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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考察報告: 文物保護的可持續性 

（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個案 – 法國飲食文化篇） 

 
鄧偉強 

 
 
 
 

1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 
正如服務於聯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文化項目統籌專員, Ms Edle Tenden, 於我們下榻的酒

店內所舉行的研討會中指出，聯合國致力負起保護世界文化及自然遺產的責任。始自

1998 年，該組織便製定了《人類口頭及非物質遺產傑作宣言》，而於 2003 年 10 月更

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非物質文化遺產」指被各群體、團體或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

形式、知識和技能及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各個群體和團體隨着其所

處環境、與自然界的相互關系和歴史條件的變化，不斷使這種代代相傳的非物質文化遺

產得到創新，同時使他們自己具有一種認同感和歷史感，從而促進了文化多樣性和人類

的創造力‧‧‧‧「非物質文化遺產」包括，口頭傳說和表述（包括作為媒介的語言）；

表演藝術；社會風俗、禮儀、節慶；有關自然和宇宙的知識和實踐；傳統手工藝技能等

等 1。為了使各締約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確認以便加以保護，各國會根據自己的國

情擬定一份清單，定期向聯合國提交報告，及提供清單內各項目的最新情况。聯合國每

兩年從各國申報的項目中挑選一項，作為列入「人類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名錄」內，而

每次每國只限申報一項。從 2006 年 5 月國務院的宣佈得知，中國第一批清單共有 518
項，其中包括香港提議的涼茶及粵劇。 

 
 

2 法國飲食文化 
雖然中國人一向重視飲食文化，也自命中國菜手執世界牛耳，但也不得不承認法國飲食

甚具名器，就是世界上一流的廚師，大也是來自法國。法國人把飲食視為一種藝術，

除了重視它的色、香、味，還講求飲食的禮節、氣氛和情調。法國美食得以如此大放異

                                           
1 香港中文大學歴史系，比較及公衆史學文學碩士課程，香港的古物與古蹟科目，2007 年 3 月 17 日的

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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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它獲得全民的共識，舉國上下從古到今對美食追求的態度，高度

的熱誠、投入、着迷與尊崇。 

 
 

2.1 法國美食源 
法國的美食文化起源，相傳可追溯至古羅馬帝國時期，當時的雅典和羅馬廚師跟

隨軍隊遠征法國，而奠定今日法國菜的基礎。當文藝復興時期，義大利菜以及一

些用乳酪來烹飪的方法也傳到法國。但建立今時今日法國高超的烹飪技術，那就

要歸功於當時的法皇路易十四，他多次在宮中為他的 300 多名廚師舉行烹飪大

賽，優勝者會由皇后親自授予綬帶，後來的路易十五和路易十六也都崇尚美食，

上行下效，所以法國人以品嘗美酒佳餚為樂事。 
 

2.2 飲食文化和藝術 
飲食是人類的基本需要，但隨著社會不斷發展，生活質素不斷提升，飲食已不單

只為了飽肚。食物選擇、烹調方法、炊器餐具、菜式名堂、用餐禮儀、環境氣氛

等都變得講究，使飲食演化成一種文化和藝術的表現。法國人將飲食更賦予一種

社交行為的哲學，個人飲食應符合各自的教養與社會地位，將同桌共餐視為一種

聯絡感情、廣交朋友的高雅樂趣和享受。 
 
評價法國餐的水平是不能單從美味或營養來衡量，它對菜餚的研究、材料的選擇、

火候的運用、菜式的搭配、及從不同地區借鏡得來的多元化烹調技術，在細膩處

理、配合運用和藝術創作等方面，都較其他歐美各國來得更花心思以求完美。 
 

2.3 申請列入文化遺產 
正因為法國飲食文化源遠流長，味道鮮美，烹飪方法具獨特的工藝技能，飲宴席

上充滿社會風格，所以法國政府認為它的飲食文化，符合聯合國教科文組織有關

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精神，而預備於 2008 年提出把這種烹飪和美食列為「人類

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名錄」2。法國民間也組織了一個聲援委員會表示支持，更提

出「烹飪是我們文化不可分割的組成部份，是我們文化遺產的組成部份，也是我

們民族特性的組成部份」的口號。 
 
 

3 考察河內法國餐廳 
今次的越南考察共十二天，目標是集中於近年獲得聯合國冠以「文化遺產」殊名的地

方，如順化、會安及美山等。當我們抵達河內時，有感於當地深受法國文化的影響，也

                                           
2 星島日報環球網，2006 年 12 月 7 報導：

http://www.singtaonet.com:82/cul_review/200612/t20061207_4126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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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名法國美食的吸引，更加上法國美食明年有可能成為「文化遺產」，我們當然要作「實

地考察」，務求令到這個考察團的內容更加充實。 

 
8 月 2 日的黃昏晚上，我們首先在酒店沐浴更衣，抱着好學不倦的精神，懷着尋根究底

的態度，一大伙人前往河內市裡一間五星級法國餐廳去進行實地考察研究。 
 
 

3.1 餐廳及酒店歷史 
法國餐廳 (Le Beaulieu Restaurant) 位於蘇菲特京華酒店 (Sofitel Metropole Hotel) 
之內，酒店位於河內還劍湖旁，有傳統的白色外牆及綠色木條遮光窗頁，充滿法

國殖民地色彩。它於 1901 年由兩位法國人投資興建，瞬間便成為當時殖民地上流

社會人士留連的場所。1950 年越南獨立後，政府一直把它保持原貌，用來招待政

要及國賓。就是在內戰時期，它仍然供新聞界及外交人員等使用 3。 
 
經歷了九十多年的歲月後，酒店需要暫時關閉作出為期十八個月的重修。它於 1992
年 3 月重開，隨後於 1994 再作改建及重修，至 1996 年尾擴建工程才大致完成。

近年來曾於酒店下榻的外國政要非常衆多，包括有美國、法國及瑞士等的總統，

澳洲、日本及南韓等的總理等等，當然還有很多很多其他著名人物，真是多不勝

數。 

 

酒店內有多間餐廳，但要論裝潢及氣派，那當然是法國餐廳  (Le Beaulieu 
Restaurant)了。它跟酒店一樣，已有百多年歷史，也經歷了多次重修，最近的一次

於 2003 年夏季才竣工，地板換上雲石、窗户擴建至街外可見、天花垂下電吊扇搖

曳生風、樹枝形的燈飾於晚間照亮大廳，現在的設計具有空間感、明亮照人、富

現代氣色但不求造作，它保持固有的高貴氣質，也迎合一世紀的潮流。現今的

行政總廚 (chef) 是 Didier Corlou，他以高超的厨藝，贏了多次獎項。 

 
3.2 餐廳禮儀 
法國人把飲食視為文化及藝術的表現，與朋友知己進餐，是一種生活的享受，所

以他們注重用餐禮儀。當我們的計程汽車駛進酒店的時候，一個身穿紅色制服的

接待員 (bell boy) 便跑來替我們打開車門，讓我們昂首大步的走入這所五星級餐

廳，也展開了我們這個考察項目。 

 
入座：當我們進入餐廳，便受到一位歐籍（應該是法籍）男服務領班和一位本土

女服務員 (名叫 Nguyen Y P) 的熱情招待，面帶微笑地帶領我們入座，他們的熱

誠及恭敬，使我們對這餐廳產生第一個良好的印象，一個好的開始。 

                                           
3 Press Kit from Sofitel Metropole Hotel, Han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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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菜： 我們入座後便把純白色的餐巾 (napkin) 放在大腿上，當服務員遞上當晚

的餐單時，我們便開始選擇喜歡的菜式。服務員站立一旁，絕不緊靠我們身旁來

催促點菜，但也不會離開太遠，以便當有需要時能做出及時的反應。我們花了一

點時間來閱讀餐單及互相討論，雖然負責提供菜式建議的工作，通常落在男士的

身上，但服務員也樂於解釋及介紹當晚供應食物的特色，為我們推薦菜餚。 
 
有一些高檔的餐廳，在呈送給女士和被邀請客人所用的餐單，內裡是沒有價錢顯

示的，目的是為了免使他們在點菜時受價格的影響，同時也體現主人的豁達和誠

意。 
 
點菜：點菜首先從女士開始，最後是男士及請客的主人，服務員會覆述客人的决

定及記錄下來。 
 
選酒： 選酒的酒譜 (wine list) 往往比選菜的菜單還要厚，因為高檔的餐廳會以它

豐富的藏酒量來做賣點。選酒要配合食物，選好後，服務員便向我們出示所選擇

的酒，讓客人清楚看到酒瓶上的名字、年代和產地等資料，客人滿意後才在客人

面前開瓶。上酒時，先請主人（或其中一位客人）試嘗 (tasting)，在他確認滿意

後，才開始上酒。上酒時，首先從女士開始，隨後是男士，最後才是剛才試酒的

主人（客人）。高檔餐廳裡用來盛酒的杯是體積巨大的水晶杯，更講究的可用

上波爾多  (Bordeaux) 型的紅酒杯來盛載波爾多酒，其餘的有布根地 
(Burgundy)、香檳 (Champagne) 等等，如此類推，但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倒紅酒

入杯內最多只能 1/4 滿，以方便搖動酒杯時散發香氣，而持酒杯的正確姿勢是拿

著酒杯脚 (stem)。 
 
 進餐：盛餐上桌也如上酒的程序一樣，服務員也是以女士為先，主人最後。供應

頭盆、主菜及甜品 (dessert) 的節奏可視不同情況及場合而定，也要符合客人的需

要，但晚餐一般是悠閑的，所以當晚我們花了近三個小時來研究（享受一番）。 

 
客人禮儀：在法國餐廳進餐，男士總要表現君子風度，事事照顧及禮讓女士。客

人必須衣冠整齊，不能蓬頭垢面。為了尊重這項文化傳統，怪不得我們先要沐浴

更衣方才踏進餐廳。 
 
在使用餐具時，先使用擺放在左右兩側最外邊的刀和叉來品嘗頭盤，然後再用裡

側的刀叉來品嘗主菜。如果主菜是魚的話，服務員會先換上專用於魚類的刀叉。

最後用甜品時才使用放在前面的匙及叉。當晚我們選用乳酪作為尾食（我不稱它

為甜品)，所以服務員換上小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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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湯作為頭盤，在用湯時一定不能發出任何聲音。喝湯或喝水時發出聲音，

或者在嘴裡裝滿食物又開口說話，在法國傳統（其實也包括中國）裡可被視為不

禮貌及欠教養的表現。 
 
他們一旦把食物放入口內，便要全部將它吞下肚內，這跟中國人把食物在口裡嘴

嚼一翻，再吐出不想吞掉的部份有所不同。所以進食西餐時，便要把體積較大的

食物切割成小塊方才放入口裡，就算食物帶有骨頭（包括小魚骨），骨與肉也先

要在碟中分離，才把肉送進嘴裡，更不可以用刀代叉送食物入口。如此規矩多多，

並不方便，但這是他們的傳統，是有文化有教飬國民的做作，我們欣然加入他們

的君子行列。 

 
3.3 當晚食物 
我們從餐單挑選頭盆、主菜及甜品（尾食），菜式是精心設計，每項食物的烹飪

皆有傳統及改良兩種方法，以供選擇。把傳統文化適當地改良正體現聯合國對這

類遺產的精神。為了迎合環境、自然及歷史的變化，它也要與時並進，「不斷使

這種代代相傳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創新」4 （見上文第一節「非物質文化遺產」

的詮釋）。 
 
頭盆：鵝肝醬 
走進高貴的法國餐廳裡，當然希望一嚐法國的傳統菜式，而鵝肝醬應該最具代表

性了，它也是遊客到法國享用法國菜時，指定要品嚐的食品，並且還會購買罐裝

鵝肝醬，帶返家中回味的一道特殊食品。 

 

製造鵝肝醬，實際兼用上鵝肝和鴨肝，農夫用灌食法將鵝或鴨的肝撐大，一隻鴨

一天灌食二次，為期二至三星期；鵝則需一天三次，灌食一個月，才能達致供使

用標準的鴨肝或鵝肝，它們的肝比正常飼飬的大五至十倍。鵝肝醬在歷史上淵源

已久，法國西南部製作鵝肝醬可追溯至一千多年前的羅馬時期，足以讓它被認定

為具有地域文化傳統的食物。  
 

鵝肝醬的吃法有多種，可作為前菜，配烤熱的麵包，或混合其他材料做成一道菜

式。當晚的頭盆餐單中，排在最前的一項選擇便是鴨肝醬，可選擇傳統 (tradition) 
加配麵包的食法，或經改良的 (innovation)，混合其他材料做成的熱食法。我們同

桌各人不作他選，以鴨肝醬作為頭盆，有些人選點傳統食法，有些人採用改良

法。而最適合的酒是略帶甜味的白酒或香檳，我們便選擇新西蘭的白酒。 
 

                                           
4 香港中文大學歴史系，比較及公衆史學文學碩士課程，香港的古物與古蹟科目，2007 年 3 月 17 日的

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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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菜：海鮮及家畜 
法國菜單通常列出多項魚類供選擇（多魚（餘）），當晚主菜的八項選擇中，海

鮮類便佔上半數，其中更有三種魚類，其餘才是牛，羊及鷄或鮮鵝肝各一。當晚

我們有選取龍蝦的、海鮮大會的、羊鞍的、而大多數選點魚作為主菜，（魚加

羊當然是「鮮」啦）。而配酒方面，我們用上味道較為柔順的波爾多 (Bordeaux) 紅
酒，親身體會法國紅酒的魔力。 

 
甜品：乳酪 
法國人的餐桌上，絕對少不了乳酪，而經法國官方認定的乳酪種類就有 345 種，

每種乳酪都有它的獨特味道與個性。而乳酪與酒，自古就是天生一對，溫和的乳

酪要配柔順的葡萄酒，味道濃厚或較鹹的乳酪，則要伴隨比較強烈的紅酒，也可

以選用甜酒 (sauterne / port)，甚至烈酒。因為同桌各人對主菜時所用的紅酒回味

無窮，所以我們多開一瓶，以醇和的紅酒配搭多種不同味道的乳酪雜盆 (cheese 
assortment)。 
 

3.4 葡萄酒 
品嘗法國餐而未有紅白葡萄酒配合，這跟本就是糟蹋。為了完成整套法國飲食文

化考察研究，我們有紅白酒伴食。 
 

高檔的法國餐廳一般都有一位專業的品酒師來介紹酒類，但當晚這工作，卻落在

剛才帶領我們入座的那位男服務領班身上。在參考了所選擇的食物後，我們從厚

厚的一本酒譜中，挑選了一瓶 1995 年生產的新西蘭白酒 (Palliser SB) 來配襯頭

盆，及兩瓶法國波爾多 (Bordeaux) 地區的瑪歌 (Margaux) 於 2000 年生產的紅酒 
(Desmirall)，分別用來匹配主菜及尾食的乳酪。據世界公認的評酒大師 Robert 
Parker的分析 5，近二十多年來瑪歌出品的紅酒，除2005年外（但它太新 (too young) 
只宜珍藏），2000 年就是最好的產品，值 94 分。紅白酒要儲存於攝氏 12 度的酒

窖裡，飲用時，白酒要低於室溫，所以可卽時從酒窖取來飲用，但紅酒卻要在室

溫中方可，所以便先被放置於一旁，把酒瓶塞子去掉，好讓它呼吸 (breathe) 空氣

一會，也可使酒味變得更為醇厚。 

 
 

4  總結 
飲食是生活的一部份，生活就是文化，具有藝術的表現。法國飲食文化源遠流長，富有

民族特色，怪不得他們要把這種烹飪和美食特質保護下來，並申請列入「人類非物質文

化遺產代表名錄」。 

 

                                           
5 Robert Parker’s vintage chart : http://dat.erobertparker.com/newsearch/vintageChart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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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的越南考察團，除參觀了多項近年被聯合國確認的文化遺產，括文物建築及非物

質文化之外，也親會了快將申請的項目，令這次考察的內容非常充實。 

 

C’est La Vie，意思是：「這就是生活」，一句法國人常掛在嘴邊的說話。不管遇到什

麼困難事件，他們就是兩手一攤再叫句 C’est La Vie! 充份表現了法國人豁達開朗的性

格。這就是生命，我們何苦自尋煩惱去理會它呢？當萬事如意，我們值得舉杯慶祝。當

命途苦厄，那何妨淺醉免憂傷呢？美食當前，醇酒在握，人生幾何？我們應該珍惜身邊

美好的一切，齊喊句 cheers。 
 
 
 
 
 
 
 
 

全文共：4940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