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ste Testing Convenience Store Desserts

便利店甜点大车拼

二

話

ン

ポ

ッ

そ

Hajri Mourad ／ L’Azure 餐厅主厨 / 经营者（突尼西亞）
Patric Pachon ／ Pachon 餐厅总经理（法国）
菅野尚子／料理造型师（Food Coordinator，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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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店架上整齐排列的甜点。若在 1 星期的试卖期间未达到成果马上就会面临退场的命运，
每个月总有好几样新产品来挑战这个超级难关。
针对各家便利店的热卖甜点，我们邀请了 3 位美食专家来做评论。接下来，就来看看结果吧！
攝影／內藤 SATORU

編制撰文／ JQR

：今天把便利店的甜点都收集过来了，各
式各样都有真让人眼睛都看花了！

鲜度无关。可是，大家就会觉得温热、松软的

再加点调味即可。

口感比较美味。

JQR ：有这么好吃吗？

：这些全部都可以吃掉吗？
：
（笑）首先来试吃泡芙吧！

：两位都是餐厅的经营者，在店内会供应
哪些甜点呢？

：可以用手吃吗？用手拿着吃会比较
好吃喔！这是阿拉伯式的吃法（笑）。
：泡芙外皮的裂纹很明显，真漂亮！
全员 ：
（认真试吃中）
：不管哪家便利店都一样，最好吃的
甜点都是泡芙，应该都是经过努力研发才制作

：我的店面小，无法摆放太多蛋糕，
因此我提供布丁。还有因为是突尼西亚料理，
所以偶尔也会烤个添加果乾、杏仁和开心果的
蛋糕。若遇到客人要求生日蛋糕的话，就会去
隔壁的蛋糕店採买。当然，我会跟客人老实说
的（笑）。

出来的产品。

：并非全部，要看东西而定。便利店
虽然有共通的标准味道，但还是些微的差异性
在。比如说这个比较甜、这个有加奶油，不过
能百分百说好吃的东西倒是很少见。
：在我的记忆中，这个泡芙已经买过
好几次了，但每次都吃不完。
：不好吃吗？
：不，是份量的问题，也许能再小巧

：我的状况则是每家餐厅都不一样，

一点就可以卖的更好了。份量和味道的均衡是

本店是摆放在盘子上，让客人自己从好几种蛋

很重要的，份量大、但味道普通就会吃不完而

有的不仅使用北海道生乳，卡士达酱也是自家

糕 中 挑 选 4 样 喜 欢 的 口 味。 姐 妹 店 Le Petit

剩下。我自己有小孩，每次只要在便利店看到

公司调配制作的。

Bedon，则是将一整个蛋糕放在推车上提供桌

漂亮的甜点就会买 3、4 个回家。然后，隔天

边服务。Le Bistro Pachon 是南法料理，所以

回家我就会检查冰箱，看看每天吃掉了什么、

只推出南法的蛋糕，真的麻烦极了！加上每家

剩下了什么。若放了 3、4 天还没吃完，下次

店又离得不远，若是都出同款式的甜点就会被

我就不会再买那个甜点了。

：便利店最近在食材的挑选上都很讲究，

：这个有添加鲜奶由，吃起来比较甜。
：泡芙在法国的售价大概是多少呢？
：1.8 欧元左右吧！法国没有便利店，
不过超市内贩售的产品就差不多是这个价位。
：法国的泡芙外皮口感比较硬吧？

客人看穿了（笑）。因此，4 位甜点师傅都得各
自花心思构想。

：对呀，比较硬！
：对于松软的泡芙外皮，大家觉得如何？

：在安排甜点时，便利店的甜点有参考价
值吗？

：大概做不出来吧！
：刚做好的泡芙都是硬的，但只要装
进袋内、放入冰箱后，就会吸收水分而变软。

：男生的话，大概会选择份量较多的吧？
：可是，份量和味道是相关的，若没
有将两者都放进考量就失去美味的意义了。
：接下来要试吃哪一种呢？

：我们店里又没有便利店的甜点师傅
（笑），不过当然会参考啊！什么产品卖得比较
好、哪一类比较受欢迎等等。

：乳酪蛋糕好了！
：乳酪蛋糕是继泡芙之后的热卖商品。对了，
在法国很少见到乳酪蛋糕呢！

：泡芙的外皮较硬、口感酥脆，内馅

：日本顾客比较讲究，所以便利店的

：是 啊！ 日 本 人 真 的 很 喜 欢 乳 酪 蛋

则是入口即化的奶油，这样当然是最理想的状

甜点和餐厅的甜点不能是一样的。但从便利店

糕。这个乳酪蛋糕很好吃，大小和味道都很棒。

态了。

买来的甜点只要再淋上草莓酱或巧克力，其实
：日本人大概都认为刚出炉的应该就

也就足够了。不过，餐厅若这样做会给人家坏

是松软的口感吧？如果吃起来是硬的就会以为

印象，所以我不会这么做，虽然很想尝试看看

是放太久的产品。比如说餐厅端出来的面包是

啦！

温热的，但那只是因为放在烤箱内保温、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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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乳酪蛋糕也很漂亮，还真想拿
到店里卖呢！
：只要再加工一下就不会被发现了，
除非是很讲究的客人。

：对啊，外观朴实的便利店甜点只需

试吃甜点一览／牛奶泡芙（7-11）
、双层奶油大泡芙（罗森）
、奶油泡芙（全家）
、巧克力饼干泡芙（MINI STOP）
、柳橙杏仁豆腐（7-11）
、四角布丁蛋糕（罗森）
、深煎咖啡果冻（全家）
、栗子
布丁（MINI STOP）
、比利时巧克力圣代（MINI STOP）
、浓郁乳酪蛋糕（7-11）
、顶级蛋糕卷（罗森）
、顶级奶油乳酪蛋糕（罗森）
、双份奶油闪电泡芙（全家）
、顶级乳酪蛋糕（全家）

JQR ：以前吃起来还会有塑胶的味道。

棺野尚子（kanno naoko）

Patric Pachon

Hajri Mourad

为 FCAJ 认证的料理造型师（Food Coordinator）
。经
歷在食品业界担任料理研发、商品企划等工作后远赴法
国，旅住当地家庭学习当地家庭料理，并于丽池艾丝高
菲耶厨艺学校、巴黎蓝带厨艺学院等校进修料理、点心
等课程。

为 活 跃 于 法 国、 加 拿 大 和 日 本 等 地 的 知 名 料 理 人
Pachon 家族的一份子，目前担任东京法国料理老舖
Pachon 总经理。
Pachon 餐厅■ TEL:03-3476-5025

突尼西亚料理餐厅 L'AZURE 的老板兼主厨，号称东京最
美味的辣味牛肉香肠，吸引了法国大使馆等来自各方的
大量订单。
L’Azure 餐厅■ TEL:03-3366-4004

2013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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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条，一人份的话看起来就不像蛋糕卷了，这

：那法国呢？

点也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虑到甜度的均衡、要突显食材本身的风味，所

月都会推出不同的口味。添加樱花或草莓增加

以反而会做出较不甜的东西，但法国人若是不

特别感的期间限定品，还是维持一样的价格这

甜就会觉得不够味。因此，像这类偏甜的杯子

点真的很厉害。

蛋糕应该会卖得不错。

：虽然好吃，但没有什么特别。嗯，
就是一般想像得到的味道。
：原来如此。日本的男性其实是很保守的，
因此比较喜欢跟想像中一样的味道。由于吃过
蛋糕卷、也知道味道，所以不会觉得失望。
：我偶尔会买抹茶口味的蛋糕卷配绿
茶一起享用，但不会买普通的奶油蛋糕卷。
：日本人、尤其是男性，比较缺乏冒

全家「奶油泡芙」在 3 位计分中获得最高分。

险精神吧？虽然不断有新商品推出。
：是啊，因为以前的鲜奶油并非 100% 纯
鲜奶油的缘故。
：对啊，这个当晚若还有卖剩的就会
被处分掉了吧。
：没错，会被处分掉。为了避免卖剩的流
入市面，所以得彻底的管理，这正是安心又美
味的理由。这个顶级蛋糕卷味道如何呢？
：这个虽然好吃，但味道有点单调、
就是奶油而已，一口吃下肚就饱了。我会用眼
睛来吃甜点，所以如果有放水果就更棒了，外
观最好再多下点功夫。蛋糕卷一般来说都是一

：法国的蛋糕口味偏甜。日本人会考

：这样啊。这是相当有人气的甜点，每个

！

荐甜点
推
佳
最
的
出
选
位
3
比利时巧克力圣代
（MINI STOP）

顶级奶油乳酪蛋糕
（罗森）

跟在蛋糕店吃的巧克力慕斯一样的

乳酪与底部饼干的味道很搭。若与

正如商品名般，是一道以纯正奶油

美味，比利时巧克力入口即化的口

咖啡一起品尝，则可享受更高一层

乳酪浓缩制成的浓醇香蛋糕。让人

感很棒，还添加了坚果和泡芙等配

的美味。若再加些酱料，就算端到

回味无穷，而且只卖 130 日元实在

料让味道充满层次感。

店内餐桌上也不会有人发现吧？

太吸引人了。

：日本人比较喜欢甜甜咸咸的东西。不单
纯只有甜味，还要再加点香料的味道。有一阵
子流行过盐味甜点，在甜味之外再加些明显的
调味。
：那就是日本人的品味！在日本能吃
得到全世界的料理，而且还是高水准的餐厅，
也是因为日本人对美食的品味之故。在法国，
虽然法国料理很美味，但其他国家的料理就
……。尤其东京的餐厅品质之高。

：会马上跑去买的通常都是女生，但却无

：便利店的甜点也是一样，这样美味

法持续。若不能吸引到男性客群，就无法成为

的东西却只要 150 日元就能吃得到，实在很厉

真正的热销商品。

害。现在，便利店好像也成了餐厅的同业般。

JQR ：在这些当中有没有突尼西亚会热卖的商

在餐厅吃午餐得花 800、900 日元，便利店的

品呢？

便当多少钱？大概是一半的价格吧！就算再附
：乳酪蛋糕和泡芙应该会热卖吧！我

上甜点或是咖啡，还是比餐厅午餐便宜。便利

还没结婚前，整个家族有爸爸、妈妈和兄弟 9

店内负责提案构思的人很多，但餐厅却只靠一

个人。若是买一盒泡芙回家，当场大家就啪啪

个人，就算是名厨也赢不了啊！

啪地吃光了。若是一般的蛋糕，可能就会等到

：最近连咖啡都很讲究，因此对蛋糕

隔天的早餐再吃，或是谁拿了一块平分着吃。

店和咖啡馆而言便利店已经是竞争对手了。啊

但是泡芙就不用考虑到其他人，吃完即可拍拍

～再不推出美味的料理，餐厅就真的要输了。

屁股走人（笑）。

正统的比利时巧克力加
上配料的搭配相当可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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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乳酪蛋糕
( 全家）

好吃到让我想随
身带着！

乳酪在舌尖化开后即
可品尝到饼干的风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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