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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名為海洋文化的美食，為何還談論淡水
魚呢？

因為魚類的生態與生活史研究數世紀後，至

今多數物種還是不明；許多水生動物具遷徙性，

有些甚至遷徙超越5000公里，例如日本鰻，歐洲
鰻。目前科學投入遠低於全盤了解的需要；已知

有許多海魚也在山上河流發現，例如花身雞魚，

既然淡水海水雙向迴游，所以日本就稱魚類為水

產品。

而水體分類也在系列中發表過，導引大家了

解全球水體鹹度各異，魚類不是簡單能夠把淡水

與鹹水一分為二。

再說我說海洋文化不是海水文化，而是海洋

相關的文化，例如：大家越過海洋，從事國際交

流，甚至旅遊，大家說洋派，洋食，洋派，洋場

等，都是與超越海洋國際有關，所以凡事跨越國

界的就是涉及海洋maritime之意，因此我的美食
系列是國際的各式美食，是充滿海事與異國旅遊

傳奇，是古往今來傳說的美食，充滿美麗的小小

物語。

如何吃魚最便宜？

當世界海產迅速減少之際，海魚每天漲

價，連沙丁魚在2007年在日本從1月到4月，就漲
成300%，過去海裡面像蝗蟲一樣多，提供食物
鏈網中上游大魚的食餌，現在人都吃不到了，當

然餓死海洋大魚，所以全情漁獲神速減少中。鯉

形目各式魚，例如草魚吃草就能長出魚肉來，勝

過五穀農業，是人類的蛋白質來源的救星，是窮

具有海洋文化的美食系列─
虱目與鼠鱚

人的健康希望工程。

2020年養殖的草魚每公斤130元，本土養殖
的潮鯛（吳郭魚），價錢相差一位數，日本進口

養殖的真鯛每公斤更高達334元，天然的真鯛每
公斤1,000元上下，季節與品質差很大，做成壽
司，廢棄率約50%，於是一粒握壽司，養殖潮鯛
30元，天然的真鯛只能在日本吃到，1,000-3,000
日圓，等於270-540元台幣。到了活魚店每盤魚
約1000日元，在壽司店養殖的日本真鯛握壽司，
大約每一貫大約500日幣。每片握壽司算20公
克，店家還是使用便宜的魚來做最有賺頭，但是

淡水魚是不能生吃的，較多寄生蟲的危險。

讓我來整理2022年6月24日行政院農委會水
產行情如下：

交易日期  
市場 作物

交易量

(公斤 )
平均價

(元 /公斤 )

2022/6/24 新竹 吳郭魚 1404.7 61.3

2022/6/24 興達港 吳郭魚 80 60

2022/6/24 台北 尼羅紅魚 479.9 73.2

2022/6/24 埔心 尼羅紅魚 228 68.7

2022/6/24 斗南 其他吳郭 227.9 109.7

2022/6/24 彰化 其他吳郭 183.3 110.9

2022/6/24 彰化 鯉魚 59.9 87

2022/6/24 佳里 大頭鰱 6 46

2022/6/24 斗南 烏鰡 7 105

2022/6/24 台中 虱目魚 2501 118.8

所以有錢人，可以到日本吃，在台灣各地

吃各級魚類，都沒有問題，但是上班族，尤其背

著房貸，家中長輩也是上班族，無家產，怎麼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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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當然吃新鮮的淡水魚，蒸煮煎來吃。

再以國家來看，隨著高科技的迅速發展，股

票連日再創歷史新高，熱錢繼續流入，大君一一

成為世界級富豪，高科技從業者水漲船高，一般

民眾收入將更懸殊，到底我等在資本主義社會，

我關心的是低收入民眾，與老人安養院等個人與

機構的營養素質問題，我覺得要研究出，肉質

好，又不會有臭體味，臭土味的淡水魚，在上面

部分可以種植太陽能發電板，冬季插入電棒加溫

魚塭，預防亞熱帶養殖魚凍死，才是環境上，能

源上，國民營養，國民保健上的正確作法，不是

一些廣告食品與補品，他們也貢獻部分工作給我

們醫師收拾三高的終局之戰。

我覺得自己做菜的話，買甚麼魚都划算，因

為越高級的季節海魚，越不容易吃到，因為高級

魚成本太高，光進貨現金與囤貨，要怎麼賣客戶

呢？所以只有大眾貨色，最多一些養殖的有土味

的平價石斑魚，只要不借錢，量入為出。在外頭

吃以活魚店的一魚多吃餐廳，對週日小旅行的庶

民一家人最划算。

鼠鱚目order Gonorhynchiformes ネズミギ
ス目

2022-06-22，查詢世界海洋物種登陸組織，
鼠鱚目領有4科，36物種；台灣魚類資料庫登錄
有2亞目2科2屬2種：
1. 虱目魚科Family Chanidae Günther, 1868，虱
目。

2. 鼠鱚科Family Gonorynchidae Richardson, 
1848，鼠鱚。

3. 克奈魚科Family Kneriidae Günther, 1868，非
洲產，食用魚，台灣沒有進口。

4. 堅喉魚科Family Phractolaemidae Boulenger, 
1901，產於非洲尼日河流域，食用，有作為
觀賞用，台灣沒有進口不談。 

F098虱目魚科 Family Chanidae Günther, 1868
2022-06-21，查詢世界海洋物種登錄組織，

領有唯1屬1種：
虱目魚屬Genus Chanos Lacepède, 1803
《臺灣通史》中記載：『台南沿海事以蓄

魚為業，其魚為麻薩末，番語也』所以很有可能

是原住民西拉雅語，去掉掉第一音節。其次有

sábalo源自西班牙語。林明男與鄭維中認為是西
班牙語稱虱目魚為sábalo，而在荷蘭統治時期傳
入臺灣，這需要查證多久以前，台灣餐桌出現。

最後可能是來自日文的さば（鯖魚saba），在百
多年前日本進入台灣，當地人隨便找一個外型有

點像的鯖魚唐塞。

虱目魚 Species Chanos chanos Forsskål, 1775 
milkfishサバヒー嘉南平原的熱情

沒有住過嘉南平原與高雄的人，不知虱目

魚的重要；沒有住過嘉南平原的人，不知虱目魚

的美味。在臺北盆地陰濕的市場中，想像不到那

嘉南平原的遼闊，也見不到虱目魚的英姿。那脫

鱗、無力、沒有姿勢的冷凍虱目魚中，看不出嘉

南平原虱目魚的熱情。

虱目魚科Family Chanidae 唯一1屬1種。英語
名：milkfish，日本語是統治台灣時的音譯使用
至今，サバヒー。俗名虱目魚，但是一般台語市

場名就是sabahi（圖1）。
海水域，淡水域，汽水域，三域可棲，底棲

上層的淡水海水洄游性（圖2）。虱目魚亞目屬
於熱帶及亞熱帶水域魚類，世界分布於印度至太

平洋，紅海與南非至夏威夷與馬可薩斯島,北至
日本，南至澳洲維多利亞州，東達加州的聖貝多

羅到加拉巴哥島，沿著大陸棚與島嶼的周圍，高

於20°C東太平洋。無論從河川中的淡水、到河
口紅樹林區、到海洋中的砂質底地形、或珊瑚礁

區近海沿岸、潟湖的環境，0–80公尺水域，能適
應各種不同鹽度的棲息環境，皆有其蹤跡，真符

合現代上班族楷模，學會18般武藝，隨時能夠適
應不同環境，並且繁盛生存。

圖1  虱目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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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興達港魚攤最上面兩尾就是野生的
虱目魚。

台灣分布於全海域，天然魚最大體長：雄魚

180公分，雌魚124公分，自小就常常聽父親說：
今天漁船抓到很大尾的虱目魚。

天然成魚體長91.8公分，一般體長68 - 70公
分，最大體重：14.0公斤，最大年齡15年。養殖
魚就小了很多，一般都在50公分左右。

高漁業經濟性高，商業養殖昌盛，也是游

釣魚種，也當誘餌。體延長，稍側扁，截面呈卵

圓形。頭鈍，中等大。吻圓鈍。眼大，脂性眼臉

發達。口端位，口小；上頜中間具一凹刻，下頜

中央具突起；無齒。體被細小圓鱗，不易脫落；

側線發達，幾近平直背鰭與臀鰭基部形成鱗鞘；

胸、腹鰭有寬大的腋鱗；尾鰭基部有2片大鱗。
背鰭位於體中部前方，具軟條14；臀鰭位於體之
後半部，具軟條11；腹鰭軟條12；尾鰭深叉。體
背部青綠色，體側下方和腹部銀白色。

發現在近海海洋與水淺的沿岸，也時常進入

河口，偶然地深入淡水河流，成魚在海岸的附近

或島的周圍、礁石豐富帶結成大大小小的魚群。

仔魚在幼齡期向陸地移動，駐泊於沿岸濕地(紅
樹林、河口)，或者偶然地進入淡水湖泊。青春
期幼魚與亞成魚返回大海成熟。仔魚吃浮游動

物，青春期幼魚與成魚吃藍綠藻，軟藻，小型底

棲無脊椎動物，甚至浮游魚卵與仔魚。

只在純海水中產卵，母魚一次可產上百萬顆

的卵，孵化仔魚在大洋浮游2-3個星期。春秋兩
季子魚期常在靠海近岸河口區隨波逐流，漁民撈

捕仔魚，被撈起的仔魚賣給養殖場。臺灣西南部

常見其養殖魚塭。已成最主要養殖魚種，魚肉細

緻肥美，一直為嘉南平原家庭物美價廉的佳餚，

味道鮮美。美味唯一的敗筆是多刺，留意小朋友

不要梗刺於喉嚨，製造了急診的病人。 
養殖於魚池至青春期幼魚，在市場上銷售

生鮮、煙燻、罐裝及冷凍。魚株能被蓄養、繁殖

場內孵化生產子魚，人工繁殖已成功。耐熱到

32°C中生長與繁殖，但是寒害來時，冬天寒流
一來，總會凍死一些，農民損失不計其數，我覺

得太陽能時代，似乎養殖魚塭，也部分可以種

電，接上電熱棒於池中，冬天可以維持魚塭的水

溫在20以上。   
虱目魚的腹部在我這一代的孩子是吃不到

的，因為那時虱目魚不是便宜的海魚，家長一

夾，就被吃掉了，更遑論那貧窮家庭，是無能力

買進較高價的肥美虱目魚。所以虱目魚腹是中年

遊子夢裡的回憶，在那香味中彷彿回到了老家，

看到了當時的老朋友、雙親、手足以及當時那空

氣、那美食的香味與聲音。

我的手阿嬤牽著，我身高剛好在市場販售

台，視線等高處，看到一尾一尾銀色閃爍的虱目

魚，心中想著晚餐的美味，現在阿嬤已經他界，

鹹香虱目魚豬油煎過的味道已經隨著歲月與阿嬤

一起逝去。臺北市場所賣的，是將虱目魚的腹部

一整片切下來賣的，失去了魚背的虱目魚已沒有

雄姿，也沒有了鮮味，我不禁問外婆：「這是虱

目魚嗎？」。大女兒喜歡吃，現在小女兒接著嗜

吃豆豉煮虱目魚，可是她已經體驗不出為父那時

代的虱目魚人文了。

虱目魚不但好吃，料理多變化，牠的營養亦

是豐富。每100公克的虱目魚含有熱量194公克、
水份66公克、蛋白質21.8公克、脂肪11.9公克、
醣0.1公克、纖維素0.1公克、鈉96毫克、鉀213毫
克、鈣16毫克、鎂36毫克、鐵0.7毫克、磷244毫
克、鋅0.9毫克、銅1毫克、維生素A 210微克、
維生素B1 0.02微克、維生素B2 0.12微克、菸鹼酸
6.5毫克、維生素C 1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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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紅燒虱目魚，先煎了之後，再加入醬油、
水、米酒、蔥絲、薑絲，天下最甘美的紅燒

魚就是這道菜了。

4. 麻婆虱目魚，先煎了魚排之後，蔥爆香，置
入肉末，放進煎熟魚排，再以豆瓣醬、辣椒

醬、米酒、糖水調和的醬汁，勾芡來慢火煮

到收汁為止，。

5. 滷虱目魚，以醬油、水、米酒的醬汁來煮，
可以加一點薑汁，爆香紅蔥頭，肉末，甚至

滷肉，煮來有滷肉飯的滋味與香味，海味加

山珍，更勝單品一籌。

6. 豆鼓蒸虱目魚，鮮魚放在碟中，鋪上薑絲、
蔥絲、橘皮、米酒、黑豆鼓，蒸15分鐘，燜
10分鐘，從電鍋拿出的時候，在餐廳的客人
還未看到菜色，口水就流到桌上來了（圖

3）。
7. 乾煎虱目魚，鮮魚放在碟中，灑上薄鹽，放
入油鍋慢火煎到赤黃，又香又鮮（圖4）。

8. 虱目魚湯，鮮魚放入冷水鍋中，慢火煮熟，
灑上薄鹽，放入蔥薑（圖5）。

9. 鹽燒虱目魚，這是以鹽先把頭部與尾部包起
來，再炭烤，由於魚肉較厚，不易燒焦，也

沒抹鹽，所以不會太鹹。日本的不鏽鋼刺廚

具，可以有效安定魚肉，叉上2-3枝，就不會
因為烤後而破壞了形狀。直接吃，不用沾任

何醬料（圖6）。
10. 虱目魚煮付，可以用醬油加味醂、醬油、米

一口訣：南部人的思鄉魚。

吃 法
魚貝類知名度，認識的人就是外國人或生活

白痴，屬於人盡皆知的1階。 
全國大流通，佔有5席。
味覺評估：達4.5星，淡水魚的超級無敵美

味。

虱目魚在臺南，北高雄更是每日必吃的食

物，你若有臺南的朋友要趕快巴結他，多向他研

究如何做出一道虱目魚的好菜：唯細刺多於其

他食用魚是麻煩又危險之處，不過腹部魚刺就少

了。高雄市彌陀虱目魚文化節每年冬季在高雄彌

陀舉辦，已有二十年歷史，興達港一年四季都有

各式料理，虱目魚佔大宗，值得一遊。

1. 香煎一夜乾虱目魚，鹽漬半天的虱目魚，就
是一夜干作法，就用豬油或用葵花油、芥花

油、沙拉油煎到金黃香脆，再翻邊煎到黃金

色，趁熱三分鐘內享用，那魚皮更是大家搶

著吃的香脆、魚腹滿是於油香味的特級平民

美食。豬油煎起來較酥，芥花油也很香，但

是最健康，可以降血清膽固醇。

2. 虱目魚湯，選最新鮮的，肥碩的虱目魚，切
塊後，放入水，米酒、蔥絲、薑絲，煮滾後

在以小火慢煮10鐘，香噴噴，軟綿綿，入口
即化的魚汁，是成本效益最大的魚，請不用

加醬油或味精，只要加點天然鹽，就是絕配

了。

圖3  虱目魚腹肉煮豆豉。 圖4  乾煎虱目魚，引用愛料理。 圖5 探視檢疫中小女兒，指名要買
虱目魚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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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比醬油更去腥。

13. 宮保虱目魚，與上面做法類似，不過要先把
宮保，爆香才加入蔥絲、薑絲，虱目魚。

14. 虱目魚香炸 (清炸げ )，用沙拉油或葵花子
油，加熱到180度以下，將虱目魚腹裹油炸粉
清炸，在炸後三分鐘內吃，亦可沾各式東亞

醬料或胡椒鹽，或是西餐的韃靼醬，或蕃茄

醬、甜辣醬、Bar B Q醬、以及果汁或酸奶所
調出來的醬。這時外脆內軟的魚腹，就在您

口中溶化了（圖9）。
15. 虱目魚天麩羅，魚腹去刺後，包麵衣在160-

170度炸數分，沾醬油與蘿蔔泥的日式天婦羅

醬，入口即化，比美鮪魚腹。

16. 虱目魚粥，以鮮魚煮成海產粥配料（圖
10）。

17. 炭烤虱目魚，這是地中海的吃法，義大利或
希臘人喜歡在海濱，以炭火烤整條魚，一般

是抹上橄欖油，吃的時候也是沾辣一點的橄

欖油吃。

18. 泰式虱目魚魚湯，以蝦醬與魚醬，檸檬汁為
湯頭，加數隻帶殼鮮蝦(不要剝殼浸硼砂的蝦
仁)，番茄與虱目魚片煮熟，就是夏天下飯幼
營養的美食了。

19. 麥年虱目魚，以魚排裹麵包粉深煎奶油，配

圖6  鹽燒虱目魚，引用黛西優句句。

圖9  虱目魚腹肉香炸。

圖7  虱目魚煮付。

圖10  台南虱目魚粥外賣。

圖8  蔥燒虱目魚。
酒、砂糖，放在鍋中，慢

慢煮到膏狀，這時的虱目

魚與佐料充份混合，花式

的作法可以加入自己喜歡

的香料，無論是柑橘科皮

或九層塔、或海帶、或香

酥蔥類，不過要注意不能

用過大的火，以防燒焦；

也不要貪心，加了各式辛

香料，只要選一味即可

（圖7）。
11. 蔥燒虱目魚，如同煮付的
台灣版，有加上很多蔥，

比較不甜（圖8）。
12. 味噌虱目魚，以兩種味噌
醬調和後，加水與清酒煮

魚塊，煮熟後降慢火，上

桌前再加入剩餘的味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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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西餐生菜。

20. 咖哩虱目魚，以去魚刺的魚塊，煮各種咖
哩，就出現一到南亞口味的佳餚了。

21. 虱目魚火鍋，以虱目魚片，魚丸，魚餃、白
菜、茼蒿、帶殼鮮蝦、小管為材料、以扁魚

乾為湯頭，堪稱：最強的活鍋。

22. 義大利風味虱目魚，以橄欖油先把火腿與蒜
泥爆香，再煎虱目魚排，最後再調醬汁。這

就是虱目魚肥美腹肉的吸引力，也是個人私

房菜，使養殖漁業往國際化邁進的點子。

23. 虱目魚丸，在南部海港邊，多的是小攤販賣
虱目魚丸，脆軟彈適中（圖11）。 

F099鼠鱚科 Family Gonorynchidae Richardson, 
1848 ネズミギス科

Gonorynchus字源：古希臘語gonia = 角, 角
落 + rhyngchos = 口吻部。鼠鱚是日本語名漢譯

名。

2022-06-21，查詢世界海洋物種登錄組織，
領1屬：

鼠鱚屬Genus Gonorynchus Scopoli, 1777 ネ
ズミギス属

2022-06-21，查詢世界海洋物種登錄組織，
領5物種：
1. 鼠鱚Gonorynchus abbreviatus Temminck & 

Schlegel, 1846
2. Gonorynchus forsteri Ogilby, 1911
3. 長體鼠鱚Gonorynchus gonorynchus Linnaeus, 

1766，分布在南緯15度以南，最長體長60.0公
分，一般55.0公分。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

種紅色名錄：最不關心：評估日期：2014年7
月10日。

4. Gonorynchus greyi Richardson, 1845
5. Gonorynchus moseleyi Jordan & Snyder, 1923

鼠鱚Gonorynchus abbreviatus Temminck & 
Schlegel, 1846 beaked sandfish ネズミギス

英語俗名Bighead beaked salmon, 台語俗名老
鼠梭，日本語名ネズミギス，日本漢字鼠鱚，語

源三重縣二木島取的名稱，可能臉部有鬍鬚，外

看來像老鼠的沙梭魚（ギス）。中國大陸名：鼠

鱚，最大體長31公分。
分布於西北太平洋，從日本經東海，南韓沿

岸，大陸南部沿海，到台灣分布在東部、西部、

南部、澎湖，棲息於近海沿岸50 - 100公尺深砂
泥底。模式種產地日本。

棲息在沿海岸線到50-100公尺深度的沙底或
泥底。夜間活動，白天埋在沙子或泥土中。以底

棲和穴居無脊椎動物為食。遠洋幼體被海鳥捕

食，或在惡劣天氣中被發現上岸的魚體。

日本分布於新潟縣能生町，若狹灣至九州

南岸日本海・東海，茨城縣-九州南岸太平洋沿
岸，少數在瀬戸內海。九州-帛琉海嶺。海水
域，汽水域兩棲魚。

在台灣魚類資料庫提醒有毒，太小不是食

用魚。但是世界魚庫沒有註明，日本，菲律賓有

吃。

漁 法
定置網，千葉縣三重縣津濟市。

魚貝類知名度，認識的人就是學者級的最高

程度5階。 
只有海釣者自己吃，屬於完全沒有流通，1

席。因為它在日本各地被撈起，但是過去好吃打

太多了，又便宜，所以本物種沒有流通，全部都

丟棄了。因為真好吃，因此，專家呼籲請盡不要

丟棄它。

味覺評估：達4星，非常美味。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未評

估。

吃 法
選魚：深色的魚身。繃緊的魚體。

品嚐季節未知。

圖11  星達港的虱目魚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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鱗片很細並且很難去除。皮膚又厚又結實。

骨頭不硬。透明的白肉，即使加熱也不會緊縮。

日本料理法：燒（塩燒）、煮（醬煮等）、

生食（沾日式蠔醬油かきだし）、揚（皮唐

揚）。

刺 身
無腥味白身魚，有一點脆，可以做成壽司，

無論炙燒，或沾醬都好吃。

醬 煮 
汆燙後，熱熱倒入冷水中，用清水沖洗，

沖洗掉剩餘的鱗片和粘液，並切成易煮的小塊。

再用清酒，醬油和水醬煮。您可以用味醂或砂糖

加甜。即使煮沸，它也不會緊繃，魚皮會像明膠

一樣變軟。味道鮮美，沒有惡味就可以品嚐到鮮

味。

湯

拉除魚皮，並切出魚排，魚頭與脊椎骨頭也

要一起水煮，所以要用大蔥切碎作配料，它具有

獨特的風味，非常美味。

魚皮唐揚

使用剩餘的被切出魚排的魚皮，充分擦水，

撒上馬鈴薯澱粉，然後在低溫下油炸。皮膚具有

鰻魚般的風味，此外，由於沒有粘泥，因此油炸

時會變脆。

魚料理隔夜能不能吃？

不吃隔餐的飯菜？

這是台灣人現代高調而且做不到的理想，在

德國人心裡，能夠吃到一餐熱食是值得慶幸的大

事，因為他們多數晚餐時，吃香腸與火腿（注意

不是熱狗），有些人一天吃3-4次香腸，包括點
心時間，下午茶時間都吃到茶香腸，或小法蘭克

福香腸等（圖12）。我的法語老師他們家吃的主
菜，他們一次就做了好幾天的份，然後放在冰箱

裡面，吃隔夜菜是他們的道統（圖13、14）。
世界最有錢的米其林「三十星」主廚侯步

雄，或翻成羅布松，他出品冷凍食品與現成高湯

賣給餐廳，大賣，年賺上億美元。全球自從有了

普及的冰箱，就沒有家庭食物中毒，隔夜菜不會

壞掉，請不要呼弄老百姓了！

但是現代多數台灣人是不進廚房的，多數上

班族吃外食，因為工作，升學，補習等忙碌，所

以吃進許多點心類，而不是正餐，即使正餐，也

是金玉外表的美食。多數人沒有心學習烹調，甚

至食物營養與健康也都忘記了，所以不知道米的

顏色，不知味精與真材實料的味道有何差異，更

圖12 Steigenberger旅店不來梅店自助早餐，
所提供的小號的香腸。

圖13 Julie Couderc老師作蛋糕，當然會有
隔夜吃。

圖14 Julie Couderc家鄉南法的主菜，非請
客，是一次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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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說如何煮一餐食安又美味的飯菜了。

這有何關係不明有錢買就好了，但是您知

道您要如何挑選食物嗎？如何挑選飯店嗎不明飯

店給您的食物是現煮的，更不可能知道如何辨識

了。

連最大的高級日本料理連鎖店，在20年前就
設置了食品加工廠，您以為您吃的滷鮑魚（圖

15）、壽司捲是現做的嗎不明除了沙西米外，也
都是食品工廠供應的，分店只負責退冰，加熱與

擺盤，類似空服員從冷凍庫拿出頭等艙美食一般

動作，廚師只是低薪的小弟，源頭有研發廚師，

有品管師，有買貨選貨的廚師，在這種地方工

作，學不到廚藝，只看到一包一包的冷凍品。

每天吃隔餐的食物，半成品加熱上桌的連鎖

中餐廳也很多（圖16），市場小販許多食品委託
製造非自製，客人不自知，您還在挑剔什麼『洪

醫師帶便當，吃隔夜菜』，或是『啊喲！洪醫師

您吃罐頭呀』？

外食者自以為不屑吃『隔夜菜』便當，每天

吃自助餐，或麵攤，每天都有熱騰騰的菜，您確

定是現煮的嗎？確定不是隔餐加熱的嗎？確定不

是冷凍蔬菜嗎？

您吃的大餐是過夜菜嗎？很可能是。

好吧！您有高收入，每天進入小館子，吃

『現做的』，『現炒的菜』，要確定店家沒有外

包！沒有買現成的冷凍成品食材嗎？例如豬腳

庫，例如肉丸，花枝丸，冷凍水餃，控肉，德國

豬腳，烤鴨，燒肉，港式點心，甜點，包子，甚

至冷凍蔬菜嗎？我更不說違法從舊菜加工出來，

變成新菜了。

即使到高級日本料理店，xx 選品，滷鮑魚
一次數十天份量，那不是隔夜，甚至隔週，或隔

月菜？

好吧！進入某日本料理一餐4000元，南非小
鮑魚是現煮的嗎？不是！

是中央廚房來的隔週菜！一次煮好數千粒，

全數冷凍的，隔週菜，或隔月菜。

再說德國的料理香腸，無論血腸、肝腸、各

種保存熟香腸都是經月發酵，冷藏，冷凍食品，

哪一項是今天能做成的呢不明怎麼禁止，那德國

人早餐只吃您桌上的食品嗎不明才不！

說到發酵，醬油難道要吃化學的嗎不明許多

食物，尤其慢食都是發酵食品，好！您喜歡化學

品嗎？

有病友曾經主張：不要吃過夜菜，批評前一

天把飯帶好，經過我驗證，不要吃隔夜菜是過高

的要求，食安沒有疑慮，全球人類，無論家庭或

餐飲視野，都廣泛地運用冷凍技術與流通管道，

來把熟食輸送到餐桌，所以隔夜菜是沒有科學依

據的禁忌。

有一天餐廳業病友居然跟我講，從海外進

口某國的半成品冷凍食品，在台灣再加工分裝，

居然變成所有五星級餐廳桌子上的藥膳佳餚，客

人被騙，還以為是藥膳養生餐。她的餐廳悍然拒

買。

克奈魚科Family Kneriidae Günther, 1868
台灣稱克奈魚科。大陸稱尼羅魚科。這科裡

的魚不是吳郭魚，不是尼羅河紅魚，不是慈鯛科

（又稱麗魚科或麗鯛科）的魚，都是非洲當地的

魚種，台灣有人輸入。

圖15  台北某日本料理的南非鮑魚沙拉。 圖16  某粵菜海產餐廳的滷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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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sseichthys Géry, 1964，領唯一物種，嘉寶
油奈氏魚（Grasseichthys gabonensis），易
危。

3. 克奈魚屬Genus Kneria Steindachner, 1866，領
13物種，有些易危。

4. 副克奈氏魚屬Genus Parakneria Poll, 1965，領
13物種，許多資料缺乏。

淡水魚禁生食 要注意寄生蟲
注意中華肝吸蟲鯉魚、鯽魚、吳郭魚等淡水

魚類作為第二中間宿主，還有橫川後殖吸蟲等寄

生蟲，不建議生食淡水魚，選擇要吃，就要自行

負擔風險，日後不再提醒。熟食就沒有寄生蟲問

題嗎？是。除非冷凍魚，外面油炸酥脆，但是魚

肉核心溫度，還在60度以下，沒有殺死寄生蟲，
熟透絕對沒有問題。

橫川吸蟲 Metagonimus yokogawai
成蟲寄生在宿主的小腸，可導致宿主的腸

道發炎。日本寄生蟲學家横川定，從台灣香魚體

搜集得來的蟲卵發現，並確定為一個新的屬的吸

蟲。成蟲0.1-0.15公分，雌雄同體。
横川定醫專畢業後，師事寄生蟲大師桂田

富士郎，後來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留學，應聘台

灣総督府医学専門学校擔任教授，後來台北帝国

大学成立，亦擔任教授，二戰結束後，還在改制

後的國立台灣大學服務，二年後遣返。代表著作

『寄生虫研究の実際』。

它曾經在遠東廣泛分佈，罹患者眾，但近年

來在日本罹病率一直在下降，然而，它仍然是日

本第二大被報導的寄生蟲，第一是Anisakis，第
三是魚絛蟲。

香魚，銀魚等淡水魚作為中間宿主，因此，

香魚盛產的島根縣高津河流域，周圍居民漁獲

多，以及茨城縣霞浦地區盛產銀魚，居民被感染

比較多。 
而本物種的種小名源於在台灣內發現蟲卵的

醫學者橫川定。不過根據醫學紀錄，相信早在李

氏朝鮮時期，當地人就已知道有這種寄生蟲的存

在。

蟲卵直徑約29 µ，而成蟲的體長1-1.5mm，
呈橢圓形，雌雄同體（圖17）。
中華肝吸蟲Clonorchis sinensis

是一種可寄生在人類膽管和膽囊的吸蟲，

以膽汁為食，全世界感染逾3000萬人，主要分
布在東亞和東南亞的水域居民，患者症狀為黃

疸、腹瀉、或其他肝膽疾病。蟲卵必須在淡水

螺中孵化，稱為第一宿主，蛻變為尾動幼蟲

（cercaria）後尋找鯉魚、鯽魚、吳郭魚等淡水
魚類作為第二中間宿主，在魚鱗、皮膚、肌肉組

織發育成囊狀幼蟲，哺乳動物生食淡水魚，也吞

下囊狀幼蟲，成為最終宿主，囊狀幼蟲會在十二

指腸脫去外囊，並逐漸發育成蟲，成蟲可在人體

內存活長達30年之久（圖18）。

結  語
本期起穿插了淡水魚，增加閱讀多樣性。

以免鮋形目全體連載過久；虱目魚雖然在海水

域，與淡水域生息，但是光物，煮後如同白身魚

柔軟，適合長者與弱者。我鼓勵醫師同儕當起民

眾的保健示範，餐桌上出現魚，魚類高蛋白質，

富含礦物質與稀有元素，不分鹹淡水，更不分隔

夜或罐頭，方便上班族在家吃飯，全家團聚，就

是好魚。吃魚相對需要選貨與料理功夫，希望我

的努力簡化家庭料理，對您預防疾病，增進健

康有助益，歡迎回饋惠賜humanityman1@gmail.
com。

圖17  橫川吸蟲，引用維基百科。 圖18  中華肝吸蟲 引用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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