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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座運程星座運程
白羊座 3/21-4/193/21-4/19 金牛座 4/20-5/204/20-5/20 雙子座 5/21-6/215/21-6/21 處女座 8/23-9/228/23-9/22獅子座 7/23-8/227/23-8/22

天秤座 9/23-10/229/23-10/22 天蠍座 10/23-11/2110/23-11/21 人馬座11/22-12/2111/22-12/21 水瓶座座 1/20-2/191/20-2/19 雙魚座 2/20-3/202/20-3/20山羊座 12/22-1/1912/22-1/19

巨蟹座 6/22-7/226/22-7/22

D1廣告：工商

多留意人
際關係，模
糊的表達方
式容易讓人
誤解，進而
降低信任度
，堅定自己

的立場才會贏得他人的尊重。
雙人愛情際遇較穩定，能夠理
智地看待兩人之間的矛盾，衝
突自然能大大減少。很有優越
感的一天，同事、朋友紛紛前
來請教你，聽取你的建議。

如果你有
一技之長或
是有什麼特
別的才藝，
不妨乘機好
好表現一番
，會讓周圍

的人刮目相看，還會因此而獲
得意外的驚喜喔！比如：獲得
心儀異性的真情告白、得伯樂
相中、獲得一筆獎金等。福星
高照的一天，中獎、得禮金、
分紅的機會略勝他人一籌。

今天與伴
侶能相互體
諒，共同面
對外在的壓
力。在財運
方面，有許
多不錯的機

會，但虛浮的陷阱也比較多，
要小心分辨，以免被套牢。下
午有機會驅車去郊外兜風，心
情愉悅。答應過另一半的事可
別忘了，也許是你隨口說說的
事，但對方卻十分認真。

已婚者懂
得重視且珍
惜彼此的感
情，不斷努
力付出，澆
灌幸福之花
；對投資雖

只是抱玩玩看的心態，並不十
分上心，但盈利的機會卻很大
；有時間陪家人去戶外野餐吧
，不僅能增進感情，並能使自
己完全放鬆。財運太棒了！正
財、偏財都有。

個人魅力
在不知不覺
間散發出來
，在朋友的
介紹下，有
人主動敲你
的愛情之門

；聚財的能力大大增強，錢生
錢，金生金；今天你自己的運
勢不但能得到提升，你還能成
為其他人的大貴人，有機會去
成全一些事或人。得財不費力
，今日則可水到渠成。

浪漫甜蜜
的一天，溫
柔含蓄的一
個暗語，對
方會和你熱
情相擁。在
投資項目的

選擇上可學習 「韓信點兵，多
多益善」。求職運佳，求職者
很容易成功，勇於表現是今日
成功的關鍵，切不可畏首畏尾
。謹慎理財、步步為營可降低
財務紛爭的發生率。

沒有心事
，喜歡享受
獨處的快樂
時光，但也
容易把比較
重要的事情
忘記。早上

應好好想想今天是什麼重要的
日子，有什麼重要的事情要做
，以免錯過。下午運勢強盛，
多與老朋友聯繫，有機會獲得
不錯的賺錢渠道。大財沒有，
小財有點，讓你歡喜讓你憂。

交易場所
會讓你的運
勢降低，想
要有所行動
者最好避過
今天；學習
者面臨對手

競爭，雖有壓力卻也激發了鬥
志，表現很是不俗；美食會成
為照亮心情的點睛之筆，約上
三五好友一起好好吃一頓吧。
易發生省小錢花大錢的狀況，
買東西莫貪小便宜。

單身者有
機會向心儀
的對象表白
，易獲得令
你滿意的回
應。人逢喜
事精神爽，

你對周圍的人都會顯得特別友
好，與大家分享你的喜悅。財
運亨通，買樂透中獎機率高，
但不可貪多。單身者外出時，
有機會感受電影、小說裏的那
種浪漫邂逅，注意把握良緣。

今天容易
受情緒的影
響而莫名地
鬱悶，其實
快樂是一個
選擇，你選
擇了快樂，

你便會快樂；愛好裝扮的美眉
今天會有邂逅桃花的機緣哦，
加強自身的涵養和內在會讓你
更具魅力；開車族今天不妨出
去兜兜風，會遇上工作機緣。
不利與異性之間有金錢往來。

財運暢通
，有機會收
到親友的饋
贈，讓你既
興奮又感激
。有機會參
加派對，單

身者需主動接近目標，優雅的
舉止是你的魅力所在，但還是
需要積極行動才能讓愛情開出
艷麗的花。運勢普通，宜靜不
宜動的一天，閒暇之時多閱讀
，少到人多的地方湊熱鬧。

情緒欠佳
，因此思維
也跟著遲鈍
起來，一副
懶洋洋的樣
子，喜歡一
個人獨處。

對平時熟悉的事情最好也要思
前想後，按部就班則難以應對
突發狀況。多與家人相處，會
讓你感受到親情的溫暖，排解
心中的鬱悶情緒。經濟上有各
種細小瑣碎的支出。

此茶非彼茶此茶非彼茶

綠葉子全盤喝下綠葉子全盤喝下

Calli O'BrienCalli O'Brien特地糾正說，她不是特地糾正說，她不是tea drinkertea drinker（喝綠茶的人）（喝綠茶的人）
，她喝的是抹茶（，她喝的是抹茶（Matcha TeaMatcha Tea）。抹茶，不是泡茶葉（綠茶））。抹茶，不是泡茶葉（綠茶）
或者濾出茶湯（紅茶），抹茶喝的是茶葉研磨成的細粉，全盤或者濾出茶湯（紅茶），抹茶喝的是茶葉研磨成的細粉，全盤
喝下！抹茶的種植、養護、收穫及加工方式，從種子到成品都喝下！抹茶的種植、養護、收穫及加工方式，從種子到成品都
不同於綠茶，致使它作為茶的關鍵成份兒茶酚、茶氨酸含量超不同於綠茶，致使它作為茶的關鍵成份兒茶酚、茶氨酸含量超
高，高， 「「人們都知道綠茶對人健康有好處，論對健康的好處，可人們都知道綠茶對人健康有好處，論對健康的好處，可
以說一杯抹茶頂以說一杯抹茶頂1010杯綠茶！杯綠茶！」」 。。

文：盛滔滔文：盛滔滔 圖：圖：My Matcha LifeMy Matcha Life

話說抹茶粉到底研磨成多細？——打開小茶罐，一股似有似無
的 「霧」竟然慢慢騰起，盤旋、上升，久久不散去。用手指蘸一
點這極細粉末嘗一下，沒有想像得那麼苦澀，聞起來有一種深遠
馥郁的香氣。

Calli 說，正是那一眼看上去很純正的綠色，以及和諧的口味，
讓高品質的抹茶脫穎而出——顏色发黄或黄綠，可能真正抹茶的
成分只占三分之一。

Calli 回憶起在日本第一次由一位茶道大師為她端上的那杯抹茶
： 「非常濃的。那感覺只能用一個詞來形容：強烈，但同時又很
溫柔。」

擊碎頑固體重平臺期
2005 年開始，由於在健康保健企業的工作，Calli 第一次接觸日

本的抹茶就一下子被它吸引：它的超級抗氧化活性成分、它對大
腦的興奮又舒緩的特性，都使她好奇，所以她每星期5天每天喝一
杯，連續喝了4個星期，結果倒是體重先是掉了5磅，這完全讓人
沒想到。

「無論是我跑更多公里數、我在健身房待更長時間，還是我飲
食上更嚴格，實際上我的飲食已經不能更嚴格了。最後的那5-10
磅體重就是下不去。」，Calli 可不是一般的 「減重者」，她非常
謙虛地表示，30年前，她曾是加拿大第一支女子橄欖球國家隊的
一員，後來也做做一段時間教練。

「不但體重突破了瓶頸，我體驗到一種很平靜的感覺。然後我
又喝了一年，結果我又掉了5磅體重，然後就穩定在那裏了。真是
意外驚喜。」

有一種說法，說一般喝7-10杯綠茶（因其中的茶酚成份），就
會發生這樣的減重效應，但在北美，在一個以咖啡文化為主流的
地方，可能做到一天喝10杯綠茶嗎？而半勺抹茶，就等於一粒強
抗氧化劑：抹茶比起綠茶，含有3倍多的兒茶酚（EGCG Catechin
），抹茶中的茶氨酸（Amino Acid L-thenine）成份超高，具有降
低心理生理壓力的潛能，亢奮和提高協調能力，和咖啡因有一拼
。實際上每克抹茶含有20-30毫克的咖啡因呢。

從那之後，Calli 就以她前橄欖球運動員和抹茶進口商的雙重身
份開始抹茶的推廣之路，成了地道的加拿大抹茶行業專家。

最好的抹茶從日本到加拿大
Matcha 在過去三五年愈發流行，尤其在注重健康飲食及運動人

群中，一點不陌生。有商家稱自己是加拿大抹茶 「先行者」，這
可謂之為 「高調進入市場」，而像Calli這樣的10年前就開始推廣
抹茶的人又算什麼呢？那時她幫助一家美國的健康食品商做抹茶
的加拿大推廣工作，使她有機會四次去到日本的茶山，和採茶農
學習採摘、研磨，并廣為品嘗，她曾向日本最知名的茶藝師學習
，正是那些趟日本之旅，讓她找到了最好品質的抹茶，帶回了加
拿大。

抹茶貴嗎？算算賬，比如市面上某個知名品牌的健康茶包，內
含茶葉、干水果和一些草藥，買下來合一塊多錢一包。 「『My
Matcha Life』的抹茶，論等級，從24分到一元一克，是來自有800
年抹茶種植史的日本九州西南端的鹿子島、手工採摘，以保證採
集最優的茶葉，由熟練茶匠用石磨研磨，因為機器的研磨會升高
茶葉溫度，破壞抹茶的活性營養成分。」；

「抹茶的確是分等級的，大致分為頂優級、茶道級、拿鐵級和
廚用級。頂優級的抹茶來自春天的茶樹的第一批葉子，這意味着
它們的生物活性含量更高，它們的口味更加細膩平衡。」

抹茶之北美 「創意料理」
所謂 「創意料理」（Fusion），普遍意義的理解即異國拿來+本

地創新。Calli 說，抹茶在美國和加拿大，淡去了茶道中的 「道」
和 「禪意」，突出了其健康、保健的特性。為此，Calli 的臉書頁
面上都是各種抹茶創意料理——抹茶作為添加調料，創意喝法可
以是抹茶法布奇諾、抹茶拿鐵、抹茶檸檬、抹茶藍莓香蕉奶昔；
抹茶的創意吃法可以是抹茶薄餅、鬆餅、餅乾、抹茶紫菜飯糰，
還有抹茶冰淇淋……可以盡情發揮。

或者乾脆就 「裸喝」——抹茶加熱水或冰水。直接加水搖勻，
或先做成均勻漿狀，再加水。最理想熱飲溫度在65-85攝氏度之間
。Calli的建議是，每天喝半勺（1克）足以： 「早上喝或下午工作
疲倦、腦子遲鈍的時候喝，可以幫你支撐下來。」

Matcha，正確的日文發音為：Ma-Qia，中間還有小半拍的停頓
就對啦。

Calli O'BrienCalli O'Brien為為 「「My Matcha LifeMy Matcha Life」」 創辦人兼創辦人兼CEOCEO，是一位，是一位
在北美推廣抹茶為健康飲品的先行者。在北美推廣抹茶為健康飲品的先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