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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和水果佔盘的一半

水果和蔬菜含有丰富的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
脂肪含量低。选吃各类的水果和蔬菜，以摄取不
同的维生素与矿物质。这将有助于维持健康及预
防疾病。 

全谷类食物佔盘的四分之一

含有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如米饭、面、面包和谷
类是身体主要的能量来源。选择含有丰富纤
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全谷类食物，例如全麦
面包、糙米饭和燕麦。

‘我的健康餐盘’是新加
坡保健促进局为新加坡
人推出的饮食指南。您
可以用‘我的健康餐盘’
来帮助您吃得健康与保
持活跃。‘我的健康餐
盘’显示每餐应包含什
么食物及应该吃的食物
分量。
请参考建议的分量表（第3和4页）
以了解您该吃的分量。

资料来源：新加坡保健促进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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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类和其它替代品佔盘的四分之一

每餐食用含有蛋白质的食物是非常重要的。 
人体需要蛋白质以增强与修复肌肉，同时增强免
疫力。高蛋白质的食物包括瘦肉、家禽（如鸡、
鸭，去皮）、鱼、豆类与豆制品。一些高蛋白质的食物（例如低
脂牛奶、低脂乳酪、低脂酸奶和高钙豆奶）也含有高钙质，我们
应将它们包含在每天的饮食当中。 

选用较健康食油

较健康食油包括芥花籽油、橄榄油、黄豆油、葵花
油和花生油。它们含有单元不饱和与多元不饱和脂
肪，可以帮助减低患上心脏病的风险。 

选择白开水

选择白开水而不是含有糖份的饮料。过量饮用含糖份的
饮料会增加您的体重。

减少摄取盐份

摄取过量的盐/钠可导致高血压。健康成人每天只需
要2000毫克的钠（少于一茶匙（5克）的盐）。 
烹饪或用餐时，少用盐或酱料。尽量避免加工食
品，例如罐头、腌制和烟熏的食物。请选择标有‘较
健康选择’标志的食品，因为它们含有较低的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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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组别 建议每天所需的食物份量

1-2 
岁

3-6 
岁

7-12 
岁

13-
18 岁

19-
50 岁

51 岁
和以上

孕妇或哺
乳中的妇

女

糙米和全麦
面包

2-3 3-4 5-6 6-7 5-7 4-6 6-7

水果 ½-1 1 2 2 2 2 2

蔬菜 ½ 1 2 2 2 2 3

肉类和其它替 
代品 (包括乳制
品或高钙食物)

2 2 3 3 3 3 3 ½

1 ½ 1 1 1 ½ 1 1

图表1: 建议每天所需的食物份量

酒 - 酌量就好

过量摄取酒精会对人体有害。

建议健康的新加坡成人，

• 男性一天不可饮用超过两份酒精饮品

• 女性一天不可饮用超过一份酒精饮品

一份酒精饮品等于:

• 一罐啤酒 (330毫升) (5% 酒精) 

• 半杯红或白酒 (100毫升) (15% 酒精)

• 一小杯烈酒 (30毫升) (40% 酒精)

保持活跃

保持活跃有助于维持身体健康与达到健康的体重。
成人应该每星期进行至少150分钟的有氧运动。

建议每天所需的食物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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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一份？

• 每周只吃一至两次的油炸食物。

• 在家烹煮时，少用食油。尝试其它较健康的烹调方法，如蒸、 
 煮、烧烤、气压烹煮等。

• 外出用餐时，选择汤类、清蒸、 炒或烤的食物。

• 外出用餐时，要求不加额外酱汁和不喝汤。

• 选择白开水，无糖或少糖的饮料。

• 每天喝至少6-8杯的白开水。

• 每餐都吃水果和蔬菜。

• 三餐定时，避免跳餐， 以防止您下一餐吃得过量。

• 每天吃早餐 （选吃高纤维的食物如全谷类当早餐）。

时时谨记：
4吃得多样化  4吃得均衡  4吃得适量

食物组别 一份的举例

糙米和全麦
面包

½碗*饭 (100克) • ½碗*面或米粉 (100克) • 2片全麦面包 (60
克) • 4片全麦饼干 (40克) • 2片印度烧饼（Chapati）(60克) 
• 1½杯**全麦早餐谷粮 (40克) • ⅔碗*未煮熟的燕麦 (50克)

水果 1粒小苹果、 橙、 梨或芒果 (130克) • 1片木瓜、西瓜或黄
梨 (130克) • 10粒葡萄或龙眼 (50克) • 1根中等大小的香蕉 
(80克) • ¼杯**干果 (40克)

蔬菜 ¼盘+ 的蔬菜 (煮熟) • 150克生的叶类蔬菜 • 100克生的无
叶蔬菜 • ¾杯**煮熟的叶类蔬菜 (100克) • ¾杯**煮熟的无
叶蔬菜 (100克)

肉类和其它替
代品

1块手掌般大小的肉类、鱼或家禽 (90克) • 5只中型虾 (90
克) • 3粒鸡蛋 (150克) • 2杯**牛奶 (500毫升) • 2小块豆腐 
(170克) • ¾杯**煮熟的豆类 (豌豆、青豆、 扁豆)  (120克)

* 1 碗 = 1个饭碗  ** 1 杯 = 250毫升  + 10寸盘图表2：一份的举例

健康饮食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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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吃水果和蔬菜

• 水果和蔬菜含 
 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 
 化成分，它们能减低患上心脏 
 病的风险。

• 用各种不同颜色的水果和蔬菜 
 来填满您每餐餐盘的一半。

• 在汤和炖煮的食物内加入新鲜 
 或冷藏的蔬菜。 

• 用水果来当小吃或甜品。

选吃全谷类食物

• 全谷类食物含 
 有丰富的纤维 
 和其它对心脏有益的营养。

• 选择全麦面包、高纤维谷类和 
 燕麦作为早餐。

• 选择糙米、糙米米粉和全麦意 
 大利面当作您的主食。
请参考第13页以了解更多关于全谷类的资料。

 

少吃盐

• 食用过量的   
 盐/钠可导致高血压，进而增 
 加心脏病的风险。

• 烹饪时，尽量少用盐和酱料。 
 用香草和香料来增添食物的 
 味道。

• 选择新鲜的食品，而不是腌制 
 或加工的食品。
请参考第12页以了解更多关于钠的资料。

用健康脂肪来代替不健康脂肪

• 食物中的三种脂肪可以影响身 
 体的胆固醇水平，它们分别为 
 饱和脂肪、不饱和脂肪和反式 
 脂肪。

• 用不饱和脂肪，例如芥花籽 
 油、葵花油、坚果、种子和深 
 海鱼来代替饱和脂  
 肪和反式脂肪， 
 以保护您的心脏。
请参考第8页以了解更多关于脂肪的资料。

健康心脏的饮食
心脏病是新加坡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健康的饮食
和活跃的生活习惯能帮助改善您心脏的健康。参考
以下贴士以维护心脏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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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健康血糖水平的饮食
在新加坡，患上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的人数日益增加。培养健康的
饮食习惯及经常运动能帮助减低患上糖尿病的风险。这也可以帮助
糖尿病患者改善血糖水平。 

每天保持健康均衡的饮食和定时用餐能帮助控制您的血糖水平。要
吃的健康和均衡，请用‘我的健康餐盘’概念作为指南。

全谷类食物 
¼盘

肉类及其它
¼盘

蔬菜 
½盘

水果 
一份

资料来源：Health Hub,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diabetes, https://www.healthhub.sg/a-z/ 
diseases-and-conditions/626/diabetes, 浏览于4/1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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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吃的健康： 

碳水化合物 –包括米饭、面、面包、
燕麦、印度烧饼 (chapati)、多西 
(thosai)及含有淀粉的蔬菜如马铃薯、
番薯、玉蜀黍和芋头。 此外， 所有
水果、豆类、牛奶和酸奶也同样含有
碳水化合物。

• 碳水化合物是身体主要的能量来源。 

• 摄取过量的碳水化合物能导致血糖过高，因此控制您每一餐所摄 
 取的份量很重要。 

• 选择含较高纤维、维他命和矿物质的全谷类食物如全麦 
 面包、糙米饭、全麦意大利面、糙米米粉和燕麦。

脂肪 –所有脂肪都有高热量（卡路里）。摄取过量脂肪
会导致体重和胆固醇增高，也能间接影响您的血糖。
请参考第8页以了解如何减少摄取脂肪的方法。

纤维– 含有高纤维的食物消化得比较慢，能延长您的饱
足感，也能帮助控制血糖与降低胆固醇。

在您的饮食中加入这些食物：

• 水果和蔬菜。每天摄取两份水果和两份蔬菜。
请参考第4页以了解何谓一份水果/蔬菜。

• 全谷类食物例如全麦面包、燕麦、糙米、 
 全麦面条、糙米米粉和全麦意大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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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脂肪
脂肪对健康的身体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营养素。脂肪能提供能量，也
助身体吸收、输送和保存脂溶性维生素A、D、E和K。但是，摄取
不同的脂肪对您的血脂会有不同的影响。饱和脂肪可增加‘LDL’胆
固醇（‘坏’胆固醇），因而提高患上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反式脂
肪则增加体内的‘LDL’胆固醇 （‘坏’胆固醇）和减低‘HDL’胆固醇 
（‘好’胆固醇）。这两种不健康脂肪应用不饱和脂肪来代替。

所有的脂肪都含高卡路里，能导致您增加体重。参考以下的贴士来
帮助您减低脂肪的摄取量。

用4R来减少脂肪 

代替 Replace 
 清汤面食代替炒面

 白饭代替油饭

 低脂牛奶代替椰浆/全脂牛奶

 无反式脂肪的植物油代替牛油

 橄榄油/柠檬汁代替蛋黄酱作为沙拉酱 

 新鲜瘦肉代替加工肉

Skimmed

减少 Reduce 
 煎炸食物/ 

 零食和含有奶精的饮料

 烹煮的油

 面包上的涂抹料

去掉 Remove
 家禽的皮（例如鸡和鸭） 

 和能看见的多余脂肪

要求 Request
 少油和不添加额外酱汁

 较少脂肪的选择



购物时

请选择有‘较健康选择’标志的产品。与其它相同类别的产品相比，
它们的总脂肪以及饱和脂肪含量较低。这些产品也不含反式脂肪，
或以每一份含量计算，它们的反式脂肪含量非常低。但是，含‘较
健康选择’标志的产品也含有脂肪和卡路里，因此应该适量食用。 

误解：牛油比植物油健康。 
事实：错。牛油含有很高的饱和脂肪，而硬化植物油则含   
有高的反式脂肪。它们都能增加身体里的胆固醇水平。选择
含较低反式脂肪和无/少量饱和脂肪的软植物油， 
只涂少量。 

09 101 Guide to Healthy Eating



轻松地减糖
糖提供‘空卡路里’（没有营养价值的卡路里）。 
摄取太多高糖的饮料和食物可能导致体重增加， 
并‘破坏’您对营养食物的胃口。2018年的全国营养调查发现，新加坡
人每天正摄取高达60克（12茶匙糖）的精制糖量。

 建议： 

添加的糖不能超过每天能量需求的10%，或一天不多过8-11茶匙。

把添加的糖再减至不超过每天能量需求的5%，或一天不多过5-6
茶匙能为健康带来更多的益处。 

如何减少糖的摄取量:
• 选择白开水而不是含糖的饮料

•  避免在食物和饮料里添加糖

• 选择有以下标签的食物和饮料

 » 无添加糖 

 » 少糖 

 » 低糖 

 » 无糖 

• 阅读食物标签并且比较产品中的糖含量

• 减少面包上的果酱 
• 偶尔享用甜品，并与家人或朋友分享

资料参考：新加坡保健促进局（HPB），世界卫生组织 （WH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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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成分标签，了解产品中是否含糖

糖可以在成分表中被列为蔗糖、红糖或黑
糖、糖霜、蔗醣、葡萄糖、右旋糖、麦芽
糖、果糖、糖蜜、玉米糖浆或蜜糖。 

成分表的顺序应按材料的重量从多至少
排列。

例子：如果糖被列为第一项成分，这表示
糖是产品中含量最高的成分，然后第二、
第三项，以此类推，顺序排列下来。

购物时

请选择有‘较健康选择’标志的产品。与其它相同类
别的产品相比，它们的糖含量较低。

误解：红糖比白糖健康。 
事实：红糖和白糖之间不存在营养上的差异。红糖实际上只
是白砂糖添加了糖浆。红糖确实含有极少量的矿物质， 
但除非您每天摄取庞大数量的红糖，红糖和白糖的 
矿物质含量并没有显著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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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
钠是许多食物里的天然矿物质。盐（氯化钠）含有40%的钠。根据
2018全国营养调查，90%的新加坡人每天摄取的盐已超过允许标准。

摄取过量的盐/钠可能导致  高血压和其它的健康状况，例如肾脏问
题、中风、骨质疏松症（流失骨骼重量）。

健康成年人一天所需的钠不超过2,000毫克 
或少于一茶匙的盐（5克）

减少饮食中的盐/钠将有助于降低您的血压。

减少摄取盐/钠的贴士：

外出就餐：

• 不喝汤

• 要求少酱汁和酱料

• 要求新鲜辣椒，而不是辣椒酱或其它酱料

• 少吃加工食物和快餐

在家用餐：

• 用天然的调味料，例如酸柑或柠檬汁、新鲜辣椒、 
 洋葱、蒜头、姜、香草（例如芫茜、香菜、罗勒）和  
 香料（例如胡椒、肉桂、小茴香，咖哩粉）

• 烹煮和用餐时，减少用盐和酱料

购物时

• 选择新鲜食品而不是加工或腌制食品例如火腿、 
 香肠、罐头蔬菜

• 选择有‘较健康选择’标志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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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谷类
全谷类食物是一种包含三个部分的谷物：麸皮、胚芽和胚乳。在精
致谷物中，麸皮和胚芽被去除，仅剩下含高淀粉质的胚乳。全谷类
含较高的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和植物化学物质（有益的植物物
质），对健康有益处。

全谷类的益处: 
• 降低患上心脏病的风险

 含丰富全谷类加上低饱和脂肪的饮食能降低胆固  
 醇水平，并可减低心脏病的风险。

• 控制体重 - 促进饱腹感

 全谷类中的纤维能促进饱腹感，从而减少食物的   
 摄取分量，并防止暴饮暴食。

• 全谷类与第二类型糖尿病

 研究显示，全谷类中的纤维能放慢饭后葡萄糖被 
 吸收到血液中的速度，有助于改善血糖控制。

• 促进健康的消化系统

 全谷类食物的纤维有助维持正常排便及促进 
 结肠内健康细菌的生长。

• 癌症 

 研究显示，多摄取全谷类食物或可以预防某些癌症。

• 降低高血压

 研究显示，得舒饮食法（DASH - Dietary    
 Approaches to Stop Hypertension) 中摄取全谷类 
 的部分能降低或预防高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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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时

请选择有‘较健康选择’标志的产品。与其它相同
类别的产品相比，它们含较高的全谷类成分。 

常见的全谷类

请参考图表1（第3页）以了解您一天可吃多少份全谷类和图表2 
（第4页）以了解何谓一份全谷类。

荞麦 全麦 糙米 去壳薏米  
（不是珍珠薏米）

藜麦 斯佩尔小麦 黑麦 燕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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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质
钙质对于强健骨骼和牙齿非常重要。钙质与其它营养素如
蛋白质、镁和维生素D一起运作，帮助建构和强化骨骼。

攝取不足够的钙质会增加您患上骨质疏松症的风险。骨质疏松症是
一种骨骼疾病，这会造成骨骼脆弱和容易骨折。许多长者因骨折而
影响活动能力和生活素质。

有关骨骼的资讯

由于女性在更年期以后5-7年的时间内可流失多达20% 的骨质，
因此患上骨质疏松症的几率较高。此外，65岁或以上的男性也很
容易患上骨质疏松症。饮酒过量，吸烟或因体重过轻而导致体内荷
尔蒙如雌激素和睾丸激素降低等因素，都有可能导致骨质流失。

保护您的骨头！

吃得健康 
均衡的饮食能维持
身体健康和骨骼

强壮

多活动 
定期运动能建构更
强壮和坚实的骨骼

避免饮酒 
和吸烟

减少咖啡因 
咖啡、茶和一些汽
水中的咖啡因会降
低钙被吸收入骨骼

的量

减少高盐分 
的食物 

 摄取过量钠或盐
分可导致骨质流失

的量

 摄取足够的
钙质

资料来源: Osteoporosis, Appropriate Care Guide Nov 2018. Agency for Care Effectiveness, Ministry of Health, Singapore.  
请参考图表3（下一页）以了解您每天所需钙质摄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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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每天的钙质摄取量

年龄 建议每天的钙摄取量（毫克）

儿童  
(1 – 3 岁) 500

儿童 
(4 – 6 岁) 600

儿童 
 (7 – 9 岁) 700

青少年  
(10 – 18 岁) 1,000

成人 
 (19 – 50 岁) 800

成人 
(51 岁和以上) 1,000

怀孕期/哺乳期 1,000

图表3：建议每天的钙摄取量
资料来源：新加坡保健促进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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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质的食物来源

食物 份量 钙含量（毫克）

高钙低脂牛奶/奶粉 1杯（250毫升 /30
克） 500

低脂牛奶 1杯（250毫升） 380

全脂牛奶 1杯（250毫升） 240

低脂酸奶 1小杯（150克） 250 

低脂乳酪 1片（20克） 120 

高钙豆奶（加入钙质） 1 杯 （250毫升） 500 

豆奶粉，无糖（‘较健康选
择’标志） 1 包（30克） 270

豆奶（小贩中心） 1 杯 （250毫升） 25

营养强化面包（Enriched 
bread） 2 片 （60克） 100-150

高钙面包 2 片（60克) 200

罐头沙丁鱼（含可咀嚼的
骨头） 1 份 (70克) 250

豆腐 1 份 (150g) 250

豆干（含较高钙质种类） 1块（100克） 150

绿叶蔬菜（如芥兰、菠
菜、菜心） 1份（100克） 140-195

杏仁 1把（30克） 75

图表4：食物的钙质成分
资料来源： 

HPB Energy and Nutrient Composition of Food, 浏览于 2/12/2018
USDA Food Composition Databases, 浏览于2/12/2018

（以上的数据取自近似值，或概括在一个范围内的数值。请检查个别的
食品标签以获知确实的钙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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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D 
维生素D 有助于钙质的吸收。当您的皮肤
接触到阳光时，身体会制造维生素D。每
天让您的手臂和腿晒一晒太阳，每一天大
约15分钟。 

维生素D的食物来源包括鸡蛋和添加了维生素D
的食品，如某些品牌的牛奶、米浆、豆奶、橙
汁、即食早餐谷粮和植物油。

 营养师的贴士： 

• 饮食均衡，并包括各种高钙的食物以帮助您每天摄取足够的钙。

• 晒一晒太阳和摄取含有丰富维生素D的食物，以提高身体对钙的 
 吸收。

• 定期做一些负重运动，如慢走、跑步或球类运动，以帮助维持骨 
 骼强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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