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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鐵
新「煮」意
我很高興得到九龍中醫院聯網同事的邀

請，為這本烹飪書寫序。書內的好菜色是

由聯網同事精心設計的，大家在烹調時可

以領略到更多新「煮」意，齊來「吸鐵」。

相信大家都知道，每一天在醫院裡都有很

多病人需要接受輸血治療，才可以延續寶

貴生命。「夠鐵」能夠捐血，是自己一份

福氣，亦為病人和他們的家庭帶來一份生

命之禮。

大家多吃含高鐵質的食物，身體就能

「夠鐵」，隨時捐得有「營」，可以幫助

社會上更多有需要的人。我誠意推介這本

烹飪書，希望大家向親朋好友彼此分享從

食物中「吸鐵」的重要性。

陳肇始教授，JP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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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血有心人，除了健康和有火熱的愛心

外，在今天我會形容還要夠「鐵」！因為

在過去幾年，我常常遇上這情況—當感覺

健康良好，懷著愛心去捐血時，卻遇上因

血紅素不足而被暫緩捐血；相信捐血有心

人與我一樣都不是味道。

為改善捐血人士血紅素不夠「稱」的

情況，中心在幾年前已經開始做教育的工

作，更在 2017年推出捐得有「營」、從
「鐵」開始的大型宣傳，大家緊記不要「咖

啡、茶送飯」，因為這類飲品含有單寧酸，

會阻礙身體吸收鐵質。請大家亦多飲含豐

富維他命 C的飲品，可以幫助身體吸收鐵
質。其實，正常人體的總鐵質儲存量約為

3500毫克，當中 2300毫克儲存在紅血球
的血紅素內，雖然一般每人每天會流失 1
至 2毫克鐵質，但婦女的週期損失、懷孕
或其他生理原因會令需要增多，因此大家

應多注意飲食習慣，保持均衡的吸收，這

就會夠「鐵」。

最後，感謝九龍中醫院聯網護理總經

理廖綺華女士帶領團隊設計食譜和烹調菜

色，冀盼大家多吃含高鐵質的食物，就能

捐得有「營」並捐得更「型」去延續這份

拯救生命的精神。

盧志遠醫生
九龍中醫院聯網總監及

伊利沙伯醫院行政總監

人稱「捐血王」的退休警員李錦強先

生，七十年代開始捐血，至今捐血逾六百

次，屢創本港紀錄。李 Sir曾經受訪表示，
捐血前太太會幫他調理飲食，助他順利捐

血。資料顯示，不少捐血者曾經因為臨場

未符捐血要求，要暫緩捐血，其中血紅素

不足個案佔一成多，這實在是件可惜的

事！

現時捐血中心每日最少要 1100人捐血，
應付醫療需求，而這數字會隨著本港人口

老化，不斷上升。我們需要更多有心人捐

血，而且要幫助他們捐得有「營」。醫院

管理局九龍中聯網希望藉著出版這書，喚

起捐血者對自身健康體質的關注，也喚起

市民大眾對捐血救人的關注。

藉這個機會，我要多謝參與捐血的各位

有心人，我知道當中有些因著自身健康問

題，被迫暫時退出捐血行列，但每當聽到

捐血呼籲，仍是心裡火熱，恨不得可以參

與的。多謝你們，請將這份熱心向身邊人

傳開，讓更多人加入成為捐血者。祝願各

位身體健康，捐得有「營」！

李卓廣醫生
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

行政及醫務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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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質與貧血
鐵質是製造紅血球數的必要元素，缺乏

鐵質會減少體內的血紅素而形成缺鐵性貧

血。常見的症狀為容易疲倦、臉色蒼白、

抵抗力減弱、怕冷等。

缺鐵性貧血成因很多：女性月經量高、

飲食失衡、節食、素食、患出血性疾病或

營養吸收不良等人士容易患上缺鐵性貧

血。多次捐血人士如沒有持續進食含豐富

鐵質的食物，亦有可能引起體內鐵質下降

甚至不足。要預防缺鐵性貧血，最有效的

預防及治療方法是從日常飲食中攝取足夠

鐵質。

膳食鐵質分兩大類：血紅素鐵質 (Haem 
iron) 和非血紅素鐵質 (Non-haem iron)。動
物如紅肉、動物內臟尤其肝臟、魚類及海

產類等含豐富鐵質，而當中約有 40%是
血紅素鐵質。由於血紅素鐵質不受其他藥

物和食物影響，所以較容易吸收。植物如

全穀類、豆類、蔬菜、乾果、種子等含豐

富非血紅素鐵質，但需要在小腸中成為溶

解形式才能被吸收，因此容易受到其他營

養素及物質影響而減低吸收率。

每次知道想捐血的朋友不能成功捐血總

覺得很可惜。其中一個普遍的原因是因為

捐血人的血紅素偏低。

 
香港是一個飲食大都會，食物豐儉由

人，從沒想過有人會不夠鐵質，原來飲食

習慣是會影響鐵質的吸收。本書請來營養

師為大家介紹高鐵質的食物和適當的飲食

方法，還有護士㕑神為大家設計簡單高鐵

質食譜，希望大家能高高興興地透過適當

飲食而達至均衡營養，並開開心心地持續

恆常捐血，令更多人能受惠。

廖綺華
九龍中醫院聯網護理總經理及

伊利沙伯醫院護理總經理

鄭家燕
九龍中醫院聯網

營養部聯網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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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缺鐵由飲食開始
進食高鐵質的食物

由於來自肉類的血紅素鐵質較容易吸收，故建議選擇進食一些

高鐵質食品，例如肝臟、紅肉、家禽海產或貝殼類等。為配合均

衡飲食，每天應進食五至八兩瘦肉、禽類及魚類，當中有 1/3 - 
1/2為上列的高鐵質食品。

進食維他命 C，促進非血紅素鐵質吸收
全穀類、豆類、蔬菜、乾果、種子等則是植物中非血紅素鐵質

的最佳來源，進餐時配搭含豐富維他命C的蔬果能協助身體吸收。
須注意維他命 C容易溶解於水中及被強光熱力破壞，煮食蔬果時
應避免長時間浸洗或烹調。含豐富維他命 C的蔬菜有椰菜、蕃茄、
青紅椒及各色新鮮蔬菜等，而水果可以選擇番石榴、奇異果、橙、

士多啤梨或鮮果汁等。

減少進食妨礙鐵質吸收的食物

單寧酸 (Tannin)、植酸 (Phytate)、草酸 (Oxalate)及鈣質等營養素
會妨礙鐵質吸收。由於這些營養素會與非血紅素鐵質結合，以致

降低其溶解度而影響吸收。高單寧酸的食物包括茶、咖啡、葡萄

酒等，建議避免在餐前後兩小時飲用。植酸及草酸多存在於全穀

類、豆類、堅果及種子中，然而進食維他命 C能改善植酸抑制鐵
質吸收的效果。奶類製品、傳統豆腐、加鈣食品及鈣質補充劑也

會妨礙鐵質吸收，建議利用早餐、餐點點心或睡前來攝取所需要

的鈣質，午餐及晚餐則以攝取鐵質為主。

1

2

3

由於植物性食物均屬非血紅素鐵質，吸收率較低，所

以素食者往往需要進食更多的鐵質來減低貧血的機會。

但其實我們只需要注意飲食配搭和技巧，也能成為一位

至強高鐵素食者。

植酸和草酸多存在於蔬菜、全穀類、豆類和堅果類這

些高鐵質食物中，但透過食品加工技術，可減低植酸對

鐵質吸收的影響，例如製造全麥麵包過程中，植酸會因

發酵及烘焙而被水解；已泡水、催芽、發酵的豆類，因

植酸已被破壞，也能改善鐵質吸收。而添加維他命 C也
可以抑制穀類中植酸，從而提高鐵質吸收。

進食高鐵質食品，例如肝臟、紅肉、

家禽海產或貝殼類等

• 進食高鐵質含量的素食，例如豆類、
 全穀類種子堅果深色蔬菜等

• 餐前後進食含豐富維他命 C的水果

• 多進食已泡水催芽及發酵的豆類
• 避免與鈣質補充劑同時進食
• 避免用餐前後飲用葡萄酒、茶、咖啡等
 高單寧酸食物

做個高鐵素食者

高鐵飲食小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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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鐵量高的食物
肝臟

肝臟除了有很好的補血效果，也含有豐富的維他命 A及 D，但膽固醇
及普林含量偏高，建議每星期以食用 1次為上限。

豬紅

豬紅、鴨紅、雞紅等中含有大量動物性鐵質及蛋白質，對日常鐵質的

補充大有幫助。但豬紅等食材同時含有代謝廢物及易被污染，所以應注

意品質和來源地，亦不應過量食用，以免造成鐵中毒及影響其他礦物質

的吸收。

貝殼類

貝殼類包括蚌、蜆、鮑魚、扇貝等含大

量鐵質外，亦含豐富蛋白質、鈣質及微量元

素，而且脂肪少、熱量低，是一種上佳的食

材。唯在選購時應了解其來源及品質，並徹

底煮熟。 

全穀穀類早餐

全穀穀類早餐含豐富膳食纖維，而且添加

了豐富的維他命、鐵質和其他礦物質，是素

食者及容易營養不均衡人士的當然之選。購

買時應選擇較低糖的全穀穀類早餐，進食時

配合新鮮生果更能提高鐵質吸收。

紫菜

紫菜含豐富的鐵和維他命 B12，它們都是
造血所必需的營養素，而鐵質含量此一般蔬

菜高出數倍。紫菜的碘含量亦非常豐富，幾

乎是糧食和蔬菜的 100倍，將紫菜做成湯更
是味道鮮美。

黑芝麻

芝麻含有豐富的維他命 B群﹑維他命 E﹑
鐵﹑鎂﹑鉀﹑鋅等多種微量礦物質。而黑芝麻

的含鐵量遠高於白芝麻（每百克黑芝麻含鐵

24.5毫克；每百克白芝麻僅含鐵 8.4毫克），
也含有較多的粗纖維。雖然芝麻的脂肪較多，

但脂肪酸比例優良，反而有助控制血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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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石榴

番石榴應算是生果類中含最高維他命 C，
因每 100克已含 228.3毫克，是橙的 4倍、
奇異果的 2倍。

苦瓜

苦瓜的營養素在瓜類蔬菜中都是較高的，特別

是維他命 C的含量居瓜類之冠，有瓜中之王之
稱。以每 100克計算已含 120毫克維他命 C，
是製作蔬菜汁的上佳之選。

燈籠椒

燈籠椒的維他命 C含量在蔬菜界中應是
首屈一指。燈籠椒顏色鮮艷，有紅色、黃

色和綠色甚至橙色。各種顏色的燈籠椒的

營養相若，只是黃色和橙色比其他顏色的

燈籠椒含有逾雙倍的維他命 C，平均每個
含有 152毫克維他命 C，而黃椒就有 341
毫克之多。

目錄
主食

12 和風 •紫米牛肉飯糰
18 焗豬扒飯

中式

16 金菇牛肉卷

28 金針雲耳紅棗蒸雞

30 豉椒炒花甲

26 雪菜毛豆百頁

西式

24 香草忌廉靑口

32 小菠菜、炒燒烤磨菇、

 紅腰豆沙律

南亞

22 花生沙嗲牛肉串

早餐

34 煎餃

40 薯仔蕃茄牛肉湯通粉

42 香蕉黑芝麻豆漿

湯品

36 海帶豆腐蜆仔味噌湯 
38 大豆芽蕃茄豆腐豬膶瘦肉湯

飲品

52 Iron Man 鐵漢子
54 Iron Maiden 鐵娘子

甜品

48 桑寄生黑糖蜜蓮子蛋茶

50 腰果露

小食

46 果仁燕麥提子曲奇

44 沙甸魚 •吞拿魚 •
 鮮蝦牛油菓多士

含高維他命 C
的食物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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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亳
克

和風‧
紫米牛肉飯糰
和風紫米牛肉飯糰是一道又健康能補充鐵質的便當。紫米含抗氧化花

青素、而牛肉和黑木耳則含有豐富的鐵質，配上含豐富維他命 C的彩色
椒更有助人體吸收黑木耳中的非血鐵質。

白米 200克
紫米  50克
黑木耳絲 30克
甘荀絲 60克
生菜 4片
牛肉片 100克
蛋 2隻
紫菜 4片

材料 伴碟 調味料

生菜 2片
彩色椒 175克
黑白芝麻 5克
(已烘培 )

鹽 1/2茶匙
米酒 1茶匙
麻油 1茶匙
粟粉 1茶匙
胡椒 少許

醬油 1/2 茶匙
乾蔥頭 少許

壽司醋 30克

INGREDIENTS

200g white rice
50g black rice
30g dried black fungus
60g carrots  
4 leaves of lettuce 
100g sliced beef
2 eggs
4 sheets dried seaweed 

SIDE DISH

2 leave lettuce
175g bell peppers
5g sesame (roasted)

SEASONING

1/2 tsp salt
1 tsp wine
1 tsp sesame oil
1 tsp corn starch
little of pepper
0.5 tsp soy sauce
little of chopped shallots
30g sushi vinegar

份量

SE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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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平底鍋煎蛋備用
2 黑木耳絲、甘荀和彩色椒粒分別炒熟備用
3 牛肉片加入調味料 (鹽、麻油、粟粉、胡椒乾、蔥頭、醬油和米酒 )醃半小時，
然後快炒至轉色熟透備用

4 紫米用清水洗淨，少量熱水浸泡一小時後加入白米加水煮熟。
 加入壽司醋攪勻

5 先把一層保鮮紙放在底，然後放上一塊紫菜，再放上適量米飯
6  按著先後次序把以下食材續層加到飯團中 :
 生菜、甘荀絲、黑木耳絲、蛋塊、米飯

7  將紫菜的每個對角摺疊，利用保鮮紙協助下緊把飯糰包圍
8 把飯糰一分為二切開
9 加入生菜、彩色椒、黑白芝麻作為伴碟

METHOD

1 Whisk eggs and fry into cakes.
2 Black fungus, carrots, and bell peppers to fry separately and set aside
3 Beef marinade with salt, wine, sesame oil, corn starch, 
 pepper and soy sauce, shallots for half hour
4 Black rice soak with hot water for 1 hour after washed.
 Add white rice and cook till done
5 Put a sheet of seaweed on a cling wrap andput cooked rice on top and 

spread till even
6 Put on topping with lettuce, carrots, black fungus, eggs and layer of rice again
7 Fold the sheet of seaweed with the help of cling wrap and make into "onigiri"
8 Cut the "onigiri" into half
9 To serve with side dishes

做法

吃在我來說是人生最快
樂的事，救人則是最榮

幸的事。你可

曾想過原來吃得好可以
救人？

我很希望能捐血救人，
但曾因為血紅素不足而

未能捐血，

我認識一些曾往捐血的
朋友也遇到同樣問題。

其實我們可以從

日常飲食中吸收更多鐵
質以提高血紅素水平。

輸血服務中心聯

同醫管局九龍中聯網出
版這本食譜，介紹約 20款含豐富鐵質

的美食，既實用又富心
思。希望大家可以食得

健康，捐得有

「營」！

王迪詩
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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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亳
克

肥牛片可以在各超市或市場購買，已經

切成薄片非常方便，如果不愛牛肉，用上

豬肉片亦無不可。

金菇牛肉卷

肥牛 300克
金菇 100克

材料

調味醬汁

豉油 1湯匙
蠔油 1湯匙
糖 1湯匙
麻油 ½茶匙
清酒 /水 4湯匙
生粉 1茶匙
黑椒粉 適量

INGREDIENTS

300g thinly sliced beef   
100g golden mushroom

SEASONING

1 Tbsp soy sauce 
1 Tbsp oyster sauce
1 Tbsp sugar
1/2 tsp sesame oil
4 Tbsp sake or water
1 tsp corn starch
Little of black pepper 

METHOD

1 Defrost the beef slices. Clean up the 
golden mushroom and cut away the roots

2 Lay as slice of beef on plate, put a tidy 
bundle of mushroom and roll up

3 Heat up pan, add cooking oil and use 
medium heat. Put inside the beef roots 
with the seal up facing downward

4 Fry for about 3 minutes and turn the rolls 
in between, remove from fire and set 
aside

5 Use medium heat and cook the seasoning 
with a saucepan and simmer for 1-2 mins

6 Add sauce to beef rolls and cook for 
another 1 min

7 Garnish with roasted sesame or chopped 
spring onion then serve

1 肥牛解凍，金菇洗淨，切
去尾部

2 牛肉片放平，放上一小束
金菇，卷好

3. 燒熱鑊，落油，中火加熱
至油出白煙，小心放下牛

肉卷，收口向下

4 煎香 4面，合共最多約 3
分鐘，盛起備用

5 煎牛肉卷同時用另一小煲
中大火煮滾醬汁，約 1-2
分鐘

6 加入已煎好的牛肉卷，加
蓋用中小火焗煮 1分鐘，
熄火再焗 1分鐘上碟

7 上碟後可灑上芝麻 /蔥花

做法

份量

SE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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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亳
克

焗豬扒飯
濃濃的芝士香混和酸甜的味道，此菜式相當誘人。蕃茄內的維他命 C

有效幫助身體吸收鐵質，飯後不要喝咖啡或茶，來一杯菓汁更健康呢！

豬扒 4塊
急凍雜菜粒 100克
洋蔥 半個 
蕃茄 4個
雞蛋 2隻
帕馬臣芝士 30克
水牛芝士 100克
蕃茄醬 3湯匙
米飯 6碗    

材料 豬扒醃料

鹽 1 茶匙
生抽 2茶匙
糖 1/2茶匙
生粉 1茶匙

鹽 1茶匙
糖 2湯匙

INGREDIENTS

4 pork chop
100g mixed vegetables
(Frozen) 
1/2 onion
4 tomatoes 
2 eggs
30g Parmesan cheese
100g Mazzarello cheese 
3 Tbsp ketchup
6 bowls cooked rice

PORK CHOP 
MARINADE

1 tsp salt 
2 tsp soy sauce 
1/2 tsp sugar 
1 tsp corn starch 

FRIED RICE 
SEASONING

Salt 1 tsp
Sugar 2 Tbsp

炒飯調味

份量

SE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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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豬扒洗淨用刀背略拍鬆，切開邊緣以免煎後捲起，加入醃料醃一小時
2 雜豆解凍洗淨瀝乾
3 洋蔥切約一吋小塊
4 蕃茄去蒂及籽，其中兩個切一釐米小粒，另外兩個切件（約一開八）
5 雞蛋打勻，燒紅平底鑊煎成蛋皮，待涼切成約一釐米粒狀
6 用中火燒熱平底鑊，加油兩湯匙，放入豬扒煎至兩面金黃色，取出待用
7 預熱焗爐至 200 oC 
8 中火燒熱鑊，加油一湯匙，加入洋蔥炒至軟身，加入雜豆、白飯、蕃茄粒、
蕃茄醬、鹽及糖炒至熱透，約三分鐘

9 加入雞蛋粒，略為拌勻即可熄火，將炒飯移至焗盆中
10 飯面加上蕃茄件、帕馬臣芝士、豬扒，將水牛芝士撕碎放飯面
11 放飯入焗爐約 20分鐘至金黃色即可供食

METHOD

1 Tender pork chop and cut the edge to keep it flat after fried. Add seasoning and 
to marinade for one hour

2 Defrost frozen mixed vegetables and drained
3 Cut onion into slices
4 Cut 2 tomatoes into 1cm dices while another 2 cut into wedges
5 Whisk eggs and fry into sheets in a pan. Cut into 1 cm dices after cooled down
6 Use medium heat to heat up pan, add coiling oil 2 tbsp and fry pork chops till 

both sides golden brown and set aside
7 Preheat oven to 200 oC 
8 Add 1 Tbsp of cooking oil to pan and fry onion till soft and fragrance, add mixed 

vegetables, rice, tomato dices, ketchup salt and sugar and fry for 3 mins
9 Add egg dices and well mixed. Put in baking tray
10 Add tomato wedges, sprinkle parmesan cheese and put on Mazzarello cheese
11 Bake for 20 mins till golden and ready to serve

做法
大家想不到一個已身經百次捐血的恆常

捐血者，仍然會聽到「先生你今天不能捐

血，因為血紅素不達標！」可惜我不是經

歷一次，最高紀錄是連續兩個月超過七次不達標，而且維持了多年，怎

教人不沮喪呢 ?

為何不能捐血？原來問題是出於我的飲食及生活習慣，每天無咖啡不

歡及經常遲睡捱夜，加上一把年紀，身體的新陳代謝已不復當年！經過

輸血服務中心護士的提點，在捐血前一星期調整自己飲食及生活習慣，

包括早睡及有超過八小時以上的睡眠時間、停飲咖啡，改飲朱古力或果

汁、多飲豬膶水和多吃紅蘋果。經過以上小小的改變，我現已重回恆常

捐血者之行列！

大家好 ! 以前，當我前往捐血站捐血時，護士曾經向我解釋
，有很多捐

血人士跟我一樣，是很有心去捐血救人，但
往往因為不夠「鐵」，令血紅

素測試不合格，而被暫緩捐血。我以往經常
不能通過血紅素測試，是因為

睡眠不足、生活日夜顛倒和飲食不均衡。於
是，我拿起決心，調節生活規

律和注意飲食習慣，每餐吃多些紅肉，吸收
多些鐵質。現在，我的血紅素

水平已能夠維持在正常水平。

各位前來捐血的朋友，我誠意推薦這本書的
菜式，一齊增加鐵質吸收，

加上改善生活習慣，就能隨時作好充足準備，
捐血救人。

蔡榮基
捐血者

劉麗詩
捐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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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亳
克

充滿南亞風味的沙嗲配上米飯就是很好的主食，小朋友及靑年尢其喜

愛。牛肉本身含有豐富鐵質，加上含豐富維他命 C的青瓜片，更有利鐵
質吸收。

花生沙嗲牛肉串

安格斯牛肉粒 500克
印尼沙嗲 1包
青瓜片 10片
烤焗好花生 30克
青檸汁 20 毫升
椰糖 15克
印尼甜豉油 5毫升

材料 INGREDIENTS

500g Angus beef cubes 
1 pack Indonesian satay
10 slices Cucumbers
30g roasted peanuts
20ml lime juice
5g palm sugar  
5ml sweet soy sauce 

METHOD

1 Mix the satay sauce with 150ml hot water and stir well
2 Defrost and wash beef cubes
3 Add half of the satay sauce to beef and marinade for at least 2 hours
4 Another half of satay sauce add sweet soy sauce, lime juice, palm sugar and 

stir well
5 The bamboo sticks soaked in water, then make into barbecue beef sticks
6 Use medium heat and a frying pan, add cooking oil
7 Fry both sides of beef till cooked
8 Serve with cucumber slices and crushed roasted peanuts

1 沙嗲醬用 150亳升熱水開溶
2 牛肉粒解凍洗淨
3 一半沙嗲醬汁加入牛肉粒，醃上二小時以上
4 另一半沙嗲醬汁加入甜豉油，青檸汁及椰糖拌成汁
5 竹籤浸水，再串好牛肉粒
6 用中火，燒熱平底鑊入加油
7 煎牛肉串兩面至熟
8 牛肉串上碟，伴以青瓜片及沙醬汁，灑上花生碎

做法
份量

SE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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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亳
克

香草忌廉青口

份量

SERVES

青口是一種貝類海產，含有很高鐵質。在

高檔超市有活的法國藍青口，但是坊間亦有

一般急凍半殼青口售賣，讀者大可自行選擇，

各適其適，但是注意用已經熟的青口請略為

縮減烹煮的時間，以免過火變韌。

除了味道鮮美，營養豐富，這個菜跟意大

利麵或法國麵包也是絕配。 青口 500克
淡忌廉 150毫升
蕃茜 20克
洋蔥 半個

白酒 50毫升
牛油 10克

材料

METHOD

1 Clean up mussels and drain
2 Cut onion into 1 cm dices
3 Parsley washed and chopped
4 Use a deep pot and low heat, put in butter and fry onion till soft and fragrance
5 Add mussels and fry for 1 min, add white wine
6 Cover the lid and cook till the mussels opened
7 Add whipping cream and bring to boil
8 Pick on deep bowl, sprinkle parsley and ready to serve

1 青口洗擦乾淨，除去海藻，瀝乾
2 洋蔥洗淨切 1cm小粒
3 蕃茜洗凈切碎
4 用小火及深鍋，放入牛油、洋蔥炒至軟身
5 加入青口再炒一分鐘，加入白酒
6 加上蓋煮至青口微微開口
7 加入忌廉拌勻至青口煮沸及熟透
8 用深碟盛載，灑上蕃茜碎供食

做法

INGREDIENTS

500g mussels
150ml whipping cream 
20g parsley
1/2 onion
50ml white wine
10g bu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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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亳
克

補充鐵質不一定要大魚大肉。毛豆和百頁

質含鐵量都很高，價格相宜。這個菜式相對

輕怡，只要用上素上湯就是一個素菜，配合

飯、粥或麵條都相當不錯。可以煮成後經試

味再決定是否需要加鹽，因為雪菜在浸洗後

未必掌握到鹹度。

雪菜毛豆百頁

毛豆 300克
百頁 400克
雪菜 100克
紅辣椒 1隻（隨意）
梳打粉 1茶匙
（浸泡百頁用）

材料

上湯 50ml
水 50ml
糖 1/2茶匙

INGREDIENTS

300g young soy beans
400g bean curd sheets
100g preserved vegetables
1 chilli (optional)
1 tsp baking soda (soak bean curd sheets)

SEASONING

50ml stock
50ml water
1/2 tsp sugar

METHOD
1 Use warm water to soak the bean curd sheets with soda for about 30 mins
2 Wash the preserved vegetables under water for 30 mins, twist dried and 

chopped
3 Wash the bean curd sheets under water and cut into 0.5 cm strips
4 Boiled young soy beans for 5 mins and take out the beans inside, only use the 

beans but not the pods
5 Heat up wok, add cooking oil and add preserved vegetables, chilli and bead 

curd strips
6 Pour in stock and water a little at a time and cook for 3 mins. Add in soy beans 

to cook for another 2 mins
7 Can use corn starch water to thicken up as desired

1 用鍋注入溫水，加入梳打粉以浸泡百頁至軟（約 30分鐘）
2 雪菜於清水中反覆浸洗，需時約 30分鐘，攊乾水份再切成粒
3 百頁於水龍頭下沖洗，切成約 0.5 厘米粗條狀
4 毛豆於沸水煮 5分鐘，取出撕去豆莢，只取內裏的豆子
5 中火燒熱鑊，加入食油一湯匙，加入雪菜，辣椒，百頁略炒
6 分數次加入上湯和水，煮炒約 3分鐘，再加入毛豆煮 2分鐘
7 可以加入適量生粉水略為收汁

做法

調味

份量

SE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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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抽 1/2茶匙
糖 1/2茶匙
油 一茶匙

金針雲耳紅棗蒸雞
雖然是一般家常菜式，但是只要用心

烹調，味道和營養和一般速食大不相同。

在冬季，醃好的雞件也是㷛仔飯的上佳食

材，製法也相對簡單。在宴客的時候，只

要換上蒸籠及用上荷葉襯底，就是一道得

體別緻的菜式。 7 亳
克

鮮雞 1/2隻
紅棗 5粒
金針 20克
雲耳 20克

材料 金針雲耳醃料

生抽 1/2茶匙
糖 1/2茶匙
油 一茶匙

INGREDIENTS

1/2 fresh chicken
5 red dates   
20g dried lily flowers 
20g dried black fungus

SEASONING FOR
CHICKEN

1 tsp salt 
2 tsp light soy sauce 
1/2 tsp sugar
1 tsp wine   
2 tsp ginger juice   
1 tsp dark soy sauce  
1 tsp corn starch

SEASONING FOR 
LILY FLOWERS AND 
BLACK FUNGUS

1/2 tsp light soy sauce 
1/2 tsp sugar
1 tsp oil

鹽 1茶匙
生抽 2茶匙
糖 1/2茶匙
酒 1茶匙
薑汁 2茶匙
老抽 1茶匙
生粉 1茶匙

雞醃料 

METHOD

1 Wash chicken and chop into pieces
2 Add seasoning to marinade the chicken 

for at least 4 hours
3 Soak the dried Lily flowers and black 

fungus in hot water till soft
4 Cut away the hard parts of black fungus 

and cut in small pieces
5 Marinade the black fungus with seasoning
6 Red dates rinse in hot water and remove 

the stones. Cut in halves
7 Mix chicken with lily flowers, black fungus 

and red dates and then put in dish
8 Steam for 12 mins. Add spring onion or 

parsley to garnish as desired

1 鮮雞洗淨切件，抹乾水份
2 雞件加入雞醃料醃 4小時
3 金針雲耳浸熱水至軟身
4 雲耳剪去硬蒂，略剪為小
片

5 金針雲耳加生抽、糖、油
拌勻

6 紅棗略浸熱水，切半去核
7 雞件混合金針雲耳及紅棗
放蒸碟

8 鍋內放水及蒸架，水燒沸
後蒸雞 12分鐘，可隨喜
好放上芫茜或葱花作裝飾

做法

份量

SE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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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亳
克

花甲為貽貝類海產，含有豐富鐵質 , 菜市場海鮮店普遍有售。買到後可
以放在一盆濃鹽水中待其吐沙，但是於烹調前要用清水洗淨，以免過鹹。

如果購買的花甲不確定有沒有沙，另一做法是清洗後放入開水略煮至

微微開口，然後撈起再炒，這樣就一定零失敗。
豉椒炒花甲

花甲 600克
洋蔥 1/4個
燈籠椒紅綠 各 1/2個
指天椒 適量

豆豉 1湯匙
蒜頭 1粒
乾葱頭 2粒
食油 1湯匙

材料

𧐢油 2茶匙
糖 1/2茶匙

INGREDIENTS

600g clams
1/4 onion
1/2 bell pepper (red and green)
1 chilli(optional)
1 Tbsp preserved black beans 
1 garlic
2 shallots
1 Tbsp cooking oil

SEASONING

2 Tbsp oyster sauce
1/2 tsp sugar

METHOD

1 Wash clams and drain
2 Soak black beans in water for 10 mins
3 Onion cut into small pieces
4 Chop shallots and garlic
5 Cut bell peppers into small pieces
6 Cut chilli into small pieces after 

deseed
7 Heat up wok and add cooking 

oil with medium heat. Add garlic, 
shallot, black beans, onion and chilli 
Fry for about 1 min till fragrance

8 Add bell peppers and clams, fry till 
clams opened and cooked

9 Add oyster sauce and sugar then 
ready to serve

1 花甲用清水洗乾淨，瀝乾水份
2 豆豉清水浸 10分鐘，掠乾
3 洋蔥去外皮切小塊
4 乾蔥，蒜頭洗淨去皮切粒
5 燈籠椒洗淨去蒂及籽，切成小塊
6 指天椒洗淨去蒂去籽，切小粒
7 燒熱鑊，加入食油，按次放入蒜
蓉、乾蔥、豆鼓、洋蔥、指天椒

炒至香味滲出（約一分鐘）

8 加入燈籠椒及花甲，
 炒至花甲張開

9 𧐢油及糖加入花甲內略煮即可

做法

調味

份量

SERVES



32 33

3.2亳
克

這是非常輕怡的西式素菜，亦可

以自由搭配各種沙律材料，另外吃葷的

亦可加入烚蛋、雞肉。此外如果加入鷹嘴豆，

鐵質含量將更加高。只是罐頭豆類通常過鹽份過

高，應在食用前先用冷開水清洗。

小菠菜
炒燒烤磨菇
紅腰豆沙律

小菠 菜 300克
食油 10毫升
燒烤磨菇 100克
已熟紅腰豆 200克
車厘茄 10粒

材料

初榨橄欖油 50毫升
意大利黑醋 20毫升
蒜頭 二瓣

鹽 1/2茶匙
糖 1/2茶匙
黑胡椒碎 少許

INGREDIENTS

300g baby spinach
10ml cooking oil
100g portobello
200g cooked red kidney bean
10 cherry tomatoes

SEASONING

50ml extra virgin olive oil
20ml balsamic vinegar
2 cloves of garlic (chopped)
1/2 tsp salt
1/2 tsp sugar
black pepper a little

METHOD

1 Wash baby spinach and drained
2 Portobello wipe clean with kitchen 

paper and cut into slices
3 Cheery tomatoes wash clean and cut 

into half
4 Red kidney beans rinse with cold 

water and drained
5 Use medium heat, add oil to pan and 

fry portobello for 5 mins 
6 Baby spinach, mushroom, cherry 

tomatoes mix together
7 Mix the salad dressing and put on top 

on salad

1 小菠菜洗淨，掠乾水
2 燒烤磨菇用廚房用紙拭抹乾淨，
切片

3 車厘茄洗淨切半
4 紅腰豆倒去水份，再用冷開水
 清洗，再瀝乾

5. 中火燒熱鑊，加入橄欖油，
 加入燒烤磨菇片炒 5分鐘，
 盛起待涼後用

6 小菠菜、蘑菇、車厘茄和
 紅腰豆混合

7 沙律汁材料混和，澆在沙律上
 即可供食

做法

沙律汁

份量

SE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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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亳
克

煎餃

免治半肥瘦豬肉 300克
黑木耳 40克
圓餃子皮 400克

材料 INGREDIENTS

300g minced half fat and half lean pork
40g dried black fungus
400g round shaped dumpling wrapping

METHOD

1 Soak dried black fungus till soft, trim away 
hard parts and cut in fine shreds

2 Minced pork mix with black fungus and 
mix with seasoning

3 Put the mixture in fridge for an hour
4 Take out mixture and wrap into dumplings 

with the wrappers
5 Heat up pan use medium heat and add
 2 Tbsp of cooking oil
6 Put in dumplings with bottom downwards, 

fry till the bottom golden brown
7 Add water to 1/3 height of the dumplings. 

Shift to low heat and cover the lid.  
8 Simmer till water almost dried up. Open 

the lid and fry till the dumplings crispy
9 Pick up and ready to serve with black 

vinegar and shredded ginger

1 黑木耳熱水浸泡至軟身後瀝
乾，剪去硬蒂再切成幼絲

2 豬肉加入黑木耳、調味料拌勻
3 以上餃子饀放在雪櫃約一小時
4 取出餡料包成餃子
5 開中火燒熱平底鑊，加入油二
湯匙

6 放入餃子，底部向鑊，中文煎
至餃子片現金黃色及香脆

7 加入清水淹到餃子 1/3高度，
轉小火及蓋上鍋蓋

8 至水差不多乾透，開蓋繼續
 煎至餃子皮回復香脆

9 盛起供食，可以配上香醋及
 薑絲

做法

份量

SERVES

煎餃子可以作為日常主食，也是早餐或是

日常點心的好選擇。餃子只要在餘暇時包好，

洒上生粉，蓋上廚房用紙，密封後放在冰格，

便隨時可以應用。如果不喜歡煎的方法，也

可以放湯，甚至吃火鍋時，也可以用得著呢！

鹽 1茶匙
生抽 2茶匙
雞粉 1/2茶匙
生粉 1茶匙

調味 SEASONING

1 tsp salt
2 tsp light soy sauce
1/2 chicken powder
1 tsp corn st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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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亳
克

這是無油，鮮美又健康的湯品，煮製也不花時間，夏天配合冷烏冬或

蕎麥麵輕怡又健康。唯小心味噌鹽份過高，所以要小心份量。 海帶豆腐
蜆仔味噌湯

軟豆腐 (切粒 ) 1塊
乾昆布 20克            
味噌 40克
鰹魚片 10克
清水 1公升
本菇 30克
蜆仔 200克

材料 INGREDIENTS

1 soft bean curd (cut in dices)

20g dried bamboo seaweed
40g miso
10g dried bonito shavings
1 litre water
30g Marmoreal mushroom
200g small clams 

METHOD

1 Wash the clams and drained
2 Put dried bamboo seaweed into
 1 litre of water in a pot, use low heat 

to boil for 15 min without cover the 
lid and then take out the seaweed

3 Shift to medium heat, then add the 
dried bonito shavings. Boil for3 more 
min with low heat. Turn off and let it 
rest for 3 mins

4 Filter and collect the stock
5 Put in Marmoreal mushroom and 

bean curd dices. Boil for 8 mins
6 Add miso to soup and mix well
7 Add clams and cook the clams 

opened and cooked
8 Ready to serve and can add 

chopped spring onion to garnish

1 蜆用清水洗淨去沙
2 昆布放入 1公升的清水中浸 15
分鐘，然後不要蓋鍋蓋，用最

小火煮 15分鐘，不要使其沸
騰，拿出昆布

3 改用中火讓湯稍微沸騰後放入
鰹魚片後再用最小火煮3分鐘。
熄火靜置 3分鐘

4 過濾柴魚片湯汁
5 豆腐粒本菇一起放入高湯內煮
 8分鐘
6 把味噌放入湯中，用筷子放入
攪拌

7 加入蜆仔煮至蜆張開至熟
8 可隨喜好適量加上葱花

做法

份量

SE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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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芽 300克 
豆腐 1塊
蕃茄 1個
豬膶 100克
瘦肉 100克
薑片 10克
清水 2公升

材料 INGREDIENTS

300g bean sprout
1 bean curd
1 tomato
100g pork liver
100g lean pork
10g ginger slices
2 litre water

METHOD

1 Wash pork liver and lean pork and 
cut into slices

2 Add seasoning and marinade for 
 1 hour
3 Wash bean sprouts
4 Wash tomatoes, cut into 6 wedges
5 Rinse bean curd, cut into 6 pieces
6 A pot fill with 2 litres of water, add 

ginger slices and bring to boil
7 Add bean curd, bean sprouts and 

tomatoes, boil for 10 mins
8 Add pork liver and lean port, boil for 

another 10 mins
9 Add salt to taste and ready to serve

1 豬膶、瘦肉洗淨切片
2 以上加入醃料拌勻，醃 1小時
3 洗淨及摘好大豆芽
4 蕃茄洗淨，每個切為 6塊
5 豆腐略為沖水，切為 6塊
6 用湯鍋放入清水 2公升，
 加入薑片煮至沸

7 加入豆腐、豆芽及蕃茄，
 煮 10分鐘
8 加入豬膶及瘦肉煮 10分鐘
9 加鹽調味，即可享用

做法

7.4亳
克

大豆芽
蕃茄豆腐
豬膶瘦肉湯

份量

SERVES

雖然不是什麼名貴食材，但是

煮成後非常鮮美，其中的豆腐芽菜可

以撈起佐饍，不要浪費。

鹽  1茶匙
生抽  1茶匙
古月粉 少許

油 1茶匙
粟粉  1茶匙

醃料 INGREDIENTS

1 tsp salt
1 tsp soy sauce
pinch of pepper
1 tsp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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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REDIENTS

100g dried macaroni
100g minced beef
2 tomatoes
2 potatoes
1 carrot
750ml chicken broth
1.75 litres of water
2 slices ginger

薯仔蕃茄
牛肉湯通粉

份量

SERVES

4.3亳
克

乾通心粉 100克
免治牛肉 300克
蕃茄 2個
薯仔 2個
甘荀 1條
雞湯 750毫升
水 1.75公升
薑片 2片

材料 INGREDIENTS

100g dried macaroni
300g minced beef
2 tomatoes
2 potatoes
1 carrot
750ml chicken broth
1.75 litres of water
2 slices ginger

METHOD

1 Minced beef mix well with seasoning and 
2 Tbsp of water

2 Carrots, potatoes and tomatoes peeled 
and cut into 1 cm dices

3 Use 1.5 litre of water, bring to boil and 
cook the macaroni till soft (about 7 min, or 
according to manufacturer's suggestion). 
Drain and set aside

4 Mix chicken broth with 250ml of water 
and make up to 1 litre. Add ginger slices 
and bring to boil

5 Add potatoes, carrots and cook for 10 
min till soft. Add tomatoes and cook for 
another 3-5 min 

6 Add minced beef and then cook for 
another 4 mins

7 Add macaroni and add salt to taste

1 免治牛肉加入醃料，泮入
清水 2湯匙

2 薯仔、甘荀、蕃茄去皮，
洗淨切 1厘米小粒

3 清水 1.5公升煮沸，放入
乾通粉煮至軟（約 7分鐘
或按照包裝上指示，撈起

瀝乾

4 雞湯加入清水 250ml至 1
公升，放入薑片，煮沸。

5 加入薯仔、甘荀、煮 10分
鐘至軟身，再加入蕃茄粒

再煮 3-5分鐘
6 加入免治牛肉再煮 4分鐘
7 加入已煮好的通粉，適量
鹽調味，即可供食

做法

生抽 1茶匙
鹽 1茶匙
油 1茶匙
胡椒粉 少許

粟粉 1 茶匙

醃料 INGREDIENTS

1 tsp light soy sauce
1 tsp salt
1 tsp oil
Little of pepper
1 tsp corn starch

這些材料隨手可買到，煮法簡易、價

錢大衆化。它即可作為簡便主食，亦可

作為早餐，營養及味道卻是一等一，嗜

辣者可以加入適量 tabasco，味道更加
鮮活，令人胃口大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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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材料都含豐富鐵質，低脂又高纖，

而且攪拌後非常美味可口，作為健康早餐

為美好的一天為自己打打氣實在不錯，在

口味上可以選擇無糖豆漿，又或加入蜜糖，

甜度可以自行調整。不喜歡冷飲者，可以

省略冰塊，用室溫豆漿便可以。
5.3亳

克

香蕉黑芝麻豆漿

份量

SERVES

熟香蕉 1隻
無糖豆漿 250毫升
黑芝麻 1湯匙
蜜糖 1湯匙
冰塊 3塊
（不喜冷飲者可以省略）

材料

METHOD

1 Peel banana and cut into slices
2 Put soy milk and roasted sesame, banana into blender.
 Add honey and add ice as desired
3 Add ice cubes as desired
4 Use medium speed and blend for 3 mins and ready to serve

1 香蕉去皮切片
2 無糖豆漿放入攪拌器，加入芝麻，香蕉片，蜜糖
3 加入少量冰塊 (不喜冷飲者可以省略 )

4 中速攪拌 3分鐘即可飲用

做法

INGREDIENTS

1 ripe banana
250 ml sugarless soy milk
1 Tbsp black sesame
1 Tbsp honey
3 ice cubes (op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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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甸魚‧吞拿魚 ‧
鮮蝦牛油菓多士
沙甸魚在各超市都有售，有不同味道，以葡萄牙出品至為有名，在家

中長備數罐，於需要時便大派用場了。以上數款都很好的餐前或派對小

食，賣相大方得體，味道和營養亦非常好。

4.3亳
克METHOD

1 Wash the salad vegetables and drained
2 Open the canned sardine and take out the fish. 
 Take out tuna fish and drained
3 Shrimps defrost and clean up
4 Boil water and add in a Tbsp of lemon juice. Boil the shrimps for about 4 mins 

till cooked
5 Remove the head, tail, and shell of the shrimp. Drain and set aside
6 Peel and deseed the avocado. Sliced and smashed. Add a little of salt and 

black pepper to taste
7 Trimmed the bread and cut each into 4 (about 6 cm squares)
8 Preheat 180 oC, put bread into ovens and toasted for about 3 minutes till 

crispy
9 Some toast spread on avocado, vegetables and shrimps
10 Some toast put on vegetables and sardine
11 The rest of the toast put on sliced cucumber and tuna fish. 
 Garnish with chopped parsley and ready to serve

1 沙律菜洗淨攊乾
2. 開沙甸魚罐頭，小心取出魚件，吞拿魚倒去水份，加入牛油、蛋黃醬拌勻
3 蝦解凍洗淨，去腸
4 煮好一鍋沸水，放入一湯匙檸檬汁，放入蝦煮至熟（約 4分鐘）
5 蝦瀝水去頭、殼（留尾）放涼及抹乾
6 牛油菓去皮去核，切片再搓爛，加入少許鹽及黑胡椒碎拌勻
7 方包修飾四邊，再切為四片（約 6厘米方塊）
8 預熱焗爐 180 oC 面包放入焗爐略烤至脆，約 3分鐘
9 部分多士塗抹牛油菓蓉，再放上沙律菜及鮮蝦
10 部分多士放沙律菜，放上沙甸魚
11 其餘可以放蕃茄片，再於上面放沙甸魚，最後以碎蕃茜裝飾

做法

份量

SERVES

沙甸魚 1罐
鹽水浸吞拿魚 一罐
面包 8片
沙律菜 60克

材料

INGREDIENTS

1 canned sardine
1 canned tuna in brine
8 slices bread
60g salad vegetables

蕃茄片 60克
蕃茜 10克
蝦 100g克

60g sliced tomatoes
10g chopped parsley
100g shrimps

牛油菓 1個
軟化牛油 10克
蛋黃醬 20克

1 avocado
10g soften butter
20g mayonna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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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亳
克

果仁燕麥提子曲奇
曲奇出爐後要徹底放涼，然後可以存放在密封罐子裏達兩星期。當中

碧根果仁可以換成杏仁、核桃，甚至可以加烘焙巧克力粒以代提子乾，

作出變化。提子乾浸蘭姆酒可以令提子回復柔軟，增加香味，沒有的話

可以用清水代替。至於加入食鹽，是因為可以提升甜點的層次和味道得

到平衡。購買時請留意需要原片大燕麥片，可別買錯了快熟麥片啊。

份量

SERVES

原片大燕麥片 270克
自發粉 250克
黑提子乾 100克
碧根菓仁 80克
牛油 180克
雞蛋 2只
鹽 1茶匙
黑蔗糖 170克
蘭姆酒 100毫升
香草精華 1茶匙

材料 INGREDIENTS

270g original big oats
250g self raising flour
100g black raisin
80g pecan nuts
180g butter
2 eggs
1 tsp salt
170g muscovado
100ml rum
1 tsp vanila extract

METHOD

1 Butter and eggs return to room 
temperature

2 Pecan nuts roasted in oven with
 120 oC or 15 mins and set aside
3 Raisins soaked in rum for 20 mins 

then dried with kitchen towel
4 Beat the muscovado and butter till 

pale and smooth, about 4 mins
5 Add one egg and beat thoroughly 

for about 2 mins
6 Add another egg and beat for 

another 2 mins
7 Add self raising flour, oats, salt and 

mixed with spatula till combined
8 Add pecan nuts and raisins and mix
9 Preheat oven to 190 oC .
10 Shape the cookies and put on 

baking paper
11 There should be some space 

between each cookie because they 
will expand after baking

12 Put in middle level of oven and bake 
for 19-22 mins till golden brown

1 牛油、雞蛋置放室內至回復室温
2 碧根果仁先用焗爐烘烤至香，約

120 oC  烘 15 分鐘待用
3 提子乾用蘭姆酒浸泡 20分鐘，
 取出用廚紙抹乾

4 用打蛋器先將牛油、糖打勻，
 約需 4分鐘
5 先加入一隻雞蛋，打至混合，
 約需 2分鐘
6 再加入另一隻雞蛋，再打 2分鐘
7 加入自發粉、麥片、鹽，
 用拌勺混和

8 加入果仁、提子乾，略拌至混合
即可

9 預熱焗爐 190 oC
10 取出混合物做成小丸形狀，約高
爾夫球大小，再略壓成餅形，排

放於牛油紙上

11 餅間留有少許空間，因曲奇在烘
焙時會稍微膨脹

12 放入焗爐中央位置烤 19-22分鐘
至金黃色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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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亳
克

黑糖蜜（molasses）是將甘蔗或甜菜製成
食糖的加工過程中的副產品，一般是棕黑色

黏稠液體。濃縮榨汁在分離出白糖後餘下的

都是糖蜜，因此含有比白糖豐富的營養物質。

桑寄生
黑糖蜜蓮子蛋茶

桑寄生 40克     
蓮子 20克 
紅棗 10克 (去核 )
桂圓 5克 
雞蛋 4隻
黑糖蜜 88克 (4 Tbsp)
清水 2.5公升

材料 INGREDIENTS

40g dried Taxillus chinensis
20g lotus seed
10g red dates (deseed)
5g dried longan
4 eggs
88g (4 Tbsp) blackstrap molasses
2.5 litre water

METHOD

1 Use 1 litre of water to boil the eggs till cooked (about 12 mins). Soak in cold 
water then remove the shells.

2 Rinse dried Taxillus chinensis and put in small paper bags
3 Use 1.5 litre water to boil red dates, lotus seeds and longan for about 10 mins
4 Add the eggs and boil for another 1 hour with low heat
5 Add blackstrap molasses to taste and ready to serve

1 用 1公升凍水烚好雞蛋 (約 12分鐘 )。撈起再浸入冷水 20分鐘再去殼
2 桑寄生冲洗後用魚袋或小茶葉袋盛好
3 水 1.5公升加入紅棗、蓮子及桂圓肉，中小火煮 10分鐘
4 加入剝殼雞蛋，再小火煲 1小時
5 取出桑寄生，加入黑糖蜜拌勻即可供食

做法

份量

SE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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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亳
克

炸腰果時掌握時間及火候很重

要，必須慢火及不停轉動腰果，若

時間不夠，腰果色澤不漂亮，且不

能帶出香味，但若時間 過久，煮出
來的腰果露會帶有膉味。不喜歡油

炸的，可以將腰果放在 150 oC烤
箱內烘焗 25分鐘取代此步驟。

腰果露

腰果 150克
米 2湯匙 
冰糖 100克
水 7杯

材料 INGREDIENTS

150g cashew
2 Tbsp rice
100g rock sugar
7 cups water

METHOD

1 Wash cashew and drain till dry. Add oil to wok and deep fry the cashew till 
golden brown. Drain and set aside

2 Put cashew, 3 cups of water, and rice in a blender and blend till smooth
3 In a pot, add 4 cups of water and rock sugar, add the blended cashew 
4 Use low heat and cook till boiled and sugar dissolved

1 腰果洗淨，吸乾水分。鍋內下油，放入腰果炸至金黃，撈起隔油，備用
2 攪拌機內放入腰果、米、水 3杯，磨成幼滑糊狀
3 鍋內放水 4杯及冰糖調味，混和已磨腰果糊
4 慢火煮熱即成美味可口的腰果露

做法份量

SE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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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漢子
IRON MAN

青提子 5粒
奇異果 1個
蘋果 1/4個
蜜糖 1湯匙
石榴 1/2個
冰 3粒

材料

METHOD

1 Wash grapes
2 Peel kiwi and sliced
3 Peel apple and slice
4 Wash guava and cut in small pieces
5 Put all of the above in blender together with ice cubes and honey
6 Use medium speed to blend for 3 mins then ready to serve

1 提子洗淨
2 奇異果去皮切片
3 蘋果去皮切片
4 石榴洗淨切小件
5 以上材料放入攪拌機，加入冰塊及蜜糖
6. 中速攪拌 3分鐘即可飲用

做法

INGREDIENTS

5 green grapes
1 kiwi
1/4 apple
1 Tbsp honey
1/2 guava
3 ice cubes

份量

SERVES

除了以上水果，亦可按個人喜好加入其他水果。蜜糖

亦可自行按口味調整，要好好吸收鐵質，維他命 C亦相
當重要！要當上「鐵人」，一定要注意減少茶、咖啡的

攝入，改為飲菓汁吧！

136亳
克

每份含維他命C每份含維他命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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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娘子
IRON MAIDEN

甘筍 1/3個
蘋果 1/2個
紅菜頭 1/2個
蜜糖 1湯匙
鮮橙汁 100毫升
冰塊 3塊

材料

METHOD

1 Peel the carrot and cut into slices
2 Apple peeled and cored. Cut into slices
3 Beetroot peeled and sliced
4 Put all of the above inside the blender, add in orange juice, honey and ice 

cubes
5 Use medium speed to blend for 3 mins and ready to serve

1 甘筍去皮洗淨切片
2 蘋果去皮去芯，洗淨切片
3 紅菜頭去皮切片
4 以上材料放入攪拌機，加入橙汁、蜜糖及冰塊
5 中速攪拌 3分鐘即可飲用

做法

INGREDIENTS

1/3 carrot
1/2 apple
1/2 beetroot
1 Tbsp honey
100ml fresh orange juice
3 ice cubes

紅色的「 鐵娘子」實在漂亮，加上前頁的「iron man」就是很好的派
對飲料，有益健康又幫助吸收鐵質！如果在盛夏，水果可以先放在冰箱

冷藏再放入攪拌機，製成沙冰，實在消暑又解渴。

份量

SERVES

117 亳
克

每份含維他命C每份含維他命C



56

高鐵質飲食
鐵質含量 (毫克 ) 鐵質含量 (毫克 )

肉類 魚類及海產類

牛肉 (熟 ) 4.1 八爪魚 (熟 ) 9.5

羊肉 (熟 ) 2.7 蠔 (熟 ) 8.1

豬肉 (熟 ) 1.8 青口 (熟 ) 6.7

雞肉 (熟 ) 1.2 蜆 (熟 ) 2.8

罐頭水浸吞拿魚 1.5

堅果及種子類 豆類

芝麻 14.6 黃豆 (熟 ) 5.1

葵花子 6.8 扁豆 (熟 ) 3.3

腰果 6 紅腰豆 (熟 ) 2.9

開心果 4 雞心豆 (熟 ) 2.9

杏仁 3.7 紅豆 (熟 ) 2

合桃 2.9 綠豆 (熟 ) 1.8

花生 1.6 硬豆腐 2.7

水果類 蔬菜類

杞子乾 6.8 木耳 (熟 ) 5.5

杏甫乾 2.7 菠菜 (熟 ) 3.6

提子乾 2.6 莧菜 (熟 ) 2.3

紅菜頭 (熟 ) 1.8

100克食物
鐵質含量 (毫克 )

Referenc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National Nutrient Database for Standard References 
(Release 28, released September 2015)
根據香港食物安全中心，一般成年男士每天鐵質的攝取量應不少於 11.4毫克，成年女士不少於 24.5毫克。

製 作 團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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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綺華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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