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熱量

醣類 蛋白質 蔬菜 水果 油脂 乳品
(仟卡)

香酥素魚排 香菇白菜滷 青菜 日式嫩芽湯
黃金魚排 香菇.大白菜.紅蘿蔔.木耳 當季時蔬 海帶芽.板豆腐.

糙米飯 酸菜拌素肚 紅燒凍豆腐 青菜 燒仙草
蔬食日 酸菜.素肚 海帶結.凍豆腐.紅蘿蔔 當季時蔬 仙草汁.QQ.大豆.綠豆

甜椒鮮菇腰花 鮮瓜百匯 青菜 番茄鮮蔬湯
高麗菜.素腰花.甜椒.鮮菇 鮮瓜.紅蘿蔔.生木耳 當季時蔬 番茄.鮮蔬.鮮菇

洋芋素醬 鮮菇花椰 青菜 結頭素羊湯
咖哩.馬鈴薯.碎干丁.紅蘿蔔 青花菜,生木耳.鮮菇 當季時蔬 結頭菜.素羊肉

酸菜素魷 黃瓜油腐 青菜 玉米海結湯
素魷魚.酸菜.木耳 小黃瓜.紅蘿蔔.油腐 當季時蔬 玉米截.海帶結

糙米飯 香菇麵筋 螞蟻上樹 青菜 紅豆紫米湯
蔬食日 麵筋.花生.鮮菇 木耳.冬粉.高麗菜.紅蘿蔔 當季時蔬 紅豆.紫米.二砂

義式麵腸 甘藍蜜鵝 青菜 冬瓜排骨湯
紅蘿蔔.馬玲薯.麵腸.香料 鮮蔬.素蜜鵝.黑木耳 當季時蔬 冬瓜.素排骨

紅燒麵輪 塔香海根 青菜 芙蓉筍絲羹
白蘿蔔.麵輪 九層塔.紅蘿蔔.海根 當季時蔬 大白菜.筍絲.木耳

素蠔蒸豆腐 酸菜豆末 青菜 日式味噌湯
素蠔油.豆腐. 酸菜.小干丁.菜圃.紅蘿蔔 當季時蔬 紅.白蘿蔔.海帶芽.味噌.麻油

糙米飯 袖珍炒木耳 紅燒豆結 青菜 銀耳QQ湯
蔬食日 袖珍菇.木耳.麵皮絲 豆皮結.白蘿蔔.紅蘿蔔 當季時蔬 銀耳.QQ.二砂

地瓜百頁 白卜素羹 青菜 腐絲鮮瓜湯
地瓜.百頁 白蘿蔔.素羹 當季時蔬 鮮瓜.豆包絲

咖哩素醬 鮑菇鮮蔬 青菜 素肉骨茶湯
素肉醬.馬鈴薯.紅蘿蔔 大白菜.鮮菇.角螺.木耳 當季時蔬 白蘿蔔.素排骨丁.肉骨茶包

鮮奶
(載熙)

回鍋素排 干絲三色 青菜 金菇鮮筍湯
高麗菜.素排骨.豆瓣醬 海帶絲.紅蘿蔔.白干絲 當季時蔬 金針菇.筍片.木耳

糙米飯 鹽酥豆腐 田園蔬菜 青菜 綠豆珍珠湯
蔬食日 百頁.1/4干丁.椒鹽粉 馬鈴薯.紅蘿蔔.青花菜 當季時蔬 綠豆.珍珠.=二砂

梅干素鴨 熱炒三色 青菜 白卜鮮排湯
梅乾菜.素鴨.筍干 小黃瓜.玉米粒.三色丁 當季時蔬 白蘿蔔.素排骨

醬燒素排骨 芹香干片 青菜 沙茶芙蓉羹湯
素排骨.青椒.玉米截 豆干片.芹菜.紅蘿蔔 當季時蔬 筍絲.木耳.素羹

素蚵嗲 銀蘿油腐 青菜 榨菜粉絲湯
素蚵嗲 白蘿蔔.紅蘿蔔.油豆腐 當季時蔬 榨菜.粉絲

1.8

水果

筆尖麵.馬鈴薯.紅蘿蔔.素干丁.茄汁 當季時蔬  高麗菜.鮮菇.馬鈴薯.紅蘿蔔

29 三 茄汁筆尖麵+青菜+奶香蔬菜濃湯 5 2.1 1.5

蕓慶企業有限公司  營養師林姿妤 製
載熙國小  營養師周幸玉  

1.7 1 1.6 689

從維生素的角度來看，地瓜是極佳的維生素Ａ來源！每100公克含1520RE的維生素Ａ，是同量番茄的18倍，想要補充維生素Ａ者很好的食物選擇。雖然每100公克也含13毫克維

生素Ｃ，但因維生素C會溶於水，對光熱（溫度）很不穩定，而地瓜一定要經過烹調才能食用，故地瓜並非好的維生素Ｃ食物選擇。

從礦物質的角度來看，地瓜是鉀的良好來源！每100公克含290毫克鉀，而一般地瓜一條約200~300重，吃一條就可吃鄏600~700公克鉀，故可說是很好的鉀來源食物，想要補充

鉀的人固然可多吃地瓜，但需要限制鉀的人也要留意它的攝取。

30 四 五穀飯 5.1 2.1

31 五

*肉品(豬肉.雞肉)採用ＣＡＳ：國產肉品，衛生安全符合要求，品質規格符合標準，包裝標示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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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二 麥片飯 5

1 1.6 677

27 一 糙米飯 5.1 2.1

24 五 水果 5.1

618

1.7 1.5 618

米粉.高麗菜.豆芽菜.素肉絲  素雞排  芋泥包  當季時蔬

23 四 燕麥飯 5

22 三 米粉湯+素雞排+芋泥包+青菜 5

2.2 1.7 1.6 630

3.0

21 二 紫米飯 5

1.5 1 1.5

2.1 1.7 1.5

679

20 一 糙米飯 5 2.1

1.6 1.6 627

17 五 水果 5.2 2

16 四 五穀飯 5.1 2.1

1.5 3.0 710

素肉絲.高麗菜.三色丁.玉米粒  香酥排 當季時蔬   玉米粒.馬鈴薯.紅蘿蔔.

15 三 鮮蔬炒飯+全素香酥排+青菜+玉米濃湯 5 2.5

1.5

2.1 1.6 1.5 622

1.6 1.5 630

6052 1.5

14 二 麥片飯 5.1

1 1.5 694

13 一 糙米飯 5.1 2.2

10 五 水果 5.2 2.2

625

1.6 1.6 634

玉米粒.三色丁.碎菜圃.鮮菇.紅蘿蔔.高麗菜  素蚵嗲  當季時蔬  銀絲卷

9 四 小米飯 5.3

8 三 玉米鮮菇粥+素蚵嗲+青菜+銀絲卷 5

2.1 1.6 3.0 704

1.5

7 二 紫米飯 5

1.6 1 1.5

2.2 1.7 1.5

2.2

1.6 1.5 623

3 五 水果 5.3 2

新竹市北區載熙國民小學學校營養午餐菜單
110 年 12 月 份 菜 單 (素)

日期 星期 主食 副食一 副食二 副食三 湯品
水果/

牛奶

營  養  成  分 (份數)

625

烏龍麵.高麗菜.素肉絲.豆芽.紅蘿蔔  燒賣  當季時蔬   素魚羹.筍絲.紅蘿蔔.木耳

放 假 一 天

1 三 素沙茶炒麵+青菜+素肉羹湯 5 2.2 1.5 1.6

2 四 五穀飯 5 2.2

689

6 一 糙米飯 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