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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力充沛，在市場上眾魚貨都冰冷僵直

時，唯獨鰻還生猛，自古以來，吸引人們想吃來

進補，現在燒鰻是台灣老少咸宜的日本料理，甚

至全球都瘋吃(圖1)，物種瀕危，這就是中文名
日本鰻。

但是鰻族裔龐大，繁衍許多演化支，棲息在

淡水域，海水域，與汽水域，加上降海產卵迴游

型，海洋迴游型，讓人浸淫海洋生物學的博大精

深。海洋孕育的物種沒有國界，美食更成為全球

最熱話題，先談蒲燒鰻緣起，一旦大家嗜吃，就

得了解廚房背後海洋生態，如何影響餐桌美食，

然後鰻魚飯料變小且價變貴，各種冒充品上桌，

不得不深入海洋生物分類，以維交易公平與確保

食安。

日比谷入江

江戶前？

「江戶前」的字源由來一直吸引著語言學家

(圖2)，字典說是『江戶前之海』，引申到江戶
前之海所獲海鮮，未詳細查尋資料前，很簡單幾

個字也讓我研究了十數年，現在跟讀者說結論，

江戶前是日本中央山脈大河川出海口的汽水域，

盛產鰻與穴子，真鯛、紅甘，潮間帶的赤貝，海

松貝，簾蛤，蛤蠣，蝦蛄、梭蟹等溫暖汽水域海

鮮。

話說1589年天下底定，大名德川家康被太閣
豐臣秀吉移封東八州(圖3,4)，看似領地擴大了， 
但是當年過了鎌倉，有點「西出潼關無故人」的

景致，關東仍是未開發的濕原，過了鎌倉，一片

目無止境的沼澤，從已經建設數十年的故地三河

具有海洋文化的美食系列
─鰻形狀的魚序幕 日比谷入江

國，家康公到了破舊簡陋的江戶城，西望富士山

後的家鄉，不盡掉下了英雄淚(圖5)，德川居然
擋不住太閣的旨意(圖6)，上週還要在大阪城表
演『領受並感謝秀吉公恩澤』的宮廷戲，秀吉公

真正旨意，把這最大勁敵轉封到一個有點遠，但

又不太遠的關東看管。

關東濕原匯集了所有發源於日本中央山脈河

川的下游水流，大山從西北面群馬縣前橋市與東

北面栃木縣宇都宮市，就進入廣大平原，季節雨

沖刷了日本列島最豐富的森林孕育的有機物質，

從東北部森林分水嶺，西北部森林分水嶺，氾濫

了大河，集中往『日比谷入江』傾瀉(圖7)，梅
雨季開始的水患，反而成就鰻聚集來內灣，數量

之多與滋味肥美是日本列島之最。

在800年前鎌倉時代，雖然開始有食祿低的
武將分封江戶，開發很有限，中世紀時，海盜猖

獗，頻擾沿海。1590年德川才開始基礎建設，整
治大山多處發源的利根川水系往東流入太平洋，

並結合農田水利與軍事防禦，形成大江戶防止北

方諸侯，二心叛變時的最外圍護城河(圖8)，整備
江戶城下町區的道路連結天下大路(圖9)，在日本

圖1  新宿高島屋專賣店的特大碗蒲燒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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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立下天下道路元標(圖10-12)，建設江戶水鄉所
需運河，橋樑與堤防的土木工程，江戶城的飲用

水與軍事安全結合的構築，權力象徵的天守閣室

內室外建築，城內造庭與大都會景觀工程，分區

都市計畫，包括庶民城下町，佛寺區，藝術區，

旗本與家臣食邑區，以及地方武家駐在山手區的

江戶官邸區(大名屋敷)，待舉建設千頭萬緒，江
戶人如火如荼開展，大海還恩賜了鰻，美味至極

的蛋白質源，這時德川才體會塞翁失馬，焉知非

福，江戶是日本最大塊的海陸寶地。

江戶？

江戶(えど)名稱何來？江者河川也，戶者門
口也，流入內灣有諸多大江小河，有多摩川，鶴

見川，與江戶同名的江戶川，最大流量的荒川，

上游多支流被截的利根川，中川，還有最鼎鼎大

名，流經大江戶的隅田川，到底江指的是哪一條

河川？

『江戶』首發出現於鎌倉幕府歷史書『吾妻

鏡』，所以推估平安時代，大和國才發現蝦夷地

關東，今天大多數文獻同意『江』是隅田川，那

麼『戶』在哪裡？隅田川流出武藏國與下總國的

國界，1659年大橋跨越了兩國，也讓大江戶往江
東發展，當年文獻所稱『日比谷入江』，許多研

究指出就是現今和田倉門，而當年江戶城就從和

田倉門內建起。

沒有google地圖時代，和田倉門在哪裡?終
於在日本古地圖上找到，原來每次出了東京火車

站正大門，丸之內中央口，大約約400公尺前就
是皇居，也就是和田倉門遺跡了。

行到和田倉門前左拐，就是沿著護城河-馬
場先濠旁邊的大路稱為『日比谷通』，繼續往南

走400公尺，經過第二個門，馬場先門跡，再繼

圖4  德川家康的新領地。

圖7 方塊是江戶成，降雨都往『日
比谷入江』傾瀉。

圖2  江戶前在江戶時代初期的定
義。 

圖6  德川必須接受轉封，開發關
東。

圖9  條條大路通江戶城。

圖3  德川家康的舊領地。

圖5  德川的眼淚。

圖10  天下道路從日本橋這裡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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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德川家康高瞻遠矚把利根川東
流入太平洋，一石四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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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往南走400多公尺，沿著馬場先濠到底，就是
日比谷社區了，這時護城河西轉，如果繼續南

行，則西邊是日比谷公園，東邊是帝國大旅宿，

日比谷通到底過新橋站，再來就是汐留站了，此

區域就是填海造地海埔新生了，比鄰桂離宮，並

有海鷗電車連接台場等人工島到對岸的豐洲(人
工島)，這裡就是出了日比谷入江，已經到了當
時『江戶前の海』了，現在被填土造地，成了羽

田機場，還有月島，豐洲，有明等，千葉縣也亦

然(圖13)。
在江戶初期，就在這個擁擠的庶民區域設

立了『南町奉行所』位在現今JR有樂町站東南口
上，負責統治，消防與維安，當然下町北起上野

與淺草，到新橋站，比起武藏野丘陵地最靠近江

戶的山手區(圖14)，不只地理上高度懸殊，而且
與護城河等高水位線(圖15)，雨季一來，各大川
收集了中央山脈分水嶺以下全部雨水，直奔下

町，每年必會大小淹水，庶民如同鰻魚在歷史上

一樣，享受著大自然的『恩惠』，江戶水路到處

都撈得到鰻魚，可謂鰻、人與天地的循環。

下町本來是地形用法，延伸指日本現代以

前，城市庶民聚居的工商業街區，與圍繞城的

公家、武家區相對比。美式英語Downtown，德
語Altstadt相當，不過美國沒有中古封建時期，

Downtown相當於市區熱鬧的商業街區，與庶民
無關；而德國雖然有諸侯國林立的時代，且晚至

明治四年建國才結束，但是神聖羅馬帝國，無論

大小諸侯國所轄，帝國的自由市，或天主教大主

教領，各城都有Altstadt，只能翻譯成老市區。
德川三代接力引利根川水系導向銚子，東

流出太平洋(圖8)，半百年間逐漸奠定江戶城不
淹水基礎，當然鰻魚也逐漸減少。德川也大動

土木填土造江戶城下町(當年庶民居住的區域，
現在老街)之際，人們就將石神井川改道引流，
發現大量鰻魚流入(圖16)，於是老饕建築技工，
下班後，就把它們撈起剖開橫切，浸在高價來

自大阪琾市產的味噌醬油，串細竹棒來炭火直
烤，大豆發酵的香味與鰻魚受梅鈉反應的香氣四

溢，引出來上下各階層的口水，不明美食一炮而

紅，等同德川開城給庶民的慶祝行情，因為整串

外表像蒲穗一般，所以『江戶前鰻蒲焼edomae 
unagikabayaki』不脛而走(圖17)。

而皇居在明治維新前是德川家統領天下諸侯

的江戶城，所以當年傳說著江戶城就建在『江』

的入海口處，所以才叫做江戶城吧？也才有江戶

地名的誕生。假如參閱江戶古地圖，則發現當年

江戶城有許多人工水路，江戶還未建城時，這一

大片都是大川下游的分叉水路與三角洲，800年

圖13 1589年江戶灣海岸線與日比
谷入江示意圖。

圖14  江戶城以西是武士居所的丘陵
地。

圖16  江戶前蒲燒鰻飯。圖15 江戶城以東是庶民居住的低
地，河川匯集出海帶。

圖17  銀座一家鰻魚專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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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12  天下道路從日本橋這裡起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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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江戶城起造時，就傍水而築，德川再造，天然

水道改築成雙護城河，就是古地圖的內濠、外濠

模樣，以及許多崛川，直到二戰後，東京還被外

國人稱為東方威尼斯的美麗的水都，連銀座都還

有三十三間掘縱貫在中央通與昭和通之間，沿岸

垂柳迎風，水中小舟來往，好一幅江戶風物詩。

1945年空襲後，燒成灰燼的銀座本身就是商
業復興的第一障礙。昭和通中央分離島上，更令

人頭痛的是整個東京，不止街道，水溝，河流，

運河，都是瓦礫與垃圾堆積如山，尤其三十間

堀川污染最嚴重，幾經討論，戰後3年，最後在
GHQ(美英澳紐印盟軍總部)決定就地掩埋入三十
間堀川解決，戰後4年，這條流動在中央通與昭
和通之間320年的美麗河川完全消失。這曾經是
非常擁擠的水路，貫穿京川到汐留川，運河寬55
公尺，戰前航運就很繁忙，船形屋、商船、運輸

貨物船都來了，坐船上看到週邊商家活動，河岸

垂柳點綴，呈現商業與羅曼並重的景象。

日本進入復興時代，汽車工業一日千里，

東京的水路繼續被高架道路壓制，東方水鄉不見

了，連天下第一橋，日本橋都在水泥怪物下苟延

殘喘(圖18)，河川污染，鰻不再進入內灣，魚獲
量也大量減少，人們開始改變飲食，喜歡吃麵包

加火腿當早餐，午餐吃雞唐揚，叉燒拉麵，義大

利肉醬麵，晚餐吃串烤，牛肉料理配麵包等，樣

樣都減少米食與魚貝類攝取量，增加小麥與肉類

消耗與進口。以上是我從日本語文獻的整合說

法，但是『江戶』、『日比谷入江』在我興趣語

言學人的心中，一直是一個想要解開的密碼。

入り江 的密碼 the code of Inlet
自古以來日本語言習慣，江、海不分，入り

江同入り海。

入り江中文維基解釋，入口是海岸線的凹

處，通常又長又窄，是一個小地形的小海灣(相
對東京灣就是bay)，通常通向封閉的鹹水體，例
如小海峽(英語sound指的就是隔開兩個陸體的海
水)、海灣(bay)、潟湖(lagoon)或沼澤(marsh)。
這是由海洋或湖泊侵蝕到陸地而形成的地形。日

本語也被稱為浦 Ura 和入り海 Iriumi，指大海、
湖泊與海灣進入陸地處。 

在沿海地區，Inlet通常是指海灣與海洋之間
的實際連接，通常被稱為海洋、湖泊或河流岸邊

的入口或沿岸凹處。冰川作用形成的某種入口是

峽灣fjord，通常在山區與海連接的海岸線，或山
地與湖泊，挪威峽灣兩者皆有。

大型入り江或峽灣的複合體可稱為sounds，
例如西雅圖的普吉特海灣、西雅圖市西邊的豪

灣、挪威的卡姆松德。一些峽灣型入口被稱為

canals運河，例如波特蘭運河、林恩運河、胡
德運河，還有一些被稱為水道channels，例如
迪恩水道Dean Channel和道格拉斯水道Douglas 
Channel。潮幅、波浪強度和波浪方向都是影響
泥沙通量的因素。

沒有任何江河注入『日比谷入り江』，所以

意譯上，在奈良時代，大和國人走到關東盡頭，

遇到海洋與陸地交會的地方，問當地蝦夷人回說

這裡是edo，所以賢哲人士用類似發音的漢字江
戶命名，2世紀以前，江戶時代開拓北海道，同
樣方法命名地方。在大和國人的意象就是海洋進

入陸地的門戶，儼然以大唐帝國經營陸權的大和

國，現在進入太平洋的港口！

不信我說日本語『江湖海不分』？再舉一

例，近江，本來七世紀古事記寫成『近淡海』，

但是幾年後，701年就改稱為『近江』至今，江
在哪？其實是很大的淡水大湖，當時琵琶湖是現

在數倍面積，當然稱為淡海，發音也是海，但是

寫成『江』，遠江亦然，遠江是指靜岡縣的濱松

湖，當年也是很大的淡水湖，所以日本語江與海

互通，其它語言也有河海不分情形，德語See，

圖18  日本橋 鰻伊勢定 在池袋西武百貨店
的午餐鰻定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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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詞用陽性則為大湖，冠詞用陰性則為海洋。

回顧1890年8月2日，德川昨天才踏進江戶
城，雖然大半生東西征戰，入住新臥房新床鋪，

仍然一整夜沒睡好，凌晨就悄悄登上江戶舊城

上，4:49看到太陽從遠方太平洋水天一線中升
起，映在日比谷入江，這一刻，日本的歷史就從

京都盆地，轉移到面向太平洋的海港江戶。當時

德川看到中景江戶前之海，遠方關東平原，更看

水天一色的藍水，他內心與表情沒有人描述，但

是從東軍十年生聚教訓就打敗西軍，以及德川子

孫掌握大日本近300年，可以推想德川已經看到
關東是日本列島未開發的海陸寶地。

起自大手町站，東京站，經過有樂町站，到

達新橋站止，與鐵道兩側，是曾為滄海的『日比

谷入江』，海岸往南遠退逾數公里，幕府使庶民

從神田山挖土，填入『日比谷入江』。在明治時

代，東邊的外壕賜給重臣，建了國家賓館-帝國
大旅宿，唯一的水體就是護城河的內濠留下來，

其東就是現在大馬路日比谷通，丸之內、日比谷

社區，與鐵道兩旁低地帶了(圖19)。
日比谷入江其東就是江戶前島，是隅田川帶

出河口來的砂石泥沙沈積而成，所以東京車站後

站出口就是八重洲，也是當年隅田川泥沙沖積的

沙洲，就在今天北口設了『北町奉行所』，以月

番制，分擔首都安全大任，江戶前島就是從八重

洲泥沙延伸到現在的銀座。

銀座是江戶時代四百年以來培育的商業中

心。我看縮尺，從當年出海口和田倉門到二戰後

出海口，位於東南東的箱崎，河道東移一公里有

餘嗎？不，古地圖顯示當時河道與現在類似，所

以江戶城不在任何江戶河川口，不是河川的門

戶，而是在『日比谷入江』的門戶，也是海灣出

太平洋的門戶，1853年美國海軍指揮官馬修·培
理率黑船駛入江戶灣，雙方於次年簽定不平等條

約，太平洋戰爭失敗投降，1945年9月2日，美國
軍機千架，戰艦數百艘湧進同一海灣，見證日本

受降，所以江戶也是海洋入侵陸地的門戶。

日本美食出藍水了

200多年後當握壽司出現時，人們又援例把
它稱為『江戸前握り寿司』，所以江戶前，就指
現在東京灣內灣，西起多摩川出海『品川沖』，

東至隅田川出海『葛西沖』的內灣漁獲，以醬

油，酒，糖，米林，鹽，醃製，汆燙，酒蒸的海

鮮，包上醋飯稱為江戶前壽司，效率超越關西半

發酵壽司，這種『江戶前』美食再次爆炸，也奠

定日本不只關西兩古都有文化，有飲食文明，東

都也有自己的新文化，且足以抗衡西都，足以成

為實力相當的對手，料理東西軍儼然成形。

話說利根川水利工程讓它東流入海，對於乾

旱的下游平原，轉變成穀倉，大豆製成醬油與味

噌，無論蒲燒鰻或江戶前穴子，江戶前蒲燒鰻，

甚至深川佃煮都需醬油，利根川中游城市野田，

河口的銚子成為醬油產地，利根川成為東北支援

大江戶的水路運輸渠道，稻米與大豆醬油形成江

戶前料理色濃味強的特徵，新料理產業鍊已經成

形，而且味覺也自成一格，江戶前蒲燒鰻的海洋

生命週期，也引導著日本生物學，生態學，與魚

類學家一步一步深入藍水。

海洋文化角度來看，從西都的水產進入東

都廣大的海洋，因為內陸的京都盆地，學習褐水

海軍，從難波出發，經過大阪灣出瀨戶內海，東

海至大陸，奉大陸古文明為師，用琵琶湖淡水鯽

魚，發酵成為鮒壽司。江戶進入蒲燒鰻，東京灣

的海洋迴游蒲燒鰻；最後再出太平洋捕鮪魚，鮪

魚帶入了藍水海軍，發展出生鮮的握壽司了，江

戶前壽司打破謹小慎微的京都文化，把規規矩矩

的古都茶道流儀，與繁文縟節的貴族飲食，通通

收進資料庫存查僅供參考，江戶子民有自信地邁

開大步，發展到利用地表最大海洋食材的境界，

圖19  灰色圈內的日比谷入江藏有日本海洋文化的密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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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鮪魚壽司了，漁業，工業，國防外交也進入藍

水。

蒲燒鰻的再演進

當時日本經過德川家200年的安定統治，江
戶已經繁榮與分業發達了，江戶中期文化年間

(1804-1817年)，戲院小屋建於日本橋境町，本來
愛吃鰻魚，但嫌有土臭味，這時店家『大野屋』

受金主所託付，改良不能保溫的浦燒鰻料理食

器，本來以兩層容器分別盛白飯與鰻魚的餐盒，

改良為單一密合式，盛白飯在下鰻魚在上，再淋

上醬汁，就成了今天鰻魚飯的模樣。

蒲燒鰻新食器新吃法與江戶前壽司同一時

代誕生，當時雖然工商業漸漸在關東新興出頭，

但是在流儀氣勢上，與職人心理上，江戶料理人

對於關西的大阪，京都存敬畏心理，廚師們尊稱

關西料理為『上方料理』。

因為江戶前料理一次又一次地開拓了原來

關西的侷限，京都位於山背盆地內，沒有海鮮文

化，大阪只有大阪灣的瀨戶內海海產，如明石真

鯛，姬路穴子等；江戶人生聚教訓兩百年，美味

之名天下盡知，不僅讓關東廚師揚眉吐氣，也瘋

迷到中國大陸沿海。至今銀座與日本橋的料理店

蒲燒鰻，還有當年江戶餘風。

當時在日本橋附近，有露天商店和帶榻榻米

房間的商店，在榻榻米房間裡吃鰻魚，看著橋下

往來如織的小船(圖20,21)，也是一種社經地位的
表現，儘管不那麼普遍，但水產養殖業已建立，

並迅速提高了其作為食用魚的重要性。從明治時

代開始的水產養殖業，也在戰後得到了發展。

什麼時令與什麼地方產的鰻最好吃？哪部位
較好吃？

原則上日本饕客把天然鰻視為珍品(圖22)，
較有天然鰻魚的油脂香味，與滑嫩口感，緊實的

肉質，與鰻皮賦予特殊的齒感，但是老饕人多嘴

眾，天然鰻產地數量非常有限，供不應求，日本

兩大汽水湖泊，宍道湖，濱名湖是主要產地。
日本主要水產養殖區在溫暖的鹿兒島縣，愛

知縣，宮崎縣，靜岡縣，高知縣，台灣則是濁水

溪以南的西南部海岸魚塭區，但是養殖的技術，

與投資的設備、人力、食餌都會造成養殖鰻之間

差異，日本市場上天然鰻以下，跟好吃度有關，

就是有名的國內養殖場，下來是一般國內養殖與

台灣進口養殖，再來大陸養殖等不同價位。所以

店家都儘量強調自家的鰻雖然養殖，但是卻是嚴

選，京都八寸米其林二星級料理店甚至嚴選最厚

實的養殖品(圖23)。
在日本，進口東亞各國產品中，台灣產品在

冬季很受歡迎，價格與日本國內養殖產品相差不

大，中國大陸產品主要是加工產品，用什麼做，

可能是鰻屬的各地鰻種養殖做成，否則進口不易

過關。

在品嚐鰻魚季節，養殖鰻魚與天然鰻之間

存在節氣差異，養殖鰻顏色較黝黑，肉質沒有咬

勁，香氣不足，甚至還有土味。天然鰻魚從秋天

到冬天，最好吃的季節稱為『旬』。特別是那些

為了產卵而降海中的肥鰻，特別受饕客喜歡；生

活在海中的鰻，其中一些到達海灘，但沒有進入

河流，這也被認為是好吃的鰻，所以鰻不是淡水

圖20  江戶萬年橋跨過隅田川到深
川，看船，看潮汐，看人，

吃料理。

圖21  江戶隅田川右岸的深川，有大
河，淺灘與城下町。

圖22  岐阜縣高山市天然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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鰻，這樣好區分，後面日本鰻單元內生活史有詳

述。

冬天水產養殖池塘的快速增長育肥，也是好

吃的養殖鰻。這種鰻是初夏水產養殖的季節放入

魚池，增長約半年內，冬季發貨，饕客也堪稱好

吃。饕客選鰻最好是選靠近尾巴部位，而不選靠

近頭部部位，魚皮又厚又硬，白肉中混合豐富脂

肪，最美味。除了鰻魚身，鰻肝鰻胃也很美味，

多數煮成吸物(圖24-26)，而京都錦市場，則常常
做成佃煮(圖27,28)，北陸金澤市近江市場亦如是
(圖29)。

鰻魚血清存在毒素，如果大量飲入，您會感

到噁心，腹瀉，皮疹和呼吸困難。如果血液進入

您的眼睛，您可能會感到劇烈疼痛或異物感。它

進入傷口時也可能化膿，在日本，沒有看過吃喝

鰻魚血的習慣，台灣亦無。

如何料理日本鰻？

蒲燒鰻

剖開而且未上醬料，直接燒烤的鰻魚，相

對於蒲燒的醬油色，白燒呈現象牙色，日本稱

為『白燒』，也稱素燒，一般沾山葵醬油(圖
30,31)。蒲燒是用甜醬油烤製成的，日本各地的
飲食方式都有變化。最重要的區別在關東與關西

的區別。

在關西，要烤前，以鐵鎚打釘子固定鰻頭部

在粘板上，利刃剖開腹部，取出中間脊椎骨，就

是一條魚排，以鐵串貫穿數條剖腹鰻魚排，直火

碳烤，稱為素燒，然後再沾上醬汁，再繼續炭火

直烤，屬於照燒的一種形式(圖32,33)。
在關東地區，以鐵鎚打釘子固定頭部在粘板

上，剖開腹部，取出中間脊椎骨，白燒炭烤後，

進入籠蒸，再沾醬炭火直烤，所以鰻體比較柔

軟。近來，進入關東蒸烤的方法已成為蒲燒鰻主

流，好入口。

江戶前浦燒鰻，已逾400年歷史，直到今天
仍是夏天日本必備的菜餚，甚至於有專賣鰻魚的

店，令洋人百思不解，這就是東西飲食文化的差

異，如今已經有進入米其林列出一類，今天日本

鰻魚的料理已經成為世界承認的絕活，2007年底
起，東京幾家專門店已入東京米其林星級餐廳之

列，台灣在傳統市場也吃得到現成品，或是百貨

圖23  京都八寸定食的蒲燒
鰻。

圖27  京都錦市場販賣的鰻
魚內臟沾甜味醬油

串燒。

圖28  京都錦市場上賣的鰻
茶漬包，右邊是鰻

肝鰻胃佃煮。

圖29 1999.04.16金澤近江
市場賣的蒲燒鰻是

關東式，左邊是鰻

肝串燒。

圖30 銀座宮川的鰻丼還保
留江戶傳統。

圖24  以鰻肝作成的吸物。 圖25  肝吸。 圖26  以鰻肝做成吸物。

441

74 2021, Vol.64, No.7



生活萬象

公司超商，但是似乎味道千篇一律，都是中央廚

房供應的黏稠的醬汁滿了出來，沒有香氣，稍有

土味，沒有嚼勁。

日本極多數店家都關東風或關西風，只有一

種方式，別無選擇，且關東風已經滲透全國。在

家烹調很困難，從超市買來真空包加熱，不用自

己剖魚複雜調醬又炭烤，如果想繼續變化鰻料理

種類，也很容易。

鹽 燒
鹽撒在剖開的鰻魚上，然後放入烘烤機內

烤，一點也不難，只是烘烤後，脂肪從內部滲

出，表面像炸過一般，香氣可口。只要鰻魚一旦

剖開，一切就好料理，佐配山葵，或芥末醬，吃

來就很美味，但是有人覺得搭配柚子胡椒醬，香

氣高雅且有夠鹹味才下飯，並且承襲風雅的味

道。

鰻玉子燒卷

購買市售的蒲燒鰻，就可以輕鬆製作，自

製高湯加入雞蛋數枚，打勻後，再加上米林，清

酒，高湯和鹽調味，煎成軟軟的時候，將蒲燒鰻

捲入蛋卷，捲好燒鰻的同時，再繼續煎烤成形，

好好吃，兼具兩種美食的風味(圖34)。
柳川鍋

先做蒲燒鰻，或買來現成的備好，或生鰻加

上醬油，米林，清酒，糖和水，烤製後，將蒲燒

鰻與雞蛋和在一起煮。佐配蔬菜包括牛蒡刨花和

三葉菜，不同角度去魚腥味。建議使用超市販售

的成品，就能輕鬆完成，也可以使用市售的壽喜

燒醬料來煮配料，可以輕鬆製成，不必自己熬昆

布與柴魚高湯，以下都是旅宿的美食(圖35,36)。
鰻 洗

就是冰鎮半熟鰻魚片，先將鰻魚切成三段

取魚排，切開皮膚，並儘可能切成薄片，將其在

80度熱水中唰一下，然後放入冰塊桶一會兒，之
後，將其用冰水洗滌，直到沒有泥臭味，而且咀

嚼感越好，越富含脂肪，齒間會滲出豐富而深厚

的味道。因為屬於內部沒有加熱的生食，免疫傷

弱的三高患者，高年齡，癌症，其它重大傷病者

不建議吃未熟鰻，以保障不被感染風險，以下生

食亦同，生食雖然生病機率小，但是冒險想吃就

得自負後果。

生食白色幼魚sirasuしらす(圖37,38)
雖然只有在高級的江戶前壽司店才能吃到，

許多老饕視為五星美食，在日本有吃幼魚sirasu
しらす的習慣，在東京壽司店，看到幾隻半透明

的膠狀物，師傅捏一把放入杯中，本身沒味道，

圖31 日本鰻素燒。

圖35  京都靈山旅館的鰻柳
川鍋。

圖36  和歌山串本皇家旅店
的鰻柳川鍋。

圖37  鰻幼魚。 圖38  京都重兵衛壽司的整
盒生鮮銀魚。

圖32 大阪梅田站三越百貨
美食街的鶴家蒲燒

鰻定食，就是關西

作法。

圖33  京都美濃吉竹茂樓京
料理，山椒鰻。

圖34  鰻玉子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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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醋與醬油，直接吃，口感有點滑潤，又有一點

Q，日本人喜歡這種口感，但不含旨味，而且非
常貴，我不建議初學者，或預算有限之下，圈點

這道料理。注意粘液毒危險，血液也有弱毒。書

上建議不能生食，65度加熱後，就沒有毒性了。

骨煎餅

沖洗乾淨骨骼縫隙的血液，將其風乾，然後

油炸。主要在鰻魚專門餐廳吃得到，也可以在家

輕鬆地做，吃來清脆有聲，口齒留香(圖39)，更
提供微量元素、鈣質與各種礦物質營養。

鰻茶漬

就是用蒲燒鰻塊來做鰻茶泡飯(圖40)，京都
錦市場上有賣茶漬包(圖41)，自古可能就是庶民
美食，白飯涼了，加點熱水或熱茶，佐配梅漬就

可以享食了，後來有了千利休茶道，提升到精神

層次的茶懷石，現在食品工業發達，不失為家庭

一項有營養日常美食。

韓式炭烤鰻Jangeo-gui
韓國炭烤醃鰻魚。

鰻魚澱粉條湯麵Miến lươn
鰻魚油炸或深煎，撒上豆芽、木耳、洋蔥

和香菜。它是越南北部的美食，尤其在河內很常

見。

越式鰻魚湯Xúp lươn
是用鰻魚或豬肉湯製成的湯菜，由鰻魚與

細香蔥、洋蔥、胭脂樹紅和辣椒粉炒製而成。它

通常與越南式三明治 bánh mì 或越南粉卷 bánh 
cuốn一起食用。這道菜是義安省的特產。
鰻苗Elvers

傳統上，北部越南以北，東亞漁民將鰻魚當

作便宜的菜餚食用，但環境變化已經減少了鰻魚

的數量。與銀魚類似，它們現在被認為是一種珍

味，每公斤的價格高達1000歐元以上。除了日本
外。西班牙用橄欖油、大蒜和辣椒炒鰻苗，現在

很少見，且非常昂貴，一小盤120美元以上。也
有可以廉價購買由魚漿製成的仿製品。

シラス 白子 Whitebait是什麼魚？
白子不只是鰻苗，是缺乏體色素的白色仔魚

總稱。玉筋魚イカナゴ ・片口鰯カタクチイワシ
・沙丁魚マイワシ・潤目鰛ウルメイワシ ・香魚
アユ ・鯡魚ニシン等、胡瓜魚目銀魚科銀魚都可
能被當作白子。

白子容易混淆的是日本語シラウオ，漢字寫

成『白魚』(圖42)，這是胡瓜魚目，為銀魚科日
本銀魚屬，小齒日本銀魚Salangichthys microdon 
Bleeker, 1860，我在1999年以前，京都重兵衛壽
司還沒有閉店之前，常常受到大塚料理長的生

食呈現(圖37,38)。另外一種小白魚，很容易混淆
的鱸目鰕虎科彼氏冰鰕虎シロウオ『素魚』，

Leucopsarion petersii Hilgendorf, 1880。
白子頭最尖，而素魚頭最鈍，只看到兩個黑

眼球，當然銀魚シロウオ與素魚シラス的地方方

言叫法也有混淆使用的，更不用說辨識了。在壽

司店， 被放在小皿裡頭，小小白色半透明的魚
到底是什 麼?多數人看不清，分辨不出，或已經
微醺，或 根本沒興趣去了解，一口就吞下去肚
子。

假如用加鹽曬乾，最常聽到chirimenjyakoち 
りめんじゃこ(圖43)，尤其在京都，大阪等關西 
城市的百貨公司食品街大賣，接近我們的吻子 

圖39  骨煎餅。 圖40  鰻茶，就是有鰻的茶
漬。

圖41  京都錦市場上賣的鰻
茶漬包，右邊是鰻

肝鰻胃佃煮。

圖42 祇園丸山的白魚前
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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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較少聽到白子乾（白子干し)，這裡面有種
種的小魚，幼魚，稚魚，日本主要是片口鰯，甚

至有章魚，烏賊等軟體動物或蝦類，蟹類的幼生

混入。

除去了不可食用的混雜物外，用鹽煮沸並乾

燥的，可食用混合物作為『白子干し』出售。仔

細觀察，你可能會發現有些不相同形狀生物混入

其中，但在它們是可以吃的。

幼魚的骨架還沒有發育好，可以把白子干し

撒在各種食物上，例如可以將其灑在米飯成為白

子丼，或將其與磨碎的蘿蔔混合，滴幾滴醬油調

味食用。它是富含蛋白質和鈣的食物。在一些地

區，也喜歡採用一種叫做odori-gui『踊り食い』
像銀魚的生食方法，將活的白子加入醋和醬油等

調味料直接食用。

大部分產品都是加鹽汆燙加工，但區別在於

含水量的不同，製後瀝乾製成品的產品稱為『釜

揚げkamaage』(圖44)，含水量在85%左右。
半乾鹽煮產品(廣義上的定義)是白子干し

(圖45)，水分含量為50–85%，區別於乾燥至變硬
(含水量約30-50％)的關西乾燥法，稱為ちりめ
んじゃこchirimen-jako，這在關東地區稱為かち
り，但是隨著戰後交通與來往，地方差異減少

中。

ちりめん山椒則是京都常見的一種加工法，

錦市場全年都有幾家販賣，買來直接可以灑在

飯上食用(圖46)；另一種加工方法是榻榻米鰯
(tatami iwashi，圖47)，它是通過像海藻一樣將
水洗過的生shirasu加工製成的，將其放入框架
中並成型為方形薄板並乾燥。它是歸類為『乾

製品』，含水量約為15%，現在是一種昂貴的美

食。近年來，生食的消耗量也有所增加。

結  語
鰻蒲燒見證了日本戰國時代的結束，兩家武

將爭霸的意外，最有企圖心的德川封地東移日本

最大平原與山地的關東，家康公從小田原，鎌倉

與江戶中選擇了地表最大洋的港，開工馬上又得

到海洋恩惠的江戶前蒲燒鰻。利根川水利造就了

關東濕原可居性，也成就了北千葉縣的農業。

兩百年後，濃口醬油登場，同年與兵衛接

棒江戶前蒲燒鰻，利用醬油與關東海鮮，發明江

戶前壽司，接著關東人進出太平洋洋親潮與黑潮

交會的漁場，利用鮪魚與迴游魚類，藍水漁業豐

收地表最大洋的豪氣生猛海鮮，接連孕育會席料

理等海鮮美食一一登場，伴隨著日本進入海洋文

化，東軍料理已經壓倒西軍。

下一集介紹所有鰻宗親，這是天下第一大魚

宗族之一，也教您能辨識家庭餐盤上蒲燒鰻是真

品嗎？敬請等待！

協尋出版與內容賜教，回饋筆者信箱

humanityman1@gmail.com。

圖43 ちりめんじゃこ在米
其林三星東京神田

氏的詮釋。

圖44  京都千尋的斧揚飯當
食事。

圖45  左邊是數子，中間是
辛口明太子，右邊

是しらす干し。

圖46  京都錦市場上的ちり
めん山椒。

圖47 爐烤過的榻榻米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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