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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Unit. 01　江戶四大美食

　　江戶，是東京的古稱。江戶時代指的是

1600 ～ 1867 年，是日本封建統治的最後一個

時代。在這 260 餘年間，是德川幕府主要的

執政時期。從德川家康（1543～ 1616）被委任為

征夷大將軍在江戶（今東京）開設幕府時開始，

世襲十五代，基本未發生內亂，也不曾出兵，

故又被稱為和平時代。德川家康確立了中央

集權的基礎，政治的安定也促進了江戶時期

的經濟發展，時代的主角從武士變成商人，

進而帶動庶民文化的興盛，因此日本人就慢

日本的飲食文化
Food Culture in Japan

 江戶幕府的領土範圍 Photo〡維基百科

◆ 蕎麥比稻米更早被

傳入日本 ?!

彌生時代

奈良時代

鐮倉時代

繩文時代

晚期

◆ 出現蕎麥蹤跡

◆ 稻米傳入日本

◆ 出現壽司的雛形

◆ 百姓開始吃鰻魚

◆ 開始製作蕎麥粉，

並製成「粒食」或

「餅食」來食用

壽 鰻

蕎

天

◆ 16世紀由葡萄

牙傳入日本，開

始有了天婦羅

的雛形
壽

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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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形塑自己的文化；可以說是江戶文化形塑

了今日的日本文化。

　　江戶的人口於18世紀前期達到100萬人，

但多數皆為武士，而其餘則是商人。武士的

地位、經濟能力等，反映了 17 世紀的江戶文

化。18世紀之後，武士的經濟能力逐漸減退，

富裕的商人取而代之，成為江戶文化的推手。

其中，最繁榮的就是日本橋，如今的日本橋

室町、日本橋本町一帶，包含魚河岸的魚批

發商、和服商，還有販賣木材、下酒（關西的

酒）、油、藥材、乾餚等，日本橋儼然是做生

意的發源地，也是商業的中心。跟隨領主參

勤輪換而住在江戶的武士，都是向挑著扁擔

叫賣的商人購買食物或外食解決三餐，因此

外食文化盛行，而誕生了獨特的江戶屋台（路

邊攤）文化。江戶街頭林立各類小吃攤，每個

攤子都生意興隆，而其中又以壽司、鰻魚飯、

蕎麥麵、天婦羅這四種料理特別受到歡迎，

因此有「江戶四大美食」之稱，但其共同點

便是「都由路邊攤起家」。

 德川家康 Photo〡維基百科  江戶城 Photo〡維基百科

明治時代

大正時代

令和時代

◆ 設位最早的壽司店，並流行吃捏壽司

◆ 蒲燒鰻魚的新吃法與鰻魚飯的雛形

◆ 蕎麥麵出現了，並逐漸成為平價旅館

提供的餐點之一

◆ 京都與江戶開始流行吃天婦羅

壽 鰻 蕎
天

天

◆ 陸續出現天婦羅專賣店

天

◆ 天婦羅的料理人

流落日本各地

壽

鰻

蕎

天

◆ 由江戶時代奠定了「江

戶四大美食」，並將

美味延續至新的時代

江戶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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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司
Food

彌生時代

壽司現身 !

江戶時代

最早的壽司店 !

江戶後期

捏壽司大流行 !

現今

四大美食之一 !

　　壽司和鰻魚飯在現代屬於中高價位的料理，不

過在江戶時期卻是庶民日常生活中的美食。壽司的

雛形出現於彌生時代（西元前 10世紀至 3世紀中期），

當時的人將魚醃製後，放在米飯中發酵數月，類似

今日的「熟壽司」。在米飯中發酵可以防止魚肉腐

敗變質；食用時，只食用魚肉而不吃米飯。早期的

壽司是日本人重要的蛋白質來源；到了江戶時代，

醋逐漸取代了發酵米飯的地位。

　　根據文獻記載，最早的壽司店位在日本橋，約

莫在江戶時代（17世紀末期）就已經出現，不過當時

使用的是醃漬過的魚肉，即是人們現在也食用的

「鮒壽司」（滋賀縣的鄉土料理）。一般認為，握壽司

的發明者是與兵衛鮓的第一代花屋與兵衛（1799∼

1857）。  歌川國芳（1798∼ 1861） / 《縞揃女弁慶  安
宅之松》

從江戶後期起，當時捏壽司給客人吃的攤販大為流

行，且當時是客人站著，師傅坐著的奇妙景象。

哦 ?! 真的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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鰻魚飯
Food

奈良時代

出現吃鰻魚的習慣 !

江戶時期

烹飪蒲燒鰻魚 !

江戶後期

鰻魚飯現身 !

現今

四大美食之一 !

　　日本人吃鰻魚的習慣約莫

始於奈良時代（8世紀）。鰻魚的

營養價值極高，含有豐富的蛋

白質及維生素 A、B、E，對於

恢復疲勞、增進食慾有相當大的

效果，因此常被拿來當作補充元

氣的料理。同時，在夏季吃鰻魚

也是相當奢華美味的避暑方法。

江戶時期配合了曆法擬定出「土

用の丑の日」，在這一天一定要

吃鰻魚來補充元氣，這個習俗至

今依然流傳著。

　　日本一年有四次的土用，四

季各有一次，而夏季的土用の

丑の日約落在 7月 19日至 8月

7日之間。此外，在日本有所謂

 勝川春亭（1770 

∼ 1824） / 《江戶
大蒲燒》

據說江戶時代時，有一家生意不好的

鰻魚店家，很煩惱夏季的鰻魚賣不出，

因此決定串連其他店家，在店外張貼起

「今天是丑之日，最適合吃鰻魚」，一

起營造出丑之日就是要吃鰻魚的氣氛。

哦 ?! 真的嗎 ?

到了關東或關西吃鰻魚時，因串烤的方式不同，而口感也就不同。

關東地區：因為武士忌切「腹」，故師傅先將鰻魚從背部剖開一分為二，放入蒸籠蒸過後，再沾上醬汁燒烤，

味道濃厚偏甜。

關西地區：會從腹部剖開，用鐵製串棒穿過，不會先蒸過而是直接燒烤，所以口感上較為酥脆，碳烤氣味也較

濃郁。

的「猛暑」，正是吃鰻魚的季

節，恰好落在土用の丑の日前後

幾日。由於夏季炎熱，容易體虛

不想進食，而鰻魚的肉性甘平、

不燥熱、有解熱等效果，在天

氣熱時可作為補身、消暑去倦、

補充體力的食物，久而久之就形

成了習慣，土用の丑の日也成為

專屬鰻魚的節日。

　　日本人喜愛的「蒲燒鰻魚」

吃法，約在江戶時代（17世紀）

出現。外國的鰻魚料理大多是直

接切開鰻魚，以烤或煮的方式烹

煮；但是日本的蒲燒烹調法則是

將魚身剖開，剔除骨頭後，讓

醬汁容易扒附，並再串上竹籤加

以燒烤，燒烤過程中塗上混合醬

油、味醂或砂糖等的甜鹹醬汁，

讓碳火烤的蒲燒，香氣四溢。

　　此外，發明將蒲燒放在白飯

上，被稱為鰻魚飯、鰻魚蓋飯吃

法的人正是大久保今助（1757∼

1834），同時也是江戶堺町（今東

京都中央區日本橋人形町）劇場的出

資人。今助非常喜愛鰻魚，看戲

時會叫外送來吃，但經常因為用

餐時間過長，導致蒲燒涼了。於

是，請劇場的人拿裝了熱騰騰白

飯的容器，將蒲燒放在白飯上，

結果保溫效果絕佳。後來，有人

模仿這種方法，將這種吃法稱作

「鰻魚飯」，並加以販售。

哦 ?! 你知道關東與關西的串烤方式不同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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蕎麥麵
Food

繩文晚期

發現蕎麥蹤跡 !

鎌倉時代

終於能製蕎麥粉 !

江戶時代

蕎麥麵現身 !

　　蕎麥在日本歷史當中出現得很早，甚至

比稻米的傳播還早，在繩文晚期出土的陶器

中發現了蕎麥。然而，蕎麥並不源自於日本，

而是產於東亞北部，於高寒貧瘠的土地上。

而當蕎麥傳入日本時，因主要種植在關東和

東北較為寒冷的地方，所以被作為稻米的替

代物。

　　蕎麥麵是由蕎麥種子加工製成的蕎麥

粉，搭配麵粉與水製作而成的茶色麵食。因

為蕎麥麵營養豐富，日常食用對降低血脂有

一定的功效，所以十分受日本人喜愛。由於

剛開始沒有製粉和製麵的技術，蕎麥一開始

不是做成麵，而是單單將蕎麥煮熟。到了鎌

倉時代（12至 14世紀），中國的製粉技術開始

傳入日本後，才開始製造蕎麥粉。一般農民

將蕎麥煮熟了之後，混著糙米飯一起食用，

增加飽足感，稱為「粒食」；或是做成餅狀，

稱為「餅食」。根據文獻記載，蕎麥麵第一

次出現於江戶時代（17世紀），位於京都尊勝

院的慈性和尚所寫的日記《慈性日記》中，

當時蕎麥麵已經從神社寺院流傳至都市成為

庶民的食物。 

　　由於歷史悠久的蕎麥與饑荒和農民階層

有關係，所以當時的武士和貴族其實看不起

吃蕎麥的百姓，因為相對於大米的潔白，蕎

麥的顏色灰灰綠綠的，外貌並不尊貴。在江

戶駐守的大名與武士可以吃到農民上繳的白

米，但是一般百姓則不一定有錢可以買得起

白米，所以開始需要蕎麥製成的食物。江戶

中期之後，蕎麥食品逐漸被當成一種麵。百

分之百使用蕎麥的稱為生蕎麥，而最流行的

則是「二八蕎麥」，指小麥粉和蕎麥粉的比

例為二比八，價格相對比較便宜。蕎麥冷麵

是較傳統的一種吃法，煮熟的蕎麥麵會先用

冷水洗去麵上的黏液，然後裝在木製的蒸籠

或竹勺子裡，蕎麥麵的醬汁則會裝在另外一

個小杯子裡，而正確的吃法是每次用筷子夾

上一口份量的麵，然後沾上醬汁食用。歌川

 歌川國芳 / 《木曾街道六十九次之內   守山  達磨
大師  六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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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

四大美食之一 !

國芳（1798∼ 1861）的作品《木曾街道六十九

次之內 守山 達磨大師 六十八》具體畫出旅店

中眾人吃蕎麥麵的樣子。當時的江戶時代已

經有不少的人會出外旅行、投宿旅店，蕎麥

麵正是此時期平價旅館提供的食物之一。

江戶中期

二八蕎麥比生蕎麥流行 !
哦 ?! 長知識了 ?

【 引っ越しそば 】 喬遷蕎麥麵

　　這個詞起源於江戶時代，是指當時的人

們在搬家後，都會向新鄰居送上蕎麥麵，因

為蕎麥麵又細又長，正好寓意著彼此長久的

交往。

【 年越しそば 】 跨年蕎麥麵

　　由於東京人在過年前一天有吃蕎麥麵的

習俗，因蕎麥麵又細又長，象徵延年益壽。

且蕎麥麵要比其他麵食更易斷，寓意著要把

過去一年不好的事情都切斷，期待新的一年

可以順順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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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婦羅
Food

16世紀

由葡萄牙傳入日本 ! 被命名為「天婦羅」，且京都與江戶廣為流行 !

　　日文的「天ぷら」，漢字寫成「天麩羅」，

相傳是山東京傳（1761∼ 1816）所取的名字，

「天」乃「天竺」，有外來食物之意；「麩」

是裹上小麥粉的麵衣；「羅」則是有薄薄一

層的意思。葡萄牙人在海上最容易取得的魚

肉，因缺乏冷凍保存方式，通常會把肉醃好，

或是將魚直接丟入油鍋中油炸後加以保存。

在葡萄語中的「Tempero」意指烹調，該詞

彙也是日本天婦羅（Tempura）的詞源，故日本

的「天ぷら」可能是透過 16世紀在海外探險

的葡萄牙人所傳入，並應用到蔬菜、魚蝦等

食材上。

　　天婦羅在江戶時代得以廣泛流傳，主要

還是以「快速、便宜、美味」成為深受平民

百姓的喜愛。最初的天婦羅是路邊攤的食物，

以海鮮或蔬菜等食材裹上麵衣下鍋油炸，後

因低價的菜籽食用油出現，且在江戶前海域

所捕獲的漁獲價格越趨平易近人，因此有越

來越多的攤販開始販售天婦羅，進而成為庶

民百姓們都能享受的美食。

　　在 17世紀時，天婦羅於京都地區廣為流

行；在 18世紀時，江戶一家接著一家出現這

種販賣油炸物的攤販；到了明治初期（19世

紀），因為需求的增加，日本到處都出現了天

婦羅的專門店。在大正時代（20世紀），發生

了關東大地震，很多失去工作的料理人從東

京流落到各地，讓原來的江戶美味也隨之擴

散、遍布於日本各地區。

江戶時代

據傳，德川家康在聽聞一位貿易商人談到京

都很流行天婦羅的料理後，感到非常新奇，

想嘗試看看，於是當時的京都商人茶屋四郎

次郎就用芝麻油油炸真鯛。德川家康搭配韭

菜一起吃，沒想到本來腸胃就不好的他，在

吃了天婦羅之後，病況惡化，三個月後就撒

手人寰，因此當時的百姓相信他就是吃天婦

羅吃死的。後來，德川將軍禁止天婦羅這道

食物，並不是因為德川家康死於此物，而是

為了防火，因為當時的江戶時代都是木頭建

築，而天婦羅需要猛火熱油炸，很容易發生

火災。

哦 ?! 原來德川家康是這樣過世的 ?

月岡芳年（1839∼ 1892） / 《風俗三十二相  む
まさう嘉永年間女郎之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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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初期

天婦羅專賣店陸續出現 !

大正時代

料理人流落到日本各地 !

現今

四大美食之一 !

天婦羅在發展中

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評價標準

標準

1

少油、麵衣薄，講究

墊紙上看不到明顯油

滴痕跡。

外酥內嫩，精確控制

油溫，讓麵衣包裹的

食物能迅速脫水，水

蒸氣因為麵糊的阻擋

無法逸出，且反過來

加熱食物。

標準

2

只用海鹽和傳統的大

醬──白蘿蔔泥蘸料，

突出食物的原味。

標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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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學習單
Food Culture in Japan

活動目的
01-1

　　臺灣是一個由眾多族群所構成的社

會，近年來每一個族群漸漸開始覺察自己

的根源與歷史的重要性，並積極地紀錄與

保留屬於自己的傳統文化特色，因此豐碩

了臺灣的文化內涵。飲食是探討一個族群

文化最重要的媒介，透過實地勘查不同族

群聚落，再從文獻資料中了解不同族群的

飲食文化特性，以及潛藏於其中的內涵與

意義，即能為過去及今日飲食風貌做一完

善地紀錄。本活動老師將扮演「嚮導」的

角色，帶領學生進入不同族群的飲食文化

領域，讓學生主動的參與學習探索，並能

深化知識背後的來龍去脈，進而提升學習

的興趣、體會不同文化結晶。

活動操作
01-2

　　美國其實沒有什麼所謂「在地食物」，

大多就是快餐和速食。而在臺灣，「美式」

速食店林立街頭，例如麥當勞、肯德基、

必勝客、達美樂、星巴克等，似乎也在世

界的每個角落都看得到、吃得到。美國的

飲食，正如它本身的移民國家歷史一般，

飲食文化基本上先受到歐洲人的影響。19

世紀時，歐洲大陸大量移民至美國，因此

帶來了不少飲食文化的元素，但早期大多

數美國移民多來自英國和愛爾蘭，所以英

式文化在美國餐點中，一直擁有主導地位。

　　早年歐洲移民來到美國，除了少數的

上層階級外，並未給「新大陸」帶來太多

歐陸的精緻飲食。移民者所帶來的精神，

大多都是方便、簡單，以速食為主。到了

19世紀晚期，美國進入工業化之後，勞動

階級沒有太多時間用餐，需要快速填飽肚

子，此時的美國出現了不少的行動餐車，

而漢堡和熱狗在這個時候成為了大眾的選

擇，無論是在工廠外或公園旁，皆可提供

上班族能迅速、便宜地解決一餐。現代速

食通常會與漢堡畫上等號，目前全世界最

大的速食連鎖店，也是臺灣人所熟悉的「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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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勞」。於 1940年，Maurice和 Richard

兩兄弟在加州開設了第一家麥當勞店；

1948年，麥當勞將生產線的觀念引進漢堡

業，以快速標準的方式烹煮生產漢堡，使

得一餐的準備時間僅在 30秒之內就能完

成，進而建立了快餐店的原則；到了 2002

年，麥當勞已經賣出 1000億個漢堡。在美

國的飲食模式中，不僅僅只出現在外食這

件事情上，即使是在家裡煮，也常使用現

成的調味包、料理包，以方便、快速為主

要導向，呈現出效率導向的「飲食文化」。

如今的麥當勞不僅只是餐飲品牌，同時也

代表著一種美式的生活方式。此外，麥當

勞也改變用餐模式，要求客人自己排隊取

餐、用完餐後再自己收拾，翻轉了以往餐

廳服務生一定要到桌前點菜和等餐的觀

念。在追求快速與方便下，攝取過多的糖

類和油脂就會犧牲營養的均衡，與此同時，

「速食」被冠上垃圾食物的惡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