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瓜料理
社會組

38 39

香煎鯛魚佐西瓜奶油
醬汁 (主菜)

法式瓜香蟹肉塔 (前菜)

作　者 李芳儒、曹舜為 主　題 涼夏健康輕飲食

◆材　　料：

小玉西瓜200公克、紅西瓜200公克、西瓜美

乃滋50公克、蟹肉300公克、小黃瓜50公克、

玉米粒5公克、馬鈴薯脆片50公克、牛番茄2

粒、生菜葉100公克

◆調 味 料：

義大利黑醋醬100公克、果醬30公克、鹽少

許、胡椒少許

◆作　　法：

1. 首先將小玉西瓜、紅西瓜切成長條，備用。

2. 將蟹肉拆碎，拌入西瓜美乃滋、小黃瓜丁、

玉米粒、牛番茄丁及馬鈴薯脆片備用。

3. 將西瓜墊底， 上蟹肉沙拉，排成塔狀。

4. 最後上面放上生菜葉裝飾。

5. 淋上醬汁畫盤，擺上西瓜蟹肉塔即可。

◆注意事項：

1. 洋芋片要後拌入，否則會軟掉。

2. 生菜水份要瀝乾，否則會影響味道。

泰式炸蝦鮮瓜捲 (前菜) 清涼西瓜汁凍飲 (前菜)
◆材　　料：

小玉西瓜200公克、紅西瓜200公克、明蝦10

隻、蘿蔓10片、紫洋蔥1顆、檸檬1顆、香菜50

公克、蒜頭20公克、辣椒2條、越南春捲皮10張

◆調 味 料：

魚露50cc、砂糖30公克、檸檬汁30cc

◆作　　法：

1. 首先將西瓜切成條狀，蘿蔓葉、紫洋蔥絲泡冰

水備用。

2. 明蝦沾麵糊炸成炸蝦天婦羅，備用。

3. 泰式酸辣醬製作：蒜頭、辣椒、檸檬皮切末，

拌入魚露、砂糖、檸檬汁製成泰式酸辣醬汁。

4. 取越南春捲皮捲入西瓜、炸蝦、生菜、洋蔥

絲、香菜葉後，淋上泰式酸辣醬即可。

◆注意事項：

1. 炸蝦要斷筋，否則蝦子會捲起。

2. 洋蔥絲一定要泡冰水，否則會辣口。

3. 捲的時候一定要捲緊，否則會散掉。

4. 成品要儘速食用，否則炸蝦會軟掉。

◆材　　料：

小玉西瓜600公克、蘆薈500公克、鮮奶油

50公克、吉利丁片2片、山粉圓50公克

◆調 味 料：

糖100公克

◆作　　法：

1. 將西瓜切塊狀，加入砂糖、冰塊打成西瓜

汁，加入吉利丁片。

2. 鮮奶油打成奶泡備用。

3. 杯子放入蘆薈、山粉圓，加入西瓜汁冷凍

成西瓜凍。

4. 最後淋上奶泡裝飾即可。

◆注意事項：

1. 吉利丁片使用前要先泡水軟化。

2. 吉利丁片加入西瓜汁要攪拌均勻，否則容

易有顆粒。

冠軍

◆材　　料：

紅鯛魚3隻、西瓜600公克、鮭魚卵200公克、

蝦夷蔥適量、碗豆苗少許、茄子200公克、九

層塔100公克、聖女番茄150公克、蘆筍150公

克、蒜頭適量

◆醬汁調味料：

巴沙米可醋200公克、糖適量、蜂蜜100公

克、西瓜400公克、洋蔥150公克、檸檬4顆

◆調 味 料：

麵粉200公克、奶油100公克、鹽巴適量、胡

椒適量

◆作　　法：

1. 將紅鯛魚片取菲力，切大段，鹽巴胡椒調味

後，表皮拍上麵粉乾煎至熟，起鍋前嗆白

酒。

2. 將時蔬等配料清炒調味配菜備用。

3. 把西瓜打成泥汁入鍋煮沸後，奶油一點點加

入混合，最後再加入檸檬汁、鹽巴、胡椒調

味後，起鍋前熄火拌入蝦夷蔥等醬汁，溫度

降低後再加入鮭魚卵。

4. 將2打底，擺上做法1，淋上做法3將汁，稍

作擺盤、畫盤即可。

◆注意事項：

1. 魚肉烹調時間不宜過久，會影響魚肉口感及

鮮嫩度。

2. 醬汁調配時，最後的奶油需慢慢加入，避免

油水分離。

3. 等醬汁稍冷才能將鮭魚卵入。

現今社會因工作忙碌，造成國人飲食

不均、暴飲暴食、熱量過高等現象，

並且因營養知識不足，造成不健康的

節食減肥現象。剛好在夏天利用清涼

的西瓜，來帶入多項低油、低糖、低

鈉的烹調方式，來呈現西瓜特色，以現代

人所需的營養，可以達到吃得健康、瘦得

健康的要求。低油：前菜的烹調手法幾乎

沒有用到油脂，低糖：利用西瓜本身高量

的甜度來取代砂糖的使用，低鈉：用食材

本身的味道來做搭配，西瓜入菜來當作醬

汁，達到低鈉的效果。

◆

創
作
理
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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絹絲藏繡球 (李家綺)

繽紛萬穗附果蔬盅 (楊淽媃)
◆材　　料：

米　盅—魚漿300公克、米花3杯、白蘿蔔1條

內　餡—米飯1碗、西瓜白肉丁1/2碗、三椒丁3

大匙、雞胸肉丁1/2碗、胡蘿蔔丁1大匙

果蔬塔—小黃瓜、奇異果、紅西瓜、黃西瓜

裝飾物—紅西瓜球、白西瓜球、紅甜椒、黃甜

椒、水蓮、地瓜絲 (炸過)

◆調 味 料：

鹽、胡椒、香油、糖

◆作　　法：

1. 米盅—白蘿蔔切大丁外裹魚漿，粘米花，炸熟

後取出白蘿蔔，備用。

2. 內餡—依序炒雞胸肉、胡蘿蔔丁、三椒丁、米

飯、西瓜白肉丁，調味。

3. 鑲入米盅中，放上地瓜絲裝飾。

4. 果蔬塔—小黃瓜切斷挖果肉，鑲入西瓜條、奇

異果條。

5. 擺盤後即完成。

◆材　　料：

油皮—中筋麵粉100公克、白油30公克、糖18公克、水40公克

油酥—低筋麵粉80公克、白油40公克、芋頭香精適量

內餡—西瓜白肉3片、紅蔥頭4粒、香菇3朵、蝦米10公克、絞肉50公克、胡蘿蔔絲10公克

楊淽媃

李家綺

顛覆了傳統的刻版印象，將西瓜白肉

當成料理的一部分，取白肉切成細

絲，加入蝦米香菇爆香，以油皮油酥

的紫輪酥將炒好的餡料包入，跳脫傳

統中式點心的作法，將新元素融入

作品中，堅持不浪費的原則下，呈現出創

新口感。「養生」成為大眾所關心的飲食

潮流，紅肉西瓜是大家夏日不可或缺的消

暑來源，夾在皮與紅果肉中間的白果肉部

分，營養價值並不亞於紅果肉，我們希望

以簡單不複雜的作法，保留食材最新鮮美

好的狀態，給您耳目ㄧ新的享受。

◆

創
作
理
念
：

◆調 味 料：

沙拉油、鹽、糖、胡椒粉、紅西瓜球、黃

西瓜球、奇異果球、地瓜片、紅黃甜椒

◆作　　法：

1. 油皮包油酥摺 兩次備用。

2. 西瓜白肉切細絲，加入才許鹽使其脫

水，略洗。

3. 爆香紅蔥頭、香菇、蝦米、絞肉，放入

西瓜絲同炒調味，待涼，包入酥皮內。

4. 入烤箱用180/180烤焙，約15-20分鐘。

5. 用紅、黃西瓜、奇異果、炸過地瓜片及

甜椒等裝飾即完成。

米食是台灣人的主食，本料理以

獨特的廣式炒法，將西瓜白果

肉部分，取代廣式炒飯中的美生

菜，青翠的口感，讓這口炒飯增

加了不一樣的活耀色澤，添加

了水果的香味而不油膩，旁附的水果

盅，正是炎炎夏日大家無法招架的冰

涼組合，黃、紅肉西瓜加上奇異果，

以小黃瓜將其圈住，設計為一口大

小，讓您吃炒飯之後能品嚐果蔬盅，

呈現不同方式的西瓜風味，讓果香在

口中揮之不去。

◆

創
作
理
念
：

作　者 李家綺、楊淽媃

推薦學校 國立臺南家齊女子高級中學 (餐飲管理科)
亞軍



西瓜料理
社會組

42 43

瓜情豆腐心 (吳祈賢)

作　者 吳祈賢、蔡新才

濃情密肋排 (蔡新才)
◆材　　料：

豬肋排10支、大西瓜300公克、西瓜白肉300公

克、小玉西瓜300公克

◆調 味 料：

醬油1大匙、糖300公克、米酒1瓶、雞粉少許、 

玉米粉、少許特製滷包1包

◆作　　法：

1. 肋排洗淨瀝乾，以1500cc的水與滷包，加上

調味料，兩種西瓜白肉一同滷製約50分鐘，撈

起瀝乾。

2. 兩種西瓜分開各調一種醬汁，以白糖燒成糖汁

備用。

3. 醬汁燒其一半肋排至湯汁燒乾即可備用。

4. 另一份醬汁燒另一半肋排至湯汁收乾，再放入

糖漿製成糖葫蘆。裝飾擺盤即可完成。

亞軍

◆材　　料：

細豆腐4塊、無糖豆漿260公克、蛋白260公

克、大西瓜220公克、小西瓜220公克、絞肉

220公克、玉米40公克、生干貝75公克

◆調 味 料：

西瓜汁100cc、雞粉1兩、醬油50公克、糖50

公克、沙拉油少許、胡椒粉少許、雞蛋1粒

◆作　　法：

1. 絞肉調醬油、雞粉、胡椒粉、玉米粉、全蛋

製作成漢堡肉餅備用。

2. 兩種西瓜切圓形備用。

3. 干貝切小丁備用。

4. 豆腐、豆漿、玉米粉、蛋白用果汁機打散，

倒入圓形器具，蒸2分鐘拿起，加入一片西

瓜、漢肉餅、小玉西瓜，再加入豆腐汁蒸2

分鐘，待淋上西瓜醬汁，擺盤即可。

吳祈賢

蔡新才

1.為因應低碳環保的新飲食文

化，本道料理採用本土材料及雲

林在地西瓜為主要食材，減少遠

距運送所產生的碳污染。

2.為讓西瓜入菜產生無限可能

性，本道料理跳脫傳統思維，將豆

漿、豆腐以不一樣的料理方式烹調成

形，再佐以西瓜肉及瓜白全利用，製

成一道清爽可口的法式西瓜料理，讓

烹調有更多的可能性與變化。

◆

創
作
理
念
：

1.為因應低碳環保的新飲食文

化，本道料理採用本土生產豬

肉及雲林在地西瓜為主要食

材，減少遠距運送所產生的碳

污染。

2.一般肋排料理吃多總讓人有油膩

口感，本道料理除採用西瓜肉的鮮

甜多汁特性外，更以平常不為用的

瓜白部份加以利用烹調，使烹調後

的料理更具清爽解膩的特殊口感，

讓西瓜利用價值更加提昇。

◆

創
作
理
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