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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Your Month】禪⻝以外，還有禪煮！岸本太太藉茹素經驗推廣⻝養料理，分享「⼀物全
體、⾝⼟不⼆」的道理
⽂：說柏 圖：Tim Liu　短⽚攝影：Tim Liu　短⽚後期製作：佛⾨網 2019-06-11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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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不但有益健康，更可以⻑養我們的菩提⼼，提醒⼈類環保護⽣的重要。藉著這個
「Green Your Month」專題，佛⾨網每⽉推出以素⻝為主題的⽂章作為溫馨提⽰，希望
⼤家這⼀個⽉，會⽐上⼀個⽉更愛⾃⼰、愛家⼈、愛動物、愛我們的地球！

⼯作壓⼒致病 偶然下接觸⻝養料理

近年在⾹港推廣⻝養料理的岸本太太，是⼟⽣⼟⻑⾹港⼈；因結婚後隨⽇籍丈夫姓⽒，
由阿Wing（何穎怡）改稱為岸本太太。和很多⾹港⼈⼀樣，岸本太太曾體驗過異常的⼯
作壓⼒，「當時任職市場推廣，每天忙到晚上10時才吃飯！」終令⾝體出現敏感問題，
「嚴重到要辭職，前往紐⻄蘭好好休養！」⼈在異地，岸本太太偶然讀到⼀本關於「⻝
養料理」（Macrobiotics Lifestyle）的書，開始嘗試這種集中國《⿈帝內經》、⻄⽅營
養學，以及⽇本料理烹調的健康飲⻝⽣活模式，亦由此改變她的⼈⽣道路。

岸本太太細訴她接觸⻝養料理的緣起，以及茹素的經歷。

「⼀物全體、⾝⼟不⼆。」這是岸本太太為⻝養料理的烹調⽅法，留下的最精簡註腳。
⼀物全體，即主張吃整存⻝物，尤其認為不去⽪的穀物最具營養。⾝⼟不⼆，是⿎勵我
們吃在地⽣產、順應季節⽽種植的天然⻝材，再配合海藻類及果仁類等⻝物，以及天然
釀製的醬料如麵⿎等來製作。由此可⾒，⻝養料理選⽤的⻝材，絕⼤部分皆為穀物和素
⻝。

岸本太太當⽇為我們⽰範⼀道簡單易製的⻝養料理，以穀物⼩⽶（Couscous）取代我們常吃的⽩⽶，再將切粒的時令

蔬⻝，配以醬汁⼀同混和便告完成。

由「⿂素」到「茹素」：我不敢落⼑劏⿂！

「轉素」前的岸本太太，其實已很少吃紅⾁，但喜歡吃⿂。那麼她是如何由「⿂素」轉
變成今天真正「茹素」呢？「記得有⼀次隨丈夫回⽇本，和奶奶在廚房劏⿂，不知怎
的，那次令我感到很驚慌。」後來在轉任航空公司期間，岸本太太亦曾親睹廚師在製作
飛機餐時劏⻯蝦，同樣令她感覺不安。

「直⾄最後⼀次，我買了⼀條⿂回家準備處理，卻發現怎樣也下不了⼑。」那⼀刻開
始，岸本太太明⽩到⾃⼰不能再吃⿂，從⽽踏上茹素之路。⽽她推崇的⻝養料理，亦不
⼀定需要葷⻝⻝材來製作，「⻝養料理主張順應宇宙秩序，注重⼤⾃然和⼈的關係。特
別來到現今社會，⾁⻝對我們環境、⽣態帶來影響；我相信⻝養料理未來亦會朝著純素
的⽅向發展。」就岸本太太個⼈⽽⾔，⾃從奉⾏⻝養料理並茹素後，她的⽪膚敏感問題
已不再復發，平時她在飲⻝上亦會多加攝取植物的蛋⽩質和維他命B12，均衡吸收各類營
養。「好像麵⿎，其實也含有豐富B12呢。」

岸本太太建議，茹素者不妨多喝麵⿎湯來吸收維他命B12。

赴⽇本、英國學師：⻝養料理，很適合繁忙的⾹港⼈！

由接觸到愛上⻝養料理，岸本太太更進⼀步成為導師。「後來我曾往⽇本報讀⻝養料理
課程，當時只是想了解多⼀些，學校的校⻑卻認為我有當導師的潛質！」⼀番思量下，
岸本太太兩年前決定循⻝養料理這⽅⾯發展，除多次飛往⽇本學師，更遠赴英國深造。
學藝完成後，近年⼀直⽤⼼推廣這種健康的飲⻝及⽣活⽅法，不時在⽣活書院、綠⾊⽣
活教育基⾦（Club O）等機構開班教學。

⽇式漬物亦常⾒於⻝養料理中。好像梅乾茶（左圖），以及櫻桃蘿蔔淺漬（右圖），俱屬天然加⼯製成。

「⻝養料理，其實很適合繁忙的⾹港⼈！」岸本太太提到，⻝養料理⼗分注重⾝⼼調
和，「即是以⻝物來觀察⾃⼰⾝⼼需要，特別是情緒問題。」⽽⻝物，正帶有調養⾝⼼
的功能。「好像⻝養料理提倡以穀物養⽣，全因穀物含豐富營養，更是在地上種植，令
⼈感覺實在。如情緒不穩定，多吃穀物會有幫助。」惟⾹港農業⽇漸式微，要買到在地
種植、有機⽣產的時令蔬⻝，會否有難度？「我的經驗是不太難，現時⾹港仍有三⼗多
個養場，近年亦有不少年輕⼊加⼊農耕⾏列；我就是直接跟農夫以Whatsapp訂購有機蔬
菜；蔬菜統營處亦設有⼿機程式，⽅便⼤家隨時買到有機蔬菜。」

岸本太太致⼒推廣⻝養料理，與⽣活書院合作開班教學。她認為只要從⼼出發，別⼈就能感受到你的⽤⼼和專業（圖：

⽣活書院）。

靜⼼烹調　讓⻝物發放正能量

除了⻝物選材，⻝養料理亦強調⽤⼼烹調的重要性。「每次下廚，我也很專注，更會要
求丈夫不要在旁加把嘴！」岸本太太認為，如果我們能靜⼼烹調，也可進⼊冥想狀態，
「專注下廚，有助我的⼼境回復平靜，沒有任何煩躁和情緒。在切菜、洗菜的過程中，
也令我感受到⻝物的能量。」岸本太太認為這可稱之為「禪煮」，亦可說是「料理治
療」，藉著短短⼀頓飯的製作過程中，嘗試讓⾝⼼靜下來。

「⻝養料理的烹調⽅法，其實可以很簡單。我現時教班推廣，⾸要條件是⻝物美味，做
法更要簡單，才能吸引多些⼈學習。」⾹港⼈⽣活壓⼒⼤，但同時很喜歡品嘗各國美
⻝。岸本太太認為，⻝養料理絕對是⼀個好⽅法，幫助⾹港⼈了解⾃⼰⾝⼼的真正需
要。「只要專⼼享受烹調的過程，讓⾃⼰的⾝⼼重新和⻝物和⼤⾃然連繫起來。煮出來
的⻝物，⾃然會好味道。」

Watch on

食養料料理理，岸本太太教你輕鬆煮！
Watch later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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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章：
台灣社企「搖滾爺奶」──
爺奶說故事，搖滾你的想
像，散播正念的種⼦

佛教的「神譜」 : 信仰主體
的變化 (⼀)

轉化以貪瞋痴為主導的企業
價值──社企新思惟，正命
過⽣活

你是否也是愛麗絲故事中的
那隻兔⼦──有關善⽤時間
的迷思

標籤 : Green Your Month, 健康, 情緒, ⽇本, 營養, 素⻝, ⾝⼼, 飲⻝ 分享：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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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明覺專稿⽂章：

【Green Your Month】
素⻝，令我更勇敢表達
⾃⼰！這是藝術教育⼯
作者劉妍汶的茹素故
事，還有她藉創作繪本
「推素」的緣起⋯⋯

⼀個法⾨，三種解讀
——略談淨⼟宗的修⾏
⽅法

《訓誡伐蹉⺩優陀延的
⼤乘經》及其經注《釋
深義要點明燈》（⼀）

⻄⽅接引，成熟菩提：
緬懷永惺⽼和尚

要⾨和弘願是否兩個客
觀存在的往⽣淨⼟之
⾨？

茶道，⼀種提升⼼性，
體驗禪意的⽅便之道
──趙州的茶 你懂甚麼
?

相關時事脈搏⽂章：

⾝⼼靈健康管理及解⾏
並重的課程——佛光⼤
學樂活產業學院、佛教
學系碩⼠課程

修持計劃「觸地」邀請
⼤眾讚頌佛陀名號，⺫
標是累積⼀億次。⺫前
來⾃世界各地的持誦次
數已達五億，遠超原定
計劃！

菩薩的懺悔法：誠⼼懺
悔，後不復造

台灣善⼼⽼⼈兩年來炒
了逾30,000包⽶糠，免
費分享給有緣⼈，助他
們改善健康。他發起善
念後，匯聚了更多善⼼
⼈⼀起⾏善⋯⋯

彙集⼤師歷來著作，
《星雲⼤師全集》數位
化推出，希望為⼈間佛
教寫下新⾴⋯⋯

以運動改變學⽣！這就
是佛教筏可紀念中學校
⻑惲福⻯的理念。最近
學⽣在體育界獲獎無
數，但他們所得的遠不
⽌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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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第⼀個發表評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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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網內容豐富, 緊扣時代脈搏 , 提倡聞思修並重。 讀者
可以在網站內的主⺫錄⽅便地找到各種内容, 並點擊進⼊
各專題網站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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