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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所欲探討的，是觀察日治時期才出現在臺灣的食譜文本，在內容有上有

著何許特色，除了這些內容又有什麼樣的「弦外之音」存在。由於清代台灣仍屬

移墾社會，精緻飲食文化的發展並不盛，所以清代臺灣有關飲食的文獻並不豐碩，

除了少數的方志有載，其他多見於外人遊臺所留下之紀錄。 

食譜的刊載濫觴於日治時期，主要刊載於報紙及雜誌期刊之中。因此，臺灣

食譜的發展直接跳過了具有自我特色的發展歷程，而是承接了日人經明治維新後

受西方影響而來的現代食譜。筆者將臺灣食譜在日治時期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

分別為開展（1900-1907）、穩定（1907-1936）及戰時（1937-1942）。 

開展期尚未有承載現代性要素的食譜刊登，但日本的旬文化在此時期已開始

出現；穩定期開始有了臺灣料理、各式料理及大量家庭料理食譜出現，含有計時

及計量等現代性元素者亦不在少數；戰時則以國族意味濃厚的建國料理及因應物

資匱乏的代用食、節米食譜居多，並在 1942 年後就未見食譜之刊載。可見食譜

的刊載與時代變遷確實有相當的關連。若再行對照歷史事件的發生（如皇民化運

動、總動員體制等），則可觀察出食譜背後反映出的文化與政治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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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based on the recipe texts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n Taiwan,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meaning of political and cultural. The literature of diet was not rich 

in the Qing Dynasty, cause Taiwan still a migration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fined 

food culture also not prosperous. Except for a few local records, the others were more 

common in the records left by foreigner.  

 The first recipes in Taiwan were released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t mainly 

published in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recipes 

was directly skipp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with a unique characteristic, but took over the 

modern recipes that were influenced by the West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 The author 

divides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recipes into three stages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Launch (1900-1907), Stability (1907-1936), and Wartime (1937-1942). 

During the launch period, there were no recipes for carrying modern elements, but the 

Japanese season culture has begun to appear during this period. The stable period has 

published various of recipe texts, include Taiwanese cuisine, Japanese cuisine and lots of 

home cooking. The modern elements have already begun in recipes text such as timing and 

measurement. In wartime period was mainly with national cuisine, the substitute food and 

the rice saving food, but there were no recipes published after 1942. As mentioned 

previously, the publish of recipe texts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vicissitude of society. If 

we compare the occurrence of historical events (such as the Kominka Movement, and the 

Total Defense Mobilization... etc.), we can observe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behind the recipes. 

 

 

 

 

Keyword: recipe texts, culinary culture, modernity, cuisine of national-establish, Taiw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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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和背景 

 

愛好美食可以說是人的天性。無論是四處品嘗美食，或是找食譜鑽研親自下

廚，對許多人而言都是極為有趣之事。食譜是現代人下廚的參考基準之一，參考

食譜上頭記載的材料及做法，就能把一道道不同的料理端上餐桌；在閱讀的過程

中，食譜上的資訊及其料理背後的文化內涵，能使讀者對不同的料理體系有著基

本的認知。現代的食譜玲瑯滿目，上至繁複的宴客料理至簡單的家庭料理皆備；

且拜科技發達之便，除了實體的食譜書籍外，在網路上也能找到世界各地不同的

料理食譜可供參考，食譜作者也從過去大多為專業廚師的著作，轉變成幾乎人人

都能書上一筆的情況。 

在所上日治時期生活史課程的學期報告之中，筆者爬梳了有關《台灣日日新

報》上所刊登之食譜史料，意外的發現以前沒有看過的建國料理一詞，且其刊登

日期和皇民化運動的開始恰巧吻合，這也引起了筆者的好奇之心，日治時期的食

譜資料是否不僅只是食譜本身那般單純，背後有著什麼樣的意義存在？在資訊不

發達的過去，食譜的流通並不如今日普遍，當時的人們也無法接收到如此多元的

各式食譜資訊，其內容及體例也和今日有所不同，那麼過去的食譜有什麼樣的特

色？反映著什麼樣的社會情況？又由誰掌握著食譜的刊行？而此也造就了本研

究的初衷。 

探討飲食，食譜是一個可做嘗試的切入點。在還沒有食譜文本的年代，食物

的烹調過程透過口耳相傳或是從小的耳濡目染所傳遞；進入文本化的階段後，被

記錄的烹調方式及技藝開始被傳遞、流傳，進而影響著人們的飲食生活。透過食

譜文本，我們得以了解過去人們對食材的運用、烹調方法，以及對菜餚的稱呼；

食譜間內容的相互對照，也能藉此理解當代與隔代的飲食與料理方式，和兩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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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同之處。巫仁恕亦指出，飲膳書籍與食譜的大量出版，與當時人們飲食風尚息

息相關，飲膳書籍與食譜的內容不僅是記載烹調的技術，更反應了當時人的感官

認知與表達。1食譜中的料理知識，不僅是單純地記述一些製作食物的技術，也包

含了不同的身份、價值、意識形態。透過探討食譜中烹調知識論述的變化與流傳，

有助我們瞭解一個社會或地區的文化變遷。2 

日治時代，可以說是臺灣人飲食習慣改變的濫觴。清治時期，受開港通商之

故，臺灣開始慢慢接收到西方飲食文化，但僅侷限於少部分上流階級，並未普及

至民間；到了日治時期，日人殖民臺灣，來臺日人也日漸增多，日本式的生活習

慣在殖民者的大力推動下，深入民間各處，日常生活的飲食大受影響，同時也反

映在當時的食譜上。 

日治時代以前，臺灣本土對飲食的記載大多見諸於方志之中，內容以食品名

稱及飲食習慣為主，作法及菜名等則幾乎無所見，如《噶瑪蘭廳志》： 

  至煎熬烹調，盡用豬油，甚至蒸麵和丸，不敢伴以他油。
3
 

 《樹杞林志》： 

  台民日食三餐，以日出日入為度。富者以米煮熟炊乾為飯……，貧者 

以地瓜和米煮粥。4 

以上內容多載於方志中的風俗志內，但也並非每本方志皆有載有關於飲食方面的

資訊，要了解日治以前的臺灣飲食，還有賴日治時期的調查來補足，更別說是有

關於食譜方面的史料。另外，外人留下的著作中亦有著臺灣飲食的紀錄痕跡，如

必麒麟在《老台灣》中對臺灣宴席的描述： 

 

 

                                                       
1 巫仁恕，〈明清飲食文化中的感官演化與品味圕造—以飲膳書籍與食譜為中心的探討〉，《中國 

飲食文化》第 20卷第 2期（2006），頁 45-95。 
2 郭麗兒，〈學烹飪－香港女性烹飪知識與性別身份的建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與 

人類學所碩士論文，2007），頁 13-14。 
3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台灣文獻叢刊第 160種，頁 198。 
4 諸家，《樹杞林志》，台灣文獻叢刊第 63種，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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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宴席便開始了。好幾張方桌子，我們被指定坐在上位；那些士大 

夫們、親屬們，和這個家庭最尊榮的從者們都分別坐在適當的位置。 

…至於食物，我們有一隻很精美的肥乳豬－就相當於我們的牛腰肉和 

羊的前胛肉－和魚翅等等，還有許多其他的珍饈美味，喝的是紹興和 

烈性的米酒。5 

裡頭介紹了宴席所會出現的菜色、有關座位分配的方式和宴席中飲酒的習慣，但

並未出現菜色的製作方法及記載確切的菜名。可惜的是，當時所留下的飲食紀錄

大多只僅於此，和當時已出現大量食譜的中國相比，臺灣本土的飲食紀錄可說是

相當有限。 

這樣的狀況要到日治時期才開始有了轉變。日人來臺後，對於臺人的風俗做

了一系列的調查，飲食紀錄及食譜也開始慢慢出現，除了有助於我們重建清代以

來臺灣人的傳統飲食以外，另一方面也讓我們得以窺見日治時期殖民者對於臺灣

飲食文化的影響痕跡，例如他們如何建構著所謂的「臺灣料理」、如何推廣著日

本式的飲食、如何引進新的營養知識、如何為糧食不足的戰時做準備…等，這些

都是值得去探討及討論的。 

    承先前所述，以食譜為出發點探討飲食文化是本文的初衷，但本文想探究的

並非分析食譜內所記載的內容，而是在食譜內容之外的意涵。於是，本文期待以

「在食之外」作為宗旨，跳出食物本身，考察當時食譜刊登下的時代背景，綜合

其食譜本身官方性及民間性的不同，分析食譜中所隱含政治以及文化上的意涵。 

 

第二節 研究旨趣 

 

本文擬以《臺灣日日新報》中所刊載的食譜資料出發，佐以日治時期所出

版的雜誌及報紙中所刊載之食譜作為輔助史料，先從食譜的起源與發展談起，

                                                       
5 W. A. Pickering著，吳明遠譯，《老台灣》，台灣研究叢刊第 60種，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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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討論日治時期時食譜史料中，除了食譜本身之外隱含的弦外之音，以及社

會變遷如何的反映在食譜內容。時間斷限選定在日治時期，一方面是因為日治

時期為臺灣本地食譜發展的濫觴，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其殖民統治的特殊性，在

這時期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以往由中國作為源頭的飲食，除了代表殖民者本身的

日本文化以外，還加入了當時日本持續吸收的西洋文化，使得臺灣間接地受到

這些影響，慢慢轉變成現代多元並蓄的飲食文化。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本論文

主要的問題意識為：日治時期臺灣食譜的特色為何？殖民者的強勢文化如何影

響殖民地本身的飲食文化？食譜在當時的官方性強烈的報章雜誌上是否扮演著

政策推廣的功能？最後，是否能透過當時的食譜反應飲食文化的現象及特點？  

 

第三節 研究回顧 

 

臺灣的飲食史研究遲至 90 年代以後才因受到西方新文化史影響下而慢慢興

盛，不過，近年來有關臺灣飲食的研究頗為豐碩，時間大多集中在清治、日治及

戰後三大階段；研究的內容題材豐富多元，從傳統飲食、米食、西餐、臺灣料理、

菓子、茶飲、酒樓、辦桌等皆備，這其中又以日治時期的研究最多。 

清治時期的飲食文化研究，學位論文部分以曾品滄的〈從田畦到餐桌－清代

臺灣漢人的農業生產及食物消費〉最具代表性，文內將清代的臺灣農業分為旱地、

水田及山地三個類型，分別討論其不同的農業方式及食物消費，描繪了清代臺灣

人的日常飲食和生活面貌；值得一提的是，內文中所使用有關飲食方面的資料來

源大多為日治時期由日人調查的資料，清代留下的飲食相關史料相當缺乏，這也

反映了為何有關臺灣清治時期的飲食史研究並不豐碩的原因。6單篇論文部分則

有林淑慧的〈臺灣方志所載禮儀與飲食文化的詮釋〉以及曾品滄的〈辦桌—清代

                                                       
6 曾品滄，〈從田畦到餐桌－清代臺灣漢人的農業生產及食物消費〉（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 

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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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宴會與漢人社會〉，前者以臺灣方志為主要史料做出發，探討當時臺灣平

埔族與漢族在宗教儀式及生命禮儀上和飲食文化間的關係，發掘臺灣各民族間飲

食於儀式中所代表的文化意涵；7後者則是從臺灣獨特的「辦桌」文化下手，解釋

由於辦桌文化興盛而導致對清代臺人「奢糜成性」的誤解，同時也介紹了傳統台

灣的宴席菜色。8 

日治時期是學界對於飲食研究的重點時期，不僅內容多元，論文篇數也是最

多。碩博士論文有王怡茹的〈臺灣日治時期漢人米食生活之研究〉，從日常生活

的米食談起，進而討論米食在各個歲時節令上所代表的意義。9概述整個時期的

飲食文化的有黃姿維的〈植民地時代（1895∼1945）における台湾食文化の変遷

－日常生活の飲食衛生を中心に―〉、謝筑恩的〈流離的日本味－日本料理在臺

灣的發生和變遷〉和侯巧蕙的〈臺灣日治時期漢人飲食文化之變遷：以在地書寫

為中心〉。黃姿維使用大量官方的文獻資料，來討論臺灣總督府制定的法令政策

及衛生教育的實施對臺灣日常生活飲食衛生上的影響；
10
謝筑恩透過彙整及分析

日治及戰後官方報紙上有關日本料理味道的論述，解釋該味道與國族認同變遷的

關係以及味道在飲食消費現象上的社會意義；11侯巧蕙則運用較多的日記及回憶

錄資料，試圖由另一個視角去建構日治時期臺灣漢人的日常生活飲食。12 

單篇論文有李力庸的〈殖民、營養與風尚－日治時期臺灣的大眾畜產飲食文

化〉探討肉食在日治時期被大量推廣，除了展現了殖民者強勢的文化移植，也同

                                                       
7 林淑慧，〈臺灣方志所載禮儀與飲食文化的詮釋〉，《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 18期，2009年。 
8 曾品滄，〈辦桌—清代臺灣的宴會與漢人社會〉，《新史學》第 21卷第 4期，2010年。 
9 王怡茹，〈臺灣日治時期漢人米食生活之研究〉（臺北：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碩士論 

文，1994年）。 
10 黃姿維，〈植民地時代（1895∼1945）における台湾食文化の変遷－日常生活の飲食衛生を中 

心に―〉（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11 謝筑恩，〈流離的日本味－日本料理在臺灣的發生和變遷〉（臺北：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研 

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12 侯巧蕙，〈臺灣日治時期漢人飲食文化之變遷：以在地書寫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臺灣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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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帶動了臺灣畜產業的發展13；張玉欣的〈黑輪、天婦羅與臺灣〉14及〈臺灣的便

當文化〉15兩篇文章都從食物本身的溯源做起，進而去發現日本文化對臺灣飲食

的影響痕跡；陳玉箴的〈日本化的西洋味：日治時期臺灣的西洋料理及臺人的消

費實踐〉16介紹西洋料理在臺灣出現的過程，並透過日記史料還原當時臺人對西

洋料理的看法和接受度；曾品滄的〈鄉土食和山水亭：戰爭期間「臺灣料理」的

發展（1937-1945）〉17描述的是戰時學者對於臺灣本土料理的文本化，使得臺灣

料理一詞重新被建構，造就了日後經營、菜色皆獨樹一格的山水亭出現，也將臺

灣料理和中國料理正式區分開來。 

而就本文做為核心探討的食譜，先前的相關論述並不豐厚，且以中國食譜為

研究對象者較眾，如逯耀東的〈明清時期的文人食譜〉，他將明清文人食譜的轉

變與特徵放入歷史脈絡及時代背景做考察，並提出飲食在文人生活經營下藝術化

的傾向；18巫仁恕的〈明清飲食文化中的感官演化與品味圕造—以飲膳書籍與食

譜為中心的探討〉觀察明清飲食文化中感官描述的演化，隨著人們對於感官享樂

的要求提高，文人化的食譜也因應此而出現，其所反映的是一種選擇性的品味；

19胡衍南的〈文人化的《隨園食單》－根據中國飲膳文獻史作的考察〉從袁枚的

《隨園食單》出發，描述明清食譜文人化的趨勢，但也同時和《醒園錄》這樣的

專業食譜比較，顯現其特殊之處；20賴亮吟的〈中國食譜的淵源傳統與發展〉介

紹了中國食譜自魏晉到明清以降的發展過程；21陳元朋的〈追求飲食之清－以《山

                                                       
13 李力庸，〈殖民、營養與風尚－日治時期臺灣的大眾畜產飲食文化〉），收錄自《雅俗相成－傳 

統文化質性的變易》（桃園：中大出版中心，2010年），頁 415-459。 
14 張玉欣，〈黑輪、天婦羅與臺灣〉，《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會訊》第 12卷第 2期，2006年。 
15 張玉欣，〈臺灣的便當文化〉，《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會訊》第 12卷第 3期，2006年。 
16 陳玉箴，〈日本化的西洋味：日治時期臺灣的西洋料理及臺人的消費實踐〉，《臺灣史研究》， 

第 20卷第 1期，2013年。 
17 曾品滄，〈鄉土食和山水亭：戰爭期間「臺灣料理」的發展（1937-1945）〉，《中國飲食文化》 

第 9卷第 1期，2013年。 
18 逯耀東，〈明清時期的文人食譜〉，《中外文學》第 31卷第 3期，2002年。 
19 巫仁恕，〈明清飲食文化中的感官演化與品味圕造—以飲膳書籍與食譜為中心的探討〉，《中國 

飲食文化》第 2卷第 2期，2006年。 
20 胡衍南，〈文人化的《隨園食單》－根據中國飲膳文獻史作的考察〉，《中國飲食文化》第 1卷 

第 2期，2005年。 
21 賴亮吟，〈中國食譜的淵源傳統與發展〉，《史轍》第 4期，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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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清供》為主體的個案觀察〉22及鍾佳伶的〈從食譜看宋人的養生與食療－以《山

佳清供》為例〉23皆以《山佳清供》這部食譜做討論，而《山佳清供》除了開啟

文人化食譜的先河，同時也反映了宋人的飲食觀及養生觀；郭忠豪的《閒情的吃，

雅致的嚐－明清江南的介類水產與飲食生活》利用食譜文本探討明清時期江南地

區的飲食生活，以及其「非日常性」的飲饌文化意涵。24 

對比起臺灣的部分，對於食譜方面的研究便顯得較為貧乏。以食譜為主要探

討對象的學位論文僅有李如琪的〈台灣米酒入菜的社會脈絡觀察─食譜文本探析〉

一文，專注的焦點在於「米酒入菜」的部分，時序自日治跨至戰後，在史料的運

用上有提到米酒的食譜為主，其餘則較無深入的使用，但在日治時期的部分整理

並介紹「中華飲食文化圖書館」內所藏之食譜史料，替後繼研究省下了些功夫。

25其餘有使用到食譜資料的期刊論文則有王怡茹的〈舊經驗與新觀念：日治時期

臺人日常米食的傳統與現代〉以及陳玉箴的〈食物消費中的國家、階級與文化展

演：日治與戰後初期的「臺灣菜」〉，前者運用的是日治末期的節米運動史料，有

助於了解在戰時物資匱乏時，政府如何宣導節米及推廣代用食；26後者運用的是

《臺灣日日新報》中有關「臺灣料理」的食譜資料，但大多以菜名為主要運用分

析，文中也詳盡的描述從「臺灣料理」演變成「臺灣菜」的過程，及其中受到國

家力量的影響之處。27 

綜合上述，臺灣史學界目前對於食譜的研究還是大多集中在中國史部分，且

以宋、明、清三代最為多數。臺灣本土的食譜研究雖說以日治時代為多，但無論

                                                       
22 陳元朋，〈追求飲食之清－以《山佳清供》為主體的個案觀察〉，《中國飲食文化》第 3卷第 1 

期，2007年。 
23 鍾佳伶，〈從食譜看宋人的養生與食療－以《山佳清供》為例〉，《史學匯刊》第 30期，2012 

年。 
24 郭忠豪，〈閒情的吃，雅致的嚐－明清江南的介類水產與飲食生活〉，《中國飲食文化》第 2卷 

  第 1期，2006年。 
25 李如琪，〈台灣米酒入菜的社會脈絡觀察―食譜文本探析〉（高雄：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臺灣飲 

食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 
26 王怡茹，〈舊經驗與新觀念：日治時期臺人日常米食的傳統與現代〉，《北市教大社教學報》第 

10期，2010年。 
27 陳玉箴，〈食物消費中的國家、階級與文化展演：日治與戰後初期的「臺灣菜」〉，《臺灣史學 

報》第 20卷第 1期，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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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內容上或是史料的運用上，都還有許多可供研究的空間；史料的運用上，最常

出現的無非就是《臺灣日日新報》所刊載的食譜資料了，但相關論文皆未將其作

一個全面且完整的運用，相當可惜。也因此，本文期待能夠更詳盡的利用《臺灣

日日新報》上的食譜資料，輔以《臺灣婦人界》、《專賣通信》、《臺灣教育會雜誌》

等刊物所列之食譜作為輔助史料，加上和回憶錄及日記內有關飲食文化者加以對

比，分析食譜中所隱含的意涵，以及實際上對於當時人們的影響。 

 

第四節 史料運用 

 

本文以日治時期報章雜誌上所刊載的食譜為主要資料。日治時期所出版的期

刊約三百餘種，內容包羅萬象且題材多元，提及烹調料理方面自然也不在少數，

如表達教育意見、協助日語教育普及化的《臺灣教育會雜誌》自 1914 年起便有

料理的介紹、《臺灣警察協會會誌》28內的家庭專欄、自 1932 年開始增設家庭欄

的臺灣菸酒專賣機關報《專賣通訊》（後易名為《臺灣の專賣》）、女性雜誌《臺

灣婦人界》29以及由上流階級婦女所組成之「愛國婦人會」所發行之《臺灣愛國

婦人》30等長期發行且具代表性的期刊文本。 

除了上述的雜誌外，日治時期在臺發行量最大的報紙《臺灣日日新報》更是

傳播飲食資訊的最大媒介之一。自 1900 年起，《臺灣日日新報》便開始刊登日式

料理食譜，但為數不多且刊登時間不固定，直到 1905 年後，才開始有著穩定的

增加，並開始介紹一系列「季節性」或是「主題性」的料理方法。而從 1907 年

開始，《臺灣日日新報》亦開始刊載一系列的「臺灣料理」食譜。報紙的部分另

有《臺南新報》，自 1932 年起的「婦人」專欄中開始有料理食譜的刊登，惟刊載

                                                       
28 1917年成立的臺灣警察協會，依臺灣警察協會規約出版會刊《臺灣警察協會會刊》，並每月 

發刊。原由臺灣警友會發行的不定期機關雜誌《警友》自此廢刊，後易名為《臺灣警察時 

報》。 
29 1934年創刊，發行人兼編輯為臺南新報社記者柿沼文明，其創刊目的為「協助提升發展臺灣 

婦人文化」。 
30 1905年愛國婦人會於臺灣總督府內設立支部，《臺灣愛國婦人》於 1908年創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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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並不固定，改為「家庭」專欄後則開始有專門的料理欄出現。 

另一方面，日人在臺期間的各項史料及調查報告也是本論文應用的資料，例

如臺灣總督府的舊慣調查成果《臺灣慣習記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等檔案。

從這些官文書中，我們可以瞭解日人在臺期間的施政方針、政策；另外，日人學

者在當時也留下許多和風俗相關的研究報告，例如井出季和太《日據下之臺政-

卷一》、片岡嚴《臺灣風俗誌》、佐倉孫三《臺風雜記》、國分直一《台灣的歷史

與民俗》、梶原通好著《臺灣農民的生活節俗》、笹森儀助《臺灣視察日記臺灣視

察結論》、權藤震二《臺灣實況》、鈴木清一郎《臺灣舊慣習俗信仰》以及由日本

學者池田敏雄、金關丈夫主編的《民俗臺灣》月刊等，其皆對台灣的民俗文化有

詳盡的記載。透過上述二者（官文書、民間研究）的輔助，更有助於食譜史料中

的政治及文化上意涵的解讀。 

   

第五節 章節架構及安排 

 

本文以日治時期臺灣報章雜誌所刊食譜為研究主體，將分為三大部分，預

計的章節架構如下：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食譜的源流與在臺灣的發展 

         第一節 食譜在中國 

         第二節 食譜在日本 

         第三節 食譜在臺灣 

第二章將討論食譜的定義及發展，透過爬梳中國、日本及臺灣三個地區的食譜

文本，找出其互相影響、交流之處，探討三者如何影響我們現今所見之臺灣食

譜，臺灣的食譜又是如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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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食譜中的文化意涵 

         第一節 食譜中的現代性元素 

         第二節 新媒體與食譜的傳播 

         第三節 日治時期食譜的特色及「臺灣料理」 

第三章將討論食譜文本中的文化意象，統治者所代表的強勢文化用什麼樣的方

式影響著臺灣飲食？除了日本自身的文化外又帶進了什麼現代化的文化內涵？

在此之下的臺灣飲食又有著什麼樣的改變？我們現在所聽到的臺灣料理一詞在

當時有著什麼樣的意象？ 

第四章 在食之外:食譜中的政治意涵 

         第一節 皇民化與建國料理 

         第二節 戰時的「節米」與「代用食」食譜 

第四章則討論食譜文本中的政治意涵，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是否能視食譜為替政

策服膺的工具？食譜刊登的時間是否能反映統治者所欲推行之政策？這些皆是

本文所預計要討論的方向及目標。最後則將研究成果加以統整，收尾做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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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食譜的源流及其在臺灣的發展 

 

第一節 食譜在中國 

 

研究中國歷史上的「食單」，就是研究中國的烹調史，就是研究中國的 

飲食文化史。可以說「食單」是中國烹調和飲食文化歷史發展的縮影。1 

 

    食譜，通常泛指食物調配及烹調方法的總匯，也就是說，以文字記錄下食物

烹調及製作方法者即為食譜。美國學者 Appadurai 認為，食譜除了是專家們設立

廚房飲食制度的標準、傳達烹調的學問，及宣揚獨特傳統的飲食文本，更是食物

從市場通過廚房到餐桌歷程的規劃者。2在這樣的定義下，我們可以說有記錄菜

名、材料及烹調方法者，皆可稱之為食譜。 

    過往研究中，大多認為正式的食譜起源於六朝，《齊民要術》為其主要代表

作品。3不過若就上述之定義而言，食譜的起源可以推至更早，在周代的《詩經》

及《禮記》中就已有對菜名及烹調方法之紀錄。《詩經》雖為詩歌總集，內容與

飲食烹飪相關卻是不少，無論是原料、烹飪方法皆有記載，有助於我們了解古代

人的飲食生活，清人姚際恒在《詩經通論》中有述： 

其中又有似采桑圖、田家樂圖、食譜、穀譜、酒經：一詩之中，無不具 

備，洵天下之至文也！4 

《詩經》中提到烹調方法的有《六月》「飯御諸友，炰鱉膾鯉」5、《瓠葉》「有兔

                                                       
1 趙榮光，〈中國歷史上的食單和筵式〉，收錄自《趙榮光食文化論集》（黑龍江省：黑龍江人民 

出版社，1995年），頁 121-122。 
2 A. Appadurai,”How to make a National Cuisine : Cookbooks in Contemporary  

India”,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30, No.1(1988), page3。 
3 逯耀東，〈明清時期的文人食譜〉，《中外文學》第 31期第 3卷（2002），頁 1。 
4 清 姚際恒，《詩經通論》（臺北：河洛出版，1968），頁 164。 
5 王雲五主編，馬持盈譯註，《詩經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出版，1971)，頁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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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首，炮之燔之…燔之炙之…」6及《匪風》「誰能亨魚？溉之釜鬵」7等。「炰」及

「亨」為水煮至熟，「膾」為將肉細切，「燔」及「炙」指將肉架在火上烤，「炮」

則是連毛及其他材料一同裹燒的烤法，以上皆為烹調方法，不過僅記錄烹調方法

者並不能稱之為食譜。 

    具備材料、作法及菜名者則起於《禮記》的「八珍」，其為多種烹調方法製

作，專供周王室所食用的肴饌。其烹調方法記於《禮記．內則》， 如「炮豚」： 

取豚若將，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涂之以謹涂，炮之 

，涂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為稻粉糔溲之以為酏，以付豚 

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 

夜毋絕火，而後調之以醯醢。8 

炮豚的製法為：先將乳豬洗淨，剖腹後清除內臟，塞進棗子、裹上竹簾並抹上濕

泥土上火燒烤至乾。待泥乾後，取出乳豬將豬皮上的乾泥擦淨，在肉表面抹上米

粉糊，下油鍋炸。最後將炸過的乳豬切成片，連同香料放進小鼎之中，置大湯鍋

內隔水燉三天三夜即成，食用時搭配醋及梅醬調和食用。又如「搗珍」： 

取牛羊麋鹿麇之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熟出之， 

去其餌，柔其肉。9 

搗珍的製法為：取牛、羊、鹿等的脊側肉，反覆搥打後去掉筋腱燒熟，再去膜，

使肉變得柔軟即可食。 

  從上述兩者可見，《禮記．內則》中所記載的八珍，從菜名（炮豚、搗珍）、

材料（乳豬、牛羊鹿肉）至製作方法，三者無一不具，就本文定義上來說可謂是

真正的「食譜」起源。不過，雖然《禮記．內則》中所記之八珍就食譜定義而言

符合了所有要件，但《禮記．內則》本身並非專門的飲饌之書。專門的飲饌之書

出現遲至魏晉六朝，元．韓奕《易牙遺意》中有載： 

                                                       
6 王雲五主編，馬持盈譯註，《詩經今註今譯》，頁 427 。 
7 王雲五主編，馬持盈譯註，《詩經今註今譯》，頁 226。 
8 王雲五主編，王夢鷗註譯，《禮記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出版，1971），頁 468。 
9 王雲五主編，王夢鷗註譯，《禮記今註今譯》，頁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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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放生戒殺之教盛於六代，人主日舉蔬食，士大夫有蟹蛤自 

給，是時食經乃多至百種。10 

魏晉六朝之時，無論是農業、手工業及商業的發展都超越了前朝，人們得以取得

的食品原料日益增加，加上各民族間的飲食文化交流，飲食生活自是日漸豐富，

這也造就了飲饌之書大量出現的背景條件，自這段引述中也可得知當時多稱食譜

為「食經」。 

  《齊民要術》可謂是第一本較正式食譜的集大成之作。六朝當時，尚未有食

譜名，大多稱「食經」、「食方」，自名稱來看可知其實用性及技術性較為濃厚。

《齊民要術》中有關食物烹調主要集中在第八、九卷，其中也引用多條來自《崔

氏食經》、《食次》等魏晉食譜資料，內容記錄各種釀造、醃漬、炙食等烹調食物

的方法，記載之飲食風味以北方為主。《齊民要術》所記載的飲食品項極多，烹

飪方法也相當多樣，不下三十餘種，且葷、素皆備，所記菜肴種類之繁、工藝之

詳盡為前期作品所不見。11除此之外，《齊民要術》也創造了食譜編寫的新範例，

以「法」為綱，下記有多種不同卻具體的操作步驟，此寫法也影響了後世食譜的

編撰，如《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易牙遺意》、《飲饌服食箋》、《調鼎集》等，皆

採用《齊民要術》按烹飪方法及肴饌類別分類的編法。12 

    正式有食譜之名者，起於唐代，為韋巨源所編撰之《燒尾宴食單》，別稱《食

譜》，紀錄的是唐代的宮廷菜餚。13《燒尾宴食單》載於宋陶穀《清異錄》卷下三

十七門中之〈饌羞〉及元陶宗儀《說郛》卷九五上。《燒尾宴食單》收錄了五十

八種菜點，菜餚有用牛、羊、豬、雞、鴨、鵝、鴿、熊、鹿、狐狸、兔子、魚、

蝦、鱉等原料所製成的葷食；飯點則有乳酥、夾餅、麵、膏、飯、粥、餛飩、湯

餅、粽子等。其所記菜肴除了菜名外亦附有簡注，簡注內含製作的材料及烹調方

                                                       
10 韓奕，〈易牙遺意敘〉，收自景明刻本《夷門廣牘》卷 19，頁 1。 
11 趙榮光主編，《中國飲食典籍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 82-83。 
12 趙榮光主編，《中國飲食典籍史》，頁 83。 
13 筱田統，《中囯食物史の研究》（東京：八坂書房，1978），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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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但內容過於簡略，將其視為珍奇料理菜單較為妥當。14另外，從內容中可以

發現，葷肉類材料的大量使用及高比例的糕點菜餚，反映的是大魚大肉化的宮廷

料理，以及漸往追求品味及感官享受的上層階級社會。 

    雖說唐代出現了以《食譜》為名之作品，但後世飲饌之書以食譜為名者，並

不多見。中國有關飲饌之書者，名多以經、方、錄、單等為主，從中也能見其偏

向實用面的命名方式；出現以譜為名者多為單一物品之專門記載，如《蟹譜》、

《荔枝譜》、《粥譜》等，內容中也大多有提到該物之食用、製作方法，但亦不能

稱其為專門之食譜。另外，近世以來的飲膳書籍，筱田統將其分類為食單、佳餚、

清供、殊品及其他等五類，食譜大多分類於「佳餚」類之中。15 

    宋代是食譜走向專業化、文人化之濫觴，這也是中國傳統食譜最大的特色之

一。此時期出現的食譜大多為完整著作，且流傳到後世者眾，如陳達叟《本心齋

食譜》以及林洪《山家清供》等。《本心齋食譜》為專門的素食食譜，內記有二

十則素食食譜，做法以清淡及簡單為原則，除了食譜本身還附有十六字的讚美詩。

《山家清供》共分二卷，共載 104 道食譜，內容運用大量的蔬果、中藥等食材，

除了美味之外更添加了養生的功效，著重透過飲食達到養生及食療的效果。從《本

心齋食譜》和《山家清供》兩卷來看，除了文人化和專業化外，養生食療的思想

也一併反映在食譜之上。此批宋代食譜，和宋代以前的食譜大多散佚或僅有部分

傳鈔至後世書籍者相距甚多，也是宋代為食譜發展分水嶺的重要原因之一。 

    元代雖然統治時間短，但亦出了數本對後世影響重大的飲食文化典籍，如浦

江吳氏《中饋錄》、倪瓚《雲林堂飲食制度集》、賈銘《飲食須知》及忽思慧的《飲

膳正要》。其中，《中饋錄》分脯鮓、制蔬、甜食三大類，收錄了 75 種的食譜制

法，該食譜的特色為大量使用調味料，求的是食物的色香味俱全，且多採用脯、

鮓、醃等制法延長食物之保存期限。《中饋錄》的成書時間有所爭議，邱慶同在

                                                       
14 筱田統，《中囯食物史の研究》，頁 112。 
15 筱田統，《中囯食物史の研究》，頁 187-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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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烹飪古籍概述》中稱作者為宋代浦江人16，爾後戴雲提出「此書可能是宋

元之交或是元初」的推論，認為其成書不會早於南宋。17朱瑞熙對此書進行考證

後認為此書不可能出於宋代人之手，書裡除了使用南宋人不可能使用的避諱字外 

，也出現了宋人不用的蔬菜、食油及貨幣單位，因此《中饋錄》較有可能是元代

人所編纂之書籍。18自此我們也能得知，食譜所記錄的不僅是菜名及製作方法，

同時也表現了不同時代的飲食文化和社會背景。 

    宋代以來的城市經濟發展，到了明清達到頂峰。南北的頻繁交流造成各式的

物產大量流通，加上烹飪技術的精進，使得此時期的飲食文化空前繁榮，連帶也

影響飲食相關書籍的大量出版，對於食譜中「感官」之描述也開始出現，此亦為

中國食譜的特色之一。不過，明代獨創之食經較少，百科類書及救荒用的「清供」

類書較多，食經部分大多為承襲宋、元兩代之創作，如劉基《多能鄙事》、韓奕

《易牙遺易》、宋詡《宋氏尊生》19及高濂《遵生八箋》等，大多引用《居家必用

事類全集》及《中饋錄》。
20
  

清代可謂飲膳書籍出版最高峰的時期，無論在數量上或是食譜專著皆超越前

代，其中以顧仲《養小錄》、李化楠《醒園錄》、袁枚《隨園食單》及《調鼎集》

等最為著名，除了皆為食譜專著外，作者皆具有實際烹飪經驗亦為一大特色。21 

    雖說以食譜為名的飲饌之書少，但在明清時期，食譜一詞已深入到民間，在

小說中亦多有出現，如《醒世恆言》第 26 卷〈薛錄事魚服證仙〉： 

王士良，你豈不認得我是薛三爺？若非我將吳下食譜22傳授與你，看你 

怎治些怎樣肴饌出來？23 

                                                       
16 邱慶同，《中國烹飪古籍概述》（北京：中國商業出版，1989），頁 66。 
17 戴雲，〈唐宋飲食文化要籍考述〉，《農業考古》1994年第一期。 
18 朱瑞熙，〈浦江吳氏《中饋錄》不是宋人著作〉，《飲食文化研究》2004年第一期。 
19 因飲膳相關皆出自《竹嶼山房雜部》中第十卷的「尊生部」，故稱「宋氏尊生」。 
20 筱田統，《中囯食物史の研究》，頁 232-253。 
21 巫仁恕，〈明清飲食文化中的感官演化與品味塑造－以飲膳書籍與食譜為中心的探討〉，《中 

  國飲食文化》2卷 2期（2006），頁 64。 
22 底線為筆者所加。 
23 明．馮夢龍編，《醒世恆言》（台北：三民書局，1989），頁 518-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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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鏡花緣》第九回〈服肉芝延年益壽 食朱草入聖超凡〉內，主角之一的林

之洋說道： 

俺又不刻酒經，又不刻食譜，吃他作甚？24 

在較為世俗的小說中出現食譜一詞，代表著食譜一詞已在市井小民中流傳開來，

且就上述例子來看，其中之食譜意思已和現代食譜的意思相距甚少。25 

 

第二節 食譜在日本 

     

    具有日本文化特色的料理菜單，最早在 1295 年（安永三年）所出版的《廚

事類記》中就可見其端倪，如膾（生物）、汁（煮物）、燒（烤物），除了具有若

干日本列島獨有的色彩外，受大陸性飲食影響的痕跡也十分明顯，在其菜單中有

著數種唐菓子的出現。26《廚事類記》也是日本現存最早料理相關的書籍，但內

容上以記載公家饗宴的禮儀及典故為主，對料理本身的記述並不詳細。   

    日本料理的發展一般被認為開端於日本中世（即鎌倉、室町幕府時期），其

形成初步格局的標誌為本膳料理的出現，以及四條流、大草流、進士流等料理流

派的出現；更重要的是，這些料理流派留下了如《四條流庖丁書》、《大草家料理

書》等料理書籍，若對比先前而言，這些料理書籍已經是比較專門的料理書籍了，

但其仍以記錄料理的方法，公家及武家舉辦宴席時的禮儀、規矩和典故為主，讀

者也以料理相關的專家居多，和平民飲食的烹調有著不小的落差，也正因為如此，

這些料理書籍反映了室町時期飲食文化的面貌。27 

    日本料理的格局完成於江戶時期，是目前學界普遍認同的說法，如中澤正在

《日本料理史考》中提到： 

                                                       
24 清．李汝珍，《鏡花緣》（台北：世界書局，1974），頁 30。 
25 巫仁恕，〈明清飲食文化中的感官演化與品味塑造－以飲膳書籍與食譜為中心的探討〉，頁 

  64-65。 
26 徐靜波，《日本飲食文化 歷史與現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頁 85。 
27 徐靜波，《日本飲食文化 歷史與現實》，頁 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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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被人們稱之為日本料理的東西中，平安、鐮倉時代的影響幾乎沒 

有，室町時代的氣息大部分也消失了；今日所說的日本料理，完成於 

江戶時代的中期以後，這是由於出現了街市的料理、會席料理發展起 

來了的緣故。28 

之所以完成於江戶時期，則和當時的社會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第一個原因是江

戶時期社會較為安定，安定的社會是文化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第二個原因

為德川幕府實施了長達 220 年的鎖國政策，在這段時間裡日本充分咀嚼了已有的

傳統文化及外來文化，創造了具有江戶特色的日本文化；第三個原因則是政治、

經濟及文化中心的東移，在德川幕府的統治之下，江戶逐漸從小邑變成具有數十

萬以上人口的大城，產生了繁盛的市民文化，食攤和料理屋也開始大量出現，規

模龐大的餐飲業造就了日本料理的全面形成。29 

    江戶時期同時也是料理書刊最為繁盛發展的時期。若對飲食史進行考察，可

以發現有關飲食的專著或食譜大量出現之時，往往是該民族飲食文化發展到最鼎

盛之時。江戶時期，尤其是在中期以後，各類的料理書刊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刊出，

根據川上行藏的統計，江戶時期 260 餘年間大約有 70~80 種料理書刊的刊行，本

文所重視的烹調類及食譜類的書刊則是大量出現於 18 世紀以後，30其中值得注目

的是 1643 年（寬永二十年）所出版的《料理物語》。《料理物語》本名為《料理

秘傳抄》，為日本第一本「印刷出版」的料理書籍，出版時將書名改為「物語」

這種具有繪本小說的書名，意味著此書嘗試將料理更加貼近人們的生活，是一本

民間向的料理書籍。31《料理物語》的內容具體說明了菜色的素材及烹調法，就

意義上來說可以稱為第一本真正的「食譜」；此外，《料理物語》也是在近世料理

                                                       
28 中澤正，《日本料理史考》（東京：柴田書店，1977），頁 81。 
29 徐靜波，《日本飲食文化 歷史與現實》，頁 113-114。 
30 川山行藏，〈關於江戶時代料理書的研究（第二報）－關於德川時代料理書的執筆者〉，收錄 

自賀芳登等監修《全集 日本的食文化》第七卷”日本料理的發展”（東京：雄山閣， 

1998），頁 109-126。 
31 原田信男，《和食與日本文化 日本料理的社會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 

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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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中唯一提到鹿、野豬、熊、狗等獸肉類烹飪法，這也反映了在當時不吃肉的

日本，民間仍有食用獸肉的習慣。32 

    1674 年（延寶二年）所出版的《江戶料理集》在日本食譜的發展上同樣具有

相當深刻的意義。該書共有七卷八冊，根據考察其應為先前出版《古今料理集》

的改編，內容體現了日本料理對於「旬令」的重視，除了介紹每一時節的時令食

材外，也介紹各時節所對應的料理為何，同樣的食材如何用不同的烹調法來呈現

等。和《料理物語》相比，《江戶料理集》在內容及篇幅上都較《料理物語》來

豐富的多，也被稱之為「料理的百科全書」，其他類似的書籍還有《合類日用料

理抄》和《當流節用料理大全》等。隨著烹飪知識和食物知識的增加，烹飪理論

也漸趨成熟，1730 年（享保十五年）所出版的《料理綱目調味抄》可以說達到了

頂峰，作為近世初期的一種成熟且具體的懷石思想烹調理論就此誕生，且因其傳

播的對象為庶人及遊民，本書也具有時代上的意義。33 

    到了寶歷至天明年間，興起了視消費為美德的風潮，同時也加強了餐飲業的

發展。在這樣的社會風潮下，烹調開始被加入「娛樂」的元素，在飲食書籍上同

樣也反映了這樣的特色，如 1751 年(寶歷元年)出版的《料理珍味集》和《料理山

海鄉》；另外，由 1782 年（天明二年）出版的《豆腐百珍》帶起了「百珍熱」，限

定食材但有著該食材的豐富知識及大量烹調法的書籍開始風行，另還有 1789 年

的《甘藷百珍》、1795 年的《海鰻百珍》甚至於 1846 年的《魔芋百珍》等書，說

明當時的烹飪書籍已被人們視為「讀物」，不再僅是專業烹飪圈內少數人所流通

的書籍。料理書籍的興盛發展，也反映江戶時代日本料理的繁榮與逐漸成熟。34 

    除了日本料理，江戶時代的人們從近世起也開始接受南蠻料理35及中國料理

的洗禮，這和寬永年間時日本開放長崎作為與中國及荷蘭、葡萄牙等歐洲國家貿

易的港口有關。約在 17 世紀前半期，日本就出版了《南蠻料理書》一書，內容

                                                       
32 徐靜波，《日本飲食文化 歷史與現實》，頁 122。 
33 原田信男，《和食與日本文化 日本料理的社會史》，頁 75-77。 
34 徐靜波，《日本飲食文化 歷史與現實》，頁 124-125。 
35 「南蠻」一詞可以解釋為新奇的、不同風格的，常在介紹歐洲料理的烹飪書籍中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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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了南蠻果子和南蠻料理的製作方式。36 南蠻料理的製作和日本料理有著極大

的差距，不僅多用油炸的方式烹調，食材的使用上也以肉類為主要食材，影響日

本料理的部分除了天婦羅是意外被接受的之外，還是以果子的部分為主。另外，

江戶時期中國料理對日本料理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普茶料理及桌袱料理之上，最

早在 1697 年就有《和漢精進料理抄》一書出現，是最早出現有關外國餐飲的料

理書籍，其他影響則待明治時期之後。 

    日本料理的發展進入明治時期後，有著非常重大的轉變。其中最重要的，莫

過於肉食的解禁以及西洋料理的大量傳入。在前文中提到，日本在近世以前的社

會是禁止肉食的，只有在部分民間保存了食用獸肉的習慣。進入明治時期後，明

治天皇率先在 1871 年透過試食牛肉，向全國人民宣告自神武天皇開始實行的肉

食禁令正式撤銷；同時，各地政府以各種形式頒布公文，鼓勵民眾為了文明開化

要多吃肉食，海軍也明定牛肉為營養食物。食用牛肉的風氣就在這時開始往全國

蔓延開來，1872 年在京都也出版了《肉料理大天狗》一書。
37
肉食的解禁連帶著

影響到西餐在日本的發展，隨著國宴選擇法式西餐、西式食材的輸入栽培、西餐

館的逐家開業以及乘載西餐知識的烹飪書籍陸續出版，西餐在城市中開始普及。 

    最早有關西洋料理的烹飪書籍為 1872 年由敬字堂主人所出版的《西洋料理

指南》和仮名桓魯文所著之《西洋料理通》，皆由日本人所書寫，參考的是英國

人的料理做法。最值得注目的是，在書中出現了「西洋式定時法」，每道菜都有

其固定的烹調時間；這和食譜內材料的固定份量一樣，都是現代食譜的重要特徵

之一，隨後也在日本的料理書後普及開來。38除了日人所撰寫的西洋料理書外，

西洋的翻譯書籍也開始出現，以 1874 年出版的《西洋料理新書》為開端，1880

年後開始大量刊行，如 1880 年的《洋食料理法獨案內》、1885 年《手輕西洋料理

                                                       
36 該書目前還無法確認其成書的確切年代，但長崎的天文學者西川如見在 1720年（享保五年） 

的著作《長崎夜話草》中有從中摘錄的內容，加上其本身的內容推測，《南蠻料理書》的成書 

年代至少可以上溯至 17世紀前半期。 
37 橘井山人，《肉料理大天狗》（京都：自然洞，1872）。 
38 東四柳祥子、江原絢子，〈解題 日本現代的料理書（1861-1930）〉，《東京家政學院大學記 

要》第 43號（2003），頁 226-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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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1888 年《實地應用輕便西洋料理法指南》…等，發展至 1890 年後則是以「家

庭向」，強調「實用性」的料理書為主，如 1895 年《日用西洋料理法》、1905 年

《家庭西洋料理法》…等。39到了明治末年的 1912 年時，各種有關西洋料理的書

刊已經多達 130 種，無論在理論或實踐上，大部分的日本人對西洋料理可以說都

有著一定的熟識。40這些食譜的發展與特色，之後也隨著日本統治臺灣而一併帶

入，影響了臺灣食譜的發展。 

 

第三節 食譜在臺灣 

 

    有關於臺灣本土的飲食紀錄，有待清治時期才開始出現。但此時的飲食記載

內容並不豐碩，以各地的飲食習慣和食品介紹為主，有關料理的名稱及作法則幾

無所見，如《雲林采訪冊》： 

    村莊飯粥多調合地瓜，且多食鹽醬瓜、笋等物，最為節約。41 

此段引文顯示，當時一般人家煮飯或粥時多會混用地瓜以增加其量，配菜則以醃

漬的醬菜為主，可見其節約之處。又如《彰化縣志》： 

若澎湖船則來載醃鹹海味，往運米油地瓜而已。42 

此段引文顯示，臺灣雖然四面環海，但除了沿海較常食用鮮魚外，其他地方多食

用鮭醬、鹹魚等乾貨和漬物，但有賴澎湖進口，並非自製。另如《噶瑪蘭廳志》： 

至煎熬烹調，盡用豬油。甚至蒸麵和丸，不敢拌以他油。43 

此段引文顯示了臺人最常使用的油脂類為豬油，豬油除了價格低廉外，味道也鮮

美厚重，稍能滿足節約的臺灣人沒有豬肉吃的缺憾。以上內容多載於方志中的「風

俗志」內，藉由這些記載我們得以了解當時臺灣人的一些飲食生活概況，不過也

                                                       
39 東四柳祥子、江原絢子，〈解題 日本現代的料理書（1861-1930）〉，頁 229-231。 
40 徐靜波，《日本飲食文化 歷史與現實》，頁 222。 
41 倪贊元，《雲林采訪冊》，台灣文獻叢刊第 73種，頁 23。 
42 周璽，《彰化縣志》，台灣文獻叢刊第 156種，頁 290。 
43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台灣文獻叢刊第 160種，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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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所有的方志中都存有相關類似的記載，要重建當時完整的飲食生活有著一定

的難度。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明清時期飲食文化的發展達到頂峰，飲膳書籍亦

大量地出版及傳播，但此現象並未隨著中國治理臺灣而複製到臺灣社會，這是由

於飲膳書籍必須有著一定的消費基礎及文化背景方能流通，但清代的臺灣由於尚

處於移墾社會的階段，並未具備著如此的條件。44 

    除了臺灣本土的記錄以外，來臺外人所留下的著作中亦有著臺灣飲食的紀錄

痕跡，如必麒麟在《老台灣》中對臺灣宴席的描述： 

不久宴席便開始了。好幾張方桌子，我們被指定坐在上位；那些士大 

夫們、親屬們，和這個家庭最尊榮的從者們都分別坐在適當的位置。 

……至於食物，我們有一隻很精美的肥乳豬－就相當於我們的牛腰肉 

和羊的前胛肉－和魚翅等等，還有許多其他的珍饈美味，喝的是紹興 

和烈性的米酒。45 

該文介紹了宴席的禮儀習慣、食用的菜色，以及臺人在宴席時飲用的酒類為米酒

和紹興酒等資訊，但並未出現菜色的製作方法及記載確切的料理名稱。可惜的是，

當時所留下的飲食紀錄大多只僅止於此，僅能知道這個時期的臺灣人吃什麼樣子

的食物，如何製作這些食物仍是未解之謎；和同時期已出現大量食譜的中國、日

本相比，臺灣本土的飲食紀錄可說是相當有限。 

日治時期可說是臺灣食譜出現的濫殤。在臺發行量最大的報紙《臺灣日日新

報》，可以說是日治時期臺灣傳播飲食資訊的最大媒介，也是臺灣食譜的最早刊

登的場域。《臺灣日日新報》自 1900 年起便開始刊登食譜，以〈正月の御料理〉

為題開啟了臺灣食譜的出現。46初期以「季節料理」等日式料理食譜為主，1903 年

刊登了一系列的「夏季料理」食譜，是《臺灣日日新報》中最早的系列食譜。47

                                                       
44 巫仁恕，〈明清飲食文化中的感官演化與品味塑造—以飲膳書籍與食譜為中心的探討〉，頁  

49。 
45 W. A. Pickering著，吳明遠譯，《老台灣》，台灣研究叢刊第 60種，頁 70。 
46 〈正月の御料理〉，《臺灣日日新報》，1900.1.1，第十五版。 
47 《臺灣日日新報》自 1903年 6月 27日到 8月 27日總計刊登了 30篇「夏季料理」食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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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最早在臺灣出現的食譜，僅有料理名和製作過程，並沒有出

現計量的材料，尚未符合現代食譜的所有要素；48而且，此時期的食譜為數不多

且刊登時間不固定，到了 1905 年後才開始穩定的增加刊登頻率。因應在臺日人

對「臺灣料理」的好奇與喜愛，有關臺灣料理的食譜在 1907 年開始出現，共計

有三大系列，第一個系列為 1907 年的〈臺灣料理法〉，49第二為 1927 年至 1928 年

的〈臺灣料理の話〉，50最後則為 1934 年至 1935 年〈おいしい臺灣料理〉。51 

 

表 2-1 《臺灣日日新報》中的「臺灣料理」食譜 

1907 年〈臺灣料理法〉系

列專欄 

生燒雞、八風菜、紅燒魚、塔魚餅、塔鴨餅、八寶菜、紅燒牛

肉、櫻桃小雞、涼拌雞、炒米粉、生肉餅 

1927 年起〈臺灣料理の

話〉系列專欄 

雪白木耳、馨油小雞、生炒小雞、豆仁雞丁、紅汶小雞、加里

小雞、栗子小雞、白炊小雞、清湯雞片、酸菜雞片、白炊酥

雞、如意雞湯、神仙小雞、鮑魚雞片、龍鳳穿翼、冷拌小雞、

清湯全鴨、水暮控鴨、冬菜控鴨、冬瓜小鴨、蔥燒小鴨、生炒

鴨片、鹵拌小鴨、八寶絨鴨、炸卜小鴨、掛爐燒鴨、鴨掌骨

髓、生炒鴨腸、鮑魚會鳩、豆仁鳩丁、鴛鴦絨鳩、水晶鳩蛋、

鴛鴦鳩蛋…（尚有各式系列料理不一一列舉） 

1934 年起〈おいしい臺灣

料理〉系列專欄 

炒生菜肉、三鮮火鍋、什菜飯、芥辣雞、吐絲蝦仁、杏仁豆

腐、東坡方肉、炸豆腐皮包肉、古滷肉、大五柳居、紅燒魚、

清湯三絲、鍋燒豆腐、冰糖排骨、金鑲冬冬、芋泥羹、三鮮海

參、雞茸蝦仁、梅子肉、編食 

出處：《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 1月 25至 2月 23日於三版連載之〈臺灣料理法〉食譜專欄、

1927年 11月 10日至 1928年 1月 23日於三版連載之〈臺灣料理の話〉食譜專欄，以及 1934

年 6月至 1935年 4月不定期不定版連載之〈おいしい臺灣料理〉食譜專欄。 

 

 

                                                       
48 這裡指涉的現代食譜，指的是使用精確計量的材料，並包含菜餚名稱及製作方法的食譜。 
49 〈臺灣料理法〉系列食譜連載自 1907年 1月 25日到 2月 23日，共計有 14道料理做法（含 

兩道別法），並以十人份作為份量基準。 
50 江山樓主人吳江山所述之〈臺灣料理の話〉自 1927年 11月 10日起至 1928年 1月 23日，一 

共發表了 23篇有關臺灣料理的食譜在《臺灣日日新報》上。 
51 〈おいしい臺灣料理〉為自 1934年 6月至 1935年 4月不定時刊登的料理專欄，共計有 21道 

料理食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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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臺灣料理の話〉的專欄作者為「江山樓主人」吳江山，是《臺灣日

日新報》刊載食譜中少數的臺灣人作者，也是上述三系列「臺灣料理」食譜中唯

一的臺灣人作者，除了能藉此對照臺、日人對「臺灣料理」作法的差異，亦顯現

了當時江山樓主人在「臺灣料理」上的權威性。 

1907 年的〈臺灣料理法〉專欄食譜，從現在來看有幾個指標性的意義：第一，

此為《臺灣日日新報》上最早的臺灣料理食譜，由日本人所編寫，說明當時的日

人已有「臺灣料理」的概念，並對其料理作法有著一定的熟捻；第二，此系列食

譜也為《臺灣日日新報》上最早有料理名稱、計量的材料和詳細製作方法三者皆

備的現代食譜，此外也在製作方法內加入了調理時間，承襲了明治初期西洋翻譯

料理書進入日本後帶入的「現代時間」觀念，也在殖民地臺灣體現出來。 

至於專門的《臺灣料理》食譜書，最早為 1912 年出版的《臺灣料理之琹》，

由臺灣總督府法院通譯林久三著，自序言來看，有推廣「臺灣料理」之意存在。

52
內容依照料理方法分為六大類：湯、勾芡、炒、炸、煮、蒸，有系統地介紹了當

時的「臺灣料理」，並舉列代表之菜色；另外，書中的料理名稱及食材皆用假名

注音，方便日人理解。細看內容可以發現，當時所謂的「臺灣料理」並非臺灣一

般民眾日常所吃的食物，而是酒樓會出現的宴席菜色，如大五柳居、八寶鴨、清

湯魚翅…等，也能得知日人眼中的「臺灣料理」樣貌為何。53 

除了報紙以外，期刊雜誌也是刊載食譜的大宗來源之一。日治時期在臺出版

的期刊約三百餘種，內容包羅萬象且題材多元，提及烹調料理方面自然也不在少

數：如《臺灣教育會雜誌》自 1914 年起便有著臺灣料理的介紹54，《臺灣警察協

會會誌》55內的家庭專欄自 1925 年起也有料理的介紹，自 1932 年開始增設家庭

                                                       
52 陳玉箴，〈《臺灣料理之琹》與《民俗臺灣》〉，《臺灣學通訊》第 50期(2011)，頁 4。 
53 林久三，《臺灣料理之琹》，日治時期臺灣研究古籍資料庫，1912年。 
54 1903年創立的《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版，其預設之讀者為臺人，創刊目的是想藉由臺灣教 

師宣揚總督府之施政，官方性十分濃厚。 
55 1917年成立的臺灣警察協會，依臺灣警察協會規約出版會刊《臺灣警察協會會刊》，並每月 

發刊。原由臺灣警友會發行的不定期機關雜誌《警友》自此廢刊，後易名為《臺灣警察時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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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的臺灣菸酒專賣機關報《專賣通訊》（後易名為《臺灣の專賣》）、女性雜誌《臺

灣婦人界》56以及由上流階級婦女所組成之「愛國婦人會」所發行之《臺灣愛國

婦人》57等長期發行且具代表性的期刊文本。這些期刊雜誌所刊登的食譜包含西

洋料理、日式料理以、臺灣料理及菓子的食譜，也反映了日本在臺統治漸趨穩定

後，飲食文化的逐漸繁盛。 

考察上述報紙、期刊雜誌的內容後，可以粗分日治時期臺灣食譜的發展有三

大階段：第一階段為 1900-1905，食譜開始在臺灣出現，但一開始僅有零星的日

式料理食譜；第二階段為 1905-1937，此時食譜開始穩定刊登，在日式料理以外

也多加入了「臺灣料理」食譜，用於家事科的食譜教材也開始大量出現，此時期

的食譜文本可說是百家爭鳴且內容豐富；第三階段則為 1938-1942，由於皇民化

運動及戰爭爆發的關係，食譜的內容轉向以介紹較具國族意義的料理以及代用食

為多，物資的逐漸缺乏也反映在刊登的食譜之上，刊登的次數逐年減少，1942 年

後則是再無食譜的刊登，由此也能看出當時食譜的刊載和時代及社會的發展有著

高度的同步性。 

     

小結 

 

中國的食譜發展相當早就展開，在周代的《禮記》中就有著食譜的雛型，但

正式的食譜集大成者，仍是要到魏晉南北朝時的《齊民要術》方齊備。正式有食

譜之名起於唐代，但後世採食譜為名者稀，多還是以經、方、單為名，深受唐文

化影響的日本也未見食譜之名，且此時的食譜與現代食譜的差異仍大。宋代由於

城市經濟繁榮發展，飲饌之書開始大量刊行，到了明清到達頂峰，期間也產生中

國食譜最重要的「文人化」特色；不過，繁盛發展的食譜文化並未隨著中國領有

                                                       
56 1934年創刊，發行人兼編輯為臺南新報社記者柿沼文明，其創刊目的為「協助提升發展臺灣 

婦人文化」。 
57 1905年愛國婦人會於臺灣總督府內設立支部，《臺灣愛國婦人》於 1908年創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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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而複製到臺灣社會，主要還是和當時的臺灣仍處移墾社會之階段，並沒有太

多文化發展空間存在，有關飲食的紀錄自然也豐富不起來。 

另一方面，日本的料理書籍發端於室町時期，繁盛於江戶時期，其食譜除了

本身的島國特色外，也受到了中國以及歐洲的大量影響，在江戶時期就已兼容並

蓄，乘載著多元的飲食文化。明治維新後大量翻譯的西洋食譜進入日本後，改變

了日本食譜的面貌，使得明治時期的食譜大多已具現代食譜的模樣，爾後也隨著

日本統治輸入臺灣。此外，日本料理對「旬令」的重視也在日治時期的臺灣食譜

中佔有重要的部分，可以說臺灣食譜一開始就深具日本特色。 

臺灣的食譜發展甚晚，遲至日治時期才開始，首見於《臺灣日日新報》。初

期食譜刊登零星，但到了 1905 年後就開始穩定增加，1907 年時臺灣就已有了符

合現代食譜意義的「臺灣料理食譜」。隨著日本統治臺灣逐漸穩定，飲食文化的

發展也慢慢興盛，除了《臺灣日日新報》外，各式的報章雜誌都開始有著食譜的

刊登，且各式料理皆備，可謂是百家爭鳴，到 1937 年左右為臺灣食譜發展的繁

榮期。1937 年後，由於皇民化運動及戰爭的全面開展，食譜的刊登開始逐年減少，

內容也轉以「代用食」的食譜為主，物資的缺乏也連帶宣告著文化發展的停滯，

有待戰後才逐漸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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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臺灣食譜的文化意涵 

 

在臺日人與臺人的飲食行為，大致有著二元化的狀況。臺灣人和在臺灣的日

本人除了社經地位的差異外，生活習慣、營養、衛生的觀念也有所不同。這樣的

差異造就了日人維持著在日本消費和式、西式料理的消費習慣，而臺人則是延續

著傳統在地的食材、烹調的方式和用餐習慣。 

也因為如此，在臺日人的餐飲無論在食物種類和烹調方式皆與臺人有所不同。

以日常餐食來說，他們三餐以米飯為主食，早餐配上煮豆、醃漬品；午餐配菜大

多為蔬菜，或是一葷一素的搭配，通常是牛肉、豬肉、魚，配上番薯、茄子、芋

頭、白蘿蔔等根莖類。1部分食物乍看之下和臺人差異不大，但無論在材料和製作

方式上皆有差異。 

不僅食材種類有不同，調理方式亦有頗大差異。最明顯的是日人喜食生食、

冷食，像是刺身、鮨、酢拌涼菜等，此外，也多食油炸品和燒烤、煮、蒸的食物；

臺灣人忌吃生食、冷食，無論是主食、副食、點心甚至飲料水皆須經過烹調始可

入口，其烹調方式亦多以中式為主，較常使用的方法為煮、炒、煎、燙、焄等，

油炸由於需要耗費大量的油，並不為節約的臺人所常用，就連宴席這種較為高級

的料理，油炸的菜餚最多也不過一兩道。2《臺灣慣習紀事》中的記載中就可以看

出臺人和日人的差異之處： 

內地菜肴以生肉供膳，臺灣菜肴絕不用生，內地人不厭冷肴而食，臺 

灣人賞味熱食，所有菜肴內地者以其味淡泊者多。臺灣菜以其味濃厚 

居多。3 

                                                       
1 王慧瑜，〈日治時期臺北地區日本人的日常生活（1895-1937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 

士論文（2010），頁 87。 
2 川原瑞源，〈油烹與熬油〉，收錄自林川夫主編《民俗臺灣》（臺北：武陵出版社，1990），第 

二輯，頁 214-215。 
3 臺灣慣習研究會編、李榮南譯編，《臺灣慣習記事》（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第 2 

卷第 10號，頁 17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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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飲食習慣差異勢必會反映在食譜之上，從這樣的差異之中我們可以去探討：

日治時期所出現的食譜裡頭所呈現出的文化特色為何？臺灣和日本文化上的差

異是否會反映在食譜上？此外，隨著西方科學的發展和傳入日本，日本又將其帶

入殖民地臺灣後，食譜中承載著什麼樣的新知識？「臺灣料理」在日人及臺人筆

下有什麼樣的不同？媒體的日益發達對食譜的傳播起了什麼樣的作用？另一方

面，也從同時期臺日兩地的食譜發展脈絡中觀察兩者的相似之處。 

 

第一節 食譜中的現代性元素 

 

一、精確的計量與計時 

 

現代化的西洋食譜在 1872 年正式登陸日本。雖然最初有關西洋料理的食譜

皆為日本人所書寫，但其中所包含的「料理時間」為先前日本食譜中所沒有的現

代概念，精確計量的材料比例亦同。4這些西洋料理書與江戶時期的料理書最大的

差異，就在於材料份量及加熱時間的詳細列舉。5從時間上來看，這些觀念進入日

本，不過是在日本殖民臺灣前不到三十年的事，也在 1895 年日本殖民臺灣後，

將食譜一併帶進了臺灣。考察《臺灣日日新報》後可以發現，最早在 1907 年的

〈臺灣料理法〉專欄食譜中，就已有了計量材料及調理時間兩個現代食譜必備的

概念，此後無論是在《臺灣日日新報》，或是其他報章雜誌所刊登之食譜，也時

有所見。  

無論對日本，或是臺灣而言，計量與計時都是相當新穎的概念。以計量來說，

日本傳統的計量法為「尺貫法」，此命名由長度的「尺」及重量的「貫」而來，

是日本固有的度量衡單位系統，於 1891 年制定《度量衡法》時設立官方標準，

                                                       
4 東四柳祥子、江原絢子，〈解題 日本現代的料理書（1861-1930）〉，頁 226-228。 
5 江原絢子，《家庭料理の近代》（東京：吉川弘文館，2012），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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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國際公制的「米突法」（メートル）並行使用，而「米突」即為「meter」之音

譯。6也因為如此，傳統料理書中所使用的計量單位大多為斤、合、升、匁、勺等

傳統計量單位，7公克、公升、大匙、小匙等西洋計量單位則待到西洋料理書之傳

入方見。8 

尺貫法隨著日本統治而傳入臺灣，且在日治初期官方就十分的重視，如 1895

年 9 月，台灣總督府民政局長官水野遵在〈台灣行政一斑〉中提出： 

度量衡是交易物資之基本，其製作之正確與否，在商業非常重要，台 

灣之度量衡非依原器製作，製作人也甚為隨便，而官廳也從未過問或 

加予取締，所以各器之大小輕重不統一，弊害甚大，似此應嚴加取締 

，同時實施我國度量衡制度，元來台灣之度量衡與我制度而甚差別， 

而施與新度量衡在商業上相信無不良影響。9 

從上述可知，統一全臺之度量衡制度為官方之要務。此工作重點大約可分為前後

兩期，前期（1895-1923）以「尺貫法」為標準統一全臺度量衡並與日本接軌；後

期（1924-1945）則嘗試改以「米突法」以求與世界接軌。10前期，官方透過強制

執行（如：臨檢取締、 市場規範、販賣限制）、柔性的宣導（如：透過教育、博

覽會、實物展示）等方式雙軌進行，並取得不錯的成效。1906 年4月30日，總督

府頒布《台灣度量衡規則》，將度量衡販賣收歸官營，至此台灣的「尺貫法」度

量衡制度雛型大致完成。11時至1924年，受到日本1920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改

「尺貫法」用「米突法」之影響，在7月實施《度量衡規則改正》後，與日本同步

                                                       
6 小泉袈裟勝，《図解単位の歴史辞典》（東京：柏書房，1990），頁 119。 
7 明治 24年 3月 24日公布的度量衡法第三條及第五條中定 1斤為 600公克，等同 16兩及 160 

匁；1升約為 1.8公升，等同 10合及 100勺。此外，1合常被用來當作一餐飯所需之生米用 

量，大約為 150克。 
8 江原絢子，《家庭料理の近代》，頁 25。 
9 陳錦榮編譯、水野遵著，〈台灣行政一斑〉，收於洪敏麟編，《日本據台初期重要檔案》(台 

中：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8)，頁 127-201。 
10 陳慧先，〈「丈量台灣」－日治時代度量衡制度化之歷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8），頁 3-5。 
11 陳慧先，〈「丈量台灣」－日治時代度量衡制度化之歷程〉，頁 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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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米突法」。12 此時期透過學校教育及社會推廣「米突法」至臺灣社會，但

即便統治者大力推廣，此時期新舊制混用的狀況仍相當嚴重，民間亦以沿用「尺

貫法」者為多。 

那麼，這些新的「計量」觀念在食譜上所呈現的狀況又為何？前一章提到，

臺灣最早出現食譜刊登為 1901 年《臺灣日日新報》上以〈正月の御料理〉為題

之食譜，但此篇食譜並未出現計量之材料。13最早出現計量材料的食譜為 1907 年

〈臺灣料理法（一）生燒雞（十人前）〉，其材料茲列如下： 

雞     兩百目  人參     百目 

馬鈴薯 兩百目  豚脂   三十目 

蔥       百目  甘藷粉 二十目14 

上列之材料皆以「目」為單位計量，而「目」其實就為「匁」，是傳統尺貫法中

的質量單位，和斤、兩可以相互換算。15此時期食譜的「固體食材」大多以此為

計量單位，而「目」之用法也只見於〈臺灣料理法〉之系列，
16
之後運用此單位

者皆使用「匁」字為多。另外，若以米突法計量，代表公克的便為「瓦」字。17 

筆者考察《臺灣日日新報》上有計量材料之食譜共計 217 篇，依其年號、所

使用之計量法整理如下： 

 

 

 

 

 

                                                       
12 台灣總督府，《台灣事情》（台北：台灣總督府，1924），頁 355。 
13 〈正月の御料理〉，《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3年 1月 1日，初刊第十五頁。 
14 〈臺灣料理法（一）生燒雞（十人前）〉，《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40年 1月 15日，第三版。 
15 1斤等同於 16兩及 160匁，1匁約為 3.75公克。 
16 〈臺灣料理法〉系列食譜共計有 14篇，自 1907年 1月 15日至 2月 23日定期連載，可視為 

當前可見之最早有關「臺灣料理」之食譜。 
17 當時的日本將公克（gram）以漢字書寫為「瓦羅牟」，以「瓦」字為縮寫，片假名則書寫為 

「グラム」。 

 



30 
 

表 3-1 《臺灣日日新報》所刊載食譜之計量法使用 

 明治期 

（1907-1912） 

大正期 

（1913-1926） 

昭和期 

（1927-1942） 

尺貫法 14 33 81 

尺貫•米突合用 0 23 79 

米突法 0 0 10 

合計 14 56 170 

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自 1907年 1月 15日首度有計量之食譜〈臺灣料理法（一）生燒

雞〉起算，至 1941年 9月〈冬瓜お料理二つ／冬瓜のトマト煮／冬瓜のそほろ饀かけ〉共計

240篇有計量之食譜。 

 

由上表可見《臺灣日日新報》上刊載食譜年份的大致分布。明治期為萌芽階

段，僅有〈臺灣料理法〉系列食譜有計量之描述，無計量者之食譜也幾無所見，

有計量者皆為尺貫法；大正期的食譜刊載逐漸增多，此時期的計量用法也開始出

現尺貫法和米突法合用的狀態，但整體而言還是以尺貫法為主；昭和期則為成熟

階段，百餘則的數量和前期相比可謂相當驚人，純以米突法計量者開始出現，但

也僅僅十篇而已，18合用者的數量快速增加，兩者相加後和舊制用法的比例相差

無幾。綜合上述，日治時期的食譜計量還是以尺貫法為主，新舊制混用的比例逐

漸上升，純以米突法計量的食譜仍是偏少，這和日本本國使用米突法計量之食譜

比例日漸上升的狀況有明顯的落差。19值得注意的是，尺貫及米突法合用之食譜，

使用米突法者多為調味料的部分，其使用之計量為大匙、小匙（茶匙），20如 1929

                                                       
18 這十篇從昭和 3年 9月 26日的〈病人に良い 榮養料理〉開始，分別為：〈鮭の大根卷 榮 

養研究所發表〉（昭和 5年 6月 11日）、〈山吹壽司 榮養研究所〉（昭和 5年 7月 11日）、 

〈お家 自慢／チヤヂヨキべン（朝鮮料理）〉（昭和 8年 7月 24日）、〈烏賊のスタフ 新案 

家庭料理〉（昭和 12年 12月 9日）、〈トーチカ大根 面白い大根料理〉（昭和 13年 1月 7 

日）、〈戰線を偲び  馬鈴薯の代用食を主食と副食を合せた榮養料理〉（昭和 14年 7月 28 

日）、〈赤ちやん料理 卵豆腐や馬鈴薯の牛乳煮〉（昭和 16年 2月 7日）、〈野菜料理三つ〉 

（昭和 16年 9月 7日）、〈冬瓜お料理二つ〉（昭和 16年 9月 30日）。 
19 江原絢子對於教科書中所載之食譜做調查，採用米突法計量的食譜在三個時期之所佔比例分 

別為 1/1（明治期）、3/8（大正期）、11/13（昭和期）。詳見：江原絢子，《家庭料理の近 

代》，頁 124-126。 
20 1大匙為 15克，1小匙為 5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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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季節料理 茄子兩品〉的材料如下： 

茄子の南蠻煮（五人前）        茄子の油煮(茄子大五箇) 

 

茄子大四箇                    薄揚二枚 

甘味噌二十五匁                胡麻油大匙三杯 

煮出汁大匙七杯                煮出汁一合五勺 

砂糖大匙二杯                  砂糖小匙五杯 

胡麻油大匙二杯                醬油大匙五杯21 

固體食材則仍以尺貫法的匁為單位，值得注意的是「煮出汁」22的部分，少量者

用了米突法之大匙，大量者仍使用尺度法之合、勺。另外，在食譜中提到少量調

味料時，大多以「少量」標之，或者直接將份量寫於調理法內，以「少量」標之

者如 1921 年〈家庭料理 支那料理賤丸子〉： 

材料 

豚肉兩百匁          醬油少量 

砂糖二十匁          鹽少量 

片栗粉茶碗兩杯      スープ少量23 

將部分計量寫至調理法中的則如 1920 年〈家庭料理 肉を詰た胡瓜〉： 

．．．胡椒と鹽を少量振り別に牛肉 

．．．玉蔥細截大匙一杯鹽大匙に輕く一杯胡椒少し肉豆冠24 

自上列食譜中食材與調味料的份量標示，能看出日治時期食譜中計量使用習慣上

之差異。當然，連調味料都精確計量者也並非沒有，如 1939 年出版的《公學校

高等科 家事教授書 第一學年用》的〈第二十四課 卵燒．しんじょ汁〉中的

                                                       
21 〈季節料理 茄子兩品〉，《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4年 6月 16日，第八版。 
22 煮出汁泛指由鰹節、昆布、小魚乾等物所熬製出的高湯，為日人烹調中不可或缺之材料，重 

要性如同傳統台菜料理中的「老湯」。 
23 〈家庭料理 支那料理賤丸子〉，《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9年 9月 25日，第四版。 
24 〈家庭料理 肉を詰た胡瓜〉，《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9年 8月 3日，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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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燒」計量敘述如下： 

材料（五人分） 

卵   八個   盐   茶匙三分の一 

煮出汁 大匙八杯  砂糖  茶匙一杯25 

蔥   一本 

公學校高等科的教科書中出現連調味料都精確計量的食譜，可能的原因為當

時的家事科附有實習習作，學校提供場地及材料供學生使用，使用器具全程計量

操作的可能性較高，26不過調味料的部分仍以「少量」敘述者為多。27然而，雖說

日治時期有計量之食譜繁多，但並不意味著這時期所出現的食譜，在材料上就必

定有著計量上的描述。如《臺灣日日新報》中明治期所刊登〈昨今の惣菜料理〉

28、〈季節晚菜料理〉29，以及大正期部分的〈家庭料理〉30，這些以日本式調理法

為主的系列食譜，僅有料理名稱及作法之闡述，部分食譜才有夾雜著計量的描述，

但整體而言以作法為主。 

                                                       
25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高等科 家事教授書 第一學年用》，頁 134-135。 
26 日日新報中指出第三女子高等學校中設有作法教室及料理教室。詳見：〈女子高等學校現 

況〉，《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8年 5月 26日，第二版。 
27 檢視《公學校高等科 家事教授書 第一學年用》中有計量之食譜共 17篇，僅有 4篇為連所 

有調味料皆精確計量的食譜。 
28 〈昨今の惣菜料理〉首刊於明治 44年 10月 3日，至明治 44年 11月 3日刊登結束，共計十 

篇，為在《臺灣日日新報》中所刊登之最早的日本式料理系列食譜。而「惣菜」（そうざ

い）指的是「調理過的食物」，意思等同於中文的「配菜」。 
29 〈季節晚菜料理〉首刊於明治 45年 4月 2日，至明治 45年 5月 10日刊登結束，共計十八 

篇。「季節」（或稱「旬」）是日式料理重要的概念之一，以季節或旬開頭的食譜亦不在少數。 

「晚菜」（ばんさい）意思同「惣菜」（そうざい），都是配菜的意思，不過此用法大多為關 

西地區，特別是京都人才會使用。 
30 大正期以「家庭料理」為題之食譜相當多。除了「支那料理」和「鐵道ホテル 宮本四郎述」 

這兩個系列皆有品名、計量及作法外，還有許多僅有品名及作法的「家庭料理」食譜。其 

中，「鐵道ホテル 宮本四郎述」為《臺灣日日新報》上首見有作者名的系列食譜，共計有 13 

篇（不包含未有計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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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昨今の惣菜料理〉 

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44年 10月 14日，第 7版。 

 

接著是計時的部分。除了定量的材料以外，固定且精確的烹飪時間亦是現代

食譜的必備元素之一。這個特色在傳統的中國及日本食譜中是不存在的，同樣是

到了西洋食譜的傳入後才見到的新元素，而「標準時間」概念的有無則是決定此

元素出現的最重要原因。日本在 1888 年正式採用格林威治時間系統，但在那之

前就已隨著明治西化政策的進行鐵道、電信設施的鋪設，也開始推行機械時間；

爾後也因工業化的腳步持續增快，人們對於「標準時間」的需求也就日益增加。

31日本治理臺灣以後，在 1895 年 12 月 17 日以敕令 67 號公布以東經 120 度子午

線為臺灣及澎湖群島的標準時間，稱為「西部標準時間」，該令自 1896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32而在此之前的台灣社會，除了貿易商因和國外往來需要精準至以「週」

為清算期，相差一兩刻並不會影響當時社會的生活步調。33 

「標準時間」的散播同樣相當倚重學校教育。學校的作息皆被以「週」為運

行單位循環，並在大部分的上課內容中都加入了「認識時間」相關的教學活動。

                                                       
31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台北：遠流，1998年），頁 28。 
32 〈〔問答〕回覆關於台灣標準時間之問題〉，《台灣慣習記事》第四卷第一期。 
33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頁 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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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910 年代前的教育令明確規範，算數課的訓練目標之一，在使學生能懂得「時

間」的計算，同時亦要具備「貨幣、度量衡」的計算能力，由此可見這樣的教學

帶有相當明確的實用傾向。35也就是說，算數課所教導的，是對當代機械時間制

度的運算與理解，它所訓練的是藉由時鐘將抽象的時間具象化，再加以演練。36 

但與計量比起來，計時在日治時期食譜中出現的頻率就小上許多。最早出現

計時之食譜為明治 35 年 10 月 24 日的〈豚料理法〉，內文的味噌燒：「將味淋溶

進味噌中，豬肉薄切後醃漬七、八個小時」和胡麻燒「將豬肉切成大片狀後放入

由醬油、味淋、砂糖混合的醃汁中醃十小時以上」中就有對計時的描述；37計時

與計量皆備者，則是明治 40 年 1 月 27 日的〈臺灣料理法（二）生燒雞別法〉出

現，其對計時的描述為「在使用的五、六小時前先將切好的牛肉和雞肉放入由兩

勺酒、一合醬油、十五匁的砂糖和甘藷粉混合的醬汁中醃置」。38此系列共十四篇

中有七篇出現類似的記述，大多為對食材醃漬的前置處理，雖然有著新的時間觀

念卻並不精確，可以說尚處萌芽階段。較為精確的計時則要到大正 9 年 10 月 24

日之〈家庭料理 支那料理揚白菜〉後才開始出現，其對計時的描述為「在湯滾

至輕微冒泡時，進蒸籠蒸三十分鐘」，39顯示此時的食譜已在作法的部分有著確切

調理時間的闡述。另外，再考察前述有計量之食譜後，將有計時描述分期整理至

下表： 

表 3-2 計時與計量食譜之比例 

 明治期 大正期 昭和期 

計時／計量食譜的比例 7/14 27/56 85/170 

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自 1907年 1月 15日首度有計量之食譜〈臺灣料理法（一）生燒

雞〉起算，至 1941年 9月〈冬瓜お料理二つ／冬瓜のトマト煮／冬瓜のそほろ饀かけ〉共計

240篇有計量之食譜，與其中尚有計時敘述者之比較。 

                                                       
34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頁 73-74。 
35 台灣教育會編，《台灣教育沿革誌》（臺北，1939），頁 171。 
36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頁 77。 
37 〈豚料理法〉，《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5年 10月 24日，第四版。 
38 〈臺灣料理法（二）生燒雞別法〉，《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40年 1月 27日，第三版。 
39 〈家庭料理 支那料理揚白菜〉，《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9年 10月 6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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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所見，有計量食譜中含有計時敘述的比例大約都在五成左右，並未隨著

時代的推演而增加比例，數量上則是增長不少。雖然家庭掛鐘和個人鐘錶的進口

量與銷售量都持續增加，薪水和價格的比例也一直往可以負擔的方向靠攏，1930

年後掛鐘的價格已降至勞動階層月薪的 10%以下，全臺家庭有掛鐘者也約有三成

左右。40另外，在《臺灣農民生活考》一書中指出「農家正廳的案桌上除了香爐、

酒杯外，也會以時鐘、花瓶裝飾」，41這些都顯示臺人對時鐘與時間觀念並不陌生；

合理的推測是掌廚者在懷錶的使用上可能偏低，掛鐘的部分則不會在廚房出現，

計時的實用性相對來說並不高，烹飪多半還是以經驗和感覺為主。從上述來看的

話，計時與計量兩者對臺人而言皆為新觀念，雖然代表著文明與進步，但要實際

運用在生活上，仍有著不少現實的問題需要被克服。 

 

二、營養與衛生 

 

雖說中國已有近千年的養膳文化，但首度將現代營養學和保健觀念引進臺 

灣的統治者仍為日本殖民政府。42營養在日語寫作「栄養」，1918 年由栄養學的建

立者佐伯矩建言而在正式場合統一使用。43十九世紀的後半期，以脂肪、蛋白質、

碳水化合物的「三營養素」概念被確立後，44西方的營養學開始快速發展，正值

明治維新的日本也跟上這股熱潮，開始導入西式的飲食習慣和營養學說，也打破

了視肉食為不潔的傳統，以營養學的角度開始推廣肉食。日本的營養學和女子教

育政策、家政學等引入的方式相同，都是直接引入新知，翻譯西方研究成果，再

由日本自身消化、吸收並篩選，最後形成充滿日本特色的「栄養學」。45發展過程

                                                       
40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頁 40-43。 
41 梶原通好，《臺灣農民生活考》（東京：大空社，2010），頁 128。 
42 李力庸，〈殖民、營養與風尚－日治時期臺灣的大眾畜產飲食文化〉，收錄自王次澄、郭永吉 

主編《雅俗相成－傳統文化質性的變易》（桃園，中央大學出版中心，2010年），頁 429。 
43 佐伯芳子，《栄養学者佐伯矩伝》（鎌倉：玄同社，1986年），頁 22。 
44 高木和男，《栄養學概史》（東京：第一，1953年），頁 56-59。 
45 陳靜瑜，〈新家庭的想像與型塑－《臺灣日日新報家庭欄》的分析與討論〉，國立政治大學歷 

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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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家力量的運作也十分明顯，1870 年內務省設立衛生試驗所開始宣導營養知

識，1917 年和 1920 年分別成立理化研究所和國立栄養研究所，大量有關食物與

營養的著作問世，日本近代的營養知識體系逐漸形成，46營養知識亦透過各種手

冊、演講普及社會大眾。另外，發展現代軍隊和走向軍國主義深深影響了日本營

養學的發展，其中最突出的便是有「國民之病」之稱的腳氣病，在軍隊裡無論海、

陸軍都相當關切腳氣病與飲食的關聯，47直到 1920 年代後才確立其與維他命 B 的

缺乏有關。1920 年代末進入總體備戰後，為了維持國家的生產力與秩序，以科學

為原則的實用性營養建議由國家大力推廣給人民，如何吃得便宜又健康成為具有

愛國價值的知識。48二戰開始後，軍隊飲食慢慢普及至大眾，如罐頭、口糧等；

直到戰事接近尾聲，物資的匱乏和配給制度的不足，營養研究則轉往代用食和增

加可食性物資、營養補充劑等為主。就上述的日本營養學發展來看，可以發現不

同時期所傳播的營養知識，與時下國家社會之需求有著莫大的關聯。 

 然而，如此蘊含「富國強兵」思維的日本營養學，進入到殖民地臺灣的情況

又是如何呢？首先，在營養知識的傳播上，無論是靜態的報章雜誌，或是動態的

學校教育、國家政策、演講和講座等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學校教育一直都是新

知識傳佈最直接的做法，1922 年以府令 40 號發布的公學校規則修正，設立「實

業科」中的課程教授內容中就包括了「營養與保健食料」；491939 年總督府編定的

《公學校高等科 家事教授書 第一學年用》中更是強調要讓學生了解各種營養

素的重要性。50藉由家事科教育的實行，將食品種類、營養素、飲食須知等新知

識的傳播，從最基層的初等教育開始落實，以期達成改善國人身體健康之目標。

51報章雜誌的部分則是以《臺灣日日新報》之「家庭欄」和日治時期在臺唯一發

                                                       
46 李力庸，〈食物與維他命：日記史料中的臺灣人營養知識與運用〉，《新眼光：臺灣史研究面面 

觀》（臺北：稻鄉，2013年），頁 277-278。 
47 石毛直道，〈栄養の思想〉《食の思想の行動（講座食の文化）六》，頁 198-199。 
48 Katarzyna J. Cwiertka著，陳玉箴譯《飲食、權力與國族認同：當代日本料理的形成》（臺 

北：韋伯，2009年），頁 40-41。 
49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高等科教授要目》，頁 14-15。 
50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高等科 家事教授書 第一學年用》，頁 86-94。 
51 王怡茹，〈傳統與現代飲食觀念的受容：以日治時期臺人米食生活為例〉，《北市教大社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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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女性雜誌《臺灣婦人界》最為突出。1930 年代後，政府和官方團體大量舉辦

「講座」和「演講」傳遞營養知識，也教導民眾如何以低廉的食品獲得高營養價

值。52進入戰時體制後，1941 年開始推動「國民食運動」，透過計算食物的各式營

養素，再根據國民年齡和其勞動程度進行配給，53同時也大力推動鄉土食和代用

食。不過臺灣的部分，僅積極鼓勵人民使用代用食，《臺灣日日新報》能見到許

多相關的報導，但臺人大多仍以自身經驗出發。54 

1918 年《臺灣日日新報》首次出現以「栄養」為題之報導，大量出現則要到

了 1920 年後才開始。55除了傳遞營養知識、食物的營養素和衛生保健等新知外，

也不乏「栄養」的食譜。《臺灣日日新報》為日治時期發行量最大之報紙，且具

有濃厚的「官方報紙」色彩，可以從中觀察政府的政策如何透過報紙傳遞給人民。

若以「家庭欄」為例，總數 233 則中有 123 則是有關於保健衛生類的報導，占總

比例的五成以上；較接近本文所關注的「飲食營養」類亦有 40 則之多，在這之

中有 18 則為「料理」的報導。這顯示了《臺灣日日新報》對保健衛生的家庭事

務，有著一定程度的重視。 

在家庭欄中並未有以「栄養」為題之食譜，《臺灣日日新報》第一篇以「栄

養」為名的食譜要到昭和 3 年 9 月 26 日的〈病人に良い 榮養料理〉才出現。

此則以「栄養」和「適合病人」為題的料理食譜，內含牛肉土瓶蒸和雞肉丸子兩

道料理，不管是雞肉或牛肉皆為肉食，恰巧符合日本自明治以來對肉食的想像：

視肉類為強健體魄、促進人體生長且「滋養」之理想食物。56同時，此篇食譜亦

是《臺灣日日新報》中少數皆以「米突法」計量之食譜。57 

                                                       
報》第十期（2011），頁 229。 

52 李力庸，〈食物與維他命：日記史料中的臺灣人營養知識與運用〉，《新眼光：臺灣史研究面面 

觀》（臺北：稻鄉出版社，2013），頁 286-287。 
53 江原絢子、石川尚子、東四柳祥子著，《日本食物史》（東京：吉川弘文館，2009），頁 276- 

277。 
54 曾品滄，〈鄉土食和山水亭：戰爭期間「臺灣料理」的發展（1937-1945）〉，《中國飲食文化》 

9卷 1期，頁 130-132。 
55 〈戰時の經濟と國民榮養〉，《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7年 10月 6日，第八版。 
56 〈病人に良い 榮養料理〉，《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3年 9月 26日，第六版。 
57 考察《臺灣日日新報》後，有計量之食譜多達 245篇，但純以米突法計量者，僅佔總比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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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病人に良い 榮養料理〉 

資料來源：〈病人に良い 榮養料理〉，《臺灣日日新報》昭和3年9月26日，第六版。 

 

此外，近代營養學以科學分析食物構成元素與卡路里含量，計算人類生存必

要卡路里，以及符合健康生理作用的物質百分比，進而判斷食物的適當與否。這

樣的特色也體現在食譜之中，如大正 7 年 10 月 13 日截錄自佐伯博士之營養講習

會上〈殘飯利用の料理〉報導中的「殘飯利用の味噌汁」：58 

 

材料 殘飯 胡麻油 蔥 味噌 煮干59 

計量 30匁 1匁 3匁 50匁 1.5匁 

蛋白質 3.6 0 0.1 23.6 1.6 

熱量 172.6 34.2 3 304 10.2 

 

此則食譜除了計量材料外，亦記錄了各項材料的蛋白質以及卡路里。本篇食譜也

呼應了佐伯矩1916年在日本《時事新報》發表呼籲成立營養研究所的文章〈栄養

研究所を設けよ（中）〉，裡頭提到：「以廉價但營養充分的食物、代替高價卻未

必營養的食物，不只能改善一般人的生活、對國家經濟也是一大助益。」對比本

篇食譜標題的「殘飯利用」，可說有異曲同工之妙。60 

 

                                                       
3%左右（約 10篇）。 

58 〈殘飯利用の料理〉，《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7年 10月 13日，第八版。 
59 煮干（に‐ぼし）為煮熟後曬乾的沙丁魚，是熬製日式高湯（煮出汁）不可或缺的材料之一。  

出處: デジタル大辞泉（小学館） 
60 佐伯矩，〈栄養研究所を設けよ（中）〉，《時事新報》1916年 1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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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直接以栄養為題之食譜大抵而言還是少數，整個昭和期共176則中僅

有13則以栄養為題，大部分提到栄養者還是以新知傳播、說明食物的營養素和戰

時物資缺乏下如何選擇營養價值高的「代用食品」為主。61 

 

表3-3 《臺灣日日新報》上以「栄養」為題的食譜 

日期 版面 食譜名稱 

昭和 3 年 9 月 26 日 六 適合病人的營養料理：牛肉土瓶蒸和雞肉丸子 

昭和 7 年 9 月 4 日 三 恢復夏季的疲勞 初秋的營養料理 

昭和 12 年 9 月 8 日 三 好消化且充滿營養的南瓜御料理 

昭和 12 年 9 月 10 日 三 百分百的營養 配菜之王沙丁魚料理 

昭和 12 年 12 月 12 日 三 營養豐富的牡蠣御料理 

昭和 13 年 2 月 4 日 三 營養且美味的三種鍋料理 

昭和 13 年 5 月 6 日 三 孩子們喜歡的 營養滿點的蛋料理三種 

昭和 13 年 9 月 14 日 三 夏末的營養恢復 碳水化合物豐富的料理 

昭和 14 年 7 月 28 日 三 戰時的馬鈴薯代用食 營養的主食和副食 

昭和 14 年 8 月 10 日 三 孩子們喜歡的 夏季營養料理 

昭和 15 年 2 月 25 日 三 消除苦惱便祕的營養料理 

昭和 15 年 9 月 6 日 三 整備體力的營養家常菜料理 

  

 《臺灣婦人界》中有關於栄養的文章，則是較為關注在婦女問題、育兒保健、

食物營養素的部分。其中，中央研究所委託和田喜登子所著之「學童辨當」62系

列最為切題。在〈改良を要する學童辦當〉中先闡述學校便當之缺點，如多使用

精白米、容易腐敗、蛋白質缺乏、蔬菜過少、漬物使用過多等，並認為優秀的學

                                                       
 
62 辨當（べんとう），也可寫做「弁当」，為裝在容器內便於攜帶，能在外頭食用之食物，即今 

日所用之「便當」。 （出處：三省堂 大辞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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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便當應使用七分搗米甚至是胚芽米、足量的蛋白質和熱量、注意各營養素的搭

配、調理方法必須簡單、好保存且容易消化等要素，63其後也陸續刊登了三篇〈學

童辨當の營養獻立表〉於《臺灣婦人界》上。64除了前述的計量材料、熱量和蛋

白質含量外，還附上了每道菜的花費，如「おぼろ辨當」：65 

 

材料 血鯛 雞卵 莢碗豆 福神漬 

計量 45 瓦（12 匁） 20 瓦（5.4 匁） 30 瓦（8 匁） 少々 

蛋白質 12.4 瓦 

熱量 134 カロリー66 

價格 8 錢 

 

另外，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所發行的《專賣通信》中，也有著關於營養方面的

食譜文章。《專賣通信》中所記錄的食譜，皆為笹倉定次所著之「家庭料理」系

列，共計有十六篇，內容多為日本式做法之食譜，另外也介紹了化學的調理方式，

67或是冷藏庫的使用及其冷凍儲藏品之調理等。68以營養為題者為系列第十一篇的

〈營養豐富安價料理〉，裡頭記述了「富含維他命」的天婦羅、「一人五錢」的甘

煮以及「增加精力」的干鯡調理法等；除了切題外，這份食譜相當完整，如材料

和調味料都精確計量、計量中有米突法和尺貫法的相互對照、調理法中含有調理

                                                       
63 和田喜登子，〈改良を要する學童辦當〉，《臺灣婦人界》卷五第四期（1938），頁 115-119。 
64 分別為〈學童辨當の營養獻立表 新學期の御用意に〉，《臺灣婦人界》卷五第八期（1938）， 

頁 70-73；〈學童辨當の營養獻立表 新學期の御用意に〉，《臺灣婦人界》卷五第九期 

（1938），頁 122-125；〈學童辨當の營養獻立表〉，《臺灣婦人界》卷五第十一期（1938），頁 

116-119。 
65 和田喜登子，〈學童辨當の營養獻立表 新學期の御用意に〉，《臺灣婦人界》卷五第八期 

（1938），頁 70。 
66 「カロリー」，calorie之音譯(記作 cal)，為熱量之單位量詞，在日治時期出現的樣貌多寫 

作「溫量」。 
67 笹倉定次，〈家庭料理（四）化學的調理法〉，《專賣通信》卷 10第十期（1931），頁 83-84。 
68 笹倉定次，〈家庭料理（十）冷藏庫の使用と貯蔵品の調理法〉，《專賣通信》卷十一第六期 

（1932），頁 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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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以及介紹了在此「季節」食用食材的理由為何，69可以說滿足了此時期食

譜所呈現要素的完整樣貌。70 

 上述之「新觀念」，皆是日治時期才傳至臺灣，在內容上已透過日人的吸收

和理解後篩選過，除了看其展現在食譜上的樣貌為何外，透過什麼樣的管道傳遞

給臺灣人同樣也相當重要，這則有待下一節的內容來探討。 

 

第二節 新媒體與食譜的傳播 

    

新式食譜作為乘載大量「現代性」的載體，其在臺灣的讀者為何？寫給誰看？

這些同樣也是值得討論的議題。首先，要讀懂日治時期的報章雜誌，日語是不可

或缺的能力。日語作為「國語」隨著日本治臺而進入臺灣，但不管是日文或是「國

語」，對日本治臺初期的臺灣人民而言，仍是相當陌生的概念。雖然自 1896 年起，

總督府在臺北設立了「國語學校」，該年年底前也在全島設立了十四個「國語傳

習所」，71但初期臺灣人的學習意願仍相當低落。1898 年，總督府頒布「臺灣公學

校令」，設立六年制的公學校取代國語講習所供臺灣人就讀，授課內容有七成為

日語學習相關的課程，也不難看出殖民政府欲以學校教育的方式培養臺灣人的

「國語」能力，而學校教育也確實是教導臺灣人學習「國語」的最佳方式。72 

為了瞭解臺灣人在社會上使用國語的程度，「國語解者」的調查成了必要的

工作。所謂的「國語解者」指的是在日常中能使用國語的人，直至 1920 年前國

語解者的數量僅占臺灣人口的 2.86%，1930 年則成長至 12.36%，往後的每年皆呈

現穩定成長的狀態，其與 1930 年「國語講習所」及「簡易國語講習所」開始大

                                                       
69 文末的附錄中提到，內地夏季的暑氣會使人勞動後體力衰弱，每天食用一隻鯡魚能幫助人恢 

復體力。 
70 笹倉定次，〈家庭料理（十一）營養豐富安價料理〉，《專賣通信》卷十一第七期（1932），頁 

98-100。 
71 台灣教育會編，《台灣教育沿革誌》（台北：古亭書屋景印，1973），頁 166、211-212。 
72 周婉窈，〈台灣人第一次的「國語」經驗－析論日治末期的日語運動及其問題〉，《新史學》第 

六卷第二期（1995.6），頁 11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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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設置有密切相關，詳細的百分比茲列於下表：73 

 

表 3-4 國語解者占歷年臺灣人口百分比 

年份 百分比 

1905 0.38% 

1915 1.36% 

1920 2.86% 

1930 12.36% 

1932 22.70% 

1933 24.50% 

1934 27.00% 

1935 29.07% 

1936 32.90% 

1937 37.38% 

 

一、報紙與雜誌 

 

作為食譜最大宗來源的《臺灣日日新報》，其創報初期讀者大多為來臺的政

府官員和軍警人員。其中的「家庭欄」於西元 1903 年 12 月 11 日報上開始刊載，

這個專欄最初以翻譯歐美各國報紙、雜誌中對家庭有益、具趣味的記事為主，提

供女性許多家庭生活常識。該版自西元 1903 年初次發行後，為期僅兩年即停刊，

至 1914 年 5 月 16 日才又重新刊載新版的「家庭欄」。再次發行的家庭欄突破第

一次以翻譯歐美文章為主的情況，轉為由日本各行各業專家為讀者介紹新知的型

態。另外，《臺灣日日新報》也闢有新刊介紹版，讓臺灣民眾可得到與日本內地

                                                       
73 宋登才，《國語講習所の實際》（臺北：1936），頁 37。臺灣總督府，《台灣事情》（臺北： 

1936），頁 201-202。《台灣事情》(1942)，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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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的出版訊息，其中亦不乏料理書籍的介紹。若參照以上「國語解者」之調查

資料，可以發現在無論是「家庭欄」之初刊或復刊之時，74臺人能懂日文者皆為

少數，這反映了一開始「家庭欄」的預設主要讀者群可能並非臺灣人，而是在臺

日人。75臺灣閱報讀者層大約於 1910 年開始逐漸增加，此時的讀者層均為傳統漢

人知識階層或社會中的菁英階層，但不過也八千人而已。76真的要擴及至一般民

眾，則要到 1920 年後，甚至是 1930 年後「國語傳習所」的大量設置才增加許多。 

雜誌的部分，最大宗的來源為《臺灣婦人界》。《臺灣婦人界》為月刊，自昭

和 9 年 5 月創刊，到昭和 14 年 6 月停刊，共計有 57 期，由臺南新報社記者柿沼

文明擔任發行人和編輯。77《臺灣婦人界》開本土女性雜誌之先河，在這之前臺

灣出現的女性雜誌皆由內地進口，柿沼文明也在發刊辭中提到： 

臺灣在氣候風土、習慣、家屋構造等方面都和內地不同，以內地為導 

向的衛生報導，多半都派不上用場，甚至有害無益。不管是料理或服 

飾，也應該從現實生活面來考慮臺灣的立場。
78
 

《臺灣婦人界》在內容上相當豐富，除了本文關注的料理外，裁縫、育兒、化妝、

女學生教育、兩性關係、詩文、圖畫等皆備，無論在家庭實用性或是娛樂性上均

有滿足，作者也多為活躍於臺灣的女性專家。79《臺灣婦人界》在創刊之初為了

擴大市場，將臺灣受過日本菁英教育之女性鎖定為讀者群，亦在第二期中刊載「第

三女高」校長小野正雄之推薦文，以「適合臺灣女學校畢業生之家庭讀物」作為

宣傳。另外，雜誌中有專為臺籍婦女設立的詩詞俳句論壇，亦有著臺籍女性的投

書和臺籍女記者。所以就讀者群的部分，可以說除了在臺日人外，《臺灣婦人界》

                                                       
74 之所以以《臺灣日日新報》之「家庭欄」為例，是因為其在「保健衛生」方面文章中，「飲 

食營養」的比例就佔了 30%之多（共計 40篇），其中為食譜者更有 20篇之多。詳閱陳靜瑜， 

〈新家庭的想像與型塑－《臺灣日日新報家庭欄》的分析與討論〉，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 

碩士論文（2009），頁 127-143。 
75 陳靜瑜，〈新家庭的想像與型塑－《臺灣日日新報家庭欄》的分析與討論〉，頁 70。 
76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3655號，1910年 7月 3日，第二版。 
77 竹中信子著，熊凱弟譯，《日治台灣生活史 昭和篇（上）》（臺北：時報，2009），頁 382。 
78 柿沼文明，〈發刊の辭〉，《臺灣婦人界》創刊號（臺北：臺灣婦人社，1934），頁 11。 
79 竹中信子著，熊凱弟譯，《日治台灣生活史 昭和篇（上）》，頁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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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臺籍讀者也佔有著一定比例。80 

 除了《臺灣婦人界》以外，值得注意的還有《專賣通信》以及《臺灣教育會

雜誌》。前者由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所發行，其內容大致有論壇、資料、演講、說

苑、時報、隨筆、讀者欄、家庭欄、文藝等，食譜的部分皆刊登於「家庭欄」中。

《專賣通信》最初受限於法規無法公開發行，但在 1923 年１月起被許可適用於

「臺灣新聞紙令」後，發行量增至一萬部以上。81後者同樣和總督府有著密切關

係，由臺灣教育會於 1901 年開始出版，1903 年出現「漢文報」，後於 1912 年改

稱《臺灣教育》，但仍舊保存漢文欄至 1927 年，82食譜的部分即是刊登在「漢文

報」的「雜錄」之中，且全為「臺灣料理」相關。 

若是以經濟能力的層面來看，1920 至 1930 年代，《臺灣日日新報》一個月份

的訂購費用為一元五十錢，1931 年後降價為一元三十五錢，當時受薪階級的臺灣

人第一份薪水大約是二十五元至三十元，這樣的價格並非可以輕鬆負擔，故可能

不會考慮訂購報紙；
83
《臺灣婦人界》則不同，其定價為四十錢，以當時的娛樂

費用如電影（約三十錢）或漫畫書（約三十五錢）等而言並不算貴，若是對稍有

餘裕且為其預設讀者而言，並不是太大的負擔。84 

 

二、廣播 

 

除了報章雜誌等傳統媒體傳播媒介外，1924 年才在日本新興的廣播事業，也

是一個無法忽視的新穎傳播媒介。1925 年臺灣藉由「始政三十周年」之名，進行

                                                       
80 王湘婷，〈日治時期女性圖像分析－以《臺灣婦人界》為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廣告學系 

碩士論文，2011），頁 29-31。 
81 鍾淑敏，〈臺灣專賣雜誌：從《專賣通信》到《臺灣の專賣》〉，《臺灣學通訊》第 45期 

（2010），頁 5。 
82 室屋麻里子，〈《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1903-1927）之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 

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頁 66。 
83 李承機，〈台湾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東京：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 

文化研究科博士論文，2004），頁 259。 
84 王湘婷，〈日治時期女性圖像分析－以《臺灣婦人界》為例〉，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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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試射試放的播音活動，但正式的廣播事業遲至 1928 年方才建立。自 1925 年東

京放送局成立時，後藤新平就指出廣播應具有「促進文化機會均等」、「革新家庭

生活」、「提升社會教育」以及「活絡經濟」等功能；85而臺北放送局成立之時，

遞信部部長深川繁治則認為臺灣的廣播事業應朝向完成內地延長主義、促進「內

台融合」之目標前進。861928 年總督府交通遞信部在臺北成立第一個發射台(代號

JFAK)，在板橋建立「送信所」，負責發送訊號，並在淡水設立「受信所」，負責

接收日本、中國和南洋方面的電波，臺北市內則設有「演奏所」製作節目。87其

後也在臺中及臺南分別設立 JFBK（1932）、JFCK（1935），1940 在民雄亦設立了

發射台，88自此西部的廣播網已大致設立完成。 

    為了達到「內臺融合」的目標，在臺灣的廣播得同時兼顧在臺日人、臺灣人

以及向日本本國宣揚臺灣文化等三方面的需求。89在這樣的目標下，臺灣廣播節

目的製作有三個前提：第一，要兼顧日人和臺人在語言、習俗和興趣嗜好等方面

的差異；第二，廣播節目必須達到「國語普及」的目的；第三則是連結在臺日人

和母國的精神紐帶，以及實現政治經濟連結與國民精神統合等特殊使命。90日治

時期臺灣廣播的內容，大致可分為報導節目（報時、新聞、日用品商情、經濟市

況、實況轉播、氣象）、教育節目（廣播體操、家庭百科、食譜、兒童時間、時

事解說、演講、講座），及娛樂節目（和樂、演藝、演劇、洋樂、臺灣音樂）三大

類。其中，若就類型而言，1935 年到 1941 年報導類的節目日漸增加，娛樂類節

目日漸減少，教育類節目則約都在 30%上下，比例上較為平穩。91 

 

 

                                                       
85 〈テヂオを如何見る〉，《臺灣遞信協會雜誌》88期，1929年 2月，頁 5-6。 
86 〈テヂオを如何見る〉，《臺灣遞信協會雜誌》88期，1929年 2月，頁 6-8。 
87 日本放送協會編，《昭和六年ラジオ年鑑》（東京：大空社據昭和六年本重印），頁 49-50。 
88 日本放送協會編，《昭和六年ラジオ年鑑》，頁 350。 
89 呂紹理，〈日治時期臺灣廣播工業與收音機市場的形成（1928-1945）〉，《政大歷史學報》19 

期，2002年 5月，頁 306。 
90 《ラジオ年鑑》，1936年，頁 213。 
91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頁 168-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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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教育節目類各項時間百分比 

 廣播體操 家庭百科 食譜 兒童時間 時事解說 演講 講座 

1935 14.30 5.94 9.35 29.31 2.33 23.53 23.53 

1936 14.46 6.80 9.13 34.14 1.83 16.18 16.18 

1937 13.63 8.35 9.77 34.84 2.06 15.77 15.77 

1938 11.00 7.15 9.46 29.11 2.45 16.55 16.55 

1940 13.64 3.08 7.41 26.76 1.85 22.46 22.46 

1941 13.26 1.81 6.85 22.42 1.88 23.72 29.91 

資料來源：日本放送協會編，《ラジオ年鑑》，1935-1941年。 

 

教育類節目以廣播體操、兒童時間、演講和講座節目為主。本文所關切的食

譜播放時數則大約都佔一成左右，1940 年後才慢慢下降。1932 年 1 月 12 日，《臺

灣日日新報》上首次出現「料理獻立放送」的消息，由靜修女學校教諭豬山氏示

範指導，並於每週月、水兩日放送。92正式的例子則至 4 月 1 日才出現，93自此也

大致確立了廣播食譜在《臺灣日日新報》上的樣貌： 

 

 

圖 3-3 《臺灣日日新報》上的廣播料理食譜 

資料來源：〈家庭料理獻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7年 5月 17日，第四版。 

                                                       
92 〈料理獻立放送〉，《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7年 1月 12日，夕刊第二版。 
93 〈料理獻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7年 4月 1日，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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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所示，廣播食譜的內容僅有品名和計量材料，做法則在放送中闡述，兩

者相加後即為完整的食譜。除了品名及計量外，還會附上廣播的時間、地點（大

多為 JFAK，即臺北），以及放送授課者之姓名，授課者則多為高等女校之教諭。

這樣的廣播食譜在《臺灣日日新報》上時有所見，自昭和 7 年 4 月 1 日的〈料理

獻立〉起，一直到昭和十三年十一月十日的〈家庭料理獻立〉，94共計有 310 篇這

樣附有品名及計量材料的食譜。另外，同年的 4 月 3 日起在《臺南新報》上亦有

著廣播食譜的出現，其形式與《臺灣日日新報》上所刊登者大致相同，在考察其

內容後，可以發現其大多以「家庭料理」為題，內容皆為日式作法之食譜。如前

所述，這類型的廣播食譜授課者大多為高等女校之教諭，而高等女校除了是日本

在戰前進行烹飪教育的主要地點，其課程設計目標亦是為了要教育出專業的家庭

主婦。95若就此來看，由高女教諭所傳授之廣播食譜，有著「日本式」和「家庭

料理」兩大特色也就十分合理。日本本國在 1910 至 1930 年代，日本女性雜誌烹

飪專欄的內容的四大主題為衛生／營養、經濟、方便及創新，同時也是日本新式

家庭烹飪的原則。96這種理想的家庭烹飪被稱為「家庭料理」（Home cooking），這

個新詞彙強調了烹飪與家庭意識之間的連結，透過家政教科書和女性雜誌專欄廣

為傳播，並在 20 世紀後達成了實踐。97 

在大正年以前，《臺灣日日新報》上「家庭料理」一詞僅在〈新刊圖書紹介〉

98和〈家庭料理と製菓〉99兩篇中出現。進入到大正年間，一開始也都為內地新刊

出版資訊，100一直要到大正九年的〈家庭料理〉才第一次出現以「家庭料理」為

                                                       
94 〈家庭料理獻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3年 11月 10日，第四版。 
95 江原絢子，《高等女学校における食物教育の形成と展開》（東京：雄山閣，1998年），頁 

266。 
96 Katarzyna J. Cwiertka，〈和洋折衷料理の調理文化史的考察〉，收錄於大塚滋、川端晶子編 

輯，《21世紀の調理学（第一部：調理文化学）》（東京：建帛社，1996），頁 68-76。 
97 Katarzyna J. Cwiertka著，陳玉箴譯《飲食、權力與國族認同：當代日本料理的形成》，頁 

119。 
98 〈新刊圖書紹介 家庭料理通〉，《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42年 11月 21日，第六版。 
99 〈家庭料理と製菓〉，《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45年 1月 26日，第七版。 
100 分別為〈家庭料理講義錄（五月號）〉（大正四年 5月 1日）、〈家庭料理講義錄（十月號）紅 

葉之卷〉（大正四年 10月 4日）、〈家庭料理講義錄（一月號）〉（大正五年 1月 11日）、〈家庭 

料理講義綠桃之卷（三月號）〉（大正五年 3月 15日）、〈家庭料理講義錄（五月號）〉（大正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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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之食譜，101爾後迅速成為了主流。最初以「家庭料理」為題有計量的系列食譜

為〈家庭料理 支那料理〉，在品名旁附有假名，甚至是再以日語翻譯過的品名，

102整體而言是相當完整的食譜系列。另外，考察大正期間有符合品名、計量及作

法之食譜共 53 篇，以家庭料理為題者就有 25 篇之多，幾乎是半數皆以家庭料理

為題，可以說跟上了日本本土的「家庭料理」風潮。103 

那麼，這樣的廣播食譜的受眾對象又為何？這部分則是要從收聽戶的部分去

檢視。隨著全臺廣播網的逐漸完善，收音機的普及，除了部分短期的不利因素外

（如經濟大恐慌、實施收費制度），整體而言臺灣廣播的收聽戶可說是穩定成長

中。104若由臺灣人和在臺日人的收聽比例來比較，1928 年起臺灣人的收聽比例大

約都在 20%左右，一直要到 1937 年後慢慢增加到 30%以上，1940 年後才超過了

40%；從職業別的部分來看，公務員、商人、銀行員和自由業者的收聽比例最高，

這四種職業就佔了總體 80%以上；最後，由地區觀之則以臺北州最為大宗，一直

都佔有 40%左右的比例，成長速度最快的則為新竹州和臺中州。 

比較了以上三個部分後，可以發現臺灣收聽廣播者仍是以在臺日人為主要客

群，其每千人擁有收音機的比例甚至為日本本國的兩倍之多。105另外，在節目的

製作上也以在臺日人為重心，放送語言也以日語為主。雖說在臺廣播的其中一個

目的為「普及國語」，106但高比例的日語放送仍是一個門檻，即便臺灣人「國語解

者」的比例日漸上升，依舊有根本上的困難存在。這也能反映為何前述的廣播食

                                                       
年 6月 2日）、〈家庭料理禮法講義錄〉（大正五年 8月 6日）、〈家庭料理講義錄（月之卷）〉 

（大正五年 8月 16日）、〈家庭料理講義錄（一月號）〉（大正五年 12月 23日）、〈家庭料理講 

義錄（牡丹之卷）〉（大正七年 6月 14日）共計十篇，皆由東京烹割講習會出版，內容包含各 

式日本料理、西洋料理、支那料理等介紹，內附有料理之彩色插圖。 
101 〈家庭料理〉，《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9年 4月 3日，第八版。 
102 〈家庭料理 清湯丸子（豚肉のたゝぎ汁）〉，《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9年 10月 2日，第四 

版。 
103 除了文中所述的 53篇食譜，還有相當大量僅有品名及作法之食譜，由於有計量的食譜為本 

文重點之一，故不予列入。 
104 呂紹理，〈日治時期臺灣廣播工業與收音機市場的形成（1928-1945）〉，頁 309。 
105 1938年在臺日人的每千人擁有收音機者為 104.6人，同時期日本本國則是僅有 57.5人，足 

足有一倍之多，詳見呂紹理，〈日治時期臺灣廣播工業與收音機市場的形成（1928-1945）〉， 

頁 309-310。 
106 《ラジオ年鑑》，1938年，頁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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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大多為日本式做法的料理為主，放送地點也多為臺北的 JFAK，並且以日語

放送，這些都與上列之比較大致吻合。或許在節目製作上，希望在文化上達到「內

臺融合」意味可能存在，但收聽群眾的多寡仍為其傳播時的優先考量。 

 

第三節 日治時期食譜特色及「臺灣料理」 

 

從前兩節可以看出在傳播的媒介部分，無論是報紙、雜誌或廣播，日治時期

可以說充滿著大量各式各樣的食譜。觀察內容後也能發現這些食譜乘載了許多以

西方為源頭，經由日本吸收、篩選後而轉介的現代性「新知識」。那麼日治時期

臺灣的食譜又有著什麼樣的特色？作為日本殖民地，本土的「臺灣料理」在食譜

上的樣貌又為何？本節便由這兩個面向討論及分析。 

 

一、食譜中的日本文化 

 

臺灣的食譜濫觴於日治時期，最早的食譜刊登為《臺灣日日新報》的〈正月

の御料理〉，107接著則是〈夏季料理〉系列，共計有三十篇之多。此時刊登之食譜

還尚未有計量、計時等現代食譜要素，僅有品名和調理法而已；但若考察其內容，

則可以發現在臺灣所出現之食譜，自初就充滿著日本文化特色。如〈正月の御料

理〉中提到的「屠蘇」和「三献」，「屠蘇」代表的是日本在新年喝屠蘇酒的習俗；

「三献」則為日本傳統「本膳料理」108的酒禮儀式，又稱「式三献」，自初献到三

献皆有對應的飲食提供，其內容為吸物（湯）搭配上奇數「七、五、三」道的菜。

109本膳料理為日本料理最正式的傳統形式，只有在重要的節日才會使用，當然也

                                                       
107 〈正月の御料理〉，《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3年 1月 1日，初刊第 15頁。 
108 「本膳」一詞最早出現於一條兼良（1402-1481）的《尺往素來》，裡頭提到「本膳、追膳、 

三膳、大汁、小汁、冷汁，凡舉山珍海味、庭院池塘採擷之食材，均烹調成百種滋味。擺在 

客人面前正中央的膳桌為本膳，相對於此的是追膳（二膳）、三膳之稱。」詳見：熊倉功夫， 

《日本料理的歷史》（台北：遠足，2016），頁。 
109 原田信男著，周穎昕譯，《日本料理的社會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11），頁 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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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了正月。另外，〈夏季料理〉這則食譜中的「煎豆腐」中提到：「豆腐放入鍋

中煎後，加入味淋兩合和煮出汁兩合，煮到接近收汁後再加入少許醬油。」110其

中，「味淋」111和「煮出汁」112皆為日本料理中不可或缺的調味料，即便主要使用

的食材與臺人可能一致，在調味料使用上差異也能看出其文化特性，113在往後的

食譜中也多能見到這兩者的身影。 

「旬」的季節觀念，在日治時期的食譜中同樣佔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性。日

本人非常重視四季的變遷，也因此「旬」這個字大多解釋為四季應時之意，「旬

的文化」使日本發展出眾多類型的文學、歌謠與藝能，以及各歲時的習俗儀式；

114在飲食的方面，每個季節皆有不同的物產，也各自有著不同的代表食材和料理，

甚至是不同節慶用的特殊食物，這些也都為「旬」的展現。《臺灣日日新報》上

以季節為題的食譜時有所見，前述的〈夏季料理〉系列便為濫觴，有計量者則到

大正期的〈家庭料理／甘味しい夏の飲物〉115方見，在昭和期開始大量出現和季

節相關的食譜，茲列如下表： 

 

表 3-6 《臺灣日日新報》中「旬」的計量食譜 

日期 版面 食譜名稱 

大正 11 年 7 月 21 日 四 家庭料理／甘味しい夏の飲物 

大正 11 年 7 月 28 日 四 家庭料理／甘味しい夏の飲物 

大正 11 年 12 月 15 日 四 家庭料理／季節むき 惣菜料理 

大正 12 年 9 月 22 日 三 美味しい 秋鯖のお料理 

大正 12 年 10 月 12 日 三 美味しい 秋鯖のお料理 

                                                       
110 〈夏季料理〉，《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6年 6月 27日，雜報第四版。 
111 味淋（みりん），亦可寫作味霖，由甜糯米加上麴所釀成，是一種類似米酒的調味料。 
112 煮出し汁（ニダシジル）泛指由鰹節、昆布、小魚乾等物所熬製出的高湯。 
113 笹倉定次在其文中曾經提到臺灣人所使用的調味料多為「老紅酒、花生油、香油、醬油、豆 

粉、砂糖、太白粉及鹽巴等。」詳見：笹倉定次，〈家庭料理（十二）營養多量の臺灣料理 

（一）〉，《專賣通信》卷十一第八期（1932），頁 70。 
114 神崎宣武，《日本的季節文化》（台北：遠足，2015），頁 6-13。 
115 〈家庭料理／甘味しい夏の飲物〉，《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1年 7月 21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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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 14 年 4 月 23 日 三 季節向 惣菜料理 

大正 14 年 8 月 11 日 三 夏の豚料理 

昭和 2 年 3 月 2 日 六 林檎利用季節料理 

昭和 4 年 6 月 16 日 八 季節料理 茄子二品 

昭和 4 年 7 月 7 日 八 夏の御料理 

昭和 4 年 12 月 8 日 八 季節料理 寒い日の夕餉は 暖かいお料理三つ 

昭和 5 年 5 月 25 日 三 初夏の味覺に 野菜料理三品 

昭和 5 年 7 月 11 日 八 夏に清新な味 茄子に胡瓜 トマト料理 

昭和 5 年 8 月 13 日 八 夏の食慾を そゝるお料理 簡易なもの二三 

昭和 6 年 9 月 1 日 六 季節の罐詰料理 

昭和 7 年 5 月 3 日 六 初夏の味覺 筍のお料理 

昭和 7 年 7 月 12 日 六 夏のお料理 風味ゆたかな 季節料理四種 變つた食ペ方 

昭和 7 年 9 月 4 日 三 夏の疲勞を取戾す 初秋の榮養料理 

昭和 8 年 12 月 1 日 六 お家自慢 季節に向く鍋料理 

昭和 9 年 4 月 27 日 六 季節向 笥料理 2 種 

昭和 11 年 6 月 19 日 六 季節の料理 半べんの黃身燒 莢碗豆の辛子和へ 

昭和 11 年 12 月 25 日 五 冬向きの料理 スチユーの作り方 

昭和 12 年 10 月 17 日 三 秋の季節料理 

昭和 12 年 10 月 27 日 三 秋の季節料理 

昭和 12 年 11 月 3 日 三 秋の季節料理／栗入團子汁 

昭和 12 年 11 月 6 日 三 秋の季節料理／秋刀魚の玉揚 

昭和 12 年 11 月 7 日 三 秋の季節料理／秋穗の作りぬた 

昭和 12 年 11 月 10 日 三 秋の季節料理／秋靖のみだれ蒸し 

昭和 13 年 2 月 12 日 三 季節の一品料理 烏賊のしによう揚 

昭和 13 年 11 月 11 日 三 季節の味覺 大根料理の色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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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 12 年 11 月 12 日 三 季節の味覺 大根料理の色色（二） 

昭和 12 年 11 月 22 日 三 季節の味覺 大根料理の色色（三） 

昭和 14 年 7 月 9 日 三 季節の御料理 胡瓜 

昭和 14 年 8 月 10 日 三 子供の喜ぶ 夏の榮養料理 

昭和 14 年 10 月 4 日 三 季節の家庭料理 五人前のお惣菜に 

昭和 15 年 1 月 17 日 三 冬の鍋料理三種 

昭和 15 年 5 月 17 日 三 季節料理 

昭和 15 年 8 月 13 日 三 季節の料理 

昭和 15 年 10 月 16 日 三 季節のみ料理／牡蠣の味噌藻し／クリームド．オニ オン 

昭和 15 年 11 月 2 日 三 季節の料理 

昭和 16 年 7 月 29 日 三 夏の豚料理 瓜の肉つめ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茄子。茄子是季節感最濃厚的蔬菜之一，大多於六月到九

月上市，以「秋茄」的滋味最佳，其所延伸出的諺語、異論奇說亦是蔬菜中最多

的。116雖說上表之中茄子相關的食譜僅有列出兩則，但綜觀《臺灣日日新報》則

有九則之多，117為單一食材相關食譜最多者。其作法各自不同，刊登時間亦符合

六到九月茄子的產季，可說是最能代表「旬文化」的食譜。 

最後則是「家庭料理」相關的部分。明治時期日本人對家政的理想以及家庭

論述的發展，皆受到英國維多利亞時期「家庭生活熱潮」（cult of domesticity）的

影響而來。1181903 年「家庭料理」（home cooking）一詞首次於日本出現，爾後「家

                                                       
116 神崎宣武，《日本的季節文化》，頁 201-203。 
117 分別為〈季節料理 茄子二品〉（昭和 4年 6月 16，第八版）、〈夏に清新な味 茄子に胡瓜  

トマト料理〉（昭和 5年 7月 11，第八版）、〈茄子料理二品 フライと鴨燒／茄子フライ／ 

茄子の鴨燒〉（昭和 5年 8月 14，第三版）、〈茄子料理二種 胡麻和へと 鴨燒にして〉（昭 

和 7年 9月 1，第六版）、〈お家 自慢 三錢以下て出來る野菜料理／楊茄子煉味噌／〉（昭 

和 8年 8月 2日，第六版）、〈お家 自慢／茄子料理〉（昭和 8年 8月 25，第六版）、〈茄子 

のお料理三種〉（昭和 13年 10月 7，第三版）、〈茄子料理二つ からし和へとシチユー〉 

（昭和 14年 8月 18，第三版）、〈野菜料理三つ 里いも、もやし、茄子〉（昭和 16年 9月 

17，第三版）。 
118 Katarzyna J. Cwiertka著，陳玉箴譯《飲食、權力與國族認同：當代日本料理的形成》，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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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かてい）專欄成為大眾雜誌以及報紙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新中產階級的快

速增加同樣帶動了家庭料理的成長，119這些食譜與期刊等大眾媒體先以中產階級

的家庭婦女為主要讀者，再擴及至全國的女性，120到了 1910 至 30 年代時「家庭

料理」已在日本蔚為風潮。此時期的家庭料理特色，除了力求菜色多樣多變、鼓

勵採用各式不同的料理法外，121另一個最大的特點便是「和洋折衷料理」（Japanese-

Western fusion cuisine）。和洋折衷料理為混合日式、西式料理特色的菜餚，透過女

子家政教育、雜誌、報紙等途徑在日本迅速普及。122 

在殖民地臺灣的情況又如何呢？首先，「家庭料理」的風潮在一定程度上被

引進到了臺灣。前述提到在大正期（1913-1926）的食譜含計量者有 53 篇，其中

便有 25 篇以「家庭料理」為題者，接近五成的比例可說相當可觀；進入到昭和

期後，「家庭料理」以廣播食譜的形式放送全臺，自昭和七年四月一日到昭和十

三年十一月十日共六年多的時間，共有 310 則附有品名、計量，調理法在放送中

闡述之食譜。其他如《專賣通信》、《臺灣婦人界》、《臺灣警察協會雜誌》、《臺灣

教育會雜誌》等雜誌也皆有「家庭料理」相關的食譜刊登。 

不過，和洋折衷料理的食譜就並未隨著日本本土的高度發展而對殖民地臺灣

有所影響，無論是和洋折衷料理、洋食或西洋料理在報章雜誌上的篇幅皆不多，

《臺灣日日新報》上僅有〈玉子の和洋料理〉123以及家庭欄所刊登之四則〈譯な

く出來る洋食八種 不意のお客があつた時〉124共計五則，西洋料理則是要如《專

                                                       
105-106。 

119 1920年左右，日本全國的新中產階級大約佔人口的 5~8%，但在東京則是高達 21.4%。詳見社 

會心理研究所編，南博著，《大正文化》（東京：勁草書房，1965），頁 183-195。 
120 木村涼子，〈婦人雑誌の情報空間と女性大眾読者層の成立〉，《思想》2（1992），頁 231- 

252。 
121 〈献立につきての注意〉，《家庭週報》4（1904），頁 2。 
122 以明治 42年出版的《日本女子大學講義 第十四講 料理》為例，第一部分介紹了 245種 

季節料理，其中有 62例的折衷料理（約 25%）；第二部分介紹了 159種適合家庭的日餐和儀 

式西餐，裡頭也有高達 81例的折衷料理（約 51%），可見當時的和洋融合進展順利。詳見原 

田信男，《日本料理的社會史》，頁 109-111。 
123 〈玉子の和洋料理〉，《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3年 11月 9日，第三版。 
124 分別為〈譯なく出來る洋食八種（一） 不意のお客があつた時〉（大正 3年 7月 19日，第 

四版）、〈譯なく出來る洋食八種（二） 不意のお客があつた時〉（大正 3年 7月 21日，第四 

版）、〈譯なく出來る洋食八種（三） 不意のお客があつた時〉（大正 3年 7月 22日，第四 

版）、〈譯なく出來る洋食八種（四） 不意のお客があつた時〉（大正 3年 7月 13日，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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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通信》、《臺灣婦人界》以及《臺灣司廚士協會會報》等雜誌才有少數幾則；非

日本式做法之食譜則以「臺灣料理」和「支那料理」為主，數量比較茲列於下表： 

 

表 3-7 《臺灣日日新報》中不同料理法食譜數量 

 日本料理 臺灣料理 支那料理 和洋折衷料理 

數量 163 56 12 5 

 

伴隨著「家庭料理」而來的還有「讀者投書」。讀者投書的食譜競賽在日本

本土相當受歡迎，如 1920 年代早期日本最具影響力的女性雜誌《主婦の友》以

「我家が自で慢のお惣菜」為主題的食譜競賽。125臺灣的部分，則要到昭和期《臺

灣日日新報》上的〈お家自慢〉系列126以及《臺灣婦人界》的〈我が故鄉 自慢

のお雜煮 讀者投稿〉127才有見到，風氣並不算興盛。 

 

二、食譜中的「臺灣料理」 

 

一種料理的形成，並不是來自於書裡收集的一套食譜，也不是一系列 

具有特殊擺置的特定食物，而是不僅如此的某種事物。我認為一種料 

理必須要有一群固定食用的人口，這群人食用此種料理的次數已經多 

到他們可以自認為對這道菜相當內行。他們都相信，而且在乎他們相 

信：他們知道這套料理包含了哪些菜餚、這些菜餚如何製作，以及這 

些菜餚該有哪些味道，而且這些也都是他們在乎的。簡言之，一道真 

正的料理有其具普遍性的社會根源。128 

                                                       
版）共計四篇。 
125 1921、1922、1923年皆有數次這樣的食譜投書競賽。詳見 Katarzyna J. Cwiertka著，陳玉

箴譯《飲食、權力與國族認同：當代日本料理的形成》，頁 122-123。 
126 以〈お家自慢〉為題的系列食譜自昭和 8年 4月 19日至昭和 9年 1月 22日共計有 13則讀

者投稿的食譜，部分列上投稿者姓名，如〈お家 自慢／チヤヂヨキべン （朝鮮料理） 成

田玉純發表〉，《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8年 7月 24日，第五版；同時，本則也是少數在《臺灣

日日新報》上所能見到的「朝鮮料理」食譜。 
127 〈我が故鄉 自慢のお雜煮 讀者投稿〉，《臺灣婦人界》卷 3第 1期（1936），頁 120-123。 
128 Sidney W. Mintz, Tasting Food, Tasting Freedom: Excursions into Eating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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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理」（りょうり）一詞為日語詞彙，指的是菜餚；和中文的「料理」意

思並不相同。129也因為如此，「臺灣料理」一詞的出現與概念，皆要等到日治時期

方能見得。《臺灣日日新報》第一次出現「臺灣料理」是在明治 31 年 1 月 18 日

關於臺南宴會的報導就有提到官方宴會上使用臺灣料理來宴客；130同年的 5 月 6

日在嘉義由官方舉辦的園遊會中，由於與會的臺人眾多，故也提到「特意為本島

人設置臺灣料理店」。131以上兩則報導可以說明治臺之初，日本官方就對「臺灣料

理」有著些許的概念，這樣的概念到了明治 40 年的〈臺灣料理法（一）生燒雞〉

食譜上得到了實踐。132〈臺灣料理法〉除了是《臺灣日日新報》上首見有計量和

計時等現代性元素的系列食譜外，同時也是「臺灣料理」一詞首度以食譜的樣貌

出現在報紙上，在陳玉箴的研究中指出「臺灣料理對於日人而言，是一種新穎特

殊的地方菜色，在日治初期便已出現在官方宴席，對於當時殖民者而言，是一種

與日本料理大相逕庭而可嘗鮮的地方風味。」133這樣的「地方風味」在日人的筆

下呈現的樣貌是否會有所不同，則待下述討論。 

值得注意的是，日治時期所出現的「臺灣料理」並非一般臺灣人日常所吃的

食物，而是中上階級的宴席料理。如《臺灣教育》於大正 3 年由磐石生筆下的〈臺

灣料理法〉一文便提到「大概漢席料理，普通為氷盤、四品碗、四大碗、二點心，

計十四回為一卓。外尚有附屬十二碟為立卓。」134文中將臺灣料理和「漢席」畫

上等號，「漢席」一詞和「滿漢席」同，是清代廚師為餐宴附會的俗名，並無固

定的菜色，但的確為「宴席」的意思。135另外，日治時期所出現的「料理」一詞

                                                       
and the Past (Boston, MA, 1996), p.96. 

129 「料理」一詞在中文大多指處理或照顧之意。 
130 〈臺南通信（一月十二日報） 臺南辨務署の新年宴會〉，《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1年 1月 

18日，第三版。 
131 〈嘉義通信（鵬飛萬里生四月廿八日） 園遊會〉，《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1年 5月 6日， 

第五版。 
132 〈臺灣料理法（一）生燒雞〉，《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40年 1月 25日，第三版。 
133 陳玉箴，〈食物消費中的國家、階級與文化展演：日治與戰後初期的「臺灣菜」〉，《臺灣史研 

究》第十五卷第三期（2008），頁 146。 
134 磐石生，〈臺灣料理法〉，《臺灣教育》第 150號（1914），頁 5。 
135 曾品滄，〈從田畦到餐桌：清代臺灣漢人的農業生產與食物消費〉（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 

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頁 19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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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指的是在外食、宴席及酒樓中的菜餚，這也意味著所謂的「臺灣料理」指的

便為宴客菜；136同時，「料理」一詞也指涉較高級、精緻的菜餚。若就宴席討論，

承辦「皇太子御宴」137和「秩父宮殿下來台之御料理」138而聲名大噪，成為日治時

期「臺灣料理」代表權威的江山樓主人吳江山，於昭和 2 年 12 月 10 日開始刊載

一系列 23 篇的〈臺灣料理の話〉，在第二篇中提到：「臺灣料理的全桌料理總共

有十三道，上菜方式為一湯菜一無湯菜的配置，並以第七道作為上、下半席的劃

分，一桌所需的料理量則是以十人為基準。」139本段說明了臺灣料理宴席的概況，

同時指出一桌的宴席料理在份量上為「十人一桌」。在新樹的〈臺灣の宴席及料

理〉中也提到「雖然一般狀況下一桌為八人，但實際情況往往為一桌十人。」140這

也能解釋為何自〈臺灣料理法〉開始的臺灣料理食譜份量上皆標示為「十人前」，

141和日式作法食譜常見的「五人前」甚至是「一人前」142的標示有相當大的區隔。 

調理法的部分，宴席可分為四種（湯、羹、炒、炸）143或六種（湯、羹、煎、

炸、蒸、煮）；
144
一般家庭的調理法常見的則為煠（水煮）、炒、炸、蒸、煮（湯）、

𤉙（久煮）等，蒸和炸由於較耗費油及燃料故僅有祭祀或宴客時使用。145《臺灣

料理之琹》一書在介紹完調理法後，第一項料理製法便為「肉骨湯」（スープ），

146肉骨湯可說是「臺灣料理」的基底，和日本料理的「煮出汁」有著相同重要的

地位，也因此在汁物（しるもの）食譜的材料中必定會有著スープ的出現。147調

                                                       
136 陳玉箴，〈食物消費中的國家、階級與文化展演：日治與戰後初期的「臺灣菜」〉，頁 148。 
137 詳見〈御宴與臺灣料理，江山樓之光榮〉，《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2年 4月 27日，第 8 

版。 
138 詳見〈卅日夜御晩餐に伊澤總督から臺灣料理を差上る 御獻立は十三種〉，《臺灣日日新 

報》，大正 14年 5月 30日，第 7版。 
139 江山樓主人述，〈臺灣料理の話（二）〉，《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2年 12月 11日，第 3版。 
140 新樹，〈臺灣の宴席及料理〉，《臺灣協會會報》第 50號（1902），頁 28-29。 
141 如《臺灣日日新報》上的〈臺灣料理法〉和〈臺灣料理の話〉兩大臺灣料理系列，或如《專 

賣通信》之〈家庭料理（十二）營養多量の臺灣料理〉等皆標示為十人前的份量。 
142 如營養研究所發表的〈山吹壽司〉食譜中的計量標示為一人前。詳見〈山吹壽司〉，《臺灣日 

日新報》，昭和 5年 7月 11日，第 6版。 
143 新樹，〈臺灣の宴席及料理〉，《臺灣協會會報》第 50號（1902），頁 23。 
144 林久三著述，《臺灣料理之琹》（高雄：里村榮，1912），頁 1-3。 
145 梶原通好著，李文淇譯，《臺灣農民的生活節俗》（臺北：臺原，1994），頁 109-110。 
146 林久三著述，《臺灣料理之琹》，頁 4。 
147 如《臺灣料理之琹》中「汁物」的八寶鴨、清湯雞、清湯鴨、清湯魚翅等皆有使用スープ的 

紀錄。詳見林久三著述，《臺灣料理之琹》，頁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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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料的部分，梶原通好表示「臺灣沒有調味料這句話，最多只是油鹽而已。」醬

油的部分亦少用，甚至在家庭用的自製醬油，不過是摻入醬油色的鹽水而已，同

時也不使用砂糖。148油脂的使用以「豚脂」（豬油）為最多，大抵在日治時期的臺

灣料理食譜中的材料皆有「豚脂」的出現，由日人撰寫者亦不例外，149接著才是

芝麻油（香油和麻油）、花生油和大豆油。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治 41 年東京帝國大學的池田菊苗教授取得「谷氨酸鈉」

的製法專利後，隔年的 5 月 20 日「味の素」開始販賣，此調味料對於日治時期

料理中調味料的使用有著深遠的影響。《臺灣日日新報》上首見「味の素」一詞

為明治 43 年的商況，150頻繁出現則要等到大正 4 年以後，在大正 13 年的廣告中

甚至稱味の素為「文化的調味精粉」；151報紙上有關味の素偽造之新聞數量亦相當

可觀，這些也反映了「味の素」所代表的特殊性及在當時的火紅程度。實際使用

到「味の素」的料理食譜則要到昭和 4 年的〈豚料理 二

品〉才開始出現，
152
臺灣料理的部分則是〈おいしい臺灣

料理〉系列中的「紅燒鴨」為開端，153系列中也出現不少使

用「味の素」的食譜。在實際生活上，東方孝義指出無論

是在料理店、飲食店或者是家庭的部分皆使用甚多，154梶

原通好亦指出農村使用味素的狀況有顯著的增加。155 

 

圖 3-4「味の素」廣告 

資料來源：《臺南新報》昭和 9年 2月 18日，夕刊第 4版。 

                                                       
148 梶原通好著，李文淇譯，《臺灣農民的生活節俗》，頁 111。 
149 詳見《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 2月 3日至 20日間於三版連載之「臺灣料理法」食譜專欄， 

及 1934年 6月至 1935年 4月間在不同版別不定期刊登的「おいしい臺灣料理」食譜專欄。 

以及《專賣通信》1932年之〈家庭料理（十二）營養多量の臺灣料理〉。 
150 〈味の素（弗弗）〉，《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43年 6月 9日，第三版。 
151 〈文化的調味精粉 味の素 （味之素）〉，《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3年 8月 18日，第四版。 
152 〈豚料理 二品〉，《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4年 2月 11日，第六版。 
153 〈おいしい臺灣料理 紅燒鴨〉，《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9年 7月 4日，第六版。 
154 東方孝義，《臺灣習俗》（臺北：祥生，1974），頁 29。 
155 梶原通好著，李文淇譯，《臺灣農民的生活節俗》，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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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以日治時期臺灣料理食譜中最常出現兩道料理「加里雞」、「紅燒魚」分

析不同著者間的材料、調理法的相異之處。 

 

表 3-8 「加里雞」於各食譜中的材料整理 

刊名 作者 材料 

臺灣協會會報 新樹 雞肉、馬鈴薯、加里粉、醋、醬油 

臺灣料理之琹 林久三 雞肉、馬鈴薯、肉骨湯、豬油、椎茸、蔥、食鹽、醬油 

臺灣教育 磐石生 雞肉、馬鈴薯、玉蔥、竹筍、加里粉、片栗粉、豬油、醬

油 

臺灣教育 仁軒 雞肉、芋薯、竹筍、玉蔥、加里粉、番薯粉、糖醋、豆

油、香油 

臺灣料理の話 吳江山 雞肉、馬鈴薯、蔥、唐辛子、麥粉、豆粉、醬油、加里

粉、肉骨湯、豬油 

資料來源: 新樹，〈臺灣の宴席及料理〉，《臺灣協會會報》第 50號（1902），頁 24／林久

三著述，《臺灣料理之琹》（高雄：里村榮，1912），頁 25／磐石生，〈臺灣料理法〉，《臺灣教

育》第 151號（1914），頁 10／仁軒，〈臺灣料理法〉，《臺灣教育》第 176號（1917），頁 9／江

山樓主人述，〈臺灣料理の話（六）〉，《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2年 12月 16日，第 3版。 

「加里雞」的各版本做法基本是大同小異，在材料和調味料的部分也不至於

差距太多，其中值得注意的為「醋」的使用。在《臺灣協會會報》及《臺灣教育》

的食譜中皆出現了醋的使用，其餘兩篇則無。「醋」並非一般臺灣人會常使用到

的調味料，僅在調理魚時會少量用到，使用醋者以內地料理者為多。糖的部分亦

同，砂糖為內地料理不可或缺的調味料，但在臺灣料理中是在宴席最後的甜湯或

甜點才會使用，156在葉貓貓的慣習調查中臺人使用砂糖的群體也並不多，可以發

現砂糖並非臺人常用之調味料。157
 

 

                                                       
156 梶原通好著，李文淇譯，《臺灣農民的生活節俗》，頁 111。 
157 葉猫猫，〈臺灣人食ノ榮養學的考察，實地調査ヨリ見タル臺灣人食ト其批判（前篇）〉，《臺 

灣醫學會雜誌》36卷 391期（1937年 6月），頁 19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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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五柳居」於各食譜中的材料整理 

刊名 作者 材料 

臺灣料理法（紅燒魚） 未知 魚、玉蔥、白菜、生薑、椎茸、胡椒、豬油 

臺灣協會會報（紅燒魚） 新樹 魚、油、豬肉、唐辛子、椎茸、餛飩粉 

臺灣協會會報 新樹 魚、餛飩粉、筍、肉絲、胡椒、醋、醬油 

臺灣教育會雜誌 磐石生 魚、片栗粉、豬肉、玉蔥、竹筍、香菇、生薑 

臺灣料理之琹 林久三 魚、豬肉、竹筍、蔥、火腿、肉骨湯、椎茸、豬

油、胡椒、食鹽、醬油、片栗粉 

臺灣料理の話（紅燒魚） 吳江山 魚、玉蔥、豬肉、筍子、蔥、唐辛子、肉骨湯、

豆粉、醋、豬油、醬油、砂糖 

專賣通信 笹倉定次 魚、椎茸、海老、蔥、筍、老紅酒、淡口醬油、

片栗粉、肉骨湯或煮出汁、花生油或豬油、醋、

砂糖 

おいしい臺灣料理 未知 魚、豬肉、竹筍、豬油、片栗粉、胡椒、肉骨

湯、食鹽、醬油 

資料來源：〈臺灣料理法（四）紅燒魚（十人前）〉，《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40年 1月 30

日，第三版／新樹，〈臺灣の宴席及料理〉，《臺灣協會會報》第 50號（1902），頁 25／磐石

生，〈臺灣料理法〉，《臺灣教育》第 150號（1914），頁 5／林久三著述，《臺灣料理之琹》（高

雄：里村榮，1912），頁 30-31／江山樓主人述，〈臺灣料理の話（二十）〉，《臺灣日日新報》，

昭和 3年 1月 20日，第 3版。／笹倉定次，〈料理は如何にすれば味よく出來るか〉，《專賣通

信》卷 10第 9期，頁 64／〈おいしい臺灣料理 大五柳居〉，《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9年 10

月 16日，第 3版。 

 

「五柳居」是臺灣料理的代表菜色之一，《三六九小報》中王氏一文提到「臺

島料理，昔時爭尚五柳居，幾於風靡一世」158可見其知名程度。在部分食譜中「五

柳居」與「紅燒魚」同義，
159
亦有將兩者分開者。

160
據《臺日大辭典》中「五柳居」

                                                       
158 變態偉人，〈幸盫隨筆〉，《三六九小報》1931年 4月 26日，第四版。 
159 磐石生，〈臺灣料理法〉，《臺灣教育》第 150號（1914），頁 5。 
160 〈臺灣の宴席及料理〉中紅燒魚和五柳居的條目皆有，在做法和材料的部分亦有不同，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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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條中說明其為「將魚肉、椎茸、豬肉、蔥等一起蒸的料理」，161食譜文本中分類

多於「羹」之中；而若是以「紅燒魚」為名者，多半經過了煎或炸的手續，與現

存之「五柳枝」較為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專賣通信》的版本在大致的基礎上

添加了許多日本風味，如幾乎可以確定為內地式醬油的「淡口醬油」，162或是肉骨

湯的部分也能以「煮出汁」做為替代，這些都是其他食譜中所沒有的元素，或許

也可將其視為日本人經過自身實作、吸收、再轉化的「臺灣料理」。163 

 

小結 

 

遲至日治時期才經由日本殖民政府帶進臺灣的食譜，自始便充滿著日本的文

化特色，也因為日本自身的現代食譜發展時間並不算太長，所以內地／本島的食

譜刊載便有著與時俱進的同步性。明治維新後，日本不斷地引進西方現代性的進

步思想與知識，並在吸收後轉化為本國適用的形式，成為具有日本特色的「新知」。

這些具有日本特色的「新知」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在食譜上，如現代食譜中的重

要特色：精確計量和計時。計量的部份一開始使用的是日本固有的「尺貫法」，

在「米突法」傳入日本後漸漸地改為合用、甚至是皆以米突法作為計量單位，但

整體而言仍以合用者居多；計時的部分則是待到「標準時間」的引進後才開始出

現，但由於鐘錶價格仍貴，加上使用習慣的不普及，有精確計時的食譜相較於計

量者來的少上許多。營養的部分亦同，日本本國發展了帶有自身特色的「栄養學」

後也引進至殖民地臺灣，先是在《臺灣日日新報》的「家庭欄」中刊載了大量關

於保健衛生和營養相關的報導，在進入昭和期後直接以「栄養」為名的食譜也開

                                                       
  的部份分別為 40錢和 80錢，也能得知五柳居是較為高貴的料理；兩者皆分類於「羹」之 

  下， 這點並無不同。詳見新樹，〈臺灣の宴席及料理〉，《臺灣協會會報》第 50號（1902）， 

  頁 25。 
161 五柳居，《臺日大辭典》，編號 42325。 
162 淡口醬油（うす くちしょうゆ），顏色較淡但鹽分、糖分較一般濃口醬油高的醬油，多為關 

  西地區的人所使用。 出處：三省堂 大辭林 
163 笹倉定次，〈料理は如何にすれば味よく出來るか〉，《專賣通信》卷 10第 9期，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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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大量出現。 

而這些乘載著「新知」的食譜，在臺灣的傳播途徑以傳統的報紙雜誌，以及

1920 年代後期才出現的「廣播」新媒體為主，但這些傳播手段要有所效果，還是

必須建立在臺灣人能懂得「國語」的前提之下。臺灣總督府透過公學校教育以及

國語傳習所的大量建立，一步一步讓臺灣「國語解者」的比例提高，也使得政府

當局欲使用「官方媒體」達到有效的傳播成為了可能。 

新媒體「廣播」所放送的食譜內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的食譜文化。幾

乎皆以「家庭料理」為題的廣播食譜，背後代表的是自大正期以來的「家庭生活

風潮」，對於「在家吃飯」這件事的需求提高，食譜也不可避免地成為主婦們對

新菜色追求的消息來源，其中也以代表著「衛生、營養、經濟、方便、創新」的

「家庭料理」食譜最受其青睞。另外則是在食譜上固有的日本文化，日本自古便

相當注重季節，在吃的部份往往遵守著「旬」的規範，在日治時期臺灣的食譜上

同樣能常常見到這樣充滿「季節感」的文化特色。 

對於日人而言充滿在地特色的新奇料理「臺灣料理」在食譜上也不少見。最

早自明治期便有，在昭和期可說是達到高峰。「臺灣料理」一詞本身就代表著階

級性，為代表著中上階層的高階飲食，除了食物本身以外，還有著一定的規範和

禮節存在，和一般人民的生活經驗可說相距甚遠，一般人的生活飲食則以「臺灣

人的食物」稱之，多見於民俗學者的舊慣調查之中，並未見於食譜之中。而在日

人漸漸熟悉臺灣料理的製作後，也將自身的經驗帶入臺灣料理中，形成帶有日本

風味的「臺灣料理」，這樣「和漢融合」的滋味也在戰後體現了出來，並普及於

大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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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在食之外：臺灣食譜的政治意涵 

 

 1937 年所爆發的中日戰爭，對臺灣的影響可謂十分重大。總督府一改先前以

「漸進式的同化」及「內地延長主義」的政策，改為意圖使臺灣人成為真正日本

人的「皇民化」政策。另一方面，戰爭的爆發也使得殖民政府將臺灣納入「總動

員體制」之中，也將大部分的物質都列入配給。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本章欲討

論的是：食譜中的政治意涵為何？食譜的刊載是否與社會背景、政策有關？建國

料理、鄉土食、代用食等料理食譜又是如何產生，其所代表的意涵又為何？ 

  

第一節 皇民化與建國料理 

 

臺灣皇民化運動的開展，可以自 1936 年 9 月第十七任總督小林躋造上任後

提出「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化」的三大治臺方針起算。164但若就實質意義

上而言，或許以 1937 年「支那事變」後展開的「第二次中日戰爭」（Second Sino-

Japanese War）所對臺灣造成的影響來的更為深遠、重大。由於戰事規模的不斷擴

大，純以日本本土資源維持戰線已顯得捉襟見肘，動用殖民地資源可說勢在必行。

然而，若要徹底「動員」殖民地資源，需要殖民地人民對殖民母國有著不可質疑

的信任，因此需要全面加強皇民教育以培養人民的忠誠，「皇民化運動」就在這

樣背景下展開，目的是將臺灣人變成「真正的日本人」。165 

 若是以宗教層面來看，以「國家神道」取代殖民地固有的民間宗教信仰也是

皇民化運動的終極目標，其中，最重要的為讓臺人「敬神尊皇」。「敬神」指的是

敬仰神道教的神，「尊皇」則是尊崇萬世一系的天皇。「國家神道」是近代天皇制

                                                       
164 台灣總督府情報局編，《時局下台灣の現在と其將來》（台北：台灣總督府情報局，1940）， 

  頁 7。 
165 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台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一九三七～一九四五）〉，《新史學》5 

  卷 2期，頁 1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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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權力的宗教性基礎，其由日本固有的神道信仰演變而來，教義藉由帝國憲法

與天皇的教育敕語而完備，是事實上的國家宗教，也是超越宗教，要求國民遵守

的「國民道德」。  

 國家神道確立後，傳統的民俗節日遭到廢止，取而代之的是與天皇相關的祝

祭日等新式節日與相關儀式。這些由明治維新政府仿效西方而產生的節日及儀式，

透過殖民臺灣而與日本內地同步進行，國家針對重要的事件設置紀念日及紀念祭，

其目的是為了促進國家認同，透過「反覆舉行」的紀念日166連結了過去的故事與

記憶，將國家的歷史與現在國家的努力作連結。167 

祝祭日為「祝日」與「祭日」的總稱，另外也被稱為「旗日」，是由於祝祭

日當天必須掛國旗的緣故；168祝日的意義為「崇敬先祖、反思國史，培養國家根

本」，祭日則為「祭祀皇祖、天地神、國土神，答謝其恩惠」。169祝祭日有別於傳

統的「節句」，170是近代日本才出現，以今上天皇的誕辰、先代天皇駕崩、遠古的

紀元、歷代天皇及宮廷儀式等為基礎而產生的套詞。
171

 第一個出現的近代祝祭日

為 1868 年 8 月 26 日制定的天皇誕生日「天長節」，172同年的 9 月 8 日訂定年號為

明治，這亦是「一世一元」之開端。1731873 年五節句被廢止，以神武天皇即位日

及天長節訂為祝日，174接著在 10 月 14 日正式制定了八個祝祭日，175自此奠定了

                                                       
166 根據小關隆的研究指出，紀念日與相關紀念活動的最大特色是不只一次，而是每年不斷地舉 

  行。 詳見：小關隆，《記念日の創造》（京都：人文書院，2007），頁 12。 
167 William M. Johnston著，小池和子譯，《記念祭・記念日カルト―今日のヨーロッパ、アメ 

  リカにみる》（東京：現代書館，1993），頁 19-20。 
168 八東清貫，《祭日祝日講話》(日本東京:內外書籍株式會社，1933年)，頁 1。 
169 岩口敬子，〈國家儀典與國民統合：日治時期台灣官方節日與儀式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 

  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頁 54。 
170 江戶時代幕府行事之祝日，受中國陰陽五行說的影響而來，稱為「五節句」，分別是正月七 

  日的「人日」、三月三日的「上巳」、五月五日的「端午」、七月七日的「七夕」以及九月九日 

  的「重陽」。 詳見：所功，《「国民の祝日」の由来がわかる小事典》（京都：PHP研究所， 

  2003），頁 35。 
171 岩口敬子，〈國家儀典與國民統合：日治時期台灣官方節日與儀式之研究〉，頁 45。 
172 〈九月二十二日御誕辰ニ付天長節ヲ執行セシム〉，明治元年(慶応 4年)8月 26日，行政官 

  (布)『法令全書』明治元年【第 679】，法令 ID番号：00000716。 出處：国立国會圖書館  

  日本法令所引 明治前期編。 
173 鈴木正幸，《皇室制度》（東京：岩波書店，2005），頁 4。 
174 〈五節ヲ廃シ祝日ヲ定ム〉，明治 6年 1月 4日，太政官第 1号(布) 『法令全書』，法令 ID 

  番号：00006343。 出處：国立国會圖書館 日本法令所引 明治前期編。 
175 〈年中祭日祝日ノ休暇日ヲ定ム〉，明治 6年 10月 14日，太政官第 344号(布) 『法令全 

 



64 
 

近代祝祭日的基礎。 

 「紀元節」亦是在這個時候被建立出來，176因為其重要性而在眾多祝祭日中

脫穎而出，成為當時的四大節日之一。177紀元節為「祝日」，是神武天皇的即位紀

念，根據「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的推算，日期為每年的二月十一日。178同時，

紀元節也慶祝天皇創業，並感懷其建國精神。臺灣警察協會主事豐田勝藏就曾言

「建國祭之意義在於不斷創業之努力，而守成與創造同樣重要。依華盛頓會議而

出現全世界和平曙光的同時，日本國民應自覺被賦予的建國創業之任務。」1791914

年後，凡紀元節時皆會在神社舉辦「紀元祭」，而 1926 年後青年團及在鄉軍人則

會舉辦「建國祭」，180臺灣也同步舉行，根據《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臺灣各地

都有舉行「建國祭」的紀錄。181 

1926 年後，建國祭舉辦的規模日漸擴大，其活動數量也追上了天長節，成為

活動數量次多的祝祭日，1929 年臺北市的建國祭主辦改為臺北市役所，此例也一

改了建國祭的舉辦通常是由民間團體的名義所發起的慣例。
182
在滿州事變的隔年

（1932），總督府在殖民地臺灣舉辦了空前盛大的建國祭，目的是為了喚醒民眾

的自覺與情感，在面對國內外情勢時，能讓建國精神昂揚。183從這裡我們可以看

出，日本政府在經歷戰爭的洗禮後，紀元節除了因富含「建國思想」而日趨重要

外，紀元節也被賦予新的意義：成為促進國民奮起的基點。 

在這樣的背景下，「建國料理」也因此誕生。建國料理，又可稱為「建國祭

                                                       
  書』，法令 ID番号：00006686。 出處：国立国會圖書館 日本法令所引 明治前期編。 
176 〈神武天皇御即位日ヲ紀元節ト称ス〉，明治 6年 3月 7日，太政官第 91号(布) 『法令全 

  書』，法令 ID番号：00006433。 出處：国立国會圖書館 日本法令所引 明治前期編。 
177 四大節分別為一月一日的「元旦（又稱四方節）」、二月十一日的「紀元節」、四月二十九日 

  的「天長節」以及紀念明治天皇駕崩的「明治節」，在明治節被納入前則是稱為「三大節」。 
178 所功，《「国民の祝日」の由来がわかる小事典》，頁 34-35。 
179 豐田勝藏，〈建國祭の意義〉，《臺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57期 2月號，頁 1-2。 
180 高橋梵(編)，《新撰日本年中行事講話》(日本東京:大東出版社，1936年)，頁 84-101。 
181 在 1926年以前，《臺灣日日新報》中就有許多對於建國祭的報導，不過實際出現各地籌備、 

  舉辦建國祭則是 1926年才開始。 
182 〈圓山運動場で建國祭臺北市主催〉，《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4年 2月 7日，第二版。 
183 後藤文夫，〈多難秋紀元節迎－昭和七年建國祭繼－〉，《臺灣教育》355號（1932年 2月）， 

  頁 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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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理」，顧名思義，是為了慶祝「建國祭」所產生的節慶食物。最早出現有關「建

國料理」的紀錄，為 1925 年 11 月 25 日《臺灣日日新報》上的〈來春の建國祭

は政治運動ではない 建國團子を喰はせる〉一文，但文中僅提到在紀元節當天

有食用「建國團子」的紀錄，並未記述其由來及料理作法，184相關的食譜則要待

到 1935 年建國祭十周年時方可見得。185在《臺灣日日新報》中刊載「建國料理」

食譜有三次，分別為 1935 年的〈梅の節名の晚餐に ゆかしい建國料理 —獻立

と調理法—〉、1861937 年的〈紀元節を祝して 建國祭料理〉187以及 1939 年的〈建

國祭には建國團子をきませう その由來と作り方〉，188在〈梅の節名の晚餐にゆ

かしい建國料理 —獻立と調理法—〉中提到「一家和樂也是建國的精神」，這也

代表著建國料理會是以「家庭料理」為主體的料理，其目的除了宣揚建國精神，

還有凝聚家庭之作用，而其各自所介紹的料理茲列於下： 

 

表 4-1 食譜中的建國料理 

食譜 料理名 

梅の節名の晚餐に ゆかしい

建國料理 —獻立と調理法— 

建國おでん 

建國團子 

建國飯 

紀元節を祝して 

建國祭料理 

お雜煮 

建國めし 

建國祭には建國團子をきま

せう その由來と作り方 

建國團子 

甘味噌 

                                                       
184 〈來春の建國祭は政治運動ではない 建國團子を喰はせる〉，《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4年 11 

  月 25日，第五版。 
185 自 1926年初次舉辦建國祭起算，1935年正好為十周年。 
186 〈梅の節名の晚餐に ゆかしい建國料理 —獻立と調理法—〉，《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0年 2 

  月 11日，第六版。 
187 〈紀元節を祝して 建國祭料理〉，《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2年 2月 11日，第七版。 
188 〈建國祭には建國團子をきませう その由來と作り方〉，《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4年 2月 11 

  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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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料理中最具代表性的，非「建國團子」莫屬，其亦為《臺灣日日新報》

裡出現最多次的建國料理，共計有四次。1939 年的〈建國祭には建國團子をきま

せう その由來と作り方〉這篇食譜中除了介紹做法外，也記述了建國團子的故

事起源： 

  神武天皇東征時正要過河，宮崎當地的貴族將他留了下來，說道：明天 

您就要搭船離開了，我做丸子給您送別吧。但隔日天還未亮，神武天皇 

的船就準備離開，貴族聽聞，急忙將紅豆餡包在米粉團裡用竹籤插著送 

去給神武天皇。189 

神武天皇東征後統一了大和民族，這種用米粉揉成圓形，內包紅豆餡並用竹籤插

起的團子就被稱為「建國團子」，此描述也同樣存在於在 1941 年另一則報導中，

可視其為有一定可信度的普遍說法。190 

 

 

圖 4-1 建國團子 

圖片來源：とこなつ本舗大野屋の blog 

http://blog.ohnoya-toko.com/article/182384388.html 

                                                       
189 〈建國祭には建國團子をきませう その由來と作り方〉，《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4年 2月 11 

  日，第三版。 
190 〈梅の節句の祝ひ方 建國團子は御東征に由來〉，《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6年 2月 7日，第 

  三版。 

 

http://blog.ohnoya-toko.com/article/1823843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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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則是「建國おでん」的部分。「おでん」的漢字寫作「御田」，也就是「關

東煮」，是日本著名的家庭料理。一般的作法為用昆布或柴魚熬成的高湯（煮出

汁）加上醬油以及各式食材（如雞蛋、蘿蔔、蒟蒻、真薯揚げ191等）共同滾煮而

成。「建國おでん」的特殊之處在於將這道料理所用的食材，做成具有日本天皇

正統性代表的「三神器」形狀，如里芋切成「八坂瓊勾玉」貌、真薯（しんじょ）

做成「八咫鏡」狀和蒟蒻切成「天叢雲劍」之形，其餘作法不變。192日本天皇思

想中蘊含著「萬世一系」的思想，身為天照大神子孫的天皇因而世世代代可統治

這個國家。在《古事記》與《日本書紀》中，對此「天壤無窮的神諭」已有著墨，

而三種神器也成為遵守此神諭之象徵。於是，本來平凡無奇的材料，經過形狀的

加工賦予其意義，搖身一變成了具有濃厚國族意涵的「建國おでん」。 

 

 

圖 4-2 三神器193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4%B8%89%E7%A8%AE%E3%81%AE%E7%A5%9E%E5%99%A8 

 

 

                                                       
191 真薯（しんじょ）是用白肉魚、高湯、山芋、蛋白及片栗粉拌勻後蒸熟而成，為關東常見 

  的食物，放入關東煮前通常會先炸過，稱為「揚しんじょ」。 出處：三省堂 大辭林 
192 〈梅の節名の晚餐に ゆかしい建國料理 —獻立と調理法—》，昭和 10年 2月 11日，第 

  六版。 
193 左側為「天叢雲劍」、右上為「八咫鏡」，右下則為「八坂瓊勾玉」。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4%B8%89%E7%A8%AE%E3%81%AE%E7%A5%9E%E5%99%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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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則是「建國飯」的部分。建國飯其實就是「赤飯」（せきはん），也就

是紅豆飯之意，有甜鹹之分，會因地域的關係而使用不同的豆類，如《臺灣日日

新報》兩篇記有「建國飯」的料理食譜中，使用的為以北海道為主要產地的「虎

豆」。赤飯對日本人的意義為「慶祝ハレの日的幸福米飯」，紅色代表著驅邪力量，

在祭典或慶祝之時可以驅除厄運。《臺灣日日新報》中有關紀元節之報導中也出

現「準備紅豆飯加深其意義」的描述，比對其作法後幾乎可以確定兩者同義。194 

 

 

圖 4-3 建國飯（赤飯） 

圖片來源：Goin’Japanesque 

http://goinjapanesque.com/tw/18246/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的「臺灣料理」食譜在中日戰爭前夕就幾無見得。而「建

國料理」食譜恰好在這個時序開始出現，縱然篇數不多，其餘雜誌中也並未看到

相關的食譜出現，但其刊載在具有十足官方色彩的《臺灣日日新報》上，意義自

是不凡。另外，日本官方對臺灣採取的統治方針自初便為「漸進式的同化」，最

高峰之時為「皇民化運動」的開展，此時正好與「建國料理」食譜的出現時間吻

合，透過介紹具有高度國族主義內涵的節慶飲食，配合「紀念日」年復一年的特

性，背後的意義可說是不言自明，也是筆者認為此食譜的刊登具有高度政治意涵

的最主要原因。 

最後，「臺灣料理」食譜在進入皇民化時期後，在《臺灣日日新報》上的刊

                                                       
194 〈紀元節の佳き日に 各家庭で宮城遙拜 精神總動員本部から通達〉，《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3年 1月 12日，第七版。 

 

http://goinjapanesque.com/tw/18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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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僅存〈豚肉の臺灣料理 玉揚げ、酒煮、肉頭饅〉一篇，內容中提到「豚肉透

過配給而進到各家庭之中，在此介紹如何使用豚肉做出美味的臺灣料理」其先後

提到了「配給」以及「家庭」，後續更提到了「經濟」及「營養」等詞，195顯見此

時的「臺灣料理」意涵已逐漸由中上階層的高階飲食，轉化為一般家庭日常所吃

的食物，意義上而言更加靠近了所謂的「臺灣人的食物」。196而關於配給以及代用

食的部分，則待下節做討論。 

 

第二節 戰時的「節米」與「代用食」食譜 

 

一、節米運動與食譜 

 

自 1937 年中日戰爭開始全面爆發後，為了因應戰爭的需求，在 1938 年 4 月

制定了「國家總動員法案」，197整個帝國進入了「總動員體制」，殖民地臺灣也不

例外，同年 10 月 1 日開始適用於臺灣。198除了國家全體動員外，在資源的運用上

也以戰爭為優先，除了本國外也動員殖民地的資源。199「國家總動員法」的主要

意義在於，賦予政府在緊急時期可以不經國會同意便動員所有的人力、物力，食

物的部分自然也是重要的總動員物資，重要性僅次於槍砲彈藥等軍事物資。200也

因此，嚴格控制國民的每日食物消費和配給，便成了官方關切的首要之事。1939

年 10 月開始，總督府在臺實施「米穀配給統制規則」，並從 1940 年的第一期米

開始訂定了消費米的配給基準，消費者需要拿「米簿」才能向食糧營團領取日用

                                                       
195 〈豚肉の臺灣料理 玉揚げ、酒煮、肉頭饅〉，《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6年 8月 27日，第三 

  版。 
196 關於「臺灣料理」和「臺灣人的食物」的討論，詳見：陳玉箴，〈食物消費中的國家、階級 

  與文化展演：日治與戰後初期的「臺灣菜」〉，頁 161-162。 
197 〈国家総動員法〉( 昭和 13年 4月 1日法律第 55号 )，リール番号：005401 出處：国立 

  公文書館 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 
198 臺灣總督府官房課，《國家總動員法及關係法規》（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課，1939），頁 1。 
199 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臺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 

  灣史論集》，頁 33-76。 
200 永田城大，《民風作興の具體策》（臺北：實業之臺灣社，1938），頁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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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201其餘如砂糖、食用油、肉、蔬菜、牛乳…等，幾乎所有生活中必須的食料

都列在統制及配給之列，對臺灣民眾的飲食生活產生了劇烈且全面的影響。202 

因為米穀不足且需要配給的緣故，節約成了當務之急，臺灣總督府開始大力

宣傳各式的節約運動。如 1938 年《臺灣日日新報》上刊載的〈戰時生活の第一

步は 『食』の合理化から〉中就提到主食應從本來的白米改為胚芽米或七分搗

米，副食品的部分比例應為「肉（魚）1、豆 1、野菜 4」，且如菜的皮、蘿蔔的葉

子等都不應捨棄避免浪費，並要求與內地同步進行「共同炊事」。203社會各界也提

出各式節約措施，研發代用食以及創新食譜等。1939 年，總督府開始推行「節米

運動」，除了報紙上出現了如〈七星郡警察課員が率先節米運動〉204和〈臺灣軍が

率先して 節米運動の示範〉205等官方作為模範推廣的報導，鼓勵人民進行節米運

動。臺灣各地也都出現相關報導，如臺北第一師範學校實施午餐用三根芭蕉代替

米飯；206臺北州及花蓮港廳都採取一周一次不吃米飯的措施；207臺中州除了進行

節米運動外，也獎勵混食的行為；
208
新竹州更是舉全州之力推廣，訂定每月十五

日為「節米日」，以將米及其他穀物混煮成粥的方式達成節米的目的。209另外，在

《臺灣日日新報》中亦有出現將節米方法列出之文章： 

 

 

                                                       
201 李力庸，〈戰爭與糧食：太平洋戰爭前後臺灣的米穀統制（1939-1945）〉，《兩岸發展史研 

  究》第二期（2016），頁 103-137。 
202 西村信一，《臺灣に於ける物資配給統制機構》(臺北:臺北商工會議所，1943)，頁 1-67。 
203 〈戰時生活の第一步は 『食』の合理化から〉，《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3年 7月 31日，第 

  三版。而此建議也在不久後得到實踐，《臺灣日日新報》中有多則報導，日本本土所實施的 

  「隣組」也開始在臺灣出現。 
204 〈七星郡警察課員が率先節米運動〉，《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4年 11月 1日，第七版。 
205 〈臺灣軍が率先して 節米運動の示範〉，《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4年 11月 26日，第二 

  版。 
206 〈芭蕉の實三本で 晝辨當の代用に 北一師で節米運動の試み〉，《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5 

  年 2月 23日，第七版。 
207 〈一週一囘米飯拔き 臺北州で節米運動を通牒〉，《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5年 3月 1日， 

  第二版: 〈一週間一囘の節米で 一月千百餘石浮く 花蓮港でも愈よ節米運動〉，《臺灣日日 

  新報》，昭和 15年 3月 18日，第四版。 
208 〈混食を獎勵 臺中市で節米運動〉，《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5年 3月 17日，第五版。 
209 〈『節米デー』を定め 擧洲節米に協力 新竹州運動方針を決定〉，《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5 

  年 2月 2日，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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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限制米的用途（限制釀酒、菓子、糊、造麴等的用量） 

  二、搗精程度限制（精白度限制，必須是七分搗米或五分搗米） 

  三、代用食的獎勵（獎勵使用麵包、麵、高粱等非米的代用食） 

  四、飯米的混合食（將米混合雜穀、甘藷、馬鈴薯、根菜等一起煮） 

  五、米的強制節食（強制減食米飯以及節米日的設定）210 

由此可見，當時臺灣的節米運動是由上而下，透過代用食、減餐、混食及設定節

米日等方式進行。此外，節米運動的推廣似乎深植人心，在《臺灣日日新報》的

「臺日漢詩壇」專欄中，臺灣人作者以「節米」為題而創作的詩句有著不俗的數

量，如蔡亦彬的〈節米有感〉： 

久旱逢甘願靡違，蘭東春雨下霏々， 

豆煎麵煮還勞力，粥食藷和共救飢， 

國富自然民亦富，囊肥何若稻能肥， 

依然戶戶炊煙起，差喜青黃米威脅。
211
 

考察《臺灣日日新報》的「臺日漢詩壇」專欄後，可以發現在 1940 年（昭和 15

年）中有 18 篇這樣以「節米」為題的詩句刊登，作者皆未重複且均為臺灣人，

可以說明臺人對節米運動有感且並不陌生。 

 在這種氛圍之下，《臺灣日日新報》有關於節米料理的食譜開始出現。臺北

第一高等女學校在宿舍的膳食就有在米飯中加入南瓜、地瓜的作法，除了節米外

亦有增進健康活力之功效。212但此則僅為介紹狀況，並未有關於食譜計量及作法

的記述，實際有著食譜形式的節米料理食譜則有以下五篇： 

 

 

 

                                                       
210 〈節米方法五つ〉，《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5年 3月 15日，第三版。 
211 蔡亦彬，〈節米有感〉，《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5年 5月 10日，第八版，臺日漢詩壇。 
212 〈お芋入りや南瓜飯で 潑剌たる健康美 一高女學寮で節米獻立〉，《臺灣日日新報》，昭 

  和 15年 2月 29日，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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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臺灣日日新報》中的節米料理食譜 

日期 版面 篇名 

昭和 15 年 7 月 21 日 三 節米と代用食 手近な野菜や 魚を利用した料理 

昭和 15 年 9 月 4 日 三 榮養滿點の節米料理（上） 

昭和 15 年 9 月 5 日 三 榮養滿點の節米料理（下） 

昭和 15 年 11 月 22 日 三 節米代用食の辨當 甘藷のしのだ壽司や平燒パン 

昭和 16 年 4 月 22 日 二 榮養に富む 節米の獻立 厚生省から三方法を發表 

 

對比節米運動的相關報導，節米食譜就數量上而言並不豐碩，不過仍能發現

節米食譜的幾個特色。第一為混用主食，也就是除了米之外再加入其他食材以增

加份量，常見的有里芋、甘藷、馬鈴薯等根莖類蔬菜，以及大麥、豆類和野菜（白

蘿蔔、紅蘿蔔等）。這些食材大多含有高量的澱粉，除了價格較低外，也較容易

增加飽足感，如「馬鈴薯御飯」、「大豆御飯」
213
及「里芋の御飯」

214
等食譜。第二

為代用主食，意味著用米以外的食品作為主食，例如麵條、麵包、甘藷等以減少

米的使用，卻又能達到與吃米相同的飽足效果，相關的食譜有「支那式燒餅」、

215「手打うどん」216、「味噌汁うどん」217等。另外，〈榮養に富む 節米の獻立 厚

生省から三方法を發表〉中在料理後頭標註了卡路里的熱量標示，而〈榮養滿點

の節米料理〉中除了卡路里的標示外，還加上了「節米量」與「價格」標示，讀

者也更能清楚此食譜帶來的效用為何，可謂十分實用。218 

                                                       
213 〈榮養滿點の節米料理（上）〉，《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5年 9月 4日，第二版。 
214 德江美加佐，〈節米と代用食 手近な野菜や 魚を利用した料理〉，《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5年 7月 21日，第三版。 
215 〈節米代用食の辨當 甘藷のしのだ壽司や平燒パン〉，《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5年 11月 22 

  日，第三版。 
216 德江美加佐，〈節米と代用食 手近な野菜や 魚を利用した料理〉，《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5年 7月 21日，第三版。 
217 〈榮養に富む 節米の獻立 厚生省から三方法を發表〉，《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6年 4月 

  22日，第二版。 
218 如「味噌炊飯」的節米量為五合對一合一勺，共節省了兩合九勺的米，可謂十分節約。 詳 

  見：〈榮養滿點の節米料理（上）〉，《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5年 9月 4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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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在〈榮養滿點の節米料理（下）〉中提及了「鯨魚肉」

的使用。219《臺灣日日新報》中提到鯨肉料理時，往往會描述其為「牛肉」之代

用品，在戰時吃緊的配給與食物缺乏的狀態下，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中進行最大的

利用，又如何尋找「代用食」以供給國民能吃得營養且飽足，都是總督府所要面

對的一大考驗，此也待下段再行討論。 

 

 二、代用食與鄉土食 

 

 臺灣人飲食生活受到戰爭的影響，主要是從總動員體制而來。在總動員法的

統制下，民眾的食生活受到了不少的限制，在 1939 年總督府公佈「米穀配給統

制規則」後，臺灣人也同樣被迫進入了配給的行列之中。即使本身富產稻米，但

在戰線持續擴大，殖民母國的不斷徵收後，臺灣人民所能獲得的配給也和內地同

樣不足。在這樣的狀況下，如何補上配給不足的缺口成了政府的當務之急，除了

前述的「節米運動」要求人民減少使用米穀外，各式的「代用食品」也成為了必

然的選項之一。 

 所謂的代用食，指的是除了國家配給的米糧外，鼓勵國民依照各地區的風土

條件及飲食習慣，使用雜穀、麥、薯，以及各種野生植物作為主食的替代品，使

食糧能夠達到自給的地步。220而鄉土食指的則是具有歷史傳統的地方性料理，在

中日戰爭期間其也被視為與「代用食」同義。在日本的部分有所謂的「鄉土食慣

行」調查，蒐集各地自古流傳下來有關代用食及救荒食物的食習資料，鼓勵各地

的國民使用這些符合地方風土的鄉土代用食，藉以維持身體營養。221但在殖民地

臺灣並未如內地一般積極，僅僅是推廣代用食，並未有像內地一般的鄉土食習調

查，在曾品滄的研究中指出，可能是殖民政府認為本地的傳統食習不符合營養衛

                                                       
219 〈榮養滿點の節米料理（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5年 9月 5日，第三版。 
220 曾品滄，〈鄉土食和山水亭：戰爭期間「臺灣料理」的發展（1937-1945）〉，頁 128。 
221 竹內由紀子，〈民俗學における食文化研究の軌跡〉，收錄自田中宣一、松岡憲三編著，《食 

  の昭和文化史》（京都：おうふう，1995），頁 20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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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原則，故不值得加以調查推廣。222這點也能從《臺灣日日新報》中相關報導

的比例看出，有關「鄉土食」的報導僅有 7 則，而「代用食」的部分卻有 104 則，

就數目而言相當懸殊。 

不過，在《臺灣日日新報》上仍能看見有關鄉土食的食譜，同時也有鄉土食

講習會的出現。2231941 年臺灣食糧研究會發表了兩則鄉土食食譜，內容包含了麵

包、蕎麥麵、烏龍麵、饅頭224等，食材則以甘藷、小麥粉、落花生為主，同時記

錄了其所含的營養素及熱量，就食譜而言可謂十分完善。225不過，這些「鄉土食」

雖然經過科學化的計算，能夠滿足人體營養所需，但其製作出來的形式以麵食為

主，明顯與臺人的飲食習慣有所落差，與鄉土食的原意並不相符，用代用食的角

度去看顯然較為合理。另外，在第二則食譜材料中大量出現了牛肉的使用，雖說

一直以來總督府一直將牛肉以「進步、強健、西方、時髦」等形象來宣傳，自留

學日本的臺人學生歸國後，亦將其「牛肉經驗」帶回臺灣，甚至連《臺灣日日新

報》中的「臺灣料理」食譜中亦有著牛肉料理的出現。
226
但由於漢人的禁忌以及

日治時期仍以農業為主的生產結構，牛肉的食用仍屬少部分人的嗜好，並未普及

至大眾。227與其採用官方所推廣的「鄉土食」，臺人或許較願意相信自己的飲食傳

統，使用既有的救荒技術和烹調方式，來應對戰爭所帶來的拮据生活。228 

「代用食」一詞的出現，要比起「鄉土食」早許多。在第一次大戰之時，由

於日本政府大量米穀運往歐洲賺取外匯，導致國內米價騰貴，後來引起了重大的

「米騷動」事件。229《臺灣日日新報》上也出現了相關的報導，如教導民眾如何

                                                       
222 曾品滄，〈鄉土食和山水亭：戰爭期間「臺灣料理」的發展（1937-1945）〉，頁 130。 
223 〈鄉土食料理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6年 4月 11日，夕刊第二版。 
224 這裡的饅頭（まんじゅう）指的是在慶應年間（1338~1342）自南宋傳入日本的饅頭變體， 

  為日本式的饅頭，也是和菓子的一種。 出處：三省堂 大辭林。 
225 〈鄉土食を選定 甘藷等を材料として （一）〉，《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6年 3月 11日，第 

  三版；〈鄉土食を選定 甘藷等を材料として （二）〉，《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6年 3月 13 

  日，第三版。 
226 〈臺灣料理法（十四）紅燒牛肉〉，《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40年 2月 20日，第三版。 
227 李力庸，〈殖民、營養與風尚 －日治時期臺灣的大眾處產飲食文化〉，頁 432-433。 
228 曾品滄，〈鄉土食和山水亭：戰爭期間「臺灣料理」的發展（1937-1945）〉，頁 131。 
229 米騷動事件指的是 1918年 7月，日本富山縣漁村的主婦上街要求米價下降所衍發的暴力事 

  件，而後導致了全國性的大暴動，日本政府也因此在 1921年制定「米穀法」以維持米價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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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米價且供給不足的情況下使用代替米的食材，230另外也介紹了用各式穀物做

為「代用食」的調理食譜。231《臺灣日日新報》以「代用食」為題的報導與食譜

是在中日戰爭爆發之後才大量出現，在相關的報導中常常能見到「戰時報國」、

「國策」等字眼，232關於代用食的研究會、講習會及試食會也經常舉辦。1940 年

就有各階級女性代表參加試食會的報導；2331941 年的一則報導中也提到在「江山

樓」所舉辦的研究會，與會者有總督府官員、帝大教授、各女學校烹割教諭、喫

茶店、料理屋等「各界食糧の權威」。234由此可見，面對戰時嚴厲的生活考驗， 如

何維持身體所需，是不分官方民間，從上至下所關注最切身的議題之一。  

 

 

圖 4-4 代用食的試食會現場 

圖片來源：〈寫真は代用食の試食會〉，《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5年 3月 9日，第七版。 

 

 

                                                       
  穩。 詳見：土肥鑑高，《米の日本史》（東京：雄山閣，2001），頁 203-206。 
230 〈米價昂騰の對應策＝代用食及混食の獎勵＝〉，《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8年 11月 6日，第 

  八版。 
231 〈代用食物調理 工夫すれば種種なものが出來る〉，《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8年 2月 4日， 

  第七版。 
232 〈代用食や雜炊で 節米の實踐 全市民擧つて勵行せよ〉，《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5年 3月 

  17日，夕刊第二版。 
233 〈五種の新しい代用食 婦人代表を招き市で試食會〉，《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5年 3月 8 

  日，夕刊第二版。 
234 〈代用食の研究會〉，《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6年 3月 3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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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日日新報》中實際以代用食為名的食譜，就比例上而言並不算太高，

但在考察其內容後，發現亦有部分在內容中提到代用食，或是以「新體制」或「國

策」為題，如〈新體制の鍋料理〉235及〈國策に沿うた うどん料理〉236等。以代

用食為名者則茲列如下： 

 

表 4-3 《臺灣日日新報》中的代用食食譜 

日期 版面 篇名 

大正 13 年 7 月 7 日 三 文化的代用食としての 家庭に於る食バンの製法 

昭和 14 年 7 月 28 日 三 馬鈴薯の代用食を主食と副食を合せた榮養料理 

昭和 15 年 3 月 19 日 三 市民の代用食 各家庭でお作り下さい 

昭和 15 年 11 月 22 日 三 節米と代用食 手近な野菜や 魚を利用した料理 

昭和 16 年 4 月 22 日 二 節米代用食の辨當 甘藷のしのだ壽司や平燒パン 

昭和 16 年 10 月 4 日 三 代用食二つ 殘り御飯と蕃薯で 

 

自上表可以看出，甘藷（番薯）為食譜中最常出現的食材，這也與臺人的生

活經驗較為相符。在農村，中下階層的民眾幾乎都是以混著番薯的米飯作為主食，

並以少量的豬肉（或是豬油）和蔬菜搭配，而下階層者則絕大多數只以番薯作為

主食。237但到了戰時，由於物資匱乏的關係，中上階層也開始以番薯或番薯籤作

為主食，連林獻堂家族亦不例外。238另外，在《臺灣の專賣》中也將佐伯矩所調

查的米與其代用品的營養價列出，節錄常見者如下： 

 

                                                       
235 〈新體制の鍋料理〉，《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5年 11月 23日，第三版。 
236 〈國策に沿うた うどん料理〉，《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5年 3月 29日，第三版。 
237 竹中信子著，熊凱弟譯，《日治臺灣生活史 昭和篇（下）》，頁 312-313。 
238 日記中提到「…余謂二合五勺之配給米減去二割，因是食糧缺欠甚多，非以蕃薯代用不可， 

  命其作薯籤，庶免腐壞而易於貯藏。」 詳見：林獻堂著，許雪姬編，《灌園先生日記（十 

  三）：一九四一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7），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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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常見代用食品營養價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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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及其代用品營養價（各百分中） 

 

上列之代用食在《臺灣日日新報》中皆有相對應的介紹。麵食以「うどん」240為

最多，還出現了「うどん為最理想的代用食，無論就口感和營養上而言都是最好，

為代用食中之王座」的說法。241豆類則是「番仔豆」的使用為多，除了提及其能

「作為綠肥使用」且「營養與玄米同價」外，
242
也有高女與菓子屋合作用蕃仔豆

取代紅豆做羊羹，成果大受好評，甚至較原品更佳的報導。243另外，《臺灣食糧

經濟新聞》有提到能以「干麵」244和「冬粉」245作為代用食，也在文中提供了相關

的食譜。 

 中日戰爭開始至終戰（1937-1945）這段期間，《臺灣日日新報》上的食譜占

了整個昭和期的三分之一，就數量上而言並不算太少；節米與代用食相關者則有

                                                       
239 其另有維他命 A、B1、B2的計量欄位，但其單位無法辨讀，故暫不予列入。 詳見：K˙S 

  生，〈代用食と榮養價〉，《臺灣の專賣》20卷第一期（1941），頁 19-21。 
240 うどん即「烏龍麵」，日文漢字寫作「餛飩」，指的是用小麥粉和鹽水做成的細長麵，奈良時 

  代自唐朝傳入日本。 出處：三省堂 大辭林。 
241 〈代用食うどんが王座〉，《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5年 4月 3日，第五版。 
242 〈野生の蕃仔豆が 立派な食糧に 榮養も玄米と同じ價值〉，《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5年 5 

  月 17日，第七版。 
243 〈小豆一切無用 蕃仔豆で甘い菓子が出來る 高女、菓子屋で太皷判〉，《臺灣日日新報》昭 

  和 15年 6月 21日，第六版。 
244 明賀七郎，〈代用食として乾麵の榮養價〉，《臺灣食糧經濟新聞》昭和 18年 5月 19日，頁 

  10-11。 
245 〈澱粉代用食糧-冬粉の調理法-〉，《臺灣食糧經濟新聞》昭和 18年 12月 16日，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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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之一的比例，相較起來並不算多。246那麼戰時出現的食譜的特色為何呢？筆

者認為最大的差異在使用食材上，戰時的食譜大多以「野菜」作為主材料，魚和

肉的部分則較為少見。連介紹「支那料理」時也僅取其「炒」的作法，收錄的料

理皆為炒蔬菜，和先前以肉食為主的「支那料理」有相當大的不同。247「鯨肉」

食譜也是在此時期才出現，自大正 3 年的〈鯨肉牛肉成分比較〉一文中將鯨肉和

牛肉相互比較，得出營養成分鯨肉「不亞於」牛肉之結論後，在《臺灣日日新報》

上提到鯨肉者大多和牛肉脫不了關係，鯨肉也就這樣成為了牛肉的代用食材。248

「臺灣料理」的部分在前述有提到，僅有〈豚肉の臺灣料理 玉揚げ、酒煮、肉

頭饅〉一則，利用的是其經濟、營養、美味的特性，以及因應豚肉作為配給的一

環而產生，249竹中信子所言「介紹許多本島人的家庭料理，就是讓內地人學習利

用當地食材，建立更合理的飲食生活。」250這樣的情況似乎未在代表官方的《臺灣

日日新報》中出現。然而，隨著戰爭時序的前進，窘迫的狀態只會越來越糟糕，

可用食物日漸減少，配給系統也逐漸失靈，「求溫飽」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已是

奢求，更別說是追求「美味的料理」。昭和 16 年後《臺灣日日新報》中已無食譜

的刊登，或許就是反映的時局的困難，同時也總結了日治時期食譜刊登與社會情

況的息息相關。 

 

 

 

 

 

                                                       
246 筆者整理《臺灣日日新報》昭和期有計量及作法的食譜共 180篇，其中戰時出現的食譜約有 

  60篇，而關於節米與代用食者則約有 10篇左右。 
247 〈支那料理數種 炒法を主としたもの〉，《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4年 11月 12日，第三 

  版。 
248 〈鯨肉牛肉成分比較〉，《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3年 1月 22日，第六版。 
249 〈豚肉の臺灣料理 玉揚げ、酒煮、肉頭饅〉，《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6年 8月 27日，第三 

  版。 
250 竹中信子著，熊凱弟譯，《日治臺灣生活史 昭和篇（下）》，頁 21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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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皇民化運動的開展，可說是日本殖民統治的一個轉捩點，除了達到同化政策

的最高峰外，亦和後續的「總動員體制」一同對臺人的生活造成了劇烈的影響，

這些影響也都反映在《臺灣日日新報》的食譜刊登上。皇民化運動開始後，為了

讓臺灣人成為真正的日本人，總督府開始在臺大力推行國家神道，並試圖以明治

維新後的新式祝祭日取代固有的傳統節日，四大節之一的紀元節也在這樣的背景

下進入臺灣。而在紀元節當日舉行建國祭滿十周年之時，建國料理也就此誕生，

探究其內容後發現其是以賦予食材國族意涵，以及具有神話背景的起源故事所組

成的家庭料理，在慶祝建國之餘，家庭的一團和樂也為此節日所重視。此外，透

過紀念日年復一年不斷舉行的特性，也更能將其所欲表達的意涵深植人心。 

 在總動員體制的施行下，所有的資源都被納入國家的統制之中，食物亦不例

外，從主食的米開始，大部分生活所需的食品都必須透過配給來取得，但光靠配

給並不足以維持生活所需，如何尋找替代食品也成了當務之急。鄉土食與代用食

也就此誕生，但其在臺灣所欲推廣的鄉土食，並未如內地一般有著深厚的民俗學

調查基礎，與臺人習慣的落差使其成效不彰，並未留下太多痕跡。另外，代用食

與節米料理在本質上是相同的，都是為了因應米穀不足而產生的主食缺乏問題，

所呈現的內容也相當類似，都使用了麵食、番薯、豆類及香蕉等，作為節米的選

項以及代用食的使用。不過，代用食食譜顯然面向更廣，不僅僅是主食，在副食

品上亦多有著墨，鯨肉便是個很好的例證。然而，此二者最大的共同點，還是兩

者皆為因戰爭時局下所發展出，與社會情況息息相關，具有一定政治考量與意涵

的食譜，和昭和 16 年後並未再有食譜的刊登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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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若就食譜的源流來看，本文所探討的臺灣食譜可以前溯至中國及日本。截至

臺灣食譜出現之時，中國已經發展出具有「文人化」特色的食譜，日本則隨著明

治維新，引進大量西洋料理食譜，並吸收其中新知而成的「現代性」食譜。而這

樣的現代性食譜，也隨著日本殖民臺灣而一併帶入，成為臺灣食譜的濫觴。在這

之前，臺灣有關飲食紀錄的部分僅存於方志及外人遊臺所留下之紀錄，食譜並未

隨著中國的統治下而引入臺灣。也就是說，臺灣食譜的發展並未經過具有自我特

色的發展歷程，而是與殖民者的腳步息息相關。 

 考察日治時期的食譜發展後，筆者認為可以用文化意涵及政治意涵兩個方面

來探討。首先，從文化意涵的面向來看，此時期最重要的就是出現了具有「計量」

及「計時」等要素的現代性食譜。本文所採用的食譜資料，亦是以含計量者作為

優先篩選的對象，這是由於計量者是大部分現代性食譜所需的要素。倘若再深入

比較這兩要素在食譜上所出現的頻率，可以發現計量比起計時要來的高許多。筆

者認為原因在於日治時期的鐘錶仍不普及，購買懷錶的往往並非掌廚者，住宅中

即便有著時鐘的擺設也不會置於廚房之中。另外，現代營養知識也在此時期進入

了食譜之中，但在日治時期提到營養相關者，仍以新知傳播、食物營養素等為主，

食譜的部分則較少著墨。 

 這些乘載著新知的現代性食譜，在日治時期的傳播主要靠兩個部分。其一為

傳統紙本媒體，也就是報紙與雜誌；其二則為新興的廣播媒體。廣播與傳統媒介

最大的差異在於作法是由「放送」的方式傳遞。另外，廣播食譜的主題大多為日

本式的「家庭料理」，其所反映的，一方面是跟上了內地的家庭料理風潮，另一

方面也與主講者皆為女學校之教諭有關。雖說這兩者皆出現在臺灣，但若就報紙

大量刊登的時間點以及廣播的放送內容、地點而言，筆者認為其預設的閱聽者並

非臺灣人，而是以在臺日人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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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除了自西方引進的新知，日本傳統的「旬」文化同樣也在食譜上著墨

甚深，主題以季節的野菜為主，是日治時期的食譜中最顯著日本文化元素。此外，

「臺灣料理」一詞的出現，同樣是在日治時期。其最初意象為高級的酒樓、宴客

料理，並不為一般民眾所用，食譜中所載的也大多是這樣類型的料理。考察「臺

灣料理」在食譜中臺籍作者與日籍作者的差異後，可以發現就材料及作法而言大

抵相同，僅在部分細節上顯現了不同飲食文化的特性，同時也反映了當時的「臺

灣料理」具有一定的共識及普遍性 

 再者，從政治意涵的角度而言，對臺灣食譜內容影響最重大的，莫過於皇民

化運動的開展以及總體動員制度，此時期的食譜樣貌明顯與前期有所差別。「建

國料理」食譜的出現，象徵殖民政府利用國家神道所產生的「祝祭日」，運用其

年復一年的特性，強迫臺人宗教信仰的轉換以及國民自覺的提升。另外，在物資

全面控管及日用品、食物的配給下，代用食與節米相關的食譜開始大量出現，追

求美味且豐富多樣的食譜也再未見得，轉而以經濟、方便、營養的食譜為主；料

理的主角也從代表著文明、滋補的「肉食」，轉變為隨處可見且方便利用的「野

菜」。「臺灣料理」的意象在此時期也有所改變，從本來具有地方特殊風味的高級

料理，變得更接近所謂「臺灣人的食物」。 

綜合上述，可以發現食譜的刊載與社會變動、國家力量的介入有著一定程度

的相關，除了食譜中的文化意涵外，政治意涵也在皇民化運動後讓人品嘗到「在

食之外」的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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