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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素食在香港漸漸成為潮流，隨之不少機構也會舉辦「Green 

Monday」、「素食展」等活動，而「素食」兩字亦更常在普

羅大眾的口中提及。 

你做為「普羅大眾」的一份子，想必也曾參與關於素食的活動，

參與的原因可能純粹因為好奇心。但間中才吃一兩次素的你其

實對一個長期食素的「素食者」了解又有多少？你知不知道他

們的真實的消費處境是甚樣？ 

編者按：因涉及版權問題，本頁插圖已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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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鮮 
真是想不到連日式壽司店也有

提供素食，例如健康之盛、素の七

色丼。香港的食店真是要學習下，

若果可以的話，希望所有壽司店都

有素食，這樣就可以更方便素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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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仔雲南米線 
素食米線喔！它好像不太好吃，但我

吃過了，其實味道也不錯，不妨去試

下，裏面的食材還很健康，有木耳

絲、腐皮、豆卜、韭菜等。真要恭喜

素食者們，你們有口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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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便利店 
其實 OK 便利店比沒有提供

素食餐，但素食者在這並非

沒有東西吃，例如：齋腸

粉、烏冬，素菜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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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快活 
大型連鎖快餐店大快活看似選

擇「一籮籮」，但專門提供給素

食者的餐其實只有一款（屈指

可數）， 但學生餐都有好幾

款。這擺明是忽略了素食者！

世道爲何如此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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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FC 
KFC 更不要提了，素食的餐牌

上的選擇是零，注意：素食者請

避免在 KFC 吃飯，若要去 KFC 

食午飯（自討苦吃），請做好走

肉的心理準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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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哋發現…… 

雖然我地身邊有好多嘅餐廳，但係都唔係好多間有提供

素食餐比素食者，即使有，都只係佔整個餐牌嘅一小部份。

亦有其他嘅例子，有餐廳雖然無明確指出有素食餐，但係

會有 d 餐係適合素食者食，可能係沙律，可能係只有菜

嘅餸。 

綠茵餐廳 
茶餐廳裏面有好嘅港式餐點，雖然茶餐廳亦有 d 食物

適合素食者食，例如菠蘿包。但係咁唔足以令素食者食

得飽。其他嘅食物都會有菜，但一定會配搭埋肉。最離

譜的是，這間茶餐廳裏 360 款食物裏面，只有 15款是

素食，給素食者的選擇極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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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素食者 
因為我地對素食者嘅了解好少，所以決定訪問素食者，希

望可以知道更多有關素食者真實嘅資料 

受訪者 A—組員陳藝蒓嘅小學老師

1. 問 :請問您係大概幾時開始素食?

受訪者 :我大概係 12 歲中一開始食。

2. 問 :會唔會係有咩原因而開始食素呢?

受訪者 :因為我屋企人都係食素,所以我都食素,我婆婆同媽咪都食素,

但係我爸爸就會食肉,咁媽咪都比我自己揀,咁慢慢屋企都變咗食

素。

3. 問:開始食素時會唔唔會有咩困難?

受訪者:我開始食素就無困難,就由細到大都食,都接觸過,咁但係如果

出去同中學同學食飯就未必有素食,咁就要個老闆,例如揚州炒飯要

走肉走海鮮咁講到明,不過我素食係蛋奶素,素食有 d人係唔可以食

蛋、奶,係食純素,咁我就唔係食純素,就方便 d。咁補充返,因為有 d

餐廳未必會肯走肉咁幫您,所以呢個就係個困難。

4. 問 :會唔會有經歷過一 d尷尬嘅時候,例如係要參加宴會,您會係繼續

食素/會食少少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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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如果係去飲呢,因為我朋友全部都知我食素,咁佢地會好好預

備素食餐比我,咁不過份量好多,咁我就會叫 d朋友話都唔洗 ga la, 

我都會食碟邊菜,咁我就唔會食個肉,碟邊菜即係唔係撈得好勁咁樣,

咁我就會食,例如帶子同菜芯,咁佢地唔會炒到黐埋一齊,我就會食 d

菜,咁我地就會叫碟邊菜,不過就可能要麻煩 d朋友預備。 

5. 問:請問您認為以前食素同依家食素會唔會有咩分別? 

受訪者:以前食素呢,可能細個就會食 d齋肉或者齋魚蛋,但係依家就

倒返轉,都係想食 d天然嘅嘢,例如都係豆腐、菜,即係種出嚟個 d,就

唔係精製造嘅嘢食,咁呢個就係最大嘅分別。咁心態上就都係一樣嘅,

都無試過想食肉。 

 

原來素食者同我地之前所想嘅唔同：我地以為素食者淨係可以選擇得

菜嘅餐。但原來素食者除咗會選擇素食餐單之外，仲會用「自己嘅方法」

去堅持素食，例如：會自己挾開 d 肉，將個樣餸菜變為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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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了親身走訪我們身邊給予素食者的選擇，亦親自訪問

素食者，但我想發現這遠遠不夠，我想知得更深，更遠，

所以我們決定「實戰素食」 

寂寞杯麵人抱怨 
對於一個「掃食者」來說，肉是不能缺少的一環，甚至是我的其中一個朋友，

沒有肉就像一棵植物沒有水般痛苦。換過來說，我寧願菜和肉都不吃，「大

家」來個「同歸於盡」。於是，我決定只吃杯面（沒有肉的）！所以往後的

每一天的午飯，我有一半的時間是對着杯面，班中沒有人和我一起吃杯面，

我只好每天和杯面傾訴；每天和杯面談天說地「哎！沒辦法啦！」我心裏不

停地抱怨。過了幾天，終於有人和我吃杯面，但卻有人故意在我面前吃肉！

吃素真是百感交雜啊！ 

 

原來素食是一種很寂寞的事情，要堅持一些事情有時要抵得住寂寞，或者

是誘惑，才能貫徹理想。 因為社會上素食的風氣並不流行，很多時都是獨個

兒的。以我為例，我在過程當中我的朋友大多都不願和我一起吃素，我只好

在學校獨個兒吃素，素食真是寂寞呢！ 



11 

KFC 生存記     
你曾可否想過，一個素食者要要在肯德基，一個專門吃雞的地方找到一餐適

合自己的午餐？而我在這十幾天轉做素食者的過程中，就有這「難忘」，很

「特別」的經歷…… 

有一次，約了老師吃午餐，做為學生，做甚麼當然是老師決定，老師說要吃

肯德基，我們當然不能「SAY NO」。 

去到肯德基，看着菜單，根本就沒有一個專為素食者而設的餐，那麼我只好

選一個較少肉的餐，然後？當然就是那點餐員為我「走」肉。其實要這都好

需要勇氣，而那點餐員格外的冷靜，更是 讓我甚是驚訝。 

前面都是小兒科，去到吃東西，恰巧有同學亦在肯德基吃午餐，當我剛拿起

一個沒有雞腿的雞腿漢堡包，那些同學便好奇地走過來，左看看，右看看，

觀察一番。弄得我十分尷尬，但又要假裝若無其事，繼續吃自己的午餐。

原來素食者比我想象中要面對更多的困難，不單是飲食上的界限，同時素

食都會引來別人奇異的眼光，素食者可能內心會感尷尬、難受，但郤不能怪

別人，唯有學會接受，然後慢慢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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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辣冇雞腿堡 

有一次，我去麥當勞叫了一個脆辣雞腿堡餐走雞腿 

我：唔該一個脆辣雞腿堡餐飲芬達走雞腿吖 

收銀員（愕然，臉上有點疑惑的表情）：下？ 

我：即係個包走肉 

收銀員 （好驚訝 奇怪）：走肉啊！？走肉之後 

仲食 d咩呀？（有點好笑） 

我：...... 

之後過多一陣收銀員就問我：你食齋呀？ 

我話：係呀 

餐到咗個時我打開個包發現原來佢比錯左，佢淨係比咗一個得肉嘅包比我，

之後我又到返去同佢講番，等咗好耐之後先換返個走肉嘅包比我。我覺得買

野食的時候叫走肉但係又冇走到，之後要重新再去換過，當時我都覺得麻煩

到人地，又要特登同我整過第二份。 

人情治 

有天早上，我係學校小食部買早餐，但係提供嘅早餐全部都有肉（餐蛋治、

芝腿治、腸仔、燒賣），我膽震心驚地問姨姨可否幫我弄一個芝蛋治，姨姨

居然爽快地答應了我，我當時真係好感動，我覺得呢個芝蛋治特別好食，但

說真的，這個特別地三文治也花了蠻久的時間，如果現在是午餐時間，那麼

多人，我想姨姨也未必會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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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當我正在走去小

食部買想買多一次芝蛋治

的半路中，我突然停住了

腳步，我想到她幫我製作

那份特製三明治用了很多

時間，我怕麻煩到她和其

他正在排隊的同學，然後

我就腳步一轉，回了班房。 

 

原來作為一個素食者有很多顧慮，一個就是在飲食上要諗深一層，要睇邊

d菜適合我嘅，如果冇嘅話就要睇下邊 d菜比較少肉或者可以走肉，又或者

要經常留意有那些餐廳有素食。第二個就係會多咗一份擔憂，例如去買嘢食

嘅時候叫職員幫我走肉，甚至係冇得走肉嘅時候挟 d肉比朋友叫他幫我吃，

這個時候我就諗咁揚會不會增添了別人的工作或者是麻煩了別人呢？ 

原來素食者要考慮好多野有好多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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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與我的素食日記 

經過十幾天的素食體驗，發現要轉做素食者，不單單是我個人的決擇，更會

牽涉到很多東西，以我個而言，轉食素食者第一牽涉到的人當然就是我媽媽。 

要轉食素，當然有得多方面都要媽媽的配合，加上我午餐多數都是自己帶飯，

而媽媽又是家中飲食的「話事人」。所以當我知道要轉食素，第一個就要問

媽媽，試探一下她的反應，她一開始都擔心食素會不夠營養，但經過我詳細

的解釋後，媽咪都表示理解和支持。 

轉食素，媽媽在買菜的時候都多了一層顧慮，要為我買多了菜類，又或者更

經常買豆類，菇類。幫我準備午餐時，為了不讓我只得清菜食這麽清寡，都

要想出一些新菜式。但一開始我還渾然不知，但直到一次媽媽無意中提及：

轉食素真的很麻煩。我再想深一層，才意識到原來自己的決擇都為媽媽帶來

了很多麻煩。 

媽媽更因為我而「被騙」，有一次媽媽專門為我去素雞回來試，誰知那素雞

不但看上不像雞，吃上去亦沒有雞味，正确來那根本就是豆腐乾而不是素雞。 

媽媽亦都好為我的感受著想，有時只有我們兩個吃飯，媽媽都會不煮肉類，

陪我食素，一來只有她一人食肉，煮也是麻煩，二來免得我看到後會難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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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一個素食者都好需要別人的支持和支援，否則素食者也很難堅持自

己這個特別的「生活習慣」。就以我為例，如果沒有媽媽的配合和支持，我

相信我根本無法順利完成這為期十幾天的素食經歷。 

 

原來，初成為素食者的人來說，他們都要面對家人的擔心、甚至是反對，

一開始就困難重重，同時他們亦要習慣身邊的人對此而感到驚訝的面孔。原

來，素食者的心理壓力也挺大，要成爲素食者，抗逆力高想必是必要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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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奇素盆菜 
新年期間去親戚屋企食飯，佢地叫咗兩個盤菜，一個係素食嘅盤菜，一個係

普通盤菜。我一開始就食咗個普通嘅盤菜，之後就試食素食嘅盤菜，食咗個

素鮑魚，發現原來係菇嚟，同我想像中唔同，心諗：哇！原來素鮑係咁架，

我仲以為會個口感好似真嘅咁「韌」。仲有一隻橫間條嘅素肉，真係好似真

嘅一樣。 

 平時會有機會接觸到素食，都係去拜山個時。食嘅素肉都係只有樣似，但

實質就係用菜去做成，口感係完全唔同，例如竽頭魚，佢嘅樣就好似一條魚，

但佢其實係竽頭。雖然我唔係幾欣賞佢嘅口感唔似佢所扮嘅嘢，但係我好佩

服 d 人可以將蔬菜做得似肉嘅樣。 

原來素食同我所想嘅好唔同，素食都可以咁多樣化。市面上有好多不同素食

餐廳，會將佢地部份餸菜嘅樣做得好似肉，雖然用嘅可能係 d 好普通嘅蔬

菜，但係無論佢嘅樣同味道都會有好大嘅分別。素食者多左一個選擇，其實

呢 d 餐廳背後經營嘅真正原因係想比多個選擇素食者定係純粹想去吸引大

眾去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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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以貌取「素」 
素食生活的第一天中午，同學們都三五成群地出去吃飯，班中又剩下一些女

同學和我，我忽然感覺到一種莫名的寂寞，平時一向有兩三個男同學和我一

起在街外吃飯，但今天我沒去見他們，我怕他們會因遷就我而和我一起吃素，

之後我又揭開了飯蓋，平日一向是食肉獸的我忽然覺得很奇怪，我不是跟媽

媽說了我要吃素嗎？為什麼有魚？她不是忘記來我要吃素吧。接著，我又趁

沒人注意咬了一口魚，怎麼味道怪怪的？是......原來是豆，這是素魚。別人

可能會覺得我很傻，把豆做成的食物當肉，但其實素不一定是別人看的清淡，

他可以變幻無窮，就像這素魚一般，他的外形很像真的魚，只是味道不同而

已...... 

素的種類繁多 
又有一天，我去了一間叫「緣來素食」的素食館裏吃素，我一直以為素的貌

相一定不及肉好，而且比肉更便宜，但那真令我大開眼界，餐牌裏的素菜相

片很漂亮，但也相當昂貴，我當時想：素怎麼會這樣的價錢？一個普通的素

菜要大約六十至八十左右，但我既然來了就要嘗試，我又叫了一碟叫牛公子

欖菜菜粒炒飯的素菜，看上去真是令人涶涎三尺，於是我咬了幾下，「啊！

不錯。」它用的全部是甚麼材料我不知道，但只可以說我嘗到它有肉味，而

且還很可口美味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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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素食同我哋所想嘅好唔同，素食都可以咁多樣化。市面上有好多

不同素食餐廳，會將佢地部份餸菜嘅樣做得好似肉，雖然用嘅可能係 d 

好普通嘅蔬菜，但係無論佢嘅樣同味道都會有好大嘅分別。素食者多左

一個選擇，但不知道素食者係咪真係會去呢類型素食餐廳 “搵食”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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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的一頓 
第一天吃素的時候，我和同學一起去來大快活吃飯，我原本以為像大快

活這種大型連鎖餐廳應該會有很多選擇給素食者，誰不知，去到才發現

只有一樣素菜。我看到那個餐實在是太難吃了，居然有我最不喜歡的菇

類，但我又想和朋友一起吃飯，不想孤零零一個人，之後我就決定去旁

邊的八方雲集買外賣到大快活吃。我在吃的過程中都戰戰兢兢，提心吊

膽的，怕職員會趕我出去，又覺得唔好意思在大快活到吃其他鋪頭 d野

食，不過幸好職員見到後也沒有罵我。 

原來所謂的選擇並非選擇，很多餐廳表面上好像有提供了選擇給素食

者，但其實這些「選擇」可能只有一個或者很少數，素食者要被逼去「揀」

那些所謂的選擇，那又是否「選擇」呢？ 

原來要 keep 住有朋友的午餐，自己都要諗出一個朋友與生活習慣之

間的生存之道，例如朋友想去某間餐廳食飯，而那間餐廳並沒有素食提

供嘅，素食者要諗出一套自己的方法去兼顧朋友與自己的生活習慣。例

如要諗辦法走肉或者像我一樣要冒著風險去買第二間店舖的食物，再返

黎同朋友一齊食。 

原來素食者在「食與不食」之間，還有第三個選擇，但卻是要動動腦

筋才想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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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地體驗完素食者嘅生活後，發現咗好多之

前無留意到嘅嘢:發現咗素食者係日常生活遇上

一 d 處境同困難，所以我地決定再次訪問兩位

素食者試看下佢地會唔會對我地所遇上嘅經歷

有共鳴，又或者佢地有咩面對呢 d 處境嘅「良

策」。 

受訪者 A—組員陳藝蒓嘅小學老師 

1. 問：之前提過可能有餐廳唔肯走肉，咁您會唔會有咩方法去解決？ 

（因為上次訪問後，我嘗試去叫早餐嘅時候叫人幫我走肉，但係唔

成功，結果將肉分比家人食） 

受訪者：有 d餐廳唔肯幫我走肉係有嘅，咁呢...有一次去餐廳坐低左

啦，我試過有三個嘅，一係就即刻走啦，無謂硬要吃食啦，如果我都照

坐低嘅話呢，我就會揀，例如西餐廳就揀沙律，但係韓燒就冇去食，因

為就真係冇得食。宜家有 Green Monday 果 d，所以就算係牛角、牛

一都有沙律食嘅，如果去粥鋪食，就會叫皮蛋瘦肉粥走瘦肉或者白粥同

皮蛋粥，冇其他啦，但系呢,例如有 d大型嘅連鎖店係用豬油嘅，如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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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榮華 嫁女餅，個時我結婚嘅時候呢就真係要打電話去問，問到榮

華唔係用豬油嘅，但其他都用豬油嘅，我唔知榮華定奇華係用豬油，咁

呢 d好細緻嘅要問囉。第三個方法，冇方法就唯有食碟邊菜，意思係炒

肉同菜唔會癡埋一起我就會食，因為同一大班朋友、同事一齊好難就你 

  我想講埋呢，如果係...我頭先咪話中餐西餐咁樣嘅，例如茶樓 d雞煲，

我就真係唔會如去食，所以有 d 地方我就真係冇乜，冇去過食嘅，如果

你話日式，我就食蛋奶嘅，咁就有蛋果 d 食囉。咁西式就一定有沙律、

蘑菇意粉，咁都有架嘛。咁麥當勞果 d咪叫走肉，通常我會食麥芝蛋包。

咁如果 kfc 就冇啦，有 d 舖頭我就真係可能去都唔去。 

2. 問：咁您去買麵包/糕點，會唔會問佢地係唔係用豬油? 

（因為我地曾經見過一 d 新奇嘅素食，例如:素盆菜等） 

受訪者：會啊！有 d用菜油，有 d真係用豬油（中式糕點好似好多

都系豬油），辣椒都有蝦，所以都儘量問咯。 

3. 問：咁有 d 素食餐廳會推出一 d 菜式係有 d 特別，可能係做成肉

嘅樣，即係有餐廳會諗 d 有 gimmic 嘅嘢出嚟吸引人去食，咁您會

唔會入去呢 d 餐廳食呢 d 嘅餸菜? 

受訪者：啊...其實香港好多素食餐廳即中式西式呢，都好耐都有呢 d，

系我細個都有架啦，個 d 素食係臺灣黎嘅。跟住咩素肉、素丸呀我細個

都有食嘅，因爲我屋企人會買。慢慢一路大個就食少 d素肉啦。咁如果

佢有 gimmic 嘅，都會食嘅，但系應該系個 d做法吸引，係中環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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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特別素食嘅，灣仔都有 green common、grass wood 等等西式素

食，中式都有好多，仲有泰式素食，以前冇咩機會食，咁都會嘅。九龍

城有一間食泰國嘢嘅，平時有好多海鮮果 d系度，，咁佢又整齋，咁果

d鋪頭我都會想試，會專登去試，不過唔多，可能一年三四次甘樣。但

就算去到四季酒店，仲有半島，其實佢地都有專門素食餐單嘅，不過你

坐入去 walk in 就冇啦，你要訂嘅。咁所以都好多野揀嘅。 

 

原來素食者係有餐廳唔肯走肉嘅情況下，會有一 d 小祕訣去解決

問題，即使去到普通嘅餐廳都可以食到素。仲有，原來素食者會重視食

物嘅「烹煮方法」多於佢嘅「外表」，佢唔會去食一 d 似肉嘅素菜，亦

唔會比呢 d 素肉吸引到而去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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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B—陳嘉恩 

1， Q:我想問你幾時開始素食㗎？當初你開始 ge 原因係咩？ 
A:大概中五嘅時候開始，其實不嬲都有食素嘅想法嘅，但冇實行，

直至中五時睇咗一條動物飼養同屠宰嘅片，畫面好震撼，好殘忍，

當下就決定唔再食肉喇 

2， Q:甘其實你素食都幾耐，你一直都靠左 d 咩去堅持呢？ 

（我吔有 d 組員因為受唔住誘惑，一直將開始素食 ge 日子推遲好幾

天。） 

A:其實我本身都唔係好鍾意食肉嘅人嚟嘅，所以又冇乜好強烈嘅掙

扎，堅持落去嘅原因都係上面講嗰啲，覺得現代畜牧業嘅生模式對

動物太殘忍 

3， Q:期間就冇試放棄？又或者有放棄呢個念頭？ 

（在實戰過程中，我吔開始食素幾天，我吔已經頂唔順啦，但為左

個 project冇辦法啦。） 

A:期間有重新諗過嘅，例如係得我一個食素有咩用呢，同埋之前有

一段時間身體好差，去睇醫生，醫生話，一係貧血一係食肉，你自

己揀。嗰時食素都食咗幾年嫁喇，要轉返都好難，同埋唔食肉真係

唔會死，最多注意下營養，食多啲有鐵質嘅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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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我吔每個組員都試過做左十幾日 ge 素食者，當中我吔都覺得要

選到一個適合素食者 ge 餐真好困難，唔知你會唔會有呢個感覺？ 

A:哈哈哈 會啊，要出街食真係好難，唔好講話有營養，連搵素嘅

都好難 

5， Q:甘其實轉左食素，會唔會使你少左出街？ 

（經過十幾日素食，我吔發現素食會好左顧慮，特別係出街食，又

要顧朋友，又要顧屋企人。） 

A:又冇喎😂😂 始終食對我嚟講唔係最重要，但我承認其實我冇好好

注意營養，求其冇肉就一餐，薯仔送飯都成日食 

6， Q:甘其實一 d專門提供素食餐廳，你又會唔會去？ 

（我吔發現原來一 d 素食餐廳的食物都幾有趣新奇，唔知真正的

素食者都點睇呢 d 素食餐廳呢？） 

A:通常係大時大節先會去，例如係我生日啊，又或者有時朋友約食

飯，知我食素，會特登揀素食餐廳。平時一般就好少，因為一來唔

就腳，二來偏貴 

7， Q:剛剛你都提及唔會因為素食而少左出街，甘會提供素食餐 ge 餐

廳多唔多？甘如果真係冇提供，你又會點？ 

A:點都搵到嘢食嘅，如果真係冇，例如得海鮮豆腐飯，就我食豆腐，

我朋友幫我食海鮮 

8， Q:甘你會唔會直接叫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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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如果情況許可都會，例如雞肉米線走雞肉，但有時候佢地係煮好

一煲，例如粟米肉粒，咁呢啲就走唔到 

9， Q:有冇一 d 十分印象深刻 ge 走肉經歷？ 

A:Hmmm 喺大學 canteen 食飯，啲姨姨都好好人，我叫走肉的

話，佢地會淥多幾條菜畀我，驚我冇嘢食 

10， Q:甘其實你會唔會覺得一個走左 ge菜式同冇走ge，有好大分別？ 

A:冇叫走肉都係要自己夾返出嚟😂😂 同埋會食得冇咁安心，驚自己

夾唔乾淨 

有啲人會覺得叫走肉係蝕咗，例如上一輩嗰啲，但我又冇乜所謂 

11， Q:有時候冇得走肉，要靠自己，但個個動物都係死左，都殘害左

一個生命，會唔會應該素食，同自己諗 ge 好唔同，同埋覺得違反

左自己一開始 ge 原因？ 

A:自己走嘅朋友會幫手食嘅。同埋我覺得，唔係每一次食素都係拯

救，唔係每一次食素都一定會達到某種效果，餐餐堅持食素比較似

係一種生活模式，例如可能今次係無可避免地浪費咗啲肉，但長遠

嚟講，最重要都係維持到呢個習慣。我都聽過有 case 係有素食者

見到好多浪費食物嘅情況出現，所以佢就決定放棄食素，改成乜都

食，希望唔好浪費。我都同意佢睇法嘅，但每個人取態唔同 

同埋我又唔覺得食肉係十惡不赦，始終係人為嘅生存方式，我只係

唔認同現代化下嘅生產模式，如果係去返好耐之前嗰種，啲人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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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養雞，啲雞可以走來走去，然後用人道嘅方法屠宰，我其實唔介

意食肉 

12， Q:你覺得你初初開始食相比起現在，會唔會冇甘困難？ 

A:香港近幾年素食都流行咗好多，已經冇一開始咁辛苦了 

13， Q:我睇完你 d回覆都睇到你 d朋友普遍都好遷就你，真係有冇 d

朋友，覺得同你食飯好麻煩，你唔食得 d 肉又要比佢食，從而少

左同你食飯？ 

A:又冇喎，都係互相尊重，我尊重佢食肉，佢尊重我食素 

14， Q:以及你一開始食素，你屋企人又點？係支持你，擔心你，點係

十分反對你呢個決定？ 

A:但屋企人反對，驚影響健康，一開始特登煮碟碟都係肉，但我硬

頸，真係淨食飯。後尾就慢慢接受了 

15， Q:當時你硬頸左幾耐，你屋企人先接受？ 

A:一餐咋😂😂 佢地真係驚我唔食嘢嘛，第二餐就煮返正常，但心入

面都係唔想我食素 

16， Q:你出街食野個陣，有冇曾經有隔離枱 ge 人見到你食素，而覺得

好新奇，用奇異的眼光睇住你？因為我吔係試食素 ge 過程中試過

好多次 

A:Hmmm 我自己冇特別留意，但我覺得食嘅時候 ok 嘅，係你點

餐嗰陣附近嘅人聽到會望下你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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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嘅時候係最困難，首先時間關係一定係食快餐，同埋一定喺屋

邨商場食，大家樂啊茶餐廳就係最最最難搵到素食，升咗大學之後

可以去嘅餐廳多咗，同埋 canteen 點都有一兩款素，所以食嘢問

題已經改善好多 

 

17， Q:甘係中學期間你點算？ 

A:我記得我好少出去食，成日喺學校買撈面食。咁但又唔可以怪晒

食素嘅，都有原因係 lunch 多嘢做索性唔出 

18， Q:有冇朋友陪你？ 

A:一時時啦，但我係唔介意自己食飯嘅，可能因為咁先食到咁多年，

哈哈 

 

原來背後驅使素食者開始素食的原因和我們想象的很不同，素食的念

頭原來也未必是來自宗教的考慮﹑也未必一定完全是因為健康，其實也 

可以單單因爲一些信念 : 不認同現代的屠宰方法。正因為他們很清楚

知道自己的想法和信念，這成為他們面對困難仍堅持着的素食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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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得知…… 

原來每個素食者都並非是同一批次的 SAMSUNG NOTE7,全部都一

式一樣，他們都與普羅大眾一樣，有着不同的口味，不同的生活、飲食

習慣。而且開始素食的原因，背後揹負的理想都不同。但為甚麼我們普

遍都認這些小眾消費群都是千篇一律？是我們從傳媒而得的普遍印象？

我們對這些小眾消費群的了解是否真的足夠？還又是我們早在心裡已

經標籤了他們，將他們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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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食者與我

們的「共鳴」 

1. 出街食要搵一個適合素食者嘅餐好難 

2. 要面對住家企人嘅反對 

3. 多咗顧慮，要做多咗嘢，例如食飯嘅時候

要留意食物所用嘅材料有無含有肉嘅成

份 

素食者做到 

而我們不能 

1. 因為我們抵不住「3 捱」— 捱不住誘惑， 

捱不住寂寞，捱不住別人奇異的眼光 ; 但

他們卻能勝過 

2. 他們會動動腦筋去突破一些因外在環境

帶來的素食困難﹔ 我們則未必懂得如何

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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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總結 
做完這個報告，我們對素食者多了一份了解，或者可以說是多了一份關

懷。原來我們以為平日去餐廳有很多選擇，多到令我們很難去選擇究竟

要吃哪個餐。但是我們體驗做素食者後，發現我們所說的「很多選擇

(option)」 ，其實是沒有選擇(choice)。原來我們平日都未必關心到這

些小眾群體的「選擇」。 

 

更加，他們對食物的那種謹慎也十分講究，我們其中一位受訪者，他提

到中式的糕點會用到豬油，就連那麼細微的部分會注意。 

 

我們平日見到有人點餐叫店員走肉，我們用奇異的眼光看着那人，但我

們不是有惡意，只是有種好奇心。在我們體驗素食者的生活時，我們才

發現這些眼光會令人十分尷尬，甚至會很怕再去麻煩人幫自己走肉。 

其實不只是素食者，還有其他小眾消費群都是面對着類似的消費處境，

但我們卻忽略了他們。可能在我們眼中，這些少眾消費群所面對的消費

處境不是一個大問題，因為貨品的種類繁多，一定會有適合他們的。但

你親身體驗過他們的處境後，你才會明白他們的感受，才會明白當中的

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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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我們亦發現「素食者」並非一種只有共同口味的一群人，原

來他們每一個都是獨立的個體，每一位素食者要也許面對他們獨特的處

景，會有著他們自己獨特的考慮。 

 

起初我們以為素食者就只是一群不吃肉的人，但其實當中「各有不同」，

原來素食都分好多種，有純素食、乳蛋素、水果素食……﹔ 另外每個素

食者的理想、信念都不同，有人可能因為健康，有人可能因為宗教信仰，

有人可能有似陳嘉恩姐姐一樣，只是為了反對現代的生產方式，又或者

是受到家人的感染，而開始食素。 

 

其實係香港做一個素食者真係好難，市面上唔係有好多有素食提供嘅餐

廳，大部分的茶餐廳，快餐店都沒有，想去超級市場買食物，大部分的

都是肉類，除了一些素食專賣店、素食餐廳之外，可以給素食者的選擇

其實真的好少。不過，所欣賞的是一群素食者沒有因此而放棄他們的信

念，縱然面對不便仍持下去吃素。 

 

更可敬的是不同素食姐面對素食帶來不便，會想盡辦法去解決，例如是

陳藝蒓的老師，她便一套屬於自己的生活小祕訣。原來，在「Yes」和

「NO」之間還有很多可能性。是的，只要動動腦去思考，突破既有框

框，我們生活總是充滿心可能性。 


	素食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