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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鮮花菜式
以往我在陽台種了一大盆曇花，每

年夏天午夜過後，會有數次開花，大朵的

白花優美淡雅，香氣四溢，因此享有「月

下美人」之譽。開花時節，花香隨風飄入

屋，把炎夏的悶熱驅散。有趣的是，當花

蕾漸漸開展，過 1、2小時後又慢慢地枯

萎，整個過程僅 4個小時左右，故有「曇

花一現」之說。花朵摘下來可以用來煲紅

蘿蔔南北杏豬踭湯，這就是新鮮的霸王

花，比起乾的更清香，據說有清熱潤肺的

功效，可清肺熱治哮喘，治易流鼻血，並

能對一些婦科雜症有幫助，其莖亦具有清

熱解毒的功能。 

家裏以往還種有茉莉花，初夏便會開

花，花期很長，一直至秋天會不停地開，

那香氣清幽雅緻。我會摘下將要開花的花

蕾，可以配上一把炒米用來泡茶，亦能配

上綠茶，舒心寧神。還有桂花，因產量不

多，可採下來做糖水和糕點；簡單一點，

直接把桂花放進糖裏，放在密封瓶幾個星

期，便成桂花糖，隨時可用。加進湯丸同

煮便成桂花湯丸。

夏天還有夜香花，菜檔常有供應，綠

色的一大把，隨手抓上一把放進冬瓜瘦肉

湯，立刻為那湯水添上色彩，以及一陣怡

人的清香。夜香花也可用來煎雞蛋，我自

己倒沒有試過。

每年的三、四月，市場上也有洛神花

供應，近年興起用來煮成洛神花茶，味道

酸酸甜甜，加上蜜糖飲用，據說能消脂減

肥，很受女士歡迎。另有用洛神花加糖煮

成果醬，有說具有玫瑰的香味；個人覺得

洛神花的味道較單調，但其鮮紅的色彩卻

十分討好。

食用鮮花的消失
偶爾在香港的菜檔會看到香蕉花，紅

紅的一大球；在泰國和印尼，不少菜式都

會用上香蕉花，去掉紅色外皮後，會見到

黃色的嫩心，一朵花撕去三分二扔掉，只

是用嫩心的部分，可用用來煮椰汁咖喱，

香滑得很，是一味特色佳餚，所以我會買

回家讓傭人替我煮印尼咖喱，配上雞肉，

挺醒胃。

以往很多的菜式也會有用上鮮花，如

今已不復見，因為現在的鮮花在種植時會

灑上大量農藥，所以不適合食用。退而求

其次，只能選用食用的乾花代替。現在偶

爾會找到新鮮的野生雞蛋花、木棉花、辛

夷花等；年少時便吃過新鮮雞蛋花煎蛋，

味道如何倒是忘了，只記得那菜的色彩十

分漂亮，可是近年我只敢食用野生的鮮

花。

我常用雞蛋花和辛夷花來煲雞蛋，這

茶方對紓緩鼻敏感十分有效，其實用辛夷

小時候，很多傳統餸餚都會配上鮮花，最難忘的是秋天吃蛇羹，在湯羹

上灑上一大把菊花花瓣，少時候不懂欣賞蛇羹，卻偏愛上那飄浮在湯羹上的菊

花，有黃的也有白的，伴着那切得如髮絲般幼的檸檬葉，綠、白、黃的色彩相

映成趣，為蛇羹添上一分詩意。那清香的味道，先嗅着就很高興，有時更捨不

得把它們攪進湯裏去。另外曾吃過玫瑰燻雞，吃雞時也會在菜式上灑上一大把

鮮紅的新鮮玫瑰花瓣作裝飾，十分賞心悅目，每次吃的時候也會想到書劍恩仇

錄的香香公主。

花、木棉花和夏枯草煲白鯽魚湯也有同樣

功效，而且適合煙酒過多的人士，因此湯

能舒鼻清痰，是一家大小都合用的湯方。

香港以往的山頭很容易找到一種十分

漂亮的黃色小花，就是蒲公英花，它是有

用的草藥，可用來煲水飲用，據稱能疏肝

清毒，是調理肝炎的良方，現在比較少見

了。在香港隨處可見的臭花（馬櫻丹），以

其花朵及枝幹煲水，用以洗澡，對紓緩身

體癢症，有消炎的作用，也能紓緩濕疹的

症狀。

我家入饌的花卉

玫瑰、桂花、洛神花、菊花、金銀花、雞蛋花、

霸王花（即是曇花）、香蕉花、槐花、辛夷花、茉

莉花、蒲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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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①  蝦殼及蟹殼蘊含極豐富的天然葡萄糖胺
（Glucosamine），別浪費，用來熬湯作
湯底極濃香，且對長者之骨骼保健尤

佳。

②  若要魚湯煮成奶白色，不能下凍水，只
能加入沸水。

③  菊花不可用火久煮，否則會有苦味。
④  體熱人士如使用杞子，記得不能明火
煮，會燥熱，最好於湯煮好後加入杞子

稍焗便可。

霸王花南北杏紅蘿蔔煲
豬踭湯

霸王花 2至 3両
紅蘿蔔 1至 2個
豬踭肉 1斤
蜜棗 4粒
南北杏 1両
無花果 1両 
陳皮 1個

做法：

①  霸王花用暖水浸泡；豬踭肉汆水，備用。
②  紅蘿蔔切件；蜜棗、南北杏、無花果及陳皮稍
沖水清洗。

③  所有材料放進煲內，大火煲 10分鐘至沸騰，
轉小火煲約 3小時便可。

④  用隔油壺隔走油分，加鹽調味。

茉莉花炒蝦仁

海蝦 12両
乾茉莉花 2茶匙 （或新鮮茉莉花 1 把）

海蝦處理

糖 1湯匙
鹽 1湯匙
生粉 1湯匙

①  海蝦剝去蝦殼，蝦肉留起備用。（蝦殼可留起
用來煮魚羹）；蝦肉放碟上，用糖、鹽及生粉

撈勻。

②  用手稍用力抓擦蝦肉，直至把蝦肉的潺洗走，
大部分蝦腸也會在抓洗過程中被擦走。

③  用水沖洗乾淨（注意蝦肉不能浸水中清洗），
沖洗後，蝦肉會變得晶瑩剔透。

④  將蝦肉放於毛巾上，再置另一塊毛巾於蝦肉上
把水分吸乾（或可用廚房紙代替毛巾），然後

放雪櫃內約半小時令蝦肉乾身，備用。

乾茉莉花處理　

小碗內加入小量熱開水，把乾茉莉花稍焗，倒出

水分備用。

做法：

①  起鑊，開中火，放入 2-3湯匙油，燒至油熱，
熄火。

②  倒入蝦肉，再開中火炒勻至蝦肉剛熟；注意油
溫不可過熱。

③  倒入茉莉花，開大火爆炒一下至汁煮乾後可上
碟。

菊花杞子魚羹

鮮海魚 約 1斤（也可用全條鱸魚、黃花魚或桂花魚）
乾菊花 1両
杞子 1両
剛剝下的蝦殼 隨意

夜香花 隨意一把

鹽 適量

沸水 適量

玫瑰蜜糖雞翼

雞翼 8隻
玫瑰花糖 1湯匙
頭抽 1湯匙
鹽 ½ 茶匙
無味精雞粉 ½ 茶匙
料酒 1湯匙
玫瑰花蜜糖 1-2湯匙 

做法：

①  雞翼洗淨，拭乾水分，以玫瑰花糖、頭抽、
鹽、料酒及雞粉醃 30分鐘。

②  焗爐預熱至 200° C，預熱 15分鐘，平放入雞
翼，烤焗中需把雞翼翻轉，以確保受熱均勻及

不烤焦。

③  烤焗約 20分鐘後，取出雞翼，以油掃將玫瑰
花蜜糖均勻塗抹至雞翼上，然而放回焗爐繼續

烤焗至金黃便可。注意已塗抹蜜糖之雞翼容易

烤焦，需特別注意烤焗之溫度及時間控制。

註：

①  我平常煮餸都不愛埋芡，煮至汁收乾便
是；喜歡埋芡的可用茉莉花水加少許馬蹄

粉或生粉。

②  用抓洗方法去清洗蝦仁，會令蝦肉爽脆；
此菜式並沒有下任何調味，光是鮮花及蝦

仁的味道已是十分鮮香。

註：

①  急凍雞翼加入少許無味精雞粉可去除雪腥
味。

②  除烤焗外，雞翼可煎香，於熄火後才加入
玫瑰花蜜糖。

花糖製作

桂花糖：將乾桂花（或新鮮桂花）加入白糖，

於密封瓶中存放兩星期，便可用來做甜品或

沖調飲品。

玫瑰花蜜糖：將乾玫瑰花搗碎或用攪拌機打

碎，拌入蜜糖中攪勻，存放兩星期即可食

用，可用來做調味、甜品或沖調飲品。

玫瑰花糖：將攪碎的乾玫瑰加入白糖，於密

封瓶中存放兩星期便可使用。

註：

①  乾霸王花可在某些菜檔買得到，初夏至盛
夏也會有新鮮霸王花供應。

②  豬踭肉是連皮帶少許肥肉，這部分的肉肥
而不膩，霸王花是瘦物，所以配豬踭肉同

煮最佳，而且熬湯後的豬踭肉十分嫩滑甘

香，十分好吃；另外使用豬骨或豬肉亦

可，味道口感則稍遜。

做法：

蝦殼湯處理

①  燒熱鍋，不用放油，放入蝦殼，將蝦殼以白
鑊爆香。

②  待蝦殼轉為紅色並帶焦香時，即倒入適量沸
水，繼續熬煮約 1/2小時，隔去湯渣，湯水
備用；或將爆炒過的蝦殼直接加入魚湯內同

熬。

魚湯處理

①  燒熱鑊，放薑 2片，下油 2至 3湯匙。
②  將魚煎香至金黃色，隨即灒酒並倒入沸水，
煮約 10分鐘。

③  將以上所有材料轉至煲內，以大火煮約 45
分鐘。

④  隔去魚渣；加入之前熬好的蝦殼湯，再煮至
沸騰便熄火。

⑤  放入乾菊花焗約 5分鐘後，將乾花扔掉。
⑥  將湯再煮沸，加入適量鹽調味，熄火後，灑
上鮮夜香花及杞子，不用再煮；加蓋稍焗即

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