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餐牌已上載到 FACEBOOK） 

營業時間：0800-1630      餐牌生效日期：01/03/2016 

電話：6355 8724 

地址：荃灣仁濟街 18 號仁濟醫院綜合服務大樓地下 

歡迎親臨、來電或 WHATSAPP 落單 

自取或外送（仁濟醫院範圍不設最低消費）皆可 
 

 

鮮榨果汁 Fresh Juice   
YC18 特飲（橙、蘋果、甘筍） 單價 $21 

YC18 Special (Orange, Apple , Carrot) ……  跟餐 $8 
 

自選特飲（A+B+C） 單價 $24 

My Favourite Drink (A+B+C) ……………  跟餐 $11  

經典 Classic 
檸蜜（熱 / 凍）  單價 $12 / $14 

Honey with Lemon (H / C) … 跟餐 $0 / $2 
 

檸茶（熱 / 凍）  單價 $12 / $14 

Lemon Tea (H / C) ……… 跟餐 $0 / $2 
 

檸水（熱 / 凍）  單價 $12 / $14 

Lemon Water (H / C) ……… 跟餐 $0 / $2 
 

荳漿（熱 / 凍） 單價 $10 / $12 

Soya Milk (H / C) ………… 跟餐 $0 / $2 
 

黑芝麻荳漿（熱 / 凍） 單價 $10 / $12 

Black Sesame Soya Milk (H / C)跟餐 $0 / $2 

 
阿華田（熱 / 凍）  單價 $12 / $14 

Ovaltine (H / C) ………… 跟餐 $0 / $2 
 

好立克（熱 / 凍）  單價 $12 / $14 

Holick (H / C) …………… 跟餐 $0 / $2 
 

奶茶（熱 / 凍）  單價 $12 / $14 

Milk Tea (H / C) …………… 跟餐 $0 / $2 

 

 

A 類 

蘋果 Apple 

橙 Orange 

雪梨 Pear 

西柚 Grapefruit 

檸檬 Lemon 

青瓜 Cucumber 

蕃茄 Tomato 

B 類 

紅菜頭 Beet 

火龍果 Dragon Fruit 

甘筍 Carrot 

奇異果 Kiwi 

蜜糖 Honey 

木瓜 Papaya 

 

C 類 

脫脂奶 Skimmed Milk 

全脂奶 Milk 

乳酸 Lactoracillis Drink 

 咖啡及朱古力 Coffee & Chocolate 
 

  
熱 凍 

8oz 12oz 16oz 12oz 16oz 

榛子 

Hazelut 

單價 $22 $24 $26 $26 $28 

跟餐 $6 $8 $10 $10 $12 

拿鐵 

Latte 

單價 $20 $22 $24 $24 $26 

跟餐 $ 4 $6 $8 $8 $10 

卡布奇諾 

Cappuccino 

單價 $20 $22 $24 $24 $26 

跟餐 $4 $6 $8 $8 $10 

  熱 1shot 2shots 

特濃 

Espresso 

單價 $15 $19 

跟餐 $1 $2 

加忌廉 Add Cream +$5 

 
 

  
熱 凍 

8oz 12oz 16oz 12oz 16oz 

摩卡 

Mocha 

單價 $22 $24 $26 $26 $28 

跟餐 $6 $8 $10 $10 $12 

朱古力 

Chocolate 

單價 $20 $22 $24 $24 $26 

跟餐 $4 $6 $8 $8 $10 

美式 

Americano 

單價 $18 $20 $22 $22 $24 

跟餐 $2 $4 $6 $6 $8 

焦糖 

Caramel 

單價 $22 $24 $26 $26 $28 

跟餐 $6 $8 $10 $1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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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 Food Set  （全日供應（A、B、C 餐除外）） 

跟餐配牛角包 Add Croissant + $5；三文治轉牛角包 Croissant + $4；三文治烘底 Toast + $1； 

加配沙律菜 Add with Mix Green +$8；加配是日餐湯 Add with Daily Soup + $8；加芝士 Add Cheese + $1； 

白飯 Rice $8 /碗 Bowl 
 

跟餐：可免費配「經典系列」熱飲  或  以優惠價選配其他飲品 

 

A 
湯意粉 / 烏冬 / 螺絲粉 / 米粉 / 米線 / 新竹米粉 單價 $34（1100-1400 供應） 

Pasta / Udon / Fusilli / Rice Noodles in soup …………………………… 跟餐 $39 

星期一（Mon） 星期二（Tue） 星期三（Wed） 星期四（Thu） 星期五（Fri） 

黑椒牛仔骨 

Beef Ribs with 

Black Pepper 

豬軟骨 

Pig Cartilage 

台式牛肉 

Taiwanese Beef 

日式叉燒 

Japanese BBQ Pork 

美式 BBQ 豬肋排 

BBQ Pork Ribs 

 

  

B 
意粉 / 螺絲粉 / 飯（配伴菜）  單價 $34（1100-1400 供應） 

Pasta / Fusilli / Rice (with greens) ……………………………………… 跟餐 $39 

星期一（Mon） 星期二（Tue） 星期三（Wed） 星期四（Thu） 星期五（Fri） 

野菌松露燒汁 

Mix Mushroom 

with BBQ Sauce 

串燒沙嗲鷄肉 

Chicken Satay 

Skewers 

椰汁芋頭炆鷄 

Chicken with Taro in 

Coconut Sauce 

煎洋蔥鲜肉餅 

配泰式甜辣醬 

Pork Don with 

Thai Sauce 

烤鷄扒配 

薄荷乳酪醬 

Chicken Fillet with 

Mint Yogurt Sauce 
 

 

 

C 
湯（配香草蕃茄包）         單價 $27（1100-1400 供應） 

Soup (with Herb & Tomato Bread) ……………………………………… 跟餐 $32 

星期一（Mon） 星期二（Tue） 星期三（Wed） 星期四（Thu） 星期五（Fri） 

南瓜濃湯 

Pumpkin 

蕃茄薯仔濃湯 

Tomato with Potato 

周打蜆濃湯 

Clam Chowder 

西蘭花忌廉濃湯 

Cream of Broccoli 

忌廉蘑菇濃湯         

Cream of Mushroom 
 

 

 

D 
牛油果碎蛋沙律 / 大蝦薯仔沙律 / 煙三文魚沙律 單價 $34 

Avocado with Egg / Shrimp with Potato / Smoked Salmon Salad ……… 跟餐 $39 

  

E 
吞拿魚沙律 / 烤雞沙律  單價 $30 

Tuna / Roast Chicken Salad …………………………………………… 跟餐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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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餐：可免費配「經典系列」熱飲  或  以優惠價選配其他飲品 
 

F 
煙三文魚焗薯（配沙律菜） 單價 $34 

Smoked Salmon Baked Potato (with Mix Green) ………………………… 跟餐 $39 
 

 

G 
吞拿魚焗薯 / 碎蛋沙律焗薯 / 煙肉芝士焗薯（配沙律菜） 單價 $30 

Tuna \ Egg Salad \ Bacon & Cheese Baked Potato (with Mix Green) …… 跟餐 $35 
 

 

H 
牛肚 / 牛腩 / 貢丸 / 墨魚丸 湯 烏冬 / 米線 / 米粉 單價 $21 

Udon / Rice Noodles in soup with Tripe / Sirloin / Pork Ball / Cuttlefish Ball 跟餐 $26 
 

 

I 
煙三文魚三文治 / 蜜桃大蝦三文治 單價 $29 

Smoked Salmon / Peach with Shrimp Sandwiches …………………… 跟餐 $34 
 

 

J 
吞拿魚三文治 / 火腿芝士三文治 / 蕃茄蛋三文治 單價 $25 

Tuna / Ham with Cheese / Tomato with Egg Sandwiches ……………… 跟餐 $30 
 

 

K 
腸仔蛋通粉 / 生菜火腿絲通粉（配多士）  單價 $21 

Penne with Sausage & Egg / Ham & Lettuce (with Toast) ……………… 跟餐 $26 
 

 

L 
YC18 全餐（焗豆、牛角包、掛汁通粉、火腿、蛋） 單價 $28 

YC18 Deluxe Meal (Baked Beans, Croissant, Penne with Sauce, Ham, Egg) 跟餐 $33 
 

 

M 
麥皮配多士（提子乾、青瓜、粟米、蕃茄、紅腰豆；任選 2 款） 單價 $21 

Oat with Toast (Raisin, Cucumber, Corn, Tomato, Red Kidney Bean; any2)  跟餐 $26 
 

 

N 
是日精選蛋糕  單價 $26 

Daily Cake …………………………………………………………… 跟餐 $31 
 

 

O 
是日精選甜品  單價 $20 

Daily Dessert  ………………………………………………………… 跟餐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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