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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當代書寫中，類型文學如雨後春筍湧現，但在龐大的類型文學中，飲食書寫最難

被界定，也因此定義最為多元，舉凡個人飲食經驗、烹飪過程描寫，懷舊憶人，皆可歸

於飲食書寫的範疇中。在當代飲食書寫中，名家輩出，本文僅聚焦在韓良露飲食書寫中

的「家鄉味」，作為她飲食書寫特色。 

因此論文的脈絡上先以「看不見的家鄉地景：他方他者的家鄉味」，研究探討家鄉

食物、「家鄉味」對於人的意義，說明食物與人的密切關係。其次，再以「『玩』味的漫

遊者──波希米亞旅人的家鄉味」，探討作為一個遊移在城市空間的文化觀察者，韓良露

的「漫遊」和「尋味」之間的關係。又次，以「『知』味──灶神坐命的家鄉味」，爬梳

韓良露的「家鄉味」為何？「家鄉味」與「地方感」的關係為何？最後，「以『尋』味的

地圖──城市中的家鄉味」，研究她如何透過外食中重重疊疊的食物印記，用「家鄉味」

找回記憶中的台北家鄉和召喚逝去家人的方式。綜言之，韓良露的飲食書寫是以「味」

為中心，找回地方感的認同之旅，是「知味」、「玩味」到「尋味」的探險之旅。韓良露

的「家鄉味」是由空間概念的「家鄉」與食物「味」結合的有機整體，她的食物書寫是

藉由食物追溯家人家鄉所在「地方」的中介。 

關鍵字：飲食書寫、韓良露、漫遊、空間、家鄉味 

                                                      
◎ 收稿日期：2018年 2月 26日；審查通過日期：2018年 3月 22日。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建議，使筆者能針對論文說明不足處有所修正及補充，由衷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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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韓良露的飲食書寫 

什麼是「飲食書寫」？亦即以飲食內容為書寫對象的作品，但是不同於美食客部落

格或業配性質的美食指南與介紹，一篇成功的飲食書寫，應該有更高的標準與要求，林

水福（1999：6）曾指出，「飲食文學不可能僅止於具象的食物層次，往往從具象延伸到

抽象、形而上的層次，諸如飲食男女、精神構造……等等」。鍾怡雯（1999：488、507）

則進一步解釋「一篇好的飲食散文，也不應該僅止於紀錄原料的構成、佳餚的製作方式，

以及描述美食如何讓感官經驗令人難忘的高潮」、「以食物為餌來垂釣記憶，而記憶也往

往藉由唇舌來到筆下」。因此飲食書寫不僅是記錄飲食活動，它必須要用文學性的語言，

挑動讀者的食慾與好奇心，還必須由品味食物昇華到個人生命的體悟，帶給讀者閱讀的

樂趣與感動。如此看來，台灣真正能被公認為飲食文學作家且卓然有成的，前有唐魯孫、

逯耀東、梁實秋、夏元瑜、林文月、林海音、林太乙等人開拓疆土，後則有焦桐、蔡珠

兒、朱振藩、韓良露、王宣一等人提升境界。不同於前者多以玩票心態寫飲食，後者多

以飲食書寫為職志，這是因為儘管「民以食為天」，飲食是無一日不發生的活動，但在傳

統觀念下，以為知識分子應以大我的家國為念，不應關注小我的「飲食男女」，正所謂子

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論語‧學而》14），飲食在日常生活上是中心，在知

識分子的書寫上卻是邊緣；但當今國家安定，經濟發展，生活品質已達一定水平，人們

除了滿足於物質層面，更開始觀光旅行，擴大眼界，提升精神文化層面。而知識分子在

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推波助瀾下，也開始留意昔日被視為「小道」、「小技」的飲

食書寫。 

比較前後期的飲食書寫，我們發現從唐魯孫、逯耀東等人開創的前期飲食書寫，多

以懷鄉為主題，藉由對飲食的描寫，開創出一自我對話的空間。在這些飲食書寫中，以

北平的人事物為對象是最大宗，以逯耀東、唐魯孫二人為例，逯耀東的《肚大能容：中

國飲食文化散記》（2002）中，關於北京菜的書寫有〈豆汁爆肚羊頭肉〉、〈胡適與北京的

飯館〉，關於上海菜的有〈去來德興館〉、〈海派菜與海派文化〉，關於江浙菜的有〈東坡

居士與東坡肉〉；而唐魯孫的《中國吃》（1990）中，北京菜則遠多於南方菜，如〈吃在

北平〉、〈再談吃在北平〉、〈北平的甜食〉、〈北平的獨特食品〉、〈二談北平的獨特食品〉、

〈故都的早點〉、〈故都的奶品小吃〉、〈燕京梁園知味錄燕塵偶拾〉、〈北平上飯館的訣

竅〉、〈津沽小吃〉、〈吃在上海〉等標題中的地名，都可以看出他們透過飲食的書寫，緬

懷故國的企圖。張巍騰（2008：23）以為這時期的內容是「藉由食物的滋味，進行心中

難以排遣的『故鄉之旅』」，陳玉箴（2014：55-61）則點出這些掌握了副刊、出版等重要

「場域」的作者，掌握了對飲食文化的發言權，在「此時期飲食書寫的共同特色便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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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述及台灣本地菜餚，即使述及，也以批評為主」，又說「在文化記憶所具有之『規範性』

的作用下，這些作者在懷鄉的同時，往往貶低台灣的食物，作為與故鄉食物的對照。」

他們有意藉由故鄉食物的書寫，凝聚同處境的人群，構築彼此的溝通記憶，在讀者腦海

中構築一個「富庶豐美的北平」，然而北平所代表的不是固定的地理空間，而是一個美好

卻已失去的家國，而「家鄉味」正是這些作家精神上用來重返「家國」的依據。 

而後期的飲食書寫則是呈現「眾聲喧嘩」的多元面貌，有以文化研究為佐料，烹調

食物的身世，烹調像造字，酗文字的美饌書寫者蔡珠兒（羅秀美，2007：141、152），也

有隨遇而安、窮中談吃，以小吃作為最家常、最庶民的飲食之道的舒國治（羅秀美，2010：

92），更有以美食鑑賞為職志，「饕掏不絕」地大談中華美食尋根之旅的朱振藩與從台灣

大、小食美味的緣起、材料、作法、品賞、名店、爭議、資訊，乃至其產銷機制或消費

方式、地址、特色（廖炳惠，2012：12）作百科全書式專題的焦桐。但在後期的飲食書

寫作家中，韓良露是極其特別的，筆者以為她的飲食書寫不同朱振藩、焦桐等人大談飲

食之道的掌故，也不同於蔡珠兒式穠麗的感官飲食書寫，「下廚如造字，食物與文字共舞

於一灶的鮮姿妙態」（羅秀美，2007：160），她的書寫風格在九○年代飲食書寫中獨樹一

幟，反而是有回歸五、六○年代飲食書寫特徵的傾向（焦桐編，2003：8）1。其內容雖

然是輕薄短小，動機雖然是應報刊專欄而作，卻遙承唐魯孫等人對「家鄉」的想像，及

林文月藉飲食懷人憶舊，再加以結合與新變，韓良露的飲食書寫並非「以不厭其『繁』

的方式敘寫各種菜肴的製作」著稱（何寄澎，2006：193）2，而是一種「家鄉味」的追

尋，企圖以「味」的書寫來召喚「家鄉」與「家人」，這種形式是與她從「他方」回歸到

「家鄉」的經歷有關，她曾是一個遊走於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城市空間的「漫遊者」

（flaneur），在旅行中張望，品嘗美食，書寫美食，最後選擇回到台北，落腳城南，在「南

村落」致力於慢食樂活，推廣並形塑台北的飲食文化與生活風格。從旅行到飲食，從他

鄉到家鄉，「家鄉味」一直是韓良露飲食書寫的核心，然而韓良露飲食書寫下的「家鄉味」

又是什麼樣的面貌呢？ 

綜觀韓良露的飲食書寫研究，不僅在研究期刊上寥寥可數，而學位論文也只有王秋

惠〈韓良露散文研究〉（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與林杏娟〈韓

良露飲食書寫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2009）兩本碩士論文

而已，比較王、林兩本論文，前者是文類研究，主要研究其散文創作特色，而後者則是

散文文類下的題材內容研究，聚焦在飲食散文上。再比較兩本論文架構，前者因屬文類

                                                      
1 焦桐指出「台灣早期的飲食散文，大抵帶著濃厚的懷念況味，如梁實秋、梁容若、唐魯孫、琦君、林太乙，

或懷人情或懷鄉味，形成書寫的主調；後來則呈現描寫對象的差異，漸漸較重視對象的差異和較純粹的審美

感受。」（焦桐編，2003：8） 

2 何寄澎以為乃林文月飲食散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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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研究範圍較大，所以將韓良露的散文依題材分為「旅行紀聞」、「美味愛戀」與「哲

理省思」三類，試圖歸納其散文的寫作特色，值得注意的是王秋惠在「美味愛戀」中，

細分韓良露飲食書寫為「懷舊記憶」、「異國情味」、「嚴選食材」、「飲食之外」四種，將

「食物的鄉愁」歸類在「飲食之外」，約略點出「鄉愁」在其中的意義（王秋惠，2012：

67-93）；而後者則聚焦韓良露飲食書寫的歷時性與共時性研究，第二章「歷史觀照與文

化轉變」，重點在探討戰後飲食文化、飲食書寫的發展概況。第三章「韓良露飲食書寫主

題」，分別從記憶、旅行、情慾探討其情感脈絡與生活感發。第四章「韓良露飲食書寫策

略」，則由時空概念、文化工業、隱喻系統、互文指涉等分析其飲食文本的藝術魅力與書

寫的美味情境。第五章「韓良露筆下的飲食意識」，指出作家對現代人飲食的隱憂。第六

章則總結其飲食書寫的特色與定位（林杏娟，2009）。然筆者以為林杏娟多探析韓良露飲

食書寫的背景，忽略了「家鄉」在韓良露飲食書寫中的重要性，因此本文希望從空間的

角度，重新聚焦在韓良露飲食書寫中的「家鄉味」，以「家鄉」作為切入點去分析其樞紐

地位，作為韓良露飲食書寫的特色。因此在論文的脈絡安排上分成四個部分，先以「看

不見的家鄉地景：他方他者的家鄉味」，研究探討家鄉食物、「家鄉味」對於人的意義，

說明食物與人的密切關係。其次，再以「『玩』味的漫遊者──波希米亞旅人的家鄉味」，

探討作為一個遊移在城市空間的文化觀察者，韓良露的「漫遊」和「尋味」之間的關係。

又次，以「『知』味──灶神坐命的家鄉味」，爬梳韓良露的「家鄉味」為何？「家鄉味」

與「地方感」的關係為何？最後，「以『尋』味的地圖──城市中的家鄉味」，研究她如

何透過外食中重重疊疊的食物印記，用「家鄉味」找回記憶中的台北家鄉和召喚逝去家

人的方式。 

二、 看不見的家鄉地景：他方他者的家鄉味 

什麼是「家鄉味」？什麼樣的人會思念「家鄉味」？「家鄉味」顧名思義即家鄉的

味道。從「家鄉味」三字，我們可知說話的人必定處在「家鄉」的對立面「他方」，一個

「離散」的情境。 

那麼何謂「離散」（diaspora）？「離散」的經驗常與「家鄉」（或「原鄉」，

self-belongingness）息息相關，「離散」一詞最早出現自希伯來文《舊約》的希臘文譯本

（The Septuagint）（李有成，2013：17），原指被驅逐而流落於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因

破壞耶和華之約而被懲罰，將付出喪失土地、居無定所、集體出走、流亡各地的悲苦遭

遇與終生無安全感的代價。然隨著殖民主義的擴張，非洲黑人被集體販賣到美洲和加勒

比海地區，成為奴工，學者遂將「離散」一詞擴大使用在被流放者、被除籍者、政治難

民、僑民、移民，甚至是族群或種族上的少數上。「離散」是由中心到邊緣，在異鄉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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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感的人。他們不被異鄉認同，飽嘗失去與分離，渴望家鄉，卻無法復歸。 

然而什麼又是「家鄉」？「家鄉」的意義何在？「家鄉」二字，是由「家」與「鄉」

所組成，所謂「家」，就《說文解字注‧七篇下‧宀部》是這樣解釋的： 

凥也。凥，各本作居，今正。凥，處也。處，止也。（爾雅）〈釋宮〉：牖戶之

閒謂之扆，其內謂之家。引伸之，天子、諸侯曰國，大夫曰家。凡古曰家人者，

猶今曰人家也。（許慎，1992：337） 

「家」的本義是人之居住處所，後引申為大夫的封邑；而「鄉」，《說文解字注‧六篇下‧

鄉部》是這樣解釋的： 

國離邑。離邑，如言離宮別館，國與邑名可互偁，析言之則國大邑小，一國中離

析為若干邑。民所封鄉也。封，猶域也，鄉者，今之向字。漢字多作鄉，今作向，

所封謂民域其中，所鄉謂歸往也。（東漢劉熙）《釋名》曰：鄉，向也，民所向

也，以同音為訓也。 夫別治。別，彼列切。別治，謂分治也。〈（班固漢書）

百官公卿表〉曰：縣，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

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巡查也）禁盜賊。司馬彪

〈（續漢書）百官志〉曰：鄉置有秩、三老、游徼，鄉小者置嗇夫一人。（東漢

應劭）《風俗通》云：嗇者，省也。夫，賦也，言消息百姓，均其役賦。按許（慎

《說文》）不言三老、游徼者，舉一以該其二，亦謂鄉小者但置嗇夫，不置三老、

游徼也。（許慎，1992：300）3 

「鄉」即是與國都相距遙遠之邑，是百姓開荒封建之鄉，由鄉官中的三老、游徼、嗇夫

治理。國都四周劃分成六個鄉，由六個鄉官管理。 

綜言之，「家」與「鄉」都是空間概念，都是居所的所在，但「家」與「鄉」，就範

圍言，前者小，而後者大。前者是大夫封邑，是由配偶或血親關係的成員構成的最小社

會組織 ；後者是縣與村之間的行政區單位，引申為城郊外的區域，泛指農村或家園所在

地。前者是就狹義而言，指的是「家庭」；後者是就廣義而言，是家庭的擴大，指的是「故

鄉」。因此「家鄉」二字實有「家庭」與「故鄉」的雙重意涵。 

                                                      
3 有秩：《續漢書‧百官志》：「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相當於後

世鄉長，魏沿置。《晉書‧職官志》謂每鄉置嗇夫一人，未言另有有秩。嗇夫：秦帝國和漢帝國郡縣級以下

的官員。傳為周司空的屬官。 



66 《台灣學誌》第 17 期 

 

「味」，《說文解字注‧二篇上‧口部》解釋為：「味，滋味也。从口，未聲」（許慎，

1992：55）。本義乃動詞，指正式進食之前品嘗物，辨別滋味，品嘗，如品味、體味。又

作名詞，指舌、鼻從食物獲得的感受，如味道、氣味、甜味、香味、滋味、津津有味、

食不知味、味同嚼蠟。又作食物解釋，如臘味、美味、野味、山珍海味。又作旨趣、意

義解釋，如趣味、意味、枯燥無味。總言之，「味」的意義豐富多元，若結合「家鄉」二

字而成為「家鄉味」，既可解釋為家鄉的食物，又有辨別是否為家鄉食物之涵義，及解釋

對家鄉食物味道、氣味的感受。品嘗食物是一場視覺、味覺、嗅覺、聽覺、觸覺兼具的

饗宴，而香氣常早一步刺激並喚醒人的感官，如臭豆腐特殊的香氣讓人先口水直流，遠

遠在品嘗前就回憶起過去飲食的經驗。又如在 Patrick Süskind《香水》書中，葛奴乙終

其一生被各種氣味所驅使。 

飲食不只能餵飽人的肚子，更能透過同桌共餐時各種人際互動與其間的交換關係，

撫慰（餵）人的心靈。家鄉食物能減輕異鄉人思鄉的痛苦，這是因為這些與家鄉有著共

同的飲食內容，都同樣明顯烙印有族裔或區域「標記」，如費城的起司牛肉堡、土耳其千

層派、越南生春捲、韓國泡菜等，都能在他方與家鄉之間搭成了一座無形的橋樑。然而

每種食物在家庭與家鄉上的情感聯繫都不同，陳玉箴（2016：155-188）指出就「家庭」

來說，飲食是日常生活所需，與飲食相關的活動如日常家庭烹飪、家人共餐、特殊儀式

餐點等；就「家鄉」來說，與食物相關的活動除了上述外，還表現在鄰里共餐、家鄉特

殊點心菜餚、節慶食物上，因此童年、回憶與懷舊經常是家鄉食物書寫的主題。 

「家鄉味」是看不見的「地景」。所謂「地景」（landscape），是借用自地理學科的空

間概念，Tim Cresswell 說：「在大部分地景定義中，觀者位居地景之外。這就是它不同

於地方的首要之處。地方多半是觀者必須置身其中。」又說「我們不住在地景裡──我

們觀看地景。」（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2006：20-21）依此觀念，對於「離

散」在他方的遊子而言，以其置身在家鄉之外，因此「家鄉」是一個有距離的「地景」，

其間有一條看不見的鴻溝，因「家鄉」充滿了鄰里互動的記憶，充滿了童年、成長的種

種回憶，離開家鄉，勢必喪失一切美好記憶。一個不曾離開家鄉的人是不可能體會「離

散」的痛苦，只有家鄉外的異鄉人，才能領會那種徘徊在家鄉與他方夾縫中的無歸屬感。 

「到不了的地方都叫做遠方，回不去的世界都叫做家鄉」，異鄉人結合「對家鄉的

懷念」與「飲食」，就形成「家鄉味」。西晉的張翰，字季鷹，任齊王東曹掾時，因見秋

風起，乃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以為「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

遂命駕便歸（劉義慶，1998：416）。因思念家鄉味甚至不惜辭官，可見家鄉味與家鄉之

間的密切關係。然而誰能定義飲食是否符合「家鄉味」？筆者以為只有離散下的孤臣孽

子才能定義「家鄉味」，只有離散下的他鄉遊子才能在「他方」創造一「想像的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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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ed homeland），藉由「味」去找到家鄉的方向。「標示了時間，標示了空間，我

們回到那感覺交會之點，就構成記憶」（詹宏志，1996：31）。因為飲食是記憶與回憶的

樞紐，所以遊子透過家鄉食物，能跨越看不見的鴻溝，在精神上重返家鄉，而「家鄉味」

正是那看不見的家鄉地景。 

三、 「玩」味的漫遊者──波希米亞旅人的家鄉味 

不同於童年時期的被照顧被呵護，青年人勇於挑戰自我，挑戰傳統，大膽嘗試刺激

與玩樂，因此本章節以「玩味」為標題，說明韓良露青少年時期在城市中漫遊，在旅行

中玩賞異國美食，又因思念家鄉味，從他鄉回歸家鄉。 

（一） 飲食與旅行：從家鄉漫遊到他方 

韓良露是一個漫遊者。然而「漫遊者」（flaneur）這個字詞起源於法蘭克福學派的

Walter Benjamin，法蘭克福學派普遍批判資本主義，以為其對商品的追求和崇拜是一種

商品拜物教，凡事以交易價格的特殊性來取代整體社會關係的普遍性及多樣性面貌，甚

至成為一種意識形態，扭曲異化世界的本真，宰制人類，使人喪失主體性，成為可被交

易的「物」。 

為了要還原人的主體性，Benjamin先是在《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中，以為藝術作

品具有其「獨一性」、「儀式性」、「此時此地」三種特質（Walter 著、許綺玲、林志明譯，

2008：61-62），但因後現代與資本主義的大量複製，使得藝術的本質消逝，而後的《發

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中的〈巴黎，十九世紀的都城‧傅立葉或拱廊街〉則是他

提出探尋靈光所在的具體內容（Walter 著、張旭東、魏文生譯，2006：261-265）。拱廊

街是巴黎 18 世紀末最繁華但今日逐漸沒落的商場大道，於是 Benjamin 借用了 Charles 

Baudelaire《惡之華》中在城市邊緣的漫遊者形象，讓「他」漫遊在拱廊街中，在懷古空

間與資本現代空間新舊交錯的「異質空間」（heterotopia）4，去尋訪「靈光」（aura）

的乍現。 

為什麼說韓良露是個「漫遊者」呢？首先，她喜歡城市，在城市中，「逛街是訊息

的搜羅，也是娛樂的型態，購物與否反倒是其次，在過程有一種『發現』的樂趣與『驚

                                                      
4 Heterotopia，「異質空間」或譯作「異托邦」，是法國學者米榭‧傅柯（Michel Foucault）所提出的社會空

間論述，它介於真實空間（real space）和烏托邦（utopia，虛構空間）之間，藉此與主流現實對話或對照，

具有對抗、批評主體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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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的效果。」（詹宏志，1996：97-98）她以為城市是文明的化身，承載著無數或死或

活的人類的集體意識（韓良露，2014a：44），因此她的散文書寫除了飲食外，更多的主

題是旅行，例如《雙唇的旅行》、《露水京都》、《舊金山私密記憶》、《大不列顛小旅行：

英國小鎮，城堡漫遊》《狗日子，貓時間：韓良露倫敦旅札》、《如果城市也有靈魂》、《他

方的 28次方》等，都是藉由移動，反思當下。她常說自己是搜集城市的人（〈台北帶路

人〉；朱全斌，2017：12）。不同於走馬看花式的觀光，她曾為這 28個城市停留，寫下

心情故事，留下人生註解（韓良露，2005）。每個地名在她心中都是一記情感的咒語，每

一座城市，都因為賦予情感意義的命名，在記憶深處化「空間」為「地方」。 

其次，她更是遊移在城市空間的一個文化觀察者，她並非無所事事地遊蕩閒逛，而

是十分敏感，對城市充滿好奇。一方面對生活清醒且警覺，保持距離，擁有獨到的眼光，

一方面在反思中帶著一種閒適，用直覺去觀察隱藏在城市角落處的密碼，感受常人所看

不到聽不著的。她在〈和食中的唐宋遺風〉說： 

讀《東京夢華錄》，發現在北宋汴京時代，即有用葛根製成的涼粉，也是沾黑糖

吃，原來日人現今吃的文雅極了的葛切，也是當年到華取經的結果。日本愈傳統

的食物，愈難脫唐宋遺風。（韓良露，2015：75） 

她從他鄉的飲食習慣找到了家鄉的因子，而他鄉風雅的飲食文化正是家鄉忘卻的傳統。

〈京都流連十二帖〉是這樣形容京都的： 

京味是專有名詞，代表京都最獨特、纖細、典雅的味覺。京豆腐特別綿密、京蔬

菜特別甜美、京蛋捲特別鬆軟、京漬物特別鮮脆、京佃煮特別有味、京茶漬特別

豐富。我沉溺在京都味覺。二十餘年，京味不僅是我口舌之味，亦是靈魂之味。

世上哪有城市比京都人更重視時令、風土、自慢的精神，從山椒自慢到湯豆腐，

從懷石料理到有職料理，從鯖壽司到鮒壽司，從湯葉到麩饅頭，京都之味貫穿歷

史時代、季節的時空，是最悠揚古老的城市味覺行板。（韓良露，2005：42） 

他方遇到的京都味，卻是流動在自身血液中的大漢盛唐的「家鄉味」，她以為京都是精緻

文化的集大成者，從簡單不耀眼的小食，到華麗的盛宴，都是以精細典雅為核心，無法

大量複製的，因此沒有哪個城市能取代京都的地位。她又說： 

京都是一個文明的隱喻，生活美學絕不只是消費性的能量，而是社會哲學性的動

力，誓願過好自己平安美好小日子的人們，往往比滿口空言政治理想的人，更願

意保存文明神聖的傳承，這樣的文明注重的是陰陽力量的調和而非對立，京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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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慢、念舊、保守的價值非但不反動，卻比政治的激進主義更進化。（韓良露，

2015：135） 

以他方的京都對比家鄉的台北，前者步調緩慢，知足寧靜，後者卻處在政治的口水與過

度消費的混亂中，她以為視傳統為榮耀的京都有許多值得台北學習的地方。因「地方」

與「空間」相互轉化，互為定義，所以他鄉的京都因為韓良露鍾愛深情，賦予意義，在

她心中逐漸變成了熟悉的「地方」。 

關於「地方」的討論，人文地理學家多以為「地方」是人們生活的種種處所，是生

活的世界，是一個我們已經賦予意義的空間，是透過各種感官如聽覺、嗅覺、味覺、視

覺、觸覺而認識的。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Yi-fu, Tuan）在其《經驗透視中的空間與地

方》（Space and Place）中以為「『地方』（place）是安全的，而『空間』（space）是自由

的。我們都想倚賴地方的安全而又追求空間的自由，家就是這一般的地方。」（段義孚著、

潘桂成譯，1999：1）作為「地方」的家鄉，是既知的熟悉的，代表的是安全；而家鄉外

的廣闊世界，是「空間」，無奇不有，刺激著人們的想像，代表的是自由。人們之所以離

鄉，是因為家鄉雖給人一種安全且熟悉的「地方感」，也限制人們，無法滿足更多需求；

而家鄉之外的「空間」，充滿機會與一切可能，因此人們雖依戀家鄉，卻不得不離鄉求學、

工作、生活，追求更多的幸福。 

此外，對於有些人來說，家鄉卻是痛苦的來源，因為家庭的種種限制，讓他或她無

法成為想像的自己，於是他們逃離家鄉，投身一開闊的世界，選擇遺忘，拋開一切與「家

鄉」的關係。然而時間久了，空間遠了，沖淡了「家鄉」對己身的傷痛記憶，離家多年

後，他們又開始懷想「家鄉」。 

不管是前者還是後者，離開家鄉到他鄉奮鬥的人們，卻常在身分上變成「他者」，

於是乎他們又渴望回到「家鄉」，或將對「家鄉」的想望投射在「他鄉」上，於是「他鄉」

變成了一個「想像的家鄉」，使得「家鄉」與「他鄉」都變成似真似假的「異質空間」。 

韓良露離開「家鄉」去「漫遊」，是為了一窺不一樣的世界。此外，她之所以要離

開熟悉的、舒適圈的「家鄉」，選擇踏在旅行的路上，是希望藉由拉開距離，以製造陌生

感，從他方重新發現家鄉的美好，正視家鄉的不足。因此旅行的意義不在於去經歷已知，

而是去遭遇未知，是要離開既有的文化系統，去遭遇他者的文化，擁抱未知的世界，藉

以省思當下，發掘生活的意義，找回一種久違的感動，成就一個更好的自己。 

韓良露之所以待過這麼多城市，是因為她以為世界是一本百看不厭的生命之書，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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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著年輕在旅途上，認識世界，也探索自我，以自己的足跡去用力地讀，也要以自己的

感官去品味一路上的異國美食，體驗世界之大。同時，她也像是一個自外於傳統社會，

不受傳統束縛的「波希米亞人」，不同於地理上指捷克波希米亞省的當地人，文學藝術上

的波希米亞主義（Bohemianism）是指稱那些希望過非傳統生活風格的一群藝術家、作

家與任何對傳統不抱持幻想的人的一種生活方式。身上流著波希米亞主義之血的韓良露

返台之所以選擇城南定居，是為了要與師大龍泉街或台大溫州街的學生氣和波希米亞風

為鄰。對她而言，「旅行書寫」是為了逃離一成不變的現實人生，而「飲食書寫」在品評

世界美食的文字下，實是為了擁抱永恆不變的親情，兩者的交集是「家鄉味」。 

（二） 飲食與家鄉：英雄的復歸之旅 

韓良露這種「波希米亞」的浪漫與「漫遊者」的好奇其來有自，她自言從小就喜歡

離家閒晃，去探索外面的大千世界，而漫遊的目的不為別的，只為「吃」這件事。每到

外地旅行，她一定勇於品嘗當地的美酒佳餚，她說： 

十來歲的我也就開始四處尋味，尋味不像嘗味，那張口不是由人領著，而是藏了

起來，要花一點功夫才吃進口裡。只要口袋裡有零用錢，我開始喜歡不由長輩帶

路，而是自己找食物吃。（韓良露，2014c：154） 

由此可知，對韓良露來說「漫遊」和「尋味」是同一件事。一開始，她的活動範圍只是

家附近北投與新北投的本省、外省味餐廳小吃店，如賣江浙菜的上海飯館、平津菜的新

生園與西點的小美而廉，但是隨著年事漸長，她迫不及待地踏出台北，在台灣各地尋味。

她說： 

青年時開始味覺旅程的展翅高飛了，當時的中華商場是十幾歲孩子的美食街，父

親和阿嬤都不吃牛肉麵，牛肉麵卻成為我和高中同學去西門町最常吃的外食。（韓

良露，2017：156） 

又說： 

高二的我還曾帶著剛上國中的妹妹環島旅行，那年代沒有各縣市的美食指南書，

行囊中只有文學書，帶著黃春明的〈鑼〉、〈青番公〉去羅東，到了市場、夜市吃

東西時，就睜眼四處看有沒有書中的角色會出現，去了花蓮就找出王禎和的小說

對照看，當然也不忘吃扁食、吃光復糖廠的枝仔冰。（韓良露，2014c：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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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短期的旅行畢竟不能滿足她無止盡的好奇心，18歲時，她甚至主動要求轉學到台南

女中，嘗試自己一個人生活。她說： 

高三轉學去台南，開始過一個人吃三餐外食的生活，住在府前路、開山路口，真

好的地理位置，離東門菜粽、福記、友誠肉圓、莉莉冰果室都近，因為沒大人管，

只因愛上喝還未全台大流行的木瓜牛奶，晚餐就曾經只吃一個克林肉包、配三杯

木瓜牛奶，當年認識了一些台南的文友，有寫現代詩的、畫畫的、做音樂的。（韓

良露，2014c：157） 

然而韓良露到她方求學，並沒有乖乖念書，而是成天逃學玩耍，在路上尋訪新鮮的滋味，

甚至玩到曠課太多，被校方取消成績第一名獎狀，玩到無法取得畢業證書，只能以同等

學力考大學，她也不在乎。楊澤〈在世界的家中作客〉是這樣為她解釋： 

每一代年輕人恐怕勢必都走過那麼一段「無父無母」的歲月，渾身充滿莫名渴望，

一心一意，試圖從原生家庭掙脫出來，美其名曰尋找自己，常常是呼朋引伴，投

向某種替代家庭的懷抱。（楊澤，2014：10） 

而她也回溯那段時光，她說： 

青年玩味，食物中有年輕的友情、愛情，也有對文學藝術的熱情以及青春闖蕩的

迷惘之情，追求的食物都以好玩為主，不明白食物的真味也不明白人生的真味。

（韓良露，2017：157） 

在她看來，年輕的自己有種對安定的叛逆，對自由的渴望，嚮往家鄉之外的花花世界。

韓良露師大畢業後，因家中負債破產，她則投身五光十色的影劇圈，以寫作電視影集劇

本，及製作電視節目，大氣地替家中還完了負債。然後在 32歲時隨丈夫移居英國倫敦，

在歐洲各國遊走。從台北到倫敦，從家鄉到他方。這讓人想起 Joseph Campbell在神話學

經典《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中英雄的出征與歸返，Campbell以

為英雄必須主動或被迫離開，脫離自己熟悉的環境，外出接受挑戰，才能自我成長

（Campbell 著、朱侃如譯，1997）。 

韓良露從年少的叛逆離家，漫遊在他方，到後來愈走愈遠，走向世界，漫遊者的她

終於在 1998 年隨夫婿返台回家，完成英雄的試煉。儘管年輕的她曾心向遠方，但她終究

回到台北，一個擁有她童年、少年記憶的「家鄉」，作為人生最眷戀的歸屬。她曾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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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歲彷彿是來到了中年芝麻開門的時刻，在倫敦居住的我，強烈地懷念台灣

的各種食物，開始在廚房中包餃子、做餛飩、炒米粉、煮大腸麵線，在巴黎、馬

德里、威尼斯、斯德哥爾摩等地旅行時，也開始去吃一些又昂貴、又不太道地的

中國餐館食物，年輕時一直以為自己可以移民國外的我，這時才發現我的台灣胃

沒辦法移民。（韓良露，2014c：158） 

倫敦是她靈魂上的家，而台北是她感情上的家。她曾說雖然台北在豐富度不能跟倫敦相

比，但是做為一個華人城市，台北有著獨特的多元文化混合，包括大陸各省的文化與閩

南文化、原民文化、日本殖民文化以及荷蘭、西班牙的文化殘餘（韓良露，2017：14），

且年輕的台北有著倫敦、巴黎、京都這些我們心愛城市所沒有的活力。對她來說，闊別

已久的台北一如 19世紀拜物教的巴黎，有許多既傳統又新奇的事物。於是返台後的她再

度化身 Benjamin筆下的漫遊者，不只以目光探索城市，更是用味覺、嗅覺重新去探索自

己身世，去認識這座不斷進行抹去重寫有如羊皮紙的城市（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

方淑惠譯， 2004：26），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家鄉地景。 

「我是誰？」在旅居「他方」的過程中，「認同」（identity）常涉及「我是什麼樣的

人？」與「我來自哪裡？」等層面的思考，因此「認同」包含「劃界」（demarcation）與

「自覺」（self-awareness）二者。「認同」往往涉及自身所知覺到，與其他群體間存在的

界線與差異（陳玉箴，2015：89）。能劃分「邊界」，自覺區分「自我」（Self）與「他者」

（the Other）的不同，找到自己的族裔和歸屬，人才有安全感，而這個劃界的工具往往

是「飲食」。透過飲食的選擇，特別是族裔食物或節慶餐點能營造一種無形的「邊界」，

使個人融入群體，或排除在外。 

從他方重返家鄉，韓良露在重新「認同」的過程中，依舊是以「飲食」作為重新出

發，重新以生命連結台北的切入點。這從《台北說城人》卷一「食光記憶」，多以早餐談

她鍾愛台北的原因可看出端倪。由於「地方」與「空間」互相定義與轉化，她通過飲食，

逐漸化「空間」為「地方」，一步步找回家鄉的味道。她在〈早餐的選擇〉說： 

我在衡量一個城市常民飲食的豐富與否，根據的絕不是這個城市的午餐、晚餐，

因為午晚餐和商業活動有關，如倫敦、紐約、巴黎的午晚餐都很發達，也有許多

美味可選擇，但早餐卻較單調，吃來吃去不外乎太陽蛋、蛋捲、培根、火腿、香

腸、吐司、鬆餅、可頌、咖啡、茶……等。（韓良露，2017：32） 

便是從飲食的多元與否衡量城市。在〈追憶台北的晨光、晨音與吃早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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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七年間，雖然也常在倫敦、紐約、巴黎、羅馬、京都遇見一些優質的早餐，

但台北獨特的早餐光景卻一直讓我追憶不已。回台北定居後，選擇過悠閒的生

活，也意味著可以選擇過不同的早餐生活。興致一起，不管是坐捷運或坐小黃，

隨時可以在清晨六、七點到廣州街去吃周記肉粥配紅糟肉，或去永樂市場吃旗魚

米粉，這都是童年阿嬤帶著我走的路線，吃早餐順便拜早香，祭完五臟廟後再去

龍山寺或霞海城隍廟。（韓良露，2017：29） 

對韓良露而言，美食不一定是米其林指南認證推薦的，台北的大街小巷隱藏著從小吃到

大，來自大江南北的特色小吃，如家人般日夜守候想念家鄉味的遊子。她在《台北說城

人》說： 

如今住在台北南區的我，清晨早起，走路五分鐘處的龍泉市場內有家清晨六賣現

煮雞湯米粉的小攤，冬日寒索時打一碗熱湯下肚最溫心也溫肚，散步得遠些可去

杭州南路去吃燒餅油條配甜漿，或去金華街榕樹下的小攤吃碗花枝羹，這些市井

早餐，都是庶民才能享有的自在生活。……只有那些肯在早餐花時間、變花樣，

尋找清晨風光的人，大都是還能小隱於台北仍不失閒情的生活者。早餐，也是台

北如今做為一個獨特城市的特色之一，想到晨起，台北有那麼多有意思的早餐在

等著我，自然不會想移民去巴黎。（韓良露，2017：30） 

在當代一切以西方文明為導向的價值觀下，這些「在地化」的台式早餐雖然不若西式早

餐講究用餐儀式與氣氛，但本土選擇的豐富多元卻是西式早餐所遠遠不及的，都是韓良

露在移居「他方」後才驀然發現曾經失去的「家鄉味」，因為有「家鄉味」的加持，她選

擇留下好好品嘗這令人魂牽夢縈的好滋味。在〈吃廟口早市〉說： 

在涼州街上還有一攤專門賣鯊魚煙的店家，幾種不同種類的鯊魚，在按不同的部

位可以切成一盤十幾種口味形狀都不同的鯊魚煙，瑞美都吃呆了，對她而言，台

灣人這樣吃鯊魚，比吃蝗蟲還讓她驚訝。我帶瑞美一大早吃吃喝喝見識台北食文

化，當然有心跟馬德里比苗頭，果然我讓台北占了上風。（韓良露，2017：37） 

儘管異國也有相似的飲食內容，但是豐富度及精細度卻不及台灣，因此她迫不及待要介

紹給外國朋友了解。她從馬德里看台北，看到了家鄉土地的可親與家鄉人的可愛。韓良

露的足跡是由家鄉到他鄉，再從他鄉重返家鄉，因為在世界曾見識過不同的文化，方能

在家鄉重新發掘自身文化的美好。 

因此韓良露飲食書寫中的「台北」，不是唐魯孫、逯耀東等人依懷鄉而刻意建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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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差異空間」5（北平）所對抗、批判的「生活空間」（台北），也不是在六、七○年代

資本主義經濟下，台灣社會病灶的縮影，現代化過程裡的邪惡他者（the Other），在文學

再現裡被「妖魔化」與「異端化」（范銘如，2008：181 ）。她從另一個角度看見「城市

雖是冷漠的，但也是包容而放任的」（詹宏志，1996：169），在多元的價值中，城市生活

是隱形的，城市態度是開放的，正適合向外張望與漫遊。她由衷喜愛自己的家鄉，她比

較了台北不同，甚至遠勝於倫敦、紐約、巴黎、羅馬、京都、馬德里這些國際大都市之

處，不在都市建築的高大壯觀，而是在飲食的多元性，光是早餐的選擇，就足見這是一

個包容不同族群，尊重多元文化的地方，她說：「台北不是玩景點的地方，台北的好玩在

生活的細節，在街道巷弄之間由小事累積而成的文化深度與密度。」又說：「台北也曾經

是一座只往前看不回顧的城市，也曾經身世模糊，好在台北在過去十多年慢慢學著成熟

與穩健，知道一味求新求變並非城市唯一的發展之道。」「好表演、好食物、好夜光，台

北的生活會更美好。」（韓良露，2017：64）她以為一個城市的進步，不是只看有形的節

點與地標，而是要看無形的事物，因此她甘心天天在城南營造心中的理想家園，城市中

尋味，與熟與不熟識、與不識的人們微笑點頭、寒暄交談，清晨散步、黃昏漫步、午夜

沉思，在飲食中她找回了歸屬感，找回了認同。 

四、 「知」味──灶神坐命的家鄉味 

「味」是品嘗食物，辨別滋味，是一種天生的本能或後天涵養的能力。「知味」首

先必須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下，本章節以為韓良露飲食書寫奠基在童年生活，只有在

重視飲食品味與生活情趣的家庭中，方能「知味」。 

（一） 他方‧地方‧家鄉味 

然而在台北這個如拱廊街的城市空間中，城市意象有的如中華商場般已經消失，有

的則是如東區在近二十年間逐步興起發展，在不斷變動的地景中，韓良露要如何重新建

立自己的「地方感」呢？筆者以為中年的韓良露自他鄉返回家鄉，追求安定的她企圖用

家鄉的飲食拉近個人與地方的關係，從「家鄉味」重新獲得「地方感」（sense of place）。 

然而韓良露的「家鄉味」為何？她在《台北回味》是這樣說的： 

我細數自己流利的童年母語飲食，有阿嬤的台南菜、台南小吃、日本料理，有爸

                                                      
5 Michel Foucauit〈不同空閒的正文與上文（脈絡）〉（Foucault著、陳志梧譯，2002：399-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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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的揚州菜、上海菜、上海式西餐，這些都成了我的家鄉味。（韓良露，2014b：

11） 

由此看來她的家鄉味非常多元，是由本省外省，本國異國共同組成。她在〈人生七味粉〉

則進一步將自己從小好口福的原因歸因於家族中有兩位有如灶神化身的親人，她說： 

我的味覺嘗試啟蒙甚早，也許是因為我的八字中剛好有兩個食神坐命，我在人間

也遇到兩個灶神的化身，一個是我的阿嬤，另一個是我的父親。他們兩人有不少

相像之處，例如都懂吃、都善烹調、都捨得在食物上花錢，也都愛從市場到大小

餐館四處找美食。（韓良露，2014c：152） 

然而兩個擅長烹飪的家人，在飲食上卻是水火不容，搶著統治廚房的權力，究其因，乃

是各有各的「家鄉味」。她在〈灶神在家的滋味〉說到爸爸外省家鄉味對她飲食的影響： 

從童年開始，我就知道每家灶神愛吃不同的東西。像爸爸的灶神，是從他老家江

蘇南通帶來台北的，這個灶神愛吃江北煮得爛糊糊的麵，愛吃冬季裡過霜熬得稠

兮兮的白菜，也愛用好多大蒜慢煨出來的紅燒黃魚，在台北沒有東海的黃魚賣，

爸爸只好買金門的大黃魚來祭灶神和他自己的五臟廟。（韓良露，2014c：92） 

同時提及從小她的腸胃也習慣來自阿嬤的台菜： 

爸爸的灶神有個情敵，經常跟著阿嬤一起來我家爭風吃醋，阿嬤的灶神據說祖上

老家在泉州，但這一輩子落籍台南，如今跟阿嬤一起搬來北投。平常阿嬤的灶神

和爸爸的灶神，一個住舊北投，一個住新北投，彼此相安無事，井水不犯河水（韓

良露，2014c：94）。 

等我長大後，才知道阿嬤的灶神不僅系出泉州和台南，還有和漢料理的日本血

統，一直到今天，複雜的中日糾葛與兩岸情結都還在我的胃口中爭風吃醋。（韓

良露，2014c：152） 

可看出韓良露「家鄉味」主要來自阿嬤與爸爸的味道。然而媽媽的味道在韓良露家中的

廚房看似缺席，她在〈媽媽的炒米粉〉曾娓娓道來原因： 

媽媽一直很少有機會在廚房中大顯身手，未出嫁前可能因為她的母親太會做菜，

出嫁後則因為家中一直有管家讓她不必為三餐煩惱，再則是她的丈夫太愛做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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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不鼓勵媽媽下廚，恐怕也不全然是體恤老婆，而是口味不合。（韓良露，

2014c：35） 

然而等到她年事漸長，她才猛然領悟自己鍾情於夜市小吃是不知不覺受母親影響，在

〈爸爸的年味〉中，她說： 

父親的老家是他生命溯往的源頭，但母親的味道卻不是家裡的滋味，而是夜市小

吃的滋味。老家台南、祖籍泉州的母親一直愛吃炒米粉、春餅、擔仔麵，這些不

像年菜大菜的味道，卻是我日常在各地夜市想吃的東西，但在母親去世前，我卻

一直沒想過這些我愛吃的小食，其實是隱藏在我基因中的母親的味道。在許多家

庭中，母親的一味是主味，在我家中卻是隱藏的滋味。今年除夕，我想炒個台式

米粉當年菜，讓隱身的母親也能一起分享她的年味。日後，我所懷念的味道中，

也將永遠曾有母親的味道。（韓良露，2014c：44） 

爸爸的家鄉在江蘇，阿嬤的家鄉在府城，他們都透過家鄉食物建立起與「家鄉」的連結，

而母親的家鄉雖是府城，但是大菜外的夜市小吃才是她的家鄉味。三位親人不同的飲食

內容共同構成韓良露的「家鄉味」。這點在韓良露生命的最後時光，儘管她因病痛而沒胃

口，但最思念的仍然是如鼎泰豐牛肉湯的「家鄉味」，她最在乎的仍然是與家人親密時光

記憶（朱全斌，2016：91）。  

（二） 家鄉味與家族記憶 

隨著時間的逝去，現實的喜怒哀樂淡成記憶，被封存在人內心的最深處，而飲食像

是一把鑰匙，能打開記憶的寶庫。在家族記憶的藏寶箱中，家鄉味飲食是最能回味過去

記憶的味覺鑰匙。韓良露說：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父母過世之後，我一直有著強烈的感懷，覺得從童年以來

父母提供的豐富的家筵結束了，雖然曲終人散，只留下餘音繞耳，如今彷彿有著

一桌隱形的家筵陪伴著我日常生活的餐桌，父母、阿嬤隱約列席在我身旁，我總

想起各種食物和他們的關聯。（韓良露，2014c：23） 

又說： 

食物常常觸動我回憶某些情境和某些人某些事，有如永恆的召喚，把我帶入思念

的情緒中……。父親、母親、阿嬤以及許許多多在我人生旅途中與我分享過味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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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會的人們，在他們離去後，反而更能與我有味一同，他們的味魂牽動我的思緒，

豐富了我平凡的日常生活飲食。（韓良露，2014c：151） 

於是乎廚房中爸爸的淮揚菜與阿嬤的泉州菜、台菜、日本料理，雖不同媽媽愛吃的夜市

小吃，但三者都構成韓良露的「家鄉味」，豐富了她的人生，都是她在親人故後，用味覺

來確定家鄉之「地方感」的媒介。因此韓良露漫遊在台北的街頭巷尾，不只是以目光尋

訪靈光的乍現，更是尋覓那熟悉的家人味道，用「家鄉味」召喚那一段逝去的家族記憶。 

綜觀她的飲食書寫，前期的「玩味」多有獵奇的成分，在他鄉追求美味；而後期的

「知味」、「尋味」，在回歸家鄉，發現家鄉的今昔之變後，則多轉向鄉愁，寫的是鄉

愁的滋味，而鄉愁不限於空間，更擴大為時間，藉由飲食回憶童年。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韓良露飲食書寫中的企圖，不是僅停留在「味」的描述，而是由

「味」及「人」，對韓良露而言，「家鄉味」只是她召喚家族記憶的憑藉，因此她筆下富

有「家鄉味」的餐廳與菜餚，都訴說一段段她與親人互動的故事，這點明顯不同於有過

離散經驗，在他鄉藉由飲食來思念神州家鄉的唐魯孫、逯耀東等人，他們筆下的「家鄉

味」，是由「味」及「地」，藉由家鄉食物來思念不能跨越的海峽兩岸；也不同於焦桐等

年輕一代美食作家強調的「古早味」，是由「味」及「時」，藉由回歸健康、簡單、天然、

在地的食材，摒棄充斥化學香料、食品添加物與生長激素催長的現代機械化生產食品，

緬懷台灣人共同走過那一段國際大環境風雨飄搖但人情豐美的克難歲月。 

五、 「尋」味的地圖──城市中的家鄉味 

勇於挑戰傳統，嘗試新事物，以睥睨的姿態「玩」味世界一向是年輕人的特徵，但

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得到的多，卻也失去更多。因此在叛逆之後，人往往在中晚年又

開始重拾傳統，珍惜舊有的。於是本章節以為在韓良露飲食書寫裡，中年以後則是重新

「尋」味，尋回熟悉的「家鄉味」。 

（一） 廚房的盛宴：充滿回憶的幸福家屋 

與家族記憶有關「家鄉味」，自然產生在家屋中的「廚房」，Gaston Bachelard說：「有

了家屋，我們許許多多的回憶才有了住處，而如果家屋足夠精巧，如果它有地窖，閣樓，

有僻靜角落，也有迴廊，我們的回憶就有更清楚的藏身之所。我們終其一生都會在白日

夢裡回到這些角落」（Bachelard 著、龔卓軍、王靜慧譯，2003：70）。Bachelard 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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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視為親密、安全的避難所，而廚房則是家屋的一部分，因為共食而有凝聚家人情感

的功能，被認為是「幸福空間」。對韓良露而言，幸福的家鄉味就藏身在爸爸與阿嬤的廚

房。她說： 

我最思念台灣之味的時候，是旅居異國時。在倫敦那幾年，平常吃廣東菜、北方

菜並非難事，但想吃蚵仔麵線、肉圓、肉羹、碗粿、炒米粉卻很困難。常常想瘋

了，自己下廚做，才發現會做各式上海小菜大菜的我，卻不會做各式台式小吃。

原來在台北平時吃著十分方便的東西，自然不會想去學著做。人在異鄉倍思家鄉

味時，才知道我的味蕾記憶中，上海菜是爸爸的滋味，台灣菜才是阿嬤、媽媽及

我從小長大的鄉土滋味。（韓良露，2014b：44） 

細數韓良露飲食書寫，在爸爸的餐桌上曾出現的有：煨麵、美味驢肉、紅燒甲魚、紅燒

黃魚、蒜子黃魚、松鼠桂魚、紅燒肉、炸藕盒、全家福、蕎麥麵、鯗烤肉、大白菜燒豆

腐、家鄉春捲、如意什錦菜、麵線黃魚托、青江菜飯、醃篤鮮、雪裡紅炒蝦仁、老鹹菜

鮮黃魚湯、荷葉蒸排骨、砂鍋獅子頭、涮羊肉、冰糖蹄膀、俄式西餐中的羅宋湯、起司

焗明蝦、焗馬鈴薯、炸豬排、烤巧克力蛋糕等。在阿嬤的廚房中出現的則有：麵線糊、

絲瓜麵線、擔擔麵、冬瓜蝦籽湯泡飯、豆簽羹、佛跳牆、當歸鴨、紅燒鰻、紅蟳米糕、

烤烏魚子、烏骨雞湯、清燉豬腳、台南香腸熟肉等。很明顯的，兩人對於飲食內容的取

捨雖有不同的好惡，但相同的是兩人都有雙擅長烹飪的巧手，韓良露在文章中曾不只一

次稱讚兩位灶神化身的家人賜給她好口福，在〈阿嬤的盛宴〉，她說： 

阿嬤的手藝極佳，我常常在她的廚房中看她如何做菜。她用料十分捨得，完全像

電影《芭比的盛宴》的芭比一樣，廚房裡永遠豐盛擺著她從迪化街買來的各式乾

貨，那個時代很少人用的乾鮑、干貝、大花菇等山珍海味，都是阿嬤的家常備料。

（韓良露，2014c：127） 

從小看著大人在廚房忙進忙出，耳濡目染，韓良露自言做得一手好菜。她在〈學做菜〉

是這樣說的： 

我至今仍相信味道心領神會手做是學烹飪最好的方式，食譜反而會綁手綁腳扼殺

直覺，我靠模倣學會了不少爸爸、阿嬤的拿手菜，記得我第一次全憑記憶做出了

阿嬤的魯麵時，直覺得當時已不在人間的阿嬤好像隱約在我身旁。模倣多了，就

能舉一反三，後來我會試做大部份我吃過喜歡的食物，從印尼菜、泰國菜、印度

菜、土耳其菜、義大利菜、法國菜。（韓良露，2014c：206） 



味覺地圖上的漫遊者：韓良露飲食書寫中的「家鄉味」 79 

 

由此可知她是會做菜的，但不同於爸爸和阿嬤肯天天做菜給他人吃，她承認自己做菜像

表演性質，人多興致就高，曾做過幾十次請三、四十人的大宴會，但天天在家做卻會沒

耐性。 

（二） 瑪德蓮的似水年華：布爾喬亞的外食賞味之旅 

沒空在家做菜的大部分時間，韓良露則是靠外食來祭拜自己的五臟廟，然而被楊澤

戲稱「味覺系」作家（楊澤，2004：7）的韓良露對吃可不苟且隨便。舉凡文章中提到她

從小吃到大的餐廳或小吃店，都是和爸爸或阿嬤一起吃過的經典老店或名店之最，前者

如銀翼、波麗路、福利西點麵包店、明星咖啡廳、美觀園、北平都一處、鼎泰豐、秀蘭

小館、福州勝利飯店等，後者如阿華鯊魚煙、民樂旗魚米粉湯、三六粿店、周記肉粥、

順發號蚵仔煎、趙記菜肉餛飩、隆記菜飯、老鄧擔擔麵、政江號、金源排骨酸菜等，當

然還有更多隨時間而消逝的如中華商場周遭的點心世界、真北平烤鴨、開開看、石家飯

店、上大人酒釀湯圓，與美而廉、大華、香港、中心、羽球館西餐廳等。富裕而有文化

教養的家庭教她從小如何吃，吃出學問，吃出飲食之道。她在《台北回味》中〈西門町

大熔爐〉是這樣說： 

西門町，像個味覺的百寶箱，也是時光的音樂盒。偶爾周末有空時，我會坐上捷

運從西門站出去，無所事事在西門町散步，立即走回了味覺和時光的回味旅程。

在這種時候，我才會發現，年紀大了，往往對身處的城市更懂得珍惜。年輕時我

總覺得東京、紐約、巴黎、倫敦絕對比台北好玩，但年紀愈長，才知道這些異國

城市，永遠無法提供我的城市回味。還能走在童年至今的味覺之旅上，那種滿足

感只有家鄉味才能提供。希望西門町的老店，永遠不要消失才好。（韓良露，

2014b：112） 

諺云：「富過三代，才懂吃穿」，正因為出身在不愁吃穿的家庭，爸爸是公司董事長，阿

嬤是漢學家的女兒，再加上本省外省，新舊世代融合的家庭，所以韓良露從小就跟著爸

爸、阿嬤到處吃吃喝喝，以飲食解鄉愁，自然對美食耳濡目染，有特殊的領會，自然對

於老店的人事興衰不免有些感慨。她之所以感慨是因為這些老攤老餐廳充滿與家人同桌

共食的愉快記憶，確切地說，這些老攤老餐廳的「老味」是和家人、家鄉的記憶密不可

分，外食的餐廳小吃店是自家廚房外，「家鄉味」的另一個尋訪線索，返台後的她希望通

過外食的「知味之旅」按圖索驥去追尋家鄉的滋味，去重建地方感。政治地理學家 John 

Agnew 勾勒出地方做為「有意義區位」的三個基本面向：「區位」、「場所」、「地方感」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2006：15），其中「地方感」建立在人類對於地方

有主觀和情感上的依附。她曾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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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年以後才真正明白食物的多重文化意義，就像學會了說話，並不見得懂得

話語的意義，懂得了意義，還未必可以用話語創造文化。中年回到了台灣定居，

開始對食物的文化產生極大的興趣，也開始了解阿嬤、父親在我生命中開啟的不

只是食物語言的教導，也是文化的傳承，也開始了知味之旅。（韓良露，2014c：

160） 

於是用味覺認識城市、辨別城市文化的地圖，成了她生活的慣性（韓良露，2014b：12）。

她說： 

我的台北味覺地圖，亦分成了阿嬤的台北路線，龍山商場、廣州街、大稻埕、永

樂市場、圓環、重慶露店、中山北路日本通、西門町紅樓等處，都有阿嬤帶著我

吃喝採買的記憶，細數那些如今還存在的周記肉粥、涼州街廟口早市、美觀園、

南蠻堂等等，還有消逝的通天閣、第一沙茶火鍋、神田日本料理、德芳台式小吃。

（韓良露，2014b：11） 

韓良露與擅長烹飪的阿嬤外食採買的天堂主要集中在城中、艋舺與大稻埕；而爸爸則多

去以北方菜為主的西門町和西餐廳林立的中山北路覓食，她說： 

爸爸的西門町有當年盛極一時的石家飯店、真北平烤鴨，還有我吃了快五十年從

西門町搬到東區的都一處，中山北路上爸爸吃的都是上海式或北平式西餐，其實

都是俄式西餐，有美而廉、大華飯店、香港西餐廳，一直到標榜正宗歐陸式的藍

天西餐。（韓良露，2014b：12） 

食物反映生活，反映個人的歸屬，反應個人在社會的位置，從上述豐富且多元的飲食內

容，我們不難看出韓良露生活在物質不虞匱乏的家庭之中，所以能在飲食填飽肚子的功

能外，玩賞飲食在實用功能外的意義。在她的飲食書寫中，因集中在城市飲食的內容，

所以有人批評她以「布爾喬亞」的眼光看世界，但她非但不隱藏所屬階級，還用飲食書

寫與旅行書寫大聲疾呼她之所以要從事文化創意與社區營造，是企圖在經濟高度發展的

當代，同步提升精神層面與文化水平，她追求的是一個更精緻的城市生活。蔣勳說： 

吃，的確是她關心的，民以食為天，她卻像是藉著吃做基礎，推動著生活的品味。

從吃出發，擴大成為對生活整體、「品味」的關心。「品味」自然是文明的基礎，

吃的品味，穿的品味，住的品味，交通的品味。沒有「品味」，現代城市暴發戶

式的繁華、粗鄙、無教養，其實連繁華也稱不上。（蔣勳，2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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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看出韓良露著重的是飲食內容「質」的提升與品味的建立。他又說：「韓良露的文字

是有溫度的，如同李漁，相隔三百年，他們如知己，良露有閒情，李漁也有閒情，他們

大概都鄙視藉口沒有『閒情』而把生活搞得一蹋糊塗的知識分子吧。」（蔣勳，2016：8）

便是看出她的美學實踐。所謂的「閒情」逸致便是建立在有一定教養，掌握政治權力及

社會資源，且生活安定的中上階級身上，特別是「布爾喬亞」。所謂「布爾喬亞」

（bourgeoisie）乃資產階級的音譯，原指法國中產階級的代名詞，代表著中產階級的生

活方式：理智、謹慎、崇尚資本主義，後也多用在西方經濟學思想學派中，作為馬克思

主義批判的階級，此外，又有追求物質及生活享樂的族群之涵義。然而韓良露飲食書寫

中有許多「布爾喬亞」喜歡光顧的飲食餐廳小吃店，目的不是為了凸顯炫耀自己的階級，

而是為了減輕「鄉愁」的痛。 

「鄉愁」（nostalgia）的前半部分是由希臘文 nostos而來，意指「回家」（return home），

後半部分 algia為「痛苦的情況」（painful condition）（廖炳惠，2004：98）。然而當物是

人非之後，鄉愁變成惟一，人只能透過食物來捕捉不再復得的過去，將過去納入自己的

味覺、嗅覺、觸覺及文化的身體內（廖炳惠，2004：57）。這表現在Marcel Proust的《追

憶似水年華》（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主角 Swam在某年冬季的一天，喝茶時將

瑪德蓮（madeleine）蛋糕浸在茶中，溢出的香氣竟侵襲他的全部感官，使他突如其來地

回憶起在法國鄉村貢布雷（Combray）的童年往事。回憶就如滔滔不絕的河流湧現，在

品嘗瑪德蓮的瞬間，他沉睡多年的記憶於是甦醒了（Proust 著、劉方、陸秉慧譯，1990）。

由此可知，食物連結著記憶，韓良露少年離家的父親是藉由複製家鄉美食來回憶無法回

歸的家鄉和無由會面的家人，而阿嬤則是藉著台日料理，重溫日治時代家族在府城的快

樂時光，而韓良露結合「地誌」的飲食書寫，通過重重疊疊的食物印記，也是她回憶從

前的台北和家人的方式。在〈大稻埕繁華舊味〉中，她說： 

守著一個攤、一家店，一做十年、四十年，其食物精神就成為人文地景，就是台

北；我們去吃，我們就把台北吃進肚子裡，化為身體裡最真實的鄉愁養分。心裡

記得一種滋味，其消失或延續。（韓良露，2014b：16） 

從標題「舊味」，她以為一家家能堅持好味道的店可算是城市中的人文地景，連結「地方

感」的家鄉食物是內心深處鄉愁的養分。飲食的真正樂趣不在於吃了什麼，而在於尋味

的過程，不同的食物讓我們成為說故事的人。然而這種「家鄉味」，卻在城市的發展中，

逐漸消失或變味了，使她不能接受。她說： 

涼州街早市歷史悠久，迄今食物水準仍表現不凡，很少使用味精，塑料匙也少見。

而士林夜市，經過搬遷重整，水準卻逐年下降，店家不只用保麗龍碗盤、塑料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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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保麗龍盤子上包覆一個塑膠袋，本土小吃精神的淪落，問題一定出在人心。

（韓良露，2014b：16） 

在〈變味的小吃〉，她說： 

全世界第一高的台北一○一大樓的地庫，標榜聚集了台北老字號的小吃總匯，這

種美食城，是近十多年來都市居民便宜外食的集散地。各處的老字號紛紛開設據

點，但賣的真的是一樣的食物嗎？（韓良露，2004：112） 

進步的工業文明中，往往食物的口味是退步的，一○一商場中還有一家有個英語

名稱 Do it true 的「都一處」老店，也賣著我自小從西門町本店吃到東區新店

三十多年的褡褳火燒、山楂露，但都一處也無法 Do it true 了，隨便煎煎的褡

褳根本沒有廣佬常說的鑊氣，火燒不沾火氣，如何有滋味？還有那家通化街的路

邊米粉攤，標榜二十四小時不離火的米粉湯頭，隨時可吃到鮮嫩的大腸頭、滷豆

腐、肝連等，如今晉身到了美食城內，卻突然不再美味了，湯頭打烊後會放進冷

凍庫，如何保持原先的老店口味。（韓良露，2004：113） 

因此她透過書寫呼籲老店珍惜傳統，守護食物的好味道，除了是因為健康因素，更是因

為這些好味道是她和爸爸、母親與阿嬤之間記憶的連結，只有堅持不偷工減料、不加味

精的食物，才能勾起不變味的「家鄉味」記憶。她是這樣說的： 

想想工業生活中，變味的何止食物，人情不也一樣變味；人與人之間也不再親自

上門拜年了，虛擬賀年片電子郵件送來送去，大家都圖方便，於是生命的滋味也

越來越冷漠了。（韓良露，2004：114） 

變味的人生，人心往往越來越空洞，越需要更多的物質享受來填補內心的寂寞，

其實，有時好好吃上一碗用老法細火慢燉的土雞湯，反而可以讓心靈充實，這就

是美國人所說的老祖母的心靈雞湯。中國民間食傳統中，一向有各種吃了讓人元

氣飽滿的小吃，千萬不要讓這些食物為了方便而失去了初心。（韓良露，2004：

115） 

一向被傳統視為「口腹之慾」的飲食之事，竟被韓良露請上了文學的大雅之堂，大談飲

食之道與人生的關係。究其飲食書寫動機，都是源自「愈是變遷迅速，愈是發展未卜，

愈是價值不明的環境，愈可能產生強大的『懷舊』情愫來。」（詹宏志，1996：29）基於

對家鄉土地與人們的疼惜，所以她希望藉由一道道家鄉美食，用「家鄉味」去連結這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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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鄉」的土地。 

六、 結語 

綜觀前人的研究成果，或將韓良露飲食書寫依內容區分為異國飲食與懷人憶舊，或

研究情慾與飲食的關係，或討論其人文精神與原味慢食（林杏娟，2009：146）的呼籲，

然而本文以為韓良露飲食書寫雖有美食評論，飲食文化考察等面向，但更多的是藉飲食

來懷念家人與家鄉，於是本論文試圖用不同角度，從「空間」與「飲食」的關係切入，

以「家鄉」、「地方」、「地方感」等空間概念去觀看韓良露的飲食書寫，將她在異國旅行，

品嘗異國美食等都統整為英雄復歸家鄉的過程，因此「漫遊者」的韓良露，不管是在陌

生的空間，抑或是熟悉的地方，不管是大啖異國美食，抑或是熟悉的本土小吃，其在城

市地景尋訪新鮮感或家鄉菜，都是為了童年記憶中的「家鄉味」，都是為了要在精神上回

歸家鄉，找回一種對家園的感動。當我們爬梳更多文本，追溯她的「家鄉味」的來源，

發現其源頭都指向童年記憶，都共同指向家屋的廚房與外食的餐廳小吃店。 

韓良露的童年因為有爸爸與阿嬤兩位灶神，所以她很早就在家屋的廚房，習慣台灣

菜、台南小吃、日本料理、淮揚菜、上海菜、上海式西餐，因為這是阿嬤與爸爸的「家

鄉味」已遺傳在她的血液中，成為身體基因的一部分。長大後的她喜歡新鮮事物，選擇

到世界去漫遊，品嘗異國料理，用源源不絕的好奇心去追尋飲食風味，玩賞世界各地不

同的飲食習慣。中年後返台，在媽媽、阿嬤、爸爸相繼過世後，她試圖在家屋廚房與外

食的餐廳小吃店，期望找回童年時熟悉的家鄉味與人情味，並藉由「家鄉味」回憶家人，

回味往日的美好。因此，筆者以為她的飲食書寫是一種「家鄉味」的追尋，是從童年「知

味」、青年「玩味」到中年「尋味」的美味探險之旅，是找回「地方感」的認同之旅。 

關於飲食中「家鄉味」的書寫，其實在唐魯孫、逯耀東、林海音的飲食散文中都可

略見一二，但在九○年代後多樣化的飲食書寫中，「家鄉味」似乎被眾聲喧嘩所淹沒。韓

良露飲食書寫繼承了唐魯孫、逯耀東等人飲食中對「家鄉」的書寫，並有所新變。二者

相同的都是對家鄉的懷想，即「懷鄉」主題包藏在「飲食」之中，但不同的是唐魯孫、

逯耀東等人的「家鄉味」看似寫具體的北平家園飲食，實則由「味」及「地」，遙指那一

個抽象的故國；而韓良露的「家鄉味」，不是僅停留在「味」的描述，而是由「味」及「人」，

「家鄉味」只是她召喚家族記憶的憑藉，除了指的是家鄉台北的飲食，更多的是飲食背

後的思親之情。於是「家鄉」不只有空間上的意義，更多了久經時間醞釀的風味，亦即

在懷人憶舊上，增添了緬懷童年歡樂，感慨人事變遷的內容。韓良露飲食書寫的文字，

看似樸實簡單，不炫人耳目，但字裡行間透露著對人生的熱愛與深情。她其實是想要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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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一篇篇「家鄉味」書寫，標註一個獨特的世代記憶，也藉由敘說一件件家鄉與家庭的

故事，傳達個人對生命的熱情與溫度，讓人思考如何在空間中的此岸「他鄉」去回顧彼

岸的「家鄉」，安頓身心，珍惜當下。 

（責任校對：許貽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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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writings, literature genres have been springing up like mushrooms. 

However, food writings are the most difficult to be categorized into a category of literature; 

therefore, the definition is the most diversified. The dimensions of food writings range from 

descriptions of personal eating experiences or the culinary processes, to memories of the past 

or another person. In the field of contemporary food writings, excellent writers emerge in large 

number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theme of “hometown taste” in Han Liang-lu’s food 

writings. 

Han Liang-lu’s food writings focus on “flavors”, which center on the pursuit to find the 

identity of a place. Her “hometown taste” is combined with the concept of space (hometown) 

and “taste”. Her food writings are adventures of tastes, which enables her to be nostalgic of her 

hometown and family. 

Keywords:  food writings, Han Liang-lu, flaneur, place and space, hometown tas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