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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飲食金字塔

油、鹽、糖類

奶類及代替品

1至2杯

肉、魚、蛋及代替品

5至6両

蔬菜類

最少3份

水果類

最少2份

穀物類

3至5碗

每天應喝6至8杯流質（如開水、清茶、清湯等）

有關各類食物的每天建議進食量，請參考上圖。



四季健康食譜-小冊子簡介

   『健康飲食金字塔』是實踐均衡
及多元化飲食的基本原則。均衡及
多元化飲食能讓我們攝取足夠的營
養，促進身體健康。

近年眾多的研究結果顯示，每
天進食充足的蔬果，有助預防多種
慢性疾病，如心臟病、中風及某些
癌症等。

有見及此，衞生署提倡『日
日二加三』，鼓勵市民每天最少進
食兩份水果和三份蔬菜。

怎樣能夠每一天都吃得健康而
又不會感到單調呢？大家不妨參考
這本小冊子。

這本小冊子靈活地選用不同
季節的時令材料，包括多款當造
蔬菜水果，並運用低脂肪的烹調
方法，煮出的季節性菜式。

其實，只要多花心思，烹調
既美味又健康的菜式十分容易。 
希望此小冊子能提供一些實用的 
例子，引發你的靈感，令你更能
享受健康飲食的樂趣。



「日日二加三」的意思是每天最 少進食兩份水果和三份蔬菜。 

一份水果是：

一個中型水果（如：橙丶雪梨）

半個大型水果（如：香蕉、西柚）

半碗水果塊（如：木瓜丶蜜瓜）

半碗顆粒狀的水果
（如：提子、士多啤梨）

一湯匙沒有添加糖或鹽的乾果
（如：提子乾、西梅乾）

一份蔬菜是：

一碗未經烹調的蔬菜
（如：西生菜丶椰菜）

半碗煮熟的蔬菜、芽菜、瓜類或菇類
（如：菜心丶菠菜丶白菜丶豆芽丶
茄子）

半碗煮熟的豆類
（如：荷蘭豆）

一杯容量=240毫升
一碗容量=250-300毫升
資料來源：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芙蓉素干扒豆苗 (4人分量)

春季豆苗當造，
除配合豆腐干及
菇類烹調外，亦
可配搭各種肉類
享用。

材料：
1. 草菇 4両半 (180克)
2. 豆苗 6両(240克)
3. 白豆腐干 4塊 (約142克)
4. 蛋白 (打勻) 1隻
5. 植物油 1茶匙
6. 鹽 1/4茶匙
7. 酒 1湯匙

芡汁：
1. 鹽 半茶匙
2. 麻油 少許
3. 白胡椒粉 少許
4. 糖 半茶匙
5. 生抽 1茶匙 (120毫升)
6. 清水 半杯 (120毫升)

製法：

。

1. 草菇洗淨，在草菇頭用刀𠝹十字，出水。豆苗洗淨。
2. 豆腐干洗淨切長方形薄片。
3. 煲滾適量水，加油及鹽，下豆苗灼熟，盛起放碟中。
4. 於易潔鑊煮滾芡汁，放入草菇及豆腐干略煮，沿鑊邊下酒，

熄火。
5. 撈起草菇及豆腐干放於豆苗上。
6. 再煮熱鑊內芡汁，熄火，加入蛋白後快速拌勻，並淋在菜上。

營養／烹調小貼士

在草菇頭用刀𠝹十字可助入味。
蛋白屬優質蛋白質，口感軟滑，老少皆宜。
可將蛋黃留起來作另一菜式(如蒸水蛋)
除了選用豆苗外，可選用其他綠葉蔬菜如莧菜、小棠菜或
菠菜等。

特別餐注意事項

低鹽餐 灼熟豆苗時不用加鹽，芡汁的鹽改用1/4茶匙
低普林餐 可按個別情況減少進食苗、豆干及草菇。

營養分析 (一人分量)

熱量*(千卡路里) 128
碳水化合物*(克) 6
蛋白質*(克) 8
脂肪*(克) 5
膽固醇*(毫克) 0
纖維素(克) 1.5
鈉質(毫克) 583

*以整數計算

此菜式1人分量等於

蔬菜類
1份

肉、魚、蛋及代替品
1両



灼熟豆苗時不用加鹽，芡汁的鹽改用1/4茶匙。                
可按個別情況減少進食苗、豆干及草菇。                   

香芒金菇牛柳 (4人分量)

夏季盛產各種水
果，可隨個人喜
好選擇喜愛的水
果作配料。

材料：
1. 牛柳 半斤 (320克)
2. 芒果(中) 1個 (約200克)
3. 金菇 1扎 (約100克)
4. 蒜茸 1茶匙
5. 葱粒 1湯匙
6. 植物油 1湯匙
牛柳醃料:
1. 生抽 2茶匙
2. 白胡椒粉 少許
3. 麻油 半茶匙
4. 糖 半茶匙
5. 生粉 1茶匙

芡汁:
1. 鹽 半茶匙
2. 白胡椒粉 少許
3. 糖 半茶匙
4. 生粉 1茶匙
5. 清水 2湯匙

製法:
1. 牛柳洗淨切片，以醃料拌勻，備用。
2. 芒果去皮起肉，切條。
3. 金菇切去根部後分成小撮，洗淨，出水待用。
4. 燒熱油爆香蒜茸，放入牛柳片略炒，加入金菇炒至熟後，

再加入芒果條、葱粒兜炒，下芡汁煮至微稠，即可上碟。

營養 / 烹調小貼士
這道菜含豐富蛋白質、鐵質、維生素A及C，有助增強
抵抗力和預防貧血。
菜譜中的牛肉亦可以豬肉或雞柳來代替。
如先把金菇出水拖熟，可縮短烹調的時間，令牛柳
不致煮得過熟而變韌。

特別餐注意事項
糖尿餐 由於芒果的醣質較高，烹調時要避免加入過量

芒果肉，菜譜內1人的芒果分量要和大半份水果
換算。

低鹽餐 醃料中的生抽用量減至1茶匙。
低普林餐 可按個別情況減少金菇，或用其他蔬菜如西芹、

青椒等代替。

營養分析 (一人分量)

熱量*(千卡路里) 201
碳水化合物*(克) 13
蛋白質*(克) 19
脂肪*(克) 8
膽固醇*(毫克) 46
纖維素(克) 0.4
鈉質(毫克) 543

*以整數計算

此菜式1人分量等於

蔬菜類
1/4份

肉、魚、蛋及代替品
2両

水果類
1/2份



雪耳甘筍炒肉片 (4人分量)

紅蘿蔔在秋季當造 
，而且含豐富的胡
蘿蔔素，有助維持
身體健康。

材料：
1. 梅頭瘦肉 半斤 (320克)
2. 雪耳 (乾) 半両 (20克)
3. 紅蘿蔔 半條 (約75克)
4. 蒜茸 1茶匙
5. 植物油 1湯匙
豬肉醃料﹕
1. 鹽 半茶匙
2. 老抽 1茶匙
3. 白胡椒粉 少許
4. 糖 半茶匙
5. 生粉 1茶匙

芡汁﹕

1. 生抽  1茶匙
2. 麻油 半茶匙
3. 白胡椒粉 少許
4. 糖 半茶匙
5. 生粉 1茶匙
6. 清水 3湯匙製法﹕

1. 豬肉洗淨切片，加入醃料拌勻。
2. 雪耳洗淨，浸透撕成小塊；紅蘿蔔去皮切薄片。
3. 用半湯匙油炒熟肉片，盛起備用。
4. 用餘下油爆香蒜茸，放入雪耳及紅蘿蔔片，加少許水煮

紅蘿蔔片至腍，再加入肉片及芡汁，煮至芡汁收乾即成。

營養 / 烹調小貼士

這道菜含豐富蛋白質、維生素A及纖維素，可增強抵
抗力，幫助維持視力正常和預防便秘。以紅蘿蔔作
配菜，可加添餸菜的色彩，增進食慾。
宜選用梅頭瘦肉，因肉質較全瘦肉更加腍滑。

特別餐注意事項

糖尿餐 紅蘿蔔的醣質含量高，可作配菜使用，但分量
不宜太多。

低鹽餐 豬肉不放鹽調味。         

營養分析 (一人分量)

熱量*(千卡路里) 172
碳水化合物*(克) 6
蛋白質*(克) 18
脂肪*(克) 8
膽固醇*(毫克) 49
纖維素(克) 1.6
鈉質(毫克) 534

*以整數計算

此菜式1人分量等於

肉、魚、蛋及代替品
2両

蔬菜類
3/4份



黃芽白肉丸煲 (4人分量)

黃 芽 白 在 冬 天 當 造 ，
配合炆煮這烹調方法，
吃來更是暖洋洋。

材料：
1. 馬蹄 4粒 (約30克)
2. 瘦豬肉碎 半斤 (320克)
3. 黃芽白 半斤 (320克)
4. 金華火腿 半両 (20克)
5. 冬菇（乾） 4隻
6. 薑片 5片
7. 清水 3杯 (720毫升)

醃料：
1. 鹽 1/4茶匙
2. 生抽 2茶匙
3. 糖 2茶匙
4. 生粉 1湯匙

製法：
1. 馬蹄去皮洗淨，剁碎，放入肉碎中。
2. 醃料加入肉碎和馬蹄中拌勻及順一方向攪至起膠，

再做成豬肉丸備用 (可製成約16粒肉丸) 。
3. 黃芽白和金華火腿洗淨，切細塊。冬菇浸軟去蒂，

洗淨及切絲備用。
4. 煲滾一鍋水，加入薑片、冬菇及金華火腿。
5. 水滾後改用中火，將豬肉丸及黃芽白加入滾水中灼熟即成。

營養 / 烹調小貼士

除了用金華火腿做湯底，亦可用蝦米或干貝等材料。
避免用半肥瘦肉做碎肉。宜買柳梅瘦肉，用刀剁碎或
用碎肉機攪碎製成肉丸，肉質會較腍滑，脂肪含量亦
較低。

特別餐注意事項

低鹽餐 醃料中的生抽改用半湯匙。
低普林餐 可按個別情況減少吃冬菇。     

營養分析 (一人分量)

熱量*(千卡路里) 164
碳水化合物*(克) 8
蛋白質*(克) 20
脂肪*(克) 6
膽固醇*(毫克) 54
纖維素(克) 1.2
鈉質(毫克) 448

*以整數計算

此菜式1人分量等於

肉、魚、蛋及代替品
2両

蔬菜類
1份



衞生署長者健康服務
網站：www.elderly.gov.hk
長者健康資訊專線：2121 8080

衞生署長者健康服務
網站：www.elderly.gov.hk
長者健康資訊專線：2121 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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