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額有限 

報名從速  

 

 

2016年10月號今期內容：

◇ 誠邀參與「開心『果』月」

2017 –「水果樂分享」

◇ 「小營廚減鹽減糖好煮意比

賽」得獎食譜（二）

熱點推介

《學生小食營養指引》

活動預覽

10月

◇ 「開心『果』月」活動

開始接受報名

11 月

◇ 08.11.2016

營養培訓工作坊

（報名辦法：經教育局「

培訓行事曆」報名）

名額有限

報名從速!

誠邀參與「開心『果』月」2017 –「水果樂分享」

「開心『果』月」2017 海報

水果含豐富的水分、維生素、礦物質和膳食纖維，

有益身體。每天進食足夠的蔬菜和水果，更可減低

患上多種慢性疾病（如心臟病、中風及某些癌症）

的風險。因此，衞生署建議六歲以上的學童、青少

年及成人每天應進食至少兩份水果。

為鼓勵學童進食足夠水果，衞生署自 2006/07 學

年起每年均舉行「開心『果』日」活動，更於 2012/13

學年升格為「開心『果』月」。本活動一直深受學

界歡迎，上學年的「開心『果』月」活動有破記錄

的 1314 間學前機構、小學及中學參加，超過 52 萬

名學生參與，創十年歷史新高。如欲重溫學校舉辦

活動的情況，歡迎登入校園活動相簿瀏覽。

(http://school.eatsmart.gov.hk/b5/template/

photogallery.asp?display_year=2016) 

本學年的「開心『果』月」踏入第十一年，並以「水

果樂分享」為口號。除了呼籲學生為健康打好基礎，

養成每天吃水果的習慣外，更希望同學們能夠將吃水果的好處和樂趣分享給身邊更多人。推廣健

康的飲食習慣之餘，更發揚關愛精神。

一如以往，「開心『果』月」會分三組進行：學前兒童組、小學組和中學組。我們為每組準備了

一系列特色活動和資源，例如學前兒童組可透過「水果日記卡獎勵計劃」、「我最喜愛的水果選

舉」及「親子手工遊戲」等活動，培育幼兒進食水果的習慣；小學組有「DIY 手工活動」、「水

果摺紙活動」、「心意卡繪畫活動」等等；中學組則可開展新一輪的「校園水果推廣計劃」，鼓

勵學生在老師指導下籌辦各項自由設計的校園活動，促使更多師生養成進食水果的習慣。符合規

定的中學隊伍，更可向香港心臟專科學院及其「跳繩強心」計劃申領「促進校園健康飲食基金」

最高港幣 2000 元資助。

新一年的「開心『果』月」網頁已經正式面世，內容全面更新，包括有營水果食譜、各組別的建

議活動和物資等。詳情請瀏覽：

(http://school.eatsmart.gov.hk/b5/template/index.asp?pid=2008&id=3418) 

我們呼籲有意支持或參與「開心『果』月」活動的學校於 2016 年 12 月 31 日(星期六)前報名，

以享用免費物資派送服務。中小學可於網上報名，而學前機構則可填妥回條，以傳真或電郵方式

交 回 開 心「果」月 秘 書 處 登 記。如 有 進 一 步 查 詢，請 致 電 (2772  2012) 或 電 郵

（joyfulfruitmonth@dh.gov.hk）與開心「果」月秘書處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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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營廚減鹽減糖好煮意比賽」得獎食譜（二） 

「小營廚減鹽減糖好煮意比賽」由食物安全中心與教育局合辦，降低食物中鹽和糖委員會、中華廚藝學院和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協辦。此比賽是「全城減鹽減糖」的宣傳活動之一，目的是推廣及發掘在煮食時少用鹽糖的實用小主意。 

比賽分為高小組（親子隊）及初中組，各組別的入圍食譜經過網上公開投票和決賽後，結果及獎項已於 2016年 6 月 30 日「小營廚減鹽

減糖好煮意比賽」頒獎典禮上公布和頒發。上一期校園快訊中我們分享了高小組（親子隊）的幾款得獎食譜，今期讓我們看看初中組冠、

亞、季軍的得獎作品。 

季軍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 楊善雯、梁靖悅、黃曉彤  

（一）南瓜藜麥釀蝦球  

主材料： 

蔥粒, 紅蘿蔔粒, 蒜茸各一茶

匙，蝦仁 200 克，蛋白 1 湯

匙，藜麥 30 克，南瓜 50 克 

調味料： 

鹽 1/8 茶匙，胡椒粉少許 

南瓜汁： 

南瓜肉 150 克，鮮牛奶 150 毫升，鹽 1/8 茶匙，胡椒粉少許，

粟粉 2 茶匙 

烹調過程： 

1. 蝦仁用鹽洗擦後沖水洗淨,用廚房紙抹乾水份 

2. 把蝦仁剁爛成蝦膠，加入蔥粒，紅蘿蔔粒及蒜蓉, 蛋白,鹽

及胡椒粉拌勻後分成五等份備用  

3. 用水把藜麥煮熟，隔乾水份 

4. 南瓜切成方塊後，蒸約 5 分鐘，拌入藜麥，用蝦膠包裹

著，再隔水蒸 8 分鐘      

5. 南瓜切片加入牛奶煮至軟身，落鹽和胡椒粉, 放進攪拌機打

成泥，過篩，煮滾後淋在蝦球上  

（二）牛蒡雞肉卷 

主材料： 

雞髀肉一塊，菠菜葉 30 克，甘

筍 30 克，牛蒡 30 克，芝士碎

20 克 

調味料： 

鹽 1/8 茶匙，蜜糖 1/2 茶匙，

粟粉 1/2 茶匙，香草 1/4 茶匙 

菠菜汁 ： 

菠菜 100 克，洋蔥 30 克，粟粉 1 茶匙，水 75 毫升，鹽 1/8 茶匙 

烹調過程： 

1. 雞肉切成薄片加入調味料 

2. 蔬菜用水烚一會，隔水瀝乾水份 

3. 雞肉上放上各種蔬菜芝士後，捲起並用綿繩紮好，隔水蒸 10

分鐘，再用油煎至表面金黃，切片上碟  

4. 用攪拌機將蔬菜料打成汁，隔渣後加入粟粉及水煮滾，淋在

雞卷上即成  

亞軍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 盧董慧、莫家敏、陳琛宜 

（一）黃金意大利燴飯 

主材料： 

意大利/珍珠米 150 克，清

水 500 亳升，鮮蝦肉 5

隻，蝦殼 5 隻份量，熟南瓜

蓉 250 克，洋葱 1/2 個，

鮮蘑菇 3 粒，靑、紅椒各

1/4 個，牛油 8 克，低脂忌

廉 1 湯匙，橄欖油 1 湯匙 

調味料： 

鹽 1/4 茶匙，雜香草少許，胡椒粉少許 

裝飾：  

青、紅椒粒適量，番茜碎適量 

烹調過程： 

1. 利用電飯煲將意大利米煮至半熟 

2. 洋蔥、燈籠椒切粒；蘑菇切片 

3. 於平底鑊燒熱 1/2 湯匙橄欖油，將蝦肉煎熟，盛起備用 

4. 於平底鑊加入牛油爆香洋葱，暫時熄火及盛起一半洋葱 

5. 於湯鍋燒熱 1/2 湯匙橄欖油，將蝦殼爆香，加入清水煲

滾，隔起蝦殼成上湯，並加入預先盛起的洋蔥及南瓜蓉，

利用攪拌機將材料打成南瓜湯汁

 

  

6. 平底鑊重新加熱，加入蘑菇片及半熟意大利米爆炒片刻，

加入適量蝦湯，改以中火拌煮至水份收乾，重複兩至三

次，直至米飯質感符合個人口味

 

  

7. 加入蝦肉、青紅椒粒及低脂忌廉拌炒，放

入調味料即可上碟；以青、紅椒 粒及番

茜碎作裝飾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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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營廚減鹽減糖好煮意比賽」得獎食譜（二）續 

（二）檸檬香煎魚柳配田園沙律 

主材料：急凍魚柳 3 件(約 500

克)，麵粉 4 湯匙，檸檬皮蓉

1/2 茶匙，番茜碎 1/2 茶匙，

橄欖油 1/2 湯匙，牛油 8 克，

沙律菜適量，士多啤梨 4 粒，

芒果 1/2 個 

調味料（醃魚柳用）： 

鹽 1/8 茶匙，檸檬汁 1/4 茶匙，雜香草少許，胡椒粉少許 

沙律汁： 

黑醋 2 茶匙，檸檬汁 1 茶匙，橄欖油 2 茶匙，黑椒碎少許 

醬汁（蘸魚用）： 

鮮芒果蓉 2 湯匙，檸檬汁 1 茶匙 

裝飾： 

檸檬 3-4 片，檸檬皮蓉適量，番茜碎適量 

烹調過程： 

1. 把半個檸檬切片，其餘半個磨成檸檬皮蓉及榨成檸檬汁 

2. 混合芒果蓉及檸檬汁成蘸魚用醬汁，備用 

3. 將芒果及士多啤梨切粒備用 

4. 魚柳解凍後，吸走多餘水份及切件後，加入調味料醃製 5 分

鐘

 

  

5. 把麵粉、檸檬皮蓉及番茜碎混合 

6. 將魚柳撲上一層薄薄的麵粉混合物 

7. 將牛油及橄欖油放進平底鑊燒熱，放入魚柳，以中火將魚柳

煎至半熟，再把魚柳放進焗爐以攝氏 200 度焗約 7 至 8 分鐘

至全熟

 

  

  

8. 將沙律菜、芒果粒及士多啤梨粒混合，加入沙律汁用料輕輕

拌好

      

  

9. 將焗好的魚柳上碟，伴以蘸魚用醬汁及沙律，飾以檸檬片、

檸檬皮蓉及番茜即成  

冠軍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 李嘉穎、詹芷晴、丘雅雯  

（一）窩心黃金餅 

主材料： 

免治雞肉 200 克，麥包 1

片，甘筍幼粒 1 茶匙，葱粒

1 茶匙，洋蔥粒 1 茶匙，蒜

蓉 1 茶匙，薯仔半個，鹽

1/8 茶匙，雜香草 1/2 茶匙 

芡汁: 

杞子 30 克，蕃茄 1 個，糖 1/4 茶匙，粟粉 1/2 茶匙，水 4 湯匙 

免治雞肉調味: 

鹽 1/8 茶匙，胡椒粉適量 

烹調過程： 

1. 將麥包打碎，與洋葱及蒜蓉粒加入免治雞肉中，與胡椒粉及

1/8 茶匙鹽攪伴

 

  

2.  薯仔烚熟去皮後搗爛成茸，加入葱粒，甘筍幼粒,雜香草和

1/8 茶匙鹽  

3. 雞肉分成 3 份搓成心形，並在空心部份釀入薯蓉 

4. 把黃金餅兩面煎至金黄色 

5. 預備芡汁，將芡汁料用攪拌器打碎，煮滾後淋在黃金餅上，

加上伴碟，即可食用  

（二）三色蒸釀牛排菇 

主材料： 

牛排菇 3 個，青椒 1/8 個，紅

椒 1/8 個，黄椒 1/8 個，雪

耳 20 克，木耳 20 克，新鮮

蝦仁 100 克，橄欖油 1/2 湯

匙，麪粉 1/2 湯匙，鮮奶

100 毫升，高鈣低脂芝士 1 片 

調味料:  

鹽 1/16 茶匙，胡椒粉少許，粟粉 1/4 茶匙 

芡汁: 

粟米粒 85 克，粟粉 1 茶匙，鹽 1/8 茶匙，水 150 毫升 

烹調過程： 

1. 除去牛排菇蒂部，洗淨，澀乾水份 

2. 把蝦仁洗淨後吸乾水份，剁成蝦膠，加入調味料拌勻，備用 

3. 把青椒、紅椒、黄椒、雪耳、木耳切粒 

4. 在平底鍋加入 1/2 匙油，炒香以上 5 款材料。加入麪粉快速

攪拌，然後慢慢加入鮮奶，開火煮至稠身，並加入芝士  

5. 將(4)材料釀入牛排菇內，蓋上蝦膠 

6. 隔水蒸約 8 分鐘 

7. 煮滾芡汁，淋在牛排菇上，加上伴碟，即成 

請瀏覽以下網頁，看看更多「小營廚減鹽減糖好煮意比賽」的得

獎作品，齊齊實踐低鹽低糖飲食！ 

(http://www.cfs.gov.hk/tc_chi/whatsnew/whatsnew_act/ 

Websites_for_the_Cooking_Competition_List_of_Awarde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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