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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俗语有云：「民以食为天」，饮食由古至今都是天子所思，百姓所忧。饮食在

人类的生活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因此每个地方都有各自对饮食的执着，因而衍生不

同的饮食文化。然而，饮食文化对人民的生活质素有莫大的关系，例如饮食与健康、

礼教等等，对人民的生活有着不同的作用。既然饮食与我们息息相关，我组决定以饮

食文化为题，深入探究两地饮食文化。 

 

日本的饮食文化以规律、清淡为名；而香港则以快速、多元为衔，两地的饮食

文化截然不同，当中有什么值得香港借鉴？ 

 

借着这次访日旅程，我们希望透过在日本学校和寄宿家庭的亲身体验，从餐桌

礼仪、食物种类、烹调方法以及饮食习惯四方面比较日本和香港两地饮食文化的分

别，，从而反思饮食对香港人生活质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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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居 

(二) 餐桌礼仪 

  

日本 - 重视礼节 

日本人非常重视礼节，对餐桌礼仪一丝不苟。以下是一些例子： 

 

(a) 入座 

进入餐厅时，不能脚踏门边的敷居                           

否则会被视为无礼，令对方留下坏印象1 

 

(b) 饭前语/饭后语 

「我要开动了」 “Itadakimasu” ︰意思是欣赏这顿饭食 

「承蒙款待了」“gochisousama”︰感谢款客者预备这顿极其美味的饭食2 

 

 

 

 

 

 

 

(c) 使用餐具（筷子）3 

1. 拿起筷子时，先以右手拿起，并以左手从下托住。 

2. 右手同时在筷子旁兜一圈与左手并排托住。 

3. 最后双手合十并要说一声：「Itadakimasu」，表示「我食饭啦！」 

4. 把筷子拉开时，不能往左右分开，要「天地分离」，即筷子横向而用双手住上

拉开，避免手肘撞到别人。 

 

 

 

                                                
1
 http://the-sun.on.cc/cnt/lifestyle/20120826/00485_004.html 

2
 http://www.jnjxhbgc.com/liyi/renjijiaowang/1259832.html 

3
 http://the-sun.on.cc/cnt/lifestyle/20120826/00485_004.html 

http://the-sun.on.cc/cnt/lifestyle/20120826/00485_004.html
http://www.jnjxhbgc.com/liyi/renjijiaowang/1259832.html
http://the-sun.on.cc/cnt/lifestyle/20120826/00485_0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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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食用方法4 

要品尝日本的美食首先需要认识其食用方法，以下将举出日本独有而有名气的

食物作为例子： 

 

刺身篇 

刺身拼盘整齐有序地放着不同品种的鱼鲜，但要吃得有礼，必须跟从四大准

则：「淡至浓、白至红、前至后、左至右」，即从较浅白或味较淡的吃起，并要由左

边前方的一片开始，不能乱夹。 

吃刺身时，芥末（Wasabi）切忌放在酱油中搅匀，应用筷子把少量芥末

（Wasabi）放在鱼生片上，再蘸酱油吃。 

寿司篇 

用手吃寿司，必用头三只手指（拇指、食

指及中指）拿起寿司，蘸少量酱油后一口吃下，

不要分几口来吃。 

饮汤篇 

最好每一口也发出「殊殊」声，以表示汤

的美味及感谢对方款待 

  

香港 -重视礼节的程度较薄弱 

在中西文化的交集下，香港仍然能够保存一定的餐桌礼仪，例如：吃饭时不得

把筷子插在饭中、不可以任意用单数数量的筷子进食5等等。 然而，由于香港经过长

时间的殖民统治，被西方文化洗礼，在礼仪上已经比传统单一文化的日本较少拘束，

例如日本人非常介意「扒饭」的动作6，但香港人则视之为常。 

 

小结 

虽然日本和香港都有各自的餐桌礼仪，但研究后发现日本的礼仪拘束比香港较

多。两地在全球化影响之下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但日本仍大部分保留其固有的餐

桌礼仪，而香港则能在保持本地礼仪之余，又能融合外来的文化，为香港人带来了文

化多样性，对提高生活质素有正面的影响。 

                                                
4
 http://the-sun.on.cc/cnt/lifestyle/20120826/00485_004.html 

5
 http://www.mdnkids.com/book_100_manners/5.shtml 

6
 https://udn.com/news/story/7044/1463682 

http://the-sun.on.cc/cnt/lifestyle/20120826/00485_004.html
http://www.mdnkids.com/book_100_manners/5.shtml
https://udn.com/news/story/7044/1463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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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食物种类 

  

日本 

日本人和香港人都是以白饭为主粮，不过有别于香港，日本人几乎每餐都伴随

味噌汤。除了白饭和味噌汤之外，他们也会有肉(如：猪肉、牛肉及鸡肉)和菜作餸

菜。 在蔬菜方面，日本人大多会吃娃娃菜，他们亦会食用菌类和豆类等食物。值得留

意的是，日本人注意食物的质素多于数量，故此他们每餐的食物种类繁多，但每种食

物的份量则不多。 

 

此外，日本家庭拥有自己的农田，会种植野菜、萝卜、薯仔等等，为了做到自

给自足，他们会在烹煮时加入以上的材料，煮成咖哩、杂菜锅等等。日本家庭更会自

制麻薯（mochi），是一种糯米制的食物，软而有粘性，为日本的传统小食，把麻薯

沾上酱汁和加上紫菜，能把麻薯的味道提升至另一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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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由于香港是国际大都会，我们可以品尝到不同种类的食物，如美国菜、法国

菜、意大利菜等等，而较能代表香港的食物当然是菠萝油、碟头饭、鸳鸯、蛋挞这些

茶餐厅食品。7 

        

        

 

 

 

 

 

 

 

 

 

有别于日本，香港的茶餐厅食品普遍以份量和味道闻名，食物以一碟碟做单

位，故又名为「碟头饭」，食物份量多，不像日本一般食物选择多而份量少。香港更

有融合菜。以前，当西方的料理和食材来到东方的厨房，香港厨师尝试以中式酱油烹

调，结果创制出独具香港特色的「豉油西餐」。现在，来自世界各地的料理和菜式，

同时汇聚在香港这个「亚洲美食之都」之中，相互的交流下制作出一道道创意十足的

融合菜。8 

 

小结    

观察两地的食物种类后，可以看得出有很大的分别：日本的食物种类较为地道

和传统。由于日本是海岛型国家，日本人相当喜欢海产，因此把海产生吃成为了日本

料理当中的一项特色。加上日本在四季均产出不同的农作物，因此日本料理经常加入

                                                
7
 http://paper.wenweipo.com/2016/11/03/ED1611030019.htm 

8
 https://www.eventxo.com/event/_1kIRkE-

%E9%A6%99%E6%B8%AF%E5%BF%85%E5%9A%90%E7%BE%8E%E9%A3%9F%E2%80%94%
E2%80%94%E8%9E%8D%E5%90%88%E8%8F%9C/ 

http://paper.wenweipo.com/2016/11/03/ED1611030019.htm
https://www.eventxo.com/event/_1kIRkE-%E9%A6%99%E6%B8%AF%E5%BF%85%E5%9A%90%E7%BE%8E%E9%A3%9F%E2%80%94%E2%80%94%E8%9E%8D%E5%90%88%E8%8F%9C/
https://www.eventxo.com/event/_1kIRkE-%E9%A6%99%E6%B8%AF%E5%BF%85%E5%9A%90%E7%BE%8E%E9%A3%9F%E2%80%94%E2%80%94%E8%9E%8D%E5%90%88%E8%8F%9C/
https://www.eventxo.com/event/_1kIRkE-%E9%A6%99%E6%B8%AF%E5%BF%85%E5%9A%90%E7%BE%8E%E9%A3%9F%E2%80%94%E2%80%94%E8%9E%8D%E5%90%88%E8%8F%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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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季节的时令农产物，例如春天竹笋当造，就会有若竹煮9。由此可见日本食物种类

受传统和环境因素影响。 

         

相反，香港食物种类繁多，种类较日本多元化，除了可以品尝不同国家的菜

肴，更有融合菜，使食物种类产生更多变化，人们都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去选择食

物。 

 

总括而言，香港虽然在食物种类的多元上较为优胜，饮食文化的多样性较广，

能提高一定的生活质素；但却忽略了发展有如日本一样因自身传统、环境、文化等衍

生出来的地道食材种类。若香港能够借鉴日本在食材上发挥本土特色，多加发展除了

融合菜以外的「本地菜」，必能在饮食文化的多元性上更上一层楼，进一步提高香港

人在饮食文化方面的生活质素。 

                                                
9
 http://hk.apple.nextmedia.com/international/art/20131206/18538626 

http://hk.apple.nextmedia.com/international/art/20131206/18538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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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烹调方法 

 

日本 

日本人讲究食物的新鲜，一般都会以「生」的形式上碟。例如日本最著名的食

物 — 寿司，就是用海苔包着加入醋的白饭和不同的食材，而食材大多以玉米、青瓜、

生鱼等新鲜而未经加工的食材为主；由于食材没有经过油炸或煎等烹调过程，故能保

留其原汁原味。 

 

            日本食物以重视外观出名，因此曾

被喻为「眼睛的料理」，是一门体现美学

修养的摆放艺术。故每样食物都经过细致

的摆盘，而并非像中式料理般将全部食材

混在一起。 

 

日本食物更注重食物本身的味道，所

以不论是高汤、调味、刀工、烹调方式都是

以保留食物的自然原味为前提。调味料的运用也相对少，或者只用一些天然的食材去

调味。 

 

在这次的旅程中，我们也尝试了不同的日本食物，加深体会到日本对食物摆盘

要求的严格。 



10 

而在入住寄宿家庭时，我们更进一步认识

到日本人烹调食物的方法。他们会用青菜包着豆

腐与鱼肉，然后放在水里煮，而鱼也是放在锅里

用小火煮，当中放少许油和酱油以调味，另外他

们也会用自己做的调味酱去做味噌汤，再配上米

饭，一顿简单又健康晚餐就做好了。 

 

香港 

香港的主要食物烹调方式都离不开煎、

炒、煮、炸，一般食肆提供的食物都是较高脂、

高油及高盐，例如受普罗大众喜爱的咕噜肉，是

将猪肉切件腌味，然后沾上生粉，放进油镬炸至

金黄色，再将炸好的肉连同配料和咕噜汁炒成：

另外还有家户喻晓的香煎鸡翼，就是起镬爆香

姜、蒜片，下鸡件兜炒，加可乐煮滚，落调味料

及柠檬片。可见香港的食物大多含有大量油脂和

盐/糖份。 

 

香港承传广东的文化「最紧要够镬气」，厨师一般都会以猛火煮食。香港人也

经常用炒的方式去煮菜，因为香港社会步伐较快，凡事都追求方便和快捷。而炒比蒸

就更加节省时间和容易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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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食物着重味道，因此烹调时会加入较多调味料以增加食物的色泽、香味

和鲜味，最常用的就是食盐、白糖、鸡粉和辣椒等。。 

 

小结 

纵观香港和日本的烹调方法，两者全然不同，前者注重味道，后者则注重营

养。我们从旅程中体验到日本的烹调方法，也令我们明白日本人较长寿，正是因为食

物比较新鲜和没有增添太多人工调味料，能保持食物的营养和避免摄取过多的油和

纳。其实两者都有可取之处：日本的饮食较健康，香港的则较「惹味」。如果能够推

广日本的煮食习惯到香港，令香港人吃得更健康，而且明白一些普通的食物也能透过

简单的方法做的好吃，那么港人也可以像日本人一样有健康的饮食，改善健康状况，

减少因吸收太多油和纳而导致肥胖的危机，从而改善生活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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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饮食习惯 

饮食规律 

日本︰三餐定时 

说到日本，最值得香港人借鉴的习惯就是日本的定时和均衡的饮食规律。 

 

日本人讲究三餐的定时，绝对

不会随意调较饮食时间，也不会因赶

时间而草率吃完一餐、甚至不吃其中

一餐。 此乃由于日本人根深蒂固的规

律性，日本人生活节奏讲求规律，按

部就班，通常习惯将事情按预先编排

进行，一来生活起上来更清楚目前的

任务，二来更可以准确地安排一天的

时间，减少时间的浪费。这种观念也

影响日本人饮食的规律性，尽管时下

日本的城市脚步逐渐加快，但饮食的规律性在日本社会中仍被重视的饮食文化之一。 

就这次寄宿家庭的经验而言，我们发现大部分寄宿家庭的三餐定时。以高桥先生一家

为例，在晚上八时便开始吃饭，翌日早上八时吃早餐。而最能体现日本人对饮食定时

的坚持是，高桥先生知道我们要在中午 12 时 30 分离开，但仍然坚持中午 12 时才吃

午饭，可见日本人对饮食的定时十分重视。 

 

香港︰食无定时 

反观香港，香港人对饮食定时的观念相对薄弱，随意就个人意欲进食，甚至会

不吃其中一餐。例如香港人非常喜欢光顾快餐店，甚或因为想多睡一会而不吃早餐，

都成为不少香港人的习惯。然而，香港的不定时进食习惯亦是情有可原的。香港作为

国际金融中心，急速的城市节奏使香港人经常争分夺秒，以维持个人以至社会的竞争

力。此种急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城市节奏使香港人忘却饮食的定时，加上，香港人普

遍低估定时饮食对健康的影响，导致香港人在饮食定时方面的观念较为薄弱。 

 

饮食喜好 

日本和香港同样位于亚洲，但环境及文化不同，使人民对饮食的喜好亦有差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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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食方法 

在日本，在料理上加生鸡蛋是十分平常的做法，例如在拉面里或盖饭上加生鸡

蛋；但在香港，则很少会在料理上直接加生鸡蛋。10此外，日本人的进食原则为「口

中调味法」，先夹起自己喜欢的配菜放入口中，再放入一口饭，依喜好进行调味。日

本人有这样的饮食习惯，是因为他们以米饭为主食，吃饭时要配菜及汤才好吃。11但

香港人并没有这种做法，可见日本人在饮食上的偏好与香港不同。 

 

料理状态 

按照日本人的观念，新鲜的食物营养最丰富，也蕴含最旺盛的生命力，任何生

物的最佳食用期就是它的新鲜期。日本人喜欢生吃食物，不仅生吃各种蔬菜和各种植

物，而且吃生鸡蛋、生鱼和生肉。 

 

对许多日本人来说，和食意味着烤鱼或是土豆炖肉的家常菜，高级的料理和家

常的料理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它们都执着地追求鲜味，或者说第五种味道 — 一种

极为鲜美而强烈的味道，能够最纯粹地表现出这种味道的是「出汁」，一种由干海带

和柴鱼片做成的高汤，它是所有日本料理的基础。 

 

反观香港，香港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料理以熟食为主。虽然现在受全球

化的影响，有不少香港人会吃寿司等食物，但仍以熟食为主食的居多。可见，日本人

对于料理的状态的要求和香港人的不同。 

 

 

 

视觉上的享受 

日本人对菜肴的外观有着很高的要求，不但使用各式各样非常精致的器具来盛

载食物，对食物的形状、排列、颜色搭配也都有很细腻的考虑。12相反，香港人虽认

为食物的卖相也十分重要，但并不着重有关餐具、摆设上的细节，家常便饭例如油墨

菜和豆鼓鲮鱼会放在一起，吃剩的饭菜如果要留待第二天吃，也会倒在一起处理，务

求使用最少数目的碗碟。可见日本人和香港人对于料理在视觉上的享受并不完全相

同。 

 

小结 

比较过两地在饮食定时观念方面的差别，可以看出日本人较重视饮食的定时。

饮食定时不但对调节生理时钟有莫大的功劳，更可以减低患上肠胃疾病的风险、甚或
                                                
10

 https://read01.com/B4nmDB.html 
11

 https://kknews.cc/zh-hk/food/nl6epq.html 
12

 http://www.laonanren.com/news/2016-10/130755p8.htm 

https://read01.com/B4nmDB.html
https://kknews.cc/zh-hk/food/nl6epq.html
http://www.laonanren.com/news/2016-10/130755p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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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肥胖问题。长远来说，饮食定时这种文化能对人民的生活质素带来正面影响，例

如降低疾病率、提升预期寿命、建立社会良好健康风气等。虽然日本和香港的城市节

奏均日益加快，然而，日本仍能坚持在饮食上的定时，能在工作和饮食之中取得平

衡；而香港为追求工作与生活上的效率，令港人忽视饮食定时的好处。因此，日本对

饮食的定时之重视，我组认为是值得香港借鉴的。 

 

比较两者在食物喜好上的异同，可以认识日本和香港的一些习惯和偏好的差异

是由于不同的进食原则和传统观念，亦可见日本在当中比香港有更多和更高的要求，

例如摆盘和餐具的使用等。日本和香港同样是繁华的大都会，但日本人深明「食」是

一种享受，对「食」这件事的追求远比香港认真，有些不了解日本文化的人会认为这

是吹毛求疵的要求；但这些要求说明了日本在急速的城市发展下仍能保持良好的饮食

习惯（包括饮食规律等）。如果香港人能够向日本人学习，明白享受「食」的重要

性，相信可以改善香港人饮食不健康、食无定时的问题，提升港人在生理及心理健康

方面的生活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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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总结 

        

说到日本饮食，相信人们必定先联想起寿司、拉面等食物，但其实这只是当中

的一小部分。在九天的交流活动之中，我们能够体验到日本的地道饮食文化，不只是

品尝其味道，还细嚼当中的文化。 

 

在餐桌礼仪方面，日本的礼仪较香港多，例如在进食前必先说「い ただきま

す」，在香港则视乎家庭的规范和教育而定。两地在全球化影响之下，都受到西方文

化冲击，但日本仍大部分保留其固有的餐桌礼仪，可见香港比日本较少传统文化拘

束，有利发展多元的饮食文化。 

 

在食物种类方面，日本人注意食物的质素多于数量，香港则普遍以一碟碟做单

位，食物份量多；而且日本的食物种类大多受传统和地理因素影响，而香港则受世界

各地的文化冲击，较少出自本地的食物种类。可见香港在食物种类方面仍然有发展的

空间，推动本土、融合菜双轨的食物种类路线，定能令生活质素加以提升。 

 

在烹调方面，日本一般都会以「生」的形式上碟，而且以重视外观出名，是一

门体现美学修养的摆放艺术。香港在这方面则不太着重。日本食物更注重食物本身的

味道，与经常加入多种调味料的香港食物迥然不同，这亦是日本人较长寿的原因。由

此可见，香港人在烹调方法上仍有进步空间，不应只着重调味及味道，而没有考虑到

烹调方法对健康带来的影响。 

 

在饮食习惯方面，两地同为国际大都会，日本三餐定时，香港却食无定时，严

重影响不少香港人的生活规律和健康，降低香港人的生活质素。由此可见，香港人应

对此作出反思，在工作和饮食上作出平衡，令生活质素能够有所改善。 

 

总括而言，我们发现饮食对一个地方的文化和人民的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如

果香港人能够各日本人学习，例如同时着重食物外观和健康，并适当安排进餐的时

间，相信定能提升生活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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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感想 

        

这次访日行程不但丰富了我们的人生经历，更加令我们认识到一群志同道合的

组员，互相合作扶持。九日八夜，一百页的日记，一千张的照片，一生永不忘怀的回

忆。由最初互不认识的十二个中学生，到在异乡一起行动、一起谈心，成为现在每天

也想着要见面的朋友。 

 

如果要找一个词语来纪念，那必定是「イケメン」，（日本语中美男子的俗

称），这个词语是我们除了日常用语之外第一个学懂的日本词语，亦是出现频率最高

的，更是组员的自称。每当想起这个词语，都会会心微笑，九日八夜的每个片段，无

论是吃饭、谈心、表演、堆雪人、穿和服、寄宿家庭体验、庆祝组员生日、到高中交

流、浸温泉......一切一切都会再次浮现在脑海里，暖意涌上心头。 

 

除了和组员享受难忘的日本旅程，更让我们对日本文化加深认识，特别是日本

的饮食文化。透过与香港作比较，让我们反思值得我们学习的日本饮食文化，及如何

将香港饮食文化的独特之处保留并承传下去。 

 

香港是一个美食天堂，当然不乏日本的美食，但我们在这旅程中所品尝到的日

本美食与香港的不同，更有一种独特的味道。例如味噌汤，香港尝到的普遍都太咸，

但日本的则能够带出当中的鲜味，使人回味无穷。 

 

日本对「食」的追求并不止于味道，更加在意很多在餐桌上的细节，例如食物

的摆盘：不同的食物用不同的盛器载着，并不会像香港那样「一碟过」，使进食的过

程除了味觉的满足外，还有视觉上的享受。香港人往往会囫囵吞枣，不要说观赏，可

能连味道也不怎么细嚼；日本人则十分重视食物的外貌，认为这也是进食过程中的享

受。进食在日本并不是好像香港那般可以随随便便、甚至不吃，而是一种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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