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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檢視使臺灣地方烹飪技藝在近二十年得以重生改造的

重要行動者與其中介過程。研究運用文化中介者的概念架構並

以訪談法進行探索，進而闡明具備特定習性及制度資源的家政

推廣人員，援引農業推廣體系建立的設施與組織，在烹飪課程

的生產與消費間反身性地持續建構各種連結且於飲食場域內各

種位置之間實施各式協商，除促進烹飪技藝在地方層次的商品

化外，並持續重新建構地方烹飪技藝的意義與價值，進而推動

烹飪文化資本在地方的積累。 

 

 

 

 

 

 

 

 

 

 

關鍵字： 文化經濟、文化中介者、內生性鄉村發展、烹飪技

藝、創新傳佈、農會家政推廣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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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 

隨著消費資本主義的深化及觀光旅遊活動的擴張，帶有強烈地域特

色與特殊食物品質的地方特色飲食近二十年來已在臺灣崛起風行。在此

同時，整體社會歷經現代化發展，家庭結構改變、社會流動加大、媒體

支配增強、女性角色劇變，烹飪技藝的承傳因而顯現先前未有的困局。 

自 1990 年代以來，臺灣地方發展轉向強調地方資源潛力構建與特

色增值之內生性發展的新典範，除特色飲食產品被認定為是使地方特質

突出及在地經濟活絡的關鍵資產外，透過活動設計與計畫實施而得以獲

得提升的地方烹飪技藝也成為重點支撐元素。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企圖探索使臺灣地方烹飪技藝在近二十年得以

重生改造的重要行動者──農會家政推廣員──與其中介過程。作為文

化中介者的家政推廣人員具備特定習性與制度資源，得以援引農業推廣

體系建立的設施與組織，在烹飪課程的生產與消費間反身性地持續建構

各種連結且於飲食場域內各種位置之間實施各式協商，除促進烹飪技藝

在地方層次的商品化外，並持續重新建構地方烹飪技藝的意義與價值，

進而推動烹飪文化資本在地方的積累。 

飲食除了是生理與營養的基本需求外，也是身份和家庭、社區、地

方歸屬的標誌，同時也作為階級、意識型態和生活風格的指標。食物在

當代消費社會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不只因為其是流動及旅遊經驗的核

心，也因食物已成為在意義結構瓦解的後現代社會中，尋求認同、關係

形塑、提供安全感的新管道（Fonte, 2002; Lupton, 1996）。 

許多已開發國家近二十年來歷經了諸多飲食習慣的重大變遷，如商

業化食品與餐飲外食的巨幅增長、女性作為食品供給者的逐漸解放、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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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烹飪在生活儀式層面的衰微等。整體社會趨勢顯示了烹調飲食已從

傳統式社會的在家烹煮基礎食材轉換到消費者社會中依靠他人勞動製成

「即食食品」的巨大轉變。各種去社會化飲食習慣主導趨勢的日漸強大

實與烹飪技巧在當代社會的式微密切關連（Beck, Giddens, & Lash, 1994; 

Caraher, Dixon, Lang, & Carr-Hill, 1999; Lupton, 1996; Short, 2003）。 

烹飪技藝並非一套固著的技術與知識，烹飪的社會角色實具「可塑

性」，烹飪技藝會隨外部因數的變動（例如地點、收入、可得食物與性

別角色等）而做出回應與調適（Short, 2006）。然而，多數食物的社會

文化研究學者指出，伴隨當代社會不同生活風格的大量浮現，烹飪技藝

正經歷著再結構與片段化。一方面，許多社會科學家警告，當代日常家

務烹煮已經被慣例化、去技術化和貶抑化（Ritzer, 1996; Warde, 

1997）。另一方面，其他學者則認為，隨著烹飪逐漸變成一種休閒追

求，家務烹飪實踐和相關的烹飪技巧會持續地被「修訂」（Lang & 

Caraher, 2001）。 

烹飪技藝是飲食系統中普遍且關鍵的元素，但烹飪技藝近年來的發

展卻出現極大變化：當整體現代文化之家庭結構劇烈改變、社會流動性

巨幅增長、媒體支配性大幅增強、在此以往主要教導烹煮什麼及如何烹

煮的女性長者逐漸不再是食物文化重要提供者之時，烹飪技藝的承傳顯

現先前未有的困局，烹飪知識傳遞與烹飪技能養成的基礎因此面臨重構

的新局（Lang & Heasman, 2004, pp. 207-209; Short, 2003）。以臺灣為

例，除了家中女性長者、學校家政課程外，一系列取得烹飪知識與技能

的新興管道均已在當代社會中浮現：烹飪家政班、烹飪相關出版品、電

視烹飪節目、職訓中心烹飪班、烹飪廚藝教室等皆是。 

本研究轉用 Bourdieu（1984）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概

念至烹飪文化領域並將之概念化為「烹飪文化資本」（culinary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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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文化資本強調文化資源可以衡量、累積與轉換，「烹飪文化

資本」因而指涉在烹飪領域的文化資源，顯現在三種可交互更替轉換的

狀態層面：身體化的（embodied）知識、技能、價值與習性；客體化的

（objectified）資訊、器具、設備、空間等；被強勢機構（國家、公司

等）保證與支持之制度化的（institutionalized）文憑、證照、標章、獎

項等。烹飪文化資本除在個體層次對烹飪知技與資源區分持有多寡與界

定構成特色外，也在集體層次對（地方）烹飪資源衡量累積總量與評估

組成型態。 

隨著地方發展轉向強調地方資源潛力構建與特色增值之內生性發展

的典範，地方特產在鄉村地區地方意象的塑造上扮演日益明顯的關鍵角

色，並逐步與鄉村地方營造及休閒文化產業結合，甚至進一步成為推動

新時代鄉村發展的文化資產與策略工具（Ray, 2001; Vanclay, 2011）。 

為了能夠重建鄉村經濟、凝聚地方意識，鄉村發展的議題逐漸圍繞

在以既有在地資源重新整合農產品與觀光業的策略。尤其在鄉村面臨失

去傳統價值而急於尋找新出口之時，地方能夠藉由肯定特定食物的代表

性與獨特性作為宣告發展策略的定位。在重建在地知識或創造新興技能

以能振興地方經濟的新發展架構下，地方烹飪飲食的相關知識與技能的

重建成為當代地方內生性發展的重要部分。 

當我們關注作為文化資源的烹飪技藝如何重新引入地方社區，並使

地方居民得以取得累積烹飪文化資本的機會，仍須檢視在此引介傳佈過

程中實質扮演將烹飪技藝與知識普及化與在地化的關鍵行動者。 

以臺灣近半個世紀的現代化發展經驗而言，對地方烹調技藝傳承最

有實質影響力卻未被明顯注意的行動者是農會家政推廣人員。原具有組

織與教學雙重任務的農會家政推廣人員近二十年來逐步轉換，扮演了地

方「文化中介者」（cultural intermediaries）的角色，通過烹飪技藝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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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供而將烹調技藝與知識普及化，給予地方居民養成「烹飪文化資

本」的機會，同時展現家政推廣人員職業群體的身份認同。 

以下將依職業位置與實行工具、中介過程與媒合執行以及應用的缺

失與不足等三條軸線來組織內容（Smith Maguire & Matthews, 2010）。 

貳、文化中介者 

一、職業位置與實行工具 

「文化中介者」的概念是由法國社會學家 Pierre Bourdieu 提出，用

來指涉、描繪涉入象徵財貨與服務提供的工作群體，且被賦予在當代消

費經濟體制再生產中的顯著角色。他所界定的「文化中介者」包括：涉

及呈現與再現的職業（行銷、廣告、公關、時尚、裝潢等）、「在所有

機構中提供象徵財貨與服務的工作群體」；有關職業包括各式各樣涉及

提供醫療和社會援助的工作，另有文化生產與組織（如廣播和電視節目

製作和節目主持人、雜誌記者）的多樣工作等（Bourdieu, 1984, pp. 357-

359）。就職業的界定而言，文化中介者大多位居包含媒體在內的文化

產業，自 1980 年代後有大幅成長，最為典型者是通過大眾傳播媒體提

供象徵產品的工作者。 

文化中介者的興起與當代社會漸居要角的媒體文化產業及日益發達

的消費體制有著密切關係，Bourdieu（1984, p. 325）因而強調新文化中

介者的區別性特徵在於「對大眾媒體的控制」。文化中介者在新的文化

經濟形勢下通過大眾媒體為主要運作管道，因而得以對品味形塑施展關

鍵的社會文化操作──組裝意義、形塑價值、建構認同、劃出願景等，

並對文化品味轉變帶來可觀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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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尋找閱聽群體與消費市場的過程中，大眾生產的媒體文化產業日

益對有正當性、小規模的文化領域進行收編（co-optation）與商業化的

策略介入。源於其身居當代媒體文化機構要位的結構性條件，新文化中

介者主要運用大眾媒體將特定小規模的文化策略地遷移並轉譯進入大規

模的生產領域，來完成他們形塑消費者品味的教導工作（Smith Maguire 

& Matthews, 2010）。 

二、中介過程與媒合執行 

除以上界定外，Bourdieu 也提供了文化中介者更為有用的概念化定

義：涉入文化財貨生產與消費者品味生產間的中介人員（Bourdieu, 

1984, p. 230）。例如，媒體工作者對文化形式進行寫作、報導、談論與

呈現作為一種推廣它們的方式，同時也促成「生產場域與消費場域……

客觀和諧的結合」。因此，文化中介者不僅涉及文化財貨的生產，也涉

及文化財貨的正當化，在此過程中亦會涉及文化財貨生產者──即文化

中介者自身──的正當化。在媒合生產與消費的相關文獻中（如「創意

階級」的討論），文化中介者大多被賦予主動的、自覺的、反身的以及

創意的角色（Florida, 2002）。 

除作為負責提供象徵產品與服務的職業群體外，文化中介者也可由

他們在生產與消費之間的中介角色界定。他們在促進消費方面扮演積極

主動的角色，賦予物品與服務特定的意義及價值，讓消費者能夠產生認

同並構成「生活風格」（lifestyles），因而是處於分離狀態之生產領域

與消費領域的翻譯者與橋接人。文化中介者自覺地運用身體資本與主觀

知識如容貌外表、美學態度與休閒實踐，來正當化他們對他人的建議與

影響，因而能夠施展一定程度的文化權威，成為文化品味塑造者與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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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的陶冶者（inculcators）。 

因此，文化中介者有著廣義教導功能，能夠形塑消費者的感知與偏

好，以期得以沿著被期盼的路徑動員消費者行動。在此過程中，他們實

現了「象徵的強置」（symbolic imposition），亦即框架了特定文化產品

使其變成正當且有價值（Bourdieu, 1984, p. 362）。他們有助於「作品

的價值生產，或是等同的一件事情，作品價值的信念生產」（Bourdieu, 

1996, p. 229）；簡而言之，他們創新價值。 

文化中介者同時透過建制、正當的文化與他們可掌握的媒體形式兩

者的動員從事作品價值的信念生產。藉由將尚未正當的文化以權威與信

譽的建制符號圍繞左右，文化中介者協助架構某些選擇使其更具有吸引

力。 

文化中介者在生產領域與消費領域內不同關鍵介面間積極媒合運

作，並在他們扮演象徵的生產者與引導品味的消費者角色間反身性地協

商。中介的工作與文化中介者的主體性情有緊密扣連且被認為具有高度

反身性，他們總是把自己呈現為「角色楷模與擔保人」。 

文化中介者是文化生產者，同時也是他們自己的理想消費者。因

此，文化中介者是反身性的生產者／消費者，他們對價值的創造做出了

創意與情感勞動的貢獻。這些中介性的職業往往涉及資訊與知識密集及

象徵與符號豐富的工作形式，在新的社會與經濟形構中，這些以資訊及

符號產出為主軸且具有流動與更新潛質的「創意工作」被視為展現了以

往未有的全新工作型態與生活方式（Bourdieu, 1984, pp. 318-372; 

Featherstone, 1991, pp. 83-95; Lash & Urry, 1994, pp. 285-314; Lury, 1996, 

pp. 9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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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用的缺失與不足 

通過對臺灣農業家政推廣人員案例的深入檢視，本研究指出文化中

介者的概念架構在應用上有下列缺失與不足，這也是農會家政推廣員在

推動烹飪技藝文化傳承與創新時與其他文化中介者的具體差異之處。 

在職業位置與實行工具層面，既有研究明顯側重以大眾媒體為主要

文化工具的職業群體（Hesmondhalgh, 2006; Nixon & du Gay, 2002），

相對忽視以人際服務與小眾傳播為主要中介運作型態的職業群體，也忽

略某些涉入象徵產品提供的職業群體可以通過社會互動與關係建立的方

式，對媒合生產面與消費面的活動發展出更小規模、在地化與個人化的

取徑。 

此外，多數研究也把文化中介者當成和諧同質的單一整體，執行著

一組被明確指派的任務，因此忽視了不同職業群體沿著幾條線索形成內

部分層，包括歷史發展、文化權威和社會聲望的關連層次以及在達成價

值建構工作所需之不同形式和程度的象徵勞動與文化資本（如「媒體新

聞即時的全國流通」與「推廣技藝長期的地方累積」彼此的差異）。 

更值得關注的是，不同文化中介派系群體往往彼此互相競爭，試圖

在共同的文化活動領域內安置各自認為重要或有利的特定主導原則（如

可大規模流動的「虛擬現實」對立須小規模運作的「現場體驗」），因

而形成潛在彼此競逐的緊張動態關係（du Gay, 2004; Smith Maguire & 

Matthews, 2010）。 

在中介過程與媒合執行層面，首先，文化中介者的多數研究明顯忽

略對地方介面的關注。在地方領域內不斷尋求生產與消費間之「契合」

努力──即將（有外部元素引入的）產品提供與地方消費者接合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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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勞動─經常意味著中介者在不同地域領域間進行運作，協助地方與

地方居民更平順地與地域外部要素從事交涉或協調。因此，經由持續地

將資源與論述脈絡化及地方化，這些投入地方介面接合的文化中介者對

於地方文化經濟的順暢運作往往能開展出獨特且關鍵的影響力。 

其次，除容貌外表、美學態度與休閒實踐這些被廣泛提及的正當化

形式外，一種仰賴個體感性互動的中介運作模式──關係建立、信賴維

繫、情感搏暖與對話促進等──所構築的誘導型專家（特別在鄉村地

區），仍舊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再者，在創新的理解方面，多數研

究多以靜態、職業的角度出發，過度強調「新」文化中介者與其宣稱為

全新的工作型態，較少以動態、生活的觀點出發，明顯忽略地方層次文

化中介者的日常關注與其結合傳統慣例系統之因勢制宜、隨手組製的彈

性創新工作模式。 

參、農會家政推廣人員與地方烹調技藝傳承 

相較於 1980 年代後的新興媒體工作者，就臺灣歷史發展軌跡而

言，農業家政推廣人員可以視之屬於「舊」文化中介者，家政推廣

（home economics extension）是學校教育以外，以婦女為對象的社會教

育系統。自 1962 年起，實際執行家政推廣工作計畫責任則屬農會系

統，為能深入理解現代臺灣家政推廣的運作特質與發展趨勢，須將家政

推廣人員的探索安置在臺灣的農業推廣工作的架構下檢視。臺灣農業推

廣組織呈現公私合作的獨特體系，在中央有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全國

性農業發展，在縣有縣政府、區改良場等機構負責，而在基層則由鄉鎮

市公所及農會負責。 

業務區分方面，農事（農民為對象）、四健（青年為對象）與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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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為對象）推廣三足鼎立（阮素芬、楊宏瑛，2008；高淑貴、廖婉

羽，1992；陳秀卿，1996）。目前在臺灣的農會推廣人員約為 1,300

人，人數近年來逐年減少，多數為高職、專科畢業。家政推廣人員約佔

四分之一，近幾年總人數約在 300 至 350（臺灣省農會，2010）。 

蕭崑杉（1991，頁 31）定義農業推廣工作為：「一個農業機構應

用資訊傳播、人力資源發展或行政服務等方式，而促成農民或民眾自願

性改變其知識、技巧、行為，並獲得決策能力來解決問題，以達到農業

和鄉村公共效用與福利的一項計畫活動」。家政推廣工作的核心人物是

「家政指導員」1 與家政班的核心幹部，各項改進工作之推展先由村里

農村婦女組成家政改進班，利用其班會時間由鄉鎮家政指導員指導之。 

早期農會推廣人員都以公部門做為知識與技術的權力中心扮演推廣

傳播行動者，著重知識與技術的創新傳播，傳播方式為單向直線傳播。

家政推廣工作常以辦理講習、教育訓練、方法示範、競賽觀摩等各種方

式而將有關家政的新知識與技巧透過不同類別的媒介向婦女介紹，俾能

應用於改進家庭生活（阮素芬、楊宏瑛，2008；陳秀卿，2010）。 

農會家政推廣人員推動地方烹調技藝傳承之最具影響力政策計畫的

緣起是：1989 年起由行政院農委會與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共同策劃，

並邀集各級農會、漁會共同協辦的「農漁民第二專長訓練計畫」。此計

畫的實施乃為因應農業產業環境變化，針對農漁民或其配偶實施職業養

成訓練用以促進農業勞動力調整與轉型，企圖達成鄉村產業發展能量增

強與興盛效果（行政院勞委會，1989，頁 94-95；行政院勞委會，

1993，頁 90-92；陳尚蓉，2007）。 

自 1991 年起，採納農漁民需求與意見開辦服務類訓練「觀光農場

食物班」及「餐飲服務班」（含烹調），也開啟了烹飪職類證照訓練的

先例。至此之後，烹飪職類之第二專長證照訓練便成為既定之輔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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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黃莉莉，1991，頁 23）。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從 1994 年開始陸

續建立「廚師檢定與專業技術證照制度」（羅大涵，1992，頁 3），更

標誌著烹飪技藝在臺灣明確走向制度化的發展，成為導引地方計畫辦理

績效的重要標的。 

2001 年，行政院農業委會在「輔導農家婦女發揮經營產業潛能，

並發揮團隊經營力量，運用在地農業資源經營副業，以開創新收入來

源，活絡農村經濟」的背景下，提出「輔導農家婦女開創副業計畫」，

在農會成立「農村婦女副業經營班」，獎助企圖投入經營田園料理、地

方特色農產品加工的各基層農（漁）會家政班。此進階計畫的申請條件

特別強調，申請獎助輔導之農（漁）會家政班中必須至少有一名取得中

餐烹調丙級以上技術證照。為能促進整體的形象打造與行銷傳播，且能

提昇消費大眾的認知度及支持度，此農村婦女副業經營團隊命名為「田

媽媽」，並另設計田媽媽專屬共同識別標章。 

自 2001 年推動以來，已成立超過 100 班的田媽媽副業經營班

（「田媽媽餐廳」），有 1,000 位以上的農家婦女參與經營餐飲、點

心、特產品等事業（賴爾柔、黃秋蓮、戴君玲，2008）。在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與各地農會的協力支持下，「田媽媽餐廳」成為具有地方特色的

料理餐廳，除各地方農會所開設的「烹飪班」外，「田媽媽餐廳」也是

地方烹飪技藝得以傳承和創新的重要據點，更是因這樣的地方文化經濟

讓此地方文化得以傳承。 

自 1990 年始至 2004 年止，各縣市政府在行政院農委會補助及輔導

下共辦理第二專長訓練 555 班，接受訓練之農漁民計 15,856 人次（陳

尚蓉，2009，頁 4），投入資源相當龐大，成果也相當可觀。接受行政

院農委會委託、補助辦理的農漁民第二專長訓練，以鄉鎮農會為主要訓

練單位，多集中於餐飲技能類，如中餐廚師、點心烘培等；農家婦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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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參加者，且受訓者有多次受訓的情況。 

相關研究發現，參與農漁民第二專長訓練的許多農家婦女是藉著當

地民宿及休閒農場的經營、田媽媽料理或農會特色料理、伴手禮等開發

的機會涉入當地的就業市場，在必須同時兼顧家庭照顧的情況下，以兼

職（業）的方式增加家庭收入（陳尚蓉，2009）。 

解釋文化資源由外部資源引入並在地方社區傳播的理論主要是創新

傳佈論與文化生產說。創新擴散理論（Rogers, 1962）預設的流行病學

式的模式（epidemic model），強調以內部過程之口耳相傳的學習與人

際之間的互動，及外部過程之大眾媒介對消費者的影響，進行單向傳播

的流動（Dosi, 1990; Wejnert, 2002）。文化生產論則是假定了線性傳遞

論的模型，借用生產線或「濾流」（filter flow）系統的類比，搭配國家

的法律權威或專業的理性權威的支持，設定命令型的發展介入可被條文

式地執行，因此文化資源導入並在地方傳播普及的歷程即可開展

（Hirsch, 1972; Peterson, 1976; Ryan & Peterson, 1982）。 

文化中介者概念的主要優勢在於它把重點放在出現在生產者與消費

者（更普遍地說，生產及消費）「中間的」（in-between）工作者，也

提示了從文化生產的單向模式或線性傳遞模式移開而轉向以下取徑：通

過位置空間動態類比的引入，將工作者設想為中介者──他們持續地投

入在生產和消費間聯繫點或扣接點的形成。 

換言之，文化中介者的取徑是從文化生產傳輸模式（transmission 

models）的重大轉移，也揭示了研究的中心關注從經濟如何塑造文化此

種側重（也就是與政治經濟學的諸種版本有所關連的經濟決定傾向），

轉向文化如何塑造經濟的關注（Negus, 2002）。它挑戰了我們通常認為

「文化性」實踐與「經濟性」實踐彼此分離的想法，而須思考其交相互

惠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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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研究積極地結合文化經濟（cultural economy）取徑，對文化中

介者研究的歷史化及細緻化提供廣泛有用的架構。文化經濟取徑強調實

踐中的文化與經濟交互連結，因此其分析致力於構成消費推廣的實踐與

技術（techniques）之特定、脈絡研究：「不同種類的消費舉止透過特

定的商業行動和裝置而被動員、驅使、配置的諸種方式」（Nixon & du 

Gay, 2002, p. 498）。 

建基在關切文化中介者是如何涉入「作品價值的信念」之生產論點

基礎（Bourdieu, 1984），文化經濟研究關注價值的創造，也因此關注

文化中介者──他們執行了一種在生產與消費間、文化與經濟間的「關

係性工作」（du Gay, 2004）──如何透過特定物質實踐來完成「產品

的品質建構」（Callon, Méadel, & Rabeharisoa, 2002）。 

肆、研究方法 

地方烹飪技藝傳承與創新的中介過程最具影響的外部因素座落在大

都會地區的媒體文化產業。為能有效地檢視並充分凸顯家政推廣人員在

傳承與創新地方烹飪技藝的過程中如何與以大都會為主導的媒體文化產

業形成相容、合作或競爭、互斥的關係，本研究在 2007 年選擇鄰近臺

灣最主要都會區的臺北縣（現名新北市）和宜蘭縣為主要研究範圍。 

為期瞭解烹飪技藝課程在廣大非都會鄉村地區實施的深入樣貌，本

研究包含了兩個階段的研究設計並搭配不同類型訪談，以農會家政推廣

人員及其開辦的烹飪課程為主要研究對象。 

當時臺北縣共有 24 個鄉鎮市級農會，宜蘭縣共有 10 個鄉鎮市級農

會，兩縣合計共 34 個鄉鎮市級農會（如表一）。為能在較短時間內獲

致兩縣農會家政烹飪課程開班運作的整體瞭解，我們首先採取電話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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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詢問 34 個農會家政推廣人員，進而取得 2007 年各農會家政烹飪課

程開辦與實施的指標性關鍵資料，以能整體性瞭解烹飪班課程辦理的情

況。調查內容集中在辦理次數、課程型態、設備使用、上課時間、授課

地點、參與人數、講師安排、繳費狀況、學員背景等；第一階段的電話

訪談多數在 10 至 15 分鐘內完成。 

表一：2007 年度臺北縣及宜蘭縣農會家政班烹飪課程分類表 

 2007 年度 

開班 
3 期及以上 2期 1 期及以下 

具 

備 

完 

善 

教 

室 

有開設 

證照培訓班 

冬山鄉 

員山鄉 

礁溪鄉 

深坑鄉 

三星地區 

三峽鎮 

八里鄉 

 

壯圍鄉 宜蘭市 

羅東鎮 

瑞芳地區 

蘇澳地區 

無開設 

證照培訓班 

頭城鎮 五結鄉   

不 

具 

備 

完 

善 

教 

室 

有開設 

證照培訓班 

  五股鄉 坪林鄉 無 

無開設 

證照培訓班 

汐止市 泰山鄉 土城市 

板橋市 

新莊市 

樹林市 

淡水鎮 

中和地區 

新店地區 

三重市 

蘆洲市 

鶯歌鎮 無 

三芝鄉 

石門鄉 

石碇鄉 

平溪鄉 

林口鄉 

金山地區 無 

* ○○○指涉被選出進行深入訪談的農會；無代表該農會無烹飪教室的建置 

 

完成電話訪談調查後，我們瞭解到農會家政烹飪課程大致區分為短

程及長程兩種類型。除少數 4 週內完成的短期密集課程外，多數農會辦

理的是以長程為主的課程。以長程家政課程為標準，家政研習班一期課

程約 8 至 12 週（也就是 2 至 3 個月），若以一年 12 個月計算，農會家

政班一年最多可以安排 4 至 6 期的烹飪研習班。不過納入現實執行的各

項考量與限制後，多數農會家政推廣人員不會如此密集地安排烹飪課

程，多數集中在 1 至 3 期的烹飪課程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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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發現，宜蘭縣全數農會具備設施完善的烹飪教室，且多數農

會皆開設烹飪證照培訓班課程。相對而言，不僅臺北縣絕大多數農會缺

乏設施完善的烹飪教室，也未開設烹飪證照培訓班課程。其中鶯歌鎮農

會及金山地區農會因欠缺烹飪教室且所在地方附近已有技職學校或社區

大學提供完善場地及課程，該年度未提供烹飪課程；坪林農會雖然未建

置烹飪教室卻仍然開設證照培訓班。新莊市農會則因烹飪教室所在的大

樓整建，當年度烹飪課程停班，我們改以 2006 年的烹飪課程開課實況

作為本研究的資料來源。 

農會家政推廣人員的電話訪調資料顯示，烹飪課程開班次數的多

少、烹飪教室的完善與否以及證照培訓班的開設與否，最直接關聯著農

會家政推廣在地方烹飪技藝傳遞方面的運作實況與實質成效。本研究因

此依據這三個層面的因素區辨出 8 個類型的農會，依據以上考量每個類

型抽選一個農會，加上初步試訪的農會（臺北深坑）後，共選出 9 個農

會，於 2007 年 9 月至 2008 年 4 月前往各農會針對家政推廣人員進行深

度訪談（詳細資料參見附錄）。 

為能更為詳細、深入的瞭解辦理烹飪培訓班課程的運作實況，我們

將沿著烹飪課程的商品鏈系列路徑（從課程設計到班員服務的互動），

在辨認和標誌課程特質過程中，檢視被農會家政推廣人員召喚的社會

性、技術性和展演性的技能與及主體性情。 

深入訪談問題因此分別聚焦於下列層面：烹飪課程開辦的過程、相

關政策的引導與支持的資源、授課空間與提供設施、授課講師的搜尋與

協調、課程主題的選定與調整、課程內容的設定與考量、參與學員的背

景與期待、各種在地層面的考量、課程實施的歷年概況、大眾媒體與流

行出版的影響、個人技能的養成與累積；整個訪談大多在 50 至 60 分鐘

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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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地方烹飪技藝的中介與傳承 

一、家政推廣人員作為地方烹飪技藝市場的建構者 

當代臺灣要能實質地在地方尺度上傳遞烹飪知識與技術，首先面臨

必需逐步建構烹飪技藝地方市場。為了要能將烹飪技藝此新產品與服務

在各個地方成功建構出來，不論支持經費主要是來自農會或農委會，各

地方的家政推廣人員多需勤奮地向在地居民解釋農會家政烹飪課程的相

對市場價值何在，以能讓在地居民瞭解作為在地新商品的家政烹飪課程

交換價值可能為何；「使用者付費」是最經常被使用的支撐性理念： 

〔家政班的經費〕最重要的還是農會信用部給我們的經

費。少部分因為我們的錢不夠啊，所以也需要班員的配合。因

為你知道，一個烹飪活動辦下來，需要花費開銷的支出很大，

所以班員也是要「使用者付費」，至少他們的學費比外面少很

多，像是社區大學的課程就要 3,000 元，材料費還要另外算

呢！（深坑農會蔡家政推廣員）。 

而家政推廣人員對地方烹飪技藝的承傳之所以具有關鍵重要性，是

因作為文化中介者的他們，透過關係建立、信任滋養、感情搏暖、需求

瞭解和促銷技巧的使用等一系列的象徵生產營造各種連結機會，並形塑

確切認同感來扣連烹飪技藝與潛在地方居民，同時塑造了烹飪技藝的使

用價值及交換價值。這也經常意味著，這類象徵性生產對當代烹飪技藝

其商品化過程的啟動與進行相當關鍵。 

〔這個烹飪班〕是用我們農會本身的費用，我們並沒有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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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申請，我們本身的經費是用信用部的盈餘撥到推廣股的

經費，用在家政的部份這樣子，我們從我來那個時候就是有一

個概念是說，「使用者付費」，雖然我們不賺錢，可是學生也

不能完全不繳錢，大概會繳一節課 50 元的配合款，譬如說十

堂課繳 500 元的報名費，材料費的話，譬如一堂課需要 1,000

元材料費，大概三十個人去攤，都幾百元而已啦（汐止農會謝

家政推廣員）。 

烹飪課程在臺灣日益市場化之時，家政推廣員必須關注如何能在地

方上成功經營此由農會推廣部門提供的烹飪課程，因而透過各種具體實

踐與象徵勞動將烹飪課程與地方居民發生連結，乃家政推廣員的中心要

務。 

對比參加其他類似烹飪技藝課程所需支付的較高額費用，農會的家

政烹飪課程因有來自農業推廣經費的補助或是獲得政府部門的補貼，地

方居民參與課程所需投入的費用明顯大幅降低，一定程度地誘導在地居

民瞭解，若有興趣投入烹飪課程，明顯有市場實惠優勢的選擇是農會主

辦的烹飪課程。 

正如以下相關訪談陳述所示，這種相對市場價值的建構對許多居住

鄉村地區且經濟上相對弱勢的居民更具可觀的激勵與誘因。 

因為中餐考照班在外面一個學員學費要收到 15,000-20,000

元，很貴的！那如果說我們在八里農家的班員，一次要收那麼

貴，除非說他真的做生意需求，要不然有些人他也不一定會想

去考這一類的證照，所以我們為了要嘉惠八里這裡的農家婦

女、班員，所以我們會去申請爭取這個費用。像第一班申請到

的補助比較多，才收他們 3,500 元而已，其他都是輔助經費，

這是跟農委會申請的。不過像是秋季班宴客菜這種研習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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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跟農委會申請補助，經費來源就是農會信用部撥下來的盈

餘去做的（八里農會連家政推廣員）。 

以上訪談內容也充分顯現，制度化烹飪專業的分類架構在地方烹飪

技藝市場化的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而農會烹飪班核心課程的類型區別

主要在證照培訓班的開設與否。行政院勞委會職業訓練局從 1994 年開

始陸續建立「廚師檢定與專業技術證照制度」（羅大涵，1992，頁

3），對現代農會家政推廣人員在地方引入烹飪文化資源及傳遞烹飪知

識技能有著極為重要而深遠的影響。最為關鍵之所在乃是：烹飪知識技

能在制度機構認證權威的支持下開始確切地被分化層級、區分高低、形

成架構，並因此激發、帶動許多地方性烹飪技藝學習的潛在需求。農會

廚師證照培訓班的開設不僅滿足地方民眾能夠習得一技之長、獲得謀生

能力的基礎需求，再搭配證照制度的積極連結，也可取得技術的制度認

證，因而具有公開認可的重要象徵價值。 

在 1991 至 2000 年間，鄉鎮級農會家政推廣人員引介導入或傳遞提

供的烹飪技藝與知識多數以基礎初階型態為主。對地方農會推廣人員來

說，若能成功順利開辦農漁民第二專長烹飪訓練班，將是多方獲益的推

廣活動，除了這是農委會推廣的計畫且能獲得補助款外，也因班員在考

取證照後能同時增加參與班員自身與地方農會機構的象徵資本，在證照

制度的搭配運行下，農會家政烹飪班就能成為在地方飲食品味與烹飪技

能方面影響力可觀的教育傳播管道，因而提升了農業家政推廣人員在地

方烹飪飲食相關知識傳遞與技能培養方面的重要地位。 

二、空間與設備作為關鍵的增值裝置 

烹飪專業的分類架構在地方烹飪技藝市場化的過程扮演關鍵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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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進一步表現在烹飪課程公告對整體運作所起的關鍵作用。在烹飪課程

開辦並著手招募班員的歷程中，家政推廣人員的主要任務之一是產出確

切內容的烹飪課程公告。這些課程公告源自將課程主題、師資規劃與時

間排定的初步企劃內容，通過農會所屬或地方型的傳播管道（如農會會

刊、農會佈告、地方媒體等）告知在地居民。這些不定期但可能經常出

現的課程公告首先確立了課程內容主軸（證照培訓、宴會菜、中式小

吃、西式烘焙等），進而可以提供即將參與烹飪課程的各方人員想像方

向與行動架構。 

烹飪課程公告因此是課程內容的扼要提示，提出制度架構下的烹飪

分類實踐，藉此提供涉入地方烹飪技藝的行動者相關分類範疇，除使潛

在複雜多樣的烹飪現實變得簡單明確外，也讓教師、推廣人員及學員間

在整體課程進行中彼此交相認知、共享期待及互動學習成為可能。如以

下刻意安排的課程公告案例： 

所以我們就會先講啊，〔他〕會上哪些內容會先登在會刊

上面，上過的人他就不會再來了，有時候是故意的，安排兩班

都一樣，因為就是不要讓那麼多上過的人來上這樣子（汐止農

會謝家政推廣員）。 

不同的文化中介職業往往會有不同增值設施（devices），且這些設

施與他們工作場域的範圍及目標緊密相關。通過這些設備，文化中介的

成員能對他們的產品或服務特質積極地界定、形塑、轉化與重新確認

（Nixon & du Gay, 2002, p. 498; Smith Maguire & Matthews, 2010）。 

對家政推廣人員而言，烹飪教室的空間與設備是最為關鍵的增值設

施。各農會的烹飪教室雖空間大小有異，流理台等烹飪設備仍依不同實

地需求達到一定程度的標準化。擁有完善烹飪設備的農會家政班烹飪教

室多數具備流理台／工作台、專業烤箱與爐台／廚具等設備，可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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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示範、分組操作。多數上課教室在 30 至 50 坪，一次可供大約 30

至 40 人上課（如表二）。 

表二：台北縣與宜蘭縣農會家政班烹飪教室概況* 

農會名稱 
開班 

期數 

坪數(坪)∕ 

上課人數(人) 

流理台(組)∕ 

工作台(組) 

專業烤 

箱(個) 

爐台∕廚具∕ 

分組操作(組) 

宜蘭縣五結鄉農會 9 40∕40 5∕5 2 5∕5∕5 

宜蘭縣冬山鄉農會 6 40∕40 1（長）∕4 2 4∕4∕4 

宜蘭縣員山鄉農會 4 40∕40 6∕6 2 6∕6∕6 

宜蘭縣礁溪鄉農會 3 40∕40-60 6∕6 2 6∕6∕6 

宜蘭縣三星地區農會 3 40∕30 4∕4 2 4∕4∕4 

臺北縣深坑鄉農會 3 45∕32 1（長）∕8 2 4∕4∕4 

宜蘭縣頭城鎮農會 3 30∕40 1（長）∕4 2 4∕4∕4 

宜蘭縣壯圍鄉農會 2 35∕20 4∕4 1 4∕4∕4 

臺北縣三峽鎮農會 2 35∕32-35 6∕6 1 6∕6∕6 

臺北縣八里鄉農會 2 35∕32-35 4∕4 1 4∕4∕4 

宜蘭市農會 1 30∕30 3∕3 1 3∕3∕3 

宜蘭縣蘇澳地區農會 1 60∕30 2∕2 1 2∕2∕2 

臺北縣瑞芳地區農會 1 30∕30 1（長）∕3 1 3∕3∕3 

宜蘭縣羅東鎮農會 1 30∕30 3∕3 1 3∕3∕3 

* 僅列出在 2007 年烹飪設備較為完善之農會 

 

空間與設備就如同技術與知識，在取得烹飪技藝的市場競爭中是必

要條件卻非充分資源。以家政烹飪課程而言，並非擁有最完善的烹飪教

室就會有最為多量的班別開設與學員參與，但完善的烹飪教室確是烹飪

課程得以持續成功順暢運作的關鍵因素。如汐止農會家政推廣員所說： 

因為教室的關係，我們大概都只收三十幾個人而已，因為

如果人太多師傅沒辦法做。我們不像一般學校有分組，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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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設備沒有那麼完善，就是老師示範給學員，然後學員是排

值日組跟著做，我們沒辦法像學校那樣子所有的學員都分組跟

著做。……〔但我們農會〕其實也投入蠻多，我們那一層教室

就兩千多萬了，教室是在對面，我們那一層就是綜合的啊、會

議室什麼的，後來就把它弄了一間來當烹飪教室，雖然很陽

春，但是還可以做。所以就是老師示範，會有一組跟著一起

做，至少所有的學員都可以品嘗，然後就輪流、偶爾可以一起

學習跟著做（汐止農會謝家政推廣員）。 

被拿來運用的關鍵設備反映出地方家政推廣員開設烹飪課程的兩個

重要策略：通過烹飪教室的空間與設備擴增烹飪課程的價值，並藉助該

烹飪課程的價值來形塑地方消費者品味。不同地方的家政推廣員也是在

有所差異的關鍵設備的基礎上建構各地家政烹飪課程的特質。如下列案

例： 

我在上課之前我會跟老師講說，我不要為了我要學這次課

去買一些設備，老師就會安排那種家裡的平底鍋就可以料理的

菜單，所以這種的都會跟老師溝通，不要說為了你開這個班，

我還要去買一些器材這樣，無論是技術或是器材方面，太艱澀

的課程是不會開的。……班員家裡不一定會有專業的器材，所

以會請老師設計可以用家裡現有的器材下去料理的（冬山農會

藍家政推廣員）。 

這不僅是透過烹飪空間與設備的投資與提供來增加家政烹飪課程

（產品）的價值，更是透過農會所屬空間與設備的設置及展示的策略，

鼓勵消費者以特定方式來看待農會烹飪課程並關注與其相關設備可能發

生的互動。如以下不同授課機構其差別的陳述： 



地方烹飪技藝傳承與創新的媒人：農會家政推廣員作為地方文化中介者的個案研究 

‧23‧ 

他們可以像職訓所那樣開班授課，因為如果你的費用要高

一點的話，你的設備一定相對要好，如果很陽春但還要給人家

賺錢這樣就不可行，人家也會看啊，所以就看你要做到什麼樣

的程度。汐止農會主要是提供地方讓大家有所交流，然後回饋

學習這樣，比較小班制，很多人……就來這邊學學東西交交朋

友這樣，很多人都變成好朋友。……你有沒有發現那個社教館

什麼的，他們都不開烹飪班，因為那很麻煩，第一你場地要

夠，第二你要採買，那個教室你要管理。所以我發現社教館他

們很聰明，他們都不開，後來我問他們的小姐，他們說對啊，

因為沒有場地啊，……所以他們是不開烹飪課的（汐止農會謝

家政推廣員）。 

透過設備與性情的相互作用，家政推廣人員得以藉助在烹飪課程產

品屬性與被感知的消費者慾望間建立「可靠的」管道，更普遍性地在烹

飪技藝的生產與消費間扮演協調角色。 

三、家政烹飪課程之產品特質建構：多重「實用性」 

家政推廣人員利用對技能培訓及烹飪技藝所掌握的權威知識、進階

設備、學習網絡、多樣形式與動態潮流，將烹飪技藝鑲嵌於特定地方脈

絡並賦予烹飪技藝特定的意義。現有文獻指出，在消費資本主義逐漸深

化且生活風格取向逐步擴張的當代社會中，烹飪技藝的意義在傳統基礎

上出現了多重的分化且形成了兩大系列的發展。一類觀點認為「烹飪應

被放置在實用、社交技巧的脈絡中被理解」，是一種「實用性、社會性

的技巧」（因此關注要如何維持介於烹飪、勞動和家庭脈絡中的關

係），另一類說法則將烹飪界定為「感官和愉悅」的展現，是一種與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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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娛樂有所關連的生活風格表現（明星主廚是最為鮮明的展現）

（Ashley, 2004, pp. 171-185）。 

這一方面表現在訴諸家庭女性「實用性」的烹飪課程：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班員回家一定要很實用，這是最重要

的。回家要可以自己煮、可以自己做、家人可以喜歡，這樣他

們會很高興，會有自信心，這才是辦烹飪家政班最重要的重點

（深坑農會蔡家政推廣員）。 

另一方面，則表現在訴求與休閒生活風格相結合的「寓教於樂」式

烹飪課程。 

我們常常帶班出去上課，你可以在這裡辦，也可以去外

面，因為你常在這邊比較沒有新鮮感嘛，你去外面借一下場地

又覺得好像是去旅行的那種感覺，然後又可去那邊學，又可以

享受他們那邊很舒適的餐廳，所以也會找這種的，就是寓教於

樂，這個還滿新奇的。有的人也不一定喜歡學，可是他想說去

又可以吃一吃，也不錯；不過這種的收費會比較高，因為還要

車資和報名費（汐止農會謝家政推廣員）。 

儘管不同地區的班員特性與學習需求會有不同開班型態，烹飪技藝

的意義被家政推廣人員中介的方式，在不同情境與條件下存在著些許差

異，但「實用性」確實是多數家政推廣人員使用的主要策略，僅有少數

訴諸「感官和愉悅」的操作。 

然而，最值得我們深入關注的是，在就業環境轉變與國家政策引導

的背景下，通過農會家政推廣人員持續投入地方烹飪技藝的推廣，烹飪

技藝連結的一種新興意涵在當代臺灣被逐步建構而出。烹飪技藝被賦予

的這種新意義實質延續並擴大「實用性」的概念，強調烹飪專長技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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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不僅可促進就業市場的投入並維繫個人及家庭的生計，更可能潛

在推動地方（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活絡。幾組具有代表性的陳述

如下： 

有時候我們是教導他們以後可以謀生的技能，像是我們之

前做蚵仔麵線、做水煎包，你可以當成自己謀生的能力，如果

有一天你沒有工作的時候，你就可以拿出來，成為自己的資產

（深坑農會蔡家政推廣員）。 

還是以實用性是最重要的，就是在家裡可以使用到的實用

性，我們調整到最後就是讓全家人都可以喜歡，最後就是以家

庭為主，或者是你創業可以用（汐止農會謝家政推廣員）。 

傳統的傳承〔的烹飪課程〕我們也會辦，像是古早味還有

地方料理，因為有些班員可能比較年輕，可能不會做或者是缺

少最重要的配方就做不起來，只會煮煮家常菜。我們就會請老

師來開班一下，把這些傳統口味的技巧還有資料教給班員，像

是做稞、蘿蔔糕、肉圓、包肉粽等等的，我們會希望這些傳統

的美食可以傳承下去（五結農會簡家政推廣員）。 

藉由多重「實用性」策略，家政推廣人員試圖中介生產脈絡與消費

經 驗 ， 也 同 時 增 加 了 烹 飪 技 藝 在 臺 灣 地 方 脈 絡 的 適 銷 性

（marketability）且豐富了地方烹飪技藝在臺灣整體社會的意涵與價

值。烹飪技藝多重層面「實用」意涵的建構不但使得地方烹飪技藝與技

能的「用途」具備差異性與調適性，也提供管理地方消費者之印象與經

驗的重要象徵論述資源。 

綜觀而言，家政推廣人員推動的地方承傳烹飪技藝仍是以家庭中運

用的烹飪技藝為主，但是經過家政推廣人員近二十年的介入轉化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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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已經發生轉變。原先可粗略區分出不同類型與等級的家庭烹飪技術

轉變成具有多重「實用」價值與多樣層級分化的關鍵技能，不僅可維持

家庭生活且維繫家庭關係、增進婦女的自我信心更可在必要時轉變成支

持家庭生計或是促進地方經濟與文化發展的有潛力的工具。 

四、慣例體制下因勢制宜的創新 

正如幾份來自媒體與文化生產機構的經驗研究指出，儘管文化中介

者常以不同於以往之「新」工作模式運作宣稱描繪其工作型態，但經驗

實況顯示，深植的規範實踐與確立的「職業公式」──也就是「慣例系

統」（system of conventions）──在形塑文化中介者的工作方式上仍具

重要性（Moeran, 1996）。 

以家政推廣的專業而言，「慣例系統」是其職業發展中，家政推廣

的工作內容逐漸轉變成為編碼化（codified）與例行化（routinized）的

型態後所形成的職業慣例總和。這樣的慣例系統經常緊密聯繫著家政推

廣工作的特定職業態度，也往往透過家政推廣人員的各種講習、研習、

訓練與各式專門出版品而獲得認可背書。 

家政推廣人員多是在既有臺灣農業推廣體系的運作架構下以家政推

廣工作長久以來形成的慣例系統為基礎，進行多樣調度與彈性組合──

也就是創新──以發展符合在地需求的烹飪課程。除讓烹飪課程的具體

執行變得順暢容易外，這些慣例也對工作過程帶來確定感和可預期性，

同時鼓勵遵循以往已證實有效的工作公式。家政推廣人員透過此慣例系

統可以與其他相關次團體（如烹飪教師、參與家政班員）相互瞭解並彼

此協調。如以下陳述： 

其實內容都差不多啦，只是會有所創新，像泰式料理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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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就是新的，然後，年菜這個老師是新的，以前可能是鄭衍基

〔阿基師〕，現在換這個老師，然後食品醃漬內容可能會改一

下，以前教過的就不要再教。會參考以前的東西，就是一年變

一點一年變一點，不可能說變化太大，因為你不可能會有那麼

多好的老師。我們一般都是先請老師寫課表出來啦，然後我們

看過之後沒意見就實行了，除非中間有些東西沒有當季的、買

不到食材的時候，這也有可能，才會更動（汐止農會謝家政推

廣員）。 

家政推廣人員在臺灣農業推廣體系的既有慣例系統運作基礎上，通

過融合各方理念並組合各式操作所形成的創新慣例，以動態微調課程內

容、教學安排與學員實作，以因人、因事、因時、因地制宜方式且更為

貼切妥當的手法聯繫烹飪技藝的提供者與需求者，將烹飪技藝在地方上

加以普及傳遞並適時創新。以下的宜蘭冬山個案就是極為鮮明的案例之

一： 

我們這裡就是說，……一個老師如果你一直請他的話，可

能東西也會被你挖光了，所以有時後會遇到一個瓶頸就是說你

不知道要去哪裡找好的老師，會這樣。所以有時候會去網路上

找一找，網路上找的話你還要考慮經費的問題，他的經費和你

的經費要可以配合，因為我們這裡說實在講經費不是很多。你

看那個老師從花蓮過來，他還要交通費，我們是沒有跟他算交

通費，不過我們就跟〔宜蘭〕員山兩個地方協調好，我上早

上、他上下午，老師就一趟從花蓮來這樣子，我們會跟其他的

農會合作，配合一下。因為像很多老師一趟交通費下來，我們

沒有補助，只有講師金，農委會的補助是一個小時 800 元，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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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裡農會本身也有津貼 650 元，那三個小時 1,950 元你叫

他從花蓮跑到你這邊〔宜蘭〕來上課，划不來，所以就是要跟

其他農會合作一下，這樣他來一趟才會比較划算這樣子（冬山

農會藍家政推廣員）。 

如此利用文化資本又不嚴格複製的創意技巧頗具關鍵。家政推廣人

員的創造力在於其調和一整系列的注入元素而產出新的文化運作以傳達

他人作品（烹飪課程），讓它們變得更吸引人且可讓更多在地居民消

費。正如以下相關訪談內容所示，學員需求、操作適切、食材取得、地

方特色等是家政推廣人員在烹飪課程辦理中諸多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 

老師原先排出來的課程我們一定會修改，有的是因為說我

們覺得太簡單了，有的是我會覺得說我們這裡不適合，因為有

些菜可能太複雜，在家庭裡面操作不適合。也會考慮在八里有

些食材比較難以取得，不容易買到的材料我們盡量不建議他去

做，因為這樣子會造成家庭主婦他們的困擾。所以我們會盡量

跟老師溝通說，你盡量以時令的蔬菜，或者是說以容易取得的

食材去做料理的安排搭配（八里農會連家政推廣員）。 

公開競賽是另一項在臺灣農業推廣體系運作下已經建立的重要創新

慣例。近年來隨著「烹飪技藝」在臺灣的正當化與象徵轉型的大幅進

展，其在地方烹飪技藝的傳遞愈見顯著。家政烹飪班辦理成效極為卓著

的五結鄉農會家政推廣員指出： 

我們去年參加花蓮區農改場的活動，在農特產品創意料理

的比賽裡面得獎，得獎的菜色是「當歸奶酪」，我們已經連續

兩年第一名了，今年的目標是三連霸。……當時 60 道菜裡

面，我們農會有二道菜入圍，就是這個「當歸奶酪」還有山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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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涼拌菜叫做「面面俱到」。……這些創意的菜就是班員和老

師一起想出來去參加比賽的，我們會希望能多少結合自己的特

產，因為這樣在參加比賽的同時，也達到了推廣的效果（五結

農會簡家政推廣員）。 

對「烹飪技藝」在臺灣的正當化與象徵轉型而言，獎項競賽的引入

與建制實扮演著不可忽視的重要角色。具高知名度且有影響力的烹飪獎

項競賽不僅標誌了烹飪場域的認可成就，且建構了卓越廚藝的正當原

則。例如： 

像我們也常常參加比賽，今年我們就有去參加竹筍策略聯

盟的竹筍創意餐的設計啊、北投農會餐的設計、縣農會的餐的

設計，我們有得過兩個冠軍耶，哈哈，就是策略聯盟綠竹筍的

冠軍。縣農會那裡我們也得過好幾次獎，亞軍啦、季軍啦，大

概都有得過。〔這些展覽活動對開班內容〕有時候會因為工作

上的需求、為了應付比賽，會有這麼一點點影響，就是說會把

比賽的東西安排進去課程裡，會請老師特別加強一下。比如說

老師現在在上宴客菜，那我剛好要去參加一個比賽的時候，我

就會請老師特別針對在農特產品的一個設計，或者是說這個主

題的要求，我會去專門去做這方面的事情（八里農會連家政推

廣員）。 

通過象徵性的賦予特定烹飪產品光榮神聖地位不但讓製作得獎作品

的烹飪人員或團隊可以進行象徵資本的展現與累積，更使卓越烹飪技藝

的正當定義得以持續展演且不斷更新。競賽的獎項多由上級指導機關或

專業協會機構核發，是特定領域中資本內部轉換最有效的媒介機構。家

政推廣人員引導烹飪班員參與競賽並藉此提升團隊或個人在地方烹飪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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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象徵資本，進而確立在家政推廣人員與一般烹飪班員間的領導地

位，也得以持續建構他們在烹飪技藝品味引導方面的帶領地位。 

五、家政推廣人員作為誘導型專家與反身性生產者／消費者 

當我們仔細檢視家政推廣人員涉入烹飪技藝生產與消費間之「中介

空間」方式後發現，他們不僅涉及烹飪課程的生產也涉及烹飪課程的正

當性─透過這樣的確認，他們期待成為地方上烹飪技藝傳授的專業推

手，進而能鞏固他們的社會位置。 

然而，其正當性行使的形式採取了不同於既有的支配性職業群體所

行使的形式，既不是國家機器的法律約束權威也不是傳統專業（如醫學

和法律）的理性權威。家政推廣人員運用關係建立與貼心引導來正當化

他們對其他人的建議與影響，關係建立的層面包括：關係培養、建立信

任以及運用親身問候晤談提供接觸和通過非正式的閒話家常來理解問

題。 

地方烹飪技藝的傳授，要能順利推展並取得成效，推廣人員與地方

居民的關係必須雙向往來，不能僅是靠著單向告示或規定。如深坑家政

推廣員以下所述就強調在籌辦家政班過程中： 

人很重要，要找學員啊，因為課程的內容，有的她喜歡有

的不喜歡啊，他們來上課是自己選的啊，沒有人強迫他

們。……〔擔任家政指導員的工作〕自己要思考說：「他們最

想學的東西是什麼？」因為這個很重要，他們最想學才會願意

來，你今天開的課程他們不喜歡……。這樣沒有用！如果你現

在辦一個活動沒有人要來，請問一下要怎麼辦下去？……在課

程進行的同時，還有一些工作要做，第一個，我會去觀察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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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應，第二個才會去思考他們喜不喜歡，他們也會告訴我

說，這個不錯，或是告訴我說，要不要繼續辦，就是做為下次

的參考。有時候我會跑去跟他們聊天啦，因為聊天聊一聊，他

們就會很自然而然地講出來，因為有時候你特意去問他們，他

們不見得會告訴你，所以你就勢必得去和他們聊聊天啦（深坑

農會蔡家政推廣員）。 

唯有通過非正式的閒談互動與個人化的感性交流，對學員反應的仔

細探究方得以順利進行，學員需求的深切瞭解也才可能積極開展。通過

農會家政推廣人員在烹飪課程生產與消費間的這種中介運作，農會的烹

飪課程才能延續，地方烹飪技藝的傳遞也才能維持。 

我們看到，當代地方烹飪技藝的傳遞並非在設定時間強制的、集體

的操練學習，反倒是通過實用生計保障的承諾與感性溫情關心的理解來

誘導人們投入。權力的治理模式關注間接地管理他人行為舉止，而非直

接地干預個人生活，這是一種間接的權威模式，也就是軟性的權威。在

此意義上，家政推廣人員的專業角色正變得越來越像是誘導型專業角

色：影響、導引、激勵，而非干預、命令與懲罰。 

Bourdieu（1984, p. 365）在其開創性研究中指出，文化中介者「總

是將自己做為產品價值的模範及保證人來販售」。這個論點對瞭解家政

推廣員的烹飪技藝傳承有著重要意涵：與其他一般烹飪課程的消費者不

同，擔任家政推廣員意味著烹飪技藝與知識的獲取不只是個人興趣與偏

好的問題，而是緊密聯繫著他們的生計、工作與專業。如以下引述的典

型案例顯示，家政推廣員對烹飪技藝的技能與知識累積往往同時來自閒

暇及工作經驗： 

其實我食譜真的很多，我家裡大概一櫃，本身對烹飪也滿



‧新聞學研究‧  第一一七期  2013年 10 月 

‧32‧ 

有興趣的……。我最少每年的年初、過年我都會去一趟書店，

像初一、十五我不會去哪裡，我一定會去逛書店，去買一些食

譜回來。有特色的、有名氣的老師、實用性的、對我工作有幫

助的〔食譜都會買〕，假如就是說我要針對我的農產品，可以

做怎樣的變化，我要去學習這些專業的東西。還有食譜的內

容、它的編排、圖片、它的步驟，我也都會去注意它的美感和

正確度（八里農會連家政推廣員）。 

自我不間斷地投入烹飪知識與技能的學習與累積，是家政推廣員作

為反身性的生產者／消費者最為明顯的展現。許多家政推廣員告訴我

們，甚至連她們最經常進行的休閒活動──看電視──都持續地投入烹

飪知識與技能的獲取與紀錄： 

看到新鮮的東西也會想要跟班員分享，平常我在看電視烹

飪節目的時候，我都會作筆記，例如說，這道菜不錯、作法蠻

創新的，我就會把它記起來，然後到時候班員在做。或者是我

有碰到他們做到相似的菜的時候，我會提供他們這個新的意

見，跟他們說我在哪裡有看到這個新的東西，我覺得這種作法

也很好，可以提供給他們作為參考的（八里農會連家政推廣

員）。 

這位家政推廣人員也以其身為家庭主婦的消費者身份進行其課程安

排的分析說明，更為清晰地突顯家政推廣人員以自我為基模進行其他在

地消費者的計算此反身性的關鍵層面： 

一般的話，以我的感覺，我做一個家庭主婦，我會比較精

打細算，就是說有哪些東西自己來做會比較划算、經濟的效

益。比如說我們在市面上吃一個套餐可能要花個 400-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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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如果我們自己做，我會去幫他們做一個成本的分析，分析說

這道菜，我們在家裡做的話，會更健康、乾淨、經濟實惠，我

們當時令的時候，我會想說，這陣子有什麼菜盛產，食物的取

得可以不用花那麼多錢去吃那一餐，那我就會去告訴他們說，

我們來做這個（八里農會連家政推廣員）。 

以上案例也顯示，他們所獲得的知識與技能也被用來評估作為烹飪

相關產品（課程、食譜、報導、節目等）消費者的選擇，以及正當化他

們作為烹飪技藝推廣人員的權威性。在此經驗基礎上，家政推廣員因此

是反身性生產者／消費者的範例，不僅運用自身反省能力並多方利用職

業經驗與生活體驗，以尋求能啟發未來的行動開展；換言之，他們仰賴

個人事宜來達成專業事宜。 

不少受訪的家政推廣員投入可觀的閒暇時間與資源於多元發展且持

續變動的烹飪知識與技藝，藉此取得超過單從工作上所能獲取的特定烹

飪知識與技術。以下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個人歷程描述： 

我自己有去外面上〔烹飪課程〕，就是中餐乙級的課

程。……那個時候是想說，因為我們有田媽媽嘛，他們大部分

都是丙級的，基本考量是，我要管理這些丙級的媽媽班員，那

我一定要比他們高一等，所以我又去學了乙級的課程，然後再

去考證照這樣子（石門農會劉家政推廣員）。 

這樣的訪談資料為家政推廣人員在生產與消費之間存在「持續的差

距」這個細緻觀點提供了初步的經驗證據。儘管可能有些班員已經具備

烹飪技能，但幾乎所有受訪家政推廣員都將「一般」烹飪課程的參與學

習者視為烹飪相關知識與技術相對較為不足，且仰賴家政推廣員將某一

類型的烹飪技術樹立為「值得投入的選擇」。對家政推廣員來說，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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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反身性生產者／消費者的地位隱含著個人偏好（對地方食材、養生

料理、流行烹調等），因而影響他們將何種烹飪技藝帶進課程市場的選

擇以及以採取何種策略將烹飪課程與目標市場所感知的渴盼加以連結。

如八里農會家政推廣員說： 

那一些比較不容易取得的食材或者是太昂貴的東西、不營

養的東西、吃下去對我們的身體很沒有益處的東西，我就會先

過濾，沒有必要告訴班員這些資訊（八里農會連家政推廣

員）。 

農會家政推廣人員與一般烹飪課程消費者持續建立距離的關鍵──

即職業地位和專業信譽上區別之所在──在於家政推廣人員特定資本的

存量結構與身體習性。他們擁有特定的文化資本以及社會資本（如和烹

飪老師、所有地方班員、其他家政推廣人員的社會關係）。由於有著普

及某些產品給予他人的共享「推廣」習性，家政推廣人員所具備之反身

性特質及在地化創新能力不應被低估，因為正是這項創新組合的能力方

能使他們在普及化某些烹飪知識與技能後猶能持續有效地更新並重組其

烹飪技術與知識，進而得以保有一定程度的權威與影響力。 

六、家政推廣人員與大眾媒體的曖昧競爭 

然而，在當代消費文化的快速擴張中，由大眾媒體與文化產業提供

的各式烹飪文本日益多樣增長且日漸獲得廣大關注，家政推廣人員因此

在烹飪技藝與知識持續構築出在地權威方面，跟大眾媒體形成了複雜曖

昧的關係。一方面，對平面媒體有著相對不完全可信的懷疑態度，另方

面則對電視媒體則多少感受到其對名氣與潮流的強大影響力。如兩位家

政推廣員各自的相關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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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雜誌報紙那些平面的東西就比較不會影響到我開

班。……我會覺得說，報紙的美食專刊其實跟食譜是沒有兩樣

的，有時候我們給它看，都寫得蠻籠統的，量都沒有一定的比

例出來。你有沒有發現，尤其是那種烘培的東西，這樣看不一

定煮得出來，所以我本身在課程內容和主題安排上面其實都不

太會參考這些平面媒體的東西（汐止農會謝家政推廣員）。 

因為口味是比較地域性的產物，那我們這裡也是因為地域

的關係，通常都是請在地的老師，那通常我們這邊當地的老

師，都會比較符合我們現在當地的口味。我們請的老師是以宜

蘭縣的老師為主。……像是電視名師這種師傅，我們是想都不

敢想！你想，可是問題是你在實行上有非常大的困難點存在，

你單單那個經費上就不可能啦（冬山農會藍家政推廣員）。 

家政推廣員的社會和工作地位先決條件是具備對應烹飪知識市場之

媒體運作、品牌效應及行銷策略採取戰略性位置的能力。多位受訪家政

推廣員批評一些市場上的食譜是「中看不中用」的產品： 

我也會看一下內容啦。內容的意思就是說，它的講解有沒

有清楚、技巧性夠不夠，因為我跟你講，有些食譜是你看是可

以看，不過看完之後好像還是不太會做，不太一樣的啦，所以

我大概會去看一下。因為我們都有上過這些課嘛，所以我會大

概看一下他的作法和內容是什麼東西，做出來大概會是什麼樣

的東西。定期都會去逛逛書店，我不知道在上面花了多少錢了

（深坑農會蔡家政推廣員）。 

在挑選食譜的時候，……內容的精確程度是很重要的，因

為有的時候我翻它裡面的作法，其實有的時候它的作法是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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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們可以挑裡面自己熟的二、三道菜，知道正確作法

的菜來評估這本書。其實我買過不下 100 多本的食譜，可是我

發現有些真的買回來沒什麼幫助，照著做根本就做不出來（石

門農會劉家政推廣員）。 

認定報紙的美食專刊內容不比家政班烹飪課程內容來得確切、深

入，許多家政推廣員也同時認為自己是可信的烹飪技藝學習「指導

員」，對烹飪技能的累積經驗和對食譜的大量知識意味著她不太受到市

場上品牌炒作的聲名左右。 

同樣地，多位受訪的家政推廣員相當有自信地說，選擇授課老師或

安排課程內容之主要偏好考量並非單僅指向市場上最受歡迎或是媒體知

名度最高。例如： 

名氣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還是要看老師的專業技術和上

課的品質，畢竟要讓班員學習到真正的烹飪技術，才是辦班最

重要的目的。……老師的技巧一定要有一定的程度，因為我們

班員大多都已經有丙級證照的程度，所以如果程度太差的老

師，他們也看不上眼。另外像老師的表達講解啦、還有帶動班

上的氣氛方面也很重要，因為大家除了用眼睛看，也要用耳朵

聽，這樣才能全方位地學習嘛，那如果有一個老師他很會煮，

但就是很陰沉都不說話，上課地氣氛死氣沉沉，我想班員也會

受不了（五結農會簡家政推廣員）。 

家政推廣員的消費實踐必須具有說服力，以顯示出相對其他在市場

流通的多種烹飪課程的產品，他們對符應在地居民需求的烹飪知識與技

能有「深度」掌握及「適當」品味，因此創造出他們自己與市場之間批

判性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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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次看那個電視節目我就會講說，我們好像可以不用

開烹飪課了，你看現在人家電視上美食節目那麼多，而且又講

得那麼清楚，我們還需要開嗎？只是來我們這邊可以交交朋友

吃吃東西這樣子，我們都會思考說，以後我們是不是連開班都

不需要可以收起來，因為它真的也是蠻麻煩的！可是就是這個

烹飪的課招生最容易。和電視上比較不一樣的就是你可以問問

題，我們的好處就是說你可以問問題，你可以吃得到，然後你

還可以跟學員互動跟老師互動（汐止農會謝家政推廣員）。 

正如汐止農會此案例所示，在講師、班員、推廣人員共同參與農會

家政烹飪課程特質建構的過程中，相較於電視烹飪節目構築的虛擬現

實，僅具基本設備的烹飪教室仍可親自學、問問題、吃得到、彼此互動

的臨場體驗，具體地成為家政烹飪課程動員在地居民的誘人特質。 

七、家政推廣制度的新範型 

臺灣鄉村地區在 1980 年代晚期逐步轉向內生性發展的新範型，重

建在地知識或創造新興技能以能振興活絡地方經濟成為備受關注的重點

工作。地方發展工作因此注意下列問題：在新生的內生性發展過程中，

地方文化資本的積累是以何種方式運作而成；地方文化資源的挖掘、辨

認、再生及創立所運用的來源與技術也逐步成為關注的核心。 

在此進程中，地方特色飲食日益成為地方文化資源的重要部分，而

支撐地方特色飲食發展的烹飪技術與知識極為關鍵地源自家政推廣人員

對烹飪技藝的關注、論述與推廣，逐步被建構開展且在各個地方被引入

傳佈，進而使地方烹飪技藝與知識的市場得以在臺灣鄉村地區浮現成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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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資本主義日益擴張且知識經濟日漸強化的脈絡下，知識與技

能的商品化成為社會潮流，地方烹飪技藝逐步轉變成需要個體付費才能

獲得與運用，影響烹飪技藝在地方成功傳承與否轉移到在地消費者的接

受程度，建構烹飪技藝使其價值可被地方消費者認可接受，因此漸居主

導性。 

烹飪知識與技能市場出現後，導致烹飪知識與技能來源多元且烹飪

技藝專業權威分化，因而在地方烹飪技藝原有主導權威的家政推廣員與

日漸具有廣大影響力的大眾媒體形成曖昧競爭的關係。在此新的格局

下，農會家政推廣運用其在鄉村地區的既有農業推廣制度的優勢傳統資

源（經費補貼、設備贊助、在地熟悉等），經由感性誘導型權威的建構

與強化，通過著重多重實用性、多方中介協調、與因勢制宜創新性的策

略，爭取地方消費者烹飪技藝課程的接受與支持，實現地方烹飪技藝傳

承與創新的中介與媒合。 

陸、結論 

文化中介者執行了一種在生產與消費之間的「關係性工作」，緊密

關係著文化與經濟彼此的交互動態。文化經濟的取徑強調實踐中的文化

與經濟交互連結與交相動員，而家政推廣人員在其具體實踐中以交織指

涉、交錯動員文化與經濟範疇的方式，來達成烹飪課程其生產層面與消

費層面的持續扣連。 

其重要文化經濟意涵可歸結為以下四項：一、經濟性邏輯被用以實

現文化性議題：比如，家政推廣人員透過烹飪課程相對市場價值及多重

「實用性」的建構，來鼓勵地方居民投入特定烹飪技藝文化的學習；

二、經濟性目的被嵌入文化性活動：例如，地方的農產食品可以藉由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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飪課程內容安排而獲得認知與消費，其耗支成本也可透過課程運作方式

的調整而獲致減低；三、文化性知識被用作達成經濟性目的之工具：比

如，家政推廣人員運用他們的「在地化」知識與「個人化」的瞭解以開

設新的烹飪班別或維繫烹飪班學員；四、文化性知識被嵌入經濟性計

算：例如，家政推廣人員運用其對在地社經條件、飲食文化及媒體效應

的瞭解，評估地方烹飪班課程開授所應關注的主題方向、知識內容及成

本結構。 

烹飪技藝在臺灣鄉村地方的傳承與創新乃是通過農會家政推廣人員

在烹飪技藝之生產與消費中介交疊的空間中持續運作。在個人性情的援

引與制度資源的支持下，家政推廣人員得以透過將設備與敘事脈絡化來

建構烹飪課程的附加價值，推動烹飪技藝在地方的傳佈、轉化與累積。

在他們提出的相關論述中，烹飪技藝的價值被定位在多重實用性，即同

時具有可培養個人自信、增進家庭福祉、提昇就業潛能、促進地方發展

等多重效益。 

在此多重實用性的概念中卻也充分顯現了家政推廣人員與當今市場

形成的矛盾關係：實用性可被視為評估價值的戰略工具──它使家政推

廣人員對主流的烹飪技藝傳布者建立距離，並與「家常的」、「主婦

的」及「在地的」烹飪文化潛在形成同盟；實用性也可被理解為取得附

加價值的策略手段──它使家政推廣人員得以和主導性經濟議程對齊同

步且並肩共行。 

農會家政推廣人員作為引入烹飪資源並在地方傳佈的行動者並非像

技術人員一樣，相反地，他們是主動的能動者，積極回應制度脈絡的動

態並從中學習。更關鍵的是，他們是有認知能力且有反身性的個體，細

緻地尋求對自身所在地方的介入特質能夠產生影響。當地方發展評價的

焦點從「有形產品」（硬體建設）轉移到「無形資產」上時，他們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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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變得更加顯著（Ray, 2001, p. 63）。 

最後，本研究對農會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制度面和政策面提出以

下三點具體建議：其一、重新肯認家政推廣工作中，烹飪技藝項目對農

業與鄉村發展的重要性；其二，積極開拓並累積地方烹飪技藝以能成為

農鄉發展的重要文化資產；其三、支持家政推廣人員之烹飪專業職能的

養成訓練，並鼓勵其持續提昇精進。 

註釋 

1 農會推廣股的家政人員其職稱為「家政指導員」，然而本文基於兩種考量於正

文中採用「家政推廣員」一詞。一方面，本研究受訪者（即投入地方烹飪技藝

承傳與創新的中介人員）除農會「家政指導員」外，亦有農會「推廣股長」，

本文因此以「家政推廣員」涵蓋兩者；另一方面，農會「家政指導員」的業務

工作應該放在臺灣農業推廣的制度架構下來闡釋，方能有更為完善與周延的瞭

解（其他主要層面包括「農事」與「四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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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深入訪談詳細資料 

編號 訪談時間 訪談對象 訪談地點 

1 2007/09/07 臺北縣深坑鄉農會蔡家政指導員 臺北縣深坑鄉農會 

2 2007/09/26 臺北縣汐止市農會謝家政指導員 臺北縣汐止市農會 

3 2007/10/16 宜蘭縣冬山鄉農會藍家政指導員 宜蘭縣冬山鄉農會 

4 2007/10/29 臺北縣石門鄉農會劉家政指導員 臺北縣石門鄉農會 

5 2007/11/16 臺北縣八里鄉農會連推廣股長 臺北縣八里鄉農會 

6 2007/11/21 臺北縣瑞芳地區農會汪家政指導員 臺北縣瑞芳地區農會 

7 2008/04/09 臺北縣坪林鄉農會鐘家政指導員 臺北縣坪林鄉農會 

8 2008/04/14 臺北縣淡水鎮農會高家政指導員 臺北縣淡水鎮農會 

9 2008/04/29 宜蘭縣五結鄉農會簡家政指導員 宜蘭縣五結鄉農會 



‧新聞學研究‧  第一一七期  2013年 10 月 

‧44‧ 

 

Balancing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Local 

Cooking Skills: A Case Study on Home 

Economics Extension Agents as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Shou-Cheng Lai 
*
 

ABSTRACT 

This research examines the role of major actors involv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cooking skills in Taiwan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o achieve this aim, this research considers home economics extension 

agents in Taipei County and Yilan County as examples of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in modern Taiwan and conducts telephone and in-depth 

interviews. In the cultural economy of modern Taiwan, local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can effectively introduce culinary cultural capital into rural 

areas. Since the 1990s, the model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has gradually 

shifted to that of “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Furthermore,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aesthetic qualities associated with local cuisine and 

common foods have evolved to a considerable level of importance in modern 

Taiwan. Because of this, cooking skills have gradually become a major 

interest in rural communities in Taiwan.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to 

explore how home economics extension agents acting as local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can introduce cooking skills into rural areas and reestablish 

* Shou-Cheng Lai is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io-Industry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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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culinary practices while introducing new ones. 

Keywords: cooking skills, cultural economy,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home economics extension 

agents, innovation of dif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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