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
健康食谱

国立大学综合诊疗所综合医疗保健服务
- 营养咨询



您是否知道小孩的饮食习惯是从他们出世后最初几年里所养成的呢？
生命早期阶段培养的饮食习惯和模式会影响小孩日后的成长和发育。

良好的营养能帮助您的小孩健康和强壮地成长，帮助脑部发育以及 
加强免疫系统。这也能为他们日后的饮食习惯建立一个健康的基础。
研究显示儿时的饮食习惯和态度会对他们日后的饮食选择造成影响。
因此，从小培养健康的饮食习惯非常重要。 

让您的小孩摄取所需的营养最简单的方法是与他们共
享健康的食物。以下是如何帮您的小孩填满他们盘子
的好例子。我们也建议使用有 ‘较健康选择’标签的油
来烹煮食物。 

翻开以下10个既美味，轻松且容易准备的食谱。 

希望您会喜欢！ 

全谷类食物，例
如全麦面包、糙
米饭、全麦谷粮
和全麦意大利面

水果和蔬菜 

糙
米

饭
和

全
麦面包

水果和蔬菜

肉类和

其
替

代
品

肉类和其替代
品，例如去皮的 
禽肉、鱼、海鲜、
豆腐、鸡蛋和
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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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至12个月大的婴儿，每天所摄取的奶制品或含高钙的食品应以750
毫升的母乳或婴儿配方奶粉的形式提供。

不同年龄阶段与推荐的食物份量

食物组别 每天推荐的份量
6-12 
个月

1-2 
岁

3-6 
岁

7-12 
岁

3-18 
岁

糙米饭及全麦
面包

1-2 2-3 3-4 5-6 6-7

水果 
(水果和蔬菜不能
相互替代，因为它
们含有不同的营养
成分) ½ ½-1 1 2 2

蔬菜

½ ½ 1 2 2

肉类及其替代品
½ ½ 1 2 2

含有高钙质的
食物

奶

1 ½

750毫升

1 ½

750毫升

1

500毫升

1

500毫升

1

500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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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组别 一份的份量

糙米饭及全麦面包 • 2片面包 (60克)
• ½碗* 饭 (100克)
• ½碗* 面或米粉 (100克)
• 4片饼干 (40克) 
• 1片‘多西’ (thosai) (60克)
• 2片小印度烧饼 (chapati) (60克)
• 1个大马铃薯 (180克)
• 1½杯** 普通/原味玉米片 (40克)

水果 • 1个小苹果、橙、梨或芒果 (130克)
• 1片黄梨、木瓜或西瓜 (130克)
• 10颗葡萄或龙眼 (50克)
• 1根中型香蕉
• ¼杯** 干果 (40克)
• 1杯** 纯果汁 (250毫升)

蔬菜 • ¾杯** 煮熟的有叶或无叶蔬菜 (100克)
• ¼圆形盘子+ 煮熟的蔬菜
• 150克未煮熟的有叶蔬菜
• 100克未煮熟的无叶蔬菜

肉类及其替代品 • 1块手掌心般大小的鱼、瘦肉或去皮的禽肉 
 (90克) 
• ¾杯** 煮熟的豆类 (扁豆、豌豆、豆) 
 (120克)
• 5只中型虾 (90克)
• 3粒鸡蛋 (150克)

含有高钙质的食物 • 2杯** 牛奶 (500毫升) 
• 2片乳酪 (40克)
• 2小块豆腐 (170克)

*饭碗 
**250毫升的杯子 
+10寸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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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合的年龄  准备时间  烹饪时间  适合的年龄  准备时间  烹饪时间 

 材料 
4汤匙即食燕麦

80克鱼柳

40克番薯，稍微切碎

150毫升热水 

 做法 
1	把鱼柳和番薯蒸10分钟。

2	将蒸熟的鱼柳和番薯放在碗里， 
用叉子压碎。

3	把热水和燕麦一起搅拌，直到 
变成糊状。

4	把压碎的鱼和番薯加入燕麦里。 

5	趁热食用。

2份

	6个月以上	
	10分钟
	 10分钟

能量 (卡路里) 96

蛋白质 (克) 9.2

碳水化合物 (克) 11.6

总脂肪 (克) 1.4

饱和脂肪 (克) 0.3

膳食纤维 (克) 1.6

钙 (毫克) 20.7

铁质 (毫克) 1.0

钠 (毫克) 43

所提供的食物组别份量：
• ⅓份糙米饭及全麦面包
• ⅓份肉类及其替代品

营养分析 (每份，145克)

鱼柳燕麦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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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个月以上
	10分钟	
	 10分钟

 材料 
5汤匙糙米米糊

1粒鸡蛋 (只用蛋黄的部分)

3汤匙菜花，切碎

½个红萝卜，切小粒

150毫升温的母乳或配方牛奶

 做法 
1	把菜花和红萝卜蒸10分钟。蒸熟

后，用叉子把蔬菜压至顺滑。

2	将水烧开，放入鸡蛋煮10分钟。
去壳，取出蛋黄并用叉子压碎。

3	把米糊和牛奶混合至浓稠状。

4	加入压碎的蔬菜和蛋黄，混合均
匀就可以食用。

若使用冷藏的母乳，先把母乳装在瓶子里，再放
入温水里加热几分钟。请不要把母乳直接在煤气
炉或微波炉里加热。

2份

能量 (卡路里) 128

蛋白质 (克) 3.3

碳水化合物 (克) 15.6

总脂肪 (克) 6.0

饱和脂肪 (克) 2.5

膳食纤维 (克) 1.2

钙 (毫克) 48.1

铁质 (毫克) 4.7

钠 (毫克) 31.8

所提供的食物组别份量：
• ¼份糙米饭及全麦面包

营养分析	(每份，120克)

菜花鸡蛋燕麦 
(适合素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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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豆腐奶昔 
(适合素食者)

 材料 
2根中型香蕉  
(1根香蕉 - 80克可食用部分) 
(把½ 根香蕉留作装饰)

200克嫩豆腐，压烂

50毫升牛奶

 做法 
1	将½根香蕉切成薄片，备用。

2	把牛奶、豆腐和剩余的香蕉 
(1½根) 放入搅拌器里搅拌至 
顺滑。

3	将搅拌好的奶昔分成4杯。

4	马上食用或先冷藏2小时后才 
食用。

5	食用前，铺上香蕉片装饰。

 1岁以上
 10分钟	
 15分钟

可以用任何您喜爱的水果，
如莓子或季节性水果来取
代香蕉。

能量 (卡路里) 79

蛋白质 (克) 4.4

碳水化合物 (克) 10.9

总脂肪 (克) 2.0

饱和脂肪 (克) 0.6

膳食纤维 (克) 0.7

钙 (毫克) 27.8

铁质 (毫克) 0.6

钠 (毫克) 26.4

所提供的食物组别份量：
• ¼份肉类及其替代品
• ½份水果

营养分析 (每份，102克)

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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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岁以上
 10分钟	
 15分钟

 材料 
1根中型香蕉，熟的 
(可食用部分 – 80克)

¾杯	(90克)	全麦面粉

¼杯	(25克)	燕麦

1粒鸡蛋

1杯牛奶

1茶匙肉桂粉 (选择性)

 做法 
1	用叉子把香蕉压烂。

2	把干材料 (面粉、燕麦和肉桂粉) 
加入碗里，然后用叉子混合。

3	在另一个碗里，把湿材料  
(牛奶、鸡蛋和香草精) 混合。

4	将香蕉、干材料和湿材料混合均
匀，直到成为糊状。

5	以中火加热平底锅，然后涂上一 
汤匙油。

6	舀出2汤匙面糊煎一个煎饼。

7	煎大约一分钟或至小泡泡冒出， 
边缘开始变干。翻另一面，煎至 
金黄色 (重复步骤6和7，直到 
面糊用完为止)。

8	取出煎饼，把水果摆上一起食用。

1汤匙油

1茶匙香草精 (选择性)

新鲜水果，用于装饰 (选择性)

能量（卡路里） 209

蛋白质（克） 7.4

碳水化合物（克） 28.3

总脂肪（克） 8.0

饱和脂肪（克） 2.5

膳食纤维（克） 3.6

钙（毫克） 79.3

铁质（毫克） 1.4

钠（毫克） 41.2

所提供的食物组别份量：
• 1份糙米饭及全麦面包
• ¼份水果

营养分析 (每份，2片煎饼， 
不包括装饰的新鲜水果，124克)

香蕉燕麦 
煎饼
(适合素食者）

4份
(1份	=	2片煎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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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岁以上
 10分钟
 20分钟蛋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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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 
2个饭碗	(400克)	饭，煮熟后放入
冰箱冷冻

180克去皮鸡柳，切小丁

1粒鸡蛋

50毫升牛奶

½个洋葱，切碎

2瓣蒜，切碎

3茶匙油

1汤匙芝麻

100克冷藏杂菜粒

1条葱 (选择性)

 做法 
1	以中火热锅，加入1茶匙油。加

入鸡肉，翻炒至金黄色。备用。

2	将鸡蛋在碗里打散后，加入牛
奶。把蛋液倒入平锅中，煎至全
熟。取出鸡蛋，备用。

3	在锅里加入2茶匙油，把蒜和洋
葱爆香3分钟。

4	加入杂菜粒，炒2分钟。

5	加入饭和鸡肉。

6	调至小火，盖上锅盖后煮5分钟。

7	拿下锅盖，加入鸡蛋，把所有材
料搅拌均匀。

8	食用前，撒上芝麻和葱装饰。

能量（卡路里） 313

蛋白质（克） 15.7

碳水化合物（克） 37.8

总脂肪（克） 10.5

饱和脂肪（克） 2.6

膳食纤维（克） 3.0

钙（毫克） 49.3

铁质（毫克） 2.7

钠（毫克） 68.7

所提供的食物组别份量：
• 1份糙米饭及全麦面包
• ½份肉类及其替代品
• ¼ 份蔬菜

营养分析 (每份，240克)

用糙米饭代替一半的
白饭以摄取更多纤维。

您可以用肉、鱼或豆
腐代替鸡肉。

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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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 
120克去骨三文鱼柳

1个中型马铃薯 (135克)， 
去皮和清洗干净

½杯	(80克)	冷冻青豆

½个洋葱，切碎

2茶匙磨碎的乳酪

2汤匙全脂牛奶

1茶匙油

 做法 
1	预先加热烤炉至180oC。

2	将马铃薯煮20分钟或直到变软。

3	在一个大的碗里，用叉子将煮熟
的马铃薯压烂。

4	把牛奶和乳酪加入压烂的马铃薯
里。搅拌均匀，备用。

5	以中火加热平底锅，加入油和三
文鱼柳 (鱼皮的部分向下)，煮5
分钟。把鱼柳翻面，再多煮5分
钟。鱼熟了就可以取出。

6	在等待鱼煮熟的当儿，把切碎的洋
葱和青豆蒸10分钟。

7	在一个大的碗子里，用叉子把马铃
薯泥 (步骤4)、三文鱼、青豆和洋
葱混合均匀。

8	舀出1汤匙的混合物，放在烤盘上，
然后稍微压扁 (重复这步骤直到所
有混合物用完为止)。

 您也可以用一个8连孔小蛋糕烤
盘，填满至¾左右。

9	烘烤10分钟或直到金黄色。

 1岁以上
 10分钟
 35分钟

鱼柳块 

3份
(1份	=	2片鱼柳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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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卡路里） 155

蛋白质（克） 12.3

碳水化合物（克） 15.2

总脂肪（克） 5.5

饱和脂肪（克） 1.5

膳食纤维（克） 1.7

钙（毫克） 55.7

铁质（毫克） 1.6

钠（毫克） 162.4

所提供的食物组别份量：
• ¼份糙米饭及全麦面包
• ⅓份肉类及其替代品
• ⅓份蔬菜

营养分析 (每份，142克)

您可以用其它鱼，例如龙利鱼柳、午
鱼或鳕鱼，来替代三文鱼。请确保鱼
鳞和鱼骨彻底被去掉。

素食者可以用豆腐或
豆类代替鱼。

用120克豆类或170克
豆腐	(不是嫩豆腐)	来
代替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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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枪鱼
黄瓜饭团  1岁以上

 10分钟
 15分钟

 材料 
1个饭碗	(200克) 煮熟的饭  
(煮熟后稍微放凉，还温的，带有
一些湿气)

½罐	(75克)	金枪鱼，浸在水中，
倒掉水后再压碎

½个鳄梨，切碎

1汤匙烘烤芝麻

½条	(100克)	黄瓜，切碎

4片(1片	-	5克) 日本寿司海苔

 器具 
饭团模型 （选择性）

 做法  
1	把饭、金枪鱼、鳄梨、黄瓜和

芝麻加入碗中，混合均匀。

2	舀出3汤匙的混合物放入饭团
模型里。如果您没有模型，可
以把饭搓成圆球状。 

3	用海苔包着饭团即可食用。

2份
(1份	=	2个饭团)

能量（卡路里） 273

蛋白质（克） 14.3

碳水化合物（克） 36.2

总脂肪（克） 7.7

饱和脂肪（克） 1.1

膳食纤维（克） 6.6

钙（毫克） 30.8

铁质（毫克） 3.8

钠（毫克） 98.3

所提供的食物组别份量：
• 1份糙米饭及全麦面包
• ½份肉类及其替代品
• ½份蔬菜
• ¼份水果

营养分析 (每份，252克)

可以把糙米饭加入白饭里，以摄取更多纤维。	

您也可以用不同形状的模型，为您的小孩做出
更有趣和吸引的饭团。



简易鸡肉
墨西哥饼

能量（卡路里） 356

蛋白质（克） 19.1

碳水化合物（克） 26.2

总脂肪（克） 18.8

饱和脂肪（克） 6.2

膳食纤维（克） 2.2

钙（毫克） 109.1

铁质（毫克） 0.5

钠（毫克） 425.5

所提供的食物组别份量：
• 1份糙米饭及全麦面包
• ½份肉类及其替代品
• ½份蔬菜

营养分析 (每份，200克)

 2岁以上
 10分钟
 15分钟

 材料 
2片全麦玉米饼皮 (Tortilla Wrap)

100克鸡胸肉，切丁/剁碎

4粒	(50克)	蘑菇，切片

½个中型青/红/黄灯笼椒，切碎

4粒	(60克)	樱桃番茄，切碎

¼杯	(28克)	切达奶酪  
(Cheddar Cheese)，切碎

3茶匙油

 做法   
1	预热烤炉至200oC。

2	以中火热锅，加入2茶匙油。翻炒
鸡肉、灯笼椒和蘑菇，直到变成
金黄色后取出。

3	在烤盘上，把玉米饼放平，轻轻
涂上一层油。

4	在玉米饼的一边，铺上灯笼椒、
蘑菇、鸡肉、番茄和切达奶酪。

5	把另一边的玉米饼折叠以盖过所
有材料。

6	烤5分钟直到奶酪融化，把折叠的 
玉米饼翻到另一面，再烤2-3分钟。

与黄瓜/红萝卜条一起食
用，就是均衡的一餐。

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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鳄梨菠菜  

意大利面 
(适合素食者）

 2岁以上
 10分钟
 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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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 
200克意大利面 (未煮熟)

100克或2½杯新鲜菠菜

1个鳄梨，熟的

1瓣蒜，切碎

50毫升牛奶

 做法  
1	把水烧开，加入意大利

面。根据标签上的指示
把面煮熟。沥干水分，
备用。

2	将菠菜、鳄梨、2汤匙帕
尔马奶酪、蒜牛奶和1汤
匙油加入搅拌器里，搅
至顺滑。

10粒樱桃番茄

2汤匙油

3汤匙磨碎的帕尔马奶酪 
(Parmesan Cheese) (留着1汤匙用
来撒在面条上)

 您需要的器材 
食物搅拌器

营养分析 (每份，161克)

3	以中火加热锅子，加入1
汤匙油、煮熟的意大利面
和菠菜混合物 (步骤2)，
煮3分钟。

4	加入樱桃番茄，然后再煮
2-3分钟。

5	把意大利面分成4份，撒
上剩余的帕尔马奶酪，即
可食用。

4份

能量（卡路里） 343

蛋白质（克） 10.3

碳水化合物（克） 43.7

总脂肪（克） 15.5

饱和脂肪（克） 3.1

膳食纤维（克） 4.9

钙（毫克） 108.7

铁质（毫克） 2.6

钠（毫克） 163.6

所提供的食物组别份量：
• ½份糙米饭及全麦面包
• ½份蔬菜
• ¼份水果 16



儿童肉丸 

意大利面

 材料 
200克意大利面 (未煮熟)

2汤匙磨碎的帕尔马奶酪 
(Parmesan Cheese)，用来洒在面
条上 (选择性)

1汤匙油

肉丸

200克鸡肉碎

1粒鸡蛋

½个洋葱，切碎

1茶匙混合香料

½汤匙油

½茶匙酱青

番茄酱

2瓣蒜，切碎

1个中型青/红/黄灯笼椒，切碎

1根红萝卜，切碎

2个中型新鲜番茄，切碎

5汤匙番茄酱 (无添加钠)

1½杯水

 做法 
1	把水烧开，加入意大利面。根据

标签上的指示把面煮熟。沥干水
分，备用。 

2	将制作肉丸的材料放入一个大碗
里，搅拌均匀。 

3	舀出1汤匙的肉丸混合物，滚成
一个球状。重复这步骤直到所有
混合物用完为止。

4	以中火加热平底锅，加入1汤匙
油。加入肉丸，将肉丸的每一边
煎4-5分钟或直到变成金黄色为
止。取出肉丸，备用。

5	在同一个锅里，加入蒜、灯笼椒
和红萝卜。翻炒5分钟直到蔬菜
变软。

6	倒入番茄、番茄酱和水，焖煮5
分钟。

7	把面条分成4份，淋上番茄酱和
放上肉丸。

8	撒上帕尔马奶酪，即可食用。

 3岁以上
 15分钟
 15分钟

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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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卡路里） 336

蛋白质（克） 22.0

碳水化合物（克） 42.9

总脂肪（克） 10.2

饱和脂肪（克） 1.9

膳食纤维（克） 7.1

钙（毫克） 80.6

铁质（毫克） 5.6

铁质（毫克） 171.7

所提供的食物组别份量：
• 1¼份糙米饭及全麦面包
• ½份肉类及其替代品
• ½份蔬菜

营养分析 (每份，311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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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
健康食谱

国立大学综合诊疗所综合医疗保健服务
- 营养咨询

National University Polycli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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