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02/20 (一) ※因應每日市場採購狀況，本餐廳保留異動菜單之權利。 

早餐 午餐 晚餐 

現煎雞蛋豆腐/蛋餅 現煎魚 辣炒海鮮 

現煎荷包蛋、培根片 藥燉羊肉 紅酒燉牛肉 

現煎魚肚 雞肉丼 蒜泥雞胸 

南瓜小米粥 酥炸花枝丸 滷豬腳 

白粥、白飯 起士炒蛋 素蒸蛋 

菇菇雞肉 季節時蔬 季節時蔬 

紫米珍珠丸 季節時蔬 季節時蔬 

素炒蛋/水煮蛋 季節時蔬 鮮魚湯 

季節時蔬 臘味飯  

季節時蔬 泡菜雞肉湯  

味增湯   

綜合醬瓜，肉鬆   

包子   

 

 

 

112/02/21 (二)  ※因應每日市場採購狀況，本餐廳保留異動菜單之權利。 

早餐 午餐 晚餐 

現煎蛋餅,豬肉餡餅 現煎雞蛋豆腐 炸魚塊 

現煎荷包蛋、培根片 黑胡椒羊肉 泡菜炒肉片 

現煎肉排 酥炸排骨 三杯雞 

皮蛋瘦肉粥 清蒸魚 烤法式豬排 

白粥、白飯 滷豆包 XO 醬炒透抽 

烤翅 季節時蔬 季節時蔬 

芹菜炒雞絲 季節時蔬 季節時蔬 

素炒蛋/水煮蛋 泰式海鮮炒麵 大黃瓜排骨湯 

季節時蔬 豆腐番茄湯  

季節時蔬   

味增湯   

綜合醬瓜，肉鬆   

包子   



112/02/22 (三)  ※因應每日市場採購狀況，本餐廳保留異動菜單之權利。 

早餐 午餐 晚餐 

現煎蔥抓餅/雞蛋豆腐 現煎牛排 豆鼓魚 

現煎荷包蛋,培根 紅酒烤豬排 茄汁燉肉 

現煎雞排 椰漿咖哩蝦 燒鴨 

海鮮粥 蒜味雞肉義大利麵 酥炸蝦球 

白飯, 白粥 田園沙拉 麻辣燙 

青椒雞肉 番茄炒蛋 季節時蔬 

烤龍蝦球 季節時蔬 季節時蔬 

綜合炒菇 香腸蛋炒飯 蘿蔔黑輪湯 

菜圃蛋/水煮蛋 西式火腿玉米濃湯  

鹹蛋   

季節時蔬   

季節時蔬   

味增湯   

綜合醬瓜，肉鬆   

包子   

112/02/23 (四)  ※因應每日市場採購狀況，本餐廳保留異動菜單之權利。 

早餐 午餐 晚餐 

現煎菜頭粿/月亮蝦餅 現煎軟絲 日式薑汁燒肉 

現煎蛋,培根片 清蒸龍虎斑 清燉牛肉 

現煎雞排 麻油雞 炒鹹豬肉 

地瓜粥 烤頸花肉 滷翅腿 

白粥,白飯 藥燉羊肉 素蒸蛋 

蔥蛋/水煮蛋 鮮蚵炒蛋 季節時蔬 

肉燥炒麵 季節時蔬 季節時蔬 

滷豆包 季節時蔬 龍蝦味增湯 

鮑魚菇燴肉片 甜湯  

季節時蔬 蛤蠣湯  

季節時蔬   

味增湯    

綜合醬瓜，肉鬆   

包子   



112/02/24 (五) ※因應每日市場採購狀況，本餐廳保留異動菜單之權利。 

早餐 午餐 晚餐 

現炒鐵板麵 現煮牛肉麵 烤頸花肉 

現煎荷包蛋,培根 蔬菜燉羊 清蒸魚 

現煎肉排 豆鼓鮮蚵 沙茶牛肉 

海鮮粥 日式烤腿排 PIZZA 

白飯, 白粥 白酒淡菜 酥炸棒腿 

青椒雞肉 菜圃蛋 麻辣魚蛋 

滷豆干 季節時蔬 季節時蔬 

綜合炒菇 季節時蔬 季節時蔬 

菜圃蛋/水煮蛋 蘿蔔排骨湯 南瓜燉雞湯 

鹹蛋   

季節時蔬   

季節時蔬   

味增湯   

綜合醬瓜，肉鬆   

包子   

 

112/02/25 (六)  ※因應每日市場採購狀況，本餐廳保留異動菜單之權利。 

早餐 午餐 晚餐 

現煎蛋餅/豬肉餡餅 烤鯖魚 豆鼓排骨 

現煎蛋,火腿片 加哩豬 酥炸薯條 

現煎雞排 酥炸銀絲卷 照燒肋排 

地瓜粥 雙椒雞丁 瓜仔肉 

白飯, 白粥 燒賣 番茄炒蛋 

魚肉燒賣 季節時蔬 季節時蔬 

皮蛋豆腐 季節時蔬 季節時蔬 

季節時蔬 黃瓜魚丸湯 冬瓜蛤蠣雞湯 

季節時蔬   

味增湯   

蔥蛋/水煮蛋   

綜合醬瓜，肉鬆   

包子   



112/02/26 (日) ※因應每日市場採購狀況，本餐廳保留異動菜單之權利。 

早餐 午餐 晚餐 

現煎蘿蔔糕/蛋餅  炸物 清蒸魚片 

現煎蛋,火腿片 小籠湯包 炒鹹豬肉 

現煎豬排 豆鼓蒸魚 親子丼 

白飯/白粥 滷豬小腿 香菇蒸蛋 

魚肉燒賣 菇菇燴豆腐 季節時蔬 

菜圃炒蛋/水煮蛋 高麗菜捲 季節時蔬 

綜合炒菇 季節時蔬 焗烤雞肉螺旋麵 

酥炸薯餅 火腿炒飯 蛤蠣湯 

季節時蔬 金針排骨湯  

季節時蔬   

綜合醬瓜，肉鬆   

包子   

 

 

 

112/02/27 (一) ※因應每日市場採購狀況，本餐廳保留異動菜單之權利。 

早餐 午餐 晚餐 

現煎豆包/蛋餅 乾煎帆立貝 酥炸軟殼蟹 

現煎荷包蛋、培根片 咖哩牛肉 清燉蹄膀 

現煎雞排 泰式炸魚 日式烤腿排 

玉米雞絲粥 蒜泥雞胸 蒲燒鰻 

白粥、白飯 起士炒蛋 蟹肉炒蛋 

菇菇雞肉 季節時蔬 季節時蔬 

紫米珍珠丸 季節時蔬 季節時蔬 

素蒸蛋/水煮蛋 臘味飯 山藥薏仁排骨湯 

季節時蔬 大頭菜雞湯  

季節時蔬   

味增湯   

綜合醬瓜，肉鬆   

包子   

 



112/02/28 (二) ※因應每日市場採購狀況，本餐廳保留異動菜單之權利。 

早餐 午餐 晚餐 

現煎蛋餅,豬肉餡餅 現煎頸花肉 炸魚塊 

現煎荷包蛋、培根片 當歸炒羊肉片 烤棒腿 

現煎肉排 三杯雞 馬鈴薯燉肉 

皮蛋瘦肉粥 豆鼓蒸魚 白酒淡菜 

白粥、白飯 鹹蛋炒蛋 滷豆干 

烤翅 燴鮮菇 季節時蔬 

芹菜炒雞絲 季節時蔬 季節時蔬 

素炒蛋/水煮蛋 雞絲炒公仔麵 人蔘雞湯 

季節時蔬 泡菜雞肉湯  

季節時蔬   

味增湯   

綜合醬瓜，肉鬆   

包子   

 

 

112/03/01 (三)  ※因應每日市場採購狀況，本餐廳保留異動菜單之權利。 

早餐 午餐 晚餐 

現煎蛋餅,豬肉餡餅 現煎牛排 糖醋排骨 

現煎荷包蛋、培根片 烤德式香腸 紅燒燉羊 

現煎菲力雞排 烤鴨 紅燒魚 

皮蛋瘦肉粥 紅醬海鮮義大利麵 加哩雞 

白粥、白飯 西芹扇貝 麻婆豆腐 

烤翅 油醋沙拉 季節時蔬 

芹菜炒雞絲 季節時蔬 季節時蔬 

素炒蛋/水煮蛋 羊肉炒飯 剝皮辣椒雞湯 

季節時蔬 奶油野菇濃湯  

季節時蔬   

味增湯   

綜合醬瓜，肉鬆   

包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