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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食物分類：

根據每日飲食指南，食物分為六大類，每類食物必須攝取均衡。

壹 •國民營養指標 二•我的餐盤：

依照我國「每日飲食指南」，將每日應攝取的6大類食物：全榖雜

糧、豆魚蛋肉、蔬菜、水果、乳品及堅果種子等，依每日應攝取的

份量轉換成實際體積，並以餐盤之圖像呈現各類別之比例，同時提

出口訣，讓民眾容易落實於每一餐，民眾只要跟著「我的餐盤」聰

明吃，即可餐餐吃好又吃飽，營養跟著來。

全穀雜糧類全穀雜糧類

豆魚
蛋肉類
豆魚
蛋肉類

1.5-4碗

3-5份

2-4份

3-8份

1.5-2杯(一杯240毫升)

油脂3-7茶匙及堅果種子類1份

每日飲食指南

堅果種子類
堅果種子一茶匙

每天1份堅果種子
(1份=1湯匙=3茶匙)
1份約杏仁果5粒、腰果5粒
或花生10粒

豆魚蛋肉類
豆魚蛋肉一掌心

豆>魚>蛋>肉類
全穀雜糧類
飯跟蔬菜一樣多

至少1/3為未精製全穀雜糧
之主食

水果類
每餐水果拳頭大

在地當季多樣化

蔬菜類
菜比水果多一點

當季且1/3選深色

乳品類
每天早晚一杯奶

每天1.5-2杯
(1杯240毫升)

小提
醒

�國人每日飲食指南三大營養素占總熱量比例範圍為：

蛋白質10 ~ 2 0%、脂質20 ~ 3 0%、醣類(碳水化合
物)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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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牢記六口訣 日常生活中落實「我的餐盤」：

�每天早晚1杯奶：每天早晚各喝1杯240ml的乳品，攝取足夠的乳

品可以增進鈣質攝取，保持骨質健康，或於餐中以乳品入菜或食

用起士、無糖優酪乳等方式增加乳品類食物之攝取。

�每餐水果拳頭大：1份水果約1個拳頭大，切塊水果約大半碗~1

碗，1天應至少攝取2份水果，並選擇在地、當季、多樣化。

�菜比水果多一點：青菜攝取量應足夠，體積需比水果多，並選擇

當季且深色蔬菜需達1/3以上(包括深綠和黃橙紅色)。

�飯跟蔬菜一樣多：全穀雜糧類之份量約與蔬菜量相同，且盡量以

「維持原態」之全穀雜糧為主，或至少應有1/3為未精製全穀雜

糧，例如糙米、全麥製品、燕麥、玉米、甘藷等。

���豆魚蛋肉1掌心：蛋白質食物1掌心約可提供豆魚蛋肉類1.5~2

份，為避免同時吃入過量不利健康的飽和脂肪，選擇這類食物之

優先順序應為豆類>魚類與海鮮>蛋類>禽肉、畜肉，且應避免加

工肉品。

�堅果種子1茶匙：每天應攝取1份堅果種子類，1份堅果種子約1

湯匙量(約杏仁果5粒、花生10粒、腰果5粒)，民眾可於一天內固

定時間攝取足1湯匙量，或分配於3餐，每餐1茶匙量(1湯匙＝3茶

匙)。

四•每日食鹽不超過6g：

建議國人每日鈉量不要超過2,400毫克，(即食鹽6g)。

一個人每日鈉的總攝取量＝天然食物中的鈉含量＋加工食品與人工

調味品中的鈉含量。

食鹽與常用調味品鈉含量的換算

1 茶匙食鹽 (2,400 毫克的鈉 )

＝ 6g 食鹽

＝ 2又 2/5 湯匙醬油

＝ 6茶匙味精

＝ 6茶匙烏醋

＝ 15 茶匙蕃茄醬

1茶匙＝5cc；1湯匙＝15cc



臺北市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臺北市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

03 04

三•牢記六口訣 日常生活中落實「我的餐盤」：

�每天早晚1杯奶：每天早晚各喝1杯240ml的乳品，攝取足夠的乳

品可以增進鈣質攝取，保持骨質健康，或於餐中以乳品入菜或食

用起士、無糖優酪乳等方式增加乳品類食物之攝取。

�每餐水果拳頭大：1份水果約1個拳頭大，切塊水果約大半碗~1

碗，1天應至少攝取2份水果，並選擇在地、當季、多樣化。

�菜比水果多一點：青菜攝取量應足夠，體積需比水果多，並選擇

當季且深色蔬菜需達1/3以上(包括深綠和黃橙紅色)。

�飯跟蔬菜一樣多：全穀雜糧類之份量約與蔬菜量相同，且盡量以

「維持原態」之全穀雜糧為主，或至少應有1/3為未精製全穀雜

糧，例如糙米、全麥製品、燕麥、玉米、甘藷等。

���豆魚蛋肉1掌心：蛋白質食物1掌心約可提供豆魚蛋肉類1.5~2

份，為避免同時吃入過量不利健康的飽和脂肪，選擇這類食物之

優先順序應為豆類>魚類與海鮮>蛋類>禽肉、畜肉，且應避免加

工肉品。

�堅果種子1茶匙：每天應攝取1份堅果種子類，1份堅果種子約1

湯匙量(約杏仁果5粒、花生10粒、腰果5粒)，民眾可於一天內固

定時間攝取足1湯匙量，或分配於3餐，每餐1茶匙量(1湯匙＝3茶

匙)。

四•每日食鹽不超過6g：

建議國人每日鈉量不要超過2,400毫克，(即食鹽6g)。

一個人每日鈉的總攝取量＝天然食物中的鈉含量＋加工食品與人工

調味品中的鈉含量。

食鹽與常用調味品鈉含量的換算

1 茶匙食鹽 (2,400 毫克的鈉 )

＝ 6g 食鹽

＝ 2又 2/5 湯匙醬油

＝ 6茶匙味精

＝ 6茶匙烏醋

＝ 15 茶匙蕃茄醬

1茶匙＝5cc；1湯匙＝15cc



臺北市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臺北市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

05 06

四•六大類食物代換份量

全穀雜糧類1碗

(碗為一般家用

飯碗、重量為可

食重量)

�糙米飯1碗或雜糧飯1碗或米飯1碗＝熟麵

條2碗或小米稀飯2碗或燕麥粥2碗

��米、大麥、小麥、蕎麥、燕麥、麥粉、麥

片80g＝中型芋頭4/5個(220g)或小蕃薯2個

(220g)

��玉米2又1/3根(340g)或馬鈴薯2個(360g)

�全麥饅頭1又1 /3個(120 g )或全麥土司2片

(120g)

豆魚蛋肉類1份

(重量為可食部

分生重)

�黃豆(20g)或毛豆(50g)或黑豆(25g)

��無糖豆漿1杯＝雞蛋1個

�傳統豆腐3格(80g)或嫩豆腐半盒(140g)或小方

豆干1又1/4片(40g)

�魚(35g)或蝦仁(50g)

��牡蠣(65g)或文蛤(160g)或白海蔘(100g)

��去皮雞胸肉(30g)或鴨肉、豬小里肌肉、羊

肉、牛腱(35g)

乳品類1杯

(1杯＝240ml全

脂、脫脂或低脂

奶＝1份)

�鮮奶、保久奶、優酪乳1杯(240ml)

�全脂奶粉4湯匙(30g)

�低脂奶粉3湯匙(25g)

�脫脂奶粉2.5湯匙(20g)

�乳酪(起司)2片(45g)

�優格210g

蔬菜類1份

(1份為可食部分

生重約100g)

��生菜沙拉(不含醬料)100g

��煮熟後相當於直徑15cm盤1碟，或約大半碗

�收縮率較高的蔬菜如莧菜、地瓜葉等，煮熟後

約占半碗

�收縮率較低的蔬菜如芥蘭菜、青花菜等，煮熟

後約占2/3碗

水果類1份

(1份為切塊水果

約大半碗~1碗)

�可食重量估計約等於100g(80~120g)

�香蕉(大)半根70g

�榴槤45g

油脂與堅果種

子類1份

(重量為可食重

量)

�芥花油、沙拉油等各種烹調用油1茶匙(5g)

��杏仁果、核桃仁(7g)或開心果、南瓜子、葵

花子、黑(白)芝麻、腰果(10g)或各式花生仁

(13g)或瓜子(15g)

��沙拉醬2茶匙(10g)或蛋黃醬1茶匙(8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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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一天需要多少熱量？

可利用中研營養資訊網查出個人熱量需求

二、 熱量分配： 

依個人熱量需求，查出自己的六大類飲食建議份數。

1,200
大卡

1,500
大卡

1,800
大卡

2,000
大卡

2,200
大卡

2,500
大卡

2,700
大卡

全穀雜糧類 ( 碗 ) 1.5 2.5 3 3 3.5 4 4

全穀雜糧類
( 未精製 *)( 碗 )

1 1 1 1 1.5 1.5 1.5

全穀雜糧類
( 其他 *)( 碗 )

0.5 1.5 2 2 2 2.5 2.5

豆魚蛋肉類 ( 份 ) 3** 4 5 6 6 7 8

乳品類 ( 杯 ) 1.5 1.5 1.5 1.5 1.5 1.5 2

蔬菜類 ( 份 ) 3** 3 3 4 4 5 5

水果類 ( 份 ) 2 2 2 3 3.5 4 4

油脂與堅果種子
( 份 )

4 4 5 6 6 7 8

油脂類 ( 茶匙 ) 3 3 4 5 5 6 7

堅果種子 ( 份 ) 1 1 1 1 1 1 1

*「未精製」主食品，如糙米飯、全麥食品、燕麥、玉米、甘薯等，請參

考「六大類食物簡介」。

「其他」指白米飯、白麵條、白麵包、饅頭等，這部分全部換成「未精

製」更好。

**高鈣豆製品至少佔1/3，深色蔬菜比例至少佔1/2。

貳 •我該吃多少卡路里

每天活動量
體重過輕者
所需熱量

體重正常者
所需熱量

體重過重或
肥胖者所需熱量

輕度工作
30 大卡 x體重
( 公斤 )

30 大卡 x體重
( 公斤 )

20-25 大卡 x
體重 ( 公斤 )

中度工作
40 大卡 x體重
( 公斤 )

35 大卡 x體重
( 公斤 )

30 大卡 x體重
( 公斤 )

重度工作
45 大卡 x體重
( 公斤 )

40 大卡 x體重
( 公斤 )

35 大卡 x體重
( 公斤 )

每天活動量 活動種類

輕度工作
大部分從事靜態或坐著的工作。
例如：家庭主婦、坐辦公室的上班族、售貨員

中度工作
從事機械操作、接待或家事等站立活動較多的工作。
例如：褓母、護士、服務生

重度工作
從事農耕、漁業、建築等重度使用體力的工作。
例如：運動員、搬家工人

舉�例：

1 �BMI:民眾身高 160 公分，體重 65 公斤，BMI 是 25.4kg/m2�(=65÷1.6�
÷1.6)，體重屬於「過重」

2 �所需熱量 :工作為坐辦公室，屬輕度工作，每天攝取熱量應在 1,300 至
1,625 大卡之間 (=20-25 大卡Ｘ 60 公斤 )

3 �體重管理建議 :多運動和健康吃，每天減少攝取 500 大卡熱量；或減
少攝食 300 大卡熱量，增加運動量多消耗 200 大卡，就可以每週減重
約 0.5 公斤

※提醒您！每日熱量攝取不可低於 1,200 大卡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WWW.h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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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飲食應依『每日飲食指南』的食物分類與建議份量，適當選擇搭

配。特別注意應吃到足夠量的蔬菜、水果、全穀、豆類、堅果種子

及乳製品。

2 �了解自己的健康體重和熱量需求，適量飲食，以維持體重在正常範

圍內。

3 �維持多活動的生活習慣，每週累積至少150分鐘中等費力身體活

動，或75分鐘的費力身體活動。

4 �以母乳哺餵嬰兒至少6個月，其後並給予充分的副食品。

5 �三餐應以全穀雜糧為主食。

6 �多蔬食少紅肉，多粗食少精製。

7 �飲食多樣化，選擇當季在地食材。

8 �購買食物或點餐時注意份量，避免吃太多或浪費食物。

9 �盡量少吃油炸和其他高脂高糖食物，避免含糖飲料。

10 �口味清淡、不吃太鹹、少吃醃漬品、沾醬酌量。

11 �若飲酒，男性不宜超過2杯/日(每杯酒精10g)，女性不宜超過1杯/

日。但孕期絕不可飲酒。

12 �選擇來源標示清楚，且衛生安全的食物。

參 •國民飲食指標小叮嚀

素食飲食指標8項原則：

1 依據指南擇素食，食物種類多樣化。

2 全穀雜糧為主食，豆類搭配食更佳。

3 烹調用油常變化，堅果種子不可少。

4 深色蔬菜營養高，菇藻紫菜應俱全。

5 水果正餐同食用，當季在地份量足。

6 口味清淡保健康，飲食減少油鹽糖。

7 粗食原味少精緻，加工食品慎選食。

8 健康運動30分鐘，適度日曬20分鐘。

「素食」是多樣性飲食類型中的一種，素食飲食指標之訂

定提供素食民眾飲食攝取的建議，使達到營養素攝取充足、

均衡且食物多樣化，預防營養素不足或過量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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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素肉飯(蛋素)

材���料 �台梗九號米200g•乾香菇10朵•麵腸200g•脆瓜罐100g•乾

豆輪50g•雞蛋2個•香菜20g

調味料 �香椿醬1/2大匙•香菇素蠔油50g•醬油50g•白胡椒粉1小

匙•細冰糖1/2大匙•八角2粒•水1,200CC•油少許

做���法 1. �將米洗淨後以1:1的米與水，放入電子鍋，煮熟至開關跳起

來。

2. �煮500cc的水放入雞蛋煮滾後轉小火煮8分鐘後取出沖涼並

將外殼去除。

3. ��乾香菇與乾豆輪用熱水泡軟後將水分擠乾切0.5cm丁狀；麵

腸、脆瓜也切0.5cm丁狀；香菜切1cm段備用。

肆 •教您健康煮

第一週•星期一(素食日)
1人份營養成分 蛋白質：82g•脂肪：63g•醣類：236g

熱量：1,800大卡

馬鈴薯恩力蛋(蛋奶素)

材���料 �馬鈴薯1顆•紅、黃甜椒各30g•玉米60g•新鮮香菇50g•雞

蛋4顆•起司絲60g•動物性鮮奶油40g•蘿蔓生菜2支•黃芥

末醬30g•番茄醬30g

調味料 黃芥末醬30g•番茄醬30g•油少許

做���法 1. �將馬鈴薯切絲(0.3＊0.3cm)，泡水去

除澱粉後瀝乾水分，油鍋預熱到170

度，將馬鈴薯炸到金黃色。

2. �紅、黃甜椒、鮮香菇切小丁(0.5＊

0.5cm)。

3. �雞蛋打入碗內，拌打均勻，加入切

丁食材與玉米、鮮奶油再拌打均

勻。

4. �平底鍋預熱加1大匙油，倒入一半蛋

液，小火煎到微定型後，將平底鍋

往上抬高，蛋會往前，再鋪上起司

絲，順勢將蛋往後捲起，反覆動作後成蛋包狀。

5. �將蛋包倒入盤中，擠上番茄醬，再放上蘿蔓生菜、馬鈴薯

絲，最後再擠上芥末醬即可。

烹調叮嚀 �製作恩立蛋也可以輕敲握柄，蛋會自然向後捲起。

麥片薏仁漿(全素)

材���料 �麥片50g•薏仁100g•鮮奶1,000cc•
熱水300cc•水500cc

調味料 二砂糖3大匙

做���法 1. �將薏仁泡水(約2小時)後連水入電鍋
蒸30分鐘，熟後取出瀝乾水分；麥
片加入滾燙熱水泡開後瀝乾水分。
2. ��取果汁機，倒入麥片、薏仁、鮮奶
及二砂糖，開果汁機打成無顆粒漿
狀即可。

烹調叮嚀 �可預先將麥片、薏仁煮好放於冷
藏，要用時可直接取出使用。

早 餐

午 餐

(本手冊食譜，皆為4人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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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熱鍋後加3大匙油放入切丁的食材，
以小火慢炒到金黃色並有香氣後再
加入調味料與水及水煮蛋，煮滾後
轉小火續煮至湯汁剩一半後關火。
5. �將煮好的醬汁淋在白飯上並加入半
顆滷蛋與香菜即可。

烹調叮嚀 �素滷醬煮好後可分小包裝冷凍，於
食用前放入電鍋蒸熟即可。

丸子燉白菜(蛋素)

材���料 �自製素丸子3個•乾香菇3朵•大白菜
300g•紅蘿蔔30g•雞蛋2顆•香菜10g•老薑10g

調味料 �香菇牛蒡高湯100cc•鹽1/2小匙•香油1大匙•油少許

做���法 1. �將大白菜切塊(5＊5cm)；乾香菇泡發後對切；紅蘿蔔切片
狀；老薑切片狀；香菇切1cm長段備
用。
2. �起鍋加1大匙油炒香老薑片、香菇後
再加入大白菜、素丸子、紅蘿蔔與
調味料同煮，煮滾後改小火燉煮15
分鐘後移開備用。
3. �將雞蛋打散，另起油鍋入油，油溫
約180度後倒入雞蛋絲，炸到酥香且
呈現金黃色後撈出。
4. �將燉好的白菜移上爐台，開火並加
上炸過的蛋絲再燉煮5分鐘，即可灑
上香菜起鍋。

烹調叮嚀 �大白菜的含水量高，在燉煮過程中
會釋出大量水分，所以加的水量不宜過多。

芡實炒彩椒(全素)

材���料 �泡開芡實100g•紅.黃甜椒各30g•烤過核桃粒30g•糯米椒
80g•豆干100g•嫩薑末10g•泡開乾香菇3朵

調味料 �泰式酸辣醬3大匙•胡椒鹽1/2小匙•香菇素蠔油1大匙

做���法 1. �將紅.黃甜椒、糯米椒、豆乾及香菇
分別切0.8＊0.8cm丁狀；芡實加水入
蒸籠蒸20分鐘取出。
2. ��起鍋加2大匙的油入薑末、香菇及豆
干先炒香，再加入紅.黃甜椒、糯米
椒、芡實，拌炒均勻。
3. �再淋入調味料快速拌炒即可裝入盤

中，灑上核桃粒即可。

烹調叮嚀 �素食料理要炒得色香味俱全就必須經

過爆香的過程，也要注意食材顏色的

搭配。

金莎南瓜義大利麵(五辛蛋素)

材���料 �義大利麵250g•東昇南瓜250g•鹹蛋黃3粒•洋蔥20g•巴西

利碎1/2小匙•鴻喜菇50g•青花菜100g•杏鮑菇2支•紅甜椒

80g

調味料 �香草高湯1,000cc•鹽1小匙•胡椒鹽1/2小匙

做���法 1. �將義大利麵放入燒開的滾水中煮至9分熟，後倒出拌入橄欖

油1/2大匙。

2. �鹹蛋黃蒸熟切碎；杏鮑菇切花後煎熟並灑上胡椒鹽；其他

配料切塊備用。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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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熱鍋後加3大匙油放入切丁的食材，
以小火慢炒到金黃色並有香氣後再
加入調味料與水及水煮蛋，煮滾後
轉小火續煮至湯汁剩一半後關火。
5. �將煮好的醬汁淋在白飯上並加入半
顆滷蛋與香菜即可。

烹調叮嚀 �素滷醬煮好後可分小包裝冷凍，於
食用前放入電鍋蒸熟即可。

丸子燉白菜(蛋素)

材���料 �自製素丸子3個•乾香菇3朵•大白菜
300g•紅蘿蔔30g•雞蛋2顆•香菜10g•老薑10g

調味料 �香菇牛蒡高湯100cc•鹽1/2小匙•香油1大匙•油少許

做���法 1. �將大白菜切塊(5＊5cm)；乾香菇泡發後對切；紅蘿蔔切片
狀；老薑切片狀；香菇切1cm長段備
用。
2. �起鍋加1大匙油炒香老薑片、香菇後
再加入大白菜、素丸子、紅蘿蔔與
調味料同煮，煮滾後改小火燉煮15
分鐘後移開備用。
3. �將雞蛋打散，另起油鍋入油，油溫
約180度後倒入雞蛋絲，炸到酥香且
呈現金黃色後撈出。
4. �將燉好的白菜移上爐台，開火並加
上炸過的蛋絲再燉煮5分鐘，即可灑
上香菜起鍋。

烹調叮嚀 �大白菜的含水量高，在燉煮過程中
會釋出大量水分，所以加的水量不宜過多。

芡實炒彩椒(全素)

材���料 �泡開芡實100g•紅.黃甜椒各30g•烤過核桃粒30g•糯米椒
80g•豆干100g•嫩薑末10g•泡開乾香菇3朵

調味料 �泰式酸辣醬3大匙•胡椒鹽1/2小匙•香菇素蠔油1大匙

做���法 1. �將紅.黃甜椒、糯米椒、豆乾及香菇
分別切0.8＊0.8cm丁狀；芡實加水入
蒸籠蒸20分鐘取出。
2. ��起鍋加2大匙的油入薑末、香菇及豆
干先炒香，再加入紅.黃甜椒、糯米
椒、芡實，拌炒均勻。
3. �再淋入調味料快速拌炒即可裝入盤

中，灑上核桃粒即可。

烹調叮嚀 �素食料理要炒得色香味俱全就必須經

過爆香的過程，也要注意食材顏色的

搭配。

金莎南瓜義大利麵(五辛蛋素)

材���料 �義大利麵250g•東昇南瓜250g•鹹蛋黃3粒•洋蔥20g•巴西

利碎1/2小匙•鴻喜菇50g•青花菜100g•杏鮑菇2支•紅甜椒

80g

調味料 �香草高湯1,000cc•鹽1小匙•胡椒鹽1/2小匙

做���法 1. �將義大利麵放入燒開的滾水中煮至9分熟，後倒出拌入橄欖

油1/2大匙。

2. �鹹蛋黃蒸熟切碎；杏鮑菇切花後煎熟並灑上胡椒鹽；其他

配料切塊備用。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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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起鍋加入2大匙油炒香蒜與鹹蛋黃加

入南瓜與高湯1,000cc煮出味。用調

理機打成泥成醬。

4. �另起鍋炒香配料後加入南瓜醬煮滾後

加入義大利麵同煮入味，裝盤。

5. �並擺上杏鮑菇柱，撒上巴西利碎即

可。

烹調叮嚀 �義大利麵燙好後不要用冷水漂洗，建

議拌入橄欖油後鋪開放涼。

小松菜素小魚濃湯(五辛蛋素)

材���料 �小松菜300g•無鹽奶油50g•中筋麵粉2大匙•素小魚乾

50g•動物性鮮奶油30cc•馬鈴薯100g•嫩豆腐100g

調味料 �蔬菜香草高湯1,500cc•鹽1/2小匙•油少許

做���法 1. �將小松菜切小段；馬鈴薯切薄片；

嫩豆腐切1cm的小丁狀。

2. �起鍋加1大匙橄欖油，先炒馬鈴薯、

小松菜，再加入香草高湯煮滾後倒

入果汁機內打到無顆粒備用。

3. �起鍋加入奶油、麵粉炒香後倒入打

好的小松菜湯，煮到濃稠後加入嫩

豆腐與鹽調味。

4. �倒入湯碗內，加入素小魚乾及淋上

鮮奶油即可。

烹調叮嚀 �1. �奶油與鮮奶油可讓湯的口感更加

綿密。

2. �湯內加入豆腐與素小魚乾可增加湯的層次。

第一週•星期二
1人份營養成分 蛋白質：92g•脂肪：43g•醣類：267g

熱量:1,800大卡�

地瓜粥/皮蛋豆腐/涼拌小黃瓜(葷食)

材���料 �地瓜粥：地瓜2條(440g)•生米1杯(160g)����������������������������������

皮蛋豆腐材料：皮蛋2個•嫩豆腐1盒•柴魚片10g

涼拌小黃瓜材料：小黃瓜200g•蒜頭4瓣

調味料 少許的醬油、鹽、糖、香油、醋

做���法 �地瓜粥做法：

1. �地瓜去皮、切成塊狀。

2. �米洗淨，加水至水8分滿。

3. �放入電鍋煮。

皮蛋豆腐做法：

1. 嫩豆腐1盒放盤中。

2. 皮蛋切半，放在嫩豆腐上面。

3. 淋上醬油。

4. 撒上柴魚片。

涼拌小黃瓜做法：

1. 小黃瓜洗淨切除頭尾、切小段後拍碎。

2. �加鹽用手抓一抓後再加糖拌勻。

3. 加入蒜末、醋拌勻。

4. 盛盤後滴入幾滴香油，完成。

烹調叮嚀 �醬油膏可用開水稀釋，再淋上，可以達到減鹽效果。

早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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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起鍋加入2大匙油炒香蒜與鹹蛋黃加

入南瓜與高湯1,000cc煮出味。用調

理機打成泥成醬。

4. �另起鍋炒香配料後加入南瓜醬煮滾後

加入義大利麵同煮入味，裝盤。

5. �並擺上杏鮑菇柱，撒上巴西利碎即

可。

烹調叮嚀 �義大利麵燙好後不要用冷水漂洗，建

議拌入橄欖油後鋪開放涼。

小松菜素小魚濃湯(五辛蛋素)

材���料 �小松菜300g•無鹽奶油50g•中筋麵粉2大匙•素小魚乾

50g•動物性鮮奶油30cc•馬鈴薯100g•嫩豆腐100g

調味料 �蔬菜香草高湯1,500cc•鹽1/2小匙•油少許

做���法 1. �將小松菜切小段；馬鈴薯切薄片；

嫩豆腐切1cm的小丁狀。

2. �起鍋加1大匙橄欖油，先炒馬鈴薯、

小松菜，再加入香草高湯煮滾後倒

入果汁機內打到無顆粒備用。

3. �起鍋加入奶油、麵粉炒香後倒入打

好的小松菜湯，煮到濃稠後加入嫩

豆腐與鹽調味。

4. �倒入湯碗內，加入素小魚乾及淋上

鮮奶油即可。

烹調叮嚀 �1. �奶油與鮮奶油可讓湯的口感更加

綿密。

2. �湯內加入豆腐與素小魚乾可增加湯的層次。

第一週•星期二
1人份營養成分 蛋白質：92g•脂肪：43g•醣類：267g

熱量:1,800大卡�

地瓜粥/皮蛋豆腐/涼拌小黃瓜(葷食)

材���料 �地瓜粥：地瓜2條(440g)•生米1杯(160g)����������������������������������

皮蛋豆腐材料：皮蛋2個•嫩豆腐1盒•柴魚片10g

涼拌小黃瓜材料：小黃瓜200g•蒜頭4瓣

調味料 少許的醬油、鹽、糖、香油、醋

做���法 �地瓜粥做法：

1. �地瓜去皮、切成塊狀。

2. �米洗淨，加水至水8分滿。

3. �放入電鍋煮。

皮蛋豆腐做法：

1. 嫩豆腐1盒放盤中。

2. 皮蛋切半，放在嫩豆腐上面。

3. 淋上醬油。

4. 撒上柴魚片。

涼拌小黃瓜做法：

1. 小黃瓜洗淨切除頭尾、切小段後拍碎。

2. �加鹽用手抓一抓後再加糖拌勻。

3. 加入蒜末、醋拌勻。

4. 盛盤後滴入幾滴香油，完成。

烹調叮嚀 �醬油膏可用開水稀釋，再淋上，可以達到減鹽效果。

早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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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香義大利麵(葷食)

材���料 �義大利麵300g•紅甜椒1顆•洋蔥半顆•蒜泥20瓣•黃甜椒1

顆•柳松菇100g•綠甜椒1顆•蛤蜊1斤(吐好沙)

調味料 �油30g•鹽少許•九層塔(裝飾用)

做���法 1. �取湯鍋，水滾後加入2/3匙的鹽巴後放入義大利麵大約煮5

到10分鐘，也就是九分熟的時候，即可準備撈起備用。

2. �熱鍋後放入冷油，接著可以放入蒜泥，等到�蒜泥周圍有泡

泡之後，趕快放入義大利麵並且加一點煮麵的水約半碗，�

直到湯汁吸完之後，灑些鹽巴備用。

3. �熱鍋放入所有的菜、菇類及蛤蜊，拌炒之後備

用。

4. �將作法2放入作法3之

後，拌炒均勻，起鍋前

加入3-4瓣蒜泥與九層塔

即完成。

烹調叮嚀 �煮義大利麵時，加入

鹽，可增加麵的口感。

鹽烤秋刀魚/白飯(每人1碗)(葷食)

材���料 �秋刀魚2尾

調味料 �鹽少許

做���法 1. �秋刀魚洗淨，在兩面灑上鹽，放在180度的烤箱中，烤20

分鐘。

2. �擠上檸檬汁

烹調叮嚀 �深海魚本身有鹹味，注意鹽份的使用。

芹菜炒透抽

材���料 �透抽240g•芹菜50g•辣椒

調味料 �鹽少許•雞粉少許•米酒少許•油10g

做���法 1. �透抽洗淨切段。芹菜去葉、根部洗淨切段。辣椒去子備

用。

2. �熱鍋加油，放入辣椒爆香。放入透抽大火炒至5分熟。

3. �放入芹菜，加少許水拌炒。

4. �放少許鹽、雞粉調味即可完成。

烹調叮嚀 �透抽、芹菜等食材，已有鹹味，鹽適度即可。

午 餐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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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香義大利麵(葷食)

材���料 �義大利麵300g•紅甜椒1顆•洋蔥半顆•蒜泥20瓣•黃甜椒1

顆•柳松菇100g•綠甜椒1顆•蛤蜊1斤(吐好沙)

調味料 �油30g•鹽少許•九層塔(裝飾用)

做���法 1. �取湯鍋，水滾後加入2/3匙的鹽巴後放入義大利麵大約煮5

到10分鐘，也就是九分熟的時候，即可準備撈起備用。

2. �熱鍋後放入冷油，接著可以放入蒜泥，等到�蒜泥周圍有泡

泡之後，趕快放入義大利麵並且加一點煮麵的水約半碗，�

直到湯汁吸完之後，灑些鹽巴備用。

3. �熱鍋放入所有的菜、菇類及蛤蜊，拌炒之後備

用。

4. �將作法2放入作法3之

後，拌炒均勻，起鍋前

加入3-4瓣蒜泥與九層塔

即完成。

烹調叮嚀 �煮義大利麵時，加入

鹽，可增加麵的口感。

鹽烤秋刀魚/白飯(每人1碗)(葷食)

材���料 �秋刀魚2尾

調味料 �鹽少許

做���法 1. �秋刀魚洗淨，在兩面灑上鹽，放在180度的烤箱中，烤20

分鐘。

2. �擠上檸檬汁

烹調叮嚀 �深海魚本身有鹹味，注意鹽份的使用。

芹菜炒透抽

材���料 �透抽240g•芹菜50g•辣椒

調味料 �鹽少許•雞粉少許•米酒少許•油10g

做���法 1. �透抽洗淨切段。芹菜去葉、根部洗淨切段。辣椒去子備

用。

2. �熱鍋加油，放入辣椒爆香。放入透抽大火炒至5分熟。

3. �放入芹菜，加少許水拌炒。

4. �放少許鹽、雞粉調味即可完成。

烹調叮嚀 �透抽、芹菜等食材，已有鹹味，鹽適度即可。

午 餐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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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爆高麗菜

材���料 �高麗菜400g•紅蘿蔔50g•蝦米少許•蒜頭少許•蔥少許

調味料 �鹽少許•白胡椒粉少許•油10g

做���法 1. �蝦米洗淨並浸泡至軟，切末；蒜頭拍碎切末；紅蘿蔔切

絲；青蔥切細花。

2. �熱鍋加油，炒香蒜末和蝦米末。

3. �放入紅蘿蔔拌炒。

4. �放入高麗菜，加入少許水。

5. �放少許鹽、白胡椒粉調味即可完成。

烹調叮嚀 �β-胡蘿蔔素屬脂溶性營養素，與油拌炒，可以增加營養吸

收。

莧菜豆腐羹

材���料 �莧菜150g•豆腐160g•櫻花蝦5g•蒜頭4瓣•油10g

調味料 �鹽少許•胡椒粉少許•淬釀昆布和風露少許•太白粉、香

油、油少許

做���法 1. �莧菜洗乾淨，切碎備用；豆腐切塊備用。

2. ��起油鍋，炒香蒜頭及櫻花蝦，再加水500c。

3. �水滾加入胡椒、鹽調味，淋1匙淬釀昆布和風露，並加入豆

腐及莧菜，並將太白粉調水勾芡。

4. �淋上少許香油即可。

烹調叮嚀 �莧菜、櫻花蝦本身含鈉，鹽巴需酌量使用。

第一週•星期三
1人份營養成分 蛋白質：87g•脂肪：47g•醣類：269g

熱量：1,800大卡��

養生麥片粥(全素)

材���料 �大燕麥片240g•黑芝麻粉40g•無糖豆漿4匙

調味料 無

做���法 1. �市售無糖豆漿微波至熱。
2. 大燕麥片、黑芝麻粉加入熱豆漿泡至2分鐘。

烹調叮嚀 �芝麻必須是粉狀或糊狀，身體好吸收。

時蔬海拚/白飯(每人3/4碗)(葷食)

材���料 �秀珍菇150g•洋菇100g•魚片140g•鮮蝦

200g•紅彩椒1個•黃彩椒1個•綠花椰菜

100g•洋菇100g•大蒜4顆•紅蔥頭4顆•小黃

瓜2條•山藥160g

調味料 �鹽少許•香菇昆布醬油少許•

胡椒粉少許•米酒水少許•麵

粉20g•油30g

做���法 1. �魚片滴少許米酒、胡椒粉醃

漬。

2. �起鍋下少許油，魚片沾麵粉

油煎。起鍋

早 餐

午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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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爆高麗菜

材���料 �高麗菜400g•紅蘿蔔50g•蝦米少許•蒜頭少許•蔥少許

調味料 �鹽少許•白胡椒粉少許•油10g

做���法 1. �蝦米洗淨並浸泡至軟，切末；蒜頭拍碎切末；紅蘿蔔切

絲；青蔥切細花。

2. �熱鍋加油，炒香蒜末和蝦米末。

3. �放入紅蘿蔔拌炒。

4. �放入高麗菜，加入少許水。

5. �放少許鹽、白胡椒粉調味即可完成。

烹調叮嚀 �β-胡蘿蔔素屬脂溶性營養素，與油拌炒，可以增加營養吸

收。

莧菜豆腐羹

材���料 �莧菜150g•豆腐160g•櫻花蝦5g•蒜頭4瓣•油10g

調味料 �鹽少許•胡椒粉少許•淬釀昆布和風露少許•太白粉、香

油、油少許

做���法 1. �莧菜洗乾淨，切碎備用；豆腐切塊備用。

2. ��起油鍋，炒香蒜頭及櫻花蝦，再加水500c。

3. �水滾加入胡椒、鹽調味，淋1匙淬釀昆布和風露，並加入豆

腐及莧菜，並將太白粉調水勾芡。

4. �淋上少許香油即可。

烹調叮嚀 �莧菜、櫻花蝦本身含鈉，鹽巴需酌量使用。

第一週•星期三
1人份營養成分 蛋白質：87g•脂肪：47g•醣類：269g

熱量：1,800大卡��

養生麥片粥(全素)

材���料 �大燕麥片240g•黑芝麻粉40g•無糖豆漿4匙

調味料 無

做���法 1. �市售無糖豆漿微波至熱。
2. 大燕麥片、黑芝麻粉加入熱豆漿泡至2分鐘。

烹調叮嚀 �芝麻必須是粉狀或糊狀，身體好吸收。

時蔬海拚/白飯(每人3/4碗)(葷食)

材���料 �秀珍菇150g•洋菇100g•魚片140g•鮮蝦

200g•紅彩椒1個•黃彩椒1個•綠花椰菜

100g•洋菇100g•大蒜4顆•紅蔥頭4顆•小黃

瓜2條•山藥160g

調味料 �鹽少許•香菇昆布醬油少許•

胡椒粉少許•米酒水少許•麵

粉20g•油30g

做���法 1. �魚片滴少許米酒、胡椒粉醃

漬。

2. �起鍋下少許油，魚片沾麵粉

油煎。起鍋

早 餐

午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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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起鍋下少許油，放入紅蔥頭、蒜片爆香。放入蝦、山藥拌

炒。

4. �放入秀珍菇、洋菇，少許米酒。

5. �放入花椰菜、小黃瓜、彩椒。

6. �放入香菇昆布醬油1湯匙，水100cc，蓋上鍋蓋。

7. �放入胡椒粉，即完成。

烹調叮嚀 �不會煎魚者，裹粉煎魚，比較易成功。

紅麴里肌/白飯(每人1碗)(葷食)

材���料 �里肌肉片300g•蔥段10g•薑片10g

調味料 �醃料：鹽1/4小匙•糖1/4小匙•水1大匙•米酒1大匙

調味料：紅麴2大匙•糖1小匙•味醂1大匙•米酒1大匙•鹽

1/4小匙•水150㏄

做���法 1. �里肌肉切片，放入所有醃料醃漬20分鐘。

2. �所有調味料一起攪拌均勻。

3. �熱鍋，放入2大匙的油，放入薑片爆香、放入蔥段。

4. �放入里肌肉片拌炒。

5. �加入調味好的調味醬汁，炒均勻即可盛盤。

銀芽炒雞柳

材���料 �雞肉70g•豆芽菜200g•蔥30g•辣椒•蒜30g

調味料 �鹽少許•醋少許•太白粉少許•米酒•油

做���法 1. �蔥切段、蒜切末、辣椒去籽切絲。

2. �豆芽菜洗淨備用。

3. �雞肉切成條狀，加鹽、酒、太白粉粉醃漬10分鐘。

4. �熱鍋，放入兩大匙的油，放入雞肉炒七分熟，取出。

5. �起鍋爆香蔥白、辣椒、蒜末。

6. �放入豬肉絲、蔥綠、醋，大火拌炒熟即可。

烹調叮嚀 �瘦肉加太白粉攪和可增加肉質軟化。

炒菠菜

材���料 �菠菜400g•蒜頭30g

調味料 �鹽•油

做���法 1. �波菜切段。

2. �熱鍋加油，炒蒜末。

3. �放入波菜，加入少許水拌炒。

4. �加鹽起鍋。

烹調叮嚀 �牙齒咬合不佳者，綠色葉菜類可以切成0.5~1cm拌炒，口感

及成品外觀會較佳。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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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起鍋下少許油，放入紅蔥頭、蒜片爆香。放入蝦、山藥拌

炒。

4. �放入秀珍菇、洋菇，少許米酒。

5. �放入花椰菜、小黃瓜、彩椒。

6. �放入香菇昆布醬油1湯匙，水100cc，蓋上鍋蓋。

7. �放入胡椒粉，即完成。

烹調叮嚀 �不會煎魚者，裹粉煎魚，比較易成功。

紅麴里肌/白飯(每人1碗)(葷食)

材���料 �里肌肉片300g•蔥段10g•薑片10g

調味料 �醃料：鹽1/4小匙•糖1/4小匙•水1大匙•米酒1大匙

調味料：紅麴2大匙•糖1小匙•味醂1大匙•米酒1大匙•鹽

1/4小匙•水150㏄

做���法 1. �里肌肉切片，放入所有醃料醃漬20分鐘。

2. �所有調味料一起攪拌均勻。

3. �熱鍋，放入2大匙的油，放入薑片爆香、放入蔥段。

4. �放入里肌肉片拌炒。

5. �加入調味好的調味醬汁，炒均勻即可盛盤。

銀芽炒雞柳

材���料 �雞肉70g•豆芽菜200g•蔥30g•辣椒•蒜30g

調味料 �鹽少許•醋少許•太白粉少許•米酒•油

做���法 1. �蔥切段、蒜切末、辣椒去籽切絲。

2. �豆芽菜洗淨備用。

3. �雞肉切成條狀，加鹽、酒、太白粉粉醃漬10分鐘。

4. �熱鍋，放入兩大匙的油，放入雞肉炒七分熟，取出。

5. �起鍋爆香蔥白、辣椒、蒜末。

6. �放入豬肉絲、蔥綠、醋，大火拌炒熟即可。

烹調叮嚀 �瘦肉加太白粉攪和可增加肉質軟化。

炒菠菜

材���料 �菠菜400g•蒜頭30g

調味料 �鹽•油

做���法 1. �波菜切段。

2. �熱鍋加油，炒蒜末。

3. �放入波菜，加入少許水拌炒。

4. �加鹽起鍋。

烹調叮嚀 �牙齒咬合不佳者，綠色葉菜類可以切成0.5~1cm拌炒，口感

及成品外觀會較佳。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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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菇蘿蔔湯

材���料 �白蘿蔔100g•金針菇100g•乾香菇20g•蒜頭20g•香菜10g

調味料 �鹽少許•白胡椒粉少許•香油少許•油少許

做���法 1. �乾香菇用冷水泡軟。

2. �白蘿蔔切滾刀、香菇切絲、蒜頭切末。

3. �熱鍋加油，炒香菇、蒜末，加入500cc水。

4. �放入白蘿蔔煮軟。

5. �加鹽、白胡椒粉、香油、香菜起鍋。

烹調叮嚀 �泡乾香菇用冷水泡1小時，可保持香菇的香氣。而泡香菇的

水，放入菜餚中，更增加美味。

奇異精靈

材���料 �綠色奇異果2個•蘋果1/2個•鳳梨2片•

冷開水200g•蜂蜜適量•冰塊適量

做���法 1. �將水果去皮切成片，加入

冷開水，少許冰塊打成果

汁。

2. �最後依個人喜好甜度加入

蜂蜜拌勻。

第一週•星期四
1人份營養成分 蛋白質：73g•脂肪：61g•醣類：242g

熱量：1,800大卡

滿福堡/低脂鮮奶(蛋奶素)

材���料 �大漢堡麵包4個•雞蛋4個•大番茄200g•美生菜200g•腰果�
40g•低脂鮮奶960g

調味料 胡椒粉少許

做���法 1. �熱鍋，倒入植物油，放入雞蛋煎熟。
2. 美生菜洗淨，瀝乾。
3. 大番茄切片。
4. �漢堡麵包打開，依序放入美生菜(撒上胡椒粉)、番茄片、
荷包蛋、腰果。

烹調叮嚀 �荷包蛋也可改成水煮蛋後切成片狀食用。

一鍋三吃：醬燒肉丸/豆芽粉絲/甜豆蝦仁/白飯(每人3/4碗)(葷食)

材���料 �豬絞肉(絞2次)150g•綠豆芽100g•香菜適量•蔥末1大匙•

蝦仁50g•過濾水500cc•洋蔥末100g•甜豆50g•油蔥酥•

寬冬粉1把

調味料 �A. �鹽1/2茶匙•米酒1茶匙•燉肉醬汁1份(醬油30cc•味

30cc•糖30g•水180cc)

B. �醬油1大匙•白胡椒粉1/4茶匙•米酒1茶匙•香油1茶匙•

糖1/2茶匙

宵 夜

早 餐

午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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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菇蘿蔔湯

材���料 �白蘿蔔100g•金針菇100g•乾香菇20g•蒜頭20g•香菜10g

調味料 �鹽少許•白胡椒粉少許•香油少許•油少許

做���法 1. �乾香菇用冷水泡軟。

2. �白蘿蔔切滾刀、香菇切絲、蒜頭切末。

3. �熱鍋加油，炒香菇、蒜末，加入500cc水。

4. �放入白蘿蔔煮軟。

5. �加鹽、白胡椒粉、香油、香菜起鍋。

烹調叮嚀 �泡乾香菇用冷水泡1小時，可保持香菇的香氣。而泡香菇的

水，放入菜餚中，更增加美味。

奇異精靈

材���料 �綠色奇異果2個•蘋果1/2個•鳳梨2片•

冷開水200g•蜂蜜適量•冰塊適量

做���法 1. �將水果去皮切成片，加入

冷開水，少許冰塊打成果

汁。

2. �最後依個人喜好甜度加入

蜂蜜拌勻。

第一週•星期四
1人份營養成分 蛋白質：73g•脂肪：61g•醣類：242g

熱量：1,800大卡

滿福堡/低脂鮮奶(蛋奶素)

材���料 �大漢堡麵包4個•雞蛋4個•大番茄200g•美生菜200g•腰果�
40g•低脂鮮奶960g

調味料 胡椒粉少許

做���法 1. �熱鍋，倒入植物油，放入雞蛋煎熟。
2. 美生菜洗淨，瀝乾。
3. 大番茄切片。
4. �漢堡麵包打開，依序放入美生菜(撒上胡椒粉)、番茄片、
荷包蛋、腰果。

烹調叮嚀 �荷包蛋也可改成水煮蛋後切成片狀食用。

一鍋三吃：醬燒肉丸/豆芽粉絲/甜豆蝦仁/白飯(每人3/4碗)(葷食)

材���料 �豬絞肉(絞2次)150g•綠豆芽100g•香菜適量•蔥末1大匙•

蝦仁50g•過濾水500cc•洋蔥末100g•甜豆50g•油蔥酥•

寬冬粉1把

調味料 �A. �鹽1/2茶匙•米酒1茶匙•燉肉醬汁1份(醬油30cc•味

30cc•糖30g•水180cc)

B. �醬油1大匙•白胡椒粉1/4茶匙•米酒1茶匙•香油1茶匙•

糖1/2茶匙

宵 夜

早 餐

午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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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1. �將豬絞肉，洋蔥末，蔥末，加入所有調味料A攪拌均勻做成

數顆肉丸

2. �寬冬粉泡水軟化：綠豆芽洗淨瀝乾；蝦仁加調味料B抓勻；

甜豆去頭尾及老絲。

3. �取一內鍋，放入燉肉醬汁1份，再放入作法1

肉丸，作法2寬冬粉及綠豆芽，移入電鍋中。

4. �在內鍋上架2根筷子，放上一個蒸盤，放入

作法2的蝦仁及甜豆，外鍋放2杯水，蓋上鍋

蓋，按下開關。

5. �開關跳起後，取出蝦仁

及甜豆，加入少許鹽，

香油拌勻裝盤，為甜豆

蝦仁。

6. �取出綠豆芽及冬粉裝

盤，撒上香菜，為豆芽

粉絲。

7. �取出肉丸及湯汁裝盤，為醬燒肉丸

烹調叮嚀 �自製肉丸，可以加入板豆腐，增加口感，增加營養密度。

香煎雞腿/白飯(每人1碗)(葷食)

材���料 �雞腿1隻

調味料 �醃料：鹽•胡椒•米酒1大匙•蒜頭

調味料：油

做���法 1. �雞腿用醃料醃20分鐘入味。

2. 熱鍋，倒入少許油，放入雞腿肉後再開小火煎熟即可。

烹調叮嚀 �要煎出金黃色澤的雞排，醃料中不能添加醬油，受熱容易

焦掉。建議可以使用米酒、鹽巴、黑胡椒、蒜片等進行醃

漬。

秋葵炒蝦仁

材���料 �秋葵200g•蝦仁100g•蒜片少許

調味料 �鹽巴少許•酒少許•胡椒粉少許

做���法 1. �蝦仁洗淨後，瀝乾，加入鹽、米酒、胡椒粉拌勻醃漬10分

鐘。

2. �秋葵切小段，蒜頭切片。

3. �熱鍋，放入1大匙的油，放入蒜片爆香。放入蝦仁、秋葵拌

炒。

4.�加入鹽、米酒後完成。

烹調叮嚀 �秋葵切小段，讓大小朋友都可以接受的口感，接受度比較

高。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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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1. �將豬絞肉，洋蔥末，蔥末，加入所有調味料A攪拌均勻做成

數顆肉丸

2. �寬冬粉泡水軟化：綠豆芽洗淨瀝乾；蝦仁加調味料B抓勻；

甜豆去頭尾及老絲。

3. �取一內鍋，放入燉肉醬汁1份，再放入作法1

肉丸，作法2寬冬粉及綠豆芽，移入電鍋中。

4. �在內鍋上架2根筷子，放上一個蒸盤，放入

作法2的蝦仁及甜豆，外鍋放2杯水，蓋上鍋

蓋，按下開關。

5. �開關跳起後，取出蝦仁

及甜豆，加入少許鹽，

香油拌勻裝盤，為甜豆

蝦仁。

6. �取出綠豆芽及冬粉裝

盤，撒上香菜，為豆芽

粉絲。

7. �取出肉丸及湯汁裝盤，為醬燒肉丸

烹調叮嚀 �自製肉丸，可以加入板豆腐，增加口感，增加營養密度。

香煎雞腿/白飯(每人1碗)(葷食)

材���料 �雞腿1隻

調味料 �醃料：鹽•胡椒•米酒1大匙•蒜頭

調味料：油

做���法 1. �雞腿用醃料醃20分鐘入味。

2. 熱鍋，倒入少許油，放入雞腿肉後再開小火煎熟即可。

烹調叮嚀 �要煎出金黃色澤的雞排，醃料中不能添加醬油，受熱容易

焦掉。建議可以使用米酒、鹽巴、黑胡椒、蒜片等進行醃

漬。

秋葵炒蝦仁

材���料 �秋葵200g•蝦仁100g•蒜片少許

調味料 �鹽巴少許•酒少許•胡椒粉少許

做���法 1. �蝦仁洗淨後，瀝乾，加入鹽、米酒、胡椒粉拌勻醃漬10分

鐘。

2. �秋葵切小段，蒜頭切片。

3. �熱鍋，放入1大匙的油，放入蒜片爆香。放入蝦仁、秋葵拌

炒。

4.�加入鹽、米酒後完成。

烹調叮嚀 �秋葵切小段，讓大小朋友都可以接受的口感，接受度比較

高。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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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香花椰菜

材���料 �白花菜200g•綠花菜150g•紅蘿蔔50g•蒜片30g•青蔥30g

調味料 �鹽•油

做���法 1. �煮一鍋開水，水滾放入白花菜、綠花菜，取出。

2. �熱鍋，放入1大匙的油，炒香蒜片，再放入青蔥、紅蘿蔔

絲。

3. �加入白綠花菜，加鹽後，即完成。

烹調叮嚀 �花椰菜切法：

洗好的花椰菜從中間梗縱切開，將一朵朵切下，可保持完

整花型不掉小粒子。

海味湯

材���料 �鮮香菇50g•杏鮑菇100g•海帶芽5g•芹菜50g

調味料 �鹽少許•淬釀昆布和風露少許•香油少許

做���法 1. �鮮香菇切塊，杏鮑菇切絲備用。海帶芽泡水至軟。芹菜去

葉、根部洗淨切成末。

2. �500cc水煮滾，放入鮮香、杏鮑菇、海帶芽。

3. �放芹菜末，加入香油，完成。

烹調叮嚀 �海帶芽富含水溶性纖維，而且有天然的鮮味及鹽味，烹調

時可多多入菜，增加風味。

第一週•星期五
1人份營養成分 蛋白質：74g•脂肪：54g•醣類：266g

熱量：1,800大卡�

綜合粥(葷食)

材���料 �白米240g•高麗菜400g•蝦米5g•芹菜末100g•肉絲140g

調味料 鹽少許•胡椒粉少許•油10g

做���法 1. �肉絲加入一小匙米酒與少許鹽醃漬
2. �高麗菜切細、芹菜切小段。
3. �熱鍋，加少許油，爆香蝦米之後，下肉絲拌炒。
4. �米洗淨，放入所有以炒好的食材，加水至電鍋內鍋8分滿，
約煮30分鐘。
5. �煮熟鹹粥後，放入芹菜末，鹽、胡椒粉拌勻。即完成。

烹調叮嚀 �可以將白米改成糙米，增加膳食纖維者。

彩蔬拌涼粉(葷食)

材���料 �韓式冬粉150g•豬肉絲200g•波菜350g•紅蘿

蔔絲150g•洋蔥絲200g•黑木耳切絲100g•香

菇3朵•鴻喜菇100g•辣椒切絲•香菜30g•蒜

末2把

調味料 �鹽少許•糖少許•油少許•水

A��醃肉醬汁：蒜末少許•醬油少許•黑胡椒粉少許•芝麻香

油•白芝麻少許•糖少許

早 餐

午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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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醃冬粉醬汁：同A

做���法 1. �豬肉絲加入A醬汁醃製10分鐘。

2. 冬粉熱水煮15分鐘後，冷水沖涼。加入B醬汁拌勻。

3. 熱水燙波菜後，冷水沖涼，切段。

3. �起鍋下少許油炒香蒜末、香菇、紅蘿蔔、洋蔥、黑木耳

絲、鴻喜菇。

4. 起鍋下少許油炒已醃漬的肉絲。

5. 醃漬冬粉下鍋翻炒後熄火，加入所有配料拌均勻。

6. 撒上香菜、白芝麻。

烹調叮嚀 �韓式冬粉增加Q口感。

清蒸紅鯛魚/白飯(每人3/4碗)(葷食)

材���料 �紅鯛魚1尾•蔥段•薑絲•辣椒絲

調味料 �鹽少許•米酒少許

做���法 1. �紅鯛魚清理乾淨從背部直劃一刀至1/4深。

2. �將魚兩面撒上鹽，放上蔥段、薑片，1大匙米酒醃漬10分

鐘。

3. �魚放在盤底，將蔥絲、薑絲，辣椒絲放魚上，放入電鍋蒸

20分鐘。

烹調叮嚀 �蒸魚時間不宜過長，避免魚肉太老。

三絲炒雞柳

材���料 �里肌肉70g•筊白筍150g•紅蘿蔔50g•乾香菇10g•青蔥30g

調味料 �鹽少許•醋少許•太白粉少許•米酒•油

醃肉醬汁：蒜末•醬油

做���法 1. �筊白筍，紅蘿蔔刨絲，香菇泡軟切絲，青蔥切段、里肌肉

切絲。

2. �里肌肉切絲後用醃肉醬汁醃20分鐘，太白粉可以最後加，

比較好拌勻。

3. �炒鍋加適量油，炒肉絲至8分熟起鍋備用。

4. �洗鍋子。

5. �加適量油，下蒜頭，蔥白，香菇絲炒香。

6. �加入筊白筍絲，紅蘿蔔絲，泡香菇水拌炒，再加鹽巴調

味。

7. �最後加入第2步驟的肉絲，蔥綠稍微拌炒均勻即完成。

烹調叮嚀 �泡過香菇的水，放入菜餚中烹飪，更可增加天然味道。

燙地瓜葉

材���料 �地瓜葉400g•蒜末30g

調味料 �醬油膏

做���法 1. �煮1大鍋滾水，放入地瓜葉煮後撈起瀝乾水分。

2. �蒜仁切蒜末，放入1大匙醬油膏，加1大匙的開水，拌勻成

醬汁備用。

3. �地瓜葉拌上醬汁，拌勻後，完成。

烹調叮嚀 �防止地瓜葉變黑方法，在最後起鍋前，加入幾滴檸檬汁。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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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藥牛蒡排骨湯

材   料 �排骨70g•山藥80g•牛蒡100g•枸杞5g

調味料 �鹽少許•米酒少許

做   法 1. �煮1鍋水，川燙排骨。

2. �牛蒡洗淨用刀背刮皮，切成斜切片。山藥削皮切長條狀。

3. �煮第2鍋水，放入排骨、牛蒡、枸杞、米酒煮50分鐘。

4. 掀鍋蓋，加入鹽巴調味，滾2分鐘，即完成。

烹調叮嚀 �防止牛蒡褐化發法：

牛蒡含有鐵質，切開後容易氧化變黑，因此切好後放進清

水或醋水中浸泡再做後續烹調，可防止氧化變黑，同時去

除澀味。

水果薄餅

材   料 �牛奶100g•蛋65g•糖8g•蜂蜜5g•米穀粉

30g•融化奶油8g•水果丁適量•原味優格120g

做   法 1. �米穀粉+糖+蜂蜜+全蛋拌勻後再加入牛奶，

最後加入融化奶油拌勻(過篩

後靜置30分)

2. �平底鍋放入少許奶油加熱，用

紙巾抹去多餘油脂，倒入麵糊

煎成薄餅(每份約30-40g麵糊)

3. �以水果及原味優格擺盤即可。

第二週•星期ㄧ(素食日)
1人份營養成分 蛋白質：49g•脂肪：69g•醣類：253g

熱量：1,800大卡

黃耆五行粥(全素)

材   料 �黃耆6片•川耳40g•白果30g•山藥80g•泡開枸杞20粒•高

麗菜100g•豆皮50g•台梗九號米200g•芹菜20g

調味料 昆布高湯2,400cc•鹽1/2大匙•苦茶油1大匙

做   法 1. �山藥切1cm丁狀；高麗菜切1cm條

狀；豆皮切0.3cm細碎；芹菜切碎。

2. �取湯鍋加入高湯及黃耆，待煮滾後

將洗好的米放入，轉小火煮15分鐘

米粒裂開，再加入川耳、百果、山

藥、高麗菜及豆皮續煮5分鐘調味關

火並靜置5-10分鐘。

3. �倒入湯碗內，灑上芹菜碎，淋上苦

茶油即可。

烹調叮嚀 �粥底的比例為水:米約1:12~15熬煮

好成粥底，可變化成各式口味的粥。

黑芝麻核桃飲(全素)

材   料 �黑芝麻100g•核桃50g•糯米粉80g•水1,000cc

調味料 細冰糖20g

宵 夜

早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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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法 1. �煮1鍋水，川燙排骨。

2. �牛蒡洗淨用刀背刮皮，切成斜切片。山藥削皮切長條狀。

3. �煮第2鍋水，放入排骨、牛蒡、枸杞、米酒煮50分鐘。

4. 掀鍋蓋，加入鹽巴調味，滾2分鐘，即完成。

烹調叮嚀 �防止牛蒡褐化發法：

牛蒡含有鐵質，切開後容易氧化變黑，因此切好後放進清

水或醋水中浸泡再做後續烹調，可防止氧化變黑，同時去

除澀味。

水果薄餅

材   料 �牛奶100g•蛋65g•糖8g•蜂蜜5g•米穀粉

30g•融化奶油8g•水果丁適量•原味優格120g

做   法 1. �米穀粉+糖+蜂蜜+全蛋拌勻後再加入牛奶，

最後加入融化奶油拌勻(過篩

後靜置30分)

2. �平底鍋放入少許奶油加熱，用

紙巾抹去多餘油脂，倒入麵糊

煎成薄餅(每份約30-40g麵糊)

3. �以水果及原味優格擺盤即可。

第二週•星期ㄧ(素食日)
1人份營養成分 蛋白質：49g•脂肪：69g•醣類：253g

熱量：1,800大卡

黃耆五行粥(全素)

材   料 �黃耆6片•川耳40g•白果30g•山藥80g•泡開枸杞20粒•高

麗菜100g•豆皮50g•台梗九號米200g•芹菜20g

調味料 昆布高湯2,400cc•鹽1/2大匙•苦茶油1大匙

做   法 1. �山藥切1cm丁狀；高麗菜切1cm條

狀；豆皮切0.3cm細碎；芹菜切碎。

2. �取湯鍋加入高湯及黃耆，待煮滾後

將洗好的米放入，轉小火煮15分鐘

米粒裂開，再加入川耳、百果、山

藥、高麗菜及豆皮續煮5分鐘調味關

火並靜置5-10分鐘。

3. �倒入湯碗內，灑上芹菜碎，淋上苦

茶油即可。

烹調叮嚀 �粥底的比例為水:米約1:12~15熬煮

好成粥底，可變化成各式口味的粥。

黑芝麻核桃飲(全素)

材   料 �黑芝麻100g•核桃50g•糯米粉80g•水1,000cc

調味料 細冰糖20g

宵 夜

早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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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1. �將黑芝麻炒香後，用調理機打碎成粉

狀；核桃入烤箱以上下各150度烤至

金黃色(約8分鐘)

2. �將水加入黑芝麻粉、糯米粉與細冰

糖後放至爐台上，開中火煮，邊煮

邊攪拌至煮滾成濃稠狀後起鍋，倒

入杯內，灑上核桃碎即可。

烹調叮嚀 ��黑芝麻用小火慢炒，不可用大火炒，

易焦掉。

另在炒的過程中黑芝麻不易判斷炒好

了沒，可在其中加入少許生白芝麻，

白芝麻若呈金黃色即可。

皮蛋鮮菇粥(蛋素)

材���料 �蓬萊米160g•腐竹20g•皮蛋1個•乾

香菇20g•金針菇30g•油條1/2條•

香菜10g•枸杞30粒•芹菜20g•水

1,200cc

調味料 �鹽1小匙•油少許•XO醬

做���法 1. �將腐皮切小丁(0.5＊0.5cm)；皮蛋切

丁(2＊2cm)；乾香菇泡發後切絲；枸

杞泡水漲發；芹菜切碎。

2. �湯鍋加入1,200cc水煮滾後，倒入洗

淨生米、腐竹，轉小火續煮米粒漲大

熟透後關火。

3. �起鍋加1大匙油，炒香香菇、金針菇，再加入粥底與皮蛋

煮滾後起鍋裝碗，灑上油條、香菜、芹菜、枸杞及XO醬即

可。

烹調叮嚀 �粥底預先煮好後可變化不同口味的粥品。

素蟹粉扒菜膽(奶素)

材���料 �娃娃菜心200g•甜豆仁20g•鴻喜菇80g

調味料 �素蟹黃醬100g•五行高湯1,000g

五行蔬菜高湯：牛蒡100g•新鮮香菇20g•白蘿蔔150g•黃

玉米1根(300g)•番茄1顆(150g)•老薑10g•水2,500cc•鹽

1/2大匙

素蟹黃醬：紅蘿蔔1/2條(200g)•老薑15g•鹹蛋黃30g•水

250cc•太白粉1/2大匙•沙拉油30g

調味料�:�鹽1/2小匙•香菇粉1/2小匙•白胡椒粉1/4小匙

做���法 1. �娃娃菜去除蒂頭後對切。

2. �起鍋加入高湯煮滾，放入娃娃菜燉

煮至軟爛，再加入鴻喜菇與蟹黃醬

拌煮灑上甜豆仁，煮熟關火。

3. �取盤子先將娃娃菜、鴻喜菇擺盤，

再淋上素蟹粉醬即可。

烹調叮嚀 �用高湯燉煮的娃娃菜，

味道會更加鮮美，保留

蔬菜原汁原味。

午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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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1. �將黑芝麻炒香後，用調理機打碎成粉

狀；核桃入烤箱以上下各150度烤至

金黃色(約8分鐘)

2. �將水加入黑芝麻粉、糯米粉與細冰

糖後放至爐台上，開中火煮，邊煮

邊攪拌至煮滾成濃稠狀後起鍋，倒

入杯內，灑上核桃碎即可。

烹調叮嚀 ��黑芝麻用小火慢炒，不可用大火炒，

易焦掉。

另在炒的過程中黑芝麻不易判斷炒好

了沒，可在其中加入少許生白芝麻，

白芝麻若呈金黃色即可。

皮蛋鮮菇粥(蛋素)

材���料 �蓬萊米160g•腐竹20g•皮蛋1個•乾

香菇20g•金針菇30g•油條1/2條•

香菜10g•枸杞30粒•芹菜20g•水

1,200cc

調味料 �鹽1小匙•油少許•XO醬

做���法 1. �將腐皮切小丁(0.5＊0.5cm)；皮蛋切

丁(2＊2cm)；乾香菇泡發後切絲；枸

杞泡水漲發；芹菜切碎。

2. �湯鍋加入1,200cc水煮滾後，倒入洗

淨生米、腐竹，轉小火續煮米粒漲大

熟透後關火。

3. �起鍋加1大匙油，炒香香菇、金針菇，再加入粥底與皮蛋

煮滾後起鍋裝碗，灑上油條、香菜、芹菜、枸杞及XO醬即

可。

烹調叮嚀 �粥底預先煮好後可變化不同口味的粥品。

素蟹粉扒菜膽(奶素)

材���料 �娃娃菜心200g•甜豆仁20g•鴻喜菇80g

調味料 �素蟹黃醬100g•五行高湯1,000g

五行蔬菜高湯：牛蒡100g•新鮮香菇20g•白蘿蔔150g•黃

玉米1根(300g)•番茄1顆(150g)•老薑10g•水2,500cc•鹽

1/2大匙

素蟹黃醬：紅蘿蔔1/2條(200g)•老薑15g•鹹蛋黃30g•水

250cc•太白粉1/2大匙•沙拉油30g

調味料�:�鹽1/2小匙•香菇粉1/2小匙•白胡椒粉1/4小匙

做���法 1. �娃娃菜去除蒂頭後對切。

2. �起鍋加入高湯煮滾，放入娃娃菜燉

煮至軟爛，再加入鴻喜菇與蟹黃醬

拌煮灑上甜豆仁，煮熟關火。

3. �取盤子先將娃娃菜、鴻喜菇擺盤，

再淋上素蟹粉醬即可。

烹調叮嚀 �用高湯燉煮的娃娃菜，

味道會更加鮮美，保留

蔬菜原汁原味。

午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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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婆紫米糕(蛋素)

材���料 �紫米糕159g•雞蛋豆腐150g•青花

菜40g•紅、黃甜椒各20g•老薑末

15g•碧玉筍20g

調味料 �麻婆醬：辣椒醬1.5大匙•花椒粒1小

匙•醬油2大匙•細冰糖1小匙•水1杯

(240cc)•太白粉水2大匙•(太白粉2小

匙�水1.5大匙)•油少許

做���法 1. �將紫米糕切成2＊2cm的丁狀；雞蛋

豆腐切成2＊2cm的丁狀；青花菜切

成10g大小的花朵；紅、黃甜椒切成

0.5cm小丁狀；碧玉筍切0.5cm小丁

狀。

2. �起鍋加2大匙油，入花椒粒先爆香後撈除，加入薑末及調

味料煮滾，煮滾後再加入豆腐、紫米糕、青花菜及紅.黃

甜椒燒入味。

3. �用太白粉水勾芡後灑上碧玉筍即可。

烹調叮嚀 �用蛋豆腐來燒製麻婆豆腐較不易碎裂，口感風味也比嫩

豆腐或板豆腐好吃。

橄欖菜燉飯(全素)

材���料 �台梗九號米300g•玉米筍30g•筊白筍

60g•紅甜椒30g•鴻喜菇20g•新鮮香

菇30g•杏鮑菇100g•九層塔10片•橄

欖菜3大匙

調味料 �昆布高湯600cc•香菇素蠔油2大匙•

橄欖油1大匙•油少許

做���法 1. �米洗淨後1:1比例加入水量，放入電

子鍋，煮熟至開關跳起來。

2. �杏鮑菇切成圓柱狀，切下頭尾後再

切菱形丁；將材料香菇、玉米筍、

筊白筍、紅甜椒切成菱形丁狀備

用。

3. 起鍋加入橄欖油入菇類及切成菱形丁的材料炒香。

4. �加入調味料煮滾後將白米飯加入，小火慢燉至湯汁收乾。

5. �湯汁收乾後加入九層塔拌炒至香味出來後即可起鍋裝盤。

6. 上面放上菇柱即可。

烹調叮嚀 �營業用的燉飯為求快速與方便會先將米煮成8~9分熟的米

飯，再下去燉煮可節省時間。

五彩雞絲拉皮(奶素)

材���料 �杏鮑菇80g•銀芽80g•綠豆粉皮150g•紅蘿蔔20g•小黃瓜

50g•香菜10g•乳酪絲30g

調味料 �芝麻味增醬80g�•冷開水80cc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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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婆紫米糕(蛋素)

材���料 �紫米糕159g•雞蛋豆腐150g•青花

菜40g•紅、黃甜椒各20g•老薑末

15g•碧玉筍20g

調味料 �麻婆醬：辣椒醬1.5大匙•花椒粒1小

匙•醬油2大匙•細冰糖1小匙•水1杯

(240cc)•太白粉水2大匙•(太白粉2小

匙�水1.5大匙)•油少許

做���法 1. �將紫米糕切成2＊2cm的丁狀；雞蛋

豆腐切成2＊2cm的丁狀；青花菜切

成10g大小的花朵；紅、黃甜椒切成

0.5cm小丁狀；碧玉筍切0.5cm小丁

狀。

2. �起鍋加2大匙油，入花椒粒先爆香後撈除，加入薑末及調

味料煮滾，煮滾後再加入豆腐、紫米糕、青花菜及紅.黃

甜椒燒入味。

3. �用太白粉水勾芡後灑上碧玉筍即可。

烹調叮嚀 �用蛋豆腐來燒製麻婆豆腐較不易碎裂，口感風味也比嫩

豆腐或板豆腐好吃。

橄欖菜燉飯(全素)

材���料 �台梗九號米300g•玉米筍30g•筊白筍

60g•紅甜椒30g•鴻喜菇20g•新鮮香

菇30g•杏鮑菇100g•九層塔10片•橄

欖菜3大匙

調味料 �昆布高湯600cc•香菇素蠔油2大匙•

橄欖油1大匙•油少許

做���法 1. �米洗淨後1:1比例加入水量，放入電

子鍋，煮熟至開關跳起來。

2. �杏鮑菇切成圓柱狀，切下頭尾後再

切菱形丁；將材料香菇、玉米筍、

筊白筍、紅甜椒切成菱形丁狀備

用。

3. 起鍋加入橄欖油入菇類及切成菱形丁的材料炒香。

4. �加入調味料煮滾後將白米飯加入，小火慢燉至湯汁收乾。

5. �湯汁收乾後加入九層塔拌炒至香味出來後即可起鍋裝盤。

6. 上面放上菇柱即可。

烹調叮嚀 �營業用的燉飯為求快速與方便會先將米煮成8~9分熟的米

飯，再下去燉煮可節省時間。

五彩雞絲拉皮(奶素)

材���料 �杏鮑菇80g•銀芽80g•綠豆粉皮150g•紅蘿蔔20g•小黃瓜

50g•香菜10g•乳酪絲30g

調味料 �芝麻味增醬80g�•冷開水80cc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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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1. �將杏鮑菇用手撥成0.5cm絲狀；綠豆

粉皮切寬2cm長條；紅蘿蔔、小黃

瓜分別切0.2cm的細絲並泡冰開水備

用；香菜摘取葉子備用。

2. �煮1,000cc水，待煮滾後放入粉皮燙30

秒撈出泡冰開水；再分別放入杏鮑菇

與銀芽燙1分鐘撈出泡冰開水。

3. �將調味料調均勻備用。

4. �取盤先放入粉皮、銀芽、紅蘿蔔、小

黃瓜及杏鮑菇，淋上調味料再放上乳

酪絲、香菜葉即可。

烹調叮嚀 �若買不到綠豆粉皮，也可以用寬冬粉來代替。

腐竹燉盅

材���料 �素甲魚1個•調配好四物藥包1包•泡

開腐竹80g•泡開乾香菇5朵•鴻喜菇

50g•老薑片30g•泡開枸杞15g

調味料 �香菇牛蒡湯3,000cc

做���法 1. �素甲魚切2＊2cm塊狀，放入平底鍋加

3大匙苦茶油與老薑片一起煎到金黃

色倒出。

2. �腐竹切2cm段；香菇對切成2片。

3. �取1湯盅，將所有材料與調味料加入

湯盅內，封上保鮮膜備用。

4. �蒸籠水燒開後放入湯盅，以大火蒸1小時即可。

烹調叮嚀 �燉煮的時間長，所以材料不可切太小塊，以免在燉煮後鬆散

糊化。

第二週•星期二
1人份營養成分 蛋白質：71g•脂肪：64g•醣類：244g

熱量：1,800大卡

南瓜牛奶(葷食)

材���料 �南瓜帶皮1,000g•低脂鮮奶960cc•洋蔥絲150g

調味料 無

做���法 1. �南瓜帶皮、洋蔥絲放入電鍋蒸熟。

2. �用果汁機將蒸熟的南瓜、洋蔥.、低脂鮮奶一起攪打，即完

成。

烹調叮嚀 �南瓜與洋蔥都有天然甜味，因此無須另外放調味料。

雙菇味噌麵(葷食)

材���料 �板豆腐160g•油豆腐220g•鴻喜菇100•生香菇100•木耳

100•青蔥2把•海帶芽5g•白麵(濕)360g

調味料 �鹽少許•香菇調味粉少許•白胡椒粉少許•香油少許

做���法 1. �板豆腐洗淨切成小丁；油豆腐洗淨後切小塊

2. �海帶芽用水泡軟。

3. �味噌加水調均勻(比例1：1)，備用。

4. �開水煮白麵條，瀝乾備用。

5. �煮水，水滾後放入海帶芽、鴻喜菇、生香菇、木耳悶煮。

早 餐

午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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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1. �將杏鮑菇用手撥成0.5cm絲狀；綠豆

粉皮切寬2cm長條；紅蘿蔔、小黃

瓜分別切0.2cm的細絲並泡冰開水備

用；香菜摘取葉子備用。

2. �煮1,000cc水，待煮滾後放入粉皮燙30

秒撈出泡冰開水；再分別放入杏鮑菇

與銀芽燙1分鐘撈出泡冰開水。

3. �將調味料調均勻備用。

4. �取盤先放入粉皮、銀芽、紅蘿蔔、小

黃瓜及杏鮑菇，淋上調味料再放上乳

酪絲、香菜葉即可。

烹調叮嚀 �若買不到綠豆粉皮，也可以用寬冬粉來代替。

腐竹燉盅

材���料 �素甲魚1個•調配好四物藥包1包•泡

開腐竹80g•泡開乾香菇5朵•鴻喜菇

50g•老薑片30g•泡開枸杞15g

調味料 �香菇牛蒡湯3,000cc

做���法 1. �素甲魚切2＊2cm塊狀，放入平底鍋加

3大匙苦茶油與老薑片一起煎到金黃

色倒出。

2. �腐竹切2cm段；香菇對切成2片。

3. �取1湯盅，將所有材料與調味料加入

湯盅內，封上保鮮膜備用。

4. �蒸籠水燒開後放入湯盅，以大火蒸1小時即可。

烹調叮嚀 �燉煮的時間長，所以材料不可切太小塊，以免在燉煮後鬆散

糊化。

第二週•星期二
1人份營養成分 蛋白質：71g•脂肪：64g•醣類：244g

熱量：1,800大卡

南瓜牛奶(葷食)

材���料 �南瓜帶皮1,000g•低脂鮮奶960cc•洋蔥絲150g

調味料 無

做���法 1. �南瓜帶皮、洋蔥絲放入電鍋蒸熟。

2. �用果汁機將蒸熟的南瓜、洋蔥.、低脂鮮奶一起攪打，即完

成。

烹調叮嚀 �南瓜與洋蔥都有天然甜味，因此無須另外放調味料。

雙菇味噌麵(葷食)

材���料 �板豆腐160g•油豆腐220g•鴻喜菇100•生香菇100•木耳

100•青蔥2把•海帶芽5g•白麵(濕)360g

調味料 �鹽少許•香菇調味粉少許•白胡椒粉少許•香油少許

做���法 1. �板豆腐洗淨切成小丁；油豆腐洗淨後切小塊

2. �海帶芽用水泡軟。

3. �味噌加水調均勻(比例1：1)，備用。

4. �開水煮白麵條，瀝乾備用。

5. �煮水，水滾後放入海帶芽、鴻喜菇、生香菇、木耳悶煮。

早 餐

午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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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放入板豆腐、油豆腐煮滾後加入鹽、香菇調味粉、白胡椒

粉、香油。

7. 放入麵條，撒上蔥花，即可完成。

烹調叮嚀 �煮味噌湯必須先將味噌用冷開水充分攪拌均勻後，直接加

入已煮滾而且已熄火的湯內，不要再繼續高溫過度烹煮，

以免破壞酵素，同時保留營養成份。

芝麻里肌/白飯(每人3/4碗)(葷食)

材���料 �豬肉210g•蒜末•辣椒末•蔥末

調味料 �芝麻醬2大匙•醬油膏3大匙•糖1茶匙•香油•油20g

做���法 1. �煮水，水滾放入豬肉整塊，轉小火煮30分鐘後熄火撈起。
2. 辣椒切末、青蒜切片備用。
3. �醬汁：芝麻醬2大匙、醬油膏3大匙、糖1茶匙、香油、蒜
末、辣椒末、蔥末，開水100c�c拌勻成醬汁。
4. 將肉切成薄片，淋上醬汁，撒上青蔥末即可。

烹調叮嚀 �天然水果軟化肉質方法：
利用鳳梨、青木瓜、西瓜皮、柳橙、蘋果、梨子、橘子等
水果來醃肉，可以嫩化肉質，與增加天然果香。
使用鳳梨軟化肉質效果最好。鳳梨醃肉時，建議約15～20
分鐘即可，時間太長會讓肉品過於軟爛，影響口感。

毛豆肉燥

材���料 �絞肉70g•毛豆仁100g•紅蘿蔔100•木耳100•蒜末4瓣•油
20g

調味料 �醬油少許•油20g

做���法 1. �紅蘿蔔切丁、木耳切末、蒜仁切末

2. 熱鍋，放入兩大匙的油，將絞肉及蒜末拌炒。

3. 加入紅蘿蔔、木耳、毛豆仁拌炒。

4. 加入醬油及少許水，蓋上鍋蓋悶煮。

烹調叮嚀 �絞肉肥瘦比例1:9，不失口感，減少飽和油脂的攝取量。

九層塔炒海龍

材���料 �海帶絲400g•蒜頭5瓣•蔥花少許•九層塔100g•油20g

調味料 �醬油1大匙•糖1小匙•辣豆瓣醬1大匙•米酒1大匙•油

做���法 1. �蒜頭切末。

2. 海帶洗淨泡水，切段。

3. �熱鍋，放入1大匙的油，放入海帶絲及醬油1大匙、糖1小

匙、辣豆瓣醬1大匙、米酒1大匙拌炒。

4. 撒上蔥花、九層塔後，即可起鍋。

烹調叮嚀 �九層塔要關火後再放入鍋中，這樣九層塔才不易變老。

銀芽豆腐湯

材���料 �豆腐160g•綠豆芽200g•小魚乾10g•蔥1把•薑2片

調味料 �鹽少許•香油

做���法 1. �小魚乾洗淨泡軟，乾鍋將其炒香。��2.豆腐切塊、蔥切細

絲、薑切絲備用。

3. �煮1鍋水，水滾後加入薑絲、豆腐。

4. �再加上綠豆芽煮滾。

5. �加上鹽，香油少許，灑上蔥花即完成。

烹調叮嚀 �豆芽容易變黑，盡量在買回來當天使用完；若無法當天使

用，可泡清水冷藏，減緩豆芽變黑的速度。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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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放入板豆腐、油豆腐煮滾後加入鹽、香菇調味粉、白胡椒

粉、香油。

7. 放入麵條，撒上蔥花，即可完成。

烹調叮嚀 �煮味噌湯必須先將味噌用冷開水充分攪拌均勻後，直接加

入已煮滾而且已熄火的湯內，不要再繼續高溫過度烹煮，

以免破壞酵素，同時保留營養成份。

芝麻里肌/白飯(每人3/4碗)(葷食)

材���料 �豬肉210g•蒜末•辣椒末•蔥末

調味料 �芝麻醬2大匙•醬油膏3大匙•糖1茶匙•香油•油20g

做���法 1. �煮水，水滾放入豬肉整塊，轉小火煮30分鐘後熄火撈起。
2. 辣椒切末、青蒜切片備用。
3. �醬汁：芝麻醬2大匙、醬油膏3大匙、糖1茶匙、香油、蒜
末、辣椒末、蔥末，開水100c�c拌勻成醬汁。
4. 將肉切成薄片，淋上醬汁，撒上青蔥末即可。

烹調叮嚀 �天然水果軟化肉質方法：
利用鳳梨、青木瓜、西瓜皮、柳橙、蘋果、梨子、橘子等
水果來醃肉，可以嫩化肉質，與增加天然果香。
使用鳳梨軟化肉質效果最好。鳳梨醃肉時，建議約15～20
分鐘即可，時間太長會讓肉品過於軟爛，影響口感。

毛豆肉燥

材���料 �絞肉70g•毛豆仁100g•紅蘿蔔100•木耳100•蒜末4瓣•油
20g

調味料 �醬油少許•油20g

做���法 1. �紅蘿蔔切丁、木耳切末、蒜仁切末

2. 熱鍋，放入兩大匙的油，將絞肉及蒜末拌炒。

3. 加入紅蘿蔔、木耳、毛豆仁拌炒。

4. 加入醬油及少許水，蓋上鍋蓋悶煮。

烹調叮嚀 �絞肉肥瘦比例1:9，不失口感，減少飽和油脂的攝取量。

九層塔炒海龍

材���料 �海帶絲400g•蒜頭5瓣•蔥花少許•九層塔100g•油20g

調味料 �醬油1大匙•糖1小匙•辣豆瓣醬1大匙•米酒1大匙•油

做���法 1. �蒜頭切末。

2. 海帶洗淨泡水，切段。

3. �熱鍋，放入1大匙的油，放入海帶絲及醬油1大匙、糖1小

匙、辣豆瓣醬1大匙、米酒1大匙拌炒。

4. 撒上蔥花、九層塔後，即可起鍋。

烹調叮嚀 �九層塔要關火後再放入鍋中，這樣九層塔才不易變老。

銀芽豆腐湯

材���料 �豆腐160g•綠豆芽200g•小魚乾10g•蔥1把•薑2片

調味料 �鹽少許•香油

做���法 1. �小魚乾洗淨泡軟，乾鍋將其炒香。��2.豆腐切塊、蔥切細

絲、薑切絲備用。

3. �煮1鍋水，水滾後加入薑絲、豆腐。

4. �再加上綠豆芽煮滾。

5. �加上鹽，香油少許，灑上蔥花即完成。

烹調叮嚀 �豆芽容易變黑，盡量在買回來當天使用完；若無法當天使

用，可泡清水冷藏，減緩豆芽變黑的速度。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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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星期三
1人份營養成分 蛋白質：83g•脂肪：52g•醣類：262g

熱量：1,800大卡

糙米粥(葷食)

材���料 �糙米240g•紅蘿蔔絲200g•白蘿蔔絲400g•金勾蝦5g•雞蛋
2粒•毛豆仁100g

調味料 少許的鹽•胡椒粉•油許

做���法 1. �熱鍋，加少許油，爆香蝦米之後，下紅蘿蔔絲、毛豆仁拌
炒。
2. �米洗淨，放入所有已炒好的食材，白蘿蔔絲、加水至電鍋
內鍋8分滿，約煮30分鐘。
3. �煮熟鹹粥後，放入蛋液，鹽、胡椒粉拌勻。即完成。

烹調叮嚀 �毛豆保持鮮綠色:煮1鍋水，放入1匙鹽、1匙油，水滾後，
放入毛豆仁放入燙到變色鮮綠，撈起。放入冰水中冰鎮定
色。

草菇濃湯/白飯(每人半碗)(葷食)

材���料 ��草菇140g•洋蔥1顆•鮮蝦8尾•西洋芹2支•透

抽1尾過濾水8杯•蛤蜊8顆(吐好沙)•馬鈴薯中

型4顆

調味料 �鹽少許•鮮奶120cc•九層塔少許(裝飾用)

做���法 1. �草菇洗淨瀝乾；蝦子洗淨頭尾分開；透抽去內臟洗淨切圈

狀。蛤蜊泡水吐沙洗淨，備用。

2. �西洋芹洗淨切段；洋蔥切塊，備用。

3. �電鍋外鍋洗淨按下開關加熱，外鍋中倒入少許油，放入作

法2的洋蔥塊及西洋芹段炒香後，加水6杯。

4. �按下開關，蓋鍋蓋煮約10分鐘，開蓋放入作法的所有海鮮

料�，蓋上鍋蓋續煮5分鐘，加鮮奶油，鹽調味即可。

烹調叮嚀 �鮮蝦跟透抽等海鮮，太多醬料會蓋掉海鮮的天然鮮味。

鳳梨燒雞/白飯(每人1碗)(葷食)

材���料 �雞胸肉210g、青椒50g、甜椒50g、鳳梨110g、洋蔥100g、蒜

末5瓣

調味料 �醃料：米酒�1大匙•香油少許•椒塩粉少許•醬油�1大匙

調味料：醬油•油20g

做���法 1. �雞胸肉切塊，加入醃料醃漬20分鐘。

2. �熱鍋，放入1大匙的油，將雞胸肉煎至7分熟，盛盤備用。

3. �熱鍋，放入1大匙的油，加入洋蔥段及蒜末爆香。加入3大

匙醬油和半碗水，用中小火燒至湯汁收乾，再加入青椒、

紅甜椒和鳳梨及雞胸肉拌炒均勻即可。

烹調叮嚀 �雞胸肉刀切時，盡量切成等同大小，受熱會比較均勻。

晚 餐

午 餐

早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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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星期三
1人份營養成分 蛋白質：83g•脂肪：52g•醣類：262g

熱量：1,800大卡

糙米粥(葷食)

材���料 �糙米240g•紅蘿蔔絲200g•白蘿蔔絲400g•金勾蝦5g•雞蛋
2粒•毛豆仁100g

調味料 少許的鹽•胡椒粉•油許

做���法 1. �熱鍋，加少許油，爆香蝦米之後，下紅蘿蔔絲、毛豆仁拌
炒。
2. �米洗淨，放入所有已炒好的食材，白蘿蔔絲、加水至電鍋
內鍋8分滿，約煮30分鐘。
3. �煮熟鹹粥後，放入蛋液，鹽、胡椒粉拌勻。即完成。

烹調叮嚀 �毛豆保持鮮綠色:煮1鍋水，放入1匙鹽、1匙油，水滾後，
放入毛豆仁放入燙到變色鮮綠，撈起。放入冰水中冰鎮定
色。

草菇濃湯/白飯(每人半碗)(葷食)

材���料 ��草菇140g•洋蔥1顆•鮮蝦8尾•西洋芹2支•透

抽1尾過濾水8杯•蛤蜊8顆(吐好沙)•馬鈴薯中

型4顆

調味料 �鹽少許•鮮奶120cc•九層塔少許(裝飾用)

做���法 1. �草菇洗淨瀝乾；蝦子洗淨頭尾分開；透抽去內臟洗淨切圈

狀。蛤蜊泡水吐沙洗淨，備用。

2. �西洋芹洗淨切段；洋蔥切塊，備用。

3. �電鍋外鍋洗淨按下開關加熱，外鍋中倒入少許油，放入作

法2的洋蔥塊及西洋芹段炒香後，加水6杯。

4. �按下開關，蓋鍋蓋煮約10分鐘，開蓋放入作法的所有海鮮

料�，蓋上鍋蓋續煮5分鐘，加鮮奶油，鹽調味即可。

烹調叮嚀 �鮮蝦跟透抽等海鮮，太多醬料會蓋掉海鮮的天然鮮味。

鳳梨燒雞/白飯(每人1碗)(葷食)

材���料 �雞胸肉210g、青椒50g、甜椒50g、鳳梨110g、洋蔥100g、蒜

末5瓣

調味料 �醃料：米酒�1大匙•香油少許•椒塩粉少許•醬油�1大匙

調味料：醬油•油20g

做���法 1. �雞胸肉切塊，加入醃料醃漬20分鐘。

2. �熱鍋，放入1大匙的油，將雞胸肉煎至7分熟，盛盤備用。

3. �熱鍋，放入1大匙的油，加入洋蔥段及蒜末爆香。加入3大

匙醬油和半碗水，用中小火燒至湯汁收乾，再加入青椒、

紅甜椒和鳳梨及雞胸肉拌炒均勻即可。

烹調叮嚀 �雞胸肉刀切時，盡量切成等同大小，受熱會比較均勻。

晚 餐

午 餐

早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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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蘭肉絲

材���料 �豬肉切絲70g•芥蘭200g•蒜片6瓣

調味料 �鹽少許•油20g

做���法 1. �豬肉切絲放入醬油醃漬20分鐘。

2. �熱鍋，放入1大匙的油，放入蒜片炒香、放入豬肉絲拌炒。

3. �再放入芥藍菜一起炒熟，加鹽巴，即完成。

烹調叮嚀 �用適量的水炒芥蘭，會讓芥蘭菜快熟，且減少炒菜油的

量。

拌炒牛蒡

材���料 �牛蒡400g•紅蘿蔔絲50g•薑絲2片•熟芝麻1匙

調味料 �醬油少許•砂糖少許•米酒少許•香油少許•油20g

做���法 1. �牛蒡洗淨用刀背刮皮，刨刀切成絲後，放入水中，加入1小

匙的醋，避免牛蒡變色。

2. �熱鍋，放入2大匙的油，下薑絲、紅蘿蔔絲炒香。瀝乾牛蒡

絲下鍋拌炒。

3. �依序加入醬油2大匙、糖、米酒，翻炒至鍋內湯汁收乾。

4. 最後淋上少許香油．灑入熟芝麻，完成。

烹調叮嚀 �挑選牛蒡：

1. �抓住牛蒡較粗一端時，尾端會自然彎曲，表示新鮮。

2. �鬚根要少，太多的鬚根表示牛蒡表示出土時間較久，比

較不新鮮。

紫菜蛋花湯

材���料 �紫菜10g•金針菇50g•薑絲2片•雞蛋2粒•蔥花1把

調味料 �鹽少許•香油少許•白胡椒少許•醋少許

做���法 1. �煮1鍋水，加入薑絲煮滾。

2. �放入紫菜、金針菇，滾了之後，加少許香油、鹽巴、白胡

椒、醋、蛋液

3. �最後放入香油，即可上菜。

烹調叮嚀 �最後下雞蛋液，邊倒邊攪拌，比較容易成蛋花。或者，蛋

液倒在漏勺中下鍋，形成漂亮的蛋花。

高纖米餅(19片)

材���料 �糖70g•室溫軟化奶油80g•全蛋25g•牛奶50g•麥片80g•

米穀粉100g

做���法 1. �牛奶+麥片拌勻備用

2. �糖+奶油拌勻加入全蛋拌勻加入第1項拌勻

3. �最後加入米穀粉拌勻(冰箱冷藏鬆弛15分

4. �取出麵團，分割成每個20g，搓圓壓成約

0.3cm厚圓形放入烤箱。

5. �烤箱全上火180度下火150度，

先烤8-12分表面上色，轉頭

降上火160度繼續烤8-12分至

熟。

6. �待涼切成19塊供應。

宵 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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宵 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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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星期四
1人份營養成分 蛋白質：89g•脂肪：51g•醣類：249g

熱量：1,800大卡

彩蔬捲/低脂鮮奶(蛋奶素)

材���料 �蛋餅皮4片•起司8g•番茄片400g•小黃瓜400g•低脂鮮奶
960cc

調味料 少許的胡椒粉、芝麻

做���法 1. �不沾鍋熱鍋，放上冷凍蛋餅皮煎熟。
2. �關火，起鍋前放入起司片、番茄片、小黃瓜片。
3. �撒上胡椒粉、芝麻。

烹調叮嚀 �蛋餅皮也可以換成春捲皮，熱量更低。

彩燒雞肉/白飯(每人1碗)(葷食)

材���料 ��去骨雞腿肉1支•白花椰菜100g•綠花椰菜
100g•菇類50g•玉米筍50g•蒜片10g•辣椒切
絲�1支•蔥10g•薑片10g•白芝麻粒3g

調味料 �白味噌4匙•油少許•水200cc
做���法 1. �熱鍋下少許油炒薑片、雞腿

肉。
2. �放入紅蘿蔔、玉米筍、綠白花
椰菜、水燜煮。
3. �味噌加水調和。
4. �加入菇類、辣椒絲、味噌醬拌
炒。

5. �灑上蔥花。

烹調叮嚀 �味噌依熟發酵熟成期長短分為：
白味噌：發酵期較短、鹽分較低、口味較清淡、偏甜。
紅味噌：發酵期較長、鹽分較高、偏鹹、豆香味濃。

紅燒魚/白飯(每人1碗)(葷食)

材���料 �土魠魚210g•蔥2支•蒜4瓣•辣椒•薑片2片

調味料 �醃料：鹽少許•酒少許•薑少許•蔥少許

調味料：醬油1又1/2大匙•烏醋少許•胡椒粉少許•糖1小

匙•油20g

做���法 1. �土魠魚用醃料醃漬10分鐘。

2. �薑切片，青蔥切段。

3. �熱鍋，放入1大匙的油煎魚，蓋上鍋蓋，兩面煎黃後盛起備

用。

4. �熱鍋，放入1大匙的油，爆香薑、蔥，將全部調味料入鍋

中，將魚下鍋燒入味，將汁收濃後盛盤。

5. �最後放入蔥花即可。

烹調叮嚀 �煎魚時加上鍋蓋，讓鍋內形成下煎上蒸的熱循環，使魚熟

的更快。

丁香豆乾

材���料 �豆乾丁80g•小魚乾10g•青龍椒1條•豆豉10g•蒜末4瓣

調味料 �鹽少許•醬油少許•糖少許•米酒少許•油20g

晚 餐

午 餐

早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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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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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燒魚/白飯(每人1碗)(葷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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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餐

午 餐

早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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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1. �青龍椒洗淨切斜塊；小魚乾和豆豉洗淨瀝乾備用。

2. �熱鍋，放入1大匙的油，爆香蒜末，加入小魚乾、豆乾和豆

豉一起拌炒。

3. �再加入青龍椒炒。

4. �加入醬油、糖、米酒、鹽調味，即可完成。

烹調叮嚀 �豆豉味道甘甜、風味特殊，烹調時，不要和其它味道太重

的香料同時使用。

薑炒紅鳳菜

材���料 �紅鳳菜400g•薑絲2片

調味料 �鹽少許•麻油40g

做���法 1. �熱鍋，放入2大匙的麻油，放入薑絲爆香。

2. �放入紅鳳菜，加入少許水拌炒。

3. �加鹽起鍋。

烹調叮嚀 �紅鳳菜建議搭配薑絲、麻油，才不會太寒。

竹筍排骨湯

材���料 �竹筍200g•排骨4塊•乾香菇2朵•大蒜4瓣

調味料 �鹽少許•油20g

做���法 1. �乾香菇洗淨泡水至軟。竹筍切塊，備用。

2.�煮1鍋水，川燙排骨。

3.�熱鍋，放入1/2大匙的油，爆香香菇。

4.�放入竹筍拌炒，加入排骨，加水煮。

5.�加入大蒜，即可上菜。

烹調叮嚀 �水煮竹筍時，全程需加蓋燜煮，可以保持竹筍的水分不流

失，保有筍子香味。

第二週•星期五
1人份營養成分 蛋白質68g•脂肪：43g•醣類：290g

熱量：1,800大卡

燕麥粥(葷食)

材���料 �大燕麥片240g•雞蛋4粒蔥花1把•白芝麻5g

調味料 鹽少許

做���法 1. �瓷碗放入大燕麥片，放入蔥花、鹽。
2. �依序放入熱開水、蛋液。
3. �放入微波爐微波1分鐘。

烹調叮嚀 �亦可加入堅果類、豆漿、奶粉等，變化不同口味，以及增
加營養。

港式鯖魚菜飯(葷食)

材���料 ��薄鹽鯖魚100g•魷魚頭50g•小白菜梗15g•小白菜葉15g•
乾香菇30g•壽司米320g•過濾水350cc

調味料 �無
做���法 1. �壽司米洗好；將已煎熟鯖魚切小片；魷魚頭洗淨切小塊；

乾香菇泡開切片備用。
2. �內鍋放入壽司米，鯖魚片，魷魚頭，香菇片，水和小白菜
梗，放入電鍋中，外鍋加入1杯水按下開關，烹煮至開關跳
起即可。

早 餐

午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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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1. �青龍椒洗淨切斜塊；小魚乾和豆豉洗淨瀝乾備用。

2. �熱鍋，放入1大匙的油，爆香蒜末，加入小魚乾、豆乾和豆

豉一起拌炒。

3. �再加入青龍椒炒。

4. �加入醬油、糖、米酒、鹽調味，即可完成。

烹調叮嚀 �豆豉味道甘甜、風味特殊，烹調時，不要和其它味道太重

的香料同時使用。

薑炒紅鳳菜

材���料 �紅鳳菜400g•薑絲2片

調味料 �鹽少許•麻油40g

做���法 1. �熱鍋，放入2大匙的麻油，放入薑絲爆香。

2. �放入紅鳳菜，加入少許水拌炒。

3. �加鹽起鍋。

烹調叮嚀 �紅鳳菜建議搭配薑絲、麻油，才不會太寒。

竹筍排骨湯

材���料 �竹筍200g•排骨4塊•乾香菇2朵•大蒜4瓣

調味料 �鹽少許•油20g

做���法 1. �乾香菇洗淨泡水至軟。竹筍切塊，備用。

2.�煮1鍋水，川燙排骨。

3.�熱鍋，放入1/2大匙的油，爆香香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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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星期五
1人份營養成分 蛋白質68g•脂肪：43g•醣類：290g

熱量：1,800大卡

燕麥粥(葷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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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再放入小白菜葉燜約1分鐘即可。

烹調叮嚀 �薄鹽鯖魚無需使用調味料

，避免鹽分攝取過多。

紅麴燒雞/白飯(每人1碗)(葷食)

材���料 �雞肉210公g•蔥段2把•薑片2片•乾香菇2朵

調味料 �醃料：鹽1/4小匙•糖1/4小匙•水1大匙•米酒1大匙

調味料：紅麴2大匙•糖1小匙•味醂1大匙•米酒1大匙•鹽

1/4小匙•水150㏄•油20g

做���法 1. �里肌肉切片，放入所有醃料醃漬20分鐘。
2. �所有調味料一起攪拌均勻。
3. �乾香菇加水泡軟。
4. �熱鍋，放入2大匙的油，放入薑片爆香、香菇、再放入蔥段
拌炒。
4. 放入雞肉片拌炒。
5. 加入調味好的調味醬汁及香菇水，拌炒均勻即可盛盤。

烹調叮嚀 �市售紅糟醬，每個牌子的鹹度不同，須斟酌使用。

絲瓜炒蛤蜊

材���料 �絲瓜200g•蛤蜊(吐好沙)320g•青蔥2把•薑絲2片、蒜末4
瓣•枸杞10g

調味料 �雞粉少許•油20g

做� � �法 1.絲瓜去皮切成塊狀；青蔥切段；薑切絲；蒜切成末狀備
用。�

2.�熱鍋，放入1/2大匙的油，放入青蔥段、薑片、蒜片爆香。
3.�放入絲瓜、枸杞翻炒均勻。
4.��放入蛤蜊，加入雞粉少許、少量的米酒，轉成小火拌炒，
待蛤蜊全開，即完成。

烹調叮嚀 �絲瓜、枸杞等有天然甜味；蛤蜊有天然鮮味。因此無須添
加鹽份。

涼拌木耳

材���料 �黑木耳300g•白芝麻10g•嫩薑4片

調味料 �醬油少許•香油少許•黑醋少許
做���法 1. �黑木耳放入滾水中煮約3分鐘，瀝乾備用。

2. �嫩薑切成細絲。
3. �醬料：醬油40cc、香油15cc、黑醋5cc全混合一起攪拌。
4. �黑木耳加入嫩薑絲，倒入醬料拌勻。
5. �撒上白芝麻，即可完成。

烹調叮嚀 �乾木耳的泡發需用溫水浸泡2小時，時間不宜過長。

雙菇湯

材���料 �杏鮑菇50g•金針菇50g•鴻禧菇50g•豬肉片70g•紅棗3
顆•枸杞1小把•薑2片•蔥1支

調味料 �鹽巴少許•米酒1小匙•香油少許•油20g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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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熱鍋，放入2大匙的油，
1. �鴻禧菇切除根部，用手剝開成小塊；金針菇切除根部後沖
洗，剝開成1小束；杏鮑菇切成條狀。
2. 紅棗、枸杞清洗；蔥切段；薑切成絲備用。�
3. �煮1鍋水，放入薑絲、紅棗、枸杞，水滾後放入杏鮑菇、鴻
禧菇、豬肉片。
4. 再加入金針菇。
5. �煮滾後加入適量的鹽調味、米酒及蔥段，滴幾滴香油，即
可完成。

烹調叮嚀 �此3種鮮菌菇可以隨意換別的。多種鮮菌菇搭配一起，口感
最佳。

黃金年糕(4塊份)

材���料 �南瓜(去皮去子)60g•糯米粉90g•再來米粉30g•葡萄乾

10g•紅棗4粒•糖40g

做���法 1. �南瓜去皮去子後洗淨切小塊，加120cc水放電鍋中，外鍋放

1/2杯水蒸軟。

2. �紅棗泡軟後去籽，每粒切成2片備用。

3. �糯米粉、再來米粉、糖及葡萄乾分別加入蒸軟之南瓜湯

中，攪拌均勻成金黃色粉團。

4. �將粉團倒入已塗油或墊玻璃紙之圓形不銹鋼鍋內，手沾水

抹平表面後，將紅棗片一片片鋪在上面，再放電鍋中，外

鍋放4杯水蒸熟。

5. �蒸熟後，燜10分鐘再取出，待涼切成4塊供應。

第三週•星期一(素食日)
1人份營養成分 蛋白質：80g•脂肪：56g•醣類：240g

熱量：1,800大卡�����

活力蔬食漢堡(五辛蛋奶素)

材���料 �漢堡麵包2個•自製素肉排2個•牛番茄1顆•洋蔥1/2顆

(100g)美生菜1/2顆(300g)•酸黃瓜1條(60g)•廣東A菜2片•

紫包心2片

調味料 �番茄醬2大匙•黃芥末醬2大匙•沙拉醬2大匙•起司醬2大匙

做���法 1. �將漢堡麵包對切，放入烤箱，上下火各150度，烤5分鐘，

呈現外酥內軟。

2. �素肉排用平底鍋略煎過後，抹上黃

芥末醬再入烤箱，上下火各150度考

2分鐘；洋蔥切片(厚1cm)略煎後與素

肉排一起放入烤箱烤約2分鐘。

3. �另用熟食砧板將牛番茄切片 (厚

1cm)；美生菜切片(8＊8cm)；酸黃

瓜切片(0.5cm)備用

4. �取漢堡底，抹上沙拉醬再依續放廣

東A生菜、美生菜、素肉排、洋蔥、

牛番茄、番茄醬、酸黃瓜、素肉

排、起司醬、廣東A生菜，最後再蓋

上蓋。

烹調叮嚀 �美式漢堡著重在醬料的搭配，口味多元，口感豐富。

宵 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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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瓜原味豆漿(全素)

材���料 �非基改黃豆100g、烤熟地瓜1顆、熱水1,200cc

調味料� 細冰糖20g

做���法 1. �黃豆泡水6小時（可於前一晚泡好），漲發到220g左右。

2. �熱水加熱泡開黃豆煮滾，轉小火續煮20分鐘到黃豆煮熟。

3. �倒入果汁機，加入去皮的烤地瓜、細冰糖，用中速打到沒有

果粒，口感綿密。

烹調叮嚀� �如不想喝太甜，細冰糖也可不加，因為烤地瓜的甜度也很

高。

四神麵疙瘩(蛋素)

材���料 �四神粉100g•中筋麵粉200g•新鮮香菇80g•素羊肉80g•玉

米筍60g•紅蘿蔔60g•老薑片10g•青江菜100g

調味料 �五行高湯3,000cc•香菇素蠔油1大匙•白胡椒粉1/2小匙•香

油1大匙•油
做���法 1. �將四神粉加麵粉混合均勻，再慢慢加

250cc的水拌勻後靜置5-10分鐘。
2. �鮮香菇斜切片，玉米筍斜對切，紅蘿
蔔切片備用。
3. �煮水2,000cc，煮滾後轉中火，用手
撥小塊麵疙瘩入水中煮到定型並煮熟
後撈出泡入冰水中讓麵條迅速降溫後
撈出。
4. �起鍋加1大匙油，入薑、香菇及素羊
肉爆香，加入高湯煮滾。
5. 加入其他材料並調味後再煮滾即可。

烹調叮嚀 1. �若要讓麵疙瘩的口感更有嚼勁，可將中筋麵粉換成高筋麵
粉。
2. �四神粉是蓮子、芡實、茯苓、淮山四味再加少許薏仁調製
的粉狀，大人小孩均適合使用；可到中藥行購買。

京都素排骨(全素)

材���料 �素排骨100g(參考做法)•青椒30g•牛番茄50g•新鮮鳳梨(去

皮)30g

調味料 �京都梅醬100g

做���法 1. �將青椒、牛番茄、鳳梨切小塊狀備

用。

2. �起油鍋，油溫約180℃，放入素排骨

炸3分鐘成金黃色後再倒入做法1食

材，入油鍋裡後立即撈出。

3. �起鍋加入調味料小火煮滾後拌入做法

2食材並快速拌勻即可裝盤。

烹調叮嚀 �因食材都是用油略為炸過，在炒時就

不需再加入油質，避免炒好後產生太

油的狀況。

珍珠翡翠丸子(蛋素)

材���料 �素丸子4顆•青江菜葉100g•黃豆皮1/2張•壽司海苔1/2張

調味料 �沙拉醬1大匙•油少許

做���法 1. �將青江菜葉切0.3cm細絲；黃豆皮與海苔用剪刀剪成0.3cm的

細絲。

午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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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瓜原味豆漿(全素)

材���料 �非基改黃豆100g、烤熟地瓜1顆、熱水1,200cc

調味料� 細冰糖20g

做���法 1. �黃豆泡水6小時（可於前一晚泡好），漲發到220g左右。

2. �熱水加熱泡開黃豆煮滾，轉小火續煮20分鐘到黃豆煮熟。

3. �倒入果汁機，加入去皮的烤地瓜、細冰糖，用中速打到沒有

果粒，口感綿密。

烹調叮嚀� �如不想喝太甜，細冰糖也可不加，因為烤地瓜的甜度也很

高。

四神麵疙瘩(蛋素)

材���料 �四神粉100g•中筋麵粉200g•新鮮香菇80g•素羊肉80g•玉

米筍60g•紅蘿蔔60g•老薑片10g•青江菜100g

調味料 �五行高湯3,000cc•香菇素蠔油1大匙•白胡椒粉1/2小匙•香

油1大匙•油
做���法 1. �將四神粉加麵粉混合均勻，再慢慢加

250cc的水拌勻後靜置5-10分鐘。
2. �鮮香菇斜切片，玉米筍斜對切，紅蘿
蔔切片備用。
3. �煮水2,000cc，煮滾後轉中火，用手
撥小塊麵疙瘩入水中煮到定型並煮熟
後撈出泡入冰水中讓麵條迅速降溫後
撈出。
4. �起鍋加1大匙油，入薑、香菇及素羊
肉爆香，加入高湯煮滾。
5. 加入其他材料並調味後再煮滾即可。

烹調叮嚀 1. �若要讓麵疙瘩的口感更有嚼勁，可將中筋麵粉換成高筋麵
粉。
2. �四神粉是蓮子、芡實、茯苓、淮山四味再加少許薏仁調製
的粉狀，大人小孩均適合使用；可到中藥行購買。

京都素排骨(全素)

材���料 �素排骨100g(參考做法)•青椒30g•牛番茄50g•新鮮鳳梨(去

皮)30g

調味料 �京都梅醬100g

做���法 1. �將青椒、牛番茄、鳳梨切小塊狀備

用。

2. �起油鍋，油溫約180℃，放入素排骨

炸3分鐘成金黃色後再倒入做法1食

材，入油鍋裡後立即撈出。

3. �起鍋加入調味料小火煮滾後拌入做法

2食材並快速拌勻即可裝盤。

烹調叮嚀 �因食材都是用油略為炸過，在炒時就

不需再加入油質，避免炒好後產生太

油的狀況。

珍珠翡翠丸子(蛋素)

材���料 �素丸子4顆•青江菜葉100g•黃豆皮1/2張•壽司海苔1/2張

調味料 �沙拉醬1大匙•油少許

做���法 1. �將青江菜葉切0.3cm細絲；黃豆皮與海苔用剪刀剪成0.3cm的

細絲。

午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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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起油鍋，油溫150度，先炸海苔、黃

豆皮，炸至微漲發呈酥脆金黃色撈

出；油溫另加熱到170度，放入青江

菜葉炸至翠綠色無水分後撈出瀝油。

3. �接著再放入素丸子炸到表面金黃色後

撈出瀝油。

4. �將炸好素丸子裹上沙拉醬，再沾炸好

的三絲擺盤即可。

烹調叮嚀 �炸豆皮與海苔的油溫要控制好，應避

免炸到過頭產生苦味。

荷葉紅藜珍珠飯(全素)

材���料 �荷葉1張•紅藜20g•台梗九號米320g•乾香菇2朵•芋頭

30g•豆干30g•毛豆30g•紅蘿蔔30g•竹筍30g

調味料 �xo醬2大匙•五行蔬菜高湯150cc•醬油

2大匙•油少許

做���法 1. �將荷葉用熱水泡至軟化後取出洗淨、

香菇泡水至軟備用。

2. �米與紅藜洗淨後，加入高湯，放入電

子鍋，煮熟至開關跳起來煮成飯。

3. �將材料乾香菇、芋頭、豆干、毛豆、

紅蘿蔔、竹筍等食材均切成1cm的丁

狀。

4. �起鍋加2大匙油，將切丁的食材以中

火炒香後加入XO醬與醬油拌勻。

5. 再將飯倒入鍋內一起拌炒均勻。

6. �荷葉切成4等份，平均放入炒好的料於中心，左右摺起後再

從頭捲起；蒸籠水煮滾後放入大火蒸10分鐘即可。

烹調叮嚀 �連同荷葉一起回蒸，如此可使荷葉香氣與米飯更融合。

椰香咖哩素蝦(全素)

材���料 �素蝦6支•香茅10g•檸檬葉5片•馬鈴薯150g•秋葵80g•茄

子80g•小番茄50g•老薑片20g•天貝80g

調味料 �咖哩粉1/5大匙•椰漿3大匙•五行高湯1,200cc•東炎醬1小

匙•油少許

做���法 1. �將馬鈴薯洗淨去皮，用波浪刀切滾刀塊；秋葵去蒂頭後斜切

2段；茄子斜切3-4刀後再切斷，小番茄切對成2半。

2. �起油鍋，油溫約160度，放入馬鈴薯

炸約3-4分鐘，內熟撈出；相同油溫

再放入秋葵、茄子及天貝，炸約1分

鐘後撈出。

3. �起鍋加2小匙油先炒香薑片、咖哩

粉，再加入東炎醬、高湯、香茅與

檸檬煮滾後，將炸過的食材倒入一

起燉煮約8分鐘至湯汁濃稠。

4. �再加入素蝦、小番茄煮1分鐘後關火

倒入湯碗內淋上椰漿即可。

烹調叮嚀 �1. �食材經過油炸再燉煮可縮短時間，也可保持形狀完整。

2. �東炎醬是泰式料理的調味料，酸辣香味特殊香氣；可到素

食材料行或雜貨行購買。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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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起油鍋，油溫150度，先炸海苔、黃

豆皮，炸至微漲發呈酥脆金黃色撈

出；油溫另加熱到170度，放入青江

菜葉炸至翠綠色無水分後撈出瀝油。

3. �接著再放入素丸子炸到表面金黃色後

撈出瀝油。

4. �將炸好素丸子裹上沙拉醬，再沾炸好

的三絲擺盤即可。

烹調叮嚀 �炸豆皮與海苔的油溫要控制好，應避

免炸到過頭產生苦味。

荷葉紅藜珍珠飯(全素)

材���料 �荷葉1張•紅藜20g•台梗九號米320g•乾香菇2朵•芋頭

30g•豆干30g•毛豆30g•紅蘿蔔30g•竹筍30g

調味料 �xo醬2大匙•五行蔬菜高湯150cc•醬油

2大匙•油少許

做���法 1. �將荷葉用熱水泡至軟化後取出洗淨、

香菇泡水至軟備用。

2. �米與紅藜洗淨後，加入高湯，放入電

子鍋，煮熟至開關跳起來煮成飯。

3. �將材料乾香菇、芋頭、豆干、毛豆、

紅蘿蔔、竹筍等食材均切成1cm的丁

狀。

4. �起鍋加2大匙油，將切丁的食材以中

火炒香後加入XO醬與醬油拌勻。

5. 再將飯倒入鍋內一起拌炒均勻。

6. �荷葉切成4等份，平均放入炒好的料於中心，左右摺起後再

從頭捲起；蒸籠水煮滾後放入大火蒸10分鐘即可。

烹調叮嚀 �連同荷葉一起回蒸，如此可使荷葉香氣與米飯更融合。

椰香咖哩素蝦(全素)

材���料 �素蝦6支•香茅10g•檸檬葉5片•馬鈴薯150g•秋葵80g•茄

子80g•小番茄50g•老薑片20g•天貝80g

調味料 �咖哩粉1/5大匙•椰漿3大匙•五行高湯1,200cc•東炎醬1小

匙•油少許

做���法 1. �將馬鈴薯洗淨去皮，用波浪刀切滾刀塊；秋葵去蒂頭後斜切

2段；茄子斜切3-4刀後再切斷，小番茄切對成2半。

2. �起油鍋，油溫約160度，放入馬鈴薯

炸約3-4分鐘，內熟撈出；相同油溫

再放入秋葵、茄子及天貝，炸約1分

鐘後撈出。

3. �起鍋加2小匙油先炒香薑片、咖哩

粉，再加入東炎醬、高湯、香茅與

檸檬煮滾後，將炸過的食材倒入一

起燉煮約8分鐘至湯汁濃稠。

4. �再加入素蝦、小番茄煮1分鐘後關火

倒入湯碗內淋上椰漿即可。

烹調叮嚀 �1. �食材經過油炸再燉煮可縮短時間，也可保持形狀完整。

2. �東炎醬是泰式料理的調味料，酸辣香味特殊香氣；可到素

食材料行或雜貨行購買。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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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星期二
1人份營養成分 蛋白質：89g•脂肪：50g•醣類：252g

熱量：1,800大卡

海菜粥(葷食)

材���料 �白米320g•海帶芽10g•洋蔥絲150•鮑魚菇400•鯛魚片140g

調味料 �鹽少許•胡椒粉少許

做���法 1. �魚片；加入1小匙米酒與少許鹽醃漬
2. �海帶芽沖洗，碰水膨脹。
3. �洋蔥切小丁、鮑魚菇切細絲。
4. �米洗淨，放入所有食材，加水至電鍋內鍋8分滿，約煮30分
鐘。
5. �煮熟鹹粥後，放入鹽、胡椒粉拌勻。即完成。

烹調叮嚀 �如果有剩隔夜飯，也可以煮成粥食用。

什錦豆漿鍋/白飯每人一碗

材���料 �無糖豆漿450g•高麗菜100g•鴻喜菇50g•杏鮑菇50g•黑木

耳50g•乾香菇4朵•紅蘿蔔30g•豆皮�200g•芹菜50g•筊白

筍或竹筍50g•薑片10g•蝦米3g•香菜10g

調味料 �鹽少許•胡椒粉少許•油少許

做���法 1. �將大蒜、香菇切片，筊白筍、紅蘿蔔、杏鮑菇、高麗菜切

絲，芹菜、黑木耳切丁。

2. 熱鍋下少許油炒薑片、香菇、蝦米、紅蘿蔔。

3. �放入黑木耳、杏鮑菇、筊白筍、鴻喜菇、芹

菜、高麗菜翻炒。

4. �加入胡椒粉、鹽、無糖豆

漿，最後加上香菜即可。

烹調叮嚀 �煮豆漿不糊鍋的小訣竅：

豆漿最後放進去烹煮，不

容易糊鍋。

醬燒棒棒腿/白飯(每人1碗)(葷食)

材���料 �棒棒腿約4支

調味料 �芝麻

照燒醬材料：醬油2大匙•薑30g•洋蔥1/2顆

調味料：油20g•味醂2大匙•糖少許•香油1小匙•水300cc

做���法 1. �熱鍋，放入1大匙的油，棒棒腿放入煎成焦黃色。

2. �照燒醬材料倒入鍋中，轉小火悶，讓棒棒腿入味。

3. �約需20分鐘後熄火。

撒上芝麻。

烹調叮嚀 �最後大火收汁，不要收太乾，留一些湯汁會更美味。

早 餐

午 餐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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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星期二
1人份營養成分 蛋白質：89g•脂肪：50g•醣類：252g

熱量：1,800大卡

海菜粥(葷食)

材���料 �白米320g•海帶芽10g•洋蔥絲150•鮑魚菇400•鯛魚片140g

調味料 �鹽少許•胡椒粉少許

做���法 1. �魚片；加入1小匙米酒與少許鹽醃漬
2. �海帶芽沖洗，碰水膨脹。
3. �洋蔥切小丁、鮑魚菇切細絲。
4. �米洗淨，放入所有食材，加水至電鍋內鍋8分滿，約煮30分
鐘。
5. �煮熟鹹粥後，放入鹽、胡椒粉拌勻。即完成。

烹調叮嚀 �如果有剩隔夜飯，也可以煮成粥食用。

什錦豆漿鍋/白飯每人一碗

材���料 �無糖豆漿450g•高麗菜100g•鴻喜菇50g•杏鮑菇50g•黑木

耳50g•乾香菇4朵•紅蘿蔔30g•豆皮�200g•芹菜50g•筊白

筍或竹筍50g•薑片10g•蝦米3g•香菜10g

調味料 �鹽少許•胡椒粉少許•油少許

做���法 1. �將大蒜、香菇切片，筊白筍、紅蘿蔔、杏鮑菇、高麗菜切

絲，芹菜、黑木耳切丁。

2. 熱鍋下少許油炒薑片、香菇、蝦米、紅蘿蔔。

3. �放入黑木耳、杏鮑菇、筊白筍、鴻喜菇、芹

菜、高麗菜翻炒。

4. �加入胡椒粉、鹽、無糖豆

漿，最後加上香菜即可。

烹調叮嚀 �煮豆漿不糊鍋的小訣竅：

豆漿最後放進去烹煮，不

容易糊鍋。

醬燒棒棒腿/白飯(每人1碗)(葷食)

材���料 �棒棒腿約4支

調味料 �芝麻

照燒醬材料：醬油2大匙•薑30g•洋蔥1/2顆

調味料：油20g•味醂2大匙•糖少許•香油1小匙•水300cc

做���法 1. �熱鍋，放入1大匙的油，棒棒腿放入煎成焦黃色。

2. �照燒醬材料倒入鍋中，轉小火悶，讓棒棒腿入味。

3. �約需20分鐘後熄火。

撒上芝麻。

烹調叮嚀 �最後大火收汁，不要收太乾，留一些湯汁會更美味。

早 餐

午 餐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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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豆炒肉片(葷食)

材���料 �四季豆200g•肉片70g•蒜頭切末4瓣

調味料 �鹽少許•米酒少許•油•香油少許

做���法 1. �四季豆洗淨去頭尾撕除兩側粗絲，切段備用。

2. 豬肉切成片。蒜頭切末。

3. �熱鍋，放入兩大匙的油，蒜末拌香。放入四季豆拌炒，再放

入豬肉片。

4. 加入米酒、鹽。

5. 最後加入香油，即可完成。

烹調叮嚀 �炒四季豆時，不加鍋蓋，可以邊炒邊加水，煮軟，收乾水

分，讓調味料更入味。

豆瓣劍筍

材���料 �劍筍400g•蒜片4瓣

調味料 �豆瓣醬少許•糖少許•油

做���法 1. �劍筍洗淨，切成塊狀。

2. �熱鍋，放入1大匙的油，爆香蒜頭。加入豆瓣醬、糖，小火

拌炒，再加入米酒。

3. 放入劍筍拌炒入味。

烹調叮嚀 �新鮮箭筍需先剝除老的部分，煮起來口感好。之後先汆燙再

料理，較容易熟。

玉米鮮蔬湯

材���料 �玉米筍切斷220g•高麗菜50g•紅蘿蔔50•鮮香菇50g•香菜5g

調味料 �鹽少許•淬釀昆布和風露少許•香油少許

做���法 1. �玉米筍切斷；鮮香菇切絲；紅蘿蔔切片。

2. �將高麗菜鋪在底鍋，放入玉米筍、杏鮑菇、紅蘿蔔、鮮香

菇，加入淬釀昆布和風露及適量的水份。

3. �放入電鍋悶煮。

4. �電源跳起後，放入鹽巴調味拌勻，再蓋上鍋蓋悶2分鐘。

撒上香菜、香油，即可。

烹調叮嚀 �利用天然蔬菜食材添加湯頭風味。無須加任何烹調油，讓湯

喝起來更顯清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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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豆炒肉片(葷食)

材���料 �四季豆200g•肉片70g•蒜頭切末4瓣

調味料 �鹽少許•米酒少許•油•香油少許

做���法 1. �四季豆洗淨去頭尾撕除兩側粗絲，切段備用。

2. 豬肉切成片。蒜頭切末。

3. �熱鍋，放入兩大匙的油，蒜末拌香。放入四季豆拌炒，再放

入豬肉片。

4. 加入米酒、鹽。

5. 最後加入香油，即可完成。

烹調叮嚀 �炒四季豆時，不加鍋蓋，可以邊炒邊加水，煮軟，收乾水

分，讓調味料更入味。

豆瓣劍筍

材���料 �劍筍400g•蒜片4瓣

調味料 �豆瓣醬少許•糖少許•油

做���法 1. �劍筍洗淨，切成塊狀。

2. �熱鍋，放入1大匙的油，爆香蒜頭。加入豆瓣醬、糖，小火

拌炒，再加入米酒。

3. 放入劍筍拌炒入味。

烹調叮嚀 �新鮮箭筍需先剝除老的部分，煮起來口感好。之後先汆燙再

料理，較容易熟。

玉米鮮蔬湯

材���料 �玉米筍切斷220g•高麗菜50g•紅蘿蔔50•鮮香菇50g•香菜5g

調味料 �鹽少許•淬釀昆布和風露少許•香油少許

做���法 1. �玉米筍切斷；鮮香菇切絲；紅蘿蔔切片。

2. �將高麗菜鋪在底鍋，放入玉米筍、杏鮑菇、紅蘿蔔、鮮香

菇，加入淬釀昆布和風露及適量的水份。

3. �放入電鍋悶煮。

4. �電源跳起後，放入鹽巴調味拌勻，再蓋上鍋蓋悶2分鐘。

撒上香菜、香油，即可。

烹調叮嚀 �利用天然蔬菜食材添加湯頭風味。無須加任何烹調油，讓湯

喝起來更顯清淡。



臺北市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臺北市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

61 62

第三週•星期三
1人份營養成分 蛋白質：88g•脂肪：57g•醣類：241g�

熱量：1,800大卡

饅頭夾蛋/低糖優酪乳(蛋奶素)

材���料 �饅頭4個(90g1個)•雞蛋4個•綜合堅果40g•低糖優酪乳960cc

調味料 �無

做���法 1. �熱鍋，倒入植物油，打入雞蛋煎熟。
2. �饅頭橫剖兩半，放入煎好的荷包蛋、綜合堅果。

烹調叮嚀 �電鍋蒸熱冷凍饅頭技巧：
1. 冷凍的饅頭，不須解凍可直接放進電鍋中加熱。
2. �開關跳起後悶2分鐘後，需打開鍋蓋，避免水蒸氣讓饅頭
外皮潮溼，口感變差。

雞肉親子丼

材���料 �雞胸肉200g•五穀米120g•海苔絲少許•洋蔥1顆•白米
120g•雞蛋4顆

調味料 �柴魚片5g、水150cc•醬油15cc•酒20cc•味醂25cc•過濾水
250cc

做���法 1. �洋蔥切絲；雞胸肉切薄片，備用。

2. �內鍋放入作法1的材料及所有調味料，外鍋倒1

杯水(份量外)，蓋上蓋子，按下開關。

3. �待開關跳起後，雞蛋打散平均倒入內鍋，蓋上

鍋蓋燜1分鐘，至蛋液略凝固。

4. �將作法3淋入白飯上，食

用前撒上海苔絲即可。

烹調叮嚀 �親子丼帶有甜味是特色，

自己親手烹飪可以控制少

放油，吃的很安心、健

康，控制食材的成本。

破布子蒸魚/白飯(每人1碗)(葷食)

材���料 �鱈魚210g•破布子20g

調味料 �鹽少許•米酒少許

做���法 1. �鱈魚洗淨用鹽、米酒先醃漬幾分鐘備用。

2. �魚鋪上蒜頭、蔥段、薑絲、�淋上破布子。

3. �電鍋蒸20分鐘。

烹調叮嚀 �破布子本身已有鹹味，鹽巴需少許使用，避免過鹹。

早 餐

午 餐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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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水(份量外)，蓋上蓋子，按下開關。

3. �待開關跳起後，雞蛋打散平均倒入內鍋，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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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將作法3淋入白飯上，食

用前撒上海苔絲即可。

烹調叮嚀 �親子丼帶有甜味是特色，

自己親手烹飪可以控制少

放油，吃的很安心、健

康，控制食材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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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鱈魚210g•破布子20g

調味料 �鹽少許•米酒少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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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調叮嚀 �破布子本身已有鹹味，鹽巴需少許使用，避免過鹹。

早 餐

午 餐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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燴三菇(葷食)

材���料 �蘆筍100g•鴻喜菇50g•雪白菇50g•生香菇50g•紅蘿蔔50g•

肉絲70g•蔥1把•薑片2片

調味料 �鹽少許•米酒少許•油少許•醋少許

做���法 1. �鴻喜菇、雪白菇切去蒂頭。

2. �紅蘿蔔切片；蘆筍切段；蔥切末備用。

3. �熱鍋，放入1大匙的油，放入薑片爆香。再放入紅蘿蔔、肉

絲拌炒。

4. �放入蘆筍及少許水分炒軟。

5. �鴻喜菇、雪白菇、生香菇、蔥段放入。

6. �加入鹽、米酒、醋，完成。

烹調叮嚀 �菇類的種類，可以依個人喜好替換種類。

涼拌海帶芽

材���料 �海帶芽400g•嫩薑4片•蒜頭4瓣•蔥1把•辣椒•白芝麻10g

調味料 �醬油少許•糖少許•白醋少許•香油少許

做���法 1. �海帶芽浸泡冷開水。

2. �開水煮滾，放入海帶芽略汆燙速起鍋瀝乾。

3. �海帶芽放入嫩薑絲、蒜末、蔥、辣椒絲，淋上醬汁。

4. �灑上白芝麻，即可上菜。

烹調叮嚀 �乾燥的海帶芽先用水沖洗，放入滾水裡煮1分鐘撈起，用冷

開水沖涼降溫備用。

番茄豆包湯

材���料 �豆包3片•番茄3粒•雞蛋2個•高麗菜1/4顆•蔥

調味料 �鹽少許•胡椒粉少許•油•香油少許

做���法 1. �豆包切成絲狀；番茄切丁狀；蛋打散備用。

2. �熱鍋，放入1/2大匙的油，爆香蒜片、蔥白、金勾蝦，加入番

茄塊拌炒。

3. 加入開水煮滾。

4. 放入高麗菜、豆包絲。

5. 煮滾後，加入鹽、胡椒粉調味�。

6. 放入蛋液煮滾，放入蔥綠的部分。

7. 放入香油，完成。

烹調叮嚀 �大番茄煮熟後吃更具營養，因為加熱會破壞細胞壁，而釋放

出更多的茄紅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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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味料 �醬油少許•糖少許•白醋少許•香油少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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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水煮滾，放入海帶芽略汆燙速起鍋瀝乾。

3. �海帶芽放入嫩薑絲、蒜末、蔥、辣椒絲，淋上醬汁。

4. �灑上白芝麻，即可上菜。

烹調叮嚀 �乾燥的海帶芽先用水沖洗，放入滾水裡煮1分鐘撈起，用冷

開水沖涼降溫備用。

番茄豆包湯

材���料 �豆包3片•番茄3粒•雞蛋2個•高麗菜1/4顆•蔥

調味料 �鹽少許•胡椒粉少許•油•香油少許

做���法 1. �豆包切成絲狀；番茄切丁狀；蛋打散備用。

2. �熱鍋，放入1/2大匙的油，爆香蒜片、蔥白、金勾蝦，加入番

茄塊拌炒。

3. 加入開水煮滾。

4. 放入高麗菜、豆包絲。

5. 煮滾後，加入鹽、胡椒粉調味�。

6. 放入蛋液煮滾，放入蔥綠的部分。

7. 放入香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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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更多的茄紅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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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星期四
1人份營養成分 蛋白質：74g•脂肪：49g•醣類：263g

熱量：1,800大卡

高纖稀飯/滷味拼盤(葷食)

材���料 �糙米320g•白木耳100g•紅蘿蔔100g•海帶200g•三角油豆

腐220g

調味料 �蔥少許•大蒜少許•滷包1包•糖少許•醬油少許•油•香油

少許

做���法 煮米：����������������������������������������������������������������������������������������������������������������������

1. 糙米洗淨，換乾淨的水浸泡至少1小時。

2. 糙米�+�7杯水，放在電鍋最底層，外鍋2杯水。�������������������������������������������������������������������������

滷三色：�����������������������������������������������������������������������������������������������������������������

1. 白木耳用水泡軟。

2. 三角油豆腐用開水煮過一遍，燙去油炸水。

3. 紅蘿蔔波切刀，葱拍切段，大蒜切片。

4. �鍋子放入海帶、三角油豆腐、白木耳、蔥段、大蒜、滷包、

糖、醬油、油、水，放入電鍋第二層。

5. 電鍋煮30分鐘，續燜10分鐘。

6. �海帶夾起，切小段，加上其他滷品，淋上滷汁撒些蔥花，滴

少許香油，盛盤即可食用。

烹調叮嚀 �滷包可以加入五香粉替代。

一鍋三吃：香菇蒸雞/清蒸花椰菜/奶油蒸玉米/白飯(每人3/4碗)

材���料 �去骨雞腿排1塊(250g)•鮮香菇2朵•蔥1支•青
花椰菜1顆(400g)•玉米2條•辣椒片1大匙•蔥
絲少許

調味料 �紅燒醬汁1份•奶油1匙•鹽少許
做���法 1. �去骨雞腿排整塊洗淨，用熱

水沖過；鮮香菇洗淨切半；
蔥洗淨切絲，備用
2. �青花椰菜洗淨切小朵；玉米
洗淨瀝乾加入奶油及鹽抹
勻，再包裹鋁箔紙，備用
3. �取1內鍋，放入紅燒醬汁1
份，再放入作法1的雞腿，
鮮香菇，移入電鍋中
4. �在內鍋上架2根筷子，放上1個蒸盤，放入作法2的青花椰
菜，鋁箔玉米外鍋放1又1/2杯水，蓋上鍋蓋，按下開關
5. �開關跳起後，取出玉米拆除鋁箔紙，為奶油蒸玉米
6. �取出青花椰菜，加入辣椒片及少許鹽拌勻盛盤，為清蒸花椰菜
7. �蒸雞腿取出切塊，加入香菇及湯汁盛盤，撒上蔥絲。為香菇
蒸雞。

烹調叮嚀 �外鍋水量的多寡，直接影響到燉煮時間的長短，也關係到食
物的美味。
1/2杯量杯的水，約蒸10分鐘。
1杯量杯的水，約蒸15～20分鐘。
2杯量杯的水，約蒸30～40分鐘。
若外鍋水不夠，食物未熟，此時外鍋續加熱水，避免使鍋降
溫，影響烹調時間與食物美味。
調味料如鹽，起鍋前加最好。

早 餐

午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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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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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煮米：����������������������������������������������������������������������������������������������������������������������

1. 糙米洗淨，換乾淨的水浸泡至少1小時。

2. 糙米�+�7杯水，放在電鍋最底層，外鍋2杯水。�������������������������������������������������������������������������

滷三色：�����������������������������������������������������������������������������������������������������������������

1. 白木耳用水泡軟。

2. 三角油豆腐用開水煮過一遍，燙去油炸水。

3. 紅蘿蔔波切刀，葱拍切段，大蒜切片。

4. �鍋子放入海帶、三角油豆腐、白木耳、蔥段、大蒜、滷包、

糖、醬油、油、水，放入電鍋第二層。

5. 電鍋煮30分鐘，續燜10分鐘。

6. �海帶夾起，切小段，加上其他滷品，淋上滷汁撒些蔥花，滴

少許香油，盛盤即可食用。

烹調叮嚀 �滷包可以加入五香粉替代。

一鍋三吃：香菇蒸雞/清蒸花椰菜/奶油蒸玉米/白飯(每人3/4碗)

材���料 �去骨雞腿排1塊(250g)•鮮香菇2朵•蔥1支•青
花椰菜1顆(400g)•玉米2條•辣椒片1大匙•蔥
絲少許

調味料 �紅燒醬汁1份•奶油1匙•鹽少許
做���法 1. �去骨雞腿排整塊洗淨，用熱

水沖過；鮮香菇洗淨切半；
蔥洗淨切絲，備用
2. �青花椰菜洗淨切小朵；玉米
洗淨瀝乾加入奶油及鹽抹
勻，再包裹鋁箔紙，備用
3. �取1內鍋，放入紅燒醬汁1
份，再放入作法1的雞腿，
鮮香菇，移入電鍋中
4. �在內鍋上架2根筷子，放上1個蒸盤，放入作法2的青花椰
菜，鋁箔玉米外鍋放1又1/2杯水，蓋上鍋蓋，按下開關
5. �開關跳起後，取出玉米拆除鋁箔紙，為奶油蒸玉米
6. �取出青花椰菜，加入辣椒片及少許鹽拌勻盛盤，為清蒸花椰菜
7. �蒸雞腿取出切塊，加入香菇及湯汁盛盤，撒上蔥絲。為香菇
蒸雞。

烹調叮嚀 �外鍋水量的多寡，直接影響到燉煮時間的長短，也關係到食
物的美味。
1/2杯量杯的水，約蒸10分鐘。
1杯量杯的水，約蒸15～20分鐘。
2杯量杯的水，約蒸30～40分鐘。
若外鍋水不夠，食物未熟，此時外鍋續加熱水，避免使鍋降
溫，影響烹調時間與食物美味。
調味料如鹽，起鍋前加最好。

早 餐

午 餐



臺北市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臺北市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

67 68

泡菜炒豬肉/白飯(每人1碗)(葷食)

材���料 �豬肉片210g•韓式泡菜100g•蒜末6瓣•蔥段2把

調味料 �醬油少許•豆瓣醬少許•米酒少許•油

做���法 1. �豬肉片放入醬油、蒜末，攪拌醃漬20分鐘。

2. �熱鍋，放入1大匙的油，加入蒜末爆香。放入豬肉片拌炒至7

分熟。

3. �加入韓式泡菜。

4. �加入豆瓣醬、米酒調味。

5. �最後加入蔥段，即可起鍋。

烹調叮嚀 �泡菜本身鹽分很高，因此調味料必須少量，避免過鹹。

韭菜花炒豆干(葷食)

材���料 �豆干80g•韭菜200g•紅蘿蔔50g•蒜片4瓣

調味料 �鹽少許•油

做���法 1. �豆干洗淨切成片狀。

2.�韭菜花切段；紅蘿蔔切成絲。

3.�熱鍋，放入1大匙的油，蒜片爆香。

4.�紅蘿蔔、豆干下鍋。

5.�加入鹽巴調味。

6.�最後將韭菜花及少許水倒入鍋中拌炒至熟。

烹調叮嚀 �韭菜花下鍋後別拌炒太久，過熟的韭菜花色澤與口感都不

好。

蒜拌秋葵

材���料 �秋葵400g

調味料 �醬油3大匙•醋�1大匙•蒜末

做���法 1. �煮水，水滾放入秋葵煮後撈起瀝乾水分。

2. �醬汁：醬油3大匙、醋1大匙、蒜末、開水100cc拌勻成醬

汁。

3. �將秋葵淋上醬汁，即可完成。

烹調叮嚀 �秋葵川燙時間不宜太久，以保留營養素及口感。

蘿蔔雞湯

材���料 �雞肉70g•白蘿蔔200g•枸杞3g•薑絲2片

調味料 �鹽少許

做���法 1. �煮1鍋水，川燙雞肉。

2. 白蘿蔔連皮洗乾淨，去皮，切塊。

3. �煮第2鍋水，放入雞肉、白蘿蔔、枸杞、薑絲煮50分鐘。

4. 掀鍋蓋，加入鹽巴調味，滾沸2分鐘，即完成。

烹調叮嚀 �挑選白蘿蔔時，要選重量重一點的，水份較多且口感佳。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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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星期五
1人份營養成分 蛋白質：85g•脂肪：44g•醣類：271g

熱量：1,800大卡

蔬菜三明治/低脂鮮奶(葷食)

材���料 �吐司8片•小黃瓜100g•水煮蛋4個•番茄片100g•洋蔥絲

100g•葡萄乾40g

調味料 �無

做���法 1. �電鍋外鍋鋪上擦手紙巾，放少許水沾溼紙巾，雞蛋放入電鍋

悶煮，雞蛋煮熟後，切片。

2. �小黃瓜洋蔥切絲，大番茄切片，加入葡萄乾。

3. �所有材料放入吐司中，即完成。

高纖菜飯

材���料 �白飯480g•四季豆100g•紅蘿蔔丁50g•毛豆200g、肉絲

140g•雞蛋2粒•乾香菇4朵•小黃瓜丁100g•洋蔥切丁

100g•波菜150g•青蔥•蒜末•蝦皮3g

調味料 �醬油少許•油少許•胡椒粉少許

做���法 1. �乾香菇泡水至軟，切丁備用。蝦皮洗淨泡軟。

2. �煮水並放1匙鹽，波菜川燙，瀝乾、切段，備用。

3. �川燙毛豆。

4. �熱鍋，放入1/2大匙的油，炒蛋液，起鍋備用。

5. �熱鍋，放入2大匙的油，放入蒜末、蝦皮、香菇、肉絲、洋

蔥、紅蘿蔔丁炒香。

6. �再放入四季豆、小黃瓜丁拌炒。

7. �放入白飯拌勻。

8. �放入醬油、胡椒粉拌勻。

9. �放入菠菜、炒蛋拌勻，即可完成。

烹調叮嚀 �傳統菜飯會使用金華火腿、家鄉肉切丁等入菜增加香氣。但

改良式的菜飯，利用乾香菇、蝦皮等爆香，增加香氣，更健

康美味。

青椒炒雞柳/白飯(每人1碗)(葷食)

材���料 �雞胸切丁210g•青椒100g•洋蔥100g•蒜末4瓣•豆薣10g

調味料 �甜麵醬少許•糖少許•油

做���法 1. �雞胸切丁

2. �熱鍋，放入2大匙的油，放入蒜末爆香。再下洋蔥、雞丁拌

炒。

3. �放入豆薣、�甜麵醬、糖、水悶煮，收乾。

4. �放入青椒拌炒至熟，即可完成。

早 餐

午 餐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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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菇里肌(葷食)

材���料 �里肌肉70g•紅蘿蔔50g•草菇50g•蒜頭4瓣•青蔥1把•辣椒1
條

調味料 �鹽少許•雞粉•油

做���法 1. �里肌肉、紅蘿蔔、草菇切塊；蒜頭切末；青蔥、辣椒切細。
2. �熱鍋，放入1大匙的油，爆香蒜頭、胡蘿蔔，下里肌肉拌
炒。
3. �放入杏鮑菇，加少許水，蓋上鍋蓋至收汁。
4. �加鹽、雞粉調味。
5. �放入蔥、辣椒拌炒一下，即可盛盤。

烹調叮嚀 �菇類在熱鍋後，直接下鍋乾煎，使菇類釋放出獨特的香氣。

炒醜豆

材���料 �醜豆400g•蒜頭4瓣

調味料 �鹽少許•油

做���法 1. �醜豆洗淨去頭尾撕除兩側粗絲，切段備用。
2. �熱鍋加油，炒蒜末。
3. �放入醜豆，加入少許水拌炒。
4. �加鹽起鍋。

烹調叮嚀 �醜豆富含纖維質與蛋白質的蔬菜，鼓勵民眾多吃。牙齒咬合
不佳者，可以斜切、或切末，再下鍋炒。

蔬菜鮮湯

材���料 �玉米筍50g•蘑菇50g•乾香菇2朵•白蘿蔔50g•紅蘿蔔50g•
芹菜50g•蝦米3g

調味料 �鹽少許•淬釀昆布和風露少許•香油少許

做���法 1. �乾香菇洗淨用水泡軟。
2. �白蘿蔔、紅蘿蔔洗淨削皮，切成塊狀。芹菜去葉子，切成
末。
3. �熱鍋，放入1/2大匙的油，爆香香菇、蝦米。
4. �放入水，煮滾後，放入玉米筍、蘑菇、乾香菇、白蘿蔔、紅
蘿蔔、淬釀昆布和風露少許。
5. �熬煮15分鐘後，加入少許的鹽調味，放入芹菜末，再滴幾滴
香油，即完成。

烹調叮嚀 �利用天然食材煮湯，湯頭鮮美，不必花時間熬高湯。

黃金年糕(4塊份)

材���料 �南瓜(去皮去子)60g•糯米粉90g•再來米粉30g•葡萄乾10g•

紅棗4粒•糖40g

做���法 1. �南瓜去皮去子後洗淨切小塊，加120cc水放電鍋中，外鍋放

1/2杯水蒸軟。

2. �紅棗泡軟後去籽，每粒切成2片備用。

3. �糯米粉、再來米粉、糖及葡萄乾分別加入蒸軟之南瓜湯中，

攪拌均勻成金黃色粉團。

4. �將粉團倒入已塗油或墊玻璃紙之圓形不銹鋼鍋內，手沾水抹

平表面後，將紅棗片一片片鋪在上面，再放電鍋中，外鍋放

4杯水蒸熟。

5. �蒸熟後，燜10分鐘再取出，待涼切成4塊供應。

宵 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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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菇里肌(葷食)

材���料 �里肌肉70g•紅蘿蔔50g•草菇50g•蒜頭4瓣•青蔥1把•辣椒1
條

調味料 �鹽少許•雞粉•油

做���法 1. �里肌肉、紅蘿蔔、草菇切塊；蒜頭切末；青蔥、辣椒切細。
2. �熱鍋，放入1大匙的油，爆香蒜頭、胡蘿蔔，下里肌肉拌
炒。
3. �放入杏鮑菇，加少許水，蓋上鍋蓋至收汁。
4. �加鹽、雞粉調味。
5. �放入蔥、辣椒拌炒一下，即可盛盤。

烹調叮嚀 �菇類在熱鍋後，直接下鍋乾煎，使菇類釋放出獨特的香氣。

炒醜豆

材���料 �醜豆400g•蒜頭4瓣

調味料 �鹽少許•油

做���法 1. �醜豆洗淨去頭尾撕除兩側粗絲，切段備用。
2. �熱鍋加油，炒蒜末。
3. �放入醜豆，加入少許水拌炒。
4. �加鹽起鍋。

烹調叮嚀 �醜豆富含纖維質與蛋白質的蔬菜，鼓勵民眾多吃。牙齒咬合
不佳者，可以斜切、或切末，再下鍋炒。

蔬菜鮮湯

材���料 �玉米筍50g•蘑菇50g•乾香菇2朵•白蘿蔔50g•紅蘿蔔50g•
芹菜50g•蝦米3g

調味料 �鹽少許•淬釀昆布和風露少許•香油少許

做���法 1. �乾香菇洗淨用水泡軟。
2. �白蘿蔔、紅蘿蔔洗淨削皮，切成塊狀。芹菜去葉子，切成
末。
3. �熱鍋，放入1/2大匙的油，爆香香菇、蝦米。
4. �放入水，煮滾後，放入玉米筍、蘑菇、乾香菇、白蘿蔔、紅
蘿蔔、淬釀昆布和風露少許。
5. �熬煮15分鐘後，加入少許的鹽調味，放入芹菜末，再滴幾滴
香油，即完成。

烹調叮嚀 �利用天然食材煮湯，湯頭鮮美，不必花時間熬高湯。

黃金年糕(4塊份)

材���料 �南瓜(去皮去子)60g•糯米粉90g•再來米粉30g•葡萄乾10g•

紅棗4粒•糖40g

做���法 1. �南瓜去皮去子後洗淨切小塊，加120cc水放電鍋中，外鍋放

1/2杯水蒸軟。

2. �紅棗泡軟後去籽，每粒切成2片備用。

3. �糯米粉、再來米粉、糖及葡萄乾分別加入蒸軟之南瓜湯中，

攪拌均勻成金黃色粉團。

4. �將粉團倒入已塗油或墊玻璃紙之圓形不銹鋼鍋內，手沾水抹

平表面後，將紅棗片一片片鋪在上面，再放電鍋中，外鍋放

4杯水蒸熟。

5. �蒸熟後，燜10分鐘再取出，待涼切成4塊供應。

宵 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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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星期一(素食日)
1人份營養成分 蛋白質：47g�•脂肪：68g•醣類：250g�

熱量：1,800大卡

黃耆五行粥(全素)

材���料 �黃耆6片•川耳40g•白果30g•山藥80g•泡開枸杞20粒•高

麗菜100g•豆皮50g•台梗九號米200g•芹菜20g

調味料 昆布高湯2,400cc•鹽1/2大匙•苦茶油1大匙

做���法 1. �山藥切1cm丁狀；高麗菜切1cm條

狀；豆皮切0.3cm細碎；芹菜切碎。

2. �取湯鍋加入高湯及黃耆，待煮滾後

將洗好的米放入，轉小火煮15分鐘

米粒裂開，再加入川耳、百果、山

藥、高麗菜及豆皮續煮5分鐘調味關

火並靜置5-10分鐘。

3. �倒入湯碗內，灑上芹菜碎，淋上苦

茶油即可。

烹調叮嚀 �粥底的比例為水:米約1:12~15熬煮

好成粥底，可變化成各式口味的粥。

黑芝麻核桃飲(全素)

材���料 �黑芝麻100g•核桃50g•糯米粉80g•水1,000cc

調味料 細冰糖20g

做���法 1. �將黑芝麻炒香後，用調理機打碎成粉狀；核桃入烤箱以上下

各150度烤至金黃色(約8分鐘)

2. �將水加入黑芝麻粉、糯米粉與細冰糖

後放至爐台上，開中火煮，邊煮邊攪

拌至煮滾成濃稠狀後起鍋，倒入杯

內，灑上核桃碎即可。

烹調叮嚀 ��黑芝麻用小火慢炒，不可用大火炒，

易焦掉。

另在炒的過程中黑芝麻不易判斷炒好

了沒，可在其中加入少許生白芝麻，

白芝麻若呈金黃色即可。

金莎南瓜義大利麵(五辛蛋素)

材���料 �義大利麵250g•東昇南瓜250g•鹹蛋黃3粒•洋蔥20g•巴西

利碎1/2小匙•鴻喜菇50g•青花菜100g•杏鮑菇2支•紅甜椒

80g

調味料 �香草高湯1,000cc•鹽1小匙•胡椒鹽

1/2小匙

做���法 1. �將義大利麵放入燒開的滾水中煮至9

分熟，後倒出拌入橄欖油1/2大匙。

2. �鹹蛋黃蒸熟切碎；杏鮑菇切花後煎熟

並灑上胡椒鹽；其他配料切塊備用。

3. �起鍋加入2大匙油炒香蒜與鹹蛋黃加

入南瓜與高湯1,000cc煮出味。用調

理機打成泥成醬。

早 餐

午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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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星期一(素食日)
1人份營養成分 蛋白質：47g�•脂肪：68g•醣類：250g�

熱量：1,800大卡

黃耆五行粥(全素)

材���料 �黃耆6片•川耳40g•白果30g•山藥80g•泡開枸杞20粒•高

麗菜100g•豆皮50g•台梗九號米200g•芹菜20g

調味料 昆布高湯2,400cc•鹽1/2大匙•苦茶油1大匙

做���法 1. �山藥切1cm丁狀；高麗菜切1cm條

狀；豆皮切0.3cm細碎；芹菜切碎。

2. �取湯鍋加入高湯及黃耆，待煮滾後

將洗好的米放入，轉小火煮15分鐘

米粒裂開，再加入川耳、百果、山

藥、高麗菜及豆皮續煮5分鐘調味關

火並靜置5-10分鐘。

3. �倒入湯碗內，灑上芹菜碎，淋上苦

茶油即可。

烹調叮嚀 �粥底的比例為水:米約1:12~15熬煮

好成粥底，可變化成各式口味的粥。

黑芝麻核桃飲(全素)

材���料 �黑芝麻100g•核桃50g•糯米粉80g•水1,000cc

調味料 細冰糖20g

做���法 1. �將黑芝麻炒香後，用調理機打碎成粉狀；核桃入烤箱以上下

各150度烤至金黃色(約8分鐘)

2. �將水加入黑芝麻粉、糯米粉與細冰糖

後放至爐台上，開中火煮，邊煮邊攪

拌至煮滾成濃稠狀後起鍋，倒入杯

內，灑上核桃碎即可。

烹調叮嚀 ��黑芝麻用小火慢炒，不可用大火炒，

易焦掉。

另在炒的過程中黑芝麻不易判斷炒好

了沒，可在其中加入少許生白芝麻，

白芝麻若呈金黃色即可。

金莎南瓜義大利麵(五辛蛋素)

材���料 �義大利麵250g•東昇南瓜250g•鹹蛋黃3粒•洋蔥20g•巴西

利碎1/2小匙•鴻喜菇50g•青花菜100g•杏鮑菇2支•紅甜椒

80g

調味料 �香草高湯1,000cc•鹽1小匙•胡椒鹽

1/2小匙

做���法 1. �將義大利麵放入燒開的滾水中煮至9

分熟，後倒出拌入橄欖油1/2大匙。

2. �鹹蛋黃蒸熟切碎；杏鮑菇切花後煎熟

並灑上胡椒鹽；其他配料切塊備用。

3. �起鍋加入2大匙油炒香蒜與鹹蛋黃加

入南瓜與高湯1,000cc煮出味。用調

理機打成泥成醬。

早 餐

午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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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另起鍋炒香配料後加入南瓜醬煮滾後加入義大利麵同煮入

味，裝盤。

5. 並擺上杏鮑菇柱，撒上巴西利碎即可。

烹調叮嚀 �義大利麵燙好後不要用冷水漂洗，建議拌入橄欖油後鋪開放

涼。

蟹粉扒菜膽(奶素)

材���料 �娃娃菜心200g•甜豆仁20g•鴻喜菇80g

調味料 �素蟹黃醬100g•五行高湯1,000g

五行蔬菜高湯：牛蒡100g•新鮮香菇20g•白蘿蔔150g•黃玉

米1根(300g)•番茄1顆(150g)•老薑10g•水2,500cc•鹽1/2大

匙

素蟹黃醬：紅蘿蔔1/2條(200g)•老薑15g•鹹蛋黃30g•水

250cc•太白粉1/2大匙•沙拉油30g

調味料：鹽1/2小匙•香菇粉1/2小匙•白胡椒粉1/4小匙

做���法 1. �娃娃菜去除蒂頭後對切。

2. �起鍋加入高湯煮滾，放入娃娃菜燉煮

至軟爛，再加入鴻喜菇與蟹黃醬拌煮

灑上甜豆仁，煮熟關火。

3. �取盤子先將娃娃菜、鴻喜菇擺盤，再

淋上素蟹粉醬即可。

烹調叮嚀 �用高湯燉煮的娃娃菜，

味道會更加鮮美，保留

蔬菜原汁原味。

金牌素肉飯(蛋素)

材���料 ��台梗九號米200g•乾香菇10朵•麵腸200g•脆瓜罐100g•乾

豆輪50g•雞蛋2個•香菜20g

調味料 �香椿醬1/2大匙•香菇素蠔油50g•醬油50g•白胡椒粉1小匙•

細冰糖1/2大匙•八角2粒•水1,200CC•油少許

做���法 1. �將米洗淨後以1:1的米與水，放入電子鍋，煮熟至開關跳起

來。

2. �煮500cc的水放入雞蛋煮滾後轉小火

煮8分鐘後取出沖涼並將外殼去除。

3. ��乾香菇與乾豆輪用熱水泡軟後將水

分擠乾切0.5的小丁狀；麵腸、脆瓜

也切0.5的小丁狀；香菜切1cm段備

用。

4. �起鍋，熱鍋後加3大匙油放入切丁的

食材，以小火慢炒到金黃色並有香

氣後再加入調味料與水及水煮蛋，

煮滾後轉小火續煮至湯汁剩一半後

關火。

5. �將煮好的醬汁淋在白飯上並加入半顆滷蛋與香菜即可。

烹調叮嚀 �素滷醬煮好後可分小包裝冷凍，於食用前放入電鍋蒸熟即

可。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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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另起鍋炒香配料後加入南瓜醬煮滾後加入義大利麵同煮入

味，裝盤。

5. 並擺上杏鮑菇柱，撒上巴西利碎即可。

烹調叮嚀 �義大利麵燙好後不要用冷水漂洗，建議拌入橄欖油後鋪開放

涼。

蟹粉扒菜膽(奶素)

材���料 �娃娃菜心200g•甜豆仁20g•鴻喜菇80g

調味料 �素蟹黃醬100g•五行高湯1,000g

五行蔬菜高湯：牛蒡100g•新鮮香菇20g•白蘿蔔150g•黃玉

米1根(300g)•番茄1顆(150g)•老薑10g•水2,500cc•鹽1/2大

匙

素蟹黃醬：紅蘿蔔1/2條(200g)•老薑15g•鹹蛋黃30g•水

250cc•太白粉1/2大匙•沙拉油30g

調味料：鹽1/2小匙•香菇粉1/2小匙•白胡椒粉1/4小匙

做���法 1. �娃娃菜去除蒂頭後對切。

2. �起鍋加入高湯煮滾，放入娃娃菜燉煮

至軟爛，再加入鴻喜菇與蟹黃醬拌煮

灑上甜豆仁，煮熟關火。

3. �取盤子先將娃娃菜、鴻喜菇擺盤，再

淋上素蟹粉醬即可。

烹調叮嚀 �用高湯燉煮的娃娃菜，

味道會更加鮮美，保留

蔬菜原汁原味。

金牌素肉飯(蛋素)

材���料 ��台梗九號米200g•乾香菇10朵•麵腸200g•脆瓜罐100g•乾

豆輪50g•雞蛋2個•香菜20g

調味料 �香椿醬1/2大匙•香菇素蠔油50g•醬油50g•白胡椒粉1小匙•

細冰糖1/2大匙•八角2粒•水1,200CC•油少許

做���法 1. �將米洗淨後以1:1的米與水，放入電子鍋，煮熟至開關跳起

來。

2. �煮500cc的水放入雞蛋煮滾後轉小火

煮8分鐘後取出沖涼並將外殼去除。

3. ��乾香菇與乾豆輪用熱水泡軟後將水

分擠乾切0.5的小丁狀；麵腸、脆瓜

也切0.5的小丁狀；香菜切1cm段備

用。

4. �起鍋，熱鍋後加3大匙油放入切丁的

食材，以小火慢炒到金黃色並有香

氣後再加入調味料與水及水煮蛋，

煮滾後轉小火續煮至湯汁剩一半後

關火。

5. �將煮好的醬汁淋在白飯上並加入半顆滷蛋與香菜即可。

烹調叮嚀 �素滷醬煮好後可分小包裝冷凍，於食用前放入電鍋蒸熟即

可。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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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星期二
1人份營養成分 蛋白質：92g•脂肪：43g•醣類：267g

熱量:1,800大卡

活力彩虹沙拉(蛋素)

材���料 ��美生菜200g紫高麗菜絲50g•小番茄80g•綠櫛瓜

80g•熟栗子南瓜塊100g•熟雞蛋2顆•熟玉米粒

80g•烤杏仁片30g•白雪菇60g•黑橄欖30g

調味料 �油少許•鹽少許

做���法 1. �將雞蛋放入冷水中煮8分

鐘後取出沖涼並去殼切舟

狀

2. �美生菜切條狀泡冰開水；

小番茄切圓片；櫛瓜切圓

片；黑橄欖切圓片；紫高

麗菜切絲泡冰水。

3. �將白雪菇，綠櫛瓜片放入乾鍋烙到微金黃色。

4. �將調味料混合均勻後備用。

5. �取一容器依序排入食材後灑上杏仁片，食用時淋上水果油醋

汁即可。

烹調叮嚀 �若要增加蛋白質補充，可以添加毛豆。

地瓜粥/皮蛋豆腐/涼拌小黃瓜(葷食)

材���料 �地瓜粥：地瓜2條(440g)•生米1杯(160g)����������������������������������

皮蛋豆腐材料：皮蛋2顆•嫩豆腐1盒•柴魚片10g

涼拌小黃瓜材料：小黃瓜200g•蒜頭4瓣

調味料 少許的醬油•鹽•糖•香油•醋

做���法 �將地瓜粥做法：

1. �地瓜去皮、切成塊狀。

2. �米洗淨，加水至8分滿，放入電鍋煮。

皮蛋豆腐做法：

1. 嫩豆腐1盒放盤中。

2. 皮蛋切半，放在嫩豆腐上面。

3. 淋上醬油、撒上柴魚片。

涼拌小黃瓜做法：

1. 小黃瓜洗淨切除頭尾、切小段後拍碎。

2. �加鹽用手抓一抓後再加糖拌勻。

3. 加入蒜末、醋拌勻。

4. 盛盤後滴入幾滴香油，�完成。

烹調叮嚀 �醬油膏，可用開水稀釋，再淋上，可以達到減鹽效果。

早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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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星期二
1人份營養成分 蛋白質：92g•脂肪：43g•醣類：267g

熱量:1,800大卡

活力彩虹沙拉(蛋素)

材���料 ��美生菜200g紫高麗菜絲50g•小番茄80g•綠櫛瓜

80g•熟栗子南瓜塊100g•熟雞蛋2顆•熟玉米粒

80g•烤杏仁片30g•白雪菇60g•黑橄欖30g

調味料 �油少許•鹽少許

做���法 1. �將雞蛋放入冷水中煮8分

鐘後取出沖涼並去殼切舟

狀

2. �美生菜切條狀泡冰開水；

小番茄切圓片；櫛瓜切圓

片；黑橄欖切圓片；紫高

麗菜切絲泡冰水。

3. �將白雪菇，綠櫛瓜片放入乾鍋烙到微金黃色。

4. �將調味料混合均勻後備用。

5. �取一容器依序排入食材後灑上杏仁片，食用時淋上水果油醋

汁即可。

烹調叮嚀 �若要增加蛋白質補充，可以添加毛豆。

地瓜粥/皮蛋豆腐/涼拌小黃瓜(葷食)

材���料 �地瓜粥：地瓜2條(440g)•生米1杯(160g)����������������������������������

皮蛋豆腐材料：皮蛋2顆•嫩豆腐1盒•柴魚片10g

涼拌小黃瓜材料：小黃瓜200g•蒜頭4瓣

調味料 少許的醬油•鹽•糖•香油•醋

做���法 �將地瓜粥做法：

1. �地瓜去皮、切成塊狀。

2. �米洗淨，加水至8分滿，放入電鍋煮。

皮蛋豆腐做法：

1. 嫩豆腐1盒放盤中。

2. 皮蛋切半，放在嫩豆腐上面。

3. 淋上醬油、撒上柴魚片。

涼拌小黃瓜做法：

1. 小黃瓜洗淨切除頭尾、切小段後拍碎。

2. �加鹽用手抓一抓後再加糖拌勻。

3. 加入蒜末、醋拌勻。

4. 盛盤後滴入幾滴香油，�完成。

烹調叮嚀 �醬油膏，可用開水稀釋，再淋上，可以達到減鹽效果。

早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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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香義大利麵(葷食)

材���料 �義大利麵300g•紅甜椒1顆•洋蔥半顆•蒜泥20瓣•黃甜椒1

顆•柳松菇100g•綠甜椒1顆•蛤蜊1斤(吐好沙)

調味料 �油30g•鹽少許•九層塔(裝飾用)

做���法 1. �湯鍋，水滾後加入2/3匙的鹽巴後放入義大利麵煮大約5到

10分鐘，也就是九分熟的時候，即可準備撈起備用。

2. �熱後放入冷油，接著可以放入蒜泥，等到蒜泥

周圍有泡泡之後，趕快放入義大利麵並且加一

點煮麵的水約半碗，�直到湯汁吸完之後，灑

些鹽巴備用。

3. �熱鍋放入所有的青菜、

菇類及蛤蜊，拌炒之後

備用。

4. �將作法2放入作法3之

後，拌炒均勻，起鍋前

加入3-4瓣蒜泥，即完

成。

烹調叮嚀 �煮義大利麵時，加入鹽，可以增加麵的口感。

鹽烤秋刀魚/白飯(每人1碗)(葷食)

材���料 �秋刀魚2尾

調味料 �鹽少許

做���法 1. �秋刀魚洗淨，在兩面灑上鹽，放在180度的烤箱中，烤20

分鐘。

2. �擠上檸檬汁

烹調叮嚀 �深海魚本身有鹹味，注意鹽份的使用。

芹菜炒透抽

材���料 �透抽240g•芹菜50g•辣椒

調味料 �鹽少許•雞粉少許•米酒少許•油10g

做���法 1. �透抽洗淨切段。芹菜去葉、根部洗淨切段。辣椒去子備

用。

2. �熱鍋加油，放入辣椒爆香。放入透抽大火炒至5分熟。

3. �放入芹菜，加少許水拌炒。

4. �放少許鹽、雞粉調味即可完成。

烹調叮嚀 �透抽、芹菜等食材，已有鹹味，因此鹽要適度即可。

午 餐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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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香義大利麵(葷食)

材���料 �義大利麵300g•紅甜椒1顆•洋蔥半顆•蒜泥20瓣•黃甜椒1

顆•柳松菇100g•綠甜椒1顆•蛤蜊1斤(吐好沙)

調味料 �油30g•鹽少許•九層塔(裝飾用)

做���法 1. �湯鍋，水滾後加入2/3匙的鹽巴後放入義大利麵煮大約5到

10分鐘，也就是九分熟的時候，即可準備撈起備用。

2. �熱後放入冷油，接著可以放入蒜泥，等到蒜泥

周圍有泡泡之後，趕快放入義大利麵並且加一

點煮麵的水約半碗，�直到湯汁吸完之後，灑

些鹽巴備用。

3. �熱鍋放入所有的青菜、

菇類及蛤蜊，拌炒之後

備用。

4. �將作法2放入作法3之

後，拌炒均勻，起鍋前

加入3-4瓣蒜泥，即完

成。

烹調叮嚀 �煮義大利麵時，加入鹽，可以增加麵的口感。

鹽烤秋刀魚/白飯(每人1碗)(葷食)

材���料 �秋刀魚2尾

調味料 �鹽少許

做���法 1. �秋刀魚洗淨，在兩面灑上鹽，放在180度的烤箱中，烤20

分鐘。

2. �擠上檸檬汁

烹調叮嚀 �深海魚本身有鹹味，注意鹽份的使用。

芹菜炒透抽

材���料 �透抽240g•芹菜50g•辣椒

調味料 �鹽少許•雞粉少許•米酒少許•油10g

做���法 1. �透抽洗淨切段。芹菜去葉、根部洗淨切段。辣椒去子備

用。

2. �熱鍋加油，放入辣椒爆香。放入透抽大火炒至5分熟。

3. �放入芹菜，加少許水拌炒。

4. �放少許鹽、雞粉調味即可完成。

烹調叮嚀 �透抽、芹菜等食材，已有鹹味，因此鹽要適度即可。

午 餐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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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星期三
1人份營養成分 蛋白質：87g•脂肪：47g•醣類：269g

熱量：1,800大卡
蒜爆高麗菜

材���料 �高麗菜400g•紅蘿蔔50g•蝦米少許•蒜頭少許•蔥少許

調味料 �鹽少許•白胡椒粉少許•油10g

做���法 1. �蝦米洗淨並浸泡至軟，切末；蒜頭拍碎切末；紅蘿蔔切絲；

青蔥切細花。

2. �熱鍋加油，炒香蒜末和蝦米末。

3. �放入紅蘿蔔拌炒。

4. �放入高麗菜，加入少許水。

5. �放少許鹽、白胡椒粉調味即可完成。

烹調叮嚀 �β-胡蘿蔔素屬脂溶性營養素，與油拌炒，可以增加營養吸

收。

莧菜豆腐羹

材���料 �莧菜150g•豆腐160g•櫻花蝦5g•蒜頭4瓣•油10g

調味料 �鹽少許•胡椒粉少許•淬釀昆布和風露少許•太白粉•香油•

油少許

做���法 1. �莧菜洗乾淨，切碎備用；豆腐切塊備用。

2. �起油鍋，炒香蒜頭及櫻花蝦，再加水500c。

3. �水滾加入胡椒、鹽調味，淋1匙淬釀昆布和風露，並加入豆

腐及莧菜，並將太白粉調水勾芡。

4. �淋上少許香油即可。

烹調叮嚀 �莧菜、櫻花蝦本身含鈉，鹽巴需酌量使用。

養生麥片粥(全素)

材���料 �大燕麥片240g•黑芝麻粉40g•無糖豆漿4匙

調味料 無

做���法 1. �市售無糖豆漿微波至熱。

2. 大燕麥片、黑芝麻粉加入熱豆漿泡至2分鐘。

烹調叮嚀 �芝麻必須是粉狀或糊狀，身體好吸收。

時蔬海拚/白飯(每人3/4碗)(葷食)

材���料 �秀珍菇150g•洋菇100g•魚片140g•鮮蝦200g

•紅彩椒1個•黃彩椒1個•綠花椰菜100g•洋

菇100g•大蒜4顆•紅蔥頭4顆•小黃瓜2條•山

藥160g

調味料 �少許的鹽•香菇昆布醬油•胡椒粉•米酒•水•麵粉20g•油

30g

做���法 1. �魚片滴少許米酒、胡椒粉醃漬。

2. �起鍋下少許油，魚片沾麵粉油煎。起鍋

3. �起鍋下少許油，放入紅蔥頭、蒜片爆香。放入蝦、山藥拌

炒。

早 餐

午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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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星期三
1人份營養成分 蛋白質：87g•脂肪：47g•醣類：269g

熱量：1,800大卡
蒜爆高麗菜

材���料 �高麗菜400g•紅蘿蔔50g•蝦米少許•蒜頭少許•蔥少許

調味料 �鹽少許•白胡椒粉少許•油10g

做���法 1. �蝦米洗淨並浸泡至軟，切末；蒜頭拍碎切末；紅蘿蔔切絲；

青蔥切細花。

2. �熱鍋加油，炒香蒜末和蝦米末。

3. �放入紅蘿蔔拌炒。

4. �放入高麗菜，加入少許水。

5. �放少許鹽、白胡椒粉調味即可完成。

烹調叮嚀 �β-胡蘿蔔素屬脂溶性營養素，與油拌炒，可以增加營養吸

收。

莧菜豆腐羹

材���料 �莧菜150g•豆腐160g•櫻花蝦5g•蒜頭4瓣•油10g

調味料 �鹽少許•胡椒粉少許•淬釀昆布和風露少許•太白粉•香油•

油少許

做���法 1. �莧菜洗乾淨，切碎備用；豆腐切塊備用。

2. �起油鍋，炒香蒜頭及櫻花蝦，再加水500c。

3. �水滾加入胡椒、鹽調味，淋1匙淬釀昆布和風露，並加入豆

腐及莧菜，並將太白粉調水勾芡。

4. �淋上少許香油即可。

烹調叮嚀 �莧菜、櫻花蝦本身含鈉，鹽巴需酌量使用。

養生麥片粥(全素)

材���料 �大燕麥片240g•黑芝麻粉40g•無糖豆漿4匙

調味料 無

做���法 1. �市售無糖豆漿微波至熱。

2. 大燕麥片、黑芝麻粉加入熱豆漿泡至2分鐘。

烹調叮嚀 �芝麻必須是粉狀或糊狀，身體好吸收。

時蔬海拚/白飯(每人3/4碗)(葷食)

材���料 �秀珍菇150g•洋菇100g•魚片140g•鮮蝦200g

•紅彩椒1個•黃彩椒1個•綠花椰菜100g•洋

菇100g•大蒜4顆•紅蔥頭4顆•小黃瓜2條•山

藥160g

調味料 �少許的鹽•香菇昆布醬油•胡椒粉•米酒•水•麵粉20g•油

30g

做���法 1. �魚片滴少許米酒、胡椒粉醃漬。

2. �起鍋下少許油，魚片沾麵粉油煎。起鍋

3. �起鍋下少許油，放入紅蔥頭、蒜片爆香。放入蝦、山藥拌

炒。

早 餐

午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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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放入秀珍菇、洋菇，少許米

酒。

5. �放入花椰菜、小黃瓜、彩椒。

6. �放入香菇昆布醬油1湯匙，水

100cc，蓋上鍋蓋。

7. �放入胡椒粉，即完成。

烹調叮嚀 �不會煎魚者，滾粉煎魚，比較易成功。

紅麴里肌/白飯(每人1碗)(葷食)

材���料 �里肌肉片300g•蔥段10g•薑片10g

調味料 �醃料：鹽1/4小匙•糖1/4小匙•水1大匙•米酒1大匙

調味料：紅麴2大匙•糖1小匙•味醂1大匙•米酒1大匙•鹽

1/4小匙•水150㏄

做���法 1. �里肌肉切片，放入所有醃料醃漬20分鐘。

2. �所有調味料一起攪拌均勻。

3. �熱鍋，放入2大匙的油，放入薑片爆香、放入蔥段。

4. �放入里肌肉片拌炒。

5. �加入調調味好的調味醬汁，炒均勻即可盛盤。

銀芽炒雞柳

材���料 �雞肉70g•豆芽菜200•蔥30g•辣椒•蒜30g

調味料 �鹽少許•醋少許•太白粉少許•米酒•油

做���法 1. �蔥切段、蒜切末、辣椒去籽切絲。

2. �豆芽菜洗淨備用。

3. �雞肉切成條狀，加鹽、酒、太白粉粉醃漬10分鐘。

4. �熱鍋，放入兩大匙的油，放入雞肉炒7分熟，取出。

烹調叮嚀 �瘦肉加太白粉可使肉質軟化。

炒菠菜

材���料 �菠菜400g•蒜頭30g

調味料 �鹽•油

做���法 1. �波菜切段。

2. �熱鍋加油，炒蒜末。

3. �放入波菜，加入少許水拌炒。

4. �加鹽起鍋。

烹調叮嚀 �牙齒咬合不佳者，綠色葉菜類可以切成0.5~1cm拌炒，口感

及成品外觀會較佳。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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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放入秀珍菇、洋菇，少許米

酒。

5. �放入花椰菜、小黃瓜、彩椒。

6. �放入香菇昆布醬油1湯匙，水

100cc，蓋上鍋蓋。

7. �放入胡椒粉，即完成。

烹調叮嚀 �不會煎魚者，滾粉煎魚，比較易成功。

紅麴里肌/白飯(每人1碗)(葷食)

材���料 �里肌肉片300g•蔥段10g•薑片10g

調味料 �醃料：鹽1/4小匙•糖1/4小匙•水1大匙•米酒1大匙

調味料：紅麴2大匙•糖1小匙•味醂1大匙•米酒1大匙•鹽

1/4小匙•水150㏄

做���法 1. �里肌肉切片，放入所有醃料醃漬20分鐘。

2. �所有調味料一起攪拌均勻。

3. �熱鍋，放入2大匙的油，放入薑片爆香、放入蔥段。

4. �放入里肌肉片拌炒。

5. �加入調調味好的調味醬汁，炒均勻即可盛盤。

銀芽炒雞柳

材���料 �雞肉70g•豆芽菜200•蔥30g•辣椒•蒜30g

調味料 �鹽少許•醋少許•太白粉少許•米酒•油

做���法 1. �蔥切段、蒜切末、辣椒去籽切絲。

2. �豆芽菜洗淨備用。

3. �雞肉切成條狀，加鹽、酒、太白粉粉醃漬10分鐘。

4. �熱鍋，放入兩大匙的油，放入雞肉炒7分熟，取出。

烹調叮嚀 �瘦肉加太白粉可使肉質軟化。

炒菠菜

材���料 �菠菜400g•蒜頭30g

調味料 �鹽•油

做���法 1. �波菜切段。

2. �熱鍋加油，炒蒜末。

3. �放入波菜，加入少許水拌炒。

4. �加鹽起鍋。

烹調叮嚀 �牙齒咬合不佳者，綠色葉菜類可以切成0.5~1cm拌炒，口感

及成品外觀會較佳。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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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星期四
1人份營養成分 蛋白質：73g•脂肪：61g•醣類：242g

熱量：1,800大卡
香菇蘿蔔湯

材���料 �白蘿蔔100g•金針菇100g•乾香菇20g•蒜頭20g•香菜10g

調味料 �鹽少許•白胡椒粉少許•香油少許•油少許

做���法 1. �乾香菇用冷水泡軟。

2. �白蘿蔔切滾刀、香菇切絲、蒜頭切末。

3. �熱鍋加油，炒香菇、蒜末，加入500cc水。

4. �放入白蘿蔔煮軟。

5. �加鹽、白胡椒粉、香油、香菜起鍋。

烹調叮嚀 �泡乾香菇用冷水泡1小時，可保持香菇的香氣。而泡香菇的

水，放入菜餚中，更增加美味。

滿福堡/低脂鮮奶(蛋奶素)

材���料 �大漢堡麵包4個•雞蛋4個•大番茄200g•美生菜200g•腰果

40g•低脂鮮奶960g

調味料 胡椒粉少許

做���法 1. �熱鍋，倒入植物油，放入雞蛋煎熟。

2. 美生菜洗淨，瀝乾。

3. 大番茄切片。

4. �漢堡麵包打開，依序放入美生菜(撒上胡椒粉)、番茄片、荷

包蛋、腰果。

烹調叮嚀 �荷包蛋也可改成水煮蛋後切成片狀食用。

早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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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星期四
1人份營養成分 蛋白質：73g•脂肪：61g•醣類：242g

熱量：1,800大卡
香菇蘿蔔湯

材���料 �白蘿蔔100g•金針菇100g•乾香菇20g•蒜頭20g•香菜10g

調味料 �鹽少許•白胡椒粉少許•香油少許•油少許

做���法 1. �乾香菇用冷水泡軟。

2. �白蘿蔔切滾刀、香菇切絲、蒜頭切末。

3. �熱鍋加油，炒香菇、蒜末，加入500cc水。

4. �放入白蘿蔔煮軟。

5. �加鹽、白胡椒粉、香油、香菜起鍋。

烹調叮嚀 �泡乾香菇用冷水泡1小時，可保持香菇的香氣。而泡香菇的

水，放入菜餚中，更增加美味。

滿福堡/低脂鮮奶(蛋奶素)

材���料 �大漢堡麵包4個•雞蛋4個•大番茄200g•美生菜200g•腰果

40g•低脂鮮奶960g

調味料 胡椒粉少許

做���法 1. �熱鍋，倒入植物油，放入雞蛋煎熟。

2. 美生菜洗淨，瀝乾。

3. 大番茄切片。

4. �漢堡麵包打開，依序放入美生菜(撒上胡椒粉)、番茄片、荷

包蛋、腰果。

烹調叮嚀 �荷包蛋也可改成水煮蛋後切成片狀食用。

早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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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煎雞腿/白飯(每人1碗)(葷食)

材���料 �雞腿1隻

調味料 �醃料：鹽•胡椒•米酒1大匙•蒜頭

調味料：油

做���法 1. �雞腿用醃料醃20分鐘入味。

2. 熱鍋，倒入少許油，放入雞腿肉後再開小火煎熟即可。

烹調叮嚀 �要煎出金黃色澤的雞排，醃料中不能添加醬油，易受熱容易

焦掉。建議可以使用米酒、鹽巴、黑胡椒、蒜片等進行醃

漬。

秋葵炒蝦仁

材���料 �秋葵200g•蝦仁100g•蒜片少許

調味料 �鹽巴少許•酒少許•胡椒粉少許

做���法 1. �蝦仁洗淨後，瀝乾，加入鹽、米酒、胡椒粉拌勻醃漬10分

鐘。

2. �秋葵切小段，蒜頭切片。

3. �熱鍋，放入1大匙的油，放入蒜片爆香。放入蝦仁、秋葵拌

炒。

4. �加入鹽、米酒後完成。

烹調叮嚀 �秋葵切小段，讓大小朋友都可以接受的口感，接受度比較

高。

一鍋三吃：醬燒肉丸/豆芽粉絲/甜豆蝦仁/白飯(每人3/4碗)(葷食)

材���料 �豬絞肉(絞2次)150g•綠豆芽100g•香菜適量•蔥末1大匙•蝦

仁50g•過濾水500cc•洋蔥末100g•甜豆50g•油蔥酥•寬冬

粉1把

調味料 �A. �鹽1/2茶匙•米酒1茶匙•燉肉醬汁1份(醬油

30cc•味30cc•糖30g•水180cc)

B. �醬油1大匙•白胡椒粉1/4茶匙•米酒1茶匙•

香油1茶匙•糖1/2茶匙

做���法 1. �將豬絞肉，洋蔥末，蔥

末，加入所有調味料A攪

拌均勻做成數顆肉丸。

2. �寬冬粉泡水軟化：綠豆

芽洗淨瀝乾；蝦仁加調

味料B抓勻；甜豆去頭尾

及老絲。

3. �取一內鍋，放入燉肉醬

汁1份，再放入作法1肉丸，作法2寬冬粉及綠豆芽，移入電

鍋中。

4. �在內鍋上架2根筷子，放上1個蒸盤，放入作法2的蝦仁及甜

豆，外鍋放2杯水，蓋上鍋蓋，按下開關。

5. �開關跳起後，取出蝦仁及甜豆，加入少許鹽，香油拌勻裝

盤，為甜豆蝦仁。

6. �取出綠豆芽及冬粉裝盤，撒上香菜，為豆芽粉絲。

7. �取出肉丸及湯汁裝盤，為醬燒肉丸。

烹調叮嚀 �自製肉丸，可以加入板豆腐，增加口感，增加營養密度。

午 餐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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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煎雞腿/白飯(每人1碗)(葷食)

材���料 �雞腿1隻

調味料 �醃料：鹽•胡椒•米酒1大匙•蒜頭

調味料：油

做���法 1. �雞腿用醃料醃20分鐘入味。

2. 熱鍋，倒入少許油，放入雞腿肉後再開小火煎熟即可。

烹調叮嚀 �要煎出金黃色澤的雞排，醃料中不能添加醬油，易受熱容易

焦掉。建議可以使用米酒、鹽巴、黑胡椒、蒜片等進行醃

漬。

秋葵炒蝦仁

材���料 �秋葵200g•蝦仁100g•蒜片少許

調味料 �鹽巴少許•酒少許•胡椒粉少許

做���法 1. �蝦仁洗淨後，瀝乾，加入鹽、米酒、胡椒粉拌勻醃漬10分

鐘。

2. �秋葵切小段，蒜頭切片。

3. �熱鍋，放入1大匙的油，放入蒜片爆香。放入蝦仁、秋葵拌

炒。

4. �加入鹽、米酒後完成。

烹調叮嚀 �秋葵切小段，讓大小朋友都可以接受的口感，接受度比較

高。

一鍋三吃：醬燒肉丸/豆芽粉絲/甜豆蝦仁/白飯(每人3/4碗)(葷食)

材���料 �豬絞肉(絞2次)150g•綠豆芽100g•香菜適量•蔥末1大匙•蝦

仁50g•過濾水500cc•洋蔥末100g•甜豆50g•油蔥酥•寬冬

粉1把

調味料 �A. �鹽1/2茶匙•米酒1茶匙•燉肉醬汁1份(醬油

30cc•味30cc•糖30g•水180cc)

B. �醬油1大匙•白胡椒粉1/4茶匙•米酒1茶匙•

香油1茶匙•糖1/2茶匙

做���法 1. �將豬絞肉，洋蔥末，蔥

末，加入所有調味料A攪

拌均勻做成數顆肉丸。

2. �寬冬粉泡水軟化：綠豆

芽洗淨瀝乾；蝦仁加調

味料B抓勻；甜豆去頭尾

及老絲。

3. �取一內鍋，放入燉肉醬

汁1份，再放入作法1肉丸，作法2寬冬粉及綠豆芽，移入電

鍋中。

4. �在內鍋上架2根筷子，放上1個蒸盤，放入作法2的蝦仁及甜

豆，外鍋放2杯水，蓋上鍋蓋，按下開關。

5. �開關跳起後，取出蝦仁及甜豆，加入少許鹽，香油拌勻裝

盤，為甜豆蝦仁。

6. �取出綠豆芽及冬粉裝盤，撒上香菜，為豆芽粉絲。

7. �取出肉丸及湯汁裝盤，為醬燒肉丸。

烹調叮嚀 �自製肉丸，可以加入板豆腐，增加口感，增加營養密度。

午 餐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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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星期五
1人份營養成分 蛋白質：74g•脂肪：54g•醣類：266g

熱量：1,800大卡
蒜香花椰菜

材���料 �白花椰菜200g•綠花椰菜150g•紅蘿蔔50g•蒜片30g•青蔥30g

調味料 �鹽•油

做���法 1. �煮1鍋開水，水滾放入白花椰菜、綠花椰菜，取出。

2. �熱鍋，放入1大匙的油，炒香蒜片，再放入青蔥、紅蘿蔔絲。

3. �加入白綠花椰菜，加鹽後，即完成。

烹調叮嚀 �花椰菜切法：

洗好的花椰菜從中間梗縱切開，將一朵朵切下，可保持完整花

型不掉小粒子。

海味湯

材���料 �鮮香菇50g•杏鮑菇100g•海帶芽5g•芹菜50g

調味料 �鹽少許•淬釀昆布和風露少許•香油少許

做���法 1. �鮮香菇切塊，杏鮑菇切絲備用。海帶芽泡水至軟。芹菜去葉、

根部洗淨切成末。

2. �500cc水煮滾，放入鮮香、杏鮑菇、海帶芽。

3. �放芹菜末，加入香油，完成。

烹調叮嚀 �海帶芽富含水溶性纖維，而且有天然的鮮味及鹽味，烹調時可

多多入菜，增加風味。

綜合粥(葷食)

材���料 �白米240g•高麗菜400g•蝦米5g•芹菜末100g•肉絲140g

調味料 鹽少許•胡椒粉少許•油10g

做���法 1. �肉絲加入1小匙米酒與少許鹽醃漬

2. �高麗菜切細、芹菜切小段。

3. �熱鍋，加少許油，爆香蝦米之後，下肉絲拌炒。

4. �米洗淨，放入所有以炒好的食材，加水至電鍋內鍋8分滿，

約煮30分鐘。

5. �煮熟鹹粥後，放入芹菜末，鹽、胡椒粉拌勻。即完成。

烹調叮嚀 �可以將白米改成糙米，增加膳食纖維者。

彩蔬拌涼粉(葷食)

材���料 �韓式冬粉150g•豬肉絲200g•波菜350g•紅蘿

蔔絲150g•洋蔥絲200g•黑木耳切絲100g•香

菇3朵•美白菇100g•辣椒切絲•香菜30g•蒜

末2把

調味料 �鹽少許•糖少許•油少許•水

A��醃肉醬汁：蒜末少許•醬油少許•黑胡椒粉少許•芝麻香

油•白芝麻少許•糖少許

早 餐

午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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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星期五
1人份營養成分 蛋白質：74g•脂肪：54g•醣類：266g

熱量：1,800大卡
蒜香花椰菜

材���料 �白花椰菜200g•綠花椰菜150g•紅蘿蔔50g•蒜片30g•青蔥30g

調味料 �鹽•油

做���法 1. �煮1鍋開水，水滾放入白花椰菜、綠花椰菜，取出。

2. �熱鍋，放入1大匙的油，炒香蒜片，再放入青蔥、紅蘿蔔絲。

3. �加入白綠花椰菜，加鹽後，即完成。

烹調叮嚀 �花椰菜切法：

洗好的花椰菜從中間梗縱切開，將一朵朵切下，可保持完整花

型不掉小粒子。

海味湯

材���料 �鮮香菇50g•杏鮑菇100g•海帶芽5g•芹菜50g

調味料 �鹽少許•淬釀昆布和風露少許•香油少許

做���法 1. �鮮香菇切塊，杏鮑菇切絲備用。海帶芽泡水至軟。芹菜去葉、

根部洗淨切成末。

2. �500cc水煮滾，放入鮮香、杏鮑菇、海帶芽。

3. �放芹菜末，加入香油，完成。

烹調叮嚀 �海帶芽富含水溶性纖維，而且有天然的鮮味及鹽味，烹調時可

多多入菜，增加風味。

綜合粥(葷食)

材���料 �白米240g•高麗菜400g•蝦米5g•芹菜末100g•肉絲140g

調味料 鹽少許•胡椒粉少許•油10g

做���法 1. �肉絲加入1小匙米酒與少許鹽醃漬

2. �高麗菜切細、芹菜切小段。

3. �熱鍋，加少許油，爆香蝦米之後，下肉絲拌炒。

4. �米洗淨，放入所有以炒好的食材，加水至電鍋內鍋8分滿，

約煮30分鐘。

5. �煮熟鹹粥後，放入芹菜末，鹽、胡椒粉拌勻。即完成。

烹調叮嚀 �可以將白米改成糙米，增加膳食纖維者。

彩蔬拌涼粉(葷食)

材���料 �韓式冬粉150g•豬肉絲200g•波菜350g•紅蘿

蔔絲150g•洋蔥絲200g•黑木耳切絲100g•香

菇3朵•美白菇100g•辣椒切絲•香菜30g•蒜

末2把

調味料 �鹽少許•糖少許•油少許•水

A��醃肉醬汁：蒜末少許•醬油少許•黑胡椒粉少許•芝麻香

油•白芝麻少許•糖少許

早 餐

午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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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醃冬粉醬汁：同A

做���法 1. �豬肉絲加入A醬汁醃製10分鐘。

2. 冬粉熱水煮15分鐘後，冷水沖涼。加入B醬汁拌勻。

3. 熱水燙波菜後，冷水沖涼，切段。

3. �起鍋下少許油炒香蒜末、香菇、紅蘿蔔、洋蔥、黑木耳絲、

鴻喜菇。

4. 起鍋下少許油炒已醃漬肉絲。

5. 醃漬冬粉下鍋翻炒後熄火，加入所有配料拌均勻。

6. 撒上香菜、白芝麻。

烹調叮嚀 �韓式冬粉增加Q口感。

清蒸紅鯛魚/白飯(每人3/4碗)(葷食)

材���料 �紅鯛魚1尾•蔥段•薑絲•辣椒絲

調味料 �鹽少許•米酒少許

做���法 1. �紅鯛魚清理乾淨從背部直劃1刀至1/4深。

2. �將魚兩面撒上鹽，放上蔥段、薑片，1大匙米酒醃漬10分

鐘。

3. �魚放在盤底，將蔥絲、薑絲，辣椒絲放魚上，放入電鍋蒸20

分鐘。

烹調叮嚀 �蒸魚時間不宜過長，避免魚肉太老。

三絲炒雞柳

材���料 �里肌肉70g•筊白筍150g•紅蘿蔔50g•乾香菇10g•青蔥30g

調味料 �鹽少許•醋少許•太白粉少許•米酒•油

醃肉醬汁：蒜末•醬油

做���法 1. �筊白筍，紅蘿蔔刨絲，香菇泡軟切絲，青蔥切段、里肌肉切

絲。

2. �里肌肉切絲後用醃肉料醬汁醃20分鐘。太白粉可以最後加，

比較好拌勻。

3. �炒鍋加適量油，炒肉絲至8分熟起鍋備用，

4. �洗鍋子。

5. �加適量油，下蒜頭，蔥白，香菇絲炒香，

6. �再加入筊白筍絲，紅蘿蔔絲，泡香菇水拌炒，再加鹽巴調

味，

7. �最後加入第2步驟的肉絲，蔥綠稍微拌炒均勻即完成。

烹調叮嚀 �泡過香菇的水，放入菜餚中烹飪，更可增加天然味道。

燙地瓜葉

材���料 �地瓜葉400g•蒜末30g

調味料 �醬油膏

做���法 1. �煮1大鍋滾水，放入地瓜葉煮後撈起瀝乾水分。

2. �蒜仁切蒜末，放入1大匙醬油膏，加1大匙的開水，拌勻成醬

汁備用。

3. �地瓜葉拌上醬汁，拌勻後，完成。

烹調叮嚀 �防止地瓜葉變黑方法，在最後起鍋前。擠入檸檬幾滴。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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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我的營養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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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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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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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每日飲食紀錄表山藥牛蒡排骨湯

材���料 �排骨70g•山藥80g•牛蒡100g•枸杞5g

調味料 �鹽少許•米酒少許

做���法 1. �煮1鍋水，川燙排骨。

2. �牛蒡洗淨用刀背刮皮，切成斜切片。山藥削皮切長條狀。

3. �煮第2鍋水，放入排骨、牛蒡、枸杞、米酒煮50分鐘。

4. 掀鍋蓋，加入鹽巴調味，滾2分鐘，即完成。

烹調叮嚀 �防止牛蒡褐化發法：

牛蒡含有鐵質，切開後容易氧化變黑，因此切好後放進清水

或醋水中浸泡再做後續烹調，可防止氧化變黑，同時去除澀

味。

水果薄餅

材���料 �牛奶100g•蛋65g•糖8g•蜂蜜5g•米穀粉30g•融化奶油

8g•水果丁適量•原味優格120g

做���法 1. ��米穀粉+糖+蜂蜜+全蛋拌勻再加入牛奶拌勻。

最後加入融化奶油拌勻(過篩後靜

置30分)

2. �平底鍋放入少許奶油加熱，用

紙巾抹去多餘油脂，倒入麵糊

煎成薄餅(每份約30-40g麵糊)

3. �以水果及原味優格擺盤即可。

宵 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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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每日飲食紀錄表

元氣滿載活力早餐

馬鈴薯恩力蛋 ( 蛋奶素 )�……11

麥片薏仁漿 ( 全素 )�……12

地瓜粥 / 皮蛋豆腐 / 涼拌小黃瓜……16

養生麥片粥 ( 全素 )�……20

滿福堡 / 低脂鮮奶 ( 蛋奶素 )�……24

綜合粥……28

黃耆五行粥 ( 全素 )�……32

黑芝麻核桃飲 ( 全素 )�……32

南瓜牛奶……38

糙米粥……41

彩蔬捲 / 低脂鮮奶……45

燕麥粥……48

活力蔬食漢堡 ( 五辛蛋奶素 )�……52

地瓜原味豆漿 ( 全素 )……53

海菜粥……57

饅頭夾蛋 / 低糖優酪乳 ( 蛋奶素 )�……61

高纖稀飯 / 滷味拼盤……65

蔬菜三明治 / 低脂鮮奶……69

養生蔬食午•晚餐

金牌素肉飯 ( 蛋素 )�……12

丸子燉白菜 ( 蛋素 )�……13

芡實炒彩椒 ( 全素 )�……14

金莎南瓜義大利麵 ( 五辛蛋素 )�……14

陸 •食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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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生蔬食午•晚餐

金牌素肉飯 ( 蛋素 )�……12

丸子燉白菜 ( 蛋素 )�……13

芡實炒彩椒 ( 全素 )�……14

金莎南瓜義大利麵 ( 五辛蛋素 )�……14

陸 •食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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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松菜素小魚濃湯 ( 五辛奶素 )�……15

炒菠菜 ( 五辛素 )�……22

香菇蘿蔔湯 ( 五辛素 )�……23

蒜香花椰菜 ( 五辛素 )�……27

海味湯 ( 全素 )�……27

燙地瓜葉 ( 五辛素 )�……30

皮蛋鮮菇粥 ( 蛋素 )�……33

素蟹粉扒菜膽 ( 奶素 )�……34

麻婆紫米糕 ( 蛋素 )�……35

橄欖菜燉飯 ( 全素 )�……36

五彩雞絲拉皮 ( 奶素 )�……36

九層塔炒海龍 ( 五辛素 )�……40

拌炒牛蒡 ( 全素 )�……43

薑炒紅鳳菜 ( 全素 )�……47

涼拌木耳 ( 全素 )�……50

四神麵疙瘩 ( 蛋素 )�……53

京都素排骨 ( 全素 )�……54

珍珠翡翠丸子 ( 蛋素 )�……54

荷葉紅藜珍珠飯 ( 全素 )�……55

椰香咖哩素蝦 ( 全素 )�……56

豆瓣劍筍 ( 五辛素 )�……59

玉米鮮蔬湯 ( 全素 )�……60

涼拌海帶芽 ( 五辛素 )�……63

番茄豆包湯 ( 蛋素 )�……64

蒜拌秋葵 ( 五辛素 )�……68

炒醜豆 ( 五辛素 )�……71

活力彩虹沙拉 ( 蛋素 )�……77

蒜香義大利麵……17

鹽烤秋刀魚……18

芹菜炒透抽……18

蒜爆高麗菜……19

莧菜豆腐羹……19

時蔬海拚……20

紅麴里肌……21

銀芽炒雞柳……22

一鍋三吃：醬燒肉丸 /

豆芽粉絲 / 甜豆蝦仁……24

香煎雞腿……26

秋葵炒蝦仁……26

彩蔬拌涼粉……28

清蒸紅鯛魚……29

三絲炒雞柳……30

山藥牛蒡排骨湯……31

腐竹燉盅……37

雙菇味噌麵……38

芝麻里肌……39

毛豆肉燥……39

銀芽豆腐湯……40

草菇濃湯……41

鳳梨燒雞……42

芥蘭肉絲……43

紫菜蛋花湯……44

彩燒雞肉……45

紅燒魚……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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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香豆乾……46

竹筍排骨湯……47

港式鯖魚菜飯……48

紅麴燒雞……49

絲瓜炒蛤蜊……50

雙菇湯……50

什錦豆漿鍋……57

醬燒棒棒腿……58

四季豆炒肉片……59

雞肉親子丼……61

破布子蒸魚……62

燴三菇……63

一鍋三吃：香菇蒸雞 /

清蒸花椰菜 / 奶油蒸玉米……66

泡菜炒豬肉……67

韭菜花炒豆干……67

蘿蔔雞湯……68

高纖菜飯……69

青椒炒雞柳……70

草菇里肌……71

蔬菜鮮湯……72

簡單美味點心

奇異精靈 ( 全素 )�………23

水果薄餅 ( 蛋奶素 )�………31

高纖米餅 ( 蛋奶素 )�………44

黃金年糕 ( 全素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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