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泰綜合醫院營養組國泰綜合醫院營養組國泰綜合醫院營養組國泰綜合醫院營養組 104 年年菜發表會年年菜發表會年年菜發表會年年菜發表會 

羊羊得意迎新年羊羊得意迎新年羊羊得意迎新年羊羊得意迎新年 安心飲食慶團圓安心飲食慶團圓安心飲食慶團圓安心飲食慶團圓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04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5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2:00-3:3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本館本館本館本館 1 樓大廳樓大廳樓大廳樓大廳 

 活動花絮活動花絮活動花絮活動花絮：：：： 

                                                                                                                                                                                                                                                            

    

    

    

    

    

    

    

    

    

    

    

    

    

    

    

    

    

    

    

    

    

    

    

    

    

    

    

    

林志明院長致詞                 賴秀怡營養師講解 

        年菜展示                    林志銘總領班示範年菜製作 

           福氣團圓                           吉龍勝算 



    

    

    

    

    

    

    

    

    

    

    

    

    

    

    

    

    

    

    

    

    

    

    

    

    

    

    

諸樂橙祥                       瑤柱長年 

鮮蔬娃娃                       彩色洋溢 

龍飛鳳舞                       全家古意湯 



    

    

    

    

    

    

    

    

    

    
來金招銀糕                     羊羊得意     

繽紛水果盤   



「「「「羊羊得意迎羊羊得意迎羊羊得意迎羊羊得意迎新年新年新年新年  安心飲食慶圑圓安心飲食慶圑圓安心飲食慶圑圓安心飲食慶圑圓」」」」 

國泰綜合醫院營養組國泰綜合醫院營養組國泰綜合醫院營養組國泰綜合醫院營養組 年菜發表食譜年菜發表食譜年菜發表食譜年菜發表食譜-1 (1 人份人份人份人份) 

 

諸樂橙祥諸樂橙祥
((豬肋豬肋))

�材料材料材料材料：：：：肋排肋排肋排肋排、、、、柳橙柳橙柳橙柳橙、、、、白芝麻白芝麻白芝麻白芝麻
�作法作法作法作法：：：：
1.1.1.1.肋排醃過肋排醃過肋排醃過肋排醃過，，，，過油過油過油過油，，，，與柳橙肉與柳橙肉與柳橙肉與柳橙肉////
汁汁汁汁、、、、醬油醬油醬油醬油、、、、冰糖冰糖冰糖冰糖、、、、醋同煮醋同煮醋同煮醋同煮
2.2.2.2.撒上白芝麻撒上白芝麻撒上白芝麻撒上白芝麻，，，，烤熟即可烤熟即可烤熟即可烤熟即可

�維生素維生素維生素維生素CCCC是強效的抗是強效的抗是強效的抗是強效的抗
氧化劑氧化劑氧化劑氧化劑，，，，能消除體內能消除體內能消除體內能消除體內
自由基自由基自由基自由基，，，，預防癌症預防癌症預防癌症預防癌症，，，，並並並並

促進膠原蛋白形促進膠原蛋白形促進膠原蛋白形促進膠原蛋白形
成成成成，，，，讓皮膚有彈性讓皮膚有彈性讓皮膚有彈性讓皮膚有彈性，，，，
多補充維生素多補充維生素多補充維生素多補充維生素CCCC還能增強抵抗還能增強抵抗還能增強抵抗還能增強抵抗
力力力力，，，，預防感冒預防感冒預防感冒預防感冒!!!!

�作法作法作法作法：：：：
1.1.1.1.小龍蝦以米酒稍醃小龍蝦以米酒稍醃小龍蝦以米酒稍醃小龍蝦以米酒稍醃，，，，由背部剖半由背部剖半由背部剖半由背部剖半
2.2.2.2.舖上蒜末舖上蒜末舖上蒜末舖上蒜末，，，，撒上低脂起士撒上低脂起士撒上低脂起士撒上低脂起士
3.3.3.3.烤至起士呈金黃色即可烤至起士呈金黃色即可烤至起士呈金黃色即可烤至起士呈金黃色即可

�材料材料材料材料：：：：小龍蝦小龍蝦小龍蝦小龍蝦、、、、蒜末蒜末蒜末蒜末、、、、低脂起士低脂起士低脂起士低脂起士

�蒜素提供大蒜特殊蒜素提供大蒜特殊蒜素提供大蒜特殊蒜素提供大蒜特殊
的嗆鼻風味的嗆鼻風味的嗆鼻風味的嗆鼻風味，，，，其實其實其實其實
它是天然的抗生素它是天然的抗生素它是天然的抗生素它是天然的抗生素，，，，

有抗菌功能有抗菌功能有抗菌功能有抗菌功能!!!!並能並能並能並能
預防動脈硬化預防動脈硬化預防動脈硬化預防動脈硬化!!!!

�作法作法作法作法：：：：
1.1.1.1.絞肉醃過絞肉醃過絞肉醃過絞肉醃過，，，，與豆腐捏成丸狀與豆腐捏成丸狀與豆腐捏成丸狀與豆腐捏成丸狀
2.2.2.2.以高麗菜葉包住丸子以高麗菜葉包住丸子以高麗菜葉包住丸子以高麗菜葉包住丸子，，，，
束口處以韭菜綁起束口處以韭菜綁起束口處以韭菜綁起束口處以韭菜綁起

�材料材料材料材料：：：：豆腐豆腐豆腐豆腐、、、、低脂絞肉低脂絞肉低脂絞肉低脂絞肉、、、、高麗菜高麗菜高麗菜高麗菜、、、、
韭菜韭菜韭菜韭菜

� 1.1.1.1.不同於傳統高油不同於傳統高油不同於傳統高油不同於傳統高油
脂的獅子頭脂的獅子頭脂的獅子頭脂的獅子頭，，，，利用利用利用利用
板豆腐和低脂絞肉板豆腐和低脂絞肉板豆腐和低脂絞肉板豆腐和低脂絞肉
捏成獅子頭捏成獅子頭捏成獅子頭捏成獅子頭!!!!

2.2.2.2.減少動物油減少動物油減少動物油減少動物油，，，，
增加大豆異黃酮增加大豆異黃酮增加大豆異黃酮增加大豆異黃酮，，，，有助抗癌有助抗癌有助抗癌有助抗癌、、、、
預防骨質疏鬆預防骨質疏鬆預防骨質疏鬆預防骨質疏鬆、、、、預防心血管疾預防心血管疾預防心血管疾預防心血管疾

病病病病!!!!

福氣團圓福氣團圓

    
食材：肋排 70g 柳丁半顆 油半茶匙 食材：小龍蝦 35g 低脂起司 10g 蒜末 20g 食材：板豆腐 40g 低脂絞肉 20g 高麗菜 20g 

熱量(大卡) 蛋白質(g) 脂肪(g) 醣類(g) 熱量(大卡) 蛋白質(g) 脂肪(g) 醣類(g) 熱量(大卡) 蛋白質(g) 脂肪(g) 醣類(g) 

176 14 10 7.5 153 10.5 7 12 73 7 5 0 

蒸熟蒸熟蒸熟蒸熟    



「「「「羊羊得意迎新年羊羊得意迎新年羊羊得意迎新年羊羊得意迎新年  安心飲食慶圑圓安心飲食慶圑圓安心飲食慶圑圓安心飲食慶圑圓」」」」 

國泰綜合醫院營養組國泰綜合醫院營養組國泰綜合醫院營養組國泰綜合醫院營養組 年菜發表食譜年菜發表食譜年菜發表食譜年菜發表食譜-2 (1 人份人份人份人份) 

 

龍飛鳳舞龍飛鳳舞
�材料材料材料材料：：：：鱸魚鱸魚鱸魚鱸魚、、、、黃椒黃椒黃椒黃椒、、、、青椒青椒青椒青椒、、、、

金針菇金針菇金針菇金針菇、、、、紅蘿蔔紅蘿蔔紅蘿蔔紅蘿蔔、、、、黑木耳黑木耳黑木耳黑木耳

�作法作法作法作法：：：：
1.1.1.1.鱸魚劃斜刀鱸魚劃斜刀鱸魚劃斜刀鱸魚劃斜刀，，，，烤熟烤熟烤熟烤熟
2.2.2.2.其他材料切細絲其他材料切細絲其他材料切細絲其他材料切細絲，，，，與調味料煮至收與調味料煮至收與調味料煮至收與調味料煮至收

汁汁汁汁，，，，淋上鱸魚即可淋上鱸魚即可淋上鱸魚即可淋上鱸魚即可

� 五色蔬菜有五五色蔬菜有五五色蔬菜有五五色蔬菜有五
彩吉祥之意彩吉祥之意彩吉祥之意彩吉祥之意，，，，搭搭搭搭
配鱸魚配鱸魚配鱸魚配鱸魚，，，，期望來期望來期望來期望來
年年年年，，，，年年有餘年年有餘年年有餘年年有餘，，，，
吉祥如意吉祥如意吉祥如意吉祥如意!!!!

�作法作法作法作法：：：：娃娃菜洗淨娃娃菜洗淨娃娃菜洗淨娃娃菜洗淨
川燙川燙川燙川燙，，，，淋上芡汁即可淋上芡汁即可淋上芡汁即可淋上芡汁即可

�材料材料材料材料：：：：娃娃菜娃娃菜娃娃菜娃娃菜、、、、枸杞枸杞枸杞枸杞

�材料材料材料材料：：：：干貝干貝干貝干貝、、、、芥菜心芥菜心芥菜心芥菜心、、、、蝦米蝦米蝦米蝦米、、、、銀杏銀杏銀杏銀杏

瑤柱長年瑤柱長年

鮮蔬娃娃鮮蔬娃娃

�作法作法作法作法：：：：芥菜心切段芥菜心切段芥菜心切段芥菜心切段，，，，燙熟燙熟燙熟燙熟，，，，干貝干貝干貝干貝、、、、蝦蝦蝦蝦
米米米米、、、、銀杏煮成芡汁銀杏煮成芡汁銀杏煮成芡汁銀杏煮成芡汁，，，，
淋上即可淋上即可淋上即可淋上即可

多吃蔬菜
多吃蔬菜
多吃蔬菜
多吃蔬菜
多吃蔬菜
多吃蔬菜
多吃蔬菜
多吃蔬菜

逆齡保鮮
逆齡保鮮
逆齡保鮮
逆齡保鮮
逆齡保鮮
逆齡保鮮
逆齡保鮮
逆齡保鮮

過年吃長年
過年吃長年
過年吃長年
過年吃長年
過年吃長年
過年吃長年
過年吃長年
過年吃長年

祝你呷百二
祝你呷百二
祝你呷百二
祝你呷百二
祝你呷百二
祝你呷百二
祝你呷百二
祝你呷百二

((菜菜))彩彩色色洋洋溢溢

�作法作法作法作法：：：：
各種食材切小塊各種食材切小塊各種食材切小塊各種食材切小塊，，，，

以竹籤串起以竹籤串起以竹籤串起以竹籤串起，，，，烤軟即可烤軟即可烤軟即可烤軟即可

�材料材料材料材料：：：：長豆長豆長豆長豆、、、、彩椒彩椒彩椒彩椒、、、、紫洋蔥紫洋蔥紫洋蔥紫洋蔥、、、、
小蕃茄小蕃茄小蕃茄小蕃茄、、、、茄子茄子茄子茄子、、、、南瓜南瓜南瓜南瓜、、、、香蕉香蕉香蕉香蕉

�

1.1.1.1.不同顏色的蔬菜水果不同顏色的蔬菜水果不同顏色的蔬菜水果不同顏色的蔬菜水果，，，，
富含不同的植化素富含不同的植化素富含不同的植化素富含不同的植化素，，，，串烤串烤串烤串烤
蔬果蔬果蔬果蔬果，，，，將將將將植化素一網打盡植化素一網打盡植化素一網打盡植化素一網打盡!!!!

2.2.2.2.利用食材形狀與顏色變化利用食材形狀與顏色變化利用食材形狀與顏色變化利用食材形狀與顏色變化，，，，
作出視覺作出視覺作出視覺作出視覺、、、、美味與趣味兼具美味與趣味兼具美味與趣味兼具美味與趣味兼具
的料理的料理的料理的料理!!!!

    
食材：鱸魚 50g 五色蔬菜共 30g 油半茶匙 食材：娃娃菜 100g 芥菜 50g 干貝少許 食材：各式蔬菜共 50g 小番茄一顆 香蕉 10g 

熱量(大卡) 蛋白質(g) 脂肪(g) 醣類(g) 熱量(大卡) 蛋白質(g) 脂肪(g) 醣類(g) 熱量(大卡) 蛋白質(g) 脂肪(g) 醣類(g) 

123 10.5 9 0 35 0 0 8 20 0 0 5 



「「「「羊羊得意迎新年羊羊得意迎新年羊羊得意迎新年羊羊得意迎新年  安心飲食慶圑圓安心飲食慶圑圓安心飲食慶圑圓安心飲食慶圑圓」」」」 

國泰綜合醫院營養組國泰綜合醫院營養組國泰綜合醫院營養組國泰綜合醫院營養組 年菜發表食譜年菜發表食譜年菜發表食譜年菜發表食譜-3 (1 人份人份人份人份) 

 

�作法作法作法作法：：：：
1.1.1.1.薑黃粉與白飯拌勻薑黃粉與白飯拌勻薑黃粉與白飯拌勻薑黃粉與白飯拌勻
2.2.2.2.紫米煮熟紫米煮熟紫米煮熟紫米煮熟
3.3.3.3.捏出造型捏出造型捏出造型捏出造型，，，，海苔裝海苔裝海苔裝海苔裝

飾飾飾飾

�材料材料材料材料：：：：紫米紫米紫米紫米、、、、白飯白飯白飯白飯、、、、薑黃薑黃薑黃薑黃、、、、海苔海苔海苔海苔

�薑黃素是薑黃素是薑黃素是薑黃素是，，，，一種黃一種黃一種黃一種黃
色色素色色素色色素色色素，，，，主要來源主要來源主要來源主要來源
是咖哩和薑黃根莖是咖哩和薑黃根莖是咖哩和薑黃根莖是咖哩和薑黃根莖；；；；

研究發現薑黃素可抗發炎研究發現薑黃素可抗發炎研究發現薑黃素可抗發炎研究發現薑黃素可抗發炎，，，，抑制抑制抑制抑制
腫瘤腫瘤腫瘤腫瘤、、、、抗癌抗癌抗癌抗癌，，，，並對改善關節炎有並對改善關節炎有並對改善關節炎有並對改善關節炎有
好處好處好處好處!!!!

羊羊得意羊羊得意

�材料材料材料材料：：：：烏骨雞烏骨雞烏骨雞烏骨雞、、、、金針菇金針菇金針菇金針菇、、、、猴頭菇猴頭菇猴頭菇猴頭菇、、、、
玉米菇玉米菇玉米菇玉米菇、、、、乾香菇乾香菇乾香菇乾香菇、、、、紅棗紅棗紅棗紅棗、、、、蛤蜊蛤蜊蛤蜊蛤蜊

�作法作法作法作法：：：：
1.1.1.1.烏骨雞川燙烏骨雞川燙烏骨雞川燙烏骨雞川燙，，，，菇類洗淨菇類洗淨菇類洗淨菇類洗淨，，，，切適當大小切適當大小切適當大小切適當大小
2.2.2.2.所有食材一同燉煮即可所有食材一同燉煮即可所有食材一同燉煮即可所有食材一同燉煮即可

全家古意湯

�

1.1.1.1.不買來路不明的雞肉不買來路不明的雞肉不買來路不明的雞肉不買來路不明的雞肉
2.2.2.2.充份加熱充份加熱充份加熱充份加熱：：：：75 75 75 75 ℃℃℃℃即可使即可使即可使即可使

病毒不活化病毒不活化病毒不活化病毒不活化!!!!
3.3.3.3.菇類的多醣體菇類的多醣體菇類的多醣體菇類的多醣體，，，，可以提可以提可以提可以提

高免疫力高免疫力高免疫力高免疫力，，，，抗癌抗癌抗癌抗癌，，，，降低膽降低膽降低膽降低膽
固醇固醇固醇固醇!!!!

來金招銀糕來金招銀糕

�南瓜糕作法南瓜糕作法南瓜糕作法南瓜糕作法：：：：
1.1.1.1.南瓜南瓜南瓜南瓜打泥打泥打泥打泥、、、、刨絲刨絲刨絲刨絲

各半各半各半各半((((保留口感保留口感保留口感保留口感))))
2.2.2.2.再來再來再來再來////糯糯糯糯米粉米粉米粉米粉，，，，加加加加

水水水水混勻混勻混勻混勻，，，，與南瓜與南瓜與南瓜與南瓜
炒熟炒熟炒熟炒熟，，，，蒸蒸蒸蒸熟熟熟熟即可即可即可即可

�芋頭糕作法芋頭糕作法芋頭糕作法芋頭糕作法：：：：
1.1.1.1.芋頭丁蒸熟芋頭丁蒸熟芋頭丁蒸熟芋頭丁蒸熟，，，，

與與與與香菇香菇香菇香菇末同炒末同炒末同炒末同炒
2.2.2.2.再來米粉加水再來米粉加水再來米粉加水再來米粉加水，，，，

與上述材料同與上述材料同與上述材料同與上述材料同炒炒炒炒
蒸蒸蒸蒸熟熟熟熟即可即可即可即可

�材料材料材料材料：：：：南瓜南瓜南瓜南瓜、、、、芋頭芋頭芋頭芋頭、、、、再來米粉再來米粉再來米粉再來米粉、、、、
糯米粉糯米粉糯米粉糯米粉、、、、南瓜子南瓜子南瓜子南瓜子、、、、乾香菇末乾香菇末乾香菇末乾香菇末

�類胡蘿蔔素是維生素類胡蘿蔔素是維生素類胡蘿蔔素是維生素類胡蘿蔔素是維生素AAAA的來源的來源的來源的來源，，，，
抗氧化力強抗氧化力強抗氧化力強抗氧化力強，，，，可預防癌症可預防癌症可預防癌症可預防癌症、、、、
保護心血管與眼睛保護心血管與眼睛保護心血管與眼睛保護心血管與眼睛!!!!

�年糕年糕年糕年糕，，，，象徵步步高升象徵步步高升象徵步步高升象徵步步高升，，，，並並並並
使用金與紫大撞色組合使用金與紫大撞色組合使用金與紫大撞色組合使用金與紫大撞色組合，，，，
讓顏色也喜氣洋洋讓顏色也喜氣洋洋讓顏色也喜氣洋洋讓顏色也喜氣洋洋!!!!

    
食材：紫米 40g 白米 40g  食材：烏骨雞 20g 各式菇類共 50g 食材：南瓜 110g 芋頭 55g 再來米粉糯米粉各 10g 油 1g 

熱量(大卡) 蛋白質(g) 脂肪(g) 醣類(g) 熱量(大卡) 蛋白質(g) 脂肪(g) 醣類(g) 熱量(大卡) 蛋白質(g) 脂肪(g) 醣類(g) 

136 4 0 30 46 3.5 2.5 2.5 210 4 1.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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