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哪裡已採購環保海鮮及推廣「環保海鮮菜單」？ 

以下食肆已加入本計劃，開始採購環保海鮮，並根據「海鮮選擇指引」設計「環保海鮮菜單」供市

民選擇。點擊餐廳名稱以查看菜單* 

香港島 

Café Gray Deluxe 

地址:香港金鐘道 88 號太古廣場奕居 49 樓 

電話: 3968 1106 

菜單類別：一般菜式 

大會堂美心皇宮 

地址: 香港中區大會堂低座 2 樓 

電話: 2521 1303 

菜單類別： 宴會 

薈景餐廳 

地址: 香港灣仔港灣道一號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4 樓 

電話: 2582 7250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香港足球會 

地址: 香港跑馬地體育道 3 號 

電話: 2830 9500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翠園 

地址: 香港銅鑼灣駱克道 463-483 號銅鑼灣廣場二期 3 樓 

電話: 2573 9339 

菜單類別： 宴會 

怡翠軒 

地址: 香港中環怡和大廈地下低層 5 號 

電話: 2524 5098 

菜單類別： 宴會 

美心皇宮 

地址: 香港上環干諾道中 168 - 200 號信德中心地庫 B13-B18 號舖 

電話: 2291 0098 

菜單類別： 宴會 

美心皇宮 

地址: 香港太古太古城道 18 號太古城中心 2 樓 255 號 

電話: 2513 1996 

菜單類別： 宴會 

香港遊艇會 - Bistro 

地址: 香港銅鑼灣奇力島 

電話: 2239 0374 

菜單類別：一般菜式 

白玉蘭 

地址: 香港中環交易廣場平台 4 樓 402 號 

電話: 2180 7288 

菜單類別： 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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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粥麵 

地址: 香港柴灣道 233 號新翠花園商場四層 2A, 3A, 4A, 5A 及 9 號舖 

電話: 2341 5265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一粥麵 

地址: 筲箕灣愛賢街 18 號愛東商場一樓 110 號舖 

電話: 2513 5380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一粥麵 

地址: 香港小西灣商場三樓 307 及 308 號舖 

電話: 2505 6226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一粥麵 

地址: 香港柴灣小西灣道 28 號藍灣廣場地下 G12 號舖 

電話: 2603 7385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一粥麵 

地址: 香港和富中心和富薈地下 G20 號舖 

電話: 2259 4262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一粥麵 

地址: 香港鴨脷洲利東邨 利東商場二期一樓 206-210 號舖 

電話: 2871 1920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一粥麵 

地址: 香港鴨脷洲海怡廣場西翼地下 G09A, G09B, G10 及 G11 號舖 

電話: 2553 9653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一粥麵 

地址: 灣仔海港中心地下 G4 及 G5 號舖 

電話: 2827 6733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一粥麵 

地址: 香港堅尼地城士美菲路 43 號美菲閣 12 及 14 號舖 

電話: 2592 9711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梅夫人婦女會 (私人會所) 

地址: 香港中環花園道 35 號 

電話: 2522 6766 

菜單類別：一般菜式 

翠玉軒 

地址: 香港中環交易廣場平台 4 樓 401 號 

電話: 2525 1163 

菜單類別： 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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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芳 

地址: 香港港島東英皇道 979 號太古坊康橋大廈 1 樓 

電話: 2284 4868 

菜單類別： 宴會 

   

九龍 

FINDS 

地址: 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 39 號帝樂文娜公館 1 樓 

電話: 2522 9318 

菜單類別：一般菜式 

海逸軒 

地址: 九龍紅磡黃埔海逸君綽酒店 2 樓 

電話: 2996 8459 

菜單類別： 宴會 

八月居 

地址: 九龍尖沙咀海港城海洋中心 4 樓 401 號 

電話: 2992 0232 

菜單類別： 宴會 

香港尖沙咀凱悅酒店 

地址: 九龍尖沙咀河內道 18 號 

電話: 2311 1234 

菜單類別： 宴會及一般菜式 

香港洲際酒店 

地址: 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 18 號 

電話: 2721 1211 

菜單類別： 宴會 

翠園 

地址: 九龍黃大仙龍翔道 136 號黃大仙中心北館地下 G12 號舖位 

電話: 2325 6188 

菜單類別： 宴會 

翠園 

地址: 九龍九龍灣德福廣場第 1 期 F20 號 

電話: 2758 2883 

菜單類別： 宴會 

翠園 

地址: 九龍旺角新世紀廣場 6 樓 603-603A 號 

電話: 2628 9668 

菜單類別： 宴會 

翠園 

地址: 九龍尖沙咀星光行 4 字樓 

電話: 2730 6888 

菜單類別： 宴會 

八月花 

地址: 九龍九龍塘又一城 G-25 號 

電話: 2333 0222 

菜單類別： 宴會 

八月軒 

地址: 九龍旺角朗豪坊 3 樓 3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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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3542 5768 

菜單類別： 宴會 

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地址:九龍九龍灣展貿徑一號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電話: 2620 2222 

菜單類別： 宴會 

美心皇宮 

地址: 九龍灣德福廣場第一期 G54 號 

電話: 2750 8028 

菜單類別： 宴會 

太平洋會 - 紫荊閣 

地址: 九龍尖沙咀廣東道海港城 

電話: 2118 1828 

菜單類別：一般菜式 

太平洋會 - Capricci Restaurant 

地址: 九龍尖沙咀廣東道海港城 

電話: 2118 1828 

菜單類別：一般菜式 

映月樓 

地址: 九龍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餐廳大樓 1-2 樓 

電話: 2722 0932 

菜單類別： 宴會 

一粥麵 

地址: 九龍紅磡黃埔花園第十二期地下 1A 地舖 

電話: 2303 0317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一粥麵 

地址: 九龍機鐵站 12A 號舖 

電話: 2730 7113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一粥麵 

地址: 九龍橫頭磡 樂富廣場一樓 1113 及 1114 號舖 

電話: 2336 7003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一粥麵 

地址: 九龍 觀塘 麗港城商場一樓 85-88 號舖 

電話: 2349 0122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一粥麵 

地址: 九龍藍田德田商場三樓 303 號舖 

電話: 2349 2655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一粥麵 

地址: 九龍油塘大本營地下二層 LG205 號舖 

電話: 2711 3603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一粥麵 

地址: 九龍黃大仙竹園道 15 號竹園南邨竹園廣場一樓 S112 號鋪 

電話: 2795 0833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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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粥麵 

地址: 九龍匯景道 8 號匯景商場 26 段(區 1) 2 號單位. 1C 號舖 

電話: 2709 3772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一粥麵 

地址: 九龍鳳德邨鳳德商場二樓 204C 號舖 

電話: 2752 9199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一粥麵 

地址: 九龍牛頭角道 297 號觀塘花園大廈玉蓮臺 3 座地下 19-21 號舖 

電話: 2395 1466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一粥麵 

地址: 香港九龍旺角海庭道 2 號海富苑海富商場地下 2B 號舖 

電話: 2478 4808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御苑皇宴 

地址: 九龍尖沙咀 Kimberley26 二樓(加拿分道 55 號斜路入口) 

電話: 27226768 

菜單類別： 宴會 

御苑皇宴 

地址: 九龍尖東麼地道 68 號帝國中心 1 樓 

電話: 3962 1188 

菜單類別： 宴會 

御苑皇宴 

地址: 九龍九龍灣 MegaBox13 樓 2-3 號 

電話: 2798 8866 

菜單類別： 宴會 

喜善 

地址:九龍九龍灣展貿徑一號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E-Max 三樓 

電話: 2620 2312 

菜單類別： 宴會 

 

新界 

亞洲國際博覽館 

地址: 大嶼山香港國際機場亞洲國際博覽館 

電話: 3606 8888 

菜單類別：宴會 

御苑 

地址: 葵芳新都會廣場 6 樓 601-610 號 

電話: 3955 8008 

菜單類別： 宴會 

大會堂美心皇宮 

地址: 地址: 新界沙田源禾路一號沙田大會堂平台 

電話: 2602 7368 

菜單類別： 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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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堂美心皇宮 

地址: 新界屯門屯喜路 3 號屯門大會堂 

電話: 2430 0688 

菜單類別： 宴會 

八月 

地址: 新界屯門屯門鄉事會路 83 號 V city MTR 層 M-50 號舖 

電話: 2673 9328 

菜單類別： 宴會 

八月 

地址: 新界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期 8 樓 801A 號鋪 

電話: 2693 6918 

菜單類別： 宴會 

翠園 

地址: 新界荃灣楊屋道 1 號荃新天地第一期 1 樓 107 號 

電話: 2941 0092 

菜單類別： 宴會 

翠園 

地址: 新界將軍澳唐賢街 9 號 PopCorn 2 樓 PopFood 1 - 2 號舖 

電話: 2185 6118 

菜單類別： 宴會 

翠園 

地址: 新界大埔太和路 12 號太和廣場 3 樓 302 號 

電話: 2651 0551 

菜單類別： 宴會 

美心皇宮 

地址: 新界荃灣綠楊坊地下 G27 號 

電話: 2498 8983 

菜單類別： 宴會 

悦來酒店 

地址: 新界荃灣荃華街 3 號 

電話: 2409 1111 

菜單類別： 宴會 

一粥麵 

地址: 新界沙田恆康街 2 號耀安邨耀安商場地下 L107 號舖 

電話: 2645 0155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一粥麵 

地址: 新界沙田第一城置富第一城.樂薈 G129 號舖 

電話: 2645 1200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一粥麵 

地址: 沙田牛皮沙街 2,6 及 8 號愉翠苑愉翠商場一樓 115 及 116 號舖 

電話: 2856 5529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一粥麵 

地址: 新界沙田樂景街 2-18 號銀禧花園銀禧薈三樓 323A 號舖 

電話: 2142 7528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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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粥麵 

地址: 新界上水石湖墟龍琛路 48 號上水匯五樓 501 號舖 

電話: 2609 2378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一粥麵 

地址: 新界元朗天瑞路 88 號俊宏軒商場地下 G09-G10 號舖 

電話: 2469 9995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一粥麵 

地址: 新界天水圍天恩路 12-18 號嘉湖銀座第一期一樓 

電話: 2613 8412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一粥麵 

地址: 香港新界屯門屯盛街 1 號及屯順街 1 號屯門市廣場地下 G070-G071 號舖 

電話: 2454 4266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一粥麵 

地址: 新界屯門鳴琴路 1 號山景商場地下低層 123 號舖 

電話: 2465 8867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一粥麵 

地址: 新界深井碧堤半島碧堤坊三樓 3-4 號 

電話: 2491 5608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一粥麵 

地址: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 398 號愉景新城第二層 2034 號舖 

電話: 2449 8066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一粥麵 

地址: 新界葵涌邨葵涌葵涌商場 110 號舖 

電話: 2279 4277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一粥麵 

地址: 新界青衣青衣路 1 號藍澄灣商場第一層 2B 號舖 

電話: 2435 7915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一粥麵 

地址: 新界青衣担杆山道 6 號長發商場三樓 319 號舖 

電話: 2435 8870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一粥麵 

地址: 新界東涌富東邨富東商場地下 2 及 3 號舖 

電話: 2109 3891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一粥麵 

地址: 香港國際機場一號客運大樓 東大堂第 5 層 5E538C 舖 

電話: 2261 2710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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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粥麵 

地址: 香港愉景灣愉景廣場 A 座一樓 105A 號舖 

電話: 2914 1308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一粥麵 

地址: 新界將軍澳唐德街 1 號將軍澳廣場商場一樓 1-126, 1-127, 1-128, 1-129 及 1-130 號舖 

電話: 2483 5038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一粥麵 

地址: 將軍澳新都城中心二期商場 UG001-003 號舖 

電話: 3194 3090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一粥麵 

地址: 都會駅地下 GL-001,GL006 及 GL-007 號舖 

電話: 2207 0500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一粥麵 

地址: 新界尚德邨尚德商場二樓 239A 號舖 

電話: 2178 1129 

菜單類別： 一般菜式 

 
 

( 餐廳數目由所屬集團提供，先後次序按英文名稱排列)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只負責評核餐牌上所列的海鮮之可持續性。餐牌上之菜名及價錢將根

據餐廳的決定而作出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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