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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將以文化研究的角度探究咖啡消費文化在臺灣的生成及咖啡在臺灣

的文化意義。本研究的歷史分析之範圍界定，是在資料蒐集完成後，隨即

進行資料的整理和分類，並且在所蒐集的資料中，發現在 1930 年代前後



便已經出現「喝咖啡」的相關記載。故本研究之研究範疇是自日治時代後

期 1930 年代以降至 1990 年代咖啡消費文化在臺灣的形成過程。 文化研究

主要在於觀察人的需求、日常生活與社會情境等衍生而來各種文化現象及

文化意義，並以人類社會生活為主要的核心關懷。本研究的研究動機，源

自於我對當代臺灣社會咖啡消費現象的觀察和好奇。因此，希望透過理解

人們為何、如何消費咖啡，來瞭解咖啡在臺灣的文化角色與文化意義，及

咖啡和人們生活間的關係。本研究採取 Williams 的文化觀點，將咖啡消費

文化的形成，視為是來自社會群體生活中的消費活動，並且是持續發展的

動態過程。我將透過資料的分析與詮釋，呈現臺灣咖啡消費文化的形成與

轉變過程。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探究西方舶來品「咖啡」進入臺灣

後，在歷時性的發展過程中如何形成在地化的臺灣咖啡消費文化。 而根

據研究目的，本研究以臺灣社會群體的咖啡消費活動為歷史分析的核心，

進一步提出具體的研究問題： 1、在不同時間和空間脈絡下，人們如何消

費咖啡？為何消費咖啡？並且在咖啡消費後產生哪些咖啡的文化意義，進

而形成怎樣的臺灣咖啡消費文化樣貌？ 2、不同時間和空間脈絡下咖啡的

文化意義如何轉變？以及在咖啡消費文化發展的過程中，咖啡的文化意義

產生哪些相似性和差異性？ 在歷史分析的結果中可發現咖啡的文化意義

形成與轉化的過程，分別包括：1、咖啡從奢侈的消費品，轉變成為平價

的、廣泛被飲用的飲料；2、從咖啡消費空間的轉換，看咖啡角色的轉

變；3、從咖啡器具及沖煮法，看人們的咖啡消費活動，如何從以符號價

值為主，轉而注重咖啡本身的品質（物質性），以及表現個人化的生活風

格；4、咖啡與文學、藝術、戀愛等文化意義連結的持續性發展。而以 P. 

Bourdieu 的理論觀點來看，1990 年代，不同社會群體因生活風格與消費美

學的差異而創造出具差異和多樣化的咖啡消費文化。  

摘要

(英) 

This research is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coffee consumption in Taiwan, since 1930s 

until 1990s. Here are my primary concerns. First, how do people consume coffee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Second, after coffee consuming, how is the culture meaning 

changing? Through historical analysis, I discover two important characters in 

Taiwan coffee culture. On the one hand,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coffee culture 

is diverse. And, on the other hand, Taiwan coffee culture has the ability of 

containing other foreig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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