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飲食文化沒有界限
文  ／愚庵      圖  ／編輯部

緣起

臺灣人最常說：「吃飯皇帝大」，全

世界人類生命中，飲食最偉大，人民只要

餓肚子，國家或社會肯定大亂。但是，吃

東西學問大，有一位朋友可能是受到教育

或親身遭遇的打擊產生了偏見，非常仇視

日本人，自己發誓：有生之年，絕對不去

日本旅行、不看日劇、不讀日本小說、不

吃日本料理。有一次我約他吃飯，他一看

見日式料理店招牌，轉頭就走，後來我告

訴他：「寫著日本的東西，不一定來自日

本，如同寫著台菜，不一定是台菜，寫著

泰國菜的招牌，其實也不是來自泰國。」。

人類從大遷徙到大航海，一直到目前的全

球化，飲食文化國外從引進到改變，然後

再重組，蔬果菜類，經過貿易傳輸交換，

已經失去原貌，所以經過這些外來食材，

做出的食物餐點，實在無法判斷這些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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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正來源，目前所看見的日本料理，

70%的原型來自中國大陸，10%來自伊斯

蘭，另外 10%來自歐洲，只剩 10%是日

本原創，飲食文化是十分多元、包容以及

多樣性的。

我 所 說 的 10% 日 本 原 創， 就 是

大家口中的「壽喜燒」或稱鐵板燒

SUKIYAKI，這個字的日本原意是「鋤頭

燒」，日本的早期社會到戰國後期的幕府

時代，一直是階級森嚴的國度，明治維新

脫亞入歐，整個社會才大大改造。現在看

到的日本料理，嚴格說就是唐宋中國料

理，尤其是受到禪學影響最大的素菜做

法，幾乎全面仿唐，日本是稻米文化國家，

長達 1,300年的素食體驗，使日本把外來

飲食保持了最完善原貌。

西元 552年佛教傳入日本，但是，聖

德天皇在 655年才宣布禁止殺生的昭告，

五種動物不可殺，牛羊馬豬猴，甚至包含

魚類，到了 737年，成務天皇才宣布魚類

解禁，日本人愛吃魚，其實是有歷史原因，

因此，貴族的蛋白質來源只有魚類，而貧

窮農奴沒錢買魚，只能在戶外河川抓捕，

或在森林找鳥類或其他小動物加菜，當時

的農村社會流行「鋤燒」，把耕田的鋤具

翻過來，以金屬面做燒烤工具，下面燒樹

枝當柴薪，鋤頭上面燒熱後，把捕獲的獵

物洗淨放上去，所以叫做「鋤燒」。

日本鋤燒演變到今天，已經是高級料

理，過去有錢人或貴族會聘請「庖丁人」

在一旁服侍，代替客人把食材準備好，或

用刀子把肉類弄好，然後進行燒烤，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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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料理店則改為服務師傅，只有這一項鋤

燒，還留有日本味，其他全部舶來品，容

我一一道來。

天婦羅的故事

許多人習慣到超商店，吃幾個天婦羅，

有人翻譯成甜不辣，其實，天婦羅的名稱

出自於伊斯蘭，且和宗教有關。

原 來， 穆 斯 林 有 齋 戒 的 習 慣

「RAMADAN」，傳統基督教或猶太教，

也有齋戒習慣，基督教在復活節前的齋戒，

稱為四旬齋，一個旬就是 10天，所以一共

40天，基回 2個宗教，齋戒期間是不准殺

生的，而且日落才進食喝水，完全不吃是

不可能的，回教齋戒期間，隨月亮移動改

變日期，今年 5月 27日進入齋戒期，一個

月後才開齋，開齋就是回教過年，因此過

年時間，年年不同，大抵上伊斯蘭國家人

民也如此奉行。

基督教的齋戒，是紀念耶穌在曠野中

斷食修行，耶穌也告誡信徒；每年以齋戒

或斷食，把節省的糧食奉獻給窮人，回教

的齋戒動機也是大同小異，只是紀念的先

知，不同而已。

齋戒期間，不殺生也不煮食，因此教

堂會使用麵粉糰，經過油炸後，作為齋戒

時間落日後的食物，這些食物以素食為主，

類似油條，後來才加上肉類或魚類，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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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粉的魚經過油炸，叫做炸魚天婦羅，如

果是蝦子，稱為炸蝦天婦羅。

日本的飲食文化中，水煮和燒烤最傳

統。由於食用油料很難取得，使用油炸的

烹調方式，是 15世紀大航海時代，葡萄

牙天主教船員傳到日本，最早在福岡九州

一代，當時日本也沒肉類，所以就用炸魚

方式，稱為薩摩天婦羅，或關西天婦羅，

早期的炸魚，完全沒有麵衣包裹，直接放

入油鍋炸，因此日本大草流料理書又稱之

為「南蠻燒」，南蠻就是歐洲人。

日本人在戰國時代之前，是不吃動物

油的，貴族或武士家庭，最多使用芝麻油，

而且很昂貴，因此歷史上紀錄了一個有關

德川家康和天婦羅之間的故事，德川家康

在駿城隱退後，有一次聽說京都流行一種

「南蠻燒」的吃法，直接把魚油炸後進食，

所以，德川就吩咐家人，用芝麻油炸了鯛

魚加上韭菜，結果吃下去以後，腸胃受不

了，延醫治療，3個月就死了，後來的史

家判斷很可能是不習慣吃油炸物，所以腸

胃發炎死亡。

葡萄牙船員把天婦羅帶進日本以外，

也帶進了炸肉包或稱炸餃子，拉丁文是

FILLOS，把肉打爛後，包到麵粉糰裡面，

下去大火油炸，這種風行伊斯蘭世界的點

心叫做「巴克拉瓦（Baklava）」，在第

8世紀，從伊斯蘭世界經過南歐西班牙半

島，傳遍全歐洲，有一次，我在俄羅斯旅

行，在路邊攤吃到巴克拉瓦，裡面的肉餡

是羊肉，好吃到不行，這種東西在俄羅斯

不稱「天婦羅」，而是炸水餃，因為體積

大，吃一個，就可以飽上一天，就好像英

國的炸鱈魚，也不稱為天婦羅，只有日本

不忘本，把 5百年前的名字留下了，讓你

想到齋戒。

在日本旅行，很少看到身材臃腫的

胖子，這與日本人飲食文化的油炸物少有

關。反觀漢方料理的 7大烹調「炒、燒、

爆、炸、煎、溜、貼」全部與油有關。

歐洲大航海時代的貿易船，來到日本

時候，正是戰國時期，社會上還是以素食

為主，既然明白了油炸的方法，所以也把

豆腐或蒟蒻，裹上葛根粉，進入芝麻油油

炸，這就是日本料理中最出名的「關東五

目油豆腐」，我在日本餐廳吃過一盤五目

油豆腐，2塊炸豆腐為主，旁邊加上一些

陪席炸物，牛旁、香菇、銀杏、蘿蔔、四

季豆，一盤叫價 5百臺幣。你說貴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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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黑輪

很懷念小時候，在住家附近出現的黑

輪伯，回憶黑輪的美味和他的腳踏車。

黑輪是臺灣民間小吃，四處可以看到

用三輪車，擺上黑輪攤的小販，正式一點

的稱呼是「關東煮」，圍著爐火，客人落

座，接著來瓶啤酒更好，在日本街頭，也

經常可以見到關東煮招牌的小販。所以，

許多人會認為黑輪來自日本，答案是錯。

談到關東煮，日本語 oden，真正的完

整語言是 ODEN─ GAKO翻譯為田樂，

這種吃法有 2個必備品，豆腐和味噌，這

2種東西，也是從中土傳到日本，缺了豆腐

與味噌，田樂祭師就無法在農地上，騎著

白馬，進行春耕的祭典，也就沒有田樂了，

你還能說「關東煮」是日本料理嗎？

豆腐傳進日本，對日本的素食文化影

響很大，根據日本春日大社祭師日記中，

首次提到豆腐兩字，是在西元 1183年 (約

宋朝時期 )傳到日本，豆腐的製造與北方

遊牧民族有關，因為牛羊馬的奶製品，是

遊牧民族的主要蛋白質來源，牛奶放置時

間太久會酸化，經過固態化以後就變成乳

酪，唐朝以後，遊牧民族衰退，邊貿交易

暫停，中原無法取得乳酪，所以就開發植

物的乳酪，以大豆泡水後的乳汁成為豆漿，

然後加入海鹽固化後，就是所稱的豆腐，

豆腐的製造方法對素食為主的日本影響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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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尤其是到中國學習佛法的和尚，最早

知道豆腐製造，回日本後引進寺院，所以

稱為「禪食」，寺廟的禪食料理，會舉辦

法會招待貴族，因此豆腐傳入民間極為快

速，到了 14世紀奈良時代，日本的民間

有關豆腐的紀錄，就越來越多，蒙古人開

啟中原人製造豆漿和豆腐靈感，但是日本

人卻從乳酪中獲取靈感，酸化的乳酪變成

液態狀，就是現在流行的

養樂多或可爾必思。

「 田 樂 」ODEN

的主角就是建立在

豆腐主題上，

日本農村

社會在春天播

種時間，會邀請法師在農

田上進行祭典儀式，祭典完成後，

最快樂的娛樂節目，就是大家圍在田埂旁

聊天，一起燒烤豆腐，燒烤的豆腐以竹籤

插上去，然後在豆腐上面淋上味噌，放

在火上燒烤，這是最早期的田樂，現在我

們看到有味噌湯的田樂，已經是進化版的

湯狀田樂了，經過重新開創，田樂的內容

物，也增加許多。除了豆腐，還有魚板，

蘿蔔「菜頭」，貢丸，魚丸，根據紀錄，

日本江戶時代最流行這樣的關東煮法，甚

至達到五戶一間的地步，可見數量之多。

味噌也是中國發明的醬料，據稱 3千

年前的周朝，民間就有人以 發酵，直接

食用，這是醬料的前身，不管是豆類貝

類、魚類，經過發酵，製成的東西稱為醬，

這個字的最早發音是 MISO，本來是朝鮮

語，直接證明了這個東西是從中土來到朝

鮮，再到日本，年代是日本飛鳥時期，剛

好是中國唐朝。

日本用「味噌」這個字有原因，因為

味噌本來稱為「未醬」，意思就是「尚未

變成醬油」之前的固體狀

態，這個狀態在空氣中置

放一些時間，會

滲透出醬油的

液體。簡單說，

味噌其實就是醬油

半成品，後來把「未

曾」兩字加上口，變成現

在的寫法。

許多人以為味噌是日本獨門，還專

程到日本購買，很多文化多是如此，自己

不珍惜，久而久之失傳了；但是，卻在另

一個地方，被流傳下來，而且發揚光大，

味噌就是如此，有了豆腐加味噌，於是才

有了田樂，你還能說這是道地的日本料理

嗎？

今天到日本品嚐的茶道，就是宋朝的

抹茶。喝茶前師傅先把綠色茶磚置放茶碗

中磨成粉末，然後沖泡。規矩很多，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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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但是卻可以看出宋朝人喝茶的原貌，

你以為喝了日本茶，其實卻是正宗中國茶，

只能感嘆歷史上，中國人拋棄的東西，被

人撿走發揚光大了，禮失求諸野。不是嗎？

壽司和刺身

你進入日本料理店，點一份壽司，一

盤當令含有 3種魚的刺身「生魚片」，加

上一瓶啤酒，這件事就比較複雜，因為日

本人認為；做成壽司的米，是日本發現的，

因而認定稻米文化的始祖是日本。日本人

到目前也不相信，稻米的最早出處，是雲

南高原，這是多數考古學家的認定，如果

稻米也是從中土傳過去，那麼連壽司，刺

身全部是外來語、舶來品。過去的日本，

就是現在的盜版中國，專門以拷貝為業，

這些盜版飲食沒有版權，算是賺到，如果

要付版權費，真的難算，盜來盜去，也是

因果，現在中國還因為盜版日本科技，雙

方吵來吵去。

壽司 SAUSHI意思就是酸米，在煮好

的米飯中加一點醋，有點酸的米飯稱壽司。

日本作家渡部忠世 ( わたべ ただよ )在大

作《稻之道 ( 稲の道 ) 》書中說：稻米的原

初處是在雲貴高原上，經過恆河流傳到印

度，就是現在的印度長米，又稱秈稻，向

東經長江傳到中國大陸，進入日本，稱為

圓米短米或稱梗稻，這 2種米也因為氣候

和地理環境影響，逐漸基因改變，現在的

日本米，改良後稱蓬萊米，又圓又大，或

稱作越光米，被作為壽司使用，而流傳中

南半島的米卻更長，印度米又長又輕，傳

到伊斯蘭地區的遊牧民族，把這種米當作

抓飯材料。多數人不知道這種印度米的吃

法不能用來煮，印度米必須加油後用蒸的，

西班牙或義大利流行這種吃法，稱為炒飯，

也是來自伊斯蘭世界，新疆的抓飯，就是

典型的伊斯蘭吃法，但是這種抓飯或炒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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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油、很香很好吃，但腸胃不好的人，保

證拉肚子。

酸酸的米可以保存比較久，前面說

過過去日本人是素食主義者，豆腐是民間

食物，所以壽司的原形就是豆腐皮包著酸

米，稱為稻荷壽司，加上蝦類或魚類的壽

司稱「握壽司」，其中以鮪魚或鰻魚最普

及，鮪魚日語發音 MAGURO或 SHIBI，

鮪魚壽司普及，有一個故事：

1836年「天保七年」，流經日本的

黑潮，發生很大變化，這一年，東京灣突

然出現大量鮪魚，這種魚在早期日本貴族

把它視為下等魚，因為發音是 SHIBI死

亡之意，所以落在地上沒人要，漁民出海

一天，就可以輕易撈到一萬條魚，每條賣

2百文，當時一條鰹魚要價 2兩，相差 1

百倍，為了消化這樣多的魚，江戶地區就

把它製成鮪魚握壽司，很便宜賣給底層人

民，結果銷量大好，賺取不少利益。在此

之前，江戶地區的人吃生魚握壽司，只會

挑選鰹魚，比目魚和河豚，鮪魚是次等魚。

如果把酸飯拿走，直接吃生魚，稱

作刺身 SASIMI，但關西地區稱生魚片為

OTSUKURI。西元 737年，魚肉不再列

入禁吃動物，而日本剛好在黑潮流經的地

區，豐富的魚類和洄游魚類，在近海容易

捕撈，這些魚的吃法從簡單的生食，到日

後的花樣翻新，加上芥茉醬油為蘸料的原

創，也是唐朝傳到日本，刺身的說法有一

個故事：北海道地區的料理店為了分辨生

魚的名稱，所以把各種經過切割後的生

魚，放進食盤後，會在生魚片身上用竹籤

把魚尾巴紮上去，作為分辨生魚的種類標

籤，所以稱「刺身」。

黑潮流經臺灣東部，因此臺灣早期的

原住民，也喜慣吃生魚，捕撈多出的魚就

以日曬方法保留，這種方法和日本沿海居

民做法相同。

送禮的和果子

到日本旅行的人喜歡帶一些和果子回

來送禮，或稱伴手，日式糕餅店販賣的點

心以麻糬 MOCHII，日語叫「持飯」，意

思是可以帶在身上的糯米飯，還有羊羹、

紅豆餅，以及各種仙貝，仙貝的意思是人

名「千兵衛 (せんべい )」化身，此人聽

說是豐臣秀吉 ( とよとみひでよし )的茶

道老師─千利休的學生，他把麵粉加入砂

糖後，燒烤變成煎餅，所以就以他的名字

命名，日本從遣唐使時代開始，就把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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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帶回日本，飲茶需要點心，所以，唐朝

的各種麵粉製品也來到日本，原名「唐果

子」，但是，真正廣為流傳，是在宋朝時

代的室町時期，當時許多禪修的和尚來往

中國，把宋朝有名的點心做法也帶回日本，

日本「和果子」被視為日本風土物產，和

洋式的麵包店不同，日本稱麵包為 PAN，

這個字是來自葡萄牙語，材料是麵粉，來

源是小麥，和果子的材料有糯米，有麵粉

和蕎麥粉，比歐洲的麵包更多元。談到日

本和果子，必須先談到饅頭，這種由麵粉

發酵後，蒸煮的食物，聽說是諸葛孔明的

發明，孔明南征 7次擒拿孟獲，回程時遇

到大風暴，地方村民說；這是水神作怪必

須殺 49條人命拜祭水神，才會平安過關。

孔明認為無法殺人取命，所以就指揮部下

以麵粉發酵後加入羊肉豬肉餡，然後蒸煮

成饅頭，丟到河裡祭拜水神，終於過關，

饅頭的原稱呼是「鰻首」，後來改成頭，

最早的饅頭是包餡的，現在卻不包餡，傳

到日本後，以紅豆餡取代肉餡，改為素食，

適應日本不吃肉的文化。

有關和果子祖師是誰，也有 2種說法，

有一種說法是西元 1241年，日本聖一國師

( しょういちこくし )回日本時，把饅頭製

作帶回博多港 (はかた )，交給一間茶屋主

人，才開始流傳，另一種說法是西元 1349

年有一位漢人佛教徒林淨因跟隨建仁寺龍

山禪師回到日本，林淨因帶回饅頭作法，

並且在奈良開起第一家饅頭店，專門賣給

禪修師傅。到了明朝，林淨因的子孫，又

回到中土學習更多點心作法，回到京都，

在烏丸開起和果子店，所以被日本人尊為

祖師，但是沒有人確定哪一位才是祖師。

只能確定，和果子是從源自日本以外的舶

來品。

日式糖果

談和果子點心，不得不提到糖，少了

糖的和果子就淡而無味了。日本歷史上最

有名的遣唐使鑑真 ( がんじん )和尚，對日

本最大貢獻不只是學習佛法，而是從中土

帶回了糖，因為日本沒有甘蔗，所以沒有

糖，鑑真和尚帶回日本的糖，當時在中國

是藥，而且非常昂貴，根據紀錄：鑑真和

尚帶回砂糖，專門治療昏倒，過去的醫學

並不知道低血糖會讓人昏倒的症狀。

但是大量的糖貿易，要等到葡萄牙船

隻來到日本以後，有次看到一部日本電視

台製作的大河劇，故事內容有關戰國時代

信濃 ( しなの )大名真田 (さなだ )家族。

信濃是戰國時代領地最小的大名；真田故

鄉夾在德川、北條、上杉、織田四位大名

中間，所以生存非常困難，當時的大名經

常征戰，非常體力透支，所以葡萄牙人傳

進來一種消除疲勞的東西，就是冰糖。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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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物北條大名在開會時，一邊咬冰糖的

動作，顯示出日劇的拍攝在歷史考證上下

了功夫，連如此細微的地方也想到，大名

是戰國國家的國王，當然可能吃得起昂貴

的冰糖。日本人開始種甘蔗要等到西元

1727年德川幕府八代將軍，從葡萄牙人

手上買到種子，在京都種植。

西元 1569年，葡萄牙傳教士路易斯

帶著砂糖、冰糖等各類歐洲糖果見到織田

信長，所以，戰國時代吃糖的第一人是織

田信長 ( おだのぶなが )，織田信長回贈

葡萄牙人他打獵的戰利品，而且對耶穌會

開放傳教，有人說：當時織田是為了打擊

佛教本山，所以才引進基督教。

除了冰糖，還有糖果製作，把結晶的

冰糖加水燒開滾燙後，導入木製形狀冷卻

固定就是所謂糖果，有名的長崎蛋糕稱為

CASTELA也是同時引進，一時之間，和

果子店加入糖味，成為京都和江戶地區貴

族的時尚。

日本人對糖很沉迷，所以唐果子店改

名為和果子店，所製造產品，糖的比重放

很高，很多人吃了感覺太甜。

結語

這個世界，充滿塞翁失馬的故事，也

充滿你丟我撿的故事，飲食文化傳播就是

如此。你不需要的，可能被別人當作寶貝，

地瓜的命運就是如此，根本不是臺灣原創

之物，卻被臺灣人視為命運象徵，高唱「番

薯不怕落土爛，只求枝葉代代傳」。

印地安人就是塞翁失馬的一群，當北

美被歐洲移民陸續占領之後，印地安人向

南方移動，來到更溫暖的南美，玉米和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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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的原產地，這兩樣東西讓印地安人不致

於挨餓，也成為南美印地安人民間主要食

物，玉米的使用很廣，可烤可煮，可以做

奶精，玉米稈也可以做菸斗。滿地攀爬的

番薯，更是快速量產，隨手可得，因此在

大航海時代，幸運來到中國，成為飢餓的

中國難民溫飽的來源。

烤地瓜，在南美洲隨處可見，在日本、

臺灣街頭經常可看到小販兜售，尤其是寒

冷的冬天。西元 1571年，葡萄牙貿易船從

墨西哥阿卡波卡港（Acapulco）出發，橫

越太平洋，來到馬尼拉，花了 3個月；但

是回程從日本列島北上受到西風帶影響，

必須 5個月，來回一次，用了一年，相

當不容易，番薯在南美，印地安人稱呼為

KAMOTE就是沿此海洋路徑，來到中國，

然後進入日本。

但是如何來到臺灣，卻有 3種版本，

第一種說法是東臺灣原住民直接從菲律賓

帶進來；第二種說法是福建移民來臺時帶

進臺灣；第三種說法是荷蘭貿易船帶到臺

灣，臺灣沒有文字紀錄，這三種途徑皆有

可能。

貿易船把番薯帶到菲律賓，嚴格管制

種子，西元 1593年，福建商人陳振龍在馬

尼拉經商，偷偷把地瓜的根莖和葉子帶出

境，來到福建並且獻給當時巡撫金學曾，

廣為種植，西元 1594年福建大饑荒，地瓜

終於發生功效，救了數 10萬飢民。地瓜在

德川幕府時代，經由沖繩進入福岡，正好

是德川吉宗幕府時代，由當時日本蘭學家

種植在京都附近。地瓜在幕府幕末時期，

因為日本戰亂，發生飢荒，也救了很多飢

民，算來功德圓滿。

臺灣料理中，有番字的蔬菜和水果很

多，做出的臺菜不能算是臺菜，但是沒有

人會在乎，反正能吃就是福氣，飲食文化

沒有敵人，看到前一陣子網路爭論「泡菜」

是誰發明的，還打起筆戰，說起來實在是

一件可笑的事，泡菜沒有專利權，好吃才

是專利，不知客官如何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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