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年12月至108年1月金山國小營養午餐菜單 

供應人數：69人 

供應日數：34天 

營養師：張芝嫻 

註：1.如因農作物歉收、颱風、品質不良等因素，得變更菜單。 

    2.黃豆製品皆使用非基因改造黃豆。 

    3.蔬食日：12/7、12/12、12/21、12/28、1/11、11/17 

日期 主食 主菜 副菜 青菜 湯品 水果/飲品 熱量 

12/3 (一) 白飯 五香肉燥 腐皮高麗菜 蒜炒菠菜 榨菜肉絲湯 新鮮水果 804 

12/4 (二) 雜糧飯 蒙古烤肉 韭菜花炒甜不辣 炒大陸妹 珍珠冬瓜茶  825 

12/5 (三) 白油麵 浮水魚羹 2桶 香菇燒賣2 個 /人 - - 鮮乳 806 

12/6 (四) 芋頭飯 樹子蒸魚 三杯杏鮑菇 炒油菜 大頭菜湯 新鮮水果 704 

12/7 (五) 白飯 鹽酥百匯 豆薯炒蛋 有機蔬菜 大黃瓜湯  718 

12/10 (一) 白飯 滷雞腿 燴四色 炒青江菜 冬瓜蛤蠣湯 新鮮水果 772 

12/11 (二) 紫米飯 泡菜豬肉片 客家小炒 炒銀芽 貢丸湯  771 

12/12 (三) 白飯 花生麵筋 番茄燒豆腐 有機蔬菜 佛跳牆 優酪乳 765 

12/13 (四) 紅豆飯 三杯小卷 乾扁四季豆 炒尼龍白菜 藥膳排舞湯 新鮮水果 763 

12/14 (五) 白飯 什錦飯湯 醬燒肉包 - 檸檬山粉圓  864 

12/17 (一) 白飯 炸起司豬排 開陽白菜 炒地瓜葉 紫菜蛋花湯 新鮮水果 747 

12/18 (二) 糙米飯 醬燒鴨 炒三絲 炒小白菜 雙色芋圓湯  821 

12/19 (三) 家常炒麵 小籠包2 個 /人 - 味噌湯 鮮乳 832 

12/20 (四) 雜糧飯 蜜汁雞 花枝小黃瓜 炒雙花菜 黃豆芽排骨湯 新鮮水果 835 

12/21 (五) 白飯 糖醋油豆腐 日式蒸蛋 有機蔬菜 當歸素羊肉湯  702 

12/22 (六) 白飯 瓜仔肉燥 茄汁魚丁 炒空心菜 豆薯湯  724 

12/24 (一) 白飯 蒲燒鯛 玉米燻雞 炒高麗菜 龍骨冬瓜湯 新鮮水果 753 

12/25 (二) 糙米飯 打拋豬 炒什錦 炒銀芽 客家仙草  775 

12/26 (三) 白飯 咖哩豬肉 馬拉糕 - 紫菜蛋花湯 100%果汁 864 

12/27 (四) 薏仁飯 蔥油雞 西芹蟹肉 炒油菜 扁蒲湯 新鮮水果 737 

12/28 (五) 白飯 紅燒素烘肉 絲瓜炒蛋 有機蔬菜 酸辣湯  700 

1/2 (三) 熟麵條 義大利肉醬 造型包子 - 玉米濃湯 鮮乳 880 

1/3 (四) 地瓜飯 京醬肉片 青椒炒肉絲 炒尼龍白菜 大黃瓜湯 新鮮水果 764 

1/4 (五) 白飯 栗子燒雞 奶香白菜 有機蔬菜 海芽蛋花湯 - 702 

1/7 (一) 白飯 薑汁燒肉 乾扁四季豆 炒青江菜 冬瓜蛤蠣湯 新鮮水果 765 

1/8 (二) 紫米飯 芋頭燒鴨 客家小炒 炒銀芽 冬瓜粉條 - 771 

1/9 (三) 培根蛋炒飯 牙白仔餅 - 白菜餛飩湯 鮮乳 881 

1/10 (四) 糙米飯 蔥燒魚 燴四色 炒高麗菜 珍珠魚丸湯 新鮮水果 752 

1/11 (五) 白飯 菜脯蛋 毛豆炒干丁 有機蔬菜 佛跳牆 - 671 

1/14 (一) 白飯 炸無骨雞排 開陽白菜 炒莧菜 養生菇菇湯 新鮮水果 743 

1/15 (二) 麥片飯 回鍋肉 玉米雞丁 炒小白菜 仙草愛玉冰 - 860 

1/16 (三) 烏龍麵 鍋燒麵湯 2桶 熟煎餡餅 - - 100%果汁 693 

1/17 (四) 白飯 香菇素肉燥 蔥花蛋 有機蔬菜 味噌蘿蔔湯 新鮮水果 756 

1/18 (五) 雜糧飯 照燒雞腿 螞蟻上樹 炒雙花菜 番茄營養湯 - 749 



 飲食生活好習慣 身體健康補好鈣？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藥物食品安全週報第 665期】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根據國民營養調查顯示，約有 81~97% 以上的國人鈣質攝取不足，而男、女性的平均攝取量，

僅達建議量的 50~70%。參照衛生福利部「國人膳食營養素建議攝取量」，19 歲以上成人，每日須攝

取到 1,000 毫克的鈣質。而蔬菜中富含許多鈣質，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簡稱食藥署），

特別邀請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北慈濟醫院張亞琳營養師，為大家說明。  

【鈣的補充】  

    預防骨質疏鬆症最重要的營養素就是鈣質，有人認為補充鈣質就要多喝牛奶或其他乳製品，因為 

100 克的牛奶中，約含有 240 毫克的鈣；而在常見的芥藍、黑甜菜等蔬菜中，100 克的含鈣量，幾

乎等於一杯牛奶的鈣質！ 另外，乾海帶、無花果以及紫菜、紅毛苔及黑糖（一湯匙=70 毫克的鈣）

等也都是鈣質豐富的食物；除了多喝牛奶或食用其他乳製品來補充鈣質之外，也不要忽略其他同樣含

有豐富鈣質的天然食物。補充足夠的鈣質，可預防骨質疏鬆症，也有助於降低血壓、降低大腸癌發生

機率，或搭配低脂與低膽固醇的飲食，亦可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有益健康。 

【導致鈣質流失的因素】  

飲食習慣： 

高鈉飲食：每當腎臟需代謝多量的鈉時，也會同時排出鈣質。 

經常食用添加磷酸鹽之食品：可樂、加工肉品（香腸、火腿、各種丸類、漢堡肉 等）火鍋料、起司、

泡麵⋯⋯等。  

高油飲食：攝取過量脂肪，會導致無法有效地吸收鈣質。  

高動物性蛋白質飲食：動物性蛋白質會增加尿液的酸度，導致尿液中排出更多的 鈣。因此嗜吃肉類

的民眾，若再以多量牛奶來補充鈣質的話，恐怕得不到想要的補骨的好處，反而得到反效果，導致鈣

質流失增加腎結石的發生。  

生活習慣： 

抽菸、飲酒、過量咖啡因、壓力、藥物使用、缺乏運動、日照不足等不良生活習慣，會導致鈣質流失，

民眾應多加注意，並試著改善生活習慣喔!  

【補鈣的飲食撇步】 植物性食品是好的鈣質攝

取來源，例如：豆類、堅果類、蔬菜類含鈣量

很豐富，不但沒有動物性蛋白增加鈣質流失、

高血脂肪的副作用，補充植物性食物的同時， 

也可攝取到鎂、維生素 B、葉酸，都是維持骨

骼健康需要的營養。但要特別注意的是，部分

植物性食物可能含有植酸、草酸，例如：菠菜

就含有大量的草酸，會抑制鈣的吸收，不是好

的鈣質來源。而原始豆類（黃豆、黑豆、紅豆、

綠豆）與生的堅果類，只要在食用前浸泡一夜，

或浸泡至發芽，其豆類本身的酵素將會釋放出

來使植酸分解，而提高鈣質的吸收率，也較容

易消化。 

【增加鈣質吸收的因素】 鈣質攝取充足，加上平時多運動，如健走、太極、武術、慢跑、負重運動

等，可 增加骨密度預防骨質疏鬆；並建議每天安排日曬時間，只要讓臉部、手、前臂部 分接受 15-20 

分鐘左右的陽光，就可以足夠 1 天所需的維生素 D。維生素 D 可促 進鈣質吸收，減少尿中鈣質流

失。另外，因鈣質容易在料理時溶解於酸性環境， 因此於料理時可使用醋、檸檬汁等入菜調味，也

可以提升飲食中鈣質吸收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