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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海峽兩岸客家雖

相隔二、三百年，但論飲食，所用食材、烹調

口味，受居住地理環境山多田少影響，至今雷

同性仍相當高，甚至客家粄食、小吃，都非常

接近，證明祖先傳下的口味，仍代代相傳，兩

岸皆然。

　　閩粵贛交界的客家金三角，是客家民系形

成的大本營，也是臺灣多數客家人的原鄉，其

中贛南客家菜偏辣，但臺灣客家先民來自贛南

的很少，致臺灣的客家菜沿襲閩粵客家口味至

今也不辣（圖1）。

逢山有客客有山︖

　　唐宋年間，客家民系在閩粵贛客家金三角

形成，因山多田少，耕地有限，且未靠海，海

1.　文史工作者。

產取得較不易，自然影響客家飲食的食材與

烹調。

　　但，客家人只侷限在山區嗎？答案否。閩

粵贛客家金三角到清初時因人口繁衍太多，耕

地不足，正好清政府推動「遷海復界」政策，

出現大規模的客家移民潮，除遷往廣東沿海的

陸豐、海豐、增城、東莞、深圳、香港及廣西

北海一帶，也往東南亞、臺灣遷徙，甚至往印

度洋的模里西斯、留尼旺遷徙。因此，中國客

家原鄉有山客，也有濱海客。

　　客家先民遷徙來臺後，隨著閩客械鬥、融

合及日治時代的島內二度移民到花東、高屏，

同樣亦有山客與濱海客，但多數濱海客已被同

化為福佬客；而臺灣傳統客庄除高屏六堆外，

仍以居住山區與丘陵地為多。

　　本文探討先撇開後來遷徙居住的濱海客家不

談，主要談兩岸山居客家人飲食的異同與變化。

何來美 1

兩岸客家飲食的異同與變化

圖 1  閩西永定土樓與梯田。（何來美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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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彥杰指出，客家菜選料以土產爲主，注

重山珍野味、家禽、家畜以及大米、番薯等土

産材料；乾醃臘製品地位突出，如「閩西八大

乾」。2烹調方法注重燉煮，少炸烤，刀功樸實

無華；菜餚風味以香鮮、原味爲主，但各地口

味略有不同。

　　在臺灣客庄同樣重視乾菜、醃漬，閩西八

大乾除老鼠乾外，其他乾都有。早年二期稻作

收成後，裡作都會種芥菜、蘿蔔。芥菜，做成

客家鹹菜、客家覆菜；蘿蔔，除可醃製直接食

用，亦可曬成蘿蔔乾、蘿蔔絲、蘿蔔錢，為烹

調客家菜的主要食材。

　　芥菜用鹽巴搓揉、踩壓發酵，成酸中帶甘

的鹹菜（即水鹹菜，在臺灣亦稱酸菜）。曬乾

變成梅干菜，經曝曬裝甕倒覆發酵，再變成覆

菜，都是客家料理常用的食材，與任何肉類

（如肉片、三層肉、豬肚、鴨肉）烹煮，味道

都非常甘美（圖3）。梅干菜亦是梅菜扣肉不可

缺的食材，這些美味都令老饕們百吃不厭。因

客家鹹菜跟任何肉類烹煮都相當對味，故客家

人稱個性隨和者為「鹹菜型」，是對客家鹹菜

最貼切的讚譽。

吃野吃雜  重香鹹肥

　　筆者30多年來常到閩粵贛客家金三角踏

訪，發現傳統市場，賣野生動物、河鮮、野菜

2.　「閩西八大乾」包括﹕永定菜乾、上杭蘿蔔乾、武平豬膽乾、連城地瓜乾、長汀豆腐乾、寧化老鼠乾、清流筍乾、明溪肉脯乾。

的攤位不少，舉凡果子狸、蛇、田鼠、竹雞，穿

山甲、貓狗等都有販賣，顯見客家原鄉吃野、吃

雜；而遷徙到臺灣的客家人，吃野或許沒有原鄉

來得多，但同樣惜物，也吃雜。

　　楊彥杰在《客家菜與客家飲食文化》也指

出：客家人喜歡吃野、吃雜。吃野，即是食用各

種野生植物或動物，山區的飛禽走獸，如狐狸、

野雞、鷓鴣、山羊、野豬、蛇、老鼠、青蛙等，

都能變成美味佳餚。吃雜，主要指喜歡吃牲畜或

家禽的內臟，用熱鍋炒熟（楊彥杰  2000：

380）。

　　以臺灣來說，家禽畜宰殺後，所有內臟都變

成烹煮美味的食材，沒有半點捨棄，如雞、鴨、

鵝、豬的腸子，除淨腸肉的糞便，經熱炒加醋，

即變成美味的「炒下水」、「豬腸炒薑絲」。豬

肺與木耳、鳳梨熱炒的「豬肺炒木耳」（亦稱

「鹹酸甜」）也是客家名菜。

　　吃野、吃雜凸顯山居的客家人物質較缺乏，

勤儉惜物。為保存客家食材，不少採取醃製，而

客家人耕山務農者多，需要體力勞動，故口味也

偏重香、鹹、肥，兩岸客庄都一樣。

贛南客家菜為何偏辣︖

　　閩粵贛客家金三角客家菜，除了贛南偏辣

外，粵東北、閩西客家地區都不辣，而臺灣客家

先民多數來自閩西與粵東北，很少來自贛南，因

此臺灣的客家菜也不辣。

　　梅州嘉應學院客家研究院研究員周雲水是贛

南客家人，他說贛南客家菜偏辣，除了贛南緯度

較高，天氣較冷，吃辣可以禦寒外，亦跟王陽明

當年治贛，帶來西南官兵到贛州有關，而雲貴人

吃辣，贛南客家菜亦受到影響。

　　韓振飛 ( 2015 )提到，明朝正德3年（1508）

主副食稻米︑甘藷︑樹薯

　　廣東嘉應學院教授房學嘉、肖文評、鍾晉蘭

在《客家梅州》指出：客家人飲食結構和自然、

社會環境關係密切，傳統主食以稻米為主，番

薯、芋頭次之；家常菜以鹹菜為主，瓜菜輔之，

肉類點輟。番薯、芋頭、樹番薯（木薯）、苞粟

（玉米）等雖是主食之一，但民間都視為雜糧，

其中又以蕃薯產量最高（  房 學 嘉、肖 文 評、鍾 晉 

蘭   2011：154-155）。

　　梅州位於粵東北，相鄰的閩西、贛南，地理

環境與生產的糧食也差不多，多數都以稻米為主

食，番薯、芋頭、樹番薯次之。

　　這點跟臺灣客家地區也幾乎雷同，客家人多

數住在桃竹苗及高屏六堆地區，稻米是主要物

產，但每年二期稻作與一期稻作間的裡作（約每

年12月至次年3月）農友也常種甘藷，部份旱田也

種樹薯（木薯），故甘藷、木薯亦是主要副食。

苗栗公館與高雄甲仙亦盛產芋頭，公館是客庄，

甲仙客家居民也多。

客家米（粄）食文化

　　因稻米、甘藷、木（樹）薯是主要糧食，兩

岸客家以這3種食材製作的米食（粄食）也特別

多，筆者1989年到廣東梅州參加梅州客家聯誼

會，為琳瑯滿目，令人垂涎的粄食，驚艷不已，

且發現粄形與口味，跟臺灣粄食都非常相似。

　　臺灣客庄常見的菜頭粄（蘿蔔糕）、甜粄

（年糕）、肉粄（鹹年糕）、發粄、豬籠粄（菜

包）、九層粄、水粄、鹹粽（肉粽）、粄粽、鹼

粽、米篩目、艾粄、芋仔粄、粄條（美濃稱面帕

粄）等在梅州同樣有。

　　不少點心亦用樹薯製作，2010年筆者跟隨臺

大客家文化訪問團到廣東大埔參訪，端出的2、30

種客家小吃中，用樹薯粉做的就有多樣，如筍粄，

是用山芋、樹薯粉作面皮，內餡則包竹筍、香菇、

絞肉，做成如餃子狀，算是大埔最常見的小吃。

　　中國的筍粄，在臺灣客庄稱水晶餃。苗栗市南

苗水上人家美食街有多家小吃店在賣。臺灣客家庄

亦有以樹薯粉做的肉圓，內餡包蝦米、瘦肉、豆

乾、香菇，經熱油煎炸後，配上辣味沾醬，亦是道

美食。另外還有簸簊粄、芋仔包、燈盞糕等變化比

臺灣還多。兩岸客家地區均產木薯，以木薯製作的

美食也多，因各地物產不同，內餡多少還是有些不

同，但差別不大（圖2）。粄類名稱兩岸亦不同，

臺灣稱米篩目，中國稱老鼠粄或是珍珠粄。

客家醃漬文化

　　梅州客家菜大都採燉、蒸、燜、炒等方法烹

調，時間較長，吃起來比較爛。在家常菜中，所食

青菜大都自產，鹹菜幾每日必備，舊時家家戶戶醃

有鹹菜、菜脯、蒜頭，以及豆豉、酒糟等。

　　鹹菜以芥菜製成，有水鹹菜與乾鹹菜之分，乾

鹹菜是將大芥菜曬至半乾，再加上粗鹽，搓到較為

軟和，然後將每根鹹菜結成扎，裝在龍甕中，密封

起 來 ， 經 年 不 壞 （ 房 學 嘉 、 肖 文 評 、 鍾 晉 蘭 

2011：155）。

圖2  以木薯製作的三角圓。（何來美攝影）

圖3  鹹菜（酸菜）用途廣泛，與任何肉類烹煮，味道都非常

       鮮美。（何來美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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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彥杰指出，客家菜選料以土產爲主，注

重山珍野味、家禽、家畜以及大米、番薯等土

産材料；乾醃臘製品地位突出，如「閩西八大

乾」。2烹調方法注重燉煮，少炸烤，刀功樸實

無華；菜餚風味以香鮮、原味爲主，但各地口

味略有不同。

　　在臺灣客庄同樣重視乾菜、醃漬，閩西八

大乾除老鼠乾外，其他乾都有。早年二期稻作

收成後，裡作都會種芥菜、蘿蔔。芥菜，做成

客家鹹菜、客家覆菜；蘿蔔，除可醃製直接食

用，亦可曬成蘿蔔乾、蘿蔔絲、蘿蔔錢，為烹

調客家菜的主要食材。

　　芥菜用鹽巴搓揉、踩壓發酵，成酸中帶甘

的鹹菜（即水鹹菜，在臺灣亦稱酸菜）。曬乾

變成梅干菜，經曝曬裝甕倒覆發酵，再變成覆

菜，都是客家料理常用的食材，與任何肉類

（如肉片、三層肉、豬肚、鴨肉）烹煮，味道

都非常甘美（圖3）。梅干菜亦是梅菜扣肉不可

缺的食材，這些美味都令老饕們百吃不厭。因

客家鹹菜跟任何肉類烹煮都相當對味，故客家

人稱個性隨和者為「鹹菜型」，是對客家鹹菜

最貼切的讚譽。

吃野吃雜  重香鹹肥

　　筆者30多年來常到閩粵贛客家金三角踏

訪，發現傳統市場，賣野生動物、河鮮、野菜

2.　「閩西八大乾」包括﹕永定菜乾、上杭蘿蔔乾、武平豬膽乾、連城地瓜乾、長汀豆腐乾、寧化老鼠乾、清流筍乾、明溪肉脯乾。

的攤位不少，舉凡果子狸、蛇、田鼠、竹雞，穿

山甲、貓狗等都有販賣，顯見客家原鄉吃野、吃

雜；而遷徙到臺灣的客家人，吃野或許沒有原鄉

來得多，但同樣惜物，也吃雜。

　　楊彥杰在《客家菜與客家飲食文化》也指

出：客家人喜歡吃野、吃雜。吃野，即是食用各

種野生植物或動物，山區的飛禽走獸，如狐狸、

野雞、鷓鴣、山羊、野豬、蛇、老鼠、青蛙等，

都能變成美味佳餚。吃雜，主要指喜歡吃牲畜或

家禽的內臟，用熱鍋炒熟（楊彥杰  2000：

380）。

　　以臺灣來說，家禽畜宰殺後，所有內臟都變

成烹煮美味的食材，沒有半點捨棄，如雞、鴨、

鵝、豬的腸子，除淨腸肉的糞便，經熱炒加醋，

即變成美味的「炒下水」、「豬腸炒薑絲」。豬

肺與木耳、鳳梨熱炒的「豬肺炒木耳」（亦稱

「鹹酸甜」）也是客家名菜。

　　吃野、吃雜凸顯山居的客家人物質較缺乏，

勤儉惜物。為保存客家食材，不少採取醃製，而

客家人耕山務農者多，需要體力勞動，故口味也

偏重香、鹹、肥，兩岸客庄都一樣。

贛南客家菜為何偏辣︖

　　閩粵贛客家金三角客家菜，除了贛南偏辣

外，粵東北、閩西客家地區都不辣，而臺灣客家

先民多數來自閩西與粵東北，很少來自贛南，因

此臺灣的客家菜也不辣。

　　梅州嘉應學院客家研究院研究員周雲水是贛

南客家人，他說贛南客家菜偏辣，除了贛南緯度

較高，天氣較冷，吃辣可以禦寒外，亦跟王陽明

當年治贛，帶來西南官兵到贛州有關，而雲貴人

吃辣，贛南客家菜亦受到影響。

　　韓振飛 ( 2015 )提到，明朝正德3年（1508）

主副食稻米︑甘藷︑樹薯

　　廣東嘉應學院教授房學嘉、肖文評、鍾晉蘭

在《客家梅州》指出：客家人飲食結構和自然、

社會環境關係密切，傳統主食以稻米為主，番

薯、芋頭次之；家常菜以鹹菜為主，瓜菜輔之，

肉類點輟。番薯、芋頭、樹番薯（木薯）、苞粟

（玉米）等雖是主食之一，但民間都視為雜糧，

其中又以蕃薯產量最高（  房 學 嘉、肖 文 評、鍾 晉 

蘭   2011：154-155）。

　　梅州位於粵東北，相鄰的閩西、贛南，地理

環境與生產的糧食也差不多，多數都以稻米為主

食，番薯、芋頭、樹番薯次之。

　　這點跟臺灣客家地區也幾乎雷同，客家人多

數住在桃竹苗及高屏六堆地區，稻米是主要物

產，但每年二期稻作與一期稻作間的裡作（約每

年12月至次年3月）農友也常種甘藷，部份旱田也

種樹薯（木薯），故甘藷、木薯亦是主要副食。

苗栗公館與高雄甲仙亦盛產芋頭，公館是客庄，

甲仙客家居民也多。

客家米（粄）食文化

　　因稻米、甘藷、木（樹）薯是主要糧食，兩

岸客家以這3種食材製作的米食（粄食）也特別

多，筆者1989年到廣東梅州參加梅州客家聯誼

會，為琳瑯滿目，令人垂涎的粄食，驚艷不已，

且發現粄形與口味，跟臺灣粄食都非常相似。

　　臺灣客庄常見的菜頭粄（蘿蔔糕）、甜粄

（年糕）、肉粄（鹹年糕）、發粄、豬籠粄（菜

包）、九層粄、水粄、鹹粽（肉粽）、粄粽、鹼

粽、米篩目、艾粄、芋仔粄、粄條（美濃稱面帕

粄）等在梅州同樣有。

　　不少點心亦用樹薯製作，2010年筆者跟隨臺

大客家文化訪問團到廣東大埔參訪，端出的2、30

種客家小吃中，用樹薯粉做的就有多樣，如筍粄，

是用山芋、樹薯粉作面皮，內餡則包竹筍、香菇、

絞肉，做成如餃子狀，算是大埔最常見的小吃。

　　中國的筍粄，在臺灣客庄稱水晶餃。苗栗市南

苗水上人家美食街有多家小吃店在賣。臺灣客家庄

亦有以樹薯粉做的肉圓，內餡包蝦米、瘦肉、豆

乾、香菇，經熱油煎炸後，配上辣味沾醬，亦是道

美食。另外還有簸簊粄、芋仔包、燈盞糕等變化比

臺灣還多。兩岸客家地區均產木薯，以木薯製作的

美食也多，因各地物產不同，內餡多少還是有些不

同，但差別不大（圖2）。粄類名稱兩岸亦不同，

臺灣稱米篩目，中國稱老鼠粄或是珍珠粄。

客家醃漬文化

　　梅州客家菜大都採燉、蒸、燜、炒等方法烹

調，時間較長，吃起來比較爛。在家常菜中，所食

青菜大都自產，鹹菜幾每日必備，舊時家家戶戶醃

有鹹菜、菜脯、蒜頭，以及豆豉、酒糟等。

　　鹹菜以芥菜製成，有水鹹菜與乾鹹菜之分，乾

鹹菜是將大芥菜曬至半乾，再加上粗鹽，搓到較為

軟和，然後將每根鹹菜結成扎，裝在龍甕中，密封

起 來 ， 經 年 不 壞 （ 房 學 嘉 、 肖 文 評 、 鍾 晉 蘭 

2011：155）。

圖2  以木薯製作的三角圓。（何來美攝影）

圖3  鹹菜（酸菜）用途廣泛，與任何肉類烹煮，味道都非常

       鮮美。（何來美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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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炆豆乾（或排骨炆蘿蔔）；四炒為客家小炒

（ 炒 肉 ） 、 薑 絲 炒 大 腸 、 炒 下 水 （ 雞 鴨 內

臟）、鹹酸甜（豬肺、鳳梨炒木耳）。

　　這「四炆四炒」充分顯現客家人勤儉節約

的精神，將所有食材充份利用，一點也不浪

費。以「客家小炒」來說，加了魷魚與香蔥才

夠味，魷魚提供了山居客家人鹽分、能量來

源；豬腸炒薑絲、擂茶都物盡其用，代表著客

家人的勤儉。在閩西、粵東北亦可見「客家小

炒」，但加的是豆干，未加魷魚，少了魷魚的

香味。

梅州鹽焗雞︑釀豆腐

　　在梅州最具特色的客家菜有：蒜裡燜豬

肉、鹹菜燜豬肉、豆乾燜豬肉、梅菜扣肉、圓

蹄肉、捶圓（豬肉圓）、鲩圓（草魚圓）、開

鍋肉圓、煎芋圓、炒雞酒、扣鴨、扣雞、水晶

肉、釀豆腐、鹽焗雞。其中鹽焗雞（圖5、

6）、釀豆腐（圖 7、8）、梅菜扣肉是客家傳統

名菜（房學嘉、肖文評、鍾晉蘭  2011：156）。

　　梅州菜可說是粵東北菜的代表，其中鹽焗

雞、釀豆腐在臺灣客家庄較不常見，梅菜扣肉、

炒雞酒味道兩岸皆然。其他的客家料理與臺灣四

炆四炒雖有些差別，但味道相似度極高，如蒜裡

燜豬肉、鹹菜燜豬肉、豆乾燜豬肉。

閩西涮九品︑炒八脆

　　楊彥杰在《客家菜與客家飲食文化》指

出，閩西客家酒席菜餚著名的有白斬雞、鹽焗

雞、蓮子鴨、冬瓜盅、涮九品、炒八脆、梅菜扣

肉、藥薯扣肉、燒大塊、殺魚生、魚白、鮮蛋

餃、生燜草魚、醃菜蒸肉等，高級名菜「 麒麟脫

胎」，材料取自自産的牲畜禽蛋及淡水魚，「龍

鳳湯」則是蛇肉加雞蛋共煮（圖9）。客家人吃

野、吃雜，閩西連城縣的「涮九品」，是取牛

內 臟 九 個 部 位 的 肉 ； 永 定 縣 有 名 的 「 炒 八

脆」，亦是取牛的舌頭、白管、心蓋、肝、

脾 、草肚 綱 、泥肚尖 、 奶兜等八部位的肉 ， 用

熱鍋炒熟（ 楊彥杰   2000：363  -  380 ）。另，永

定、下洋的牛肉丸湯（圖10），有些跟鴨肉一

起煮，不僅湯頭鮮美 ，牛 肉 丸亦 充 滿 彈性，更

令來自臺灣的饕 客 讚 不絕口。

王陽明的前任陳僉，因贛南農民起義頻發，本地兵

力不足，奏請朝廷從廣西桂林、柳州調來官兵，因

此把桂林、柳州話帶來贛州，逐漸形成贛州官話。

王陽明接任後，為防止農民義軍進城刺探軍情，規

定不會說官話的人不得進城；這一舉措，促使官話

成為贛州流行語言。贛南面積3萬9千多平方公里，

略大於臺灣，人口近千萬，除了贛州市章、貢老市

區講贛州話（西南官話）外，其他95%以上地區講

客家話。章、貢區不講客家話，跟明朝贛州巡撫王

陽明治贛有關；因西南官兵吃辣，飲食口味亦影響

了贛南的客家菜（圖4）。

粵贛官兵吃辣起風波

　　1949年底在金門指揮古寧頭戰役，大敗共軍的

胡璉將軍，他能擊敗共軍是國軍從大陸撤退前，他

在大陸招募了10萬新兵，粵、贛各半，因大敗共

軍，讓共軍攻佔金門島嚴重受挫，臺海局勢也轉危

為安。

　　臺大政治系退休教授徐松珍是廣東梅縣人，他

是胡璉招募的新兵之一。他說，胡璉在江西、廣東

各招了5萬新兵，內有不少客家人，因江西人吃

辣，廣東人不吃辣，一起開伙，因飲食口味問題，

兩地官兵常起衝突，最後才想出折衷辦法，除伙房

採買成員江西、廣東兵都有外，每餐也準備了辣椒

調味料，讓喜吃辣的官兵自取添加。

　　徐松珍說，胡璉是國軍名將，連毛澤東都敬畏

他三分，曾說﹕「胡璉狡如狐，猛如虎，宜趨避

之，以保實力，待機取勝。」幸胡璉在大陸粵贛各

招了5萬新兵，在古寧頭戰役大捷，才保住了金門

（何來美 2020：76）。

兩岸客家傳統早餐

　　苗栗市是臺灣道地客家庄，到南苗水上人家美

食街吃早餐，所賣的傳統客家早餐，主要是炒米

粉、炒油麵（黃麵），炒粄條，配魚丸湯、水晶餃

湯、粉腸湯、豬血湯、餛飩湯，口味偏重香、  

鹹、油。

　　廣東梅州、蕉嶺一帶客家傳統早餐，同樣有炒

麵、炒米粉；較特殊的還有所謂的「三及第湯」，

此湯頗似早期臺灣客庄的豬肉湯、粉腸湯、豬肝

湯、豬肚湯。蕉嶺「三及第湯」，源自廣州的「三

及第粥」，有位叫林紹棠的狀元，在廣州夜市請廚

師以肉丸、牛肝及豬粉腸煮成「三及第粥」，結果

美味享譽廣州。蕉嶺客家人將這道廣州美食改良，

以瘦豬肉取代肉丸、豬肝取代牛肝，再加上豬粉

腸，以快火來煮，讓瘦肉不老，並以紅麴、甜菜

（或枸杞葉、紅背葉）來提味，就成了蕉嶺名菜

「三及第」湯。若再加上豬腰、豬心，就成了「四

及第」、「五及第」湯。在閩西永定同樣可以吃到

「三及第湯」，此客家名菜早餐或是宵夜都有。

　　臺灣客庄在早期農業社會，家中若有親友留

宿，也常煮瘦肉湯、粉腸湯、豬肝湯，再以九層

塔提味，當作早餐的名菜，或是做為家中長輩的

私房菜。

　　兩岸傳統早餐口味相當接近，只是將瘦肉、豬

肝、粉腸三種食材一起煮的「三及第湯」，在臺灣

並不多見。差異是臺灣是單一食材煮成，而大陸則

是多種食材混煮。

臺灣四炆四炒

　　臺灣傳統客家菜有所謂「四炆四炒」，「炆」

是指燉煮、紅燒，「炒」是大火快炒。四炆一般是

客家爌肉（封肉）、覆菜炆豬肚、肥湯炆筍干、排

圖4　贛南客家菜偏辣，到處可見婦女在曬辣椒。

       （何來美攝影）

圖 7　梅州客家名菜─釀豆腐的製作過程。（何來美攝影）

圖 8　梅州客家名菜─釀豆腐。（何來美攝影）

圖 5、6　梅州名菜鹽焗雞，整隻包覆以鹽醃製，拆封後

              撕成肉片，令人垂涎。（何來美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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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炆豆乾（或排骨炆蘿蔔）；四炒為客家小炒

（ 炒 肉 ） 、 薑 絲 炒 大 腸 、 炒 下 水 （ 雞 鴨 內

臟）、鹹酸甜（豬肺、鳳梨炒木耳）。

　　這「四炆四炒」充分顯現客家人勤儉節約

的精神，將所有食材充份利用，一點也不浪

費。以「客家小炒」來說，加了魷魚與香蔥才

夠味，魷魚提供了山居客家人鹽分、能量來

源；豬腸炒薑絲、擂茶都物盡其用，代表著客

家人的勤儉。在閩西、粵東北亦可見「客家小

炒」，但加的是豆干，未加魷魚，少了魷魚的

香味。

梅州鹽焗雞︑釀豆腐

　　在梅州最具特色的客家菜有：蒜裡燜豬

肉、鹹菜燜豬肉、豆乾燜豬肉、梅菜扣肉、圓

蹄肉、捶圓（豬肉圓）、鲩圓（草魚圓）、開

鍋肉圓、煎芋圓、炒雞酒、扣鴨、扣雞、水晶

肉、釀豆腐、鹽焗雞。其中鹽焗雞（圖5、

6）、釀豆腐（圖 7、8）、梅菜扣肉是客家傳統

名菜（房學嘉、肖文評、鍾晉蘭  2011：156）。

　　梅州菜可說是粵東北菜的代表，其中鹽焗

雞、釀豆腐在臺灣客家庄較不常見，梅菜扣肉、

炒雞酒味道兩岸皆然。其他的客家料理與臺灣四

炆四炒雖有些差別，但味道相似度極高，如蒜裡

燜豬肉、鹹菜燜豬肉、豆乾燜豬肉。

閩西涮九品︑炒八脆

　　楊彥杰在《客家菜與客家飲食文化》指

出，閩西客家酒席菜餚著名的有白斬雞、鹽焗

雞、蓮子鴨、冬瓜盅、涮九品、炒八脆、梅菜扣

肉、藥薯扣肉、燒大塊、殺魚生、魚白、鮮蛋

餃、生燜草魚、醃菜蒸肉等，高級名菜「 麒麟脫

胎」，材料取自自産的牲畜禽蛋及淡水魚，「龍

鳳湯」則是蛇肉加雞蛋共煮（圖9）。客家人吃

野、吃雜，閩西連城縣的「涮九品」，是取牛

內 臟 九 個 部 位 的 肉 ； 永 定 縣 有 名 的 「 炒 八

脆」，亦是取牛的舌頭、白管、心蓋、肝、

脾 、草肚 綱 、泥肚尖 、 奶兜等八部位的肉 ， 用

熱鍋炒熟（ 楊彥杰   2000：363  -  380 ）。另，永

定、下洋的牛肉丸湯（圖10），有些跟鴨肉一

起煮，不僅湯頭鮮美 ，牛 肉 丸亦 充 滿 彈性，更

令來自臺灣的饕 客 讚 不絕口。

王陽明的前任陳僉，因贛南農民起義頻發，本地兵

力不足，奏請朝廷從廣西桂林、柳州調來官兵，因

此把桂林、柳州話帶來贛州，逐漸形成贛州官話。

王陽明接任後，為防止農民義軍進城刺探軍情，規

定不會說官話的人不得進城；這一舉措，促使官話

成為贛州流行語言。贛南面積3萬9千多平方公里，

略大於臺灣，人口近千萬，除了贛州市章、貢老市

區講贛州話（西南官話）外，其他95%以上地區講

客家話。章、貢區不講客家話，跟明朝贛州巡撫王

陽明治贛有關；因西南官兵吃辣，飲食口味亦影響

了贛南的客家菜（圖4）。

粵贛官兵吃辣起風波

　　1949年底在金門指揮古寧頭戰役，大敗共軍的

胡璉將軍，他能擊敗共軍是國軍從大陸撤退前，他

在大陸招募了10萬新兵，粵、贛各半，因大敗共

軍，讓共軍攻佔金門島嚴重受挫，臺海局勢也轉危

為安。

　　臺大政治系退休教授徐松珍是廣東梅縣人，他

是胡璉招募的新兵之一。他說，胡璉在江西、廣東

各招了5萬新兵，內有不少客家人，因江西人吃

辣，廣東人不吃辣，一起開伙，因飲食口味問題，

兩地官兵常起衝突，最後才想出折衷辦法，除伙房

採買成員江西、廣東兵都有外，每餐也準備了辣椒

調味料，讓喜吃辣的官兵自取添加。

　　徐松珍說，胡璉是國軍名將，連毛澤東都敬畏

他三分，曾說﹕「胡璉狡如狐，猛如虎，宜趨避

之，以保實力，待機取勝。」幸胡璉在大陸粵贛各

招了5萬新兵，在古寧頭戰役大捷，才保住了金門

（何來美 2020：76）。

兩岸客家傳統早餐

　　苗栗市是臺灣道地客家庄，到南苗水上人家美

食街吃早餐，所賣的傳統客家早餐，主要是炒米

粉、炒油麵（黃麵），炒粄條，配魚丸湯、水晶餃

湯、粉腸湯、豬血湯、餛飩湯，口味偏重香、  

鹹、油。

　　廣東梅州、蕉嶺一帶客家傳統早餐，同樣有炒

麵、炒米粉；較特殊的還有所謂的「三及第湯」，

此湯頗似早期臺灣客庄的豬肉湯、粉腸湯、豬肝

湯、豬肚湯。蕉嶺「三及第湯」，源自廣州的「三

及第粥」，有位叫林紹棠的狀元，在廣州夜市請廚

師以肉丸、牛肝及豬粉腸煮成「三及第粥」，結果

美味享譽廣州。蕉嶺客家人將這道廣州美食改良，

以瘦豬肉取代肉丸、豬肝取代牛肝，再加上豬粉

腸，以快火來煮，讓瘦肉不老，並以紅麴、甜菜

（或枸杞葉、紅背葉）來提味，就成了蕉嶺名菜

「三及第」湯。若再加上豬腰、豬心，就成了「四

及第」、「五及第」湯。在閩西永定同樣可以吃到

「三及第湯」，此客家名菜早餐或是宵夜都有。

　　臺灣客庄在早期農業社會，家中若有親友留

宿，也常煮瘦肉湯、粉腸湯、豬肝湯，再以九層

塔提味，當作早餐的名菜，或是做為家中長輩的

私房菜。

　　兩岸傳統早餐口味相當接近，只是將瘦肉、豬

肝、粉腸三種食材一起煮的「三及第湯」，在臺灣

並不多見。差異是臺灣是單一食材煮成，而大陸則

是多種食材混煮。

臺灣四炆四炒

　　臺灣傳統客家菜有所謂「四炆四炒」，「炆」

是指燉煮、紅燒，「炒」是大火快炒。四炆一般是

客家爌肉（封肉）、覆菜炆豬肚、肥湯炆筍干、排

圖4　贛南客家菜偏辣，到處可見婦女在曬辣椒。

       （何來美攝影）

圖 7　梅州客家名菜─釀豆腐的製作過程。（何來美攝影）

圖 8　梅州客家名菜─釀豆腐。（何來美攝影）

圖 5、6　梅州名菜鹽焗雞，整隻包覆以鹽醃製，拆封後

              撕成肉片，令人垂涎。（何來美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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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代以後，臺灣經濟開始起飛，豆漿

店生意越來越好，以前只賣早點，後連宵夜也

賣。做豆漿生意相當辛苦，大陸來臺的外省第

二代願學者越來越少，吃苦耐勞的客家人漸取

而代之，變成人力主流。1967年邱豐彩將「四

海豆漿」註冊商標，全盛時期他就開了9家24小

時不打烊的豆漿店，成為客家豆漿業的祖師爺

（圖12）（何來美　2020：111-112）。

　　邱豐彩是苗栗縣西湖鄉鴨母坑人。鴨母坑

地處山崗壁壢，居民謀生不易。受邱豐彩影

響，前往臺北跟他學做豆漿者絡繹於途，也影

響了其他鄉鎮市的客家子弟，致現在經營豆漿

店者客家人相當多，且以西湖人最多。

客家美食宅配也普及

　　隨著時代變遷，人口遷徙，以及受其他族

群、國家（如美、日）飲食及速食文化影響，

不僅口味有變，為供應日益增加的外食人口、

無暇炊煮的上班族，各種宅配客家美食也陸續

出現，有些並成客家伴手禮。

　　客家醃製食品多，現客家福菜、客家金桔

醬、客家良京、紫蘇梅、豆腐乳等都成伴手

禮，所研發的福菜丸、梅干扣肉、水晶餃、餛

飩等亦有冷凍宅配食品。如苗栗市南苗水上人

家的水晶餃、餛飩、肉丸，公館郭家莊、美之

味農產品企業社所生產的豆腐乳、紫蘇梅、福

菜丸、梅干扣肉⋯都是熱銷的客家宅配食品。

結論

　　客家民系形成在閩粵贛客家金三角，因山

多田少，且未靠海，物質資源缺乏，必須克勤

克儉才得以謀生，以致在飲食文化上，口味偏

重鹹、油、肥，在食材上偏重山產，較缺海

產，且吃野、吃雜，連野生動物、禽畜內臟都

吃，非常惜物。

　　贛南略大於臺灣，人口近千萬，因受明末農

民暴動雲貴官兵前來平亂，之後住在現贛州市

章、貢兩區的影響，這兩區不但講西南官話，他

們也帶來了雲貴居民飲食偏辣的習慣，進而影響

贛南客家人的飲食習慣，致贛南客家菜也偏辣。

　　相對地，閩粵地區客家人並不吃辣，臺灣的

客家先民多數來自閩西與粵東北，故臺灣客家人

的飲食口味也較接近閩粵並不辣。

　　閩粵贛山多田少，稻米是主食，甘藷、樹薯

是副食，在臺灣客家地區亦然，致以稻米、樹

薯、甘藷所製作的粄食文化特別發達。裡作芥

菜、蘿蔔⋯所發展出來的醃製、醬菜與烹調文

化，兩岸也同樣普及，且雷同性高。

　　臺灣的客家小炒有魷魚，香味四溢，閩粵小

炒則少了魷魚；閩西的牛肉丸湯、粵東北的鹽焗

雞、釀豆腐，在臺灣原不易見，是具特色又好吃

的美食，現亦有餐館在賣。在臺灣吃狗肉被視為

野蠻行為，但梅州仍狗肉攤林立；而閩粵贛較偏

遠地區吃「野」習慣仍重，連市場仍處處可見販

賣野生動物，在臺灣已不易見。

　　閩粵有「三及第」（豬肉、粉腸，豬肝）

湯，臺灣亦有類似的粉腸湯、小肚湯、豬血湯，

但很少如「三及第」混煮。山東人帶來臺灣的豆

漿食文化，臺灣刻苦耐勞的客家人取而代之，成

為業界主流，並將豆漿飲食文化「反攻」大陸。

贛南客家菜鹹鮮兼辣

　　贛南客家菜，烹飪講求火工，擅長燒、炒、

燉、燜、蒸，尤其以粉蒸見長，講究原汁原味，油

厚不膩，口味濃郁，鹹鮮兼辣。較著名的贛南客家

菜有，寧都大塊魚、石城蒸肉丸、南安板鴨、瑞金

滑牛肉、興國紅燒金鯉、龍南板栗燒雞、客家釀三

寶、釀豆腐、荷包炸、贛南炸魚餅、生燜鴨、贛南

小炒魚等。3贛南小炒魚是王陽明廚子留傳下來的名

菜；贛南客家擂茶，後來也才流傳到臺灣。

客家娘酒飄香

　　閩粵贛客家地區幾都會釀客家娘酒，是用糯米

釀造的黃酒，以天然微生物純酒麴發酵而成，不加

酒精和任何添加劑，可以直飲，也可與雞等一起煲

湯，有活氣養血、活絡通經、補血生血以及潤肺之

功效。

　　相傳公元前214年，泰始皇派趙佗率50萬大軍

遠征嶺南，趙佗奏請派1萬5千女子「為士卒補

衣」，一路餐風露宿，這些女子洽途衣裹糧食，背

包中塞滿各種用葉子包著的糯米飯糰等五穀雜糧，

在路途顛簸中散發出一股濃郁酒香，鮮甜可口，經

改良後變成醇美的黃酒。這批女子後不少與將士或

當地土著結婚，在現廣東河源一帶定居，繁衍後

代，被稱為「客娘」，所釀的酒就稱「客家娘

酒」。河源更視「客家娘酒」為「母親的乳汁」

（圖11），溫熱後更好喝，宴客時常見整甕的黃

酒用柴火加熱後，再分裝至席上給賓客品嚐，成為

最好佳釀。

　　客家娘酒亦傳至臺灣，老一輩婦女有人也會釀

造，稱為糯米酒，但現在會釀的人已不多，致客家

娘酒也沒中國客家地區來得盛行。

客家人成豆漿業主流

　　豆漿、燒餅、油條是1949年國民黨政府遷臺

後，山東老兵徐萬剛、吳雲增引進臺灣的飲食文

化，在現新北市永和中正橋下開設東海豆漿店生意

很好。因缺乏人手，1960年住在苗栗縣西湖鄉的

客家人邱豐彩，到表姑丈徐萬剛的豆漿店當學徒，

他的勤奮、耐勞獲得徐萬剛賞識，邀請他入股，成

為七名股東之一。後來東海豆漿店股東拆夥成四

海、世界豆漿店；世界由徐雲增掌櫃，四海則由邱

豐彩與徐萬剛經營。邱豐彩說，取名「四海」，是

因他為人也海派。不久，單永和中正橋下就有7、

8間豆漿店，他合夥開了兩間。

圖 9　閩西上杭的龍鳳湯，食材是蛇肉與雞蛋煮成。

         （何來美攝影）

圖10　閩西永定的牛肉丸湯。（何來美攝影）

3.　百度百科《贛州客家菜》，https://baike.baidu.hk/item。

圖 11 客家娘酒被稱為「母親的乳汁」，喝前先整甕用柴火

         加熱，再分裝給賓客品酩。（何來美攝影） 圖12 被譽為客家豆漿業師爺的邱豐彩與太太在賣豆漿。

      （黃義書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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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代以後，臺灣經濟開始起飛，豆漿

店生意越來越好，以前只賣早點，後連宵夜也

賣。做豆漿生意相當辛苦，大陸來臺的外省第

二代願學者越來越少，吃苦耐勞的客家人漸取

而代之，變成人力主流。1967年邱豐彩將「四

海豆漿」註冊商標，全盛時期他就開了9家24小

時不打烊的豆漿店，成為客家豆漿業的祖師爺

（圖12）（何來美　2020：111-112）。

　　邱豐彩是苗栗縣西湖鄉鴨母坑人。鴨母坑

地處山崗壁壢，居民謀生不易。受邱豐彩影

響，前往臺北跟他學做豆漿者絡繹於途，也影

響了其他鄉鎮市的客家子弟，致現在經營豆漿

店者客家人相當多，且以西湖人最多。

客家美食宅配也普及

　　隨著時代變遷，人口遷徙，以及受其他族

群、國家（如美、日）飲食及速食文化影響，

不僅口味有變，為供應日益增加的外食人口、

無暇炊煮的上班族，各種宅配客家美食也陸續

出現，有些並成客家伴手禮。

　　客家醃製食品多，現客家福菜、客家金桔

醬、客家良京、紫蘇梅、豆腐乳等都成伴手

禮，所研發的福菜丸、梅干扣肉、水晶餃、餛

飩等亦有冷凍宅配食品。如苗栗市南苗水上人

家的水晶餃、餛飩、肉丸，公館郭家莊、美之

味農產品企業社所生產的豆腐乳、紫蘇梅、福

菜丸、梅干扣肉⋯都是熱銷的客家宅配食品。

結論

　　客家民系形成在閩粵贛客家金三角，因山

多田少，且未靠海，物質資源缺乏，必須克勤

克儉才得以謀生，以致在飲食文化上，口味偏

重鹹、油、肥，在食材上偏重山產，較缺海

產，且吃野、吃雜，連野生動物、禽畜內臟都

吃，非常惜物。

　　贛南略大於臺灣，人口近千萬，因受明末農

民暴動雲貴官兵前來平亂，之後住在現贛州市

章、貢兩區的影響，這兩區不但講西南官話，他

們也帶來了雲貴居民飲食偏辣的習慣，進而影響

贛南客家人的飲食習慣，致贛南客家菜也偏辣。

　　相對地，閩粵地區客家人並不吃辣，臺灣的

客家先民多數來自閩西與粵東北，故臺灣客家人

的飲食口味也較接近閩粵並不辣。

　　閩粵贛山多田少，稻米是主食，甘藷、樹薯

是副食，在臺灣客家地區亦然，致以稻米、樹

薯、甘藷所製作的粄食文化特別發達。裡作芥

菜、蘿蔔⋯所發展出來的醃製、醬菜與烹調文

化，兩岸也同樣普及，且雷同性高。

　　臺灣的客家小炒有魷魚，香味四溢，閩粵小

炒則少了魷魚；閩西的牛肉丸湯、粵東北的鹽焗

雞、釀豆腐，在臺灣原不易見，是具特色又好吃

的美食，現亦有餐館在賣。在臺灣吃狗肉被視為

野蠻行為，但梅州仍狗肉攤林立；而閩粵贛較偏

遠地區吃「野」習慣仍重，連市場仍處處可見販

賣野生動物，在臺灣已不易見。

　　閩粵有「三及第」（豬肉、粉腸，豬肝）

湯，臺灣亦有類似的粉腸湯、小肚湯、豬血湯，

但很少如「三及第」混煮。山東人帶來臺灣的豆

漿食文化，臺灣刻苦耐勞的客家人取而代之，成

為業界主流，並將豆漿飲食文化「反攻」大陸。

贛南客家菜鹹鮮兼辣

　　贛南客家菜，烹飪講求火工，擅長燒、炒、

燉、燜、蒸，尤其以粉蒸見長，講究原汁原味，油

厚不膩，口味濃郁，鹹鮮兼辣。較著名的贛南客家

菜有，寧都大塊魚、石城蒸肉丸、南安板鴨、瑞金

滑牛肉、興國紅燒金鯉、龍南板栗燒雞、客家釀三

寶、釀豆腐、荷包炸、贛南炸魚餅、生燜鴨、贛南

小炒魚等。3贛南小炒魚是王陽明廚子留傳下來的名

菜；贛南客家擂茶，後來也才流傳到臺灣。

客家娘酒飄香

　　閩粵贛客家地區幾都會釀客家娘酒，是用糯米

釀造的黃酒，以天然微生物純酒麴發酵而成，不加

酒精和任何添加劑，可以直飲，也可與雞等一起煲

湯，有活氣養血、活絡通經、補血生血以及潤肺之

功效。

　　相傳公元前214年，泰始皇派趙佗率50萬大軍

遠征嶺南，趙佗奏請派1萬5千女子「為士卒補

衣」，一路餐風露宿，這些女子洽途衣裹糧食，背

包中塞滿各種用葉子包著的糯米飯糰等五穀雜糧，

在路途顛簸中散發出一股濃郁酒香，鮮甜可口，經

改良後變成醇美的黃酒。這批女子後不少與將士或

當地土著結婚，在現廣東河源一帶定居，繁衍後

代，被稱為「客娘」，所釀的酒就稱「客家娘

酒」。河源更視「客家娘酒」為「母親的乳汁」

（圖11），溫熱後更好喝，宴客時常見整甕的黃

酒用柴火加熱後，再分裝至席上給賓客品嚐，成為

最好佳釀。

　　客家娘酒亦傳至臺灣，老一輩婦女有人也會釀

造，稱為糯米酒，但現在會釀的人已不多，致客家

娘酒也沒中國客家地區來得盛行。

客家人成豆漿業主流

　　豆漿、燒餅、油條是1949年國民黨政府遷臺

後，山東老兵徐萬剛、吳雲增引進臺灣的飲食文

化，在現新北市永和中正橋下開設東海豆漿店生意

很好。因缺乏人手，1960年住在苗栗縣西湖鄉的

客家人邱豐彩，到表姑丈徐萬剛的豆漿店當學徒，

他的勤奮、耐勞獲得徐萬剛賞識，邀請他入股，成

為七名股東之一。後來東海豆漿店股東拆夥成四

海、世界豆漿店；世界由徐雲增掌櫃，四海則由邱

豐彩與徐萬剛經營。邱豐彩說，取名「四海」，是

因他為人也海派。不久，單永和中正橋下就有7、

8間豆漿店，他合夥開了兩間。

圖 9　閩西上杭的龍鳳湯，食材是蛇肉與雞蛋煮成。

         （何來美攝影）

圖10　閩西永定的牛肉丸湯。（何來美攝影）

3.　百度百科《贛州客家菜》，https://baike.baidu.hk/item。

圖 11 客家娘酒被稱為「母親的乳汁」，喝前先整甕用柴火

         加熱，再分裝給賓客品酩。（何來美攝影） 圖12 被譽為客家豆漿業師爺的邱豐彩與太太在賣豆漿。

      （黃義書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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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菜受閩南菜、廣東菜、潮州菜影響，各地

的口味、式樣亦有了不同的變化，且增加了不少海

產。隨著外送飲食文化的興起，在臺灣客製化客家

美食亦漸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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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共融，別具特色的義民爺廟：

甲仙褒忠義民亭

游永福 1

1.　作家、甲仙文史工作者。

2.　〈甲仙埔豫防瘧疾〉，1907年12月3日，《漢文台灣日日新報》2版雜報；〈瘧疾之撲滅之一〉，1908年2月29日，《漢文台灣日 

      日新報》2版雜報。〈瘧疾之撲滅之二〉，1908年3月1日，《漢文台 灣日日新報》2版雜報。

　　甲仙褒忠義民亭之創立、沿革與發展，由於

都是當事人後代與信眾輾轉追述，難免出現神異

附會之說與敘事不明情事，在歷經長期調查研

究，進一步以相關當事者的日本時代戶政資料釐

清比對，起源與發展乃更趨明朗（圖1）。

　　清朝時期，甲仙一直是原住民大武壠族群

久居的第二故鄉。到了日本時代第二年，亦即

1896年（明治29年），臺灣採腦拓殖合資會社

取得製腦憑證，開始在山區進行砍伐樟樹熬製

樟腦的作業，然因平埔原住民與高山原住民抗

爭而停止。明治36年（1903）警力部署妥當，

製腦作業重新進行，熟悉製腦流程的桃、竹、

圖 1　成為平埔、閩南與客家住民共同神祇的甲仙褒忠義亭。

         （游永福攝影）

苗客家鄉親與日籍從業人員才一波波進出甲仙。

1907年（明治40年）春，甲仙埔的瘧疾疫情防

治，因樟腦會社延請總督府醫學校教授木下嘉七

郎（1872-1908）來主持，獲突破性成果，2街區

的人口曾高達4,898人之眾。寧靜的甲仙埔，從

此有了「每夜絃歌不絕」的聲色場所滿街，店家

並立的繁榮，腦灶，亦飆上了1,125灶之多。由

於製腦產業興盛，所以重視蕃地開發的臺灣總督

佐久間左馬太，亦於同年12月20日，以渡邊國

重支配人為先導，由蕃薯寮廳石橋廳長陪同，一

起來到甲仙埔，隔日一早，一起「巡視製糖所、

新市街、公園、病院、製米所等處，並在俱樂部

小憩」。3

　　客籍鄉親雖在日本時代初期即陸續進出甲

仙，但因生活尚未安定，所以息息相關的義民爺

信仰，遲至1929年（昭和4年）才與甲仙產生連

結，是年6月，在耳濡目染下也學會伐樟製腦技

術的在地大武壠族腦丁張玉水（1899-1979），

轉寄留於客籍腦丁賴阿立的內埔角四番戶內，一

起參與甲仙山區的回鍋製腦工作。

3.　〈總督之於蕃薯寮──二十一日午後蕃薯寮發〉，1907年12月25日，《漢文台灣日日新報》2版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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