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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家庭餐食」（family meals）是指家庭日常餐食的內容與食用型
態，其生產方式、發展與變遷涉及社會供食系統、家庭結構、營養
與烹飪知識等面向，並受到整體經濟水準、職業結構、性別分工的
影響。對於家庭餐食的研究，因此如同對社會的探針，可更深入地
探析多個不同社會面向之發展、相互影響與變遷。本研究聚焦於戰
後三十餘年間（1945-1980）臺灣社會「家庭餐食」型態的改變，從
社會供食系統、家庭結構、營養與烹飪知識三大面向，考察此階段
供食系統的形成及與家庭結構、營養知識間的關係。分析焦點包括
：超市、自助餐的興起；罐頭、冷凍與調理食品的普及、廚房空間
與設備的變遷；製備者與共餐型態的改變等等。本研究著重婦女角
色的分析，將檢視戰後臺灣社會在經濟、產業與婦女角色的變遷
，如何影響了臺灣家庭餐食的改變。

中文關鍵詞： 家庭餐食、供食系統、家庭結構、營養知識、戰後台灣社會

英 文 摘 要 ：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family meals” in post-war Taiwanese society from 1945 to
1980. “Family meals” refers not only to the foodstuff and
dishes of the meals dining in families but also to the
forms of dining. The production,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family meals” are highly related to
the social food supply system, family structure,
nutritional knowledge and cooking skills. In addition,
family meals are also influenced by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occupation structure, and different gender
roles in families. By examining the family meals in post-
war Taiwanese society, this research will analyze the
newly-shaped social food supply system (including the
emerging supermarkets, frozen food and cafeteria dishes),
changing family structure, gender roles and the influences
of new cooking skills/equipment and nutritional knowledge
in post-war Taiwan.

英文關鍵詞： family meals, food supply system, family structure,
nutritional knowledge, post-war Taiwanes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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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家庭餐食」（family meals）是指家庭日常三餐食物的內容與食用型態，

其生產方式、發展與變遷涉及社會供食系統、家庭結構、營養與烹飪知識等面向，

並受到整體經濟水準、職業結構、性別分工的影響。對於家庭餐食的研究，因此

如同對社會的探針，可更深入地探析多個不同社會面向之發展、相互影響與變遷。

本研究聚焦於戰後三十餘年間（1945-1980）臺灣社會「家庭餐食」型態的改變，

從製備者、烹飪器具與方式、共餐型態等，分析戰後臺灣的家庭餐桌如何反映這

段時間臺灣社會的劇烈變化？戰後臺灣社會在經濟、產業與婦女角色的變遷，又

如何影響了臺灣家庭餐食的改變？  

二、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當代臺灣社會外食盛行，《遠見》雜誌於 2007 年的調查顯示，國人外食比

率超過七成，1而在日治時期，儘管較有規模的餐館在 1920 年代已蓬勃發展，但

酒樓消費客群以日本人、都市居民、上層階級為主，外食並非多數臺灣人的生活

習慣，這樣的情況到二戰前夕變化不大，戰爭期間食物資源的缺乏更使許多餐館

結束營業。但約在 1980 年代初期，外食比例就明顯提升。從主計處「個人所得

分配調查」可知，2一直到 1983 年，才初次增加「在外伙食費」的調查項目，在

此之前，餐廳消費在調查中，由於費用不高，僅被劃歸食品費中的「其他食品」，

以及「什項」消費項目中的「餐廳舞廳等場所食品飲料煙草」一項，換言之，餐

廳消費在當時多屬於交際應酬，與舞廳、煙草等屬於同類型的消費。31983 年後

才開始獨立調查「在外伙食費」，顯示外食日益增加，已顯著到有獨立統計的必

要。在相近的時間點，1981 年《台北一週》雜誌還發起「爸爸回家吃晚飯」運

動，呼籲爸爸們回家吃晚餐，此運動在政府宣導下，被賦予「端正社會風氣、節

約浪費、重視家庭價值」的意義，4得到社會廣大迴響，也說明了餐廳消費的情

形在 1980 年代初期確有顯著增加。 

                                                 
1 徐仁全，〈外食人口大調查：全臺330萬天天外食族 逼近北縣總人口〉，《遠見》，252 (2007)，
頁240-247。 
2 行政院自 1964 年進行「個人所得分配調查」，調查名稱歷經數變後，於 1994 年改成現行的「家

庭收支調查」。在 1964 年的調查中，餐館及飲食店中所供應之各種食物、茶點，在統計中劃歸

食品類中的「其他食品」，參見該年份報告第 12 頁，另在娛樂及消遣中又有「旅館餐廳及咖啡

室」一項（應計算超除其所消費並已分別記入以上各項之食品），以該年資料來看，「其他食品」

費為 1167568 元，占食品費總支出（30288838 元）的 3.9%，家庭總支出為 64605566 元。 
3 以 1982 年為例，飲食支出占了家庭總支出的 38.71%，而包含餐廳消費的「雜項」支出即使在

最高所得組，也僅占總支出的 6.2%，換言之，餐廳消費對一般人民來說，並非經常性的日常消

費支出。參見：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個人所得分配調查報告》（台北：行政院主

計處，1983），頁 19。 
4 〈爸爸！回家吃晚飯 宋楚瑜等應邀參加座談 呼籲社會人士熱烈響應〉，《聯合報》，1981
年 3 月 15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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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可知，從二次戰後到 1980 年的三十餘年間，臺灣的家庭餐食型態已

出現巨大改變，外食的增加，不僅意味著家人共餐機會的減少，更透露出臺灣社

會的產業與家庭結構均出現變化：在產業方面，從農業轉型為工業社會，促使男

性更長時間在外工作，並有更多應酬的機會；在家庭結構方面，核心家庭的比例

上升，傳統大家庭逐漸減少，與此同時也有愈多女性進入職場，由於絕大多數家

中餐食的製備者由女性擔任，女性工作機會的增加，也使傳統家庭結構與價值面

臨挑戰。如劉鋼等人對臺灣家庭結構與外食支出變動的分析，雖是針對當代現象

的量化研究，但已指出家庭人口數、年齡層、戶長職業與外食支出有顯著相關，

家庭結構的變化，對家庭餐食有明顯影響。5 

由於「家庭餐食」涉及多個面向，為釐清各面向間的關係以使研究問題更

為聚焦，本研究針對「家庭餐食」的三個構成要素設計分析架構：社會供食系統、

家庭結構、營養與烹飪知識，以下分別說明： 

「社會供食系統」是指一社會之食物系統的生產與供應鍊。在傳統農業社

會，供食系統相對簡單，除了能夠自給自足的農作物外，也仰賴地區性的小型商

家或移動型小販，經濟較富裕者能獲得遠方甚至國外進口的食品。在進入工業社

會後，供食系統則日益複雜，德國歷史學者 Hans Jürgen Teuteberg 對德國邁向都

市化時供食系統的研究指出幾個重要的分析面向，包括：(1) 購買食物通路的擴

大，以大型市場的建立與現代超市的興起為重要指標；(2) 食品工業的興盛，包

括各種罐頭、冷凍食品、調理食品的流行；(3)街頭供餐店鋪的普及。6在臺灣的

脈絡下，自助餐、7現代超市、冷凍食品櫃均是在 1960 年代漸次出現，並影響許

多家庭的日常餐食，如目前所知的最早自助餐廳，是 1962 年由省物資局設立的

臺北速簡餐廳，而早期大型超市如「西門超市」則建於 1969 年，均標示了供食

系統的重要改變。 

「家庭結構」：主要指家庭的人口組成與生活型態，傳統家庭結構包括單人、

夫妻、單親、核心、祖孫、三代、其他家庭等。李美玲以人口普查資料進行研究，

發現戰後已婚人口的比例出現下跌，婚姻解組的比例逐年增加，再婚情形也有變

動，8這些家庭結構上的改變是否會影響具體的家庭飲食實踐，值得深究。在此

面向上，焦點置於家戶人口數、家庭成員職業型態、家人關係、家庭經濟狀況等，

分析以上因素對家庭餐食之製備與食用的影響。 

                                                 
5 劉鋼、蔡孟蓉、崔曉倩，〈臺灣家庭結構與外食支出變動：分量迴歸與擬真分解之應用〉，《農

業經濟叢刊》16 卷 2 期（2012），頁 29-74。 
6 Teuteberg, Hans Jürgen. “Urbanization and Nutrition: Historical Research Reconsidered” In Food 
and the City in Europe since 1800. (Aldershot, Hampshire, England ; Burlington, Vt. : Ashgate, 2007). 
Pp. 13-23. 
7 本研究所探討的「自助餐」，是指提供家常菜餚的一般自助餐廳，而非飯店或大型餐廳之高價

「吃到飽」（buffet）餐廳。 
8 李美玲，〈二十世紀以來台灣人口婚姻狀況的變遷〉，《人口學刊》，16（1994），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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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與烹飪知識」：填飽家人肚子是家庭餐食最直接也最主要的目的，除

了具體的食物內容外，無論自行烹煮或購買，製備者的營養知識、烹飪技能也影

響所供應的食物，而如同筆者過去對牛乳的研究發現，營養學知識的發展影響政

府、食品業對牛乳的推廣，9在家庭餐食上，政府、教育體系、媒體等對營養與

烹飪知識的推廣亦影響了家庭餐食的選擇。 

前述三個面向分別關注「家庭餐食」的生產方式、食用型態與具體內容，

同時也相互影響，為本研究分析的主要焦點。具體言之，在臺灣的脈絡下，「社

會供食系統」的分析焦點包括：戰後大型市場與現代超市的建立、罐頭、冷凍與

調理食品消費的普及，10以及自助餐餐廳的興起；「家庭結構」面向的分析焦點

為：戰後臺灣社會家庭人口、家庭類型、共餐型態與家務之性別分工的研析；「營

養與烹飪知識」的分析面向則著重報刊、婦女雜誌、食譜上關於烹飪之技術與營

養知識的各種報導、推廣，本研究檢視這些常民生活中可接觸到的資訊，形塑出

何種理想的家庭餐食，又如何影響一般民眾的日常飲食實踐。綜言之，本研究以

「家庭餐食」為核心，提出如下研究問題： 

(1) 自二次戰後三十餘年間，臺灣的家庭餐食具體內容是什麼？家庭餐食內

容產生哪些變遷？哪些新興的社會供食系統影響了家庭餐食的內容？ 

(2) 家庭結構的差異是否、如何影響了家庭餐食的製備者、內容與食用型態？

婦女在家庭餐食生產上的角色有何改變？原因為何？ 

(3) 營養與烹飪知識、技術的傳佈對家庭餐食的變遷有何影響？ 社會供食

系統與營養、烹飪知識的產出間有何關連？ 

三、文獻探討 

家庭餐食的變化，不僅反映產業面與家庭結構的改變，還伴隨著種種社會

條件的不同，例如：1960 年代瓦斯爐與電鍋的日漸普及，帶來新的烹飪方式；

1962 年臺灣電視開播後的電視烹飪教學節目，影響家庭烹飪的傳習方式與家庭

餐桌的菜色；與此同時，食品加工業的發展與罐頭、冷凍食品的漸受歡迎等，均

在在改變家庭餐食的生產方式。換言之，「家庭餐食型態」可視為一經濟、社會

與科技交互影響下的場域：經濟產業、社會與家庭結構、日常生活中新科技的應

用等，均影響了家庭餐食的內容與型態。不僅如此，家庭餐食更具有重要的社會

與文化意涵。 

                                                 
9 陳玉箴，〈營養論述與殖民統治：日治時期臺灣的乳品生產與消費〉，《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54（2015），頁 95-148。 
10 本研究將焦點置於「罐頭、冷凍與調理食品消費的普及」，至於臺灣罐頭工業、冷凍食品業及

其他加工食品業的興起與生產，由於範圍甚大，宜另計畫進行研究，不納入本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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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食（meals）不僅是食物的供給，更是一種牽涉廣泛的社會事件。11家庭餐

食亦不只是單純的家人共餐，而是一經安排的事件，可作為建立、維持家庭文化

的儀式，同時具有心理認同上的重要性。12結構主義學者 Mary Douglas 認為，家

庭共餐中的食物形式足以標示出家庭內外之社會關係的結構。例如，週間與週末、

日常與慶祝時刻，不同時機的食物會有所區別，而共餐者的差異也會影響食物的

形式，這些變化正象徵了家庭生活的節奏。13此外，社經階層、城鄉差距、家庭

結構等，也都影響了家庭餐食的飲食內容與用餐形式。14 

Margaret L. DeVault 進一步分析家庭餐的產製過程（doing family meals），說

明家庭共餐的社會面，並凸顯其中的婦女角色。他指出，工業化下的都市發展、

工作時間改變、食品工業發達等因素，均讓家庭成員能回家共餐的次數減少，但

不變的是，烹飪仍是一項性別化的工作，婦女經常費心思創造家庭共餐的時刻、

針對家庭成員的喜好設計餐點內容、學習烹飪知識與技能。15若「家庭共餐」是

一項重要的家庭儀式，婦女即是此儀式的主要執行者。因此，在檢視家庭餐食的

變化時，傳統上作為家庭餐食主要製備者的婦女角色及其變遷也就格外重要。 

家庭共餐作為一種家庭儀式，在不同社經階層也有相異的表現，以食物內容

來說，昂貴的食材、費時又耗費燃料烹製的菜餚會出現在較富裕的上層階級家庭

中，如十九世紀法國平民的主食是用裸麥與大麥製成的粗麵包，貴族吃的則是抹

上奶油的白麵包，飲食內容與社會階級具有密切關係。16以用餐形式與氣氛來說，

對西方社會的研究也發現，工人階級的餐桌氣氛有別於中產階級，工人階級家庭

的餐食強調分量大、快速上餐、感官娛樂以及共同分享，討厭吃東西時的繁文縟

節及太多禮儀，認為過於做作、流於虛偽。相對地，中產階級餐桌則講求展現教

育、資本、品味，重視用餐的質感，而非立即滿足的愉悅。17 

此外，戰後臺灣社會中婦女與烹飪的角色也在本研究中居關鍵位置。目前

對戰後臺灣婦女的研究多從「國家與婦女」的角度切入，分析臺灣婦女在政治社

會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指出戰後的婦女工作與宣傳多期待女性從食衣住行各方

面「打造幸福家庭」，負起照護家國之責，18在此脈絡下，家政知識亦被認為是

                                                 
11 DeVault, Margaret L. Feeding the Family: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aring as Gendered 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12 Charles, Nickie & Kerr, Marion. Women, Food, and Families. (Manchester: Manchester, 1988). 
13 Douglas, Mary. “Deciphering a Meal”, Daedalus: Journal of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 
(1972). pp. 61-81. 
14 Goody, Jack. Cooking, Cuisine, and Class: A Study in Comparative Sociology.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5 DeVault, Margaret L. Feeding the Family: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aring as Gendered 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16 阮若缺，2008，〈論法國飲食品味與社會階層〉，《文化越界》，第 2 期，頁 45-68。 
17 Bourdieu, Pierre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iller, R. (1994). “A Moment of Profound Danger”: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way from the Centre, Cultural Studies, 8(3), 417-437. 
18 參見：吳雅琪，〈戰後臺灣婦女雜誌的長青樹—《臺灣婦女》月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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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教育的重要一環。如游鑑明分析戰後國民黨附屬婦女之家的社會服務，提到

婦女之家所提供的家政教育包含了烹飪課程，學習新的廚房技能；楊蕙菁從《中

華婦女》、《台灣婦女通訊》雜誌探究 1950 年代婦女家政與生活知識等，19這些

以婦女角色為焦點的研究雖非以飲食為主題，但均提供重要的背景與線索。 

在臺灣史領域，目前與戰後家庭餐食密切相關的研究尚不多，曾品滄〈戰

時生活體制與民眾飲食生活的發展（1947-1960s）〉一文為對戰後初期食生活的

概論性分析，有助於瞭解戰後社會影響家庭餐食的外部條件。20師秀珍碩士論文

檢視戰後高雄左營「眷村菜」的形成脈絡，說明戰後「家庭餐食」在眷村中的特

殊形貌。另外莊英章、呂玉瑕對家庭型態、婦女角色的人類學、社會學研究，雖

少談及家庭餐食或廚務，仍提供與家庭型態變遷、家務分工相關的重要調查資料

與田野考察分析。21在前述研究基礎上，本研究以家庭中的飲食實踐為焦點，藉

由檢驗家庭餐食的內容、生產方式、食用型態，分析戰後三十餘年間臺灣經濟、

社會、科技條件的改變對於戰後臺灣家庭餐食型態的影響，並特別著重分析婦女

所扮演的角色。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分析二次戰後三十餘年間的家庭餐食內容、社會供食系統、家庭結構、

營養與烹飪知識、技術等面向的相關資料。使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獻資料蒐集與

分析、口述訪談等。 

在文獻蒐集與分析方面，分為以下三個次主題： 

●社會供食系統：戰後大型市場與現代超市的建立、罐頭、冷凍與調理食品

消費的普及、現代廚房建構，自助餐餐廳的興起。 

●家庭結構：戰後臺灣社會家庭人口、家庭類型、共餐型態與家務之性別分

工的研析。 

●營養與烹飪知識：報刊、婦女雜誌、食譜上關於烹飪之技術與營養知識的

各種報導、推廣。 
                                                                                                                                            
究》16（2008），頁 273-287、游鑑明，〈是為黨國抑或是婦女？1950 年代的《婦友》月刊〉，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9（2011），頁 75-130。 
19 游鑑明，〈國民黨走向家庭：婦女之家的社會服務(1956-1998)〉，《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27（2016），頁 191-264；楊蕙菁，〈1950 年代台灣婦女家政與生活知識之形塑─以《中華婦女》、

《台灣婦女通訊》為例〉（2015），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 
20 曾品滄，〈戰時生活體制與民眾飲食生活的發展（1947-1960s）〉，《戰後初期的臺灣》（臺北：

國史館，2015），頁 585-626；師秀珍，〈從懷鄉到在地認同：眷村味覺記憶下的文化展演－以

高雄市左營眷村為例〉（2010），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1 莊英章，《家族與婚姻：臺灣北部兩個閩客村落之研究》（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

所，1994）、呂玉瑕，〈婦女就業與家庭角色、權力結構之關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

刊》，56（1984），頁 11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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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由各種官方或學術單位統計蒐集量化調查資料，瞭解巨觀上社會整體趨

勢的改變之外，主要文獻資料來源為各種檔案、產業資料、口述史、報紙、文學

作品等一手文字與圖片史料。在計畫執行期間，本研究蒐集的資料主要包括如下

範疇： 

(1) 官方文書檔案、各種統計調查：社會供食系統的設置涉及多項政府政策

與法規，本研究藉由戰後官方文件瞭解政策宣示、指導綱領、相關法令規定等，

重要檔案資料如《臺灣省省政府公報》可檢視政策與法規、歷年《中國農村復興

聯合委員會工作報告》中有不少與家庭飲食相關的調查資料、1959 年「雲嘉南

濱海居民生活調查報告」可瞭解濱海地區家庭飲食狀況。另外，大規模調查與統

計資料可提供家庭結構變遷、食品消費變遷的基礎資料，重要者包括主計處「臺

灣省家庭收支抽樣調查」、歷年婚姻狀況別勞動力參與率統計、食品工業發展研

究所「臺灣地區食品消費調查」、中研院「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等。 

(2) 產業與工商資料：由於民間企業與工商團體在社會供食系統居重要位置，

因此需訪查、取得相關產業之史料，如自助餐業之歷史、1960、1970 年代工廠

供膳情形、電鍋與瓦斯爐普及過程、罐頭、冷凍與調理食品之銷售情形等。惟因

一年期計畫時間短暫，至計畫結束，主要乃蒐集電鍋與瓦斯爐等炊具相關的資

料。 

(3) 報紙、雜誌、食譜：本研究將考察多種戰後報紙、家庭與婦女雜誌、食

譜，以瞭解對家庭餐食之討論，及關於烹飪技術與營養知識的各種報導、推廣。

報紙方面包括《中央日報》、《新生報》、《徵信新聞》、《聯合報》等；雜誌涵蓋《臺

灣婦女》、《中華婦女》、《臺灣婦女月刊》、《家庭月刊》、《婦女與家庭》、《婦

女世界》、《實業婦女》、《臺灣營養學會雜誌》、《豐年》等等。 

(4) 多種私人回憶錄、日記、口述史：藉由這些個人紀實式的記述作品，可

探究家庭餐食的具體實踐。 

 

五、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獲得科技部一年期補助，經申請延長至十一月底結束。本計畫涵蓋

社會供食系統、家庭結構、營養與烹飪知識/技術三大面向，主要執行成果如下： 
 
1. 已蒐羅大量文獻檔案，包括前述多種雜誌、官方文書檔案、地方報紙、

回憶錄、口述史、產業相關資料等。 
 

2. 筆者於 2018 年 2 月 3 日應邀到日本慶應義塾大学東アジア研究所「中

国料理と近現代日本」學術研討會，發表相關研究論文：〈料理人、教

學者、食品公司：二次戰後臺灣輸出日本的『中華料理』（1945-1970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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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本文主題涵蓋戰後社會供食系統中的廚師、食品公司，及介於

兩者與大眾間、涉及烹飪知識傳播的烹飪教學者。該文將翻譯為日文並

收錄於日文專書中，預計於 2019 年底出版。文章初稿謹附於本報告後

文（主要參考文獻之後）。 
 

3. 筆者於 2018 年 11 月 19 日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 Food Culture 
and Technologies 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發表與本計畫相關論文：Making 
‘Good’ Rice: Changing Norms of Rice Tasting and Cooking Technology in 
Post-War Taiwan (1945-1960s)。本文雖以稻米為主題，但對於家庭炊具

的變遷及影響均有相當討論。該文亦預計將收錄於中研院民族所出版之

英文專書，於 2020 年出版。因目前初稿尚在修改中，故謹先附上摘要

於期末報告。 

 
本研究計畫雖已發表兩篇研討會論文，但所蒐羅的研究材料尚有眾多尚未

分析，例如，對自助餐、超市、大型市場的建立，及罐頭、冷凍與調理食品消費

普及的歷史過程等，未來將進一步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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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理人與教學者： 
二戰後臺灣輸出日本的「中國料理」（1945-1970 為中心）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副教授 

 

陳玉箴 

 

 

 

摘要 

 

台灣在二次戰後至 1970 年代初期，是全球「中國文化」的主要輸出地，包

括料理在內。本文分析這段時間台灣如何藉由料理人與烹飪教學，對日本的「中

國料理」發揮影響。料理人方面，殖民時期就留在日本開餐廳或擔任廚師的料理

人，以及 1960 年代經由政府甄選送往日本的料理人，是主要的影響者。這些料

理人主要擅長的料理口味，除了閩菜、粵菜外，1960 年代到日本工作的料理人

有不少擅長中國北方菜。教學者方面，1960 年代在日本從事中國料理教學者且

之後出版食譜者，以辛永清、傅培梅為代表。辛永清是台南人，在日本出版三本

中國料理食譜及一本回憶錄，教導的料理以台灣口味為基礎。傅培梅則是二次戰

後才到台灣的中國北方人，以較有系統的方式廣泛教導多種中國菜系，同時透過

與日本食品公司的合作，延續其影響力。透過這些面向的分析，可對戰後日本的

「中國料理」發展源流與對今日的影響，有更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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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次戰後至 1971 年中國取得聯合國代表權之前，由於政治情勢的影響，臺

灣是全球「中國文化」的主要輸出地，包括料理在內。在二次戰後到中華人民共

和國與日本於 1972 年建交之前，日本的「中國料理」除了二十世紀已建立的基

礎外，臺灣料理界也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本文著重在二次戰後料理輸出的料理

人與料理教學面向，具體考察戰後臺灣如何從這些管道影響日本的「中國料理」。

「料理人」指從臺灣到日本執業的廚師，包括經過政府管道甄選前往日本，及自

行在日本開業的臺灣廚師。「教學者」指在日本從事中國料理教學的臺灣人，以

辛永清、傅培梅為代表。辛永清在臺灣長大、結婚後即至日本生活，從未到過中

國；傅培梅則是戰後才從中國來到台灣，經常到許多國家教導華僑做菜的重要教

學者，二人的經驗分別彰顯不同的意義。透過這些面向的分析，將可對戰後日本

的「中國料理」發展源流與對今日的影響，有較深入的理解。 

 

二、料理人的流動：「華僑」與外派廚師 

 

由於台灣在 1895-1945 年間為日本殖民地，許多台灣人因留學、工作之故

到日本居住，也開始有人在日開設「台灣料理店」以維持生計，其中較知名者，

如蔡培火（1889-1983）在東京開設的「味仙」台灣料理店，22這樣的台灣料理店

也成為台灣人在東京的聚會所之一。 

在二次戰後，原本居住日本的臺灣人身分轉變，與其他中國籍人士均被視

為「華僑」，因此戰後日本華僑中的台灣人口比例很高，為中國各省籍華僑的第

一位。據日本法務省調查，1948 年 3 月全日本華僑中 13433 人為臺灣籍，其餘

19715 人來自中國各省。不過以東京而論，臺灣籍所佔的比例更高，有 3857 人，

多於其餘中國籍人士 2769 人。23 

在戰後華僑中，從事飲食業的比例相當高，許多戰後華僑組織的統計資料

顯示，經營餐館的華僑眾多，以 1947 年為例，全日本境內有三千多家華僑開設

的飲食店，其中在東京的飲食店就有 770 家，日本華僑中，有三分之二都是在飲

食業工作。也因此，當 1947 年七月日本政府為節省糧食，公佈緊急法令，規定

除特許餐館外，其他餐館一律自七月五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停業六個月時，立即

引起日本華僑社會的緊張，擔憂造成失業問題，不但由駐日代表向日交涉，「留

                                                 
22 該料理店營業至 1943 年一月結束。見：張漢裕編，《蔡培火全集》第一冊（臺北：吳三連台

灣史料基金會，2000），頁 66、78。 
23 統計委員会事務局、総理府統計局編，《日本統計年鑑（第一回）》（東京：日本統計協会、

毎日新聞社，1949），頁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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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全體華僑菜館同業公會」亦在東京舉行大會討論對策，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建

議轉業至喫茶店、冰店等。24 

至 1957 年底，在日華僑共計 45505 人，飯館業在旅日華僑所經營的行業中

仍佔重要地位，全日本華僑經營的飯館業近一千五百家，同業競爭激烈，亦開始

有日人經營「中華料理店」。除了小規模飯館外，日人經營者多投注大資本，購

置現代化設備，再以高薪從台灣或香港延聘主廚，大都市中也有部分擁有資金的

旅館業華僑，在大型旅館中闢建豪華餐館。據 1961 年資料顯示，1960 年底在日

本華僑中，開設飯館業有 2057 家，另有受聘廚司 66 人。25 

1960 年代日本的中菜館以橫濱為最大集中地。據橫濱市衛生局及保健所之

登記，至 1966 年四月底止之資料，橫濱市之中華飲食店共有高達 10117 家，除

餐廳外，也包括旅館及露天攤店，至於開設於市內之中華菜館則有約三百家，也

包括由日本人經營者的菜館。261965 年《華僑經濟年鑑》資料則顯示，橫濱由華

僑經營的餐館麵店有一百餘家，如萬珍樓、華正樓等。27當時在東京較著名的餐

館，如東京的「交通大飯店」，有上海料理部、北京料理部，最多可以接受五百

名客人的宴會，規模不小，飯店社長周祥賡曾擔任東京華僑總會會長。28 

1960 年代前，多數資料均顯示開設的是「中華料理」，由華僑經營，但在

1960 年代，則可說是「中國料理」從台灣輸出的重要年代，包括廚師的輸出，

及至各國僑界進行教學。對於中國料理的輸出，國民黨政府是重要推手，輸出對

象不僅為日本，尚包括其他許多國家。 

1960 年代是國民黨政府在國際世界強調自身代表性的時期，除了政治之外，

也透過多種途徑強調國民黨政府的正統性。在文化上，包括「國劇」的提倡、中

華文化復興運動等。在飲食上，中國菜的輸出也被視為文化輸出的重要一環。1962

年秋天，臺灣省政府國民就業輔導中心開始接受國外的中國餐館委託，徵募廚師

到海外工作，最早徵募的國家就是日本與哥倫比亞，之後又有西德、義大利、美

國等國家的餐館均申請中菜廚師。這項甄選業務由僑委會辦理，籌組「介派中菜

廚師出國服務審核小組」進行甄選，甄選廚師包括廣東菜、四川菜、臺灣菜、北

平菜，這些菜系的菜餚也構成當時海外中國餐館的主要菜系。29以 1963 年 5 月

                                                 
24〈華僑在日經營黑市被搜查及交涉華僑餐館停業案〉（1947-1948），《外交部檔案》（台北：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館藏號：11-29-01-08-039。 
25 華僑經濟年鑑編輯委員會編輯，《華僑經濟年鑑 1961 年》（臺北市：僑務委員會，1961），

頁 402-405。 
26〈旅日廚師居留權問題〉（1966），《外交部檔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館藏號：11-01-02-18-03-023。 
27 華僑經濟年鑑編輯委員會編輯，《華僑經濟年鑑 1965 年》（臺北市：僑務委員會，1965），

頁 328。 
28 司馬桑敦，〈周鴻慶案究是怎麼一回事？〉，《聯合報》，1964 年 2 月 5 日，第 2 版。 
29 〈哥日中國餐館 委託徵募廚師〉，《聯合報》，1962 年 5 月 30 日，第 3 版、〈廚師獻藝 中

菜放洋〉，《聯合報》，1963 年 3 月 16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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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取的廚師為例，包括廣東菜 11 人，北平菜 55 人，福建菜 28 人，台灣菜 2 人，

和四川菜 2 人，這些廚師分配到哥倫比亞、義大利、剛果、美國、日本等地，其

中又以日本最多，佔了 96 人。30日本在 1962、1963 年間引進大批中菜廚師的原

因，與 1964 年奧運在東京舉行有關，日本許多菜館均增聘廚師，這批甄選出的

中菜廚師到日本工作，構成日本 1960 年代中菜館的重要基礎。 

儘管日方在奧運舉辦前從臺灣引進不少廚師，但不久後日本政府在 1966 年

頒佈行政命令，對華人廚師的居留設定限制。該行政命令指出，為了保護日本廚

師在國內勞動人口的就業，對在日經營的餐館進行的廚師招聘給予嚴格限制：凡

是在 1960 年一月之後到日本的廚師，有妻眷者限期五年，無妻眷者限期三年，

逾期一律不再展延，一定要離開日本。據當時駐日單位資料，在日華僑人口約五、

六萬人，受該法令影響的有廚師百餘人，因此在 1966 年二月獲悉後即展開交涉。

日方表示限制的原因是「廚師來日者甚眾，且大多數企圖長期居留，有違日本政

策」。日本入管局局長八木正男稱廚師待遇過高、菜價昂貴，餐館獲利甚豐，「中

國菜館為奢侈品，只有少數富裕階級始能享受」。31 

此事件經兩方協商一年多，中華民國駐日代表陳之邁與日本新任的入國管

理局長中川進於 1967 年八月九日會談達成協議，該協議指出，自昭和三十五年

來，來日工作之華廚計 216 人，大多集中於京濱阪神地區，日方已不願再大幅增

加華廚來日，但同意放寬前述行政命令，若廚師留日年限到後可以再申請來日，

但須經過審核，審核標準包括該廚師是否已與雇主成立聘僱契約、過去有無進行

廚師之外的活動、該廚師在日工作是否日社會國家有不利情事等。32 

由上可知，台灣廚師在日本開設料理店，至少可分兩階段來理解：第一階

段是因殖民關係居住於日本的台灣人：在二次戰前，台灣為日本殖民地，已有若

干台灣人在日本開設料理店，或是在戰後繼續留在日本，以開設料理店作為謀生

方式。第二階段是 1960 年代，由台灣的國民黨政府選送廚師至日本，這些廚師

除了台灣人，也涵蓋多種不同中國省籍的廚師，在此階段，除了小型的料理店，

也開始有華僑或企業家建立大型飯店，並在其中設立較高級的中餐廳。 

 

三、教學者：辛永清與傅培梅 

 

除了廚師的流動外，烹飪教學與食譜流通也是影響料理傳播的重要因素，

                                                 
30 〈廚師百零二人將出國服務〉，《聯合報》，1963 年 5 月 12 日，第 3 版。 
31〈旅日廚師居留權問題〉（1966），《外交部檔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館藏號：11-01-02-18-03-023。 
32 〈旅日廚師居留權問題〉（1966），《外交部檔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藏），館藏號：11-01-02-18-0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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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永清與傅培梅 1960 年代均曾在日本進行烹飪教學，當時日本的「中國料理」

教授者，「非日本人」中最著名的應是辛永清與傅培梅，二者均具有台灣背景，

對於日本的中國料理烹飪也有程度不同的影響。 

 

（一）台南大家庭之味：辛永清（1933-2002） 

 

辛永清 1933 年出生於台灣台南的上層家庭，父親辛西淮（1879-1951）在

日治時期從憲兵隊通譯做起，歷任台南廳保正、區長、庄長等基層公務，之後擔

任台南市協議會員、台南州協議會員、總督府評議會員。至 1912 年創設臺灣輕

鐵會社擔任社長，已是成功的企業家，也在 1940 年參與臺南州自動車會社的經

營，與日本政府關係良好。33辛家在台南郊區有一個很大的住處「安閑園」，也

是辛永清成長的地方。 

辛永清在臺灣唸完中學後，原本去日本武藏野大學學習鋼琴，1955 年嫁給

一位台裔日本人，但婚姻很快觸礁，辛永清便自己帶著兒子繼續在日本生活。為

了謀生，1960 年代隨即在東京展開料理與鋼琴教學工作，一直未再婚，2002 年

逝於日本。 

辛永清一開始教授的是法國料理，據她所言，當時日本的料理講習是以西

洋料理，特別是法國料理為主，但之後她也轉向教授中華料理，在 NHK、富士

電視台等頻道以「中華料理研究家」的身分進行料理教學，於 1980 年出版了第

一本料理食譜《辛永清の中国風家庭料理》（文化出版局出版），1986 年出版了

以安閑園為主題的回憶錄《安閑園の食卓：私の台南物語》（文藝春秋出版），接

著 1988 年出版《安閑園の中国料理》（主婦の友社出版），直接以辛永清家台南

故居的「安閑園」為名，1995 年再將她在 NHK「きょうの料理」節目中所介紹

的料理出版為食譜《辛永清の中国おかずには四季がある》（日本放送出版協會

出版）。前述作品中，《安閑園の食卓：私の台南物語》2010 年在日本再版，2012

年翻譯成中文在臺灣出版，引起相當熱烈的迴響。 

從她所出版的回憶錄與食譜中，可以強烈感受到辛永清二十歲前所居住的

「安閑園」對她在料理上的想法有決定性的影響。即使是在以描述菜餚做法的食

譜中，均穿插大量文字敘述她在台南的家鄉、安閑園大家庭中的飲食方式、菜餚

製備、年節氣氛等，作為台南故鄉的經驗儘管也會提到其他中國菜系，但基本上

在食譜的設計上不強調菜系，而是以年節、季節、烹飪方式等來為所介紹的菜色

分類並分別介紹。 

例如，在最早出版的食譜《辛永清の中国風家庭料理》中，辛永清以「中

                                                 
33 臺灣新民報社編，《台灣人士鑑》，（臺北市：臺灣新民報社，昭和 12[1937]），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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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風家庭料理」為主題，前半依照正月料理、祭祀、端午、有故事的料理、精進

料理、過年料理等次主題來介紹，後半依照烹飪方式（調理法）來介紹。而特別

是在前半的食譜中，加入不少自己的兒時回憶。文末再以短文介紹中式廚房、漢

方料理、茶、生日與婚禮前的特殊儀式性料理、姊妹桌習俗，及內臟、常用蔬菜

等中國料理材料。雖然文中很少提到臺灣，以「台湾風」標注的菜餚僅有芋粥、

鮮蠔粥。但從習俗或儀式性食物來看，文中所述基本上就是以辛永清所熟悉的臺

灣習俗為基礎，其中許多在今日的臺灣依然實行著，可說是臺灣的傳統料理方式，

在中國其他省分反而不同。例如，過年料理包括以連根菠菜水煮的「長生菠菜」

（長年菜）、「什錦全家福大麵」（台南滷麵）、全魚、火鍋等，未提到中國北方一

定會吃的餃子及其他麵食。其他書中所介紹的料理，也少見上海菜、江浙菜、東

北菜等。換言之，辛永清食譜中所介紹的「中國料理」，實際上可說是臺灣口味

的菜餚。 

也正因辛永清所學的淵源，她在食譜中並不強調中國料理的區域性，如她

在《辛永清の中国風家庭料理》一書中所指： 

 

大家在品嘗中國菜的時候，還有選擇餐廳的時候，腦海裡一定會浮現四川、廣東、

上海、北京……等各地方的地名吧？中國非常地遼闊，每個地方的菜肴當然有各

自的特色。不過，在閱讀這本書的時候，還請不要太拘泥在地方性上。請大家看

作是我吸收了各種地方菜的長處後創作出來，可以吃得開心又可口的家庭菜。我

做的菜味道比較淡，大家依照家庭的喜好來做調整發揮，想必也是很愉快的（頁

6）。34 

 

辛永清在書中提到，自己的故鄉台南如同日本的京都一般，也是重要的古

都，她成長於台南郊區的安閑園大宅院，辛家菜餚在地方上頗有名氣，藉此鋪陳

出她所教授的料理特色。辛永清指出，她剛開始在日本教授料理時，日本的中國

菜和辛家的菜大有不同，不過中國料理後來已逐漸受到日人重視，讓她備感欣慰。

而她所教的則是以自己的廚藝、「辛家的味道」為主。辛家的味道在她眼中，是

不奢華、偏清淡的家庭菜。並未在外學習過廚藝的辛永清，在日本的中國料理烹

飪教學其實也是以她所熟悉的台南之味為基礎而發展出。 

相較於辛永清，傅培梅雖在日本僅出版過一本食譜，但透過其高知名度及

與日本食品公司的合作，是另一位在 1960 至 1980 年代間影響日本人認識中國料

理的烹飪教學者。 

 

                                                 
34 辛永清，《辛永清の中国風家庭料理》，（文化出版局，1980），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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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菜系在臺灣的重現：傅培梅（1931-2004） 

 

傅培梅在臺灣是一位知名的烹飪教育家，不但出版了五十幾本食譜，是第

一位在電視教授烹飪的主持人，甚至到許多國家教導華僑做中國菜，被國家賦予

發揚中華美食文化的重要責任，這是傅培梅與 1960、1970 年代臺灣其他食譜作

家截然不同之處。 

傅培梅出生於中國東北大連，父親是山東人，在大連開設進口歐美食品的

洋行。由於大連自 1905 至 1945 年均屬日本殖民地，因此傅培梅自六歲便進入日

本幼稚園，接受日本教育。二戰後 1949 年到台灣後，與山東同鄉程紹慶結婚。

她在自傳中提到，因為她的先生嫌她廚藝不精，為了「在先生面前爭回一口氣」，

才開始勤學廚藝。兩年間花費重金聘請餐廳名廚至家中指導，學成後便進一步開

班授課，十分受歡迎。不但美國在台協會委託傅培梅甄選欲赴美工作的廚師，美

國馬康衛（McConaughy）大使的夫人也跟部屬的女眷來報名上課。35 

在烹飪班大受歡迎後，1962 年 10 月 10 日台灣第一家電視台「臺灣電視公

司」開播，傅培梅也開始主持烹飪節目，展開 39 年之久的電視主廚生涯，她的

節目在美國、日本、菲律賓都可看到。她也多次被政府派到海外僑界示範烹飪或

進行烹飪教學。在臺灣，透過傅培梅的食譜與電視傳播，中國多省菜系在家庭餐

桌上多元融合與在地化，對臺灣日常飲食產生深遠影響。在日本，則透過多種管

道的教學及與日本公司的合作，將中國菜帶到日本。特別是傅培梅曾接受日本教

育，日語流利，與日本各項交流十分便利。例如，傅培梅剛在臺灣開設烹飪班時，

由於班上學員主要是臺灣上層階級婦女，在接受殖民教育的情況下，都能說日語，

反而不會說中文，因此傅培梅在上課時還以日語來教學。 

1970 年時，傅培梅雖已主持了七年電視節目，但覺得食品知識不足，因此

曾到東京女子榮養短期大學上課。361977 年台視十五週年台慶時邀請日本的姊妹

台富士電視公司社長來參加慶典，傅培梅正在錄影，由於淺野社長也在大連住過，

因此相談甚歡，半年後與他簽下兩年合約，自昭和 53 年（1978）十月開始在日

本富士電視台主持中國料理節目「奥さまクッキング」，是日本電視首次邀請國

外人士來長期主持。節目播出時間為每天上午十點至十點半，她將中國菜系按照

地域分成五大菜系，每三個月一個菜系，介紹十三種代表性佳餚。該節目一共製

播五年、250 集。1983 年傅培梅獲頒日本「食生活文化賞」，及日本法務省頒發

「名譽永住權」。37 

                                                 
35 傅培梅，《五味八珍的歲月》，（台北：橘子，2000），頁 88、97。 
36 傅培梅，《五味八珍的歲月》，頁 91。 
37 傅培梅，《五味八珍的歲月》，頁 11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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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譜方面，傅培梅在日本出版有《宴席菜譜―中国地方別卓料理》（柴田

書店）一書，38該書稱：宴席菜是中國料理的一大特色，包括大圓桌、大盤子盛

裝的料理，與法國料理、日本料理都不同，由這段陳述可看出，中國料理、法國

料理（而非所有西式料理）在當時與日本料理並列，具有些微分庭抗禮的味道。

該書介紹的菜式範圍分為八類，包括：滬菜（上海地方）、粵菜（廣東）、川菜

（四川）、京菜（北京）、湘菜（湖南）、閩菜（福建）、台菜（臺灣）與素菜

（精進料理）。書中亦對中菜常用的特殊材料進行解說，如：油條、烤麩、紹興

酒、香菜、糖醋汁等。 

 

比較辛永清與傅培梅二位的差異，兩人都在小學階段接受日本教育，能說

流利日語，辛永清中學畢業後便長居日本，傅培梅則在十幾歲時到了臺灣，開始

學習中國菜，日後成為代表中華民國教導「中國菜」、在國際社會進行中國菜餚

教學的重要人物。二人的共同點除了接受日本教育、日語流利、均在日本主持烹

飪節目外，二人童年的家庭均屬富裕，提供他們足夠的教育，在日常飲食上也有

上層水準。這樣的社會經濟背景對於她們料理與烹飪技藝的養成、品味的形塑，

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此外，在中國料理的教學上，二人在烹飪時均穿著具中國

象徵的旗袍，展現「中國特色」。不過傅培梅另一特色在於她非常重視圍裙，有

眾多圍裙，還曾辦過圍裙展，她自己認為這是受到日本文化的影響。 

然而，二者在教學菜餚的特色上仍具有相當差異：辛永清以台灣地方口味

為基礎，再融合部分西方、日本元素，較缺乏中國其他省分的菜餚；相較之下，

傅培梅所教授的則廣含中國各地方菜系。例如，辛永清數次在菜餚中使用芒果入

菜，這是盛產芒果的台南很常用的做法。但辛永清在中國料理的框架下並未以臺

灣味名之，而是以自己最熟悉的「辛家味」、「自己的味道」來作為菜餚的代稱。 

此外，兩者的另一大差異，是傅培梅在食品工業愈加發達之後，還進一步

與食品公司合作，藉由企業的力量，使中國料理在日本更為普及。例如，1979

年傅培梅獲聘擔任山森公司（Yamamori）中華調理食品的顧問；也曾擔任 Ringer 

Hut 公司的開發顧問，將湯麵材料調理好後，急速冷凍輸出到日本。1990 年也擔

任味之素 Ajinomoto 顧問，開發中華料理的冷凍商品。雖然僅是顧問職，仍說明

了傅培梅對於日本市場上的「中華料理」口味，有著相當的影響力。 

 

四、小結 

 
                                                 
38 傅培梅，《宴席菜譜―中国地方別卓料理》（東京：柴田書店，1980）。該書的協力者為「中

囯料理研究会」的南谷郁子，與服部料理学園，另有三家餐廳：東京大飯店、柏‧知味斎、九龍

飯店參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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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藉由料理人流動與教學者的介紹，說明台灣對日本「中國料理」的影

響。料理人方面，主要影響者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自日治時期以來即因赴日留

學、工作或依親，之後在日本定居，並以料理為業的台灣人。筆者過去對日本「台

灣料理屋」的研究顯示，至今仍有不少日本「台灣料理屋」的業者，是這些早期

移民日本者的後代。39但在戰後時期，即使是來自台灣的料理人，多以「中華料

理」或「中國料理」來稱呼自己的料理。第二種類型則是在二次戰後，特別是在

1960 年代，經由中華民國政府甄選後赴日工作的廚師，這些料理人大多來自中

國多個省分，在戰後才來到台灣，所擅長的料理類型涵蓋中國北方菜、廣東菜、

川菜、上海菜等多個省分。 

在烹飪教學者方面，同樣也延續前述脈絡，有類似的兩種類型。一種是與

殖民有關，如食譜作者與曾在日本電視台進行教學的辛永清，自台南富裕家庭到

日本後發展，以台南自家的風味及台灣習俗為基礎。另一類型的代表則是傅培梅，

二次戰後從中國大陸到台灣，為台灣重要的烹飪教育者，但因為自小接受日本教

育，在職業生涯中與日本有密切交流，也透過電視節目主持、食譜出版，與日本

食品界的交流，於戰後數十年，仍持續在日本發揮影響力。 

 
 
 
  

                                                 
39 陳玉箴，〈「道地」的建構：「台灣料理」在東京的生產、再現與變遷〉，《臺灣人類學刊》

第 14 卷第 1 期（2016），頁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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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e had long been the main staple food in Taiwan as well as in other regions of 

East Asia, but the preferred rice varieties and cooking methods of rice have gone 

through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s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th century. The preferred 

rice varieties have changed from Indica rice (long grain) to Japonica rice 

(short/medium grain); and Japanese-brand rice-cookers have substituted stoves as the 

main utensils of rice-cooking. These changes did not happen alone. As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promoted the large-scale cultivation of Japonica rice as the main rice 

varieties, replacing Indica rice in the 1950s, steam cookers invented in 1955 by a 

Japanese company became popular kitchen technology for cooking rice in Taiwan in 

the 1960s. While the new varieties of rice and cooking technology created new taste 

of rice on Taiwanese dining tables, a new norm of ‘good’ rice was also shaped.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history of changing preference of rice in Taiwan markets 

along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cooking technologies in households, examining 

how the norm of ‘good’ rice was established and transformed in post-war period 

(1945-1960s). Through historical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fieldwork, it explores the 

transformations driven by new technology in rice-breeding and cooking, analyzing 

how rice-breeding policies and cooking technology co-evolved with the changing 

foodways and sensory evaluat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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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8 年 2月 20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本會議由中研院台史所與韓國漢陽大學比較歷史文化研究所共同主辦，主辦單位雙方在此前

已有數次學術交流，會議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促進台、韓歷史學界對殖民時期歷史的比較研究。筆

者所發表的文章由中研院台史所曾品滄研究員主撰，筆者為共同作者，由筆者代表，與其他五位

臺灣學者共同前往首爾的國際研討會發表並參與討論。 

參加本次會議的學者以韓國與臺灣學者為主，發表人的研究範圍廣泛，研究主題涵蓋：日本

殖民時期的「偷渡」、澎湖移民、擔任日本女工的朝鮮婦女、台灣公學校的日籍教師等，筆者所發

表的研究，則是關於日本殖民時期東亞食文化的流動。 

本次會議於 2018年 5月 11日至 12日在韓國首爾漢陽大學舉行，筆者於 5月 10日與其他臺

灣學者一同搭乘華航班機前往首爾，由漢陽大學接待食宿，5月 11日參加會議並發表文章，隔天

12日下午筆者即搭機先行返台，其他學者則繼續參加隔日由漢陽大學安排的田野調查活動。 

 

二、 與會心得 

筆者過去對韓國相關研究並不熟悉，此會議除了發表文章，獲取與會學者的寶貴意見外，最

大的收穫是可以與韓國研究食物史相關主題的研究者有進一步的認識與學術交流。例如筆者本次

發表的評論人是韓國嘉泉大學李殷姬教授，李殷姬教授也是少數從事食物歷史研究的韓國學者，

計畫編號 MOST 106－2410 －H － 003 －077 

計畫名稱 
家庭餐食的發展與戰後臺灣社會變遷：供食系統、家庭結構、營養與烹飪知識

（1945-1980） 
出國人員

姓名 陳玉箴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會議時間 
107 年 5 月 11 日

至 
107 年 5 月 12 日 

會議地點 
韓國首爾 

會議名稱 

(中文)「帝國的擴張，人群的移動」國際學術研討會 

(英文) “Expansion of Empire, Migration of Peopl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發表題目 

(中文)食域大開：台灣菜譜的演進與現代東亞食文化的跨境流動 

(英文)Expansion of Foodscape: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ese Cookbooks 

and Exchange of East Asian Foo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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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出版一本以糖為主的學術專著，也曾發表以可口可樂為主題的文章，目前則是進行韓國乳業的

研究，這些研究主題都與筆者十分相關，而筆者過去對韓國與台灣同在殖民時期的二十世紀前期

狀況並不了解，因此在會議上與會議後能對相關議題進行討論與交流，交換了相當多寶貴的研究

想法與經驗。 

另外，藉由此次會議，筆者也對韓國的歷史研究與中研院台史所老師們的研究有了更豐富、

深入的理解，是很難得的學習機會。這次研討會的論文主題依發表順序包括如下：曾文亮老師「日

治時期台灣的海外偷渡問題研究」、洪良姬老師「成為帝國日本女工的殖民地朝鮮婦女們」、鍾淑

敏老師「二戰時期在新幾內亞的臺灣人」、Michael金老師「全滿朝鮮人民會聯合會的創設背景及

營運」、金清江老師「金綺泳的帝國體驗與其後殖民主義電影製作」、許雪姬老師「日治時期澎湖

島上人群的跨境」、陳姃湲老師「靠小姐到異地白手起家：以日治時期澎湖的貸座敷業者味志次平

（1854-1938）為例」、蘇賢淑老師「殖民地朝鮮的日本人社會實業家：以和光敎園為例」、李昇燁

老師「帝國的傳教士：組合教會牧師、山本忠美的在美宣傳活動」、許佩賢老師「日治前期臺灣公

學校的日本人教師」、朴贊勝老師「殖民地朝鮮的教育與日本人教師」。從這些題目即可看出目前

台、韓殖民研究的重心與新趨勢。而每一場次都有相當熱烈的討論，經由優秀的現場即時口譯，

所有學者都有很高的參與度。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因為此篇文章尚有一位共同作者，故筆者在此僅列出摘要如下：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伴隨著西方勢力的東進，從事貿易、殖民、戰爭、傳教，以及

探險或旅遊等活動，各種西方的飲食物和飲食風氣、知識也迅速進入中國、日本、韓國、越南等

地，在東亞民眾的飲食生活上掀起廣泛的西化風潮，西化也成了近代東亞食文化發展最明顯且受

矚目的現象之一。但除了西化外，整個東亞內部各國家或地區，彼此間原本互有隔閡的食文化，

也因為既有朝貢體系的崩解，日漸頻繁的經濟、文化交流，或是軍事、殖民活動，以及自身內部

社會階層的變動與生活形式的改變，而展開大規模跨境流動，彼此的烹調方式、口味與飲食觀念

互相影響，比起十九世紀之前的交流，更為廣泛且活躍。這波在東亞內部發生的食文化跨境流動

風潮，台灣因為獨特的歷史條件––既受中國長期統治，又成為日本第一個的殖民地，不僅中華

與日本食文化在此兼容發展、激盪交流，更以台灣為中介，穿越國境與文化的藩籬向對方傳播，

使台灣成為東亞食文化跨境流動網絡中的重要節點，也是觀察此一東亞食文化發展趨勢的重要樣

本。 

本文利用多種重要的台灣料理菜譜作為文本，分析其內容的轉變，藉以解釋當時被視為中華

料理另一個側面或支系之台灣料理，在日治時期的發展趨勢，藉以印證日治時期台灣普遍受到來

自殖民母國之日本食文化影響外，也在東亞食文化跨境流動潮流下，持續引入包括中國各地方口

味菜餚的中華料理，進而使台灣料理在短短二、三十年間發生結構性變遷的過程。此外，為了更

具體展現此一食文化流動軌跡，本文也利用臺灣總督府所核發的旅券資料，分析廚師或餐館經營

者前往中國觀摩烹調技術、採購料理物資等相關活動，使文本內容的變化可以和職人、技藝的流

動相互映證。 

從菜譜內容的分析可知，日治初期台灣料理仍以本土或是福建菜餚為主，但到了日治中期，

無論是的菜餚的種類與數量、使用的原料、烹調方式等都有十分明顯的變化，包括中國各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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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菜餚，如粵菜、川菜等已大量出現在餐館的菜譜中，原料來源的地理範圍擴及整個東亞，烹

調的技術也益見繁複。造成上述變化的原因，不只是台灣本地市民階層興起後，其對宴會需求增

加、對於宴會菜餚求新求變所導致，更在於 1910年代以降日本內地興起的「支那料理」風潮，

促使在台日人或來台旅遊之日本人想要在台灣享用粵菜、川菜等不同口味的中華料理。其結果，

台北幾家原本標榜台灣料理的餐館，在原來的福建廚師之外，更致力於引進中國各地廚師來台，

並調製適合日本人口味的中華料理。這不僅使得 1920年代出版的台灣料理菜譜發生明顯的變化，

內容越來越豐富，也使得當時的台灣料理朝向融合全中國各地方菜餚、但卻是符合日本人口味的

「日本化中華料理」演進。 

 

四、 建議 

舉辦此種小規模會議，雖然聽眾僅限於與會學者與舉辦方的學生，但因有充分時間進行交流

討論，對發表人或聽眾來說，都能更深入理解報告議題，有別於參加人數眾多的大型會議。建議

可多舉辦此種小型而精緻的學術討論活動。 

不過，此種學術交流活動中，口譯的良窳十分重要，儘管學者大多具備英或日語等外語能力，

但在與其他許多國家學者交流時，優秀的口譯仍十分缺乏，建議國內應多培育優秀的口譯人員之

外，也能給予學術研討會更充裕的口譯經費，以使學者們在進行國際交流時能獲致更多元的觀點

與見解，將有助於研究的進一步提升。 

 

五、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會議論文集，包含發表論文共十一篇。 

 

六、其他 

附上此次會議相關照片： 

 

1. 研討會現場筆者發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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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後筆者與研討會主辦人陳姃湲教授（右）、與談人李殷姬教授（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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