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餸菜包到戶疫市發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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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家自己煮 嘉美雞外賣增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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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想煮意」最
低消費為 120 元，
按不同區域收取運
輸費。
官網圖片
■新冠疫情持續，餸菜包送貨服務的網上平台需求急增。圖為
「Fresh To Go」
的餸菜包。官網圖片

本港市場上有不少幫人買餸的平台，香港文匯報記者比較目前較
多人使用的4個網上餸菜包平台，比較其平台優勢和價錢。以餸

網上餸菜包收費比較
店舖
好餸

宮保雞丁 48 元即買即煮
「好餸」的網頁供選購的餸菜包均附有相片，在選購上較為方便，
其最低消費為 150 元，需另加 40 元運費，免運費送上門金額為 350
元，但需要提早一日下單，翌日下午 3 時至 7 時送貨，未能做到即日
下單及送貨。
至於「煮餸易」以西芹腰果炒雞丁餸菜包為例，2 至 3 人分量為 69
元，網頁附有煮法但沒有相片參考，其最低消費為未滿 500 元需收
100 元運費，免運費送上門金額為 500 元，但暫時只送九龍、港島和
荃灣區。「煮餸易」可做到即日送貨，如星期一至六早上 10 時前下
單，可即日下午3時至6時送貨。

煮餸易

最低消費

餸菜包
收費(元)

150元，另加
40元運費

28至88

截單時間

350元

需提早一日下
單，翌日下午3
時至7時送貨。

22至99

星期一至六早上
500 元 ( 暫 時 只
10 時前下單，
送九龍、港島
可即日下午3時
和荃灣區)
至6時送貨。

120元

55至70

逢星期一至六，
送貨日前一日晚
不同區域收取
上11時59分，
運輸費及設有
翌日下午4時至
免運金額
6 時或 6 時至 8
時送貨。

350元

香港、九龍及新
界所有地區免
費(愉景灣須收
取運費 180 元，
55至328
馬灣及東涌、機
場、博覽館及迪
士尼須收取運
費80元)

未滿 500 元
收100運費

11 時前下單最快下午送抵
「Fresh To Go」同樣做到即日送貨，但餸菜包的價錢相對較貴，
例如腰果蔬菜炒雞丁，重量 300 克，價錢為 98 元。不過，Fresh To
Go 就做到香港、九龍及新界所有地區免運費，偏遠地區如愉景灣、
馬灣等地區需收取最少 80 元運費，最低消費 350 元，上午 11 時前下
單，即日下午便可送到府上或辦公室；而星期日及公眾假期，需提前
一天提交訂單。
另一間餸菜包網上店「妳想煮意」，餸菜包的價錢與「好餸」和
「煮餸易」相約，但可供選擇的餸菜包數目相對較少，不過基本菜色
如蒸肉餅都有，其最低消費為 120 元，按不同區域收取運輸費及設有
免運金額，逢星期一至六送貨日前一日晚上 11 時 59 分下單，翌日下
午4時至6時或6時至8時送貨。

免運費送
上門金額

註：以上資料以各店舖公佈為準

上午 11 時前下
單，即日下午便
可送到府上或
辦公室；星期日
及公眾假期，需
提前一天提交
訂單。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免外賣自取佣金搶客
OpenRice

菜包價錢來看，「好餸」和「煮餸易」的價錢相對便宜，而且可供選
擇的餸菜包數目較多，例如「好餸」的宮保雞丁餸菜包 2 人分量和 4
人分量分別為 48 元和 68 元，真空包裝並預先洗切好，收到餸菜包後
就可以立即煮，免除清洗切菜的步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
考玲）足不出戶在家自己煮
可以訂餸菜包，叫外賣也是
近期不少人的選擇。不過在
疫情下，食肆堂食生意急
跌，為了減輕食肆負擔，網
上食評平台 OpenRice《開飯
喇》昨宣佈由即日起至 4 月
30 日，將全額豁免「外賣自
取」的服務佣金，合作夥伴
AlipayHK亦同時免收餐廳交
易手續費，減輕餐廳夥伴因
疫情帶來的營運壓力。
疫情持續令不少市民選擇
留家用膳，OpenRice 的「外
賣自取」服務亦推出一系列
優惠，其服務已超過 1,000
家餐廳食肆參與。

百佳「安心套餐」即日售罄
早前市民搶米搶廁紙，百
佳超市昨於社交網站宣佈，在
百佳網店推出預售價為380元
的「米麵紙安心套餐」，包括
2 包 8 公斤裝的金象牌頂上茉
莉香米、出前一丁麻油味即食
麵（30 包）一箱及潔柔高級
衛生紙 10 卷裝兩件，一人限
買兩套，購買兩套可獲免費送
貨。有不少網民則留言，套餐
價錢還貴過散買。不過，大約
到昨晚7時，百佳已在fb上回
覆想訂購的網民指，由於網站
同時有大量訂購需求以至送貨
服務滿額，換言之，遲了一步
的市民，又要等下一輪。
◀OpenRice
「外賣自取」服
務有超過1,000家食肆參與。

▶百佳網店推出「米麵紙安
心套餐」。

掃二維碼可看教煮片段

餐飲自救 酒店食肆推八折外賣

記者早前曾光顧「好餸」訂餸菜包，訂了檸檬豬扒餸菜包 、海南
雞餸菜包和雲耳豆卜炒勝瓜餸菜包 ，合共 174 元， 需另加 40 元運
費。3 份餸菜包均有獨立真空包裝，感覺乾淨，材料尚算新鮮，另外
包裝袋附有一個二維碼，掃一掃二維碼就可以睇到教煮片段。送貨時
間方面，餸菜包能在預定時間內達到，但就要提早一天預訂，如果能
做到即日預訂更好。總括來說，如要即日送貨，可選擇「煮餸易」和
「Fresh To Go」，若注重餸菜包的新鮮度就可以揀「好餸」。
其實，除了這些專門的買餸平台外，本港部分食材供應商也設有個人
化的外賣服務，近期生意也急增。例如供應本地農場雞嘉美雞的康和健
康農產品，老闆郭銘祥就透露近日的外賣生意增加了三成。市民如下
單，可從公司網站下載訂購表格填妥並傳真回該公司，又或打熱線電話
訂購，即日訂購，最快翌日下午1時至8時送貨。其中嘉美雞按斤收費，
每隻1.67至2斤，每斤105元。公司還供應豬肉、飲品、海產、米麵及蔬
菜等，市區消費400元免費送貨，偏遠地區消費550元免費送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
疫情令市民多留守家中工作或休
息，減少出外用膳，不少食肆逆市
求生紛紛透過推出自攜外賣、來電
送外賣或透過手機應用程式送外賣
等形式來抗疫，連酒店內的食肆都
加入外賣行列，還可以打折。
新地旗下的尖沙咀五星級酒店帝
苑酒店旗下 4 間餐廳推出外賣服
務，包括帝苑軒粵菜館、Sabatini
意大利餐廳、Le Soleil 越南餐廳、

及主打北京淮揚菜的東來順，還可
享八折優惠。如午市消費滿 1,500
元以上，或晚市 2,200 元以上，可
享油尖旺區免費送貨服務。

信和5酒店夥Deliveroo送餐
信和酒店旗下各餐廳同樣推出外
帶及外送美食來吸客，客人除了直
接透過旗下皇家太平洋酒店、城市
花園酒店、港島太平洋酒店、香港
黃金海岸酒店及中環石板街酒店餐

廳預訂外，還可登入戶戶送
（Deliveroo） 手機程式足不出戶
地享用指定餐廳的外送服務。
當中尖沙咀皇家太平洋酒店於午
膳及晚膳時段，訂購酒店旗下柏景
餐廳和沙嗲軒自選菜譜更可享八折
優惠，惠顧滿 800 元以上可享尖沙
咀區免費送餐服務，滿 1,500 元或
以上則可享油麻地及佐敦免費外送
服務。
至於於香港經營 38 年的高檔酒
家的東海飲食集團亦首次推出全線
外賣，包括各種手工招牌點心小菜
都可以落單送到府上，外賣餐飲更

可獲最高七五折優惠。

牛氣涮涮鍋醫療級光觸媒消毒
另一邊廂，為了令客戶安心到
食肆用膳，嚐．高美集團
（8371）旗下日本牛氣涮涮鍋與
醫療機構合作，用高科技「醫療
級光觸媒」為全線分店進行醫學
級消毒，是本港首間連鎖餐廳運
用有關技術。該項消毒技術通過
實驗顯示，可長效殺滅及抑制超
過 99.99% 包 括 SARS、 大 腸 桿 菌
等病毒、細菌、甲醛及其它有機
化合物，而且對人體無害。

商場導航技術 監察家居隔離「走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
考玲）衛生署本月初宣佈
家居檢疫措施，要求 14 日
內曾到湖北的港人返港後
接受 14 天強制家居檢疫。
政府提出以手機短訊程式（WhatsApp 及
WeChat）和電子手環作進一步監控，不
過外界質疑監控成果。本地創科公司則
改進其專利的商場導航技術，以位置配
合聲紋數據的方法，能及時監察有關人
士有否擅離家居，節省人手上門檢查。
政府嚴防疫情擴散，要求 14 日內曾到
湖北的港人返港後接受 14 天強制家居檢
疫，但早前就有兩位人士涉嫌違反強制
檢疫令擅自離家而被警方通緝。本地創
科公司 Compathnion（隨賞科技）提出
利用其專利位置技術配合聲紋數據，在
香港首創出「零硬件人工智能居家隔離
平台」，簡稱「隔離易」應用程式，克
服手機短訊程式及和電子手環的「走
犯」風險。

/

■陳智銓(左)
稱「隔離易」
利用專利位置
技術配合人聲
波紋認證，隔
離人士不容易
找人代替及假
冒身處地點。

「隔離易」
vs 社交 App 作隔離監控
WhatsApp及WeChat
不需。

「隔離易」
App
需否個人身份認證？

需要。

可以。會不定時發出認
證要求。

能否防止不帶手機外出？

可以。會不定時發出認證要求。

不能，可找人代覆。

能否確定回覆者是本人？

可以。須隔離人士讀出指定句子，對比已
儲存聲紋確定是本人。

不能。

擅離家居能否即時通知監察員？ 可以。環境數據有變化，會向後台發出警報。

不能。

能否做流動定點追蹤？

可以。商場導航技術，能知悉隔離人士位置。

不能。

能否作大數據分析？

可以。有後台技術，能收集所有隔離人士資料。

收集家居訊號指紋
隔離易研發團隊代表兼隨賞科技行政
總裁陳智銓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解釋

運作原理，隔離易會不定時發出認證要
求，以保證隔離人士不可輕易放下手提
電話外出；同時隔離易利用專利位置技
術配合人聲波紋認證，隔離人士不容易
找人代替及假冒身處地點。
操作方面，首先在現有手機安裝隔離
易應用程式，以個人身份認證便可，接
着 App 就會收集隔離人士被指定家居的
訊號指紋，例如是 WiFi、磁場、氣壓。
由於每個空間有不同訊息，一旦隔離人
士離開指定家居，隔離易的後台系統感
應到周遭環境起了變化，發現新場地不
符合設定的所在地，程式便會向後台發
出警報並向受隔離者提出聲紋認證要
求，例如要求隔離人士讀出指定句子，
透過人聲波紋分析去判斷聲音是否屬於
隔離人士。

節省人手上門檢查
陳智銓認為像隔離易這樣的應用，可
以節省人手去上門檢查隔離人士是否在
家，而且也可以確保全部隔離人士被監
察，避免因抽樣檢查而令到隔離人士抱
有僥倖心態，擅自離開家居，能有效堵
塞強制居家隔離檢疫措施的漏洞，他期

望政府積極考慮及盡快採用。同時，此
技術不涉及額外硬件，只需在手機上安
裝 此 App， 可 以 快 速 在 全 港 應 用。 同
時，此 App 也可匿名及限制追蹤內容，
保護私隱。
之所以推出這個 App，他指完全是因
應今次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嚴峻，於是全
力數日內開發隔離易 App，而該 App 的
技術概念一直應用於香港和澳門 16 個商
場以及醫管局，主要用途是利用定位技
術，做到導航帶路，即是類似室內
google map的用途。

定位誤差少於 2.5 米
隨賞科技主要提供融合定位技術，
用於室內導航、根據位置的個人化推
薦及人群分析、人流管理，以及協助
尋找失蹤人口，預防長者或寵物走
失。陳智銓解釋融合定位技術結合不
同信號源頭，例如 WiFi、磁場、藍牙
等不同訊號以進行個行定位，比傳統
定位技術準確度高 3 倍，誤差少於 2.5
米，應今次疫情有隔離需求，故公司
將技術調節為適用於家居隔離，擴大
融合定位技術的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