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味廚房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六

導    師︰ Winnie 姐（經驗導師）                                                          

名    額︰ 12 人

備    註︰ 1. 請學員自備圍裙
2. 所有課程均會提供食物容器，不需自備食物盒
3. 參加蛋糕班之學員每人可獲一個約 4 吋蛋糕（根據當日的製成品而定）。                                               

優    惠： 二人同行可獲 9 折優惠 ( 必須同時報讀同一課程方可使用此優惠，並需以現金或 EPS 付款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賀年糕點
編號：CF0101N17
時間：7:00pm-9:10pm
1. 蔗糖年糕
2. 椰汁年糕
3. 棗泥年糕
4. 鯉魚年糕

蒸糕班 - 蘿蔔糕
編號：CF0101P17
時間：6:00pm-7:30pm
此班費用︰會員 $110 非會員 $180

蒸糕班 - 芋頭糕
編號：CF0101Q17
時間：7:30pm-9:00pm
此班費用︰會員 $110 非會員 $180

心‧曲奇
編號：CF0102A17
時間：2:00pm-5:00pm
1. 心形雙色曲奇
2. 婚禮曲奇
3. 玫瑰心形曲奇
4. 手繪心形曲奇
此班費用︰會員 $160 非會員 $230

粉‧麵‧飯 ( 一 )
編號：CF0102B17
時間：7:00pm-9:10pm
1. 咖喱海鮮 
2. 滑蛋烏冬
3. 蝦子什菌炆鴛鴦米
4. 雪菜三絲燴水晶粉 
5. 肉絲炒麵

京滬包點 ( 一 )
編號：CF0102C17
時間：7:00pm-9:10pm
1. 生煎包
2. 冬菜牛肉卷
3. 壽桃包

玫瑰餃子
編號：CF0102D17
時間：11:00am-1:10pm
1. 翡翠白菜餃子 
2. 自製彩色餃子皮
    ( 三種顏色 )
3. 彩虹餃子 
4. 玫瑰餃子

西式套餐
編號：CF0102E17
時間：2:00pm-4:10pm
1. 牛肝菌尼廉湯 
2. 蘑菇忌廉汁牛扒

情人節蛋糕
編號：CF0102F17
時間：7:00pm-9:10pm
1. 士多啤梨慕絲喱士蛋糕

粉‧麵‧飯 ( 二 )
編號：CF0102G17
時間：7:00pm-9:10pm
1. 厚切豬扒麵
2. 褔建炒飯
3. 干炒牛河
4. 豉油皇炒麵
5. 糙米肉丸粥

京滬包點 ( 二 )
編號：CF0102H17
時間：7:00pm-9:10pm
1. 全麥饅頭
2. 銀絲卷
3. 花卷
4. 蔥油大餅

西式套餐
編號：CF0102J17
時間：11:00am-1:10pm
1. 洋蔥南瓜栗子濃湯
2. 香蔥蕃茄素鴨焗三色飯    

印尼糕點
編號：CF0102K17
時間：2:00pm-5:00pm
1. 印尼千層蛋糕
2. 朱古力芝士千層蛋糕

會員 $160         非會員  $230 ( 兩小時 )
會員 $190         非會員  $230 ( 三小時 )
另材料費：$25 - $45 ( 於堂上交予導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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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六

越式美食 ( 一 )
編號：CF0102M17
時間：7:00pm-9:10pm
1. 蔗蝦
2. 越式燒雞
3. 什錦濱海
4. 拉椰糕

西式蛋糕
編號：CF0102N17
時間：7:00pm-9:10pm
1. 朱古力香橙雲石蛋糕
2. 朱古力花生醬扭紋蛋糕
3. 酸忌廉蛋糕
4. 紅莓芡士扭紋蛋糕仔

越式美食 ( 二 )
編號：CF0102P17
時間：7:00pm-9:10pm
1. 香茅牛尾煲
2. 牛油雞翼
3. 越式牛河

京滬美食 ( 一 )
編號：CF0103A17
時間：7:00pm-9:10pm
1. 雞絲粉皮
2. 排骨菜飯
3. 紅燒肋排
4. 炒鱔糊

叉燒酥
編號：CF0103B17
時間：11:00am-1:10pm
1. 叉燒酥 
2. 酥皮蛋撻

造型麵包
編號：CF0103B17
時間：2:00pm-5:00pm
1. 玫瑰花麵包  
2. 心形麵包 
3. 繡球花麵包  
4. 菊花麵包

越式美食 ( 三 )
編號：CF0103C17
時間：7:00pm-9:10pm
1. 越式春卷
2. 香茅豬扒
3. 咖喱雞配蒜茸包
4. 椒鹽多春魚

京滬美食 ( 二 )
編號：CF0103D17
時間：7:00pm-9:10pm
1. 紅燒獅子頭
2. 燻魚
3. 上海炒年糕

台式小食
編號：CF0103E17
時間：7:00pm-9:10pm
1. 胡椒餅
2. 台式雞扒
3. 蚵仔煎

中式點心 ( 一 )
編號：CF0103F17
時間：11:00am-1:10pm
1. 椰汁凍糕 
2. 芋絲春卷 
3. 咸水角

卡通方包
編號：CF0103G17
時間：2:00pm-5:00pm
1. 豹紋方包 
2. 長頸鹿方包

京滬美食 ( 三 )
編號：CF0103J17
時間：7:00pm-9:10pm
1. 陳皮鴨腿湯麵
2. 東坡肉
3. 香酥鴨

泰‧式食 ( 一 )
編號：CF0103K17
時間：7:00pm-9:10pm
1. 泰式麵條蝦
2. 泰式沙爹雞串
3. 泰式烤雞

香芒甜心 ( 一 )
編號：CF0103M17
時間：7:00pm-9:10pm
1. 長洲芒果糯米糍
2. 芒果鴛鴦糯米飯

西式麵包
編號：CF0103H17
時間：2:00pm-5:00pm
1. 牛角包 
2. 丹麥酥條

宮廷糕點
編號：CF0103N17
時間：7:00pm-9:10pm
1. 棗茸拉糕
2. 桂花紅豆糕
3. 桂花馬蹄糕
4. 宮廷桂花糕
5. 小米紅豆糕

泰‧式食 ( 二 )
編號：CF0103P17
時間：7:00pm-9:10pm
1. 泰式豬脾
2. 泰式肉碎生菜包
3. 菠蘿炒飯

香芒甜心 ( 二 )
編號：CF0103Q17
時間：7:00pm-9:10pm
1. 芒果芝士餅 ( 雪 )
2. 芒果千層蛋糕
3. 芒果班戟
4. 咖啡千層蛋糕

中式點心 ( 二 )
編號：CF0103R17
時間：11:00am-1:10pm
1. 錦鹵雲吞 ( 正宗 )
2. 豬膶燒賣

自製腸粉
編號：CF0103S17
時間：2:00pm-4:10pm
1. 齊賜     2. 蝦米蔥花腸
3. 牛肉腸  4. 豬膶腸
5. 春卷     6. 春風得意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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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六

導    師︰ Winnie 姐（經驗導師）                                                          

名    額︰ 12 人

備    註︰ 1. 請學員自備圍裙
2. 所有課程均會提供食物容器，不需自備食物盒
3. 參加蛋糕班之學員每人可獲一個約 4 吋蛋糕（根據當日的製成品而定）。                                               

優    惠： 二人同行可獲 9 折優惠 ( 必須同時報讀同一課程方可使用此優惠，並需以現金或 EPS 付款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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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鯉魚年糕

蒸糕班 - 蘿蔔糕
編號：CF0101P17
時間：6:00pm-7:30pm
此班費用︰會員 $110 非會員 $180

蒸糕班 - 芋頭糕
編號：CF0101Q17
時間：7:30pm-9:00pm
此班費用︰會員 $110 非會員 $180

心‧曲奇
編號：CF0102A17
時間：2:00pm-5:00pm
1. 心形雙色曲奇
2. 婚禮曲奇
3. 玫瑰心形曲奇
4. 手繪心形曲奇
此班費用︰會員 $160 非會員 $230

粉‧麵‧飯 ( 一 )
編號：CF0102B17
時間：7:00pm-9:10pm
1. 咖喱海鮮 
2. 滑蛋烏冬
3. 蝦子什菌炆鴛鴦米
4. 雪菜三絲燴水晶粉 
5. 肉絲炒麵

京滬包點 ( 一 )
編號：CF0102C17
時間：7:00pm-9:10pm
1. 生煎包
2. 冬菜牛肉卷
3. 壽桃包

玫瑰餃子
編號：CF0102D17
時間：11:00am-1:10pm
1. 翡翠白菜餃子 
2. 自製彩色餃子皮
    ( 三種顏色 )
3. 彩虹餃子 
4. 玫瑰餃子

西式套餐
編號：CF0102E17
時間：2:00pm-4:10pm
1. 牛肝菌尼廉湯 
2. 蘑菇忌廉汁牛扒

情人節蛋糕
編號：CF0102F17
時間：7:00pm-9:10pm
1. 士多啤梨慕絲喱士蛋糕

粉‧麵‧飯 ( 二 )
編號：CF0102G17
時間：7:00pm-9:10pm
1. 厚切豬扒麵
2. 褔建炒飯
3. 干炒牛河
4. 豉油皇炒麵
5. 糙米肉丸粥

京滬包點 ( 二 )
編號：CF0102H17
時間：7:00pm-9:10pm
1. 全麥饅頭
2. 銀絲卷
3. 花卷
4. 蔥油大餅

西式套餐
編號：CF0102J17
時間：11:00am-1:10pm
1. 洋蔥南瓜栗子濃湯
2. 香蔥蕃茄素鴨焗三色飯    

印尼糕點
編號：CF0102K17
時間：2:00pm-5:00pm
1. 印尼千層蛋糕
2. 朱古力芝士千層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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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六

中式小菜
編號：CF0103T17
時間：7:00pm-9:10pm
1. 脆皮牛肋條
2. 魚湯鮮蟲草花浸時蔬

印度美食
編號：CF0103V17
時間：7:00pm-9:10pm
1. 印度馬沙拉燴羊肉
2. 印度薯仔咖喱角
3. 印度羊肉茄喱角
4. 印度薄餅 Naan Bread

豬軟骨
編號：CF0103W17
時間：7:00pm-9:10pm
1. 沖繩豬軟骨
2. 蜜汁豬軟骨
3. 數字豬軟骨
4. 蕃茄黑醋豬軟骨

蛋撻
編號：CF0103S17
時間：2:00pm-5:00pm
1. 椰撻
2. 鮮果撻
3. 蛋撻
4. 鮮奶蛋白撻

日式小丸子
編號：CF0104A17
時間：7:00pm-9:10pm
1. 大阪燒 
2. 章魚丸子 
3. 唐揚炸雞

曲奇
編號：CF0104B17
時間：7:00pm-9:10pm
1. 柚子蜜曲奇
2. 藍莓捲心曲奇
3. 夏威夷果仁曲奇

復活節麵包
編號：CF0104C17
時間：2:00pm-5:00pm
1. 復活節十字包
2. 懷舊港式十字包
3. 瑞典玉桂提子包

麻辣雞煲
編號：CF0104D17
時間：7:00pm-9:10pm
1. 麻辣雞煲
2. 土匪雞翼
3. 辣子雞丁
4. 香辣豬寸骨

經典西式甜品
編號：CF0104E17
時間：7:00pm-9:10pm
1. 吉士燉蛋
2. 法式燉蛋
3. 香橙班戟

咸味曲奇
編號：CF0104F17
時間：7:00pm-9:10pm
1. 蔥香咸酥印花曲奇
2. 黑椒芝士曲奇
3. 日式七味芝士曲奇

中式小菜
編號：CF0104G17
時間：7:00pm-9:10pm
1. 霸皇雞
2. 洋蔥鴨
3. 紫薯雞球
4. 蟲草花煀雞

滋味紫薯
編號：CF0104H17
時間：11:00am-1:10pm
1. 紫薯饅頭 
2. 南瓜饅頭 
3. 紫薯玫瑰饅頭
4. 南瓜玫瑰饅頭 
5. 雙色卷

自製鮮豆腐
編號：CF0104J17
時間：2:00pm-4:10pm
1. 自製豆腐 ( 石膏粉 )
2. 鹽鹵豆腐
3. 麻婆豆腐       
4. 涼拌豆腐

懷舊中式糕點
編號：CF0104K17
時間：7:00pm-9:10pm
1. 古法馬拉糕
2. 奶皇馬拉糕
3. 懷舊花生夾餅 ( 潮州冷餅 )

西式沙律
編號：CF0104M17
時間：7:00pm-9:10pm
1. 合桃蘋果雞絲配蜜糖芥末沙律
2. 香橙脆腩肉拌洋薏米沙律
3. 南瓜煎餅海鮮配羅勒蕃薯
4. 普羅旺斯什菜拌香煎紅魚柳

合桃酥
編號：CF0104N17
時間：11:00am-1:10pm
1. 合桃酥
2. 腰果酥
3. 澳門腰果曲奇

蛋黃哥流沙包
編號：CF0104P17
時間：2:00pm-5:00pm
1. 蘑菇包
2. 南瓜奶皇流沙包
3. 蛋黃哥流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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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六

滬京美食
編號：CF0105A17
時間：7:00pm-9:10pm
1. 紅油抄手
2. 砂鍋雲吞雞
3. 鮮肉煎餃
4. 菜肉雲吞

西式套餐
編號：CF0105B17
時間：7:00pm-9:10pm
1. 威靈牛柳
2. 炸雪糕

蜂蜜蛋糕
編號：CF0105C17
時間：2:00pm-5:00pm
1. 長崎蜂蜜蛋糕
2. 綠茶蜂蜜蛋糕
3. 蜂蜜千層蛋糕

卷物
編號：CF0105D17
時間：7:00pm-9:10pm
1. 吞拿魚糙米反卷
2. 加州卷
3. 泡菜壽司卷
4. 什錦太卷

XO 醬腸粉
編號：CF0105E17
時間：7:00pm-9:10pm
1. 自製 XO 醬
2. XO 醬腸粉

中式懷舊甜點
編號：CF0105F17
時間：7:00pm-9:10pm
1. 砵仔糕
2. 芝蔴卷
3. 黑白芝蔴卷
4. 黑白芝蔴千層糕

香芒甜心 ( 三 )
編號：CF0105G17
時間：2:00pm-4:10pm
1. 芒果栗子心型脆脆蛋糕 
2. 朱古力栗子撻

宴客小菜
編號：CF0105S17
時間：7:00pm-9:10pm
1. 干貝三色蘿蔔球
2. 京蔥孜然豚肉
3. 清酒鮑魚
4. 意大利黑醋骨

經典小食
編號：CF0105T17
時間：7:00pm-9:10pm
1. 茶葉蛋
2. 煎薄罉
3. 蘿蔔絲餅
4. 炸芋頭片蕃薯片
5. 街頭碗仔翅

糉 ( 一 )
編號：CF0105H17
時間：11:00am-1:10pm
1. 咸肉糉 
2. 裹蒸糉

糉 ( 二 )
編號：CF0105J17
時間：2:00pm-4:10pm
1. 梘水糉 
2. 桂花紅豆糉 
3. 甜薯紫米糉
4. 栗子五穀糉

中式小菜
編號：CF0105K17
時間：7:00pm-9:10pm
1. 瑤柱冬茸羮
2. 桂花瑤柱花膠絲
3. XO 醬芙蓉鮮菌
4. 醬爆蒜片豬爽肉

糉 ( 三 )
編號：CF0105M17
時間：7:00pm-9:10pm
1. 西米糉
2. 水晶糉
3. 豆沙西米千層糕

糉 ( 四 )
編號：CF0105N17
時間：11:00am-1:10pm
1. 上海糉 
2. 台灣糉

包糉班 -咸肉糉
編號：CF0105P17
時間：2:00pm-4:10pm
備註︰每人可包約 15 隻  
         糉回家烚

卡通蒸包
編號：CF0105Q17
時間：7:00pm-9:10pm
1. 喵喵星
2. 迷你兵團
3. 小豬
4. 黃鴨仔

惹味雞翼
編號：CF0105R17
時間：7:00pm-9:10pm
1. 橙蜜是差拉雞翼
2. 泰式水牛雞翼
3. 脆皮南乳雞翼
4. 黑松露鮮菌釀雞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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