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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主食 主菜 湯品 附餐
全榖

根莖

豆魚

肉蛋
蔬菜 油脂 熱量

嫩汁雞腿排 蒜炒海帶肉絲 有機蔬菜 玉米排骨湯
雞肉-烤 豆芽菜.海帶.豬肉-炒 蔬菜 非基改玉米.豬肉

甜蔥燒肉 海山醬油豆腐 吉園圃 裙帶蛋花湯
豬肉.蔥-燒 非基改油豆腐.蘿蔔-煮 蔬菜 海帶芽.雞蛋

蒜味鹹酥雞 瓜仔鴿蛋肉醬 脆綠花椰 朴菜肉片湯
雞肉.九層塔.菇-炸 筍.碎瓜.豬肉.鴿蛋-煮 花椰菜.木耳-炒 朴菜.豬肉

洋芋咖哩豬 玉米炒蛋 產銷履歷 味噌丸片湯
豬肉.馬鈴薯.紅蘿蔔-煮 非基改玉米.雞蛋-炒 蔬菜 非基改味噌.貢丸

壽喜燒 甜醬肉絲豆干 產銷履歷 山藥薏仁湯
雞肉.洋蔥-燒 非基改豆乾.豬肉-炒 蔬菜 山藥.薏仁

胡麻醬豬排 港式燒賣 有機蔬菜 地瓜芋圓甜湯
豬肉-燒 燒賣-蒸(2個) 蔬菜 地瓜.芋圓

照燒芝麻雞 打拋豬肉 紅絲菜豆 柴香菜湯
雞肉.芝麻-燒 非基改豆乾丁.豬肉.番茄-炒 菜豆.鮮蔬-炒 高麗菜.柴魚

歐風紅醬燉肉 椰菜雞絲 吉園圃 青木瓜大骨湯
豬肉.馬鈴薯.番茄-煮 花椰菜.雞肉-炒 蔬菜 青木瓜.豬肉

糖醋雞丁 玉米濃湯煨豆腐 產銷履歷 紅棗銀耳甜湯
雞肉.鳳梨.芝麻-燒 非基改豆腐.非基改玉米-煮 蔬菜 白木耳.紅棗

蘑菇醬燒豬 南瓜炒蛋 產銷履歷 筍片雞湯
豬肉.菇-燒 南瓜.雞蛋-炒 蔬菜 筍.雞肉

香烤翅小腿 炸黃金薯球 有機蔬菜 蘑菇濃湯
雞肉-烤(2隻) 薯球-炸(4個) 蔬菜 菇.洋蔥.雞蛋

海苔豬肉丼 香鬆花枝丸 小瓜玉筍 養生排骨湯
豬肉.雞蛋.洋蔥-煮 花枝丸.香鬆-烤(2個) 小黃瓜.玉米筍-炒 馬鈴薯.豬肉

地瓜蜜燒雞 起司豬排 吉園圃 鮮蔬胡瓜湯
雞肉.地瓜-燒 豬肉-炸 蔬菜 胡瓜.蘿蔔

奶香玉米雞 焗烤馬鈴薯塊 產銷履歷 南瓜濃湯
雞肉.非基改玉米-煮 馬鈴薯.紅蘿蔔.起司絲-烤 蔬菜 南瓜.馬鈴薯.雞蛋

鳳梨咕咾肉 關東煮 產銷履歷 麻香鮮蔬湯
豬肉-燒 蘿蔔.黑輪.豬血糕.甜不辣-煮 蔬菜 高麗菜.菇

鮑菇燴豆腐 菜脯蔥花炒蛋 有機蔬菜 檸檬甜愛玉
非基改豆腐.杏鮑菇-燒 雞蛋.菜脯.蔥-炒 蔬菜 愛玉.檸檬汁

烤肉醬豬排 莎莎醬雞茸 蛋酥高麗 芹香蘿蔔湯
豬肉-燒 洋蔥.番茄.雞肉-炒 高麗菜.雞蛋-炒 蘿蔔.芹菜

浦燒鯛魚排 番茄炒蛋 產銷履歷 蘿蔔油腐湯
魚肉-燒 番茄.雞蛋-炒 蔬菜 蘿蔔.非基改油豆腐

香菇燉雞 麻婆豆腐 產銷履歷 紅豆粉粿甜湯
雞肉.蘿蔔.香菇-燒 非基改豆腐.豬肉-煮 蔬菜 紅豆.粉粿

京醬肉柳 麥克雞塊 有機蔬菜 冬瓜湯
豬肉.洋蔥-炒 雞塊-炸(2個) 蔬菜 冬瓜.薑

鮑菇沙茶雞 筍香肉絲 咖哩粉絲 肉骨茶湯
雞肉.沙茶-炒 筍.香菇.豬肉-炒 高麗菜.粉絲.鮮蔬-炒 金針菇.鮮蔬.豬肉

→本菜單內容含有海鮮、堅果、奶製品、蛋製品等食材，有過敏體質者，敬請小心食用~!

2.4 2.5 72526 三 5.1

27 四
水

果
5.3 2.3 2.2 715

胚芽米飯

白飯

2.2 2.3 72528 五 5.3 2.6

25 二
水

果
5.1 2.6 2.3

24 一

2.3 713

2.4 2.3 730

20 四
水

果
5.1 2.6 2.2 2.3 711

香鬆飯
【蔬食日】

21 五 5.3白飯

2.2 2.3 711

19 三 5.3 2.6 2.3

18 二
水

果
5.1 2.6

2.4 732

雜糧飯

白飯

2.3 2.2 716

14 五 5.4 2.6 2.3 2.2 730

日式炒麵17 一 5.2

糙米飯

2.2 2.5 727

13 四
水

果
5.4 2.6 2.2

12 三 5.1 2.7

2.2 727
番茄肉醬

螺旋麵

麥片飯

2.4 2.5 732

10 一 5.2 2.6 2.3 2.5 729

白飯11 二
水

果
5.2

全穀飯

2.2 2.5 727

7 五 5.2 2.7 2.2

6 四
水

果
5.1 2.7

2.5 734

鐵板炒麵

白飯

2.3 2.2 723

4 二
水

果
5.1 2.7 2.1 2.5 725地瓜飯

紅藜飯

724

730

8/31 五 5.1 2.7 2.3 2.5 730

2.3 2.5

3 一 5.1 2.6 2.2 2.6

白飯

胚芽米飯

玉米飯

五穀飯

副菜

8/30 四
水

果
5.1 2.7

5 三 5.3 2.6

2.6

2.6

2.6

2.5

2.6

新北食品祝大家 ☆~中秋佳節愉快~☆

招牌香菇

油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