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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素甜點
甜蜜
無負擔
吃素是健康的，但怎麼吃是有講究的，吃不好也
會出問題！
文：葉曉蓉 圖：受訪者提供

飲食改變一切
「當我因為嚴重的皮膚問題
去 看 醫 生 時 ， 」 Living Lotus
Food & Nutrition Inc. 負 責 人
Audrey Wong 回憶， 「並沒有
想到自己的飲食方式能造成這
麼大的問題。」
從十二歲開始成為素食者的
Audrey，知道自己的病情時曾想：
我已經吃得很健康，怎麼身體還是經常
不適？而那段時間，除了過敏，當時從事電影工
業的她，工作時間長，常常感到精神不濟。
「喝咖啡也沒用，」Audrey 說， 「那時候我老
是覺得疲倦，身體苦不堪言。」
她沒想到是，即使是吃素，經過多樣加工手續
的 「食品」，和保持天然的 「食物」其實是不一
樣的。
後來，Audrey 的醫生介紹了她一套以蔬果、堅
果為主的飲食方式（Plant based diet）來改善肝臟
功能；嘗試之後，自己的感覺大為不同， 「在開
始改變飲食方式一段時間後，精神變好了，長時
間工作還是充滿活力，就這樣，我開始了解 『食
物』對人體的影響，也有了不同的看法。」
剛開始只是為了兼顧自己的健康，但 Audrey 鑽
研愈深就愈有興趣，最後甚至決定去拿專門的課
程，學習專業營養學，並且取得生素食飲食

（Raw food visionary）的證照。
吃得健康很重要，但 Audrey 認為
，這不應該代表要捨棄生活中的樂
趣。
「我非常愛吃甜食！」她笑着
說， 「回顧我小時候的照片，張
張都是我手拿着糖果或是蛋糕的
景象。但因為身體狀況，像含有
奶製品、糖分、麩質等食品都不能
吃，基本上外面販售的甜點我都吃不！
但是沒有甜點，生活還有什麼樂趣呢？」
從 2007 年開始，她開始鑽研並且學習製作無奶
製品、無精糖、無麩質（Gluten free）的全素甜點
，就這樣，開一間健康甜點店的點子逐漸萌生，
到了去年終於實現。

甜點網上購
作為一間一人公司，從店面作為起頭是有些困
難，Audrey 決定從網路提供顧客訂購甜點，並且
開始在不同地點的農產品市場（Farmers Market）
擺攤，以及三家不同的咖啡店寄賣；主打無精糖
、無麩質和無奶製的素甜點，引起了不少關注。
Audrey 表示， 「這種訂購方式讓我能夠自由地
安排工作時間；至於周末在農產品市場和顧客面
對面的交流，能讓我了解她們對產品的看法，兩
種販售方式相得益彰。」
由於製作甜點的原料多為有機和本地產，保存

時間相對較短，網絡訂購出售的甜點種類有限制
，而為了讓顧客能夠吃到新鮮的甜點，製作到寄
送都需要快速完成。
「網上販售的甜點在製作上使用較少水，像馬
卡龍（Macaron）或是餅乾就是一例，比較容易保
存 、 運 送 ； 而 像 朱 古 力 甘 納 許 （Chocolate
Ganache）這類容易融化、較難包裝的甜點就在農
場品市場上賣。」
她再補充， 「全素甜點並不使用傳統的烘烤方
式，而是延續生素食飲食的概念，取而代之是將
原料混合、壓制、冷藏和脫水定型。」
目前 Living Lotus Food & Nutrition Inc.不僅僅販
售甜點，對於 Audrey 來說，傳遞健康飲食的概念
更為重要，為此她也開設工作室提供有興趣深入
了解的人參加，在課堂上不但講解營養學，也提
供食譜讓學員嘗試。
「當然，每個人的身體狀況不同，所需的飲食
方法也不同；像我採用的生素食飲食方式也並非
適合每個人。」Audrey 解釋， 「但最核心的宗旨
是讓每個人了解食物中所含的營養，以及能夠帶
給身體的益處有哪些；更能讓對某些食物過敏的
人了解到，還有哪些食物能取代過敏源提供相同
的營養素。」
「當然，能讓大家品嘗到健康素甜點是最好，
」她補充， 「但我更希望的是讓更多人了解到健
康飲食的重要，畢竟我們都是人如其食（We are
what we eat）！

經營小檔案
資金來源：之前工作存款
僱用人數：無
成本回收：目前打平

創業總結
最滿意之處： 能自由控制自己的
工作時間，和大家
分享美味甜點和健
康飲食的概念

待改善之處： 需要擁有自己的店
面和廚房場地

前景：擁有專屬店面，並保持產品
當地化

朱古力甘納許容易融化，所以目前只
在市場販售。

特製的全素 「馬卡龍」，美味不減。

甜蜜蜜的堅果包裝成袋出售。

星座運程
原本怒氣
沖沖想要責
備懲罰的對
象，卻因對
方的巧妙辯
解或甜言蜜
語而忘了該
責備的事情，像這樣容易被別
人幾句好聽的話就忘了原則，
恐怕不是能算帳的好時機，腦
子似乎也不是很清楚，今天應
避免久坐與密閉的空間，午休
時走動一下，有助能量上升。

平常儲備
累積的知識
與智慧得以
在適當的時
機披露的可
能，尤其對
晚輩、年輕
的後進等，你的經驗談將大大
派上用場，有機會的話，多將
經驗與大家分享。而今天在時
間上的應對也是讓人尊敬，與
人相約時提早個五分鐘也好，
留給對方的印象會很不一樣。

原本認為
是理所當然
的事情，卻
與期待背道
而馳，易出
現誤判、眼
光失準的情
況，自我意識與太過自我強調
的意見最好少出口，今天的發
言容易成為其他人攻擊的箭靶
，還要注意，不要不知不覺間
以半強迫的方式要別人接受你
的想法。

獅子座 7/23-8/22 對時間的

處女座 8/23-9/22 身邊出現

盡情奔馳，
今天的創意
將會無限寬
廣，特別是
與興趣相關
的話題隱藏
着幸運，即使是商業上的對話
，在開始前也不妨來點興趣嗜
好的閒聊，選擇對方感興趣的
事物談個幾句，氣氛融和不少
，網路上與自己興趣相符的聊
天室、社群也不錯。

掌控不大精
準的樣子，
想要依賴直
覺來推測往
往差得很多
，需要確認
時間的時候最好是乖乖確認手
錶，也因位如此，今天最好按
着自己原定計劃、行事曆的安
排去活動，不要有突發奇想改
變心意的嚐試，很可能有意外
導致遲到的可能，。

披着羊皮的
狼一般的偽
善者，表面
上親切好意
，但私下卻
心懷不軌、
在後面搧風點火或造謠的可能
，對人多少得要懷抱一點戒心
才行。此外，絕對不要有貪小
便宜的心態或獲取高報酬的念
頭，這樣的心態特別容易被蒙
騙，小心聰明反被聰明誤。

天秤座 9/23-10/22

天蠍座 10/23-11/21

人馬座11/22-12/21

山羊座 12/22-1/19

水瓶座
座 1/20-2/19

雙魚座 2/20-3/20

白羊座 3/21-4/19

拿人的手
軟、吃人的
嘴軟，接受
他人的招待
，需要注意
其背後的目
的，不要吃
了、喝了之後才發覺事情已經
纏上身，推也推不掉了，多一
點警戒心總是好的。另外，欠
着人情也是一件麻煩事，向別
人借的東西最好盡快歸還，拖
着一天運氣跟着拖累一天。

金牛座 4/20-5/20

正在爭取
的事情似乎
有什麼進展
讓人期待，
觀察看看對
方的反應似
乎有動靜，
還有活力地大聲與人打招呼是
今天運氣維持的重點。另外，
維持身上與周圍環境的清潔對
你今天給人的印象也很重要，
加分或減分就是從小地方決定
的。

雙子座 5/21-6/21

上午時段
運勢還不顯
眼最好乖乖
地忍耐着不
要有太顯眼
的舉動，午
後可就大大
不同囉，四處奔走、表現自己
最好如果有機會的話就加入朋
友介紹的社團，今天結識的人
物似乎值得信賴，是結交知己
朋友、合作伙伴的好日子，招
待朋友到自己家中歡聚也好。

巨蟹座 6/22-7/22 讓想像力

躊躇猶疑
的態度，讓
今天很難有
什麼結論出
現，該決定
的事情又將
拖延的可能
，想得愈多愈會動彈不得，負
面消極的思考對身體狀況也會
帶來影響，明明沒什麼毛病卻
老是覺得這裏酸、那裏痛，或
許就是疲勞累積的症狀了，早
點回家休息最好。

為了爭取
財政上的援
助，拼了命
也要推銷自
己，過於明
顯的姿態小
心讓人批評
不擇手段、吃相難看，而性子
較為急躁的人，或許會感到事
情似乎沒進展的焦慮，但學習
接受等待是今天的課題。與人
相約對方遲到的可能性也不小
，先準備等待時間排遣方式。

不要強迫
自己一定要
表現得像個
交際高手，
勉強與人交
際、刻意拍
馬屁逢迎，
還不如對人保持點距離，而且
因此對平常看不到的關係也能
以客觀的眼光看出端倪，此外
在交際中也要嚴防被他人的甜
言蜜語所誘惑，事後自己要黯
然吞下苦酒的危險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