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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電玩遊戲
特
集

聖誕節特別企劃 我們將採用抽獎方式，致贈各家企業在
J-goods刊登之超人氣商品以及話題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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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ukome U.S.A. Inc.
Torrance, CA

Tel : (310) 971-0111 / Fax : (310) 533-6081

由marukome獨家贊助提供、
教您輕鬆好做的日本料理

鮮美低鹽  
細味噌  不含高湯

鮮美低鹽  
粒味噌  不含高湯

材料：四人份
味噌沾醬材料

 ｍarukome鮮美低鹽味噌　2大匙

 芝麻醬　2大匙

 蜂蜜　2大匙

 醋　1大匙

 醬油　1大匙

 麻油　1小匙

 和風高湯素　1/2小匙

 水　1 Cup

 大蒜　少許

涮涮鍋材料
 涮涮鍋用薄牛肉片　1 lb
 香菇　4朵
 金針菇　1/2株
 白菜　5片
 紅蘿蔔　1/3根
 水　4 Cups
 和風高湯素　1大匙

做法：
1. 把味噌沾醬用的材料混合起來，做成吃「涮涮鍋」

 時沾的醬

2. 切掉香菇跟金針菇硬硬的地方，把白菜斜切成薄

 片狀、紅蘿蔔也切成薄片

3. 加水跟和風高湯素到鍋子裡面加熱，滾了之後將

 蔬菜放進去煮。接下來只要將肉片放進去「涮」

 一下，沾著1的味噌醬就可以吃了。

　　相信大家對涮涮鍋都不
陌生吧。把切成薄薄的肉放進滾水裡面燙
一下然後沾著醬吃，在冬天可以說是最有人氣的
日式火鍋料裡。冷颼颼的日子裡不想到外面吃東
西的時候，不妨在自己家裡來個熱呼呼的涮涮鍋
吧。不但可以享受到一點豪華的氣氛，也有點吃
大餐的感覺。而且在家裡的話，除了不用擔心吃
到品質不好的肉之外，還可以按照喜好選擇牛
肉、豬肉，或是在涮涮鍋發祥地的中國常常用
的羊肉等等。因為在日系超市可以便宜買到涮涮
鍋專用的薄肉片，而且還可以準備自己喜歡的蔬
菜吃個過癮，跟在外面吃涮涮鍋比起來，還是在
自己家裡吃比較划算而且盡興。
　　冬天的涮涮鍋，說來說去還是沾味噌最適
合。味噌不但可以暖和身體，還可以降低膽固
醇，最適合用於冬天的肉類料理。不適宜攝取過
多鹽分的人，使用marukome的「鮮美低鹽味噌」
就可以安心享用健康美味的涮涮鍋。這時候用火
鍋專用的鍋子也好，或是附有鍋子的電烤盤也很
方便。

　　涮涮鍋不但簡單，而且大家可以圍著爐子
開心地聊天，何樂而不為呢？今天就在家裡來
個涮涮鍋大餐吧。

人見人愛的涮涮鍋再加上味噌的沾醬，味道會更加地深沉濃厚，讓您吃過一次就會愛上它的美味。

涮涮鍋用味噌沾醬

在家裡享受寒冬的涮涮鍋吧在家裡享受寒冬的涮涮鍋吧

美味低鹽
速食味噌湯

味噌美乃滋含高湯精華的
料亭之味

速食系列  
吃蔬菜  吃海藻  吃蘑菇



電子鍋還是SANYO好

ECJ-N55W & ECJ-N100W
(5.5 Cups & 10 Cups)
附有防止粥溢出的中蓋以及蒸食物用
的托盤。

ECJ-N55F & ECJ-N100F
 (5.5 Cups & 10 Cups)
鬱金香花紋搭配綠色插頭，很卡哇伊哦

ECJ-E35S 
(3.5 Cups)
美觀的流線設計大受歡迎，為廚房
增添光彩。

ECJ-F50S
 (5 Cups)
設計雖然小巧可愛，卻可以煮十人份的
飯。叫大家一起來吃韓國石鍋拌飯吧！

ECJ-D55S & ECJ-D100S 
(5.5 Cups & 10 Cups)
8小時定時功能，煮湯燉菜樣樣行。

© 2006 SANYO Home Appliances
聯絡方式  (818) 998-7322 ex.417 / www.sanyo.com
欲購買者可就近到各亞洲系家電行、或是到www.j-good.us/shop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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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冬天必備的火鍋料理、還是熱呼呼的鐵板料
理，有這一台就OK了！SANYO電烤盤(Cook-Plate)，
使用起來不但省事方便，做出來的料理更是美味無比。

　　請先看看這款附有把手、好拿又好用的電烤盤吧！
深鍋型電烤盤・・・因為可以一次放很多火鍋料進去，

最適合親朋好友大家聚在一起吃火鍋了。由於它還可

以直接放在瓦斯爐上面煮，趕時間的時候可以節省準

備材料的時間，既方便又快速！另外，它還可以用來

做可麗餅(Crepe)，而且烤出來的漂亮顏色，保證讓

您看了垂涎欲滴。這麼好用的深鍋，您心動了嗎？

燒肉型電烤盤・・・電烤盤表面的溝狀是為了去油的。

烤肉時可將多餘的油份去除，讓您享受美味之餘又吃

得健康。而且蔬菜也不會黏鍋，烤起來色香味俱全。

蒸板型電烤盤・・・最好的健康調理法就是「蒸」。有

了它，您也可以輕鬆做出正宗的蒸煮料理，將食材原

本的鮮美完整保留下來。

　　流線型的不鏽鋼盤身，讓您在宴客時既有裡子又有面子。由於不鏽鋼的特性，

髒汚不容易附著，而且清洗時只要將電烤盤取下即可，讓您兩三下就可以整理得清

潔溜溜。

　　從主菜到飯後甜點，都可以放心交給這一台。今年冬天，就看它大顯神威吧。

材料：
蝦子　4隻
白身魚　4片
花枝、牡蠣等個人喜好的魚貝類　適量
白蘿蔔　1/4根
紅蘿蔔　1/2根
白菜　1/2株
香菇　8個
水　10 Cups
高湯素　1大匙

做法：
1. 去掉蝦子的背腸，在白身魚上面切
 痕。其他魚貝類則切成適當大小。
2. 將白蘿蔔跟紅蘿蔔切好之後用滾水
 燙過。
3. 倒水入鍋，加高湯素進去之後煮一下，
 然後將所有的材料放進去煮。
4. 接著就可以享受鮮美高湯與滋補海
 鮮囉！

火鍋料可按照個人喜好隨意搭配。吃的
時候沾點橙醋、碎蔥或是辣蘿蔔泥，熱
呼呼又香噴噴哦！

來個有點豪華氣氛的，海鮮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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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www.sbfoods.co.jp

由S&B International獨家贊助提供，
為您介紹輕鬆做日本料理的好方法

GOLDEN CURRYとろけるカレー(TASTY CURRY)

做咖哩烏龍麵，你將有機會獲得
S&B的咖哩套裝包！！！

按照上面介紹的食譜在家裡做，然後把完成的照片寄過來就可以了。
本誌將以抽籤方式選出2位朋友，贈送S&B的咖哩套裝包。

參加辦法：
附上自己做好的咖哩烏龍麵照片，並寫下您的感想，

註明地址、姓名、電話號碼、e-mail Address，
利用郵寄或e-mail寄給我們即可。

J-goods 
438 Aamapola Ave. Suite 235, 

Torrance, CA 90501
info@j-goods.us

中獎發表：
得獎名單將公佈在J-goods下一期的「S&B食譜專欄」。

　　冬天正是吃咖哩的季節。放入各種蔬
菜，用大鍋慢慢地煮。咖哩可以從內部溫
暖人的身體，還能促進新陳代謝，是非常
有益健康的食品。
　　可是，對於吃不完而留到第二天的咖哩，大家都怎麼辦呢？通
常第二天的咖哩味道會更濃厚，更好吃。但是如果就這樣擺到餐桌
上，可能會有家裡人抱怨：「怎麼今天還是咖哩阿？」面對這種情
況，我們向您推薦今天的料理–「咖哩烏龍麵」。

　　對，就是「咖哩」＋「烏龍麵」。做烏龍麵通常要用柴魚高湯，
而柴魚高湯和咖哩的搭配竟然如此絕妙，讓每一位吃過咖哩烏龍麵
的人都心服口服。日本的麵館裡一定會有咖哩烏龍麵這道菜，有的
麵館還把它當成招牌菜，甚至還出現了只賣咖哩烏龍麵的專門店。
另外，由於做法簡單，在日本的家庭裡也非常受到歡迎。有許多日
本家庭在吃過咖哩的隔天，必定是咖哩烏龍麵。
　　做法簡單、好吃，又能暖和身體。吃過一次就會上癮的咖哩烏
龍麵，非常值得一試哦！
　　說不定從明天開始，就會變成「我家的招牌菜」之一呢。

咖哩烏龍麵！ 我家的新招牌菜

材料：兩人份
S&B咖哩 2人份 (前天剩下的也可以)

做法：
1. 豬肉切成一口大小，豌豆莢先燙過之後再斜切成一半。紅蘿蔔事
 先切成薄長條形
2. 將水和柴魚（高湯）素倒進小鍋子裡，等到沸騰之後改成小火，
 再把豬肉和紅蘿蔔放進去煮幾分鐘。最後加入咖哩一起煮
3. 用另外一個鍋子把烏龍麵煮開，煮好之後將水瀝乾並倒進大碗中，
 接著把②的咖哩汁慢慢倒入
4. 按照個人喜好把豌豆莢和切成細絲的蔥灑上去即可食用

咖哩烏龍麵  使用濃一點的高湯，加點豬肉和蔥的話更是風味倍增。

烏龍麵　2塊
柴魚（高湯）素（Bonito/Katsuo）
（粉末）　1/3小匙
涮涮鍋豬肉片　8片

豌豆莢　適量
紅蘿蔔　適量
蔥　適量
水　3 C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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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kkoman International Inc.
www.pearlsoymilk.com

　　說到代表日本冬季的
料理，非「鰤魚煮蘿蔔」
和「火鍋」莫屬了。在這個季
節，鰤魚(紅甘魚)和白蘿蔔是最佳搭配。充分
吸收了肥美鰤魚鮮味的白蘿蔔，真
可謂是人間絕品。應時蔬菜味濃鮮
美、營養豐富。根莖類蔬菜則
是具有滋養和暖身的作用，
在寒冷的冬季最合適不過了。
至於調味料，就全部交給
「Kikkoman調味汁」吧。由鰹

魚(柴魚)和昆布調製
而成的湯汁味道正宗
鮮美，煮東西時有這
一瓶就OK了。

Kikkoman「本つゆ」

　　另外，熱呼呼的火鍋也不
錯。把自己喜歡的材料放進鍋
裡煮就好，既簡單又暖和。熱
呼呼的火鍋料沾上Kikkoman的
橙醋，盡情享用新鮮美味的當
季食材吧！
Kikkoman Ponzu

媽媽的味道第2彈　鰤魚燉蘿蔔

鰤魚(紅甘魚、Yellow Tail)和白蘿蔔，是日本冬
季的美味食材。如果買不到鰤魚，用鮪魚(金槍
魚)來代替也可以。只要用味道豐富鮮美的「
Kikkoman調味汁」和水來煮，就能輕鬆作出日
本媽媽的味道來哦！

材料：4人份
鰤魚(紅甘魚、Yellow Tail)切片　4片   
(鮪魚也可以)
白蘿蔔　1/2根
白蘿蔔葉　 一根份
Kikkoman調味汁　7大匙
水　適量
作法：
1． 把熱水澆在鰤魚上除去腥味後，切成一口大小
2． 白蘿蔔切成厚一點的半月狀，用熱水川燙一下
3． 白蘿蔔葉也川燙一下，擠去水分後切成2 inch
 長備用
4． 把鰤魚、白蘿蔔、調味汁放到鍋裡，水加到剛
 好淹過材料的高度，然後蓋上蓋子用小火慢煮
5． 起鍋前把白蘿蔔葉放進去煮一下
6． 倒進大碗之後在上面灑一些切碎的柚子(香橙)
 皮就大功告成了

由Kikkoman International獨家贊助提供，
為您介紹輕鬆做日本料理的好方法

Original Takumi Teriyaki
Spicy Miso Teriyaki

美味、健康、味道豐
富。「ORIGINAL」還
可用於豆乳火鍋及燉肉
等料理，除了照顧您的
身體之外還是個稱職的
廚房好幫手呢。

Kikkoman 
Takumi Teriyaki
本釀造醬油香味、正宗照燒
調味汁。沾醬、醃漬、熱炒
樣樣行的萬能調味汁。

冬
季
又
來
臨

時
蔬
更
美
味

煮東西的基本知識(魚類料理篇)

讓魚肉不會煮散的訣竅是，將煮汁燒開以後再

放魚，然後調成中火，再次沸騰之後調成小火

煮熟，這樣做出來的魚肉就會很好吃。

Pearl Soymi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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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kutsuru Sake of America, Inc.

www.hakutsuru-sake.com / info@hakutsuru-america.com

　　之前曾經在這裡為讀者推出約會講座，這
次就來接著介紹如何順利地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吧。
　　想要跟對方有更進一步的發展，便千萬不
能錯過「聖誕節」這個好機會。在美國一般都
是跟家人一起過聖誕節，不過在日本可以說是
專屬情侶們的節日。十幾年前在日本提到聖誕
節的話，不外是高級法國料理、高貴的首飾禮
物，然後兩個人在海邊的旅館一起度過美好的
一夜，凡事都講究華麗與浪漫。不過時代變了，
日本也嚐到了長期的經濟不景氣，現在的聖誕
節講究的是窩心跟貼心。
　　想成為一個小萬人迷，利用聖誕節這個機
會邀約您心儀的對象，來個既窩心又貼心的日本
式聖誕夜吧。吃火鍋是一個相當正確的選擇。
去日式餐廳吃也好、在自己家裡吃也不錯。不
過可千萬別忘了準備一下美酒。製造機會讓對

方說：「今天晚上我不想回去了」，正
是身為一個小萬人迷應該做的事情。
　　Hakutsuru的濁酒「Sayuri」，有著
可愛的粉紅裝扮以及沁心的圓潤口感，
不知不覺就會一杯接著一杯。如果您是
女性，想自己掌握主導權的話，主動
跟對方說：「我好像被這個美酒喝醉
了，今天晚上可能回不去了吧。」
其實也是相當有魅力的。對凡事認
真的溫柔女性來說，「Sayuri」
可以說是最好的朋友。成為小萬
人迷的一個訣竅就是，無論什麼
事情都會預先留個藉口給對方和
自己。
　　眼看著聖誕節即將到來了，
趕快用各式各樣的藉口，來迎接
一個美好的浪漫之夜吧！

由Hakutsuru Sake獨家贊助提供，日本流─ちょいモテ日本酒講座

　　最近日本很流行「ちょいモテ」(chyoi-mote)這個字。モテモテ(mote-mote)在日文裡面是「萬人
迷」的意思，而「ちょいモテ」(chyoi-mote)就是「小萬人迷」。比起人見人愛的萬人迷，現在是有點
受歡迎的小萬人迷更有人氣哦。

浪漫聖誕、今夜良宵

純米吟釀、純米生貯藏酒、淡麗純米、純米

白鶴的酒全部日本原產，
不使用任何人工保存劑。

Sayuri 

翔雲:

純米大吟釀
300 mL.
720 mL.
1.8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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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bee America,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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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運    　　♥戀愛運 ♡ 好像滿糟糕的 ♡♡♡♡♡ 吉光高照！好運當頭！     　　♣工作運 ♧ 好像滿糟糕的 ♧♧♧♧♧  吉光高照！好運當頭！  　♠關鍵

♦ 太過於重視自己的隱私的話，
也許會遇到出乎意料之外的麻煩。
不要只看眼前的事物，偶爾來點
不一樣的想法，麻煩就可以迎刃
而解。
♥ ♡♡
♣ ♧♧
♠銀飾

♦ 即使是不擅長的工作，認真去做
的話會得到他人的正面評價。凡事
只想著「現在好就好」的話，結果
到最後會變成什麼都沒有得到。
♥ ♡♡♡
♣ ♧♧♧
♠ 把書桌或辦公桌四周整理得更好
用一點

♦ 到目前為止的努力快要有結果
了。切勿堅持己見，多參考別人的
意見會有好結果。
♥ ♡♡♡♡
♣ ♧♧♧
♠留點時間給自己的興趣，讓生活
更多采多姿。

♦ 遇到不順心的事情也不要覺得太
自卑，困境不會持續很久的。改變
一下房間的佈置可以重新調整自己
的心情。
♥ ♡♡
♣ ♧♧♧
♠『Calbee BBQ Corn』與充分的
休息有其必要。

♦ 對於新企劃似乎會有好點子。
慎重仔細地看清事情的本質之後，
相信自己並且積極地採取行動。
♥ ♡♡♡♡          
♣ ♧♧♧
♠ 多散步有益身體健康

♦ 似乎容易變得沮喪，所以不用太
在乎周圍的視線，保持樂觀向前的
心情是很重要的。別失去了您的希
望哦。
♥ ♡
♣ ♧
♠ 慰藉身心的書與『Calbee Shrimp 
Chips』

♦ 在不知不覺之中也許會想要偷懶
一下。不要為他人所左右，認真學
習來提升自己的技能會很有幫助。
♥ ♡♡
♣ ♧♧
♠偶爾接受心理輔導來面對自己也
滿重要的

♦ 太過於慎重的關係，對於小事情
容易反應過度。不要一個人在那裡
鑽牛角尖，有什麼不安的心情就跟
朋友談談看吧。
♥ ♡♡
♣ ♧                             
♠ 一邊看喜歡的電影一邊慢慢地保
養肌膚

♦ 富有挑戰精神，凡事都很樂觀。
無論做什麼事情似乎都會很順利，
不過切忌得意忘形。
♥ ♡♡♡♡
♣ ♧♧♧♧
♠ 新鮮果汁與『Calbee SAYA』。

♦ 可能會不小心將自己的理想跟價
值觀強加到別人身上。偶爾接受一
下不同的價值觀其實也不錯，這樣
子世界看起來會更寬廣。
♥ ♡♡♡
♣ ♧♧♧
♠ 熱瑜珈

♦ 有沒有覺得自己雷聲大雨點小，很
多事情都做到一半而已？把自己的視
野放寬一點然後看一下四周圍，您就
會發現哪些事情應該先完成了。
♥ ♡♡♡
♣ ♧♧
♠ 古典音樂演奏會

♦ 活力充沛精神百倍，自由奔放
的想法也許會讓不少人大吃一驚。
特別是對於自己的喜歡的事情，可
以盡全力去完成。
♥ ♡♡♡♡♡
♣ ♧♧♧♧♧
♠ 到健身房去增強體力

由Calbee 為您獻上、Madam June的月亮占卜
Dec 10 ～　Jan 9  按照您的出生月份來看看運勢吧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AUG

SEP OCT NOV DEC

Calbee人氣好禮大方送
只要答對問題就有機會得到
Holiday Party Pack with Gift!
請在○○○○中填入正確文字。
暗示就在左面的文章裡面，要仔細看哦。

「Holiday Party Pack with Gift裡面，
　有Shrimp Chips跟○○○○」

參加辦法：在○○○○中填入四個英文字母，
註明地址、姓名、年齡之後郵寄到下列地址
即可。我們將從答對的讀者裡面抽出3名幸
運兒，致贈Holiday Party Pack with Gift!
有獎徵答截止日期：2007年1月10日前寄達
中獎名單發表：J-good 2月號中Calbee的J-uranai頁                                   
收件地址：J-goods Planning Calbee係
           　   438 Amapola Ave. Suite 235 
           　   Torrance, CA 90501

10月號Calbee Shrimp Flavored Chips
綜合口味組合中獎者名單：恭賀中獎！！
Tiffaney Lai (Anaheim)/Christopher Yang (Cerritos) / 
Cecilia Chiou (Chino Hills)

Calbee News!!!
Holiday Party Pack with 
Gift! 限定3000 Pack
聖誕節跟New Year即將到來。在這個歡樂洋溢的
季節，用Calbee的Holiday Party Pack with Gift在
聚會中增添幾許熱鬧的氣氛吧！！

人氣零嘴大集合，大家心花朵朵開！
Shrimp Chips(4oz) Original + Wasabi +　
Hot & Garlic + SAYA(70g)
 
派對禮物在裡面，有吃有拿最對味！
Temporally Tattoo(刺青貼紙), Calbee Chip Clip
(零嘴包裝夾), Blow out whistle(笛子) 限量發售，
要買要快！現在就趕快到附近的日系超級市場購
買吧！

Potato Boya       Sayaendoz

高興 !

　快樂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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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去作個臉部美容，可是因為價格貴、沒有
時間、還有些不好意思……然而，愛美之心
人皆有之，誰都想變得漂亮一些！在這裡，
我們就向您介紹一家好店。
在日本，Tokyo Beauty Products 的沙龍「TBP Shop」，以使用
專業人士愛用的「Cefine」而著名。最近，這家店在Torrance開
幕了。我們趕快來看看，這裡與其他美容沙龍相比有什麼與眾不
同的地方吧。

1、雖是沙龍卻不需要預約
2、有15分鐘左右的course，購物時也可以順便來作美容
3、可以自己使用專業美容器具，而且價格只需$15，相當便宜
4、因為是自己動手，所以可以把時間精力集中在自己最在意的地方
5、可以使用包括「Cefine」在內的最新化粧品，所以來之前可
      以不用化粧
6、所有店員都是肌膚專業人員，可以任意諮詢及聽取建議
7、可以買到只有這裡才有賣的專業化粧品

會讓您覺得驚訝的是，這家店完全不會強迫或是推銷您買什麼保
養品之類的東西，所以很適合您把這裡作為與朋友相約見面的場
所，或是家人在超市買東西的時候忙裡偷閒的地方。能如此輕鬆
地享受到高級美容沙龍的效果，說是美容革命也不為過呢！！

可輕鬆享受的高級美容沙龍在
Torrance盛大開幕了!!

2. Herb Clear Gel　 120ml  $27 
在J-beauty Fair成為話題的商品。只要輕輕按摩，
就可以有效去除污垢和老化角質。洗過之後您一定
會對其「效果」和「即效性」大感驚喜。送朋友也
是最合適不過的！

Tor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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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還有很多雖然在日本的化粧
品中不算有名、但都是經過精心
研究製成的優良商品。我們會為
您介紹這樣的優質化粧品，以及
護膚專業人士推薦的可愛商品。
請您放鬆心情、有空來我們這裡
坐一下哦。」

現在來店，只要說「看了
J-goods才來的」，就可以得
到精緻可愛的薄荷化粧鏡或
其他精美小禮品！！
(活動到Dec.20,2006、禮品送完為止)

1. Q10 UV Cut Ecru Ⅲ　 SPF 25 $39
無香料‧不泛白的清爽型防曬乳液。絲蛋白會使凹凸
不平的肌膚變得更加細膩、預防老化的斑點和皺紋，
而且更含有保濕美白成份。另外作為底粧也很適宜。

Mamiko Benoit   
Tokyo Beauty Products 
President / Cosmetologist

21605 S. Western Ave. #F 
Torrance,CA 90501 

(Torrance Mitsuwa Market                    
Mal l  East Gate Plaza)

Tel: (888) 253-464９ or (310) 787-8888 

Tokyo Beauty Products Inc.
21605 S. Western Ave. #F, Torrance, CA 90501 
(Torrance Mitsuwa Market Mall East Gate Plaza)

www.tokyobeautyproducts.com　（English）　or 
www.cefineusa.com   

www.j-goods.us/shop （中文）

www.tokyobeautyproducts.com （English） or 
www.cefineusa.com     
www.j-goods.us/shop （中文）

3. Nanomic C-30 10g $110
試一下就立刻可以體會到這個蜜粉的威力！它配合
了30%的維生素C誘導體，輕輕抹上一層馬上就會
變得美白。難道是有魔法的蜜粉嗎?!



































      聖誕節大減聖誕節大減價價！！
NNoovv..1188～～DDeec.25c.25
適合做聖誕禮物的各式商品，
最多有32%32%的折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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