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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京築地水產市場營運近 83 年後，於
明日正式關閉 ，魚市場下周將搬遷至豐
洲。臨別在即，築地不少商販均顯得不
捨，亦有商販批評豐洲市場可能仍
存在問題，要求延遲搬遷，部
分商戶則憂慮將來
營業額下跌。作
家坂本由香
里形容，築
地市場關閉
是「一個
時 代 的
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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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行最後「朝聖」港旅團早不遊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已運作 83 年
的日本東京築地巿場關閉在即，近期不少旅客
都趁機會到市場作最後「朝聖」，惟香港旅遊
業界人士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均表示，近年
築地市場對港人的吸引力不大，因新鮮魚類食
材可在當地其他地方甚至在香港吃到，於清晨
進行的魚類拍賣亦非很多人感興趣，故築地巿
場已非旅行團景點，相信會吸引較多自由行港
人前往。

港人更愛東京近郊
東瀛遊執行董事禢國全表示，近年東京旅行
團行程已沒包括築地巿場，除需一早前往外，
很多港人對魚市場及魚類拍賣也不大感興趣，
故就算早已傳出市場將關閉，也沒特別安排旅
行團參觀，也少有團友提出要求前往。近年參

加東京團旅客，多喜歡到一些車程不算長的近
郊景點如日光、箱根等地觀光。
縱橫遊常務董事袁振寧也指，築地巿場已
非新景點，且新鮮魚類食材可在當地其他地
方甚至香港吃到，所以旅行團已不會安排
前往。加上港人經常到東京，對市內景點
興趣不大，除當地迪士尼樂園因適逢 35 周
年較受歡迎，旅客多選擇前往近郊，如在冬
天時便有不少旅客愛到只需 40 分鐘車程的滑
雪場滑雪。
不過，今日往東京旅遊的陳小姐則表示，由
於之前曾到過築地巿場，
感到市場十分特別，當得

知市場正好在她到東京旅
行期間關閉，她會趁此機

會再到市場作最後參觀。

業 ， 佔 地 23 萬 平
方米，是全球最大型
的魚市場，容納逾 500 間批
發商，每日訪客人次達 4 萬，不
少是慕名而來的遊客，估計每日
營業額達 16 億日圓(約 1.1 億港
元)。不過隨着時代發展，築地
市場的設施逐漸顯得落後，今年
夏季熱浪侵襲期間，市場空調
系統便因不勝負荷故障，魚
販在等候拍賣期間，只能
把鮮魚留在設有凍櫃的貨
車內。

54年老店檔主批政府閃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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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歲的新井貴子自小在築地市場長
大，她憶述兒時跟哥哥在市場玩捉迷藏，
長大後繼承家族的魚攤，售賣鯖魚和黃鰭吞
拿魚等。新井貴子坦言，築地市場關閉令她
心如刀割，「我在這裡成長，當要離開這地
方，就像失去我們大部分的過去」。她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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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市場學習12年 米芝蓮大廚讚人情味濃

■貝卡特佩服魚販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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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址不需巨型冰塊

築地市場鄰近餐廳林立的銀座
區，不少廚師均會在開店前，親自
到市場選購食材。獲米芝蓮兩星評
級 的 法 式 餐 廳 Esquisse 是 其 中 一
間，主廚貝卡特透露，他過去12年
經常到訪築地市場，形容市場不僅
提供新鮮海產，而且充滿人情味，
更為他帶來不少靈感，「這是我人
生中學到最多東西的地方」。
貝卡特來自法國海濱城市馬賽，
本應對海產有一定認識，但他憶述

貝卡特現已是市場的熟客，經
常在日出時分選購鮮蝦和魚類。
他形容築地市場水產品種眾多，
市場的氣味、人流、光線，都能
為職業廚師帶來無限靈感。
築地市場設施日漸老化，但也
為不少魚販留下難忘記憶，例如
由於市場缺乏冷藏設備，每天均
要從製冷廠購入像一個人高、重
達150公斤的巨大冰塊，以免海
產變壞。
■綜合報道

「築地魚河岸」
改名上位
東京築地市場即場關閉之際，
位於場外市場附近的新式市場
「築地魚河岸」亦把握機會，舉
行大規模宣傳，吸引不願改到豐
洲市場採購的顧客。築地市場外
圍的「築地場外市場」亦正研究
是否改名，革新商店街形象。
築地市場嚴格而言分為「場內
市場」和「場外市場」，其中場
內市場是指半密封的批發市場，
即明日關閉的部分，批發市場附
近的商店街則名為「場外市
場」，明日後仍會繼續運作。

築地魚河岸位於場外市場附
近，為兩幢式建築物，既提供
魚類批發市場，亦設有一般購
物中心，目前設有 60 間店舖。
築地魚河岸於上午 5 時至 9
時，只向餐廳買手等批發客戶
開放，其後容許旅客進入。
場外市場呼籲居民為商店街
名稱提供意見，選項包括「魚
市場—場外市場」、「魚市
鎮購物區」，希望透過加強
宣傳，讓外界知道場外市場
不會搬遷。
■綜合報道








東京奧運期間或成停車場
在築地市場工作逾 30 年的中澤良稱，市
場多年來養活東京市民，在事事講求規矩的
日本更顯特別，不滿當局只顧重建市場的商
業利益，強行關閉市場，「我不喜歡豐
洲」。來自澳洲悉尼的遊客吉爾獲悉築地市
場將要關閉後，坦言消息令人傷感，「這裡
面是古老的日本文化」。
東京都政府原訂於前年 11 月，把築地市
場搬往豐洲，但因選址地下水源受污染，結
果延遲至今。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早前在
豐洲市場開幕剪綵儀式上，強調已確保安
全，不過市場裝卸區仍然存在多條數米長的
裂縫，律師宇都宮堅二質疑，豐洲市場仍存
在大量問題，不適宜讓魚販搬遷。
當局仍未決定築地市場用地未來用途，但
預料將於 2020 年東京奧運期間，作為停車
場使用。小池百合子早前則曾建議，把原址
改建為美食樂園，結合築地市場的歷史。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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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每年元旦舉行吞拿
魚拍賣會。
魚拍賣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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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流
■包括商戶及買家在內，估計每日有
4.2萬人

築地市場小資料

首次來到築地市場時，目睹水產種
類之豐富，「我不得不承認自己對
魚一無所知」。他形容在市場內，
並非顧客挑選商戶，而是商戶挑選
顧客，即使是一流大廚，亦不得不
佩服魚販的知識。






示，很多熟客已向她反映，到豐洲市場購物
並不方便，擔心他們未來不再光顧。
築地市場另一個魚攤「樋德」自 1964 年
起營業至今，75 歲老闆娘山口女士近月多
次聯同約 30 名東主，一同反對搬遷市場，
上周末更為此組織遊行。山口坦言，假如新
選址比現時好，她會很樂意搬遷，但當局事
前根本沒充分諮詢，「他們做得閃閃縮
縮」，又透露她曾向築地 261 間商戶進行調
查，逾80%均對搬遷感到不滿。

 

銷售量
■每日賣出合共2,900噸魚類及蔬果
海產/蔬果種類

■480種/270種

保鮮用冰塊
■每日使用180噸冰塊

「日本一」吞拿魚拍賣
■市場每年新年舉行
「初競」
拍賣會，
至今最高拍賣價為 2013 年重 222
公斤的「日本一」藍鰭吞拿魚，以
1.55億日圓(約1,065萬港元)成交
吞拿魚拍賣會場溫度
■須保持攝氏15度

豐洲市場冷氣足 助海產保鮮
豐洲新市場於下周四啓用，築地市場的
魚販將會遷入。相比築地有不少露天地
方，豐洲市場的批發中心設於室內，配備
冷氣，有助控制溫度，保持海產新鮮。
築地市場空調系統老化，今年夏天東
京持續酷熱，魚類等海產因溫度上升影
響品質。有拍賣商指出，夏天時需多放
一半冰塊，以保持海產溫度。豐洲市場
位於室內，能有效控制溫度，保持海產
新鮮，有商販更形容，由海產運入豐洲
市場，直至被購買帶走，海產均像剛捕

獲時般新鮮。
豐洲市場啟用後，商販的營業額亦有望
增加。千葉縣銚子漁港一向運送大量海產
到築地，銚子一名官員視察豐洲市場後，
稱讚場內設施，計劃增加運往市場的鮮魚
量。
入口商 Ocean Trading 每年運送約 1,500
噸挪威三文魚到築地，該公司職員指出，
豐洲市場的設施能令海產維持新鮮，計劃
將每年運送量增至2,000噸。
■綜合報道

搬遷成本
■6,000億日圓(約412億港元) 法新社

■豐洲市場的批發中心配備冷氣
豐洲市場的批發中心配備冷氣。
。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