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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數觀眾的注目下，被叫到編號
的牛隻正從等待區前往評鑑會場，
每一頭都是育肥農家認真養育的肥
美牛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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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的日本名牌牛肉當中，位於其頂點的即為松阪牛。
特別是在兵庫縣但馬、淡路地區所產，以 900 天以上養大的黑毛母和牛，
被冠以「特產松阪牛」此一特別的稱呼。
於每年 11 月所召開的評鑑會「松阪肉牛評選會」上，2015 年參賽了 50 頭肥美牛隻。
而經過 2 小時的評鑑之後，由飼養天數 1007 天，
體重 686 公斤的「桃宮號」奪下了第 66 代女王的榮冠。

決定日本第一
松阪牛的那天

2015 年

11 月 22 日
7 點

起

第 66 次松阪肉牛評選會



高級百貨公司為人所知的

東京伊勢丹新宿店，陳列

著各式配菜、便當、乾貨與東西

式甜點，以及日本各地名產與世

界中珍味的地下一樓美食街，因

購物的人潮而熱鬧非凡。佔據生

鮮食品區一角、沿著通道的肉舖

冷藏櫃長達 20 公尺以上，一路

看下去各式名牌肉的招牌，可以

看到寫著「松阪牛」招牌的專賣

店。只專賣一種名牌牛肉的肉舖，

就筆者所知也只有這裡了。坐鎮

於冷藏櫃內的是，充滿魄力的大

塊松阪牛肉莎朗，可以看到細微

的油脂滿布在鮮豔的紅肉上。更

陳列著腰臀肉、肩內肉、臀骨肉、

腰肉等各種部位，可說是「牛肉

美術館」。這間專賣店只販賣 A5

等級的牛肉，更由於是熟成肉，

其價格可說是驚人的高。順帶一

提，最高級莎朗價格是 100 公

克含稅 10800 日圓。就算如此，

那巨大肉塊也每天都在變小，僅

僅數天便得換上新的一塊。

　　「松阪牛」可說是不同層級

的品牌牛。須滿足在三重縣內特

定區域飼養，沒有生產經驗的黑

毛母和牛，以及登錄於記載了血

統、出生、出貨、物流等資料的

「松阪牛個體辨識管理系統」等

條件，才能稱為「松阪牛」。因

此「松阪牛」可說是日本人都憧

憬著的肉品，只會在需要慶祝的

時候品嘗。事實上，「松阪牛」

還存在著「特產」這種分類存在，

但這並不爲一般人所知。

出生於兵庫縣，經過長期飼
養的「松阪牛」才能稱為「特
產松阪牛」

　　飼養牛隻的農家，買入的小

牛通常在飼育了 600 天左右後

便會出貨。而「特產松阪牛」則

比那再長了 10 個月左右，飼育

時間達到了 900 天以上。也就

是說，讓已經足夠肥美的牛隻，

活著進行熟成。而對於育肥農家

來說，這多出來的期間得背負著

很大的風險。會遇到牛隻的厭食

或受傷，有時還須防備使脂肪硬

化的脂肪壞死症等問題。他們比

起一般飼育農家更需注意牛隻的

身體狀況管理，天氣好的時候還

須帶出牛舍散步與刷毛等照顧，

可說為了牛隻的照顧花費了大量

時間。而像這樣一隻一隻細心照

顧管理的話，一間飼育農家是不

可能有太多隻牛的。

以

　　而另一個條件是「生於兵庫

縣的小牛」，也滿足的話才算是

「特產松阪牛」，其出貨數量只佔

所有松阪牛的 4% 左右。一年只

有 300 頭不到，可說是稀有的

牛種。

　　而說起松阪牛的歷史，是當

年家畜商將在和歌山馴化的但馬

產小牛帶到此地做為農耕牛使

用，而工作 3~4 年後退役的牛隻，

在經過 1 年左右的飼育後，作為

肉牛出售。也因為有這樣的一段

故事，所以「松阪牛」便走上了

與經濟效率等無緣的道路。

被譽為最高級和牛的「松阪牛」
那是既美麗又美味的肉中藝術品

讓人看得入迷！價格驚人！！味道更是自不在話下！！！

日本有超過 200 種以上的名牌牛，各有其擅場之處。
當中被稱為「三大名牌牛」的則是「松阪牛」、「神戶牛」、「近江牛」等三種。
其中之一的「松阪牛」，是由育肥農家在僅僅數頭的規模之下，細心呵護養育成長的。
在此為您介紹其魅力所在。
採訪撰文 /JQR 編輯部 攝影 / 內藤 SATORU

並列於評鑑會場的牛隻們。為了確實分出優
劣，牛隻會進場數次。而在漫長的等待中無
事可做的育肥農家們，與牛隻相處的日常點
滴是否會在此時湧上心頭呢？

每一頭均是毛色漂亮且精壯的牛隻
一字排開的樣子可謂壯觀

味道充滿深度的紅肉與入口即化的優質
油脂為松阪牛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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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保護「松阪牛」這個品

牌做到這種地步的理由，除了其

美味之外更無其他。松阪牛美味

的關鍵在於「細緻霜降與柔軟肉

質」、「富含深奧甜味的高雅香

味」、「入口即化的脂肪營造出的

口感」。而正在研究其美味的，

便是三重縣畜產研究所，依照主

任研究員三宅健雄先生所述，松

阪牛肉最大特點的「入口即化」，

來自內含的不飽和脂肪酸。

美味關鍵在於不飽和脂肪酸
與肌苷酸

　  「不飽和脂肪酸的熔點較低，

因此肉質較軟，油脂也較為入口

即化。」三宅先生表示 ：飼育時

間每多 1 個月，不飽和脂肪酸便

會增加約 0.5%，因此飼養較久

的「特產松阪牛」的肉質更是特

別柔軟。其油脂就算經過冷藏後，

也有耳垂般的柔軟度，在常溫下

更是會變得透明，也因此很難拍

到紅白分明的照片。

　  「特產松阪牛如果沒有經過冷

藏就拍照，是照不出紅白分明的

霜降的。照起來會有點黏膩感。」

而和牛的香味也是隨著飼育時間

的增加而越發強烈，其甜味也是。

作為美味成分的胺基酸與肌苷酸

雖然不可或缺，但令人驚訝的是，

「特產松阪牛」含有胺基酸比例

偏低，但肌苷酸偏高。

　  研究才開始不久，雖然還在

收集資料的階段，但不久的將來，

應該可以科學方式證明「特產松

阪牛」的美味秘密。

本人開始食用牛肉是在進

入明治時代之後，明治 5

年（1872 年）由於明治天皇開

始食用牛肉而一口氣推廣開來，

為了滿足全日本的需求，松阪地

區做為優質牛肉名產地，開始向

縣外出貨。

　  目前，「松阪牛」由以生產者

團體的「松阪牛協議會」為首之

幾個相關團體進行著品牌管理，

其販售店家也多為松阪肉牛協會

會員。其店內會展示著「協會會

員證」或「松阪牛肉指定販賣店

證」，冷藏櫃中陳列的肉品前也

放有「松阪牛標籤」，這標籤正

是牛肉的證明書。而對於每一片

牛肉都進行管理，是為了防止廉

價肉品被偽裝為「松阪牛」並販

賣給消費者。

　  為了對應這種問題，三重縣

松阪食用肉公社於 2002 年 8 月，

日本首次引進了「松阪牛個體辨

識管理系統」。飼育的松阪牛會

分配到一組 10 位數字，從生產

農家、屠宰、到物流的各個程序

中進行統一管理。消費者只要登

入系統網站，輸入「松阪牛標籤」

上的 10 位數字，便可從「松阪

牛個體辨識管理系統」得知牛隻

名稱、出生年月日、出生地、飼

育地點、至 3 代為止的牛隻名稱，

以及飼育農家名稱與飼育天數等

資料（參照左側說明）。除此之

外更記載了屠宰日期、出貨日期

與畜體購買者住址、電話等資料，

可說是也確保購入肉品安全的系

統（僅有日文版）。

日
購入的松阪牛肉可利用「松阪牛
個體辨識管理系統」得知其詳細
資料。

首先確認「松阪牛標籤」上所記
載的 10 位數字。

接著登入三重縣松阪食用肉公社
官 網（http://www.mie-msk.
co.jp），於「查詢牛肉個體辨識
號碼」輸入其數

松阪牛個體辨識
管理系統

在等待區特別訂做的巨大棚子下，肥
美的「特產松阪牛」齊聚一堂。飼育
農家與參加競拍的業者們早已開始進
行自行鑑定，哪頭牛的外觀較佳。

評鑑員共有 6 名，由於冠軍與亞軍的競
拍價格差距高達 1000 萬日圓以上（第
66 次評選會時價差為 2600 萬日圓）。
為了做出無論是誰來看都毫無疑義的說
明，評鑑員正認真地進行牛隻評選。

字，畫面便會出現「個體資料」、
「農家資料」、「屠宰及出貨資料」

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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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11 月舉辦的松阪牛品

評會「松阪肉牛評選會」。

品評會會場松阪農業公園 Bell 

Farm 不僅湧入了松阪當地遊客，

還吸引了來自鄰接的津與伊勢地

區之大量觀眾，這正是如此盛大

的農業活動。去年（第 66 次）

的預選共有 88 頭參加，進入正

選的只有 50 頭。從飼育農家花

費 3 年養育，足以自豪的牛隻當

中，經過公平的評鑑而選出當年

的女王。

　  上午 7 點左右，牛隻陸續到

達會場，進入了等待區巨大帳篷

中。每一頭體重都在 650 公斤

左右。那帶有巨大牛角的巨體，

散發著會使人佇步不前的魄力，

但卻又有著溫柔的眼神，據說牛

有著與外表不符的膽小性格。而

帳篷內也確實充滿著不像拴著

50 頭牛隻的寂靜。

　　到了 9 點，評鑑即將開始。

擴音器叫到號碼的牛隻，由其飼

育的農家牽往評鑑會場。評鑑員

6 名。加上協助的 6 名，評鑑團

共有 12 名成員。首先要評定的

是牛隻的體型大小、整體平衡、

毛色及腳關節緊實度等項目。擔

任副評鑑長的三重縣畜產研究所

主任研究員三宅健雄先生表示 ：

這原本是繁殖牛的評鑑標準，就

是要附有適當筋肉的健康身體，

育肥牛的理想則是在其之上有更

多肌肉。

評鑑員忙碌地在牛隻間移動著，

並從 360 度檢視著牛隻。有時

蹲下來從正下方查看，那是為了

檢查肚子附近是否有傷口或皮膚

病的痕跡。而腳部內側的些許腫

脹也逃不過評鑑員的眼睛。

　  初步評鑑結束後，牛隻會先

回到帳篷內，在一段時間後會再

被叫到，這次則是為了從少數牛

隻中做出排名。並排，比較，改

變排列的順序後，再做比較。評

鑑員們為了確認牛隻間些微的差

異，會重複地進行這種比較方式。

於 獲得冠軍是極大榮譽在眾目睽
睽下，嚴格評鑑持續著

　　「這些都是因為關係到那個

價格。」三宅先生說道。「那個價

格」指的是？就是競拍價的意思，

冠軍與亞軍的差距非常之大。順

帶一提，本次冠軍的競拍價為

3310 萬日圓，而亞軍只有 671

萬日圓，差距達到了 2639 萬日

圓。幾乎等同 15 頭一般牛隻的

價格。因此，評鑑必須盡可能地

公平。

　　隨著評鑑的進行，評鑑會場

上漸漸只剩下了優良的松阪牛。

其差別已到了非專家無法分辨的

程度，所有的育肥農家都靜靜地

等待評鑑員們的討論結果出爐。

似乎意見已經統一了似的，身為

三重縣畜產研究所主任研究員的

岡本俊英評鑑長拿起了麥克風。

　  正是眾人屏氣凝神的一瞬間。

隨著詳細的講評，出場號碼 15

號「桃宮號」的名稱被唸出了。

會場內響起巨大的吵雜與歡聲，

而身為飼養者的北村幸成先生與

桃宮號，則已第一時間被記者們

包圍，開始接受訪問了。

　　開始於昭和 24 年（1949 年）

的「松阪牛肉評選會」，可說是

特產松阪牛飼育農家的大日子。

所有的育肥農家都為了奪得評鑑

會的優勝而努力不懈，這也是特

產松阪牛之所以能維持其特高品

質的緣故。

　  三重縣知事與松阪市長蒞臨

了 12 點開始的頒獎典禮，並給

予獲獎者們祝福的話語。接著便

是下午 1 點開始的公開競拍活

動。競拍者的聲音此起彼落，與

告示板上不停變動的價格對照

著。隨著價格列出「3,700,000-」、

「3,800,000 -」、「3,900,000 -」、

「4,000,000-」等數字時響起了

鼓掌聲。在平成 14 年（2002 年）

的「松阪肉牛評選會」上，獲得

冠軍的牛隻拍賣出了 5 千萬日圓

的高價，可說是凝聚了松阪牛其

品牌精神的一大盛事。

獲得「松阪肉牛評選會」冠軍可說是極大榮耀。從頒獎典禮到競拍活動都吸引了大量觀眾，而隨著競拍價格提高，慶祝的鼓掌聲
也隨之此起彼落。

漂亮奪下冠軍，滿面笑容的北村幸成先生。因為今年（2016 年）5 月舉辦的 G7 伊勢志摩高峰會之緣故，桃宮號於拍賣活動上出了 3310（高
峰會日文諧音）萬日圓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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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QR 編輯部（以下簡稱 J）：選擇

小牛的時候有訣竅嗎？

久保巳吉（以下簡稱久保）：柔

軟的小牛。皮膚柔軟的最好，太

過僵硬的小牛是無法養成好牛隻

的。

J ：從小牛開始就不一樣了呢。

久保 ：體型也很重要。背部線條

跟站立時腳的樣子。駝背的話養

不出肉。還有肘部也得打直，我

選擇的都是這樣子的小牛。開始

飼養時，為了要把肚子弄大，大

量餵食飼料。不這樣的話撐不過

3 年。由於特產松阪牛得養 900

天以上，所以一定要把胃袋弄大。

J ：飼料是？

久保 ：通常不餵太好吃的，稻稈

跟牧草吧。

J ：稻稈是煮過的嗎？

久保 ：以前會煮，現在都直接餵

了。餵飼料的方式每個人都不一

樣，有切得比較長去餵的。切短

一點會吃的比較多就是。

J ：不管煮或不煮，還是一樣會

養大。

久保 ：一樣啊。養大了之後就開

始會餵蒸過且壓扁的麥子跟玉米

了。

J ：有奪得評選會冠軍的獨家養

育法嗎？

久保 ：我是不太清楚啦。總之選

很能吃的牛就對了。買進體型不

錯的小牛。可以 3 年一直吃，平

均能吃到 2 公斤左右的牛最好

了。但是不吃了的話就糟糕了。

J ：不吃的話怎麼辦呢？

久保 ：先餵維他命，通常是缺乏

維他命才會不吃的。

J ：也會讓牛隻喝啤酒嗎？

久保 ：啤酒能促進食慾，能正常

吃飼料的話就不讓牛隻喝。

J ：養牛有趣嗎？

久保 ：有趣啊。要很早起，有空

的話會把牛帶出牛舍，帶到溫暖

的地方刷毛啊。能肥美的長大是

最高興的了。飼料吃剩的話，也

會想著為什麼今天不吃東西啊，

等等事情。

J ：飼養的牛隻獲得評鑑會冠軍

應該很高興吧。會產生感情嗎？

久保 ：說的是呢，會想每天要更

努力認真的飼養牛隻。因為是有

生命的生物嘛。在評鑑會獲得冠

軍，但那之後到 12 月 20 日的 1

個月內，養起來真的是很費心啊。

不可能不餵飼料，但餵太多搞壞

身體的話就糟糕了。真那樣的話

會還蠻難過的。

J ：牛隻是蠻大的。

久保 ：很膽小啊，換廄房的話也

會不吃東西呢。

J ：您養了很久的牛呢。回顧起

來是什麼感覺呢？

久保 ：從 12 歲開始已經養了 70

幾年了。討厭的話就不可能每天

這麼早起來了。早上能吃飼料的

話就放心，吃剩了的話就擔心。

牛隻生病的話就鋪席子跟牛一起

睡。應該是喜歡養牛的關係才能

一直這樣做下來的。

JQR 編輯部（以下簡稱 J）：對您

來說理想的小牛是怎樣的呢？

栃木治郎（以下簡稱栃木）：我

會選背部筆直，身體有彈性，腳

部漂亮的小牛。

J ：重點是骨架跟體型嗎？

栃木 ：還有肚子，肚子大的牛能

吃比較多。

J ：選小牛的時候有失敗過嗎？

栃木 ：每次當然都是精挑細選的

小牛，但在 700 天左右的時候

突然出狀況也有過幾次了。多是

腹部的脂肪累積起來後就開始不

吃了。

J：讓不吃的牛繼續吃的方法是？

栃木 ：硬要餵的話有其風險。通

常會餵牠喝啤酒等牠自己回復。

去年也有覺得養得不錯的牛，在

9 月達到了 670 公斤，但突然不

吃飼料就瘦下來了。

J ：這樣就沒辦法在評鑑會獲勝

了嗎？

栃木 ：沒辦法呢。由於食慾一直

回不來，想說這樣 10 月 24 日

的預選都沒辦法獲勝，雖然可惜，

但最後還是賣掉了。量了一下，

結果瘦到了 620 公斤，一個月

就瘦了 50 公斤呢。還好肉質還

算不錯，被東京的百貨公司買走

了。

J ：飼養時間拉長有很大的風險

呢。

栃木 ：兵庫縣產的牛隻 1 天餵 2

次 2.5 公斤的飼料，共 5 公斤。

特產松阪牛就是把這種兵庫縣的

小母牛養上 900 天。而九州產

的 牛 1 天 則 是 餵 10~12 公 斤，

20 個月就長到 750 公斤左右。

J ：牛隻的產地跟雌雄都會影響

飼養方式呢。飼料方面有什麼特

別的嗎？

栃木 ：飼料的話應該到哪都一樣

吧。都是進口飼料，只有稻稈是

國產的。進口飼料則是麥子最好。

J ：有食慾下降之外有會擔心的

事嗎？

栃木 ：就是夏季的大熱天，牛隻

在那時最虛弱了，蒼蠅也在那時

冒出來。為了不累積沼氣，牛舍

每天至少都得清掃一次。再來就

是生病了，發燒的牛從臉就看的

出來。

J ：牛因為體型巨大，靠近的話

總感覺怕怕的。

栃木：雖然體型大，但很膽小啊。

小牛剛進來的時候都會怕怕的，

但過 3 個月之後就跟人很親了。

跟狗一樣，走到哪跟到哪，很可

愛的。

J ：對於松阪牛的高評價有什麼

看法呢？

栃木 ：我想，只是自豪於名牌牛

是不行的。其他縣也正在為了追

過我們而努力不懈著。

J ：以能力所及來說，能養到幾

頭牛呢。

栃木 ：30 頭應該還行吧，那是

極限了。了解牛的人至少每天得

輪流看上一次才行。也有那種一

口氣養了 200 頭牛的人，但我

還是覺得養到 150 頭，降低頭

數但更細心的養育方式會比較

好。

由兩人所敘述的牛隻一二事

傳說中的育肥農家

［久保巳吉先生、栃木治郎先生］

松阪市飯南町深野地方是以松阪牛發源地所為人所知的山中村莊，
長年於此地養育牛隻的名人所傳授，養育優質牛隻的方式。
構成 /JQR 編輯部 攝影 / 鹽川真悟

有空閒便會替牛刷毛的久保先生表示，與牛一同度過的時間是最棒的。

帶牛出門散步的栃木先生。為了讓牛隻
不累積壓力，清潔牛舍是每天必做事項。

深野地方最年長的現役育肥農家，86 歲。
共獲得松阪肉牛評選會冠軍 5 次。

久保巳吉先生

深野地方的現役飼育農家，83 歲。共獲得
松阪肉牛評選會冠軍 3 次。

栃木治郎先生

兩人合計共獲得 8 次冠軍！

牛隻生病時曾因放
不下心而一起睡過

在能力所及的數
量內認真地飼養



阪市座落於鄰接奈良縣的

山丘與伊勢灣所包夾的平

地上，江戶時代曾隸屬於紀州藩，

是輩出伊勢商人的商業城市。而

松阪受惠於其地理位置，自古就

擁有了豐富的山、海產，進入明

治時代後則開始販售退休的農用

牛隻，至今便成了養育食用牛隻

的名產地。

　　松阪牛一舉成名的契機，是

因為獲得了昭和 10 年（1935 年）

於東京所舉辦的「全國肉牛畜產

博覽會」的榮譽獎項。自那之後

便一直以名牌和牛之首，持續守

護著其美味與品質。

　　中村社長表示 ：自開始飼養

食用牛以來，松阪的養牛戶多是

家族經營的小農家，於牛舍不會

放入過多牛隻，因此飼養頭數也

不多，以能關注到所有牛隻的方

式珍重地飼養著，在講究飼料使

用、保持牛舍清潔且降低牛隻壓

力的飼育之下，成功培育出了肉

質極佳的牛隻。

　　戰後還有人給牛隻飲用啤

酒，或於牛隻身上塗抹燒酒，又

或是帶出散步等各種嘗試，想養

出更加高級的肉質來。那麼，被

譽為「日本三大和牛」之一，極

受歡迎的「松阪牛」，其味道與

其他和牛相比究竟有何不同呢？

「就是油脂的甜味，由於熔點低，

馬上就會融化。再加上那細緻的

肉質與柔軟度。」如同社長所說，

一入口便可感受到那肉質的鮮

美，而隨著咀嚼，優質牛肉才有

的香氣便擴散至整個口中。吞下

之後，那油脂的甜味與肉的美味

便輕盈地融入體內，感覺非常清

爽。

希望客人能品嚐到松阪牛美味
因此盡可能提供新鮮肉品

　　為了保有「松阪牛」的原味，

丸中本店也於上一代時便與特約

農場訂下契約，以麥稈、麥麩及

玉米等作為飼料，並以美味的山

泉水餵養牛隻。中村社長如此說

道，為了能以合理價格供應好牛

肉，一定需要自家農場。

松

美味松阪牛歸功於願
不惜勞力養育牛隻的風土民情

由當地老牌肉店所敘述，其為極品的原因

和牛已是受世界所肯定的食材，其中「松阪牛」又以其雪花且細緻的肉質，
以及甘甜且低熔點的油脂為其魅力所在。
由肉舖「丸中本店」中村社長為我們分析松阪牛美味的原因，並介紹品嘗方式。
攝影 / 鹽川真悟 採訪撰文／中井 SHINOBU

　　而這間農場生產著源自 900

天以上兵庫縣產小母牛的「特產

松阪牛」，以及全國嚴選，900

天以上小母牛的「松阪牛」兩項

肉品。店面則陳列著 A5、A4 等

級（日本牛肉等級，A5 被視為

最頂級）的「松阪牛」，以及母

黑毛和牛牛肉與其他配菜等商

品。

特產松阪牛的特徵是其柔軟的
肉質與細緻的紋理。但由於油
脂的熔點偏低，從冷藏庫取出
後，過沒多久便會開始融化，
因此很難拍到紅白分明的照
片。這也是難以判斷肉質的原
因之一。

松阪牛是養在仍保留了自然景
色且閑靜群山間。乾淨的空氣，
清澈的流水都是為了養育美味
肉牛所不可或缺的。松阪剛好
就座落於滿足以上條件的地
方。

中本店創業於昭和 23 年

（1948 年 ）， 曾 於 松 阪 牛

肉專賣店「和田金」服務過的初

代店主，以「盡可能便宜地提供

優質牛肉，以讓更多人能品嘗到」

為初志，於戰後獨立開了該店。

身為第三代的中村社長便是看著

這樣的祖父與父親身影成長的。

由於從很小時候便品嘗過「松阪

牛」美味的緣故，對牛肉的味覺

較常人敏銳許多。但在當時，卻

怎樣也沒有繼承家業的念頭湧

出。大學畢業後選擇於進入一般

公司，也是因為抱有「自己真的

能成為肉舖的主人嗎？」的不安

之故。決心回老家承接的契機，

則是父親的一場大病。為了幫助

父親而辭掉工作，回家中的店裡

幫忙，此時正好是他 30 歲的時

候，他笑著說 ：至今則成了比任

何人都熱愛松阪牛的一個人。

　　店員們熱心地回覆顧客的問

題，並傳授各部位不同的料理方

式。後場則有熟練師傅們迅速地

將牛肉切片並陳列於店面。這充

滿活力的店裡氣氛，似乎正是中

村社長希望大家都能品嘗到美味

「松阪牛」之願望的寫照。

面對滿店的客人，依然可以俐落地合作應對的「丸中本店」店員們，也可詢問料理與品嘗方式等問題。

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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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中本店
中村太社長



日下午，丸中本店陸陸續

續地有顧客來到。有一次

購買數公斤松阪牛肉的豪客，也

有購買可樂餅與炸肉餅等配菜作

為晚餐菜餚的一般顧客，據說可

樂餅一天可以賣出 2000 個上下。

　　「可樂餅與炸肉餅等商品都

使用了松阪牛碎肉，品嘗起來非

常美味。就連可樂餅入口後也可

品嘗到濃厚的肉味。」聽了之後

忍不住買了可樂餅想大快朵頤，

的確與一般的不同，馬鈴薯帶有

滑順的甜味，而更明顯的則是牛

肉的香味，隨著咀嚼便慢慢地傳

達出來。確實沒吃過這麼充滿肉

味的可樂餅，而且一個只要 86

日圓，不難想像為什麼有人會一

次買 10 個、20 個回去了。

　　「100 公 克 要 價 3000 日 圓

的夏多布里昂牛排確實非常美

味，但這種品質的肉不是每天都

可以吃得起。高級肉適合在需要

慶祝時品嘗，平常就吃吃五花肉

的烤肉，或是絞肉做的漢堡排就

好。因為就算是五花肉或絞肉，

只要是松阪牛肉都非常美味。而

知道了這種美味之後，才更能了

解優質牛肉的好吃在哪。」

　　那實際來說，怎樣的部位適

合怎樣的料理方式呢？中村社長

解說道 ：「里脊肉與肋肉適合以

壽喜燒涮來吃，燙過的肉可以滴

落多餘油脂，適合怕油膩的人食

用。菲力肉與莎朗肉則適合做牛

排或網烤，做成牛排則量不要少，

肉要大塊較好。表面烤過上色後，

以鋁箔紙包起後放於淺盤中，慢

慢地讓熱度滲入其中。這樣便能

烤出肉汁不流失、濕嫩且柔軟多

汁的牛排了。雖然只用鹽巴調味

便非常美味，但也推薦搭配山葵

的清爽口感。大腿肉等瘦肉則適

合做烤牛肉。牛筋可做燉牛肉、

內臟則適合以烤肉方式品嘗。」

　　曾經在狂牛症、口蹄疫鬧得

沸沸揚揚時完全沒有顧客上門，

而未來也有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等不安因素存在。就算

如此，中村社長仍熱情地傾訴希

望將「松阪牛」此一名號傳承至

後代。日本豐富且充滿特色的飲

食文化，可說正是由這樣的熱忱

所支撐起來的。

某

昂貴不代表美味，知道如何搭配
料理選擇肉品更為重要

現點現炸的可樂餅 1 個 86 日圓，上等可樂餅則是 108 日圓。

也可在網路商店購買到的丸中松阪牛咖
哩，1080 日圓。放入了滿滿的優質松阪
牛肉。

照片左方為負責所有肉品加工
處理的專務取締役中村元先生，
中間為中村社長，右方為負責
一般事務的社長夫人中村智代
女士。可從充滿獨特風格的招
牌中，一窺丸中本店的歷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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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類料理西餐廳 岡

壽司萬

在松阪品嚐道地肉品
●牛排

●壽司

為譽為日本三大和牛之一的「松阪牛」，不僅美味，但價位也非常高。
在此為您介紹當地數間能以合理價格品嘗到頂級松阪牛肉名店。

攝影 / 鹽川真悟、高見尊裕 採訪撰文／中井 SHINOBU

地元松坂で味わう

美食介紹
闆岡勳先生表示 ：該店只使用自己精

選的松阪牛肉，重要的是如何採購符

合該店菜色要求的肉品。使用的牛排肉經過

20 天左右自家熟成，更濃縮了其美味。重

複加熱與靜置的動作，在確認火侯之後，同

時把上桌時鐵板的餘熱也計算在內。下刀感

覺不到阻礙的菲力牛排，入口後不用多言便

可感覺到其高雅的香味。以細碎的日曬鹽進

行調味，無需醬汁即可品嘗到極致的味覺體

驗。

店開業於昭和 26 年（1951 年），以

伊勢灣所產的海鮮為主，可品嘗到當

季最美味食材的壽司店。目前由第三代與第

四代主掌店內事務。年輕店長修一郎先生表

示 ：「松阪牛肉每天都是從信賴的店家那進

貨的」。將肩肋之間，可生食等級的 A5 牛

肉稍微炙燒過，並做成握壽司。剛好是入口

即可感覺到融化油脂的絕佳溫度。清爽的醋

飯與山葵更是襯托了其美味。「牛肚肉卷」

與「松阪牛肉湯」等餐點也非常受歡迎，為

了吃該店的松阪牛肉壽司而專程前來的客人

也不在少數。

松阪市內五曲町 115-20
電話 ：0598-21-2792
營業時間 ：11 ：00~14 ：20（最後點餐時間）
　　　17 ：00~20 ：20（最後點餐時間）
公休 ：週二、每月第二週三

松阪市平生町 14 夢之樹大道
電話 ：0598-21-1891
營業時間 ：11 ：00~13 ：30（最後點餐時間）
　　　17 ：00~21 ：30（最後點餐時間）
公休 ：週四

店家資訊

店家資訊

老

該

以日本酒點火後搭配奶油的 200 公克菲力牛排，附贈湯、沙拉、麵包或白飯，含稅定價
8000 日圓

松阪牛握壽司每貫 800 日圓，肩肋間肉以鹽與山葵享用。

想要品嘗松阪當地正牌「松阪牛」的您
想要在沒有壓力的氛圍下輕鬆用餐的您
想要以合理價格品嘗松阪牛的您

推薦給符合以下條件的饕客

松阪牛

餐點價格除特別標明外，皆為未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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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東 京 的 義 大 利
餐 廳 學 廚 藝 後，
繼 承 父 親 成 為 第
二代的岡勳店長，
非 常 強 調 重 視 素
材的精神。

第 四 代 老 闆 近 藤 修 一 郎 先
生，曾在大阪與海外壽司店
磨練過手藝，如今回到老家

「壽司萬」掌廚。



「特選松阪牛壽喜燒」1 人份定價為
9700 日圓 ~2 萬 1800 日圓。圖為 1 人
份 1 萬 5800 日圓的牛肉。瘦肉與油脂
分布均勻，入口即化。先放入牛肉，接
著品嚐蔬菜與豆腐，最後將肉汁拌於白
飯上，便可毫無遺漏地享受牛肉全部美
味。

美麗雪花呈現優質肉質。前面為上等瘦肉（1450 日圓），左邊為炙燒肉（2300 日圓）、特選里
脊肉（2500 日圓），右上為上等五花肉（1750 日圓）。使用七輪炭火爐網烤則可滴落多餘油脂。 松阪市南町 232-3

電話 ：0598-26-4457
營業時間 ：11 ：00~22 ：00（最後點餐時間）
公休 ：無

店家資訊

松阪市京町 508-4
電話 ：0598-21-0109
營業時間 ：11 ：30~20 ：
00（可能會視準備或食材
備貨狀況而早些店休）
公休：無（可能會臨時店休）

DATA

大田雅元店長表
示 ：希望大家能
享受優質牛肉各
個部位不同的美
味。

女老闆西村美紀
子女士。濃厚但
入口清爽的密傳
醬汁口味，是一
子相傳，只有女
老闆知道配方內
容。

在松阪品嚐道地肉品 松阪牛美食介紹

一升瓶總店 兼具美味與香味的松阪牛 KAMEYA
◎烤肉 ◎壽喜燒

店開業至今 54 年，購買整

頭松阪牛，並將所有部位肉

品以平易近人價格提供的烤肉店。

不僅有雪花特選里脊肉、五花肉，

也有被稱為「夢幻內臟肉」，柔軟

但厚實的小腸等新鮮度極為重要的

內臟類，均可在此品嘗到。其味道

的關鍵在於開業以來傳承至今的

「秘傳味噌醬」，為了讓客人順口享

用當時還不普遍的內臟類，因此開

始以味噌做底調配醬料。依照部位

不同決定肉的厚度與大小，只有對

肉知之甚詳的店才可做得到。而要

能每天都吃到這不被撼動的新鮮美

味，也只有在三重縣開設了 12 間

分店的「一升瓶」才做得到。

該 「兼具美味與香味的松阪牛」

作 為 宗 旨， 自 昭 和 23 年

（1948 年）開業至今，只提供 A5

級松阪牛肉。除了壽喜燒外，還提

供牛排與牛肉漢堡排等西式餐點，

可滿足對牛肉囉嗦的饕客。電影導

演小津安二郎與松下 Panasonic 創

辦人松下幸之助等各領域的名人均

曾光臨此店，由此可見其美味程度。

「特選松阪牛壽喜燒」可品嘗到帶

有美麗雪花花紋的里脊肉，厚切的

肉片可說厚實感十足。調味品僅有

砂糖與秘傳醬汁而已，一入口便能

理解那帶著油脂的濃厚美味，讓人

只想再多來幾碗。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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