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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甜點美食觀光：台灣觀光客的文化消費實踐 

 

摘要 

  本研究以巴黎甜點美食觀光為例，從其根源著手，探究巴黎甜點觀光地景的生成，

又巴黎甜點文化如何經過全球位移而東傳台灣，而台灣的文化導覽中介建構出什麼樣貌

的巴黎甜點觀光場域，使台灣甜點觀光客帶著巴黎甜點意象，滿懷憧憬地穿梭於巴黎大

街小巷，一親芳澤，研究最後藉由訪談台灣赴巴黎的甜點觀光客，從符號蒐集、儀式秀

異、感官記憶三個面向分析其積累的消費實踐以完整「憶」猶「味」境的甜點觀光朝聖。 

  本研究借重 Pierre Bourdieu 的場域與消費秀異理論，探討巴黎甜點美食觀光的地景

生成、文化中介與消費實踐。研究方法以論述分析為主，其資料來自歷史文獻、導覽書、

深度訪談以及巴黎甜點地景的田野調查與甜點店銷售實習的工作觀察。 

論文重心在於：一、以「文化生產場域」的概念論述法國甜點與甜點店在其歷史脈

絡中受到實作家與美食家賦予飲食美學化的位置，以及作為制衡感官邏輯、社會階級要

角的象徵權力，並指出法國甜點美食場域與文學、美感、時尚場域的構聯。二、以「文

化中介」的概念說明法國甜點藉由日本殖民治台時期西化政策的特殊中介讓傳散的歷史

路徑與感官想像得以在台灣呈現，爾後再藉由台灣出版的巴黎甜點觀光導覽書作為巴黎

甜點在台灣的象徵符號生成與意識形態建構。三、藉由甜點觀光中的消費實踐形成品味

劃分的社會格調，展現「品味秀異」的另類觀光。本研究聚焦在甜點消費是奢侈與美感

品味這類象徵符碼的蒐集、有意識地擬仿法國社會共享的甜點品嚐儀式，以及紀念物蒐

集、影像紀錄、味覺細描所共組的特定甜點觀光記憶，堆疊出與其他觀光客產生文化距

離的秀異品味。 

 

關鍵字：美食觀光、巴黎甜點、地景建構、場域、文化中介者、消費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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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âtisserie Tourism in Paris: On the Practices of Taiwanese Tourists 

 

Abstract 

Take pâtisserie tourism in Paris as a case study,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its 

destination-making, to study how it is transferred from France to Taiwan by intermediate 

guiding systems and, by interviewing Taiwanese tourists, to analyze the consumption 

practices of symbol-collecting, distinctive performances and sensory experiences.  

Using Pierre Bourdieu’s “field” & “distinction in consumption” theory, the research 

studies destination-making,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and consumption practices in the field of 

gastronomic tourism, focused on Parisian pâtisseries. Research method is based on discourse 

analysis about historical documents, guidebook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Field records during 

the fieldwork and the internship about sales and client services in the pâtisserie Carl Marletti 

in Paris are analyzed. 

The emphasis on the research is as followed. First, it describes how French pâtisseries 

(both desserts and shops) are anchored as the role of aestheticization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by practitioners, gourmets and intellectuals under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his 

makes French pâtisseries symbolic powers to standardize sensory logic and to pinpoint social 

classes. Furthermore, gastronomic field is connected to the field of literary, aesthetics and 

media on fashion. Second, historical route and sensory imagination about French pâtisseries 

are introduced to early Taiwanese by means of Japanese colonial development policy, cultural 

westernization, in Taiwan. Also, the guide books of Parisian pâtisseries, written by Taiwanese 

travelers, are considered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and the discourses inside are analyzed as the 

production of symbols and ideologies. Third, it analyzes the tourists’ consumption practices of 

photo-taking, souvenir-collecting, performances, as well as sensory description to 

demonstrate the concept of “distinction in taste” in pâtisserie tourism as alternative tourism. 

 

Keywords: Gastronomic tourism, Parisian pâtisseries, destination-making, fields,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consumption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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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貪愛甜食」…，由對吃的單純需求脫軌而出，終結於完全受嗜甜食之欲的支配。一旦飽

食的需求得到滿足，我們首先便屈服於那些比日常糧食更受喜愛的食物，這種選擇是奢侈飲食之

首要。                    ──瑪格洛娜．圖桑－撒瑪【甜點的歷史】 

 

2012 年，筆者因為前往法國昂傑大學（Université d’Angers）修習觀光管理

雙學位課程，於下半年必須至觀光相關單位進行至少三個月的實習。從 6 月 19

日開始，筆者便在巴黎第五區的精品甜點店 Carl Marletti 開始了為期三個半月的

櫃台銷售實習。千載難逢的機會是在筆者以電子郵件的方式於近四十家巴黎甜點

店投遞 CV 與動機信，僅有三家的面試機會後，便在 Carl Marletti 歡迎大家。 

這讓筆者更確信透過在巴黎甜點店的實習機會，第一線接觸甜點師傅、工作

人員、當地與國際消費者，無論狀況好壞，都將能成為特殊又真實的主題觀光研

究。實習期間，因為是外場銷售的第一線工作人員，也是唯一的亞洲人，工作固

然有無比的挑戰性，無論是法語為非母語或是完全不熟悉的觀光餐飲領域，都是

筆者珍貴的實習學習之旅。所幸，有幸運之神的眷顧，甜點店內上至甜點師傅、

主管，下至學徒、實習生，都與之相處融洽，也讓筆者獲得珍貴的田野觀察。 

與法國的緣分要追溯到 2011 年的暑假，因為台師大歐文所的歐洲參訪必修

課程，在老師的帶領下，全班同學前往法國學習文化觀光遺產保存與管理課程，

在前往這個文化遺產俯拾即是的國度之前，你很難不對她有浪漫的遐想與好奇；

因此，在出國前一、兩個月，筆者除了為文化觀光課程做準備以外，就是老跑圖

書館或書店翻閱法國旅遊書籍，雀躍地為參訪後的法國自由行做規劃。坊間的法

國旅遊書，內容不外乎是法國的經典景點介紹，像是《法國》（墨刻出版）、《開

始在法國自助旅行》（太雅生活館出版）、《安朵的巴黎慢慢走》（三采出版）、《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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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巴黎的 77 個理由》（時報出版）等這幾本導覽書，景點似乎大同小異，差別在

於書籍的美編與旅遊行程的規劃。 

然而，卻有幾本巴黎旅遊書，抓住了筆者的目光：「《記住巴黎的甜滋味》、

《LOVE PARIS 巴黎時尚甜點咖啡館》、《吃垮達文西：張國立＋趙薇的法國飯

團》，只有講吃耶，那來看一下到巴黎要吃什麼好了！」筆者心中這樣想著。不

看則已，一看就會一頁接著一頁細細品味，還會偷偷在書局拿出便條紙記下感興

趣的巴黎甜點。法國，或更精確的以必遊城市巴黎來看，不再只有羅浮宮與巴黎

鐵塔吸引旅人的目光，到巴黎吃什麼也是筆者關注的焦點。不同於一般包山包海

的旅遊書，原來近年有越來越多的另類深度導覽書產生，讓旅行更趨精緻與深

度，讓筆者在規劃巴黎自由行的過程中，總有許多驚喜產生，而這些驚喜大多都

源自於以美食為主題的另類導覽書。 

美食導覽書的影響力，不單單發生在筆者身上，「我去巴黎其中一個目的就

是要去吃甜點！帶著這本書《記住巴黎的甜滋味》，每天一家！」這是友人在飛

往巴黎前所說的，在台灣，她並非以甜食度日的甜牙齒，也不忍將金錢花在甜點

上，就因為巴黎對她而言是美食與甜點之都，精緻法式料理的高價位沒辦法讓她

餐餐享受；因此，轉而以價位可接受的巴黎知名甜點代替，在巴黎，她可盡情放

縱味蕾，跳脫原本在台灣的飲食模式與高度受大眾關切的甜食與身體政治，價格

與身材考量丟一旁，難得的一趟巴黎之旅，她要每日一朝聖，日日嗑甜點。 

踏上巴黎這塊人人稱羨之旅，與友人帶著甜點導覽書按圖索驥尋訪各家甜點

名店後，筆者被每一家甜點店的排隊人潮與甜點的精緻度、高價位震懾到。如同

劉姥姥進大觀園一般，相較於博物館觀光、宗教觀光等，美食觀光勢必是一項深

奧的學問，原本單純的生理需求，在筆者親身探訪幾家甜點名店後，完全改觀，

巴黎精緻的甜點文化，絕非僅止於滿足生理需求，除了感官的享受，更因為東西

甜點差異而帶來精緻風格的薰陶，使嗜甜觀光客的消費品味層次提升。甜點知識

的汲取與另類導覽資訊帶給消費者的文化灌輸與想像，伴隨著眼見為憑、品嚐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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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的直接感知，無論在感官、文化、美學層次上，都是消費者長期的美食感知浸

淫與涵化。這是否印證了法國社會學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實踐理論所

認為的：擁有文化產品的傾向是經過種種的教育所造成的，這讓個人長期表現出

的愛好行為不僅區分各式各樣的秀異品味，也區分個人的社會空間位置，進而積

累其資本，行使正當化的特權(許嘉猷, 2011)。巴黎甜點帶給嗜甜者的觀光實踐，

是否藉由甜點導覽書所傳達的象徵、美學符碼而提升並秀異了消費者的飲食品味

與藝術美學？若真如此，巴黎甜點導覽書勢必在美食觀光的品味層次中占有一席

之地。 

友人的一席話、一本巴黎甜點導覽書、親眼所見的各家消費人潮，讓筆者開

始思量甜點導覽書是如何魅惑牽引即將前往巴黎遊玩的觀光客，使他們熱切地蜂

擁至各家甜點店朝聖？巴黎，雖說是甜點之都，但其消費並非便宜，這些捨得消

費的美食饕客，是像筆者一樣的學生觀光客，省吃儉用，既要逛景點，亦要嚐甜

點；亦或有其特殊身分地位、品味標準，才能視吃、嗜甜為其終極觀光目的？筆

者在 2011 與 2012 年因為前往法國求學之故，也成為巴黎甜點地景的朝聖者之

一，在品嚐甜點前，會先透過美食部落格、甜點導覽書與 Google 地圖將朝聖攻

略製作完成才出發，接著按圖索驥地毯式搜索，除了如「集點」般購入並品嚐甜

點地圖上各家經典作品，還喜歡觀察各家建築擺設風格與比較店員儀態和親切

度，因為這些都是完整每一趟感官體驗的拼圖。然而，其他以甜點為主要觀光消

費的遊客是如何得知這些甜點名店？再者，這些消費者如何品嚐與鑑賞，以「馴

化」之感官亦或「天真」之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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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 

民以食為天，台灣的報章雜誌與影視媒體長年對飲食文化高度重視，一直以

來多介紹台灣或周邊國家的飲食文化與推薦，如：港、澳與日、韓的特色飲食；

然而，近年興起一股歐式甜點熱潮，尤其是法國甜點，不只介紹與宣傳在台灣的

法式甜點店，越來越多的美食記者更將鏡頭聚焦，直擊巴黎著名的百年老店與甜

點新秀。「巴黎／Ladurée 百年經典 甜點迷朝聖地、咬一口馬卡龍 發現巴黎新

浪漫」（聯合報旅遊休閒版／2011 年 10 月 13 日）、「甜蜜巴黎，精品甜點新店直

擊」（旅人誌 TRAVELER LUXE／2011 年 9 月號 No.76 的 SPECIAL REPORT）、

「惡魔的誘惑。巴黎甜點」（名牌誌 BRAND／2011 年 6 月）與「甜點中的愛

馬仕 Dalloyau」（優生活Alive雜誌／2005年 9月 19日第 22期《巴黎品味經典》），

巴黎的美食意象，甜點與其名店勢必有其份量，巴黎觀光的報導不再受自然與人

文景點侷限，美食朝聖地大放異彩，為即將前往巴黎觀光的民眾做足巴黎甜點的

功課，讓台灣遊客能按圖索驥，親臨巴黎甜點名店。然而，台灣的報章媒體對法

國甜點的認識從何而生？究其根本，巴黎的甜點文化與地景是在什麼社會脈絡下

中介至台灣？ 

除了報章雜誌的宣傳與報導，近年來，數本介紹法國或巴黎甜點烘焙書籍或

另類導覽書皆譯自日文，可見法國甜點文化藉助日本的中介而使台灣對其有更深

入的認識。《時尚法式甜點：馬卡龍&巴黎名點／マカロンとパリの焼き菓子》（楓

葉社文化／2011 年）、《Love Paris 巴黎時尚甜點咖啡館》（台灣東販出版社／2011

年）、《全球零時差巴黎甜點》（瑞昇文化事業／2006 年）、《巴黎小閣樓糕點派對

／フランスぉ果子物語》（墨刻出版社／2001 年）等法國甜點食譜與另類導覽書，

皆於近十年來在台灣大量流通，廣受歡迎。因此，台灣民眾與消費者對法國甜點

較正式的了解與探討，最早是藉由日本甜點專業人士的媒合，透過出版社的轉

譯，將法國甜點的知識與文化呈現給大眾。 

 

http://travel.udn.com/mag/travel/storypage.jsp?f_ART_ID=44452
http://travel.udn.com/mag/travel/storypage.jsp?f_ART_ID=44453
http://travel.udn.com/mag/travel/storypage.jsp?f_ART_ID=44453
http://www2.mook.com.tw/traveler/3-monthly/201109-no76/no76.html
http://www2.mook.com.tw/traveler/3-monthly/201109-no76/no76.html
http://mag.nownews.com/article.php?mag=2-10-6094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webarticle.php?id=31818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webarticle.php?id=3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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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早期台灣是透過日本這層文化移動去認識法國甜點，嗜甜的台灣饕客近

年來不再安於現況，不僅要滿足視覺上對法國甜點的美味想像，更要起而行，化

為實際行動，踏上巴黎花街用味蕾品嚐法國甜點，實踐真實的感官體驗，為大家

帶來第一手的巴黎甜味報導。當美食觀光客按圖索驥沿街尋找知名甜點店的同

時，「甜點」一詞儼然轉化為台灣觀光客對「巴黎」地景型塑的另一意象。甚至，

有些心思細膩的美食家與部落客會將美食、甜點之旅與其賞味路線書寫成文、攝

影記錄，與同好切磋分享，或公開於網路平台，或出版成冊為另類旅遊書籍。旅

法美食家謝忠道自 1998 年以迄今相繼將其對法國的美食鑑賞側寫於部落格「忠

道的巴黎小站」，亦將文章整理出版為《美饌巴黎》（1998 年）、《餐桌上最後的

誘惑》（2001 年）、《慢食：味覺藝術的巴黎筆記》及《比流浪有味，比幸福更甜》

（2005 年）、《星星的滋味：忠道的米其林筆記》（2009 年）、《慢食之後：現代飲

食的 31 個省思》（2011 年），《慢食：味覺藝術的巴黎筆記》一書更在 2011 年發

行第三版，是首位開啟台灣直接認識法國飲食文化的台灣人；旅法作家杰希嘉在

其部落格「杰希嘉巴黎即時通訊」書寫的賞味日記出版《巴黎甜點》（葉子出版

社／2005 年）；而曾經留法的林佳瑩將其部落格「chez babyjar 畫室裡的秘密風

景」的巴黎甜點賞味路線製作成《記住巴黎的甜滋味》一書（太雅出版社／2010

年）。這幾本另類法國／巴黎導覽書的問世，使的台灣饕客不再過度依賴從日文

轉譯的法國甜點書籍，直接透過台灣人對巴黎甜點的書寫想像，漫步花街、賞味

佳餚，尋找已轉化為地方意象的巴黎甜點。 

即將前往巴黎尋找甜點地景的台灣觀光客，因為先前接收到的巴黎甜點資

訊，其實多多少少對巴黎甜點已有概括的物質與空間想像，也就是有一個理想的

甜點地景心智圖存在於腦中，按圖索驥的消費實踐就像是一種「集點」或「朝聖」

的過程，也是觀光中一場讓想像變真實的感官體驗。然而，甜點饕客所吸取的巴

黎甜點文化知識與訊息，是否真正經由在巴黎實地消費實踐與感官體驗，進而轉

換為自身的社會資本、文化資本、藝術資本，甚至是象徵資本呢？ 

http://bourgogne.pixnet.net/blog
http://bourgogne.pixnet.net/blog
http://blog.yam.com/jessicainparis
http://www.wretch.cc/blog/chezbabyjar
http://www.wretch.cc/blog/chezbabyj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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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藉由 2012 年前往法國昂傑大學觀光學院交換學生的機會，於下半年到

巴黎第五區的知名甜點店 Carl Marletti 進行三個半月的甜點櫃台銷售實習，以第

一手的接觸進行長期甜點地景建構的觀察與田調，並如預期透過在櫃台的銷售實

習認識來此朝聖的台灣觀光客與旅法學習的留學生，於留法期間，甚或回台後，

能進一步了解這些族群的社會背景、感官實踐、品味感知的生成。希望能藉由法

國社會學家布赫迪厄的實踐理論去探究巴黎甜點美食觀光對其消費者的生活風

格養成與品味層次，在地人與觀光客受文化環境陶冶的程度不同，呈現出來的品

味層次亦不同，法國美食文化觀光就如同一道光譜，從法國當地人的角度究其歷

史演變與社會現象，接著因為導覽系統的生成而吸引觀光客的闖入，觀光地景也

藉此達到鞏固，至今仍不曾間歇地影響著法國甜點美食文化與觀光，生成、中介、

消費三層面整體而論，是本研究異於他者之處。 

 借用布赫迪厄的實踐理論，將巴黎甜點美食觀光的概念放到台灣文化消費場

域的脈絡中檢視，以台灣市面上流通的巴黎甜點導覽書刊與前往巴黎消費甜點的

台灣觀光客為研究對象，本研究預期探討以下議題： 

1. 巴黎甜點文化與觀光地景在法國的歷史脈絡之下是如何被建構，其經由全球

位移而傳散到台灣的特殊性為何？ 

2. 探究現今台灣出版的巴黎甜點觀光導覽書，如何透過文本的論述方式，建構

巴黎甜點觀光在台灣的消費想像、自身的象徵權力與彼此的角力競合，使台

灣觀光客透過身體旅行追尋巴黎甜點觀光的真實性。 

3. 探討台灣赴巴黎甜點觀光客的消費實踐（符號蒐集、儀式秀異、感官記憶）

與異於他者的文化底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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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欲借用法國社會學家 Pierre Bourdieu(1984)所提出的場域、文化中介

與品味區辨概念，將之放在美食觀光的生成、中介與消費實踐中檢視，尤其以法

國美食觀光為脈絡。Bourdieu 的理論概念分別於以下各節中提及，從法國美食場

域的生成、美食觀光導覽中介的催化，到旅行中消費實踐的品味區辨，筆者將以

理論與文獻提及的經驗現象結合來做探討。 

 

第一節 美食地景場域建構—法國飲食文化美學化（從十九世紀迄今） 

  要探究法國甜點美食觀光在台灣的文化建構，首先要了解法國「美食」的文

化場域如何生成，其次才能論及法國的甜點美食於觀光中的消費實踐現象。 

  數篇研究完整地探討了美食在十九世紀的法國其文化場域的生成，而這些研

究的共通性皆聚焦於相關文化中介的美食與料理書寫，而就是這些書寫產生的論

述力量建構了法國美食文化場域的合法性(Ferguson, 1998; Garval, 2001; Hyman, 

2001; Schehr & Weiss, 2001)。Ferguson 為「場域」作註解，場域（field）一詞由

法國社會學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提出，其劃定了某一文化現象的狀

態，在其內部的生產與消費活動達到獨立，並有特定的內部規範，此規範會自我

治理並調節內部的網絡行為，網絡行為產生的回饋會再反應於生產與消費上，使

網絡關係得以延續或鞏固。因此，場域是一個自我規範、自我驗證、自我延續的

劃定狀態。他探討的美食場域不只侷限於基本的物質性，更著重在文化層面，此

即可受檢驗與辯證的「文化生產場域（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因為這是形

成「權力場域（field of power）」的主要之處。因此，Ferguson 旨在借重布赫迪厄

提出的文化生產場域和權力象徵去探究十九世紀法國美食的社會生成與現象

(Ferguson,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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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能滲透社會架構，主要歸功於大量生產於 19 世紀的美食文本，因為書

寫的力量能將單一的飲食活動轉化為名副其實的文化型態，將單純的生理需求轉

化為知識啟蒙現象。而美食於 19 世紀法國文化場域的構成，主要來自以下兩個

不可或缺的要素集結(Ferguson, 1998)。 

  其一、美食場域的基礎（Foundations of the Gastronomic Field）：法國，尤其

是首都巴黎，有大量、多元的食物原料（Foods）；而有經驗的生產者（廚師）於

文化特定的地點（餐廳），受到有學養的消費者（用餐者）的支持（Restaurants: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in Public Space），像是宮廷所在地巴黎，餐廳如雨後春

筍般林立，有些餐廳因為有名廚的聲望，遂成為可供參觀的公共空間，政治家、

商人、新聞記者、文人、藝術家接紛湧而至，名廚與名人的加持，提高餐廳成為

朝聖地的可能性，並進而鞏固了經濟、社會、文化、料理的分層化（stratification）

(Ferguson, 1998; Garval, 2001)。由此可知，餐廳成為社會文化實踐的空間，而美

食出現於餐廳此公領域的必然性，使餐廳以一個固定的機構性基礎佔據美食場域

的一席之地，而食客間的權力鬥爭也促使餐廳業者間的權力鬥爭。不僅有食物、

廚師、餐廳、用餐者，料理傳統的文化延續與傳承（A Secular Culinary Tradition）

也是美食場域的基礎。因為有料理傳統，才有人和機構去實踐，實踐即是使傳統

文化合法化的過程，使其常態、常識化。美食場域的基礎，其食物本身，無法被

擴散，所以料理實踐必定有其知識上的形式被定錨在場域內，以文化形式大量循

環、口耳相傳，此即美食論述的力量。 

  其二、料理論述（Culinary Discourse）：因為法國帝制的廢除，自由、平等、

博愛的社會價值觀廣播，象徵言論自由的出版業者與新聞媒體市場大增，因此，

這個時期的料理論述也大量產出(Ferguson, 1998; Garval, 2001; Hyman, 2001; 

Poulain & Neirinck, 2009; Schehr & Weiss, 2001; Toussaint-Samat, 2011)。而以下美

食書寫的五種文類為 19 世紀法國美食場域打下穩固基礎： 

（一） Alexandre Balthazar Laurent Grimod de la Reynière 的美食新聞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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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rguson 說明 Grimod de la Reynière（1758-1838）是一位美食記者兼

美食家，他認為要對料理的答客問負責，因此他對美食的新聞書寫有指

導、評鑑的作用，並以宮廷用餐禮儀為標準(Ferguson, 1998)。Garval 指出

他在中產階級之間為自己創造「美食家」一角，極盡所能去汲取料理精緻

度與美食之樂，並視自己為美食文化中介的角色，將自身對美食的認知與

品味分享於中產階級此分層。此外，Grimod 主張實業家與理論家所關注

的美食論述出發點不同，即主廚重視實作知識，美食家著墨文史理論，他

甚至論及美食家的使命為「刺激讀者味蕾（to try to stimulate our readers’ 

appetites）(Garval, 2001, p. 56)。」Grimod 不只是巴黎餐廳導覽書籍的始

祖，規劃地區分類與品項分類；他還是美食鑑賞評審制度（jury dégustateur）

合法化（légitimations）的原創者，並為此鑑賞制度下定義，使其成為米

其林美食評鑑的前身(Garval, 2001)。無疑地，他是其中之一建構巴黎為料

理創意卓越成就的發光地，也是使巴黎合法化為美食之都的關鍵文化中介

者。 

（二） Antonin Carême 的料理技藝 

  Carême（1784-1833）是一位被當代視為廚神的專業實踐家，現代法

式料理的創始。他認為甜點是法式料理最基礎的技藝檢測，即味道與擺

飾。然而，不同於 Grimod de la Reynière 的懷舊，Carême 認為要以創新現

代的料理技藝為評鑑標準。他對美食場域的形成有相當大的貢獻，如果沒

有他這位典範及其作品，19 世紀後期專業料理的發展就無法成形。是從

他開始才有料理規範的制定1、料理技術的解析、創意主廚此理想的體現

(Ferguson, 1998; Toussaint-Samat, 2011)。Hyman 探討 Carême 於 19 世紀法

國美食場域的時代精神，他的食譜、實作、論述、評鑑制度，開啟 19 世

紀後現代料理技藝典範，也使 20 世紀新料理（Nouvelle Cuisine）與其現

                                                      
1
 對於料理規範的制定，如 Carême 認為美食（gastronomy）要合乎胃（gastro／stomach）的法則（nomos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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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料理技藝對話。因為其主廚的身分，Carême 對醬汁（sauce）的重視影

響後世其學生輩的主廚，至今亦如此。甚者，料理裝飾與擺盤從他開始有

了視覺與味覺變革，其體現在最初的備料與最後的呈現上；跟擺盤同等重

要的餐桌藝術，是他開啟當代應該要重視典雅（elegance）而非過量

（excess）。等同 Grimod 美食家地位的廚神 Carême，將料理實作放在哲學

的社會脈絡檢視，不只強調現代美食相對於過去的優越感，也著重均衡飲

食與美學感受層次，並聲明食譜同美食論述，是可評論異議的(Hyman, 

2001)。 

（三） Anthelme Brillat-Savarin 的文化評論 

  Ferguson 指明社會評論家 Brillat-Savarin（1755-1826）認為美食如同

百科全書般，是跨領域的學問，不能將其視為單一的宗教原罪或生理需

求。他致力於以語源的角度差別化貪食（gourmandise）與美食

（gastronomy），貪食是「對那些被過度誇讚風味的食材的熱切、慣性偏

好（the passionate, reasoned and habitual preference for objects that flatter 

taste）」，而美食是「一切食材的理性知識，而這些食材是和人與營養有關

（the reasoned knowledge of everything that concerns man and 

nourishment）」，並有賴於偏重在知識、心靈層面上的感官性。此外，

Brillat-Savarin 還適度地以社會層面分析貪食與美食，他認為貪食是過度

的社會使用。因為他的評論兼具文學與社會的氛圍，因此，不只有他所書

寫的法式料理多樣性將其著作 Physiology of Taste 標記為社會學產物，他

還建立了「品味」在料理與社會特性上的關聯，即當美食能在社會集合體

中定義個人胃口，品味此時成為另一種強而有力的社會階級區辨(Ferguson, 

1998)。 

（四） Charles Fourier 的政治哲學 

  Ferguson 認為政治哲學家 Fourier（1772-1837）分析並誇張化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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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種社會象徵，他認為如果要從社會層面看享樂的效用，兩個最有力的

準則為食（food）與色（sex），以 Fourier 的用字來看，即貪食（gourmandise）

與性愛（love）。他不僅將與美食相關的字眼應用於政治立場，作為影射

之用，更說明貪食的道德化與正當化。這與十九世紀後期帝制廢除、貴族

下放民間有關，貪食原為不具道德感之行為，然而此時的上流階級、掌權

之士多為資產大亨或是知識分子，隨著原為君王享用的高雅料理普及化，

這些上流階級也希冀能品嚐高雅料理、從宗教不齒的貪食享樂解放，一般

階級隨後跟進，貪食的負面概念隨著政治勢力的牽引而轉型，正當化、道

德化。從 Fourier 書寫的美食哲學與社會科學面向，可見其論述佔據美食

場域一方(Ferguson, 1998)。 

（五） Honoré de Balzac 的寫實小說 

  法國大文豪 Balzac（1799-1850）建立料理評論於文學層次上。他以

民族誌的方式觀察法國大革命後的資本社會，其小說描述的社會背景與人

物摹寫即是當代社會的縮影與對真實人物的嘲諷，而角色的飲食消費成為

一種社會與心理指標。因為 Balzac 對社會現象的敏銳洞察，他了解「餐

廳」在現代社會的重要性，認為這個新興空間是美食與其他現代性的特權

之地，更是進入越來越具習俗規範的中產階級社會的安全閘門。除了餐

廳，「料理」也成為秀異符號，Balzac 認為「對偏好之食的拜物現象

（gastrolatry）」就像是文學中的悲劇缺陷（tragic flaw），是其著作《邦斯

舅舅（Cousin Pons）》裡面中產階級人物 Pons 的致命傷(Ferguson, 1998)。

Balzac 對文學的重新詮釋，將美食與文學場域做連結，使文學作品成為一

種文化產物，閱讀此文學作品即成為一種文化消費，也成為另一層次的美

食想像消費。 

  以上五種專業人士—新聞工作者、主廚、社會學家、政治家、文學家—因為

美食書寫使他們以被社會認可的權威語氣遊戲於美食場域中，不只正統化於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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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並以論述展現在法國美食場域中的象徵權力關係。其書寫的文本定錨了

他們的言論，也穩固了食物，所以其論述的力量是一種無形的資本，控制大眾對

文本的想像消費與真實的消費實踐，並將這兩層消費轉化為一種知識活動、知識

重置(Ferguson, 1998)。從以上五種文類，諸多研究探討了美食其跨領域的網絡，

並可見美食論述在跨領域生成的必然性。美食的文化場域在 19 世紀法國的生成

也因為這些要角的進入而正當化，且更加穩固。 

  由此可知，美食論述由各種力量所建構，然而，19 世紀美食場域的建構僅

就法國國內的歷史演變做討論。既然法國美食今日舉世聞名，其中的關鍵必定是

美食論述的力量受到傳散，這是美食之所以全球位移的必然途徑，美食文本搭著

多元媒介的順風車，移動至世界各地。 

  2010 年 11 月，法國人的美食餐（le repas gastronomique des français）已被世

界教科文組織（UNESCO）評定為世界文化遺產2，法國以其飲食文化聞名於世

已不容質疑；此外，第一節筆者所探究的十九世紀法國美食場域，因為文化生產

方面的論述力量，來自於跨領域的意識形態—料理界、新聞界、社會學領域、文

學界，甚至是政治圈的論述，確立其美食場域的穩固和動態競合。因此，筆者揀

選法國美食文化為研究對象。 

  法國美食文化全球化的學術研究不少，在美國與在日本的文化傳散是以媒體

此途徑為主。Johnston & Baumann 的研究以在地媒體如何以美食論述為消費者建

立異國飲食想像與消費品味，為筆者本篇探討的部分模範。透過在地美食新聞去

檢視法國料理如何傳散至美國並正當化，成為一種高級文化的符號象徵。一名紐

約記者David Teitelbaum就在美食新聞上讚揚法國三星名廚 Joël Robuchon及其料

理：「他肯定是位天才，他在巴黎的餐廳真是棒呆了(Johnston & Baumann, 2009, p. 

86)！」此外，北美地區的中產階級透過收看美國名廚 Julia Child 的美食節目，

從她的美食評論、料理技藝、暢銷書《Mastering the Art of French Cooking》使法

                                                      
2
 法國人的美食餐有資格列入世界文化遺產（UNESCO），是因為以下四種特質：（一）遺產性（patrimoine）、

（二）文化性（culturel）、（三）非物質（immatériel）、（四）代表性（représentatif）(UNESCO,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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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料理為高級料理的論述在北美正當化且普及化。甚至，美國的美食家在 60 年

代盛行法式經典料理的廚藝學習，像是勃艮第紅酒燉牛肉（boeuf bourguignon）、

諾曼地醬烤比目魚（filets de sole à la Normande），並從食物品味選擇作政治影射

（political implication），像是白麵包被貶為工業時代的產物（這是來自於崇尚法

式全麥麵包美食家的控訴）(Johnston & Baumann, 2009, pp. 130-131)。因此，除

了美食記者、料理廚神，Johnston & Baumann 也認為美食作家有相當的文化資本

與象徵權力去形塑食物為高品質、時尚的文化認知給一般消費者，並進一步以料

理「真實性」（authenticity）—藉由料理技藝其傳統實作與藝術創作不斷的對話

與衝撞—分析美食消費如何能使「秀異」（distinction）的品味維持在一定的文化

地位(Johnston & Baumann, 2009, p. 90)，而非受美國工業時代所帶來的同質化加

工食品左右，更不是一味盲從的視法式料理為最時尚、最有品味的美食文化

(Johnston & Baumann, 2009)。不只有 Johnston & Baumann，諸多學者亦探究電視

美食節目此媒介如何普及化「複雜的」國際料理(Gallagher, 2004; Lukacs, 2010; 

Miller & Collins, 2002)。他們認為料理佔媒體的版面跟以往相比已大幅增加，顯

然地，媒體助長了美食文化在世界各地的傳散。 

  而台灣近年針對法國美食所做的相關學術探討不少(阮若缺, 2008; 施坤河, 

2008; 柯雁馨, 2010; 劉富美, 2009; 蔡倩玟, 2010; 蘇靖淑 & 洪久賢, 2009)。法

國美食不僅滿足生理需求，更能剖析消費者的品味與階級於法國社會文化的生成

(阮若缺, 2008)；將美食從私領域解放至可被看見的公共空間，法國輕食與野餐

便含有社會文化的涵義(蔡倩玟, 2010)；法國美食爾後有了官方的評鑑制度「米

其林餐廳指南」，便有研究以歷史文獻回顧法整理與分析了法國米其林餐廳指南

帶來的影響以及米其林餐廳成功的經營策略(蘇靖淑 & 洪久賢, 2009)。此外，從

單一法國飲食面向出發（長棍麵包、葡萄酒等等），市售法國麵包專用麵粉與來

自粉道配粉的麵粉之理化性質對法國麵包製作及產品品質的有相關影響(施坤河, 

2008)；法國葡萄酒此單一文化品項的研究相對很多，舉凡從法國勃艮第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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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為例，探討地話（terroir）意涵的轉變(劉富美, 2009)；到以法國諺語視角探究

葡萄酒的文化意涵都有(柯雁馨, 2010)。 

  然而，本研究聚焦於法國美食文化如何傳散到台灣其路徑的特殊性與跨國觀

光的消費實踐現象；因此，對於探討法國美食因為全球位移而進入台灣消費實踐

場域的學術研究的爬梳亦不可或缺，長棍麵包、巧克力、葡萄酒，甚至可麗餅皆

為過去學術研究對象(許嘉麟, 2010; 陳千浩, 石名貴, & 張明旭, 2010; 傅學仁, 

2004; 雷士弘, 2012; 蕭靖宇, 2010; 謝宗翰, 2010)。雷士弘探討法國長棍麵包於

臺灣飲食消費市場之在地發展與高雄地區之麵包消費品味，洞察何謂台灣味／法

國味，透過平面媒體的美食論述探究法國長棍麵包在台灣的發展脈絡、文化意涵

與品味轉型(雷士弘, 2012)；許嘉麟探究法國布列塔尼地區如何發展出以可麗餅

為主食的飲食文化，並進一步探討可麗餅作為法式飲食於全球的文化擴散，如何

融入在地的方式，更以符號消費的概念探討法式可麗餅於台灣消費背後的符號意

涵(許嘉麟, 2010)；以葡萄酒為例，探討如何從法國香檳釀造法開發台灣本土葡

萄氣泡酒，不只將法國葡萄酒文化引入，連同釀造技術也移植台灣(陳千浩 et al., 

2010)。綜觀以上研究，法國美食文化，從各個單一品項漸漸滲透台灣，雖然進

駐的時間都在近十年，但因為媒體的力量造成文化論述的大量流通與普及化，從

日常消費的麵包到葡萄酒這種需要認知與儀式學習的奢侈飲食，進而影響生活品

味的養成，可見法國美食文化在台灣的文化傳散已然成形，有廣度亦有深度。 

  儘管法國美食文化已透過各種途徑傳散至台灣社會，甚至透過媒體使台灣民

眾進行文化消費想像的感染力與滲透力加速，但是物的移動或是文化移動無法完

全滿足消費者的想望，「時空」、「食物」、「身體」的共存感才是「真實」，而人體

的全球移動，廣義來說是遷徙、是旅行(Duncan, Cohen, & Thulemark, 2013)。過

去，旅行是菁英、貴族的專利；現今，交通的發達與資訊的流通，大範圍的全球

移動可從航空業與出國旅客人數的逐年成長而知，更遑論小範圍位移；因此，旅

行與移動越來越是日常的實踐(Edensor, 2007)。由以上推論，透過觀光旅行朝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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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飲食文化的消費實踐，產生觀光真實性的可能。 

  本篇與上述學術研究同樣在於關照法國美食文化如何傳散至台灣，而筆者以

巴黎甜點為研究對象，探究跨國美食論述所形塑的品味建構與消費實踐意涵；然

而，如上的台灣研究皆未論及美食的文化傳散後，消費者對於異國飲食的「真實

感」追尋。因此，本研究與上述的差異在於，筆者試圖從美食觀光（gastronomy 

tourism）與觀光真實性（authenticity）的視角出發，探究巴黎甜點作為美食觀光

焦點，並透過跨國美食論述產生文化移動，定錨於台灣消費場域。在台灣的巴黎

甜點文化論述僅止於跨國消費想像，真實的文化消費實踐即是抓住美食於觀光中

的真實感官體驗與為旅行寫下的獨特記憶，真實、進得了肚子的巴黎甜點帶給美

食饕客的身體感、共存感。因此，下一節筆者就美食觀光為文獻回顧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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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食觀光 

 

  飲食與觀光的關係是不言而喻的，飲食為生活之必須，觀光休閒亦存於

生活當中，因此，當我們踏上一段旅程時，飲食亦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Boniface, 

2003; Everett & Aitchison, 2008; Hjalager & Richards, 2004; Mason & O'Mahony, 

2007; Molz & Germann, 2004, 2007)。飲食觀光（food tourism）興起於 1970 年代

早期，由於工業化的發展，迫使鄉村地區重構當地經濟產業以維持生計，結合在

地農產品與觀光，帶起一波以飲食為主題的另類觀光（alternative tourism）來餵

養觀光時的生理需求，以一系列在地料理求得溫飽。 

  然而，美食觀光（gastronomy tourism）與滿足生理之必需的飲食觀光有

品味上的差異，屬於秀異之品味，筆者以下提出美食與美食觀光的定義。精緻美

食一開始在歷史發展上只服務於各國貴族，但隨著1789年法國大革命發生，法國

皇室的崩解與自由、平等、博愛等民主思想的發揚，法國宮廷大廚走入民間，不

是成為上流階級的私家廚子就是善用專門技藝經營餐廳，尤其是皇室所在地的巴

黎街坊。於是，宮廷精緻美食與用餐禮儀民主化，在巴黎，大眾開始享用並追尋

精緻美食的藝術。海明威說：「巴黎是一席流動的饗宴。」在此流動且炫麗的地

景中，巴黎誘人的景點不只體現在十九世紀末法國大工程（les Grands Travaux）

所形塑的大都會城市意象，魅惑人們以流連於此城市的力量亦受到過去法國皇室

浮誇的宮廷文化影響，尤其是巴黎奢華的建築藝術與高雅料理。早在兩百年前的

法國，詩人Jacques Berchoux就將gastronomie
3這個字公開發表為其一首詩作的標

題，當時僅將美食視為對於餐飲的極致享受(Berchoux, 1804)。雖然美食

（gastronomy）源自於希臘字根gastro-（胃）與-nomia（法則），意指「胃的法則」，

但由於古代中國與羅馬對於宴飲的誇張和奢華排場，以及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

                                                      
3
 其詩作的標題為 La Gastronomie（美食）或 l'homme des champs à table（餐桌上的農人），旨在述說共享

食物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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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法國皇室帶起的精緻飲食文化對後世的影響，美食（gastronomy）因而被定義

為「挑選、準備、供應與享受精緻食物的藝術(Britannica, 2006)。」Santich認為

美食的研究和下列有關： 

 

「食物的生產與其被生產的方式；政治經濟；食物的保存、運送、與過程；食材的準備與

烹調；餐與餐飲禮儀；食物的化學變化、飲用後的消化與生理影響；食物選擇與傳統習俗

等等(Santich, 1996, p. 2)。」 

 

因此，他定義美食為「反射性的飲食（reflective eating）」，即對食物要做出

反射性的備料與烹調，並使佳餚維持完美狀態(Santich, 1996, p. 180)。然而，美

食的概念是跨學科的研究，因此從各研究角度來為其定義是必然的現象。 

觀光產業發展的近 20 年，由於越來越多的觀光客為了滿足生理、知識、藝

術的渴望，開始有意圖地規劃至以精緻美食聞名的特定目的地遊歷，觀光產業中

的美食觀光（gastronomy tourism）興起。美食觀光是遊客對精緻飲食文化保有高

度的興趣與動機，亟欲探尋飲食體驗背後的深層感知、歷史、社會、藝文內涵而

規劃的觀光。在 Hjalager & Richards 的研究中，世界各地的美食觀光已悄悄成形

與發展，例如：北義大利的工匠製義大利麵、南法聞名的初搾冷壓特級純橄欖油、

比利時水果啤酒、越南特色醬汁料理、瑞典的醃漬鯡魚料理等等(Hjalager & 

Richards, 2004, p. 82)。而這些地點能成為觀光目的地除了受到當地風俗民情的影

響，還有其他重要因素使這些地點因為在地特色食物或料理而受到關注，勾起饕

客的興趣，帶動人潮進入該地消費美食，進一步使當地成為美食觀光目的地。 

 

（一）美食觀光地景 

  「美食觀光地景」的形成，有諸多因素。Hjalager & Richards 認為如何行銷

美食地景（selling the destination）使其能引起觀光客的興趣並獲得青睞，有以下

方式：美食地景的真實性與故事性、料理傳統的歷史遺跡與聲望、前衛流行與現

代生活的美學符碼等等(Hjalager & Richards, 2004, pp. 22-40)。筆者接下來將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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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美食觀光地景被形塑的方式。 

（A）美食地景的真實性與故事性 

  Dean MacCannell 探究了現代社會的失真（inauthenticity）與淺碟化

（superficiality）現象。對他來說，所有的觀光客皆在追求觀光場景的真實性

（authenticity），觀光客就如同當代的朝聖者，致力於遠離自身日常生活並追尋

在其他「時空」的真實性，展現對他者「真實」生活的迷戀，因為他者的生活經

驗很難在自身所處的時空中被發現。然而，因為觀光客的凝視現象多涉及對當地

人日常生活的明顯入侵，當地人普遍來說無法接受；因此，觀光目的地的居民與

觀光業者便以人工的方式建造了觀光場景中日常生活的舞台，讓為了一窺觀光場

景後台（backstage）的觀光客，以為置身於當地居民的真實生活中，而那些以人

工方式建構的觀光場景，即被稱為「舞台化的本真（staged authenticity）

(MacCannell, 1989)」。有些觀光客其實心知肚明他們所體驗的並非當地人真實生

活的後台，在旅途中他們超然接受舞台化（staged）所建構出來的真實感

(MacCannell, 1989; Urry & Larsen, 2011)。 

  更進一步從美食觀光來看真實的體驗，Symons 認為在後現代世界的美食觀

光真實性是不斷受到爭議，因為在當代社會中，美食觀光的真實性不是來自於地

理上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即在地美食所帶來的地方氛圍，就是來自於歷史

產物的演變，即該觀光地景在過去歷史上真有此美食的產生與故事起源和流變

(Symons, 2003)。觀光客前往由美食所主導的觀光地景，就是希望能與當地人一

同享受在地美食所帶來的地方感與一同體驗真正可觸及的歷史產物，在地居民與

業者也為了滿足這些特殊的饕客消費者，也會觀察與了解觀光客所求的美食觀光

真實性為何，因此，由 Maoz 所提出的相互凝視（mutual gaze）現象就此產生，

而且發生在餐飲業居多。當美食業者面對觀光客並與其互動時，這樣的相互凝視

為業者的權力帶來優勢(Maoz, 2006)。為了不要破壞觀光客凝視的品質或使觀光

客產生混淆與質疑，業者所提供的服務必定要「包裝（take a form）」以符合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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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的期待(Urry & Larsen, 2011, p. 75)。對於「真實」在地食物的追尋，成為一個

前往觀光目的地的誘因，而此觀光目的地也因為在地食物的真實感而成為美食觀

光地景。這樣的美食真實感，是被以「在地食材」包裝過的真實感，透過享用在

地食材而和觀光地景與當地居民產生連結。 

蘇格蘭和威爾斯的美食觀光就是很好的例子，這兩地藉由美食成為「再定位」

蘇格蘭與威爾斯觀光的工具，各別以「蘇格蘭風味（A Taste of Scotland）」以及

「威爾斯風味（A Taste of Wales）」的美食活動去塑造彼此的美食觀光，使其兩

地成為觀光地景以吸引觀光客的前往(Boyne, Williams, & Hall, 2002; Jones & 

Jenkins, 2002)。蘇格蘭與威爾斯不是提供傳統特色菜給觀光客就是以眾所皆知的

在地食材為觀光客準備一道道蘇格蘭與威爾斯料理。透過在地美食的誘因吸引觀

光客造訪蘇格蘭與威爾斯並與在地文化互動，達到觀光客追求「真實感」的目的。 

OECD 亦提出美食是受到地名的影響而被推廣，這類美食名稱因為發源地就是觀

光目的地，所以美食觀光就是這些觀光目的地潛在的行銷工具(OECD, 2012)。像

是法國香檳（Champagne）地區出產的氣泡葡萄酒「香檳」；北義大利帕瑪（Parma）

此地出產的「帕瑪火腿」，觀光客因為對真實性的嚮往而前往消費在地出產的美

食，使這些觀光目的地因為地名而順理成章成為美食觀光地景。 

（B）料理傳統的歷史遺跡與聲望 

  除了真實性的追尋外，美食饕客還嚮往遊覽有深厚料理傳統的觀光地景，不

只品嚐在地料理所傳達出來的歷史韻味，還有該觀光地景經年累月以來的料理名

氣，而大多舊歐洲國家（old European countries）皆有良好的料理傳統去型塑美

食觀光地景(Barrère, Bonnard, & Chossat, 2009)。葡萄牙以美食傳統這個品牌意象

（brand image）去吸引觀光客，觀光當局以美食傳統之名向世界各地推廣只有葡

萄牙才有的獨特傳統美食，使整個國家本身成為有「葡萄牙風味」的美食觀光地

景(Edwards, Fernandes, Fox, & Vaughan, 2000)。Hjalager & Richards 以具有歷史知

名料理學院的法國與義大利為例，這兩個觀光大國以料理聲望之名成為美食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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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景，甚至紛紛推出料理課程與廚藝假期（cooking classes and cooking holidays），

以招攬對美食與廚藝皆高度感興趣的觀光客前往，進行深度美食觀光，消費料理

傳統、在地食材、田園地景、道地廚藝。因此，觀光目的地的料理聲望對形塑美

食觀光地景亦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Hjalager & Richards, 2004, p. 40)。而飲食相關

媒體對於料理聲望的傳播功不可沒，有線電視台旅遊生活頻道《Travel & Living》

對於法國第戎（Dijon）芥末醬的歷史淵源介紹與食物品質聲望的傳達；法國France 

2 頻道《Comment ça va bien ?》節目邀請巴黎名廚上菜示範美食料理，推廣巴黎

為美食之都；台灣偶像劇《沒有名字的甜點店》（amour et pâtisserie）於 2012 年

遠赴巴黎藍帶廚藝學校（Le Cordon Bleu）取景與拍攝，與學校甜點師傅和學生

合作學習，也傳達出巴黎料理學院的聲望與名氣。這些媒介皆以不同的方式潛在

讓閱聽眾獲得視覺上的美食想像消費，雖說實質上是介紹料理傳統或名廚名校，

卻也間接型塑了該地方為美食觀光地景。 

（C）前衛流行與現代生活的美學符碼 

Urry 認為觀光目的地或對象的建構仰賴符號（signs），觀光行為即是一種符

號蒐集的過程。符號蒐集的主要方式，往往是遊客在視覺上將凝視的對象客體化

（objectified），藉助照片、影片、或公開書寫，等方式將這些東西捕捉下來，這

樣一來，觀光目的地此被凝視的對象即可無限地被複製與欣賞(Urry, 2007, p. 

23)。因此，攝影為觀光帶來許多特殊的現象，從觀光體驗去追尋美學符號也是

其中之一。在攝影技術問世之後，「每個人都變成了攝影者，那麼每個人也都可

以算是業餘的『符號學家』。我們知道，一間用茅草做屋頂的小屋，要是門上掛

著一圈玫瑰，那便是代表『那古老的英格蘭』。特別是，當我們看到一個脖子上

掛著相機的人時，我們馬上知道他是個觀光客(Urry, 2007, p. 221)。」 

Berman 形容 19 世紀中葉後的巴黎進行大工程之後，整個巴黎已經成為旅人

觀光凝視的對象，許多壯麗的景象已經成為巴黎的「意符」。他提出林蔭大道是

巴黎重建的重點之一，而林蔭大道的兩側都排滿了小攤位、商店以及咖啡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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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館」就成為「巴黎生活（la vie parisienne）」的象徵，成為旅人尋找象徵「巴

黎生活」的符號，原因是 19 世紀中葉後，印象派畫家、作家、攝影家把咖啡館

裡面與周遭的生活空間捕捉再現於作品中(Berman, 1983, p. 151)。旅人與觀光客

便是透過這些藝術家作品的媒介，認為咖啡館即是巴黎生活的縮影，在巴黎觀光

體驗中捕捉到咖啡館的身影，等於蒐集到象徵「巴黎生活」的符號，而咖啡館也

進一步成為巴黎觀光體驗中不可或缺的地景。 

既然觀光客進行觀光體驗的其中一個目的是要尋找代表地方的「符號」，而

飲食則是這些符號最好的例證(Ilbery, Kneafsey, Bowler, & Clark, 2003)。美食觀光

地景除了透過在地生產的食物或料理傳統與聲望去型塑外，觀光目的地投射出來

的生活風格與藝術美學也是型塑美食觀光地景的方式，觀光客就如同 Urry & 

Larsen 所說的符號學家，不停捕捉與蒐集特定符碼，而觀光目的地因為有這些符

碼給予重大意義，正當化該地成為觀光地景。Barrère et al.認為美食帶有符碼，

說明了象徵性與感官上的意義。美食與文化觀光的共通性都是在品味商品，做文

化上的消費，進而蒐集象徵性的符碼，使觀光客達到自我實現、自我充實、自我

仕紳化與自我意象的提昇(Barrère et al., 2009)。 

法國美食本身有很濃厚的符碼象徵，無論是文化上或是美學上。文化上的符

碼象徵是來自於法國料理技藝已經被世界教科文組織列為無形的世界文化遺

產，因此，透過正當化法國料理技藝為世界文化遺產，法國本身就已經被形塑為

文化上的美食觀光地景。因此，在巴黎進行美食消費，就如同進行文化消費，像

前往羅浮宮或聖母院般具有文化符碼功能。 

  美學上的符碼象徵不只有法國巴黎，許多大都市多植基於前衛流行與（後）

現代生活美學的方式去行銷該地美食，以走在時代尖端的料理技藝和美食藝術

化、餐廳美學化去形塑與行銷美食觀光地景，西班牙加泰隆尼亞（Cataluña）也

是一個典型案例(Hjalager & Richards, 2004, p. 40)。在加泰隆尼亞品味西班牙特色

菜，用餐同時能欣賞現代藝術與建築，觀光客的腦中絕對不會出現懷舊二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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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前衛美學的象徵符碼。 

  此外，名廚與名店也是形塑美食觀光地景的符碼之一(Barrère et al., 2009)。

Joël Robuchon 與 Alain Ducasse 兩位米其林三星主廚之名已經成為法式高級料理

的象徵。不只在巴黎，在世界各大城市皆有以他們名字經營的餐廳，標榜著道地

與頂尖法式料理。Ferran Adrià是西班牙傳奇主廚，在西班牙經營分子料理餐廳

El Bulli，他認為「料理未必要以食材為出發點，也可以從化學、生物學、物理

學、心理學，以及最關鍵的『力學與技術』切入。」他甚至還被 Joël Robuchon

推崇為全球最耀眼的創意家(Williams, 2012)。因此，Ferran Adrià這位走在時代

尖端的米其林三星名廚，已經不只是一位厲害的廚師，他的名字就代表「分子料

理」，更是「前衛」、「創新」的象徵(Johnson, Surlemont, Nicod, & Revaz, 2005; Lane, 

2011)。美食觀光地景若以前衛或美學去形塑，觀光客消費的不僅僅是美食與其

文化意涵，還有前衛創意與美學價值等象徵性符碼，而營造出這些象徵符碼的關

鍵即是國寶級名廚與經過他們一手打造的料理與餐廳。 

如同十九世紀的法國美食文化場域，在地食物的真實性（食物）、該地料理

傳統的聲望（所在地）、人為建構的前衛創意與生活美學符碼（名廚與名店）等

因素都是催生美食觀光地景生成的必要因素。然而其必要性不只有生產者或相關

業者，當然還有其他的利害關係人以有形或無形的力量推動著，作家／出版業

者、新聞媒體以及遊客也是形塑觀光地景的重要因子，我們稱其為文化中介

（cultural intermediaries）(Urry, 1995b)。也就是說，消費空間與飲食空間除了業

者的推廣，消費者、食評與媒體也是形塑美食觀光地景的重要推手，而本研究將

聚焦於美食導覽所產生的論述力量去形塑消費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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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遊導覽書與美食導覽書於觀光中的論述 

  探究旅遊導覽書與美食導覽書於觀光中的論述發展之前，筆者先簡要說明

Bourdieu 提出的文化中介概念。Bourdieu 將其社會實踐理論應用在最普遍可及的

日常生活中，將深層的文化內涵賦予在平凡普通的客體上，如：料理技藝、穿著

藝術與裝潢擺設等等。日常品味受到區分，這樣的區分也自動區分了參與的個體

並於無形中生成場域，使這些相關個體在場域中佔一席之地，有些個體具備反身

性思考（reflexivity）的能力，覺察自身的定位與品味判斷的成熟度，適時自我

調整在場域中的位置，使自我認同達到最安適的狀態，為場域的建構與動態發展

起小小螺絲釘的作用，進而有意識地為即將進入該場域的新興個體產生文化薰陶

的作用。而這些擁有文化資本的個體，即是「文化中介」的概念(Bourdieu, 1984)。 

  美食觀光消費其符號意義的產生，必須有其「中介」的牽引與論述而賦予觀

光商品符號意義與特異的形象。如果沒有「中介」來賦予商品各異的文化內涵，

引導觀光客如何為觀光中的美食做選擇、評價，那麼所有的觀光商品便屬同樣的

階層位置，沒有意義、只留功能。許嘉猷亦清楚整理 Bourdieu 的理論研究，說

明文化資本的擁有就像是對一件藝術品的鑑賞，有文化能力的個體能辨識出藝術

品的意義、內涵與美感，而解讀其文化標記；然而，若是一位缺乏判斷文化符碼

的個體來鑑賞此藝術作品，可能無法洞悉銘刻於藝術品上的深層文化與美學意

涵，而停留在表面的「一見鍾情」層次。沒有家庭教養的耳濡目染與教育現場的

循循善誘，即「中介」的引導，就沒有習得觀光商品價值上的能感特性（sensible 

properties）以養成累積文化資本所需的性情與慣習（habitus）(許嘉猷, 2011)。 

Urry 便說明了觀光目的地的形成，是因為人們對此目的地有所期盼，特別

是來自「白日夢或幻想的那種期盼」，及觀光地景的想像消費。這種有強烈愉悅

感的期待與想像，主要來自於那些作為觀光旅遊的「文化中介」－電影、電視、

文學、雜誌、錄音帶等等，並透過這些事物維持並強化對於觀光目的地的期待感

(Urry, 2007, p. 22)。跨國的文化中介，包括旅行社、相關觀光網站（官方、非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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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導覽員、旅遊導覽書刊媒體等(Quinlan, 2005)。Lew 指出旅遊導覽書刊被賦

予相對來講較高的價值，也被認為是較具可信度的文化中介，因為他們不是像官

方觀光局出版的旅遊刊物以行銷為導向(Lew, 1992)。因此，觀光資訊如何被呈

現、編排，其編者又是以什麼角度或方式與觀光地景對話，以便觀光客去了解觀

光目的地與其歷史人文是很重要的。 

旅遊導覽書刊與媒體的形式多元，純文字、圖文、語音、影像。而當代旅遊

導覽的開始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中期。因為出版業的興盛，但影音媒體還未問

世，因此當時的旅遊導覽內容多呈現旅遊地圖、旅遊建議、景點細節、路線建議

等等。由於強調客觀性，這類旅遊導覽書刊被視為現代旅遊書的開端，其缺乏作

者本身的主觀認知，為了攜帶方便而大小適中，並採用帶有權威性的口吻去引導

指示閱聽眾，像是全球發行的寂寞星球（Lonely Planet）即為此類導覽書籍(Gilbert, 

1999)。出版業者 Pacific Rim Press 更聲稱旅遊書產業在貿易出版品中是發展最快

速的(Handley, 1989)，隨著自由行越來越興盛且跟團旅遊相對減少成為國際趨

勢，對自由行且探索型的觀光客來說，旅遊導覽書刊是不可或缺的元素(Cohen, 

1972)，其主要提供兩種功能：（1）去解說一目的地的重要景點；（2）提供可遵

循的旅遊細節使整趟行程更便捷、更具趣味性(Quinlan, 2005)。隨著 1979 年政府

開放觀光自由行，越來越多的自由行旅者也開始根據自己的經驗書寫旅遊導覽書

籍(邱琡雯, 2010)。因此，現今社會流通的旅遊導覽書刊大致上可分為兩類：（1）

客觀提供遊客資訊，以食衣住行育樂為主的旅遊指南或專指某一類的主題導覽；

（2）書寫個人旅遊心得與經驗談的旅遊導覽或文學(路遙, 2004, p. 48)。 

旅遊導覽書作為文化中介的一環，呈現觀光地景、導引遊客、組織互動，即

進一步協調遊客與觀光目的地及在地居民的關係(Dann, 1996)。Dann 更主張旅遊

導覽書透過資訊、引導、遊說、建議、控制與詮釋的方式影響觀光客的旅遊動作

(Dann, 2003)。此外，亦有學者認為文化中介是那些遊走於兩個異文化的行動者，

有著全知的了解、雙向的移動、兩地的生活，是他們負責篩選的動作，揀選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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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內容與族群意象，提供「哪裡玩」、「玩什麼」給觀光客，並編排在旅遊導

覽書與媒體中，即已經為觀光客決定了觀光地景的核心價值(Cohen, 1985; Smith 

& Brent, 2001)。Bhattacharyya 以印度為對象，分析旅遊導覽書籍的風格與意象呈

現，並主張裡面的文本論述帶有文化中介的作用，呈現觀光地景，作為遊客與觀

光地景雙方互動的媒介，指引一條朝聖路線給遊客與觀光地景互動(Bhattacharyya, 

1997)。 

除了篩選與指引的作用外，Cohen 亦主張旅遊導覽書不只對異文化與觀光地

景有全面的認識，還要「有意義地詮釋」提供給遊客的旅遊資訊與建議，去協助

遊客了解觀光目的地與其歷史人文(Cohen, 1985)。Lew 為旅遊導覽書中的詮釋作

一番註解，他認為旅遊導覽書籍透過觀光目的地其空間與社會導向的組織去作詮

釋，並強調觀光地景的特色。他主張旅遊導覽書說明了觀光地景的樣貌以及哪些

特點是值得遊歷的，透過對地方與物件的強調，旅遊導覽書不僅僅替合宜的面向

與體驗下定義，也間接定義了觀光地景的不合宜之處，即什麼值得消費，什麼不

值得消費。然而，Lew 也說明這些被保留與被排除掉的資訊，形塑了遊客對觀光

地景的認識；甚至，建構了一種如何實踐觀光消費的社會控制形式(Lew, 1992)。 

旅遊導覽書於國際間的相關研究五花八門(Bhattacharyya, 1997; Nishimura, 

Waryszak, & King, 2006; Zillinger, 2007)。Bhattacharyya 以符號學的角度分析寂寞

星球（Lonely Planet）出版的印度旅遊導覽書，其文本與攝影皆透露出印度「過

去的榮耀」與「現在的異國情調」；此外，內文多有印度當地居民以身為觀光產

業人員的照片，用以作為強化觀光客與當地居民的關係(Bhattacharyya, 1997)。

Nishimura et al.以深度訪談的方式探討 26 位單身與 1 對情侶檔的日本觀光客在

2000~2006 年間於澳洲觀光時其旅遊導覽書的使用，受試的日本遊客認為功能上

的需求（觀光地景的資訊）是旅遊導覽書最主要的影響力；然而，非功能需求（享

樂、美學、創新）也不容小覷(Nishimura et al., 2006)。Zillinger 從旅遊導覽書的

角色去探討德國旅客跨國移動至瑞典的觀光行為，其探討的兩部分與編者觀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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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的揀選和其意義的詮釋有關。第一部分探究旅遊導覽書中就觀光地景揀選而言

的固著權力關係，即什麼值得消費，並透過對消費對象的詮釋呈現編者的風格品

味和象徵權力。第二部分是書籍內容的分析，透過旅遊書呈現的城市風貌，其建

構了觀光空間並賦予地方意義，並將主題內容聚焦在文化、自然、娛樂等，並說

明瑞典因其地理優勢而有這些主題觀光特色，其影響德國遊客對瑞典觀光地景的

選擇(Zillinger, 2007)。因此，導覽書的論述不僅建構了重要的旅遊資訊來源，更

帶有權威性的教導色彩。 

台灣對於國際旅遊導覽書的研究也不在少數，研究者藉由旅遊導覽書去探究

觀光地景的意象與符碼意義如何被建構在台灣的觀光場域中，並說明台灣觀光客

透過身體的跨國移動將來自於旅遊書的想像建構（歷史人文、品味風格）拼貼於

具體觀光地景上(陳宜君, 2011; 黃家珊 & 梁炳琨, 2010)。 

將導覽書的範圍限制在特定主題—美食文化—的範疇中，在第一節已經提

及，論述力量在美食文化場域中相對重要。飲食不僅是生理需求，如何飲食更是

一種社會文化，是促進社會關係的象徵，飲食賦予在物質與形式其形象上的形與

色，能建構社會階級、表現象徵權力、建立社會秩序、形成文化認同與品味秀異

(劉大和, 2012, p. 222)。因此，美食導覽的論述亦作為權威性的角色，教導閱聽

眾如何從飲食的角度，實踐鑑賞與品味此社會文化面貌。國際的研究中，亦有學

者更細微地著眼於具有評鑑作用的美食導覽書探究。 

Warde 探討英國美食導覽書 Good Food Guide（GFG）之於美食為一種文化

中介角色，就發明歷史、文化國族、美學標準、全球化現象深入分析英國食物象

徵意義的建構。其研究說明食物如何被定義，導覽書內容的趨勢演變定錨了英國

料理的消費風格，並從中分析三個轉型中的英國料理身分認同。Warde 認為食物

具有多重面向的社會角色與象徵標誌，從其製造方式、產品類型、化學特性、營

養價值、價位等，消費者被告知食物的種種特質。然而，他亦說明社會對料理本

身的象徵身分和標籤是受爭議的；因此，Warde 認為美食的定義一直是個辯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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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而將美食放置在導覽書此文化中介框架中，更是隨著歷史時空的發展而

使其美食論述的文化力量不停流變(Warde, 2009)。 

Warde 並進一步提出選擇美食導覽書 GFG 作為研究英國料理其消費風格與

身分認同演變的原因。其一、在過去的研究中，鮮有此文化媒介的討論；其二、

美食導覽書雖然不是近代的文化產物，但在 20 世紀後開始大量生產，成為大多

消費者容易取得並選擇美食的依據；其三、美食導覽書不只作為一種消費推薦工

具，而且無形中也傳達了美食的象徵意義與身分認同，英國美食導覽書 GFG 的

角色就如同法國米其林紅色指南（Michelin Red Guide）般，傳達物質性與象徵

性的美食訊息。而 GFG 英國美食導覽書是英國美食風格與品味標準在歷史轉變

中的代表，其編年記事4的索引成為英國美食文化場域的指標(Warde, 2009)。 

演變至今，GFG 朝向風格化與美學化發展，因此，英國料理其空間特定性

就不可或缺。英國料理風格化的過程有賴美食導覽書的大量生產，以及各種不同

的美學原則相互共存。因為若要創造英國料理於社會中的象徵、美學符碼，主要

不是靠餐廳業者的推廣、也不是消費者消費實踐，而是文化中介，這個連結生產

與消費的橋樑，在 Warde 的研究中，即美食導覽書 Good Food Guide，因為導覽

書的功能即是在美食場域中傳播共享的象徵與美學符碼於相關的生產與消費

者，並使其在料理與美食相關的歷史中流傳與轉變(Warde, 2009)。 

 不同於 Warde 研究英國境內的美食導覽評鑑，亦有學者從跨國飲食書寫的視

角研究文化消費場域的現象。 

Johnston & Baumann 透過美食書寫中的論述此文化中介探究法國美食於美

國料理場域中的品味秀異與階級象徵。藉由在美國的法式美食書寫，探究文化場

                                                      
4
 1950~1960 年間，從初創的 GFG 美食敘述可以很顯然地看出英國沒有國家特色料理。1960~1970 年間，

GFG 記載英國開始尋找其料理特色，而此時期正是不同族群料理的推廣，英國餐飲界處於波動震盪期。然

而，70 年代由於英國觀光產業的興起，英國觀光局致力於推廣「（英國味）Taste of England」的活動，從此，

GFG 美食導覽書以折衷主義為指引方針，朝向英國料理風格基礎建立的目標邁進，並稱其風格為「現代英

國廚藝（Modern British Cooking／MBC）」。1980 年代之後，是「現代英國廚藝（MBC）」頭角崢嶸的時期，

為了迎接英國觀光市場，以及對料理其真材實料的探尋，GFG 搭上 Campaign for Real Ale（CAMRA）這股

熱潮，英國料理的新風格開始產生其身分認同，以花園（garden）為 MBC 象徵，即以當季時令花園蔬果為

主。另一方面，1990 年代後，英國料理除了呈現家鄉風味（vernacular style）的特性，還有另一特色產生—

良性折衷主義（virtuous eclecticism），即以完美比例融合異國料理特色，成為一道代表英國料理的「多元特

色料理」，以呈現英國為一個多元族群融爐（the melting pot）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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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所標籤的「雜食性」準則，並以質化與量化數據為研究方法，揭示了在美國的

法式美食書寫運用「真實性」與「異國性」這兩個文化框架去穩定法國美食在美

國料理消費場域的價值。這兩個文化框架更進一步舒緩了法國美食夾在「一方為

民主文化消費的包容意識形態」與「另一方為品味秀異的排外意識形態」兩者之

間的文化緊張情勢。在陽春白雪和低俗粗糙的文化界線越趨模糊的當下，此研究

更提升了我們對飲食文化消費如何維持其秀異地位的了解(Johnston & Baumann, 

2009)。 

將相關的美食書寫研究拉回台灣學術領域，蘇靖淑 & 洪久賢以法國米其林

餐廳指南之星級餐廳為主題或研究對象之論文進行分析，並以文件分析法分析米

其林餐廳指南（Michelin Red Guide）的相關報導及文件資料，探討其發展、內

容、評鑑方式(蘇靖淑 & 洪久賢, 2009)。馮忠恬藉由台灣美食家飲食導覽的書寫

論述探索台灣美食文化場域的生成，更藉由法國社會學者布赫迪厄的實踐理論進

一步分析飲食文化中介者之間的品味秀異與權力鬥爭(馮忠恬, 2009)。 

  本研究聚焦在受到美食導覽所誘發的美食觀光而進行消費實踐的現象。然

而，上述國內外文獻，前半部分聚焦在整體旅遊導覽書如何建構觀光地景的意象

與符號意義並引導遊客如何在跨國旅遊中進行消費實踐，此部分缺乏以美食為主

題觀光的旅遊導覽書研究；後半部分著墨於以美食導覽書為對象，探究美食文化

場域的建構與相關文化中介其品味的秀異與象徵資本的權力關係，這部分雖然聚

焦於美食導覽書，但美食導覽書的論述力量如何於觀光現象中，如一道明光，指

引遊客一條美食消費之路，是目前文獻所欠缺的，也是筆者欲深入著墨之處。下

一節，筆者將探討消費實踐的相關研究，了解觀光客從哪些視角判斷美食價值，

於風格各異的美食觀光地景中，進行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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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旅行中的美食消費實踐 

 

Urry 認為「隨著旅行的逐漸民主化，品味（taste）的差異逐漸顯現在旅行地

點的不同之上，因為一個旅人的所至之處，正是標示他的『品味差異（distinction）』

之處。觀光旅遊此時已對不同的地方賦予不同的重要性。…主要的『社會格調

（social tone）』差異也在此刻得以形成…(Urry, 2007, pp. 43-44)。」觀光客聚焦在

美食地景，將其視為主要遊覽路線，進而追求在地美食的本真與神聖儀式實踐，

以此作為與他人「社會格調」差異的標籤。在此，美食觀光消費中的區辨或秀異

（distinction），即是 Bourdieu 的著作《秀異：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1984)論述。 

我們對飲食消費的知識來自於中介，對於生活風格與品味的提升也是來自於

中介，它帶領消費者進入有格調的世界。Bourdieu 認為文化中介所刺激的是一種

「秀異的品味（taste for distinction）」而非「必需之品味（taste for necessity）」，

必需之品味存於一般勞工階級，只是對於生活必需品的追求，免於匱乏的生活層

次，屬於功能、實用與技術的美學取向；秀異的品味強調的是藝術、精神、感官

層次的美學傾向，用受過教育的眼去鑑賞與品茗符號所帶來的品味，重視整體生

活風格的「再現」，這大多表現在藝術、文學等文化財，還對應於生活風格上，

穿著、料理、飲食、休閒、運動、建築、設計等日常消費上(Bourdieu, 1984, pp. 

198-199)。將秀異之品味的概念放在美食觀光場域，筆者以下將探討符號、儀式、

記憶於美食觀光消費實踐的意義。 

 

（一）美食觀光符號蒐集與消費 

消費文化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必然現象，而觀光客便是透過觀光地景的消費使

一趟旅遊產生意義並透過觀光商品的消費型塑身份認同。法國學者 Baudrillard

早已提出後現代社會的消費者，是透過那些經由廣告媒體而深植於經濟體系的符

號模組去建構個人的身分認同與社會地位；因此，消費者是在消費商品本身所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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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符號意義（signs）(Baudrillard & Poster, 1988)。現代社會的消費活動已經不

再單純的由市場供需或是價格高低來決定人們消費的商品，反而，商品已經被符

號化或是文化化，消費者除了功能上的考量，被商品的符號與文化因素影響而實

踐消費行為的比重也增加。Bryman 即指出我們身處的社會就如同被迪士尼化

（Disneyization）的主題樂園，消費者或觀光客身處在一個安全的空間，消費空

間的所有相關行動者皆受過表演訓練、符號化與文化氛圍化，消費者其實是受到

商品的符號與文化氣氛吸引而消費(Bryman, 1995)。 

在台灣，多是對異國飲食文化商品的符號體驗消費進行的研究(林盈秀, 2007; 

蔡文芳, 2000)。蔡文芳探討了星巴克咖啡母國公司主要策略（空間形象營造與消

費者關懷）所塑造的象徵符碼如何影響消費者購買行為，尤其是個案台北，其消

費者咖啡飲用習慣的改變是透過消費實踐，使自身沉浸於彷彿只有中產階級才會

現身的「星巴克式美學空間」文化氛圍中，消費者受到象徵中產階級文化的意義

創造與符碼而樂於在星巴克咖啡進行消費(蔡文芳, 2000)。 

林盈秀以古典玫瑰園為研究對象，分析古典玫瑰園的文化消費設計，發現其

挪用英式下午茶文化之元素，透過商品的「舞台」效果，「擬仿」（simulacrum）

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空間陳設，並應用英國皇室的專利權創造符號性消費。並經

由文化篩選與意義創造的過程（如：「玫瑰」意義的創造），建構古典玫瑰園的英

國茶文化氛圍與生產者的舞台展演(林盈秀, 2007)。 

此外，台灣近年以飲食消費的符碼象徵為主軸，進行經驗現象分析的研究越

來越多(許嘉麟, 2010; 傅學仁, 2004; 蕭靖宇, 2010)。傅學仁從消費文化與媒體論

述的研究視角探討法國葡萄酒的形象如何傳播至台灣並建構於消費市場，消費者

對葡萄酒的認知與消費現象的轉變。其發現台灣在開放葡萄酒進口的初期，媒體

對飲酒的報導是以飲酒有礙身體健康的方式處理，後來進口商引用專家學者研究

發現適量的葡萄就有益身體健康，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膽固醇與心血管疾病。再

者，透過媒體發聲，扭轉葡萄酒的形象，藉由品酒專家於報章雜誌教導如何選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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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酒、保存、搭餐等等文化素養，與生活風格與品味連結，葡萄酒的符號意義進

而由負面轉成正向(傅學仁, 2004)。 

許嘉麟探究法國布列塔尼地區如何發展出以可麗餅為主食的飲食文化，並進

一步探討可麗餅作為法式飲食於全球的文化擴散，如何融入在地的方式，更以符

號消費的概念探討法式可麗餅於台灣消費背後的符號意涵(許嘉麟, 2010)；同樣

地，蕭靖宇也從符號消費的概念出發，在飲食全球化下展現的異質化現象，探討

法國薄酒萊（Beaujolais）新酒在台灣的媒體行銷中體現的象徵符號脈絡與消費

實踐意涵，並進一步探討消費者的象徵資本與品味養成(蕭靖宇, 2010)。 

將符號消費放在觀光範疇中，Urry 談到「觀光客向來對他們即將要經驗的

事物抱有相當高的期待，畢竟『出門遠行』這件事從一開始就具有特殊的意義

(Urry, 2007, p. 79)。」一般人對於觀光景點的消費大多停留在報章媒體所投射出

來的想像消費，礙於家庭與工作，很少人能夠常常出門遠行，Urry 也認為度假

旅遊就是一種「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Urry, 2007, p. 55)。因

此，一旦出門遠行，觀光帶來的滿足感是出自期待與充滿想像的追求，觀光客之

於一般人（上班族）便形成了一種社會距離，也形成一種身分上的區辨，觀光客

即消費了社會距離。 

此外，出門遠行其特殊的意義在於觀光消費其符號價值，來自於消費者追求

「本真」（authenticity）的具體展現，是對於「神聖」的實踐(Urry, 2007, p. 32)。

在上一節美食觀光地景中有提到，觀光客就如同當代的朝聖者，致力於遠離自身

日常生活並追尋在其他「時空」的真實性，展現對他者「真實」生活的迷戀，因

為他者的生活經驗很難在自身所處的時空中被發現(Urry, 2007, p. 37)。因此，觀

光客透過身體跨國移動與觀光地景形成的「共存感」，而消費了對他者生活文化

的「真實性」，觀光客能夠看到獨一無二的物體，蒐集代表性的「符號」，像是巴

黎鐵塔、倫敦白金漢宮、印度泰姬瑪哈陵、美國大峽谷等等。更極致者，是那些

能夠品嚐到「道地」又「真實」滋味的美食觀光客，這是整個身體感官的真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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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這樣的美食觀光消費實踐和媒體投射出來的想像消費，顯然地，產生了消費

的差異，觀光客即消費了在美食發源地朝聖所帶來的真實感，也蒐集到具代表性

的美食符號，像是南法燉菜（Ratatouille）、蘇格蘭羊雜（Haggis）、義大利冰淇

淋（Gelato）等等。Sims 論證了英國湖區（Lake District）與 Exmoor 地區能吸引

觀光客一再前往是因為在地食物扮演了觀光客在旅遊經驗中追求「真實性」的要

角(Sims, 2009)。 

綜合以上研究，商品的符號價值是人為賦予的，這必須透過文化加工的過程

使商品沾染上文化意義，才會產生符號價值，而消費者消費商品的符號價值甚至

大於實質的功能意義。甚至，消費者在選擇商品時，是從其符號意義與價值去揀

選，而非隨機消費，消費者會進行商品差異比較，為的是要選擇符合自己身分、

品味的商品，做為和他者的區別；下個部分，筆者將探討美食觀光其儀式、記憶

與消費的連結。 

 

（二）美食觀光儀式展演與消費 

  觀光客不僅在旅行中進行符號消費，還實踐了他者用餐儀式、餐桌禮儀的文

化消費。Elias 在其《文明的進程》著作中寫道，特定的社會結構會組織其特定

的、自身規律的社會心理發展，我們可以稱其為「教養」或是「文明」，而這樣

特定且規律的教化方式，可以在一個社會的用餐禮儀中顯現(Elias, 2009, p. 

183)。飲食屬於生理需求，亦是觀光客在旅行中不可或缺的日常作為，而在觀光

目的地進行飲食消費，並仿效在地的飲食儀式與用餐禮儀，即是文化消費中身體

真實感的實踐與展現一種異國飲食儀式化的品味區辨。 

Elias 進一步以法國社會為例，指出有教養的用餐禮儀源自於法國宮廷，宮

廷用餐禮儀的文化下放、從上流社會影響至普羅大眾，可以從語言的發展見其端

倪，隨著宮廷禮儀的社會普及，從 courtoisie（意指封建社會的宮廷禮儀）的語

源漸而在 16 至 17 世紀演化出 cilvilité（意指有社交能力的行為）的新詞。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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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到了 18 至 19 世紀，帝制的廢除進入民主時代，cilvilité的概念隨著專制政

權的消失而走入歷史，市民階級近乎全面宮廷化用餐儀式與社交禮儀，達到

civilisation（意指整體社會文明）的社會階段(Elias, 2009, pp. 185-186)。 

 （圖 2-1） 

法國整體社會的發展讓所有階層渴望仿效上流社會的模式，從法國第一間高

級餐廳5的整體空間與平民用餐方式可察覺到階級藩籬的模糊，人人皆可觸及與

仿效貴族飲食生活，Trouilleux 提供的餐廳舊照6（圖 2-1）便可發現平民階級實

踐飲食消費的公共空間中呈現著：（1）優雅的宮廷式裝潢、（2）餐桌擺設和餐具

的使用（叉子是隨著法王亨利二世的皇后凱薩琳‧麥迪奇從佛羅倫斯引進法國）、

（3）複製宮廷打扮的正式穿著、（4）餐廳為社交禮儀的社群場合、（5）侍者如

有高度內涵的御膳侍從善於建議賓客搭餐用酒等等。前述已經提及，劉大和說明

如何飲食是一種社會文化，飲食與料理除了可以滿足生理需求，亦能創造美學品

味，是展現社會階級、權力、秩序與文化認同的場域。從品嚐的「食物本身、裝

                                                      
5
 宮廷主廚安東尼‧包維耶（Antoine Beauvilliers）經營的 Restaurant du Boeuf à la Mode (du Roi)於法國大

革命前夕 1782 年在皇宮附近的黎希留街（rue de Richelieu）誕生。「mode」在此是指流行於王公貴族的用

餐型式，boeuf à la mode（經典紅酒燉牛肉）除了是第一家餐廳的名字，亦是一道法國傳統菜餚(Poulain & 

Neirinck, 2009)。 
6
 圖（一）連結：

http://parissecretetinsolite.unblog.fr/2011/01/25/lenseigne-du-boeuf-a-la-mode-n8-rue-de-valois-tout-le-monde-sen-fout/ 

http://parissecretetinsolite.unblog.fr/2011/01/25/lenseigne-du-boeuf-a-la-mode-n8-rue-de-valois-tout-le-monde-sen-f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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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方式、精緻餐具、餐桌布置、上菜方式、遠方美景或美麗的庭園、連菜單都使

用最美麗的文學來書寫」，這些宴飲傳統與文化創意，演變為許多餐飲業者在美

食之外的必備或附加內容(劉大和, 2012, pp. 222-226)。消費「高級料理」的觀光

客除了在旅行的飲食消費中知道「品嚐什麼」，蒐集了料理「符號」外，也從其

公共空間中仿效「真正當地的顧客」了解「如何品嚐」，實踐觀光消費中的「本

真」與「神聖儀式」。劉大和亦指出高雅料理指涉一套複雜而形式化的消費風格，

其包括了食物的選擇性、特定的烹調技術、飲食在文本與視覺上的美感、品嚐儀

式與規矩等等，這種消費風格區辨了不同的消費階級，展現特定的文化符碼(劉

大和, 2012, p. 227)。因此，相較於從未親身體驗這般飲食儀式的民眾，觀光客藉

由移動資本進而積累自身的文化資本，並與前者產生區隔，甚至從其生活風格與

儀態舉止中秀異自身品味。 

 

（三）美食觀光記憶收藏與消費 

感官體驗拼貼起記憶，尤其是對於食物的記憶。在旅途中，我會冀望讓美好

的畫面與體驗永遠停留在那一刻，而將之影像化，成為永久蒐藏品，深怕哪天忘

記了，記憶被偷走了。Appadurai 從物質的角度出發，提出「物的社會生命史」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的概念。物質原本只被冠上功能上的意義，然而，人

們若是就不同社會文化脈絡的角度去看物質，從經濟面向去交換物質，他們即被

賦予特殊生命，帶有不同脈絡所賦予的文化意義，因為物質被社會化、文化化，

因此，意義就被體現在所交換的物質上(Appadurai, 1988)。 

劉大和認為飲食活動充滿社會的、感官的、價值的內涵，因此人們會對飲食

活動懷抱情感，因為那是生命經驗的一部份。當人們看見物質時，就會喚醒特定

記憶與生命故事(劉大和, 2012, p. 220)。而飲食活動從人們出生就開始進行，因

此人類對味覺的喜好本身就有先天上的個人化特性。此外，人們對食物的認知與

判斷也會受群體影響，這如同上述所論及的食物產生的符號意涵與飲用儀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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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人們的味覺經驗，因此，每一次對食物的品嚐都會塑造新的感官記憶(劉大

和, 2012, p. 223)。在美食觀光中，對物質的消費—美食與美食相關紀念品—亦是

旅行的記憶展現。 

Urry (1995a)認為記憶被體現且牽涉到不同的感官，他更透過體化實踐

（incorporating practices）與刻寫實踐（inscribing practices）闡述記憶被積累在人

們身體中如何被讀取的方式(Urry, 1995a)。體化實踐是藉由身體的活動而產製的

訊息，Marcel Proust 於《追憶似水年華》中描寫品嚐小瑪德蓮點心時，將其浸於

茶中而後品嚐觸及上顎的那瞬間，那個茶與蛋糕連結後產生的味道使其勾起昔日

在 Combray 的記憶，這便是身體活動與個人意識的連結產生的體化實踐構成過

往記憶的浮現。刻寫實踐是現代儲存或讀取訊息的儀器，像是照片、印刷品、錄

音攝影、紀念品等等。無論是體化實踐亦或刻寫實踐，皆是被傳承下來的記憶，

它是一組身體的步驟、技術與姿勢，過去的記憶不僅僅是我們思考或做了什麼，

也是我們如何去思考跟作為，這包含了日常的如何站、如何坐，甚至如何旅行、

如何品嚐。Urry(1995a)亦認為記憶的類型有個人的與集體的。多元文物在個人記

憶的組織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要角，因為文物是透過身體感官而被感知；城市空間

則是人們對過去與集體記憶的儲藏室，也是文化符碼的貯存庫，在城市中窺探與

片段式的邂逅就能使過去的記憶被現在的事件點燃(Urry, 1995a)。美食觀光便是

觀光客在觀光目的地與特定美食及其相關事物的邂逅接觸，其產生的個人記憶與

集體記憶便經由體化實踐與刻寫實踐被讀取。 

此外，Edensor 認為觀光客各種的身體展演也是一種與記憶交織的展現，這

能刺激人們去追憶（reminiscence）。Edensor 聚焦在漫步、凝視、攝影這三個主

要的展演面向與記憶的交疊。就漫步而言，觀光客是受限在遊歷經過時空設計的

編舞家，他們的身體以「得體的」（appropriate）方式被教化，並於觀光地景中編

組適合集體或個人的移動型式，如同「空間芭蕾」（space ballets）般，有時候還

得配合空間中的音樂旋律、描述話語而展現適切的身體韻律。甚至，有時候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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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與受規範的路徑協商，試圖挑戰標新立異的移動方式。就凝視而言，視覺主

宰觀光客的感官消費，因此很多觀光地景的美感是被媒體中介建構出來的，連觀

光客凝視的方式也受到支配與安排，即以受過訓練的藝術之眼尋找並蒐集他者的

文化符號，甚至，凝視的時間也會影響觀光客的感官消費，而這也反映出特定的

意識形態與規範，Edensor 便以例證說明觀光客多有賴於觀光導覽的導引，知悉

滿月時刻為凝視印度泰姬瑪哈陵（the Taj）之美的最佳時段，以消費實踐「集體

凝視」。就攝影而言，被框架在觀光媒體中介的影像，都是被揀選、被符號化與

被象徵化的。因此，觀光客受到觀光媒體中介的訓化，會在其對凝視對象的快照

瞬間完成再現循環，即再次詮釋出現於觀光媒體中介裡的影像，這也是一種觀光

客捕捉消費意義的儀式(Warde, 1997, pp. 105-148)。 

以上三種身體展演的型式，交織為觀光消費的記憶，因此觀光客的記憶其實

是受社會建構的、與社會對話而形成的。觀光客於地景的身體展演融入個人的生

命故事中，成為專屬個人於觀光消費中的記憶，並於各種異質感覺地景中，受到

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感覺的觸動，被即興描寫(Warde, 1997, pp. 105-148)。 

因此，美食觀光中的記憶大多是來自對物質的消費與身體的展演，物質與身

體展演也因為在觀光此社會文化場域中被賦予意義與價值，進而有其生命感，成

為觀光客於美食觀光體驗中的秀異現象。筆者就此記憶與消費於觀光中所產生的

秀異現象，應用於巴黎甜點美食觀光中，於接下來進行分析與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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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 

 

綜合前述文獻探討，巴黎美食文化早已在十九世紀後期被跨領域的力量建

構，而甜點文化也是其中的一環，從十九世紀後期至今，一直都在法國境內蓬勃

發展；爾後，巴黎甜點文化加入全球傳散行列，移動至各地，甚至台灣，形成特

殊文化消費場域。本研究的範疇為法國美食文化的巴黎甜點，因為法國對專業的

嚴謹，有自成一格的甜點師傅（patissier），因此，巧克力與咖啡不在此範圍內7。 

由於論文的研究對象有三類，筆者接下來以研究對象三部分為軸心來書寫，

以一致性為考量，於本節配上相應的研究方法。首先，筆者從巴黎甜點店著手。 

 

一、 巴黎甜點店 

筆者欲探討的巴黎甜點名店，不是有其歷史地位與殊榮的百年老店就是有獲

得年度法國最佳甜點職人而獨立開店的甜點新秀。多位於巴黎的黃金地段，展店

不大，但總是門庭若市、遠近馳名。 

在法國，自 1926 年開始有評鑑高級餐廳的制度，即指標性紅色小冊子「米

其林紅色指南」（Michelin Red Guide），往後發展也有「高勒米歐」（Gault Millau）

的餐廳指南。然而，因為法國甜點店的範疇較小，截至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正式

的評鑑制度，僅有法國甜點官方季刊的出版。因此，為求出類拔萃與官方正式認

同，所有甜點師傅皆追求稱為「法國最佳職人」（Meilleurs Ouvriers de France／

M.O.F., i.e. Best Craftsman of France）競賽的最高榮耀，他們視其職業遠超過烘焙

技術這回事，將製作甜點當作一項藝術美學的研究以及文化品味的展現。甜點店

                                                      
7
 在法國，巧克力師傅（chocolatier）亦是自成一格的專業，巧克力專賣店從十九世紀後期也蓬

勃發展；咖啡館（café）則是另一個法國知名公共空間，主要以品酌咖啡為主，亦有甜點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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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望，來自於厚實的基礎：甜點、店鋪、師傅與甜點文化傳統，這些都是成就

甜點老店或新秀的必備元素。 

  巴黎甜點店而後因為大量觀光客的拜訪與消費，儼然被觀光客建構為都市地

景。時至今日已經有上百家，見如下（圖 3-1），筆者就高度受國際青睞的巴黎甜

點名店（附錄一），依在 Google 搜尋筆數較高的老店與新秀8，以及最常出現在

巴黎觀光導覽書的甜點店，揀選亞洲人最常消費的 8 家作為研究對象： 

（1）Ladurée（圖 3-2） 

（2）Angélina（圖 3-3） 

（3）Pierre Hermé（圖 3-4） 

（4）Sadaharu Aoki（圖 3-5） 

（5）Hugo & Victor（圖 3-6） 

（6）La Pâtisserie des Rêve（圖 3-7） 

（7）Jacques Genin（圖 3-8） 

（8）Carl Marletti（圖 3-9）—筆者於此實習 

 前 2 家為百年老店、後 6 家為甜點新秀，通常這些名店之所以能成為地景必定有

特殊的亮點讓觀光客不辭千里前來朝聖，可能是甜點有其歷史淵源或評為巴黎首

選、可能是店鋪所銘刻的百年遺跡值得一遊、可能是師傅本身的超凡技藝使之「神

聖化」。筆者將以歷史文獻、論述分析與田野觀察去探究這些巴黎甜點名店如何

自我形塑以吸引消費者，並透過巴黎甜點導覽書中介給觀光客。 

  一開始，筆者將範圍侷限在觀光客最集中的小巴黎內，也就是官方劃分的

20 個行政區（arrondissement），就三本甜點導覽書的索引，自行標示所有 20 區

內的知名甜點店分布概況。首先，以空間文本分析作為探究巴黎甜點店的歷史脈

絡、風格定位與消費者社會屬性。 

                                                      
8
 百年老店中，以 Ladurée 與 Angélina 於 Google 所有網路搜尋的筆數最高，分別為 1360,000

筆以及 626,000 筆；甜點新秀中，以 Pierre Hermé、Hugo & Victor、La Pâtisserie des Rêves、

Sadaharu Aoki、Jacques Genin、Carl Marletti 為主，搜尋筆數分別為 5380,000 筆、369,000

筆、326,000 筆、195,000 筆、83,200 筆、22,600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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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黃色星號為巴黎 20 區甜點店分布（筆者自繪） 

 

：甜點店（共計 234 家，樣本數來自導覽書《記住巴黎的甜滋味》、《巴黎時尚甜

點咖啡館》與國際甜點協會 L’Association Relais Desserts 季刊《Desserts》。）               

第 1 區：15 家 第 6 區：29 家 第 11 區：2 家 第 16 區：20 家 

第 2 區：9 家 第 7 區：18 家 第 12 區：5 家 第 17 區：18 家 

第 3 區：9 家 第 8 區：25 家 第 13 區：4 家 第 18 區：8 家 

第 4 區：11 家 第 9 區：21 家 第 14 區：7 家 第 19 區：0 家 

第 5 區：8 家 第 10 區：3 家 第 15 區：18 家 第 20 區：4 家 

甜點店密集地區：第 6 區（歷史、文化等遺產景點區）；第 8 與 9 區（觀光、百貨精

品區）；第 16 區（高級住宅、富人區）。 

 

圖 3-2：Ladurée 

 

圖 3-3：Angél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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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Pierre Hermé 

 

 

圖 3-5：Sadaharu Aoki 

 

 

圖 3-6：Hugo & Victor 

 

 

圖 3-7：La Pâtisserie des Rêves 

 

 

圖 3-8：Jacques Genin   

 

 

圖 3-9：Carl Marletti  

 

        圖 3-2～圖 3-9：筆者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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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家甜點店，除了甜點、店鋪本身構成老店的觀光地景外，對於新興甜點店來

說，不只有前述的基本元素，知名甜點師傅是其鎮店之寶，也是觀光客朝聖之因。

甜點店新秀幾乎以師傅的名字為店命名，像 Pierre Hermé、Sadaharu Aoki 等等，

而 Jacques Genin 與 Carl Marletti 這兩家甜點店亦是如此，觀光客也可以在甜點店

內不時看見他們的身影，此時店鋪的品牌保證，即是真正駐店製作的甜點大師。

這也是筆者揀選這些甜點新秀作為研究對象的因素之一。藉由分析這些巴黎甜點

店的歷史脈絡與展店風格，以爬梳巴黎甜點美食觀光地景的建構。 

 

二、 巴黎甜點觀光導覽書 

研究對象如下： 

2000 年以迄今相關的巴黎甜點觀光導覽書 

為了探究台灣當地文化中介於巴黎甜點美食觀光場域中的重要性，筆者聚焦

於台灣出版的巴黎甜點導覽書此文化中介，因為導覽書其生活化、時尚感、非純

文學的特性，較為消費者所接受；再者，導覽書又是如何描述巴黎甜點店鋪，如

何形容甜點值得品嚐，如何介紹師傅的專業與美感，如何傳達真實的甜點體驗，

最後以樹立自己的文化中介正當性與權威性。因此，以此為分析對象。 

本由就取樣自「博客來網路書店」，索引出以「巴黎」為主題的「觀光旅遊」

類書籍，共計 406 筆；最後經由筆者依內容分析法整理出 39 筆為與巴黎甜點觀

光相關書籍。在此 39 筆當中，筆者將其分為五類，細目見附錄（二）： 

（1）有甜點觀光路線介紹的法國導覽書：15 筆 

（2）純甜點觀光導覽書：3 筆（內含 1 本譯自日文） 

（3）以甜點為特輯的雜誌：7 筆（背景資料） 

（4）巴黎甜點大師食譜：12 筆（內含中文、日文、英文三類，背景資料） 

（5）甜點師傅赴法學習日記：2 筆（背景資料） 

  揀選依據：對於類（1）有甜點觀光路線介紹的法國導覽書，筆者預計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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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容有甜點觀光主題介紹 10 頁以上的導覽書作為此類的分析對象；類（3）為

雜誌特輯，內容雖然觸及旅遊觀光的資訊，但對巴黎甜點觀光的介紹多不超過

10 頁，因此筆者將其視為參考資料；類（4）、類（5）由於是與巴黎甜點相關，

但為非旅遊觀光類的書籍，因此筆者將之視為背景資料。 

  綜觀以上分類，筆者就類（1）、類（2），共計 18 筆著手，採用論述分析（在

本節末說明），於第五章第三節藉由以下三個面向分析巴黎甜點導覽書： 

（一） 人稱語用帶來的權威指導—情緒性詞彙 

（二） 觀光目的地語言的使用—文化性詞彙 

（三） 類比、比喻或引經據典 

 

1. 台籍巴黎甜點導覽書與導覽部落格作者 

為了深入了解甜點導覽書作者撰寫的理念與動機，補足導覽書未論及但有助

於本研究的相關理路，筆者將進一步訪談導覽書作者，訪談對象與問題如下： 

 台籍巴黎甜點導覽書與導覽部落格作者： 

   林佳瑩（《記住巴黎的甜滋味》導覽書作者） 

   鄭畬軒（《畬的法國巧克力之旅》部落格作者、甜點師傅） 

  訪談的工作透過筆者以 Facebook 社群網絡連絡，徵求訪談意願以進行訪談。 

 台籍巴黎甜點導覽書與導覽部落格作者訪談問題： 

 

作者：＿＿＿＿＿＿＿＿＿           時間：＿＿＿＿＿＿＿ 

1. 當初為何會想書寫或出版巴黎甜點觀光導覽書刊？ 

2. 最早是如何得知這些甜點店與其知名甜點？ 

3. 如何篩選要放進導覽書與有代表性的巴黎甜點店？ 

4. 對於甜點店的描述方式，是否有偏好的書寫方式與風格？ 

5. 您如何得知特色甜點、品嚐方式與消費禮儀？這些需要告知消費者嗎？ 

6. 是否能聊聊導覽書中圖片的拍攝重點與編排方式？ 



 

45 
 

7. 認為台灣的法式甜點店與巴黎的甜點店有何異同？ 

8. 是否繼續前往巴黎甜點店消費？並書寫甜點店介紹與品嚐心得？ 

9. 您認為您的嘴巴（味覺感受）有變刁嗎？是否感官敏銳度的轉變也會影響

您未來挑選甜點店的方式，甚至影響您生活風格？ 

 

三、台籍巴黎甜點觀光客 

  最後，對於台灣觀光客的文化消費實踐，筆者就 2012 年前往巴黎進行甜點

觀光體驗的台灣觀光客進行半結構式訪談，訪談內容依分析類別（符號蒐集、儀

式習得、品味區辨）做設計（如下），而預估訪談名單為 20 位。 

 台籍巴黎甜點觀光客名單： 

對象 社會屬性 性別 年齡 

1. 丁瑞瀅 鐘錶行老闆夫妻檔偕同小女兒 女 31-40 

2. 零一零 上班族夫妻檔偕同一幼子 女 31-40 

3. Tristan 上班族夫妻檔偕同一幼子 男 31-40 

4. Ariel 法式料理師傅安東尼太太 女 30-40 

5. Mimi 家庭總管 女 41-50 

6. Rachel 師大英語系、國中英文老師 女 21-30 

7. 培芳 國中國文老師 女 31-40 

8. Kelly 師大英語系、國中英文老師 女 31-40 

9. Candice 師大歐文所學生 女 21-30 

10. 黃寶妹 美髮業者 女 31-40 

11. 費聿山 南崁高中老師 男 41-50 

12. 費太太 南崁高中老師太太 女 41-50 

13. 李依輯 巴黎廚藝留學生 女 20-30 

14. 安東尼 法式料理師傅、巴黎廚藝留學生 男 30-40 

15. 許嘉麟 師大地理所、巴黎文化研究留學生 女 21-30 

16. 石武耕 巴黎文化研究留學生 男 31-40 

17. 鄭畬軒 中山外文系、Jacques Genin 甜點實習生 男 21-30 

18. Bertile 中央法文系、巴黎法語教學留學生 女 21-30 

19. Karen Carl Marletti 甜點實習生 女 21-30 

20. Amber 長榮航空空服員 女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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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20 位台籍巴黎甜點觀光客的社會屬性多集中在 21~40 歲的輕、熟齡族群，

8 位在法國求學的學生，一方面因為年輕族群，尤其是留學生，經濟狀況相較於

青壯年者，尚無法常常把花費用於米其林星級的高雅料理，只能偶一為之，既然

熱愛法國美食，巴黎甜點的消費相對之下較低，這些甜點觀光族群多能接受；另

一方面，這些輕熟齡族群有一部分是習得相關甜點或料理技藝者，未來多從事相

關工作，或是到達一定年紀後，則晉升為米其林星級餐廳饕客，甚或，現在都是

潛在的巴黎甜點或料理評論作者。 

  對於訪談工作的進行，有 7 位藉由筆者 2012 年 6 月~10 月，於 Carl Marletti

甜點店銷售實習期間認識的來店消費觀光客，筆者與之保持聯絡，以便日後進行

訪談。另一部分，有 7 位為筆者在巴黎留學的台灣友人，皆是巴黎甜點店的常客。

最後，有 6 位是筆者在台灣已熟識的友人或透過引介的朋友。 

  訪談方式除了筆者的訪談筆記外，訪談過程以錄音紀錄，並邀請訪談者能提

供書寫的巴黎甜點觀光體驗以及攝影紀錄（圖片），以增進訪談深度，並於訪談

後進行逐字稿繕打工作，接著進行主題編碼，以進行研究分析與詮釋。 

 台籍巴黎甜點觀光客訪談問題： 

 

名字：＿＿＿＿＿＿＿＿＿           時間：＿＿＿＿＿＿＿ 

1. 當初如何得知這些甜點店與其知名甜點？ 

2. 在那麼多的巴黎甜點店中，如何選擇必去店家？ 

3. 是否有規劃甜點觀光路線？ 

4. 是否有特定的消費重點，必品嚐的甜點、必消費的紀念品？ 

5. 是否會觀察師傅、店員、其他客人？ 

6. 是否會在甜點店拍照，拍照的重點與角度為何？ 

7. 是否知道如何品嚐甜點，並注意自己的儀態嗎？ 

8. 巴黎甜點與台灣法式甜點差異為何，巴黎甜點觀光的體驗價值在哪裡？ 

9. 是否遊歷後會書寫巴黎甜點品嚐心得，內容多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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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您認為您的嘴巴（味覺感受）有變刁嗎？是否感官敏銳度的轉變也會影響

您未來挑選甜點店的方式，甚至影響您生活風格？ 

 

  以上三種研究對象（巴黎甜點店、巴黎甜點觀光導覽書、台籍巴黎甜點觀光

客）的文本資料與訪談內容，本研究將以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進行詮

釋。 

  筆者借用 Rose 的論述分析，以文本、互文性、脈絡去詮釋巴黎甜點導覽書

中的影像、文本，以及訪談內容。根據 Rose 的主張，論述（discourse）是指一

組陳述不只結構化事物如何被思考，也結構化了根據思考而產生行動的方式。換

句話說，論述是一種認識世界的特殊知識，形塑世界如何被了解，進而藉由這些

特殊知識而使事物被完成(Rose, 2011, p. 136)。 

  此外，論述透過多樣形式被清楚地闡述，因而產製主體。形式的多樣性指的

就是互文性對了解論述而言是很重要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指的是了解影

像或文本（text）的方式，也就是說任何一種影像或文本的意義呈現不只是取決

於那一個影像或文本，還取決於其他影像或文本所帶有的意義。因此，論述形構

（discursive formation）即是意義在論述中彼此產生關連的方式。而論述形構之

所以佔有絕對的支配性不只因為部分論述被定錨在社會有力的機制上，還因為這

些論述主張絕對真理，而真理的建構就在於知識與權力所交織的核心上。就社會

影響的產製而言，最有力的論述就是那些假設和主張他們的知識是真理者(Rose, 

2011, pp. 137-138)。 

  論述是被大量影像和文本闡述，而這些都是論述分析的合理文獻；因此，筆

者就相關的巴黎甜點導覽書籍與訪談內容進行論述分析，包括法國甜點官方季刊

《Desserts》、2000 年以迄今相關的巴黎甜點觀光導覽書，詮釋刊物中影像與文

本的架構、符號意涵、象徵權力，以及作者在何種社會脈絡（context）下樹立其

權威性，並將分析重點聚焦在特定論述如何使作者主張的影響對閱聽眾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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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影像與文本呈現的複雜與矛盾(Rose, 2011, pp. 154-155)。最後，論述分析也

牽涉到關照那些沒有被作者說出來的東西，因為被隱形的事務也和可見的事物一

樣有力(Rose, 2011, p. 157)。對於本研究對巴黎甜點師傅、巴黎甜點導覽書作者、

台籍巴黎甜點觀光客的訪談內容，筆者也以類似的方式進行分析與詮釋。 

 

田野觀察（observation） 

筆者利用 2012 年 2 月~11 月於法國交換學生期間，不定時進行巴黎甜點店

的田野觀察。由於前四個半月，筆者位於法國中部 Angers 進行校際的學生交換

與學習，只能於周末不定時前往巴黎進行田野觀察，總共前往巴黎 2 次，以地毯

式進行初步巴黎甜點店概況了解，並輔以攝影紀錄與粗略筆記。 

2012 年 6 月 19 日開始，筆者於巴黎第五區精品甜點店 Carl Marletti 進行為

期三個半月（截至 10 月 28 日，整個八月為夏季店休）的櫃台銷售實習。田野觀

察輔以攝影的影像紀錄，並聚焦於此甜點店的產品特點、工作團隊、銷售概況、

來店顧客觀察。部分田野筆記，見附錄（三）。 

此外，筆者於巴黎 Carl Marletti 甜點店實習期間，因為時逢七月暑假，不少

台灣友人前來巴黎遊玩，筆者便於閒暇時間與他們一起前往相對較知名的巴黎甜

點店朝聖，像是 Pierre Hermé、Jacques Genin 等等，筆者便趁此空檔進行田野觀

察紀錄，不只觀察店員、來店消費者，以及台灣友人們，並輔以攝影紀錄。 

在實習中段時，筆者受中法文教基金會刊物《巴黎視野》編輯之邀，於八月

底撰寫「巴黎甜點店銷售實習──一場甜蜜的負荷與文化的撞擊」一文，內容多

為實習時的田野觀察，筆者將其視為之後的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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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巴黎甜點的觀光地景建構 

 

第一節 巴黎甜點與甜點店的曙光 

說到巴黎甜點店，應該要先探究甜點是怎麼在法國出現的。根據 The Chefs of 

Le Cordon Bleu(2011)藍帶廚藝學校出版的《Le Cordon Bleu Patisserie and Baking 

Foundations》，了解甜點與甜點店的歷史文化起源是身為專業甜點師傅所應該擁

有的先備知識，此書以此視角出發，細描甜點或甜點店（pâtisserie）一詞最早出

現於中世紀，最初是指麵團（pâtes）的準備。而現代甜點師傅（pâtissier）的始

祖則是中古時期負責製作教堂內供俸神祇聖餅（oblées）的人員—聖餅製作師

（oblayeur），後來這些聖餅也在許多慶典上販售。在1270年前，糕點師傅（pâtissier

／pâtissière）這個頭銜便出現在職人書上，成為百大官方認可頭銜之一。在 1351

年前，準備糕點的規範很嚴格，麵團不能放超過一天，甚至若用酸掉的牛奶製作

糕點會受到重罰。後來查理九世將 pâtissier 和 oblayeur 歸到相同的糕餅職業行

會，然而，麵包師傅（boulanger）卻仍與之區隔。這段時期，形似鬆餅的聖餅不

只有教堂的教士享用而已，普羅大眾也可以在慶典時品嚐到。修道院時常參與各

種貿易活動與農業生產，以維持生計和教堂收入。在這樣的傳統之下，許多修道

院養殖蜜蜂以製造蜂蜜，而被視為珍貴且細緻的蜂蜜後來被教士用來製作蜂蜜麵

包，甚至，以蜂蜜麵包為基礎，香料麵包（pain d’épices）與八角麵包（pain d’anis）

也在此時出現，而且受到皇室與大眾喜愛，在教堂的掌控之下，甜點製作的發展

便由此而生(Bleu, 2011)。 

The Chefs of Le Cordon Bleu(2011)亦說明許多法國知名甜點與食材的起源來

自歐洲其他國家與法國的政治聯姻。十六世紀初，法國甜點的種類與品質還很有

限，主要還是依賴蜂蜜去製作受大眾喜愛的香料麵包，反而甜點在蔗糖量早已豐

饒 200 年的義大利與瑞士大放異彩。直到 1533 年，義大利公主凱薩琳．麥迪奇

（Catherine de Médici）下嫁法國國王亨利二世後，法國甜點的發展便如曙光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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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了亮點。因為熱愛美食、甜點、時尚，凱薩琳．麥迪奇把皇室私廚、甜點師

傅、冰淇淋師傅連同餐桌禮儀所具備的餐具如叉子、穿著品味如高跟鞋等等，一

併當作嫁妝帶往法國，促使兩地的美食、時尚文化互相影響與融合。這時，受到

義大利佛羅倫斯式甜點師傅的傳授，許多現在仍受歡迎的基本法國甜點問世了，

杏仁蛋白餅（massepain）、奶油麵包（brioche）、泡芙（pâte à choux／pâte à 

popelin）、牛軋糖（nougat）、冰沙（sorbet）、冰淇淋等。十七世紀左右，可頌

（croissant）、瑪德蓮（madeleine）、香堤鮮奶油（crème Chantilly）、卡士達蛋黃

奶油餡（crème pâtissier）、馬卡龍（macaron）與從奧地利經由法國東北亞爾薩斯

而來的鐘形奶油蛋糕咕咕霍夫（kugelhopf）也相繼問世(Bleu, 2011)。 

如同參觀博物館的文物般，每一家甜點店都有其鎮店之寶，筆者從法國出版

的甜點技藝、史料與發展現況的視角出發，從「食譜」、「淵源」以及在巴黎知名

販售「地點」概要介紹法國經典甜點，而這些經典甜點亦與不同的場域有所構連，

不僅如此，這些經典甜點亦經由法國觀光局、台灣法式甜點導覽中介的推廣，在

筆者第六章所接觸的台籍甜點觀光客中有相當的知名度與影響力。除了文物般的

甜點以外，筆者亦從歷史的角度概要敘述經典且歷史知名的巴黎甜點店與茶沙

龍，因為甜點店是另類博物館，造就巴黎甜點美食觀光形成的奇景之地，而就是

這些經典甜點與知名甜點店和各方場域的構連凸顯其聲望，使觀光客能有跡可循

地在美食之都巴黎獵尋經典甜點的芳蹤。 

（一）法國經典甜點 

現今，甜點的種類隨著歷史的演進展現其豐富度，而甜點的起源與創發絕非

出自所有巴黎的糕餅師傅之手。根據 Toussaint-Samat (2011)所寫的《甜點的歷史》

一書中提及，今天市面上聞名的甜點大多有其文化淵源與故事。 

  馬卡龍（macaron），或稱杏仁蛋白餅，是以杏仁粉、蛋白、砂糖為基本原料，

製成兩片直徑約三公分左右的小圓餅，再將這兩片夾以各式甜餡料而成的甜點。

而馬卡龍與同為杏仁蛋白餅的 massepain 差別在於後者僅由杏仁、蛋白和砂糖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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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杏仁球而已，可說是近親。馬卡龍隨著凱薩琳．麥迪奇與義大利甜點師傅的

引進後，在法國受到大家的喜愛，隨後食譜便在法國各地流傳，甚至有所演進。

根據 Toussaint-Samat (2011)，有一說是杜爾（Tours）附近的科梅希修道院將其食

譜發揚，修女當初以製作杏仁蛋白餅維生(Toussaint-Samat, 2011)。1880 年 3 月，

費加洛報（Le Figaro）的週日文學副刊（Supplément Littéraire du Dimanche）刊

登出一則 Lovy (1880)書寫的文章「甜點師傅巴爾札克—伊蘇敦小杏仁餅」（Balzac 

Patissier — Les Massepains d’Issoudun），節錄其著作中對甜點消費的敘述，洞察

當時社會的經濟活動現象。法國寫實作家巴爾札克在著作《攪濁海水的捕魚女》

（La Rabouilleuse）中以不少篇幅書寫人們對伊蘇敦小杏仁餅（massepain 

d’Issoudun）的甜點消費，由於故事背景發生在法國中部伊蘇敦（Issoudun）這個

城市，書中更書寫了許多史實，此著作因此被法國學界 Association Orléanaise 

Guillaume Budé
9
(1978)認為是對伊蘇敦歷史與社會考古的重要文獻，而著作中對

於伊蘇敦小杏仁餅的敘述亦定錨了甜點消費在當時屬於外交官這層社會階級的

經濟活動(Budé, 1978; Lovy, 1880)，以下節錄費加洛報「甜點師傅巴爾札克—伊

蘇敦小杏仁餅」一文（圖 4-1）： 

「這位善良的女士（修女）有知名宗教甜點的食譜，我們稱其為伊蘇敦小杏仁餅（le massepain 

d’Issoudun），這是法國果醬業其中一項偉大的創作，沒有一位主廚、廚師、甜點師傅與果醬

師傅能夠偽造。一位駐君士坦丁堡的法國外交官 M. de Rivière 每年都要求攜帶大量的伊蘇敦

小杏仁餅作為蘇丹王 Mahmoud 後宮佳麗的伴手禮。」                        巴爾札克 

                                                   （一位省裡的清潔男童，第七章） 

「這個獨特的甜點過去只有在豐盛的餐宴時才會製作，至今，因為（有甜點店）開始販售而

受到推廣，在巴黎，伊蘇敦小杏仁餅是以 5 到 60 法朗不等的價格供居民享用(Lovy, 1880, pp. 

numéro 12, 47, 研究者翻譯)。」 

 

                                                      
9
 Association Orléanaise Guillaume Budé是一個推廣從古代以迄今的人文主義文化思想的官方研

究協會，於「文學地理」的研究類別中，考證了巴爾札克於法國中部地區的生活背景與軼聞。

http://www.bude-orleans.org/lespages/43auteurs/balzac.html 

http://www.bude-orleans.org/lespages/43auteurs/balza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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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 Cette digne femme avait eu la recette de ces si célèbres religieuses auxquelles on doit le 

massepain d’Issoudun, l’une des plus grandes créations de la confiturerie française et qu’aucun 

chef d’office, cuisinier, pâtissier et confiturier n’a pu contrefaire. M. de Rivière, ambassadeur à 

Constantinople, en demandait tous les ans de grandes quantités pour le sérail du sultan 

Mahmoud.  

                                                                                   H. de Balzac. 

                                                       (Un Ménage de garçon en province, Chap. VII) 

« Cette pâtisserie unique, qui, jusqu’à ce jour, n’avait été faite que pour la table des riches, va 

être popularisée au moyen de la division adoptée pour la vente; on offrira au public parisien des 

massepains d’Issoudun depuis 60 francs jusqu’à 5 francs (Lovy, 1880, pp. numéro 12, 47).  

 

 

（圖 4-1）費加洛報的週日文學副刊刊登由  

Jules Lovy 所寫的一則「甜點師傅巴爾札克 – 伊蘇敦小杏仁餅」（Balzac Patissier — Les Massepains 

d’Issoudun）文學評論（Le Figaro，6
e
 Année, Numéro 12, p.47, 1880/03/21） 

於此，可見文學家認為料理技藝亦是反應社會寫實的現象之一，因此巴爾札克將

甜點消費融入社會寫實的文學論述中，從細微的甜點美食場域視角看當時的經濟

結構與社會價值觀。今日，這個精緻圓形小甜點（圖 4-2）不僅從巴黎專賣馬卡

龍為主的百年老舖 Ladurée 或人稱胖子的甜點新秀 Pierre Hermé將響亮名氣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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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世界各地，消費者更可以在法國各地區見其芳蹤，融合各地特色，在盛產薰衣

草的普羅旺斯可見薰衣草口味的馬卡龍於市集上。 

  

（圖 4-2）馬卡龍（研究者攝影） 

  

（圖 4-3）Carl Marletti 的「千層派」（研究者攝影） 

  千層派（millefeuilles），法國在每年一月基督教主顯節（L’Épiphanie）所吃

的國王派（galette des rois）即是用兩張千層派皮夾內餡製成，是最早千層派雛形。

根據法國費加洛報出版的《LE FIGAROSCOPE》週刊(2009)描述，今天常見的各

種口味千層派（圖 4-3）為三張千層派皮夾雙層內餡，最早起源於 1867 年，在巴

黎 rue du bac 這條路的甜點店 Pâtisserie Seugnot 所創，店內的甜點師傅將此甜點

提供給客人才使之受人注目，如同一座層層覆蓋的脆弱建築，輕薄如葉，以此為

命名，爾後食譜也承襲於此(FIGAROSCOPE, 2009)。口味以香草、榛果、巧克力

為主，而巴黎知名甜點店 La Pâtisserie des Rêves 的千層派甚至是周日限定而已。 

  閃電泡芙（éclair），就 Toussaint-Samat (2011)所述，源於 19 世紀中期法國里

昂，被現代視為廚師與甜點師精神指標的十九世紀大人物安東尼‧卡漢姆

（Antonin Carême），為了使傳統的油炸麵團成為鬆脆甜點而改良了泡芙的麵

團，其後的甜點師傅便追隨其腳步(Toussaint-Samat, 2011)。常見的閃電泡芙（圖

4-4）是在如指形的泡芙體上裹一層釉彩糖霜（glaçage），以巧克力、咖啡、香草

或奶油鹹焦糖夾餡為主，歷史悠久的甜點店 Stohrer 與 Fauchon 皆以此甜點做主

打，近代的甜點店 Jean-Paul Hévin 也與前兩家店同台較勁。Fauchon 在 2013 年 4

月為了慶祝復活節（Pâques）而推出巧克力閃電泡芙（圖 4-5），製作團隊以標題

「F 製造—FAUCHON 製造、法國製造（諧音：法國女人）」（« Made in F » -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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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FAUCHON, Madein France）為主打，給予大眾另一種味覺與視覺想像(Fauchon, 

2013)。其連結此款甜點就是法國時尚的形象，將閃電泡芙擬人化、美學化，透

過其視覺之美與時尚女性的對話，而使巧克力閃電泡芙的甜點位置晉升到帶有性

別意象的美感場域。 

（圖 4-4）Carl Marletti 的「閃電

泡芙」（研究者攝影） 
 

（圖 4-5）Fauchon 於 2013 復活節推

出「巧克力閃電泡芙」（取自 Fauchon） 

 

（圖 4-6）La Pâtisserie des Rêves 的

「巴黎‧布列斯特」（研究者攝影） 

巴黎．布列斯特（Paris-Brest），根據法國出版的《LE FIGAROSCOPE》週

刊(2010)描述，創於 1910 年，於今約滿一世紀之久，被一位在法國西北城市布

列斯特（Brest）的麵包師傅所創。1891 年時，一位熱衷於自行車的法國記者希

望能賦予自行車高貴地位，於是創了從巴黎開始到布列斯特再回到巴黎

（Paris-Brest-Paris）之間的自行車環程賽，這是現在知名環法自行車賽（Tour de 

France）的雛形，布列斯特的麵包師傅 Louis Durand 為了向這個活動致敬，而創

了以厚重榛果為餡、以環狀車輪為形的甜點，以兩個城市的結合為這個甜點命

名，因為這個令人振奮的歷史，這個甜點至今仍受到法國人喜愛。2010 年，La 

Pâtisserie des Rêves 被《LE FIGAROSCOPE》週刊評為售有巴黎最佳且最忠於原

食譜的巴黎．布列斯特（圖 4-6）(FIGAROSCOPE, 2010)。 

  蒙布朗（mont blanc，語意即白朗峰），根據法國費加洛報出版的《LE 

FIGAROSCOPE》週刊(2008)描述，以栗子泥、栗子餡為主的甜點最早起源於法

國東南部與義大利西北山區。1903 年，這個以栗子為主的甜點正式被巴黎甜點

http://www.fauchon.com/fr/magazine/eclair-chocolat-paqu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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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沙龍 Angelina 創造與命名。以蛋白糖霜為基底，擠上厚實一層栗子餡與清爽

的香堤鮮奶油，再以細線條栗子泥像繞山路一樣一路由山底往山頂攀升，而栗子

泥所塑造的甜點形狀有如一座山，又於頂端撒上白色糖霜，有如終年積了皚皚白

雪的白朗峰（mont blanc），因而以此命名(FIGAROSCOPE, 2008)。Angelina 官方

宣稱，在巴黎第一區 Rivoli 總店，其一天可售出近 600 個蒙布朗（圖 4-7）。因為

傳統的蒙布朗口感較重，近年巴黎許多甜點新秀改良了食譜，像是 Carl Marletti

將其新創為長條形，並以白巧克力粉霜完全覆蓋栗子泥，其上佐以香草

mascarpone 輕乳酪，使老經典有新姿態（圖 4-8）。 

 

  

（圖 4-7）Angelina 的「蒙布朗」

（研究者攝影） 

  

（圖 4-8）Carl Marletti 的創新 

「蒙布朗」（研究者攝影） 

  

（圖 4-9）上：Carl Marletti「檸檬塔」；

下：傳統蛋白糖霜檸檬塔（研究者攝影） 

  檸檬塔（tarte au citron），這個以卡士達檸檬餡醬為主的塔類一直是受到法國

人喜愛的經典甜點之一，然而其最初起源已不可考，根據 The Chefs of Le Cordon 

Bleu(2011)出版的《Le Cordon Bleu Patisserie and Baking Foundations》，唯一能得

知的是傳統法式檸檬塔會在塔上加上蛋白糖霜，而法式蛋白糖霜（meringue 

française）最早則出現在 1691 年由 François Missialot 出版的食譜手稿上(Bleu, 

2011)。通常法國一般人家製作的檸檬塔多加有蛋白糖霜，而甜點店內的沒有。

Carl Marletti 與 Jacques Genin 這兩家甜點店內的檸檬塔皆在 2009 年被《LE 

FIGAROSCOPE》週刊評選為巴黎最佳檸檬塔（圖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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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巴黎百年甜點店與茶沙龍 

如上所述的經典甜點只是現今眾多巴黎甜點店所見的一小部分，其實法國甜

點最早多於宮廷御用或是食譜家傳，並隨著歷史的推展而演進，有了專門的糕餅

行會，商業越趨興盛，爾後便有甜點店的創立。根據 Toussaint-Samat (2011)的《甜

點的歷史》與 Périn (1896)針對巴黎第五區、第十三區、第十四區考古．藝術歷

史研究發行的著作《Bulletin de la Montagne Ste. Geneviève et ses abords》第一卷

指出，在 1669 年，身為甜點師傅與熟食師傅的 Robert Dugast 創立了巴黎最早的

甜點店 Au Puits Certain，座落於當時第五區 rue du Puits-Certain（前身為 rue du 

Mont-Saint-Hilaire）這條路的 16 號（現址為 16, rue de Lenneau），位處知名歷史

景點萬神殿附近，是第一帝國時期知名的甜點店與熟食店，以奶油軟麵包布里歐

和含餡料的小牛肉著稱(Périn, 1896; Toussaint-Samat, 2011)。 

  不僅僅有義大利甜點師傅跟隨皇室聯姻而到法國來，根據巴黎 Stohrer 甜點

店官方陳述，1725 年，波蘭國王 Stanislas Leszczynska 當時亦是法國東北洛林

（Lorraine）地區的公爵，他的女兒 Marie Leszczynska 嫁給法國國王路易十五

（Louis XV），同樣地，熱愛甜點的波蘭公主也把國王的甜點師傅 Nicolas Stohrer

一併帶到凡爾賽宮。五年後，1730 年，甜點師傅 Stohrer 便在巴黎第二區舊市場

（les Halles）附近經營以自身為名甜點店 Stohrer，是至今在巴黎仍存在最早的甜

點店（現址為 51, rue Montorgueil）。店內著名甜點為蘭姆巴巴（baba au rhum）

與愛之井（puits d’amour），蘭姆巴巴為浸泡過蘭姆酒糖水的蛋糕。緣由是熱愛甜

點但牙齒不好的波蘭國王 Stanislas 無法品嚐偏硬的亞爾薩斯地區咕咕霍夫奶油

蛋糕，於是甜點師傅 Stohrer 便將咕咕霍夫蛋糕浸泡蘭姆酒，方便國王品嚐。國

王當時正在拜讀小說《一千零一夜》，受到故事主角阿里巴巴的啟發，因而將此

甜點命名為 Ali Baba。1864 年，知名畫家 Paul Baudry 被邀請來重新裝飾老店的

建築外觀，百年老店自此保存至今，店外甚至有巴黎市政府所設的歷史景點介紹

石牌，使這裡為法國歷史遺產不言而喻（圖 4-10）。 

 

http://archive.org/stream/bulletindelamont01comi/bulletindelamont01comi_djvu.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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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上：巴黎現存最早的甜點店 Stohrer 其正面

樣貌；下：巴黎市政府為古蹟 Stohrer 設的「巴黎歷史」

立牌（panneaux « Histoire de Paris »）（研究者攝影） 

     

（圖 4-11）研究者於 Carl Marletti 實習時，店內為

客人特製的大型裝飾蛋糕（研究者攝影） 

  1789 年法革之後，許多皇室廚師與甜點師傅紛紛散落巴黎各處，諸多為了

生計而開店營業，19 世紀初，最知名的甜點師傅非 Marie-Antonin Carême 莫屬，

他於歌劇院附近開設了名為 Pâtisserie de la Rue de la Paix 的甜點店，以大型裝飾

蛋糕（pièces montées）（圖 4-11）著稱，傳統以許多小圓泡芙為主裝飾，以尖塔

為形，他並將這有美感的產品展示於玻璃櫥窗前，經過的人們多佇足欣賞，這也

是之後甜點店多將甜點展示於玻璃櫥窗或櫃檯給客人欣賞的先鋒，而這家甜點店

一直維持到 1813 年。 

此外，從 1682 年開始就連續四代擔任法國國王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

十六「御口官」（officier de bouche）的 Dalloyau 家族（始自 Charles Dalloyau），

為了因應法革造成的社會型態改變與演進，也為了延續作為御用廚師的家族歷

史，第二代繼承者 Jean-Baptiste Dalloyau 於 1802 年在巴黎政商名流流連之處

Faubourg-Saint-Honoré路上創立了第一家以 Dalloyau 為名的甜點美食之家，吸引

客源皆為中產階級與皇室之輩，並開啟外帶服務之首。至今仍為經典且熱潮傳至

日本、台灣的甜點歌劇院（Opéra）（圖 4-12）是第三代繼承者 Cyriaque Gavillon

於 1955 年的創作，以三層杏仁海綿蛋糕（biscuit Joconde）為主的長方型甜點，

這三層分別浸以咖啡糖漿、咖啡奶油餡、巧克力甘納許於上，最後在頂端棲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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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如鏡面般的黑巧克力釉彩糖霜，綴上象徵 Opéra 歌劇院屋頂鍍金天使的金箔，

其妻子以 Opéra 命名，作為向曾在店內的女舞者致敬。第四代繼承者 Nadine 

Gavillon Bernardé為了兼具歷史氛圍且與時共進，在 2005 年接受 alive 雜誌專訪

時曾說：「我每年都會親自去看服裝展與織品展，感受一下今年流行的線條、顏

色、質感的趨勢。所以達洛優即使有兩百多年歷史，產品還是那麼的時尚！」2007

年，法國政府甚至頒發Dalloyau國家遺產獎項EPV，即「活的遺產企業」（Entreprise 

du Patrimoine Vivant），表揚他們世代為法國卓越工藝長久以來的努力。 

  

  

 

 

（圖 4-12）由 Dalloyau 所創

的甜點「歌劇院」（Opéra）

（研究者攝影） 

     

（圖 4-13）上：巴黎 Ladurée Champs Elysées

分店；下：Ladurée Champs Elysées 分店的

裝潢保有古典歷史感（研究者攝影） 

   

（圖 4-14）上：建於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的 Angelina；下：Angelina

的「熱巧克力」（研究者攝影） 

19 世紀末，巴黎因為奧斯曼公爵（Baron Haussmann）為其都市地景改頭換

面的「大工程」（les grands travaux），許多店家也跟上這股運動而賦予其建築裝

潢嶄新面貌，百年的馬卡龍創始老店 Ladurée 就是其中之一。由 Louis Ernest 

Ladurée 創於 1862 年，一開始在巴黎 Royale 街上只是一家麵包店，因為「大工

程」這個契機與誘因，Ladurée 在 1871 年轉型為以甜點為主，麵包為輔的甜點沙

龍，並在當時邀請知名畫家 Jules Cheret 為 Ladurée 在 Royale 街的總店裝飾與作

畫，尤其天花板的天使與仙女圖有梵諦岡西斯汀教堂與巴黎歌劇院的影子。

Schwartz (1998)論及因為大工程所帶來的嶄新面貌，巴黎城市儼然成為整座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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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再加上從 1889 年開始的巴黎萬國博覽會（l’Exposition Universelle），艾

菲爾鐵塔、火車頭改建的奧賽美術館等龐大建築物的誕生，吸引前所未有的人潮

湧入巴黎，人們喜愛戶外娛樂與活動的程度超越過去(Schwartz, 1998)。這時，女

孩子們也變得熱愛公共場合，認識新朋友，文藝氣息濃厚的咖啡館與甜點鋪結合

而成的 Ladurée 茶沙龍（salon de thé）就在 Ernest Ladurée 夫人的靈光乍現下產生，

為巴黎第一個甜點茶沙龍。儘管現在 Ladurée 已被 Holder 集團買下，集團負責人

仍承襲其追求產品品質與美感的精神，這從 Ladurée Champs Elysées 分店（圖

4-13）的裝潢保有古典歷史感，其周邊商品香水、化妝品、瓷器等追求時尚創新，

可見其對過去與未來的用心。 

  爾後，1903 年，正值法國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奧地利甜點商 Antoine 

Rumpelmayer 在巴黎創立了知名的甜點茶沙龍 Angelina，為了向其媳婦 Angelina

致意而創，建築風格保留美好時代優雅華美的樣式。座落在第一區 Rivoli 的拱廊

街上，杜樂麗花園旁。從開業至今的一百多年，一直是皇室貴族與文人墨客聚會

之處，舉凡文學家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或是時尚教主香奈兒（Coco Chanel），

皆是座上賓。百年來著名的店內甜點與飲品是蒙布朗與熱巧克力（圖 4-14），至

今，無論是巴黎當地人或是國際觀光客皆來朝聖，每日座無虛席。美好年代的歷

史建築、歷史名人的留連足跡、百年經典甜品風味，這些都是 Angelina 這百年

老店每日吸引賓客蜂擁而至之因。 

這些百年甜點老店至今仍在，甚至因為其背後故事與法國歷史的連結而使其

地位不凡。儘管眾多經典甜點源自於歐洲各國的皇室，像是義大利佛羅倫斯、波

蘭等，筆者認為就是他們與法國皇室聯姻之後，法國皇室對甜點技藝的珍視看

重，而將數百年來的甜點食譜、食評與建物收藏，並做一番整理與考究，使甜點

專業技藝在法國醞釀與發揚，展現其史蹟真實性與感官精緻度，成為世界教科文

組織考證後的美食文化遺產，進而今日仍有絡繹不絕的人潮慕名而來消費，使巴

黎甜點店成為一種特殊的人文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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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巴黎甜點觀光地景的形成 

 

  Hjalager & Richards 概括提出三種行銷美食觀光地景的方式：（一）料理傳統

的歷史遺跡與聲望、（二）美食地景的真實性與故事性、（三）現代生活與前衛流

行的美學符碼(Hjalager & Richards, 2004, pp. 22-40)。法國甜點的大眾化與美學化

從其歷史人文演變，可觀察出法國甜點從原先受雇於皇室的專業職人，因為社會

政經結構轉變，而創發出遍佈法國各地的甜點店鋪，整個歷史脈絡儼然成為無形

的法國庶民美食文化遺產，又因為多出於皇室御廚，使甜點文化有精緻美學化的

現象，而此現象主要發生在法國首都巴黎，原因即上一節提及的十九世紀末巴黎

大工程使其成為現代露天奇景之地，另一個是貴族後代與中產階級多集中於此之

故。因此，以下將說明巴黎甜點美食觀光地景的形成。 

 

（一）法國甜點於料理傳統中的歷史聲望與地位 

Barrère et al. (2009)指出大多舊歐洲國家以深厚料理傳統作為推廣觀光的其

中一項誘因，原因在於舊歐洲國家的國族歷史悠久，各國在地料理的名氣是經年

累月的歷史韻味所積累而成(Barrère et al., 2009)。法國，其料理傳統與美食論述

是舊歐洲國家中最早發展，亦是至今料理技藝與美食論述系統建構最為完整的，

甚至，法國人的美食餐（le repas gastronomique des français）於 2010 年 11 月，

已被世界教科文組織評定為非物質性世界文化遺產。 

然而，法國料理與法國甜點之間的關係為何？我們可從法國自古以來正式的

用餐順序與料理軍團見其端倪。Poulain and Neirinck (2009)提出自文藝復興時期

開始以至今，當法國人談論到享用一頓正式餐宴時，有兩點重要的考量：思考與

選擇、用餐順序與規定。針對用餐順序與規定的部分，有其一套正式規矩：自中

世紀末料理大師泰爾馮（Taillevent, 1310-1395）時代、文藝復興初期開始，有每

一餐必須上三輪菜的規矩—兩輪主食（熱食部負責）、一輪甜點（冷食部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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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排場更大的盛宴常常可以上到三輪、四輪或五輪主食，再以一輪甜點作結

（圖 4-15）。從 14 到 19 世紀中葉時期，是以法式上菜程序（à la française）為主，

即餐桌上於一輪中一次擺滿三、四道菜餚，並有兩兩對稱的特點，且空間配置必

須「取悅感官」－視覺感受，這樣的上菜方式與裝飾擺盤於 18 世紀達到高峰

(Poulain & Neirinck, 2009)。 

  

 

（圖 4-15）文藝復興時期，泰爾馮親自為艾

斯丹伯爵（Monseigneur d’Estampes）設計的

菜單，三輪主食、一輪甜點，法式上菜程序

（取自 Poulain & Neirinck 著作《法國料理

的秘密》，p.17） 

直至法國大革命後，新興的餐館為了因應當場趕出所有菜色，轉以較符合經

濟、社會平等需求的俄式上菜程序（à la russe）為主，即「一道換上一道，不在

餐桌上多作停留，一眼望去餐桌似乎是空的，而且清掉一切東西甚至連小小的麵

包屑(Poulain & Neirinck, 2009)。」順序為：開胃酒（多雞尾酒或白酒）、濃

湯、開胃菜（小份鹹食）、前菜（冷盤或熱食、單道或多道皆可，順序為先

冷再熱，多蔬菜與海鮮的搭配）、主菜（先魚再肉，或雙拼）、起司（逆時針

由淡到重）、甜點、咖啡、消化酒。 

再從料理軍團來看，莊祖宜 (2012)著作《廚房裡的人類學家》將其中部分

編制摹寫得很傳神： 

「整頓晚餐的過程中我的腦子裡不斷的切換畫面，以前是在廚房裡想像外面的衣光鬢

影，現在真的坐在這裡卻忍不住回想起廚房裡的忙碌吵雜。侍者剛收走一道盤子，我就開

始想像 chef 命令執行下一道菜：『Can go table 40, two John Dory (fish).』這時 poissonnier 會

開始煎魚排和小烏賊，entremétier 會準備好切成圓形的烤紅椒並煎熟幾片 chorizo 香腸與小

珍珠洋蔥（那洋蔥通常都是我一桶桶剝的），saucier 會把紅椒汁加熱並打成泡沫，出菜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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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人把煎好的香腸切成細條，與烤香的南瓜子一起撒在餐盤底。如果我在的話，我很可

能正在把茄子泥塞進煎好的烏賊肚子裡，然後沾上一層荷蘭芹，依序與洋蔥交錯擺在盤子

的外緣。最後 sous-chef 會把剛煎好的 John Dory 魚排安置在盤子的中央，加上兩片嫩葉與

紅椒片點綴。醬汁會放在船形容器裡，在桌邊由侍者盛倒(莊祖宜, 2012)。」 

完整的廚房編制（圖 4-16）如下分類：主廚（chef）、副主廚（sous-chef）、

醬汁師傅（saucier）、冷盤師傅（garde-manger）、蔬菜師傅（entremétier）、魚料

理師傅（poissonnier）、肉料理師傅（rôtisseur）、甜點師傅（pâtissier），其餘還有

廚房助理（commis de cuisine）、實習生（stagiaire）與學徒（apprenti）等。每個

組別及其成員都有該負責的時間與工作，因為高級法國料理的一道主菜餚幾乎是

眾人合作的成果，若是哪個環節稍有閃失，廚房軍旅的節奏就會被打亂，所以每

一個組別與成員都極其重要，是一個團隊的概念，缺一不可。 

 

（圖 4-16）法國正式餐飲廚房中料理團隊編制圖（取自 Anthony Fang） 

綜觀以上用餐順序與料理軍團，甜點與甜點師傅皆是為一頓飯劃下美好句點

的要角，一頓飯的用餐順序除了先冷再熱，重要的還有先鹹再甜，若一頓飯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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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甜味，就未達到從料理的黃金年代文藝復興已迄今所講究的「對稱」、「和諧」

原則，因為甜點的甜味、冰涼口感完全與主菜的鹹味、燒熱口感相反，除了襯托

出主菜的味道外，亦是視覺與味覺「感官互補」手法的運用，而達到一頓法國人

美食餐的美感平衡。 

改編自法國史上唯一一位總統女御廚 Danièle Mazet-Delpeuch 自傳的法國電

影「巴黎御膳房」（Les Saveurs du Palais）(Vincent, 2012)，作為總統私廚的 Hortense 

Laborie 曾這樣形容甜點於一頓飯中的角色： 

「一頓飯由什麼組成：前菜、主菜、甜點，這樣每道菜可以引出另一道，這裡有個順

序、一種邏輯。如果你去掉最後一步（甜點），還留下什麼呢？沒用的東西。請跟總統說每

一個細節都非常重要，我們非常謹慎地選擇每一種原料(Vincent, 2012)。」 

而曾任職於巴黎知名世博建築「東京宮」（Monsieur Bleu, Palais de Tokyo）的台

籍法式料理師傅 Anthony（現職於波爾多）這麼看甜點在一頓法式料理的定位： 

「吃完主菜後好像還沒完全吃飽，還意猶未盡，最後來點甜得要死的東西，讓你覺得

終於終結食慾。…如果你吃完東西（主菜），沒有稍微欣賞一下美感的東西，像藝術品這樣

的甜點，放慢步驟去休息一下，就離開餐廳的話，會好像少了一點悠閒，或者是飽餐一頓

的感覺，所以它其實蠻重要的（訪談稿，T14，10.07.2013）。」 

因此，甜點自中世紀以來於法國料理地位有其深遠的感官邏輯，以甜味終結

食慾的味覺感受以及以擺盤裝飾的視覺美感作為一頓美食餐的尾聲，透過料理團

隊好幾個世紀以來的專業呈現，搭配感官協調的料理論述有其世代傳承，使甜點

於一頓法國的美食餐中有其歷久不衰的聲望與定位。 

 

（二）巴黎甜點觀光地景的真實性與故事性 

如同 Dean MacCannell 所認為，所有的觀光客皆在追求觀光場景的真實性

（authenticity）(MacCannell, 1973)。而巴黎甜點地景的真實性不僅止於甜點店本

身而已，而是從甜點店地理區段、周遭環境，到甜點店外在建築與室內裝飾，整

http://monsieurble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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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而言所凝聚的地方感共構而成。巴黎是一個古城，現代巴黎所生成的模樣是經

年累月的歷史足跡與氛圍，數十個世紀醞釀而生發的文化底蘊瀰漫在古老的市井

街廓，體現在各個時期的建築樣貌，也示現在巴黎居民的氣質儀態上；因此，從

有歷史淵源的地段與氛圍以至此地段的甜點老店，再到店內的巴黎當地人，甜點

師傅也好，在地饕客也好，這就是觀光客在觀光場景中所追求「本真」的巴黎甜

點地景，因為是真實巴黎居民消費甜點所處的生活場域，而此生活場域就是觀光

客可用身體感官與之對話的歷史產物。 

不少巴黎甜點老店是法定的歷史古蹟，受到法國文化資產保存法令的維護。

行政院文建會副主委洪慶峰等學者於文化資產詮釋人才培育活動的法國研習報

告(2007)說明了歷史古蹟10（monuments historiques）是經由法國文化部（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et de la Communication）所選定的 200 多位法國建物管理建築師，依

循 1913 年底所頒布的第一部文化資產保護法令「歷史古蹟法」（Loi du 31 

décembre 1913 sur les Monuments Historiques），考究其歷史、藝術與建築意義和

公共價值而鑑定，規範保留舊有的建物結構本身，而不規範其使用權限，這些國

家建築師的職責代表國家公權力的行使，地方行政體系無權干涉與變更，也就是

說，如果有建物想蓋在歷史古蹟周邊 500 公尺內，須取得這些國家建築師審查同

意。1983 年，法國更確立「建築、都市、景觀資產保護區劃」（ Zone de Protection 

du Patrimoine Architectural, Urbain et Paysager／ZPPAUP）法令，目的是更明確地

賦予地方於文化資產管理與保存上更積極的角色，並進行保護區劃的環評與保護

策略，包括建築材質與顏色的規範、禁止拆除或修改原始建物等。除了以法令保

護建物外觀或室內裝飾外，這些建築師也透過由上而下教育居民，使大家全面了

解這些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意義與重要性，甚至協助居民講解建築歷史與價

                                                      
10

 歷史古蹟（monument historique）這個詞最早是 Aubin-Louis Millin 於 1790 年採用；1913 年 12

月 31 日法國第一部「歷史古蹟法」成立，現今幾乎所有的法國歷史古蹟或文物都受到此法令依

其重要性分別列冊登記（inscription，為低限度的保護）或列級（classement，為高層級的保護）。

法國大革命後，法國社會警覺到許多歷史文物在大革命期間慘遭破壞，而興起了保護歷史古蹟的

運動。於 1790 年，實行歷史古蹟破壞禁令，國會設置「古蹟委員會」（Comission des Monuments），

目的是保護歷史古蹟免於破壞以及製作清冊以便後世保存藝術作品，並劃分不動產與可動產（歷

史古蹟法，1913 年 12 月 31 日／Loi du 31 décembre 1913 sur les Monuments Histor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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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以草根性的文化資產經營策略讓居民建構對地方的文化認同感、與歷史互

動，並有能力述說生活環境的過去樣貌，甚至於歷史古蹟旁設置解說立牌，加強

印象行銷，以種種方式落實文化資產其核心價值「真實性」的保存與管理(洪慶

峰, 2007)。因此，歷史古蹟除了有法定的專門人士考察並列冊登記，甚或列級，

重要的還有社會與社區認同並建構其歷史意義與價值，使歷史建物受到保存並活

化再利用，進而形塑經營策略的下一步—促進地方經濟與觀光的實質效益，以合

法化文化觀光地景，展現其對國家與人民的重要性。 

筆者以巴黎現存最早的甜點店 Stohrer 來說，Stohrer 在 1984 年被法國文化部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et de la Communication）列冊登記（inscrit）為歷史古蹟，

屬於商店外觀類別（ les édifices de type « magasin de commerce »），受到低限度的

保護（圖 4-17）。被鑑定為歷史古蹟是因為現在所存的木製門面、建築外觀以及

以筆刷和帶狀水果裝飾為畫作主題的室內裝飾都是在 18 世紀末建造，當時的設

計師為 Thivot du Mur；甚至，Stohrer 也是世界遺產實施操作準則（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第 39 條所認

定的文化景觀，原因是它屬於文化景觀細項中的延續地景（a continuous 

landscape），即在現代社會中仍保有其活性的社會角色，並與過去傳統的生活方

式緊密結合，繼續演化傳承（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et de la Communication，1984，

研究者翻譯）。此外，法國《巴黎人報》（Le Parisien）(2009)也指出，巴黎市政

府在 Chirac 時期，於 1992 年，下令為市內 767 個古蹟設立「巴黎歷史」立牌

（panneaux « Histoire de Paris »）用文字介紹過去史實，強化地景印象，而 Stohrer

門外的立牌就是其中之一(LeParisien, 2009)。早在 1730 年創立後，Stohrer 其建築

樣貌與實質功能就是甜點店鋪，雖然甜點師傅有所更迭，然而其門面、建築外觀

與室內裝飾仍是原始樣貌，空間利用也一如往昔為甜點店，Stohrer 的官方網站

上亦表示，其甜點蘭姆巴巴更是承襲原創食譜11，甜點故事還是源於波蘭國王

                                                      
11

 Stohrer 在其官方網站上表示：「Stohrer 甜點店今日仍然為您供應三種版本的蘭姆巴巴： 

    －阿里巴巴，淋上蘭姆酒，飾以卡士達醬與來自希臘柯林斯的葡萄乾（1730 年原版）。 

http://www.culture.gouv.fr/public/mistral/merimee_fr?ACTION=CHERCHER&FIELD_1=REF&VALUE_1=PA00086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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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islas Leszczynska 與其御廚兼甜點店創始者 Nicolas Stohrer 真實歷史人物。法

國費加洛報出版的《Le Figaro》週刊(2011)亦描述，巴黎有好幾處商家是受到列

管的歷史古蹟，Stohrer 是其中唯一的甜點店，將其承襲傳統的蘭姆巴巴與古蹟

建物結合。甚至，巴黎旺代宗親協會出版的月刊《Les Vendéens de Paris et d’Île de 

France》(2010)指出 Stohrer室內被文化部列冊登記為歷史古蹟的畫作，其畫家 Paul 

Baudry 就是來自旺代省（Vendée）的名人，畫作上是一名女子拿著 Stohrer 經典

甜點「蘭姆巴巴與薩瓦蘭酒漬蛋糕」（babas et Savarins，圖 4-18）(Para, 2010; 

Sanchez, 2011)： 

    「這些商店，有些已達數百年，皆完整地保

存他們固有的特質。甚至，一帆風順地享受著成

功。若我們聚焦去檢視其成功的過程，這是因為

他們皆如婚姻般地結合品質與遺產之故。」 

    “Ces boutiques, parfois centenaires, ont conservé 

tout leur caractère. Mieux, elles ont le vent en poupe. 

Zoom sur un parcours, qui marie qualité et patrimoine.” 

    「在其洛可可風格的天花板之下，坐落於巴

黎 Montorgueil 路上的甜點店 Stohrer 依舊川流不

息，深受附近居民與名人的青睞。最近一次的官

方政要來訪是英國女王，她特地拜訪 Stohrer 是

為了要品嚐源於 1730 年的甜點：國王蘭姆巴巴

(Sanchez, 2011, p. 研究者翻譯)。」 

    “Sous son plafond rococo, la pâtisserie Stohrer, rue 

de Montorgueil, à Paris, est aussi bien fréquentée par les 

habitants de ce quartier populaire que par des célébrités. 

À l’occasion de sa dernière visite officielle, la reine 

d’Angleterre a tenu à s’y rendre pour goûter à sa 

spécialité depuis 1730: le baba au rhum du roi.” 

 

筆者認為因為活的甜點遵循古法製作，使其成為活的文物，活化 Stohrer 這棟歷

史古蹟，使其成為人們能獲得真實感官消費的「甜點博物館」，藉由古蹟化的過

程帶動甜點店觀光化。甚至，不僅僅將甜點技藝與文化遺產結合，更是甜點技藝

                                                                                                                                                        
    －蘭姆巴巴，單純淋上蘭姆酒的原味。 

    －蘭姆巴巴，淋上蘭姆酒，飾以法國香堤鮮奶油(Stohrer, 2014, p. 研究者翻譯)。」 

（原文：La maison STOHRER vous propose encore aujourd’hui les trois versions :  

    -L’ALI-BABA, arrosé de rhum, garni de crème pâtissière et de raisins secs de Corinthe.  

    -LE BABA au rhum nature. 

    -LE BABA au rhum garni de crème Chant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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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畫家對話產生藝術論述的佐證。至今，屬於私有的甜點老店 Stohrer 仍依循過

去傳統的生活方式使用並保存著，保有活性的社會角色，並彰顯文化資產的原有

價值12，透過甜點、建築、藝術的對話，穩固身為甜點文化觀光地景的真實性。 

 

（圖 4-17）創立於 1730 年的甜點店 Stohrer，其人行道上的木製門面、建築外觀與

室內裝飾（筆刷和帶狀水果）於 1984 年 5 月 23 日受法國文化部保護為「列冊登記

類歷史古蹟」（inscrit MH）（取自法國文化部網站）。 

 

（圖 4-18）甜點店 Stohrer 的畫

作，畫家為出身旺代省的 Paul 

Baudry（取自 Les Vendéens de 

Paris et d’Île de France）。 

在巴黎，光被考證為「列冊登記類歷史古蹟」（monument historique inscrit）

的建築就有 1486 處，單就甜點店而言，全巴黎只有 Stohrer 一家。筆者想要討論

的是另一處創立於 2008 年的巧克力甜點茶沙龍 Jacques Genin，其地點位於巴黎

第三區的 133, rue de Turenne。有趣的是，法國文化部（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et de 

la Communication）(1925)將這個相同地址上的公共噴泉（Fontaine publique dite 

                                                      
12 196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訂定的〈基多規範〉第七條說明︰「內在的文化價值不會伴隨

著觀光利益而減弱或被妥協。相反的，文化資產增加的吸引力與外來讚賞者之數量之增加，更確

定了它們的重要性與國家的重大意義（The Norms of Quito,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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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aine Boucherat）列冊登記（inscrit）為歷史古蹟，屬於 17 世紀的歷史建物，

歸於巴黎第三區公所，非私人所有（圖 4-18）(1925, p. 研究者翻譯)。然而，同

位於此的甜點店 Jacques Genin，法國《巴黎人報》(2011)曾介紹 Jacques Genin 是

位於巴黎瑪黑區（Marais）的 17 世紀建築物，是舊時的玫瑰園（roseraie）；Jacques 

Genin 在此開設茶沙龍後，巴黎時尚設計師 Kristyne Rispoli 曾說：「這裡有巴黎

最棒的熱巧克力！」（C’est le meilleur chocolat chaud de Paris!）其甜點有原汁原

味（produit brut）的美名(LeParisien, 2011, p. 研究者翻譯)。儘管 Jacques Genin

這家私人所有的甜點店是 17 世紀的建築，它並沒有被列冊登記為歷史古蹟，反

而是一牆之隔的公共噴泉，受到列管保護。這其中「古蹟化」和「未古蹟化」的

甜點店差異，筆者於下兩段與百年甜點老店 Ladurée 以及 Angelina 一同探討古蹟

化是否影響甜點店觀光化或其經濟效益。 

 

（圖 4-18）位於地址 133, rue de Turenne 的公共噴泉 Boucherat 於 1925 年 3 月 17 日受法國文化

部保護為「列冊登記類歷史古蹟」（inscrit MH）（取自法國文化部網站）。 

如同 Jacques Genin 的建築體，富有歷史感建築外觀及室內設計的知名甜點

老店 Ladurée 以及 Angelina，儘管建築結構與裝飾未受到文化部列冊登記為歷史

http://www.culture.gouv.fr/public/mistral/merimee_fr?ACTION=RETROUVER&FIELD_1=DPT&VALUE_1=75&FIELD_98=DPRO&VALUE_98=INSCRIT%2b&NUMBER=15&GRP=7&REQ=%28%2875%29%20%3aDPT%20%20ET%20%20%28%28INSCRIT%2b%29%20%3aDPRO%20%29%29&USRNAME=nobody&USRPWD=4%24%2534P&SPEC=9&SYN=1&IMLY=&MAX1=1&MAX2=100&MAX3=100&DOM=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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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他們的店舖歷史達百年已是無庸置疑的事實。Ladurée 位於瑪德蓮廣場旁

的創始店，地面鑲嵌以威尼斯大理石，天花板是 19 世紀末知名畫家 Julien Chéret

受到梵蒂岡西斯汀大教堂與巴黎嘉尼葉歌劇院啟發繪製而成，充滿小天使祥和的

樣貌，在 19 世紀末為 Ladurée 作為上流優雅貴婦社交甜點沙龍而定位；Angelina

位於杜樂麗花園旁的創始店，美好年代（1899-1914）的知名建築師 Edouard-Jean 

Niermans 在設計時落實當時典型的對稱、和諧、優雅、精緻精神，裝飾以壁畫

和鏡面去凸顯 20 世紀初期特色。Ladurée 與 Angelina 分別以必敗甜點馬卡龍與

蒙布朗廣為人知外，巴黎觀光局（Office de Tourisme Paris）亦在網站及文宣上以

這兩家甜點沙龍的建築特色作為形塑巴黎甜點觀光地景的賣點，將甜味之旅結合

帶有歷史古蹟迴廊的視覺享受，嚐得到甜味，看得到古味，以豐富巴黎甜點觀光

地景的感官色彩。 

Jacques Genin、Ladurée 與 Angelina 三家甜點茶沙龍的建築結構屬於百年以

上古蹟；然而，法國文化部皆沒有將三者列冊登記成為受保護歷史古蹟。在法國

「文化資產法」（Code du patrimoine），第六書／標題二「歷史古蹟」（Monuments 

Historiques）／第一章「建築物」（Immeubles），有一條例（Article L621-5）指出： 

    「若建築物的所有權人同意，授權機

關文化部將交由部長裁決，屬於地方當局

或公家機構的建築物被列冊登記或是列級

為歷史古蹟。」 

  「若建築物的所有權人反對，文化部

主持的中央古蹟審查委員會將對所有權人

與國會提出建議，爾後國會行政程序會宣

布是否列冊登記或列級(2005, p. 研究者

翻譯)。」 

    “L’immeuble appartenant à une collectivité 

territoriale ou à un de ses établissements publics 

est classé au titre des monuments historiques par 

décision de l’autorité administrative, s’il y a 

consentement du propriétaire.”  

    “En cas de désaccord, le classement 

d’office est prononcé par décret en Conseil 

d'Etat, pris après avis de la Commission 

nationale des monuments historiques.” 

 

http://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CodeArticle.do;jsessionid=ADFF21276AF1CB9E1C419F26A96480E5.tpdjo16v_1?idArticle=LEGIARTI000006845808&cidTexte=LEGITEXT000006074236&dateTexte=2011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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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築物是否被文化部列為歷史古蹟是需要所有權人同意的，文化資產

法的 L621-6 條例13亦說明「若列為歷史古蹟的過程當中，需要對建築物現況或使

用做建材上的直接修復，文化部將給予建築物所有權人權利向國家申請補償津

貼，並於所有權人收到列為歷史古蹟通知書的六個月內向國家提出申請補償津

貼。」不過截至目前為止，法國尚未有任何所有權人獲得補償津貼，這可以從行

政院文建會副主委洪慶峰等學者於文化資產詮釋人才培育活動的法國研習報告

(2007)了解，在此趟法國研習中，工業遺址研究專家 Nicolas Pierrot 在塞納聖德

尼工業遺址（Le Parcours en Seine Saint Denis）向台灣學者們表示在這個遺址內

有個磨坊工廠將成為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的辦公室，原因是「這個

磨麵粉磨坊並不是一個古蹟再利用的操作案例，因為他不是一個具有法定身份的

文化資產，主要原因是因為所有權人不同意作為文化資產，而且政府沒有錢將他

買下。因此內部許多具有歷史價值的文物都被賣掉(洪慶峰, 2007)。」 

由此可知，一來法國政府沒有錢向所有權人將作為歷史古蹟的建築物買下，

二來建築物的所有權人會考量其對建築物的使用狀況而決定是否向相關機構提

出歷史古蹟列管，因為歷史古蹟一旦受到列冊登記後，無論是對建築物本身的整

修或是建築物附近 500 公尺內的工程，都必須在四個月前提出申請，甚至所有權

人不能將其轉讓、售出；反之，若在沒有提出申請的狀況下修改、破壞或詆毀列

管為歷史古蹟的建築物，將會觸法，處兩年的牢獄刑責並易科罰金 30000 歐元。

對於甜點店本身已經在巴黎成名或是享譽國際的 Jacques Genin、Ladurée 以及

Angelina，已經不需要將甜點茶沙龍古蹟化所帶來的真實性去帶動觀光化，因為

歷史古蹟講究保存、保護，或許維持建築物使用現況，對這三家甜點茶沙龍來說

才是有利於他們作為甜點文化觀光地景的決定，亦讓他們在必要時整修甜點店內

外裝潢而不至於綁手綁腳，影響了促進甜點觀光所帶來的經濟效益。 

                                                      
13

 L621-6 條例原文：“Le classement d'office peut donner droit à indemnité au profit du propriétaire s'il 

résulte, des servitudes et obligations dont il s'agit, une modification à l'état ou à l'utilisation des lieux 

déterminant un préjudice direct, matériel et certain. La demande de l'indemnité devra être produite dans 

les six mois à dater de la notification du décret de classement. A défaut d'accord amiable, l'indemnité 

est fixée par le juge de l'expropriation (Code du Patrimoine, 2005, Article L621-6).” 

http://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CodeArticle.do;jsessionid=79AE53BEE215F4CDFFDE71EDE2620713.tpdjo16v_1?idArticle=LEGIARTI000006845810&cidTexte=LEGITEXT000006074236&dateTexte=2011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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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代生活與前衛流行的美學符碼 

Urry 認為觀光地景的形成仰賴「符號」所投射出來的「符碼」被觀光客蒐

集，而符號的形成是經由公開的影像與文字，被觀光客凝視並以類似的形式被捕

捉下來，成為可無限複製與欣賞的對象。這些符號受到觀光客凝視的過程，也是

觀光地景形成的過程(Urry, 2007, p. 23)。美食觀光是巴黎觀光局推廣的主題觀光

之一，而甜點是其中一類，因為甜點文化是巴黎引以為傲的日常生活情景，既傳

統又現代的風格象徵。 

透過巴黎觀光局官方網站（Office de tourisme Paris – Site Officiel）所提供的

觀光導覽資訊，我們可以從文化與美學層面去窺探巴黎甜點的符碼象徵，並詮釋

巴黎觀光局所投射出的甜點美食觀光地景樣貌。在巴黎觀光局的規劃下，「甜點

店」（pâtisseries）被歸類在「精緻熟食鋪與食材供應商」（épiceries fines et traiteurs）

這個美食觀光類別；然而，另一個供應精緻甜點的場合是「茶沙龍」（salons de 

thé），其被歸類在「茶沙龍與冰淇淋店」（salons de thé et glaciers）這個類別。無

論是甜點店或茶沙龍，巴黎觀光局皆透過文字書寫與影像去形塑「高級」、「精緻」

的巴黎甜點形象，而這樣的甜點形象是美好年代古典風華與現代流行時尚元素兼

容並蓄，儘管甜點店及茶沙龍在展店風格上有古今之別，「精緻度」仍然是巴黎

甜點美食觀光的核心概念。 

從文化層面來看，因為法國美食餐已經被世界教科文組織列為非物質性的世

界文化遺產，因此在巴黎對甜點店與茶沙龍的消費即是對法國文化遺產的消費。

巴黎觀光局（2014）為「精緻熟食鋪與食材供應商」這個美食觀光類別寫下的標

題為「國王的盛宴」（Un festin de roi），投射出「高級」、「精緻」的文化符碼：  

「國王的盛宴 

美食名店提供給您精緻的餐

點、葡萄酒與甜點，而這些

熟食鋪提供您親自外送到府

或聚會場合的服務。」 

“Un festin de roi 

Des noms prestigieux de la gastronomie vous proposent le 

raffinement de leurs plats préparés, de leurs caves à vins et de leurs 

pâtisseries dans leurs boutiques ou bien directement livrés sur votre 

lieu de résidence, de travail ou dans votre salle de réunion.” 

http://www.parisinf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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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茶沙龍」這個美食觀光類別中，巴黎觀光局亦投射出「精緻」的甜點文化符

碼，茶沙龍這個場合的建築面貌與功能受到強化—在不同時代呈現的建築「藝術」

中享受「放鬆」、「恬靜」的茶點時刻： 

「您偏好精緻又美味的茶沙龍嗎？

為您購物的歇腳時刻尋覓迷人的茶

沙龍，這些有高尚品味的場合不只

為您帶來恬靜時刻，還供應令人垂

涎欲滴的家常甜點，是作為小歇片

刻最理想的場合。」 

“Vos préférences vont vers le raffinement et la délicatesse? 

Découvrez des salons de thé au charme discret pour des 

moments de gourmandise vraiment exquis entre deux 

shoppings. Ces établissements de bon goût sont toujours très 

calmes et proposent de succulentes pâtisseries « maison ». 

Idéal pour une pause au calme…” 

除了文字，在這兩個甜點類別中，觀光局以影像具體化巴黎甜點觀光地景，強調

觀光客能真實踏進百年前的甜點店與茶沙龍場景，與過去的上流社交空間互動，

以身體展演實行一輪甜點文化儀式。 

從美學層面來看，透過觀光局與筆者田野的影像，無論是百年或現代店舖都

展現各自的強烈風格，投射出具代表性的品牌意象。Angelina 與 Ladurée 展現強

烈的「古典藝術」美學符碼，其建築樣貌的和諧對稱原則，建築材質、設計裝飾、

貴氣色彩的運用，灰白大理石餐桌與皮革扶手椅的復古感，大幅壁畫展現時代風

格，雕金垂珠吊燈的歷史氛圍，是明顯的懷舊美學定位（圖 4-19）。然而，其他

近十年創立的甜點店或茶沙龍展現了「現代藝術」美學符碼，甚至不少以「前衛

風格」展現品牌意象。以 Fauchon、Pierre Herme、Hugo & Victor、La Patisserie des 

Reves 的影像來看，其共通點是 19 世紀末巴黎現代化所呈現的玻璃櫥窗展演美

學，流行元素直接應用到甜點設計上，甜點作品以精品規格來對待，展示於一塵

不染的透明櫥窗上，打上展示燈，並於牆面一角附上甜點作品簡介立牌，空間用

色簡化為黑白風格，強化展示品，甜點店與茶沙龍的空間動線與甜點作品設計顯

然地被博物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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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上：Angelina；下：

Ladurée，藉由建築展現古典藝

術美學（取自巴黎觀光局） 

 

（圖 4-20）Fauchon 於玻璃櫥窗展

示大型粉紅馬卡龍愛心作品，令人

直接聯想到情人間的浪漫，更藉由

倒映在玻璃上的瑪德蓮教堂展現衝

突感（取自 Fauchon） 

 

（圖 4-21）Pierre Hermé善用季節

色彩與甜點視覺味覺美感搭配（研

究者攝影） 

  

（圖 4-22）La Pâtisserie des Rêves 運用色彩美學

與另類甜點展演呈現前衛美感（研究者攝影） 

  

（圖 4-23）Hugo & Victor 運用黑色牆面、玻璃檯面

與聚焦展示燈營造甜點精品店（研究者攝影） 

Fauchon 推出粉紅色馬卡龍，並排成兩個巨形愛心，作為情人節的新品展示，

俐落直接的大型作品設計，不只帶有現代展品風格，更以粉紅色馬卡龍令人直接

聯想到浪漫的符碼意象，玻璃櫥窗倒映的古老建築瑪德蓮教堂與現代的浪漫氛圍

交織，意外展現衝突美感（圖 4-20）。Pierre Hermé以甜點視覺藝術美感與味覺

搭配美學聞名，每一季的櫥窗設計重視當季用色元素，給人精緻、時尚、質感的

品味意象和流行美感（圖 4-21）。La Pâtisserie des Rêves 展現強烈的色彩運用美

學，以春天的粉紅為包裝盒飾、夏天的檸檬黃綠為櫥窗主題、純粹的白色為室內

主色調，與店名「夢想甜點店」呼應出夢想初始的明亮、童趣感，更以另類餐桌



 

74 
 

展示如藝術品般的甜點，蓋上玻璃罩，以環狀的動線和其他甜點店做區隔，展現

其展店設計的前衛美學（圖 4-22）。Hugo & Victor 則是以精品的展店方式做為

整家店的風格，個性的亮黑色調與現代展示燈，凸顯玻璃櫥櫃中甜點作品與介紹

立牌，彷彿走進香榭麗舍大道的精品店，高貴精緻（圖 4-23）。這些精緻又前衛

的美學符碼展現，直接定位甜點的實質與無形價值，精品化甜點，也間接定位了

消費族群，走向奢侈品等級的甜點美食觀光。因此，以真實性、料理傳統與美學

符碼的視角檢視，巴黎甜點美食觀光地景整體而言一直是以「精緻」的意象被建

構與定位著。 

 

 

 

 

 

 

 

 

 

 

 

 

 

 

 

 

 



 

75 
 

第三節 從 Carl Marletti 銷售實習經驗看巴黎甜點觀光地景 

 

（一）緣起 

  2012 年的夏天，六月中到十月底，我（筆者）在巴黎第五區的精品甜點店

Carl Marletti 進行櫃台銷售實習。銷售部老闆 Jean-Michel 先生讓我上早班

（9:00~16:00）或晚班（13:00~20:00），一週五天（週二～週六），一天七小時

（實習生的工時是一週不超過 35 小時、薪水是正式員工的 30%），服儀標準是

全黑色系，束髮，乾淨整齊，並保持優雅的姿態、從容的步伐、真誠上揚的笑容，

永遠要記得將招呼「Bonjour, madame! Bonjour, monsieur!」（女士早安！先生早

安！）「Merci, au revoir! Bonne journée!」（謝謝，再見！祝您有個美好的一天！）

掛在嘴邊！這裡不只是販售高級如藝術品般的法國甜點（曾經有一位加州來的觀

光客驚呼這些甜點應該要放在羅浮宮，可見他真的將精緻的甜點視為藝術品），

這裡的一切還需要讓顧客有備受呵護的感覺，宛如走進有星級的飯店櫃檯。 

（二）舞台的真實性：前台與後台 

一處美食觀光地景，幾乎都有營業、員工休息與打烊時間，早班時，在十點

開店之前，早上九點我就要抵達甜點店，門口的幕簾還沒拉起，因為老闆跟我要

做例行性的每日打掃：拖地、擦玻璃門窗與玻璃櫥櫃、擺放今日甜點、數今日所

需的馬卡龍與長條蛋糕、包裝蛋糕與標籤製作、擺滿各種尺寸的包裝盒和提袋、

在十點前整裝完畢，最後整理好心情，十點拉上門口幕簾準備迎接客人！就如同

一齣舞台劇開場前般，工作人員必須要做最後確認，無論是場地、布幕、道具、

服裝，最後演員上場前換上黑戲服（圖 4-24），帶著滾瓜爛熟的台詞以及與角色

合而為一的情緒、在舞台布幕拉起的那一刻，認真地呈現專業演出！後台的準備

工作是客人看不到的那一面：一早送貨員送來原物料；甜點師傅、實習生、學徒

早在六點抵達就展開快速又精準的技藝，在悶熱的地下室或一樓工作台製作甜

點；沾上巧克力、鮮奶油或被汗水浸溼的工作服；窄小昏暗的廁所兼更衣室；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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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動作慢或技藝差被甜點師傅用粗糙言語責備的實習生或學徒；午餐大家於工作

台旁或站或坐以最快的速度完食千篇一律的義大利麵；員工之間手足舞蹈、表情

豐富的閒聊；甜點主廚指導或與年輕師傅們討論新口味或設計圖的嚴肅感等等，

這些真實後台的生活場景，可是隔著一扇門，隱約透露著「員工專用、來賓止步」

的意涵！然而，前台—舞台—的呈現，就是經過修飾的專業、儀態與互動，被包

裝過的真實感，呈現給客人，是「舞台的真實性」（staged authenticity）。在舞

台上，只要有觀眾（客人）在，老闆們 Jean-Michel、Carl 跟我不會閒聊，保持

微笑與客人互動，舉止優雅體貼卻又服務精準俐落，我們表演專業服務與高雅儀

態，製造精緻、優雅、幸福、美感的氛圍，每日透過精緻道具、完備空間、專業

演員而上演的舞台劇，形成了屬於 Carl Marletti 的甜點觀光地景，而這齣舞台劇

主要落實在視覺美感與聽覺美感。 

（三）甜點觀光地景的視覺美感建構：視覺為感官之首 

1. 甜點與甜點店 

除了筆者於 Carl Marletti 實習外，趁空閒時間，也會閒逛至其他知名甜點店

做田野觀察，甜點與甜點師傅是一間甜點店的靈魂，甜點的視覺美感呈現一間甜

點店的展店風格。拿 Carl Marletti 與 La Pâtisserie des Rêves 的甜點展示方式來說，

Carl Marletti 甜點店屬於狹長型，因此甜點展示方式以一字排開的長型呈現，在

玻璃櫃內，每一樣甜點會擺上七、八個，每天大約有二十多種甜點，五、六種蛋

糕跟巧克力，以有一點傾斜的角度來擺放如藝術品般的甜點，以「數大是美」的

視覺效果來呈現甜點的空間美感（圖 4-25、4-26）。La Pâtisserie des Rêves 甜點

店屬於正方形空間，以實驗的精神將圓形餐桌展示應用在甜點身上，每一個甜點

以一道料理或一件藝術品被看待著，展示在圓形桌上，並以玻璃罩蓋上，客人是

以環狀的方式走動欣賞，並選擇甜點，以「餐桌料理」的策展方式來呈現空間視

覺效果（圖 4-27）。前者是當場看的到自己選購地甜點，後者是以點餐的方式請

後台製作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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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店員服儀規定 

 

（圖 4-25）一字排開的甜點櫃，甜點

品項約 20 多種（取自 Carl Marletti） 

 

（圖 4-26）每一種甜點約放七至八個，

以「數大是美」的視覺美感呈現（取自

Carl Marletti） 

 

（圖 4-27）La Pâtisserie des Rêves 以餐桌料理 

展示甜點，呈現前衛視覺美感（研究者攝影） 

 

（圖 4-28）左：Carl Marletti 的 Lily Valley；右：La 

Pâtisserie des Rêves 的 Saint-Honoré（研究者攝影） 

  更細微來看，以兩款不同甜點店的 Saint-Honoré來說明，美感體驗大不同。

來自 Carl Marletti，「Lily Valley - petits choux à la violette, comme Saint-Honoré」

（谷中百合－紫羅蘭款的聖歐諾黑），總是能在消費者以如老鷹般銳利的雙眼掃

過甜點櫃後，奪得大家讚嘆的目光！接著不是馬上說出：「Lily Valley, c’est très 

jolie! C’est quoi?」（谷中百合，好美！這款是什麼？）就是看到觀光客拿起單眼

相機隔著玻璃對她猛拍照。原因是她不像一般中規中矩的甜點，既不圓整又不方

正，如其名般，好似一朵高雅的百合，以紫羅蘭的色澤襯托其淡定。無論是外型

與色澤，都能在眾甜點中脫穎而出，抓住消費者目光。來自 La Pâtisserie des Rêves

的 Saint-Honoré，傳統的是圓型，然而 La Pâtisserie des Rêves 將甜點視為高級餐

點的新秀給了 Saint-Honoré新意，將她改良為長方型，更在小泡芙體的焦糖下足

功夫，色澤金黃散發貴氣。從視覺角度來看，若說 Carl marletti 的 Lily Valley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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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性淑女，那 La Pâtisserie des Rêves 的 Saint-Honoré應該是上流社會新一代千

金，儘管兩者皆精緻，帶給觀者的視覺感受與味覺體驗截然不同（圖 4-28）！因

此，從視覺視角看各家甜點與甜點店，其甜點觀光地景的呈現亦各展所長。 

2. 服務儀式 

  在筆者實習之初，最常聽到的一句話是：「C’est pas beau!」（這樣不漂亮！）

老闆與另一位男店員會教我如何陳列甜點、如何擦拭玻璃櫥櫃、如何巧妙的將甜

點們裝盒才會讓顧客獲得美的視覺感受，這樣的觀感不只是從甜點本身，連同店

的裝潢與擺設、店員的服裝與儀態，從上衣到鞋子皆為黑裝，擺放甜點皆需帶上

手套，注重細節，以示專業與乾淨（圖 4-29）。最令人驚豔的是，為了讓客人回

到家時還能看到盒內是完整沒有跌倒的甜點，老闆 Jean-Michel 先生與甜點師傅

Carl Marletti 先生都會細心在比較脆弱的甜點（如：千層派、蒙布朗、Paradis Latin）

下方黏貼紙，讓它屹立不搖，這點小用心或許客人是在回家後才感受的到。不僅

僅在我們店而已，La Pâtisserie des Rêves 的甜點裝盒也是小有巧思，同樣避免甜

點跌倒，尤其是千層派，店員會事先在千層派下方放一層保麗龍片，然後在千層

派四周像圍柵欄般插上有 logo 的塑膠細籤，讓消費者在打開甜點看到的剎那，

從視覺窩心到感覺，堪稱是視覺美感的細膩展現（圖 4-30）。 

相反的情況是，在實習時，我曾經不小心當著客人的面將一盒裝好的精美馬

卡龍弄掉在地上，馬上變得殘破不堪，超級懊悔之餘也只能強裝鎮定馬上對著客

人說：「Je le remets!」（我重裝一盒）另一種狀況是，有一款甜點 Coquelicot（罌

粟花），因為粉紅圓頂較滑溜，裝飾在頂端的花瓣容易滑落使甜點的整體觀感不

漂亮，老闆說這些都不賣給客人，畢竟要把最精緻美好的呈現出來（圖 4-31）。

那天有七、八個要丟到垃圾桶，老闆問我吃過這款沒，我說沒有，他就幫我裝了

一盒讓我帶回家跟朋友嚐嚐。從店員的服務儀式來看，一切都是為了展現技藝專

業、服務品質與視覺美感。畢竟，甜點的脆弱，就是上一秒仍然是藝術品，下一

秒有瑕疵就進垃圾桶，是個極度重視視覺美感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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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9）筆者為客人服務都

須戴上手套（李依輯攝影） 

 

（圖 4-30）La Pâtisserie des Rêves 的

千層派以粉色塑膠細籤固定，避免跌

倒變形（研究者攝影） 

 

（圖 4-31）受傷的馬卡龍與

罌粟花甜點（研究者攝影） 

3. 「真」的甜點師傅與法國居民 

  許多觀光客，尤其是來自日本與美國，會拿著甜點導覽地圖與書籍到甜點店

尋覓被推薦的產品，日本客人尤其熱愛 tarte au citron（檸檬塔）、mont blanc（蒙

布朗）與 Lily Vally（谷中百合）。甚至，如果甜點師傅在櫃台的話，不少觀光

客還會與甜點書上的照片兩相對照，接著詢問我們能不能跟甜點師傅合照，因為

知名甜點師傅幾乎得過「法國最佳職人」的最高榮譽，對觀光客來說有著至高榮

耀的光環，而甜點師傅通常也都欣然答應。就像宗教朝聖般，甜點與甜點師傅也

成為甜點觀光消費地景的一環，成為觀光客膜拜與朝聖的對象。 

此外，在地居民在消費時與店員的互動也是甜點觀光地景的一部份，有趣的

是，普遍每天在巴黎甜點店消費的客群有一半以上為男性！多穿著體面，老少皆

有，有些甚至還推著娃娃車，甚或一手拎著三、五歲極度可愛稚嫩小娃進來選購

甜點。通常這些小孩都會將兩手貼在甜點玻璃櫃上，眼睛盯著精緻色澤的甜點，

嘴上嚷嚷著：「ça, ça!」（這個這個！）老闆見狀，總會用眼神示意我請孩子吃

馬卡龍。這些男性顧客，不是陪著女朋友或老婆進來、就是自己一個人進來，當

然也是有同性戀者，還不少。陪著女朋友進來的，大多都是讓女朋友或老婆先選

完，再自己選喜歡的；自己進來的就分兩種人了：一是自己很愛品嚐甜點的，幾

乎一至兩天就來光顧一次，每每都會選擇固定的甜點（如：檸檬塔、巧克力閃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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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芙或紅色水果塔等），告訴我說他馬上要吃，不用裝盒，給他一張紙巾即可；

二是幫女友或老婆來選購的，這種通常都會一邊聽手機一邊告知對方有什麼，一

邊問我每一種甜點是什麼口味，再一邊轉述，然後溫柔的告訴我他的太太要點什

麼，最後才是選擇自己要的。因為有在地居民的參與，讓觀光客親眼見證「真實」

的庶民飲食文化，看到哪些巴黎人來消費甜點、如何選購甜點、如何與店員互動，

因而讓觀光客對甜點消費產生文化認同感。此外，與在地居民一同在甜點店實踐

甜點消費，對觀光客來說就是一場「即興」的表演，是主客在感官互動上的展現，

觀光客凝視著巴黎人的日常互動，其實店員與在地消費者也凝視著外來觀光客的

展演，形成一種相互凝視的畫面。 

（四）甜點觀光地景的聽覺美感建構：耳朵聽迷人之聲 

 在甜點店實習時，總是見到客人目不轉睛的盯著如珍品般的甜點，告訴我他

們要買幾個，然後開始猶豫不決地選擇，如選妃般，除了視覺的賞心悅目，當然

也要知道內容物為何？因此，店員最常被詢問的問題就是： 

「Paradis Latin, c’est quoi?」（拉丁天堂，這是什麼？） 

「Marie-Antoinette, c’est tous les framboises?」（瑪麗皇后，這全都是覆盆子嗎？） 

  此時，店員不只忠實告知該甜點為何，更要運用漂亮的詞彙去描述，以襯托

其美感及神聖性，店員化身為說故事的說書人，聽眾可專心聆聽著，聽到迷人處，

如聞美麗事物或體驗般，春風滿面。 

  比如說大紅玫瑰這款 Paradis Latin，像這樣描述「mousse de vanille et fruits 

rouges, un biscuit aux agrumes, compoté framboise à la rose」（香草與紅色水果慕

斯、柑橘類薄餅皮、覆盆子果泥的玫瑰體），尤其是 compoté那個字樣，我問了

法籍友人，她說那是甜點或飲食用字，聽起來就會讓被描述的東西感到更神聖或

美味。講白一點可能會唬到消費者，當然我都是很忠實的描述這些甜點，然而每

每我講完，都會聽到當地客人說出：「C’est très beau!」（這好美！）英美人士

總會對同行友人說：「You heard what she said, oh my God, we wan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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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ie-Antoinette 這款充滿新鮮覆盆子佐玫瑰醬的大馬卡龍，其實比較少人

會問她的故事，一旦問起，我其實一開始都不知道，只好誠實跟客人說不好意思

我不清楚。後來問了老闆 Jean-Michel，他很得意的跟我說：妳知道瑪麗皇后來

法國的時候帶了很多廚師跟甜點師傅，我說我知道她從奧地利嫁來法國，很愛美

食甜點。他繼續說：她本身愛吃馬卡龍，到法國後，還因為喜歡覆盆子跟玫瑰所

以在花園裡種了很多，因此「馬卡龍、覆盆子、玫瑰」不就是 Marie-Antoinette

嗎？此時，我有豁然開朗的感覺，好像聽到一個驚喜般！於是，每每之後有客人

問起為什麼取名 Marie-Antoinette，我便有自信地將老闆告訴我的故事轉述給客

人聽，大多客人聽完便露出和我當時一樣豁然開朗的滿足表情，然後補上一句：

「J’en voudrais un, s’il vous plait!」（那我要一個，麻煩您了！）果然，無論是我

或是客人，聽完有溫度的故事總能讓耳朵獲得滿足。 

對於甜點的美感體驗，就如同在博物館內參觀珍品，光用眼睛看是不夠的，

通常還需租借語音導覽或尾隨導覽員，才能有一知性、美感與文化品味建構的完

整度，才會覺得這趟博物館的參訪不虛此行；而在精品甜點店，店員就是那必須

說出迷人故事與優美詞彙的語音導覽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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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巴黎甜點觀光的導覽中介 

 

第一節 法日至法台的甜點技藝交流 

談到法國甜點技藝交流的世界傳散，更精確的來說是巴黎甜點技藝向東亞的

傳散，我們要將範疇先放大到法國美食或烘焙業的東傳，因為甜點屬於美食的一

環、屬於烘焙業的精緻美感層次，對於西方精緻料理接收度較晚起步的東亞來

說，美食與烘焙產業的東傳有階段性的差異。 

（一）法國料理東傳日本 

Laudan (2001)探討西方飲食全球化的起源，他認為歐陸美食為權勢料理

（power cuisine），無論是食材與料理皆是有權者的專利，高級肉類料理（尤其是

牛肉）與精緻麥類，皆由少數菁英貴族所享用，普羅大眾則是食用粗糙的碳水化

合物或根莖類作物。而權勢料理與一般料理的差別在於飲食決定論（dietary 

determinism），也就是說人們所飲食的，會決定人們所擁有的，那些享用權勢食

物者能夠創造並維持其權勢地位，反之亦然。假定全球菁英與有權者皆是飲食決

定論者，慣於享用權勢料理，無疑地，這些有權者便會迅速地嘗試、實驗歐陸各

國的權勢料理，從文藝復興開始便追求精緻與講究食材的法國料理便是他們的首

選，世界各地的一流主廚與餐飲企業經營者皆刻不容緩地迎合掌權者奢求法國料

理的味蕾(Laudan, 2001)。 

  Laudan (2001)就歷史文獻分析，在日本，菁英分子長久以來皆享用白米和新

鮮魚料理，就連明治天皇（Meiji Emperor）也將之奉為圭臬，然而，在他於 1872

年 1 月公開享用牛肉後，他廢除了從 676 年以來一直遵行的宰殺禁令，很快地，

無論是在東京的西式風格飯店、驛站餐車，或在宮廷內的正式國宴場合，各界日

本菁英皆開始享用法式料理，這是法國料理最早於亞洲的飲食傳散。而早期在法

國，是軍事人員引介麵包與牛肉等精緻食物給鄉野百姓，從明治天皇時期

（1868~1912）開始，因為有日籍軍事醫生 Sato Susumu 於 1895 年委派至法國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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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他也是早期西方營養理論文本整合的作者，有鑑於此，他希望能西化日本

軍事飲食，使日本軍隊於體能上更有效率，並改善日本軍隊在體格上的劣勢

(Laudan, 2001)。 

  陳玉箴 (2013)亦指出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日本上層階級用餐飲食的首選

就是西洋料理，尤其「明治時期的外交晚宴便完全以法國菜為主角」，這是因為

19 世紀末法國在歐洲位處優越的政經地位。由於明治時期，日本境內全面西化，

1870 年代開始，西洋料理屋也在大都市開始林立，甚至西洋料理食譜與餐桌禮

儀介紹的書籍也開始普及(陳玉箴, 2013)。Laudan (2001)亦說明，在 20 世紀初期，

像是東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Inoue Tetsujiro 等知識份子認為，日本料理是以簡單形

式與口味多元見長，西方料理是以豐富口感和營養價值勝出。因此，從明治天皇

掌政後，日本的飲食習慣開始大量西化，尤其是學習法國料理之長，進口商甚至

教導餐飲業者食品管理、處理、保存之道。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期，日本已經

熟稔麵粉磨製技術，並能夠在日本各地取得使用，同時，東京已經設立超過百家

的西式麵包坊與點心鋪，1920 年之前，法式點心像是歐姆蛋（omelettes）、炸丸

子（croquettes）或泡芙狀小點心普遍出現於日本街頭，於此，西式飲食文化的引

進為日本帶來 40%的經濟成長(Laudan, 2001)。 

  爾後，日本更透過電視媒體加深民眾對異國料理的印象並使法國料理做為高

級料理的印象在日本普及化。Miller and Collins (2002)與 Lukacs (2010)皆探究電

視美食節目此媒介如何普及化「複雜的」國際料理(Lukacs, 2010; Miller & Collins, 

2002)。他們認為料理佔媒體的版面跟以往相比已大幅增加，顯然地，美食節目

走向全球化與商業化。兩者亦論及日本國內製作、高收視的全球聯播美食節目

The Iron Chef，節目裡有三位鐵人主廚班底，其中有一位以勞勃狄尼洛（Robert de 

Niro）餐廳的廚師為料理競技場的鐵人主廚，在節目中和其他來挑戰的料理名人

競賽，這個節目也在美國廣受歡迎，成為美食節目全球化的佐證。The Iron Chef

（Ryori no tetsujin／鐵人料理）是日本富士電視台（FujiTV）製作的美食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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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聚焦在一位美食權威的料理競技場（Kitchen Stadium）中，他擁有三位鐵人

主廚，各個都有其料理專長：日本料理、中華料理與法國料理（之後增為四位，

義大利料理）。每一集都會有一位挑戰者前來料理競技場挑戰其中一位鐵人主

廚，挑戰者大多是日本當地名廚，他們必須在一小時內圍繞一個主題來設計菜

式，最後由三位評審（其中一位是專業食評），以口味、呈現、原創性來評比。

從 1993 年開播時，原為半小時的節目，後來因為高收視而延長至每集一小時，

播出長達六年，於 1999 年 9 月停播。之中的一集是專精法國料理的日籍鐵廚

Yutaka Ishinabe 敗陣於同樣是前往法國學習法式料理的日籍後繼者 Hiroyuki 

Sakai，這意味著由日籍的文化中介者從法國帶回一身法式料理技藝，並透過媒

體此媒介作文化傳散，甚至獲得高度重視，兩者皆以權威般的料理資本，帶給國

內外觀眾法式料理與飲食文化的專業技能、美學品味。最後一集，同樣是法國料

理的對決，由新任日籍法式料理鐵廚 Hiroyuki Sakai 對上來自法國的知名三星主

廚 Alain Passard，儘管最後是 Sakai 勝出，法式料理在日本的形象與地位，已不

容忽視，甚至以一位「真實的」法籍名廚現身於節目中，提升節目精彩度，也達

到最直接的日法主廚於料理技藝上的飲食文化交流，讓食評與觀眾有法國料理

「真實性」的感官饗宴。從此日本美食節目可看出，法國飲食文化於日本的傳散，

媒體所產製的料理實作與美食論述，為消費者建立跨國飲食想像與誘發消費者探

索「真實性」的動力。 

（二）日本作為法國甜點東傳台灣的中介 

  而法國料理如何傳散來台？陳玉箴 (2013)敘述，1895 年台灣受日本殖民，

在台灣被納入日本版圖後，不少日本人或從日本來台工作的西方人開設了西洋料

理屋，以服務在台灣的日本上層階級與台灣仕紳。陳玉箴亦說明西洋料理不全然

是指正餐，其中包含以麵粉製作的西式點心，因為製作過程繁瑣，但西式點心與

葡萄酒等洋酒的搭配口味又出奇地好，所以西式點心一直是日本治台初期很受重

視的品項。此外，因為明治天皇早於 1873 年指定國宴必須採行西洋餐宴，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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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菜，因此日本上層階級早已習慣於正式場合使用法國菜，菜單甚至仿效十九

世紀西方晚宴的慣例，以法文書寫。因此，當時在台灣的官方晚宴，日本亦將這

樣的慣例帶到台灣，像是 1915、1916 年的台灣總督官邸晚宴菜單（圖 5-1），就

是法國菜(陳玉箴, 2013, p. 92)，這顯示出法式料理透過日本到台灣的歷史脈絡： 

 

（圖 5-1）1915~1916 年台灣總督官

邸晚宴菜單（陳玉箴，2013，p.92） 

  此外，陳玉箴 (2013)亦指出日治中期，相對於西式料理屋，較平價且供應

西洋料理的珈琲館與喫茶店也在台灣陸續成立。當時的珈琲館多像女給陪客的酒

樓；喫茶店，多由販售洋菓子的日本商家開設，法規規定只能販售非酒精飲料（紅

茶、咖啡等）以及洋菓子（西式蛋糕）、麵包與冰淇淋等，當時由日本大型會社

來台灣開設的喫茶店有 1930 年代的明治喫茶店、森永喫茶店等(陳玉箴, 2013, pp. 

101-102)，筆者認為喫茶店即是茶沙龍或有內用座位甜點店的前身。1930 年代，

日籍與台籍業者開始思考如何在台灣長期維繫西洋料理的經營，因此 1932 年有

了系統性組織的出現「台灣司廚士協會」14（司廚士在當時是指西洋料理的廚

師），由在台灣的西洋料理屋、珈琲館和喫茶店的經營者共同成立，會員名單中

有不少台灣人，可見相較於日治初期，「在 1930 年代，西洋料理的工作者已轉變

成以臺人為主，這也說明了西洋料理的技藝從日人手中逐漸傳遞到台灣人廚師手

上的情形(陳玉箴, 2013, p. 105)。」其出版的《台灣司廚士協會會報》刊登與西

                                                      
14

 日本是 1925 年於東京設立「日本司廚士協同會」，維繫西洋料理的經營(陳玉箴, 2013, p.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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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料理相關的食譜、作法與業界消息，其中有法文菜名的日文對照表，像是 1933

年刊登的「簡單宴會菜單」（圖 5-2），可以看出日本人遵循法國人美食餐的用餐

順序，從前菜、主菜到甜點，台灣人也依樣仿效(陳玉箴, 2013, p. 106)： 

 

（圖 5-2）1933 年，刊登在台

灣司廚士協會會報的簡單宴

會菜單，法文菜名的日文對

照表(陳玉箴, 2013, p. 106) 

然而，在 20 世紀初期，有直接西方經驗的台灣知識分子，像是曾經留英、留法

讀書的林獻堂家族或是台南望族醫師吳新榮等，仍然對西洋料理認識有限或偏好

台式多於法式料理，較能接受的場合則是珈琲館或喫茶店，像是吳新榮在其日記

中提及，他曾經想嘗新而到台南森永喫茶店品嚐奶油泡芙、熱可可；作家呂赫若

也於日記中提到他會帶孩子到喫茶店吃蛋糕，然後再帶麵包回家當禮物，甚至他

也曾買果醬和麵粉在家裡製作麵包糕點給孩子吃(陳玉箴, 2013, pp. 114-115)。由

此可見，二十世紀初期，因為日本殖民關係，而開始有日本大型會社來台經營的

珈琲館與喫茶店，西式糕點的製作，麵粉已經出現在台灣社會。 

  台灣的烘焙訓練班才剛要起步的 60 年代，日本已於 1952 年創立了社團法人

日本洋菓子協會，此外，在全國點心工會與數家製菓會社（明治制菓、森永制菓

等）協助下於 1960 年創立了「日本菓子專門學校」，以教授洋菓子（西式糕點）、

和菓子（日式糕點）與麵包為主。然而，楊千慧 (2012)亦指出，在 1967 年，美

國才開始在台灣設立美國小麥協會，用意是推廣西式烘焙技術，並設立「烘焙人

員技術訓練班」，聘請歐美和日本的烘焙師傅做技術上的指導(楊千慧, 2012, pp. 

39-40)。早於 1968 年，日本東京已經創立了第一家由法國甜點師傅開設的甜點

店 A. Lecomte；崇尚精緻美感的日本廚師、麵包師傅與糕餅師傅多在 60 年代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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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前往歐美精進，而主要進修的城市就是以美食著稱的巴黎，例如：河田勝彥（か

わたかつひこ）在 1966 年前往巴黎於好幾家甜點店實習，並擔任巴黎希爾頓飯

店（Hilton Hotel de Paris）甜點師傅，十年後回東京開店，是巴黎進修的先鋒；

杉野英實（すぎのひでみ）1979~1982 年間分別在瑞士、阿爾薩斯、巴黎進修，

是第一位在 1991 年法國舉辦的世界甜點大賽（Coupe du Monde de la Pâtisserie）

獲得冠軍的日籍師傅，也是第一位國際甜點協會（Relais Desserts）的亞洲會員；

柳正司（やなぎただし）1989 年一樣是到巴黎進修，在巴黎知名甜點巧克力店

la Maison du Chocolat 實習；金子美明（かねこよしあき）則是在 1999 年於巴黎

甜點老店 Ladurée 與知名主廚 Alain Ducasse 的餐廳實習甜點製作，而後兩位甜點

師傅柳正司與金子美明亦是日本菓子專門學校負責教授洋菓子的外聘講師；近年

最知名的日籍甜點師傅則是青木定治（あおきさだはる），1991 年在巴黎及瑞士

進修，於 1998 年將甜點與時尚結合，在巴黎時裝秀場合為許多知名廠牌像

Kenzo、Yohji Yamamoto、Chanel、Christian Dior 等提供甜點，打開知名度後並

於 2001 年在巴黎開設第一家同名甜點店。從 60 年代至今約五十多年，日本創立

了好幾間專門制菓學校以及多位甜點師傅赴巴黎精進甜點技藝而後歸國教學與

開業，展現日本的法式甜點技藝已經達到成熟期。 

反觀台灣，台灣的法式料理與甜點技藝研究則是晚了日本近 20 年，就台灣

專門的烘焙學校而言，第一間台灣官方的烘焙機構「財團法人中華穀類食品工業

技術研究所」於 1985 年開幕，與上一段提及的「日本菓子專門學校」在 1987 年

締結為姊妹校；因此，台灣許多甜點師傅都是在 80、90 年代赴日學習甜點技藝，

像是現任社團法人台灣蛋糕協會會長葉豐泱就畢業於日本菓子專門學校。儘管台

灣最早是因為殖民與地緣關係，透過日本認識洋菓子製作，更精確來說就是法式

甜點，但那時台灣社會對法式甜點的認識還是很有限，因為台籍甜點師傅製作的

甜點多是日籍師傅改良後的日式甜點。台灣最早赴巴黎，尤其是藍帶廚藝學校，

學習甜點技藝的是 80 年代的柯瑞玲，從東京及巴黎學成歸國後，她在 1998 年創

http://patissier.cake100.net/32.html
http://patissier.cake100.net/13.html
http://patissier.cake100.net/22.html
http://patissier.cake100.net/3.html
http://patissier.cake100.net/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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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國廚藝學校」，教授法國料理與甜點，對象是當時許多不習慣亞洲菜的外

國駐台代表太太以及台灣富家小姐(法國在臺協會, 2013)。後來，「財團法人中華

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於 1999 年與「法國藍帶廚藝學校」合作；法國藍帶

廚藝學校在台知名度大增，越來越多甜點師傅赴法學習，像是甜點師傅 Eric 也

是從巴黎藍帶廚藝學校學成歸國後，在 2003 年創立「小法國」，算是台灣很早期

的法式甜點店。 

爾後，越來越多美食記者聚焦介紹巴黎甜點文化與知名店家，提高巴黎甜點

在台灣的知名度。如第一章第二節所述，美食只是單一的食物領域，因為有「人」

的介入，使美食獲得討論，法國早在十九世紀末就產製了許多與美食場域相關的

書寫，因為書寫的力量使單一的飲食活動轉化成知識、文化型態，文化是由一個

社會所共享，也是滲透一個社會的無形力量。不僅在法國，台灣近十年因為有越

來越多與甜點相關的書寫與評論出現，因此甜點品嘗藉由出版物的出現與其在台

灣社會中流動而轉換成一種以甜點為主的文化論述型態，這樣的形態出現在甜點

食譜、介紹甜點的雜誌專欄，甚至是近一步提供遊客參考的觀光導覽書。在第三

章第一節中，筆者整理出至今與巴黎甜點觀光相關的出版書籍共 39 本，其中最

早有甜點觀光路線介紹的法國導覽書是 2004 年墨刻文化出版的《巴黎小旅行》，

第一本完全以甜點觀光為主的導覽書則是 2005 年葉子出版的《巴黎甜點》，2005

年亦在《優生活》雜誌出現第一篇介紹巴黎甜點店的專欄文章「甜點中的愛馬仕

Dalloyau」，接著年年都有相關導覽書籍的產製，又因為台灣對法國甜點烘焙此

文創產業的興趣大增，譯自法文、英文或日文的巴黎甜點食譜自 2008 年開始出

現，可見巴黎甜點觀光此文化現象是近十年的新興產物，而對巴黎甜點觀光的論

述亦藉由各相關文類的產製與流通使其合法性在台灣確立。因為本章探討的是台

灣出版的導覽中介藉由巴黎甜點觀光的視角對巴黎的建構，因此，下兩節將就導

覽書此文類對巴黎甜點觀光場域進行意義建構與文化象徵的論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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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觀光導覽書的論述分析 

 

導覽書，就其功能而言，以提供讀者資訊為主。Vestito (2007)提出導覽書功

能大致上可劃分為三類：（1）提供資訊與建議以規劃旅遊行程、（2）作為觀光目

的地的即時導覽員以帶領觀光客往地景去、（3）提供有趣的地景細節與軼聞作為

延伸閱讀(Vestito, 2007)。導覽書的圖文，便化身為導覽員或譯者，就像帶領活動

的破冰人員，作為觀光地景與讀者之間的文化媒合。導覽書的作者亦對觀光目的

地做特定視角的建構，帶領觀光客去凝視地景、產生感知。 

（一）導覽書的功用與意義 

導覽書有兩種層次上的作用，目的地與觀光客「中介」與傳遞「意識形態」。

導覽書是一種「中介」的作用，將觀光目的地文化和語言層次透過轉譯過程，成

為目的地與觀光客之間的媒介，並為觀光客建構了看觀光目的地的特定視角、定

錨了凝視的框架。根據 Bhattacharyya (1997)的研究，導覽書作為觀光目的地的文

化中介有三個階段：地景的揀選、所選地景資訊的提供、觀光客接收到的詮釋

(Bhattacharyya, 1997)。於此，導覽書中的地景成為觀光客篩選的參考依據。 

也就是說，因為有特定的地景被揀選，相對地，也就有特定的地景被隱藏，

所以導覽書帶有傳遞「意識形態」的作用，導覽書的作者運用自身對觀光目的地

的認知決定哪些地景值得受關注，並於編輯產製的過程當中，注入以「我們」這

種「非他者」為主的個人信念、觀點與情感，甚或注入與讀者共享的知識、價值

觀和意識形態；最後於詮釋的過程中，謹慎地為適當的圖片與文字做選擇，以建

構符合地景的指標性意象、展現導覽書的定位與價值。不僅如此，文化的意義是

相對的，被社會所建構的，而導覽書的作者，作為文化中介者，其在導覽書中詮

釋地景的論述及其背後的意識形態，具有相當程度地形塑作者自身在觀光導覽場

域中的中介位置，並進一步定錨觀光客對目的地的凝視角度。因此，就中介與傳

遞意識形態兩者而言，對於導覽書的場域標記與象徵價值上是互相牽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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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導覽書的特性與論述方式 

因為導覽書多是觀光客攜帶在身上的旅遊指南，因此從其外表便能讓讀者立

即辨識出其作為導覽書的身分，明顯的特性為書籍大小適中並易於攜帶、內容劃

分為資訊性和描述性、排版活潑以拉近讀者距離、多附有觀光目的地的地圖與照

片，而且導覽書的用字與內文有其特有的書寫模式，作為和其他文類的區隔。 

Goffman (1974)認為觀光客看「他者」－即另一觀光目的地－會對其有一特

定意象的參考框架，這是因為觀光客以先備知識、經驗與期待而產生的(Goffman, 

1974)。其參考來源多依賴歷史、文化整體的社會背景因素，或報章雜誌、電影

等資訊，隨著時間累積而拼貼建構出對「他者」的意象。Vestito (2007)認為觀光

導覽多不創造新的意象再現，多強化先前歷史、文化、社會所創的，以鞏固觀光

地景長久以來的意象，並共享「再現循環」（circuit of representation）。因此，導

覽書的作者採用特定的論述方式以傳達觀光目的地意象，就觀光導覽書而言，以

下為 Vestito 提出的三種論述方式(Vestito, 2007)： 

為了拉近導覽書作者與讀者的距離，讓讀者在潛移默化中隨著作者虛擬實境

般的「真實」遊歷地景，作者在導覽書書寫的論述方式上多運用第一人稱「我」

去描述自身真實參與經驗（像是作者曾經探訪哪一家甜點店並品嚐了什麼），運

用祈使語氣「你」去教導讀者如何進行感官實踐（像是如何前往甜點店、如何選

擇人氣商品、何謂最佳賞味地點與時間、甜點與飲品如何搭配等等），並借用許

多情緒性詞彙（emotive words），像是「傳統的」、「精緻的」、「時尚的」等等，

這些詞彙並非直接指向觀光目的地的特性，反而以特定評價、感覺、期待去吸引

讀者目光，並提升對觀光地景的前往動機。針對情緒性詞彙的分析可以看出觀光

目的地在他國的意象以及這些意象被帶有主觀想法的再現（像是導覽書作者的知

識、態度、意識形態等）所影響的程度。 

此外，另一種論述方式是作者在導覽書中多參雜觀光目的地語言的使用，因

為一地的文化面向總是與特定的詞彙有關連。比如說觀光目的地是巴黎，作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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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句中參雜法文的使用，並以店名、品名或特殊相關情境的法文為主，目的是

為導覽書增添異國情調與在地風味，甚至能讓讀者在不知不覺中進入觀光地景的

氛圍中，自然而然地建構對觀光地景的意象。針對目的地語言－稱其為「文化性

詞彙」（cultural words）－在觀光導覽書中使用的分析可以辨識哪些詞彙足以代

表目的地文化以及在地色彩，因為這類的詞彙多沒有相對應、能確切表達出詞意

的語言翻譯，而這類的論述方式多用在物質文化詞彙上，尤其是美食，這樣的方

式一來抬升讀者對目的地的文化理解層次，二來將讀者直接視為旅者，導覽書化

身導覽員，彷彿已置身他方，三來作者能提供更具資訊性的地景描述，這又以美

食的食材原料為最多，還能將作者本身放在一個具權威性的嚮導位置。 

導覽書是最傳統的觀光類文體，也是與旅行文學最接近的一種，因此第三種

較特殊的論述方式，導覽書的作者多運用層級的類比，或比喻或引經據典，不僅

可以用來拉近或區隔觀光地景文化與讀者自身文化的時空距離，還能產生特定的

觀光客凝視以傳遞出觀光地景其特定的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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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甜點觀光導覽書建構的巴黎 

 

綜觀導覽一詞，導覽書不是唯一建構巴黎甜點觀光的途徑，完整巴黎甜點觀

光導覽系統的來源可能來自友人的口耳相傳、巴黎甜點部落格、巴黎旅遊節目、

巴黎甜點店官方網站，甚至也有訪談者在巴黎甜點學校實際先接觸過知名甜點師

傅再去拜訪名店；然而，筆者選擇藉由導覽書的視角來看巴黎甜點觀光地景的建

構有其原因。其一，導覽書經由公開出版，出版社勢必考量有其相當程度的讀者

群；其二，透過正式書寫以形成論述，定錨特定的觀看與消費視角；其三，導覽

書經由編輯排版，精緻的圖文形成一種甜點觀看美學，為巴黎的高度城市化、文

化化、非自然感建構正當性，或引導或限制讀者的凝視。因此，包含中介與評鑑

性質的導覽書成為筆者主要探究巴黎甜點觀光地景在台灣成形的對象。 

筆者篩選自第三章研究方法彙整的第（1）、（2）類共計 18 本與巴黎甜點觀

光相關導覽書中，在第（1）類 15 本「有甜點觀光路線介紹的法國導覽書」彙整

中，有 9 本是巴黎觀光導覽書，這之中以甜點觀光為完整主題介紹的只有 3 本，

分別為《巴黎味 Le Goût de Paris》(曹嘉玲, 2007)、《34 次感動：巴黎私房餐廳推

薦》(相原由美子, 2008)與《安朵的巴黎 慢慢走》(安朵, 2011)。 

《巴黎味 Le Goût de Paris》全書共有九個主題，「舌尖的戀人～法式甜點」

是其中一主題，介紹巴黎 4 家甜點名店及其鎮店之寶，包括有最愛的

Macaron—Laduree、最愛的熱巧克力與白朗峰栗子蛋糕—Angelina、最愛的千層

派—Jean-Paul Hévin、最愛的巧克力蛋糕—Pierre Hermé。然而，作者不是以店家

依序介紹，而是以甜點為主，再依有該甜點的店家分別做比較，儘管介紹的篇幅

有 16 頁之多，讀者較無法依循圖片或地圖以探訪甜點店。 

《34 次感動：巴黎私房餐廳推薦》全書共分四章，第三章主要介紹茶坊（salon 

de thé）與酒吧，7 家巴黎甜點名店便在此作介紹，包含有 Hôtel Plaza Athénée 

Paris、Hôtel Le Bristol、Salon de l’Hôtel Lancaster、Ladurée Bonaparte、Delica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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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Maison du Chocolat、Jean-Paul Hévin Salon de thé，總內容僅有 8 頁的篇幅。

再者，筆者著重在觀光客多前往的獨立甜點店，而非附屬在飯店或百貨內的甜點

茶沙龍（此導覽書介紹了 4 家）；甚至，作者僅凸顯 7 家偏好的甜點茶沙龍，未

指涉或設計甜點觀光區域或路線，因此，觀光客也較無法按圖索驥。 

《安朵的巴黎 慢慢走》一書有四大章節，第三章「原來這才是巴黎」當中

亦有巴黎的食、巴黎的遊、巴黎的買、巴黎的住這四個主題；「巴黎的食」之中

就有十個子項目，「染上甜點和巧克力癮」為其中一項，篇幅為 9 頁共介紹 9 家

甜點，然整本書達 260 多頁，巴黎甜點觀光篇幅甚小，筆者因此沒列入分析。 

綜觀以上三本，儘管有小範圍介紹巴黎甜點，然三本書皆以巨觀的角度書寫

巴黎觀光，以以管窺天的視野論述巴黎甜點，無法細描巴黎甜點觀光整體或大部

份，因為導覽內容的不足與受限，因此筆者排除「有甜點觀光路線介紹的法國導

覽書」分析，僅就第（2）類「巴黎甜點主題觀光導覽書」進行分析。 

 

（一）巴黎甜點主題觀光導覽書 

借用上一節導覽書的論述方式，筆者分析以下三本功能辨識度極高的觀光導

覽書《巴黎甜點》、《記住巴黎的甜滋味》和《巴黎時尚甜點咖啡館》，因為他們

是完全以巴黎甜點為美食觀光主題，第一本為甜點遊記式的細節與軼聞，第二本

作為帶領觀光客往甜點店去的專業地陪，第三本則是適合行前了解淺白資訊與規

劃甜點觀光行程之用，其為讀者建構了什麼面貌的巴黎。 

 

《巴黎甜點》 

《巴黎甜點》，杰希嘉著，2005 年由葉子出版社出版，近 200 頁。杰希嘉是

位居遊於法國的旅遊書作者，2002 年曾經擔任甜點名廚 Patrick Casula（1993 年

的世界甜點大賽冠軍）來台示範教學期間的法文翻譯。個性低調的她，一開始是

在網路上寫巴黎甜點食記，爾後因為出版社找上她，才將部落格上的文章整理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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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成冊而出版。這是台灣第一本完全介紹巴黎甜點與甜點店的美食觀光導覽書，

與其說是甜點觀光指南，不如說是「私人巴黎甜點遊記」，這是本書的特色，杰

希嘉以散步之姿帶領大家漫步巴黎六大區域，此即本書六大部分，一路從香榭麗

舍大道轉往瑪德蓮廣場，接著到林蔭大道，再走向瑪黑區，穿過塞納河踏上聖路

易島，最後到左岸。雖然介紹的甜點店數量約略只有 10 多家，但另一特色是對

於甜點、甜點店、巴黎特定區域的歷史故事、感官體驗做深度細描與評論，用字

精煉、引經據典、文多於圖，屬散文集。 

《記住巴黎的甜滋味》 

《記住巴黎的甜滋味》，林佳瑩著，2010 年由太雅出版社出版，近 190 頁。

林佳瑩在英國取得碩士後，2008 年轉往法國學習法文，因為興趣，在旅歐兩年

間探究巴黎既傳統又時尚的甜點文化。回台後，繼續執業律師的工作，並同時於

社群網站 Facebook 上經營「Paris@Taipei 記住巴黎的甜滋味」粉絲專頁。筆者於

訪談中得知，在尚未到歐洲之前，林佳瑩對巴黎甜點只有些微認識，然而爾後熱

衷、愛不釋手之情，或多或少受到從小待過美術班影響，因為她對藝術美感之物

特別敏銳。巴黎甜點，以美著稱，其美是藝術、精品、時尚之美，林佳瑩喜愛甜

食，又對美感品味有興趣，巴黎甜點為「食、色」兩者之極致，正中下懷。在法

進修期間，林佳瑩有書寫美食網誌的習慣，以巴黎知名甜點店為篇題，內容充實，

客觀地呈現店家資訊、路線規劃、甜點故事、陳設特色、食材產地，感性地表達

品嚐體驗，專業地推薦最佳賞味時間、地點與儀式。在太雅出版社的邀約下，將

網誌的巴黎甜點主題文章編輯出版，近 40 多家甜點店與咖啡茶沙龍，書籍版面

先提供讀者兩項先備知識：巴黎甜點的迷人之處、以及踏上巴黎當貴婦前，妳必

須懂得幾件事，所以很顯然地客群是台灣小有經濟資本的女性。接著將巴黎甜點

店規劃為十大區域（羅浮宮與杜樂麗花園、龐畢度中心與瑪黑區、西堤島與聖路

易島、左岸拉丁區、聖傑曼德佩與盧森堡公園、奧塞美術館與 Le Bon Marché百

貨、艾菲爾鐵塔與第 16 區、香榭麗舍大道、加尼葉歌劇院與瑪德蓮廣場、蒙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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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而每一區的版面介紹為六大規劃：巴黎分區特色與路線、店家介紹、店家

資訊、店鋪特色、超夯人氣商品、小甜點大學問，並附有巴黎十區甜點地圖。最

大特色是，每一區分別提供讀者甜點觀光路線一日遊行程，使品嚐甜點作為主題

觀光一事正當化。它亦是台灣第一本客觀忠實呈現店鋪資訊、主觀細膩摹寫感官

體驗的「巴黎甜點主題觀光導覽」，屬於兼具廣度與深度的圖文書。 

《巴黎時尚甜點咖啡館》 

《巴黎時尚甜點咖啡館》，殿真理子著（日籍），陳凱綺譯，2011 年由東販

出版社出版，近 160 頁。殿真理子是一位髮妝造型師兼攝影圖文作家，因出版社

工作的關係而遠赴法國，以巴黎為據點，以記者的身分，採訪 70 多家甜點店、

咖啡館與麵包店，因為此書被定調為「巴黎甜點觀光指南」，將巴黎甜點統整為

六大區域（蒙馬特、瑪黑區與巴士底、第 17 區與香榭大道、第 15 區與艾菲爾鐵

塔、聖日耳曼德佩區、拉丁區），提供量多精要的店家資訊，因為書寫的店家很

多，最後附錄有巴黎區域地圖與店鋪型態分類索引，適合作為行程規劃與景點安

排的參考。著墨在個人品嚐體驗的書寫較少，版面規劃為：店家資訊、人氣商品

與價位，各家以不超過兩頁為報導原則，最大的特色是提供讀者伴手禮何處買與

購買甜點時的簡易法語問答，屬於方便攜帶的圖文書。 

（二）甜點觀光導覽書建構的巴黎 

筆者將這三本巴黎甜點觀光導覽書的圖文所呈現的視覺意象彙整為三大主

題：（A）巴黎－流動的文史痕跡、（B）巴黎－原味食材的集散地、（C）巴黎－

美食美學化與儀式化的示現，並藉由先前 Vestito 提出三種導覽書的論述方式分

別去分析這三位作者試圖標記與建構的巴黎樣貌。  

 

（A）巴黎－流動的文史痕跡 

從巴黎至今現存最早的甜點店以至其他百年老店，從他們的建築樣貌、裝潢

設計、技藝精神、遊人遺跡，可以清楚呈現巴黎過往的時代精神與文史痕跡，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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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呼應 MacCannell 所提出觀光客於觀光地景所追尋的真實性概念—歷史遺跡真

實性。透過導覽書作者的親自探訪，並運用抒發歷史懷舊感與顯現舊時皇室輝煌

的情意性詞語來呈現，關鍵字如「歷史」、「傳統」、「古老」、「百年」、「皇室」、「貴

族」、「博物館」、「家族」以及「三代」等等，隱約教導了觀光客如何凝視與察覺

巴黎的歲月痕跡，以彰顯巴黎舊時皇室與家族歷代經營的美食文化遺產所生發的

歷史感與時間感。從甜點觀光視角出發，藉由以下巴黎甜點導覽書節錄，論證巴

黎不僅是一座活的歷史長廊，也瀰漫著法國皇室與家族傳統氛圍。 

「金漆的天花板下呵護著滿室的梧桐綠，雖然掩不住些許的斑駁脫落，故意的忽略或

是不修補卻更能呈現歷史的痕跡；美人遲暮愈發教人遙想小喬當年。在巴黎，歲月是美的

要素之一，巴黎人對於『新就是美』這種膚淺的美感經驗是根本的嗤之以鼻（巴黎甜點，

p.58）！」 

「這家早在一八五四年就在此地開店的茶館，歷經一百五十年的歲月，依舊在瑪黑區

屹立不搖。…若真要盡覽寶物、品味歷史，則非得親自到瑪黑區的總舖老店來一趟不可，

裡面的一磚一瓦、一牆一樑、一櫃一櫥、所有營業道具，包括鑄鐵電梯、結帳櫃台、收銀

機，全都是一百五十年前開店之初就一直沿用至今的古董！…充滿歷史感卻不見斑駁脫落

的原木門面一式排開，顯見百年老店的氣魄與維護的用心。走進茶館裡，有如潛入時光隧

道，不須重金刻意打造昔日的風華，只要將老祖宗傳下來的東西仔細呵護、保存，甚至小

心使用，那麼歷史就會一直於此流連，甚至連吐納之間都還飄盪著十九世紀中葉的氣息（圖

5-3）（巴黎甜點，p.112-113）。」 

《巴黎甜點》此觀光導覽書，因為屬遊記文類，加上作者的文學造詣與文化

底蘊深厚、觀察力細緻縝密，總以走訪甜點店所見的遺跡和文物評論一家店鋪帶

給她的主觀印象，像是「斑駁脫落」此評價以及文物「鑄鐵電梯」、「結帳櫃台」、

「收銀機」等等，借助作者之眼，讀者也依循其凝視路徑在潛移默化中被馴服去

欣賞作者所認為的歷史美感－「歲月之美」，一同成為見證歷史存在的一份子，

透過遊記形式的書寫，彷彿讀者和作者一起經歷了一趟私人且真實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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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巴黎甜點》，筆者與《記住巴黎的甜滋味》作者林佳瑩訪談的過程

當中，儘管是食記的書寫，她道出對這本甜點導覽書的期待是客觀陳述、資訊提

供。因此，作者多以史實與創店源起出發去書寫，帶給讀者的凝視角度多客觀，

如 Debauve & Gallais 的室內裝潢是拿破崙時期的建築師所做、Ladurée 天花板上

的天使及仙女圖是 19 世紀末名畫家得自西斯汀大教堂與巴黎歌劇院的靈感而

繪，讀者可凝視、觸及真實的歷史古蹟，而巴黎甜點店與皇室連結的歷史意象便

經由作者的知識分享傳送給讀者，這亦呼應第四章第一節所談的，百年老店作為

古蹟化的歷史意象。巴黎甜點店化身成一種帶有社會階級的象徵意涵，不僅吸引

讀者目光，亦使特定意象更加鞏固。儘管多客觀書寫，因為作者自己也親身走訪

品嚐，喜歡觀察店員與在地消費者的特性，亦帶給讀者另一特殊視角，一同與作

者將在地年長消費者與甜點店的動態歷史之間做緊密連結。 

「Debauve & Gallais 是巴黎最古老的巧克力店，其創辦人是 Sulpice Debauve。Sulpice 

Debauve 身為法國皇室的御用藥師，專門為路易十六和瑪麗安東尼皇后製作巧克力出來的

巧克力薄片，深受瑪麗安東尼皇后喜愛而被賜名為金幣（Pistoles）。法國大革命後，Sulpice 

Debauve 在 Sainte-Pères 街上開設了自己的店鋪，並聘請拿破崙的建築師 Percier 和 Fontaine

來為其設計如同宮殿般有著華麗廊柱的內裝以及有著優雅弧度的半月形展示台。…與其他

巧克力店不同的是，Debauve & Gallais 店裡出現的顧客，大約都是上了年紀的法國馬蛋莫

修，或許這樣才能與其悠久的歷史互相輝映吧（圖 5-4）（記住巴黎的甜滋味，p.119-120）！」 

「Ladurée 最早可以追溯自 1862 年，當時 Louis Ernest Ladurée 在 Royale 街上開設了

巴黎第一家的 Ladurée。有機會造訪現場，別忘了抬起頭欣賞一番天花板上的天使以及仙女

圖，這可是 1870 年左右由當時知名的畫家 Jules Cheret 自西斯汀大教堂和巴黎歌劇院得到

靈感繪製而成。由於可能是創始老店的緣故，Royale 街上的 Ladurée，總是吸引許多上了年

紀的法國莫修和馬蛋，或許他們年輕的時候就是在這裡約會也說不定（記住巴黎的甜滋味，

p.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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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左：瑪黑區的瑪希亞莒兄弟茶館的百年本舖；右：擁有古典外觀與裝潢，極為雅緻

的麵包店（左右分別翻拍自《巴黎甜點》p.113 與《巴黎時尚甜點咖啡館》p.80） 

 

（圖 5-4）創於 1880 年的 Debauve & Gallais，其白色廊柱與木製半月型展示台是由拿破崙的建

築師 Percier 和 Fontaine 所設計的皇家風格店鋪（翻拍自《記住巴黎的甜滋味》p.120） 

在導覽書中使用目的地語言－法文是這三本書籍的一大特性，然而在使用比

例與類型上有所差異。運用法文字詞以提升讀者對過去巴黎區域文化歷史理解程

度的幾乎只呈現在《巴黎甜點》這本導覽書上，《記住巴黎的甜滋味》著墨偏向

借助甜點名稱的法文來了解甜點本身的歷史發展，然而《巴黎時尚甜點咖啡館》

則是沒有突顯歷史感的法文使用。因此，《巴黎甜點》這本導覽書可說是藉由法

文而化身為講古的歷史導覽員，帶有權威性的姿態引領讀者追溯、走進巴黎的歷

史長廊，像是對巴黎兩大區域 Les Champs-Elysées 與 le Quartier Marais 的註解同

時，彷彿能讓讀者在探訪這些地方之餘，發思古之幽情。 

「『香榭麗舍』（Les Champs-Elysées）在法文中的原意指的是『愛麗榭宮附近的田野』，

十七世紀時，原本只是從杜樂麗花園中央開闢出來，穿越過一大片森林，專供貴族前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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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賽打獵的泥濘道路（巴黎甜點，p.19）。」 

「沿著希佛利路往東行，即進入了屬於巴黎第三區與第四區的『瑪黑區』（le Quartier 

Marais）範圍。『瑪黑』這個陽性名詞（le marais）在法文裡是指『沼澤地』的意思。確實

不假，當十二世紀的『聖僧兵團』在此地帶北部的『神殿區』（Quartier du Temple）紮營落

腳、埋鍋造飯之前，這裡只是一片煙霧瀰漫的沼澤濕地，兵團成員頂著信仰的光環將沼澤

地的水抽乾，才打下了瑪黑區的基業（巴黎甜點，p.106-107）。」 

不過，《巴黎甜點》與《記住巴黎的甜滋味》二書則是都有借用甜點名稱的

法文，談起甜點的故事緣起，以認識巴黎這座古城其歷史發展與社會風貌的方

式，觀光客能藉由甜點的視角耙梳歷史流動的痕跡，一樣使作者被定錨在較權威

的嚮導位置，帶領讀者藉由法文認識甜點源起，像是歌劇院蛋糕 Opéra 的源起，

還有甜點 Paris-Brest 做為創於 1891 年自行車賽的紀念物即是一例，從 Paris-Brest

甜點美食淵源的角度，觀光客可以聽聞自行車賽在巴黎的其中一段歷史發展脈

絡。 

「歌劇院蛋糕（Gâteau Opéra）是巴黎最有代表性的蛋糕之一，也是製作難度相當高

的甜點。…是十九世紀末一位店舖開在歌劇院旁邊的師傅靈光乍現而創造出來的甜點，每

份蛋糕的表面，一定會覆上一小片象徵歌劇院金葉片裝飾的金箔（巴黎甜點，p.84）。」 

「巴黎沛斯特泡芙（Paris-Brest）是為了紀念在巴黎和布列塔尼的沛斯特之間舉辦的

法國自行車公開賽而發明。Paris-Brest 自行車賽創立於 1891 年，目前仍在舉辦，只是名稱

已更換，可以說是世界最古老的自行車競賽，其路線是從巴黎出發至布列塔尼半島上的

Brest 再折返至巴黎，全長 1,200 公里，參賽者必須在 90 分鐘內完成全程。而位於自行車競

賽路線上的 Maisons-Laffitte 城內的糕點師傅 Louis Durand 為了紀念此項競賽，在 1910 年

以自行車的車輪形狀創作出了法國的定番甜點（記住巴黎的甜滋味，p.166）。」 

除了借助法文的論述方式形塑巴黎的歷史面貌外，《巴黎甜點》、《記住巴黎

的甜滋味》、《巴黎時尚甜點咖啡館》三本導覽書皆透過類比的論述方式陳述甜點

店形同歷史博物館、美術館，亦或將店內陳設比擬為古董文物，從其建築外觀、



 

100 
 

鄰近街廓、室內陳設而生發了歷史的古老氛圍。 

「一轉瞬，又赫然發現直達樓上茶沙龍的鑄鐵鏤花電梯還是十九世紀時留下來的古董，行

走期間格外有股邊玩耍邊尋寶的樂趣（巴黎甜點，p.55）。」 

「巴黎有許多歷史建築物林立的老街，置身這些美麗的街道猶如在美術館中散步一般。…

雖然現代建築亦不斷大量增加，但至今幾乎未曾改變的巴黎街道確實相當迷人。我特別喜歡那些

保留往昔美麗外觀與裝潢、氣息古典的麵包店及巧克力專賣店（巴黎時尚甜點咖啡館，p.81）。」 

此外，前兩本導覽書亦擅長藉由引經據典的方式描寫歷史文人與甜點店的關

係，將時間倒流而呈現平行時空，讓觀光客能不受時間限制，與夙昔的名人與經

典在有歷史感的共同空間互動，亦是文學場域與美食場域的對話。 

「或者不妨學著《追憶似水年華》（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裡成天躺在病榻

上的麗歐妮姨媽，掰下一小瓣的瑪德蓮浸在溫熱的茶裡，再拿銀茶匙盛起濕熱的蛋糕瓣放

入口中品嚐，瑪德蓮的檸檬香與伯爵茶的佛手柑有如七夕相會鵲橋的織女牛郎，渾然天成

的絕配在一方銀匙中完成，思緒頓時也如同當年的布魯斯特（Marcel Proust），從一杯茶與

一塊瑪德蓮中飄向那無邊無際的意識流裡…（巴黎甜點，p.59）。」 

「1913 年即已創立的 Angelina，以古典優雅的午茶沙龍，保存了屬於巴黎的美好年代

記憶。由於曾經是《追憶似水年華》的作者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經常造訪之處，Angelina

的名氣相當響亮…（記住巴黎的甜滋味，p.42）。」 

「Le Bon Marché是世界上第一家百貨公司，最早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838 年，但形成

接近今日百貨公司風貌的時間則是在 1852 年左右。有趣的是，法國小說家 Zola 也曾經到

Le Bon Marché進行數月的田野調查，並在 1883 年完成了一部以百貨公司為社會背景的小

說《Au Bonheur des Dames》（婦女樂園／馬蛋的樂園）。雖然 Le Bon Marché的名字叫做

Bon Marché（便宜貨），但卻一點也不便宜，而且是專門以女性同胞為著眼點的百貨公司，

同時目前也是 LV 集團下的一員，顯然是馬蛋的樂園沒錯（記住巴黎的甜滋味，p.125）。」 

像這樣品嚐文學家 Proust 於《追憶似水年華》中描繪的瑪德蓮甜點或對照小

說家 Zola 以 19 世紀百貨公司為社會背景的《婦女樂園》與今日 Le Bon March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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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貨公司的樣貌，經歷過去的經歷以活化歷史畫面，或以今日之眼凝視昨日之作

而產生跨越古今的文史交流，更於無形中鞏固特定的觀光凝視。 

 

（B）巴黎－原味食材的集散地 

甜點店的生成，除了建築樣貌以外，甜點本身是不可或缺的靈魂物件，既是

物質層次，亦是精神層次。甜點製作需要各式各樣食材其渾然天成的媒合，也就

是說不僅僅運用高品質的食材此物質層面就好，尚需要熟識各種食材的色香味與

其搭配，如同婚姻（mariage）般天作之合或恰如其分，而非水火不容或此消彼

長，此即甜點的精神層次。 

在物質層次方面，甜點師傅重視甜點製作其食材的來源與品質，因為品質保

證的食材賦與甜點畫龍點睛之效，品嚐時不只在視覺上獲得滿足，連同嗅覺與味

覺體驗都要臻於完美；因此，法國人講究食材的產地概念，這是品質保證的依據，

也是從美食中尋求「真實性」的展現，而食材的集散地，又以美食之都巴黎為最。

在《記住巴黎的甜滋味》中，作者陳述了對食材品質上的見地，也是三本導覽書

唯一使用關鍵字像是提及將近十多次的「產地」、「產區」，還有「品質」、「當季」、

「品種」等等對食材品質的評價性字眼，為巴黎穿上原汁原味、真實感受的高質

感衣裳，以食材的質地與階級去吸引讀者的目光，以提升讀者在觀光地景的選購

動機。在食材方面的論述方式不僅使用評價性字眼，亦結合目的地語言－法文的

使用居多，因為特定的食材有其特定產區和特定的名稱，原文的使用足以彰顯食

材的在地色彩，提升讀者直接認識食材的機會。 

「Verlet 目前提供 20 餘種的單一產地咖啡（如伊索比亞的 Moka Sidamo），此外，亦

有 4 種 Verlet 招牌咖啡（Les cafés maisons），包括 Mélange Romain（適合 espresso）、Mélange 

Saison（隨季節變化特調）、Grand Pavois（適合早晨飲用）、Haute Mer（混和來自中美洲的

咖啡豆）供咖啡迷選擇（記住巴黎的甜滋味，p.45）。」 

「名為雞蛋花樹（frangipanier）的巧克力繃繃，是夏威夷女孩用來製作迎賓花圈的白

黃色相間的雞蛋花口味，具有一種獨特的清新花朵香氣。…大溪地香草（vanille de Tah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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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牛奶糖的前味，中間經過一度轉折後會出現焦糖口味，感覺相當不賴。玫瑰和希臘柯林

斯葡萄乾口味（roses et raisins de Corinthe），除了有淡淡的玫瑰香味外，還有一些葡萄乾絲

帶出獨特的口感（記住巴黎的甜滋味，p.115）。」 

然三本導覽書《巴黎甜點》、《記住巴黎的甜滋味》和《巴黎時尚甜點咖啡館》

皆大量提供讀者甜點品名及其法文說法，這樣不但為讀者形塑一個想像空間，其

內呈現給讀者的甜點種類與樣貌，甚至當讀者本身已經身處觀光目的地化身為旅

者，導覽書中目的地語言法文的使用彷彿是直接的平面導覽員，協助旅者對特定

食材、甜點朝聖或蒐集，更進一步來說亦是突顯作者作為目的地語言使用上的導

引標竿。從這三本導覽中，亦可察覺出作者對提及甜點了解的深度，尤其作者們

品嚐過的甜點數量豐富，大多能對特定甜點命名進行來源考究註解。 

「糖果區之後則是冷藏櫃台，一列接著一列的單人份高級甜點如同等待君王欽點的眾

嬪妃，各顯百媚千嬌：歌劇院蛋糕（Gâteau Opéra）、伊思芭翁（Ispahan）、玫瑰聖歐諾黑（Saint 

Honoré à la Rose）、開心果（Pistache-griotte）、聖歐諾黑、草莓千層派（Mille-Feuille aux 

Fraises）、莎夏巧克力蛋糕（Sacher）、蒙布朗栗子蛋糕（Mont Blanc）、玫瑰修女泡芙（Religeuse 

à la Rose）、開心果修女泡芙、巧克力閃電泡芙（Éclair au Chocolat）、咖啡閃電泡芙、秋葉

巧克力慕斯（Feuille d’Automne）、洋梨幕斯（Miroir Poire）、蘋果杏仁塔（Tarte Pomme 

amande）、愛情之井（Puit d’Amour）、核桃蛋糕（Gâteau aux Noix）、草莓夏荷露特（Charlotte 

aux Fraises）、巧克力夏荷露特、洋梨塔（Tarte aux Poires）、…（巴黎甜點，p.24）。」 

「名喚伊思芭翁（Ispahan）的甜點當然是與玫瑰有關，伊思芭翁是伊朗伊思芭翁省的

首府，當地盛產的玫瑰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以此地作為玫瑰口味甜點的名稱是一種品味也

是一種保證（巴黎甜點，p.169）。」 

「巧克力除了有著天鵝絨般的濃稠滑順口感外，口味也相當複雜纖細。店家推薦的口

味包括如原味甘那許（quito）、覆盆子口味（salvador）、焦糖牛奶巧克力（rigoletto）、薄荷

巧克力（zagora）、焦糖椰子巧克力（palmira）。我相信印製著 La maison du chocolat 名號，

同時也是最醒目的爆漿柳橙口味（valencia）才是法國馬蛋的最愛（記住巴黎的甜滋味，

p.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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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名稱取自夫人在附近所經營的花店店名的『Lily Valley 4.20 歐元』、最下層舖有濃

厚巧克力與令人懷念的『跳跳糖』的『Censier 4.40 歐元』、口感酥脆令人欲罷不能的人氣

千層派『Millefeuille Praliné 4.20 歐元』、獲獎的招牌商品檸檬塔『Tarte Citron 3.20 歐元』等

（巴黎時尚甜點咖啡館，p.121）。」 

在精神層次方面，食材與食材間的絕妙搭配賦與甜點作品獨一無二的靈魂與

性格，將食材間奇異的特質恰如其分合而為一的那雙巧手即是甜點師傅；而是作

者將甜點品嚐時所品味到的食材特性媒合並與所生發的感官體驗，細膩地、生動

地、忠實地記錄在甜點導覽書中，藉由以下導覽書節錄，印證導覽書的作者，尤

其是來自《巴黎甜點》與《記住巴黎的甜滋味》，不約而同運用摹寫、類比或比

喻方式營造出一種為巴黎食材與甜點造神的意識形態，即－巴黎是一級產區食材

的集散地，更是食材聯姻以創新甜點之作的夢奇地。像是將茗茶摹寫為探險與詩

意，將品嚐瑪德蓮後的耐人尋味比擬為多年不見的朋友相聚，將甜點 Hermé Carré 

Eden 擬物化為諾亞方舟，將 Ispahan 甜點擬人化以「優雅」、「高雅」等情感形容

詞摹寫，以及比擬糖球為清晨露珠等，皆是此類。 

「瑪希亞莒兄弟茶館對於茶葉事業的感情、執著與奉獻毋寧是深厚悠遠的，正如同創

辦人亨利．瑪西亞莒（Henri Mariage）所言：『饒具探險與詩意的芳馥在每一杯茶的方寸天

地間嬝無止盡地滲透。』（Un parfum d’aventure et de poésie s’evade à l’infini de chaque tasse de 

thé.）（巴黎甜點，p.112）」 

「巴黎到處都看得到瑪德蓮這種貝殼形狀的小蛋糕，但是總覺得拉居黑（Ladurée）

做的最好吃。濕度、緊實度與鬆軟度都拿捏得恰到好處，烘焙的火候也抓的分毫不差，沁

沁的甜透著淡淡的檸檬香；正面的貝殼直痕呈現完美的放射狀，背面色澤由周邊的淡褐色

朝向中央逐漸轉淡，到了突起的中心點則是耀眼的金黃色；輕輕咬一口，不是那種驚醒味

蕾的絕世美味，而是蛋香、奶香與檸檬香混合後那股耐人尋味的持久後勁，彷彿多年不見

的老友相聚，無須激烈的開場白，默契與心神領會自然在時間的醞釀下顯現越陳越香的力

道（巴黎甜點，p.58-59）。」 

「接下來的則是『艾禾墨的正方伊甸園』（Hermé Carré Eden），一條長方形的油酥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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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lé）上載著三小塊裹著白巧克力的正方體甜點，中間那個的表面上還塗上一層金箔，

讓人不禁想到載著人類諾亞以及成雙成對動物的方舟。一叉子下去，油酥餅應聲而脆裂開

來，光聽這聲音就夠玄的，用油酥餅承著一小方甜點，就這麼同時放入口中，原本直挺挺

的小立方體居然立刻在口中融化，香草白巧克力包裹著的烤布丁流了出來，絕世的芳香來

自珍貴番紅花的提味，藏在布丁裡的糖漬桃子與杏桃碎粒同時在口中彈跳著，混合了化做

細小酥粒的油酥餅爽朗咀嚼感，忍不住握拳直敲桌面，太棒了（巴黎甜點，p.169）！」 

「玫瑰荔枝覆盆子花式馬卡龍…外型熱情浪漫、粉紅討喜的 Ispahan 向來是入門 Pierre 

Hermé甜點的首選。光是把源自中東的 Ispahan 玫瑰和來自熱帶的荔枝和溫帶的覆盆子做搭

配，就讓人不禁佩服 Pierre Hermé這樣融合東西方的大膽創意。Ispahan 花式馬卡龍，不但

完美平衡了玫瑰、荔枝、覆盆子這三種看似無法搭配的材料，同時又充分演繹出法式甜點

的細緻優雅，無論在視覺、嗅覺或是味覺以及創意上，都是一項無法超越的極致甜點。Ispahan

這項藝術品是由玫瑰馬卡龍以及香滑順口的奶油餡所組成，中間包覆了一顆完整飽滿的荔

枝果肉，外圍再圈以新鮮肥美多汁的覆盆子，頂端飾有一片艷紅的玫瑰花瓣，最後再畫龍

點睛地綴上一顆清晨露珠透明糖球。一口咬下後，不但吃得到外殼酥脆內層厚黏的馬卡龍、

清涼多汁的荔枝和覆盆子，還有口感細緻清爽、氣味高雅襲人的玫瑰奶油餡，真的是『一

口咬下，全部滿足』的傳奇不敗經典風味（圖 5-5）（記住巴黎的甜滋味，p.89）！」 

相較於前兩本，《巴黎時尚甜點咖啡館》對食材與甜點的情緒性表達相對薄

弱，反而著重在甜點選購資訊的提供。 

「Censier（松昔耶蛋糕）可可脂含量 64%的苦味巧克力奶油，底層為爆米香與口感酥

脆的榛果糖。此外還加入了會在口中跳動的跳跳糖，可以同時品嚐到綿密與劈劈啪啪的酥

脆口感，相當有趣（圖 5-6）（巴黎時尚甜點咖啡館，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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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左：創自 Pierre Hermé的 Ispahan 玫瑰荔枝覆盆子馬卡龍 

（圖 5-6）右：創自 Carl Marletti 的 Censier 巧克力爆米香跳跳糖甜點 

（左右分別翻拍自《記住巴黎的甜滋味》p.89 與《巴黎時尚甜點咖啡館》p.47） 

由此可見，甜點的質感不單單來自食材的產地正統性，還來自導覽作者品嘗

各種食材媒合而成的甜點所產生的感官體驗以及心靈抒發，從產地到餐桌的視

角，建構巴黎作為甜點之都正統性與浪漫性的意象。 

 

（C）巴黎－美食美學化與儀式化的示現 

法國自古至今一直視藝術之美為瑰寶，無論是傳統的古典藝術或現代的前衛

設計，具體或抽象，和諧或衝突，皆是美感。今日，甜點不只如上一章所描述地

滿足用餐順序上的感官邏輯，亦以滿足視覺美感作為一頓餐宴的尾聲，將甜點從

美食場域跨足至藝術場域。 

甜點製作是藝術創作的一種形式，甜點大師安東尼．卡漢姆（Marie-Antonin 

Carême）曾說：「藝術有五種，其中最大的是糕點製作(Toussaint-Samat, 2011, p. 

12)。」儘管視覺是感官之首，筆者認為甜點之作不僅要在視覺之美上吸引消費

者，一件甜點藝術品要完整所有層次的感官體驗，最初的視覺與聽覺美感、其中

的嗅覺與味覺身體享受、最後的感覺與心靈滿足層次，這樣才是對一件甜點藝術

品的全然領會。這就是為什麼在法國的甜點學習者不只要從嗅覺和味覺去了解食

材特性與彼此之間的搭配，亦要通過廚房實作的體感訓練，更要將訓練視覺美感

的美術課視為必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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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在巴黎 Carl Marletti 甜點實習的陳穎接受 CAREhER 與《美食家的自

學之路》於當年 7 月共同合作採訪時曾說：「甜點製作也是一種創作。因為要發

揮自己的創意以及美感，像我在這邊的甜點學校（Ferrandi）的課程中除了廚房

實作外，也有法文課及美術課。美術課是由擁有法國最佳工藝職人（M.O.F）頭

銜的 Pascal Niau 先生教授。雖然他是建築出身，但是建築課程的訓練幫助他在

創作或欣賞一項甜點時，能夠顧及不同視覺角度，並分析各種元素搭建起來的平

衡感（不管是物理上的還是視覺上的）。因此我們也學習素描，描繪甜點的 3D 或

剖面圖等。這對於日後欣賞甜點或甚至是未來創作甜點都有很大的幫助

(CAREhER, 2013)。」 

因此，甜點技藝的生成是既專業又主觀的美學鑑賞之旅，時機成熟後，自樹

一格的甜點技藝風格便成為甜點師傅的象徵標誌，甜點師傅就如藝術家，展現其

流派原則之餘亦不失創意。而甜點製作的美感創作過程亦呼應第四章第三節所述

的觀光場景的後台生活樣貌，師傅與學徒對甜點之作的美感理念是藉由在後台研

討構圖、設計與食材搭配，需要時間醞釀而熟成，往往消費者都是從甜點之作的

美學象徵去推敲甜點師傅獨特的美學理念。 

甜點導覽書的作者除了將凝視視角著重在食材之間結合產生的協調感外，還

看重甜點作品被創新出來後的視覺呈現、甜點師傅美學理念的特性與才情，甚至

還將眼界放大到結合甜點師傅與甜點之作兩大靈魂的空間上，因此甜點美學化層

次小從甜點本身，再到甜點師傅與甜點店整體空間的美感一致性。在兩本導覽書

《巴黎甜點》、《記住巴黎的甜滋味》中，作者對甜點本身、甜點師傅與展店陳設

的論述方式有如藝術鑑賞，多書寫推崇性如「藝術」、「華麗感」、「設計感」等字

眼，其他與美感相關的情意性表達像是「美麗」、「細膩」、「優雅」、「繽紛」、「時

尚」、「原創」、「氣質」、「高貴」等等，都是作者極力透過美學視角建構巴黎甜點

之美。以下節錄兩本導覽中對「甜點本身」的類藝術評論，如甜點 Ispahan 色彩

層次的分析、兩家甜點其顏色、外型、風格的比較等等，藉由作者的評價性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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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讀者一特定的藝術賞析框架，再現特定的藝術凝視。 

「覆盆子瑪佳烘沁著玫瑰紅，糖漬覆盆子則是閃著亮紅，頂上的新鮮覆盆子透著正

紅，旁邊的紅玫瑰花瓣則是一抹如絲絨般的華麗色彩，整個呈現不同質感與不同層次的紅

色，好一朵盛夏綻放的伊思芭翁玫瑰（巴黎甜點，p.169）。」 

「與 Pierre Hermé所代表的法式貴族華麗風相較，AOKI 的馬卡龍走的是日式低調甜

美淡雅風格，這點光是從外型柔和的顏色就可以看的出來。AOKI 的馬卡龍，外型上沒有

Pierre Hermé豪放，而是屬於小家碧玉類型。形狀非常完整的外殼，顯現出傳說中日本人一

絲不苟的龜毛性格，…（記住巴黎的甜滋味，p.96）。」 

對「甜點師傅」的論述方式多以類比或比喻為主，不只定錨甜點師傅座落於

甜點與藝術交織的精華區，並將甜點師傅與音樂界、藝術界與時尚界人士作類

比，以建構甜點師傅的美學風格與個人特色。 

「皮耶‧艾禾墨曾經受邀於美國生活大師瑪莎‧史都華（Martha Stewart）的電視節目

中親自示範甜點，挺著突出的大肚腩，逼得他得時時保持彎腰的姿勢才能觸及工作檯，胖

嘟嘟的手指靈巧地舞動著，一會兒功夫，一盤精巧美妙的方寸，甜點便以雷霆萬鈞之勢與

艾禾墨那個碩大的身形分庭抗禮，畫面有股荒謬劇的況味，好似觀賞帕華洛帝（luciano 

Pavarotti）的演唱，鑲在斗大臉龐上幾乎找不到的櫻桃小嘴，一開口流洩而出的竟是天籟，

另一隻被上帝賜福的大熊（巴黎甜點，p.164）！」 

「被譽為『甜點界畢卡索』的 Pierre Hermé可以說是當今巴黎甜點界的首席大師，… 

Pierre Hermé是第一個把時尚元素納入法式甜點當中的師傅，其所創作的各個系列甜點，皆

有特定的組合口味，但卻可以在不同的法式甜點當中重新演繹變化組合，…。例如：著名

的 Ispahan 系列是以玫瑰、荔枝、覆盆子為主調，但種類上除了有花式馬卡龍之外，亦有相

同口味的千層派、可頌麵包、果醬、…等等。以起士蛋糕為起點而發想出來的 Satine 系列，

是乳酪、柳橙、百香果三種風味的組合，但以此為基調，裡面部分的素材也會自由的變化，

例如在果醬中則捨乳酪而改增加芒果口味，兼具原則與彈性，可預期但又充滿變化，經典

卻又不失創意（記住巴黎的甜滋味，p.84-85）。」 

「Patrick Roger 可以說是巧克力界的 Tiffany，其店舖以年輕馬蛋喜愛的藍綠色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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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2009 年甚至還推出了同色系的手提包和皮夾。（記住巴黎的甜滋味，p.108）。」 

此外，藝術哲學不僅體現在甜點製作與甜點師傅特有的美學素養上，除了將

美學理念發揮在甜點技藝，亦落實在呈現甜點藝術品的空間，使其甜點之作與展

店陳設有一貫的風格，傳統或現代、保守或原創。從《巴黎甜點》、《記住巴黎的

甜滋味》、《巴黎時尚甜點咖啡館》導覽書的節錄可呼應第四章第二節從巴黎各家

甜點店展店風格可勾勒出甜點師傅堅持呈現的美學理念，這也是作者運用類化與

比喻來強化讀者凝視特定的展店意象－或傳統或現代，「高級精緻感」是依歸。 

「梧桐綠的牆面、金漆的花飾與線條、酒紅滾金邊的絲絨布幔是拉居黑店內鼎立的三

大裝飾要素，再加上刻意營造的昏黃燈光，縱使滿室金碧輝煌卻不覺囂張刺眼（巴黎甜點，

p.25）。」 

「以代表皇室的金色、藍色以及法國國花百合（fleur-de-lis）所構成的店舖標誌，是

Debauve & Gallais 品質的最佳保證，著名的藍色、灰色以及鑲金標誌的禮盒在過去是專屬

於皇室的手作包裝，直到 1993 年才提供給大眾（記住巴黎的甜滋味，p.120）。」 

「在高級精品店與寶石店林立的佛布‧聖多諾黑路（Faubourg St. Honore）上，矗立

著一間 Hotel Bristol，『Le Bar du Bristol』就在這間令人嚮往的飯店 1 樓，有著寬敞舒適的

空間，從 19 世紀飯店創立時便已存在。天花板上繪有白雲圖案，吊燈與舒服的沙發營造出

舒適優雅的空間，…（巴黎時尚甜點咖啡館，p.55）。」 

以上可見展店風格與過去皇室或上流階級特色呼應；以下呈現的則是三本導

覽書透過比喻的論述方式來建構甜點店時尚原創或融合古今衝突美的展店設計

面貌。 

「不少人以精品店來形容 Pierre Hermé甜點店，極簡的門面裡只點綴幾件帶有包裝的

重點作品，的確與只展示一顆大鑽戒的珠寶櫥窗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巴黎甜點，p.165）。」 

「拎了裝有兩塊甜點，外表與材質卻不輸姓氏只差一個字母的愛馬仕精品店（Hermes）

提袋站在聖殿外，…（巴黎甜點，p.167）。」 

「Carl Marletti…具有明亮如同珠寶店般的高級設計感（記住巴黎的甜滋味，p.178）。」 

「Hugo & Victor 是巴黎近來嶄露頭角的新星，其以黑色的牆面將甜點以精品展示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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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陳列，奢華貴氣（記住巴黎的甜滋味，p.180）。」 

「2008 年 12 月 1 日於北瑪黑區開幕的巧克力專賣店『Jacques Genin fondeur en 

chocolat』。自然光線充足、如飯店大廳或時尚精品店般，舒適寬敞的空間裡還附設了茶館

（巴黎時尚甜點咖啡館，p.31）。」 

「2006 年除夕於巴斯德（Pasteur）站開幕，是間宛如精品店般時髦精緻的麵包甜點店。

一進入黑色外觀的店內，排列在寬敞空間裡的麵包，看起來就像美術館中精美的展示品（巴

黎時尚甜點咖啡館，p.87）。」 

既然導覽作者以美學藝術的視角論述甜點、師傅以及展店，將三者美學藝術

化，相對地，讀者作為觀光客在面對形同藝術殿堂的甜點店時，也有其對應且合

宜的鑑賞方式，作者此時便以專業之姿，教導讀者在面對甜點與甜點店時如何進

行感官實踐，以「推薦」此委婉語氣以及以第一人稱「我」來細描親身經驗，以

提升讀者對地景的消費動機，並再現特定的甜點觀光儀式化意象，《巴黎甜點》、

《記住巴黎的甜滋味》與《巴黎時尚甜點咖啡館》均在甜點儀式化有或深或淺的

著墨。儀式化的範疇廣泛，舉凡甜點店參拜路線、賞味良辰與地點、甜點與飲品

的搭配首選、甜點品嘗的禮儀步驟等，從以下節錄可見各作者對儀式化的凝視視

角有所歧異。 

「從有點距離的皇室街算起，『拉居黑』（Ladurée）的百年本舖就位在靠近街角的十

六號。走進廣場，東角正是專賣各式高檔第戎芥末醬的『梅樂』（Maille Moutarde），…。

跨過一條小街，迎面而來的則是『松露之家』（Maison de la Truffe）（巴黎甜點，p.42）。」 

「喜歡瑪佳烘的人不妨點一份『伊思芭翁』，粉紅的色澤散發出高級玫瑰的口味，配

上一壺溫熱的茶品，伯爵茶是上選，大吉嶺也不遜色。反正拉居黑十四種推薦茶款無一不

佳，輕咬一口酥到入嘴即碎的可頌或是略帶濕潤卻結實的蛋糕，再輕啜一口潤舌暢喉的熱

茶，配上手中值得細讀的好書，…（巴黎甜點，p.79）。」 

「隨便選了最近的一家咖啡館，匆忙踏進店裡時隨手指了指牆上貼的礦泉水海報，問

也來不及問就坐上了門邊的位置，喜孜孜地將袋子裡的兩個蛋糕盒拿出來擱在桌上。等侍

者送來沛綠雅礦泉水（Perrier）時，…連聲抱歉並詢問是否可以在此試試剛剛買的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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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侍者臉上非但沒有慍色，還朝著皮耶‧艾禾墨的紙袋頻頻豎起大拇指，之後又跑回

吧台，體貼地遞過來一只小叉子，又一位在巴黎遇到的天使。小心翼翼地將甜點分別從盒

子裡拿出來，將盒子重新蓋上，再把甜點放到盒蓋上仔細端詳（巴黎甜點，p.168）。」 

「當『漂浮之島』送上來時，終於明白這個名稱的由來，表面淋有焦糖的圓球，輕飄

飄的浮在滿佈盤底的英式奶醬上，就像一個浮在奶油海上的夢幻之島，突然想起宮崎駿的

漫畫《天空之城》。輕輕用湯匙舀下一小塊島嶼的邊陲地帶，勁道太大了可是會讓這個圓球

滑出盤子邊緣的，輕軟又帶著彈性，糖與蛋白充分的融合夾著空氣粒子，百分之百是義大

利蛋白霜（巴黎甜點，p.191）。」 

從以上《巴黎甜點》的節錄可見作者將自身甜點品嘗體驗的儀式化過程，如

遊記般細描，從參拜路線總是以確切的路名找起，再依下一家路名或號碼找去；

作者對於甜點賞味時間沒做描述，反倒是甜點與飲用的搭配以及在品嚐前的視覺

體驗，有完整的儀式化敘述。作者以親身經驗提供給讀者，拉近作者與讀者的距

離，更加深讀者體驗虛擬實境的臨場感受。 

《記住巴黎的甜滋味》不同於前者，針對儀式的教化，作者有意識地彙整出

「資訊式」加「主觀式」的論述方式，將作者本身定錨在一權威性的角色中。 

「Day1：Saint-Germain-des-Prés 地鐵站聖傑曼德佩教堂（至教堂周邊閒晃）Gérard 

Mulot（早餐或午餐外帶熟食塔派）Pierre Hermé（外帶巧克力繃繃及甜點，也可以預約

甜點集）盧森堡公園（在盧森堡公園野餐巴黎的週末早午餐）Pierre Marcolini（採買巧

克力繃繃或巧克力霸）Grom（吃義式冰淇淋）Pascal Caffet 或 Debauve & Gallais（享

用甜點與巧克力）（記住巴黎的甜滋味，p.83）。」 

「到目前為止，Pierre Hermé的巴黎店鋪均無附設茶館，但因 Pierre Hermé總店位於

盧森堡公園附近，走路約 5 分鐘可以到達。坐在公園的綠色躺椅上，學法國人的慵懶自在，

一邊享用著巴黎最棒的甜點，相信你也會認為盧森堡公園這座具備優雅氣質的公園就是世

界頂級的天然茶館。此外，因電影《達文西密碼》走紅的 Saint-Sulpice 教堂，也位於 Pierre 

Hermé總店的斜前方，如果等不及走到盧森堡公園，教堂前方的廣場也是個不錯的選擇（記

住巴黎的甜滋味，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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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ina 的午茶沙龍除了有數量頗豐富的甜點之外，也提供法式鹹派等輕食及午餐

餐點，而選擇早餐時段則是可避開人潮的好方法（記住巴黎的甜滋味，p.42）。」 

「店內的鎮店名物是非洲熱巧克力（le chocolat chaud，小名為 l’Africain），香濃無比，

質地濃稠，甚至須以湯匙輔助食用。這熱巧克力還附贈一球滑順細緻的鮮奶油，在冬天的

巴黎享用，絕對是幸福指數破表。…由於熱巧克力與蒙布朗的甜度皆高，除超級甜食迷可

以同時選用外，建議僅取其一，留下一個人質當作下次再造訪 Angelina 的藉口吧（記住巴

黎的甜滋味，p.43）！」 

「隨意挑選幾個麵包，帶到附近傷兵院（Hôtel des Invalides）的草地上野餐，可以一

邊遠望巴黎鐵塔，一邊享受剛出爐的麵包，幸福指數絕對是 100%破表（記住巴黎的甜滋味，

p.139）。」 

「其中較為人所推薦的是甜點推車，可以直接由甜點推車上選擇甜點（如野草莓塔、

coup du soleil 等），或是選擇相當適合佐以紅茶享用的馬德蓮蛋糕（madeleines）或是費南

雪蛋糕（financiers）。除了午茶沙龍之外，也別忘了參觀一下附設的博物館（記住巴黎的

甜滋味，p.56）。」 

此外，《巴黎時尚甜點咖啡館》雖然鮮有甜點觀光路線的指引與建議，但是

對於品嚐的地點、時間、飲品搭配有不少著墨，因為作者本身是採訪記者的角色，

推薦多來自於甜點店所提供。 

「在前往艾菲爾鐵塔途中請務必前來瞧瞧（巴黎時尚甜點咖啡館，p.81）。」 

「夏季建議在開滿天竺葵的美麗中庭裡享用下午茶。（巴黎時尚甜點咖啡館，p.65）。」 

「在夏季晴朗的日子，店外會擺設小小的露天座位，無法外帶的話也可以在這裡享用

（巴黎時尚甜點咖啡館，p.121）。」 

「除了種類豐富的日本茶和中國茶，也提供茶品風味的蛋糕，還有許多能讓東方人感

到放鬆的品項。這天我所品嚐的是茶館推薦的櫻花香茶，當然還搭配了現做的甜點！據說

店內最受歡迎的是依蘭依蘭馬卡龍（macaron Ilang-Ilang）和椹果巧克力蛋糕（religeuse au 

Nutella）（巴黎時尚甜點咖啡館，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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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巴黎甜點》、《記住巴黎的甜滋味》、《巴黎時尚甜點咖啡館》三者

論述方式上的異同，作者皆藉由導覽書寫的形式建構巴黎甜點儀式化，然權威性

則有程度上的不同。此外，另一種儀式化的示現則落實在甜點店本身的舞台真實

性，以及觀光客受甜點店舞台場景影響的展演。 

「走道盡頭的右側有個領位小櫃台，一位身著制服、長髮挽成髻的女士就站在櫃台後

方頷首微笑，隨時準備提供帶位服務。（巴黎甜點，p.22）。」 

「在法國，所謂頂級的甜點店或是茶沙龍都規定在店內是禁止攝影的，為的是要保障

店內的顧客不會受到照相機快門聲與閃光燈的騷擾。不過有些店家則沒有這種限制；即使

如此，事先的詢問與照會是應該遵守的基本禮儀，就算不會說法語，指指相機，做出詢問

的表情，對方也能夠了解你的用意何在（巴黎甜點，p.25）。」 

《巴黎甜點》作者形容甜點店員的服裝儀態，在客人面前的舉止表情，呼應

第四章第三節所述的觀光客所見的舞台真實性樣貌與儀式。又作者將甜點店比擬

成教堂或博物館，因為通常只有在這類場合會看到禁止攝影的標誌，店內的甜點

之作或客人就如同教堂內的文物或做禮拜的信徒，亦或博物館內的藝術品或遊

客，挪用後兩者的參觀禮儀，進入甜點店的觀光客就如同進入教堂或博物館的遊

客，勢必要經過「將相機收起」這個步驟的展演或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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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台版巴黎甜點導覽依循法國指標與系統建構美食正當性 

 

14 世紀文藝復興時期，行會（guild）出現於法國社會，用以鞏固職人的專

業度並保障職人的工作權益。法國大革命後，因為御廚多離開皇室，為求謀生而

開設餐廳，使得餐館一家家在巴黎林立，又因為法國帝制的廢除，自由、平等、

博愛的社會價值觀廣播，象徵言論自由的出版業者與新聞媒體市場大增，因此，

這個時期的料理論述也大量產出。19 世紀初期，Grimod de la Reynière 這位美食

記者兼美食家為後世的美食評鑑奠基。筆者於第二章文獻探討說明：「Grimod 不

只是巴黎餐廳導覽書籍的始祖，規劃地區分類與品項分類；他還是美食鑑賞評審

制度（jury dégustateur）合法化（légitimations）的原創者，並為此鑑賞制度下定

義，使其成為米其林美食評鑑的前身。」爾後，廚神 Marie-Antonin Carême 書寫

了料理規範的制定、料理技術的解析，為後世的廚師開創一套原則規準。因為有

前人的指標性評鑑，定錨了食材、菜餚、餐桌禮儀在美食場域的位置，也定錨了

職人「專司其職」在消費者心中的價值，而看重專業與規範的法國亦透過巴黎甜

點導覽書的陳述展現出來，可見於《巴黎甜點》與《記住巴黎的甜滋味》，這印

證了這兩本導覽是依循法國建構美食場域的脈絡去書寫甜點觀光，看重美食場域

中專司其職又能進一步跨領域媒合，像是文學場域、藝術場域等，建構特定的意

識形態與象徵意涵。 

「在法國，麵包店、甜點店、茶屋與咖啡店都有其專門的名稱，這代表了專司其職的

一種要求，各式的麵包只有到麵包店裡才買得到，甜點店供應高級精緻的甜點，茶屋總是

在優雅沉靜的環境中讓人品嚐一壺好茶，顧客也以女性或是家庭為主，而咖啡店則是各路

人馬雜沓，咖啡香與煙味齊發的臥虎藏龍之處（巴黎甜點，p.21）。」 

不只在制度面上，專業度亦在各行各業與人相處中展露，對於甜點店與茶館

的店員，在客人面前的展演也是專業的表現。 

「服務櫃台裡站著身著白袍的工作人員，不厭其煩地將架上的茶桶取下拿上，讓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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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嗅著不同的茶香，找到滿意的茶款之後，再論斤秤兩替顧客仔細包裝；身著深色西裝

的經理及人員則殷勤地替顧客介紹各式罐裝茶品，所有的工作人員都面帶微笑、舉止從容，

無論上門的客人是多是少，總是不疾不徐，一股浸淫在茶文化裡煥放而出的氣韻（巴黎甜

點，p.114-115）。」 

「店內的馬蛋（madame）相當親切，幸運的話，馬蛋還會大方的提供一整顆的巧克

力繃繃試吃。以我的親身經歷來說，第一次試吃因為吃到不喜歡的口味，馬蛋二話不說，

立刻再提供第二顆巧克力繃繃用以蓋掉不喜歡的味道，真可以說是佛心來的，也展現出對

於自家作品的豪氣與信心，不得不推（記住巴黎的甜滋味，p.54）！」 

時至今日，美食指南、老牌報章雜誌評鑑、法國最佳職人、法國國家騎士勳

章等指標物的出現與傳承，都一再說明法國，尤其巴黎，為重視專業與評鑑的國

家與城市；甚至，眾多評鑑與指標受其他國家奉為圭臬。這點，只能單就《記住

巴黎的甜滋味》此導覽書的視角爬梳，書中指出附屬於費加洛報（Le Figaro）的

Figaro 雜誌與美食評鑑指南 Le Pudlo Paris 是評選巴黎甜點的指標性刊物，此能

印證巴黎為落實專業評鑑的城市，亦能印證《記住巴黎的甜滋味》此台版巴黎甜

點導覽書是完全接受法國建構美食性所依循的指標走，不是以台灣人的消費特性

及市場需求為依歸。 

「千層派得到《Figaro》雜誌的極高評價，也是店內推薦定番商品。…除了巧克力千

層派、巧克力閃電泡芙和巧克力塔是店內的定番巧克力甜點外，像是泡芙（Paris-Brest）、

檸檬塔（tarte au citron）也都相當誘人，不容錯過，尤其是檸檬塔還在 2009 年得到《Figaro》

雜誌評選為巴黎檸檬塔亞軍，值得一試（記住巴黎的甜滋味，p.54）。」 

「Carl Marletti 曾擔任巴黎和平咖啡館（Café de la Paix）的甜點主廚，更在 2009 年被

Pudlo 指南選為年度最佳甜點鋪，他的檸檬塔得到《Figaro》雜誌評選為巴黎最佳檸檬塔（La 

meilleure tartelette au citron de Paris），不容錯過（記住巴黎的甜滋味，p.178）。」 

「Arnaud Delmontel 曾經獲選 Pudlo Paris 2006 指南年度甜點師傅（Pâtissier de l’année 

2006 par Pudlo Paris）（記住巴黎的甜滋味，p.183）。」 



 

115 
 

Le Figaro 會成為《記住巴黎的甜滋味》作為巴黎甜點店篩選依據必然有其

原因。法國指標性雜誌《費加洛》(Le Figaro)，其為創自 1825 年法國國內發行量

最大的綜合性日報《費加洛報》的附屬刊物，從雜誌網站

(http://scope.lefigaro.fr/guide/)左上角的 palmarès gourmands 可看到每個月都會評

鑑出一則「巴黎最佳美食得獎名單」（palmarès du meilleur de la gastronomie 

parisienne），而且都會有小短片公開主廚評審團的品味標準，每次的主題不一，

每個月出刊的美食評鑑已歷時近十年，巴黎經典甜點的歷年評鑑主題有 2013「巴

黎最佳巧克力修女泡芙」、2012「巴黎最佳巧克力馬卡龍」、2010「巴黎最佳巴黎．

布列斯特」、2009「巴黎最佳千層派」（圖 5-7）、2009「巴黎最佳檸檬塔」（圖 5-8）

等等。再者，許多巴黎得獎的甜點店都將其視為一份殊榮，並把報導公告在自家

的官方網站上，甜點導覽書的作者因而也將其視為有公信力、聲譽的巴黎甜點店

篩選依據。 

 

（圖 5-7）左：雜誌《Figaro》評鑑巴黎最佳千層派 

（圖 5-8）右：雜誌《Figaro》評鑑巴黎最佳檸檬塔 

 

 

Le Pudlo Paris 是 Gilles Pudlowski 創始於 1999 年的年度巴黎美食評鑑指南，

每年一本，時至今日，在法國其知名程度緊追米其林紅色指南。Gilles Pudlowski

是法國週刊 Le Point 全職的知名文學評論家和美食評論記者，除了每週為 Le 

Point 寫美食評論、旅遊專欄外，也為法國生活雜誌 Saveur、兩家報紙 Républicain 

https://www.facebook.com/lefigaro?directed_target_id=0
http://www.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scope.lefigaro.fr%2Fguide%2F&h=yAQFExtDXAQFSRx8fRr1F1TiagRwrhwciDzlHDQGx6d3LiA&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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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rain 和 Dernières Nouvelles d’Alsace 書寫，不只大幅報導法國境內的名廚，其

美食評論也遍及歐洲，甚至全球；甚至，經營以自身為名的美食評鑑部落格

（http://www.gillespudlowski.com/）。Le Pudlo Paris 誕生的隔年，Le Pudlo France

也相繼問世。2007 年起，這兩本美食評鑑指南也在紐約出版，紐約時報將其視

為「法國美食家的秘密收藏」（ secret le mieux gardé des gourmets français），更讚

賞這兩本美食評論「他們的餐盤15比米其林的星星更值得信賴」（ses assiettes sont 

plus fiables que les étoiles du Michelin）。此外，紐約時報16也於 2005 年專題報導

比較 Guide Michelin 和 Le Pudlo 的讀者群不同，前者需要花好幾年去認可一家好

餐廳，正好適合年長的遊客或膽小保守的觀光客；後者推薦街坊鄰居間特色肉

舖、麵包店、乳酪店、茶館、餐廳，可以讓讀者立即更新餐廳新秀，對巴黎人來

說非常有價值(Prial, 2005)。2009 年，Pudlo Paris 將年度最佳甜點師傅（Le 

meilleur pâtissier de l’année）頒給 Carl Marletti；2011 年，旅法日籍甜點師傅

Sadaharu AOKI；2012 年，位於第 9 區的甜點新秀 Sébastien Gaudard 等，並因此

殊榮感到驕傲。有鑑於此，許多甜點導覽書作者將其視為巴黎甜點店揀選的指標。 

此外，甜點師傅的專業度亦是受評鑑對象，而評鑑甜點師傅屬於何種等級亦

有其標準—是否獲得法國最佳職人（M.O.F.）、世界甜點大賽冠軍（Champion du 

Monde de Pâtisserie）或是法國國家典範勳章騎士勛位（Chevalier de l’Ordre 

National du Mérite），這三種獎項皆屬法國職人最高榮耀。 

「Pascal Caffet 是一位甜點師傅，同時也是巧克力及冰淇淋師傅。他不但在 1989 年拿

過法國最佳職人獎章（MOF），當時年僅 27 歲，同時也在 1995 年獲得甜點、巧克力、冰

淇淋世界冠軍的榮譽，2005 年更獲頒法國國家典範勳章騎士勛位（Chevalier de l’Ordre 

National du Mérite）（記住巴黎的甜滋味，p.104）。」 

                                                      
15

 Guide Michelin（米其林美食指南）是以 1~3 顆星星作為餐廳等級評鑑；Le Pudlo 美食指南則

是以 1~3 個餐盤（l’assiette）作為餐廳等級評鑑，1 個餐盤代表好餐廳，2 個餐盤代表很棒的餐

廳，3 個餐盤代表最佳餐廳之一，若是 1 個破餐盤，代表曾經值得拜訪但現在不再推薦的餐廳。 
16

 紐約時報以「The Anti-Michelin: Caution and Anonymity Not Required」為標題介紹 Pudlowski

及其美食評鑑指南 Le Pudlo。http://www.nytimes.com/2005/06/15/dining/15pudlo.html?pagewanted=1&8hpib 

http://www.gillespudlowski.com/
http://www.nytimes.com/2005/06/15/dining/15pudlo.html?pagewanted=1&8hp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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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ck Roger 在 2000 年得到法國最佳職人獎章（MOF）的最高榮譽，2008 年更獲

選為巴黎最佳巧克力師傅（記住巴黎的甜滋味，p.107）。」 

「由曾帶領法國隊獲得 2003 年的世界甜點冠軍（Champion du Monde de Pâtisserie）

的知名甜點師傅 Philippe Conticini 所創立（記住巴黎的甜滋味，p.180）。」 

甚至，一間店受評鑑的依據來自於其他知名廚師或甜點師傅賦予極高評價，

這也算是另類的指標價值，而從以下《記住巴黎的甜滋味》節錄可見。 

「由於 Verlet 的咖啡品質相當好，據報導，知名的三星主廚 Pierre Gagnaire 以及 Alain 

Passard 都是使用來自 Verlet 的咖啡（記住巴黎的甜滋味，p.45）。」 

「三星主廚 Paul Bocuse 更說，論到法國甜點，就只有 Antonin Carême（1784~1833）

和 Gaston Lenôtre（記住巴黎的甜滋味，p.151）。」 

從 18 世紀末以迄今，從料理論述、甜點評鑑到專業比賽與名廚推薦，巴黎

城市瀰漫對專業的重視與職人的尊崇是經由社會各階層的努力而一脈相傳。今

日，台灣出版的三本甜點觀光導覽書中，《巴黎甜點》主要以甜點遊記為主體，

權威式導覽較不明顯，但是內容多將甜點此美食場域連結至文學、音樂、哲學、

時尚等場域以形成作者欲表達的立場與意識形態，這呼應文獻探討中法國美食場

域建構的多元形式，因此，此書的導覽形式屬於依循法國美食性建構的系統模

式，然替導覽書中甜點及甜點店背書的專業指標不足。唯一完全依循並接受法國

美食性建構系統與指標的是《記住巴黎的甜滋味》此導覽書，作者建構了自身對

巴黎甜點觀光的意義論述與意識形態，亦援引法國專業性指標作為選擇甜點店與

甜點的依據，足以提供客觀資訊，也能夠呈現主觀論述。而《巴黎時尚甜點咖啡

館》此導覽書，由於提供豐富的資訊，以日本及台灣市場需求做考量，呈現的是

出版邏輯系統，較缺乏對法國甜點此美食性的建構與論述。因此，由於三本巴黎

甜點導覽書的論述深淺不一，筆者分析甜點導覽書所建構的巴黎在程度上有所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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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台灣赴巴黎甜點觀光客的消費實踐 

 

Urry 認為觀光這種特殊的出門遠行是一種炫耀性消費，藉由中介迷離的特

殊身份以及對想像的真實追求為觀光客帶來滿足感與成就感(Urry, 2007)。一般人

平常不會一天去好幾家甜點店進行消費，因為出門遠行到巴黎的特殊性產生了社

會距離，也形塑了身分的差異，化身為巴黎甜點觀光客，一天走訪好幾家甜點店

這種非常態的消費因為中介迷離而變成平常，完封甜點朝聖之路變成理所當然，

有鑑於此，巴黎甜點美食觀光的正當性在一位位台灣赴巴黎的甜點饕客進行消費

實踐後受到鞏固。 

以下筆者透過與台灣赴巴黎觀光客進行的深度訪談，指出在甜點朝聖之路

上，甜點觀光客因為身體移動至巴黎時間的長短、文化資本的深淺在進行甜點消

費實踐時產生顯著的差異，第一節先介紹甜點觀光客的類型，第二節進而分析台

灣赴巴黎甜點觀光客的消費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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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台灣赴巴黎甜點觀光客分析 

 

筆者已經完成的訪談名單如下，並為訪談者標號為 T1~T20（Tourist 1~20），

做為在分析中標記訪談者身分使用： 

對象 身分 性別 年齡 

1. 丁瑞瀅 鐘錶行老闆夫妻檔偕同小女兒 女 31-40 

2. 零一零 上班族夫妻檔偕同一幼子 女 31-40 

3. Tristan 上班族夫妻檔偕同一幼子 男 31-40 

4. Ariel 法式料理師傅安東尼太太 女 30-40 

5. Mimi 家庭總管 女 41-50 

6. Rachel 師大英語系、國中英文老師 女 21-30 

7. 培芳 國中國文老師 女 31-40 

8. Kelly 師大英語系、國中英文老師 女 31-40 

9. Candice 師大歐文所學生 女 21-30 

10. 黃寶妹 美髮業者 女 31-40 

11. 費聿山 南崁高中老師 男 41-50 

12. 費太太 南崁高中老師太太 女 41-50 

13. 李依輯 巴黎廚藝留學生 女 20-30 

14. 安東尼 法式料理師傅、巴黎廚藝留學生 男 30-40 

15. 許嘉麟 師大地理所、巴黎文化研究留學生 女 21-30 

16. 石武耕 巴黎文化研究留學生 男 31-40 

17. 鄭畬軒  中山外文系、Jacques Genin 甜點實習生 男 21-30 

18. Bertile 中央法文系、巴黎法語教學留學生 女 21-30 

19. Karen Carl Marletti 甜點實習生 女 21-30 

20. Amber 長榮航空空服員 女 31-40 

 

筆者於分析巴黎甜點觀光消費訪談稿的過程當中，歸納並整理出 20 位訪談

者大致上可區分成兩種類型的巴黎甜點消費者：（一）需要帶著導覽的甜點觀光

客、（二）不需要帶著導覽的甜點觀光客。這兩種類型的甜點消費者其社會背景、

停留在觀光目的地的時間有所差異，以下做概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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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需要帶著台灣導覽的甜點觀光客 

T1~T10 這些訪談者，屬於「需要帶著導覽」的甜點觀光客。在訪談的過程

當中，這些訪談者有 7 位屬於第一次到巴黎自助旅行的觀光客，停留巴黎的時間

通常是在暑假期間的一至兩星期，少數 2~3 位（T1/T4/T5）會待到一個月之久。

儘管這些人對於巴黎的認識與想像來自四面八方的媒介與資訊，在踏上巴黎花街

之前，拜讀巴黎旅遊書與瀏覽部落格資訊的功課仍是不可或缺。 

「一開始就是看旅遊書，像姚筱涵寫的，或是《安朵的巴黎》，因為它有把巴黎分區，

你就知道每區有哪些店（訪談稿 T4，10/07/2013）。」 

「在第一次去巴黎前，會買一些導覽書在出發前看，先選出一些想去的景點（訪談稿，

T5，08/05/2014）。」 

「去巴黎之前有看過導覽書，無論是以巴黎為主包山包海的，或是單就甜點的導覽書

都有參考，我跟團友因為要規劃行程，所以有分工合作，我們也有上網去看一些部落格的

推薦（訪談稿，T6，09/05/2014）。」 

「我們有上網找部落格的文章、有看導覽書，也有在書局翻到單純講甜點觀光的導覽

書『記住巴黎的甜滋味』、『巴黎時尚甜點咖啡館』，後來就到高雄市立圖書館借閱（訪談稿，

T7，09/05/2014）。」 

「（隨行友人）說是很有名的百年老店，很多觀光客去，她們讀到的旅遊書也有推薦，

好不好吃當時不知道，只是因為有名氣（訪談稿，T9，12/05/2014）。」 

「有一天服務一位客人，她那天就帶了那本甜點書（記住巴黎的甜滋味）來，剛好我

妹寶金要跟同學去自助，我就問寶金説我可以一起同行嗎？後來我也買了一本，想説自助

應該會用到！心裡想說法式甜點是國民美食（訪談稿，T10，12/05/2014）。」 

又因為大多是初次遊玩巴黎者，受到導覽書與部落格投射出來的巴黎意象影響

後，他們大多帶著綺麗想像去旅行。因為法國之於台灣，是個充滿歐洲異文化的

他者，萬事新鮮，舉凡建築、藝術、時尚、美食等等，包山包海，什麼都看，所

以需要導覽書的資訊以按圖索驥尋訪景點。這些訪談者也是喜愛品嚐甜點的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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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但多數受限於停留巴黎的時間不長與顧及安排其他想去的觀光景點，因此這

些訪談者不是以品嚐甜點為此趟巴黎自由行的首要之務，而是在探訪特定的景點

路線上，剛好有知名甜點店在附近，順道拜訪，甚至是以最知名、具代表性、導

覽投射出讓人強烈想品嚐慾望的甜點店為最。 

「第一次來觀光時只有去 Angelina，因為它在羅浮宮跟杜勒麗花園附近，想說逛完可

以去那休息，慢慢享用，算是順便（訪談稿 T4，10/07/2013）。」 

「我們當時是特別以巴黎市區為主的自助旅行，有些書會幫你把景點附近好吃的餐廳

或甜點店都寫進去，變成一日遊的行程，那我們就會看地圖去選那些在我們要去的景點附

近的店，或是同行的團友大家都會很有興趣的，因為你也不可能一天 24 小時都在吃甜點，

那你當然要做一點選擇，比如說我們有一天去了凱旋門，凱旋門附近都聚集一些大型、知

名的店，就在香榭大道上，那邊就是有馬卡龍很有名的創始店 Ladurée，所以簡單來說就是

我們當天先從別的景點到凱旋門，然後沿著香榭大道走到 Ladurée 去買馬卡龍（訪談稿，

T6，09/05/2014）。」 

「當初想說可以去逛一下香榭大道，剛好 Ladurée 也在旁邊；Pierre Hermé就在花神

咖啡館附近，所以想說剛好在附近就一起過去。我們是先經過花神咖啡館，我們知道它很

有名，但沒有進去喝咖啡，接著前往旁邊的精品店買 LV，之後再走去 Pierre Hermé買甜點

（訪談稿，T7，09/05/2014）。」 

「其實是剛好要去凱旋門，然後朋友琪琪跟蔣蔣就說那邊剛好有一家 Ladurée，我們

也沒記住地址，就走著走著看到了，就進去買了，算是剛好要去景點（訪談稿，T9，

12/05/2014）。」 

「我記得我們（T4 與 T14 是夫妻）一開始來是觀光嘛！所以都會選剛好在景點附近，

可以順便拜訪，最主要是這樣。因為觀光客會沒有時間慢慢去找小巷子，一定要跟他的觀

光景點行程是合在一起的，這樣他才會去（訪談稿 T14，10/07/2013）。」 

此時，借助導覽書的資訊與地圖以安排旅遊路線顯得相當重要，對於 T1~T10 的

訪談者而言，內容含有甜點觀光的導覽書與旅遊媒體所投射出的巴黎甜點意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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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即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特別的是，在與訪談者 T1 進行訪談時，她所關注的導覽資訊從台灣出版的

轉為日本出版的，原因在於台灣出版其導覽內容的專業度與細膩度受到 T1 的質

疑，又因為法國甜點是經由日本而傳散至台灣，T1 的日文程度不錯，因此她會

將台灣產製的導覽資訊與日本產製的導覽資訊做比較，最後取精確度與專業度，

T1 大多依賴日本產製的巴黎觀光資訊為主。 

「我在 06 年去巴黎前，是沒有部落格的，我是看葉怡蘭那時開的一個網路討論區，

很多現在有名的人，像是謝忠道，都在上面討論，現在他們都是美食家了。除了謝忠道以

外，後來陸續有 follow 杰希嘉、安朵等等，因為他們本身住巴黎，本身居住時間長，才會

嘗試那麼多甜點。…從巴黎玩回台灣之後，因緣際會下我們電視裝了衛星（可以看到日本

的電視節目），發現資訊非常的多，像是日本人他們非常熱愛巴黎，像他們就會有很多節目

的主題是不一樣的。…我們除了看日本的節目之外，還有看（台灣出版的）旅遊書，但發

現很多都是汗牛充棟、專業度不夠，很多（台灣）名人去遊學三個月也出書，…我要的不

是這方面的資訊，買了之後覺得不適合我，所以後來我反而會拋棄台灣作者寫的書，去找

日本人寫的，真的都有專業的內容敘述，有些像是旅遊路線安排得很好，也有專門在寫甜

點的。…日本已經有很專業的研究，主題化很精細，所以我的資訊反而不太看部落客，偏

向日本電視節目、日本翻譯過來的旅遊書或是日文書（訪談稿 T1，23/11/2013）。」 

在與訪談者 T5 進行訪談時，她向筆者述說自己到法國，甚至巴黎，遊玩已

達近十次，她回憶起約莫十年前第一次到巴黎遊玩之前，會認識巴黎甜點並感興

趣是因為其友人從巴黎帶馬卡龍回台與她分享，在十年前早已嚐過真實的巴黎

味。然而，儘管已嚐過巴黎味，第一次前往巴黎獵尋甜點芳蹤也是需要借助導覽

書的資訊。當時的台灣還沒有專門以甜點為主題的觀光導覽書，而是粗淺介紹巴

黎食、衣、住、行、育、樂的包山包海指南，對於巴黎甜點店的介紹也僅有三家，

於是她便在第一次去巴黎時，走訪所有導覽書上介紹的甜點店。 

「一定要去的是 Ladurée，那個是必訪，我去過馬德蓮教堂旁的那家，最古老的，書

都是這樣寫，後來也有去過香榭麗舍大道上那家。…還有去過 Lenôtre，在凱旋門附近那一



 

123 
 

家。還有一家是 Fauchon，也是書上寫的。所以去這幾家，是因為導覽書上只有寫這幾家

（訪談稿，T5，08/05/2014）。」 

爾後，因為喜歡法國文化而開始學習法文，近年幾次重遊巴黎度假時，便不再依

賴導覽書，而是使用當地的語言，融入當地的文化，散步巴黎走訪偏愛的甜點店，

從與 T5 的訪談中得知，顯然地早期台灣介紹巴黎旅遊導覽書籍的特色與影響力

是「導覽粗淺領進門，深度探訪在個人」。 

「書上只有寫，Passy 區是日本人居住的地方，那一區的氛圍很好、悠閒，巴黎很多

貴婦也會在那邊喝下午茶，在那邊可以看到 local 的人，真正生活的樣子，書中的描述牽動

我去那個地方，但是我們台灣的書還是太淺顯了，到當地看了會有更深的感受（訪談稿，

T5，08/05/2014）。」 

「我發現早期台灣的旅遊書都沒有寫得很清楚，沒有很專業，只是說那個地點，妳有

地圖、資料可以依循，當時台灣旅遊書上寫的店家也沒那麼多，後來才越來越多。因為那

時第一次去，妳沒有什麼經驗，那兩、三家就想說一定要去，去了以後才會發現這些甜點

店還有很多東西是很特別的。我覺得導覽書的功能，就是給我們很多憧憬，我們會需要它

來導覽，因為不知道，沒有 idea 嘛，我們就一定需要導覽書，其實它沒有很清楚地介紹，

因為它要講的東西太多了，只能很皮毛地講（訪談稿，T5，08/05/2014）。」 

 

（二） 不需要帶著台灣導覽的甜點觀光客 

T11~T20 這些訪談者，屬於「不需要帶著導覽」的甜點觀光客。在這些訪談

者當中有 7 位是曾經或現在在法國留學、工作，擅於使用法文，裡面有一半是法

國廚藝或甜點專業，有一半是進修文化研究的留學生，因為旅居法國的關係，他

們停留在法國的時間比一般觀光客長，短則一年，長則好幾年，對於當地法國人

而言，他們是廣義的觀光客，或稱為居遊者，對法國文化有相當程度的認識，在

旅居法國期間，他們融入法國日常生活當中，深度體驗在地真實文化。 

「像是我本身是學料理，也多少要懂甜點，所以對我而言，吃甜點有很大的成分是長

知識，去認識（訪談稿 T14，10/07/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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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訪談者也是巴黎甜點的愛好者，因為浸濡在觀光目的地的時間充足，而且擁

有法國美食文化的背景知識，他們在拜訪巴黎甜點店時已經不需要台灣出版的巴

黎甜點導覽書、部落格資訊來按圖索驥，因為他們本身就擁有專業充分的甜點文

化資本，足夠讓他們在進入巴黎甜點店時就個人專業與感官喜好進行消費實踐，

甚至有些訪談者本身就足以稱之為巴黎美食觀光導覽員。 

「大多看外國網站（英文和法文），台灣人寫的網誌也會看，但是因為我自己也寫網

誌（6~7 年），所以會知道其他人寫的可信度有多高（訪談稿 T17，27/11/2012）。」 

「剛剛說到長知識的部分，去吃這種甜點，而不是在隨便超市買個東西回家當飯後甜

點，我們到這種店裡特地買個甜點來吃，有一部份的感覺就像我們花錢去看展一樣，那會

給我們帶來一種新的體驗，一般來說就是一種新的資訊，很具體的部分，像是：『喔，這個

可以配這個。』這是最基礎的部分；但是，到最抽象、最感官的部分，就是我沒有過這種

味覺感受。…知道法國人會吃什麼，知道什麼可以配什麼，知道什麼技巧怎麼運用，這裡

要脆、那裡要鬆，這個東西是 connaissance（知識），怎麼去 connaitre quelque chose（知道、

認識某個東西），但是再到另一個層次，就是你自己的抽象感覺，那是 sentir（感覺）（訪談

稿 T16，10/07/2013）。」 

然而，留學生多因為需要自我控制進修的生活花費，所以經濟資本多受限，巴黎

甜點之於美食餐，就花費而言，前者進入的門檻較低，而從甜點消費獲得的感官

體驗卻是與美食餐所獲得的不分軒輊。 

「然後後來變成留學生時因為預算沒有很多，沒辦法一直吃高級餐廳，但是甜點是可

以用最少的預算達到最大的滿足，然後又有那種妳人在巴黎的優越感覺，就會每一間店都

想去吃看看，一次又可以買好幾個，覺得漂亮又有美感（訪談稿 T4，10/07/2013）。」 

因為對目的地語言的熟稔，他們對在地美食文化的深化是直接藉由法文資訊來導

覽，不需要經由文化轉譯的過程。 

「我會看 Le Figaro 的排名，因為 Le Figaro 都會排檸檬塔或是 l’éclair（閃電泡芙）、

千層派，所以我會看它的排名，然後看排名很前面的，我就一定要去（訪談稿 T18，

26/1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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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自己住在這裡之後，就會拓展找尋甜點店的資訊。像看 Le Figaro 那些排名，

我會依照那個，才知道法國人欣賞的角度是這樣；又或者米其林介紹的是怎樣，才會更細

節地去研究想吃的東西。但是那個我們台灣人或一般觀光客，就不是很在乎。但這是當我

比較懂法文，真的很想鑽研時（才會在乎細節）（訪談稿 T4，10/07/2013）。」 

其他 3 位訪談者（T11/T12/T20）儘管不是旅居巴黎的留學生，他們亦不是初訪

巴黎的觀光客，而是多次漫遊巴黎的自助旅行者，每次前往法國或巴黎旅行的時

間長達一、兩個月（T20 則因飛航工作關係，遊歷巴黎的次數頻繁），其首要之

務為美食觀光，吃遍巴黎的道地料理與經典甜點、下鄉尋訪法國知名葡萄酒產

區；因此，他們不像一般初遊巴黎的觀光客，萬物皆看，而是著重在「吃」所帶

來的「真實的巴黎味」。 

「我們不是因為景點而去，而是我們想要去吃這幾家（甜點店），所以我們都特別繞

過去吃（訪談稿 T12，30/11/2013）。」 

「我通常都是因為甜點本身吸引我而去的，如：PH、Jacques Genin、Carl Marletti、

Jean-Paul Hevin、Angelina 等等，都各自有其招牌的甜點，是我每次去必吃的（訪談稿，T20，

14/05/2014）。」 

筆者藉由訪談的過程，歸納出 T11~T20 的訪談者幾乎是不需要帶著台灣導覽資

訊的甜點觀光客，他們與上述 T1~T10 的訪談者有所區隔，多不受台版的甜點導

覽所投射出的資訊影響。 

因此，筆者於下一節分析這兩類的巴黎甜點觀光客，指出他們的消費實踐與

感官體驗有其共通性與差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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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灣赴巴黎甜點觀光客的消費實踐 

在甜點朝聖之路上，受訪者所積累的消費實踐，筆者藉由訪談後的論述分析

歸納為以下三點：（一）符號蒐集－捧在手心的幸福精品、（二）儀式秀異－不容

輕忽的神聖祭典、（三）感官記憶－協調美感的身體展演，並依序分別探討需要

與不需帶著台灣導覽的甜點觀光客其異同。 

 

（一）符號蒐集－捧在手心的幸福精品 

 需要帶著台灣導覽的甜點觀光客 

觀光客既然踏上了他者的時空，便自然地會去追求他者時空「真實」的生活

文化。觀光客前往巴黎所見聞的代表性文化意象俯拾即是，就法國美食而言，筆

者於第四章指出，一頓美食餐概括包含了前菜、主菜，並以甜點作結，因此甜點

是法國飲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巴黎飲食文化的意象之一，初次拜訪巴

黎的觀光客有這般認知。 

「Ladurée，馬德蓮教堂旁的那家，…當時想說，它（導覽書）既然介紹這個，寫說

是法國有代表性的，法國人的傳統甜點，我就要嚐嚐（訪談稿，T5，08/05/2014）。」 

「買什麼甜點是現場決定，不過決定時，是根據我們從以前就聽過的法式甜點，像是

千層派，這種一想到法國，就會想到的甜點。會買馬卡龍，也是感覺去法國一定要吃！（訪

談稿，T9，12/05/2014）。」 

「心裡想說法式甜點是國民美食（訪談稿，T10，12/05/2014）。」 

亦有台灣赴巴黎觀光客指出巴黎是甜點的發源地，他們想確認源頭的味道為

何，這是一種蒐集「道地」符碼的例證，甚至在蒐集並確認後，與過去非道地的

經驗作比較，進而使其蒐集到另一種屬於巴黎甜點才有的符碼－時空積累的「歷

史傳統」氛圍。 

「因為法式甜點嘛，所以我們會想去甜點的發源地－巴黎，去確認（在台灣）知道的

味道跟巴黎這個源頭的味道是不是一樣的，是否有更不一樣的東西或更了不起的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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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是有不一樣，一來是數量，在巴黎吃到的多樣性比在台灣還多，第二是品質以及時間累

積的歷史傳統是在台灣吃不出來的（訪談稿 T3，30/11/2013）。」 

「在馬德蓮教堂旁的那家就是比較傳統，小小的，桌子大小就一點點，不過裡面給人

的感覺很不錯，…。我就會覺得這家店不大，但是它有古老巴黎的味道，我比較喜歡這種

有 20 年代感覺的甜點店（訪談稿，T5，08/05/2014）。」 

「我在巴黎十天總共吃了八顆，多是因為覺得在法國就應該吃，氣氛使然，但之前在

台灣對馬卡龍根本沒興趣（訪談稿，T9，12/05/2014）。」 

「Ladurée 的各家分店都有不同風格的裝潢擺設，我最喜歡在古典風格的創始老店享

用下午茶了（訪談稿，T20，14/05/2014）。」 

而每一間博物館或多或少都有其鎮館之寶，吸引觀光客前往朝聖一窺真實面

目；甜點店就如同博物館般，特定的甜點就是鎮店招牌，甜點觀光客會為了一親

芳澤，而特地前往朝聖，使一趟走訪有意義，蒐集到具代表性的鎮店甜點，成就

了遠道而來不虛此行，因為甜點觀光不僅滿足實質口腹之慾，亦消費「道地」符

號意涵。 

「有些甜點特別有名，所以會先寫下來。像 Jacques Genin 就一定要點檸檬塔嘛，去

Pierre Herme 就一定要點 Ispahan 和馬卡龍（訪談稿 T3，30/11/2013）。」 

「那個都是因為旅遊書有講說 Angelina 要去吃它的蒙布朗，就會跟著書上點蒙布朗，

還有點當場看到喜歡的，但是書上推薦一定要點，我們就會點，如果沒有買到，就會很嘔，

因為書上說這間店就是要吃這個。［筆者續問：所以這是不是像妳剛剛講的，妳要集點沒有

集到那種感覺？］對！一定會有，有時候旅遊嘛！就會想著巴黎各大景點跟各大名店都要

去，旅遊時的心態就是這樣（訪談稿 T4，10/07/2013）。」 

「我們還有去 PH，因為我們有團友聽朋友吃過、還有在書上、部落格上看到它的覆

盆子大馬卡龍很特別，因為台灣幾乎找不到，所以 PH 那間店我們算是刻意要去（訪談稿，

T6，09/05/2014）。」 

「導覽書上寫 Ladurée 的馬卡龍很有名，很值得去，而且書上都會寫 Ladurée 是馬卡

龍的創始店，所以覺得既然是創始名店就一定要去（訪談稿，T7，09/0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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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書上說 Pierre Hermé的玫瑰荔枝馬卡龍很有名，一定要試試看，我們是被書上

甜點照片吸引而過去（訪談稿，T7，09/05/2014）。」 

「一開始是受到封面的那顆大馬卡龍吸引，後來我們都有吃到，好吃念念不忘（訪談

稿，T10，12/05/2014）。」 

「還有羅浮宮附近的 Angelina，我們也去朝聖。蒙布朗也是看到門口甜點櫃擺放的，

就指定要吃，找到書中介紹的甜點，都超興奮的（訪談稿，T10，12/05/2014）。」 

「不過第二次來巴黎之後，到 Pierre Hermé就直接會想要買 Ispahan，好像是因為第一

次到法國之後，就會一直關注法國或巴黎的消息，所以你就會知道有 Pierre Hermé，也會想

說上次好可惜我竟然沒有吃到 Ispahan，那我就會特別再去買來這樣，…（訪談稿 T15，

10/07/2013）。」 

蒐集甜點觀光地景這種「集點」的過程，促使甜點觀光路線的出現。在第五

章，筆者指出《記住巴黎的甜滋味》這本甜點觀光導覽書提供給讀者十條巴黎甜

點觀光路線，然而，甜點觀光客並非照單全收，而是依循個人喜好、時間限制、

地緣關係，而即興出個人專屬的甜點觀光路線。在 20 位受訪者中，筆者於本章

第一節指出初次前往巴黎觀光者會因為地緣關係與停留時間限制規劃甜點觀光

路線，舉例來說以甜點消費為主，知名地景為輔的訪談者 Karen（T19）因為本

身長時間在巴黎學習甜點，對於巴黎各類地景略知一二，爾後台灣朋友來訪時，

Karen 化身為甜點觀光在地導覽員，帶領友人完整體驗瑪黑區與拉丁區的甜點觀

光一日遊行程。 

「如果今天要去瑪黑區玩，我就會刻意去附近的甜點店，我先帶朋友去我的甜點學校

Ferrandi，然後走 rue des Rennes，就會先經過巧克力店 Patrick Roger，接著走走走就會到

Pierre Hermé，買完甜點之後，可以去旁邊的 Saint Sulpice 教堂，因為他是達文西密碼小說

中的場景，而且這個教堂很漂亮，小說描述這裡面的玫瑰線下是以前藏拱心石的地方，我

就像當地的導覽員，再往下走可以到 jardin de Luxemburg 盧森堡公園，就可以去吃小天使

冰淇淋 Amorino，他對面還有一家巧克力甜點店 Jean-Paul Hévin，這是我帶朋友走過的路

線，如果時間夠的話其實可以先去 montparnasse 墓園，那裏埋很多有名的人。其實從 jar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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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Luxemburg 可以接到拉丁區，可以繼續去 Panthéon 萬神殿，那個後面有一間小教堂，非

常漂亮，很少觀光客會去，再往後走就可以接到 Carl Marletti 甜點店，還有幾間小咖啡店，

這些就是很完整的路線了（訪談稿 T19，30/11/2013）。」 

從 Karen 的路線來看，他們在一天內走訪甜點學校 Ferrandi、巧克力店 Patrick 

Roger、甜點店 Pierre Hermé、冰淇淋店 Amorino、巧克力甜點店 Jean-Paul Hévin、

甜點店 Carl Marletti，以六個甜點地景串聯一日遊路線，並以自身為在地導覽，

完整且正當化甜點美食觀光的殊聖性，配角則是沿途順道經過的 Saint Sulpice 教

堂、盧森堡公園、montparnasse 墓園以及萬神殿及其後的小教堂。 

 不需帶著台灣導覽的甜點觀光客 

不同於需要帶著台灣導覽的甜點觀光客，這個族群多深入探究甜點作為法國

日常之物，述說其歷史傳統，更形而上辯證其抽象意涵－秀異階級、幸福美感。

在法國長期讀書或學習甜點技藝的台灣學生石武耕（T16）、許嘉麟（T15）與鄭

畬軒（T17）指出甜點是法國日常飲食文化的一部分。 

「後來自己搬出來後，因為住久了，一方面為了紓壓而吃甜點，另一方面習慣法國整

個日常生活的文化，把她（甜點）當成整體生活方式一部分，比方說想知道 Pierre Hermé

的 jardin 系列這次出什麼口味，就會走進去看看。那與當初第一次來這裡將甜點視為 tourist 

object 是不一樣的，現在把吃甜點視為巴黎生活的一部分，她（甜點）對我來說，是一個

日常消費的客體（訪談稿 T16，10/07/2013）。」 

「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為甜點在這裡就是生活的一環，所以朋友就會跟你介紹你的

quartier 裡面有什麼店（訪談稿 T15，10/07/2013）。」 

「我起初很疑惑法國何以有如此多且優秀的甜點職人，除了豐厚的傳統、先天優良的

食材外，究竟還有什麼因素？當某日傍晚走到甜點店，看到外頭滿街人龍，闔家老小、情

侶、朋友、獨自一人，人人都在排隊買甜點時，我才驚覺這裡的人們不把甜點當成貴婦午

茶的配角，而是生活的必要養分（畬的法國巧克力之旅，01/05/2012）。」 

石武耕道出過去到巴黎是將甜點視為一個觀光客體（tourist object），久居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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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之後，將自身的生活模式融入法國整體的日常文化中，甜點轉而成為日常消費

客體，他所消費的是真實的巴黎，道地的巴黎。這不僅體現在留法學生的生活中，

台灣赴巴黎的觀光客也是透過消費「真實」、「在地」的巴黎甜點，使觀光產生意

義－入手在地本真的美食符號。 

「在我聽的懂法文後，我會去問法國人喜歡什麼，他們的口感，對他們來說什麼才是

original 的（訪談稿，T5，08/05/2014）。」 

「像有一次我去一家巧克力店，在等待的過程中，你就會發現消費者很多都是那種法

國奶奶帶小朋友，在那種午後買店內有名的麵包，你就會想說：『想必這就是巴黎人他們喜

歡的東西吧！』所以如果去這樣的店，你就會覺得說他不是只有靠觀光客，而是巴黎人有

認同他的口味。身為觀光客，你就會覺得說：『哇！我有融入他們巴黎人口味了。』有時候

你會看到很 local 的景象而很高興。像我們喜歡自助旅行的人，你就會希望你所看到的東

西，是他們日常生活的東西，這是一種旅程意外獲得的驚喜（訪談稿 T15，10/07/2013）。」 

台灣赴巴黎學習甜點技藝的鄭畬軒（T17）亦點出「歷史傳統」是巴黎當地

甜點文化無法被他者取代的象徵符號。 

「因為沒有那個悠遠的甜點文化傳統，再加上原料貴，所以進口原物料使用率低，因

此台灣市面上產出的法式甜點就是不正統啊（訪談稿 T17，27/11/2012）。」 

有些台灣消費者藉由對巴黎甜點的真實性追尋，形塑自身為巴黎甜點美食觀

光客，到巴黎的目的以消費道地又經典的甜點為主，拜訪其他景點為輔。然而，

大多需要帶著導覽的甜點觀光客，尤其是初次遊覽巴黎者（T6~T10），以拜訪知

名景點為主，品嚐甜點為輔。台灣赴巴黎的甜點觀光客 Bertile（T18）與費聿山

夫婦（T11 和 T12）屬於前者，他們點出「在巴黎，吃是主角。」這段敘述彰顯

出到巴黎觀光的目的很強烈，甜點美食觀光成為首要之務，過去大眾所認定象徵

巴黎符碼的巴黎鐵塔、羅浮宮、聖母院等必遊地景，反而成為順道欣賞的綠葉，

甜點觀光客一心朝聖的紅花則是知名甜點店，其在甜點發源地巴黎實際消費帶來

的真實感。 

「通常我會先去甜點店，然後再看附近有什麼地方可以走走，以甜點店為主，景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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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便去的。到巴黎的主要目的就是吃甜點，景點是其次。…還有像 Pierre Hermé甜點店的

斜前方不是有個 Saint Sulpice 教堂，這裡是小說達文西密碼的場景，所以我也會買了甜點

坐在教堂前廣場的長椅吃，吃完順道去看一下教堂這個景點，真的是順道看一下（訪談稿

T18，26/10/2013）。」 

「我們不是因為景點而去，而是我們想要去吃這幾家（甜點店），所以我們都特別繞

過去吃（訪談稿 T12，30/11/2013）。」 

「通常看到景點，第一個就想那附近有什麼甜點店，然後就會去吃，我們覺得景點應

該是配角而不是主角；在巴黎，吃是主角。以前第一次去巴黎會先看景點，第二次去巴黎

是以吃為主，如果附近剛好有巴黎鐵塔，好，那順道去看一看；而不是巴黎鐵塔附近有甜

點店，順便去吃一吃。…甜點絕對是我們再遊巴黎最主要的原因，我們到巴黎就是吃，不

用問（訪談稿 T11，30/11/2013）。」 

甚至，對於真實感的追尋就如同 Urry 認為的，觀光行為是符號蒐集的過程，

對於「真實性」這個符號的蒐集。藉由甜點名店「集點」的過程建構甜點觀光地

景，使其正當化。集點是甜點觀光的特定現象，安東尼（T14）與 Ariel（T4）夫

婦便是更是明確說出這個特性，蒐集特定經典甜點符號，像是檸檬塔，成為許多

甜點饕客赴巴黎的重要任務，這是無論初訪巴黎或是居遊巴黎者皆有的現象。 

「把每一本旅遊書介紹的都吃過一次，會有一種集郵的感覺，有一點像蒐集名店嘛！

後來變成留學生時，因為預算沒有很多，沒辦法一直吃高級的餐廳，但是甜點是可以用最

少的預算達到最大的滿足，然後又有那種妳人在巴黎的優越感覺，每一間店都想去吃看看，

一次又可以買好幾個，就覺得又漂亮又有美感。後來是自己很喜歡某幾種甜點，像檸檬塔，

所以就會去蒐集每一間店的檸檬塔（訪談稿 T4，10/07/2013）。」 

「像我喜歡的就是檸檬塔，我到每家店就是買檸檬塔（訪談稿 T12，30/11/2013）。」 

有趣的是，甜點自古以來大多源自歐洲皇室宮廷的宴飲文化，是法國大革命

後才漸漸下放至一般平民也能取得的美食，Bourdieu 認為滿足生活不虞匱乏是對

於生活必需品的追求，這是「必需之品味」，然而，甜點品嚐與鑑賞是一種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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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調的區辨，沒有品嚐並不會對生理需求造成威脅，反而展現出「秀異的品味」。

在巴黎進修文化研究的台灣學生許嘉麟（T15）亦指出甜點消費不是必需品，而

是奢侈品，「我覺得是觀念慢慢在改變，其實台灣人沒有吃甜點的習慣，甜點不

是必需品，它有點像是奢侈品，你真的要喜歡那個東西，才有可能且願意花比較

多的錢（訪談稿 T15，10/07/2013）。」另一位也在巴黎修習文化研究的台灣學生

石武耕（T16）也認為甜點是帶有階級性的產物，「甜點，一直都是一個有階級性

的飲食方式（訪談稿 T16，10/07/2013）。」因此，並非人人皆有感知能力去消費

甜點的象徵意涵。甜點觀光客多做過功課，無論帶著導覽資訊遊覽巴黎與否，皆

以「受過教育的眼」去品味甜點消費所帶來的象徵符碼。在他們眼中，巴黎甜點

是能帶來身心愉悅感的天上滋味，給人嘴角上揚的幸福感受，是一種能在剎那間

自我實現的驚喜感，他們蒐集的是甜點消費與品嚐帶來的「幸福」意象。 

「在甜點面前，任何人都像個小孩，癡癡地望著它傻笑。…有一回，身旁路人因等人

等得不耐煩，就走進糕點舖買了一個草莓塔，用餐巾紙抓著吃得津津有味，深鎖的眉宇在

咬下瞬間化為雀躍的飛鳥。…甜點有時像聖代上的櫻桃，為美好生活畫龍點睛；而彼時，

它可以將生活的苦悶陰霾一掃而去。…現在，每當我在學校製作甜點遭遇挫折時，我都會

想起甜點對法國人的意義。能帶來歡樂的事物不應源於悲傷、憤怒，唯有認真享受製作的

每一刻，方能做出動人的甜點（T17 的部落格：畬的法國巧克力之旅，01/05/2012）。」 

「PH，這簡單的兩個字母會讓愛好甜點的人全身酥麻顫抖。（T17 的部落格：畬的法

國巧克力之旅，26/06/2012）。」 

「這次去，我點了一個草莓千層 millefeuille fraise ，那個千層有著焦糖風味，中間的

奶油餡料混合著香草，香濃又不甜膩，加上大塊新鮮草莓切塊，酸甜迷人、口感軟硬皆有，

真是讓人異口就會愛上的好滋味！配上我點的錫蘭紅茶，真的會有幸福的感覺（T4 的部落

格：Ariel 愛玩樂，23/04/2011）！」 

此外，甜點不只能帶來幸福感，甜點也是藝品和精品，帶給人美感的薰陶，

是精神層次的刺激。小廟容不了大佛，為了要襯托出甜點的神聖之美，甜點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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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建築與陳設亦要與甜點的風格與美感相互輝映，才能襯托甜點的精緻形象。 

「假設說你是去一個 chef 自己出來開的甜點店，不是連鎖的那種，從空間感給你的感

覺，你就可以知道代表那個 chef 的品味是怎樣，他想要給客人的東西是怎麼樣，就跟自己

在創作的東西很像，你自己是創作者，你想要怎樣去表達，可是你自己創作完之後，你還

是要跳脫出那個框架來看，觀者到底有沒有接收到你想要表達的東西，所以我會去注意到

這些（訪談稿 T13，10/07/2013）。」 

 甜點觀光客共通性 

其實，除了巴黎在地傳統氛圍能抓住甜點觀光客尋找真實性的心思外，甜點

店與甜點從裡到外吸睛的精緻藝術與亮麗美感，亦是所有觀光客蒐集的巴黎甜點

符碼。 

「因為美嘛，甜點就是藝術（訪談稿 T4，10/07/2013）。」 

「它（Ladurée）的裝飾給你的感覺就是很精緻，遠遠看很像是一個小櫥窗在馬路邊，

原本還以為是展示櫃，後來近看才嚇到，原來有人在排隊（訪談稿，T6，09/05/2014）。」 

「Pierre Herme 其實蠻小間，裡面窄窄的走道，但是一走進去，你會直接看到甜點櫃

很多甜點，…，整間店很明亮、乾淨、簡潔，跟 Ladurée 擺設裝飾的精緻不一樣，PH 很現

代，給你的感覺是走那種精品店才會有的外觀櫥窗，像 LV 那種，光是櫥窗擺設你就會想

要抬頭看一眼（訪談稿，T6，09/05/2014）。」 

「Carl Marletti 的甜點櫃很漂亮，…，很精緻，很像藝術品。整間店給人感覺很乾淨，

前後都有大型花卉的裝飾，就會覺得這間店很高雅。玻璃擦得非常乾淨，地板也很明亮，

我記得這間店連往後面廚房給人的感覺都蠻乾淨的（訪談稿，T6，09/05/2014）。」 

「Ladurée 的外觀很精緻、很有味道，走宮廷風格，跟導覽書上 Ladurée 外觀照片的

樣子一樣，有金碧輝煌的感覺（訪談稿，T7，09/05/2014）。」 

「每個甜點師傅發揮創意，讓甜點像是藝術品般（訪談稿，T20，14/05/2014）。」 

「尤其是擺在玻璃展示櫃裡的甜點，就好像珠寶首飾品（訪談稿，T20，14/05/2014）！」 

「法國對於美感的注重與培養，是台灣餐飲界沒有的東西（訪談稿 T17，27/11/2012）。」 

「Jean-Paul Hévin 是一位法國的 MOF 巧克力大師，這間店就在巴黎一區的凡登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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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是旅遊書介紹的名店，從門面看，又是一家像極了精品店的巧克力甜點舖（T14 的

部落格：安東尼廚房，29/11/2012）。」 

「在巴黎，Fauchon 是我一定要去的店，也是我採買伴手禮必去的商店！這是一間創

立於 1886 年的百年食品商店，外觀非常的時尚，她跳脫一般食品雜貨店的形象，擁有獨特

的品牌定位，根本就是食品界的精品，…（T4 的部落格：Ariel 愛玩樂，28/12/2010）。」 

從以上與甜點觀光客的訪談可推論，他們所追求的，不只是巴黎在地甜點所

帶來的「真實」符碼，他們還是「精緻美學」的朝聖者，藉由甜點消費蒐集「買

得到的幸福感」以及「可觸及的藝術精品」的象徵意涵，以展現異於其他觀光客

的社會格調。然而，視覺美感在「重吃」、「重味」的甜點觀光客心中，已經不是

首要衡量甜點的標準，反而是味覺邏輯與味道協調，因此，筆者在以下進一步指

出甜點觀光客如何搭配甜點與飲品；之後探討甜點觀光客感官體驗與身體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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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儀式秀異－不容輕忽的神聖祭典 

Elias 曾指出，一個社會所共享的特定且規律的教化方式，會顯現在用餐禮

儀上(Elias, 2009)。劉大和亦說明飲食文化不僅滿足生理需求，也能藉由一頓美

食餐的料理與品嚐過程來區辨美感與品味，舉凡食材揀選與搭配、擺盤方式、餐

桌布置與儀式、用餐時空等等，「品嚐了什麼符號」與「如何品嚐的儀式朝聖」

皆能建構並秀異特定的社會階層與文化品味(劉大和, 2012)。 

上一節筆者論述了台灣赴巴黎的甜點觀光客消費了巴黎甜點店與甜點「道

地」與「真實」的文化符碼，但這還不是甜點觀光的全部，甜點觀光客還會細膩

察覺甜點店進行的神聖儀式，更重要的是，甜點觀光客透過觀察在地人並擬仿觀

光目的地巴黎所展現的甜點鑑賞儀式，從符號蒐集到儀式完成，甜點觀光才堪稱

完整，尤其可從不需要帶著導覽的甜點觀光客（T11~T20）身上示現，因為需要

帶著導覽的觀光客多為初訪巴黎者，偏重符號蒐集；不需要帶著導覽的觀光客多

為甜點老饕，不僅重視符號蒐集，也重視神聖儀式。 

 需要帶著台灣導覽的甜點觀光客 

需要帶著台灣導覽的甜點觀光客因為偏重符號蒐集，與甜點店家對等地進行

消費儀式相對於不需帶著台灣導覽者來講較吃力，甚至扭捏。 

語言的轉換在觀光行為上是神聖儀式的一環，是與主事者－甜點店相關人員

－心靈相契的門路之一。然而，有趣的是，因為不會法文而無法進行語言轉換儀

式的甜點觀光客，若試圖在法國店員面前努力展演法文語言的轉換時，店員通常

轉而給予親切的回應。訪談者 T1 與 T6 即試圖努力使用法文而獲得正面回應的

觀光客： 

「我們跟店員溝通都是用英文，但是開口一定要先講法文 bonjour，這個有差，你先

講 bonjour 之後，他（店員）就會對你很好，可是我後面法文不會講了，他就會用英文跟你

講了，他知道你是外國人，你很認真要學，可是你還不會（訪談稿 T1，23/11/2013）。」 

「有一家餐廳，我們要點餐，老闆其實聽得懂英文，但他堅持只講法文，但我們只會講英

文，還好後來有另一個會講英文的店員來，然後之前有朋友教過我『一壺水』的法文怎麼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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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她說在餐廳這個很重要，所以我們用英文點完餐後，我就跟老闆講：『carafe d’eau』，然後老闆

就跟我比讚耶，我就想說終於跳脫語言隔閡就是終於會講一句法文，他就一直給我們水，我們有

六個人，每人一壺，…（訪談稿，T6，09/05/2014）。」 

此外，儀式的擬仿亦是甜點觀光客端倪自身文化品味與他者歧異之處。然

而，訪談者 T9 認為儀式的擬仿是一種造作、扭捏的過程，「去儀式化」能讓她感

到相對自在；因此，若甜點觀光客本身沒有經過擬仿儀式的薰陶，空有儀式化所

需的餐具也沒辦法使品嚐甜點此感官實踐展現秀異性的文化品味。 

「在 Jacques Genin 吃檸檬塔，用刀、叉，讓我一開始覺得有點不好意思、有些彆扭，所以

沒感覺因為刀、叉，而讓甜點顯得高級。我覺得幹麻需要用到刀、叉啊！但這樣也沒有好壞之分，

因為發現不用刀還真難切，但刀、叉並沒有加分（訪談稿，T9，12/05/2014）。」 

 不需帶著台灣導覽的甜點觀光客 

進入甜點店，自在怡然般，甜點觀光客彷彿進入一個神聖祭典或表演舞台，

同時身兼觀眾與舞台配角，甜點師傅與店員便是祭司或主角。從觀光客一進門，

店員與甜點觀光客彼此語言使用而產生的互動就是一種雙向儀式的展現。筆者認

為，巴黎店員大多在與非在地人應對時，態度多有所差異，若使用母語跟在地人

或諳法語人士交談，以及使用非母語（多指英文）跟非在地消費者交談，其展現

的儀態與舉止不盡相同。反之，對於不需帶著台灣導覽的甜點觀光客，語言轉換

作為朝聖行為與消費儀式，是一種更貼近或融入法國真實生活情景的展現。 

「我會直接問店員，像是：『我第一次來，像你們店裡，你覺得我應該第一個嘗試的

是什麼？』然後我覺得可能因為那時是用法文問的吧，店員一副就很和藹，他就啪啪啪啪

一直講，中間可能有店員講太快聽不懂的，然後我就：『恩…好，那就那個好了。』但可能

也還不太清楚是什麼，只知道它很漂亮，但有一種是真實法國人推薦給我的那種感覺，而

且我記得還有另外一件事是說，就是有鼓起勇氣去問，好像也是自己的探險吧，是對真實

文化的接觸，有一種我好像不是只是來觀光，我好像還有跟當地人有所接觸，透過我的詢

問，他們把經驗推薦給我（訪談稿 T15，10/07/2013）！」 

「點餐我會用法文，我覺得差別在於如果用法文點餐，店員對你的態度會比較好，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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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差很多（訪談稿 T19，30/11/2013）。」 

若就甜點觀光客觀察甜點店進行的神聖儀式來說，他們多無法親眼見證甜點

被師傅製作創發出來的過程，也就是說無法參與食材揀選與搭配，他們能參與的

儀式是進入甜點店後，從挑選甜點到離開甜點店這段時間，而大多甜點觀光客除

了觀察店員在前台面對客人的展演儀態，亦指出店員或師傅在為他們包裝甜點的

過程，是一段神聖的儀式。 

「我會看店員怎麼包裝甜點，如果我能看到的話，因為能觀察到小細節，像是甜點店

Carl Marletti 會在甜點下面固定膠帶，防止甜點在搖晃中受到損害；La Patisseries des Rêves

會在甜點邊固定塑膠小細籤，我會看這些小細節（訪談稿 T18，26/10/2013）。」 

在觀察甜點店員包裝甜點時，有些甜點觀光客會看得著迷，彷彿見證到神祕

又細膩的甜點加冕祭典般，看著自己消費的甜點被輕柔呵護；然而，亦有甜點觀

光客認為這樣的包裝儀式過度繁雜化一件美食運動，精緻的限度標準不一。 

「巴黎的包裝很厲害，但我覺得太 over、太多了，像甜點店 La Patisseries des Rêves

它那個甜點底下還墊保麗龍板，甜點店附給客人的紙巾不是紙耶，它已經是布了，我是覺

得過頭了；不過像甜點店 Jacques Genin 的巧克力鐵盒包裝就剛剛好（訪談稿 T17，

27/11/2012）。」 

為了與道地、真實的消費符碼以及法國社會共享的用餐禮儀相稱，甜點觀光

客大多會嚴肅看待如何品嚐甜點的神聖性，多指不需要帶著導覽者（T11~T20）。

甜點觀光客多事先了解或現場觀察在地人的用餐方式，以擬仿適切的甜點品嚐儀

式，舉凡甜點與飲品的搭配、餐具的使用等等，使自己融入甜點店內法國在地的

社會階層，並與其他不知道如何「適當」品嚐甜點的觀光客有所區辨。 

就甜點與飲品的搭配來看，甜點觀光客多認為甜點與茶飲的搭配較適當，而

不是咖啡或熱巧克力，對於味覺敏銳的甜點觀光客，甚至了解如何選擇茶飲去搭

配輕重口味的甜點，進而正當化自身與其他觀光客迥異的文化品味。 

「我在品嚐甜點時，是很認真在分析那些甜點搭配的味道，我不希望有其他東西，像

咖啡那麼重口味的去混合（訪談稿 T17，27/11/2012）。」 



 

138 
 

「通常我吃甜點會搭配喝茶，不會配咖啡或巧克力。茶我也會看搭配的甜點是什麼來

選擇，比如說，巧克力口味的甜點或是口味重一點甜一點，我會點阿薩姆或錫蘭，就是口

味相對重的茶；但如果甜點口味相對較淡，我會喝 Earl Grey 伯爵茶比較搭，如果喝以水果

調味的茶會搶味。通常甜點如果有水果在裡面，其實跟咖啡不搭，因為甜點與咖啡裡面都

有酸味，它會互相搶味，有時不搭的話，甚至會有苦味出來（訪談稿 T19，30/11/2013）。」 

就甜點餐具的使用而言，甜點觀光客多知道要使用刀、叉或湯匙；然而，許

多巴黎的甜點店沒有附設內用位置，甜點觀光客多向甜點店索取湯匙與紙巾後，

便會尋找適當的地點（公園、咖啡店或飯店）認真品嚐。 

「Carl Marletti 買檸檬塔，就在對面的公園吃，吃完兩個再折返回去多買兩個；後來

還買去咖啡館，問人家我們可不可以坐在這邊吃，再點兩杯咖啡。說真的，吃甜點一定要

配茶或是咖啡，一定要中和，才能繼續吃下去（訪談稿 T11，30/11/2013）。」 

「比如說吃千層派，我一定會用刀子直立地切，而且要一次吃到完整的千層派皮跟

crème，不會一層一層地吃，如果有人這樣吃，然後跟我說千層派不好吃，我就會說是你自

己不會吃（訪談稿 T19，30/11/2013）。」 

儀式的建立是一種擬仿學習的過程，訪談者 T1、T3 與 T5 不是初遊巴黎，

而且熱愛品嚐甜點、深入甜點文化，他們亦認真看待儀式的重要，甚至擬仿學習。 

「甜點總是要搭配茶。如果吃 crêpe，要搭配裝在咖啡歐蕾碗的蘋果酒品嚐（訪談稿

T1，23/11/2013）。」 

「帶走回飯店吃，而且一定要很堅持，有盤子跟叉子，後來飯店沒有盤子跟叉子，我

們還到附近超市買了一套盤子跟叉子，不能隨便用塑膠湯匙。我們吃甜點，一定要用盤子

跟刀、叉，放在飯店的桌上，然後還要泡一壺茶，很正式的拍個照片，然後很正式地享用，

不能像帶損友去聽交響樂一樣，所以餐具也要跟甜點搭配（訪談稿 T3，30/11/2013）。」 

「在甜點店內用時，我有時候會看其他人怎麼用餐。比如說，像我們有茶包，我在那

邊學到的是，茶包加進去茶杯裡面，妳要拿起來，他們就會把茶包放在湯匙這個地方，然

後茶包的線頭就會繞著含有茶包的湯匙，這樣一圈一圈地繞，真的，我在那邊學的，日本

的太太，很優雅這樣，就是在那種氣氛之下，妳不敢太粗魯，我也就把它學起來，以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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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樣子做（訪談稿，T5，08/05/2014）。」 

 甜點觀光客共通性 

攝影是觀光活動中常見的現象；尤其，甜點多屬具有美感的真實產物，觀光

客大多希望能留下其美麗倩影。然而，甜點觀光客多看重甜點消費儀式進行的神

聖性，使其不受打擾，在甜點觀光客眼中，他們多有意識地了解攝影在甜點消費

進行中的必要性；甚至，亦有其不必要性。 

「我們比較少去拍店內的甜點玻璃櫃，因為那個是需要額外去問店方意願的，我們是

幾乎不會拍，因為有一次我們在巴黎路邊看到幼稚園生，有老師帶他們戶外教學，我們也

不是刻意要拍，那老師就有過來制止說，請不要拍到我們孩子，所以我覺得法國人他們是

非常注重隱私，所以要顧慮到人家的感受。要拍是買完甜點回到家後，再仔細拍甜點外觀

（訪談稿 T1，23/11/2013）。」 

「很多店不給拍，Pierre Hermé就很明顯會被制止。如果建築外觀好看的話，我會在

對街拍甜點店的外觀（訪談稿 T19，30/11/2013）。」 

「會拍照，大多回家拍，除非可以內用。若在店內拍照之前，會禮貌性詢問才拍（訪

談稿 T17，27/11/2012）。」 

「除了店的外觀外，我買回家在吃之前會拍甜點的特寫，在甜點店現場不會拍（訪談

稿 T12，30/11/2013）。」 

由此可見，攝影拍照行為在甜點觀光中有其重要性，大多著重在甜點特寫與

甜點店的建築外觀；然而，在甜點店內與師傅、店員的互動中，就如同神聖祭典

儀式或劇場舞台展演的進行，為了對主角與觀眾表示尊重，攝影多被禁止，諸多

甜點觀光客也意識到攝影在儀式進行中的格格不入。 

分析至此，甜點觀光中的消費不只是在表面上蒐集特定文化符號，甜點朝聖

的深層內涵亦包含，在特定的時空與社會框架下，有意識地整合適當的人、事、

時、地、物以執行甜點鑑賞儀式，以秀異甜點觀光與其他觀光活動不同的社會位

置與文化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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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感官記憶－協調美感的身體展演 

Appadurai 指出，從文化社會背景去看待物質，原本只有功能性質的物質，

便會經由不同的脈絡被賦予不同的社會文化意義(Appadurai, 1988)。劉大和亦認

為，將飲食聚焦在個人的生命經驗中，因為飲食活動從人們一出生就與個人息息

相關，人們對食之味的好惡天生就有主觀的評價，又飲食活動若被放置在不同的

社會框架與文化背景下，個人主觀的評價會整合群體共享的社會文化認知與判

斷，進而對飲食活動展現更全面的認知與價值建構，而個人的味覺經驗，連同社

會賦予的符號價值與共享的用餐儀式，在每一次的飲食鑑賞後，人們會建構出完

整且具有個人化特性的感官記憶(劉大和, 2012)。甜點觀光賦予觀光客專屬的感

官記憶，帶得走的記憶成為一種紀念。Edensor 提出觀光客的身體展演是一種與

旅行記憶交織的展現，而身體展演的形式則聚焦在漫步、凝視、攝影三個面向上，

藉由身體展演的這三個面向觸動感官與觀光地景對話，為個人的生命經驗建構專

屬的記憶(Edensor, 2007)。Urry 認為多元文物組織起專屬個人的、文化的記憶，

城市空間有集體記憶與文化符碼的積累，無論是個人亦或集體，透過體化實踐與

刻寫實踐，和身體感官有意識地產生感知，觀光客的記憶便持續再浮現(Urry, 

1995a)。 

就巴黎甜點觀光而言，巴黎甜點在法國的社會脈絡中是帶有秀異品味的美感

產物，在觀光客受過教育的眼中，甜點亦有其社會建構的歷史傳統符碼，以及共

享的品味儀式，在甜點觀光客經由身體展演與甜點及其地景互動下，甜點即被寫

入觀光客的生命歷程中，成為感官記憶的一部份。對於甜點觀光客來說，藉由身

體展演而建構的感官記憶體現在紀念物蒐集、攝影、品味這三種形式上。就後兩

者攝影、品味而言，帶著導覽的甜點觀光客（T1~T10）大多受到導覽所投射出

的甜點觀光意象影響，而有再現循環的現象；然而，不需帶著導覽的甜點饕客

（T11~T20）大多以自身的專業與喜好評鑑甜點，既然不帶導覽，自然不見再現

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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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紀念物蒐集 

 需要帶著台灣導覽的甜點觀光客 

就紀念物蒐集而言，甜點在觀光活動中是時效性的產物，大多數的觀光客只

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品嚐甜點，消費得到並與感官融為一體，但消費後卻銷聲匿

跡；因此，紀念物蒐集在甜點觀光中有其時效性的限制，並非所有可觸及的實物

都帶得走，成為觀光的紀念物以延續回憶。與甜點觀光相關的周邊商品便晉升為

可做追憶的紀念物，這樣的紀念物概括分為兩種：可存放比較久但仍有時效性與

永久性。 

可存放比較久但仍有時效性的紀念物，像是馬卡龍、旅行蛋糕（gâteaux de 

voyage）、餅乾、果醬、糖果、巧克力等等，時效短約五天至一週，亦可長達近

一年。這類的紀念物多是甜點觀光客希望能盡快與親朋好友分享，一同擁有道

地、真實巴黎甜點感官體驗的共存感。 

「我也會買 PH 的馬卡龍回來給兒子吃，因為他很愛吃，食髓知味，我覺得台灣沒有

一家可以比得上，基於分享的心情（訪談稿，T5，08/05/2014）。」 

「剛好機場有 Ladurée 很方便，上飛機前會買它的馬卡龍；或是像 Fauchon 的巧克力，

主要考量還是保存期限（訪談稿 T4，10/07/2013）。」 

「我有買過 Angelina 的巧克力回去台灣給家人，也是名店嘛，而且這個東西好帶，可

以當作禮物（訪談稿 T14，10/07/2013）。」 

「果醬跟巧克力啊，我有買過 Pierre Hermé的果醬！如果要送給別人做面子就會買，

因為甜點沒辦法帶回去（訪談稿 T16，10/07/2013）。」 

「餅乾、巧克力，我們會買比較可以保存、比較小的甜點類回來當紀念品。Jacques 

Genin 有買巧克力鐵盒組，Hugo & Victor 也有買巧克力書盒組（訪談稿 T3，30/11/2013）。」 

永久性的紀念物，像是甜點鑰匙圈、甜點書籍，甚至是裝甜點的鐵盒或紙袋

等等，然而這一類的紀念物是甜點觀光客的個人收藏居多。觸及這些紀念品就如

同進行了刻寫實踐，把儲存在紀念品中的訊息與感官做連結而產生感知，使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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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現。 

「還有 Ladurée 的紙巾，我有特別帶回台灣，因為想說：『天啊！居然連在紙巾上也

印有標誌，我覺得很特別，想說回來可以跟學生分享，看外國人這麼做作，連紙巾都要印

標誌（訪談稿，T6，09/05/2014）。』」 

「我太太有買鑰匙圈，Ladurée 的鑰匙圈，一開始是她很喜歡嘛（訪談稿 T14，

10/07/2013）！」 

 不需帶著台灣導覽的甜點觀光客 

亦有受訪者是希望把在地的味道一同帶走並能再次回味，透過體化實踐—身

體活動有意識地傳達到感官產生感知—追溯當時消費巴黎甜點的回憶。 

「如果是方便攜帶或保存的甜點，我會想要帶回台灣和親朋好友分享。在台灣，要吃

到好吃的甜點很難，希望讓他們也能試試真正道地的法式甜點（訪談稿，T20，14/05/2014）。」 

「因為你知道那是好吃的東西，所以也會想帶，我有帶過 Pierre Hermé的 gâteaux de 

voyage 回家，就是想要分享，而且有一種旅程延續的感覺，好像那個時間只停留在那個地

方，我把那個地方的味道也帶回來，把味道帶走、記憶帶走那種感覺，另外一方面會覺得

來法國一趟不容易，也會想要謝謝出資的家人，就是那種想要讓他們感受到分享的心情（訪

談稿 T15，10/07/2013）。」 

「我也會，我有買過 Carl Marletti 的果醬，不過是要自己吃。我會想要把這樣的記憶，

以有形的東西一起帶回來，變成你生活上的一部份。因為我覺得我去吃甜點的這種動機，

本身就跟我生活是很貼近的，因為是跟朋友一起嘛！所以我會帶紀念品回家，因為會回味

（訪談稿 T13，10/07/2013）。」 

甜點觀光客會蒐集永久性的紀念物，她顯然不是可食用的甜點本身，而是周

邊商品，這類紀念物除了有延伸記憶的作用外，還有真實擁有品牌概念作用。 

「法國就會把它變成一個品牌，或是百年老牌，所以那些商家衍生出來的商品，大家

就會覺得那是個很特別而且是名牌的東西，像 Ladurée 周邊那些紀念品，就已經變成品牌

的概念，所以是買那些品牌的概念回去給朋友（訪談稿 T4，10/07/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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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攝影 

 需要帶著台灣導覽的甜點觀光客 

就攝影而言，甜點觀光客大多認為攝影的重要性是單純在延續視覺記憶、保

留觀光紀念，多是替選購的甜點做實物特寫紀錄，亦是藉由刻寫實踐以讀取過往

記憶的方式之一。 

「拍照，當作是回味、回憶（訪談稿 T2，30/11/2013）。」 

「因為我有習慣寫部落格將旅遊記錄下來，有些店名、路名不會念，所以先把附近的

路還有店的外觀拍下來，以後按圖索驥才有辦法找，還有收據也會拍，因為收據都是會退

色，有些上面店名跟路名都寫得很清楚，所以拍照是很重要的（訪談稿 T1，23/11/2013）。」 

「拍照是覺得甜點很漂亮，所以想拍下來，當作回憶（訪談稿，T5，08/05/2014）。」 

「我們最常拍的照片是大家吃馬卡龍的那一剎那，就是回憶嘛，有一種『耶！我們吃

到了（訪談稿，T6，09/05/2014）！』」 

「因為 Ladurée 建築物很漂亮、有特色，所以在店外會跟建築物一起入鏡拍照；而甜

點吃完就沒了，所以要跟它一起拍照當作紀念（訪談稿，T7，09/05/2014）。」 

「因為第一次到，想記錄外觀，證明我來過（訪談稿，T9，12/05/2014）。」 

「藉由照片與朋友分享美味甜點，也為自己的生活做記錄（訪談稿，T20，14/05/2014）。」 

對於帶著導覽資訊而找到特定甜點的觀光客，多受到導覽中介的馴化去揀選

導覽與媒體投射出的符號化影像，產生再現循環的詮釋現象。再現的視角，多著

重在甜點實物特寫角度上。Pierre Hermé販售的 Ispahan 便是受到再現的符碼之

一，比如說訪談者 T10 帶著《記住巴黎的甜滋味》前往巴黎甜點店獵尋 Ispahan

的芳蹤，購得後便為其捕捉與導覽書上相似的特寫畫面，導覽書也附有店鋪外觀

的照片，訪談者於此一樣的視角拍照，再現捕獲導覽書上介紹的甜點店，作為到

此一遊「打卡」的印記（圖 6-1）。 

「想在甜點店外拍照，就像自己打卡一樣（訪談稿，T10，12/0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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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左上與左下為導覽書《記住巴黎的甜滋味》（翻拍自 p.86/89）；右上與右下為訪談者

T10 再現導覽書所投射的甜點與甜點店意象（取自訪談者 T10） 

Carl Marletti 甜點店的甜點櫃也是受到再現的符碼之一，訪談者 T6 在前往

Carl Marletti 之前，與同行友人帶著導覽書《巴黎時尚甜點咖啡館》按圖索驥找

到這家店，在讚嘆像藝術品的甜點櫃之餘，亦再現導覽書上照片所投射出的感

覺，為甜點分區拍照（圖 6-2），作為紀念。 

 

（圖 6-2）左為導覽書《巴黎時尚甜點咖啡館》（翻拍自 p.121）；右為訪談者 T6 再現導覽

書所投射的甜點意象（取自訪談者 T6） 

視覺記憶除了放在甜點本身，店的外觀也是被捕捉的重點，不僅作為重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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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也是串連起甜點觀光路線的證明。 

 甜點觀光客共通性 

不需帶著台灣導覽的甜點觀光客大多在進行消費的當下是不攝影的，離開甜

點店後或是回到家中才進行甜點靜物攝影的動作，這是因為大多為居遊巴黎者，

前往甜點店的次數頻繁。若論及攝影的重心，幾乎所有甜點觀光客（T1~T20）

多聚焦在甜點本身，對於甜點店的外觀建築與展店設計不甚在乎，不被重視。然

而，甜點導覽書多投射出甜點店的建築風格與展店陳設意象，很明顯地在觀光客

的消費面多沒有形成再現循環的現象。 

「我會拍照，是記錄我到底吃了什麼，拍甜點或是店名當作一種回憶，所以我會把整

個店的外觀拍下來。久久回味一次（訪談稿 T18，26/10/2013）。」 

「我們大部分會拍店，它的外觀，當作來過，做個記錄。比如你現在問我，我就會記

得是哪一家店，因為有拍照。甜點店的建築風格對我們來說，一點用都沒有，我們連羅浮

宮進去繞一圈，我也沒幹什麼，我們又不是那種氣質的人，我們重吃，我們把錢省下來花

在吃上面（訪談稿 T11，30/11/2013）。」 

 

 

（C）品味 

 需要帶著台灣導覽的甜點觀光客 

筆者在第四章提及，視覺為感官之首，觀光客通常將視覺體驗擺在第一位去

欣賞地景或景物；的確，甜點觀光客均多如此，因此他們會以攝影紀錄、保留甜

點店外觀、甜點實品給人的印象，作為旅行的回憶。 

「Carl Marletti 的甜點櫃很漂亮，所以全部的甜點都想拍下來，很精緻，很像藝術品，

形狀大小接近，甜點配色很好，感覺用料也扎實，我記得有個甜點是一堆 berry 在上面，還

有上面點綴可以吃的金箔（訪談稿，T6，09/05/2014）。」 

「因為它很漂亮，希望拍照當作一個回憶，像玫瑰荔枝馬卡龍上面的玫瑰花瓣，還有

點綴透明糖珠，很像一顆清晨露珠，很精緻（訪談稿，T7，09/0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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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拍了甜點的橫切面，斷面秀，有點像開箱那種感覺，感覺切開也很精采，但沒有

馬卡龍華麗可愛耶（訪談稿，T9，12/05/2014）。」 

然而，甜點觀光客畢竟以甜點帶來的品味消費為重心，需要帶著導覽的甜點

觀光客多仍以視覺為首，其次是味覺，然而描述味覺感受的能力偏粗淺，原因是

對於味覺的敏感度沒甜點饕客那麼高，與甜點味道相關的文化資本沒那麼充足。 

「Lenôtre 那家對我來說印象很深刻，我吃過它是因為在巴黎朋友家 party 的時候，有

吃到他們家甜點跟鹹點，非常特別、非常好吃，沒有辦法忘記，真的很好吃，只能說很好

吃這樣子，不會描寫的味道（訪談稿，T5，08/05/2014）。」 

「我覺得巴黎甜點厲害是，你吃的當下你會覺得蠻甜的，味道跟口感都很扎實，可是

吃完後卻不膩，厲害的地方就在這裡，甜而不膩（訪談稿，T6，09/05/2014）。」 

「我個人最愛檸檬塔，它的外表還好，但是它的檸檬就是有特別的香味，餡真的很扎

實，原本我還想說它的塔會不會太厚，但後來覺得不會，因為它的塔中間有挖空，就是恰

到好處（訪談稿，T6，09/05/2014）。」 

「我覺得檸檬塔的味道讓我印象深刻，雖然它的外觀沒有很華麗。回台灣吃過其他的

檸檬塔，都覺得不怎麼樣。我覺得差別應該在檸檬塔裡檸檬餡的味道濃郁但感覺很天然，

甜而不膩，很順口。千層派的皮很脆、很香、很好吃。法國的馬卡龍是甜而不膩，我覺得

是用料上的差別，精緻度也比較高（訪談稿，T7，09/05/2014）。」 

「我喜歡 Carl Marletti 千層派的口感，我喜歡那種咬起來酥酥脆脆的又帶有香味的東

西，內餡也很香，兩種味道搭配起來很棒，口感有硬（酥皮）有軟（內餡）很特別。檸檬

塔我覺得也很棒，其實我不太喜歡吃酸的東西，所以檸檬的甜點我也很少碰，但 Carl Marletti

的檸檬塔實在太香了，皮很酥脆，然後些微的酸味剛好可以綜合掉前面吃太多甜點產生甜

膩的感覺（訪談稿，T8，14/05/2014）。」 

「好吃阿，吃下去好感動，像 Jacques Genin 的檸檬塔，酸酸的，有點甜，但它不會

過酸，每一口都扎實，口感又細緻（訪談稿，T9，12/05/2014）。」 

「好吃念念不忘。一開始被外表吸引，但味道也沒失望（訪談稿，T10，12/0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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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帶著台灣導覽的甜點觀光客 

不需帶著導覽的甜點觀光客，他們不是一般遊客，而是味覺體驗受到豢養而

能品味出細微處的饕客，無論是食材的品質、產地、精緻度或是食材媒合後的能

使味覺邏輯達到和諧美感，細膩迥異的甜之味在經過甜點觀光客的品味後，大腦

會直接存取各類味道，形成豐富又獨特的味覺記憶，很難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

失，就像是小時候曾經嚐過的滋味，往往成為可以帶給人慰藉的食物（comfort 

food），是懷念的味道。 

「想吃甜點，就是因為想起了它的味道，像是 Pierre Hermé（PH）的香草塔，就是會

讓我流連忘返的甜點。我覺得 PH 的香草塔就是非常直接、乾脆的一款甜點，就是非常簡

單，對我來講很多人不懂香草的味道，可是 PH 在香草塔裡面用了世界上三種產地的香草，

墨西哥、大溪地跟馬達加斯加，然後吃到那麼豐富而強烈的香草味，很少在別的師傅的作

品裡面可以吃到那麼大膽、重本的味道。PH 那款 Ispahan，是味道和諧的一個很大的經典，

在你還不知道 Ispahan 這個味道存在之前，然後你第一次吃它，你會覺得這個東西味道很

棒，然後下一次你再獨自去吃覆盆子、獨自去吃荔枝或獨自去吃玫瑰的甜點，你會發現味

覺在某個段落會出現彼此的味道，這時你腦中又會想起 Ispahan 的味道，這東西就是渾然天

成，註定要在一起的味道。只是說，我們一般人平常在吃的時候，不會把這三個味道合在

一起，覆盆子的果味雖然它本身是酸性的，可是它後味其實帶有花香，假設它熟透的話，

其實帶有淡淡的甜氣，這淡淡的甜氣其實跟荔枝的屬性很像；然後淡淡的花香，因為本身

是紅果的關係，所以一定是配紅花，所以就是玫瑰調，其實玫瑰本身也是有一點覆盆子的

香氣，所以我覺得 Ispahan 是一個在味道和諧上很大的經典。La Pâtisserie des Rêves，基本

上我喜歡它整體的風格，我是指味道上的風格，原則上我是個味覺派的人，我不在意服務、

裝潢，當然那些都是錦上添花啦，可是如果今天有一間毫不起眼的小店，但是它做得出來

PH 的味道，我肯定去（訪談稿 T17，27/11/2012）。」 

 甜點觀光客共通性 

儘管五感—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味覺—所帶動的身體展演在甜點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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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皆有所發揮並與記憶交織，但是味覺感受是評鑑甜點觀光是否讓觀光客獲得感

官滿足的重要依據，若是味覺體驗沒有獲得滿足，其他感官體驗再怎麼豐富也沒

辦法達到觀光客對甜點觀光的期待；甚至，甜點帶來的味覺享受是幾乎所有甜點

觀光客重遊巴黎的主要指標。 

「會懷念巴黎的甜點味就是了，我覺得味道是讓我下一次想去巴黎一個很大的誘因

（訪談稿 T3，30/11/2013）。」 

「我也同意透過照片作為甜點觀光的回憶，不過有些無形的東西，像是記憶中的味道

是會一直記住的，那個口感，就像是你會一直記得媽媽做菜的味道，也說不上來為什麼（訪

談稿 T4，10/07/2013）。」 

「甜點會是重遊巴黎的原因之一，因為記憶的味道，而且之後重遊，應該會跟不同人，

想跟對方分享這些（訪談稿，T9，12/05/2014）。」 

「我會透過照片當作是甜點觀光的回憶，看到照片去想起當初的景象。至於味道這種

無形的東西，也會一直記得，像是馬卡龍，你回台灣吃到台灣的馬卡龍，就會知道那個鬆

軟度不對，黏牙的感覺不對，當初的記憶就會回來（訪談稿 T14，10/07/2013）。」 

「甜點滋味絕對是我們再遊巴黎最重要的原因（訪談稿 T12，30/11/2013）。」 

「對於甜點愛好者的我，去巴黎的重點之一當然是甜點（訪談稿，T20，14/05/2014）！」 

如同經典美食主題電影【飲食男女－好遠又好近】的中心台詞想傳達的訊

息，「我開了餐廳，我盡量保留師傅教我做菜的味道，只有這個味道能把蘋兒帶

回來。」甜點觀光客於甜點消費實踐中獲得最深的體悟是，甜點觀光成功的關鍵

在於「只有甜點的味道」能把饕客帶回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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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自 2012 年開始，台灣吹起法式美食風，法國知名餐廳與甜點店紛紛來台開

設分店，帶給台灣美食饕客味蕾的全新體驗。儘管在台灣已經品嚐過法國美食，

許多人仍然止不住對「真正」法國料理的渴望，親自出門遠行，踏上巴黎花街，

實踐美食觀光。 

本研究以巴黎甜點美食觀光為例，從其根源著手，探究巴黎甜點觀光地景的

生成，又巴黎甜點文化如何經過全球位移而東傳台灣，而台灣的文化導覽中介建

構出什麼樣貌的巴黎甜點觀光場域，使台灣甜點觀光客帶著巴黎甜點意象，滿懷

憧憬地穿梭於巴黎大街小巷，一親芳澤，研究最後藉由訪談台灣赴巴黎的甜點觀

光客，從符號蒐集、儀式秀異、感官記憶三個面向分析其積累的消費實踐以完整

「憶」猶「味」境的甜點觀光朝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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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總結 

本研究借重 Pierre Bourdieu 的實踐理論，探討巴黎甜點美食觀光的地景生

成、文化中介與消費實踐。其一、以「文化生產場域」的概念論述法國甜點與甜

點店在其歷史脈絡中實作家與美食家賦予的位置，以及作為制衡感官邏輯、社會

階級要角的權力象徵，並指出法國甜點美食場域與其他場域的構聯，像是文學場

域將甜點形塑為洞察社會寫實的文化產物、美學場域將甜點藝術化為具有精緻美

感意象的精品，藉由歷史與社會為法國甜點建構的象徵權力，定錨其在美食觀光

場域的位置，並藉此探究法國美食觀光在歷史脈絡下如何經由文化傳散至台灣。 

巴黎甜點文化與其地景的建構受到法國美食的歷史脈絡影響，法國料理傳統

有其特殊性，從一頓美食餐的料理團隊可見各方專業各司其職，甜點師傅擔任收

束一頓美食餐的要角，甜點在用餐順序上亦是平衡味覺邏輯與完整視覺美感的最

後一道菜色。甜點的重要性在美食歷史上被突顯後，法國政府為了實質保存體現

歷史痕跡的文化遺產，以「歷史古蹟法」保護甜點百年建物，甚至強調建築內有

人與文物依循過去生活樣貌活動是活的歷史文化遺產，此即「真實性」的展現，

以真實發生中的故事述說巴黎甜點地景的歷史，正當化巴黎甜點地景的形成。甚

者，巴黎觀光局、各家百年與新興甜點店本身多藉由建築、設計與氛圍投射出精

緻、時尚的美學符碼，鞏固巴黎甜點觀光地景的美學意象使其深植觀者的想像中。 

巴黎甜點觀光地景隨著歷史演進而成形、鞏固後，筆者認為要探討巴黎甜點

文化傳散台灣之前要先探討法國料理的東傳。始於文藝復興，法國料理是歐陸王

公貴族冀望品嚐的權勢料理；爾後，19 世紀末，日本明治維新運動推行西化政

策，留學法國學習軍事與營養學的官員將法國美食文化帶回推廣，像是歐姆蛋

（omelette）、法式丸子（croquette）等，日本從此時開始便以法國菜作為外交晚

宴的主角，菜單也仿效 19 世紀西方晚宴的樣貌，以法文書寫；甜點於法國料理

中屬於不可或缺的收束角色，因此法國甜點文化開始東傳日本。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日本治台時期，日本官員亦將作為外交晚宴的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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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理帶到台灣，從 1915~1916 年的台灣總督官邸晚宴菜單是法國菜，像是紅酒燉

牛肉、蘆筍佐醬汁等等，便顯示法國料理透過日本殖民時期東傳台灣的歷史脈

絡。甚至，《台灣司廚士協會會報》定期刊登簡單宴會菜單就是以法文、日文書

寫法國菜色及其用餐順序，像是 Hors d’Oeuvre（前菜）、Tournedes al Sacienne（牛

纖肉佛蘭西式，即：Tournedos Alsacien／阿爾薩斯菲力牛排）等等。甚至，20

世紀初，有直接西方經驗的台灣知識份子會到日式大型會社來台開設的喫茶店品

嚐奶油泡芙、熱可可等法式點心。 

其二、以「文化中介」的概念說明台灣出版的巴黎甜點觀光導覽書作為巴黎

甜點在台灣的象徵符號生成與意識形態建構之中間媒介，就象徵符號生成來說，

借用 John Urry 提出的觀光行為即「符號蒐集」的過程，藉由對觀光客體—甜點

店與甜點—的凝視與消費，蒐集代表真實巴黎日常生活的符碼。更深入地，筆者

借用 Dean MacCannell 的研究探討巴黎甜點觀光所觸及的「真實性」概念，從甜

點觀光地景被列冊登記為歷史古蹟的本真、筆者於巴黎甜點店銷售實習所見聞的

後台人生本真，到甜點導覽中介和觀光客所參與的舞台化的本真。就意識形態建

構來說，甜點導覽中介將自身放在一個具權威性的嚮導位置，教導觀光客品嚐什

麼、如何品嚐，無形中為觀光客定錨了凝視甜點觀光地景的框架。因此，甜點導

覽中介具有帶領觀光客進入巴黎甜點觀光場域的作用，並陶冶、馴化觀光客欣賞

巴黎甜點的眼界，以產生再現循環。此研究，筆者揀選並分析三本完全以巴黎甜

點為主題觀光的導覽書《巴黎甜點》、《記住巴黎的甜滋味》、《巴黎時尚甜點咖啡

館》其論述方式所建構的巴黎意象，借用 Vestito 提出導覽書的三種論述方式：

多以第一人稱運用情緒性詞彙去描述作者的消費實踐經驗、多參雜觀光目的地語

言—文化性詞彙—的使用以提升讀者對目的地的文化理解和消費想像、多運用類

比或引經據典拉近或區隔觀光地景文化與讀者自身文化的時空距離。藉由特定的

論述方式，導覽中介將自身放置在權威性的嚮導位置，定錨讀者凝視觀光地景的

框架。三本導覽書投射出的巴黎意象主要在歷史文化脈絡下生成的傳統氛圍、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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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來自原產地品質保證以及食材特性媒合造就甜點帶來的極致感官體驗、甜點技

藝形成的藝術美學與神聖儀式展現。 

然而，三本導覽書的身分定位各異，其投射出的巴黎意象強度不同。《巴黎

甜點》以散文式甜點遊記為主，教導馴化讀者的意味不濃，但對於甜點觀光消費

體驗的精緻細描，還有旁徵博引的高超能力使美食場域連結文學、音樂、哲學、

時尚場域等，呼應法國本身美食場域建構的多元性，依循法國美食場域建構的模

式。《記住巴黎的甜滋味》提供客觀甜點資訊與主觀意識形態論述，援引法國當

地指標性刊物對甜點與甜點店的評鑑作為自身對巴黎甜點觀光地景的推薦依

據，使其藉由法國專業指標的背書得以權威性的馴化讀者。《巴黎時尚甜點咖啡

館》是譯自日文的甜點觀光導覽書，提供豐富的客觀資訊，缺乏主觀的論述建構、

專業的指標依據，以日本、台灣市場需求的出版邏輯為主，較少依循法國美食場

域的模式以建構美食正當性。 

其三、藉由甜點觀光中的消費實踐形成區辨性的社會格調，展現「品味秀異」

的概念。本研究聚焦在甜點消費是奢侈與美感品味這類象徵符碼的蒐集、有意識

地擬仿法國社會共享的甜點品嚐儀式，以及紀念物蒐集、影像紀錄、味覺細描所

共組的特定甜點觀光記憶，堆疊出與其他觀光客產生文化距離的秀異的品味。筆

者將以上理論與概念置於巴黎甜點美食觀光的個案中，論證、分析本研究的問題

意識，為其找到解答。 

透過訪談 20 位台灣赴巴黎的甜點觀光客與留學生，從其訪談稿與部落格書

寫分析觀光客的消費實踐如下：（一）因為甜點是法國日常料理順序的一環，甜

點觀光客藉由消費巴黎甜點作為追求巴黎真實的生活文化，以蒐集代表「真實」

巴黎的符碼，亦是對甜點本身彷彿是「幸福」與「藝術精品」的朝聖。（二）觀

光客可從法國社會共享的用餐禮儀擬仿道地的甜點品嚐儀式，以完整甜點美食觀

光的神聖性，並展現出可與一般觀光客區辨的秀異品味。（三）甜點觀光客藉由

紀念物蒐集、為甜點特寫拍照以及細描品嚐甜點所誘發的味覺體驗建構專屬於個



 

153 
 

人的感官記憶，使其有異於一般觀光客重遊巴黎的原因—是甜滋味的記憶把觀光

客帶回巴黎。 

「非」常的實踐秀異出巴黎甜點觀光客的文化品味，這是帶得走的文化氣

息、質地。從甜點觀光客身上可以觀察出巴黎甜點觀光引申的文化意涵，因為甜

點觀光客接收甜點文化意象的薰陶與馴化而累積資本，從自然天真的狀態進而精

緻文化化，在追尋美感品味的過程中一再借用積累於身的文化底蘊與巴黎甜點觀

光場域中所觸及的象徵符碼、權力驗證，一再學習與內化深層涵養，甜點觀光客

所散發出的文化鑑賞力便益加深厚，這是由於巴黎花都高度城市化的展現同時影

響在地人文地景與居遊、深度探訪巴黎的甜點觀光客。甜點觀光客不再單純地膚

淺凝視，而是回歸到觀者本身能吸取多少甜點之都所散發的文化氣韻，即觀光地

景與觀者的互動與浸濡。觀光地景既然在歷史長廊中展現真實的文化內涵與精緻

美感，觀者亦希望由內到外也散發出真實的品味涵養，而不是停留在表面的一見

鍾情，是能夠透過文化陶冶與習癖豢養後自然而然流露出的深層感知與甜點觀光

地景互動，因為相互瞭解而認定彼此的文化涵養，帶動雙向的文化成熟度。儘管

這排除了自然、不經修飾的原味，巴黎甜點觀光地景與為了朝聖記憶中的甜滋味

而來的觀光客，兩者相互緊扣的文化涵養與底蘊穩固地正當化巴黎甜點觀光地景

的建構與其在台灣的再現與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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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一、 研究限制 

（一） 導覽媒介的限制 

本研究於台灣的巴黎甜點觀光文化中介只限定在導覽書籍，然而觀光導覽形

式多元，舉凡官方觀光手冊與指南、巴黎甜點店官方網站、巴黎甜點相關美食部

落格、巴黎甜點相關影視新聞與節目，甚至帶團的導遊（巴黎已經出現以甜點為

主題的觀光導遊，多為歐美團），廣義來說都是觀光導覽的一環。再者，筆者只

分析中文導覽書，少數法文；因此，研究結果受限在中文導覽書籍的分析與詮釋。 

（二） 研究者的語言限制 

本研究聚焦在巴黎甜點觀光，由於筆者的語言限制，法文聽說讀寫程度尚未

達到流利與專精，因此，在分析法文歷史文獻與進行法文訪談相對困難許多。再

者，台灣對巴黎甜點文化的了解，透過文獻可以清楚了解最初是來自日本的文化

中介，諸多日本學者亦研究法國美食文化，但礙於筆者不懂日文，無法閱讀日文

文獻，也就沒辦法全面掌握巴黎甜點文化於日本的發展與脈絡。 

 

二、 未來建議 

  越來越多觀光客重視宴飲的品質與精緻，而嚮往到米其林星級餐廳發源地的

法國朝聖，然而本研究僅聚焦在巴黎甜點觀光的地景建構、導覽中介與消費實

踐，若研究者時間、經濟許可，亦可將研究對象轉換為法國美食觀光，以米其林

餐廳為例。此外，甜點美食觀光不是巴黎獨有，舊歐洲國家，像是奧地利、義大

利、英國等等都有其特色甜點，亦有許多甜牙齒前往朝聖，因此也能將研究對象

轉換為其他歐洲國家，以完整歐洲甜點文化與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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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巴黎甜點店名人堂（依成立時間排序） 

Stohrer（始於 1730） 

*Debauve et Gallais（始於 1800） 

Dalloyau（始於 1802） 

Ladurée（始於 1862） 

**Fauchon（始於 1886） 

Angélina（始於 1913） 

Lenôtre（始於 1957） 

Gérard Mulot（始於 1977） 

*La Maison du Chocolat（始於 1977） 

*Jean-Paul Hévin（始於 1988） 

 

**以高級食品銷售為主，亦售甜點。 

*以巧克力專賣店（chocolatier）為主，

亦售甜點。 

Arnaud Larher（始於 1997） 

*Cacao et chocolat（始於 1998） 

Arnaud Delmontel（始於 1999） 

Pierre Hermé（始於 2001） 

Sadaharu Aoki（始於 2001） 

Des Gâteaux et du Pain（始於 2006） 

Carl Marletti（始於 2007） 

Pascal Caffet（始於 2008） 

Jacques Genin（始於 2008） 

La Pâtisserie des Rêves（始於 2009） 

Un Dimanche à Paris（始於 2010） 

Hugo & Victor（始於 2010） 

Sébastien Gaudard（始於 2012） 

 

 

附錄二： 

巴黎甜點觀光導覽書類別（取自博客來網路書店）： 

（1）有甜點觀光路線介紹的法國導覽書：15 本 

（2）純甜點觀光導覽書：3 本（內含 1 本譯自日文） 

（3）以甜點為特輯的雜誌：7 本 

（4）巴黎甜點大師食譜：10 本（內含中文、日文、英文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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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甜點師傅赴法學習日記：2 本 

類 No. 書名 作者 年份 

有

甜

點

觀

光

路

線

介

紹 

的

法

國

導

覽

書 

1.  餐桌上最後的誘惑 謝忠道 
2001 

2.  巴黎小旅行 墨刻 2004 

3.  比流浪有味，比幸福更甜 謝忠道 
2005 

4.  我在咖啡館閱讀巴黎 土反井彰代（日） 
2005 

5.  吃垮達文西：張國立+趙薇的法國飯團 張國立、趙薇 
2006 

6.  巴黎味 Le gout de Paris 曹嘉玲 
2007 

7.  巴黎 陳翠霏 
2008 

8.  34 次感動：巴黎私房餐廳推薦 相原由美子（日） 
2008 

9.  法國人，搞甚麼？！：在台灣也可以活得像個法國人 里維（法籍） 
2010 

10.  愛上巴黎的 77 個理由：最 in 特色店 77 選 Yayin 
2011 

11.  安朵的巴黎 慢慢走：解開你對巴黎人的 11 個疑問，發

掘巴黎的夢幻與真實 

安朵 
2011 

12.  祕密巴黎：一手掌握連巴黎人也驚喜的 300 個私密景點 鄭起範 
2011 

13.  居遊法國：從巴黎到里昂，享受美景與美食 王傑民、洪瀞 
2012 

14.  巴黎散步道：一起來巴黎 Window Shopping 吧！  X-Knowledge 
2012 

15.  搭地鐵暢遊巴黎：14 條地鐵主題景點規劃 地球步方編輯室 
2013 

純

甜

點 

1.  巴黎甜點  杰希嘉 
2005 

2.  記住巴黎的甜滋味  林佳瑩 
2010 

3.  Love Paris 巴黎時尚甜點咖啡館  殿真理子（日） 
2011 

甜

點

特

1.  甜點中的愛馬仕 Dalloyau 優生活 Alive (22) 
2005 

2.  惡魔的誘惑。巴黎甜點  名牌誌 BRAND   
2011.06 

3.  MOF: Jean-Paul Hévin 
旅人誌 75 期 

2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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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

的

雜

誌 

4.  甜蜜巴黎，精品甜點新店直擊 旅人誌 76 期 
2011.09 

5.  SADAHARU AOKI 
HARPER’S 

BAZAAR (263) 

2011.11 

6.  Alive 品味書：品味巴黎特刊（馬卡龍特輯） 優生活 Alive 
2012.05 

7.  幸福感甜點 SENSE 好感(15) 
2013.04 

巴

黎

甜

點

大

師

食

譜 

1.  全球零時差巴黎甜點  金子美明（日） 
2006 

2.  頂尖蛋糕時尚之旅《巴黎．東京．台北零時差的接觸》 台灣蛋糕協會 
2008 

3.  糕點聖經 法國藍帶學院 
2008 

4.  大師糕點 DESSERTS Pierre Hermé 
2010 

5.  Pierre Hermé寫給你的法式點心書：28 道精選法式點心 Pierre Hermé 
2011 

6.  Ladurée: The Savory Recipes（英）  
2011 

7.  Ladurée: Sucre/ The Sweet Recipes（英）  
2011 

8.  青木定治巴黎風味可口甜點製作圖解食譜（日） 慕客館 
2012 

9.  LADUREE 創業 150 週年紀念精華特典（日） 慕客館 
2012 

10.  大師之最皮耶艾曼：精選收錄最具代表性的原創配方 Pierre Hermé 
2012 

11.  PIERRE HERME 獨創糕點 Pierre Hermé 
2012 

12.  巴黎甜點名店創作技術食譜 La Patisserie des Reves（日） 慕客館 
2013.03 

日

記 

1.  是的，主廚！巴黎藍帶灰姑娘廚藝學習日記 于美瑞 
2009 

2.  巴黎藍帶廚藝學習日記 于美瑞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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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紀錄（一）                     時間：2012.06.22 

紀錄：   

【20120622 Day 4】巴黎甜點店櫃台實習日記： 

每天都是新的練習！ 

這個禮拜領班 Monsieur JM 先生讓我上早班（9h00~16h00），一天七小時，是的 99.9%都是

穿著高跟鞋站著的狀態，保持一貫優雅的姿態、從容的步伐、真誠上揚的笑容，永遠要記得將

招呼「Bonjour, madame! Bonjour, monsieur!」「Merci, au revoir! Bonne journee!」掛在嘴邊！

這裡不只是販售高級如藝術品般的法國甜點（曾經有一位加州來的觀光客驚呼這些甜點應該要

放在羅浮宮，可見他真的將精緻的甜點視為藝術品），這裡的一切還需要讓顧客有備受呵護的

感覺，宛如走進有星級的飯店櫃檯。 

每天一早九點抵達，門上的布幕還沒拉起，因為領班跟我要例行性的打掃：拖地、擦玻璃門與

玻璃櫥櫃、擺放今日甜點、數今日所需的馬卡龍與長條蛋糕、包裝蛋糕與標籤製作、換裝（如

同一齣劇碼般，演員上場前換上戲服）、十點開店（表演也即將開始，我可是很認真在演出的

唷）！ 

而這幾天最常聽到的一句話是：「C'est pas beau!（這樣不漂亮）」領班與另一位男店員會教我

如何陳列甜點、如何擦拭玻璃櫥櫃、如何巧妙的將甜點們裝盒才會讓顧客獲得美的視覺感受，

這樣的觀感不只是從甜點本身，連同店的裝潢與擺設、店員的服裝與儀態，都需處處用心，我

們注重各個細節，最令人驚豔的是，為了讓客人回到家時還能看到盒內是完整沒有跌倒的甜

點，領班都會細心在比較脆弱的甜點下方黏貼紙，讓它屹立不搖，這點小用心或許客人是在回

家後才感受的到，堪稱是消費者的美感體驗之旅！ 

 

紀錄（二）                     時間：2012.06.26 

紀錄： 

【20120626 Day 8】巴黎甜點店櫃台實習日記： 

這週開始上晚班（13h00~20h30），也就是說不用再每天抓著早餐衝向地鐵站了，還可以做點

雜事，吃完中餐再出門！ 

今天很重要，除了是第一天感受晚班絡繹不絕的人潮，還是實習以來第一次見到甜點師傅本人

（chef: Carl Marletti），他剛從南韓談公事回來。含第一次面試到現在，總共見到 chef 三次，

有倒吃甘蔗的感覺，因為面試那天說真的他臉好臭，讓我畏懼三分；第二次是回台灣前一天，

我去店裡買帶回台灣的禮物手工果醬，他見到我竟然是微笑說了句：「Bonsoir!（晚安）」，外加

握手招呼，親切許多；今天再見面，是我已經開始實習，他竟喊得出我的名字，還跟領班說我

很常笑：「comme un soleil（像太陽般）」喔！好窩心！感動之餘只能更努力[笑笑]上班了！ 

今天學到好幾件事： 

(1) 天氣原來很重要：領班 Jean-Michel 先生常說天氣好的時候沒客人，天氣陰涼的時候，客

人反而多！因為天氣不好大家不太吃甜點！我一直半信半疑，今天真的深刻感受。天氣陰陰

的，客人源源來，包裝沒停過！甜點這東西，原來也要看天吃飯啊！ 

(2) 有預訂蛋糕的顧客要建檔：店內不會有生日那種尺寸的大蛋糕放在櫃台給客人即時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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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事先提早一兩天電話或店內預訂。這些訂單在客人付帳取貨後，都要在電腦裡建檔（姓名、

購買日期、購買品項等），為什麼呢？J.M.先生說曾有客人打電話來訂蛋糕，說了句：「Je voudrais 

un gâteau comme l'année dernière!（我想訂一個跟去年一樣的蛋糕）」，他說他聽到傻眼，誰

知道你去年訂哪個蛋糕？從此之後，他們就開始建檔，追蹤客戶資料，好處除了知道哪個客人

訂過什麼，偶爾還會附送額外蛋糕給忠實顧客（甚至 J.M.都叫得出他們的名字），讓客人了解

店的用心，這真的算是留住老客戶的方法！ 

(3) 法國人真的愛問很多關於甜點的問題：這一周多我只盡量把所有的甜點有什麼餡料記起

來，今天遇到釘子了！被問了一個：「le choux d'éclair, il est fait de quoi?（閃電泡芙的泡芙體

是用什麼做的）」我只能聳聳肩說了句：「Je ne sais pas...（我不知道）」，非常好，J.M.先生後

來還偷偷跟我說那個人是記者唷，還好他後來等到甜點師傅吃午餐回來，再繼續做了專訪，應

該有問到他的答案吧！J.M.先生都要我別在意這些事，但我想我還是得知道一些，免得又被問

到！（過了半小時左右，果真被另一個時髦的女士問了...今天真夠幸運！） 

 

本日最有趣：J.M.先生在三點吃過午餐後居然在五點說他餓了，他用可愛的眼神看了我一眼

說：「On partage un éclair chocolat?（我們一起分一條巧克力閃電泡芙好不好）」我當然說好，

然後我們就賊吁噓的在櫃台一起吃了一條巧克力閃電泡芙，黑巧克力餡冰冰涼涼也太美味！ 

今天突然有朋友來訪，真的讓人又驚又喜！大家快來找我，說中文感覺好暢快啊！他買了兩個

甜點 Lily Valley（是一款以甜點師傅太太開的花店命名的甜點，長的很像 St. Honoré，但是

violette 紫羅蘭口味）與 Verrine de 3 Chocolats（三層不同巧克力的幕斯）。稍晚他傳簡訊跟我

說：「Lily Valley 超好吃的！一開吃就忍不住吃完，平衡感超好！」我超羨慕，因為我自己都還

沒吃過！近期來吃。 

其實上周五就有遇到三個台灣人來店裡，我那時整個超興奮，畢竟是第一次遇到台灣人！但其

中有人跟我說我是否應該要全部甜點都吃過一次，才能真心推薦好吃的給大家。我想也是...

因此，今晚我詢問過 J.M.先生後，帶了照片中這款"Rialto"回家，我想吃它很久了...mousse de 

fromage blanc, mascarpone aux zestes de citron sur un sablé Linzer, comme un cheese cake, 

sauce de framboise en dessus（白乳酪幕斯、底是 Linzer 有名的肉桂味餅乾體，參以檸檬汁

的義大利 mascarpone 軟起司、最上面與內餡有覆盆子醬），而且聽說它像起士蛋糕這我超難

抗拒。...回家煮完羅宋湯後在房間偷偷吃，真的是...有夠好吃，起士味適中不甜膩，覆盆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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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度剛剛好，雖然我不愛肉桂，但這款餅乾體脆脆的我很愛！ 

 

紀錄（三）                     時間：2012.07.19 

紀錄： 

【20120719 Day 31】巴黎甜點店櫃台實習日記： 

兩款不同甜點店的 Saint-Honoré，美感體驗大不同。 

左：Lily Valley（谷中百合）－來自 Carl Marletti 

右：Saint-Honoré（聖歐諾黑）－來自 La Pâtisserie des Rêves 

 

對於甜點本身的美感體驗（一）：視覺為感官之首 

左邊這款是我們家甜點店的花系列作品「Lily Valley - petits choux à la violette, comme 

Saint-Honoré（谷中百合－紫羅蘭款的聖歐諾黑）」，總是能在消費者以如老鷹般銳利的雙眼掃

過甜點櫃後，奪得大家讚嘆的目光！接著不是馬上說出：「Lily Valley, c'est très jolie!（谷中百

合，這好美！）C'est quoi?」就是看到觀光客拿起單眼相機隔著玻璃對她猛拍照。原因是她不

像一般中規中矩的甜點，既不圓整又不方正，如其名般，好似一朵高雅的百合，以紫羅蘭的色

澤襯托其淡定。無論是外型與色澤，都能在眾甜點中脫穎而出，抓住消費者目光。 

右邊這款是先前與友人品嚐過的傳統 Saint-Honoré，然而傳統的是圓型，La Pâtisserie des 

Rêves 這家將甜點視為高級餐點的新秀給了 Saint-Honoré 新意－將她改良為長／方型，更在小

泡芙體的焦糖下足功夫，色澤金黃散發貴氣。從視覺角度來看，若說 Carl marletti 的 Lily Valley

是知性淑女，那 La Pâtisserie des Rêves 的 Saint-Honoré 應該是上流社會新一代千金。但這樣

的說詞，一切都來自主觀感受與體驗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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