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
他

大自然素食

創新素食選擇多
此店主打新潮素食，不賣一般的素菜滷

味，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以新鮮食材，

搭配創意而成的新派素菜。不少人都擔

心素菜為提升味道反而會加入更多色素

及調味料，但此店堅持突出食材的真

味，由於入貨門路眾多，能取得第一手

新鮮靚貨，食材保證最新鮮，不多加調

味，滋味亦一樣突出。

非油炸素食 健康有道
素食要吃得健康，除了重視營養均衡
外，同時更要留意烹調方法！一些素
食店為了追求美觀而多選用油炸的烹
調方法，這樣反容易令身體攝取過量
脂肪，實不宜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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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蓉焗四蔬
芋頭蓉焗後香味四溢，四蔬包括椰菜花、西
蘭花、小棠菜和蘆筍，賣相看來像西式白汁
焗四蔬，卻非常清怡健康。

黃耳榆耳扒滑豆腐
採用黃耳加上雲南榆耳，口感豐富，而豆腐則
由本地優質豆腐廠供應，入口香滑豆味濃郁。



欖油雜菌雜菜
以橄欖油烹調，務求做到更健康。
材料有南瓜片、鮮冬菇、鮮草菇和
鮮雞髀菇，口感爽脆。

上湯粉絲雜菜煲
上湯以大豆芽菜配合甘筍、菇菌、粟米及竹蔗等熬
製，味道濃郁。以猴頭菇絲代替瑤柱絲，一樣惹味。

豆蓉湯鮮竹銀杏浸有機豆苗
豆蓉湯以新鮮豆漿熬製，效果像魚湯般
濃郁。鮮竹不經油炸，再加上清潤的銀
杏和百合，清新怡人。

大自然素食
地址：黃大仙睦鄰街8號現崇山商場1樓102號鋪
電話：2887 3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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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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三和食堂

選擇多多工廠食堂
三和食堂是典型的工廠區食堂，午餐分

量充足又飽肚，十分受體力勞動人士歡

迎。不過現在工廠區早已轉型，多了講

求健康的上班族於區內上班，食堂便因

應需求加了以少油快炒和蒸為做法的菜

式，既能保留食堂的鑊氣小炒菜式，亦

令選擇更多，而且菜式每兩個月轉換一

次，務求滿足食客的新鮮感。

西芹鮮菌炒蝦仁
西芹、雞髀菇、鮮冬菇和鮮草菇以少油快炒方式
煮成，菇香十足而西芹爽脆，是 OL 首選。

五穀補體力
傳統食堂多提供高熱量、多芡汁的食物，
以滿足勞動人士的胃口。現時為了趕上健
康潮流，食堂亦開始多增了些少肉、多
菜、少芡汁的健康菜式，只要搭配適當，
同樣可為下午工作帶來充足體力。

白焯銀芽牛肉
以少許鹽將雞湯調味，再將銀芽和牛肉焯
熟，味道剛好，而且牛肉不肥膩，是簡單
美味的家常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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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魚鮮菌冰豆腐
自家煲製的鮮魚上湯，將冰豆腐和雜菌浸
熟，冰豆腐充滿魚湯的鮮甜，而雜菌的香味
亦盡入湯中，味道配合得宜。

三和食堂 
地址： 觀塘駿業街60號駿運工業大厦 

地下 A 鋪
電話：2342 2141
備註：不設加一，只收現金。



帝景園會所

  

只招待會員

品嚐食材原味
帝景園會所空間寬敞，四個獨立房間共

可容納數十人，環境舒適。這裡的客人

以外國住客為主，他們崇尚健康飲食，

鍾情清新的菜式。會所大廚特別炮製多

款以蔬菜為主的精緻菜餚，選用日日新

鮮運到的食材，配合蒸煮等健康烹調方

法，為客人帶來最健康的原汁原味！

其
他

野菌滑豆腐
清淡可口的菜式，以少許鹽調味，讓豆腐及本
菇之淡香，在齒頰留香。

低脂烹調  健康關鍵
大廚在設計菜單時盡量減少油炸菜式，材
料多菜少肉，並多用蒸、煮等方式來烹調
美食，以保留食材原味和營養。他認為只
要食材新鮮，吃起來清淡卻非常鮮味。

青瓜東北木耳蝦仁
蝦仁啤水焯熟，配上新鮮青瓜和木耳片，最
簡單的製法卻最能突出食材本身的獨特味道。

桂花仙子雜菜沙律
選用每天新鮮送到的蔬菜和甜椒，特別配上
以中國陳醋和桂花糖混成的醋汁，配搭新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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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景園會所
地址：香港半山舊山頂道23號帝景園
電話：2522 0080
備註 : 只招待住客會員



其
他

功德林上海素食  

帶領素食新潮流
新鮮的蔬菜，還有大廚的巧手與心思，成

就眼前一碟碟健康美味的素食。功德林上

海素食以時令的食材，如春日冬筍、夏日

水果等，配合葵花籽油，炮製出不少創新

的春日滋味推介。大部分炒煮菜式都會先

汆水，配合經驗豐富的師傅適量調味，鮮

而不膩。

番茄薯仔燜冬瓜
番茄薯仔的熟悉搭配，酸甜開胃，
加上冬瓜一起燜，還有芫茜調味，
讓整體感覺清爽香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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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龍果炒鼠耳
火龍果加入西芹、紅椒、鼠耳等材料
炒勻，色澤吸引，鮮甜味美。

特選葵花籽油  鮮味健康
功德林上海素食的菜式大多以
優質的葵花籽油炮製，含較低
的 飽 和 脂 肪， 保 障 心 血 管 健
康，免受有害的脂肪影響。再
加上師傅嚴格控制用油分量，
所以出品的菜式分外健康！



橄欖油炒春菊
以健康的橄欖油炒清甜的春菊，只
加上少量的鹽去調味，帶出蔬菜的
真正鮮味。

白菌蓮藕炒玉瓜 
西芹、美國黃瓜、蓮藕、翠玉瓜、甘筍等，加上
白菌的鮮味，配合無間，帶出爽脆滋味。

三色甜椒炒雜菜
以色彩繽紛的三色甜椒，冬菇與白菜仔等
材料同炒，色彩亮麗吸引，最後加入粉
絲，盡收蔬菜精華，飽肚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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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林上海素食
地址：尖沙咀北京道1號7樓
電話：2312 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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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他

常悅素食

多國齋菜驚喜
別以為素食菜式較單調，位於旺角的常

悅素食，雖以中菜為主，但選擇卻十分

多元化，提供多國素菜，包括泰式、日

式、西式等，當中較特別的，便有法式

焗牛油果、泰式明爐魚等，給食客不絕

的驚喜！另外餐館的點心亦頗具名氣，

美國 CNN 電視亦曾派員採訪。

豐富纖維素  素食助修身
素食食品一般含豐富纖維素，容易產生飽足
的感覺，易於控制食量，不會過度進食，藉
此有助保持適中體重，讓你修身養生，難怪
不少愛美的女士們都愛多吃素食。

飄香南瓜盅
挖空的日本南瓜蒸至軟身，加入甜豆、草菇、
靈芝菇、南瓜片等再烘焗，最後放上紅莓乾，
搭配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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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香百合炒鮮蘆筍
鮮蘆筍、鮮百合、甘筍花用上湯煨，然後起
鑊炒香。這道菜式清爽之餘，還帶有松子仁
之香味，讓人食指大動。

日式野菜鍋
以上湯烹調甘筍、西芹和花菇三至四個小
時，再配以鮮冬菇、小棠菜、西蘭花、椰菜
等材料，蔬菜款式非常多樣，味道清甜。

常悅素食
地址：旺角登打士街32-34A 號歐美廣場2樓
電話：2787 3128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其
他

蜀一燒

燒出健康滋味
要吃得健康，除了食材選擇要夠均衡

外，烹調方式亦十分重要。位於佐敦的

蜀一燒，所有食材均以川式燒烤炮製，

配以少量孜然粉及辣粉，香口惹味之

餘，由於油鹽糖分量較少，因此亦健康

有營。串燒種類繁多，除了鮮甜多汁的

蔬菜，最受歡迎的海鮮，皆由師傅每天

親自到街市挑選，保證既新鮮又時令。

燒虎蝦
選用本地生虎蝦生燒，件頭大，肉鮮嫩，受歡
迎程度比龍蝦或大頭蝦更甚。

燒粟米
每日新鮮送貨，非優質不選，吃起來又甜又多
汁，一碟足夠四人分享。

燒出原汁原味
以燒烤方式處理食材，可避免使用過多額外
食油，不但可緊緊鎖住內裡的原汁原味，更
可將多餘的脂肪逼出，令食客吃得更健康。

燒尖椒
以孜然粉及少量秘製豉油燒烤，比一般鹽燒
更具四川風味，味美之餘同時兼顧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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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一燒
地址：佐敦寧波街27號地下
電話：2780 2889
備註 : 不設加一，只收現金。



其
他

福岡西日創意廚房

創意「岡加西」番茄
以「 岡加西 」番茄打響名堂的福岡西日

創意廚房，全餐廳的番茄菜式和湯底，

均選用意大利羅馬番茄，配合傳統法式

製法，先溫火將番茄慢慢煮熟，去皮後

把番茄醃漬於湯汁中燉焗，再用「 岡加

西 」（Concasse）壓榨方式製成，番茄味

道與中國番茄相比，口味較清甜清新，

同時也不會搶去其他食材的味道，深得

食客歡心。

  

番茄產地不同  味道各異
我們一般食用的中國番茄，味道較濃郁，適
合用來炮製小炒菜式；而產自意大利的金蘋
果（羅馬番茄），味道則較清淡，用來製作
西餐或日式菜餚，多吃也不覺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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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野菌雞胸番茄湯烏冬
將羅馬番茄焗熟，再用番茄汁去煮，加入六至
七種蔬果汁如甘筍、洋葱等，煮成的番茄濃湯
一試難忘。

彩虹三文魚海蝦紙米卷
用米紙捲起三色菜、海蝦和三文魚，特別的是番茄
汁加入日本青瓜、西芹等，尤其適合夏天食用。

南歐の風三文魚沙律
挪威三文魚配上新鮮爽脆的沙律菜，再配
上自家製醋汁，味道清新，是輕食之選。

福岡西日創意廚房 
地址： 西灣河筲箕灣道57-87號  

太安樓 G24號地鋪
電話：3488 7550
備註：晚市設加一 ，收現金及消費滿 $100

可使用信用卡。



其
他

爵悅庭住客會所 只招待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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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畔美食風光
作為屋苑會所餐廳，會所的菜式盡量符

合住客的需求。主廚利用當造食材，配

合簡單調味，炮製各款老少合宜的菜

餚，為住客提供最佳選擇。不得不提，

會所餐廳外獨有的泳池美景，隔着落地

大玻璃感受陽光透射，氣氛悠閒自在，

自然吃得更舒懷。

芝士白汁焗茄子配飯或意粉
特別選用高鈣低脂芝士及低脂奶調配而成的芝
士白汁，味道香滑不肥膩，配飯或意粉亦不錯。

環境決定用餐心情
位於會所五樓的餐廳跟外邊的泳池和樹景
只有一面玻璃之隔，白天的時候陽光穿透
入內，樹影婆娑，優美環境使人精神奕
奕，保持用膳好心情。

粉絲蝦米肉碎蒸蛋配飯 
以粉絲鋪底，蒸蛋時用保鮮紙覆蓋來保持質感
香滑；加入適量蝦米及豬肉碎令菜式更惹味。

南瓜燴豬柳配飯或意粉
南瓜先去皮去核，煮熟後打蓉成汁，部分則切成
條狀，加入豬柳片、椒片等先烚再煮，這樣額外
添加的油分可減至最少。

爵悅庭住客會所
地址：荃灣楊屋道100號爵悅庭5樓
電話：2480 6022
備註：只招待會員，不設加一，只收現金。



其
他

麵軒

Fusion健康麵
來自台灣的 MiànCafé 麵軒，主打 Fusion

麵食及優質飲品，空間設計簡約又不失時

尚感。其招牌自家製拉麵以及多款口味

清新的 Fusion 美食，一直深受年輕人及

OL 喜愛。喜歡爽口麵質的可以選擇日式

拉麵，喜歡幼滑麵質的則可選擇中華湯拉

麵，任君選擇。除此之外，形形色色的台

式健康飲品也不容錯過！

低脂芝士番茄翠玉瓜吐司 
新鮮番茄和翠玉瓜薄片上是一大片
低脂芝士，即叫即焗，香脆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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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茄魚兒湯麵
原個番茄製成的茄醬、嫩滑的魚肉，
配上爽口彈牙的日式拉麵，口感豐富。

番茄營養價值豐富
番茄含有豐富的維生素和抗氧
化物，對預防疾病和保持健康
十分重要。其中所蘊含的茄紅
素 經 煮 熟 後 能 更 易 被 人 體 吸
收，故此自製番茄醬也是健康
的選擇。



香醋雜菜
紫椰菜、生菜和車厘茄配上自家製的香醋，
豐富了味道和層次。

番茄雞肉中華湯拉麵
大廚特別挑選的雞肉，肉質鮮嫩又不肥膩，與番茄
同吃十分醒胃。

番茄肉片中華湯拉麵
西蘭花、粟米、番茄和肉片，顏色
豐富，配上中華湯拉麵，營養豐富
又飽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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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軒
地址：馬鞍山廣場2樓273-274號鋪
電話：2640 8200
備註： 不設加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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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他

觀自在素食

品嚐最佳鮮味
踏進觀自在素食，寬敞的環境，加上開

揚的大玻璃設計，讓陽光充分照入室

內，清新且充滿活力。餐廳精選時令食

材如涼瓜、菜心、白菜仔等，上湯均由

大豆、紅蘿蔔等熬製，絕無添加味精，

保留原汁原味。此外，餐廳更特選來自

不同國家的材料，如日本姬松茸，讓你

品嚐多國食材的健康滋味素食。

薑蓉蒸鮮竹 
在鮮腐竹鋪上薑蓉和杞子清蒸，鮮甜清香；再
以菜心伴碟，營養豐富，色彩悅目。

即叫即蒸 鮮味健康
除了食物質素和調味料外，烹調技巧和時間
也會影響食物的營養價值。觀自在素食的所
有點心均即叫即蒸，非常新鮮，讓你品嚐食
物的最佳滋味，同時保留食材的豐富營養。

  

籠仔荷香紅米飯
以荷葉包着蓮子、百合、冬菇、白果、淮山
等，配合紅米飯和絲苗一起清蒸，打開後荷香
撲鼻，味道清新。

鑊仔雜菌浸淮山
以腐竹、大豆熬成鮮甜湯底，再加入雜菌
和淮山盛載於鑊仔奉上，盡收湯底精華，
啖啖鮮味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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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自在素食
地址：旺角旺角道33號凱途發展大廈2樓
電話：2382 7688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CEO Karaoke Box

夜夜笙歌食得精明

其
他

年輕人最喜歡的娛樂活動之一，絕對少

不了卡拉 OK，邊唱邊吃更是樂事！CEO

的食物選擇十分精彩，晚飯時段有自助

餐、日常餐牌中更增設為你健康着想的

一系列有營小食和美饌，加上每幾個月

便會更換餐牌，絕對不怕吃悶！不得不

提，總廚設計菜式多以海鮮為主角，並

配以清蒸或少油的燒焗方式，可保留海

鮮鮮味又夠健康。

 

 

蟲草花桂圓杞子浸三文魚
三文魚以少許鹽和橄欖油烹煮，配上以上湯煮
熟的桂圓、杞子、蟲草花和菠菜，入口油潤，
又帶桂圓的清甜。

桂花紅棗扒竹笙
竹笙和紅棗以上湯烹調，令竹笙吸收湯汁及紅
棗的甜，伴碟的南瓜更是鮮甜，最後配上煮熱
的桂花糖，桂花香氣撲鼻。 帶子蘆筍番茄杯

爽脆蘆筍、彈牙帶子，焗得香甜又軟腍的番茄，
加上惹味三色椒，令味道更加多層次。

自助餐也要識揀
在卡拉 OK 晚餐，不一定要單點菜式，如選
擇自助餐也有辦法吃得有營，因為自助餐中
由頭盤到甜品，同樣有標明是有營菜式的選
擇，可先多吃蔬菜，令飽肚感增加，從而減
低過度進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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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 Karaoke Box
地址：銅鑼灣糖街2-8號
電話：2137 9777
備註：設加一，收現金及信用卡。



其
他

Mr. Taco Truck

清怡墨西哥菜
香港真是口福之地，連遠在墨西哥的美食

都可以吃到，店家主打墨西哥菜中最受歡

迎的 TACO，並用粟米粉以無油烤焗方式

自家焗成，配上各式各樣材料，創出多種

不同口味。由於 TACO 以吃出天然味道

為主，因此蔬菜類多以生吃形式，而肉類

也不多加醃製，只以特調的辣醬為食物添

加味道，而店中的醬汁亦為自家配方，以

番茄、墨西哥綠辣椒和芫茜等做成，微辣

而甜香。
燒汁雞髀肉夾餅 
無皮雞髀肉切粒後煎香，配上芫茜和洋葱
絲，放在 TACO 夾餅上只需灑上少許青檸汁
便能提升鮮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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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墨西哥菜也要識揀
原 來 墨 西 哥 菜 與 我 們 中 國 菜
一樣， 有不同的地區菜系。而
TACO 式食物是以烤焗為主，
加 上 少 調 味 和 少 油 的 健 康 烹
調，是比較健康的選擇。但值
得注意的是，並非所有墨西哥
菜皆是多菜少肉和少調味，所
以挑選墨西哥菜時要多加留意。

墨西哥素菇夾餅
雞髀菇、冬菇、芫茜和菜葱等以少油
快炒，再配上以番茄和紅辣椒打成的
微辣醬汁，菇香突出。



田園沙律
簡單新鮮的羅馬生菜、西生菜和紫椰菜等全
部爽脆清甜，生洋葱絲則帶微微辛辣感。

墨式素菜大碗飯
以番茄蓉和斑豆蓉與飯同煮，為單調的白飯添色添味，
配各式沙律菜絲，口感混合了飯的軟綿和蔬菜的爽脆。

素夾餅
同 樣 以 TACO 粟 米 夾 餅 作 底， 配 料
則為全素蔬菜，包括西生菜、羅馬生
菜、甘筍絲和紫椰菜絲。

Mr. Taco Truck
地址：中環安和里14-15號地下 B 鋪
電話：2810 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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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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HO 會所 只招待會員

細意住家菜
愈來愈多餐廳以「 家常便飯 」的概念設

計菜式，希望忙碌的都市人就算外出

用膳，也可以感受到住家菜般的溫馨飽

足。位於元朗 YOHO TOWN 的 YOHO

會所，一直以最簡單的方式，炮製多款

愛心小菜，致力為食客提供最貼近家的

感覺，小小一碟，不會造成浪費，配一

碗白飯，就能為每天的生活添上動力。

健康食油建議
較健康的食油，如芥花籽油和粟米
油，吃得太多也會對健康不利，建議
每人每餐攝取不多於兩茶匙為佳。

番茄煮蛋
先將雞蛋煎熟，再放入番茄，然後加入以上
湯、豬肉和雞所煮成的芡汁，不但美味而且營
養豐富。

青瓜煮蝦仁
選用爽脆的新鮮青瓜和鮮味十足的蝦仁，
無需加入任何醃料，亦非常滋味。

海鮮雜菜煲
雜菜包括小棠菜、菜心、西蘭花和白菜，
海鮮則有帶子、蝦仁、鮮魷和龍脷柳，材
料相當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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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其
他他

YOHO 會所
地址： 元朗元龍街8號 

YOHO Town，YOHO Club 會所
電話：2470 1550
備註：只招待會員，不設加一，只收現金。


	《營食Guide》走遍全港尋找各國有營之味
	其他
	大自然素食
	三和食堂
	帝景園會所
	功德林上海素食  
	常悅素食
	蜀一燒
	福岡西日創意廚房
	爵悅庭住客會所
	麵軒
	觀自在素食
	CEO Karaoke Box
	Mr. Taco Truck
	YOHO 會所





Accessibility Report


		Filename: 

		proj-ESR-Bklet2013-part-G_done_1.pdf




		Report created by: 

		

		Organization: 

		




[Enter personal and organization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Preferences > Identity dialog.]


Summary


The checker found no problems in this document.


		Needs manual check: 2

		Passed manually: 0

		Failed manually: 0

		Skipped: 3

		Passed: 27

		Failed: 0




Detailed Report


		Document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Accessibility permission flag		Passed		Accessibility permission flag must be set

		Image-only PDF		Passed		Document is not image-only PDF

		Tagged PDF		Passed		Document is tagged PDF

		Logical Reading Order		Needs manual check		Document structure provides a logical reading order

		Primary language		Passed		Text language is specified

		Title		Passed		Document title is showing in title bar

		Bookmarks		Passed		Bookmarks are present in large documents

		Color contrast		Needs manual check		Document has appropriate color contrast

		Page Content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Tagged content		Passed		All page content is tagged

		Tagged annotations		Passed		All annotations are tagged

		Tab order		Passed		Tab order is consistent with structure order

		Character encoding		Passed		Reliable character encoding is provided

		Tagged multimedia		Passed		All multimedia objects are tagged

		Screen flicker		Passed		Page will not cause screen flicker

		Scripts		Passed		No inaccessible scripts

		Timed responses		Passed		Page does not require timed responses

		Navigation links		Passed		Navigation links are not repetitive

		Forms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Tagged form fields		Passed		All form fields are tagged

		Field descriptions		Passed		All form fields have description

		Alternate Text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Figures alternate text		Passed		Figures require alternate text

		Nested alternate text		Passed		Alternate text that will never be read

		Associated with content		Passed		Alternate text must be associated with some content

		Hides annotation		Passed		Alternate text should not hide annotation

		Other elements alternate text		Passed		Other elements that require alternate text

		Tables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Rows		Passed		TR must be a child of Table, THead, TBody, or TFoot

		TH and TD		Passed		TH and TD must be children of TR

		Headers		Skipped		Tables should have headers

		Regularity		Skipped		Tables must contain the same number of columns in each row and rows in each column

		Summary		Skipped		Tables must have a summary

		Lists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List items		Passed		LI must be a child of L

		Lbl and LBody		Passed		Lbl and LBody must be children of LI

		Headings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Appropriate nesting		Passed		Appropriate nesting






Back to T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