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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營養巨星紅菜頭 
現在，時下流⾏進飲A-B-C（Apple蘋果 + Beet

紅菜頭 + Carrot胡蘿蔔）蔬果汁。若在早餐前

喝⼀杯，下午再來⼀杯代替下午茶喝的紅茶和

咖啡，養⽣之道也！其中的紅菜頭，營養價值

非常豐富。 

雙重的抗氧化保護 

紅菜頭 獨特的營養價值，在於它的

抗氧化作⽤。紅菜頭屬根莖類蔬菜，

根和葉都帶紫紅⾊，含有紅⾊食物獨

有的天然抗氧化物甜菜紅

（Betalains），含量遠較我們所熟悉

的紅⾊蔬菜，如番茄、紫椰菜等都要

⾼，早已被公認為有效於防癌、抗衰

老，以及提升⾝體抵抗⾃由基傷害

（延緩老化）的 佳食物。同時，甜

菜紅有助⾝體更易吸收另⼀種脂溶性

抗氧化物維⽣素�；也就是說，多吃

甜菜頭，可間接促進⾝體有效攝取維

⽣素 E，這種「1+1」雙重抗氧化保護

作⽤，成為紅菜頭的 ⼤賣點。 

 

味道帶甜含有果糖 

只要吃⼀杯紅菜頭，其中所含的葉酸

量、鉀質和鐵質的數值，⾼於每⽇建

議營養素攝取量的 10%以上，故可稱

得上是⾼葉酸、⾼鉀及⾼鐵質食物，

經常進食，對維持⾝體細胞正常⽣

長、控制⾎壓和⼼臟肌⾁舒張及預防

貧⾎均有正⾯作⽤。紅菜頭獨有的甜

菜鹼，更有助保持肝臟機能健康及具

抗癌功效。 

味道帶甜的紅菜頭含有果糖，每吃⼀

杯便等同攝取了 13 克醣質（碳⽔化合

物）；為免過量進食致胖，⼀般建議

進食半杯，算為⼀份蔬菜。若是糖尿

病患者，進食時更要注意醣質換算，

因醣質食物當中的糖份會影響⾎糖穩

定；所以，每吃半杯紅菜頭，應減吃

同等醣質分量的⽩飯（約六分之⼀碗

⽩飯），以免攝入太多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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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紅菜頭葉也是個「寶」，它的

鐵質、鉀質、鎂質及纖維等含量，都

比紅菜頭⾼；可惜，紅菜頭葉本⾝帶

苦澀味，不是⼈⼈都能接受。⽢願為

了健康⽽忍受「苦中苦」的朋友，不

妨把紅菜頭和葉，加入蘋果、胡蘿蔔

打成汁作飲料，保證有益健康。 

抗癌及提⾼免疫⼒ 

2010 年，英國倫敦的⼀項研究發現，

紅菜頭汁有助降⾎壓、減低⼼臟病及

中風的風險。研究⼈員將病⼈分成兩

批，其中⼀批每⽇喝 250 毫升的紅菜

頭汁，另⼀批則服⽤降⾎壓的硝酸鹽

（Nitrate）藥片，結果兩批病⼈的⾎

壓在 24 ⼩時後均顯⾒下降。研究⼈員

解釋，紅菜頭本⾝含有的硝酸鹽，可

在⾎液中製造⼀氧化氮，令⾎管及動

脈擴張，從⽽達到降⾎壓的效果。此

外，紅菜頭中的硝酸鹽，可減少做運

動時所消耗的氧氣量，令⼈不易覺得

疲累，故能提升運動員做運動的成

效。 

⽂章出⾃

http://www.heraldmonthly.ca/newspaper/
web/articleView.php?date=201307&id=
2187 

 

 

養⽣A-B-C蔬果汁 

現在時下流⾏進飲 A-B-C（蘋果+紅菜

頭+胡蘿蔔）蔬果汁，到底有甚麼好

處？若將含⼤量糖份及礦物質的紅菜

頭搾成濃汁，須⽤其他果菜汁或⽔稀

釋才可飲⽤。選⽤能健脾潤腸的胡蘿

蔔，加上能⽣津潤肺、解暑⽌渴的蘋

果，跟紅菜頭⼀起搾汁，既可稀釋飲

料，⼜有通⾎脈、防⾎管栓塞的功

效。其實，這三種蔬果中均含⼤量 β

胡蘿蔔素和維⽣素Ｃ，可提⾼細胞的

含氧量，製造成⼀種不利於癌細胞發

展的環境；換⾔之，有抗癌及提⾼免

疫⼒的功效。 

A-B-C 蔬果汁的建議分量為：⼀條胡

蘿蔔（8 ⾄ 10 吋）、兩個中型青蘋

果、⼀個中型紅菜頭榨汁，早餐前喝

⼀杯，下午再來⼀杯，以代替下午茶

喝的紅茶和咖啡，養⽣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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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 菜 頭 蔬 果 汁 

B e e t r o o t  W o n d e r  J u i c e 
 
營養爆燈飲料 A 

材料 

紅菜頭 1/2 個，去⽪切塊 

⻘瓜 1/2 條，切段 

芹菜 2 根，切段 

半個 ⻘椒，切塊 

1 個 ⻘蘋果，切塊 

薑 1 公分⼤⼩ 

 

營養爆燈飲料 B 

材料 

2- 3 個 梨，去⽪切塊 

半個 紅菜頭，去⽪切塊 

 

做法： 

把果蔬材料加入主鍋，turbo 2 秒 3 次  

然後，加⽔ 150 克，打 30 秒/速度 8

隔渣喝 

或加⽔ 400 克 – 600 克 ⽔，打 1 分鐘

/速度 10 連渣喝。 

喜歡甜點的話，在各⼈杯⼦裏加適當的

蜜糖和檸檬汁調和，立即享⽤。或倒入

瓶⼦裏，放在雪櫃裏。在喝前，要均勻

才飲⽤。 

 

 

 

 
Wonder Drink  A  

ingredients 

1/2 beetroot, peeled, cut in chunks  

1/2 cucumber, cut into sections 

2 celery, cut into sections 

Half a green pepper, cut into pieces 

1 green apple, core removed, cut into     

     pieces  

Ginger 1 cm size 

 

Wonder Drink B  

Ingredients  

2- 3 pears, peeled and cut into pieces 

½ beetroot, peeled and cut into pieces 

 

Steps：  

Place the fruits and vegetable ingredients 

into the mixing bowl, turbo 2 seconds 3 

times 

Then, add 150 grams of water, set 30 

seconds/speed 8 to blend. Sieve to serve 

to drink.   

Or add 400g-600g of water, blend for 1 

minute/speed 10 to drink wholesomely.  

If you like slightly sweetend, add 

appropriate honey to stir in your serving 

cup and lemon juice to mix, and enjoy 

immediately or store in bottles, refrigerate 

it.  Shake before serv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