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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腎臟疾病的營養治慢性腎臟疾病的營養治慢性腎臟疾病的營養治慢性腎臟疾病的營養治療療療療

� 腎臟病是最常見的慢性病之一腎臟病是最常見的慢性病之一腎臟病是最常見的慢性病之一腎臟病是最常見的慢性病之一，，，，依據依據依據依據
2009200920092009年臺灣腎臟病盛行率為年臺灣腎臟病盛行率為年臺灣腎臟病盛行率為年臺灣腎臟病盛行率為9.8%9.8%9.8%9.8%

� 飲食治療的目的在降低尿毒素的產飲食治療的目的在降低尿毒素的產飲食治療的目的在降低尿毒素的產飲食治療的目的在降低尿毒素的產
生生生生，，，，以及體內代謝異常現象減至最以及體內代謝異常現象減至最以及體內代謝異常現象減至最以及體內代謝異常現象減至最
低低低低，，，，而廷緩或阻止腎功能繼續惡化而廷緩或阻止腎功能繼續惡化而廷緩或阻止腎功能繼續惡化而廷緩或阻止腎功能繼續惡化，，，，
並維持良好的營養狀況並維持良好的營養狀況並維持良好的營養狀況並維持良好的營養狀況。。。。



慢性腎衰竭患者慢性腎衰竭患者慢性腎衰竭患者慢性腎衰竭患者
重要的營養需求重要的營養需求重要的營養需求重要的營養需求

� 攝取足夠的熱量攝取足夠的熱量攝取足夠的熱量攝取足夠的熱量

� 控制蛋白質的攝取量控制蛋白質的攝取量控制蛋白質的攝取量控制蛋白質的攝取量

� 限制鈉質之攝取限制鈉質之攝取限制鈉質之攝取限制鈉質之攝取

� 避免攝取過量含磷高的食物避免攝取過量含磷高的食物避免攝取過量含磷高的食物避免攝取過量含磷高的食物

� 避免攝取過量含鉀高的食物避免攝取過量含鉀高的食物避免攝取過量含鉀高的食物避免攝取過量含鉀高的食物
即即即即攝取攝取攝取攝取健康低蛋白健康低蛋白健康低蛋白健康低蛋白、、、、低鹽低鹽低鹽低鹽、、、、低磷低磷低磷低磷、、、、低低低低
鉀鉀鉀鉀、、、、高熱量之高熱量之高熱量之高熱量之菜餚菜餚菜餚菜餚



攝取足夠的熱量攝取足夠的熱量攝取足夠的熱量攝取足夠的熱量

� 熱量是由蛋白質熱量是由蛋白質熱量是由蛋白質熱量是由蛋白質、、、、油脂油脂油脂油脂、、、、碳水化合物共碳水化合物共碳水化合物共碳水化合物共
同提供同提供同提供同提供，，，，當蛋白質須適度限制時則每日當蛋白質須適度限制時則每日當蛋白質須適度限制時則每日當蛋白質須適度限制時則每日
熱量需求須由油脂及碳水化合物提供補熱量需求須由油脂及碳水化合物提供補熱量需求須由油脂及碳水化合物提供補熱量需求須由油脂及碳水化合物提供補
充充充充。。。。

� 足夠的熱量可幫助蛋白質的利用足夠的熱量可幫助蛋白質的利用足夠的熱量可幫助蛋白質的利用足夠的熱量可幫助蛋白質的利用



低蛋白飲食的能量來源低蛋白飲食的能量來源低蛋白飲食的能量來源低蛋白飲食的能量來源（（（（一一一一））））
由蛋白質含量極低的食物提供熱量由蛋白質含量極低的食物提供熱量由蛋白質含量極低的食物提供熱量由蛋白質含量極低的食物提供熱量

� 低氮澱粉低氮澱粉低氮澱粉低氮澱粉：：：：冬粉冬粉冬粉冬粉、、、、粉條粉條粉條粉條、、、、粉皮粉皮粉皮粉皮、、、、粉圓粉圓粉圓粉圓、、、、

西谷米西谷米西谷米西谷米、、、、藕粉藕粉藕粉藕粉、、、、太白粉太白粉太白粉太白粉、、、、

地瓜粉地瓜粉地瓜粉地瓜粉、、、、玉米粉及澄粉等玉米粉及澄粉等玉米粉及澄粉等玉米粉及澄粉等

� 糖類糖類糖類糖類：：：：砂糖砂糖砂糖砂糖、、、、冰糖冰糖冰糖冰糖、、、、蜂蜜蜂蜜蜂蜜蜂蜜、、、、糖飴糖飴糖飴糖飴、、、、

麥芽糊精麥芽糊精麥芽糊精麥芽糊精

� 油脂類油脂類油脂類油脂類：：：：沙拉油沙拉油沙拉油沙拉油、、、、橄欖油橄欖油橄欖油橄欖油、、、、葵花油等葵花油等葵花油等葵花油等



低蛋白飲食的能量來源低蛋白飲食的能量來源低蛋白飲食的能量來源低蛋白飲食的能量來源（（（（二二二二））））
由蛋白質含量極低的食物提供熱量由蛋白質含量極低的食物提供熱量由蛋白質含量極低的食物提供熱量由蛋白質含量極低的食物提供熱量

建議三餐主食建議三餐主食建議三餐主食建議三餐主食：：：：部分由低氮澱粉取代部分由低氮澱粉取代部分由低氮澱粉取代部分由低氮澱粉取代

••••菜餚菜餚菜餚菜餚：：：：以太白粉以太白粉以太白粉以太白粉、、、、地瓜粉或玉米粉芶芡地瓜粉或玉米粉芶芡地瓜粉或玉米粉芶芡地瓜粉或玉米粉芶芡

••••適度使用烹調用油適度使用烹調用油適度使用烹調用油適度使用烹調用油，，，，以攝取足夠的熱量以攝取足夠的熱量以攝取足夠的熱量以攝取足夠的熱量



控制蛋白質的攝取量控制蛋白質的攝取量控制蛋白質的攝取量控制蛋白質的攝取量

� 蛋白質需要量蛋白質需要量蛋白質需要量蛋白質需要量：：：：每公斤體重每公斤體重每公斤體重每公斤體重0.6至至至至0.8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 每日蛋白質需要量中至少每日蛋白質需要量中至少每日蛋白質需要量中至少每日蛋白質需要量中至少1/2-2/3來自來自來自來自
『『『『高生理價蛋白質高生理價蛋白質高生理價蛋白質高生理價蛋白質』』』』的食物的食物的食物的食物，，，，如如如如：：：：雞蛋雞蛋雞蛋雞蛋、、、、
牛奶牛奶牛奶牛奶、、、、肉類肉類肉類肉類、、、、魚類等魚類等魚類等魚類等。。。。

� 純素者純素者純素者純素者：：：：最好能改為蛋奶素最好能改為蛋奶素最好能改為蛋奶素最好能改為蛋奶素，，，，蛋白質之品蛋白質之品蛋白質之品蛋白質之品
質會較優質質會較優質質會較優質質會較優質，，，，植物性之蛋白質來源應以豆植物性之蛋白質來源應以豆植物性之蛋白質來源應以豆植物性之蛋白質來源應以豆
包包包包、、、、豆腐豆腐豆腐豆腐、、、、素肉絲等為主素肉絲等為主素肉絲等為主素肉絲等為主。。。。



限制鈉質之攝取限制鈉質之攝取限制鈉質之攝取限制鈉質之攝取

� 避免含鈉高的食物如避免含鈉高的食物如避免含鈉高的食物如避免含鈉高的食物如：：：：醃燻製品醃燻製品醃燻製品醃燻製品、、、、罐罐罐罐
頭頭頭頭、、、、加工製品加工製品加工製品加工製品、、、、調味品調味品調味品調味品(鹽鹽鹽鹽、、、、味素味素味素味素、、、、醬醬醬醬
油油油油、、、、烏醋等烏醋等烏醋等烏醋等)儘量減少用量儘量減少用量儘量減少用量儘量減少用量。。。。

� 原味烹調食物原味烹調食物原味烹調食物原味烹調食物：：：：添加糖添加糖添加糖添加糖、、、、醋醋醋醋、、、、酒酒酒酒、、、、蔥蔥蔥蔥、、、、
蒜蒜蒜蒜、、、、九層塔九層塔九層塔九層塔、、、、香菜香菜香菜香菜、、、、蕃茄蕃茄蕃茄蕃茄、、、、鳳梨鳳梨鳳梨鳳梨、、、、檸檸檸檸
檬檬檬檬、、、、五香五香五香五香、、、、花椒花椒花椒花椒、、、、八角八角八角八角、、、、洋蔥等洋蔥等洋蔥等洋蔥等，，，，使食使食使食使食
物更可口物更可口物更可口物更可口。。。。



避免攝取過量含磷高的食物避免攝取過量含磷高的食物避免攝取過量含磷高的食物避免攝取過量含磷高的食物

含磷高的食物含磷高的食物含磷高的食物含磷高的食物：：：：

� 酵母類酵母類酵母類酵母類：：：：養樂多養樂多養樂多養樂多、、、、優酪乳優酪乳優酪乳優酪乳、、、、優酪優酪優酪優酪、、、、乳酪乳酪乳酪乳酪、、、、

健素糖健素糖健素糖健素糖

� 奶類及奶製品奶類及奶製品奶類及奶製品奶類及奶製品

� 乾豆類乾豆類乾豆類乾豆類：：：：紅豆紅豆紅豆紅豆、、、、綠豆綠豆綠豆綠豆、、、、蠶豆蠶豆蠶豆蠶豆

� 核果類核果類核果類核果類：：：：花生花生花生花生、、、、瓜子瓜子瓜子瓜子、、、、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杏仁杏仁杏仁杏仁、、、、栗子栗子栗子栗子

� 全穀全穀全穀全穀：：：：糙米糙米糙米糙米、、、、 苡仁苡仁苡仁苡仁、、、、全麥麵包全麥麵包全麥麵包全麥麵包

� 蛋黃蛋黃蛋黃蛋黃、、、、蟹黃蟹黃蟹黃蟹黃、、、、魚卵魚卵魚卵魚卵、、、、可樂可樂可樂可樂、、、、各類火鍋湯各類火鍋湯各類火鍋湯各類火鍋湯、、、、
滷汁滷汁滷汁滷汁



避免攝取過量含鉀高的食物

含鉀高的食物含鉀高的食物含鉀高的食物含鉀高的食物：：：：

� 雞精雞精雞精雞精、、、、牛肉精牛肉精牛肉精牛肉精、、、、人參精人參精人參精人參精、、、、濃肉湯濃肉湯濃肉湯濃肉湯、、、、速食湯速食湯速食湯速食湯

� 草莓草莓草莓草莓、、、、太陽瓜太陽瓜太陽瓜太陽瓜、、、、哈密瓜哈密瓜哈密瓜哈密瓜、、、、芭蕉芭蕉芭蕉芭蕉、、、、桃子桃子桃子桃子、、、、榴榴榴榴
槤槤槤槤、、、、釋迦釋迦釋迦釋迦、、、、美濃瓜美濃瓜美濃瓜美濃瓜、、、、各種果汁各種果汁各種果汁各種果汁、、、、水果乾水果乾水果乾水果乾

� 空心菜空心菜空心菜空心菜、、、、菠菜菠菜菠菜菠菜、、、、莧菜莧菜莧菜莧菜、、、、紅鳳菜紅鳳菜紅鳳菜紅鳳菜

� 薄鹽醬油薄鹽醬油薄鹽醬油薄鹽醬油、、、、無鹽醬油無鹽醬油無鹽醬油無鹽醬油、、、、低鈉鹽低鈉鹽低鈉鹽低鈉鹽

青菜烹調前川燙過青菜烹調前川燙過青菜烹調前川燙過青菜烹調前川燙過，，，，鉀離子會流失鉀離子會流失鉀離子會流失鉀離子會流失30-50％％％％。。。。



過年常見的核果類及糖果類過年常見的核果類及糖果類過年常見的核果類及糖果類過年常見的核果類及糖果類
營養成分含量表營養成分含量表營養成分含量表營養成分含量表



腎臟病患的腎臟病患的腎臟病患的腎臟病患的
活力年菜活力年菜活力年菜活力年菜

--------菜單菜單菜單菜單



玉兔呈祥玉兔呈祥玉兔呈祥玉兔呈祥(10(10(10(10人份人份人份人份))))

＊＊＊＊粉皮捲粉皮捲粉皮捲粉皮捲: : : : 
材料材料材料材料：：：：粉皮二張粉皮二張粉皮二張粉皮二張、、、、地瓜地瓜地瓜地瓜300g300g300g300g、、、、豆薯豆薯豆薯豆薯300g 300g 300g 300g 、、、、鹽鹽鹽鹽0.5g0.5g0.5g0.5g

＊＊＊＊肉凍肉凍肉凍肉凍::::
材料材料材料材料：：：：胡蘿蔔胡蘿蔔胡蘿蔔胡蘿蔔100g100g100g100g、、、、豬腱豬腱豬腱豬腱100g100g100g100g、、、、薑數片薑數片薑數片薑數片、、、、辣椒數片辣椒數片辣椒數片辣椒數片、、、、

滷包滷包滷包滷包、、、、醬油醬油醬油醬油、、、、糖少許糖少許糖少許糖少許、、、、鹽鹽鹽鹽0.5g0.5g0.5g0.5g、、、、洋菜粉一包洋菜粉一包洋菜粉一包洋菜粉一包

纖維質纖維質纖維質纖維質磷磷磷磷鉀鉀鉀鉀鈉鈉鈉鈉

0.90.90.90.9毫克毫克毫克毫克35353535毫克毫克毫克毫克92929292毫克毫克毫克毫克64646464毫克毫克毫克毫克

12.212.212.212.2公公公公
克克克克

0.60.60.60.6公克公克公克公克2.42.42.42.4公克公克公克公克65656565大卡大卡大卡大卡

醣醣醣醣 類類類類脂脂脂脂 肪肪肪肪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熱熱熱熱 量量量量

一一一一 人人人人 份營養成份份營養成份份營養成份份營養成份



玉兔呈祥玉兔呈祥玉兔呈祥玉兔呈祥

＊＊＊＊粉皮捲作法粉皮捲作法粉皮捲作法粉皮捲作法：：：：

1.1.1.1.地瓜洗淨去皮地瓜洗淨去皮地瓜洗淨去皮地瓜洗淨去皮，，，，地瓜切塊用地瓜切塊用地瓜切塊用地瓜切塊用
水煮熟後撈起壓成泥加地瓜水煮熟後撈起壓成泥加地瓜水煮熟後撈起壓成泥加地瓜水煮熟後撈起壓成泥加地瓜
粉或太白粉備用粉或太白粉備用粉或太白粉備用粉或太白粉備用。。。。

2.2.2.2.豆薯洗淨去皮豆薯洗淨去皮豆薯洗淨去皮豆薯洗淨去皮，，，，切條狀川燙切條狀川燙切條狀川燙切條狀川燙
後備用後備用後備用後備用。。。。

3.3.3.3.每張粉皮切成四小張備用每張粉皮切成四小張備用每張粉皮切成四小張備用每張粉皮切成四小張備用。。。。

4.4.4.4.將條狀豆薯包上地瓜泥後將條狀豆薯包上地瓜泥後將條狀豆薯包上地瓜泥後將條狀豆薯包上地瓜泥後，，，，
放在粉皮上捲起後蒸熟放在粉皮上捲起後蒸熟放在粉皮上捲起後蒸熟放在粉皮上捲起後蒸熟，，，，橫橫橫橫
切擺盤切擺盤切擺盤切擺盤。。。。



玉兔呈祥玉兔呈祥玉兔呈祥玉兔呈祥

＊＊＊＊肉凍肉凍肉凍肉凍作法作法作法作法：：：：

1.1.1.1.豬腱燙過且去血水豬腱燙過且去血水豬腱燙過且去血水豬腱燙過且去血水，，，，加滷包加滷包加滷包加滷包
及調味料及調味料及調味料及調味料，，，，以小火燉滷以小火燉滷以小火燉滷以小火燉滷，，，，取取取取
出放涼切丁備用出放涼切丁備用出放涼切丁備用出放涼切丁備用。。。。

2.2.2.2.胡蘿蔔洗淨去皮胡蘿蔔洗淨去皮胡蘿蔔洗淨去皮胡蘿蔔洗淨去皮、、、、切丁切丁切丁切丁、、、、燙燙燙燙
熟備用熟備用熟備用熟備用。。。。

3.3.3.3.洋菜粉加水洋菜粉加水洋菜粉加水洋菜粉加水400cc400cc400cc400cc煮滾煮滾煮滾煮滾，，，，加加加加
入胡蘿蔔丁及豬腱丁入胡蘿蔔丁及豬腱丁入胡蘿蔔丁及豬腱丁入胡蘿蔔丁及豬腱丁，，，，加少加少加少加少
許滷汁調味許滷汁調味許滷汁調味許滷汁調味，，，，倒入方盒冷卻倒入方盒冷卻倒入方盒冷卻倒入方盒冷卻
成形成形成形成形，，，，切片擺盤切片擺盤切片擺盤切片擺盤。。。。



玉兔呈祥玉兔呈祥玉兔呈祥玉兔呈祥

＊＊＊＊粉皮捲作法粉皮捲作法粉皮捲作法粉皮捲作法：：：：

1.1.1.1.地瓜洗淨去皮地瓜洗淨去皮地瓜洗淨去皮地瓜洗淨去皮，，，，地瓜切塊用地瓜切塊用地瓜切塊用地瓜切塊用
水煮熟後撈起壓成泥加地瓜水煮熟後撈起壓成泥加地瓜水煮熟後撈起壓成泥加地瓜水煮熟後撈起壓成泥加地瓜
粉或太白粉備用粉或太白粉備用粉或太白粉備用粉或太白粉備用。。。。

2.2.2.2.豆薯洗淨去皮豆薯洗淨去皮豆薯洗淨去皮豆薯洗淨去皮，，，，切條狀川燙切條狀川燙切條狀川燙切條狀川燙
後備用後備用後備用後備用。。。。

3.3.3.3.每張粉皮切成四小張備用每張粉皮切成四小張備用每張粉皮切成四小張備用每張粉皮切成四小張備用。。。。

4.4.4.4.將條狀豆薯包上地瓜泥後將條狀豆薯包上地瓜泥後將條狀豆薯包上地瓜泥後將條狀豆薯包上地瓜泥後，，，，
放在粉皮上捲起後蒸熟放在粉皮上捲起後蒸熟放在粉皮上捲起後蒸熟放在粉皮上捲起後蒸熟，，，，橫橫橫橫
切擺盤切擺盤切擺盤切擺盤。。。。



年年有餘年年有餘年年有餘年年有餘(10(10(10(10人份人份人份人份))))

材料材料材料材料：：：：烏魚頭烏魚頭烏魚頭烏魚頭1111個個個個、、、、青蒜青蒜青蒜青蒜50g50g50g50g、、、、竹筍竹筍竹筍竹筍100g100g100g100g、、、、山東白菜山東白菜山東白菜山東白菜200g200g200g200g、、、、
金針菇金針菇金針菇金針菇200g200g200g200g、、、、米粉米粉米粉米粉100g100g100g100g、、、、玉米筍玉米筍玉米筍玉米筍200g200g200g200g、、、、薑絲薑絲薑絲薑絲、、、、
油油油油5555大匙大匙大匙大匙、、、、鹽鹽鹽鹽2g2g2g2g

2.12.12.12.18383838318318318318396969696

纖維質纖維質纖維質纖維質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磷磷磷磷
毫克毫克毫克毫克

鉀鉀鉀鉀
毫克毫克毫克毫克

鈉鈉鈉鈉
毫克毫克毫克毫克

19.219.219.219.26.86.86.86.84.64.64.64.6154154154154

醣醣醣醣 類類類類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脂脂脂脂 肪肪肪肪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熱熱熱熱 量量量量
大卡大卡大卡大卡

一一一一 人人人人 份營養成份份營養成份份營養成份份營養成份



年年有餘年年有餘年年有餘年年有餘

� 作法作法作法作法：：：：

1.1.1.1.將所有食材洗淨將所有食材洗淨將所有食材洗淨將所有食材洗淨，，，，山東白山東白山東白山東白
菜菜菜菜、、、、竹筍竹筍竹筍竹筍、、、、玉米筍切片玉米筍切片玉米筍切片玉米筍切片。。。。

2.2.2.2.起油鍋起油鍋起油鍋起油鍋，，，，烏魚頭半煎炸熟烏魚頭半煎炸熟烏魚頭半煎炸熟烏魚頭半煎炸熟。。。。

3.3.3.3.將魚頭放入滾水鍋中熬煮將魚頭放入滾水鍋中熬煮將魚頭放入滾水鍋中熬煮將魚頭放入滾水鍋中熬煮，，，，
利用撈油網去除浮油後利用撈油網去除浮油後利用撈油網去除浮油後利用撈油網去除浮油後，，，，加加加加
入所有食材熬煮熟入所有食材熬煮熟入所有食材熬煮熟入所有食材熬煮熟，，，，加鹽加鹽加鹽加鹽、、、、
酒調味即可食用酒調味即可食用酒調味即可食用酒調味即可食用。。。。



有鳳來儀有鳳來儀有鳳來儀有鳳來儀(10(10(10(10人份人份人份人份))))

材料材料材料材料：：：：木耳木耳木耳木耳100g100g100g100g、、、、荸齊荸齊荸齊荸齊200g200g200g200g、、、、枸杞枸杞枸杞枸杞10g10g10g10g、、、、白果白果白果白果50g50g50g50g、、、、
雞腿雞腿雞腿雞腿500g500g500g500g、、、、酒適量酒適量酒適量酒適量、、、、鹽少許鹽少許鹽少許鹽少許

1.91.91.91.965656565192192192192129129129129

纖維質纖維質纖維質纖維質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磷磷磷磷
毫克毫克毫克毫克

鉀鉀鉀鉀
毫克毫克毫克毫克

鈉鈉鈉鈉
毫克毫克毫克毫克

6.86.86.86.84.64.64.64.66.36.36.36.394949494

醣醣醣醣 類類類類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脂脂脂脂 肪肪肪肪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熱熱熱熱 量量量量
大卡大卡大卡大卡

一一一一 人人人人 份營養成份份營養成份份營養成份份營養成份



有鳳來儀有鳳來儀有鳳來儀有鳳來儀

� 作法作法作法作法：：：：
1.1.1.1.將各項食材洗淨將各項食材洗淨將各項食材洗淨將各項食材洗淨，，，，雞腿切塊雞腿切塊雞腿切塊雞腿切塊
先燙過備用先燙過備用先燙過備用先燙過備用。。。。

2.2.2.2.木耳木耳木耳木耳、、、、枸杞泡水備用枸杞泡水備用枸杞泡水備用枸杞泡水備用，，，，荸齊荸齊荸齊荸齊
對切備用對切備用對切備用對切備用。。。。

3.3.3.3.起一鍋起一鍋起一鍋起一鍋，，，，加入少許油加入少許油加入少許油加入少許油，，，，放入放入放入放入
薑爆香薑爆香薑爆香薑爆香，，，，再入雞腿再入雞腿再入雞腿再入雞腿、、、、米酒拌米酒拌米酒拌米酒拌
炒後加水炒後加水炒後加水炒後加水、、、、荸齊荸齊荸齊荸齊、、、、木耳木耳木耳木耳、、、、枸枸枸枸
杞杞杞杞、、、、白果入湯鍋用鹽調味白果入湯鍋用鹽調味白果入湯鍋用鹽調味白果入湯鍋用鹽調味，，，，
燉煮燉煮燉煮燉煮1111----2222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營養小叮嚀：雞湯好喝，但有水腫、血磷或
血鉀高的患者應注意攝取量。



花團錦簇花團錦簇花團錦簇花團錦簇(10(10(10(10人份人份人份人份))))

材料材料材料材料：：：：芥菜芥菜芥菜芥菜400g400g400g400g、、、、花椰菜花椰菜花椰菜花椰菜400g400g400g400g、、、、油油油油3333大匙大匙大匙大匙、、、、

蕃薯粉蕃薯粉蕃薯粉蕃薯粉20g20g20g20g、、、、鹽鹽鹽鹽2g2g2g2g

2.52.52.52.521212121101101101101115115115115

纖維質纖維質纖維質纖維質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磷磷磷磷
毫克毫克毫克毫克

鉀鉀鉀鉀
毫克毫克毫克毫克

鈉鈉鈉鈉
毫克毫克毫克毫克

12.212.212.212.25.35.35.35.31.01.01.01.098989898

醣醣醣醣 類類類類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脂脂脂脂 肪肪肪肪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熱熱熱熱 量量量量
大卡大卡大卡大卡

一一一一 人人人人 份營養成份份營養成份份營養成份份營養成份



花團錦簇花團錦簇花團錦簇花團錦簇

� 作法作法作法作法：：：：

1.1.1.1.芥菜心洗淨切片芥菜心洗淨切片芥菜心洗淨切片芥菜心洗淨切片，，，，花椰菜洗花椰菜洗花椰菜洗花椰菜洗
淨切成一朵朵淨切成一朵朵淨切成一朵朵淨切成一朵朵，，，，分別放入滾分別放入滾分別放入滾分別放入滾
水鍋中川燙至八分熟撈起沖水鍋中川燙至八分熟撈起沖水鍋中川燙至八分熟撈起沖水鍋中川燙至八分熟撈起沖
冷水冷水冷水冷水。。。。

2.2.2.2.起油鍋起油鍋起油鍋起油鍋，，，，加入油加入油加入油加入油、、、、薑薑薑薑，，，，以小以小以小以小
火稍為爆香火稍為爆香火稍為爆香火稍為爆香，，，，加入芥菜心炒加入芥菜心炒加入芥菜心炒加入芥菜心炒
熟加鹽調味盛起舖盤底熟加鹽調味盛起舖盤底熟加鹽調味盛起舖盤底熟加鹽調味盛起舖盤底。。。。

3.3.3.3.另起油鍋另起油鍋另起油鍋另起油鍋，，，，加入油加入油加入油加入油、、、、蒜蒜蒜蒜，，，，以以以以
小火稍為爆香小火稍為爆香小火稍為爆香小火稍為爆香，，，，加入花椰菜加入花椰菜加入花椰菜加入花椰菜
拌炒調味即可盛起擺放在芥拌炒調味即可盛起擺放在芥拌炒調味即可盛起擺放在芥拌炒調味即可盛起擺放在芥
菜心上裝飾成盤菜心上裝飾成盤菜心上裝飾成盤菜心上裝飾成盤，，，，淋上勾芡淋上勾芡淋上勾芡淋上勾芡
汁汁汁汁。。。。



迎春接褔迎春接褔迎春接褔迎春接褔(10(10(10(10人份人份人份人份))))

材料材料材料材料：：：：冬粉冬粉冬粉冬粉200g200g200g200g、、、、小黃瓜小黃瓜小黃瓜小黃瓜200g200g200g200g、、、、蟹味棒蟹味棒蟹味棒蟹味棒100g100g100g100g、、、、鹽鹽鹽鹽2g 2g 2g 2g 

胡蘿蔔胡蘿蔔胡蘿蔔胡蘿蔔100g100g100g100g、、、、香油香油香油香油2222大匙大匙大匙大匙、、、、醋或檸檬汁醋或檸檬汁醋或檸檬汁醋或檸檬汁1111大匙大匙大匙大匙

0.90.90.90.9353535359292929264646464

纖維質纖維質纖維質纖維質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磷磷磷磷
毫克毫克毫克毫克

鉀鉀鉀鉀
毫克毫克毫克毫克

鈉鈉鈉鈉
毫克毫克毫克毫克

12.212.212.212.20.60.60.60.62.42.42.42.4154154154154

醣醣醣醣 類類類類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脂脂脂脂 肪肪肪肪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熱熱熱熱 量量量量
大卡大卡大卡大卡

一一一一 人人人人 份營養成份份營養成份份營養成份份營養成份



迎春接褔迎春接褔迎春接褔迎春接褔

� 作法：
1.冬粉、蟹味棒洗淨分別燙
熟，加入冷開水中冷卻。

2.小黃瓜、胡蘿蔔洗淨切絲
川燙待用。

3.將所有食材混合加入香
油、醋或檸檬汁及鹽調
味。

營養小叮嚀：
1.以冬粉取代米飯或麵食約可減少攝取3-4克蛋白質，
又可提供熱量增加腎臟病患者的活力。

2.小黃瓜、胡蘿蔔燙過後清甜爽口，去油解膩。



圓滿如意(10(10(10(10人份人份人份人份))))

材料材料材料材料：：：：草蝦草蝦草蝦草蝦500g500g500g500g、、、、黃椒黃椒黃椒黃椒200g200g200g200g、、、、蘿蔔蘿蔔蘿蔔蘿蔔200g200g200g200g、、、、洋蔥洋蔥洋蔥洋蔥100g100g100g100g、、、、
蔥蔥蔥蔥2222支支支支、、、、油油油油、、、、薑絲薑絲薑絲薑絲、、、、紅辣椒紅辣椒紅辣椒紅辣椒1111支支支支、、、、鹽鹽鹽鹽2g2g2g2g、、、、酒適量酒適量酒適量酒適量

0.80.80.80.85050505056565656160160160160

纖維質纖維質纖維質纖維質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磷磷磷磷
毫克毫克毫克毫克

鉀鉀鉀鉀
毫克毫克毫克毫克

鈉鈉鈉鈉
毫克毫克毫克毫克

28.728.728.728.72.62.62.62.61.21.21.21.2142142142142

醣醣醣醣 類類類類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脂脂脂脂 肪肪肪肪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熱熱熱熱 量量量量
大卡大卡大卡大卡

一一一一 人人人人 份營養成份份營養成份份營養成份份營養成份



圓滿如意圓滿如意圓滿如意圓滿如意

� 作法作法作法作法：：：：

1.1.1.1.將所有食材洗淨將所有食材洗淨將所有食材洗淨將所有食材洗淨，，，，草蝦醃上草蝦醃上草蝦醃上草蝦醃上
適量的蔥適量的蔥適量的蔥適量的蔥、、、、薑絲薑絲薑絲薑絲、、、、鹽及酒鹽及酒鹽及酒鹽及酒。。。。

2.2.2.2.黃椒黃椒黃椒黃椒、、、、蘿蔔蘿蔔蘿蔔蘿蔔、、、、洋蔥洋蔥洋蔥洋蔥、、、、紅辣椒紅辣椒紅辣椒紅辣椒
切粗絲切粗絲切粗絲切粗絲，，，，起油鍋起油鍋起油鍋起油鍋，，，，加入洋加入洋加入洋加入洋
蔥蔥蔥蔥、、、、紅辣椒紅辣椒紅辣椒紅辣椒，，，， 以小火爆以小火爆以小火爆以小火爆
香香香香，，，，加入黃椒加入黃椒加入黃椒加入黃椒、、、、蘿蔔炒熟蘿蔔炒熟蘿蔔炒熟蘿蔔炒熟，，，，
加鹽調味盛起舖盤底加鹽調味盛起舖盤底加鹽調味盛起舖盤底加鹽調味盛起舖盤底。。。。

3.3.3.3.草蝦蒸熟或燙熟草蝦蒸熟或燙熟草蝦蒸熟或燙熟草蝦蒸熟或燙熟，，，，擺入裝飾擺入裝飾擺入裝飾擺入裝飾
好的盤上即可好的盤上即可好的盤上即可好的盤上即可。。。。



招財進寶招財進寶招財進寶招財進寶(10(10(10(10人份人份人份人份))))

材料材料材料材料：：：：澄粉澄粉澄粉澄粉180180180180克克克克、、、、太白粉太白粉太白粉太白粉30303030克克克克、、、、鮑魚鮑魚鮑魚鮑魚100100100100克克克克、、、、韭黃韭黃韭黃韭黃300300300300克克克克、、、、
鹽鹽鹽鹽2g2g2g2g、、、、紅蔥頭紅蔥頭紅蔥頭紅蔥頭、、、、沙拉油沙拉油沙拉油沙拉油2222湯匙湯匙湯匙湯匙

0.60.60.60.61919191968686868101101101101

纖維質纖維質纖維質纖維質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磷磷磷磷
毫克毫克毫克毫克

鉀鉀鉀鉀
毫克毫克毫克毫克

鈉鈉鈉鈉
毫克毫克毫克毫克

18.718.718.718.73.13.13.13.12.22.22.22.2109109109109

醣醣醣醣 類類類類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脂脂脂脂 肪肪肪肪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熱熱熱熱 量量量量
大卡大卡大卡大卡

一一一一 人人人人 份營養成份份營養成份份營養成份份營養成份



招財進寶招財進寶招財進寶招財進寶

� 麵糰的作法麵糰的作法麵糰的作法麵糰的作法：：：：
1.1.1.1.澄粉澄粉澄粉澄粉180180180180克和太白粉克和太白粉克和太白粉克和太白粉30303030
克先混合均勻克先混合均勻克先混合均勻克先混合均勻。。。。

2.2.2.2.沸水約沸水約沸水約沸水約140cc140cc140cc140cc慢慢加慢慢加慢慢加慢慢加
入入入入，，，，用桿麵棍迅速攪用桿麵棍迅速攪用桿麵棍迅速攪用桿麵棍迅速攪
拌拌拌拌。。。。

3.3.3.3.慢慢加入沙拉油慢慢加入沙拉油慢慢加入沙拉油慢慢加入沙拉油1111湯湯湯湯
匙匙匙匙，，，，用手將麵糰揉至用手將麵糰揉至用手將麵糰揉至用手將麵糰揉至
光滑光滑光滑光滑，，，，麵糰須趁熱分麵糰須趁熱分麵糰須趁熱分麵糰須趁熱分
成約成約成約成約20202020塊塊塊塊。。。。

4.4.4.4.包入內餡捏成餃子形包入內餡捏成餃子形包入內餡捏成餃子形包入內餡捏成餃子形
狀狀狀狀，，，，煮或蒸約煮或蒸約煮或蒸約煮或蒸約15151515分分分分
鐘鐘鐘鐘。

餡的作法餡的作法餡的作法餡的作法：：：：
1.1.1.1.鮑魚鮑魚鮑魚鮑魚、、、、韭黃洗淨切丁韭黃洗淨切丁韭黃洗淨切丁韭黃洗淨切丁，，，，
2.2.2.2.油鍋放油油鍋放油油鍋放油油鍋放油1111湯匙燒熱湯匙燒熱湯匙燒熱湯匙燒熱，，，，
將鮑魚將鮑魚將鮑魚將鮑魚、、、、韭黃及紅蔥頭爆韭黃及紅蔥頭爆韭黃及紅蔥頭爆韭黃及紅蔥頭爆
香香香香，，，，加鹽調味加鹽調味加鹽調味加鹽調味。。。。



甜甜蜜蜜甜甜蜜蜜甜甜蜜蜜甜甜蜜蜜(10(10(10(10人份人份人份人份))))

材料：葡萄200克、蓮霧800克、鳳梨1個
作法：將水果洗淨，切塊，排盤。

1.71.71.71.715151515979797977777

纖維質纖維質纖維質纖維質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磷磷磷磷
毫克毫克毫克毫克

鉀鉀鉀鉀
毫克毫克毫克毫克

鈉鈉鈉鈉
毫克毫克毫克毫克

151515150.30.30.30.31.01.01.01.060606060

醣醣醣醣 類類類類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脂脂脂脂 肪肪肪肪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熱熱熱熱 量量量量
大卡大卡大卡大卡

一一一一 人人人人 份營養成份份營養成份份營養成份份營養成份



腎臟病患的活力年菜腎臟病患的活力年菜腎臟病患的活力年菜腎臟病患的活力年菜
全全全全 餐餐餐餐 成成成成 份份份份 含含含含 量量量量

11.511.511.511.5340340340340880880880880780780780780

纖維質纖維質纖維質纖維質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磷磷磷磷
毫克毫克毫克毫克

鉀鉀鉀鉀
毫克毫克毫克毫克

鈉鈉鈉鈉
毫克毫克毫克毫克

11611611611628.528.528.528.522.522.522.522.5797797797797

醣醣醣醣 類類類類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脂脂脂脂 肪肪肪肪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熱熱熱熱 量量量量
大卡大卡大卡大卡

一一一一 人人人人 份營養成份份營養成份份營養成份份營養成份



傳統年菜每一人份傳統年菜每一人份傳統年菜每一人份傳統年菜每一人份
營養成分分析總計營養成分分析總計營養成分分析總計營養成分分析總計

� 傳統年菜傳統年菜傳統年菜傳統年菜：：：：

滷蹄膀滷蹄膀滷蹄膀滷蹄膀、、、、干貝芥干貝芥干貝芥干貝芥
菜心菜心菜心菜心、、、、佛跳牆佛跳牆佛跳牆佛跳牆、、、、炸炸炸炸
年糕年糕年糕年糕、、、、糖醋魚糖醋魚糖醋魚糖醋魚、、、、燴燴燴燴
什錦什錦什錦什錦、、、、紅燒獅子紅燒獅子紅燒獅子紅燒獅子
頭頭頭頭、、、、八寶飯等八道八寶飯等八道八寶飯等八道八寶飯等八道
菜菜菜菜

7777>1000>1000>1000>1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

纖維質纖維質纖維質纖維質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磷磷磷磷
毫克毫克毫克毫克

鉀鉀鉀鉀
毫克毫克毫克毫克

鈉鈉鈉鈉
毫克毫克毫克毫克

10010010010062626262676767671240124012401240

醣醣醣醣 類類類類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脂脂脂脂 肪肪肪肪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熱熱熱熱 量量量量
大卡大卡大卡大卡

一一一一 人人人人 份營養成份份營養成份份營養成份份營養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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