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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材：牛裡脊 250 克，茶樹菇
250克，小米椒50克。

調料：鹽 3 克，雞湯 10 克，香
辣椒醬 5 克，辣椒面 5 克，香油 2
克，花椒油2克，孜然3克。

做法：
1.將牛裡脊切條撒上乾粉，在鍋

中倒入油燒至五成熟，將牛裡脊肉條
逐一下油炸至金黃色撈起。

2.將茶樹菇放入熱水中短暫加熱
後下油鍋炸去水分，另起油鍋將紅油

和乾辣椒、花椒炒香後與各種原料翻
炒均勻即可。

烹飪心得：茶樹菇飛水的時間
不能太長，以免丟失掉營養物質。

口感：菌香四溢，裡脊滑嫩可
口。

建議配酒：御蘭堡手選巴羅莎
設 拉 子 維 奧 涅 爾 葡 萄 酒 Yalumba
Hand Picked Barossa Shiraz Viognier)，
設拉子濃重的底蘊與維奧涅爾迷人的
花香搭配菜品絕對是相得益彰。

美味動感牛肉

食 材 ： 西
芹 250 克，櫻

桃10克。
調料：海鮮醬

10克，芥末醬3克，
甜面醬 10 克，蜂蜜 2
克。

做法
1.西芹去皮去筋，先

斜刀後直刀切成菱形狀，
入水浸泡至鳳尾狀。

2.將海鮮醬與甜面
醬、蜂蜜、芥末醬調成汁
灑在盤子旁邊即可。

烹飪心得：西芹要
在水中浸泡比較長的時
間，這樣的形狀才會
美觀。

口 感 ： 甜 、
鮮、嗆是品嚐這
道菜最深的感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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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材：多寶魚一條，青紅椒各20克，蒜苔20克。
調料：泡椒醬10克，甜面醬5克，豆豉10克，醪糟

10克，豆瓣醬20克。
做法
1.將多寶魚骨肉分離，刀工改成片，清水沖洗後用酒

餵好。
2.將蛋漿均勻抹在魚片上，用低溫過油炸至熟，將青

紅椒片和蒜苔滑油。
3.將調料下鍋炒香後下入炸好的魚片、青紅椒、蒜苔

略炒即可。
烹飪心得：魚片過油炸的時間與下鍋炒的時間要控

制好，要盡量保持魚的鮮嫩。
口感：多元的口味，豆瓣香濃，魚肉軟嫩。
建議配酒：意大利馬澤世家鳳都基昂蒂經典保證法

定產區乾紅葡萄酒(Castello Di Fonterutoli Chianti Classico
DOCG)，用紅酒來搭配魚肉，似乎有些瘋狂，但考慮到
這道菜香辣的口感，所以不如選一款口感較淡的由桑喬維
塞釀製的葡萄酒。

回鍋多寶魚

筍乾由
於含有多種維生素和膳食

纖維，具有低脂肪、低糖、多膳食
纖維的特點，有助食開胃防癌之功效。因

為它能增進食慾、防便秘、清涼敗毒，更是減
肥佳品。

原料：豬五花肉 筍乾
做法：

1）將五花豬肉洗淨，切成塊，入開水鍋裡綽一下，
濾去血污

2）炒糖色後放入煮過的五花肉略翻炒一下。然後加
清開水和酒，醬油，香葉。水沒過肉塊大火煮開，中火
慢慢燉。

3）筍乾用淘米水浸洗後（如果是新鮮筍乾則用
開水泡軟即可），太長的切成長段。一般小嫩段就

不切，放入鍋內同煮燉至湯汁濃稠。
4）至肉酥筍乾香即可盛盤上桌。（喜

歡不撕開新貨筍乾做,這樣咬一節浸滿
濃香肉汁筍乾！滿口汁香）

特點：肉酥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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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材：牛肉 300 克，滷水汁

1000克。
調料：辣椒面 30 克，料酒 20 克，

姜、蒜、鹽各10克
做法

1.將牛肉與鹽、料酒、姜、蒜一起醃製1小時
左右。

2.放入滷水中鹵制40分鐘。
3.將牛肉切條，過油炸至外酥裡嫩，撒上辣椒面即

可。
烹飪心得：為保障牛肉的鮮嫩口感，可將其在

滷水中浸泡較長的時間。
口感：香辣味濃。

建議配酒：波爾多的龍船美度紅葡萄酒
中規中矩的搭配，也是為了表現牛肉中

規中矩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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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材：乳鴿半隻，白靈

菇50克，肉皮30克，紫菜一
張。

調料：淮鹽 100 克，姜
30克。

做法
1.將乳鴿去骨用淮鹽醃

製兩小時。
2.將白靈菇、肉皮切成

小丁，裝入醃製好的乳鴿內
後，將乳鴿捆緊。

3.將乳鴿上籠蒸 90 分
鐘，取出後將紫菜卷在乳鴿
上，放涼即可，食用時搭配
打好的薑汁。

烹飪心得：乳鴿上蒸籠
前一定要捆緊，否則出籠時
不但整個乳鴿散開，味道也
盡失。

口感：乳鴿香，白靈菇
鮮，薑汁味濃。

薑汁乳鴿
用料：糯米粉、澄粉、南瓜、紫

薯、速溶黑芝麻粉、糖、黃油、細椰
絲。

做法：
1：紫薯去皮蒸熟，加入適量糖、

黃油乘熱，搗爛攪拌成泥，為紫薯餡；
2：速溶黑芝麻粉一點一點加入適

量開水、糖、黃油攪拌成泥，為黑芝麻
餡；

3：南瓜蒸熟，乘熱加入糯米粉、
澄粉、玉米油（比例為5:1:1）攪拌；

4：和成軟硬適中的南瓜麵團；
5：紫薯餡、黑芝麻餡、南瓜團各

分成相同數量的等份；
6：取一個南瓜團稍稍按壓成片

狀，放入一個餡料；
7：一手托住麵團，另一隻手拇指

用力，用轉壓的方式包成圓團，滾圓；
8：下墊烘焙紙，水開後大火蒸

10-15分鐘；
9：小心取出，每一個都均勻的滾

上細椰絲即可。
貼心提示
1：紫薯、南瓜蒸熟的步驟也可用

微波爐操作，但紫薯微波容易變乾，微
波前加少許涼水；

2：速溶黑芝麻粉就是市售的沖泡型黑芝麻糊；
3：製作餡料的時候加入適量黃油，可使餡料更潤澤美味；
4：糯米粉、澄粉、玉米油比例為5:1:1較好，加入適量澄粉可降低糯米粉的黏度，使之不那

麼黏牙，但加的太多，麵皮就會發硬，口感不佳；
5：最後蒸的時候，已經是半成品，雖然很容易熟，但還是要視糯米團大小適當減少、增加

蒸制時間，以免出現個別不熟的現象；
6：做好的糯米滋，建議室溫保存，盡早吃完。

雙味糯米滋

食材：鴨脯500克，仔姜100克，
大蔥20克，洋蔥15克。

調料：花椒3克，八角5克，桂皮
2 克，山奈 3 克，五香粉 5 克，淮鹽 5
克，料酒5克，姜15克，白糖3克，雞
湯1000克。

做法
1.將鴨脯扎眼，用蔥、姜、五香

粉、料酒、花椒和淮鹽醃製12小時。
2.鴨脯肉醃製好後洗淨，用熱水快

速焯洗。
3.將調料製成滷水，將鴨脯放置滷

水中鹵熟，冷卻即可。
4.進餐時與仔姜一起食用。
烹製心得：鴨脯肉鹵制時不能過於

粗糙，醃製底味要夠。
口感：五香味濃，脆香爽口。

仔姜鴨脯

韭黃是在培植韭菜時採用隔絕陽光的方
法，使其無法合成葉綠素而變為黃色，因而得
名。據營養學分析，韭黃含有豐富的維生素
A。而麵條較能吸收汁醬、湯水等液體，打邊
爐時多會配麵，而鮑汁撈麵則是令人垂涎的麵
餚。

材料：韭黃100克、肉絲150克、蛋麵（煮
開後）300克、冬菇（浸發後）50克、魚湯150
毫升、姜粒 20 克、乾蔥碎 10 克，鹽、糖、生

粉、胡椒粉、生抽、蚝油、麻油、花生油各適
量。

做法： 韭黃洗淨切段備用；肉絲洗淨，以
鹽、糖、生粉、生抽、麻油、花生油拌勻備
用；冬菇切絲備用。開鍋下油，下麵條翻炒至
略帶金黃色，拿起；爆香姜粒和乾蔥碎，下肉
絲翻炒片刻，放回麵條，加入韭黃、冬菇和
鹽、糖、胡椒粉、生抽及少許蚝油，慢火煮至
麵條乾身，下少許麻油，上碟便可。

魚湯韭黃肉絲燜麵

食材：大米100克，糯米100克，紅豆50
克，玉米50克，青豆50克，火腿50克，馬蹄
50克，紫菜一張。

調料：鹽3克，花椒油2克，香油2克。
做法
1.先將大米和糯米一起蒸熟，紅豆、玉

米和青豆單蒸待用。
2.將蒸熟的大米、糯米放入盆中，加入

調料，與紅豆、青豆、玉米、火腿丁一起拌
勻。

3.在竹簾上放上紫菜，把調好味的飯團均
勻舖在紫菜上，捲成卷即可。

烹飪心得：飯團應與紫菜的上段有 1 厘
米的距離，這樣在卷時才會將紫菜黏合住。

口感：鮮鹹味占主導，花椒油味提香。
建議配酒：日本賀茂鶴純米八年秘藏

酒，日式的中國菜配辛辣口味的純米清酒，
輕快爽口。

五穀紫菜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