了三個產業變化 （周欽華，2015)： 3

第⼀波：企業能與消費者⾃⾏媒合。如各航空公司可以透過⾃⼰的網站，或透過各類型整合

⽐價網如背包客棧、 Flyscanner等，販售旅遊⾏程，消費者可以直接訂購機票與⾏程，甚⾄

租⾞、保險、當地套裝旅遊等⼀應俱全，旅⾏社（服務中介）被去掉了；或是沒有實體通路

的博客來網路商城，可以直接將書籍與⽂具作品與消費者對接，開啟了虛擬通路業者將通路

成本轉換回價格紅利給消費者，消費者購買習慣與偏好轉移的變化。 

第⼆波：個體⽣產者，無論貨物或是服務的⽣產者，能夠與消費者⾃⾏謀和。如SOHO 設計4

師可以⾃⾏與公司⾏號接洽，進⾏企業形象設計，設計事務所或是傳統的招標機制就被去掉；

或是發展精緻農業的農家，可以⾃建通路，與消費需求者對接，販售⾃⼰的產品、作品，批

發、量販、零售的通路中介職能，廣告、公關、⾏銷的職能亦開始出現被替代的挑戰。 

第三波：消費者間的開源共享。透過線上、⾏動技術與平台，整體或部分開放、交換⾃⼰擁

有物件的部分產權，不論是動產、不動產，器、機具，都可以作為共享的主體物件。像是

Airbnb平台，讓每個⼈都擁有將⾃⼰的住所加⼊住宿市場的選項權利，Airbnb並提供相對應

的管理、宣傳教學，以及分散賦權、賦予⾵險的職能，傳統的旅⾏社業者、不動產仲介的⾓

⾊形象開始出現模糊化，其中介價值受到質疑等使得中介成本上升，或甚⾄漸漸受到市場邊

緣化的情況。 

 周欽華，2015，〈親朋好友經濟、去中介化、與新中間⼈的誕⽣〉，有物報告 3

https://yowureport.com/親朋好友經濟、去中介化，與新中間⼈的誕⽣/

 SOHO 中⽂可稱為「舒活」、「蘇活」，英⽂是 Small Office (and) Home Office 的⾸字組合， 直譯是⼩型辦4

公室、家庭辦公室的意思，泛指⾃由職業或⾃由職業者。 
http://note.tc.edu.tw/435.htm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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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點因「科技應⽤」對應的農、產業變化，以及其所代表的中介意義轉變，是本研究歸

納的三個「去中介化時代」的重要背景因素之⼀。 

科技應⽤以外，尚有兩個迫使中介職能轉化，或者說，將臺灣農業創新中介職能給「逼迫出

場」的重要市場背景因素。 

遠期背景有全球化浪潮下，⾯對各國市場達成互相開放的⾃由貿易市場所帶來的衝擊，如 

2002 年加⼊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2011年與中國啟動之海峽兩岸經濟

合作架構協議（Cross- Strait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ECFA）之早收清

單、貨品貿易協議，讓國際市場的⼤宗貨品、商業型態得以進⼊本地市場⼀起競爭。 

近程部分，則是臺灣從近年各項⾷安危機及⾵波當中，開始出現的信任危機，以及消費者⾃

覺後相對應的市場反制與介⼊。像是2011年五⽉爆發的塑化劑污染飲品、調料等加⼯品事件，

2013年的⾷⽤油油品事件，既有的通路及檢驗機制，從政府的認證標誌到各通路所謂的「優

質嚴選」、「特選良品」等驗證制度完全失靈，品牌神話不再，應與⼈民站在同⼀線的政府

機構⼜深陷企業綁架⽽失能的⾵暴中，以致許多經營許久的驗證機制如GMP，多年耕耘價

值⽡解。因此，消費者層級開始透過⾃發性的驗證、組織，去突圍既存中介職能的失靈，在

既有通路外，探索可靠取得無害商品的可能性，也開始去關⼼從產地到餐桌之間，⼀切環節

的運作 ，是否所有利害關係者的互動權衡，也是否符合消費市場的期待。 

綜⽽論之，外有國際市場的叩⾨挑戰，內有⾷安疑慮引爆出的不信任運動，在網路科技的推

波助瀾之下，市場出現了劇烈的汰換運作運動。新型態的平台、個⼈、媒體、企劃⼯作室等，

許多原先不屬於農業、餐⾷業的中介⾓⾊與職能，開始⾬後春筍般，轉化進⼊貨品中介市場，

連結這些⼒量拉扯之間所出現的斷裂，成為了後中介化時代的創新中介主⼒與類型，它們不

僅創造了許多商業模式，甚⾄也將商業操作的地理界線開始打破。 

像是中國阿⾥巴巴旗下網路購物平台「天貓國際」（Tmall Global）透過台灣網購平台

Payeasy與花蓮、台中稻農契作種植台農71號益全⾹⽶，收割後透過網購直接進⼊到中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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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市場的跨境電商操作 ；或是2014年成⽴的「⽇本⾷通信聯盟」，打造「⽣產者情報」搭5

派「區域⾷材」的出刊⽅式，打造以⽣產者為中⼼的緊密連結社群（簡嘉穎，2015） ，暢6

通產銷，都是鮮明的案例。 

圖1-1 天貓國際xPAYEASY的「台農71號益全⾹⽶」專案 

圖⽚來源：PinWest中⽂網 

圖1-2  ⽇本各地出版之⾷通信與區域⾷材結合 

圖⽚來源：上下游市集 

 http://www.techbang.com/posts/39481-ma-to-taiwan-farm-farm-cat-logo5

 簡嘉穎，2015，〈訂雜誌附⾷材，「⽇本⾷通信」串連產銷社群⼒〉，上下游市集 6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7361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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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動機

除了⽣產者及消費者意識到，其⾯對市場時有更多的可能選項外，中介者本⾝也因意識到原

有的存在價值漸漸狹窄，甚⾄被取代，也開始得去尋找新的中介機會。因此在既有利益結構

⽡解的同時，跨領域、跨出原有產業職能的嘗試，創新的中介⾓⾊、與中介職能也開始出現，

⽽這樣的「創新中介職能與中介⾓⾊」除了打破去中介化的僵局之外，也為其所中介的貨品

或是服務，創造了更多價值創造，⽽影響⼒，及中介的效度，也通常更勝以往，解套既往中

介的困境。 

本研究動機亦根植於此。⼀來嚐試著在去中介化的浪潮當中，去了解既往中介消逝或被取代

的原因，透過爬梳過往脈絡，列舉分析並鑑往今來；⼆來也試著透過對於新型態中介者，即

本論⽂主題之創新中介者的⾓⾊，以及其所作為進⾏整理描繪，並分析其所對應的價值創造

模式，以及歸納此類形塑市場⾵貌的中介趨勢所具有的共同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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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研究⽬的與研究問題 

壹、研究⽬的 

⼀、 探究個案組織「掌⽣穀粒」/個⼈「江振誠」、「⾼琹雯」如何透過⾮典型的中介定位

與⾏為，即本研究所指稱知「創新中介者」與「創新中介職能」進⾏價值創新的影響⼒模式，

並探討其所為農產/餐⾷產業所創造的價值內涵。 

⼆、⽐較創新中介與既往中介的影響⼒，歸納其中差異定位與作為，以說明創新中介的影響

⼒，確實對於市場有較⼤的影響規模。 

貳、研究問題 

⼀、餐⾷產業創新中介者的可能形態？其如何進⾏價值創新? 創造的價值為何？ 

⼆、為什麼創新中介能較既往中介達到更具影響⼒的結果，其中的差異定位與作為何在？ 

6



第⼆章 ⽂獻探討 

第⼀節、中介者 

壹、中介需求的出現 

中介者的出現，在⼈類演進歷史中，打從⾃給⾃⾜，過渡到團體⽣活、群居等社會⾏為的那

⼀刻，便開始出現。這類⾓⾊出現，是組織追求效率的過程中，⾃然⽽然的分⼯結果，根據

機會成本與⽐較利益的經濟原則，讓⽣產者去追求產出最⼤、最效率化；中介者找尋有消費

需求的市場，並建⽴效能的橋接通路，擴⼤效率分配的最理想化；消費者得以最低的交易成

本，無論是具體如物件、貨幣等，或是虛擬如時間、精⼒等，並將⾃⼰所能致⼒於⾃⼰最有

效率的⽣產⾏為中。這樣的網絡交錯與互動，形塑了我們所熟知的市場與經濟社會。 

貳、中介者的⾓⾊ 

⼀、貨物市場中介 

貨物市場，是交易最具體⽽現形的場域，⼀⼿交錢，⼀⼿交貨，銀貨兩訖。⽽貨物市場中的

中介者⾓⾊，若以經⼿規模論，有⼤盤批發、中盤量販、⼩盤零售商等；若以市場職能論，

則有「建⽴市場」、「辨識市場」、以及「暢通市場」等作為區分。 

以臺灣農產品市場舉例。臺灣農產品市場原依「農產品市場交易法」成⽴158處農產品批發

市場 ，論⾏政層級，臺灣的農業批發市場單位，係屬公⽤事業之⾮營利組織單位，負責7

「集中」與「均衡」農產品的供應質量，穩定市場供需及價格，對於農產市場的建⽴、維持

及運⾏，起著根基性作⽤，讓⽣產的貨物，進⼊流通體系的場域，此為⼤盤批發市場的中介

職能與⾓⾊。 

 ⾏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2015，「臺灣地區農產品批發市場年報總說」，P1http://amis.afa.gov.tw/dlfile/7

103年報.pdf，2004年1⽉30⽇農糧署成⽴後，業務範圍調整，僅及蔬菜、⽔果、花卉，共54批發市場，原先的
畜產品及漁產品，則分由畜牧處及漁業署負責辦理

7

http://amis.afa.gov.tw/dlfile/103%E5%B9%B4%E5%A0%B1.pdf


⽽中盤量販商除了創建實體空間集中不同種類的貨品以供販售之外，還需具備⾼度市場調研、

創新管理，以及供應鏈管理等職能，⽅能順市場流、⾦流、物流⽽⾏，讓地（賣場）能盡其

利，貨能暢其流，無論幾個願望，⼀次滿⾜。辨識市場動向與⾵險，並提出整體解決⽅案，

便是這類中介者的職能所在，也是其賴以持續競爭的能耐。 

⼩盤的零售商，則是在貨物市場傳遞的鏈結上，最頻繁與個體消費者串起的那中介端。在這

端的交易成本，隨著轉⼿次數的增加⽽疊加，這些普遍為消費者所知曉，但其為我們⽣活所

帶來的價值，則在於顧客費⼒度（Customer Effort Score）（ Matthew Dixon；Karen 

Freeman； Nicholas Toman, 2010） 的抵換。 8

這些中介者，洞悉⼈性，透過⼤量數據的累積與分析，提供最準確的商品（類型及數量）與

服務（類型與流程），以抵換個體消費者⼤量購賣的保存成本與選擇限縮，抵換時空間上的

移動付出，簡⾔之，在消費者可以負擔得起的範圍內，以溢價去抵換個體消費者的市場交易

成本，增加消費者的購買動機以及意願，這是這類中介者所謂暢通市場的中介職能，全聯福

利中⼼、統⼀超商、全家便利超商、頂好超市，或是區域果菜市場攤商、⼀般店家等組織機

構屬之，誰能把費⼒度降到最低，誰就能勝出。 

⼆、服務市場中介 

服務市場的⽣產者與消費者間，同樣存在各種形式的中介者型態與中介職能，除了⾓⾊與業

務範圍因所屬產業有所差異外，其之所以⽽存在皆是為了降低交易成本，促成更多的交易⾏

為的發⽣，滿⾜市場化的標準、達成規模化的效率紅利。 

⽽服務本⾝的四⼤特性，無形性（Intangibility）、異質性（Heterogeneity）、易逝性（ 

Perishability）、不可分割性（Insaparability)，也讓服務市場的中介職能與中介者型態，向來

難以具體（可形象化）、標準化（可同質呈現）、⼤量複製（可儲存）、以及系統化（各部

分可獨⽴存在），因⽽在商業操作上，所謂「秘⽅」、「家規」、「江湖⼀點訣」等內隱知

 Matthew Dixon, Karen Freeman, Nicholas Toman.，2010，〈Stop Trying to Delight Your Customers, Introducing 8

Customer Effort Score (CES)〉，July-August Issue，Harvard Business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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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也就是僅能透過經驗傳達的默會知識 （Michael Polanyi，1966），便成為服務市場中，9

中介者與其中介職能製造差異化的能耐。 

也正好上述服務產品的特質，使得其中介者的⾓⾊呈現多元可能性，市場上把它們喚做是中

介者的場合也是⾮少即罕，然⽽他們的職能，正表明了其於服務市場中的中介⾓⾊。⽐如餐

廳的團隊，從主廚以降到上菜的服務員，結合服務流程、氣氛營造以及美味經驗，將⾷物價

值中介給消費者，留下美好印象；或是藝廊，透過空間營造、作品連結與美感經驗的結合，

將創作者與市場、潛在買主進⾏中介，開始對話，開啟後續發展機會——這些⼈都是中介者，

這些⼈的作為，都是服務市場的中介職能。設計師、⼯匠、其⼯作室之於理念、美感傳達，

記者、攝影師、現場之於事件訊息之傳達，皆屬之，有⼈⾔之「⽂化中介者」；⽴委、政黨，

乃⾄於國會之於法案的制定、民⽣的議會場所，則可視為「政治中介職能」與「政治中介

者」。當然，依照不同的市場區隔（Segmentation），還存在更多市場⾏之有其年的中介層

級以及相對應的中介職能等，全數臚列⾮本研究旨意，僅透過以實際案例的列舉，對照貨品

市場與貿易市場中，典型中介者與其職能扮演的⾓⾊與傳遞⽅式與特⾊。 

綜合⾔之，中介商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其⽣產者或其他通路成員能夠更有效或更具成本優

勢地，去從事商業上的功能，⽽在去中介化的時代，即使當某些中介者因更有效率的⽅式出

現，⽽被新的中介商所取代，但配銷體系中每項的功能，還是需要有⼈去執⾏，所謂 Things 

change, Things stay the same. ( Adel El-Ansar, Robert A. Robicheux，2012）  10

 默會知識理論 (Tacit Knowledge)，匈⽛利裔的物理學家波蘭尼(Michael Polanyi, 1981-1976)提出，主張⼈對於現9

象的知識，是來⾃對於許多細節的不⾃覺認識，結合對體底的觀察，⽽構成我們的認知，擁有強烈的個⼈性，
內在性，不可批判性，以及實踐性。簡⾔之，⾝⼼合⼀所習得的細節所帶來的覺知，構成了認識的默會部分，
也造成不可⾔傳，只能體驗的知識習得過程。 傅秉康，《波蘭尼的默會認識理論對教學理論的貢獻》，⽂化
研究@嶺南 vol. 34, issue 1，2013，⾹港嶺南⼤學。

  Adel El-Ansar, Robert A. Robicheux， 2012，〈Marketing Dynamism & Sustainability: Things Change, Things 10

Stay the Same...: Proceedings of the 2012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AMS) Annual Conference〉，2014， 
Spr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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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使⽤中介者/中介通路降低交易次數⽰意 

參考來源：〈Principles of Marketings〉（Kotler, Wong, Saunders and Armstrong，2008)  

三、古典農業運銷中介 

物品從⽣產端流轉到消費端的過程，即為流通，包含了⽣產過程、消費過程，以及中介的流

通分配過程。簡正如、蔡惠華（2000）認為，流通分配的過程，便是透過商業交易的功能，

填補所有權的距離，例如⽣產者與需求者地理上的隔閡，或是不同產業結構空間與時間的間

隔。⽽在農業上，這個流通分配過程習慣上稱為「運銷」，是⼀種為了獲得合理批發以及零

售價格，以及農民或供應承銷端的合理利潤，所採取從⽣產地將農產品銷售到批發及零售市

場的⾏為及活動。（劉富善，1998）  11

農產的運銷職能，通常分為從集貨、運輸、銷售、加⼯、儲藏、分級、包裝、運銷⾦融、⾵

險承擔、市場資訊收發等⼗類職能，運⽤「經濟效⽤」來區分 ，可整理如下： 12

 劉富善，1998，〈影響台灣農產運銷之內外因素〉，《台灣經濟⾦融⽉刊》，第34卷2期，P37-4011

 江峰，2015，〈農產運銷〉，p 43-47，千華數位⽂化，臺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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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運銷職能與效⽤⼀覽 

資料來源：〈農產運銷學〉（許⽂富，2004），整理：本研究整理 

表列⼗項的運銷職能之效⽤，亦具體呈現了在農產運銷通路上的三⼤⽬標：「集中」

(Concentration)、「分散」(Dispersion) 以及「均衡」(Equalization)（Max .E. Brunk； L.B. 

Darrah，1955） ，像是地⽅代理商，由眾多地理空間將農產集中運輸於就近的批發中⼼，13

透過集貨、分級、等初步措施，讓⾷品加⼯、包裝等業者得以取得⼤數量的農產品。⽽⼤批

量的農產品再透過加⼯、包裝等集中處理後，接著便透過各種批發商、零批商、零售商等中

介單位，進⾏市場的擴散，藉以分配⾄終端消費者端。 

⽽無數這樣的集中與分配過程中，也讓易受⾃然如天氣、氣候、底裡等條件影響的農產品，

得以達到市場的「空間性」與「時間性」均衡，不同地理區的農作物得以互通有無，補⾜彼

此市場的不⾜，也豐富市場的多樣性；⽽加⼯、儲存等職能的效⽤，則是鬆綁農產品的季節

限制，得以機動滿⾜市場全年發⽣消費。 

 

職能性質 職能 效⽤/價值主張

分配
集貨 集中農產品為適當、具經濟效益的運輸單位

銷售 透過交易功能，產⽣價值與物件的轉換

物理

運輸 將⽣產物從甲地運送⾄⼄地的活動，創造跨地域價值

加⼯ 強化品質（如延⾧保存期限、⾵味等），創造形式價值與跨地域的價值

儲藏 提⾼農產品的時間效⽤，讓供需結合時空，滿⾜市場需求

輔助

分級 依照市場需求，銷售相對應等級商品，維持運銷的秩序與效率

包裝 刺激銷售量、創造農產品的形式價值

運銷⾦融 資⾦流轉的運籌帷幄，提升運輸、加⼯的作業效率

⾵險承擔 整合資訊，減少⾵險，維持營運效率

市場資訊 透過對於市場資訊的掌握，提⾼整體運銷效率

 Max E. Brunk & L.B. Farrah，1955，〈Market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The Ronald Press，New York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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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運銷職能的集中-均衡-分散架構 

資料來源：〈農產運銷學〉（許⽂富，2004），整理：本研究整理 

然既有的關於農產⾷材等⽂獻，著重在於「物質」與「物權」的轉換，或但對於農產價值的

傳遞可能⽅式，尚未有具有太多的⽂獻探討投⼊，也因此本研究針對這個研討缺⼝，進⾏探

索性的研究。 

第⼆節、創新與創新中介 

壹、創新 

提到「創新」這個概念，當代管理學界最早提出的，是古典經濟學派的奧地利籍學者

Schumpeter（1934） 其⽤五個經濟的構⾯來定義創新，並主張「能夠成功創新，即透過⽣14

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創造出新的⽣產⾏為，便能擺脫市場成熟後利潤遞減的困境⽽⽣存」，

五項創新定義，整理如下： 

⼀、在⼀特定市場引⼊新產品或改善產品品質。新產品可以是其他市場內習以為常的物件，

但是對於特定市場的消費群眾，是陌⽣的組合形式 

 Schumpeter, J. ，1934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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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新的⽣產⽅式、新的製程或新的商品處理⽅式 

三、開拓⼀個新的市場，包括尚未出現的，或是現⾏存在於他應⽤情境的市場  

四、找尋到新的原物料或是半成品來源，同樣包括尚未出現，或是現⾏存在於他應⽤情境的 

五、設⽴或實⾏新的企業組織，形成新的獨佔或是打破現有壟斷地位 

⼆⼗世紀對於「新」踴躍提出定義的理論⼤家，尚有Drucker（1985） 結合價值創造與影響15

⼒的環節，主張「創新應對於市場供給⾯和需求⾯，皆產⽣⽐現存更⾼的價值與影響⼒⼀

說」；或是科技學派學者 Souder（1987） 與 Christensen（1997） 主張「創新係以新⽅法、16 17

新技術的施⾏，對社會各層⾯帶來改變，讓組織得以將勞⼒、資本、物料及資訊等稟賦轉換

成⾼價值的產品及服務的過程」，涵蓋範圍更是從製程到⾏銷、管理等環節，皆屬創新。 

⽽無論是以⽣產/供給⾯效率出發的Schumpeter，融⼊需求⾯價值與影響⼒觀點的Drucker，

或是科技/技術為創新主體的Souder與Christensen，雖然其論述主體及⾓度存在差異，但共同

的是，這些論述都為當代創新應具有的輪廓⾵貌，⼀筆筆⽣動地勾勒描繪—— ⽽這些描繪，

也體現在許多創新中介者的⾓⾊與作為上——本研究主體，也因此落在於「組織型態」以及

「影響⼒」的部分，進⾏其創新價值的研討。 

貳、農業中介創新 

創新中介，從市場實踐以及功能呈現⽽⾔，⼤抵實踐或兼容以上各創新特點。臺灣農業的各

項創新中介其中⼜以科技（如電⼦商務）導⼊創新，透過平台的建⽴，透明化產銷資訊，降

 Drucker, P.F. ，1985，〈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and Principles.〉，London: Heinemann.15

 Souder, W.E. ，1987，〈 Management Relations between R&D and Marketing in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16

Project.〉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Vol.5, P.6-19.

Christensen, C.M. ，1997，〈 The Innovator’s Dilemma: 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 〉，17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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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資訊不對稱等形式最多，農糧處（現：⾏政院農委會）於1998年舉辦之「全國農業科技展」

中便已揭⽰，將以「資訊」、「科技」與「品牌」為策略，以發展農業的新局⾯ ，陸續成18

⽴了如「真情百寶鄉」、「圓仔花」、「搶鮮聯網」等電⼦⾏銷農產品的網站，⼤⼒推⾏所

謂「E-farmer」，惟當時推出的時空，社會尚未形成依賴網際網路使⽤與應⽤的脈絡，導致

推⾏成效不彰，搭配的農民也意興闌珊。   19

不過，隨著近年來⾏動通訊科技的發達，數位⽣態圈等⼤環境漸趨成熟，新型態的中介者，

除了科技與資訊的運⽤外，更積極透過中介⾓⾊與職能的跨界，以及產品/服務提供的「製

程」轉化中，將產品⼒，以更具溫度、更有趣味、更讓⼈好吸收的⽅式，轉遞到⽬標受眾，

無論是繼續傳播發酵的媒體，或是接著便進⼊購買決策程序的消費族群，都讓產品⼒有拉⾼

發揮，進⾏更有⼒的價值主張。 

如近期群眾募資平台Flying V「銀珠⾹⽶」（Lokah Tayal Tbula 努⼒泰雅．銀珠⾹⽶助耕計

劃）的個案，若⼀路以來只有最初楊茂銀醫師、鍾⽂政教授以及吳⾦濱教授的點狀的保存復

育投⼊，雖成功復育，得以在當代的⼟地上重現38年前的⾵味，也讓銀珠⾹⽶重新進⼊⽣產

者的選項籃內，但沒有其他中介職能的配合，⾄今除了被納進國家物種原中⼼保存紀錄外，

空間上更是依據在北港溪畔的沼澤畔上，成了⼀隅的故事。但在廚師的設計、影像的紀錄（好

福⾷研室）、以及⽂字溫和（美⾷評論家⾼琹雯）的「⾯」狀燉煮之下，這⾹⽶的美妙形氣，

還有部落的⼭頭氣，還真的更具體地傳遞到城市內：原先預計⽤於⼟地道路開挖⼯程、耕耘

機、週轉儲備⾦、碾⽶機、簡易⼯寮、回饋項⽬的新臺幣六⼗萬募資⽬標，截⾄2016三⽉底

募資結束時，最終達到七⼗七萬的募資成果（129.1%)，也打開了銀珠⾹⽶的社群知名度。 

⽽這也是新型態中介職能與古典中介職能的⼀⼤差異：擴散影響⼒。⽬的同樣是保存這樣的

⾷材、⾷⽂化，進⽽推廣，輻射出去，但看似繞路的轉化⼿法，如餐⾷設計包裝、影像與⽂

字記錄為⽣產進銷計畫，募資平台為財會管理等，反⽽讓達到較以往單點投⼊更⼤的效能，

也讓原本資源有限的⽣產者，得以跳脫⾃⾝的資源限制。 

 農糧處，2009，家禽世界現代畜殖合訂本，p.45～47，第⼗⼆期 18

http://www.miobuffer.com.tw/landpoultry/199812/07.htm

 林志樺，2001，資策會FIND (Foreseeing Innovative New Digiservices) 市場情報網〈農產品網站的未來〉19

http://www.find.org.tw/market_info.aspx?n_ID=6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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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3 努⼒種回失傳的味道！努⼒泰雅‧銀珠⾹⽶助耕計畫 

圖⽚來源：左、右：⾼琹雯｜美⾷家的⾃學之路；中：FLYING V 

第三節、內隱知識/技能外顯化與知識螺旋 

「內隱知識外顯化」以及「知識創造螺旋」，是由⽇本⼀橋⼤學教授，被譽為「知識創造理

論之⽗」的野中郁次郎（Ikujiro Nonaka, 1935-），在其1995年與⽵內弘⾼（Hirotaka 

Takeuchi, 1946-）合著的〈The Knowledge Creating Company〉（中譯：創新求勝—智價企業

論，1997）中所提出，主要是針對企業與組織，如何從個⼈，以及與情境脈絡密切相關的知

識互動中，創造正式與系統化的知識累積 。 20

壹、內隱技能/知識（Tacit Skill/ Knowledge）與外顯技能/知識（Explicit Skill/ Knowledge） 

內隱技能知識是指企業或⼈的經驗、技術能⼒、⽂化、習慣等，需要透過實作、經驗的積累

⽅能獲取到的醒悟與智識，是⽐較難以模仿與移轉的知識，也是企業競爭⼒的重要來源；外

顯知識則指已被系統化、⽂件化的知識，例如：傳統的書⾯存檔、電⼦檔案、各種報告、程

式、圖⽚、聲⾳影像等相關型態。 

貳、個⼈技能/知識（Individual Skill /Knowledge）與組織技能知識（Organizational Skill/ 

Knowledge） 

 野中郁次郎，1997，〈創新求勝─智價企業論〉，台北：遠流出版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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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技能/知識，顧名思義就是累積於個⼈，透過學習、體驗、參與等⽅式或許⽽得之智識；

企業技能/知識，則相對累積在企業、為組織整體成員所共享的系統性知識。組織知識若細

分，可進⼀步分為以部⾨或職能別的團體知識，整體公司/組織知識，與知識流通範圍有關。

綜合上述兩種分類，我們可將組織內的技能知識型態（Know-How）區分為： 

⼀、個⼈內隱技能/知識 

⼆、個⼈外顯技能/知識 

三、組織內隱技能/知識 

四、組織外顯技能/知識 

參、知識螺旋（Knowledge Spiral） 

為了組織永續的成⾧，無論是個⼈或是組織，皆須持續、且有效地擴⼤組織與個⼈的知識範

圍，降低學習及摸索所投⼊的時間成本。⽽野中所提出的知識螺旋理論，建構了知識在組織

內部，如何經由活動及流程的運作循環，進⾏個⼈與組織的知識範圍的有效擴散，⽽在擴散

轉化的螺旋過程中，原本黏著於個⼈的經驗、智識與技能，得以越理越明，從個⼈、到團體，

進⽽到組織。 

圖2-4  Knowledge Spiral（知識螺旋），野中郁次郎，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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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螺旋的運作，在於描繪下列四股⼒量如何持續性的交互進⾏，讓四種知識得以有效交互

移轉，並於其上持續創造新的系統知識： 

⼀、內部化（Internalization）：透過學習將外顯知識變成⾃⼰的內隱知識，如竅⾨、秘訣。 

⼆、社會化（Socialization）：透過分享知識，讓內隱知識和內隱知識交流，如師徒制。 

三、外部化（Externalization）：透過有意義的交談，具體表達內隱知識，將內隱知識轉變

成外顯知識，如講座分享、會議報告。 

四、結合（Combination）：將具體化的外顯知識和現有知識結合，擴⼤知識的基礎，如寫

作、出版、影像紀錄編纂等。 

經由上述四種⼒量循環性的運作，將可有效地移轉個⼈的技能知識到組織之中，並擴⼤個⼈

與組織的知識基礎，進⽽創造出更多的知識。於個⼈⽽⾔，系統及外顯化的知識架構，便利

分享與傳承，將原本默會的「意念」及「感覺」得以穩定、可預期的⽅式進⾏擴散，強化知

識影響⼒；於組織⽽⾔，默會知識往往最難習得，也通常需要極⼤的時間投⼊，透過社會化、

外部化，最終結合成系統化知識，變成可以根基其上，進⾏發展的制度，才是讓這些知識真

正能夠成為企業資產的保存的模式。⽇企的終⾝雇⽤制、榮譽制的設計，也有許多企圖讓蘊

藏於個⼈的內部知識，得以逐漸醞釀為組織知識的考量⽤⼼。： 

 

圖2-5  知識螺旋論對應個⼈/組織作為 

圖表來源：本研究整理 

決策輔助 
（法則、流程）

知識分享 
（平台、資訊分享）

意義交談 企業外顯知識

經驗傳承 
（師徒制）

職能培訓 
（在職訓練）

企業內隱知識 制度化

研讀 個⼈外顯知識
組織學習 

（操作性知識） 
（演講、訓練）

知識整合 
（系統性知識） 
（資料庫建⽴）

個⼈內隱知識 著述
團隊共識 

（共鳴的知識） 
（團隊活動）

知識採擷 
（觀念性知識） 
（規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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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Ikujiro（1995) 的知識⽣產螺旋 (Knowledge Spiral)來進⾏創新中介的價值傳遞分析，主

要是著眼於知識的流轉，在新型態中介⾏為中的流通轉換，及這留過程中所對應到的⾓⾊⾝

份有著相當⾼的相似性。此外，Quinn(1992)在其研究發表中認為，現代企業的經濟和製造能

⼒，將會著重於知識和服務的能⼒，⽽⼤多數產品和服務的價值，將主要決定於「以知識為

基礎的無形資產」，跟Drucker(1993)提到之：「知識，將成為資源本⾝，也是知識社會裡，

唯⼀有價值、有意義的資源」觀點⼀致，也與本研究進⾏三個案探索後所觀察到的知識流轉

現象，呈現⾼度相符，本研究亦會針對各個案的知識創造與傳遞⽅式，到價值主張這個階段，

進⾏具體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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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法 

第⼀節 研究設計與流程 

壹、研究設計 

⼀、研究⽅法 

由於新型態的創新中介者，⽬前尚未出現⼀個既定的⾏業型態，或是能以⽤特定的商業別

規範去進⾏分類，因此，在本研究所採納的研究⽅法組合，係以質性研究⽅法之「紮根理

論法」（Grounded Theory，Strauss，1965） 為主軸，以次級資料（Secondary Qualitative 21

Study）進⾏⼀級編碼( Open Coding)， 搭配訪談（Interviewing）以及個案研究（Case  

Study Method)等探索性研究⽅式，由實際於社會中發⽣的事件，以及國內外相關論述⽂本，

對應近年來平⾯與數位媒體的影像紀錄與評論，並整理其中的關聯性進⾏分析，進⾏主軸

編碼（Axial Coding），最終進⾏交叉驗證、連結、⽐較，產⽣主題編碼（Selective Coding）

（Strauss，1987） 。 22

Andrews （1951）指出，個案是對真實狀況的⼀種描述。「個案研究主要的⽬的，是在探

討個案主⾓在特定情境脈絡下的活動特質，以了解它的獨特性和複雜性；對個案研究者⽽

⾔，終點在於書寫並解構過程，⽽不執著於結果，在於梳理脈絡、⽽⾮追求⼀特定變數，

也因此，個案研究經常被視為是研究者對研究策略的最適⽅法論 （潘淑滿，2003）。 23

Yin （1994）依據個案研究的本質，將個案研究法分為三種類型，整理如下： 

 Glaser, B. G. and Strauss, A.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21

Research.〉 Chicago: Aldine.

 Strauss, A.，1987，〈Qualitative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2

 潘淑滿，〈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理出版，2003。23

19



表 3-1 個案研究類型，根據Yin（1994） 

圖表製作：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設定研究主題，在於「創新中介⾓⾊」、與「創新中介質能」兩部分，以市場競

爭的語⾔觀之審之，即是「市場定位的策略」、以及「組織作為」，在缺乏既有理論下，

本研究針對掌⽣穀粒、江振誠以及⾼琹雯等三個案，採取探索性個案研究，針對其價值創

造及影響⼒創造的脈絡進⾏探索與描繪。 

⼆、資料來源 

（⼀）、相關⽂獻收集 

由網路影⾳訪談、展覽資料、雜誌、傳記、書籍出版等次級資料，收集創新性中介⾓⾊其

背景及過往以及未來的計畫做為，進⾏整理歸納。 

（⼆）、現地勘查與訪談 

深度訪談部分由研究者於採訪前，蒐集並閱讀消化相關次級資料，擬定個案背景、受訪者

背景論述共⼀份訪稿，進⽽向受訪者提出。藉由問答、現地觀察，以及由受訪者本⾝確認，

個案研究類型 理論基礎 研究本質

探索性個案研究 
（Exploratory Case 

Study）

在缺乏既有的系統⽴論作為假說
基礎時，對於現象進⾏探索。

對於某⼀現象是否存在所進
⾏的研究探索。

描述性個案研究 
（Descriptive Case Study）

根基於既有的系統戲論，完整且
清楚地說明某現象特性的研究。

企圖以完整的⽅式來界定現
象的屬性。

解釋性個案研究 
（Explanatory Case Study)

在既有理論假說基礎下，經由個
案進⾏演繹論證，提出⽀持或補
充理論不⾜的部分，使理論更趨
完整。

尋求變相間因果的關係脈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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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次級資料與詮釋的正確性無虞外，也嘗試挖掘受訪者親⾝執⾏中介作為的體驗、歷程

與相關簡介整理呈現。 

表3-2  現地勘查與訪談⼀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個案組織 受訪者或探勘⾏程 ⽇期 時間

掌⽣穀粒
掌⽣穀粒 穀⾬釀酒⼯作坊 105/04/29 2.5hr

掌⽣穀粒外交部 周倩如 104/05/06 3hr

江振誠

⼋⾓哲學特展 104/05/06,07,12 3hr

⼋⾓哲學開幕演講「⼋⾓哲學起⼼動念」 
＆江振誠會後訪談

104/05/07 3hr

⼗個 Restaurant Andre 不為⼈知的秘密 
＆江振誠會後訪談

104/05/11 2.5hr

⼋⾓哲學閉幕論壇「創作思考的90%」 104/05/12 3hr

RAW ⽤⼋⾓哲學餐 104/05/19 3.5 hr

⾼琹雯
noma! 諾瑪：⽶其林⾵暴 104/05/13 1hr40m

⾼琹雯專訪 104/05/19 2.5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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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流程 

本研究的研究流程始⾃研究動機，透過對於研究背景與現象進⾏資料蒐集，探討相關⽂獻後，

擬定研究問題，選定研究⽅法、設計研究流程與架構。⽽後進⾏個案背景寫作，並實際參與

相關活動，與關鍵⼈物進⾏訪談。其後再結合訪談內容以及原先蒐集之資料，進⾏歸納分析，

最後提出研究發現與研究建議。 

圖3-1、研究流程圖 

圖表製作：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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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研究架構 

對應研究流程，從研究去中介化時代產⽣的背景開始爬梳，這個時代（現象）出現的原因，

並從趨勢對於市場變遷的過程中。所出現的創新型態的中介⾏為與中介⾓⾊進⾏歸納。因為

中介的型態並⾮完全消失，⽽是轉化，中介的職能，也因此擁有另⼀套邏輯。透過探索性的

紮根⽅法，去層層編碼與解碼，將去中介化時代的創新性中介特點與作為形象描繪出來。 

圖3-2 研究架構圖 

圖表製作：本研究整理 

23



第三節、個案選擇 

本研究的「創新中介者」個案，選取了糧商號掌⽣穀粒、廚⼈江振誠與其餐廳Restaurant 

André 與RAW、以及美⾷評論家⾼琹雯進⾏其對於市場創新中介作為的分析。 

掌⽣穀粒 2006 年從賣⽶的糧商號開始，其包裝⽶價雖是臺灣公定糧價的三到五倍，仍⼤受

到市場好評，⾄今共發展出⽶、茶、蜜、酒，及⾃有美妝品牌「粹」等多元產品，以及課程、

⼯作坊的服務；2015年，也進軍⾹港開展了兩間店，下⼀步海外市場⽬標是⽇本，並透過臺

灣歷史、地理及⼈⽂⾵格的出版，持續提升臺灣⾷材與⾷⽂化進⾏提升。 

江振誠 2016年在臺北的設計與餐飲界，透過其料理創作哲學〈⼋⾓哲學〉的出版，以及〈⼋

⾓哲學特展OCTAPHILOSOPHY〉的舉⾏，在臺灣掀起⼀股⾵潮。其2011年於新加坡開設的

Restaurant Andrét成⽴起便連年獲得亞洲五⼗⼤最佳餐廳的殊榮（2013（5）/2014（6）/2015

（5）/ 2016（3）），⽽2014年⼗⽉於臺北成⽴的RAW，也在成⽴⼀年有餘的2016年，獲得

亞洲五⼗⼤（36），並蟬聯全臺灣最難訂位的餐廳 。國際料理的詮釋⼿法，將臺灣的⾷24

材、⾷⽂化轉譯成國際市場可以親近、瞭解的語⾔。 

⾼琹雯則是律師出⾝的⾃學美⾷家，2011年起陸續擔任〈⼩⽇⼦ c´est si bon〉、〈今周刊〉、

〈好吃〉雜誌、〈Lucky Peach 飲⾷⽣活誌〉、〈La Vie ⽣活誌〉、〈⾷尚玩家〉，以及聯

合評論網等專欄主筆⾄今。法律⼈的背景以及其論述定位，除了使其評論格外受到注⽬外，

也呼應了中、外作家針對飲⾷⽣活發表的論述體系，將美⾷形塑為⼀種理性的科學，並連結

其對於⼀國⾷⽂化及競爭⼒的脈絡形塑。 

⽽掌⽣穀粒、名廚江振誠、美⾷評論家⾼琹雯，三者市場⾓⾊及價值鏈上對應的職能雖不進

不同，但都期許⾃⾝相同的使命：將臺灣美好的⾷材、⾷物、以及⾷⽂化，去進⾏更完整的

認同建構，並透過⾃⾝擅⾧的出版與策展、設計與創作體系架構，以及論述與出版，去⾛出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301001914-2604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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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於電商、別於既有通路的第「Ｎ」條路，在去中介化的時代內，以創新中介者的型態，持

續為市場帶來積極的中介效⽤。 

⼩結本研究個案選擇之理論抽樣原則： 

⼀、三者職能與中介⾓⾊，對應於農業的價值鏈架構中的⾷材、⾷物、及⾷⽂化三個部分，

建構出⾷材價值完整、甚⾄放⼤傳遞的⼀條路徑。 

⼆、三者所實⾏之職能（出版、⾷物設計與轉譯、內容及論述著作），皆⾮傳統的農產運銷

中介者所為，但卻為臺灣農產品、料理、⾷⽂化等發揮了更有效的市場中介效能，並創造更

多市場端的真實價值。 

三、三者的中介作為，皆有「內隱知識外顯化」的嘗試，透過社會化、外部化並結合成系統

化的知識，並透過分享，讓價值連外部的⼈得以參照⼀窺究竟，降低參與⾨檻，讓價值鏈內

部的⼈，得以根基其上，持續發展，讓產業價值鏈與⽣態系更趨完善。 

現存農產品或⾷品的的定價策略，除了根基⽣產⾏為所需的固定成本（如農機折舊、地租）

與變動成本（肥料、種苗、運費等）外，亦考量運銷成本、消費端的市場習慣、外在環境（如

⾃由貿易市場）等項⽬來確認最終價格，常⾒⽅法像是最廣泛被採⽤的「成本加乘法」，透

過總⽣產成本加上利潤⽽得；透過市場相沿的習慣價格，或是真著⾼度競爭對⼿的定價

（Price Leader）⾛的「市場定價法」；採取低價利潤已擴⼤市佔率的「低價定價法」，以及

掌握消費者⼼態的 299, 399等「畸零定價法」。（許⽂富，2004）  25

 許⽂富，2004，〈農產運銷學〉P188-191，正中書局，臺北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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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常⾒農產品與⾷品定價策略整理 

圖表製作：本研究整理 

惟，無論是何種定價⽅式，都是相對於根據於「成本考量」、「市場競爭」還有「市場占有」

等考量所提出的測略，但這般的中介操作，往往緊抓著成本，沒有太多向上創造更多價值的

設計與空間，讓⾷材的真實價值傳遞，越是與價格勾在⼀塊，⽽⾮真實價值。 

⽽本研究所挑選的三個個案，除了依據上述三項原則之外，正也因脆透過他們所投⼊的職能，

讓⾷材、⾷品的價值，開始得以與價格脫鉤，提出了更能為產業個環節提⾼獲利與認同的定

價策略，因此希望透過價值鏈前、中、後三個案串聯，來呈現的此般中介可能性與創新價值。

第四節、研究限制 

⼀、本研究採取紮根理論法搭配個案研究法，⼤量運⽤平⾯與數位媒體之影像紀錄與評論，

進⾏對⽐與架構論述，因此選取的媒體紀錄、評論，以及個案之代表性與周延性，將影響本

研究推論。 

⼆、本研究亦針對其中兩個案進⾏深度訪談，將因受訪者個⼈之記憶以及主觀認知判斷⽽對

推論結果產⽣影響，造成難免偏誤。 

三、本研究為探索性的個案研究，所得推論結果雖經歸納統整，但鑑於研究的是發⽣現象間

的關聯研究，本研究無法全⾯囊括所有個案，因此會有解釋範圍的限制。 

定價⽅法 內涵

成本加成法 將農產品進⼊消費市場前，所需耗費的所有成本總和，加上利潤制定⽽出

市場定價法 沿襲既往同類產品的價格，或是根據⾼度競爭對⼿的價格，進⾏價格設定

低價定價法 透過低價策略，提⾼市場佔有率以及能⾒度，透過⼤量出售已取得利潤

畸零定價法 掌握消費者以便宜價格買⼊產品的期望，如常⾒的199,299, 28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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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探討 

第⼀節 掌⽣穀粒 

選擇掌⽣穀粒做為創新中介者個案進⾏研究，主要是聚焦於其「出版者」的⾓

⾊，對於臺灣的⾷材、⾵⼟與⾷⽂化，發揮了以下中介成效： 

⼀、作為⼀個新型態農企，掌⽣穀粒透過企劃與出版，創造⼤宗商品（Commodity）的精品

市場（Premium Segment），在原有市場外，開闢了新藍海，突破了既往中介在去中介化時

代所遇的僵固與衝擊。⽽⾮典型的市場突圍，也讓臺灣的⾷材、⾷⽂化，拓向更⼤的市場疆

界，增加消費想像與⽣活情境連結（如送禮）的同時，也創造了國際的關注視⾓與影響⼒。 

⼆、作為⼀個出版者，掌⽣穀粒不僅僅是將⾷材與⽣產者的真、善、美，透過⽂字、影像紀

錄進⾏分享，在分享的過程中，它更將蘊含於⼤地⾵⼟與⽣產匠⼈⽇常中的內隱知識，進⾏

了系統性的建構與外顯，並透過出版與教育推廣，讓⾷材本⾝的價值，得以於價值鏈上順暢

傳遞，使得外部消費者參與其中，產⽣認同，匯流消費端驅動留強汰弱的市場選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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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此外，準聯盟化、準垂直整合的網絡發展，讓掌⽣穀粒在獲得質與量的穩定供給之外，

也讓藝匠、達⼈們本⾝的⼯藝能耐，得到與企業資源互相槓桿的空間與機會，創造更⾼加值

的空間，這些都是後中介化時代的創新中介者，創造效益漣漪⼀些的作為特徵。 

「只有農業⽣產的結果，能⾃然⽽然，為台灣吃出⼀條國際航道」  26

2016年，是掌⽣穀粒在這條航道上繼續破浪前進的第⼗年。正如同海上的航況，會受到潮汐、

天氣，還有各種⼈與⾮⼈因素等影響，掌⽣穀粒，在這條航道上的旅程，也是有⼤⾵起，艷

陽曬，和⼤⾬落。「掌⽣穀粒⼀出發就成功了，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所以我現在要學習挫

敗」，在邁⼊第⼗年的這個年初，共同創辦⼈，掌⽣穀粒組織內部喚作「領航員」的程昀儀，

在接受「數位時代雜誌」 專訪時回應，並提到了組織職能與架構發展的重要性，因為市場27

的現實⼒量正如⼤海，有暗流、也會有撲⾯打來的浪濤，只有穩固的船⾝與團隊，才能馭浪

頭⽽不為其所馭。但的確，在討論後續組織⾓⾊定位與職能發展前，必須先釐清⼀個脈絡：

掌⽣穀粒為什麼⼀出發會成功？ 

回應眾⼈的意志，揚帆！ 

2006年七⽉，掌⽣穀粒農糧商號，⼀個期許⾃⼰為經營農業還有⽂學價值的⼤地出版者，正

式成⽴。從業廣告企劃⽂案的程昀儀，與共同創辦⼈、攝影專業的丈夫李建德，因為⼀包⽶

在同事間掀起的漣漪開始，在廣告⼯作室忙碌之餘，開始循著「半農半Ｘ」的彈性組織模式，

常常就這麼⼀個⼈拿筆，⼀個⼈揹著相機，出⾨上⼭下海⽥野去，只為尋得⼀⽅⼀⽅良畝芳

⽶，還有⼀個⼀個讓市場信得過、也讓⼟地信得過的⽣產者。 

記錄挖掘的過程中，除了感受到農業的易受天氣以及市場波動所及的無常，更有感於農民對

於「種好」跟「種夠多」之間的⽣產⽭盾。因為好的產品雖然具價值潛⼒，但投⼊的⼼⼒（勞

⼼勞⼒）與成本投⼊（資本），往往會對於最終產出的量會產⽣排擠，⽽⾼度受無常性所影

 程昀儀，2009，〈掌⽣穀粒｜來⾃⼟地的呼喚〉，天下雜誌出版，P.15126

 數位時代，2016，〈Hack Taiwan! 2016 重練未來〉第260期，臺北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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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的農作⽣產⾏為上，出於直觀的經濟理性 ，⽣產者往往會選擇產出產出最⼤化的⽣產決28

策，以規模數量確保投⼊的成本起碼得以回收，包括灑農藥、施化肥，⽽這，也讓許多應該

⽤於品質與獨特⾵味的研發或是⽣產性投⼊資源受到排擠，最⼤化產出乘上收購價格等於收

⼊的思維，成為主流交易⾏為模式與主張。 

這個現象在程、李兩⼈眼中，顯得突兀⽽不合理，因為⼤多數的情況，⽣產出⾷物的勞動者，

卻不是在經濟活動裡擁有權⼒的⼈，甚⾄連應得收⼊是多少的決定權都沒有，⽽⾮如⿊猩猩

保育⼈⼠珍古德等（ Jane Goodall, Gary McAvoy, Gail Hudson ，2005) 發表的研究 「Harvest 

for Hope:  A Guide to Mindful Eating 」（中譯：〈⽤⼼飲⾷〉 ）⼀書出所道：「⾷物的擁29

有者，就是權⼒的擁有者」這樣的賦權結構。⽽當這些在市場結構中，第⼀⾯對⼟地的⽣產

者們，連基本的安定⽣活都具有挑戰與不安穩時，豈還有餘⼒替消費者守護⼟地 ？或是進30

⼀步再問，哪裡還有餘⼒從事品質與品種的研究提升，或進⾏技術的採納與擴散？ 

為了平反這樣不合理的權⼒結構，掌⽣穀粒的採購模式，因此設定了： 

⼀、⽣產者開價不還價 

⼆、與⽣產者建⽴準聯盟夥伴關係，兩項採購策略。 

這兩項採購策略的採⾏，除了確保質佳味好的商品供應網絡穩健無虞，也同時得以去突破既

有盤商的流通僵固，縮短農業運銷通路鏈，轉化運銷成本為附加價值，回饋⽣產者（莊硯英，

2009） ，建⽴創新的銷售平台。然⽽，這個本意良善的採購策略，在設定的同時，便同時31

給⾃⼰丟了⼀個⼤哉問：如何讓市場接受⼤宗作物（Commodity）價格數倍於現⾏⾏情的事

實，並樂意買單？因稻⽶與⼤宗物資間的符號連結已經是根深蒂固，作為主要糧⾷的⼤宗作

 經濟理性是近代經濟學⿐祖英國⼈Adam Smith 於1776年〈國富論〉⼀書中最早提出，指社會經濟⽣活中⼈們28

以經濟效益最⼤化為指向的價值理念，從諸種可能的經濟⾏為中，選擇預期會導致效⽤最⼤化的⾏為。

 Jane Goodall with Gary McAvoy and Gail Hudson，2005，Harvest for Hope: A Guide of Mindful Eating.，New 29

York，Warner Books.

  程昀儀，2009，〈掌⽣穀粒｜來⾃⼟地的呼喚〉，天下雜誌出版，P.4430

 莊晛英，2010，〈⾵⼟條件的⾵格競爭⼒-以掌⽣穀粒、在欉紅、七三茶堂為例〉，P. 86，國⽴政治⼤學科技31

管理研究所碩⼠論⽂。

29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B%8F%E6%B5%8E%E6%95%88%E7%9B%8A


物如稻⽶，有著政治與經濟上的⾓⾊與價格邏輯，因⽽，為⼤宗作物創造出新的符號、產品

位階與消費想像，成為掌⽣穀粒⽇後針對「都會型、知識份⼦、⽩領、充滿主⾒的⼈」的⽬

標客群，推出「量⾝訂做」、「客製化禮盒」能得到成功的關鍵作為，意即：將稻⽶提升⾄

送禮層次的⽣活位階，好吃、接⾵⼟地氣（Terroir）的⼤宗商品，當然可以是時尚精品

（Premium Product），被⽇本⼈稱為是「賺錢之神」、〈財訊〉雜誌創辦⼈邱永漢曾說，

禮品的意義，就是⾃⼰可能捨不得買，但送別⼈覺得好值得的東西，這也是程昀儀在創造這

個符號位階時，緊扣於⼼的理念，掌⽣穀粒針對這樣囍事好事送禮場合所開發出的，結合⽜

⽪紙、紙藤，書法與棉紙等「經典⽶組」，接連獲得臺灣（⽂創⾦品⾦獎，2011）、⾹港

（DFA亞洲最具影響⼒設計獎，2011）、⽇本（Good Design，2012）、德國（紅點設計獎 

2011、 2012）等設計獎項的肯定。 

⽽臺灣物流產業的發展，也恰如其時，為掌⽣穀粒推出的「⾧期飯票」 的會員制度，帶來32

執⾏上的可⾏性。資訊化整合⽣產供應管理（Supply/Demand Chain Management）與客⼾

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讓⼤宗物資可以透過⽣產計畫，在

品質最新鮮的時程上，配送⾄有需求的消費者。相較於精品、訂製禮盒於市場的波動性，⾧

期飯票制度，整合了市場上的零散需求，匯集成有效的採購⼒，轉化實際的購買需求以⽀持

⽣產，也讓掌⽣穀粒，在客製化訂單之於，也能透過相對不那麼「無常」的會員訂購制度，

維持團隊運作與商業模式的運⾏。 

 

 ⾧期飯票的會員制度，概念來⾃王永慶先⽣經營⽶店的模式，透過紀錄與管理會員家中的⾷⽤情形與⾷⽤量，32

定時定量主動配送到府。吃不完可請假，不夠可追加，每期更新出⽶時間表。2015年的新．⾧期飯票，則補充
了可換⽶、可隨⽶加購其他商品等服務。掌⽣穀粒官⽅網站：https://www.greeninhand.com/
product.php?CateID=1

30

https://www.greeninhand.com/product.php?CateID=1


圖 4-1 2015 掌⽣穀粒「新・⾧期飯票」制度說明 

圖⽚來源：掌⽣穀粒網站 

「…這不是我們突發的奇想，⽽是眾⼈的意志，掌⽣穀粒只是代替忙碌的朋友

們，去執⾏、去實踐⽽已...」 

2009年出版，來⾃⼟地的呼喚⼀書出裡這麼寫到，⽽在創業屆滿⼗週年的談話中，程昀儀也

再重申了這樣的觀點，上⼭下海，就是希望⽤⽂化能量來服務農業；⽽另⼀個掌⽣穀粒當初

成⽴的動機，也是希望以⼀個正向的⼒量，向當時因為2006的紅衫軍運動，⽽整體瀰漫價值

失落及無⼒感的臺灣社會，推播⼀些這塊⼟地上「依舊」美好的⼈、事、物的消息，讓⼤家

喘⼝氣，讓當時壓⼒鍋似的社會情境，給予⼀個宣洩的出⼝。 

然⽽，若僅是說出⼤家⼼裡的話，填補⼤多數⼈⼼中遺憾的「觸感」，實踐眾⼈對於⼟地的

關懷與共好⼼願，或是透過產品設計去滿⾜共同情感的⼼理投射，像是訂製禮盒，或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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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票的制度設計，這些難道就是撐起掌⽣穀粒⼗年，使其得以挺進⾹港開設尖沙嘴、太古兩

店，其與台中霧峰農會酒莊合作的「當初・如今｜荔枝蜂蜜酒」得以打⼊⽶其林三星評鑑中

唯⼀的中式餐廳⿓景軒（Lung King Heen)的酒⽔供應鏈，並進⼀步瞄準⽇本挺進的成功關鍵？

⽂青別⿁扯！攻擊型與防守型的農業論戰 

質疑挑戰的聲⾳是有的，⽕⼒之全開更是從不⼿軟。例如「⽂青別⿁扯」就是這樣⼀個社群

團體。成⽴於2014年七⽉，⽂青別⿁扯的團⾧，⼜號「⿁王」，本名劉志偉，是紐約州⼤學

賓漢頓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 Binghamton University-SUNY）社

會學博⼠，專⾧農業體制發展，現任職於嘉義縣政府。 

他與⼀群農牧相關領域的專業⼈員，試圖建構⼀套農業發展論述，論述主旨就是先去掉「⽂

青式的想像」 （江昺崙，2016），並從強化台灣農業的競爭⼒為基礎上，進⾏發展討論與33

想像。聚集許多第⼀線的農業經營者，並以「農業版的流⾔終結者」⾃居，以導正視聽為⼰

任，對社會上強調農業⾏銷⽽⾮農業技術本質提升的主張進⾏檢驗，並對臺灣農業發展之現

象，進⾏詮釋與論述。 

「… ⽂青啊，『農業 = 農 + 業』，裡⾯有太多技術專業與產業運作的成分，你們千萬不要

只看農不看業… 」 

對於「將農業回歸到看天吃飯的時代」、「勞動是時尚」、「⼩農產品的特⾊就是不漂亮」

等論述，⿁王和眾⿁們（如 Lin Bay 好油）的批判，是豪不客氣的。像是2014年農委會因著

社會上瀰漫⼀股下⽥農忙去的熱潮，順勢於暑假期間推出「農場打⼯⽅案」，媒合共⼀百⼆

⼗六名⼤專學⽣⾄農場打⼯，發⽣中暑、和打⼯學⽣閃辭等情節，⽂青別⿁扯團隊吼著： 

 江昺崙，2016，〈⿁王對決⽩⽶炸彈客：台灣農業辯論〉，端傳媒 33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419-opinion-bingjiang-fa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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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很怪，只看「農」不看「業」，整天把農業當成某種⽣活⽅式、⽥園情調，以為

農業就只是汗⽔和⼟地的結合體，不懂也不肯鑽研農業技術就罷了，還整天⿁扯些天地⼈、

精氣神、天地萬物共⽣的⾃然哲學。農作物⾧不好、產量低，就說這是天然的、有機的，種

得爛才是正常的。⼀堆⽂青傻傻不懂事，跑去農場玩起「⼿感體驗」、「傳統古法」，許多

明明透過機器、流程設計就能解決的事物，就偏偏要頂著烈⽇、流汗完成 … 」  34

⼜或者是2015年受台北市府延攬，時任台北農產公司董事，同時也是248農學市集的創辦者，

昔⽇的⽩⽶炸彈客楊儒⾨，其針對臺灣農業困境應聚焦於農業⾏銷的主張，如在農業教育⽅

⾯必須加強設計、包裝及⾏銷課程，⽽⾮停留在⽣產技術層⾯等 ，⿁王聲討節錄： 35

「 … 這幾年⼀堆⽂青也很愛跳出來說要幫助農業，幫農民賣農產品。這些⼈⽤的話術都差

不多，起⼿式必然是說『農民被盤商剝削很可憐。由於農民不會賣，所以他們要出來幫農民

賣。』或是要求政府補貼提供場地，讓他們弄個農民市集，提供攤位給農民⾃⼰來賣。…」 

「… ⽂青型農業的問題就在於，他們總以為⾏銷萬能，弄個⽂創設計就能把標價翻⼀倍，

卻從不追問農產品最基本的品質與⽣產技術問題。如果還以為⾏銷才是台灣農業的根本問題，

農業真的會被玩死 ... 」   36

⽽這樣「攻擊型農業」跟「防御型農業」的論戰，在臺灣⾯臨如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TP）⾃由貿易市場協定開放的當下，是⽇趨⽩熱化。 

所謂攻擊型，如⿁王劉志偉⼀派，主張農業應該追求的是組織的效率化、品質、品種、技術

流程等核⼼能耐的研發強化。像是紐西蘭 Zespri 奇異果不僅在⽣產的結合與⾏銷上做⾜功夫，

⽣產過程更是進⾏⾼技術規格的管控，讓貨物在飄洋過海離岸上岸後，仍經得起當地的分裝、

 ⽂青別⿁扯，2014，〈#10，⼤腦脫⽔絕佳案例〉https://www.facebook.com/agritruth/photos/a.34

1526400194238068.1073741828.1526178950926859/1529347247276696/?type=3&theater

 鐘武達、許瀚分，2016，〈新世代農業5箭⿑發 翻轉錢途？－楊儒⾨：問題在⾏銷〉，中國時報 http://35

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302000371-260102

 劉志偉，2016，〈 再談⾏銷，農業就被你們玩死〉，⾃由時報專欄評論，http://talk.ltn.com.tw/article/36

breakingnews/162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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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儲存、上架等過程，最終得以最佳⾵味及⾯貌呈現與消費者進⾏選擇；⼜或是越南的

⽕⿓果外銷事業，在⽣產作業環境、國際認證接軌、外銷物流發展等採後⼯作，都建⽴起了

全球認可的標準與安全性⾨檻，也是越南⽕⿓果進⼊⽇本東京專賣⾼檔⽔果的涉⾕西村⽔果

店（フルーツパーラー）B2B供應鏈的關鍵 ，認為是臺灣當前農業應該發展的⽬標⽅向。 37

⽽防禦型，則以楊儒⾨為代表⼈物，主張⼩農經濟、地產地銷等農業應受保護主義，並呼籲，

農業因其本質具有多重社會意義，甚⾄是國家穩定的結構基礎，不應⼀概以經濟效益為考量，

傾向與⽇本在TTP談判中主張「五⼤聖域」 ⼀般，讓農產品與⾃由貿易協定脫鉤，或是以38

⾼額稅率進⾏保護，降低市場開放對於台灣農村及農業發展的衝擊，同時間，並對於⽣產者，

加強⾏銷與推廣端的功能補充與教育，讓好產品更能與當地市場產⽣互動與連結，如舉辦線

下實體市集，或聯⼿臺灣⼋⼤電商業者，將農特產導⼊電商的「55農業⿈⾦週」 ，透過線39

上農業電商去中間化，縮短產地與市場間的供應鏈，進⽽保障合理利潤。 

⽽無論是攻擊派的去⽂青⼤潮、重⽣產研發管理更甚浪漫感性的論調，或是防禦派要透過電

商、⾏銷平台進⾏去中介化以重新分配利潤的主張，作為訴諸臺灣這⼟地上依舊美好的⼈、

事、物發展營運策略，⽤⼒打造農產精品與社會影響⼒的指標品牌，同時也是⼀間進⾏集貨

零售、批發的糧商號，掌⽣穀粒不偏不倚正好夾在這兩波巨浪間。⽽在這樣的夾殺挑戰下，

掌⽣穀粒依然能站穩腳根，除了在創造符號、提升農產品位階，以及訴諸感性的「執⾏眾⼈

的意志」外，掌⽣穀粒還有了什麼⾮典型作為？ 

農民是「作者」，掌⽣穀粒是「出版社」 

本研究認為，內隱知識外顯化的「出版」⾏為，是關鍵。 

 Lin Bay 好油，2016，〈天朝上國的鴕⿃⼼態 vs. 越南⽕⿓果傳奇〉，⾃由時報評論 37

http://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1641824

 所謂神聖不可侵犯的五⼤聖域，包含稻⽶、⿆、禽畜、奶製品、糖，其中稻⽶的⼊⼝關稅是778%，名副其實38

「神聖不可侵犯」，另外，⼩⿆的關稅是252%，⽽奶製品則由210%⾄360%不等。

 許家禎，2016，〈⼋⼤電商業者同台　農特產導⼊電商，台灣農業邁新時代〉，今⽇新聞網 39

http://www.nownews.com/n/2016/05/04/2086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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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穀粒⾃詡為，⼀個經營農業與⽂學價值的信賴企業，書的作者（農民）只要專⼼撰稿（耕

作）即可，不需要分⼼於印刷、⾏銷和市場通路經營等⾏為。因此信念，⽂學與出版，是農

企本業以外，另⼀個核⼼的組織價值與作為。⽽⼤⽐重的「出版作為」（如下圖表框選處），

無論是電⼦或是平⾯媒體，或是線下的⼯作坊、體驗課程等，本研究認為，這是讓掌⽣穀粒

在紛擾的品牌海中產⽣差異化，並從攻擊型、防禦型的論戰攻防中，找到⾃⼰穩住船舵的重

要⽴基點，甚⾄持續發展，航向⾹港，並緊接著⽬標⽇本市場的主要發展動⼒。 

圖4-2  掌⽣穀粒商品組合⼀覽；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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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出版作為」這麼重要？ 

出版，根據⾺利安．⾱伯斯特字典（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的定義，是「揭露於眾」

（to make generally known)，也就是將原本只存於個體或是特定時空的知識脈絡，進⾏內隱

知識外顯化的系統作為。⽽掌⽣穀粒的出版⾏為，有⽂字、有圖像，有⾷譜分享，也有電⼦

報，依客體可分為幾個⾯向： 

⼀、⼤地的出版 

⼆、⽣產者的出版 

三、⾷⽂化的出版 

⼤地的出版，不管是影像或是⽂字記載，透過將每個地區特有的⾵⼟條件，綜合⼈⽂脈絡如

原民信仰、客家價值、歷史變遷等呈現，讓⽣產者有系統途徑更瞭解⾃⼰施作的環境以及時

空紋理，對於⾃然或是市場的無常，也會因更多的理解與經驗累積，建⽴起⾃⼰的應對模式。

這些對於第⼀線⽣產者會有興趣的事，既往通路多是以產地履歷及⽣產者姓名兩⾏帶過，就

算是給市場有個交代了，但程昀儀透過對於⼤地的出版，將許多以往只有⽣產者才能『體會』

席德的經驗，⽤⽂字給記錄下來，揭露⼤地的奧妙，還有⽣產者的⽣活⽇常，⼤地的出版，

也是讓掌⽣穀粒能夠在⽣產者優先的採購策略外，能與許多⽣產者，建⽴⾼度信任的準夥伴

關係的關鍵。 

⽣產者的出版，聚焦於⽣產者的匠藝（Artisan），及其之於⼤地的共創關係。⼤地的⽣產⾏

為，每道環節，從翻⼟、插秧播種、照料、除草、收成等採前⾏為，到採後的清洗、分類、

包裝等，都是⾼度經驗的參與累積，也都是⼯藝與匠⼈精神的磨練，包含⽣產者之於⼤地的

互動關係等。⽽針對此環節的出版，即是讓消費者，有管道與機會⼀窺農作的技藝，還有⼯

匠的堅持，及他們之所以能產出冠軍⽶如台梗9號、⿅野⽶王等，背後所需要的投⼊與堅持，

進⽽開始對⽣產者產⽣尊重與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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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出版，滿⾜了價值鏈傳遞與強化的第三部份，即消費市場的教育功能。透過⾷材

的特性、保存及烹煮的建議，漸漸在產品故事背後的⽂化精神連結上 ，再添上⼀道深刻的40

⽣活以及味覺連結，什麼時候吃、怎麼煮、配什麼會有好⾵味，消費者在⼀次⼀次的味覺教

育訓練中，對於⾷材的挑選及處理，也會開始產⽣鑑賞⼒，原本只是有些興趣的初⼼者，在

漸漸成為熟客的⾓⾊轉化中，也會增加其的願付價格以及他商品購買意願，回饋到掌⽣穀粒

的價值創造模式內。⽐如穀⾬釀酒⼯作坊，以誠品松菸店⾯為體驗廠的舉辦⽅式，不僅讓初

⼼者有機會進⼊這個模式，也讓在更外圍的消費者，由好奇產⽣了解品牌作為及產品的興趣。

像是2014年由程昀儀策展，邀請了北海道東川町⼀同共襄盛舉的「飯粒厚」 臺灣⽶實⼒展41

（Rice & Life 2014），便從⽶的產地（北海道東川町Ｘ花蓮縣⽟⾥鎮）、⽶種（你⾮⾷不可

的⼗種臺灣⽶）、⽶的吃法（臺味經典飯友⼤推薦！），到煮飯的技藝（⽶飯研究室｜好好

煮飯），進⽽進⾏⽶飯的國民外交（盲⾷測諺搭配⾵⼟講座），就是⼀個這麼結合出版三部

曲的具體中介⾏為呈現。（附件三） 

圖 4-3  ⾮典型中介：出版作為與價值鏈結 

圖表：本研究整理 

 謝明慧，2013，「 … 以⾏銷學的⾓度來看，就是將⽶從農業經濟時代（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Era）的⾷40

⽤價值，躍升為⽂化經濟時代（The Cultural Economy Era）的精神價值：購買它就能為台灣⼟地盡⼀份⼼
⼒。」，Cheers 雜誌 http://www.cheers.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47570&page=4

 飯粒厚特展，2014/11/20~23，https://www.greeninhand.com/rice-life/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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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隱知識外顯化的出版⾏為，不僅為掌⽣穀粒創造⼀個個向⽬標客群敘說⾃家產品的情境與

場合，更透過不同客體出發的出版作為，產⽣了「外部社群網絡化」效應，以及「準垂直整

合、準夥伴關係建⽴」效應。對於⼀個糧商號⽽⾔，⼤⽐重的出版⾏為，已為⾮典型的中介

職能與作為，⽽其佔的市場空缺，正是把⼤地、⽣產者與消費者網絡集結的位階，透過⾼於

⼀般農企的採購、查驗及包裝配送標準，澄清去⽂青派的⽣產規格疑慮，也透過出版⾏為所

帶動的網絡⼒，發揮去中介、農電商派所無法創造的社群黏著度。本研究認為，這些，都是

掌⽣穀粒，在這條波濤洶湧的航道上，尚且能穩住舵向的關鍵所在。 

國際航道上，當然也會有國際艦隊！ 

京都⼋代⽬儀兵衛（京の⽶⽼舖‧⼋代⽬儀兵衛），是⼀個發跡京都，專⾨於⽶糧事業買賣

的⽶店，在京都北部的與謝野町有⾃家實驗稻⽥，由⽶職⼈（rice sommelier）嚴選全⽇本各

地好⽶；另設「京の⽶⽼舖」專賣⽶禮盒，在東京銀座也有料理分店。現任社⾧，家族第⼋

代傳⼈，畢業於同志社⼤學商學系的橋本隆治，有感於⽇本⽶的⽂化⽇漸消失，原本⾹甜的

⽶飯因為不正確的煮飯⽅法造成⽶慢慢地失去了原本的美味，也造成現今的⽇本⽶⽂化逐漸

沒落，因此，為了復興⽇本的⽶⾷⽂化，也讓更多⼈感受的⽶的原本美味，2006年接⼿家族

事業後，成⽴「⼋代⽬儀兵衛株式會社」，2009年開設「⽶料亭 ⼋代⽬儀兵衛」，透過餐⾷

的設計與提供，結合⾃⾏開發的廚具⼟鍋炊飯釜（bamboo），將⽇本各種⽶的美味，以⾨

檻最低、最平怡近⼈的⽅式，即「餐⾷」進⾏推廣；同時，也積極⾛⼊校園，為年輕⼀代訴

說⽶的故事，喚起下世代對於⽶⾷的認同與⾏動。 

橋本社⾧在繼承家業時原本是快倒閉的狀態，營業額幾乎是零，到現在轉型成功後，其包裝

⽶禮盒在⽇本樂天線上市集2011-2013連續三年蟬聯禮品販售第⼀名 ，每年營業額達到15億42

⽇元，⽬前在東京銀座、京都祗園都有據點呈現，⽬前是⽇本⽶專賣的第⼀品牌。⾼度專業

化的事業經營策略，也使得其品牌在於⽇本市場，為許多的藝⼈樂於推薦代⾔，及飯店業者

指名要向其進貨的供應商。  

内祝い・お返しギフトに⼈気のおしゃれなお⽶の贈り物　⼋代⽬儀兵衛　ギフトサイト 42

 http://item.rakuten.co.jp/gihee/jh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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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  ⼋代⽬儀兵衛的⽶禮盒（⼗⼆単シリーズ／株式会社⼋代⽬儀兵衛） 

圖⽚來源：http://omotenashinippon.jp/ 

圖4-5（左）⼋代⽬儀兵衛⾃⾏開發之⼟鍋炊飯釜（bamboo）與（右）續飯才會出現的鍋巴 

圖⽚來源：卡⽡納＠京都 ⾃由滯在 

⼜或是⽇本⽣活⽤品⼤廠 IRIS Ohyama（アイリスオーヤマ株式会社），從⽇本2013年TPP

談判會合後，決定投⼊⽇本的優質⾼單價⽶的海外⾼端市場拓展，以解決⽇本⽶農的轉型困

境。憑藉其既有在⽣活⽤品、LED 和流通家電販售所培養出來的商品企劃⼒與物流⼒，Iris 

Ohyama 從物流保鮮技術切⼊進⾏探索，聚焦於若能夠讓稻⽶在15度以下的環境精製和儲存

運送的技術開法，提升⽶的甜度的同時，也達到避免氧化，增加稻⽶的賞味保鮮期，根據

IRIS Ohyama官網公開資訊 ，以低溫製法處理過的⽩⽶，較⼀般製法的⽶在甜度酵素的⽐43

 http://www.irisplaza.co.jp/Index.asp?KB=KAISO&CID=676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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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上上能夠達到20%的差異，⽽保鮮期⾜以⾧達⼀年之久。其開發的「低溫製成⽶」（アイ

リスオーヤマの低温製法⽶），避開原本⽇本⽶輸出已近飽和的⾹港、新加坡市場（⽇本農

林⽔產省，2012) ，2015年七⽉起在⾺來西亞伊勢丹百貨開始上架，鎖定⾺來西亞富裕階級。

當然這兩個品牌外，還有其他像是2012年起把新瀉越光⽶賣到⾹港的農機⼤廠「久保⽥

（Kubota）」，或是家族三代於北海道經營⽶業，⽬前在臺北、⾹港以及新加坡皆有店舖

呈現的「三代⽬俵屋儀兵衛」，以「⽶・⾷味鑑定⼠」的榮耀（在三百種⽶試⾷中能辨識出

五種才算合格） ，將⽇本⽶⾷的⾼質量與和⾷⽂化，向海外持續推播。 44

隨著和⾷（Washoku）⽂化在東南亞的攻城掠地，⽇本政府「攻擊型農林⽔產⽅針」的政策

⽀持，加上民間企業的技術發展與策略進攻，⽇本稻⽶的在海外的擴張態勢，都是這條國際

航道上不容⼩覷的⼀股⼒量，當然，掌⽣穀粒不是沒有注意到。 

理性與熱情，是航⾏的舵與帆  45

⾯對這些波濤洶湧的國際競爭，掌⽣穀粒倒也不是沒有考慮過這些選項，不過，幾經考量，

掌⽣穀粒選擇不⾛向稻⽶垂直專業化，⽽是進⾏商品組合多樣化，以及「不快速擴張」的營

運策略。 

稻⽶⾼度專業化，著眼點在於品牌與話語權，讓⼈⼀聯想到⼀個地區的⽶，腦⼦⽴即浮現出

特定品牌以及其價值主張，⾼端供應鏈結的建⽴也較有機會得以實現。⽽掌⽣穀粒2006年從

⽶出發，發展⾄今共有「⽶、蜜、茶、酒、加⼯品、保養品、⽣活⽤品」等共計七品項，考

量其實還是回歸於其創業時的宗旨與相對應的定位：「給台灣依舊美好的『⼈』、『事』

『物』，掌聲⿎勵」，⽽這些美好的⼈、事、物，當然不只孕育出了稻⽶這樣的優質⾷材，

採集⾃臺灣各地⾵⼟的特⾊蜂蜜，種茶、製茶⼯夫都屬頂尖的臺灣茶葉，還有其他具有歷史

 〈⽶・⾷味鑑定⼠協会〉，http://www.syokumikanteisi.gr.jp44

 語改編⾃於黎巴嫩裔美籍作家哈⾥利·紀伯倫（Khalil Gibran，1883-1931）「… Your reason and your passion 45

are your rudder and sails of your seafaring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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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厚度的在地⼿⼯藝結晶，都值得市場給予熱烈的掌聲⿎勵。與其朝向⼀個專業品項的商

號發展，掌⽣穀粒更將⾃⼰視為是⼀個為臺灣優質產品盡⼀份有效中介的平台。領航員程昀

儀也曾說道：「 … 臺灣有這麼多美好的東西，只做⽶的話，會不會太無聊？ … 」，很多其

他現有的商品，也是在找⽶的過程中，發現的美好。 

⾄於海外拓展計畫，掌⽣穀粒松菸店的店⾧，「外交部」的周倩如，在接受訪談時提到，其

實掌⽣穀粒松菸店，對內是⼀個教育訓練的前哨站與基地，對外則是為數眾多的參訪團體，

指定要來現場觀摩的場所，其中⼜以來⾃中國的參訪單位要求最為頻繁。⾄於來參訪⽬的，

可歸類為三，其⼀、不外乎是想要了解這掌⽣穀粒⼀整套的形象打造策略，希望可以把⾃家

的品牌炒起來；其⼆、如何讓種類眾多的農產品也可以像掌⽣穀粒的商品⼀樣，搖⾝⼀變成

為消費者追逐的⾼端商品；再來就是更直接的，想要把這個品牌代理到中國去，或是直接委

託掌⽣穀粒代為操作，或代筆幫忙出幾本書的等等，這些邀請與契機，從來沒有少過。 

⽽⽬前謝絕這些邀約，最主要是因為組織⼈⼒短缺的事實。掌⽣穀粒在招募團隊成員時，⾼

度追求的⼀點，在於⾏事理念相同、志同道合，且得以最真實的⾃⼰那個樣貌去參與組織等

特點，不要有委屈。因為唯有價值願景⼀致，才能正確且⾧久地去傳遞企業的真實⽂化。⽽

掌⽣穀粒培育⼀個能夠獨當⼀⾯⼈員，周倩如提到，⾄少是⼀年，這和掌⽣穀粒的產品組合

有關，因為這些產品的週期性，像是蜜、茶、⽶等品項，都是以⼀年為週期，去進⾏⽣產更

迭，因此，⾄少⼀年以上的才能夠對於整個流程熟悉，對外的訊息也才會更沒有瑕疵，不

過，也因為如此⾼時間成本的養成投⼊，掌⽣穀粒的組織規模無法在短時間內迅速擴張，也

是其對於海外擴張當前多保留評估態度的⼀個原因。 

⽽另⼀個不快速向海外擴張的原因，在於對於⽣產者的信任建⽴的互動模式。 

掌⽣穀粒的成員，每年都需要多次前往產地與農民接觸，除了教育訓練之外，也是透過實際

關⼼（不⽤「檢查」這個字眼），持續與⽣產者互動，確保共同的價值理念，不會因為時間、

周圍環境的影響，回到慣性農法。他們採取的，並不是以幫助⼩農、掏錢砸⼩農收購姿態，

⽽是透過⼀個以農「利」國的遠景，將這些農民的⽣計與信任，轉換為組織的營運責任。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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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把每⼀項產品都做好顧好，掌⽣穀粒才會去進⼀步拓展，不管是產品項⽬，或是營業版圖。

⽬前⾹港的兩店拓展，主要是跟著誠品的腳步前進。除了對於誠品的經營⽅式相對熟悉外，

誠品可以代所有在參與這個平台的品牌去處理在地化的法務、稅務等職能，是掌⽣穀粒進軍

⾹港拓點的重要策略考量，不過⼤前提仍是，在⼈員到位之前，在既有產品都穩定發展之前，

對於海外的擴張，掌⽣穀粒會是採取⽐較謹慎評估的姿態。 

但從其跟⽣產者間的⾼度信任夥伴關係，以及每每開設必定爆滿的⼿作課程，如⽂旦酒、梅

⼦酒、蜜汁薑薑等，都可以看出掌⽣穀粒透過線上與線下所發揮的中介綜效，遠超過單純糧

商號的進貨、上架、⾏銷出售等職能，⽽產⽣的影響⼒，也的確⼀再充實著臺灣⽶、茶、酒

等的真實價值。 

⼩結： 

掌⽣穀粒的出版⾏為，從線上的影展，電⼦報刊發⾏，到線下的⼯作坊課程、課程、展覽，

還有近期的品牌串連共好策略，如 2015年與百年餅舖舊振南、設計製造華⼈精緻⽣活⾵格⽤

品的品家家品（JIA Inc.）⼀起於臺灣⽂博會聯展「起家特展」 ，以華⼈⼀⽣經歷的重⼤⽣46

活階段作為情境，呈現⾷材像是⽶、蜜、酒的社會符號，強化了這些⼤宗貨品的禮品、精品

形象，也創造更多實際的消費想像與時機；⼜或是2016年臺灣⽂博會，與以錫⼯藝復興為提

案的新創團隊「物（WOO Collective)」，共同推出了以豐景真酒搭配荒川錫杯的專案活動，

這些共好，串連同樣是臺灣品牌，進⾏美好事物呈現的策略，除了是品牌能量的相互槓桿，

也使掌⽣穀粒企業⽂化的更精準聚焦。 

做台灣的關鍵少數，透過出版、及糧商號職能以外的中介⾏為，將臺灣美好的⼈事物，以綜

效⽅式呈現，回應了社會的期待，也讓掌⽣穀粒⼗年來站穩腳根，開枝散葉。 

 〈2015台灣⽂博會 「起家」的⼈⽣聚場〉http://www.v333.com.tw/index.php/design/life/item/455-creativexpo-46

news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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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掌⽣穀粒組織圖（2016/05/06 更新) 

 

圖4-6 掌⽣穀粒組織圖 

組織成員正職共計24位 

分佈於光復南路本舖（物流、出貨）、松菸城品店（教育、公關場域）、仁愛店（⾏政後勤）

圖表來源：本研究整理 

43



附件⼆、表 4-1  掌⽣穀粒⾮典型充中介職能企劃執⾏⼀覽表（2016/06/14更新） 

時間 項⽬名稱 內容 辦理次數

2014/3/17 農情報報｜總是經過你⾝旁 農學⼯坊概念分享｜創業歷程紀實 1

2014/11/20-23 飯粒厚｜台灣⽶⾷⼒展 台灣⼈多麼會吃⽶飯的⽂化展 1

2015/3/3 實驗廚房私料理 菜譜｜簡單煮就能吃到滿滿營養，⼀點都不難 1

20154/29-5/4 臺灣⽂博會「起家」特展

2015年春，盛裝四季⾵味器⽫的JIA Inc.品家家
品，遇⾒增添⽣活喜慶⾊彩的舊振南，添加飽⾜
⼼靈滿⾜胃腸的掌⽣穀粒，攜⼿完成了「起家」
概念展覽，過程中彼此想法激盪，讓我們深刻的
感受到家的意義來⾃於⼀個有歸屬感的空間，⼈
⼀旦有了歸處，就能勇於⾯對未知的將來。

1

2015/12/15 「⾃⼰的⾷安，⾃⼰顧」

選出2014年”眾神花園”系列蜂蜜，作為「⾷安，
教育⽤」產品。只要你選購兩罐”秘蜜”或”純⾃
⽤”蜜，我們即送你貼有「⾷安，教育⽤」標誌
的蜜⼀罐，請你將它分享給好朋友，這不是促
銷，是要讓2014年⾵味豐富的蜜告訴⼤家—請讓
你的⾆頭嚐到誠實的⼒量！

這個⾏
動，沒有
預設期
限，直到
⼤家明
⽩，萬物
皆有價

2006~2015 ⼤地影展 跟著影像⽂字去旅⾏ 24

~2016
穀⾬釀酒｜ 

⼿釀梅酒/⽂旦酒私塾

這也是⾬⽣信⼼的「榖⾬」，拾起乍暖還寒裡堅
決的⾻氣⽤⼀場場勞動，把美好⽣活的期待釀成
梅酒⼀起迎接希望的時代，待光陰揮發酸澀，將
⽢美收進果實。釀了每瓶每缸都是豐景，有⾹甜
的喜悅豐收，濃醇的⼈情厚重

10場/年

~2016 掌私廚｜蜜漬薑薑
將當季⽣薑漬⼊蜂蜜⾷性溫辣的⽣薑，搭配⾃然
暖甜百卉蜂蜜，透過簡單⼿作過程，⽤最⾃然⽢
⾟，⼀解⾝體濕熱

3場/年

~2016 品蜜會
在掌⽣穀粒的秘蜜花園裡，我們將和你分享蜂蜜
的⽣態意義、產業真相，告訴你如何找到好品質
的真蜂蜜，並⼀起品嚐９款來⾃⼤⾃然的禮物—

1場/年

2016/4/20-24 臺灣⽂博會 「物」串連 以錫醇化酒的芳⾹，邀您品⼀杯豐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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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圖4-7 2014年飯粒厚相關特展紀錄（影像來源：2014⼤地影展） 

                  盲測與⾵⼟講座                                                             ⽶飯的國民外交 

    期間限定店舖                                            臺味經典飯友 ⼤推薦！                                                       

                                ⽶⾷研究室                                             你⾮⾷不可的⼗種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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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 江振誠 

⼀、江振誠是⼀個⾷材、⾷物、⾷⽂化的創新中介者，透過⾷物、⽤餐體驗的設計，企圖將

臺灣的⾷材轉譯成能夠為國際觀眾了解的語⾔，建⽴⼀個能讓臺灣美好的⾷材、⾷⼈、⾷⽂

化被認知，進⽽受到國際社群認同的平台，⽽這個平台，⽐我們熟知的通路中介，如連鎖量

販、認證、⾷品商展會，對於⾷材、⾷⽂化等真實價值創造，來的強⽽有效。 

⼆、江振誠透過書寫、影像甚⾄空間的創作，將⽣產者、時間、空間、製作團隊經營與菜⾊

開發等內隱知識，進⾏外顯化的揭露與建構。⼜這些建構出的體系，⼀層⼀層扎實奠基，使

得後⼈得以了解，甚⾄於其之上進⾏更多思想甚或技藝的討論，這項中介作為，將臺灣味的

形象與認同，漸漸架構起，得以持續充填價值的框架。 

三、除了原⽣內容的產出（⾷物、體驗、空間等設計）、內隱知識的書寫著述（紙本媒體與

數位電影、⽚段等創作與記錄），江振誠也積極投⼊在分享教育、論壇，甚⾄國際名廚聯⼿

展演等，種種打造⽣態系的作為，都直接、間接起了強⼤新型中介作⽤，讓臺灣對於廚師⾓

⾊、餐⾷的價值認同，得到發酵與轉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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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essential is invisible to the eyes. 《Le Petit Prince》 (1943) Antoine de Saint Exupéry 

本質，不為⾁眼所⾒。 

印度洋上最偉⼤的廚師、30年來改變新加坡最重要的30個⼈，美國時代雜誌評選全球最值得

搭⾶機前來⽤餐的⼗間餐廳等，各項國際間的肯定，是五光⼗⾊、絢彩迷幻。1976年出⽣於

臺灣台北⼠林夜市旁社區的江振誠，⾃從其於新加坡武吉巴梳路(Bukit Pasoh Rd. ) 41號的餐

廳「Restaurant André」於2010年開幕後，這位「臺灣之光」廚師的家學淵源，隻⾝赴法奮

⾾七年，⽽後輾轉東⾮塞賽爾島、東京、曼⾕與上海接管法式料理餐廳的各項戰勳彪炳，全

都華麗變⾝，成為臺灣媒體追訪的可⼝題材。然⽽，這些看得到的頭銜與獎牌，正如聖．艾

修伯⾥在《⼩王⼦》⼀書劈頭所⾔，並不代表其最關鍵的本質，這也是江政誠在⼋⾓哲學開

宗明義談的第⼀句話。也因此，⽐起傳記型的成功形象、苦幹勤勞的歌頌書寫，本研究將著

重於，江振誠在這⼀系列令⼈津津樂道的作為中扮演的「中介⾓⾊形象」，對東西⽅飲⾷界，

臺灣與國際間的連結，起了什麼關鍵的⾓⾊，佔了市場的哪個空缺；同時，也針對其「中介

職能」進⾏描匯，歸納出這項創新的職能與⾓⾊，具有哪些運作上特⾊與功效。 

初⼼｜Original Intention 

『因為沒有法國⼈的味蕾，先天已經不⾜，那後天可以怎麼去補？』 —江振誠 47

說起法國⼈的味蕾培養教育，爬梳近代歷史，⼤抵要從那位我們熟知會戴假髮、踩跟鞋、著

華服，⾃號為太陽王(le Roi Soleil)，修建凡爾賽宮鏡廳（Galerie des glaces）的法王路易⼗四

(Louis XIV , 1638-1715)當政時期開始講起。為振興當時因為三⼗年宗教戰爭等內憂外患，國

⼒漸衰的法蘭西王國，路易⼗四親政後實⾏中央集權，將各式官僚機構、宗教以及各⼤貴族

世家集中於凡爾賽宮，以強化⾃⾝對於軍事、財政以及相關機構的掌握，頻繁的餐會開始舉

⾏。在藝術性格強烈路易⼗四之下，以往⼤吃⼤喝的宴會⾵格，開始轉變為對於細膩和精緻

 中天夢想驛站，2013，「六星級飯店主廚江振誠：沒經過挫折的熱情，沒有價值。」 4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NC9kdyd33E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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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追求，對於餐具的選⽤與擺設、⽤餐的階段式供餐、⾷物與酒的搭配 ，出現「儀式化」48

的發展；也因為受邀與會的，不再只有貴族，⽽是也有許多機構官員，和歐洲他國的使節等，

社交場合開始成為展現國⼒與權利的外交場合。不僅主事者追求排場與裝飾的考究，參與餐

點準備的廚師們也多追求經驗與技藝磨練的機會，這個發展背景，將法國的⾷物饗宴，拉拔

出第⼀個⾼峰境界。 

⽽後隨著18世紀法國⼤⾰命（1789）的爆發，原本服侍於宮廷與貴族的廚⼈們，⼤量流⼊民

間，有的⾃⽴⾨⼾掛起招牌，開起餐館、酒館或咖啡廳，有些則是為貴族，與新崛起的布爾

喬亞階級聘為私家的廚⼈以舉辦宴會等，法國料理於是也在民間、地⽅⼤放異彩。 

然⽽，法國料理躍升為⼀具體學⾨，是在19世紀，當美⾷成為報刊與新聞討論的話題如德拉

漢尼葉（Grimod de La Reyniére , 1758-1837）主編的《⽼饕年鑑》( L’almanach des 

gourmands)、《東道主⼿冊》(Manuel des Amphitryons)，布⾥亞薩⽡蘭（Jean Anthelme 

Brillat-Savarin, 1755-1826）書寫跨越科學、哲學、飲⾷學的《品味⽣理學》(Physiologe du 

goút）；⾸度將法國料理做系統性編纂，曾經服侍於倫敦攝政王府、聖彼得堡俄國沙皇亞歷

⼭⼤⼀世的⼤廚卡漢姆（Marie-Antoine Caréme, 1784-1833 ），其最重要的作品《19世紀的法

國廚藝》（L’art de la cuisine française au dix-neuviéme siécle)，還有1883年名廚艾斯可菲

（Georges-Auguste Escoffier, 1846-1935）主導發⾏的《烹飪的藝術》（Art culinaire）、《料

理指南》(La Guide Culinaire)等著作的出版，都將法式料理推⾄學理、藝術、甚⾄哲學的境

界，奠基了法國料理的絕對⾼度。 

⽽這⼀系列從18世紀以降，法式料理所經歷⼀系列⾓⾊的轉化，與功能、系統知識的補充，

讓法式料理跳脫了⾷物於⽣理上的不耐性 ，成為系統化的科學，成為藝術，甚⾄成為哲學49

與思想體系；在此同時，對於美⾷的創造、評論與追求⾏為，也產⽣交互影響且互相⿎勵的

社會⾵潮，也正是這樣的潮流：當創造美⾷成為⼀種社會認同的追求，當評論美⾷變成是⼀

 施亞廷，2014，〈美⾷評鑑的運作與影響：以法國⽶其林美⾷評鑑指南為例〉P.16-51，淡江⼤學法國語⽂學48

系碩⼠班碩⼠論⽂

 ⾼琹雯，2015，美學家的⾃學之路 49

http://selftaughtgourmet.blogspot.tw/2015/12/rawraw-x-restaurant-and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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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社會觀感的形塑，當追求美⾷變成是⼀種社會全⾯的運動，這樣鍛鍊出味蕾，其代表的便

是⼀國家、⼀⽂化強⼤的消費⼒量。 

這樣的消費⼒量，可以分為兩個層次進⾏商業語⾔的轉譯： 

其⼀，是對於⽣產者的理解、肯定與⽀持。以廚師⽽⾔，從⼤地或是初級⽣產者取得的⾷材，

在料理準備與烹調的過程中，不論是透過⾃⾝⽇經⽉累磨練的技巧與經驗，創造⾷物的視覺

與味覺新鮮感，或是透過灌注⾃⼰的創造（produce）哲學建⽴所謂意象、創作概念等抽象

價值，最終經由消費者的消費與經賴，轉譯產出實體的商業價值。⽽不論技術或是哲學體悟，

都需要功夫，⽽功夫，便是時間與空間的共同積累，就像⼀地的⾵⼟（Terroir）之於紅酒的

熟成⼀樣，這樣線性、不可逆的投⼊，都是廚⼈⾧時間對⾃我的要求與學習訓練。然⽽，這

個價值創造模式，若是沒有最終消費者⽀持，不僅最終產品的價值將流失，對於⾝為⾷物設

計師的「個⼈」持續追求突破的動機，也給了否定的回應，不利於⾧期創新能耐的養成與累

積。美⾷評論家姚舜，在晶華酒店於2014年舉辦的『亞洲天廚 臺北薈萃』會後這麼說著：「吃

⼀頓好菜，我們除了去檢視舞⼑弄鏟的那個⼈，到底有沒有這個能⼒，去演繹這個⾷材，消

費者也要努⼒，懂得欣賞，願意付出代價，你就有辦法⿎勵這些廚師，朝這個⽬標繼續去前

進 」，廚⼈持續的創新與追求，需要具體的市場⽀持。 

其⼆，就是對於⽣產者與供應鏈的要求⼒量。若⼀個市場的消費⼒量，僅願意為特定特質的

商品付出，如量多、低價價、品質可接受等，經過市場⾧期的運作下來，供應鏈中，原本願

意提供⾼成本、⾼品質、精緻的⽣產者，便會漸漸受到市場的排擠⼒量，出⾛他⽅，或是就

乾脆跟著⼀起提供以性價⽐為主要⽣產考量的商品，消費者的總體福利，也會因為選擇變少，

跟著受到限制；反過來說，若⼀個市場裡，充滿挑惕、懂得鑑賞的消費客群，透過採買決策，

對市場發送訊息、擇優汰劣，那麼對於「精緻」與「極致」的追求嘗試，能夠持續得到發展

的動⼒，產業的⾼度及豐富度，也都能得到全⾯的發展，創造的價值，是市場的多樣性，是

更多元、更⾼層級的消費想像。就像京都，其⾝為⽇本千年古都（794-1868)的歷史，城市內

部龐⼤的僧侶、貴族、皇族體系的消費社群，滋養了像西陣織、虎屋和菓⼦、松榮堂的燃⾹

49



等馳名⽣活品牌業者，還有整體兢兢業業，追求⾃⼰本業專⾧持續增⾧的動機，也讓京都成

為育成⽇本⽣活品牌的重鎮 。(李仁芳，2008） 50

⽽味蕾，也因此不只是味蕾，⽽是國家競爭⼒的根本，是⼀國⾷⽂化是否能於國際彰顯的關

鍵，也是⼀地農產⾷材，能夠在國際的舞台上被認識、進⽽被認可的關鍵，這也是江振誠念

茲在茲的初⼼，希望將Restaurant André與 RAW作為⼀個轉譯、曝光的平台，將臺灣的好⾷

材、豐富的⾷⽂化、⾝⼿思想不凡的廚⼈，以國際的規矩、國際的語⾔，介紹給世界之外，

更要做為⼀個提供刺激與教育的場域，讓臺灣的消費市場，持續受到刺激因⽽成⾧。 

國家⾼度｜戰略思維 

當味蕾變成⼀國競爭⼒的根本，是⼀國⾷⽂化於國際舞台的定位關鍵，在這個國際上⽤軟實

⼒⼀較⾼下的競爭場域，是否也應具有傾⼀國之⼒動員的市場策略？ 

「Chef André Chiang, Putting Singapore on the Global Food Map」 

這是2014年，隸屬新加坡國家媒體控股集團（SPH,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記錄新加坡

與東南亞區域的設計、創意⽅案、⽣活美學、潮流觀察的雜誌 Peak Magazine ，慶祝其⾃51

1984年來發刊30週年所出版的特刊中，對於江振誠的肯定。肯定他，讓新加坡在世界美⾷的

地圖上展露頭⾓；肯定他，讓新加坡多了⼀個僅此⼀家，別無他號的指標餐廳，讓原本以⾦

融商業機能掛帥的獅城、花園城市，在2015年⼜讓CNN錦上添花給添上⼀世界美⾷⾸都

（World Culinary Capital) 美名 。 52

 李仁芳，〈創意⼼靈：美學與創意經濟的起⼿式〉，先覺出版社，200850

 〈The Peak Magazine, 30/30- The Game Changers〉http://www.sph.com.sg/media_releases/214251

 CNN, Destination Singapore, 《50 Reasons Singapore is the World’s Greatest City》  52

http://edition.cnn.com/2015/08/06/travel/singapore-50-reasons/

50

http://www.sph.com.sg/media_releases/2142


新加坡從1965年建國以來，成⾧企圖皆⾮常⾼昂，發展路線以第⼀世界的西⽅國家價值看

⿑ ，所有第⼀世界擁有的規格、品牌、通⾏語⾔、制度，新加坡都要有，那些最⾼級的53

軟、硬體，環球影城、法拉利賽道、賭場，不⼀⽽⾜。不過就江振誠觀察，這幾年新加坡開

始追求的，是別⼈沒有的、指標性的資產 ，⽤後天積累下來的這些『基礎建設』，加上先54

天就很優越的地理位置、清楚明確的國際化定位與程度，跟著國家層級的市場策略，打造⼀

個⼜⼀個的亮點。 

國家層級的市場戰略⾼度，從國家領導⼈的態度可窺⾒⼀般。關於Restaurant André，有段

為⼈津津樂道的故事，是關於這間餐廳的第⼀位客⼈，⽽這第⼀位客⼈，不是別⼈，正是新

加坡前總理李光耀（1923-2015)。在2010年10⽉10⽇開店前，便已經預約了20⼈的座席，搶先

當座上賓 ；除此之外，李光耀早已於2003⾄2007年期間，四度禮邀江振誠前往新加坡 ，進55 56

⾏法式料理廚藝展演，就是要讓新加坡，在海南雞飯與⾁⾻茶外，有更多美⾷的可能性與更

多元的美⾷地景。⽽這般善意的鋪底，以及前述新加坡的優勢定位與建設，在2008年新加坡

萊佛⼠酒店集團再次對江振誠提出邀約時，終於是開花結果，讓江振誠決定以新加坡，做為

重返亞洲市場的基地，先後出任瑞⼠史丹佛飯店的頂樓餐廳Jaan Par André主廚，將這間坐

擁優勢，但經營卻遇到瓶頸的新加坡地標餐廳，在⼀年半的時間內獲得威廉・⾥德

（William Reed Business Media）傳媒集團舉辦，全球最佳餐廳（The World’s 50 Best 

Restaurants）第39名的殊榮 ；2010年開幕的Restaurant André，更是於2013年開始，連年獲57

得全新加坡、亞洲、世界最佳餐廳名單上榜殊榮。⽽在2016年4⽉27⽇，江振誠新書《⼋⾓

哲學OCTAPHILOSOPHY》出版之前，新加坡現任總理李顯⿓(2004-)更是捎來⼀封祝福信，

美國〈外交〉雜誌1994年3－4⽉號刊登了李光耀⾧篇談話紀錄《⽂化是決定命運的》，李光耀⾔：「坦率地53

說，如果我們不曾以西⽅的優點作為⾃⼰的指導，我們就不可能擺脫落後，我們的經濟和其他各⽅⾯迄今會處
於落後狀態。但是我們不想要西⽅的⼀切。」

  TVBS，2014， 看板⼈物專訪「新加坡直擊，世界級江振誠 」 5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ITEZL8zV6U&feature=youtu.be

 Singapore Tatler, 〈Kitchen Confidential〉Nov. 2015  55

http://sg.asiatatler.com/stories/arts-culture/kitchen-confidential-1#slide-3

中天新聞，2015，名廚江振誠落腳星國「國際定位」關鍵 https://youtu.be/7N6ZVwbctG456

 江振誠，2013，〈初⼼〉P. 184~191，平安⽂化有限公司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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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7N6ZVwbctG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ITEZL8zV6U&feature=youtu.be
http://sg.asiatatler.com/stories/arts-culture/kitchen-confidential-1#slide-3


預祝活動成功，並且感謝每⼀次到Restaurant André都是美好的經驗，Restaurant André將新

加坡推向國際。以下訪談節錄於⼋⾓哲學特展現場與江振誠訪談： 

『問： …  新加坡把 Chef 您請過去，是因為他們認為您把新加坡Put on the global food map，

但Chef在做的，其實是國際化的臺灣味，⽽不是國際化的新加坡味，那關於這點，蠻好奇新

加坡的態度？ 

Chef：… 其實新加坡⾮常⾮常地Support，我也感到⾮常驚訝，就是他們對國際的、各個國

家的⼈，他們是，主要是能在這個（新加坡）的⼟地上發光發熱，他就覺得這是新加坡

的 … 我們在新加坡4/27號（推廣⼋⾓哲學）上的時候，我收到新加坡總理寫了封信給我，

他就祝我新書做得很好，跟每次到Restaurant André能有⼀個很好的經驗，也謝謝我把新加

坡推向國際⾼度。前後兩個總理會因為⼀個廚師出⼀本書⽽寫這樣的⼀封信，我覺得也是，

他們有很⼤的包容性 …』 

這樣美⾷地景的改變與標的創造，對新加坡帶來的國家與城市形象資產，絕對難以計量，⽽

這樣關乎⼀國競爭⼒層級的任務與投資項⽬，由⼀國領導⼈親⾃出⾺展⽰誠意，不正是最正

當的任務，最精算後的策略運⽤？⽽⼀國的領導⼈，具有⾼度⽣活敏銳度、深諳⾷物與技藝

的價值創造邏輯，像是江振誠的廚藝創作，不也正是「美學經濟」時代對於⾵格的技藝、對

於⾵格的資本之投資 ，使得⼀國總體實⼒得以整合呈現的關鍵？ 58

除李光耀、李顯⿓⼀脈相承外，⽇本⾸相安倍晉三（あべしんぞう，Shinzō Abe），也是⼀

個將⾷⽂化以國家戰略⾼度執⾏的國家領導⼈。他除了在「酷⽇本」(Cool Japan, 2010）國

家戰略推進會議中，針對推廣和⾷，設⽴聚集⼀流料理⼈的「⾷的研究所」，強化和⾷⽂化

的脈絡梳理及發送，利⽤官邸宴席場合，打造「⾸相的餐桌」 這個頂級的體驗場域，向世59

界政要推銷和⾷；此外，更懂得利⽤以最精緻的和⾷⽂化，款待遠道⽽來的貴賓，如2014年

 李仁芳，2015，〈巷弄創業家〉P.40《巷弄創業家的智慧資本與⾵⼟資本投資》，2015，聯經出版事業58

 楊舒媚，2015，〈我⾒我思－⾸相的餐桌〉 59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623000479-260109

52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623000479-260109


美國總統歐巴⾺訪⽇，安倍就以位於東京銀座，客席只有吧檯⼗位的⽶其林三星壽司名店「數

寄屋喬次郎」宴請；該店⽽後也成為美國⼈來東京最想光顧的壽司店。 

壹傳媒媒體創辦⼈黎智英於接受時代雜誌「2016全球百位最具影響⼈物」專訪亦不諱⾔：

『懂得享受⽣活的⼈，才是深知⼈民需求的好領袖（...only if you enjoy life can you be a good 

leader. Because when you enjoy life, you also appreciate better what others want for 

themselves…』 。⽽⼀國市場定位以及城市意象發展策略亦正是如此，懂得品味，並以實際60

⾏動肯定創作初⼼，懂得⾵格技藝之於市場的價值/價格轉換邏輯，並⼤⼑闊斧創造市場條

件，這般特質與作為，⽐起克勤克儉，以常年吃鐵盤便餐以維機構清廉形象來說，是更具有

策略價值、更能為⼀國創造無形與有形價值的⾏動綱領。 

圖4-8  李光耀與江振誠報導彩圖〈Kitchen Confidential〉, Singapore Tatler, 2015 

 TIMES，2016，〈The 100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http://time.com/4301572/tsai-ing-wen-2016-time-1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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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9  前新加坡國家總理李光耀與江振誠留影 

藏於Restaurant André（2010) 

 

圖4-10   安倍晉三於數寄屋橋次郎宴請歐巴⾺留影（2014) 

圖⽚來源：〈壽司之神全技法：⼩野⼆郎的壽司聖經〉  61

 ⼩野⼆郎（すきやばし次郎，Jiro Ono)，2015，〈壽司之神全技法：⼩野⼆郎的壽司聖經〉，⿆浩斯出版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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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1 時代雜誌(Time)2016全球百⼤影響⼈物專訪黎智英評論截圖 

 

圖4-12 中華民國總統官邸中興便當 

圖⽚來源：中華民國總統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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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振誠｜創新中介⾓⾊ 

東南亞全球雜誌記者Dene Mullen 專訪江振誠時，問了個問題： 

D.M.：「模特兒事業與你的餐廳事業，中間有什麼相似性？」。 

江：「....⾛伸展台和做菜，都是在成就⼀場秀，每⼀個作品，每⼀道菜，都傳遞著訊息，⽽

所有訊息的總和，就變成系列作品（Collection），因此每個細節，從設計師、觀眾、出場

順序等，你都必須透徹掌握，你才知道這個系列作品，背後要傳達的訊息是什麼....」  62

「⾷物的哲學家（Philosopher of Food）」，Mullen以這樣的描述，作為報導的標題。 

⽽江振誠提出的『⼋⾓哲學（OC·TA·PHI·LO·SO·PHY）』 ，包含獨特（Unique）、質感63

（Texture）、記憶（Memory）、純淨（Pure）、⾵⼟（Terroir）、鹽（Salt）、南⽅

（South）與技藝（Artisan）等⼋個在江振誠過往的創作中，越理越清晰浮現的脈絡。然⽽，

⼋⾓哲學，不僅是⼀套⽤以解析創作脈絡的思想體系，更是江振誠對於⾃⾝，以及對所有領

域藝匠、以及每個⼈的期許，像是如何從⽣活經驗萃取養份、如何轉化抽象成為靈感反射、

並有所取捨等的系統論述。但⼋⾓哲學的提出，對於市場場域，尚具⼀個重要的創新中介意

義——『內隱知識外顯化』，⼀個轉譯物件的可能性。 

『內隱知識外顯化』以及『知識創造螺旋』，是由⽇本⼀橋⼤學教授，被譽為『知識創造理

論之⽗』的野中郁次郎（Ikujiro Nonaka, 1935-），在其1995年與⽵內弘⾼（Hirotaka 

Takeuchi, 1946-）合著的〈The Knowledge Creating Company〉（中譯：創新求勝—智價企業

 Southeast Asia GLOBE， 2015，〈Andre Chiang: Philosopher of food〉 62

http://sea-globe.com/restaurant-andre-chiang-interview-singapore-southeast-asia-globe/ 

 “ Do you see any similarities between being a model and being a chef?” 
“…I did catwalk, so you need to study every designer, find out the message of the collection. It’s like every time you 
create a dish, it must have a message, and all together they’re a collection. On the runway the designer has decided 
what will be the first walk, what will be the last one. With a meal, I decide what will be the first course, what will be 
second. It’s how you build up the hype, and then you smash it with the last course. That’s the similarity. You’re 
constructing a show…” 

  江振誠，〈初⼼〉P. 212~224，2013，平安⽂化有限公司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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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1997）中所提出，主要是針對企業與組織，如何從個⼈，以及與情境脈絡密切相關的知

識互動中，創造正式與系統化的知識累積 。像是知名劇場導演賴聲川透過創意⾦字塔的描64

繪，以⾃⾝創作經歷為經緯，將⼀個創作者從如何⽣成創意，結合⽣活與藝術進⾏創作，並

成就作品的歷程具像捕捉，讓許多教育⼈⼠與藝術表演者深受啟發，並得以整理、發展⾃⾝

創作脈絡，便是「內隱知識外顯化」⼀個經典案例。  65

⽽在餐飲界，從原料的⽣產與挑選，設計⾷物的過程與取捨，乃⾄服務呈現的空間與感知計

劃，都是與情境脈絡緊密結合的場域，⽽每個環節，都存在⼀道道由內隱知識（Tacit 

Knowledge）所加上的密碼，讓價值創造的鏈結，充滿重重難關，⼀個環節的閃失，都有可

能讓豐沛的價值，打了折扣。⽐如說，若⼀個廚師不理解依照⾷材特型性⽽去進⾏細微的料

理調整，那⾷材的價值，便打了折，從嚴選素材變成⼤宗貨品；或是當⼀個餐點呈現的情境、

⽤餐順序設計失準，那也會讓精⼼設計過的Fine Dining，成為不過填飽肚⼦Eating、影上幾

張像的⼀餐。因此，當內隱知識能夠成為外顯知識（Explicit Knowledge），密碼成為⼤家都

能理解的符號時，更多的創作想像與可能性，才會得到繼續被實現、發展的內部動⼒。 

⽽哲學系統的論述與建⽴，這並⾮每個廚師都願意去做，也有能耐做得起來的事情，然⽽正

是這樣系統化的提出，為江振誠⾃⾝，以及為他的餐廳，乃⾄為新加坡，還有臺灣味的定義，

都創造出了不斐的真實價值。於依照對應的價值創造途徑，可再進⼀步分為兩類作為： 

⼀、內隱知識外顯「經典化」 

⼆、內隱知識外顯「通俗化」 

內隱知識的外顯「經典化」，就像法國料理經由安東尼．卡漢姆、布西亞‧薩⽡蘭等廚師或

美⾷作家的論述書寫後，在世界飲⾷潮流中建⽴⾼度的形象與話語權，或是像⽇本四國德島

料亭「青柳」主廚⼩⼭裕久（Hirohisa Koyama, 1949）之於⽇本料理，透過對於⽇本廚⼈技

 野中郁次郎，1997，〈創新求勝─智價企業論〉，遠流出版社64

 賴聲川，2006，〈賴聲川的創意學〉，P96-97，天下出版社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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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與精神的經典化，也建⽴起別於西式料理價值體系的〈⽇本料理神髓〉 ，從菜單、⾼66

湯、⼑功，乃⾄燒烤、燉煮、炊飯等，差異化⽇本料理的形象，建⽴起⽇本料理「簡約中追

求極致、⼀次定勝負」的形象。「⼋⾓哲學」補充了臺灣味建構過程中的基礎，提出了⼀個

詮釋臺灣味的形象的經典⽅式與語彙：在地化（localization）並不是臺灣味的答案，⽽是要

透過國際化（globalization），把世界的興趣與語⾔帶進來，再⽤臺灣的語⾔回覆、傳遞出

去，『在地國際化（glo-calization），讓臺灣能⽤世界理解的⽅式被認識、轉譯，即是臺灣

味的建構 ⽅法。⽽這些⽅法論、語彙定義與詮釋，有創作實例，這些都是臺灣味、臺灣⾷67

⽂化，這些難以描述的內隱形象、知識外顯並且經典化的特徵。 

內隱知識的外顯「通俗化」，是⼋⾓哲學的另⼀個⾯向，無論是書籍的編寫、論壇的策展，

或是菜單的巧思、餐點呈現的⽤⼼，這些都讓價值端最右⽅的消費者，得以⼀窺每個環節背

後所涵養的真實價值，也讓消費者的味蕾，開始收到刺激，並開始有了品嚐咀嚼的契機與討

論基礎，這些種種嘗試與作為，即是內隱知識外顯「通俗化」的具體呈現。 

「...我希望⽤我們的⽅式，讓別⼈知道，我們不是只有夜市，我們不是只有⿇辣鍋，所以我

希望說，我們是不是可以⽤⼀個概念，⼀個更國際的平台，讓這些臺灣所有好的⼈事物，能

夠在這個平台上被看到...」 江振誠在2014年接受TVBS「看板⼈物」節⽬中對⾃⼰這麼期許68

著，然⽽，要讓臺灣所有好的⼈事物，能夠為國際所⾒，絕對不是點狀的努⼒與倡議即能發

揮效果，⽽是在於所有⼈，對於臺灣味、臺灣⾷物，以及最根本的，臺灣認同，有於其之上

討論的基礎，有於其之上進⾏評斷的鑑賞⼒，⽽⼋⾓哲學，亦創造了通俗化的多樣契機，讓

⾷材、⾷物的價值，能為更多⼈所接受欣賞，當然，也充分地創造了⾷物的真實價值。 

作家吳念真說：「通俗是⼀種功⼒。絕對⾃覺得通俗，更是⼀種絕對的功⼒」。內隱知識的

外顯通俗化，也是江振誠作為⼀個跨界的中介者，絕對創新中介⼒的展現。 

 ⼩⼭裕久，2006，〈廚與藝。⽇本料裡神⼈的思考與修鍊〉，漫遊者⽂化出版，⼤雁⽂化發⾏66

 江振誠，2014，臺灣味論壇（Taiwan Flavor Symposium)67

 TVBS，2014， 看板⼈物專訪「新加坡直擊，世界級江振誠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68

v=cITEZL8zV6U&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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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urant André  & RAW｜⾮典型中介職能 

表4-2  江振誠｜Restaurant André & RAW⾮典型中介職能 
本研究整理 

跨國合作專案展演、影像⽣產、哲學思辨、跨界策展對談演說、書籍論述出版等，這些看似

與料理廚藝有些距離的職能，⾝為⼀個⾮典型的中介者，江振誠不只⾛了好幾遍，甚⾄越⾛

越起勁，像是2016年的⼋⾓哲學特展，與⼋位頂尖藝術家的共同策展，五⽉六號在台北開展

後，之後江振誠將巡迴世界21個城市，與世界各國的藝術家合作，於⾹港、新加坡、紐約、

倫敦、巴黎、哥本哈根、斯德哥爾摩、雪梨，挑選各地藝術家，以⾃⾝所處的環境為養分，

為其書籍設計獨⼀無⼆的精裝書封，作為⼋⾓哲學裡的對話延伸，要將台灣的創作能量與美

學思想帶往世界各處。  69

古典來說，⼀個廚師的任務，是待在廚房內，將⾷材透過⾃⼰的技藝與經驗，轉化成消費者

得以從中獲得價值，並願意相對應付出價格交換的⾷物，團隊追求的是效率，⼿段直接。⽽

江振誠在餐廳經營外，在其他領域同樣投注甚鉅⼼⼒，於展覽、於對談、與影像紀錄與拍攝，

2011 ｜TED 演說「What is your Original Intention」

2013

｜晶華酒店『亞洲天廚 臺北薈萃』展演，跨媒體企劃報導紀實，紀錄⽚拍攝 
｜《初⼼》出版 
｜與⽶其林三星主廚⽶⽥ 肇 Hajime Yoneda哲學對談(Philosopher Get-Together） 
｜Restaurant André  YouTube 頻道上線，⽣產視頻⽚段

2014
｜臺灣味論壇，邀請聶永真、許芳宜、朱平、顧緯、葉怡蘭、種籽設計對話臺灣味 
｜ Maison et Object Asia Keynote Forum with Edouard Malbois 
｜RAW 開幕，由Chef Alain臺灣⼈的團隊，要為臺灣年輕廚⼈設下標準

2015

｜⼀⽉RAW邀請丹⿆的AMASS餐廳來台合辦餐會； 
｜六⽉到東京代官⼭蔦屋書店參加「絆 Kizuna」臺灣特展； 
｜九⽉到荷蘭RIJKS®國家博物館的亞洲特展開幕餐會呈現臺灣料理。 
｜TED 演說「Three Things You Should Know About Eating Creatively」 
｜RAW⼀週年回顧展，不上菜，上的是藝術品，是影像紀錄策展

2016

｜天下雜誌換⽇線專案｜⼤膽越限論壇演說 
｜《⼋⾓哲學》出版；校園巡迴演講；學學⽂創專題演講；臺灣廚師專題演講 
｜5/6-5/12 臺北⼋⾓哲學特展, Asia Tour Singapore-Manila-Hong Kong 
｜Octaphilosophy World Tour 2016

「OCTAPHILOSOPHY ⼋⾓哲學特展 」台北，2016，策展⼈的話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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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肯定與成功，⽽正是這些看似沒有直接相關連的努⼒，再再轉化成為餐廳經營本業的成

功、發揮更多影響⼒的能量循環、打造越來越健全的⽣態系(Ecosystem），像是越來越明確

的臺灣味形象，以及消費者鑑賞能⼒的提升。這些作為，⾮江振誠個⼈特有，因為當代許多

名流主廚，像是Noma的主廚René Redzepi，或是西班⽛分⼦料理的前鋒El Bulli（⾾⽜⽝）

的主廚Ferran Adrià，也都進⾏了舉多論壇、出版、策展發表，揭露分享等作為。研究認為，

也正是這些作為，讓臺灣的美⾷地景(Culinary Landscape) (Mark Swislocki, 2009)，迸發更精70

彩的⽕花與可能性，推⾼臺灣⾷材、⾷物、⾷地、⾷⼈的議價⼒，創造商業真實價值以外，

更深遠的輻射影響⼒。 

圖 4-13 ⼋⾓哲學，特展影⽚製作⼀覽 

圖⽚來源：本研究 

 Mark Swislocki，2009，〈Culinary Nostalgia: Regional Food Culture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in Shanghai〉，70

P. 2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he city’s regionally and nationally diversified restaurant industry defined the city’s culinary landscape…” 
...⼀地、⼀區域及⼀國家內的餐飲型態，形塑⼀個城市的美⾷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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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4  卸下廚師袍，談的是哲學，做的是策展、對談、分享 

圖⽚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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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結分析 

江振誠與其餐廳Restaurant André & RAW，除了在料理呈現上做了許多技術與思想的加值，

同時也積極地透過出版、策展、論壇、名廚共同展演、影像創作、教育演講等⽅式，探索並

系統化論述臺灣料理的定位、臺灣味的可能性等，這些作為，都與法國料理之於卡漢姆、布

西亞‧薩⽡蘭、艾斯考菲等美⾷論述家，或是像⽇本⼩⼭裕久主廚之於⽇本料理，透過對於

廚⼈技藝與精神的經典化，內部知識外顯系統化如出⼀轍，對於臺灣的⾷材、⾷⽂化，產⽣

相當的影響⼒道，⼀步步建⽴臺灣料理的系統脈絡，也⼀步步解密隱藏在其中的隱性知識，

讓其中的價值，更能為消費群眾所認同，擴增願付價格區間，催化出商業操作端的真實價值。

也正是這樣的系統脈絡，讓臺灣味不再只是個⼈、或封閉社群聊聊即⽌的話題，⽽是⼀個可

在群策群⼒，於其之上進⾏補充及討論修正的依據，也是為何⽇本料理、以及法國料理，在

全球⽂化交融的時代，還能保有⾃⼰的飲⾷⽂化精神與論述的重要因素之⼀。但這並不代表，

⼋⾓哲學是今後臺灣味認同形塑的唯⼀解，不是的，⼋⾓哲學⼀書的提出，以及本研究所整

理江振誠與其團隊所做的「創新中介」⾏為，只是⼀個解密的嘗試及⽅法論的提出，⼀個讓

其他的⾷⼈、藝匠，也能開始從探討，進⼀步去試著對『認同』提出系統化論述的契機。 

如此⼀來，臺灣餐廳雖為數多，但餐飲產業與料理⽂化不上不下，無法發展出在世界餐飲舞

台上的⽴⾜的⾵格與地位的瓶頸 ，才會更有可能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與討論，進⽽得到突71

圍，讓美⾷、美感等⽂化⼒挟著國⼒，撼動既有僵固。正如同三百多年前的路易⼗四與其財

政⼤⾂寇⾙爾（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透過法國料理、法蘭西時尚產業刻意發

展投⼊，聯⼿打造凡爾賽宮與法蘭西成為歐陸強權西班⽛以外的新時尚震央 ⼀樣，讓法式72

料理、與優質⽣活追求的產業⼒，持續影響⾄今的產業⾵貌。 

江振誠的⼋⾓哲學，與其創新中介職能作為，悄悄發動，撼動亞洲與世界飲⾷版圖的新震央。

  江振誠，《初⼼》P. 258，2013，平安⽂化有限公司71

  李仁芳，2014，「奢華產業與⾼加值策略的啟⽰」，名牌學V1推薦序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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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件Restaurant André不為⼈知的秘密〉演講逐字稿 

⽇期：105/5/11，19:30-21:30，地點：學學⽂創，台北 

⼀、建築（Building） 

這個建築是1922年蓋的，最早是⼀個私⼈的房⼦，⼀樓是飯廳跟廚房，⼆樓是客廳跟⼀個⼩

陽台，三樓是臥室跟書房，所以我從這個建築，我當除看到這個建築的時候，我就希望他能

夠保有它原來的樣⼦。我個⼈⾮常反對Cut & Paste（剪下與貼上），就是我覺得每⼀個

concept（概念）都應該是獨⼀無⼆的，每⼀個店都應該是總店，每⼀個店都應該有⾃⼰的

空間。那這個DNA哪裡來？這個DNA是從這個地⽅⽽來，當有了這個空間，才有了這個概

念，然後才有這個料理，⽽不是說我今天想要做⼀個披薩店，然後這個店⾯的⼈很多，然後

我就在這裡開，我不太能⽤這種⽅式，或許它是另外⼀個模式，但是不是我⾃⼰想要做的那

個樣⼦。我們的⽅式就是，當⼀個地⽅它已經有了⼀個空間，然後這空間已經有了⼀個故事，

然後從那裡我們再進⾏，因為創造的靈感是來⾃每⼀個空間所連結的DNA，他可以是⼀根

胡蘿蔔，他也可以是⼀個空間，當有了這個空間之後，你開始去create（創造）⼀個concept

（概念），你開始去變成你的料理。 

所以，當客⼈坐在這個空間裡⾯，吃這道菜的時候，所有的東西都是連結起來的，包括故事、

包括這個地⽅，它都是有關係的，它不是⼀個植⼊性的概念。所以這就讓我開始想說，那在

這個房⼦裡⾯會發⽣什麼事。我希望讓這三⼗個客⼈，能夠坐在不同的位置，可能這次你坐

在書房，或是臥室，或者是在廚房前⾯，或者是在客廳，每⼀個客⼈會坐的位置都不⼀樣，

就好像我到⼀個⼈的家裡⾯。Create a concept into a space where it belongs. Never cut & paste. 

（創造⼀個屬於空間的概念，⽽⾮單單剪下與貼上）。所以，譬如說，我們在巴黎的店，他

是⼀個150年做⼿⼯⾺甲的⼀個⼯作室，⼿⼯⾺甲對我來說是他給了我兩個訊息，⼀個是

tradition（傳統）, craft（技藝）, 另外⼀個是Avant garde（前衛）, 因為⼿⼯⾺甲是Haute 

Couture（法：訂製服）裡⾯⾮常⾼級、重要的⼀環，所以它兼具著傳統跟未來，所以我們

在這個空間裡⾯，有⾮常⾮常多的傳統，跟未來對⽐的顏⾊還有東西在裡⾯，所以每⼀個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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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都是這樣⼦來的，都是因為⼀個空間，然後變成概念，然後變成料理，⽽不是我想做什麼

就做什麼。我不希望他是⼀個植⼊式的概念。 

 

圖4-15 Restaurant André外景與內部裝潢 

圖⽚來源： 

William Reed Business Media, The Asia’s Best 50 Restaurant, No. 3, 2016 

⼆、團隊（Team） 

在我們團隊裡⾯沒有Work Shift（班表），就是我們所有⼈都是同⼀個時間，他們決定什麼

時候要來，什麼時候要回去，我想這個⼤概應該⾮常的少⾒，就是我們休息就是所有⼈⼀起

休息，我們也沒有輪班，也沒有早晚班，也沒有休年假或什麼假，所有⼈⼀起來，要不就所

有⼈⼀起休假。然後休假的時候就是所有⼈⼀起休，沒有說今天休⼀個⼈，明天休兩個⼈，

然後她休三天，然後完了之後換我休五天，沒有，沒有這樣休，就是如果有休假就是所有⼈

⼀起休，如果我們要休五天，就是所有⼈都休五天，所有⼈⼀起上班，⼀起下班。我們每天

早上有個briefing（簡報），然後最後的半個⼩時離開之前就是debrief（回報），debrief（回

報）就是坐下來討論今天發⽣什麼事情，今天有什麼事情是好的，什麼事情是不好的，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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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明天⼤概什麼時候要來，然後⼤家同⼀個時間來，然後當你⼀天忙完你所忙的，你就去

幫其他⼈，就是⼤家，每⼀分鐘都是⼀起⽣活的。 

 

圖4-16 Restaurant André團隊合照 

圖⽚來源：5pit，http://5pit.tw/life/food/singapore-andre 

三、沒有⾷譜（No Recipe! ） 

我常常在講⼀個⽐⽅，你怎麼可以讓每⼀道菜，或是每⼀個sauce（醬料）味道都⼀樣，然

後沒有⼀個固定的配⽅。每⼀個餐廳或是每⼀個公司都在思考，怎麼樣讓每⼀樣產出的都有

⼀個⼀致性。然後最極致的⼀致性是什麼，我們現在談的是料理歐，對我來說，如果我今天

有⼀個配⽅，有⼀個tomato sauce（番茄醬）的receipe（⾷譜）, 那這個⾷譜，在台北、在台

中、在⾼雄、在新加坡、在巴黎，同⼀個⾷譜，做個過程完全⼀樣，但做出來的味道會⼀樣

嗎？不會。為什麼？因為⾷材不⼀樣。所以⾷材是最⼤的factor（因素），因為⾷材的不⼀

致，所以你沒辦法⽤⼀個配⽅，來做出⼀樣的味道。所以如果你想要，⼀個味道是consistent

（⼀致）的，你沒有辦法有⼀個receipe。所以如果說，以前⼈常說practice makes perfect（勤

能補拙），如果有⼀個番茄醬有配⽅，跟⼀個沒有配⽅的番茄醬，當你在做的時候，哪⼀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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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你會試著更多次？當然是沒有配⽅的那⼀個。為什麼？因為你不確定，因為你必須要多

試幾次，你才能夠match（匹配）你想像中的那個味道，那怎麼樣可以讓你的味蕾越來越敏

感，或是說對這個味道越來越準確，就是試⽽已，沒有其他的。我們是⼀個廚師，所以怎麼

讓這個味道記得著，怎麼讓每⼀次的味道調整出來都是⼀樣，你可能要多加⼀點鹽或是多加

⼀點糖，這個味道才會跟你想的⼀樣。那如果給你⼀個配⽅，然後你可能做到最後才試⼀下，

我覺得那個東西不會是很準確地，反⽽是當你不確定的時候，你才會去多試幾次，他就會越

來越accurate（準確）。所以說我們在討論的是⼀個accuracy, accuracy of flavor（準確度，味

道的準確度）。我有蒐集⼀本18世紀的法國料理書《Modern cuisine》(當代料理），他是在

講兩百多年前的modern cuisine（當代料理），在裡⾯，我發現在18世紀以前的receipe, 

cookbook（烹飪⼿冊）裡⾯沒有很仔細的數量，沒有⼀百克番茄，加五⼗克洋蔥，加五克的

蒜頭，沒有，他就是說⼀把洋蔥，切丁，然後炒⾄⾦⿈⾊這樣，那對我來說，這個是更精準

的描述，⽐你⼀百克的洋蔥什麼，來得更精準。為什麼？因為⼀百克洋蔥，中⽕炒五分鐘，

你的丁跟我的丁不會⼀樣，你的中⽕跟我的中⽕不會⼀樣，你的五分鐘跟我的五分鐘炒起來

也不會⼀樣，所以那個味道怎麼會精準？但是炒⾄⾦⿈⾊，你必須去理解它炒出來的顏⾊什

麼時候是⾦⿈⾊，你可能花五分鐘，然後，因為我的⽕⼩⼀點，我可能花⼗分鐘，但我們都

炒到⾦⿈⾊，所以accuracy，不是receipe，⽽是你對過程、描述的理解，所以這是我發現⾮

常有趣的。所以在我們的廚房裡⾯是沒有receipe，你必須要去理解，每⼀個東西的味道。 

四、⽩板（White Board） 

在我們餐廳裡⾯呢，在我們廚房裡⾯，我們有⼀個⽐較⼩的⽩板，差不多⼀個A4尺⼨的⼀

個⽩板。那因為我們的餐廳⾮常⾮常⼩，我們的廚房也很⼩，廚房只有舞台的⼀半⼤，然後

裡⾯塞了12個⼈在裡⾯，所⽶每個⼈是肩並肩在做菜，然後中間就有⼀個⽩板，那這個⽩板

是做什麼？就是每⼀個⼈能夠，每⼀個⼈經過這個⽩板的時候，他可以有不同的想法，譬如

說我今天突然想到⼀個味道的組合，是⾹草籽配⿓蝦、然後配海膽，我就會把這個味道，我

會覺得蠻特別的地⽅，然後就把它寫在⽩板上，那或許其他的⼈也可以有不同樣的想法，譬

如說蘋果配泡菜配⿂⼦醬，或是說什麼，他就把它寫上去。那當你說每天⼤家經過三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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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更多次經過這個⽩板，你就會想說，噢這個味道很特別，但你可能想到的是甜點，但我

想到的是前菜，說不定他想到的是⼀道湯，那無形中就會給你很多的想法。 

我們餐廳的午餐和晚餐的菜是完全不⼀樣，中午我們叫menu in process（發展菜單）。什麼

叫menu in process? 就是這道菜還是在實驗當中的菜，所以我們有很多的客⼈來過晚餐之後，

他都會來吃午餐，因為午餐每道菜都只會出現過⼀次，他可能明天、或是後天，會甚⾄是以

後都不會再出現了。就是我們把⽩板上⾯的實驗性的菜，全部都拿出來做，當然是我們覺得

是⼀個有趣的組合，它會是可以做出來的組合，然後我們就拿出來做，所以很多是實驗性的

菜⾊，所以他叫menu in process，這讓我們在每⼀天的⼯作中，能夠去思考，能夠去學習，

你跟你的同事之間，他覺得很有趣的味道，或是說他覺得有什麼不⼀樣的想法，那或許我們

把每三個菜、三個菜做出來之後，你會發現它其中的連結是什麼，或許你會發現不同樣的組

合，當你這樣橫著看是⼀道菜，那當你直地這樣看，它也可能是不同樣的菜⾊，這讓我們有

不同樣的創意，我們中午的菜⾊就是這樣出來的。 

然後談到中午的菜⾊，menu position（菜單定位），或許很多⼈問說，你怎麼樣定價啊，然

後中午的價錢跟晚上的價錢是怎麼決定的。有⼀天我們head chef（⼀廚），他就問我說，我

可不可以問你⼀個問題，我說好，他說為什麼你明明知道中午所定的價錢，跟我們所產出的

⾷材，是虧本的，但是你還是要做。我說因為你在準備，prepare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為

了下世代在做準備），為什麼？我們現在，當然晚上的價錢，是中午價錢的兩倍，所以能夠

負擔起這個價錢的⼈呢，不是每⼀個⼈都是能夠負擔得起這個價錢的⼈，所以他可能是⽼闆，

或是⽐較⾼階的manager（經理）。那如果說，我沒有中午的這個價錢，或許我的客層只有

這個⽼闆，但是我希望，我想說如果五年後，或是⼗年後，來我餐廳的會是誰？會是這個⽼

闆下⾯的科⾧或是經理，他可能是五年後我的客⼈，但是你在現在就讓他可以有⼀個想法，

在為他之後做準備，等於說在他的腦裡⾯先種⼀個種⼦， 然後等他吃得起的時候，他第⼀

個想到的就是你的餐廳，所以你在為你的下⼀個generation（世代）做準備，他不⼀定是下

⼀代，他就是下⼀個，以後他就是你的客⼈，他就會是你的常客，在做準備。所以，這就是

你在他⼼裡⾯種⼀個種⼦，所以當他有⼀天升官了，那他第⼀個想到的就是說，我們去Andr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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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邊吃晚餐，因為他已經有這個經驗了。所以他是⼀個ticket（⼊場券），就是為什麼我在

做餐廳的每⼀個決定的思考。 

五、分享（We share） 

我們餐廳裡⾯總共有⼗四個國籍，We learn new Potato Salad Everyday（每天都學⼀道新的

⾺鈴薯沙拉）。這14個國籍裡⾯，我們每天的員⼯飯菜，就是⼤家輪流煮，所以可能今天吃

漢堡，明天吃泡菜，然後後天吃壽司，然後再後天吃⼤鍋炒，所以每天吃的東西都不⼀樣。

其實這個結構是設計過的，我希望我們有各個不同國家的⼈，尤其是在新加坡這個地⽅，能

夠⼤家互相的學習。我覺得我的功能是什麼，我的功能在這個團隊是把不同背景的⼈，對的

⼈，不同技能的⼈，放在對的位置，讓他們互相學習，⽽不是向我學習，因為我的每⼀件事

情，不⾒得做得⽐他們專家來的好，但是我們可以在這個學習的過程裡⾯，互相地去吸引。 

為什麼說new potato salad（新的⾺鈴薯沙拉）？當我今天想做⼀個⾺鈴薯沙拉的時候，我跟

我的團隊就會討論，他就會說，這裡有德國的⾺鈴薯沙拉，這裡有⽇本的⾺鈴薯沙拉，這裡

有哪⼀國的、法國的⾺鈴薯沙拉，每⼀個⼈對⾺鈴薯沙拉的定義都不⼀樣，故事也不⼀樣，

調味也不⼀樣，所以⼤家不是在跟我學怎麼做⼀個⾺鈴薯沙拉，⽽是我們⽤分享的⽅式，來

討論這個⾺鈴薯沙拉的不同，然後讓我們有新的想法去做⼀個東西是這⼋種、⼗⼆種、⼗四

種⾺鈴薯沙拉的綜合，這是我每⼀次在創作⼀道菜brainstorm（腦⼒激盪）的時候，⾮常重

要的⼀個process（過程），然後we share（我們分享）。 

在我們的餐廳，我們有個不成⽂的規定，就是我常常跟我的團隊討論，就是怎麼讓⼀個團隊，

⼀個餐廳能夠很健康的狀況下，永續經營，我們有⼀定的成本，然後有⼀定的⽬標，當你達

到這個⽬標之後，你會去分析你要設定多少的利潤，這⼀個⽔平是可以讓我們很健康地⽣活

下去，所以每個⽉我們有⼀個⽬標。那當我們每⼀個⽉達到或超過這個⽬標，⽐如說我們這

個⽉超過這個⽬標⼆⼗萬，或是四⼗萬、五⼗萬、或⼀百萬，所有超過我們⽬標的這些，we 

share, we share everything from this restraurant（我們分享，所有這個餐廳的東西）。他不會

進到我的⼝袋裡⾯，⽽是所有的⼈⼀起share，因為我覺得，這是⼤家⾝為團隊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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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知道，我不是⼀個⽣意⼈，我也不知道⼤家⽤什麼⽅式，但是對我來說，我希望這個

餐廳是，⼀個正常的，我有⼀個應該要保持⽬標的標準，但是多過於這個標準，對我來說就

是多出來的，那就是⼤家⼀起分享，所以從洗碗⼯到總經理都是⼀樣。 

六、⾃然的酒，像挑蔬菜⼀樣 

（Natural Wine: We Pick a bottle of wine, like a piece of vegetable.） 

常常我會發現，很多⼈，或是說，很多餐廳他會標榜這是⾃然或是有機的蔬菜，然後這個蔬

菜是健康，然後從那個⼩農⼿上取得等；但是同⼀個時間，你會看到，他的酒單，在酒的選

擇上，是⾮常商業的，是不有機的，就是品牌掛帥的。那我會覺得說，這兩個不是同⼀件事

嗎，不是應該是同⼀件事情嘛？所以在我們的餐廳，所有的酒都是⾃然農法，所有的酒都是

⾮常⼩的酒莊，所有的酒都是我們⾃⼰直接跟酒莊進⼝的，就好像我們挑每⼀個蔬菜⼀樣，

我們去⾒這個農夫，然後看他是怎麼種植這個東西，然後我們去看他種植的⽅式，跟他種出

來的⾷材，然後我們直接跟他從產地買回來，我覺得這是同樣的⼀件事情。但是我發現⾮常

⾮常少的餐廳會這樣做，因為可能很多的商業考量，但是我覺得那就不是真的⾃然，⽽是為

了說⾃然⽽⾃然的事情，所以這在我們餐廳是⾮常重要的⼀部份。 

七、發酵汁（Fermented Juice） 

Have you really think about a dining Experience？（你們有認真想過你們的⽤餐體驗嗎？） 

或許你們有些⼈有在youtube上看過這個影⽚，在講發酵汁。我從三年前開始做這個⾃然發

酵汁，我們在這三年裡⾯，我們在nordic food lab，哥本哈根的⾷物實驗室，在英國的愛丁

堡，然後在斯德哥爾摩、在愛爾蘭、在西班⽛，都有被邀請去發表發酵汁。為什麼發表這個？

就是你會發現，在任何的餐廳，或是⼀間好的餐廳，如果你不喝酒，你的無酒精的選項，或

是果汁的選項有什麼？有蘋果汁、柳橙汁、芒果汁、西⽠汁等，再好的餐廳也是⼀樣，為什

麼？為什麼我們在整個餐廳的⽤餐體驗裡⾯，在這個⽤餐過程裡⾯，有的餐廳⾦碧輝煌，有

的餐廳有⾮常多名貴的藏酒，⽤最好的⾷材，⽤最好的盤⼦、⼑叉，然後他只有柳橙汁、西

⽠汁這些，我不懂。好像有⼀個環節是⼤家突然不想去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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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我有⼀天在⼀個餐廳吃飯的時候，我突然想到這件事，就覺得這個東西好像⼤家知道，

但就是盡量不要去提到他，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所以我們就開始去做這個發酵汁。那它（發

酵汁）是⼀個⾮常複雜，為什麼沒有⼈做，或許也是因為它⾮常複雜，因為它需要兩到三種

不同的酵素去發酵，這是⼀個很細微、很容易出差錯的⼀個地⽅，所以每⼀個都需要兩到三

個⽉的發酵，所以就很少⼈有做。所以我們在Restaurant André 有⼗到⼗六種的不同的發酵

汁，他可以是松針、可以是蔬菜，或者是⽟⽶跟⾹草籽發酵，或是說⿊⿆跟麵包還有⽶下去

發酵的發酵汁，所以他是真的可以跟⾷物⼀起⾷⽤，⽽不是每⼀個都是甜的，⽽不是每⼀個

都是⽔果。所以我發現說，我們明明在⼀個⽤餐經驗裡⾯，知道什麼是好、什麼是不好，什

麼是缺少的，但是我們很少會回過頭來說。就好像有⼀天有個記者問我說，André 為什麼你

不在，餐廳是休息，你為什麼⼀定要在廚房？我說，我在廚房不是⼀件正常的事情嗎？你應

該要去問那些沒有在廚房的吧！現在這個年代已經反過來了，就是說好像你不應該在廚房，

然後就覺得，我就明明知道，他們應該要這樣做，但是現在好像變得很奇怪。 

 

圖4-17  創意發酵汁發表 

（左：Gastronimika 2015, IDENTITA GOLOSE；右：André Chiang Fli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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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有本（Do things with intention） 

 三樣東西可能每⼀天都會在餐廳發⽣的，第⼀個就是Birthday Cards（⽣⽇卡）， 第⼆個是

Receipt（收據），第三個就是Wine Pairing（選酒）。  

第⼀個⽣⽇卡的部分，每⼀天都有⼈到餐廳過⽣⽇，那過⽣⽇有的餐廳就是有準備⼀個蛋糕，

然後⼀聲⽣⽇快樂，或是準備⼀個卡⽚，然後說⽣⽇快樂簽字這樣⼦。但對我來說，我們的

餐廳，我們有⼀個⽩⾊的卡⽚，上⾯什麼都沒有，連快樂都沒有，每⼀張卡⽚都是我親⼿寫

的，然後讓所有餐廳的員⼯簽名，然後每⼀張卡⽚都是⼿寫。 

Receipt，收據，我們在每⼀個餐廳的收據上，那是你最後拿到的那個，那每⼀個收據上⾯都

有客⼈最喜歡的那道菜，然後寫成俳句，讓客⼈帶回去。那這個我們從來不讓客⼈知道，從

來不會講，我希望在⼀千個⼈裡⾯，有⼀個⼈會發現，因為收據是你最後⼀個從餐廳帶出去

的，帶回家的⼀個東西，如果這個東西，他除了讓你知道花了多少錢⼀樣，還會讓你想到你

記憶最深刻的那⼀道菜，在這個餐廳，那你等於是把這兩個、三個⼩時的⽤餐經驗，延⾧到

兩個禮拜、三個禮拜，或甚⾄⼀年之後她才會發現，原來上⾯還有⼀個，等於說你把這個經

驗延⾧了。 

選酒，我們會先讓客⼈喝酒完了之後，我們才會亮瓶⼦，我們不會讓他先看瓶⼦，然後才喝。

因為我們覺得，重要的是裡⾯的酒，⽽不是那個標籤，所以我們會先讓客⼈吃完了，喝完了，

然後再給他知道，如果他真的很想知道。因為當你沒有在看那個標籤的時候，你會很專⼼地

喝裡⾯的東西，或者是說，你會很專⼼的去看，喝這個酒跟這個⾷材中間的化學變化，⽽不

會去想多這個是什麼波爾多的很好。我覺得那個是會讓你分⼼的東西。  

九、⾳樂（聽覺與聽到，Music: Hear and Listen） 

我們餐廳會⽤什麼⾳樂？你們現在聽到的這個⾳樂，就是我們餐廳的⾳樂。如果你們剛剛有

仔細聽的話，在這個⾳樂裡⾯，有鋼琴聲，他是⼀個藝術家在⼀個義⼤利城堡裡⾯彈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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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他的收⾳是在城堡的窗⼾外⾯，所以你偶⽽會聽到⾵鈴的聲⾳，⾵吹的聲⾳，樹的聲⾳，

⼩朋友⾛過去的聲⾳，但是他是在室內或是室外，有時候你感覺在室內，有時候感覺在室外，

然後這⼀個⾳樂是沒有⼀個固定的節奏的。意思就是說，你不會記得他是⼀⾸歌，或是你不

會記得他的副歌，你知道，我們很害怕就是你突然有⼀個副歌，然後你突然吃的東西全部忘

掉，都在想那個副歌，所以他不是⼀⾸歌，他不會有⼀個⽚段是你會記得的，所以我覺得，

當你想要聽的時候，他就在那裡，當你不想要聽的時候，他就是⼀個環境的⾳樂，我覺得是

很不⼀樣的。Down to the music（細到連⾳樂）都要⾮常⼩⼼地挑選。 

⼗、團隊（Brigade） 

然後第⼗件事情是團隊。或許很多⼈都會看到這個聳動的標題，就是我的團隊裡⾯沒有臺灣

⼈。我的團隊其實也沒有⾮洲⼈，也沒有英國⼈，也沒有很多的⼈，所以我說，為什麼沒有？

因為我們找的都是專⾨的⼈(Specialist)，不僅僅是Restaurant André，在⼀個國際舞台上，在

這個世代，我們需要的是專家在團隊裡⾯，⽽不是哪⼀國⼈。在我的團隊裡⾯有科學家，實

驗室的科學家，有空服員，有賣⽕鍋的，為什麼？在我的團隊裡⾯，有⼀次這個科學家他在

整理我們的乾倉，就是我們放糖阿、麵粉啊這些東西的乾倉，然後他把所有的東西拿下來之

後再擺回去，然後當我看到這個乾倉的時候，我整個要崩潰，因為我已經找不到我的東西。

所以我就問他說你為什麼不照原來的那個擺回去。他說：「你這樣找不到東西，因為你東西

太多了！」我說我已經找不到東西了，他就跟我解釋。因為你知道在那個實驗室裡⾯，他有

可能幾百樣的藥啊什麼，那要⽤什麼⽅式才能最快找到他要的東西，就好像在CD店裡⾯，

有幾千個CD，然後怎麼去找到你要的那⽚，或是書本⼀樣，它是另外⼀個思考模式，是我

從來沒有看過的，所以他就⽤了字母的⽅式去排，sugar（糖）在這裡，flower（⾷⽤花）在

那裡，我說哇！當他⼀解釋這個⽅次的時候，好像在書局裡⾯也是⼀樣，你有成千上萬的書，

你怎麼⽤⼀個⽅式去找到你想要的那本書，同樣這是我從來沒有注意過的。我從他的經驗上

⾯學到了，我過去25年從來都不知道說，原來我們可以這樣去安排它。 

航務⼈員的部分，每⼀次當⾶機要起⾶之前，航務⼈員他就是要去確認是不是每⼀樣東西都

好了可以起⾶，同樣的，在⼀個餐廳，在開⾨之前，或是說，在開⾨跟閉店的時候，需要有

⼀份清單去確認，但是我們往往忽略它的重要性，好像我們就是這邊弄⼀弄，然後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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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客⼈可以進來了，然後客⼈進來之後，突然發現，那個⾳樂好像太⼤聲或是⼤⼩聲，或

是冷氣忘了開，或是說這東西忘了，那東西忘了。對⼀個航務⼈員來說，每⼀個⼩細節，尤

其是像我們餐廳有這麼多細節，每⼀個細節都⾄關重要，就好像⾶機要起⾶⼀樣，不能說⾨

忘了關，窗⼾忘了關。所以他們會對每⼀個⼩細節⾮常在意，或者對這個清單⾮常在意。 

再來我講 hipster（趕時髦的⼈）。我覺得在⼀個團隊裡⾯，有個hipster是⼀個很酷的事情，

因為他告訴你現在有什麼，現在流⾏什麼，或是現在哪裡⼜有⼀個新的東西出來，不是我們

⼀般會去接觸到的議題，我覺得，在⼀個團隊裡⾯，需要有⼀個⼈告訴你，或是跟團隊分享，

現在的趨勢是什麼，或是現在最時尚的東西是什麼，⽽且完全是不同樣領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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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哲學與⼋⾓分析》，演講逐字稿 

⽇期：105/5/11，19:30-21:30，地點：學學⽂創，台北 

在⼋⾓哲學這本書裡⾯，除了裡⾯記錄的365天，在餐廳裡⾯發⽣的事，跟所有在這365天的

菜，都是我們的創造，還有⼀個很重要的是我們每⼀個⼈都有⼀個習慣，他可能是⼋個、五

個、⼗⼆的，當你在創作時會不斷重複去做的事情，或是你可能會去化⼀個線條，或是你會

先畫⼀個軸，然後才去想，你想做的東西。就是每⼀個⼈有⾃⼰的⼀個⼋⾓哲學，每⼀個⼈

都有⾃⼰的模式，當你找到你⾃⼰的模式時，不管是⼋個、五個、⼗⼆個物件，他就是你的

⼋⾓哲學，他也就是marketing（⾏銷）領域你的branding（品牌），你的core message（核

⼼精神），所以不管你在餐廳還是企業，你做⼀道菜也好，他是⼀個製程也好，或他⼀段話

也好，他就是在這個概念之下的每⼀個物件，都需要回到這⼋個元素，他就是你的專業。 

什麼是⼋⾓分析？就是我們去檢視每⼀道菜，然後得到每⼀道菜⼀個DNA，每⼀個⼋⾓哲

學的⼋⾓元素，其實背後所對應的是，Simplicaity (PURE), Orginality（UNIQUE), Stucture

（TEXTURE）, Imaginaiton（MENORY）, Craft（ARTISAN）,  Flavor (SALT）, Charater

（TERROIR) 跟Emotion（SOUTH）。所以⼋⾓哲學可以⽤在不僅僅是料理，他還可以⽤在

設計，或是創作，或是任何不同的領域，然後你把你每⼀個作品，⽤那樣的⽅式從⼀到⼗，

在圖形內，每⼀道菜上⾯都有⼀個DNA。如果把⼋道菜重疊在⼀起，或者是你有四個、⼗

個作品重疊在⼀起，如果他是完美的，他應該是⼀個接近⼋⾓形的形狀，因為我們很少會去

檢視我們⾃⼰的作品，就覺得這個東西好就好，好吃就好，那你可能回去檢視這個作品，如

果⼗道菜都是偏同⼀的DNA的那邊，都是structure，都是偏emotion，都在說故事，那客⼈

味覺跟視覺都是會疲乏的，就個三道菜都是甜的，或每道菜都在說故事，都會疲乏，所以如

果我第⼀道是講視覺的，第⼆道講背後的意義，第三道回憶⼀個味道，第四道是在說結構或

是不同的對⽐堆疊，每⼀道菜都會有各⾃的⾯向，當⼋道菜出完之後，他會是⼀個完整的故

事，就跟⼀部電影裡⾯有好⼈有壞⼈，有緊張有幽默的，他就是會是很豐富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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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8 ⼋⾓哲學與對應概念 

圖⽚來源：江振誠，2016，〈Octaphilosophy〉，P202 Unique，天下雜誌出版 

 

圖4-19 ⼋⾓分析範例 

圖⽚來源：江振誠，2016，〈Octaphilosophy〉，P202 Unique，天下雜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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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個不為⼈知的秘密，現場觀眾提問⼗⼆問整理 

⽇期：105/5/11，19:30-21:30，地點：學學⽂創，台北 

⼀、你在學習當中遇到的挫折，你是如何去學習跟轉換？ 

如何學習跟轉換，在我們在餐廳裡⾯啊，有⼀件事是不能做的，就是我們從來不說，Chef, 

we have a problem. 我們從來不能講說：We have a problem，我們講說：We have a challenge，

就是永遠只能講說，We have a challenge.。有的時候，會有⼈突然跑過來跟我說，Chef, we 

have a prob… challenge， 因為當你的⼤腦告訴你，他是Challenge的時候，表⽰你還在嘗試，

你還在嘗試找⼀個出路，找⼀個解決的⽅法，但當你已經說出來，we have a problem的時候，

他已經是⼀個問題，他已經是⼀個投降⼀半的，就是他已經是⼀個問題了，所以我們從來不

講we have a problem, we have a challenge. 那這個challenge 是可以overcome的，所以當他可以

overcome這⼀個問題的時候，它就是⼀個過程，⽽它就在這個過程當中，你會遇到不同的挑

戰，是怎麼樣跨過去的，Problem好像是⼀個到這裡然後突然塞住的，所以我不管是在求學

的時候，或是在法國的時候，在很多⼯作的場合裡⾯，都會遇到很多不⼀樣的挫折，但是我

就是告訴⾃⼰，這就是⼀個過程，這是⼀個challenge，他是會過去的，就感覺沒有這麼難過！

我不太是⼀個會⾃怨⾃艾的⼈，然後我從⼩到⼤，我姊姊跟我講過⼀句話我永遠都記得，他

說，Successful story is not always a sad story. 就是我們常常把⾃⼰說的很可憐，但我從來不會

在公眾場合說，他以前就是很可憐啊，瘦到⽪包⾻，然後在法國沒有地⽅睡覺，然後睡在農

夫的那個，這些都是真的，這些都是在我⾝上發⽣過的事，但是successful story is not always 

a sad story， 他是⼀個過程，我不希望我的記憶停留在這個地⽅，所以我從來不會講、我也

從來不會跟⼤家分享說，它原來是這樣過來的。我不希望我的成功是留在那個地⽅，他只是

⼀個過程，所以我從來沒有分享過。 

⼆、創業最重要的態度是什麼？尤其是創餐飲業，因為我們現場很多都是餐飲業的朋友。 

最重要的態度，我覺得⼤部分的⼈會問我的問題是，其實我從來沒有想過，實際上回想說，

我當初在Restaurant André 的時候，我們是在新加坡，或是在東南亞，是第⼀個沒有菜單，

我們在新加坡是第⼀個要排三個⽉的餐廳；然後是第⼀個只有⾃然農法的酒，只有法國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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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波爾多的酒，然後客⼈不知道他要吃什麼；然後明天的菜是每⼀天決定，所以很多的第

⼀次，那別⼈都會問我說，那你怎麼知道將這樣做事情會成功？但其實我沒有想這麼多，因

為我覺得他應該是這個樣⼦，他應該就是⼀個對的⽅法，就是在⼀個對的時間，然後我也沒

有想要把這個價錢弄的⼤家都沒有辦法接受，就是⼀個很common的定價，然後所有在座的

每件事情，是為了讓客⼈的⽤餐經驗更好更完整。有些⼈會問，你們竟然沒有法國酒，沒有

波爾多，你在開玩笑嗎？但我們每瓶酒都是為了這個料理⽽挑的，所以意思就是說，當你完

全看不懂，這些酒是哪裡來的，也不知道他是哪⼀個酒廠，也不知道這個酒廠的時候，你眼

睛閉著挑任何⼀⽀酒，他都會跟你今天晚上的料理會match，這才是重點，對我來說，才是

重點。所以當我把這些酒挑出來的時候，沒有波爾多，我的那個侍酒師就很慌張說，這樣⼦

可以嗎？我要不要也隨便挑幾隻波爾多？我說那沒有就沒有，本來就沒有這個intention（動

機），那它沒有就沒有，所以是很⾃然的。 

三、Chef 這⼀⽣第⼀道⾃⼰做的菜是哪⼀道？然後你有想要去突破這道菜的味道嗎？然後

料理對你來說，除了好吃之外，還有其他的意義嗎？ 

料理除了好吃以外，還會有其他的意義嗎？料理⼀定要好吃，當不好吃，其他的東西都沒有

意義了，我們只能確定，他是好吃的，那好吃了之後，那這個味道能夠牽引每⼀個⼈不同的

掛念跟聯想，那這是多出來的，所以我們是秉持，當客⼈吃完這道菜，享受玩這個經驗之後，

他覺得你是⼀個藝術家，你是⼀個哲學家，that’s what they call. 就是你把東西做好，那你⾃

然會有其他的連結。我做的第⼀道菜，就是Memory，或許很多⼈知道，就是我在1997年。

在1997年前，你做的每⼀件事情就是，主廚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從來不能有⾃⼰的思考

或⽅式，⼀直到有⼀天，97年那個時候，我是雙⼦星部⾨主廚的時候，我們Chef讓廚房裡的

每⼀個⼈都做⼀道菜，然後挑⼀道最好的那道菜會放到菜單裡⾯，然後就30個廚師在廚房，

然後每個⼈最⼀道菜。因為我很怕，因為是我第⼀次⾃⼰想，從頭到尾⾃⼰想⼀個菜，那我

最怕的⼀件事情是，別⼈跟我說，這⼜不是法國菜，因為我是團隊裡⾯唯⼀⼀個亞洲⼈，我

也不知道法國菜是什麼味道才叫法國才，然後⼜沒有⼈教我怎麼做，我⼜必須要做⼀道完全

是新的菜，所以這是我最⼤的難題。然後我就想，如果⽤鵝肝配松露，這是最法國的⾷材，

就不會有⼈說，你這不是法國的，就是不能放什麼⾹菜啊、薑啊什麼的，然後我就想說，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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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鵝肝配松露，就是整個就是很法國的感覺。然後我就做⼀道菜。然後完了之後，果然主

廚就說這道菜是誰做的，我就說是我做的，然後他就說這道菜⾮常⾮常好，然後我下個⽉開

始就把這道菜放在我們的菜單上，然後就這樣放了⼀年，在這間餐廳裡⾯，那這道菜，弟⼀

他是我的料理⽣涯當中第⼀道⾃已創作的菜，就是從頭到尾都是我⾃⼰的菜，然後第⼆個是，

他是我料理⽣涯的⼀個轉捩點，就是從那道菜之後，我們都會有⼀個魔咒就是，我再怎麼做

也做不贏法國⼈，我那時⼀直有這個想法，⾃從那道菜之後，我就從來再也沒有這麼想過了，

我就是讓我⾃⼰的創意，帶著我⾃⼰很堅定的message（訊息），我就去做，所以這道菜是，

我⼀直到現在，每⼀天在Restaurant André 還會有這道菜，因為我常常不知道我的招牌菜是

什麼，我覺得招牌菜是充滿變化的，因為⼈也⼀直在變化，但對我來說，最有意義的菜就是

這個鵝肝跟⿊松露，因為我在做的時候，他會讓我回想到我最剛開始的時候，是怎麼樣開始

的這個經驗，可是我們是在從以前到現在唯⼀⼀個重複做的菜。 

四、若是經營的是⼀家⼩的餐館，在經費不⾜沒辦法去什麼事情都選擇最好的時候，想請問

Chef如何在成本考量與完美呈現中去取得⼀個平衡？ 

完美呈現，不⼀定要花錢啊，不⼀定要花很多錢，我常常會在夜市裡⾯找靈感，到世界各地

的夜市。第⼀，料理就是歷史跟⼈⽂，你⼀群⼈在這個地⽅，⽤⼀個⽅式⽣活著，因為他受

他的環境影響，然後產⽣⼀個料理，是這邊的⼈⽣活的⽅式，那就是料理那最接近當地的地

⽅，就是在市場，，第⼀是這樣。第⼆是，我是住在⼠林夜市附近的，我們家現在都還在⼠

林夜市旁邊，我每天上下學都會經過⼠林夜市，然後我發現，在夜市裡⾯會給我很⼤的啟發

是，夜市的料理，第⼀就是要快，第⼆就是要便宜，不能太貴，意思就是說，你要⽤很簡單

的⾷材，隨時可以取得的⾷材，最多就是三樣⾷材，⼀種做法，他就會好吃，其他都是多餘

的，所以我覺得這其實就是⼀個創意的、最原始的來源，如果今天你⽤三個⾷材、⼀種做法，

它就會好吃，其實⽐很多的fine dining（⾼檔料理）的餐廳來的更厲害，有的時候你會發現，

那些盤⼦裡⾯擺得東西，吃起來沒有味道，或者是說，吃起來不知道在吃什麼，所以我覺得

是說，完美的呈現，是跟成本的考量，是不是成正⽐的，當你今天在紐約的時代廣場吃⼀個

漢堡，跟在巴黎的⽶其林三星餐廳吃⼀個鵝肝，對我來說那個滿⾜感是⼀樣的，它沒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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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不會因為那個價錢，讓你有了不⼀樣的滿⾜感，他們是⼀樣的，所以，完美的呈現不應

該跟你的預算是成正⽐的。 

五、⾯對臺灣餐飲界處境，要如何在低薪⾼壓的環境下，⼀關⼀關的克服下去，維持著熱情？

在哪裡都是低薪⾼壓吧，對啊，⼈家說新加坡的⼯時是全世界最⾼的，working hour是全世

界最⾼的，我覺得 it is what it is.（這⾏就是這樣）  

六、Chef你好，謝謝你今天為我們揭露了Restaurant Andre⼗⼤的秘密，那這其實跟⼋⾓哲

學⼀樣去揭露了不管是關於Chef本⾝，還有就是團隊會有這個成功、出⾊表現的事情，那這

其實⾮常的⾮⽐尋常，因為通常⼀個廚師，或是⼀個藝術家，他們通常都會有很多⾃⼰的訣

竅、江湖⼀點訣這些事情，所以他們會透過⽐較頃向保密啊，或是不揭露的⽅式去防⽌秘密

外流，可是你今天在做的事情，卻是完全地去揭露、系統化的去揭露這些事情，所以我蠻好

奇的就是Chef的初⼼是怎麼樣？⼜這當中團隊是否有⼈會對這樣的舉動產⽣懷疑，或是說應

開還要留⼀些⾃⼰的訣竅等等，⽐較好奇這個部分。 

其實這跟做菜⼀樣。我們那時候是在做這本書，那這本書就是把這365天所有菜，所有的東

西都放在這個上⾯，然後我的Head Chef Johnny他就跟我說，Chef你確定我們所有東西都要

寫上去嗎？因為很多的⾷譜書，都是假的，都是做不出來的，他說你真的要把所有的東西都

擺上去嗎？我說，就擺上去吧。因為當你沒有後路的時候，你就會想新的東西，對我來說，

因為我是⼀個記性⾮常⾮常不好的⼈，很容易記的東西會忘記，所以我也不太會記得我以前

做的東西，我就會⼀直想新的東西，我覺得其實就是分享囉。⼜如果說，今天我在做這道菜，

然後這道菜⾮常受歡迎，然後我從來不告訴別⼈怎麼做，那我就會⼀直重複⼀直做這道菜，

那如果我們把這道菜出去跟⼤家分享之後，或者說有⼀天他不⼩⼼被copy之後，那我會很⽣

氣嘛？那我就想新的菜啊，對啊，那不是⼀件好事嗎？那如果我沒有因為這道菜被copy了之

後，那我就會⼀直hold onto（抓住） 這道菜，會讓我沒有辦法前進，所以我選擇，讓⼤家

知道，讓⼤家在copy這道菜的時候，我就有機會可以去想新的，why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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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Chef 有提過說，現在其實世界各個餐廳廚房裡⾯，其實都選擇以⼀個⼈專⾨去做⼀項

事情，或是讓它變成是專家，所以這樣⼀個專家的團隊裡⾯，就會呈現⼀個⾮常棒的團隊，

那其實我相信每⼀個廚師最後的夢想，都是去開⼀個店，那如果我⼀輩⼦就只做這件事情，

那未來能怎麼開店，例如⼀輩⼦只做沙拉，那未來前菜、主菜、湯品，那這些部分我要怎麼

去做呈現？ 

我覺得要先瞭解⼀件事，you can not be everything. （你不能⼀把抓）。⼀個成功的廚房，我

覺得是有的時候是臺灣的⽂化，或是說臺灣的⽼闆的⼼態，你什麼都要管，為什麼這個是紅

⾊的，你做這麼我看得不是很舒服，但you can not be everything。當你需要⼀個國際的團隊，

在⼀個國際的舞台上，像我的餐廳經理是⽜津⼤學畢業的，我是淡⽔商專畢業的，但是我可

以去管理他，you cannot be everything. 。我以前也是這種想法，⼀直到有⼀天，我發現，我

的團隊做出來的東西，⽐我期待中的還要⾼的時候，也沒有多久，⼤概四年前，就像我開店

的時候，我還是什麼東西都要我控制，什麼東西我都要說，這東西就是要做到這個樣⼦，這

是我要的樣⼦，就是做到這個樣⼦，做到我的⼀百分。那⼀直到有⼀天，我發現，他們做出

來的成果，他們⽐我還要Critical（嚴格），⽐我還要挑惕，做出來⽐我想像的標準還要來得

⾼，我才發現我應該讓這個團隊給我更強，去做這件事情，我們⼀起分享，我們⼀起討論，

什麼是更好，我們必須認知這件事情，you can not be everything. 好像這次的展覽⼀樣，這次

的展覽在華⼭，我們有⼋個藝術家，個別做⼋個不同的藝術品，⼤家都⽤不同的元素。⽽在

做之前呢，他們每⼀個⼈都有⼀本⼋⾓哲學的書，但是他們不能打開，所以他必須要去想像

這本書裡⾯到底在說什麼，然後我發現出來的每⼀個作品，都對應著⼋⾓哲學的內容，但出

來的結果都超乎我的想像，⽽不是說我想要做⼀個東西，然後你幫我做⼀個，就是 you can 

not be everything. 。相信這個團隊的⼒量，是可以⼤過本⾝，所以沒有關係啦，做沙拉也是

很不錯的。 

⼋、Chef怎麼挑選你的團隊？ 

怎麼挑選我的團隊，我會先評估我的團隊現在缺少什麼樣的⼈，可能缺少⼀個⾮常organized

（有條理）的⼈，會⾮常disciplined（⾃律）的⼈，那我就是挑選這樣的⼈。因為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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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在其他的地⽅有說過，就是我希望我的團隊，每⼀個⼈都有⼀個特⾊，就是他有⾮常明

顯的優點，跟⾮常明顯的缺點，⽽不是not here not there（這邊那邊都不是）什麼都會⼀點，

那什麼⽐較會做但好像也還好，我希望每⼀個⼈都有很明顯的優點跟缺點，因為他如果對他

⾃⼰的缺點⾮常清楚，他知道他必須要有其他的⼈的團隊，你必須要跟這個⼈搭，因為他的

優點可以cover（掩護）我的缺點，那他們就是互相依賴著，互相依靠，⽽不是往上看，在

等待說我給他⼀個什麼task（任務）或者⼀個答案，他就變成⼀個有機的團隊，就是我會分

析這個團隊現在缺少什麼樣⼦的⼈，看是缺少⼀個實驗室的科學家，⼀個hipster（潮流觀察

者），就是去看說我到底還需要⼀個什麼樣的⼈。 

九、Chef 有提到說，廚房裡有⼀個⽩板，⼤家可以寫下覺得有興趣的組合，那如果這個組

合，剛好做出來的期待，或是味蕾不⼀樣的時候，那Chef怎麼跟團隊做溝通？還是你們的團

隊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當你覺得這東西應該是⾏不通的時候你就把它擦掉，就⾛過去不⼩⼼把它擦掉，他就不會再

出現了。他們不會失望跟難過啊，it is what it is.  

⼗、為什麼會想要把餐廳開在新加坡？ 

這⼤概是我打算從法國回來亞洲，將近快⼗年前，那個時候我覺得，因為我對亞洲的市場不

太瞭解，因為在法國太久，我沒有常常回來亞洲，但我從03年到06年都被新加坡邀請去做表

演，所以其實我對新加坡那個時候的市場了解，是⽐其他城市，甚⾄⽐台北或者是上海、東

京等其他地⽅瞭解。所以我想說就從⼀個國際化⼀點的城市。然後我對他的瞭解是⽐其他多

⼀些的，然後我們是很⼩的餐廳，⼀開始只有四、五個桌⼦，其實也沒有關係。另外當然也

是看到新加坡有很多的潛⼒。 

⼗⼀、如果你可以回到25年前的⾃⼰，你會對當時的⾃⼰說⼀句什麼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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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蠻滿意我25年前的⾃⼰，所以應該是，我很滿意25年前的我，決定就離開我的舒適圈，然

後重新學習⼀件事情，從0開始，因為我去吃了⼀碗阿忠麵線之後，讓我決定我這輩⼦只要

會做⼀件事情就好了，然後我就做⼀件事情 do it all the day（成⽇去做），就把我的⾞賣掉，

有⼀點錢，然後就出國去了。 

⼗⼆、您剛剛說在挑選團隊成員的時候是你親⾃挑選，那你也希望找到他⾝上是有優點、缺

點都有的明顯的⼈，那你的團隊成員來⾃14個不同的國家，我相信他在，所有⼈相處當中，

⼀定難免會出現很多的conflict（衝突），你會去處理呢？還是讓他順其⾃然，還是怎麼做？ 

我通常不太會去處理他們的事情，就是其實是很⾃然的吧，因為我們的⽣態就是⼀個很有機

的⽣態。就是說，我最⼤的功能，在這個團隊裡⾯，就是我⼀定要親⾃⾯試每⼀個⼈，挑對

的⼈，然後放在對的地⽅，讓每⼀個⼈可以有機地⽣活著。其實我覺得它有點像是⼀個軍隊

的概念，在這個軍隊裡⾯你有⼀定的紀律，有⼀定的⼯作、或是⽅式。當你是⼀個適合的⼈，

他到這個團隊裡⾯他就會跟著排排隊，他就會跟著做他應該要做的事情，那如果那沒有辦法

適應，他很快就會沒有辦法適應，我覺得是⼀樣的。因為你的團隊有⼀個很清楚的⽂化，⼯

作⽅式跟說話的語⾔，當這個概念是很清楚的時候，你放任何⼈進去，他⼀個就是會做得很

好，要不就是會⾺上不適應，他就很清楚，他就不適應，然後就會離開。是這樣的，不太會

有conflict，就是他會⼀下⼦就很適應或是不適應。所以我們的團隊，要⾺就是⼀待待很久，

要⾺就是很快就是熱情就燒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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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琹雯 

選擇⾼琹雯作為個案之三，主要聚焦探討於其「⾼級餐飲內容創作者」的⾓⾊，為臺灣的⾷

材、⾷物、⾷⽂化，進⾏了以下中介職能的發揮： 

⼀、透過線上與線下的論述發表組合，延續餐飲價值鏈的傳遞。線上到線下，⾼琹雯的⾓⾊

從部落客、隨⾏報導，到辣醬製作師傅以及雜誌專欄作家，中介場域從⾃媒體、節⽬評審（華

視〈⼩廚當家〉第⼀季，2015 ）、⾷譜攝影師（王宣⼀，〈國宴與家宴〉，2016），到策展

與發表（臺北味覺記憶計畫）的主持⼈等，多元跨出部落格的嘗試，除了創造傳遞的情境，

更擴⼤了既有的受眾群體以及價值的再傳遞。以往只能於⽤餐的場域時空內⽅能夠默會的價

值，如調理匠藝之於⼝味的昇華轉變、料理哲學的於視覺、空間的具體呈現，經由⽂字與圖

像系統性的捕捉，超脫了⾷材⽣理性、及經驗地域性的限制，讓更多的受眾，或是潛在受眾

產⽣誘因，並得以最低⾨檻的⽅式，進⼊價值鏈的創造循環。 

⼆、透過差異化論述發表，完整餐飲價值鏈的缺⼝。⾼琹雯從事的⽂字論述，別於⼀般部落

客常⾒的美⾷遊記、美⾷⾷譜重現等主題，著重於國際飲⾷潮流的分析與書寫，像是亞洲五

⼗⼤餐廳頒獎典禮、城市⽶其林指南的發佈意義、國際名廚發起的運動、跨國飲⾷⾵潮等，

為臺灣餐飲市場中相對陌⽣與貧脊的⾼級餐飲（Fine Dining）區塊，補充了視野與關注，也

完整了餐飲價值連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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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透過國內外的⾵尚引介，補充餐飲價值鏈的發展動能。⽂字、圖像與分享發表，也讓臺

灣的飲⾷⽂化、飲⾷⾝份（Identidy）議題能更受⼈重視，並引起討論。像是其2014起，針

對亞洲最佳五⼗餐廳榜單（Asia’s Best 50 Restaurants）的呈現，剖析臺灣餐廳於國際美⾷履

歷中，相對於⾹港、新加坡、⽇本等城市相對受到較少注⽬的原因，將國際餐飲評鑑的運作

機制，脈絡化介紹進臺灣（⾼琹雯，2014） ；或是針對夏威夷美⾷節（Hawaii Food and 73

Wine Festival ) 傳承夏威夷地區料理的成⾧動能，對於當地所帶來的結構⾰命，再回到臺灣

的⾷品、美⾷展如何舉辦提出建議等（⾼琹雯，2015) ，這些激起更多臺灣的媒體以及餐飲74

產業業者的討論，也都是在為凝聚臺灣味的過程中，起著關鍵的中介效⽤。 

⼀部與⾷物相關，但不只關注⾷物的美⾷愛好百科，現正編纂中！ 

「⼈們如何談論⾷物，將是這部美⾷百科的重⼼。」 

2016年四⽉，⾼琹雯於聯合新聞網專欄創欄刊⽂中這麼宣⽰著 ，就是誓⾔將美⾷愛好者75

（Foodies）（Paul Levy，1984） 的飲⾷狂熱（社群）現象，結合社會現象與國際飲⾷潮流76

觀察，以跨域知識、詞彙給與鏈結論述，透過專欄、出版、⼯作坊等，前仆後繼娓娓道來。 

跨科，來⾃於⾼琹雯的美⾷家的⾃學背景。台⼤法律系畢業，哈佛法律系碩⼠，美國紐約與

臺灣跨國律師執業的經歷與敘事⽅式，這是讓許多⼈定睛開始留意⾼琹雯的起頭亮點，也是

她得以在海量博客（Blogger）的⾷遊記與商業操作的「葉佩雯」（Sponsored Posts） 充斥77

 ⾼琹雯，2014，〈亞洲最佳50餐廳，與臺灣何⼲？〉 73

http://selftaughtgourmet.blogspot.tw/2014/03/2014_12.html

 ⾼琹雯，2015，〈【來去夏威夷2】別再只辦⾷品展，夏威夷美⾷美酒節給台灣的啟⽰〉 74

http://selftaughtgourmet.blogspot.tw/2015/10/2.html

 ⾼琹雯，2016，〈美⾷愛好是怎麼⼀回事〉，聯合評論網 75

http://udn.com/news/story/7341/1627622-⾼琹雯%EF%BC%8F美⾷愛好是怎麼⼀回事？

 Ann Barr, Paul Levy，1985 ，〈The Official Foodie Handbook〉，Arbor House Publishing Company76

 關鍵評論TNL，2016，〈也來談談葉佩雯這個⼈〉http://www.thenewslens.com/article/3718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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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飲⾷記錄產業中，透過飲⾷潮流觀察的差異性定位，讓⾃⼰脫穎⽽出。⾃2011年六⽉起經

營的美⾷家的⾃學之路（Self-Taught  Gourmet）部落格與粉絲專⾴，⾄今已累積逾400篇的

系列報導，130萬餘次的瀏覽記錄，近五萬名的追蹤訂閱讀者（累積統計：2016/06/03）。 

圖4-20〈美⾷家的⾃學之路〉部落格影 

圖表來源：本研究整理 

做出⾃學的選擇，也使然於⾼琹雯的過往經歷。⾝為⼀個「法律⼈」，從求學到就業、深造

階段，皆有的明確的⽬標可以設定，像是考上第⼀志願的法律系所，考取律師從業的執照，

進⼊頂尖的律師事務所執業等，都有個⾮常具體、公認公認指標，如⽂憑、排名、⾏業聲望

等可以依循，然⽽，在準備轉換跑道，投⾝餐飲領域的時候，⾼琹雯⾯對的，是⼀個雖具體

系，卻不具絕對養成標準程序的職涯軌跡： 

「如果你的志願是成為美⾷家，請問該拿什麼⽂憑？ 

這個問題⼀直在我腦中盤旋。尤其是當我已成就成為國際商務律師的外在條件後，⾯對內⼼

關於飲⾷的⼀股衝動，我實在不知道該拿它怎麼辦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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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該棄業離家，遠渡重洋到美國的 CIA（美國廚藝學院，the Culinary Institute of America）

或法國的Le Cordon Bleu（藍帶廚藝學院）學⼀⾝⼤廚武功？還是⼀有時間就往廚房裡鑽，

捧著⾷譜不厭其煩按表操課？或是拼命上館⼦嗑⼩⾷吃⼤餐，孜孜不矻磨鍊感官五覺？抑或

把書店飲⾷區裡的相關書籍全部抱回家，當K參考書⼀般畫線整理？ 

成為美⾷家的志願，要是能靠簡單⼀紙⽂憑就如願以償，該有多好。 

因此，當我正徘徊於律師與⾮律師之際，穿梭於⽂案卷宗與柴⽶油鹽之間，我決定先闢⼀條

出路，讓這裡成為我灌溉美⾷知識的園地、抒發飲⾷熱情的出⼝ … 」  78

這條美⾷家的⾃學之路，於2011年3⽉起，就這麼在摸著⽯頭過河的氛圍下展開，從BIOS 

Monthly 雜誌美⾷專欄的寫⼿與⾃學美⾷家（Self-Taught Gourmet）部落格經營開始，臉書

紛絲專⾴、專書〈我的⽇式⾷物櫃〉（2012）出版，與時任 4F Cooking Home 總監，旅遊⽣

活頻道（Travel & Living Channel, Discovery）雙廚出任務的節⽬主持⼈索艾克（Soac，本名

劉永偉）共同執⾏推出了「伊莉莎⽩ ⽣活醬料提案」的部落格及同名品牌辣醬（2013)（註：

該品牌已於2015年2⽉8⽇結束製作與販售 ）。更陸續擔任〈⼩⽇⼦ c´est si bon〉、〈今周79

刊〉、〈美麗佳⼈ Marie Claire〉、〈好吃〉雜誌、〈Lucky Peach 飲⾷⽣活誌〉、〈La Vie 

⽣活誌〉、〈⾷尚玩家〉、聯合評論網等專欄作家⾄今，積累了豐富的出版作品，相關的發

佈管道及資源，讓線性的⾃學道路，也逐漸開展出⾼琹雯於⾃⾝部落格與紛絲專⾴以外的綿

密出版網絡。 

除了既往的律師⾝段及法律⼈的養成，讓⾼琹雯在⽂字脈絡的梳理上，總能呈現⾷材、料理

味覺以外的理性爬梳外，其家學淵源是另⼀個讓⾼琹雯從⼩⽿濡⽬染，因⽽得以更深刻體會、

⼀窺餐飲界細膩豐富的社會⽂化⾯向的重要因素。家族原籍南京，⽗親成⾧於⾹港，家族對

 ⾼琹雯，2011，〈關於這條⾃學之路〉，美學家的⾃學之路  78

http://selftaughtgourmet.blogspot.tw/p/blog-page.html

 ⾼琹雯，2015，〈伊莉莎⽩說再⾒〉，伊莉莎⽩ ⽣活醬料提案 79

http://elizabethkao.blogspot.tw/2015/01/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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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料理的好⼿藝與好味蕾，從好宴客的爺輩即開始在家族成員間醞釀滋⾧著 。⾼琹雯多次80

接受專訪時皆提到，⾃⼩⽗親除了總在假⽇晚上料得⼀⼿廣式好菜讓家⼈⼀飽⼝福外，也常

帶著家⼈到處去鑑賞品嚐美味細緻的料理 ，「美⾷」這項元素也成為⾼琹雯⽣命中不可忽81

略之堅定組成，也是她在律師⼯作三年之後，毅然決定脫下律師袍，順從⾃⾝服侍於美⾷的

呼招，投⾝飲⾷書寫過程中，盡⼒去書寫描繪飲⾷之於社會建構、⽂化認同的堅定動機。 

⽽為美⾷愛好者編纂⼀步美⾷百科全書，遂逐漸成為⾼琹雯這些年來書寫出版的⼀個上位概

念，透過深度潮流觀察與書寫觀點、⽴⾔的分享，誓⾔成為美⾷界具有影響⼒的⼈。 

「問： … 你對美⾷的夢想是什麼？」 

「⾼：我的答案可能會有點抽象，就是我其實想要成為⼀個，在美⾷界有影響⼒的⼈！當然，

這個⽬標，需要透過很多種⽅法去完成，並且必須時刻、很認真地充實⾃⼰，才能產⽣真正

有深度的內容 … 」   82

前仆後繼，「點⾷成經」 

對於論述⽴⾔的⼒量與價值，〈左傳〉《襄公⼆⼗四年》篇有段魯國叔孫豹出使晉國的故

事，便有過這麼⼀段對談： 

「 …  世祿，⾮不朽也。魯有先⼤夫⽈臧⽂仲，既沒，其⾔⽴。其是之謂乎 …⼤上有⽴德，

其次有⽴功，其次有⽴⾔，雖久不廢 … 」 

 ⾼琹雯，2013，〈在⾹港親近⼜疏遠的年味〉，⼩⽇⼦c´est si bon No. 010 80

http://www.oneday.com.tw/在⾹港親近⽽⼜疏遠的年味/

 中天新聞，2013，〈追求夢想有勇氣，律師轉⾏當廚師〉 8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726S7r-BL0

 UDN TV，2014，〈⾯對關鍵⼈物〉專訪⾼琹雯 8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CyJF7T0X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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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今，即是為⼈所熟知的⽴德、⽴功、⽴⾔等「三不朽」作為，⽽內容論述的創作，廣

義⽽⾔，即是⽴⾔，無論是⽂字或是⾮⽂字的發表如圖像、影像、聲⾳、氣味的捕捉與再現

等，都透過⽂字的刻畫，讓事件、物件得以減緩，或甚⾄是封存時空所加諸其上的逝去性。 

⽽飲⾷界的⽴⾔，⾷記、⾷譜，乃⾄於⾼琹雯定位⾃⼰的「飲⾷潮流觀察」，皆是可⾏的⽂

體與形式，也不限於此，因為⾃古⾄今，前仆後繼有著許多的⽂學、法學⼤家，將許多散落

於各專業領域的默會知識、技能橋接，建⽴起了⼀套套膾炙⼈⼝，同時具有⾼度辯論、討論

價值的系統論述。 

清代著名詩⼈、駢散⽂家，別號隨園⽼⼈的袁枚（1716-1797），除較為⼤家熟知，其蒐羅⿁

怪之事編纂成的⼩說〈⼦不語〉外，他亦是清代相當出名的美⾷家。乾隆五⼗七年（1792）

出版的〈隨園⾷單〉，是袁枚累積⾃⾝四⼗寒暑有餘的飲⾷經驗，系統性地論述⼗四世紀到

⼗⼋世紀中葉遊⾏的三百多道與烹飪技術的重要著作，整理出〈須知單〉、〈戒單〉、〈江

鮮〉、〈海鮮〉 … 等共⼗四個單章，⼜各單章再精細描述，如〈須知單〉內⼜再細論從挑

選⾷材（先天、選⽤須知）、佐料搭配（作料須知）、器⽫使⽤、上菜程序、⾊彩計畫（⾊

臭須知）等共⼆⼗篇章，可謂集⼤成者。明清當代就飲⾷進⾏論述者雖亦⼤有⼈在，像是著

有〈易⽛遺意〉的韓奕，編寫〈飲饌服⾷箋〉的⾼濂、撰有〈⾷憲鴻秘〉的朱彞尊等輩，但

袁枚的⽂采更具熱情，將飲⾷提昇為⽣活藝術之上 （朱振藩，2009），甚⾄以評詩的境界83

等之論之，如其所主張：「吟詩之餘做《⾷單》，精微仍當吟詩看」。 

在當代的⽂⼈們之於飲⾷這樣熱衷地追隨下，亦成就當時社會⼀種迥別於昔、動得吃喝精髓

的的特有⽂化氛圍，許多廚⼈匠藝與⾵味調理，才得以穿越時空流傳⾄今。 

⽽相近時期，西⽅世界⾄今仍尊世界美⾷地位的法蘭西王國，也有著幾位這樣提出美⾷總論

的⼤家，布⾥亞薩⽡蘭（Jean Anthelme Brillat-Savarain， 1755-1826)，將法國飲⾷的格局，

提升⾄具體的學⾨。薩⽡蘭出⾝顯赫的律師世家，任職於巴黎，法國⼤⾰命後輾轉流亡瑞⼠、

荷蘭、美國，最後回到法國以法官為業。〈味覺⽣理學〉（Physiologie du Goût）是薩⽡蘭

 朱振藩，2009，〈點⾷成經，袁枚《隨園⾷單・須知單〉新解，⾴5-8，⿆⽥出版，台北83

88



1825年逝世前兩個⽉出版的美⾷專書，內容橫跨醫學、⽣理學、社會、⼼理、哲學、藝術等

⾯向，將飲⾷提升⾄⼀理性的科學與獨⽴學科層次 （施亞廷，2014）： 84

「我發現這個主題（美⾷學）可以延伸的部分絕不僅⽌於⼀本⾷譜。我甚⾄認為，他完全可

以成為⼀⾨獨⽴的學科，尤其是從對⼈們的健康、幸福和⽇常⽣活的種種影響來看，它都是

如此的重要⽽值得關注。」（Savarin，1825)  85

這本著作當時發表之後，隨其引起廣⼤的熱議。再版時由法國⽂豪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親⾃撰寫後記〈論現代興奮劑（Traité Des Excitants Moderns，1839）〉，

法國⼗九世紀最重要的浪漫主義作家⼤仲⾺（Alexandre Dumas, 1802-1870）亦根據此書，創

作⾧達⼀千多⾴的〈美⾷辭典（Le Grand dictionnaire de cuisine)， 1870〉，在歐洲被譽為流

傳兩百年的美⾷聖經。其中⼀些為⼈熟知的⼀些經典名句，像是「告訴我你吃了什麼，我就

知道你是怎麼樣的⼈。」、「國家的命運取決於⼈民的飲⾷」 ，到今⽇仍振聾發聵，對歷86

代與當代的廚師、美⾷愛好者，帶來深刻的啟發。 

美國哥倫⽐亞⼤學社會學者佛格森（Ferguson， 2004）亦在其著作〈味覺的解釋〉

(Accounting for Taste: The Triumph of French Cuisine）中認為，薩⽡蘭以及其當代同樣具有

律師⾝份，著有〈⽼饕年鑑〉（L’almanach des gourmands，1984）、〈東道主⼿冊〉

（Manuel des Amphitryons）的德拉．漢尼葉（Grimod de La Reyniére，1758-1837)，其兩位以

書寫帶動美⾷論述的⾵潮與傳統，將飲⾷的相爭地位鞏固於法國⽂化中 。飲⾷因此跳脫基87

本的⽣理性框架，被拉拔⾄藝術與理性科學的階段，搭上了當時法國⼤⾰命後理性掛帥的社

會⾵潮，蓬勃發揚。 

 施亞廷，2014，〈美⾷評鑑的運作與影響：以法國《⽶其林》美⾷評鑑指南為例〉，⾴2084

 J. A, Brillat-Savarin，1825，〈美味的饗宴 Physiologie du Goût〉P. 8-13，2015，時報出版，台北市85

 J. A, Brillat-Savarin，〈美味的饗宴 Physiologie du Goût〉P. 16-17，2015，時報出版，台北市86

 Ferguson Priscilla Parkhurst，2004， 〈Accounting for Taste: The Triumph of French Cuisine〉P. 96， 87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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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論述與書寫，這樣的傳統使命感，也深植於法蘭西的廚⼈藝匠以及消費者⼼中，彼此互

相追求，產⽣了強⼤的市場選擇⼒量與鑑賞⼒量，近兩百餘年來，讓現代法國仍然得以於此

堅固基礎之上，進⾏世界性的擴張，點⾷成經（典）之餘，更點⾷（⽂化）成⾦。 

在東⽅，和⾷（Washoku）的⾮⽂化遺產申請過程也有⾛過這麼條類似的路徑。 

近代⽇本料理的⽂化能夠迅速形成共同認知，甚⾄於2013年為聯合國教科⽂組織列為⾮物質

⽂化遺產 ，其實很⼤⼀部分，亦有賴虞許多廚⼈、評論家、作家，社群、個⼈、研究單88

位、地⽅機構等，前仆後繼，共同建構「內容」、並共同保存飲⾷⽂化脈絡。 

像是⽇本德島百年料亭「青柳」的主廚⼩⼭裕久（こやま ひろひさ，Hirohisa Koyama） ，89

於其彙整畢⽣料理修煉⼼得的〈⽇本料理神隨〉⼀書中，從⽤⽔、煮飯、切⼯、⼑功、燒烤

等廚藝、⼯序講起，帶進廚⼈的修煉場域，並從中進⾏⽇本料理⾯貌的捕捉： 

「…⽇本料理，正由於結構簡單，所以對每個組成份⼦的品質都有相當程度的要求，不管是

切蘿蔔絲、⽣磨芥末、或是炒芝⿇，如果⼩看這些步驟，認為這些只要隨便做做就好的話，

可就⼤錯特錯了；相反的，這些步驟會很直接地影響到料理本⾝的品質。就算是再⼩的細節，

⼀旦做了就沒辦法更改，也不可能透過別的⾷材將以掩蓋，每⼀項配料的品質，就是整體料

理的品質，這就是所謂的⽇本料理 … 」（飲⾷⽂化的結構） 

「…也正因為⽇本料理所代表的是每⼀個⼩細節的品質，因此在學會⼀個技巧之後，不斷地

反覆練習、提升品質，就是下⼀個學習的⽬標，就跟寫書法⼀樣，⼀次定輸贏 … 」(料理技

巧的運⽤與精神） 

 〈 Washoku, traditional dietary cultures of the Japanese, notably for the celebration of New Year 88

〉http://www.unesco.org/culture/ich/en/RL/washoku-traditional-dietary-cultures-of-the-japanese-notably-for-the-
celebration-of-new-year-00869

 ⼩⼭裕久（1949-)，法國傳奇名廚喬艾勒．侯布雄（Joël Robuchon 1945-) 稱其為「⽇本料理⼤使」，⽇本媒89

體封之為「神⼈」，法國政府兩度授與「法國農事勳章」（L’ORDRE DU MERITE AGRICOLE)（1994, 2010)，
肯定其對於法、⽇兩國間⽂化交流的重⼤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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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前菜，應該是⼊⼝時可以感覺到強烈⾵味，卻不會影響接下來⾷慾，留下只是

讓⼈感到清爽的⼝感，醬燙鴨兒芹是個不錯的選擇，⽕候最好是稍微燙過外層，但中間還是

⽣的...」（⾷⽤建議與體驗） 

以上例舉⽂段，不僅分別呈現了⼀飲⾷⽂化的結構/組成元素、技巧運⽤/精神、以及最佳⾷

⽤體驗建議，也為後續的討論，⽴下了⼀個基礎，讓清晰化的論述，討論、增添、保存等形

塑飲⾷⽂化共識的重要內容，得以累積。 

Washoku is a social practice based on a set of skills, knowledge, practice and traditions related to 

the production, processing, preparation and consumption of food. It is associated with an 

essential spirit of respect for nature tha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ustainable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UNESCO, 8.COM. 8.17 , No. 00869,  2013) 90

上述段落為聯合國教科⽂組織在第⼋次委員會決議⽂稿部分，說明了和⾷之所以能夠繼法國

料理（The Gastronomic Meal of the French，2010）、墨西哥傳統料理（Traditional Mexican 

Cuisine-ancestral, ongoing community culture, the Michoacán paradigm，2010）後，與地中海

飲⾷（The Mediterranean Diet，2010、2013），受到聯合國認定為⾮物質⽂化遺產

（Intangible Heritage List）的具體要件，⽽其中，外顯系統性技能、知識以及儀式化的傳統

作為等，正是將飲⾷⽂化當中⽣產、處理、調理、消費等充滿內隱技能、知識的環節，保留

以及傳承的具體作法，也是聯合國保護⾮物質⽂化遺產公約（Convent 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中積極倡議的部分。 

除了前述之於「⽂化認同」與「社會⾵潮」的形塑，美⾷書寫的內容對於飲⾷料理、飲⾷⽂

化的價值共創，近年來也逐漸成為商業經營上越來越受重視的作為。以下透過三個⾯向，進

⾏⾼琹雯這類內容創作者，之於當代的價值共創模式分析： 

 http://www.unesco.org/culture/ich/en/decisions/8.COM/8.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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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論述內容之於飲⾷⽂化的市場價值創造模式 

⼀、延伸餐飲價值鏈，擴⼤影響⼒ 

檢視餐飲服務的價值創造鏈，三個價值創造的場域分別是⽣產端的⾷材⽣產、廚⼈端的料理

轉化以及消費端的體驗消費，⽽飲⾷的論述則將原本封閉的三階段價值創造過程，創造了⼀

個開放式的斷句，讓原本只於消費端的價值，出現得以繼續傳遞⾄第N⽅的可能性。例如⾷

材⽣成的⾵⼟脈絡，或是廚⼈的匠藝精神與堅持，這些原本不為⼈知，或難為⼈知的價值，

得以有向外繼續發酵，擴⼤原本產品價值的傳遞路徑，就像美⾷論述，描述⼝味、質感、調

味、氣味等，藉由書寫這種更為普遍的經驗，來擴⼤⾷物體驗的背景，激發每個⼈的共同感

受。像是⾼琹雯於2016年⼆⽉於臺北⽂創記憶中⼼所執⾏的「臺北味覺記憶計畫」，跟著三

位意⾒領袖詹宏志、江振誠，以及葉怡蘭⼥⼠，從尋求各⾃臺北的味道開始，進⽽觸發討論，

也將計劃層級，順勢拉⾼到對於「臺灣味」以及「臺灣飲⾷認同討論」的論述— 這也創造

⼀個對話的平台，為有意願深⼊瞭解的交流者，創造交流的場合。 

 

圖4-21 臺北味覺記憶計劃發表場域 

圖⽚來源：臺北⽂創記憶中⼼ 

⼜例如臺灣的農材、⾷材，⾼琹雯的專訪論述與社群發表，則提供了⼀個強⼒推播的管道。

因為近年來許多國際名廚的巡迴展演，也都強調與在地⾷材的創造與結合，打造接地氣的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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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味，並展現料理⾵格的國際詮釋。如2014年來台的〈祥雲⿓吟〉（Nihonryori RyuGin）

的⽇本⽶其林三星主廚⼭本征治（Seiji Yamamoto)，便是⼀位積極融各地的⾷材，以呈現⽇

本料理的國際觀點，向世界發送⽇本料理的魅⼒的⼀位主廚。在其⼀週年的特別菜單「秋征

宴」，會後分享向⾼琹雯分享創作理念時，便盛讚了臺灣的澎湖⾞蝦、⽜番茄、圓茄以及臺

灣茶等⾷材，甚⾄⽐⽇本的素材還好 。⼜像是曾獲得亞洲最佳⼥主廚殊榮（2013），泰式91

⾼級餐廳Bo. lan的主廚 Bo （本名：Duangporn Songvisava）與澳洲籍的丈夫Dylan，於2016

年六⽉應邀來台客座，在事前的採訪就對宜蘭南澳的豐原農場的⾦⼿指胡蘿蔔⼤為驚豔，⾸

次要將胡蘿蔔放進⾃家菜單上 ，就是因為⾹氣和味道都棒極了 … 許多這樣的例⼦，都是在92

地⾷材受到國際肯定，進⼀步創造出更多市場價值的鮮明案例，⽽若無⾼琹雯的隨⾏紀錄編

採，向市場端與消費者端進⾏推播，這樣的價值可能已就僅流傳於產地⽣產者與廚⼈之間，

不知情的消費者，可能也就直觀地囫圇⼊肚，⾷材價值的拼圖，也因此就缺了這麼幾塊。 

圖4-22 泰式⾼級餐廳Bo.Lan⾄宜蘭豐原農場，驚艷於⾦⼿指胡蘿蔔 

圖⽚來源：美⾷家的⾃學之路，⾼琹雯攝 

 ⾼琹雯，2015，〈祥雲⿓吟⼀歲了！⼭本征治的快問慢答〉 91

http://selftaughtgourmet.blogspot.tw/2015/10/blog-post.html#more

 ⾼琹雯，2016，〈曼⾕知名餐廳Bo.lan 將⾄⼭海樓客座，事前訪台全記錄！〉 92

http://selftaughtgourmet.blogspot.tw/2016/05/bolan.html#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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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臺灣現有餐飲價值鏈的缺⼝，連結餐飲界的國際社群能量。 

⾼琹雯選擇的「第三條路線」書寫，其影響⼒價值，或可從「發表內容的差異定位」以及與

「國內外餐飲界影響⼒⼈物的連結度」兩個⾯向進⾏分析。 

國內部落格⿓頭網站，由城邦媒體控股集團⼦公司經營，擁有330萬個以上的部落格、每⽇

產出約35萬篇⽂章的痞客邦（PIXNET），⾃2014年起，開始從「⼈氣⼒」、「擴散⼒」以

及「搜尋⼒」的數值加權，搭配級距概念，對其平台上24種部落格分類（美⾷情報、⼼情⽇

記、職場⽢苦、醫療健保、星座命理、⽣活綜合、收藏嗜好、時尚美妝、攝影寫真、數位⽣

活、電玩動漫、視覺設計、居家設計、婚姻育兒、寵物⽇記、休閒旅遊、運動體育、藝⽂情

報、偶像明星、視聽娛樂、社團組織、財經政論、圖⽂創作、不設分類等)，以每三⼗天為

⼀個更新週期，即時排名出對其平台上部落客進⾏影響性評估。  93

從2016年六⽉更新百⼤部落客排⾏榜中（⾒附錄⼀），「美⾷情報」項⽬就佔了其中三分之

⼀的現象，可以看出臺灣市場對於餐飲吃⾷的追逐討論，具有相當的群眾共識基礎，已是不

爭的事實；但若細看榜單的組成，便會發現臺灣餐飲價值鏈上的論述，卻⼤量集中於庶民美

⾷遊記的現象，⾏程、菜單、圖像、價格以及店家資訊，近乎公式化的寫作⽣產格式，成為

民眾閱讀的主流內容，⾄於⾼端餐飲市場（Fine Dining）的景況描繪，還有國際間⾵起雲湧

的餐飲趨勢觀察，是相對缺乏，⽽這塊正是⾼琹雯定位⾃⼰的發表的差異化策略，也是其發

表所創造的重要價值所在— 補⾜了這個環節的匱乏（附錄⼆）。⾼琹雯也因此得以在網絡

的線上平台之外，屢屢收到像是〈今周刊〉、〈商業週刊〉、〈UDN聯合新聞網〉等主流

媒體，或是〈好吃〉、〈Lucky Peach 飲⾷⾝活誌〉等專業媒體邀請開設專欄、臺灣⽂化創

意設計中⼼委託主持「臺北味覺記憶」、或是國外政府單位如夏威夷觀光局邀請，親赴現場

進⾏觀察與評論等契機。 

⽽⾼琹雯與國內外餐飲界影響⼒⼈物的緊密網絡連結，則是另⼀個⾼琹雯對於餐飲產業的重

要貢獻。當代的國際名廚們和餐飲界的⼈⼠，熟知國際料理評鑑的運⾏規則，熟知料理⼿法

 痞客邦公告部落格，2015， 93

http://admin.pixnet.net/blog/post/42929975-%5B公告%5D-痞客邦第⼆屆⾦點賞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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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呈現與語意，共同將餐飲產業與廚師這個職業，爭取到與⽇俱增的尊嚴，⽽深諳這些規則、

語彙的美⾷評論家，亦是這個⽣態系的重要份⼦，⽽這也是⾼琹雯近年來對於⾼級餐飲持續

關注以及參與，為⾃⾝積累的重要社會資本。近來舉凡國際名廚來台的公開或是⾮公開⾏程，

如⽇本 L’Effervescence的⽶其林⼆星主廚⽣江史伸（Namae Shinobu）來台與Le Moût的陳嵐

舒⼀同進⾏的客座展演，從廚房外，市場上選料的⾏程，⼀路特寫回廚房內的，是⾼琹雯；

或受邀跟著哥本哈根Amass主廚Matt Orlando來台與江振誠，在RAW的共同四⼿展演，前往

⽵北與三義、汐⽌⾷養⼭房等地隨⾏專訪，也是⾼琹雯，僅列舉近期案例。 

也因此，⾼琹雯的定位，不僅讓臺灣的⾼級餐飲市場，有了⼀得已平衡報導的發聲筒，揭開

以往充滿疑問的⾯紗，同時，做為⼀個國際餐飲產業熟悉的⾓⾊，⾼琹雯也常能第⼀⼿獲得

許多情報與資訊，這些都為臺灣餐飲界的發展，連結了國際社群的能量，也是僅有少處關鍵

評論家所得以填補的價值鏈缺⼝。 

圖4-23 痞客邦社群影響⼒百⼤排名（更新⽇期：2016/06/05）美⾷情報佔1/3 

圖表來源：https://blogranking.events.pixnet.net/?category=0&sort=avg&periods=2016-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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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4  Le Moût X L’Effervescence！陳嵐舒與⽣江史伸快閃台北⼀⽇遊！ 

圖⽚來源：美⾷家的⾃學之路 

 

圖4-25  Amass X RAW：看⾒台灣之⽵北三義遊 

圖⽚來源：美⾷家的⾃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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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形塑飲⾷的⽂化認同，為臺灣餐飲價值鏈的發展打造條件並提供能量。 

正如薩⽡蘭所⾔，國家的命運取決於⼈民的飲⾷，⽽⼈民的飲⾷⾏為，受到社會⾵潮的強烈

影響，⽽社會的⾵潮的興起，正需要奠基於⼀個共識基礎上，⼀個經得起討論、持續能產⽣

積累成果，進⽽得以推進，並得以於其上進⾏開拓的系統性論述。因此，飲⾷內容的論述⽣

產，是內隱知識外顯化的重要作為，也是對⼀飲⾷⽂化的認同形塑，起著根本奠基作⽤。⽽

⼀個飲⾷⽂化認同，也正是⼀個國家餐飲事業是否具有市場辨識度，以及市場消費吸引⼒的

關鍵。 

像是新北歐飲⾷的靈魂⼈物，Noma主廚雷奈．瑞哲彼（René Redzepi），2004年起與新北歐

飲⾷（The New Nordic Cuisine）倡導者，北歐美⾷教⽗克勞斯．邁雅（Claus Meyer），同10

個志同道合的廚師聚集在哥本哈根，發起新北歐飲⾷宣⾔（New Nordic Kitchen Manifesto），

探索北歐飲⾷的其中的純淨（Purity）、簡潔（Simplicity）以及新鮮（Freshness），強調料

理創作中的在地性、時間性結合，形塑北歐飲⾷形象。除了René的NOMA餐廳分別⾃2010起

獲得威廉．⾥德〈餐廳〉雜誌四次世界最佳餐廳（World’s Best Restautant 2010, 2011, 2012, 

2014）的肯定，成功將許多國際的⽬光轉移像北歐之外，2006年起獲得北歐五國政府相關機

構三百萬歐元與⾏政⽀持，辦理相關推廣與⽣態系活動的連結，從飲⾷、⽂化範疇開始，包

括 「探索北極味（Arctic Taste Workshop & Market）」、「北歐⾷物實驗室（Nordic 

Foodlab）」、「北歐菜餐單語⾔（Nordic Menu Language)」、「北歐餐飲媒體計畫

（Nordic Food in Nordic Media）」等，逐年擴及社會照養、教育計劃、外交政策、城市發展

等⾯向等這⼀系列的努⼒，也讓哥本哈根到2016年，已經是擁有16間⽶其林星期餐廳 的北94

歐美⾷之都（Michelin Guide, 2016） 。 95

 

 http://www.visitdenmark.com/copenhagen/places-eat/michelin-starred-restaurants94

 http://www.visitdenmark.com/copenhagen/gastronomy/michelin-bolsters-copenhagens-position-gastronomy-95

capital-northern-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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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6  新北歐飲⾷宣⾔與相關推⾏活動⼀覽表 

圖⽚來源：Nordic Council of Ministers 

〈The emergence of a new nordic food culture: Final report from the program 2010-2014〉 

 

圖4-27 Noma 主廚René Redzepi（左）/Nordic Foodlab: Edible Plants Archiv（右) 

圖⽚來源：www.bonappetit.com/ nordicfoodla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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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2011年起開始舉辦的夏威夷美⾷美酒展（Hawaii Food & Wine Festival），承襲了過往

25年夏威夷地區料理（Hawaii Regional Cuisine 1985-2010）運動積累的能量，透過每年邀請

名廚⾓⾊，業界⼈⼠、媒體網絡，⼀同在秋季到夏威夷來好好饗宴⼀番，洗刷過往夏威夷料

理只有吃鳳梨跟⽕腿的印象，或是⾶機餐是最好吃的⼀餐（1988），這般類似的貧乏調侃。 

⽽夏威夷美⾷美酒展的具體做法，是要求所有的廚師都使⽤夏威夷的當地⾷材，搭起廚師們

與⾷材供應商的網絡平台。這創造了多邊的好處：⼀，前來客座廚師得以經驗/驚艷於夏威

夷⾷材之美，建⽴起海外採購的契機；其⼆，也因此讓夏威夷料理的內涵得以最低成本，隨

著這些廚師的認知，傳播海外，不論是透過產地之旅、教育⾒習、廚藝競賽等；第三，透過

廚師的料理轉化，夏威夷的⾵味也屢屢得到持續發展、補充的能量，夏威夷在國際的美⾷版

圖上，也因⽽擁有⾃⼰的獨特的形象與個性。 

這般舉⾏⽅式，讓⾷品交易得以跳脫了商業性展覽媒合的框架，少了促銷性的商業吆喝，但

吸引到更多⾼影響⼒的媒體與社群，甚⾄⾃願前來共襄盛舉，交流熱度更盛！每年都吸引百

位以上的名廚、萬⼈以上業界⼈⼠參與，為夏威夷帶來許多外部效益，例如⼀五年的公益募

款⾦額達35萬美⾦，過往五年（2011-2015）共募得130萬美元，回饋地⽅16個⾮營利組織。 

圖4-28  夏威夷美⾷美酒節 

圖⽚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HawaiiFoodandWineFestival/?fre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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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9  夏威夷美⾷美酒節（Maui 島），⼈、⾷物交流為展出中⼼ 

圖⽚來源：http://www.justluxe.com/lifestyle/dining/feature-1951220.php 

 

圖4-30 臺北國際⾷品展展場，以企業品牌、產品為展出中⼼ 

圖⽚來源：台灣⾷品暨製藥機械⼯業同業 

不論是新北歐飲⾷運動，或是夏威夷美⾷美酒展，這兩者共同的重⼤成就，都是為當地的飲

⾷⽂化脈絡做了最強⼒的梳理與放送，也為當地的⾷材、⾷物形象，創造更具市場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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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從模糊到越理越清，從清晰到極致細膩。也正如同新北歐飲⾷運動從新北歐飲⾷宣⾔

的嘗試與實驗開始，或是夏威夷美⾷美酒展前⾝，25年夏威夷地區料理的系列⾏動，都是從

提出倡議、論述、跨界整合、舉辦⼯作坊等活動開始，漸漸讓民眾、消費主與市場，從認識

到認同，進⽽進⾏共創的中介過程。 

⽽在這過程中，如⾼琹雯這類型的內容/論述提供者，正是能夠將倡議與⾏動，化為可供討

論、整合領域知識的論述，辦理相關活動的研究著關鍵性創新中介者，透過出版、透過⼯作

坊等論壇舉辦，將散落的領域知識與能量開始集結於餐飲產業的價值鏈。 

個案⼩結- ⾼琹雯的⾮典型中介⾏為 

江振誠於2014年舉辦臺灣味論壇（Taiwan Flavor Symposium）開始去凝結臺灣各⽅對於「臺

灣味」的認知，2015年RAW的開幕將臺灣味做了⼤膽地詮釋，到RAW上榜2016亞洲五⼗⼤

餐廳，作為⼀個⾼強度國際交流的平台，屢屢邀請國際名廚進⾏聯合廚藝展演，像是丹⿆

AMASS主廚Matt Orlando，或是獲得2016年「亞洲最佳五⼗餐廳，評審團最關注獎」的東京

Florilège主廚川⼿寬康（Hiroyasu Kawate），這些活動與場合中，當中都有⾼琹雯穿插其

中，以⽂字、對談、影像紀錄的⾝影，讓對於臺灣飲⾷⽂化脈絡的關注，能夠持續發酵。 

也因此，本研究認為，要破除既有臺灣飲⾷⽂化脈絡不清的瓶頸，需要的關注與投⼊⽀持的，

便是這類⽣產「⾼」度脈絡化，具⽂化戰略「情」報價值的「⽂」化⽣產活動，論述、⼯作

坊、影像創作、出版紀錄等，能夠放⼤與延⾧⾷材與⾷物的價值、能夠將廚師和⾷⼈的內隱

技能、知識與情報外顯化，甚⾄能夠間接打造⼀飲⾷⽂化認同的創新中介活動。本個案以⾼

琹雯⼩姐為此類創新中介者的舉例代表，因其參與執⾏過的項⽬，有較多⾯向的跨度之外，

也是期待未來能有更多這類⽣產「⾼」「情」「⽂」的創新中介者能出現，隨著去中介化所

撼動的市場僵固，為臺灣味以及臺灣的⾷材、飲⾷⽂化，進⾏更有效率的中介。「葉佩雯」

也應該，隨著去中介化時代⼀併轉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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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4-3  2016 痞客邦百⼤部落客評⽐｜美⾷情報類（共31上榜） 

資料來源：https://blogranking.events.pixnet.net，更新⽇期2016/06/06 

圖表：本研究整理 

排名 名稱

3 愛吃⿁芸芸・愛旅遊

5 跟著尼⼒吃喝玩樂 ＆親⼦⽣活

10 ⼤⼝⽼師的⾛跳學堂

12 捲捲和⼟⾖拿鐵

14 ⾶天璇的⼝袋

17 跟著倫敦男孩吃台南美⾷

20 ⼼⼼。我吃故我在

22 嵐嵐的愛吃天地

24 Sunny吃喝玩樂

27 布咕布咕美⾷⼩天地

30 吃⼼絕對-美⾷旅遊部落格

33 YOYO愛⽣活

37 猴屁的異想世界

38 跟著左豪吃不胖

39 藍⾊起司的美⾷

44 陳⼩可的吃喝玩樂

排名 名稱

50 瑋瑋＊美⾷萬歲

55 【⼩虎⾷夢網】台北捷運吃透透

56 PEKO SIMPLE LIFE

60 焦⼩糖-美⾷與旅遊

62 ⼩林＆郭郭⼩夫妻⽣活

69 周花花，甲飽沒？吃飽再減肥！

70 跟著踢⼩⽶吃喝玩樂

73 。熊喵。⼤⼝吃垮全世界

85 曼蒂⽺Mandy吃喝玩樂旅遊情報

87 ⼩公主IRENE在地球的吃喝玩樂

89 艾布蕾

91 接⼒吃下去

92 Joyce⾷尚樂活

99 布丁。⾷。遊。記

100 Milly貪吃⿁。⼤胃⽶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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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4-4 ⾼琹雯曾受邀開設專欄的平台/跨領域參與專案⼀覽 

圖表來源：本研究整理 

附錄三、表4-5  美⾷家的⾃學之路⽂章發表記錄（更新：2016/06/10） 

圖表來源：本研究整理 

分類 發表篇數

飲⾷新聞 185

飲⾷⾵尚觀察 103

飲⾷品味⼿札 56

伊莉莎⽩辣醬（⾃創辣醬品牌）⾷譜 23

Bios Monthly 專欄供稿 22

飲⾷讀書⼼得 8

伊莉莎⽩辣醬⽇誌 7

美⾷極短篇 6

飲⾷觀影⼼得 2

我的⽇式⾷物櫃 1

發表平台 發表數量/擔任⾓⾊

今周刊 22

BIOSMONTHLY 22

商業週刊alive 優⽣活 14

好吃雜誌 7

聯合新聞網 5

美麗佳⼈(Marie Claire) 4

⾷尚玩家 3

Lucky Peach 飲⾷⽣活誌 3

La Vie ⽣活誌 2

⼩⽇⼦ 1

臺北味覺記憶計畫 活動主辦⼈｜發表者

華視〈⼩廚當家〉 第⼀季節⽬評審

王宣⼀〈國宴與家宴〉 菜譜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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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發現 

第⼀節 個案⽐較、分析 

壹、創新中介者作為之於知識/技能/價值創造螺旋的的四構⾯分析 

內隱知識外顯化的過程中，會經歷過學習將外顯知識變成⾃⼰的內隱知識的「內部化」、透

過享知識，讓內隱知識和內隱知識交流的「社會化」，透過有意義的交談，具體表達內隱知

識，將內隱知識轉變成外顯知識的「外部化」，以及將具體化的外顯知識和現有知識結合，

擴⼤知識的基礎的「結合化」，關於本個案研究的三個創新中介者，如何進⾏這四個構⾯的

轉換，茲以表格整理如下： 

表5-1  創新中介者作為於內隱知識外顯化的四個構⾯分析，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掌⽣穀粒⽽⾔，除了其糧商販的⾝份以外，其另外⾃詡為「⼤地出版者」、「教育者」的

⾓⾊，正是推動此知識螺旋的重要關鍵。別於⼀般進貨轉⼿買賣的商號，他們透過產地⾧期

以及定期的訪查作為內部教育訓練，將⾵⼟的知識、⽣產技能、產品的特⾊等，透過實際參

與⽽習得（內部化），並於店頭的員⼯訓練與例⾏運營中，進⾏分享、強化與傳承（社會

化）；接著其餘松菸誠品的店，以及⾹港尖沙咀及太古店等區域，舉辦定期的⼯作坊，如穀

掌⽣穀粒 江振誠 ⾼琹雯

內部化
產地訪查、教育訓練，累積
⾃⾝與團隊的專業知識/技能

學徒之旅，感官花園、東⾮西賽
爾群島等，還有持續的料理創作

名廚跟訪、現地訪查，⾃⾏嘗
試，積累⾃⼰的產業智識

社會化
誠品松菸掌⽣穀粒店，作為
對於內部元的教育前哨站，
透過操作分享內隱知識技能

直接與酒莊和⽣產者接觸，回饋
市場資訊與料理偏好等種植⽣產
建議；每⽇與團隊共同發想菜單

美 ⾷ 家 的 ⾃ 學 之 路 、 線 上 發
表，針對追蹤社群進⾏主題式
的發表，分享⾃⾝領域知識。

外部化
透過蜜漬薑薑、穀⾬釀酒⼯
作坊，讓內部的內隱知識、
技能開始擴張⾄外部顧客

〈⼋⾓哲學特展〉，將江振誠與
其團隊的創作技法與發想過程，
對外系統化的揭露。

「臺北味覺地圖」的策展與發
表，將廚⼈、⾏家的內隱知識
與技能做講座發表外顯化。

結合化
〈來⾃⼟地的呼喚〉出版、
「飯粒厚特展」將知識具體
化，擴⼤知識基礎。

〈初⼼〉、〈⼋⾓哲學〉出版將
知識具體化，擴⼤知識基礎。

〈我的⽇式⾷物櫃〉出版、線
下媒體出版將知識具體化，擴
⼤知識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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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釀酒、蜜漬薑薑等，將原本存乎於⽣產者、產地、內部員⼯⾝上的知識，開始向外系統化

的流通（外部化）；⽽同時間不間斷進⾏的出版⾏為，無論是線上⼤地影展、「飯粒厚」特

展、〈晴耕⾬讀〉等實體與虛擬的出版，都讓這些知識從⼝語傳遞、實作傳遞的層級，系統

化⾄可以於其之上，進⾏進⼀步系統開發的領域基礎，持續積累這些內隱知識（結合化）。

⽽這些知識，也讓掌⽣穀粒的產品，跳脫產品⽂案、⽂青浪漫的層次，⽽是具體可以轉換為

消費者能夠有感認同，也願意付出更⾼的價格進⾏消費的真實價值。 

圖 5-1  創新中介者內隱知識外顯化之於餐飲產業的⾼端化、加值化關係|掌⽣穀粒 

本研究整理 

江振誠除了透過廚師的歷練，以及持續的餐⾷設計職能、餐廳場域經營（內部化）之外，亦

積極親⾃擔任⽣產者與市場間的「信使」⾓⾊，將最符合消費者需求、廚師料理需求的⽣產

情報，回報⾄產地及⽣產者（內部化＋社會化），提⾼⾃⾝價值掌握能⼒的同時，亦降低⽣

產者經營⾵險。⽽其每⽇與團隊共同發想、實驗菜單，以及檢視服務提供的過程，也是社會

化的過程，將江振誠⾃⾝所掌握的知識資源，擴散於組織成員之間（社會化）。接著，「臺

灣味論壇」、「⼋⾓哲學」特展、「Four Hands/ Eight Hands 名廚聯合展演」的規劃與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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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江振誠⾃⾝⼗幾年來的⼼得以及淬煉出的技藝、經驗，開始向外系統化的揭露（外部

化），讓具有⼀般⾏業知識的廚⼈、經營者，亦可開始具體理解其技藝與經驗，對於物件所

創造的加值符號能夠開始解譯；⽽〈初⼼〉、〈⼋⾓哲學 Octaphilosophy〉則是進⼀步將這

些意會、符號及知能，具體並系統性的建構 Fine Dining這個領域的知識基底（結合化），為

臺灣的⾼級餐飲市場，鋪下⼀塊⼜⼀塊的敲⾨磚。 

圖 5-2  創新中介者內隱知識外顯化之於餐飲產業的⾼端化、加值化關係|江振誠 

本研究整理 

⾄於⾼琹雯的專業/產業知識，除了來⾃於⾃⼰家庭背景、創業嘗試之外，⼀回回的名廚跟

訪、現地訪查，也開始讓她從⼀個翻譯國際美⾷潮流、美⾷現象分析的報導者⾓⾊，開始積

累，也成為她的重要社會資本（內部化）；⽽透過其部落格「美⾷家的⾃學之路」、數位媒

體，以及針對社群進⾏主題式的發表，分享⾃⾝領域知識（社會化），開始讓臺灣關注Fine 

Dining 的社群，對於臺灣的美⾷地景能夠有更廣泛及跟深⼊的視野；在專案計畫如「台北味

覺地圖」策展等，⾼琹雯開始有機會透過策展與發表，將廚⼈、⾏家的內隱知識與技能做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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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 發 表 外 顯 ， 進 ⼀ 步 提 ⾼ 社 群 的 規 模 與 凝 聚 ⼒ （ 外 部 化 ） ； ⽽ 其 於 聯 合 新 聞 網 、

Biosmonthly、專書〈我的⽇式⾷物櫃〉的發表，則是將這些知識系統化成論述，將臺灣美

⾷脈絡越理越清（結合化），也讓國際的⽬光，也開始有機會理解，臺灣的⾼端餐飲市場，

究竟具備什麼樣的⾵貌與條件。這些關注的⼒量，正是由於知識的流通、引發的價值的流轉，

進⼀步轉化成為市場的關注與消費能⼒。 

圖 5-3  創新中介者內隱知識外顯化之於餐飲產業的⾼端化、加值化關係|⾼琹雯 

本研究整理 

最終，若以Ikujiro的知識螺旋模型，對應並整合創新中介者們的內隱知識/技能外顯化的作

為，可描繪出創新中介的內隱知識外顯化作為，如何進⾏放⼤效果，形塑社群，達到餐飲產

業⾼端價值化的的市場效果，茲以圖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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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創新中介者內隱知識外顯化之於餐飲產業的⾼端化、加值化關係 

本研究整理 

⾵⼟、⽣產者的技藝，乃⾄⼀個地區的飲⾷⽂化，皆為⼀地區的⾷材、餐⾷、能否創造更多

價值的加值物件，然⽽這些價值，如眉⾓、訣竅等，通常都需要實際的參與、操作⽅可取得

或知其得來之不易，因此普遍存在於⽣產者、匠⼈等⾧期接觸⾵⼟、使⽤並積累技藝經驗與

⽂化的⾓⾊上。 

⽽創新中介者的⾓⾊，在於其對於這類型⾓⾊，以及其外顯化的職能，像是出版、料理製作、

甚⾄是採訪、策展等的掌握，透過對於加值物件的探索與溝通共鳴，進⽽讓這些具有加值能

量，卻因為默會⽽無法傳遞出去的價值物件，得以成為創新中介⾃⾝的知識或技術。 

接著這群創新中介者運⽤⾃⼰的職能，開始將這些分享乘載於⾃⾝的知識/技能，進⾏外部

化的揭露，建構成觀念性的知識，像是透過講座、分享等正式的溝通場合。這些建構出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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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性知識，亦成為形塑⼀個個社群的基礎，如同貪吃⿁社群、⽼饕社群會開始因美⾷評論⽽

集結，商務客社群，將因⽶其林社群集結等。 

當貪吃⿁社群、⽼饕社群、商務客等社群因為系統化的知識（飲⾷指南、餐廳評鑑等）⽽漸

漸成形，餐飲產業的⾼端市場的樣貌也會益加清晰，並隨著越來越多⾏有所本的社群，開始

凝聚消費⼒量，同時產⽣對於更多對於⾷材、匠藝、飲⾷⽂化的追求與認同，進⽽創造出更

多的訂價空間。 

這般的螺旋循環，以內隱知識外顯化的各項作為進⾏驅動，從對於⾵⼟、技藝、⽂化的探索

投⼊、⽣成更多社群，到凝聚市場⼒量，繼⽽產⽣更多的市場需求，也會產⽣更多對於⼀地

區飲⾷脈絡中的⾵⼟、技藝、⽂化，甚⾄儀式、經典等追求，⼀國⾷⽂化的形塑與價值轉型

的契機，便於焉⽽⽣。 

觀察臺灣當前的餐⾷產業，掌⽣穀粒、江振誠、以及⾼琹雯，個體能量雖強，惟仍尚屬各⾃

領域中的少數，因此觀念性的知識的⼒量僅能凝聚較⼩規模的社群，規模較⼩也為數也較⼩

的情況下，對於市場凝聚的⼒道也相對有限，進⽽使得當前餐⾷產業的價值創造空間有限，

美⾷地景缺乏⾼端餐飲的多元呈現。內隱知識外顯化所連帶驅動的社群⼒量，或可成為另⼀

股驅動鑑賞⼒向上，市場需求成⾧的切⼊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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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5 內隱知識外顯化需驅動的價值加值模式，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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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創新中介與既往農業產銷中介職能⽐較 

在古典中介職能與創新中介職能之間，本研究係透過三個個案的⾓⾊與作為，來呈現與「既

往中介」與「創新中介」間的差異，以及分別具有的「內隱知識外顯化」的作為，對應⽐較

分析，茲以表格呈現： 

表5-2  創新中介者的中介⾓⾊：本研究整理 

從以上⽐較可歸納出，後中介化時代的創新中介者⾓⾊，可從服務市場中介職能，進⽽向貨

品市場的中介職能擴張，並在包裝、銷售、市場資訊的產銷輔助構⾯上，透過原先產業以外

的⾮典型產銷職能，進⾏原有產銷職能的「補充」與「強化」。 

創新中介 掌⽣穀粒 江振誠 ⾼琹雯

貨物市場中介 糧商號 x x

服務市場中介 出版商 餐⾷設計師、哲學家 美⾷評論家、專欄作家

對於古典農業產銷功能 
進⾏補充

市場資訊、⾵險承擔、分
級、包裝、銷售

市場資訊、⾵險承擔、包
裝、銷售

包裝、市場資訊

創新中介職能

1. 創造符號。創造出⼤
宗商品的精品與禮品
市場。 

2. 內隱知識外顯化。將
蘊含於⼤地⾵⼟與⽣
產匠⼈⽇常中的內隱
知識，進⾏了系統性
的建構與外顯，並透
過出版與教育推廣，
讓⾷材本⾝的價值，
得以於價值鏈上順暢
傳遞。 

3. 與⽣產者網絡化、準
聯盟化。準垂直整合
的網絡發展，讓掌⽣
穀粒在獲得質與量的
穩定供給之外，也讓
藝匠、達⼈們本⾝的
⼯藝能耐，得到與企
業資源互相槓桿的機
會。

1. ⾷物⽤餐體驗設計。
將臺灣的⾷材轉譯成
能夠為國際觀眾了解
的語⾔，建⽴⼀個能
讓臺灣美好的⾷材、
⾷ ⼈ 、 ⾷ ⽂ 化 被 認
知，進⽽受到國際社
群認同的平台。 

2. 內隱知識外顯經典與
通俗化。透過書寫、
影像、空間創作，將
⽣產者、⾵⼟、製作
與菜⾊開發等內隱知
識，進⾏外顯化的揭
露與建構。將臺灣味
的 形 象 與 認 同 架 構
起，得以持續充填價
值的框架。 

3. 網絡化。積極投⼊在
分享教育、論壇、國
際名廚聯⼿展演等，
打造⽣態系。

1. 內隱知識外顯化。透
過線上線下的論述發
表組合，延續餐飲價
值鏈的傳遞，⽂字與
圖像系統性的捕捉，
超脫了⾷材⽣理性及
經驗地域性的限制。 

2. 完整⽣態系。透過差
異化論述發表，完整
餐飲價值鏈的缺⼝，
為臺灣餐飲市場中相
對陌⽣與貧脊的⾼級
餐飲（Fine Dining）
區塊，補充了視野與
關注。 

3. 與國際名廚與國際社
群網絡化。國外透過
國內外的⾵尚引介，
補充餐飲價值鏈的發
展動能、激起更多臺
灣的媒體以及餐飲產
業業者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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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補充的部分，本研究中三創新中介個案接配置了相當資源，投⼊於「內隱知識外顯化」

的職能作為，像是掌⽣穀粒的線上與線下的出版、江振誠的⼋⾓哲學論述與策展、以及⾼琹

雯的餐飲現場觀察與報導等，乍看之下為可完成市場中介之⾮必要投⼊，然⽽這是這些投⼊，

讓商品價值得以在流轉間持續放⼤，引起更⼤的市場需求，嘉惠於價值鏈上的每個環節。 

 

圖5-6 創新中介者對於古典農業產銷中介進⾏補充與放⼤，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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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 研究發現 

於前⼀節創新中介對於古典中介在職能上的放⼤與補充，同時針對創新中介者共同具有的「內

隱知識外顯化」特質進⾏描繪的基礎上，本節針對研究問題⼀：餐⾷產業的創新中介者的可

能形態？其如何進⾏價值創新? 創造的價值？以本研究三研究個案為本，進⾏發現探討。 

本研究中的三個個案對象，皆分別就其所⽴⾜於餐飲價值鏈上的位置，即⾷材供應者、⾷物

設計與製作者，以及⾷物終端消費者等三個位階，分別進⾏了「雙⾯翻譯」。 

掌⽣穀粒透過組織例⾏跑向產地的教育訓練與⽣產者關懷，出版了⼤地影展、專書〈來⾃⼟

地的呼喚〉、節氣與農民故事套組等，為⽣產端的⼈與職能⾓⾊，翻譯了⼤地、⾵⼟、氣候、

環境等會影響⽣產要素的，也把讓⼀些⽣產的眉⾓、技術得以被具象化記載下來；⾯對消費

者端，則是以電⼦報、專刊如〈實驗廚房私料理〉、特展「飯粒厚」，以及⼯作坊如「蜜漬

薑薑」、「穀⾬釀酒」等，向消費端翻譯了產地、⾷材、料理訣竅以及加⼯製作的，讓消費

端可以認識、進⽽產⽣對於地⽅⾵⼟或是技藝的認同。 

江振誠透過⾷物的設計與製作呈現，將產地的⾵⼟、⽣產者的技藝、廚⼈與團隊的匠藝，向

前來⽤餐⾷的消費者進⾏翻譯，讓⽣產者創造的價值，能夠不受減損，甚⾄相輔相成，向上

定價；另⼀⽅⾯，江振誠也透過⾷物進⾏⾷⽂化的轉譯，⽤「⼋⾓哲學」以及其餐廳，將臺

灣翻譯成國際⾼端餐飲消費市場得以理解、溝通的語⾔，進⽽讓臺灣料理得以在這個國際餐

飲評鑑的機制脈絡裡⾯，也有了著⼒點與平台，推播臺灣的料理與⾷材的價值。 

⾼琹雯則是透過對於國際飲⾷潮流的關注與書寫，補充了臺灣當前美⾷地景中，充斥著美⾷

遊記與⾷譜，但對於⾼端餐飲的缺乏，引起消費市場對於此塊市場缺⼝的關注與討論，翻譯

⾼端餐飲市場因少⼈探索⽽較模糊的⾯紗；另⼀⽅⾯，⾼琹雯於國際餐飲社群中的深度網絡

發現1-1、餐飲產業的創新中介者具「翻譯者」的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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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使其⾃⾝可以透過許多獨家及近⾝觀察，搜集⾼度脈絡化資訊，也為臺灣的產業專業⼈

⼠，翻譯國際飲⾷潮流，像是「全球最佳餐廳榜單」背後意義等的涵義，讓餐飲界相關從業

⼈⼠得以進⽽掌握或調整操作模式。 

表 5-3  餐飲創新中介的翻譯⽅式與成效⼀覽 

圖表來源：本研究整理 

創新中介者 翻譯⽅式 翻譯成效

掌⽣穀粒
例⾏「關懷」 
出版、⼯作坊

為⽣產端的⼈與職能⾓⾊，解了⼤地、⾵⼟、氣候、環境等會影

響⽣產要素的謎，也把讓⼀些⽣產的眉⾓、技術得以被具象化記

載下來；向消費端解了產地、⾷材、料理訣竅以及加⼯製作的

謎，讓消費端可以認識、進⽽產⽣對於地⽅⾵⼟或是技藝的認

同。⾷材價值提升；消費者對⾷材願付價格提升！

江振誠 餐⾷設計、轉譯

將產地的⾵⼟、⽣產者的技藝、廚⼈與團隊的匠藝，向前來⽤餐

⾷的消費者進⾏解密，讓⽣產者創造的價值，能夠不受減損，甚

⾄相輔相成，向上定價；讓臺灣料理得以在這個國際餐飲評鑑的

機制脈絡裡⾯，也有了著⼒點與平台，推播臺灣的料理與⾷材的

價值。⾷材價值的提昇；臺灣料理訂價⼒提升！

⾼琹雯 採訪、論述發表等

補充了臺灣當前美⾷地景中，充斥著美⾷遊記與⾷譜，但對於⾼

端餐飲的缺乏，引起消費市場對於此塊市場缺⼝的關注與討論；

臺灣的產業專業⼈⼠，解了國際飲⾷潮流，讓餐飲界相關從業⼈

⼠得以進⽽掌握或調整操作模式。 

臺灣料理定價⼒提升；⾼端餐飲消費需求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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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接，指的在創新中介者在⽣產價值創造鏈上，與垂直、或其他職能，以補充的⾓⾊對接，

進⽽擴⼤⾃⾝以及整體鏈結的資源與影響⼒。掌⽣穀粒串接的，是許多站在⼟地第⼀線的⽣

產者，稻農、蜜農、茶農等。以「夥伴」⽽不以「供應商」的定位稱之、對待之，且透過出

版去紀錄對於⽣產者會較有需求去得知的環境、⾵⼟，關懷去傳達市場需求與趨勢，都讓掌

⽣穀粒贏得許多⽣產者⾼度的信任，也確保了供貨穩定的數量與品質，獲得更多市場的消費

信⼼。 

江振誠串連的，有⽣產者，像是與臺灣農民合作，專⾨種植供應新加坡Restaurant André的

農場計畫 「Racine」（註：法⽂「根」），讓⽣產者也開始⽣產⾼端餐飲中⽤得上的⾷材與

⾹料，打通臺灣在地⾵⼟與國際市場的動脈；另外串連的，也有國際餐飲界的影響⼒⼈物如

⽇本、⾹港、丹⿆等地名廚的四⼿、⼋⼿聯廚等，名廚間的社會資本互相槓桿，讓餐飲饗宴

屢屢開出更⾼的規格與價格。 

⾼琹雯串接的，是國內外餐飲社群，其積極的社群參與與評論發表，累積了⾃⾝許多有形或

無形的資源與機會，像是RAW多次的名廚展演、國內外名廚來臺，或像是美國隨選數位內

容平台Netflix 2016年辦理徵求實境節⽬〈主廚的餐桌 | Chef’s Table〉官⽅攝影師，都指定邀

請⾼琹雯進⾏參與。⽽這些⾼琹雯所串接起的社群能量，讓臺灣⾼端餐飲的美⾷地景，向外

產⽣可以探得更遠的視野，向內也可以引起更多國際市場的關注。 

表5-4  餐飲創新中介的串接⽅式與成效⼀覽 

圖表來源：本研究整理 

發現1-2、餐飲產業的創新中介者具「串接者」的型態

創新中介者 串接對象 串接成效

掌⽣穀粒 ⽣產者
讓掌⽣穀粒贏得許多⽣產者⾼度的信任，也確保供貨質量穩定，

獲得更多市場的消費信⼼

江振誠
⽣產者、餐飲界

影響⼒⼈物

打通在地⾵⼟與國際市場的動脈；名廚間的社會資本互相槓桿，

讓餐飲饗宴屢屢開出更⾼的規格與價格。

⾼琹雯
國內外 

⾼端餐飲社群

讓臺灣⾼端餐飲的美⾷地景，向外產⽣可以探得更遠的視野，向

內也可以引起更多國際市場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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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內隱知識外顯化之後的選擇，許多過往的中介者是其為營業機密，像是供應商哪裡來、

菜⾊怎麼烹調製作，廚⼦上哪邊採購等，採取被動姿態。⽽本研究個案中三項創新的中介者，

皆同樣採取了主動「分享」的策略。 

掌⽣穀粒舉凡產品⽂案、出版項⽬，舉辦⼯作坊、展覽，還有接待國內外的參訪團體，都是

對於臺灣的⾵⼟、⽣產者，以及飲⾷⽂化的分享，⽽在論述與分享的過程中，掌⽣穀粒也逐

漸取得了臺灣農產品的話語權，為臺灣美好的⼈、事、物給予掌⽣穀粒的⽀持，這樣的平台

形象，油然⽽⽣，積累了⾃⾝的品牌價值，也放⼤了在地農產⾷材的⾵⼟價值。 

江振誠則是透過〈⼋⾓哲學OCTAPHILOSOPHY〉專書的出版、「⼋⾓哲學特展」、演說、

講座如等⾮廚房內的⾏程，⼤量且系統化地去分享其創作的⽅法論、運⽤的⾷材與⼿法、組

織運作等。⽽這樣的揭露不但沒有影響其本業的經營，反⽽引起市場更熱烈的反饋，擴⼤了

原有的客群基礎與品牌狂熱度，放⼤了臺灣味的技藝價值。 

⾼琹雯則是透過線上線下的報導發表，結合⾃⾝的脈絡化觀察以及論述，積極將餐飲界檯⾯

上趨勢、檯⾯下的⼩道⼋卦進⾏分享。這般分享使得市場亦始關注這塊較少⼈關注，但卻對

臺灣餐飲產業加值路相當重要的論述與書寫，當討論有了基礎，共識便能開始凝聚，國家飲

⾷⽂化認同如法國料理、⽇本和⾷的加值能量，便能開始匯集，放⼤了⾷⽂化的加值⼒道。 

表5-5  餐飲創新中介的放⼤與成效⼀覽：本研究整理 

發現1-3、餐飲產業的創新中介者具「放⼤者」的型態

創新中介者 放⼤⽅式 放⼤成效

掌⽣穀粒 出版、⼯作坊、⽂案等 放⼤了在地農產⾷材的⾵⼟價值

江振誠 出書論述、演講策展等 擴⼤了原有的客群基礎與品牌狂熱度，放⼤了臺灣味的技藝價值

⾼琹雯 線上線下發表 匯集並放⼤國家飲⾷⽂化認同的加值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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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研究問題⼆：為什麼創新中介能較既往中介達到更具影響⼒的結果，其中的差異定位

與作為何在？透過⽐較既往的中介職能以及本研究所進⾏個案研究的「創新中介者」，得到

以下三點發現： 

既往中介在進⾏創造創造時，會強調於中介的直接性或是最短路徑，像是分類、包裝、上架、

出售等產銷必要職能，⾄多加上⼀部分的宣傳與⾏銷，然⽽，對於⾮必要性的翻譯、串連、

仿⼤等作為，卻少⾒有系統性的投⼊與經營。但，正是這些⾮必要性的中介作為，讓「中介」

產⽣了在後中介化時代所需要的綜效得以浮現，像是影響⼒的⾯性擴散、社群的黏著、消費

者的信賴，與隨之⽽來的忠誠與狂熱等。市場的感性能量，需要綜合理性與感性的中介作為

來匯整釋放。 

案例佐證：掌⽣穀粒進⾏的出版品、舉辦的展覽，都是免費索取，無料⼊場，即便是「蜜漬

薑薑」或是「穀⾬釀酒」等⼯作坊，也是收取基本的餐⾷及材料費。但是持續的出版⾏為，

讓參加展覽的⼈對⾷材感到興趣，讓⼯作坊舉⾏時路過的⼈客感到興趣，進⽽產⽣參加或是

購買產品的動機與需求，便是出版這樣的中介作為所達成的效果。或是江振誠的分享、策展、

以及出書的⾏動，⾮廚師的本業亦不以營利為⽬標，然⽽這樣的分享，讓更多的臺灣民眾因

認知⽽產⽣更多的消費動機與需求，不管是臺灣的RAW或是新加坡的Restaurant André都是

持續湧⼊⼤量的消費⼈潮。 

許多中介在進⾏價值傳遞時，⾸要考量為「⽐較利益原則」及「分配議題」，因此⽐較利益

串接起的是交換式的供應關係、分散⾵險關係，會著內、外部條件的更動都有可能會影響到

供應的質量；⽽創新中介者所進⾏的，無論對⽣產者、社群或是業界⼈物，都是根基於⾃⾝

發現2-1：「直接中介」 與 「 複合中介」的差異

發現 2-2：經營「供應商」關係與經營「戰略夥伴」關係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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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信任度，將價值連上串接的點皆視為⾃⾝價值的⼀部份，進⾏溝通、資訊交換、調整，

進⽽達到穩定的夥伴關係與較⾼質量、較⾼信賴度的供應，⽽⾮單純上下游或是買賣關係。 

案例佐證：掌⽣穀粒⼀年多次的產地拜訪，以及隨時因⽣產環境去調整的⼯作坊舉辦內容，

是將供應商的⾵險進⾏共同承擔的戰略夥伴的呈現，將⽣產者所會⾯臨的像是落果太多、或

是產量過剩等議題，透過⾃⾝的作為共同解決，也贏得⽣產者的⾼度信任，以及第⼀順位的

供應關係。江振誠對於合作農地⽣產者的，則是會積極與⽣產者溝通市場的反應，⾵味上、

外型上，並提供其料理使⽤上的修正建議，像是櫻桃蘿蔔，特定⼤⼩（⾮越⼤越好、越甜越

好）的⾷⽤花卉等並專屬採購，亦是建⽴與⽣產者共同承擔的戰略夥伴⾓⾊。⾼琹雯則是透

過積極的參與以及發表，表達其對於⾼端餐飲界的關注與專業知識⽔平，進⽽讓⽣產者、料

理者等亦將它視為多次專屬採訪的媒體戰略夥伴關係，例如江振誠店裡有活動，找的⼀定就

是⾼琹雯。 

社群反饋以及集體⾏動能量，⼀直以來都是商業操作的⽬標。然⽽，對於本研究個案中所描

繪的創新中介者，通常社群在其價值創造的鏈結中，並⾮被視為是終極⽬標，⽽是將社群的

能量訴求於⼀項更⾼的⽬標，像是呈現臺灣美好的⼈事物、或是凝聚臺灣飲⾷脈絡共識等教

育、感性、刺激、擴散等⾯向。⽽當社群的消費⼒在得到冶煉、刺激後，往往迸發出的，是

更幅員廣⼤的影嚮⼒，⽽回流到認同、⽀持與消費價值鏈上的能量，也因此更為豐沛。 

案例佐證：像是掌⽣穀粒的產品，許多都是透過分享試吃，店鋪的活動參與，還有積極推出

的出版品，打開企業禮盒與精品市場的⼤⾨；江振誠舉的論壇、展覽，以及書籍出版，引起

更多臺灣市場對於⾼端餐飲的關注，進⽽開始願意去嚐試，或前往相關店家消費；⽽⾼琹雯

的專欄或發表的社群，也暢通了臺灣飲⾷⽂化脈絡的形塑⼒量聚集的通道，三者創新中介的

影響⼒，都是透過社群中的放⼤效果，進⽽達到⽐原先預期更理想的結果。 

發現2-3：將社群視為「終端市場」 與 將社群視為「影響⼒放⼤基礎」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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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結論與研究建議 

第⼀節 研究結論 

研究問題⼀、（⼀）餐飲產業的創新中介者的可能形態？ 

研究問題⼀、（⼆）其如何進⾏價值創新，⼜創造的價值？ 

（⼀）餐⾷產業的創新中介者的可能形態？

⼀、翻譯者 
⼆、串接者 
三、放⼤者

（⼆）其如何進⾏價值創新，⼜創造的價值？

型態 創造價值⽅式 創造價值

⼀、翻譯者
例⾏關懷、出版、⼯作坊、餐⾷
設計、轉譯、採訪、論述發表等

1. ⾷材價值提升  
2. 消費者對⾷材願付價格提升  
3. 臺灣料理定價⼒提升 
4. ⾼端餐飲消費需求提升

⼆、串接者
串接⽣產者、餐飲界影響⼒⼈
物、國內外⾼端餐飲社群等

1. 確保供貨質量穩定 

2. 打通在地⾵⼟與國際市場動
脈 

3. 名 廚 間 的 社 會 資 本 互 相 槓
桿，讓餐飲饗宴屢屢開出更
⾼的規格與價格 

4. 讓 臺 灣 ⾼ 端 餐 飲 的 美 ⾷ 地
景，向外產⽣可以探得更遠
的視野，向內也可以引起更
多國際市場的關注。

三、放⼤者
出版、⼯作坊、⽂案、論述、演
講、策展、線上、線下發表等

1. 放⼤在地農產⾷材⾵⼟價值 
2. 擴⼤了原有的客群基礎與品

牌狂熱度，放⼤了臺灣味的
技藝價值 

3. 匯集並放⼤國家飲⾷⽂化認
同的加值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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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為什麼創新中介能較既往中介達到更具影響⼒的結果，其中的差

異定位與作為何在？ 

為什麼創新中介能較既往中介達到更具影響⼒的結果，其中的差異定位與作為何在？

⼀、「直接中介」 與 「 複合中介」的差異 

⼆、經營「供應商」關係與經營「戰略夥伴」關係的差異 

三、將社群視為「終端市場」 與 將社群視為「影響⼒放⼤基礎」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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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 研究建議 

壹、對於產業界的建議 

創新中介的研討，關乎於⼀企業組織於市場上的定位以及組成型態，⽽在現⾏的市場中介僵

固因為新科技的出現與普及、內憂外患的接踵⽽⾄、踏杳⽽來⽽⽡解，新的市場中介形式的

掌握，以及組織動態能耐的覺察、掌握以及轉化，將變得前所未有的重要，也會是⼀企業組

織能否於創新局⾯、參與市場規則改寫、突破既有威脅的關鍵。然⽽，這並不代表著，以往

有關於供應鏈、產銷職能的論述不再重要 — 這些基底同樣不能偏廢，因為那是價值鏈的根

本，惟在原有產銷價值鏈結上，建議同樣對於創新性的中介⾏為進⾏系統化、制度化的投⼊

與經營，⽅有可能產⽣⼀加⼀⼤於三的綜效，提升中介影響⼒。 

對於⾷材相關的糧商⽽⾔，可以嘗試對於市場資訊、⽣產資訊，進⾏系統化的匯整，為這些

⽣產者會有興趣的情報進⾏外顯化，回饋給⽣產端，並與⽣產端維持更有彈性的夥伴關係，

因為這也能讓⽣產端的第⼀線從業者，能夠更專注於⽣產技術的提升，協調⾵⼟發展出更好

的品種等，持續提升⾷材價值。 

對於餐廳、廚師等餐⾷設計師⽽⾔，除了與供應⾷材的⽣產者，保持市場回饋與⽣產條件的

暢通管道與夥伴關係之外，亦可以積極發揮廚師餐⾷設計的職能，探索每⼀項⾷物最佳呈現

的可能性，讓⾼價值的⾷材，也可以經由設計轉化，成為更⾼價值的餐⾷價值。 

對於美⾷評論家⽽⾔，因為市場的成熟，多元、⼩眾等專業區塊化的閱聽需求會持續增加，

⽽那便是凝聚社群⼒的契機，持續投⼊的經營亦可為其累積發展的根本；此外，多元化的論

述，也會豐富⼀地區、⼀國家的美⾷地景，讓國際的美⾷饕客，前來朝聖時，有跡可循外，

同時⼀能增進⼀國基的總體競爭實⼒。 

對於餐飲產業⽽⾔，多元化的中介需求，能夠連結多元的消費社群，亦能為總體的產值、⼯

作機會、以及國際形象等，達到更有效的刺激與成⾧。對於中介職能的論述，過去集中在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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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中介的效率思維，建議可以漸漸多樣化，採⽤複合中介的多元化思維，匯整市場上本來就

存在的零散需求，便能在既有的僵固被突破之際，找到新的定位與價值。 

貳、對於學術界的建議 

本研究雖列舉三種不同⾓⾊的中介職能，試圖描繪出餐飲產業的創新中介型態與呈現，為餐

飲產業內部的職能⾓⾊眾，能夠突破既有僵固，同樣能發揮有效中介⼒的⾓⾊定尚有他未盡

臚列者，因此創新餐飲中介⾮拘限與本研究所歸納出「翻譯者」、「串接者」以及「放⼤者」

三類，對應到的，也不僅限於糧商號、廚師、評論家等⾓⾊。因此，本研究建議學術界未來

研究可進⾏更多可能性的探索以及歸納，餐飲產業，或是他產業的創新中介型態，都會是充

滿探索需求的項⽬，也會使得形塑市場的社群⼒量，越發地清晰與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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