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菜 北京拉麵店

親民京川滬菜
甫進北京拉麵店內，會被大紅大綠老北京

劇院的古典裝潢吸引，牆上擺放着很多京

劇面譜和劇院布幕，充滿京城韻味。餐廳

食物主打大眾化、價錢親民的京川滬美

食，以拉麵、菜飯及小碟為主，加上食材

每天由工場運到餐廳，保證新鮮。店內不

論食材、環境、服務，都堅持做到滿分，

難怪深受食客愛戴。

雪裡紅伴四季豆
先將四季豆加少許鹽烚熟，配上微辣
的辣椒，十分醒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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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入饌  有妙法
春季最好是以水果入饌，既賞心
悅目又可增進食慾。不過在烹調
水果時，要注意避免烹煮時間過
久，否則水果所蘊含的維生素或
會減少。建議水果配合三色椒同
炒，更加滋味。

豬軟骨南瓜蓉湯拉麵
每天用上新鮮大南瓜打蓉，熬成拉
麵湯底，加入口感嫩腍的豬軟骨，
味道非常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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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龍果彩椒炒雞片
豐富材料包括火龍果、去皮雞柳和三色椒，大廚拿
捏火候準繩，令火龍果保持軟腍口感，卻不會溶爛。

千層豆腐扒小棠
用上自家製作的豆腐，步驟雖複雜但大廚堅
持天天新鮮製作，豆腐幼滑清甜，伴以小棠
菜同吃，感覺清新。

雜菌冬蓉番茄湯拉麵
這道拉麵湯底以新鮮番茄和冬
瓜打蓉，佐以冬菇、草菇、津
白等材料，是素食者首選。

北京拉麵店
地址：	將軍澳唐德街9號將軍澳中心商場

G27號鋪
電話：2244	6157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其他分店資料請查閱地址目錄



中
菜 百份百餐廳  

港式茶餐新面貌
百份百餐廳保留了港式茶餐廳選擇包羅萬

有、價格平民化的特色，並致力於餐廳環

境、食品款式及烹調上革新，打造年輕飲

食潮流。簡約裝潢，闊落座位設計，令用

餐格外舒適；食品也迎合年輕一代的需

要，早午晚均提供多菜少肉的菜式，老火

湯以足料熬製，不含味精，又推出輕量級

麵食，讓你吃得更健康。

蛋白肉碎浸田園蔬	
選用營養豐富的溫室豆苗，口感爽
脆，加入鮮菌、蛋白及肉碎，再以
上湯浸熟，清新健康。

意大利番茄肉碎湯米粉
湯底及配料均用上鮮茄粒，完全不添
加糖分及味精，更能帶出微酸的鮮茄
香，天然味美！

少油蒜蓉炒田園蔬
油量減少之餘，並選用純淨的芥
花籽油，炒出來的蔬菜清香不油
膩，少許蒜蓉便令菜式更惹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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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嫩雞菜遠餵米線
幼雞柳伴以白菜心及米線，清淡
中帶蔬菜的鮮甜味。

健康食油
所有的食油，無論是較健康的，或是
較不健康的選擇，每克均同樣提供約
9千卡的熱量。因此，在選用較健康
食油的同時，我們仍需配合低脂烹調
方法，如蒸、煮、烚、焗、少油快炒
等，以減少脂肪的攝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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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營銀芽肉絲菠菜麵
菠菜麵以天然菠菜汁製造，配料
有銀芽、肉絲、冬菇絲等素菜，
用料十足。

百份百餐廳
地址：	粉嶺華心邨華心商場1樓

R101-R106號鋪
電話：2445	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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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同系食肆同時供應

新一派．味道
地址：	將軍澳厚德邨厚德商場	

西翼地下G1-2號鋪
電話：2701	9188
備註：不設加一，收現金及八達通。



中
菜

西港城．大舞臺

懷舊氛圍新派粵菜
粵菜食府比比皆是，要數大舞臺的特

色，就是其菜式少油味清，具新派風

格。總廚有感現今香港都市人身體出現

太多毛病，於是從菜式的食材和烹調手

法着手，希望帶給食客更多健康選擇，

打破中菜多油不健康的感覺。另外，餐

廳環境充滿舊上海般的西式懷舊情調，

不少新人都選擇在這裡擺婚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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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選下午茶食物
下午時分，有些人喜歡來一個Snack	Time，
享受一下片刻休閒，但需小心選擇下午茶食
物！傳統的下午茶小點如蛋糕、曲奇餅和蛋
撻，一般都含高糖高脂肪。何不吃一個清新的
水果，或輕便的三文治，分量不多之餘，又不
會影響正餐的胃口！

芒果沙律蝦
選用半生熟的芒果，糖分低之餘，味道亦帶點
微酸，十分醒胃。配上自家調配的低脂沙律醬
和爽甜海蝦，更能突出其清新滋味。

四季白菜膽
在四季豆上釀上輕輕煎香的豬肉鬆，再配上清淡
的白菜膽，一濃一淡，十分配合。

白雪黑松露長腳蟹盞
「白雪」即蛋白炒鮮奶，比傳統的大良炒
鮮奶少油；配上少油輕煎的長腳蟹肉，絕
不油膩、既滑且香。

西港城．大舞臺
地址：上環德輔道中323號西港城2樓
電話：2815	2311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西環碼頭餐廳

復刻漁港風味
六十年代的西環碼頭曾是漁船泊岸的主要

港口之一，當年運來各種新鮮漁獲的畫

面，依然歷歷在目。而今日的西環碼頭餐

廳依舊坐落碼頭旁邊，放眼便是一望無際

的海面；店內更仿照渡輪紅木設計，配合

本地漁船每日新鮮捕獲的海鮮，或清蒸或

白焯，透過簡單的烹調，帶出鮮美的有營

菜式，重現當年的漁港風情。

花雕蛋白蒸紅蟹
清甜厚肉的紅蟹，配花雕蒸15分鐘，酒精揮發
後，是濃濃花雕香氣。蟹汁與蛋白混和後，分
外鮮滑。

中
菜

隔水蒸煮保鮮保營
蒸的好處是由於蒸具將食材與水分隔開，
使容易破碎的食物如蒸魚、蒸水蛋等仍能
保持形態。而且在健康的層面，蒸煮用油
量都會較少！

濃湯野菌浸溫室豆苗
特別選擇去皮雞湯作湯底，焯熟幼嫩的溫室豆
苗和雜菌，讓豆苗惹味而不油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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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皇雜菜煲
石斑、蝦仁、魷魚含豐富蛋白質，西蘭花等
五種蔬菜共冶一爐，清爽可口，而豆腐與粉
絲亦非常入味。

西環碼頭餐廳
地址：西環爹核士街1號裕福大廈地下2-4號鋪
電話：2818	0101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中
菜 好 ‧ 廚房 

新鮮健康好滋味
於牛頭角開業的好．廚房，給人清新有

營的感覺。餐廳主打健康和提倡環保概

念，堅持不時不食，並以多種材料創新

crossover，無論食物或搭配均給大家一

種新鮮感。餐廳更以簡單的烹調方法如

蒸、烚等炮製菜式，製成碟碟清新又有

營養的佳餚，滋味無窮！

太史菜蓉羹	
以生菜、青瓜、雲耳、冬菇等清新
素菜切絲，加入粉絲一起炮製出這
款材料豐富的湯羹，鮮味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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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龍果牛柳粒
以火龍果、芒果、紅椒等健康蔬果
炒香牛柳粒，水果的鮮甜帶出牛柳
的嫩滑，加上紅椒爽脆口感，給你
多重享受！

水果入饌  健康鮮味
好•廚房的菜式以天然簡約為
主，大廚認為只要食材新鮮，
加少許調味料便已鮮味十足。
所以餐廳特選多款新鮮水果入
饌，以水果的清甜代替調味
料，健康又滋味！



鮮茄蛋白蝦仁
晶瑩剔透的蝦仁，爽口彈牙，配以
新鮮番茄製成的香濃酸甜汁與碟邊
的蛋白同吃，清甜開胃。

	

素雜錦
以冬菇、草菇等多種鮮菇，配以新鮮
白菜仔和甘筍一起炮製，誘發鮮嫩爽
脆口感，味道清新。

琵琶絃上金鏤衣
為烹飪比賽得獎菜式，將魚蓉和豆
腐拌勻後以湯匙盛載，蒸至通透，
再淋上南瓜汁，配以菜心、雜菌一
起吃，鮮嫩香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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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廚房
地址：	長沙灣通州街500號	

星匯居地下
電話：2541	7031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以下同系食肆同時供應

沁園春
地址：	牛頭角彩霞道55號	 	

彩頤居地下
電話：2251	3612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中
菜 百樂門宴會廳

童話般的夢幻婚禮
今時今日，想要個豪華婚宴，酒樓亦是

個好選擇，就像百樂門宴會廳，除了可

嚐到各樣點心和小菜外，亦有完善的婚

宴配套。當中位於MegaBox的分店以

白色牆身配上天花水晶吊燈，襯托出夢

幻感覺。新人更可以乘坐花車進場，猶

如童話婚禮。2012年更獲得「飲食天王

《婚宴天王》大獎」，可見其婚宴水準。

薑絲魚湯浸娃娃菜
以每日新鮮熬製的魚湯浸熟娃娃菜，放
入薑絲以辟去魚湯的腥味，入口清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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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營婚宴  來自健康菜式
婚宴的菜味偏濃，一口氣吃足
十多道，身體難免有機會不能
適應。現時坊間不少地方都推
出健康有營的婚宴菜式供新人
選擇，令賓客吃得清新健康，
又老少咸宜，何樂而不為？

野菌扒豆腐
採用秀珍菇、鮮冬菇、雞髀菇及靈芝
菇，取其質地容易吸收醬汁；最後將
野菌扒在滑身的豆腐上。



	

金菇竹笙浸菜苗
除了金菇和竹笙外，亦加入少量芹菜和甘筍
條點綴，用魚湯浸熟的菜苗相當軟滑。

鮮茄煮牛肉
常吃的番茄炒牛肉，今次改為煮的，相對明火炒，
保留更多肉汁。番茄比例亦比一般多，清新健康。

鮮茨實芋頭南瓜		
先蒸熟南瓜和芋頭再煮至軟身，用
新鮮茨實來點綴賣相，茨實味淡，
南瓜滋味更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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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樂門宴會廳
地址：九龍灣宏照道38號企業廣場第5期MegaBox	14樓
電話：2798	8332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其他分店資料請查閱地址目錄



中
菜

住家菜

無添加家常滋味
都巿人生活繁忙，晚上不能回家吃頓便

飯，總讓人更懷念溫馨的家庭小菜，不

如到住家菜嚐嚐住家感覺。這裡的菜式

強調清淡少油無味精，其中老火湯還會

按時令更替，例如南瓜甘筍粟米湯、羅

漢果菜乾湯等，款式天天不同。另外餐

廳每天提供午餐及套餐，附送是日糖

水，售價亦算實惠。

鮮雜果咕嚕肉		
選用時令雜果，如提子、奇異果、菠蘿、火龍果
等，可減輕咕嚕肉較飽滯的感覺，而且相當醒胃。

	

翠玉瓜炒雜菇
翠玉瓜連同秀珍菇、鮮冬菇、草菇等一
同清炒，油鹽均不多，味道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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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大量拌飯汁
想吃得更健康，叫餸吃飯時就要注意減少以
餸汁拌飯，尤其避免點選含高脂肪的醬汁，
例如椰汁、白汁、咖哩汁或沙律醬等，以汁
拌飯同吃雖美味，但會同時增加脂肪攝取。

蟹肉桂花炒素翅
材料包括蟹肉、蛋白、素翅與名菜賽螃蟹有
異曲同工之妙，而且更乾身爽口。

住家菜
地址：	尖沙咀麼地道68號	

帝國中心UG50-57號鋪
電話：3105	0515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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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龍會 只招待會員

24小時隨心吃
天龍集團旗下主題會所沙龍會，24小時

提供各式娛樂和中餐美食，彈性比一般餐

廳更大，譬如包場舉辦私人或公司聚餐、

自助餐、酒席等，會所可以配合食客要求

設計菜單，平日亦可自攜海鮮代煮，或預

訂喜好的菜式等，五花八門的料理亦可品

嚐得到。

火龍果牛柳粒
清甜的火龍果肉配上新鮮牛柳粒，加入少許彩椒
更惹味，菜式賣相亦精緻吸引。

健康食材隨心點
部分會所提供的菜式大多味濃且油膩，隨着不
同年齡層的會員加入，沙龍會特別炮製少油的
健康菜式；同時減少過量調味。只要提前預
訂，大部分時令蔬菜都可以品嚐得到。帶子炒鮮奶

要避免鮮奶凝固，秘訣是慢火耐心地炒，鮮
奶口感自然香滑。然後配上帶子、彩椒等，
味道更香口。

雲耳勝瓜炒蝦球
為了減少使用調味料，大廚首選新鮮食材，
若蝦、瓜菜等夠新鮮，簡單焯熟也很美味。

沙龍會
地址：沙田瀝源街7號沙田娛樂城地庫
電話：2696	2112
備註：只招待會員	 ，設加一，收現金及消費滿$300

可使用信用卡。

中
菜



中
菜

君臨海鮮酒家

區內健康食堂
沙田第一城附近屋苑林立，環境清幽舒

適；極受附近住客歡迎的君臨海鮮酒

家，晚市提供火鍋和小菜，是不少街坊

的指定食堂。區內居民涵蓋不同年齡

層，年輕住客也不少，作為區內大型食

肆，酒樓希望為食客提供更多健康菜

式，食譜亦會盡量利用四季當造食材製

作，確保貨源充足又新鮮。

		

鮮百合腰果炒西芹
腰果除了營養豐富，味道亦甘甜香脆，伴以同樣爽
口的西芹，是不錯的晚市小菜之選。

金腿鮮冬菇扒翡翠
分量十足的小棠菜和冬菇，簡單地加入上湯燴
熟即可，是大眾添加蔬菜的另一選擇。

椰汁香芋南瓜煲
採用本地新鮮南瓜和芋頭，先蒸熟再淋上椰汁
芡；椰香、芋頭及南瓜香完美混和。

食物賣相富巧思
食物的色香味中，味道和香氣普遍受到
重視，卻不時忽略了色澤賣相。大廚考
慮食材搭配時，除了味道，亦特別留意
食物賣相，其中彩椒、南瓜等是為一片
翠綠菜餚增添色彩的關鍵。

君臨海鮮酒家
地址：	沙田小瀝源牛皮沙街2號		

愉翠商場1樓109號鋪
電話：2667	6338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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咪走雞燒味餐廳

誠意街坊飯堂
除了以採用鮮雞汁慢煮浸熟的嫩滑

「咪走雞」在大埔區闖出名堂外，大廚

出身的店主亦出名推崇健康飲食，供

應一系列健怡菜式，如多款以魚湯浸

煮的雜菜煲，美味又具營養價值；另

有加入以滑蛋入饌的炒時蔬，賣相精

美，令食客大快朵頤！

滑蛋蝦仁扒時蔬
客人可選擇不同的時令菜底，配上清甜的滑蛋
蝦仁，佐飯一流。

中
菜

025

魚湯雙魚雜菜煲
將時蔬、斑片和魚腐放入清甜魚湯以慢火
焯熟，絕不油膩之餘，斑片尤其嫩滑。

新鮮魚湯入饌 減少調味用量
「咪走雞」每天以新鮮鯪魚、紅衫魚和梭羅
魚，花上3小時熬製奶白色的香濃魚湯，
配菜滲滿魚湯鮮味，調味料分量可大大減
少，而且油分較少，老少咸宜。

竹笙濃湯野菌雜菜煲
以主打的魚湯浸煮着竹笙、雜菇、津白
和西蘭花等蔬菜，分量夠兩至三人享用。

咪走雞燒味餐廳
地址：大埔安慈路昌運中心1-6號地鋪
電話：2667	7225
備註：不設加一，只收現金。



中
菜

男爵大排檔

廚皇出沒注意
想不到在充滿大排檔氣息的佐敦可以

嚐到法國藍帶廚皇的手藝！老闆兼行

政總廚李德榮師傅乃法國藍帶廚皇會

的廚師，亦是香港中菜評審局委員之

一，擁有40多年入廚經驗，擅長中式

小炒和川菜，堅持真材實料，只用自

己調製的醬汁。他更會把中菜和川菜

糅合、改良並加入健康新元素，創造

獨一無二的男爵菜餚！

西芹木耳炒百合
百合鮮甜、西芹爽脆、木耳脆嫩，
以少許油把三者炒香，口感和營養
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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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肉瘦肉要識分
除腩肉外，接近骨骼位置的
肉類，脂肪比例會較其他
部位為高，例如牛肋骨、肉
眼、腩排等，而比較低脂的
部位則有牛柳、西冷、腱位
等，點菜時大家可要注意。

聚寶南瓜盅
雜菇和木耳快炒後放到日本小南瓜
內，只需輕輕一刮就能吃到香軟甜
美的南瓜肉。



蛋白花彫蒸蝦
此菜式是由蛋白花彫蒸蟹演變過來，蒸過的蛋白
和蝦酒香撲鼻，蝦肉保持爽口彈牙的口感。

百花蒸釀豆腐
以鮮蝦打成的蝦膠鋪在嫩滑的豆腐上，加上甘
筍蓉在頂以增加美感和味道。

上湯魚肚浸勝瓜
去皮雞肉熬製成的上湯、清甜的勝瓜、煙韌
的魚肚和幼滑的粉絲，實屬完美的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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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爵大排檔
地址：佐敦炮台街20號地下
電話：2369	1959
備註：不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其他分店資料請查閱地址目錄



中
菜 季季紅風味酒家

水生蔬果爽口清甜
季季紅風味酒家多間分店均提供各款巧

手中菜小炒，經驗豐富的大廚亦不時發

揮創意炮製新穎菜餚。用心的大廚更特

別利用水生蔬果如蓮藕、馬蹄等加入菜

式之中，尤見其眼光獨到。爽脆的質感

嚼勁十足，配合其他蔬果材料，軟硬搭

配增加口感層次。

南瓜野菌燒豆腐
健康又美味的南瓜成為不少大廚的至
愛，這款南瓜野菌燒豆腐所用食材簡
單，燜腍以後便可上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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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塘水潑百花片
蝦膠是以新鮮蝦仁打成，煎熟後切成
片狀，爽口彈牙。加入馬蹄、蜜豆、
鮮百合等，同樣口感十足。

健康水生蔬果
多款常見的水生蔬果如蓮
藕、馬蹄、菱角、茨實等，
口感大都較爽脆，最常入饌
的蓮藕和馬蹄烹煮容易，因
為本身味道不濃，最適合用
來搭配其他食材，為健康菜
式帶來爽脆口感。



一刀肉併四寶蔬
酒家自製的招牌一刀肉，是以新鮮豬肉製
成，味道有點像扎肉，但更新鮮香口。

	鮮百合蜜豆炒蝦仁
味道清甜的鮮百合，搭配蜜豆和蝦仁，加少許紅椒
和黃椒，色香味俱全。

木耳炒藕片	
烹調火候很重要，不能過熟才
能保持藕片爽脆，是夏天的晚
飯佳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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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季紅風味酒家
地址：荃灣青山道185號荃勝大厦1樓及2樓
電話：2615	9333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消費滿$200可使用信用卡。

*其他分店資料請查閱地址目錄



中
菜 金都國宴 

環保健康中菜
三層高的金都國宴包辦宴會和婚宴之

餘，還有形形色色的粵菜、小菜和海鮮

小炒，是福苑集團旗下的中菜名牌。說

它是環保中菜，因為金都國宴早已放棄

供應魚翅，以減少對大自然的負擔。自

2009年加入有營食肆以來，每隔一至兩

個月便會更新「有營」餐牌，不斷為顧

客帶來健康新菜式。

泮水芹香
荷蘭豆、木耳、百合等材料以小許
糖和鹽汆水，能吃出食材的真味。

 

鮮淮山單耳浸青蔬
以魚湯浸熟鮮淮山、白菜仔、木耳
等蔬菜，味道分外鮮甜。

白米鮮魚上湯  美味健康
用上多款魚類、新鮮腐皮和白
米熬製成的上湯，經過多個小
時熬製至奶白色，味道鮮甜、
口感濃稠又健康。可以當湯品
嚐之餘，又可以與各種菜蔬同
吃，加添鮮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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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芥蘭
芥蘭爽脆無渣，秘訣在於依據莖
的粗幼大小控制焯煮時間。

竹笙燴羅漢
比坊間一般的燴羅漢減少濃稠芡汁，
加多了竹笙，清新不膩。

竹笙蟹肉扒時蔬
以蛋白燴成的蟹肉非常滑溜，一口蟹肉伴一
口西蘭花，滋味十足。

	

	
金都國宴
地址：	油麻地彌敦道555號	

九龍行1-3樓
電話：2633	8866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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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同系食肆同時供應

福苑火鍋海鮮酒家
地址：	旺角西洋菜南街51號	

友誠商業中心2-3樓
電話：3422	8222
備註：	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金都海鮮酒家	
地址：上水新豐路98號地下至3樓
電話：2671	0222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中
菜

帝京軒

獲獎無數的當代粵菜
裝修具氣派的帝京軒位於帝京酒店三

樓，呈獻一系列「中菜西做」的當代粵

菜，拿手菜式由精緻點心以至矜貴山珍

海味。憑着經驗豐富的總廚所嚴選的新

鮮食材、精妙技藝與獨到心思，創製不

少色、香、味俱全的美饌，歷年來更獲

獎無數，如「CityLife	 2013年遊客食府

大獎最受歡迎中菜廳」和多屆「美食之

最大賞」殊榮，深得客人愛戴。

雅緻裝潢		吃得開懷
全新裝潢的帝京軒，以雲石柱配合清雅中式
牆身設計，既保存了傳統古典，同時突顯當
代時尚感，比以前更寬敞舒適，打造無可比
擬的餐飲享受，令食客吃得特別開懷。

翠玉野菌鮮雞盞
先將雞粒焯至6、7成熟，加入菇菌一同炒
香，釀進翠玉瓜裡，搭配鮮蘆筍和百合，再淋
上上湯冬瓜蓉作芡汁。此菜式曾榮獲「 2010
有營廚藝大比拼」家禽組金獎。

火龍果玉帶子
以清甜的火龍果入饌，配以彩椒和帶子烹調
的開胃小菜，清新味美，讓人愛不釋「口」。

彩虹滑蛋帶子豆腐
材料有番茄、蘆筍片、豆腐、雞蛋和南澳
帶子，賣相如彩虹般色彩繽紛，令人食指
大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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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京軒（帝京酒店）
地址：旺角太子道西193號帝京酒店3樓
電話：2622	6161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美味廚

四季蔬菜主題菜
主打火鍋和廣東小炒的美味廚別具慧

眼，認為蔬菜也能塑造成受歡迎的主題

食材，故推出多款深受食客歡迎以蔬菜

為賣點的菜式，佼佼者其中首推利用七

種顏色蔬果炮製的彩虹七色墨魚丸。此

外，老闆無論是小炒類還是晚市火鍋，

均加入大量蔬菜和菇菌類，鼓勵食客多

菜少肉；同時亦選用南瓜、芒果、士多

啤梨等水果入饌，增加菜式變化。

鮮芒果南瓜蒸肉碎蛋白
為使口感夠香滑，可先將南瓜蒸溶，加蛋白和奶
蒸製，最後才放肉碎和芒果，這樣烹調時間才恰
到好處。

中
菜

三菇清湯浸菜苗
小白菜是四季當造的蔬菜，加上冬菇、
雞髀菇和鮑魚菇，三種菇菌軟硬味道皆
不同，口感層次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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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法薑汁焗䱽魚
餐廳招牌菜，先以洋葱墊底，加入薑汁和葱同焗，
去除腥味之餘亦能保留䱽魚的魚鮮香味。

錫紙烹調  保汁又保溫
以錫紙包着食材烹調，除了可有效保存原有肉
汁和湯汁精華外，上碟時更有一定的保溫作
用，讓菜式保持最美味的狀態！

美味廚
地址：灣仔灣仔道165-171號樂基中心5樓
電話：2866	8305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中
菜

紅軒 

粵川菜聚首一堂
中華美食博大精深，每個地方的菜餚均

各有特色。紅軒少有地集結了風格截然

不同的廣東菜和四川菜，還提供巧手點

心。主廚擁有多年入廚經驗，擅長以矜

貴食材入饌，每道菜都是經驗和心思的

傑作。餐廳裝潢尤其充滿玩味，椅背上

繡上古代字體的不同中國姓氏，邊食邊

研究也甚具趣味。

	

三菇煎帶子
「三菇」為秀珍菇、雞髀菇和鮮冬菇，口感爽脆；加
拿大帶子肉質厚而柔軟，跟三菇相映成趣。

鳳梨甜酸脆雞柳
甜酸汁是師傅自家製作，調整過醋和糖的分量，
更加清怡。雞柳經過輕煎，香脆惹味。

天然調味料最有「營」
中菜以芡為主，但烹調過程中，應盡量避免
使用太多調味料。要健康些，可使用天然調
味料如新鮮蒜頭、香草、薑或葱等，不損食
物營養之餘，又可減少攝取化學品。

蝦乾肉崧蒸勝瓜茄子
蝦乾和豬肉鬆相當惹味，搭配味道清新的勝瓜
和茄子，剛好平衡其味。

紅軒（富豪機場酒店）
地址：	赤鱲角香港國際機場暢達路9號	

富豪機場酒店地下
電話：2286	6868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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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彩海鮮酒家

着重街坊健康
在恬靜的馬鞍山小社區當中，有一間名

為盈彩的熱鬧酒家。除了熱騰騰的傳統

點心，盈彩海鮮酒家也窩心的為街坊們

設計了健康食譜，好像大廚拿手的翠塘

豆腐，以巧手將不同的蔬菜生果海鮮譜

出佳餚，不但色彩絢爛，而且因為食材

廣泛，吃起來口感有層次，同時更提供

各種營養。

碧綠橙香玉帶子
將紅椒、黃椒與新鮮帶子炒香，配上西蘭花與
橙片伴碟。傳來的清新橙香，更添食慾。

翠塘豆腐
白滑的豆腐，加入鮮蝦、帶子、斑塊、甘
筍、花菇、紅椒、黃椒、蛋白等多種健康食
材同煮，口感豐富，味道鮮甜。

		

美味健康菜式方程式
健康菜式並不代表淡而無味，只要懂得混
合不同質感、色彩和味道的食材，再略加
調味，已能令菜式由簡單變得不簡單！

魚湯銀杏花膠浸菜苗
每日以魚肉魚骨熬製鮮美魚湯，用以浸熟花
膠、白菜、唐芹和銀杏，花膠軟腍又入味。

盈彩海鮮酒家
地址：馬鞍山富安花園商場1樓	
電話：2641	8812
備註：周末午、晚市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中
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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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菜 客家好棧 

巧手老滋味
客家好棧憑正宗的客家烹調技藝，加上匠

心巧手，讓客家傳統菜式以一新耳目和別

樹一幟的形象重現大家眼前！部分菜式糅

合健康概念，選料以健康為大前提，如以

新鮮野菌、鮮製鯪魚球、各類海鮮和豆腐

等入饌，帶來不肥膩卻美味的客家菜式。

店鋪設計主要以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為概

念，以相片、字畫和擺設帶出親切的香港

情懷。

惠州梅菜炒菜遠	
鮮嫩菜心用滾水略烚，連同薑絲和
梅菜落鑊炒勻，簡單且清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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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食材  新鮮美味
客家好棧堅持每天以新鮮鯪魚
去骨，用人手打出一粒粒鯪魚
球，又嚴選新鮮野菌和本地時
蔬，烹煮時以保存食物最高營
養價值為前提，同時避免選用
加工製品和醃料，以防止客人
攝取過多鹽或糖。

家珍雜錦煲
用料有蝦仁、帶子、龍脷柳、西芹、
玉子豆腐、雞肉和豬肉，豐富而且老
少咸宜，佐飯夠惹味。



綠島雜菌煲
煲內多款新鮮野菌和蔬菜，以清湯
慢火燜煮，絕不油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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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乾銀絲蒸娃娃菜
蝦乾的鮮香滲入粉絲和娃娃菜之中，只需少許鹽
和豉油調味，保留娃娃菜的鮮甜味。

東江鯪魚球煲
清蒸手打鯪魚球，與生菜和豆腐
一起放入雞湯煮熟即成。

客家好棧
地址：尖沙咀彌敦道26號3樓
電話：8300	8013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其他分店資料請查閱地址目錄



中
菜

峰山美食

隱秘工廠食堂
火炭近幾年孕育出一股獨特的生活文

化，很多藝術家選擇在火炭工廈內設立

工作室；於一棟棟舊工廈中尋找美食，

亦成為一種潮流。代表着港式飲食的工

廠食堂，由以往只靠附近工人光顧，到

今天吸引各區食客。峰山美食除了食物

美味有特色外，還推出多款四季皆宜的

健康菜式，以地道滋味取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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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廈餐廳飲食攻略
作為附近上班族的指定飯堂，工廈餐廳提供的食
物分量通常比其他餐廳為多。然而為了健康着
想，應選擇多菜少肉的菜式，並注意避免食得過
量，這樣才能在每天的忙碌工作中保持健康體魄。

滑蛋肉崧扒白菜
工廈食堂始終走大眾化路線，所選食材要老少
皆宜，簡單烚熟的白菜，配上滑蛋肉崧，清淡
健康。

西芹炒雜菌
先爆香洋葱和蒜蓉，再放其他食材如西芹、
菇菌來炒，可代替平日常用的各種調味，但
味道同樣香口。

洋葱鮮茄炒牛肉
牛肉以少油快炒烹調；加入新鮮番茄，同
樣以快炒保留鮮茄的色澤和營養。

峰山美食
地址：火炭山尾街� 15-17號�

峯山工業大廈1樓B座
電話：2947�7589
備註：不設加一，只收現金。



悅翠堂粥麵甜品

健康粥麵品牌
悅翠堂是翡翠拉麵小籠包開拓的品牌，

供應廣東式粥麵，種類繁多，你說得出

來的，幾乎都能找到。為了令傳統粥品

更吸引，用心的大廚特別搜羅多元化的

食材，再加入無限想像，擺脫舊有框

框，創作出獨一無二的粥品系列，不但

帶來新鮮感，亦讓你吃得更健康。

中
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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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粟米南瓜粥
將蒸熟及壓爛的南瓜，加入熬煮了約五小時的
粥底裡，混入雪耳和粟米粒，既有南瓜清甜，
又有雪耳和粟米的咬感。

羅漢齋腸粉
餐廳標榜「即拉腸粉」，特選黑木耳絲和
冬菇絲，包在即叫即蒸熟的粉皮中，皮薄
餡靚。

香菇魚腩粥
在預先熬好的粥底裡加入冬菇和新鮮魚腩，生滾
至熟。魚腩嫩滑，薑絲也引出了魚腩的鮮味。

粥品是保健之匙
較清淡的粥品能夠調理腸胃，尤其對體弱或牙
齒欠佳的人士，粥品容易進食，營養能被人體
快速吸收，達到最好的補益效果。

悅翠堂粥麵甜品
地址：屯門屯門市廣場1期2樓2131號鋪
電話：2430�1909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中
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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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招待職員

荃灣港安醫院職員餐廳

健康素食新起點
作為醫院餐廳，當然要健康為先！荃灣

港安醫院營養師表示，透過飲食調配，

吃得健康，有助避免各種愈趨年輕化的

疾病如心臟病、糖尿病等。荃灣港安醫

院的職員餐廳提供多款素菜，當中包括

蛋奶素及「新起點」素食；其中「新起

點」的烹調原則為低鹽、高纖維、無提

煉油、無蛋、無精製糖及無奶，譬如以

果仁代替醬油、以蜂蜜取代砂糖等，拒

絕加工食材。

鰻魚卷冬菇津白
以蛋製成的鰻魚卷，外層為鮮腐皮及紫菜，卷
起蒸焗後切成粒狀，再跟其他蔬菜菇菌一起炒
熟，十分有心思。

青瓜雞絲粉皮─涼拌
非常適合夏天食用的涼拌菜式，汁醬以新鮮芝
麻高速攪拌而成，代替一般現成的芝麻醬。

至尊雜匯
汁醬以新鮮雜菜如黃豆、西芹、椰菜頭、
草菇、甘筍等熬製，配上各類菜蔬菇菌食
材，口味清新。

健康蛋奶素
素食亦分很多種，如純素、蛋素、奶素、蛋奶素
等，其中蛋奶素即不吃肉類，但可以繼續食用蛋
類和奶類製品。無論你是那種素食形式的支持
者，都要注意飲食定時和營養均衡。

荃灣港安醫院職員餐廳
地址：荃灣荃景圍199號
電話：2276�7676
備註：只招待職員，不設加一，只收八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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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邨小館

潮食健康主義
就在北角英皇道這繁華大街旁的小街

上，藏着一間令人驚喜的潮州菜小店。

店主謝先生是客家人，但酷愛潮州家常

小菜，因此比其他人對潮州傳統更執

着。潮州茶粿、煎蠔餅等都是拿手小

菜，另外亦有少量客家菜和加入廣東菜

元素的菜式。小店裡充滿熱情親切的氣

氛，連這點也跟潮州人如出一轍。

雜菌鮮腐竹魚肚
「沙爆魚肚」是一種用沙爆香的魚肚，和鮮腐竹一
同浸在自製清湯中熬煮，鮮味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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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品也要吃得健康  
豆製食品，包括豆腐、腐皮等，含豐富蛋白
質，素食者常以此取替肉類，但值得留意的
是，進食油炸的豆製品，如炸枝竹、豆卜、
山筋等，仍會不自覺吸收額外的油分，不算
健康飲食。翠塘豆腐

在蒸水蛋中加入斑塊粒、蝦粒、瑤柱粒、鮮魷
和芥蘭粒，滑溜蛋身配粒粒材料的咬感很不錯。

鮮茄勝瓜煮魚滑
自製鯪魚肉完全不加味精，跟勝瓜、雲耳、唐芹
和薑片一起用自家製清湯煮，鯪魚肉尤其入味。

梅花邨小館
地址：北角七姊妹道2-8號昌苑大廈地下5號鋪
電話：2561�9797
備註：不設加一，只收現金。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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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菜 彩福皇宴

巧手有營盛宴
當我們開始注意健康飲食時，外出用膳

的習慣也會慢慢轉變，而這個轉變更反

映於走大眾化路線的餐飲食肆中。主攻

附近住客、上班族的彩福皇宴，是譽宴

集團旗下歷史最悠久的一間，總廚有見

現時一家大小外出用膳，必然會點上多

道蔬菜菜餚，就決心善用各類型蔬果，

創作出多元化的健康特色菜，滿足食客

對飲食的追求。

竹笙扒三寶蔬
除鮮菇及竹笙外，大廚更按季節選配
時令蔬菜，不但滋味出色，更讓食客
食得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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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竹笙鮑魚菇滑豆腐
竹笙、鮑魚菇和豆腐，口感軟硬各有
不同，切成薄片夾在一起來吃，層次
豐富，驚喜十足。

妙用竹笙無難度
想菜式矜貴又有營？竹笙當然
是首選食材！原來，浸發竹笙
亦有妙法！一般來說，竹笙浸
泡冷水約需30分鐘，但要去
除乾貨的味道，其間就得換水
數次。



羅漢素菜卷
賣相精緻的素菜卷，其羅漢齋餡料包括
鮮菇、木耳、冬菇、甘筍等，最後以旺
菜葉包裹淋上清雞湯，口感豐富。

珊瑚竹笙釀蘭薳
優質的竹笙不但矜貴，配合準確的浸
發時間，口感更爽，大廚更特地將芥
蘭刨皮，完全沒有半點苦澀味。

生菜鯪魚球豆腐煲
每天早上由廚師新鮮手打的鯪魚球，鮮味又
彈牙，配上自家製清雞湯，簡單亦吸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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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福皇宴
地址：北角英皇道� 480號�

昌明大厦1樓
電話：2811�9668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消費滿

$200可使用信用卡。

*其他分店資料請查閱地址目錄

以下同系食肆同時供應

譽宴
地址：太子彌敦道� 750號�

始創中心1樓
電話：2811�1983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其他分店資料請查閱地址目錄



中
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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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村米線  

雲南烤之風味

��

渝村米線以雲南過橋米線為主打菜式，十

分受食客愛戴。但這裡更特別的是，餐廳

提供串燒美食，其中串燒的選擇十分豐

富，除了肉類和海鮮，素菜選擇亦不少，

如香蕉、土豆片、菠蘿、蓮藕片等。別以

為串燒美食熱氣又無益，其實只要懂得其

法，串燒一樣可以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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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原條蒜蓉茄子
將原條茄子切開，加上蒜蓉、豉油、葱同燒，十分
惹味。

茄子有營  但不要過熟
茄子的食法多樣，除了蒸外，還可炒、
煎、拌、燒等。要留意，烹調蔬果時，建
議不要過熟，為的是保持口感，同時避免
營養流失。

燒7吋海蝦
選用約7吋長的海中蝦，以少許豉油調味，
孜然粉帶來的香味非常獨特。

燒番茄
切開番茄後，棄掉頭尾，並以豉油、孜然粉調
味，燒得香口之餘，仍能保留多汁的口感。

渝村米線
地址：土瓜灣土瓜灣道� 283號�

土瓜灣大廈地下
電話：2365�1190
備註：不設加一，只收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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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飯莊

巧手新派京菜
屬著名京滬菜館滬江飯店同一飲食集團

的朝陽飯莊，行政總廚劉師傅是行內的

大師級人馬，學的正是最傳統的京滬菜

做法，還有自家研製的新派北方菜，用

料和製法也見無窮心思，如一道色香味

俱全的豆腐餃子，便已贏盡各界掌聲。

店內環境寬廣開揚，明亮雅緻，更能居

高臨下欣賞維港日夜景致，值得推介。

豆腐餃子�
以切薄的板豆腐為皮，包裹着切碎的小棠菜，淋
上以雞湯熬成的芡汁，賣相非常討好，內裡清香
味美，巧手刀工尤值得一讚。

薺菜桂魚羹
以老火熬煮的雞湯，加入刴碎的桂魚粒及
上海薺菜，最後以蛋白埋芡，增添口感，
滑溜無比。

海景伴食  吃得開懷
店內坐擁270度海景，大部分座位均可以迷
人海景伴食，相約一班親朋好友來邊吃邊
賞，優悠寫意，連胃口也好起來，令人吃得
特別開懷。

中
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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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竹銀杏燴竹笙
材料有雜菌、蠶豆、鮮枝竹、銀杏、竹笙等，以雞
湯煨扣十分鐘便成，菌香撲鼻，清新可口，茹素者
最愛。

朝陽飯莊
地址：尖沙咀彌敦道� 63號�

iSQUARE國際廣場27樓1號鋪
電話：2369�8202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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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貴軒

滋味番茄湯米線
雲南米線大多以酸辣為主，令不少口味清

淡的人士為之卻步。為了給食客更多選

擇，米線專門店雲貴軒特別調配了自家番

茄湯，以山東大紅茄及本地細茄兩種新鮮

番茄熬製而成，濃郁得來又充滿營養，最

適合熱愛健康飲食的一群。另外，餐廳亦

特別提供鮮榨果汁，讓客人清新一下！

菜肉雲吞鮮茄湯米線
為常見的白菜豬肉餡，同樣皆是每天
由分店新鮮包製，皮薄而餡料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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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榨果汁最解渴
平常吃雲南酸辣米線時多會
點汽水或奶茶咖啡等來解
渴，這會令身體攝取不必要
的糖分。何不以鮮榨果汁代
替加糖飲品，既可解渴，又
可吸收水果的營養。

順德魚腐鮮茄湯米線
魚腐乃人手自製，混合豆腐和鯪魚肉
製成。傳統的順德魚腐外表金黃，這
次餐廳用蒸的手法，一樣滋味。



香茜豬肉餃米線
豬肉餃每天在分店新鮮自家包製，餡料有豬肉和芫茜莖
的部分，芫茜莖本身味重，混合豬肉後剛剛好。

木瓜汁
鮮甜木瓜製成幼滑的果汁，
滋潤又養顏，甚受女士喜愛。

奇異果汁
以新鮮奇異果鮮榨而成，清怡又
不會太甜，為味蕾帶來清新感覺。

西瓜汁
西瓜由特定供應商每天新鮮運到店鋪，果汁
新鮮又濃郁，是夏日解渴的不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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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貴軒
地址：屯門蝴蝶廣場� 2樓

L263-L265號鋪
電話：2454�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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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麵玲瓏
地址：荃灣兆和街� 40號E鋪
電話：2408�3298
備註：不設加一，只收現金。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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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金殿

配菜也可變主角
富豪金殿的中菜行政總廚高賜文師傅入廚

經驗豐富，曾於北京、上海及香港多間著

名酒家任職，擅長將大江南北的多元化食

材融入粵菜。高師傅認為只要留意食物

細節及搭配，便可將一些平日被當作「配

角」的食材，如腐竹、杞子、雪棗、竹笙

及黃耳等，變成一道道獨立主角，炮製令

人驚喜的創意菜式。

杞子蝦球蒸鳳凰
蝦球、西蘭花鋪在蒸蛋上，搭配新鮮，還加入
健康的杞子，不僅賣相豐富吸引，味道亦佳。

魚湯雙耳浸鮮腐竹
雙耳即榆耳和黃耳，浸上魚湯底味道清新；腐
竹同樣具備吸味特性，把蔬菜和雙耳的味道完
美混和。

雪棗竹笙燉花菇
大大粒雪棗多肉爽口，另外竹笙、花菇亦是
非常吸味吸水分的食材，泡滿蔬菜湯香味。

大江南北健康食材
不同地方出產的食材，因生長氣候、環境不
同，其特性及味道亦不盡相同。譬如西藏雪
棗，比平日常見的紅棗體積更大，肉質綿密
爽口，營養豐富。

富豪金殿（富豪香港酒店）
地址：銅鑼灣怡和街� 88號�

富豪香港酒店3樓
電話：2837�1773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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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樓餐廳

異國風情嘆中菜
邊享受着異國海灣風情邊吃中菜和火

鍋，你有沒有試過？林立在充滿地中海

風情的黃金海岸之餐廳主要是西餐、酒

吧和café，主打廣東小菜和中式火鍋的

煮樓餐廳，在當中顯得相當突出。除了

常見的小菜之外，餐廳自己研發的創意

小菜都大受食客歡迎。

金燦花蕾
番茄釀入一種叫小米糕的台灣健康食品，其味
微甜，口感煙韌，配起微酸的番茄恰到好處。

西蘭花炒蛋白
以西蘭花、粟米粒配炒蛋白，簡樸清淡，滑溜
的蛋白相信是女士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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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煮蛋白要注意
坊間有不少用蛋白製成的菜式，因為膽固
醇主要包含在蛋黃之中，感覺較為健康。
但整個菜式健康與否，還要視乎其他同煮
之食材和烹調手法。想要烹調出健康有
營的蛋白菜式，蒸和少油炒都是不錯的選
擇。食材方面，如烹調蛋白炒鮮奶，可以
低脂奶代替全脂奶，同樣清甜軟滑。

農家蒸三寶
採用每日新鮮送到的娃娃菜、南瓜和茄子，
蒸好後放上蒜蓉，鮮味與惹味並重！

煮樓餐廳
地址：屯門黃金海岸商場地下F5-F6號及R3號鋪
電話：2613�2380
備註：不設加一，收現金及消費滿� $100� �

可使用信用卡。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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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德經典

尋常真味順德菜
順德經典的順德菜喜以一般尋常百姓食用

的食材入饌，並重視刀工及真味。順德貴

為魚米之鄉，盛產河鮮，上湯亦是用多種

鮮魚熬製而成，不僅有營又健康，香濃魚

鮮味更是精髓所在。對比其他粵菜，順德

菜製作工序多，刀工繁複，每道菜式甚或

結合蒸、炒、燜、燉、焗等烹調方法，味

道層次豐富，菜式更變化萬千。

杞子雲耳浸勝瓜 
湯底為順德特色魚湯，利用各種鮮魚每天早
上熬製三小時而成，使瓜菜味道更清甜。

荷塘藕片炒鯪魚球
新鮮鯪魚起骨拆肉，以人手打至起膠
製成鯪魚球，鮮味濃郁。加上爽脆的
藕片，口感層次豐富。

地道鯪魚入饌
提到順德，大家自然想起各
種魚鮮，其中以鯪魚最受歡
迎，相關菜式如釀鯪魚、鯪
魚球、鯪魚餅等都是地道家
常菜，不僅營養豐富，味道
亦鮮香吸引，肉質彈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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籠仔蒸三寶 
工序繁複的菜式，三寶分別是小棠菜釀鯪魚、白蘿
蔔片卷着甘筍及雞髀菇，以及鮮冬菇釀蝦膠。

紫蘿牛仔肉
選用脂肪較少的牛臀肉，配上紫薑、菠蘿快
炒而成，味道酸甜適合夏天食用。

蝦乾瑤柱鮮竹浸節瓜甫 
節瓜和腐竹浸泡來吃，吸收了魚湯
及蝦乾、瑤柱的鮮味精華，味濃富
口感。

順德經典
地址： 荃灣青山道398號 

愉景新城購物商場3樓16號鋪
電話：2886 9979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 其他分店資料請查閱地址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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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薌烤魚 

四川清新滋味
烤魚源於重慶萬州，屬川菜的其中一

種。川菜以辣聞名，渝薌烤魚主要提供

了麻辣、香辣、泡辣和酸菜四種口味，

辣的程度和感覺亦各有不同。要是不能

吃辣也不用擔心，這裡一樣有提供口味

清新的菜式，以菇菌、鮮魚和蔬果為配

料，為不嗜辣的食客帶來另一種鮮味。

鮮茄雜菌烤魚
選用兩至三斤的鯇魚，烤至八成熟，加入木
耳、金針菇、番茄魚湯和蔬菜，熱騰騰上菜，
鮮味更濃郁。

鮮魚骹魚湯米線
以魚湯將鯇魚的魚骹焯熟，再加上魚湯和
米線便成。菜式做法雖然不算複雜，但魚
湯異常清甜，魚味極之濃郁。

涼拌拍刺瓜
將刺瓜拍碎，以人手撕開，再加入由醬
油、麻油和醋做成的涼拌汁，入口清爽，
瓜味鮮甜。

刺瓜消暑  夏日良品
夏日炎炎，多喝湯水可以補充水分，有
效緩解高熱氣溫給人體帶來的負面影
響。刺瓜亦有消暑之效，可促進食慾和
調節消化系統。

渝薌烤魚
地址：九龍城衙前塱道12號地下
電話：2382 4168
備註：不設加一，只收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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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藝會

巨廳嚐特色小菜
豪華裝潢的博藝會，共有三個主廳和多

個宴會房，可容納過百圍賓客，座位十

分寬敞，空間感十足。其菜式以精緻巧

手為賣點，一直吸引不少識食之人於平

日飲茶晚膳，享受一番。博藝會於2013

年初更成為有營食肆，由大廚特別設計

了多道健康小菜，藉此向食客推廣更健

康的飲食可能。

魚湯菠菜番茄藏蟹肉炒飯
挖空番茄釀入炒飯，蒸至鮮香撲鼻，再加上蟹
肉、菜和魚湯，心思十足，而且賣相漂亮。

三耳銀杏扒豆腐 
三耳即是雲耳、雪耳和黃耳，配上銀杏和
豆腐，菜式爽口嫩滑。

鮑魚海參五穀羹
材料包括麥米、薏米、黑糯米、甘筍、菜
粒、鮑魚粒、海參、南瓜、鮮淮山等，口感
豐富之餘，粥底亦夠綿滑。

飲食時間需穩定
都市人生活繁忙緊張，容易食無定時，健康飲
食除了飲食要均衡外，還要進食定時，這樣才
可避免因飢餓引致的進食過量。

博藝會
地址：紅磡黃埔花園第8期螢幕圈4樓
電話：2766 9703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中
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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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所1號

豪華營之宴
以華麗婚宴為最大賣點的會所1號，在裝

潢上花盡心思，立體波浪牆飾，配合大堂

閃爍天梯，至場內的晶鑽天河，都予人豪

華氣派之感。為了帶來視覺和味覺同等享

受，星級廚師團隊更不斷研製新穎菜式，

以糅合時尚食材與傳統廚藝，高品質的精

緻小菜感動每位食客！

龍鳳果煲豬𦟌湯
無花果、枇杷葉，南北杏和豬𦟌肉
熬製兩個半小時，再加入雪梨和蘋
果後煲45分鐘，入口清甜又滋潤。

西紅柿鳳尾蝦
鮮味彈牙的鳳尾蝦，肉質鮮甜；配以
含有豐富維他命 C 和纖維的番茄，老
少皆宜。

矜貴有營祝福
婚宴菜式不但要矜貴也要健
康！於是大廚以各種營養豐富
的蔬果、穀麥、海鮮等食材，
精心製作各款精品菜式，加上
創意的鋪排，就如為你送上最
有營的祝福和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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艇皇玉液浸斑球 
嫩滑的海斑球，配上以魚湯熬製
的芡汁，入口清甜甘香，而且賣
相精緻。

健康炒飯 
把甘筍、菜心、翠玉瓜切粒，
加入松子仁，靈芝菇粒和雞
蛋，以少油慢火熱鍋快炒，惹
味又不感肥膩。

米水浸菜心苗 
米水即是粥前米水，白米落水煲
30分鐘後留下米水即可，以此浸
熟菜心苗，清甜味道大大提升。

會所1號 
地址： 觀塘觀塘道410號觀點中心 

2樓全層
電話：3162 8728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以下同系食肆同時供應

德藝會
地址：九龍灣德福花園 P13-14號
電話：2148 7576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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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府婚宴專門店  

豪華裝潢伴美饌
煌府婚宴專門店專營酒席宴會，其中位於

The One 的分店，最多可筵開80席，平

日則提供下午點心和中式晚飯。既然以婚

宴擺酒為主，這兒的裝潢可說極具氣派，

全場以白色和紫色營造高貴格調，中間備

有100呎長可升降地台，配合水晶吊燈，

感覺更是浪漫，配合落地大玻璃窗，盡覽

維港美景，吃飯時更是心曠神怡。

滬式炒素雞
素雞、四季豆、甘筍條等材料先
汆 水 再 煮， 再 下 少 許 鹽 和 糖 炒
香，口感爽滑。

輕盈婚宴酒宴 潮流大趨勢
傳統的婚宴菜式，總離不開乳
豬、魚翅、炸釀蟹鉗等 ，有否
考慮追上健康飲食潮流，光顧
一些提供較輕盈健康酒席的食
肆，又或者點選蒸焗為主的菜
式取代煎炸食物給賓客，這樣
既健康且環保。

竹笙鼎湖上素
材料非常豐富，包括竹笙、白菌、
木耳、甘筍、西蘭花、雪耳等，先
用上湯煮好食材，再用少油快炒，
便可上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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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腿上湯娃娃菜
娃娃菜先以水浸熟，配上上湯，味道清淡，夏日吃
時感覺更佳。

蒜香南瓜炒雜菌 
先用上湯煮南瓜、西芹、秀珍菇、雞髀菇等
材料，再連同蒜蓉炒香，惹味又香口。

翡翠靈芝菇 
靈芝菇切成塊狀後，再汆水以
上湯煮熟，並放在炒好的小棠
菜上，菇味十分濃郁。

煌府婚宴專門店
地址：尖沙咀彌敦道100號 The ONE 13 樓全層  
電話： 2180 6178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 其他分店資料請查閱地址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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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星海鮮酒家  

中菜健康潮流
以金牌流沙包聞名的新星海鮮酒家，點心

全部都是自家製作，即叫即蒸；其所用之

大部分蔬果均是本地種植，來源和質素均

有保證。因為老闆注重飲食健康，便身體

力行推廣健康、有營養的菜式，新星全線

均奉行健康烹調，無味精、少調味料、少

油，並且只以新鮮食材入饌，希望可以掀

起一股健康中式飲食潮流，並希望客人都

擁有健康的體魄！

羅漢扒豆腐
煎香的豆腐配上雲耳、雪耳、荷蘭豆、菜心
等蔬菜，豆腐香滑嫩口，豆香濃郁。

群菌雜菜煲
金菇、白雪菇、草菇等菇類，加上多
種新鮮蔬菜，非常豐富，記得把營養
豐富的雞湯也喝光！

用去皮鮮雞煮濃湯
新鮮雞去皮，能減少湯內的
油脂。以此熬製多時而成的
濃 湯， 口 感 醇 厚、 味 道 鮮
甜、健康無油。以之清焯，
即能吊出蔬果的鮮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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鴛鴦蒸南瓜茄子 
切件的南瓜和茄子上，鋪上矜貴的
瑤柱粉絲雞粒，南瓜香嫩、茄子軟
滑，剛好一口一件。

濃湯浸六錦
六 錦 即 秀 珍 菇、 冬 菇、 草 菇、 翠 玉 瓜、 白
菌，和自家製的新鮮雪菜，農村風味十足。

濃湯瑤柱銀蘿
白蘿蔔在大廚的刀工下，搖身一變成為
大小均一的蘿蔔薄片，清甜爽脆。

新星海鮮酒家
地址： 旺角廣華街15-33號 

明威閣地下至2樓
電話：2780 2226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 其他分店資料請查閱地址目錄

以下同系食肆同時供應

二宜樓
地址：  藍田啟田道50號啟田邨 

啟田商場2樓208號鋪
電話：2346 9288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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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中菜廳

海岸旁嚐清新
假日到黃金海岸去走走，下午時分不妨

到「 粵 」中菜廳飲杯茶，在開揚的景觀

中嚐幾款清新小菜，實是一樂也！這裡

主打廣東菜，最擅長以時令食材炮製佳

餚，更在菜式中加添健康元素，為食客

帶來一系列清新廣東菜。不得不提，該

處多款點心曾於「 2011美食之最大賞 」

中獲獎，不妨一試。

乾煸三色椒四季豆
汆水後的四季豆，入口爽而帶濃香，加上少許
三色椒點綴，賣相十分優雅。

鮮茄牛肉炒滑蛋
特別用上美國安格斯西冷牛肉，口感尤其嫩滑，
配上鮮茄和滑蛋，味道出色。

茴香百合脆瓜炒蝦仁
茴香可辟去蝦仁的腥味，配上香甜的翠玉
瓜和鮮百合，與21至25頭的海蝦仁同炒，
清新又爽口。

汆水和焯  健康加倍
汆水又稱為「 飛水 」或「 拖水 」，是烹調菜
式時處理材料的一種技巧，除有效去除食
物的腥味外，更有助去除某些蔬菜的苦澀
味，將食材先焯熟再炒，能減少用油分量
使食物更健康。

「 粵 」中菜廳（黃金海岸酒店）
地址： 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1號 

黃金海岸酒店地下低層
電話：2452 8668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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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軒

粵菜新嚐
粵菜變化萬千，無論是口味搭配、烹調

方式還是賣相擺盤亦變化無窮。城中知

名食府——六國酒店中菜廳粵軒，其精

緻的粵軒就把平常食材加入無限巧思，

在搭配和賣相方面花盡心思，其中，甚

受食客歡迎的玉環羅漢盞，就以冬瓜製

成細緻的冬瓜模，而作為餡料的素菜菇

菌，經巧妙烹煮後，味道充滿淡香，每

個細節都顯出大廚的用心。

中
菜

玉環羅漢盞
冬瓜環，釀入榆耳、黃耳、竹笙、雜菇粒等，造
型精緻，味道清淡健康。

自行調味更健康
食客喜好各有不同，有人喜歡濃味，有人喜歡
清淡，於是不少食府都主張食客自行調味，一
方面可按喜好調校口味，另一方面可有效控制
調味料之分量，吃得健康，吃得更自主。銀杏彩椒炒雞丁 

口感是一道菜式的重要考慮，嚼勁十
足的銀杏，加上滑溜的雞丁，希望為
食客帶來新鮮感。

翡翠影竹林 
以浸軟竹笙包裹芥膽和娃娃菜，再淋上
蟹肉及菜製鮮汁，吃起來多汁爽脆。

粵軒（六國酒店）
地址：灣仔告士打道72號
電話：2866 2166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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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江飯店

創意健康之選
愈來愈多人注意健康，喜愛在點菜時多

添蔬菜，因此不少食店都會因應潮流加

入蔬菜菜式，讓食客多點選擇。其中滬

江飯店便先後推出過不少創意十足的素

菜，如南瓜汁竹笙鮮蘆筍、豆腐餃子

等，部分菜式更曾於公開比賽中得獎，

創新的概念帶來素食新主義。

毛豆冬菇素雞
以黃豆製成的素雞，配上上海菜中的
經典食材─毛豆，使菜餚更富咬口。

南瓜汁竹笙鮮蘆筍
爽口泰國蘆筍以野生竹笙包裹，南瓜
先蒸熟壓成蓉，加入脫脂淡奶慢火製
作成南瓜汁，味濃香滑。

新鮮蘆筍有營
新鮮的蘆筍，是中西美饌常用
的食材。不要以為蘆筍是西方
獨有，其實中國的古籍中亦早
有記載。它含豐富的維他命和
各樣營養素，而且口感爽脆，
不少廚師都愛以此入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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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上海黃瓜
經典上海菜，先將黃瓜拍一拍，加適量蒜蓉
和醋來調味，製法簡單，開胃吸引。

竹笙上素
野生竹笙吸收了冬菇、蘑菇、冬筍等食材的香濃美
味，口感爽而不膩。

雪菜百頁毛豆 
浸過的雪菜減低了鹹度；再配合
爽口的百頁，以及清甜的毛豆，
搭配富創意。

滬江飯店
地址：銅鑼灣波斯富街99號利舞臺廣場17樓 B 鋪
電話：2506 1018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 其他分店資料請查閱地址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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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川米線

正宗順德魚湯
來到漁川米線必試招牌正宗順德魚湯，此

乃大廚每早都用上多種鮮魚包括鯇魚、大

頭魚、黃花魚等精心熬製而成，香濃魚湯

絕無添加味精，每一口魚湯味道皆出奇鮮

甜，而且層次豐富，令人回味無窮。無論

是配番茄、雜菌等食材，同樣鮮味十足，

從遠遠已聞到濃郁鮮魚香氣，難怪每日吸

引很多食客慕名而來。

 

木瓜魚尾魚頭湯
將鯇魚頭和尾部放入餐廳秘製魚湯中煮熟，魚香
味更豐富；木瓜不僅香甜，也大大提升了湯底的
清新之味。

鮮茄雜菌鮮魚湯
餐廳甚多女士光顧，她們特別喜歡輕盈健康的
菜式；金菇、番茄及木瓜等的配料，更是健康
滋潤之選。

用料十足 魚湯層次感大增
用單一鮮魚來熬製的魚湯，無論色澤及味道
都欠缺層次感；利用多種鮮魚熬製而成的鮮
魚濃湯，甫入口已即時感到魚味層次非常豐
富，營養成分亦更高。

香煎鯪魚餅套飯 
自家製手打鯪魚餅，塊塊質感爽口又彈牙，可
說是招牌菜之一，甚受歡迎。

漁川米線
地址： 荃灣沙咀道315-323號 

廣益大厦地下2號鋪
電話：2614 2628
備註：不設加一，只收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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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門客棧

創意經典上海菜
說起頂級上海菜之選，龍門客棧必定名

列其中。位於富豪機場酒店的分店，走

高格調路線，在華麗的裝潢中，食客可

品味一系列經典上海美饌。為了帶來更

多驚喜，總廚盡力加入創意及心思，推

出多款新派上海巧手菜餚，賣相精緻，

絕對是色香味俱全。

南瓜仙子
先將南瓜煮至軟身，再放入煮好了的秀珍菇、
白菌和本菇，味道清甜口感互融。

少油上海菜  美味依然
傳統上海菜相當「 重口味 」，多油而肥膩；
但近年不少餐廳都開始鑽研少油烹調的上
海菜。只要多選新鮮食材和改變烹調習
慣，用少油亦可炮製出美味上海菜。

中
菜

西芹百合炒北寄貝
把日本菜常用食材北寄貝，以熱水浸熟，
保留爽滑口感。

白汁燴桂魚
桂魚蒸熟後，淋上以低脂牛奶打成的白汁作
芡，取代傳統的甜酸汁。食得健康之餘亦令
其肉質嫩滑無比。

龍門客棧（富豪機場酒店）
地址： 赤鱲角香港國際機場暢達路9號

富豪機場酒店地下
電話：2286 6878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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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翠拉麵小籠包

京川滬菜新面貌
傳統上海菜味濃郁、醬料多，翡翠拉麵小

籠包將京、川、滬地區的傳統菜式重新包

裝，摒棄過往煮法，以清新優雅為主題，

炮製出與眾不同的一系列京川滬菜。以蔬

菜為主的前菜，特別注入創意，如於傳統

的涼拌青瓜中加入鮮淮山，做法創新，是

不少食客的首選。

鯊魚骨湯海鮮拉麵
熬製八小時而成的鯊魚骨湯，滋潤養
顏，除了菜、蝦球和魚片，食材中亦
加入了海參，菜式更見矜貴。

涼拌素八仙
八種食材包括冬菇、豆腐、青椒、紅
椒、黃椒、甘筍、金菇及西芹，全部
切成絲狀拌勻，色澤吸引。

點題前菜 開胃醒神
吃上海菜，一碟碟精緻的前
菜當然不可不試，但吃得快
樂的同時，亦要留意拌吃的
汁醬會否太多太濃。汁醬通
常包含不少糖和油，都是少
吃較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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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淮山拌溫室小青瓜 
溫室青瓜很常見，但拌鮮淮山來吃則搭
配新鮮。日本新鮮淮山非常爽口，灑上
生蒜味道清新。

 

瑤柱扒雙花
選用日本優質大粒瑤柱，口感豐富，鮮味十足，加
上西蘭花和椰菜花，是晚市必點的蔬菜款式。

涼拌黑白木耳
爽口的黑木耳和白木耳，加入
熟蒜汁拌勻，入口涼浸浸，清
新又惹味。

翡翠拉麵小籠包
地址：灣仔莊士敦道181號大有廣場310號鋪
電話：2573 8844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 其他分店資料請查閱地址目錄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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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順名匯河鮮專門店

大嘆河中寶
香港人愛吃海中鮮，但其實河鮮的種類

亦不遜海鮮，是很多人至愛的選擇。河

鮮專家肇順名匯特別由肇慶和順德直接

入口肥美的西江河鮮。西江乃流經肇慶

和順德的大河，水產資源豐富，每種河

鮮經過大廚的悉心烹調後都能帶出最鮮

甜的美味。店鋪以竹林裝飾營造大自然

的氣氛，在當中品嚐河鮮實在別有風味。

果皮蒸河鮮
可自選魚類（圖為黑龍魚），果皮的甘
香完全滲入嫩滑魚肉裡，味道出色。

河鮮海鮮  清蒸最有營
河鮮和海鮮十分有營養價
值，烹調方法亦五花八門，
蒸、煎、炒便是最常見的烹
調方法，但清蒸更能保持魚
的鮮嫩鮮甜。

清蒸河鮮
食客可自選如黑龍魚等河鮮來清蒸，
入口鮮甜。春夏時分大廚還推介珍珠
魚、鯽魚和鯪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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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菜皇蒸菜心
先將菜心用滾水焯至半熟，再放進梅菜同
蒸，梅菜的味道滲進菜心，富味道更有層次。

 

  

金菇瑤柱扒時蔬
採用日本魚翅，並以西蘭花作搭配，亦會因應時令
而轉用小棠菜等。

腰果八寶上素
材料有蜜豆、脆椒、洋葱、馬蹄、白
果、冬菇、西芹和木耳，全部切粒同
煮，再配上腰果，口感相當爽脆。

肇順名匯河鮮專門店
地址：九龍灣宏照道38號企業廣場第5期 MegaBox 7樓6號鋪
電話：2798 9738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 其他分店資料請查閱地址目錄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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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香

多元化創意粵菜
有人說「 食在廣府 」，稻香就由一群對粵

菜有豐富經驗的大廚主理，他們在傳統的

基礎上加入不少創新元素，並堅持粵菜一

貫的「 花款多、味道鮮 」的特點，炮製出

一系列精緻巧手的新穎菜式。隨着不同季

節的轉變，大廚更會嚴選當季時令蔬菜、

海鮮和肉類作食材，推出不同的驚喜應節

美食，為食客們帶來無盡驚喜。 

惠州梅香炒菜心
選用新鮮菜心及特色梅菜作食材，菜
心雖然只用少許鹽和糖焯熟，入口依
然爽脆。

注重烹調方法
烹調粵菜的方法有很多種，
如蒸、煮、燜、烚、焗和燉
等。為了令菜式更健康，大
廚因應不同食材的搭配，用
滾水把食材焯熟，只要選對
食材，依然可以保留食物的
鮮甜爽脆和本身的營養價值。

雲萊炒粗齋
大廚先用水加入少許鹽及糖把雜菇及
蜜豆焗熟，再配合白果、雲耳等，菜
式不油膩，每口都能嚼到多重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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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家常豆腐
以上湯來燜豆腐，豆腐香滑得來非
常入味，加入雲耳、筍片等，令菜
式口感更豐富。

乾煸四季豆 
親切的家鄉小炒，將爽口四季豆與新鮮
肉粒同炒，惹味香口，用來搭配白飯或
稀粥，吃來特別溫暖。

竹笙蟹肉扒鮮菇 
先炒小棠菜，再把鮮菇煮至入味，最後加入以雞湯、
蟹肉、竹笙及蛋白烹調成的秘製芡汁，賣相吸引。

 

稻香
地址： 青衣青敬路33號 

青衣城地下 G04號鋪
電話：8300 8126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 其他分店資料請查閱地址目錄

以下同系食肆同時供應

稻坊
地址： 荔枝角寶輪街1號 

曼克頓山1樓102號鋪
電話：8300 8140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稻香超級漁港
地址： 旺角彌敦道625及639號

雅蘭中心3樓
電話：8300 8168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 其他分店資料請查閱地址目錄

迎囍大酒樓
地址： 旺角彌敦道625及639號

雅蘭中心4樓
電話：8300 8192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 其他分店資料請查閱地址目錄

迎
地址： 尖沙咀彌敦道100號 

The ONE 20樓
電話：8300 8001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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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家

健康小炒精選
一家大細到酒樓晚膳，幾味小炒總離不

開魚、肉和菜，隨着香港人愈來愈注重

健康，點菜時亦多考慮蔬菜菜式。深

受街坊食客歡迎的潮家，特別推出以雜

菜、豆腐、枝竹等為主要材料的一系列

菜式，以多變的烹調方法，配合簡單的

調味，便能炮製出變化萬千的有營好滋

味，深受追求健康飲食的街坊愛戴。

東江豆腐煲
豆腐開邊釀入彈牙的手打鯪魚膠，加
入清湯煮熟；豆腐軟滑，鯪魚肉鮮味
十足。

多元煮法  滋味出色
一家人外出吃飯，有人喜
歡 濃 味， 有 人 則 喜 歡 清
淡；為平衡各人喜好，不
妨選擇一些煮法不同的清
新蔬菜佳餚，如：浸、燉
或煲等菜式，為健康飲食
帶來新意。

紗窗倩影
竹笙浸發40分鐘，再焯熟小棠菜及
草菇，最後扒上白汁芡，簡簡單單就
令竹笙非常爽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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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鶴神針
以蔬菜為主的菜式味清甜，加入香味
獨特的冬菇、金針、雲耳和金菇，入
口更見濃香。

海鮮雜菜煲
分量十足的海鮮雜菜煲，材料豐富，有鮮味的蝦
乾、鮮魷和鮮蝦，配以西蘭花和粉絲，健康惹味。

蓬萊仙境
口感滑溜的枝竹，搭配清甜杞
子和小白菜，味道更富層次。

潮家
地址：將軍澳彩明苑彩明商場3樓307號鋪
電話：3143 9002
備註： 設加一，收現金及消費滿＄200可使

用信用卡。

* 其他分店資料請查閱地址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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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樓

新穎潮式佳餚
別以為潮州菜只有打冷、滷水鵝、凍蟹、

魚飯等，其實潮州菜非常多元化，在飲食

界更佔着重要地位。以潮州菜作招徠的潮

樓，有別於一般的舊式潮州菜館，除了有

充滿傳統特色的潮州美食，還有經過大廚

精心改良，加入創意元素的港式巧手潮州

菜。這些潮式佳餚對色、香、味更為講

究，口味更為適合香港人。

雪花蚌浸菜苗 
選用爽脆雪花蚌及新鮮菜苗作食
材，再利用粥水代替芡汁烹調，令
菜式更滑口、更健康。

 

粥水作芡汁更健康
為了令菜式更健康美味，大廚
特別在烹調上花心思，以粥水
煮成芡汁，代替過往以調味料
製成的濃味芡汁，炒出來的蔬
菜變得更甜、更滑身，同時亦
不失食物最天然的味道。

翡翠靈芝蝦腰
先用滾水把蝦球和蜜豆分別煮熟，彈
牙蝦肉和鮮甜蜜豆配合得恰到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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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粒炒鮮百合銀杏
菜式搭配創新，以彈牙鮑粒作食
材，配合新鮮百合和銀杏同煮，入
口清香之餘，亦是一道營養價值甚
高的菜餚。

方魚炒芥蘭
先用少許油把芥蘭炒熟，芥蘭鮮甜味
美，接着以天然風乾的大地魚作配料同
炒，大地魚入口魚味濃郁，甚有口感。

火腿絲津白
大廚先用水把津白烚熟，再加
入金華火腿絲陪襯，令菜式味
道更豐富。

潮樓
地址： 旺角彌敦道610號 

荷李活商業中心2樓 A 鋪 
電話：8300 8142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 其他分店資料請查閱地址目錄

  

以下同系食肆同時供應

潮館
地址： 荃灣楊屋道18號 

荃新天地2期1樓125號鋪
電話：8300 8149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 其他分店資料請查閱地址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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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底辣蟹

尋找健康平衡
橋底辣蟹的招牌辣蟹是北方口味，蟹味

濃郁，為了平衡味覺滋味及健康營養，

餐廳大廚特別炮製多道清淡佐菜，一濃

一淡，為食客提供最佳的平衡點，既健

康，亦美味。在炮製健康菜式時，餐廳

提倡少油、少糖及零味精，口味清淡，

卻更突顯了食物的天然香味，自推出以

來深受食客歡迎。

蜜豆雲耳炒雞柳
這道菜的火力控制及食材烹調先
後次序很重要，皆因煮得太久會
令食材變質又變色。

小油慢火煮出健康
要保持瓜菜類食材的色澤
及 營 養， 大 廚 建 議 先 將
瓜菜放到熱水中浸，再以
慢火炒熟，便可以減少用
油、確保健康，兼保持翠
綠色澤。

彩椒木瓜炒腰果
香甜木瓜入饌，極受食客歡迎，配
合腰果、西芹、紅椒等一起炒，顏
色賣相鮮艷搶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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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耳翠玉瓜炒牛肉
含豐富蛋白質和多種氨基酸的雪耳，加上鐵
質豐富的牛肉，這道菜看似簡單卻營養十足。

涼瓜炆排骨
改用蒜蓉汁炮製，味道較豉汁清新，卻不失
香郁，是晚市小炒的好選擇。

七彩雞絲
切成條狀的去皮雞絲、紅黃
椒、洋葱、西芹等，爽脆口感
清淡健康。

橋底辣蟹
地址：銅鑼灣駱克道421-425號雅閣大廈地下至3樓
電話：2834 6818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 其他分店資料請查閱地址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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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皇酒家

來自海島的盛宴
水清沙幼的沙巴和澳洲，不只有美好的

陽光海灘，更因其乾淨水質，養活了品

種眾多的肥美海產！由本地名廚黃永幟

主理的龍皇酒家，為了帶來最美味的海

鮮，特別直接從沙巴、澳洲南面等沒受

污染的海港進口海鮮，配以細緻高超的

廣東烹調手法，煮出矜貴又健康的一系

列有營菜式，成就一頓充滿氣派的海上

盛宴，絕對夠派頭。

米湯浸斑球
以魚骨、魚肉、白米熬煮的米湯，將
新鮮斑球和菜心浸熟，上菜時傳來濃
濃魚香。

白雪翡翠藏龍
澳洲龍蝦以鮮甜彈牙聞名，與蛋白相
配味道清淡得宜，加上酸甜的士多啤
梨和藍莓伴碟，十分開胃。

水質純淨  食得安心
部分海港城市，因為工業發展
而污染水質，導致海產質素參
差。因此在品嚐海鮮時，記得
留意食材的原產地，以水質純
淨為前提，不但海產味道更鮮
美，而且食得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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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關萬象
將雜菌、黃耳等炒好，再釀進以素湯浸熟的
去皮番茄內，賣相精緻，是大受歡迎的新派
素菜。

蒜蓉貴妃蚌蒸五穀米
肉質厚嫩的貴妃蚌，配上營養價值十分高的五穀
米，和含豐富纖維和鐵質的菠菜，食得有營健康。

八錦炒金玉參
沙巴的金玉參質感爽脆，再與蓮藕、
百合、雲耳等一起炒，口感豐富。

龍皇酒家
地址：銅鑼灣告士打道280號世貿中心12樓 
電話：2895 2288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 其他分店資料請查閱地址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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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皇宮 

大橋海景伴佳餚
擁有多家分店的聯邦酒樓集團，以廣東

菜、京川滬菜為主，其中位於青衣城的聯

邦皇宮，自2012年四月完成裝修後，感

覺更是富麗堂皇。高樓底宴會廳加上落地

玻璃，把青馬大橋的海景，盡收眼底，氣

勢相當不凡，故成為不少新人設宴的新選

擇。不過酒樓並非只設宴會廳，另一邊還

設有小菜廳，食客品嘗一般小菜，那兒選

擇多樣，價錢亦算大眾化。

百合木耳芹香蝦仁
百合、木耳、芹菜、蝦仁、紅椒、
黃椒、青椒，以少許油鹽炒香，清
香爽口。

火龍果牛柳粒
牛柳粒與彩椒、甜豆同炒，加上清甜
的火龍果，搭配新鮮之餘，亦中和了
肉類的飽滯感。

心情輕鬆 幫助消化
在 舒 適 的 環 境 下， 放 鬆 心
情，慢食細嚼，才能真正感
受到菜式的味道和大廚的心
思，更能避免進食過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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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粟南瓜雞粒豆腐 
先將粟米、南瓜、雞肉、菜心、甘筍等材
料切粒焯熟，最後加芡炒香。這道菜老少
咸宜，佐飯一流。

竹笙雲耳粟米扒時蔬
以上湯煨竹笙、雲耳、粟米，然後時蔬
放底，再放上材料，加上芡汁，菜式清
新清甜，夏日享用最佳。

翅湯鮮茄浸斑球
以上湯焯熟番茄、鮮雜菌、翠玉瓜等材料，斑
球汆水後以上湯浸熟。吃來鮮中帶微酸，相當
醒胃。

 

 

聯邦皇宮
地址： 青衣青敬路33號 

青衣城3樓310A 號鋪
電話： 2626 0618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 其他分店資料請查閱地址目錄

 

以下同系食肆同時供應

月滿坊
地址： 尖沙咀柯士甸道西1號 

圓方1028B 號鋪
電話：2955 5113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聯邦金閣酒家
地址： 北角英皇道500號 

港運城2樓202號鋪 
電話：2628 0183
備註 : 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 其他分店資料請查閱地址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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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發海鮮酒家

生猛海鮮夠鑊氣
有廿多年歷史的權發，向來是街坊所愛，

其人氣中式小炒，除了因為鑊氣十足外，

更因為選擇夠多。這裡既有魚缸養着各式

海鮮，更自設燒味爐製自家燒味，單是菜

式選擇已經過百，難怪不少回頭客常常光

顧。柴灣店佔地廣，菜式多，師傅創意亦

不少，例如自家製各種豆腐，充滿豆香，

且嫩滑彈牙，非常值得一試。  

  金菇肉絲扒自家豆腐 
無糖豆漿加入蛋和菜絲，蒸成自製
豆腐，再鋪上金菇和肉絲，賣相充
滿心思。

不拉油小炒
中式小菜都愛在炒時先以油
炸，即術語中「 拉油 」，不過
這裡的健康菜式以汆水代替拉
油，令食物不會太油膩。

伴水芹香炒帶子
帶子、西芹、蓮藕、雲耳和鮮百合先
汆水，再下少許油和調味料快炒，鑊
氣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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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草花浸竹笙健康蔬 
以上湯將娃娃菜浸熟，令味道入於菜中，再
加入蟲草花增添香甜，連菜的湯汁也可飲用。

蜜豆山藥炒龍躉條
新鮮龍躉切成條狀，再配合蒸熟的鮮山藥條，加上蜜
豆一同快炒，三種食材帶出爽、脆及滑三種不同口
感，而且味道豐富。

 勝瓜三寶炒蝦仁
三寶指的是白果、百合和雲耳，加入勝
瓜和蝦仁，口感和味道非常相配。

權發海鮮酒家 
地址： 柴灣柴灣道333號 

永利中心地下
電話：2897 0688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 其他分店資料請查閱地址目錄

以下同系食肆同時供應

權發飯店
地址： 西灣河筲箕灣道 

121-131號1樓
電話：2513 0065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 其他分店資料請查閱地址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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囍雲天   

寬敞闊落食得開懷
位於觀塘工業區的囍雲天，食客對象以

區內白領為主，室內裝潢一絲不苟，為

食客帶來十分舒適的用餐環境，正好在

忙碌的工作中，讓大家歇一歇，嚐嚐美

食。以中菜為主打的囍雲天酒家，廚師

除了搜羅了多樣化食材外，還加入了中

藥食材於菜式中，再以蒸、焯或浸等方

法，炮製一系列鮮味十足的佳餚，讓你

食得開懷，食得健康。

彩虹翠瓜炒肉片
肉片和翠玉瓜同炒，菜式香而不會太濃，恰
到好處。

上湯雞柳浸翠苗
菜苗以上湯焯過，再配上鮮味的雞
柳，味道清清淡淡，容易入口。

蒸焯食物  可保原味
追求健康，最理想是以蒸或焯
的方法去煮，能有效保留各種
營養素，食物亦更原汁原味。
至於加工食物，如醃製食品
等，由於製作工序會令大部分
營養流失，加上用鹽不少，少
吃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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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蟲草花肉碎蒸茄子
材料包括茄子、蟲草花、肉碎，蒸熟後再加上
少許豉油，簡單得來味道又不錯的一款菜式。

古法紅寶蒸魚柳
先以胡椒粉將魚柳醃好，再用雲耳、紅棗、
薑絲同蒸，魚肉十分爽滑。

杏汁鮮菌浸菜苗
用上湯將雞髀菇和靈芝菇等鮮菌焯熟，再與杏
汁同煮，並放入菜苗，整碟菜式都充滿杏仁的
清香。

囍雲天
地址： 觀塘偉業街223-231號 

宏利金融中心1樓1號鋪
電話： 2827 2886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以下同系食肆同時供應

囍慶藝廚酒家 
地址： 土瓜灣馬頭圍道209號 

海悅廣場2樓  
電話：2712 8168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囍慶 
地址： 沙田科技大道西1號 

香港科學園1樓 
電話：2827 8803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囍筷
地址： 九龍灣展貿徑1號國際展貿中

心地下19、21、23及25號鋪 
電話：2827 1811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囍筷自家菜 
地址： 觀塘偉業街223-231號 

1樓13號鋪 
電話：2827 2688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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