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市文山區特殊教育學校 
 

 

日期 星期 上午點心 下午點心 

  品名 數量 品名 數量 

 一     

      

      

      

      

      

1 二 蔬菜肉絲豆腐湯麵  草莓麵包 +4 

  熟麵條 3斤 養樂多鮮奶 +4 

  嫩豆腐 2盒   

  大白菜 2斤   

  雞蛋 0.5斤   

  肉絲 0.5斤   

2 三 木須雞茸粥  鮮蔬肉絲麵  

  雞胸肉 1K 熟拉麵 3斤 

  木耳 0.5斤 高麗菜 0.5斤 

  胡蘿蔔 1斤 木耳 0.5斤 

  雞蛋 1斤 紅 K 0.5斤 

  青豆仁 0.5斤 肉絲 0.5斤 

3 四 銀絲卷 +4 四色甜粥  

  豆漿 4瓶 紅豆 0.5斤 

    綠豆 0.5斤 

    小薏仁 0.5斤 

    紫米 0.5斤 

    糖  

4 五 絲瓜冬粉湯  水果各三種 各+4 

  乾冬粉 800g   

  絲瓜 2斤   

  肉片 1斤   

  雞蛋 0.5斤   

  薑    

      

 



台北市文山區特殊教育學校 
 

 

日期 星期 上午點心 下午點心 

  品名 數量 品名 數量 

7 一 蛋包麵線  薏仁小魚羹  

  白麵線 1.5斤 吻仔魚 0.5K 

  雞蛋 2斤 大薏仁 0.5斤 

  小白菜 1斤 大白菜 1.5斤 

  油蔥酥  紅 K 0.5斤 

8 二 日式醬油拉麵  肉鬆麵包 +4 

  熟拉麵 3斤 養樂多鮮奶 +4 

  高麗菜 0.5斤   

  肉片 1斤   

  海芽    

  紅 K 0.5斤   

9 三 青菜吻魚蛋花粥  通心粉濃湯  

  小白菜 2K 通心麵 2包 

  吻仔魚 0.5K 玉米醬 2罐 

  雞蛋 1斤 洋蔥 0.5斤 

  紅 K 0.5斤 馬 K 0.5斤 

    豬絞肉 0.5斤 

      

10 四 餛飩麵  地瓜條 +4 

  熟麵條 3斤 鮮奶 4瓶 

  餛飩 *3+4   

  青江菜 1斤   

  紅 K 0.5斤   

  油蔥酥    

11 五 鮮蔬燴飯  水果各三種 各+4 

  高麗菜 1斤   

  洋蔥 1斤   

  紅 K 0.5斤   

  木耳 0.5斤   

  肉片 1斤   

      

      

 



台北市文山區特殊教育學校 
 

 

日期 星期 上午點心 下午點心 

  品名 數量 品名 數量 

14 一 關東煮  雞蛋 +4 

  白 K 2.5斤 米漿 4瓶 

  香菇不切 1斤   

  玉米段 2斤   

  虱目魚丸 1.5斤   

      

15 二 番茄拉麵  克林姆麵包 +4 

  熟拉麵 3斤 養樂多鮮奶 +4 

  大白菜 1斤   

  蕃茄 1斤   

  肉絲 1.5斤   

      

16 三 菇菇雞肉粥  燒仙草  

  高麗菜 1斤 仙草液 1桶 

  紅 K 0.5斤 綠豆 1斤 

  雞胸肉 1K 紅豆 1斤 

  香菇 0.5斤 糖  

  金針菇 0.5斤   

17 四 大滷麵  吐司 *2+4片 

  白油麵 3斤 雞蛋 +4 

  金針菇 0.5斤 起司片 1小包 

  木耳 0.5斤   

  肉絲 0.5斤   

  紅 K 0.5斤   

  盒豆腐 2盒   

      

18 五 三色蛋炒飯  水果各三種 各+4 

  三色豆 1斤   

  雞蛋 1斤   

  絞肉 0.5斤   

      

      

 



台北市文山區特殊教育學校 
 

 

日期 星期 上午點心 下午點心 

  品名 數量 品名 數量 

21 一 肉絲麵線羹  地瓜鹹粥  

  白麵線 1.5斤 地瓜 1斤 

  肉絲 1.5斤 絞肉 0.5斤 

  木耳 0.5斤 高麗菜 1斤 

  紅 K 0.5斤 芹菜末  

  竹筍(絲 0.5斤   

22 二 台式沙茶炒麵  COSTCO小餐包 *2+4 

  白油麵 3斤 養樂多鮮奶 +4 

  肉絲 1斤 要給小袋子！  

  洋蔥 1斤   

  香菇 0.5斤   

  蝦米    

23 三 芹香魚片粥  綠豆薏仁湯  

  魚片 1K 綠豆 2斤 

  紅 K 0.5斤 小薏仁 0.5斤 

  木耳 0.5斤 糖  

  芹菜 0.5斤   

      

24 四 鮮蔬烏龍麵  黑糖小饅頭 *2+4 

  烏龍麵 3斤 海帶湯  

  高麗菜 1斤 海芽  

  木耳 0.5斤 薑  

  紅 K 0.5斤   

  肉絲 0.5斤   

25 五 亞洲龍 CAS叉燒包 +4 水果各三種 各+4 

  豆漿 4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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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上午點心 下午點心 

  品名 數量 品名 數量 

28 一 羅宋小排湯  玉米段 8CM +4 

  蕃茄 1斤 味噌湯  

  洋蔥 1斤 海芽  

  高麗菜 1斤 豆腐盒 2盒 

  馬 K 1斤   

  中排肉 1.5斤   

29 二 擔仔麵  葡萄乾麵包 +4 

  油麵條 3斤 養樂多鮮奶 +4 

  絞肉 1斤   

  魚丸 0.5斤   

  青江菜 1斤   

  油蔥酥    

30 三 南瓜雞肉粥  洋芋 5斤 

  香菇 0.5斤 義式香料 1罐 

  雞胸肉 1K 豆漿 4瓶 

  南瓜 1.5斤   

  紅 K 0.5斤   

  高麗菜 0.5斤   

31 四 芋頭麥片湯  水果各三種 各+4 

  芋頭 2斤   

  麥片 1斤   

  糖    

      

      

 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