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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膳食  
 

平衡膳食是指選擇多種食物，經過適當 

搭配做出的膳食，這種膳食能滿足身體 

對能量及各種營養素的需求。 

香港健康飲食金字塔  

吃最少 ─ 油、糖、鹽類  
吃適量 ─ 肉、魚、蛋、豆類（5~6 兩）  
及奶品類（1~2 杯 250ml）  
吃多些 ─ 瓜菜（6~8 兩）、水果類（2~3 份）  
吃最多 ─ 五穀類（3~6 中型碗）  
另外：  
每天喝 6~8 杯（250ml）流質飲品 



人體需要的營養素： 
 

碳水化合物 

蛋白質 

脂肪 

礦物質 

維生素 



穀類 & 薯類 
 
提供 ~ 碳水化合物、蛋白質、膳食纖維及 

      B 族維生素 
 
穀類：米、麵… 

薯類：馬鈴薯、甘薯…  



動物性食物 
 
提供 ~ 蛋白質、脂肪、礦物質、維生素 A、 

      B 族維生素及維生素 D  
 
包括：肉、禽、魚、奶、蛋 



豆類 & 堅果 
 
提供 ~ 蛋白質、脂肪、膳食纖維、礦物質、 
      B 族維生素及維生素 E 
 
豆類：大豆、乾豆類… 
堅果：花生、核桃、杏仁… 



蔬菜、水果 & 菌藻類 
 
提供 ~ 膳食纖維、礦物質、 
      維生素 C、胡蘿蔔素、維生素 K  
 
蔬菜 & 菌藻：  

1. 葉菜類【白菜、菠菜】  2.  莖菜類【馬鈴薯、蓮藕】 

3. 花菜類【韮菜花、西蘭花】 4.  果菜、果莢類【蕃茄、毛豆】  

5. 瓜類【南瓜、苦瓜】  6.  根菜類【蘿蔔、 牛蒡】 

7. 食用菌類【猴頭菇、黑木耳】 8.  野菜【 玉竹、茵陳】 
 
水果： 蘋果、橙、香蕉… 



特殊人群 
 

1. 發育高峰期（出生第 1 年 & 青春期） 

2. 懷孕期婦女 

3. 更年期 

4. 長者 

嚴格說一般上班族並不列入特殊人群，有特殊營養需要的工種 

才算特殊人群，如高、低溫作業人員。 

然而因為上班族常會出現一些飲食陋習，所以在營養角度 

亦會作出探討和找出對應方案。 



4 ~ 6歲生理特點 
 

1. 發育比 1~3 歲減慢，然而咀嚼和消化功能增強至接近成人 

2. 體重增加減慢（1.5~2kg/年）， 

 身高增長速度加快（5~8cm/年） 

3. 開始換牙 

4. 視力發展關鍵期，是預防眼疾和治療視力的黃金時間 



拒食與偏食 
 

偶爾食慾不佳父母無須過份憂慮， 

營養不良並非短時間會形成。作菜款式宜多變化，口味多更新，

多選不同顏色的食材都可幫助增進兒童食慾，或者亦可讓兒童

共同參與簡單的烹調過程， 

如涼拌、包裹等製作， 

從而提高兒童對進餐的興趣。 



6 ~ 12歲生理特點 
 

一般而言，兒童開始進入學習階段， 

發育逐漸平穩，但仍處於合成代謝高於分解代謝階段， 

營養需求和要求仍然高。 

學齡兒童容易出現肥胖、缺鐵性貧血、部分維生素缺乏和 

鈣、鋅缺乏的情況，父母應儘量培養兒童不偏食。 



13 ~ 18歲營養指導 
 
 

針對發育期所需 

 

A. 維生素 B 族：參與肌肉、血液、神經系統方面的健康 

B. 維生素 C：青少年對蔬果的攝取很容易疏忽，要留意 

     維生素 C 是否攝入不足 

C. 鐵：反應緩慢、脾氣壞與注意力不集中等現象都是缺鐵的徵狀 

D. 鈣：發育期的青少年需要大量鈣來幫助骨骼及牙齒生長， 

     吸收鈣的同時留意鎂的攝入，可幫助鈣的吸收。 



13 ~ 18歲營養指導 
 
  

針對活潑好動的需要 
 
A. 維生素 B 族：參與醣類、蛋白質、脂肪的代謝，提供熱量 

B. 鉀和鈉：大量鈉和鉀會隨汗水排出體外，所以運動時要補

充大量水分、鈉和鉀。  



13 ~ 18歲營養指導 
 
 

針對學習的需要 

A. 膽鹼：腦部神經傳導物質之一，有助於神經系統的傳遞， 

        增強腦力，提高記憶力 

B. 維生素 B 族：可以消除疲勞，振作精神 

C. 維生素 E：極佳的抗氧化劑，消除體內自由基，避免它傷 

    害腦細胞影響記憶力和思考等能力 



孕早期（1~12週）的營養保健 
 

胚胎細胞的分化增殖和主要器官形成的階段。 

膳食： 

1. 清淡且易消化 

2. 少食多餐 

3. 多選優質蛋白質 

4. 充足的維生素 B 族 

5. 孕前 1 個月已需要補充葉酸達每天 400~600μg 

6. 可選一些帶酸味的食物幫助增加食欲 

4      9            12 



孕中期（13~27週）的營養保健 
 

胎兒生長速度加快， 

對營養需求非常高且重要。 

膳食： 

1. 充足能量 

2. 多選含鈣和鐵的食物以避免貧血 

3. 適當 n-3 和 n-6 脂肪酸以滿足胎兒腦神經細胞發育 

4. 多吃新鮮蔬果以防止便秘，其中 50％ 最好是深綠色蔬菜 

5. 多吃 B 族維生素和膳食纖維高的五穀雜糧 

16            20      24 



孕晚期（28~40週）的營養保健 
 

胎兒生長最快，體重增長佔孕期之一半。胎兒腦細胞分裂迅速增

加，骨骼鈣化。 

膳食： 

1. 充足的多元不飽和脂肪酸食物 

2. 有水腫之孕婦控制鹽的份量 

3. 避免攝入酒精、咖啡、濃茶、辣椒等刺激性食物 

4. 每天可進食 4~5 餐次 

5. 適量運動 

28        32                 38 



孕婦忌吃 
 

1. 避免油膩與刺激性的食物【加重胃部負擔和引起腸胃不適】 

2. 忌辛辣、燥烈食物【孕中期開始子宮增大壓迫著腸子，使排便難用力，再加

上懷孕腸胃蠕動不好，比孕前慢上 30％，若再加上辛燥食物情況更加不理想，引

發痔瘡】 

3. 避免生食及過度加工的食物【減低受細菌感染和加工化學成分過多的機會】 

4. 避免濃茶【茶內的單寧酸會影響鐵吸收，每天不宜喝多於 2 杯】 

5. 忌當歸紅花等活血食物【過份活血食物有導致流產的可能】 

6. 不煙不酒不咖啡【咖啡因可能產生自發性流產、出生嬰兒體重過輕等問題；抽

煙已明確知道對胎兒不好，1 天抽 1 包嬰兒死亡率會增加 20 ％；酒精也有可能

會影響胎兒中樞神經、 心血管等，可免則免】 



上班族膳食特點 
 

外食：肉類太多，青菜太少，高油、高鹽、高糖。 
 

晚餐：太晚（9~10 時才晚餐），中間時間空腹太久。 

 建議能在 6~7 時吃些輕量食物（如梳打餅、麥片等），

 回家後再搭配水果來吃比較健康，而飯後最好 2 小時才

 睡，食物能有消化的時段。 



上班族飲食壞習慣 
 

1. 不吃早餐、嗜飲咖啡：嚴重傷胃，咖啡因 
 更可使心臟功能發生改變並可使血管中的膽固醇增高。 

 
2. 保溫杯泡茶：茶葉中含有大量的鞣酸、茶鹼、茶香油和多種維生

素，使用保溫杯長時間把茶葉浸泡在水中會使其全遭破壞。 
 

3. 晚餐太豐盛：飯後來不及消化已經要睡覺了，除了容易形成脂肪
外也容易使之凝結在腹壁、血管壁上，久而久之便會肥胖 
 

4. 飲水不足：上班族由於工作時高度集中精神，極容易忘記喝水，
造成體內水分不足，血濃度增高，增加血栓形成，還會影響腎臟
代謝功能。 



上班族飲食壞習慣 
 

5. 過量攝切酒精：經常飲酒會使肝臟發生酒精中毒而致發炎腫大。 
 

6. 水果當主食：水果雖然含多種維生素和果分，卻缺少人體需要的 
3 大產熱營養素，特別是蛋白質和某些微量元素。 
 

7. 進食速度過快：大部分上班族的午餐都是非常匆忙的解決掉。進食速
度快，食物未得充分咀嚼便吞嚥下，加重腸胃負擔。 
 

8. 餐後吸煙：有害物質更易進入人體。 
 據研究，人在吃飯以後，胃腸蠕動加強， 
 血液循環加快，在這時吸煙， 
 煙中的有毒物質比平時更容易進入人體， 
 加重對人體健康的損害。 

 



更年期 
人到中年，特別是女性，「更年期」 

這個話題總是難以啟口，可免則免。 

事實上，這是女性生命中一個必經階段，自然現象。 

男性有沒有「更年期」？絕對是有，只是徵狀不明顯，當男性到了 40 

歲後，就可能會出現一些跟女性更年期相似的徵狀，那就是男性更年

期了，主要的成因是由於男性賀爾蒙的水平漸漸下降所引致。 

至於女性，到了 45~55 歲之間，卵巢開始缺乏足夠卵胞來接受腦下垂

體分泌的刺激，以致週期性的雌雄激素及孕激素越來越少影響月經週

期，時早時遲，經量時多時少，那就是女性更年期了。 



過渡更年期 
 

1. 避免吸煙及喝酒 – 香煙內所含的尼古丁， 

 會抑制卵巢產生雌激素，影響新骨細胞的形成； 

 酒精則會影響肝臟調節血內激素濃度的功能。 
 

2. 運動 – 每星期最少做三次運動，負重運動如步行、 

 跑步等，都可令骨骼強壯。陽光下步行更可促進 

 體內維他命 D 的合成，有助體內鈣的吸收。 
 

3. 潮熱的處理 – 宜選擇寬鬆及棉質的薄衣。 

 辣的食物、酒精、濃茶、咖啡等都會使潮熱加重， 

 應盡量避免。遇到熾熱不適時，可用溫水淋浴。 



老年人生理特點 
 
主要表現以下三方面﹕ 

 

1. 細胞數量減少，但體積變化不大，突出表現在肌肉組織的

重量減少而出現肌肉萎縮，體積變小。 

2. 機體水分減少主要是細胞內液減少，影響體温調節，降低

老件人對環温度改變的適應能力。 

3. 骨組織礦物質和骨基質均減少，尤是鈣少，出現骨密度降

低、易患骨質疏鬆症。男和女性骨密度減少度不一樣，這

可能與激素改變有關。 



老年人膳食建議 
 
老年人的膳食應該注意以下幾點： 
 
1. 食物宜細切 – 老年人不要因爲牙齒不好而 

 減少或拒絕蔬果，可以把蔬果切細使之容易咀嚼和吞嚥。 
 
2. 主食中包括粗糧 – 全麥面、玉米、小米、蕎麥、燕麥這上

粗糧比精糧有更多的維生素、礦物質和膳食纖維。 
 
3. 多吃大豆和豆製品 – 豆及其製品不僅有豐富的蛋白質，更

含豐富的鈣和大豆異黃酮，有助體內抑制脂質過氧化，並

預防和治療心腦血管疾病和骨質疏鬆。 



老年人膳食建議 
 

4. 適量食用禽魚肉 – 雞肉、魚肉脂肪含量較低， 

 較易消化，適合老年人食用。 
 

5. 多吃蔬果 – 蔬果是多種維生素的重要來源， 

 而且有大量膳食纖維，可幫助預防便秘。 
 

6. 清淡少鹽飲食 – 多採用蒸、煮、燉等少油烹調方式，避免

攝入過多的脂肪而肥胖。亦儘量少用高鹽份醬料，以免增

加高血壓的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