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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福特主義至後福特主義：維他奶的改朝換代 

蘇穎瑤 

 

隨著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和全面都市化（Completely Urbanized）1的急

速發展，福特主義至後福特主義的市場運作體系、生產模式、生產數量和市民消

費模式均出現前所未有的轉變。當觀察香港資本主義的發展中，一九一零至二零

一零年代正值福特主義至後福特主義的改朝換代（Regime Change），商人羅桂祥

創立飲品品牌維他奶（Vitasoy），靈活地面對其改朝換代的影響，成為香港社會

和市民的日常飲品2。在福特主義和後福特主義的時代下，維他奶的生產模式和

營運方向出現巨大轉變，因此維他奶的改朝換代亦值得深入探討。 

 

本論文將研究福特主義至後福特主義的資本主義運作模式轉變，從而探索香港飲

品維他奶的市場經濟和生產模式的改朝換代。本文將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

討論福特主義的特徵，在規模經濟的運作中如何大規模生產標準維他奶；第二部

分，研究福特主義下維他奶的廣告業發展和宣傳；第三部分，透過探討後福特主

義的特徵，分析維他奶如何在範圍經濟的運作中尋找利基市場和小眾消費，生產

多樣化的產品；第四部分，反思在後福特主義下，維他奶轉移其生產線和外判生

產工序。 

 

（壹） 福特主義的規模經濟：大規模生產標準維他奶 

福特主義（Fordism）是指二十世紀美國的福特汽車廠採用規模經濟（Economics of 

Scale）的效益現象，以流水作業（An Assembly Line）和專門化（Specialization）

的方式大規模生產統一和標準化的產品（Mass Production）3。在福特主義下，資

                                                      
1
 Lefebvre, H. (2003). The Urban Revolu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1. 

2 蔡寶瓊，(1990)。〈厚生與創業，維他奶五十年(一九四零至一九九零)〉，載於 

趙雨樂、程美寶編輯《香港史研究論著選輯》，香港：香港公開大學出版社。 
3 

Harvey, D. (1989). From Fordism to Flexible Accumulation. In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United States: Blackwell, pp.14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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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家重視科學管理技術（Scientific Management），把生產步驟、所需時間、工人

動作和數量等生產因素進行計算和記錄，並設計出最短生產方式達至最高產量的

管理系統4。另外，工廠內放置龐大的機器和生產輸送帶，工人必須按著輸送帶

的速度，不斷重複相同和單一的工作程序。工人不但失去獨立能力、自主性和勞

動力，而且成為機器的附屬品。更重要的是，由於福特主義大規模生產同一品質

和同一款式的產品，所以依賴大眾市場（Mass Market）不斷大規模消費產品（Mass 

Consumption of Goods）5，其大眾市場正是工人階級。因此，資本家給予工人較高

的薪金，工人繼而於規模經濟市場中不斷消費，令資本家不斷進行資本累積和吸

納剩餘價值。 

 

香港輕工業於一九一零至一九五零年代急速發展，大部分工廠正是採用福特主義

的生產模式，大規模生產同一款式的衣服、飲品、食物和膠鞋。在飲品方面，香

港飲料市場以碳酸飲料（Sodas）或俗稱「有氣飲品」（Sparkle Drink）為主6，例

如美國可口可樂公司的可口可樂（Coca-Cola）、屈臣氏的「哥喇」（Super Cola）、

沙士汽水（Sarsaparilla）、綠寶的橙汁和玉泉的忌廉汽水等等，香港市民和孩童特

別喜歡碳酸飲料帶來「嘔氣」的快感。維他奶作為香港首個「無氣飲品」的飲料，

其公司花了很長時間才能進入本地飲品市場7。 

 

維他奶的發展和歷史可追溯至一九三九年羅桂祥創立的香港荳品公司（The Hong 

Kong Soya Bean Products Limited，下稱荳品公司），即是現今的維他奶國際集團有

限公司（Vitaso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下稱維他奶國際）。荳品公司的工

廠設於香港島銅鑼灣的記利佐治街（Great George Street）8，公司成立初期只是大

規模生產維他奶的單一產品，並沒有生產其他飲料，而公司日常的生產、運作和

                                                      
4 同上，頁 149-155。 
5 同上，頁 157。 
6 詳見註[2]，頁 303-304。 
7 同上，頁 305。 
8 同上，頁 298-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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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業務由羅桂祥和其弟羅芳祥負責。 

 

荳品公司製作維他奶的過程是流水作業和專門化的生產模式，每名工人負責某一

個生產工序9。首先，工人在每天晚上九時把大豆洗淨，然後用水浸透，翌晨用

磨豆機把大豆磨成豆漿。直至翌晨五時，另一批工人燒煤發動蒸氣機煮豆漿。蒸

氣機的旁邊放置電力發動的帆布過濾器，工人負責控制和過濾蒸氣機製造的豆漿

殘渣，從而確保維他奶新鮮和口感純滑。當豆漿煮至沸騰和過濾後，負責添加調

味料的工人便會加進糖、奶粉和植物油，便成為飲料維他奶。當維他奶製成後，

通過一排冷卻管道注入預先消毒的玻璃樽和壓出樽蓋。最後，負責包裝的工人把

維他奶放進竹籃，每個竹籃可放七十二樽維他奶，再經送貨員送到訂戶門口，或

送至利園山的嶺英中學售賣。 

 

圖一
[10]
：工人用磨豆機把大豆磨成豆漿 

（圖片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kxHuVnCIkE） 

 

                                                      
9 同上，頁 296-297。 
10 圖片擷取於香港電台，2012 年 3 月 19 日，《香港故事－我們的品牌：第 19 輯－流離‧機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kxHuVnCIkE〉，2015 年 12 月 18 日讀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kxHuVnCIk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kxHuVnC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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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11]
：負責包裝的工人把維他奶放進竹籃 

（圖片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kxHuVnCIkE） 

 

在流水作業和專門化的生產模式下，荳品公司每天大量生產一千樽標準味道、顏

色和款式的維他奶，其無氣飲料和鮮味受到工人階級和學生愛戴。同時，工廠的

工人薪金月入五元，並按年資每年加薪一元12；而當時的維他奶售價是港幣六分

（香港稱為六仙或六里）13，工人不但能大量消費價廉物美的維他奶，而且買給

其小孩作為充飢的營養飲品。 

 

由此可見，從磨豆機、燒煤的蒸氣機、電力的帆布過濾器和入樽的過程，荳品公

司以流水作業的模式生產維他奶，並由工廠工人以人手操作的方式控制機器的開

關。在福特主義下，荳品公司為了進入本地飲品市場，必須以規模經濟的大規模

生產標準味道和無氣的維他奶，同時依賴工人階級大量消費維他奶。因此，資本

家透過市場的大規模生產和消費，永無止境地追求利潤的增長。 

 

                                                      
11 同上。 
12 詳見註[2]，頁 297。 
13 蘋果動新聞，2010 年 3 月 9 日，〈專題報道︰維他奶面世 70 年 窮人牛奶 9 

支變 13 億支〉，〈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00309/13801374〉，2015 年 12 月 18 日

讀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kxHuVnCIkE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00309/1380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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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福特主義的廣告宣傳：「維他奶，點只汽水咁簡單！」 

由於福特主義強調大規模生產同一款式的產品，因此十分重視龐大的消費市場購

買其產品。為了吸引工人階級和刺激消費活動，資本家必須依靠市場行銷和廣告

商宣傳其產品的資訊和優點，透過鼓勵和提醒消費者不斷購買產品，從而延長消

費週期14。因此，福特主義依賴大眾消費市場的運作模式間接促成廣告業的興起。

廣告商的宣傳種類和平台眾多，如報紙廣告、電視廣告、幻燈片廣告和海報廣告

等等。 

 

雖然荳品公司能依賴工人階級和學生購買維他奶維持公司收入，但是原材料和運

輸的成本不斷上升，單靠工人階級和學生兩組消費群體並不足夠。為了不斷進行

資本累積和利潤極大化，荳品公司於一九四零年代開始刊登不同類型的廣告，以

開拓消費者的群組和地區為目標。維他奶廣告的特色是按著香港社會的脈絡和環

境而構思不同的口號。如圖三所示，維他奶第一個廣告是報紙平面廣告，以「一

分錢三分價值：營養＋充飢＋鮮渴」為口號，向消費者保證新鮮的維他奶蘊含高

營養和充飢的成分，並能準時送到消費者的家中。直至一九五零至一九六零年代，

香港社會面對戰後的嬰兒潮和經濟低迷的時期，維他奶推出電視廣告，以「勤讀

不忘營養」和「維他奶令你更高！維他奶令你更強！維他奶令你更健美！」15為

口號，標榜其產品的營養價值。 

 

 

                                                      
[14] 

詳見註[3]，頁 168-169。 
[15] 

詳見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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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16]
：維他奶的第一個報紙廣告 

（圖片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kxHuVnCIkE） 

 

在一九七零年代，由於碳酸飲料的汽水深受孩童愛戴，所以維他奶在廣告宣傳方

面投放更多資金，以確保進入香港的飲品市場。如圖四和圖五所示，維他奶聘請

著名廣告創作者紀文鳳、創作廣告歌的顧嘉輝和填詞的黃霑，並邀請當時流行明

星蕭芳芳和溫拿樂隊共同創作電視廣告，推出膾炙人口的口號「維他奶，點只汽

水咁簡單！」，正面挑戰龐大的碳酸飲料消費市場，同時宣傳其產品的價錢便宜

和含豐富的營養價值。直至一九八零年代，維他奶廣告改以思鄉為主題，推出口

號「童年現在一般可愛，始終都係維他」和「何時何地都想念你」，從而迎合香

港社會的移民潮。 

 

  

圖四
17
：「維他奶，點只汽水咁簡單！」 

（圖片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mqq3f7Hp6Q） 

 

                                                      
16 

詳見註[10]。 
17 

圖片擷取於Youtube影片，2011年10月12日，〈香港中古廣告: 維他奶(點止汽水咁簡單) 198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mqq3f7Hp6Q〉，2015 年 12 月 18 日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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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18
：蕭芳芳版本－「維他奶，點只汽水咁簡單！」 

（圖片來源：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ulture/art/20081021/11744746） 

 

隨著荳品公司於香港成為上市公司和正式改名為維他奶國際，並推出新的飲料麥

精和大豆燕麥，正式標誌維他奶的資本主義運作模式從福特主義轉型至後福特主

義。除了原味維他奶外，維他奶國際更嘗試生產不同口味的維他奶，從而針對不

同國家和地區的飲品市場，進一步追求更多利潤的增長。 

 

（參） 後福特主義的範圍經濟：尋找小眾消費、利基市場和產品多樣化的維他奶 

「福特主義的弱點是缺乏彈性，流水作業的生產方式

限制了產品的多樣性，注定產品只可以單一化……針

對福特主義欠缺彈性的弱點，具體的做法是放棄一味

追求大量生產單一產品，轉而追求產品多樣化，積極

開拓小眾市場。」（馬國明，2007 年，頁 50-51）19 

 

福特主義重視大規模生產標準產品，其運作模式假設資本市場中有龐大的消費市

場和參與購買活動，而產品的銷售和利潤必定不斷增長。但是，其假設呈現福特

                                                      
18 圖 片 擷 取 於 蘋 果 動 新 聞 ， 2008 年 10 月 21 日 ，〈 香 港 人 既 奶 〉，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ulture/art/20081021/11744746〉，2015 年 12 月 18 日讀

取。 
19 

馬國明，(2007)。《全面都市化的社會》，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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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不靈活、缺乏創新和僵化（Rigidity）的問題20。第一，大規模生產和消費同

一款式的產品象徵產品單一化，不能靈活地按消費市場的需求轉變而有所變動。

第二，由於資本家依靠工人的勞動力和購買力，因此勞工市場、勞工合約和資源

分配亦出現僵化的問題21。為了解決福特主義缺乏彈性的問題，資本主義開始轉

變其運作模式，市場經濟正式改朝換代，進入靈活變化的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

時代。 

 

在後福特主義下，資本市場採用範圍經濟（Economics of Scope）的運作模式，即

是指資本家致力生產多樣化產品，並尋找和開拓小眾消費市場和利基市場 

（Niche Market）。同時，為了縮短產品創新的週期，資本家不再大量生產產品，

轉為少量生產、限量生產和即時生產（Just-in-time）從而提高銷售價格22。由於後

福特主義重視產品多樣化和縮短利潤週期，因此強調科技的創新和發展。科技設

計、開發產品和創新資訊的成本高昂，直接促成產品的價格昂貴23。此外，由於

產品數量少和價格昂貴，後福特主義所針對的消費者不再是缺乏消費能力的低收

入人士，而是讓高消費能力的高收入人士盡情購買產品24更重要的是，除了產品

的利潤週期縮短外，消費者的消費週期亦因多樣化產品的出現而縮短，消費者不

斷消費新型款式和型號產品，令資本家彈性和持續地吸納剩餘價值和累積資本。 

 

在一九八零年代，荳品公司正式面臨並解決產品單一化的僵化問題。雖然荳品公

司曾於一九六二年推出第二款口味的麥精維他奶，嘗試吸引更多的消費者，但是

其味道不符合大眾口味。後來，荳品公司生產單一飲品維他奶和不斷聘請工人階

級，令其制作成本不斷上升和利潤持續下降25。在一九七六年開始，荳品公司開

                                                      
20 

Davis, I. (1995). Narrative and Entropy. In Cultural Studies and Beyond: Fragments of Empire. New 

York: Routledge, pp.139-155. 
21 

詳見註[19]，頁 51-54；註[20]，頁 141-145。 
22 

詳見註[19]，頁 54-57。 
23 

同上，頁 52。 
24 

同上，頁 54。 
25 

詳見註[2]，頁 303。 



9 

 

始研發適合成人飲用的果汁飲品，包括維他菊花茶和維他檸檬茶。隨著一九九四

年荳品公司於香港成為上市公司，維他奶國際大量投入資金和科研技術，從而創

立和推出不同味道和款式的維他奶，從而開拓更多的小眾消費和利基市場，包括

低糖麥精豆奶、紅豆豆奶、黑朱古力味豆奶、北海道蜜瓜味豆奶和香橙朱古力味

豆奶等等26。除了多樣化味道的維他奶外，維他奶國際亦擴充業務27，開拓大豆和

豆漿飲品市場，例如大豆燕麥、大豆營鈣、山水黑豆漿等等。此外，維他奶國際

亦於二零一零年開始強調消費者自主模式，並推出印有英文字母和圖案的維他奶

盒，從而吸引消費者購買其心儀的盒裝圖案。 

 

 

圖六
28
：不同味道的維他奶產品 

（圖片來源：http://pcbaward.com/cfm/other.cfm?html=comp_05） 

 

                                                      
26 

維他奶系列飲品，詳見維他奶國際官方網絡〈http://www.vitasoy.com/tc/〉。 
27 

同上。 
28 

圖片擷取於卓越企業品牌選舉官方網絡，〈歷屆選舉回顧：07 年得獎名單〉， 

  〈http://pcbaward.com/cfm/other.cfm?html=comp_05〉，2015 年 12 月 18 日讀取。 

http://pcbaward.com/cfm/other.cfm?html=comp_05
http://www.vitasoy.com/tc/
http://pcbaward.com/cfm/other.cfm?html=comp_05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HrfLMzeLJAhVFOCYKHRVPBOsQjRwIBw&url=http://pcbaward.com/cfm/other.cfm?html%3Dcomp_05&psig=AFQjCNE2d7MbH8tjqv6Tfj28Zqw4PlQqVg&ust=1450431747826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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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29
：印有圖案的維他奶，以吸引大眾市場消費 

（圖片來源：http://www.vitasoy.com/tc/）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後福特主義重視少量生產產品和利基市場，並讓有能力的高

收入人士盡情消費；但是，維他奶國際仍然採用大規模方式生產不同類型的維他

奶，其營運收入仍依賴普羅大眾的日常消費。同時，雖然維他奶國際投入大量資

金研發不同味道的維他奶，但其新口味的產品價格並非十分昂貴；相比其他本土

和進口飲料，維他奶產品系列的價格維持港幣四元至七元，產品價格仍相對實惠

和便宜。 

 

（肆） 後福特主義的生產模式：維他奶國際轉移生產線和外判生產工序 

隨著航空業和通訊設備發展完善，其跨地域和跨時間的運輸系統亦促成後福特主

義的新型生產模式。在後福特主義下，由於不再運用龐大的流水作業和專門化的

工廠和工人生產產品，而是以少量和彈性生產；因此，其生產模式和地區不再局

限於某一地域和其地域的工人
30
，而其整條生產線是不限地域和時間無限延伸。

同時，後福特主義強調有能力的高收入人士盡情消費，其主要消費者並不再是工

人階級，因此資本家不再支付較高的薪金，甚至以合約制（Contract）、外判

                                                      
29 

圖片擷取於維他奶國際官方網絡〈http://www.vitasoy.com/tc/〉，2015 年 12 月 18 日讀取。 
30 

詳見註[19]，頁 52。 

http://www.vitasoy.com/tc/
http://www.vitasoy.com/tc/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1_tDyzeLJAhWHbSYKHRY1Dj4QjRwIBw&url=http://vanilabobo.blogspot.com/2012_01_01_archive.html&psig=AFQjCNE2d7MbH8tjqv6Tfj28Zqw4PlQqVg&ust=1450431747826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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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sourcing）、兼職（Part-time）和低薪金（Low Wages）31等等，進一步將工人

視為機器的附屬品。 

 

在二零一一年，維他奶國際發佈新聞稿〈維他奶艱鉅環境中業務報升，持續投資

以助發展〉明確地指出維他奶工廠和生產設施分佈多個國家和地區，其生產線不

再集中於香港32。除了香港屯門外，亦包括中國內地、新加坡、美國和澳洲等等，

從而將不同生產程序外判至多個生產商和物流公司；維他奶國際更於不同地域設

立一千多個倉庫儲存產品，將其產品行銷至全球多個國家。如圖八和圖九所示，

維他奶飲品系列的底部會印上不同中文字，代表其購買的維他奶由不同地方所製

造和生產。另外，維他奶國際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宣佈在新加坡收購「統一食品有

限公司」。其收購不但象徵維他奶國際在新加坡開拓荳品市場、大豆食品和豆漿

飲料的決心，而且呈現維他奶國際壟斷整個新加坡製造和銷售豆製品的市場。 

 

 

圖八
33
：「港」和「上」分別代表香港屯門和上海松江廠房製造 

（圖片來源：http://hk.ulifestyle.com.hk/topic/detail.html?id=ABFGD1ozBwJZFANu〉，

2015） 

                                                      
31 

Aldridge, A. (2003).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Consumption. United Kingdom: Polity, 

pp.28-52. 
32 

維他奶國際，2011 年 6 月 14 日，〈維他奶艱鉅環境中業務報升，持續投資以助發展〉，

〈http://hk.prnasia.com/story/46915-2.shtml〉，2015 年 12 月 18 日讀取。 
33 

圖片擷取於 UHK 港生活，2015 年 11 月 7 日，〈解開維他飲品「港」、「上」、 

「光」之謎〉，http://hk.ulifestyle.com.hk/topic/detail.html?id=ABFGD1ozBwJZFANu〉，2015 年 12

月 18 日讀取。 

http://hk.ulifestyle.com.hk/topic/detail.html?id=ABFGD1ozBwJZFANu〉，2015
http://hk.ulifestyle.com.hk/topic/detail.html?id=ABFGD1ozBwJZFANu〉，2015
http://hk.prnasia.com/story/46915-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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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34
：「光」代表深圳光明牧場製造 

（圖片來源：http://hk.ulifestyle.com.hk/topic/detail.html?id=ABFGD1ozBwJZFANu〉，

2015） 

 

此外，由於後福特主義下主要消費者不是工人階級，資本家可支付工人階級較低

的薪金、工作環境惡劣和不合理工作時間。在二零零八年，二百多名維他奶國際

運輸部員工在屯門總部發起罷工行動35，抗議公司在通貨膨脹期間沒有提高薪金

和佣金，以及無理由解僱司機員工杜志權。罷工的員工於屯門總部掛起橫額表達

訴求，包括爭取增加員工的薪金、上調佣金百分之六和合理工作時間等等。雖然

罷工只維持十二小時，翌日員工亦如常工作；但是其罷工事件正呈現後福特主義

下工人工作時間不穩定和薪金低，可見工人階級進一步被剝削。 

 

總結 

由於資本主義的運作模式經歷改朝換代的轉變，本文透過研究福特主義至後福特

主義的生產模式、工人階級和大眾市場的轉變，從而探索香港飲品維他奶的市場

經濟和生產模式的改朝換代。第一，透過研究福特主義的特徵，探索荳品公司如

何在規模經濟中大規模生產標準維他奶；第二，探討福特主義下維他奶的廣告業

                                                      
34 

同上。 
35 

東方日報，2011 年 6 月 15 日，〈維他奶逾百人 今罷工爭加薪〉，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10615/00176_033.html〉，2015 年 12 月 18 日讀取。 

http://hk.ulifestyle.com.hk/topic/detail.html?id=ABFGD1ozBwJZFANu〉，2015
http://hk.ulifestyle.com.hk/topic/detail.html?id=ABFGD1ozBwJZFANu〉，2015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10615/00176_0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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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和宣傳，並成為香港社會膾炙人口的廣告口號；第三，分析後福特主義的特

徵，從而觀察維他奶在範圍經濟中轉變其生產策略，尋找利基市場和小眾消費；

第四，反思維他奶轉移生產線和外判工序。 

 

荳品公司和維他奶國際分別象徵香港福特主義和後福特主義的改朝換代。雖然維

他奶的生產模式、市場運作和累積資本的方法有所轉變，例如維他奶從大規模生

產標準產品至生產多樣化產品、消費市場從大眾消費至小眾市場、生產線從本地

轉移至亞洲地區和工人階級從較高至低的薪金等等，但是，資本主義追求永無止

境的利潤增長並沒有改變。在資本主義下，資本家仍持續地追求更多的資本累積、

吸納剩餘價值和利潤極大化。因此，人類必須觀察其資本主義的運作模式如何界

入文化生產活動，才能仔細反思資本主義的改朝換代深刻地影響人類的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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