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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胃凉菜：   海鲜类：  

五香牛肉  £6.50  姜葱清蒸鲈鱼   （需等 30 分钟） 时价 

凉拌皮蛋(子姜) £5.50  姜葱清蒸多宝鱼 （需等 30 分钟） 时价 

夫妻肺片 £11.50  豉汁蒸鲈鱼       （需等 30 分钟） 时价 

拍黄瓜 £5.50  古法蒸多宝鱼   （需等 30 分钟） 时价 

海蜇手撕鸡  £12.50  糖醋鱼           （需等 30 分钟） 时价 

凉拌麻辣海蜇 £10.50    

   姜葱活龙虾  时价 

鸡鸭类：   豉椒活龙虾  时价 

沙姜滑鸡 £11.50  豉汁蒸带子(每只) £4.50 

白切嫩鸡 £11.50  蒜茸蒸带子(每只) £4.50 

脆皮烧鸭  £12.50  XO 酱粉丝蒸带子(每只)  £5.00 

半只香酥鸭  £18.50  西兰花炒带子 £13.50 

一只香酥鸭  £36.00  椒盐带子 £13.50 

   椒盐软壳蟹 £13.50 

煲仔类:    椒盐鲜鱿  £11.00 

鱼香茄子煲  £11.00  椒盐中虾  £12.50 

三鲜豆腐煲 £12.50  蒜茸蒸中虾 £12.50 

八珍豆腐煲 £11.00  麻辣虾球 £12.50 

粉丝什菜煲 £11.00  纸包虾  £11.00 

海鲜鸭掌煲  £13.50   XO 酱蜜豆炒虾饼  £12.50 

柱候牛腩煲  £11.50  芥兰炒虾饼  £15.50 

咖哩牛腩煲  £11.50  时菜炒三鲜  £12.50 

沙爹粉丝牛肉煲 £11.50  豉汁青口 £11.50 

姜葱滑鸡煲   £11.50  泰式青口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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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羊牛肉类：     

铁板黑椒牛排(片)  £13.50  金银蛋上汤浸时菜 £12.50 

铁板中式牛排(片) £13.50  蚝油时菜 £11.00 

XO 酱蜜豆炒牛排(片)  £13.50  老干妈炒时菜 £11.00 

四川干牛丝 £11.50  姜汁炒芥兰 £13.50 

椒盐猪扒 £11.00  蒜茸/豉椒炒菠菜 £11.00 

中式猪扒 £11.00  豉汁煎酿茄子 £11.50 

果汁猪扒 £11.00  豉油王西兰花 £11.00 

纸包猪扒 £11.00    

生炒排骨  £11.00  豆腐类：  

菠萝古老肉 £11.00  海鲜麻婆豆腐  £12.50 

京酱肉丝 £11.50  麻婆豆腐  £11.50 

老干妈炸菜肉丝 £11.00  百花蒸酿豆腐 £12.50 

咸鱼煎肉饼 £13.50  珊瑚豆腐 £12.50 

铁板老干妈羊肉  £12.50  椒盐海鲜琵琶豆腐  £12.50 

铁板葱爆羊肉 £12.50  琵琶豆腐 £11.50 

孜然羊肉 £13.50  海鲜琵琶豆腐 £12.50 

     

青菜类：   主食类：  

椒丝腐乳通菜  £11.50  白米饭                   （每位） £2.80 

蒜茸通菜 £11.50  蛋炒饭                   （每位） £3.00 

蒜茸白菜  £11.00  扬州炒饭                 （每位） £5.50 

蒜茸芥兰 £13.50  芽菜炒面 £5.50 

蒜茸西兰花 £11.00  招牌炒面  £11.50 

蚝油西生菜 £11.00  金银馒头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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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面/乌冬/河粉 类：   汤面类：  

干炒海鲜乌冬  £11.50  带子汤乌冬 £12.50 

豉椒牛柳丝乌冬 £11.50  三鲜汤乌冬  £11.50 

豉椒牛河  £10.00  虾球汤乌冬 £11.50 

干炒牛河  £10.00  雪菜肉丝汤乌冬 £10.50 

杂烩炒河 £10.00  味菜牛柳丝汤乌冬 £11.50 

招牌炒河 £11.50  云吞汤面 £11.50 

豉椒鲜鱿炒河 £10.50  带子大虾汤面 £11.50 

星洲炒米粉 £10.00  牛肉汤拉面 £10.50 

厦门炒米粉 £10.00  叉烧汤拉面  £10.50 

三鲜炒面  £11.50    

肉丝炒面 £10.00    

招牌炒面  £11.50    

杂烩炒面 £10.00    

味菜牛柳丝炒面 £11.50    

     

盖饭类：     

烧鸭饭  £10.00  汤类：  

双拼饭（烧鸭+叉烧） £10.50  蚧肉瑤柱羹 （每位） £9.50 

生炒牛肉饭 £10.00  酸辣汤  （每位） £3.50 

中式猪扒饭 £10.00  鸡茸粟米羹 （每位） £3.20 

柱候牛腩饭 £10.00  海鲜豆腐羹  （每位） £4.50 

枝竹火腩豆腐饭 £10.00  珍珠翡翠白玉汤 （每位） £3.20 

咸鱼鸡粒炒饭 £11.50  云吞汤 （每位） £3.50 

福建炒饭 £11.50  西湖牛肉羹 （每位）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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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料： 

可乐 （小） £2.20 （大） £3.60 

七喜 （小） £2.20 （大） £3.60 

橙汁 （小） £2.20 （大） £3.60 

Appletise 苹果汁 £3.00 

J2O – 香橙、芒果、Raspberry  £3.00 

菠萝汁 £2.20 

红牛 £2.80 

冰绿茶/冰红茶  £3.00 

酸梅湯/王老吉  £3.00 

汽水/橙汁 (一升樽) £7.00 

芦薈汁 

啤酒： 

£3.30 

 

生力（中国）  
1/2 PINT £2.80 

1 PINT £4.50 

Foster’s(澳洲)  
1/2 PINT £2.50 

1 PINT £4.00 

Tetley's(英国)  
1/2 PINT £2.80 

1 PINT £4.00 

青 岛 啤 酒 （ 中 国 )   （ 瓶 ） £4.00 

A S A H I 啤酒（日本）   （瓶） £4.00 

虎 牌 啤 酒 （ 新 加 坡 ） （ 瓶 ） £4.00 

百 威 啤 酒 （ 美 国 ）  （ 瓶 ） £4.00 

G u i n n e s s （ 黑 啤 ）  （ 瓶 ） £4.00 

葡萄酒：  

白葡萄酒 （杯） £4.20 

白葡萄酒 （瓶） £15.50 

干白葡萄酒（杯） £4.20 

干白葡头酒（瓶） £15.50 

红葡萄酒 （杯） £4.20 

红葡萄酒 （瓶） £15.50 

玫瑰(ROSE)酒 (杯） £4.20 

玫瑰(ROSE)酒（瓶） £15.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