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物類別功能與來源
食物可分為六大類:
(一)全穀根莖類、(二)蔬菜類、(三)豆魚肉蛋類、(四)低脂乳品
類、(五)水果類，以及(六)油脂與堅果種子類。

食物類別

全榖根莖類

蔬菜類

水果類

低脂乳品類

豆魚肉蛋類

油脂與堅果種子類

其他類

白飯、麵條、冬粉、玉米、地瓜、馬鈴
薯、蓮子、蓮藕、薏仁、紅豆、綠豆、
玉米、山藥、花豆、米苔目、饅頭、麵
包、土司、蘇打餅乾、蘿蔔糕、小湯
圓、泡麵、油條、燒餅、豬血糕

菠菜、莧菜、秋葵、高麗菜、空心菜、
紅鳳菜、青江菜、茼蒿、青椒、茄子、
青花菜、大番茄、蘆筍、玉米筍、海
帶、木耳、紫菜、髮菜、豆芽、竹筍、
冬瓜、絲瓜、蘿蔔、洋蔥、牛蒡、四季
豆、甜豌豆、香菇、洋菇、金針菇

橘子、番石榴、香蕉、草莓、木瓜、芒
果、聖女番茄、柚子、葡萄、鳳梨、棗
子、蓮霧、美濃瓜、西瓜、楊桃、釋
迦、梨、桃子、櫻桃、龍眼、荔枝、奇
異果、山竹、榴槤

鮮奶、保久乳、奶粉、優酪乳、起司、
優格

蛋、豆腐、黃豆、魚、蚵仔、蝦、蟹、
文蛤、章魚、花枝、牛肉、豬肉、火
腿、雞肉、鴨肉

沙拉油、橄欖油、沙拉醬、瓜子、
花生、開心果. . .等

巧克力、布丁、糖果、冰淇淋、洋
芋片、汽水、稀釋果汁飲料、運動
飲料、沙茶醬、蛋黃醬、番茄醬等
調味醬料。

食物舉例



小朋友在幼兒園應該怎麼吃?

通常這六大類食物都應攝取了，身體才能獲得均衡的影響，
對減肥者而言，雖然熱量應加限制，但仍希望六大類食物都
能攝取，以保持均衡營養原則。

碳水化合物(糖類)
膳食纖維、維生素
B群

維生素A、C、葉
酸、鎂、鉀、鈣、
膳食纖維

維生素C、A、鉀、
膳食纖維、果糖、
葡萄糖

鈣、維生素B2、蛋
白質

蛋白質、維生素B
群、鐵質

脂肪酸、維生素E

糖-熱量
鹽-鈉

身體需要能量的時候，最先利用碳水化
合物產生能量，碳水化合物是提供身體
能量最快、最經濟的物質。其中膳食纖
維可帶動腸胃蠕動、幫助消化及改善便
秘問題，豐富的維生素B群可以穩定神
經及情緒，增加注意力。

提供保護性的營養素，可預防心血管疾
病，膳食纖維特別有助於消化道的健康，
使腸道活動正常，軟化腸內廢棄物，讓排
便更順暢，防止腸道疾病的發生。而維生
素A則協助在黑暗中的視力。

維生素C幫助膠原蛋白（collagen）的形
成，使皮膚健康，血管不易破裂出血，也
幫助傷口癒合；同時提供多種保護性營養
素

蛋白質是建造組織的材料，所以成長階段
的需要量最大，由於身體組織不斷地新陳
代謝，例如:紅血球120天即老化死去，小
腸黏膜細胞約三天就脫落，因此隨時需要
新生的細胞來維持身體機能，維生素B群
可維持生理重要功能，鐵是血紅素主要元
素，也是體內部分酵素的組成元素。

提供必須脂肪酸，協助脂溶性維生素吸
收、維持正常生理代謝、調節內分泌系
統。

糖提供高熱量，但是少含其他營養素，鹽
分會增加高血壓的危險，含有大量糖鹽的
食品，食用次數不宜太頻繁，食用量也應
該減少，以培養健康的口味，減少罹患慢
性病的危險。

鈣質是骨骼及牙齒的主要成分，足夠的鈣
質可促進正常的生長發育、預防骨質疏鬆
症、調節心跳及肌肉收縮、維持身體正常
神經的感應、血液凝結等生理功能。
維生素B2參與人體許多能量代謝反應，也
與葉酸及維生素B6活化之代謝反應有關，
扮演營養代謝中關鍵角色。
蛋白質可以維持人體生長發育、是構成及
修補細胞，組織之主要材料，亦可提供熱
能。

主要營養素 功    能



幼兒期飲食須知

每日的營養素應平均分配於三餐；點心可用以補

充營養素及熱量；食物的質應優於量。

一天至少喝二杯牛奶，供給蛋白質、鈣質、維生

素B2；豆漿亦可供給蛋白質。

一天一個蛋，供給蛋白質、鐵質、複合維生素B。

1-3歲幼兒一天需肉、魚、豆腐約1兩，4-6歲幼兒

需1.5兩，以提供蛋白質、複合維生素B等。

■

■

■

■



深綠色及深黃紅色蔬菜的維生素A、C及鐵質含

量都比淺色蔬菜高，每天至少應該吃一份（100

克）。

補充動物肝臟，提供蛋白質、礦物質及維生素。

學習用匙、筷的時期，食物要容易取食，自己吃

不完時，再餵。

■

■

■

營養充足可以預防疾病



幼兒期特性

活動量增加，應注意營養的補充。

幼兒與他人接觸機會增加，但身體各種機能尚未

成熟，對疾病抵抗力較差，容易罹患疾病。

對外界環境充滿好奇，常常玩得太開心，而疏忽

進食。

喜歡觸摸各種東西或順手將玩具放入口內，常引

起消化道疾病或意外傷害等問題。

開始對食物有喜惡之分，大人一味迎合要求，容

易造成偏食之惡習。

大部份幼兒喜愛甜食，容易發生蛀牙或導致食慾

不振或其他疾病的發生。

1.

2.

3.

4.

5.

6.



每日飲食指南

食物\年齡

奶（牛奶）

蛋

豆類（豆腐）

魚

肉

五穀（米飯)

油脂

其他

深綠色

或

深黃色

五穀（米飯)

1-3歲齡

2杯

1個

1/3塊

1/3兩

1/3兩

1-1.5碗

1湯匙

1兩

1兩

1-1.5碗

4-6歲

2杯

1個

1/3塊

1/2兩

1/2兩

1.5-2碗

1.5湯匙

1.5兩

1.5兩

1.5-2碗

蔬

菜



幼兒園餐點
提供設計原則及說明

1.

2.

3.

4.

5.

提供易咀嚼、易消化、少刺激、份量適當的餐點。

正餐至少提供四大類食物(除油脂與堅果種子類)。

每日提供蔬菜類食物。

每週提供水果3次以上!不供應果汁。

每週盡量提供100%乳品(如鮮奶、保久乳、奶粉)3次

以上，不供應調味乳。



寶貝不偏食，把飯吃光光

1.

2.

3.

4.

5.

每週最好三次以上使用全榖根莖類取代精緻榖

類，如五穀雜糧飯、糙米飯、芋頭飯、地瓜

飯...等取代白米飯。

不要提供添加了過多油糖鹽的全穀根莖類取代

精緻穀類，每週五次正餐中出現次數應在2次以

下。

盡量選擇清淡的烹調方式，每週高油糖鹽食材與

烹飪方式出現次數應少於總供應量的1/3。

盡量少提供含糖飲料及不提供含咖啡因飲品，鼓

勵多喝白開水。

依菜單烹調，公布餐點表給家長並保留至少三個

月;餐點名稱應看的出內容物食材為何。



幫助孩童遠離
不健康食物「四不原則」

兒童正處於飲食和口感養成的關鍵時期，良好的飲食
習慣應從小培養，為讓兒童遠離不健康食物，建議師
長下列原則:

4.不對孩子使用「禁止」、「不准」

或「不可以」吃不健康食物等負面字

眼， 但在「量」須有所節制。

1.家中(學校)不放:

以飲料為例，美國研究發現，家庭環境是影響兒

童飲用含糖飲料的主要原因。

董氏基金會亦調查發現，家中有放含糖飲料者，

孩童飲料攝取量為家中未放的兩倍，當孩子同時

有含糖飲料和白開水可以選擇，僅兩成會選白開

水。

2.不主動提供不健康食物:

勿當作獎賞，若將不健康食物作為獎勵品，此舉會

提升食物在孩子心中的地位。

3.不在孩子面前食用垃圾食物，以身
  作則給孩子好榜樣:

家長食用不健康食品越高者，其子女攝取量也會提

高。



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

1.

2.

3.

4.

5.

定時、定量、不偏食、不亂吃零食

飯前洗手、飯後刷牙漱口。

不隨便將任何物品放入口內；掉在地上的食物不

可吃。

不吃不乾淨食品。

愛惜食物、不浪費；以快樂和感謝的態度來接受

食物。

6.

7.

8.

9.

進餐時應細嚼慢嚥，不邊吃邊說話。

保持愉快進餐氣氛，進餐前後不做激烈運動。

不邊吃邊玩或邊看電視。

吃飯時間不要超過30分鐘以上。



幼兒菜園單範例

1.菜單設計以每日提供1正餐2點心為例。
2.此份菜單僅供參考，食材可用同類食物做代換。

早點：         卡路里小計：72卡

午餐：         卡路里小計：555卡

午點：         卡路里小計：90卡

火腿小饅包

芝麻白飯

炒時蔬

魩仔魚煎蛋

菜頭滷麵圈

黃瓜魚丸湯

水果

綠豆仁西谷米

幼兒園菜單 （星期一）



早點材料：         份量：1人份

午餐材料：         份量：1人份

午點材料：         份量：1人份

火腿5克、小饅包45克

                         卡路里小計：72卡

綠豆10克、西谷米10克、糖5克

                         卡路里小計：90卡

白飯150克 

青菜 50 克

魩仔魚17克、蛋40克、青蔥10克、油2克

菜頭50克、麵圈10克、醬油八角少許、瘦肉17克

黃瓜20克、魚丸10克、油2克、蔥花少許

蘋果1份

                          卡路里小計：555卡

卡路里總計：717卡

零食V.S點心，要怎麼選擇？



早點：         卡路里小計：145卡

午餐：         卡路里小計：520卡

午點：         卡路里小計：67卡

鮮奶

鮮奶吐司一片

白飯

炒時蔬

烤雞腿

螞蟻上樹

海帶排骨湯

水果

QQ地瓜湯

幼兒園菜單 （星期二）

幼兒菜園單範例



早點材料：         份量：1人份

午餐材料：         份量：1人份

午點材料：         份量：1人份

全脂奶120克

吐司10克

                         卡路里小計：145卡

QQ 5克、地瓜15克、糖3克

                          卡路里小計：67卡

白飯150克

青菜 50 克、油2克

小雞腿70克、芝麻少許

冬粉5克、肉末5克、紅蘿蔔絲5克、高麗菜絲10克、

黑木耳5克、油2克

海帶10克、排骨10克、薑絲1克

香蕉(小) 1份    

                           卡路里小計：520卡

卡路里總計：732卡



早點：         卡路里小計：200卡

午餐：         卡路里小計：401卡

午點：         卡路里小計：120卡

肉羹麵線

茄汁蛋炒飯

(特餐)

炒時蔬

水果

芋泥包二個

幼兒園菜單 （星期三）

幼兒菜園單範例



早點材料：         份量：1人份

午餐材料：         份量：1人份

午點材料：         份量：1人份

赤肉35克

麵線50克

竹筍絲20 克

紅蘿蔔絲5克

柴魚少許

                         卡路里小計：200卡

芋泥包(小)2個

                         卡路里小計：120卡

白飯100克、雞胸肉小丁35克、蛋半個、洋蔥10克、

火腿丁17.5克、杏鮑菇丁10克、紅蘿蔔丁10克、油

10克

白綠花椰菜 50 克、油2克

蘋果1份

                           卡路里小計：401卡

卡路里總計：721卡

為孩子準備金健康的餐點



早點：         卡路里小計：213卡

午餐：       卡路里小計：472.3卡

午點：         卡路里小計：99卡

饅頭夾肉鬆

白飯

薑汁燒肉

炒地瓜葉

什錦拼盤

味噌豆腐湯

水果

金瓜米粉湯

幼兒園菜單（星期四）

幼兒菜園單範例



早點材料：         份量：1人份

午餐材料：         份量：1人份

午點材料：         份量：1人份

小饅頭 50克

肉鬆13克

                         卡路里小計：213卡

米粉10克、金瓜15克、豬肉絲10克、芹菜末20

克、油蔥酥2克

                         卡路里小計：99卡

白飯150克

燒肉 35 克、洋蔥絲20克、紅蘿蔔絲10克、油2克

地瓜葉50克、油5克

玉米筍15克、青花菜15克、紅蘿蔔片5克、黑木耳絲

5克、蒜頭少許、油2克

味噌5克、盒裝豆腐丁35克、海帶芽10克

木瓜1份         

                         卡路里小計：472.3卡

卡路里總計：784.3卡



早點：       卡路里小計：212.5卡

午餐：       卡路里小計：531.5卡

午點：         卡路里小計：90卡

青菜餛飩湯

白飯

糖醋雞丁

什錦豆芽菜

炒菠菜

筍片排骨湯

水果

紅豆粉粿

幼兒園菜單 （星期五）

幼兒菜園單範例



飲食，是健康的基礎

早點材料：         份量：1人份

午餐材料：         份量：1人份

午點材料：         份量：1人份

溫州餛飩4顆

小白菜50克

                       卡路里小計：212.5卡

熟紅豆25克

粉粿10克

黑糖5克

                          卡路里小計：90卡

白飯150克

雞胸肉丁52.5克、鳳梨丁65克、洋蔥丁30克、紅蘿

蔔片10克、油5克

豆芽菜 50克、紅蘿蔔絲5克、黑木耳絲5克、油2克

菠菜50克、油2克

筍片20克、排骨10克

香蕉(小)1份         

                          卡路里小計：531.5卡

卡路里總計：834卡



早點：          卡路里小計：83卡

午餐：         卡路里小計：518卡

午點：         卡路里小計：126卡

雞茸燕麥粥

紫米五穀飯

瓜仔肉燥

開陽白菜

番茄炒蛋

蘿蔔排骨湯

水果

摩摩喳喳

幼兒園菜單 （星期一）

幼兒菜園單範例



早點材料：         份量：1人份

午餐材料：         份量：1人份

午點材料：         份量：1人份

燕麥20克

雞胸肉末10克

芹菜末10克

紅蘿蔔末10克

                          卡路里小計：83卡

地瓜5克、芋頭5克、西谷米10克、椰漿10克、低

脂奶60克、芒果丁10克、糖5克

                         卡路里小計：126卡

白飯150克

瘦絞肉30克、醬瓜10克

大白菜 50克、蝦米少許、油2克

大番茄30克、蛋半個、油2克

紅蘿蔔20克、白蘿蔔20克、排骨15克

香蕉(小)1份

                            卡路里小計：518卡

卡路里總計：727卡



早點：          卡路里小計：128卡

午餐：       卡路里小計：509.2卡

午點：         卡路里小計：96卡

牛奶麥片

牛奶

咖哩拌飯

高纖漢堡排

蒜香青花玉米筍

薑絲絲瓜蛤蜊

酸菜肉片湯

水果

鮪魚稀飯

幼兒園菜單 （星期二）

幼兒菜園單範例



我們都喝白開水

早點材料：         份量：1人份

午餐材料：         份量：1人份

午點材料：         份量：1人份

麥片20克

低脂奶120克

                         卡路里小計：128卡

胚芽米20克

鮪魚片10克

高麗菜20克

紅蘿蔔少許

                          卡路里小計：96卡

白飯80克、糙米飯70克、咖哩粉適量

瘦絞肉30克、豆渣15克、紅蘿蔔5克、洋蔥10克

青花菜30克、玉米筍30克、油2克

絲瓜50克、蛤蜊15克、油2克

酸菜10克、里肌肉片10克

木瓜1份

                          卡路里小計：509.2卡

卡路里總計：733.2卡



早點：          卡路里小計：113卡

午餐：         卡路里小計：472卡

午點：         卡路里小計：182卡

皮蛋瘦肉粥

茄汁通心麵

綜合滷味

花椰菜

金針排骨湯

水果

布丁

餅乾

幼兒園菜單 （星期三）

幼兒菜園單範例



早點材料：         份量：1人份

午餐材料：         份量：1人份

午點材料：         份量：1人份

米20克

皮蛋15克

瘦肉10克

乾香菇少許

芹菜少許

                卡路里小計：113卡

市售布丁100克

蘇打餅乾20克

                卡路里小計：182卡

通心麵40克、絞肉17.5克、洋蔥10克、蕃茄10克、

紅蘿蔔10克、蕃茄醬適量、油2克

豆干40克、魯蛋55克、醬油適量

花椰菜50克、油2克

金針10克、排骨10克

芭樂1份

                 卡路里小計：472卡

卡路里總計：767卡



早點：          卡路里小計：200卡

午餐：         卡路里小計：485卡

午點：       卡路里小計：134.5卡

菜包半個(大) 

豆漿

胚芽飯

洋蔥炒肉絲

紅蘿蔔蒸蛋

炒時蔬

紅豆薏仁湯

水果

蔬菜湯餃

幼兒園菜單 （星期四）

幼兒菜園單範例



我也要三蔬二果

早點材料：         份量：1人份

午餐材料：         份量：1人份

午點材料：         份量：1人份

菜包80克

豆漿100克

                         卡路里小計：200卡

冷凍水餃5顆、小白菜5克、香菇5克、

紅蘿蔔5克、蛋5克

                      卡路里小計：134.5卡

白米50克、胚芽米50克

洋蔥10克、肉絲35克、油2克

蛋27克、紅蘿蔔5克

時蔬50克、油2克

紅豆5克、小薏仁5克、糖3克

木瓜1份

                          卡路里小計：485卡 

卡路里總計：819.5卡



早點：          卡路里小計：196卡

午餐：         卡路里小計：480卡

午點：       卡路里小計：83.5卡

三明治

優酪乳

白飯

糖醋雞丁

咖哩洋芋

炒時蔬

冬瓜蛤蠣湯

水果

絲瓜米苔目

幼兒園菜單 （星期五）

幼兒菜園單範例



早點材料：         份量：1人份

午餐材料：         份量：1人份

午點材料：         份量：1人份

吐司50克、蛋27.5克、小黃瓜10克、火腿5克、

沙拉醬1克

優酪乳100克

                卡路里小計：196卡

米苔目60克

絲瓜10克

肉絲5克

香菇少許

              卡路里小計：83.5卡

白米150克

清雞丁35克、甜椒5克、洋蔥5克、油2克

馬鈴薯25克、絞肉10克、紅蘿蔔5克、咖哩粉適量

時蔬80克、油2克

冬瓜20克、蛤蠣30克（帶殼）、薑絲少許

芭樂1份

                           卡路里小計：480卡

卡路里總計：759.5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