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 主 食 主菜 副菜1 副菜2 湯 其他
全穀

根莖

類

豆魚肉

蛋類
蔬菜類

油脂與

堅果種

子

奶類
水果

類
熱量

3/1 二 白飯 五香雞翅 燴三鮮 有機青菜 冬瓜排骨湯 5.0 2.3 1.7 2.5 677.5

花枝.魷魚.鴿蛋.白花椰菜 冬瓜.排骨.薑絲

3/2 三 簡餐 海鮮烏龍麵 水煎包 小白菜 關東煮湯 5.2 2.5 1.4 2.0 676.5

烏龍麵.肉絲.高麗菜.蝦仁 魚卵卷.油豆腐.白蘿蔔

3/3 四 營養米飯 麻婆豆腐魚 胡蘿蔔炒蛋 甘藍菜 白菜火鍋湯 水果 5.0 2.9 1.5 2.0 1.0 755.0

魚丁.板豆腐.蔥 胡蘿蔔.雞蛋 火鍋料.白菜.

3/4 五 白飯 麻油山藥雞 香炒豆乾 油菜 蛤蠣濃湯 5.3 2.6 1.0 3.0 726.0

雞肉.山藥.薑 豆乾.蘿蔔乾.油花生 蛤蜊、馬鈴薯、花椰菜

3/7 一 白飯 咖哩洋芋燒肉 蛋酥白菜 蚵白菜 海芽蛋花湯 5.3 2.3 1.7 2.5 698.5

豬肉.馬鈴薯.胡蘿蔔.洋蔥 雞蛋.白菜.木耳.紅蘿蔔 海帶芽.雞蛋

3/8 二 營養米飯 三杯雞 什錦豆腐 有機青菜 鮮菇肉絲湯 5.6 2.2 1.1 2.0 674.5

雞肉.豬血糕.九層塔 豆腐.絞肉.玉米粒.胡蘿蔔 肉絲.鮮香菇. 金針菇

3/9 三 簡餐 肉燥乾麵 滷蛋 青江菜 蘿蔔湯 鮮奶 3.5 2.9 1.2 2.0 0.6 672.5

麵條.豬肉.蔥酥 白蘿蔔、芹菜

3/10 四 營養米飯 咕咾肉 香滷蘿蔔 小白菜 粉圓豆花湯 水果 5.8 2.3 1.7 2.0 1.0 771.0

豬肉.甜椒.洋蔥 花生.豆花

3/11 五 白飯 芝麻鹽酥雞 洋蔥鮪魚 甘藍菜 冬瓜蛤蠣湯 5.1 2.7 1.9 3.0 742.0

 雞肉.芝麻 洋蔥.胡蘿蔔.鮪魚 小薏仁、冬瓜、薑絲

3/14 一 白飯 豆腐燒雞 三色炒蛋 小白菜 酸白菜肉絲湯 5.5 1.9 1.7 2.5 682.5

雞肉、豆腐、青蒜 三色豆、雞蛋 肉絲、酸白菜

3/15 二 營養米飯 梅醬小排 金茸細粉 有機青菜 海芽豆腐味噌湯 5.6 2.7 1.2 2.0 714.5

豬肉.洋蔥.甜椒 絞肉、冬粉、金針菇 小魚干、豆腐 、海帶芽

3/16 三 簡餐 香菇油飯 五香雞腿 甘藍菜 金針排骨湯 5.0 2.3 1.1 3.0 685.0

糯米、香菇、豬肉、蝦米 乾金針.排骨

3/17 四 營養米飯 蘿蔔滷肉 蔥花蛋 蚵白菜 羅宋湯 水果 5.1 2.9 1.6 2.5 1.0 787.0

蘿蔔.豬肉 雞蛋、青蔥
馬鈴薯 .高麗菜.蕃茄.洋

蔥

3/18 五 白飯 鴿蛋肉燥 培根花椰 油菜 白菜鮮味羹 5.0 2.8 1.8 2.5 717.5

鴿蛋、絞肉、香菇 培根.花椰菜.香菇 大白菜.豬肉.蟳絲

3/21 一 白飯 蠔油肉片 椒鹽甜不辣 青江菜 酸菜豬血湯 6.5 2.2 1.2 3.0 785.0

豬肉小黃瓜 酸菜.豬血.韭菜

3/22 二 營養米飯 羅宋燉肉 蘿蔔三鮮 有機青菜 紅豆湯圓 6.5 2.5 1.6 2.0 772.5

肉塊.馬鈴薯.蕃茄.西洋芹 魷魚、鴿蛋、肉絲、白蘿蔔 紅豆.小湯圓.

3/23 三 簡餐 水餃 魯狀元 油菜 酸辣湯 鮮奶 4.0 2.6 1.3 2.0 0.6 687.5

豬血糕.豆干.鴿蛋.小貢丸 肉絲、雞蛋、豆腐、筍絲

3/24 四 營養米飯 紅燒獅子頭 香根海帶絲 甘藍菜 蘿蔔貢丸湯 水果 5.0 2.0 2.0 2.0 1.0 700.0

獅子頭.大白菜.金勾蝦 豆干絲.海帶絲.肉絲 貢丸、白蘿蔔、芹菜

3/25 五 白飯 府城蝦捲 麻婆豆腐 蚵白菜 麻油杏鮑菇湯 5.0 2.7 1.2 3.0 717.5

豆腐、絞肉、青蔥 麻油、杏鮑菇、枸杞

3/28 一 白飯 照燒烤雞翅 香菇絞肉蒸蛋 甘藍菜 三鮮湯 5.0 3.0 1.1 2.0 692.5

絞肉、雞蛋、香菇
筍絲.肉絲.金針菇.蝦仁.

芹菜

3/29 二 營養米飯 紅糟肉排 西魯肉 有機青菜 木瓜小魚湯 5.0 2.7 1.8 3.0 732.5

里肌肉.紅糟醬 雞蛋.大白菜.肉絲.木耳 木瓜.小魚

3/30 三 簡餐 奶油雞丁義麵 燒番薯 小白菜 時蔬大豆湯 6.1 2.0 1.5 3.0 749.5

雞丁.香菇.洋蔥.義大利麵 馬鈴薯 .高麗菜.蕃茄.洋

蔥

3/31 四 營養米飯 蔥爆肉絲 茄汁豆包 青江菜 玉米蛋花湯 水果 5.4 2.8 1.6 2.0 1.0 778.0

園遊會 豬肉.蔥段.薑絲
豆包、花椰菜、香菇、胡蘿

蔔
玉米粒、雞蛋、青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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