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早點 主食 青菜 湯品 水果 午點
全榖

(份)

蛋豆

魚肉

(份)

蔬菜

(份)

水果

(份)

奶

(份)

油脂

(份)

熱量
(Kcal)

3/1 油豆腐細粉 酸菜雞丁 鮮味炒蛋 結頭菜大骨湯 肉鬆蔥卷麵包+糙米漿
二 冬粉.油豆腐.蔥 雞丁.骨腿丁.酸菜 洗選蛋.洋蔥.魚片.四季豆 結頭菜.大骨 肉鬆蔥卷麵包.米漿

3/2 麻油蛋麵線 茄汁義大利麵 麥克雞塊 巧達濃湯 水果拼盤
三 麵線.洗選蛋.絞肉.枸杞 螺旋麵.絞肉.洋蔥.三色丁 麥克雞塊*2 馬鈴薯.紅蘿蔔.培根.洋蔥.奶粉 水果

3/3 慶生蛋糕+鮮奶 蘿蔔燒雞丁 塔香海茸 蕃茄蛋花湯 紅豆紫米粥
四 蛋糕.鮮奶 雞丁.骨腿丁.白蘿蔔 海茸.紅蘿蔔.九層塔 蕃茄.洗選蛋 紅豆.紫米
3/4 蝦仁豆腐煲 壽喜燒 麻婆豆腐 冬瓜金菇湯 馬拉糕+鮮奶
五 豆腐.冬粉.蔬菜.蝦仁 肉片.綠豆芽.洋蔥.生香菇 豆腐.絞肉.青蔥 冬瓜.金針菇.大骨 馬拉糕.鮮奶

3/7 青醬義大利麵 滷雞翅 豆包時蔬 四寶甜湯 當歸雞麵線
一 貝殼麵.絞肉.洋蔥.蒜 三節翅 濕豆包.紅蘿蔔.芹菜.木耳 綠豆.薏仁.紅豆.黑粉圓 棕色麵線.清胸肉片.薑片.當歸藥包

3/8 陽春麵 筍乾肉燥 雙色花椰 牛蒡養生湯 芝麻包+鮮奶
二 白油麵.小白菜.韭菜.絞肉 絞肉.筍干.洋蔥 青花菜.花椰菜.紅蘿蔔.木耳 牛蒡.白蘿蔔.紅棗.大骨 芝麻包+鮮奶

3/9 蔬菜麵疙瘩 吻魚炒飯 西芹豬柳 結頭鮮菇湯 水果拼盤
三 麵疙瘩.肉絲.高麗菜.紅蘿蔔 白米.洗選蛋.高麗菜.吻仔魚.三色丁.青蔥 豬柳.西芹.紅蘿蔔 大頭菜.菇菇.大骨 水果

3/10 滑蛋鮮肉粥 麻油松阪豬 脆炒洋芋 紫菜豆腐湯 蔥肉餡餅+鮮奶
四 白米.洗選蛋.絞肉.小白菜 肉片.高麗菜.杏鮑菇 馬鈴薯.紅蘿蔔.木耳 紫菜.豆腐.大骨 蔥肉餡餅+鮮奶

3/11 鯛魚米粉湯 咖哩雞 冬瓜肉末 酸辣湯 關東煮
五 鯛魚.米粉.綠豆芽 雞丁.骨腿丁.馬鈴薯.洋蔥.紅蘿蔔 冬瓜.絞肉 豆腐.木耳.脆筍絲 白蘿蔔.杏鮑菇.油豆腐丁.海帶結

3/14 雞絲麵 蒲燒魚丁 碎脯青蔥炒蛋 燒仙草 鮮菇瘦肉粥
一 雞絲麵.洗選蛋.青江菜.絞肉 鬍鯰.高麗菜.照燒醬.白芝麻.海苔細絲 洗選蛋.碎脯.青蔥 仙草原汁.花豆.綠豆.熟花生 白米.生香菇.玉米粒.絞肉

3/15 酸辣湯餃 梅菜炒雞 蜜汁豆干 黃芽昆布湯 銀絲捲+鮮奶
二 水餃.豆腐.木耳.紅蘿蔔 雞丁.骨腿丁.紅蘿蔔.梅干菜 四方干丁.地瓜.白芝麻.麥芽糖 黃豆芽.昆布.大骨 銀絲捲+鮮奶

3/16 馬鈴薯炒鮪魚 味噌拉麵 肉骨茶 煎餃 水果拼盤
三 鮪魚罐頭.馬鈴薯.洗選蛋.玉米.洋蔥 拉麵.青蔥.海帶芽.高麗菜.肉片 肉丁.豆捲.大白菜 煎餃*2 水果

3/17 芋香米粉湯 醬燒大排 麻香高麗菜 八寶冬粉湯 奶香南瓜濃湯
四 濕米粉.芋頭.絞肉 醬燒大排 高麗菜.金針菇.紅蘿蔔.豆捲 冬粉.乾香菇.蝦米.芹菜.木耳.大骨 南瓜.紅蘿蔔.毛豆.絞肉.鮮奶

3/18 菇菇米苔目 三杯雞 銀芽干片 羅宋湯 饅頭夾蛋+黑芝麻豆漿
五 米苔目.鴻喜菇.乾香菇絲.高麗菜 雞丁.骨腿丁.米血糕.杏鮑菇.九層塔 豆芽菜.豆干片.芹菜.紅蘿蔔 高麗菜.西芹.大番茄 饅頭.蔥.蛋.豆漿

3/21 炒蘿蔔糕 香滷雞腿 榨菜三絲 芋頭西米露 醬燒肉包+鮮奶
一 蘿蔔糕.豆芽.蛋.紅蘿蔔 雞腿 榨菜絲.紅蘿蔔.木耳 芋頭.西谷米 醬燒肉包*2..鮮奶

3/22 咖哩炒米粉 醬冬瓜肉餅 蝦香白菜 酸菜筍片湯 茶碗蒸+水果
二 米粉.咖哩粉.絞肉.木耳絲 絞肉.冬瓜醬 大白菜.蝦皮.木耳 酸菜.筍片.油蔥酥.大骨 蛋.紅蘿蔔.生香菇

3/23 蝦仁炒飯 炸醬麵 滷味拼盤 蓮藕鮮菇湯 水果拼盤
三 白米.蝦仁.洋蔥.玉米粒 白油麵.絞肉.豆干.小黃瓜.紅蘿蔔 肉丁.大溪豆干.海帶結 蓮藕.菇菇.大骨 水果

3/24 擔仔麵 瓜仔雞 油蔥高麗麵線 味噌小魚湯 地瓜芋圓湯
四 黃油麵.綠豆芽.絞肉 雞丁.骨腿丁.圓平瓜 油蔥酥.絞肉.高麗菜.麵線 小魚干.豆腐 地瓜.芋圓.二砂

3/25 寬粉肉末湯 蔥爆肉絲 螞蟻上樹 薏仁青木瓜湯 AB乳果
五 寬冬粉.木耳絲.綠豆芽.絞肉 豆干片.肉絲.青蔥 冬粉.絞肉.高麗菜.木耳 薏仁.青木瓜.大骨 AB乳果

3/28 地瓜薯條+薏仁米漿 安東燉雞 洋蔥炒蛋 紅豆地瓜湯 香菇山藥雞湯
一 地瓜條.薏仁米漿 雞丁.骨腿丁.馬鈴薯.紅蘿蔔.冬粉.洋蔥.青蔥.白芝麻 洗選蛋.洋蔥 紅豆.地瓜 香菇.雞丁.山藥

3/29 虱目魚柳粥 白菜福州丸 海帶三絲 芹香蘿蔔湯 茶葉蛋+鮮奶+水果
二 白米.虱目魚柳.芹菜.蒜酥 大白菜.木耳.紅蘿蔔.福州丸 海帶絲.紅蘿蔔.白干絲 白蘿蔔.芹菜.大骨 洗選蛋.鮮奶

3/30 玉米濃湯餃 韓式拌飯 韓式炸雞 麥仔茶 水果拼盤
三 水餃CAS.玉米粒.紅蘿蔔 木耳絲.黃豆芽.紅蘿蔔.泡菜.肉片.海帶芽 雞丁.白芝麻.甜不辣 麥仔茶包.山粉圓 水果

3/31 蘑菇鐵板麵 回鍋肉片 蒜香敏豆 紫菜吻魚湯 小籠包+鮮奶
四 黃油麵.蘑菇醬.菇.洋蔥 肉片.高麗菜.紅蘿蔔 敏豆.紅蘿蔔.金針菇.木耳 紫菜.吻仔魚.大骨 小籠包*2.鮮奶

熱量 (kcal) 水果類(份)

550 1

700 1

表單設計:軒泰食品有限公司

滷 炒

蒸 煮

水果

糙米飯 煮 炒 有機蔬菜

煮 有機蔬菜 水果

糙米飯

麥片飯

特餐 炒

胚芽飯 煮

糙米飯 炒 炒 有機蔬菜

7395.8 2.5 1.3 2.5

4-6歲 5 1.5 1.5

學校一天營養所需(早點、午餐、午點) 主食類(份) 豆魚肉蛋類(份) 蔬菜類(份) 奶類(份) 油脂與堅果種子類(份)

特餐 煮 炸 蔬菜 5.8 2.3

0.5 2

2-3歲 3.5 1.5 1 0.5 1.5

蔬菜

1 2.2 984

有機蔬菜

831

1

1

6 2.3 1.3 1 2.3 909

5.9 2.4 1.2 2.4 791

3

滷 蔬菜 鮮奶 6 2.6 1.2 2

5.8 2.6 1.4 1

5.7 2.1 1.5

7255.3 2.6 1.3糙米飯 炒 炒 有機蔬菜

五穀飯 炸 炒 有機蔬菜 水果

1.2 2.4 709

1 2.6 858

2.8

1 0.5 3 849

1.1

特餐 煮 煮 蔬菜 5.9 2.1

糙米飯 炒 燒 有機蔬菜 5.8 2.5

2.2 1.2 1 2.5 774海苔飯 燒 炒 蔬菜 水果 5.8

2.6 1.5 2.7 774糙米飯 煮 煮 有機蔬菜 6

2.8 1.7 1 1 3 974紫米飯 炒 炒 有機蔬菜 水果 5.8

2.3 1.6 2 1 2.8 978特餐 炒 炒 蔬菜 優酪乳 5.7

2.9 1.7 1 2.3 897糙米飯 煮 炒 有機蔬菜 5.9

2.9 2 1 2.4 856薑黃飯 滷 炒 蔬菜 水果 6

2.8 1.6 1 2.6 886糙米飯 煮 燒 有機蔬菜 5.7

2.3 779

9545.8 2.6 1.5 1 1 3

2 2 2.6 903

111年3月份 楊心國小附設幼兒園菜單

主菜 副菜

芝麻飯 炒 炒 有機蔬菜

薏仁飯 燒 炒 有機蔬菜 水果

特餐 煮 炸 蔬菜 5.8 2.8

5.9 3 1.5

紅扁豆飯 煮 炒 蔬菜 水果

5.7 2.3 1.6 3 747

5.8 2.1 1.5 1 2.2 760

1.3 2.4 719

薏仁飯 炒 炒 有機蔬菜 水果 5.8 2.6 1.4 1 2.4 8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