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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古语有云：「民以食为天」。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就不得不

了解当地的饮食文化。 

  有鉴于此，我们选择以日本的饮食文化为是次报告的题目。透过

这九天的旅程，我们十二名组员分别记录了在日本的饮食情况，当中

包括传统的日式料理、温泉旅馆的宴会料理、寄宿家庭的家庭料理等

等，配合图片及与当地人交谈、相处的体会，得以完成此报告。  

  报告包括了日本的饮食文化与香港饮食文化的异同，例如彼此就

使用筷子方面都有类似的礼仪，但却有不同的餐桌安排，原来这一切

的细节和构思都有其个中原因，真是十分有趣呢！ 

  透露是次研习，香港学生可学习日本的深层次饮食文化，从中反

思，亦能有效促进日本和香港的文化交流。 

 4 



日本传统食物  
1. 寿司 (sushi)  

• 以米饭、米醋及鱼生(如生鱼、生虾、海胆及鱼子)为材料。  

• 于煮熟米饭中拌入米醋，拌匀后用手捏成长型小饭团，再把海

鲜放上饭团上，最后可依喜好伴以紫菜和芥末进食。 

 

 

 

 

 

 

 

 

2. 天妇罗  

• 将食材沾上由面粉、鸡蛋及冷水混合的炸浆，然后进行油炸的

简朴传统料理。  

• 食材多以海鲜类和蔬菜类为主，普遍以虾、鱿鱼等做材料；蔬

菜类则一般用上番薯、南瓜、茄子等。  

 

组员与寄住家庭一同制作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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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拉面  

• 不同地区拉面的风味皆有分别，如东京拉面的汤底为酱油味、

九州岛拉面以鸡肋及猪骨长时间熬出汤底、札榥拉面则加入味

噌、奶油和鸡汤等作汤底。  

• 汤底需用上整天时间熬制才能确保味道浓郁。  

• 日本人吃拉面时会大力把面连汤汁吸上来，并发出声音。  

• 最初日本拉面店采用屋台(路边摊)方式贩卖，现时自助式的拉

面店(如一兰)多以自动贩卖机售票付款，并自行填写面条的软

硬度及辛辣度等配合自己的口味。  

                         
寄住家庭带组员到著名拉面店－一兰

(Ichi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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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怀石料理  

• 原指日本茶道中，主人请客人品尝的饭菜。现已成为日本的高

档菜式。  

• 讲求精致及季节性，食物份量很少，坚持以最合时令的食材作

菜；食物质素以至餐具摆放都有严格要求，一丝不苟。  

• 体现禅的意境:「自然、简朴、优雅。」  

 

 

 

5. 和菓子(wagashi)  

• 泛指日式甜点，亦指以糯米、糖、小麦粉等材料制成的日式传

统糖果糕点。  

• 外形精致多样、口感甜美柔软、但制作费时、工序繁多。外观

往往具季节性及艺术性，亦有特别意境及含义。  

寄住家庭买来的和菓子 
在旅程中最丰富的一顿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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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味噌( miso)  

• 味噌是一种日本传统的调味品，主要原料为黄豆，加入曲菌及

盐，经过一段时间发酵而成。  

• 加入曲菌的种类、比例、发酵时间长短等差异，可制作出不同

色泽、风味的味噌；如米味噌、麦味噌和豆味噌。  

• 于家庭料理中用途广泛，可用作腌渍小菜、料理淋酱和拌酱、

味噌汤、烧物等。  

• 味噌汤为日本料理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7. 定食  

• 配搭米饭、味噌汤、前菜(渍物)、主菜形成套餐，称为定食。  

• 份量较多，主要作为午饭或晚饭，较少作为早餐。  

 

  

 

 

 

西日料理定食 
鳗鱼定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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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日本食物讲求不时不食、新鲜、有季节性，并依据时令挑选食材，

多以简单方式烹调，保留食物原味及完整的营养成份，这反映日本人

重视人与大自然之间协调和平衡。  

    日本人对每一款菜式都一丝不苟，即使是一款拉面的汤底、一件

和菓子的外形背后也有极深的学问。很多师傅会穷一生专注研究一款

菜式，力臻完美，体现「贵精不贵多」的价值观，可见追求精致，亦

是日本人的坚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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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式食物 
1. 到茶楼「饮茶」 

 〝饮茶”主要包括了品茶及品尝点心 

 客人会首先「开茶」，是指客人会拣选一种茶作为饮料。 

 然后便会拣选不同的点心，如包点、凤爪、虾饺等。 

  

 

 

 

 

 

 

 

 

大部份香港人到茶楼必吃的虾饺 

凤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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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茶餐厅 

 与西式餐厅相似，但加入了一些本港普罗市民常吃的特色食物，

为较平民化的餐厅。 

 茶餐厅供应各式饮料、小吃、客饭、套餐等，当中如丝袜奶茶、

菠萝油、火腿奄列等。 

 

 

港式菠萝油 

茶餐厅的〝常餐〞：奶茶(左上)、牛油餐包＋火腿奄列 (左

下)、沙嗲牛肉面(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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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常小菜 

 份量较小，适合三至四人进食，或视乎用膳人数而定。 

 一顿饭中通常包含不同种类的菜肴，例如：鱼香茄子、栗米肉粒、

冬菇蒸肉饼等 。 

 食材以普通食物为主，透过煎、炒、蒸等简单煮食方法煮成。 

 

 

 

 

 

 

 

4. 烧味 

 烧味是一种以烧烤方法制成的食品，包括了叉烧、烧肉、烧鸭等。 

 烧味大多会配合饭或米粉等进食。 

 烧腊饭颇受香港人欢迎，因味美而价格不高，并且在一般酒楼及

餐厅也有供应。 

     组员家中的晚饭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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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式烧腊饭 （叉烧，烧鸭） 

5. 街头小吃 

 街头小吃种类繁多及价格不高，深受港人欢迎 

 当中包括：鸡蛋仔、肠粉等 

 特点是即买即食，方便快捷 

   

       

 

鸡蛋仔 

肠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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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港式食物的价格较大众化，着重味道多于卖相，因此不少港式食

物如街头小吃等都成为著名食物。同时由于香港人生活节奏急促，亦

促使了快餐的出现。 

  港式食物也主张与人共享，故有「饮茶」及小菜的出现，让多人

一起进食，促进彼此交流，显示出中国人对于家庭的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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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式与港式食物的分别 
   

日式料理 港式食物 

大多只预备个人份量 份量足以让用膳者共享食物 

较着重食物的外观 较着重食物的味道 

较昂贵 较便宜，适合普罗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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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茶文化与日本文化 

  正所谓「民以食为天」和「食色性也」，饮食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每个

国家都有其独特的饮食文化，而中国著名的饮食文化则离不开到茶楼「饮茶」 。
「饮茶」，雅称品茗，是一种源自中国广州的粤式饮食，而后在广东乃至世界各

地传播，成为广东饮食文化的一大特色。在香港，「饮茶」一开始是叫做「上茶

楼」或者「上酒楼」，后来就叫作「去饮茶」，慢慢「饮茶」就变成了上茶楼喝

茶和吃点心的代名词。「饮茶」主要包括喝茶和吃点心；而点心中，虾饺和叉烧

包在早期较为受欢迎，故此形容「饮茶」为「一盅两件」（一盅茶及两件点心）。

饮茶文化在香港及广东一带非常流行，近年更流传到中国其他省份及世界各地，

成为最具代表性的粤菜之一。  

 

饮茶文化的背后含义 
  其实香港人爱「饮茶」，不单是为了品尝清香的中国茶和美味的点心，更重

要的是与三五知己或家人一边闲聊，一边享受美食，舒舒服服的消磨半天时间。

此外，茶客们毫无顾忌地在茶楼高谈阔论，喧闹讪笑，也是香港饮茶文化的一大

特色。当中的深层意义是，传统上中国人以家为核心，借着与家人围在一起饮茶 
，谈天说地，享受天伦之乐，家人彼此之间会互相关心和交谈生活趣事，分享喜

悦和分担生活压力。  
然而，随着商业社会发展迅速，大家都抱着「时间就是金钱」的生活态度。

生活节奏急促使进餐时间缩短，加上西方的快餐文化传入香港，例如肯德基和麦

当劳等的快餐店，令「上班一族」都纷纷进食快餐以缩短用餐时间，使香港年轻

一代都较少与家人到茶楼饮茶，传统饮茶的意义也日渐式微。此外，随着信息科

技发展成熟，智能手机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普遍的香港人都依赖智

能手机成为「低头族」，在进餐的过程中都会使用手机与他人沟通和娱乐，然而

忽略了真实与人面对面的沟通,彼此的关系也比以前冷漠了。  

 

日本文化  
  相反日本的饮食文化很值得我们学习与反思。日本人除了讲究食物的质素， 

也注重进餐的礼仪，例如食饭前会先说“我不客气了”以表示对食物得来不易的

感恩和珍惜，而这些礼仪正正是我们因食快餐而忽略了的。当进食完毕后，亦会

对主人家说“多谢款待”以报答别人的款待和主人家准备的美味餐点。另一方

面，日本的餐点款式较多，而且生活节奏较香港慢，他们会慢慢享受食物，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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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食物。每一道食物的享用次序都很讲究，在进食的过程中亦会与身边的人进

行交流，人与人之间关系都较亲密。他们也着重饮食文化的承传，不像香港人的

饮茶文化般式微，或因依赖智能手机而和身边的人少交流少沟通。这一点，无可

否认是很值得我们反思的。 

 

香港饮食文化 
  香港的饮食文化融合了东方及西方的饮食文化，被誉为「美食天

堂」。但随年渐变，香港的饮食文化渐变为快餐文化。而且香港的食

物都渐变为外国菜，传统食物逐渐消失。  

以麦当劳为例，香港麦当劳公司在 1975 年成立，第一间麦当劳

餐厅就开设于铜锣湾百德新街。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香港人

平均每周光顾快餐店至少一次，平均每餐会花 20 多港元，是全球最

频密的，比有传统快餐文化的美国还要高出 26％。由此可见，香港

传统饮食文化逐渐消失。  

  除了被外国饮食文化侵入，亦有其他内在因素影响香港的饮食文

化。香港人生活节奏急促，抱住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希望争取时间

做他们想做的事。因此，他们把进食时间减至最少，甚至把进食时间

颠倒或干脆不吃 ! 以饮宴为例，从前香港人享受与亲人朋友相聚庆

祝的时间，故每道菜之间会相隔一段时间，希望把时间拖延得较长。

但随着观念改变，现时的饮宴中，一道菜还未吃完，另一道已紧随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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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希望尽快完成此批客人便可立刻接待下一批客人，因而产生一种

快餐文化。  

  相反，日本的饮食文化与香港的截然不同。  

  日本的饮食文化是利用时令的食材而独特发展的，包括寿司、天

妇罗等代表日本的料理。近年来，日本人亦逐渐受到外国菜肴的影响，

在日本可轻易见到各国的料理。最近还有以日本料理融和外国料理而

创作的新潮日本料理，但其中最受日本人喜爱的还是那些传统的美

食。  

  虽然日本受到外国的影响，但日本的传统饮食文化并没有因而被 

击倒。日本人爱享受食物，每一道菜都制作得十分精致。他们会慢慢

品尝，尊重食物，不会浪费。他们对快餐文化感到抗拒 !   

  日本人认为食物是一种艺术品，而香港人认为食物就是食物，不

用慢慢享受，节省时间更为重要。  

  由此可见，日本饮食文化的保存较香港为佳。香港人应学习日本 

人般尊重食物，好好细味每一道菜肴。 

 18 



餐桌安排 
中式餐桌安排 

• 中国普遍使用圆桌  

• 认为圆形是和谐的象征。因圆桌没有角，每一面都能做到平滑

不伤人 

• 每个人也可以参与到讨论，与左右两旁的人交流  

日式餐桌安排 

• 普遍使用长方形的桌子  

• 在一些宴会场合，如会席料理，更会安排每人一张小方桌用膳  

• 分桌用膳有着明显的阶级观念 

 

 

 

 

 

 

 
同学在行程中享用怀石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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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礼仪 
中日餐桌礼仪相似之处 

• 中国人用膳前先由家中辈份最高的人喊「起筷」才开始进食 

• 日本人用膳前由一家之主（通常為父親或祖父）帶領一起喊「い

ただきます」後才進食  

• 后辈会先让长辈享用桌上的菜肴 

• 有着「吃得越干净越好」的思想 ，尽量不会有吃剩的菜肴。 

中日餐桌礼仪不同之处 

中国 日本 

  「食不言，寝不语」，用膳时不

能发出过大的声响。例如，喝汤

时应小口小口地呷，以免造成「噪

音」。 

  吸食拉面时会发出颇大的声

音。这种吃面声要让厨师能听得

见。日本人认为，吸食拉面时发

声是享受的一种表现，它表达了

对食物的欣赏和对厨师的感激。 

  中国人基于礼貌和尊重，所以

在用膳前会喊「起筷」或「请慢

用」，用膳后则没有特别的语句。 

  日本人在用餐前會以感恩的心

態雙手合十喊「いただきます」，

用膳後會喊「ごちそうさ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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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筷子的差别 

 

 中国 日本 

筷子外型 •  多以竹制 

•  圆头方尾 

• 多以木制 

• 筷子头锋利 

筷子长宽 •  较长 

（方便夹到较远的食

物和可以帮自己旁边

的人夹菜，表示礼貌

和好客。） 

• 较短 

• 粗尾 

(食物一人一份，无须

把筷子伸到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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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用筷子禁忌相同之处 

• 用舌头舔筷子，并不时发出声响。 

• 用筷子敲击盘碗 

• 拿着筷子在饭菜上晃来晃去，举棋不定 

• 用筷子往自己盘子里夹菜时，手里不利落，将菜汤流落到其它

菜里或桌子上   

• 把筷子插在饭菜内 

• 在用餐时将筷子随便交叉放在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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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与日本餐桌摆设上的不同 
日式餐桌摆设： 
 

  

 

日式： 

1. 基本摆放原则 

• 横摆的筷子放于中下位置，因筷子指着别人有不礼貌的意思。 

• 基本的原则：左饭右汤 

• 用餐的程序除了跟先冷后热的原则外，料理亦是依照先清淡，

后重味的原则用餐，次序大概是前菜、生鱼片、煮物、炸物、

汤品，所以摆设亦照着这个次序由左至右摆放。 

 

 

在行程中享用的日式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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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摆设 

• 基本是以圆形为主的瓷器，高贵脱俗、可观而又实用。 

• 怀石料理的器具以深色色调为主 

• 右边有湿纸巾，整洁方便。 

自江户时代，日本人大多使用木筷子，既方便夹起面条之余亦较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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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餐桌摆设： 

 

 

中式： 
基本摆放原则 

• 基本用具为饭碗、汤碗、骨碟、筷子、筷架、汤匙、茶杯、餐巾等。 
• 筷子一般摆在右侧，纵放在筷架上，不可放在碗缘或碟缘上。 
• 中餐用餐的程序较简单和自由度大，可以选择自己喜欢吃的菜，唯

要注意的是不可把手伸过桌面或挡在别人面前夹取。 
• 喝汤时应用汤匙从碗里舀出，而非像用杯子喝东西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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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经过这次旅程后，我们发现日本饮食文化十分多样化， 而且在

菜式和餐具使用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从用心调理的菜肴到精致的用

餐器皿，皆可以发现日本民族对饮食十分讲究。 

  在菜肴方面，日本的菜式份量较少，却调理得十分精致。例如日

本的传统点心 — 和菓子，便充分展现了日本料理精巧的特色。 

  此外，日本的餐桌礼仪亦充分体现了日本人对「食」的讲究和对

食物的尊重。比方說，日本人在用餐前會說「いただきます」(意思

即是「我不客氣了」)以表達對大自然提供食物的感謝。另外，日本

人不会浪费食物，每次吃饭都会把存所有食物吃光，以表示对食物及

烹调者的尊重。种种的日式餐桌礼仪，皆展现了日本人一丝不苟 ，

而且不忘本的性格。他们对于大自然的感恩和尊重，是非常值得经常

浪费食物的香港人参考的。 

  总而言之，日本的饮食文化非常讲究，充分展现了日本人的细心

和严谨的个性。此外，从日本各种的餐桌礼仪，亦可以令我们体会到

日本民族对于大自然以及每个为他们准备食物的人的感恩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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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在这九天的交流活动中，我们一众交流生体验到地道的日本文

化，尤其在饮食文化方面，实在获益良多。  

    在享受日式美食的同时，深深感受到日本人将做事认真谨慎的态

度应用在烹调料理上，从一个一口就可以吞下的和菓子，到一套美味

丰富的怀石料理，无论是哪一类食物，都是那样的精致和出色，也许 

这就是日本料理可以如此受欢迎的原因吧。  

    在香港，虽然日本料理一直以来都被定位为高消费的料理，但还

是有许多人不惜成本去享受一顿精致的日本料理。撇开那些动辄上千

元的高级料理不说，近年颇为流行的回转寿司，亦成为年轻人的最爱。

日本料理以它独特的风格，秉承着对食材的执着态度，在世界各地的

饮食界中稳占一席位。  

    以上介绍过的多种食物，都是和日本本身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

可见，日本的饮食文化是非常多元化及有特色的，光是日式料理就已

经有如此多的变化。再加上日本对外来食物的接受程度也渐渐提升，

于是造就了多样化及富有特色的饮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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