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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本来，我们打算把题目定为「食‧食‧食」，但想了一

想，却又觉得太平凡、太没深度——毕竟我们来到日本交

流，也绝不是「吃、吃、吃」吧！ 

 

  「食‧识‧色」的读音与「食‧食‧食」相似，但其内

涵却加深了。我们在吃的同时，从日本饮食文化中深切的认

识到日本文化之色彩！而此行亦令我们能享受日本的食物，

又能增加我们的见识，从而为我们的人生又加添了色彩！故

可谓「食‧识‧色」！ 

 

大纲： 

 

从饮食礼仪、不同宴会场合的服装看日本文化及感想 

张婉珊 

食在古代日本 VS 食在现代日本 

陈雪妍 

食在日本 VS 食在中国及感想 

蔡俊宝俏 

食在日本 VS 食在西方及感想 

叶燕琳 
 

 

 

 

 

 

 

 

 

 

 



从不同宴会的服装中看日本文化  张婉珊 
 

 

在不同宴会场合穿不同衣服 

 

1. 第一餐晚饭中，端庄的「管家伯伯」令人难忘！由于当日是较正规的宴会，因此连侍

应生的服装也份外讲究，以表示对场合的尊重。 

 

2. 传统食物配传统服装 

 

  吃怀石料理时，同学能一尝穿着其中一种日本的传统服装。由于怀石料理是日本传统食

品，而为了方便饭后泡温泉，同学均要穿上浴衣。 

 

 
 

日本的饮食礼仪 

 

  第一诀: 长者宾客先进 

 

  一伙人来到餐厅，通常是年纪最大的先入席。若有宾客的话，就由宾客先行，与年纪无

关。一旦主人邀请你先行，你不单要开心顺从，还要轻轻鞠躬，表示感谢。 

   

  第二诀: 以「多谢」为始为终 

 

  礼多人不怪，礼少反而令人觉得你奇怪。起筷之前，可以说「Itadaki-masa」表示多谢

款待 ； 吃过饭后，就说「Gochisou-sama，表示很好吃、很多谢，真的好不好吃，不太重

要。 

 

  一旦把食物放入口，很多时候会说「oishii」（音：哀施），这真是习以为常的餐桌礼

仪，食物味道如何，是另一回事，那一句「oishii」，正是饭局主持人和厨师期望听到的。 

 

  第三诀: 筷子的学问 

   

  传统的日本料理，都采用筷子，与中国相同。既然大家都是筷子民族，本应不必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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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有些事情是不得不说： 

 

 -- 握筷子的末端，不是中间或太低位置。 

 

 -- 不用筷子时，把筷子横陈于你的跟前，筷子尖向左。 

 

 -- 切勿把筷子插进食品，尤其是白饭内，只有葬礼上的神台，才会把筷子插进白饭内。 

 

 -- 递食品时，切忌切忌不可把食品以筷子互相传来传去，只有在葬礼中火葬后的骸骨，

才会以筷子传来传去。 

 

 -- 不要拿着筷子指来指去，扮指挥；更不可指着同桌人，这动作暗示对方要离开。 

 

 -- 要把大件的食品分食的话，可用筷子干净的另一端来把食品分开。 

 

  第四诀: 「殊殊」声的赞美 

 

  无论饮汤或食汤面，一边吃一边发出「殊殊」声，不单被广泛接受，还被视为对厨师的

赞美，这方面与西方的礼仪简直是南辕北辙。没有发出「殊殊」声，反而被认为是怪诞。 

 

  第五诀: 寿司一件一口 

   

  吃寿司可以用筷子或徒手。一般而言，握寿司是要求食客一口吃掉，一旦把寿司分成数

口才吃掉，会完完全全破坏寿司的美丽外形，变成一摊稀巴烂。 

 

  第六诀: 吃得一粒一漏 

 

  把碟上或碗内的食品一粒不漏地吃掉，被视为对饭局主人的尊重，亦是对厨师的赞扬。

若是饭局主人是一位对你很重要的人，就算你饱得要命，倒要坚持到最后一粒饭。因此，请

及早留意饭局的性质，必要时带着空肚子登场。 

 

  第七诀: 吃完就回到原位 

 

  吃完饭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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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感想: 

   

  这次旅程可谓是完全的入乡随俗，我们在每次吃饭前都会全体同学一起说「Itadaki-

masa」，起初时总觉得奇奇怪怪，什至会认为是多此一举，但当导游先生解释过后，其实这

句话是对主人家的尊重，而且亦是礼貌的表现，所谓礼多人不怪，我们很快便习以为常地融

入这种文化当中。 

 

  而且在旅程中，发觉日本人的食物都是十分之精致小巧，几乎每样食物的大小都能做到

4 



一口一啖，相信这是因为他们不想破坏食物原本的卖相而做。总括来说，日本的饮食文化是

十分之讲究，对于食物的外相和摆设仍富有美感的。 

 

   
 

感想 (张婉珊)： 

 

  为期 8天的日本之行到这刻终于正式完结。回想当初由入选到正式出发的一刻，心情依

然兴奋雀跃。虽然 8天不算得上一个长时间，但我相信这几天的得着必定毕生难忘。整个行

程除了让我见识了不同的日本名胜如富士山、东京铁塔等等之外，更加让我真正体验到日本

人处事的态度和生活方式。整个行程的严谨紧凑可见到日本人对时间上的把握，安排上的一

丝不苟。而让我们跟日本学生有合宿的机会，更让我们更切身感爱到日本人的生活习惯，了

解他们的风俗。 

 

当然，整个行程除了阅历上的充实外，我们更赢得一段段的友谊。例如同行的 40 多位

同学，日本中学的同学，全程协助我们的导游翻译，以及香港电台的拍摄人员等，这些都是

难得的得着。虽然此行已经正式结束，但这次行程的得着必定终身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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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饮食文化－－古今比较   陈雪妍 
 

 

  在日本的九天里，我们品尝了很多日本的地道食物，如乌冬、寿司、荞麦面、天妇罗等

等。原来在这些美食当中，有些是江户时代起流传下来的传统，有些则是二次大战后才出

现。这一部份，我们将介绍各种食物的由来以及由古至今的变化。 

 

　 荞麦面 そば  

　 由来 

  据记载，荞麦面应在日本江户时期的中期（即 17 世末至 18 世期初）才开始流行，以

前出家人上山修行时，必须断绝五谷（米、麦、豆、小米、稗），而被视为杂谷的荞麦不在

其中，于是修行者都在腰间绑着装着荞麦粉的小袋子，用深山溪流的水，和着吃维持体力，

荞麦面因此盛行。江户时代，除了提供一般市民百姓的荞麦面店外，还有达官贵人造访的高

级荞麦面店，对他们来说，荞麦面与其说是正餐，不如说是下酒小菜之一，上荞麦面店，就

像英国人喝午后红茶的感觉，所以歌舞伎、俳句、小说中有荞麦面登场。因为是「下酒小

菜」，所以荞麦面的量并不多。  

 

　 今日改变 

  时至今日，荞麦面仍是日本流行的食物，但有不少传统已有很多改变。每餐荞麦面的量

依然和古时一样少，但吃时的习惯已大有不同。从前吃面时，要「苏噜、苏噜、苏噜」地送

进口中，才代表好吃。但今时今日，随着荞麦面渐「国际化」，有很多人已舍弃这个习俗。

而在东京附近或日本其它地区，也有很多立食荞麦面屋（立ち食いそば屋），意思当然也就

是站着吃的荞麦面店，这种小吃店通常位于火车站附近，而且多半是在站台上。可见时到今

天，荞麦面已成为日本人的「国民食物」。 

  而我们在旅程当中，也有好几餐能尝到荞麦面。当时的食法也十分传统正宗：用筷子夹起

需要的份量，将面条放入杯中蘸调味汁，再自行把葱花、芥末拌入调味汁中，这种自助的方

式实在十分有趣呢！ 

　 寿司 す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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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来 

 

  在日本，寿司料理又名汉字「鮨及鲊」，指用盐渍可以久藏的鱼类。据考证，现今的寿

司便是由盐腌制的鱼类发展而来，大约在公元三世纪由中国沿海地方传至日本，原先只是以

盐腌制的咸鱼，后来改为以米饭腌鱼，制成后将鱼与米饭一起食用。至公元 700 年，日本

人用醋腌过的饭团，加上各种鱼生，作为沿途食粮。后来逐渐演变成今日流行的料理。醋饭

和紫菜是制作寿司的指定项目，各种刺身都可作配料，而寿司料理主要分为握寿司、卷寿

司、手卷寿司和押寿司。 

   

  今日改变 

 

  寿司时至日，在材料上已有很多变化。如原本古代寿司只以鱼生作为材料，直至明治时

期后，因为向西方开放，牛肉也渐被应用在寿司上。而随着时代的改变，蔬菜和鸡蛋也被应

用。近年，日本更掀起一股创作寿司的热潮，连鹅肝、鱼子酱、软壳蟹等材料都用来做寿

司，配搭新颖。除此之外，日本人更发明其智慧，于 1958 年开设第一间回转寿司店，亦即

是现时香港最常见的寿司店，把寿司带进一个新领域。 

 

  虽然在材料上，寿司也很多改变，但其制法的传统却一直被沿用。如将生鱼片背面抹上

芥茉，复杂的醋饭制作过程，都可见到日本人自古以来认真的美德。 

 

  我们在日本也有幸品尝到正宗的日本寿司。和香港的很不同，这些寿司全是手握，而且

饭都是口感甘香的醋饭，可见即使在材料上有多大改变，他们那认真，坚持的执着由古至今

都是不变的。 

             

 

（三）怀石料理 かいせきりょうり   

    

  由来 

 

  据日本传说，「怀石」一词是由禅僧的「温石」而来。那时候，修行中的禅僧必须遵行

戒律，只食用早餐和午餐，下午不可吃饭。可是年轻的僧侣耐不住饥饿和寒冷，将加热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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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包在碎布中，称为「温石」，揣在怀里。怀石料理与茶道文化也有着密切的关系。有客人

来访时，主人会把珍藏的茶具拿出来泡茶，但因为空腹饮浓茶会使人感到不舒服，所以为了

达到愉快的饮茶，需要在喝茶前吃一些简单的料理，适当地填饱肚子，这就是茶怀石料理。 

 

  怀石料理的每一款菜式虽然简单，却也盘盘碗碗、陆续上菜，可以达七至八款菜式或以

上。传统怀石必定有的七点前菜(七种繁复做工的小菜)、碗盛(带有汤汁的手工料理)、生鱼

片、扬物(炸的)、煮物、烧物及食事(饭或汤)，而每一碟也十分小巧精致，也一定得照顺序

上菜。 

 

  今日变化 

 

  新一代的创意怀石，延续原味烹调的精神，却打破了过于讲究的传统怀石作风，在出菜

顺序上，不再照顺序上菜，但谨守先冷菜再热菜的顺序。在烹调上，更加入欧式料理风格，

如欧洲香料牛膝草，就可以运用在海胆泥的调味，以及牛肉、干贝的调味酱汁中，或加在枇

杷中做成美味配菜；甚至直接以意大利红酒醋调味，呈现欧日结合的创意怀石新潮流。令怀

石料理成为中西合璧的美食。 

 

  而原本充满禅味的怀石料理也因现时宴会用的日本料理的「会席料理」，其发音与怀石

料理完全相同，所以两者也渐合并，现在也几乎不再刻意分辨了。 

 

  我们在日本时，也在温泉酒店享用了一餐怀石料理。每一碟的份量也十分少，但样貌却

是十分精巧。所以我和组员也觉得这些菜似乎不太合我们口味，大概是文化差异吧！不过能

感受一下当中的气氛，我已经觉得很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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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妇罗 天ぷら  

 

  由来 

 

  这种油炸的料理方式，是葡国人在大斋期（Lent，基督教节日，指复活节六个半星期以

前）吃的，大斋期禁吃肉，葡萄牙人就吃鱼代替肉。拉丁文「ad tempora quadragesimae」

就是「守大斋期」的意思。天妇罗由葡萄牙传教士于 16 世纪传入日本，后来于日本流行。

日式天妇罗传统上的裹上淀粉浆（面粉之类）的油炸海产或是蔬菜。 

 

  常见的用来油炸作成天妇罗的食材有虾、乌贼、香菇、番薯、南瓜、牛蒡、茄子、胡萝

卜、栉瓜、各式的鱼等等。传统上一般不用来做天妇罗的食材有米和其它谷类，加工处理过

的食品，例如豆腐和水果。日本的天妇罗（萨摩扬）只有薄片一种。炸好的天妇罗在吃之前

可艾萨克上些海盐，或是沾混合酱油油，高汤等的调味料。天妇罗一般会再配上磨碎的萝卜

泥，而且在炸好时要趁热吃。天妇罗可以和其它菜配合，作成便当，也可以和荞麦面条一起

作早餐。 

 

  今日变化 

 

  今天，天妇罗已成为日本人最常吃的食物。大部份日本家庭在家也会炸天妇罗来吃，可

见其普遍程度。而随着后西方文代影响，有些西式化的日本餐厅会提供豆腐天妇罗、冰淇淋

天妇罗，打破了天妇罗的传统。 

 

  而在日本，我们每一餐都几乎会吃到天妇罗。最常见的仍是虾，茄子等。可见传统的天

妇罗仍然深受日本人欢迎。当然，身为香港的我们也十分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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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这次的日本之旅，逗留了说长不长，说短不短的九天，总共吃了廿四餐饭。虽然不是每

一餐都珍肴百味，但每一餐都令我感到到最真切的日本文化。 

 

  还记得第一餐在日本吃的午饭，是乌冬和寿司。那时我和团员们都十分兴奋，在香港还

算贵的日本料理，想不到就真的出现在我们眼前。还记得第一口吃到正宗日本寿司的感觉，

还真的有点感动。在香港吃了这么多次寿司，终于能让我吃到手握的正统日本寿司。和香港

那些机制的寿司相比，那口感、那味道，实在相差太远了。在日本吃的第一餐午饭，已令我

深深地感受到日本人认真的情操。 

 

  但最令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温泉酒店吃的怀石料理。在电视里已见过很多次，但亲身穿

着浴衣，吃着一碟碟小巧的日式料理，还真是头一遭。看着那些又细致又美观的美食奉到我

的桌子上，真的不得不尊敬他们那认真的坚持，一丝不苟的细心。 

 

  在旅程中，我们都很希望吃到拉面，最后都未能吃到，有点失望。但我回香港后做这个

报告，才发现拉面是二次大战后才出现的食物，并不是传统日本料理，可能是这个原因，所

以我们便和拉面无缘吧。但明白后，更体谅日本方面的细心，希望我们可在食物中领略日本

传统文化。 

 

  这九天，实际的得着，就是吃了这廿几餐饭。但比这些食物，更深刻留在我心的，是日

本人那认真，那细致的性格，和在食物背后那有趣的历史。



中日饮食之比较 蔡俊宝俏 
 

 

(一) 中日饮食文化大不同 

 

1。中国人重视｀吃＇，日本人重视｀看＇ 

 

   

日本人出名十分重视外观，他们连吃也要好看的，所以有人说他们是用眼睛吃东西。

相反中国人重视味道，而非卖相，再难看的食物只要味道不差，还是有人会乐于尝试。 

 

日本的菜式可以说是一种艺术，精致无比。有色彩缤纷的和菓子，考刀工的刺身，就

连最简单的便当厨师亦要下一番心机去“摆设＂食物，完全希望以视觉带动味道。食材的颜

色和形状都是他们的设计菜式时会考虑的因素。 

 

中国菜喜欢炒成一大碟或大锅，以围食的形式自己夹给自己。日本在这方面比较像西

方，他们都喜把菜分成小碟，再组合成料理套餐(当中包括汤、渍物、饭、乌冬等)，一人一

份的形式上菜。看起来十分细致，让人想一一品尝。 

 

说到卖相，日本有一特别的观念，他们认为「菜肴是盒子的装饰」，所以对食都十分

讲究。美丽的盒子里即使盛满平凡普通的菜肴，那菜式也会顿时升价十倍。而中国人对碟子

的要求则没有那么重要，只要清洁便可了。 

 

相比起对视觉艺术要求较低的中国菜，日本人可以说是食不厌精。  

 
 

  上图所示便是是次日本之旅的其中一餐 (于八田温泉旅馆)。可谓正宗的怀石料理，精

致而颜色鲜明，漂亮得令人舍不得吃。还有，我们那天都穿上浴衣，坐在和式地上，像古代

宴会般用餐，好不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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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饭菜口味重， 日本饭菜爱清淡 

 

   
 

  中国菜口味重是众所周知的，什么川菜、粤菜就是最好的例子，所以调味料也特别多相

反日本人则爱清淡，重视食材原本真实的味道。难怪香港同学起初吃不惯，因为香港的日本

式料理已本土化，口味较浓。 

     

  和食的特色是少油、少盐、少添加，故又被称为水料理，而中国则重油料理，所以也比

较不健康。若然从味道上比较，中日亦有一个较明显的分别─中国饭菜偏咸，日本饭菜则偏

甜，例如咖喱给日本改良后的甜咖喱。而且日本人亦特别好甜食，故他们常以茶配超甜的和

菓子。 

 

  挑选食材方面，中国只要是“山中走兽云中燕，陆地牛羊海底鲜＂他们都吃，野味如熊

掌、猴子脑也非什么珍奇。在日本食材多数是海产，因为是岛国所以鱼获亦特别丰富。他们

亦不吃虫类，因为在日本人眼中，虫被视为不洁。 

 

 

3。中国人喜热菜，日本人喜冷餐 

 

  

  冷面，刺食、寿司都是日本菜的代表作，可见日本人喜欢吃冷餐。有时候连便当也是冷

的(或温的)，但绝对称不上热。相反，大多数的中国菜都要求热上，以热度带出鲜味。所以

不论煎煮炒炸卤炖烤烧烩，目的都要把菜煮热煮熟。我们绝对不吃冷饭菜汁，只有热腾腾的

菜和饭才能让我们食欲大振。 

 

  日本人亦特别喜欢生食，因为他们相信这样才能发挥出材料本身的味道，故此新鲜的海

产便会清洁后做成刺身，寿司等。通常刺身下都会铺满冰，以保持低温及新鲜。 

 

  不过日本有时候也是一个颇极端的国家，炸物和火煱也为日本人所喜爱。日式牛肉火锅

和涮涮锅更是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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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日相同的面食 – 有关饮食方面的感想 

 

 
   

若要从饮食方面看是次日本之行，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定是面食。日本的拉面可以说是远

近驰名，味千拉面的専门店的成功可以反映香港人，不，连亚洲人(近年味千拉面转攻内地

市场)都十分喜爱吃拉面，那韧力十足的口感令人想多尝几口。 

 

但原来拉面在日本属较普遍廉价的食物，日本人为表示对宾客的重视，多以较上乘的

面食，即乌冬及荞麦面等代替。所以这九天我们均与拉面无缘，最多只能在路边拉面铺看看

橱窗内可以假乱真的原大模型。下次到访，必要一尝正宗日式拉面的风味。 

 

  话说回头。我们在日本所品尝过的乌冬和荞麦面亦与香港的大有不同 (无法相比)。手

打乌冬粗幼刚刚好，而荞麦面配上冷面酱汁，实在令人无法拒绝。 

 

回港后翻查资料发现，日本的面食文化仍源于中国，然后再加以改良，本地化。不同

的是中国的面条种类较多，有细如头发的米粉，也有又扁又平的河粉，相较之下，日本的面

条则较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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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个人感想 

 

1。 是次报告 

 

   
 

我主要研究有关中日食物的比较，十分有趣在搜集资料的过程中，我发现了中日饮食

上的大不同，也就是文化差异的一部份。说真的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是吃不惯地

道日式的菜肴，因为我还是喜欢热菜，咸味。同团的同学甚至出现水土不服引起肠胃不适。

不过奇怪的是日本人似乎较少吃青菜，那么膳食纤维从何补充? 所以说香港的日本餐厅果然

被本地化了。 

 

2. 日本交流 

 

    我感到十分荣幸能成为访日团的一员，能亲身到当地了解日本国情和风土人情。 

 

    对第一次访日的我来说，真的是感受深刻，日本的确是一大综合实力强国，其国民质素

和公民教育意识是十分值得我们学习。尤其是有关环保方面的教育是十分成功的，如从小开

始的垃圾分类回收，如何减排和珍惜地球所有天然资源。香港在这方面很应向日本借镜。 

 

    所谓「百闻不如一见」，可以参观不同名胜如皇居，东京铁塔，富士山实在难得。 

 

除此之外，我们更获安排与日本高中生交流及上课。我想这是我最大的得着，与石和

高中同学住宿更加深彼此的感情。我们共同建立起的友谊，将成为日后合作的基础，中日友

好的桥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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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饮食文化 VS 西方饮食文化   叶燕琳 
 

 

 
   

  自从 19 世纪中期，美国提督培理叩关后，日本结束了锁国政策(Sakoku) ，并开始向西

方列强中吸取各方面的营养－－当中，日本的饮食文化亦因此而西化，走向西方的道路。幸

而，另一方面，日本人仍对其传统文化存有敬意，故其饮食文化亦保留着自己的特色。 

 

  因此，其饮食文化可谓日西交融，又不失自己的个性！而这次的行程，正好为我们开辟

了一道难得的桥梁，令我们食指大动之余，又为我们揭开日本饮食文化的面纱。。。。。。 

 

日本饮食文化之健康篇  
 
  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CDC)估计全国有三分一的儿童属于过重或痴肥。。。。。。 
  日本男女的平均寿命均为全球之冠。。。。。 
 

  以上强烈的对比并不令人惊奇！ 

 

  事实上，国民的健康与其饮食文化有着不可分割的关系。正正因为日本人的较注重饮食

的健康，故其国民的身体质素也较佳。这绝不是猜测-----的确，在是次日本之旅中，我们

无疑较少在日本碰见「肥仔、肥妹」的啊！ 

 

    首先，其中一个日本与西方不同之处在于国人对水果的重视。在旅程中，我们到访了山

梨。众所周知，该地的桃子、樱桃的产量为日本第一，而有趣的是，日本人的水果多为应付

内需，而不是以出口为最主要的收入。由是观之，日本人的确很重视水果的重要性，其对健

康的关注亦不言而喻了！相比下，西方人，如美国则截然不同。即使不少地方，如加洲盛产

水果，但当中多以出口为主，而且，美国人多喜欢一些不健康的食物，如煎炸食物，多肉少

菜，又少水果，实在不能与日本同日而语呢。 

 

     在行程中，我们有幸参观了当地的一个果园，更亲身试过摘桃的滋味------我们可以

享受多汁的 momo 外，亦可以奉行「日日记得 2+3」的原则，你说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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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水果外，日本人与西方人对「茶」的不同取态亦反映了其对健康的不同注重程

度。诚然，在旅程中，我发现日本人事无大小也喜欢与茶作伴，而这茶就是绿茶-------不

论是在酒店房的茶包、超级市场内的售茶区、还是在我们上家政课时，绿茶也有其足迹。而

研究证实,绿茶内含有特殊儿茶素成分,称为茶多酚,可以抗氧化、抗衰老及维持心血管系统

健康，这又再一次证明日本人对健康的重视。反观西方国家，如欧洲、美国，他们重视的也

是茶，不过是营养较少的红茶及含有大量咖啡因的咖啡！你看，赚得满堂红的星巴克不就是

最佳写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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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我和我的好友在酒店房中品茗。 

（右）这是我们在大东文化高中家政课的制成品，当中亦有绿茶伴之。 

 

同时，不得不提的是日本的 Shabu Shabu。稍为对日本饮食文充化有点认识的朋友不禁

会问：只有牛肉、猪肉的 Shabu Shabu 不是违反了多肉少菜的原则吗？这岂不是不健康？ 

 

但事实上，在我们的行程中，我们亲身作一尝试。 

 

当中的 Shabu Shabu 当然是「多肉」，但细心一看，伴着牛肉的还有很多很多的蔬

菜，以作一平衡！而蔬菜也不是随随便便的一两碟菜，而是包含绿色的菜、菇类、豆类等

等，当中的营养远超「一碟油菜」。日本人健康的饮食文化又再一次表露无遗了！ 

 

 

日本饮食文化之生活篇 

 

    除了健康外，日本的饮食文化与西方的不同也可见于其生活上，趣味无穷！ 

     

首先，最令人印象深刻的是早稻田大学江教授对我们的授课中，所说过的一个现象：日

本的饮料自动售卖机无处不在；而美国则鲜有听闻！的确，有一晚，我们全组步行到东京的

闹市体验当地文化，途中我们遇见林林总总的「汽水机」。这食品的售卖文化反映了日本人

的互相信任---国民不会破坏汽水机，不会偷取之；相反，在西方，如汽水机无处不在，你

猜它们在西方会有甚么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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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日西饮食文化有不少异处，但亦有相同的地方，同样有趣！首先是进餐的步骤。诚

然，西方人在进餐时有分头盘、主菜、再有甜品等等，前后有序，有条不紊。而日本人亦不

相伯仲！还记得在旅程中，导游高木小姐说过，日本人进餐时也要有序地吃东西。例如，连

续数天的午膳也先有一些酸酸甜甜的梅、醋等等食物来开开胃，后才吃主菜。而且，主菜后

有的更有大福(草饼) 作为甜品，极为丰富，又有层次，与日本人有条理的文化不谋而合！ 

 

 
前方的就是甜科酸酸的食物，应在主菜前吃！ 

    

  再者，从日西的饮食文化中，其相同之处－－「创意」的确从其食物当中表露无遗！我

一直也认为，日本的科技如此发达、新发明日新月异，这一切一切均与其无穷的创意息息相

关，只不过我想不到，原来在饮食中也反映出日本人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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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不得不提的例子是「蛋」。没错！就是一只「蛋」！你会联想起甚么？从西方的角

度，我会想起一只复活蛋，并且是经商人的创意、经他们的包装后出现的「出奇蛋」。 

 

  本来，一只蛋并不特别，但经过西方人的创意思维下，一只蛋就是这么的「出奇」，这

么受欢迎！这就是从食物中看西方人的创意！ 

 

  同样地，作为创意科技大国的日本也不遑多让。在日本，除了「咸蛋超人」外，令我联

想起的无疑就是在富士山附近所吃过的「温泉蛋」。具创意的日本人用了三个招数，使平凡

的蛋变成了「东方出奇蛋」:  

 

一、将蛋染成黑色； 

 

二、将蛋冠以「温泉」之名，在火山附近出售； 

 

三、指吃了蛋便会延命七年。更令人出奇的是，当我吃下此蛋后，我发觉这与一般的无

大分别。而正正是这平凡的感觉令我感受到日本不平凡的地方----日本人就是如此灵活变

通，如此用创意来生存！这是我从日本食物中看到的珍惜之处。难怪日本在 80 年代能够创

出经济奇迹呢！ 

 

 
 

我就在这里品尝了平凡的「东方出奇蛋」! 

 

个人感想： 

 

  作为修读历史的学生，我一直不解于日本的崛起！日本在德川幕府的统治时期仍为一个

莞薾小国，后在短短的时间崛起成大国，更反过来能与其前藩主－－中国较量，甚至更占了

上风。难道我国的五千年文明真的如此不济，真的这么容易被新兴小国比下去？ 

 

  古语有云：读万卷书不如行万里路。经过日本之行，我明白以上问题的答案并不能从书

中看出－－日本之所以崛起亦不是因为片面的明治维新，而是日本国民对其文化的尊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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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文化的包容及改良，从中吸取营养，茁壮成长！ 

 

 

  从以上的日西饮食文化比较中，我们不难看到日本努力吸收西方文化的好，例如西方人

的食品宣传策略，再加以改良，重新以自己的创意，创造更多更吸引的食品，如温泉蛋。 

 

  同时，在西化时，他们又极力保留其文化。这除了从食物中反映出来外，他们对其柔

道、剑道、花道的保留亦为一写照。而且，他们的「择善固执」亦反映在其人对环境的爱

护、保育----有明清扫工场的职员告诉我，他们是出于爱国的心而爱屋及乌去保护环境的。

正正是这种对其文化的固执、这种爱国之心使其在西化时仍保有其个性，其地位。这精神亦

是其成功之道，是值得我国人应好好借镜！ 

 

  从这次日本之行，我不但明白过去日本的崛起，也看到我国未来的路！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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