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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魚兒？

各民族說魚

雖然魚類自海而生，但是有一部分爬行上了

陸地，或進入淡水，如腔棘魚綱Coelacanthi，演
化出肺，再演化了兩棲類，但大部分又爬回海洋

發展，是為真骨魚類，分化與繁衍成了世界上極

大多數的魚，也主宰了海洋，多數成了餐桌上的

海鮮，但都有一個共同特徵，牠們把肺再演化為

鰾。

至於現代漢語的『魚』，大於生物學上

『魚』的定義，例如鮑魚，鯨魚，魷魚/墨魚，
娃娃魚，甲魚，鱷魚等。鮑魚屬軟體動物門，魷

魚與墨魚是軟體動物門頭足綱管魷目，鯨魚屬哺

乳動物綱，娃娃魚屬兩棲動物大鯢屬、甲魚/鱷
魚皆屬於四足爬行綱。

所以魚在中文的意象，比較像水產動物，

而非生物學上的分類學名，再說各國語言談吃

魚的書一定包含其它海產，蝦、貝、烏賊，而

日文『大漁』，也代表海產大收獲；漁業署也

是主管水產的國家最高主管機關。同屬於印歐

語系德語與英語，對比中文地理上與語言上相

差最遠，先看德文的魚曰Fisch，但是墨魚也
稱Tintenfisch，就是有墨汁的魚之意，而英語
shellfish卻是貝類，但是德語schellfisch卻是鱈科
的黑線鱈Melanogrammus aeglefinus；對海生動
物也類似亞洲大陸人的生疏，1984年德國帶狀美
食節目，對於蝦仔這種以前少見也不吃的動物就

稱之為『魚』，所以德文『魚』也不似生物學上

的分類學名。

具有海洋文化的美食系列─見魚不是魚

魚兒可以是台語，hi・a，少數發音hu・a，
可能保留有三代以前遠古漢語呼格，我不寫成廣

式魚仔，而寫成魚兒，與標準現代漢語北京腔的

兒韻相符。日本語發音有6種，較常用有3種，其
中音讀gyo，訓讀為uo、io、o或sakana。倭人原
語發音sakanaさかな有三義，1.【肴】saka=酒，
na=菜，就是飲酒時所佐配的副食總稱。2.座
興。酒席の座興。酒席上令人高興的行為與事

物，如：歌曲、舞蹈、素人之藝、話題等。3.也
寫成魚。魚類總稱。可是在明治以前，禁屠千年

的佛教傳統中，乘桴捕魚成為菜餚，是統治者所

默許的蛋白質來源最大宗，所以素菜與海產才是

東瀛列島的傳統美食。

uo與io我懷疑訓讀，因為兩者與台語地方發
音hi，與hu很近，尤其後者是平安時代出現，更
可能來自亞洲大陸的發音，而判斷為音讀，假

如訓讀為u・o，來自通古斯族的孤立語的語尾
suffix，可能屬於名詞呼格或主格語尾變化。

さかな，也寫成漢字『肴』，又有下酒菜餚

（可為魚類、蔬菜類、大多指肉類）的意思，可

見日本語的『魚』，總之人類生活上的意象，與

今天談生物科學上的定義不同，各民族的共有的

人文特色，本系列將在各物種中引用。生物多樣

性就是生物學的本質，也是人類能夠品嚐海陸珍

饈美食，身心延年益壽的動能與根本。

科學上說魚

針對魚兒生物多樣性（圖1, 2），如何才能
定義魚？『魚在水中用鰭移動，用鰓呼吸』嗎？

不是。

20/21世紀之交，發生生物分類學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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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定序的技術應用在海洋生物上，全面翻新
了分類學的方法，2010年我決定跟著世界海洋物
種登錄WoRMS這個國際組織走時，揚棄過去跟
著日本語書籍的古典海洋生物分類學，解體過去

著作，一切從頭開始，就是不歸路了，我把當年

版海洋美食系列前言『什麼是魚兒？』投稿台灣

醫師公會聯合會期刊，經過學會兩年來回四次

修訂，終於在台灣醫界雜誌2013, vol.56/3出版。
同年6月4日，世界海洋物種登錄網路上通知說：
魚pisces已經是不接納的超綱了，當年海洋生物
學分類只有我跟著WoRMS走，我無疑是台灣受
害最深的海洋生物人，等於全文架構又要重寫

了，2021年6月29日廢魚超綱大改版，我縱覽新
分類，2022年2月25日再一次修正：
1. 魚在水域中生活：可為海水域，汽水域，與
淡水域，部分可跨水域，但是極多數不能跨

全水域，更有極少部分魚居然生活在陸上，

所以WoRMS在三水域外，還列出一項陸地域
terrrestial)。在陸地，能用肺呼吸的魚有：
肺魚（Dipnoi）：六種有四肢狀的鰭，可以

呼吸空氣。有些是必須的空氣呼吸器，這意味著

如果不能呼吸空氣，它們會淹死。當它們生活的

水體乾涸時，除了一種物種外，所有物種都埋在

河床下所吐保濕泡沫中，在水恢復之前，最多可

以存活兩年。

多鰭魚科(Polypteridae)：這12種是唯一保留
肺的條鰭魚，它們是兼性空氣呼吸，才能在含氧

不足的水中，需要接觸地表空氣呼吸。 
其他有肺魚現在都已經滅絕，其中一些是所

有四足動物的始祖四足類群。往陸上演化為四足

類的過渡化石證據-棘螈。以上全部都在肉鰭魚
巨大綱中。

用鰓或皮膚呼吸：

䲁形目：這些魚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島嶼

上，它們上岸捕捉獵物，並逃離水生掠食者，

通常持續20分鐘或更長時間。項冠高冠鳚Alticus 
arnoldorum能夠使用它們的尾巴跳過陸地。在拉
羅湯加島，一個物種已經進化成為主要陸生。

臀斜杜父魚Clinocottus analis Curtiss, 1938：
在太平洋沿岸的潮汐帶滯海水池中被發現，如果

氧氣含量低，會離開水，可以呼吸空氣。

彈塗魚Oxudercinae：這個蝦虎魚亞科可能
是最適應陸地的魚類。台灣在乾潟的海邊泥上，

如大青彈塗魚，南台灣自古，花跳即是補品（圖

3），在非洲和印度太平洋的紅樹林沼澤中也發
現了彈塗魚；它們經常登陸陸地，並且可以在空

氣中存活長達3-1/2 天。彈塗魚藉由皮膚、口腔
內壁粘膜和喉嚨呼吸。彈塗魚棲息要求只要環境

圖1 日本沖繩縣部瀨名海中公
園，進入水底觀察到一尾鯛

科魚。

圖2  日本沖繩縣部瀨名海中公
園，從海上聯絡橋上往下看

魚群。

圖3 台南人喜歡吃的花跳就是彈塗魚之一
種，煮湯滋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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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濕的，就能呼吸。這種呼吸方式類似於兩棲動

物所採用的呼吸方式，被稱為皮膚呼吸。它們用

堅固的前鰭在陸地上推進。他們中的一些還能夠

爬樹和跳過水面。 
紅樹林鱂魚Mangrove rivulus：它可以在陸

地上存活大約兩個月，藉由皮膚呼吸。

鰻魚：有些鰻屬魚，如歐洲鰻（圖4）和
美洲鰻，離開水很長時間還能存活，如果土壤

潮濕，也可以在陸地上爬行。鍊蛇海鰻Echidna 
catenata有時會離開水來覓食。台灣鱸鰻常常在
陸上獵食動物，土龍（波路荳齒蛇鰻）也常在無

水處被捕獲，

合鳃目黄鳝屬的紅鱔Monopterus rongsaw，
台南炒鱔魚用的兄弟物種，它們可以通過它們

高度血管化的嘴巴和指骨吸收氧氣，在某些情況

下，還可藉由皮膚吸收氧氣。

鱧魚科Channidae：這個魚科由專性呼吸器-
鰓上器官，這是一個原始的迷宮器官呼吸用，台

灣斑鱧（圖5），台語鮕鮘，用草藥來燉補要藥

膳。東南亞的北方蛇首魚可以通過扭動和使用其

胸鰭在陸地上行走，這使它能夠在它在滯緩流水

體之間移動棲息。

鬍子鯰科Clariidae：該科的兩棲物種可能會
在潮濕天氣冒險登陸陸地，例如剛果河鱔鬍鯰

Channallabes apus，它生活在非洲的沼澤中，在
陸地上捕食甲蟲而聞名。 

攀鱸亞目Anabantoidei：這種魚亞目也使用
迷宮器官呼吸空氣。該組中的一些物種可以在陸

地上移動，可攀緣棲木，棲息在非洲和東南亞，

它們能夠利用胸鰭、尾柄和鰓蓋作為移動手段，

在陸地上從一個水池移動到另一個水池，夜行

性，成群移動。

2. 注意相反問題，在水中游的魚形狀動物，就
是魚嗎？當然不是，例如鯨魚等哺乳動物生

活在遠洋海水域中。

3. 保有鰓來呼吸：但有例外：有少數魚兒有簡
單的肺，例如肉鰭魚巨大綱肺魚綱Dipneusti，
平時有水時用鰓呼吸，在水涸時可用鰾當作肺

來呼吸，與四足類親緣最近。還有迷路器呼吸

Labyrinth organ。
4. 有鰭來移動：都有魚鰭，無頜動物下門的盲
鰻綱，其它魚鰭退化，只剩尾鰭，但是這不是

魚，所以魚多部位有鰭，這句話是絕對的正

確。

5. 體表有鱗覆蓋：對！魚可以說都有鱗片，但是
許多食用魚具極少鱗，例如四破魚，鮪魚，或

無鱗的光物（魚體發亮）的魚類，銅鏡等寡鱗

片，多數只在魚尾（圖6），多數分泌粘液來
保護體表，口語上會被當作無鱗。

6. 會隨著外界温度變化而改變體温是冷血動

物：對！目前還未有例外發現，所有魚都不

是恆溫動物。

魚是有頜動物：會有下巴，沒有下巴的就不

圖4  左起庸鰈，台灣稱扁鱈，Heilibutt，歐洲花輝，
野生鮭魚卵，與鱒魚卵，第二層左起鰻魚，胡椒

花輝，鮭鱒，後排就是炸魚肉丸。

圖5  台灣斑鱧，引用台灣生物多樣性網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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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魚了，例如盲鰻，八目鰻，屬於親緣很遠無頜

動物下門，生物學上不是魚。科學進步，讓生物

學的分類進步，讓現代科學人更高一層次體會了

南宋禪宗『見山不是山』的意境（圖7）！

見山不是山 見魚也不是魚了
因為支序分類學登場已經20多年了，基因定

序了數萬種海生動物後，魚=『脊椎動物中除去
四足動物後，剩下的一部分生物』，等於魚這個

詞是用負面表列的方式定義的，排除了四足類

（包括：兩棲類、爬蟲/鳥類、哺乳類，人類就
是爬到陸地上，會兩腳直立的四足類而已等），

有共同祖先的物種支 ，那魚類就不能成為一個
完整的分類單元。

換句話說：從生物演化和種系發生學來看，

所有魚類都有共同祖先，但由於該共同祖先的

部份後代-四足動物未被包括在魚類中，造成
『魚』不是一個單系群，而是一個並系群，它

是由脊索動物門的許多綱所組成，由於現代生

物分類偏好使用單系群，因此，2021年6月29日
『魚』在WoRMS系統分類學上被拔除。

每一個物種登錄機構都有些分類差異，以及

要收集所有已發表物種，也不是短時間數百名編

輯專家，可以維護的事，所以物種收錄與更新是

一件龐大工作，我們飲水思源要感謝各個網站專

家群的付出。

再看一下另一權威網站，物種名錄CoL，

2022-02-23查詢物種名錄脊索動物門，以下領2
亞門14綱：
壹、 頭索動物亞門subphylum: Cephalochordata。
貳、 被囊動物亞門subphylum: Tunicata。
參、 未配名稱的亞門subphylum: Not assigned：

CoL把全部綱都放在未配名稱的亞門下分
綱，注意不稱脊椎動物亞門，更沒有下門，小

門，物種名錄CoL不再細分這麼多階層。什麼是
魚兒？對物種名錄就是支序分類學上不能被接納

的幾個支序，一甲子以來，見山已不是山，見魚

不是魚了。物種名錄CoL各綱地位都被接納，不
似WoRMS有許多懸著的單元，物種名錄讓讀者
看來比較穩健，會有安定感：

甲、 條鰭魚綱class Actinopterygii，領46目，488
科，4,908屬，32,513物種，收錄比WoRMS
的條鰭魚巨大綱少1 053物種，不只是分類
差異，物種更新與登錄也有不同。

乙、 兩棲綱class Amphibia，領3目，8,054物種。
丙、 鳥綱class Aves，領42目，20,988物種。
丁、 頭甲魚綱class Cephalaspidomorphi，領1

目，47物種。
戊、 板鰓魚綱class Elasmobranchii，領12目，

1,226物種，鯊們、魟們都在此綱。
己、 全頭魚綱class Holocephali，領1目，56物

種。

庚、 哺乳綱class Mammalia，領29目，6,025物
種。

圖7  京都禪室的瞬間，頓悟侘與寂。圖6  日本魚市場上的縱鰺，鱗片退化到剩下尾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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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 盲鰻綱class Myxini，領4目，82物種，盲鰻
們在此。

壬、 爬蟲綱class Reptilia，領4目，688物種。
癸、 肉鰭魚綱class Sarcopterygii，領3目，8物

種。

分類學網站為何存在差異？

我以非魚類學訓練的醫師科學家進入魚類

學，首先面對所有山頭分類都不同，沒有一個山

頭從屬於另一個山頭。已經談過世界海洋生物

登錄組織，與物種名錄，再來介紹兩個最常用的

魚類目錄Eschmeyer's cataloq of fises與世界魚庫
Fishbase，並比較兩者的異同：

第一是倡議不同。

第二是目的不同。

但是專家或機構要同步魚類命名是很困難

的事。魚類目錄與世界魚庫，這兩個數據庫都

是生物多樣性資訊系統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Systems (BIS)和全球物種數據庫Global Species 
Database (GSD)。
魚類目錄Eschmeyer's Catalog of Fishes

先介紹魚類目錄，英語CofF，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 Institute for Biodiversity 
Science and Sustainability所經營的網頁Schmeyer's 
Catalog of fishes的簡寫，既是命名者，列出所有
新公佈的魚類名稱，並在國際動物命名法典的框

架內，評估它們的可利用度和效度，同時是權威

分類列表者，給出物種正確的當前狀態及其當前

被接受的名稱。

魚類目錄CoffF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工具，
主要作者W.N. Eschmeyer和合作者建構，魚類目
錄無疑是此類型和規模最好的數據庫，從25,000
個參考文獻中收集了大約31,000個有效物種的大
約60,000個原始名稱，5,000多個屬的11,000個，
從25,000個文獻中，給出主要統計數據，對魚類
的生物多樣性做出貢獻。

Bill Eschmeyer於30年前創立了魚類目錄，當
時他在加利福尼亞科學院工作，該學院支持並仍

然支持數據庫和網站的開發和維護，仍在繼續更

新、完成和在世界各地的多個團隊和許多同事的

幫助下，幾乎即時地更正數據。一個團隊確實檢

查了幾乎所有原始資料，對其中的許多進行了校

對，訪問並複制了幾乎所有主要博物館的類型記

錄，從而形成了一個世界類型目錄。

魚類目錄通常在報告新物種方面處於領先

地位，因為它『僅』記錄名稱、模式標本的信息

（目錄編號和參考文獻、地點等）、分佈和水環

境的一般說明、名稱引用和狀態在隨後的參考資

料，以及對分類和命名困難的解釋。除了物種編

號、博物館藏品、科學期刊、作者姓名……。幾

乎沒有其他類別的信息。

世界魚庫 FishBase
2 0 1 8 - 0 2 - 1 5版本比較老舊，領有頭

甲魚綱C e p h a l a s p i d o m o r p h i、條鰭魚綱
Actinopterygii、肉鰭魚綱Sarcopterygii、板鰓魚
綱Elasmobranchii、全頭魚綱Holocephali、盲鰻
綱Myxini等6綱，64目553科5,139屬，包含現存
33,932物種，不包含滅絕物種。

Daniel Pauly和Rainer Froese兩人於25年前在
現存水產管理國際中心ICLARM，現在稱為世
界魚中心World Fish Center創立了世界魚庫。今
天，一個由來自不同國家（主要在菲律賓）的約

20人組成的團隊，在許多合作者的大力幫助下維
護信息系統，世界魚庫團隊的工作人員會盡可能

地將信息與上述魚類目錄CoffF同步。
在過去的15年中，魚類目錄和世界魚庫在幾

個項目上密切合作，在世界魚庫網站中包含魚類

目錄內容的網頁，造成了讀者對魚類目錄和世界

魚庫兩者融合的誤會，2008年初世界魚庫刪除連
結魚類目錄。

世界魚庫基於以上魚類目錄的分類學和

命名骨幹，第一步提供有關當前有效物種更廣

泛信息。它主要不是分類學數據庫taxonomic 
database，但仍然是魚類系統學數據庫database 
on fish systematics，讓讀者認識到分類學和系統
學的不同是：後者使用前者作為所有生物學、生

態學等物種信息的結構化和索引數據庫。

第三不同是更新時間不同

世界魚庫比魚類目錄慢很多。

世界魚庫管理著60多個主題的主表，還有更
多的內部表。因此，記錄一個新物種比在魚類目

錄中涉及更多的工作。世界魚庫會在必要時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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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魚類目錄，和/或要求用戶直接到魚類目錄
中查看有關命名法的複雜詳細訊息，尤其是對於

同義名ambiguous synonym處於模糊狀態時。
世界魚庫中一項耗時的活動是在建立同義

名後合併兩個物種，但將一個物種一分為二則更

加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團隊必須重新審視每個

參考文獻，並決定它屬於兩個不同物種中的哪一

個？這又再涉及多達60個主題。因此，世界魚庫
在處理此類情況耗時。以致可能會有一些延遲，

因為這些操作在魚類目錄中要輕快得多。為了彌

補這個時間延遲問題，最近在物種首頁的頂部整

合了一個分類警告，並在需要時對物種的當前同

義名或無效性進行了聲明（然而目前還未全部完

成）。

第四有效性認定不同

在某些情況下，世界魚庫根據已發表的物

種視為有效，而魚類目錄則認為它不確定，認為

該工作不夠完整，無法遵循作者的結論。相比之

下，世界魚庫認為最好呈現與這個不確定物種相

關的生物和生態信息，以便同事或世界魚庫用戶

更容易解決這個案例。

因此，魚類目錄中還有數千個原始名稱懸

著，沒有判定『當前狀態』current status。通
常，這些名稱不在世界魚庫中，因為在其數據庫

結構中，不可能記錄與當前有效物種無關的名

稱。但一般來說，它們是很長一段時間不再使用

obsolete，或僅在長期博物館收藏中使用的舊名
稱arcahaic。
第五不同 世界魚庫不另列亞種亞科

亞種的問題可能會引起一些麻煩。在世界魚

庫中，當亞種被確認為有效時，我們沒有物種記

錄和命名記錄。例如，我們使用 Cyprinus carpio 
car pio  作為當前接受的名稱，並將Cypr inus 
carpio標記為『同義名』（這是數據庫結構引起
讀者誤會），儘管在形式上它是物種等級的有效

名稱。在2010年3月31日，FB共有185種，271個
有效亞種。然而，世界魚庫認為亞種等級不應該

再用於魚類，因為它很稀有（超過31,000個有效
物種組分類群中才有271個！），並且如果亞種
確實被很好地圈定，它們應該被提升到物種等

級，所以世界魚庫不重視亞種的地位，只是當作

一個物種同義名，亞種的數據與資訊也很少或沒

有。

超屬分類幾乎相同，但世界魚庫保留了Joe 
Nelson在他的Fishes of the World中的一些建議，
特別是對亞科的建議。它具有微弱的影響，因為

魚類目錄在很大程度上也遵循Nelson的分類，並
且因為它主要涉及階層問題（例如，科被視為亞

科，或亞科被視為科）。

日本的海洋美食文化

對於日本料理而言，海洋生物最重要的還是

廚師要會辨別，選購食材，與食材收獲後的保存

更加重要（圖8,9），我只到熟臉孔的料理店外
食，我比較注重師傅在整體料理的經營、選貨、

保存與衛生、安全，以及台灣烹調管理沒有講授

的調理科學，甚至人文意境等的著墨，師傅再行

有餘力，我會看他的毛筆字（圖10），外場人員
的動作美姿，上茶、上菜都有美儀，講話有否得

當？空間是否合宜？聲音？樂音？人聲之間的平

衡與牆壁、地板的反射音，美術設計的高雅、人

員的服裝、庭院，所以我沒有業配清單，我只有

隨著地方特產與四季變化，而做選擇，寫成『割

主烹從風物詩』。

在隋唐時代遣唐使努力跟著學，明治維新後

『脫亞入歐』，至今已逾150年，經過留學與交
流，早成立學會與設置調理師學校（圖11），很
多人已經精通歐洲廚藝，加上中華料理與自己民

族和食的餐飲藝術，所以米其林在2008年頒發最

圖8  旭蟹以杉木片保存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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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星星的城市就是東京，數十年來每年40名法國
中堅廚師到日本京都學習和食對餐飲服務，尤其

海鮮物種的全新廚房詮釋。

日本博大精深的魚類資訊，令遠東各國魚類

專家，分類與許多書籍的內容，至今都依其藍本

翻譯而成，所以我試著閱讀第一手資料，就掉進

日本語文獻堆的漩渦裡。就像我也對大英的帝國

不苟同，但是我卻對英國庭園，自從1983年在慕
尼黑見識過後，從衛星看到了英國庭園的豐富與

專業，不是我們以超大量出口幾樣盆栽植物可以

比擬。

另外在海產的調理上，日本在江戶文明絢

爛時代就發明了江戶前壽司，在漁業上，在海產

通路上，在調理食物上，多所現代化的地方，例

如桌前割烹服務，吧檯的動態設計，海鮮的保存

與刀工切剖，海鮮生食調理，一夜干等鹽醃，鰹

節高湯增鮮等，包括在台灣最近30多年來，也用

日本的餐飲模式開店或連鎖餐飲展店，歐洲近40
年來，更是猛學日本的沙西米，魚料理，與日本

料理，迴轉壽司更是瘋狂地增加，造就很多中國

人，韓國人，東南亞人，與南亞人的就業機會

（圖12）。
生魚的吃法

生魚料理要如何吃呢？首先應由白而紅。

白，白身也，剖出魚排，拉掉魚皮，魚身肉色為

白色，沒有豬肝色血合肉，就是白身魚。在日

本，準備用來做沙西米的魚一但被捕獲後，漁夫

便立刻用刀子叉入頸大動脈放血，並以金屬針插

入脊椎腔，破壞中樞神經，稱為生締，所以他們

的白身魚沙西米是潔白無血管，肉色也純白（圖

13），而在台灣吃到的紅魽（圖14,15）、嘉臘
魚（圖16,17）等白身魚則肉身帶點粉紅色，又
有黑色的血管分佈，這都是國人沒有生締魚類習

慣造成。

圖12  在德國低薩克森州某車站華人壽司攤。

圖9 19910902京都中央市場剛從零下70度冷鏈拉出來
的黑鮪魚。

圖10 山代溫泉滔滔庵晚餐是料理長用自來毛筆親筆寫
出的。

圖11  大阪的「辻」調理師專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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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白身魚幾乎無腥臭味，味道較清淡，

有季節性，而赤身魚，如鮪魚（圖18-21）、鰹
魚（圖22-24）等屬於海洋內洄游魚類，滿口旨
味與磯香，並把強烈的血液鐵味送入鼻竇腔，最

後充滿整體呼吸道，所以這是兩種魚口感與味道

截然不同的享食，順應人類味覺，刺身宜從淡味

白身魚吃起，再吃味道強烈的赤身，或其他貝類

（圖25-28）、魚卵（圖29）等，比較能夠享受
到白身魚的珍味。

在21世紀前，日本正統壽司店，無論客人單
點何種壽司，師傅一定一次遞給你一盤二片，稱

為一份Hitotsu。而沙西米一份的份量則是三片，
不過你也可以跟師傅說只要一個就好(Iggo)，而
Okonomi則是隨自己的喜好，這種點法的價格較

圖20 這是京都重兵衛壽司處的黑鮪
魚山掛。

圖18 上為黑鮪幼魚，下為日本馬鮫。 圖19 京都嵯峨野嵐月料理店午
餐生麩佐真鯛與黃鰭鮪魚

造里。

圖14  紅甘握壽司。

圖15  台灣紅甘沙西米。 圖16  台灣嘉臘魚腹壽司。 圖17  台灣嘉臘魚壽司。

圖13 1996年，京都大塚料理長以手比出這一條天然
平目魚的大小，已經生締，體白無暇，味道鮮

美，毫無雜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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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吉武壽司屋的初鰹加上漬物一點綠，是調味還是
調色？

圖24  迴轉壽司進口的鰹魚類。圖23 超市販售的中央加
工廠已經燒過的正

鰹踏踏奇。

圖25 都是日本列島原生貝類，如帆
立貝，與日本真牡蠣，錦市場

的大安先清洗乾淨再加熱料

理。

貴，不過所給的材料較高級部位，可謂一分錢一

分貨，師傅都是專家，不會搞錯，不會有台灣業

配文說A 錢回來。
對於初試日本料理以及受預算所限的讀者

則可以點套餐，但是用料等級有差。平價料理店

外面通常都擺有套餐模型，與實際套餐相似，不

過會因季節性的變化，而有魚獲的稍為不同，這

些都會於模型上加以說明。一般而言，午餐時逾

3000日元的沙西米/壽司已算是非常好了，屬中
上等級，稱為刺身膳，或壽司膳，單獨捏壽司則

多數人稱為壽司Susi。若想吃更便宜的壽司則可
以吃迴轉壽司，或至廉價店吃散壽司，即將切

頭、尾與切邊肉，散泊在壽司上，通常便宜到

1500元日幣。
而手卷有許多種做法，有一些做法與細卷

做法類似，不過通常不用壽司簾壓成型。我曾

在築地一家廣口壽司元祖「玉壽司」料理店吃

過廣口狀及長條狀的手卷，這二種做法各有千

秋，口感稍有不同。而細卷則是類似台灣常見的

海苔壽司，不過形狀更細。捲鮪魚的稱為「鐵

火卷」（圖30），捲小黃瓜的稱為「河童捲」
(Kappamaki)，捲鮪魚腹加蔥末的稱為Negitoro，
屬最高級的細卷；當然還可以捲梅漬、貝割蘿蔔

(蘿蔔嫩葉)，別有一番風味，可當清潔口腔的最

圖21 芝豆腐屋的沙西米，有前面的大目鮪魚赤身，與
後面的蒟蒻，有淡味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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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冷風吹，東北的貝類就是旬了，白水煮火鍋就很
好吃，左下方有白鳥松貝，與北寄貝，右前是

淡菜，左後是扇貝。

後一貫壽司。

日本料理店中通常都放有切片的生薑，顏色

略呈粉紅或黃色，可以去除腥味，此外，蘆筍沙

拉、生菜沙拉、蘿蔔絲（高級料理店的蘿蔔絲是

手工切成的，水汪汪狀，非常好吃），這些都可

去除魚貝類腥味。

日本料理中的辛香料通常由師傅配好，一

般的鮪魚或無特別說明的魚，通常以山葵做為調

味料。可是並非所有的魚都用山葵調味，有時亦

會用長山芋(山藥一種)調味。而鰹魚類則是用淺
蔥薑末調味，鯵科魚亦同，不過鰹魚用稻梗烤

過30秒後放入冰塊退熱，做法稱為土佐風踏踏奇
Tataki。

鯵科魚類與正鰹的做法類似，在淺蔥與薑絲

中再加入師傅特別調味的醬油。鯖魚(花輝)是醋
漬後加點薑、淺蔥、茗荷，至於甘蝦則是在其腹

圖28  真正的黑象拔蚌，日本與稱為鳥松貝。

圖30  大阪某倒閉壽司店的鐵火卷。圖29  京都千花的烏賊與魚卵和物。

圖27 京都種兵衛壽司處大塚料理長所切雕出
來的赤貝，像一隻飛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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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沾點山葵。而海膽、鮭魚卵是用海苔包成圓桶

狀，下面包著飯，外頭沾點山葵，再鋪上鮭魚卵

或海膽。蝦蛄與穴子則較特別，後者通常是在現

場烤一下，然後再刷上師傅調製好的醬煮膏，不

放山葵。至於白魚亦是以軍艦型態，醋飯上直接

鋪上白魚，最多加點淺蔥蔥花，有的師傅還會加

點茗荷。京都大塚師傅就很喜歡在鰹魚Tataki上
放朵菊花，或在嘉臘魚上放朵防風草或紫蘇花，

甚至有人放上蕨類。所以沙西米的辛香料並不只

有天然現抹的山葵，而講究的店不用化學粉調製

的『芥末』。

初學者最好點握壽司，因為握壽司有醋飯，

除了達到均衡營養之外，米飯中的醋、糖、米醂

酒等物質會中和沙西米的腥味，因為沒有腥味的

東西吃了令人覺得好吃，亦令人不易生膩。

最適合日本料理的湯為味噌湯（圖31），無
論白味噌或紅味噌皆可。亦有人配上魚湯(即潮
汁煮)或是魚頭尾的清湯，不過配上日本風味的
味噌湯是國人應該嘗試的方向，因為日本的味噌

釀造味重，無論成份含有乙醇或是酯類，皆可去

除腥味，也有護膚與降高血壓之實證效果，也就

因此使得老饕能夠源源不絕的品嚐生魚的原因

了；相對地，台灣的味噌較甘甜。

吃沙西米要不要喝酒呢？個人認為喝綠茶是

最好的，因為喝酒不但易造成交通事故，費用較

高，且易增胖。不過若要增加沙西米的風味，個

人不反對喝酒，不過最好選用日本清酒。

沙西米可以當作飯前菜的小菜(Tsumami)；
也可當作套餐的副菜；亦可以在壽司店重頭到尾

只吃沙西米或是壽司；或者在壽司割烹，以沙西

米為主，再配上一些天婦羅、炸沙梭等，或是加

上一些煮物，如百合、山芋、芋頭所煮成的低熱

量、營養均衡料理。也可以配上醋物，以醋醃漬

成的海產類，如醋漬章魚，其中瀨戶內海明石市

所捕獲的章魚是最好吃的，香醇有咬勁。不過吃

時還是要把握淡口味在前，重口味在後的原則，

保證賓主盡歡。不過口袋可要算一算，因為一位

男性光吃喜歡的料理，便要花上2萬日幣以上，
這樣的費用並不包含稅以及服務費，若再加上一

些配菜，費用則更高，若再喝酒那帳單更是高到

師傅會笑了。

五星級飯店的日本料理都是非常昂貴的，

百貨公司裡的日本料理亦是人們常吃的，不過水

準參差不齊。有些店品質很好，有些則差，百貨

公司的料理店那麼多，如何選擇呢？有時排隊人

多的料理店未必是好的，因為排隊人多的料理店

往往是C/P較高，但品質未必較佳。日本還有一
些築地連鎖店（1820年代與兵衛發明江戶前壽司
就在築地），有些價格很便宜，不過味道較大眾

化，因為省略了製作細節。說了那麼多，到底最

好的店在哪兒呢？其實最好的料理店是無連鎖

店，單獨一家的，多數集中在舊江戶灣的銀座，

新橋，築地等地，不過價格不斐。

在一般溫泉鄉吃到的日本料理是較普通，刺

身多數不講究，要達到好吃等級，一泊二食都要

3萬多日圓以上，甚至兩倍以上高價。

結  語
為了禪宗最高層次『見魚是魚』，我以即

時海洋生物分類學架構美食，深入物種多樣性研

究論文，提高信度與效度，杜絕公平交易陷阱與

保障食安與衛生，更避免吃一間說一間，陷入業

配，大破大立。收錄全球語言的美食資料，記錄

旅行各國經驗，來創作美食故事，融合科學與人

文入美食，本期在分享第一個鰻形目完整後，今

天再作開場介紹魚，將來陸續分享30多年來創作
具有海洋文化美食的點滴，海洋美食超越魚，也

不限於魚。下一期開始介紹鮋形目，白身魚絕世

美味的物語，將細論各物種料理與吃法，敬請期

待。賜教請寄humanityman1@gmail.com。

圖31 1997.08.31炭屋大和蜆味噌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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