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屬於全穀根莖類能
提供澱粉並能提供
飽足感。 

 屬於優質蛋白質提
供多種營養卵磷脂、
膽鹼、鋅、葉黃素、
鐵，有益於專注力。 

屬於優質蛋白質能
提供維生素B群與卵
磷脂、膽鹼，讓孩
子早餐就能補充活
力。 

富含維生素D和ω-3
脂肪酸，能防止認知
能力下降和記憶力減
退。 

蔬菜提供葉酸與多
種植物素、維他命，
其中二吲哚甲烷幫
助腦部細胞的成長。 

含有槲皮素是很好的
抗氧化物質能對抗認
知功能的減弱。 

含有多種抗氧化物
質能幫助提升免疫
力，降低過敏反應，
過敏狀況控制好，
提升學習能力， 

提供好的油脂做為腦
部的構造來源，讓腦
部的通透性更好學習
更靈活。 

 
      

香菇的故鄉-台中新社 
 
 
     栽種方式：採以太空包之栽培模式。 

營養價值： 
香菇內的核酸類物質，可以抑制血清和肝臟中膽固醇的增加，促進
血液循環、防止動脈硬化及降血壓。香菇含有一般蔬菜所缺少的麥
角固醇，經日光或紫外線照射，可轉變為維生素D2，可幫助鈣質攝
取，強健骨骼，預防骨質疏鬆。膳食纖維有助於人體排出多餘的膽
固醇，還可鎮定神經，改善失眠。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1月1日 1月2日 1月3日 1月4日 1月5日
紫米飯 海苔飯 糙米飯 胚芽米飯 地瓜飯

薑絲炒素腸 三杯凍腐 沙茶百頁 豉汁油腐 烏龍黑干
豆瓣箭筍 玉米奶酥 炒西芹三色 彩椒鮑菇 泡菜年糕
冬瓜什錦 麻香小瓜干絲 紅絲青花 芙蓉絲瓜 海苔洋芋
毛豆三色 芋頭燒雞 椒鹽黑干 素香滷味 南瓜米粉
南瓜咖哩 清炒龍鬚菜 苦瓜滷 爆炒四丁 清炒佛手瓜

有機皺葉白菜 菇炒大白菜 有機空心菜 有機青松葉 有機莧菜
木瓜煲湯 酸辣湯 玉米濃湯 味噌湯 藥膳清湯
當季水果 當季水果 當季水果 當季水果

1月7日 1月8日 1月9日 1月10日 1月11日 1月12日
清炒培根麵 糙米飯 白米飯 0 0

日式海苔豆腐 薑母鴨 鐵板豆腐 0 0
醬燒豆結 田園四喜 宮保高麗菜 0 0

清炒龍鬚菜 腐乳燒苦瓜 瓜仔肉燥 0 0
塔香紫茄 彩椒鮮菇 義式洋芋 0 0
素羹白菜 香酥春捲 日式照燒百頁 0 0
薑炒青江 有機黑葉白菜 大陸妹 0 0
玉米濃湯 蘿蔔貢丸湯 大麵羹 0 0

0 當季水果 0 0 0
1月14日 1月15日 1月16日 1月17日 1月18日 1月19日

什錦炒粄條 燕麥飯 白米飯 糙米飯 藜麥胚芽飯
紅麴燒腐 塔香鮑菇油丁 醬燒麵腸 醬爆豆腸 豆醬素雞
客家小炒 脆炒豆薯 韓式黃芽 咖哩洋芋 腰果四色
鮮菇豆苗 菇炒地瓜葉 腐皮絲瓜 奶焗白菜 芝麻季豆
椒鹽毛豆 清炒筊白筍 芝麻牛蒡 甘味冬瓜 鮮菇玉筍

豆瓣桂竹筍 鳳梨木耳 麻油鮑菇什錦 花生海帶根 煉乳銀絲捲
小白菜 有機莧菜 菇炒空心菜 有機青江菜 有機皺葉白菜

酸菜肉絲湯 羅宋湯 酸辣湯 十全溫補湯 紫菜腐皮湯
0 當季水果 0 當季水果 當季水果

1月21日 1月22日 1月23日 1月24日 1月25日 1月26日
麻醬麵 胚芽米飯 白米飯 糙米飯 紫米飯

藥膳凍腐 茄汁豆包 麻婆豆腐 沙茶干丁 芹香豆干
西芹炒菇 綜合滷味 塔香麵腸 白菜滷 番茄凍豆腐

芝麻球 雪菜干丁 薑絲南瓜 混炒皇帝豆 梅粉雙色
青龍干片 珍味大瓜 雙色花椰 清炒雙芽 麻油炒川七

麻香蘆筍三色 三色美人腿 彩繪針菇 咖哩百頁 香滷苦瓜
清炒A菜 有機小松菜 清炒鵝白菜 有機青松菜 有機黑葉白菜

綠豆QQ圓 金菇鮮蔬湯 玉米丸子湯 肉骨茶湯 薑絲冬瓜湯
0 當季水果 0 當季水果 當季水果

1月28日 1月29日 1月30日 1月31日
西西里茄汁麵 燕麥飯 芝麻飯 糙米飯

黑胡椒豬柳 香滷雙結 醬燒素肚 親子丼
青椒腐竹 咖哩凍豆腐 麻婆豆腐 寬粉什錦
蜜汁豆干 小瓜甜條 芹香素蝦仁 鴻喜蒲瓜
素香茄子 清炒龍鬚菜 福菜燜筍 烏龍黑干
打拋銀芽 炸醬干丁 香滷毛豆 御味皇帝豆
紅顏青花 有機空心菜 炒小白菜 有機青松菜
南瓜濃湯 海芽蔬菜湯 泡菜火鍋湯 菇菇湯

0 當季水果 0 當季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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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全穀根莖類能
提供澱粉並能提供
飽足感。 

 屬於優質蛋白質提
供多種營養卵磷脂、
膽鹼、鋅、葉黃素、
鐵，有益於專注力。 

屬於優質蛋白質能
提供維生素B群與卵
磷脂、膽鹼，讓孩
子早餐就能補充活
力。 

富含維生素D和ω-3
脂肪酸，能防止認知
能力下降和記憶力減
退。 

蔬菜提供葉酸與多
種植物素、維他命，
其中二吲哚甲烷幫
助腦部細胞的成長。 

含有槲皮素是很好的
抗氧化物質能對抗認
知功能的減弱。 

含有多種抗氧化物
質能幫助提升免疫
力，降低過敏反應，
過敏狀況控制好，
提升學習能力， 

提供好的油脂做為腦
部的構造來源，讓腦
部的通透性更好學習
更靈活。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9月30日 10月1日 10月2日 10月3日 10月4日 10月5日

古早味米糕 紫米飯 海苔飯 糙米飯 胚芽米飯 地瓜飯
筍干控肉 香酥魚柳 番茄炒蛋 五香燒肉 咖哩雞丁 御膳大排

塔香鮑菇米血 黃瓜鮮燴 三杯油腐 淋醬關東煮 芙蓉絲瓜 泡菜年糕
產銷履歷A菜 有機皺葉白菜 奶油大白菜 有機空心菜 有機青松葉 有機莧菜

四神湯 蒜頭雞湯 酸辣湯 虱目魚丸湯 味噌湯 仙草凍奶茶
附-東泉辣醬 當季水果 當季水果 當季水果 當季水果

10月7日 10月8日 10月9日 10月10日 10月11日 10月12日
白醬培根麵 糙米飯 白米飯 0 0 0
義式燉雞 薑母鴨 素燥滷蛋 0 0 0

肉羹炒西芹 田園四喜 鐵板豆腐 0 0 0
蒜炒青江 有機黑葉白菜 蒜炒大陸妹 0 0 0
玉米濃湯 蘿蔔貢丸湯 大麵羹 0 0 0

當季水果 0 0 0
10月14日 10月15日 10月16日 10月17日 10月18日 10月19日

什錦炒粄條 燕麥飯 白米飯 糙米飯 藜麥胚芽飯
紅麴燒雞 樹子蒸魚 泡菜炒蛋 咖哩豬 醬滷雞腿
客家小炒 塔香鮑菇油丁 醬燒麵腸 奶焗白菜 腰果四色

蒜香小白菜 有機莧菜 菇炒空心菜 有機青江菜 有機皺葉白菜
酸菜肉絲湯 羅宋湯 酸辣湯 十全雞湯 紫菜蛋花湯

當季水果 當季水果 當季水果
10月21日 10月22日 10月23日 10月24日 10月25日 10月26日
廣式拌麵 胚芽米飯 白米飯 糙米飯 紫米飯

燒鼓汁排骨 香酥雞翅 南瓜蒸蛋 醬爆鴨丁 番茄燉肉
腸片炒高麗 綜合滷味 沙茶干丁 什錦炒白菜 奶香洋芋

蔥油A菜 有機小松菜 蒜香青花 有機青松菜 有機黑葉白菜
綠豆QQ圓 金菇鮮蔬湯 玉米排骨湯 肉骨茶湯 冬瓜丸仔湯

當季水果 當季水果 當季水果
10月28日 10月29日 10月30日 10月31日 11月1日 11月2日

西西里茄汁麵 燕麥飯 芝麻飯 糙米飯 地瓜飯
黑胡椒豬柳 蒲燒鯰魚 家常菜脯蛋 蒲瓜燒肉 菱角燒雞
打拋銀芽 炸醬干丁 麻婆豆腐 寬粉什錦 什錦炒西芹
蒜香青花 有機空心菜 蔥油小白菜 有機青松菜 有機青江菜
南瓜濃湯 蔬菜蛋花湯 泡菜火鍋湯 菇菇雞湯 黃瓜排骨湯

當季水果 當季水果 當季水果

臺中市北屯區東山高中      108年10月份菜單

香菇的故鄉-台中新社 
 
 
     栽種方式：採以太空包之栽培模式。 

營養價值： 
香菇內的核酸類物質，可以抑制血清和肝臟中膽固醇的增加，促進
血液循環、防止動脈硬化及降血壓。香菇含有一般蔬菜所缺少的麥
角固醇，經日光或紫外線照射，可轉變為維生素D2，可幫助鈣質攝
取，強健骨骼，預防骨質疏鬆。膳食纖維有助於人體排出多餘的膽
固醇，還可鎮定神經，改善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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