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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廚徐蒝 x「龍門海鮮酒家」中秋新搞作 

中秋限定龍門秋月宴 徐蒝主理龍門劈酒雞、月兒像檸檬等多款精緻菜餚 
百分百本地製作 徐蒝全港首創自家製白鴿鹹蛋黃 -皇帝月餅及龍門全新口味月餅 

 
中秋節，中國人珍而重之節日，親友當共首一堂，齊享天倫之樂，吃一餐豐富美味的團圓

飯又或舉頭望月慢慢品嚐月餅就最好不過。 
 
龍門海鮮酒家自一九六七年紮根於鯉魚門，四十八年來不斷創新，合累積數十年的烹調經

驗，為食客帶來難忘及美味的海鮮菜式。今年中秋又再搞搞新意思，與創意鬼才廚師鴛鴦

戲水私房菜主理人徐蒝攜手推出中秋限定龍門秋月宴及百分百本地製作新口味月餅，

共度愉快中秋。 
 
徐蒝主理龍門劈酒雞、月兒像檸檬等多款精緻菜餚  
在國際名册 Coco 被列為全世界 100 現代名廚之一的徐蒝由 2003年起於元朗圍村建立
自家品牌 XY，創意多多，對飲食又素有堅持，四周發掘不同特色食材炮製佳餚以饕食客。
與龍門敢創新求完美的精神不謀而合。今年首次合作推出中秋限定龍門秋月宴套餐，一共

九道精緻菜式，當中三道別緻菜式月兒像檸檬、雙龍出海 (龍蝦湯焗龍蝦)及龍門劈酒雞由
徐蒝親自主理，而其餘菜式，包括龍門的招牌海鮮菜式，金銀蒜粉絲蒸蟶子、辣酒煮花螺、

酒香油鹽焗蟹、紅燒鮑魚、大斑兩味，好吃海鮮饞嘴的您，又怎可錯過。中秋夜宴中，與

親友共聚時光享受美菜佳餚，更是難能可貴。 
 
百分百本地製作 徐蒝全港首創皇帝月餅及龍門全新口味月餅 
龍門繼新年糕點後，與徐蒝再度合作，推出多款用選料上乘創新口味月餅。 
 
其中徐蒝月餅系列特別選用低膽固醇的白鴿蛋，自家醃製鹹蛋黃製作月餅實以香港歷史上

首次出現，再配以幼滑紅豆蓉，細膩味美。 
 
此外，龍門特意改良配方，減少各方面糖及油的份量，巧妙運用中西合璧的做法，製出各

款較為健康美味的月餅。今年龍門月餅餅皮改以曲奇皮取締傳統糖皮，以澳洲脫水牛油、

奶等，配以中國傳統搓皮手藝，做出口感與傳統相約的餅皮，入口更有陣陣牛油曲奇香。 
 
  



 
名廚徐蒝 x「龍門海鮮酒家」中秋限定龍門秋月宴套餐 ($9,998/10位) (一日前預
訂) 
徐蒝設計菜式 
【月兒像檸檬】 

 

【月兒像檸檬】宛如一幅畫，光亮晈潔的明月在水平

線上徐徐升起，海浪亦因明月映照成一片橙黃色。月

兒的部分是由海鮮湯、檸檬、檸檬皮及牛油所煮製而

成的醬汁，而海浪部分則為蒜蓉炒海蝦，味道開胃鮮

甜。 
 

【雙龍出海】 

 

【雙龍出海】顧名思義是把新鮮游水龍蝦用濃郁的龍

蝦湯浸熟，雙龍合璧，鮮味倍增。剩下的湯底除了送

飯一流外，亦不妨配上炸饅頭蘸點湯汁同吃。龍蝦濃

湯的精華完美地被饅頭所吸收，入口鮮甜，與法國麵

包蘸點龍蝦濃湯有異曲同弓之妙。 

【龍門劈酒雞】 

 

【龍門劈酒雞】徐蒝選用本地隱世古洞 80歲老師傅
所自家釀製的麵醬醃製雞肉，惹味嫩口，一口酒一口

雞，更能帶出麵醬鹹香獨特的味道，與親友對飲最好

不過，故取其名為劈酒雞。 

 
  



 
龍門招牌菜  
【酒香油鹽焗蟹】 

 

【酒香油鹽焗蟹】先把薑、花椒、八角及油鹽爆香後，

再加入奄仔蟹以鑊先蒸後焗，鎖定及確保蟹汁保持鮮

嫩，再贊上玫瑰露燒，酒香滿室，蟹肉惹味可口，啖

啖蟹膏令人愛不惜手。 

【金銀蒜粉絲蒸蟶子】 

 

半生半熟蒜蒸海鮮是鯉魚門的傳統海鮮特色，所用的

炸蒜皆全為自家功夫製作，並非一般預制即用炸蒜。

此味【金銀蒜粉絲蒸蟶子】以大量生熟蒜蒸蟶子粉

絲，蒜香撲鼻，蟶子肉質肥美爽口。 
 

龍門秋月宴套餐內其餘菜式有:  
辣酒煮花螺、紅燒鮑魚、大斑兩味以及傳統甜茶果 
 

 
  



 
名廚徐蒝 x「龍門海鮮酒家」中秋月餅新滋味 
徐蒝原創，高貴之選 
【皇帝月餅】 
(自家製白鴿鹹蛋黃紅豆蓉月) 

  
 

1盒 4件裝 HK$198 

星級名廚徐蒝創作的【皇帝月餅】製作材

料包括紅豆蓉、白鴿鹹蛋黃及曲奇皮製

成。數百年來歷代君王都視白鴿蛋為壯陽

食品，白鴿約半月才下蛋一次，產量不多，

更為罕有，而其膽固醇亦比雞蛋少三成，

卻蘊含豐富蛋白質，蛋香亦不比雞蛋或鴨

蛋遜色。【皇帝月餅】中的白鴿鹹蛋黃經自

家醃製約 12到 15天，配以由本地初榨花
生油慢炒大連紅豆

蓉而成的餡料，味道

甜而不膩；加上淡淡

牛油香的曲奇皮，令

人一試難忘。 
 

【高清白蓮蓉月餅】 

  
 

1盒 4件裝 HK$ 158 

製作白蓮蓉一向工序繁複耗時，徐蒝續以

古方炮製餡料，選用廣州蓮子，將蓮子反

覆沖洗乾淨後，放入銅鑊以本地初榨花生

油慢炒至少 3小時。至於餅皮方面，徐蒝 
一改傳統糖皮良配方，減少下糖及控制油

份，食客除了食得健康和放心外，十分適

合送給家中長者們。另外，比以往更薄的

一層月餅皮，為味覺帶來另一種高清的體

驗，令賣相更雍容華貴。 
 

 
  



 
龍門全新口味，美味又健康 
【龍門栗子月餅】 

  
1盒 4件裝 HK$140 

【龍門栗子月餅】除了選用澳洲優質栗子

加上天然植物油及新鮮忌廉打成幼滑香甜

的栗子蓉，為保留栗子原有味道之餘，師

傅特意於栗子蓉中混入新鮮製作的甘栗

碎，豐富入口時的層次及口感。由於栗子

已有天然甜味，毋需特別添加額外糖份，

而且低卡高纖，營養豐富。配以龍門全新

月餅曲奇皮，美味又健康。 
 

【龍門柚子月餅】 

  
1盒 4件裝 HK$140 

【龍門柚子月餅】的餡料以柚子醬混入雞

蛋、牛油、麵粉搓打成蓉，再加入以澳洲

橙皮自家醃漬成的蜜餞；入口淡淡柚子清

香之餘，橙皮蜜餞香而不硬，口感層次極

為豐富。而月餅皮中亦添加了橙粉，橙味

與柚子味相得益彰，入口淡淡橙香，卻又

不會搶走柚子的清甜味。 
 

【龍門雲呢拿焦糖月餅】 

  
1盒 4件裝 HK$140 

傳統月餅吃厭了，不妨一試「龍門海鮮酒

家」新式月餅，以原條澳洲雲呢拿條取出

雲呢拿籽，加入麵粉、忌廉、焦糖油、焦

糖漿、焦糖薄脆等搓煮成月餅餡料。濃郁

的焦糖與清香的雲呢拿味相互調和，味道

綿滑飽滿。師傅亦特意於餅皮中加入焦糖

薄脆，大大提升了餅身的香味與層次。 
 

龍門改良配方，成就經典 
【龍門奶黃月餅】 

  
1盒 4件裝 HK$140 

「龍門海鮮酒家」招牌奶黃月餅繼續熱

賣，今年更精益求精改良奶黃配方。師傅

於製作奶黃餡料時，減少使用牛油，以及

先焗香自家醃製的鹹鴨蛋黃，焗出多餘的

油份，並調控牛油、雞蛋、椰漿、忌廉及

吉士粉之間的比例，而月餅皮則以低脂牛

油的曲奇餅皮製成，務求保留棉香豐郁的

奶黃味，同時減少月餅的油份。 
 

 
  



 
 

關於徐蒝 
徐蒝「鴛鴦戲水私房菜」主理人及總廚  
徐蒝入住元朗農村取經學失傳古菜，自家設計黃土烤雞爐一炮而紅 
採用自家農場種有機食材做現代創意中菜，贏得世界各地知音食客

慕名而來，在國際名册 Coco 被列為全世界 100 現代名廚之一。 
 
訂購方法：可於以下各大 AEON超級市場、UNY、Apita、PIAGO、德福廣場展銷廳、
青衣城展銷廳、上水滙展銷廳及鯉魚門龍門海鮮酒家購買或於網上訂購

http://www.lungmuncakes.com 或 www.lungmun.com.hk 
 
查詢電話：3488-7827 
 

展銷廳  換領日期  發售日期  

1) 
*Kowloon Bay – 德福廣場 1期展銷廳   
九龍灣德福廣場 1期中庭 10號攤位 

17–25/9/2015 17-26/9/2015 

2) 
*Tsing Yi - 青衣城  
青衣城夢幻島 12號攤位 17–25/9/2015 17-26/9/2015 

3) 
*Sheung Shui - 上水滙  
上水滙二樓大堂 10號攤位 18–25/9/2015 18-27/9/2015 

Apita 換領日期  發售日期  

4) 
*Taikoo – 太古城中心商埸二期  
太古城中心商埸二期 16 – 20/9/2015 16-27/9/2015 

UNY 換領日期  發售日期  

5) 
*Lok Fu - 樂富廣場  
九龍橫頭磡樂富廣場 2-3 樓 11-17/9/2015 11-/27/9/2015 

PIAGO 換領日期  發售日期  

6) 
*Kowloon Bay – 德福廣場 2期  
九龍灣德福廣場 2期 401-402及 501-502號舖 9-15/9/2015 9-27/9/2015 

龍門海鮮酒家  換領日期  發售日期  

7) 
*Lei Yue Mun – 鯉魚門龍門海鮮酒家  
鯉魚門海傍道西 20-22號 1-27/9/2015 1-27/9/2015 

 
 
 
 
  



 
AEON分店 發售日期 

 8) 
Kornhill –康怡店  
港鰂魚涌康山道 2號康怡廣場(南) 

17-27/9/2015 

9) 
Whampoa – 黃埔店  
九龍紅磡黃埔花園第 5及 6期地下及地庫 

14-26/9/2015 

10) 
Tuen Mun – 屯門店  
新界屯門屯順街 1號屯門市廣場 1期 

11-26/9/2015 

11) 
Megabox – 九龍灣店  
九龍灣宏照道 38號企業廣場 5期MegaBox 

14-27/9/2015 

12) 
Lai Chi Kok–荔枝角店   
九龍深盛路 8號碧海藍天 

14-27/9/2015 

13) 
Kowloon City –九龍城店  
九龍城賈炳達道 128號 KCP九龍城廣場 

21-27/9/2015 

14) 
Wo Che – 禾輋店  
新界沙田徳厚街 3號禾輋村禾輋商場 

14-27/9/2015 

15) 
Tsim Sha Tsui – 尖沙咀店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 100號 

14-27/9/2015 

16) 
Causeway Bay – 銅鑼灣店  
香港銅鑼灣京士頓街 9號名店坊 

14-27/9/2015 

17) 
Lam Tin - 藍田店  
九龍藍田啟田道啟田商場 321-322號舖 

22-27/9/2015 

 
*月餅換領券可於 UNY、Apita、PIAGO、德福廣場展銷廳、青衣城展銷廳、上水滙展銷
廳及鯉魚門龍門海鮮酒家中換領 
 
龍門海鮮酒家 Lung Mun Seafood Restaurant 
地址：鯉魚門鯉魚門海傍道西 20號地下 
電話：2717-9886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日 12:00n.n – 10:30pm 
 

   
  



 

 
 

 
此新聞稿由 Umai Communications Ltd代龍門海鮮酒家發放。 
傳媒查詢，請聯絡： 
 
Umai Communications Limited 
Cindy Wong 
手提：9779-8352 
電話：2390-3383 
電郵：

cindy@umai-communications.com 
  

Umai Communications Limited 
Henry So 
手提：6155-1519 
電話：2390-3383 
電郵：

henry@umai-communications.com 

Umai Communications Limited  
Cherry Cheng  
手提：9182-1639 
電話：2390-3383 
電郵：

cherry@umai-communications.com 
  

 

 




