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律

栗米田園沙律

吞拿魚長通粉沙律

煙三文魚凱撒沙律

 

 

 

 

 

 

801. 吞拿魚長通粉沙律              802. 煙三文魚凱撒沙律            810. 法式芝士蒜蓉麵包             

812. 法式鵝肝慕絲吐司               812. 蕃茄煙三文魚 PIZZA           813. 豪華至尊 PIZZA 

星期一至五 惠顧任何飲料，食物半價優惠 公共假期除外

轉 開心套餐 包括：蒜蓉包，沙津，餐飲）

轉 豪華套餐 包括：蒜蓉包，餐湯，特色飲品及是日甜品）

加一服務費 。

消費時間兩小時 。

每位顧客最底消費一款食物或飲品 晚上最底 。

如對上述優惠有任何爭議 由薯仔屋之決定為準。

麵包吐司 件 件

法式芝士蒜蓉麵包

意式蕃茄芝士長法飽

法式鵝肝慕絲吐司

傳統意式薄餅
傳統辣肉腸

莫蘇里拉芝士、辣肉腸、香濃蕃茄醬

夏威夷風味
莫蘇里拉芝士、菠蘿、火腿、香濃蕃茄醬

巴西燒烤風味
墨西哥芝士、辣肉腸、煙肉、洋蔥、燒烤醬

蕃茄煙三文魚
莫蘇里拉芝士、煙三文魚、車厘茄、蘑菇、栗米、香濃蕃茄醬

豪華至尊
莫蘇里拉芝士、辣肉腸、青椒、蘑菇片、洋蔥、紅椒、煙肉、香濃蕃茄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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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 意粉
忌廉蘑菇湯 是日精選餐湯 跟法式蒜蓉包

香草法蘭克福腸炒意粉

卡邦尼白菌煙肉意粉

焗腸仔茄汁肉醬意粉

西班牙茄汁蘑菇煙肉意粉 新鮮蕃茄製茄汁

煙三文魚白汁蘑菇意粉

米蘭肉醬蕃茄焗千層麵

海龍皇汁燴大蝦意大利粉

卡邦尼白菌煙肉意粉 焗腸仔茄汁肉醬意粉 米蘭肉醬蕃茄焗千層麵

焗薯
肉醬鋪天芝士焗薯

吞拿魚芝士焗薯

粟米煙肉粒芝士焗薯

素菜西蘭花芝士焗薯

肉醬鋪天芝士焗薯 芝士煙肉洋蔥焗薯皮 芝士西蘭花焗薯皮

星期一至五 惠顧任何飲料，食物半價優惠 公共假期除外

轉 開心套餐 包括：蒜蓉包，沙津，餐飲）

轉 豪華套餐 包括：蒜蓉包，餐湯，特色飲品及是日甜品）

加一服務費 。

消費時間兩小時 。

每位顧客最底消費一款食物或飲品 晚上最底 。

如對上述優惠有任何爭議 由薯仔屋之決定為準。

焗薯皮 件 件

芝士煙肉洋蔥焗薯皮

芝士吞拿魚洋蔥焗薯皮

芝士西蘭花焗薯皮

雜綿焗薯皮 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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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鮮拼盤
二人份龍蝦海鮮拼盤

波士頓龍蝦 全隻

加拿大翡翠螺

法國藍青口

太平洋虎蝦

人份 雙倍 人份

開心海鮮拼盤
加拿大翡翠螺

法國藍青口

太平洋虎蝦
人份 三倍 人份

主菜
香煎西冷牛排伴舖天薯條

意大利香煎龍利柳拌薯菜

魁北克鋪天薯條 配醬燒豬仔全骨 得獎菜式

半條

全條 鋪天薯條 配醬燒豬仔全骨

鋪天薯條
煙肉鋪天薯條 配上忌廉芝士醬
莫蘇里拉芝士、 調味汁、煙肉粒

加拿大肉醬鋪天薯條 配上獨有

肉醬、洋蔥、煙肉、莫蘇里拉芝士、 調味汁

芝士西蘭花鋪天薯條 配上獨有

碎切西蘭花、莫蘇里拉芝士、 調味汁

香煎西冷牛排伴舖天薯條 意大利香煎龍利柳拌薯菜 加拿大肉醬鋪天薯條

星期一至五 惠顧任何飲料，食物半價優惠 公共假期除外

轉 開心套餐 包括：蒜蓉包，沙津，餐飲）

轉 豪華套餐 包括：蒜蓉包，餐湯，特色飲品及是日甜品）

加一服務費 。

消費時間兩小時 。

每位顧客最底消費一款食物或飲品 晚上最底 。

如對上述優惠有任何爭議 由薯仔屋之決定為準。

開心海鮮拼盤 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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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炸雞塊 黃金炸薯餅 黃金炸大蝦

焗蜜汁雞翼 芝士焗田螺酥盒 墨西哥薄脆

星期一至五 惠顧任何飲料，食物半價優惠 公共假期除外

轉 開心套餐 包括：蒜蓉包，沙津，餐飲）

轉 豪華套餐 包括：蒜蓉包，餐湯，特色飲品及是日甜品）

加一服務費 。

消費時間兩小時 。

每位顧客最底消費一款食物或飲品 晚上最底 。

如對上述優惠有任何爭議 由薯仔屋之決定為準。

 休閒小食      Snack       Normal Big 

880.  黃金炸雞塊 Fried Chicken Nuggets  $38 (6pcs) $78  (12pcs) 

881.  黃金炸薯餅 Fried Hush Brown $38 (4pcs) $78  (8pcs) 

882.  黃金炸大蝦 Deep Fried Prawn with Sweet Chili Sauver Sauce $68 (4pcs) $118 (8pcs) 

883.  雜錦串燒(雞肉/牛肉/豬肉)  Mixed Grilled Chicken/Beef/Pork Satay  $38 (3pcs) $78  (8pcs) 

884.  日式炸餃子  Traditional Japanese Deep Fried Dumplings  $38 (4pcs) $118 (12pcs) 

885. 焗蜜汁雞翼 Honey Chicken Wing with Daily Salad $68 (4pcs) $188 (12pcs) 

886.  芝士焗田螺酥盒 Escargot in Vol-Au-Vent.  $68 (6pcs) $138 (12pcs) 

887.  香蒜焗半殼帆立貝 Baked Scallop w/. Butter Sauce $98 (6pcs) $178 (12pcs) 

888.  墨西哥薄脆 Mexican Style Nacho with Cream Salsa sauce $68  $138  

889.  日式蜜糖八爪肉腸  Fried Shrimp cake w./ Honey Sausage $68  

890.  薯仔屋雜會蜜汁焗腸腸  Mixed Sausages with Honey $68  

 891.  薯仔屋雜會香蒜焗菇菇 Mixed Mushrooms with Garlic $68  

 891.  芝士肉醬煙肉薯蓉 Mushed Potato with Bacon and Meat Sauce $88  

893.  蒜香一口和牛粒 Corn Beef with Garlic & Veg $98  
   

 甜點  Dessert       寫名

意式芝士餅是日芝士餅

雪糕愛心格仔餅

心太軟

意式雲呢拿泡芙

雜果雪糕新地

心太軟

雪糕愛心格仔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