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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发布实时发布实时发布实时发布          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二日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二日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二日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二日 
 

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食油系列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食油系列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食油系列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食油系列 
荣获荣获荣获荣获香港心脏专科学院香港心脏专科学院香港心脏专科学院香港心脏专科学院指定为世界心脏日指定为世界心脏日指定为世界心脏日指定为世界心脏日 2010健康食油之选健康食油之选健康食油之选健康食油之选 

 

[2010年年年年 8月月月月 12日日日日．．．．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一向倡导健康饮食的食油品牌刀唛食油品牌刀唛食油品牌刀唛食油品牌刀唛，诚意推出市面首创的刀刀刀刀

唛高健高油酸配方食油系列唛高健高油酸配方食油系列唛高健高油酸配方食油系列唛高健高油酸配方食油系列，，，，每份使用份量 (以 15 毫升计) 含 7 克至 9 克的单元不饱和

脂肪，适合关注心脏健康的人士选用。最近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食油系列更荣获荣获荣获荣获香港心脏香港心脏香港心脏香港心脏

专科学院专科学院专科学院专科学院指定为世界心脏日指定为世界心脏日指定为世界心脏日指定为世界心脏日 2010健康食油之选健康食油之选健康食油之选健康食油之选。 

 

南顺香港集团油脂部总经理李国瑛先生南顺香港集团油脂部总经理李国瑛先生南顺香港集团油脂部总经理李国瑛先生南顺香港集团油脂部总经理李国瑛先生于今天 (8月12日) 邀请了一众传媒朋友假尖沙咀

诺士佛台 Munch参与「「「「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食油系列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食油系列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食油系列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食油系列—传媒午宴传媒午宴传媒午宴传媒午宴」」」」。联同香港心脏专科学香港心脏专科学香港心脏专科学香港心脏专科学

院前院长院前院长院前院长院前院长暨世界心脏日暨世界心脏日暨世界心脏日暨世界心脏日 2010 筹委会联席主席筹委会联席主席筹委会联席主席筹委会联席主席高德谦医生高德谦医生高德谦医生高德谦医生及香港心脏专科学院候任院长及香港心脏专科学院候任院长及香港心脏专科学院候任院长及香港心脏专科学院候任院长暨暨暨暨

世界心脏日世界心脏日世界心脏日世界心脏日 2010 专责筹募委员会主席专责筹募委员会主席专责筹募委员会主席专责筹募委员会主席王国耀医生王国耀医生王国耀医生王国耀医生正式宣布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食油系列

荣获香港心脏专科学院指定为世界心脏日 2010 健康食油之选，高医生及王医生更与一众

嘉宾分享专业的心脏健康信息，共同推动心脏健康。 

 

始终都是妈妈好始终都是妈妈好始终都是妈妈好始终都是妈妈好    全家分享好健康全家分享好健康全家分享好健康全家分享好健康 

当日，为了让大众体验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食油系列所带来的健康美味新煮意，刀唛品牌

特别邀得香港注册营养师陈国宾注册营养师陈国宾注册营养师陈国宾注册营养师陈国宾 (Leslie Chan) 设计出一系列揉合中西元素的强心高健

美味菜式，并联同形象健康的星级好妈妈姚嘉妮星级好妈妈姚嘉妮星级好妈妈姚嘉妮星级好妈妈姚嘉妮即席示范各种简易烹调技巧，展示如何为

全家准备一顿温馨、健康美味的丰盛饕宴。 

 

注册营养师 Leslie指出香港人一向对食油都存在不少谬误，以为减少食用油为健康之策：

「其实市民最好能每餐都吸取适量的健康食油，因它们能提供身体必需脂肪酸，达致均衡

营养的生活指标，更是婴儿及小孩脑部和视力发育不可缺少的营养素。因此，选择合适食

油对健康有很大帮助，而市面上含有高油酸配方的食油，其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较一般食

油为高，更能同时对心脏健康有莫大益处。」 

 

始终都是刀唛好始终都是刀唛好始终都是刀唛好始终都是刀唛好    革命性全新配方革命性全新配方革命性全新配方革命性全新配方 

香港心脏专科学院候任院长王国耀医生指出：「过去十年，冠心病已成为单一病例的第一

号杀手，而在众多心脏病高危因素中，坏胆固醇最为防不胜防。市民应养成健康的饮食习

惯，降低坏胆固醇并增加好胆固醇，对减低患上心血管疾病非常有效。」 

 

全新革命性的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食油系列，包括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花生油、刀唛高健高

油酸配方粟米油及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芥花籽油，适合关注心脏健康的人士选用。 

 

此外，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食油系列的烟点高，油性稳定且油烟少，煮食时不单可保持厨

房清洁，更可避免家中充满油烟，影响家人气管及呼吸道，且适用于煎炒煮炸等各式烹调

方法，为市面上真正美味健康兼备的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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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刀唛关于刀唛关于刀唛关于刀唛 

刀唛食油品牌迄今接近 50年历史，产品营销超过 10个国家。刀唛作为市场领导者之一，

一直坚持为消费者以合理价钱提供及开发各种高质素及可信赖的食油，以照顾消费者各式

的口味和不同的煮食需要。全线产品包括花生油、粟米油、芥花籽油、高健健康系列，及

从西班牙引入的橄榄油系列 (纯正橄榄油、特级初榨橄榄油、清淡橄榄油)，还有崭新的橄

榄调和油系列 (初榨橄榄芥花籽油、初榨橄榄葵花籽油)，全面满足消费者对健康与美味的

不同需要。 

 

[完完完完] 

 

 

此新闻稿由博领公关策划此新闻稿由博领公关策划此新闻稿由博领公关策划此新闻稿由博领公关策划 (Blink Events & PR Consultants) 代表南顺食油有限公司代表南顺食油有限公司代表南顺食油有限公司代表南顺食油有限公司

发放发放发放发放。。。。传媒垂询传媒垂询传媒垂询传媒垂询，，，，请联络请联络请联络请联络︰︰︰︰ 

博领公关策划博领公关策划博领公关策划博领公关策划 

尹惠欣 (Yan Wan) 

电话︰+852-3610-6219 

手提：+852-9710-3918 

电邮：yan.wan@blink.com.hk 

 

黄颖婷 (Wing Wong) 

电话︰+852-3610-6212 

手提：+852-9768-1163 

电邮：wing.wong@blink.com.hk 

 



 

 - 3 - 

 

 

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食油系列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食油系列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食油系列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食油系列 

 

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    花生油花生油花生油花生油 

 

- 选用上等花生精炼制成，花生香味浓郁 

- 适用于煎炒煮炸之用，特别适合高温煮食 

- 不加添抗氧化剂 

- 每份食用份量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8克，有益健康 

- 含天然维他命 E，具抗氧化功效，能对抗自由基 

- 烟点高，油性稳定且油烟少，煮食时可保持厨房清洁 

- 高健高油酸配方系列特别适合关注心脏健康人士食用 

 

 

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    粟米油粟米油粟米油粟米油 

 

- 选用上等粟米精炼而成，气味清淡 

- 适用于沙律、凉拌及煎炒煮炸之用，特别适合高温煮食 

- 不加添抗氧化剂 

- 每份食用份量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7克，有益健康 

- 含天然维他命 E，具抗氧化功效，能对抗自由基 

- 烟点高，油性稳定且油烟少，煮食时可保持厨房清洁 

- 高健高油酸配方系列特别适合关注心脏健康人士食用 

 

 

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    芥花籽油芥花籽油芥花籽油芥花籽油 

- 选用优质芥花籽精炼制成，气味清淡 

- 适用于沙律、凉拌及煎炒煮炸之用，特别适合高温煮食 

- 每份食用份量含单元不饱和脂肪 9克 

- 每份食用份量的饱和脂肪含量 (1 克) 比橄榄油含量 (2

克) 为低 

- 每份食用份量含 1.2克奥米加三脂肪酸 

- 含天然维他命 E，具抗氧化功效，能对抗自由基 

- 烟点高，油性稳定且油烟少，煮食时可保持厨房清洁 

- 高健高油酸配方系列特别适合关注心脏健康人士食用 

销售点销售点销售点销售点︰︰︰︰惠康惠康惠康惠康、、、、百佳百佳百佳百佳、、、、各大超级市场各大超级市场各大超级市场各大超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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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食油系列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食油系列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食油系列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食油系列    强心美味食谱强心美味食谱强心美味食谱强心美味食谱 

香煎南瓜椰菜饼香煎南瓜椰菜饼香煎南瓜椰菜饼香煎南瓜椰菜饼 (适合小朋友食用适合小朋友食用适合小朋友食用适合小朋友食用) 

材料： 

南瓜  100克 

椰菜  120克 

洋葱  1/2个 

鸡蛋  1-2只 

虾米  1汤匙 

瘦肉碎 60克 

调味料： 

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芥花籽油 2汤匙 

白面粉 1.5汤匙 

盐 1/2茶匙 

生抽 1茶匙 

糖 1茶匙 

五香粉 1/2茶匙 

做法： 

1. 先将南瓜刨丝、洋葱切幼丝 

2. 将椰菜切幼丝，出水后隔水备用 

3. 另将虾米浸煮，切粒，混入瘦肉碎炒熟备用 

4. 将南瓜丝、洋葱丝及椰菜丝拌匀 

5. 加入鸡蛋、已炒熟的肉碎、虾米、面粉及其它调味料拌成蔬菜浆 

6. 加入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芥花籽油将镬烧热，逐一用汤勺加入蔬菜浆 

7. 慢火煎成 3吋阔蔬菜饼即成 

特色： 

选用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芥花籽油，有助保持心脏健康，促进儿童眼睛及脑部发

育 

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芥花籽油的烟点高，适合用来煎炸食物 

南瓜含丰富胡萝卜素，有助增强免疫力及帮助发育 

加入了虾米及瘦肉碎，以保持饮食均衡 

此食谱香口惹味，可吸引不爱吃蔬菜的小朋友进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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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煎胧脷柳伴蜜豆大磨菇香煎胧脷柳伴蜜豆大磨菇香煎胧脷柳伴蜜豆大磨菇香煎胧脷柳伴蜜豆大磨菇 (适合长者食用适合长者食用适合长者食用适合长者食用) 

材料： 

蜜糖豆 150克 

甘笋片 30克 

大磨菇 1只 

胧脷柳 150克 

鸡蛋白 1只 

腰果仁 4汤匙 

蒜茸 1汤匙 

调味料： 

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花生油 4汤匙 

泰式甜辣酱 1汤匙 

绍酒 1汤匙 

盐 1/4茶匙 

胡椒粉 少许 

清水 两汤匙 

做法： 

1. 先用盐、胡椒粉及 1茶匙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花生油将胧脷柳腌 15分钟 

2. 将胧脷柳出水后隔水备用，另将大磨菇切片 

3. 起镬加入刀唛高健高油酸花生油，爆香蒜茸，加入蜜糖豆炒匀 

4. 赞酒，加入清水，盖上镬盖将豆焗熟，再加入磨菇片炒匀 

5. 加入甜辣酱，再将胧脷柳回镬，加入预先焗香的腰果仁炒匀即成 

特色： 

选用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花生油，不单香味浓郁，更有助保持心脏健康 

采用少量刀唛高健高油酸花生油腌鱼柳可保留鱼肉水份，令鱼肉更滑 

长者食谱亦可加入少量甜辣味道增强食欲 

只要适量运用刀唛高健高油酸花生油及食材的配搭，长者餸菜亦可香口美味 



 

 - 6 - 

 

蒜香虾球牛肝菌有机意粉蒜香虾球牛肝菌有机意粉蒜香虾球牛肝菌有机意粉蒜香虾球牛肝菌有机意粉(适合小家庭食用适合小家庭食用适合小家庭食用适合小家庭食用) 

材料： 

意大利粉 200克 

牛肝菌 (干) 30克 

大虾 120克 

西红柿干 (油浸) 50克 

黄灯笼椒 1个 

蒜头 6-8粒 

罗勒 (香草 Basil) 2棵 

白酒 (可自由添加) 1/2杯 

调味料： 

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粟米油 2汤匙 

盐 1茶匙 

黑胡椒碎 少许 

做法： 

1. 先将意大利粉煮至八成熟，隔水备用 

2. 另用清水将牛干菌片浸软 

3. 蒜头切片、灯笼椒切幼丝 

4. 起镬加入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粟米油，爆香蒜片 

5. 加入牛干菌略炒，加入白酒，让酒精略为蒸发 

6. 加入意大利粉，再加西红柿干及灯笼椒炒匀 

7. 最后加入盐、胡椒、洒上罗勒叶即成 

特色： 

选用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粟米油，有助保持心脏健康，而且味道较清淡，特别适

合不爱浓烈味道的家庭 

刀唛高健高油酸配方粟米油的烟点高，亦较少油烟，适合煎炒煮炸各种烹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