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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哪儿舌尖系列指南
美食之于旅行、地点、文化以及当地食材之间的关系，既是一场舌尖上的冒险之旅。往往在路上的一顿饭，不仅仅是
补充热量，更是对当地文化的探索，进而在舌尖上留下历久弥新的味觉记忆。
去哪儿舌尖系列指南，由当地美食达人带路，旨在为旅人汇集世界各地美食，搜寻各个旅游地最受欢迎的百家餐厅、
冷热人气小吃，并根据价位、餐厅类型与地理位置区域来分类。同时，为旅人解答一连串的问题：去哪儿吃 ? 吃什么 ?
什么时候吃 ? 怎么吃才地道 ? 介绍每种小吃的由来、热门餐厅必尝菜品及如何采购当地美食伴手礼，另附上寻味地图
与周边延伸旅游介绍。
期望这本实用的指南，可以为旅人带来一场色香味俱全的完美旅程！
版权声明：本攻略刊载的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图表、软件、程序、版面设计）的知识产权均属本网站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权利人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引用、复制、转载、
摘编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使用上述内容或建立镜像。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站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Qunar 温馨提醒：本攻略信息仅供参考，去哪儿网并不对其准确性、适用性做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由于季节、天气等自然或人为原因，景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价格、产品行程等）有可能
会不时发生变动，如有变动请以该景点官方最新公告为准，恕不另行通知。并请务必于出行前提前做好准备，以免造成您的出行不便。
责任编辑：苏敏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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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t Taste of Hong Kong
关于香港美食

Smart Traveler
聪明旅行家
Delphi， 香 港 人， 工 作
是写代码的，业余是名
潜水员，我认为如果做
人不吃好玩好，那比做
我 门 前 那 只“ 呀 旺” 还
不 如， 所 以， 做 人 就 得
用美食填满肚子，用玩
乐来填满业余时间。我
喜欢把种子埋进土里变
成一株株香草，再由一
块块叶子变成盘中佳肴，
喜欢把一颗颗葡萄捣鼓
成果泥，再升华成杯中
香醇，喜欢看光影交错，
再编织出一张张动人的
图片，喜欢扛着蛙鞋气
瓶，带领潜水员泡入冷
暗深海，享受宁静黑暗，
探索未知的缤纷，喜欢
背心拖鞋，带上背包相
机， 踏 上 不 同 国 度。 我
们都不知为何自已会来
到 世 上， 但 反 正 来 了，
就总得折腾些什么，别
让自已停下来。
个人主页：
www.flickr.com/
photos/delphikwok/

旅行时，我喜欢在大街上寻觅那些经历历史洗涤的老店，这些老店见证了这座城市
的沧桑。在旺角、中环、元朗的大街小巷里，莲香楼、兰芳园、恒香……每一家老店
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等你去解读。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Delphi

作者的美食经
旅行，与你的意义是什么呢？有为风土人情，

寻觅一家五星级酒店，享受一次正式的英式

有为名胜古迹，于我，是美食。香港绝对是

High Tea。

你世界美食地图上不可错过的一站。

夜幕降临，喧闹的香港向人们展示了它多姿

清晨，从饮早茶开始，无论是工作日或是休

的一幕。庙街的大排档，一份椒盐九肚鱼、

息日，扶老携幼，呼朋唤友会聚在酒楼食肆，

脆皮炸大肠、豉汁花甲，再来两支啤酒，夏

盛着各种点心的小推车在桌间穿梭，一壶茶，

日的炎热，冬日的湿冷，都消失在这热火朝

几样小点心，美好的一天就这么热热闹闹的

天的大排档中。换上西装、礼服，挽着你的

开始。行到旺角，咖喱鱼蛋、烧麦、鸡蛋仔、

女伴，中环有很多高档法国餐厅等着你的光

煎酿三宝、炖牛腩，走一路，你的嘴也可不

顾，红酒、鱼子酱、鹅肝，配上乐队悠扬的

带歇的跟着吃一路。

音乐，这会是一个浪漫的夜晚。或是台湾风

High Tea 是香港人日常生活习惯不可缺少

味、中东风味、印度风味、东南亚风味、日

的一部分，走进街边的茶餐厅一份奶油猪配

本料理等等，这座城市能够满足你味蕾的全

“冻 0T”或是“餐蛋面食丁”配奶茶。或是

部要求。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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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ore the Trip
行前准备 ‧ 寻味地图

九龙主要美食分布图 (P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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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岛主要美食分布图 (P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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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主要美食分布图 (P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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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岛主要美食分布图 (P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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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sic Taste of Hong Kong
经典 • 香港美食

吃货必看

TOP 8 特色美食
香港作为当之无愧的美食之都，汇聚了各种美食。
从路边摊到米其林，有粤式点心、甜品、烧腊、海
鲜等等，就连最普通的粥品，也能做出各种花样。
传统的粤式美食得以在香港这片高速发展的城市保
留，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也在这里扎根，游香港，
其实就是一场探索美食的旅程。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Delphi

2. 竹升面
看过《舌尖上的中国 2》的朋友应该都记得这么一个画面，
师傅骑在一根粗壮的竹竿上，用弹跳的力量使竹竿反复
在面团上压打，这就是制作竹升面的方法。做竹升面，
和面也很有讲究，面粉中加入的是适量的鸭蛋和碱水，
再由竹竿反复压打至面团弹性适中，这样做出来的面条
才够爽脆弹口。运用传统技术纯手工制作的面已经慢慢
的退出高速发展的城市生活，可是机器批量压打的面，
永远也取代不了由老师傅积累毕生经验历练出来的味道。

1. 港式点心
香港的点心可谓五花八门，其中以菠萝包、牛油蛋挞、
虾饺为代表，绝对是不可错过的美食。菠萝包，因其黄
金色，形似菠萝的酥皮而得名，香脆的酥皮下是松软的

推荐品尝地：永华面家
米其林一星，1950 年传承至今的手工制面，味道一流。
香港湾仔轩尼诗道 89 号地下
星期一至六 :12:00~ 次日 03:00，周日：12:00~00:00
人均 $100
鲜虾云吞面、虾子面、红豆沙、桑寄生茶蛋

面包，香气四溢。蛋挞，香港的蛋挞有牛油饼皮和酥皮
饼皮之分。牛油蛋挞的饼皮类似曲奇，口感酥松；酥皮
蛋挞的饼皮薄酥松脆。两种蛋挞各有风味。虾饺，半透
明的饺皮里包裹着虾、冬笋及五花肉，三者 8:1:1 的黄金
比例完美搭配，入口肉汁丰盈。
推荐品尝地：添好运点心专门店
米其林一星，全球最便宜的“星级食府”，小吃种类繁多。
深水埗福荣街 9-11 号地下
08:00~22:00
人均 $51~$100
酥皮焗叉烧包、虾饺、黄沙猪润肠、香滑马拉糕、酥皮叉烧包、古
法糯米鸡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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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鲜
香港的前身是一个靠捕鱼为生的小渔村，成为如今的国
际大都市后，除了在香港水域内所捕获的海鲜，你还能
尝到世界各地空运到香港的最生猛的海鲜。海鱼、龙虾、
大螃蟹，无论是直接上锅清蒸，还是地道的广式小炒，
又或是西式的烘培烤炸，再不然就直接做成刺身，都鲜
美的妙不可言。市区内有高档的海鲜酒楼任君选择。亦
可到长洲、南丫岛、西贡、鲤鱼门去，在沙滩旁，在渔
船前品尝最新鲜的美味。
推荐品尝地：布袋澳海鲜岛
尽管是偏远的小渔村，但坐拥无敌海景，游客较少，海鲜也新鲜便宜。
九龙清水湾道布袋澳村 6 号
11:00~23:00
人均 $300
地铁将军澳线至宝林—宝林巴士总站乘 16 号小巴车，至布袋澳村
白灼花竹虾、姜葱炒膏蟹、清蒸石斑鱼、沙姜鸡脚、辣酒煮花螺

4. 烧味
“深井烧鹅”是 TVB 电视剧常出现的食物之一，其实吃
烧鹅，何须去深井，香港满大街随处可见烧味店。烧味
包括烧鸭、烧肉、乳猪、叉烧、扎蹄、白斩鸡等等，齐
整整的挂在烧味店的玻璃橱窗里，色泽油亮，令路人垂
涎三尺。或是一份烧味拼盘，每样烧味各来一点。也可
一碗白饭、一份米饭，搭配上美味的烧味，可单拼或双拼，
可三宝或五宝任你选择。
推荐品尝地：镛记酒家
中外闻名的粤菜馆，由其以烧鹅驰名。
中环威灵顿街 32-40 号
11:00~23:00，大年初一至三休息
人均 $200-$400
www.yungkee.com.hk/history/history-c.html
酸姜皮蛋、金牌烧鹅、二十四桥明月夜

5. 围村菜
要说围村菜，必看《韬韬食经：围村特色菜》，食神梁
文韬对围村菜做了全面的解读。盆菜是围村菜的代表。
盆菜，顾名思义，一个大圆盆内装满了层层叠放的各种
吃食，取“盘满钵满”、“丰衣足食”之意。一盆盆菜
可供十多人享用，一般是祭祀、婚嫁、大节日等招待客
人的菜肴。以前围村村民就地取材，材料多是萝卜、芋头、
猪皮、猪肉等，有钱人家会加入墨鱼、虾之类较贵的食材。
而今，被端上普通餐桌的盆菜里各种鲍参翅肚等高档材
料也被加入其中丰富了盆菜的内容。
推荐品尝地：大荣华围村菜
食神梁文韬创办的大荣华，地道好滋味。
湾仔史钊域道 1 号地下及 1 楼
11:00~23:00
人均 $100~$200
围村盆菜、围头五味鸡、猪油捞饭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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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街边小吃
游走闹市街头少不了品尝一番特色小食，一边逛街，一
边过过口瘾，在旺角街头有不少小吃档，鸡蛋仔、碗仔翅、
咖哩鱼丸、牛杂、香棘螺肉、臭豆腐、煎酿三宝等一定
可满足大家的口腹之欲。
推荐品尝地：通达食店
他家的辣咖喱鱼蛋够弹，够入味，绝对值得一试。
油麻地碧街 48 号地下
07:00~21:00
人均 $10~$30
咖喱鱼蛋、鱼肉烧麦、碗仔翅

7. 日本拉面
香港作为中国较早对外开放的地区，各国美食早已在香
港植根，经过百年的汰弱留强，现在香港的外来美食绝
对能跟国人的口味对得上。香港在 70 年代兴起日本风，
至今潮流依然，日式菜馆的数量已把各欧洲餐厅比下去，
足见其受欢迎程度，来到香港，千万别忘了吃一碗拉面，
味道可不比日本的差哦。
推荐品尝地：Ramen Champion
这是一家以拉面作主打的日式面店，一家店把日本由北至北海道，南
至九州的各地拉面集中一起。
九龙弥敦道恒丰中心地库 3 层 4-12 及 26-31 号铺 ( 佐敦站 E 出口 )
07:00~21:00
人均 $80~150
九洲地狱拉面

8. 甜品
香港甜品数不胜数，中式、西式、日式等等。种类也繁多，
杏仁糊、芝麻糊、海带红豆汤、桑寄生蛋茶、杨枝甘露、
芒果糯米糍、芝士蛋糕、榴莲雪糕，品种多到两天两夜
也数不完。来到香港，你一定恨不得再有一个胃来专门
容纳这些甜品，一个都不能放过。
推荐品尝地：浩记甜品馆
作为一家街坊老店，原材料都是自家磨制的，自然味道好。
旺角花园街 123 号地铺
06:30~ 次日 01:00
人均 $20 元
杏仁糊、豆浆、芝麻糊、白炖鲜奶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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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货必去

TOP 4 人气糕饼店
香港的传统糕饼店都有几十年的历史，寻觅一家糕饼店，何尝不是寻味历史呢。嫁女饼、月饼、馅儿饼、
旗子饼、老婆饼，每一样传统的糕饼都有一段故事，每一家老店背后都有一段历史。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
我们不妨也探索下这些老故事。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Delphi

1. 奇趣饼家
奇趣饼店在旺角花园街，这间怀旧的小店就在一排时装
店的中间，店内的糕点用竹筛盘盛放，这家店在时髦的
花园街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奇趣饼店是一家独卖唐饼小
吃的老店，鸡蛋仔、香蕉糕、光酥饼、核桃酥等等，所
有小吃都是纯手工制作。唐饼，看似简单，不外乎就是
面粉和糖油的组合，但是同一份材料就可以做成六七样
不同的东西，这就依赖师傅的眼光和经验了。奇趣饼店
有六七位师傅，做点心时采用的是分工合作的方式，不
同的时段出炉不同的唐饼，所以无论你哪个时段光顾，
都能品尝到刚出炉的唐饼。
旺角花园街 135 号地下
08:00~20:00
红豆烧饼 $4/ 个；公仔饼 $5/ 个

2. 豪华饼店
豪华饼店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全港蛋挞第一名。第一
眼看到豪华饼店，你会发现他一点都不豪华，空有这浮
夸的名字。店内是最古老的的饼店装修，饼店的里面是
大烤炉，师傅们在里面工作，一出炉，就把新鲜的蛋糕、
面包一大排放在柜台供路人选择，这里每天只出售最新
鲜的糕饼。他家最有名的当然就是酥皮蛋挞了，松脆的
酥皮，丝滑的蛋液，烘焙的香味勾引着路人的味觉。据
说周润发是他家的常客，连蔡澜也为他专门写过专栏呢。
九龙 ( 九龙城 ) 衙前围道 136 号
06:00~22:00
蛋挞 $3.5/ 个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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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明华饼家
明华饼家，家庭式经营的小店，80 年代初在旺角开业，
随着旺角的旅游业兴旺，周边的店铺转变为了百老汇、
珠宝店、药房等等，而这家老饼家还屹立不倒。店内古
老的象是回到 80 年代，没有花俏的摆设，不大的店内左
边排放着中式糕点，右边排挡着港式面包，所有面包糕
点都盛放在铁盘内。每当有香喷喷的面包出炉时，门口
就排起长队，店员也开始忙的不可开交。最出名的要算
豆沙烧饼，虽然长相其貌不扬，但入口你就会有惊喜，
刚出炉的饼入口仍然带点温暖，软绵香糯饼皮包裹着点
点芝麻粒，红豆蓉的馅儿料软绵香甜。在租金如此之高
的旺角，明华饼家的面包糕点依旧以相宜的价格出售。
旺角烟厂街 1-3D
07:00~22:00
豆沙烧饼 $10/3 个，原味蛋糕 $10/ 个

4. 泰昌饼家
提到泰昌饼家，不能不说说他家的曲奇蛋挞。曲奇蛋挞
是泰昌饼家欧阳师傅的首创，酥香的曲奇皮，蛋液香嫩
爽滑，细心的你也许会发现烤熟的蛋挞的馅儿甚至不会
塌陷。泰昌的欧阳师傅在介绍采访时说道，这是他试验
了无数次才确定的配方，把在冰箱里冻了两天的 1 份蛋
液，加入到 2 份热水和 1 份糖配制的温热糖水中做出香
嫩爽滑的蛋液。泰昌饼家有一个八卦，这个八卦还曾经
上过新闻为泰昌打过免费广告。传说末代港督彭定康对
泰昌饼家的蛋挞甚是难忘，在任时就经常到泰昌买蛋挞，
离任后再度回港也不忘专门去中环的泰昌买蛋挞。泰昌
饼家 1954 年在中环的摆花街开业，至今也已 60 年。
2007 年稻香集团入股后，开始在全港开设新店，现香港
已有 14 家分店。
全香港多处均有分店；中环摆花街 35 号地铺（老店）
07:30~21:00（中环店）
蛋挞 $6/ 个；沙翁 $6/ 个；鸡批 $8/ 个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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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客必去

TOP 4 老牌烧腊餐厅
走在香港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街边橱窗里悬挂着
的美味烧味：烧鹅、叉烧、油鸡、烧腩肉。烧腊是
香港不可不品尝的特色美食之一。香港的烧腊常配
米饭、米粉、河粉等主食一起出售，起源于广东的
烧腊在香港得以发扬光大。随便走进一家烧腊店，
来一份双拼或三宝，你一定会对它竖起大拇指。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Delphi

1. 华丰烧腊
《蔡澜的生活方式》中这么写到华丰烧腊：“华丰烧腊”
最具特色的是金钱鸡，但当今大家已无此口福，太害怕
金钱鸡的那块肥猪肉，已不做了，但是做金钱鸡必需的
鸡肝还可以买到。快点去吃吧！要不然又要怕胆固醇而
绝种。烧鸡肝、卤鸡翼、卤猪脚、琵琶鸭、华丰火腿每
一样都是推荐你去华丰的理由。这家创办于 1941 年的
烧腊店，最初是一家只做外卖的烧腊店，经过历史的变迁，
现已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烧腊专门店之一，在中环区已
开业六十多年，是一家如假包换的老字号。
中环威灵顿街 112-114 号
07:00~22:00
人均 $50~$100
烧鸡肝、琵琶鸭、华丰火腿

2. 再兴烧腊饭店
“红牌馆子”再兴烧腊饭店可称得上是烧腊界的老字号。
清光绪末年开始经营广东烧腊，香港沦陷时一度休市，
战后在乡亲的建议下为重新开业的饭店由“复兴”更名
为现在的“再兴”。再兴初期是湾仔克街的一家大排档，
后因克街重建，食环署收回了街边大排档的牌照，再兴
迁店至现在的湾仔史钊域道。从再兴的履历上可以发现
这是一家充满故事的老店。再兴不能错过的招牌要数叉
烧，叉烧肉半肥瘦是最香的，配上特制的酱汁调味，让
你唇齿留香。午餐、晚餐时段再兴门口都是排着长队等
位的人，所以要想吃到美食一定要有耐心哦。
湾仔轩尼诗道 265-267 号地下 C 座
星期一至六 : 10:00~22:00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休息传统中国节日如
中秋、端午、冬至等 : 10:00~18:00
人均 $50
叉烧、烧鸭、油鸭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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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陈六记饭店
老板名叫陈六，90 多岁的高龄，在上水石湖墟卖烧腊一
卖就是半个世纪。小店以顺德小菜和炭炉烧腊驰名。店
里最出名的是炭烧五层楼，炭炉烧出来的五花肉，肥瘦
有致，层层分明。别小看这小小的烧肉，做这道菜花费
的心思少一点都不行。选上等新鲜的猪腩肉，肥瘦均匀，
先用醋水擦遍腩肉，再腌制，用松针在猪皮上插洞，洞
的数量和深浅必须适宜，以便烧烤时能爆出“芝麻皮”，
每一样工序都需要师傅的细心和经验。送一块烧腩肉入
口，咔嚓声此起彼伏，猪皮已经被烤的酥香松脆，入口
肉香油香，香味在嘴里迟迟不肯散去。
上水巡抚街 4 号
11:00~00:00
人均 $50
炭烧五层楼

4. 甘牌烧鹅
甘牌烧鹅开业时，各大媒体争相报道：“镛记第三代开店，
平民价卖烧鹅”，坐镇甘牌烧鹅的就是镛记的老师傅，
甘牌烧鹅应该算是一家新一代的老牌烧腊店。店内装潢
明亮，简洁，用餐环境很舒适，这很不同于老字号的烧
腊店。甘牌烧鹅的食物大概分四类：甘牌烧味、甘牌卤味、
甘牌粉面和甘牌小吃，价格由最便宜的卤水鸡蛋 $6，到
最昂贵的全只甘牌烧鹅 $468，相对于镛记的价格，确实
平民很多。甘牌烧鹅的服务也很棒，点单时，服务员都
会安静的站在你旁边，耐心的等待你下单，细心的帮你
介绍餐厅的特色。每天的晚餐时段，门口都会排着长长
的队伍，可以选择错开高峰期来就餐，六点前买单还有
减免 10% 服务费的优惠。
湾仔轩尼诗道 226 号宝华商业中心地铺
11:00~22:00
人均 $50~$100
甘牌原汁烧鹅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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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货必访

TOP 4 人气茶餐厅
比起源自广东的饮茶文化，茶餐厅是一种植根于香
港的饮食文化，所以算是最能代表香港饮食文化的
一种食肆，最大特色是中西合壁，由于早年餐厅要
同时迎合外国人和本地人的味而改进成了独特的口
味，这就是香港茶餐厅的特色。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Delphi

1. 翠华茶餐厅
“鱼蛋称霸、咖喱称王”是翠华的口号。翠华是 1976 年
从甘霖街的一家小冰室开始的，至今已经在香港有二十
多家分店。鱼蛋和咖喱是翠华的必点项目，其中马来咖
喱牛腩饭强烈推荐，浓香的咖喱，微辣的口感，牛腩每
天烹饪六小时以上，吃上一口就让你欲罢不能。翠华的
鱼蛋是由专人选购新鲜黄鳝，配上其他十几种鲜鱼打制
而成，每天的鱼丸都是新鲜出品，“至潮鱼蛋片头河”
是翠华的 10 大名菜。
中环惠灵顿街 15-19 号地下至 2 楼
中环店 24 小时营业
人均 $50~$100
www.tsuiwah.com/business/restaurant/company_
introduction/
马来咖喱牛腩饭、鱼汤粉面、奶油猪仔包

2. 华星冰室
华星冰室现在香港有三家分店，分别在旺角、湾仔、簸
箕湾。店内的装修很特别，挂满了歌星签名的唱片做装饰，
这也是很多明星喜欢光顾的店。店内的食物主要以北海
道 3.6 牛乳及清真牛肉做原材料的香港西式早餐，校长
多士、脆皮奶油猪仔、通粉等。强烈推荐“校长多士”，
多士上铺着一层厚厚的芝士和黑松露，浓浓的黑松露香
味经过烘烤散发出来。脆皮奶油猪仔，将烘烤香脆的猪
仔包横向切开，中间夹入炼奶和黄油，用余热融化黄油，
呈现出流油的景，咬上一口，心里满满的幸福感。
湾仔克街 6 号广生行大厦地下 B1 号铺
07:00~23:00
人均 $50
重口味一丁、校长多士、脆皮奶油猪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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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兰芳园
没有丝袜的丝袜奶茶，因制作方法中的一个步骤是需要
棉布袋隔去茶叶，棉布袋被茶叶染成了褐色，远看上去
跟丝袜一样而得名。隔出来的茶水需要反复用布袋冲回
几次，叫撞茶。最后加上淡奶，一杯香浓的港式丝袜奶
茶就成功了。你不知道的是，五十多年前第一杯丝袜奶
茶就是在兰芳园诞生的。除了丝袜奶茶，兰芳园的鸡扒
一丁也是招牌项目，香港人喜欢出前一丁方便面，将方
便面煮熟后，去除汤汁，加入秘制的酱油，泡面入味又
不油腻。
中环结志街 2 号
星期一至六 07:00~18:00
人均 $50
丝袜奶茶、鸡扒一丁

4. 旺角好好茶餐厅
把瓦煲内的饭先煮熟，再放上食材用炭火慢慢地蒸熟，
大约用半小时才弄好的煲仔饭，是香港的必食推介。以
往只有大排档才有提供，好好茶餐厅最早把其带进餐厅
内，食客也可以在店外观看师傅烧煮的情况。食用前别
急打开盖子，在盖子旁绕一圈倒入甜酱油，瓦煲余温继
续烧煮米饭，踫上甜酱油会发出阵阵焦香，在煲底型成
饭焦，这是煲仔饭的精华所在。加上广式腊味、腊肉、
腊肠等的独特香味，称其为香港的绝世美食也不为之过。
店内也供一般茶餐厅的菜式，三五个朋友，每人一个煲
仔饭，再点一两道菜，配上一杯冰冻港式奶茶，惹味！
正宗！
旺角花园街 1L-1R 号鸿禧大厦地下 2 号铺
06:00-23:30
人均 $50-$100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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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人必购

TOP 6 最佳伴手礼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旅行给亲朋好友选购手信也是乐趣之一。香港地小但物博，很多方便携带的美食供
你选择，也让你的朋友大饱口福，足不出户游香港。伴手礼可以考虑恒香老饼家、荣华饼家、奇华饼家、美心、
等的中式饼食 , 例如月饼、老婆饼、皮蛋酥、嫁娶的喜饼、蛋卷、凤凰卷等。其中荣华饼家、奇华饼家、美
心在香港机场都有分店，方便你的选购。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Delphi

2. 咸柠檬
咸柠檬具有食疗的功能，每当咳嗽
或是喉咙痛时，用咸柠檬冲水喝，
可舒缓喉咙疼，具有润嗓的作用，
甜甜、酸酸、咸咸的口感也很可口。
咸柠檬的做法也很简单，柠檬洗净
之后，放大量的盐，密封腌制储存，
持续腌制数月至一年后，就制成了

1. 大澳虾酱
渔村的渔民会把吃不了的小鱼小
虾加盐晾晒、发酵制作成虾酱用以
保存。大澳的虾酱尤为鲜美，原因
在于大澳位于咸淡水交界，海鲜份
外鲜甜味重，打捞上来的银虾仔，
用古法石磨，简单的以海盐铺在银
虾仔面上发酵，再放入瓦缸内晒太
阳，全程两三个月，咸鲜香的虾酱
便诞生了。虾酱是广东人厨房必不

咸柠檬。在香港的离岛都有渔民自
己腌制的咸柠檬或是咸柠檬酱卖。
带一瓶咸柠檬放在家中，炎热的夏
天，一颗咸柠檬和一瓶冰冻七喜相
遇，一杯消暑解热的咸柠七就做成
了。除了泡水喝，咸柠檬和咸柠酱
还可以作为调味料和多种食材烹饪
出不同的美食。
大澳、南丫岛
咸柠檬 $30/ 瓶、咸柠酱 $40/ 瓶

3. 老婆饼
创立于 1920 年的恒香老饼家是一家
传统的中式饼家，以老婆饼、嫁女
饼、小凤饼、月饼等中式糕点出名。
特别是老婆饼，堪称老婆饼的鼻祖。
恒香老饼家原是一家传统茶楼，用冬
瓜蓉做馅儿的老婆饼原是用来招呼
排队等位的客人的，没想到却广受欢
迎，茶楼慢慢转型为专做中式糕点的
饼家。冬瓜蓉馅儿的老婆，深受上世

可少的调味品，虾酱通菜，虾酱蒸

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影星和粤剧名

肉饼，想想都鲜美。因为虾酱的产

伶喜欢。恒香饼家的老婆饼一卖就卖

量数量稀少，不外销，要想买到正

了 90 多年，现在香港四处都有恒香

宗大澳虾酱就需要你亲自到大澳

饼家的分店，元朗的老店也成为了旅

走一趟。虾酱买回后记得放在冰箱

游必去光顾的手信店之一。

的 保 鲜 层， 食 用 时 一 定 要 烹 饪 做
熟。
石仔埗街 17 号 A
虾酱 $18/ 瓶
郑祥兴虾酱厂

（恒香老饼家）旺角及铜锣湾均有分店；
元朗青山公路 64 号地铺（总店）
（元朗老店）10:00~22:00
$5.5~$6.5
www.hangheung.com.hk
老婆饼、蛋黄酥、皮蛋酥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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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燕窝糕
制作燕窝糕的主要材料是麦芽糖、
燕窝碎、糖和糕粉，味道清甜，添
加了燕窝碎的燕窝糕还具有养颜美
容的功效，燕窝糕是陈意斋的招牌
小吃，陈意斋是香港历史悠久的怀
旧小吃零食名店，其小吃都是选用
的上乘材料，以传统配方手工制作，
不含防腐剂，深受大众喜爱。作家
张小娴写道：陈意斋的燕窝糕用来
哄女朋友最好，接她下班时带一盒，
她一定爱死你。没男朋友，就自己
买来哄自己吧！陈意斋除了燕窝糕
外薏米饼、虾子扎蹄、川贝杏仁露、
川贝旧陈皮等都值得买回家带给家
人朋友尝尝。但燕窝糕的保质期只
有三天哦，需要常温保存，如果放
进冰箱会影响燕窝糕的口感。
（陈意斋）中环皇后大道中 176B 号地下
星期一至六 :10:00~19:30 星期
日 :10:00~18:30
燕窝糕 $47
www.chanyeejai.com.hk/index.
cfm?id=12257&fuseaction=browse&
pageid=1

5. 手工蛋卷
德成号的手工蛋卷用传统的方形铁
罐包装，复古的感觉，绝对是送礼
佳品。一开罐，浓郁的鸡蛋香和牛
奶香铺面而来，勾引你的味觉，呈
金黄色的蛋卷引人垂涎，入口即感
受到浓浓的鸡蛋甜味，全是手工制
作的蛋卷，特别松化。德成号的前
身原是粮油店，每逢农历新年都会
送礼物回馈老顾客，第二代老板因
为觉得每年送瓜子、蜜饯没有新意，
突发奇想自制蛋卷送顾客，不料大
受欢迎，后转卖鸡蛋卷。因鸡蛋卷
特别酥松，千万不要托运哦，容易
摔成碎渣。且是手工制作，产量很小，
如果想要购买，早上 7 点前就要开
始排队（店铺 09:30 开门），每人
限购四磅；或是打电话订购，但是
订购电话非常难打，打通后基本也
只能预约几个月后，电话订购最多
可订购二十磅。
（德成号）北角渣华道 64 号地下
星期四至六 : 09:30~19:00; 星期日至三休息
家乡鸡蛋卷 $66/ 磅；鲜牛油蛋卷 $69/ 磅；
鲜椰汁蛋卷 $71/ 磅

6. 甘草柠檬
买甘草柠檬，认准柠檬王。柠檬王
是上环永吉街上一家非常有名的车
仔档，专卖古法炮制的蜜饯类零食，
它家最有名的就是柠檬和姜。甘草
柠檬是他家的招牌产品，打开包装
后，你会闻到淡淡的柠檬香味，块
状的干柠檬吃起来酸酸甜甜，又略
微带一点柠檬涩味，吃完后口中还
留有柠檬的香味。随袋会附送一小
包秘制的甘草粉，这是别家没有的，
可依自己的口味把甘草粉添加在柠
檬上，让柠檬味道更加美味。甘草
柠檬具有祛痰止咳、清热解毒的功
效。这是一家传承了两代人的老店，
老板待客非常热情，所有产品都可
以先试再买。小贴士：购买时一定
要认准有唐伯肖像的包装哦。
（柠檬王）上环永吉街 FP-20 号排档
星期一至六 :10:00~17:00 星期日及公众
假期 : 休息
甘草柠檬 $30/200g；柠汁姜 $32/200g
上环站 E1 出口出，再沿着德辅道中朝中
环方向走，看到永吉街右转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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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 & Don'ts!
入境随俗 & 注意事项

入境随俗 & 注意事项
• 衣着

和晚餐都是高峰期，如果选择这个

普通餐厅对衣着都没有特别要求，

时间段就餐，建议提前电话预定座

只是香港地铁里，商场里，室内的

位。若电话预定成功，务必按时就

餐厅里的冷气温度都比较低，建议

餐，大部分生意火爆的餐厅都是过

带一件小薄外套。高档餐厅会对着

时不候。

装 有 要 求， 例 如 不 能 短 裤、 不 能
拖 鞋 等， 建 议 在 订 餐 时 电 话 咨 询

• 准备零钱

商 家。

香港很多街边小店都会在店内醒目
的地方贴出“本店不接收千元纸币”

• 禁烟

的提示，所以在去街边小店时记得

任何人不得在指定禁烟区吸烟或携

准备零钞。

带燃着的香烟、雪茄或烟斗，违者

Tips 小贴士
1. 实用餐饮粤语：
• 埋单：没错，这是粤语，结账的意思，而发音也
和普通语一样，易学易用；
• 唔该哂：意思是麻烦你了，服务员为你服务时，
说一句唔该，是基本的礼貌；
• 飞沙走奶：一般是在茶餐厅点咖啡时用，飞沙指

定额罚款 $1500 。指定禁烟区包括：

• 消费权益

餐厅、商场、电影院、娱乐场所、巴士、

消费后，请保存单据；如遇纠纷，

的士、地铁、公共升降机、自动扶

可联络以下机构：

• 锯扒：意思是食牛排，
“排”在香港一般会叫“扒”，

手电梯、学校、公众游泳池及泳滩

消费者委员会：2929-2222（办公

是左手拿叉，右手用带锯齿的牛排刀慢慢切成块来

等区域。

时间为星期一至五上午 9:00 至下午
5:30；非办公时间设有留言服务，

不要加糖，走奶是指不要加奶，衍生出来还可以走
很多东西，走葱、走韭菜、走冰等也可以，当然别
说奶茶走奶、叉烧饭走叉烧；
发音像普通话中的“爬”，由于正式西餐中吃牛排
吃，所以食牛排又叫锯扒；
• 餐蛋一丁：香港生活节奏急速，茶餐厅是必然会
供应方便面的，香港最爱吃的方便面可算“出前一

• 预定

职员将于下一个工作天内回复）。

香港的午餐时间段：13:00~14:00，

严重纠纷或紧急求助可致电香港警

有腿蛋一丁、餐肠正丁等。

晚 餐 时 间 段：19:30~20:30， 午 餐

察：999（24 小时）

Open Rice 开饭啦

丁“了，而餐蛋一丁就是五餐肉煎蛋出前一丁，也
2. 实用 APP：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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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香楼

燕窝糕

甘草柠檬

九记牛腩

恒香老饼家

蛇王合蛇店

胜香园

泰昌饼家

Allegretto

大澳虾酱

咸柠檬

上水街市

Kisses cup cake

陈六记饭店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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镛记酒家
兰芳园

公利

龙华酒店

翠华茶餐厅

华丰烧腊

添好运点
心专门店

添仔虾饺

永华面家

阿猫地摊

Ramen
Champion

甘牌烧鹅

再兴烧腊饭店

南记粉面

加东叻沙虾面

恭和堂

南龙粥店

明华饼家

大荣华围村菜

华星冰室

奇趣饼家

街边档车仔面

手工蛋卷

通达食店
浩记甜品馆

明苑粉面茶餐厅

泰妃鸡

旺角好好茶餐厅

品香楼中西风味餐厅

豪华饼店

Jingle's Oyster + Grill

炸鱼薯条

真味店

布袋澳海鲜岛

xplore Taste of Hong Kong
探索 • 香港美食

舌尖上的九龙
百年前九龙跟港岛一同成为英国殖民地，
不同于港岛较多外国人聚居，九龙多为香港原居民的生活之地，
受外国文化冲击较少，居民生活压力指数低，比起其他区域，九龙区的食店实而不华，擅长以味道留住食客。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Delphi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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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品香楼中西风味餐厅（新式餐厅）

品香楼位于石硖尾的南山村，有个名称叫“屋邨美食”，
屋邨应该是不少香港人的记忆，而屋邨美食伴随了香港
人的成长。石峡尾是香港一个较为平民的地区，有不少
街坊美食，其中以品香楼最负盛名。品香楼是一家 1979
年创建的上海菜馆，而今经过时间的沉淀，现已是一家
新派广东菜馆，大江南北的菜来到香港后，有了他们自
己的味道。品香楼的门外总有不少食客在排队，花枝带子、
赛螃蟹、椒盐九肚鱼、南乳炸猪手等等特色香港美食都
制作得美味，另外盐焗手撕鸡更需打电话预订。由于是
屋邨食店，价格非常实惠，若是晚上到来可要排长队哦！
石硖尾南山村南丰楼平台商场 204-205 平台 , 210-213 号平台
06:45~00:00
人均 $80~$150
石硖尾 B2 口出，沿窝仔街到十字路口左拐到大坑东道，继续
走左转道大坑西街，沿大坑西街走能看到南山邨街市，进街市
就能找到品香楼
火焰黑椒牛柳、赛螃蟹 、南乳炸猪手

2

泰妃鸡（泰国风味）

大家都认为海南鸡一菜源自新加坡，但其实新马泰越等
国家都吃海南鸡，而且各地有各自特色，相比新加坡海
南鸡的工整卖相，泰式海南鸡更加有味。位于旺角豉油
街的泰妃鸡，选用的都是约三斤重的，脂肪比例不高的
黄油鸡，皮下脂肪要经过泰式做法的处理，再加入香茅
及南姜等熬制之后，会令鸡皮变得更加香滑而不肥腻。
泰妃海南鸡肉身柔嫩，配上特色酱料，满口肉香。另推
荐他家的猪脚饭，猪脚饭一般晚市才供应，猪脚由上午
焖煮至傍晚，入口即化，口感一流。餐厅也有一般越泰
式粉面，如檬粉、河粉等，另外该店的泰式串烧也是一绝。
旺角豉油街 74 号地铺
11:30~23:30
人均 $50-$100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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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恭和堂（凉茶老铺）

恭和堂是一间摸爬打滚百余年的老字号，是香港历史最
悠久的龟苓膏专门店。自 1904 创号至今，深受大众信赖，
店内保留了传统凉茶馆古色古香的装潢。到恭和堂，绝
对不能错过龟苓膏，古法炮制的龟苓膏，药味较浓，味
道回甘，并带有龟苓膏的香味，入口后令人感觉十分舒
服。一般干燥上火、喉咙疼痛、口腔溃损、便秘、长痘痘、
消化不良等都可以来上一杯，龟苓膏还有排毒美颜的作
用哦。除了凉茶外，还有卤鸡蛋和雪梨茶选择。
旺角通菜街 61 号 A 地下
11:30~23:30
人均 $20~$50

4

南龙粥店（养生粥店）

香港是有名美食天堂，大家一番吃香喝辣之后难免饱肚
食济，肠胃不适，吃粥是广东人一种重要的养生食疗，
粥有养胃之效，而香港地道粥品不下数十种。南龙粥店
是位于旺角一家非常老字号的粥店，其中艇仔粥、及第
粥、鱼片粥等是笔者的最爱，推荐尝一尝一种叫作“炸两”
的美食，是肠粉包裹油条辅以甜酱油，非常有特色。另
外不同配料的肠粉如叉烧肠、虾肠、牛肠都得值得一试。
旺角花园街 3 号鸿威大厦地下 11 号铺
06:00~00:00
人均 $20~$50

5

Kisses CupCake（美味甜点）

作为中西交汇之地的香港，西式糕点是人们喜爱的饭余
甜品，Kisses Cupcake 专卖各色各样的纸杯蛋糕，其口
味、颜色、花样之多，造形之靓丽，总会留住路人的脚步，
尤其可以吸引女生欢心。Cupcake 一共有十五款口味，
款款都卖 $25。 Kisses Cupcake 的蛋糕吃起来都不会
太甜腻，因为制作时特别减少了糖量。所有的 Cupcake
均是当天出炉，当天售完，如果想吃到刚出炉的新鲜蛋
糕，一定要早上十一点准时抢购哦。特别推荐 Cream
Cheese、S'mores。
尖沙咀河内道 18 号 K11B1 层 B102B 号商铺
11:00~21:00
人均 $50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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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llegretto（创意咖啡厅）

为于尖沙咀中港城的 Allegretto 是一家意大利餐厅，但笔
者更愿意称其为咖啡厅，因为食客十之八九为了其 3D 猫咖
啡而慕名而来，什么是 3D 猫咖啡？咖啡拉花大家肯定见过
不少，但这家的咖啡师非常有心思地用奶泡造出立体的猫
造形，不难见到女生们点了一杯咖啡放桌上半小时才依依
不舍的喝下第一口。要喝到 3D 猫咖啡并不容易，餐厅并
不保证提供 3D 猫咖啡，食客只能点一杯热 Cappuccino，
如果咖啡师不忙而心情又好，食客取餐时就会得到一杯 3D
猫咖啡，造形也是随咖啡师心情而定，建议大家错开用餐
和下午茶时间，咖啡师会比较闲，另外只有热 cappuccino
可以做出 3D 效果。
尖沙咀广东道 33 号中港城第三座平台 1A 号铺
星期一至五 : 08:00~20:00、星期六至日 : 10:00~20:00

7

人均 $50

街边档车仔面（特色粉面）

以前，车仔面是指流动摊贩贩卖面食，食客可自选配菜
和不同面类，坐在路边板凳食用的一类饮食文化，现今
由于政府对流动摊贩的整治，车仔面档已走入店铺，不
再在路边贩卖，卫生情况改善不少。在旺角街头有一家
老字号，名子就叫“街边档车仔面”，坐下告诉服务员
要什么配料，鱼丸、牛丸、猪皮、牛腩等，再配上面食
如油面、河粉还是广东幼面、粗面，汤汁可选清汤、腩汁、
咖哩汁、沙爹汁等都可以自行配搭，再加上一杯豆桨，
就可以感受纯正香港车仔面风味了。
旺角花园街 1 号 5 铺
10:30~23:30
人均 $50

8

明苑粉面茶餐厅（茶餐厅）

旺角的茶餐厅很多，明苑粉面茶餐厅是本地人较常光顾
的店家，不起眼的小门面，门口的橱窗内常年炖着牛腩
让路过的人眼馋。逛街逛累了，走进小店，一碗牛腩面，
一份炸鱼皮，牛腩炖的够味又松软，鱼皮脆香。煲仔饭
也是他家的招牌，十几种口味的煲仔饭任君选择，来香
港怎么不能来一碗够味的煲仔饭呢。
旺角豉油街 50 号地
07:00~ 次日 02:00
人均 $50~$100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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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C SKY100

尖沙咀星光大道

尖沙咀星光大道

周边延伸旅游
尖沙咀星光大道

ICC SKY100

其实就是尖沙咀海边的海滨长廊，香港政府于 2004 年

这是香港最高建筑环球贸易广场的第一百层，是一个收

将其打造成以港产影视明星为主题的旅游景点，并更名

费的观景台，游客可以在九龙最高之地 ( 海拔 393 米 )

为星光大道，这里是欣赏香港夜景最好的地点之一，也

俯瞰著名的维多利亚港景色，观景台设备多媒体设备及

是旅客必游之地，沿路有小商店和咖啡厅等，建议晚上

不时举办专题展览，让访客了解香港的发展及风土人情。

游览为佳。

10:00~21:00
成人 $168、小童及长者 $118
Qunar 骆驼书

|

23

舌尖上的香港岛
港岛是香港最早有人口聚居的地区，
发展较早，饮食文法也源远流长，地理上港岛的中央是山，
南部较偏远，较不繁华，所以在港岛觅食最为方便，美食基本集中在北区一条东西走向的轩尼斯道上。
由于历史较长，在港岛吃的就两个字——“正宗”，很多百年老店都可在港岛找到哦！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Delphi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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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猫地摊（咖啡厅）

香港寸土寸金，店租甚为昂贵，不少食店都移上大厦经
营，形成楼上铺这种特别生态，在香港人流最高的铜锣
湾区转角上楼就可以到达一家安静的咖啡店，这家咖啡
店的名字叫阿猫地摊，店里养了几只可爱的猫咪，如果
你爱猫，那一定不能错过这里。除店内饮品都以猫做主
题外，还有一些猫咪形态的西点。店内不少熟客都是为
了猫咪而来，两三朋友各自点一杯饮品，然后跟猫咪玩
上一个下午。店内的猫各有特色，都见惯人，一些老猫、
波斯猫在被各相机包围的情况下依然睡的死死的，偶然
眼睛张一条缝，像在说：“这帮土包子未见过帅猫，唉”，
有的展示其奇妙睡姿，还有比较小的猫咪跟人客玩的不
亦乐乎，有的更会听店员的指示，做出坐下、伸手等动作。
店内实物都是真材实料，开放式的厨房，能看到服务员
在忙碌地为你准备美食，像是在朋友家做客，那么温馨。
如果选择晚餐在阿猫地摊享用，一定要提前定位哦。
铜锣湾富明街 2-6 号宝明大厦 3 楼 D-E 室
星期一至四 : 12:00~23:00; 星期五至六 : 12:00~00:00; 星期日 :
12:00~22:00
人均 $100~$200

2

南记粉面（特色粉面）

南记粉面在港岛区有多家分店，是一家连锁式经营的餐
厅，粉面店在香港四处都是，为什么要介绍这家连锁式
面店呢？原因是南记的口味非常之独特，特别是其酸辣
汤底，不像其他酸辣米线用小米辣加浙醋，而是利用发
酵过的霉菜的酸味，口感特别，层次丰富，香味回甘，
特别推荐他家的辣猪腩肉小窝米线，其猪腩肉也经过特
别腌制，比一般猪腩肉更加香气四溢，口感也比较结实，
配上他家的冰冻豆浆，回味无穷。他们家的招牌菜还有
大肠小窝米、什绵大窝米线、四宝紫菜面、春卷牛腩小
窝米线、菜肉饺小窝米线、猪腩肉小窝米线。
铜锣湾怡和街 56-58 号新基商业中心 1-3 楼
07:00~23:00
人均 $50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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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莲香楼（茶楼）

饮茶文化在广东饮食文化中占了极大的一席位，香港作
为比较早发展的富庶地域，饮茶文化的发展更是源远流
长，可惜随着社会发展，以往传统的茶楼已被新的经营
模式所取代，而位处上环的莲香楼却依然保留住传统的
点心车、点心纸等特色，古老的装潢，店里从早到晚都
人声鼎沸。莲香楼算得上是香港最古老的粤式茶楼，
1918 年创店至今已近 100 年历史，在莲香楼吃饭，需
要自己找位，坐下后服务员会给你一张卡片，同时询问
你需要喝什么茶，这叫开台，开台后就可以自己去推车
前拿点心了，服务员会根据你拿的点心在你的卡片上盖
章，结账时服务员只需要算章对应的价钱即可。这样传
统的茶楼在香港已经越来越少，莲香楼还保留了这份香
港味道，老头们在吵杂声中开心地看报纸、聊天，这就
是香港的味道。
中环惠灵顿街 160-164 号
06:00~23:00 ( 茶市 : 06:00~16:00)
人均 $50~$100（茶市）

4

胜香园（大排档）

大排档是香港特色之一，而上环是香港最老的区域之一，
胜香园这家位于上环的大排档，在此地已经经营三十多
个年头，不像别的大排档只在晚上营业，他家大白天也
营业，而且从来等吃的队伍不断，不少驾车而来的车主，
甘冒违泊罚款而来排队。胜香园在路边用绿色铁板搭建
的店面，一排排的折叠桌折叠椅，老得不能再老的牛角
扇在哄哄作响，开了几十年的大排档，桌面依旧干干净
净，地面也没有油腻的痕迹。食物方面，能让一群西装
笔挺的白领在大热天的街道排队，当然要有一定水平，
这种老式餐厅起源于英治时期，食物揉合了中英的特色，
他家最负盛名的要算以大量鲜茄炮制的通心粉和柠檬脆
脆，茄牛通，不同品种的西红柿熬制，加入爽嫩的牛里脊，
熬成浓浓的汤底；柠檬脆脆，奶油猪的基础上涂上柠檬酱，
烘烤金黄色，口感酸爽香脆，几乎每个人桌上都能看到
这两道菜。
中环美轮街 2 号排档
星期一至六 : 08:00~17:30; 星期日 : 休息
人均 $50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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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加东叻沙虾面（东南亚风味）

东南亚美食向来有一定支持客，作为中外美食交汇之地
的香港实在不难见到其踪影，其中位于湾仔谢菲道的加
东叻沙虾面强烈推荐。加东叻沙虾面，店名点出了这家
餐厅的主营方向：叻沙和虾面为主的星马菜系。小小的
门脸，隐藏在不当道的小巷子，需要细心寻找才能找到。
这家店以其独特的叻沙香料配制的面食吸引了不少附近
工作的白领，其汤底真材实料，那股浓香不是其他叻沙
能比，每一口都是浓郁的叻沙和椰浆香味。叻沙有分正
宗或特色以供选择，而其虾面都有不同的配搭。午餐时
段 12:30~14:30 设有每人最低消费 $53。加东叻沙虾面
亦是美食大王蔡澜最喜爱的 150 间食肆之一。
湾仔谢斐道 155 号地下 D1 铺
星期一至六 : 11:30~21:00；星期日休息
人均 $50~$100

6

公利（凉茶老铺）

1948 年开业的公利真料竹蔗水经营六十多年来，坚持无添
加做法，以绝版古董榨汁机炮制清热解渴的鲜榨竹蔗水，
其古董榨汁机是上世纪精工制作，不是现在由工厂快速生
产所比拟的，可以把竹蔗压到完全没水，比其他榨汁机，
可以榨多三成汁，把竹蔗精华完全压榨出来，其清热之效
故然也比较明显。老板每天都会细心清洁榨汁机，一来要
小心保养，毕竟再买不到了，二来对竹蔗水的卫生也有保障。
竹蔗水看似简单，其实要完全发挥竹蔗清热下火的功效，
竹蔗要先慢火蒸煮，并为肉蔗刮皮，再靠一流的榨汁机把
精华压榨出来，功夫绝不简单！公利除供应竹蔗汁与竹蔗
水，还会提供凉茶、龟苓膏、蔗汁糕以及酸梅汤、五花茶
等产品。
中环苏豪荷李活道 60 号地下
11:00~23:00
人均 $10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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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九记牛腩（人气小食店）

要想吃美食，怎能不排队。九记牛腩就是一家门口常年
有排队队伍的店。九记牛腩，香港最出名的牛腩店，首
创清汤牛腩闻名全港。牛腩使用的是牛的肚腩的部分，
汤底加入药材炮制，药材选料更会按季节调配，将牛腩
与牛骨一起煲熬数小时，牛腩都炖至肉质松软入味，牛
筋又充满胶质，同时精华都溶入汤中。清汤牛腩还会加
入白萝卜，萝卜的香味与牛腩的鲜味碰撞出更加美味爽
口的味道。另一个招牌就是咖喱牛筋腩，咖喱牛筋腩的
咖喱浓稠，咖喱汁用了七八种香料炮制，牛筋煮至入口
即溶，可选河粉、粗面、伊面搭配。要注意的是，九记
牛腩是现金结账，拒收千元纸币。
中环歌赋街 21 号地下
星期一至六 12:30~22:30、星期日及公众假期休息
人均 $50~$100

8

东方小祇园斋菜（素食店）

香港信奉佛教者不在少数，斋菜 ( 素菜 ) 馆固然也不少。
香港的斋菜发展得非常有特色，不管食家是否佛教，都
可尝尝。要说斋菜馆，不得不提创于 1905 年的百年老店、
号称“香港第一斋”的东方小祗园，别以为没肉就会便宜，
这里菜式基本 80 元起跳，当然食物味道也绝对对得起这
价钱。特别针对一些戒口不戒心的素食客，还有一些梅
菜扣肉煲、斋叉烧、斋烧鹅等，当然都是用素菜做出来的，
利用不同的香料和特别的煮法，把素菜造成肉的味道和
口感。推荐梅菜扣肉煲，不油腻，扣肉质感同口感跟真
的一样，还有带子海皇汤，料足鲜味够！芋头鱼，卖相
一流，芋头味道浓，加甜酸汁更开胃。
湾仔轩尼诗道 241 号
11:00~22:30
人均 $100~$200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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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延伸旅游
香港会展新翼及金紫刑广场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的新翼于 1997 年落成，同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中国大典亦在该处举行，加上其独特的外型，
立即成为国际焦点，也是香港地标建筑之一，其向海一
面对开为金紫荆广场，放有象征香港回归的金紫荆雕像，
亦是香港每天举行升旗仪式的地方。
香港会展新翼及金紫刑广场

08:00 举行升旗仪式，18:00 举行降旗仪式

大平山山顶及山顶缆车
这是老景点了，有别于星光大道和 SKY100 在九龙方向
欣赏维多利亚港，这里是香港岛的最高点，可以在港岛
俯瞰维港，眺望九龙新界，最佳前往时间当然是夜晚。
游客可以于中环花园道山顶缆车总站乘搭缆车上落山顶，
这种独特的交通工具，本来就是香港的标志之一，车身
以近 40 度爬升，绝对可以给你前所未有的体验，还可以
沿途欣赏香港的半山风光。

大平山山顶及山顶缆车

大平山山顶及山顶缆车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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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新界
新界是香港占地最大的一个区域，
人口分散，东面由于较早通铁路，故较为繁荣，
食店较多，西面交通不便故饮食文化较为独特，较有特色，
而香港的后花园——西贡也位于新界，作为香港人周末休闲的热门去处，吃的当然不会马虎！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Delphi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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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龙华酒店（老牌酒店）

沙田龙华酒店是香港最老牌的酒店之一，建于战前，建
筑非常有特色，经常成为港产电影的取景地，比之其酒
店业务，他家的龙华乳鸽更是香港标志性的美食。三十
年前美国最权威的报章《纽约时报》已经有专文介绍，
可说是名闻海外。不少外国人对香港的美食的认识就止
于点心和烤乳鸽，龙华乳鸽绝对是原因之一。龙华的乳
鸽不会像鸡那么大，乳鸽嘛，就是蛋至鸽不超过 26 天的
嫩鸽，鸽子大了肉就老了。龙华在保持鸽子肉的“嫩”
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一般乳鸽都是干烧的，皮脆，但
肉汁流失得多。这家先将鸽烚一烚再在卤水汁浸熟，上
糖炸，那样鸽皮就会色鲜香脆。以龙华的名气加上对嫩
鸽肉的坚持和特别的煮法，他家一天要卖上五千只烤乳
鸽，以一家没有分店的食店来说这数字实在恐怖！另一
提他家的豆腐花也是非常著名，只是名气被乳鸽盖过了。
香港新界沙田下禾輋 22 号
09:30~23:30
人均 $100~$200

2

上水街市（大排档）

政府街市的熟食中心是香港一个特别饮食生态，政府在
规划新市镇时把四处的食店集中搬迁至街市大楼的楼上，
在一层楼内有数十家食店集中一起，竞争激烈，过不了
老饕之口的食店绝对存活不下去。众多熟食中心中上水
街市最为特别，白天是数十家不同食店，每到晚上就会
联手一起，由其中记负责做招呼，食客桌上有每一家的
餐牌，要吃什么什，跟服务员说就可以，一晚能吃上数
十家的美食，特别这些店家都千锤百炼，口味绝对地道。
另外一提，这里可自带海鲜加工，而楼下刚好是菜市场，
上水是香港渔民集中地，上水街市每天有大量新鲜海鲜
在这里出售，到菜市场选好新鲜食材，到楼上加工，可
谓价廉物美！
推荐：强记大排档
上水石湖墟市政大厦 2 楼
17:00~ 次日 02:00
人均 $50~$100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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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添仔虾饺（风味小吃）

这里也是政府街市的熟食中心，茶餐厅、大排档固然有
一大堆，但这里要介绍的是在熟食中心少见的“饮茶”
铺——添仔虾饺，说是茶楼则有点言重了，毕竟只是熟
食中心的一个店铺，足料价廉是其主要优势，其主打虾
饺皇每只虾饺都包有三数虾，第一口咬是虾，第二口也
是虾，再咬还是虾，可称得上皮薄馅靓。另一道特色点
心要算其肠粉，不论虾肠、牛肠、叉烧肠都用超长的碟
子装盛，算一算要比其他茶楼多出一半份量，其他点心
如腐皮卷、凤爪等也是价格实惠，味道上佳。
粉岭联和墟街市 2 楼 Food Court 12 及 19 号铺心
06:00~15:00
人均 $50 以内

4

真味店（港式小吃）

广东人爱吃鱼翅，可真正鱼翅要价极高，早年香港人动
动脑筋，以粉条代替鱼翅制成了名小吃——碗仔翅。其
材料和做法跟真正鱼翅一模一样，久而久之成为了香港
的街头美食。随着社会上对鲨鱼的保育意识提高，近年
罢吃鱼翅者众，固碗仔翅在现今富庶的社会依然很受欢

仔翅内满满的肉丝，加上香醋和麻油，味道也是非常香浓，

5

满口肉香，十多元就能享用鱼翅般的美味。店内也提供

炸鱼薯条本来是英国小吃，把去骨的鱼切成片后裹上粉，

炸云吞和煎酿三宝等街头小吃。

然后油炸，同时也炸薯条，吃的时候还会配上不同口味

迎。位于西贡福民路巷子的真味店，在西贡经营多年，
口碑非常好，其主要特色是用料非常足，浓稠的一碗碗

炸鱼薯条（西式小吃）

西贡福民路 58-72 号高富楼地下 23 号铺

的调味酱，在国外算是种很普遍的街边小吃。在新西兰、

10:00~22:00

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旅游区倒是满街都是，香港这炸鱼薯

人均 $20

条还不算普遍。这家在西贡小街的炸鱼薯条深受老外喜
欢。炸鱼的鱼肉很滑，粗薯条也非常惹味。这家也提供
炸菠萝、炸鱿鱼等小食和一些酒精饮料，最最最神奇的
是 Deep Fried Oreo，对，你没看错，就是炸奥利奥，
这个味道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8 一个，一定要亲自
尝试一下。
西贡敬民街 9 号高胜楼地下 11 号铺
12:00~19:30，星期三休息
人均 $50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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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Jingle's Oyster + Grill（西餐厅）

为于大埔八号花园的西餐厅 Jingle's Oyster + Grill，这里
主打各国生蚝和各类羊排、牛排，由于档次比较高，座位
密度较低，最好先订位。不同品种的生蚝，不同海域的生
蚝，口味都会不一样。好吃生生蚝者可先向服务员询问当
天供应什么生蚝，把自已的口味 ( 例如喜欢甜的或咸的，
喜不喜欢金属味？喜不喜欢 Creamy 的 ?) 告知服务员，
服务员会给出专业建议，然后以口味由淡至浓上菜。生蚝
一只大约 60~70 元，可配上香滨或白酒。如食客想吃牛
排羊排类，由于口味都非常浓烈，最好在吃过生蚝后再点。
由于是正式的西餐厅，餐后得多付 10% 的服务费 ( 香港
称为“加一”)，另最好穿着合适衣服，保持较低谈话声量。
大埔安慈路 2 号八号花园地下 4 号铺
12:00~15:00, 18:00~23:00
人均 $200~$600

7

蛇王合蛇店（特色美食）

蛇羹顾名思义以蛇制作，属高热量食物，能行气活血，
有暖身作用。香港各区都有蛇店，其中不少有名气的，
要介绍的却是隐秘于癸兴区的隐世蛇店——蛇王合蛇店，
癸兴区不是旅游区，这里的食店都是做街坊生意，利润
较低，没有强劲的人流，往往要靠真材实料来留住熟客，
在蛇王合叫上一碗蛇羹，老板给端上的是满满的一碗蛇
肉。老板很随和好客，只要跟老板聊起话头，他会源源

于蛇羹比较浓稠，肉很多，最好配上柠檬醋和柠檬叶，

8

会比较清新、开胃。

港人爱甜品，中式西式、台式日式满街都是，其中不少

不绝介绍不同的蛇和其药用功效，不同季节会食用不同
的蛇，也要配上不同的中药材，才能达到补而不燥。由

Sweets House Cha Cha（甜品店）

葵涌禾塘咀街 121 号 ( 星展银行对面 )

以特别口味作招牌，位于沙田城市广场的日式甜品店

08:00~23:00

Sweets House Cha Cha 就以抹茶做招待。口味清新的抹

人均 $50

茶从来都是消暑良品，最适合饱食一餐后再来一道饭后甜
品。这里每道甜品都飘散着抹茶的独特清新香气，招牌宇
治抹茶软雪糕，乳制品用上北海道特选 3.6 牛乳，所以牛
奶味特别浓，抹茶味也很香浓，微苦的抹茶味道正好中和
了牛奶的甜味，整个配搭得超好。不想吃凉食也可选抹茶
烧饼 , 香喷喷的抹茶味，配上香甜红豆蓉！绝！
沙田沙田正街 18 号新城市广场一期 2 楼 City'Super
星期日至星期四及公众假期 :10:00~22:00
星期五至星期六及公众假期前夕 :10:00~23:00
人均 $50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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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马大桥

周边延伸旅游
青马大桥
青马大桥于 1997 回归当年落成，连结新界的青衣和大
屿山的马湾，是全球最长的行车铁路双用悬索吊桥，
以及全球第 9 长的悬索吊桥。大桥主跨长 1,377 米，

西贡码头

连引道全长为 2,160 米。以往大屿山基本上只能称为
郊野，来往只能靠般只，随着大桥落成，接让的东涌
被快速的发展成新市镇，至今已成为游客来往迪斯尼、

西贡码头

大佛等景点的交通枢纽。大桥外型优雅宏伟，是香港

西贡被称为香港的后花园，西贡码头一带是西贡的市中

地标性建筑之一，也是摄影爱好者热爱的取景地。要

心，想吃海鲜的有街头大排档的海鲜街，巷子内有不同

欣赏青马大桥可乘车通过大桥，亲身在蓝天白云中体

的餐厅和咖啡厅，也有特色精品店。每日有渔船停在海

验大桥的雄伟。喜欢摄影的也可以到观景台欣赏亭亭

边叫卖海鲜和海产，比在海鲜街吃海鲜更为划算。这里

玉立的大桥。

也是香港的宠物天堂，每天不少人带着自己的狗狗到海

• 从港铁青衣站 A1 出口的青衣铁路小巴站，乘 308M 号绿色
小巴至访客中心下车。
（部分小巴不在访客中 心停站，请于上车时向司机查询。）
• 从港铁青衣站 A1 出口，乘出租车至访客中心下车。

边散步，好不热闹。在西贡码头你会看到香港悠闲的一面，
近来新增设了假日市集，很适合闲逛、放松。另外著名
的满记甜品的创始店也是在这里哦。
在地铁钻石站的巴士总站搭 92 号巴士至终点站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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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离岛
香港三面环海，离岛数目众多，在过往由于交通不便，
交流不多，故离岛的岛上的居民都发展出了其独特的饮食文化，同一道菜，在离岛吃的味道总是不一样。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Delp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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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允升甜品（甜品店）

在长洲，如果你问当地人，去哪里吃芒果糯米糍最好，
当地人的第一反应一定是：去允升。允升的芒果糯米糍
可称得上是巨型，包裹着大颗粒芒果肉的糯米软软的，
外面防粘的也不是椰丝，而是传统的糯米粉，一口咬下去，
满口多汁的芒果，$8 一个的价格也很划算。不大的店面，
前面摆着七八张桌子，后面的柜台隔开就是操作室，可
以清晰的看见满满都是堆放新鲜芒果的箱子。五六个师
傅在不停的削芒果片，切芒果，另外一边两个师傅在柜
台前现场制作。除了芒果糯米糍，还有芒果肠粉、芒果
西米露、香蕉船之类的甜品，味道都很棒。但是美中不
足的是这家店的服务态度比较差，遇到节假日门口一定
是排着长队等位的人。
长洲新兴街 3 号
11:00~ 次日 01:00
人均 $50~$100
上岛后沿东湾路到新兴街，然后一直直走的左手边就能看到

2

甘永泰鱼蛋（特色小吃）

每次到长洲，下船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甘永泰鱼蛋店，
先来两串鱼蛋再说。他家鱼蛋是以新鲜手制闻名，猪肉
丸、墨鱼丸、鲮鱼球等种类也很多。店铺一边是卖论斤
称的半成品，鱼丸、虾丸、鱼片都在 $70 一斤左右，到
长洲游玩的香港人很多都会买一些他家的丸子作为伴手
礼。另一边是即食的油炸鱼蛋，十多个种类任你选择，
价格在 $10-20 之间。长洲特产大鱼丸 $10，墨鱼丸 $15，
三文鱼丸拼芝士丸 $15 等等，强烈推荐的是他家的鱼肉
酿豆卜，豆卜里包裹着鱼肉，油炸后外层豆卜极其香脆，
里面的鱼肉馅儿也很爽口。
长洲新兴街 106 号地下
14:00~19:00
人均 $20
上岛后沿东湾路到新兴街路口就能看到甘永泰鱼蛋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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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阿伯烧鱿鱼（特色小吃）

阿伯烧鱿鱼就是街边的一个小摊档，除了烤鱿鱼，还有
烤黄花鱼籽，烤濑尿虾干，还没走近摊位，远远就闻到
烤海鲜的香味。阿伯非常热情，边烤边和你聊天，还摆
出 V 的手势给你拍照。强烈推荐烤黄花鱼籽，阿伯把晒
干的黄花鱼籽用铁网放到炭炉上反复翻烤，直至烤出诱
人的香味，无需添加任何佐料，烤香后剪成小块装袋。
阿伯烤鱿鱼“口讲讲唔到，食过知道好（口说无凭，吃
过就知道味道好）。”
大澳吉庆街街边
无固定营业时间
人均 $20

4

建兴亚婆豆腐花（特色小吃）

说起南丫岛的特产，影帝周润发一定是排在首位的，而豆
腐花的排名紧随其后。南丫岛的榕树湾有一家倚着几颗老
树搭建出来的简陋棚屋，有名的建兴亚婆豆腐花就在这儿。
店主是一个老阿婆，但是精神抖擞，你能见她一手提起装
满糖浆的糖壶，阿婆虽然头发花白，臂力可不敢小觑。来
一碗白白嫩嫩的冰豆腐花，加入姜味的糖浆，淡淡的姜味，
浓浓的豆香，保管消暑解渴。吃豆腐花可不能搅碎，一定
要一勺一勺的吃才够美味。
南丫岛榕树湾大湾肚 1 号
08:00~17:00
人均 $10
榕树湾下船后，沿着指示往风力发电厂方向走，沿路会见到亚
婆豆腐花

5

宝莲寺斋堂（素食店）

到香港，一定要去天坛大佛拜拜，去大佛就不能错过宝
莲寺的素斋。吃斋宴，须要到登记处登记。斋堂供应的
斋菜套餐有两款，分别为 $88 的珍味素和 $128 贵宾斋，
当然也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直接点餐，但价格就比套餐略
贵。宝莲寺斋堂的素斋不仅味道不错，菜品也很漂亮。
在宝莲寺食斋没必要太纠结价格，我们付的并不是菜钱，
而是香油钱，斋堂不是卖斋，而是招待添香油钱的信众。
大屿山昂坪昂坪路宝莲禅寺
11:30~16:30
人均 $150
斋堂登记处在大佛脚下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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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坛大佛

周边延伸旅游
大屿山宝莲禅寺、天坛大佛 & 昂坪 360 缆车

大澳渔村

来到大屿山又怎能不来看天坛大佛呢，天坛大佛是位于

大澳是香港最古老的渔港之一，也是香港百年来的渔盐

宝莲禅寺前的一尊释迦牟尼佛像，于 1993 年建成开光，

业重地。是渔民蜑家人的聚居地。密密麻麻的棚屋、纵

由中国航天科技部设计和制作，由 202 块铜片组成（佛

横交错的水道与桥梁，因而构成大澳现今的面貌。大澳

身 160 块、莲花 36 块、云头 6 块），高 26.4 米，连莲

的棚屋就建在渔村中间一条河道的两旁。棚屋户户相连，

花座及基座总高约 34 米，重 250 公吨，而宝莲禅寺则

部分通道更会穿过邻居的客厅或厨房，造就了亲近的邻

创建于 1906 年，至今 100 余年。由于建筑规模大，地

里关系。游览大澳，你可以乘舢舨小艇在水道中穿梭，

形环境优美，有“南天佛国”之称，是世界佛教圣地。

近距离欣赏棚屋；又或者在渔村里走一圈，感受大澳的

而对游客来说前往宝莲禅寺的最佳方法肯定是乘座昂坪

渔村风貌。

360 缆车，昂坪 360 与其说是交通工具，不如说其是一
个旅游项目更为合适，缆车全程长 5.7 公里，视乎天气
调节运作速度，行程须时 24~30 分钟，其间可欣赏大屿
山郊野风光，天晴时固然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养眼至极，

在港铁东涌站 B 出口的巴士总站乘坐 11 号巴士至大澳巴士总
站，车程约 50 分钟，下车后步行 5 分钟至大涌桥，再沿水道
两旁走。如从宝莲禅寺出发，可从昂坪巴士总站搭乘 21 号巴士
至大澳巴士总站，车程约 20 分钟

碰上阴雨天也不用失望，30 分钟的烟雨凄迷、穿云插雾
也别有一番景致。须留意大风天气缆车会暂停运作。宝
莲禅寺和天坛大佛可免费参观，如要进入天坛大佛内部
展览厅就得付费了，建议购买宝莲禅寺斋菜馆的餐券 ( 一
般每人 $88~$128)，就可以免费入内。
09:30~18:00
建议港铁东涌站 B 出口乖搭昂坪 360 缆车，如碰上大风天气，
缆车停驶可从港铁东涌站 B 出口的巴士总站，乘搭 23 号巴士
至昂坪市集下车，车程约 50 分钟
www.np360.com.hk

大澳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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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书旅行家

全球招募中
去哪儿骆驼书
城市系列 City Guide
海岛系列 Islands Guide
舌尖系列 Food Guide
主题系列 Special Interest Guide

更多骆驼书下载

如果你热爱旅行和分享
如果你对国外某地了若指掌 如果你有最聪明的当地秘笈
欢迎加入 去哪儿骆驼书全球签约作者的行列
请把个人简历及详细旅游经历发送至

travelfans@qunar.com

我们会尽快与您联系

去哪儿骆驼书下载／ guide.qunar.com 官方微博／ weibo.com/lvyougonglve
想法、建议，请告诉我们／ travelfans@qun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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