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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星西餐廳結業

米芝蓮美食
排名榜有餐廳
晉級，但亦有

星級餐廳排名下跌及除名。去年榮
獲二星餐廳的灣仔星街「The
Principal 」 因已結業而被除名，7
間一星餐廳亦跌出榜外，連獲推介
之名亦不保。不過，旺角的「明
閣」則由去年的一星餐廳升級至今
年的二星餐廳。
米芝蓮美食排名榜昨日公佈，可

謂「有人歡喜有人愁」，去年榮獲
一星的「金葉庭」、「利苑酒家
(國際金融中心) 」、「利苑酒家
（沙田）」、「翠玉軒 」、
「Upper Modern Bistro 」 、
「THE STEAK HOUSE WINE
+ GRILL」及「NUR」均齊齊跌
出榜外。「添好運（大角咀）」則
由去年一星地位跌至今年的車胎人
美食推介。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街頭小食已成為港人生活的一部分，雞蛋仔及格仔餅當然
不在話下，一串串的豬潤、墨魚、鴨胗，配以芥末醬及甜醬，讓人食指大動。旺角滷味串
燒「肥姐小食店」無人不知，其兒子余啟康盡得真傳，在尖沙咀厚福街開店「第三代肥
仔」並成功登上米芝蓮街頭小食榜。他表示，店內的醬汁較為
淡，以配合當區的辦公室女郎的口味，成功之道則在於一
個「忍」字。
現年40歲的余啟康昨日向本報表示，已協助母親的

店舖長達9年之多，欲出外一闖，故於去年7月底選址
尖沙咀厚福街開店，開店時母親叮囑他要維持門面清
潔。厚福街附近有放題任食的餐廳，他初時確擔
心較少人買滷味串燒，幸而生意還不錯，平均
日賣1,000串至2,000串，以每份23元的「大
墨魚、細生腸及火雞腎」皇牌套餐銷情最好。
被問到成功之道，余啟康笑說全賴一個
「忍」字，「如串燒6元一串，不少客人
都說太貴，轉身便走，也有客人向我
怒斥不要醬汁。」他強調自己以人
為本，服務質素為先，不會因為客
人的身份去決定服務態度，並會
細心推介較好的食法。
由於「力不到不為財」，他

目前不打算開分店，擔心質
素會因而受到影響，變相破
壞長久以來打下的品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一年一度飲食業界盛
事、米芝蓮指南昨日公佈今年香港共有6間餐廳奪得最高
級別的三星榮譽、14間獲二星級、41間獲一星級，合共
61間「星級」餐廳，但較2015年的64間少3間。榜單其
中一個亮點，便是最新的三星食肆「唐閣」以及剛獲晉升
為二星食肆的「明閣」及「富臨飯店」，均是以粵菜著
稱，顯示廣東菜在港地位難以被取代。
最新的第八版《米芝蓮指南香港澳門2016》昨日公佈榜

單，去年取得最高級別三星榮譽的5間食肆地位保持不
變，位於尖沙咀朗廷酒店內的唐閣則新加入，亦令本港的
三星粵菜食肆除龍景軒外再增一間。獲二星評級的食肆有
14間，新加入的兩間均是從一星「晉級」，分別是以一哥

鮑魚聞名、位於銅鑼灣的富臨飯店，以及位於旺角、已由
朗豪酒店改名為康得思酒店內的明閣。
本港的一星食肆則有41間，新加入的6間包括利苑酒家

（觀塘）、北京樓（中環）、川菜餐廳「呇」、法國餐廳
「ON」、Serge et le Phoque及Ta Vie旅。澳門方面，獲
三星的食肆有兩間，分別為天巢法國餐廳及8餐廳；另有4
間二星食肆及10間一星食肆。
唐閣行政總廚（中餐）鄺偉強昨日出席米芝蓮指南發佈會

時表示，到達現場才得知食肆奪得三星榮譽，事前從來沒想
過，只以平常心對待，因為一直以來「有又係咁做，冇又係
咁做」，未來亦不會有太大壓力，且食肆之前也曾因人手流
失短缺而由二星降為一星，能夠保持水準已很好。

粵菜抬頭 添星全包攬

店舖店舖 上榜美食上榜美食
尖沙咀尖沙咀
媽咪雞蛋仔媽咪雞蛋仔 雞蛋仔雞蛋仔
第三代肥仔第三代肥仔 墨魚墨魚//鴨胗鴨胗

佐敦佐敦
十八座狗仔粉十八座狗仔粉 狗仔粉狗仔粉//豬皮蘿蔔豬皮蘿蔔
佳佳甜品佳佳甜品 寧波薑汁湯丸寧波薑汁湯丸//冰糖燉木瓜冰糖燉木瓜

旺角旺角
Joyful Dessert HouseJoyful Dessert House 黑糖芭菲黑糖芭菲//芒果拿破崙芒果拿破崙

奇趣餅家奇趣餅家 雞仔餅雞仔餅//香蕉糕香蕉糕
叁薯叁薯 焗薯焗薯//炸薯炸薯//薯餅薯餅

深水埗深水埗
公和荳品廠公和荳品廠 豆腐花豆腐花//無糖豆腐無糖豆腐
坤記糕品坤記糕品 白糖糕白糖糕//芝麻糕芝麻糕
合益泰小食合益泰小食 豬腸粉豬腸粉//魚蛋魚蛋

大角咀大角咀
湯品小棧湯品小棧 牛肝菌牛肝菌//松茸湯松茸湯

九龍城九龍城
蘭英印尼小食蘭英印尼小食 沙爹串燒沙爹串燒//巴東牛肉飯巴東牛肉飯

新蒲崗新蒲崗
華園甜品華園甜品 廣東糖水廣東糖水
英記美點小食英記美點小食 雲吞麵雲吞麵

灣仔灣仔
Butchers ClubButchers Club 漢堡包漢堡包//鴨油薯條鴨油薯條
強記強記 糯米飯糯米飯//腸粉腸粉
Kelly's Cope BopKelly's Cope Bop 韓國炸雞韓國炸雞//飯卷飯卷

北角北角
迦南泰國小食迦南泰國小食 泰國米粉泰國米粉//小食小食
利強記利強記 雞蛋仔雞蛋仔//格仔餅格仔餅
麥記美食麥記美食 小籠包小籠包//葱油餅葱油餅

荃灣荃灣
祥興記祥興記 上海生煎包上海生煎包//油豆腐粉絲湯油豆腐粉絲湯
千色車仔麵千色車仔麵 車仔麵車仔麵
榮安小食榮安小食 車仔麵車仔麵//雞翼尖雞翼尖
**排名不分先後排名不分先後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米芝蓮指南香港澳門米芝蓮指南香港澳門20162016》》

製表製表：：楊佩韻楊佩韻

龍龍 榜榜虎虎掃街掃街

■■奇趣餅家奇趣餅家 ■■叁薯叁薯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楊佩韻）民以

食為先，美食指南《米芝蓮指南

香港澳門2016》昨日出爐，港澳合

共有77間餐廳摘星，78間獲車胎人

美食推介，今年更新設街頭小食排名

榜，23間本港小食店入圍，遍佈尖沙咀、

佐敦、旺角及深水埗，所售賣的包括雞蛋

仔、狗仔粉及鴨胗等。有小食店店主得悉獲推介

時感到「嚇一跳，好像在發夢」，又坦言自己因為

懷念舊式屋邨風味的小食，尋回兒時味道，不但親

身到各地尋找材料，更用心製造食物，單是狗仔粉

便要煲足9小時及焗9小時才肯出售，及以4隻鴨煲

足6小時弄成獨特的火鴨翅，以足料及真心留客，又

笑說自己成功之道就是「為人民服務」。

狗仔粉店主驚喜如「發夢」 成功全因「為人民服務」

米芝蓮首評街頭小食米芝蓮首評街頭小食

7一星店被除名
八星殞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能被《米芝蓮指南》評為
星級餐廳，絕不容易，可是一間由日本人開設的法日創新
菜餐廳「Ta Vie旅」開業不足半年，已能摘下一星榮譽，
可見自有其過人之處。來港工作近4年的餐廳創辦人兼主廚
佐藤秀明昨日表示，香港是國際城市及亞洲的中心，港人
對食物瘋狂亦很有要求，且本港經營成本又高，極具挑戰
性。他期望自己炮製的美食，可獲更多港人肯定。
今年39歲的佐藤秀明生於日本長野縣，原是法國料理廚

師。於2012年被派來香港的「天空龍吟」當主廚，成為首
間海外分店的主理人。天空龍吟在他主理的半年內，摘下
了米芝蓮二星的榮譽。
在得到香港食客的賞識下，佐藤秀明今年5月自立門

戶，在中環開設創新菜餐廳Ta Vie旅，以其純熟的法日混
合烹調技術，將從日本、亞洲各地及本港搜購的精選食
材，炮製成佳餚美食，結果在開業短短5個月時
間內，已令餐廳晉身星級食肆行列。
佐藤秀明對獲得米芝蓮肯定感到十分榮幸

及驚訝，也不知道自己為何獲獎，但相信是
與他們專注於食物質素與服務有關。又
說，香港是國際城市及亞洲的中心，也
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港人對食物瘋
狂，亦很有要求，肯花很多時間與金
錢在食物方面，期望自己炮
製的美食，可獲得更
多港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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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餐廳8家 1家新登榜
《米芝蓮指南香港澳門2016》今日開始公
開發售，其中收錄了來自港澳各地的餐廳，包
括77間星級餐廳及78間車胎人美食推介餐
廳。在三星餐廳方面，港澳合共有8家餐廳，
當中有1家餐廳新入榜；二星餐廳合共有18家
餐廳，包括4家新入榜餐廳；在51家一星餐廳
中，其中有11家餐廳新入榜。（見表）
米芝蓮指南總監米高艾利斯昨日在記者會上

表示，港人喜歡外出用膳，但不一定要正襟危
坐用餐或大灑金錢，街頭小食亦是選擇之一。
米芝蓮評審員發現，香港的街頭小食店非常注
重品質，並選用本地時令食材，故街頭小店在
指南中佔一席位屬理所當然，也是一次新的突
破。今年，有23間本港及12間澳門的街頭小
食店獲納入指南，包括上海生煎包、雞蛋仔、
沙爹串燒、狗仔粉等。
本報記者走訪多間入圍的小食店。位於佐敦
白加士街、剛開業不足兩年的「十八座狗仔
粉」座無虛席。負責人張顥曦對入圍表示驚
訝，「嚇一跳，好像在發夢。」他說，開狗仔
粉的小食店是為了尋找少年回憶的味道。他憶
述年少時在舊式屋邨長大，不時與好友吃「車
仔檔」的狗仔粉，長大後卻找不到腦海中的狗
仔粉味道，決定親手找回那味道。
他說，自己曾在佐敦附近尋找合適材料，並
不停試做，「如哪些冬菇是『又小又好
吃』，蝦米及菜脯又如何配合才好吃
等。」其後，他和朋友分享及試食
後才萌生創業的念頭，而狗仔粉
要煲足9小時及焗9小時；火鴨
翅也不是一般的豌仔翅，而是
用了4隻鴨煲足6小時弄成湯底

再加配料煮成，是手工活，只望更多人嚐到好
食的味道。

家庭式作業 冀帶出「家」味
被問到成功之道，張顥曦笑說是「為人民服

務」及家庭式作業，與員工的關係猶如一家人
般親密，不會以冰冷的大企業模式管理，與客
戶更有說有笑，希望帶出「家」的味道，能吸
引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及韓國等地的旅客。
被問及擴充之事，他認為要順其自然，目前會
先專心做好5間分店，將傳統的味道傳承下
去。

20年意廚 轉行賣薯仔
同樣開業不足一年，主打焗薯、煎薯及薯蓉

的小食店「叁薯」同樣上榜。其中一名老闆黃
凱成表示，擔任20年意大利餐廳廚師，但感
到內部做事較為刻板，未能發揮自身能力，故
於今年2月、年廿八當日選址旺角開幕。他續
說，薯仔在西餐是配菜的角色，但認為薯仔美
味、變化多端，故引入美國薯仔，以焗薯、煎
薯及薯蓉為主，不但可連皮進食， 更配合港
人口味。
黃凱成指出，現時每天都有近5,000元的生

意額，最高峰是一天售出200個薯仔，笑說港
人很愛吃薯仔。他表示，美國薯仔成本較高，
近期來貨價也升了20%至30%，幸而店舖尚有
兩年租約，暫不擔心會因上榜而被加租。

23港店上榜
「星級」食肆

三星食肆：
Bo Innovation、 L'Atelier de Joël
Robuchon、 龍 景 軒 、 8 ⅟ Otto e
Mezzo - Bombana、志魂、*唐閣

二星食肆：
Ambe、Caprice、名人坊、都爹利會館、
*富臨飯店、*明閣、Pierre、天空龍吟、香
宮、夏宮、新同樂（尖沙咀）、天龍軒、
Wagyu Takumi、欣圖軒
*為新晉榜餐廳
資料來源：《米芝蓮指南香港澳門2016》

製表：楊佩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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