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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六節。第一節嘗試提供關於有機食品的背景資訊。第二節從有機

食品風潮的概念出發，探討其在全球及台灣發展的情況，並簡述其重要性。第三

節開始為之後的分析類目進行文獻整理，首先引用消費相關的文獻找出初步類目

基礎，以利之後類目設定。第四節引用人際傳播的文獻，探討有機食品專賣店的

氛圍及各種論述。第五節從媒體的角度出發，介紹框架理論以及食品框架的相關

文獻。最後第六節則統整出具體的研究問題。 

 

 

第一節 關於有機食品 
 

壹、 有機食品定義 

 

    有機食品與耕作的方式息息相關，生產者採用之耕作方式會影響其所生產的

產品能否被視為有機。簡單地說，有機農法便是指農民在耕作過程中，採用最天

然的方式來栽種農作物或飼養牲畜，不使用任何化學藥劑，如農藥、殺蟲劑等，

而且不過度使用地力的一種回歸自然栽種方式（Ditimi & Greene, 2002）。以這種

耕作方式所生產的食品會比機械化耕作方式所生產的食物更接近天然，雖然仍無

法避免自然界的污染，但藉由控制環境中的空氣、水及土壤，可將農產品的污染

降至最低程度（陳介武，1998）。 

有機食品除了平常在超市中雖處可見之生鮮食品如蔬菜、水果、肉類之外，

也能加工成像罐頭食品、零食或冷凍蔬菜之類的食品。所以消費者可能會在市面

上發現標示「有機牛肉」、「有機芒果」，甚至是「有機花生醬」、「有機花草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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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產品。只不過由於加工食品與有機食品天然的形象相差甚遠，消費者仍較喜歡

購買生鮮有機食品（Magnusson, 2005）。 

此外，有機食品與生機飲食的區別容易使人混淆。生機飲食最大的特點是不

經任何烹煮，以生食的方式攝取食物的營養，比起有機食品，生機飲食型態涵蓋

了更多的食物類別。只不過基於對食物安全的顧慮，有機食品仍是多數生機飲食

者的食物首選（劉蓓蓓，1999 年 7 月 19 日）。 

全世界消費有機食品的人口雖逐漸增加，然一般消費者卻不易區分有機食品

和其他食品（如健康食品、基因改造食品的區別）的差異，主要原因可能是這些

產品都打著「促進人體健康，富含機能性」的宣傳口號，且都屬於廣義食品的範

疇，如非對機能性食品很有研究的人，很容易會將這些食品混為一談。機能性食

品混亂的態勢也顯現於政府及學界的分類中。現今無論是政府或學界對於這些產

品亦無統一的分類標準，只要劃分者不同，就可能被歸類到不同的類別。例如潘

子明（2005）將有機食品視為廣義營養品的一環，而將全球廣義的營養品分為補

充品（健康食品或保健食品）、天然有機食品、機能性食品、天然的個人/家用保

健食品等四種；但是向明（1999）則認為該把有機食品歸類於健康食品的範疇之

下，成為微生物類（如酵母菌）、植物類（如人參）、動物器官（如魚肝油）萃取

之健康食品之外的一項產物。 

 

貳、有機風潮的盛行 

 

近幾世紀我們的生活環境遭受重大變革，以往認為取之不盡、用之不竭的自

然能源漸漸耗盡，空氣污染、溫室效應等以往不曾有的危機漸增，除了政府研發

替代性能源以因應此危機外，消費者亦日漸領悟到，改變日常生活習慣也許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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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地球能源耗竭的根本辦法（Mainieri, Barnett, Valdero, Unipan & Oskamp, 

1997）。 

     環境永續發展的渴望促使消費者開始嘗試體驗與以往不同的生活型態。在

衣、住、行方面，消費者可能改穿可回收分解的衣物、節約家庭用電、盡量搭乘

大眾運輸工具等；在飲食方面，則可能尋求一種「回歸自然」的飲食方式，除了

能降低食材對大地造成的傷害，也間接地增進了自身健康。有機飲食風潮的興起

也是此種新興觀念下的產物，而影響此風潮最主要的三個原因，本研究整理分述

如下： 

 

一、 食物安全的疑慮 

 工業化來臨以前，民眾主要擔心食物供應是否充足的問題，但是工業化帶來

的革新滿足了此需求後，現代消費者便開始考慮更深層的食物安全問題

（Anderson, 2000; Borra et al, 1998）。機械化耕種給人們帶來了新型態的耕作方

式，引進穀物雜交、肥料和灌溉方法，促使農作物產量大增、機械化耕作加速生

產、使用農藥降低蟲害，科技的進步餵飽了世界各地的人，使飢荒不再，但是文

明帶來的後果則是反映在含有農藥殘留危機的農作物上（Lappe & Collins, 1987 / 

李約翰譯，2001: 127-133），這種對食物安全的顧慮與工業化革命前人們對飢荒

的重視程度相似，也因此工業化革命後的人們開始尋求各種方式以達成「吃的健

康、活的長久」的人生新目標。 

此外，Anderson（2000）認為現代人如此在意食物安全的問題還可能來自兩

個原因。第一，城市居住比率不斷攀升，人們無法親自接近食物生產；第二，夫

婦兩人同時出外工作的比率增加，導致無法自行準備食物，因此造成現代人仰賴

食物工業，無法自己掌握食物安全度。在上述疑慮下，有機食品的出現，或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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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提供了食物安全的解決之道，也因此能夠迅速在社會中形成一股風潮。 

 

二、各種風潮的交互作用 

有機生活（organic life）的盛行還可能與各種圍繞於「人 v.s. 環境」核心觀

念下開展的新風潮有關。以往的人較少意識到人與環境的共生關係，因而易忽略

自身行為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危害。但當人們開始以負責任的態度環顧周遭時，許

多風潮便慢慢成形，進而影響更多族群。 

首先，「樂活」（LOHAS, 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4代表著一種對

自己及自然更負責的一種生活方式。樂活族比一般人更用心看待日常生活中的

食、衣、住、行，例如吃有機食品、節約能源、投資有機產業等，他們主要目標

小自維護自身健康，大至支持地球永續發展（黃惠如，2006 年 12 月）。雖然樂

活概念很晚出現，但是它比起有機的概念更為完整，所以現在有機通常被納為樂

活的子概念之一。 

養生則是另一項不容忽略的風潮。根據國語字典的解釋，「養生」顧名思義

便是養護生命，個人所做的事、吃的食物都要能促進身體健康，使身心靈達到和

諧安寧，才算是達到目標。比起樂活，養生引用了如瑜珈、整脊、草藥等另類療

法的概念（林貞岑，2001），可說是養生與其他風潮不同的重要特徵之一。然而

相同的是，無論是有機或養生，消費者一樣會尋找對人體負擔較少的食物，而有

機食品無污染的特性則成為消費者實踐此觀念的優先選擇之一。 

最後，綠色消費以利他的概念風行社會。持環境保護概念的消費者在做消費

                                                 
4  樂活是一個相當新穎的概念，由美國社會學者雷保羅（Paul Ray）於 1998 年所提出。當時

他與朋友在一本名為：《文化創造：5000 萬人如何改變世界》的書中首度介紹了樂活的概念，指

出樂活族是在做消費決策時，會考慮自己與家人的健康責任的一群人（黃惠如，2005 年 12 月）。

不過樂活風潮蔓延速度雖然很快，與商業化市場體系結合後，跟有機一樣有「商標化」的現象，

造成「樂活商品」隨處可見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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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時，會選擇對環境有利的產品（Mainieri et al, 1997）。以英國而言，綠色消

費運動（green consumer movement）始自 1980 年代，長久以來人們所醞釀對於

環境的觀感，逐漸變成實際的消費行動。基於這樣的潮流，人們開始購買對環境

有利的產品，如再生紙、不破壞臭氧層的電冰箱、冷氣等，因此有機消費也常被

歸類為綠色消費的一環。這樣的消費有相互交乘效果。也就是說，當消費者意識

到今天他們所實行的消費行為能夠對環境或未來的政策有所影響，就更會繼續持

續下去（Harper & Makatouni, 2002; Gilg, Barr & Ford, 2005）。綠色消費的出現自

然也促使消費者在選擇飲食時，挑選對環境有利的產品，而有機食品也同樣可能

成為這些人的首選。 

 

三、各種團體的大力推行 

有機風潮的盛行不單純是市場運作下「供給/需求」面的反映而已，還包括

了政府部門、民間團體、農作生產者、商家等一連串團體參與的過程（齊偉先、

溫惠貞，2006）。這些團體利用福利政策或用推廣策略，促使消費者相信有機食

品可能帶來對自身或團體有利的結果，進而影響其消費意願。也因此，這些推廣

者說了甚麼話，論述中使用何種字詞或氛圍形構有機食品的形象，將影響到人們

對其的觀感。故此有機風潮非常仰賴論述的建構（吳品賢，2005）。 

參、有機食品相關法規 

 

如前所述，以有機農法生產的食品才能被稱為有機食品。由於一般消費大眾

並無法接近生產端，又無法靠味覺清楚辨識已購買之食品是否為有機，因此由政

府統一制定標章規範產品漸漸成為規範有機食品的最好方式。美國有機食品由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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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簡稱 USDA）所管轄，並發行 USDA

認證章以標示合法的有機食品（Dimitri & Oberholtzer, 2006）。歐洲除了每個國家

自有的認證章外，歐盟方面亦有發行標章，民眾可藉由辨認這些標章安心的購買

有機食品（Latacz-Lohmann & Foster, 1997）。日本則由負責民生消費的機構厚生

勞動省所管轄，並以認證章 JAS（Japanese Agriculture Standards）替有機食品的

來源背書（峯木真知子、棚橋伸子、戶塚清子、藤井昭子，2005）。 

   國內通過有機食品管理法的時間較晚，一直到 2007 年 1 月 5 日才由立法院

三讀通過「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理法」。雖然這條法令非專為有機農產品而設，

但是比起以往由民間團體5所自行核發的驗證已進步許多。此法施行後，往後有

機農產品都必須經過中央主管機關的驗證方可流入市面（尚毅夫，2007 年 1 月 6

日）。 

只不過法規的出現仍然只能有限地規範有機食品，因為有機食品的範疇既廣

又複雜，留有許多模糊地帶與漏洞。尤其在國內，無論是消費者或生產者，都有

不了解有機食品的特性而仍然進行消費行為的人，因此受騙受害的機率相對增

加。 

 

第二節 有機飲食之普及 
 

隨著時代進步與社會結構變遷，人們所關心的議題也與以往有很大的差距。

當人們不再只著眼於拼經濟，開始關注環繞於人類生存的其他議題時，對於「健

                                                 
5 在政府未通過「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理法」之前，國內有機產品其實是呈現一片混亂的態勢。

市場上充斥著偽有機產品，令消費者無法辨識。因為上述原因，一些民間機構則自發性的發起認

證章，其中較知名的有 MOA、TOAF、TOPA 等三種由有機農業發展基金會所發行的認證章。關

於這些民間組織的介紹，可詳見此網站：有機農業全球資訊網 
（http://organic.niu.edu.tw/ready/u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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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這個概念也有不同的看法。例如民眾對飲食健康意識的提升，在飲食方面不

再只求吃飽，進一步更希望吃得營養、健康，也願意花更多金錢與心力在飲食健

康的追求（楊婷婷，1997）。有關全球及台灣有機市場成長情形及目前概況，本

研究整理分述如下： 

 

壹、國外市場現況 

 

根據美國《營養保健期刊》（Nutrition Business Journal）所做的統計，2001

年全球營養品市場為 1,500 億美元，其中，美國市場最大（35%），其次為歐洲 

（32%），第三為日本（18%）。在產品種類方面，機能性產品最多（555 億美元），

有機食品佔第二大項（300 億美元），第三則為維生素/礦物質產品（210 億美元）

（潘子明，2005）。由上述資料可知，有機食品已漸漸在全球形成風潮，並以美

國、歐洲及日本為前三大消費地區，以下主要介紹這三個地區有機食品業的發展

情形。 

 

一、歐洲 

歐洲為有機耕作的起源地區，也是有機農業發展最成熟的地區。有機農業今

日的蓬勃發展跟政府的態度有相當密切的關係。在歐洲，雖然每個國家對有機農

業各自有不同的政策，但是主要還是以歐盟（European Union）為主。 

1986 年以來，歐盟有機農業面積成長非常快速，成長率高達 25％，其中發

展最為快速的是北歐及地中海國家（黃璋如，2004）。在全球有機食品市場中，

光是歐盟國家以及美國就囊括了 95%的全球有機食品銷售額（2003 全球總銷售

額為 250 億美元），其中歐盟國家有 130 億美元的銷售額（Dimitri & Oberholtze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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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各國賣賣有機食品場所有所不同，如英國為超級市場，德國則是以有機

食品專賣店及直銷為主（Latacz-Lohmann & Foster, 1997）。在銷售值方面，2003

年歐盟 15 個國家中零售總值最高的四個國家依序為：德國（3,100 歐元）、英國

（1,607 歐元）、法國（1,578 歐元)、義大利（1,400 歐元)（Dimitri & Oberholtzer, 

2006）。 

    歐洲政府視有機產業為公共財，他們認為有機產業能為社會帶來福祉，且因

為有機食品仍屬嬰兒產業，政府有必要介入扶持產業，直到這個產業能夠在市場

上立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歐洲政府（包括非歐盟國家）大力支持有機耕作，

政府編列特別預算補助種植對環境有益農作物之農夫，稱為綠色款項（green 

payments）（Dimitri & Oberholtzer, 2006）。 

 

二、美國 

美國有機產品的盛行大約是從 1990 年代開始，當時人們普遍意識到有機產

品可以提升地力以及增進健康，市場需求量也因此跟著增加。加上政府基於有機

農作對環境有利的條件，對於市場增加亦樂觀其成，因此這幾十年來有機產品在

市場逐漸攀升，讓美國躍升為全球第二大銷售量的國家。此外，有機食品在美國

的蓬勃發展還與相關組織的設立及知名作家在媒體上的倡導息息相關（Conford, 

2001，轉引自 Herring, 2003）。以往美國人習慣在傳統商店或超級市場購買生活

所需品，但是有機食品進入市場後，改變了消費者的購買習慣，消費者至農場

（farmer’s market）、食品專賣店、或以直銷方式購買有機產品逐漸成為潮流

（Dimitri & Oberholtzer, 2006）。 

不同於歐洲保護有機食品的政策，美國秉持其一貫自由市場經濟策略。雖然

政府認為有機農作對環境有正面影響，但還是將其產品視為廣大市場中多樣化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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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一種（Dimitri & Oberholtzer, 2006）。 

有機農產品在美國消費者心目中似乎不只是一種食品的選擇外，還代表了相

互信任的網絡關係。Ditimi 與 Greence（2002）指出，美國有一種名為社區扶持

農業（community-supported agriculture）的特別耕作方式，消費者在耕作期來臨

之前，先以捐款方式購買他們需要的農產品，等到收成之後再來回收。消費者除

了可與農夫共同分擔耕作風險外，亦與農夫之間有良好的互動。 

 

三、日本 

全世界有機食品銷售量第三大的國家為日本。2002 年經厚生勞動省認證之

有機農產品消費額約 2,895 億日圓（約 807 億新台幣），佔日本國內全國食品總

消費額的 0.36%，並且以大豆製品為主，如豆腐、納豆、味增等（山田玄，2004

年 5 月 18 日）。根據峯木真知子等人（2005）於 1999 年至 2002 年針對東京、神

戶及鄰近縣市所做的普查結果，2002 年時首都圈（東京都及其近郊縣市如神奈

川縣等）約有 68%人普遍有購買有機農產品的經驗，比起 1999 年增加了 13.8%，

而約 90%的人表示對有機農產品持高度興趣。有機農產品也能在日本的很多地方

如超市、生產協同合作社、百貨公司、便利商店等地購買。值得注意的是，目前

日本便利商店漸漸變成了販賣有機食品的主要場所。 

有機食品與便利商店的結合算是一個比較特殊的現象。對歐美市場的消費者

來說，有機食品專賣店以及超級市場才是主要的販賣場所。反觀日本可能因為便

利商店與社區之間的聯繫很強，其能協助消費者處理許多日常生活的事務（如繳

交水電費、宅配等），所以也成為有機食品的主要販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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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內市場現況 

 

有機食品在國外風行了一段時間後，台灣亦興起了相關風潮。本研究雖無法

得知有機產品引進台灣的確切時間點，但根據台灣地區歷年有機耕作面積（2006）

所記載的資料（詳見附錄一），從 1996 年開始，有機農作面積每年都呈現倍數成

長，並且在 2000 年首度達到一千公頃。由於耕作面積的數量與市場反應有密切

關係，因此我們可以推知國內有機農業約從 1996 年開始日漸蓬勃，國內消費者

亦漸漸開始採用有機食品。 

根據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統計，目前國內有機食品仍以多層次傳銷或直銷為

主，約佔 45.3%，其次為醫院診所/藥房/藥妝店，約佔 23.9%、一般食品店（連

鎖超市、便利商店、軍公教福利中心）約佔 7.4%，電視購物/電台購物/郵購/網

路購物等佔 7%，不定點展售約佔 6.4%（潘子明，2005）。 

那麼，究竟是什麼原因使得台灣消費者在短短的幾年內就由傳統食品轉為消

費有機食品呢？根據 2006 年衛生署健康局所做的資料統計，我國十大死因中，

腦血管及疾病與高血壓性疾病各佔第二名及第十名的位子（陳惠惠，2007 年 6

月 15 日），這個結果顯示，國人在攝取脂肪上比例過高。某些消費者可能因為上

述原因摒棄傳統的飲食方式，轉而尋求他們認為能增進身體健康的有機食品。 

除了健康的原因之外，媒體對於食物風險的報導也是消費者選擇購買有機食

品的一個原因。Huang, Kan 與 Fu（1999）指出，從 1990 年開始，台灣媒體報導

一般大眾平常所食用的新鮮蔬菜可能殘留高劑量殺蟲劑，使得民眾對於食物安全

產生了高度疑慮，無法如往常一樣安心食用蔬菜。基於對健康以及食物營養的關

心，消費者可能開始接受另一種較天然、安全的食物，即有機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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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有機食品之消費型態 
 

在此節中，本研究將整理消費者行為領域對於有機食品消費行為所做的研

究。整理這些文獻的目的在於強化研究論述，並作為日後擬定相關類目的重要基

礎，雖然這些文獻主要分析受眾端的行為動機或結果，本研究認為其特點亦適合

拿來當作媒體文本分析的參考，因為文本與閱聽人之間的關係是雙向互動的，受

眾端的反應亦可能成為媒體構成報導時的素材。 

 

壹、消費者的類型 

 

消費者類型與消費動機是許多市場研究者感興趣的主題。在人口特質方面，

許多研究顯示年齡、教育程度是預測有機消費量的有效變項之一，其中，教育程

度普遍程度高者則較會購買有機食品，年齡高低則無定論，依個別研究而異（Gilg, 

Barr & Ford, 2005；王建文，2005；林子維、李明聰，2005）。英國的普查顯示，

經常購買有機食品的人社經地位較高、教育程度較高、較富裕，生的小孩較少 

（Foster & Padel, 2005）；也有研究指出較年輕、教育程度較高、沒有宗教信仰的

人較可能消費有機食品（Schifferstein & Oude Ophuis, 1998）。國內則是以高學

歷、從事教職或家管的中年女性為購買有機食品的主要族群（王建文，2005）。 

此外，對於熱衷於環境保護者亦是購買有機食品的主要族群。Gilg et al

（2005）將綠色消費者分為四種類型：「堅定的環境保護者」（committed 

environmentalists）、「主流的環境保護者」（mainstream environmentalists）、「偶發

的環境保護者」（occasional environmentalists）、以及「非環境保護者」

（non-environmentalists）等，其中堅定的環境保護論者最熱衷於參與能促進環保

的活動，如自行推肥、購買有機產品或當地自製的產品等；相反地，非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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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者則是最不熱心參與這些活動的族群。 

基於由上述研究對有機消費者類型的發現，本研究想進一步得知，媒體文本

再現有機消費者時，是否亦會強調高社經地位、高知識份子且熱衷於環境保護的

那一群人，並以其為消息來源，而忽略其他也可能消費有機食品的族群？ 

 

貳、有機食品消費動機 

  

如圖 2-1 所示，消費者複雜的決策考量可約略化分為特性、結果、價值三個

階層，並可由底層的實際考量上溯到較高階層的抽象理念。由圖中可知，有機產

品吸引消費者的第一關鍵點在於其特性，當消費者經由評估決定接受有機食品的

特性後，便考慮實行有機飲食可能的結果，再衡量是否決定購買此項產品。消費

行為的結果主要受到最上層價值理念的影響，也就是說如果消費者願意接受某些

消費行為，代表他也接受了同樣的價值理念。以下將圖中幾個較重要的概念，綜

合他人的研究分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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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他主義及與他人的關係 
 
 

幸福、安康、內在和諧 
    快樂主義與成就， 

掌握大部分的生活 
價值                生態、世界和諧共存         一個健康且 

及永續發展            長壽的人生 
 

                                          健康促進及 
生理安康 
 

                    對環境影響較低        吃的健康 
結果 

享受吃有機食品 
                                                    營養 
                                       健康 
                                         

無化學藥劑 
特性 味道 口感 氣味                     天然產品 

 

 

圖 2-1：經常性消費者對於有機食品正面概念之階層地圖 

資料來源： Zanoli, R., & Naspetti, S. (2002). Consumer motivations in the purchase of 

organic food. British Food Journal, 104(8), 643-653. 

 

 

一、 健康考量 

健康需求是誘發消費者購買有機食品的最主要原因。研究發現，多數消費者

相信吃有機產品會促進人體健康，也因此願意花較昂貴的價格去購買

（Magnusson, 2005；峯木真知子等，2005；Schifferstein & Oude Ophui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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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頻率更能影響消費者的有機商品涉入。常去有機商店的消費者普遍對於

健康議題較敏感，只要是可以促進健康的食品，大部分願意嘗試看看。對這些消

費者而言，有機食品的美味不是關鍵，健康才是促使其購買的最佳原因

（Schifferstein & Oude Ophuis, 1998；陳貞綉，2004）。此外，常去有機商店的消

費者認為自己比從未消費有機食品者懂得更多營養方面的知識（Schifferstein & 

Oude Ophuis, 1998）。 

除了自身健康而購買有機食品外，也有不少消費者基於促進家人健康的動機

而消費有機食品。這類消費者有的秉持「預防勝於治療」的觀念，有的則是家族

中有人已罹患慢性疾病，由於主流醫學治療無法立即見效，而選擇購買無污染之

有機蔬菜，希冀能由食物中之營養來改善健康（Huang et al, 1999）。 

 

二、環保考量 

    環保考量是消費者選擇使用有機食品的次要因素。由於有機耕作不使用農藥

及不過度使用地利的特性使其贏得自然、環保之形象，購買的消費者易產生自然

栽種蔬菜品質優於傳統蔬菜的迷思（Johansson et al, 1999）。 

雖然有機食品的高價格會使得消費者裹足不前，但亦有消費者認為高價格反

映的是有機產品對於外在環境及道德之益處，因此願意花較高之價格購買

（Latacz-Lohmann & Foster, 1997）。而經常消費這種綠色產品的人，也比一般人

對社會及環境更友善（Gilg et al, 2005）。 

Schifferstein 與 Oude Ophuis（1998）曾預測有機產業將會持續成長，因為公

眾對於環境的關心使得政府政策漸漸禁止科技所帶來的污染。此外，對農民而

言，有機農作能帶來更高的效益。這兩種預測現在看來相當正確，當生產端與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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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都對有機產品持正面印象時，這種新興農作得以迅速在市場上佔有一席之

地。 

 

三、道德考量 

動物福利（animal welfare）是除了健康和食物安全等原因外，人們會考慮購

買有機食品的原因之一，甚至成為影響健康和食物安全的一項指標（Harper & 

Makatouni, 2002）。常購買有機食品的消費者亦比不買者更關心動物福利的問

題。在台灣，關心動物福利的動機則進一步與宗教結合，佛教中不殺生的理念與

有機的飲食方式不謀而合，也因此國內一部份的有機消費者也是素食者（楊婷

婷，1998）。 

 

四、產品涉入度與先前知識 

除了上述三項與有機農作本質相關的因素外，產品涉入度及先前知識的也會

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意願。對於有機食品及健康知識瞭解越深的消費者，較願意花

比一般食品略高的價格的購買產品。消費者對於商店及產品的信任程度是影響其

是否真正投入購買行為的主要原因，不過購物最後的抉擇還需視當時情況、貨品

使用經驗、信念及訊息可得性，和消費者的個人特質不同而定（王建文，2005：

Johansson et a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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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不買有機食品的原因 

 

有機食品的高價格一直都是阻擋消費者的主要因素之一，雖然消費者可能了

解有機食品的種種好處，不過如果健康、環保、道德以及產品涉入度與先前知識

等考量無法凌駕價格因素，消費者將中斷採用有機食品（Foster & Padel, 2005）。

有些研究發現消費者的態度與行為之間有所差異，對於有機食品呈現正面態度的

消費者並不會真正的去購買有機產品；購買行為會受到如：有機並不比傳統食物

美味、有機食品價格太高、有機食品無法久放及增進健康等因素影響（Magnusson, 

2005；峯木真知子等，2005）。 

綜合上述，「健康」、「環保」、「道德」、「產品涉入度與先前知識」是誘發有

機消費行為的首要原因，而「價格高昂」則是使消費者裹足不前的主要因素。據

此，本研究欲進一步了解在有機的媒體文本中，上述因素是否仍然形構了大部分

的論述？若有，這些因素又是如何被安置於媒體文本中？ 

 

 

第四節 有機食品之人際傳播 
 

有機食品在風行的過程中，專賣店是不可或缺的一環。消費者在專賣店內體

驗到關於有機食品的任何特性，都可能直接或間接影響到之後的消費行為。值得

注意的是，專賣店的溝通氛圍較為特殊，非一般消費者於傳統超市或量飯店所得

到的購物經驗。 

以國內的研究為例，楊婷婷（1997）首先針對健康食品專賣店的進行田野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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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發現專賣店並不能單純被視為一個純商業場所。雖然健康食品專賣店本質上

為一個商業活動進行的場域，但由於專賣店人員經常舉辦健康講座，推廣養生、

環保觀念，並與消費者取得亦師亦友的互動，因此反而更加突顯了它的非商業意

涵。楊婷婷的研究首度關注了健康食品領域的商業運作情形，使後續研究得以在

其研究基礎上做更深入的探討，但由於她並無嚴格區分健康食品與有機食品，因

此研究發現並無法百分之百解釋有機食品專賣店之情形，是較為可惜之處。 

在上述研究之後，吳品賢（2005）亦尋訪了國內三家有機食品專賣店「里仁」、

「無毒的家」以及「主婦聯盟」。她的研究指出有機食品的推展過程其實是一連

串意識型態的建構，有機專賣店的商家運用各種關於信仰、環保、健康等的論述，

說服消費者相信他們所實行的飲食法確有意義或功能，並間接建立其專業形象。

此外，有機論述更看似解放了農人的身體意象，在有機耕作的施行下，農人可不

再受農藥之荼毒，加上有機論述「親近生產者」的理念而提升農人在消費者的地

位。只不過吳品賢的研究亦指出，農人的形象在有機產品商業化特性的作用下，

也成為產品的一項「成分」，為產品的貞潔背書。吳品賢的研究引入思考有機風

潮的另一種視野，有機論述的呈現如何影響有機飲食風潮的走向及興衰，也成為

值得研究的一環。 

承襲前述研究，齊偉先、溫惠貞（2006）更進一步指出有機一詞可在三個不

同層次上理解；在技術層面上，它代表一種生產方式；在理念層次上，有機則指

稱一種生活消費的方式；在市場上，它則同時是一種附加價值的標示。此研究關

心有機風潮如何從市場邊陲逐漸切入今日的中心位置，結果發現，有機消費其實

是藉由一種「去」主流品味的方式來吸引消費者的注意；而有機食品的銷售是在

兩種思維（預期性/預防性）為運作特徵的組織的拉扯中確立其獨立性。 

    上述研究以有機食品專賣店為主要研究場域，其中店家是影響消費者對有機

食品觀感的關鍵角色，店家的有機食品論述也相形重要。在此，本研究欲得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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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食品專賣店以何種態樣再現於在媒體文本中，而店家對於有機食品的論述方式

是否仍以同樣的模式反映於媒體文本？ 

 

 

第五節 食品議題與新聞框架 
 

壹、 飲食與媒體文本 

根據一項義大利調查，消費有機食品的人主要是從電視（33.8%）、專業雜誌

（24.8%）、報紙（10.4%）、朋友及同事（9.0%）、專業販賣商（18.8%）等處獲

得相關資訊（Chinnici et al, 2002）。楊婷婷（1997）亦指出有機、生機風潮的興

起與消費者口耳相傳、相關書籍及傳播媒體的報導有很大的關係。由此可知，媒

體仍舊是個人獲得有機食品訊息的主要來源之一。事實上從一些研究者選擇利用

媒體報導數量印證有機食品的興衰（例如齊偉先、溫惠貞，2006），即可得知媒

體的確扮演了不可或缺的角色。 

其實飲食與媒體一直存在著深不可分的關係。在塑身的新聞中，媒體訊息能

夠暗示消費者者飲食與社會形象之間的關連，甚至指示消費者該買什麼產品，該

吃哪些食物（Lockie, 2001）。許多相關研究也已指出媒體確實散播何謂標準體型

的意識型態，日積月累下，媒體訊息不僅能影響閱聽人對於產品的認知，更能建

構其對社會主流標準的想像。 

飲食新聞雖不如政治、社會新聞等能立即引發社會大眾的反應左右輿論，但

是這類新聞一樣能涵化閱聽人觀感。在此方面，有機相關新聞中可能隱含的某些

特定意識型態或暗示亦是值得探討的一環。以下將從框架理論出發，並探討食品

新聞方面可能出現的各種框架，以作為本研究制訂類目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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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框架理論 

 

一、 框架原始意涵 

從 Goffman（1974）提出框架理論至今，傳播界已有越來越多的研究引用此

理論，定義也愈趨多元。與其他理論不同的是，框架的價值不在於成為一個統一

研究領域的潛力，而在於其能夠聯繫不同領域（如質化/量化、實證/詮釋、心理

學/社會學等）研究的相互對話（Reese, 2007）。 

框架的多元化特性或許是它得以超越其他效果研究，成為一個多產領域6的

原因。由於目前學界對框架的定義仍無一套令人滿意的解釋，因此許多學者依其

研究性質的不同，紛紛提出自我對框架的詮釋方式，然這樣的結果卻也使得框架

的中心理論無法統一，至今仍渾沌不明（潘忠黨，2006；Weaver, 2007）。即便如

此，本研究仍援引 Reese（2003, p.11）的定義作為對框架理論的基本註解：「框

架是一種組織原則，由社會所共享且歷久不衰，並藉由符碼賦予社會世界意義」。

Reese 的定義主要指出了框架需由社會共享的重要前提，事實上框架的確與共享

的文化背景緊密相關，所以框架概念就是預設閱聽人皆使用與框架相同的基模來

理解訊息（Van Gorp, 2007）。 

Tankard（2003）認為框架是比偏差更精確的概念，不只是二元對立（如正

面/負面、喜歡/不喜歡）的問題，且包括了更複雜的認知面向或情感反應。此外，

框架更指出媒體文本之功用 — 定義議題及情況，甚至擬定辯論的形式。也就是

說，透過框架的概念，研究者除了能分析媒體文本中文字表面所彰顯的規則及定

義，更能挖掘隱含於文本之下媒體的意識型態或霸權。 

                                                 
6   Weaver (2007) 認為傳播領域的框架研究越來越興盛的原因，可能在於框架可被用於研究不同

層面及類型的訊息，且可單獨使用系統性的內容分析法或詮釋性文本分析法分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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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tog 與 McLeod（2003）延伸框架的概念，指出框架不只是一種認知現象，

更是一種社會現象，框架大致由中心概念及邊緣概念組合而成，型態類似節點

（nodes），因此當任何一個概念發生改變時，會牽一髮動全身，影響到其他的概

念。從 Hertog 與 McLeod 的定義中可知，框架之間並非各自獨立，而是相互依

存，只有當研究者把許多框架相互連結成一個概念網時，才能更了解社會現象。 

除了上述兩種詮釋方式之外，越來越多的研究者普遍認為框架與預示7

（priming）、第二級的議題設定8（second-level agenda setting）之間有許多相關之

處，或至少立足於同一個前提之下（Miller, 2002; Reese, 2007; Scheufele & 

Tewksbury, 2007; Weaver, 2007）。 

然而也有學者持不同之意見。Van Gorp（2007, p.70）從文化及建構的取向

提出兩點框架與議題設定及預示效應不同之處：第一，建構論觀點強調社會真實

被建構的互動（interactive）過程，然而議題設定與預示的理論前提卻是因果的

（causal）；框架在這比起其他兩個理論涵蓋的文化範圍更廣，與其他事件的互動

更明顯。第二，議題設定與預示效應只與主題（issue）相關，主體是這兩個理論

的研究重點；然框架的概念清楚劃分了主題及框架。一則框架可能套用至各種不

同的主題，一個主題內卻也可能有各種多重角度的框架；比起議題設定及預示，

框架所能觸及的面向更廣。 

 

 

                                                 
7  媒介預示（priming）是一個比較具體的議題設定層面。預示效果指出閱聽人會受到先前議題

訊息的影響他們對於某事件的評估方式，例如受到最多關注的政治議題通常也是公眾評估政治

人物表現最重要的根據（McQuail, 2003 / 陳芸芸譯, p. 602）。 
 
8    議題設定理論大致可分為兩個階段：第一級與第二級的議題設定。第一級議題設定關注媒介

議題與公眾議題中的物件（objects），主要研究媒體影響了哪些公眾議題；第二級議題設定則

更進一步關注物件的屬性（attributes），認為媒體不只告訴大重要想什麼（what to think about），

更告訴他們應如何想（how to think）（Miller, 2002, p.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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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播領域之框架研究 

對傳播領域而言，研究者最關心的有兩種框架：「媒介框架」與「接收者框

架」。這兩個類別代表媒體、媒體專業人士及閱聽人三方如何組織、賦予事件及

議題意義（McQuail / 陳芸芸譯, 2003）。在媒介框架部分，Thompson（1991，轉

引自臧國仁，1999）以為新聞框架是資訊轉換的過程，新聞選擇某些社會事實，

並主觀的加以重組。因此我們可以得知媒體不是客觀反應社會真實的鏡子，而是

媒介組織與社會事件互動後所形成的產物。 

在擬定研究問時，框架研究多關心於議題/論述如何被建構、意義如何被揭

露等問題，並採取類似社會心理學，但更具社會取向的方法研究之。透過媒體文

本建構社會意義時，我們則應該視框架為一種抽象的原則、工具或詮釋基模

（Reese, 2003）。新聞報導中使用的框架能產生很大的影響力。新聞框架可以消

除發言及削弱爭論、媒體可以藉由框架議題為偏好的一方發言而不被發現，並且

很難被反對的人打翻（Tankard, 2003）。 

Tankard（2003, pp. 99-101）認為，以往的框架的研究多使用質化的文本分析，

且由研究者獨自歸納框架，這樣的方式常常造成研究結果太過主觀的缺失，無法

信服他人。他指出可以用更系統客觀的方式處理框架類目，如以下幾個取向： 

（一）媒介套裝取徑（The “Media Package” Approach） 

此研究取向主要關心語言與符號的重要性。文本中出現的關鍵字或共同語

言等可以用來幫助辨識框架都是重要的分析準則。消息來源亦是關鍵，因為引述

（直接或間接）消息來源的話可能就佔了一個段落的篇幅。 

（二）多面向框架取徑（Framing as a Multidimensional Concept） 

此研究取向「想像」框架是由許多不同的故事及由不同的元素組合而成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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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三）框架名單取徑（The “List of Frames” Approach） 

此研究取向認為框架主要可由以下 11 個點分辨：（1）頭條與其他小頭條；

（2）標題；（3）圖片；（4）描述照片的文字；（5）導言；（6）消息來源的選擇；

（7）引述（quotation）的選擇；（8）被特意強調的引述；（9）圖標(logo)；（10）

數據、圖表、表格；以及（11）結論或報導篇幅。 

以上的三種取向各自表述了初步分析媒體文本時，制定框架的基礎。本研究

也將參酌上述三種取向以擬定的框架類目。 

雖然框架起始的概念與媒介無關，不過自從這個理論被提出來之後，就被廣

泛應用在各個不同的研究領域上。在媒介研究方面，不乏以政治議題、社會事件

或恐怖主義為主的文獻，研究新聞媒體運用哪些特定之框架再現這些議題。由於

這些文獻與本研究所欲研究之主題較無相關，在此不予贅述。以下僅整理與食品

或健康消費相關之文獻，並簡述這些研究有關媒體框架的發現。 

 

參、食品領域之框架研究 

 

從前面的討論可知，框架此概念多用於政治或社會領域，不少傳播學者亦關

注這類新聞報導所運用的各種框架，如何影響消費者對於社會真實的觀感。然而

在食品的議題上，卻鮮有傳播學者以媒體的角度出發，探討報導中可能隱含的各

類框架。以下本研究整理的文獻皆為食品科學領域專家學者對於媒體之分析研

究，主要以食品科技（food biotechnology）議題為主，希望藉由這類議題的研究

結果得出有機食品報導框架之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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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研究領域中討論最多、最廣泛的便是食品安全議題。這類研究關心新興

食品技術出現後，媒體作為一個提供資訊的載具是否於相關報導中呈現出商品的

多元性，抑或只塑造出某些特定形象。而一些較具爭議性的食物（如基因改造食

品），研究者則藉由食品安全以及風險角度切入探討其相關報導的可能框架。 

 這類研究初期多以家長式的觀點批評媒體在報導新興食品的偏好及缺失，以

專家的身份去看新聞報導的偏差，並指陳缺失。Borra, Earl 與 Hogan（1998）的

研究便指出食品新聞報導通常只呈現四方面的資訊：消費量、消費頻率、經常性

食用某特定食物之優點、單一食物對不同團體的影響（如小孩及孕婦），但卻很

少提及情境資訊（contextual information），例如消費量及頻率和消費者本身易受

影響的程度。這類研究雖率先引領了讀者思考食品報導的特定形式，然以「偏差」

之概念切入尚欠精確，無法包括更複雜的認知面向或情感反應（Tankard, 2003）。 

此後的研究摒棄「偏差」概念，改以框架研究食品相關報導。Lockie（2006, p. 

321）以框架理論比較澳洲、英國、美國三地的有機新聞後發現了新聞報導的三

種特性：首先，有機食品通常不以它們是什麼，而是以它們不是什麼（如有機食

品沒有化學藥劑、無污染等）的論述呈現於媒介文本之中。再來，科學及農業產

製領域的論述下的有機食品與大眾媒體論述下的有機食品大不相同，後者論述中

有機食品其他面向被簡化了，只強調其與傳統食品之間的衝突性。第三，新聞報

導運用了特定的框架建構有機食品形象，包括：安全、自然、營養的同義詞；以

及人們對於遺傳工程、食物安全、化學殘留藥劑等議題感到恐慌時的有效解決辦

法。Lockie 的研究指出了幾種有機食品新聞的框架，但由於他使用了論述分析方

法分析新聞文本，因此我們雖得知了結果，卻無法對每個框架類目下明確的操作

性定義。 

除了上述研究之外，亦有研究開始關注文本以外的新聞室運作流程。Logan

（2001）對於食品生物科技新聞的研究著便重於新聞室的常規上。他認為某些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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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報導此類議題的困難及挑戰，來自於科層化的組織與傳統，在傳統新聞價值的

考量上，食品生物科技通常被化約成農產品或者是商業新聞，而非與科學、環境

有關的新聞。並且主跑不同路線的記者所呈現出的食品生物科技，也因其所屬組

織對新聞的規範而略有不同。 

Logan 的研究雖以新聞分線（beats）的觀點深入了解媒體製作新聞的產製

面，但是研究結論並非經由參與觀察或深度訪談而得，而是以守門人理論外加數

篇雜誌等二手資料分析而成。雖然此研究進一步地了解了媒體的角色，但是使用

次級資料分析的方式未必能實際得出新聞產製的面貌，是較為可惜之處。 

   Marks 與 Kalaitzandonakes（2001, pp. 201-206）則針對土壤生物科技

（agrobiotechnology）新聞進行一個長期的趨勢研究，也是過去研究較少使用的

研究取向。此研究使用內容分析法分析 1990 年至 2001 年間，約 11 年的新聞報

導，並比較美國與英國新聞的不同之處。此研究發現：（一）英美對食品科技的

報導皆有持續漸增的現象，但美國相關新聞早於也多於英國，這也影響了當時閱

聽大眾對於相關食品的認識度；（二）新聞報導著重於兩種框架，生物安全與食

品安全，並且與當時可能盛行的社會危機構連（如狂牛症），影響了報導語氣。 

Marks 與 Kalaitzandonakes 的研究使用長期的觀點看生物科技新聞的變化，

頗有貢獻，但是其缺點在於並無指出明顯變化趨勢或報導的消長，僅僅提出幾個

較為表面的數據。此外，研究對於媒體框架的類型著墨不多，僅指出兩種框架，

並無法看出媒體建構食品科技所議題的多重角度。 

除了以上幾種研究結果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幾乎每篇研究皆有提到關於食

品新聞過度商業化的問題（或被納入消費新聞的範圍），只是他們都沒有進一步

深入探討。針對此點，王念綺（2004）分析芳香療法的媒體再現時發現健康商品

化的現象，並做了初步分析。她以為大眾媒體利用芳香療法本身意義與儀式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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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將商品與健康構連，建構出消費芳療商品即可獲得健康的迷思。王念綺

的研究指出媒體在報導健康促進商品時，除了提供關於芳香療法的訊息之外，亦

藉由強調對「健康的需求」，暗示閱聽人應針對自身不同需要購買芳療產品。據

此可得知新聞文本（尤其是消費性新聞）可能隱藏報社與商業機構之間的利益關

係。 

 

 

第六節 研究問題 
 

本研究欲探討媒體中有機食品的再現與變化。綜合上述文獻，可彙整出以下

幾個研究問題：  

 

（一） 媒體以何種型態與敘事再現有機食品議題？是否因媒體而異？又，是否

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有所不同？ 

（二） 媒體再現的有機食品面向為何？是否因媒體而異？又，是否隨著時間的

變化而有所不同？ 

（三）媒體文本所再現的有機食品內容中，凸顯了誰的觀點？是否因媒體而異？

又，是否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有所不同？ 

（四）媒體文本所再現的有機食品內容中，隱含了哪些框架？是否因媒體而異？

又，是否因時間的變化而有所不同？ 

（五）媒體以何種語氣再現有機食品（例如肯定或質疑）？是否依有機食品各面

向性質而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