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豬肉是中餐的主要材料，

營養豐富，有多種烹調方法。

安省豬業協會 (Ontario Pork) 

現誠意為您製作此小冊子，

令您多了解豬肉。

內附
豬肉食譜
及豬肉
部位圖

安省豬肉
吃得健康又安心

材料：
安省瘦豬肉碎：1磅 (500克)
碎蘑菇和乾麵包屑：1/2杯 (125毫升)
乾牛至葉(Oregano)：1茶匙 (5毫升)
披薩醬：7安士 (213毫升)
部份脫脂芝士茸 (Mozzarella)：1/2杯 (125毫升)

披薩醬肉丸

高麗菜豬肉卷

麥芽糖叉燒

做法：
1. 將瘦豬肉碎、蘑菇、麵包屑、牛至葉在碗中攪拌
 成泥，將它們做成12個肉丸。放在煎鍋中用
 中高火煎熟，將多餘的油脂倒掉。
2. 在肉丸上淋上披薩醬及芝士茸，蓋上鍋蓋將火
 轉小，當醬汁變熱和芝士融化後起鍋。
3. 享用時可配意粉或者卷餅。

材料：
去骨梅頭肉: 1條約1磅至1.5磅（約1.5吋厚）
麥芽糖: 5湯匙
鹽:1茶匙
生抽:1湯匙
海鮮醬:1湯匙
叉燒醬: 2湯匙
已切碎蒜頭: 2茶匙
調味用: 2湯匙

做法：
1. 除麥芽糖外，將所有材料混合，加入梅頭肉
 腌兩小時或以上。
2. 預熱烤爐至220攝氏度（425華氏度），
 然後放梅頭肉入低身烤盤內。
3. 烤十八至二十分鐘後，將梅頭肉翻面再烤
 八至十分鐘。
4. 拿出梅頭肉淋上麥芽糖後加烤兩至三分鐘，   
 注意不要過久以防燒焦。
5. 最後切片上碟即成。

材料:
高麗菜：一棵 (中等大小)
安省豬肉碎：0.5磅 (225克)
牛肉碎：0.5磅 (225克)
洋蔥：一個，切成丁
生米：一杯 (250毫升)
清水：半杯 (125毫升)

做法：
1. 預熱烤箱至275華氏度 (135攝氏度)。
2. 將高麗菜摘掉菜心後放入滾水中煮5-10分鐘，至菜葉
 變軟。將白菜盛出鍋稍涼。
3. 將洋蔥放入鍋中炒約5分鐘至變軟。
4. 將豬肉、牛肉碎、炒好的洋蔥、生米、水、食鹽和胡椒粉
 和在一起攪拌均勻。
5. 將煮好的高麗菜葉摘下，去掉底部任何硬的部份。一片
 菜葉包卷1至2湯匙攪拌好的肉末，將接口處朝下放置在
 抹了油的烤盤上。如果有用剩的肉末，可以做肉丸。
6. 在高麗菜卷上放上起酥油，將番茄濃汁和半杯水混合淋在
 高麗菜卷上。如果您想讓高麗菜卷更多汁，可以加多適量
 的水或湯。
7. 烤2.5個小時。

食鹽：1茶匙 (5毫升)
胡椒粉：1/2茶匙 (2毫升)
起酥油：2大湯匙 (30毫升)
罐裝低鈉番茄濃汁：
10安士 (284毫升)
半罐清水

www.ontariopork.on.ca

www.ontariopork.on.ca
comm@ontariopork.on.ca

如果閣下對烹調豬肉或生產過程有任何疑問，

歡迎與安省豬業協會聯絡。

查詢有關本小冊子之參考資料，

請聯絡安省豬業協會的市場推廣部。

Twitter: @porkisyummy

Facebook: ontarioporkfanpage

YouTube: ontarioporkfarmers and ontarioporkrecipes

Pinterest: ontariopork

655 Southgate Drive,

Guelph, Ontario N1G 5G6

電話：519-767-4600

免費長途電話：1-877-668-7675

傳真：519-829-1769



安省豬業協會成立於一九四六年，目前代表一千六百名

安省豬農。協會不但是業界的官方代表發言機構，亦為

豬農提供許多領域的相關資訊，包括調查研究、政府關係、

環境議題、消費者教育和食品質量的保證。這些服務都

離不開與整個豬肉價值鏈，包括加工廠、零售商、運輸商、

消費者、政府和其他相關行業協會的長期互動。

安省每個豬農每年飼養五百至三千頭豬。養豬方式在長期

的經驗及研發中得到改良，進步的基因學和飼養動物營養

搭配使得安省豬肉成為世界上品質最好的豬肉之一。

安省豬農採用完善的飼養方式，其中98%的豬農都已加入
「加拿大質量保證體系」(Canadian Quality Assurance®) 
和「動物護理評估程序」(Animal Care Assessment 
Programs)，並受其嚴格的食品健康監管及完善的豬業生產
標準指導。同時，豬農還要遵守「養豬及豬肉處理守則」

(Code of Practice for the Care and Handling of Pigs) 
從事畜牧業及保護動物福利。

豬肉備有很多不同部位供選擇，令烹調豬肉方法層出不窮，以下介紹一些比較
常用的部份：

家居的食品安全和農場的食品安全同樣重要。在購買豬肉後，應採用正確的方法處理，才可保持豬肉的
品質及新鮮度。我們鼓勵消費者多注意食品安全處理守則。

以下是一些並不常於中菜出現、但常見於西式
常見於西式的特式切法，這些部位適合以燒烤、烤烘
等方式烹調，可於西式超市購買，或可向切肉員要求
切割該部位：

關於安省豬業協會

豬肉部位分類

食品安全  人人有責

在攝氏4度至60度（華氏40-140度）之間的氣溫，

細菌數量在二十分鐘之內便可增加一倍。須將冷凍

的食物保持冰凍，熱存的食物保持高溫，切勿放置

在上述的「危險地帶」。

避免將食物放在「危險地帶」豬肉與雞肉一樣瘦
處理食物之前或之後，應用溫水及肥皂洗手最少二十秒。

洗手

豬扒分連骨豬扒和無骨豬扒，取自豬腰的部位，特點為肉味
香濃，肉質偏瘦及嫩滑，適合多種烹調方法，如炆、煎、
沾上麵包糠後油炸等等。

豬扒 (豬排)

梅頭肉取自豬的前半身，肉味鮮甜及充滿肉汁，脂肪較多，
宜作火鍋肉片、燒烤、煎及炒。

梅頭肉 (肩胛肉或梅花肉)

肉排及排骨兩者都為中菜經常煮用的材料，適合各種口味，常煮
方法有燒烤、炆、焗、蒸等等。

肉排的肉質比較嫩滑，肉味清淡，需較短的烹調時間。排骨的
烹調時間較長，但肉味較鮮甜，售價亦比肉排便宜。

肉排及排骨

豬頸肉取自豬肩部位，瘦中夾肥，煮熟時肉質爽口及不會乾澀，
宜採用肉串炭燒、炒等烹調方法。

豬頸肉 (槽頭肉) 豬 為豬腿上的瘦肉，新鮮的豬 帶深紅色，全瘦不帶肥，
肉質結實。其膠質比較重，具滋補的作用，以豬 煲出來的湯水
或燉煮的菜式均味道濃郁香甜，適合一家大小享用。

豬    (豬腿肉或豬腱)

五花腩及排骨旁的部位，層層肥瘦相間，因其味道獨特及肉質
鬆化而廣受歡迎。長久炆煮後，肉質也不易乾澀，口感仍然
嫩滑，適宜作東坡肉及梅菜扣肉。

五花腩 (五花肉)
豬尾有較多脂肪，肉的比例少；經燒焗後將溢出大部份油脂，
味道香脆，有嚼勁。適合的烹調方法有燒、鹵或涼拌等。

豬尾

豬踭是由皮，肌腱及筋組成的，一般需要長時間與其他蔬菜
通過燉煮，滷或燜或美味醬汁烹調出可口的菜餚。

豬踭 (肘或蹄膀) 柳梅位於豬的腰部以下，肉的兩端有一頭比較尖細，為豬身上
最嫩滑的肉；味道略帶甜，可配合多種煮法，宜蒸或炒。

柳梅 (里脊肉)

豬腳有高脂肪含量和蛋白質，需長時間燉，滷或燜。

豬手或豬腳 (蹄)

豬肝，豬腰，豬舌，豬耳有豐富的維他命A，膠質及蛋白質，
可滷，燉，燜或炒。

豬肝，豬腰，豬舌，豬耳

豬骨頭可以用來做高湯，湯底或任何湯類。它包含軟骨，骨髓，
膠原蛋白和明膠，礦物質。

豬扒骨，豬頸骨，豬臀骨

豬頰肉含有高脂肪和蛋白質，可熏，燉，煮或油炸。

豬頰肉

處理生肉的廚具及碗碟應徹底用熱水和肥皂清洗，才可用作

處理已煮熟的肉。

慎防交叉感染

醃料可能會包含生肉的肉汁。如果用作燒汁，請在使用前煮沸

五至十分鐘。

切勿重用醃料

在超級市場購物後回家途中，儘量保持肉食在低溫的環境。

夏天時，建議將冷凍食物放在冷氣車廂內，不要放在行李車箱。

更理想的做法是將食物和冰袋一併放在小型冰箱 (cooler) 內。

運送食物時儘量保持低溫

用保鮮紙包好，以免肉塊凍壞或乾硬。將肉食放在

碟內，以避免肉汁滴在其它食物上。

即時將肉類放入冰箱或冷藏櫃

切勿將已煮熟的食物放在室溫超過兩小時。剩餘的

食物應儘快放入冰箱。

熟食可在室內放置多久？

如果必須使用微波爐解凍，須儘快烹調肉食。

將冷凍的肉食放在冰箱內解凍

飽和脂肪

*豬肉部位切去可見脂肪，去皮雞肉

總脂肪

柳梅

豬腰肉中心部位

豬肋排

   豬肩胛去骨排

豬排

豬里脊肉

去骨，去皮

中式豬肉切割法

多年來經改良的豬隻養殖和餵養方法，已幫助生產出了低脂豬肉

產品。事實上 ，許多豬肉的部位比去皮的雞腿肉含脂量更低。

安省豬肉最健康

加拿大式豬肉切割法

內側豬腿肉及
柳梅部位：

豬腰部位：

燒烤用豬柳、      
   內有餡料

豬身中央部位：

豬肋腔部位：

無骨燒烤用豬柳、      
      內有餡料

     豬架、      
    內有餡料

無骨豬柳扒、      
   內有餡料

細條
小豬塊

豬架

沙嗲烤肉串燒

雞胸肉

去皮雞腿肉

豬扒

豬

豬尾

排骨
柳梅

豬頸肉

豬頰肉

豬腳
豬踭

豬手
五花腩

肉排

梅頭肉

1. 味道 : 準備得當的豬肉菜餚會帶出豬肉的香甜。
2. 價格 : 豬肉的價格與其他肉類蛋白質比較相對便宜。
3. 多元 : 豬肉是許多飲食文化的主要食材，並可以
 很容易地適用於許多食譜及烹飪的方法。

4. 營養 : 豬肉是營養的來源。豬肉提供身體不可少的營養素
 如良好的蛋白質，維生素B6和維生素B12，硫胺素，
 菸酸，硒，鋅，磷，核黃素，鉀等。

5. 品質 : 所有加拿大生產的豬肉均無使用激素，
 並無使用抗生素於病畜的治療，以防止任何潛在的

 食品安全問題。

www.ontariopork.on.ca

安省豬肉特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