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醫認為鮑魚具有滋陰補陽，止渴通淋的功效，是一種補而不燥的海產，吃後沒有牙痛，流鼻血等
副作用。  

《食療本草》記載，鮑魚“入肝通瘀，入腸滌垢，不傷元氣。壯陽，生百脈”。主治肝熱上逆，頭
暈目眩，骨蒸勞熱，青肓內障，高血壓，眼底出血等症。鮑魚的殼，中藥稱石決明，因其有明目退
翳之功效，古書又稱之為“千里光”。石決明還有清熱平肝，滋陰壯陽的作用，可用於醫治頭暈眼
花，高血壓及其它類症。現代研究表明，鮑魚肉中能提取一種被稱作鮑靈素的生物活性物質III。實
驗表明，它能夠提高免疫力，破壞癌細胞代謝過程，提高抑瘤率，卻不損害正常細胞，有保護免疫
系統的作用。鮑魚能“養陰，平肝，固腎”，可調整腎上腺分泌，調節血壓，潤燥利腸，治月經不
調，大便秘結等疾患。鮑魚肉和其粘液中能分離出不被蛋白酶分解的3種粘蛋白：鮑靈素I、鮑靈素II、
鮑靈素III。藥理研究證實，對癌細胞有較強的抑製作用。對鏈球菌，葡萄球菌，流感病毒，皰疹病
毒，脊髓灰質炎病毒均有抑製作用。經常燉食鮑魚或與黑白木耳、黃花菜煮食，可以增強體質，預
防腫瘤的發生。 

 

鮑魚的營養價值 

1. 鮑魚含有豐富的蛋白質，還有較多的鈣、鐵、碘和維生素A等營養元素； 

2. 鮑魚營養價值極高，富含豐富的球蛋白；鮑魚的肉中還含有一種被稱為“鮑素”的成分， 

    能夠破壞癌細胞必需的代謝物質； 

3. 鮑魚能養陰、平肝、固腎，可調整腎上腺分泌，具有雙向性調節血壓的作用； 

4. 鮑魚有調經、潤燥利腸之效，可治月經不調、大便秘結等疾患； 

5. 鮑魚具有滋陰補養功效，并是一種補而不燥的海產，吃后沒有牙痛、流鼻血等副作用， 

    多吃也無妨。 
 

鮑魚 Abalone 



鮑魚的選購 

1. 一定要烹透，不能吃半生不熟的，有些人每啖鮑魚就胃痛，這是因為它的高蛋白質 

     頗難消化的緣故。 

2. 識別優質鮑魚：優質鮑魚呈米黃色或淺棕色，質地新鮮有光澤，橢圓形，身體完整，肉厚
飽滿。 

      劣質鮑魚顏色灰暗、褐紫，無光澤，有枯干灰白殘肉，魚體表面附著一層灰白色物質，甚
至出現黑綠霉斑。 

3. 鮑魚以個體均勻、個大、橢圓形、體潔凈，背面凸起，肉厚，紫紅色有黃色，有光澤， 

      味香鮮，干貨表面有白霜為上品。 

 

選購鮑魚的方法： 

1、優質鮑魚： 

從色澤觀察，呈米黃色或淺棕色，質地新鮮有光澤； 

從外形觀察，呈橢圓形，鮑身完整，個頭均勻，干度足，表面有薄薄的鹽粉，若在燈影下鮑
魚中部呈紅色更佳；從肉質觀察，肉厚，鼓壯飽滿，新鮮。 

2、劣質鮑魚： 

從顏色觀察，其顏色灰暗、褐紫，無光澤，有枯乾灰白殘肉，鮑體表面附著一層灰白色物質，
甚至出現黑綠霉斑； 

從外形觀察，體形不完整，邊緣凹凸不齊，個體大小不均和近似 「馬蹄形」； 

從肉質觀察，肉質瘦薄，外干內濕，不陷亦不鼓脹。 

鮑魚的新舊之分：剛乾制出來的稱為「新水」，存放兩年以上的稱為「舊水」。新水色澤較
淺，鮑魚味不夠濃，且「糖心」不足。「糖心」鮑魚是指在鮑魚的干制過程，鮑魚肉的化學
物起反應而形成，其色澤更好，味道濃香粘牙。所以鮑魚年份越長，品質越好，越值錢。 

 

鮑魚的真假之分：「假鮑魚」與「真鮑魚」的最大的區別在於，前者背部中央有片殼板，加
工晒乾時雖被剝掉，但總會留下道明顯的印痕。所以，凡是背面有道明顯深印痕迹的就是假
鮑魚無疑。。 

 



活鮑魚、干鮑魚與罐頭鮑魚等處理的方法與烹調過程，略有差異。 

一、活鮑魚：活鮑魚在用刷子刷洗其殼後，將鮑魚肉整粒挖出，切去中間與周圍的堅硬組織，以粗鹽將附著
的黏液清洗乾淨。活鮑魚在清潔處理後，一般不需刻意烹調，就可品嘗到絕佳的風味。其中以「沙西米（即刺
身）」生吃法較為普遍，也有整粒炭烤與白灼的烹飪方式。  
 

活鮑魚炭烤與白灼的處理方法如下： 
鮮鮑魚洗凈，去內臟，用中火（50-60℃）汆水定型。 

老雞、腩肉、火腿、豬蹄入沸水中大火汆5分鐘，撈出洗凈，放入色拉油中小火炸香；大沙鍋底放竹墊，放入
鮑魚、老雞、腩肉、火腿、豬蹄，再放入冰糖、醬油和蚝油，先用小火煲12小時，再用小火火局一夜；再煲4

小時去渣備用。 

 

二、罐頭鮑魚：罐頭鮑魚是熟的，切成薄片是一道上好的冷葷，若是配上罐頭龍鬚菜，便是一道絕妙的雙拼。
罐頭鮑魚有日本產和墨西哥產兩種，各有千秋。日本的鮑魚小些，顏色淡些，一罐可能有三五個還不止，質地
較為細嫩。墨西哥產罐頭在美國暢銷，品質不齊。 

 

三、干鮑魚：干鮑是將新鮮鮑魚風乾後製作而成的，其中以日本青森縣的網鮑品質最佳。在眾多干鮑之中，
品質以網鮑為首，其次有窩麻鮑、吉品鮑等等。干鮑適合整粒以沙鍋慢煨的方式來烹調，以保存它的鮮美原味。 

 

1、干鮑的處理方法如下： 
將鮑魚浸於冷水中浸泡48小時。取出後用沸水（水一直保持微沸）泡一晚,讓其自然舒展，回復原狀。將干鮑
四周刷洗乾淨,徹底去沙，否則會影響到鮑魚的口感與品質。洗凈後加水沒過鮑魚，置於蒸籠內以大火蒸10小
時。取出後放入沙鍋內，加入老母雞、豬小排、生豬油、糖、姜、蔥等材料慢炖12小時（也可使用蒸籠或電蒸
鍋，不過沙鍋具保溫功能，因此效果最佳）後再溫一晚。 

第二天取出後，加入原汁、蚝油整顆慢煲1.5小時後，即可品嘗到口感絕佳的鮮美鮑。 
 

2、干鮑魚的真假辨別： 
看外形。鮮鮑魚與田螺一樣，有一螺殼，但鮑魚殼的螺殼部很小，殼口很大，邊緣有9個左右的小孔。 當買干
鮑魚時由於已去殼，就只能看足部。鮑魚的足部很發達，足底平。外形略像雞蛋，有一面很光滑，即為足底部
分。但石鱉也有發達的足部，足底也是平的，因此可以被用來冒充鮑魚，但仔細一看就會發現，石鱉因肉體較
薄，晒乾後會收縮彎曲，且足的周邊很粗糙。假鮑魚與真鮑魚的最大的區別在於，石鱉背中央有8片殼板，加
工晒乾時已被剝掉，留下8道深印痕。所以，凡是背面有8道深印跡的就是假鮑魚。 



藥用價值 

[性狀]味甘、咸，性平，肉質有彈性。 

[參考]含蛋白質、脂肪、無機鹽等成分。 

[用途]用於肝腎陰虛，骨蒸勞熱，咳嗽；能滋陰清熱，補肝明目等。 

[用法]煎湯，煮食等。 

[注意]該品體堅難化，脾弱者飲湯為宜。 

[附方]鮑魚湯：鮑魚60~120g，加水煮湯，放食鹽少許調味。一日分2次服食。 

注：本方取鮑魚滋陰清熱作用。用於虛勞或肺結核潮熱、盜汗或咳嗽等。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或發郵件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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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Benefits of Abalone 

 The abalone is rich in protein, and more calcium, iron, iodine and vitamin A and 

other nutrients; 

 Abalone high nutritional value, rich in globulin; abalone meat also contains a 

component of metabolites that can destroy cancer cells; 

 The abalone can adjust the adrenal glands, with a bidirectional regulator of blood 

pressure; 

 Abalone with menstruation, treating irregular menstruation, constipation and other 

diseases; 

 Abalone with tonic effects, and is a complement rather than 

     dry seafood, there is no pain after eating, nosebleeds and  

     other side effects, eat it any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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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prepare Abalone 
    Trim and discard the viscera, remove dark skin from the foot, and scrub the meat to remove  

      the black coating. Cut steaks against the grain of the meat, and pound each slice. 

    To freeze fresh abalone, clean the muscle and cut it into steaks. Wrap steaks individually in  

      freezer wrap and over-wrap with a heavy plastic bag. Freeze no longer than two months.    

      Before use, defrost abalone overnight in the refrigerator. Never defrost at room temperature.  

      To quick-thaw, run cold water over abalone that is enclosed in a watertight wrapper. 

 

How to Buy Abalone 
    The freshest abalone is stored on ice, still in the shell; abalone should not smell fishy. 

 

How to Store 
    Keep abalone cool on the trip from the market to your house. Store in the coldest part of your  

      refrigerator in a bowl covered with a wet towel, and use within 24 hours. 

 

How to Cook Abalone 
   Quick cooking is essential to keeping abalone tender. Heat a frying pan until very hot; 

     add vegetable oil; and cook the abalone about 30 seconds on each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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