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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斗砂鍋粥茶餐廳

風味茶餐廳
元朗區隱世美食愈來愈多，開業短短一年

的八斗砂鍋粥茶餐廳，將潮汕砂鍋粥帶入

元朗，即叫即煲兼用上新鮮海鮮材料，甫

推出迅即吸引一班區內外食客。為了增加

菜式變化，大廚利用餐廳原有食材，發揮

創意創作更多健康菜式；煮好一煲砂鍋粥

需要約25分鐘的時間，在此之前不妨點

上幾味健康佳餚慢慢品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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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蛤肉碎蒸水蛋
蒸水蛋屬於家常菜式，但加入新鮮花蛤後，其鮮
香味即時加分，配合肉碎更有嚼勁，老少合宜。

即叫即製新鮮熱辣
坊間不少餐廳都以「即叫即製」為賣點，除新
鮮烹調特別熱辣吸引外，亦能保持最新鮮狀
態。如需時25至30分鐘製作的潮汕砂鍋粥，
便是箇中例子，等候久一點也是值得的！

孜然野菌炒蝦仁
蝦仁和野菌以少油快炒，保持食材營
養之餘，亦不會過於油膩，加上茴香
調味，清香吸引。

塔香野菌荔芋南瓜
南瓜、芋頭煮腍，兩者味道甚配合，加
上九層塔帶出清新香味，令整道菜式口
味清淡，分量十足。

八斗砂鍋粥茶餐廳
地址：元朗鳳琴街22號金龍樓地鋪16號
電話：2442 9001
備註：不設加一，只收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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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姆指（亞洲）餐廳 

新派亞洲風味
大姆指餐廳已在屯門屹立約十五年之

久，主要提供亞洲各國的菜式，日式拉

麵、東南亞咖哩、中式小菜等都一應俱

全，亦有少量西式意粉提供。此處走新

派和fusion路線，除了一般常見的菜式

之外，亦有不少創新菜式，幾年前亦開

始推出創意有營菜式，更成屯門街坊醫

肚的好去處！

蘭花鮮菌豬柳飯
西蘭花、鮮冬菇、雞髀菇和秀珍菇，蔬菜比例
非常多。以雞煮成的湯來取代傳統芡汁，美味
有營。

澱粉質無罪
中國人喜愛吃飯麵，但有些女士以為只要不
吸收澱粉質便可減磅，其實適量的澱粉質，
是人類活動的能量來源之一，絕對不能缺少。

鮑片香菇豆腐飯
鮑片為素鮑片，再加入鮮冬菇和甘筍片等
蔬菜，既有味道又有口感，送飯一流。

野菌帶子雞扒飯
雞扒先去皮，再用「壓板」輕煎，完全
沒用油之同時，卻讓其雞香十足。

大姆指（亞洲）餐廳
地址：屯門時代廣場北翼地下8、18、19號鋪
電話：2440 4321
備註：不設加一，只收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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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飯碗餐廳

街坊熱捧鮮味
金飯碗餐廳一向大受街坊歡迎，時時

刻刻都座無虛席！為了讓一眾街坊能

有更多健康的選擇，特別推出了幾款

以健康食材和烹調方法製作的有營菜

式，反應很好。金飯碗位處街市附

近，能每日取得極新鮮的食材，其每

日熬製的魚湯尤為出色，不加味精或

多餘調味卻濃香依然。

海皇雜菜煲
以白菜仔、生菜、西芹、小棠菜為主要食材，
另配上少量鮮蝦、魚和鮮魷提味，浸在濃郁魚
湯中，鮮味非常。

雜菌魚湯番茄
用上雞髀菇、靈芝菇等多種菇類，於魚
湯中一起煮，菇菌盡吸魚湯鮮味；番茄
則在濃郁中帶來清新。

食材新鮮「 3少」也滋味
「 3少」菜式着重少油、少鹽和少糖。不少
人會擔心味道太淡， 其實只要是食材新鮮
和烹調得宜，少用味精可吃得更健康，並
能吃出食材原本的美味。

三寶浸勝瓜
「三寶」為蝦、鮮魷和魚柳，先用熱水浸熟
再以魚湯入味，浸熟的做法令海鮮肉質更滑。

金飯碗餐廳
地址： 慈雲山毓華街23號慈雲山中心3樓308號鋪
電話：2329 7112
備註： 不設加一，只收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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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興

巧手驚喜滋味菜
以小菜、燒味及冰鎮奶茶聞名的太興，近

年不斷進行改革，除了推出精緻廣東小

炒，還有一系列符合健康的創意菜式。雖

然烹調時少下了調味，但食物依然滋味無

窮，皆因大廚花盡心思選用不同的時令食

材烹調，如春、夏季就特別選用新鮮菇菌

入饌，包括鮑魚菇、雞髀菇、冬菇、蘑菇

和靈芝菇等，令菜式更爽口鮮甜，口感清

新美味，值得一試。 

鮮鮑魚三寶扒菠菜
鮑魚肉質爽滑中帶嚼勁，加上用魚肚
絲、花膠絲和海參炮製成三寶，令菜
式鮮味更為突出，質感爽脆。

鮑魚菇  營養口感滿分
大廚精選大大隻的鮑魚菇入
饌，其飽滿紮實的口感酷似
鮑魚，因而得名，無論是用
來燴、炒、燉湯都皆適宜，
所以近年來，不少廚師們都
喜愛選用。

紅燒鮮菌上素豆腐煲
以豆腐、時令鮮菌、冬菇、雲耳和竹
笙等上素用文火煮至入味，豆腐入口
軟滑清甜，其他食材則清爽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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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菇花菇扒西生菜
不論賣相，還是口感，鮑魚菇幾可亂
真。它肉質肥厚，配上軟腍花菇和新
鮮西生菜，令菜式滋味倍增。

 

 

西蘭花炒斑球
選用紐西蘭青衣魚柳，魚肉鮮嫩幼滑，加上翠綠西
蘭花同炒，味道香口而沒有油膩感，可見大廚控制
火候的深厚功力。

上湯海味雜菜煲
雜菜煲內有齊時令的蔬菜，如菜心、
西生菜和小棠菜等，加上蝦、八爪
魚、雲耳和粉絲等，鮮甜又健康。

太興
地址：九龍灣宏照道  38號企業廣場5期

MegaBox 10樓7號鋪 
電話：2359 0138
備註：不設加一，只收現金。

*其他分店資料請查閱地址目錄



茶
餐
廳

140

金裝燉奶佬

優質食材有保證
開業至今已20多年的金裝燉奶佬，因為不

斷創新求變，一直深受食客歡迎！其包羅

萬有的菜式，由中式小菜、西式意粉，到

東南亞的咖哩都應有盡有，款款都是心思

之作，帶給你截然不同的美食體驗。不得

不讚的是，大廚十分着重原食材，只挑選

擁有ISO優質保證的供應商，食物質素自

然有保證。

鮮番茄雜菜雞片天使麵
選用肉質豐厚的山東番茄，由廚師人
手去皮，取出純肉製成茄蓉汁，香濃
美味。

棠菜北菇豆腐素鮑片飯
全素菜式，用上小棠菜、北菇、輕輕
煎香的豆腐、甘筍片和素鮑片，用料
豐富，健康又滿足。

素食製品要慎選
別以為素食製品就一定健
康，有些素食製品為提升味
道和賣相，會加入不必要的
色素及調味料。其實品嚐以
原食材炮製，不添加多餘化
學調味，原汁原味的素菜，
方為健康之道。



141

鮮冬菇時菜雞片飯
蔬菜成分豐富 ，以鮮冬菇、時菜、翠玉瓜、
甘筍片，襯托香嫩雞片，味道層次多樣，是
伴飯首選。

翠玉鮮蝦斑球炒意粉
用橄欖油炒香蒜蓉、洋葱、蘑菇片及翠玉瓜，再加入預先
汆水的蝦肉和斑球快炒，感覺清新不油膩。

鮮南瓜汁雜菜鮮冬菇扁意粉 
南瓜本身清新健康，跟洋葱一起攪拌
成南瓜蓉，富濃郁南瓜香味之餘，亦
跟蔬菜鮮味相輔相成。

金裝燉奶佬
地址：屯門華都花園商場3樓3A1號鋪
電話：2459 3481
備註：不設加一，只收現金。

*其他分店資料請查閱地址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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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粥麵．小廚

街坊食店自製美味
道地粥麵雖然簡單但變化多端，所以深受

港人歡迎。桃園粥麵．小廚提供多元化的

廣東粥品和粉麵，還有多款小菜，供食客

選擇。店鋪提供即叫即做的食品，當中以

自家包製又足料的腸粉和手打肉丸粥最受

街坊歡迎。

韮皇鮮蝦腸粉 
除了韮黃和鮮蝦外，亦加入翠玉瓜，
清甜又有口感。腸粉全屬即叫即蒸，
絕對新鮮。

生菜手打鯪魚球粥
體積震撼的手打鯪魚球中，除了鯪魚
肉外亦混入木耳碎，入口夾雜爽脆口
感，十分新鮮。

低脂鯪魚肉
鯪魚不但含豐富鈣質，而且低脂
肪。其肉味鮮，簡單的煮法已經
可將其惹味效果發揮。只要放少
量幼鹽，以菜刀剁，魚肉更容易
起膠，製成彈牙的鯪魚球。不過
因為鯪魚肉骨細小，處理時要特
別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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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湯銀芽絲蛋麵
主要以大地魚和天然曬乾的蝦子熬成
的湯底，味道濃郁，蝦味尤其突出。

 

竹笙粟米生菜粥
竹笙、新鮮粟米粒和生菜三種材料，既清淡又有營。
粥底經三小時熬製，每日新鮮出品。

籠仔梅菜蒸菜心
為順德的一個地道小菜，在菜心
底部鋪墊荷葉，上面放上梅菜，
菜心盡吸荷葉香味。

桃園粥麵．小廚
地址：粉嶺華心邨華心商場地下R35-R36號鋪
電話：2452 1200
備註：不設加一，收現金及八達通。

*其他分店資料請查閱地址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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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餐廳

社企用心製美饌
新生餐廳是一間社會企業，聘請了不少

精神病康復者，幫襯起來更覺有意義！

由於企業本身同時經營有機農場，因此

所用之香草和部分蔬菜，都是自家出

品，完全天然純淨，食物時刻保持在最

新鮮的狀態！新生餐廳除堂食外，其到

會服務經驗亦頗豐富。

迷迭香忌廉汁焗南瓜蓉帆立貝
自家農場南瓜壓成蓉，加入迷迭香、帆立貝等
食材，焗約20分鐘，外脆內軟，南瓜甜味亦
突出。

少油快炒   營養健康
即使食材營養再豐富，烹調過程中亦
有機會流失，因此炒餸時應盡量選擇
少油快炒的方法，縮短烹煮時間，又
可用少點油呢！

金粟野菌炒雞柳
雞柳與大量金黃粟米粒同炒，加入三色椒
和雜菌作襯托，口感爽脆。

南瓜香芒青椒燴牛柳粒
香嫩的牛柳粒，加入香芒同煮，不但多添一
份甜香，更令肉質更軟滑，值得一試。

新生餐廳
地址： 深水埗南昌街290號 

石硤尾公園體育館地下
電話：2777 4726
備註：不設加一，只收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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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香城餐廳

懷舊色香味小炒
餐廳已有二十年歷史，主打懷舊廣東小

炒的新香城，多年來得不少街坊捧場。

為了令顧客在外吃飯也吃得放心，在傳

統的鑊氣小炒外亦開始提供主張「 3少」

及蔬果為主的有營菜式。餐廳更身體力

行大力推動健康飲食，凡點有營餐牌上

的菜式，全單可獲九折優惠。吃得健康

又省錢，何樂而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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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芒子姜炒雞片
子姜先以醋醃過，以減低其辛辣味。芒果切粒與
子姜和雞片同炒，清新健康卻不會淡而無味。

出外吃飯慎選擇
不少都市人三餐都在外面解決，不知不覺就攝
取了過量的脂肪和鈉；因此出外吃飯時應盡量
選擇較健康的菜式，謹記少油少鹽之原則。

西芹炒斑片
斑片入口自阿根廷，肉質非常鮮嫩，配上
西芹和韮黃，令整道菜式味道提升。

羅漢上素
沿用廣東傳統的羅漢齋製法，但加添了菜蔬的
種類，分別有鮮北菇、草菇片、珍珠筍等。

新香城餐廳
地址：紅磡馬頭圍道99號地下
電話：2334 0335
備註：不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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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華餐廳

屬於香港人的茶記
翠華餐廳前身為冰室，至1989年首

間翠華餐廳才正式誕生，二十多年來

一直見證着香港茶記文化的改變，可

說是屬於香港人的茶記。為了令餐廳

變得不平凡，廚師團隊精心構思多元

化美食，更為了迎合食客對健康的追

求，設計多款有營創意菜，特別選用

健康橄欖油烹調，將優質健康的飲食

帶給繁忙的都市人。

在茶記用餐 可以吃得更健康
想減少攝取脂肪、鹽和糖？你可在點菜時
喊一句少油少鹽，而餐飲也可要求少甜或
糖水另上，當然到有營食肆點選3少菜式
就更合適。

生菜番茄滑蛋白三文治
一般三文治多以雞蛋作餡，而這個則換成蛋白，配上
蔬菜和番茄，清新健康。麵包經微烘，口感更脆。

鮮蝦菠菜餃米線
餃子餡料有菠菜和鮮
蝦，皮薄又多餡。湯汁
為自家熬製的濃郁魚
湯，跟餃子搭配起來效
果出色。

冰鎮芥蘭
冰鎮的做法相當新穎，除了賣相晶瑩剔
透，亦令芥蘭咬起來更爽嫩，味道清甜。

  新

翠華餐廳
地址：牛頭角勵業街50號地下及1樓
電話：2343 3866
備註：不設加一，收現金、信用卡及八達通。

*其他分店資料請查閱地址目錄

以下同系食肆同時供應

MCL翠華餐廳 
地址： 將軍澳欣景路8號 

新都城2期商場地下13號
電話：2525 5288
備註：不設加一，收現金、信用卡及八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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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發餐廳

創意小炒王
屋邨茶記廣發餐廳，除充滿地道特色

外，更比其他食店多一份誠意！廚師團

隊來自大酒樓甚至酒店，強項為有力的

炒功，晚飯小炒鑊氣十足，吸引街坊每

晚到此品嚐一頓溫馨家常飯。不得不提

的是，充滿創意的廚師們，更不時把你

意想不到的食材入饌，炮製健康有營的

新菜式，帶來不絕的驚喜！

杞子元肉浸菠菜
把杞子和元肉加入家常小菜中，特別用上菠菜同浸，
入口清新帶甜香，或有明目安神之效。

四季食療保健養生
廣發餐廳對四季食療甚有研究，相信應
用於日常生活之中，才能達至養生之
效，於是將中藥食材入饌，炮製有營保
健之家常小菜，提醒食客健康之道！

葡汁四寶蔬菜飯
西蘭花、番茄、鮮冬菇及小棠菜，
伴以黃薑粉及脫脂奶調成的素葡
汁，香濃惹味。

蘋果鮮雜菜粒炒飯
特別搜羅口感爽甜的美國大紅蘋果入饌，配以
大廚熱鑊快炒之精湛功夫，每粒飯都外脆內軟。

廣發餐廳
地址：葵涌葵盛東商場1樓106A鋪
電話：2612 1842
備註：不設加一，只收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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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龍粉麵茶餐廳  

自設工場品質保證
香港人生活繁忙，不少人都是茶餐廳的常

客。創立至今已五十年的銀龍粉麵茶餐

廳，為了令食客能享受優質的美食，自設

食品工場和物流中心，食材均經過統一處

理，確保每間分店都做到一致的超凡水

準。來到這裡，不要忘記嚐嚐以最上乘之

茶葉炮製的香滑奶茶！

蒜香田園炒雜菌 
材料全為鮮嫩蔬菜，以少許蒜香點綴味道。
所有菜式的蔬菜均會用水浸泡半小時以除去
化學品，確保清潔衞生。

茶餐廳擇食健康
香港地茶餐廳開到成行成市，
但部分茶餐廳食物有欠健康，
如午餐肉煎蛋即食麵或西多
士，都稱得上為「三高」之
物，於是，要食得健康，就要
細心閱讀餐牌，衡量套餐的食
材和分量，讓你正確選擇健康
菜式！

韮王肉片蝦仁扒西蘭花
嚴選巴西肉眼作為豬肉片，而蝦仁則
來自湛江蝦場，肉質和鮮味如海蝦一
樣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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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湯百福豆腐浸魚柳
餐廳每日搜羅新鮮靚魚來熬製魚湯。採用最
嫩滑的豆腐，魚柳則選用青衣柳，用魚湯浸
熟，爽滑鮮甜。

粟米魚塊
用新鮮粟米製成粟米蓉，選用青衣柳取代常見的炸斑
塊，更健康有營之餘，肉質更嫩滑。

金粟雲耳西芹炒雞柳
粟米來自原條新鮮粟米，全部以人
手刮粒，絕非罐頭加工製品。雞柳
更全部仔細去皮，吃得放心。

 

銀龍粉麵茶餐廳
地址： 荃灣沙咀道328號 

328廣場地下G12-15號鋪
電話：2439 0270
備註：不設加一，只收現金。

*其他分店資料請查閱地址目錄

以下同系食肆同時供應

茶魚飯后 
地址： 天水圍天盛苑  

天盛商場1樓124號鋪
電話：2254 2188
備註：不設加一，只收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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