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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新歲晚，一家之「煮」都想在年夜飯或新春飯，為家人

炮製一桌好菜，這時的菜式會特別豐富，乾貨如冬菇、蠔豉少

不了，海味如鮑參翅肚等亦毫不吝嗇，只是如何烹煮則令不少

有心人卻步，尤其是入廚新手。烹調海味乾貨的首要注意事項

是如何選購，而「發」則是不可或缺的烹調程序，只要「發」

技巧掌握得宜，烹調亦事半功倍，在家宴客絕非難事。「發」大

致分為「蒸發」、「浸發」及「炸發」，因應不同食材而採用不

同方法，是次將會示範以上三種「發」的技巧。

海 味 乾 貨

花膠

蠔豉

海參

鵝掌

冬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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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調海味小貼士

選購正貨：近年海味的需求上升，故此市

面上充斥着劣貨及像真度極高的假貨，更

有不良商家灌注膠質以增加重量，一般人

難以分辨。上等生曬的海味，嗅着應有一

股海水味，顏色呈偏暗不應太鮮明，手感

不應太重，浸發後體積會大多倍，而浸過

的水應是清爽不會帶黏性，且帶有海水的

香氣。加工作假的海味，浸發後體積不脹

反縮，而浸過的水更像膠水般黏膩。

優質海味是選用新鮮海產天然生曬，

若是用腐壞的海產製作海味，浸發後會有

腐臭味，且質地發霉，不宜食用。今天的

鮑魚、海參、花膠奇貨可居，絕不可能有

平價貨，市面上價錢超低的貨色，九成是

假貨，或是已作商業加工的劣等貨，所以

選購海味不宜貪求便宜，最好光顧有信譽

的商戶。

海味保存：貴價海味產量日少，需求卻不

斷增加，精明的主婦都會在低價時入貨，

也是保值的方法。海味不用特別收藏，只

要存放在乾爽通風的地方，每年取出在陽

光下曬，便能放上數十年而質量不變，且

愈放得久的海味，腥味愈能揮發掉，味道

也因糖化作用而變得更醇和。海味膠質

極高難消化，放久了膠質會醇化，口感更

佳，也較容易為人體消化及吸收。

「發」海味乾貨重點

雙手及器皿要絕對乾淨：「蒸發」及「浸

發」海味前，切記雙手及器皿要絕對乾

淨，若沾上極少油分都會影響浸發效果，

最壞情況是令海味「發」不起甚至變霉。

提前準備「發」食材：所有乾貨海味都可

以提前「發」好，不論「蒸發」、「浸發」

及「炸發」後，都可澀乾水分放進冰箱內保

存，烹調時從冰箱取出直接使用便可，如此

就可以提前準備賀年食材，烹煮時較輕鬆。

出水：海味如浸發得宜，浸發後可直接用

來烹調，即使放於冰箱內保存後亦可取出

直接使用，烹煮時只須用薑和「出水」，

便可以增加香味，但切記須在臨烹煮前才

出水，過早出水反而會令海味變霉。

入味：大部分海味本身都沒有什麼味道，

需要用蠔油及高湯燴煮，為海味增加鮮

味。海味屬貴價食品，因此適宜用上等蠔

油烹煮而成的芡汁來調（音「釣」）出鮮

味，劣質的蠔油只會破壞海味的鮮味，反

而得不償失。此外，以雞、豬骨和火腿熬

八小時而成的自家製高湯，是海味的上佳

配搭，可惜成本高且製作需時，罐裝清雞

湯是便宜的替代品。

冬菇蒸蠔豉

材料

已蒸發的冬菇 20隻 / 
已蒸發的蠔豉 10隻 / 
自家熬製之高湯或罐頭雞湯 200毫升

調味料

鹽 ½茶匙 / 糖 1茶匙 /
料酒 1茶匙 / 頭抽 1茶匙

芡汁

蠔油 1湯匙 / 馬蹄粉或生粉 1湯匙 /  
麻油  隨意

做法

①    用碗將已發好的冬菇及蠔豉整齊排列在碗
內，淋上調好味的上湯，上湯以蓋過材料

為合。

 ②  蒸三十分鐘後，取出，用碟「托底」，連碗
反過來，上碟，可隨個人喜好以不同蔬菜

伴碟。

③   以小量上湯將馬蹄粉稀釋至粉末完全溶掉，
備用。其餘上湯與鹽、糖及料酒拌勻。

④   開鑊，加少許油，倒入蠔油，加入馬蹄粉
水，慢火煮至濃稠，最後按口味加入麻油，

將芡汁淋上餸菜上即成。

利用「蒸」的方法，令蠔豉更香更鬆化。

①		蠔豉不用清洗；開鑊，倒入油（分

量只需蓋過蠔豉面即可），將油加熱

至油剛起泡，切忌大滾。

②		熄火，放入蠔豉，撈勻至蠔豉身熱，

以溫油來將蠔豉的腥味「迫」出。

（如家用微波爐者，可先用油將蠔豉

撈勻，再放入微波爐加熱二十秒後

取出。）

③		以滾水沖走蠔豉表面油分，及仔細

清洗蠔豉邊的沙粒。

④		倒掉水，加入薑汁酒，撈勻。

⑤		將蠔豉排列於淺身不銹鋼碟上，加

水至蠔豉面，蒸一小時，取出後瀝

乾水分即可使用。（假如家裏剛好用

瓦煲煲湯，可順道將蒸碟放在瓦煲

頂，利用蒸氣把蠔豉蒸軟，省時又

環保。）經過蒸發處理的蠔豉及冬

菇，口感尤其鬆化。

①	冬菇浸軟，剪去硬蒂，瀝乾水分。

②		先撈入油及麻油，再加入少許頭抽

拌勻。

③		將冬菇排列於蒸碟上，加水至冬菇

面，蒸一小時取出，取出後瀝乾水

分即可使用。

蒸發蠔豉

蒸發冬菇

備註：隔出蠔豉和冬菇的水，不要浪費。

可加進湯或粥裏。



浸發海參
浸發海參程序較複雜，需時四至六天，最

好使用遼參（即刺參），假如使用其他海參

（東南亞海參尤甚），又名「白皮」海參，表

面會有一層白色粉末，實為石灰粉，浸發前

需要用火輕灼海參表皮，以去表皮上的粉末

而遼參則不用火灼。

第1天：先煮一鍋「蝦	

眼」水，加入一湯匙

鐵觀音茶葉，放入乾

海參，蓋上煲蓋，熄

火，一直待至水涼，

或放「過夜」。

第2天：取出海參，

倒掉水，以水或牙

刷略略刷洗海參表

面。煮一鍋「蝦眼」

水，放入海參，蓋

上煲蓋，熄火。一

直待至水涼，或放

「過夜」（注意不用

放茶葉）。

第3天：取出海參，

倒掉水，略略沖洗

一下。在海參底部

沿線剪開（見圖），

取出內臟，再清洗

乾淨。

煮一鍋「蝦眼」水，

放入海參，蓋上煲

蓋，熄火一直待至

水 涼， 或 放「 過

夜」。（注意不用放

茶葉）

第4天：取出海參，

倒掉水，略略沖洗

一下，用器皿或食

物盒盛載，以清水

浸泡，放入雪櫃多

浸泡兩天才完成整

個浸發程序，之後

可直接用以烹調或

瀝乾水保存於冰箱

內待用。

備註：首天加入茶葉一同浸發，目的是以「色」

分辨海參是否浸發透。第四天浸發海參的水應該

是清澈無茶色的，此外茶葉亦有助去除平價海參

表面的石灰粉。

蝦籽燒海參

材料

薑片 2片 / 葱段 2條 / 京葱段 1條 /  
已浸發的海參 2-3條 / 蝦籽 1湯匙

芡汁

蠔油 1湯匙 / 頭抽 1湯匙 / 
鹽 ½湯匙 / 糖 1湯匙  / 
馬蹄粉或生粉 1茶匙 / 
上湯 100毫升 / 
料酒 少許 / 麻油  隨意

蝦籽處理

開鑊，白鑊炒薑片，倒入蝦籽，灒酒，炒

至乾身及聞到香味便可，用玻璃瓶盛好，

放入雪櫃可長時間保存。

做法

①  海參切三角件，備用。
②  開鑊，下油，爆香薑片及葱段，加入海
參爆炒一下，撈起備用。爆香京葱段，

下海參，倒入調味料，略炒。

③  以上湯將馬蹄粉稀釋至粉末完全溶掉，
沿邊落鑊，略炒至埋芡，按口味澆上適

量麻油，最後灑上蝦籽便可。

花膠煲雞湯

材料

已浸發的花膠 1大件 / 雞 1隻 / 椰子（沒有亦可）1個  / 
豬骨 2件 / 火腿 2片 / 陳皮 1個

做法

① 先將雞及豬骨氽水， 所有材料洗淨，然後同煲三小時

  即可飲用。

①		先煮一鍋「蝦眼」水（即攝氏約八十

度而未煮沸的熱水），放入乾花膠

（水要蓋過花膠），蓋上煲蓋，熄火，

一直待至水涼或放「過夜」。

②		取出花膠，倒掉水，略略沖洗一下。

重複以上程序，直至花膠軟身至可

以「對摺」為止。

③			取出花膠，倒掉水，略略沖洗一下。

再以清水浸過，用器皿或食物盒盛

載，放入雪櫃多浸泡兩天才完成整

個浸發程序，之後可直接用以烹調，

或瀝乾水分保存於冰箱內待用。

花膠浸發時間比海參短，只

需三四天，便可以看到明顯

的變化。

浸發花膠
浸發花膠程序較海參略短，一般需時

三至四天便可，視乎花膠大小及厚薄

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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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好的花膠浸發數天後，體積會大多

倍，而浸過的水更是從第一天到完成，

都是清爽不帶黏性。

備註：花膠可以「一味二吃」，花膠連湯同煲

三十至四十五分鐘後，可以先取出來，加芡汁來

燴煮，亦可加進蝦籽燒海參同煮。



鵝掌和鴨掌在烹煮時需「炸發」，令皮更易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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炆鵝掌

材料

鵝掌或鴨掌 8隻 / 葱頭 4顆 / 
薑 2片

調味料

八角 4顆 / 鹽 1茶匙 / 糖 1茶匙  / 
頭抽 1湯匙 / 胡椒粉 少許 / 
麻油 少許 / 料酒 1湯匙 / 上湯 250毫升

芡汁

蠔油 1湯匙 / 馬蹄粉或生粉 2茶匙 / 
上湯 100毫升

①		鴨掌、鵝掌去硬皮和趾甲，用刷洗

淨縫隙，用少許醋出水，取出，吹

乾水分。

②		加入少許老抽調色，加入少許豆粉

然後快手拌勻。

③		燒熱油至大滾，大火炸鴨掌至金黃

色，然後撈起。（這時油很沸騰，最

好一隻手下鴨掌，另一手拿鑊蓋遮

蓋免濺油。）

④		趁熱用水沖洗鴨掌、鵝掌的油質，

浸泡三至四小時（最好過夜），如

要更鬆身，可用半茶匙梳打粉加水

浸泡半小時，再用清水浸泡三至四

小時。

炸發鵝掌
「炸發」即先炸後發，煮鴨掌與鵝掌

前都要經過此程序處理。鵝掌愈來愈

難買到，坊間酒樓食肆一般會用鴨掌

代替。

炸發鵝、鴨掌後，將之泡水以達鬆軟

效果，並引入微細水流以帶走油分。

做法

①  用八角、薑和頭起鑊，加入調味料及
上湯煮至滾起，倒入鵝掌，以慢火煨

十五分鐘。

②  鵝掌連汁倒至不銹鋼碟中，汁蓋過鵝掌
面，隔水燉至腍身（約兩至兩個半小

時），最好在煲老火湯時放在瓦煲頂蒸，

可節省爐火。

③  將鵝掌的汁隔出，加馬蹄粉水煮至埋
芡，淋上鵝掌面即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