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2-3月高雄市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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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2/22、3/8、3/15、3/22、3/29 

日期 主食 主菜 副菜 青菜 湯品 水果/飲品 熱量 

2/11 (一) 白飯 照燒雞腿 麻婆豆腐 炒大陸妹 冬瓜蛤蠣湯 新鮮水果 797 

2/12 (二) 糙米飯 梅干扣肉 花燴黃瓜 炒菠菜 仙草愛玉冰  803 

2/13 (三) 白飯 咖哩雞肉 筍香肉包 - 紫菜蛋花湯 鮮乳 894 

2/14 (四) 地瓜飯 泰式檸檬魚 螞蟻上樹 有機蔬菜 榨菜肉絲湯 新鮮水果 787 

2/15 (五) 白飯 香菇素肉燥 番茄豆腐炒蛋 炒油菜 味噌蘿蔔湯  678 

2/18 (一) 白飯 豆腐乳燒雞 燴四色 炒青江菜 絲瓜豆簽湯 新鮮水果 742 

2/19 (二) 紫米飯 馬鈴薯燉肉 培根青椒 塔香海茸 紅豆湯圓  866 

2/20 (三) 熟麵條 肉燥湯 烤地瓜 1個/人 - 關東煮湯 鮮乳 853 

2/21 (四) 雜糧飯 三杯小卷 乾扁四季豆 有機蔬菜 蒜頭雞 新鮮水果 726 

2/22 (五) 白飯 羅漢齋 韓式炒白菜 炒尼龍白菜 四神湯  760 

2/23 (六) 白飯 蜜汁雞腿 大黃瓜燴魚丸 炒雙花菜 酸辣湯  729 

2/25 (一) 白飯 麻油雞 開陽白菜 炒油菜 紫菜蛋花湯 新鮮水果 740 

2/26 (二) 糙米飯 泡菜豬肉片 客家小炒 青蔥扁蒲 黑糖珍珠  900 

2/27 (三) 玉米雞茸粥 2桶 大亨堡 - - 100%果汁 804 

3/4 (一) 白飯 蒲燒鯛 炒什錦 炒小白菜 冬瓜湯 新鮮水果 783 

3/5 (二) 小米飯 香菇雞 西芹蟹肉 炒茼蒿 綠豆麥片湯  898 

3/6 (三) 熟麵條 義大利肉醬 餐包 1個/人 - 玉米濃湯 鮮乳 875 

3/7 (四) 薏仁飯 打拋豬 海帶三絲 有機蔬菜 番茄營養湯 新鮮水果 807 

3/8 (五) 白飯 三杯百頁豆腐 玉米炒蛋 炒高麗菜 當歸素羊肉湯  722 

3/11 (一) 白飯 炸起司豬排 西芹干片 薑絲絲瓜 海帶結湯 新鮮水果 753 

3/12 (二) 紫米飯 蜜汁雞 小黃瓜炒花枝 炒銀芽 芋頭西米露  796 

3/13 (三) 白飯 海鮮飯湯 2桶 大肉包 1個/人 - - 豆漿 900 

3/14 (四) 地瓜飯 京醬肉片 玉米燻雞 有機蔬菜 大頭菜湯 新鮮水果 776 

3/15 (五) 白飯 綜合滷味 咖哩洋芋 炒大陸妹 海芽蛋花湯 - 719 

3/18 (一) 白飯 瓜仔肉燥 三色雞丁 炒地瓜葉 豆薯湯 新鮮水果 840 

3/19 (二) 麥片飯 宮保雞丁 銀魚莧菜 木耳小白菜 綠豆粉條湯 - 870 

3/20 (三) 白飯 沙茶豬肉 餡餅 1個/人 - 味噌湯 鮮乳 863 

3/21 (四) 糙米飯 蔥油雞 百頁燒肉 有機蔬菜 金針肉絲湯 新鮮水果 788 

3/22 (五) 白飯 茄汁豆包 麻油素腰花 炒尼龍白菜 芙蓉湯 - 774 

3/25 (一) 白飯 泡菜豬肉片 丁香豆干 炒空心菜 絲瓜豆簽湯 新鮮水果 793 

3/26 (二) 糙米飯 栗子燒雞 韭菜花炒甜不辣 炒雙花菜 冬瓜檸檬茶 - 845 

3/27 (三) 烏龍麵 鍋燒麵湯 2桶 奶黃包 1個/人 - - 優酪乳 880 

3/28 (四) 紅豆飯 薑汁燒肉 玉米肉末 有機蔬菜 藥膳排骨湯 新鮮水果 780 

3/29 (五) 雜糧飯 三杯麵腸 番茄豆腐炒蛋 炒海帶根 枸杞冬瓜湯 - 638 



 食材大補「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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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期】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聽說紫色葡萄可以補血」、「多吃菠菜 就對了」、「應該攝取牛肉才對」，關於女性青春

期月經週期、產婦分娩時的血液流失，有許多以形補形的補鐵觀念，有人認為深紫色的食物

含鐵質較高，因而大力推紫色葡萄，也有人推薦菠菜、牛肉等食物，這些傳聞的真實性如何？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簡稱食藥署）特別邀請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林姿吟

營養師，提供正確的補鐵飲食法。 

    在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100 年修訂之第七版「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中，建議 

13至 50 歲的女性，每天應攝取 15mg 鐵質；而懷孕第三期開始至分娩後 2 個月的婦女，更

因為要提供胎兒鐵質、分娩失血、哺乳損失，需要增加鐵質攝取量至每天 45 毫克。 

    除了注意鐵質攝取量是否足夠，還要考慮鐵質的吸收率，鐵質含量豐富的食物（如下表）；

動物性來源的含鐵食物，較容易被人體吸收，優於植物性來源的含 鐵食物，鐵質含量豐富的

動物性來源，包括：牛肉、豬肉、羊肉、鵝腿肉、豬血 或鴨血及其製品、豬肝等，海鮮類的

文蛤、西施舌、九孔、小魚乾等含鐵量高，而雞蛋也含有豐富的鐵質，特別是蛋黃的含鐵量

高於蛋白。 

    臺灣素食人口眾多，由於植物性的鐵質吸收率較低，因此較葷食者容易缺乏鐵質，平日

飲食中更應注意補充含鐵量豐富的食物，如海菜海藻類：紫菜、紅毛苔、裙帶菜等、深綠色

蔬菜。在堅果類食物方面，如：黑芝麻、紅土花生、南瓜 子、葵瓜子等，含有較高的鐵質，

可每日補充 1 湯匙份量的堅果類。 

 
    要注意的是，在攝取含鐵量豐富的食物時，宜搭配富含維生素 C 的食物，可以增加鐵質

的吸收率，每餐飲食中攝取足夠的蔬菜、飯後水果補充，都是很好的維生素 C 補充方式。此

外，由於咖啡、茶飲中含有單寧酸，會和食物中的鐵結合，降低吸收率，應避免在餐後飲用。     

  在平日飲食中，注意均衡飲食，選擇含鐵量豐富的食物種類，每餐至少攝取半碗蔬菜，餐

後補充 1 個女性拳頭大小的水果，並且避免立即喝咖啡或茶飲，才能達到補鐵的功效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