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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飯營養與盒餐應用

吳菁菁
審 稿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王長瑩
文/圖 

米飯營養與盒餐應用米飯營養與盒餐應用

一、米飯營養

俗話說得好「人是鐵，飯是鋼」，

一語道盡米飯的營養與健康強身的緊密

關係。食米的種類有糙米、胚芽米、白

米等，其中糙米及胚芽米是重視保健養

生者的最愛，因為糙米與胚芽米保有全

部米糠或部分米糠較富營養；而經精白

加工後完全去糠的白米則是重視口感的

人較喜愛的選擇。米飯的營養價值均衡

且相當完整，有關糙米、胚芽米及白米

之營養成分及熱量分析如表1、表2所

示。白米其主要營養成分為醣類(其主

體為澱粉)約佔76％是提供人體熱量的

最大來源，蛋白質約佔6.8％，脂肪約

佔1.3％，其他營養成分如纖維質、礦

物質及維生素B 少量 等。從營養的觀1

點來看，每天所需要的熱量是從醣類

(即澱粉)尤其是由稻米獲得約佔60-

70％，其餘的熱量則由蛋白質及脂肪中

攝取即可維護個人一天所需要的營養。

在100公克的糙米或白米中約可供300-

350大卡，換句話說一杯米約150公克可

煮兩碗飯，一碗約250大卡，成年人每

天需要2,000-2,400大卡，一天吃4-5

碗，即一餐約1-2碗可供一天所需熱量

的50％，對人體相當有助益。而米蛋白

B2

質 含 蛋 白 (albumin)、 球 蛋 白 (glo-

bulin)、醇溶蛋白(prolamin)及榖蛋白

(glutelin)等，雖是營養價值最高的蛋

白質，穀類蛋白質以離胺酸(Iysine)不

足者居多，為使米的蛋白質能有效利

用，在菜單設計上可與富含離胺酸植物

性食品如大豆或動物性食品如豬肉搭配

組合，以解決離胺酸不足的問題，日本

人自古採用「飯與豆醬湯」就是一個很

好的例子。在維生素B群的養分方面，

白米維生素B 比糙米耗損率高，也就是1

維生素B群的養分會隨精白加工的程度

及烹調蒸煮時間而減少，因此在吃白飯

時應同時攝取適量的B 才好，為營養需1

求在製作菜單時可與大豆及豬肉做適量

的搭配，是強化維生素B群攝取的一種

方法。

米食含有豐富澱粉及多種必需營養

素，是人體最理想的熱量來源，應作為

三餐的主食。為避免由飲食中食入過多

的油脂，應維持國人以榖類為主食之傳

統習慣。此外以米為主食者，可攝取醣

類供應其熱量，並有優質的蛋白質，再

配合纖維、礦物質與維生素，以促進消

二、多吃米飯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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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與代謝。況且米飯尚有降低血清膽固

醇，能抑制人體脂質含量上升的效用。

相較以高油脂、少榖物、少纖維的飲食

習慣者，米食愛用者較不易罹患心臟血

管疾病及肥胖症。我們應保持原有的

「吃飯配菜」的膳食習慣，而不是「吃

菜配飯」。

米飯是對健康有助益的食品，適合

當主食能提供營養需要且易於烹煮，每

天吃也不會厭膩。因此國人不妨多吃米

飯，因有米蛋白質的營養價值高以及容

易消化吸收。

根據衛生署針對全國營養調查之結

果發現，國人每人每天平均之熱量攝取

量男性為2,203大卡、女性為1,591大

卡，其中午、晚餐最好是佔一天的五分

之二，一般建議女性可選用600-700大

卡，而男性可選用800-900大卡的餐

三、盒餐的應用

飲。現代人因缺乏正確的營養觀念及飲

食習慣，加上外食次數的增加，盒餐是

外食者最普遍的選擇。以市售的盒餐而

言，蔬菜類易受供應時間的影響而變

色，為求製作過程方便迅速，多以油炸

及油煎的方式即「多油少纖維」的不均

衡組合販售給消費者，國人也因飲食不

當所引起慢性疾病、癌症及肥胖等疾病

之罹患率逐年攀升。為了健康，盒餐除

改變烹調方式，調整質量為重點，如多

樣化的菜色、足夠的米飯、適量的肉

類、恪守減少高油脂的烹調原則等，如

此才是正確健康的飲食觀念。

示範幾款健康盒餐作法及熱量標示

供參考，所選用的食材以臺東的良質米

及農特產品為主，這些盒餐不但色、

香、味俱全，更對健康有加分的效果，

希望藉此健康盒餐的推廣帶動地方美食

及配合休閒農業發展外，也能提高地方

農特產品知名度及突顯地方產業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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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飯營養與盒餐應用

種類

白  米

糙  米

胚芽米

性    質

保留胚乳

果皮、種皮、糊粉層
胚乳、胚芽

、

保留胚乳、胚芽

主要營養

醣類、蛋白質、脂肪、少量維生素B群

醣類、蛋白質、脂肪、纖維素、維生素B群

醣類、蛋白質、脂肪、維生素B群

資料來源：好米兆豐年-2004米食推廣手冊

表1、米的種類與營養價值

表2、米的種類與熱量分析

資料來源：好米兆豐年-2004米食推廣手冊

白  米 糙  米 胚芽米

熱量(大卡)

蛋白質(克)

脂肪(克)

醣類(克)

纖維素(克)

維生素B1

6.8

1.3

75.7

0.12

0.12

351

7.4

3.0

71.8

1.0

0.54

354

7.0

2.0

74.4

0.4

0.3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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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餐名稱：麻荖漏盒餐

食譜示範：成功鎮農會忠智班/林美雲、王昭英

材料

醃料

調味料

作法

：

菜脯10g、蛋1顆、薑絲少許、紫蘇梅14g。

：薑絲、酒、鹽、胡椒、梅汁各少許。

：鹽、醬油各少許、糖5g、沙拉油10g。

：

1.魚切片，薑切絲備用。魚片與所有的醃料醃15分鐘。起油鍋，魚片煎至兩面呈現黃色。

2.肉絲、筍絲洗淨，木耳泡軟和鳳梨切絲備用。起油鍋薑絲爆香，依序放木耳、肉絲、筍絲、

鳳梨調味拌炒後即可起鍋。

3.花椰菜切成小朵備用，水鍋放鹽、油，汆燙花椰菜約3分鐘後泡冷開水瀝乾。紅椒切成菱形

片後其他處理同花椰菜。

4.菜脯洗淨切丁備用，蛋汁與菜脯丁攪拌均勻。起油鍋倒菜脯蛋汁，煎至兩面呈金黃色。

白飯200g、魚肉30g、木耳20g、鳳梨10g、肉絲10g、筍絲10g、花椰菜50g、紅椒20g、

餐盒的熱量分析：(不含水果)

備註：熱量分析由馬偕 臺東
      分院許碧惠營養師提供

醫院熱量(大卡)

725.6

蛋白質(克)

25.1

脂肪(克)

34.8

醣類(克)

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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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飯營養與盒餐應用

食譜示範：池上鄉農會-大地飯店/徐月鑾、黃月娟

材料

調味料

作法

：

20g、溪蝦20g、蒜3粒、辣椒1條、薑絲。

：米酒、鹽、醬油、胡椒粉各少許、冰糖5g、沙拉油5g。

：

1.將五花肉洗淨，切塊狀備用。起油鍋放入冰糖炒出糖色，蒜頭爆香，五花肉塊煸炒至金黃色

後調味，轉中小火煮約1小時。

2.魷魚泡水後切花備用。起油鍋薑絲爆香放入韭菜花、紅蘿蔔、辣椒絲煸炒，最後加魷魚炒熟

調味。

3.菜脯洗淨瀝乾，起油鍋菜脯炒香，加入胡椒粉拌勻起鍋備用。蛋汁與菜脯拌勻，起油鍋煎

熟。

4.酸菜洗淨切細丁備用，起油鍋薑末爆香，放入酸菜、辣椒後調味拌勻炒入味。

5.溪蝦先用米酒泡後，汆燙至熟即可。

白飯200g、五花肉100g、魷魚25g、韭菜花10g、紅蘿蔔20g、雞蛋60g、菜脯20g、酸菜

盒餐名稱：樂活米鄉盒餐

餐盒的熱量分析：(不含水果)

熱量(大卡) 蛋白質(克) 脂肪(克) 醣類(克) 備註：熱量分析由馬偕 臺東
      分院許碧惠營養師提供

醫院

959.1 39.8 57.9 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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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譜示範：長濱鄉農會-欣逢餐坊/陳雅惠、林春美

材料

調味料

作法

：

1/4顆、皮蛋1/4顆、雞蛋1/4顆、筍20g、火腿丁5g、紅蘿蔔3g、小黃瓜5g、玉米粒

10g、青椒1/4顆、薑及辣椒少許、紫蘇梅14g。

：鹽、醬油、米酒、胡椒粉各少許、糖5g、沙拉油5g。

：

1.排骨洗淨切塊，汆燙過油，放糖、醬油、酒燜煮20分鐘。

2.飛魚乾、青椒切菱形狀，青椒汆燙備用。起油鍋薑絲、辣椒爆香，加入飛魚乾，加少許糖、

酒、青椒調味快炒。

3.高麗菜片、蘆筍段、豆皮加少許鹽汆燙至熟。高麗菜攤開豆皮、海苔片及蘆筍段鋪平捲成圓

筒狀。

4.鹹蛋與皮蛋去殼切丁，加入蛋汁攪拌均勻。將拌好之材料倒入容器放入蒸籠蒸15分鐘後取出

切片。

5.筍及紅蘿蔔切丁汆燙備用。起油鍋放入筍丁、紅蘿蔔丁、小黃瓜丁、火腿丁和玉米粒調味拌

勻即可。

白飯200g、排骨35g、飛魚乾30g、高麗菜1片、海苔片1片、蘆筍少許、豆皮1個、鹹蛋

餐盒的熱量分析：(不含水果)

熱量(大卡) 蛋白質(克) 脂肪(克) 醣類(克) 備註：熱量分析由馬偕 臺東
      分院許碧惠營養師提供

醫院

742.3 40.7 25.5 87.5

盒餐名稱：八仙米竹節盒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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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飯營養與盒餐應用

食譜示範：池上鄉農會-大地飯店/徐月鑾、黃月娟

材料

調味料

作法

：

筍30g、梅子(Q梅)、辣椒1條、薑4g、白話梅1/2粒、過貓20g、雞翅1隻、馬鈴薯16g、

培根15g、蔥1根、白煮蛋1/2顆、豆芽菜3g、西洋芹3g。

：鹽、太白粉、辣油、辣豆瓣醬、番茄醬、醋、醬油、酒各少許、糖5g、沙拉油5g。

：

1.花枝剝膜切段刻花，汆燙花枝至熟，冰鎮瀝乾備用。起油鍋蒜、薑爆香，三色豆炒至入味調

味後起鍋。

2.鹹蛋中蛋黃、蛋白分開磨細備用。蘆筍、紅蘿蔔洗淨切段，汆燙冰鎮備用。起油鍋放入蛋黃

爆香至起泡，加蒜頭、蘆筍、紅蘿蔔、蛋白煸炒後調味拌炒均勻。

3.茭白筍切長段，加鹽水去澀味約20分鐘後瀝乾汆燙冰鎮備用。白話梅熱水泡開去籽切碎梅子

水保留，加糖、醋、薑、辣椒作醬汁。

4.過貓切段汆燙冰鎮，取出瀝乾壓成球型，淋上3.的醬汁。

5.馬鈴薯去皮蒸熟。雞翅醃入味，切開包入蔥段、培根及全熟馬鈴薯，牙籤裹緊固定後炸熟。

起鍋放入辣豆瓣醬、蒜末爆香，加入番茄醬、辣油、醬油、醋、酒，以太白粉水芶芡後放入

雞翅燒開即可。起油鍋放少許鹽煸炒豆芽菜、紅蘿蔔、西洋芹作墊底盤飾用。

6.Ｑ梅去籽切碎作小鳥頭造型，水煮蛋剝殼裝飾成小鳥身體造型。

白飯200g、花枝50g、三色豆20g、薑6g、蒜3粒、蘆筍25g、鹹蛋10g、紅蘿蔔15g、茭白

餐盒的熱量分析：(不含水果)

熱量(大卡) 蛋白質(克) 脂肪(克) 醣類(克) 備註：熱量分析由馬偕 臺東
      分院許碧惠營養師提供

醫院

901.5 49.2 39.1 88.2

盒餐名稱：樂活米鄉盒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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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譜示範：成功鎮農會忠智班/林美雲、王昭英

材料

調味料

作法

：

菇20g、香菇20g、肉絲10g、薑絲5g、金針20g、洛神花10g、辣椒1條、香菜少許、紫蘇

梅14g。

：沙拉油10g、奶油5g、鮮奶50g、晚崙西亞原汁50c.c.、洛神汁30c.c.、鹽、太白粉

各少許。

：

1.南瓜和洋蔥切片，曼波魚肉切片並裹上太白粉5分鐘備用。汆燙曼波魚肉片1分鐘後以冷水沖

涼。起油鍋放奶油、鮮奶、晚崙西亞汁後依序加入南瓜、洋蔥、曼波魚肉調味拌炒。

2.柚子剝皮取肉，玉米筍切菱形，蝦仁去腸泥洗淨備用。汆燙蝦仁、玉米筍1分鐘後起鍋冰

鎮。起油鍋放入蝦仁及玉米筍拌炒調味，最後加柚子肉即可。

3.肉絲洗淨，金針菇及香菇切絲備用。起油鍋以薑絲爆香，放入肉絲拌炒七分熟後加入金針菇

及香菇調味起鍋。

4.辣椒切絲香菜切末。冷開水將金針泡開汆燙冰鎮瀝乾。金針加入辣椒絲、洛神花及洛神汁、

香菜攪拌醃製5分鐘即可。

白飯200g、曼波魚肉30g、南瓜10g、洋蔥10g、蝦仁20g、柚子肉20g、玉米筍10g、金針

餐盒的熱量分析：(不含水果)

熱量(大卡) 蛋白質(克) 脂肪(克) 醣類(克) 備註：熱量分析由馬偕 臺東
      分院許碧惠營養師提供

醫院

763.1 21.9 29.5 102.5

盒餐名稱：月桃創意盒餐


	0106
	0107
	0108
	米與飯 12.pdf
	米與飯 13.pdf
	米與飯 14.pdf
	米與飯 15.pdf
	米與飯 16.pdf
	米與飯 17.pdf
	米與飯 18.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