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飲茶入年菜 身強體健迎虎氣 疫去豐發過好年
佳里奇美醫院營養科營養師 莊雅祺
虎年將至，家家戶戶忙著張羅年夜飯，每逢農曆春節連假，許多人放鬆心情，食慾也跟著
鬆懈放假，吃喝不忌，除了容易攝取過多蛋白質和脂肪，傳統年菜健康陷阱多，經常搭配勾
芡、高油脂的湯品與高糖飲料、零食，年後往往不自覺成了「大腹翁」或「小腹婆」；恰逢
本土疫情屆滿一年，「免疫力」成為今(111)年最關切的話題，為此，佳里奇美醫院營養科營
養師莊雅祺推出 6 道春節應景健康年菜，結合防疫概念食材，讓大家今年春節吃澎派兼顧體
態與免疫力，虎虎生風迎接新的一年！

NO.1《鴻運當頭鮭魚捲》優質營養好油脂 打造防疫好體質
年年有餘吉慶家！過年少不了象徵豐收的魚料理，有別於傳統高鹽高油的紅燒烹調，可選
擇富含好油脂 omega-3 的鮭魚，包裹鮮甜菇筍並採清蒸方式，藉由鮭魚本身的油脂，不僅
讓食蔬更美味，也降低整道料理的熱量。此外，鮭魚含多種可鞏固免疫力的營養素-維生素
A、D、E 以及 omega-3 脂肪酸，維生素 A 可保護、修繕身體各處細胞的保護膜，鞏固我們
的身體屏障；維生素 E 是天然抗氧化劑，有助清除自由基；維生素 D 及 omega-3 脂肪酸則
可降低發炎反應。虎年頭好壯壯，選他準沒錯！
《鴻運當頭鮭魚捲》食材與做法：㇐捲/㇐人份
材料：鮭魚 40 克、玉米筍 8 克、紅蘿蔔條 5 克、香菇條 6 克、水蓮 2 克、娃娃菜 30 克、雞
蛋 50 克
調味料：鹽、米酒、香油、太白粉、日式高湯
做法：
1. 鮭魚切片，以鹽、米酒略醃；雞蛋打散，酌量加入高湯拌勻盛盤蒸熟備用
2. 紅蘿蔔、香菇切條狀，連同玉米筍、水蓮、娃娃菜燙熟備用
3. 將燙熟的紅蘿蔔、香菇、玉米筍以鮭魚片包裹成捲，再以水蓮綁好，蒸 5 分鐘
4. 將鮭魚捲與燙好的娃娃菜放在蒸好的蛋上，再蒸 1 分鐘(殺菌)
5. 將日式高湯以適量太白粉勾芡，並加入幾滴香油，淋在鮭魚捲上即可
營養成分分析：(每 1 份)
熱量(大卡)

醣類(公克)

蛋白質(公克)

脂質(公克)

膳食纖維(公克)

150

3.5

15.5

6.7

1.1

NO.2《虎來福來虎咬豬》全榖蔬菜夾瘦肉 過完年後我最瘦
虎年到來，很自然會浮現臺灣小吃-虎咬豬(刈包)，屏除傳統刈包裏頭的五花肥肉以及花生
糖粉，建議選擇油脂含量較低的里肌肉予嫩煎，搭配清甜生菜、洋蔥、番茄，佐以少許塔塔
醬(或油醋醬)，並以南瓜堅果饅頭(或其他全榖饅頭)取代傳統刈包皮，細細咀嚼，饅頭的全

榖香氣與軟嫩肉排、鮮甜蔬菜完美融合，好味又健康的新選擇！

《虎來福來虎咬豬》食材與做法：㇐人份
材料：里肌肉 40 克、美生菜 10 克、紫洋蔥絲 10 克、牛番茄片 15 克、南瓜堅果饅頭 85 克(或
市售全榖饅頭 1 顆)
調味料：塔塔醬(或自己喜愛的醬料)、醬油、糖、米酒
做法：
1. 里肌肉依個人口味以適量醬油、糖、米酒醃漬入味，煎熟
1. (喜愛西式風味亦可以黑胡椒、橄欖油、鹽、迷迭香等替代上述調味料)
2. 美生菜、洋蔥絲洗淨後泡冰水，瀝乾水份備用
3. 饅頭橫向對切，留三分之㇐，勿切斷；擠上適量塔塔醬
4. 美生菜、洋蔥絲、牛番茄片、肉片依喜好放入切口即可
營養成分分析：(每 1 份)
熱量(大卡)

醣類(公克)

蛋白質(公克)

脂質(公克)

膳食纖維(公克)

310

40

16.8

9.8

4.8

NO.3《龍鳳八寶燴食蔬》膳食纖維養好菌 腸道壯壯倍疫增
疫情來勢洶洶，國民健康署建議增加蔬果攝取可增強抵抗力，其中膳食纖維可幫助腸道好

菌生長停留，維持腸道健康，增強對伺機入侵病菌的抵抗力；而植化素則具有抗發炎等活
性，簡而言之就是多吃蔬菜啦！《龍鳳八寶燴食蔬》結合多種防疫概念蔬菜-香菇、杏鮑菇、
胡蘿蔔、玉米筍、花椰菜等，菇類含多醣體幫助提升免疫力、多色蔬菜含豐富植化素，搭配
毛豆、皇帝豆、芋頭清爽滿足，熱量剛剛好。
《龍鳳八寶燴食蔬》食材與做法：㇐人份
材料：香菇 10 克、杏鮑菇 20 克、胡蘿蔔 20 克、玉米筍 15 克、花椰菜 20 克、毛豆 10 克、
皇帝豆 20 克、芋頭 20 克、薑片 5 克
調味料：辣豆瓣醬 5、素蠔油 10、香菇粉 2、香油 5、沙拉油 5、太白粉水
做法：
1. 香菇、杏鮑菇、花椰菜、紅蘿蔔、芋頭切成㇐口大小、玉米筍對半切
2. 將所有食材燙熟或以電鍋蒸熟
3. 起油鍋爆薑片，加入豆瓣醬微炒，後續加入水、素蠔油、香菇粉調味
4. 將所有食材倒入鍋中翻炒拌勻，加入太白粉水勾芡，最後淋上香油即可
營養成分分析：(每 1 份)
熱量(大卡)

醣類(公克)

蛋白質(公克)

脂質(公克)

膳食纖維(公克)

140

16.1

5.34

6.74

3.8

NO.4《虎氣人蔘煲雞湯》蔘棗枸杞補元氣 虎虎生風過好年
《黃帝內經》有云：「正氣內存，邪不可干；「正氣」意即西方醫學所謂「免疫力」。中
藥典籍中，人參、紅棗皆為調補氣血之養生藥材，搭配烏骨雞入湯，雞肉提供優質蛋白質與
膠質幫助細胞修補，湯頭鮮甜濃郁，冬日喝上一碗，暖胃又補身益氣，撫慰一整年的疲勞。

《虎氣人參煲雞湯》食材與做法：二人份
材料：雞肉 170 克、紅棗 5 粒、枸杞 5 粒、蔘鬚 10 克(或人蔘片 6 片)、薑片
調味料：米酒 5 克、高湯 900cc(或水)
做法：
1. 將雞肉燙熟洗淨；紅棗、枸杞洗淨備用(將紅棗切 1 刀使其易入味)
2. 內鍋加入 900cc 水，放入蔘片、紅棗，外鍋加入米杯 1 杯水
3. 帶電鍋跳起，加入枸杞，外鍋再加 1 杯水繼續蒸煮
4. 電鍋再次跳起後，依個人口味加入適量鹽調味，即可開動
營養成分分析：(每 1 份)
熱量(大卡)

醣類(公克)

蛋白質(公克)

脂質(公克)

膳食纖維(公克)

95

7.5

20.3

1.9

1

NO.5《福惠蓮子銀耳湯》絲滑銀耳熱量低 甜潤你心不⾧斤

傳統的年節零食舉凡貢糖、炸年糕、發糕、肉類加工品等，通常於加工過程加入大量糖、
鹽、油調味，除了鹽攝取量容易超標，熱量也翻倍，成為「每逢佳節胖三斤」的罪魁禍首。
有鑑於此，不妨選擇銀耳(白木耳)製成美味甜湯，銀耳含豐富的水溶性纖維，熱量低兼具飽
足感，絲滑入口，讓你吃甜甜又輕盈過好年！
《福惠蓮子銀耳湯》食材與做法：㇐人份
材料：白木耳 20 克、蓮子 10 克、紅棗 4 粒、枸杞 7-10 顆(食材份量可依個人喜好調整)
調味料：冰糖 15 克(依個人喜好調整)
做法：
1. 白木耳以清水泡開，取出瀝乾，將硬蒂切除後切小片備用；蓮子、紅棗洗淨瀝乾備用
2. 將白木耳放置快鍋，加水至淹過白木耳高度，煮 20 分鐘，關火後續燜至蒸氣消(電鍋做法：
加 4 杯水)
3. 白木耳燜好後，放入蓮子與紅棗，加水高過食材高度，再次以快鍋煮 10 分鐘(電鍋做法：
加 1 杯水、若為乾蓮子則需 2 杯水)
4. 起鍋後加入冰糖，攪拌溶解及完成
營養成分分析：(每 1 份)
熱量(大卡)

醣類(公克)

蛋白質(公克)

脂質(公克)

膳食纖維(公克)

95

24.2

0.8

0.1

1.8

NO.6《歲月淨好牛蒡茶》 大腹便便先不急 亡羊補牢選這計
臺灣國民營養調查結果指出，9 成以上國人膳食纖維攝取量明顯不足；不僅導致便秘，亦
將造成腸道菌叢失衡致使免疫力下降。除了一般熟知的蔬菜、水果，「牛蒡」也是一枚好選
擇！除了高纖(膳食纖維含量為花椰菜的 3 倍)促進排便順暢，纖維中所含的菊糖(菊苣纖維)
為腸道益生菌的重要養份，幫助益生菌叢蓬勃發展，提升免疫力；愛吃重口味又怕水腫，亦
可搭配黑豆作伙煮茶，提醒大家除了喝茶，牛蒡本人也加減一起吃下肚，才有攝取到纖維及
其他營養素！
《歲月淨好牛蒡茶》食材與做法：
材料：黑豆適量、牛蒡 1 支(約 240 克/10 人份量，視需求增減)
做法：
1. 牛蒡洗淨削皮切成斜片，放入鍋中
2. 以電鍋煮，外鍋 3 杯水，鍋內八分滿水
3. 過濾即可飲用，建議留少量牛蒡片，增加纖維攝取
4. 亦可購買市售牛蒡茶包直接沖泡
營養成分分析：(每 1 份/25 克牛蒡)
熱量(大卡) 醣類(公克)
牛蒡茶

1.9

0.5

蛋白質(公克)

脂質(公克)

膳食纖維(公克)

0

0

0

牛蒡

22.7

4.8

0.6

0.2

1.5

營養師小叮嚀：
佳里奇美醫院營養科營養師莊雅祺表示：根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的參考資料，提供民
眾 6 項技巧，讓民眾在農曆春節期間吃得營養均衡無負擔，健康開心樂過年！
建議選擇「維持原態」的全榖雜糧類，如糙米、全麥麵、
技巧 1、全榖雜糧多選原態

芋頭、南瓜、山藥及紅豆等，而年菜中常見的米糕、八
寶芋泥等，通常額外添加許多油脂和糖製作，建議酌量
攝取即可。
菜色選擇建議以脂肪含量較低的鮮蝦、海參、花枝、牛

技巧 2、天然尚好減少加工

腱肉、雞肉等，取代蹄膀、東坡肉等；以天然食材取代
高熱量、高鹽、高油之肉類加工製品。
菜色盡量選擇蒸、煮、涼拌等佳餚，避免油炸、糖醋、
燴等菜色，或是挑掉炸衣，以減少攝取過量油脂；解凍

技巧 3、蒸煮涼拌搭配堅果

後的湯品，可將上層凝固油脂除掉後再加熱以減少油脂
的攝取。另外，每餐可搭配約 1 茶匙的堅果種子為開胃
菜或飯後點心。
選擇年菜時，建議多挑選 2 至 3 道蔬食或半蔬食菜色，

技巧 4、多添蔬菜補足纖維

也可準備新鮮蔬菜，適量加入肉品或湯品年菜中，不但
增加膳食纖維，且可增加飽足感。
建議以當季新鮮水果（如柑橘、小番茄、葡萄、蓮霧、

技巧 5、當季水果大桔大利

草莓）取代過年常吃的芒果青、水果風味軟糖、牛軋糖
等零食。
因含糖飲料中添加大量糖，使用的配料（粉圓、芋圓、

技巧 6、多喝開水無糖飲料

粉條、布丁等）也多含有糖分，建議多以白開水、無糖
飲品或原味乳（鮮乳、原味保久乳、優酪乳等）取代含
糖飲料。
《資料來源-國民健康署》

( 圖中 周偉倪院長 左二 莊雅祺營養師 )

莊雅祺營養師接受電子媒體訪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