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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時報》評為洛杉磯最好的港式餐廳之一
海港大酒樓 秉持對食物的堅持

《洛杉磯時報》在今年的報道中指
出，海港大酒樓是洛杉磯地區兩或三間最
佳港式餐廳之一。舒適的用餐環境，豪華
的中國菜餚，一直被認為最嚴謹的廚房。
在早上，點心可以說是城裡最好的。記者
日前訪餐廳時，經理王傢平介紹，很多香
港明星都喜歡到餐廳用餐，餐廳牆上就掛
著行政總廚何惠東與香港歌影視紅星薛家
燕、曾志偉、曾寶儀、任達華等的合照。
王傢平表示，就是老闆對餐點的堅持，才
造就了今日的成績。 記者黃松洛杉磯報道

經理王傢平介紹，海港大酒樓於2002年首先推
出即叫即蒸服務，以保持點心的美食。「像一

些點心，如果蒸太久，就會破壞了食物的口感。」
像黑松露燒賣，燒賣上的黑松露分量十足，連燒賣
皮的口感都很好，軟硬適中。海港第一包更是鬆
軟，加上中間包的叉燒肉，皮薄餡足，一個人吃三
個也不會覺得飽。更不用說鳳凰金沙包，一口咬下
來，包中間的流沙真是順著流下來，味道十足。
他介紹，在做金沙包的時候，加州的水是硬

水，與香港的軟水不一樣，為了要達到流沙的效
果，經過多次試做才成功。另外一項特別的是用蛋
白做蛋撻，更考功夫，但可以讓食客吃得更健康。
在餐點方面，正所謂「凍雞熱鴨」，吃雞肉要吃

涼的，餐廳的黑松露貴妃雞就是招牌餐點之一。他
介紹，在煮的時候，火候要控制得很好，用慢火浸
煮，才能確保雞肉不會乾，保持雞肉的鮮嫩，配合
冷榨橄欖油，特別調配的醫汁，口感非常清爽，不
知不覺間就會將半隻雞吃完。
陳醋浸遼蔘更是特別，海蔘本身是非常健康的

食物，有助抗癌抗衰老。餐廳在料理時特別用上自
製陳醋，除了令海蔘的味道更加獨一無二，再加上
陳醋本身也有食療效果，能抑制病菌、病毒的生長
繁殖，預防腸道傳染病，更顯廚師在製作這道菜時
的用心。
經理王傢平介紹，海港大酒樓行政總廚何惠東

師承世界御廚、阿一鮑魚始創人楊貫一先生，所
以在食物上更有其堅持，也是因為這種對食物的堅
持，才令餐廳一直廣受社區饕客歡迎。
訂座電話：626-288-3939，餐廳地址：3939 

Rosemead Blvd，Rosemead, CA91770。

■在柔斯密的海港大酒樓。 記者黃松攝

■食在柔斯密Dine in Rosemead美食地圖。 
 記者曾妮華製圖

■舒適的用餐空間，有需要的客人可以預訂房
間，方便親朋好友相聚。 記者黃松攝

■一進餐廳，就可以看到牆上掛著多張證書。
 記者黃松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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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醋浸遼蔘。 記者黃松攝

柔斯密名字起源於牧場
名稱。18世紀，Frank Forst
和妻子Leonard John Rose 
在聖蓋博谷定居，並在現
時Rosemead Blvd到Walnut 
Grove Avenue之間約600畝的
土地建立牧場，牧場名字叫
「Rose's Meadow」，這個名字
最後縮短成現時的城市名字-- 
Rosemead。柔斯密商會邁入90
周年，特別與星島日報合作，
將每周五見報的「飲食星探」化
身為「吃在柔斯密」，為大家介
紹一些在柔斯密的特色美食。

吃在柔斯密

■柔斯密商會邁入90周年。
 柔斯密商會提供

■黑松露貴妃雞。 記者黃松攝

■黑松露燒賣。 記者黃松攝

■何惠東(左)與楊貫一(右)合照。 
 海港大酒樓提供

■海港第一包。 記者黃松攝

■酥皮奶撻。 記者黃松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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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薑蔥醬而生的海南雞飯
吃海南雞飯絕對少不了薑蔥醬作為醬汁，但在柔似密正

方廣場內的好味屋，海南雞飯卻是為了薑蔥醬而生。
家族廚房的兒子晏遠丸表示，在母親因病過逝後，他依記憶
重製了該薑蔥醬，調整海南雞飯的味道，製作出美味
的海南雞飯。 記者黃松洛杉磯報道

好味屋的海南雞飯是限量製作的。記
者日前到餐廳享用海南雞飯時，不到中午
12時，巳經聽到海南雞飯賣完了。晏遠丸
後來解釋，並不是賣完，而是由於電飯鍋
的容量有限，只能製作一定份量的飯。當
一鍋飯賣完了，就只能等下一鍋出爐。
該海南雞飯的雞肉非常嫩，配上特製

的薑蔥醬，更將雞味、飯味和薑蔥醬的味
道和諧地搭配在一起，令人忍不住一口接
一口地吃。晏遠丸表示，做家族生意，講
究的是每樣食材的搭配。家用電飯鍋雖然
飯煮出來的份量較小，但每一粒米飯可以
煮得更好。這也是海南雞飯越來越出名，
但仍舊每小時必須限量供應的原因。「只
有這樣，才能確保客人吃到的是最好吃的
海南雞飯。」
說起薑蔥醬，晏遠丸表示，在他小時

候，由於父母都是經營餐廳，他從小就立
志要到餐廳工作。「但媽媽一再阻止，甚

至以死相逼。」他
提到這是他想要
的工作，但媽媽
知道做餐廳的辛
苦，所以不斷地阻
止他加入。大學畢業
後，他還是到夏威夷
的餐廳打工，學習餐
廳經營。
「後來才知道媽媽已經生病很久，

但由於一直以工作忙為由，所以沒去看
醫生。等看了醫生，醫生已經束手無策
了。」他表示，母親過世後，他才正式回
到餐廳工作。為了懷念母親，所以特別配
製了薑蔥醬。「我只記得醬的味道，雖然
好像很簡單，主要成份就是薑末、蔥末、
鹽、雞油，但經過反覆的嘗試，才試出媽
媽那時做的味道。」
做好醬汁後，為了讓海南雞飯的味
道與醬汁更配合，也花了不少時
間調整其中的比例。在2015年6月
首次推出該海南雞飯後，由於價格
問題，一度沒有客人。到2016年11
月，當時《洛杉磯時報》就移民家庭
和他們的子女作系列報道，採訪了
他們家，才讓他們的店曝光，吸引
了更多客人。
「我知道媽媽對食物的堅持，

我也將秉持同樣的理念。」雖然現時
已經增加一個電飯鍋，但每小時能
服務的客人也約20位左右。「餐廳
會盡量滿足客人的要求，但不能因
此而給出不達標準的餐點。如果顧
客想確定能吃到海南雞飯，最好先
打電話預約。」

■ (左起) 哥哥晏遠飛、父親
晏東洲、弟弟晏遠丸、廚師
何夫合照。 記者黃松攝

■被多位網友評為最好吃的海南雞飯。 
 網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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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而特製的薑蔥
醬。 記者黃松攝

■炸過的海南雞飯。 網絡圖
■餐廳位於8150 Garvey Ave, Ste 117C, Rosemead, 
CA 91770，餐廳電話：626-569-1867。 記者黃松攝

■現時海南雞飯只賣8元，更有炸雞飯可供選擇。 
 記者黃松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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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營海產公司 確保日式料理夠新鮮
「因為我們自家就經營海產公司，確保餐廳用的海鮮都是最新鮮的，

而且價格也會比較好，所以才可以做便宜、新鮮、好吃的日本料
理。」位於柔斯密The Sakura餐廳老闆莊貽堯(Alex Chuang) 介紹。 
 記者黃松洛杉磯報道

記者到餐廳採訪當日，洛僑中心主任翁桂堂，與副主任莊博智、傅以蒨及數位來自友人正在餐廳
用餐。翁桂堂表示，餐廳食材新鮮、服務好，更榮獲僑營台灣美食餐廳，值得向大家推薦。
翁桂堂說，雖然餐廳提供日式餐點，但充滿著台灣的元素，來自台灣的老闆莊貽堯更是非常親

切，好客。餐廳多年獲得僑營台灣美食廳餐標章。他表示，除了餐廳餐點外，舉辦僑界活動的社團
也經常找該餐廳訂餐。不但價格便宜，連素食都難不到他們。
莊貽堯表示，位於柔斯密四方廣場的The Sakura是第二間店，主打平價日本料理。他表示，由

於自家經營海產公司，所以食材已經會比較便宜，再加上銷售大，魚穫3天內幾乎都會賣完，這也
有助確保食材新鮮。
像生魚片蓋飯，有三文魚籽、北極貝、黃尾魚(Yellowtail)、甜蝦等，滿滿的一碗，也只不過

11.99元。他說：「應該可以說是洛杉磯最便宜的生魚片蓋飯。」除此之外，特價午餐的拉麵套餐也非
常具有特色。「午餐時段店裡更像拉麵店，幾乎每位客人都會點拉麵，所以拉麵也賣得越來越好。」
6.99元的一大碗拉麵，價廉物美。
他強調，餐廳以公司化經營，「所有廚師都是自己訓練的，都有經過一整套的流程，由廚房開

始做，一直做到可以到外面在客人面對切生魚片做壽司。」他表示，只有公司化經營，才能確保未來
開分店，每間店的口味都是一樣，不會說那間店好吃，那間店不好吃。
訂座電話：626-307-5889，餐廳地址：8150 Garvey Ave, Rosemead, CA 91770 ■The Sakura位於柔斯密正方廣場內。 記者黃松攝

■午餐時大碗拉麵連壽司也只不過6.99元。 記者黃松攝■午餐便當也非常豐盛，而且價格宜人。 記者黃松攝 ■生魚片蓋飯雖然只售11.99元，但用料豐富。 記者黃松攝

裝潢台味十足的「艋呷台客」(Monja Taike)提供最道
地的台菜，包括紅燒肉、香腸、乾麵、客家鹹湯圓，還
有大腸包小腸。老闆Paul和Enya特別向本報分享店內招
牌美食，還有他們對食物品質一貫的堅持。

Paul回憶，很多朋友當時都向他抱怨，洛杉磯的
台灣菜不夠道地，「他們說吃來吃去，還是喜歡吃我做
的」。2011年5月開立第一家店，因生意實在太好，隔年
在柔斯密開了第二家店。他說，他們店內招牌就是紅燒
肉，又稱紅麴或紅糟肉，這道菜可說是跨越種族，且無
論男女老幼都愛吃。

他表示，他是洛杉磯第一家販賣台式紅燒肉的餐
廳，這種紅燒肉與港式叉燒不同，因叉燒是用烤的，紅
燒肉則是用酥炸的。採用紅麴為材料對人體有益，有降
低膽固醇及血壓的功效。除了紅燒肉之外，他們的四神
湯與乾麵也深受顧客喜愛。

Paul驕傲地說，他最大的堅持就是食物品質，菜單
上每一道菜都好吃，不是只有紅燒肉，而且強調要新
鮮。他們不賣傳統的台式蚵仔煎，就是因很多蚵仔都需
要冷凍，而冷凍過後的蚵仔不夠新鮮，他不想賣。他
說，每一道菜都是他親手研發出來的，絕對是正宗的台
灣味。
地址：8150 Garvey Ave, Rosemead, CA 91770
TEL：(626) 307-7330
 記者曾妮華柔斯密報道

艋呷台客  道地台菜  美味紅麴紅燒肉

■店內裝潢。 記者曾妮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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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燒肉(圖右)和雞捲(圖左)。 
記者曾妮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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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打歐式與亞式創意甜
點的「Dolci」，年初才剛於柔
斯密 (Rosemead) 開幕，現在
已累積了固定的客群。負責人
Mark 與弟弟 JR 表示，店內甜
點多數走法式及義式口味，但
主打產品卻是源自墨西哥的果
凍花蛋糕，一推出就獲得民眾
大力吹捧。

歐式甜品店Dolci 法義式口味

■精緻果凍花蛋糕。 記者曾妮華攝

■芒果百香慕斯。 記者曾妮華攝■ Dolci外觀。 記者曾妮華攝

於1960年開立，Jim’s Famous 1/4 
Pound Burger是一間專賣美式「療癒餐點」
(comfort food)的小餐館，主打的當然就是各
式美味多汁的漢堡，包括蘑菇、培根、辣
醬及火雞漢堡等。有漢堡的地方也少不了
三明治，Jim’s提供各種三明治口味，有烤
起司、酪梨、雞肉、牛肉、鮪魚等，口味可
說是應有盡有。另外，菜單上並出現如塔可

餅(tacos)、墨西哥捲餅、及玉米片等墨式料
理。除了鹹食外，早餐也提供草莓法式吐司
及鬆餅，同樣也有很多人喜歡。
該店走的是經濟又實惠路線，雖然餐點

價格平易近人，分量卻很大，相當划算。
此外，他們的服務迅速，店內也非常乾

淨整潔，顧客在裡頭用餐都感到很舒服與放
鬆。 記者曾妮華柔斯密報道

P a c o’s  墨西哥餐廳位於亞凱迪亞
(Arcadia)，以道地的墨西哥菜與溫馨的裝潢
聞名，吸引各方顧客來嘗鮮。店內的墨西
哥鐵板烤肉(fajitas)類提供多種選擇，包括海
鮮、綜合、蝦、牛肉及豬肉。鐵板上除了肉
類外，溢出來的還有各種蔬菜，如青椒、洋
蔥、西葫蘆(zucchini)，不只顏色五彩繽紛，
顧客吃下肚也十分健康。

另外如墨西哥捲餅(burrito)也因用料實
在，超大的份量僅要價不到10元，相當受到
民眾歡迎。除此之外，塔可餅拼盤內附有
飯、沙拉、豆子及烤捲餅，一盤吃完絕對有
飽足感，非常過癮。值得一提的是，該店也
貼心提供素的各類主餐，讓素食者也能盡情
享用美食。Paco’s一周營業7天，在早餐時
段也開放。 記者曾妮華報道

一走進Dolci，映入眼簾的是整個
櫥窗內玲瑯滿目的精緻甜點，

其中最「吸睛」的就是一個個的果凍花
蛋糕(gelatin flower cake)。Mark解釋，
製作一個果凍花蛋糕其實很耗功夫，
一塊小的平均需花費40分鐘至1小時
製作。
除了果凍花蛋糕外，包括擁有菲

律賓傳統元素的Halo-halo彩色餅乾、
奶油起司麵包，以及各式芒果與巧克
力精緻小蛋糕。Mark介紹，餅乾口味
有紫芋、紅絲絨及椰果等口味，一口
吃下非常香脆，讓人欲罷不能。
另外，內塗滿榛果醬的法式千層

酥Napoleon Nutella，甜度適中的口
感，也獲得顧客的好評。其他如芒果
與百香果味的幕斯Island Passion、黑
巧克力蛋糕Jewel，以及清爽的草莓奶
油蛋糕Berry Heaven，都是受到顧客
簇擁的甜品。 記者曾妮華柔斯密報道

地址：1318 Potrero Grande Dr, Rosemead CA 91770
TEL：(626) 656-6111

Jim's Famous Burger in Rosemead

道地墨西哥菜 溫馨裝潢聞名

專賣美式「療癒餐點」小館

Paco's吸引各方顧客嘗鮮

■培根漢堡。 網絡圖 ■餐廳外觀。 網絡圖

地址：8749 Valley Blvd, 
Rosemead, CA 91770
TEL：(626) 285-9574

■塔可餅拼盤。 網絡圖■餐廳外觀。 網絡圖

地址：200 E Foothill Blvd, 
Arcadia, CA 91006
TEL：(626) 357-7270



加州「豪大大雞排」帕沙迪納分店日前開
幕，總代理商Winson霍表示，當初也是在海
外因為想吃雞排，而且排隊一個半小時，最後
決定回台灣學切雞排。學習電腦專業的，最後
成為炸雞排達人，也是他沒有想過會發生的事
情。
Winson霍近日在柔斯密的第二間分店接受

採訪時表示，畢業後他曾經做過家族牛仔褲生
意，然後開始接觸餐飲業，經營餐廳。但在有
一次出國旅行時，看到大家為了吃豪大大雞排
排隊等候，他覺得很有商機，於是就決定將豪
大大雞排引入南加。
「當時我還特別回台灣學如果切雞排。」他

強調，為甚麼雞排這麼大，不是用拍的，也不
是加粉，而是將雞胸肉，用刀功切出來。「在練
習期間，看到大師傅手起刀落，輕輕鬆鬆就切
出大片的雞排。對於沒有進過廚房的我來說，
當時是很大的挑戰。」
經過嚴格的訓練後，他現時也能切出大片

的雞排。他笑說，如何切是商業秘密，不得外

傳。這些雞排都選用新
鮮的雞胸肉，用特別的
方式腌制，非常入味。
除了最傳統的口味外，現時還有碳烤、脆皮口
味。店內另外有其他台灣傳統小吃，像鹽酥
雞、韓式辣醬雞翅、炸雞翅、炸花枝丸等。
為了適應主流市場，Winson特別將這些雞

排變成餐點，客人在點餐時，可以配沙拉和汽
水。而且都是即叫即炸，保證新鮮。「雞排由油
鍋拿起來的那一刻，是最香，最好吃的時候。」
為了方便客人點餐，豪大大雞排已經推出

手機應用程式。客人可以透過手機應用程式點
雞排，然後在選擇的時間到店拿。「對於一些
客人較多的店，透過該應用程式，可以更迅速
地拿到自己的雞排。一些老客人都會使用，非
常方便。但現時只有蘋果手機可以到App Store
搜尋「Hot Star Large Fried Chicken」下載。
電話：626-940-5323 餐廳地址：7540 

Garvey Ave C, Rosemead, CA 91770  
 記者黃松洛杉磯報道

餐廳攻略報料熱線：
626-956-8200 2017年7月14日　星期五 F5

吃在中國，味在四川，一菜一味，百菜百味。位
於柔斯密市Valley大道的「四川1號」餐廳，由來自四川
名廚掌廚，以最新鮮的食材，產自四川的原材料，麻
的夠味，辣的過癮，給食客帶來極致的味覺盛宴，回
味無窮。 本報記者柔斯密報道

四川1號 正宗川菜

■位於柔斯密的「豪大大雞排」。記者黃松攝

■位於柔斯密的「四川1號」餐廳外景。本報記者攝

■四川古都建築裝潢的餐廳內景。  記者趙子祥攝

豪 大 大 雞 排

酥麻夠味 香辣過癮酥麻夠味 香辣過癮酥麻夠味 香辣過癮酥麻夠味 香辣過癮
編
者
話

川菜是中國四大菜系之
一，因起源於四川地區而得
名，以麻、辣、鮮香為特
色，以一菜一味、百菜百味
而聞名，其中，辣是川菜最
具特色的口味，其每日所用
的大部分餐點都含有高於一
般人能接受程度的辛辣，居
住於此地區的四川人和重慶
人也以能吃辣而聞名於世，
餐廳經理Jerry 鄭介紹，

「四川1號」餐廳的所有菜品
所使用的食材均是當日最新
鮮的，且都是現殺現做，保
證新鮮，絕非冷凍產品。另
外，除了餐廳的廚師均是
來自四川成都、重慶的名廚
之外，為保證川菜料理的味
道正宗，部分食材更是選自
四川，並空運赴美。而餐廳
的裝潢，也是以古都的建築
風格裝修，環境乾淨，給食
客帶來全方位的極致飲食體
驗。
來自四川成都，擁有超

過16年掌廚經驗的餐廳主廚
朱勇表示，川菜的特點在
於，一菜一味，百菜百味。
但麻辣、鮮香，油大，味重
的口感更令食客們所熟知。
而「四川1號」餐廳更在菜色
的選擇上，將川菜的精髓與
四川火鍋的特點相融合，並
主推餐廳的招牌菜，哥老官-

牛蛙鍋仔，以正宗四川的秘
制火鍋底料，配上現殺的
牛蛙, 令牛蛙的肉質完全入
味，並保留堪比魚肉的鮮嫩
肉感，味道絕對令人回味無
窮。
朱勇表示，一般餐廳用

於火鍋的牛蛙，都是冷藏，
並經過醃製的，導致牛蛙的
肉感遭到破壞。而「四川1
號」的牛蛙都是當日選購，
保證牛蛙的鮮活，並用秘制
的四川火鍋底料進行烹製，
鎖住肉感，並將川味的麻
辣、鮮香的特色完全入味，
是一道融入正宗川味的菜
品，絕對值得推薦。
餐廳經理Jerry鄭更是表

示，「四川1號」的主推招牌
菜，哥老官-牛蛙鍋仔，擁
有全洛杉磯，乃至全美唯一
的獨特口感，慕名而來的食
客，數不勝數，也是每桌必
點的菜品之一。他表示，為
此，餐廳平均每天要選購不
少於150隻鮮活牛蛙，才能
滿足顧客的需求。建議民眾
在品嚐該菜時，先享用牛蛙
的軀幹部分，再吃大腿肉，
更具滋味。
訂座電話：626 - 8 0 0 -

1777，餐廳地址：8772 E. 
Valley Blvd.，Rosemead, 
CA91776。

電腦工程師變炸雞排達人電腦工程師變炸雞排達人

■四川1號招牌菜：哥老官-牛蛙鍋仔。記者趙子祥攝 ■下鍋前的鮮活小龍蝦。記者趙子祥攝

■脆片雞排也非常
受歡迎。 Yelp圖

■原味的雞排可以依客人要求加辣粉。而左邊則是碳烤豪大大雞排。 記者黃松攝

■餐點以牆上的大
熒幕顯示。 記者黃

松攝



■雞肉白醬寬板麵。美食網站圖

隱身在聖蓋博大道(San Gabriel Blvd)某
間小商場內，La Vie提供顧客平價卻美味的
法國餐點。該店一周營業7天，僅在晚間5時
至10時之間開放。一份晚餐套餐內含湯、沙
拉及咖啡，每道主餐價格則由19.95至23.95
元不等。前菜最受歡迎的烤大蒜奶油蝸牛莫
屬，而主餐有鮭魚佐蝦醬、烤奶油龍蝦、干
貝佐龍蝦醬、燉紅酒雞肉與蘑菇、烤羊肉及
兔肉選擇。

甜點的選擇更是多樣化，有巧克力慕
斯、水果杯、焦糖布蕾、蜜桃霜淇淋、黑巧
克力西洋梨等。雖然該店的外貌並不起眼，
餐點品質卻是無可比擬的。許多顧客直言，
從未看過價格如此平易近人，食物卻好吃的
法式餐廳。

地址：2547 San Gabriel Blvd Ste A, 
Rosemead, CA 91770

TEL： (626) 571-1180
 記者曾妮華柔斯密報道

餐廳攻略報料熱線：
626-956-8200 2017年7月14日　星期五 F6

說起粵菜，便會口中生津地想起白切貴妃雞和脆
皮乳豬這些經典菜式，還有那些推著早茶餐車叫賣的
阿姨，在氤氳的蒸汽中，端上熱騰騰玲瓏小點，再只
需一句「好好食」便輕易的征服了各種挑剔的味蕾。
 記者張筱童柔斯密報道

■烤大蒜奶油蝸牛。 網絡圖

■招牌龍蝦最受歡迎。 記者張筱童攝

■888海珍大酒樓位於 8450 Valley Blvd Ste 121, Rosemead, CA 91770；電話: (626) 573-1888

義 式 餐 點

舞會豪華餐舞會豪華餐舞會豪華餐
編
者
話

Di Pilla’s義大利餐廳位於中式餐廳林立的山谷大道
(Valley Boulevard)上，但這卻絲毫不影響他們的生意。
來自義大利小鎮Pacentro的Tonino及Guiseppina夫婦於
1967年創立Di Pilla’s，至今已走過半個世紀。他們致
力於提供顧客最道地的義式餐點，包括披薩、義大利
麵、海鮮及雞肉等主餐，以及美味的提拉米蘇及起司捲
(cannoli)等甜品。

在知名的美食點評網站上，Di Pilla’s獲得逾500條
評價，累積平均4顆星的高分。顧客紛紛表示，聖蓋博
谷地區內最好吃的義式餐廳，非Di Pilla’s莫屬。最熱
門的餐點包括雞肉白醬寬板麵(Fettuccine Alfredo with 
Chicken)及Di Pilla’s特製披薩。

地址：9013 E Valley Blvd,?Rosemead, CA 91770
TEL：(626) 286-0275

 記者曾妮華柔斯密報道

位於柔斯密（Rosemead）
的888海珍大酒樓是南加粵
菜的「老字號」餐廳，在30幾
年的發展中，摸索出了一條
既提供名貴菜餚，也奉上經
典小吃的經營道路。華人就
餐不僅對菜式考究，宴請賓
客更是要體現「吃環境」的理
念，888海珍大酒樓的包房
裝潢豪華，整體著力在紅黃
的暖色調中，從質感餐布、
復古吊燈、到豪華的龍鳳禮
堂，整個餐廳都蘊著一股貴
氣。888海珍大酒樓包括新
派粵菜、正宗潮菜、廣式飲
茶。橙汁蝦球（見圖）是酒樓
近日推出的一款新菜，這道
菜的做法是先將柳橙去皮去
籽，果肉榨汁澆在炸好的蝦
球上，再將柳橙切成薄片圍
邊。由於火候適度，蝦球入
口彈性十足，最妙的是濃厚
的鮮橙汁已滲入蝦肉，滿口
酸甜的果香，令人回味無
窮，必須要再吃幾顆。

新推出的早茶「脆皮叉
燒包」外酥裡軟，肉質鮮
嫩；「麻油包」甜而不膩，黑

芝麻餡兒營養豐富。
此外，長期受食客們推

崇的還包括「招牌龍蝦」、
「紅沖豉油雞煲」等。廣州菜
是無雞不成宴，而潮州菜是
無海鮮不成宴，888海珍從
早茶的中式點心到生猛海鮮
酒席，都呈現出中式餐飲的
美味，也把中國養身秘方於
其餐點中。

888海珍大酒樓東家是
越南華僑黃福源，祖籍潮
州，90年代初帶領七兄弟投
資開創當年洛杉磯最大的潮
粵菜館。經理陳彩雲（Lucy 
Chen）從1994年其，在888海
珍工作23年，她介紹說，酒
樓每周一三五都會有舞會，
周四和周五會聘請現場樂隊
表演、名DJ和名主持助陣，
美食和音樂共享，經常火爆
到餐桌供不應求。

陳彩雲表示，888海珍
一直致力於為顧客提供精致
美食，吃過回味無窮，口齒
留香。888海珍接受全年喜
慶酒席，社團宴會，團體聚
餐，一流海鮮，一流服務。

Di Pilla’s Di Pilla’s 

La Vie 法國經典菜

■ 紅沖豉油雞煲。 記者張筱童攝 ■橙汁蝦球口感醇厚。 記者張筱童攝

■餐廳外觀。 美食網站圖

南加粵菜「老字號」 888海珍大酒店
早 茶 親民 價

價 格 平 易 近 人
間
法
至
拉
元
屬
貝
兔

斯
克
餐
從
法

R

■烤羊排。網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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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子切段放入油鍋中炸透，撈起瀝油
備用。

Step 1
牛頭牌素食沙茶醬和所有調味料與熟
白芝麻、洋蔥絲、蔥絲、香菜及辣椒

絲拌勻成漬汁備用。

Step 2

將作法1的茄子與作法2的漬汁拌勻
入味即可。Step 3

冷藏過後味道更佳。Tips

食材：

茄子
熟白芝麻

洋蔥絲

蔥絲
香菜
辣椒絲

400公克
1大匙

15公克

15公克

10公克
3公克

Tip辣椒絲

調味料：牛頭牌素食沙茶醬醬油
糖
冷開水

3大匙
1小匙
1小匙
1/2杯

食材：

家常麵

小黃瓜絲

洋蔥絲

紅蘿蔔絲

蛋
豆乾
碎核桃

1人份
20g
10g 
20g
1顆
1片
1大匙

醬料：
牛頭牌紅蔥醬

2大匙

鮮 蔬 蔥 醬 拌 麵

芝 麻 拌 香 茄

洋蔥絲泡水，豆干切絲，
汆燙備用。                          

Step 1

蛋打散以小火煎蛋皮，
切絲備用。

Step 2
麵煮熟後鋪底，擺上
蔬菜絲材料，淋紅蔥

醬，撒上碎核桃。食用前拌勻即可。

Step 3

Rose City披薩於2009年開幕，Brian及Catherina Nittayo兄妹檔
在造訪紐約(New 
York)後，誓言要將紐約式的濃郁披薩帶到聖蓋博谷地區來。

許多顧客在咬下每一口披薩時都會感到驚艷，表示從未吃過如此香
氣撲鼻又餡料豐富的披薩。
兩位負責人皆在義大利的披薩學校Scuola Italiana Pizzaioli深

造，習得製作披薩的藝術及技巧。
最受歡迎的披薩口味包括The Elote玉米、Al Pastor墨西哥式豬

肉、The Meaty肉食主義及The Aloha夏威夷。除了披薩外，他們也
提供如披薩薯球(pizza tater tos)及辣醬義大利麵等小吃。愛喝啤酒
的民眾注意，該店備有10種來自全美各地的精釀啤酒，包括俄勒岡
(Oregon)及科羅拉多(Colorado)。
地址：3588 Rosemead Blvd, Rosemead, CA 91770
TEL：(626) 280-8885

 記者曾妮華柔斯密報道
■披薩薯球。 網絡圖

■牛肉麵。 網絡圖

位於嘉偉(Garvey Ave)街的綿義餐室(Mien 
Nghia Noodle Express)於1984年創立，提供正宗的
中式及越式麵類。該店販售各式類種，包括粿條、
河粉、湯麵及蛋麵等，不過也有餛飩及水餃供民眾
選擇。此外，海南雞飯與現榨的新鮮油條也深受食
客喜愛。顧客表示，在周末與平日午餐時間，該店
幾乎常常客滿。不過，幸虧該店的服務迅速，讓民
眾願意一再光顧。餐廳的裝潢呈現復古風，讓很多
顧客表示，來這吃飯總讓他們回想起童年。
最重要的是，無論顧客喜歡哪一種類型的麵，

都能在綿義餐室得到滿足。更有人說，這是全聖蓋
博最好吃的麵店。該店一周營業7天，由早上7時30
分開到傍晚6時止。該店僅收現金，不接受訂位。
地址：7755 E Garvey Ave, Rosemead, CA 

91770
TEL：(626) 288-0177

記者曾妮華柔斯密報道

綿義餐室

紐約兄妹檔帶來紐約式披薩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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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e City Pizza

■招牌蛋麵。 網絡圖

■店面外觀。 
網絡圖

正 宗 中 越 麵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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