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饅頭的起源及其流變 
張之傑 

（本會會員） 

 

 

摘要：饅頭原稱曼頭，是一種包有餡料的麵食，首見於西晉文獻，筆者認為或可上推至

東漢。由於曼頭字面難解，不免懷疑是個音譯的外來語。本文反覆論證，認為可能源自

佛誕日用來供奉佛陀的印度甜點 modak，傳入中土後音轉而為曼頭。唐代曼字加上食

部，而成饅頭。到了宋代，饅頭有了包子的別稱，但饅頭仍為主要稱謂。直至清初，華

北始分化為二物，實心者為饅頭，包餡的為包子，而吳語地區則一仍舊慣。突厥語系有

manti一詞，指包餡的麵食，即包子或餃子。筆者推測，南北朝時饅頭傳入突厥，音轉

為 manti。6-11世紀的突厥大遷移，manti廣泛分佈至突厥語系地區。其後隨著蒙古西征、

帖木兒王朝崛起、鄂圖曼土耳其擴張，manti擴散至阿富汗、伊朗、南高加索、巴爾幹

半島及前蘇聯各加盟國。 

關鍵詞：饅頭、包子、印度、佛教、modak、突厥、manti 

 

一、前言 

關於饅頭一詞的語源，一般說法認為始自諸葛亮，此說首見北宋‧高承《事物紀原‧

卷九》：「小說云，昔諸葛武侯之征孟獲也，人曰蠻地多邪術，須禱於神，假隂兵以助之。

然蠻俗必殺人，以其首祭之神，則饗之，為出兵也。武侯不從，因雜用羊豕之肉，以包

之以麵，象人頭，以祠神，亦饗焉，而為出兵。後人由此為饅頭，……則饅頭疑自武侯

始也。」1 

諸葛亮發明饅頭之說，正史不載。上述引文開篇曰「小說云」，末尾又說「疑自」，

可見出自傳說。中國人有個習慣，常把發明推給古人，其中兩位古人「發明」的東西最

多，諸葛亮是其中之一，另一位就是漢民族的共同祖先黃帝。諸葛亮「發明」饅頭的故

事，姑妄聽之可也，不必當真。 

饅頭一詞首見於西晉‧束皙（264-300）之〈餅賦〉2：「三春之初，陰陽交際，寒氣

既消，溫不至熱，於時享宴，則曼頭宜設。」曼頭，即饅頭。享宴，指君王宴請群臣，

典出《左傳．成公十二年》：「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饅

頭用於享宴，說明當時是高貴食品。 

饅頭的「饅」字，是個後起字，現存金文、篆書、隸書等皆無饅字，西漢史游《急

就篇》、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中亦無饅字。由於是一種食物，到了唐代人們始將曼頭

寫作饅頭。3 

 
張之傑，業餘科學史研究者，本會創會人。電郵：zjzhang@seed..net.tw 

 
1 維基文庫四庫全書本《事物紀原‧卷九》，標點作者所加。 
2 百度百科｢餅賦」條。 
3 劉樸兵〈古今饅頭考〉，《尋根》，2019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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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束皙〈餅賦〉提到饅頭，可見當時饅頭歸為餅類。東漢‧劉熙《釋名‧釋飲食》：卷

二十六：「餅，并也，溲麫使合并也。……蒸餅、湯餅、蝎餅、髓餅、金餅、索餅之屬，

皆隨形而名之也。」4引文所列六種餅，蒸餅和湯餅為烹飪方式，蝎餅可能外形似蠍子

（頭大尾小）5，髓餅指包有牛羊骨髓的烤餅6，金餅和索餅指外形似金幣（圓形）、繩索

（長條狀或麻花狀）。這段引文說明，「餅」曾經是麵食的統稱，包括蒸的、煮的和烤的。 

從東漢‧劉熙《釋名‧釋飲食》，看不出所載的各種餅是用死麵或發麵做的。關於發麵，

首見南朝梁‧蕭子顯撰《南齊書》7卷九、志第一、禮上：「齊永明九年正月，詔太廟

四時祭，薦宣皇帝麵起餅……」清‧徐珂《清稗類鈔·飲食·麵起餅》8：｢麪起餅，即

俗所言發麪餅，俟麪發酵製成之者也。」按永明九年，西元 491 年。可見隋唐之前，

已有發麵法。 

西晉晚期的盧諶（285-351）著有《祭法》，也提到饅頭。《祭法》早已亡佚，現存

文字見唐代類書《初學記》：「春祠用曼頭、餳餅、髓餅、牢丸，夏秋冬亦如之。」9春

祠用的四種祭品，後三種：餳餅（麥芽糖餅）、髓餅（牛羊骨髓餅）、牢丸（牛肉等肉丸）

字面可解，唯獨曼頭字面難解，不禁懷疑曼頭是個外來語。那麼這個外來語源自何處？

源自異域之何物？ 

上網查找，發現已有大陸學者探究此事，源頭均指向印度。或許筆者孤陋寡聞，未

見大陸學者寫成正式文章。茲不揣淺陋，試以古代饅頭的形態作為切入點為饅頭一詞探

源，進而探討其流變。 

 

二、古代饅頭的形態 

北宋‧高承《事物紀原》對於饅頭始自諸葛亮的說法雖不可信，但「雜用羊豕之肉，

以包之以麵」，可見宋人所說的饅頭，是一種包有餡料的食品。至今吳語地區仍保存古

稱，無論包餡與否，統稱饅頭。10例如小籠包，稱為小籠饅頭。11據友人金榮華教授告

知，上海稱水煎包為生煎饅頭。 

日本、韓國也保存古稱。日本的「饅頭（まんじゅう）」，通常指包有紅豆餡的甜點

12，如太鼓饅頭（車輪餅）；包肉的稱肉饅頭（にくまんじゅう）；日本沒有不包餡的饅

頭。在韓語中，饅頭是包子、餃子的統稱，如水餃稱水饅頭，蒸餃稱蒸饅頭，大包子稱

 
4 維基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釋名‧釋飲食》。 
5 維基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釋名‧釋飲食》：「蠍餅，畢沅‧疏證：《齊民要術》云，截餅一名

蠍子，蓋即蠍餅也。」 
6 《齊民要術‧餅法》：「髓餅法，以髓脂、蜜，合和麵，厚四五分，廣六七寸，便著胡餅爐中，

令熟。勿令反覆，餅肥美，可經久。」可見髓餅是一種胡餅。《太平御覽》卷八十六引西晉‧司馬

彪著《續漢書》：「靈帝好胡餅，京師皆食胡餅。」漢靈帝西元 168 年至 189 年在位。可見至遲東

漢時胡餅已傳入中國，並已盛行。 
7 維基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南齊書》。 
8 維基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清稗類鈔》飲食類二 
9 維基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初學記》。 
10 漢語多功能字庫「饅」字：從「食」，「曼」聲，與「頭」連用。「饅頭」表示用麵粉發酵蒸成

的食品，本有餡，今多數地區稱無餡為饅頭，有餡為包子，吳語區則有餡無餡統稱饅頭。 
11 小籠饅頭，見維基百科「小籠包」條。 
12 維基百科「饅頭（日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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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饅頭等等。13 

從吳語及日、韓稱謂，可見古時的饅頭，是一種包有餡料的麵食，惟無由得知其形

態。北宋‧阮閱編《詩話總龜》透露端倪，該書前集卷四十：「木饅頭，京師亦有之，謂

之無花果。狀類小梨，中虛，色微紅，味頗甘酸，食之發瘴。」14將無花果稱為木饅頭，

可見無花果與饅頭形態相似。 

無花果是一種漿果，生鮮時呈梨形，頂端有蒂，外部有稜，花蕊藏果內，呈紅色。

曬成果乾後，變扁，果皮變黃，果內花蕊（果肉）的顏色變淺。宋人將無花果稱為木饅

頭，可見饅頭是一種包有餡料，外部有稜，外形似無花果的麵食。討論至此，古時的饅

頭已呼之欲出，即外部有摺，頂端有繫，類似小籠包的麵食。 

如果饅頭是外來語，那麼哪種域外食品的形態類似小籠包？由此作為切入點，或可

探知其語源。 

 

三、曼提羅餅與饅頭 

2017 年 2月 8日，在西安舉行的「長安與絲路學術論壇」上，蘭州大學的高啟安

教授指出，《十誦律》中提到的曼提羅餅，應為饅頭一詞的語源。15並將曼提羅的讀音擬

為 mantil，又說餢飳、餺飥、饅頭皆其音譯。 

《十誦律》由天竺僧人弗若多羅誦出，鳩摩羅什翻譯（404-409 年）。《十誦律‧卷三

十四》：「佛在王舍城竹園中。諸居士辦種種帶鉢那，胡麻歡喜丸、石蜜歡喜丸、蜜歡喜

丸、舍俱梨餅、波波羅餅、曼提羅餅、象耳餅、餛飩餅、閻浮梨餅，持是餅向僧坊。……」

16 

較《十誦律》稍晚譯出，法顯與佛陀跋陀羅譯的《摩訶僧祗律‧卷二十九》（418 年）：

「餅者，大麥餅、𪍿麥餅、小麥餅、米餅、豆餅、油餅、酥餅、摩睺羅餅、鉢波勒餅、

牛耳餅、波利斯餅、芻徒餅、曼坻羅餅、歡喜丸肉餅，如是比一切皆名餅。……」17 

《十誦律》與《摩訶僧祗律》所載種種食品，有援用中國名稱者，有意譯者，有

音譯者，曼提羅餅、曼坻羅餅屬於音譯，兩者應指同一物。如果高啟安教授的推論為真，

即饅頭係梵文曼提羅之譯音，那麼印度有沒有一種食品以曼提羅為名？ 

高啟安教授將曼提羅之梵文讀音，擬為 mantil，似乎有違梵譯漢慣例。漢文之「羅」

字，通常對應梵文 la或 ra 音。曼提羅，擬為 mantila 或 mantira或稍近似。筆者查閱《中

英佛學辭典》（佛光出版社，1977），「曼」字項下無曼提羅或曼坻羅，但有曼供、曼勝

尊、曼怛羅（曼特羅，或滿怛羅）等十幾個詞彙，大多和密教有關。其中 mantra（真言）

有曼怛羅、曼特羅、滿怛羅等三種音譯；mandala（壇城）有曼荼羅、曼怛羅、曼特羅、

曼陀羅、曼拏羅、蔓陀囉、滿荼邏等七種音譯。 

曼荼羅一詞，首見於《梨俱吠陀》，到了佛教晚期，曼荼羅成為密教的重要名相，

 
13 維基百科「饅頭（韓國）」條。 
14 維基 中國哲學書電子計劃《詩話總龜》。 
15 高啟安演講視頻〈饅頭是外來語〉，見 https://video.artron.net/c5784.html 
16 維基文庫《十誦律‧卷三十四》。 
17 CBETA 漢文大藏經《摩訶僧祗律》卷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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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義為圓形。18我們不免臆測，曼提羅是否為梵文 mandala 之音譯？密教隋唐時傳入

中國，是為密宗（或稱真言宗）。密宗是漢傳佛教大乘八宗中，傳入最晚的一個宗派。

鳩摩羅什翻譯《十誦律》、法顯與佛陀跋陀羅翻譯《摩訶僧祗律》時，mandala似乎尚無

曼荼羅、曼怛羅、曼特羅、曼陀羅等音譯，以致分別譯為曼提羅和曼坻羅。如曼提羅餅

確為 mandala餅，其形態為何？ 

筆者藉助 Google 翻譯，試將曼提羅餅譯為梵文，再轉譯為英文，得出 mantiro，僅

僅是個譯音，並無意義。另一方面，將曼荼羅餅譯為梵文，再轉譯為英文，得出 mandal 

cake，輸入 Google 圖片，原來是一種圓形糕餅，表面佈滿曼荼羅幾何紋飾。這種極盡

裝飾之能事的圓形糕餅，未包餡料，顯然與饅頭沒有淵源。當然，曼提羅餅未必就是曼

荼羅餅，暫且作此假設，以待識者進一步研究。 

 

四、Modak與饅頭 

如果曼提羅餅與饅頭無關，那麼饅頭源自哪種域外食品？作者不詳的網路文章〈饅

頭：不會是諸葛亮發明更可能是印度的佛系點心〉19，認為饅頭一詞除了可能和曼提羅

餅有關，也可能和印度食品莫達克（modak）有關。據英文版維基百科 modak 條，莫達

克是一種外形似小籠包，以粳米粉或麵粉作麵皮，包有椰肉及石蜜（原始蔗糖）的甜點。

印度教用來供奉象頭神（Ganesh 迦尼薩），佛教則於佛誕日用來供奉釋迦牟尼。 

英文版維基百科 modak條，附莫達克圖片。將 modak 輸入 Google 圖片，出現的莫

達克圖片，有蒸的、炸的，多不勝數。一些切開的莫達克，更能體會何以古人將無花果

稱作木饅頭的原因。如果古人所稱的饅頭似小籠包的推論為真，看了這些圖片，饅頭源

自莫達克殆無疑義。限於著作權，僅將英文版維基百科的莫達克圖片附貼於此。 

 

 

 

 

 

 

印度馬哈拉什特拉邦供奉象頭神的莫達克。

Imutkarshpatil攝，英文版維基百科提供。 

 

印度教的象頭神，被晚期佛教吸收，成為密教的歡喜天。唐武宗滅佛，漢傳佛教的

密宗在中土式微，甚至消失，但在日本得以流傳，至今日本仍用一種稱為「歡喜團」的

食物，供奉歡喜天。歡喜團的餡料由甜食製成，包在油炸的麵皮中，和莫達克如出一脈。 

根據英文版維基百科，modak 係馬拉提語拉丁化轉寫。馬拉提語是度哈拉什特拉邦

的官方語言，其語音、語法與梵語最為接近。在 Google翻譯上，鍵入 modak，可輸出

其語音：mo是長音，da是短音，k是輕音，因而入耳的主要是 moda兩個音。至於莫達

 
18 維基百科「曼荼羅」條。 
19 百度百科「饅頭：不會是諸葛亮發明更可能是印度的佛系點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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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如何輾轉音譯為曼（饅）頭，事關聲韻學，就非區區所能妄論了。 

 

五、modak 的傳入 

《十誦律》與《摩訶僧祗律》漢譯，晚於束皙之〈餅賦〉和盧諶之《祭法》。亦即

《十誦律》與《摩訶僧祗律》漢譯之前，饅頭一詞早已存在。既然莫達克是佛誕日的供

品，佛教至遲東漢傳入中國，筆者臆測，可能東漢時即已存在。 

佛教東傳的途徑，不外經由海路或陸路。前來弘法的僧人，或直接來自印度，或經

由西域。七世紀回教興起前，西域諸國除了信奉祆教的波斯，其餘大多信奉佛教，因此

前來弘法的僧人不少是西域人，譬如鳩摩羅什，即來自龜茲（今新疆庫車一帶）。 

中國與中亞、印度往來甚早。張騫出使西域，在大夏曾見邛竹杖、蜀布，詢問大夏

人，謂該國商人購自印度。20證明在張騫通西域之前，中國與中亞、印度即有往還，且

四川與印度之間尚有通商道路。這條通商道路即「蜀身毒道」，據維基百科「蜀身毒道」

條，這條道路起自成都，經雲南進入緬甸、印度。從這個角度來看，北宋‧高承《事物紀

原》謂饅頭始自諸葛亮的說法雖不可信，但源自蜀地亦不無可能。 

回教興起前，從印度洋經麻六甲海峽到東方的海上絲綢之路主要由印度人掌控。海

上絲綢之路的活動以通商為主，印度商人在東南亞建立城邦或通商據點，印度教和佛教

隨之東傳，紀元前後印度教和佛教已傳遍東南亞，甚至傳到中國。 

陸上絲綢之路（即狹義的絲綢之路）起源於上古，據維基百科「絲綢之路」條，初

期交易品不是絲綢，而是和闐玉。公元前 5世紀左右，河西走廊開闢，帶動了商貿交流，

中國的絲綢和阿富汗的青金石成為最主要商品。當佛教已傳播到西域（中亞）一帶，絲

綢之路就成為佛教傳入中國的重要通道。 

隨著佛教傳入，作為佛誕日供品的莫達克不可能不隨之傳入。此外，據大陸學者黃

心川研究，印度教與佛教大約同時傳入中國，先後在邊疆和中土建立寺廟，進行宗教活

動，並留下若干文字記錄和遺蹟。21因此，不論是佛教或印度教，都可能將莫達克傳入

中土。 

 

六、從饅頭到包子 

根據以上推論，印度的莫達克，傳入中土後音譯為曼（饅）頭。至於包子一詞，首

見於南宋‧王栐（叔永）《燕翼詒謀錄》22卷三：「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丁酉，值仁宗皇帝誕

生之日，真宗皇帝喜甚，宰臣以下稱賀，宮中出包子以賜臣下，其中皆金珠也。」宋真

宗所賜的包子，包的雖是金珠，說明當時已有包子一詞。 

宋代有「太學饅頭」，即宋代太學生食堂所吃的饅頭。清‧阮葵生《茶餘客話》23卷

二十「宋太學饅頭」條：「岳珂《玉楮集》有饅頭詩：『幾年太學飽諸儒，薄伎猶傳筍蕨

廚。公子彭生紅縷肉，將軍鐵杖白蓮膚。芳馨正可資椒實，粗澤何妨比瓠壺。老去齒牙

 
20 《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

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 
21 黃心川〈印度教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宗教學研究》1996 年第 3 期，頁 77-83。 
22 維基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茶餘客話》。 
23 維基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燕翼詒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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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大嚼，流涎才合慰饞奴。』《上庠錄》24云：『兩學公廚，例於三八課試二日，別設饌。

春秋炊餅，夏冷淘，冬饅頭。饅頭尤有名，士子往往攜歸饋親識。元豐初，神宗留心學

校。一日令取學生所食以進，是日適用饅頭，神宗食之曰：以此養士，可無愧矣。』」 

岳珂，岳飛之孫。可知太學饅頭從北宋延續至南宋。從岳珂饅頭詩，太學饅頭是一

種皮薄，包有肉與菜，鮮嫩好咬的包子，不過當時仍稱饅頭。從太學饅頭來看，或許饅

頭才是官式名稱，包子這一別稱，距離「扶正」仍有段很長的距離。 

到了南宋，包子一詞的使用漸廣。南宋中後期的耐得翁，著有《都城紀勝》25，該

書「舊肆」項載，臨安（杭州）的酒店有包子酒店、宅以酒店、花園酒店、散酒店、庵

酒店等名目，其中包子酒店「謂賣鵝鴨包子、四色兜子、腸血粉羹、魚子、魚白之類。」  

然而，饅頭有了包子之別稱之後，但並未取代饅頭的稱謂。元軍陷臨安，吳自牧著

《夢粱錄》26，緬懷南宋末期臨安風俗，該書卷十六「葷素從食店諸色點心事件附」：「市

食點心，四時皆有，任便索喚，不誤主顧。且如蒸作麵行賣四色饅頭、細餡大包子，賣

米薄皮春繭、生餡饅頭、餣子、笑靨兒、金銀炙焦、牡丹餅、雜色剪花饅頭、……水晶

包兒、筍肉包兒、蝦魚包兒、江魚包兒、蟹肉包兒、鵝鴨包兒、……糖肉饅頭、羊肉饅

頭、太學饅頭、筍肉饅頭、魚肉饅頭、蟹肉饅頭……。更有專賣素點心從食店，如……

假肉饅頭、筍絲饅頭、裹蒸饅頭、菠菜果子饅頭、七寶酸餡、薑糖辣餡、糖餡饅頭、活

糖沙餡、諸色春繭、仙桃、龜兒、包子……。及沿街巷陌盤賣點心：饅頭、炊餅及糖蜜

酥皮燒餅……」 

引文中的食物，饅頭 14種，包子 2種，包兒 6種。可見饅頭仍是主要稱呼。又，

引文中的包子、包兒，是一物二名？或為二物？又，包子、饅頭，都包有餡料，不知當

如何區分？謹此提出，就教於方家。 

進入元代，饅頭仍是正式稱謂。元‧忽思慧《飲膳正要》27卷第一聚珍異饌，載有倉

饅頭、鹿奶肪饅頭、茄子饅頭、剪花饅頭等四種饅頭，及各自的餡料及作法。28忽思慧，

蒙古人或回回人，元仁宗延祐年間充飲膳太醫，元文宗天曆三年（1330）撰成《飲膳正

要》。元‧佚名作者撰《居家必用事類全集》29，列出平坐大饅頭等十種饅頭，及魚包子

一種包子。可見自宋代起，饅頭雖有包子的別稱，但終非主流。 

元末明初小說家施耐庵著《水滸傳》（120回本）第二十七回，武松來到十字坡孫

二娘的酒店，孫二娘說，除了酒，「也有好大饅頭。」武松道：「也把三二十個來做點

心。」……「武松取一個拍開看了，叫道：『酒家，這饅頭是人肉的，是狗肉的？』」可

見孫二娘的饅頭是包餡的。 

饅頭和包子的分化，可能始於明代。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30卷一「祭廟饅頭」：

「祭功臣廟，用饅頭一藏（五千四十八枚也）。江寧、上元二縣供麵二十擔，祭畢送工

 
24 南宋‧呂榮義撰《上庠錄》，是一部記述北宋太學故事的筆記著作，原書已散佚，現散見《說郛》

等宋代文獻。 
25 維基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都城紀勝》舊肆項。 
26 維基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夢梁錄》卷十六。 
27 維基百科「忽思慧」條。 
28 維基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飲膳正要》卷第一聚珍異饌。 
29 維基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居家必用事類全集》。 
30 維基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戒庵老人漫筆》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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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匠人作飯。」引文只稱供麵二十擔，未載供肉、供菜若干，推測所供饅頭為未包餡的

實心饅頭。李詡，明正德、萬曆年間人。 

進入清代，饅頭與包子才正式分化。清乾隆年間成書的《儒林外史》，第二回：「廚

下捧出湯點來，一大盤實心饅頭，一盤油煎的槓子火燒。」故事的時代背景為明成化年

間，地點為山東兗州府汶上縣，地處魯南。作者吳敬梓，安徽滁州全椒縣人。滁州地處

皖北，風俗與魯南相似。可見清初時，北方已將饅頭和包子分化為二物。 

 

七、從饅頭到 manti 

manti是類似餃子或包子的食品，大小形狀因地而異，廣泛分佈突厥語系地區，故

中文版維基百科譯作「突厥饅頭」。除了突厥語系地區，manti還分佈蒙古、阿富汗、伊

朗、南高加索、巴爾幹半島及前蘇聯各加盟國。英文版維基百科 manti條，文後有一節

Terminology，列出 manti之當地語文及拉丁化轉寫，茲抄錄拉丁化轉寫如下： 

亞美尼亞語、亞塞拜然語：mantı 

哈薩克語：mänti 

土耳其語：mantı 

烏茲別克語：manti或 monti 

吉爾吉斯語、韃靼語、俄羅斯語：manty 

普什圖語、波斯語、阿拉伯語、塔吉克語：mantu或 manta 

維吾爾語：manta 或 monta  

蒙古語：mantuu 

 

 

左：維吾爾族的 manta，Mizu basyo攝；右：烏茲別克的 manti，Ramón攝；兩圖皆維

基百科提供。前者似包子，後者似餃子。 

 

關於 manti 之語源，中文版維基百科「突厥饅頭」條：「突厥饅頭類似於餃子和包

子，韓國饅頭、蒙古包子以及西藏饃饃。儘管現在指代的是不同的菜餚，但 manti 這個

名字與漢字文化圈中的饅頭同源。」 

英文版維基百科 manti 條，認為 manti一詞可能源自中文的饅頭，惟語帶保留。筆

者認為，manti 廣泛分佈突厥語系地區，可見與突厥有關。 

根據維基百科｢突厥汗國」條，古突厥語族源出丁零，曾隸屬匈奴和鮮卑，歷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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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卑、東胡、柔然、漢族、以及西亞一些游牧民族通婚繁衍，形成了突厥部族。西元 552

年建立突厥汗國，全盛時期疆域東起大興安嶺，西至裡海，北越貝加爾湖，南抵阿姆河

南岸。北朝的北齊、北周等，對突厥採取綏靖政策。隋朝統一後，不再討好突厥。西元

583年，突厥遭隋朝分化，分裂為東、西突厥。到了唐代，遭到唐軍一連串打擊，東突

厥於 630年滅亡，西突厥於 657年滅亡。 

筆者認為，史上的突厥大遷移（6-11世紀），可能和突厥衰落、滅亡有關。突厥既

然歷經與鮮卑、東胡、柔然、漢族通婚，建國後又和北齊、北周等關係密切，因而吸收

了漢人的食品曼（饅）頭，經過音轉成為突厥詞彙 manti，可說是順理成章的事。 

除了突厥大遷移，蒙古西征、帖木兒（突厥化蒙古人）王朝崛起和鄂圖曼土耳其擴

張，是 manti散佈廣遠的另一因素。據英文版維基百科 manti 條，突厥和蒙古軍隊，行

軍時攜帶冷凍或曬乾的 manti，以便隨時生火煮食。友人探險家徐海鵬先生告知，當年

走北口——從張家口至庫倫的駱駝隊商，都是冬季成行，攜帶冷凍餃子作為餐食。 

 

八、結論與討論 

本文得出三點結論：（1）饅頭一詞係外來語，為印度包餡甜點 modak之音轉。印

度教以 modak 供奉象頭神迦尼薩，佛教用來於佛誕日供奉佛陀。饅頭一詞隨佛教一詞傳

入，逐漸從宗教供品，演變為世俗食品，內容變成包肉、包菜等。（2）包子一詞出現於

宋代，但僅為饅頭之別稱，直到清初，華北始分化為二物——包餡者稱包子，實心的稱

饅頭，但吳語地區仍一概稱饅頭。（3）南北朝時期，饅頭經由入主中原的胡人政權傳至

突厥，音轉為 manti。突厥滅亡，6-11世紀之突厥西遷，manti一詞分佈至各突厥語系地

區。此後經蒙古西征、帖木兒王朝崛起、鄂圖曼土耳其擴張，manti 進而分佈至阿富汗、

伊朗、南高加索、巴爾幹半島及前蘇聯各加盟國。 

小麥、大麥原產西亞一帶，三代時經由古代絲綢之路傳入中國。據何炳棣《黃土與

中國農業的起源》，史前遺址小米、稻穀資料豐富，但小麥尚無物證。在殷商卜辭中，

麥字遠比黍、稷少見，可見小麥尚在初步培育、推廣階段。戰國典籍，談到民食，往往

並舉粟（小米）、菽（大豆），而不提稻、麥，可見直到戰國時代，小麥仍非尋常民食。

31 

從西漢中葉至南北朝，粟與麥成為黃河流域的主食。32旋轉石磨約出現於戰國晚

期，從戰國至西漢早期，菽是北方重要的糧食作物，小麥種植並不普遍，故以濕磨為主，

用來將泡過水的菽（大豆）磨成糊。當小麥種植面積擴大，為了將小麥磨成粉，旋轉石

磨的磨齒必須跟著改進。質言之，即磨齒從坑洼狀，到輻射形，到分區斜紋形，直到三

國、西晉始發展出輻射狀八區斜線紋磨齒，並一直沿用至今。33 

筆者研判，鑿製磨齒，特別是細緻的磨齒，必須使用鋼鑿，青銅鑿具恐難濟事。中

國冶鐵，約始自春秋時代。煉鋼，至遲出現於戰國晚期，到了漢代已掌握「炒鋼」和百

 
31 何炳棣《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學，1969 年。見該書下編「中國農業的起源」

戊「麥」，頁 160-166。 
32 陳紹君、吳兆蘇〈從我國小麥、麵食及其加工工具的發展歷史談饅頭起源問題〉，《農業考古》，

1994 年第 1 期，頁 219-225。 
33 趙夢薇：〈戰國秦漢旋轉石磨的考古學研究〉，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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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鋼技術，可以煉出較好的鋼件。魏晉南北朝發展出生鐵和熟鐵按一定比例配合，加以

熔煉的灌鋼法，煉鋼得到進一步發展。34煉鋼的進步，和旋轉石磨的演進若何符節。 

由於廣泛種植小麥較晚，且較有效率的磨製麵粉的旋轉石磨——分區斜紋磨齒，要

到東漢和三國才出現35，這時絲綢之路早已開通，西域國家的麵食已頗為發達，中國的

麵食不可能不受到域外影響。胡餅源自域外自不待言，本文考定饅頭一詞源自印度。至

於餃子，《說文解字》無｢餃」字，可見是個後起字。據維基百科「餃子」條，餃子有角

子、扁食、餶飵等稱謂。扁食字義難解，懷疑是個譯音，分佈晉語、中原官話、蘭銀官

話地區，而閩南語則指餛飩。至於餶飵（音骨乍），應該是個譯音（詳後）。角子，指其

形象，即呈牛角形（半月形）。鑑於韓國將餃子稱為水饅頭，廣大突厥語系亦將餃子、

包子並稱 manti，可見古人可能曾將餃子列為饅頭。在 Google 圖片上查看 modak，的確

有半月形的，這是餃子源自域外的另一旁證。 

據維基百科｢餃子」條，山東膠東部份地區將餃子稱為「餶飵」。北印度有種形似咖

哩餃的甜點，稱為 gujia（或 gujhia），與餶飵的讀音重合，這應該不是巧合。英文版據

維基百科 gujia 條，謂 gujia 可上推至 13世紀。自 12 世紀起，信奉回教的突厥人即屢次

大舉入侵北印度，13世紀且建立德里蘇丹國。南北朝期間，北朝漢胡雜處 142 年，突厥

曾盤據中國北方，和北朝及隋唐間的千絲萬縷關係，豈是筆者所能爬梳，且就此駐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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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 of Mntou and Its Derivatives 

Zhijie Zhang 

（Member of CAHS） 

  

 

In ancient times mntou is a kind of pasta with stuffing. It was first seen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or it may be extended to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Since the 

literal meaning of mantou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it is unavoidable to suspect that it is a 

transliterated foreign language. We study the literature again and again that it may originate 

from the Indian dessert modak, which was used to worship the Buddha on the Buddha's 

birthday. After Buddhism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the sound of modak turned into mantou. 

In the Song Dynasty, mantou had another name for baozi, but mantou were still the main 

name. Until the early Qing Dynasty, North China began to be divided into two things, the 

solid one was mantou, and the stuffed one was baozi, but the Wu dialect area still maintained 

its old name.  

The Turkic language family has the word manti. We speculate that during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mantou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Turks, and the sound was changed to 

manti. During the Turkic migration from the 6th to the 11th century, manti was widely 

distributed to the Turkic languages area. Later, with the Mongolian expedition, the rise of the 

Timurid Empire, and the expansion of Ottoman Turkey, manti spread to Afghanistan, Iran, the 

South Caucasus, the Balkans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countries. 

Key Words: mntou, baozi, India, Buddhism , modak, Turk, mant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