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选餐

8元区
椒盐虾 红焖猪脚 红烧牛腩

海虾酱油水 清蒸黄花鱼 清蒸黄翅鱼 萝卜牛腩 蜜汁叉烧肉 黑椒仔骨

7元区
红烧排骨 糖醋排骨 辣椒鱿鱼

卤鸭全腿 红烧猪脚 粉蒸肉 豆豉蒸排骨 奥尔良手枪全腿

6元区

红烧肉土豆 台式酱鸭 蜜汁烤手扒腿 锅包肉 梅菜扣肉

红烧鱼块 姜母鸭 糖醋鱼块 咖喱鸡块 粉蒸肉

口水鸡 蚝油肉片 荷兰豆木耳炒肉肠 黄焖鸡 水煮肉片

荔枝肉 干锅鸡杂 鸭蛋卷 黑椒肉排 水煮鱼片

黑椒蚝油肉片 口水鸡 黄焖鸡 爆炒猪心 咸水鸭

烤鸭 红烧肉 糖醋鱼块 芹香鸭肠 红烧鱼块

酱卤肉排 美味鸡排 龙骨脆 七公煎肉 闽南肉羹条

糖醋肉 西红柿炒猪肝 川香辣子鸡 干锅茶香鹅片 蒜香回锅肉

5元区
卤鸡腿 鱼香肉丝

宫保鸡丁 海鲜菇炒肉丝

4元区

日本豆腐煲 腐竹炒肉 青椒炒热狗肠 茄角之恋

杏鲍菇炒肉丝 猪肝炒肉丝 长豆炒肉丝

手工蛋饺 花菜炒肉丝 西兰花炒肉丝 炒热狗肠 韭黄炒蛋

香菇炒肉丝 五香干炒肉丝 脆笋炒肉丝 莴笋炒肉丝 荷兰豆炒肉肠 芝味藕节

芋子焖肉丝 淮山木耳 小南瓜炒肉丝 葱油秋葵 蜜汁茄盒 酥香茄盒

丝瓜烩肉丝 肉沫虎皮青椒 儿菜炒肉丝 翡翠藕头 茭白炒肉丝 蒜台炒培根

3元区

红烧狮子头 韭菜炒蛋 咖喱土豆 西红柿炒花菜 西红柿炒蛋 土豆炒肉丝

干锅土豆片 花菜炒肉丝 木耳炒蛋 金针菇炒蛋 炒藕片 狼牙土豆 巴浪鱼

肉沫茄子 虾皮冬瓜 干锅千叶豆腐 韭菜猪血 闽南五香条 客家豆腐

肉沫南瓜 红萝卜炒蛋 洋葱炒蛋 三色玉米 肉沫豆腐 凉拌豆皮丝

芹香豆腐泡 云南小瓜炒肉丝 炒小木耳 鸡汁福袋

2元区
西红柿炒蛋 干锅包菜 酸辣土豆丝 炒豆皮 蒜香南瓜 炒青菜 炒冬瓜

麻婆豆腐 手工蛋饺 虾皮白萝卜丝 红油拌黄瓜

1.5元区 酸辣大白菜 蒜香青菜 香辣海带丝 韭菜炒豆芽 炒包菜 凉拌海带丝

1元 蒜香青豆 香卤豆干

0.5元区 清炒黄豆芽 芹香萝卜丝 五香黄豆

备注：每份菜品重量 125g-150g；米饭：女生0.5元，男生0.7元



铁板风味

品项 单价

年糕串 2元

牛肉风味串 3元

羊肉串 3元

鱿鱼串 4元

猪颈肉把把串 3元

面筋串 2元

臭豆腐串 2元

南瓜饼串 3元

阿公里脊肉串 2元

香煎西冷牛排 15元

骨肉相连 3元

鸡腿串 5元

全翅串 6元

火龙串 2元

排骨玉米烫 6元



五谷杂粮粉 手工面／细粉 加料区

品名 价格 品名 价格／元 品名 价格

招牌渔粉 13元 鲜嫩鱼片面／粉 13元 玉米粒 2元

原味渔粉 13元 鸭杂面／粉 12元 煎蛋 1元

酸辣渔粉 13元 肉片面／粉 12元 香肠 3元

麻辣渔粉 13元 红烧鸡块面／粉 12元 金针菇 2元

金汤渔粉 13元 番茄肉丸面／粉 12元 番茄 2元

藤椒渔粉 13元 番茄鸡蛋面／粉 12元 鱼片 5元

招牌鱼头粉 13元 金汤肥牛面／粉 13元 肉丸 3元

原味鱼头粉 13元 鲜香玉米面／粉 10元 肥牛 5元

酸辣鱼头粉 13元 螺蛳粉 12元 鱼头 6元

麻辣鱼头粉 13元 麻辣肥牛粉 13元

金汤鱼头粉 13元 招牌肥牛粉 13元

金汤肥牛粉 13元 麻辣肉片粉 12元

番茄肉丸粉 12元 金汤肉片粉 12元

番茄鸡蛋粉 12元 酸辣肉片粉 12元

五谷鸭杂粉 12元 招牌肉片粉 12元

五谷肉片粉 12元 酸辣玉米粉 10元

红烧鸡块粉 12元 福鼎肉片（小份）300g 8元

鲜香玉米粉 10元 福鼎肉片（大份）450g 10元

酸辣肥牛粉 13元

以上每份份量450g-500g



干拌类： 汤粉面：

品名 价格 品名 价格

葱油拌面 6元 鸭肉汤粉（面） 13元

沙茶面(粉） 10元 酸辣粉（面） 8元

炸酱拌拉面 12元 西红柿鸡蛋粉（面） 10元

牛肉拌拉面 16元 瘦肉汤粉（面） 12元

鸡腿拌拉面 12元 鸡腿汤粉（面） 12元

鸭胗拌拉面 12元 鸭胗汤粉（面） 10元

鸭腿拌拉面 13元 牛肉汤粉（面） 16元

脱骨肉拌面 12元 香菇贡丸汤粉（面） 10元

脱骨肉粉（面） 12元 大骨汤鱼丸粉（面） 10元

西红柿拌面 10元 鸭腿汤粉（面） 13元

瘦肉拌拉面 12元 大骨汤粉（面） 6元

牛杂拌面 16元 脱骨肉粉（面） 12元

咸饭 5元 牛肉羹粉（面） 16元

三鲜水饺 6元 12个 牛杂汤 12元

蒸饺 6元 12个 牛肉汤 12元

煎饺 6元 12个

以上每份450g-500g

以上主食可自选

粗拉面、细拉面、刀削面、泡面（2片/份）

粗粉、细粉

加料区

品名 价格 份量 品名 价格 份量

香肠 2元 1根 鸭肫 4元 1个

卤蛋 1元 1个 炸酱 6元 80克

豆干 1元 1块

豆腐 2元 1块

脱骨肉 6元 50克

酱香卤大鸡腿 5元 1个

酱香卤大鸭腿 6元 1个



麻辣香锅菜单

莲藕 豆泡 泡面

土豆 腐竹 鸡蛋面

空心菜 白果 细粉

花菜 豆干 烧麦

木耳 豆皮 煎蛋

韭菜 鸭血 蛋饺

黄瓜 寛粉 鱼丸

豆芽 耗油肉片 鸭心

海带丝 鸡腿肉 鸡肠

金针菇 鸡胸肉 包心鱼丸

茄子 烟鸭胸 香菇贡丸

上海青 培根 千页豆腐

娃娃菜 开花肠 玉米肠

生菜 蟹排 热狗肠

玉米 亲亲肠 紫薯球

西兰花 鱼豆腐 牛肉丸

香菜 霞迷饺 烧鱼棒

地瓜粉 脆骨肠 小肉串

鸡珍 狮子头

菜品称重1.80元/50克
米饭女生0.5元，男生0.7元

口味

微辣 中辣 特辣



套餐

品项 单价 品项 单价 炖罐 单价 品项 单价

糖醋肉套餐 12元 台湾卤肉饭套餐 13元 虫草花土鸡汤 6元 炒泡面 8元

红烧肉套餐 12元 黄焖鸡套餐 12元 茶树菇老鸭汤 6元 炒油面 8元

红烧排骨套餐 13元 啤酒鸭套餐 12元 香菇土鸡汤 6元 炒米粉 8元

红焖猪蹄套餐 13元 咖喱鸡套餐 12元 萝卜排骨汤 6元 什锦炒饭 8元

卤鸭腿套餐 13元 奥尔良全腿套餐 13元 玉米龙骨汤 6元

口水鸡套餐 12元 奥尔良鸡排套餐 12元 海带龙骨汤 6元

台式酱鸭套餐 12元 红烧牛腩套餐 14元 鸡蛋肉泥汤 6元

广式烤鸭套餐 12元 咸水鸭套餐 12元 猪心枸杞汤 6元

香煎猪排套餐 12元 手撕鸡套餐 12元 目鱼龙骨汤 6元

回锅肉套餐 13元 猪肚莲子汤 6元

酱卤肉排套餐 12元

以上每份套餐：（主荤+半荤+时蔬+小菜+米饭+例汤）



汉堡系列价格表 汉堡套餐 奶茶系列价格表

香辣鸡腿堡：7元 超大鸡排12元 香辣鸡腿堡+中可乐  10元 香辣鸡腿堡+葱香牛肉堡+小可乐13元 葡萄养乐多 12元

葱香牛肉堡：6元 大份薯条10元 西式鸡肉卷+鸡腿+可乐  14元 香辣鸡腿堡+脆皮半边鸡+小可乐17元 满杯柠檬百香果 10元

板烧鸡腿堡：8元 双层牛肉堡8元 香辣鸡腿堡+薯条+可乐  14元 香辣鸡腿堡+蜜汁半边鸡+小可乐17元 红豆双皮奶奶茶 9元

至尊七虾堡：8元 奥尔良烤翅7元 香辣鸡腿堡+上校鸡块+可乐  14元 香辣鸡腿堡+脆皮手枪腿+小可乐17元 芋圆珍珠奶茶 8元

墨西哥鸡肉卷：7元 爆浆鸡排6元 香辣鸡腿堡+劲爆鸡米花+可乐  14元 鸡肉卷+薯条+鸡腿+可乐  20元 珍珠椰果奶茶 8元

劲爆鸡米花：5元 藤椒鸡排6元 双层牛肉堡+鸡腿+可乐  15元 鸡腿煲+薯条+鸡腿+可乐  20元 珍珠奶茶 8元

薯条：5元 韩式炸年糕5元 香辣鸡腿堡+鸡腿+可乐  14元 超大鸡排+可乐  13元 红豆奶茶 8元

鸡腿：6元 黑椒鸡块5元 香辣鸡腿堡+烤翅+可乐  15元 蜜汁烤全鸡+可乐  21元 芋圆奶茶 8元

蜜汁烤全腿：9元 芝士棒5元 奥尔良烤腿堡+鸡腿+可乐  15元 脆皮炸鸡+可乐  21元 茉香奶绿 8元

脆皮全腿：9元 菠萝派5元 奥尔良烤腿堡+鸡米花+可乐  15元 鸡腿煲+鸡块+鸡腿+可乐  20元 柠檬红茶 6元

可乐；小杯3元中杯4元大杯5元 香芋派5元 香辣鸡腿堡+蜜汁手枪腿+可乐  17元 香辣鸡腿堡+鸡肉卷+可乐  15元 柠檬绿茶 6元

雪碧：小杯3元中杯4元大杯5元 半边鸡+鸡腿+可乐  17元 七虾堡+半边鸡+可乐  19元 柠檬茶 6元

芬达；小杯3元中杯4元大杯5元 香辣鸡腿堡2个+可乐  15元 麦香红茶 5元

茉莉绿茶 5元

双皮奶 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