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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们大部份人都是第一次去日本，去到新的地方，甚么都觉得很新鲜。虽然

我们小时候看日本动画片会对日本的文化有一个概括的印象，但当我们到达日本

时，却发现这个国家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子。在动画片里面经常看到日

本人在家里总是吃一些很传统的食物，然而，我们到民宿家庭的时候，却有不少

西式的食品，这与我们旧有的认知不同。在任何年代，新旧文化冲击总带来很多

矛盾。人总是要不断进步，因此接受和使用新的东西是必要的，但同时保留自己

旧有的历史和文化，无论是用以以古鉴今，抑或是保存自己民族的根，让人找到

归属感，亦是十分重要。如何去平衡新和旧的事物，甚至达到新旧共融，是一个

十分棘手的问题。这次我们往日本之行，我们发现日本人在这方面有值得借镜的

地方，因此特意选了家庭饮食这个题材，从他们的食材、烹调手法以至用餐情况

等角度，去看他们如何共融新旧，发展别树一格的饮食文化。 

在这个报告里面，我们会先从

互联网上找寻日本传统和现代家

庭饮食的概况，并将两者比较，当

然我们也会用自己到民宿家庭的

经验跟网上资料互作参照。然后便

会分析日本的家庭饮食是否有受

外来文化影响，以及他们如何把传

统遗留下来的用餐礼仪融入现代

生活。最后，我们希望能够从他们

共融新旧饮食文化的经验，总结出

保留传统的方法，作为日后我们香

港人平衡新旧文化的参考。 日本传统菜式 



3 

 

背景资料 

日本传统家庭的饮食文化 

自江户时代的 1633 年，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日本得以在不受任何外

国影响下发展其独特的文化。在饮食方面，则发展成一套独特的传统日本料理文

化。以下会从其主要食材、调味料、餐具和餐桌礼仪简论述之： 

在食材方面，传统的日本料理主食是米饭，然后再配上其它菜肴—鱼、肉、

蔬菜、酱菜，以及汤。料理的名称则是用这些菜肴的数目来命名。举例来说，最

简单的日本餐是「单菜餐」（ichijū-issai，一汁一菜），内容是一碟酱菜（通常是

腌黄萝卜）、一碗饭，以及一碗汤；例如，传统的日本早餐，通常是味噌汤、米

饭和一碟酱菜。而最常见的料理叫做「三菜餐」（ichijū-sansai，一汁三菜）：汤、

米饭和三碟用不同煮法煮出来的菜。这三碟菜通常是一碟刺身，一碟烤菜和一碟

水煮菜，有的则是蒸菜、炸菜、醋菜，或是淋上酱料的菜。「三菜餐」往往会另

外附上酱菜以及绿茶，其中一种很受欢迎的酱菜是梅干。 

 

 

 

 

上左及右：一汁三菜；

左：一汁一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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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日本是海岛型国家，日本人相当喜爱海产 — 包括鱼、贝类、章鱼、虾

蟹类和海草。虽然和其它国家比较起来，日本不算是食肉民族（日本在明治时代

之前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不吃肉的），但是很少日本人会因此认为他们是吃素的。

日本人现在也很常吃牛和鸡肉，这两种肉类也是日常料理中经常出现的食材。 

两种传统的面类：荞麦面和乌龙面，也是日本料理中很重要的一部份。其汤

通常是用鱼类煮成的高汤，再加入酱油调味，并有不同种类的蔬菜。 

日本料理其中一项特色是生食，任何食物如鲔鱼、鲑鱼、河豚、章鱼、牛肉、

鸡、鸡蛋都可以生食入菜。 

在调味料方面，具日本特色的有味噌和酱油。味噌（miso），即豆酱或面豉，

是一种有咸味的日本调味品，为日本料理的主要配料之一。过去有很多家庭都会

自己制作味噌。日本人在日常餐食中用味噌做豆酱汤，同时，也会在菜肴中使用

味噌，以消除鱼或肉的腥味，并可使味道浓一些。 

酱油（shoyu），是日本烹饪中少不了的方便调味料。它不仅被用于汤、焖煮

菜肴等的调味，人们还常把它直接放在餐桌上，以便用餐时蘸用或浇用。 

左起：带甜味的白味噌、用麦曲菌酿制的麦味噌、被称为信州味噌的米味噌 

左起：作浓味酱油、用于烹饪浅色菜肴的淡味酱油、微甜且较浓的渗汁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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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餐具及摆设上，日本餐具都是古朴而小巧的，他们多使用小碗，并沿用筷

子。筷子是从中国引进，但后来被日本人改造得更小巧和精细。传统日本人是不

使用勺子的。 

日本饮食最重外观，因此十分着重摆设。如会将盘子精心盘成菊花样，四边

装饰黄瓜丝等。有些日本人认为，如果摆到桌上的食品不能让人如插花一样欣赏，

不管多好吃也无法令人下咽。 

日本传统家庭餐桌上的礼仪要求男士先行入席，直至所有男士用餐完毕后，

女士才可入席用餐。人们需要跪坐于迭席(tatami)上的桌前用餐。起筷之前，可以

说「Itadaki-masa」即「我不客气了！」，吃过饭后，则说「Gochisou-sama」表示好

吃和多谢。餐桌上，人人都应保持客气和有礼，应把碟上或碗内的食品一粒不漏

地吃掉，才被视为对饭局主人的尊重，亦是对烹调者的赞扬。饭后，要尽量把眼

前的杯碟碗筷回复上台时的原貌，例如把碟碗放回原本位置，并盖上原有的碗盖，

火锅上原有的碗盖、火锅盖，把筷子放回原位等。 

总括而言，日本传统家庭的饮食文化在各方面都是一丝不苟的。 

香港人十分 

爱吃的乌冬也是日本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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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现代家庭的饮食文化 

日本于 1853 年开国，1868 年展开西化和现代的改革─明治维新，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日本又曾被美国管治了 7 年，西方欧美文化因而逐渐传到日本。在家

庭饮食上，亦发展成新的一套类似西餐的日本现代家庭饮食文化。下文会从其主

要食材、调味料、餐具和礼仪简略说明： 

这种「日式西餐」包括了餐汤、前菜、主菜、餐后甜品及各式各样的饮品。

罗宋汤或奶油汤等再配以一小片面包；前菜

又可以是冷盘，如色拉；主菜常见的有猪、

牛、鸡或海鲜配备意粉、饭或薯菜。蛋糕、

雪糕等则可作为甜品。「日式西餐」的调味

料多以汁料为主，如黑椒汁、烧汁、蒜茸汁、

白汁、肉汁等等。 

其餐具主要是刀、义和匙，又可细分为各式刀叉、

牛油刀、牛油碟及汤匙等。 

现代的日本家庭餐桌礼仪较传统的宽松。所有用

餐者可同时入席，并可安坐于椅子上用餐，用餐时则

要尽量避免产生太多餐具碰撞声。 

由此可见，现代日本家庭饮

食中，加入了大量西方餐饮文化

的元素。 

餐具 

日式西餐 

日式汉堡扒也是十分受欢迎的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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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部分 

民宿家庭食物介绍及用餐概况 

 在二零零八年七月十八至十九日期间，我们四人分别到了不同的日本家庭寄

宿，体验日本人的家庭生活，更初尝了日本的家庭饮食。接着下来我们会借着我

们的经验跟网上的数据作参照，比较日本传统和现代的家庭饮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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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田家（陈恬怀 元朗信义中学） 

 2008 年 7 月 18 至 19 日期间，我在 JENESYS 的安排下到了森田家寄宿，在

这两日一夜中，我品尝了日本家庭的早餐和晚餐。以下我将简单介绍这些食物，

并加以分析、比较其传统与现代饮食文化元素。 

 

第一天晚餐 

 在食材方面，主菜有蛋色拉、炸鸡和炸虾，配菜是芝士焗通粉，再配以白饭、

味噌汤和冰麦茶一杯。色拉、炸鸡、炸虾和芝士焗通粉都是西式的菜式，而白饭

和味噌汤却是日本传统的食品，冰麦茶亦是日本夏天消暑解渴、帮助消化的传统

饮料。可见此顿晚饭既有西方菜式，又

有日本传统的特色。 

 在调味料方面，森田妈妈则表示因

她所烹调的是西式菜色，故只选用了普

通的家常调味料，如盐、糖等，未有采

用任何西式或日式的特别调味料。 

 餐具上，既有西式餐具叉子，又有日本筷子，这是因为此顿晚饭既包含了西

方菜肴，又有日本传统食物所致。 

 

第二天早餐 

 食材主要有薯仔色拉、煎肠仔、煎蛋，并有果

酱多士、蜜桃奶酪、饭团，配以忌廉汤和冰麦茶，

当中除了饭团外，全部均是西式食品，因此森田妈

妈所采用的也只是普通的调味料。此顿早餐同样是

以叉子和筷子作餐具，新旧饮食文化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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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森田家的餐桌礼仪，亦多采用西方的模式，与日本传统的用餐习惯有别。

所有用餐者于同一时间入座，无须按照传统，让男性家庭成员先行用餐。我们亦

不用跪坐于榻榻米上，而是安坐于椅子上享用餐点。用餐时，森田妈妈表示假若

能力不及，碟上或碗内的食品无须一粒不漏地吃掉。饭后，亦无须把杯碟碗筷回

复上台时的原貌。但是，我们起筷之前，会按照传统齐声说「Itadaki-masa」（「我

不客气了！」），吃过饭后又说「Gochisou-sama」表示好吃和感谢。 

总括而言，我的寄宿家庭─森田家，在饮食上虽然多采用西方的模式和文化，

但同时亦保留了一些传统的日本饮食文化，可谓新旧共融，独成自己一格的饮食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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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乡家（林家裕 圣公会邓肇坚中学） 

 二零零八年七月十八至十九日期间，我到了西乡家作客。西乡家是一个比较

传统的家庭，家中有榻榻米，吃的东西也比较具日式风味，但吃饭的时候却不是

坐在地上，而是坐在椅子吃的。西乡的妈妈在预备膳食时都兼顾了色、香、味三

方面，使我吃得津津有味。第一天的晚餐和第二天的早餐、午餐都吃了不同的菜

肴，体验了不同的日本传统食品。 

 

第一天晚餐 

 这一餐里面有三菜一汤，包括有刺身、炆肉、菜和味噌汤，还有白饭一碗，

以及另外一些白饭，用来自己包手

卷。这些食物都是很地道的菜肴，而

用餐之先可以用米饭、紫菜和刺身自

己制作手卷，更是一个传统的体验。

这餐的配搭亦顾及到营养方面的—

有鱼，有肉，有菜，还有饱肚子的饭，

更有汤帮助消化，很是有益。餐具跟

我们中国菜一样，都是以碗碟和筷子为主，更送上热茶一杯，说中日一家，毕竟

没错。 

刺身 

炆得又软又甜的猪肉和白萝卜 第一个亲自弄的手卷，原来材料不可以放太多



11 

 

第二天早餐 

 第二天又是一个非常传统

的早餐，亦是三菜一汤配饭的

组合。其中当然包括日本人早

餐常常吃的纳豆。然而那纳豆

的味道却不是每一个人都喜

欢，连我的朋友有纪子也对它

摇一摇了头，可是我很喜欢这

种黏黏的豆，而且它也是很有

益的，一试无妨。甜甜的奄列蛋和甜鱼，我这个蛋和鱼的爱好者当然是欢迎之至。

同桌还有一些清甜的菜送饭。最后同样暖暖的汤和消滞的茶，为这顿早餐画上了

一个好吃的感叹号。 

 

第二天午餐 

 这一餐没有在家吃，所以谈不上任何家庭饮食的分享。但西乡家在外吃流水

面时告诉我，他们家里也有一部类似的东西，可以在炎夏时为冷面添上凉感，当

然就比餐厅里的小了。既然流

水面也是日本人在家中有机会

吃的东西，而且也为日本饮食

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种食品，因

此特意在此介绍一下。 

 那次我吃的流水面是白素

面，盛着面的盆子放了不少冰，

显然是告诉大家，流水面其实

是夏天才有的食品。这些面在吃之前可以放在下面的水池里面，面条便会随着水

流在环形的池里面转来转去，大家可以随手便拿筷子夹起来吃，很是好玩的。吃

很令人满意的一顿 

流水面真是很吸引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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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更可以沾一沾面汁，味道很是清淡，健康非常。这种传统独特的吃法，结合

了日本人的智慧和细心。要不是他们把这个这么有趣的食品保留，我这个外国人

今天也不能见识他们在饮食上的智慧呢。 

 虽然这一日的时光过得很愉快，但在这三餐里面都没有跟西乡的祖父母吃

饭，实在有点儿遗憾。没有跟祖母吃饭是因为她三次都不在家，而祖父则先吃了。

听说过日本传统饮食文化里面，是男的先吃，女的吃后，究竟我不能跟祖父母同

桌吃饭是不是基于这个原因，就不得而知。然而，我还是有跟西乡的爸爸一起吃

饭，因此这个传统至今西乡家有没有保留，实在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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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石家（李美姗 中华基督教会基朗中学） 

 在平石家有开放式的厨房，位于大厅一侧。他们弃用了传统的「榻榻米」作

地板，已经转用高桌和椅子，亦有沙发、茶几等家俬摆设。可见，新文化已逐渐

冲击传统，成为革新的局面。 

而日常餐具方面，他们都是选用筷子为主。日式筷子较为短小而尖头，目的

是方便进食鱼，更容易将鱼骨挑起。进餐时，平石妈妈惊奇地问道：「为何你拿

筷子的手法那么正宗？」我立刻响应说：「因为我是中国人，中国人用筷子进餐。」，

可见，很久之前中国的传统文化已影响着邻国，日本也不例外。 

 

以下是民宿期间的食物介绍： 

第一天晚餐 

 平石妈妈特意为我做出地道美食作晚餐，包括：特

大饭团、天妇罗和茄汁大虾。平石侑莉跟我说：「晚餐

是平石家最重要的一餐，一定会有米饭。」因而，我也

食了两个大饭团先填饱肚子。日本的珍珠米特别圆、特

别有口感，香港进口的米较为逊色。 

而那款自家制的 tempura，由小麦粉做面衣后用

油煎炸，卖相吸引，又有多款不同的种类，例如：茄子、

洋葱圈、蕃薯等，在碟边更摆放着几粒自家种的车厘茄，

突显出地道风味！ 

 日本是由几个大岛屿而组成的国家，海产资源尤其

丰富，这些大虾较香港所吃到的为大，而且新鲜。我特

别欣赏日本人的心思和耐性，这道菜的每一只大虾，妈

妈都为大家起了壳，方便进食，啖啖虾肉尝到了她的细心。 

上至下：饭团、天妇罗

（Tempura）、茄汁大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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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以为日本人进

食时，必定会将食物分配

好每一小碟。但因外界的

影响，可能受到西方或是

改革开放的影响，而改变

了他们传统的饮食习惯。

从上图可见，平石家已经

将菜肴放于同一大碟，这

跟香港进餐的情况相若。 

 晚餐后，大家一起品尝日式糕点，每款的手工精致，色彩缤纷，跟西饼、中

式饼截然不同。我选择了那款四四方方的糕点，外边由透明的啫哩包裹，内里有

着绿茶味、芋丝味和奶油味的圆形球，一小口，一小口品尝，糕点在嘴里面慢慢

溶化，口感非当特别。 

 

第二天早餐 

 古言有云：一日之计在于晨。日本人非常明白此道理，

早餐是每天的第一餐，是每日的开始。因此，早餐特别丰富，

有饭、鱼、蛋、豆腐、沙律，齐备各种人体所需的营养，其

热量不高。蔬菜沙律并非

配较高卡路里的「卡夫奇

妙沙律酱」，而是配那个

日式胡麻酱，胡麻即芝麻，纤维高、味道好。

这反映出日本人注重均衡饮食，亦了解到他们

对健康饮食的执着。 

 

  

 

 

传统日式糕点 

一碗白饭配一块

鱼、两件煎蛋、

「Kawaii~」的

Kitty 鱼片 

砚汤 

豆腐 

一碟蔬菜沙律配胡麻酱 + 白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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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川家（黄静妍 嘉诺撒培德书院） 

 在平川家，虽然他们家采用的是西式设计

的开放式厨房，但是用餐时却仍是依循传统坐

在地上吃的。而所用的餐具仍是传统的筷子及

碗具，但是在用餐方面则不再单是在厨房里分

好一人一份，而是以聚餐方式在家人面前取

用。但是，在早餐时段，他们的用餐方式又沿

用了旧有的方式（在厨房里分好一人一份），

我想这是为了方便各人用早餐不同而设的。以

下我将简单介绍一下我在平川家用晚餐及早

餐时所吃的食物。 

 

第一天晚餐时的食物： 

上图：Chan-chan-yaki（用料：腌过的

咸三文鱼、芝士、椰菜及高汤）； 

下图：Salad（用料：生菜、萝卜、青

瓜、蛋） 

上：开放式厨房；下：用餐的地方 

上图：Sakana-no-nimono（用料：鱼、

葱、酱油）； 

下图：Chirasi-zushi（用料：醋饭、肉

粒、萝卜丝、蛋丝、紫菜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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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味道方面，我认为 Chan-chan-yaki 及 Sakana-no-nimono 这两道鱼料理均是

比我们香港的鱼料理稍咸，但是依我所见日本酒店里可取用的鱼料理大多都是偏

咸的，所以我认为这是日本鱼料理的特色。而 Chirasi-zushi 即香港人熟悉的散寿

司，它的醋饭的酸味较香港的不明显，使我对日本散寿司的印象有所改变。而

Salad 就像一般的色拉一般，并没什么特别之处。 

 此顿晚餐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菜肴所用的材料都是十分低油的鱼及蔬菜。虽然

味道是偏咸，但是当中的营养概念却是十分强的。人们常说日本的小孩较聪明是

因为他们常吃鱼，本来我是不相信的。因为中国人吃鱼的数量绝对不比他们少，

但是事实证明了他们的确很爱吃鱼，更擅于用各种的烹调手法突出鱼的鲜味。 

 要补充的一点是，我曾经询问他们这顿晚餐的菜肴是否都是平常晚餐出现的

菜呢？他们回答说大部分都是，只是他们比较少吃的是 Chan-chan-yaki，他们只

会在宴客或喜庆时才吃这个，而且是平川妈妈第一次试煮的，所以可能味道偏咸

了一点。 

 

第二天早餐时的食物： 

 左面所缺的还有白饭一碗。 

 我认为这顿早餐是十分丰盛的。除了有精致

的早餐拼盘外，还有料多味美的面豉汤以及热腾

腾的白饭，的确为一天的开始准备了所有的元气。

而且，在味道方面，这次偏咸的情况并没有出现

呢！别看早餐好像蔬菜很缺乏，它的蔬菜来源全

在那碗面豉汤中。其实，光是喝那面豉汤已令人

半饱。我问他们是否每天早上都得吃一碗白饭以

及配那么多的小菜，会不会太多呢？他们回答我

说其实现在他们的早餐已经简化了许多，但是因

为妈妈每天都得准备便当给弟弟，因此弟弟还是

早餐拼盘 

用料：生菜、煎蛋、香肠、拌菜﹝

狮子狗鱼蛋、牛蒡丝、萝卜丝﹞ 

面豉汤﹝图为代图﹞ 

用料：猪肉片、蒟蒻、萝卜、鱼板、

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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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吃白饭配菜当早餐。而其它家庭成员则会以简便的西式早餐为主，例如面包、

麦片、牛奶等，有时甚至会吃早餐。这一方面就与我所认知的日本传统较不同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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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传统和现代的家庭饮食文化的比较 

前文的背景资料已提及过，日本曾被美国管治多达七年，因而影响了本土的

饮食文化。就以上四项的比较，有明显的迹象显示，现代家庭在三餐安排、摆设、

用餐方式和餐具方面，和传统家庭有不同之处。还有，透过我们民宿的实地考察，

的确各组员都观察到很多的民宿家庭都有上述的改变。因此，证明了他们已受到

西方文化影响而逐渐改变。 

在食物方面，现代家庭的食物很多元化，糅合日西的饮食文化。以下仍是

传统和现代家庭的饭食文化之异同： 

 主要相同之处 

 主食是米饭：饭团、手卷 
 鱼、肉、蔬菜、酱菜和汤 
 喜爱海产 
 剌身：鲔鱼、鲑鱼、河豚、章鱼等等 

传统 现代 

食

物 

 

种

类 

 

 特式传统食物：天妇罗、纳

豆 
 传统的面类：荞麦面和乌龙

面 
 

 西式食品：香肠、面包、吐司

或是薯菜 
 西式粉面：意大利粉、通粉、

天使面等 
 

 传统 现代 

早、午、晚三餐的安排  三餐必须依时进食 
 早餐丰富 

 没有进食早餐或 
 简便的西式早餐 

餐桌摆设  「榻榻米」 
 矮桌 
 坐在地上进餐 

 木地板、瓷砖地板 
 高桌 
 坐在椅子进餐 

用餐方式  已分配不同份量的食

物给予每位用餐者 
 传统料理：「三菜餐」、

「单菜餐」 

 分食（即一起分享碟

上的食物） 
 日式西餐：餐汤、前

菜、主菜及餐后甜品 
餐具  小碗 

 小巧和精细的筷子 
 大碟 
 刀、义、勺子和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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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噌汤（miso），即豆酱汤

或面豉汤 
 日式配酱：胡麻酱 
 日式传统糕点 

 西汤：忌廉汤、罗宋汤或奶油

汤 
 西式配酱：沙律酱、果酱等 
 西式甜品：西饼、蛋糕、奶酪、

雪糕等 

调

味 

 味噌 

 酱油 
 以汁料为主：黑椒汁、烧汁、

蒜茸汁、白汁、肉汁、茄汁等 

饮

料 

 绿茶 

 麦茶 
 汽水 
 红茶 
 咖啡 

 从各组员于报告中的「民宿家庭食物介绍及用餐概况」里可以看到，有些是

西式早餐，有些是具特色的本土午餐，或是日式晚餐，我们各自都品尝到不同类

型的早、午、晚餐。由此可见，在日本家庭的食物文化中，已有加入很多新元素。

尽管西式的食品走进日本家庭里，但是日本人仍会保留传统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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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餐礼仪 

在报告的背景资料部份已清楚交代传统用餐的礼仪，以下部份将会分析一下

日本人如何把传统遗留下来的用餐礼仪融合现代生活。 

日本传统有以下几项特别的用餐礼仪。而根据各组员在民宿家庭的所见所

闻，原来现在已经有所改变。 

1. 男士先行入席 

现在这种礼仪没有强硬地于每个家庭执行，不分男女老少，各家庭成员、亲

友、宾客都会同一时间共进三餐。 

2. 完全吃掉碟上或碗上的食物 

同样地，这项礼仪亦非必须跟从。有些主人家更一早告诉组员，不用勉强吃

完所有食物，如果已经饱了就可以放下碗筷。 

3. 「Itadaki-masa」和「Gochisou-sama」 

起筷之前，大家都会说「Itadaki-masa」即「我不客气了！」；吃过饭后，则

说「Gochisou-sama」表示好吃和多谢。这项传统是日本人紧守的礼仪。这

也算是应有的礼貌，因而他们在每餐都会这样做，将这传统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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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部分 

香港如何取日本之长以补其短 

 通过比较日本传统和现代的家庭食物及用餐概况的资料，我们得知现今日本

的家庭食物及用餐方式因受了西方外来文化的影响而逐渐变得没那么传统。然

而，我们仍可看到日本家庭在用餐时保留了不少传统的习惯，究竟如何把传统遗

留下来的用餐礼仪融合现代生活？香港在这方面又如何能取日本之长以补其

短？以下将为大家一一探讨。 

 纵使我们认为香港在保留中国传统家庭食物及用餐方式方面已经相当不俗，

但仍然没有承传部

分美好的中国传统

文化。反之，日本

人在受西方文化冲

击时仍十分重视其

文化保留，以下是

我们认为日本最值

得香港借镜之处的

四大方面。 

 第一，日本有非常好的饮食习惯。现代的日本人仍会依照传统尽量把盘子里

的食物吃光，但是部分香港人却没有遗传到传统中国人节俭的美德，常常准备过

多的食物，反而造成了浪费；日本人又会依照传统尽量在家吃饭，少吃外食。相

反，现代的香港人却没有完全承传中国人美好的文化在家吃饭而常常出外吃饭，

对于身体及积蓄均有影响；此外，在用餐时，日本人在基本用餐时仍坚持用筷子，

并会用心教导下一代使用筷子的正确方法。反之，香港的新一代在不会使用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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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并不会去寻求正确拿筷子的方法，只用叉子来取代便草草了事，或许香港

人就是欠缺了那一份对传统的执着。 

第二，在选用食材和烹调手法以及用餐速度方面，日本都有较我们优胜之处。

日本的传统食物讲究精致的摆盘及健康的烹调手法如蒸及活吃等，每款食物又只

准备一点让人们尝鲜，让用膳者能维持在七分饱的情况下，而它亦成功把这个传

统保留了下来，这或许就是日本人长寿的因由。相反，香港人或许受了英国统治

的影响，也兴起了快餐文化，尤以快餐店在香港最为盛行。而且，同时淘汰了传

统中国人重清淡口味这个长处。在中西合璧的情况下，每碟菜肴都十分大盘或高

油高脂，对于健康有极大坏处。再者，传统日本人又提倡慢食主义及均衡饮食，

在吃饭时会细细品味每件食物的味道，现代的日本人仍会做到。相对，香港人则

放弃了传统的慢食主义，取而代之的当然是较坏的快餐主义。 

第三，日本人保留了感恩的心。现代的日本人在用餐前会按照传统齐声说

「Itadaki-masa」（我不客气了！」），吃过饭后又说「Gochisou-sama」表示好

吃和感谢。但现代的香港人已甚少有传统中国「吃饭叫人」的美德，更不用说他

们会感谢做饭给他们吃的人了。 

最后，日本人保留了日本传统文化。传统日本人会坐有榻榻米上吃饭，虽然

现在可能因空间的缘故已逐步被西式餐桌取代，但有部分的日本人仍会依照传统

在家里摆放榻榻米并在之上用膳。于这方面，大部分的香港人决不会为传统而放

弃更多的空间的。再者，现代的日本人仍然保留了许多传统的日式菜式，他们决

不会因时间而放弃烹调各类的食物，有许多厨师反而会因煮得一手传统菜而闻名

于世。但是，部分香港人以及餐厅却会因为传统菜式在烹调步骤上较繁复，没利

可图而放弃传承传统的菜式，往往令很多传统菜因而失传了。在这方面，我们可

以说日本人在受西方文化冲击下仍十分重视其文化保留，相对，香港人就较不重

视了。 

纵观以上各项，我们认为香港在该几方面较为逊色。希望以上的建议能为各

位接纳并为香港保留传统献一分力。 



23 

 

总结 

 这次我们日本之行可谓收获丰富，除了能够到访和参观不同单位之外，更重

要是能够体验日本的文化。我们看到日本如何共融新旧，亦很把这些经验借来了

参考。我们这份报告首先从网上数据了解了日本传统和现代家庭饮食文化，然后

再用自己的交流经验互相验证，跟着再作传统和现代的比较，最后得出了日本在

饮食方面共融新旧的经验，主要是保留好的传统，例如用健康的方法烹调和节俭

等。由此可见，我们在接受新事物或摒弃旧事物时，必须客观平衡利弊。此外，

就算传统的东西在实用性的层面上没有值得保留的地方，但在文化承传或艺术的

层面上，也应该尽量予以保留，这才能够在新旧共存上取得一个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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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日本传统家庭的饮食文化 

维基百科－－日本料理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7%A5%E6%9C%AC%E6%96%99%E7%90%86&v

ariant=zh-tw 

夏祭论坛 iowoi──日本传统的调味料

http://iowoi.net/redirect.php?tid=13552&goto=lastpost&sid=9qmNeJ 

香港讨论区──日本吃饭的礼仪 

http://www6.uwants.com/viewthread.php?tid=3357677 

 

日本现代家庭的饮食文化 

维基百科──西餐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5%BF%E9%A4%90&variant=zh-tw 

YAHOO!知识──中式同西式餐具既分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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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的相片主要为四位笔者所拍，亦有少量为网上图片及导师林旭新老师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