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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食店裡的危機�

230Kcal 310Kcal 240Kcal 

70Kcal 240Kcal 320Kcal 

147Kcal 80Kcal 110Kcal 190Kcal 90K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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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飲食的五大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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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飲料中的糖糖危機�

l  =5g=20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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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糖分攝取上限�
l 每日熱量攝取的5%�

�  體重60kgX30=1800大卡�

�  1800X5%=90大卡＝22.5g糖�

l 過多的精製糖造成：�

1.   肥胖�

2.   齲齒�

3.   注意力不集中�

4.   免疫力低下�

5.   胰島素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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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食裡的食品添加劑�
l 洋芋片、餅乾、零食、飲料…�

l 熱量高、營養價值低�

l 排擠正餐�

l 高鹽份與高糖份�

l 食品添加劑造成身體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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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化油與反式脂肪酸�
l  將植物油經過氫化過程，提高飽和度�

l  若氫化不完全，將產生反式脂肪酸�

l  反式脂肪酸，無法代謝，將造成壞的膽固醇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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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油炸食物正在吞噬腦力�
l 腦部結構有65%是腦磷脂�

l 油脂經過高溫，產生自由基與毒素�

l 熱量過高，造成肥胖�

l 自由基攻擊身體，造成代謝異常與生長遲緩�

l 賀爾蒙異常�

l 飽和脂肪酸造成三高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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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每日五蔬果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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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維的好處�
l 巨大的碳水化合物結構，人體因為缺乏纖維分解酶，

無法分解成葡萄糖作為能量，但有其他功能：�
1.  減緩血糖上升�

2.  吸附膽酸膽鹼，降低膽固醇被吸收�
3.  幫助腸道蠕動，預防便秘，�

4.  協助腸道益生菌生長，平衡免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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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鈣質的重要�
1.   骨骼的發展�

2.   牙齒的堅固�

3.   肌肉的縮放�

4.   血管的擴張與收縮�

5.   神經傳導物質的傳遞�

6.   賀爾蒙與酵素的分泌�

7.   正常的凝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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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的優勢與危機�
l 好處�

1.  優質蛋白質�

2.  高鈣�

3.  容易取得�

l 危機�
1.  乳糖不耐症�

2.  慢性食物過敏�

3.  身體發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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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酪乳會不會比較好？�
l 優點：�

經過乳酸菌的發酵，�

1.  分解乳糖，避免乳糖不難症�

2.  減少過敏與發炎�

3.  幫助腸道好菌生長�

l 注意：�

1.  是否加糖�

2.  是否加果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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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加糖，真的就低卡嗎？�

原味優酪乳 (517ml)�
300大卡�
44.4g糖�

無加糖優酪乳 (517ml)�
294大卡�
18g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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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g食物中的含鈣量�

食物(100g)� 含鈣量(mg)�

小魚干� 2213�

黑芝麻� 1456�

蝦米� 1075�

乳酪� 574�

麥片� 468�

五香豆干� 273�

芥藍� 238�

食物(100g)� 含鈣量(mg)�

山芹菜� 222�

紅莧菜� 191�

九層塔� 177�

紅鳳菜� 142�

傳統豆腐� 140�

腰果� 112�

牛奶�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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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鈣質的儲存�
l 曬太陽，產生維生素Ｄ3�

l 運動，強化骨本�

l 少喝碳酸飲料�

l 避免過度引用咖啡與濃茶�



一，營養教育在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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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教育在餐桌�
1.   菜色均衡與色彩多元的魅力�

�  營養均衡�
�  色香味具全�

2.   認識食物與選擇食物的能力�
�  吃飽比吃完重要�
�  品嚐食物的滋味�
�  選擇食物的能力�

3.   不要把食物當獎賞或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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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六大營養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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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金字塔-兒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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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六大類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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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熱量需求�

 

1800~2100	
1650~1900 

2050~2350	
1950~225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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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壞食物的挑選原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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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吃全穀類�

米糠� 胚芽� 胚乳�
糙米� Ｖ� Ｖ� Ｖ�

胚芽米� Ｖ� Ｖ�
白米� Ｖ�

穀殼�

米糠：富含纖維、vit B群、微量元素�

胚乳：澱粉�

胚芽：油脂、vi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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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人人都適合吃糙米�
l 洗腎病患，禁止吃糙米�

l 腸胃道手術患者，尤其大腸癌�

l 消化功能不佳（胃出血、胃酸過多…）�

l 貧血�

l 缺鈣�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20428/424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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糙米飯好吃的方法�
l 1/3糙米＋2/3白米�

l 浸泡時間久一點�

l 用果汁機打『一下』�



31 

動物性蛋白質的挑選順序�

 

 

 

海鮮類的蛋白質結構較好消化�
深海魚類富含omega-3 脂肪酸�

雞肉、鴨肉，富含人體需要的必需脂肪酸�

牛肉富含鐵、豬肉富含B群…�
但是，飽和脂肪酸容易轉變成膽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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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性蛋白質的來源�

豆類� 深綠色
蔬菜�

芽菜� 菇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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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3 脂肪酸的好處�

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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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含ω-3 脂肪酸的魚�
l 鮭魚、鱈魚、鮪魚、秋刀魚、鯖魚�

l 注意：�

1.  沒有重金屬污染�

2.  選擇小型的深海魚�

3.  多樣攝取，分散風險�



35 

堅果、種子�
l  杏仁、花生、腰果、核桃、開心果、松子、瓜子、芝麻… 

l  脂肪、蛋白質與少量的醣類，營養均衡 

l  高比例的不飽和脂肪酸，預防心血管疾病 

l  豐富的維生素B群、維生素E與礦物質 

l  豐富的纖維，有助於腸胃道蠕動、預防便秘、平衡血糖  

l  務必選擇： 
1.  沒有調味 

2.  低溫烘焙 

3.  每天1~2個湯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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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欖油�
l 『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含量高達75%，所有油品之冠 �

�  降低低密度膽固醇�

�  增加高密度膽固醇�

�  同時又可以增加胰島素的敏感度 �
�

Olive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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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欖油的分類�
 /   

Extra	Virgin	olive	oil	 <	0.8% +++ - 

Virgin	olive	oil	 <	2% +++ + 

Ordinary	olive	oil	 <	3.3% + +++ 

Lampante >3.3 + +++++ 

Pure	olive	oil ? - 

Refined	olive	oil ? - 

Pure	olive	oil 	
Refined	olive	oil … 

ONA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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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欖油的迷思�
l 迷思一：特級初榨橄欖油(extra virgin)就一定好嗎？�

�  肯定是！ �

l 迷思二：顏色越綠的橄欖油，價值越高？�

�  大部分特級冷壓初榨橄欖油是綠色（多酚含量高），但
也有部分品種較黃�

l 迷思三：越大罐越划算�

�  未精緻油容易氧化，小心用不完反而浪費�

l 迷思四：橄欖油究竟能不能加熱烹調？ �

�  橄欖油富含單元不飽和脂肪酸，比大部分植物油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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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調方式�
l 冷鍋冷油�

l 避免高溫爆香�

l 避免高溫煎與炸�

l 水炒後，加油拌炒�

l 油炒後，加水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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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調用油的選擇�
用途� 烹調方式� 油品� 發煙點�

低溫用油�
(150˚C以下)�

涼拌、水炒� 未精煉：葵花籽油、紅花籽油、亞
麻仁籽油�

107˚C�

中溫用油�
(150˚C~180˚C)�

小火� 未精煉：花生油、大豆油、核桃油、
玉米油�

160˚C�

中火� 奶油� 175˚C�

中火� 未精煉：芝麻油、椰子油� 175˚C�

高溫用油�
(180˚C以上)�

煎炸� 未精煉豬油� 188˚C�

未精煉冷壓初榨橄欖油� 191˚C�

未精煉苦茶油� 223˚C�

精煉：葵花油、玉米油、花生油、
椰子油�

23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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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子油�
l 中鏈的飽和脂肪酸 

�  有助於改善糖化血色素，與胰島素抗性 
�  有助於預防阿茲海默症 
�  抗菌 
�  好消化 

l 植物多酚 
�  很棒的抗氧化能力 
�  保護心臟、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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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油的定義�
l  _______就是好油�

l 動物性油脂與植物性油脂並重�

l 低溫烹調________�

l 避免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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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對好食材＋用對好烹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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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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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菜色均衡與色彩多元�
l 餐餐要有飯、菜、肉�

l 每天要有五顏六色的蔬果�

l 色彩豐富，增加食慾與美味�

l 天然的抗氧化能力，修復發炎�

l 纖維豐富，預防便秘，幫助排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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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培養選擇食物的能力�

l 不要幫孩子添好餐點�

l 不要強調『吃完』�

l 觀察自己有沒有『吃飽』比較重要�

l 專注於食物的口味，懂得表達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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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要把食物當作獎賞或逞罰�
l 吃飯變成一種壓力�

l 錯誤的好壞食物觀念�

l 對特定食物的喜誤�

l 用吃來宣洩壓力�



二，讓孩子愛上吃飯�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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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孩子愛上吃飯�

良好氣氛�

不強迫餵食�

要有耐心�

引起興趣�

食物造型＆
擺盤設計�

故事連結＆
情境賦予�

以身作則�

良好的示範�

採買、備製、
烹調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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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當勞為什麼成功？�

 

 

 

 

 



51 

要有耐心�
1.   做好心理準備�

�  邊吃邊玩，不專心�
�  現在不吃，不代表待會兒不吃�
�  寶寶本來就不會吃很快�

2.   傾聽、再傾聽�
�  讓孩子把話說完�
�  不要馬上做回應�
�  詢問背後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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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快速進入用餐模式�
l 食物造型、擺盤巧思�

l 故事連結與情境塑造�

l 準備健康的開胃菜�

l 安撫作用的小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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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味道的水�
l 【檸檬柳丁蜂蜜水】�

1.  檸檬一顆與柳丁一顆，剝皮後打汁，保留纖維�
2.  10ml 天然蜂蜜�
3.  將以上材料加入1000ml 的水中拌勻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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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製水果冰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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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養的果昔�
l 【芒果酪梨優酪乳】�

1.  芒果半顆，去皮切塊�
2.  奇異果半顆，去皮切塊�
3.  紅龍果1/4顆，去皮切塊�
4.  藍莓7顆，洗淨�
5.  將以上材料，加入天然優格300ml，冰塊150ml，

以果汁機打成果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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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無負擔的甜品�
l 【芝麻紅豆白木耳】�

1.  紅豆20g，加水300ml，燉煮30分鐘�
2.  放入白木耳50g，黑芝麻20g，繼續燉煮15分鐘�
3.  放涼，加入冰塊即可�

照片來源：8 more 白木耳專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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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時尚，義式開胃小點～三色普夏塔 �

 普夏塔（Bruschetta）是地中海料理中常見的開胃小點，早期歐
洲人將烤過的麵包淋上橄欖油、大蒜與鹽，應用在品味與評鑑橄欖
油的風味與價值。�
�

【材料與做法】�
1.  製作莎莎醬：牛番茄切小丁，洋蔥、大蒜、香菜切碎，然後

拌入檸檬汁與橄欖油�
2.  製作酪梨醬：酪梨搗泥，拌入洋蔥碎、大蒜泥、羅勒葉細碎、

以及檸檬汁與橄欖油�
3.  法棍切片，放入烤箱中烤溫（勿焦）�
4.  在烤溫的法式麵包上，分別鋪上�

�  一片燻鮭魚與洋蔥絲與檸檬�
�  一湯匙酪梨醬�
�  一湯匙莎莎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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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癒系，地中海鮮蝦緞帶沙拉 �
 地中海沙拉善用使用五顏六色的蔬菜（例如：彩椒、節瓜、小黃瓜、紅蘿蔔、玉米
筍.）當作基底，同時搭配 1) 洋蔥，增添鮮甜嗆辣的滋味；2) 酪梨，補充濃郁滑順
的口感；3) 羊乳酪，點綴出地中海風情的美妙；4) 檸檬油醋醬的酸甜，更能襯托土
耳其沙拉的清爽與多情。 �
�

【材料與做法】�
1.  櫛瓜，用刨刀刨成緞帶片�
2.  小黃瓜，用刨刀刨成緞帶片�
3.  紅蘿蔔，用刨刀�
4.  玉米筍，洗淨燙熟�
5.  紅黃甜椒，切絲�
6.  酪梨，切條�
7.  聖女番茄，洗淨對半切�
8.  草蝦，燙熟、去殼、冰鎮�
9.  乳酪，壓碎�
10.  洋蔥，切絲�
11.  檸檬，切圓片點綴�
12.  特級初榨橄欖油15cc+義大利黑醋5cc+檸檬汁5cc，打發成製作淋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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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身作則�
l 孩子是看著我們長大的�

l 帶著孩子準備餐點�

l 開心地一起用餐�



三，食農教育在廚房�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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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採收與耕種 
�l 認識農作物的生長�

l 珍惜真食物的可貴�

l 敬畏大自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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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洗與製備�
l 認識好食材的結構�

l 了解全食物的營養�

l 學習備料的衛生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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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烹調與料理�
l 認識食物加熱的原理�

l 學習食物搭配與調味�

l 品嚐食物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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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潔與善後�
l 學會尊重食物�

l 養成負責態度�

l 感恩食物提供者的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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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教育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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