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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美食展演的再解讀 

── 以爌肉飯與彰化爌肉飯節之行銷為例 

陳建源*
 

摘 要 

中華郵政在 2013年發行的「滷肉飯郵票」意外引發滷肉飯意象的南北大戰。論者

批判以北部中心論所持的「滷肉飯即是肉臊飯」觀點；但對南部而言，滷肉飯卻是以

燉三層肉為主體的小吃。此兩者的認知差距也反映出了台灣南北對於食物想像的不

同。然而，位在中部的彰化地區，在以肉圓等小吃而聞名的彰化市，焢肉飯（「炕肉」

或爌肉）似乎無涉於此一南北爭執而有著其獨自的名稱存在。相較於同為彰化特色地

方小吃的肉圓，焢肉飯卻常因三層肉的油膩而有著與講求健康的現代社會背道而馳的

意象。在教育部閩南語常用詞辭典中「炕」意謂「以慢火久煮」，「炕」這種烹飪法

所象徵之緩慢變化的過程，往往也是地方文化得以生根、甚至於深化的重要因素。然

而，彰化縣政府在地方美食節（焢肉飯節）的推廣策略上卻忽略在地脈絡，改以可量

化的「份量」為追求目標去製作能供千人享用的破金氏紀錄爌肉飯。本文由「炕肉還

是炕文化？」此一提問出發來探討地方特色小吃在觀光化、節慶化背後可能面對的問

題。透過文本、民族誌及媒體建構的焢肉飯意象的分析，筆者檢視了焢肉飯作為彰化

在地特色小吃及其推展的過程。焢肉飯所呈現在現代台灣飲食的一連串意義轉變恰巧

反映出當代台灣飲食研究中需要被關注的重要問題，焢肉飯的美食操作正似一個飲食

風潮轉變的縮影，讓我們得以重新思考美食自身及其在「傳統」、「懷舊」、「地方

性」等論述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關鍵詞：彰化爌肉飯節、美食展演、在地飲食、文化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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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炕肉與炕文化：背景與問題緣起 

近年來，台灣小吃在台灣觀光局的推動下，逐漸走向國際成為台灣觀光宣傳主

軸，小吃也成為吸引外國觀光客來台的主要因素。1早在 1989 年，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結合地方政府就規劃以「一鄉鎮一特色」為主軸來推動地方特色產業。2近年來，更在

政府「文化創意產業」喊得震天價響的鼓勵下，食品工業陸續成立觀光工廠，3台灣各

地的地方美食與特產逐漸成為旅行經驗中重要的一部分。類似此類嘗試讓食物脫離了

只能以味覺來體驗的階段，更成為一種可供思考的文化表徵。或許更可以進一步地說，

台灣食物的「歷史」、「傳統」與「在地」意涵從單純食物本身的味道中解放出來，成

為一種台灣文化的代表物。 

在小吃美食潮興起背景下，任何關於小吃的爭議，都不會只集中於味道上，而是

展現出了更多不同文化符號的意涵。隨著中華郵政「台灣美食」首日封的發行，原本

該是聚焦在將「台灣美食」以郵票方式呈現的獨特創意，但卻因為南北對「滷肉飯」

的認定不同，意外引起熱烈討論，4這樣的失焦引起經常關注地方美食的筆者興趣。在

                                                     
1 根據筆者整理觀光局歷年《來台旅客動向調查報告》，自 2001 之後小吃在政府推動下成為國外

觀光客到訪台灣的主要焦點之一。2001 年之後，為了台灣菜餚而來的觀光客都在超過五成弱到

六成強之間。此外，據 2013年報導中指出「觀光局昨(9)日公布 2013年來台旅客動向調查報告

指出，外籍旅客訪台最愛去的前三名景點，分別是夜市、台北 101 及故宮博物院；其中，士林

夜市勇奪冠軍，旅客人次高達 46％，高雄六合夜市次之。」及「台灣夜市小吃不但種類多元，

同時具有獨特風味，特別受到日本、大陸及港澳地區旅客的青睞。」 （林淑惠，〈觀光客──

愛夜市勝過 101〉，《中時電子報》2014.7.10，網址：http://www.chinatimes.com/cn/newspapers/20

140710000060-260202，2014年 12月 18日檢索。）  
2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OTOP地方特色網》，（http://www.otop.tw/）。 
3 「2003年起經濟部就輔導許多業者將工廠升級、轉型，迄今全台已累計有 130 家觀光工廠，近

百家已正式開；其中包括 30多家原本只是傳統製造業，現在紛紛搖身一變，成為閃亮觀光新地

標。不少國內知名企業如金車、義美、郭元益、冠軍、麗嬰房、南僑、台灣菸酒等，紛紛投入

打造夢幻又具特色的觀光工廠行列。陳家瑞說，今年也增加好幾家重量級觀光工廠，如五股的

維格鳳梨酥夢工場、八德的巧克力共和國等，民眾到現場體驗親手做點心的樂趣，是「有吃又

有拿」。」（不著撰人，〈觀光工廠結合文創添業績 寓教於樂 產業升級年商機 20 億〉，《蘋果日

報》，2012 .8. 26 (網址：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finance/20120826/34465501/， 

2014年 12月 15日檢索。) 
4 劉易青、黃琲茹，〈滷肉飯？爌肉飯？肉燥飯？南北差很大〉，《中時電子報》，2013.8.27，（網址：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30827003234-260414，2013年 11月 13 日檢索。） 

http://www.otop.tw/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finance/20120826/34465501/
http://www.chinatimes.com/reporter/501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30827003234-26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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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8月 27日中時電子報中出現了一場極為有趣的爭議，5透過南北各執一詞互不

相讓的對話中，不但展現出「滷肉飯」的南北差異，也凸顯出了置身事外之中部焢肉

飯的獨特性。首日封裡把「臭豆腐、蚵仔煎、肉圓、滷肉飯」作為最具有代表性的特

色小吃，但卻意外引發熱烈討論。該報導指出：南部郵迷對於中華郵政「台灣特色美

食首日封」裡的滷肉飯形象呈現相當不以為然，認為郵局百密一疏，僅「站在台北看

天下」，把「台北觀點」誤當成「台灣觀點」，論者以為即使是首日封的發行典禮選在

美食小吃之都的台南舉辦，也改變不了「把肉臊飯誤認成滷肉飯」的事實。該報導並

指出中華郵政對於「滷肉飯」的認定：「滷肉是將豬肉細切，搭配蔥、紅蔥頭及香料等

炒香，佐以醬油滷製而成。這道在白飯淋上滷肉及滷汁的飯食料理，是獨特的庶民小

吃。」針對於這個定義，報導內引用北部郵迷的「台北觀點」，贊同並肯定郵局把肉臊

飯當滷肉飯的合理性，因為圓環的三元號、龍鳳號、雙連滷肉飯等滷肉飯名店裡所販

賣的樣子，都是與首日封上同樣的樣貌（圖 1、圖 2）。 

同時，報導中記者也訪問了南部郵迷，卻得到截然不同的反應，受訪的郵迷指出

對「滷肉飯」名稱的陌生，認為「肉臊飯」才是從小吃到大的食物，並揶揄郵票上的

「滷肉飯」形象：「看到滷肉飯就覺得怪怪的，好像跟滷肉飯很不熟」。該報導裡的受

訪者更援引台南發跡、台北也有分店的名店「度小月」以及「阿川虱目魚丸店」裡販

售的都是肉臊飯而非滷肉飯為例說明，進而期待郵局能為肉臊飯「正名」。在辨明滷肉

飯與焢（爌）肉飯的不同時，報導中一位郵迷以高雄「南豐魯肉飯」的分類來說明北

部人將兩者混淆；「店內同時賣魯（滷）肉飯及肉燥飯，差別在於滷肉飯多了一塊滷得

肥而不膩、入口即化的三層肉。老闆則說，南部的魯肉飯在台北叫做『爌肉飯』。」6 

                                                     
5 黃琮淵，〈滷肉飯郵票掀波 南部郵迷：沒三層肉是肉燥飯〉，《中時電子報》2013.8.27，（網址：

http://news.chinatimes.com/LifeContent/1401/20130827000404.html），2014年 3月 1日檢索。 
6 經匿名審查人指出，報導中的南部老闆所表示之「南部魯肉飯在北部叫焢肉飯」的認知有誤，

審查人進而建議筆者由日治時期日記檔案中找尋線索，經筆者查找比對相關日記記載後，發現

魯肉一辭往往有不同意涵，只能透過上下文推敲去判斷，這也展現出了魯肉或焢肉的認知雖存

有地域性的差別，但此種劃分並非絕對。在相關文人日記等文本中可見對「魯肉」認識的分歧，

如《灌園先生日記》1938年 1月 3日記載中提到「魯肉」，魯肉如許雪姬所註是「焢肉」，註中

引〈林瑞池先生訪問紀錄〉提到林一生節儉，「平生愛吃焢肉而已。」（許雪姬編，《霧峰林家相

關人物訪問紀錄》頂厝篇，頁 175，）但在 1939 年 4 月 1 日《吳新榮日記》中提到「それで郭

維鐘君を訪ねた後、一緒に西市場へ行って善〔鱔〕魚米粉と魯肉米糕を食べた。」，魯肉米糕

的魯肉應為肉臊。又吳新榮在 1947 年 8月 10日的日記紀錄中的「蒜絨魯肉」指的亦應是蒜絨

http://news.chinatimes.com/LifeContent/1401/201308270004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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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彰化美食四寶郵票 

資料來源：中華郵政集郵電子商城 

 

 

 

 

 

 

 

圖 2 台灣特色美食郵票小吃首日封 

資料來源：中華郵政集郵電子商城 

這一個有趣的「戰南北」7爭論中似乎很難吸引起中部人加入，在台灣中部彰化出

生成長的筆者發現，分辨滷肉飯/焢肉飯的方式對於中部人而言並沒有特別的認知困

難。儘管偶爾出現如台中李海魯肉飯等以滷肉飯為名的焢肉飯名店，對於中部出身的

                                                                                                                                                

肉臊。綜上所述，報導裡的南部老闆對「滷肉飯」的認識與台中霧峰出身的林獻堂的日記中出

現的「魯肉」是一致的、均是指焢肉，卻與台南新營出身吳新榮日常使用的「魯肉」不同。上

述結果反而有別於南北有關魯肉飯具體內容為何之認定，有待日後研究進一步的資料耙梳。同

時，在筆者田野調查過程中亦發現到現在的分類界線逐漸模糊，原先對魯肉或焢肉的地域性區

分，隨著都市化人口遷徙產生了名稱與認知上的混淆，在現代人口頻繁往都會流動的情形使得

依賴地區認知的分類維持更為不易。 
7 「戰南北」為網路用語，起源來自南北的地域差異。台北以外的居民對於「以台北看天下」的

觀點十分不滿，認為單以北部觀點不能代表全台；後延伸為只要討論北部與台灣其他地區之差

別時，不論大到政治經濟、小到生活習慣、飲食差異都可以作為論戰的重點，亦即網路上常用

的「戰南北」，而此論戰背後也代表了台北與中南部之間互相想像與生活認知、習慣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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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而言，焢肉與滷肉之間沒有太大的辨識困難，因中彰地區早就習慣將焢肉飯獨立

出來，用以稱呼有一塊滷三層肉為主體的飯食，以有別於豬肉細切/切丁料理而成的滷

肉飯（或肉臊飯）。8口味的問題先擱置不論，外地飲食在融入中部時首先得面對的是

一般中部店家將焢肉獨立的區分，並得要將店內菜色之一的「魯肉飯」去符合當地居

民的認知。在筆者經常光顧的一家源自高雄烤肉飯的台中分店裡，店內的人氣菜單除

烤肉飯外，有許多顧客會點魯肉飯，每每在點魯肉飯時，不論後方等待的人有多少，

店裡的大姊在進單之前，往往會親切地以台語加以確認並補充說明：「咱這魯肉飯是焢

肉喔！」由此可見，南部習以為常的魯肉到了中部，如果不改以焢肉去稱呼，因為地

區認知不同，這樣的分類就有必要再三確認。9尤其是在把焢肉飯當成「彰化三寶」及

「市吃」的彰化，焢肉飯已逐漸成為許多彰化人的驕傲與共同回憶。 

比起眾所周知的肉圓，焢肉飯成為彰化美食代表是相對晚近的事。林明德在《彰

化縣飲食文化》書中提到，相較於焢肉飯，彰化其實更有資格稱為「肉圓縣」，因在其

調查範圍內彰化的 26鄉鎮中有 11個出現肉圓。較諸各有特色的彰化肉圓，「彰化三寶」

的另外兩寶中：焢肉飯多集中在彰化市、「貓鼠麵」只有彰化市一家，這數量上的差距

或許也說明了為何彰化起初主打的是肉圓節而非焢肉飯節。10但彰化的焢肉飯之所以

值得一書，除了其將「爌肉飯」獨立出來的稱法之外，彰化與他地焢肉飯的區別在「部

位選用」的差異，也就是以「後腿肉」的選用、及以「竹籤固定」來作為彰化焢肉飯

                                                     
8 於 2014年高雄餐旅大學舉辦之美食展演國際研討會中，據論文評論人陳貴凰教授見解，常見的形式

是焢肉與滷肉同滷一鍋，爌肉給從事體力消耗大的人員食用，其他的滷肉則作為我們認知的肉臊飯。 
9 由於該店為高雄到台中開分店的店家，菜單上的魯肉飯其實是一般中部人認為的焢肉飯，因為

分類方式與中部地區的一般認知有差異、容易造成混淆，為避免糾紛在上菜前都會由店員向顧

客再三詢問以確認菜單無誤，亦即再三確認的過程是因為地區性對於食物內容的認知差異所造

成。（陳建源，〈田野調查紀錄〉，2013年 10月 15 日。） 
10 根據林明德在 2002年的調查，焢肉飯的分佈大部分落在彰化市內，有四家位於彰化市，另外兩

家一位於伸港鄉、一在溪湖鎮。彰化縣的焢肉飯較常被提及的有六家：  

1.彰化泉爌肉飯（彰化市，三十多年，第三代謝安洲） 

2.縣府青紅燈系的爌肉飯（彰化市，三年多，第一代沈杞雙） 

3.夜市爌肉飯（彰化市，四十多年，第二代鐘天來） 

4.魚市場爌肉飯 （彰化市，五十多年，第三代蔡翠娥、蔡素敏、蔡惠匡） 

5.新港路爌肉飯（伸港鄉，四十多年，第二代薛東寶） 

6.阿讚爌肉飯（溪湖鎮，三十幾年，第二代陳志雄）」 

（見林明德，《彰化縣飲食文化》，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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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色。11因此，「部位選擇不同」所造成的差異也成為彰化焢肉飯的在地特色。與他

地焢肉飯直接使用三層肉不同，彰化的焢肉飯多以竹籤固定肉皮與腿肉，以免皮肉在

熬煮的過程中分離而可以完整結合。即便是歸納出此一特色，但這種使用後腿肉的差

異主要出現在彰化市。根據林明德的調查，彰化縣內的焢肉飯其實也出現了食材選用

的「地區性差別」，分別是在彰化市的以「豬後腿肉為主，以兩隻竹籤串起，下鍋去滷」；

伸港鄉則是「選用三層肉製作」，溪湖是兼有上述兩種，12所以顯然除了部位差別之外，

我們需要更多的理由去解釋為何焢肉飯會成為地方小吃以及美食節的要角。  

本文認為「炕」（或「爌」、「焢」等坊間常見的用法）這個中式料理常見的烹飪

手法或可作為探討台灣的「日常小吃再發現」的起點。坊間多以「爌肉飯」或是以類

似讀音的「控肉飯」來稱呼，根據教育部閩南語常用辭典，不論「爌」或「控」都是

「炕」的誤稱，而「焢」（音同烘）為異用字；「炕」是一種烹飪法，意謂著「以慢火

久煮」。13以下為求行文一致性，本文將統一使用「焢」肉取代「爌」、「控」，「滷」取

代「魯」、肉「臊」取代「燥」，引文部份將繼續沿用原先文本所用之文字以保留原文。

此外，本文將以通俗常見的「焢」肉飯作為一般用法，當提到「炕肉」時，本文將用

來強調其間之文化脈絡。「炕肉」的「炕」所強調的「慢火久煮」作法，亦即對「火」

與「時間」概念的強調，恰好巧妙地呼應文化理論家及人類學家所關注文化構成中的

轉化與變遷過程。首先，對於人類學家李維史陀（Lévi-Strauss）言，透過烹飪過程中

火的中介，生肉得以透過水與容器組合（文化手段）的烹飪過程轉化為熟肉，亦即「火」

                                                     
11 據筆者觀察，偶爾會在他地的焢肉飯攤位上，看到叉有竹籤的三層肉，比起後腿肉三層肉並不

會因為經過長時間燉煮而分離，卻因為攤位主人想要強調竹籤帶來的「本真性」（authenticity）

而加上，這種只仿其形不知其義的作法，反而有助於強調彰化爌肉飯部位選擇的特殊性。（陳建

源，〈田野調查紀錄〉，2014年 3月 20日。） 
12 同註 10，頁 28-29。 
13 在教育部閩南語字典的「炕」之外，坊間有爌、控、焢三字出現，證明了現實使用的不一致狀

況。本文匿名審查人指出「爌」為明亮之意、應以「焢」為正確，然若考察炕（音抗）與焢（音

烘）之閩南語發音，以本文之「炕」字較接近，似乎也呼應另位評論人陳貴凰教授所指出，焢

肉飯的出現是先有名稱，再依讀音找尋可對應的文字，故無所謂對錯可言。為求本文文字使用

一致性，本文採用匿名審查人意見，除引文內使用之「爌」與「控」之外均改為「焢」。事實上，

經查康熙字典、辭海、辭源，僅有康熙字典列出「焢」字（火氣貌），其餘則無；「炕」字則三

者皆有，除有「煮物」之意，亦具有炙、燒烤的意思。兩字使用既非約定俗成，本文另採用部

編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的「炕」字以強調「文化深化」與其後的文化脈絡自無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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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中扮演著將生猛自然轉化為成熟文化的要角，也是人類文明得以昇華的過程；同

時，人類卻在自覺文明進步的過程中卻逐漸忘了烹飪扮演的角色。14其次，「炕」與「燉」

兩者皆強調以慢火久煮的步驟，15透過烹飪手法緩慢轉化得以說明文化深化的過程。

但有趣的是，這樣耗費時間的烹飪過程囿於外在客觀條件限制，在早期中菜烹飪中是

並非屬於平民的烹調法。在《中國食物》一書的烹飪法章節裡，Anderson提到中國菜

對於「工時工序」的講究，認為最不能省去的就是料理時間，但 Anderson的分析亦指

出儘管中國菜相對地料理花費時間長，為了節省燃料，需要長時間烹調的「燉」在一

般中菜裡較少出現，16亦即在平民料理中「燉」的作法並不常見。換句話說，與今日

的中菜烹飪概念不盡相同，只有精英的烹調法不受限於酒肉和其他昂貴配料、設備、

烹飪步驟、燃料而能以慢火燉煮。17儘管與時俱進的「燉與炕」在今日不再需要去斤

斤計較燃料匱乏與否與其他外在客觀條件的限制，但由上述分析中，我們亦能從烹飪

法的轉變觀察到傳統精英階級專屬的烹飪法從精英階層開始向下普及的特點。 

此外，作為本文主題的「炕文化」背後的「慢火久煮」精神，也是文化得以成熟

並為人享用的關鍵。在類似的比喻下，地方美食透過「時間」及「火」的轉化過程是

否也代表一種「自然而然地」將「約定俗成」的飲食習慣，進而轉化為「傳統」的不

可或缺的因素？本文將透過探索地方傳統美食的出現及美食轉化過程去理解焢肉飯此

一地方食物如何因應時代變化，透過包含中央與地方政府、媒體、商家、作者及民眾

多方參與的再現，進而被炮製成一種地方傳統而成為可供展現的特色地方文化。最後，

本文希望結合近年台灣美食文化祭的觀察，並進一步去分析「彰化爌肉飯傳統」的出

現與彰化過去的無縫接軌過程，以下將分四部份說明並分析之： 

                                                     
14 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The culinary triangle” Partisan Review. 33(1966)：4，587；

麥可波倫 (Micheal Pollan)，《烹：人類如何透過烹飪轉化自然，自然又如何藉由烹飪轉化人類》

（新北：遠足文化，2014年），頁 46-48。 
15 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燉」有二義烹調方法，但皆有以慢火或文火使食物軟熟之義：

「(1) 將食物加水，用文火慢煮使爛熟。如：「清燉」、「燉雞」。(2) 將食物放入盅或陶罐中，隔

水以慢火煨煮使材料熟軟。如：「鳳爪燉冬菇」。」（《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址：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newDict/dict.sh?cond=%BFL&pieceLen=50&fld=1&cat=&uke

y=211861714&serial=1&recNo=2&op=f&imgFont=1） 
16 「闔上蓋子密封起來，用文火慢慢地煨，像波士頓那樣的烹調法……是不可想像的。」（見 EA 

Anderson，《中國食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 147-149。） 
17 同註 16，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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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美味的打造 

（二）技藝的手路菜與記憶的家常菜 

（三）小吃的脫地方化與再地方化 

（四）彰化爌肉飯節的再解讀 

二、「傳統美味」的打造 

爌肉飯，我稱它為彰化的「市吃」。人人在吃，隨時在吃，隨處可吃。彰化人騎

著車、開著車突的一停，往長凳一坐，對著店家叫：「飯一個」，這飯指的就是

爌肉飯。可見爌肉飯的攤肆多普遍。「爌」，有的寫成「焢」，皆只能從字音來揣

寫而成，字典未必有，電腦字體亦可能需要結合部首新造。 

儘管外人盛稱彰化的名吃如肉圓、貓鼠麵這類四十年的經典食目或蛤仔麵（或

蚌麵）這類二十年的新參旁項，甚至碗粿這款又古老（何止四五十年）卻又偏

窄（未必大大揚威）的村家簡吃；但彰化老百姓最多吃、普吃、每日必最先想

到去吃的，是爌肉飯。早餐就開始吃，不覺其膩。中飯晚飯更是攤攤在吃。消

夜亦是。18 

對比於飲食作家舒國治將焢肉飯視為彰化的「市吃」，並不加思索地接受它因為

「日常」而延伸出的「傳統性」時，作家劉克襄在另文中所敘說的過往趣事就變得十

分耐人尋味。筆者認為劉克襄的疑問也間接引出了一個對焢肉飯傳統的有趣質疑—焢

肉飯在早期台灣生活的普及性。劉克襄的疑問認為焢肉飯作為市吃的呈現，遠不像我

們所想的那樣悠遠，劉藉由長輩之口，道出了「豬肉貴森森的，誰吃得起！」的庶民

生活場景。19同樣地，在曾品滄、陳玉箴及張素玢的研究中，皆提到台灣漢人從清代、

日治時期到乃至於經歷台灣經濟發展初期的這段時間的平民豬肉消費量並不多，也指

出了像焢肉這樣的肉類飲食，在一般中下階層的日常餐桌上不容易出現，僅在節日與

                                                     
18 舒國治，〈終也只是一瞥的彰化〉，（臺北：《聯合文學》191期 9月，2000年），頁 14-19。 
19 「年紀已過半百的我，童年時的飲食經驗，或許就是一個鮮明的見證。那是 60年代中旬，我六

七歲，常跟母親坐車回彰化外公家，每次舅舅阿姨們都會買小吃回來，肉圓和貓鼠麵自不用說，

卻獨獨不見爌肉飯。後來我問母親，她的回答很簡單，也一語道破，「當然了，豬肉貴森森的，

誰吃得起！」（見劉克襄，〈45元的爌肉飯世界〉，《劉克襄部落格》，（網址：http://blog.chinatime

s.com/aves/archive/2013/02/12/6115772.html），2014 年 11月 13日檢索。 

http://blog.chinatimes.com/aves/archive/2013/02/12/6115772.html
http://blog.chinatimes.com/aves/archive/2013/02/12/61157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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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典食用。20 21如此，值得深思的是焢肉飯到底是不是一個彰化飲食傳統？如果為否，

我們又要如何理解「彰化三寶」中這一寶的出現？但在進一步質疑彰化焢肉飯之前，

或許該從「傳統的創造」（invented tradition）這個已經耳熟能詳的觀點看起。 

自 Hobsbawn (1983)提出「被發明的傳統」概念（或稱「傳統的再創造」）用以批

判看似流傳已久的傳統，實際上是在短時間內被創造、並透過常規化建構出來的，是

一套被反覆施行的慣習。22 針對霍布斯邦的洞見，其後學者更進一步去檢視傳統的不

連續性及虛構性，也有學者開始著眼於霍氏理論的不足之處，認為不應只停在「建構

主義者」觀點，而更應該將目光集中在對於舊有記憶的重新篩選、分類、組合、再發

現及詮釋。此外，包括Michael Herzfeld等人類學家在評論霍氏概念時亦指出「傳統是

現在創造出來的（created in the present），所以比起將『傳統』視為是均質、且具有固

定邊界的文化實質的觀點，『傳統』更能反應出具有意義的爭論（reflecting contestations 

of interest）。」23當以「傳統的再創造」來理解焢肉飯如何成為彰化飲食傳統時，我們

或許更該將焦點放在焢肉飯在「今日」的重新打造，而不能僅以過往的記憶中美食視

之。本文認為有必要追問焢肉作為今日「彰化三寶」是如何出現在庶民記憶中？如何

被解讀？以及以何種方式宣傳等問題，或許可以幫助我們以不同側面了解地方美食如

何進入庶民記憶而成為地方美食的過程。 

其次，對於「傳統再創造」觀點的批判對於地方觀光、美食展演的相關研究者也

有相當啟發；知名人類學者薩林斯等人批判霍氏分析過於「著重在被建構的、物化的

傳統如何成為政治運作工具或認同象徵，導致的『文化上不夠充份』（culturally insuf-

                                                     
20 關於肉類食用與肉類料理在台灣餐桌的出現，可參見曾品滄與陳玉箴的論文。曾陳二人之論文

涵蓋了從清代台灣漢人到日治時期台灣的肉類消費及宴席中豬肉菜餚出現的概況。曾品滄，《從

田畦到餐桌──清代臺灣漢人的農業生產與食物消費》（臺北：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

文，2006 年）； 陳玉箴，〈食物消費中的國家、階級與文化展演：日治與戰後初期的「臺灣菜」〉，

《臺灣史研究》15卷 3期（2008 年），頁 139-186。 
21 見張素玢編注，張弼毅翻譯，《北斗鄉土調查》，頁 152。 
22 Hobsbawm & Ranger，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1-2。 
23 原文為“[T]raditions are created in the present， thus reflecting contestations of interest more than the 

cultural essence of a purportedly homogeneous and bounded "traditional" group.” (見 Briggs，The 

Politics of Discursive Authority in Research on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ultural Anthropology, 

11(1996）: 4,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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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cient）的現象。」。24 是故在展演政治的探討上，有楊淑媛在其布農族觀光研究中針

對「創造傳統」裡的「文化不夠充分」的現狀，提出了以「更細緻深入的民族誌」作

為補足，並去深入探討如何「在變動的世界中維繫其地方性的意義與價值領域。」25另

外，葉秀燕在針對原住民風味餐的分析亦指出希望從社會、政經脈絡來分析食物生產

和與被消費的過程，並由當代觀光社會學、文化人類學所關注的文化景觀、符號展演

與社會意涵來著手；26葉在另文中探討原住民風味餐背後的「飲食展演政治」透過商

品化、媒體、觀光等多途徑落實的過程。27綜上，本研究認為唯有結合田野民族誌及

文本、媒體資料的分析才能清楚理清地方飲食的呈現脈絡。回到爌肉飯的研究中，2011

年彰化縣政府開始舉行的「焢肉飯節」無疑是個新的嘗試，除了可以將「創造的傳統」

概念作為理解的基礎外，本文期能以「炕」文化的概念，將不同媒體報導、文史資料、

飲食書寫、並融合個人田野觀察，來檢視焢肉飯如何成為彰化生活記憶、甚至於彰化

代表美食的主要組成部分，以及分析探討焢肉飯及「焢肉飯節」在何種脈絡下被產出、

呈現及消費。首先，本文將從爌肉飯進入庶民生活記憶、變成飲食傳統談起。 

與焢肉類似之醬燉三層肉菜餚有客家封肉與江浙菜的東坡肉，然而在當代的媒體

與文本中，焢肉與東坡肉時常因外觀及作法類似而被視作同一傳統，這樣的說法值得

進一步討論。28焦桐在《台灣舌頭》書中提到了東坡肉與《隨園食單》中紅煨肉與封

肉在烹飪上的類似性，但同時也強調了閩客的封肉在配料與作法上的差異、以及客家

                                                     
24 轉引自楊淑媛，〈文化自我意識與傳統的再創造：以布農人為例的研究〉，《臺灣人類學刊》 9

卷 2期 （2011 年），頁 57-8。 
25 「主要企圖是要把我們對當代傳統之再創造現象的分析，建立在細緻的、深入的民族誌基礎上，

來呈現布農人如何企圖在變動的世界中維繫其地方性的意義與價值領域。」（同註 24，頁 57-8）。 
26 見葉秀燕，〈觀光、符號與展演：花蓮原住民風味餐廳之文化社會學分析〉，《「預見下一個臺灣

社會？」2010年臺灣社會學年會暨國科會專題研究成果發表會》（臺北：輔仁大學，2010 年），

頁 32。 
27 見葉秀燕，〈「日常」與「非常」：花蓮原住民觀光飲食中「原味」的文化想像與展演政治〉，《2013 

全國原住民族研究論文發表會入選論文集》(臺北：原民會，2013年)，頁 382-387。 
28 當然也有不同聲音，認為兩者只是相似，作法與目的上不盡相同。 「不過跟爌肉飯很像的還有

外省來的東坡肉，爌肉跟東坡肉最大的差別，就在於一個插牙籤滷，一個綁繩子滷，因為爌肉

講究Ｑ彈，因此不用久滷，但東坡肉要滷到肉爛，必需綁成四方格，一個是本土味，一個是外

省味，哪個好吃，見仁見智。」（不著撰人，〈爌肉有別東坡肉！ 彰人當早餐、宵夜吃〉，《東

森新聞》，2013.2.3（網址：https://tw.news.yahoo.com/爌肉有別東坡肉-彰人當早餐-宵夜吃

-031003682.html），2014年 12月 1 日檢索。 

https://tw.news.yahoo.com/爌肉有別東坡肉-彰人當早餐-宵夜吃-031003682.html
https://tw.news.yahoo.com/爌肉有別東坡肉-彰人當早餐-宵夜吃-031003682.html


 

 

 

 
地方美食展演的再解讀─以爌肉飯與彰化爌肉飯節之行銷為例 

 

37 

菜中大小封的不同。閩南封肉有加入板栗、八角、桂皮等；客家菜中的大小封的主要

區別在大封是滷製的蹄膀或大塊五花肉、小封則為紅燒肉。將筍乾、黑豆醬油、肥豬

肉一起烹調的客家大封既能滿足艱困年代中人們對熱量補充的需求，同時又能展現節

慶宴客時菜色的豐盛，是宴席上不可或缺的一道菜餚。29此外，黃婉玲也指出因上述

食物都是以五花肉當做材料，因而常被拿來相提並論。大小封的差異不只在五花肉的

大小，而是存在著對不同口味的強調，因此有著酒香、醬香與甘蔗甜味的各自講究，

也因為上述的講究，所以存在著烹調方式與時間要求的差異。30但因為外型的關係，

在一般媒體呈現上，往往未深入細究食材與烹飪方法的差異，而讓一般大眾有著相近

的刻板印象。 

另一方面，江浙菜系裡呈現的大塊醬燉五花肉可追溯到蘇軾被貶謫制黃州時，因

為東坡感嘆黃州豬肉價賤，而發展出獨有的豬肉烹飪法。蘇東坡的〈豬肉頌〉裡將描

繪出黃州人不愛品嚐豬肉的特性，並將自豪的獨創烹調方法公佈因而成為流傳後世的

「東坡肉」。 

淨洗鍋，少著水，柴頭罨煙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時他自美。黃州

好豬肉，價賤如泥土。貴人不肯喫，貧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每日起來

打兩碗，飽得自家君莫管。31 

引文除了展現出蘇軾對於價廉的豬肉美味的喜愛之外，也講述出了須有獨特的

「慢火少水」烹飪手法，才可以帶出豬肉的美味，時值今日東坡肉經過無數年月已成

為蘇杭名菜的代表之一，例如位在台北的江浙菜名店極品軒及台灣其他知名上海菜館

中所供應的以繩綁縛塑型的一小份、以白色磁碗裝盛、四五公分見方大小的燉豬肉，

裝盤及呈現方式展現了中華飲食宴席菜的精緻化走向。32然而，在媒體與流行文本的

解讀中，因為形似，發展脈絡不同的焢肉與東坡肉被視為「小吃」與「大菜」的對照，

原因即在於今日「小吃」與「大菜」中間已經存在著難以跨越的障礙；然而，存在「高

                                                     
29 見焦桐，《台灣舌頭》（臺北：二魚文化，2013 年），頁 95-7。 
30 見黃婉玲，《老台菜：紅城花廳台灣味》（臺北：健行，2013年），頁 122-6。 
31 蘇軾，〈豬肉頌〉，《蘇東坡文集》，卷 98頌 17。 
32 〈烤方（東坡肉食譜）〉，《極品軒》，（網址：http://www.unclejohn.com.tw/food.asp），2014 年 12

月 1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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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的大菜與「大眾平價」的小吃中間的認同區隔是在何種脈絡下產生，又是如何成

為難以跨越的障礙？ 

對於大菜與小吃的區隔，林明德在前述書中對於小吃的解釋指出了「小吃」與「盛

宴」兩者間的共通之處，認為其中雖存在俗雅層次與味道差異，但小吃亦因為文化積

累而得以雅俗共賞。 

小吃，通常相於盛宴佳饈，專指市井村野飲食而言。由於它具有鄉土野趣，可

以說是民間文化的結晶、俗民美學的呈示。表面上看，小吃之於盛宴，猶如俗

之於雅，層次不同，味道自也有所差別。不過，長久以來，小吃的文化累積，

的確締造了相當的品質，也獲得雅俗共賞。這正好說明了兩者間的分際不是那

麼隔絕，而是有不少共通的地方。33 

上述引文或許可以作為我們理解「小吃」與「大菜」區分的出發點，進而去理解

這個區分並非一開始就存在，其實是近年來在國族飲食的強調與文化認同競逐發展下

的結果。因此，臺灣菜餚演變發展及大菜與小吃的界線劃分需要重新回到歷史脈絡下

解讀。雖形似，但以江浙菜風貌呈現的東坡肉與本文所分析的焢肉實有著不同發展脈

絡，也各自在食材、烹調的要求上發展出自己的特色。周勝方、馮久賢以臺灣飲食文

化變遷與發展為主題一文中指出：相對於作為「軍菜」的湘菜（湖南菜），34江浙菜在

1950-1960 年代的廣受歡迎有其特殊社會、政經背景，亦即當時以蔣介石為首的官員

階層多以江浙省籍為主，因之不論政府宴客多以其家鄉口味江浙菜為優先，「官菜」之

名亦由此而來。在獲得結構性的經營優勢後，江浙菜名廚的積極事業拓展與經營亦為

江浙菜在臺普遍之重要因素。35另外，大菜與小吃的區隔在 1995年之前並不明顯，據

                                                     
33 同註 10，頁 21。 
34 湘菜作為「軍菜」有其特定背景，最早是因清軍為平定太平天國之亂而由曾國藩大量招募的

湘軍，國共內戰後，軍隊裡的「湖南籍」又隨國軍來臺，湘菜進而成為軍中主流。（見周勝

方、馮久賢，〈從「吃飽沒？」到「好吃嘸？」——臺灣飲食文化變遷與發展之探析〉，《山

味、海味、臺灣味：臺灣飲食文化歷史》（臺北：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2013 年），頁 55。） 
35 江浙菜在台的普及化包含了一種由上而下、由外而內的逐漸日常化以及口味調整過程，但是

否因其作為「官菜」而流行說法則有待斟酌。曾采琪據餐飲業者訪談資料指出「官菜」這種

政治性說法在業者中間並不存在，並傾向是李澤治、周芬娜等作家是因「蔣家」及高官的出

身而將江浙菜視作官菜（頁 67-8），然僅依業者說法亦無法有效駁斥上述作家書寫中所存有

之「家常/宴席」劃分為帶有「政治目的」的蓄意捏造，另外，由其敘述至少可知在當時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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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玉箴的調查指出在「臺菜從手工大菜到家常菜」的轉折始於 1995年與 2006年兩次

以臺菜為主題的中華美食展中所建構的大菜/小吃區分，36臺灣料理的複雜面貌的展現

隨著臺菜被視為是精英階級、戰後的酒家菜抑或是一般臺人日常生活飲食而有不同展

現。37綜上所述，我們約略可知較諸東坡肉作為江浙菜裡的大菜，自然跟作為路邊小

攤販售的小吃的焢肉飯脈絡相異，循此脈絡下的「東坡肉」與日後彰化試圖打造的焢

肉傳統自然不可一概視之。 

最後，關於大菜與小吃區分的深入討論或可從一個不斷演變的「臺灣菜」概念出

發。在九〇年代後，觀光局等單位在臺灣代表性菜餚的推廣上，比起推廣其他中華飲

食的大菜菜系，推廣小吃作為臺灣代表食物更為困難。38就筆者先前針對臺灣早期對

外觀光宣傳的相關研究中，亦指出國家轉為推廣臺灣小吃的主因在於：早期臺灣對外

國觀光客的觀光宣傳多以中國四大知名菜系在台發揚、在台融合為宣傳主軸，然而隨

1980 年代起中國對國際開放，台灣由於無法獨占對其「中國性」（Chineseness）的詮

釋，甚至在臺灣國際影響力逐漸消退之際也喪失中華飲食文化的獨占地位；小吃的宣

揚，大致是依照此一主軸而推廣，當然也就面臨了一個「小吃成不了大菜」的窘境。39 

                                                                                                                                                

心中江浙菜的「非日常性」部份，故本文仍將二者並陳。事實上，無論江浙菜是否具有官菜

之名，江浙菜原先並不見於一般臺人餐桌上，而是受到佔來臺人口大宗的江浙地區官員及軍

民之飲食影響；江浙菜的大量出現也確實改變了戰後台灣飲食的樣貌。（關於江浙菜相關討

論，見李貴榮，〈臺灣菜的演進與發展〉，《中國飲食文化基金會會訊》7 卷 3 期，頁 30；

周勝方、馮久賢，〈從「吃飽沒？」到「好吃嘸？」——臺灣飲食文化變遷與發展之探析〉

《山味、海味、臺灣味：臺灣飲食文化歷史》（臺北：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2013 年）；曾采

琪，《國民政府遷臺後臺北江浙菜發展歷史觀察（1949-2011）》，高雄餐旅大學臺灣飲食文化

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高雄：高雄餐旅大學。） 

36 陳玉箴在文中指出臺菜「從手工大菜到家常菜」的轉折始於 1995 年與 2006 年兩次中華美食

展中所建構的大菜/小吃區分。陳首先指出了 1995年、2006年兩次臺菜作為中華美食展的主

軸的論述轉變，認為在 1945 年國民黨政府來台之後對臺灣飲食的深刻影響，是臺灣菜從

1995 年的手工大菜變成到 2006 年家常菜的關鍵。陳文中對臺灣菜的演變分析也十分有助於

理解「大菜」跟「小吃」是基於何種邏輯被區隔，以及是如何被確認的；陳從歷史脈絡與社

會階層差異出發，認為經歷日本殖民、國民政府不同時期的「台灣菜（料理）」是相對於「一

個相異的他者」（相對於臺菜/日本、西洋）而被建立。（同註 20，頁 141-142。） 
37 陳玉箴認為對於臺菜的不同定義，均是對「臺菜」之不同面向的認知與凸顯，在不同歷史時期、

社會階層中形成的分支，共同形成今日的「台菜」系譜。（同前註，頁 180。） 
38 CHEN，Chien-Yuan. “Escape to a Place of Familiarity: Transforming Japanese Tourist Imaginations of 

Taiwan，”Pan-Jap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Japanese Diaspora，9 (2013)：2，31-33。 
39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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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藝的手路菜與記憶的家常菜  

承前所述，東坡肉與焢肉的相關記述及兩者間存有的模糊地帶正好突顯了前述

「大菜與小吃」的分類以及背後的區分邏輯。在一篇為涂阿嬤手路菜正名的相關報導

中，作者張庭庭雖意在探討「手路菜」（講求手工細緻的菜餚）在今日的珍貴稀少，但

文中刻意強調爌肉飯的廉價以對照手工菜的費工，試圖以小吃攤與大餐廳的不同層次

對比來區分「東坡肉」與「焢肉飯」，文中提到阿嬤精心製作的東坡肉被當成焢肉而流

露出的「廉價感」及「委屈感」。40經作者的文化價值判讀後，「醬燉豬肉」被分類後

為手工菜與路邊攤，也造成為大菜/小吃的不同結果——焢肉飯被歸入難登大雅之堂的

廉價小吃，東坡肉則列入江浙菜系大菜傳世。 

相對於現代生活的快速，傳統生活的「講究」側面再度搬到檯面上來。儘管教育

部台灣閩南語常用辭典中將「手路菜」（tshiú-lōo-tshài）的定義當作是「拿手好菜」，

然而「手路菜」還有其講究「傳承」、「手藝」的面向存在。41如同以下的報導所形容

的「手路菜」，我們甚至可以如此延伸對「手路菜」的理解，對手路菜的講究也可看成

是種對於轉化過後「傳統技藝」的迷戀。不同於教育部所定之通俗的「拿手好菜」定

義，洪書瑱文中將「手路菜」的定義做了比較清楚的說明，認為除了手工繁複之外，

是需要有廚師獨特的烹調手法料理出來的私房菜。 

傳統的台灣菜料理也同時意味著傳承的意思，使用當地新鮮食材，著重細膩的

刀工、火候與繁瑣的備置，讓簡單食材的搭配表現出千變萬化的絕妙滋味。而

所謂的「手路菜」是指比較費手工、需要技巧的菜色，廚師獨特的烹調手法與

                                                     
40 「上述菜色原本叫『爌肉』，從名稱上容易讓人直接聯想到小吃攤上的廉價爌肉飯。但其實從食

材、配料、調味到熬煮過程都是樣樣講究，比知名江浙餐廳裡的高檔東坡肉有過之而無不及。

叫它『爌肉』豈不是太委屈？」（見張庭庭，〈專家篇：手路菜正名走出巷弄〉，《中時電子報知

識贏家》，2008.10.4，（網址：http://kmw.ctgin.com/member/news_search2/se_content_file8.asp?que

ry=%F2i%A6%D7&src=A&date=20080104&file=N0267.001&dir=A&area=tw&frompage=se），201

4 年 3月 1日檢索。 
41 陳玉箴亦提到了酒家菜對於手工與別出心裁的強調，「手路菜」即是這個脈絡下的產物。（同註

20，頁 177。） 

http://buy.sina.com.tw/tkec/?cate_id=5439&level=3
http://buy.sina.com.tw/tkec/?cate_id=4961&level=3
http://buy.sina.com.tw/tkec/?cate_id=35884&leve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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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味，意指「私房菜」、「特色菜」的意思！42（粗體字為筆者強調） 

如果上述的說明不夠清楚的話，手路菜對「個人技術」強調的說明，在以下有關

致力保存辦桌菜文化的飲食作家黃婉玲的報導中被更清楚的呈現出來。 

「早期傳統師傅擔心飯碗被搶，都會『偷藏步』，許多佳餚烹煮技巧更只傳子不

傳徒，烹煮技巧流逝，相當可惜。」黃婉玲說，部分古早手路菜因為費工，現

代的總舖師都不願意做了，她若再不紀錄，那道菜就會失傳，佳餚背後的記憶

與文化，也會跟著消失。43  

文中所提的「技術」是一種無法被量化的「技藝」，雖說有傳子不傳徒的藏步習

慣，但大部分傳統技藝的傳承仍是透過「師徒制」（apprenticeship）習得，也因此師徒

制被認為是一個有關「技藝習得」、強調「透過反覆不斷地操作」（repeated practices）

來內化相關的專業知識的關鍵機制。44飲食與烹飪作為一種「技術與藝術的傳承」，有

余舜德以品茶習藝為例，提出以「身體修煉」（bodily cultivation）概念作為一種文化

學習（cultural learning）管道，並據此說明文化形塑的概念及理想如何被內化。45同樣

地，在習得烹飪技法的過程中，師父對於菜餚的概念與理想，也透過徒弟在反覆地操

                                                     
42 洪書瑱，〈台灣手路菜展懷念台灣味〉，《旅遊經》，2013.7.10，（網址：http://news.sina.com.tw/art

icle/20130710/10107981.html），2014年 3月 1日檢索。 
43 辛啟松，〈原創費 10 年挖出 37道辦桌手路菜。〉，《蘋果日報》，2013.8.29，（網址：http://www.

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30829/250187/），2014年 3月 1日檢索。 
44 Coy，Apprenticeship: From Theory to Method and Back Again .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89)，1-11；Lave，“Becoming a Tailor，” in Apprenticeship in Critical Ethnographic 

Practi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65-90；Lave & Wenger， Situated Learning: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1)， 27-44；Plath，

“Calluses: When Culture Gets under Your Skin.”In Learning in Likely Places: Varieties of Appren-

ticeship in Japan. Ed. John Singleton.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1998)， 

341-351；Yu，“Introduction: Bodily cultivation as a mode of learning，”Taiwan Journal of An-

thropology，7.2(2009): 3-12；余舜德，〈身體修練與文化學習：以學茶為例〉.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7.2 (2009): 49-86。 
45 余舜德整理前人對於身體修煉(bodily cultivation)的定義，將其視作是種文化學習的管道

（channels of cultural learning）包含鍛鍊（exercise）、養成（nurturance）及身體鍛鍊（physical 

training）作為概念建構的特別模式。（見Yu “Introduction: Bodily cultivation as a mode of learning”，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7.2(2009)：3。）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30710/10107981.html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30710/10107981.html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30829/250187/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30829/25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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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自然而然地內化習得，並成為身體記憶的一部分。而這種對於技藝流失的憂懼使

得在談論「技藝」或是描述「記憶技藝」的過程中，往往帶有一種美好逐漸流失、僅

只存在於過往的感慨，透過追憶此一「逐漸流逝」過程，亦即透過對時間變化的因素

強調，逐漸轉化成現代人對於過去年代菜餚的一種「記憶」。正因對「手路菜」的強調

不只關於「技藝」也關乎「記憶」；是故無論是「技藝」或「記憶」都成為「建構傳統」

的重要側面。 

傳統的建構特性在前述有關涂阿嬤的手路菜料理一文中清晰可辨，文中雖相當推

崇「傳統」、亦使用更多篇幅強調涂阿嬤之超越、且不拘泥於傳統的傾向。美味的創造

除了傳統承襲外更需強調個人「技藝」，且「用心」的重要性遠遠超越其上。換言之，

循著「手路菜」傳統烹調出來的「東坡肉」之所以得以區隔一般小吃攤裡端出的「焢

肉飯」，除了技藝成份之外，也包含了廚師背後的「用心」，就如同涂阿嬤強調的「只

靠手藝不用心，菜不會好吃。」以一種對個人高度技藝稱許的「手路」，加上將「心意」

置於其上的「技藝」確保了涂阿嬤菜餚的「美味」。再者，以「歲月」（涂阿嬤的年紀）

與「獨特及不可複製」（對開放加盟的排斥）來強調涂家對「大量複製減少獨特性、品

質無控制」的疑慮，透過如此的質疑，涂阿嬤之「手路菜的獨特性」得以確保。46張

文中又以對「廚房魔法」（又或是涂阿嬤突出「技藝」）的強調，說明其出色廚藝可以

模糊大菜中的東坡肉與小吃裡的焢肉兩者間的界線，同時也因「模糊化」而提供一種

讓食客們可以將自己的鄉愁及想像建構攀附於其上的可能性，對於作者而言，涂阿嬤

的出色技藝可以讓一道燉三層肉料理讓擁有不同想像的食客，就各自的想像去認定是

台灣人的日常焢肉飯或是江蘇人認定的少油版的東坡肉。 

她的料理融合了大江南北，因此同一道菜，居然可以同時撫慰差距千里的鄉愁。

例如有道用精選帶皮豬肉燉滷的菜色，台灣人吃了覺得是有小時候味道的爌肉

變更好吃了，江蘇人吃了認定這是少油版的故鄉名菜東坡肉。一道菜色，各自

                                                     
46 張庭庭的報導強調個人技藝與用心使手路菜的獨特性得以確保，「涂阿嬤一家開始思考，費盡許

多功夫料理出來的「手路菜」，如何能擴大市場接觸面？到人潮多的馬路邊開大一點的餐廳是一

個選擇，但一來投資與風險皆高，二來涂阿嬤年歲漸長，不想過著整日拋頭露面，迎生張送熟

魏的生活。開放加盟呢？那更是阿嬤的禁忌，雖然詢問者不斷，卻都無功而返。涂阿嬤始終相

信廚藝可以傳授，但烹調的用心絕難複製，「只靠手藝不用心，菜不會好吃。」（同註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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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這就是涂阿嬤的廚房魔法。47 

除了對傳統技藝逐漸流失的感傷之外，另一與古早味傳承與創造相關的是「鄉愁」

的建構，類似的鄉愁不僅出現在對於家鄉料懷念、也出現在對於「家常菜」的想像建

構中。當代居住在都市裡的人們面對張狂的現代性（modernity），開始追尋起失落的

「過去」。Jean Duruz 就飲食中出現「傳統再創造」的情形提出了傳統的「彈性」

（flexibility），以家庭烹飪（home cooking）的轉型過程做為研究對象，其認為在當代

固然應注意傳統以複雜方式被挪用或重新被塑造為商品，更不可忽略婦女作為製作者

（producer）的創造力（inventiveness）。在當代飲食研究中，Duruz提醒我們「值得去

關注婦女如何創造出產品與空間去迎合人們的文化與物質需要......而這一切並未宣告

傳統的終結反而是強調了傳統的彈性」。48此外，提到家庭裡的家常菜「彈性」與改變

發生的還有吳鄭重的研究，其中指出受到外在飲食環境影響所造成的當代「家鄉/常菜」

概念轉化，吳文中透過觀察成功國宅裡的家常菜變化指出透過媳婦之手完成的「眷村

家鄉到家常菜」轉向。 

其實，在兩地相隔這麼遠和離家這麼多年之後，他們每天親手烹調出來的「家

鄉菜」，可能早已不是當年他們年少離家時的傳統作法，而是揉合了兒時記憶、

現有食材、家人偏好和每日反覆操作所融合、淬鍊出來的「新品種」家常菜。49 

同時，這種「家常菜」文化的最佳體現是在「臺灣媳婦」身上，吳認為在「語言

溝通都還不夠順暢之前，就已經在餐桌上的飯菜碗盤和身體的唇齒腸胃之間，逐漸發

展出一種家常菜的『共同語言』」。50透過這種共同語言的形成，在核心家庭風氣下「這

些沒有外省婆婆的臺灣媳婦自己摸索出來，融合先生記憶中的家鄉口味，以及自己從

小到大耳濡目染的家常菜作法，是當代臺灣飲食文化發展最有趣的部份之一，類似的

                                                     
47 同前註。 
48 Jean Duruz，“Home cooking, nostalgia and the purchase of tradition”，Traditional Dwellings and 

Settlements Review，12（2001）：22-23。 
49 吳鄭重，《廚房之舞：身體與空間的日常生活地理學考察》（臺北：聯經出版，2010年），頁

375-6。 
50 根據吳鄭重的觀察，臺灣媳婦定義也經歷轉變從 1960年代嫁給外省軍公教的本省福佬、客家以

及原住民婦女，到今日定義轉變為所謂「大陸新娘」與「外籍新娘」，而這些「臺灣媳婦」也參

與了決定臺灣家庭菜餚的口味及走向。（同前註，頁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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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也發生在許多同一時期城鄉移民的本省家庭裡面」。51從當代職業婦女並未真的在

母親的廚房裡學習家常食物作法的觀點出發，吳鄭重以其姊為例，觀察到了某些菜餚

裡「新媽媽味」的出現。52 

當代社會中食物作為過往記憶的附著物與鄉愁的現象出現，強調烹飪技藝與記憶

兩者與傳統建構間的重大關聯。因為外食盛行加上廚藝傳承方式的改變，台灣都會地

區的居民會傾向將鄉愁建構在代表舊時農忙回憶的「刈稻飯」的家常性或是基於對舊

日手藝憧憬、繁複費工的「手路菜」之上，焢肉飯在都會區實扮演著串連記憶、彌補

鄉愁的「家鄉飯」角色。前述這種歷經「走味、變形」的「新媽媽味」在當前懷舊的

氛圍下，就極為容易與過去的味道等同。回到涂阿嬤文中，記者筆下所描寫的涂阿嬤

似乎將這種「傳統的彈性」及「家常菜轉型」操作的極為巧妙；文中對於焢肉飯的傳

統及日常性敘述，不但可以不依附在「東坡肉」一系的「江浙菜系傳統繼承」，而可以

選擇直接追溯焢肉飯的「傳統生活」側面。如同許瀞文文中所分析的「深坑豆腐」，在

面對經濟社會的快速變遷下，「深坑豆腐」因為與日俱增對「本土」因素的強調，慢慢

成為都市（台北）人的風格選擇及都市人的鄉愁。53曾幾何時，伴隨著許所指出的這

一股都會中「傳統料理的再解讀」的趨勢下，日常的焢肉飯也經過再解讀，進而成為

彰化「市吃」，並進入舒國治等飲食名家關注地方美食的視野中。 

四、小吃的「脫地方化」與「再地方化」 

經由連鎖化、品牌化等「脫地方化」與強調與地方特色、在地生活結合的「再地

方化」的反覆施行過程，小吃的形象得以重新出現。這兩者並不互斥、亦可能同時發

生。小吃的形象在今日已經逐漸演變為可以視目的不同需要，而作不同的調整，亦即

小吃本身可以脫離其原先與地方結合的意象而獨自在其他脈絡裡重現。在「再地方化」

的過程中，受到推展觀光所需的「地方美食」、「地方名產」風潮的影響，小吃開始強

                                                     
51 同前註，頁 376。 
52 「有些菜她並不清楚以前母親是怎麼做的，所以他是憑自己的印象和感覺去摸索和拼湊。經過

小孩和家人的品嘗鑑定，逐漸調整，發展程他自己獨特的『媽媽味』，像姊姊做的這種『走味』

和『變型』的新家常菜，正式台灣當代家庭飲食的最佳寫照。」（同前註，頁 376。） 
53 Hsu，Chinwen（許瀞文），“Authentic Tofu, Cosmopolitan Taiwan,”Taiwan Journal of Anthro-

pology，7.1（2009）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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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並積極展現「地方性」，並透過小吃加強與地方意象連結。為了行銷地方，各縣市鄉

鎮無不上山下海找尋「地方味」，但有趣的是，焢肉飯一開始並不在彰化鎖定的推廣範

圍內，還得排在眾所周知的肉圓之後。本段主在著眼於從地方特色產業觀點來看小吃

的「再地方化」與「脫地方化」過程，以及焢肉飯如何在肉圓之後加入此一過程。 

探討「地方化」之前，首先必須先理解肉圓等地方小吃如何在地方特色產業佔有

一席之地。模仿日本在 1979年推動的「一鄉一品」（One Town One Product）政策所提

出的「一鄉鎮一特產」有著重新發現地方傳統特色（rediscovering tradition）的涵義存

在，在特色發掘的過程中，肉圓先於焢肉飯成為彰化的代表性食物，這也意謂代表著

彰化地方飲食的「焢肉飯傳統」的提出，是一個「文化再發現」的過程，是相對晚近

的現象。對比於其他小吃在傳統的連結與論述發展上，焢肉飯近年才在地方政府經營

下、逐漸成為彰化另一特色小吃，仍有待更細緻的論述補充。相對地，彰化縣的肉圓

在「地方特色產業」的推動下早已成為彰化的代表性特色物產。1989年以來，大致上

有兩股力量引導著地方特色產業的發展，一是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一是與其合作的地

方政府。自 1967年以來地方特色產業具體為雖無一致性之定義，但據經濟部中小企業

處的地方中小企業的發展專章中的說明，地方特色產業需具有以下特色：「當地特有的

人文條件或自然資源，吸引產業群聚並具有特色者；也有經政府單位推廣，成為地方

產業結構中具特殊風格的一環者。」其次，中小企業處仿效日本「一村一品」，其中將

地方特色產業的產品定義為「具有悠久的文化傳統或歷史典故」的消費性產品，54以

有區隔性的「一鄉鎮一特產」的地方特色發展各地特有的「手工藝及食品特產」，並強

調「特色產品需具有歷史性、文化性、獨特性、或唯一性等特質之一。」，範圍廣泛包

含工藝品、食品及景點等。55此外，智慧財產局的在其「地方特色產業一覽表」中，

                                                     
54 「集中在同一區位如鄉、鎮、市、區、村、里，甚或社區以運用當地的原材料及勞動力為原則，

多屬傳統產業或勞力密集產業；有些則具有悠久的文化傳統或歷史典故，產品以消費性為主。」

（粗體為筆者強調，見經濟部，〈第七章 地方特色產業〉，《2005 年中小企業白皮書》，頁

127-128。） 
55 臺灣的地方特色產品的構想來自日本一村一品運動。根據OTOP地方特色網網頁，「OTOP意指

「One Town One Product」一鄉鎮一特產。構想引自日本OVOP（One Village One Product）一村

一品運動，此概念是 1979年由日本大分縣前知事(同等於縣長)平松守彥博士提出，也就是每個

鄉鎮結合當地特色，發展具有區隔性手工藝或食品特產的產業。地方特色產業的「地方」範疇

是以鄉、鎮、市為主。」（同註 2。） 



 

 

 

 

 陳建源 興大人文學報第五十八期 

46 

彰化的特色產業被認定是「肉圓」，這些關於肉圓的推廣與特色認定也呼應了為何眾人

一提到彰化，就會聯想到肉圓，而非其他代表食物或產品。因為強調「歷史性、文化

性、獨特性、唯一性」的地方特色，許多物產都進而與該地的特色小吃劃上等號，如

九份芋圓、王功蚵嗲、日月潭紅茶、岡山羊肉等。56這些在地飲食都以地方特色做賣

點，因此許多中小企業與食品工業紛紛以「觀光工廠」形式結合在地特色進行推銷。57

此外，在近年來「小旅行」盛行下的「小確幸」概念充斥，再加上旅遊節目的推波助

瀾，如「時尚玩家」等美食旅遊節目以「一日美食」為主題找尋台灣各地的「隱藏版

美食」及「口袋名單」，58「小吃」更進而喧賓奪主成為旅程記憶的最重要部分。美食

作為文化產業的一環逐漸顛覆了「地方美食」的代表性，也改變了眾人的地方美食記

憶，包含筆者在內的許多彰化人仍保有的昔時「肉圓」記憶，不僅存在九把刀於 2011

年所執導之同名電影〈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九把刀電影裡大出風頭的老店「阿

璋」肉圓在老彰化的記憶中，知名度與人氣都並非最高，而位在對街口的彰化肉圓或

不遠處中正路的北門口肉圓知名度都曾高過阿璋，但隨電影大賣，彰化肉圓曾經的創

新特產――一顆索價七、八十元的干貝香菇肉圓已不具話題性，取而代之的是「阿璋

肉圓」的獨特星味。遠道而來的觀光客來彰化吃的不只是傳統的肉圓味道，還包括了

主角柯騰在放學回家路上吆喝同學一起去吃的肉圓滋味。除了能與在店門口擺設的電

影人形立牌合照，觀光客在品嚐肉圓、體驗彰化在地滋味之餘的附加價值是來到彰化

老市區體驗電影主角柯騰的生活記憶、感受電影場景，而如此的地方飲食轉變似乎也

成為了時代變遷的絕佳證明。59 

 

 

 

 

                                                     
56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地方特色產業產一覽表〉，（網址：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

425422&CtNode=7041&mp=1），2014年 9月 12日檢索。 
57 自 2003 年後，觀光工廠成為政府利用觀光產業來促進地方發展的要角，同註 3。 
58 近年來美食節目不斷推陳出新，例如在《食尚玩家》網頁裡，有結合各地美食的推薦行程，包

括美食鑑定團、美食驗證班、美食現身、美食隨身檔案、一天一夜美食不間斷等。（《食尚玩家》，

網址：http://supertaste.tvbs.com.tw/index），2014年 9月 12日檢索。 
59 陳建源，〈田野調查紀錄〉，2014年 8月 1日。 

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425422&CtNode=7041&mp=1
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425422&CtNode=7041&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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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阿璋肉圓門前展示的電影立牌 

來源：陳建源 

 

 

 

 

 

 

圖 4 老牌彰化肉圓門前強調創始老店的門前景象。 

來源：陳建源 

在地方美食與相關的媒體傳播中，「道地」雖然產生於一個相當模糊的論述之中，

但確與筆者在此欲討論之「地方」特別相關。如同在王志弘、沈孟穎文中特別指出了

泰國料理的「道地」仰賴論述而成立的特點，將道地與正統視為品味化知識的核心，

正統可以上溯神話、王室或知名主廚的權威以強調其本真性（authenticity）。60於是在

作者的觀察中「『道地』仰賴論述，多於實做」，文中卻也指出存在此種論述中弔詭的

部份：即在鼓勵消費者在家實做時，卻突顯了「道地」的輕易達成。只須用對「標準

化」、「專用」的醬料和調味食材，「道地」風味就可輕鬆做出。61雖然此處的「道地」

所指涉的「地方性」泛指一種對於整體「東南亞」區域食物的想像，也無法完全脫離

                                                     
60 王志弘、沈孟穎在文中，特別指出了泰國料理的「道地」仰賴論述而成立的特點。（王志弘等，

〈東南亞飲食文再現策略：異國時尚、多元文化與己異化認同〉，頁 166-168。） 
61 同前註，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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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族飲食建構的範疇；由上我們仍可理解當代「道地」感的油然而生並非完全依賴味

覺或傳統技藝，而是需要包括論述產生等幾個外在條件支持，而「道地」的論述完成

則有待「地方性」的補充與強調。換言之，在焢肉飯等台灣小吃的「地方性展演」的

出現，或許大大地滿足了我們對於特定食物味覺想像。 

其次，美食展也提供了地方小吃另一個展示場合。有別於家庭的、個人的記憶，

美食展裡的小吃展演，提供了一個確實可供欲求的對過去的集體回憶。2012年新北市

所舉辦之「彰化農特產美食觀光行銷展售會」等美食促銷中就展現出了與以往較為不

同的操作。過往宣傳訴諸台灣過往生活的行銷策略，較少強調縣市與縣市間的特別關

連，但亦成效不惡。以往針對都會居民的宣傳中，以「割稻仔飯」（刈稻飯）等農村傳

統為訴求的現代追溯即是將早已習慣都會生活的居民與台灣早年稻作相關回憶做連

結；在傳統割稻飯的菜餚中包含焢肉在內的豬肉料理成為招喚昔日農忙收割季節的換

工記憶。扛著八菜一湯與大量白飯以兩竹簍盛裝，一路跋涉到田間裡犒賞眾人，「農田

主人準備的炊斗飯、土雞、爌肉、筍干、豆干、鹹魚等菜色，雖是『吃粗飽』，但也不

能馬虎」，用大碗公盛裝的菜與飯形象串起早年生活裡眾人一起完成收割稻穀之後接受

主人招待共食的回憶，「由於農人食量大，都是用大碗公盛飯菜，展現農家的大方和人

情招待心意。」，62因此，儘管今日割稻脫離我們日常生活已久，而成為一種難得的鄉

村體驗，63對於生長在都市的現代台灣人而言，割稻也轉化為日常生活之外的體驗，

甚至成為得要付費去獲得的珍貴體驗，因此連帶透過「割稻仔飯」的意象讓讀者可以

透過收割稻穀工作休息中間所吃飲食，輕易地結合古早農村生活體驗。 

但在 2012年新北市美食展中出現一個有趣的連結，亦即將焢肉飯等同於「故鄉飯」

的意象而成功地創造出特定的懷舊氛圍，作為「故鄉飯」裡一道重要菜餚的焢肉與搬

                                                     
62 盧金足，〈早期割稻仔飯，原味重現〉，《中國時報》2006.10.1，（網址：http://kmw.ctgin.com/me

mber/news_search2/se_content_file8.asp?query=%F2i%A6%D7&src=B&date=20061001&file=N040

0.001&dir=B&area=tw&frompa%E2%80%A6），2014年 3月 2日檢索。 
63 農村體驗的觀光化與農作的非日常化使得「割稻」成為都市人的懷舊體驗，例如，參加在彰化

田尾舉辦的「農村生活旅行計劃秋收割稻」活動，不但不會有勞動所得，參加體驗還需付費 3550

元。「今年冬藏來臨前，從秧苗到生長出稻穗，在收割去殼後，再成為你桌上熱騰騰的白米飯之

間的故事，想邀請你和主人成哥一起完成。弓下最彎腰，是為了學習稻穗越飽滿卻越謙遜的精

神。而離開，是為了更靠近土地。準備好你的假期，進入彰化田尾的農家生活吧！」（網址：

http://www.accupass.com/go/2014wzrx_wsusu），2014年 11 月 18日檢索。 

http://kmw.ctgin.com/member/news_search2/se_content_file8.asp?query=%F2i%A6%D7&src=B&date=20061001&file=N0400.001&dir=B&area=tw&frompa%E2%80%A6
http://kmw.ctgin.com/member/news_search2/se_content_file8.asp?query=%F2i%A6%D7&src=B&date=20061001&file=N0400.001&dir=B&area=tw&frompa%E2%80%A6
http://kmw.ctgin.com/member/news_search2/se_content_file8.asp?query=%F2i%A6%D7&src=B&date=20061001&file=N0400.001&dir=B&area=tw&frompa%E2%80%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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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都市工作居住的鄉村囝仔因此產生連結，也成功地將焢肉飯與相關的「第二故鄉」

意象作饒富象徵意味的串連。焢肉飯也因此成為新北市市長朱立倫「按讚」推銷的彰

化美食小吃，焢肉飯在推廣過程中呈現給人一種不必回到故鄉也能品嚐濃濃故鄉味；

或是藉由品嚐故鄉美食而得以重返故鄉的意涵。在報導中，前彰化縣長卓伯源在新北

市舉辦以「食尚彰化、幸福承諾」為主題的美食促銷裡，特別將彰化農特產品、小吃

等美食以「故鄉味」作為號召，號召的重點就如同新北市長朱立倫在展覽當天所提到

的「新北市是彰化人的第二故鄉，全市有超過六十萬名彰化鄉親定居或工作，大街小

巷也都有彰化的影子，到處可見彰化肉圓、爌肉飯等美食。」64於是在新北市的美食

展中以「給故鄉人嘗故鄉味」的方式，透過「地方小吃」與「故鄉回憶」的成功連結，

焢肉與肉圓等彰化傳統美食也聯繫著目前居住在新北市的六十萬彰化移民的懷鄉之

情，同時也讓那些在新北市定居的彰化鄉親及美食展參加者「猶如置身彰化」。 

過往記憶、鄉村與母親的結合在現代的鄉愁情境中也不斷演變而逐漸與現代商業

操作及「健康飲食潮」有了連結。除了前述吳鄭重對「新家常料理」的分析、許瀞文

從深坑豆腐所展現之都會鄉愁的探討外，在日本，同樣地標榜「媽媽味道」（ofukuro no 

aji）的食物不但成為媒體反覆探討的主題，「媽媽味道」這種對味道不必加以言說的行

銷手法更在食品公司間蔚為風氣。人類學家 Anne Allison探討日本媽媽的手作便當，

認為親手做便當所傳遞的媽媽味對於在托兒所裡幼兒適應日本社會的「內/外」(uchi/ 

soto)區分極有幫助，便當是內（uchi）亦即家庭的延續使得日本幼兒在面對外在環境

時不至於過份慌張，65因此包含媽媽手做便當在內的「媽媽味」對於日後離開家鄉到

大都市打拼的日本成人而言仍有著無法抗拒的魅力。此外，Duruz 在其前述論文中也

提到鄉村（rural）「緩慢烹調」（slow cooking）的特色食物可以提供現代人補償

（compensation），此類心理補償導因於現代人對日常飲食（diet）與家務實踐（household 

                                                     
64 新北市府觀旅局新聞稿，〈食尚彰化：朱立倫說新北市市區都吃得到肉圓〉，《新北市府觀旅局》，

2012.10.20，（網址：http://old.ntpc.gov.tw/web/News?command=showDetail&postId=261090），2014

年 3月 2日檢索。 
65 Anne Allison援引阿圖塞的國家機器（state apparatus）概念指出盛行於日本的「媽媽味道」，尤

其是主婦每日費心製作的「便當」反應出了日本國家意識的主宰型態，媽媽的手作便當則被視

為家庭的延伸。（見Anne Allison. Japanese Mothers and Obentōs: The Lunch Box as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In Permitted and Prohibited Desires: Mothers, Comics and Censorship in Ja-

pan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2000),  81-104, 89。）   

http://old.ntpc.gov.tw/web/News?command=showDetail&postId=26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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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的關注。現代人飲食除講求「健康」、對於防腐劑添加及油膩（fattening）的

抗拒外，更加上了因母親投入一般勞動無法常時在家做飯，因為母親的缺席使得祖母

或媽媽等年長女性所做的家庭烹飪（home-cooking）對於現代人產生獨特吸引力。Duruz

認為這提供了一個滿足西方對鄉村（rural）的集體想像（collective Western imagina-

tion），「包含了童年與過往的景象、有著肥沃土壤與倉庫裡所藏新鮮當季的農作物情

景、更有著農舍、廚房及『哺育』（nurturing）的回憶」，66諸種對於當代都市性的質疑

透過一個抽離時空的「鄉村」、「媽媽的味道」及對「健康」的關注得到解決，懷舊也

被重塑成符合現時需要。有趣的是，這種重塑不僅發生在西方及日本社會，在經過

1980、1990年代快速都市化、工業化的台灣都會，也面臨了同樣問題。正如其「飲食

與記憶」的人類學回顧分析中，Holtzman指出食物作為文化創造物（cultural construct）

是記憶複雜性的競技場，其中包含了一連串過去如何被記得、遺忘過程，或是為了現

代人的鄉愁而創造出來的僅存在於想像中的「過去」；在其中不難發現認同、族群與國

族的歷史創造軌跡、社會的劃時代變遷、性別與行動者的記憶、以及透過食物記憶與

遺忘的脈絡。67也因此在新北市的美食促銷裡，「第二故鄉」的六十萬彰化鄉親的「故

鄉味」說法，可以引發共鳴進而成為最佳推銷員。至於焢肉等地方美食如何加入了「注

重健康」等的現代意義，本文將在下節說明。 

五、「焢肉飯節」與文化展演 

前述新北市彰化美食節的美食宣傳中，我們不難發現「故鄉」與想像中的「故鄉

味」之間的串連是一個歷久彌新、不斷地在宣傳中扮演要角的議題。除了地方性呈現，

筆者同時也發現了「爌肉飯」這標榜傳統彰化小吃的飯食在媒體呈現裡的延伸妙用：

焢肉不僅與鄉村印象結合還與臺味、草根豪情有了連結。「嗜食焢肉」的特質可用來作

為對「台味」68、「在地性」、「草根特質」的強調，用來描述人物的性格而強調其地方

                                                     
66 同註 48，頁 26。 
67 Holtzman, Jon. Food and Memor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5 (2006): 361-378, 362-364. 
68 報導中提到的年輕一代的台灣女性，有著予以往不同的「台味」。台妹的「時尚台」特徵是喜愛

吃割包、焢肉卻又用星巴客杯喝高山茶的衝突個性，請假理由是跟媽祖進香等有主見不隨波逐

流，但對於台灣傳統祭典、小吃的愛好又使其充滿臺味。壹喬，〈創意台妹卡好〉，《中時人間副

刊》，2007.5.3，（網址：http://kmw.ctgin.com/member/news_search2/se_content_file8.asp?query=%F

http://kmw.ctgin.com/member/news_search2/se_content_file8.asp?query=%F2i%A6%D7&src=B&date=20070503&file=N0830.001&dir=B&area=tw&frompa%E2%80%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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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草根性與豪邁性格。2009年一篇有趣報導中提到彰化縣前議長白鴻森的保外就

醫潛逃事件與焢肉的關連，以日常嗜吃焢肉的平實相對於夜夜飲酒笙歌的奢華，報導

中的白鴻森「愛吃焢肉，不愛喝酒」的鄉土個性似乎有為其平反抱屈的意味。如此白

的「市井豪情」呈現在報導中：「只是白鴻森從不掩飾『大口吃肉』的市井豪情，每次

上議堂主持議會，總要吃上兩塊爌肉，才覺得有力氣，和朋友相聚，還可以一次吃上

六塊。」於是筆下的「爌肉」頓時變成「真情流露」及「草根」的佐證。69 

然而，同篇報導也提到了曾為焢肉飯代言廣告的白前議長因為嗜吃焢肉飯所導致

的心血管疾病問題，來點出了作為市民小吃的焢肉因為多油脂可能造成的「健康問

題」。不僅是饕客白前議長、甚至是前述的廚師涂阿嬤的報導中都提到了在地小吃焢肉

飯所帶有的油膩不健康形象。而現代人對健康問題的關注，似乎也呼應了帶肥肉的焢

肉飯在今日只能侷限在特定客群，而這種特性也是作為「地方小吃」在精緻化的推廣

過程所需要面對的問題。焢肉飯的油膩不健康傳統印象來自於一碗焢肉飯的組成裡包

含一塊帶皮豬肉及淋上濃稠滷汁的白飯、沒有青菜僅有一片醃蘿蔔（或醃漬物）點綴

在旁。這樣深植人心的形象比起其他標榜帶著走、隨意吃的「小吃」，又或是另個彰化

名產肉圓可以將其 Q彈外皮作為賣點以吸引年輕女性客層，彰化縣市政府在爌肉飯的

推廣上得面對更多挑戰。焢肉飯作為本地小吃在推廣上只能努力擺脫既有的多油、草

根味甚至是小吃的廉價感，而希望能以新鮮感或是新穎性來引起注意。於是在一系列

的推廣活動中，彰化嘗試著要使焢肉飯擺脫單純地方小吃的形象，並試圖以鼓勵創新

料理的形式，希望能跨越傳統創造出不同的創意料理，在彰化縣的新聞稿中提到除了

老店與名店加入競賽外，學生們也成為另一創新美食的主力。70 

                                                                                                                                                

2i%A6%D7&src=B&date=20070503&file=N0830.001&dir=B&area=tw&frompa%E2%80%A6），2

014年 3月 2日檢索。 
69 吳敏菁、洪璧珍，〈愛吃爌肉不愛酒 卻因酒帳陷牢籠〉，《中國時報》2009.12.15，（網址：http://

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50103679+11200912

1500061，00.html），2014年 3月 2日檢索。 
70 彰化縣政府針對焢肉形象改造以比賽的方式鼓勵創新，「縣府也邀請彰化縣境內各相關餐飲科

系，為傳統美食「焢肉飯」找尋新烹飪法。包括「達德商工、大慶商工、中州技術學院、明道

大學等餐飲系所學生，展示焢肉飯創意料理，透過新一代的詮釋，將古早味焢肉飯以新穎的創

意方式呈現。」城市觀光推廣處，〈2011 彰化焢肉飯節「焢肉飯不夜城」好呷經典美味！ 邀您

來彰化做客！〉，《彰化縣政府新聞稿》，2011.12.21.（網址：http://www.chcg.gov.tw/tourism/03bu

lletin/bulletin02_con.asp?bull_id=109335），2014年 3 月 2日檢索。 

http://kmw.ctgin.com/member/news_search2/se_content_file8.asp?query=%F2i%A6%D7&src=B&date=20070503&file=N0830.001&dir=B&area=tw&frompa%E2%80%A6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50103679+112009121500061，00.html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50103679+112009121500061，00.html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50103679+112009121500061，00.html
http://www.chcg.gov.tw/tourism/03bulletin/bulletin02_con.asp?bull_id=109335
http://www.chcg.gov.tw/tourism/03bulletin/bulletin02_con.asp?bull_id=109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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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或許能從他地透過地方節慶推動美食結合的成功經驗與故事敘說的經

驗來解讀彰化縣政府在焢肉飯推廣試圖展現的新形象。蘇恆安文中分析了岡山羊肉從

戰後外省移民的食用羊肉習慣成為岡山在地飲食的融合過程。岡山土羊成為周知的「地

方性物產」過程裡，蘇指出岡山土羊的從牲禮用途、豆瓣醬發明使用、到成為廣為人

知的在地美食過程所經歷的「混融」過程；此一演變不但是揉合本外省籍飲食習慣，

也是結合文化遺產、地方節慶概念的結果，蘇並指出岡山羊肉節的出現提供在地一種

「進步的地方感」，與此同時經過地方美食節包裝後「也將地方文化遺產蛻轉成可銷售

的具體產品，並接合至外界，以活化地方文化，並創造、傳承屬於此地的「飲食故事」

（food story）」。71因此，能否創造出在地飲食故事成為地方美食行銷成功與否的關鍵；

Mak等人採用的「飲食故事」72概念以香港在地飲食為例，強調因在地的文化、歷史、

政經結構不同，透過積極重建與重新詮釋在地飲食反而更能達到成功競爭，對比於對

香港在地飲食或岡山羊肉成功行銷的例子，彰化的焢肉飯或許說了一個逐漸膨脹但說

服力十分有限的彰化在地「飲食故事」。 

比起具備故事性的推廣，彰化縣希望能透過藉力使力、藉著肉圓的成功行銷經驗

來推廣焢肉飯，並且在一開始的施政規劃中，希望將焢肉飯節訂在冬季，作為花在彰

化（春）、鹿港慶端陽（夏）、王宮漁火節（秋）並列的彰化四大節慶，73卻在之後焢

肉飯節不再續辦，而焢肉飯也改以美食節的的一種在地美食的形式出現。與在台灣各

地開始追求「在地美食」風潮影響下，焢肉飯節的出現可以回溯到 2011年，當時的焢

肉飯還是 2007年即展開促銷的「彰化肉圓節」配角，74參與的店家也努力嘗試將主角

「肉圓」從 2011年的 630公斤推向 2012年的 700公斤，試圖再度創下新的金氏世界

                                                     
71 蘇恒安指出羊肉文化節等節慶「其實另隱含有 Doreen Massey之倡議無邊界地方、不斷地方感

建構的『進步地方感』（progressive sense of place）概念意義」。（見蘇恆安，〈跨界「混融」─

─岡山羊肉飲食文化的建構與再現〉，《中國飲食文化》9 卷 1期 (2013年)，頁 231。） 
72 Mak etal., Globalization and Food Consumption in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39.1(2012): 

171-196, 182. 
73 彰化縣政府，2012，《101年彰化縣政府施政計畫》，彰化：彰化縣政府，頁 56-7。 
74 楊珊雯，〈2011 彰化焢肉飯節「焢肉飯不夜城」好呷經典美味！盼推廣米食創造商機！〉，《TNN

地方新聞》，2011.11.22，（網址： http://ch.news.tnn.tw/news.html?c=3&id=38855），2014年 3

月 2日檢索。 

http://ch.news.tnn.tw/news.html?c=3&id=38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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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75直到 2011年彰化縣政府開始著手以類似手法推廣焢肉飯，焢肉飯才得以擔綱

主秀。2012年在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的支持下，焢肉飯擔綱主角的首次出場就是──

烹煮一碗挑戰金氏紀錄的焢肉飯。76以量化的數字的「298公斤的白米、252公斤的豬

肉、32 位工作人員、647 公斤的爌肉飯」加上「早上 6 時開始烹煮」來襯托世界最大

焢肉飯紀錄的得來不易。77以不斷突破既有金氏紀錄為目標的促銷在創造相當的話題

性的同時，雖達到宣傳的效果，但網路上的批評卻也真實地反應出了對此系列活動的

質疑，例如：「超大肉圓/超大爌肉飯/下次是超大貓鼠麵嗎？彰化三寶都變超大，縣政

府花錢辦這種活動真是浪費公帑。」及「這種金氏紀錄有什麼好驕傲的？煮這麼多吃

不完還不是浪費，不如把米捐給慈善機構。」78 對於超大焢肉飯作為「在地美食」的

推廣，或許效果值得深思，過於著重對量化數字的強調，似乎容易讓焢肉飯此道常見

小吃中的「質」的因素消失在彰化「傳統小吃」的脈絡中。79創造新紀錄之餘，似乎

對彰化其他在地產業的帶動、甚至是當地觀光產業的深化效果十分有限，更不必說期

待一個耐人尋味的「飲食故事」出現。此外，單純地追求突破紀錄、量化數字成長的

焢肉飯節，不僅不能滿足地方節慶的創造需求，甚至可能連預設其特定目標的達成都

有疑問。 

從節慶帶動地方產業的角度來看，隱身於焢肉飯節以及焢肉飯推廣背後的任務在

                                                     
75 劉明岩，〈700 公斤大肉圓 彰化要破金氏紀錄〉《聯合報地方新聞》，2011.11.14，（網址：

http://udndata.com/ndapp/Print?id=6591377&udndbid=udndata&date=2012-11-14），2014年 3月 2

日檢索。 
76 詹智淵，〈超大爌肉飯〉，《蘋果日報》，2012.12.17，（網址：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

ily/article/headline/20121217/34710540/），2014年 3 月 2日檢索。 
77 「在縣長卓伯源、金氏世界紀錄認證官費為民等人的見證下，烹煮的大廚師先將白米飯備齊，

再將一塊塊滷得油亮的爌肉依序排在白米飯上，再僱請吊車將整鍋焢肉飯吊起來，測得總重為

790 公斤……扣掉鍋子的重量後，認證官費為民以及卓伯源一起宣布爌肉飯總重為 647 公斤，

創下金氏世界紀錄最大爌肉飯的紀錄……負責烹煮爌肉飯主廚顏志華說，今天的爌肉飯他們一

共出動了 32名工作人員，使用了 298公斤的白米及 252公斤豬肉，從今天早上 6時開始烹調工

作，直到中午才大功告成，完成重大這項任務。」鄧富珍，〈彰化美食爌肉飯 647 公斤破金氏

紀錄〉，《今日新聞 nownews》，2012.1.16，（網址：http://news.cts.com.tw/nownews/society/201212

/201212161163874.html），2014年 3月 1日檢索。 
78 同註 76。 
79 筆者曾在夜市焢肉飯排隊時向老闆問到是否有意願參加焢肉飯節，老闆馬上回說：「哪有時間，

每天光是準備跟焢這些肉就很累了。」這或許顯現出想透過參加地方美食節成名的店家，都不

是這種成名已久的老店。 

http://udndata.com/ndapp/Print?id=6591377&udndbid=udndata&date=2012-11-14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21217/34710540/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21217/34710540/
http://news.cts.com.tw/nownews/society/201212/201212161163874.html
http://news.cts.com.tw/nownews/society/201212/2012121611638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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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焢肉飯被賦有連帶推廣其他地方農特產品的任務，期待能與牛肉麵節一樣達成「官

方、店家、消費者三贏的結果」。80彰化作為農業大縣，其一、二期稻作產量經常僅次

於雲林縣，81但受限於台灣米食人口逐年減少，也如同其他以農業為主的縣市一樣面

臨了休、廢耕、人口移出、乃至於建商亟於將農地轉建地的變化。具有彰化在地代表

性的焢肉飯，也被寄予厚望。正如前總統馬英九受邀在開幕詞中提到，希望以台北市

舉辦多年的「牛肉麵節」82概念來推廣焢肉飯這個彰化地方美食。針對牛肉麵節帶動

城市行銷的成效部份，原屬於台灣各地方的牛肉麵在 2005年的台北牛肉麵節在市政府

主導下成功舉辦後，已收編為台北的著名城市符號之一。83依循相同地方飲食著帶動

整體產業的思考，總統馬英九在致詞中指出彰化作為「良質米」84與「豬肉」產地，

                                                     
80 謝淇濬，〈台北牛肉麵節 有文化的美食關係〉，《Career 職場情報誌》，（網址：http://magazine.n.

yam.com/view/mkmnews.php/431139），2014年 12月 20日檢索。 
81 在一期稻跟二期稻收成，彰化跟雲林互有領先，但彰化可耕面積卻比雲林少。（參見《102年農

業統計年報》）。 
82  自 2005 年開始舉辦的牛肉麵節到今年即將邁入第十年，已成為台北知名觀光節慶之一。（見

《2014 台北國際牛肉麵節》，網址：http://www.2014tbnf.com/）。關於牛肉麵節的正面效益，吳

旭惠指出牛肉麵節只花 250 萬達成上億的的經濟效益，堪稱小兵立大功的案例，「2005 年『年

度 10大行銷事件』調查，國內消費市場上印象最深刻的十大行銷事件中，台北國際牛肉麵節僅

次於 7-ELEVEN Hello Kitty全店行銷，榮登亞軍。第一名的Hello Kitty全店行銷廣告投入 2億，

創造了 50億元的營業額，第一屆舉辦的牛肉麵節只花 250萬元，卻可創造上億元的城市觀光旅

遊及市場商機，兩者的經濟規模雖不同，但以投資報酬率(ROI)來看，台北牛肉麵節成為活生生

的『小兵立大功』的成功城市行銷案例。(見吳旭慧，〈台北牛肉麵節的經濟顯學〉，《統一企業

公共事務室》，（網址：http://tncftmm.blogspot.com/2006/12/blog-post_2694.htm），2014 年 12 月

10日檢索。另外，除吳旭慧外，對於牛肉麵節的小投資獲致大成效的相關討論見李書良〈統一

企業公年度 10 大行銷事件大調查〉，《Winner 月刊》，頁 28-31；李青松，吳東安，〈餐飲節慶

活動參與態度、參與動機與效益評估之研究——以參與臺北牛肉麵節店家爲例〉；《運動休閒餐

旅研究》，頁 36-57。 
83 林曉君的成功策略分析中指出台北城市牛肉麵節邁向「國際化」之關鍵在於牛肉麵節次年的

2006 年起採詹宏志的建議，以「面向世界，牛轉奇蹟」為主題，從台北市向開始向外縣市、外

國開放，目的在讓各國人認識台灣美食，使台北成為世界牛肉麵之都；其次，在 2008年舉辦期

間，共有 118 家參與，美食節期間店家的營業額成長二到三成，獲得推薦店家更是倍數成長其

結果十分引人注目，對於小本經營無力投入宣傳預算的店家而言，正好透過此機會打響知名度。

（見林曉君，2009〈城市行銷策略之研究——以臺北國際牛肉麵節為例〉，中山大學企管所，未

出版碩士論文，頁 1-2；頁 61-62。） 

84 彰化稻米知名品牌包含中興米、大橋越光米、金墩米等等，以彰化濁水米聞名的竹塘鄉的臺梗

九號種植更是在「產地名米冠軍賽」連續獲勝。（彰化縣政府農業處，〈表揚彰化縣竹塘鄉榮獲

http://www.2014tbnf.com/
http://tncftmm.blogspot.com/2006/12/blog-post_26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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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好可以利用焢肉飯如此巧妙的結合，使得其美味用以促進每年的米食消費、進而使

休耕農地問題得到解決。亦即寄望以焢肉飯來推廣「米文化」並增加每日米食消費量，

進而解決隨著飲食習慣西化，每人每日白米消費量日漸降低的問題。85 

然而，臺灣人主食轉向是一個不可逆的趨勢，主食轉向的開端或可回溯到 1970

年代。從歷年名家食譜的品項轉變可看出端倪，陳美慧分別就 1969 年及 1974 年出版

的傅培梅食譜來研究麵食推廣的歷史分析中，特別指出米食在台灣日常飲食的主宰地

位慢慢消退，1969年麵食在「點心類」的二十道中佔了十五道，而米食只有兩道。到

1974年時，麵食在一般食譜裡常見分類的雞鴨豬牛海鮮等之外，已另成一類，顯見麵

食類已與主食的炒飯、燴飯視作同一類別，其中的「包子、花卷、燒餅油條、……大

滷麵、炸醬麵、涼麵等，在臺灣已被視同正餐的多元化主食，而不只是點心」。86其次，

如同在劉志偉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受外力主導影響下的台灣日常飲食習慣變化來

看，其文中提到了深受外國影響的臺灣農糧體制在二戰後美國及美援的強力影響下，

一改過去「除卻米穀不是糧」（劉志偉語）的習慣，從稻米種植面積縮小到家庭米食消

費量的遽減，再到 50 年代麵粉工業的整備、70 年代美援會的推動下「麵食運動」盛

大開展、加上麵包等麵食在 1964年營養午餐中出現可見米食向麵食的轉向是一個受政

                                                                                                                                                

「2014全國名米產地冠軍賽」 臺稉 9 號冠軍〉，《彰化縣政府農業處新聞稿》，2014.10.22，（網

址：http://www.chcg.gov.tw/agriculture/03bulletin/bulletin02_con.asp?bull_id=170127），2014 年 10

月 15 日檢索；以及鄧富珍，〈全國民米產地冠軍 彰化竹塘米果然名不虛傳！〉，《今日新聞網》

2014.10.23，（網址：www.nownews.com/n/2014/10/23/1471429），2014 年 12 月 15 日檢索。 
85 「台灣是種米起家，過去每個人一年可吃 98 公斤的米，現在只剩 48 公斤，雖然時代進步，食

物可自由選擇，但對像彰化這樣以產米為主的縣市似乎不公平，因此總統以他在台北市長任內

推動牛肉麵節，第一年即帶來 3 億元商機，目前更成為國際觀光美食盛事，以及最近推動台灣

夜市比賽激發商機為例，建議彰化舉辦焢肉飯節，將地方美食辦起來，自然能帶動商機。馬總

統也期盼明年焢肉飯節有傳統、有創新；有專業、有家庭，讓地方傳統美食帶來更多趣味，也

呼籲人人每天多吃一口飯，一年則多吃一公斤，每年全台 2300 萬公斤可以讓 5600 公頃休耕地

復耕，提高台灣糧食自給率。」（見彰化縣政府新聞處，〈馬總統、卓縣長共同主持彰化焢肉飯

節 盼推廣米食創造商機〉，《彰化縣政府新聞稿》，2011.11.21，網址：http://www.chcg.gov.tw/ch/

03news/01view.asp?bull_id=109334），2014 年 10月 15日檢索。  
86 陳美慧，〈政治環境異動下的臺灣主食文化發展變遷〉，《山味、海味、臺灣味：臺灣飲食文化

歷史》（臺北：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2013年），頁 24。 

http://www.chcg.gov.tw/agriculture/03bulletin/bulletin02_con.asp?bull_id=170127
http://www.nownews.com/n/2014/10/23/1471429
http://www.chcg.gov.tw/ch/03news/01view.asp?bull_id=109334
http://www.chcg.gov.tw/ch/03news/01view.asp?bull_id=109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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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結構轉變影響的過程。87同時，如陳美慧在前述研究指出由於政府、媒體全心投入

宣傳、及軍中、學校的大力配合下，國民飲食習慣已然轉變。88 相較於蘇恆安所提到

之岡山羊肉不斷透過「在地性」的增強與「揚土抑洋」的戰鬥性強調而能為地方飲食

傳統，89台灣的米食或是彰化的豬肉並無法抗拒大潮流的轉變。因此我們看到不論是

彰化縣市政府的「訴諸傳統」策略或是馬總統的以牛肉麵節為師或能收到一時效益，

但整體而言乃是一種簡化問題的回應方式，針對在地美食與米食文化推廣上，仍需要

找尋更有效的策略。 

六、結論 

本文試圖論證近年來地方飲食傳統的形成的過程中對傳統打造論述的依賴；亦即

在飲食傳統再創造的過程中，透對於過去歷史與在地文化的重新闡釋、再現

（representation）與補充，這樣的過程往往反映出食物在一般大眾心中的形象變化。因

此，對於「傳統飲食」的「傳統」形成與其在當代的再現分析唯有從大量的報章、網

路、及田野調查所得的資料才能得到印證。對照前文中所提的其他飲食案例，可以得

知飲食傳統的創造與論述都在此一脈絡下產生，彰化焢肉飯的傳統與焢肉飯節的行銷

亦無法自外於此。延續前述思考邏輯，本文藉著探討焢肉作為地方小吃，在彰化焢肉

飯節裡的形象打造與行銷等問題進而去關注在現代媒體、文本、節慶中焢肉飯的再現

以及如何被再現。同時，本文也嘗試去呈現在媒體或一般大眾的解讀之中焢肉飯所代

表的意象如何隨著時間遞嬗（從傳統到現代）、社會變遷（家庭用餐、烹飪形式改變）

而變動，同時也注意到因為行銷目的所刻意突顯的差異（大菜小吃、地方特色差異的

強調），這也使得焢肉飯產生出逸脫食物演變脈落的再現。 

此外，在今日焢肉飯早成為許多人日常生活飲食的一部分。焢肉飯之所以引起筆

者興趣的原因，除了習以為常的焢肉飯所牽扯到的「滷肉飯南北有別」以及「部位選

擇」的有趣地區差異外，隱身在其背後的文化生成變化與節慶意義的導入更是引人入

勝。不同論述的導入為我們的「小吃」帶來不同風貌，日常小吃的「再發現」也讓我

                                                     
87 劉志偉， 〈國際農糧體制與國民飲食：戰後台灣麵食的政治經濟學〉，《中國飲食文化》，7卷 1

期 (2011年)，頁 30-36。 
88 同註 86，頁 25-36。 
89 同註 71，頁 23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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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驚覺日常生活中的焢肉飯與媒體塑造、節慶中的焢肉飯意象有所不同，而其背後所

牽涉到的不僅是地方美食的呈現問題，尚包含了文化展演、記憶、敘事、節慶及文化

創意產業等諸種議題的交纏。本文以彰化在地美食焢肉飯為考察對象，以「今日彰化

焢肉如何成為彰化傳統美食以及背後文化因素如何運作」的提問為起點，試圖回答當

地方美食打造作為文化展演一環時，是否亦能同時完成地方飲食與地方文化深化的目

標，本研究在分析過程中發現彰化在焢肉飯推展時仍存有許多待解決之問題、且推廣

成效極為有限。本文首先就焢肉飯此一小吃處在「大菜與小吃」模糊邊緣，去探討焢

肉所展現出的懷舊味道與所經歷的「傳統美味」打造過程；其次，就傳統技術傳承與

食物記憶兩者並陳，來探討相關論述裡的「手路菜」對手工的講究與「家常菜」變遷

裡包含的彈性與記憶。再次，地方小吃透過脫地方化與再地方化過程重新展現出價值、

展現出在地吸引力。最後，本文指出強調「數字」的彰化焢肉飯節及行銷彰化在地美

食所遭遇的問題，亦即節慶化的焢肉飯節在亟於找尋焦點、追求金氏世界紀錄上的文

化細節上不足之處。透過本文，筆者也希望指出焢肉飯所呈現在現代台灣飲食的一連

串意義轉變恰巧反映出當代飲食研究中所需要被關注的重要問題。焢肉飯的操作正似

一個飲食風潮轉變的縮影，讓飲食研究者得以重新思考美食自身及其在「傳統」「懷舊」

「地方性」等論述所扮演的角色。 

若在現有推銷成效有限狀況下，焢肉飯或其他的彰化在地美食推展又能有何可能

走向？本文認為唯有重新回到文化細節來著手。在一面倒的創新要求下，幾位飲食作

家針對焢肉飯的辯論及書寫或可作為日後推展彰化焢肉飯或「焢肉飯節」的參考。90在

「建縣 290──品味彰化之美‧文創暨社區行銷」論壇中，鹿港出身的作家李昂，認

為地方小吃在面對大菜競爭應該「發展出一套 SOP 流程」，卻遭到同樣與會的飲食作

家焦桐的反對。焦桐認為「小吃應該避免只追求速度與利潤，因小吃的好就在於其堅

持傳統製作過程。」焦桐闡釋彰化焢肉飯作為「讓人會心跳加速的食物」的原因：小

吃讓人回味無窮是因為「其崇尚自然與認真的態度，該怎麼做就怎麼做，也就是『照

起工做』，不追求速度。」91同時，對「照起工做」作進一步闡釋的焦桐也指出了彰化

                                                     
90 陳界良、林欣儀，〈品味彰化之美，專家引領深度對談〉，《中國時報》，2013.12.11，（網址：

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1211001381-260114），2014年 10月 15日檢索。 
91  林欣儀，〈焦桐：在地美食讓人垂涎欲滴。〉，《中時電子報》，2013.12.17，（網址：

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11050105/112013121700095.html），2014年 3月 1日檢索。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1211001381-260114
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11050105/1120131217000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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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逐「文創」所面臨的問題：自我定位的喪失，並淪為追逐行銷與包裝策略，忽略

「小吃」本身的在地性脈絡，焦桐指出： 

小吃最能代表彰化特色、彰顯彰化的文化風景，那種古早的味道並非模仿可得，

有些人甚至誤會了「古早味」的涵義，只會用黑膠唱片、紅磚牆壁或農業社會

的腳踏車去裝飾周遭環境，卻忽略了其真正意涵。92 

捨棄外在對於數字、或對大菜的想像，或許可以從小吃的地方脈絡著手。不同於

大菜的講究，小吃的靈活性在陳淑華的《彰化小食記》中有關於焢肉的敘述或可略見

端倪。以彰化小吃的「客製化」概念來理解，陳文中指出「焢肉飯」的靈活性。文中

提到到彰化焢肉飯攤老闆的「客製化」，如年輕小姐去吃到吃瘦肉，上了年紀嚼檳榔的

上門會端上肥滋滋的肉，看到不同人去，老闆會端上不同的焢肉；於是陳淑華進而去

思索這個「客製化」的由來： 

有別於一般三層肉爌肉，彰化以腳庫為主角爌成的爌肉，才可以如此滿足客人的各

種需求。腳庫，即蹄膀，除了靠近小腿部位的一圈「圈仔」，或是靠近腹部、近似

三層肉的「離緣肉」可以切成肥瘦相連的肉塊；其餘部位切開來，皮與肉或是肥瘦

之間很容易分離，這也是彰化的爌肉都以竹籤串起之故，而瘦肉就是包藏其間的腱

子肉。而且由於店家選用的都是來自豬後腿，此部位的筋比前腿還多，腳筋一味也

是彰化爌肉飯擔常見的菜色。93 

這種「客製化」的服務，除了焢肉攤老闆的細心之外，也建立在彰化焢肉本身選

取豬肉的「腳庫」部份，而非一般的三層肉，也因為部位的選用，而有不同肥瘦部位

及腳筋的飲食選擇，這些部份亦是焦桐念茲在茲的「小吃的文化風景」，也才是日後彰

化在追求文化觀光及在地美食促銷時所應積極保留的。 

此外，在當代台灣社會一片文創浪潮席捲下，如何超越數字掛帥的淺層宣傳，以

結合在地故事的提起及特色物產的展現而使得城市行銷奏效已成為地方復興的一大課

題。以彰化「焢肉飯街」聞名的成功路作為一個美食行銷規劃為例，包括老店泉焢肉

飯、夜市焢肉飯兩家排隊焢肉飯為首的老店，所具備地方特色當然不只在於自豪的老

                                                     
92 同註 83。 
93 陳淑華，《彰化小食紀》（臺北：遠流，2013年），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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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味道或是大排長龍的特徵，而能著墨於兩者因營業時間不同而擁有各自的客群；更

重要的是因兩者營業時間不同所能結合的在地生活論述。其中，泉焢肉飯從早上七點

開賣到中午賣完為止，夜市焢肉飯從三點開始到六點賣完為止，再結合成功路週邊其

他焢肉飯攤及小吃，不僅讓彰化「從早到晚可以吃到焢肉飯」的在地生活感得以呈現。

若加上位在不遠處的「魚市場」焢肉飯晚上九點以後才開賣的特點，光靠這三家焢肉

名店就得以串起彰化的生活故事，舒國治筆下的「隨時可吃」、「隨處可吃」也才能成

立。同時，在地生活感亦能透過「魚市場」焢肉飯的故事敘說而凸顯出來：魚市場焢

肉飯早期是為了旁邊魚市場早市的從業人員而存在，讓在市場裡工作的眾人有一個填

飽腸胃、取得熱量的深夜的即時熱量補給所。即便在今日魚市場的功能已不同當年，

但透過對魚市場焢肉飯歷史的闡述，使得遊客在品嚐味道之餘，似也能同時見證了彰

化的都市演變歷史。94 

                                                     
94 類似的將飲食結合在地生活的想法也可以在劉克襄對於第二市場焢肉飯的分析找到，「第二市

場內好幾家高知名度的滷肉飯與焢肉飯，劉克襄建議要「一口飯、搭配一口肉」，好吃的程度像

是「感覺米粒會跳出來」一樣。他也說這些店家是「臺灣最早的 7-11」，配合許多早起的勞工朋

友必須「吃粗飽」才有體力工作，同時也因應社會變遷，幾乎每一種時段都有人想吃魯肉飯與

爌肉飯，因此店家協調將彼此的營業時間錯開，形成 24 小時都有營業，加上口味道地，可說是

遠近馳名。」（臺中市政府新聞局，〈跟著鳥仔逛中區，劉克襄細數第二市場傳統魅力〉，《市政

新聞》，2014.1.11，（網址：http://www.taichung.gov.tw/ct.asp?xItem=673287&ctNode=7462&mp=1

00040），2014 年 12月 20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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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nterpreting Cultural Performance(s) of Changhua’s 

Local Cuisine: The Case of Stewing Pork  

Rice (Kuangrou fan) and Its Festival in Changhua, Taiwan 

Chien-yuan Chen
*
 

Abstract 

The Chunghwa Post’s first cover of “Taiwan local cuisine” has unexpectedly 

brought an intriguing debate between two camps of stamp collectors from southern 

and northern Taiwan. The debate arises over how Taiwanese people perceive “lurou 

fan”（滷肉飯）differently. Residents of the Taipei area tend to regard “lurou fan” as 

“soy-stewed sliced pork rice” while the southerners regard it as “soy- stewed pork 

with rice.” However, a rather different name of “kuangrou fan”（焢肉飯） is given to 

“soy-stewed pork with rice” in mid-Taiwan, where people may consider this debate 

inconsequential. Intriguingly, the word “kuang”（焢）or “kang”（炕）refers to cooking 

methods of “stewing or braising,” which coincidently associate with cultural theo-

rists and anthropologists’ emphasis on “cultural factors that transform over time.” 

Following this point, the author traces ethnographic, textual, and media representa-

tions of “kuangrou fan” as a local dishes in Changhua and explores how it has be-

come the spotlight of the annual “kuangrou fan festival.”     

 Keywords: Changhua kuangrou fan festival, food performance, local food, 

cultur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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