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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凍頂烏龍茶之工匠技藝、

科技與現代性

余舜德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台灣茶業界一向將台灣茶標榜為手工、遵循傳統工藝與饒富傳統風味的

產品，而臺灣以做工繁複、強調師傅技術之「部分發酵茶」呈現於風味多元

性與精緻化之特色，及1980年代以來以茶農家戶小製坊為主的生產規模，的

確反映著業界的商業論述。不過若深究台灣從日據時代以來台灣茶產業的發

展，我們也可看到顯著之現代化的痕跡，各式小型機械的使用、品種改良、

配合現代科技的茶園種植管理方式及現代製茶原理的引用，都顯示台灣茶農

家在農政單位長期輔導下普遍的科技化。兩者的交融，不只呈現著台灣茶產

業的現狀，更展現著許多有趣的課題： 於現代科技全面的影響下，何謂

工藝（craftsmanship）？何謂工匠的技術（skill）？ 工匠的技術如何或是否

於科技化中式微，或於新科技的引入中發展？ 茶這個產業是否影響科技

與工藝間的交融？換句話說，從「物性」（materiality）、技術、科技與現代

性等人類學慣常討論的面向，我們如何檢視台灣的茶產業？筆者於台灣凍頂

茶區製茶師傅的研究發現，現代科技與傳統技藝之間存在複雜的互動關係，

凍頂的民族誌顯示，於新科技大量進入農戶的同時，茶農／製茶師傅也需要

發展出新的感官能力與經驗，以駕馭這些科技，因而以身體技能為本的傳統

工藝於現代科技逐漸受到重用之時，只可說是逐漸轉化，而未消失或被現代

科技所取代。因而我們需要深入瞭解科技與傳統技藝如何於生產與消費之間

複雜的互動過程中相互影響，且相互消長，而非單純地從「現代化造成傳統

（技藝）式微」的觀點來瞭解這個複雜的過程。

關鍵字：工匠技藝，科技，現代性，凍頂茶，部分發酵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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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現代科技因其具有之客觀科學知識、機械性重複製造及準確性等特

質，而常被認為於現代化的過程中取代了傳統工匠技藝，導致過去以（主

觀之）感官經驗為本之技術（skill）與以此技藝為本之工匠生產模式逐漸

喪失（Purkayastha 2002）；因而現代性也常被視為呈現著與過去的斷裂

（rupture），為現代社會尋求經濟理性下的一項損失（黃瑞祺 2000）。也因

此，手工、傳統工藝成為現代社會亟欲保存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少數殘

存的老工匠也常被賦予「達人」、乃至「國寶」的封號，一些社會菁英常願

意從贊助的立場，購買工匠所生產之高價的產品，期望這些傳統技術得以延

續。本篇文章企圖以台灣凍頂茶區製茶師傅的研究為例，重新檢視這個現代

性「斷裂」─也就是，現代科技及其背後之經濟理性與生產模式導致傳統

技藝消失─的假設；筆者發現，現代科技與傳統技藝之間存在複雜的互動

關係，凍頂的民族誌顯示，於新科技大量進入農戶的同時，茶農／製茶師傅

也需要發展出新的感官能力與經驗，以駕馭這些科技，因而以身體技能為本

的傳統工藝於現代科技逐漸受到重用之時，只可說是逐漸轉化，而未消失或

被現代科技所取代。因而我們需要深入瞭解科技與傳統技藝如何於生產與消

費之間複雜的互動過程中相互影響，且相互消長，而非單純地從「現代化造

成傳統（技藝）式微」的觀點來詮釋這個複雜的過程。

本篇文章的資料主要基於筆者與助理於2008年至2012年之間於台灣鹿谷

鄉凍頂山上的彰雅社區所進行的田野研究，並參酌廣義之凍頂茶區及鹿谷鄉

的資料。「凍頂茶區」乃指傳統生產「凍頂烏龍茶」的區域，一般認為由鹿

谷鄉凍頂山上的彰雅及附近之鳳凰、永隆等社區組成。「凍頂烏龍茶」乃台

灣光復以來最富盛名的茶品，其茶區近年雖因高山茶的興起顯衰退，但因位

於台灣最重要的南投鹿谷茶區裏，仍具有指標性的意義，筆者因而選擇凍頂

坪上的彰雅社區為田野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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凍頂茶區的社會經濟簡史

凍頂何時開始產茶，或何時開始種植生產烏龍茶之「小葉種」茶樹實

無定論。文獻記載指出，1 水沙連地區產山茶，水沙連乃指今日之竹山、鹿

谷及日月潭、埔里一帶；連橫《臺灣通史》中提到「臺灣產茶，其來已久，

舊誌稱水沙連之茶，色如松蘿，能辟瘴卻暑，至今五城之茶，尚售市上，而

以凍頂為佳。」，說明清末民初凍頂應已產茶，但始自何時，產何種茶，則

未明載。林鳳池的故事則常被地方人士引用說明凍頂茶的起源，相傳林於清

咸豐5年（1855）赴中國福建應試高中舉人，為報答鄉親幫助他赴考盤纏，

特別從福建武夷山帶回36株青心烏龍種的茶苗分送，其中12株種於凍頂，而

開啟凍頂山烏龍茶之種植與生產。2009年新出版的鹿谷鄉志質疑這個傳說的

正確性，並以當地蘇氏宗譜的記載、現存老茶樹的品種、及日人於昭和五年

（1930）於鹿谷開始實施茶樹更新增植（即更新為生產烏龍茶的小葉種）獎

勵措施等資料，說明1940年代之前，凍頂仍以生產山茶種子繁殖之「蒔茶」

為主（林獻堂等 2009: 527-28），採得之茶葉恐亦非製作今日流行之烏龍

茶。2

如今天聞名之凍頂烏龍茶的生產則晚至光復後才開始。當時傳來烏龍

茶的新製法，凍頂茶農以「青心烏龍」的茶菁，配合福建安溪製茶的方法，

生產之「凍頂烏龍茶」開始嶄露頭角（林獻堂等 2009: 530）。凍頂烏龍茶

乃「部分發酵茶」之一種，顧名思義，「部分發酵茶」乃藉由製茶過程中茶

菁發酵程度的掌控，以製作出不同香味與滋味的茶品，台灣著名之文山「包

種」、木柵「鐵觀音」、竹苗一帶的「白毫烏龍」或近年流行的「高山烏龍

茶」皆屬之。相對於不發酵的綠茶及全發酵的紅茶，部分發酵茶的製作乃最

複雜、最需製作技術的茶品，全世界部分發酵茶的產地只集中於台灣、福建

1 《諸羅縣志》記載「水沙連內山茶甚夥，味別色綠如松蘿」。〈赤崁筆談〉則有「水沙連茶在

深山中，眾木蔽虧，霧露濛密，晨曦晚照，總不能及」。

2 「烏龍茶」一詞有兩個含意，於中國及香港，「烏龍」乃指製茶法，烏龍茶即是以部分發酵工

序製出的茶品，包括安溪鐵觀音、武夷岩茶、廣東單叢等；在台灣，烏龍乃指某類名稱為烏龍

的茶，茶葉改良場則以「球型包種」稱這類做成球狀的烏龍茶，如「凍頂烏龍茶」及「高山烏

龍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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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廣東三地（陳煥堂 2001）。或因台灣多福建移民，從清代起，部分發酵茶

一直是島民消費主要的茶品。

當其時，種茶、製茶只是凍頂農戶的副業。茶樹與主食（旱稻、蕃薯）

或蔬菜間作，採粗放管理，茶葉生產規模及產量不足以維持家計（林獻堂等 

2009：531），對多數農家來說，生產主食尚比產茶重要。直到1970年代初

期，凍頂方開始成為專業茶區，期間歷經農政單位的輔導，栽培與製作技術

逐漸成熟，加上颱風損毀其它農作，促使農戶改種較耐風災的茶樹，且時任

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先生於60、70年代曾多次造訪，打亮了「凍頂烏龍茶」的

名氣，遂使凍頂成為著名的專業茶區。

相較於台灣北部茶區，凍頂茶區的發展相對較晚，不曾參與清末以來台

灣北部曾經蓬勃一時的茶葉外銷，3 因而凍頂也不若北部主要茶區─如坪

林、新竹─曾出現過資本化經營的大型製茶工廠。至今，凍頂茶區仍維持

基本上由家戶成員組成之小農戶生產規模。

197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中期是凍頂茶區最重要的轉變期。台灣經濟

於1970年代逐漸起飛，烏龍茶和包種茶的業者開始在台灣開拓內銷市場；然

而台灣經濟奇蹟的結果則造成台幣升值、工資上漲、工業吸收勞工導致茶葉

生產及製造勞力短缺，更使得台茶外銷漸不敵國外競爭（陳慈玉 1994: 62-

63）。因此，農政單位也開始積極輔導台茶轉以內銷為主，一方面於台灣

社會廣泛推廣茶藝文化，以期帶動飲茶風氣，增加市場需求；另一方面，則

鼓勵茶農轉作台灣市場消費的主要茶品─烏龍、包種及鐵觀音等部分發酵

茶。以農林廳及茶葉改良場為主的農政單位積極舉辦一系列的講習，並透過

農會舉辦優良茶比賽，以商業運作的模式鼓勵茶農改善茶葉的品質，並於賽

後舉辦展售會促銷，拉抬茶葉的市場價值（林獻堂 2004）。凍頂茶是最顯著

的受益者之一，當時中部茶區集中於南投的名間、凍頂及竹山三地，農林廳

於1976年選擇在凍頂所在的鹿谷鄉舉辦全國第二場茶葉比賽（第一場於1975

年在北部的坪林舉辦），第一屆雖然只有104戶參加比賽，但已足以將獲特

等獎的凍頂烏龍茶拱到5000元／斤的高價。1980年代是凍頂茶的全盛時期，

春、冬兩季的茶產地價常可達兩千多元/斤，盛產期間，茶區內門庭若市，擠

3 台灣茶葉的外銷史請看林滿紅（1978）、許賢瑤（2005）及陳慈玉（1981、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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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了搶購的茶商，成為當時全台灣最負盛名的茶品，「凍頂」一詞也成為重

要的商標與茶品名。

凍頂茶農也約在此時開始大量引進農政單位推廣的現代科技─使用農

藥、化肥、除草劑的茶園管理方式與機械化的製茶間。前者經由農會販賣藥

劑，並傳授使用方式，目的在提高茶園的單位產量，並提供一個省力的茶園

管理方式，因此也廣受農民接受。後者鼓勵茶農貸款購買浪菁、殺菁、揉

捻、乾燥等製茶機器，如此各農戶家裏皆有一個俗稱「茶間」的小製茶工

廠；過去以人工為主的時代，凍頂茶農主要依賴「換工」制度製茶，輪到某

家製茶時，鄰家過來幫忙，婦女負責採茶，男性製茶。一位熟練的製茶師傅

（茶農）一天最多約可處理80斤茶菁，進量若達3、4百斤，則需數位師傅換

工幫忙製作當日採摘的茶菁。擁有機械化茶間後，除了手工採茶仍換工，凍

頂坪上各農戶得以家戶成員組成製茶單位自製茶葉，賣給盤商或「散客」消

費者，賺取較高附加價值，很少只販賣茶菁。也就是說，大部分的茶農亦是

製茶師傅。

製茶過程需要大量的勞力支出，尤其需要熬夜，兩天一個製茶週期，

若家中茶園較多，春茶製茶期有至兩星期之長者，因而製茶多由農戶家中男

性負責，其餘家人幫忙。他們多從小於家中耳濡目染之下逐漸養成製茶的技

術，也多曾參與茶改場的推廣及研習課程，年紀輕者也常跟隨老師傅組成團

隊幫大茶廠製茶，並從中學習。台灣1980年代逐漸興起的高山茶區至今仍多

仰賴鹿谷地區的師傅與團隊製茶，凍頂茶區一些茶園較小的茶農師傅們春季

時即常從低海拔自家茶廠開始做茶，隨著高山茶區進入季節而往高山移動。

製茶師傅之間並無明顯階序的差異，經驗豐富的師傅幫茶場製茶的工資（常

以分配固定比例的成品計算）較高。凍頂茶區過去也出過數位著名的茶農師

傅，於凍頂茶鼎盛時期參與比賽得獎，近年因為茶農常以高山茶區他人製作

的毛茶烘焙獲獎，知名度反而不若過去的老師傅。

凍頂加上大鹿谷茶區興盛的茶產業也促使鹿谷出現全台最早的製茶分

工。凍頂茶農於1950年代從王泰友先生學習如何製作球型後（林獻堂2009: 

533），開始以腳揉的方式將茶葉做成半球型。腳揉做型費力費時，做型師傅

薪資也最高。1980年代，各家開始利用布球揉捻機配合炒菁機揉茶，做成更

趨球型的烏龍茶。優良茶比賽也助長對茶葉外型的講究，緊結圓球的外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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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好茶的基本要求，鹿谷地區於1990年代開始出現專業做型的工廠（林獻堂

2009: 555），這些被當地稱為「Q茶」的工廠雇用員工，配備新型的Q茶機

器，專門為當地茶農提供做型的服務。凍頂茶區多數茶農皆將這項繁瑣的揉

茶工作交由專業處理。

凍頂茶以高於包種茶但低於鐵觀音的中發酵度，4 配合烘焙，製造出濃

郁之香味與口感而深受當時之消費者喜愛，但從1980年代初期起，諸多因素

導致凍頂茶的風味出現顯著的轉變。農政單位藉由「優良茶比賽」主導之製

茶精緻化的過程是主要的因素之一，較能呈現細膩風味的茶品較易得獎的情

況，讓鹿谷（包括凍頂）茶農們轉而以較細緻的手法處理發酵程序，以迎合

裁判的標準；結果之一即是發酵度普遍的降低，從1970年代前之百分之四十

左右降到今日的百分之二十左右的發酵程度。5 高山茶的流行是另一重要因

素，農林廳1980年代初於嘉義梅山地區輔導種植茶樹成功後，高山茶區即於

中台灣快速發展，高山雲霧環繞、日夜溫差大的環境下培育出來的茶菁，品

質普遍較低海拔生產者好；高山茶區當初雖仍以凍頂茶區之烏龍茶製作工序

生產高山茶，但為了保存高山特有的「清香」風味，高山茶多刪減烘焙的工

序，同時為了凸顯高山特殊的風味，茶農也普遍降低發酵程度以呈現所謂的

「高山氣」，使得高山茶於1980年代中期成為台灣特殊的新茶品，並廣受消

費者喜愛。

高山茶的風行也使得凍頂茶從1990年代起逐漸衰退。凍頂地區茶價滑

落，市場需求降低，迫使部分茶農改而模仿高山茶的風味，製作「清香型」

的凍頂茶，賣給高山茶區假冒高山茶出售。筆者2010-2011年的調查即發現有

百分之57的茶農同時製作「清香」及「熟香」型的凍頂烏龍。多數凍頂茶農

也開始到杉林溪、和雅等高海拔地區開墾茶園，凍頂即有百分之26的茶農擁

有高山茶園，且面積多比凍頂坪上祖傳的茶園大。凍頂茶樹老化，土質因過

去過度使用化肥而酸化，加上人口老化、年輕一代不願回鄉，也使得部分茶

農將茶園改種較少需要照顧的檳榔。

4 發酵度乃以茶葉內含之兒茶素於製茶過程中轉化的程度作為指標。

5 早期因為沒有精密檢測，凍頂茶的發酵度難有精確的數據，現只能以存留老茶泡完茶後之「葉

底」推測發酵的程度，或經由老茶農口述瞭解當年製茶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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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鹿谷農會舉辦的優良茶比賽仍是台灣最重要的比賽，參賽點數全台

最高，最具指標性，且仍保存烘焙的「熟香」風味作為評比標準，但鹿谷鄉

裏原本最富盛名的凍頂茶，其風味逐步沒落之勢在近年愈趨明顯。茶農難以

凍頂種植、生產的茶參賽得獎，只能到台灣各處高山茶區尋找品質較佳的毛

茶烘焙參賽；凍頂茶的風味也出現明顯的變化，老茶農常戲稱他們現在乃在

製作（清香、低發酵度的）「包種」而非「烏龍」茶。不過凍頂茶的頹勢也

使得茶農在近年亟思轉變，期望以復古風重返市場，凍頂茶區自辦的比賽開

始分出「傳統組」，強調復古以別於70年代精緻化後之「熟香」風味，希望

能夠以這些努力重新樹立凍頂的品牌。

儘管鹿谷是全台灣最早出現製茶分工的茶區，但直至今日，凍頂（及台

灣大部分的高山茶區）基本上仍維持1980年代以來的家戶工匠生產模式─

以家戶為生產單位製作自家茶園的茶菁；即便經歷80年代的全盛期，接受政

府推廣之機械化茶間與現代化種植及茶園管理方式，凍頂一直沒有大型或資

本化的傾向出現。

筆者認為，凍頂（及整個鹿谷鄉茶區）未曾出現類似北部的大型製茶工

廠或附近名間鄉的大型茶飲料企業，而持續小企業的規模，或過去北部茶區

生產外銷綠茶及紅茶之資本化的現象不曾於凍頂出現的原因，可能與凍頂烏

龍茶屬「部分發酵茶」有關；即使凍頂茶的製作已經相當程度機械化，農政

單位亦曾積極實驗以現代科技控制製程之「生產線」的生產方式，但製作部

分發酵茶的特質使其需仰賴製茶師傅的身體技能，以處理製茶過程中眾多難

以控制的因素，方能夠生產出具有風味的茶品，使得現代科技難以全面滲透

凍頂烏龍茶的生產方式。也就是說，部分發酵茶的特質使得根基於身體／感

官、強調 doing 而非科學原理之工匠知識與技術（techne）得以持續是製凍頂

烏龍茶的關鍵。因而於探究現代科技與工匠之生產模式之間的關係時，我們

需要深入生產物的物性、工匠之身體主體性與科技之間複雜之互動。欲檢視

這個假設，筆者將先討論製茶產業之現代科技的內容及本質，以說明部分發

酵茶如何造成運用現代科技於製茶上的限制，面對科技時，茶農與製茶師傅

又如何反應，因而茶農常放在口裏之「看茶做茶」（台語）─看茶菁與當時

的狀況再決定如何做茶─成為抵抗科技全面取代製茶工匠技藝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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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內容與本質

現代生產與製茶科技分為數個部分─茶種的培育、茶園管理方式的開

發、製茶機械化的發展與製茶原理的研究與改進等。培育優良茶樹品種是漫

長的過程，台灣從日據時代即致力於品種培育，目的在培養出產量高、品質

好、能夠製出特殊風味的茶樹品種，佐以適當的茶園管理，發展出施藥、施

肥、剪枝、除草等知識，待品種穩定後，改以壓條或插枝繁殖，栽培茶苗，

台灣百分之95以上，都是用無性育苗種植的「品種園」（吳振鐸 1997a）。如

此繁複的過程需時良久，從日據時代至今，農政單位推出的新品種也只到台

茶21號，大家耳熟能詳之「金萱」及「翠玉」兩種茶品，即是茶改場承襲日

據時代起始的培育努力，直至80年代初方推出的茶種。

新品種雖少，零散存於台灣各茶區的茶種倒是相當複雜，這些茶種主

要為早期移民從福建引入，經先民栽培、鑑定、選出的地方優良種約六十餘

種，廣泛種植於北部老茶區（吳振鐸 2007a）。從農政單位的立場，參雜的

茶種增加茶園管理的難度，製茶時不同種的茶菁更使得製茶工序難以掌握，

因而從日據時代即積極推動茶園純化以利生產紅茶及烏龍茶外銷，自1918年

起，日殖民政府即免費推廣青心烏龍、大葉烏龍等名種，以漸次淘汰不良品

種（吳振鐸 2007b）。優良品種的推廣也持續至今，適合製作包種、凍頂烏

龍茶及高山烏龍茶的「青心烏龍」於農政單位積極推廣下，其種植面積幾佔

全台百分之六十（吳振鐸 2007a）。

製茶機器的發展也開始於日據時代。當時殖民政府計畫生產紅茶及烏龍

茶外銷，於1903年從日本輸入揉捻機、圓桶攪拌機、乾燥機等機械，進行機

械製造試驗（吳振鐸 1997b）。戰後國民政府成立之「茶葉改良場」也致力

於生產機械化的研究，或改良當年之大型機具供茶農於自家小茶間內使用，

引進或自行設計新機器，並策劃一貫作業自動控制作業，期望從採茶起到最

後工序之烘焙，皆能夠全面機械化。1970年代初期，茶改場場長吳振鐸及張

健夫兩人的研究即開始設計全自動一貫機械作業，寄望以實驗所得之數據，

從溫度、時間等因素的控制，設計部分發酵茶製程之各環節（吳振鐸、張健

夫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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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茶原理的研究目的在提供科學性的知識，作為改良製茶過程或評斷茶

葉品質的依據。茶葉改良場在這方面的研究可謂不遺餘力，並將這些知識藉

由講習、研習營等方式，傳授給各地的茶農，期望茶農對製茶過程的深入理

解，可以幫助他們改善茶葉的品質。這套科學性的知識明顯有別於茶農及製

茶師傅從小耳濡目染、基於經驗與身體技能之傳統製茶知識，科學性知識從

「知」（knowing）的角度出發，提供植物生理、生化、土壤及物理等知識脈

絡之製茶原理，在「知」的角度，提供茶農及製茶師傅將之運用於製茶的可

能；這套知識或能解釋茶菁發酵如何進行或何為理想之凍頂茶發酵度，不過

茶農仍須仰賴基於「作」（making）（Naji and Douny 2009）的科技或實踐

（practice）的知識與身體技能（body technique）製茶。

從農政單位的努力視之，發展這套科技與知識的目的不外在於發展新

風味、增加單位產量、省力、與維持茶葉品質的穩定。除了第一項─藉由

品種的培育發展新茶風味（如以台茶21號的「紅韻」種製作新的紅茶風味）

─乃中國社會兩千年製茶歷史一直致力的一環，其他三項─藉由新科技節

省人力、大量地生產品質穩定的產品─都是工業革命以來產業現代化主要

的訴求。

吳振鐸、張健夫於1970年代初期所做製茶機械化的研究，開宗明義即

指出，過去部分發酵茶加工「人工成本高，效率低，尤其難以控制品質之標

準化，致成茶之品質高低懸殊」，因而需要研究「如何利用機械替代人力」

（1997）。從產業的觀點，以機械擴大產能以製作出同樣品質的產品是一項

重要的指標，部分發酵茶因為製茶過程複雜，各項製程是否確實掌握與當日

氣候（陰晴、溫度、濕度、風向等）的變化，皆對成茶有顯著的影響，即使

技術成熟的師傅，每日所製之成茶品質皆難一致，如此無論茶農或茶商都難

以承接大訂單，此對外銷影響尤劇。以現代科技取代人工可能導致的不確定

性與小產能的問題，因而是70年代以來台灣茶產業現代化最重要的課題。台

灣農政單位從茶種的培育開始、推廣以化肥、農藥、除草劑為基礎之茶園管

理方式、製茶工序的標準化、至全自動一貫作業機械製茶的研究，都著眼於

以科技控制不確定因素與大量生產品質相似的成茶上。

有趣的是，除了將人工視為勞力（無謂的）付出或低效率外，台灣農

政單位推動之茶產業現代化也意味著對手工或基於感官之傳統製茶技能之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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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而無視台灣從清末以來即曾以人工產製之烏龍及包種茶大量外銷美國及

東南亞之輝煌的歷史。在現代思維下，從20世紀初以來，日本殖民政府及戰

後國民政府的農政單位，都致力於利用科技及科學性知識（technoscience）

取代手工與 techne。

茶農對農政單位推廣的這套現代化的努力之反應也相當值得深究。凍頂

茶區的茶農普遍接受優良茶種及各種省力的機制，從70年代起，現代化的茶

間與茶園管理全面進入凍頂茶區，也造就了凍頂茶的崛起。各家茶間裏機械

化的基本配備包括浪菁機、揉捻機、滾筒式殺菁機、團揉機、束包機、乾燥

機及烘焙機等，取代傳統殺菁及炭焙用的大灶及過去手工浪菁、炒茶、腳揉

茶等費時費力的工序。凍頂茶農於鹿谷出現Q茶專業工廠後，也逐漸將製作

過程最後繁雜之團揉做型工序，委由Q茶廠代工，在茶葉的外型（緊結之球

型）與價值的關係越發密切之下，此項專業分工一方面容許凍頂茶農不必花

費大量勞力於費力之做型工序上，另一方面也不需投資購買昂貴之新型做型

機器。

不過，當凍頂茶農大量採用新科技取代做茶工序中費力之「苦差事」

（drudgery）的同時，於茶葉的製作上，他們並未引用新科技以取代師傅根

基於身體/感官的製茶知識與技術（techne）。前述茶改場於70年代規劃研

究之全自動、類似生產線之一貫化的設計即未曾受到凍頂茶農青睞，即便於

90年代鹿谷鄉內如杉林溪、和雅等高山地區高資本投資的茶區，也未見這

類以科技取代製茶師傅之技術的努力。相反地，因為鹿谷烏龍茶的製作發展

較早，製茶師傅技術較成熟，為免製作失敗造成大額損失的風險，新興高山

茶區常需仰賴鹿谷（包括凍頂）的製茶師傅，高價聘請他們進駐茶廠主導製

茶。我們雖可看到新科技─如恆溫恆濕的控制機制─不斷地引入高山茶

區，但至少至今，這些科技未曾取代製茶師傅的重要性。欲深入說明，筆者

需先深究部分發酵茶的工序。

部分發酵茶的製茶原理與工序

「包種」、「凍頂烏龍」、「高山烏龍」及「鐵觀音」等台灣民眾熟悉

之部分發酵茶的製茶工序其實大同小異，其間的差別主要於發酵程度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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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烘焙技巧的配合，以製造出各自獨特的風味；其中發酵程度的掌握更是

關鍵，因而統稱為「部分發酵茶」或「半發酵茶」。上述這些茶名所代表的

風味乃歷史長久發展的結果，它們乃是製茶師傅於各種可能的發酵度中，創

造出文化成員接受並喜愛的香味與滋味，先以高溫破壞葉內酵素，停止俗稱

「發酵」之氧化反應，以「凍結」其風味特性，再佐以適當的烘焙程度以凸

顯其風味，而形成台灣最受歡迎之飲料。從此脈絡視之，台灣消費者習以為

常之包種、烏龍等茶，其實是某些特定發酵度與烘焙度所產生、且廣受接受

之典型風味（key flavor），並以約定俗成的名稱稱之。換句話說，有若文

化於連續的光譜上訂出紅、橙、黃、綠等視覺的焦點一樣，部分發酵茶乃於

「連續」之發酵度的變化可能產生的風味上，擷取幾種品嚐上之風味特色，

給予名稱與價值評述。例如，包種茶簡言之可說乃於發酵第一次出現的香味

高峰以高溫「殺菁」定下其風味特色，而烏龍茶則於第二次的高峰殺菁，再

基於毛茶的滋味佐以不同程度與方式的烘焙，以製造出不同烘焙「熟度」的

包種或烏龍茶。師傅製茶的功力，即常於是否能夠做出符合當其時具有共識

之理想的典型風味而定。各茶品呈現於風味、製法與價值之認定常需經歷長

久之溝通、協商，乃至爭論的過程，並於新茶樹品種提供的「物性」、科技

的創新與技術的發展中，不斷地蛻變。凍頂短短四十年的歷史，即一再印證

這個過程。

若深入製茶原理，部分發酵茶乃利用日光啟動茶菁內含酵素以轉化葉

內化學物質（即俗稱的「發酵」）成值得欣賞之芳香與滋味，安排適當的物

理條件讓茶葉逐漸消除葉內多餘水分，以濃縮可供轉化成茶葉風味的化學物

質，並經由蒸發的水分帶出造成苦澀味的化學成分，藉由茶菁間葉緣的摩擦

促使空氣進入葉細胞中以增進氧化作用進行，而後將茶菁堆高，藉由茶菁

聚集產生之較高的溫度增進氧化作用的進行，等茶菁發出的味道呈現「花

香」、「果香」或「蜜香」等預期的香味並達其高峰時，再以180度左右的高

溫停止葉內發酵作用，而後揉捻，將茶汁壓到茶葉表面以利泡茶時釋出，最

後再做成球或條索型，並乾燥以利儲存。

這套原理或顯簡單，但需繁瑣之工序來達成。因為要藉由茶菁內含的化

學物質經由發酵轉化出豐富的風味，部分發酵茶從採茶開始，即相當講究；

台灣一般以「一心二葉」─一個新芽加兩片成熟葉─為採茶標準，利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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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葉內豐富、低苦澀味的物質轉化出濃郁的香味與滋味，採茶時機的掌握因

而非常重要，嫩採製出的茶葉容易有苦澀味，過熟的老葉出現木質化，滋味

明顯降低。而一天的採茶時間也非常重要，因為清晨茶葉上有露水，太早採

茶，帶露水的茶菁即很難處理。等太陽出來後再採的茶菁製出的茶葉品質一

般認為較好。傍晚採得的茶菁因為已無陽光提供足夠的日光萎凋，難以做出

好茶。

「日光萎凋」乃利用太陽曝曬導致茶菁的細胞膜半透性消失，讓細胞膜

外的酵素與膜內富含的物質（尤其是兒茶素）產生化學作用，並藉高溫促進

葉內水分蒸發。製茶師傅需視當時陽光與當日茶菁的狀況決定茶菁鋪地的厚

薄、翻面的次數與曝曬的時間，並隨時觀察茶菁顏色與軟硬度的變化來判斷

何時停止曝曬。若日光太強時，尚須架設黑網保護茶菁，避免過度曝曬而造

成死葉。因為日光萎凋是製造好凍頂茶的關鍵，日光最豔的中午時段進行萎

凋的茶菁所製的茶常被認為具有最好的品質。

日光萎凋完成後即將茶葉搬入室內鋪於竹製的茶橄上，讓茶菁在靜置

的狀態下，葉片及葉柄的水分經由氣孔蒸發，並開始緩慢發酵，此即所謂之

「靜置」或「室內萎凋」的工序。每隔一段時間，當茶菁呈舒軟狀時，就

以雙手微力翻動生葉（稱攪拌），讓葉柄的水分經葉脈流到葉片，並逐漸

蒸散，如此方可徹底削減茶菁所含的水分。攪拌時生葉葉緣摩擦，葉緣之

細胞受損，使空氣易於進入葉肉細胞促進發酵作用。攪拌下手之輕重與時間

對茶葉香味、滋味的影響很大，過重葉脈受損，走水受阻，容易造成所謂的

「積水」現象，成茶香氣不佳。若攪拌不足，則易出現臭菁味。師傅需藉由

視覺與嗅覺判斷何時翻動茶菁、下手輕重及所需的時間，並逐次加長攪拌的

時間。為確保茶菁內俗稱的「苦水」確實排出，師傅們尚且需要注意室內的

溫濕度，溫度高，茶菁發酵過快；低溫，發酵難以進行；低濕度，茶菁失水

快，容易受損；高濕，苦水不易排出。溫度與濕度高低兩個向度產生四種狀

況，都需要師傅適當處理，或開窗、加電扇讓空氣流通，或加噴霧器，增加

濕度，或用除濕機減低濕度，電熱器增加溫度。凍頂師傅喜歡乾燥涼爽的北

風，茶菁在通風良好的狀況下能夠緩慢且較徹底地排出苦水，如此方能做出

芳香甘甜的好茶。若發酵度已到達而苦水尚未排乾淨，苦澀味即高；若拖過

適當的殺菁時機，滋味又降低。因而靜置狀似簡單，各種處置卻相當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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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置亦是所需時間最長的工序，期間每次攪拌完，即加厚茶菁，待萎凋足

夠，則可進行「浪菁」。

浪菁的動作和攪拌相似，師傅用雙手輕捧茶菁，再由內而外將茶菁攤

鋪放於茶橄上，如此反覆數十次，乃至百次。端看做何種茶，浪菁或重、或

輕，重促進高度發酵，輕反之。早期凍頂茶發酵度高，師傅多下重手；近年

凍頂茶發酵度減低，浪菁多輕。浪菁的時間長短亦牽涉到發酵度的課題，時

間長，生葉之間摩擦多，空氣容易接觸葉細胞，發酵就快，反之則慢。師傅

們多仰賴嗅覺判斷浪菁的時機、時間是否足夠，當茶菁浮現適當的香味時，

即進行渥堆，以加速發酵。

渥堆乃將茶菁加倍厚度，埋於內部的茶菁溫度升高，促進發酵作用的進

行。此時「花香」與「菁味」常循環出現，每隔10來分鐘相互交替，師傅們

憑經驗決定何時是香氣的高峰，並殺菁以產生凍頂的典型風味。

殺菁乃以熱鍋破壞酵素以停止茶菁內發酵的進行。手工炒茶時，茶農於

大灶上架鍋子（大鼎），底下燒柴火炒茶。茶菁遇熱時，出現軟化、內部水

分受熱蒸發等現象，師傅們憑觸覺、嗅覺與視覺判斷茶菁是否炒熟。過熟，

出現焦味，茶菁易硬化；不熟，發酵繼續進行，難以確實控制發酵程度，且

茶菁內部水分仍多，成茶滋味、香味都受影響。手炒茶除了於熱鍋上翻動茶

菁，使均勻受熱，判斷是否炒熟，足以停止發酵，亦非常重要。師傅從茶菁

的顏色、觸感與香味，研判炒茶的程度。因大鼎乃開放式，水分受熱蒸發很

快，因而炒茶師傅需要非常熟練，不然很容易出現焦味。另，手炒茶一次只

能處理5斤左右的茶菁，對製茶師傅們來說，若一天處理300斤的進菁量，是

很大的體力消耗。

殺菁後，烏龍茶有一「回潤」的工序。師傅會手揉茶葉，讓茶汁浮現

於茶菁表面，並靜置幾個小時，如此殺菁後表面喪失水分的茶菁能夠恢復軟

度，方好整型。

包種茶跳過回潤的工序，直接揉捻做型。將茶菁放於笳篥上以手揉，期

間不時解塊，再揉，成條索狀即可。做成球型的烏龍茶則需冗長的時間，花

費許多勞力，先將茶菁放入布袋中，用腳揉茶，而後打開，倒出茶葉，在大

灶上解塊，加微熱固定形狀，再放入布球揉，如此反覆數次，方成半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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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葉做型後，即以炭火乾燥，完成毛茶（或稱粗製茶）的製作。過去茶

農多直接出售毛茶給茶商，精製─烘焙及撿枝─的工作於茶行中完成，前

者以循次漸增的溫度徹底乾燥茶葉，並以110至120度的高溫「焙」出特別的

香味；後者則將妨礙觀瞻的茶梗撿出，方好上市。近年，現代機械化的小茶

間盛行，精製（尤其是烘焙）多由茶農自行完成。凍頂歷經高山茶的挑戰與

921地震影響，市價、產量降低後，多數茶農也轉而自己進行精製的工序，以

賺取較高的利潤。

看天做茶、看茶做茶

上述工序的說明也指出，製作部分發酵茶非常仰賴茶師傅根基於感官的

知識與技術，於各環節做出適當的判斷。台灣茶農常以「看天做茶、看茶做

茶」的諺語，總結他們做茶的方式。

「看天做茶」指的是製茶師傅必須因應天候帶來的各種變數做出好品

質的茶。當季遇到乾旱或多雨、早春或暖冬，都會呈現在茶菁的品質上；例

如多雨時，採摘來的生葉內含水分高，師傅即要於靜置時的「走水」多下功

夫，而困難處就在於茶菁靜置下走水的同時，發酵也持續進行，如何於各向

度微調（如拖長走水的時間、調整靜置時之乾濕度）讓生葉得以徹底走水，

且容許茶菁於較長的的發酵時間維持適中的發酵程度，即考驗著師傅的功

夫。同樣的，製茶當天下雨、吹南風、寒流、濕悶、高溫等狀況，都挑戰著

師傅調整各工序的能力。

「看茶做茶」則指著師傅必須因應茶菁的狀況作調整。早採的茶菁表

面帶露水，葉內含水亦高；不同品種的茶菁狀況各不相同，或硬或軟、或厚

或薄，處理時即須適當調整。嫩採的生葉易受傷，下手宜輕，日光萎凋容易

過快，且內含物質製成茶葉時，容易出現苦澀味。高海拔的茶菁較厚，內含

化學物質量高，若能掌握其優點，可以製出高價位的好茶；低海拔者葉薄、

內含物低，成茶味道容易輕薄。製作清香型的部份發酵茶（如文山包種及高

山烏龍）時發酵不能過快，且茶湯不能呈現紅色，師傅攪拌及浪茶時下手須

輕，室內溫度不宜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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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製作部分發酵茶有太多不確定的因素，要求製茶師傅適當

調整，看天做茶、看茶做茶。最難者，就在師傅能否於面對各種狀況時，有

足夠的經驗，根據茶菁的物性及天候之各種複雜的組合狀況呈現於感官的訊

息，在製茶之各環節做出適當的判斷與調整，以做出品質優良的成茶。調整

不當，即使茶菁品質不錯，有時也會做出苦澀或淡而無味的茶。而就因這些

複雜的變數難以容許茶改場專家於各個環節訂出固定或標準的判斷基準，使

得師傅們的技藝，一直是製作部分發酵茶不可或缺的關鍵。「看天做茶、看

茶做茶」的功力需長久經驗的累積，台灣新興高山茶區因而常出現種植者與

製茶師傅清楚分工的情形，不若屬老茶區的凍頂，茶農同時也是製茶師傅。

另一項變數則為製茶師傅本身的 techne。每個師傅在製作與判斷上各

有其偏好與習慣，各自的工藝也呈現於成茶的風味上，因而師傅間也普遍存

在「手路」之說─出現在品嚐上之師傅手藝的差異於製茶各環節留下的軌

跡。凍頂師傅即常宣稱他們能夠辨認彼此的「手路」，例如某些師傅習慣拉

長室內（靜置）萎凋以補足較短之日光曝曬；靜置時茶菁習慣鋪厚，攪拌次

數多；浪菁下手較輕；停止發酵時間點的拿捏，這些「手路」最後都顯現於

成茶細微之風味的差異上，成為每位師傅所製之茶的特色。茶改場前場長林

木連先生即以「撇步」形容各家師傅有各自的 techne，也因此，部分發酵茶

的製作常因師傅的手路而出現各自的特色。

天候、生葉品質加上手路等變數，使得同一師傅，不同天做出來的成

茶，風味雖有特色，但品質常難以一致。這是每位製茶師傅都承認的事實，

他們也常以此說明製作部分發酵茶複雜之處。對農政單位來說，品質難以一

致，以致難以接受外銷訂單，是台灣茶產業的一項亟需解決的「問題」，因

而如何以科技提昇品質的一致性，並控制天候導致的不確定性，乃農政單位

積極研究、推廣的業務。除了幫茶農「省力」並增加產量外，台灣茶葉生產

現代化─包括機械化、製茶原理的實驗、生產線方式的設計及恆溫恆濕的

新科技等─最重要的目標，也就在控制製茶過程種種不確定因素，以降低

品質上的差異。只是，這些現代化的科技是否取代了製茶師傅的身體技能與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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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科技下製茶師傅的傳統身體技能

新製茶科技的引用可分兩個主要的階段，1980年代機械化茶間普及化

及2000年代控制茶間溫濕環境之科技的漸獲使用。前者主要著眼於以機器的

穩定與可調性取代師傅的手工，後者則著力於不確定因素的控制；凍頂的民

族誌顯示，機械化與環控科技的使用並未真正取代師傅的製茶技術，更未導

致傳統技藝的消失，於科技大量進入農戶的同時，茶農也需要發展出新的感

官能力與經驗，以駕馭這些科技，因而現代科技引起的轉變，最主要的是製

程中大部分的手工為機器取代，但各工序時間點、下手輕重的調整上，仍仰

賴師傅們的判斷；其結果，是茶葉「現代風味」的出現，而非傳統技藝的消

失；或也因此，製茶全面生產線的規劃只出現於茶改場的實驗階段，不曾真

正運用於部分發酵茶的生產上。

機械化

機器取代手工最主要出現於浪菁、殺菁、揉捻與做型上。過去浪菁乃於

竹製的茶橄上以雙手攪拌生葉，造成葉緣摩擦，以促進發酵作用；浪菁機乃

藉由機器帶動滾筒攪拌生葉以達到類似的作用。過去手工浪菁的時代，師傅

需花費大量勞力與時間，將茶菁分成十數堆分別攪拌；製作發酵度高的凍頂

茶，每堆常需浪菁十來分鐘；改用機器後，則只需將整批茶菁放入浪菁機，

調整轉速與時間即可，高發酵度則調高轉速與時間，反之則調低。至於何為

適當時間與轉速，師傅仍需仰賴視覺檢視生葉的品質（嫩、老、厚、薄）

及變化（尤其是葉緣），並於機器轉動時，藉由傳出的香味判斷浪菁是否適

度。手工浪菁時，師傅與茶菁有直接的接觸，較容易感受茶菁的變化，並適

時改變浪菁輕重與時間長短。使用浪菁機時，師傅同樣需要經由感官接受的

訊息判斷如何操作，但需要學習於浪菁機有規律地旋轉時，隔著機器感受整

批茶菁呈現的變化，且要經由多次心得的累積，研判轉速與而後之發酵狀況

的關係，建立操作機器的知識，以便於每次浪菁前，根據茶菁的狀況，適當

決定操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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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菁機的使用亦同。過去大灶燒上柴火，上架大鼎手炒茶菁；滾筒式

的炒菁機藉由機械動力翻動茶菁，並以瓦斯產生的高溫炒茶。依機器大小，

每次可處理30或50斤的茶菁。炒菁機可調溫度、時間與轉速（或說滾筒內風

速），三種調節間如何取得平衡非常重要。溫度通常定在160至180度，轉速

若快，通風好，茶菁失水快，時間自是要短，以免茶菁炒焦，但時間若短，

也需注意沒有炒熟的問題。轉速若調慢，通風較慢，要較長時間方能炒熟，

則容易產生悶味。三者的配合掌握得宜，不只能夠適當炒熟茶菁，停止發酵

繼續進行，且茶菁氣味清爽，水藉高溫與通氣帶出，減低苦澀味。有經驗的

師傅看著茶菁狀況，決定時間、溫度、轉速，炒茶過程中，不時伸手入機器

內拿出茶菁檢驗，依其味道、觸感與顏色，判斷是否炒熟。相對地，手炒茶

乃開放式，茶菁不會悶到，手直接接觸茶菁，探知炒茶熟度，但若於熱鍋上

翻動茶菁的技術不好，則容易出現不均或焦味；炒菁機雖解決翻動不均的

問題，但溫度、轉速與時間之間的調配則是關鍵，有師傅強調，他們敢用高

溫、高轉速適切地炒熟茶菁並降低含水量，技術不純熟的師傅則擔心高溫、

高轉速炒焦了茶菁，而以低溫、低轉速、拉長時間的方式炒菁，結果苦水不

出，滋味苦澀，悶味高，香氣不揚，說明著師傅能否駕馭炒菁機是一門重大

的功課。凍頂茶農常說：「某某人很會炒茶」，或自詡「我很會炒茶」，顯

示著使用炒菁機，不是在機器上調整時間、轉速及溫度，而與「技術」有密

切的關係。

茶葉做型過去以布包茶葉手揉或腳揉，最是費力。機器做型則需幾樣機

器的配合，先將茶菁放布袋裏，用束包機匝緊，放布球揉捻機揉一段時間，

打開，將整團茶葉放入滾筒炒菁機中解塊，而後倒出，放布袋裏，再次由束

包機開始；如此重複數十次，得球型。近年來，業界發展出蓮花型的揉茶

機，揉茶後段改用蓮花型機器，能夠更精緻地將茶揉成緊結的球型。凍頂因

位於鹿谷旁，有專業Q茶工廠，加上台灣消費者對茶葉外型的要求近年來提

高許多，茶農現都已將做型的過程委外製作。

烘焙一向被視為專業技術，從起炭火、控制溫度，到焙出各種熟度與

香味，都需要技術，也是製茶工序中最充斥術語的一環，更有各家不願外傳

的焙茶技術。過去由茶商精製茶葉的時代，大茶商多有自己的焙茶師，從茶

農處收購毛茶，精製（烘焙、撿枝）後出售。現在茶農自家茶間多有烘焙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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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自己焙茶，除了極少數仍採炭焙，多數以俗稱「冰箱」的熱風式焙茶機

及線圈式的電焙籠來焙茶。

於炭焙的時代，起爐火是一項很重要的技術，如何將龍眼炭塞緊，不容

空隙，火由上而下燒透，方鋪上灰開始烘焙，關係著炭焙品質的好壞；如何

用灰覆蓋炭火，而非數字化之溫控，以適當調整焙火溫度，需要長久經驗的

累積。用電的熱風式「冰箱」或線圈的焙籠，的確容許製茶師傅不用學習繁

瑣之起爐火與粗略的溫控，不過於焙茶的技術上，炭焙或電焙都需要師傅細

膩的身體技能。近年茶葉比賽尤其普及化焙茶的技術，鹿谷農會舉辦台灣最

具代表性的茶葉比賽仍以烘焙的「熟香」為比賽基準，欲參加比賽的茶農即

需具備焙茶的功夫。農政單位亦常舉辦焙茶比賽，藉由選手間相互觀摩以推

廣焙茶技術。

焙茶一方面徹底乾燥茶葉，也利用焙火修飾茶葉的香氣。一般由低溫

而高溫，由外而內，關鍵就在能否將茶葉乾透，且焙出適當熟度與香味，又

不出現俗稱「火味」的燒焦味。沒焙乾，內部的水分不久透出，茶葉容易變

質，泡出來的茶湯氣味不佳，也容易混濁。比賽即非常強調是否徹底乾燥，

到達極限的百分之三含水量。焙茶時，同一批茶葉需要分多次烘焙，期間靜

置茶葉，讓內部的水分滲到茶葉表面，再藉由下次烘焙帶出，因而烘焙常需

一個星期以上的時間。焙火也需「透」，不然焙好茶後數月，焙火的香氣就

退去。烘焙比賽茶時，茶農即需在最後階段，每隔20分鐘左右試泡一次，藉

由茶湯的清澈度判斷乾燥度是否到達頂點，並檢視茶渣，以免因為烘焙過度

而出現碳化的現象。

將不好的「菁味」烘出是另一個重點。菁味乃茶菁煥發的「生香味」，

一向是製茶中判斷各工序是否完備的重要依據；茶改場以「臭菁味」稱之，

說明著此香味乃負面的指標；如靜置時臭菁味是否排出，或發酵中，菁味是

否被轉化為值得欣賞的花香、果香味，都是師傅們需要學習研判的重點。烘

焙時亦同，茶農一般會從低溫開始，以熱風將茶葉裏的菁味帶出，菁味其實

代表著茶葉裏水分含量，苦水不出，容易帶苦澀味，因而如何以低溫焙到臨

界點，臭菁味盡出，能夠開始升溫焙火香，乃烘焙的重點之一。

焙茶時，茶葉原本的香氣隨著熱風散出，從師傅的觀點來說，也是一種

香氣的損失。若烘焙結果茶香盡失，只剩焙入的「火香」，假以時日火香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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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茶葉即失風味。因而如何藉由烘焙「修飾」並「凸顯」部分發酵茶藉由

發酵「自然」轉化出來的香味，而非焙去茶香，即考驗著師傅焙茶的功力。

不當的焙茶，就如一位著名的製茶師傅所說：「有若在原本即細緻的皮膚擦

上一層厚厚的胭脂。」。而如何是適當的烘焙，常因各家的 techne 而定，並

清楚地展現於成品上。單就焙茶來說，無論是使用機器或炭火，兩者對師傅

身體技能的要求可謂相同。

恆溫恆濕

製造恆溫恆濕製茶環境的設備是近十年來高山茶區引進的新科技，目的

雖在於控制製茶時溫、濕度造成的不確定因素，不過此科技的採用也與製作

高山茶「清香」的風味有密切的關係。「高山茶」一般指海拔一千公尺以上

茶區所生產的茶品，從1980年代初期高山茶開始於嘉義梅山興起後，高山茶

區即一直有往越高海拔發展的趨勢，近年更以「超高海拔」之名定義1700公

尺以上的茶區，並以此創造品質與價格的差別。高山平均溫低，茶葉生長緩

慢，一年雖只產二至三季，但葉片肥厚、內含物豐富；雲霧環繞的天候有遮

陽的效果，高山茶菁葉內造成苦澀味的化學物質成分普遍較低，加上日夜溫

差大，茶葉甘甜度高，因而高山茶普遍較低海拔者有較好的品質。為了創造

高山茶特殊的風味，高山茶菁雖以鹿谷地區流行之烏龍茶的工序製作，但降

低發酵度，只乾燥，不烘焙，以保有業界以「山頭氣」稱之的高山茶特殊清

香風味。

從1985年左右起，高山茶「清香」風味逐漸成形，加工技術也漸成熟，

高山茶天生優良的品質加上優雅的清香風味在台灣刮起新風潮，於1990年代

成為繼凍頂烏龍茶之後，台灣最重要的茶品。高山茶特殊風味在市場佔有穩

固的地位，也對茶葉的加工製作造成深遠的影響。為了製作出高山茶特殊的

山頭氣風味，師傅一般會降低日光萎凋的效果，以免發酵過快；拉長靜置的

時間，讓葉內苦水可以充分散發；攪拌及浪菁時間短且下手輕，以減低發酵

速度及程度。高山的環境雖適合這種製造工序的操作，但溫、濕度的波動也

容易造成問題。若溫度過高（如超過20度C），發酵速度容易過快，且容易

出現紅色的茶湯；溫度過低，走水、發酵都不易進行。高濕度時，走水不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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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低濕度走水過快，發酵會跟不上。另外，日光萎凋時若如製造凍頂茶直接

置茶菁於日光下，易使發酵過快，茶湯出現紅水，因此高山茶廠於日光萎凋的

場地多準備黑網，必要時遮蔭。但若雲霧環繞，無日光啟動發酵，則需準備熱

風萎凋的設備，讓茶菁於室內熱風吹動的環境下，達到日光萎凋的效果。

高山茶產地多屬新興茶區，一般茶園較大，投資也較高。不若凍頂，多

數茶農的茶園都低於一甲。高山茶價亦容許茶農投入較大的資本，建築大茶

間，並引入新科技以處理製茶期間每日進入之大量茶菁。6 也因為投資大，價

位高，更使投資者不堪承受製茶上的失誤，也因此高山茶區有較大的誘因投

資室內日光萎凋、恆溫恆濕與熱風萎凋等設備。

這些控制不確定因素的科技的確容許師傅們製茶時不需分心於應付天

候的變化與溫、濕度的控制，只需「看茶做茶」，而無庸「看天做茶」。這

項發展的確使得一些筆者訪問的北部茶商擔心，如此可能導致高山茶的風味

趨於一致（或說，「千篇一律」），他們也憂慮製茶師傅面對不確定因素的

應變能力出現斷層的可能。即便如此，恆溫恆濕與熱風萎凋的設備之引進，

也需放於高山茶區資本化及台灣消費市場的脈絡下檢視，非能單純地從科技

取代傳統技藝來理解。無論新科技是否造成部分傳統製茶技術的喪失，製茶

師傅仍需要於科技創造的「理想」茶間環境下「看茶做茶」，尋得各自的手

路能夠發揮之處，利用攪拌及浪菁的手法、判斷殺菁時機與操控炒菁機的技

術，做出有特色的茶，以賣得好價錢。

「現代風味」的出現

面對高山茶區的威脅，近年凍頂茶區力圖振作。一些茶農開始籌思製作

70年代以前之傳統高發酵度（達百分之五十左右）的「紅水」烏龍，強調古

法製作，期望以凍頂的老字號重振雄風。同屬凍頂茶區的鳳凰與永隆社區，

也開始自辦「傳統組」的茶葉比賽，以有別於鹿谷農會優良茶比賽的「熟

香」風味。不過凍頂茶農也深知，凍頂茶區歷經這四十年現代化的過程，他

6 鹿谷杉林溪的茶廠春茶採收期間常可處理1至2千斤的茶菁。且產地批發價春茶每斤即可達兩千

多元。冬茶一般產量只達春茶二分乃至三分之一，且品質佳，因而茶價常高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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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或可以復古、懷舊之情恢復部分榮景，但道地之凍頂味實難以回復，究其

原因，不見得在於傳統技藝的喪失，影響更大的，恐怕在於現代化的過程，

使得事情「沒辦法再如過往一樣做了」。

首先，過去的茶園乃有機耕作，凍頂茶區肥沃、特殊的土質，造就了凍

頂茶獨特的風味，附近小半天的茶園即因土質不同，生產的茶菁即難以製作

出同樣品質的凍頂烏龍茶。然而歷經三十年的現代茶園管理，單位產量雖較

過去增加，不過茶菁的本質早已不同。加上長期使用化肥導致土質酸化，更

惡化凍頂茶菁的品質。

機械化一方面容許各家農戶毋須仰賴換工即得以自行製茶，另一方面，

倒也使得茶農們對勞力的付出有新的看法。手工為主的時代，各家靠換工

製茶，輪到某家做茶，鄰家都來幫忙；人手夠，日光萎凋的作法「照功夫

做」，在地上搭架子，上放茶橄，底下通風，豔陽下茶葉的溫度不高。茶間

機械化後，各家製茶除了採茶換工，其它工序就只家戶成員參與；為方便施

作，不再搭架子，而將茶葉鋪在置於水泥地上的布篷，日光好時溫度高，水

泥地反射的高溫易燒壞茶菁。同時，用茶橄翻動茶菁可以較均勻，茶菁曝曬

平均，現在以布篷翻面雖方便、省力，但常不均勻。

如今採茶運作方式也與過去不同。早期採得的鮮葉放腰間竹簍子裏，

通風，茶葉不會悶在裏面；現在改用塑膠的簍子，較輕、容量也較大，操作

方便，但鮮葉悶在裏面容易受損。手工時代一天製茶的效能低，各家茶園分

三次採，第一次採茶樹上層的成熟葉，第二次邊緣處，幾週後，第三次補採

先前尚小沒採，現轉成熟的葉子。分三次採的好處是，鮮葉成熟度整齊，都

是製作部分發酵茶要求的「一心二葉」，如此除了品質好，加工製作時亦方

便。機械化後茶間效能高，各家也採用越來越大型的機器，凍頂坪上各農戶

家也沒有這個閒工夫再分三次採茶，各家茶園一次採摘，鮮葉中老、中、青

都有，萎凋、發酵、殺菁的速度各不同，茶農只能抓「平均值」作為判斷的

依據，增加製好茶的難度。

炒茶菁過去用大鼎，手炒，量小，翻動容易，水分易蒸發，氧氣接觸

容易，不會悶到，但炒過幾次茶後，大鼎即容易出現焦味，成為手炒茶的特

色。現在用炒菁機，葉子悶在裏面，水氣在內，炒菁機的溫度、轉速控制不

好，即容易出現苦澀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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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也非古法全都好，過去製茶手法不若現在細膩，現在於控制萎凋、

發酵程度上較古法要求高，滋味也較細緻。尤其在茶葉比賽的主導下，凍頂

茶的發酵度全面降低，茶湯顏色講究金黃，萎凋不足的苦澀味更被視為扣分

重點，如此也使得茶農們較為關注攪拌、浪菁時下手的輕重，免得葉脈受

損，導致萎凋時走水不順，產生苦澀味與紅水。古法用炭焙，烘焙的效果較

易深入茶葉，效果好，也出現一股炭焙特有的香味。但過去茶葉烘乾時不重

視成茶含水量，炭焙時就以大概溫度烘焙到一定程度的口味就好，儲存時較

易變質；現在以機器烘焙，定溫容易，茶農常以5、6度至10度的間隔設定

溫度，每一個溫度烘焙的時間足夠，先從低溫（如從90度）焙到含水量只剩

5％，再以高溫（110度或以上）將最後的百分之二焙出，如未將茶葉內部的

水分烘出來，只烘到茶葉外表的水分，內部的水不走，即容易質變，茶湯混

濁，並易有苦澀味。

凡此種種都指出，與古法相比，現在各項條件、作法早已不同，即使在

製茶的形式上─如提高發酵度與焙火等─復古，已難有道地的古早味。

值得注意的反而是，於現代的條件、科技與手法下，一個「現代風味」其實

已儼然成形，而且這個現代風味的出現，並不是「傳統技藝」喪失或為科技

取代的結果，而是幾項因素的相互作用：包括「茶農／製茶師傅秉持著製作

部分發酵茶所需的身體技能，駕馭新科技，以精緻化生產過程」、「製茶機

械化下生產組織的改變」、「消費者對茶葉品質要求的轉變」及「茶農／製

茶師傅對勞力付出之意涵的轉變等」；也就是，現代風味乃於台灣茶產業種

植、生產現代化的歷史過程中出現，茶農／製茶師傅、農政單位、消費者都

於此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並非單一因素的影響，更非任何個人（如製

茶師傅、茶改場專家）或團體（如消費社群）的行動所決定，而是科技的發

展、社會組織的轉變、消費品味化、身體技能的轉變等不同層面的過程逐漸

發展所呈現之台灣茶風味上的趨勢。

這個實際上少被意識到，長年於各項條件的變化中悄悄發展出來，但

又難以定義的「現代風味」，這二十年來已為消費市場接受，成為典型，其

影響相當深遠。消費者對茶葉外型、湯色的注意、低發酵度「熟香」的習慣

與對苦澀味的敏感，或說，消費者於台灣精緻化的製茶與消費方式中養成之

感官的習癖，已使得身為製茶中堅份子、年紀在四、五十歲、屬「父親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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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茶農／師傅們，難以完全套用所謂的「古法」製茶，而必須以他們於新科

技、新製茶環境下養成之「轉化」的身體技能，製作出符合現代消費者喜愛

之（現代）風味的茶品。

換句話說，凍頂茶區的民族誌說明著，檢視現代科技取代傳統工匠技術

與生產模式（mode of production）的假設不能單從生產（尤其是科技與技

術）面，而尚需從兩個面向─「生產與消費」的相互作用及「科技與身體

技能」的關係─切入。於前者我們可見，科技與技術的轉變導致新風味出

現，可是當這個新風味在消費市場上逐漸成為「典型」乃至「標準」時，這

個新標準也倒過來影響著科技與技術的持續演化；就如茶農與製茶師傅採用

控制製茶過程的不確定因素之科技，其目的也可說是於製作符合消費市場主

流之「現代風味」的茶品；因而幫助達成萎凋標準的恆溫恆濕設備、炒茶標

準的炒菁機、做型標準的布球機及揉捻機都廣受茶農們歡迎，以製作出符合

現代標準／風味的茶葉。

於後者，我們可以看到師傅製茶的身體技能隨著科技的使用與精緻化的

要求轉化而出現新一代的模式。製茶師傅的身體技能雖仍以傳統工藝為本發

展新的感官能力，歷經現代風味與科技化洗禮後的凍頂茶農，與「祖父輩」

的茶農間，製茶之身體技能也出現了某些可謂是「代溝」的現象；然此代

溝，並不見得是斷層─歷經科技化的一代喪失傳統工匠技藝─的出現，

而是於一些細微的感官判斷上，兩代已出現不同的判準方式與感知的能力。

因而相異於傳統技藝於科技化下喪失的假設，筆者於凍頂茶區觀察到的，常

是四、五十歲屬「父親輩」這一代、歷經精緻化與科技化的茶農，常會批評

老一代缺乏製好茶的技術，他們常會提及：「凍頂茶暢銷時，『茶做黑就可

以賣』，因而我們的長輩做茶談不上技術。」；他們也會批評長輩做茶時

的手法過於粗糙，尤其浪菁下手過重，容易傷害茶葉，葉脈受損而出現「積

水紅」與苦澀的問題。相對地，習慣古法、不認為茶湯出現紅水是問題的老

一輩茶農，則會表示：「年輕一代做茶的方式他們『不會』」。相對地，當

「年輕的一代」於高山茶當道下亟思復古以提振凍頂茶的名氣時，他們也表

示「不知道」如何製作過去高發酵度的凍頂茶（或說，缺少製造早期凍頂風

味的身體技能），農會因而於近年安排數次示範，請老茶農指點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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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現代化的洗禮對兩代茶農亦有共同的影響。在習慣機械化

提高工作效率、減少勞力付出後，兩代師傅都贊成現在製茶一些步驟（如採

茶、日光萎凋、手工炒茶、浪茶）「難以再按照古法做了」，雖然他們也都

贊成，古法的確有助於提高茶葉的品質。也就是說，機械化替代勞力已內化

入兩代（更遑論未曾經歷手工製茶的一代）茶農的身體習癖，即使在婦女採

茶換工制度仍存在的凍頂坪，家戶換工以手工製茶已難以再被實踐。

上述民族誌的討論提醒我們，今天這個「代溝」的出現，乃於傳統技藝

「代代相傳」（而非失傳）的情況下出現。是繼承著「傳統」製茶工匠技藝、

今天屬「父親輩」的一代，於接受台灣現代化過程中，戮力駕馭科技、因應

精緻化的要求、適應消費風潮的轉變，而有「傳統」身體技能歷經「轉化」

而出現筆者所謂之「代溝」的現象。在凍頂茶區裏（筆者相信台灣其它製造

部分發酵茶的老茶區亦是），剛進入茶產業或仍於學童階段的一代於他們參

與家戶生產的成長過程中，也持續學習／培養／承襲部分發酵茶的工匠技

藝，就如他們的父親輩曾經歷的，將來他們的身體技能也會不斷地與新科技

的出現及消費風潮的轉變相互作用，一方面參與新消費風潮的建構，另一方

面，新的「代溝」也於這個複雜的過程中，被持續創造。

結論

本篇文章以台灣凍頂茶區的民族誌為例，檢視現代科技取代傳統工匠技

藝與生產模式的假設，上述的討論指出：科技與傳統技藝之間不只存在複雜

的關係，尚需從多重面向來考慮其間的關係。

首先，「物性」（materiality）在科技與傳統技藝相互消長之間扮演一個

重要但較少受到注意的角色。凍頂的例子告訴我們，部分發酵茶的製作牽涉

複雜的工序與細緻的工匠技術，使得製茶師傅「看天做茶、看茶做茶」所需

之基於感官經驗與身體技能的工藝即使在新科技不斷進入之時，仍舊是製作

優良部分發酵茶不可或缺的關鍵；換句話說，部分發酵茶的「物性」難以被

現代科技所滲透，因而相當程度「抵抗」（resist）著其製茶工藝為現代科技、

製程與生產模式取代。相對地，製茶工序簡單、師傅技術要求不高之「不發

酵」的綠茶與「全發酵」的紅茶則容易被「工廠化」，傳統工匠技藝與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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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為現代之工業化生產設計與資本經營取代。台灣近150年茶產業的歷史即

印證著這個現象。

現代科技取代工匠技藝的假設乃因兩者被放於「對立」的觀點上

比較而出現，但凍頂的民族誌則顯示，兩者其實相輔相成。科技人類學

（anthropology of technology）即一直提醒我們，現代西方社會越來越將科技

一詞視為「科學與技術」（science and technology），科技一詞在觀念的層次

上趨向和西方機械化的發展連結一起，而出現一個「機械─理論」型態的

宇宙觀（Ingold 1997），使得我們將科技視為是現代發展出來對大自然之科

學理論性的施作，而工匠技藝就為忽視個人天賦與靈敏性、具機械性功能的

科技所取代。不過對於凍頂的現代茶農來說，工匠知識與技術（techne）和

現代科學性的知識（episteme）其實互不衝突。當製茶師傅強調「看天做茶、

看茶做茶」，並依據傳統製茶口訣─如「適當曬菁的程度就是折生葉不發

出折斷的聲音時就好了」、「看到生葉攤死了就要浪一下，讓它們活起來，

茶能做下去」、「有浪（菁）才會香」、「吐菁與轉香每十分鐘轉一次」、

「發酵過頭滋味反轉淡薄」─做茶時，他們也會結合他們於茶改場的講習

中習得之科學性知識，以紫外線破壞細胞膜說明日光萎凋，地心引力、光合

作用解釋室內萎凋時靜置與攪拌的作用，或以高溫破壞酵素理解殺菁的原

理，來解釋 techne 的實踐下發生的物理或化學過程，或藉之思考改進之道。

在凍頂坪上，這兩套語言同時存在，尤其對外人解釋製茶過程或茶農間討論

製作比賽茶的細節時，科學性的知識即常被引用，因為當他們企圖製作出符

合比賽評審標準的茶品時，即更需依賴科學性知識所提供的原則進行調整。

兩者並存的情況就如 Heath 及 Meneley（2007）指出的，其實可於相當基本的

層次結合，只是這個事實卻少出現於現代社會科技與傳統工藝的論述裏，多

數仍從「對立」的觀點思考兩者的關係。有趣的是，兩者或可同時體現於凍頂

的現代茶農身上，但科學性的知識或可被用來解釋製茶各工序的原理與施作

原則，但卻無法以學理決定或以儀器偵測施作各步驟的適當時機，以致茶農

於採用現代科技之餘，仍需仰賴各自習得之工匠技藝與長久累積的經驗判斷

萎凋是否足夠、浪菁下手輕重、發酵是否達到香味的（第一、第二）高峰，

或炒菁是否夠熟，足以停止發酵繼續進行。也因此，「手路」或「撇步」依

舊主導著各家茶葉的製作，也使得台灣部分發酵茶一直存在多元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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凍頂茶農接受現代科技的過程也顯示著：科技本質上乃屬於「社會」而

非單純之「專業技術」（technical）的範疇。台灣農政單位製茶科技的發展

與推廣從開始即交織著「現代性」的思維─節省人力、提高產量並維持產

品的穩定性，這套和現代科技密切交織的意涵普遍地為凍頂茶農接受，在他

們紛紛投入資本設立機械化茶間、採用化肥與農藥的同時，勞力付出的想法

與方式也產生了顯著的改變，師傅換工、採茶、茶園管理方式都呈現著「現

代」的風貌。而就如 Pfaffenberger 提醒我們的，科技同時具有物質、社會與

象徵的面向，人們採用一項新科技時，同時也表達著他們對社會的看法，並

與相應之生活型態交涉（1988）。凍頂茶農將現代科技與背後現代性的意涵

視為理所當然的同時，他們也同意，「事情無法再如以往的方式做了」，即

使他們瞭解傳統的換工制度、過去的有機茶園及製茶方式的確有助於茶葉品

質的提升，但於現代性思維的習作下養成的習癖，已不再容許他們回去以往

的生活方式。

最後，凍頂的民族誌也提醒著我們，我們需要同時從生產與消費的方向

來檢視科技的課題。凍頂的例子顯示，隱藏於這些多元的風味裏的，是台灣

現代消費者習慣之「現代風味」。這個新的風味雖仍打著「傳統」的招牌面

市，其實卻「體現著」新的科技、製茶技藝與身體習癖，在消費者品飲、談

論著「現代風味」，並賦予價值、建構標準之同時，茶農們也積極地採用現

代機器與知識「看天做茶、看茶做茶」，以複製出更多符合這個新風味標準

的茶品。在茶農們仍以「全手工製作」標榜著他們的茶品時，今日部分發酵

茶的製茶技藝與古法製作相較下最缺少的，反而正是「手工」及其他被現代

茶農視為「苦差事」（drudgery）的勞力付出。有趣的是，在浪茶機、炒菁機

及Q茶機取代手工的同時，或許因為茶農們基於感官經驗之技術仍於現代製

茶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使得台灣愛茶的消費者依舊接受茶農及茶商們「全

手工製作」的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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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ftsmanship, Technology and Modernity 
of Taiwan Dongding Oolong Tea Production

Shuenn-Der Yu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wan's tea industry has depicted Formosa tea as a product 
manufactured with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Taiwan's partly fermented 
teas, made by delicate control of diverse degrees of fermentation to produce 
different tastes and teas in small workshops, do mirror this portrayal. 
However, if we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tea industry, we 
may find traces of modernization since the Japanese era; mechanization, 
adoptions of new tea breeds, modern tea farming technologies,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all indicate a divers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aiwanese tea farming and product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and modernization not only reflects the current condition 
of Taiwan's tea Industry but also raises a few interesting issues that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discuss. They include: (1) What is craftsmanship and 
skill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odern technologies? (2) Does craftsmanship 
decline or transform within this modernization process? (3) Does tea, as 
an object and commodity, influenc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craftsmanship? I In other words, how should we examine Taiwan's 
tea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teriality, skill, technology and 
modernity? Based on my ethnographic research of Dongding's tea farmers, 
I find that there is a sophist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technology 
and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Dongding ethnography demonstrates that 
when new technologies are being employed, tea farmers also need to 
develop new sensory abilities and skills to master them. At a time when 
modern technologies increase their weight in tea production,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is not being replaced or lost. Rather farmers "transform"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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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technique to make technologies work for their production scheme. 
Hence, we need to look into how technology and craftsmanship influence 
each other within the complex process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rather than stereotypically perceive the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replaces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Keywords: craftsmanship, technology, modernity, Dongding tea, partly 
fermented te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