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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之道
自 2005 年起因瘋牛症及口蹄病的緣故，同時因內地消費

力提高，大大增加了牛肉的需求，再者近年國內火鍋店興起，

牛肉銷量急升，好的牛肉都留在國內，輸港的牛肉大量減少，

加上近年本港的火鍋店長期都向肉商預留了最好的新鮮牛肉，

令香港市面上大量減少了新鮮牛肉的供應，基本上在街市的肉

檔已甚難買到上好的牛肉。

最好吃的牛肉，是以往秋冬時候就有供港的牦牛肉，肉質

甘香鬆滑，非進口的急凍牛肉可媲美，近年已甚少可買得到。

個人而言，我最近已轉用優質的急凍牛肉作日常烹調，但有些

菜餚我還是堅持用上新鮮牛肉，如清湯牛腩、榨菜蒸牛肉、蒸

陳皮牛肉餅等，用急凍或進口的冰鮮肉，造出來的味道絕對不

同。

急凍牛肉認知
個人用得最多的是安格斯牛仔肉眼

扒，可以切成薄片和厚片作中式爆炒。

但選購時要留意多「雪花」（油脂紋）的

未必是優質的上等牛肉；近年在市場上流

行「人工雪花」，即是把芥花籽油打進牛

肉中，令牛肉看起來雪花滿佈，經急凍後

就是平價的雪花牛肉，味道當然是完全不

同。要知道牛肉的雪花是否天然，只要看

到油脂的紋路太工整有致，而且白色的油

脂位帶黃，便應是人工製造的油脂。所以

應記着選購的原則，就是一分錢一分貨！

急凍肉類若要調味，切記不要待冰完

選購新鮮牛肉

我一般會選購的牛肉部位包括牛腩、牛頸脊、牛𦟌、

牛骨等。

坑腩：  牛胸前八支骨的肉，是常用腩位，面積最大，

牛味最濃。

爽腩：  又叫「崩沙腩」或「蝴蝶腩」，是牛肚皮的位

置，面積很小，爽腩的價錢比坑腩貴一倍，

由於有片薄軟膠質相連，令腩肉吃起來爽軟

不硬。

牛胸腩：  最甘香的牛腩，像是帶有一層厚肥膏，其實

是爽口的一層膠原，吃起一點也不肥膩。

牛頸脊 /牛肩脊：  不用特別處理，很是軟腍滑溜的牛

肉，適合用來蒸、炒或作火鍋。在

市面上比較難買到上好的牛頸脊，

因為大部分都預留給火鍋店；退而

求其次可買比較香滑的牛柳邊，若

然買不到，只好購買普通的新鮮牛

肉並作後期處理，不然，炒起的牛

肉口感就會像樹皮一樣堅韌。

牛柳、牛柳邊：  比較腍滑，但不夠牛肉味，個人亦

覺得沒有口感。

肉眼：  亦叫「肥牛肉」，有雪花的為上品，我一般只

會用作火鍋料。

牛𦟌：  我會採用金錢𦟌，作鹵水或切成薄片爆炒。

牛骨、碎牛腩：  用來熬湯最佳。

全溶掉才處理。肉類一般只要解凍至八成

便應取出處理醃味，待醃味完畢，肉類也

該完全解凍，這樣肉類的水分才不會過分

流失，影響肉的鮮味。

急凍及解凍處理
原件的上等牛肉一般可連同包裝袋用

報紙包着，整件置放雪櫃 1至 2天，直

至解凍至 8成便可使用。如要將急凍牛排

解凍，可將牛排置放雪櫃中，用乾淨毛巾

包着，冰完全溶掉後，將溶解出來的水分

完全隔除，牛排放在雪櫃內繼續「老化」

（aging）幾天，這樣肉味會更濃，肉質也

會更鬆軟。

若是已切好的牛肉件，最佳解凍方法

是放進真空袋內，封好然後掉進水裏，這

是最快的解凍而又不會影響肉質的方法。

我喜歡將買回來的牛肉，先分好每次的用

量，儲存於真空袋內，再用小型抽真空機

抽出空氣，才放冰箱內保存，這樣解凍時

會更快捷方便。真空袋由數層塑料組成，

物料很扎實，可多次循環再用；使用後清

洗乾淨、抹乾、儲於冰格內，便可留起下

次再用，使用時要留意封口內側一定要抹

乾，否則無法封好。

坑腩

爽腩

牛胸腩

牛肩脊

牛骨

上等肥牛的油脂

紋應呈不規則形

狀而且雪白。

芹菜的根部可用

來熬湯。

牛腩煮至七成軟

腍便可儲存。



7成軟腍左右。切記不能將牛腩放在真空煲內
至第二天，因牛腩會過腍。（若沒有真空煲，

可用厚料煲，煲 30分鐘，熄火焗 30分鐘，再
開火煲 30分鐘，然後又熄火焗 30分鐘，約共
3小時至牛腩約 7成軟腍。）

③  取出牛腩，用水沖洗乾淨，趁肉仍有熱度時灑
上約 2湯匙粗鹽，擦勻牛腩牛筋。

④  置放數小時（我習慣放在雪櫃至第二天）。
⑤  第二天取出牛腩，用水沖去鹽分，可放於冰箱
收藏備用。

⑥  如要將牛腩薄切，可將牛腩分切成每餐所需用
量，整件不要切開，放進食物盒內然後置放冰

箱保存。如要厚切，便將牛腩切成姆指般大

小，同樣放進食物盒內置放冰箱保存。

⑦  煮牛腩後的湯汁用隔油壺瀝走油分，留起備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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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湯牛腩 02 牛骨清湯

牛骨 約 2斤（隨意切成數段）
黑 /白胡椒粒 各 2茶匙
 （分量可按個人口味而定）

芫荽根部 適量

唐芹菜根部 適量

唐芹菜葉 適量  

做法：

①  牛骨先用沸水汆水，沖洗乾淨；芫荽根、唐芹
菜根和葉清洗乾淨，備用。

②  牛骨、胡椒、芫荽根、唐芹菜根和芹菜葉同放
進煲內，加入煮牛腩的清湯，再加入適量的清

水，以中火煲 4至 5小時。用隔油壺瀝走油
分，備用。

榨菜牛肉

鮮牛頸脊  1斤  
或鮮牛肉 1斤

榨菜 1 個

鮮牛肉處理

①  切牛肉時需逆牛肉紋理來下刀，可令牛肉吃起
來不過韌。

②  鮮牛肉不用洗，加人½茶匙食用梳打粉拌
勻，加入約¼杯水拌勻，或直至牛肉不能再
吸水分為止；置放 20分鐘，時間切勿過長，
否則會令牛肉味全失及留有梳打味。

③  加入 1杯水，撈勻牛肉；立刻隔走所有水分
後，牛肉便可醃味。

榨菜處理

①  榨菜切薄片，用水浸 15分鐘，擠乾水分，加
入適量糖拌勻，再加入適量麻油拌勻，置放最

少 15分鐘，備用。
②  糖的分量視乎榨菜本身的鹹度（撕一點榨菜試
味便可知道），麻油多寡隨個人喜好而定。

③  榨菜可多備一些，存放在雪櫃內備用，平日可
用來佐粥、麵，或作烹煮佐料。

蒜香牛肉卷

薄切美國牛仔肉眼 500克
蒜頭 大量（切碎）

日式照燒汁 2-3湯匙

做法：

①  燒熱煎鍋，加入少許橄欖油，慢火將蒜粒煎至微黃，備用。
②  將牛肉片平放，放上煎香的蒜粒，捲起；加入照燒汁調味。
③  分開每餐用量，放進食物盒中置放在冰箱內保存。
④  食用時從冰箱取出，不用解凍，直接放煎鍋上用橄欖油煎香便
可食用。

簡易清湯

大顆瑤柱 6粒 
或 青島小貝 2両
雲南火腿 2片
芫荽根部 適量

唐芹菜根部 適量

唐芹菜葉 適量

做法：

牛腩湯加入瑤柱、雲南火腿、芫荽根部、唐芹菜

根和葉，同煲約 1小時便可。

④  榨菜應選不太鹹及爽口，我一般選購台灣榨
菜；另外可選用包裝切條榨菜，可不用處理直

接使用。

牛肉醃味

糖 1湯匙
頭抽 2湯匙
料酒 1湯匙
生粉 1湯匙
胡椒粉 適量

麻油 適量

做法：

①  牛肉用糖拌勻，醃 15分鐘，加入頭抽、料
酒、生粉、胡椒粉、麻油拌勻；加入榨菜撈

勻。

②  將拌勻的榨菜牛肉，分開每餐分量放進食物盒
中，立刻置冰箱保存備用。

③  食用前置放在雪櫃內解凍後，隔水以大火蒸
10分鐘即成。 █

01 牛腩處理

平日我較少使用真空煲，然而使用真空煲來處理

牛腩及牛舌，真的十分方便。

牛坑腩 1 斤
牛胸腩 1 斤
牛爽腩 1 斤
牛蹄筋 1 條
冰糖 1小粒
陳皮 1 個

做法：

①  將原條牛腩和牛筋等（不要切開）先用沸水汆
水，再沖洗乾淨。

②  將真空煲內膽加入適量水，水的分量要蓋過所
有材料，煮滾，加入牛腩、牛筋、陳皮和冰

糖，煮至滾起，轉小火，煮 30分鐘；熄火，
放回真空煲內約 4至 5小時，或焗炆至牛腩約

03 後期製作：清湯蘿蔔牛腩

白蘿蔔 1個
紅蘿蔔 1個
芫荽 大量（切碎）

唐芹菜 適量（切碎）

魚露 1湯匙

做法：

①  白蘿蔔、紅蘿蔔切大塊，用清水煮 15至 20分
鐘或至軟，取出隔去水分備用。

②  取適量清湯，加入已切厚件的牛腩、牛筋，
煲約 30至 45分鐘（視乎個人喜好的軟腍程
度）。

③  薄切牛腩則在煮前將牛腩切成薄件，加入清湯
同煮 15至 20分鐘。

④  加入魚露、白蘿蔔紅蘿蔔和芹菜，待清湯煮沸
後入芫荽，便成美味清湯腩。

註：

剩下的牛骨湯及湯渣可另外加入紅菜頭、番

茄、椰菜和適量水同煲 1小時，便可成雜菜
湯佐饍。

註：

鮮牛頸脊不用處理，可直接加醃料調味。

烹調這個菜式分三個部分，只要依照

這三部分，便很容易控制成果：

①  準備牛腩，將牛腩作初部烹調處理。

②  準備清湯。

③  牛腩後期製作，即是準備配菜，將之前

烹煮的牛腩再煮至所需軟腍度。

這菜餚看似繁複，其實煮起來一點

也不困難，而且很容易掌握，只要每次多

煮一些分量，把湯及牛腩分開存放食物盒

內，放進冰箱保存，存放上數月也不會影

響食物味道；而煮牛腩的清湯，可用牛骨

清湯或簡易清湯，同樣可以預先煮好。食

用前將清湯及牛腩放進煲內煮 30分鐘至

45分鐘（視乎個人喜好的軟腍度）即成，

也可用來作清湯牛腩蝦子麵，是我家最受

歡迎的一道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