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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袋麵包是

麵糰烘烤時由蒸氣

膨脹形成，麵餅冷卻變

得平坦後，中間留下一個

口袋，又稱為皮塔餅，源於希臘、土

耳其、地中海東部地區和阿拉伯半島等，是阿拉伯國家常見

的一種圓形口袋狀麵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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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烘焙百分比 重量 (g)

主

糰

材

料

M50米穀粉 100 1000

細砂糖 5 50

食鹽 2 20

乾酵母 0.8 8

冰水
76 760

依天氣溫度調整水量

胡麻清油 2 20

橄欖油 8 80

新鮮迷迭香 0.8 8

合計 194.6 1946

口袋 包

＊每日營養素建議量之基準值：熱量2000大卡、
蛋白質60公克、脂肪55公克、碳水化合物320
公克、鈉2400毫克。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80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100公克
熱量 317.9 大卡 397.4 大卡
蛋白質 25.0 公克 31.3 公克
脂肪 3.3 公克 4.1 公克
　飽和脂肪 4.0 公克 5.1 公克
　反式脂肪 9.9 公克 12.3 公克
碳水化合物 48.2 公克 60.3 公克
　糖 6.7 公克 8.4 公克
鈉 341.0 毫克 426 .0 毫克

花費時間 難易程度

直接法
★★

當天2小時30分鐘
＊製作難易程度：初級★

　　　　　　　中級★★

　　　　　　　高級★ ★ ★

產品數量

24個

主 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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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先將胡麻清油、橄欖油、新鮮迷迭香和冰水混合備用。

2. 將M50米穀粉、細砂糖、食鹽和乾酵母加入攪拌缸中，再加入液體

油水攪拌拌勻，以「1速」打成糰 (捏起時粉不會飛) 後，再改成「2

速」打到 糰光滑，拉出薄膜，確認均勻網狀結構， 糰會依天氣溫

度必須調整其水量多寡。

3. 基本發酵置於室溫20分鐘。

4. 翻面，將用手掌輕壓 糰，將 糰光滑面在下，將 糰1/3處向中間

折入，轉動換另一端向下折入1/3處，以手掌按壓 糰的接合。

5. 中間發酵室溫20分鐘； 糰發酵至2倍大。

6. 分割 糰，一個 糰分割80 g /個×24個；滾圓作法是將手掌彎曲包

覆 糰，以手掌緊貼工作檯面，朝逆時針方向摩擦 糰數圈，並將

糰滾圓。

7. 最後發酵置於室溫30分鐘。

8. 於工作檯灑上M50米穀粉當手粉，取 糰以手輕輕往下壓，以桿麵棍

將 糰桿成薄橢圓形，以毛刷將 皮上多餘粉刷除備用。

9. 選用8吋家用不沾平底鍋，將 皮平整放入平底鍋內，先以中小火烙

餅皮，餅皮因 糰發酵含有氣體，經受熱會慢慢膨脹隆起中空狀，餅

皮脹到類似氣球，待餅皮表面略為上色即可以木匙翻面，繼續再烙至

兩表面均勻上色，將餅皮取出，置於烤盤架上備用。烙餅皮時，需注

意火候與時間的掌控。

10. 將餅皮切成兩半依個人喜好添加蔬果、燻肉、蝦仁、火腿和起司片等

材料，田園蔬果可依季節變化不同，採用在地食材，選擇不同顏色和

口味來搭配，兼顧營養又健康滿分的輕食餐點即可完成。

製作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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糰 (攪拌)

整型 (滾圓，最後發酵)

基本發酵 中間發酵

糰 (分割)

泝先將液體油、新鮮迷迭香和

水混合，再將所有材料包括

酵母加入攪拌缸中攪拌

沴 糰攪拌光滑 沊拉出薄膜，確認均勻網狀

結構

沝基本發酵20分鐘後，將用手掌輕壓
糰，將 糰光滑面在下，將 糰1/3處向
中間折入，轉動換另一端向下折入1/3
處，以手掌按壓 糰的接合

沀中間發酵20分鐘 泞發酵至2倍大

泀分割 糰重量80 g/個×24個 洰滾圓，將手掌彎曲包覆

糰；以手掌緊貼工作檯面，

朝逆時針方向摩擦 糰數

圈，並將 糰排列於烤盤上

泍最後發酵30分鐘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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炔以木匙將餅皮剝離至鐵架

上，將餅皮排列於烤盤架

上待涼，可切成兩半

烙烤

成品

整型 (橢圓形)

泇工作檯灑上手粉，取 糰以

手輕輕往下壓

沰以桿麵棍將 糰桿成薄 
橢圓形

泹以毛刷將 皮上多餘粉刷除

泏以8吋家用不沾平底鍋，將
皮平整放入平底鍋內，先

以中小火烙餅皮，以木匙翻

面反覆烙

泩餅皮因 糰發酵含有氣

體，經受熱會慢慢膨脹隆起

中空狀

泑餅皮膨脹隆起類似氣球，

烙至兩面均有上色

10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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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園蔬果內餡製作 (依個人喜愛自由調整)

內餡材料 數量(個) 備註

大果番茄 1 切片

洋蔥 1 切圓圈

紅甜椒 1 切細長

紫洋蔥 1 切圓圈

黃甜椒 1 切細長

紅蘿蔔 1 切細長

小黃瓜 5 切細長；細絲

紅龍果 2 切細長

紫地瓜 3 蒸熟；切細長

芒果 2 切細長

高麗菜 0.5 切細絲

火腿片 6 切成2等分

熱狗 6 切成4等分

蝦仁 12 煮熟去殼

起司片 6

優格 1

沙拉醬 1

1. 田園蔬食清洗乾淨瀝乾，番茄、洋蔥、紅甜椒、

紫洋蔥、黃甜椒、紅蘿蔔、小黃瓜、紅龍果、芒

果和蒸熟紫地瓜切丁切絲、高麗菜切絲，另可準

備火腿片、熱狗、蝦仁和起司片等增加風味。

2. 醬料製作：依個人喜好製作內餡，取適量優格或

沙拉醬調和拌勻，將預先準備蔬食如萵苣、小黃

瓜、甜椒、紅龍果、紫地瓜、洋蔥等堆疊裝入口

袋 包內，即可食用。

田園蔬果可依季節變化

不同，選擇不同顏色和

口味來搭配

依個人喜好製作內餡，

取適量優格或沙拉醬調

和拌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