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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研究上，客家人在臺鐵的高占比這個現象或許可以和外省族群的某些職業選擇（如軍公教）以及一些原住民族群（如阿美族）過

        去從事遠洋漁業、建築板模及目前從事職業軍警的現象相互比較。

家政策的規畫（縱貫線與山林資源）及客庄的地

緣關係，讓客家人較容易接觸鐵道工作。此外，

在戰後的行政體系下，一提到臺鐵，一般人心中

浮現的是高工時、低薪資、不是所有人都樂意從

事的低入門門檻工作。而當時社經條件普遍並不

太好的客家人，在百餘年來客庄養成能吃苦耐勞

工作傳統下，接受這個工作，並藉著親友關係網

絡一個拉一個，集體進到臺鐵，鐵道工作和客家

族群就逐漸聚合在一起了。數十年來，客家人一

方面將自己的勞力與智慧貢獻於臺灣的交通，讓

臺灣步入現代性的境況；另一方面，鐵道工作也

讓相當一部分的客家人安身立命、展望未來，並

在現代公民社會立足。這些議題即將在博物館展

示與未來或許在學術上可以繼續深入討論。

　　在博物館展示方面，將來要呈現的是，鐵道工

作如何讓為數不算少的客家人進到公民社會，貢獻

他們的勞動力與智慧，也讓臺鐵在低調但穩定中成

長，成為臺灣現代化發展裡一股可靠的支撐力量。

這同時客家人在這個過程裡變得更多元，不再只是

以往的務農或耕讀傳家，也有在公務體系或國營企

業中從事技術與服務工作的另一個面向。由此，我

們或許可以說，鐵道與客家在某個程度上相互形塑

彼此。今天我們看到的客家意象與內涵，或許有部

分是經由鐵道工作的影響所致；相對的，今天的臺

鐵或者臺灣的現代化，也有某部分是數十年來客家

臺鐵人的貢獻所造就的。這些重點都在未來以博物

館展示的形式呈現。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說，這個議題可以讓我

們進一步探究客家人的某些集體認知、行為、生

活樣貌，在怎麼的歷史、政治、經濟條件下被形

塑與實踐出來。反過來講，某個族群，在某個特

別的職業裡若從業人員的占比有顯著性意義的

話，對整個大社會會帶來什麼影響。13從這個相互

形成的過程裡，我們可以探問族群性格的虛與實

之間的辯證關係。「臺灣的鐵道與客家」或許是

一個族群內在本體性的建構與外在政經力量是如

何對話與相互協商的好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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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人類是社會的一份子，人類族群視為「自然

環境」的世界，事實上也是奠基於社會性、象徵

性所建構出來的世界，由社會決定飲食的方式，

飲食模式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即展現於人們決定

吃什麼、以及怎麼吃，人們承載著文化，並在其

中認識自己。因此當人們的飲食習慣變化，即意

味著人們在日常社會生活架構、傳統文化或認知

的轉變，反之亦然。當移民來到新的國度，面臨

社會生活的變化、遭逢當地人群飲食文化互動與

相互採借、在地性食材的利用，移民的飲食文化

特色亦可能隨著移民時間長短以及族群互動而漸

漸產生變化（Mintz 2020：39-46）。

　　飲食作為群體認同邊界的表徵，以及族群文

化外顯的標誌，亦是群體長期實踐的生活內涵。

除了語言之外，飲食向來也被視為是「客家意識」

的重要指標之一，具有實用與象徵的兩個面向，

一方面是飽足與營養，另一方面則是社會文化、

價值等延伸的表達（莊英章 2003）。整體來說，

「油、鹹、香」常被公認是客家菜餚的烹飪特色，

這與過去客家人的勞動條件，需要補充大量的體

力有關，在艱苦生活條件下所發展出來的飲食策

略，普遍呈現「素、野、粗、雜」的特色，反映

客家人在天然環境與食材限制下，盡可能利用野

菜、野味、禽畜的內臟等食材，並且大多沒有經

過細緻處理，因此菜色並不精緻、複雜，可謂客

家飲食文化基本上就是一種庶民文化（轉引自蕭

新煌、林開忠 2008：59）。飲食也經常與族群記

憶相連，日常生活裡的飲食往往伴隨著家庭記憶

呈現，節慶時節更是人們相聚，共同準備節慶飲

食的日子。在族群文化實作場域面向，當客家移

民遷徙到海外，除了承繼原鄉菜色之外，面臨傳

統食材取得不易的難題時，飲食也是最有可能因

為在地食材取得的便利性，逐漸在客家菜裡融入

當地特有的食材與料理。日常生活裡，人們除了

食用傳統客家菜色之外，最容易受到來自周邊族

群的飲食文化的影響，例如馬六甲的客家菜逐漸

「摻」了答荅娘惹，或是馬來食物、印度食物

等。除此之外，原先來自於不同祖籍的客家人之

間，因為在異鄉遭逢，彼此間的菜色細微差異亦

可能相互影響與學習。飲食的變遷，衍伸在過

年、祭祖、掃墓等儀式食物的準備也可能因此有

所變化，以及飲食知識的持有與論述，甚至不同

信仰的儀式食物差異等，形成各地客家飲食豐富

多樣的在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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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拿大華裔導演關卓中（Cheuk Kwan） 於2003至2005年期間執導製作的獲獎紀錄片《 中餐館 》（Chinese Restaurants），曾親自

       走訪阿根廷、巴西、古巴、印度、以色列、南非、土耳其等全球各地，紀錄許多海外華人所經營的家庭式中餐廳與這些家庭的故事。     

       全系列共有15集，其中許多中餐館的店主都是客家人。

3.　此為英式傳統料理，通常是英國人週末星期天上完教堂後，全家人一起享用的餐點。在英國餐廳或是酒吧通常都有提供這道家庭料

       理，主要菜色為烤牛肉，淋上肉汁，並搭配烤蔬菜（或水煮蔬菜）、烤馬鈴薯以及約克夏布丁一起食用（ 參閱：https : // www.my 

       scopers.com/british_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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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於美國、從小在白人社區裡長大的第三

代 美 籍 客 家 人 作 者 Linda Lau Ａnusasananan，

透過追尋客家移民的遷移路徑，書寫一本記錄全

球客家菜的食譜書 The Hakka Cookbook: Chinese 

Soul Food from around the World（2012）。身為一

個長期在美國西岸擔任美食雜誌資深評論者，儘

管從小就在家裡吃著婆婆的客家菜，她的客家意

識卻是在長輩過世後才萌生，透過關卓中導演 2 的

引薦，Lau 來到加拿大多倫多，在都會裡認識許

多來自牙買加與印度的客家人，藉此開展她的全

球各地客家菜的巡禮與紀錄，也開啟她對於客家

文化的認同與追溯，儘管作者失去了客家語言的

傳承，她與哥哥的婚配對象也不是客家人（甚至

非華人），但她卻也期待能夠從自身家族歷史出發，

透過他最熟悉擅長的「飲食」領域，近一步理解

全球各地客家人所共同分享的離散經驗與認同，

甚至透過書寫紀錄各式客家經典菜色，傳遞給下

一世代。一方面嘗試保存客家菜色裡的「客家魂」

（Ｈakka soul），同時也嘗試在飲食裡進行調整變

化以適應當代變遷中的環境需求。

　　本書共分作6章，從婆婆在加州的客家廚房開

始，接下來追尋中國原鄉梅縣的客家菜，再來到

海外，拜訪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與模里西

斯。第4章跨越太平洋，拜訪秘魯、夏威夷與大溪

地的客家人，第5章探討匯聚多元移民的都市：多

倫多與紐約，探討二度移民的文化混雜，最後回

到已成為作者故鄉的金山。Lau不僅書寫了客家移

民在各地廚房裡所呈現出來的多樣性客家菜色，

同時也記錄這些移民多姿多彩的生命故事。在探

訪各國客家人廚房的過程中，Lau（2012）發現客

家菜的變異，主要來自於移民的在地適應，以及

與當地料理手法的相互採借，或是當地飲食口味

上相互影響調整。例如客家釀豆腐，在中國的素

材採用的是豆腐鑲豬絞肉，但是當客家移民來到

新加坡以及馬來西亞，因為當地海產豐富，蝦

肉、魚肉也被納入餡料裡，香菇、青椒、茄子等

均成為裝填餡料的容器，呈現出在地化多姿多彩

的釀豆腐。因為Lau自身豐富的廚藝背景，更能清

晰掌握比較各國客家菜的特色，在書裡，讀者彷

彿也跟隨著Lau的腳步，認識那些分享料理食譜的

人們精彩的生命故事，同時展開充滿異國風味的

客家美食巡禮。

二︑飲食文化的承襲與創新性

　　移民過程裡，飲食文化的融合與創新大約經

過幾個階段，首先，移民會努力在異鄉努力重現

家鄉味。例如華人移民在離開中國前，會打包旅

途中所需的糧食，儘管在移民登陸後，這些糧食

很快就會吃完。為了填補移民的家鄉胃，1850年

代初期，舊金山已經開始出現一些中國商店，透

過向進出口公司（又稱「金山莊」，這些進出口

公司多設立於香港）或是中國直接訂貨，專門販

賣來自中國的食材，如火腿、茶葉、蜜餞與調味

料等等。這些來自珠江三角洲的移民，利用家鄉

捕魚的傳統，在舊金山灣與加州中部沿岸建造了

幾十個中國漁村，在太平洋捕撈漁獲。亦有移民

運用原鄉的密集農耕技術，在中國社區外開發小

菜園，開拓農業商機，沿著舊金山的住宅區到採

礦區販賣農產品。隨著移民的在地適應與家鄉的

技能的利用—在地生產的農產品與捕撈的漁獲，

加上進口中國食材、調味料，使得這群中國移民

足以在異鄉「重現」家鄉菜。甚至是居住在美國

最偏遠的北部礦區的華人，也會想方設法購買從

舊金山進口輸入的的中國食材。例如考古學家在

愛達荷州的礦區皮爾斯（Pierce）挖掘時，即發

現1860年代居住在當地的中國礦工所留下的醬油

罐、與裝著進口酸菜的陶罐。顯示當時礦工即使

地處偏遠，卻也努力在異鄉獲取家鄉食物，透過

飲食滿足對家鄉的想像（Coe 2019：136-154）。

　　其次，隨著移民時間長短以及與在地人群互

動影響，移民飲食特色亦逐漸產生變化，或是透

過調整口味獲得在地人的接受，最後成為在地人

所共享的菜色。以美國風靡一時的「中國國菜」

炒雜粹（Chop-Suey）為例，這道源自於四邑地

區的台山的傳統菜餚，主要是以內臟、肉類與蔬

菜混炒，因為廚師可以隨意搭配食材，隨著店家

調整、迎合在地居民的保守口味後，獲得許多美

國人的喜愛，一方面「雜碎」滿足了人們對於異

國風情的想像，加上價錢便宜、容易填飽肚子，

甚至隨著英文版食譜出現，美國主婦亦開始自學

做起雜碎，逐漸成為了「美國菜」。在1920年代

時，雜碎和炒麵已在美國飲食中佔據一席之地，

與星期日燉牛肉（Sunday　Roast）3分庭抗禮

（Coe 2019：178-217）。這也與吳燕和（David 

Y. H. Wu）與張展鴻（C. H. Cheung）所編著的

�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Food（2002）書中的

觀點不謀而合，吳、張兩人指出中國菜與全球化

的關係，與華人向全球的移民潮有著密切關係，

過去5個世紀以來，華人在東方及東南亞的離散經

驗，影響了華人飲食文化的擴散與在地化。隨著

華人移民全球的腳步，中菜亦因此吸納了全球各

地的原料與做法，至今仍持續地將外來的異國元

素匯聚融入當地的中國菜裡。甚至編者進一步指

出中菜從來就沒有所謂一個國家的標準化菜色，

相反地，因為地理位置與社會階層的不同，中菜

始終充滿著地域性的差異，在地社會的影響毋寧

是更為重要的。甚至數十年後，隨著移民在地

化，華人成分消失，也可能融合進入當地居民的

飲食特色裡，進而在異鄉成為當地人民族認同的

一部分（Wu & Cheung  2002：4-8）。

　　Lau（2012：24-26）在書裡整理出許多傳統

客家經典菜色，至今Lau的父親會在美國加州家

中花園裏自種苦瓜，製作苦瓜封肉湯，但封肉的

內餡除了鑲填豬肉之外，還會額外添加蝦肉，增

添風味。蘿蔔豬肉湯、酸菜豬肉湯、長豆炒豬

肉、釀豆腐亦是，因為移民後裔的背景，Lau也

在書裡討論到替代食材的使用，例如若是無法找

到長豆，可以用一般綠色豆子替代，或建議前往

當地城市裡的中國超市尋找。同時他也在全球客

家菜考察過程中，紀錄各國客家人保存的客家經

典 菜 色 ， 像 是 秘 魯 客 家 人 仍 會 蒸 蘿 蔔 糕

（steamed radish cake），牙買加客家人會使

用黑豆鼓蒸豬肉，千里達的客家人會做苦瓜封

肉，但醬汁改以番茄熬煮以去除苦瓜的苦味等

等，在這本書裡可以看見，酸菜、鹹菜、竹筍、

豆鼓、長豆仍是客家人習慣使用的經典食材，用

以變化出不同的菜色。

　　另一方面，Lau也細膩地呈現客家人在經歷

二次移民時，融合客家與在地（前移民地）的雙

重特色，甚至為了再度適應移居國家，菜色口味

則又加以微調。例如移民到加拿大多倫多的牙買

加客家人。多倫多是個很特別的移民城市，1950

年代開始，因為英國殖民地陸續獨立，使得原先

住在各殖民地的許多華人選擇二次移民到加拿大

（牙買加、南非、馬來西亞、模里西斯、印度、

香港），其中又以牙買加客家人佔客家人口的大

多數。早年牙買加客家人甚至曾佔多倫多客家華

人人口比例的95%。加拿大客家崇正會大約在

1985年成立，當時會員即有85%是來自牙買加的

客家人。這些二次移民的客家人，則帶著移居國

的國族認同與在地文化元素。在飲食上亦融合了

傳統地域的客家菜以及移居國的飲食特色。在

Lau的書中，紀錄了牙買加客家人所強調的客家

水麵（湯麵）（Hakka Soup Noodles with Egg 

Rol l），除了典型的青江菜（綠色蔬菜）、鴨

肉、豬肉、蝦子、蘑菇之外，最大的特色是加上

了蛋捲，並且提供搭配蘇格蘭帽辣椒（紅辣椒

醬）提味。根據移民加拿大的牙買加客家人指

出，小時候在牙買加長大時，這道菜相當普及，

甚至獲得牙買加黑人的喜愛，成為當地人中餐選

項。在加勒比海地區，客家水麵是專屬於牙買加

華人的特色菜，隨著牙買加客家人移民到安大略

與多倫多，這道菜也成為當地新特色，其特殊性

學
術
研
究



2.　 加拿大華裔導演關卓中（Cheuk Kwan） 於2003至2005年期間執導製作的獲獎紀錄片《 中餐館 》（Chinese Restaurants），曾親自

       走訪阿根廷、巴西、古巴、印度、以色列、南非、土耳其等全球各地，紀錄許多海外華人所經營的家庭式中餐廳與這些家庭的故事。     

       全系列共有15集，其中許多中餐館的店主都是客家人。

3.　此為英式傳統料理，通常是英國人週末星期天上完教堂後，全家人一起享用的餐點。在英國餐廳或是酒吧通常都有提供這道家庭料

       理，主要菜色為烤牛肉，淋上肉汁，並搭配烤蔬菜（或水煮蔬菜）、烤馬鈴薯以及約克夏布丁一起食用（ 參閱：https : // www.my 

       scopers.com/british_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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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於美國、從小在白人社區裡長大的第三

代 美 籍 客 家 人 作 者 Linda Lau Ａnusasananan，

透過追尋客家移民的遷移路徑，書寫一本記錄全

球客家菜的食譜書 The Hakka Cookbook: Chinese 

Soul Food from around the World（2012）。身為一

個長期在美國西岸擔任美食雜誌資深評論者，儘

管從小就在家裡吃著婆婆的客家菜，她的客家意

識卻是在長輩過世後才萌生，透過關卓中導演 2 的

引薦，Lau 來到加拿大多倫多，在都會裡認識許

多來自牙買加與印度的客家人，藉此開展她的全

球各地客家菜的巡禮與紀錄，也開啟她對於客家

文化的認同與追溯，儘管作者失去了客家語言的

傳承，她與哥哥的婚配對象也不是客家人（甚至

非華人），但她卻也期待能夠從自身家族歷史出發，

透過他最熟悉擅長的「飲食」領域，近一步理解

全球各地客家人所共同分享的離散經驗與認同，

甚至透過書寫紀錄各式客家經典菜色，傳遞給下

一世代。一方面嘗試保存客家菜色裡的「客家魂」

（Ｈakka soul），同時也嘗試在飲食裡進行調整變

化以適應當代變遷中的環境需求。

　　本書共分作6章，從婆婆在加州的客家廚房開

始，接下來追尋中國原鄉梅縣的客家菜，再來到

海外，拜訪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與模里西

斯。第4章跨越太平洋，拜訪秘魯、夏威夷與大溪

地的客家人，第5章探討匯聚多元移民的都市：多

倫多與紐約，探討二度移民的文化混雜，最後回

到已成為作者故鄉的金山。Lau不僅書寫了客家移

民在各地廚房裡所呈現出來的多樣性客家菜色，

同時也記錄這些移民多姿多彩的生命故事。在探

訪各國客家人廚房的過程中，Lau（2012）發現客

家菜的變異，主要來自於移民的在地適應，以及

與當地料理手法的相互採借，或是當地飲食口味

上相互影響調整。例如客家釀豆腐，在中國的素

材採用的是豆腐鑲豬絞肉，但是當客家移民來到

新加坡以及馬來西亞，因為當地海產豐富，蝦

肉、魚肉也被納入餡料裡，香菇、青椒、茄子等

均成為裝填餡料的容器，呈現出在地化多姿多彩

的釀豆腐。因為Lau自身豐富的廚藝背景，更能清

晰掌握比較各國客家菜的特色，在書裡，讀者彷

彿也跟隨著Lau的腳步，認識那些分享料理食譜的

人們精彩的生命故事，同時展開充滿異國風味的

客家美食巡禮。

二︑飲食文化的承襲與創新性

　　移民過程裡，飲食文化的融合與創新大約經

過幾個階段，首先，移民會努力在異鄉努力重現

家鄉味。例如華人移民在離開中國前，會打包旅

途中所需的糧食，儘管在移民登陸後，這些糧食

很快就會吃完。為了填補移民的家鄉胃，1850年

代初期，舊金山已經開始出現一些中國商店，透

過向進出口公司（又稱「金山莊」，這些進出口

公司多設立於香港）或是中國直接訂貨，專門販

賣來自中國的食材，如火腿、茶葉、蜜餞與調味

料等等。這些來自珠江三角洲的移民，利用家鄉

捕魚的傳統，在舊金山灣與加州中部沿岸建造了

幾十個中國漁村，在太平洋捕撈漁獲。亦有移民

運用原鄉的密集農耕技術，在中國社區外開發小

菜園，開拓農業商機，沿著舊金山的住宅區到採

礦區販賣農產品。隨著移民的在地適應與家鄉的

技能的利用—在地生產的農產品與捕撈的漁獲，

加上進口中國食材、調味料，使得這群中國移民

足以在異鄉「重現」家鄉菜。甚至是居住在美國

最偏遠的北部礦區的華人，也會想方設法購買從

舊金山進口輸入的的中國食材。例如考古學家在

愛達荷州的礦區皮爾斯（Pierce）挖掘時，即發

現1860年代居住在當地的中國礦工所留下的醬油

罐、與裝著進口酸菜的陶罐。顯示當時礦工即使

地處偏遠，卻也努力在異鄉獲取家鄉食物，透過

飲食滿足對家鄉的想像（Coe 2019：136-154）。

　　其次，隨著移民時間長短以及與在地人群互

動影響，移民飲食特色亦逐漸產生變化，或是透

過調整口味獲得在地人的接受，最後成為在地人

所共享的菜色。以美國風靡一時的「中國國菜」

炒雜粹（Chop-Suey）為例，這道源自於四邑地

區的台山的傳統菜餚，主要是以內臟、肉類與蔬

菜混炒，因為廚師可以隨意搭配食材，隨著店家

調整、迎合在地居民的保守口味後，獲得許多美

國人的喜愛，一方面「雜碎」滿足了人們對於異

國風情的想像，加上價錢便宜、容易填飽肚子，

甚至隨著英文版食譜出現，美國主婦亦開始自學

做起雜碎，逐漸成為了「美國菜」。在1920年代

時，雜碎和炒麵已在美國飲食中佔據一席之地，

與星期日燉牛肉（Sunday　Roast）3分庭抗禮

（Coe 2019：178-217）。這也與吳燕和（David 

Y. H. Wu）與張展鴻（C. H. Cheung）所編著的

�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Food（2002）書中的

觀點不謀而合，吳、張兩人指出中國菜與全球化

的關係，與華人向全球的移民潮有著密切關係，

過去5個世紀以來，華人在東方及東南亞的離散經

驗，影響了華人飲食文化的擴散與在地化。隨著

華人移民全球的腳步，中菜亦因此吸納了全球各

地的原料與做法，至今仍持續地將外來的異國元

素匯聚融入當地的中國菜裡。甚至編者進一步指

出中菜從來就沒有所謂一個國家的標準化菜色，

相反地，因為地理位置與社會階層的不同，中菜

始終充滿著地域性的差異，在地社會的影響毋寧

是更為重要的。甚至數十年後，隨著移民在地

化，華人成分消失，也可能融合進入當地居民的

飲食特色裡，進而在異鄉成為當地人民族認同的

一部分（Wu & Cheung  2002：4-8）。

　　Lau（2012：24-26）在書裡整理出許多傳統

客家經典菜色，至今Lau的父親會在美國加州家

中花園裏自種苦瓜，製作苦瓜封肉湯，但封肉的

內餡除了鑲填豬肉之外，還會額外添加蝦肉，增

添風味。蘿蔔豬肉湯、酸菜豬肉湯、長豆炒豬

肉、釀豆腐亦是，因為移民後裔的背景，Lau也

在書裡討論到替代食材的使用，例如若是無法找

到長豆，可以用一般綠色豆子替代，或建議前往

當地城市裡的中國超市尋找。同時他也在全球客

家菜考察過程中，紀錄各國客家人保存的客家經

典 菜 色 ， 像 是 秘 魯 客 家 人 仍 會 蒸 蘿 蔔 糕

（steamed radish cake），牙買加客家人會使

用黑豆鼓蒸豬肉，千里達的客家人會做苦瓜封

肉，但醬汁改以番茄熬煮以去除苦瓜的苦味等

等，在這本書裡可以看見，酸菜、鹹菜、竹筍、

豆鼓、長豆仍是客家人習慣使用的經典食材，用

以變化出不同的菜色。

　　另一方面，Lau也細膩地呈現客家人在經歷

二次移民時，融合客家與在地（前移民地）的雙

重特色，甚至為了再度適應移居國家，菜色口味

則又加以微調。例如移民到加拿大多倫多的牙買

加客家人。多倫多是個很特別的移民城市，1950

年代開始，因為英國殖民地陸續獨立，使得原先

住在各殖民地的許多華人選擇二次移民到加拿大

（牙買加、南非、馬來西亞、模里西斯、印度、

香港），其中又以牙買加客家人佔客家人口的大

多數。早年牙買加客家人甚至曾佔多倫多客家華

人人口比例的95%。加拿大客家崇正會大約在

1985年成立，當時會員即有85%是來自牙買加的

客家人。這些二次移民的客家人，則帶著移居國

的國族認同與在地文化元素。在飲食上亦融合了

傳統地域的客家菜以及移居國的飲食特色。在

Lau的書中，紀錄了牙買加客家人所強調的客家

水麵（湯麵）（Hakka Soup Noodles with Egg 

Rol l），除了典型的青江菜（綠色蔬菜）、鴨

肉、豬肉、蝦子、蘑菇之外，最大的特色是加上

了蛋捲，並且提供搭配蘇格蘭帽辣椒（紅辣椒

醬）提味。根據移民加拿大的牙買加客家人指

出，小時候在牙買加長大時，這道菜相當普及，

甚至獲得牙買加黑人的喜愛，成為當地人中餐選

項。在加勒比海地區，客家水麵是專屬於牙買加

華人的特色菜，隨著牙買加客家人移民到安大略

與多倫多，這道菜也成為當地新特色，其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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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在其他客家中餐館也找不到的。1976年左

右，牙買加因為受到當地政治經濟情勢不穩的狀態

影響，隨著數以千計的牙買加客裔華人選擇離開，

移民到加拿大、美國、英國等地，現在牙買加中餐

廳已被廣東人與來自中國新移民所取代，反而找不

到這道客家水麵了（Lau 2012：158-168）。

　　客家印度菜式，則融合了印度的香料與辣椒，

以及華人的烹飪法（中式醬油與米酒），成為印度

第二美味，又名印度中菜。這種融合菜色對於一般

習慣傳統客家菜的客家人來說，毋寧是更具印度風

味的菜色。隨著印度客家人二度移民加拿大後，這

些中餐廳又再度面臨當地人的口味調整，一名客家

廚師即指出餐廳的客製化策略：為因應加拿大顧客

飯吃不多，餐廳會調整鹹度；儘管印度穆斯林不吃

豬肉，因此印度中餐廳不會提供豬肉菜色，但來到

加拿大後，因為顧客需求，也會增加豬肉的選項，

對於客家背景的顧客，他會提供更多傳統客家菜。

對於來自印度客家人，則提供香脆、辣味的食物（ 

Lau   2012：178-184）。儘管餐廳菜，廚師多會因

應顧客口味調整，但隨著移民在地適應，久而久之

可能因此融合成鹹度改變，增加豬肉類的加拿大式

口味。從廚師的策略裡仍能夠看出，除了在地化的

客家菜色（印度客家菜），其實還保有傳統經典客

家菜色的部分，甚至更加入了加拿大的口味。客家

菜則呈現更為多元且混雜的特色。

三︑全球客家菜的特色內涵—代結語

　　當代散居各國的客家飲食特色，同時也與當地

的社會結構、客家人所佔當地人群比例、以及與在

地人群互動關係有著相密切的關聯。全球化與在地

化因素的共同匯聚下，豐富了當代客家菜的內涵，

我們可以歸結出全球客家菜幾個特點：

（一）在地化的飲食特色

　　客家菜受到當地人群的飲食習慣以及食材的影

響，在菜餚裡逐漸融入當地飲食特色並且採用在地

食材，進而形成獨特在地風味的客家菜。同一道客

家菜，展現在各國客家菜，因此有不同的形式與特

色呈現。擂茶就是最好的例子。在中國、新加

坡、馬來西亞的擂茶，是以鹹茶飯的形式展現，

臺灣客家的擂茶，則呈現為帶有飽足感的甜味點

心，各國客家人所採用的食材亦有著地區性的差

異。甚至，客家特色飲食做為華人菜色之一，甚

至可以跨越華人社群，被當地人群所接受，成為

當地共享的菜色。

　　（二）既全球也在地的多元性

　　在各地客家移民飲食匯聚的移民國度，則可

能呈現處多音交響並陳的客家菜色。如同吳燕和

與張展鴻所提到中菜的地域化特色，客家菜也有

類似的特質。來自不同祖籍地的客家人帶著不同

地域特色的客家菜，隨著各地客家移民的腳步交

會於新馬地區（河婆客家人的擂茶與大埔客家人

的算盤子等），同時豐富了當地的客家菜色。

1950年以來，隨著殖民地陸續獨立，因為受到所

在國家發生的排華事件與暴動影響，原先已經久

居當地、在地化的客家人，或居住於英國殖民地

（如牙買加、南非、馬來西亞、印度、香港）的

客家華人，紛紛選擇二次移民到加拿大、美國或

英國等地。也讓接納各國客家人二次移民的移民

國家大都會呈現出混雜風格—各國客家菜多元共

榮的現象。以加拿大的多倫多與美國紐約等都市

為例，這些大都會吸納了來自牙買加二次移民的

客家、印度客家、甚至馬來西亞客家、臺灣、香

港與中國等各國客家人。在這些來自不同國家的

客家廚師所開設的客家餐館裡，既有著傳統共通

的客家菜式，同時也帶著在地融合創新的「新客

家滋味」。另一方面，隨著各國客家人二度移民

加拿大，這些客家滋味卻也將再度面臨在地口味

的調整與變化。

　　儘管本書並非是學術專書，卻是第一本實地考

察全球各地客家菜的書籍，Lau特殊的廚藝背景，

讓她對掌握飲食特色有著高人一等的敏感度，同時

她對於各地客家人遷移故事，擁有細膩刻畫的能力

與掌握，為讀者勾勒了全球各地的客家菜以及各國

客家移民故事的認知圖像，也提供研究者未來繼續

深入探究的客家飲食內涵與認同的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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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在其他客家中餐館也找不到的。1976年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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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算盤子等），同時豐富了當地的客家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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