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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jri Mourad

突尼西亞料理餐廳 L'AZURE 的老闆兼主廚，號稱東京最
美味的辣味牛肉香腸，吸引了法國大使館等來自各方的
大量訂單。
L’Azure 餐廳■ TEL:03-3366-4004

Patric Pachon

為 活 躍 於 法 國、 加 拿 大 和 日 本 等 地 的 知 名 料 理 人
Pachon 家族的一份子，目前擔任東京法國料理老舖
Pachon 總經理。
Pachon 餐廳■ TEL:03-3476-5025

菅野尚子（kanno naoko）

為 FCAJ 認證的料理造型師（Food Coordinator）。經
歷在食品業界擔任料理研發、商品企劃等工作後遠赴法
國，旅住當地家庭學習當地家庭料理，並於麗池艾絲高
菲耶廚藝學校、巴黎藍帶廚藝學院等校進修料理、點心
等課程。

試吃甜點一覽／牛奶泡芙（7-11）、雙層奶油大泡芙（羅森）、奶油泡芙（全家）、巧克力餅乾泡芙（MINI STOP）、柳橙杏仁豆腐（7-11）、四角布丁蛋糕（羅森）、深煎咖啡果凍（全家）、栗子
布丁（MINI STOP）、比利時巧克力聖代（MINI STOP）、濃郁乳酪蛋糕（7-11）、頂級蛋糕捲（羅森）、頂級奶油乳酪蛋糕（羅森）、雙份奶油閃電泡芙（全家）、頂級乳酪蛋糕（全家）

超商架上整齊排列的甜點。若沒有在 1 星期的試賣期間達到成果馬上就會面臨退場的命運，
每個月總有好幾樣新產品來挑戰這個超級難關。
針對各家超商的熱賣甜點，我們邀請了 3 位美食專家來做評論。接下來，就來看看結果吧！

：今天把超商的甜點都蒐集過來了，各式
各樣都有真讓人眼睛都看花了！

：這些全部都可以吃掉嗎？
菅野 ：（笑）首先來試吃泡芙吧！

：可以用手吃嗎？用手拿著吃會比較
好吃喔！這是阿拉伯式的吃法（笑）。

：泡芙外皮的裂紋很明顯，真漂亮！
全員 ：（認真試吃中）

：不管哪家超商都一樣，最好吃的甜
點都是泡芙，應該都是經過努力研發才製作出
來的產品。

：超商最近在食材的挑選上都很講究，有
的不僅使用北海道生乳，卡士達醬也是自家公
司調配製作的。

：這個有添加鮮奶由，吃起來比較甜。
：泡芙在法國的售價大概是多少呢？

：1.8 歐 元 左 右 吧！ 法 國 沒 有 超 商，
不過超市內販售的產品就差不多是這個價位。

：法國的泡芙外皮口感比較硬吧？
：對呀，比較硬！

：對於鬆軟的泡芙外皮，大家覺得如何？
：大概做不出來吧！
：剛做好的泡芙都是硬的，但只要裝

進袋內、放入冰箱後，就會吸收水分而變軟。
：泡芙的外皮較硬、口感酥脆，內餡

則是入口即化的奶油，這樣當然是最理想的狀
態了。

：日本人大概都認為剛出爐的應該就
是鬆軟的口感吧？如果吃起來是硬的就會以為
是放太久的產品。比如說餐廳端出來的麵包是
溫熱的，但那只是因為放在烤箱內保溫、與新

鮮度無關。可是，大家就會覺得溫熱、鬆軟的
口感比較美味。

：兩位都是餐廳的經營者，在店內會供應
哪些甜點呢？

：我的店面小，無法擺放太多蛋糕，
因此我提供布丁。還有因為是突尼西亞料理，
所以偶爾也會烤個添加果乾、杏仁和開心果的
蛋糕。若遇到客人要求生日蛋糕的話，就會去
隔壁的蛋糕店採買。當然，我會跟客人老實說
的（笑）。

：我的狀況則是每家餐廳都不一樣，
本店是擺放在盤子上，讓客人自己從好幾種蛋
糕 中 挑 選 4 樣 喜 歡 的 口 味。 姐 妹 店 Le Petit 
Bedon，則是將一整個蛋糕放在推車上提供桌
邊服務。Le Bistro Pachon 是南法料理，所以
只推出南法的蛋糕，真的麻煩極了！加上每家
店又離得不遠，若是都出同款式的甜點就會被
客人看穿了（笑）。因此，4 位甜點師傅都得各
自花心思構想。

：在安排甜點時，超商的甜點有參考價值
嗎？

：我們店裡又沒有超商的甜點師傅
（笑），不過當然會參考啊！什麼產品賣得比較

好、哪一類比較受歡迎等等。
：日本顧客比較講究，所以超商的甜

點和餐廳的甜點不能是一樣的。但從超商買來
的甜點只要再淋上草莓醬或巧克力，其實也就
足夠了。不過，餐廳若這樣做會給人家壞印象，
所以我不會這麼做，雖然很想嘗試看看啦！

：對啊，外觀樸實的超商甜點只需再
加點調味即可。

JQR ：有這麼好吃嗎？
：並非全部，要看東西而定。超商雖

然有共通的標準味道，但還是些微的差異性在。
比如說這個比較甜、這個有加奶油，不過能百
分百說好吃的東西倒是很少見。

：在我的記憶中，這個泡芙已經買過
好幾次了，但每次都吃不完。

：不好吃嗎？
：不，是份量的問題，也許能再小巧

一點就可以賣的更好了。份量和味道的均衡是
很重要的，份量大、但味道普通就會吃不完而
剩下。我自己有小孩，每次只要在超商看到漂
亮的甜點就會買 3、4 個回家。然後，隔天回
家我就會檢查冰箱，看看每天吃掉了什麼、剩
下了什麼。若放了 3、4 天還沒吃完，下次我
就不會再買那個甜點了。

：男生的話，大概會選擇份量較多的吧？
：可是，份量和味道是相關的，若沒

有將兩者都放進考量就失去美味的意義了。
菅野 ：接下來要試吃哪一種呢？

：乳酪蛋糕好了！
：乳酪蛋糕是繼泡芙之後的熱賣商品。對了，

在法國很少見到乳酪蛋糕呢！
：是啊！日本人真的很喜歡乳酪蛋

糕。這個乳酪蛋糕很好吃，大小和味道都很棒。
：這個乳酪蛋糕也很漂亮，還真想拿

到店裡賣呢！
：只要再加工一下就不會被發現了，

除非是很講究的客人。
JQR ：以前吃起來還會有塑膠的味道。

Hajri Mourad ／ L’Azure 餐廳主廚 / 經營者（突尼西亞）

Patric Pachon ／ Pachon 餐廳總經理（法國）

菅野尚子／料理造型師（Food Coordinator，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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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在蛋糕店吃的巧克力慕斯一樣的

美味，比利時巧克力入口即化的口

感很棒，還添加了堅果和泡芙等配

料讓味道充滿層次感。

比利時巧克力聖代
（MINI STOP）

乳酪與底部餅乾的味道很搭。若與

咖啡一起品嘗，則可享受更高一層

的美味。若再加些醬料，就算端到

店內餐桌上也不會有人發現吧？

頂級奶油乳酪蛋糕
（羅森）

正如商品名般，是一道以純正奶油

乳酪濃縮製成的濃醇香蛋糕。讓人

回味無窮，而且只賣 130 日圓實在

太吸引人了。

頂級乳酪蛋糕
（全家）

3 位選出的最佳推薦甜點！

好吃到讓我想隨
時帶身上！

乳酪在舌尖化開後
即可品嘗到餅乾的

風味！

正統的比利時巧
克力加上配料的搭配

相當可愛！

：是啊，因為以前的鮮奶油並非 100% 純
鮮奶油的緣故。

：對啊，這個當晚若還有賣剩的就會
被處分掉了吧。

：沒錯，會被處分掉。為了避免賣剩的流
入市面，所以得徹底的管理，這正是安心又美
味的理由。這個頂級蛋糕捲味道如何呢？

：這個雖然好吃，但味道有點單調、
就是奶油而已，一口吃下肚就飽了。我會用眼
睛來吃甜點，所以如果有放水果就更棒了，外
觀最好再多下點功夫。蛋糕捲一般來說都是一

整條，一人份的話看起來就不像蛋糕捲了，這
點也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這樣啊。這是相當有人氣的甜點，每個
月都會推出不同的口味。添加櫻花或草莓增加
特別感的期間限定品，還是維持一樣的價格這
點真的很厲害。

：雖然好吃，但沒有什麼特別。嗯，
就是一般想像得到的味道。

：原來如此。日本的男性其實是很保守的，
因此比較喜歡跟想像中一樣的味道。由於吃過
蛋糕捲、也知道味道，所以不會覺得失望。

：我偶爾會買抹茶口味的蛋糕捲配綠
茶一起享用，但不會買普通的奶油蛋糕捲。

：日本人、尤其是男性，比較缺乏冒
險精神吧？雖然不斷有新商品推出。

：會馬上跑去買的通常都是女生，但卻無
法持續。若不能吸引到男性客群，就無法成為
真正的熱銷商品。
JQR ：在這些當中有沒有突尼西亞會熱賣的商
品呢？

：乳酪蛋糕和泡芙應該會熱賣吧！我
還沒結婚前，整個家族有爸爸、媽媽和兄弟 9
個人。若是買一盒泡芙回家，當場大家就啪啪
啪地吃光了。若是一般的蛋糕，可能就會等到
隔天的早餐再吃，或是誰拿了一塊平分著吃。
但是泡芙就不用考慮到其他人，吃完即可拍拍

屁股走人（笑）。
：那法國呢？

：法國的蛋糕口味偏甜。日本人會考
慮到甜度的均衡、要突顯食材本身的風味，所
以反而會做出較不甜的東西，但法國人若是不
甜就會覺得不夠味。因此，像這類偏甜的杯子
蛋糕應該會賣得不錯。

：日本人比較喜歡甜甜鹹鹹的東西。不單
純只有甜味，還要再加點香料的味道。有一陣
子流行過鹽味甜點，在甜味之外再加些明顯的
調味。

：那就是日本人的品味！在日本能吃
得到全世界的料理，而且還是高水準的餐廳，
也是因為日本人對美食的品味之故。在法國，
雖然法國料理很美味，但其他國家的料理就
……。尤其東京的餐廳品質之高。

：超商的甜點也是一樣，這樣美味的
東西卻只要 150 日圓就能吃得到，實在很厲害。
餐廳的同業般。在餐廳吃午餐得花 800、900
日圓，超商的便當多少錢？大概是一半的價格
吧！就算再附上甜點或是咖啡，還是比餐廳午
餐便宜。超商內負責提案構思的人很多，但餐
廳卻只靠一個人，就算是名廚也贏不了啊！

：最近連咖啡都很講究，因此對蛋糕
店和咖啡館而言超商已經是競爭對手了。啊～
再不推出美味的料理，餐廳就真的要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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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奶油泡芙」在 3 位計分中獲得最高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